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學：「羅教授，說到禪定，是否必須是坐著的？我平常看見僧侶都是很繁忙的，他們

如何做功課呢？」

老師：「禪定應當要有一個適當的姿勢，適當的姿勢有多種。不過據那些小乘人說，那

麼多種姿勢中，最穩定的就是盤腿。」

同學：「是不是有個姿式？」

老師：「你不要盤腿亦可以，譬如他終年都不能坐只能躺的，那就臥禪吧，一樣是可以

的。如果年紀大，腿不能盤起來，也可以像我這樣坐，一樣是可以的。能不能見道，在乎於

你的智慧，在乎你有沒有般若，不在乎於你的膝蓋。明白嗎？有些人說必須如此，非這樣不

可。不是的。」

同學：「有些人整天都很忙，未能找到一個特定的時間來坐禪。」

老師：「一定要找點時間，如果你想見道，想得根本智，就一定要找個時間來修習。如

果不修習，那只是世間的智慧。世間的智慧，無論你多好的學問，你只能是個哲學家，你是

一個 professor，你不是一個見道的人，因為你見道只能在禪定裏面見道。不修禪定，則不

能走見道這條路。可以做一個學者，做一位大師也可以，但是不能見道。第一次見道一定在

禪定裏面見，在很高的禪定，在第四禪裏面見道的。初禪、二禪、三禪裏面都不可以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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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不用講見道那麼高，修行有幾個階段，見道之前的境界已經很好了，不一定要真的見

道。就如今天人人都說六祖很厲害，你以為神秀又很差嗎？神秀一點也不差的，福德智慧都

不錯，他有一百多歲，皇帝的老師。他智慧也不錯，只是我們太強調六祖而已。當時，北方

只識有神秀，不識有六祖。能夠修禪定最好，不能夠呢，每日都找個時間來安頓一下精神，

把世間的思慮鬆弛掉。念佛也是禪定，念佛、念咒都是禪定來的，不是一定是要參禪才算是

禪定。念阿彌陀佛亦是禪定，集中於佛號那處。」

同學：「羅教授，請問你修到那一境界呢？」

老師：「我是一個學者，我有修禪，但是沒有根本智，沒有。」

同學：「希望老師談談你的境界。」

老師：「沒有什麼境界。」

同學：「無相。」

老師：「沒有，沒有。有相能做得到，無相做不得到。」

同學：「老師你修了很長時間。」

老師：「時間長不一定行，有些人修一年半載就很好，有些人修幾十年也不行。我是修

了很久，但不行，當然比一些普通懵董不清楚的好些，你明白嗎？我是說真的，沒什麼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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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不過對學理我知得很清楚。如果你想修禪定來引發智慧，學理得清楚點才好，因為條

路不會錯。好像你去森林取寶，最好是你有地圖，在未入去前先看熟讀地圖。」

同學：「有些人話，你越知得多越多障礙？」

老師：「誰說的？」

同學：「正所謂所知障。」

老師：「這個根本不懂解釋什麼是所知障，所以佛法就衰在（被拖累）這種人。佛是無

所不知，那佛就很多所知障嗎？笑話。請他查查佛學大辭典，所知障三個字作何解。所知的

就是障嗎？

同學：「是不是我解錯了？」

老師：「不是你解錯，我曾聽過的。問我的人未曾有一個人問正的，因為他正了就不用

問，對不對？他說是某某講的，他講他的，什麼人說的我也不怕，解錯！所知者，所應該認

識的，是指什麼？是指真如。我們很多煩惱和很多名相，就會障礙我們認識真如的，這種障

就叫做所知障。障有兩種障，即是煩惱分作兩種。煩惱與煩惱障是不同的。障礙我們的有兩

種，一種是障礙我們得涅槃的，令我們不能脫離生死的，那種障稱作煩惱障。煩惱障的內容

是什麼？以我執為首、為中心，和環繞我執而起的那些煩惱，叫做煩惱障。有了這種障，就

不能了脫生死，一定會受生死輪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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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所知障，即不是障礙你得涅槃，即不是障礙你了脫生死，而是障礙你能清楚了解

真如。為什麼？因為你所證之真如，除沒有我執外，就要連法執都沒有，要空一切執的。你

想空一切執著而得證真如，固然沒有煩惱障的障礙，還要沒有法執的障礙。

執有兩種，一曰我執，一曰法執。以我執為中心的所有一大堆煩惱稱煩惱障，以法執為

中心的那一大堆煩惱就叫所知障。是這樣解的，不是說懂得多的便是所知障。是那些不懂的

人拿來辯護而已。佛所知最多，要不然是佛的所知障最厲害了，是不是？那些大菩薩、龍樹

菩薩那麼博學，龍樹菩薩所知的比我們多百千倍，那豈不是龍樹菩薩的所知障比我們多百千

倍？還有，那些蠢才、白痴什麼也不識，那他豈不是沒有所知障，是嗎？人要用腦去想問題，

你這樣想一想就會明白是如此地解的。記著，執著最重要有兩種執著，一種是執著有個我，

有個自己，有個 self。一切罪悪都是由它而起，一切罪惡是由於自私，自私是由於有一個自

我。所以佛家要無了這個自我，破除這個自我。佛家要破除自我，世人偏偏執著自我。

這種我執，以我執為首的那一大堆煩惱稱作煩惱障。還有，有煩惱障就不能證得阿羅漢

果，不能入涅槃。第二種執是法執，即是什麼？見到杯就執著實有一個杯，世俗人是這樣想

的；拿著皮鞋我們就覺得是一對實的皮鞋。到了你學一切唯心，你就執著有一個實的心。

總之，有樣執著，世界上每件事物，除了有個我之外，所有事物都是實的，這叫做執。

《般若經》叫你空了的，就是空了這些執，這種執叫做法執。

「法」字的意思是事物、anything、東西。對於當前的東西，執著它，認為它離開我

們的心是實有的。這種執著，叫做法執。以法執為首的一大堆煩惱稱作所知障，障礙我們所

應知的真如的。查一查《佛學大辭典》，如果有人跟你辯論時，你按佛學大辭典告訴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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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障三個字給他看看，應當作如是解，他便不敢講。還有嗎？」

