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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牽强附會到極，不過我即管講一下；我不是叫你學這種東西。 

 

譬如一個陰爻，這一爻，那些人叫它做「汞」——水銀；這一爻， (在) 離卦裡

面，就 (是) 兩 (個) 陰爻夾著一 (個) 陽爻，這個陽爻，那些人叫它做「鉛」。 

 

為什麼那粒東西 (「汞」) 會走來呢？ 

 

他們改了個名稱，叫「以汞投鉛」，將上面那粒汞，投落在鉛那裡。 

 

那些人講得很妙，不過我覺得講得好似嬉笑怒駡，對吧 

 

這樣叫做「以汞投鉛」，好像有粒東西投下去。 

 

當它返回上來的時候， (之前) 是這粒汞投落去鉛那裡；返上來的時候，就是下

面那粒 (鉛) 上來，下面那粒 (鉛) 走上去，這就叫做「取坎填離」，將坎卦那個

陽爻弄了上去，填滿了，那個爻就變了純陽。 

 

 (這) 有什麼好處我不知道呀，不過我讀那些道書它是這樣講。 

 

我不是專家，不過我只是講到這東西。若果有人問我這類東西，我不會與你爭辯

的。 

 

我 (靜) 坐時確是見過，在上面有粒東西走下去， (這) 沒有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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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叫做「以汞投鉛」我不了解；下面升上去我又看過，但「取坎填離」我又不 (了) 

解；又說這樣 (修) 下去的會成仙，我不止不成仙，而且精神也不及年青人那麼

好，我覺得又沒什麼用 (處) 。或者我功夫不到。 

 

如果你 (意) 守這裡，就會有些這樣的現象，(但) 你 (要) 記住﹗記住﹗ 

 

你不要以為這了不得，這個是初禪近分，很低級，還未入初禪。  

 

有時候你 (意) 守著這裡會見光的。 

 

我有個朋友叫陳湛銓，他 (意) 守這裡，忽然間他 (感覺到) 啪啦那樣，好像紫色

火花那樣，嚇了他一跳。很多人都 (會) 這樣的。 

 

這樣以後，就會看到光。 

 

那有什麼用呢？ 

沒什麼用的。 

 

為什麼呢？ 

 

 (假設) 你現在 (靜) 坐的時候看到光，(但) 當你病得很辛苦的時候，什麼光也沒

有了。你以為這些境界很好，但當你得重病的時候，纏綿牀墊的時候，你什麼 (光) 

也沒有了﹗這些境界沒有什麼大用的。 

 

 



3 
 

第二種，想著這裡——髮際， (即) 頭髮與肉這裡。 

想著這裡就會覺得上面有些熱力一直向下，那熱力會 (令你) 覺得怎樣？ 

覺得頭頂有一塊東西，好像什麼？ 

 

一隻碟， (或) 細細薄薄的一塊芝麻餅，即像嘉頓公司 (出產的) 小塊的瑪莉餅，

會感到 (它) 在這裡， (它) 會移動的，初初 (若) 你覺得這麼奇怪啊，它就會消

失； 

 

 (若) 你不經不覺的，它又會出現；繼續修下去的話就算你覺得它奇怪，它都會

在這裡。 

 

感覺好像怎樣呢？ 好像有少少痲痺。痲痺得怎樣呢？ 

好像你去理髮的時候，那個按摩機放在你臉上，像這樣 (的感覺) 。 

輕輕的感覺， (有) 少少痲痺。 

 

還有，暖暖的，好像你被一些暖暖的東西接觸到你的肉一樣。還有，好像重重的 (感

覺) 。 

 

三種「似」：似熱、似重、似 (痲) 痺。(有) 這三種感覺。像一塊扁的碟； 

繼續下去的話，會變得好像戴了一頂帽，上面好像通了似的； 

繼續下去的話， (感覺) 頭好像戴著電單車頭盔； 

繼續下去的話，全身 (也有這感覺) ； 

再繼續下去的話，全身好像變得透明。 

 

走遍全身。走到最後你的身 (體變得) 好像一個暖水袋，那些暖水充滿了袋，好

像在毛管眼處要流出暖水的狀態。當這個狀態 (生) 起的時候，你叫做得了輕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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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止成功了。 

 

第一是「數」，第二是「隨」，第三是「止」；第四是「觀」，那是修觀的事，慢慢

再談。 (意) 守髮際已講完了。或者你守著肚臍下面。 

 

你按著肚臍，譬如這裡是肚臍，你按著肚臍，第四隻手指，你的手指第四隻那裡，

在那些皮肉裡面。 

 

那裡是怎樣的呢？ 

 

那裡的神經的交叉——神經結，神經在那裡交叉、會合，好像星星那樣在那裡會

合。因為神經結在那裡，所以那裡特別敏感。 

 

你說：「那裡有丹呀﹗」 

丹什麼？﹗ 

沒有的。那是什麼來的？敏感，那裡比較敏感些，對吧？ 

我們身 (體) 有些比較不敏感，譬如這裡就不敏感，對吧？ 

腳底你看看敏不敏感？ 

 

腳底是敏感的；你這裡是不敏感的， 不論你怎樣碰這裡也不怕； 

 

但當你抓腳底就會全身打震。臍下面，是神經交叉集中的地方，所以那裡特別敏

感，容易起感覺。因為我們身體有很多處，經驗上特別 (容易) 起感覺的， 

那些印度的婆羅門教徒，那些 (人) 叫做什麼？ 

 

叫做「yogi」，即是「瑜伽師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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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 yogi 叫它做什麼呢？ 

 

叫它做「chakra」， 即是「 (脈) 輪」。他們說人身有幾十個「 (脈) 輪」，chakra，

不是讀 (英文拼音的) chakra，這不是英文來的，這是梵文的拉丁字母，將梵文來

拉丁化，「ch」讀「（發音類似漢語拼音 ch）」，「k」字就讀「 (發音同漢語拼音 g) 」。 

 

「chakra」——「 (脈) 輪」。 

這裡有個 (脈) 輪，這裡呀；這裡又有個 (脈) 輪。 

每個 (脈) 輪的色彩都不同，如果你想看 (這方面資料) 的話，有一本書你可以買

來看， (用) 一百幾十元。 

 

那本書叫做《chakra》，你可以買來看，你去賣西 (方) 書的書局買得到。 

這裡有的。即是凡是 chakra 所在的地方，神經結就在那處。 

 

心臟這裡又有；肚臍下面又有； 喉嚨又有； (頭) 頂上又有； (有) 很多。 

 (「 (脈) 輪」) 即是 (在) 那些神經交叉點的地方。 

如果你不守著上面，你就 (可以) 守著肚臍下面。 

守著肚臍下面，是否想著一點呀？ 

不是的。 

 

 (是要) 想著肚臍下面那幅東西，肚臍下面那幅，譬如這裡，這一幅，整幅，好

像裡面是立體的整幅東西，你想著它。 

 

那麼這樣想是否很辛苦呀？ 

 

