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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講過，只是怕你剛來沒有聽過。用暗示式，譬如你教子，你教子

時告訴他：「你要乖乖讀書，你讀好書將來會賺很多錢的，你會建很多大洋

房，你將來會有資格做一座大廈的主人，那座大廈比省議會那座還要大，你的

錢比滿地可銀行還要多。」你這樣教子，鼓勵兒子要努力讀書。小孩子聽到你

的說話，說不定真的刺激到他會努力讀書，是嗎？ 

 

當你這樣教子的時候，即是密意說。你的意思不是教他賺錢建那麼大的

大廈，你的目的只是教他勤力讀書而已。而且照著你所講的說話，讀很多書拿

了數個博士，你以為便可以建成大廈。多少博士，美國很多博士，在大學想找

個教師工作也不能。前天的報紙有則報導，那些拿得博士頭銜的人，想找一份

固定工作，也找不到，讀書不一定會發達的。這種叫做密意說，暗示的。 

 

密意說又名不了義，義者道理，它裏面所說的，不是明明了了的告訴

你。這個「了」字不是壞的，即不是直接了當的告訴你，讓你猜度一下，叫做

不了義。佛經裏面名為密意說。密意說又名不了義經，有許多不了義經的。佛

忽然這樣說，在另一部經便不是這樣說的，當然有一種不了義。禪宗的書籍中

有最多的不了義，它好像讓你猜謎一般，指指天，篤篤地，那你該怎樣？ 

 

有一個南泉法師，在一個大寺門外，那座寺門挺大的，東邊是一座大宿

舍，西邊亦是一座大宿舍。不知東或西，有一隻自來貓，自己跑進來的貓，那

些和尚便養了它，一直養，養得不錯。貓每餐都有飯可吃。那隻貓到處跑的，

一天跑到西邊宿舍，西邊宿舍的和尚留著貓兒並餵它，那貓兒兩邊都可以得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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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邊的和尚說貓兒是他們的。暗示什麼？是在暗示我執，對嗎？西邊的

和尚亦說貓兒是他們的，自來的，他們養的。他亦是有我執、法執。於是兩邊

爭起來，兩邊宿舍的人在爭那貓兒。這位主持方丈，不記得是南泉或是趙州。

趙州是不是？南泉？南泉和尚走出來問：「你們在幹什麼？」。「在爭一隻

貓。」於是他跑進廚房，拿著刀出來，一刀殺了貓。貓兒死了，再不用爭了。 

 

意思是在暗示什麼？都是我執、法執。斬了我執、法執便不用爭了，便

天下太平了，是在暗示這個。但他又說出來，還害死了貓兒，殺死了一隻貓。

殺貓時，剛剛趙州法師到來，看見這個情形，身為方丈，走來殺隻貓，兩邊宿

舍修行的人卻在爭一隻貓，你們這些人怎弄？南泉看見趙州到來，便問他對這

事的看法？趙州法師一聲不吭，脫下自己的鞋，把鞋放在頭頂上，轉身便走。 

 

有沒有看過這段公案？這是什麼？這是顛倒。眾生因為有我執、法執，

所以起顛倒想。不單這個顛倒，你和尚與那些人混在一起，雖然你希望度化那

些人，或者你的功德有那麼大，殺了貓，免得貓輪迴，也說不定。但此事始終

是顛到。本來鞋應放在地上的，不應放於頭上，他卻要放在頭頂上便走了。怎

看也只能是這個解釋，只有這種解法。 

 

這便是密意說。密意說的好處是什麼？它比了義好。你教子要板起臉

孔，要他這樣那樣做才滿意，你兒子會陽奉陰違。但如你鼓勵他說將來會建大

廈，當個有錢人，擁有汽車比總督那輛 Rolls Royce 還要漂亮。那小孩聽到會很

興奮，人性便是這樣的。所以密意說是可以有很大的功效。如果你直說、顯了

說，明明白白地告訴他，他反為不起勁。 

 

不過密意說有一個缺點，猜錯則糟糕。南泉殺貓，趙州頂鞋在頭上。我

見很多人在研究此公案。為什麼他會這樣？他把鞋頂在頭上，而你又多拿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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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又再顛倒。他當時是剛巧對機。你卻在數百年後，在猜測一些什麼呢？有

什麼好猜？很多都是如此，在指指點點。 

 

所以，有人讓我說禪宗，我都不說，我看了很多，但我不說。《指月

錄》，它最精華的是開首第一首偈講的，你便莫名其妙。我現在亦覺得莫名其

妙。「冰壺不可動，猿猴探水月」。【按：「冰壺無影像，猿猴探水月」】

《指月錄》的第一首偈。那冰壺是不可以動的，猴子望見水中月，以手探月、

取月。可以想出很多不同的解釋的，這些是密意說。 

 

為什麼你不明明白白說出來？明明白白說出來才科學化。但很多人是需

要對機，明明白白對他說是不行的，有些人是這樣的。有些人最歡喜用譬喻、

用那些密意說。密意說的相反是正正式式、講科學、講哲學的逐項告訴你，這

是顯了說，又名了義。 

 

記著，記著，了義跟不了義。不是說不了義是壞，了義則好，不是這樣

理解的，只是兩種方式不同。方式不同，不一定是壞的。有時不了義經更容易

了解，了義經可能讀得令人沈悶。但全部都是不了義，又不是那麼好。即如父

親教子，不時用譬喻、用鼓勵是好的。如一輩子父親教子而沒有說多少句坦白

說話，那便沒什麼興趣了。你想想你教子的時候，如果一輩子都是在講故事

般，那又有什麼興趣呢？有時頇坦白跟他說。要不然你臨終交待遺囑的時候，

兒子你該如何，如何。你還要來個不了義的給兒子，是不行的。順便講了什麼

是密意，了解嗎？講到這裏，我已複述完了。 

 

覆述完了，現在三十六頁（新書七十二頁），第三個疑問。記著，第一

個疑問是什麼？第二個疑問是什麼？現在是第三個疑問。我先讀完第三個疑

問。（戊三）、釋於無相果所生之疑。第二行，解釋無相果。即你修行，歷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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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修到最後成佛，說是無相的。原來是什麼也沒有的，修行了那麼久、那

