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禪，是初禪的延續而已。即是，(在第二禪時)男女情慾固然不起，在定中亦

會發生一種很微細，平時所沒有的、完全不會(感)覺得到的那種歡喜心，心靈上的歡

喜心，以及身體上那種快樂感，（這感覺）比較初禪更加好，因為(在)初禪時心有時

（候）都會亂一亂；只要到第二禪，心（連一點）亂都不（會）亂，（這是兩者）最

大的分別。初禪(有時候都)會從（禪）定裡跳出來，第二禪就不會了。那麼，(在)第

二禪可不可以見道？可不可以入涅槃呢？不可以。

因為第二禪仍然有歡喜心。當有歡喜心，我們的精神就（會）跳動，(因此)就不

能見道。見道尚且不能夠，何況入涅槃呢？如果我們修定，修到第二禪，都已經很

(美)妙了。香港有很多人修定，說到自己這樣那樣(很了不起似的)，很多(都是)假的，

那些人(就)連初禪也入不到啊﹗嘴吧說得厲害，實在（就連）初禪也未入過。有很多

(這樣的)人還去教人修定，那些人（連）自己也入不到初禪。

不過我都是（這樣），哈哈。我還教人修第三禪、第四禪，我都入不到第三禪、

第四禪。不過(我)不講，又沒有(其他)人講，是這樣而已。我很老實的，我為什麼要

欺騙你們呢？是不行就(說)不行。

聽眾：羅老師。

羅公：什麼？你說什麼？修習時候怎樣？

聽眾：會想著女性。

羅公：不（要去）想。

不一定想著女人的，（可以是）想另一樣東西，想賭馬也可以，我想著賭馬怎樣

買也可以，對吧？不過當你想起來，（過）一會兒（就）立即(把這些雜念)壓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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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禪就沒有(這些雜念)了，（到了）第二禪就不想這些。

不過，入不入到初禪或二禪，(以)輕安(生)起（還是）不(生)起為界(線)。要）輕

安先(生)起（才算）。輕安，有些(人)會先在肚臍下面(生)起，慢慢走遍身體，充滿全

身。充滿全身之後，全身都好像(變得)很輕靈，這就叫「輕安」。有些人(先)在頭頂

處(生)起，慢慢地、慢慢地充滿全身。並不是說第一次(生)起就充滿(全身)的，今日覺

得有點微微的、暖暖的(感覺)，明天會消失了；到後天（或）大後天又出現一下；這

樣，過多幾天，就(感覺到)一大片在這裡移動。再(經)過久一點(的時間)，整個頭(部)

好像被一頂帽子罩住那樣。（它）一時又消失了，一時又再(生)起。

這樣再(修習)一段時間，(靜)坐時(覺得)好像整個頭(部)都戴上帽子那樣；再(修

習)一段時間，(那感覺會)落到胸骼；落到胸骼（後） 會縮（退）回上去；（修習）

久一點，經過十天八天後，它就會經常(停)住在胸骼處。

再(經)過三數十天，它就整個一直(落)到肚臍。坐在那裡，（身體）上面那一

段，好像(變得)特別空靈；(身體)下面有重量，(但)上面沒有(了)重量。漸漸地，(就)

連(雙)腳都充滿(輕安)，全身充滿(輕安)。最貼切是用這四個字來形容：「沒有重

量」。就是這樣。

你們試一下吧，不妨試試。你試過沒有？(還)未得輕安？少少的，一部分的，一

定有呀，沒有理由沒有(輕安)的。如果沒有就……不會的，一定有﹗沒有理由沒有(輕

安)。你能夠坐上數個星期就會有輕安，一定有的。如果沒有的話，或者你（患）有

什麼症候也說不定，你要小心，要看醫生呀，給醫生看一下比較好啊。(若)有症候的

話，會沒有(輕安)的。譬如(患)有肺癆之類那些嚴重的（病），或者心臟病等等，會

沒有(輕安)的。沒有(輕安)的時候，你就要小心，找醫生看一下比較好。

2



聽眾甲：羅教授，為什麼有時候(靜)坐的時候，身(體)會團團轉？

羅公：對呀，輕安(生)起之後，有時候會這樣的。

身(體)會這樣，即是(那)條脊骨會這樣，慢慢的，(那)個速度好像我現在這樣。有

時(候)會這樣；有時會這樣(向)前面擺(動)三次，擺(動)的時候一定是三的倍數，不知

(道)為什麼，我不明白，我問(過)很多(在靜坐方面)有心得的專家，他們都不明(白)，

他們都是說那個移動、擺動，不是三(次)，就是六(次)，或九次，總之是三的倍數，

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奇)怪。有時候這樣的擺(動)了三次，(向)左又擺(動)三次，又再

(向)這邊擺(動)三次，最多是六次。(擺動)六次就停（下來），就轉變(方向)。有時候

脊骨會這樣打轉，打轉了六次(後)，它又(會)反方向(轉)六次。普通(的情況)就是這

樣。

有些人(靜)坐的時候，本來把腳拉上來盤腿很辛苦，它一到的時候，腳會自動放

出來，兩隻腳好像兩腿伸伸那樣撐開，撐開之後，它又會自己把腿盤起來。

亦有些(人)，坐在那裡，「噗、噗、噗、噗…」那樣輕輕(地)轉(動)，那膝蓋會有

彈力的，(仍然)是盤著的，膝蓋會「哇呷哇呷…」這樣轉(動)。如果你全身轉(動)的話

……有兩個人，在香港，你找那位葉文意問(一問)就知(道)了；其中有一位(是)我(認)

識的，但(由於)我未經他同意，不好意思說出他的名字，因為有些人視這些為怪事。

(他)坐在那裡，像這樣亦有；好像做健美運動那樣，那個身體呀，坐在那裡，自自然

然會這樣(轉)動亦有。很多的，有很多種（不同的）狀態。坐在那裡像這樣跳起來也

有，其他的(動作)就更加有了。有些(人)見到古靈精怪的東西亦有。

昨日有人講(給)我聽，他驚起上來，幾乎想找醫生。(他)被我(取)笑：找什麼醫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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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大嶼山那裡(靜)坐，坐著的時候，見到肚臍那裡，(有)一條光，在下面，黃

