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年一兩次就很難接得上的，因為它是很有系統的。凡是聽經，東聽一個星期，西聽

一個星期，一點用處都沒有，你要有系統的學習才成。如果講了數星期，聽眾都是不同的，

我就停止，不繼續講了。因你聽的這種講法，你在美國聽不到，在美洲聽不到。而且《金剛經》

這種分科的講法。現在這世界上，只得我一個是這樣講的。除了我之外，我的學生也是這樣

講的，沒有其他人是按這種講法的。

有很多聽《金剛經》的人，聽了十次八次，也像是聽得不甚明白的。但是你既然在我

這裡聽，一次你留心，不缺席，一定明的。為什麼呢？沒什麼，有系統的講，有系統的聽。

同時我是教學出身的，我二十多歲教書，二十八歲開始教書，今年教了七十三歲，大學、研

究院、中學都教過。

差不多香港那些能講佛學的，如果他不是我的學生，講佛學的，稍為能講的，當下之

在香港（如）葉文意、王聯章，這麼都是香港最能講的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是聽呢，或需

要聽呢，你們一次缺席沒要緊，兩次的沒希望。你要自己看？可以，不是不可以。台灣的人

和香港的人容易講些，加拿大的人要看文獻，問題較大。因為我全是用文言文寫的，你起碼

得要懂文言。為什麼你不用白話寫呢？用白話寫有個害處，現在人人想讀白話。白話有個害

處，你將來再看基本佛經，你看不懂，你明不明白？

你看的都是白話，古代的名著，全部沒有一本是白話的，你沒有能力看。所以有些人

說變通點了，用白話，這不是辦法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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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我們現在開始講。這個緣起我講了，這本經的緣起。現在講這本經的題目，這

本經叫《能斷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這個題目需要解，需要了解。什麼叫做經？「經」字

在梵文裏面叫做 s traū ，s traū 本來是解作一根線，引伸的意義，就作為經。

線，一根線，一根綣綣曲曲的縫紉線，直譯就是線，s traū 就是線。線可以穿著珠子，

令這串珠不散失；線可以穿著花朵，令到整串花戴起上來不失。用來譬喻什麼呢？「經」把

佛所說之道理，像穿珠穿花一般串起，使其不會失去、不會散去，是這樣的一個解釋 ，

s traū 。好了，本來是解作一根線，為什麼佛說的才算是經？因為佛說法、釋迦牟尼佛說法，

大約說了四十九年。當佛涅槃，現代人叫做死，佛家叫做涅槃， 當他去世之後，他的大弟

子，恐怕佛所講之遺教，他所講的道理，很容易散失，於是發起了一個會來結集。結集者，

即是我們現在叫做編輯，古時叫做結集。

什麼叫做編輯呢？有文字才叫做編輯，當時不用文字的，用口講，將佛所講之說話，

用口、用記憶力來念出來，這樣就叫做編輯了。結者，意思即是把佛說的話結在一起，集是

合在一起的解釋。在這處開的結集會，結集會當時，把佛所講的說話，一般的教訓， 主要

由在佛身邊的堂弟， nandaĀ ，阿難陀，簡稱阿難，他的記憶力最好，時常跟在佛身傍，當

佛的侍者。

佛到那一處說話，差不多他都可以聽到，故請他把每一處地方，每一個場合，佛所說的話，

複述出來。當他每複述一段話的時候，就由主席，大迦葉，他最老、最有資格；主席大迦葉

尊者一定問大眾，阿難所說的，大家認為有沒有錯誤，對不對？如果是對的話，就不出聲，

表示承認、默認。如果不對，請你糾正他。大家都不出聲就表示通過，這個叫做什麼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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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以後憑記憶力，那就一部一部經，阿難把每次佛所說的一段話，就是一本經，就

把它結集起來，這就叫做 s tra, ū 叫做經了。

中國人把 s traū 譯成「經」。中國人把《詩》、《書》、《易》、《禮》、《春秋》稱

為經－聖人所說的話，於是把佛所說的話也稱作經。當時，結集佛所講一般的說話就叫做經。

除此之外，還有佛所訂下的戒律，在某個地方，某個場合，訂下那一條戒律。於是再找一個

人，最熟識律的，又找他出來，把佛在何處訂立那一條戒律，原原本本說出來，又結集起來。

大家圍在一起，大家即時記憶它，念熟它，那就叫做律，叫做 vinaya，梵文叫做

vinaya，翻譯為律，「毘奈耶」。vinaya 作降伏解，意即能降伏罪惡，不持戒不能降伏罪

惡的，叫做律。譯成中文就像法律一樣，不能違背的，才叫做律。當時，結集了經和律這兩

部份。經亦稱為藏，藏猶如庫藏。當時確實結集了兩藏，但亦有人說當時不只有兩藏，實際

有三藏。三藏是什麼？主席大迦葉自己出來把佛平時所討論的哲學問題，現在所謂

philosophy，有關這類哲理問題，又結集在一處。

屬於哲學的都是有討論性質的，所以他自己有論藏。論藏的梵文叫 abhidharma，即是

一套學理，這套學理引領你們對向涅槃和菩提。中國人譯作論藏。經藏、律藏、論藏為「三

藏」。有兩種說法，有人說只得兩藏，有人說三藏。現在錫蘭的人說當時只有兩藏，論藏是

後來的人加上去的。但中國人的傳說，話當時已經有三藏了。

到底誰說對呢？這不是今天所討論的問題，留給研究佛教史的人慢慢去研究了。

這裏是佛所說的經，所以屬於經藏，所以叫做經。「經」字大家明白嗎？明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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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有分小乘經和大乘經。佛的弟子中，有些修行證得阿羅漢果，了卻生死，快快入涅

