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今皆欲令無邊那麼多的有情皆能證得涅槃。這樣為之最勝，並不是說給他錢。你們

看看下面這樣。涅槃有四種：第一種，記著，叫「自性清淨涅槃」。自性即是本質，本質是

清淨的，本來是清淨的，不用修行都可以清淨的那種涅槃。即是什麼？諸法之實體，即是真

如。如老子所說之「道」般。

這個真如，在未成佛，在此之前，在被貪瞋癡煩惱纏縛的時候，這個真如已經存在。

不過我們不叫它做真如，我們稱之為「如來藏」。這個真如，在我們還在被煩惱纏縛的時候，

我們稱之為「如來藏」。諸法實體。諸法實體是個什麼？英文譯做 reality，即實在。諸法即

宇宙萬象。宇宙萬象最後的實質。這個宇宙萬象的實質－這個 reality，性本寂靜，本來無所

謂苦的。一切有情本然具有，人人皆有，貓、狗、老鼠、蟻，都有這個涅槃的。不假他求，

凡夫與聖人都是沒有分別的。

釋迦牟尼的自性涅槃，和蟻的自性涅槃，都是一樣的。人人都有的，蛇蟲鼠蟻，個個

都有，這個涅槃你下地獄的都有。第二個叫做「有餘依涅槃」。現在解「依」字，「依」者

身體。我們的精神、神色是依這個身體而存在的，「依」即身體。「餘」即殘餘，即一個人

已經證得涅槃，還有一個殘餘的身體，還未死。

有一個法師，他已經證得涅槃，但他還未死，他所證的涅槃，即是自性涅槃來的。但

我們一般人未證得，而他證得。那他證得之涅槃，便稱為「有餘依涅槃」。他證得涅槃，但

仍然有一個殘餘的身體，還未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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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你們解說，即能生苦身的因已盡，能夠產生這個有苦的身體的因，前生的業因已

經盡，不再有下一世苦的身體。尚餘苦依，尚剩下一個有苦，有生老病死，有苦的身體，仍

未死去。苦依未盡，有苦的身體未盡。異熟身猶在也。異熟即果報，前世所作業所引起的這

個果報身，還存在未死，但他已證得涅槃了，那個涅槃便叫做「有餘依涅槃」。其實只是

「自性涅槃」顯露出來而已。

第三個叫做「無餘依涅槃」。如果他已證得「有餘依涅槃」，他壽命應有九十歲的，

而他現在已經九十歲了，斷氣死的那個時候，那他便證入「無餘依涅槃」。他殘餘的身體也

沒有了，生死的因已盡，所餘剩苦的身體亦已滅了，叫做「無餘依涅槃」。你成了阿羅漢，

你便證得「無餘依涅槃」了。證得阿羅漢，而你未死的時候，你便證得「有餘依涅槃」。你

死的時候，便證得「無餘依涅槃」。未成阿羅漢的人，如你和我，以至蛇蟲鼠蟻，人人都有

的涅槃，那個涅槃便叫做「自性涅槃」。

此二涅槃，即是那兩個涅槃呀？「有餘依涅槃」和「無餘依涅槃」。三乘具有。三乘

即第一大乘、第二聲聞乘－小乘之一、第三獨覺乘－修緣覺行的，這是三乘。三乘的人都可

以證得「無餘依涅槃」，而非凡夫－凡夫是沒有的。這兩個涅槃，即「有餘依涅槃」和「無

餘依涅槃」，是凡夫所沒有的。凡夫只有「自性涅槃」。

第四個涅槃，叫做「無住處涅槃」，簡稱「無住涅槃」。如何無住？我跟你們解說。

謂由大悲故。因為他有大悲，他不忍心捨棄眾生而入涅槃，是為謂由大悲故。他不住涅槃。

他不入涅槃，明明可以入涅槃而他不入涅槃。由般若故。不入涅槃，那便應生死輪迴，但他

又不怕。何解？他有般若，有智慧，由智慧來控制，不住生死，他不會受生死所束縛。即是

說既不住涅槃，又不住生死。雖生死、涅槃兩俱不住，即兩邊也不住。而有大悲、大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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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有大悲、有大智，所以他能夠盡未來際，際即時間，盡未來的時間。作諸功德。作種種

救度眾生的功德。此涅槃唯大乘獨有。這處的「大乘」兩字應改為「佛」字，因大乘人成佛

後才有的。這是「無住涅槃」。非二乘之所得共也。不是聲聞、獨覺，即小乘人不可以共享

的。「無餘依涅槃」是指什麼？即是第三種。

來到這處，你有一個問題。言則《金剛經》是大乘的，但是釋迦牟尼佛要人去修小乘，

做阿羅漢？讓他們入「無餘依涅槃」？這不是矛盾？ 「無餘依涅槃」是有兩個解法。第一

個解法是指阿羅漢所入之「無餘依涅槃」，不會再有身體的。他的身體停息了，便不會再岀

現了。你們有些人喜歡讀中國預言的，有一位黃檗禪師，臨出北京，有幾首詩，現代人喻之

為最準確的預言。「日月推遷似轉輪，磋予出世更無因，老僧從此休饒舌，後事還須問後

人。」。

黃檗禪師唐朝落班之後，他離開北京，臨離開北京時，有些人這樣說，只是傳說，他

拿了一個包袱，掛在城門、城牆的一邊，便離開，剩下很多首詩在那裏，便叫做黃檗禪師詩。

如果你現在買一本《中國預言七種》，裏面便有記載。是不是那個黃檗禪師呢？有一個叫做

黃檗禪師的，不是讀「葉」音，在佛教史中的那位是讀作「黃柏」的，如中藥裏面的黃柏那

樣。但是有些人寫黃檗禪師時，作寫作葉字。黃「葉」禪師是不是佛家那位證果的黃檗禪師，

這些就讓研究禪宗史的人去考證了，我不是這一類專家。他掛了一個袋。他說「日月推遷似

轉輪」。這個世界整天又治又亂那樣。

「磋予出世更無因」。我已證得阿羅漢果，無餘依涅槃，不再出世－無因出世。所以

我亦不說那麼多了，故且說二、三百年的事給你們聽聽。「老僧從此休饒舌」。剛剛說到宣

統亡，說完清朝結束便不再多講了。「後事還須問後人」，便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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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佛就叫人做什麼呢？又叫人發最勝心，那最殊勝。那自了漢走了又如何？所以這個

