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乘佛學有兩個大系統，一個是般若中觀，第二個是瑜伽唯識。去年說唯識，今

年應說中觀般若，出年有機會若不死的話可講小乘。講般若在香港有很多學佛的人個

個說自己學般若中觀，實際有百分之九十七、八都不懂般若，這樣若我講般若會怎樣

講呢？如果學般若的人以為學一本《心經》便夠（是）不行的，即等於你做學問只看

一本小冊子，好像欣賞藝術，去商務印書館或三聯書局買本《藝術淺說》看完便說自

己懂欣賞藝術，就是天下大笑話了。所以看一本《心經》便說自己懂般若是無有是處

的。那進一步找本詳細點的，六祖大師悟道都是一本《金剛經》，一本《金剛經》就

搞定，那要看你是不是六祖，你有沒有六祖大師這麼聰明，若有他那麼聰明或比他還

聰明就不用了，自己作亦可。如沒有他那麼聰明，拿著一本《金剛經》是不足夠的。

而且依我的謬見，香港、台灣講《金剛經》的人都不像樣的。拿着鳩摩羅什的譯

本用昭明太子分開一分一分，此分法完全籠統不合邏輯。所以現在的人依此〈法會因

由分〉，〈善現啟請分〉，你不會了解《金剛經》的。如果了解還可以，如不了解則

般若無從入門。般若，如果真正了解《金剛經》就可拿着《大品般若經》自己看。橫

沖直撞...但可惜，我知道今日到現在這一秒鐘為止，香港除了霍韜晦、李潤生兩人我

不敢說他們不懂外，（其他）一個都不懂《金剛經》。你可說，羅生你講得太誇大

了，你聽完後問人，自己看熟《金剛經》之後，去問別人，凡有人說《金剛經》的你

盡管去聽一下，保證你能證明我今天所講的話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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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中人以上，只看《金剛經》還可以，若你是中人以下，看《金剛經》是

不夠的，不能說懂般若。至少《金剛經》之外，一定要讀《小品般若經》，那五十幾

卷《小品般若經》。再進一步一百卷《大品般若經》，不用六百卷的《大般若經》讀

完。大品般若和小品般若讀完之後，縱使你是很蠢的人，縱使你是很蠢的人，你讀後

你能將兩部了解，將小品和大品兩部了解呢，你就可以說你懂般若了。因此你想讀般

若，如果沒有六祖這麼高天分⋯第一部《心經》、第二部《金剛經》、第三部《小品

般若經》、第四部《大品般若經》，四部書可以了。在香港，你講般若你可以橫沖直

撞，（只是）在香港。現在，我這期講般若。講般若呢，剛好我有《心經講錄》我可

以帶來送給你們。《金剛經講錄》我都有，都可送給你們。《小品般若經》很大本，

前半部正在印刷中，第三次校對好，大概第二個月就可以了。那《小品般若經》我就

不能送給你們，在《法相學會集刊》，在外買 10美元一本，到時你們可自己影印。

如果講又怎樣去講好呢？在大學或研究院教書有那些教授能全部教完的呢？這麼

多人沒有可以教完的，胡適之教中國哲學史教了幾十年未曾試過一期教完。最厲害的

一期是教到唐朝。沒有的，沒有人可以教完。舉一隅則以三隅反，告訴你這一面這個

方形一個是九十度，你就應該知道其餘三個角也是九十度了。如果告訴你這個方形一

個角九十度你也不知其他三個角是九十度呢，你就不應該⋯所以，我們可以超過的，

我們做學問，尤其是佛學，有很多東西⋯⋯有一種東西叫什麼呢？有好多東西要直接

親自做，不只是做，不只是了解，還要直接親自接觸實踐，經過實踐才能了解，這叫

歷行而過，經歷過實踐才好了解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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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方法呢，用智而超。用你的智慧看一看，一掃⋯很多地方都是這樣的，如

