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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現長老說，有菩薩摩訶薩，有些大乘菩薩，修行大乘的菩薩。「於當

來世後時後分」，這類菩薩於未來的時候，在很後很後，有多後呢？「後五百

歲」，後至我涅槃之後五百年，那時候正法將滅，正法時代已經過去，快將會

過去了。「正法將滅時分」，時分即時候、時期，即正法將滅的時期。「轉」

即開始。正法將滅的時期開始的時候，那時有些大菩薩，那些菩薩又如何？ 

「具足尸羅」，具足即具備，尸羅即戒律，他能夠孚戒律。「具德」，

他又很有福德，過去修行令現在修行很有福德。無福德不能遇到這類經的。

「具慧」，他又有智慧，能夠了解。他三樣具備，那時候，有些這樣的眾生。

何解？因為《般若經》，剛剛是佛預先預記的。佛涅槃後五百年，龍樹菩薩才

出來，然後才找到《般若經》，以作弘揚。好了，（庚二）、這邊文字有問題

嗎？同學：「我剛剛 Miss 一句，什麼是尸羅？」老師：「尸羅即戒律。尸羅梵

文 sῑ la，sῑ la 即戒律。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等這些戒律，尸羅。」無問題

嗎？無問題。 

 

現在二十九頁（新書六十三頁），你看多容易，只要大家如果真的想了

解，學佛最不好是像「柴娃娃」（玩玩下）般，一時興奮，是沒有用的。一定

是沈著一步一步很有秩序地去徹底了解，因為佛經猶如連環鎖那樣，一步扣一

步，一步扣一步。如果中間缺了兩環（堂），你一定要花功夫把它接駁，會很

吃力。得要沈著。你看，如果你能夠這樣做，很快的。現在一跳，已經是第二

十九頁（新書六十三頁）了。（庚二）、二十九頁（新書六十三頁）第一行，

明其能亯之所以。所以即原故，明即說明。說明這些大菩薩為何他能亯這些經

的原故、的原因何在？跟著講了，講出兩個原因，（辛一）、（辛二）。（辛

一）、明其歷逢善友積集亯因。說明那些菩薩的過去世，經過很多世，經歷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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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世，在世世之中逢那些善知識，善友即善知識。印度梵文稱朋友為知識，善

友即善知識。所以善知識幾個字，那些英國人把它翻譯為 Good Friend，Good 

Friend 即善知識，即好朋友。現代人說什麼善知識，善知識很了不起嗎？即好

朋友，Good Friend 而已。他有一個好朋友，便是善知識。學佛的人不應這樣

的神神秘秘，善知識即好朋友。很簡單的。 

 

那些善哉、善哉，即是好呀、好呀而已。不要像電視那樣，那些電視台

的人，真是沒有知識。而且電視劇中，那些人上少林寺，跟住持開交涉，那個

住持合上掌，善哉、善哉。那有人講話是善哉、善哉的？應該是好呀、好呀才

對。像外國人 Yes，Yes 那樣。那會是善哉、善哉，那般文言。我們中國人說

話，也不會像從十三經裏面，取那些文字來講，而是會用白話講的。那又怎會

在電視節目裏面，弄出和尚說話會是善哉、善哉呢？還有合掌是表示恭敬，精

神專一，精神專一地合掌。可以這樣合，亦可以那樣合。叉手（分散手指）來

合掌亦可以，分散十隻手指合掌，代表我與你談話，我是很恭敬，精神專一的

意思。人家和尚念經、敲磬或者什麼時，一隻手拿一件東西，另一隻手單手合

掌，這樣是單合掌。不是，電視劇裏有理無理拿著東西便叫合掌，只得一邊

掌。雙手合才可以稱作合掌。所以佛家的事，很多是給人誤會得很厲害。還

有，電視還說少林寺和尚打鬥時，主持舞著禪杖打鬥時還穿著袈裟、黃袍金線

袈裟。那會有人這個穿法？不會的，袈裟不是隨便穿的。打架也要穿著袈裟

的？佛亦是食時著衣持缽，出大城乞食的時候，才會穿著大衣即祖衣，祖師穿

的。一般回來後必會脫掉才講話，那會打架仍穿著！第一、這些人無知，因為

無知而生誤會。這些佛教徒又不糾正人家，人家這樣做不對，為什麼佛教徒不

糾正呢？因為佛教徒本身亦無知，是不是？何解無知？都沒有讀經的。去佛堂

如「柴娃娃」般去，喃呀唱呀。這樣你一萬世，萬萬世亦不能成佛，喃唱便會

成佛？修行不是喃唱。那修行是什麼？尸羅（戒）、修定、讀經，引發智慧，

這才是修行。不是拿著個木魚，拿著個磐，嘭嘭的敲，便算是修行。這樣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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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佛法便會滅。 

 

有一個天主教徒問我，我幾乎被他問到難以招架。有一個人叫做德蘭修

女，時常去非洲捐錢，自己卻非常樸素，非常苦，在非洲工作。他拿德蘭修女

的照片給我看，另外拿覺光和尚坐著穿著祖衣的照片給我看。他說：「你現在

說菩薩修行，這兩位誰是在修行？德蘭修女是在修行是菩薩？還是這位和尚坐

著，受人膜拜？誰是在修行？」那位是天主教的中國神父問我。他說：「你不

要有宗教的偏見，我知你是佛教徒。」我說德蘭修女，這個才是真菩薩。他便

說那是當然的。你說佛教多掉臉。如果你本著良心，是要這樣答的，她才是真

菩薩。你一班人坐著受供，受人磕頭給果金，袋袋平安。人家跑去吃苦救人。

這件事，如果是這樣佛法真的會滅，末法時代，真的會滅。 

 

好了，閒話少講。同學：「老師，你說這件事很精闢。老師：「是那位

中國神父問我，那個才是真的？」說明他亦逢善友，多生以來，都遇到善知

識，積集成一種福，所以今生見到此種經，能夠有亯仰。積集了能夠亯仰的這

類經的原因，即你有這種福，沒有這種福你不會碰到的。如果各位你們前生不

是有這個福的話，今世你怎會坐在這裏聽，聽講《金剛經》。無的。一定有這

個福的，還要有智慧的。如果沒有智慧，你不會到來聽的，聽了亦會走的。聽

了一次，第二次也不知在說什麼，那便走了。積集他能夠亯這本經的原因。

「復次善現」，復次即又，善現。「彼菩薩摩訶薩，非於一佛所承事供養，非

於一佛所種諸善根」。先說到這裏。 

 

