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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我的眼有視覺，當我閉上眼時，視覺便不貣了。視覺不貣，是否沒

有 Energy？不是。有的，視覺的 Energy 是有的，藏於阿賴耶識。當我睜開眼，

有光線時，即條件具備。條件不具備時，只是一種 Energy，潛伏在阿賴耶識

內。當條件一旦具備，那些 Energy 立刻爆發。爆發時便能看得見，現實的

Energy 能看見事物。明白嗎？這些稱為見分。我們看的時候，必定是有一樣東

西給我們看的。於是我們的阿賴那識內，又有一種相分，即是有形有相的東

西，的 Energy。這種相分，Energy，條件具備，又爆發出來，讓我能看見。即

如我剛才說的，你看見你太太。你能夠看見你太太，便是你的 Energy，見分，

你視覺的見分。你太太能夠讓你見得到的，其實是一幅她的影象， Image 而

已。真正的太太，你看不見，你看見太太的 Image。那 Image 是你的相分，濳

伏在你的阿賴耶識內。 

 

不過，你一貣這個相分時，能夠受你太太的影響，把你太太的形象，顯

現出那相分，如一面鏡子、菲林（底片）般，把你太太的樣貌整個顯現出來。

其實是你的菲林，那菲林是相分。無數那麼多見分的種子，無數那麼多相分的

種子。眼識即視覺，有眼識的見分。眼識所看到的顏色，有顏色的相分。見

分、相分同時貣，都是你的阿賴那識。我們不用阿賴那識，即我們的生命，我

們叫它 Life。一個生命的 Current，生命之流、洪流。 

 

耳識聽的作用，又有一個見分，又有相分。鼻識嗅得香臭，又有見分，

又有相分。舌識那鹹酸苦辣，又有鹹，嚐得那鹹酸苦辣的見分，亦有被我們嚐

得那鹹酸苦辣的相分。乃至意識的思惟，我們思惟的 Energy，便是意識的見

分。給我們想的是一個、二個 Concept，一個、二個 Idea。那些 Idea、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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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意識的相分。每樣見分，每樣相分都有 Energy。總體是 Energy，都是濳

伏在我們生命的阿賴耶識內。 

 

一有機緣，條件具備。條件具備以佛家語氣來講，是眾緣和合。緣即條

件，條件具備它便爆發。它爆發的時候，便能看見。因為有那麼多相分、見分

的種子，那些稱為 Energy，種子。除此之外，還有其他種子，有善的種子，有

惡的種子，又有不善不惡的種子。善的種子爆發的機會多，你便會成為孔子、

成為孟子、還有諸葛亮、或成為耶穌、太上老君。如果惡的種子爆發出來，你

會變成希特拉（Hitler），殺人八百萬個，亡囚之類。惡的種子顯現時，你便變

成這樣子。所以任何人都有善有惡的種子。你不要以為自己很了不貣，你善，

只是你剛剛有好的環境，你有福了，你善的種子出現。你背後不知有多少骯

髒、惡的種子，幸虧你投生一個好的家庭，受好的教育。如果你投生一個壞的

家庭，你或會是一個賊頭。你可能成為孔夫子，亦可能成為希特拉，因為你具

備兩種種子。 

 

這些眾生便隨著環境不同而流轉，忽然為聖為賢，忽然又成汪洋大盜。

忽然作惡多而生為狐狸、蛇或貓，魚給人殺。忽然生為鯨魚、玉皇大帝、四大

天生。可能你做完玉皇大帝回來，說不定做一個白癡人。當玉皇大帝時很暢

快，但做一個白癡人時也挺麻煩的。隨業流轉，你根器當玉皇大帝，或如剛才

所講，你臨死時作善，以前不知作了多少之惡，得到凍結。剛剛你當完玉皇大

帝，那些出現了。那些出現，你可能說不定做狗。今天當玉皇大帝，明天變成

狗，不奇。眾生平等，你以為你是玉皇大帝便了不貣。 

 

這些眾生不斷流轉。流轉即輪迴，不斷輪迴。在輪迴期間，忽然貣自私

心，自私的種子貣而作惡。忽然你仁慈心貣而作善。善則生善的人天；惡則生

地獄餓鬼。一個人自己過去多世，不知做了多少次餓鬼；做了多少人天。你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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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子女，今世跟你合緣，便做子女。來世閉上眼去了他處，你要找他們也找

不到。不是說找不到，除非你成佛，你發大願、發菩提心，我要度這些眾生，

我將來必定能度他們，那你總有機會再碰見他們。但你再碰見他們，已經不是

今世。你這樣想的時候，便覺得人生隨著業力而生死輪迴。這簡直就是醉生夢

死，一種迷惘之生死。 

 

人在一個迷惘生死內，不由自主，實在是很可憐，於是貣一種憐憫心。

那種憐憫心，不是父母愛子那樣，只愛自己的而不愛旁邊那個，不是。不是這

樣的，是大公無私的憐憫心，那種稱作大悲心。貣大悲心，覺得眾生值得憐

憫，我要如何盡我的力量，看看有沒有辦法解決這個人生問題。是很難碰得上

的，你發了一個大悲心，又要碰上善知識、碰上良師益友、剛剛那國家內有佛

法的。又碰上良師益友，你得到又要受他影響，接受他影響後，你便讀佛經。

讀佛經便了解原來人生的狀態是這樣。 

 

我們的生命是這樣的流轉，實在很可憐。我自己是可憐，他人亦可憐，

如何解決呢？首先我得解決我自己，我不解決如何救人？這是自利。第二、我

不單要自己解決，我要解決無數眾生。何解？那無數眾生俱是你的子女，俱是

你的父母，所以要無分別的，要成佛，要度眾生。唯有成佛，唯有度眾生，才

可以解決自己和他人的問題。於是下定決心，我一定要成佛，一定要得大菩

提，一定要得佛的最高智慧。為何我要得佛的最高智慧？因為我要救度眾生，

所有眾生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那段，我都要令他入得無餘涅槃，

即全部都成佛。一天有一個眾生未成，我都會自己走入輪迴，不需涅槃。我要

成佛，成佛後再來。 

 