色的，一道光在肚臍下面一直向上走，走到肺(部)那裡，(即)在心窩那裡，「沙…

…」這樣散起來，即是通過不了肺(部)，在肺(部)散開來，他就驚起上來。他不敢問

我，因為為什麼呢，他肯定會(像)有些人(相)信人說什麼「 」之類的，炁 (若)我聽到別

人說什麼「 」，我一定 他，炁 駡 (因為)我不(相)信這類東西的。

我不是說我不(相)信這種現象，但你說那些「 」是「先天元 」這樣那樣的，炁 炁

我不(相)信這些。(由於)這樣，他就問另外的人。問了別人後，別人就告訴他：

「咦？這樣的話，不論有沒有問題，你還是找醫生(比較)好啊。」但找醫生要（花）

錢呀，起碼都要……又要照 X-Ray，一定是找專家醫生來（看的），幾百元是慳不了

的。他見到我，就多口問一下我（應）怎樣(辦)？我說你不要因為這種事情找醫生；

或者你說，我想(檢)驗一下肺呀，(這樣)我不反對你，這當然好，對吧？到若干時候

(將)全身(檢)驗一下，總是不會吃虧的。不過你因為見到那道 「沙……」那樣地炁 (行)

走，你因為這樣而去找醫生的話，你就(是)蠢材。沒事的，保證你沒事。如果你死了

就來找我，（但是）死不了的。

如果有 在這裡頂炁 (著)，很容易(處理)的。譬如你的 在肚臍下面炁 (生)起，忽然間

上(升)到心口，這樣的話，你在這裡(靜)坐，外面有人「砰拍」地拍門，(當)你一(受)

驚，就有一舊東西在這裡頂著，有些人整整三個月也痊癒不了，心口(會感到)痛的

啊，那麼你怎麼辦？很容易醫(治)的，我教你(如何去)醫(治)。我已醫(治)過很多人

了。你有個什麼(同學)，我都醫(治)過她呀。你認不認識(她)呀？

鄭鳳霞就是這樣了。她有沒有講過給你聽？沒有吧。我醫(治)過她啊。在哪裡醫

（治）她，你知不知道呀？在(一)間餐廳裡醫(治)她。因為她是女性，那我怎辦？難

道在房(間)裡醫(治)她嗎？唯有在餐廳裡醫(治)她。那位餐廳待應不知(我們)做什麼。

我這樣教她，我說妳的氣在這裡（生）起的，妳坐定，妳不要看它，不要理(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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妳不要走過來。她坐在那裡，我說妳現在想它(生)起吧﹗(生)起吧﹗這樣(想)。她覺得

好像真的(生起了)，我說是呀﹗是呀﹗(生)起吧﹗(生)起吧﹗一直(這樣)想。因為她(之

前)想到頭痛，我說妳以前頭痛的嘛，現在那道氣走回那裡。我說：「那道氣回去妳

（感到）痛的地方，現在拉下去！落去﹗落去﹗」我一直催眠她而已，落去﹗落去﹗

我問：「落去了嗎？落去了嗎？」她說：「落了一點。」落去﹗落去﹗這樣就行了。

我說一直落去，（那道氣）說走回下去（了）。我問：「還痛不痛呀？」（她說）都

仍然(感到)有些痛。我說：「再來﹗」(這樣做了)五次而已，一點兒痛也沒有了。如

此類推，(當)你遇到這樣的情況(時)可以自己醫(治)。

如果你幫別人醫(治)的話，他(自己這樣做)都不行的話，那你就用手（幫他），

譬如他頭痛，你就(用)手按著他的頭，(要他：)「你想吧，一直落 (去)、一直落

(去)﹗」這樣就行了。如果她是女性，你就叫(另一)位女性來這樣醫(治)她就行了。

如果是男人的話，(你)自己(可以)用手搭在這裡就可以了。這樣呢，二禪都證不

到果(位)的，要怎樣(才能夠)呢？（現在講）第三禪。如果在第三禪，心不跳動了，

即是心靈不跳躍，心靈上那種跳躍的「喜」沒有了，但在生理上，有一種很特殊的快

樂（會生）起，很特殊的快樂，好像全身……唔……即是好像按摩時，(被)按摩得最

爽時那種狀態那樣充滿一身。(三禪就是)這樣。

那麼，應該可以見道，或者可以入涅槃吧？(這樣)都不行，因為他還有快樂。一

定要(到)第四禪。「捨」，即是不苦不樂。那種不苦不樂(是)既沒有苦的狀態，就連

樂的狀態也沒有，(只是)一片清淨。身體上，沒有所謂苦，(也)沒有所謂樂；心靈

上，不是說(變得)懵(懂)了，(而是)一念當前，非常之清晰、清楚的。

那時候好像明鏡止水的狀態，那時候(是)最高的禪定。入定的最高境界，就是第

四禪。在這種狀態之下，你的心靈又不惛沉，又不掉舉，那時候（生）起一個觀，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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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觀(生)起，那時候（生）起的觀好像直接接觸到，當你接觸境界的時候，好像

「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這樣的狀態，直接體驗到的。在那時候，你就(是)見道了。

在那時候修觀，用你(的)觀的智慧力，把那些分別的煩惱，(即是)那些由概念而起

的，由思維分別起的欲界的情欲剷除，把分別我執剷除；再進一步的話，可以把欲界

的煩惱漸漸削減一些；不能夠全部剷除的啊，(只能夠)漸漸削減一些而已。修多一

點，就削減一點，修(再)多一點，就(再)削減一點。這樣呢，小乘正統的修禪(的情

況)，我只是介紹到這裡。時間未到吧？

聽眾 1：還有半小時。

聽眾 2：觀法無我，法即是「那個事物」這樣解釋吧？但是那個「法」，不包括有情

和(有)生命的東西？

羅公：包括的，而且(是)以有生命的東西為主。你們有一位醫生(同學)，叫劉欣慧，

她是修禪定的，她修得不錯。好了，現在小乘的禪定講完，（接下來）應該講

「止與觀的分別」，對吧？

聽眾：是呀。

現在(講)第三個項目。這項目(用)幾句話就(可以)講完，很快(就講完)。普通(來

說，)所謂「靜慮」，即是禪定。這個禪定、這個靜慮，在止與觀裡，是屬(於)止的範

圍。好像小乘的「五停心觀」，這些都是止的範圍。在止裡面，一定要修觀的。(若)