不辛苦的，略略 (地想) ，記住﹗凡是修止， (要) 記住四個字：「略得其意」，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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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做到) 「我現在 (感) 覺著那裡了」，這樣就足夠了，你不要 (拼) 死 (不放) 的

想實它。 

 

譬如你觀這裡、你止在這裡，「呀，我現在想著這裡」，對呀，你確是想著了，但

你不要拼死地想、拼死地想，這樣不行的， 拼死地想的話，尤其若你是老人，拼

死地想會 (導致) 爆血管的。 

 

有很多 (意想的地方是) 老人不適宜的，你想 (著) 這裡，老人是不可以的； 血

壓高的人不能想這裡，年紀老的人不能想這裡。 

 

所以，年紀老的人最好想丹田，想丹田可以延年益壽，可以長命。 

 

因為你想著這裡，呼吸自然 (會) 深長；你吸入的氧氣又多，想著神經交叉點 (的

地方) ，全身的神經受了它的刺激， (變得) 活躍。 

 

這樣呢，神經健全，自然影響你的生活、你的生理健全，可以長命。 

 

所以那些西藏喇嘛，修長壽法的時候，他要教你什麼？ 

將那個紅 (色) 的月輪，一直壓到肚臍下面，這樣可以長壽。 

如果你想著那裡 (肚臍下面) ，就會有幾種情形。 

 (有) 兩個可能，但兩個都是幻覺來的，記住﹗ 

 

 (第) 一個可能是，你 (會) 發熱，那道熱力在小肚那裡兩頭盪，盪一會兒後，就

向下沉，經過會陰，走向後面，去到你的肛門，在肛門兩邊 (通) 過，到尾龍骨

這裡，即是 (去) 到最初我們可能有條尾的那地方； 

 



7 
 

去到那裡就再會合一起，之後在後面爬上去，跟著我們的脊骨一直爬。 

 

不過到了尾龍骨，你很久都 (通) 過不了的， (通常) 到尾龍骨就散了，要經過不

斷坐、不斷坐、不斷坐，可能經三個月也說不定，經一個月也說不定，如果你身

體强壯，十日八日也說不定；它好像在你尾龍骨處衝過，「咧、咧」聲地 (作) 響，

你幻覺 (聽到) 有種聲音在響，成身 (變得) 好像酸軟了，那道熱力就衝過了尾龍

骨。 

 

那些道士叫它做「尾閭」。 

大海的眼叫做「尾閭」。 

古人說大海有個洞可以泄水，那個海眼就叫做「尾閭」。  

那些人叫尾龍骨做「尾閭」。 

 

那道氣去到了尾閭就會走了去，不見了；不過你不斷修 (習) 、不斷修 (習) 的話， 

(之後) 會衝過尾閭，像一條百足 (蟲) 一樣向上爬，爬到這裡為止。 

 

各位摸一下後面，這裡有一塊骨，好像蝴蝶，這個骨， (是) 頭枕骨，(你們) 有

沒有呀？有吧？  

 

沒有頭枕 (骨) 的話就很糟糕了﹗ 

 

這裡又要經若干時候 (才會) 衝過，衝過後身體「咧、咧」聲的 (就) 變得酸軟， 

那 (頭枕骨) 地方，道士們叫它做「玉枕」。 

 

道士很歡喜改這些名稱的，我 (認) 識幾個道士，他教我這樣，那地方叫做「玉

枕」，當衝過了的時候， (氣) 就像百足 (蟲) 一樣爬到這裡，又 (通) 過不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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裡叫「竅」。 

 

這骨頭有兩個小洞在這裡，你找那些死了的人的骨頭看看，有兩個小洞的，那個

叫「竅」。 

 

那道士講 (給) 我聽，我們普通人這個竅是 (閉) 塞的、不通的，(但) 當你運氣運

得多，這個竅會通的。 

 

 (這) 是否 (正確) 就不得而知，是那道士說的，我照述而已，我今晚主要不是講

這類東西。 

 

這樣， (當氣) 走到這裡，這裡又叫做什麼？ 

叫做「鵲橋」，好像天姬七姐會牛郎那道橋，叫做「鵲橋」。 

 

佛家沒有要這類名詞，不要它，沒用的，你多些名詞 (就) 多些執著，對吧？ 

 

不過我又這麼講一下而已。 

 

 (氣通) 過到這裡，爆了，好像 (有) 火花一樣，任何人都見到火花；當通過了就 

(走) 落去，去到鼻；去到鼻的時候就兩邊走，不知怎的會兩邊走；去到喉部就又

走回一起，到喉部會合， (然後一) 直落，落回肚臍下面。 

 

以後你就爽了﹗以後就通了，三關全部通了。聽說有很多人都通了三關，聞說有

位爵士都 (已經) 通三關；很多的道長都通三關。 

 

這就叫做「小周天」，(有云：) 「小周天，地行仙」， (說是) 在地行的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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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 (應是：) 「小周天，八十年；大周天，地行仙」，即是說你通了小周天，

普通最少都有八十歲的壽命； 

 

如果 (通了) 大周天，就會 (是) 地上神仙了， (是) 會吃飯的神仙了。 

 

這個是小周天，如果你守丹田，普通 (的就) 會 (發生) 這樣 (的情況) 。 

 

這是否好現象呢？ 

不過是初禪近分。 

 

我聽見有一個 (人) 向我講他就快會升仙了，我就 (取) 笑他，你 (連) 初禪都未

到，你就升仙？﹗ 

 

 (第) 一個辦法是這樣。另外一個就不是了，向上衝的，好像一條柱，在會陰下

面一直直貫頭頂。 

 

我都見到少少，在這裡，我見到的沒有下面，不知道為什麼， (可能) 我功夫不

夠。 

 

我見到藍色，好像火水爐、煤氣爐那樣的藍色， 扁扁的一條在那裡，有頭的，在

頂處；在頂處有粒東西向橫的，它會轉的，它轉向右邊的時候，你的頭沒辦法定

下來，一定要跟著它轉， (就算) 出力把它轉回頭也轉不到；如果它轉向左邊的

時候，你想轉回右邊是不行的，我的經驗是如此。 

 

我問葉文意，她也說對，是這樣。 

我問她妳見到多少呀？ 



10 
 

又是 (只得) 一段，不知道為什麼。 

 

從前有一位黃教喇嘛，現在還在台灣，叫做格賴活佛。 

 

我有一個朋友，現在在香港，叫做李福行，(他) 請他 (格賴活佛) 吃飯，在座的

有李世華，有高大添，有劉銳之，有我。 

 

我這個人很荒唐的，我見到有錢人 (的話) 一定坐大位的，我不肯坐有錢人的細

位；如果你比較窮的，我會對你很客氣；如果你有個錢，我會對你擺架子。所以

那些有錢人不認識我的，因為我會擺架子。還有，我坐位不會坐在他們的下位， 

我一定坐上邊的位置。 

 

為什麼呢？ 

 

《孟子》它說：「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 

朝 

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有錢人三樣都沒他的份，對吧？ 

他們只有錢而已。 

 

你又沒有「爵」，又沒有「齒」 (即) 不夠老，談「德」又未得。  

 

最低限度我都老了，我不會坐在你下面的。 

 