無餘依涅槃有兩個解法：第一、無餘依涅槃本來是指無住涅槃，但當時聽《金剛經》的人，

有很多小乘羅漢在那裏，如果你一說無住涅槃，而他們從來沒有聽過這種說法，那怎麼辦？

那姑且借無餘依涅槃來說了。無餘者，有漏的、有生死輪迴的生命無餘。不是說他無漏的清

淨生命無餘，只是暗示、密意，不是坦白說。無餘依涅槃，這是第一種解法。

第二種解法，無餘是小乘，這是近人的解法。大乘，小乘，這是我們勉強區分而已。

佛當時是沒所謂大乘，小乘；沒所謂無餘依涅槃，無住涅槃，其實都是無住涅槃來的。無餘

者，即他沒有了有漏的、有生死輪迴的身體叫做無餘而已。沒有了這個身體，他另外有那個

無盡功德、無住涅槃、清淨的身體。所以無餘依涅槃只不過是假說，其實全部都是無住涅槃

來的，所有眾生都能成佛的，也有人是這般解法。

關於這個無餘依涅槃或無住涅槃，這裏有很多爭論。我把這些爭論總結給大家看看。

第十四頁（新書四十二頁），第二行，問：「何故不說無住涅槃？」經云無餘依涅槃，為什

麼不說無住涅槃而說無餘依涅槃？何解？我現在答你：「為顯三乘共通故。」因為當時在聽

經的人有聲聞乘、有獨覺乘、有大乘，三乘的人。如你只說無住涅槃，只是對大乘的人說的。

聲聞，獨覺的，都沒有份兒。只有無餘依涅槃則三乘均會有，因為大乘的人一樣都會有無住

涅槃的，所以他要用無餘依涅槃。無住涅槃唯佛獨有，是故不說。這是第一個解答。

第二個解答－問：經云，即《金剛經》這樣說：「所有諸有情，有情攝所攝，若卵生，

若胎生等等….. 我當皆令於無餘依妙涅槃界而般涅槃」。記著，般涅槃即入涅槃，是動詞。

涅槃 nirv aāṇ 是個名詞，是一個 noun，英文的 noun來的。般涅槃 parinirv aāṇ 即入涅槃，

是一個 verb，便叫般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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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所有人都入無餘涅槃，豈不是這個世界將來沒有了。如基督教徒所說，一切全被

消滅？是不是？是則一切有情定離生死，即沒有眾生。唯有涅槃實體，只有這個涅槃實體，

這個宇宙，死寂了，恆常不變。宇宙猶如頑物，即死物一樣，了無生意，那又有什麼興趣呢？

一片灰淡之色，全無生意，所有人都入了涅槃。又此時有體無用，只有涅槃體但不會起作用。

一些生意都沒有，那又如何可通呢？

外人這樣問，我答他這個問題：無餘涅槃並非有體無用，只是有漏的苦因和苦果永盡。

有漏即有煩惱的，不由自主的苦因苦果永盡，便叫做無餘。並非無大悲大智，並非沒有悲智

等這些清淨的作用流行，並非。非因有情入涅槃而變成沒有了，並不是一個眾生，當他入了

涅槃後而變了什麼？zero，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不是這樣解的。以何為證？有一本論叫

做《金剛般若不壞假名論》，現在《大藏經》內有這本論的，你自己查。這本《金剛般若不

壞假名論》這樣說，無餘涅槃者何義？無餘涅槃是什麼意思呢？

它答：為了諸法無生性空。當一個修行的人能夠了解，證到一切法本來是不生不滅的，

無生。它的性本是空寂無自性，這便會永息一切有患的諸蘊，永遠 stop了，平息了那些有

過失，有禍患的五蘊，色、受、想、行、識。那時不單沒有了生死輪迴，而有清淨的五蘊。

那時又如何？資用無邊。資用即益也，能夠利益眾生，自利利他的作用無邊無盡。希有功德

清淨色相，圓滿莊嚴。在那個時候，最奇特希有功德，和那種清淨物質的相像。他有物質的

身體，如極樂世界的佛身，觀音、文殊、普賢那些清淨色相。那種清淨色相，不是如我們的

相貌那麼簡陋，是圓滿莊嚴的。能夠怎樣呢？廣利群生，能夠利益一切眾生。妙業無盡，那

些清淨的業無窮無盡，所謂無住涅槃是這樣的。完全用無住涅槃來解釋無餘涅槃，我引它

「是則入無餘者豈無生命？」。不是沒有生命，所以不用怕。入無餘涅槃便等於什麼？如我

們有熱病時，吃一劑涼茶，平息了那些不安寧的境界，而我們安然的生命反為是顯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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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下面的，你們自己看好了。令那些眾生全部都入無餘涅槃，那便是殊勝，給他錢並

不殊勝，保佑他不算殊勝。這樣的心叫最勝心。

第三、發起至極心。最徹底的。如何徹底呢？第十四頁（新書四十三頁）最後那兩行，

「雖度如是無量有情令滅度已，而無有情得滅度者」。

解：雖然這個修行的人，將來成了佛，度無量那麼多的眾生，那麼多的有情，令他們

都得涅槃。滅度即涅槃的別名。

「已」即是之後，令所有眾生都入涅槃之後。實際上是怎樣？那些有情都是假的，都

是空的。所謂有情，都是眾緣和合偶然顯現的。而無有情得滅度者。而無一實的、永恆不變

的有情，得入涅槃的。何解？那些有情的身體都是假的，眾緣和合的。那有情的心不是眾緣

和合，有情的心，心的本質是不變的，即是真如。但這個心的思量作用，都是眾緣和合的。

某人自小受某種教育，自然地他的思想便會傾向那方面。如他受另一種教育，他自然

地傾向另一方面。都是眾緣和合而生，無決定性。所以沒有一個實的有情，有情都是假的。

「何以故？」。為什麼？「善現」，叫他一聲善現長老。「若諸菩薩摩訶薩有情想轉，不應

說名菩薩摩訶薩。」。

如果一個菩薩摩訶薩，即修行大乘的人。一個修行大乘的人，如果這個菩薩摩訶薩，

有一種有情的想念－有情的想入觀念，有一個執著有情想，「想」字這裏作「執著」解。執

著有實的眾生。轉的意思是生起。如果一個修行大乘的人，便會有一個意念，有一個有情的

想，有一個有情的執著，執著有一個實的眾生的話，有一個實的眾生的意念生起，轉即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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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類人便不是菩薩了。為什麼一看你便是中國人？你以為你的本質是中國人嗎？因為你的祖