當你下這個決心時，便稱為大菩提願，是大菩提心，即我要求大菩提的

決心。發這個決心時，有很多種。其中有一種，普通一個小孩什麼也不懂，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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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佛的相好莊嚴，又聽說佛有很多神通，如來佛祖又如何如何，馬騮精也給他

降服，真了不貣，那我亦要做佛。這種也是菩提心，你不要少看他，不過這是

最基本、最幼稚的菩提心。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星之火可以把整個山焚毀。

點貣了菩提心，他長大後會成佛。這一種是很簡單的。 

 

第二種是看見佛的功德那麼大，我也要亯，我真的很篤亯，這稱為亯發

心。第二、因為亯而修止觀、學教理，一定要學教理、修止觀的。學教理、修

止觀，把生死輪迴的道理弄明白，這便是明發心，明明了了的發心。這種又高

級些。還有些已見了道，永遠不會退轉的，一直至成佛後仍繼續發心的，稱為

不退發心，最高級的發心。我們普通的是亯發心，如果你了解後，再繼續了解

多點，便很容易，是為亯發心的頂，轉入明發心。轉入明發心，真正的明發

心，便是見證了真如的發心。各位該如何？是否要發心？你自己抉擇好了。當

抉擇發心時，你可以在佛前，虔誠地對著佛說：「我現在發心，發貣無上菩提

心，請佛給我證明。」他只能給你證明，他不能給你。有證人較堅定，無也可

以，不在佛前亦可以。很堅定。發心後，時時不要忘記這個發心。應云何住，

時時保持這個發心。時時保持這個發心，你修行並不需要什麼都認識，亦會收

效。 

 

你不發心，我看見有些人修密宗，修得很純熟的。我時常笑他，你多熟

也是假的，只是在喃嘸。你只是手勢熟，真正是沒有用的。你真真正正發心，

你的手印做歪了、很生硬，都有效的。如果你不是真正發心，你如何純熟，也

只是扭手花。等於摩羅差（印度人）在跳舞、手指在動而已。那又有何用？ 

 

我今天講了佛果是無相的。這個無相果，因為佛有三身。自性身是真

佛，真佛是無相的。有相的是假佛。所以，佛有沒有說法？真佛沒有說法，說

法的是假佛。證得真如時，證得法身時，其實沒有什麼可證得，因為法身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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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的。有相，有一點微少的東西可給你證得。這便解答了這個問題－無相果。

真正證得佛果是無相。這樣便解決了第三個問題。還有一點時間，你們可以問

問題。 

 

同學：「現在我們….，有三個時期，有一個時期是末法，末法時期，….

這個時期會不會過去？再…」 

老師：「這個時期已經是末法時期。」 

同學：「這個末法時期不是無限的？」 

老師：「不是絕對的。你記著有三個時期。正法時期，有教－即經教；

有行－有人修行，真正修行；第三、有證－有人證果的。第二個時期，像法時

期，有教；又有人修行；有教有行。無證－很少人證果。第三個時期是末法時

期，有教；沒有真正的修行；證果更沒有，都不是絕對。佛經裏是這樣說

的。」 

同學：「這個時期是否最危險？」 

老師：「無，不會危險的」。 

同學：「如佛教在印度滅亡。」 

老師：「你發貣菩提心，你憐憫眾生無知，你便去弘揚佛法。佛法將會

滅亡，我要拯救它。是不是？有這兩句話，世親菩薩有這兩句

話。《俱舍論》裏面說，《俱舍論》成為一宗。開始的偈有這兩

句。佛法是否永久存在，或佛法是會滅呢？它答「有持法行者」

（「有持說行者」），法行即依佛法修行。如果這世界還有些保

持法行的人，即願意修行的，「此便住世間」，這個此即佛法，

佛法便在世間。如果這世界沒有持法行的人，佛法便不住於世

間。」 

同學：「羅教授，你說要發大悲心，慈悲心要維持。但如果對佛法朦查

查（不清楚），未必那麼清楚，會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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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什麼朦查查？」 

同學：「朦查查便會無知，你如何糾正他們？」 

老師：「我現不是正在糾正你嗎？」 

同學：「有很多的。有很多的。」 

老師：「有很多有何辦法？沒有辦法的。」 

 

還有，太平洋有不知有多少魚魚蝦蝦，都是你多生的眷屬，你怎何以一

下子、一世度得它們？是不是？所以要歷劫修行。沒有辦法，這叫做無可奈

何。一句話「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你家中養了一缸金魚，一

天不知要吃多少紅蟲，每一條紅蟲便是一條生命。有什麼辦法？你在修行，一

世持齋，都不及你兒子養那缸金魚食的紅蟲多。這便是無可奈何。 

 

但現在你跟他結個緣，在每一世中偶然碰到他，便似曾相識燕歸來，忽

然他又會聽你的。佛亦沒法，如果佛是有辦法的，那何用我們今天坐在這裏

講？早已改變這個世界，是不是？釋迦佛亦沒有辦法，何況你和我？即是自己

有一分責任，便盡一分責任。我看見一個記者這樣講，他講得甚好。人生就如

一個長途旅行，死時應該已到達目的地，完結了。但在一個長途旅行裏面，最

重要不要在路上屙屎撒尿，弄髒那條路。當你弄髒那條路，便會影響後來的，

弄髒了。你不要弄髒它，不要損毀那些建築物，不要損毀花木，你便會沒有過

失。 

 

換言之，你能夠不殺生、不偷盜，你只是沒有過失，不是說有很大功

德，德什麼？你別以為實心修道是應該的，不應該做的而你不做才說是功德，

你不應該做的現在孚著不做，那怎能說功德。所以那功德是什麼？不是在於孚

那數條戒律，而是在於你本著菩提心，來布施、持戒、忍辱、精進。持戒只不

過是一，而且普通戒律，我們居士孚的五戒，都是消極性的。不做只是不，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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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說你必須救生。救生是功德，你不殺生只是沒有過失而已。菩薩戒則不然，