果樣樣東西一定要歷行而過呢，哪有辦法做得好⋯⋯這個世界那麼多書，有好多東西

是用智，用你的智慧一看就知道。譬如你們學佛，你現在學大乘，大乘好多東西出自

小乘，豈不是我們一定要在小乘處做功夫？這時候假使你是二十歲開始學佛，先搞十

年八年小乘，你已經三十多歲了，再搞十年八年般若、瑜伽已經四十歲了，即是到你

四十歲之後才懂一些大乘，怎麼做？而且把書讀完只是了解而已，即所謂歷行而過，

不是你真的修行⋯⋯修不完的，所以有些地方要用智而超。怎樣用智而超呢？你不一

定先學完小乘再學大乘的，以前的人上塔頂，上一百層高樓的樓頂，一定逐步逐步逐

級而上，這樣叫做歷行而過，但現在不是，你坐直升機，直接上到天台處，一下就變

到天台，最高層，問題是你有直升機嗎？沒有就不行了。

即是你的智慧，有了就可用智而超，若你是蠢材呢，你就一定要歷行而過，所以

你想了解般若的話，好簡單的，兩三年功夫，你是聰明的人你懂好多東西，在香港那

不只大專，在一些研究所處開一門般若課你講，你怎樣用方法呢？譬如你是完全未讀

過經典的，只讀過《佛學概論》的⋯第一，你說般若了，第一先了解《心經》，小冊

子基本知識。第二呢，《金剛經》自己看，不要去聽人講，第三呢，讀《小品般若

經》，超過《金剛經》，為甚麼？因為你不用去聽，自己看，當你讀《小品般若經》

的時候，留一些時間看完《小品般若經》，你已經思過半矣。《大品般若經》不用聽

了，自己看便可，大品般若者即將小品般若擴大一些而已，即是把一幅相片放大一倍

而矣，很容易的。如果這樣呢，你想了解般若要幾多時間？別人有資料做好給你的便

兩年。若你是重新自己辦的約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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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你說學般若，只要你有空，我也有空在這兒，時時請我吃東西，我把資料給

你，省下你一倍功夫，為甚麼呢？全辦好了，法味一味的像去吃自助餐一樣，不用你

去買菜煮餸切菜。而且這樣，做好了不單止，連中英對照都有，好像在多倫多，有一

女孩在學，她英文挺好⋯⋯好了，閑話少說了。說回來，你們很多人聽過《心經》，

座上還有兩三位女法師，可能她們也講過《心經》，講過了嗎？你？沒講過嗎，智慧

師呢？講過了嗎？沒有。這樣如果你講過就參考一下我的講法，未講過的呢，你先接

受我講的，然後再參考其他。我呢，現在將我的《心經講錄》，因我的皮包不能帶太

多，所以帶了十本八本，下一次我可以繼續帶給你們，反正印了都要送給人的，我無

所謂。一、五、十二本，誰先要？沒有的先要，有的（等）下一次。不要緊，有，有

很多。印了幾萬本⋯

你們不要看輕《心經》，看這麼少字，以為很容易解，不是很容易解的，但你亦

不要看得太重，以為一了解就搞定了，不會有此事的。這樣，我現在解的《心經》，

這本不過是參考用的。你們還是聽我說的比較正確些，因為這本書是我的一個學生，

叫做陳瓊璀，一個叫劉錦華，兩個人拿了我的錄音帶，我的錄音帶，拿了我的錄音

帶，他就沒有聽我講，就開了我的錄音帶，有些我一邊說一邊寫在黑板的就沒有那部

份了。所以有人再印的話一定要寫在黑板的紅字，就是我講時寫在黑板的，筆記沒有

辦法記錄我黑板寫的那些，而且我黑板上那些很重要，因為不重要的話我不會寫在黑

板的，所以這本《講錄》失真。也算挺好，文字算寫得挺好，但是我最重要的部份就

漏了。世界的東西很難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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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講這本《講錄》分兩部講。第一部份，甲，就是解題，亦名導讀。解題即是

Introduction。第二部份就是解釋正文。現在我就先講第一部份解題目，題目有好多

人都會解了，不過我即管盡快講一下。這本經世俗上很多人誤會，人人都叫它做《心

經》，其實不太好，這本根本不是講心的，怎麼會叫《心經》呢？就連那個西人

Edward Conze把《心經》譯作英文，他譯作 Heart Sutra，《心經》，其實只是心

是不行的，般若波羅蜜多心的經。那麼，何謂般若呢？「般若」者本來直譯便是智

慧，即英文Wisdom，智慧，簡單點，智慧為什麼譯作「般若」呢？「般若」兩字

梵文叫做 prajñā，prajñā，英國人發這個音，「pra」英文有這個音，「nya」，英

文沒有這個音，「nya」不是 ya也不是 na，「nya 」，廣東有這種音：「南路」廣

東南路，「日月」他叫日月，「日月」，日叫日，月叫月⋯

你們學中文，學過音韻學，守溫韻學三十六個字母，「見、溪、群、疑」，你們

有嗎？有很多人將「見、溪、群、疑」用國語來讀真是不對的，「見、溪、群、疑」

這樣讀真是外行到極了，「見、溪、群、疑」應用廣州話來讀。廣州話讀也不太正

確，「見、溪、群、疑」的「見」字（ga）在梵文譯過來的，「見 ga」不是讀國語

「見（jiàn）」不是這樣的，「見 ga」用廣州話讀才好。「溪」如果你用國語讀「溪

chi」就差很遠了。「溪 ka」即是英文的 k字，「見 ga」，「群 qún」，kw…疑字

呢？「疑 yi」，prajñā的（發音）nya，廣東有「日月」的，蘇州人讀個「疑、疑

…」。音韻學，廣東人教音韻學較難，以前我見過香港有間大學，一個教音韻學的，

他說用國語（讀）就是正音，用來教三十六字母，真是放屁⋯⋯這樣，Prajñā是智

慧，所以 Edward Conze譯作Wisdom，那麼為何用音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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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智慧有多種，有些智慧呢，是不得純淨的，那叫做甚麼呢？不得純淨的智慧

