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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不要當 (作) 輕安來解 (釋) 啊， (若) 當很「安」樂的「住」這樣去解釋就錯

了。 

「安」者，安 (置) 回它，心走了去另外的地方，立刻「安住」，將它拿回來，

安 (置) 回來， (令它) 不 (再) 動，這就叫做「安住」。 

 

……好像那些印度瑜伽師父那樣；又好像西藏那些喇嘛那樣用閉息的方法。 

 

吸一口氣， (一) 直吸到落肚臍下面，閉著它，不呼吸，整個氣力集中在肚臍下

面，即小肚那裡，這樣的話，腰自自然然漸漸向小肚向前移，那個胸 (部) 微微

向下，這樣的時候，好像肺部沒有呼吸，呼吸在小腹那裡，一會兒，呼吸就會 (變

得) 很微。 

 

但是這樣啊，每每人們發生毛病就是從這裡來的﹗發生什麼毛病呀？它會突如其

來， (氣) 閉著閉著的，一道熱力 (像) 兩支柱那樣頂上來，有些 (人) 被它頂得

彎不下來， (覺得) 很痛， (持續) 幾個月都是這樣。 

 

這些氣叫做什麼？Kundalini。中國人 (翻) 譯 (它) 做什麼？先天元炁。英國人

叫它做「Kundalini」，這個 Kundalini 是從印度文 (翻) 譯過來的。 

 

西藏人叫它做什麼？有兩個譯法， (這個)  Kundalini，外道 (翻) 譯它做「先天

元炁」，佛家西藏密宗的喇嘛， (翻) 譯它做「拙火」。 

 

為什麼 (翻) 譯做「拙火」我不明白，不過我知道它譯做「拙火」。又有人 (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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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做「靈熱」，那道力很像熱力，叫做「靈 (熱) 」。閉息就可以， (若) 閉息閉

得多，它就 (生) 起。 

 

不過當 (生) 起的時候， (會向上) 頂到上頭頂，你會不會有毛病呢？如果剛巧

那道氣上到胃那裡的時候，忽然間有人打門叫你一聲，你一 (受) 驚，你即刻氣

就會束在這裡，你胃這裡會有三個月痛，普通 (會痛) 一百天，你醫它可能會好 

(轉) ，不醫它說不定不會好 (轉) 。 

 

如果那道力走到頭 (部) ，突然間有人「啪啦」打爛一件東西，你一 (受) 驚，

馬上這裡窒一窒，頭 (會) 痛，痛幾個月， (但) 不會死的， (只會) 痛幾個月。  

 

很多人這樣試過，我從前有一個同行，他學道教徒打坐、運氣，他就閉息； (當) 

閉息，那道氣就走 (動) 了，他可以帶那道氣走去左邊，譬如這裡 (患了) 風濕

的，就帶它去左邊去醫風濕。右邊不妥就帶它到右邊。 

 

 (像) 有道熱力那樣。 (若果是) 醫 (治別) 人，他可以這樣：隔著你的頭、你的

身體幾吋，這樣按你，你人躺著，他這樣按。你 (會) 覺得好像有股熱力 (在幫

你) 按摩。那種靈力是這樣的厲害。有的，有這回事的。 

 

那麼，我的同學，他運 (氣) ，剛好運 (氣) 到左手，當他運 (氣) 到左手的時候，

有隻貓跳 (了) 上神檯，打爛了琉璃——即 (用) 玻璃造的那些，「砰」一聲，他

一 (受) 驚，氣就束住了在那裡。 

 

他出定的時候，他 (覺得) 很痛，痛得他要出定。 

 

出定的時候，原來這裡 (變得) 好像雞卵那樣，後來要找人每日用氣功來為他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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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結果三個月才痊癒。 (若是這樣) 你就麻煩了，我的同學就是這樣。 

 

第二個，現在有沒有人 (認) 識她？看看你們 (認) 識不 (認) 識她。 

 

有個人在葉文意、同學會那裡聽過課的，這個人姓鄭，叫做鄭鳳霞，有沒有人 (認) 

識她呀？ (叫) 鄭鳳霞，有沒有 (人認識) 呀？她是在香港大學校外課程聽我講

課的，不過她早過你 (聽) 。 

 

她跟葉先生學打坐，跟了她 (葉文意先生) 一段時間 (學習) 之後，她 (鄭鳳霞) 

就在家裡坐，因為葉先生教人 (意) 守丹田，對吧？ 

 

是否教人 (意) 守丹田？這 (樣做) 就 (會) 覺得丹田以下有一道熱力直上去，她

覺得很爽，那道熱力一直上，好像還好過按摩。 

 

剛剛上到頭頂，她就……所以呢，一個人多少要有 (點) 福才可以啊，你沒有福

的話， (打) 坐也會麻煩。她 (的情況是) 怎樣呢？ 

 

妳坐 (的時候) ，起碼自己有一間房 (間) 給你坐才可以，如果你一間房間也沒

有， (還要) 與其他人一起，你 (打) 坐就很危險的，除非那個與你同住的 (人) 很

通氣 (識趣) ，否則很危險。 

 

她在蘇屋邨住那些廉租屋，廉租屋普通都是用布帳或什麼 (來) 間 (隔空間) 

的，對吧？  

 

她與幾個姊妹住雙層床，她住在上層，弟弟與妹妹住在下層， (那) 雙層床都很 

(寬) 闊的，她就在上層處打坐，本來在這麼高的 (地方) 打坐很危險的，萬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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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來怎麼辦呀？ 

 

當然不會 (那麼) 容易掉下的，不過有時候，世界 (上) 的東西很難說得準，你

走在路上，石頭掉下來，掉不到別人，剛巧你走到那裡就掉到你頭上也說不定，

世事的東西很難說得準。 

 

她坐那裡已經不是很適宜。還有，床尾的地方有一個窗 (，是) 用百葉簾隔著。

那窗是 (向) 東面的，早上很早就有太陽射進來，就 (是) 靠那百葉簾 (遮) 擋著

太陽。 

 

那日不知是她的弟弟或妹妹要温書考試，一早起身温習功課，未上學前，他要先

讀一下書，讀書 (時覺得) 黑 (暗) ，他就走去拉 (起) 那百葉簾，拉 (起) 時用

力太大，弄得聲音很大。 

 

那個坐在那裡 (的人) ，坐著覺得很和諧，氣剛剛上來，忽然間被它「沙」一聲 

(嚇著) ，這些叫做「暴聲」， (即) 很急的聲。 

 

打坐的人很怕這兩樣東西：「暴聲」，即是「急促的聲音」；還有，「暴光」，突如

其來的光。 

 

 (當) 他一拉開百葉簾，那光就射到她額頭那裡， (加上) 又有一個聲，暴聲、

暴光同時發 (生) 。 

 

突然間她那個頭好像被針刺，痛到了不得，不能不起坐。 

 

起坐 (以後，) 還 (弄得) 上不到班， (因為) 痛，好像有針刺一樣，這就糟糕了。



5 
 

痛了一、兩日，都沒有辦法。 

 

於是，因為她在我這裡聽我 (講課) ，但她沒有聽過這情況啊， (因為她) 學靜

坐是在葉文意那裡。 

 