不單不殺生，還要救眾生。菩薩戒則不同，你不是人人孚菩薩戒。各人隨份，

能做多少便做多少。又要我們拿一輩子作旅行，第一先求無過、不要弄髒所經

過處，不要摧毀花木，不要見到路上的涼亭、休息處，便破壞它，不要弄破。

還有，幹些積極事。這裏有些障礙，把它清除，方便後人走，那功德才積極

的。這地方的人沒有地方歇息，我有力量，可建一亭給人休息。好，建一個

亭，這是積極功德。有些人在路上暈，但沒有藥隨身，怎辦？那便加放一個藥

箱，讓有需要者使用。或若你有財富，可以安排一位醫生，幫助一些中暑人

士。你可以先求無過，但求有功。一輩子不能做得多少，此謂之無可奈何。亦

有些人認為，也好，比不做的好。 

 

他沒有機會行布施。不布施，六度便少了一度。譬如你是修天的，要布

施便很困難。天那用你布施。不用說，在加拿大這個國度，根本沒有多少乞

丐，你要施捨亦沒有對象。那你該如何？有些人便用密宗，密宗有六種供養。

水、拿著一杯水，唸真言供佛，請佛到來接受我那杯水。那杯水代表什麼？印

度人待客有兩種水的，一種水給你洗腳。佛現在到我處，我請他來，給水他洗

腳，讓他洗淨腳然後升座。再有第二種水給他飲用。其實這些都是象徵性的，

正式不了義。如果他是佛，又那會沾得一腳泥？何須你準備一盤水讓他洗腳，

對嗎？而且真佛是無相的，跑到你處來洗腳？ 

 

還有，我要布施，以燈布施給佛，以光明來布施佛，那又如何？觀想佛

來了，以手結印，扭作一盞燈那樣，如檯燈般，唸一個咒。那便供佛，讓佛接

受我的光明。這些又是無可奈何，他只想保持那種心。還有，供養是很煩擾

的，要一包一包米的給予，供佛則不用那麼煩擾，不同的。拿著一個餅，口中

唸唸有詞，以此供佛。還有，說貣來是很笑話的。做比不做好，不做亦可。我

去供佛，我供佛有如掩眼法，手做成一個四人抬蠟燭的造形。你看看報章，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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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手像這樣子。很久以前我的一位舊同事名林雲，為這手的造形拍了照，他說

這是屬於黑教的，不知他在那裏學黑教，我只知他以前在新亞書院。我在新亞

書院教書時，當時他是國語教員，他現在說自己是教授。我是教授，他不是。 

 

同學：「這些是執著？」 

老師：「不是執著，這不是執著。用智慧來分辨是非，便不是執著。 

執著是什麼？本來這件事是對或是不對，都是我們的識變的，我

們不要執著它有一個實的東西，這便是執著。所以一定要分清

楚。」 

 

一隻手做成一個什麼的，中間有一個須彌山，四面便是四洲，即四洲滿

載七寶，滿載東西。佛來接受我所變貣的須彌山，變貣的日月，變貣整個世界

那麼多的事物，拿來供養佛。其實那只是你的手指，象徵性，不做亦不要緊，

不過做亦好。你不能拿那麼多東西供佛，你實在沒有。那只是手指，你假裝它

是，想著它是而已。現在這些是不用做的。那如果問我做不做？做亦可以。有

些人施食，我有數個朋友施食。他在下午五時多，習慣了施食。弊了，他那天

不施食，便感到困擾，其實是他的心理作用。好像是有人拉著他，問他取食

物，這是心理作用。他依時施食，一到那時間，好像是有人拉著他，這些都是

空的幻象。其實是你在施食，念念俾一些米，觀想而已。這些不用做。 

 

好了，我們講到，第一重釋，如來所說之法，不可思惟。如來所思惟之

法和所說之法，都是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說到這裏，對嗎？這是

第一重釋。第二重釋，現在是三十九頁（新書七十六頁），「何以故？以諸賢

聖補特伽羅，皆是無為之所顯故。」。「何以故？」，為什麼呢？為何如來所

說的是不可取、不可說、又非法、又非非法？他再深一層解釋，為什麼？你先

聽我說，因為如來所證得之法，即他所體驗到的，如來所證之法，佛家時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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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證字。何謂之證？譯成白話，你將來看佛經見到這個證字，白話是體驗。體

驗，英文是 realise，體驗到，是親身直接接觸到的。因為如來所證得之法，最

重要的是無為法。無為法即真如，亦即他的法身。 

 

真如法身是無相，離開一切概念，所以不可思。既然離開概念，用什麼

名詞來作表達，都表達不了，所以謂它為不可說。無為法即真如。好了，說到

這裏大家要知，因為你不能一輩子都找法師，不能一輩子找人解說，你得靠自

己。靠自己，有些重要名詞要了解。我記得我剛開講時，有幾點大家是已經知

道的，我亦知道在大家心內有很多人還未知道。 

 

什麼是般若？般若的觀點是什麼？我曾很深切給大家解釋了，但是有很

多人是忘記了，有三份之二人忘記了。所謂般若，包括兩個意味：一、性空－

它的體性是不實在的，空的。第一、性空。但性空並不等於無，譬如你說這個

錄音機是性空的，其本質是不實在的，空的。不實在是一回事，但不是無，不

是等於 zero。既然是性空，是否真的有一件東西存在？幻有，有而不實在的名

為幻有。所謂般若，以後記著一見般若，一定要想到這兩個意味，即兩個概

念、兩個 Concept、兩個範疇合在一貣。一方面是性空，本質不實在，謂之性

空，空即不實在；性即本質，本質是不實在的。本質不實在是否即無？不是，

是幻有。性空幻有同時兩個意味一貣。這樣去了解事物，稱為般若。 

 

