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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日講《止觀大意》 (是) 依據宗喀巴《菩提道次第廣論》裡面的 <止觀章> 的綱要來講

的。 

 

所謂「止觀」， (可以) 分開六方面來解說；假使大家聽的時候，最好你能夠記住我 (講的) 

那些「甲」、「乙」、「丙」、「丁」的層次，為什麼呢？ 

 

 (因為) 我有五、六次 (課要講) ，如果我隨便地講過去，就變了辜負松泉法師一番心意，

又辜負剛才江妙吉祥居士那番捧場的 (說) 話，所以我就 (會) 詳細講。 

 

我 (把內容) 分開六門，六門 (的內容) 到時我一門一門講 (給) 你們聽。 

 

現在第一門就是…… 

我用「甲一」、「甲二」、「甲三」、「甲四」、「甲五」、「甲六」──「六門」── 

 

 (這是) 仿照天台宗那些人 (所用) 的，叫做「科判」的辦法。 

 

 (接下來的) 科目都是 (依據) 宗喀巴的。 

 

第一門，就是 (「甲一」：) 「修止觀的勝利」。 

 

修止觀是有勝利的，「勝利」者， (指) 「殊勝的利益」。 

 

現在的人動不動就講「勝利」，例如 (說) 打仗或其他什麼「勝利」了，原來這句話 (「勝

利」) ──這是題外的話──在佛經裡面時常說「勝利」，後來那些日本人， (在) 明治維新

之後，那些在外國留學的日本人，見到英文 victory 這個字，(他們) 想怎樣翻譯才好呢？他

們就在佛經裡面取了「勝利」這兩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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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止觀的勝利」有什麼樣的「勝利」呢？一句話，就是什麼？ 

 

 (就是) 佛家所說的有為、無為的功德，統統都是修止觀得來；尤其是出世功德，不修止

觀， (是) 得不到的；修止觀，可以得到。這就是「修止觀的勝利」。 

 

 (這樣說) 有何根據呢？我今日就拿出根據，我寫 (出來) 給你，(其餘) 無用的，這兩段已

經 (足) 夠了。 

 

「修止觀的勝利」，兩段都是 (出自) 《解深密經》。它怎說呢？ 

 

在《解深密經》裡面，釋迦佛對彌勒菩薩說，他這樣說： 

 

慈氏 (或) 彌勒菩薩，彌勒是什麼？Maitreya，音譯譯做「彌勒」，意譯就譯做「慈氏」。 

 

他 (釋迦佛) 這樣叫一聲他 (彌勒) ，(便說：) 「慈氏﹗若諸聲聞，若諸菩薩，若諸如來，

所有世間及出世間一切善法，應知皆是此奢摩他、毘缽舍那所得之果。」 

 

因為有些 (人) 不習慣讀佛經，我就解釋一下給他們聽。 

 

這個「若」字，當作「或」字解， (但) 你說它是「或」字又不是完全 (對) ，即是英文

whether 這個字。即不論你是聲聞乘、小乘的人，或者是大乘的菩薩； 

 

這些小乘的聲聞及大乘的菩薩，甚至是如來、佛，這三類人所有的世間的善法與出世間的善

法，(即) 這三類人所有的一切善法，他 (釋迦佛) 說我們應該知道 (這些) 都是修止觀所得

的果。 

 

「奢摩他」， (梵文：) śamatha ，翻譯做「止」。 

「止」者，把妄念停息，令精神集中一處，(這是) 「止」。 

 

「觀」──「毘缽舍那」 (又怎樣) 呢？ (梵文：vipaśyanā ，) 音譯就是「毘缽舍那」， 

意譯譯做「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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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觀」字，如果我們 (把它當) 作動詞用，就讀成「觀察」的「觀」，用我們的智慧去

「觀察」；如果作名詞用的話，就是「觀」、「管」、「灌」，讀 (成) 「灌」，讀去聲。 

 

所以，這個 (「觀」) 字 (有) 兩種讀法， 

當作動詞用時要讀「觀」；當作名詞用時要讀「灌」。 

 

不過， (有時為了) 方便，統統讀 (成) 「觀」也無所謂了，因為這些字音的東西 (都是) 約

定俗成罷了，對吧？並不是早前就有個規定。 

 

這就是第一點：「修止觀的勝利」。 

 

第二 (點) ，釋迦佛又繼續說了一首偈， (亦即) 一首頌，他怎樣說呢？ 

 

「眾生為相縛，及為粗重縛，要勤修止觀，爾乃得解脫。」 

 

眾生被兩種東西束縛著，一種是「相縛」， 

 

什麼叫「相縛」呀？ 

我們看 (認知) 東西──我們的眼識、耳識、鼻識、舌識、身識、意識，以及五十一個心

所，都有看 (認知) 東西的作用； 

 

當它看 (認知) 東西的時候呢，一定被「相分」束縛著，他不能打破「相分」去看 (認知) 

其餘的東西，如果他能夠打破「相分」而去看 (認知) 東西的話，即是說，能夠把捉到這個

宇宙的本體， (亦) 即是說他能夠證到真如。 

 

一般時候，我們凡夫固然被「相分」束縛著，相分」是什麼？  

 

(即) 那八個識以及五十一個心所都有 (的) 那些 image──影子──束縛著，我們打破不了

它， (這是) 「相 (分) 」； 

只有當你見道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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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那無分別的般若智──根本智──出現， 

那時候就沒有「相分」， 

所以有時叫做「無相」； 

 

「無相」即是「沒有相分」， 

只有那時可以 (打破「相分」) 。 

但是這只能維持一會兒， 

 

當那根本智、無分別智一收 (回) 、沉沒，後得智起 (現) 的時候， (那時候) 都有「相 

(分) 」， 

 

不過見道後的無漏智不會被「相分」束縛，我們凡夫有漏的智，或 (說) 有漏的識的見分，

都被「相分」束縛著。 

 

 (所以經説，) 眾生，第一是被「相」束縛著。 

 

第二，「粗重」 (亦) 束縛著我們。 

怎樣叫「粗重」束縛著我們呢？ 

 

「粗重」，就是我們的貪、瞋、癡等等這些煩惱的種子， 

我們起了煩惱 (後) ，熏了 (一) 些習氣，這些習氣就是種子。 

 

 (習氣熏了) 在我們心裡面，即是說在我們第八識裡面，熏了入去，這些就是煩惱及隨煩惱

的種子；煩惱的種子就是這些煩惱的習氣。 

 

我們如果將來生天，那些煩惱種子就跟隨我們生天，它是「粗重」的； 

「粗重」者，即是「累贅的」，常常陪著我們； 

我們做人，它跟著我們，因為它在我們的生命裡面，所以這種煩惱的習氣、煩惱的種子常常

跟著我們，一日不擺脫它，我們一日都不能自由自在。這是第二種 (束縛) ，眾生被這種

「粗重」束縛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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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解除「相縛」，你想解除「粗重」的束「縛」，有什麼辦法呢？ 

 

他 (釋迦佛) 說有辦法﹗ 

 

「要勤修止觀」，你勤修止觀就可以了；「爾乃得解脫」，「爾」字即是 (指) 「然後」： 

你能夠勤修止觀，然後得到解脫這種「相縛」以及「粗重縛」。(當能夠) 解脫這兩種 (束) 