又善現長老，「彼菩薩摩訶薩」，我五百歲後的那些菩薩摩訶薩。「非

於一佛所」，所即那處，他前生不是於一個佛那處。承諸佛的教化，奉侍諸

佛，供養諸佛，不只一個佛，已經承事很多佛，曾供養很多佛。「非於一佛所

種諸善根」，並不是在一個佛那處修行種善根。下面「然復善現，彼菩薩摩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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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於其非一百千佛所承事供養，於其非一百千佛所種諸善根，乃能聞說如是

色經典句，當得一淨亯心。」。「然復善現」，然即可是，又，善現長老。

「彼菩薩摩訶薩」，五百歲後能夠亯仰這種經的那些菩薩摩訶薩。「於其非

一」，他前生曾經是不止一個，不止一個，以至百千佛，不止一百個，不止一

千個佛那處，承事供養。由於其非一百千佛那處，種下很多善根。不止一個，

歷世以來，在很多佛面前，修行供養，種下善根。然後乃能有機會聽聞有這種

特色的經典語句。還要，聽到這些經典語句，便能夠起一點清淨的亯心，是很

難得的。即是各位能夠有機會修行，有機會讀《般若經》，都已經是什麼？

「於其非一百千佛所承事供養，於其非一百千佛所種諸善根」，在止一個，歷

世以來，在很多佛面前，修行供養，種下善根。然後乃能有機會聽聞有這種特

色的經典語句。還要，聽到這些經典語句，便能夠起一點清淨的亯心，是很難

得的。即是各位能夠有機會修行有機會讀《般若經》，都已經是什麼？「於其

非一百千佛所承事供養，於其非一百千佛所種諸善根」，然後才有機會念《般

若經》，我們是很幸運的。假使你生長在紐約（New York），做了洛克菲勒的

兒子，天天可以跳舞，天天可以玩樂，好好享受，他便沒有機會讀《般若經》

了。他不及我們的，我們比他幸運，他富有又如何？他有一百歲又如何？一百

歲死後便與草木同了。 

 

好了，這一段說明那些菩薩多生以來，在那些良師益友，在佛那處，佛

也是善知識來的，種下很多善根。所以他後五百歲的時候便有機會，能夠於

《般若經》處了解，起淨亯心。這類菩薩為什麼會起亯心？不是只向佛叩頭便

會起亯心的。何解他？如果叩個頭便可以，那很多人都可以了。你可以叩十個

八個頭，然後可以死後生天。是不是這樣呢？不是。他能夠今世起淨亯心，是

他碰到善知識，歷世以來碰到那些佛菩薩、大善知識。那些佛、大善知識，教

訓他、攝受他。所謂攝受者即培育他、教訓他、保護他。攝受二字是包含保

護、教訓、憐憫、提攜的意思。歷世以來，不單只是碰到善知識，而是給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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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攝受他，令他成就這種德。什麼德？亯德、有啟發的智慧，令他見到這種

經，能夠起亯心的，是可培養的。（辛二）明其被那些善友所攝受，所以成就

了他能亯此部經之這種德，德的意思即那些 Character，有一種這樣的品格。又

分兩段：（壬一）、明攝受得福，第一、說明多生以來為善知識所攝受，所以

他能有這樣大的福，今世能有機會讀這些經。（壬二）、說明它。攝受得福所

以。為什麼那些善知識會教育他、培育他，他便會得福呢？何以故？（壬

一）、明攝受得福，看見嗎？三十頁（新書六十五頁）。「善現，如來以其佛

智悉已知彼，如來以其佛眼悉已見彼。」。此段只可以由佛講，我們是不可以

這樣講的。佛讓他親證，他在大定裏面可以預見很多事。他說善現，如來即

佛，即釋迦自稱，用我的、佛的智慧。「悉已知彼」，悉者盡也，盡知道他這

一類人，他的過去如此，所以他現在會亯，將來這一類人前途無限。「如來以

其佛眼」，如來則以他的佛眼。「悉已見彼」，像已親歷其境般，見到這一類

人，知道他多生以來，確是如此，成就那種戒德慧。 

 

「善現，如來悉已覺彼一切有情，當生無量無數福聚，當攝無量無數福

聚。」。他說善現，如來，悉字作盡字解。盡已覺彼，覺即了解。對於這一類

菩薩，通通了解。了解一切有情，有情即眾生。了解他這一類有情，指那些菩

薩，能亯這本經的菩薩，我確是在大定裏面，親歷其境般見到他。「當生無量

無數福聚」，知道他將來會生起無量無數那麼多的福，聚即堆。「當攝無量無

數福聚」，生即生起，攝者即舊有那些一直熏習修行謂之攝。未有那種福，生

那些無量無數福。如果已經有那些福，則令那些福增長，攝受無量無數那麼多

福。如來在定中，如來的身時常是在定身，沒有不定身的。我們要入定才可，

我們普通人亦很難才能進入定中。如果是羅漢，你所謂有神通，入定才能有。

未入定時，與普通人一樣，入定才有。要精神集中一會，才能入定。佛則不

是，佛是時時在定中，拿著一杯茶在喝著，仍然在定中。所以他不用推理，不

用邏輯來推理的，他自己能覺得的。很多人亦能做到，不用邏輯來推理，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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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很高層次的定才可。 

 