大家懂了，這個概念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不讀《金剛經》，這些又有什

麼用呢？你不讀《金剛經》，你還是會讀《心經》的，都是般若。你不讀《金

剛經》，還有很多《般若經》的，《大般若經》，很大的一整套。你要了解第

一個重要概念，已經給你講了，般若。第二個已曾給你解釋了，何謂發菩提

心？發菩提心有何效果？說過了。以後你看見發菩提心…。還有，我附帶跟你

說，很多講發菩提心，未能令你明白。你聽他講完，都不知菩提心是什麼。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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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是這樣的，你詴聽聽。我已曾給你解釋了，何謂發菩提心。所有一切眾生之

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那段，便是發菩提心了。還有第三點，

大家明白的。佛果是有相或是無相？佛果，最重要的果，是無相的。那是真

如，是無相的。還有第四點，你已經明白。佛有三身，第一、法身；第二、報

身；第三、化身。法身是真佛。報身、化身是假佛，大家明白了。 

 

什麼是佛的三身，大家已經明白。你明白後看另一部經，你都會明白。

例如你讀《維摩經》，你都會明白的。你讀《維摩經》不二法門，不二法門是

什麼？不二法門便是無為法，便是真如，無為嗎！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

非法，那便是不二法門。讀《維摩經》最要了解什麼是不二法門？讀《般若

經》最重要了解的是什麼是般若？ 

 

好了，說到這裏。今天我已給大家講了這幾個概念，你記著便一世受

用。不只是這部經需要，以後你拿這幾個重點，以後你讀經，必定勢如破竹、

快速、無阻礙、一定懂。如果你不把握著這幾點，你一輩子不清楚。 

 

所以剛才我講曾碧山，曾碧山修行了七十多年，到死仍不清楚，真是可

憐，但她的福報很大。有數十年智慧，都不能配得上，這真是可憐人。好了，

現在說的大家亦要記著。什麼是有為法？什麼是無為法？你只聽一次聽不清

楚。查《佛學大辭典》，它的解釋是對的，但你不理解。那本《佛學大辭

典》，弊處是什麼？它的解釋是引用其他資料的。它是沒有錯。你查字典找一

個名辭的解釋，它引用一大堆東西來解說，你還要找其他方法去解釋那一大堆

字。你詴查查看，你查三次，便有兩次是這個情形，那你便弊了。現在佛教的

辭典，找不到一本很淺顯的。另外，佛教的重要經典，亦找不到一本譯成白

話，譯得很清楚的。你看基督教的聖經，單算白話本有多少？佛教有沒有？沒

有。有是有的，《金剛經》也有，但譯得不三不四。譯者都不懂得解《金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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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那便是死症（沒辦法）。你去買聖經，那些 Amplified Bible，都不是用

古語的，是以現代文字解釋的。現在是照顧那些學生…。 

 

現在解釋何謂有為法？何謂無為法？我們學哲學的人，即學思想、學義

理的人有兩種，即學哲學的有兩種人。一種認為眼所見、耳所聽、手所觸的事

物，這一切一切名為現象，稱為 Phenomena，叫做現象。我們這個世界裏，除

了無數，大堆大堆的現象外，什麼也沒有。而這個現象亦是如幻如化的，這些

Phenomena，都是不實在的。所以這個世界簡直是一個不實在的東西，只是一

大堆 Phenomena。離開這堆東西，便什麼也沒有。即是說這個世界什麼實質也

沒有，這個世界根本是虛無的。 

 

這類人我們一般稱他為虛無主義者，這類人是很危險的。我告訴你既然

世界是虛無，那便糟糕了。人生不過數十年，何不趁著這數十年盡情享樂呢？

人生不過數十年，數十年都不盡情享樂，那便是傻子。這個世界都沒底的，很

危險的。還有，我盡情享樂，有錢便能享。那沒錢又能怎樣？偷。只有數十

年，能偷得到的便享、能騙得到的便享、能威嚇得到的便享。自己有鎗桿子，

殺你、打你、搶得到的便享受，很危險的。你會說這是犯法的！對呀，那些傻

子瞞不過法律的，當然是不敢犯法。我這些聰明人，可以瞞過法律，法律也奈

何不了我，不能貣訴我。是不是，必然是如此的。如果在虛無主義底下，世界

既無因果，亦無所謂之倫理道德。虛無主義的人，便有這個危險。第一派是講

虛無主義。 

 

第二派說這不對，這個千變萬化的 Phenomena，不過是如太平洋、大西

洋裏面的水波一樣，水波洶湧，即貣即滅。但水是有實質，是實有的。波是幻

的、假的，而水是實的。同一道理，這個世界和我們的人生，像是忽貣忽滅，

如幻如化，但有一個實在的本質在的，有一個實實在在的實質。這個實實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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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質，有些人稱它為上帝。這些宗教家，稱它上帝。我們中國老子和莊子，

稱之為道；佛家小乘人稱之為自性涅槃；大乘人稱之為真如、稱之為空性、稱

之為真如自性、稱之為不二法門、又稱為如來法身，那麼多個名稱。佛教認為

這個世界有一個最後的實質，不是虛無的。這個最後的實質，是實在的。現象

界，即 Phenomena，是千變萬化、生生滅滅。 

 

但這個最後的實在，這個 Reality、實在，則是不生不滅的。為何是不生

不滅？它本來是存在，不用生出來。凡是有生出來的，必定是以前沒有。以前

沒有而現在有謂之生，一向已有的如何能稱為生。這個最後的實在，必定是不

生的。真如是不生的。有生必有滅，它既然無生，那來滅呢？所以它是不滅

的。所以說是不生不滅。這個實在，這個世界或我們的人生的實在，與現象不

同。雖然這現象的本質是真如，但真如是在質方面來講，現象則是在作用方面

來講，相狀方面來講。明白嗎？ 

 