麼多世修行，結果只得一個無，這樣說成佛是得到一個無。人們聽了，便很容

易覺得不修行比修行好，修了只得到一個無，那便生懷疑了。他解釋這個。是

無，無才是佛。這個無相的果、佛果是無相的。 

 

分兩段，第一段、佛問，第二段、善現長老答。 

 

現在第一段、佛問。「佛復告具壽善現言：『善現，於汝意云何？頗有

少法，如來、應、正等覺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耶？頗有少法，如來、應、

正等覺是所說耶？』」。這個問。佛先問他。「佛告具壽善現」，釋迦佛說給

善現長老知，具壽即長老。他怎樣問？「於汝意云何？」，意思即我現在提出

一個問題，問你，於你的意思，你會怎麼答我的問題？「於汝意云何？」。 

 

現在開始問，「頗有少法，如來、應、正等覺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耶？」。我先把這句話譯成白話，佛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即是無上正等菩提，即無上正覺。當佛證得無上正覺的時候，會不會有

些少的東西是他證得的？聽懂嗎？「頗有少法」，頗有少少東西。會不會有 A 

Little Thing 那麼多佛可證得？當佛成佛時，會否證得少少東西？多固然是不會

有，證少少也不行？會不會有呢？頗即會不會，「頗」字即英文 Rather。會不

會有少少東西？法即東西。 

 

這個少少東西是什麼？是如來。「如來、應、正等覺」，即佛一連串的

尊號。「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無上正覺。「阿」即梵文 an 字、即

無；「耨多羅」（nuttara）即上。什麼是無上？即最高，最高的，無人在他之

上，the highest，即最高的－「阿耨多羅」（anuttara）。「三」（sam）即

正。最高的要正才好，最高的壞便不好。「無上正」即最高的正，即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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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hi）。「阿耨多羅三菩提」，最高的正覺，菩提便是覺。「藐」字梵文譯

音 myak。梵文 myak 字解作平等、連續，為何是平等又是連續呢？譯作等。等

即在這邊是正，在那邊也是正，以前是正，以後亦是同樣的正，那便是平等，

myak。「三」即正。全句話即無上正的覺，等正的覺，這便稱為「無上正等的

覺」。如果簡單的說，稱它為無上等正覺，或稱為無上正覺。再簡單一點，可

稱為無上菩提。又再簡單一點，大覺，大菩提便是「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anuttara-samyak-sambodhi）。意思即當佛在菩提樹下證得，證字作何解？

即親自體驗，親自體驗謂之證。當佛親自體驗得正覺的時候，會不會證得多少

東西？聽懂嗎？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頗有少法，如來、應、正等覺是所說耶？」。這個是倒

裝文法，這個是印度文法。如果譯做中國文法要這樣，「頗有少法是如來、

應、正等覺所說耶？」我們中國文法應該有一個「是」字放在前面的。整句的

意思是如來成佛後說法，當如來說法的時候，會不會有一點少少的東西說給你

聽？會不會說了多少東西？聽得明嗎？ 

 

你話如來說法，釋迦佛說法四十九年。四十九年那麼長，會不會講多少

東西我們聽？答案我想應該是如來成正等覺的時候，根本沒有一丁點東西證

得。第二、那如來有否說法？如來根本沒有說法。聽得到嗎？何解如來是沒有

說法呢？當如來得到正覺的時候，他不過是證得法身，證得真如而已。真如有

沒有相？真如是無相的。真如既然是無相的，那他證得了一點什麼東西？一點

也沒有，聽懂嗎？這個容易解。 

 

還有，如來四十九年有沒說法？無。何解？根本如來未曾說法。為何如

來未曾說法？問題涉及佛的三身，在這裏，仉天詳細講佛的三身。那位陳太又

沒有來，是不是陳太？她沒有來。她問這個問題的，但她又不來。佛的三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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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大家留心聽著。這個世界，在佛家的看法，是有一個問題要回答的。 

 

這個世界，古往仉來，不知多少萬萬萬年代；東南西北上下十方，不知

多少萬萬千千億公里；時間那麼久遠，空間那麼廣大，到底這個既時間、又空

間合在一起，無窮的時間和無盡的空間合在一起。我們稱這東西，有無窮的時

間、無盡的空間那麼大的東西，外國人稱它為 Universe，又稱 Cosmos；中國人

稱之為宇宙，又稱乾坤；佛教徒則稱它為法界。 

 

問題來了，這個乾坤、Universe 到底全是虛無的，或是有實質的？究竟是

虛無還是有實質呢？你手上戴著一只金戒指，大家都相信它有實質，是金。你

看一齣電影，就如海市蜃樓，飄飄渺渺的，有沒有實質呢？是無實質的。現在

提出這個問題。這個無窮無盡、無量無邊的這個世界，這個 Universe，是有

Substance 還是沒有呢？有沒有這個 Final Substance？最後、最徹底的時候，有

沒有實質？ 

 

現在得先回答此個案，要看看你與佛家的答案是否相同？學佛最重要的

是這道理。其他你念佛，不明白此道理，都是假的。你現在回答我。我不是問

你是否虛空，只是問你有或無。有沒有 Final Substance？有沒有實質的？沒

有，那便是最虛無的了。你的答案是無。他的答案是有或無？ 

 

同學：「既是有，亦是無。」真的很重要的，詴詴按你的意思答。你不

要理會，只要答我 Yes，No。你假設我是法官在問，你有沒有問題，Yes 還是

No？你說有沒有？只能是有或無。同學：「中間。可不可以？」不行，這些問

題是不能答中間的。同學：「有 Energy。」 

 

不是有什麼？要答，是有沒有實質？不要管它是 Energy 也好，Sub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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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好，Matter 也好，不要管。有還是無？有沒有實質？Energy 也好，或者它是

鬼也說不定。總之，有還是無？鬼有沒有？縱使它是鬼也好，究竟是有還是

無？我要的是有還是無？ 

 

你說有。佛家的答案是有，不是無，記著。如果你說無，便不用修行

了，不用成佛。無嘛？這個世界是無，這世界因果亦無？如因果也沒有，又何

用修行因果！是不是？當你有錢的時候，盡量用掉它。當你有力量可以殺人

時，亦儘管殺。是不是？你仉天有權在手，那管是什麼，都可以做，是不是這

樣？ 

 