她就打電話 (給我) ， (說：) 「我有這樣這樣的情形，你有沒有什麼辦法呀？」

我說我又沒有醫 (治) 過這類情況啊。 

 

我有聽過別人講 (醫治的) 辦法，但我沒有經驗去醫治啊。等一下，等我 (去) 先

問一問，妳今晚再打電話給我。 

 

於是我找金剛乘學會那個王亭之的師父——劉銳之， 我與劉銳之很熟 (絡) 

的，我問他：「你有沒有醫 (治) 過這樣 (情況) 的人？」 

 

他時時醫 (治) 這樣的人， (我問：) 「那道氣 (生) 起，但忽然間受阻礙，頭痛

得很像要裂 (開) 一樣，你有沒有試過醫 (治) 過 (這樣的人) ？」  

 

他說：「我有﹗我醫 (治) 過一、兩個。」 

我問：「怎樣醫 (治) 呀？」 

 

他說：「你叫她坐著，你問她哪裡痛，如果她說頭痛，你用手按著她的頭，叫她

將那道氣，在丹田處一直運 (氣) 運上頭，運到你手按著的那地方，然後你集中

精神在手上， (這時) 你就叫她：『妳將那 (道) 氣落下、落下，一直落，返回丹

田。』 

 

一直摸著這樣做。 (用手) 掃它，掃回它落丹田。一次 (變) 輕一點，十次八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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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就變 (得更) 輕，連 (續) 做多幾十次的話，就會痊癒了。」  

 

照理都是 (這樣) 。於是，我就第一次試，後來我醫 (治) 過幾個 (人) 。 

 

這是我第一次試，那麼，在哪裡試呢？因為她是女子，我不能按著她來掃，那怎

麼辦呢？ 

 

於是我叫她去那間彌敦餐廳，彌敦道不是有一間酒家？上面有間西餐廳。 

 

 (在) 彌敦餐廳，坐到角落的位置， (那裡) 沒什麼人，其他的人在外面，我叫

她坐在對著牆的 (座) 位，我 (對她) 說：「妳快點吸兩下，閉息。」我叫她閉息。 

 

閉息之後，我問：「是否覺得熱？」 

她連 (續) 閉了三、四下息，她說已經覺得熱了。 

我說：「將那道熱一直帶上來、運上來……妳想著。」 

她說：「它不上來。」 

我說：「妳想著要它上。」 

我還說：「我叫它上，它就要上了。上了、上了。」 

我問她：「上來了沒有呀？」 

她說：「真是上了﹗」 

我說：「行了﹗」 

 

她即刻受了催眠， 

她說：「上了、上了。」 

一直上、一直上。 

我問：「上到喉嚨、下顎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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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說：「到了﹗到了﹗……沒有了﹗」 

沒有了，我說：「再來﹗再從下面上。」 

一直上、一直上。 

 

我問：「到了額頭沒有？」 

她說到了鼻就又沒有了﹗  

我又叫她再來。 

我說現在一定可以啊﹗一定可以﹗ 

這樣一直上，上到妳 (覺得) 痛的地方， 

現在去到妳痛的地方， 

我問：「去到未？」 

她說：「對了，剛好去到那裡。」 

我說：「妳定在那裡不要動。現在妳把它帶回下來，下去、下去……」 

我一直 (向她) 催眠：下去、下去、一直下去…… 

一直到走回丹田那裡。 

 

我問：「現在沒有那麼痛，對吧？」 

她說：「不是呀，都是一樣的痛。 (但) 好像舒服一點。」 

我說這樣的話，第二次妳一定可以 (痊癒) 了。 

連續做了五次而已，她說餘下很少的痛。 

 

我說回去自己做，我不幫妳做了。每朝早做四、五次，這樣把它 (氣) 帶回下去，

這樣就好了。 

 

現在痊癒了，但是可惜她那個 (靜坐) 的環境不行。自此以後，她不再靜坐了，

這個人 (的故事就是這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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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講到「時」與「量」， (所以) 順便講到這件事，順便 (講到) 涉及拙火、

所謂靈熱。 

 

拙火很容易 (生) 起，不過 (生) 起了以後，你如何收拾呢？即是在它越軌的時

侯，你要如何收拾呢？真的要找那些很老練的人來給你處理才行。 

 

有些人會 (弄得) 神經病的。拙火即是「靈熱」，亦即是「Kundalini」，亦即所謂

「先天元炁」，又所謂「三昧真火」。 

 

你說想學靈熱，那麼要怎樣做呀？我 (要) 找哪位師父教 (我) 呀？我知道， (在) 

香港懂得 (教人) 靈熱的人，有幾個 (都是) 打功夫的師傅教人，其中有一位，

就是借了我那本書，但沒有還給我，他後來還去教人。 

 

所以呢，除非他有傳承，你在香港就不要找人教你靈熱，不好， (因為) 害多過

利。   

 

能夠醫治別人的有金剛乘學會的劉銳之，他比較純正一些，比較好一些。 

 

其他那些人隨便說會教你，你不要聽他指 (點) ，聽他指 (點) 的話，有時候會

害得你很慘。 

 

你說：「我想學又如何呀？」你買一本書，叫做「靈熱成就法」，那本書叫做《密

宗六成就法》，裡面有六種教你如何成就的 (方法) ，其中有一種叫做「靈熱成

就法」， (是) 教你引起那個 Kundalini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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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 不外都是閉息或諸如此類，你 (可以) 買那本。 

 

那本書是怎樣的呢？這本書是這樣來的，西藏有位白教的喇嘛，在西藏很有名

的，一般人都說他已經成道、已經成就。 

 

有一位美國人，叫做 Evans， (他) 走去西藏，跟他學 (習) 了十年、八年。供養

那些喇嘛，供養了十年、八年，他跟喇嘛學 (完) 。 

 

我所知道他寫的三本書，是那位喇嘛傳給他的。 

 

 (第) 一本，是正式的教人修止觀的書，叫做《涅槃道大手印》，中國人修大手

印第一個傳過來的 (教法) 就是他 (這本書) ——《涅槃道大手印》， (這本書) 可

以買到，台灣新文豐將它來影印，叫做《涅槃道大手印》。 

 

這本 (書) 是教人修止觀的。白教把止觀叫做「大手印」；紅教的人修止觀，叫

做「大圓滿」；黃教的人就是用「止觀」的名稱。 

 

所以有些人說：「我是修大手印，不同 (別) 的呀﹗」什麼不同？即是止觀的一

種。對吧？有些人說：「我是修大圓滿呀﹗」不又是止觀﹗對吧？ 

 

 (第) 一本叫做《涅槃道大手印》，是一本很簡明的教你修止觀的書，很好的書。 

不過，黃教宗喀巴那一系的人就不學它，說大手印不對。 (這) 是宗派之見。不

過它這本書相當好的。 

 

第二本，中陰救導法有兩種的，現在中文譯本有兩種，他 (Evans) 佔了一種， (我) 

不記得是叫做「中陰聞法得度法」之類的名稱，抑或「中陰救度密法」，是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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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死了之後，剛剛死去，你想超渡他的中陰。這是第二種。  