同學：「真如又當作何解呢？」

老師：「真如嗎？真如今晚不講了，你日後提醒我吧。」

同學：「好啊。」

有很多新來聽的，題目如何解呢？「般若」二字如何解呢？我不能重複再講了。請你找

前一次有聽的同學所錄制之錄音帶來聽聽，或索性問一問他們如何解，他們會講給你聽的。

同學：「教授，第一次講很多沒有錄音。」

老師：「前一次講，第二次講有錄音都可以。因為如果每次都複述上一講的內容，有些

人會覺得不耐煩。」我現在開始講經文，題目我假設大家已經了解。請大家打開書的第三頁

（新書二十六頁）。正式解釋經文。第三頁（新書二十六頁）中間那裏，（二）釋文，即解

釋經文，全部經文分析成三部份，分三。

第一部份，（甲一）序分，即一個 introduction，介紹，序論。第二部份，正說分，

即正宗分，意即中間的部分，如一套戲的戲肉。第三部份，（甲三）流通分，即是終結的幾

句說話。現在先講序分，先講（甲一）。（甲一）序分，序分裏面又分兩部分，分兩節。

第一節，（乙一）通序。通，通者 general，一般的，即是每本經都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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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乙二）別序。別者 particular，即是特別專為這本經的序。佛經裏面，如

果你初學佛經的，常常用通別兩字是相對的。通即是 general，或是 common。別即是

particular，特別的。那就很容易解了。

現在先講通序，通序呢，看看序文。「如是我聞。（一時佛在），一時薄伽梵在室羅筏，

住逝多林給孤獨園，與大苾芻眾千二百五十人俱。」這是通序。「如是我聞」大家都知道解

法了。即是如是我所聽聞者，就是如是。那個結集的人說，我所聽聞的，就是如是。他所聽

到的是什麼？「一時薄伽梵」。「一時」即某一個時候，某一個特定的時候。「薄伽梵」是

梵語（bhagav nā ），bhagav nā 這個字。bhagav nā 譯做世尊－世上之尊。

某一個特定的時候，世尊－即是指釋迦牟尼世尊。在「室羅筏」，在一個都城，就如現

在我們中國之北京之類。一個都城的名字，叫做「室羅筏」。「室羅筏」整個來譯，應該譯

作什麼呢？你看看第四頁（新書二十七頁），第二行，整個名字是室羅筏悉底布羅

（ r vastipuraŚ ā ）。由於他譯音不希望那麼長，只是譯 r vaŚ ā 這部份，便是室羅筏，是一個

都城的名字。當時有一國叫做憍薩羅國，在恆河的北岸。印度有一條恆河，其北岸一個大都

城，是那個大帝所居住的。室羅筏是一個都城。在都城裏面，都城那麼大，他住在那裏呢？

住在那個地方，那個園林，叫做「逝多林給孤獨園」。

「逝多」是當時的都城裏面，住在都城那個大帝、皇帝、國王。那個國王叫做勝軍王，

即現在書本裏的瓶沙王就是指他。瓶沙王，又叫做頻婆沙王，是那個皇帝的都城來的。

那個國王，當時有一個太子，那個太子叫逝多，逝多是太子的名字。那個太子有一個園林，

有很多樹木，很大，很多樹木。當時有一位實業家，那一個實業家，一般人叫他須達多，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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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長者。那個須達長者譯成中文就是給孤獨，那人叫做給孤獨。什麼是給孤獨？不是他的名

字是給孤獨，而是他的名字是須達。

因為他這個實業家很富有，時常對窮苦孤獨的人，他都會布施、施捨，常常提供財物給

那些孤獨的人，所以一般人稱呼他為給孤獨，即是等於我們現在善長仁翁的意思。這位給孤

獨長者，當時在恆河北岸，在室羅筏城裏面。佛時常在恆河南岸說法，他於是請佛到室羅筏

城。請佛到室羅筏城，必須找一個地方送給他。故希望買一個地方，建一間叢林送給佛，於

是到處找。佛經常有千多弟子跟著他，故得找個地方，可以住上千多人才行。

他到處找，終於找到一地方，就是那太子的園林，那逝多太子的園林。那園林萬木參天，

很漂亮，正合意。但那園林是太子的，如何在太子手上取得那園林？那時太子是很富有的。

但他仍然因為佛當時很有名，人所共知，於是這位須達長者，親自走訪太子。

他問太子：「我希望買一個地方供養佛，做一間叢林，選擇了你的好地方，你可否出讓？

賣給我，讓我來送給佛。」

逝多太子：「你希望買我的園林？需要很多錢才行。除非你用黃金，鋪滿這地方，那我

就賣給你。」

當然，在我們今天看來，用黃金來鋪滿這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如何去鋪亦不知。

園林如此大，所需黃金真的不得了。這種說法當然是有點誇大，不過總得要花很多錢，很多

黃金，才能換得這地方。原來太子還有一個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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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你跟我買地，地是可以買給你，但樹木是我的。你送地給佛，而我也可以送樹