佛家叫做「有漏慧」，「漏」字好像酒壺，它漏了就把你的酒漏光了，我們每個人的

生命裏都有些惡的勢力，例如貪心、嬲怒⋯這些佛家叫作「煩惱」，我們生命裏個個

人都有些煩惱，如果不把煩惱消除呢，就把我們的生命令我們枯竭，就好像有漏的酒

壺一樣，所以漏字指我們的煩惱，有漏者指有煩惱。指與煩惱相結合的那種智慧，即

是佛家指的「有漏慧」。「有漏慧」在佛家認為是不足取的。何解？「有漏慧」有些

是一般的，有些是極壞的，為什麼呢？如進屋打劫也要智慧，進屋打劫的智慧是最不

乾淨的，與貪的欲望結合一起，所以去打劫。打劫也要智慧，如何入屋，如何避免警

察捉他，這是智慧，有漏的智慧都是智慧，但是佛家所說的智慧不要這樣的，那是純

粹清淨的智慧就叫做「無漏智慧」、叫做「無漏慧」。

佛家對智慧來說，就是不要有漏智慧，將有漏智慧盡量刪除，把無漏智慧盡量無

限擴大。所以他呢，譯這個智慧的音就不用意譯而用音譯，譯作 Prajñā。讓人一讀

就知道不是那些污糟邋遢的智慧。所以就用音譯，這樣般若就說完了，就是這麼簡

單。不好太詳細，凡事。我們讀書不妨學兩個人，第一個是諸葛亮，諸葛亮讀書但觀

大略，但觀大略，不要一句話解說十萬八萬字，那些是迂腐的讀書人才這樣做。又要

學一下陶淵明，好讀書不求甚解，不是不求了解，而是不求甚解，不要解到甚，適可

而止。我們讀佛經也是這樣，知道所謂「般若」避免「有漏慧」，所以用音譯，「般

若」到彼岸，波羅蜜多呢，梵文「 P ramitā ā」，「P ramitā ā」若用英文就是

6



「Paramita」，用英文寫就是梵文的拉丁化，不是英文來的，「Paramita」，

「P raā 」譯作「彼岸」，那邊的岸，指甚麼呢？

生死和煩惱，不是，不是彼岸，彼岸與此岸相對，此岸指生死和煩惱，彼岸就指

「菩提」和「涅槃」，「菩提」和「涅槃」兩樣相加起來就叫做「佛果」了，成佛所

證的果將它分析成兩樣，一樣叫作「菩提」，（一樣叫作「涅槃」。）彼岸就是菩提

和涅槃，此岸就是指煩惱與及生死輪迴。到彼岸即是我們修行，修行的目的就是離開

生死與煩惱的此岸，渡過生死煩惱的河流到達菩提涅槃的彼岸，這就是

P ramitā ā，P raā 就是彼岸，mitā就是到達，P raā 就是彼岸，mitā就是到達，「彼岸

的到逹」就是印度文法，將它轉成中國文化就是「到彼岸」，P ramitā ā到彼岸。即

是功夫完成了，離開此岸到達彼岸，好像過河一樣。

所以那些西人譯作什麼呢？P ramitā ā亦譯作什麼呢？一是用音譯，如果用意譯

就譯做「Perfection」、「Perfection」，「Perfection」這個詞是從一個動詞轉過

來的，這個動詞就是 Perfect完成，Perfect作形容詞用呢？就不讀 Perfect而是讀

Perfect，Perfect 完成、很圓滿的、完全的就叫做 Perfect。如果作動詞用就是

Perfect。如果將它作抽象名詞用就表示一種動作呢，英文就是這樣的，一個動詞如

果將它用來當作名詞用來表示這動作的，就加 tion，是這樣嗎？所以表示這種完成的

工作叫作「Perfection」。就將 P ramitā ā譯作 Perfection。般若波羅蜜多如果這樣

譯就是「智慧的完成」。日本人和台灣的人將它譯成這樣，太過了，什麼都學老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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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作智慧的完成，你看你現在去買一本書叫做《般若思想》，有本書叫做《般若思