有止無觀，是一種什麼東西呢？只是屬（於）一種健身的瑜伽而已。(若)有止無觀，

只是一種氣功而已，真真正正的所謂見道，只有靜慮是不行的，靜慮是止而已；(要)

在靜慮裡面修觀。對吧？現在，(講)第四(項)，(修)止的時候，那「九種心住」。所謂

「心住」，即是我們精神進展的階段。修止的時候，有九個階段。(關於)小乘的已經

全部講完了，現在到大乘。

修(止觀，)一定要先學修止，再學修觀。如果修止未成(功，那)個觀，不算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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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止未成(功的話)，只可以叫思惟，去（修）觀就是去思惟而已。真正修觀，一定是

(在)修止成功之後。九種心住，即是說修止的進展過程有九個階段。最初修（習）的

話，一定是一個一個階段的歷程，(每個階段都)經歷過的。(到)後來，純熟了之後，

中間(的階段)會跳(過)。那麼，(這)九個階段是怎樣的呢？ 我寫給你(看)。第一個，叫

做「內住」。第一個階段，叫做「內住」。

本來我們的眼是向外看的，(但現在)我們的眼不向外看了，(就是)「內住」。因

為我們的眼在那時候，最初先看一看個鼻尖，當頭（擺）正之後，眼就不看外面的東

西，微微地，把我們的眼閉上八成，餘下二成左右，(這時)不太看到東西了。眼不外

視。耳不外聽。你說「外面的有乜乜聲啊﹗」你不要理它，總之你不要注意去聽它，

耳不外聽。鼻不外嗅，有些香(氣)吹過來，你不要理(會)，(任)由它，你(只是)知道它

吹過來。譬如鄰家把飯煮焦了，那些焦 味吹過來，你有什麼辨法呀？你不要走過去燶

人，不行啊，但你不理它駡 (焦 味燶 )就可以了，對吧？你的心不加以去想它。舌，不

想外面的味道。身呢？不想外面的觸覺。不是說沒有觸覺，他不故意想外面的觸覺而

已。所謂觸覺，例如什麼？(感到)很溫暖，或(感到)很爽滑等等；不想這些東西。即

是前五個感官——眼、耳、鼻、舌、身，都不向外追求。意識呢？不想外面的東西，

只是想著……(這)個意識是活動的啊﹗想著它自己想出的一個影子，這樣就叫做「內

住」。

所以我說，修止一定要有對象，譬如你說「我要沒有對象，我要空﹗」空是什

麼？譬如計數，（像）一個會計師(去)計數，那個「00」都是一種存在的東西啊；

「0」不是不存在的東西啊，「0 都是一個存在。你說空，空｣ (都)有個「沒有」這樣

存在的嘛，即是有個東西是「沒有」。這樣，有些人說：「 (我)什麼都不想，我想

『無』。」不可能的，除非你不想，想的話一定有(對象)的。對吧？說沒有的人，他

自己騙自己而已。「沒有呀，什麼都沒有呀﹗」他不還是有一個「什麼都沒有」，對

吧？我們不要（自己）欺騙自己。一定有個對象。這個對象不是客體對象，而是什麼

呀？不是實物，實物是客體的對象，譬如這個杯，我不想它，這個杯都在這裡，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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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這些。而是什麼？我們自己(的)意識中，自己變起的影子。那個影子例如哪些

呢？可以任你變，我舉幾個例。

例如一個聖人的像，你可以觀一個釋迦牟尼坐在這裡。你怎樣知道釋迦牟尼是怎

樣的？你想你個心(裡的那)個釋迦牟尼是這樣的﹗這就可以了，對吧？你想耶穌都可

以，總之你不要找些醜惡的東西去想，（要）找聖人之類的(去想)，你想孔老夫子都

可以啊。對吧？(但)就不要想美人，不要想你的愛人，這些不要想，因為那些會引起

你的慾念，(所以)最好想聖人。所以有很多人，(修)密宗(的人)選擇什麼(對象)？安

(放)一個佛像，以為真的是佛像靈驗，其實不是這樣(理)解的。觀佛像者，修止的時

候觀聖人的樣子，是這樣（理）解而已。對吧？而那些(修)密宗的人，自以為這個真

的是那個佛，(其實)不是的。那些(修)淨土宗的人以為真是那個佛，不是的啊，是你

自己想的。那麼想來做什麼？想的目的在(於)「內住」，令心不向外追求，收回(自己

的)心。我們很多人讀過《孟子》，如果你們讀中文系(就知道)，《孟子》怎樣講呀？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這個就是(「內住」)。孟夫子(這樣說)。他這句

話很好呀！孟子所謂的學問，就是什麼呀？

誠意正心那一類的學問，不是在實驗室裡研究科學那種學問啊。他說學問的方法

沒有另外的東西——「無他」，(即)沒有別的，就是(只有)什麼？「求其放心而

已」。「求」者，(指)抓取回來。「放心」，這個「放」字，不是動詞，是形容詞，

(指)「走了去的」。你的心會走了去的嘛，肚餓(的時候)就想某東西怎樣好吃，對

吧？沒有妻子的就想娶妻子，(這)個心放了去外面，即是向外追求。(這)個心，我們

平時(是)向外追求，(現在)我們抓取它回來，把心取回來，「求」(取)它回來，「求」

(取)回已經「放」了出去的心，取回來，他說這就行了。《孟子》最直截了當，不用

這麼多(其他的)東西——「無他」，另外的東西都是多餘的，(就這)一樣就夠了。

有些人說《孟子》這句話說得好像六祖(慧能)一樣高(明)，但是宋朝有一位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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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說《孟子》這句話不夠高(明)，他說他(孟子)這句話低一著，比不上六祖。為什

