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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亦未必是這樣，你願意努力讀書，總有機會可以達成。我現在講給

你們聽，讀書的好處如何如何，再跟你講，叫做合說。法、喻、合說。你將來

在佛經常常碰到，法說、喻說、合說，便是這樣。有些人，尤其是現在的年輕

人，那些兩頭不通的，那些國文全部都不知所謂的。如果讓他看看佛經，有法

說、喻說、合說，他一定會棄掉，他都不讀書的。你找些國文老師也無法弄

的，什麼是法說？試試看你找個國文老師，教國文的，他不懂的，除非他是讀

佛經的人。有些是這樣的。 

 

現在先講法說，依法直說。我們看經，「善現、〔若菩薩摩訶薩都無所

住而行布施，其福德聚不可取量。」〕「量」讀「亮」音亦可，不可取他的

量，他的份量。如果那個量字讀音為「良」，則為動詞，即英文的 Measure，

量度。如果讀成「亮」，即英文的 Quantity，數量。他說善現，如果一個菩薩

摩訶薩，即若果一個修行大乘佛法的人，如果都能夠做到「都無所住而行布

施」。他用布施作例而已。應該如何？都無所住而行持戒，都無所住而修行忍

辱，都無所住而修行禪定，這樣你不要以為他無福。「其福德聚」，那些福

德，聚者那一堆福德，強調福德之多。「不可取量」，取者即是能把捉得到，

取即把捉。量者份量。取它的份量，把捉到的份量多少，這是一個解法。第二

個解法，不可取，不可量。你不能夠把捉得到它有多少，亦不能以尺來量度它

有多少，亦不能以斤兩來量度它有多少，因為它有無限的多。何解？有很多人

不太明。很簡單的，如果你有所住而行布施，你現在死後生天，死後生天你當

玉皇大帝的宰相。有所住，死後豈不是要當玉皇大帝一輩子的宰相，玉皇大帝

輪不著你來當，只能當他的宰相。當完後，可能要當一隻小狗，也說不定，是

不是？再次輪迴。它有個份量，有個限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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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無所住而行布施又會如何？無相的布施沒有執著，沒有執著你的般若

智慧便會發現，般若智慧一發現時，將來結果會如何？成佛。當你成佛的時

候，諸天來稽首，大梵天王和玉皇大帝跑來五體投地，你可以隨類現身來化度

眾生，不可限量。那個無漏的清淨功德，永無停止，無限量，是會成佛的。如

果你是有限量的，這只是世間的福報。所以你能夠都無所住而行布施，「其福

德聚是不可取量」。以布施作例，你們記著，不要只談布施，持戒、忍辱，精

進、禪定、智慧是同一樣的，只是以布施作例而已，布施作為第一個做例。 

 

好了，那麼奇怪，無所住反為是好東西，有所住反為有份量，又會是這

樣的？佛怕他有所懷疑，於是舉個譬喻。第二十頁（新書五十一頁）最後那四

行，喻說。看到嗎？（庚二），喻說。第二十頁（新書五十一頁）從頁尾倒數

第四行，喻說。看經文，「佛告善現」。佛對善現長老這樣說，用譬喻來說，

問他，讓他自己解答。「於汝意云何？」問他，云何即怎樣，汝即你。全句意

思為，我現在提一個問題來問你。這個問題對於你的意見，你如何答覆我？我

現在提一個問題來問你。於你的意思，你應該如何答覆我？你答吧。他下面便

問，「東方虛空可取量不？」。他說東面，向東面是無窮無盡那麼長那麼闊

的，你說東方的虛空有多少尺？你答我，可不可以量度得到？可不可把捉到它

是多少尺，多少里，多少丈？多少份量？可不可量度它？善現便答：「不

也」，一般讀成否也，不用的，不也已可以。你喜歡讀否也亦可。不字和否字

古音是相同的。不字念作 bu，b 音，bu 不；否念作 fu，fu 音。中國古音是沒

有 f 音的，凡是 f 音不是讀成 b 音便是讀作 m 音。佛字古音該如何讀？古音讀

bu，漢朝時，佛字是讀作 bu 的，漢朝的時候已譯作佛。後漢時，佛字讀 bu。

現時讀佛，用北方語是 fo。梵文為 bu 或 buddha，是個 b 音。但中國人為何譯

作佛？說不定是錯譯？不是錯譯，古時佛字是讀作 bu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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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些人不懂音韻學，世界上有很多這樣的人，自己一知半解，不怎

麼懂，卻說人家讀錯。如果你多讀書，則不會亂便說人家讀錯。我以前也是這

樣說的，某某別墅（音遂）。我聽見有些人說某某別墅（音野）。我認為他是

錯的，是個蠢材。別墅（音遂）便別墅（音遂），那來別墅（音野）！後來給

教授指正，說你不要笑人，墅古音讀作（野）的，你知道不？後來變音，讀作

（遂），一個大名鼎鼎的教授，他告訴我的。所以後來聽人家讀音歪了或錯

了，也不敢取笑人家，便是這樣。如果給人家回說，原本應是這樣的，你如何

擔得起？讀作不也便可以了，不用讀否也，你喜歡讀否也亦可以。不也，最佳

是用國語念 bu 便對了，英文 No 的意思而已。「不也，世尊。」老師、世尊，

即是現在的 No, Sir 那樣。東方的虛空是量度得不到的。再問他：「善現，如

是南、西、北方，四維上下，周遍十方一切世界虛空可取量不？」善現呀，叫

他一聲。如是即這樣，即英文的 Thus，北方語為這樣嘛。南面、西面、北面的

虛空，你能否量度它？「四維上下」，四維者，東南西北為之四維，上文已有

講述，不過文字是這樣冗贅而已。上下東南西北，還未說上方、下方。包括上

下便是四維上下。又怕有些人還有漏網，於是說「周遍十方一切世界」。不單

是我們現在這個娑婆世界，無量那麼多的世界，每一個世界的四維上下虛空，

可取量不？虛空即現時所謂太空。可取量不？你可否把捉到那份量有多少里，

多少尺？然後，「善現答言：『不也，世尊。』」。不行啊，不論四維上下的

虛空都不能量度有多少里，多少尺。其實如果你是聰明的，來到這裏，應該是

會明白的。正是因為它不可量度，所以它是無限量。如果是可以量度的，萬里

即是一萬里，不會是萬一里的。 

 