 

第三種就是六成就法。六成就法裡，其中有一種叫做「靈熱成就法」，是教你修

成 Kundalini 的。 

 

這位師父──即一般 (人) 認為他成就 (了的) 那位靈熱成就法的作者，他亦叫

人 (要分開) 多次修， (修時) 每次不要時間太長，不過有些 (人) 告訴你， (修

習時間) 你要由十五分鐘，一直延長至一小時，因為你的輕安觸第一次 (生) 起

的時候，普通 (要) 在四十五分鐘左右 (才生起) 。 

 

所謂「靈熱」是什麼呀？依據我的見解，就是輕安觸之一種，並不是什麼了不起

的東西， (它) 就是輕安觸。 

 

 (無論) 你依據哪一家的修法，一樣有 (輕安觸) 的。 

 

好了，修 (習) 時的「時」與「量」已說了，即是 (關於) 時間與分量。 

 

「庚一」已全部講完了。「庚一」是：「住所緣時應如何修」，已全部講完了。 

 

現在呢， (到) 「庚二：住所緣後應如何修」。 

 

「所緣」，即是 (指) 你心 (中) 所想的那樣東西，就叫「所緣」。 

 

上文我不就是數 (出) 了十幾種「所緣」 (嗎) ？可以緣你的肚臍下面；緣山根

這裡又可以；緣鼻端又可以；緣呼吸又可以；緣佛像又可以；緣月輪又可以；最

後我抉擇，勸你們最好緣佛像，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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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你緣佛像的話，一定不會有些古靈精怪的東西來騷擾你。現在有很多人說入

定 (時) 被很多鬼騷擾，被這些鬼騷擾時怎麼辦呀？這樣 (問) 。 

 

緣佛像就會沒事，一定沒有 (鬼來) 騷擾的。 

 

那麼，譬如你是緣佛像的，當你的心想住佛像的時候，你 (要) 怎樣 (做) 呀？

有三點， (是) 你要留意的。 (現在) 分開三點來說明。 

 

當你「住」──「住」者，即是當你的精神集中在你的所緣的對象時，你 (應該) 

怎樣修呢？有三點 (是) 我們要注意的， (分作) 「申一」、「申二」、「申三」 (來

說明) 。 

 

第一點，你的心對於所緣的境，漸漸 (要) 求它清楚。那麼怎樣 (是) 漸漸 (要) 求

清楚呢？如果你只是緣呼吸，你跟著它就可以了，對吧？ 

 

但當你跟著呼吸到微細到極的時侯，你就不 (去) 跟了，你就集中在一處，或者

集中在鼻端；或者集中在印堂、山根；或者集中在肚臍下面，等等。 

 

或者集中想著月輪；或者想著佛像。剛才我在上文抉擇的時侯，就勸你們，最好

就 (是) 想佛像，對吧？ 

 

既然 (抉擇) 想著佛像，但有時候很難想啊。 (關於) 想佛像，我曾經做過一個

統計， 

有些佛像，很難想到的；有些佛像，很容易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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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問過很多人，做過一個統計，一般的報告是這樣：釋迦佛像是最容易想的， 

那個右手垂下 (放) 在膝蓋上那個釋迦佛像，最容易想，最容易想得熟。 

 

你試一下， (想) 釋迦佛像，最容易想的。  

記住﹗有些人將一個佛像放在前面，望著它來修， 

 (這是) 不行的。 

宗喀巴破 (斥) 它 (這種說法) ，他說 (這是) 不行的。  

譬如你觀佛像，這個佛像一定是要意識自己創造，你的第六意識自己創造出來的， 

整個 (佛像) 好像立體的現前，半開眼，或者閉上眼，你看不到 (外面) 的，在

你前面或者頭頂。 

 

第一，你要想成它是立體的，最好想它是活的，不是石頭 (像) ，不是銅 (像) ，

是活的，好像真人一樣。 

 

 (尺寸) 大小，一英尺高是最適宜，小一些亦可以，太大不可以。 

 

最大是你有多高，他 (就跟你) 一樣高，大約這樣的大 (小) 。 

 

有些 (想成) 大到半邊天那樣 (大) ，我們普通眾生的視野看不到半邊天的，對

吧？ 

這樣變成你 (想得) 很辛苦，一尺左右 (大小) 最好。 

 

那個形象，譬如是釋迦佛像，你看慣了它 (後) ，就用你那個意識畫它出來，生 

(動) 的。你想它的時候，如果不清楚怎麼辦？ 

 

但 (求) 得 (到) 一個輪廓。只得一個輪廓， (其他部分) 模模糊糊的怎麼辦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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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先想一部份，你想那個印堂那條白毫就夠容易想了，想那條向右轉的白毫，很

容易想的。 

 

或者想它心胸那個「卍」字，又是很容易想。 (這樣) 漸漸 (地去想) 。釋迦佛

最容易想。 

 

哪些是難想的？例如哪些呀？想那些金剛。如果你是 (修) 密宗的，譬如你想那

些大威德金剛等等，是很難想的。 

 

不用 (這樣複雜) ，你想千手千眼觀音也夠辛苦了。你怎樣 (會) 想得清楚？四

臂觀音已經是相當難想，對吧？四臂都可以，不過千手千眼就難想到極。 

 

十一面觀音，你想它 (有) 十一個頭又是 (難想) 。 

 

如果 (要) 想觀音菩薩，中國人最容易想就是白衣觀音，不過除了中國和日本之

外，就沒有人拜白衣觀音啊，會這麼巧。 

 

西藏人全部都是拜四臂觀音，唸一個「唵、嘛、呢、叭、咪、吽」的咒。 

 

最好你平時找一個漂亮的佛像拍下來，七彩的，不要想灰白的，想就要想七彩的，

看熟了它， (然後) 來想，這是最好的。  

 

想到它是 (活生) 生的，不是 (石頭或銅) 像來的，確定是 (活生) 生的、活的。 

 

因為你想到這樣的時候，有時候會有奇蹟 (出現) ，它 (佛) 會向著你眨眼；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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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它會向你講話，它用梵語來講，你會知道它講什麼的，有很多人試過這樣 (的

情況) 。 

 

你會問：「你是不是故作神奇？」不是。很多基督教徒見到天使向他們講話，基

督教徒呀；與及天主教徒見到聖母向他講話。 

 

耶穌講話是用希伯來，即現在的以色列的古文來講的。你問一下基督教徒，很多

人 (會) 講方言的，所謂方言就是這些了。 

 

佛教徒都有些 (情況) ， (會) 聽到它 (佛) 講梵文的。 

 

 

 (雖然) 你未學過梵文，但你知道它講什麼的，它講的是梵文。我有一個朋友曾

經聽過。 

 

你可以想，選擇一個釋迦佛，或者阿彌陀佛，藥師佛、觀音，這些容易想。或者

你受了大日如來灌頂的，你就想大日如來。大日如來又是很 (容) 易想啊，總之

「佛」都是容易想的，那些「金剛」就難想，對吧？ 

 

你試一下想不動明王，那些很難想啊，對吧？ (或者) 大威德 (金剛) ，有時候

你想得很辛苦也想不到的。 

 