想》，裏面就將般若波羅蜜多譯作智慧的完成，不需要。什麼都學西人的。

這樣般若波羅蜜多就是智慧到彼岸。或者譯做智慧的完成，如果英文呢？就是

Perfection或Wisdom。般若波羅蜜多到底是甚麽呢？是大乘佛法修行的節目，大

乘佛法修行的節目呢，普通說有六個 Program，有六個節目，有六個大節目，第一

個大節目就是布施，布施就是 Give，不要樣樣東西自己佔有。第二個大節目就是戒

Morality，守道德，持戒。第一個布施；第二個持戒，Morality；第三個呢，忍辱，

堅忍，Patient。即所謂堅毅，有些人譯作忍辱，譯得不對，應該譯作安忍，安忍，

忍辱就是別人侮辱你，你忍受，但別人不侮辱你就不用忍了嗎？是嗎？那堅強意志的

堅毅，不屈不撓的精神就叫做安忍，為什麼加個忍辱？一定會辱嗎？所以你不要以為

古人的東西就很對了。忍辱就譯得不對。西人就譯得對，Patience，Patience 忍

辱。

精進，第四個勤力，Vigor、精進；第五靜慮。靜，這個心沒有紛繁的意識，好

冷靜，因為心不冷靜我們做不了事情。但不是冷靜得像死了一樣，慮，能夠思慮的，

雖然是靜，消極方面是沒有那些繁雜的思想，但一方面是能夠思慮，譯做靜慮，靜而

能慮的。雖然譯作靜慮，但是着重在靜字，有些人不用意譯而用音譯，譯作「禪

Dhy naā 」，半音譯半意譯就是「禪定」了。如果英文就將它譯作 Concentration，

是不是 Concentration呀？第六項就是智慧，智慧，般若波羅蜜多，智慧。六個到

彼岸就是大乘，大乘。有些人將它伸展成十個到彼岸，不用理的。六個就夠了，六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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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彼岸即是六項，我們修養時要有六項，從這六項方面去實踐的，六項之中，前一項

是手段，後一項是目的，即是布施是手段，因為你如果是守財奴，想持戒是不行的，

愛財如命般的。布施是手段，持戒是目的；持戒都是手段，能夠出去忍受修行就是目

的；忍辱都是手段，精進是目的；精進都是手段，靜慮就是目的；靜慮都是手段，智

慧才是目的。也就是佛家修行的最終目的，就是得到最高的智慧。

你們讀哲學的，你們聽過康德嗎？一世人最快樂，人生最幸福最快樂的莫如尋求

智慧，人生，人生的樂事不是錢，是尋求智慧。那麼，六個波羅密之中最重要、最重

要是般若波羅蜜。所以經書裏面只有般若波羅蜜，是六百卷，其他波羅蜜只略略講一

下。現在，釋迦牟尼佛去世之後，約莫是五百年左右，四、五百年，去世四、五百年

之後，那些大乘經典在印度陸續發現。首先發現的就是般若經，那麼這般若經到底有

多少《般若經》呢？到現在我們都不清楚，但是我們唐朝玄奘法師去印度留學回來，

他因為他去到印度，在印度當時的最高學府叫做那爛陀寺，在那處學佛，他在那處搜

集《般若經》帶回來中國，將《般若經》翻譯，翻譯現在圖書館《大藏經》裏叫做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總共六百卷。

這六百卷是否齊全呢？都沒有齊全，還有六百卷以外的一百多卷沒有收納的，所

以《般若經》的份量非常多，份量雖多，我們怎樣研究呢？我們想去修行，若不修行

那就無所謂，如果你是修行的，你都需要先了解才修行，若不了解而盲目修行，就是

迷信了。了解後然後修行那就是理信。佛家裏面那些修行的人有兩種：一種就叫隨信

行；一種叫做隨法行。學佛的人有兩類：一類比較蠢的，他會找一位師父，那師父教

他怎樣，吩咐他怎樣做他便怎樣做，他也不很了解，隨他所信的而行。你也不要取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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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人，他們很快就會有成就的，這類人，你看那些一個字也不懂的老太婆，整天唸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的，她們死的時候不知有多麼安樂，笑笑口的樣

子去世，還預先知道自己什麼時候會死。

第二類人會先什麼都了解先的，反而會瀨屎瀨尿的，臨死的時候。所以不要以為

隨信行不好。隨法行，是了解經所說的義理，而跟隨義理去做的。這類人是聰明的

人。學佛的人有兩種。你們受過高等教育的人，除非不學佛，如果學的話都是隨法

行，很少是隨信行。不過很難說，你們有好多博士都是隨信行的，他學工程的，是博

士；學法律的，是博士。但在學佛的時候卻糊糊塗塗的，亦都不知所謂。不過，奉勸

大家還是有這麼聰明就以隨法行自居，不要盲目的信仰。這樣如果你想做隨法行的

人，你就要了解經教，了解大乘經教，大乘經不外兩個系統，一個是所謂講空的般

若，一個就是講有——就是唯識了，還有呢？還有一個呢？

有人說除了這兩個系統外還有一個如來藏系統。這是不對的，是多餘的講法，沒

有如來藏這一系統的。如果說有如來藏系統的就是這類人說的，是那些華嚴宗的人講

的，出家人之中就印順法師講，印順法師有很多東西都很好，但他講如來藏這一套就

真是，真是我以為是不足取的。哪些居士講如來藏呢？牟宗三先生，他講如來藏。舊

時唐君毅先生也講如來藏。我對於如來藏未敢苟同，你最好自己批評的接受。好了，

那即是兩大系統。你想了解，一個隨法行的人想了解的，要是學大乘的話，一是從空

門入般若，一是從有門入唯識，各有好處。由般若進入，人會很空靈。學唯識的人

呢？條理細緻細密，是好處。壞處呢？各有壞處。學般若的人會有的壞處，那些小

的、那些枝枝節節的東西固然都忽略了，連一切東西都看空了、看不起，這是壞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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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唯識的壞處是什麼呢？好像學哲學那樣，點點滴滴那樣是壞處。壞處是肯定有