宗是中國傳統，剛剛你的中陰來投生，投在一個中國血統的家庭。而你自小受中國的教育，

所以形成整個中國人身體性格，不到你自主的，是你前生業力所驅使。你前生業力驅使你，

使到你前生死後，中陰四處飄盪時，你不會飄盪至美洲，不會飄盪至歐洲，你飄盪至中國，

在一個中國家庭投生，只因為你前生業力關係，所以你是個中國人。這是因和緣所決定，條

件決定你。緣即條件，不是你自主，你選擇做中國人那樣。當時你根本沒有這種說法，你的

中陰糊里糊塗。

所以有情都是假相來的，眾生是假相來的。既然有情都是假的，那假不是很可惜、很

可憐？不是可惜、不是可憐，正是假的才好，如果是真的不得了。如果你這一個窮人真的是

窮人，那你以後都是窮，你怎會變有錢？你是真的窮嗎。真即是不變，真金是不會變的。真

的窮是不變的。

如果你真是窮人，你是不會變，那你死定了，沒有希望了。正因為是假，你才有希望。

假的，但你願意努力做生意，努力做人，你由窮變富。假的，因為你這個窮是假的。那富亦

是假的？假富總比假窮好點，假吃食物總比假肚餓好。窮是假的，你不用怕，假才是好東西。

人人怕無常，那些是蠢人，無常是好東西，常便糟糕了。

我們是凡夫，常是永恆的，那我永恆是凡夫，永遠不能成佛！正是無常，我是凡夫，

然後我才可以成佛。對不對？正因為那窮鬼無常，才可以變成富翁。正因為這是一個無常的

世界，以前很多病，是會致死的。因為是無常的，所以科學發達，將來什麼病都可以消滅掉。

無常是好東西，所以你不用怕無常，無常是好。但無我，沒有一個永恆的自己。那不是很慘？

正是好東西，如果經常有一個我，你糟糕了？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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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一個小童，很頑劣、很愚蠢。如果那個我是頑劣愚蠢的，永恆不變的、有一個實

的我便糟糕了，以後永遠不會變聰明。正是因為他是無我，沒有一個實的我，沒有一個實的

自己的，所以可以通過教育，用種種方法，蠢可以變聰明，懶惰教成勤力。就是因為無我、

無常，所以無常和無我是好東西。如果有常又有我，便糟糕了，所以你不用怕。如果是無常

的，你執著為常，那你是凡夫。無我執著為有我，便糟糕了。

有情即是眾生，執著眾生有個我的。轉即起。這一類人是凡夫，不應該稱他為菩薩，

不應該稱他為真正修行大乘的人。至極，什麼是至極？無我的，徹底的無我。度了無量眾生，

實際上沒有一個實的眾生讓我來度。因為我亦不是佛，被我度的眾生亦不是佛，此謂之徹底。

至極心。

第四種，即發大菩提心具備的第四個特點。第十五頁（新書四十四頁）從頁尾倒算第

三行，「無顛倒心」。上文三種不是已足夠嗎？不行，還有無顛倒。如何無顛倒呢？ 在這

裏，本來顛倒是有四種顛倒的，大家一定要記著，如剛才我在解四涅槃般，大家一定要記的。

除非你不是學佛，學佛一定要記的。涅槃有四種。

顛倒又有四種，顛倒有四顛倒。第一種，對於無常的事情，起執著，執它為常。這是

第一種顛倒，無常的執它為常。

第二種，常即是永恆，沒有永恆的事物，執著它為永恆。例如很多宗教，執著靈魂是

永恆的、不變的。永恆不變的叫做常，佛家說這些是顛倒。

第二種，對於無我的眾生，一切眾生無我，是無我的。執著以為有個我，有個永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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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的靈魂，這是第二種顛倒。於苦執為樂，我們的人生是不斷的生老病死等等，人生是苦的。

執著，我們沉迷生死，執著這些苦。執此為快樂。有些人沉迷生死，整天追逐聲色，沉迷生

死，以為很快樂。誰知一轉眼數十年已過，兩腳一伸，什麼都沒有。執苦為樂，（這是第三

種。）（第四種，）於不清淨的事物執為淨。我們的身體全都是不清淨的，我們有誰覺得自

己的身體是骯髒的，他人的才是骯髒的。自己的，我們體內充滿口水、痰、鼻涕，這些髒物，

但我們不覺得骯髒的。有些人寵愛貓狗，很骯髒的。但他們會親吻它，不會感到骯髒的。那

些貓狗多骯髒。有些外國人擁著貓狗睡。人跟人，人的身體是很骯髒的，戀愛時又 kiss，又

如何如何，於不淨計淨。他迷迷暈暈時，對那些骯髒的東西，他覺得是很清淨，是不是呀？

這是顛倒，四種顛倒。以無顛倒的心，教眾生時要令他們不起顛倒心，令人除去顛倒心，

那才是。本來是四顛倒，他現在著重於一種，就是無我執我這一種，最重要的是這一種。為

什麼？因為執我最差勁，世界上一切罪惡、戰爭等都是由我起。何解？我這個國家，你小國，

我大國，我便吞併你。我要得這個國，這個國是我當主人，我是獨裁者，這個國家我要把它

壯大，是我的－我。

本來是你處一角，我處一方，但我要吞併你才安樂的，何解？我。一切罪惡都是由我

生起的，所以特別注重無我。「所以者何？善現，若諸菩薩摩訶薩，不應說言有情想轉。」

為什麼要說沒有那些有情想的意念？我再解這句，善現啊，如果那個是真正修行大乘菩薩摩

訶薩，他便不應該說，他是有這種有情的想念生起。即是說不應該執著有實的有情，想是執

也。印度人很奇怪的，有些人執現時的基督教和天主教所執著有個 soul，有一個靈魂。其實

這個即是我，佛教是不容許有一個我，但你又不應與人家爭論，爭論是無益的。

基督教、天主教叫靈魂，一般人叫做我，印度則有很多名稱，有些人叫「有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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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叫「命者」－有命的主宰，者即主人。有命的主人翁。舊譯是什麼？有情舊譯作眾生、