槃，不再生死輪迴了。這一類人，他的根器小，佛對這類人所說的經，一般人稱它為小乘的

經。小乘經即是現在斯里蘭卡，用巴利文所記錄的經。中國也有四《阿含經》。

除小乘經之外，有一些專為那些發大心的人，發大心去要成佛，要救世的，永遠不入

涅槃的這類人，為這類大根大器的人而談的經，叫做大乘經。這本《金剛經》，究竟是小乘

經還是大乘經呢？當然是大乘經。有很多大乘經的，大乘經中有一類經，著重說空的，教人

空除一切執著的。這類經，叫人掃除執著，空了執著，引發人智慧的。這類經，就叫做般若

波羅密多經。

所謂般若波羅密多，如何解釋呢？解法是：大乘佛法的修行，有六個總節目，有六個

大的 programme。那六個大節目呢？第一個叫做布施、第二個是持戒、第三個是忍辱、第

四個是精進、第五個是禪定、第六個是智慧。這六種修行的節目，如果我們依著它修行，就

可以令到我們，由我們這個生死輪迴的、苦的、轉來、渡過這個生死輪迴的此岸，

而到達菩提涅槃－有最高智慧的菩提和不受生死輪迴束縛涅槃的那個彼岸。由此岸渡

過彼岸。這六種節目，都是會令到我們由生死輪迴的此岸，渡到菩提涅槃的彼岸。這六種節

目，六種修行的節目就叫做波羅密多。波羅密多梵文叫做 p ramitā ā，不要照英文讀，不要

念成 p ramitā ā，不是的，它不是英文來的，它是梵文羅馬字，叫做 p ramitā ā。

para 譯作彼岸，即是菩提涅槃的彼岸。mita 譯做到達、到。p ramitā ā譯為彼岸到，這

是梵文的文法。倒轉譯成中文就是到彼岸、到達彼岸。即是由此岸到達彼岸，即是由我們迷

的此岸，到達悟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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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我們凡的此岸，到達聖的彼岸。由我們生死輪迴的此岸，到達菩提涅槃的彼岸。到

彼岸三個字好論盡（很遴迍，很笨拙），於是有人就將它譯做度。六個大節目，就叫做六度

了。這個「度」字和這個「渡」字是通用的，渡過這個河流。古人不用水邊傍，就寫作這個

「度」。六種修行的節目，叫做六波羅密多。六個波羅密多，即是六個到彼岸，簡稱為六度。

不是輪迴六道的道，這是渡過河流的度。六個、六種 programme。

修行的目的不外自利、利他－自己得到利益，自己得到菩提，自己得涅槃，又令人得

大菩提，令人得涅槃。這六度、這六個波羅密多，第一布施。布施者，他人缺乏的東西，我

們有就供給他謂之布施。布施例如什麼呢？現在一般人誤解布施，很多人故意一味強調錢財

的布施。布施有三種，第一種是財施，用財物給予人。如果這樣強調，豈不變成為有錢人的

專利，這是不平（等），佛不會不平（等）。

那窮人如何布施呢？他自己吃也不足夠，如何布施？所以布施不是有錢人才做的，不

是一定給錢的。第一種叫財施，第二種就是法施。這個法是指佛法，其實包括一切知識－佛

法知識。現在我說給你聽，就是法施。將來你說給他人，他們不知而你說給他知，你亦是法

施。用法來做布施，用佛法來教人，就叫做法施。十幾種布施中，這種布施最殊勝。為什麼

我願意來給你們說（經）？我要做一種法施。

我沒有錢，我沒有辦法捐錢來建醫院，亦沒錢來養那些無所依靠的孤兒，亦沒錢來養

老人，就只有什麼呀？就只有以法布施，就是這個原因。第二種法施，記著那麼多種布施中 ，

法施最殊勝，不要以是財施，財施級別比較低。「諸布施中法施最勝」。大家不要以為我沒

有錢，如何施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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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施只能得福，你讀《金剛經》就知道，只靠財施是不會成佛的，登天是可以的。法