的，不過看如何撇除。這樣，般若波羅蜜多說到這兒，大家真的要學般若，學唯識的

也要學般若。寧可你學般若而不學唯識。學唯識而不學般若呢，這樣就變成講哲學的

人了，講修養不行的。但學般若不是現在的人那樣滿口般若，實際他都不懂般若，在

美洲，有位名為佛學家，不知道他是甚麼，我不説他是居士又或出家人，他教人打

坐，般若靜坐法，我看到覺得很好，般若靜坐法，靜坐已經不錯了，還般若，那肯定

不錯的了，原來一看，他根本是不懂般若的，連那靜坐的，真正的靜坐法都不怎麼

懂，只是盲目的坐着，那人是這樣⋯在美洲。香港也有很多這類人。

好了，那即是說，學大乘佛法必須學般若，學般若宗固然要學般若，學唯識都要

學的，般若與唯識比較，寧可學般若不學唯識。就不要學唯識而不學般若，因為你只

學唯識會有好多執着。那麼《般若經》呢，浩如煙海六百卷，很難讀的，六百卷之中

那麼難讀了，於是，可能有些所謂菩薩，將它結集一本比較簡單的能夠小小的一卷

書，就可以把幾百卷的《般若經》的重要資料能控制得到的，這本就是《金剛經》。

《金剛經》呢，我告訴你自己看就可以了，你在香港切不可聽別人講《金剛經》，我

也不講，你聽講若不是很聰明你會錯的，因為那些講的人，好像廣州俗語的「沙哩弄

銃」，什麼叫做「沙哩弄銃」呢？不分皂白的意思。

從前，清朝的人，清朝的軍隊打入廣州，殺入十八甫路，見人就殺，一打進廣

州，那個先鋒去問統帥：「怎麼樣？殺不殺那些人啊？」那個答的人用北京話，用北

京那些官話來回答，舊時官話有兩種，一種是現在北平話，現在的國語是也；另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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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是南京官話，你們不知道聽過沒有，南京官話，孫中山、汪精衛所講都是南京官

話，譬如講「我教你們說國語」，如果是北平話呢，我說得不正，如果說北平話「我

教你們說國語」對不對呢？「我教你們說國語」。第二句是「你們要留心一點」、

「你們要留心一點」，是這樣嗎？北平話是這樣的，如果用南京官話又怎麼樣呢？

「我教你們說國語」，「我教你們說國語」，好像戲台做大戲越劇。「我叫你們說國

語」，越劇，越劇就是這樣的。越劇那個曹操一出場就「老夫曹操」這樣的。「我教

你們說國語」、「你們要留心一點」，這些是南京官話。

舊時全國通行的，你講正北平話反而有些人聽不到，講這些話全國人到處都聽

到，這些南京官話最標準是哪兒？是廣西桂林。要是你去桂林旅行，你在桂林聽人說

的就是這種話，去過嗎？桂林？你問一下桂林的人，就講這種話，南京官話。這樣那

個統帥就答那位先鋒，他說甚麼「沙哩弄銃」，「殺了龍種」，「龍種殺了」即是見

人就殺，不分高低老幼，不分黑白，見到就殺，「沙哩」即是「殺了」，「龍種」即

是「弄銃」，通通殺光，「沙哩弄銃」。不分黑白，所以這句話呢就在廣州成為成語

了，就是烏龍極了，不分黑白的就是「沙哩弄銃」。現在香港人講佛經的好多是沙哩

弄銃。

好了，《金剛經》你自己看，將來需要《金剛經》呢，我現在還有百多二百本在

這兒是舊版的。新版正在印刷中，就快印好了新版。新版是葉文意的同學會不知道那

位出錢，出了幾萬元，又可印一二千本了，新版在印刷中，舊的還沒推銷得完。你們

要的可以送給你，全部都可以送的不要錢。其他那些《解深密經》就貴點，要錢了，

《解深密經》，你去買《解深密經》要七十元一本，還有《唯識方隅》就賣一百元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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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元一本，《瑜伽師地論纂釋》就一百元一本。我要送的就送，有些出了錢的人我