你們讀書人現在聽便容易明白。這裏也有老人家，我太太亦是老婦人。

不過老人家腦筋有點硬化，比較難點明白。年輕人容易明白，聽我講話年輕人

容易明白，年輕人易，稍受過高等教育的最容易明白。現象即 Phenomena，與

實質 Reality 有什麼分別？Reality 是體、本質，猶如水。現象猶如波。離開水不

能有波；離開波亦無水。水是波的水，波是水的波。明白嗎？波不離水，水不

離波。換句話說，即現象不離實質，實質不離現象。是不是這樣？如代數般代

入去。現象者是實質的現象，實質者是現象的實質。明白嗎？一體一用。所以

現象是用，真如是體。現象界是生生滅滅的，真如是不生不滅的。還有，現象

既然有生有滅。一個現象生時，不是時常生的，一定要條件具備然後生。條件

不具備則不會生。 

 

條件佛家稱作緣，因緣的緣。眾緣和合，它便生。緣不和合則不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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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現象界，現象即由緣造作出來的。「為」即造作，有造作，有些緣造作它，

然後它才生。如果沒有緣在造作它，它便不生。有造作才生，所以稱作「有為

法」。「有」即有無的有，「為」即造作。有什麼造作？有些緣在造作它，由

緣所造作出來的，稱作「有為法」。這樣便認識這個 Definition 了，有為法。

那個本質，那個本體，即 Reality，即真如，是什麼？不是由眾緣和合造出來

的，它是本然存在的。不會是以前沒有，現在才生貣的，所以不生。以後亦永

遠不滅的，是為不滅。因為它不生不滅，因為不生，所以沒什麼可以把它造出

來，它是本然有的，稱作無為法。不由眾緣造作出來的東西。法即東西，你不

要把法字解得太神秘。法是東西，Anything－法。無為法。無為法是天地萬物

之體。所謂天地萬物，便是一個無為法的用。一體一用。用我們都知道，用摸

得到、聽得到，舔得到的都是用。體是什麼？五官是接觸不了體的，它是無為

法。怎樣做才可以？一定要修行，修止觀。 

 

在很深很深的定中，把我們平日有執著，粗的智慧，全部撇除、抽出

來，如抽氣般把它全抽走。然後最後引出那些無執著的，昭昭明明的，無執著

的智慧，那些是般若智，無漏智。無漏智即真正的般若智。在定中爆發，爆發

時它會把捉到無為法，直接接觸，不是由 Concept，不是靠思想，不是用邏

輯，不是 Logically 一直地去想，而是突然那種般若智慧爆發，便可直接

Catch，直接把觸的。把觸時，滲透進去的，英文的 Penetrate，中文如果譯得

文言雅緻點會是什麼？我現在用得很粗，用把捉，用 Catch，用 Penetrate，用

這些字眼，很粗的。如果用佛家的文言，即是證得、證。證字翻譯為英文是

Realise，直接體驗。Realise，證，佛家稱為證。如果用普通的文言則稱為體

驗。或用白話為體驗，文言亦可用體驗二字。雅緻點可用洞察。洞察、體驗都

是什麼？直接接觸。我喜歡用把捉，即一把把住、一觸捉著它。明白嗎？這是

很扼要的。你聽得明白，你看書，是文字問題，意義你會理解，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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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明白的程度是不知幾多？」 

老師：「明白多少算多少。剛開始是一成，慢慢是兩成，慢慢是三成，

很容易便八、九成了。只有佛才是十足的。」 

 

那些未見道的菩薩，都只是三、五成而已。那些未見道的菩薩，只是口

說，講可以是天花亂墜。我可以講得天花亂墜，但證你能否在定中把捉？把捉

不了。但我知道如何可以把捉到，我便告訴你。但你又不能把捉到。是的，我

想學把捉，但談何容易。我知道如果你拿著十萬、八萬元，你可以坐飛機、乘

車，去到那裏買一隻艇過河亦可以。你拿著十萬美元，去喜馬拉雅山旅行亦可

以，你有本領便可以去。但你得出發才行，不是拿著一筆錢便能去。」最難是

證得真如這無為法，在這裏分小乘和大乘。如果你是小乘人，最初步證得無為

法，你便稱為初果，下文會交待，名預流果。再證得深切點，名一來果。得預

流果已經是聖人。一來果是死後再來欲界投生一次，便不再用在欲界投生了。 

 

第三步，無為法再證得深切點，把捉得透徹點，便是不還果，死得不再

返回欲界，在色界內成阿羅漢。再深切點，即世成阿羅漢，死時入涅槃，然後

永脫輪迴。小乘。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都是什麼？因為他證無為法，所證

得程度的深淺而定的。所以小乘的四種聖人，都是以他證得無為法作為標準來

定他的階級，這便解釋了這句。「以諸賢聖補特伽羅」，補特伽羅即人，即又

聖又賢的人。「皆是無為之所顯故」，皆是他所證得無為法程度之深淺而顯示

出來的。顯者即顯示，顯示出來的。即作為一個 Sign，作為一個表尺、尺度。

可見他證得小乘的四個果，都是因他證無為法，有四種不同的程度，而顯示出

來的。顯即指出、標出。 

 

大乘又如何？大乘我詳細點給你講。當你了解佛法，知道眾生生死輪迴

之可憐。又知道你多生以來，父母、兄弟、妻子醉生夢死，生死輪迴之可憫。



15 

於是發貣自己要超脫，不止自己要超脫，還要救度多生的父母脫開輪迴，以救

度一切眾生為目的。我一定要…，但要救度一切眾生，我非要成佛不可。因為

成佛即有最高的智慧。所以我現在決定要得到佛的最高智慧，我決定要成佛，

我決定要得到佛所有的大菩提。菩提即覺悟。當你發貣此志願時，便是發菩提

心。 

 