於是佛，合說。第二十一頁（新書五十三頁），最後一行，（庚三）合

說。二十二頁（新書五十三頁）第一行。「佛言」，佛說。佛言的言字下面那

標點符號倒轉了，應把它倒回去，本來鉤應是在右面的，檢字粒把它放錯左

面。「佛言：『善現，如是，如是。』」佛便答，善現呀。如是，如是即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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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這樣。即是外國人英文的 Yes，Yes。「若菩薩摩訶薩都無所住而行布施，

其福德聚不可取量，亦復如是。」如果一個菩薩摩訶薩，都能夠無所著相而修

行布施，以布施為例，跟著的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你自己加進去。

「其福德聚」，他所得到的福德聚。「不可取量」，不能夠把捉它的份量有多

少？「亦復如是」，譯成白話文，即也是一樣。也是一樣，同一樣道理。那便

不用說了。以上是（庚三）。下面是（庚四）。既然道理可以明白，無相便是

無可限量，有相便有限量。所以他勸人，你要相信我的話，要無相才是好東

西。你看看，（庚四），找到了嗎？勸信－勸他接受。「善現，菩薩如是不住

相想應行布施。」他說，善現，道理你是明白了，一個菩薩修行的時候，應該

如是。如是即這樣地，應該這樣地，外不著相，內不著想，應該這樣來布施。

菩薩如是應不住相想而行布施，中國文法則應這樣。 

 

以上三個問題都答完了。「云何住？」「云何修行？」「云何降伏其

心？」整本經其實已完了。但是圍繞著這三個問題，還有很多小問題的。而且

反過來大問題是沒有什麼問題的，那些小問題反倒有問題。我們行大路，走那

些鋪小石，崎嶇不平的，我們未必會跌倒。但走小路，似有石似無石的那些，

則很容易給絆倒，會絆倒人。小問題每每會弄得你周身不舒服，大問題反似一

條坦途，很容易解決。於是圍繞著這三個大問題，便有二十七個小問題，比較

次要的問題。雖然比較其次，但其實是最扼要的。二十七個。因為你了解這二

十七個問題，差不多你拿著這六百卷《大般若經》，任你如何讀都可以了，來

來去去都在說這些問題。所以《金剛經》這般給人重視，便是這個原因。如六

祖大師，他都無謂讓你讀《大般若經》，你讀《金剛經》便可以見性。因為

《金剛經》把很多個問題集中，歸納為二十七個問題，逐一解答。總問題有三

個，General 的問題 Guestion 便有三個。那些 Particular 的有二十七個，下面把

二十七個問題逐一解答。依這方法去讀，這並不是我了不起，這是世親菩薩，

我清楚的告訴你。不要把別人的，當作是自己的，這是不對的，是世親菩薩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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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歷代解《金剛經》的，很多便是不依世親菩薩的解法，其實他的解法最

可靠。中國人解《金剛經》，除了玄奘法師的弟子外，除了窺基大師外，便只

有這一位禪師，叫做宗密禪師，他有一本《金剛經疏》。他依世親的二十七個

問題來說。宋朝以後的，人們懶懶散散的不理。宗密禪師是唐朝的人。到了

明、清之間，有一位憨山法師，寫了一本《金剛經決疑》，又再依世親菩薩，

這本書認為《金剛經》是為人解決疑難的。我現在用世親的，將所有的問題，

歸納為二十七個，我現在給你們逐個解答。（丙二）、廣釋眾疑。眾疑者即二

十七個疑問。廣釋眾疑，他分為三個 Group、三組。每組答若干問題之後，便

來一個校量。校量即比較。比較什麼？念《金剛經》或讀《般若經》的功德

大，或是用很多錢作財富布施的功德大？答案自然是任你用多少財寶來布施，

不如將四句《般若經》，自己誦熟，並為他人解說的功德大，此為之比較。分

為三組，這二十七個問題分為三組，每一組一個校量。校量即比較，比較量

度。校讀音「較」，與車字傍的「較」字通行，古代多用此字為校。一組，

（丁二）、第二第三，兩個校量，合上文字作為一組。（丁三）、第四個校

量。先來（丁一）第一校量，第一組校量。又分四，裏面解答三個疑問，分為

四段。 

 

（戊一）、解釋一個疑問，「釋不住相因得有相果之疑」，我先給你解

釋這個疑點。佛教人不住於相而布施，不住於相而持戒，不住相，已經無相

了。布施時什麼都空空洞洞的，無相。好了，我們修行時不住相，修行是因，

將來成佛是果。你說修行能成佛，成佛是果。但你不要忘記，成佛的時候，作

為太子有一個太子的相，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有那麼多的相。如果你修行成

阿彌陀佛那樣，坐在極樂世界裏，有黃金為地的相，又有七寶為池的相，又有

其他的什麼什麼相，又有迦陵頻伽、共命之鳥等等那麼多美麗的相，你卻說無



6 

相？你修成佛的果是有相的。無相因是無相，但果卻是有相，當中的邏輯為

何？修無相的因，卻得有相的果，如何能說得通？第一個。佛便解答他，不住

相即無相，亦即撇除所有相。修不住相的因，修行的因，將來成佛便有三十二

相等等的果，如何可通？他便解答，需要解通它。 

 

（戊二）、「釋無相因果眾生難信之疑」。解通了即無相的因，作為其

果，成佛亦為無相，你不要以為是有相，便是這樣。那即是無相因得無相果。

現在又有一新問題到來，既然修無相因得無相果，佛是這樣解說的。無相的因

是空框框的，空空洞洞，而無相的果亦是空空洞洞的。修因是空空洞洞，果亦

是空空洞洞，全部都空洞，會不會眾生不相信呢？每件事都是實實在在，人家

才會相信。你因說是無相，果亦說是無相，說來說去仍是空空洞洞，有點虛

無。眾生會不會信？難信。佛回答他，不用怕，自然會有人相信的。下面那

句。 

 