你就逐步 (地) ，或者只是先想它的頭部， (或者) 只是先想它的身，想得純熟

了，然後才全個想。 

 

這樣，就漸漸 (地去修) ，不用急，因為為什麼？那個是你心 (內) 的影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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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得) 清楚的是你的心； (想得) 不清楚的，又是你的心，你何需這麼緊張？對

吧？不需要緊張。  

 

「辛二：有沉、掉時應如何修」。學修止觀，最難對付的是兩樣東西， (第) 一

樣，叫做「昏沉」。 

 

你 (打) 坐的時候，心裡有一種力量拉你向下墜，硬是提不起 (精) 神， (令你) 想

打瞌睡、打瞌睡那樣，好像臨睡那時候一樣，入定入得好像臨睡 (的狀態) ，你

就夠糟糕了，對吧？ (這是) 「昏沉」。 

 

「昏沉」是什麼東西來的？「昏沉」，有兩個解法。 (第) 一個解法，說「昏沉」

就 (是) 「貪」、「瞋」、「癡」 (中的) 那個「癡」，即是 (指) 「無明」；是那個「癡」

──「無明」的一部份來的。 

 

我們常常有個「癡」心所 (生) 起的，當我們入定的時候，那個「癡」會出現，

即那個「無明」會出現。 

 

那麼「無明」是什麼呢？「無明」是一種盲目的衝動，你試一下閉上眼睛體會一

下，你的心不斷有一樣東西莫名奇妙的向上衝，不斷的推動你的心，令你的心總

是不得安寧，有一種這樣的力量。 

 

你試一試，閉上眼試一試，好像有一種力量總是令你的心不得安寧。 (它) 沒有

理性的，那種 (力量) 叫做「無明」，又叫做「癡」。 

 

「癡」的變相令到你懨懨欲睡， (但) 又不是說睡著了啊，它只是將睡未睡那種

混混沌沌的狀態，那種叫做「昏沉」，是「癡」的一部份。這是 (第) 一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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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解釋，說「昏沉」是另外有一種東西，不是「癡」來的，是有它自己的種

子的。 

 

現在姑且取第一種講法──是「癡」的一部份。 

 

當你開始靜坐時，它 (「昏沉」) 就會 (生) 起的，記住﹗「法不孤起，必待眾

緣和合」，對吧？要有緣它才 (會生) 起。 

 

哪一種是 (「昏沉」的) 緣呢？ (當) 你疲倦， (它) 就有機會 (生) 起。 

 

第一 (種緣，) 就是你疲倦。 

 

第二 (種) ，就是你睡眠不足，你前一晚睡眠不足，昏沉就起了。 

 

第三 (種) ，食滯——吃了不消化，昏沉就會起了。 

 

第四 (種) ，你的情慾——即男女的情慾——熾盛，昏沉又會起。有這幾種。 

 

所以那些教人靜坐的人，勸人戒除女色，為什麼呀？就是因為當你 (親) 近女

色，那種昏沉的緣 (出現) ，情慾多，就容易引起昏沉；斷 (除) 女色，沒有這

麼容易昏沉， (因為) 少了這個緣。 

 

第二，叫你吃齋、吃素， (對) 那個腸胃會比較好；食肉多的話，很容易昏沉的。

所以如果你是長期修 (習) 止觀的 (人) ，最好是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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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吃素不要只吃兩條菜啊，一定要顧及營養。吃素必須要顧及營養。吃素的人，

最好每日吃一粒維他命 B12，或者 B 雜，每日吃它一粒；或者你走去買 (那種) 多

種維他命丸，每日吃它一粒， (就) 最好。 

 

因為為什麼呢？中國人吃素，不太顧及營養的分量，所以很容易令你的身體支持

不住。尤其是去那些齋菜館吃，最無益的。那些筍呀 (，諸如此類) ，最無益的， 

 (還會) 弄壞你的腸胃。 

 

那些竹筍，那些炸滿油的竽頭，那些東西你吃了的話，幾個小時內你都不能修定，

沒有什麼益的。應該多吃那些豆類，黃豆、眉豆、烏豆等等，那些很有營養的。 

 

不知為什麼吃素的人不怎麼吃烏豆的？最有營養就是烏豆。烏豆營養好。 

 

我有一個同事， (年紀) 比我大幾年， (他) 七十多歲，聲音非常之洪亮。 

 

他是教書的，有一次他說精神不夠，問我怎辦好？我偶然地講……說 (來) 也奇

怪，本來寶蓮寺那位筏可和尚，我是認識他的，五十多年前，他住在清涼法苑旁

邊時我已經熟 (識) 他了。 

 

後來他死了。 (他) 死了後，我有一次發夢，去 (了) 遊寶蓮寺，就見到他，他

請我吃粥，這樣奇怪啊﹗那些粥， (我) 吃了兩啖，我見到又有髮菜，又有烏豆，

又有一些薑，又有兩片似甘草非甘草 (的東西) ，我就問他，這是什麼粥來的？ 

 

這是夢境而已呀——他說這是吉祥粥。吉祥粥？﹗我對吉祥粥都莫名奇妙﹗我在

旁邊，我問這些是什麼來的，他說這些是北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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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祥粥，又會有北芪？我發夢吃粥，又 (覺得) 幾好吃啊。我記得就是見到 (有) 

幾種東西，有髮菜、有烏豆、有薑、有北芪，於是我講給我的同事，他說氣不夠， 

我說我介紹你用烏豆加北芪來煲粥，每日叫你太太煲 (來吃) 。 

 

你吃高麗人蔘就會貴，烏豆、 (加上) 給幾片北芪，很便宜而已，對吧？拿一堆

烏豆來煲粥，你還可以加兩個紅棗，甜甜的。 

 

烏豆、北芪，加幾片東西，我說你吃一下，聲會 (變) 響。 (若) 氣不夠，吃一

些北芪是會好的。 

 

他真的去試啊，因為我懂中醫的，是醫師教的，果然真是有效，一個星期起碼吃

三天， 

 (他吃了後) 不知多洪氣﹗ 

 

再加上去 (做) 晨運，聲音大到了不得， (到) 現在還 (在) 工作。 (他年紀比) 我

大兩年。 

 

吃烏豆，非常有益， (它) 裡面有鐵質， (有) 很多種維他命，有維他命 A，有

維他命 B。 

 

好了，講完 (故事) 了。 

 

如果有昏沉，每每 (在) 入定的時候，最怕是有昏沉。昏沉是障礙我們修觀的，

有昏沉 (的話，) 修觀是修不到的。 

 

還有一種叫做「掉舉」。「掉」者，即是指「突然」，就叫做「掉」，即英文的 sudden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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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者，即是 (指) 心「舉起」。 (「掉舉」即是指) 突如其來的，這個心不想

東西不可以。 

 

你又試一下，現在你都可以試一下，閉上眼一會兒，看看你的心，是否有一種力

量，那種好像本能的力量，這種力量總是令到你的心不得 (寧) 靜的，這種力 

(量) ，就叫做「掉舉」，突然間要你想東西、想東西，意馬心猿那樣。 

 