如果是無，完全沒有，這是什麼？這是頑空、死寂。如果是有的，有的

是不空之空。為什麼叫它空？空字不是這意思。空是空了執著，不是沒有世

界。空是空了對這個世界起的執著。佛家認為這個世界不是無，而是有。正因

為是有，所以我們才求成佛。正因為是有，所以我們要好好的對待我們的人

生。有。如果你認為是無，禪宗的人稱之為頑空。如果認為是無，也是一種執

著，稱為空執。 

 

如果決定是有的，實實在在的有，稱為有執。如果你認為是無，空執，

又稱惡取空。取即了解，惡即不善，不善於了解空的道理。如果認為是無的，

用現代語來翻譯它，悪取空、頑空，叫做虛無主義，一切虛無。不是真的沒

有。 

 

讀書讀到一篇，有一個鳩摩羅什門下的人，他的弟子，名僧肇，很有名

的。世界上不知多少外國人在研究他的書－《肇論》。《肇論》裏面有很多篇

寶貴的文章。中國人寫的佛經著作，有人把它翻譯成印度文；法國人把它翻譯

成法文；俄國人把它翻譯成俄文；德國人把它翻譯成德文；英國人、美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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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人把它翻譯成英文－《肇論》。 

 

《肇論》裏面有一篇名為〈不真空論〉，不是真的是空。虛無空便是執

著。如果你有機會，讀一讀《肇論》。但它很難讀，比佛經更難讀。國文根底

認真好的，也不一定讀得懂。 

 

近來中國大陸好像有一個人，叫做任繼愈。薄薄的一本書，裏面只有七

篇文章。他把其中兩、三篇譯成白話文，能看得通，勉強可以買。我有一個學

生，在香港和台灣最講究研究《肇論》的，他叫李潤生。將會有一本書在台灣

出版。 

 

答案是有。無便沒有問題，虛無則什麼都無所謂。一個人眼睛一閉，便

一了百了，對嗎？最怕是不了。了則你便可以盡情享樂，眼睛一閉便什麼也沒

有。如果你不享樂便是笨了？世界是虛無的，人生是完全空幻的。最怕不是，

閉了雙眼都不了，最怕是這樣。 

 

就佛家看來，這個世界不是虛無的。不是虛無，會是什麼？世界有一個

最後的實質，記著。最後的實質外國人叫做 Final Reality，或稱為 Final 

Substance，最後的，或最究竟的 Reality，最後的實在。又叫做 Final 

Substance，最後的實質。是有的。什麼是最後的實質？來到這裏便涉及哲學與

宗教的問題。有些宗教家說最後的實質是 God，是神。這個世界是由神所顯

現、創造出來的。 

 

所以最後這個世界的根源便是神，世界最後的實質還歸於神，如印度婆

羅門教那些。天主教和基督教裏面，有很多宗教家是泛神論者，Pantheism 那

類。認為這個神無處不在，這個世界是神 Present 出來，呈現出來的。呈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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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數的人類，無數的畜類。不過聖經又不用顯了說告訴你，它用密意說告訴

你。說本來世界什麼都沒有，只有一個 Lord、God。這個神。《創世紀》，有

種叫做 Genesis，《創世紀》。個 God 覺得這個世界灰灰暗暗，沒有什麼意

思。你要光，於是便造了光，祂是萬能的。 

 

慢慢地又覺得世界，只有光是不行的。要什麼？要空的、光的，要那些

輕的在上面；暗的、重的在下面，於是有天地了。造了那麼多，沒有人住也是

不行的，沒有草木等等不行。於是祂造了伊甸園，造了很多樹，讓樹生出果；

造了很多獸類。 

 

我不是那些…只會說。最後，不可以無人管理這些東西的。最後在那些

泥土的 Dust，拿些 Dust 出來，造了一個男子亞當，造了一個男人。不可以沒

有伴侶的，要找一個助手、一個伴侶才好。於是在他睡著時，取下一根肋骨，

造了一個女人，造了夏娃。好端端的。祂又吩咐他們不要吃中間那樹的果。吃

了那些果，於是你便會起分別心，你便會有法執、我執了，佛家說的法執、我

執。分出這些是善，那些是惡，這些是醜，那些是好。 

 

當時兩人都是裸體的，什麼也不知的。只是吃了一些東西，意思是起

執。其實是密意說。於是大家…跟著有一條蛇，即魔鬼到來。Steven，你是天

主教的，你應該知道。那條蛇對夏娃講：「你吃罷。那麼好的果，你為什麼不

吃？」「God 說不要吃，吃了不好弄。」蛇說：「不用怕，吃了不會死的，吃

罷。」 

 

於是她拿了果來吃。本來眼是不開的，吃了眼立即開。看見自己裸體，

很醜，於是拿了無花果葉，做了圍裙，圍著身體。於是她又拿了另外一個給丈

夫，給亞當吃。亞當吃了，眼睛便開了。於是….意思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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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你得看看，不要以為天主教，基督教不懂。你不要認為外道是不懂

的。他們比你們佛教徒懂，比你們的法師更懂。它的意思是密意說。密意說的

意思是，這個宇宙不是虛無的，有一個最後實質的，一切五花八門皆由此實質

所呈現出來的。 

 

他用創造、男女、樹木等等，說明這世界本來是沒有罪惡，就因為你吃

了那禁果，起了執著，於是這個世界流轉輪迴，亦同是一樣。不過照我這樣

講，便如把外道抬得太高。不是，各種說法。在仉天，你不要以為我講這個法

是最高無上的，人家什麼都不懂。不是。 

 

這個世界不是什麼都沒有。這個世界天主教、猶太教便說是 God。佛教

是不承認有 God 的，只認為那是真如自性，記著。最後的根源是真如自性，這

個真如自性是實質，由這個真如自性所顯現出來的，便是無數眾生。每個眾生

都有地方居住的，這些眾生所住的世界，都是由這個真如自性所顯現的。有無

數眾生，和一個實質，這個實質便是真如，真如自性。 

 

我們稱它為真如自性，但眾生常生迷妄，有種種我執、法執、迷妄，便

不認識這個真如自性，所以叫做迷。如果當你能夠修行、撇除執著，體會、了

解你的真如自性的時候，你便會知道，原來我的本質，便是這個真如自性。這

個便是我的真身，這個便是我的法身。當你體驗那法身的時候，你便是佛。那

即是無數眾生中，有一個眾生成了佛。 

 