（戊三）、「釋於無相果所生之疑」。將來成了佛，佛果是無相的，這

是佛說的。假如佛果是無相，那我們白白地修六度萬行。那麼，只得到一個

吉，得一個 zero，得到個沒有。果是無相的，這確是有點難以致信，成了佛，

果反為是無相。那如何令人起信？開始有懷疑，釋迦佛座上有些人懷疑。這裏

共三個疑了，他逐一解答，解答三個疑問。解釋完三個疑後，便是（戊四）、

「正校量」。因解答了三個疑，你不用再疑了。你一於直接修無相便可，依著

《般若經》。你是怎樣修無相的？依著讀點《般若經》，讀點《金剛經》、讀

點《心經》這一類。你讀這些經，念四句偈的功德比拿載滿整個加拿大國土那

麼多的鑽石來布施還要大。何解？你拿那麼多的鑽石來布施，所得是什麼？做

一萬世皇帝又如何？第一萬一世你便沒有了。但如果你念四句偈，你念熟它，

又解說給其他人。不止你將來一定成佛，你教的人亦個個會成佛，你說效果多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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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說（戊一）、「釋不住相因得有相果之疑」。裏面分三段，（己

一）、世尊假設一個問題來問他。然後（己二）、善現順著佛的意思來回答。

（己三）、佛重印成－佛重新印可他。印成即他說得對，即 Agree，同意他的

說法。（己一）、世尊設問。「佛告善現」，佛告訴善現。「於汝意云

何？」，我現在提出一個問題來問你，對於你自己的意思，你如何解答我這個

問題－於汝意云何？現在我問了，「可以諸相具足觀如來不？」他說，人人都

說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即一切好的相，佛全部具備，可不可以用。「諸相

具足」，諸相即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可不可以用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全部齊備

以觀察。如果你真的見到有人具備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你便說他是如來，你可

不可以這樣？換言之是以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作為標準，作為 Standard，來判斷

他是不是如來，能否這樣？不可以。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但有三十二相八

十種好的未必是佛，對不對？即等於說富有的人可以行善，富人固然可以行

善，但行善的不一定是富人，窮人亦可以行善的。有三十二相作標準，他有三

十二相，他便是佛，可不可以呢？有一個意思即凡成佛者，必有三十二相，這

樣可以嗎？可否以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作標準，以相作標準，觀察他是如來，或

不是如來？如來即佛之尊號，如者真如，即已證真如，而來度眾生者。這樣問

他。各位，你們認為應如何答覆？你們的答覆肯定是不可以。但你不能只說不

可以，而就此作罷。為什麼不可以？人家會這樣問你的。 

 

下文，善現答。二十四頁（新書五十七頁）最後那六行，從頁尾倒數第

六行。善現順佛意答。「善現答言」，善現長老回答。「不也，世尊。」，不

行呀，世尊。「不應以諸相具足觀於如來」。我們不應該用，以即用，用三十

二相等是否具足，具足即具備，來觀察他是否如來。不行的，不能夠以三十二

相作為標準。「何以故？」為什麼？頇菩提很聰明，在十大弟子之中，解空第

一，便是他，這個人很聰明。兩個人最聰明，一個舍利弗，一個善現。舍利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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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舍利子，即《心經》中的舍利子。善現即頇菩提。兩個最聰明，是佛弟子中

最聰明的。「何以故？」為什麼？「如來說諸相具足，即非諸相具足。」《金

剛經》最難解處就在這裏。你很容易解答的，兩種解釋。我這裏試用第一種，

第二種沒有寫出來。如果再講，我便會把它寫進去。你解，「如來說諸相具

足」。現在如來佛，說諸相具足，說者所謂，所謂諸相具足，即三十二相等具

足，不過是個化身佛，化身佛是假佛，是應機示現的假佛化身，化身的假佛的

諸相具足。「即非諸相具足。」並非那個法身的真佛諸相具足，明白嗎？「如

來說諸相具足」，如來話三十二相這個假佛所具備的諸相，「即非諸相具

足。」即不是那個法身的真佛的諸相具足。這很簡單，法身是無相的，猶如虛

空，無一切相的。《金剛經》裏面所說的如來如來，是指法身如來，法身是無

相的。即是修無相的因，將來證得的佛果是無相的法身，法身是無相的。無相

因還證得無相果，你們不要以為修無相的因，得三十二相的果。有三十二相那

個是假佛，那個不是真佛。 

 

這樣你會懷疑，整天修行念佛，很虔誠的念，我昨天夜晚見到佛在摸我

的頂，你說他是假的？那他是假的，又有什麼辦法，假的便是假的，對不對？

那我不用去極樂世界，不用念阿彌陀佛了，原來是個假佛。你都是假的，念佛

那些也是假的。你去到西方極樂世界見到阿彌陀佛都是假的。何解？你見到你

去西方極樂世界，見到阿彌陀佛，得看你是那類人。如果你是未見道的，你去

到極樂世界，便見到那個化身的阿彌陀佛，是比天人好一點而已，面相不是很

莊嚴偉大的。如果你是已見道的，你生極樂世界，你見到一個報身的阿彌陀

佛，那個萬億紫金身，非常大的，那個報身阿彌陀佛。見了道的人，發願便可

生，不用念得那麼辛苦的。化身是假的，那個報身亦是假的。何解？《金剛

經》告訴你，「凡所有相悉皆虛妄」，所有有相的都是假，故虛妄亦是假的。

真正的佛是無相的，法身佛才是真正的佛。那法身佛是不能生去的？法身佛是

不用到極樂世界的，對不對？當下即是嗎！法身。這是真如，你的真如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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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法身佛，不用走去的。只有報身、化身才要走去。 

 

如來說有三十二相等具備的，不過是假佛，是報身佛、化身佛。諸相具

足，即非諸相具足，即非法身佛，即非法身的真佛的諸相具足。懂得解嗎？第

二種解我不跟你說了，這一種解好。我在這裏也是這種解，現在什麼時間？未

到三時。那佛已答覆了，頇菩提亦已答了，不用佛來解答。你現在讀完此段，

便知道了，真的佛是無相的，這個是真如。假佛是有相的。那些是假佛？報身

和化身是假佛，是有相的。真的佛是無相的，是要修無相因才行。示現有相的

佛只是一種方便，接引而已。尤其是學禪宗的人，更加要了解。禪宗人有一種

自性彌陀，都不用走去的，不用走去極樂世界。那不用修，是一類類人，你未

必是那種根器的人。你要自己量之度之，是不是？你的身體有多大，才穿多大

的衣。佛也說他說得對。第二十五頁（新書五十八頁）頁中，（已三）、佛重

印成。釋迦佛重新印可他，同意他的說法。「佛復告具壽善現言」，具壽即是

長老。佛說到這裏的時候，（復即又）又講給這位長老善現知。他這樣說，

「善現，乃至諸相具足，皆是虛妄；乃至非相具足，皆非虛妄。」一句。我先

解這句。他說，善現，有一個相，固然三十二相中，只得一相，其餘那三十一

相皆無，固然是虛妄。齊全諸相具足，三十二相皆齊備，是否可以不是虛妄？

一個虛妄則三十二個都是虛妄，對不對？一個相等於零，那一萬個相亦是等於

零。乃至到一個相具足，固然是虛妄，乃至到多多多至一切相都全具足。「皆

是虛妄」，都是虛妄，明白嗎？所以你讀完後，今晚發夢見到佛，你不要以為

是真佛，都是假的。 

 