縛，即是得涅槃，所以「解脫」 (兩個字) 你可解作「涅槃」，又可以解作「擺脫了這兩種 

(束) 縛」，擺脫了這兩種 (束) 縛就是涅槃了。 

 

以上引 (用) 了這兩段經 (文) 來說明修 (習) 止觀的勝利。 

這是第一部分──「甲一」：「修止觀的勝利」。 

已經講完 (這部分) 了，就是這樣簡單啊。 

 

第二部分──「甲二」…… (對) 我 (用) 這樣的 (方式) 講，大家有沒有問題？ 

這樣聽會不會困難？ 

聽得懂吧？ 

 

我們講課，尤其是居士，最重要是夠 (通) 俗。 

 

第二 (部分) ──「甲二」 (：「此二攝一切定」) 。 

 

「此二」，這個不是「些」字， (是) 「此二」 (，指) 「這兩樣東西」。 

 

「攝」即是「包括」，包括了「一切定」──即是「止」和「觀」這兩件東西，把一切禪定

都包括 (了) ，不論是何種禪定，都不出「止」 (和) 「觀」 (的範圍) 。 

 

好了，你會這樣說，如果只是修「止觀」就可以了嗎？ 

一句話就是：可以﹗ 

 (這樣說) 會不會武斷呢？不會武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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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禪定不外「止」和「觀」而已，「止」──息除妄念、停止妄念， 

你修禪定的目的 (若) 不是想停止妄念，那 (又會) 是想什麼呀？ 

除了停止妄念之外，你還要用你的智慧來觀察 (──這是「觀」) 。 

 

這即是說，除了「止觀」之外還有什麼稱得上禪定？ 

 

「止觀」 (這) 兩個字本來在佛經裡面叫做「瑜伽」──yoga。 

瑜伽 (是什麼呢) ？ 

廣義的瑜伽， (是指) 所有一切教、理、行、果， (這些) 統統叫做「瑜伽」； 

狹義的 (瑜伽) ， (即) 嚴格來說的瑜伽，就 (是) 一切觀行、禪觀、止觀，叫做「瑜伽」； 

即是 (說) ，狹義的瑜伽就是「止觀」。 

 

 (關於) 瑜伽，各宗各派都有各自的瑜伽，即是說各宗各派都有各自的「止觀」。 

舉例來說，每個人都以為只有天台宗修止觀，如果這樣說，就 (是) 荒天下之大謬。 

 

 (佛家) 各宗都要修止觀的，因為不修止觀， (就) 不能脫離「相縛」，不能脫離「粗重

縛」，定要修 (止觀) ，不修 (止觀) 一定不可以 (脫離此二縛) 。 

 

這不是我說的，是釋迦老祖說的。 

 

譬如小乘，有哪種瑜伽？ 

 

我數給你 (聽) ： 

「五停心觀」，「四念住」，這些 (就是) 瑜伽了； 

「總相念」，「別相念」，這些都是瑜伽。 

換言之即是說 (明了) 什麼？ 

「三十七菩提分法」統統是瑜伽：「四念住」、「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

力」、「七覺支」、「八正道」，通通是瑜伽來的﹗ 

 

都是在「止觀」裡面修 (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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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 (反) 駁我，修「不淨觀」也是瑜伽？ 

對呀，我對你的回答是：對﹗ 

 

為什麼？ 

修「不淨觀」的時候，你想那條死屍，想它怎樣化膿、化血，想它最後怎樣變成白骨； 

 

 (到了) 這個時候，當你初學靜坐、初學止觀而未曾得輕安，你 (在這階段) 叫做什麼？ 

 

隨順的──即是準備式的修觀； 

 

到你一直地觀，觀到最後只餘下一棚白骨，那白骨在你面前，白白的一棚骨， (到了) 那時

你不再 (去) 想；你不再想，只是你的心、 (你的) 意識看住那 (白) 骨，你雙眼全閉也好、

半閉也好，在 (自己) 的心、 (自己的) 意識裡面，見到有一棚 (白) 骨在這裡，不再想別的 

(東西) ，這樣，這個時候是怎樣的 (狀態) ？ (就是) 「止」。 

 

當你的心一亂的時候，你又再從新來觀，由一個活動的人，一直觀到他變成死屍、變成白

骨， (即是) 再來一次觀； 

 

觀到有一個結論的時候，停下 (在那結論上) 來，就是「止」。 

這樣呢，即是說小乘 (的) 「三十七菩提分法」就是「止觀」。 

 (這是) 小乘的止觀。 

 

 (至於) 大乘 (的) 空宗，空宗也要修禪定的，它修的禪定，就是「止」； 

 

當它修禪定的時候， (它) 要修「空觀」，「空觀」不單只是空宗 (的人) 修 (習) ，不論你 

(是學) 唯識，或者天台，或者華嚴，統統都要修「空觀」，因為不修「空觀」， (是) 不能

見道的， (所以) 必定要修「空觀」。 

 

這樣，修「空觀」就是 (去) 「觀」； (這) 個心，一心不亂就是「止」。 

大乘的空宗，即是中觀宗，亦是要修止觀，它有它 (自宗) 特色的瑜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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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識宗更加以修止觀而聞名的，人人 (都) 以為唯識宗只是 (說) 理論、 (用來) 諍論而已， 

笑話﹗這是不讀書的人才說的﹗ 

 

如果 (在) 閻羅王 (那裡) 有所謂 (的) 拔舌地獄，那麼一定是專 (門) 為這類人而設。 

 

這句話不是我說的，這句話是王國維說的，我不過是引用他的 (說話) ，他不是說佛經，他

是說有些藝術家專 (門) 畫一些性感的東西，有些小說家專 (門) 寫一些性感的小說，他說

「拔舌地獄，專為此等人設也」， 

 

我現在假借他的說話來講，有些人 (胡) 亂批評 (唯識宗) ，他未讀得清楚 (而胡) 亂批評， 

這些 (人) 真是須要 (被) 拔舌地獄來拔一下他們 (的舌) 才可以。 

 

唯識宗以兩樣東西聞名，(第) 一樣是以「止觀」聞名，它唯識的理論完全是從止觀得出來

的； 

 

第二樣是以「菩薩戒」聞名。現在大家受菩薩戒是受《梵網經》的菩薩戒，這是中國人 (才) 

受《梵網經》的菩薩戒，西藏 (以及) 從前印度那些 (受菩薩戒的人) ，甚至現在的密宗，

東密所受的菩薩戒統統都是唯識宗 (所宗) 的《瑜伽師地論》 (裡) 的菩薩戒， (此戒的) 範

圍比 (《梵網經》的菩薩戒) 還要闊。 

 

 (唯識宗就是) 以這兩樣東西 (而) 聞名的。 

 

所以，說 (到) 修止觀，唯識宗是最到家的，這個不必談了。   

 

好了，密宗要不要修止觀呀？更加是 (要) ，而且是經常修 (習) 。 

 

它常常唸，譬如唸六字大明咒……不，譬如它唸大日如來咒──「阿尾囉吽欠」。像這樣 

(唸) ：「阿尾囉吽欠……」這就是「止」嘛﹗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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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唸) 即是把妄念停息，集中精神在「阿尾囉吽欠」那幾個字上。既然 (覺得) 「阿尾