施是最殊勝的，你讀完《金剛經》就會知道。第二種是法施，第三種是無畏施，令人不用畏

懼的。例如他人失業，餓肚子，我有力量，我幫忙他解決失業的問題，就是無畏－令他生活

不用畏懼。人人都可以做得到。（你會說）那我沒有工作可以介紹給他？不是叫你介紹職業，

不是這樣解釋的。

一個騰騰震（抖震）正在上車的老人家，論論盡盡 (笨拙），你扶他上車－無畏！令他

不用驚恐！是不是呀？他人黑夜走路怕被打劫，怕危險，你陪他走路，令他無畏懼－無畏。

不用錢，有力量就做得到－無畏。三種布施，現在的人以為給錢就是布施，這真是一個(謬

誤)的觀點。第一個是布施，其他分類我不說了。

第一個節目－布施度－布施波羅密多，第二個節目－持戒波羅密多。學佛法最重要是

持戒，戒是行為的規矩。如果人行為沒有規矩，知識多好也是假的。如一個人做詩比李太白

還要好，但是他奸、淫、邪、盜，此人又有什麼用呢？這個社會，少了他比有他的存在更好 ，

是不是呀？持戒，戒者是行為的規律。不過，行為的規律又有多少呢？

得看你的身份不同，如果你是居士，你的目的只是為保持人身－五戒，殺、盜、淫、

妄、酒；如果你想死後生天－十善，十善已經有戒律的性質；如果是比丘，法師來的－二百

五十戒； 如果是比丘尼，比丘尼叫做什麼呢？很多人叫她作師姑，現在的人叫她作師父，

女的師父－號稱五百戒，實際是三百七十多戒。要看你是什麼人而不同。總之，任何人如是

佛弟子，都必須要持戒。猶如一個人在社會生存，你要守這個社會的法律。第二個是持戒，

布施可以令你有功德，將來可以成佛，得大菩提、大涅槃，持戒同樣可以。只做其中一項是

不行的，一定要多項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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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辱，忍辱不是人家打你，你就讓他打，這是錯誤的，不是這樣的。所謂忍辱者，就

是有堅忍的能力。修行的時候，第一、有惡人對付你，而你又沒有辦法制服此惡人的時候，

你能夠有忍受的，能夠忍受。第二，你修行時，將來可能會有很苦的環境，你能夠忍受這個

痛苦。第三、你認為學佛經很容易，拿著串佛珠在唸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就可以了！

要學很多東西的，要修行六波羅密多，才可以成佛。不是單單拿著串珠就可以，拿著

串珠只不過是最後兩個波羅密多。要學很多東西，六度萬行，需要很大毅力，很大的決心，

堅忍不拔，勇猛精進。勇猛精進是另一個波羅密多，兼忍耐則實（得）。譬如讀經，有些人

會覺得很辛苦，不讀了，那又如何修行大乘呢？

你要修行大乘而不是要修小乘，可以盡快了脫生死，修行大乘是六度萬行，你怎可能

讀一本經就說怕怕？所以你要有堅強的忍耐力，這就叫做忍辱了，其實應該叫作堅忍，原來

梵文，亦可叫作安忍。其實不一定要「辱」的，忍辱兩字的翻譯實在一般，既然古人如斯翻

譯，那就姑且叫忍辱吧。

精進、勤力、勇猛，一往無前，不屈的，有這樣的精神。禪定者，精神集中，不散亂。

把我們的精神集中（concentrate），不散亂。當你精神散亂，一事無成，莫講修行成佛呀。

你想賣豆腐花，賺個錢生活，你精神散亂也不行的，行過馬路豆腐花也給人撞倒。精神散亂，

（賣豆腐花也不行），何況成佛。你想成佛一定要精神不散亂，做什麼事也不能夠散亂的。

曾國藩有一句話，「在這山望那山，一事無成。」坐在這個山，但眼睛卻望著那個山，

這類人做什麼事也不行的，所以要精神集中。梵文 dhy naā 這字譯音禪，解作靜，但仍能夠

思慮。心保持靜，但仍能夠思慮，而不是如死物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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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如《大學》：「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這是靜

慮，dhyana 這字是音譯，譯做靜慮，靜而又能夠思慮，古人譯作「定」。最後是般若，般

若譯作智慧。那為什麼不譯作智慧而譯做般若，一會兒你就會知道。西人有些人譯做

wisdom，直接譯做智慧。有些人就仍然譯作 prajña，不譯做 wisdom，因為 wisdom 不一

定是好東西。prajña 是指那一種扳絕煩惱的那種智慧，所以是音譯。

現在六個節目了。想成佛、想證佛果，必須這六個修行。六個修行，布施、持戒、忍

辱，你們常掛在口邊的什麼福慧、福慧雙修，這三個波羅密多，是令你得福的。智慧波羅密

多，是令你得智慧的。中間兩個波羅密多，一個精進、一個禪定，一方面令你得福，你想修

福也得精進，想修福可以懶的嗎？

你想修智慧要精進才行。福、智慧兩方面都要精進的。禪定也是這樣，有些禪定令你

得福，有些禪定產生智慧。舉例如你去參禪，如禪宗那些。學這樣的參禪，你可以得智慧。

有些人修四無量心，修大慈無量心、大悲無量心，修慈悲觀令你得福。福、慧，又福又慧。

有福有慧然後才能成佛。六個大節目叫做六個波羅密多，這本經教人學般若波羅密多，破人

的執著，引發人的智慧，令人可以到達菩提涅槃的彼岸，這類經就叫做般若波羅密多的經。

這本經即是什麼呢？專講及有關般若波羅密的。

為什麼要有能斷兩字呢？你們讀鳩摩羅什那本《金剛經》，譯漏了能斷這兩個字，梵

文是有能斷這意思的，鳩摩羅什沒有譯。《金剛經》有六個譯本，而每個（譯本）都有能斷

兩個字。鳩摩羅什譯那個（譯本）漏了能斷這個意義，梵文有能斷這兩個字。斷者斷除，斷

除什麼呀？斷除煩惱、斷除執著。煩惱之強，猶如金剛般堅，金剛即是 diamond，礦石中

最堅，金剛鑽石最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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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惱即猶如金剛那樣堅，但智慧可以斷除它。可以斷除，故說能斷。能斷金剛即能夠