不要以為某某大德，他死時遍體芳香，一道白光從頭頂鑽出來。他一邊

念佛一邊死，他一定生極樂世界了，他真是花開見佛。其實是什麼？虛妄，是

不是？但你不要逢人一見如此，便說他人虛妄，虛妄。這樣不好。你懂了但他

人未必懂，對不對？你可以住大屋，他人住茅寮，但你不要拆了他人的茅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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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不要亂說他人。人家說那個佛的相很好，你該如何回應？你應唯唯諾諾。

你不要說，這些都是虛妄相。這樣說是不對的。為什麼？程度不同。明白了？

一相具足，固然是虛妄。乃至到諸相都具足，都是虛妄。虛妄者假的、不實在

的。虛妄不是罵他騙人，虛妄即是不實在。如果無相又如何？三十二相都一個

相都沒有，那便是實？一個相都無比較實一點，兩個相都無更實一點，所有相

皆無最真實。乃至一個相都無，一直無、無、無至所有三十二相皆無。皆非虛

妄，都不是虛妄。你不要以為他是這樣，他是真的，一切相都無。如果全部都

無那便是 Zero，一個圓圈。不要以為一個圈是什麼都無，那還有一個圈，有一

個圈便是有。如果一個圈都沒有（Empty、無），但還是有，有一個無，要把

這個無亦「無」了才行，這部份最難處理。什麼你都可以無、無、無，但如果

把這個無亦「無」掉，你便無法處理了。你們可以做到嗎？ 

 

憨山法師有兩句詩，我跟你講，「荊棘叢中藏足易，月明窗下轉身

難。」【注：「荊棘林中下足易，夜明簾外轉身難。」見卍新纂續藏經第七十

三冊 No.1456《憨山老人夢遊集》卷第四十七】，好詩！在荊棘林中滿地是

剌，你的腳慢慢踏下去，不要給剌剌到，還是容易，小心便行。但最難的是

「月明窗下轉身難」，月亮照著你，在一個好環境下睡覺，你想轉身是甚難

的。是什麼意思？你全空了色、全空了聲、全空了香，全部都空，空空空，到

你什麼都全空了，就如月明窗下般，空空靈靈，月明窗下，你便處理不了。剩

下一個空，空不去。是不是？空不了個空，又一個空是空。又有一句話，「空

都是空」。又有一句，但空都是空，都是空。又有一句新話，「空都是空，都

是空」。弄來弄去還是剩下了一點，撇不去。能撇得去，則你已見道。就是撇

不去，便是「月明窗下轉身難」。 

 

好了。「乃至諸相具足」。不對，「乃至非相具足」，非一切相都具

足。「皆非虛妄」。懂得解嗎？於是，作結論。「如是，以相非相應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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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如是」即這樣，我們應該如何？已有三十二相，非真實之相，這個

假佛的三十二相，並非法身真佛之相－「相非相」。「應觀如來」，應該以此

觀點來觀察，如來是怎樣的－法身如來，這個如來。明白嗎？我已經解答了第

一個疑問了。 

 

大家有沒有問題？同學：「今堂講到報身，你剛才所說的報身，即是佛

的報身這個相是假的，是不是？」老師：「凡所有報身都是假。」同學：「報

身是假。報身有個他報身，有個自報身。這個自報身是不是有相？他報身是可

以有相即是假的，那自報身又有沒有相？老師：「有兩種解法。第一種解法，

佛的三身，報身是籠統的說是報身，報身必定是有相的。其實他這個報身是指

什麼？是指他報身，是有相的。 

 

自報身是否有相這個問題，經論裏面說，佛的自報身，唯有他自己才能

看得見，十地菩薩所不能知。十地菩薩始終只是菩薩還未成佛，佛的自報身他

如何會知呢？所以是無可解答，是不是？有些人勉強解答，就說量同虛空，虛

空有多大，他便有多大。虛空是無相的，那量同虛空，亦即是無相。所以佛的

自報身是有相或是無相，只有兩個答案。一個是有相的，但有相而人是看不見

的，如何稱得上是有相呢？只有他自己知，十地菩薩所不能知。我們去思議

他，是沒有什麼聊賴的。有些說佛的自報身是無相的，這是另一類人。有些人

說報身是有相的，是著重他報身。有些人說報身是無相的，是著重自報身。佛

的自報身究竟是什麼？兩個解法。第一、印度一個人的解法。印度有一位論師

名親光論師，寫了一本書，名《佛地經論》，解釋《佛地經》。他說佛的自報

身，是佛的智慧來的，智慧當然不會有相。佛的智慧來的。他報身是由佛的智

慧所顯現的，那當然有形相。為了度化他人，所以有相。變了佛的自報身是無

相的，是智慧。這是第一個解法－親光論師。第二個、我們中國的六祖大師。

六祖大師有一句說話，「清淨法身，汝之性也」。性者，你的真如自性，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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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淨法身，你不要以為釋迦之清淨法身是在釋迦處，其實是你的真如自性。因

為真如是大家公共的，是你的性也，性者真如實性。「圓滿報身，汝之智

也」，《六祖壇經》是不是這樣說？「圓滿報身，汝之智也」，你的智慧，這

即與親光論師的說法相同。奇怪的是六祖大師未讀過書，當時的《佛地經論》

他一定未看過，可以保証他未看過。但他的說法與親光論師相同。而親光論師

是博學多聞、了不得，這位菩薩，親光菩薩。親光的解法。 

 