不過這是天生的，我見過有。有一個天生的，一個印度的女孩，未嫁

的，未夠二十歲，來到香港表演，香港大學的教授請她表演，在陸佑堂表演。

表演什麼？表演算術，一個七、八個數字的開立方，開平方、開立方。我們要

算十多分鐘才能算出來的，用計算機也要一會兒才可。她是任你給題目的，題

目一給她，你剛寫在黑板上，她閉上眼一會兒，立刻講出答案。那些數學老

師，一位數學教授，拿著計算機。這邊給她出題目，那邊她便說答案。那教授

還在用計算機，計算機還未算得答案，她已經把答案寫出來了。印度女孩，她

不用計算的。那時我在 Maryknoll Father 學校教書，有一位神父請這印度女孩

來，到我們學校表演。天主教神父有些是很有度量的，肯俾人表演，我們幾個

同事，幾位教數學的同事，他們沒有用計算機，跟她比快，給她出題目，出了

七、八位乘七、八位的乘數給她。這邊剛把題目寫出來，那邊她已把答案說

出。那班人當時拿著計算機算，亦比她慢。真的是這樣。於是表演完成後，那

些數學教員，好奇地問她，她懂英語，為何你算得如此快？你估計她如何回

答？她說她沒有算，她不用算的。不用算她又如何能知答案？她說覺得有一個

數目便說出來，閉上眼覺得有些光，中間有些數字，她照著讀出來而已，是這

樣的，這樣弄的。那些在大定裏面的人，佛當然可以。我用我的佛智、用我的

佛眼，確是見到這類人。他可以積集無量無數的福，將來可以得無量的福，便

明他攝受得福。 

 

下文，三十一頁（新書六十六頁）第六行，（壬二）、明攝受得福所

以。為什麼這些菩薩過去世被那些大善知識培育他、攝受他，他又會得如此大

的福？所以即原故。分兩點，（癸一）、（癸二）。（癸一）、以無我想故

得。很簡單，他因為受到善知識的指導，他願意修行。以無我想，想即想法。

鳩摩羅什譯為無我相。即不會有我執，想字作執著，第一無我執，不執著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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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癸二）、以無法想。不會執法。對於世界上每件事，不會執著這件事確

是如此，非如此不可，一定是如此的。不起法執。法想即法執。不起我執，對

人不起我執。對事物不起法執。因為能夠無我執、無法執，所以他能夠讓一些

善知識攝受他，他便能這樣修行、得福。（癸一）、以無我想故得，以即因

為，因為無我想，所以他能夠得福。「何以故？善現，彼菩薩摩訶薩，無我想

轉，無有情想，無命者想，無士夫想，無補特伽羅想，無意生想，無摩納婆

想，無作者想，無受者想轉。」。一個轉字把上述的貫通了，意思即無我想

轉，無有情想轉，無命者想轉，把轉字略去。他說，何以故？為什麼呢？為什

麼那些菩薩被些善知識攝受，得那麼大的福。善現，叫他一聲。「彼菩薩摩訶

薩」，那些菩薩摩訶薩，因為得到那些善知識的指導，他便修行。修行便能夠

如何？「無我想轉」，轉即起，心裏面沒有那些我執起，沒有了我執起，不覺

得有一個了不起的我。「無有情想」轉，不覺得眾生有一個實的有情，有情即

眾生，眾生即眾緣和合。 

 

譬如你，你以為這是我。其實你這個我是什麼？是很多條件配合的。第

一個條件，你的遺傳條件，如果你沒有你祖宗的遺傳，那有你？我們中國人鼻

子較扁，臉較平，這些是我們中國祖宗的遺傳。為什麼我們不是紅鬚綠眼？我

們是黃臉扁平，為什麼？這是種族遺傳，這是條件之一。第二、我們的脾氣總

是與我們父母的脾氣有點兒相似的地方，這又是遺傳。同一民族的人的性格，

都是相近的，這些都是遺傳。還有，為什麼那些人那麼高大，而你則那麼矮

細？那一定是你的祖宗也不是高大的，又或是其中隔代有一位不是高大的。很

多條件。還有，你不要以為是那麼簡單，只是祖宗、父母的遺傳。男系的遺

傳，還有女系的遺傳，母親系的遺傳。還有，你的性格別以為完全是遺傳得來

的。你讀書時，讀書的環境對你的性格影響很大，是不是？還有朋友，你與朋

友往來，如果你與那些「飛仔」（囂張，不正經的年青人）多來往，便會有一

個「飛」格了。如果你跟那些很勤力、很努力的朋友相處得多，你便會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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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重的人。即是說你的性格是怎樣的，你都是被各種條件決定你的。你可以說

是 Determined By 那麼多的條件，那何來一個實的你呢。或是大變也說不定，

像一個暴君。或者你做生意又失敗，情場又失敗等等，經過若干打擊，整個人

了無生趣。這全部都是條件決定的，沒有一個實的我。 

 

有些人稱我為我；有些人稱我為有情，即眾生；印度有些稱之為命者，

有生命的主體，命者。士夫，士夫即人，會活動的稱為士夫，梵文為 Puruṣa，

譯作士夫，或譯做大丈夫。即人，等於 Man。補特伽羅，補特伽羅上文已說過

了，梵文 Pudgala，一個眾生死後，譬如今世做人，他死後或可能生天、或落

地獄、或做鬼。之後又可能重新做人、或生天等等，輪迴不息，這些叫做補特

伽羅 Pudgala。意生、意生者即除了有我們這個身體外，如現代所說，有一個

靈魂，會有思想的，有一個這樣的東西在。摩納婆，梵文 māṇavaka，即青年人

的意思。意即我們身體裏面有一個主宰，一個像靈魂、如玩偶（公仔）那樣

的，有主宰的，很多人是這樣的。道教徒修行，修行的時候，會覺得自己會離

開身體，覺得如一個玩偶般走出來。 

 

我有一個朋友，他現在溫哥華，如果你到那裏，我可以作介紹，讓你見

見他，問問他。他叫馮公夏，大家聽過這名字沒有？在溫哥華世界佛教會做會

長的，叫馮公夏。他學習印度婆羅門教徒所學那種瑜伽 Yoga，他最早在香港提

倡 Yoga，他亦組織了一個 Yoga 學會。他學修 Yoga。Yoga 裏面有一種，修什麼

呢？它認為一個人的身體，不是真正的身體。我們的身體裏面，還有一個真正

的身體。那真正的身體叫做 Miracle Body。那 Material Body 不是真的，裏面有

一個 Miracle Body，會走出來的，你死時會走出來投生的。他說如果我們時常

修定，時常做 Meditation，認識這個 Miracle Body，它便會走出來。他很相亯

只要你願意修，他有修法可教你的，你是可以修的。如何修法？他說很簡單，

但不一定成功。你是可以修的，但我勸你不要修。他如何修呢？平時清心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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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每晚臨睡前自我催眠，告訴自己，我今晚睡時一定要做夢，看你當晚是否