切斷金剛，本來是這樣解釋的。羅先生你會否解錯？我沒有解錯的。亦有人這樣解，金剛是

譬喻智慧，即智慧猶如金剛般鋒利，以金剛之鋒利斷除煩惱，有些人是這樣解釋的。

但按照梵文讀，兩種解法了。因為能斷金剛，兩個解法：第一個金剛指煩惱，指貪瞋

癡那些的煩惱，煩惱如金剛般堅， 但你用般若智慧都可以斷除它，這就是能斷金剛的般若

能斷金剛的智慧、能斷金剛的般若波羅密多，這是第一個解法。第二個解法又如何？能斷金

剛中金剛指智慧，那一種智慧呢？ 有能斷除煩惱的力、能斷除煩惱的，如金剛一樣堅硬的

智慧，這樣叫做能斷金剛，這是第二個解法。第二個解好累贅。第一個解最好、最正宗的是

第一個解法。兩個解法我都解你聽，不然你會話羅先生你不懂，你解錯了。我沒有解錯！我

兩個都講給你聽，我跟你講第一個解法最好。它說的這種智慧，是能斷煩惱的智慧，不是普

通的智慧。《能斷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解完了，識解未？

聽眾問：「很多人問你《金剛經》，你應該如何答，什麼叫《金剛經》？可不可叫

《煩惱經》？」

師答：「《金剛經》是一種什麼呀，omit（省略了）其它的字。即是等於 BC省，叫做

British Columbia，是不是呀？ 但人們不叫它做 British Columbia 而叫它做 BC。

《金剛經》全句叫做《能斷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略稱為《金剛經》而已，就是這

樣解。」

聽眾問：「人們問你，你該如何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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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答：「就這樣答，整個經名就是如此，原原本本答給他聽。你可以舉例：為什麼叫

BC 呢？它的省不是叫 BC省的嗎，但人人都叫它 BC省。很多情況可以簡略了的。」

聽眾問：「能斷「三有結」，《金剛經》叫「三有結」，那「三有結」又是什麼

呢？」

師答：「不用那麼拘執的，能斷煩惱就得的，「結」是煩惱的別名， 煩惱是指貪、瞋、

癡、慢、疑，這些叫做煩惱，煩躁的，能夠影響你身心的，這些叫做煩惱。煩惱又有很多個

名字，煩惱的別名叫做「結」，它能夠令你鬱結而智慧不能夠開，這叫做「結」。

煩惱又叫做「使」，驅使你輪迴三有；又叫做「使」，又叫做「結」，又叫做「惑」，

煩惱又叫做「惑」，煩惱有很多名字的。三有即是什麼呀？即是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 。

我們一直在三界輪迴，為什麼我們輪迴三界？ 因為我們有煩惱。所以能斷「三有結」，即

是能夠斷除令我們在三界輪迴的那些煩惱。

你問我都有解釋的，因為我教了幾十年書。小朋友又教過，大人又教過，我當你們是

學生那樣教。你可以問，你可以辯駁，如果是法師你不能駁他的。」現在，題目已經講完了 。

在這裏要解釋「般若」為什麼不譯做 wisdom「智慧」而要音譯 prajña 這個字。為什麼呢？

「智慧」簡稱叫做「智」，又簡稱叫做「慧」。

智慧呢，是有「善」的，令到自己及他人都有好的效果，這種智慧是善的智慧，我們

稱之為善慧。

10



但不要以為智慧一定是善的，有的是無所謂的，無所謂善、無所謂惡的。譬如棋下很

好的人，我們稱之為棋王，那你不能說他沒有智慧，但沒有什麼益處，如你說他善，又善什

麼呢？下棋第一又能善什麼呢？你說他惡？他沒有惡，他只是下棋。

既不善、又不惡，叫做「無記」。記即是符號，沒有記號可以記得到他的，沒有善的、

惡的符號可以記的，就叫做「無記」。

聽眾問：「可不可以叫中庸？」

師答：「你叫它中庸也可以，但還是用「無記」比較好，沒有符號。中庸，那又要解

釋個庸字，是不是呀？

中就是中間，為什麼又要庸呢？中就是中間， mean。庸就是 common，解作平常，

解釋個庸字更麻煩，還是用回「無記」。而且無記有兩種，中庸很難說有兩種中庸，無記的

智慧。還有惡的智慧、惡的慧，例如害人害物，秦檜滿肚惡的慧，他害死岳飛，那是惡慧。

現在很多人有惡慧，他（偷錢包），用什麼方法（偷錢包）才好？如何在社會上巧取豪奪，

沒有智慧也不行。

沒有智慧如何巧取豪奪？是不是呀？那是惡的慧，令自己不會有好結果，令他人也沒

有好結果，那些叫做惡慧。智慧有三種，如果你說智慧而不清楚是這類呢，不如譯音，譬如

prajña，音譯就能限制不會是惡的事情，連無記也不是，是善的。prajña 譯做善的慧，

prajña 這個字應譯做善慧，譯做智慧不怎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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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慧有兩種，善的智慧也有兩種，你必須要記著，如果你想學佛必須要記得。善慧都