他成了佛後，便教育其他眾生，他做良師益友來度其他眾生。那些眾生

本來是同出一源，浮現出來的。你可以成佛，我也可同樣地成佛。於是，受到

良師益友的教導，他又去修行，他又成佛，又度其他眾生。於是成佛，有眾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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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有佛。有眾生、有佛之後，那些成了佛之後，和我們是否相同？我們侷侷促

促數尺高的這個身體，不吃三個小時，便餓得呱呱叫；被人家一氣，便會發脾

氣、發怒的。 

 

佛是否也是這樣？不是。我們凡夫因為有很多執著，我們時常在生死輪

迴裏面，一個凡夫的身，凡夫的個體。所以我們不得自在，是苦的。如果你願

意修行，成了佛，你的身是怎樣的？我們的生命是這樣的，一堆細胞，有多少

精神作用，便是如此而已。 

 

佛又怎樣？我們的生命便是這麼簡單，佛的生命有三個身，便是說的三

身。當你成了佛，便有三個身。那三個身是否代表有三個人走出來？不是。所

謂三身者，第一、他成了佛者，即他能夠認識自己的本來面目，即體會、認識

那真如自性－原來這個是我的根源。那個我雖然是無，那個與眾生同一根源的

那個真如自性，不是無的，這便是他的法身。 

 

法者佛之功德法。一切佛的功德法，皆由它所產生，叫做法身。法身是

他本身真正的本來面目，所以稱為自性身。自性身又名法身。但這個自性身亦

是真如，真如是無形無相的。真如的體和用。由體來說、由本質來說，便是無

相的。 

 

但就它所起的作用來說，它便會現出無數眾生；現出山河大地；現出無

數星雲；現出不知多少世界，就它的作用來說，便是這樣。就它的本質來說，

便是無相。我們要用辯證法。 

 

同是佛的身，一方面無一切相，不是說虛無之無，是無形無相，本質是

無形無相；另一方面是有，有無量的清淨功德。因為它本身是無形無相，所以



12 

說它非有，所以說它空。但它的無量功德是不斷顯現的，這便不是無了。從這

方面來說，便是有，所以稱它為妙有。因為有，所以是非空。從無的方面來

說，便是非有或是空。從有的方面來說，便是非空或稱妙有。明白嗎？ 

 

好了，那佛呢？他那個真身呢？ 

 

…起作用。從他的體方面來說，是無形無相的真如。但從用方面來說，

便現出一個受用身，簡稱報身；變化身，即化身。好了，受用身是什麼？受用

身依六祖的說法是他的智慧，佛的智慧，是無形無相的。他的智慧是怎樣的？

你我都不知，得問他才知。他自己亦無從講給你知，講了你亦不知。譬如現在

一個小孩，有沒有智慧？有。但你問他有沒有智慧，他說不出但他有。他說了

我們亦不明白，他自己才明白。 

 

佛的智慧，稱為受用身－六祖的說法。有些人說受用身有兩種，一種是

智慧，即自受用身。另一種他受用身，是有形有相的。現在我姑且用六祖的說

法。有一個自受用，一個受用身。如何受用，他自己享受，智慧只能自己享

受，人家是享受不了你的智慧的。你的錢人家可以享受，你煮了飯人家可以享

受，但你的智慧人家享受不了。你的丈夫享受不了你的智慧，你的兒子亦享受

不了你的智慧。你的智慧如何？你自己才知。 

同學：「為何享受不了？」 

老師：「你如何享受得了？你太太的智慧有多少？你如何享受得了？」 

老師：「她教你做事，她只是給你一種影響，刺激你，但仈然得要你自

己做。 

 

她告訴你只是刺激你，你受了她的刺激，才會自己一串思想，以為自己

已了解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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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你所理解的，不是你太太那套，你太太的是另外一套。你所了解你

太太的智慧，要加一個字。你「所」了解的你太太的智慧。太太的智慧是怎樣

呢？」 

 

同學：「我了解不了，不等於我享受不了？」 

老師：「你享受者你享受你自己的。即如你拍照，你替她拍照，拿起照

相機，你看到她的影像，便以為是她。那影像不是她，這只是鏡

裏面的影像，那裏會是她。你說明明是相似她，跟她一個模樣，

但並不等於她。相似她並不等於是她，相似不是等於。其實你天

天見到你太太，即等於在照相機裏面看你太太，真正的太太你是

看不見的，你信不信？」 

 

有一個自受用身，那是你的智慧。你既然成佛，必頇影響眾生，令眾生

聽從你，跟你修行。他是自己成佛，你不能令他成佛。佛不是萬能的，他只是

刺激你。就如剛才所講，你太太刺激你，令你自己做。你太太告訴你，這樣那

樣煮飯便可。不是你太太代替你煮飯。是刺激你，讓你自己能夠煮飯的那種功

能、Energy。太太幾句說話引起你的 Energy 而已，仈然是你在煮。於是你受到

佛的刺激。如果你覺得雖然他是佛，但你不聽他的，那佛亦沒奈何。你一聽他

的，他便引起你，你修行、你成佛。你成佛是你自己的事，不是佛幫你成佛

的。佛之所以能令你成佛，亦不過是在你身旁刺激你。只是這樣。 

 

「那他如何可以刺激我呢？」。不只佛可以刺激你，你亦可刺激佛，何

解？因為你像條可憐蟲一樣，那你便刺激了佛。因為你如可憐蟲那樣，便刺激

佛，令佛起慈悲，佛便受到你的影響，是不是？你的影響是受到你父親的遺

傳，你便受父親影響。但你卻刺激你父親，說他養育你四十年，你刺激他四十

年，你亦在影響你父親。即是說世界一切事物，眾生與眾生之間，都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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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親密的，影響越密切；越疏遠的，影響越微。廣義來說，你在日本太平洋河

邊，拋一件磚頭，我們這裏已受它影響了。你以科學算算，這稱為力。 

 

你說感覺不到。你感覺不到是一回事，力是不斷在動。所以世界上之事

物，一定是有互相影響的作用。為什麼會互相影響？因為是同一個真如自性所

顯現出來的，你明白嗎？所有的事情，本來便是一家，同是真如自性，所以它

有互相影響的作用。受互相影響，不斷輪迴。無量生生世世，有時是父子、有

時是夫婦、有時是兄弟、有時是仇敵等等。其實都是迷惘。 

 