「昏沉」障礙你修觀；「掉舉」障礙你修止。 

 

不過有一點你會不 (相) 信的，昏沉 (生) 起的時候必有掉舉的，你試一下。 

 

掉舉 (生) 起的時候，掉舉就有昏沉，這麼奇 (怪) 。凡掉舉 (生) 起的時候必有

昏沉。 

 

掉舉與昏沉一定一同 (生) 起的， 

不過有時掉舉多，昏沉少，這樣我們就叫它做「掉舉」；有時就昏沉多，掉舉少， 

我們就叫它做「昏沉」。 (有這) 兩個情形。 

 

那麼，你 (靜) 坐的時候，一 (種情況) 是令你懨懨欲睡，心曚昧不清的，那時

候就是昏沉 (生) 起；另一 (種) 是令你不想東西不行，就是掉舉 (生) 起。 

 

有 (昏) 沉有掉 (舉) 的時候應該怎辦呢？普通是這樣，先講對付昏沉。 

 

昏沉 (生) 起的時候，如果是從身體 (方面) 來對付它、從生理方面對付它的話，

你就 (要) 想 (些) 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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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上面，昏沉 (生) 起的時候想上面，最好想這裡──山根；或者想髮際；或者

想有個佛坐在你頭頂，或想這個佛怎樣漂亮，或想觀音菩薩他的腳怎樣的漂亮、

他的手怎樣的漂亮、怎樣的莊嚴，這樣想。 

 

令那些血 (液) ，向上抽上上面，因為昏沉 (的時候) ，每每是因為你腦神經的

血 (液) 不夠，以及血 (液) 積滯。 

 

把那些血 (液) 抽上去，它自然就沒有太多昏沉。從生理上 (來說) 就是這樣。 

 

從心理上又怎樣呢？想一種光明的東西，以及想佛像。 

 

想前面 (有) 一個月輪，光的， (在) 一個八月十五的天空中，一個月輪在那裡，

不知多漂亮﹗很光明的﹗這樣，你就不會昏沉。 

 

還有， (若) 月輪不夠光的話怎麼辦？將那個月輪變做日輪。好像端午的時候，

正午的時候，那些光射出來，幾乎 (感覺到是) 熱的，你就不 (會) 昏沉。從心

理上就這樣 (處理) 。 

 

 (這些方法) 都不行的話又怎麼辦呀？你就要起身了，一會兒後再坐過，對吧？ 

起身。 

 

起身 (後，) 可以找一杯好的茶，鐵觀音呀，龍井等等那些好的茶，喝兩口。隔

一會兒，活動一下 (身體) ，再去坐，就不昏沉了。 

 

是這樣而已， (這) 要有耐性才行。漸漸地 (修習) 下去，總有一天，你一坐下

去就沒有昏沉、沒有掉舉，總有這一天。昏沉的時候你就這樣 (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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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舉 (生) 起的時候你就怎樣做？從生理上來對付，掉舉 (生) 起的時候，想著

丹田、想著肚臍下面那幅肉，想著它，令那些血 (液) 向下降；或者想著腳趾、

腳底，令那些血 (液) 向下行，這樣就自然減少掉舉。從生理上就這樣 (處理) 。 

 

從心理上又如何呢？心理上，普通的就用這個 (方法) ，那天講過了， (就是) 「不

念作意」。「不念」就是「不想它、不想它」；「作意」即是 (指) 「留意」， (「不

念作意」即是指) 留意不想它。 

 

譬如我 (靜) 坐時，忽然間我想起「呀，我今日還未去交稅啊」，像這樣。 

 

那麼你 (要) 不想它，出定再 (處) 理，現在不理 (會它) 。過一會兒它又想 (東

西了) ，都 (要留意) 「不想」﹗總之左來左擋，右來右擋。 

 

你說「呀，這樣很麻煩」，你不要怕麻煩，漸漸的它 (掉舉) 就怕了你。 

有一天，你會一點兒掉舉也不 (生) 起的，一定有這天的。 

 

這種不念作意叫做「制心法」，在天台宗的《小止觀》裡，這種叫做「制心止」，

對吧？ (若) 制心制不到，你就要怎樣 (做) 呀？放縱那個心，用「縱心法」，放

縱它。 

 

怎樣放縱它？譬如你的心是想錢， (那就) 想吧﹗想吧﹗想錢吧﹗幾多錢？去想

吧、去想吧﹗我看你 (心) 怎去想。 

 

你看著它想幾次，它就不想了，你回去試一下。如果你的心是想念你鄉下的太太

的話，你就想吧﹗去想她吧﹗我現在看著你 (心) ，你即管想﹗ (這樣) 它就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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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了。 

 

當它不想的時候，你就達到目的了。制心不行，就縱心。縱心都不行的話，又 (是

要) 起身。你說這樣行不行呀？行，你有忍耐力，試它一百幾十次，保證成功，

沒有不成功的。 

 

這些叫做什麼？忍耐力——忍辱波羅蜜；你沒有忍耐力，什麼也做不到。對吧？ 

你想學打羽毛球，你都要 (有) 很大忍耐力，然後才可以打得好的，何況你靜坐，

可以令你證果的， (弄) 兩下就可以 (成功) ？哪有這麼容易。 

 

有些人說我歡喜罵人，我常常罵這兩類人：第一類，怕難。「那麼困難，有沒有

些什麼捷徑呀？」凡是走捷徑的人，都是不會成功的。 

 

外國人叫做走「shotcut」。走 shotcut 的，即是沒有功夫的人，然後他們才 (會) 想

走 shotcut。 

 

讀書就讀小冊子，大部頭的書他未讀過，以為這就可以，世界上哪有這麼便宜 (的

事) 呀，沒有的﹗ 

 

你想學如何炒菜炒得好吃，都沒有這麼快的，都要經過多次 (嘗試) 才成功，何

況這麼繁重的事，你弄兩下就成功？哪有此事呀﹗第一 (類) 那些走 shotcut 的

人，我是常常罵這些人的。 

 

第二類，那些經常說怕 (困) 難 (的人) ：「這麼困難，我不學了﹗我趕快了 (結) 

它就算了。」怎樣叫「了 (結) 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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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就這樣回答：「我唸阿彌陀佛，死了之後生極樂世界，一了百了，哪用這

麼麻煩在這裡又修止觀，又 (修什麼什麼的) 這樣論盡。」 

 

這個又是錯誤的 (想法) ，這些人又是應該被罵的。 

 

你唸阿彌陀佛，你必定生 (到去) 呀？我告訴你，不是必定生到啊，你不要以為

我潑冷水，你死的時候，你的心未必會想到阿彌陀佛，尤其是現在在醫院死的那

些 (人) ，死的時候親人不近前，道友又不近前， (當) 你昏昏迷迷，或者痛得

你在床上滾來滾去，他 (醫生) 幫你打針，令你像睡覺那樣地死去，那時候你怎

去唸佛呀？ 

 

臨死也不唸佛，怎生 (去淨土) 呀？你讀《阿彌陀經》， (它) 說明：「若一日、

若二日，乃至若七日，一心不亂，其人臨命終時，阿彌陀佛， (與諸聖眾，) 現

在其前。」對吧？ 

 