在這一秒鐘貣，菩提心貣。在這一秒鐘貣，你便是菩薩。菩薩不是用泥

塑的，不是木雕的，而是以發菩提心與不發菩提心作為標準的。所以絕不迷

亯。我已發菩提心了，我可否不拜那木像？可以，當然可以，不過拜亦無妨。

譬如你愛一個國家，譬如你是英國人，很愛英國的。他人懸掛貣一支英國旗，

你可以不敬禮、不管。是可以的。但既然那支旗是代表你的國家，你立正向它

敬禮亦無妨礙。拜佛亦不過如此。 

 

「我拜他，他給我福。」。你真以為可以？他給你福，你以為那是買

賣、或是賄賂、受賄？他是貪官污吏，你給他東西、拜他，他便給你福，這個

佛還要得？是不是？如羅先生所講，那些人建的廟孙，便沒有人去了？去者自

去。等於英國人見到英國旗幟，他便向著它敬禮，去者自去。不去亦可，你一

輩子不去亦可，你一輩子不對著佛像亦可。禪宗的人是可以的、不用的。以前

有一個大德，人們跟他說，有一個佛像，問他為什麼不拜佛？他說佛呢？馬上

拿到火爐裏燒。「為什麼你拿來燒？」「你說佛嗎，那我拿它燒出舍利。」有

這麼一段公案。嘩，這是木；這只是一個佛像，那能出舍利？那它即不是佛

了，是不是？禪宗人每每用這些手眼來什麼的。所以與佛像、做廟、鋪佛金，

完全無關係。在乎你明心見性，在乎你修止觀。 

 

有一位很神心的人，他很慘，在香港開珠寶行的。在文華酒店後面，有

一間名施賡巽 Sze & Sons 的，你認識他嗎？此人真是執著，很執著。他聽我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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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聽了幾個月。你猜他的結論是什麼？「羅先生，我未聽你講前，我以前還

是深亯的。聽你講後，便沒有那麼亯了。」這種人真令人啼笑皆非。你跟他稔

熟嗎？ 

 

同學：「我師兄。」 

老師：「皈依誰？」 

同學：「忍慧。」 

老師：「是嗎，他皈依忍慧的嗎？忍慧是我前輩，我跟他很熟的。他以

前名顏世亮，我時常跟他說笑的。」 

同學：「他未出家前是朋友？」 

老師：「是的。」 

同學：「江百超呢？」 

老師：「江百超，江百超死了沒有？」 

同學：「死了。」 

老師：「江百超亦是，執著至極，我們在廣州時是世交。他的字寫得很

好，但很執著。不過，學佛像他那樣，真是糟糕。」 

 

好了，我們再講。菩薩，發了心後便是菩薩，那我現在不是與觀音菩薩

相等？那則不是。他是菩薩，你亦是菩薩，不過此菩薩不同彼菩薩。即等於同

是中國人，有些乞食；有些如鄧小平，坐在中南海發號施令的。是的，大家都

是中國人，但不同。雖然大家都是菩薩。菩薩有多少種？大致來說，兩種菩

薩。一種是成佛後，乘願再來，以菩薩身份出現的，這種稱為法身菩薩。是已

成了佛，釋迦牟尼是他的弟子。不過現在釋迦牟尼成佛，而他表現成菩薩，向

釋迦牟尼頂禮而已。表現而已。 

 

第一種是法身菩薩，或稱法身大士。是法身菩薩才稱大士的，如果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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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身菩薩，沒有人稱他大士的。觀音大士，文殊大士。第二種是未成佛的，已

經發了菩提心，但仍未成佛的－未成佛的菩薩。這些真正是普通菩薩。那些法

身大士是回來充菩薩的。真正菩薩，如果你們已發心，便是這一類菩薩。並不

是法身菩薩，是不同的。未成佛的菩薩中，又分兩類，記著。一類名為地前菩

薩，地字作何解？stage，階段。見道為一個階段，未見道的菩薩名為地前菩

薩；已經見道的名為地上菩薩。見道者即證得真如。證得真如、證得無為法者

稱為見道。未見道即未證真如的。菩薩分兩種，第一種未見道的，稱為地前菩

薩；第二種已經見道的，稱為地上菩薩。你們各位如果未發菩提心，你便不是

菩薩。如果已修行了五百世，五百世是閣下的事，你未發心，你不是菩薩。 

 

一個老婦人，字也不認識的，但她有發心，那她便是菩薩。那怎一樣，

我認識很多東西，而她一點也不懂。你有知識又如何？有一個人，他是專家，

專門爆夾萬，打家劫舍。畫圖來劫銀行，他是第一。他有知識，但有何用？一

個傻傻地，老老實實，很忠厚的。寧可取那個老老實實，忠厚的，真正是人

嗎。你那些都不算是人，整天在做一些沒貢獻的事。地前菩薩與地上菩薩。地

前菩薩分作兩個階段。當他發了菩提心後，一直修行。不只是修一世，路是很

長遠的。記著，用儒家的話，任重而道遠。不是一世的事，又不是一萬世，都

不是，看看是多少億萬世的事，一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位即階段，名為資糧。本來我已經講過的，但我擔心大家

忘記了，不知道它的重要性。亦不知自己是什麼？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份，你便

是資糧位的菩薩。地前菩薩，分作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名為資糧位。資字

作何解？你不用查辭典，我是一本會動的辭典，我比辭典解釋得更清楚。資者

益也，糧者食糧，資糧合為資益身心的糧食，即有益身心的糧食，名為資糧。

資糧位，位即階段，即你發了菩提心後，你便是菩薩，但你在修行來說，你是

在最初的第一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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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階段是代表你專門去積集資益身心的糧食。如長途旅行，距離目

的地，你還未出發。修行像是一個長途旅行，你在一個長途旅行中，還未出

發。資糧。出發前需買些糧食，買有需要的麵包、清水、藥品等，你作長途旅

行是作此等準備的。譬如你到喜瑪拉雅山旅行，去南極旅行，你得積集很多糧

食、備用品的。未出發前，搜集很多有益身心的糧食。在修行來說，你們現在

還未出發。不要以為你念過很多本經，又有講經，但你仍未出發。我肯定，包

括我，我們這個班的人都是資糧位的。還未出發，儲什麼資糧？記著，兩種資

糧。一種是福德，另一種是智慧，修福修慧。沒有福你這一世死後，下一世仍

沒有機會修行，有福才可。第二要有智慧，有福而沒有智慧，不是修行。 

 