木給佛。樹林是我的，每人送一部份，你送地，我送樹林。」於是，「逝多林」－逝多太子

的樹林。給孤獨長者的花園－「逝多林給孤獨園」，這個地方兩個名字並稱。這個名字，室

羅筏這個名字，以前鳩摩羅什就譯做舍衛，舍衛國。本來譯做國是不對的，這是都城而不是

國，是不是？當時譯做國是不怎麼恰當。舊譯，「給舍衛國」。

我們看一看第五頁（新書二十九頁），第三行，鳩摩羅什法師如何譯？他說：「如是我

聞，一時佛在舍衛國。」「室羅筏」鳩摩羅什譯做舍衛國，那個國字譯得不妥當。

逝多林給孤獨園呢？他就譯做祇樹給孤獨園，鳩摩羅什把 Jeta譯做衹，Je；把尾音 ta給省

略了，樹就是樹林－衹樹。

這個衹，是指衹陀太子 Jeta。Jeta的樹，祇樹。給孤獨的園，是這樣譯的。你喜歡舊

譯，鳩摩羅什的譯法，你可以用。如果你歡喜另外的，有六個譯本在後面。還有，連本身這

個譯本計，共有七個譯本。你可以自己選擇，我則選擇玄奘法師的譯本。住在衹樹給孤獨園

那裏，與他一起共住的有那些人呢？有大苾芻。「苾芻」這個字（梵文 bhik uṣ ），舊譯譯

做比丘，新譯譯做苾芻。苾芻譯做什麼呢？譯做乞士，行乞的乞，士是人士的士，行乞的人

士。即是他們不開伙爨，沒有家庭的。他每天早上，聯群結隊入他人的村莊、城鎮、鄉村乞

食的。印度人有一種風俗，是很尊敬出家人的，不論那一教，那一派，只要他是出家人，他

一進入城市或鄉村，那裏的人都會歡迎他的。

每天那裏的人吃飯前，即他們自己還未吃前，先找一個器具，把他們所煮的飯，把他們

認為是好的，先放好。等候出家人到來，然後送給他。你們不要以為是冷飯菜汁，不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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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留下最好的，來供養出家人，認為那樣就可以得福了。於是出家人，佛教徒的出家人和其

他各教的出家人，都會乞食的。他行乞時，他們是很恭敬的，佛教徒對於出家人，那些苾芻，

把鉢拿出來，一般他們是很恭敬的。跪下來，轉個圈，才施飯菜給出家人。出家人就乞，只

乞十家，第十一家他不乞。為什麼呢？太多是會令人討厭的，人家會力有所不能及的。

譬如在寺院裏，一到行乞的時候。早上行乞，行乞的時候，他們全都搭上袈裟，很莊嚴

的，人人拿著鉢，而不是一大堆人。譬如佛一千幾百弟子，一起擁至，你教人家怎辦？分開

一組一組，一個一個 group。每一個組，每一個 group若干人，就到若干家裏去行乞。第

二個 group，就到另外一些地方去。不要全走在一起，不要令他人難做。分配得宜，所以那

裏的人都很恭敬，很有禮貌地對待他們的行乞。那他什麼時候行乞呢？大概是現在午時之前，

大約十時前就出發行乞。

他們不是乞了馬上就地吃的，不是的。乞了捧回寺院，大家把食物集中在一起。有些人

是會乞不到的，那便要捱餓沒東西吃？大家不會先吃，而是會把食物集中在一起。有些時乞

得好些，亦是把食物集中，有些乞得不好的，亦是把食物集中，回去一齊共食的。不會我乞

到好的就馬上吃，你乞不到就今日倒運了，不是這樣的，拿回寺院才吃。佛以身作則，自己

也帶一隊的。

這種做法叫作乞士乞食，即物質生活上乞食，同時又向上乞法。上乞法下乞食，所以稱

作乞士、苾芻。苾芻兩字還有很多解法，詳細請你們自己看註釋。我不想花那麼多時間，把

註釋翻譯給你們說了，大致上我想講的內容，一般的已經足夠。苾芻，即乞士，出家人。

那什麼是「大」呢？摩訶，大的梵文是mahā，等於現在對那些有德行的人，有學問的人，

加一個大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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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印度的甘地，我們稱他為大甘地，Mah  Gandhiā ，即是大甘地，等於是偉大的什

麼。他與那些大比丘，一般認為是這樣。比丘中有很多是還未證得阿羅漢果的，但那一千多

人是已證得阿羅漢果的，所以稱為「大」，這個說法亦通，那些大苾芻。眾是什麼？眾字是

指 sa ghaṅ ，sa ghaṅ 這個字何解？就是皈依三寶，第一是什麼？皈依佛，namo buddha是

不是呀？namo buddhaya 皈依佛寶。

第二皈依佛所說的法。法，梵文是 dharma，namo dharmaya。dharmaya－法，

namo－皈依，皈依法。

第三，namo sa ghayaṅ 。sa ghaṅ 作為一個語句的尾句就是 sa ghayaṅ ， sa ghayaṅ 即

是「眾」字，譯做和合眾，和合的眾。「眾」有很多種眾的，三個人以上成為一組者謂之

「眾」。有些不和合的，整天打架的，那些不是的。和合的眾，大家生活上，思想上，都是

很調和的，很團結的，稱為和合眾。意思即是三個人以上的團體，有規律的團體。佛教徒，

三個佛教徒以上所組織成的，有生活規律的，有共同思想的團體，叫 sa ghaṅ 。

那個 sang字呢，中國人音譯的時候是不譯尾音的。sa ghaṅ 他們譯做什麼？他們只譯

sang，很多人把 sang譯做僧。sa ghaṅ 就是教團，即現在基督教，天主教之教會。那些人

叫一個出家人做 sang，但一個人如何能叫做 sang呢！三個以上，有組織的團體才叫做

sang，一個人就不叫做 sang，我們的祖師把這個混淆了。

一個出家人叫做比丘 bhik uṣ ，女的出家人叫做 bhik uṣ ṇī比丘尼。多於三個以上，有組

織，有規律的佛團，即一個教會，然後才叫做 sa ghaṅ ，這點不可不分清楚。「與大比丘

眾」，由一千二百五十個苾芻所組成的僧團、教會，僧團裏面總共有一千二百五十人那麼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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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是一起，一起住在那裏。這是通序，很多本經也是如此說法。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大阿羅