麼呢？楊時說他(孟子)：「心本不邪」，孟子在另一處說要「正心」，對吧？他 (楊

時)一方面駁(斥)「正心」，一方面駁(斥)這句話；他說「心本不邪安用正？」他說我

的心根本沒有邪，怎用去正它？它邪的話，才要把它正回來啊。下面跟著駁(斥)這

裡：「不放」，那個「心不放」的「心」字，他把這個「心」字略去；「不放，安用

求？」，(指)那個心根本就沒有放出去，(一直)在這裡，怎用去求？

章太炎說他(楊時)高(明)過孟子。對，是高(明)過孟子，他接近《六祖》：「菩提

本無樹，明鏡亦非臺」那些(說法)，心根本沒有放到(出)去；既沒有放到去，求個什

麼呀？何用「求其放心」呀？那個心當下就在這裡﹗不用理(會)它。

但你說「求其放心」，你都要有影子啊，「那個心放了出去，現在我抓取它回

來！」、「沒事了，心正了！」、「看看它 (心 )有沒有邪？沒有呀，心沒有邪

呀！」，(這些)都是影子來的，對吧？這樣，（在）意識上的影子才算。譬如你說：

「我(要)觀聖人的像啊」，你馬上去古董店買個釋迦牟尼像，放在面前，「我現在觀

佛像了，修止了﹗」這樣不行的啊，修止的影像——對象，一定是我們的意識中變

(現)的，那些古德說得很明(白)，你拿(出)個真佛到這裡都不行的呀，一定要你意識裡

面變(現)的。這個(就)是影子。

例如，聖人的像；光明——可以（觀）一個月輪，日輪就沒有（月輪）那樣好，

(因為)會覺得刺眼的，對吧？觀一個很美的月輪。如果觀月輪，有一個缺點，因為月

輪是圓的，一餅的那樣圓，你試一下，不太容易觀到圓啊，參差不齊的，你閉上眼

(觀)想一個月(輪)，看看想不想到？你試一下，你閉上眼試一下。你試一下，你閉上

眼。圓不圓？都可以，對吧？想整個(的話)不是很圓。

所以呢，這樣會令人執著，其實不用(觀)圓的，一餅的就可以了。目的不是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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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那個月(輪)，對吧？目的在「求其放心」而已﹗對吧？你不用理(會)它(是否夠圓)，

一餅的就可以了。所以有些密宗師傅動不動就說別人「你（觀的那）個月(輪)、你個

心不夠圓﹗」、「你個月（輪）不夠圓﹗不夠圓﹗」不圓就不圓！為什麼要圓？根本

(那)個月本身就不是圓的嘛﹗真(正的)月都不是圓的，我們何必要它圓呢？對吧？

從前有一位密宗師傅，我的前輩，不過我不說出他的(姓)名，因為他是我前輩，

不要說他，(他)現在死了。(關於)他呢，有很多人(相)信他，他有些(法)術的。他有些

什麼(法)術呢？他把弟子們叫來，坐在一起，他自己坐在中間， (叫)大家觀一個月

輪：「觀我們的心裡面，心臟旁邊，正正中間那裡，有一個月輪，一個球那樣，很光

明的，八月十五(日)那個月都有多少瑕疵，有些黑(色)的東西在那裡，你(心裡觀的)那

個(月就連)黑(色)的東西都沒有的﹗觀吧﹗觀吧﹗我又觀，你又觀。」大家（這樣

地）坐一會兒。

坐了一會兒，他就說：「我在定中觀察到你們這些人(當中)，不夠十份一(的)

人，(心中的)月是圓的﹗」「大部分人(心中)的月都不(是)圓的﹗你們這班人定力不

夠﹗」你看他是否真的是在定中見到？結果，你估怎麼樣？那班善男信女超過半數是

相信他們的那個老師傅真的是入定看到你(心中)的月輪圓不圓。你不信的話去問一下

金思莊，她對我說這位師傅真是厲害了，他在定中看見我們(心中)的月，(在修)那個

月輪觀（的時候）；他一出定，就說：「你們(心中)的月不夠圓。」我說我都會呀，

一定不圓的嘛﹗對吧？這些是江湖術而已。她說不是啊，他會(見到)的。我說你真是

笨，(這樣)你就(相)信他；我精(明)過你，我不信。因為我自己都沒有觀到很圓嘛﹗我

自己(的情況)是這樣，他老師傅都是一樣而已，你估他(真的)有什麼特別嗎？而且你

們(這)班傻人，(觀心中的那)個月不一定要很圓呀﹗一餅就可以了﹗目的在「求放

心」而已，「求」回個「放心」，(即求)那個放妄了的心回來。

所以，有一些人就說(既然觀)圓的難觀，(不如)觀成一個紅棗那樣橢圓形。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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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你觀一下，好似一粒花生米那樣長長地，比較容易的啊，你試一下。所以有些人

要觀橢圓形。我就說什麼都不用﹗(觀)一餅就可以了﹗

或者觀光明；或者觀呼吸。你說：「呼吸不就是實物？﹗」不是實物。真正的呼

吸是實物，(但)你所觀的那個不是真正的呼吸，(而)是託那個真正的呼吸刺激到你的

神經，你自己變起(一)個影子，好像「現在(吸)入了；現在(呼)出了」，像這樣。(這

樣)變起一個(呼吸的)影子，你(是)觀這個影子——呼吸的影子。以及(可以觀)「無

念」，好像六祖那樣：「無念、無念……不想東西、不想東西…… ，我現在一念都嗱

不起、一念都不起……」其實，他現在正在（生）起（一個念），你明不明白？他正

在(生)起「一念都不起」這個念，這都是一個影子來的。或者觀一種道理，例如什

麼？修空觀。這個宇宙是空的，自己是空的，人是空的，空的、空的、什麼都空的，

先是想一輪(這個空的)理論，想完一輪理論後就得(出一）個結論，(這)個結論是「空

的﹗」這就想「空的、空的……」什麼都不想，只是想「空的」。如果修慈悲觀，好

像小乘那樣：「我要慈悲。眾生都是我多生(以來)的父母，我們不能對他們不好，每

個都對我有恩，應該對他們慈(祥)。我要保留這種慈祥的氣氛。」像這樣。「慈祥

了，我現在夠慈祥了。」這樣想著。(這)又是想著一種東西，這些（都）是（在）想

著一種道理。譬如你修唯識觀：「一切都是由識變的、識變的；這個是識來啊，這個

宇宙都是識變的。」(這樣)想著。

如果那些外道，那些(修)邪定(的人)，那些想害人的巫師，他就這樣(做)：譬如他

憎一個人，「我要他衰！衰！衰……」、「(我要)他的眼盲！眼盲！眼盲……」這樣

想著，(這)會影響他的啊。信不信由你。會影響到（他）的。那些巫師是這樣(做)而

已，「我要你衰！我要你衰！」這樣(做)。如果他想你頸痛，「我要你頸痛！我要你

頸痛！」這樣(做)。或者弄一個木偶，只要他拿到你少少的東西就可以了，其實不拿

都可以，（因為）他不夠功夫，(所以)借著拿你少少的東西來增加他的信念而已。譬

如手他拔掉你幾條頭髮，放在木偶裡面，畫個公仔，寫你的（姓名），（譬如）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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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你要頸痛！你要頸痛……」唸完之後，在（代表）你(的木偶）的頸上