我不理會那麼多，我一坐就坐在活佛旁邊，那些人又不好意思請開我，你請開我

我就走了，你這麼沒禮 (貌) ﹗我就會立刻走了。我這個人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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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什麼我 (選擇) 在坐那裡呢？我想問他一些問題，我不記得當時誰幫我傳話， 

(當時) 有幾個人在這裡，是馮公夏？還是李福行在幫我傳話？ 

 

我問他 (活佛) ，他又好像會講幾句國語，我問他，是否有幾條脈的？ 

 

他說，是，有幾條脈的。 

我問，是否一定有的？ 

他說，一定有的。 

 (我問他) 在那裡起？那裡止？ 

 

他說在下面會陰起……他說「海底」，在「海底」那處。會陰即是「海底」 (bottom) 。 

在海底起，一直到頭頂止。 

 

我問 (脈) 是一條？兩條？三條？還是有多少條？ 

 

他說三條， 他豎起三隻手 (指) 。 

我問他一定有的嗎？ 

他說一定有的，每個人都有。 

怎樣才可以見 (到) ？ 

他說 (若) 你修法、修定就可以見 (到) 了。 

我問 (它們) 是什麼的顏色？ 

他問紅色，白色，藍色。 

紅、黃、藍三隻色，對吧？ 

紅、白、藍﹗ 

我都不太記得了。 

他說有三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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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修得不好，當然見不到 (有) 三條。 

如果是 (意) 守下面 (肚臍) ，就會見到這些東西。 

這是那位喇嘛說的，我沒有這種經驗。 

如果你守著下面，會有這樣的情形。 

 

當你止的時候，止在這裡，止在下面。 

 

還有一個止法，什麼東西都不想，那種叫做「不想﹗不想﹗」 

 

六祖叫這做「無念」，《瑜伽師地論》叫這做「不念作意」。  

  

(這是) 《瑜伽師地論》裡的<聲聞地>教人修 (止的方法) ，這種方法很好的，修

不念作意很快見效的。 

 

什麼都不想，即是 (要) 經常作意什麽？ 

作意「不念」，經常留意，「作意」即是 (指) 「留意」。留意什麼？ 

 

留意「不想東西、不想東西……」，到你想想東西的時候，即刻「不想」；到你又

想想東西的時候，又「不想」，這樣練習得多的時候，心就會很靜、很靜。如果你

修「不念作意」，很快就有一樣東西出現， (那時) 你會覺得怎樣？ 

 

《瑜伽師地論》說，覺得頂上……我唸不過書的內容，我只是照著它的意思講出

來，它說 (會) 覺得頭頂上面這裡有一種「輕安觸」，這「輕安觸」是四大所造，

即是說 (它) 是物質性的，不是心的幻覺，是物質來的， 地、水、火、風，四種

微粒子所造的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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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造的觸覺，即是令到你 (生) 起觸覺的東西。 

 

令到你 (生) 起什麼觸覺？ 

令到你 (生) 起一種輕安的觸覺，很舒服的；令到你 (生) 起很輕快的、沒有重量

似的，又好像 (一種) 很安樂、很安和的感覺。它說有些這樣的觸覺 (生) 起。 

 

 (這些觸覺生) 起之後， (若) 漸漸地修 (習) ，會從上而下，即是好像我剛才所

講的那樣，從上而下，遍布全身。 

 

當你 (感到) 遍布全身之後，大概在這個時候，就會有一種這樣的現象，有個怎

樣的現象呢？ 

 

全身震動，噼嚦啪啦，初初好像幾乎制止不住，全身躍動，好像觸電似的。 

 

當你生起輕安觸令到像這樣全身震動的時候，你 (要) 切記﹗切記﹗不要自鳴得

意，「啊，很爽啊﹗」 (若你這樣想，) 它就會 (變得) 古靈精怪，會古怪到什麼

程度？ 

 

舞手弄腳，也會古怪得通屋跳。兩隻腳本來蹺起的，會撐開出來，做起瑜伽運動

來。 兩隻手撐著地，兩隻腳撐著地，那條腰又升又降、又升又降； 

  

(又會) 左腳加上右腳，整隻腳掛在頸上，之後又放下來，不一會又掛上去， (總

之) 古靈精怪，無奇不有。 

 

如果你覺得「爽呀﹗爽呀﹗」你就好像入了魔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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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不理會它，你的心這樣消解它：這些是我輕安生起的時候自然的現象。你

記住要這樣告訴自己：只要我不緊張，只要我放鬆，即是 relax，全身放鬆， 

它就停止了。你 (要這樣) 自己告訴自己。 於是，你將全身放鬆。除了脊骨是直

之外，全身放鬆。 

 

這樣的話，那時只剩下輕安的感覺，那些嚦嚦喇喇的震動就停止了；當它停止了

的時候，就 (會感到) 全身安和，那時候叫做「輕安遍滿」。在輕安未遍滿之前的

感覺就好像觸電一樣，每個人都不同的，有些人覺得像觸電，有些人說那兩個膝

蓋 (會) 彈跳，彈跳的時候感覺就好像會飛，啪啪啪啪，好像跳著來行 (走) 那樣； 

有些人坐著時會 (生) 起幻覺，幻覺些什麼呢？ 

 

覺得自己好像坐火箭，嗖，直上無邊無際那麼高，然後上到高空，其實你坐著的，

你不用驚，倒轉頭，嗖，從高空走下來，走回來你那裡。你不用驚，你要知道「啊，

這些是幻覺」，如果你驚的時候，你唸佛就沒事了。 當你的輕安未遍滿，還在嚦

喇作響的時候，你的境界就叫做初禪——初靜慮——的近分。 

 

「近分」，即是「預備班」、「先修班」，即是未入到初禪。 

 

你切不可以為「啊，我與仙為鄰了，這趟我就了不起﹗」不是呀， (其實) 你很

低級的，記住呀。 

 

當入初禪近分後，冷靜下來後，就叫做入了初禪。 

 

入了初禪的時候，就叫做「初禪根本分」—— (即) 初禪的根本，又叫做「根本分」。 

 

入了初禪的根本 (分) ，你的心就不 (會) 亂了，這是初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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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初禪的境界是怎樣呢？慢慢再談。 

 

當你由初禪漸漸地 (繼續) 修 (習) ，你會進入第二禪。 

由初禪進入第二禪之前，又有一個什麼 (階段) ？ 

 

第二禪近分。 

第二禪近分又是嚦嚦喇喇的，好像打功夫那樣， 

經過這 (階段) 冷靜下來後，就上了第二禪。 

第二禪上第三禪又 (是要) 經 (過) 近分。 

第三禪上第四禪亦有 (經過) 近分。 

 

這樣我們預先 (要) 有心理準備，不驚不怖，不要驚，為什麽驚呢？ 

 

最多不就是死？ 

不用驚的，對吧？ 

有時候，你在近分的時候最容易見到一些古靈精怪的東西，有些人見到老虎張大

口向你咬過來，你不怕的，你身 (上) 有些放射的光，那些古靈精怪的東西接近

不了你的，在你三尺以外，它不能騷擾你，你不用驚。 

 