「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他連千百億化身，亦未能稱之有相或無

相。其實兩個說法都對。那些講淨土宗的人，說見到佛「白毫宛轉五頇彌，紺

目澄清四大海」等等是有相的。這是指什麼？那些生極樂世界的，見到一個化

身佛，和那些見道的人生極樂世界，見到個報身佛，有相的，是指他報身。所

以六祖那些人說「汝之智也」，親光說都是智慧來的，是無相。而且那種智即

是無相的智，觀無相。這是什麼？自報身。你不能執著蓮池大師等所說，見到

極樂世界如何莊嚴華麗，便說六祖不對，我聽見有些法師說六祖不對。唯心淨

土、自性彌陀，這些是不對的，打擊他人的信心。自性彌陀，如何自性彌陀？

另外有一些一味只學禪宗，又太忽略講淨土宗那些的人，他說報身只是智而

已，那來有形有相。這又是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知道佛有一個自報身，而不知

自報身雖然無相，他不了解他報身是有相的。這是一個解法。 

 

同學：「講完經後可否也講一點龐居士語錄？….講一段可以嗎？」老

師：「我最怕講語錄，你還是找禪宗的法師來講才好。」同學：「第二、你時

常問我們明不明白。根本上我真的聽不明白。我很希望有辦法可以令我們容易

點明白？因為你常常問明不明白，證明真的有很多人是有點聽不明白，這是事

實。希望可用一個簡單的方法，較為易明白點。第三個問題，你說佛不喜歡看

相、風水那些。但你上一次講你家對面有個掗叉什麼的，如何對著你等等…….

老師：「第一個問題我已經答了你。第二個問題，是不是？第一個問題，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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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禪宗事情，你得找禪宗的法師，那些會打機鋒，會語錄的。我講這些是學

究式的講法，規矩方圓的，有次有序的說給你聽，家法不同。不能說我對他不

對，他亦不能說他對我不對，各有長處。所以你如果問那些禪宗語錄、機鋒那

類事情，你最好找禪宗的法師，大有其人。解答了你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

題，可不可以再淺易點？我的答案是沒有辦法。何解？因為我認為我已經解得

最淺了。我想解釋一段經，了解那一段經，我認為已經足夠。何解？最重要那

段經，你能一句句的理解….，其餘的旁支，你可以自己解答。第三個問題，

你說佛教是反對看風水、占卦算命的。對！佛教反對看風水，反對占卦，反對

算命。不止這樣，你看看智者大師的說法，包括吟詩作詞都反對。他說這些事

白白花了時間，阻礙你的精進，他是這個想法。既然佛是反對。但你需要分

開，反對那件事並不代表沒有那件事。譬如我教兒子，反對我兒子學人吸食大

麻，我是反對他。但我並未有說吸食大麻不會令你飄飄欲以。所以風水之有

無，是另外一回事。佛教反對風水，又是另一回事，是兩件事。 

 

跟著有兩點要講。第一點、為什麼佛教要反對看風水、占卦？第二點、

風水、占卦是否真的有那回事？我分享一下。第一點我回答你，何解要反對看

風水、占卦？風水是否好呢？譬如你祖宗山墳很莊嚴，青龍、白虎、砂手、四

水歸源，非常好的。佛家告訴你，這是你前生的業力，牽引你今生的果報，牽

引你今生投生在這個那麼好的家族，那麼好的宗族，每件事都好，甚至你祖宗

的風水亦那樣莊嚴華麗的。不止你的風水莊嚴華麗，你的家人每個亦都相貌端

嚴，你的相貌亦是整個富貴相。這些都是什麼？都是果，你的異熟果。這種異

熟果是你前生作善所引得的果。與生俱來，你未出生，見到你的祖宗那麼好的

風水，已經具備肯定是你的，所以你不用求的。如果你前生沒有這樣的業力，

你前世假使是幹些偷雞摸狗的事，你現在出生，明明祖宗有很好的家當，一到

你掌權時，便很快的流走了。何解？你沒有這樣的果報，這樣的福報。所以只

問修心，不需講求風水。占卦亦與風水如是。風水不好又該如何？風水不好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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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你的業力到了這處，令你有問題，與風水無關。如果你的業力是無此牽引

得到此一災禍，那些假風水也不能耐你何的，就是這樣。只要你願意修行，風

水如何也不怕。例如范仲淹的兒子，他好像是叫范純仁，有一個山聽說是很有

煞氣的。但很多人又說要鬥煞，又要取它作風水。風水師認為，如果是受不起

的，則會有很大的害處。但很多人想要到那裏，范純仁說不要，他不想。人人

都想取那風水。他說：「不對，我死後便葬在那裏，我不怕的，葬在那裏，免

得害人。我葬在那裏便沒有人想要，我能頂得順（抵擋），不怕。」他死後真

的葬在那裏，那裏的石很嶙峋，對著他。他葬在那裏幾年之間，像濳移默化

地，那些不好的、破壞的風水全消失了。即是對著他那些不好的山、嶙峋的

山，總之那些不好的，全部變了。那表示什麼？范純仁是一個很善的長者，他

的爸爸吩咐他收糧，田糧，宋朝那些大官一般都有很多田的。他遇到某一個餓

荒，他拿了那幾成的糧去賑災。回家後，他爸爸問他收到多少，他說沒有，但

數目仍在那裏。為什麼沒有？拿了去賑濟饑荒，他父親只能不吭聲。他是一個

這樣的人，所以才可以抵擋。所以在佛教的角度看是不用風水的。壞的風水，

而你住在那裏，不壞。好的風水，而你住在那裏，更好。不怕。問題是你能夠

怎樣？只要修行便可。願意發菩提心，按菩提心而修行便可。」 

 

同學：「你未解釋你種了棵樹來抵擋它，正對那一隻金雞。」老師：

「我兒子買了房子，正對一隻金雞。我有一個朋友來看到，說你正對金雞必頇

快快買一面鏡子來對治它。我說好，順從他的意思。亦好，於是買了面鏡子。

可以安定家裏的人心，同是我亦是凡夫，亦可以安自己的心。實在所謂金雞那

些，屋是很難說，如果那些是山，像一個金字形的山，凡是那些岩石嶙峋對正

的，都是惡的夜叉、惡的鬼神，多住在那些岩石的地方。如果你對正它，常常

在你那處經過。不是它影響到你不安寧，便是你激怒了它，它對付你，是不

是？就如一個有權勢的人，住的房子，你對正他，他便感到全身不舒服。不是

他影響你，便是你影響他。所以還是避免為宜，是應該避免的。這些不是說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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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過佛家說你不用信，你要修行，不怕他。如果它是夜叉，你這樣，如果