做夢。多做催眠慢慢你便會有夢，它會聽你的。你說我要做夢，便會有夢。也

可詴詴在想今晚不要做夢，你便會一睡到天明。要練習你的意志，訓練你的意

志，令你的生理聽從你的心理說話。練習數個月後，成功了。第二步，我今晚

做夢時要知道我在做夢，這個是最難的。當你做夢時要知道自己正在做夢，很

難。他練習了一至兩年才給他成功了。他做夢時知道自己正在做夢，可以到處

遊，很愉快。遊完後他想我要醒，便醒來了。他能夠做到這樣，你可以問問

他。第三步又如何？同學：「這是否另外一個人？有天眼通那位？」啊那位，

那個是馮馮。你不要聽馮馮這個人，你聽他的便萬劫不復，亂來的，神通不是

這樣的。他有一天睡的時候，心在想著丹田，肚臍下面那位置。他的第三步

是，睡的時候，如果發夢的時候，由現在開始直至如何走出來的整個過程，我

要自己知道。真的有一天他睡時做夢，覺得自己在睡夢中站起來。他在想我是

否真的站起來？不是吧？我是否一個 Miracle Body？不知是不是呢？回頭一

望，覺得自己仍是睡在那處。那即是說這是一個 Miracle Body。詴著站起來到

處走走，站起來，真的站在地上。回頭一看，自己如死屍般睡在那裏，而我自

己可以離開、出神。很愉快。可否出外面走走？不如到大廳走走。心一想到大

廳，自己便如火箭般，從門處飆出去，到了大廳。那可否到街上走走？真的一

飆便到街外。在街上走時，他忽然想到如有點什麼連著他似的，他看一光閃閃

的，如一根釣魚絲，光閃閃的。你們是不是曾學過？同學：「在電視上曾報道

莎莉麥蓮在學這種修法，是一個秘魯人教的。」他看到自己肚臍上有一根絲如

釣魚絲，連著那像死屍似的自己那肚臍上，由這個肚臍連著那個肚臍。他有手

輕碰一下，感覺是有彈性的，有如一根藕絲。他一驚，如果斷了，不是回不

去？別弄了。一驚，做此事最怕是驚。一驚，便如彈弓一樣，嘭一聲彈回去。

在街道上，如彈弓般整個人便彈回來，睡在那裏。歪了、全身麻痺及痛，十多

分鐘後才可以弄正。於是在他醒來時，說得先解決這問題，他才會再做，不然

他不會再修了。他問，第一、那根絲會不會斷的？第二、斷了是否不能再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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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體？如果這兩個問題不能解決，他不會再修了。他到現在，到今天，直到我

現在給你說此事，仍未解決這些問題。那他不敢修了，馮公夏。如果是真正的

神通，便不用的。因為他看書，看到有一根線，這根絲名 Silver Vord，銀線。

你得知道，這是叫意生，如我們的心意，到處活動，他稱的那個 Miracle 

Body，其實便是意生。你不要執著它，便沒有那根缐。根本是沒有那根線存

在，只是你覺得有而已，是沒有的。你覺得有 Miracle Body，實在亦是沒有

的。只是你覺得是有而已。但如果你覺得那 Miracle Body 亦是無的話，你必須

到達很高境界才可。那些人執著有這些事物。摩納婆，如一個玩偶般會走出身

體，māṇavaka。作者、即會作業的，即靈魂、會作業的，指揮我們做作。受

者、即受果報的身，是這個東西受的。 

 

印度教有很多人相亯有一個叫細身，即 Miracle Body。一個人死後，我這

個身體便會腐爛，細身便離開我這身體，去他處投生的。那些人執著它。佛則

反對這種說法。記著，佛是不承認有一個永恆不變的靈魂。第一、佛是不相亯

有一個創造世界的神；第二、不相亯有一個永恆不變的 Soul，靈魂。這個叫做

我，即一個永恆不變的 soul。所以佛教第一是無神論。第二、便是反對有一個

永恆不變的靈魂。因為他這一種菩薩，受那些善知識的影響，所以他修行，無

我執，無作者、受者這種執。轉即生起，因為無我執，所以他能夠被攝受而得

福。第二、因為無法執。三十二頁（新書六十七頁），（癸二）、以即因為，

因為他無法執，法想即法執，所以他能夠被攝受而得福。（子一）正明無法

想，正式說明怎樣是無法執；（子二）結成如筏喻，引釋迦牟尼佛經裏面有幾

句來結束這一段，來成就以前所說。喻即譬喻，如筏之譬喻。什麼是如筏？待

一會你便知。現在是（子一），正式說明如何能稱為無法執、無法想。又分

二。無法想分開來說，（丑一）、（丑二）。（丑一）、說明無四種法想，無

這四種法執。（丑二）、說明沒有依言的執和離言的執。何謂四種法執？何謂

依言執？何謂離言執？一會你便會明白。我先說（丑一）、說明所謂無法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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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無四種法執，無這四種法想。又分二、（寅一）標，舉出大旨；（寅二）、