漢。」這也是通序，《阿彌陀經》也是一樣。通序解釋完了，跟著看別序－這本經特殊的序。

你看「爾時世尊，於日初分，整理常服，執持衣鉢，入室羅筏大城乞食。時薄伽梵於其城中

行乞食已，出還本處；」

這個「還」字可讀音「船」亦可讀作「環」。「飯（音販）食（音字）訖，」不要讀成

「飯食訖」，「飯」字讀「販」音，凡、販、飯，「食」字讀音「字」，「飯食訖，收衣鉢，

洗足已，於食後時，敷如常坐，結加趺坐，端身正願，住對面念。」「爾時」，爾時即是那

時，那個時候。「世尊」，釋迦牟尼世尊。在未乞食時，將要出門乞食時。

「於日初分」，於日的初分。我們現在一日分廿四小時，從前我們中國，未有西方傳入

時辰鐘前，一日分作十二個時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劃

分成十二個時辰。印度古代一日分作六個時辰，六個時候。後來晚期有些國家，六個時辰不

夠，就將一日分作八個時候，一日分做八節。普通的分做六節，有日光時分做六節，夜晚又

分做六節。不是，應該是白天分做三節，晚上又分做三節，剛才說錯，講得太急了。二三如

六，一日分做六個時候。

白天分做三部份，日的初分，「分」即一部份，最初那部份。日的中分，中間那部份，

即中午那部份。日後分，即下午時分。夜間就分夜初分，二更天以前。夜中分，三更天左右。

夜後分，天亮前那部份。晝三時，夜三時，合為晝夜六時。晝夜六時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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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古代生活簡單，不用分作十二個時辰，亦不用分作廿四個時辰，六個時辰足夠了。

後來當然不夠，後來社會生活進步，那就不夠了。早上的初分，日初分。日的中分大約是現

在早上十時半以後，一直至（下午）二時多，那部份就是日中分。由曙光初露至十時、十時

半左右，就是日初分，那時就開始乞食。「整理常服」，整理好日常服。 

如何整理常服？常服就是通常穿的服裝，即是經常所用的服裝，不是特定的服裝，就是

常服。常即是 common，整理好常服。當時一個出家人，當時只限三套衣服，日後便不是

了。（當時）佛與弟子都只得三套衣服，是三件不是三套。一件大衣，即現時所謂袈裟。一

件中衣，普通的。一件是襯衣，即內衣，共三件。印度天氣不冷，在亞熱帶與熱帶區域活動，

不冷的，所以不用穿綿襖的，三件衣服就足夠了。那大衣又如何？入城乞食或有人布施請他

說法，或請他開集會，就要穿的，是莊重點的衣服，那一件大衣。

第二種中衣，平常回到寺院說法，講習時用的－中衣。

第三、貼身的衣，內衣，穿在裏面的，即是襯衣。所謂常服，就是這三件。整理常服你

認為是指他穿那件呀？入城他要穿那一件？大衣，是不是？當然是大衣。中衣是平時佛說法

用的。入城見人乞食，他要整理的，差一點他就要執正它的。

「執持衣鉢」，捧著鉢，整理衣服。拿著鉢－持衣鉢，鉢字是梵文，不是中文。

你們看看第六頁（新書二十九頁），第四行，有一個好像英文字母的，那是什麼？

p traā ， p讀 b音，梵文的拉丁字母，拉丁化的梵文來的。p traā ， p讀音 b。p traā 意譯就

是應量器，應是適應，量是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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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適應份量？一個人所吃的有限的食物，剛剛夠一個普通人所吃的，盛載你所吃的食

物。同時是剛剛是人家施捨給你的份量，不可以太多，有個份量限定的，叫做應量器。即是

每處乞食，就拿著鉢，如一個湯碗大小，一個普通的湯碗，盛滿一個湯碗便了，不可以貪多

的。適應他人能力可以施捨給你的，又適應你所能夠吃的，最多就吃一湯碗飯，你能吃多少！

是不是？叫做應量的器。

亦於是譯成中國（文），人們音譯就譯了 p traā ，但 tra這尾音又不譯。只譯了個 pa字，

那便是 ba，pa字的音。所以現在的鉢字，本來是從梵文來的，把佛經裏面的梵文帶入中國，

現在變了中國字，不當作梵文了。就像我們現在講鉢，我們去買東西，拿個鉢來，其實就是

p tra ā 這個字。「持鉢」，拿著鉢。「入室羅筏大城」，入室羅筏大城那個都城處。乞食。

......

那時薄伽梵，那時，就是在乞食的時候，薄伽梵世尊，即當時的世尊。「於其城中行乞

食已」，於，即在，在室羅筏大城之中去乞食。已，即之後，乞食之後。佛經常常用這個字，

XX已，即 XX之後。

出，即出城，因為他在郊外。還，讀作船或環，返回本來住的逝多林給孤獨園。返回本

處，大家會食，即大家一起吃。吃完一起做什麼？「飯食訖」，這個詞是中國特殊的文法，

飯字不讀飯而讀成販，凡、販、飯，即音販，動詞，是個 verb來的。食字不讀作食，讀作

字，食者即煮好的飯。飯（音販）食（音字），即食那些飯。為什麼是這樣呢？這與佛經無

關，中國古來的文化是這樣的。

我們讀過《論語》－孔子的語錄，年輕人很多未讀過。孔子的說話，「飯疏食」，他說

我飯食，疏食就是很粗疏的飯，食即飯，我吃一些很粗的飯。「曲肱而枕之」，連枕頭也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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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彎曲之手肘，來做枕頭。「樂亦在其中矣」，我生活得很快樂。孔夫子這樣說。飯疏食