如果你驚，你就想觀音菩薩， (或) 想釋迦牟尼佛坐在你頭頂上，你唸幾聲 (他的

名號) ，你想他坐在你的頭頂上放光照著你，它 (那些騷擾你的東西就) 不能接近

你了。 

 

如果你坐時見到那些騷擾你的東西，你把右手垂下放到膝蓋上，那個 (叫做) 「降

魔印」，那些鬼不能接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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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會遇上啊，有時候你住在那些鬼屋或古靈精怪的地方，有些東西 (會) 騷

擾你，或者你心理作用，它會騷擾你的。 

 

現在特別留意講安那般那念，講到由初修一直入初禪，因為我自己修 (習) 這個

東西 (安那般那念) ，別人說修密宗呀、修什麼高 (級) 的法呀，我 (只) 是 (用) 

數呼吸 (這) 一味而已，你說我 (水準) 低又好，什麼也好，我是這麼 (水準) 低

呀。 

 

好了， (除了) 安那般那念之外，「癸六：緣蘊善巧」，  (即是) 緣五蘊：「色」、「受」、

「想」、「行」、「識」五蘊。 

 

又是用隨順觀，觀我們的身體由五堆東西組合而成。 

 

第一堆， (「色蘊」，即) 物質現象，裡面分為， 

「內」有五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 

「外」有五塵：色、聲、香、味、觸。 

 

五根、五塵都是什麼？ 

地、水、火、風的微粒子聚合而成， 

裡面並沒有一個我在那裡。 

除了色蘊之外，第二是「受 (蘊) 」， (即) 「感覺」、「感受」。 

苦的感受、樂的感受、不苦不樂的感受。 

除了這些感受之外，並沒有所謂什麼精神作用，是零件而已。 

 

「想 (蘊) 」，想是一種取像作用、概念作用，我們認知東西的時候，能夠 (生) 起

種種概念，能夠把某東西的像取入來， (這是) 取像作用——「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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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 (蘊) 」，所謂貪、瞋、癡那類東西，或者是 (指) 那些本能上的壞的勢力，

以及意志作用等等。 

 

「識 (蘊) 」，我們認識的主體， (指) 八個識，或者六個識。 

 

 (我們) 都是這五堆東西造成的，觀這五堆東西。 

 

除了這五堆東西之外，並沒有實我，想到這裡不再想了，五堆東西，沒有我。 

 

任持其心，不再想。 

這樣漸漸就會入定。 

如果你的心亂了，又想回這五堆東西。 

想著這五堆東西，心定下來，你漸漸會入定。 

入定，又好像我剛才所講，由初禪近分而入初禪得輕安。 

當你得了輕安的時候，就有兩個名詞給你， 

 

第一，你叫做「修止成功」、「修奢摩他成功」，這時你真正有資格修觀了。第一就

是「修止成功」，輕安遍滿。 

第二，你叫做「入了初禪根本」。 

 

…… 

「內」就是眼、耳、鼻、舌、身、意； 

「外」就是色、聲、香、味、觸、法， 

並沒有我。這是我執重的、經常執著有個我 (的人) ，就 (要) 修這些，「蘊善巧」，

「處善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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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善巧」， 

人生或者宇宙不外是十八界：「六根」、「六塵」， (及) 「六根」與「六塵」相交

的時候就産生「六識」。 

 

「六根」、「六塵」、「六識」，三個六加起來等於「十八」。所謂人生、所謂宇宙，

除了這十八樣東西之外，並沒有實我，觀到這裡，又是這樣來入定。 入定的結果，

又是好像安那般那念那樣，一樣是有輕安 (生) 起的。 

 

這個「緣起善巧」與上文的「緣起觀」是不同的， 

這個「緣起善巧」是觀「十二因緣」。 

坐著想，想些什麼呢？ 

你要懂得一下教理、懂得一下「十二因緣」。 

 

想些什麼呢？想我無始以來不斷生生世世有很多無明的衝動，一種盲目的衝動，

舉前世來說，遠的不談，由前世開首計 (起) ，由於有前生的無明的衝動， 於是

前生作了 (一) 些善業、惡業等有漏的業、有煩惱的業，由「無明」而作業。 

之後是「行」。 

 

由前生的「無明」而産生前世的「行」，「行」者，「作業」也。由於前世作了一世

的業，到死的時候，他就 (生) 起了「中有」，你們叫它做「中陰身」，對吧？ 

 

讀「音」是不對的，這個是「蔭」字。 

「蔭」者，即是五蘊的「蘊」， (又) 即「五陰」 

 

 (「中陰」即是) 中間的五蘊，今世死了，來世又未投生，在中間的過渡時期的

五蘊，叫做「中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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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學術的名 (稱) ，應該叫做「中有」。「有」即是「存在」，前世與後世之間的

過渡時期的生命的存在，叫做「中有」。 

 

這個「中有」到處飄盪，當它找到父母的時候，如果它是欲界的眾生，情欲未斷

的，情欲之中最緊要的是男女的情欲，這叫做「欲界煩惱」；因為它有這些欲界煩

惱，它到處飄盪，見到別人結婚、男女敦倫，它就好像看那些壞的電影一樣，愈

看愈高興，看著看著就忘記了自己，整個沉沒，中有就在那處死 (亡) 。 

 

當它死 (亡) 的時候，中有是它的阿賴耶識變的，當中有死 (亡) 的時候，阿賴耶

識即刻攝入，如果有父親的精子、有母親的卵子， (兩者) 沒有壞的話，它就會

攝入精卵裡面，支持精卵而漸漸成為胎兒。 你會問，人工受孕又如何？ 

 

又是看著那個試管瓶 (生) 起幻覺，一樣是攝入嘛，對吧？ 

 

這個 (問題) 難不到 (這個講法) 啊，有很多人問的，他 (們) 知其一不知其二而

已。 

 

那些投生做雞的就看著隻蛋，覺得裡面好好境界，就在那裡覺「很爽呀﹗很爽呀﹗」

這樣它就做雞了。 

 

做雞可以這樣啊，不行嗎？ 

人工受孕不行嗎？ 

雞蛋受孕可以，人工受孕一樣可以嘛﹗沒所謂的。 

 

是那些太過執著科學的 (人) 才多這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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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無明」 (生) 起「行」，最初中有去到就投胎，如果投 (生) 欲界的話，就會

撲過去， (中有) 就死了，入胎了。 

 

如果它是男子漢，他就 (會) 歡喜那位媽媽，想那個爸爸離開，撲向媽媽那裡，

在她那裡 (中有) 就死了。 

 

如果它是女的，就歡喜爸爸，撲向爸爸那裡，當它撲過去的時候，就死 (亡) ，

當死 (亡) 的時候，阿賴耶識攝入去 (那個) 胎。 

 

如果它是生在天上，生在欲界天的話，它就看見那些天女很美，頭暈暈的就死了，

死了後天女就覺得好像有孕了。 

 