佛為了見到眾生，不斷在輪迴，不斷因為有我執，而互相鬥爭。不好的

便互相鬥爭，形成無數戰爭；好的便變為父子、變為夫婦。變為父子、變為夫

婦後，跟著便有貪心、貪愛起。貪愛起則發生很多問題，總之都是迷。所以他

要度眾生。度眾生有什麼法寶來度呢？告訴你，你聽也好，不聽亦沒有辦法。

你聽著，按照他來修行，便可以成佛。 

 

佛要用咀巴告訴你。用咀巴他得找一個變化身。他的變化身是什麼？普

通的有兩種變化身，一種是很殊勝的，即如極樂世界阿彌陀佛那樣。按照六祖

的講法，變化身有兩種。一種是那些他受用身的，是很殊勝的變化身，莊嚴華

麗的。總之是成佛。 

 

歷史上二千五百年前在印度出生的釋迦牟尼佛，這是他的變化身。他為

什麼要鑽進來，幹什麼？他鑽進來想度眾生。他鑽進來得用變化身，有咀巴，

有文字，能說話傳播他的道理。這是一種。 

 

第二種化身是什麼？你經常念佛，只要你是良善的，你是發菩提心的，

和你是修行十善的。這樣你經常念著他的名號，或向他祈禱。即你在影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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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影響他等於電波，你的電波打到他處。他接你的電波，便發回一種力量在你

身上，這便是加被力。令你吉的時候更吉，凶的時候你減少凶；逢吉令你加

吉，逢凶令你減凶。便有這樣的變化身。 

 

有時他會變成猴子也說不定。你走進山林迷了路，差不多要餓死，忽然

有一隻猴子，引你走出樹林外面。那猴子給你桃子吃，讓你死不了。其實那猴

子是佛，他是隨類化身。是另外一種。 

 

有一種是正式表現，我是做人，出生，出家成佛的。其實這個變化身是

什麼？他做一幕戲，表現、演戲而已。其實他早已證得自性身，他有他的智慧

受用身。由他的受用身起作用，入胎變化。這是三身。 

 

三身那個才是真的？你想想，回答我。這裏有三個佛，那一個才是？那

一個才是正的？自性身，這是真佛的自性身。其實自性身即是無形無相的真

如，而且和大家都是共同的。大家都是真如所顯變出來。這個是佛教的 god 來

的。受用身，無形無相即有作用、有思量的、有智慧。都是假的。變化身則更

是假的。忽然他會變成猴子也說不定，是不是？忽然他變成烏龜也說不定。 

 

你的船沉了，你差點被水淹死了。反正臨死，你唸阿彌陀佛等等。你正

在唸，在將死未死時，突然有一隻大水魚（鱉）把你托起，它背著你游上岸。

上岸後，卻找不到那水魚的蹤影。原來那水魚是阿彌陀佛變身也說不定。這些

是變化身，都是假的。來到這裏，得到一個結論，真佛是無相的。 

 

你努力修行所得之果，是一個無相的果，不是有相的。你不是說有三十

二相嗎？其實那個是假的，是變化身來的。明白嗎？讀《金剛經》最主要研

究、了解這些。如果不明白，只是如唸口簧的讀，如一台錄音機般，那不如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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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音好了。 

 

同學: 「教授。能是否即真如自性？」 

老師：「不是，能亦是由真如自性所顯現的。」 

同學: 「能是無形無相？」 

老師：「是的，能是無形無相。但並不是說無形無相的便是真如。不

過，我們認為真如是無形無相，並不是說無形無相的便是真

如。」 

 

龜毛兔角，龜的毛、兔的角是無形無相。然則無形無相是真如，那龜毛

兔角便是真如？真如是無形無相，並不是無形無相便是真如。即是說，你姓

陳，但不是姓陳的都是你，很多人姓陳的。明白嗎？然則成了佛，所生的果是

無形無相的。還有，佛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佛在菩提樹下證得菩提，即

證得自性身。那他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有沒有些少東西給他證得？無。

自性身是無形無相，一粒瓜子也沒有。明白嗎？ 

 

成了佛後，他便現出一個變化身，他便說法教人修行。是否真的是佛在

教你？是他的化身、假佛在教你。真佛根本不說法的，真佛既無度眾生，亦不

說法。度眾生的是假佛，說法的都是假佛。明白嗎？所以真正的如來（真正如

來指自性身）亦無說法。明白嗎？ 

 

同學：「變化身是不是自性身變出來的？」 

老師：「是的，他變了一個假的出來，假的在說法。假的出來，真的沒

有出來。」 

即如演戲。你本來不是在演戲的，忽然化妝，化成了武則天，便在戲台

上演武則天。那不是你，你所化是個假的你。只是歷史上的一個東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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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啦！這一段我在這裏讀，給你解釋那些文字，你便能理解。問了兩個

問題，你們亦應懂得回答。 

 

下面答了，（己二）、善現答，分兩段回答，（庚一）、（庚二）。

（庚一）、標，即舉，舉出大義。（庚二）、釋，即解釋。（庚一）、「善現

答言」，善現長老回答。「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者，無有少法如來、應、正

等覺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先解這句。他說世尊，如即依照。依照我善

現所了解佛所說之意義。即佛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時候，查實沒有證得

一點東西。他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時候，他只是證得真如自性。真如自

性是一粒瓜子也沒有，是無形無相的，沒有一點什麼東西。當佛證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的時候，並沒有證得一點什麼東西。這解答了第一個問題。 

 

跟著答第二個問題。佛有沒有說法？你已經回答了，真的佛都沒有說

話，真的佛沒有口鼻。你有沒有讀過？《六祖壇經》：「吾有一物，無頭無

尾，無底無面，問諸人還識否？」有沒有讀過？這是什麼？這是法，自性身，

真如自性。「亦無有少法是如來、應、正等覺所說。」亦沒有一點兒法是真正

的如來、應、正等覺，真佛所說，真佛根本沒有說法。解答了。明白嗎？ 

 