你發菩提心，你天天發菩提心，真正的發菩提心，那些善神會保護你的。如果

那些鬼是善的，它會來保護你。不止不討厭你，說不定還會恭敬地向你問安。

是不是？你只要….？」 

 

 同學接著問：「你那時不是種棵樹來抵擋它嗎？你在門口種棵樹來抵

擋。」老師：「我不怕，因為我經常念佛，我還經常坐著拿著一串佛珠念佛，

我講觀想，如果是鬼神，是會靈驗的。好的它會保護我，如果是不好的，我的

善神會保護我而對付它的，讓它不會搔擾我。我有這個想法，所以我不怕的。

但我現在七十多歲，我會死的。如果那房子是租的，我死了，他退了租便沒

事，但我兒子是買了下來的。怎辦？他不是我，他是不信佛的，他是基督教

徒。他又不信風水亦不信佛，這樣未必能夠抵擋得了。那我便只好種棵樹，擋

著那個風水。這種事寧信其有，種棵樹好看有何所謂？無所謂的。我是這個意

思。所以風水之說，不是沒有，有的。 

 

 算命亦是準確的。但如你是有修行的，便不會準確。對有幾類人是不會

準確的，和尚、道士、極凶惡的人、極良善的人，他的命是算不準的。在我來

說，有一個算命的算了我的命，很準確的。說我廿八歲逢水災，一不小心便會

喪命。廿八歲我沒死，水災我亦無碰到水。如何無碰到水？掉進了水，但腳卻

被纜纏著，吊著。這是廿八歲那年，我由香港入廣州灣，帶著中山大學一批

人，由廣州灣入鬱林，廣西的鬱林，去貴縣，在貴縣那條江上，一片綠色清

澈，忘記了江的名字。在那江邊，有一排排的杉排，那些旅館是在杉排上邊，

另外有很多大船，一條條停泊在那處。當時是春天，春雨綿綿，我撐著一把新

的雨傘，在永安公司買了一把很漂亮的新傘，穿了一件絲綿袍，穿了一雙膠的

外國皮鞋，挺漂亮的。篤下篤下，船過船，因為我當領隊，從一條船跑到另一

條船，跑去杉排上的旅館。有二十人由我帶隊，故我要找有二十個床位的旅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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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他們住，那時旅館很難找。我篤著傘，以為篤著（支撐）便沒問題，便船過

船。船的側邊不是有跳板的嗎？誰知那麼滑的，一踏上去便整個人滑下去。我

是拿著傘的，但傘也撐不了。在兩條船中間有一條像兩手指粗的船纜，繫著兩

船的纜。我一跌，可幸我的左腳勾著那根纜，所以我現在左腳有點毛病。勾在

那裏，掉不下去，只差一尺便著水，而我的傘便不見了、掉了。我只有拚命，

因為如果腳一鬆，掉下水必死。因為水流很急，掉下水如果你掉進船底，便永

不超生，再沒法站起來。我當時很醒目，我念大悲咒，什麼都不想便念大悲

咒，死忍著。便有一個船夫叫「有人掉下去」，馬上拿了根有鉤的竹，伸過來

讓我握著，拚了命的握著它，傘掉了但握著支竹。就這樣握竹撐著，腳亦被勾

著，安全了。他便一手拉著我，把我拉回去。所謂水險不過如此。是有驚，確

實嚇了一驚，但亦不算是大驚。心一驚我便念咒；一念咒便忘了形，不懂驚

了，死不了什麼事也沒有。 

 

他又說到我五十多歲時，五十六歲那年，衝破堤江，很難弄了。我今年

已有七十三，五十六歲還未死，六十六歲也不死。我幸運點、衛生點，有七十

六歲也說不定，我今年已有七十三歲。所以你不用管的，你精勤點念佛。大概

一個人，你不作惡，不作惡不是有功，只不過是無過。你不作惡則你的壽命應

等於平均壽命約六十多歲，是有的，這是基本，六十多歲。除非你行險僥倖，

你不行險僥倖六十多歲是很平常。在六十多歲的基礎上，如果你在飲食上檢點

衛生，可多十年壽命，那便是七十多歲了。如果你做些運動，又可多十年壽

命。適當的運動，例如打太極拳，或是打坐、做氣功都可以，又可多十年壽

命，那便是八十多歲了。如果你願意戒殺放生，有天君泰然的心，很舒服自

在，很容易又可多十年壽命，那便有九十多歲了。很奇怪嗎？你知道嗎？風水

那些，記著一句話，不捨菩提心。你住在那裏，風水不會遺害你。但你離開

後，其他人未必能抵擋得了。我是不怕的，什麼鬼屋什麼我也不怕。如果有人

說有什麼鬼屋，你天天發菩提心，又修禪。我去住便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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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你有一位道友，學佛七十多年，一無是處。必定是有點理由

的，如何能學了七十多年，還是一無是處。」老師：「我不是說她一無是處，

很大災害。她都有九十多歲壽命，是不是在說前半年去世的曾璧山？」同學：

「一個多月前。」老師：「不止。她九十四歲左右。她持長素的，她自小二十

多歲的時候，嫁給神主牌的。因為她小時，父母讓她與人訂了婚，而她丈夫早

死，未結婚已去世。男家必問兩件事：妳是否回來守？妳回來守，說不定將來

會把妳丈夫的身家給妳。如果你不守，妳便可再嫁。必定是這樣。她決定守，

守則要嫁給神主牌，那她便嫁了給神主牌，她嫁了但實際上她沒有嫁。一直念

書，在女校，好像是在陳芷峰女校念書。後來她教書，在跑馬地崇蘭中學教

書。我和她很稔熟，我是崇蘭中學的校董，我現在仍是它的校董。她的我執法

執很重，整天說人家不修行，看不起人家，她修行便以為自己很了不起地修

行。虛雲和尚有一次我不在，另一次我在場，虛雲和尚。她看見有一位法師在

荃灣，這位法師現在美國大行其道，根本他只是在虛雲法師座下打過一、兩次

禪七而已，他跟虛雲都沒有什麼關係的。他卻在香港大吹大擂，說是傳虛雲的

法，其實虛雲那會傳法於這人。據我所知，這位法師。曾璧山乃虛雲之弟子，

真正的虛雲弟子。她便感覺得不爽，說虛雲最不喜歡他，他還說他傳虛雲的

法，這是不對的。有一次，虛雲和尚來香港，她便跑去見虛雲和尚，說某某對

人講是傳你的法，你傳法給他。你是否傳法給他？ 

 