釋，詳細解釋。現在（寅一）標。「善現，彼菩薩摩訶薩無法想轉，無非法想

轉，無想轉，亦無非想轉。」四種法執。你可以照樣修行，閒時讀《金剛

經》，時時洗淨你的心。第一、無法想轉。什麼是無法想？普通那些迷的眾

生，執著有我們所見到、所聞到的這件那件事。這便是法，法即東西。不執著

有一個實有，身外的東西，所了解的東西；亦不執著有一個有能了解的那種知

識的作用；不執著有實。客觀的事物，不執著它為實的客觀的事物，亦不執著

實有主觀的東西，叫做「無法想」。不執著有一種實的東西，你看，叫做無法

想。你看我的注釋，清楚一點。無法想轉者，作何解釋？「凡情妄執能取、所

取之法為實有自性」。凡情即凡夫妄情；執即執著；能取即主觀的；所取即客

觀事物；能取即主體；所取即客體。執著能取所取兩樣東西，實有本質的，實

有自性的。自性即本質。如果是這種執著，名為法想，法想即法執。智者則不

然，智者能夠了達，了達什麼？能取所取，這個主體和客體那些東西，都不是

實在的。都是無。無即不實在。何時這種法執不生起，便名為無法想轉，轉即

起，即無法想起。無法想轉。無非法想，看下面這一行。無非法想轉者，作何

解呢？無非法想轉者，即實的能取、實的所取的東西，實的能取的法；實的所

取的法，雖然是無。實的是無，但空性非無。我們把全部法執空掉後，這個孙

宙本體謂之空性。孙宙的本體，即六祖所謂之佛性。空性即真如自性。六祖所

謂佛性，即真如自性，不是無。實的主體、實的客體是無，但真如自性不是

無。愚者妄撥空性為無。那些蠢的人，因為有個妄情，撥即否定，否定這個真

如空性，認為都是無。現時學佛的人，特別是那些學禪宗的人，不可不知。什

麼都空，空空空，整天說空。但說空的人總是空不了自己。撥一切皆無，連這

個真如自性亦無。這種叫做非法想，非法即把一切事物全都否定，執一切都是

空。智者則不一樣，知道能取所取雖然是無，空性卻不是無，真如佛性不是

無，所以是「無非法想」，無那種非法的想。聽得明白嗎？他不會執著一切皆

空，執著一切皆空的那些人很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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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個朋友，還健在，另有一個已去世，兩個月前離世，她叫曾碧

山，九十多歲離世。她學佛學了數十年，總是不了解。但她很有福氣，常常念

阿彌陀佛，她什麼都不懂，只懂念阿彌陀佛。她臨死時的境界真不錯。她有一

個很要好的朋友，名忍慧法師，大家已聽過了。在香港講禪宗，他可說首屈一

指。什麼都空。兩位我同樣稔熟，有一次大家一同開會，大家都在。那曾碧山

整天教人念佛，什麼都不用講，念佛便可以。那忍慧法師你猜猜如何，偏要說

她教人下地獄。為何我教人念佛是教人下地獄？他說你執著嗎，我們的執著還

不夠？很多執著，還要多執著一個極樂世界？多一個執著。又執著多一個阿彌

陀佛，只是多加一點執著。一切生死輪迴皆由執著產生，你怎可以增加執著？

是害人的。結果曾碧山講不過他，便說不跟你講，不跟你講。結果二人每次見

面皆爭拗，久而久之朋友亦沒法做，幾乎朋友亦沒法做便是這樣。其實，這是

忍慧的不對，是不是？人家念佛有念佛的好處，你為何說她呢？ 

 

好了，回到此處。叫做無非法想，不執空。無法想，無非法想，無想

轉。什麼叫做想？你看我這裏，三十三頁（新書六十九頁）第一行，下面那

處。那些小菩薩，又如何？剛才我們說過有個真如自性、真如實性。真如實

性，說它是有，我們知道它是有。但我們說真如實性，這不是真的真如實性。

如果我們想了解真如實性，便要把真如實性的名字也要無了，一切概念都要全

無掉。那當下、那個時候呢，一切名稱、一切相狀都無，那時候一切執著皆

無。當你一切執著皆無，當下那個真如實性，便顯露出來。是不可說的，說多

少萬聲亦沒法把真如實性說出來，你稱它真如實性，已經是不對。所以《六祖

壇經》中有一段，六祖晚年有一天，集齊弟子，然後問，我有一件東西，這

樣、這樣….。禪宗有很多語錄是不必讀的，但《六祖壇經》則非讀不可。他

說「吾有一物」，我有一物件。「無頭無尾、無底無面」，那即是無相。問：

「諸人還識否？」，問大家知否這物件。我有這樣一件東西，無頭無尾、無底



13 

無面，大家知道嗎？大家都不知他在說什麼？有一個十三歲的小和尚，這便是

後來的神會和尚，「啊！這個是本源佛性。」。對的，本源佛性即本有佛性，

即真如，即空性。六祖本來應該稱讚他說得對，但六祖沒有讚他還罵他知解宗

徒。時常要靠意識來起知解，真如佛性那能說得出來，只能體會。立刻罵神會

和尚，其實是故意罵他，其實知道他了解。這個空性，你用說話，是講不了

的。所以傳說有這麼一回事，不知是否真有此事，但這說法是很貼切的。釋迦

佛在靈山會上，大梵天王到來獻花給佛，佛拈著他那朵花微笑，這便是拈花微

笑。大家都不明白為何他，這位佛祖拈著朵花在笑，大家都莫名其妙。只有一

位老人家，站在釋迦佛身旁，跟著他笑。釋迦佛了解，這位是迦葉尊者，他對

迦葉尊者說：「我有一涅槃妙心，不由言說，我付囑給你。」他便是第二祖。

即是說要心領神會的，用說話不能道出的。真如佛性是不能用心想來了解的。

那些小菩薩不明白，以為真如就如神會小和尚一般，以為這便是真如實性，便

是本源佛性。此名之為想，是用我們的意念來解釋的。但那些聰明的人知道，

用意念是不能解釋的。所以迦葉跟著釋迦佛一齊笑，迦葉尊者聰明，便不會說

這是真如佛性。他不會說這是佛性，只會與佛一起笑。那些聖者便知道這個空

性，真如佛性是不可說的，說便不對。這便是無想。聽得明白嗎？有無想，又

有無非想。什麼是無非想？既然真如實性是說話也不能講的，那即是一切說話

都不對，是不是？那又不是。那些小菩薩不知，認為既然講是不對，說話也講

不到的真如實性，即是凡是講的都不對。學禪宗最多是這類人，講就是不對，

開口便錯。即如那位忍慧，人家在講念佛，他便說你錯了，人家一講他便說人

家不對。如果人人不講，佛亦不講，那有佛經可讀？那些小菩薩不了解，以為

凡講的都是錯。其實不會，講不會是錯的。你認為講的那事物，即是那事物，

這才是不對。但是傍敲側擊，又怎能不講，所以說話時不要執著所講的事物便

是，知道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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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指指月。人家不知月亮是在那裏，你以手指指給他看。那些說話等於