中的飯字作食，即英文的 eat字。飯食訖，即 ate，吃完了，吃多少飯？吃完了。訖，即是

完。「收衣鉢」，把大衣收好摺好，把鉢收好，當然要洗淨。

當時印度人是不穿鞋子的，赤腳的。佛亦是赤腳，所以要洗淨雙腳，「洗足已」，把雙

腳清洗乾淨。吃飽了，那又該如何呢？「於食後時」，於，即在，在吃飯後的時候。「敷如

常坐」，是席地而坐的。

剛才那課本，畫了個佛像，畫那些人全都坐在凳子上，這其實是不對的，當時的人是席

地而坐的。我們中國孔夫子的時代亦是席地而坐的，那裏有凳這樣坐的。後期，戰國以後才

坐椅子的。你們看看，做電影的比較好一點，劉邦和楚霸王項羽都是席地而坐的。那個時候

亦是席地而坐，椅子是後來從北方胡人、匈奴那邊傳過來的。

佛當時是席地而坐，在地上坐，但不能隨便坐在泥地上的，於是在地上敷設一張什麼。

敷好坐位，鋪好坐位而坐。可不可以坐高一點？當然是可以墊高一點的。當時佛在中央，一

定是會墊高一點的。高一點的是師子座，特別高的。敷，即是把坐位鋪好，這個坐。「敷如

常坐」，如常坐是什麼？平常每天的坐，如常般坐。如常坐中的坐字是名詞。加趺而坐，下

面的一個坐字是動詞。加趺，有人在加字加足字傍，那是錯的，不對。加即交加、交叉。趺

即足踝（腳眼），交叉足踝，足踝的位置叫趺。把雙腿交叉而坐。這樣坐可使腰背直，不會

曲，同時坐的時候得平衡。兩個膝蓋緊貼在席上，脊骨、尾龍骨亦是接近席面，同時臀部的

骨又貼住席，形成一個十分安定之平衡。不會搖擺，不會打嗑睡。這是加趺坐。

現時所謂加趺是當時印度的一種格式，有的雙加趺，有的單加趺。普通的坐，就單加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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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人很少人用雙加趺。左搭右，左腳的趺架在右腳的膝蓋上，右腳的趺架在左腳的膝蓋上，

那是單加趺。雙加趺是兩腳蹺起，是入定時才用，普通講話時是採用單加趺的。有些在講話

時是採用雙加趺呢，不必。有些中國人是不習慣的，尤其是老人家。有些人不通的，一定要

加趺才行，贛的，不習慣。譬如有些西洋人要踢足球等等，你要他的腳加起，加不了的。是

否不加趺就不能入定，那不是失去了入定的權利？這些人所見太少了，所以有這執著，這叫

做法執。中國人如果不行也不打緊，是這樣（隨便）坐的，不一定要加趺。

各個民族有各人的習慣。如中國古人靜坐，你們沒有讀宋明理學家的書，不知而已。宋

明理學家，大部份都有靜坐。宋朝的理學先生程子，天天都靜坐。你們有沒有聽過這個典故

－程門立雪？年輕人有沒有聽過？聽過沒有？ 程即程子－程頤，一個理學先生，子程子曰

那個程子。程子經常靜坐，如果學生找他，你以為他為你講書？你站在他身傍，他在靜坐。

有一個學生，很高級的學生叫楊時，他是（程子的）一名很得意的學生。你們現在坐著聽書，

古時的人是站著聽老師講書的。平常的生活，老師跟學生，是學生站在一邊，老師坐在一處

的。楊時站在他傍邊，站著廳的傍邊，站在老師旁邊。老師沒有話說，就靜坐、打坐，一打

就半個時辰。楊時不敢離開，他站在那裏，而老師則在靜坐。剛巧靜坐時下雪，就像我們這

裏今早下雪，積了數吋雪。在天井外之庭前，有數吋雪，這位楊時不敢離開一直站著，等待

老師出定才離開。

他一直站，直至程子出定，睜眼看見他：「你還在這裏？」「對，老師入定我不敢離開。」

「好呀，你現在可以離開。」有這麼一回事，讚美他在程門，在程子門下，下雪時還伴在老師側，

有這麼一則故事。程子入定，朱子又如何？同樣入定。我們佛教徒入定時，用眼看著鼻尖。朱子

亦教人看著鼻端白，望他的眼裏像是白白的。他說入定時眼要垂下，但不要全合上，看著鼻尖白

白的那裏就是了－目視鼻端白。即是說朱子入定，宋明理學家中有些人入定入得很好。不要以為

是佛教徒才會入定，宋明理學家很多對入定很講究的。道教徒入定也很講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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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父、修女又如何？有些教派是坐著入定，有些是跪著的，彎著腰如這樣托著而入定，

他已入了定，跪著一樣可以入定，他跪著可以很舒服，趴著更舒服。又再說回本文，「結加

趺坐」，雙腳交疊在一起，一隻腳、單腳亦可結加趺坐。「端身正願」，身體很端正。即不

會彎曲，不會挺起，亦不會左傾右傾－端身。

正願，願指意志，意志是很正的，不會是胡思亂想。願是什麼？整天都願度眾生，普通

一般人是願證涅槃。佛當然可以證涅槃，他有這正的願。「住對面念」，住是保持。對面是

對住個境，不是胡思亂想。境是什麼？一切的真理為境，對著真理，思惟著真理。對面，把

真理對著自己的面，時時這樣的思念，不會胡思亂想，想到別處，就是「住對面念」。面對

涅槃，面對真理。念是念頭，講這種面對涅槃的念頭。

我們又看看鳩摩羅什是怎麼譯的，第六頁（新書三十頁），第八行，秦譯，即後秦鳩摩

羅什譯。「爾時世尊」，那時世尊。「食時」，當他應該要吃東西的時候。「著衣持鉢，入

舍衛大城乞食。於其城中次第乞已」，依著次第乞，每組乞十家。「還至本處」，回到本來

住處，即祇樹給孤獨園那處。「飯食訖」，吃飽飯了。「收衣鉢，洗足已，敷座而坐。」。

一般人歡喜讀做「販」。 你讀上口，玄奘法師譯成四字一拍子，有拍子（節奏），四字一

拍子很美麗的。這個是別序，一個通序跟一個別序合成為序分、序論，即 introduction。完

了。下面（甲二）第二部份－正說，正式這本經文的對答。

你看看正說，普通一般人叫正宗分。又分兩部份，又分二，（乙一），（乙二）。（乙

一）、我曾經講過《金剛經》分成兩個單元，兩 part來講的。第一 part初周說，即第一個

單元，是教人如何修行。第八頁（新書三十一頁）。第二個單元，第二 part，即第二個

circle，除增上慢。修行的人每每有增上慢的。你現在看看，這人吃數天齋就像變成佛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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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西方極樂世界，已給他一個位坐一般。你們這些是凡人，我們這些已經希聖希賢。你們可