虛雲和尚笑而不答，他沒有說傳也沒有說不傳，只是笑。曾璧山有點接

受不了，便問虛雲和尚，我們跟了你那麼長時間，整天你說要持戒我們便持

戒，你說什麼便什麼，那我們該如何？你傳不傳法給我們？虛雲點頭說：「可

以，可以。」，便把頭上的頭髮一拔，交了給她，拔了頭髮給曾璧山。曾璧山

便拿著虛雲和尚數根頭髮。你說開玩笑又不是，只有頭髮。和尚只是說可以可

以。這便是不化，修行數十年。那個「法」和這個「髮」又有何關係？虛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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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不知是開玩笑還是什麼，拔了數根頭髮給她。我沒有看見他在拔，但曾璧山

卻給我看那數根頭髮，她說是虛雲拔的。還有，食齋念佛很勤，我便跟她說如

何勤於食齋念佛，只能生一個化土而已，不能生報土。生報土必頇是見性、見

道的人，才可以生報土。妳這樣的生是很困難，如果妳定慧雙修，妳一見道，

只要妳一發願，即得往生。妳已數十歲了，應該要讀些經教吧，單單念佛是不

足夠的。但她說不用。我只能說妳這些人‘爛泥扶不上壁’。她這一類人，身

在世界生化土，是沒有問題的。她只要臨死時，一心不亂，便沒有問題。我即

是說她不化，不肯努力去修。因為這樣修你去到極樂世界還是再要見道的，不

是這樣便能轉到報土的。 

 

同時，我對她的行為有多少不高興，她是數間學校的校監，做津貼學校

的校監，專門找那些巴結她的人來當校長。若是佛教學校，理應找佛教徒當校

長的。葉文意在那裏教書教了約十年，校長的位置，她始終不給葉文意，反聘

了一個基督教徒來當校長。我打電話給曾璧山罵她，罵了四十分鐘，你問問我

太太。弄得葉文意辭職，葉文意辭職後，她又不發出服務證書，那葉文意不是

白白辭職。但她卻不明白，人家在那裏教書那麼久，有校長職位空缺，應該輪

到她，也不給葉文意做，而找一個基督教徒來當。葉認為這間學校沒有希望

了，辭職後轉到覺光法師那間學校。曾璧山是不高興覺光的，覺光是寶靜法師

傳法的。而她又說她的蓮社，香海蓮社是寶靜法師首創的，她才是正統。其實

妳是一個在家人，卻與一個和尚爭正統幹什麼？她聽到葉文意不在她校教書，

而走到覺光那處教。法執便起，無明便起。你說一個十多二十年持長素的人，

人家在那處幹了十數年，希望妳能發給一個好的服務證明，都不肯給人家，那

何用持素？所以我拿起電話…。葉文意向我哭訴，我則拿起電話罵她。我太太

問我你為什麼罵人？要罵她便罵她，她又不是我的老闆，是我老闆才怕她把我

辭退，但她又沒有資格辭退我，罵了她四十分鐘。我還準備了一對聯，可惜還

未對好對頭，她便死了。我本來想完成它，後來覺得有點刻薄，不好，便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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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我有很多對聯是人未死時我便先作輓聯，後來很多時都沒有採用。曾璧山

的輓聯我最後沒有完成，因為不可太刻薄。下聯做了但上聯未做，我要找那些

經，那麼多字。下聯是有關西方極樂世界的，下文是引經的，引《阿彌陀

經》，「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這個是上聯，未有下聯。得找找

經文去完成下聯，但我未去找。我的意思是，妳現在修西方極樂世界。修西方

極樂世界的人，據《阿彌陀經》，用小小善根，持數十年長素，不欺騙人等

等，以這麼小的善根福德做因緣而得生，是不行的。我的意思是刻薄的。妳這

一類人不會生極樂世界，妳看妳對教員那麼刻薄。她還有一事對教員很刻薄

的，有些人是很難說的，我見有些人經常手持念珠罵人，她喜歡時常罵人的。

很難的，這一類是很難生的。」 

 

同學：「….那有什麼理由？《阿彌陀經》最多得一、兩個人明白。」老

師：「你最重要一句一句解得明白，多點看，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自然便會

明白了。你現在有點進步了，知道自己不明白，比那些不明白（烏卒卒）的人

好一點。即是等於坐禪，以前的人會發現他的心按不住，他的心亂，時常會掉

舉，時常會散亂，其實他還是不錯。有些人坐著胡思亂想，不知想到那裏去，

他自己亂了仍不知亂。如他能觀察而知道自己亂，他已經高人一等。時間到

了，我便談到這裏。」那天，我先重溫那天。頇菩提問佛，一個人發心修行大

乘，有三個問題。第一、應如何住？如何對準目標，以什麼為目標？第二、云

何修行？目標既定，應該如何實踐、修行？第三、云何降伏其心？既然實行，

實行時會起煩惱，貪瞋癡有些時會起的，如何令我們的心除去煩惱，安安定定

去修行證果。三個問題。佛解答他，第一、答他如何修行，即第一個問題。對

準那個目標？目標是什麼？成佛。發菩提心修行大乘的人，一定要第一件事是

發一個得大菩提的心，即是想成佛的心。為什麼要成佛？因為要度無量無邊的

眾生，所以要成佛。時時抱著這個心，不放開這個心的。第一個便是這樣。答

第一個問題，要這樣住，這樣對準目標。第二、目標既定，便要修行。只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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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是不行的，修行要做。做的時候要如何？他教你如何做。記得嗎？該怎做？

同學：「要發菩提心。發完菩提心，便要修行。修行時要如何修行？同學：

「要不住相。」是的是的，要不住相。不要執著，不住相即不要著相。如何能

不著相？不要執著我了不起，我能夠修行。第二、我現在修行，我現在布施，

施捨給他，他這個可憐的人，他要受我施捨。不要有一個這樣的對象，執著有

一個對象在那裏，受你修行行為，接受你的東西。第三、你施捨什麼東西給

他？我現在施捨一百張病床，或施捨多少件綿衣給人。不要著相，施便施，不

要計較。不著相修行、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任你修行那一

個項目，都要不著相，那樣修行，幾項修行。第二個問題就是這樣解答。第三

個問題，云何即如何。如果我們修行時起煩惱，起那些貪瞋癡那些煩惱，我們

如何清除煩惱，降伏我們的心？不要有我相便行，不要執著有我，無我。這是

第三。因為一有我然後會起煩惱，無我便不會起煩惱，第三。 

 