用針刺幾下、用刀刺幾下，「我要你痛！我要你痛……」整天這樣 (做)，「他(會)

痛！他(會)痛……」(其他)什麼都不想，在定中這樣(做)。漸漸地，(這)會令你頸痛

啊，這是巫術嘛。巫術就是這樣而已。

(若)你想令他衰，「你衰呀！你衰呀……」這樣(想)，(其他)什麼也不想，只是想

他衰，這些叫做巫術。巫術是一種邪定，是害人的定。如果你知道這些（原理 )，(要)

破這種巫術，很簡單，譬如你是佛教徒，我(信)的那個佛坐在我頭頂上，放光照著

我，誰人想害我，一定衰返他自己那裡，一定衰返他那裡的。

如果經常這樣想的話，你的巫術施不到他(身上)的，你的巫術(會)不靈驗的。(這

樣想可以)抗拒它這種(巫術)，因為他經常(這樣想的)精神是一種力量，你這樣對(付)

他，他可以抗拒(你施的巫術)。如果你幫別人解(除降頭)，別人說解(除)什麼降頭，這

樣解除就可以了。如果捉鬼，有些人說(被)鬼上身之類的，你又是這樣想，先假定是

有鬼，「我捉它落去這個甖裡！捉它落去這個甖裡……」你唸咒，放一道光，將它

(鬼)放落去甖裡。如果對著它這樣修，所謂的鬼就(會害)怕了，(嚇)走了，沒有了。當

然未必真是有鬼，這些是心理治療。

(關於)捉鬼，我有一位(認識的)世伯叫趙士覲，(他)經常幫人捉鬼，很有名啊，這

位密宗師(傅)。他常常幫人捉鬼。但是(很)可惜，他精神爽利時經常幫人捉鬼，到他

病得將近要死的時候，精神散亂的時候，他自己找人幫他捉鬼。他自己說有鬼搞他，

他說他捉鬼捉得多，那些鬼來報仇。有些此(種)事。

那些用咒來醫(治)人的就是這樣而已，是(一)種定功而已。你改它(一)個名，說這

些是「七壬」、「八壬」，不好(又叫)「六壬」吧，改個名就行了，只是這樣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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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叫做「內住」，(這是)第一步。第一步是內住。內住之後，(是「等住」)。

「等住」是連續保持「住」，「住」字是(指)保持狀態；(這就)叫做「住」；連續保

持那種內住的狀態，令它前後那秒鐘都是差不多樣子地連續(著)、連續(著)的，(即是)

相似——前一秒鐘與後一秒鐘相似；後一秒鐘與前一秒鐘連續，相似相續。「等住」

就是(指)什麼？用我們的意志力控制著自己的意識，使它連續內住。

(最)初修(習)很難的，你能不能夠(保持)三分鐘呀？不過有些(人)是可以的。想著

那個像，想著(那)些聖人的像可以，數呼吸也可以，很容易。其他(的如)想「光明」

的話，就無。你說想「無念」，一會兒就(變得)有念，（會跟著）念（走）了去。

（若）你想「道理」，一會兒就不見了那種道理了。最容易保持的，就是聖人的像，

以及呼吸。(這兩種)最容易。

效果是一樣的﹗你不要說那一種效果比較好，你估你想聖人的像，他真的來保祐

你？不是呀，(它)是用來攝回你的心的手段而已。這是「內住」(與)「等住」。

等住(的時候)，心很容易走(失)，如果當(這)個心走(失的話怎麼辦？)心不走(失)

的話，你就連續等住；如果當這個心走(失)的話你怎麼辦呢？(「安住」，)譬如那個

電燈泡掉了下來，現在「安(置)」回上去，(這)個「安」字是這樣解(釋)的，不是「安

樂」這樣解釋啊，(是)「安(置)」回那裡，(是)動詞來的，那個「安」字。

(在)「等住」(的階段)，「等」一下、「等」一下，你「等」不了多久的，心又

(會)走了去。(當這)個心走(失)了，你馬上把它「安」回來，但你會經過很久才發覺

(心走失了)。譬如你正在想佛像，忽然間想起：「咦，今天(好像)忘記了做什麼

啊。」這樣(想)，「糟糕了，怎麼辨呢？怎 辦呢？」一直這樣想，有時候（會）想麽

很久的。當你發覺的時候，你馬上將它(停止)，不想那些東西，馬上想回佛像，（把

心）「安」回在佛像那裡，(這就是)「安住」。(又)譬如這樣，(若)他一直想(其他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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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而忘記了(佛像)又怎麼辦？要每隔若干時候，馬上來(做)一次檢查：「(這)個心有

沒有走了去(想其他東西)？」(當)發覺走(失)了，馬上又「安」它回來。如果(你說：)

「沒有。」沒有(走失)的話就很好啦，你自己（要）知道：「行了，行了」，（讓）

自己高興一下。這就叫做「安住」。

(這樣去)「安住」，已經用了你十分鐘了，(在)初學(的時候)。如果你修(習)久

了，不太用「安住」，你都不覺得它(心)走(失)，你檢查一下：「有沒有走(失)呀？沒

走(失)啊。」這樣就過了(「安住」的階段了)。

之後，再下一個階段，(叫「近住」。)(心)走了沒多遠，好像猴子跳走不太遠，

馬上把牠捉回來。剛才（在）「安住」（的狀態時）跑得很遠，對吧？

那猴子通山跑，很辛苦才（能）把牠捉回來，現在「近住」了，走了不多久，馬

上把牠拉回來，很（接）「近」。（這時候的）意識比較漸漸能夠控制了。偶爾可能

有散亂，當散亂時，很快你會發覺，當發覺時，又把它（心）拉回來。這就叫做「近

住」。接著那個階段，叫什麼呀？

「調順」即是什麼？反省、檢查。到了這個階段，它（「九住心」）有九個階

段，（「調順」）剛剛在中間，它就檢查一下。即是等於你開汽車，走一百里路，走

到五十里，你不妨停車來檢查一下，看看車有沒有問題。「調」者，（指）「調

整」；「順」者，（指）使它（心）聽話；（這）即是「順」。檢查你修定的心，看

看有沒有昏沉？

「昏沉」者，指不由自主的懨懨欲睡，但又不是睡，總是向下沉那樣的（感

覺），（這是）「昏沉」。（若）不昏沉，就（可能會）「掉舉」。「掉舉」即是突

然間想這樣，突然間又想那樣，意馬心猿，叫做「掉舉」。「掉」者，（指）突然間

就（生）起的；「舉」即是（指）好像舉起來那樣，不能按低的。（「調順」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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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有沒有掉舉，有沒有昏沉。如果有的話，就要想辦法對付。那怎樣想辦法呀？