曾見過這類人，很多這類人的。

他讀了兩本經，還未通，但就像是天人師了，你們這些凡夫俗子。未曾到那樣就做成那

樣，增上，勉強增加，即現時所謂吹漲了。慢，起了傲慢心，勉強把自己吹漲了。修行的人，

第一 part就教人如何修行，修行很好。但修著一段時間，就會抬高自己，吹漲了自己，起

增上慢，強把自己的傲慢抬高了。那如何除去？如果你不除去，一樣不能夠證果的。

你又說他人凡夫俗子，但你又有增上慢，那你又如何？人只會要求人家，但不會要求自

己的，是不是呀？人多數是這樣的，老說人家不對，有時得自己檢討自己才行。現在說（乙

一），先說第一 part－初周說，教人修行。這處又分兩部份，（丙一）、（丙二）。（丙

一）、當宗請說。當者，對著，宗者，解決疑問。這本經的宗旨是解決廿七個難題疑問。對

著這個宗旨，請佛說法－當宗請說。（丙二）、廣釋眾疑，很廣泛地解釋各個疑問。眾即各

個，英文眾即many。疑問呢 question？解答很多疑問。

現在先講當宗請說。（丙一）、當宗請說，當宗請說裏面又分四點，（丁一）、（丁

二）、（丁三）、（丁四）。（丁一）、善現讚請，善現是當時一千二百五十人中的一個，

佛的十大弟子之一，解空第一，在千多人中對於空的道理了解得最深。這人叫善現，音譯是

須菩提（subh tiū ）。玄奘法師就意譯為善現，是一個人名。讚請，讚美佛。世尊你教導我

們，真好了，讚美佛。讚完後請他說法。

（丁二）、世尊許說。許即答應。釋迦世尊答應他，給他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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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三）、善現希聞。善現表示你願意講，我很希望、很願意聽聞。