有兩種：一種叫做有漏的善慧。嘩，那有那麼多名詞的，很難攪。是的，你要學法、要成佛。

你學簿記，想做個簿記員，就這麼簡單，你都要記六、七十個名詞。要學 book-keeping 是

不是要學六、七十個名詞？有沒有人學過？有沒有六、七十個名詞？

這叫個甚麼？T 字賬、那些叫借方、credit…，很多名詞的嗎！好深，六個月，學

book-keeping 都要記幾十個名詞，何況你想成佛。如果你想要做醫生，成佛無論如何都高

過做醫生吧，做醫生都要記幾千個名詞。哪個醫生不用記上一、二千個名詞？專科醫生更要

記五、六千個名詞。只是那些藥品名詞、那些拉丁文名詞，都記到你頭暈。所以醫科那麼難

讀，就是這個道理。原來解剖一個人，這一小部份是一個名詞、那一小部份又是另一個名詞。

你打開那些心理學、科學（的書），那麼厚，也有過千個名詞。

學醫要記幾千個名詞，你想成佛那麼大的事情，連名詞也不用記？那有這個道理？如

果你說不用的，直接了當，騙人的，他為恐嚇怕你。明白了？而且看你這人連記多些名詞都

沒有力量的，故說很簡單的。那六祖呢？你不是六祖，你是六祖嗎？他就自製很多名詞，他

所用的名詞跟原來佛經裏的不同，他有自己一套的。

那些不用讀書的有兩種人，有一種生而知之，與生俱來的智慧，這一種人例如釋迦牟

尼。耶穌也屬於這一種人，耶穌不用讀書的，他的智慧很高。你不要小看人，說是外道，我

們不要有這些門戶之見，他們一樣是聖人來的。孔子智慧非常卓越，但你不是他，你是他當

然就可以。假如你如耶穌那樣卓越，真的可以不用讀書，但你不是呢。六祖就可以，但你不

一定可以。不要把自己看得那麼高，但也不要把自己看得那麼低。說我不能學（佛）了，那

就太看低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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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怕，如六祖不識字也可以、耶穌沒有念過書也可以，那又別把自己看得那麼高，

你不是他們。人一方面要自量，第二方面不要太自卑，這就是中庸之道，你們剛說的中庸之

道。智慧有兩種，一種叫做有漏的智慧。漏字怎麼解？又一個名詞了，指煩惱。剛才叫做結、

又叫做使，又叫做惑。

麼多名詞！有什麼辦法？佛教有幾千年的歷史，二千多年的歷史，東邊那些人製造了

一些名詞，西邊那些人又製造了另一些名詞。如醫學，中醫有中醫的名詞，西醫有西醫的名

詞，印度醫學又有印度醫學的名詞，那又有什麼辦法呢？沒法的。

煩惱是什麼？貪心、嬲怒、愚蠢、衝動，這些都是煩惱。漏即是煩惱，有漏是與煩惱

相結合的智慧。雖然它是善的，但仍與煩惱相結合。善的，但仍與煩惱相結合。如何能說得

通？譬如有一個人，他整天沽名釣譽，是有煩惱的。沽名釣譽不是惡，他只是獲取名譽，又

沒有害人，獲取名譽也不行？是不是？這不是惡。整天沽名釣譽，那他又能如何呢？他又要

做善事，善當然是要做善事。他有一份身家，他又要沽名釣譽。他擁有金錢，又沒有人稱他

為善長仁翁。於是，他把部份財富拿出來，建一座醫院。

在香港，很多大紳士、爵士，捐幾百萬冠名建醫院，讓他人能一望就知到他是個了不

起的人物，這便是沽名釣譽。捐助就是捐助，有什麼必要堂而皇之來冠他的名呢！這很明顯

是沽名釣譽，是不是？好了，你說他是不是善？是善，善之中有什麼？不是太純的善，他還

是有多少沽名釣譽那一套。沽名釣譽就是貪、貪名譽，貪是煩惱之一。即是這種善的行為，

是與貪相結合的。這種善沒錯是善，但它是與煩惱結合在一起的，這就是有漏了。

我只是舉一個例子，還有很多有漏的善慧。有漏的善慧，是善慧中低級的。算不算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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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稍後再講。另外有一種很高的慧，是純粹的慧，叫無漏慧。無漏者，不與煩惱並存的 。