很簡單，你最先這樣：如果是昏沉，你就想著這裡，或者想著一種光明的東西在

上面，好像日光那樣光的（照）在這裡，很光的。這樣，想一些光明的東西，它

（心）就會不昏沉。如果想光明的東西都不行的話，你就（應該）想什麼呀？那你就

要看一下（自己）是否睡眠不足。檢查一下是否自己睡眠不足，如果睡眠不足的話，

你就快些出定，去睡覺。睡覺不足的話是會昏沉的，所以你記住：睡眠不足的話不要

入定，（這）只會（令）昏沉（生起），何必呢？

如果昏沉，就這樣（對付）。（這樣做的話）都不行的話那怎麼辦呀？起身

（去）散步，運動一下。當有空閒的時候，再回來入定。最好的（辦法是）散步。

如果掉舉，（即）心不得安樂，不得定（的時候），那你怎麼辦？想著肚臍下

面，（想）一個呼吸，慢慢下去，（當呼吸）落到下去（肚臍下面）時，稍為頂一

下；想著下面，好像有些東西，暖暖的，那個是丹田。想著那裡，幾個呼吸而已，不

想其他的東西，（只）想著那裡。若這樣都不行的話，那怎麼辦呀？又（是）起身

（去）散步。這樣對付它。

如果有昏沉，有掉舉（生起），（就）去對付它。（若）沒有的話，你就要知道

你的定力漸漸進步，（這樣）自己安慰自己，努力一點，再繼續修（下去）、繼續修

（下去），這就叫做「調順」。

又進步一點了，定力雖然是進步了，但是都不是整個小時都可以不想（其他的）

東西啊，（心）都會亂的，不過長一點時間才會亂。有時仍然不免散亂，所以你不要

覺得自己「（心）會散亂啊，我真是糟透了！不及（別）人了！」不是（這樣），是

（會有）這樣（的情況）的。那（麼有散亂時，）你馬上把散亂的境界，譬如本來你

是想呼吸的，忽然間想起昨晚那套電影怎樣怎樣的，你馬上把那套電影的想法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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掉，這種排除的功夫，就叫做「寂靜」。

你不要以為它反反覆覆的，它是一直在進步的。當你進步時，好像一條曲線那樣，實

在是向前進，向前進展的，不過它有高低（起伏）而已。

前面的階段——「寂靜」，（是）不想那些、不想那些，是掃除的；這個是

（要）想這些、想這些，這樣的。前一階段是排除的，排除散亂的境界，這一階段，

排除了之後，再把我的精神集中回我要想的那些東西那裡，這就叫做「最極寂靜」。

有時你讀到佛經裡面（的內容），以為那九種住心很奧妙，（不知）是什麼東

西，原來就是這樣啊。（這）即是你修止時候的九個過程。（若）依著它那樣去做，

漸漸地有一天你就會很定。

（現在講）第八個階段，（修定的功夫）一直地純熟了。這個叫做「專注一

趣」。「專注一趣」都已經很了不起了；的確很了不起，不過仍然有這樣的毛病：意

識已經很順伏，你說要想這東西，（意識能夠）想著了；它真是想著了，不走了。但

雖然不走，不易向外搖晃，譬如說突然一架救火車經過，（聽到）「飆——」（警號

聲），心會走掉，那些不要緊的，你馬上（把心）收（攝）回來就可以了。（心）不

易向外搖晃。但是，你要留意它是這樣的：當我們意念集中的時候，（如把）意念集

中在呼吸——一呼一吸、一呼一吸，我都不想其他的東西了，但是同時有別的影子忽

起忽滅，（雖然）一直（想著）呼吸，（但）忽然間想起一個人，忽然想起一本書

（的內容），忽然間昨日看過的電影（內容從意識中）走了出來，但我仍然是看著我

的呼吸的，（會像）這樣。（這）好像小孩子唸書，一方面什麼什麼的那樣很（流

暢）地唸書，一方面想到吃過的糖好味道。那種情形就叫做「專注一趣」。

你說：「（到）這樣（的階段）還不行？」你還要處理那些所謂沙石。要沒有了

那些沙石，即是好像小孩子唸書（時），只是唸書，不想其他東西，這樣，你就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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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那時候已經思過半矣。那時候就叫做（「等持」）。