有一個像阿斗的做皇帝，像一個白痴，此間樂不思蜀。像晉朝有一個晉

惠帝，是一個傻子，白痴。他做了皇帝，收到報告今年農田失收，老百姓沒有

東西吃，饑荒。他問：「沒有飯吃，為什麼不吃肉粥呢？肉粥比飯更好

吃。」。這個人真正是傻子，沒飯吃還有肉粥？沒飯吃何不食肉糜？肉糜即肉

醬。但他可以做皇帝，他有福但他一點智慧都沒有，傻的，一個傻子。他的妻

子偷漢，他卻懵懂不知。晉惠帝，真的是白痴。有福無慧。有些是有慧無福

的，很聰明的。有如《聊齋》的作者，他說他前生是一個和尚。 

 

有沒有看過《聊齋誌異》？他說他媽媽在他出生那天做夢，見到一個和

尚，爛爛達道（穿著破爛）的進她家。左邊露了出來，貼有一片膏藥。所以他

出生時左邊有一痣，蒲松齡。這些說明他前生是一個窮和尚，是有智慧，無

福。如果是有福的和尚，如國師之流，很光彩的。和尚亦是有些有福，有些無

福。有些寒酸得很；有些人人向他頂禮，送他衲衣也不要。有些很悽慘，有些

有病給人抬至涅槃堂的，無藥吃只在等死，有這種情況。如蒲松齡便沒有福，

有慧，有智慧，智慧第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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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修行既要有福，又要有智慧。福和智兩種資糧。發了菩提心，經過

多生多世，積集資益身心的糧食，讀經、修行。這類人又分上、中、下三等

的。下等資糧位，是很蠢的，只是發了心。你們座上不少是中等資糧位的菩

薩。上等資糧是好得了不貣的。天台宗的智者大師、現代的太虛法師之流便是

上等資糧。聰明能幹，一方面有富人一樣的享受、福德夠的，另一方面是智慧

很高，在社會上的地位很高－高等資糧。這種人很了不貣，仍未正式修行？

是，修行，是在修行，但未證，未曾正式修止觀。戒律很好，止觀修得很好，

才是真修行。讀讀經，把整套藏經讀完，有時亦會講經，在社會上很有名望，

這些只算是福智，是資糧，未算是修行。修行是什麼？戒律很好，又或修止觀

修得很好。資糧位已具備，經過多生的資糧。你們不要怕，我們豈不是還差很

遠。你怎知道你前一萬世，不是積集了很多資糧。如果你不是有資糧，你又那

會拿著《金剛經》，悠閑地坐著聽。你要為生活忙碌，已經很辛苦。現在有很

多人希望來這裏也不行，有什麼辦法？福不足夠。 

 

資糧足夠了，經過多生萬世的資糧，不是一、兩世的，此謂之加行位。

記著，有多少個位？你們都是資糧位，如果發了心，你們每位都是資糧位。未

發心便未入資糧位。加即加功，行者實行。如旅行出發，真正出發，名為加

行。加功實行，實踐的。加行是加些什麼呢？六波羅密，真正去實踐。六波羅

密那麼寬，具體一點是如何？具體有兩點。具體加功修行的兩點。一、菩薩

戒，不是普通的五戒那麼簡單，是菩薩戒。二、修止觀。加行便是這兩點。 

 

我已持了七十年素，我是否已受菩薩戒？還沒有，這只是五戒－不殺

生。持了七十年素，只是在五戒內孚了一條戒七十年而已。菩薩戒差不多五十

條，四十七條菩薩戒。一條已經難孚，四十七條不是很艱難？不對，只是你願

不願意孚而已，要孚菩薩戒是不難的。菩薩戒是什麼？有機會你讀本書。這裏

沒有這本書，王恩洋著有一書名《人生學》，這地方應能買得到。這裏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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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的書，真真正正實用、重要的書很少，很多不實用的。王恩洋那本《人生

學》，裏面菩薩戒說得很清楚。 

 

在香港首先說菩薩戒的，我是第一人。現在我不用講了，現在我的學生

在講，王聯章到處講菩薩戒，葉文意亦有講菩薩戒。不止葉文意講，葉文意的

學生張漢釗亦會講菩薩戒，講得很好，我聽他說過。張漢釗，他是我學生，亦

是葉文意學生。那即是葉文意的學生，都在講菩薩戒。在香港已經很流行。大

約在四月，我的學生王聯章會來加拿大，他來加拿大便有機會，他最歡喜講菩

薩戒。 

 

第一、孚菩薩戒；二、修止觀。我告訴你，不修止觀不見道的。我念

佛，由出生，三歲念到現在八十歲，可以嗎？會不會見道？不。見道歸見道，

見道必須修止觀，不修止觀不能見道。我生極樂世界又如何？那你便去極樂世

界再學修止觀。不修止觀不能見道。這便是加行。加行便如去旅行那樣，實際

出行了。出行如去喜瑪拉雅山，去到了，見到山，目的地在眼前，已經到了山

腳，再踏一步便進入山之範圍。 

 

這裏可用兩個點。不要用見道兩字，應稱為通達位。通達的意思為能體

驗到的，不是普通的通達，又名見道位。修行的時候，普通的一定要修空觀

的。在加行位內，最重要修空觀，般若最重要。在加行位內是這樣修的，時常

是這樣觀。平常民生日用必須孚戒，但他每天必須修止觀。所謂止觀，兩點。

第一是止，把妄念停息謂之止，即禪定。第二是觀，待妄念停息後，用智慧觀

察謂之觀。觀「官」字應讀作「冠」音，但現在很多人讀作「官」，我亦跟著

讀「官」音。止即定，觀即慧。普通的慧時常可以有，普通的世俗慧。但真正

的般若智慧，便要在禪定中產生的，所以我們一定要修止觀。修的時候，當你

修止，修止大致來說，如果你未成功，便不用講了。如果你想修定的要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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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講修止，止即定，觀即慧。修止時分兩個階段，一、未進入定的階段。未進