有它在，煩惱不能起。有煩惱在，它亦不能起，不與煩惱共存的。這種慧是最清淨純粹，所

謂 pure 的智慧。

那種智慧，譬如媽媽愛子女，你說是有漏或是無漏呢？你說它有煩惱嗎？有煩惱，他

是我的子女，所以我愛他，鄰家的（子女）我就沒有那麼愛了，我愛我自己的，這顯然是自

私。佛家稱自私為愛、貪；不自私的謂慈。大公無私那種愛叫做慈；自私的、想佔有的那種

愛叫做愛。佛家的愛字是作貪字解的－貪愛。跟孔夫子所謂仁、耶穌所講之博愛是不同解法

的。耶穌的愛是大公無私的愛，他能夠有上十字架的精神；孔子的愛是可以殺身以成仁，這

種的仁愛是不一樣的。

夫妻之愛更是貪愛，父子、母子之愛都是有漏、都是煩惱的。無漏的，無煩惱的，這

種慧不會跟貪瞋癡結合，瞋是嬲怒，嬲怒是破壞性的，煩惱之中最差的莫如嬲怒，嬲怒是惡。

般若 prajña 是有漏慧還是無漏慧呢？這裏要留意了，這個名詞的界線分得很清楚。

答案我告訴你，般若有廣義和狹義，即有寬的和嚴格的意義兩種。如果廣義，是寬的

意義，包括無漏慧、有漏慧都是，只要是善慧都稱作般若。如果是狹義，只有無漏慧的能稱

作般若，有漏慧的不能稱作般若。有漏慧就是叫做有漏慧，不能叫做般若。這是狹義的、嚴

格的。

知道如何解了，般若有嚴格的，如人們問你般若的時候，你應懂如何應對，是寬或是

嚴格，是廣義還是狹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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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學佛，佛經裏每一件事都是斬釘截鐵，不會拖泥帶水。現在學佛的人，多數是拖

泥帶水，但是學佛必須是斬釘截鐵。這個是指什麼呢？無漏慧，般若就是解作無漏慧，這很

籠統。今天要具體說給你們聽，你要理解這基本原則，無漏慧有兩種。記住啊！

一種叫做根本智，無漏慧一般我們不會稱它為慧的，我們稱它為智－根本智。你們在

學佛經、學禪宗、參公案，有些公案例如：未開悟之前，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對不對？

開悟之時，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開悟之後又如何？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聽過沒

有？雍正的《御選語錄》中最有名的公案。

如果你不了解什麼是後得智、什麼是根本智，你就不會懂，只能說說而已，你以為了

解其實不然。無漏的智慧有兩種，一種名根本智，另一種名後得智。嘩！很多名詞。對，是

很多的。如果這樣也擔當不起，你就叫做是焦牙敗種，那你今生沒有希望了。「怎麼這樣說

人家，以口傷人。」「我現在又不是受薪，我不怕你傳我的壞話，我老老實實的告訴你而

已。」「如果你下次不來聽，或沒有人聽了。我則省下，我兩夫婦怎也得花廿塊錢才能來一

次，來回每人五塊共廿塊，有時順道買點東西返去更不止此數。」「你不聽也罷，無所謂，

我一心法施，你不來聽是你的問題，我就是這樣的。」

如果你想當一個簿記員，有若干名詞一定要清楚，必須記熟那五、六十個簿記上有用

的名詞，否則你不能當上一個簿記員。第一根本智，什麼是根本智？無漏智中最根本的，就

稱為根本智。第二後得智，有了根本智後，繼續得到之智，稱作後得智。那你這樣說，即先

後而已，是否那麼簡單？不是。切記根本智是無相的、無分別的。什麼是無相？智慧起的時

候望出去看不見一物的，見不到但又不是不見，見但沒有一樣東西在你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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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相中的相字是指什麼呢？形相，沒有影子(英文 image)的，沒有影像的。凡是我們平

時的心起時，有漏的東西一定有影像的。如這茶杯，當我想茶杯時，就有一個杯相，有杯這

個影子 image 在。譬如我說作善是好的，有善這個影子在，是不是？有像的，縱使無形也

得有像。無漏智的根本智是無形無像的。無形無像那不等於石頭一樣無知？它不是無知，它

只是沒有這種有形有像的知。

你們讀過《肇論》，《肇論》裏有一篇<般若無知論>。般若是指一個無分別的根本智，

不是如世俗人般知道一件事物。直照出去是無相，無 image 的，看不到有形相，就是看但

看不到有形相的。無相、無分別，相是指那一幅影像；分別是指我們認為這些是善、那些是

惡，這些是菩提、那些是涅槃，又或這些是煩惱，這些是善人、那些是惡人。這是分別，善

惡、是非等等分別。

根本智是無相、無分別的。深不深呀？聽得明嗎？有三個明白，已經很滿足，有三個

人明白。一堂大學生，也只得三、五個聽得明白。

聽眾問：「有一個傻人，不懂分別…」

師接曰：「一個人傻了，是不是？」

聽眾問：「他把骯髒的東西，不懂分別，也放進口中吃。」

師答：「不對，他仍然有分別。他感到很「爽」（快意）的，如他覺得「不爽」（不

快意），他也不會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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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他的感覺跟我們不同。他感到很「爽」的，他有分別的。不過，他的分別，是