你一定要了解透徹，能夠講給他人聽的。你願意聽我講經，你得虛心，

不用怕，可以講給他人聽。標舉說完了，回答了，詳細解釋了。 

 

已答了。釋，解釋，分兩重解釋。第三十八頁（新書七十五頁）第二

行。（庚二）、釋。分兩重解釋。第一重是解答為何如來沒有說法？明明釋迦

佛說法四十九年，為何說他沒有說法？你懂得如何回答，簡單的答是真的佛沒

有說法。第一重解答便是如此。「何以故？」為什麼呢？為什麼如來沒有說法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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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啊，稱呼他一聲。「如來、應、正等覺」，如來、應、正等覺，其

實合而為一個 Subject，是指佛。如來、應、正等覺，他所證的菩提，是不可

取，不可宣說的。因為它無形無相，你如何可領取？「取」解作執著，你不能

執著它。不可宣說，亦是不能說出來。 

 

如來所證之菩提，即所證得之真如自性。如來說法的時候，他所說的內

容，來來去去，都是希望你能了解那個真如自性。真如自性亦不可取，你不能

執著它，亦不可說。只執著他的說話，行不行？執著他的說話，不就是同樣的

錯誤。就如坐著木筏過河，臨泊岸時，你不上岸，死抱木筏不放，那你一輩子

上不了岸。不可取，不可執著，亦不可宣說。不單如此，這個真佛，真佛固然

是思惟也不可思惟。 

 

但那個假佛，受用身是有思惟的。他所想的都是最高道理，佛的智慧所

證的是真如。他所想的如何救度眾生，都是一種道理，付諸那變化身去實行

的。「不可取，不可說」。如來所說的法不可取，不可說。不單不可取，不可

說。「非法」，何謂法？法者東西。你執著它實有一樣東西，名之為法。愚蠢

的人，什麼都執著為有。 

 

就佛來說，便如這個錶，執著它，離開我這個的生命，有一個實的錶。

他看一個月亮，離開我這個個人的生命之外，有整個月亮。認為什麼都是實

有，有一個叫做佛的。「非法」。執著任何事物為有，那固然是執著。然則月

亮和錶等等，全部都是眾緣和合所做成的假東西，不是實有的。所以不能說它

有實質的法，但你說它完全沒有亦不可以。那些如海市蜃樓的事物是空的，是

無的－非法。但如果你把那海市蜃樓，這種東西的作用亦說為無，卻又不然。

有時剛剛碰上，確是會現出海市蜃樓。非非法，以為一切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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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在佛教看來，有兩種蠢人。那兩種蠢人呢？第一種蠢人，還可以

救藥。第二種蠢人，則無可救藥。 

 

第一種蠢人，我們身外的所有事物皆以為是實有，執著。你講給他聽，

讓他學《般若經》，便不會執著，那還可救藥。執有仈有救，最怕是執空。一

切皆空，四大皆空，一切皆無的那一種人，不可救藥。為何不可救藥？他以為

自己了不得，很到家。但他這種人最慘，佛教徒最多這種人。尤其那些學佛學

了十年、八年的。參了數年禪或學了十年、八年佛的這種人，這種人輪迴多少

世也不能了，莫說成佛。這便是執空的人，一切皆無。有些人跟我說四大皆

空，又說什麼了生死，一了百了。我預備有天跟他說。如果我飲茶時，我歡喜

飲茶。如果你正正式式問我，我會很詳細跟他講。 

 

但有一種人，我慢很高，說什麼一切皆空，又說什麼空的。我知道這種

人輪迴是沒有止境的。我對這種人，只是問他：「這處的蝦餃好不好？那裏的

較好？」我還會問他：「多倫多有沒有舞廳？那間舞廳的舞小姐好呢？你有沒

去呀？」我只跟你談這些。何解？因為我不屑跟這種人講正式道理，只能跟你

談蝦餃好不好、舞廳的小姐好不好。對付這種人只能這樣。如果我跟你正式講

一套道理，你一定是不同意的，因為你有我慢。你不同意時，你的罪便大了。

談談舞廳，多吃兩件蝦餃的罪，甚或殺隻雞的罪都不怎麼大。這個正法，不應

該執空，你卻偏偏執空，是大到了不得。可能令你五百劫也不得翻身的，真

的，執空。不要執空。你遇到這種人，很多這種人的，最不好是這種人。這種

人他自己很可憐。 

 

同學：「到這裏得請你正式澄清一下，證據。」老師：「沒有這句話，

佛經裏面沒有這句話。」何解？宋朝王安石，他找蔣山禪師，和他談起身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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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所成。他說：「我坐在法師的四大上面。」即我按著你的四大。蔣山禪師

回答他：「貧僧四大皆空，你無處可坐。」。是這樣的答。是語錄不是經。經

歸經，語錄歸語錄，你不要把語錄當作經。語錄像猜謎一樣。所以我是不看語

錄的。 

 

何先生有一晚跟我談起《龐居士語錄》，我不用這方法的。我行的是規

矩準繩，規規矩矩，像矮子上樓梯，能上一步便是一步，能上兩步便是兩步。

不是像頒超‘颼’一聲走上去，上不了便會撻傷你。上得到便好啦，頒超。上

不到則仆倒頭穿。不要這樣。每一件事最重要是規矩準繩，走得一步便進一

步，終有一天可以到達。矮子上樓梯，總是不及高個子快，但到底他亦可以到

達，你先走又如何，他同樣會到達。 

 

所以我認為最好是這樣的道理，規規矩矩的道理。第一。第二是念佛。

因為你是凡夫，由佛加被你。那你豈不是迷信。我這樣說並不迷信。因為每一

個人有他的道理，有一套 System在的。 

 

那些已經了解，證得自性身之後，他起變化身。變化身有兩種。一種是

高級的變化身，那些所謂他受用身，即阿彌陀佛那些，早已證得自性身，他在

化度眾生。我們念他，即如打電報、電波撥到他那裏，他便覆電給我們，加被

我們。總之令我們好好的受用自己的善根，這樣最穩健。與其參禪不如老老實

實念阿彌陀佛。最好的當然是你既理解道理又念佛，那一定生的。你想念佛往

生，十拿九穩的，你要去了解。 

 