眾生相。鳩摩羅什把命者譯做壽者相，印度人譯做壽者。

士夫舊譯士夫想，想即想念。士夫鳩摩羅什譯做人、我相、人相。眾生相即是有情想。

壽者相即是命者想。「士夫想」即是人相。眾生相即是有情想。壽者相即是命者想。士夫想

即是人相。「想」、鳩摩羅什把「想」字譯做「相」，我們一起想念，便如有一個相般。

「補特伽羅想」，補特伽羅舊譯…有情和補特伽羅舊譯皆譯做眾生。補特伽羅梵文

pudgala，pudgala譯做數取趣。

趣者即六趣；數者即屢次，即屢次屢次；取即投入。屢次屢次投入那六趣生死輪迴的

那類，便叫做數取趣。舊譯又是譯做眾生－補特伽羅。「意生想」，那些眾生便像我們中國

叫做靈魂、叫做魂魄。意生，像意識般可以到處遊的。意生想又叫摩納婆想，摩納婆是

m avakaāṇ ，被譯作儒童。

道教徒修行，我記得以前我父親，我父親時常打坐，依照道教一本叫做《性命圭旨》

打坐，他打坐時覺得自己，感覺丹田裏面有一個月亮，內有一個玩偶（他自己仍坐在那裏）

升上頭上。離開他的頭頂，還可以望到周邊事物，但他不敢走出來。你們也可以修，只是一

個意生想身，一個幻身。有些人是真的可以走出來。叫做m avakaāṇ ，叫做摩納婆，譯做年

輕人，譯做儒童。

那些道教徒這樣說，有一個公公。可以的，那些人有修行，由於他的修行，覺得有此

事，於是他便執著，認為那個是真我，從那裏跑出來，像個玩偶到處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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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有七十歲，超過七十歲，你便見過從前在廣州，有一處地方叫永漢路，漢文路。

漢文路有一間馬若山茶居，馬若山茶居斜對面有一家，有兩家賣膏藥的店鋪，一家叫陳顯南。

有沒有聽過陳顯南，很多贅言的陳顯南什麼，陳顯南什麼的招牌（賣告白）。人家還笑說話

重複的人為陳顯南。有一間叫陳顯南，陳顯南隔壁有一間叫招（昭）龍氏，那招龍氏便是我

的世伯，這個人奇怪至極，他吃素吃了三十年，不結婚，他想成仙，他最憎佛的，他想成仙，

叫招龍氏，招龍氏藥局。因為他是我世伯，所以我認識他。打坐打了三十年，整天想求神通，

但一點神通都沒有，三十年了，於是有一天他灰心了。如何灰心呢？三十年都不行，即這套

東西是假的。於是找一本通書，選一個日子，擇一個時辰，由那天起，稟告天地，正式開齋。

天地都不靈的，都不幫我，都沒有神通，我現在不吃齋了。稟告天地，正式開齋。他

擇了一個日子。那他應該已經放棄了，但他又不是，做人要做到底，說是那天那個時辰才不

做，在那個時辰前還需做。在那個日子前，有一天。他沒有兒子，但有一個姪是承繼子。他

是富有的，承繼他的家財。他吩咐他的承繼子，明天買一隻生雞，買點燒肉，買三牲，明天

拜天地，拜完後便開齋，我不再打坐了。他的承繼人便幫他買齊三牲作好準備。比喻明天便

是那日子，假設他明天擇了午時開齋。那今晚呢？

因為他每天打坐，一早一晚。今晚他如常打坐，他說坐完今晚不再坐了。他一坐，那

晚他起神通，何解呢？很簡單，因為他三十年都有執著，執著便沒法起神通。那晚他放棄了，

他選擇都無所住，心想著完成今次，不會有神通的。所以這些值得我們參考，我真的認識這

個人。他打坐的時候，是垂眼簾的，他雙眼垂著半掩。突然感覺雙眼垂了下來，他自己說的。

平時他是不合眼的，那天他合了眼睛。本來平日他一合上，便馬上睜開一線。那晚，由他吧，

要睡覺便睡吧，過了這個時辰不坐了。由得他合上雙眼，那知一合上眼，便見得奇怪。感覺

丹田暖，光亮的好一個月亮般，是那麼奇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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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是見不到月光的，為何現在可看得到月光？又看看，這麼奇怪，裏面有一個人，

何解？再看清楚，是自己來的，像是縮小了，在月亮裏面，那麼奇怪。他坐在那處，打坐時

見到自己坐在那處，奇怪了。那得看清楚，見到他一直在升，升至頭頂。那麼奇怪會升的。

那會不會走出來？話未說完，他便走出來了，整個人走了出來。在上面望下來，見到自己坐

在那裏，奇怪了。莫非這便是神通，奇怪了。

他明天開齋，今晚有神通。那又如何？有神通可不可以到外面走走呢？到大廳走走。

一想便出到大廳，飄出大廳。本來應有道門攔阻著的，但他走了出去。他想原來是這樣的，

真的是神通。出門外又可不可以呢？一想便已出了門外，那些門攔阻不了他，像電一樣，走

出門外，看到街外事物。既已出門外，不如到處走走吧。向左轉，走到財政廳前的十字路口。

他坐在月光裏面飛行著，如坐火箭般飛到那個十字路口。那麼奇怪！向東的？向東山走？很

快便飛到東山，依著惠愛東路，飛到東山。

家鄉走走吧，又見到一座建築物，看見天后古廟四個字。他以前到過那地方，但未有見過這

建築物，像是未曾到過這裏。那再看看，有沒有日光呢？沒有日光也沒有月光，但有如月色

般可以看到那些字－天后古廟。再看看，庚辛年某某沐恩弟子某某立石以記。

他想：我明天得看看是否如此，是否真的有神通？記著它，再進廟內，裏面很烏暗暗，

但他卻如有月亮般光亮，看見牛皮鼓，某年某月某日某某贈，這樣記著。夜了，都應該回去

了，如果找不到路便糟糕了，現在我不想死了。一想便馬上回去，嗤嗤聲，跟著原路，非常

快便回到身邊，從頭頂走進身體裏面，仍然安坐那處，出定了。出定後想想，那要繼續修行，

不要開齋了，原來我得神通。很歡喜，睡不著，不想再睡，等至天亮。天剛亮，便弄醒承繼

子，別讓殺雞，他要繼續修行。燒肉便讓你們吃了算，我不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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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天剛亮，立刻拿了一把以前廣州常用的藍布傘，一把洋傘，用藍布做的，以漒水