如果它生在色界天， (如) 初禪、二禪天，它就去到那個地方，亭台樓閣，非常

之美妙，(覺得) 「呀，最好 (在這裡) 修定。」因為它平時修定，於是它就去修

定，當一入定…… 

 

本來一個精 (子) 、一個卵 (子) 好像少少鼻涕，(像) 雞蛋的蛋精，後來得到阿賴

耶識的支持，它就會什麼？ 

 

 (就會) 吸收母親身體裡面的營養，那個胎漸漸長大，長大到好像有些結實，像

那些糯米粉，(它) 有很蒙昧的精神現象，「名」即是 (指) 精神現象，「色」即是 (指) 

物質現象，好像一團米粉那樣， (那時候) 眼、耳、鼻、舌都沒有， (這是) 「名

色」 (的階段) 。 

 

它內有阿賴耶識滲透，外面有它媽媽給它的營養，它的爸爸漸漸離開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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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是) 「六處」， 舊譯譯作「六入」。 

漸漸地由「名色」演變而成為什麼？ 

 

眼、耳、鼻、舌、身、意都具備了，好像玩偶那麼大；(又) 即是 (像) 接生 (嬰

兒) 的標本，用玻璃瓶裝著，有眼、有耳的坐在裡面，這個就是「六處」。 

 

「六處」之後，十個月懷胎期滿，在媽媽肚裡生出來，接觸這個新世界， (這是) 

「觸」——與新世界接觸，呱呱墮地。 

 

「觸」之後，蒙蒙昩昩一團粉似的什麼也不知道，苦亦不知、樂亦不知，當長大

一點， (在) 一、兩歲時，北方就兩、三歲，南方就一、兩歲，漸地苦、樂的感

覺明顯了，(這就是) 「受」——苦、樂的 (感覺) 。何者為苦、何者為樂， (到

這時) 清楚了。 

 

漸漸 (地長大) 到七、八歲以後，漸漸 (地會生) 起欲念， (生) 起「愛」。愛些什

麽？ 

 

初初愛食、 (愛) 穿漂亮衣服、愛吃好東西，一直到十多歲時，大概十三、四歲，

十四、五歲的時候，就 (會) 愛異性，如果是男孩子就愛女孩子，女孩子就愛男

孩子， (這是) 「愛」。 

 

當再成長一些後，就實際去追求， (就是) 「取」。 (這是由) 愛之深而見諸行動。 

 

於是由 (於) 「取」，結果就怎樣？ 

來生的「有」即是「三有」；欲界、色界、無色界叫做「三有」。 

因為你「取」就是作業，作業後就有來生投胎三有的種子， (這是) 「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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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現世，這是今世。 

 

到今世臨死的時候， 譬如你今世有八十歲，就做了八十年的業，這八十年的業可

以勾引你來生或者是苦的生命，或者是樂的生命， (這) 已經控制了，還欠什麼

呢？ 

 

臨死時，如果你 (平時) 善業作得多，當然你就會生天；惡業 (作得) 多，你就生

惡道；如果你 (是) 善惡參半的，就 (生) 人 (道) ，對吧？ 

 

這樣，還有些前生的業未曾了結，那條數是很難計 (算) 的，那怎麼辦？ 

 

 (這就要) 看你臨死的時候的情況了。臨死的時候有兩種 (情況) 。臨死的時候如

果你有一種愛，愛什麼？愛你的生命，你覺得「我死了，這趟我沒機 (會) 了。」 

怕死，因為愛這個生命。 

 

這樣呢，你 (生) 起這個愛，這個愛是煩惱來的，被這種愛水所潤，你生平所作

的業，被愛水潤一潤之後，那些業就活躍起來，就令到你怎樣？ 

 

與來生發生關係。這樣你死 (時) ，斷氣了。 

 

當斷氣時，心臟停 (止) ；當你心臟 (變) 冷的時候，阿賴耶識就離開，離開的時

候馬上變起「中有」，又 (成為) 一個中有，又到處飄盪去找路投生。 

  

那麽，那個中有是怎樣的呢？這要看你死的時候是怎樣了。如果你 (平時) 行善，

普通的你的中有就是有些白色的，光 (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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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現在見到有些鬼都是光 (亮) 的。那些惡道的中有，烏烏暗暗，好像黑綿羊，

一團的，有些人見到鬼一團的在凳底爬出來， 你有沒有見過呀？ 

 

有些是有頭無尾，只有一部份，很多人都見到的，那些是中有而已，那些不是鬼，

是中有來的。 

 

你是屬於那一道的中有，就會投生那一道，因為中有的眼是見回屬於它那道的東

西。 

 

那麼，怎樣決定這個中有是怎樣的呢？《瑜伽師地論》有一個講法， 

它說死有三種死， (第) 一種是「善心死」，第二種是「惡心死」，第三種是「無

記心死」。 

 

它說「善心死」的時候，縱使他 (作了) 很多惡業， (但) 都 (會) 暫時凍結，他

都 (會) 先生人、天 (道) ，那些人、天的種子先起，那些惡的種子留待以後慢慢

來受。每一世都是這樣留 (待著) 也不錯啊，你想一下。 

 

如果是「惡心死」，縱使你傾了家 (財) 去起一間大醫院都是假的，你死的時候，

惡心死的話，你一定落惡道的。即是說你 (是) 惡道的中有。 

 

你說「我做了很多善事啊﹗」這慢慢才算，這將來才受 (報) 的。所以臨死 (的時

候) ，那個善心、惡心好 (重要) 。 

 

如果「無記心」死 (又怎樣呢) ？普通 (人以) 無記心死的最多， (如果) 暈了地

死、渾渾噩噩而死，那些就看你生平善 (業) 多 (抑或是) 惡 (業)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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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善心死」就是什麼？ 

例如，現在的人很醒目，唸著佛——助念 (時) 死，那些是善心死； 

 

或者你自己正在修法，唸著佛 (時) 死；或者自己 (生) 起一個慈祥的心 (時) 死。 

這些 (人先) 不能落到惡道的，縱使他有惡道的業，都會慢慢才還的。 

 

如果「惡心死」，例如臨死時發脾氣，貪、瞋、癡嘛，真的是「惡」的，你 (平時) 

幾好都假，(不論) 你生平做了什麼善事，(若) 你發脾氣地死，不止生不到天 (道)，

(連) 做人也成問題。  

 

這個不是我講啊，是彌勒菩薩講的。惡心死 (是) 很容易的， (如) 發脾氣死，有

些人在醫院，沒有仔孫在旁邊，發起脾氣上來，這就 (會是) 惡心死，很容易 (這

樣) 。 

 

那些打麻醉針 (而) 死，無記心死的 (人) 那就要看他平生善、惡的賬。 

 

當有了愛水所潤，他那些業力就活躍了，就投「生」了。 

 

當有了「生」——這個是來世的投生，就「老死」了。有生就一定有老；有老就

一定有死， (這) 就 (是) 「老死」了。 

 