就送給他，有些不出錢的在法相學會拿了錢先印的，那些我就要歸數的就不送。這

樣，讀完般若《心經》，《金剛經》自己讀，再讀就是《小品般若》。我教完這個

《心經》就將《小品般若》也教你們。好！這本《心經》的重要就如此，講好了。

《心經》的題目就說完了。到彼岸了，般若到彼岸。來到這裏要解釋一下「到彼

岸」，「彼岸」兩字很籠統的，剛才我說所謂彼岸是甚麼？兩種東西：一是「菩

提」；二是「涅槃」。兩樣合起來叫作「佛果」。「佛果」在那些經書裏將這「佛

果」，將這「菩提」，有種種不同的說法。不過，無論如何解說，不外這兩樣：「菩

提」、「涅槃」。現在就要解釋甚麼叫做「菩提」，甚麼叫做「涅槃」。這個概念一

定要清楚的，我先解甚麼叫做「菩提」，「菩提」梵文譯音「Bodhi」、「Bodhi」

譯音，「 Bodhi」覺悟，如果英文譯做什麼呢？「 Enlightenment」，

「Enlightenment」。串字我不知道記不記得，「e-n-l-i-g-h-t-e-n-m-e-n-t」對不

對？有錯嗎？「Enlightenment」英文譯音，這樣「Enlightenment」就是覺悟。覺

悟有大小覺悟，小乘的人覺悟都是叫做「菩提」，大乘的人覺悟，不過亦是叫作「菩

提」，那麼其他是不是沒有分別呢？也不是。小乘的「菩提」我們一般叫做「菩

提」，即是「Enlightenment 」，大乘的菩提普通加兩個字，叫做「無上菩提」，

「無上菩提」即Utmost，無上、最高的，或者加個大字，大菩提。

那麼大菩提和小菩提有甚麼不同呢？即管略略說一下這個字，在佛家來說，為何

我們不是佛呢？為甚麼我們現在不能成佛呢？就是因為我們有一種障，障礙我們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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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如果你想成佛呢，就要除去這種障。障有兩種，所以我們可以說是「二障」了，

障有二種：一種叫做「煩惱障」；一種叫做「所知障」。甚麼叫做「煩惱障」呢？剛

才我說過，我們的生命裏或者可以說我們的心裏面有些很惡的勢力，這種惡的勢力時

時會，惡的勢力、惡的衝動，我們的生命時時有些壞的、不好的衝動，這種勢力、這

種衝動一起就會令到我們怎麼樣呢？令身心煩躁，我們的身體、我們的心會覺得煩躁

不安的，不止煩躁不安而且惱亂的。

煩者就是煩躁。足字邊「躁」，不是火字邊的「燥」，燥熱就是火字邊的

「燥」，如果心焦躁，就是足字邊的「躁」，煩躁令到身煩躁，身煩躁，身煩躁你不

要以為煩躁只是心，身也煩躁的，你有煩躁的東西，你的心固然不安樂，想睡也睡不

着輾轉反側在床上，身都會煩躁的。有些不如意的事，你煩躁的時候，來回走動很不

安，還跺腳。有些惡的、壞的衝動或壞的勢力一起作用的時候，令我們的身心都煩躁

惱亂的，這種惡的衝動、惡的勢力，這種惡的衝動、惡的勢力如果用英文表示，因為

你們有很多講英文的人，用英文講叫做「 Defilement」，即令我們煩躁

「Defilement」，「Defile」加上「ment」，「Defilement」煩惱，譯作英文

「Defilement」。我們的生命裏有好多這樣的煩惱，是那些呢？

舉例呢，煩惱的主要就是「貪」，見到一樣東西我們喜歡的、好悅意的，我們想

將它佔有。貪在佛家又叫做「貪」，又叫做「愛」，或者叫做「貪愛」。佛家這個貪

愛的「貪」呢，一定有佔有性，黏著不捨離開，用英文就叫做「Attachment」，黏

著的「愛」。同基督教所謂的「愛、博愛」不同，基督教所謂的「愛、博愛」是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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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犧牲自己獻出來。佛家所講的愛貪是攬入來，不同的。這樣，這種帶有佔有性的

愛就叫做「貪」。第二呢，「嗔」。寫「目」字邊也行，寫「口」字邊也行，你歡喜

寫「口」字邊。嬲怒、嬲怒，忟憎就是「嗔」。第（二）呢就叫做「嗔」，是大家都

識的嬲怒，第三叫做「癡」，癡者又叫做「愚癡」，蠢材，「Ignorance」無知，這

個「愚癡」又名「無知」，知字不讀「知」，讀「智」，無知，有這種東西就抗拒我

們的智慧，叫做「無知」，又叫做「無明」，又叫「愚癡」，又叫做「癡」，又叫做

「無知」，又叫做「無明」，如果譯作通俗語呢？譯作甚麼呢？盲目的衝動，是一種

衝動來的，沒有理性的，盲目的，愚癡等這類東西，就叫做「煩惱」。

除了「貪、嗔、癡」之外呢，還有一種也是很利害的，「我執」，執著有個自己

「Self」，執着「我」，認為有一個「我」，先肯定有一個「我」之後，然後執着這

個「我」。「我」要發展這個我，這個「我」要佔有第二樣東西。「我執」，世界上

的罪惡，在佛家來說是由於這個「我執」，如果個個都沒有「我執」，這個就叫做

「極樂世界」，這樣，這些煩惱，一大堆煩惱成為一個集團，在這個生命裏有貪、有

嗔、有癡、有我執等等，成堆的好像一個大集團佔領了生命裏面大部份的空位的，這

個集團就叫做「煩惱障」。「煩惱」和「煩惱障」的解釋不同，「煩惱障」是這個煩

惱集團，「煩惱」是指貪嗔癡…等個別的。

「煩惱障」，我們將「煩惱障」下一個定義是甚麼呢？以「我執」為首，「我

執」為首，圍繞着「我執」（有）好多好多貪嗔癡等等的煩惱形成一個集團，這個集

團就叫做「煩惱障」。在佛家來說，因為我們有「煩惱障」的緣故，所以我們就會生

死輪迴。如果我們想沒有生死輪迴，就要剷除「煩惱障」，當我們剷除了「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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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剷除完了的時候我們就叫做「阿羅漢」、「Arhat」，「Arhat」就是殺賊，