（丁四）、隨問別答。兩師徒你問我答，我問你答。隨著你提出的問題，釋迦佛跟著回

答－隨問。別答。即各別地就你提出的問題各別答覆。這樣解說，是不是太簡單？聽懂嗎？

最重要聽得懂。聽懂嗎？我先講（丁一），善現讚請。善現讚請分二，第一是讚，而第二是

請，讚完後請。首先稱讚。就如今天的人向他人借錢一樣，先給他戴頂高帽，然後才請他幫

個忙，諸如此類，很多時笑話是這樣的。先稱讚然後請求他說法，先講讚、讚歎。

（戊一）是讚歎。善現讚佛，「時諸苾芻來詣佛所，到已，頂禮世尊雙足，右繞三匝，

退坐一面。具壽善現亦於如是眾會中坐。爾時眾中，具壽善現從座而起，偏袒一肩，右膝著

地，」「著」讀音著。「合掌恭敬而白佛言：『希有世尊，乃至如來、應、正等覺，能以最

勝攝受，攝受諸菩薩摩訶薩；乃至如來、應、正等覺，能以最勝付囑，付囑諸菩薩摩訶

薩。』」這幾句是讚「時諸苾芻」，當時一千二百五十個苾芻。

「來詣佛所」，佛當時自己坐在那處，眾比丘仍在外面並未進入，佛就端身正念坐著，

千多人走進來。詣即到。佛所即那處（place）。到已即到達之後。「頂禮世尊」，五體投

地般頂禮，用自己頭頂，貼在地上世尊雙腳，以自己最尊貴之頭頂，貼下至他最卑下的腳那

處，以示恭敬。「頂禮世尊雙足」，向世尊雙腳處頂禮。頂禮之後，「右繞三匝」。如何右

繞呢？

古代的人見尊長，見帝王都是這樣。如果佛坐在這處，這個人便向佛頂禮。頂禮後合掌，

合掌後頂禮完畢。他就向右，合掌朝著佛，向右走到轉角處，然後回來，然後再回來，向右

繞。三匝即三周，這是當時的禮節。為什麼會是這樣呢？這是民族的習慣你不必理。你知道

18



嗎？中國人古時見皇帝是怎樣的？幾十歲老公公，要跳舞的，三呼萬歲，你知嗎？拿著象牙

做的條簡，寬袍大袖的。叩完頭，拿著那條簡像在戲台上舞至左邊，又由左邊舞至右邊。

原來見皇帝要如此舞的，幾十歲，蓄著長鬚，穿著寬袍大袖全身錦繡，拿住條簡來舞的。

拜舞，是十分複雜的。各民族有各民族的規矩。對不對？即基督教徒有基督教徒的規矩，天

主教徒有天主教徒的規矩，佛教徒又有佛教徒的規矩，中國古時朝廷有朝廷的規矩。

現在那些大使去見外國那些總統、皇帝，遞國書的時候，他亦有他的規矩。閱兵有閱兵

的規矩。這些我們不必批評，入鄉隨俗，是那個民族的人，那個社會的人，就跟著那個社會

的規矩去做。向右面繞三匝，印度右邊是表示吉祥，左邊是表示黑暗，表示罪惡，所以他向

右繞。三匝即三周。然後退坐一面，走回座位一邊坐下。

一大班比丘，亦頗壯觀。一大班千多人右繞三匝，即如現在念佛七差不多。念佛七就是

跟他一樣，南嘸阿彌陀佛，一住行一住念，一住右繞，很多時就是這樣。像現時打佛七般的

繞法是什麼？就是當時右繞三匝傳入中國而變相而成的。「退坐一面」。當時有一位長老具

壽，壽者壽命，具有壽命的人，那即長老，如基督教稱的長老。為什麼不乾脆叫長老？鳩摩

羅什為什麼譯做具壽而不譯成長老？長老二字沒有具壽那麼好，為什麼呀？壽命有兩種，第

一種是年紀大的壽命，即長壽，是生理上的。第二種壽命的是智慧的壽命，叫慧命。如果是

長老只表達了年紀大而已。而他具壽即具有兩種壽命，不單是年紀大，只是老又何用？

現在的人，動不動以為老就有用，其實老有什麼用？我現在老就有膽量這樣說，如果年

輕就會給人家罵，我今年七十多歲，你要有我這般老，才可以罵我。老沒有什麼用的，舉動

遲鈍，思想緩慢而已，有什麼好呀？且那頭近。只單單是老是沒有用的。萬事不如身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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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是精神爽利，年富力強才是最好的。

我是這麼老才有膽量說，十年前我不敢說，不然一定給人家罵。我今年七十多歲，你沒

有我這年紀？你有我那麼老，你還未有幾十歲，就無資格講。具壽即是兩種壽。慧命好，廿

多歲人都可以有慧命的。有的廿多歲已很聰明很了不起，有的七、八十歲都不及廿多歲。

我剛有一朋友過身，九十多歲才死，學佛七十多年，對佛經毫無了解。老，單是一個老

字有什麼用呀？年輕人，不一定是老人家、蓄鬚的才有慧命。智慧的增長，是具有兩種命的，

才稱得上是具壽。「具壽善現」，他的名字是善現。「亦於如是眾會中坐。」如是即這樣、

這些。亦在這樣的大眾會合中坐下。「爾時眾中」，在那個時候，大眾人之中。「具壽善現

從座而起」，他本來是坐著的，現在站起來。「偏袒一肩」，平時的衣服是搭在肩上，直至

行大禮的時候，就將這一面拉下，露出右肩。

這表示什麼？表示坦白、誠懇、沒有欺騙。印度人偏袒右肩，右代表吉祥，左代表黑暗、

罪惡。偏袒右肩表示真誠、坦率。「右膝著地」，右邊的膝蓋跪在地上。古時的人不是雙膝

跪的，右邊的膝蓋。這影響著清朝的打千，封建的大官，單膝跪下，一隻手按著足踝，這叫

作打千。右膝著地原來是印度的禮法，「右膝著地」，又叫做胡跪，胡人是這般跪的。「右

膝著地」，為什麼要右膝著地？表示什麼？表示謙下，我很謙下地請教，表示降服那種增上

慢心。「合掌恭敬」，掌即十指合在一起，表示精神集中專一。

你們看看甘地的照片，叉手合掌的。一般中國人是這樣的雙掌拼合，兩種做法都行，這

樣行那樣也行，這樣自然雙手叉起。印度規矩是右搭左的，右邊那隻搭在上面。密宗東密就

採取這合掌，叫做金剛合掌，密宗合掌有三種。這是佛道的合掌，這個亦稱蓮花合掌。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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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菩提合掌，一般表示合十為一，表示把散慢的精神集中。「恭敬而白佛言」，白即對他

說，即對佛說，如何講呢？「希有世尊」，希有即難得，希者，少也，少有的，難得的世尊啊。

世尊很多各號的，有的叫如來－如者，宇宙的本體真如，他證得真如後，來到化度眾生就叫

如來。又叫應－應該受人、天之供養，值得供養叫做應。正等覺－他的覺悟，正是覺悟，不只是

覺悟的一部份，而是各方面平等的覺悟，叫做正等覺，又正又等的覺悟。他有很多名號的。乃至

是什麼？即是英文的 etc差不多，又與中文的（等等），乃至即是……。他中間還有很多名號的，

又叫如來，又叫做佛，又叫調御師，又叫調御丈夫，又叫天人師，很多名號的。佛有十個尊號，

他舉前兩個，舉後兩個，中間用乃至連結。「希有世尊，乃至如來、應、正等覺」同指世尊，希

有的佛啊。你「能以最勝的攝受」，什麼是攝受？攝者，保護，攝護，受者，令他受益。

老竇教仔，也是經常保護兒子，令他受益的，攝受兒子。老師教學生，亦要保護學生，

令學生得益，即攝受學生。領袖領導一群人，即攝受那群人，保護那群人，令他們得益。如

來能夠以最勝的、最優勝的攝受。這個攝受是名詞 noun來的。「攝受諸菩薩摩訶薩」，這

裏的攝受是 verb 動詞來的。用一種最勝的攝受來攝受那些菩薩摩訶薩。

菩薩兩字梵文 bodhisattva，中國人翻譯時略掉尾音。bodhi即覺悟，sattva即眾生。

bodhisattva即已經覺悟的眾生，即不是凡夫俗子，bodhisattva，中國人簡稱菩薩。摩訶

薩是什麼？摩訶 maha即大，薩即薩埵，即大眾生。即不是小眾生，是大眾生來的。

Bodhisattva mah sattvaā ，那麼多個字，中國人縮為菩薩摩訶薩。意思即是菩薩，大菩薩，

已經覺悟的有情，不是那些泥雕木塑。木塑泥雕那是什麼來的？那些是菩薩的像，佛的像，

要加一個像字才對。

如果是真正的菩薩不是用泥做的，不是用木做的。是用什麼來做呢？會思想，會修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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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才是真菩薩。你們各位才是真菩薩，但在神龕、佛龕內的那個，反而不是真菩薩，那只