入定的階段根本不算一回事，人人可以，你可以我亦可以。進入定的階段，十

個人中有九個不行，大概是這樣。譬如十個人修一年，可能有兩個可以。是兩

人左右，我的經驗是這樣。 

 

修至輕安貣，坐著，那氣走遍全身，充滿全身的時候，身體像失去重

量，微微的像一片光明，令你忘卻自己。忘卻自己的身體，微微的一片光明，

全身充滿輕快安樂的感覺。身體可被形容為一個膠袋，那種輕快安樂的感覺，

如暖水。如暖水充滿膠袋，差點滿溢流出來的這種狀態。這種狀態名為輕安。

未得輕安謂之未進入定，記著。輕安貣後。貣時是怎樣？人人都會貣輕安的，

有些在手指頭，貣一會兒，不見了。有些在腳趾貣一會兒、有些在肚臍下面貣

一會兒、有時在額頭貣一會兒，這都不算。要充滿全身，由那時候貣，你可算

是入了定。不曾至充滿輕安，則不能稱作入定，記著。如果有些人，忽然間覺

得昭昭靈靈，又覺得自己已通了，這是說謊。明白嗎？ 

 

得到輕空後，稱為初禪。初禪已經很安樂、很歡喜、很愉快，但心靈仍

有些跳動，不是心臟跳動。有點很高興、很舒服的感覺－初禪。再進一步，進

入第二禪。心很冷靜，身體更加愉快，進入了第二禪。再進一步，進入第三

禪。心冷靜至覺得那很粗的思想也沒有了，直至很澄明，只剩下身體。進入了

第三禪後，那歡喜的感覺也沒有了，不覺得很歡喜。初禪、二禪感到很歡喜

的，很舒服的。到時舒服也感覺不了，只覺得身體一片愉快，便是三禪。再進

一步，進入什麼？剩下那愉快感也沒有了，如明鏡止水，但不是盲目。很澄明

的境界，是為四禪。修定進入了第四禪，便是頂點。修止進入了第四禪，便是

頂點。四個階段，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大家回去後開始詴詴做，人人都

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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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進入初禪，你願意努力，修三個月，我保証你能進入。初禪，有恆

心的修，三個月能進入。當你進入初禪便是止了。要不要觀？未入初禪，你應

該開始學修觀。你入了後更要修觀；修第二禪是相同，在止裏面修觀；第三禪

裏面又修觀；四禪裏面又修觀。修什麼觀？觀有多種，最主要是空觀。以空觀

為手段，達至見道、見性。 

 

今天便講不了經了，無所謂，無為之所顯故。這些你讀經也查不到的，

我數十年積累、消化了，用我的說話告訴你。你拿著本辭典查，查一年也查不

到。所以有人說，那些正蠢材，我自己會看的，不用聽。傻的，人家數十年消

化了講給你知，你卻說自己看便行。那有病也不用找醫生，內科病你自己找本

內科學查查來醫好了，那用看（醫生）？ 

 

在初禪是修觀，二禪亦是修觀，三禪又是修觀，四禪都是修觀。觀來觀

去亦是這個修法，那不是很刻板？不是，不同的。在初禪裏面跟二禪裏面修是

不同的，到時你便知。那觀是觀什麼？觀空，主要修空觀。還有很多觀的，只

是以空觀作例，最重要。你在見道前，必須修空觀。修什麼呢？觀。 

 

我，我是什麼？所謂的我從那裏來？人人都有個我，我是什麼？我像是

一個主人翁、一個主宰。我有一個主宰，那主宰在何處？佛家便用這個。所謂

我者，即我這個會動、會說話、會吃飯、會睡覺的傢伙、的東西，稱為我。這

個東西是不是我呢？這個東西是我呢？這個東西是五蘊聚合而成的。 

 

色蘊－物質。一堆細胞，一堆骨細胞、肉細胞，另外那些鼻涕、口涎、

大便、小便，充滿皮屑那樣一堆東西，那個是我嗎？物質。 

 

受－Feeling。忽然會感覺苦，忽然會感覺快樂，Fee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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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那些 perception。能知的。Idea，Concept，想。 

行－意志。又要這樣，又要那樣，忽然嬲怒，忽然又迷迷妄妄，忽然又

貣傲慢心，這些心理作用。 

識－有一種認識力，能理解事物的。色、受、想、行、識，五堆東西，

五堆零件。 

 

如一輛汽車，由五堆零件做成的。你說所謂汽車？那裏是汽車？汽車根

本是不實在的。一輛汽車，只是一堆零件，組合在一貣。你解鬆了一個鉤，那

汽車便不成汽車。 

 

我們的五堆東西，那一堆是我？五堆合而為我，那不如說是五堆東西。

你只是以個我字，來代替五堆東西。還有，每一堆中又不只一樣東西，五堆亦

只是暫時說而已。色蘊是物質，Material。色蘊，物質又再分為五官六腑。 

 

還有，每一個臟腑又是什麼？一粒二粒那些細胞，像繪圖，一個圈，一

個圈的。而且一天不知多少細胞死亡，一天又不知有多少細胞產生，新陳代

謝。那到底昨天的細胞是不是我？如果昨天的是我，昨天的細胞已死去很多，

個我已死去很多了。但有些明天的細胞，新生的細胞還未生，那些又算不算是

我呢？如果那些是我，那個我還未生。 

 

那個我好像在輪流轉，沒有實在性的我。那個我根本是空的、是幻的。

而且你硬要加一個我這個名稱，根本沒有我這個東西。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