譯作「殺賊」，或者譯作「無生」。「殺賊」者「煩惱障」的賊被殺了，「無生」者

我們不再生死輪迴了，如果剷除了「煩惱障」，我們就沒有「我執」了。那時候我們

證得阿羅漢果，那種阿羅漢的智慧是沒有那個「煩惱障」渾濁他，搞濁他的，這個我

們叫它作「小菩提」——阿羅漢的菩提。阿羅漢就叫做「聲聞乘」，這就叫做聲聞

的菩提，聲聞菩提是小菩提，就不是大菩提。

即是說，我們眾生都有兩種障，其中一種就叫做「煩惱障」，因為有「煩惱障」

就令到我們生死輪迴不能夠解脫。如果我們能夠修行把「煩惱障」剷除淨盡，我們到

那時就會豁然開朗。那時的境界就是什麼呢？  「Enlightenment」，那時的

「Enlightenment 」就叫做「菩提」。聲聞的菩提，明白嗎？聽懂了嗎？所以，你

們聽我說等於聽教書先生教國文，你們就會明白。你去聽某某大德講呢，好像去教堂

聽牧師講法，高高在上，崇高到你不明白。好了，第一種障，除了「煩惱障」就得到

聲聞的菩提或者獨覺的菩提，緣覺的菩提。聲聞、獨覺都是小乘，小乘。但我們還有

第二種障，第二種障我們叫做「所知障」。

甚麼叫做所知呢？即是我們所應該知道的東西就叫「所知」。應該知道的所知叫

做甚麼呢？好多人解釋錯的，這個所知，這個所知就叫做「真如」了，「真如」，真

如者禪宗人叫作「佛性」，華嚴宗和天台宗就叫它做「真如」。這個華嚴宗有好多人

叫它作甚麼呢？叫做「一真法界」。那些三論宗、空宗的人叫它作甚麼呢？叫做「法

性」、「法性」。天台宗的人就叫它做甚麼？叫做「諸法實相」。般若經裏面呢？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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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作甚麼呢？多數叫「實際」、「實際」，譯作英文呢？就簡單一點，譯作

「Reality」、「Reality」，「r-e-a-l-i-t-y」叫做「實在」，「實在」「Reality」、

「實在」，「所知障」即是障礙我們對實在的了解，這種障叫做「所知障  」，如果

我們對於「Reality」，對於「實在」能夠徹底了解，這個就是「佛」。能夠部份了

解呢，「阿羅漢」。

「所知障」現在有好多人解錯，有些荒謬的，如果真是有地獄，這種人真是要請

他進去的。他們說：「我們不用讀太多，經啊甚麼的不用讀的，所知障啊！越知得多

越障多，知少一點就沒有障，所知障啊！」我親耳聽過：「不用講那麼多，不用讀書

的。就好像明朝那些⋯⋯陸象山、王陽明學派的末流，束書不觀，不用讀，滿街都是

聖人，不用讀書的。」現在好多人都這樣。讀經書太多呢，沒錯，是會執着。但說不

用讀的就荒謬絕倫，我親耳聽到很多人講不用讀的，怎麼要讀呢？還有些人說：「參

一下就行，坐下來一直參這句就行了。」「念佛是誰」，想想到底是誰念佛？他說你

想明白了，就大開大悟了。

其實你一世都想不明白的，怎麼想得明白呢？有些人就參「父母未生我之前我是

甚麼呢？」參一下，參到都⋯⋯有人是這樣的，你那些⋯⋯舊時虛雲老和尚座下的人

也是參下就得。現在還有些叫「打襌七」。跑，跑完一輪就坐，坐完又跑，這樣就是

參了，這樣就說見性，怎知那位主持，主持教別人打七，他自己也沒有見性。如果這

樣可以見性，你便見了，為何你又未見（性）呢？這樣，「所知障」，記住不要解釋

錯了，所知者是「真如」，障礙你們對「真如」的認識。因為如果你能對「真如」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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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認識了，你就歸於「真如」。那時你就沒了小我，「真如」即是整個宇宙的實在。