囉吽欠」這幾個字都太多，對吧？ (有) 五個字， (於是) 再將它縮為一個字，就是「阿」

字； 

 

 (所以修密宗的人) 經常 (都唸) 「阿」、「阿」、「阿」……，就是唸一個「阿」字。 

再 (來是覺得) 用口唸都嫌麻煩，(於是改用) 想──想前面有一個月輪，月輪裡有一個

「阿」字，這樣想，想這個 (「阿」字) ，就是「止」了。   

 

想 (了一段時間) 之後，密宗有句話， (修) 東密的人在修阿字觀的時候，有一句話你們必

須聽 (從) 它，就是「先觀字型」──這是「觀」了， (即是) 先觀 (想) 那個字型，(「後

觀字義」，) 修阿字觀要這樣。 

 

譬如你觀一個「阿」字，(那個「阿」字) 其實你寫中國字也可以的，不一定要寫梵文，

「阿」字的梵文是這樣寫的。 

 

 (運用) 自己的意識，坐下來， (想) 面前有個「阿」字，(其他) 什麼 (東西) 也沒有，只有

一個「阿」字，(去) 觀這個「阿字」；(當) 觀到純熟的時候呢，你閉上眼見到「阿」字在

你面前，睜開眼也見到「阿」字在你面前。 

 

妳也有修 (阿字觀) 吧，寶姑？ 

 

這是阿字 (觀) ，觀那個字型，那字型縮細，細得 (好像) 一粒芝麻，你由得它縮細；(當) 

它 (放) 大，大得 (好像) 半邊天，你就知道，噢，這個「阿」字大得好像半邊天一樣，知

道了， (就) 只是這樣。 

 

 (當) 字型觀得 (純) 熟了，就「後觀字義」了，(即) 再觀這個「阿」字的意義。 

  

(關於) 這個「阿」字的意義，就 (是) 「不生」──「一切法本來不生」。 

 

這即是龍樹菩薩那個「不生亦不滅」 (的「不生」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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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切法本來不生」，「本來不生」就是「空」，根本無生， (難道) 還 (可以) 是實有

嗎？ 

 

「阿」者，即是「不生」，這樣解 (釋) 。 

 

「一切法本來不生」，這樣地觀，觀「不生」的意義，不是像某些人只是 (去) 觀那個金 

(色的「阿」) 字， (還) 要觀字義的，觀字義 (即) 是 (去觀) 「為什麼『不生』？」 

 

譬如這隻杯，這隻杯為什麼「不生」呢？ 

 (又) 譬如我的身體，我的身體為什麼是「不生」呢？ 

明明 (是) 我媽媽生了我出來，為什麼是「不生」呢？ 

 

你要貫通這個 (「不生」的) 道理， (由於是) 這樣、這樣 (的) 理由，所以就 (明白) 本來

「不生」。說到這裡，你就非讀經教不可了，有些人說不用讀經教的， (但) 不用讀經教的

只有兩條路： 

 

你唸阿彌陀佛，你 (相) 信 (能夠) 生 (到) 淨土，去到 (淨土) 再學經教， 

(這是) 第一條路； 

 

第二 (條路) 是 (修) 密宗，一味 (地) 唸咒、修法，去到本尊的淨土慢慢再說。就是這樣，

只有這兩條路，其他的一定要學經教。 

 

觀字義就是觀為什麼「一切法本來不生」，這樣你就得要讀《中論》， 

一翻開《中論》就是 (寫) 什麼？ 

 

「不生亦不滅，不常亦不斷，不一亦不異，不來亦不出」這句偈，然後下面 (就) 解 (釋) 

為什麼「不生」，它用 (一) 粒穀來譬喻； 

 

譬如面前的這粒穀，這粒穀是「不生」，為什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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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粒穀是由禾變的，這粒穀不過是禾的變形而已，並沒有「生」一粒穀出來； 

 

所謂「生」者，從無變有才叫做「生」，由禾變穀並不等於從無變有，所以，穀是「不

生」。 

 

 (那麼) 禾又是否「生」呢？ 

 

禾是由穀變的， (所以) 這個禾又 (是) 「不生」，穀又 (是) 「不生」； 

 

這樣一直推 (溯) 到劫初的時候， (在) 劫初的時候，如果本來沒有 (的話) ，那麼它怎麼會

「生」？ 

 

你們有誰見過它由無而有？這樣一路推 (溯) 到那粒穀本來不生。 

 

穀本來「不生」，同一樣道理，那朵花本來亦「不生」； 

 

花本來「不生」，如此類推，地球本來亦「不生」，太陽本來亦「不生」，宇宙萬象本來亦

「不生」； 

 

換言之，得 (出) 一個結論是：一切法本來就是「不生」。(要) 這樣去觀﹗ 

 

觀到「一切法本來不生」，毫無異議了，觀到這樣的時候，不 (用) 再 (去) 觀，停下來，

又見回那個「阿」字在前面，「一切法本來不生」，不用再想了，毫無異議了；既無異議，

為什麼還去想它？ 

 

不用想了，那時候又「止」了；(像這樣) 又止又觀、又止又觀……。 

 

這樣呢， (即是說) 密宗亦要修「止觀」，不過它 (密宗) 不把它叫做「止觀」，而把它叫

做「瑜伽」，又叫做「阿字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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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明「阿字觀」就是「觀」，「先觀字型」便是「止」，「後觀字義」就是「觀」， 

對吧？ (這樣說，) 密宗 (也) 要 (修止觀) 。 

 

天台宗是以 (修習) 止觀出名的，(這) 不用多說了。 

 

那麼華嚴宗不用修止觀？ (這樣說) 又是笑話﹗華嚴宗 (的) 「法界觀」，是要觀四法界，

觀它重重無盡，誰說不用修觀呀？ 

 

還有哪宗 (派) 可以不用修觀呢？ 

 

好了，佛家 (的情況) 就是如此。外道也要修止觀的，婆羅門教一樣是 (要) 修止觀的。 

 

譬如 (中國的) 儒家，儒家也有 (修) 止觀的。 

 

大家也讀過《大學》 (吧) ？「知止而後有定」， (這是) 「止」呀，對吧？「定而後能

靜」，修多一點這個「止」；「靜而後能安」，「靜」的時候，那個心 (能夠) 產生身、心

輕「安」； 

 

「安而後能慮」，「慮」就是 (指) 「思慮」，這樣還不是「觀」？ 

 

「慮而後能得」，「得」 (是指：得) 到結論。所以儒家宋明 (時代) 那些理學家們，一樣

是要修「止觀」的。 

 

儒家是這樣，道家有沒有 (修「止觀」) ？道家更加有 (修) 。   

 

這是我講的，你不用反駁我，因為我現在是談佛 (家) ，不是談道家，不過我找它做例 

(子) ，如 (我講的) 有不對，你 (可以) 當沒聽 (過) 這段 (話) 。 

 

一翻開老子那本《道德經》，第一頁：「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

始；有名，萬物之母」這一部分不用理 (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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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兩句：「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你們有人 (把「徼」的音) 讀

「曉」，而我讀「竅」； 

 