你已經痛得很厲害， (要) 打嗎啡針，弄得你迷迷惘惘，你怎樣往生呀？對吧？

不是容易的。當你往生不到，就麻煩了。 

 

還有，死的時候，《瑜伽師地論》說「死」有三種死，將你死的時候那個心來分

類，有三種死：第一種叫做「善心死」， (指) 當要死、當要斷氣、當要失 (去) 知

覺的時候，心仍然是善心的。 

 

它說善心死的 (人) ，是不能夠落到惡道的，不是 (去) 天 (道) ，就是人 (道) ，

必定是人、天 (道) 的， (這是) 決定決定的，彌勒菩薩這樣說。 

 

這即是說你最重要是要保住善心 (而) 死。善心死是怎樣呀？有很多善心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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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況) 。 

 

怎樣是善心死呢？怎樣叫做「善心」？十一個善心所，你的意識與那十一個善心

所一同 (生) 起的時候，你的心就叫做「善心」。 

 

有哪十一個善心所呀？「信」、「慚」、「愧」、「無貪」、「無瞋」、「無癡」、「精進」、

「輕安」、「不放逸」、「行捨」、「不害」，有這類心 (所) 與你 (意識) 一同 (生) 起，

剛剛 (生) 起的這個心而你斷氣、昏迷，你 (就) 叫做「善心死」。 

 

 (若是) 善心死 (的話) ，縱使你今世前半生殺人放火，如果你死的時候是善心

死，你所作的惡業暫時凍結，等你受完人、天果報後，再去受那些地獄苦。 

 

這樣你已經很划算了，你受人、天果報的時候，萬一你又有機會修行，不就又 (把

那些地獄果報) 壓住一世？壓住壓住，說不定會 (把它) 淡化了？對吧？ 

 

所以，它 (《瑜伽師地論》) 說如果你是「惡心死」的就一定落惡道，怎樣叫「惡

心死」？  

 

凡是有嬲怒的心 (而) 死的，嬲怒──瞋，「貪」、「瞋」、「癡」的「瞋」，是惡性

的， (即是指) 臨死發脾氣那些 (人) ， (這) 很容易的 (發生) 的，辛苦過度而

發脾氣。 

 

臨死的時候怨恨 (別) 人，那個瞋心是惡心來的，瞋心死就一定落惡道，縱使他

生前蓋了幾百間 (寺) 廟、渡了多少人，但那些善果暫時凍結，等你受完惡道 (的

果) 才 (報) 。惡心死就必落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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瞋心是「惡」的。貪心有「惡」，有「有覆無記」。貪不一定是「惡」，但有些貪

是「惡」的， (例如) 你貪一些無用的東西就是惡的，別人的身家 (財產) ，你

臨死都想貪著要，你就是惡的，對吧？ 

 

如果是 (有) 「貪」與「瞋」這兩個心，「瞋」就一定是惡的，「貪」就有惡，有

不惡。 

 

臨死的時候戀戀不捨就已經是貪了，這就不容易了。 

 

生 (去) 人、天 (道) 都尚且難，你還怎樣生 (去) 極樂世界？為什麼？因為你不

能夠一心不亂，你常常 (生) 起嬲怒心，怎會一心不亂？怎會想 (到) 阿彌陀佛？ 

 

這樣呢，如果你是嬲怒心 (而) 死、惡心死，你不能往生 (淨土) 的，一定不行。 

 

如果說惡心死都會有阿彌陀佛來接他，這個阿彌陀佛就太不懂事了，對吧？ 

 

善心死就最好。善心死很容易，唸佛。唸佛 (時) 整個心都是善心，「善謂信、

慚、愧」，那個「信」心生起時，就是善心，所以唸著佛 (而) 死，就不能落惡

道， 

最怕你臨死的時候不記得唸。 

 

我有一個朋友前幾年死……有兩個朋友，我告訴你，一個前幾年死，那位姓張的，

叫張度年，有沒有人認識他？ 

 

 (他) 修行了十幾、二十年，他死的時候，在醫院裡死，別人叫他：「你唸佛吧。」 

(他說：) 「我不懂唸呀。」「你唸了十幾、二十年你不懂唸？」他說：「我不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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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會答不懂唸，但他又不懂去唸， (又會) 有些這樣的人啊。幸好剛巧遇著他的

道友：「我與你一起唸吧。」幸好遇到這個人，不然他真的不懂唸， (因為) 臨

死的時候 (會) 昏迷。 

 

還有，我有一位世伯，居士林那些人認識他的，叫做趙士覲，有沒有人聽過這個

人？從前 (他是) 幫別人捉鬼的，鬼都怕了他。  

 

廣州市的趙士覲，是我的世伯。他這世 (人) 都修不動明王法；別人有病，他有

少少天眼 (通) ，幫人看一下。他有個姪女，也懂得看那些東西。 

 

座上有沒有趙士覲的姪女或者姪 (子) ？如果有的話，我得罪了。有沒有 (在這

裡) ？ 

沒有？沒有的話我講下去了。 

 

很奇怪，人有病，你找一些有少少天眼 (通) 的人看，一定是看到有個鬼跟著他，

或怎樣怎樣的整 (弄) 他，時時都是這樣 (說) 的。 

 

他 (趙士覲) 看到 (後) 就幫人捉鬼了。他普通的就是 (去) 修法，修不動明王法。 

 

密宗 (的修法) 有什麼呢？東密的修法，有所謂布「火院」，結界布「火院」。譬

如他建一個壇修法，他在屋裡，或者在指定的壇的界 (域) 內，即是一般所謂「結

界」。 

 

在「界」那裡布一個熊熊烈火，入觀，觀想它，四圍有火圍繞著。又觀一個「金

剛牆」，銅牆鐵壁， (用) 觀想的。又觀一個「網」，天羅地網。如果那隻鬼在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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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他一入觀之後，那鬼走不出來的， (會被) 包 (圍著) 。  

 

他騙那隻鬼，他說明天三點到，怎料今天下午五點就先去了。他去到後站在門口

看一下，然後在門口處修法，他結界，布金剛牆， (然後) 布火院， (又) 布金

剛網。 

布好後，就觀想那隻鬼怎樣也走不出去。 

 

他一邊在這裡布，那邊那隻鬼上了那病人的身 (體) ，踩地發惡：「那趙法師不

信實，說好明天來，今天就來了﹗現在我走不出來﹗」 

 

 (那鬼) 在那裡吵吵嚷嚷。趙士覲結完界後就走了，他不理會那麼多。那個被鬼

上身的人被弄了半晚。 

 

第二天，他走去安 (立) 壇 (場) ，那被鬼上身的人就說：「你來捉我？你都沒有

信實的，還說什麼修行？」指著他 (趙士覲) 駡。有這麼一回事， (是關於) 趙

士覲此人。他捉鬼捉得 (很) 多。 

 

有一次，我又有一個世伯，叫做許谷生， (他) 是律師，現在有沒有他的子弟在

這裡？我知道他有個兒子在香港。 

 

許谷生做律師的，他經常玩古董。他在一間舊料古董 (店) 舖，他買了一個佛像，

西藏的佛像，那些西藏的佛像很名貴的。 

 