宇宙即是你，你即是宇宙。即是莊子所謂甚麼呢？「至人、神人」。

宇宙花開花落、日出日落、風吹、雨灑，無非都是你，這整個宇宙都是你的真

身。你讀一下蘇東坡的兩句詩：「溪聲盡是廣長舌」，佛經裏面說佛將舌頭一伸出來

就可把整個世界遮蓋，出「廣長舌」。又廣又長的舌，出廣長舌相，蘇東坡說到了那

些山水好美，溪聲潺潺。他說：「溪聲盡是廣長舌。」不用聽佛說法的，溪聲便是佛

說法。「山色無非清凈身」，山色這麼美就是佛的清凈身，本來這句話蘇東坡沒有資

格說的，蘇東坡那有資格說這句話，但他體會到，是嗎？即是他想像到，這些莊子所

謂「神人、至人」的境界。

現在說甚麼叫做「所知障」。「所知障」者，我們解釋「所知障」之前，先解釋

一下什麼叫「法執」，「我執」就是「煩惱障」的中心，但我們的執着除了「我執」

之外，還有一種執着叫做「法執」。「法」字怎樣解釋呢？（法就是）東西、東西，

人對於世界上任何一種東西都執着它有的，執着它是存在的，這種執着就叫做「法

執」。一個小孩子，與生俱來到他開眼了，開了眼不久，你在他面前揚一下（手）他

就會覺得有一種東西在前面，有一種東西在那裏，他覺得，這種就是「法執」的開

始。再繼續下來，看見一樣東西就覺得那裏有一件東西。有一件東西在那兒，這個就

是甚麼呢？好原始的法執，再繼續下來長大了，會覺得甚麼呢？人類有個社會，我屋

企有個家庭，社會有很多關係，這些叫做父子，那些就叫做夫婦，那種叫做朋友，這

種叫做人倫，那種叫做道德，這些一切一切都肯定有種東西存在，這就是「法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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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執」較容易斷除，「法執」最難搞，那麼你說我學哲學，很好啦，那更差！

那些糊塗的阿婆不懂字的，她都不會執着有一個本體。而你學了哲學就執着有個本

體，本體。又執著有個甚麼呢？這些叫做方法，執着一門學問叫做方法論。一時稱這

種叫做本體論，那種叫人生論。越讀得書多就越執（著），你想一想是這樣嗎？如果

你是學科學的就執着世界上有好多，不知有幾多方程式，一種種方程式是實有的，愛

因斯坦就執着這個宇宙是球體的。牛頓 Newton執着有個絕對的時間，我們人類歷

史在那絕對的時間好像一條河流一樣，我們在河流裏面，由古到今，時間是絕對的。

我們在倫敦居住，一小時這麼長的時間，如果走去第二個星雲裏面，無論它速度如

何，這個星雲的轉動都是一小時，Absolute，絕對的，牛頓⋯舊時我們學物理學執

着有個絕對的時間，執着有樣東西叫空間，叫 Space，那些阿婆反而沒這種執着。

執著有個 Space空間，不只執着有空間，還執着絕對的空間，這個絕對的空

間，一個大蘋果，這麼大的拿到另外的星雲也是這麼大。Absolute是這麼大就這麼

大，是五吋徑就是五吋徑，不會去到另一個星雲縮減兩吋的，絕對的，絕對的時間，

絕對的空間，愛因斯坦說不是（這樣），牛頓是錯的，時間是相對的，今日在這裏地

球上是八十歲呢，可能去到第二個星雲裏面，可能是七日這麼多，「山中方七日，世

上已千年」。又說如果地球都是原子組成的，原子和原子之間呢，一定有好闊的距

離，如果有辦法將原子的距離壓下去，我們的地球就約等於 California好像大蘋果那

樣大小，這豈不是我們人類還小過、還小過老鼠身上的那顆鼠虱，是嗎？又是執着！

這是甚麼？是「法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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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時，Newton我們說他不對。愛因斯坦，我們說愛因斯坦對，後之視今亦由今

之視昔啊！五十年之後回看愛因斯坦會說這個真是老襯，一樣的，你不要以為很了不

起，這些是甚麼呢？我們常常這樣——「法執」。如果我們想得到這個，得到什

麼？Upmost的「Enlightenment」，至高無上，就要剷除盡煩惱，空明的什麼都沒

有。佛家是這樣說的，不是我這樣說。我不過介紹他的講法，你不要駁我。你一駁我

就很難搞了。這樣，甚麼叫「法執」你們知道了，以「法執」為中心，圍繞着「法

執」有好多貪、嗔、癡等等煩惱，以「法執」為中心，圍繞着這個「法執」而有好多

貪、嗔、癡等等這類煩惱形成一個集團，這個集團比較「我執」、「煩惱障」更犀利

的，這個叫甚麼？「所知障」。

我再說，以「法執」為中心，加上圍繞着「法執」旁邊有好多好多貪、嗔、癡等

等，形成一個大集團，這個集團叫做「所知障」。如果把「所知障」殺清，那時我們

所得的「Enlightenment」覺悟，就是無上正覺，Upmost的「Enlightenment」又

叫做甚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羅就是無上正，平等正的覺悟。除去這

兩種障，這樣所謂「大菩提」者，除去、不只除去「煩惱障」，連「所知障」也要去

除。那時候「所知障」一除去，自然「煩惱障」就肯定除去了。那樣所得到的情景就

叫做什麼？「大菩提」！「大菩提」有好多名目的，普通叫「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無上的完全的覺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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