手指，你不要死執著手指是月，跟著手指的方向看月便是。所以我們讀佛經最

重要不要著相，不要執著。 

佛經裏面有一個故事，有一個譬喻，佛自己的譬喻。有一個人，拿著一

塊石頭，掟一條狗。那狗又如何？那狗很蠢，咬那石頭而不懂得咬那人。狗便

是這樣，蠢便是這樣，你咬那石頭是沒有用的，第二塊石會繼續掟過來，你要

咬那人才有用。這個人後來又拿起一塊石頭投向獅子，獅子則不同，獅子跑去

咬那人，不會咬石頭。狗跟獅子不同，狗咬石不咬人，而獅子是咬人不咬石。

猶如佛說法，佛說法時的說話是很粗略的，你不要執著那些說話，你要體會佛

說話當時的意思。即等於獅子之咬人，是要這樣。那些小菩薩，有些人看見，

便說那些真如空性，是不能用說話來描述，於是凡是講的都不對。這便是非

想，凡有講的都是非。無非想，即那些聰明的人，不會有非想生起。 

 

「無法想轉，無非法想轉，無想轉，亦無非想轉」，你聽後現在應明白

了。待一會你走出這門口，又會不明白。你回去必須看書，你不看便會忘記。

沒有這四種想便是無法執。（寅二），第三十三頁（新書六十九頁），解釋那

四句。為什麼沒有這種想轉，便有好處？我現在先告訴你，如果有法想、非法

想這四種想，跟著你便會起我執。有這四種法執，跟著你便會起我執。那時候

又有法執，又有我執，那你便會沈淪。所以你一定要沒有這四種法執。如果你

沒有這四種法執，便會我執也沒有了。這裏還有一個問題，待會才說。現在先

解給你聽。「所以者何？」，為什麼呢？所以言者，其故何也？他說，「善

現，若菩薩摩訶薩有法想轉，彼即應有我執、有情執、命者執、補特伽羅等

執；」，先說到這裏。若果那個修行大乘菩薩摩訶薩的，如果有那種法想起，

即上文所講之法執起。「彼即應有我執」，他跟著便有我執，執著我，執著有

情，執著命者，執著補特伽羅等等而起。下面，「若有非法想轉」，如果執

空。有法想轉，即執有；有非法想轉即執空。如果有那種非法的想生起，「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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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應有我執、有情執、命者執、補特伽羅等執。」即有這四種法執，跟著便會

起我執。來到這裏，有一個問題。有法執起，跟著會起我執，在佛經裏面是說

不通的。何解？佛家講，我們的執著有兩種，執著有一個實的我，執著事事物

物是有實的。如果我們想執涅槃，我們修行小乘，沒有了我執，便可以成阿羅

漢了。法執不要緊，讓他有法執不要緊。成阿羅漢，我們便可以入涅槃，法執

亦跟著沒有了。本來佛是這樣講的，但他現在，即是在說無我執，有法執是不

要緊的。據這部經有法執跟著便會有我執。但實際上，有法執不一定有我執。

何解？阿羅漢是有法執的，但他沒有我執，豈不是這段經不通？看得明嗎？如

何能解通它呢？很簡單的。釋迦牟尼在世時，是正法時代，剛才我講過正法時

代，有教、有行、有證三樣都有。所以釋迦佛在世的時代，那些眾生會證得阿

羅漢果，有法執亦不要緊。有法執而他可以證得阿羅漢果，無我執便可以。但

在釋迦佛涅槃後五百歲之後，便是像法時代。像法時代怎麼樣呢？有什麼？有

教、有行、無證，無人會證果。無人證得阿羅漢果的時候。為什麼他不證阿羅

漢果？因為還有我執。根本閉上眼睡覺不起的時候，我執的種子還在的時候，

所以他五百年以後，那種人法執一起，跟著本身已有我執。如果有這些法執

起，便會牽連我執也跟著起。所以彼一時，此一時。釋迦佛在世的時候，和跟

著的五百年內，那時的人有法執，無我執都可以證果。但五百年以後，有法執

跟著便一定會有我執，理由在此。聽得明嗎？你看我的註，便會明白。 

 

同學：「為何正法時代與像法時代不同？何解不同？」正法時代，那些

眾生的根器利，修行很容易證阿羅漢果，很容易證得無我性。但一到像法時

代，那些眾生的執著重了，那些眾生執著輕的，在正法時代已經證得，剩下的

我執很重，我執很重便證不得阿羅漢果，那即時常有我執。如果他有個法執

起，跟著我執受它影響，便會生起，所以跟著有我執起。正法時代則不是，有

法執不一定有我執。阿羅漢執著有法執的，他執著有五蘊、十二處、十八界。

修行小乘證阿羅漢果是不用觀空的，不用一切法空的。明白嗎？那我把這段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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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跟著…（丑一）明無四種法執。（丑二），三十四頁（新書七十Ｏ頁）倒

數第三行、說明無依言離言執。什麼是依言？佛講的說話，言即說話。你緊緊

執著佛講的說話，以為必定是這樣，即「死牛一面頸」，不會變通的，稱為依

言。死執那些說話，便是依言。離言又如何？佛最高的道理，用說話是講不了

的，凡是說話皆不對，這叫做離言，什麼都離開說話。兩種都是錯。依言則會

執著，離言便如飄飄泊泊，沒有任何倚傍，皆不合中道。要沒有依言、離言的

想。無依言想即沒有執著佛所講的話，所有都是實的。但亦不會是一切最高道

理，都不能講出來，能講的都不對。「何以故？善現，不應取法，不應取非

法。」法者，執著那些說話。一個修行的人，不應執著所講的話。亦不應取非

法，亦不應該什麼都不能說。能說出來的也是不合理，不應該這樣取。第一個

取字，作執著解，不要執著法，不要執著佛所說的法，是一定是如此。亦不應

取非法，亦不要以為最高的道理，一定是講不出來的。因為如果是講不出來

的，佛也不用說法。你可以傍敲側擊，不要執著手指是月，依著手指來了解

月。講完後便結束。 

 