在上面寫字那種藍布傘，以前商鋪都多人都用這種傘的。他拿著藍布傘，跟著他夜晚所走過

的路，一直跟著那條路走，真的找到那間天后古廟，某某年某某沐恩弟子某某立石，又真的

是一個樣子。他再看那牛皮鼓，看看是誰送的，那真是對的，真的是神通。他想：我不是已

成仙，那真的不得了。

這個招龍氏，便立刻回去。他晚上又修靜，又想出神，但是不行。一直都不行，只得

那次是行的，他一有執著便不行。那晚心無所住，他竟然能走出來。所以心有沒有所住，是

差很遠的。是的，他知道他執著，那他不執著時是會有的，但他始終除不了執著，始終是沒

有。到了第二年，他便糟糕了。第二年他真得到一小點神通，閉上眼能看到面前事物，想看

到外面廳中事物，亦能看到，以為有小神通，將來必有大神通。殊不知道教有一句話：看破

眼簾，壽命不久，即將死已。他有一個好處，臨死前，他會說清楚那個時辰將死，沒有病痛，

喚承繼子找人替他剪好指甲、腳甲，洗了澡，洗淨身，他準備死了。

他有這樣安排，你說他沒有神通又不是，他便這樣死去，看破眼簾。他執著了什麼？

摩納婆，m avakaāṇ 。有一個公公。作者會作業的。鳩摩羅什所譯的是沒有這幾句。壽者會

受果報的，實際受果報等等。

印度人對於執著有一個我，那些人執著有個我，那個我的名稱有很多，有些人稱呼它

有情，有些人叫它命者，有些人叫它士夫，有些人叫它補特伽羅，有些人叫它意生，有些人

叫它摩納婆，有些人叫它作者。鳩摩羅什說了四個，可能不是鳩摩羅什簡化了，而是鳩摩羅

什的本子只得四個了：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我、人、眾生、壽者都是印度人執著

我的別名而已。現在《金剛經》中我見到十本中，我誇大一點，有九本、八本皆是解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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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把我相解錯了。我相指我執，起我執，有個我的 idea，有我的 concept，有想便稱為我

相。印度人執著我為我，有些人執靈魂為我，有些人執靈魂為眾生，有些人執靈魂為壽者，

有些人執靈魂為人。人的梵文叫 puru aṣ ，都是我的別名。

現代中國人執著為魂魄。基督教執著為靈魂。是一個名稱，很多人解錯了，以為我相

是我自己，人相是他人，眾生是一般人，壽者是老人家、長老。這是解錯的，現在沒有人用

這解法，我們不應用這種解法。「當知亦爾」。爾即是一樣，應知也是一樣。何以故？為何

執著有我、有情，有這想念生起是不對的。何以故？為什麼？

「善現，無有少法名為發趣菩薩乘者。」他說：善現，實際上永無一個永恆不變的少

少東西。少法即 a little thing，少少東西，可以稱得上發心菩薩乘的。能夠發修得菩薩乘的

人，每一個都是因緣和合的幻體、假體來的。時間夠了。你告訴我講到那一句。講到這一行，

對不對？我複述前一次所講的內容。前一次所講的是什麼？善現長老問釋迦牟尼佛，他問了

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所有那些發心趣向修行大乘的人，這類人第一、應如何住－應如何保持

他的立場？住者對準他的目標和保持他的立場。第一個問題－他應該怎樣去住？

第二個問題－如何修行？目標既定該如何實踐呢? 第二個問題是如何修行？

第三個問題－如何攝伏其心？當我們修行的時候，有時會起煩惱，我們如何把這個心

攝伏？煩惱起時，心在向外奔馳，我們該如何把它攝收回來？煩惱整天洶湧，如何制伏煩惱？

如何攝伏其心。三個問題。釋迦牟尼佛回答他的三個問題，怎樣回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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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應如何住？即一個人發心修行大乘的時候，應該如何對準他的目標？如何保持

他的立場。要這樣做又該如何？我把它簡單化來講述：不要捨棄菩提心。什麼是菩提心？即

是我們先要了解到，一切眾生與我們自己一體性，都是多生以來的眷屬，修行大乘的人，與

小乘不同的，便是什麼呢？不捨棄眾生，不論那類眾生，每一個眾生，都是自己多生以來的

眷屬，我們不能夠捨棄他。

所有一切眾生，不論是卵生也好、胎生也好、濕生也好、化生也好，有物質的身體也

好，或是生在無色界的無物質身體也好，有思想、有意識活動的也好，以至在定中沒有意識

活動的也好，

總之稱為眾生的，我們都要化度他，令他能夠入得無餘涅槃，即不再受生死輪迴，令

他不再受生死輪迴。不再受生死輪迴者，小則成阿羅漢，大則成佛。這裏說無住涅槃，便是

羅漢證入的。佛當然可以證入，這處說的是羅漢證入。那豈不是在說小乘，不是。理由是這

樣：因為當時的聽眾，很多都是小乘的人。如果一說到大乘，那些小乘的人便不能顧慮周全。

即如說《法華經》般，一說《法華經》，那些小乘的人便立刻退席，所以便說無餘涅槃了。

其實他的意思，指無住涅槃，指成佛。

涅槃有四種，我都說過，不用再說了。有不明白的，可以問我。這樣便回答了第一個

問題：應云何住？不要捨離菩提心。然則那菩提心是怎麼樣呢？關鍵在這裏，便是那數句。

「所有眾生，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

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果我能令眾生滅度，我是否很了不起，是

不是？那又不行，我雖能滅度無量無邊的眾生，而實沒有一個實的眾生給我滅度。何解？明

明我是在度眾生，為什麼是沒有一個實的眾生給我滅度呢？要解答這個問題，留意這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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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點、眾生皆是幻體，都是因緣和合而成的假體來的，其性本來就是空。這個空性

即是真如，即宇宙空間所存在的，便是一個無邊無際不可說的那個真如。其次，其餘一切一

切的東西都是由真如所顯現的。所謂眾生的生死輪迴，其實所有眾生生死輪迴的本質都是真

如。不過他迷了，迷則起妄念，執著一些東西為實有，於是作業，起煩惱作業，才所以生死

輪迴。其實生死輪迴都是幻相。如果你了解到生死輪迴都是幻的話，停息了煩惱，生死輪迴

便 stop，停止了。那時的狀況，生死輪迴停止時的狀況，便稱為無餘涅槃。眾生都是幻的，

又那有實的眾生可度呢？－第一。

第二。第二點是什麼呢？如果我度眾生，我能夠度眾生，亦認為有眾生可度，這還是

有點問題。你有眾生可度，你是了不起，你便成佛，你度眾生，對不對？你能救眾生，那些

人是給救的，而你能夠救人。那便變成有差別。正是他能救，救了後仍不覺得有眾生可度，

那變成他把一切眾生攝為自己般。像慈母愛子般，不感覺得。

當一個慈母愛子的時候，她是不會覺得她與兒子的分別，不覺得有她和另外一個。實

無眾生得滅度，即把我執全部撇除，這樣才是徹底，應這樣發心。發心的時候，如何發呢？

發心最重要是觀想，給一點時間想。那天我曾教你們如何想法。有些人不用想的，不想浪費

精神去想，他便把《金剛經》拿幾句來讀、來念。念也是不錯的，因為一邊在念，心便一邊

了解它的意義，那時候即等於發心。又有一些人。發心的時候，一種用觀想的發心，可以。

第二、念一段經文，也可以發心。

第三、一般那些顯教的人發心，一些人只念那四句：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邊誓願

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是的，發心的內容便是這樣。但是念有一個毛病，

便如小孩讀死書般，他不知何解，「卒」一聲便過了，那便如叮叮噹噹般敲幾下。敲不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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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比不敲好一點，不過便不得透徹了。所以如果你只念幾句，一邊念時，你的觀想一定不