「等」字，當（作）「連續」（來解釋），（即）前後相似相續；「持」就是

「控制」；前後相似相續地控制著你的心，（這）個心非常聽話，（就是）「等

持」。意識完全統一、完全集中在原來的對象，或者（是）呼吸，或者（是）佛像，

或者（是）月輪。（就）連那些忽起忽滅的其他影子都沒有了，是月輪就是月輪，佛

像就是佛像，呼吸就是呼吸。這九種住心的頂點，（就是這個「等持」。）當過了這

個（階段），就怎樣呢？修止修到這個階段，你就（生）起了，（生）起什麼呢？

（生）起「輕安」，（它）出現了。

當輕安出現之後，你就（是）修止完全成功了，你就（是）已經入了初禪了。那

「輕安」是怎樣（的情況）呢？那時候看你（是）如何（生）起的。

普通（來說），最正宗的是（在）頭頂（生）起。坐在這裡，心一點也不亂的時

候，一定（生）起輕安的。心不亂（的時候），頭上好像有些麻麻的，又好像有些暖

暖的（感覺）在（頭）頂上，又會動的，在那裡盪下盪下。漸漸修下去時，當你發覺

它時，它又消失了；過一會兒，你不在意它，心集中回來，想回原來的對象的時候，

它又（生）起；當你一發覺它（時），它又沒有了。試得多了，試了數十次之後，會

進步，那個時候你的心很清楚：我現在本來是想著呼吸的，但我現在要轉移，跟著這

種輕安（生）起，看看它（會）怎樣。那時候，你就暫時放下呼吸不（去）理

（會），（或）暫時放下佛像不（去）理（會），（而）跟著那些東西（輕安）走。

如果它一直走、一直走，變得好像一個蓋那樣，好像你戴帽子那樣，（但）一會兒又

消失了；當它消失了的時候，你又想回你的呼吸，（或）想回你的佛像。一會兒它又

來了。漸漸地，今日（輕安）就（走）到上面，再過多七、八天，整個頭頂半個（都

有輕安）。再修下去，經過一個月左右，（身體的）整個空間，好像（分開了）兩

截，（身體）上面沒有重量的，輕靈的，好像透明一樣；（身體）下面有重量的，整

個（都是）濁的，（會有）這樣的（情況）。

17



再修下去，它（會）向下走，向下行，你整個人（變得）好像橡皮袋那樣，好像

灌了水的橡皮袋，漸漸地，充滿了手指尖、腳趾尖，全部充滿，（會感到）好愉快

的。那種感覺是你修定才有的。會有的，你試一下吧。

有些（人）在頭頂（生）起（輕安）；有些（人）在肚臍下面（生）起；有些

（人）在腳趾（生）起；有些（人）在心臟，橫膈膜這裡（生）起。有時好像那些原

子、電子的運動圖那樣，八條線——不知為何是八條線——以橫膈膜做中心點，這

裡，在這裡做中心點，大概是（因為）神經的交叉點在這裡，（這裡）叫做中心點，

八條線一起動的，這些是⋯⋯，你解剖（後）看，這些東西是沒有的，對吧？

它有（存在）的，（在）中國，（很）早就有一本書，（是）漢朝的陰陽家

（著）作的，當然，他又說是什麼黃帝、什麼（著名的）人（著）作的，他說說而

已，那個時候黃帝這個人都不知道是否真的存在，實在是戰國或漢朝的陰陽家做的。

那本叫做《奇經》。《奇經》裡面說人身有八條脈，當轉動時，一起轉（動）的。

（有）很多道長修禪定，八條（脈）一起走（動）的，（當他們）一（靜）坐下來的

時候。（關於）八條（脈）一起走（動的情況），那些道教徒，當他們在丹田（生）

起輕安的時候，就（會）覺得暖暖的，好像（有）一股熱力那樣，向下沉，落到會陰

——會陰即是你現在坐著時，你的腎囊與肛門之間的中點，那裡剛好貼著那張（你正

坐著的）𥱊，那裡叫做「會陰」。那股熱力，在肚臍下面（生）起，（它是）激盪、

激動的，向下沉，到會陰。去到會陰之後，可能它就停留一下；再過一、兩天，它超

過會陰之後，就向後走，去到你的肛門，即是去到你的屎眼；去到肛門之後，就分

（開）兩條線，在你的肛門旁邊繞過；過了肛門就（走）到尾龍骨會合，兩條線會

合。會合之後，又不見了，沒有了。漸漸地，在會合之後，則每次（靜）坐（時）它

都是這樣（行）走。（行）走一段時間之後，（在）會合之後，它簡直像百足（蟲）

一樣向上爬，

沿著脊骨爬上去。當它爬到這裡，（經）過十天八天，它又爬在那裡，再（經）

過十天八天，它又爬到這裡。（當）爬到這裡，普通（來說），爬不過這裡，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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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的。你們摸一下後面的後枕骨，那個叫「蝴蝶骨」，對吧？不是蝴蝶骨嗎？

那叫什麼骨？好像（一）隻蝴蝶那樣；蝴蝶骨是這裡，那裡是⋯⋯？後枕骨是怎樣

的？（長）什麼樣子的？總之是在你摸得到那東西那裡。（爬）去到那裡，就（通）

過不了，不太（容易通）過，就要經過相當的時間，或者半個月、一個月，或者半

年。這樣，會有一天無意中，它「 嚦啪啦」那條（氣）爬上來，「啪啦、啪啦」聲噼

的，整個（人）會（受）驚的，會（發）神經的，你（要）早有心理準備啊。要不然

真是要找神經（科）醫生，那就麻煩了。你不用怕，是這樣就（知道它是）這樣。

聽眾 1：會整個人（嚇到）跳起（來）的。

羅公：你試過？

聽眾 1：對呀！啪一聲，嚇到整個人（都）跳起（來）。講這些做什麼呢！時間到

了！你講這些東西不對的。

羅公：（不講這些，）那講些什麼（才對）呀？講到現在都是講這些呀。

聽眾 2：繼續講，羅公，繼續講。

聽眾 1：時間到了。不（要）講了。

羅公：（若）不講（這些），講些什麼呀。

聽眾 1：下課吧，時間到了。

羅公：時間到了？

聽眾 1：是呀。

其他聽眾：未呀！還有兩分鐘。

羅公：一定要這樣呀，一定要講這些。他問都是問這些（問題），一定問這類問題：

「那麼怎麼辦呢？」（像這類問題），對吧？

聽眾 1：你講這些會嚇得人整個跳起（來）。

羅公：不，不會的，有心理準備（就）不會的。

聽眾 1：其實第九（住心）已經是⋯⋯。

羅公：第九（住心）都未出現輕安的！未（生）起的。你（習）慣了，一入定就出

（現）輕安了。每個人都不同，各人都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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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通）過了，就走到這裡。這裡叫做「玉枕關」，很難（通）過的。尾龍