人的死有三種死法，記著。人家問你，你可以告訴他。這些是出自彌勒

菩薩的《瑜伽師地論》內有記載。死有三種。第一種是善心死，臨死時起一個

慈祥的心，不貪不瞋，很正直的心－善心死。善心死的人有什麼效果？有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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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效果。普通有所謂三惡道，地獄、餓鬼，畜生，善心死的人不會入惡道。那

便保証他不入惡道。 

 

如果你死時念佛，念佛的心是善的，一定不入惡道，那便十拿九穩。如

果我已昏迷呢？你斷氣時當然已昏迷，但你未斷氣時在念佛。如果我斷氣前忘

了念又如何？那便得靠你的道友助念了，或得靠你的妻子提醒你念佛。如果這

些都沒有，那是你的福德不夠了，沒有辦法。不夠福德未必死時起惡念。 

 

善心死不會入惡道。你會這樣反駁我，我同樣能回答你。那人八十歲離

世，他作惡作了七十九年，最近這一年才回心向善，而他死時有人助念，亦有

善心，那人會怎樣？你回答我。不落惡道。那他殺了很多人又怎樣？先凍結

它，讓他過了這一世，將來再受的。如果他繼續行善，那又如何？凍結了它，

無期凍結。有這種種子在，只是無期凍結而已。是不是？你欠人家一百萬，但

凍結了。已經負債，但這世不用還，子女也不用還，但最後仈是你的。那多少

也無所謂，你儘管借給我。凍結不用馬上還，那無所謂。記著是這樣。所以念

佛的好處是善心死。縱使他是那天才放下屠刀，亦沒有問題。只是凍結，不是

他不受報，慢一點才受，慢點、慢點，慢慢地便沒有了。記著善心死。 

 

第二種是惡心死。你死時發怒，不能進人天。人很多發怒、發脾氣的。

一發脾氣便發怒。第二是起仇恨心，你有什麼對不起我，我一定做鬼也得對付

你。這一種最差，一定做鬼。含冤而死的會做鬼，他含冤死時會起惡心。惡心

死不能進入人天。惡心死如果而生平是差的，便入地獄。一般的，比較差的，

便入畜生道。都不是那麼差，只是可惜他惡心死的，便入餓鬼道。滿街都是

鬼，夜晚到處遊的鬼－惡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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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個人八十歲，做了七十九年善長仁翁，他剛剛偶然在死時發脾

氣。是的，他將來或會生天、做皇帝，但他得受這一世鬼才算，到時才慢慢地

享受。最怕是你做鬼時，鬼亦要死的。在鬼死時，你又發脾氣，又再凍結了。

明白嗎？所以臨死時，最好是有人助念。現在念佛的人，臨死時有些助念團，

這是最好的。提醒他惡心死不能入善趣。 

 

第三種是無記心死，即不善不惡，無記心死。無記心死多進善道，不一

定是人天，亦不一定是惡道，得看他生平。善多惡少則生人天；惡多善少則入

惡道。那些得算算，得找會計師來處理。 

 

同學：「有些人說人死後，打入人道，打入什麼道。」老師：「你不要

信，這些是喃嘸佬講的。佛家不要信喃嘸佬那套，那些喃嘸佬呃人，呃神騙鬼

的。誰打你下去呢？是你自己鑽下去的，沒有人可打你的，不要信這一套。」

你說人人死時都昏迷。不是，昏迷前那幾秒最重要。臨死必定是無記的，最後

的時候必定是無記、不善不惡。昏迷前那幾秒最重要。明白嗎？同學：「有修

行的人，是不是他喜歡去那裏便去那裏？」誰說的。隨業流轉，可以。你證得

真如之後，見了道。大乘是見了道。 

 

見道，不是那麼容易見道的。這個世界沒有人見道，有則很少了，鳳毛

麟角。見道是什麼？末法時代是沒有的。正法時代是有教、有行、有證。記得

嗎？像法時代是有教、有行、無人證；末法時代是有教、無行、無證。有人說

證得什麼、有人又如何如何，全部都是騙人的。有些喇嘛說，這個是阿彌陀佛

化身，那個是觀音菩薩化身。大隻雞脾，大隻羊脾的咬。阿彌陀佛閑著跑到這

個世界拿著羊腿咬？是不是？這全部是騙人。又說轉生去那處的呢？多是糊

塗，間中有一、兩個。我不信這一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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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人多迷信，在美國那些人對喇嘛趨之若騖，這種人真是可憐，以

為那喇嘛真的是阿彌陀佛化身，以為叩了頭，便什麼罪孽都可以洗清，真是蠢

材。沒有的，我一點迷信都沒有，我最反對迷信。佛家最不迷信。同學：「你

所謂證得真如，是不是等於開悟？」老師：「不是。」禪宗人動不動說開悟。

開悟有兩種，一種是很難了解的，突然了解。 

 

未聽這部經前，你不知真實是無相的。那現在聽了，我開悟了，原來真

佛是無相的。這些是什麼？這些是第六意識在理論上的了解。那些不是真正

的，所以我不用個悟字的。禪宗有很多人亂來，這樣便說是開悟了，那一輩不

知有萬千次悟。不對，這些應稱為「勝解」。勝者清楚，解即了解。勝解即

clear understanding，清楚的了解。勝解如是者。 

 

真的證是怎樣呢？真的證我告訴你，修行一定要修止觀。不是像現在打

禪七那些人，跑來跑去便何以。那些亦是止觀，但不太穩當。真正修止觀，便

如西藏黃教。修止觀即入定，一直念；止一方面把妄念平息，不想著邪惡事。

當你不想著邪惡事，你便想著一個道理。譬如你讀《金剛經》，講空，便想空

的道理。想得一個結論，結論是這個世界真是空的。 

 

當你取得此答案的時，你不再想。這個世界是空的，這個世界是空的，

其他什麼都不想，只在想這個世界是空的。這便是止。忽然間你的心亂，又再

從頭想，多次不斷出現在定中、在腦海中。經過多次，慢慢地，你修定、修止

觀便有進步。當你停止時，馬上開始觀這個世界是空的，不用想，自然空。當

你告訴我這個世界是空的，你不再想。這稱止觀雙運，即止即觀。當你多做止

觀雙運，即止即觀的時候，你坐禪時，你的血脈調和，那種止觀境界馬上出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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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明的時候，你的智慧出現，是什麼？仈然是有漏的，有執著、有煩