在「生」與「老死」之間，又有很多「無明」，又作很多業「行」，去到第三步，

又投胎到「識」，「識」之後到「名色」， 一直循環不已。這樣，他觀這種道理，

我們人生就是這樣，不到我們控制的，現在我覺得我這個人生，在這個人生的大

圈裡兜轉，就覺得很可憐，自己現在修行就是想求解脫這種輪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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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我在這裡修行，自己知道自己在修行，現在我努力去修行，不要再想那些雜

念了，就止在這想 (法) ，這是修「緣起觀」，觀 (察) 緣起而修止。  

 

 (講) 到癸……多少？ 

 

聽眾：癸十。 

 

「癸十：緣處非處善巧」。「處非處」是什麼？ 

 

就 (要) 想：「作善業得好報；作惡業得壞報」，這個是對的，這是「處」， (指) 「合

理的」。「非處」是怎樣？ 

 

「作善業而得壞報，作惡而得好報」這個是不對的，就是「非處」。 

 

就這樣想，想「要小心作我們的業呀」，「我們 (要) 努力修行呀」，這樣想，不想

其他東西，這樣來入定。入定的結果又好像修「不念作意」一樣，又 (會生) 起

輕安，入初禪。 

 

「癸十一：隨便觀你身 (體) 的 (某) 一處」，講過了，或者觀丹田，或者觀眉心， 

或者觀髮際，或者觀腳趾也可以，如果你血壓高的話，觀腳趾，想著腳趾； 

如果你是昏沉、血壓低，觀上面。 

 

隨觀身中一處而入定。 

你 (這樣) 入定又是一樣可以得輕安，一樣可以入初禪。 

即是條條大路通羅馬，現在已經 (講了) 十一條 (路) 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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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條 (路——「癸十二：)  觀一種光明的東西」而入定。 

那麼，光明的東西有很多，我舉 (出) 幾種。 

 

第一種，東密最歡喜用的，觀月輪。觀自己前面，約莫有四、五尺 (距離) ，什

麼都沒有，好像一片藍色的月色一樣，中間 (有) 一個月輪，那月輪比這個大一

些，好像八月十五 (日) 當空的月一樣，比八月十五 (日) 那個還漂亮，八月十五 

(日) 那個有些灰、有些黑點，你 (觀的) 這個月連灰、黑點也沒有。 

 

你不要以為容易啊，很難的，有時候你想觀它圓，它卻不圓，它可能會拉長，有

些會變得四方，你很難觀的，你 (要) 觀幾個月才能觀得到的。 

  

(這是觀) 月輪，如果你觀到月輪清楚的立在這裡，漸漸你就入定了。這種叫做什

麼？「月輪三昧」。「月輪三昧」就是這樣，想著月輪。 

 

如果你歡喜， (可以) 想月輪裡面有個佛，也是可以的，對吧？ 

裡面有朵蓮花也可以。或者觀月輪裡面，好像東密 (的) 「阿字觀」那樣， 

 

觀有個「阿」 ( ) 字，又可以， (即) 月輪裡面有一條線 (寫成) 阿彌陀佛的「阿」

字， (是) 這樣寫的——「 」。 

 

或者你觀月輪裡面有個「吽」 ( ) 字， 

「唵、嘛、呢、叭、咪、吽」 ( 、 、 、 、 、 ) 的「吽」 ( ) ， 

 

寫得好像「h」，有一條金線寫成在月輪裡面，這樣又可以。 

你嫌觀月輪 (太) 大，你 (也) 可以觀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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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一個這樣小的，像五毫子 (硬幣) 一樣小的， 觀這樣小的話，最好裡面有個字，

有個「阿」 ( ) 字，或者有個「吽」 ( ) 字，它自然會脹大、擴大的；這樣一

直修習的話，你就 (會) 漸漸入到定。  

或者你說：「那個圓的 (月輪) 很難觀啊﹗」還有一種很快的 (方法) ，你觀一個

盆，(它) 好像什麼？ 

 

像世界運動會盛著火的那個盆，你們見過沒有？ 

 

電視裡面 (在播出) 世界運動會時 (見到的) 有個火盆是不熄的， (就像) 那個盆。 

 

那個盆裡面有火在燒， (它) 總是不熄的，你觀著它。 

 

這個 (方法) ，密宗黃教的人叫 (它) 做「火光三昧」。 

如果你觀 (著它) ， (其他) 什麼也不見；當 (生) 起煩惱時，你把 (煩惱) 放進 (火) 

裡面燒掉，什麼煩惱也會燒掉的。 

 

 (這是) 「火光三昧」。 

「三昧」即是「定」、「三摩地」——「samādhi」這個字而已。 

 

另外這樣有可以，你觀 (想) 在自己的丹田， (即) 肚臍下面，有一堆火，熊熊地

燒，不斷燃燒著，什麼煩惱都被這火燒掉， (這樣) 又可以。 

 

總之你觀光明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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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你那些夜晚怕黑，容易發惡夢的 (人) ，你最好臨睡 (時) 觀一個月照著

你，因為為什麼？ 

 

釋迦佛當時教那些出家弟子，他說：「臨睡之時作光明想」，臨睡之時要觀一些光

明的東西 (入) 睡，就不會發惡夢的。好了，這是「觀光明」而入定。 

 

「癸十三」：觀佛菩薩的像而入定。 

想前面有一個一英尺左右高的、與你距離約莫一碼——三英尺左右， 

有一個佛，你歡喜 (觀) 釋迦佛可以；歡喜 (觀) 阿彌陀佛又可以； 

歡喜 (觀) 彌勒佛又可以；歡喜 (觀) 觀音菩薩都可以； 

他 (佛) 放出很柔和的光照著你，你就想著他。 

 

如果想不清楚，你想他是模糊，不要緊的，你 (開始時) 想他是模糊， 

漸漸修習下去就會 (變得) 清楚了。 

 

你說：「模模糊糊的不好 (觀) 啊， (因為) 要 (觀) 整個 (佛) 很難啊」，那麼你

只是觀他頭部。 

 

你說：「只是 (觀) 頭也很難觀啊」，你當畫畫那樣畫他的頭。 

果 (覺得) 都是難，你觀著他這裡，這裡有白毫，這裡有光，只是觀著這裡，觀

得多的話 (佛) 就 (會) 整個顯現了； 再修習下去的話有時 (佛) 還會與你談話的

啊，你不要怕，有時他會教 (導) 你。 

 

當然這些都是你的幻覺，對吧？ 

這 (就是) 「觀佛像」，  (是) 最吉祥、一定不會有什麼危險的 (觀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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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什麼也不想」的 (觀法) 寫了出來沒有？寫了啊。 

 

總共十三種。還可以有很多，但我 (只) 舉十三種。 

十三種之中，以上就是什麼 (內容) ？ 

「總說所緣」，對吧？ 

 (以上是) 「壬一」，對吧？ 

 

現在就繼續寫「壬二」。 

講了這麼多種所緣，現在來 (作出) 抉擇。 

 (有) 這麼多所緣，哪一種最好呢？ 

 

我的意思，亦是很多人的意思是這樣，抉擇三種所緣： 

 

第一種，數呼吸，「阿那波那念」。它這個 (方法) ，很平實近人，一定沒有危險。 

第二種， (觀) 佛、菩薩的像，這是宗喀巴抉擇的。宗喀巴認為這麼多種、無數

多的所緣之中，以觀佛、菩薩最吉祥。 

 