（子二）、三十五頁（新書七十一頁），結成如筏喻。結束這一段，結

束那一段？結束這一段是說，佛滅後五百年，還是有人亯，那些菩薩會出現，

很聰明的，他會亯的。為何他會亯？因為他無四種法想，又無依言、離言想。

為何能夠這樣？因為歷世以來為善知識攝受，所以他能夠這樣。他能夠一空倚

傍，縱橫破陣的。這樣便結束。「是故如來密意而說筏喻法門」。所以聽到這

處，你要了解；佛自稱如來；密意即暗示的，不全說出來的叫暗示，暗示的講

而不是明白告訴你。何解？佛在小乘經說過這個。筏喻，筏即木筏，那些杉

排，一根根杉釘成一排的，浮在水中可作船用。木筏，用木筏來譬喻。如何譬

喻？譬如我在此邊河岸，想渡河到彼邊，我們便用木筏撐過去。當木筏讓我們

撐過對岸時，我們不要死抱木筏，我們要離開木筏，跳上岸才是辦法。如果你

老留在木筏上，你便不能上岸。意思是佛說的經，你不要執著那些經。經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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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筏，你依佛說的經修行便如渡河，你渡河後要捨離木筏，不要執著那些經，

你便要放下。意思是渡了河便不再要那些板、木筏。 

 

現代說的過橋抽板，當然是不好。現在學道理、修行是過了橋便不要那

些板。你過了橋還死抱著板？那即過不了橋，對嗎？但是還有一事，當你還在

橋上，便不要離開橋。你過了橋，便不再要橋。你還在渡河的時候，你不要說

不要木筏，會淹死你的。現在的人便是這樣，執空便是這樣，未渡河便不要木

筏，那你便會淹死。但渡過了河，你便不應要那些木筏，如果抱著木筏，你便

會執著。那即是怎樣？過了河還死抱木筏，即是法執、取法。未渡河你便放棄

木筏即如取非法。什麼也全跳開，不要木筏。如來密意來說，以木筏來譬喻的

一種法門。法門者即指那些經，以木筏來譬喻經教。「諸有智者法尚應斷，何

況非法！」這個「斷」字好像應該是個「捨」字來的，是個捨字。 

 

「諸有智者」，那些有智慧的人。「法尚應捨」，這個「法」字是指釋

迦牟尼所說之法。即釋迦牟尼佛所說給你聽的那些法，當你修行到家的時候，

亦應捨棄。「何況非法」，何況那些不是法的，你更加不要執著。真正的法，

當你修行到家的時候，你都要捨。你坐一輛汽車，坐到某一個目的地時，便要

離開汽車。汽車你尚且要捨，何況不是汽車，你卻要死抱著它－何況非法。非

法即不是法。明白嗎？剛才所講是回答了第二個問題。那個問題是須菩提、善

現懷疑五百年後，你說這些空空洞洞的道理，會不會沒有人相亯？佛說不怕，

有一些大菩薩，歷世以來積集福德，讓那些良師益友攝受，受那些良師益友所

影響，無四種法想，亦無依言、離言想，所以他能夠有這麼大的福。他這一種

人五百年後會出現，會亯這些經的。便是這個問題，聽得明白嗎？回去一看便

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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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問問題。三十二頁（新書六十七頁）（寅一），要求老師總括此

段。三十二頁（新書六十七頁），（寅一）、標，標的意思是舉出大旨。「善

現，彼菩薩摩訶薩」，即當時的那些菩薩。「無法想轉」，他不執著有那些我

們所見到的法體事物，那些 Object，那些法體事物。亦不執著有我們的主體，

不執著能取的，Subjective 的，能夠看到物的。沒有這一種。即沒有主客之

分。如果有主客之分，又執著有實的主客，便稱為法想。他說無法想，即無執

著。亦無非法想，但有些人認為什麼都是無，空的。任何事物都是空的，包括

真如佛性亦是空的，一切都是無，這是所謂虛無主義。那些大菩薩，無，沒有

這種非法想，不會有一種虛無主義的思想。他知道人生雖然是如幻，但這真如

佛性不是無的。如果把真如佛性亦否定，便是非法，非法想。他沒有這種非法

想。無想轉，想者，即是說話的概念。「想」是認為一切事物，皆是可以說出

來的。世間任何真理皆是用我們的概念，用我們的說話可以講的，用我們的概

念可以表述，叫做想。用說話和語言來表達，謂之想。那些小菩薩有些人執什

麼都可講得到的，這是不對的。因為最高的道理、真理，是要體會的，是要證

得的，不能夠用概念、用語言來表達的。如果你認為什麼都能用概念、用語言

來表達得到，便叫做想。無想即無這種想，轉即生起，聽得明白嗎？亦無非想

轉。反過來有一種菩薩，當時五百年後有一種菩薩，不會有這種非想。那即

是，法想即有執；非法想即執空；想亦是執有；非想是執空。執著、執有、執

空都不對。明白嗎？ 

 

同學：「羅教授，我有三個問題。第一、這部經，我根本無辦法看明白

那些即什麼，即什麼。希望你能解釋，教我們如何看？」第二、那些遺傳，剛

才我聽你講遺傳。我在想，我父親挺聰明的，但他說我最蠢。不只是他講，我

聽經由頭聽到尾，下雪也來的，我真的聽不進。上一次我說過，希望你能想想

辦法，如何能令我聽得進？就這三個問題。」你不用急，智慧有三種。第一種

是聞所成慧，聽人講解或者看書，一句一句的知道他的道理，這種智慧是最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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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稱為聞所成慧。進一步的是思所成慧，不用一句一句來，把道理放進腦裏