「此二者同出而異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眾妙之門。」那麼現在我說明 (一下) ，學一

下 (道家是如何) 修止觀。 

 

「常無」 (是指：) 常常把妄念撇除，常常空掉一切妄念，「欲以觀其妙」，為什麼要這樣 

(做) 呢？ 

 

 (因為) 想要得到一種定境，「欲以觀其」定中的那種「妙」境； 

「妙」者， (指) 那種輕安的妙境。 

 

當我們入定的時候，(在座有) 很多朋友入過定， (當) 入定入到真正很定的時侯， 

你發生的身、心輕安，初時就 (像) 大氣磅礡；再進一步，整個 (身心) 好像明鏡止水一

樣，好像 (有) 微微的光明，全身血脈運行， (這就是) 輕安這種妙境。 

 

只要你連續 (地) 修，不出三個月，你必有 (這種輕安狀態的) ，你假 (不認真地) 修就一定

無 (這種輕安) ； 

 

你真正修的話，不出三個月，一定有的。「常無」 (，指：) 常常撇除妄念，不胡思亂想

的； 

 

「欲以觀其妙」會得到「止」的境界，即是「奢摩他」那種妙境。 

 

「常有」，「有」即是「觀」，「欲以觀其徼」，「徼」者，地方的邊界叫做「徼」；「觀

其徼」者，即是說把宇宙萬象的一切事物 (作為對象) 去「觀」它，去觀察它，(這是) 「觀

其徼」。 

 

我再說 (出) 一個證據， (因為) 有些人不 (相) 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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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無欲以觀其妙」，即是佛家所講的輕安──妙輕安 (……[錄音中斷]……這樣他就) 得

到妙輕安， 

 

如果 (是) 高級修定 (的階段) ，修「止」修得 (到) 高級的 (時候，「妙」字) 就不 (是) 指

輕安，而是 (指) 什麼？ 

 

「如所有性」。「如所有性」就是與「真如」的意義差不多。 

 

「欲以觀其徼」的「徼」字是 (指) 什麼？「盡所有性」。 

 

宇宙萬象一切種種事物的種類，叫做「盡」其「所有」──「盡所有性」。 

 (這是) 「欲以觀其徼」。 

 

「盡所有性」 (是把) 一切事物都包括的。 

 

這即是說，道教都要修止觀，如果不修止觀，你想做成神仙都不用想。 

 

如果道教徒 (只是) 修止 (而) 不修觀都 (是) 不行的，現在很多講道教的以為一味地坐下來

觀著丹田，那個丹田慢慢的會發熱，運轉河車」的那道力 (量) 通身地轉，(他們認為) 這樣

就已經是地上仙了。 

 

唉， (其實) 這個 (是) 很初級，很低級。 (道教) 不是 (這樣) 的﹗現在很多人常常講道

教， (他們) 不是真正懂 (得) 的；當然有 (人真正懂得) ，大概 (佔) 百分之一、二吧，都

有的。 

 

我有很多同學都學這套東西，我有些朋友又很 (相) 信這套東西。 

 

我所 (認) 識的人──或者我 (認) 識的人不多──我所 (認) 識的人講道教的，全部都是假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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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是我不 (認) 識的， (有些人) 可能 (講得) 好，(這) 或者 (是) 我見聞淺陋，那些 (講

得) 好的我 (認) 識不到他們，所認識的，全部是假東西﹗ 

 

你會說羅生為什麼你經常這樣駡人？沒什麼的，我常說「日暮途遠，倒行逆施」，我本人今

年七十二 (歲) ，我是經常修止觀，大概修了二十多年，二十五年左右吧，所以我呢， (說

話的) 聲音還這麼大，我今天已經講了四小時 (課) 了，現在 (是) 第五個小時，我 (說話的) 

聲音還是這麼大。 

 

我也常常誇口我二十多年沒有病過，這些是修止觀的好處； 

 

你們很多人的面色都不及我，我不是有什麼法術，只是修止觀。 

 

每天不 (超) 過十點半鐘，我電話也不接的，十點半鐘到十一點半是接電話的時候， 

 

什麼大人物我都不 (接) 見，因為我無所求。 

 

好了，講回內容。 

 

 (以上說明) 道教都要修止觀。不過有很多低級的宗教，是有止無觀，常常顧著修止──想

住個丹田，想住個山根，或者印堂，或者想住頭頂──這些是有止無觀。 

 

 (只是) 有止無觀， (想做) 高級的神仙也做不到啊，何況你說 (想) 證佛家小乘的四果？ 

 (有止無觀的) 這類人沒希望的﹗ 

 

如果只是修止而不修觀，我老羅也可以 (做到) 啦﹗我修止都可以修到起輕安，但 (還) 是

不行，為什麼？ 

 

沒有觀的力量，沒有止觀雙運的力量，就是這原因而已。 

 

好了，現在講的 (是) 「此二攝一切定」，那麼我又拿 (出) 一個證據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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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錄音中斷] 

 

……「如我所說無量聲聞菩薩如來，有無量種勝三摩地，當知一切皆此所攝。」這句說話我

解釋一下給你聽，因為我是為了初學的 (人) 。 

它說依照──「如」是 (指) 「依照」； 

依照「我」──這個「我」是釋迦牟尼的自稱； 

 

依照我所說的無量這樣多的聲聞弟子， (如阿) 羅漢那些聲聞弟子，以及那些大乘菩薩，以

及那些他所講及的那些如來──阿彌陀佛、藥師佛等等一切如來。 

 

這樣多的聲聞、菩薩、如來，這班人有「無量」多「種」類的很殊「勝」的「三摩地」， 

三摩地」即是定； 

 

「三摩地」的梵文是 Samādhi ，Samādhi 這個字舊譯譯作「三昧」，新譯譯作「三摩地」。 

 

這個 (詞) 狹義的是指那個別境心所中的「定心所」； 

廣義來說，是指那種禪定的狀態。它說「有無量勝三摩地」，這個「勝三摩地」就是指廣義

的，即是「一切禪定」，這些禪定「當知一切皆此所攝」，我們知道這些一切一切的禪定， 

都是被這個止觀所包「攝」的，「此」是指「止觀」。 

 

即是說你能夠修止觀，就是等於修一切定。 

 

其次，這個第二段 (「甲二」) 講完了。夠鐘了？ 

 

……[錄音中斷]…… 

 

先解 (釋) 「自性」。佛家常常用「自性」這兩個字，「自性」 (這) 兩個字等於今人所謂

的「本質」。 

 

所謂「止」和「觀」的本質是什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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例如，如果你問這枝筆的本質 (及) 這枝筆的筆殼的本質是什麼呢？答案就是，這枝筆的本

質是塑膠，對吧？ 

 

這個 (筆) 殼的本質是什麼呢？我們 (會) 說這筆殼的本質是不銹鋼； 

 

如果你再問不銹鋼的本質是什麼呢？ 

你就 (可以回) 答，分析起上來，它是什麼什麼 (類別) 的礦物。 

 

佛家很歡喜 (把) 每一樣事物都解釋它的本質是什麼，譬如你們經常說入涅槃、求涅槃， 

人們就會問，涅槃的自性、涅槃的本質是什麼？ 

 