但他告訴你，觀佛、菩薩像，斷不能把佛、菩薩像看著來觀，不行的，一定要你

找個最好看的、最漂亮的佛、菩薩像，經常看著它，看完後，當你修定的時候不

要 (再) 看著它，自己用意識畫一個，自己想出來，那個境一定是 (要用) 你的意

識創造出來。 

 

那個境普通是前面一個一英尺長，最標準。你坐在這裡 (有) 三尺高，它又是三

尺高也可以。再細一些，細到很微小的也可以，無所謂。你覺得哪個佛像最好，

你就找那個，隨便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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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就是「觀佛像」。 

 

第三種， (是) 「不念作意」，  

即是「無念」，不想東西。 

你 (可以) 說 (是) 有念， 

即是想著一樣：「不想東西」、「不想東西」……只是想著這個。 

 

 (我) 抉擇這三種「所緣」是最好的。 

其他的 (所緣) ，都不是適合你們的。 

除非你們有偏向， (若) 你淫欲多，就修「不淨觀」； 

 (若) 你脾氣壞，就修「慈愍觀」； 

 (若) 你愚蠢，就修「界差別觀」、「緣起觀」這類； 

 (若) 我執重的亦是修「界差別觀」及「緣起觀」。 

 

如果你說其他都沒什麼 (特別的煩惱偏向) ，都是很平均的，這三種最好。 

 

今日就講到這裡，「抉擇所緣」。 

 

「己二」，一樣的，科文都是這樣分，現在這種就是九種住心，「修奢摩他的住心

次第」。 

 

修奢摩他的時候，至緊要留意九種住心，即是由開首修 (習) ，盤了腿，調整了

呼吸之後， (這是) 開首。 

 

當開首了之後，一直修 (習) ，就有九個階段，這九個階段，是否由開首五分鐘

的階段，經過四十五分鐘，就經歷了這九個階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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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這樣？ 

不是。 

有時候你修 (習時) 只有一個階段，沒有第二個階段； 

到第二個階段時你就會疲倦，要起身了。 

有時修到第一、第二個階段，到第三個階段你就會不耐煩。 

 

有時候修到第四、第五個階段，到第六個階段，你雙腳已經累了，腳痛了，修不

到了，會有這樣的情形。 

 

你要經過幾個月之後……你說什麼？ 

 

你要經過幾個月之後，由開首修 (習起計) ，然後你先可以直貫下去， (經歷) 九

個階段。 

 

那麼這九個階段是怎樣的呢？ 

 (第) 一，「內住」。「住」字怎樣解 (釋) ？精神集中，就叫做「住」。 

「內住」，「內」字與「外」 (字) 相反，那個心散動的為「外」， 

那個心又想這樣、又想那樣，就叫做「外」；專注，就為「內」。 

「內」者，即是說「入定」，這樣解 (釋) 。 

 

那麼你說盤了腿是否就叫做「內」呢？ 

又不是啊。 

那麼怎樣叫做「內」呢？ 

要這樣分 (別) ， 你在未坐之前先立下一個主意，就是我把精神集中在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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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的精神集中在那處的時候，就叫做「內住」； 

不是集中在那處，就叫做「外住」。 

明 (白) 了吧？舉一個例。 

 

例如你觀想觀音菩薩像，你的心想著觀音菩薩像，那個時候叫做「內住」。 

 (若) 你想了別的東西，就不是「內住」了，只可以說是「外住」。 

 

但沒有「外住」這個名稱啊，我們只可以叫它做什麼？ 

「散動」——心散了、囂動了。 

 

又譬如你專 (門) 是想觀音菩薩的，忽然間我又試想一下髮際，又想一下丹田，

這又叫做「外住」。 

 

你預定了想這樣，就想這樣，就叫做「內住」。 

 

又例如，我預定我先想呼吸，你可以這樣的： 

如果當想到呼吸 (變得) 慢到極的時候，幾乎無可 (再) 想 (下去) 的話，我就不

想呼吸了，我就想著鼻端了，或者想著丹田了，這樣依著次 (序) 去做。 

 

或者想著丹田 (時) ，我覺得不太妥當， (像) 有氣頂住，或者 (其他情況) ，到

那時候我就什麼也不想了，這都叫「內住」。 

 

即是有計劃的集中精神，就叫做「內住」。 

無計劃的亂來的，就叫做「散動」。  

明白了？「內住」與「散動」相反的。 

即是把你的精神集中一處，就叫做「內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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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有很多「內住」 (方) 法啊，對吧？ 

 

如果你 (預定了) 數呼吸的話，你數呼吸就叫「內住」，想其他的東西就叫做「散

動」。如果你 (預定了) 想佛像的話，想佛像叫做「內住」，一直想某個佛的你繼

續想著它就叫做「內住」；忽然間每個佛都想一下的話，你就不是「內住」了。 

如果你是 (預定了) 想著鼻端的，想鼻端就叫做「內住」；忽然間你又觀一下西方

極樂世界，這樣就叫做「散動」。 

 

第一個階段是「內住」。 

即是把那個平時放開了的心拉回來，想著我預定要想的東西，就叫做「內住」。  

可不可以呀？ 

這是「內住」。 

你不要以為可以啊，到你真的做起上來你才知道 (困難) 啊，很容易走了去「外

住」啊。 

 

有時候， (在) 環境好 (的地方) 就很容易「內住」，但有時候環境不好的話，怎

樣是不好的環境？ 

 

例如有些汽車聲， (或) 附近有很大的收音機聲影響到你，那你就很容易散動了，

對吧？ 

 

譬如你正在數呼吸，旁邊那個 (人) 開著電視機， (播著) 任劍輝在唱戲，你聽到，

就說：「啊，這 (是) 任劍輝的聲 (音) 啊﹗」會這樣，那你就散動了﹗ (心) 散了

去，心囂動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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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你 (本來) 坐得很好， (但) 聽見消防車咇、咇聲的時候，你就 (會) 想了其

他東西的。不要以為「內住」很容易呀。 

 (這是) 第一：「內住」。 

 

 (要) 「內住」很容易，當你坐下來，精神集中——「內住」。 

「內住」是以什麼力來 (令其) 「內住」的呢？ 

是用平時聽聞經教的力，認為「內住」是好的、入定是好的，那樣你就「內住」

了。 (這) 很容易呀。 

 

「內住」 (之後) ， (是) 「等住」。 

「等」字，普通的當 (作) 「平等」解 (釋) ，但你要知 (道) ，當作「平等」解 (釋) 

的話，怎麼叫做「平等住」？ 

 

佛經裡面 (用) 的「等」字，是 (有) 兩方面意思的。 

 

「等」是「平等」，有時是指空間上講，這處 (是) 一里，那處又 (是) 一里，大

家都 (是) 一里，這就是平等。這是從空間上來講它「平等」。有時候是就時間 (來) 

講，前一個小時 (與) 後一個小時，以後又一個小時，這是時間 (上的平) 等。 

 