會很透徹。行不是不行，不過不像純綷用觀想那麼好。

再有一種密教、密宗的方法。其實密宗的方法很好，它是用觀想的，想之外還要結個

印。這樣身體和精神一致集中，心在想，而手在結印，還有口中念咒，念菩提心咒。身、口、

意三者一起，那時精神很集中。這本來是最好的，但是很好的東西，也會有壞處的。

學密宗的人，大家不要誤會，以為我，羅先生你在說我們密宗不好。不是，我亦是密

宗弟子，藏密和東密我都在修，你們不要這樣講。正是因為我是密宗弟子，所以我才敢批評。

結個印，而不知其意義何在。熟到極的手勢只是如在放焰口時法師的手在結般，很熟但不知

其意義何在。同時，他不觀想。便是觀想，也只是觀想一尊佛，放光明照耀著他。這樣觀想，

那來菩提心呢？只是想一個佛像而已，這樣便能稱為觀想？

以前有念（Om Bodhicitta  Mudadayami），念三次。這猶如一個收音機叮叮噹噹，

叮叮噹噹般一樣，沒有意義。這樣不是說不好，比完全不念好一點。但是這樣，人生難得，

把時間這樣，可收做得很透徹的，你不做，隨便叮叮噹噹，叮叮噹噹便算了，這未免可惜。

真正密宗的發心，除了觀想之外，還加結印，還加念咒，則會是最好。我是在讚密宗這種發

心是很好的，但有些人不是照著這樣做，隨隨便便的。就如放焰口，放焰口也是密宗的。

本來每一樣都要觀想的，手像這樣在畫個「唒」（阿）字的時候，要觀想一切法本來

不生，這是觀想。譬如觀想「猭」（hrīḥ）一個字，觀想觀音菩薩的種子字，由這個字來發

心，發揚觀自在的那種慈悲性來如何救度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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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靈驗的，他這樣是可以靈驗的，有些人真的在他的背後見到有鬼，這樣觀想亦可

以。如果不是，你付錢「鈴鈴撐撐」的付了數千元請人，弄到所有音樂集齊，還有些人會弄

些二胡…等等。念念下便像唱出二簧西皮（中國戲曲唱腔），你們聽過沒有？直像是「五架

頭」一齊出來的，十分好聽。聽的便在欣賞，就如聽盲妹演唱。那些唱的則不知所謂。這樣

做是沒有功德的，這些叫做花錢功德。如果你真正的去放焰口，是會極靈驗的，這是觀想。

觀想力是很強。

從前有一個老法師，他從沒有學過放焰口的，有些人硬把他請出來放焰口，他拿著一

把米，不知如何處理。於是他便念著「老僧今年八十一，從未幹過此種活。」然後把米一撒，

人們見到便一擁而上如滿載而歸。這個觀想，當然這就如在說神話般，不過他是在強調觀想

力的重要性。講一下發菩提心。發菩提心那些說話，我告訴你，是要你有廣大心。菩提心的

對象是無量無邊的眾生，不是某一個，不是你過去數世的父母，亦不是。無量無邊的有色、

無色、有想、無想，所有那麼多的廣大心。

那麼廣大的眾生令他怎樣呢？最勝心。不是讓他做富有人家，不是讓他當皇帝。而是

什麼？要化度他，令到他入於無餘涅槃。意指無餘涅槃成佛，最殊勝的。最勝心。還有至極

心，什麼是至極心？度了眾生，而不覺得有眾生可度。如果你有彼此之分而度眾生，那你的

心是不得徹底。之後，把一切眾生攝同自己一樣，如慈母對愛子般，「無」了自己的。這樣

度眾生，然後才會徹底。這種心，能夠永遠不歇的。那慈母愛子，只要有一天的性命，都要

愛護子女。

因為他能夠撇離自他之分，所以他能夠最至極，永恆不斷的去，人的生命是無盡的－

至極心。同時還要有無顛倒心，不要有我想，不要有我執，不要有我執、人執。縱使自己度

18



無量眾生，都不要覺得我自己，又不要說我成佛了，你們全部不行，是要給我來度的，我現

在度你，這樣。要度無量無邊的眾生，亦覺得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不要有我相，不要有人相。

菩提心有四種性質：第一、廣大的對象；第二、是最勝的；第三、最徹底、最究竟的；

第四、不顛倒的。含有這四種 quality的菩提心。那這菩薩發心修大乘的，應如何住呢？應

該這樣的住，不要捨棄菩提心。這樣對準目標，令一切眾生成佛－應云何住？

住了之後，應如何修行呢？第十六頁（新書四十六頁）回答了應如何住。現在今天講

的是回答第二個問題。不是只對準目標便可以，譬如你去旅行般，我現在要去喜馬拉雅山旅

行，已對準目標了－喜馬拉雅山，不是要到非洲，亦不是要到南極，而是要到喜馬拉雅山，

目標已定了。那你得行動才行，你不是只說說去便行，那你一輩子也到不了喜馬拉雅山，你

必須起程行動，實踐－云何修行？

怎樣去修行？怎樣去實行？來了，今天說這個。那怎樣修行？我先講，你先別看經。

怎樣修行？釋迦佛教你不要著相，不要著相去修行。如何不著相？如何可以不著相？第一、

不要執著「我」這個了不起的人，「我」現在能夠修行了。不要起這樣一個分別心。對外則

不要有這些可憐的人，現在受我救度，要我去救他。沒有這個心，不要執著。不執著自我－

第一；第二、不執著一個他－他人。第三、不執著我現在教他念《金剛經》，他現在讀。法

師在說，我現在教他念《金剛經》這件事，我現在給他這個《金剛經》。

第二、那人很窮，冷得顫震，現在我是一個善長仁翁，我可憐他，我現在送他一件綿

襖，讓他溫暖。送一件綿衲那是一件物件，不要執著那物件。三種不執著，稱為不著相，又

稱作三輪體空，佛家很多時都用這個名－三輪體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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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三輪體空？第一、能夠修行的、能夠修的。譬如布施，以布施來說，能布施的人，