他們就要 (回) 答，涅槃的本質就是真如，又即是空性； 

 

涅槃以真如為自性，或者空性以真如為自性， (又) 或者涅槃以空性為自性， (這) 即是它

的本質。 

 

「止」與「觀」的本質是什麼呢？ 

 

我們先說止的本質。止的本質就是那個 (「定) 心所」。 

 

你不要怪我為什麼 (要) 寫這些術語出來呀？ 

 

沒辦法，有時 (不得) 不用多少術語，譬如你叫一個會計師講簿記學給你聽，他都要用一下

這是「借方」，那是「貸方」等等這些術語， 

  

(又例如) 這些叫做「資產」，那些叫做「負債」，一定要講到 (術語) 的，如果連這些都不

用，那麼會計師是沒辦法 (把簿記學) 講給你聽。 

 

講佛經也是一樣，有些人說最好全部 (專門) 名詞都不用﹗你不用 (專門) 名詞，這是你自

找麻煩，等於你與中國人談話 (但) 不准你用中國話，不准你用有中國意義的 (說) 話， 

那你怎和別人溝通？ (所以) 我們沒辦法不用多少術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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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每一個眾生都有八個識，每一個識都能夠了解一種境，能夠認識一種境；認識一種境的

時候，那種總的作用，即是 general 的作用，就叫做「識」；除了總的作用之外，它還有很

多附屬的作用，那些附屬作用叫做「心所」，「心」是指「識」，那個「心所有的附屬作

用」，就叫做「心所」。 

 

那麼，我們的識──我們先講前六識：眼識、耳識、鼻識、舌識、身識、意識，共六個識； 

(這) 六個識都有很多附屬作用， 

 

其中有一種叫做「定」， (這個) 「定」字是 (用了) 意譯，梵文叫做 Samādhi ，Samādhi 

剛才我已講過了，舊譯譯作「三昧」，意譯譯做「定」； 

 

其實真正 (來說這) 個「定」字 (譯得) 不 (夠) 確切，真正的意譯，應該要譯做「等持」。

連續、前後念相續，就叫做「等」，譬如我前念觀阿彌陀佛，第二念又是觀阿彌陀佛，第三

念…… 

 

不，不要用觀 (這個字) ，前念我們好像見到阿彌陀佛，第二念又好像見到阿彌陀佛，第三

念又見到阿彌陀佛，乃至到第四、第五、第六、第七……一百幾十念 (都) 一直連續前後念

相續， (這) 就叫做「等」。 

 

「持」 (又是什麼) 呢？ 

執持、捉緊它，即是控制著，就是「持」； 

 

連續念念如此，控制著 (這) 個心，令到精神統一，這種作用 (在) 我們的前六識裡面， 

(即) 眼識、耳識、鼻識、舌識、身識、意識，這六個識都有這種作用， 

 

這種作用就叫做「定」， (又) 叫做「三摩地」，舊譯譯做「三昧」。 

 

修止的時候，即是說 (是) 這個定心所的活動，當你起初修 (習) 的時候，你會覺得腳又

累，頸又痛，對吧？ 

 

慢慢地你練習下去，經過若干時間，你會 (覺得) 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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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覺得身體很安和，當身體很安和，就有一種……我講你聽，起初你想一樣東西，有些人

想著鼻端，它就會由鼻端這處 (生) 起，(這時) 就好像有一種 (溫) 熱的暖氣，那些道教徒

叫它做「氣 (炁) 」，佛家就不叫它做氣。 

 

它 (出現有時) 又好像有點兒麻痺的，又好像你去理髮時被那個電動剃髮器剃髮時的感覺， 

重重的，痺痺的，暖暖的，有種這樣的感覺，這種東西好像氣…… 

 

[錄音中斷] 

 

……如是者慢慢地，你不斷 (的) 每日都 (去) 練習，依時練習，這樣，過一、兩個星期， 

(那感覺會) 擴張得很快；可能再過兩星期，你會 (覺得) 擴張到全身，能夠走到手尖，腳

尖，全身好像一個暖水袋，很舒服的，這是「輕安」，「輕」即是「輕快」，好像沒有重量

似的，真的是好像沒有重量的啊； 

 

第二，是 (覺得) 很安穩，很舒暢似的，有種這樣的東西 (──「輕安」──) 充滿。 

這種東西有兩方面： 

 

第一，有物質方面， (這) 是生理方面，物質方面； 

 

第二，是我們精神的感覺。(輕安) 是 (這) 兩者和合俱轉的。這就叫做「輕安」。 

 

未得到輕安之前，就不能叫是修「止」，一定要在全身輕安起了之後，才稱得上是修

「止」。 

 

那麼在未得輕安之前，我的心不想其他東西，這樣就不能叫做 (修) 「止」？ 

 

對。 

 

這些叫做什麼？有兩個名詞，(第) 一個名詞， (在) 中文譯本的《解深密經》 (裡) 叫它做

「隨順止」──即是說還未稱得上做「止」，但 (隨) 順其勢修下去，它一定會得「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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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人譯《解深密經》，譯了後，再由法尊法師翻譯做中文，他不用「隨順止」 (這個名

詞) ，(而) 用「相應止」──它不是正式的「止」，但是 (已經) 與真正的「止」 (互) 相呼

應了。 

  

(所以，) 未得輕安之前不能叫「止」。接著 (講下去) 你慢慢就會明白了。 

 

當你一蹺起腿坐，或者甚至你不蹺起腿坐，你的心 (若能) 精神集中都叫做「定」，但至於

輕安，就要修止成功才能有輕安的。 

 

換言之， (當) 你起了輕安，你修止就叫做成功了；你輕安未充滿，你還未修止成功。 

 

所以有一類人，他以為運轉河車──那股氣在丹田處這樣走，走到下面的尾骶骨；再從尾骶

骨跟著脊椎爬上去；再走落這裡；再從這裡走回到丹田，像個水車 (那樣轉) ，也像坦克車

轉動的那個 (車呔) ，這樣叫做一個「小周天」；(有所謂：) 「小周天，地行仙」，以為 

(這樣的境界) 很高，是地行的神仙， (但) 在佛家看來，這叫做什麼？ 

低級。 

 

這叫做「初禪近分」，還未入得到 (初禪) 。(這) 不是好東西，如果你當它是好東西，你就

前程有限了。那麼你說這可以長命不死？假的，人怎可以不死呢？ 

 

對吧？ 

 

人不會不死的。 (延) 長十年八年命就可以，如果你肯 (在生活上注重) 衛生就可以了，對

吧？ 

 

但你說不死就沒可能。地行仙，到他死的時候，我見到有些人有 (些) 輕安， (能夠) 運轉

河車，到他臨死的時候大小便失禁， (你認為) 假的嗎？ 

 

是我親眼見到的。 (這是) 他把持不住、攝持不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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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了，所謂止觀的自體呢，「止」，就是以「定心所」及「輕安」為自性，它的本質就是這

兩樣東西。 

  

(至於) 「觀」，現在講到「觀」了，「觀」以什麼為自性呢？ 

 

 (是以) 別境心所中那個「慧心所」 (為自性) 。這個「慧心所」是指什麼呢？ 

 