惱，跟著同時起的。不過已經是相當好了，高級了。然後慢慢地習慣，以有漏

的智慧，不斷修空觀，空的…空的。空的…空的，你能判斷是空的，便是智

慧，這種智慧，仈然是有漏的。何解？因為你說空的…空的，仈有一件東西，

所有的可以空，但有一件東西你空不了，空剩了一個空。…，還是有一個空

的。空。 

 

為何是這樣？因為你仈然有執著的，有漏的智慧，不斷要空的…空的。

那你要再進一步。空，我現知道的是空的。是空的，我現在的智慧知道它是空

的。我那空的智慧，空不空呢？也是空的。把智慧也空掉。我現在知道我空的

智慧，那是空不空？都是空的。於是一直空，空的…空的。最後，凡是意念能

夠表達的，都是空的。這便空亦空，說它空又空。 

 

最後是沒有了 Concept，把 Concept 也無了。什麼都有一個 Concept 的，

空是一個 Concept，有亦是一個 Concept。無 Concept，無了是否睡著？不是。

清清楚楚，但是沒有 Concept 的。那時候，便無所謂是智慧，亦無所謂是真

如，渾然一體。既無所謂智慧，亦無所謂真如。 

 

因為如果有一個智慧，那便有一個我了，有一個主觀。有一個真如，便

有一個客體，一個主，一個客，一主一客便不是絕對空。有主客即有

Concept，有概念。沒有了概念，主客的概念都沒有了，那時打成一片。打成一

片便如渾然一體，無主客之分。那時的智慧稱為無分別智，無分別的智慧，又

名般若智－無分別智。這種無分別智起時，便會覺得渾然一體，如大地平沉、

虛空粉碎那種狀態，清清楚楚。 

 

那時候，便無所謂真如，亦無所謂智慧。總之，是不可說，不可說。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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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的不可說了。沒有多久的，一見到後，這種智慧便沉沒的。沉沒後，我們便

回憶。回憶時，便知道原來我剛才證得真如。我剛才一點分別也沒有，但又不

是盲目，很清楚。那時即第一次證真如的時候，不知那是真如，但清清楚楚。

亦無所謂真如，亦無所謂智慧，清清楚楚的。 

 

那時在定中，而且第一次證得必定是第四禪。第一禪，第二禪都不能

證，必頇是在第四禪。那他修至第四禪，是否便能證得？那又不一定。證真如

要在第四禪，並不是說入了第四禪便能證真如。即等於你希望當教授，必先拿

得一個博士銜，並不是說你拿了博士，便可當教授。不是這樣。那時才可說是

證真如。這個證真如，三論宗、唯識宗說得非常好。 

 

同學：「證了真如是不是即是成佛？」不、不、不。證了後便可稱作初

地菩薩。還有十地，證得後你便為聖人。未證得前而已發菩提心、能守戒者稱

為賢者，證得後便稱為聖人。證得後的好處是你便真正了解這個世界所謂之空

是如何的，原來根本是無，原來沒有一個本來面目的。那便是真如自性。你便

不會執著。不執著在定中然後容易起神通。同時，你對人生便很有堅定，很有

把握。對你的生命很有把握。你想生那個世界，你便向阿彌陀佛發願，願生到

他的世界，你死時阿彌陀佛便會加被你，實生。你要生兜率天時，便可生兜率

天。你想生藥師如來的地方，亦可生。若你說不是，我有慈悲心，我要再來這

個世界，你便會回到人間。返回人間，你仈可以在定中。 

 

這便稱為見道，證得真如，便是聖人。那便一定不會下三惡道。那些報

土、淨土世界等，你想生那個你便去。你向誰發願便生他那處。化身佛中有一

種高級的化身佛，是他報身佛，是專門跟這種人說法的。所以你如果念佛，念

得很虔誠。臨死時起善心，你便去阿彌陀佛的變化土。那個變化身，那個不是

很大的，不是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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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彌陀佛。在他那處修行，同樣需要修行的，修空觀，修止觀，見道，

證了真如。證了真如，便在那變化土，轉做他受用土，而轉入報土了。在報土

內與大菩薩一起。所以最好。念佛的穩健，你念佛那是什麼蠢人，蠢但會信。

他會信。 

 

最怕是聰明的人。聰明的人，只讀過幾本科學書的這種人，最無可救

藥。你不要以為讀物理、化學是至高無上，世界的真理還有很多。那種人一知

半解的，便無可救藥了。要不他是很透徹的，這種人知道在理論上相信極樂世

界是有的。這種人如果發心，便有可能會好，尤其是，最重要那天我說過的發

菩提心。你得先發菩提心，便容易見道。不發菩提心，便很難見道。 

 

同學：「可否重複講講發菩提心，因為有些新朋友？解釋一下。」老

師：「時間到了。你們要得到什麼？真正願意聽的，你要連續才有用。你聽兩

次然後忘掉，是沒用的。」同學：「請重複講講，好嗎？有些新人沒有聽

過。」老師：「剛才所講是由真如自性所顯現出無量無邊的眾生。以其他宗教

來說，這句說話不要錄音，這個真如自性便是 God。」他顯現出無量無邊的眾

生，即他造出很多眾生。那些眾生各有生命，那生命名什麼？學唯識的人稱它

為阿賴耶識。 

 

每一個眾生，蛇蟲鼠蟻，每一個都有阿賴耶識。阿賴耶識裏面含藏著很

多 Energy。你剛才一直在說 Energy。阿賴耶識是一個無形無相、非常大的、遍

於宇宙、充塞於宇宙的。一個大的，你說它是能量也好，什麼也好。無比的

大，現實的，一個大的 Energy，或是一個 Energy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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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阿賴耶識裏面含藏著很多東西，好像一個無形無相的電腦，裏面不

知多少資料。那些資料即是無形無相的，何解？那些資料也是 Energy，每一個

Energy 稱為種子，現代的人稱為能量。那個阿賴耶識無比的大，但又無形無

相，必頇是無形無相的，有形有相則有一定分量。它是無形無相，而又含藏著

無數 Energy，無量無邊那麼多 Energy。 

 

那麼多 Energy 是什麼？那便把它分類：一、那些無形無相的而能夠知曉

的，稱作見分，有能力見到的。Energy...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