空了它。本來它便是不實在的，幻的，空了它。

第二、受我布施的，即那個對象，空了它。不要執著有一個實的可憐人受我布施。行

施者和受施者。

第三、所施那個物件。拿什麼來施給他？我施綿衲，或施藥劑給他。綿衲和藥劑那些

－所施的物用，空的。三種都覺得不在乎，空的。這樣謂之三輪體空，謂之不著相。如果你

著相地布施功德，都有功德，不過是不大的，只是世間的福而已。我是善長仁翁，我以前不

做布施，現在我拿了多少金錢來布施。我是善長仁翁，如假包換的。但這是著相，著相功德

不大，而且有限。不著相則功德無限。虛空是無相的，而虛空是無限的。你建一幢樓，樓是

有相的，始終只得樓一座。

第一、能施者。一著相則功德不大。第二、所施的人，某個可憐人，他受我布施，功

德反為有限。第三、我現在送一萬件綿衲作布施，做了很多，有一萬件，有萬人那麼多。只

有一萬件而已，一萬零一件則沒有你的份兒，有限量的，那些叫做著相的修行。

著相的修行，始終只得世間的果。將來當十世皇帝又如何？當完第十一世的時候，可

能下地獄也說不定。修行的時候，要不著相地修行。解答了。云何修行？不著相。如何不著

相？無所住。這個「住」字，與應云何住中的「住」字，是不同解釋的。應云何住是對準目

標，保持立場。在這裏，云行修行說的「不住相」的修行，解作「不著相」。其實這句子很

簡單－云何修行？解答是什麼？要不著相地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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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意已經說了，現在看經文。「復次善現，菩薩摩訶薩不住於事應行布施，都無所住

應行布施，不住於色應行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應行布施。」是不著相。「復次」，

「復次」兩字即是「又」，如你會讀英文那樣，每個 paragraph 開始時，有一個 and字般。

「又」什麼？善現呀，叫他一聲，叫一聲善現長老。你們有沒有書？那裏有書，如果你們不

對著書，我解經時，你們會不知我解到那裏。即如剛才，我離開經解說，你們便不用書，更

容易聽。但當我解經的時候，你們便要對著書本，因為將來回家，你們還要看的。回家如果

不看書，任我說得如何詳細，你們總會忘記的。

他說：又善現呀，菩薩摩訶薩，菩薩摩訶薩即那些修行大乘的人。那些修行大乘佛法

的人，要怎樣呀？如何修行？修行六度萬行很多，修行的方式是有很多的，如何說得完？修

行的方式雖然多，舉要而言之，不出六波羅密，即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

智慧，合共六個。六個逐一講，也很麻煩。我就拿第一個布施來作例，for example，拿布

施來作例。而且施的範圍寬，不論出家、在家，人人可以做。

其他的如智慧等，很多人未必能做到，所以拿布施來舉例。不是說單單布施便可以了，

不能說只做布施便行，不過拿布施舉例來解說，故且用布施來舉例而已。當菩薩修行布施的

時候，應該不住於事，住者執著、著相。事，任何一件事情，例如布施綿納或布施金錢，不

要著相。什麼是著相？我要布施給他。例如，我為什麼要行施？有些人說，我賺了那麼多財

富，幾十歲了，要積點德，要積點福而行施，是為了將來兒女好－這件事，為了這件事而行

施。又有一些人，如香港的一些人，他已賺得財富，他要拿個 JP(太平紳士)，拿個什麼

Sir(爵士)那些名譽。他捐一千數百萬建一間醫院，條件不外是個名稱，冠名－一件事。為了

這一件事而行施，怎及得一些無名士，捐了連名字也不留。這才是偉大。反而不住於事，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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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於事者，為了某一件事而行施。那是否無目標的亂來呢？不是這樣！「行乎其所不

得不行。」完全是由大悲心出發，不要為著自己心目中的某一個目標，某一件事而行施。或

者你可以這樣說，只是為得菩提而行布施，而不是為得世間的事而行施。不住於事，是否什

麼都不做？不是，應行布施，不住於事。這是印度文法。「菩薩摩訶薩不住於事應行布施」，

如果用中國文法來翻譯，應該譯作「菩薩摩訶薩應不住於事而行布施」，是不是這樣？應該

不住於事而修行布施，中國文法應如此譯。

但這是印度文法。你不要怪責翻譯的人不翻譯為中國文法，你知嗎？讀上口，四字一

句，四字一句，有種所謂調和美。這句說話是梁啟超講的，凸顯翻譯文學。它既不同於中國

古文，亦不流於市井俗人的談論，而是把梵文的格式，變易為中國人可讀，令中國人讀時覺

得有一種中印文字調和，有一種調和的美生出來，讀起來有一種調和美。如果說「菩薩摩訶

薩應不住於事而行布施」，是可以的。但現在譯成「不住於事應行布施」，另外有一種跌宕

的美。這個行字是指修行，修行布施。應該要怎樣？不住於事又如何？「都無所住應行布

施」。都無所住是再把它複述一次。

如何謂不住於事？對於自己能布施的人，對於那個被你布施的人，對於那個拿來布施

的物件，完全沒有一樣是你執著，都無所住，一切都不著相那樣布施。意思即應都無所住而

行布施，這個是總的，「都無所住應行布施」這句是總的。總說，即 general。下面是別說，

particular，逐一分別舉例。如何是應無所住？例如：「不住於色應行布施」－顏色，你不

要以為我今生是醜陋，面黃、骨瘦、歪咀，我希望下一生很好，很漂亮等等。

我為了求美色，我現在要行施，多施點物件。鋪點佛金，多施點東西，希望下一生的

果報是漂亮，不住於色而行布施，為了色。不住於聲，聲即聲音。為了美好的聲音，我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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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說話又不好，沒有人稱讚我，說我了得。我現在布施，希望雖然今生不好，今生前半生雖