是指我們第六意識的一種附屬作用，第六意識那種 (抉擇作用) 。所謂「抉擇」，「抉」

者， (指) 「決定」，「擇」者， (指) 「簡擇」──寫這個「簡」可以，寫剔手邊這個

「揀」也可以。 

 

怎樣是「決定」呢？ 

 

這是對，那是不對；決定它對不對。 

 

 (怎樣是) 「擇」呢？選擇。這是一條路，那 (邊另) 有一條路，哪一條路我們應該走？哪

一條路我們應該要捨棄？這是選擇。 

 

我們面前有一個「是」或「非」，「善」或「惡」的時候，我們就非要「抉」，非要「擇」

不可，否則你就盲從無知。 

 

在我們第六意識裡面，與生俱來有一種抉擇力，這種抉擇力，如果我們肯去學問，肯去尋思

訓練，這種抉擇力就 (會變得) 更加強；這種抉擇力就叫做「慧」，所謂「智慧」就是指這

種東西──「慧」；如果是高級的「慧」，我們不叫它做「慧」，而叫做「智」。 

 

普通的 (說來) ，「慧」有 (分) 「有漏」及「無漏」兩種，有漏的 (慧) 我們不 (會) 稱它

為「智」……有時都會稱 (為「智」) 的，但一般都不 (會這樣) 稱 (呼) ， (因為) 「慧」 

(的成份) 多；而那些無漏的慧，我們多數稱它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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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的所謂「慧」，是指我們第六意識那種附屬作用，那種抉擇力。這個「抉」字，有很多

人這樣寫的，佛經裡面是寫剔手邊 (的「抉」) ，這個 (「抉」) 是俗字，這個三點水的 

(「決」) 才是正字。 

 

「觀」就 (是) 以「慧 (心所) 」為體，「止」是以「定 (心所) 」及「輕安」為體，即為本

質。 

 

那麼你會說，就是這樣簡單嗎？只得這幾樣東西？不是， (只是) 以這幾樣東西為主要的本

質，其他的我不叫它做本質，(那) 叫它做什麼？相應的東西──眷屬。 

 

好了， (現在) 引 (用) 一段經 (文來) 講， (這段經文) 比較不暢順，為什麼呢？ 

 

因為這本《大乘莊嚴經論》 (的譯本) ，如果它是玄奘法師 (翻) 譯的話，就比較清楚。 

 

它 (《大乘莊嚴經論》) 這裡解釋：「正住為所依」， 

「正住」者，即是「定境」，以定境為「所依」； 

 

「心安住於心」，這句難解了，心又安住於心？ 

 

大概這 (第一) 個「心」是指我們「心的活動」， 

 

第二個「心」字是指「定」，「定境」。 

 

我們的心安住在定境，這就是定，就是三摩地了。 

 

我們的心，安住在定境裡面。這樣，你會問我，羅先生，你會不會解 (釋) 錯呢？ 

 

「心安住於心」的第二個「心」字，你當做「定境」解，會不會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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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不會怎樣錯，因為為什麼呢？佛家有所謂「三增上學」，學佛的人一定修習這三種增上

的學 (問) ，「增上」者，強有力而 (扶) 助你，令到你可以有進步，令到你可以成佛，這

三種學問，叫做三種增上學。 

 

第一種，叫做「增上戒學」，即是學「戒」，戒律。 

 

第二種， (叫做) 「增上心學」，這個「心」是指定，入定，這「增上心學」又名叫什麼？ 

「增上定學」。 

 

第三種，叫做「增上慧學」。 

普通 (來說) ，這三種「增上戒學」、「增上定學」、「增上慧學」，一般叫做「戒」、

「定」、「慧」，對吧？ 

 

但是有些人勘對過梵文，這個不是「戒」、「定」、「慧」，而是「戒」、「心」、

「慧」。 

 

修定的這種學問叫做「心學」，西藏等 (地) 也叫做「增上心學」，舊譯譯做「增上定

學」，因為「定」只是 (指) 一個「心所」。 (「增上心學」的) 這個「心」是指什麼？ 

 

圍繞著定心所的，還有很多的眷屬、狀態。所以呢， (這) 個「心」字可以解 (釋) 作什

麼？ 

 

一種「定境」了。(若) 這樣解 (釋) 「心安住於心」，即是說我們的「心」，安住在一種

「定境」上，安住在「定境」上，當然是 (會有) 什麼 (情況) ？ 

 

第一，一定要有「定心所」； 

 

第二，真正叫得做「奢摩他」，必定要有「輕安」。 

 

「及善思擇法」，「法」者， (指) 「萬法」。「善」是指「好好地」，能夠「好好地思擇

萬法」，或者這個「法」字代表佛所說的法，思擇佛所說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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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思擇」即是「慧 (心所) 」的作用， (亦) 即是「抉擇」。 

「思」是 (指) 「思惟」，「擇」即是 (指) 「抉擇」。 

 

「心安住於心」是止的本質，「及善思擇法」是觀的本質，   

「應知是止觀」，我們應該知道這就是止觀的本質。 

 

這裡《大乘莊嚴經論》並不是解 (釋) 得很明顯。解 (釋) 得明顯的，是《菩提道次第廣

論》，(這本書是) 西藏黃教的教主宗喀巴 (所) 造。 

 

 (《菩提道次第廣論》裡說：) 「依定住心」──這裡有「定」，即是「心安住於心」， 

這個「心」即是 (指「心安住於心」的) 第一個心，依住這個「定」──「定心所」，依靠這

個「定心所」的作用，而把我們的心控制著，統一起我們心的作用，這是「依定住心」 (的

意思) ，就「說名為止」。 

 

這解釋了第一句。「善擇法慧」，那些能夠很善巧地抉擇諸法 (或) 佛所說的教法的那些

「慧」，就「說名為觀」，叫做「觀」。即是說，「觀」的本質就是「慧」，「止」的本質

就是「定」及「輕安」。這就解釋完了第三部份「止觀的本質」。 

 

講到這裡，宗喀巴大師有一處 (內容是為了) 辟 (除) 一些不正當的見解；宗喀巴大師這樣

說，他說有類人教別人修定，叫別人什麼也不要想，若你能夠做到完全不想東西的話，就叫

做修定成功了﹗他 (宗喀巴) 說這是錯的。 

 

如果什麼都不想，這叫做有止無觀，有止無觀不能見道；你想見道，一定要有止有觀，先學

修止，後學修觀；然後止觀互用；然後當修止、修觀也純熟了，就即止即觀──修止的時候

同時就是觀，修觀的時候同時就是止，這就是「止觀雙運」。 

 

你見道就一定是在「止觀雙運」這種情況下。那些只是一直叫人 (要) 心如木石，什麼也不

要想 (的人) ，這些是錯誤的邪說。 

 

這是宗喀巴所說的一段話。這段話我不過是介紹你，如果你要讀，你就找那本《菩提道次第

廣論》第 14 卷，第 51 頁，你就會找到這段 (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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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這裡你就知道，現在那些道教徒整天運那道氣，整天想住個丹田，整天想住個鼻尖，縱

使你想到都是有止無觀，不只你不會證得初果、二果、三果，你連 (高級的) 神仙都做 (不) 

到，只做到那些低級的神仙。 

 

為什麼呢？ 

 