錯亂的分別，是「搭錯線」的分別。就如一個醉酒的人，錯進他人的屋，你說他沒有分別嗎？

不是，只是他的分別錯誤而已。

有些人拿著掃把跳舞，他以為那是個美女，不知那是掃把。他是有分別的，他把掃把

的形象分別當作一個美女，這就是分別。真正無分別的是根本智，凡是有漏的智，一定是有

分別的，只有無漏智中最初得那種才是根本無分別。」知道無相、無分別的根本智。後得智

又如何？

有相、有分別的，有影子，有 image 的。這些叫是、那些叫非，這些是善、那些是惡，

這些是應該、那些是不該，是後得智。後得智跟我們的智慧差不多，它是經過根本智的洗禮

而得的。後得智跟我們的智慧差不多，但是有點不同的。很簡單，譬如一個人學游泳，一、

二、三不斷地扒，根本不能稱之為智。

當他真正在水裏扒時，他很歡喜，得意忘形，不知道自己正在扒，很「爽」，那時候

是有點兒像無分別智了，這是一個譬喻，譬喻根本智。扒完後，他就回味原有剛才是這樣的 ，

那就是後得智，明白嗎？如果是這樣的扒呀扒，與你未懂游泳不是一樣嗎？是差不多，但是

不同，你明白嗎？不同。再舉個譬喻，最粗俗的，但你們一定懂。

一個人未曾娶過老婆，未曾試過洞房花燭，他看了那些低俗小說，亂談戀愛經，那些

如何如何追求，男女之間的關係如何地好，全是隔靴騷癢，根本不是這一套。何解？因他完

全沒有實際經驗的。當他真正結婚，真正洞房花燭時，他還記得以前那一套嗎？不記得了，

得意忘形，洞房時不知天高地厚，用來譬喻根本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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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房花燭後，清醒後，原來家室之樂是這樣的，這就是後得智，有影像的。明白嗎？

最好就用洞房花燭來作譬喻了。他還可以如何呢？說給兒子聽，如你娶妻，可以如此這般，

可以告訴他人了，是不是呀？ 什麼是後得智，什麼是根本智，聽得明白嗎？不同的。

那後得智跟未結婚不是一樣嗎？說得像是一樣，都是聲音，但不同的，這是有實際經

驗的談，那是非真正懂的亂講，想當然而已，是不同的。一個人坐在匯豐銀行門口，在想銀

行裏的鈔票，跟真正擁有很多鈔票放在那裏是不同的。他想擁有鈔票，是不同的嗎！他實實

在在的擁有，不是想得來的。

這個是根本智。後得智是這樣的，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不能用概念，不能用

concept、 idea 來說明的。就如喝水般，熱呀、暖呀，究竟有多暖？暖字是一個聲，聲音

的聲，那又如何？ neun（暖），是一個聲音，幾個字母，與真實的暖是不一樣的。好像是

說火呀火，真正的火不等於說的「火」字。如果你說的「火」是真正的火，你的咀巴應該已

被燒傷了，對嗎？

你說一萬聲「火」也不會燒傷你的咀，只是名稱來，是不是呀？第二，根本智是無相、

無分別的。後得智是有相、有分別的。再用現代的心理學或哲學名詞來說，根本智是無

concept（概念）的。這個是人，那些是物、這個是富，那些是貧，這些都 concept 來的。

根本智是無概念的，純粹直接經驗的。後得智是有概念的，有 concept 的。那些學哲

學、心理學的人，就叫那個名詞稱作概念，concept。佛家在佛經裏的名詞稱作名相。很多

名相，即滿肚概念，滿肚 concept，名相即是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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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智是無概念的，無名相的；後得智是有名相的，整天在名相裏面打轉。清楚了？

這兩種智是否有著同樣的效用？不同，根本智只能自利，不能利他， 你自證得如何如何，

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你自己知而已，你不能告訴他人有多冷或有多暖。你要告訴我有多冷

暖，必須有一套名詞，告訴我，冷是沒有冰般冷，暖又不是熱烘烘般的暖，一套名詞，很多

概念的。所以你想說法利他，一定要用後得智，後得智才可以利他，根本智只可自利，不能

利他。所以一個人不會有根本智，而沒有後得智的，有根本智必定有後得智。

根本智是完全沒有名相的、空的。來到這裏你就了解，讀《六祖壇經》你就懂了。

《六祖壇經》裏有個神秀，這個人很老實，很好。但他很多執著，很多名相，有分別。何解？

「身是菩提樹」，既執著身，又執著菩提，更執著菩提的樹。擺脫不了名相。

「心如明鏡臺」，心已經有概念，再做個明鏡又有概念，更加做了一個臺，呆呆滯滯

的一個臺。又要時時，又要勤，又要拂拭，「時時勤拂拭」。又「勿使惹塵埃」，又有所謂

塵埃與不是塵埃的分別。即是他未到根本智的家，對不對？道不出他已經有根本智的境界？

所以五祖說他還是不行，還未得。

你現在也清楚他根本未到，如果他真正啟悟，他應該有根本智出現。如果「身是菩提

樹，心如明鏡臺」這種說法，又如何會是大徹大悟呢！六祖就不一樣，什麼都全被打破，

「菩提本無樹」，菩提的樹都說是沒有，連樹的影子都撇除了。明鏡只不過是譬喻，你還要

加個臺，這是不對的，「明鏡亦非臺」。一點名相也沒有，對嗎？

「本來無一物」，什麼都沒有、無概念的，一點影子、一點 image，全沒有，一點也

沒有，無相、無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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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無相、既無分別，那又「何處惹塵埃」呢！有相、有分別才有塵埃，無相、無分別，