普通用 (這) 個「等」字的時候，你要留意一下它指的是時間，抑或是指空間。

還有，有時候是指性質相等。它是善的，另外那個又是善的，這就相等，對吧？ 

(「等」也可以指) 性質相等。又時候是指分 (量相等) 。 

 

所以，「平等」這兩個字，有時候指什麼？ 

有時候指時間相等；有時候指空間相等； 

有時候指性質相等；有時候指分量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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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等」字當作什麼的 (相) 等呢？ 

 

你要 (在) 讀經的時候，看看上、下文，「等」字要從時間講抑或空間講？ 

 

抑或性質講？抑或分量講？讀經要這樣 (讀) 才可以。  

 (現在) 這個「等」字是什麼 (解釋) 呀？ 

是指時間與性質。 

為什麼呢？ 

 

嚴格來說，前後剎那，每一個剎那相似。 

後一 (個) 剎那的狀況與前一個剎那的狀況雖然不相同，但是相似； 

又相續， (兩者) 中間沒有東西 (分) 間開。 

前後剎那的狀況既相似又相續，這就叫做「等」。 

「住」者，就是精神住在這裡，精神集中。 

「等住」是什麼？ 

 

譬如你觀釋迦牟尼佛的佛像， 

前一個剎那看到釋迦牟尼佛； 

第二個剎那一樣看到釋迦牟尼佛； 

第三個剎那又是看到釋迦牟尼佛。 

前一剎那所看到的那個與後一剎那所看到的那個都是釋迦牟尼佛。 

每一剎那所看到的釋迦牟尼佛的樣 (子) 都是相似的，這就叫做「前後剎那相似

相續，名之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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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剎那相似相續而精神住著這裡，這就叫做「等住」。 明 (白) 了吧？ 

 

印順法師寫了一本書，叫做《成佛之道》，大概很多人看過， (在) 《成佛之道》 

(裡) ，他 (印順) 嫌「等住」這兩個字難解 (釋) ，改了為「續住」。 

 

 (這是) 通的，亦容易解 (釋) ，對吧？ 

但是沒有 (前) 人 (翻) 譯得好，「等」字包含的意義比較廣。 

「續」字只是 (指) 「相續」而已，對吧？ 

只是指時間方面，所以改得不是太好。 

不過，你說他老師父改得不好，他是毫無根據嗎？ 

 

又不是。不是他改的，是法尊法師。 

 

法尊法師 (翻) 譯的那部《菩提道次第廣論》的時候，他就曾經將「等住」改為

「續住」。 (這種改法) 不好，應該用「等住」。玄奘法師 (翻) 譯時是用「等住」，

義淨法師又是用「等住」，你法尊法師，何必又一定要將它改做「續住」呢？ 

 

現代很多人動不動都要把古人那些東西更張地改 (動) ，怎知愈改就愈令後人麻

煩，後人就多了一個名詞， (要做) 多了一些功夫。 

 

第二個就是「等住」。 

 

第一個階段是「內住」，第二個階段怎樣呢？連續下去，連續的相似相續的內住， 

(即) 連續內住。「等住」即是「連續相似相續地內住」。「連續內住」，叫做「等住」。 

 

西藏各派修止觀都是用九住心。九住心出自《解深密經》、《瑜伽師地論》。空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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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行，都是用九種住心。宗喀巴用九種住心，其他西藏各派，當講到修止觀，都

是用九住種心的。 

 

「內住」， (之後是) 「等住」。「等住」不 (容易) 「等」得長時間啊，你不要以

為「等住」而已，有什麼困難啊﹗並不容易呀，「等」了一「等」，你 (的心) 就

走了去。 

 

一直連續「等住」，輕安 (生) 起了以後，你就不想「等」也會「等」了。 

輕安將 (要生) 起，都 (會) 「等」的。普通你想「等」是不容易。 

尤其是經常要辦事的人，不容易「等住」。 

 

「等」一會兒就可以，「等」幾秒鐘就可以，(若) 叫你「等」三分鐘，你就很吃

力了。  

 

三分鐘， (即) 一百八十秒鐘，你今晚回去試一下，你拿著 (手) 錶 (看) ，我現

在「等住」、「等住」……「等」三分鐘，試一下。 

 

你想比較容易「等住」的話，數著數目最容易。你數呼吸，一、二、三、四……

那就容易「等住」了。或者你唸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這樣就容易「等住」了。唸著佛容易「等住」了。 

 

唸著咒，「唵、嘛、呢、叭、咪、吽」這樣，一直這樣唸，你就容易「等住」了。

拿著串 (佛) 珠，你更加容易「等住」。不過，這 (是) 違反入定的原則啊。 

 

入定的原則 (是) 要調息調得好像沒有呼吸才入到定嘛，你常常 (唸) 「阿彌陀

佛」、「阿彌陀佛」，弄來弄去，你入不到初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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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吧？ 

 

你動 (了) 氣，你動氣就入不到初禪。 

 

唸佛要怎樣？ 

唸到好像自己聽到聲的：「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這些聲 (音) 好像都不知道從何處來，不是從口裡 (發) 出的。 

 

口不用動的，口動的話，就動氣；動氣的話就入不到初禪。對吧？ 

 

如果你動氣，呼吸就變得很急促那樣，很急促的呼吸又怎樣入到初禪呢？ 

對吧？所以呢，這樣又不行。初初就可以，對吧？ 

 

那麼最好是怎樣呀？ 

我想了一個辦法是最好的，是怎樣的呢？ 

 

你聽到唸佛聲， (但) 不是你 (口) 唸，(是) 你的心唸。 

 

你的心唸是怎樣呢？ 

 

好像在你 (身體) 的某一處地方，譬如在印堂或者在這裡，好像在那處發出聲音，

好像收音機在播音那樣，不是在你的口出，這樣的唸佛聲，好像播音機那樣播 (放) 

出來，你去聽它，其實那個就你嘛， 

這就可以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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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辦法是怎樣呀？ 

有一個人 (他是) 修密宗的，他是這樣做，我試過，我覺得有用。他怎樣 (做) 呢？ 

 

他觀想自己的肚臍下面有一朵蓮花，蓮花上有一支金剛杵豎立著，那金剛杵好像

播音 (機) 的天線，由它那裡放光明出來，好像光波、波浪，播 (放) 聲音出來，

他就在聽，聽著它唸咒，那些咒就在那金剛杵播 (放) 出來。這個辦法有用啊。 

 

即是 (若) 有個辦法，就容易「等住」——「連續內住」。 

你今晚回去試一下吧。 

你要試才可以啊，對吧？ 

這是第二個階段：「等住」。 

 

普通你學修 (習) 「內住」是很快 (可以做到) ，但不一會兒就沒有了。 

 

你要 (做到) 能夠 (維持) 久一些。 

 

「內住」之後，繼續 (下去) 就是「等住」，那要看你 (可以) 「等」得多久了。 

 

 (要做到) 「內住」很快的，(但) 「等住」就要看你 (可以) 「等」得多久了。 

 

如果不能「等」得長時間，你就要怎樣呀？ 

 (那) 個心……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