 (若) 你 (能) 修到初禪，臨死的時候能夠一心不亂，你就生初禪天，但要臨死的時候能夠

入到定才可以啊，如果你臨死的時候精神紛亂，那些煩惱紛然地起，你想生天也生不到了，

(當) 你大小便失禁 (或) 全身都痛， (到) 那時還談什麼生天？﹗ 

 

還有，你說我入到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大家不要 (弄) 錯誤，初禪、二禪、三禪、四

禪通通都是「止」， 不是「觀」。修觀是 (要) 在止裡面修觀。 

 

普通 (來說，) 見道一定有個準備階段， (在) 未見道之前；見道的時候那種無分別的般若

智出現，就 (叫) 「見道」。但是這般若智未出現之前，一定經過「四加行」──煖，頂，

忍，世第一法──這四種有漏的最高級的智慧， (是) 最高級的有漏智，叫做「加行慧」。 

 

這四種「加行慧」在哪裡出現的？ 

 

在第四禪裡面出現，必定必定，決定決定，在第四禪裡面出現的，不會在初禪以前出現， 

 

即是說你要修止修到第四禪後，然後有煖，頂，忍，世第一法出現。 

 

煖，頂，忍，世第一法都經過之後，到世第一法的時候，忽然間好像有漏的慧沉沒，無漏的

慧爆發，這個時候，就好像大地平沉，一無所見，但又不是 (空) 無； 

 

那時候，就是在第四禪，那時候就 (是) 見道。所以說 (要) 見道 (就) 要 (修) 觀，煖，

頂，忍，世第一法這四樣東西是「觀」，第四禪是「止」，不可不知﹗ 

 

所以呢，我說我要講《止觀大意》， (是因為) 很多人走錯了路， 

只是走了一條有止無觀的路，或者有觀無止的路，這是大錯特錯的。好了，時間夠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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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了，你修觀，一定是 (用) 第六意識，記住﹗有很多人說要「離心、意、識」，不需要 

(第六) 意識， (這是) 錯誤的。 

 

所謂「離心、意、識」，講的 (人) 講得不清楚；「離心、意、識」是「離開那些有執著、

有相的心、意、識」，即是要 (用) 無執的、無執相的心、意、識， (如此) 去修觀。 

「離心、意、識」是離有執相──執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的這種心、意、識來

修， (而) 不是說沒有第六意識。 

 

初地菩薩見道，必定用第六意識。 

 

 (聽眾：) 剛才你說修淨土宗及密宗不用修觀？ 

 (羅公：) 不是。即是 (可以) 不用修觀，只是修止也可以，你只唸阿彌陀佛也可以。 

 (聽眾：) 但它們都 (可以) 是「止觀雙運」的，淨土宗立宗的有三經一論…… 

 (羅公：) 淨土宗的宗義是如此而已。有些老太婆什麼也不懂，只是整天「阿彌陀佛……阿

彌陀佛」，她一樣可以往生的。妳修十六觀當然可以往生呀，老太婆什麼也不懂，只是唸阿

彌陀佛，如果臨死的時候這個善念 (生) 起，一心不亂想住 (阿彌陀) 佛，她一樣可以往生

的。 

 

 (聽眾：) 一心不亂想住佛不就是「觀」嗎？ 

 (羅公：) 不是，是「止」來的。 

 (聽眾：) 她的妄念一直不起就是「觀」。 

 (羅公：) 不是一定。想住佛就是「止」了。譬如我想住你的樣子，我都是 (在修) 

「止」。要這樣才是「觀」：妳這個人是高抑或矮呢？肥抑或瘦呢？這是種抉擇。 (但現在) 

只是想住佛。不想住佛不可以 (止息妄念的) 。 

 

 (聽眾：) 但她唸佛也是「止」？ 

 (羅公：) 唸都是「止」。想住佛，不起分別…… 

 (聽眾：) 不起分別，那不就是「觀」啊？ 

 (羅公：) 不是「觀」。只是想住佛， (在佛) 經裡面叫「無分別影像」，是「止」。 

 (聽眾：) 密宗應該都是可以修「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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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羅公：) 修「阿字 (觀」) 的字型是「止」，修字義就是「觀」。 

它 (密宗) 不修「阿字觀」也可以的，只是唸「阿尾囉吽欠，阿尾囉吽欠……」一輩子都 

(這樣) 唸，到他死的時候只要一心不亂，他一樣是好好的； (只) 修「止」都可以的。 (但) 

如果你想見道，一定要修「觀」。 

 

「甲三」都講完了。 

 

「甲三」就是「止觀的自性」，即是「止觀的本質」。現在應該講「甲四」。 

 

「甲四」， (內容是講) 一定要修兩樣： 

 

「理須雙修」──修「止」，又修「觀」。只是修「止」，用處不大；只是修「觀」，

「觀」也不 (會) 成就。現在講三點來說明一定要 (止觀) 雙修。 

 

後面的人聽得到嗎？ 

 

第一點，我用一個譬喻。譬如寫畫，寫畫時拿一張白紙，再用一枝筆在紙上面畫畫，就等於

好像修觀了。如果學畫的 (人) 只是對著白紙，不下筆 (畫) ，他永遠不會寫得到畫，對

吧？ 

 

但你不找一張正正式式的紙而拿著筆亂塗呢，一樣是學不到 (寫出) 好的畫的。所以呢，你

想寫得到好畫，想學畫成功，一定要找一張潔淨的紙，然後用筆來寫，依著畫師教你的筆法

來填寫。 

 

即是要兩樣 (潔淨的紙──「止」及依筆法來寫──「觀」) 具備。 

 (這是) 第一點，用譬喻 (來說明) 。 

 

第二點，不論大小乘，修學佛法有所謂修三種「增上學」。 

學佛法修行，不出三種「增上學」： 

第一種，「增上戒學」； 

第二種，「增上心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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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增上慧學」。 

 

為什麼叫做「增上」呢？ 

 

「增上」的意思原來是這樣：增加，向上； 

那怎樣叫做增加、向上呢？ 

 

即是說，譬如有兩件東西，一種是甲， (另) 一種是乙，假使乙這東西能夠扶助甲這東西，

令到甲能夠增加它的勢力、能夠向上發展，這時候，我們就說乙這東西對於甲有「增上

力」，「扶助力」；所以，「增上」這兩個字，在佛經裡時時當作「扶助」解 (釋) 。 

佛家的學問，有三種東西扶助你，令你能夠達成結果的， 

 

這三種學問，叫做「三增上學」。 

 

第一種，是「增上戒學」， (即) 持戒。任何一個宗派，任何一種修法，一定 (要) 持戒，

因為沒有戒，你的心不能夠得定，所以 (第一種是) 「增上戒學」。 

 

第二 (種) ，是「增上心學」，調禦你的心、控制你的心，這種學問叫做「增上心學」，舊

譯譯做「增上定學」。這「增上定學」翻譯得不夠好，因為「心」包括很多東西的，不是只

有「定」 (這) 一種東西，所以這個舊譯譯得沒有新譯的好，新譯譯做「增上心學」，才是

對的。 

 