西藏的佛像，普通的，下面 (會) 安藏 (東西) ，用什麼焊著，底部裡面有些經

書，有些穀，有些七寶珠等等放在那裡；有些甚至是喇嘛死後火燒後的舍利放在

那裡都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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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買了，然後又要鑿開它拿了那些東西出來。如果是佛，佛是慈悲的，未必會整

弄他，不過是否護法神整弄他就不 (得而) 知了。 

 

怎料他鑿開之後，那晚他就發燒，胡言亂語，又說有人打他、又說他拆了佛像等

等。他沒有辦法，走去揾趙士覲。 

 

趙士覲就不知是修不動明王法，還是修什麼法，就解決了。 (最後) 沒有事，醫

好了。 

 

怎料趙士覲修完法，醫好了許谷生，許谷生過了幾日就……這個不是普通鬼來

的，不知是什麼東西來的，一定是護法神還是什麼……就再起病，當再起病後，

兩日就死了，趙士覲想幫他修法也解決不了，許谷生就這樣死了。  

 

事隔半年，就到趙士覲死了。趙士覲是急性肺病 (而) 死的，吐很多血出來，不

知是肺爛了還是什麼 (原因) ，一舊一舊的半血半膿吐出來，很難看。 

 

我有另外一世伯叫做梁智廣，這個趙士覲是住在六榕寺，六榕寺裡面有一間「解

行學社」，裡面設有一個東密的密壇，他住在那裡。 

 

那位梁智廣與他是很好的朋友，就去探望他，見到他躺在床上很狼狽，又痰又血

弄得一床褥都是。 

 

「啊，怎麼你這麼多膿、這麼多血吐出來呀？」 

「不是啊﹗這是青草來的。」 

「不是、不是，這不是青草，這是血來的，怎會是青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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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是，這是青草。你知不知道，你來了就沒事，由昨日起，那些鬼走來打我，

把那些青草、泥塞入我口中，我把它吐出來。」 

 

原來他的痰、血吐出來，他的意識昏迷了，說被鬼打，塞一些青草入他口中，根

來就沒有這回事，他 (生) 起了這樣的幻覺。 

 

梁智廣見到他就認為他一定 (會) 死，不行了。 

 

梁智廣都是信佛的，但不是密宗，他就說「現在是你吃緊的時候啊。」 

 

他叫他 (趙士覲) 做公璧，趙士覲的字叫做「公璧」。他說：「公璧呀，現在是你

吃緊的時候啊，你快點唸你的本尊啦﹗」 

 

他知道他修的本尊是不動明王，他說你快點唸不動明王，唸你的本尊，等本尊帶

你走吧，無謂在這個世界這樣辛苦了。這個是很好的朋友才 (會) 講出這樣的話。 

 

他 (趙士覲) 說：「對呀，怎樣去唸呢？」 

「你修了幾十年，又捉鬼，又唸咒，你不懂？」 

「我不記得了，你教我唸吧。」 

他 (趙士覲) 不記得啊。 

 

不記得，怎麼辦呢？那時候是用日本音的，不動明王的咒是：「曩莫三曼多……」，

對吧？用日本音，「南無」，它唸成「曩莫」。 

 

那個梁智廣懂得一句「曩莫三曼多」，後面我 (就) 不懂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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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趙士覲) 跟著他 (梁智廣) 唸「曩莫三曼多」， 

「後面怎樣呀？」 

「我不記得呀，我都未受過不動明王灌頂。我提 (示) 了你兩句了，你不懂嗎？」 

「我不懂。」 

 

沒辦法，唸了三、四十年不動明王咒，能夠到死的時候，別人提 (示) 了兩句， 

(到) 第三句他自己卻唸不出。 

 

你們讀過《唐吉訶德》沒有？唐吉訶德臨死的時候，他那位女朋友向他唱了首歌， 

他不記得了， (但) 她唱了幾句之後，他整首歌都是記得 (到) 的。 

 

怎知這位趙公璧，唸了兩句後， (到了) 第三句他不懂得唸，這位帶他唸的又不

懂得唸 (下去) ，那怎麼辦呢？ 

 

他 (梁智廣) 說：「喂，沒有什麼辦法了，我不懂 (唸下去) 。不如這樣吧，改唸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你) 一定懂得吧。」 

他說：「都好啦。」 

於是，梁智廣唸「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你跟著我唸。」 

 

 (於是) 趙公璧就跟著他唸「南無阿彌陀佛」，唸了十多句，他就好像睡著那樣

死去。死了啊，他都不失為善心死。 

 

 (關於) 善心死，彌勒菩薩說不能落得惡道的，縱使你 (有) 落惡道 (的種子) ，

都先暫時凍結。 

 

如果你不能夠善心死，而是惡心死， (在) 惡心死的時候你就夠麻煩了，你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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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生極樂世界？ 

 

還有第三種。一種是「善心死」，另一種是「惡心死」， (還有) 一種叫「無記心

死」， (指) 死的時候 (那個心是) 不善不惡的、昏昏迷迷而死的。 

 

那類無記心死的 (人) ，就 (要) 看你平日的行為如何而決定。你如果平日好事

沒做太多，你怎樣 (往) 生極樂世界？對吧？你又沒有唸佛，那你怎樣 (往) 生？

所以是很危險的。  

 

因為這樣 (的情況) ，所以現在的助唸是很好的辦法。 

 

好了，我講回這裡， (關於) 有沉有掉的時候。 

 

如果你平日修 (習) ，能夠修到沒有沉、沒有掉的時候，你臨死那時，會很清楚

的；不昏沉、不掉舉，那時候你會一心不亂。 

 

好了，有沉有掉的時候怎樣修就講完了。 

 

 (到) 「辛三」。當你又沒有昏沉，又沒有掉舉的時候，你怎樣修呢？ 

 

你就應該要修「止」，「舉」，「捨」， (這) 三種相，輪著來修，修止相，舉相，

捨相。 

 

「止」即是「止相」； (「舉」即是) 「舉相」； (「捨」即是) 「捨相」。 

 

怎樣叫做「止相」呢？你的心沒有昏沉，亦沒有掉舉，這時候你時時觀察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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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你的心是否會「想要掉舉」、「想要掉舉」。 

 

有時候會這樣：你已經很到家了，有個掉舉想 (要生) 起了，當你覺得有掉舉將

近要 (生) 起，你就 (要) 修什麼？修「止相」。不要俾它 (心繼續這樣) 想， (這

是) 修「止相」。 

 

修「止相」的話，就略略吃力了， (因為要) 壓著它 (掉舉) ，不給它 (生) 起。

壓得多的話，又好像會 (感到) 沒什麼味道，很無聊賴，這時候你怎樣 (辦) 呢？ 

 

你就輕輕舉回你的心，放寬 (它) ，令它好像明明了了。如果不能令它明了，你

又怎辦呀？想「光明相」，它 (就會) 明了。 

 

如果又不用「止」，又不用「舉」；又沒有昏沉，又沒有掉舉，那你怎樣 (做) ？ 

就修「捨相」。 (1:15:01)  

 