骨，叫「尾閭」，（這是）道教徒叫（的名稱）而已，佛教徒不理會它啊，（它）叫

做「尾閭」。這裡，道教徒叫做「玉枕關」；這裡叫做「鵲橋關」，（指）那條天

河，那些喜鵲（在七夕時會飛去天河搭起鵲橋），（所以）叫「鵲橋關」，（在）這

裡。它（輕安）來到這裡，又（通）過不了，漸漸修習下去，「啪啦、啪啦」聲，好

像火花爆（發）的，爆（發）出來的光，（是）紫色的，普通（的情況是這樣）。我

問過很多人，我（自己亦）見過是紫色。我問陳湛詮（見的光）是什麼（顏）色，他

又是一樣，又說是紫色。我問過幾個（人），不知怎的都說（見到的）光都是紫色

的。紫色的光。

這樣呢，當（通）過了這裡，「嘩啦」（一聲），好像（突然）酸軟了那樣，

（通）過了。你不用怕，它是會這樣的。這就在這裡（通）過了。走到了鼻，在這兩

邊（通）過，分開兩邊，在兩邊（通）過。在喉（部）下面，當你靜坐的時候，普通

（來說）你的舌頭接觸著牙肉，它會在你舌頭那處落（下）；如果不在舌頭處落

（下），它去到喉嚨處再會合，走回來。以後就（會）這樣：好像一個水車那樣，

（也）好像坦克車那個車輪，以前叫（這情況）做「運轉河車」。（這）「運轉河

車」，道教徒叫它做「小周天」。「小周天，八十年」，現在（活到）八十歲很普通

而已，以前（活到）八十歲就很少（見）了，「人生七十古來稀」嘛。小周天，就八

十年，大周天，就地行仙。

那怎樣（才）叫「大周天」呀？你問很多人，大都講不出的。大周天就是八條脈

一起走（動），八條脈一同（生）起的，（這是）「大周天」。「大周天，地行

仙」，（指）「行」（走在）「地」（上）的「仙」（人）嘛。

輕安會這樣的（生）起，如果（是）道教徒，多數會這樣（生）起的。佛教徒多

數（先）在頭頂落（下）。但亦有些學密宗的（人）會這樣的，在會陰（生）起。

20



忽然間覺得會陰好像很燙、很暖，之後（會）覺得：「呀，很奇怪」，好像有一

條光直透上來，透（上）到頭頂，（那光是）藍色的；有些人見到（光有）三條，有

些人見到一條。（依）我的經驗，不是在下面（生）起，是在胸口這裡（生）起。一

條（光）好像（走）到頭頂，甚至會轉動的，這裡會轉動。它轉動的時候你的頭

（會）不由自主的跟著它轉動， 本來定住的，但它會這樣轉動。

還有一位（叫）葉文意，我與她談起（修定），她問我：「喂，你見不見到這樣

的東西呀？」我說：「見。這些東西很平常而已。」我（反）問她，看看她見的是真

的還是假的：「那麼妳見到（的光）是什麼（顏）色呀？」我見到是藍色的，好像那

些煤氣爐（的火），打開煤氣爐（後看到的火）是藍色嘛，（那光與煤氣爐的火是）

一樣（顏）色的。有些人（見到是）金色的；有些人見到是黃色的。（因為）我問過

一些人。葉文意（說見到）好像煤氣爐那樣的（顏）色，我說：「對。」她沒有騙

我，是真的（見到）。又有些這樣的人，輕安（生）起時會這樣的。

不過這是初級而已，什麼小周天、大周天這些，不要當它們是好東西啊，（這

些）不是好東西，不是了不起！了不起的是全身充滿（輕安），好像你（變成）一個

熱水袋，暖暖的充滿（全身），那些就是最高級，最高級的輕安。

（若）輕安走遍全身，就叫入了初禪。這樣就叫修止成功了。如果你沒有輕安，

（只）到（達）「等持」，都未（叫）成功。不過呢，當你到（達）等持，之後一定

有輕安的。

（這樣，）九次第心講完了。大乘修止，就是這九次第心。這九次第心修止（的

說明），小乘（有）一部分（人），都是認為這九次第心是修止的過程。大乘唯識宗

的修止（的說明），完全（是）用九次第心來解釋的。還有，西藏的黃教喇嘛，他們

修止，又是依（據）這個九種心住。紅教那些（喇嘛）就不是，紅教那些（說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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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雜的。紅教、白教，（說得）很複雜的。那麼，九次第心講完了。關於九次第心，

有沒有人有疑問呀？講大乘（的）修止，最重要是這九次第心了。

如果在禪宗（的角度）來看，這些叫做「漸教法門」，（他們認為：）「沒用

的，這些東西。」這是漸教法門。禪宗那些（方法），要單刀直入的，（認為）不用

這樣（去修九次第心）的。有沒有問題呀？（關於）這個九次第心？每個（人）都可

以這樣修（習）的，（能夠）依著這樣去修（習），沒有什麼奇妙的（東西），這是

最標準的修止方法，（它是）最標準的。

好了，初學的人，（在）初學修止觀的時候，（若）修觀（的話），可以（先）

學修一下的；但是修止未成功的話（而去）修觀，就不叫做修觀。那些修止未成功的

修觀，叫做「隨順觀」。「隨順觀」者，即是說，（若）順其勢，將來你會（做到真

正的）修觀的；這（「隨順觀」）不能夠叫做（真正的）修觀。那麼怎樣才叫修止成

功呢？修（習）到九個次第心都修（習）完。九個次第心（都修習）完的話，都未叫

做（修止）成功的，還要怎樣？輕安遍滿。輕安遍滿全身，這樣就叫做修止成功了。

羅公：你有修（止）的，有沒有輕安走遍全身呀？

聽眾 1：全身發盪，盪得上到頭（部）。

羅公：全身都走滿、走遍，是嗎？

聽眾 1：是，是。

羅公：那你（又怎樣）呢？

聽眾 2：我沒有。

羅公：你沒有嗎？（修定）這麼久都沒有輕安？

聽眾 2：沒有。

羅公：一點也沒有？不會吧！

聽眾 2：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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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 3：（修習）要時間的。

羅公：不短呀，你已修（習）很久了。

聽眾 3：坐的時間短。

羅公：坐的時間短呀？你坐多久？

聽眾 2:半小時至 45分鐘。

羅公：哎呀，半小時不行。第一次的輕安（生）起，至少要大約 50分鐘才（會生）

起。是吧？你覺不覺（得）？第一次（輕安的出現）。

聽眾 4：以前是，現在漸漸的（修習久了）就不是，坐下去不一會兒就（生起）。

羅公：坐下後，15分鐘就可以（生）起了，如果（修習得）久的話，對吧？

聽眾 4：對。

羅公：（輕安）最初（生）起一定要 50分鐘左右，對吧？

聽眾 4：對呀，初初要很久（的時間）。

我調查過有幾十個（人）學（修定）的都是如此。我問葉文意，葉文意都（生）

起過輕安的，她又是如此；我自己又是如此；剛才問那一個（人），他又是如此。即

是說你要坐到超過 50分鐘的時間，然後才可以有輕安會（生）起。如果你說：「我

沒有時間呀。」即是說你（這）一世都不會生起輕安的。這樣呢，第一次的輕安

（生）起，（會覺得）舒服。總之完全好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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