塵在何處！說個塵字已是不對。那幾句話代表什麼？表示他根本智的境界。

《六祖壇經》不是易講的，你不經過那麼多名詞的訓練，在有相中打轉之後才會明白，

然後才會容易講的。聽眾問：「是否就剛才教授你所講，根本智就如智慧，後得智就如知識，

是不是呢？知識不能等同智慧。」

師答：「後得智是知識，knowledge。根本智是狹義的智慧。如果廣義的智慧，知識

起的時候，就一定有智慧。狹義的智慧 , pure wisdom。後得智就是普通的，common

wisdom 加 knowledge。凡是知識都是有概念、有名相。」

聽眾問：「知識是不等同智慧。」

師續答：「當知識起時，都要有智慧。明白了？」

那般若波羅密多的般若又如何？最狹義的是根本智， 比較廣義但還是狹義是根本智和

後得智都叫做般若，再廣義一點又如何？所有善的智慧，不論有漏、無漏都叫做般若。

這裏所謂般若是什麼？是指根本智還是後得智？是中間，即不是最狹義，亦不是廣義，

是指無漏智慧。《能斷金剛般若波羅密多經》能夠有力量可以斷除如金剛一樣堅硬的煩惱的

般若， 這本經就是論及這種般若，論及英文叫做 pure wisdom 這種般若。明白了？懂解題

了？好了，還有時間嗎？有時間就多講一句。《金剛經》的宗旨是什麼？是解答別人的疑問 ，

裏面主要解答了二十七個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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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金剛經》的宗旨是以決疑為宗，解決你的疑難。或者以斷疑為宗，斷除你的疑

問。主要的疑問就有二十七個，它解答你二十七個疑問，令到你智慧積聚，撇除你這二十七

個疑問，引發你的無漏智慧出現，好讓你依著它修行而引發無漏智。它的宗旨就是如此，決

疑為宗。就這樣解了。

這本經的內容又如何？我們教學有所謂單元，即是分開多少個 group 來講。整本《金

剛經》就是兩個單元，那說經裏面我講的就兩個白話。

整部《金剛經》分兩周，兩個 circle，來講。兩周，講完一周又一周。兩個單元，分開兩

part 來講的。為什麼要分兩 part 呢？

第一個單元教人如何修行，因為你修行時有很多疑問的，解決疑問讓你能夠好好修行，

第一個單元側重教人如何修行。第二個單元教人破除人的增上慢。什麼是增上慢？ 煩惱有

很多種，舉例來說，有些煩惱叫貪－貪愛，第二種煩惱叫瞋－嬲怒，第三種煩惱是癡－愚蠢、

愚癡。貪、瞋、癡，最厲害就是這三種。

除這三種外，還有什麼呢？慢－傲慢。未到達那裏，本來是很普通的，但偏偏覺得自

己了不起－慢。把自己高舉－慢。慢的程度有很多種，有種慢是：你與人相差很遠，你會有

什麼感覺？「相差無幾，很少而已。」這是一種慢。

有一小朋友，自覺考試成績差得很遠，「是老師不公平，我跟他實在只差一點。」這

也是慢。第二種是升級的慢，「我和他其實都是一樣，大家成績相等。」。「你有一百萬身

家，我也有一百萬，有什麼了不起，都是一樣。」這也是慢，這比較平等。

第三種是過分的，明明自己不及人，比較他人差一點，不及人家。「不是，我跟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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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他很『架勢』（了不起）咩？」人家很好，好叻。「我將來必比他好，我現在其實跟他

差不太遠。」就是這樣。

慢的程度有很多種，其中一種最主要的叫我慢，因為整天執著有個我而慢、而高舉，

以自我作本位，就叫我慢。第二種厲害的叫增上慢，增即增加一點、上是向上一點。即很多

人未到達而以為到達。他還未成富翁，但裝成一個富翁相，這就是增上慢。未得謂得、未證

謂證，自己修行還淺，但說自己將近證果， 

聽兩次經就說將近見性，參加兩次禪七就說將近開悟了，大悟未開但少悟已成，很多

人是這樣的。增上即是勉強、吹漲了、增加了、向上，本來不是這樣，勉強吹漲了它。「是

不是吹牛？」他自己吹牛，吹牛是用說話來吹牛的，但他的心是真真正正吹漲了自己，吹高

了自己，這一種慢－增上慢。

第一周教你如何修行，如果你這樣、這樣修行，就跟著有慢。「我跟他人不同，凡夫

俗子都不修行，我就不同, 我希聖希賢，我能夠修行，我又能夠持戒持得很好，我又戒定慧

福慧雙修。你凡夫俗子跟我不同。」

心中所想的，這種叫做增上慢。修行的人中，十之其九有這種慢。還未曾修行，只是

穿件袍，很虔誠，受了三皈五戒，就幾乎說自己是天人師，很多人是這樣的，這叫做增上慢。

修行的人每每有點增上慢。第二周是說雖然你能夠修行，但你怎也會有點增上慢，你應該要

去除增上慢，是助你如何去除增上慢的。兩個單元合共二十七個疑問解答，下一次才解給你

們聽。

〈第一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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