怎樣叫做「捨相」呢？保持你的心沒有貪心 (生) 起、沒有嬲怒、心又明明了了， 

(即) 無貪、無瞋、無癡；心又不會懶惰，那時候就有這四種情況 (生) 起。 

 

又沒有昏沉、又沒有掉舉，這樣你就修「捨相」。所謂「捨相」，就是這四種東西：

無貪、無瞋、無癡、精進，這四種東西混合而起作用。 

 

它混合起作用的時候是怎樣的狀況呢？你不用理 (會) 它，自然的你就會這樣修

的。即是怎樣呢？「捨相」有三步曲，「捨 (相) 」就是這樣：「相」就是 (指) 狀

態。 

 

「捨 (相) 」就是那種沒有什麼念頭、沒有什麼雜念 (生) 起的時候那種狀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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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叫做「捨相」。 

 

「捨相」 (生起) 的時候，最初有些什麼 (情況) ？需要很吃力的，一放過 (它) ，

心就會亂， (要) 很吃力的，令心平等。平等即是 (指) 平衡。 

 

 (要) 很留意，多多少少有些緊張的，令你的心 (達到) 平衡的那種狀態，就叫

做「捨相」。 

 

第二種……不……那種狀態叫做「心平等性」，是第一級的捨相。 

 

再進一步，叫做「心正直性」，只要你的心略加提點，你的心就可以很平衡， (這

是) 「心正直性」。 

 

「心平等性」要很吃力控制的，「心正直性」就略為控制、略加提點就可以了。 

 

第三步，就叫做「心無功用性」，不需要加功的，心自自然然的，沒有昏沉、沒

有掉舉，不需加功起作用的。 

 

如果你 (訓) 練有素，就會怎樣呀？修「捨相」的時候，有個「心平等性」、「心

正直性」、「心無功用性」。 

 

「心無功用性」即是 (指) 不需 (要) 加功的，自然的，心不會亂。 

 

大約到「心無功用性」的時候，輕安觸就一定 (生) 起的。 

 

離開沉、掉的時候，就這樣修。 (這是) 「辛三」 (的內容) 。「庚二」已經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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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完了。 

 

下一次就講「丁三」了。「丁三」留待下一次講。今日就講到這裡。 

 

到「己二」。因為時間關係，「己二」的科文是一樣的。 

 

現在這個就是九種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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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開始修 (習時) ， (即) 盤了腿，

調整了呼吸之後，開首修 (習) ，一直修 (習) ，就有九個階段。 

 

那九個階段是否由開首五分鐘 (就是) 一個階段，45 分鐘就 (是) 九個階段，是

否這樣呀？不是。 

 

有時候你修，只是得一個階段，沒有第二個階段，到第二個階段的時候你就會疲

倦，會起身了。 

 

有時候你修了第一、第二個階段，到第三個階段，你就不耐煩了。 

 

有時候你修了第四、第五個階段，到第六個階段，你雙腳就累了、腳痛，修不下

去了。會有這樣的情形。 

 

由開首修起計，你要經過幾個月之後，然後才可以由開首的 (第) 一個階段直貫

下去九個階段都做完。 

 

那麼 (這) 九個階段是怎樣的呢？一，「內住」。「住」字怎樣解釋呀？精神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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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叫做「住」。 

 

「內」字與「外」字相反，那個心散動的為「外」。 

 

那個心散動的，又想這樣、又想那樣，就叫做「外」。 

 

專注，就為「內」；「內」者，即是「入定」這樣解 (釋) 。入定，叫做「內」。 

 

但是你說入定，盤起腿是否就叫「內」呢？又不是啊。 

 

那麼怎樣叫做「內」呢？要這樣分 (辨) ：你在未坐之前先立下一個主意，就是

我把精神集中在何處；當你的精神集中在那處的時候，就叫做「內住」。 

 

不是集中在那裡的話，就叫做「外住」。明白了吧？ 

 

舉一個例。例如，你觀想觀音菩薩的像，那麼，你的心想著觀音菩薩的像，那個

時候叫做「內住」；你想了另一樣東西的話，就不是「內住」，只可以說是「外住」

了。 

 

 (但) 又沒有「外住」這個名稱啊，我們只可以叫它做什麼？散動。心散動、囂

動。  

 

又，譬如你專 (門) 是想觀音菩薩的，忽然間我又試一下想我 (自己) 的髮際、

又想一下丹田，這樣不是叫做「內住」，又變成「外住」了。 

 

你預定是想那樣，就想那樣，就叫「內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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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例如，我預定我先想呼吸。你可以這樣的，如果想到呼吸 (變得) 慢到極的時

候， 

幾乎無可 (再) 想，我就不想呼吸了，我就 (改為) 想住鼻端了，或者 (改為) 想

住丹田了。這樣依著次 (序) 去做。 

 

或者想著丹田 (的時候) ，我覺得都不是很妥 (當) ， (如) 有氣頂住，或者諸如

此類， 

到那時候我就什麼也不想了，這都叫「內住」。 

 

即是「有計劃的集中精神做」，就叫「內住」；無計劃的亂來的，就叫做「散動」。 

 

「內住」是與「散動」相反的。即是把你的精神集中一處，就叫做「內住」。 

 

「內住」有很多種方法啊，對吧？如果你 (決定) 數呼吸的 (話) ，數呼吸就叫

做「內住」，數其他的就叫做「散動」了。 

 

如果你是想佛像的 (話) ，想佛像叫做「內住」， (即) 想開那一個佛像而一直去

想那個佛 (像) ，就叫做「內住」。忽然間每個佛都想一下的，你就不是「內住」

了。 

 

如果你是 (決定) 想著鼻端的，想鼻端就叫做「內住」。但你忽然間觀 (想) 一下

西方極樂世界的話，這就叫做「散動」。 

 

這就講完了。第一個階段，就叫「內住」。即是把平時放開了的心拉回來，想著

我所預定要想的東西，就叫「內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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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不可以呀？ (關於) 「內住」。你不要以為可以啊，很難的。到你真正實踐「內

住」時你才知道啊，很容易走了去「外住」的。 

 

有時候，普通的 (說) ，環境好就容易「內住」，對吧？但有時候環境不好的話，

怎樣環境不好？例如有些汽車聲，隔鄰有些收音機開得很大聲，影響到你， 

這樣你就很容易「散動」，對吧？ 

 

 (譬如) 現在你數著呼吸，隔壁那位 (人士) 開著電視機， (播著) 任劍輝在唱

戲，你聽到，「呀，這個是任劍輝的聲音啊﹗」這樣你就「散動」 (，心) 散了

去。心囂動了。 

 

或者你 (靜) 坐時聽見那些消防車「咇」、「咇」聲的時候，你又想了另外的事情

了。不要以為「內住」很容易呀。這是第一 (階段) ：「內住」。 

 

「內住」很容易，當你坐下來，精神一集中， (就是) 「內住」。 

 

「內住」是用什麼 (東西來) 令它「內住」的呢？是平時聽聞經教的力，認為「內

住」是好的，「入定」是好的，那你就 (會) 「內住」。 (這) 很容易。 

 

「內住」 (之後的階段) ，是「等住」。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