不好，後半生有人一聽到我的名字某某人，大家都感到很舒服，很恭敬。為了我的美聲而行

布施，亦有人是這樣的。

不住於香而行布施，這個你們自己理解好了。不住於味而行布施，不住於觸而行布施，

不住於法而行布施，或者任何東西叫做法而行布施。下面，色、聲、香、味、觸、法，是別

講，particularly。不住於相而行施。法施我舉例，我冗贅一點，應該怎樣？菩薩摩訶薩不

住於事應行持戒，都無所住應行持戒，不住於色應行持戒，不住聲、香、味、觸、法應行持

戒。

你修忍辱的時候又如何？菩薩摩訶薩不住於事應行忍辱，都無所住應行忍辱，不住於

色應行忍辱，不住聲、香、味、觸、法應行忍辱。如是的等等，你自己一理通百理明，自己

補充下去。佛也講不了那麼多給你聽，最重要觸類旁通。這句懂得解了，這一段回答了第二

個問題。如何修行？不住於相而去修行，是不是？

第三個問題，當你修行的時候起煩惱，起我執，起法執的時候，如何攝收你的心？令

你不起一種衝動的心，煩惱的心。然後降伏你的貪、瞋、癡等煩惱。現在看第十九頁（新書

四十九頁）第十一行，（戊三）云何攝伏其心。裏面分兩段（已一）、（已二）。

（已一）釋迦牟尼佛正式答善現長老的問，云何攝伏其心？這個問題。回答了以後，

又會產生很多疑點。跟著是釋疑，解釋他的疑點。現在是正答前問。「善現，如是菩薩摩訶

薩，如不住相、想應行布施。」。最好是在想字後面加一標點，「如不住相、想，應行布

施。」他說善現啊，「如是菩薩摩訶薩」，如是即是這些，這些菩薩摩訶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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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如」字作「依照」解，應該依照我剛才上文所講不住相，對外不著相，對外

不要起一種著相的想，不要有一種我、法的想，對外不要著相。「相」是指外面的事物，

「想」是指內部的分別心。應該不住相、外不著相，內不著想而作布施。如果用中國文法

（則應譯作）：「如是菩薩摩訶薩，應如不住相、想，而行布施。」便是這麼簡單，這樣便

可降伏其心。何解？不住相，不住想，便沒有執。沒有執著，那來煩惱？那便可以攝伏其心

了，是很簡單的。

下面要釋疑，有些人如果像善現長老那麼聰明，他們當然不會懷疑。但是一千二百五

十人，單算比丘已是一千二百五十人，還有一些居士，是不是？還有很多比丘尼。有很多人

在那處，可能高達數千人在聽他講話。有智慧的人當然不會懷疑，但沒有智慧的人跟著會懷

疑。又要不住相，又要不住想，又要布施，又要持戒。

如此弄法，如此去做。人人聽說修行，布施，持戒便有福的。如此一弄，又不住相。

又不求福，又不住相。如果我是來求福的，那我布施便是住於事而布施。但你讓我不住於事，

又不是為了求福，那是為了什麼？最多是為了菩提，這個做法是否會如此呢？然則為了大菩

提成佛而修行，當然是好。但我們在想想自己的事，也是難講的，如何能夠成佛？

我修行是希望得一點福，你卻要我不住相，那是否有福都不可以？是否真的要這樣修

行，連一點福都沒有？如果一點福都沒有，白白的修行，該如何是好？。釋迦佛看到當時的

人有這樣的懷疑，於是跟著便釋疑。如何釋疑呢？先說大意，正是不住相福才大，住相則福

不大。何解呢？不住相者，因心無相，無相則不可思議。正是無相，才不可思議，如果你有

相，則可思可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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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的話，用照相機去照已經可以，有相便是這麼大小。是不是？你有五呎高，照出

來便是五呎，不會是五呎一吋。無相則不是。

所以釋迦佛跟著回答他，正是因為無相，不住相，福才會大。如果住相，有相福則有

限。明白嗎？下面我解釋經文。釋疑分四段，第一段、法說；第二段、喻說；第三段、合說；

第四段、勸信。何謂法說？你看佛經，你將來看佛經，你真正想做學問功夫，一定看很多注

疏、注釋的。注釋裏面必定會用這幾個字眼，有法說、喻說、合說，用這三個名。

什麼是法說？我用白話給你解說。何謂法說？依理直說，依事依理來直講給你聽，老

老實實告訴你，不需要迂迴曲折的便是法說，即是依理直說。聽得明白嗎？喻說又如何？用

譬喻來說，不是依理直說，譬喻來講－喻說。合說又如何？將你說譬喻的事物，和你所直說

的事拍合便叫做合說。聽得明白嗎？

舉個例，譬如法說，譬如我現在教子，你要用心讀書，你不用心讀書，未來不能畢業。

未能畢業則找不到工作，沒能力養父母妻兒，自己也未必能養活。這樣很容易令朋友看不起

你，社會厭棄你，你在社會上便會成為一個不為人喜歡的人，你便會窮途潦倒一輩子，譬如

我這樣說。所以你現在要用心讀書，那你將來一定有前途，讀書好。這些叫做法說－依理直

說。

但是你依理直說，小朋友不一定聽你的。於是有些人會這樣講。如何講？用譬喻來講，

如何譬喻？書中自有千鐘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喻說。你用心讀書，書裏

面，多讀書，便自然粟呀、米呀，有千擔米給你。在書裡便會得來，只要你願意勤力讀書，

你想不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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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否希望擁有大量財富？你是否希望你的薪俸是千擔米一年？如果你有這個願望，

你必須讀書，這便是譬喻。書中自有黃金屋，你不用住茅寮和那些窮人屋，你可以住鑲黃金

的屋，只要你願意讀書便可以。書中自有顏如玉，如果你不願意讀書，將來沒有人願意嫁給

你。你願意讀書，則有最漂亮的女子願意嫁給你－書中自有顏如玉。你願意讀書，便會如此

如此，於是這便會激勵小孩讀書。實在那會如此，多少人讀書，如果書中每個都有千鍾粟，

那個個都富有！書中自有黃金屋。有些人讀書如我讀數十年，你又不見我有黃金屋，你看我

黃金貓也沒有一隻！不見得是。書中自有顏如玉。那來顏如玉？我老婆就坐在那兒，那來顏

如玉？沒有。這些是什麼？譬喻而已，不是真的－喻說。

合說又如何？我譬喻了一輪，書中有千鐘粟、黃金屋、顏如玉，譬喻你說完了。實在

讀書那止於這些效用，其實讀書亦不必是為了這些，總之努力讀書總有機會可以如此。我現

在說給你聽，所以讀書的好處如此。

〈第四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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