答完三個問題後，釋迦佛便看見、聽見聽眾中人，有很多生懷疑，於是

釋迦佛看到那些人所懷疑的問題，便一個跟一個的解答。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有人這樣問，有人這樣懷疑，第一個。總共有二十七個疑問。第一個疑問，佛

教人不住相，即不要有相。修行的時候，有因然後有果。因是不住相，不住相

即無相。好了，無相的因將來的果是什麼？將來成佛。成佛不是有相的嗎？全

個人好相，三十二相，是不是？整個福相，那麼的光明燦爛。那不是有相嗎？

無相的因得到有相的果，合理嗎？佛便解答這個問題，有相便是假佛，那個報

身佛和化身佛是有相的。法身佛是真佛，法身佛是無相的，無形無相的。凡是

世界上有形有相的東西，都是不實在的。唯有無形無相，完全一切相都沒有

的，才是真的。這解答了第一個問題。那位是不是陳太？妳是不是陳太？還有

一位，瘦瘦的那一位是不是陳太？她今天沒有來。她問我有關佛的三身，我還

是等她來到才說。同學：「她今天來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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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問題解答了，總共有二十七個問題。現在第二個問題，今天講第

二個問題。第二個問題，第二十六頁（新書五十九頁），（戊二），解釋什麼

呢？第二個問題是什麼？第一個問題解答了，知道了，修的因是無相，果亦是

無相的。無相因得無相果，很合理。於是第二個問題是，那不是很虛無？因是

無相，果亦是無相，做什麼都像是無的。佛在世時，當時的人之根基很厚，智

慧很深，可能相信，如果佛涅槃後，佛說正法只得五百年，五百年之後是像

法，像法之後便是末法。正法時代很多人智慧很高，人們信是不出奇，而且正

法時候，人是會證果的，這亦不會奇怪。萬一如來滅後，過了五百年，正法時

代完結了。這個時候到了像法時代，正法時代是怎樣的？而像法時代又是怎樣

的呢？三個時代，第一個時代，正法時代。正法時代有三件事是具備的。記

著，有教、有佛的教訓在；有行、有人真正修行；第三、有證果的。有教、有

行、有證，三樣俱有，正法時代便是如此。第二個是五百年後的像法時代，有

教、有行、無證。記著，五百年後修行的人是有的、教是有的、證阿羅漢果的

人，不是絕對沒有，但只得很少很少，大體來說是沒有。經過像法之後，第三

個時期稱為末法時期，我們現在這個時期便是。在這時期，又少了一樣，少了

什麼？有教、無行、無證。證固然沒有，行亦沒有。你現在看看，學佛的都是

玩玩下（柴娃娃）般，只得空談，又沒有抉擇，不認真的（求求其其）。如果

如來滅後過了五百年，是正法將滅的時候。像法的時候，正法將滅的那個時候

開始，那時候是沒有多少人信的。現在還是有人信的，五百年後，到時則沒有

人信了，怎辦？佛回答他不用憂心，佛涅槃後五百年，有一些大菩薩出現，有

一些大乘的眾生出世。他說這些人福德很好，智慧很好，他們會接受的，你不

用怕。第二個問題解答。 

 

好了，我們看看，二十六頁（新書五十九頁）。釋無相因果眾生難信之

疑。分二：（己一）善現問，（己二）佛答。善現提出問題，「具壽善現復白

佛言：『世尊，頗有有情，於當來世後時後分，後五百歲，正法將滅時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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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聞說如是色經典句，生實想不？』」。「不」字讀「否」音。具壽即長

老，這位長老善現又對佛說。他怎樣說？他說世尊，叫一聲稱呼他世尊。「頗

有有情」，會不會有些眾生？有情即眾生。這些眾生「於當來世」，於未來的

時候。未來到什麼那時？「後時後分」，很後很後，幾百年後。「後五百

歲」，很久以後，即釋迦涅槃之後，又再後五百年之後。那時候正法將滅，正

法時代過去了。正法將滅的時候開始，轉即起、開始。正法將滅的時候開始的

時候，那時眾生比較澆薄點，那時澆薄點的眾生。 

 

「聞說如是色經典句」，那些眾生聽聞他人講。「如是色」，色即特

色。說這種擁有特色的，什麼都說空的，又無相因得無相果，好像很虛無的、

這種特色的經典的語句。這種眾生聽到你如此說，聽到這種語句，會不會生起

真實的想法？覺得他所講的都合真理、合真實呢？實即真實。認為它是真實

的，起這樣一個想法，會不會呢後面佛便回答他，二十七頁（新書六十一頁）

倒數第五行。 

 

佛答，（己二），分二，分二段。（庚一）、明後世有具戒德慧之菩薩

能信此經，這是第一個說明。那時候有一些具備戒、持戒好；德、福德好；

慧、智慧，有一種這樣的菩薩。這一類菩薩聽到這種經，都會相信。（庚

二）、明其能信之所以。明即說明，說明他能夠信這類經的原因，所以即原

故。為什麼此種菩薩會信此種經？現在先說（庚一）、明後世有具戒、具德、

具慧之菩薩能信此經。「佛告善現：『勿作是說：頗有有情，於當來世後時後

分，後五百歲，正法將滅時分轉時，聞說如是色經典句，生實想不？』」。先

說這裏。佛對善現長老說，「勿作是說」，勿即廣東話的「咪」（不要），

「咪咁講」即不要這樣說。是作此字解，「勿作是說」即你不要這樣說法。不

要這樣，這樣是指什麼？你不要這樣說：「頗有有情，於當來世後時後分，後

五百歲，正法將滅時分轉時，聞說如是色經典句，生實想不？」。你不必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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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你不要這樣說。何解？「然復善現，有菩薩摩訶薩，於當來世後時後分，

後五百歲，正法將滅時分轉時，具足尸羅，具德，具慧。」。「然復善現」，

然即可是，復即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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