 (「增上心學」) 即是 (指) 修定，亦即是修「止」， 

「增上心學」即是修「止」的學問。 

「增上慧學」就是修「觀」的學問了， 

是用我們的「慧」來 (作) 觀察。 

 

你看看，學佛法而得到成果的不出三種東西， 

其中兩種就是「止」和「觀」； 

其中一種就是「止」，對吧？ 

這是第二點，一定要 (止觀) 雙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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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不修慧學，你只修「心」而不修「慧」， (是) 不會得結果的。因為為什麼呢？ 

 

前一種是手段，後一種是主要的目標： 

持「戒」為手段，調禦我們的「心」為目的； 

調禦「心」又是手段，以得到「慧」為目的。 

 

那麼「慧」要來做什麼呀？ 

 

「慧」的極點， (在) 小乘就是證 (得) 阿羅漢果，大乘就是證 (得) 佛果。 

 

這是第二點， (說明止觀) 一定要雙修的。現在有很多修定不修慧的 (人) ，以為整輩子這

樣子坐，運轉河車，小周天、大周天這樣就夠了，這類人有「增上心學」而沒有「增上慧

學」， (是) 不會證得佛家那種 (成) 果的。 

 

第三 (點) ， (舉出) 理由。家大乘有所謂六波羅蜜， (即) 六度。 (所謂) 六度，第一， 

(是) 施度，布施； 

 

第二，戒度；第三，忍度； 

 

第四，精進度； 

 

第五，靜慮度，即是禪， (指) 禪定；「禪」是譯音，「靜慮」是譯意； 

 

 (第六，) 智慧度，即般若波羅蜜。大乘修行，以六度為主，而六度之中，前是方便， (即) 

前一段是手段，後一段是目標；後一段又是手段，再後一段才是目標； (再) 後一段又是手

段，再後一段才是目標；六度的目標，最後的目標就是智慧。 

 

如果你只是修止呢，即是只是修靜慮了，(這是) 達不到最後的目標的，即是等於 (我們) 想

乘船過河，明明 (船已) 泊岸了，你卻不上岸，你不上岸，又何必過河呢？何必乘船呢？對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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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就修大乘 (而言) ，如果你不雙修， (只) 修止而不修觀，你就不會證果；如果有修

觀而無修止，無有此理；無 (修) 止而有 (修) 觀的那種觀是「散觀」，不會 (有) 成就的。

所以大乘的修行，一定要止觀雙修的。 

 

還有，這六度──六波羅蜜多 (的) 施、戒、忍 (度) ，修這三種，目標是在積集福德資糧；

你們經常說修行是「福慧雙修」，成佛是要資糧的嘛，施、戒、忍 (度) 是屬於「福德資

糧」；智慧 (度) 呢？就是叫做「智慧資糧」。 

 

這兩種 (精進度，靜慮度) 又怎樣呢？ 

 

雙屬福智──一方面是屬於福德資糧，(另) 一方面又是 (屬於) 智慧資糧。修靜慮又是智慧

資糧？怎樣解釋呢？ 

 

 (因) 它 (會) 助成智慧。 (所以屬於福德、智慧) 兩方面的， (這) 是精進與禪定 (度) 。

修靜慮是會得福的。這是第三 (種理由) 。 

 

基於這三種理由，所以必須要 (止觀) 雙修，單修不可以。 

 

這又有何證據呢？我又拿出證據給你： 

 

藏傳《大涅槃經》──因為我這裡引 (用) 的是宗喀巴所引 (用) 的《涅槃經》， 

宗喀巴不懂中文，他懂藏文，所以他是根據西藏譯本的《大涅槃經》， 

 

我現在照他的抄出來給你，我也未曾有功夫將中文的《大涅槃經》 (來作) 比較，對照一下

有沒有這一段經文，我未曾做這功夫；不過照我所知，經典之中，有很多西藏譯本的經典比

較完備，中文 (經典) 很多缺了一些 (內容) ，或者缺了某些篇章之類的，尤其是《大涅槃

經》； 

 

 (關於) 《大涅槃經》，中國現在這本是還未齊全的，大概西藏的 (《大涅槃經》) 是齊

全，宗喀巴是引 (用) 西藏的《大涅槃經》。他引 (用) 來做什麼呢？引 (用) 來證明止觀一

定要雙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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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裡面講得很好的， (說明) 一定要止觀雙修。他說：「聲聞」──那些修行小乘的人，「不

見如來種性」──不見到自己有佛性的 (人) ，「如來種性」即是 (指) 成佛之性，他 (們那

些不見自己有成佛之性的人) 為什麼會這樣呢？那些聲聞 (乘) 的人都會證阿羅漢果的嘛，

為什麼他們都見不到自己 (有) 成佛之性呢？ 

 

是因為什麼呀？ 

 

「以定力強故，慧力劣故。」 

「定力」是 (指) 「止」，修止修得好，修觀就不行， (這是) 「定力強，慧力劣」。 

 

那菩薩 (又怎樣) 呢？那些修大乘的菩薩？ 

 

「雖見」──這個「見」字有一撇──菩薩雖然見到、知道自己是有成佛之性，「而不明

顯」，但是見得不是這麼清楚，為什麼呢？為何大乘菩薩見得不清楚呢？ 

 

「慧力強故」，他 (菩薩) 見是因為他的智慧力強， (即) 觀慧的力強，可是「定力劣

故」，修止不及那些小乘 (人) ； 

 

「唯有如來」──佛，「遍見一切」，不論什麼他都見，不只見到自己是有成佛之性，連其

他眾生有佛性他都見到，為什麼如來能夠這樣呢？ 

 

「止觀等故」，因為他有修止的成就，有修觀的成就，兩樣都「等」，所以我們想證 (佛) 

果，一定要止觀雙修。 

 

還有，「由止力故，如無風燭」，因為你有「止」的力，好像一枝燭點起來而無風吹，很明

朗，為什麼「由止力故，如無風燭」呢？ 

 

因為由「止」的力量「諸分別風不動心故」，入定時最怕起分別──想這樣、想那樣； 

 

那些種種起分別的心，因為你修止的力量壓制著它，制伏著它，那些胡思亂想的分別都被止

的力量壓制著， (因此) 那些起分別的心都不能動，所以好像無風的燭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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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觀力故，永斷一切諸惡見網」，到你 (修到) 如無風燭一樣就很好，(但) 你的目的是想

斷除一切惡見，然後 (才) 可以成佛嘛，(但要) 斷除惡見只是靠「止」 (的力量) 是不行

的，要「觀」，因為觀是智慧，要用智慧來剷除惡見。「惡見」是 (指) 「惡的智慧」而

已，修觀是用「善的智慧」，用「善的智慧」來剷除惡見。 

 

宗喀巴引 (用) 了這一段 (經文) ，我依著 (它) 抄出來。如果你們寫下了這個綱要， (就) 

可以去講了。為什麼？ 

 

因為有釋迦老祖的經典和菩薩們的論 (典) 為 (依) 據，這些又不是我的 (作品) ； 

如果你寫下這些綱要，可以拿來照講可也，今日你聽了，明日你 (依) 照 (著) 講也可以， 

 (只要) 你依著科判──「甲」、「乙」、「丙」、「丁」、「戊」、「己」 (等等) ──就可

以了。 

 

 (要講) 到「甲五」了。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