是佛像。如果各位是發了菩提心的，位位都是菩薩，活的菩薩，不是死的。能夠攝受那些菩

薩摩訶薩，攝受者即教導他們，讓他們得益。

「乃至如來、應、正等覺」，本來應該是「希有世尊，乃至如來、應、正等覺。」應該

是如此…。大根大器那些大的菩薩，為了令他了解，佛直接教他。攝受，令他得益。

有些初學的菩薩，他還是混混噩噩，很多事還是不懂的又如何？佛是不能夠跟身的教他，

那就付囑，付囑即交待。這裏有一個不甚懂事的小孩，一會兒要教他，我現在付囑給你，付

托給你，你要負起教懂他的責任。付囑那些大菩薩教導那些小菩薩，這就是付囑。以最殊勝

的攝受即是教導，教育那些高級菩薩，又能夠以最殊勝的付囑，付托給大菩薩，讓他們教導

小菩薩。這是讚佛。如何對應鳩摩羅什的翻譯，你們自己回去對好了，我不再花時間給你們

對了。讚完後開始請佛。請，讚完跟著請，請他說法。陳請、陳述自己的請求，第九頁，第

四行（戊二）陳請。

「世尊，諸有發趣菩薩乘者，」乘讀音盛不要讀成，乘（音成）即 ride，騎，或坐車。

乘（音盛）即 vehicle，菩薩乘即菩薩所坐的車。「「應云何住（往字錯了，請把它改正，

住字）？云何修行？云何攝伏其心？」作是語已。」須菩提即善現就說：「世尊啊，」。諸

有，諸者多於一個。梵文有 number的，有 single number，plural number等等，有

single number，double number，plural number三種 number。

一個即 single number，二個即 double number，三個即 plural number，眾數。因

為是眾數，所以加上諸這個字。「諸有發趣菩薩」，即眾生中有些人；發即發起志願，即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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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心；趣即趣向。發心趣向。「菩薩乘」。佛家的修行分兩種，一種一般人稱它為小乘，當

時不叫小乘，叫作聲聞乘。我們用現代語言即小乘，small vehicle，車較為小，只足自己一

人坐而已。大乘，large vehicle，大車，除了自己坐外，還可以載很多人的。

意思即是什麼？小乘的人怕生死輪迴，修行修至成阿羅漢證涅槃就停止了，不再輪迴，

xxx，輪迴沒有意義的，這是自了漢，人稱作小乘，小車。那些能夠救世的，自己固然能得

涅槃外，還要帶很多人一起，自利利他的。大車，能夠載很多人的，即 big vehicle或 large

vehicle，大乘。乘音盛。古代四匹馬拉一輛馬車叫做乘，引伸為一輛車，一輛大車，即發

心修行大乘而不是修行小乘的人。大乘又稱菩薩乘，是菩薩所修的。小乘則是聲聞、羅漢所

修的。發心修菩薩乘，記著菩薩乘者即大乘。 

「應云何住」，應即應該。云何即怎樣，即英文的 how，怎樣。住即保持，保持他的

立場。一個人必定要有立場，不然便會朝三暮四。他今朝基督教，今晚卻又改信天主教，明

天不如攪攪道教也不錯。今天社會主義，明天資本主義，後天又三民主義什麼，把持不定，

無所住即站不穩腳根。「應云何住」，怎樣站穩立場？住即堅定，不動，意志堅定。「云何

修行」，怎樣…，只是住心說我現在做好人？這是不行的。時常跟人說，我做好人。你要真

的做好人，行好事。又如說我現在學佛，這一類人是沒有用的。現在又說不是，實在現時有些

佛學家。尤其是序分那裏，「佛」字要加「家」。

我有一個朋友張澄基，有一個佛學會圖書館，大賣報紙，說我們買了本《佛學今詮》，

是張澄基博士什麼？真是蠢，科學家的理論是千變萬化的，本來是光粒子，忽然變了波動論。

一刻就說什麼光粒子論，quantum 量子論。現在也不知是什麼子論了，是不是？那群人希

望拿到諾貝爾獎，無奇不有要創立一些新理論來說。你講佛法談什麼，即等於它們的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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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完全是錯誤的。從前的人呱呱叫，香港有一位忍慧法師即顏世亮及馮公夏，說釋迦牟尼佛

二千多年前已經知道這世界是由原子組成的。

現在西方把物質分析很微細，就叫做 atom 原子了，佛早已知道，你們這些科學家晚了

二千多年。以為說得很好，但現在他們已經不說原子論。所以你整天把佛法與人家科學比，

人家過了十年八載，人家已進步了，你佛法是否落後？若說兩者相同，到底那即是你前一部

份還是後一部份？所以你說佛法，佛法即是佛法。你科學家一百年前，一萬年前也好。我現

在說我的佛法，不是說你的科學。

如果科學家希望研究，請你先來讀佛經。是不是呀？如果佛教徒希望學科學，你應放下

佛經，找科學書來看。各有各的對，各有各的部門，不需要說我這個說法等於你那個理論。

人家的理論失效，你跟著也失效，是不是？現在我一個國家，我們有些貨幣，如果跟英鎊掛

鉤，我們跟英鎊匯率相同。那是好的，但你要求神拜佛，保佑英鎊匯率不會掉，不然你會跟

著它下跌。所以我們認為不要掛鉤，不要與科學掛鉤。你說你的。

我朋友張澄基，結果亦攪不好。他雖是信佛，臨死時才研究道藏，何解？他怕死，七十歲了

怕死。他認為佛教徒常修止觀，也不會長壽的。不及道家，道教可以用氣功練成卻病延年這一套。

他說佛法雖然很高，但一個人死了，多高也沒用，所以維持我們生命長久才成。佛教沒有這一套

東西，所以用道教取氣功補佛教之不足，誰知只保得兩、三年，他自己也走了、死了。

他的朋友邢述之，特別打電話告訴我，張澄基過了身。我就說該死了，好朋友。八十歲翻頭

嫁，幹什麼？七十歲人再去研究道藏，練氣功，那不是死路一條，真該死。為什麼你不同情他？

我個人是斬釘截鐵，硬鐵、硬漢的，不合理的就該死。如果他是我的兒子，我也說他該死。

〈第二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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