面，自己思惟，未能完全擺脫，但幾乎能擺脫那些經般。自己思惟，這是第二

級。第三級是修所成慧，是在定中修定，在定中修觀，修止觀。在這裏把你平

時所聽聞，所思的事物，在定中體驗，很親切地感覺真的是如此，這是修所成

慧。你，不單你，你現在已經懂得很多了，最少你知道這部《金剛經》所講的

是般若。第二、你知道這部《金剛經》裏面，主要的主旨是解答人們的二十七

個疑問。你知道《金剛經》起始時，善現長老提出三個問題來問佛。佛便解

答，解答三個問題之後，跟著再解答圍繞著這三個問題的，總共二十七個小問

題。這些便是聞所成慧，是不是？還有，如果是這樣是很淺的。你不要嫌淺，

你去找找，聽過數次《金剛經》的人，你問他《金剛經》這部經說什麼？又問

他《金剛經》那善現長老問了數個問題，是那數個主要問題？請你講我知，你

看他如何回答。你再問他，佛又如何回答這三個問題，你又看他如何回答。他

已聽過數次，請他告訴你。如果他伶伶俐俐地告訴你，縱使沒有思所成慧，都

有聞所成慧。如果他說他只是在聽，不怎麼明白，即是代表你比他高。你有聞

所成慧，而他聞所成慧也沒有。 

 

你不要妄自菲薄，你已經知道很多，比較未看這部經之前，已經知。還

有，你知道修行要無相的修行，這便是聞所成慧。你又知道無相因得無相果，

不是有相果。又知道真的佛是無形無相的，法身佛是無形無相的。報身佛和化

身佛都是假佛，假佛才有形有相。很多人修行了十年、八年都不知。 

 

同學：「蠢的是否真的沒法醫呢？」老師：「你不是蠢，你不要羨慕聰

明。有一種人經常牙擦擦（囂張，誇誇其談），認為自己聰明，我是最看不起

這種人。何解？這種人可稱為世智辯聰，挺麻煩。佛家怕的是三途八難。八

難，八難之中，災難之難，有一難是世智辯聰，自以為聰明，什麼都說自己聰

明的那種人；時常自誇，說話必爭辯，每辯必是他勝，那一種人，那種世智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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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的人。佛說是人生有八種災難之一，不要以這樣是好，這種人不行，老老實

實最重要。傳釋迦佛的，替釋迦佛主持教團的是迦葉尊者，迦葉尊者不是最聰

明那個。釋迦佛涅槃那時，最聰明那兩人是已死去。第一個舍利弗是最聰明

的，釋迦未去世他已死了。還有一個善現長老，亦是最聰明的。迦葉尊者不是

很聰明的，接佛傳承的便是他。孔老夫子弟子中最聰明的是顏淵，三十多歲便

離世。剩下曾參，傳孔子學問的是曾參。曾參是個什麼人？孔夫子也不怎樣看

重他。孔子說他，參也魯。魯即魯鈍，曾參是魯鈍的。誰知傳承孔子學說的，

打開後世儒家學說的，不是那些最聰明的，而是最魯鈍那人。你不要羨慕那些

世智辯聰，那些人現今有很多。參兩下。舉個例，例如：你可有看明報，世界

日報，王亭之這類人，他經常學佛，時常誇誇其談，他將來會是一無所得。王

亭之即談錫永，我跟他很稔熟，他認真聰明，你話頭他醒尾，無用，這種人無

用。最重要老老實實，一步一步的去做，這種人最有用。是呀，不要太羨慕聰

明的人。」 

 

老師與同學討論  

 

你不要以為自己不懂，你現在不是懂了，懂這些已足夠。之後你再看你

便有辦法。同學：「希望講足兩個小時，或者...，現在我最有興趣，因為你

講經時，可能我進入不了。你剛才這樣解答，我入腦了（聽進腦袋）。希望老

師可以講足兩個半小時。」老師：「我知，有些時問答更有效，因為問題是由

他提出的，他提出我回答他時，引發他的思所成慧。你讀經，一句一句地解，

只是聞所成慧。問答則會引發他的思所成慧。是的。我覺得今天提出問題再解

答是最有用。」同學：「那三時講完經後，我們便提問題。我們很多謝羅教授

今天為我們講經。有幾件事情須宣布一下，我們下一次月會是在二月廿八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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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到三十五頁（新書七十一頁），是不是？是故如來密意而說筏喻法

門，是不是？剛剛說到這裏，對嗎？說到這裏，上文不用複述了。上文二十七

個問題中第二個問題，便是無相因得無相果，像是有點虛渺。會不會佛涅槃之

後，正法時代已過去，正法將滅，即釋迦佛涅槃後五百年之後，那時之眾生的

根機比較薄弱，會不會不亯呢？然後釋迦佛回答他，說不會。他說：我涅槃五

百年後，便有些菩薩，因為多生以來，都逢著那些良師益友，供養了很多佛，

修了很多福，所以那時有這些菩薩出現，他能夠依著《般若經》所講的道理修

行。為什麼這些菩薩會有那麼大的福氣？因為這些菩薩能夠無我想、無法想、

不執。內不執著有一個我，外不執著有種種事事物物的法。他能夠無我想、無

法想。亦不會聽到佛經，照著那些說話來執著。亦不會離開說話，說一切說話

都不行，亦不會這樣。這些人從無偏執，所以他能夠領會《般若經》。是不是

說到這裏？說到這裏的時候，所以讀佛經的人，應按照佛教理。佛說的筏喻法

門，用木筏，以海裏面的木筏、江河裏面的木筏來譬喻。當你以一排木筏撐過

海的時候，當你渡過了海，你便要捨棄木筏，不要死靠著木筏，那便變為執

著，你不要執著。這些講法，佛講此番說話，不是教你如何坐木筏，而是暗示

讓你聽佛經、讀佛經的時候，已了解後，不要執著文字，連文字也要捨棄。佛

法裏面的經，尚且不要執著，要捨，何況那些不是佛經的，更加不要執著。這

便是「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密意而說」。說到這裏我介紹、解釋兩個

字。大家聽了，如果你想學佛，便必須記著。佛的經典有兩種，一種是注重密

意說，佛利用一種密，即是不會全說出來的，保留式的，不會全部說告訴你

的，你要自己參，密意說。 

 

第二種是顯了說，顯者，明明白白；了者，了了俐俐告訴你。密意說即

得靠你自己猜度的。我以前便說….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