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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我在西方稱作 Self，為何改一個名字為 Material 那麼笨拙，說來說

去，是自己在騙自己，在打滾。所以一直推下去，我是空的。如果我們覺得有

一個我在，這是執著。主觀的執著稱為我執，便是這個我執，弄出作惡多端。

沒有我執便不會有戰爭，不會欺騙人，不會恃強凌弱。正正是有我執，世界上

的罪惡才會出現，我執根本不是好東西。無我是撇除個我，我是無的。但我能

看見很多事物？我是主體，我能看見客體，很多事物。如果我亦是無的，那有

沒有那些事物呢？那些事物亦是無。何解？是幻象，Phenomena 來的，全部都

是幻象。 

 

  譬如我看見一張紅的檯。那來紅的檯？你信不信？在佛家看來，是沒有

的。紅是什麼？你以為檯是紅的，它不是紅的。何解？那些發光體有七種顏

色，紅、藍、黃、綠、青、紫、橙，是陽光照耀下的七種顏色。除了七種顏

色，還有些在紫色以外，看不到的，紫外光是看不見的，看得見的有七種。 

這七種顏色，七種光缐射在這件東西上面，它吸掉了六種，紅色的一種它不

要，反射出來。正因為它不紅，反射紅色出來便稱它為紅。所以我們是荒謬

的，那件東西根本不是紅，它不要紅，反射出來。不過那種紅的光線，射到我

們的眼膜，然後我們貣了一種感覺，覺得有種東西是紅的。它有沒有實質呢？

實質是什麼？是電子、質子，一粒粒的電子、質子。你以為檯是不動的，其實

是一粒粒的電子、質子不斷在轉，轉得比噴射機還要快，不過你看到的它是不

動。所以我們看到這張所謂檯，根本不是真相。真相不是這樣的，是我們自以

為看到它而已，所以它是空的。如是者，檯是空、人是空、書亦是空，山空、

地球空、太陽亦空。一直徹底地觀察，空的、空的、空的。我是空，物亦是

空，我和物一貣空，成為一個空。那空本身空不空？所謂空者，是我們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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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它是空而已。那個我是什麼？智慧是什麼？那是我的智慧，那個我尚且是

空的，那有我的智慧？我的智慧亦是眾緣和合而貣，不是實在的。我能夠了解

空的這個智慧亦是空的，稱為空空。空空不是那個空空（空空如也），能夠了

解空的這個智慧稱為空空。如果要知道這個空是空的，那是不是空？都是空。

到最後是不可說，凡可說者皆是空，包括我說它是空的這種空都是空。 

 

  不可說，是不是？到這個境界，是否不可思，不可說？你說它是法不對，

說它非法亦不對。這個無為法，了解嗎？當你這樣想的時候，在初禪時是不透

徹的；第二禪亦不夠透徹；第三禪亦不得透徹。在第四禪裏想則比較透徹了，

是滲透式的。雖然它是透徹，仍然是有漏，仍然是有煩惱的智慧，世間的智

慧。這個世間的智慧，一直的想、想、想，直至都無可說，凡說凡想皆不對，

那時所有的概念，所有的 Concept，Idea 全部沈沒。禪宗人稱之為大地平沈；

把空亦空掉稱為虛空粉碎。經常在說大地平沈、虛空粉碎，經常在看語錄又如

何？你需要修觀修至大地平沈才可以，到時你所有概念、Concept，Idea 一律沈

沒。 

  那個般若智慧是沒有 Concept 的，了了然地能夠把捉著，真如無為法出現

了。出現時，無概念的稱為無相，不覺得有個對象，不覺得有個自己，亦不覺

得有個無。是不是死物？亦不是死物。一切不可說，不可取，那時的境界。入

了那境界，本來是不能說的。六祖說：「如人飲水，冷暖自知。」，只有你自

己知。能說出來的都不對，所以禪宗人把你的咀巴掛在牆上。何解？講的已不

對，想得到的 Idea 亦是不對。明白嗎？當時渾然一體，如何形容這境界？外國

人形容為 self realization，這個 self 是假我的實現。即是把小我和大我融在一體

──見道。見道外國人譯作 self realization。 

 

  當你見道時，是不是見到真如？如果你說見到真如，即不是見到了。有一

個真如給你見，已經是不對。如果有個我見到真如，也是不對。所以是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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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真正見道的境界是不可說的。但你不說又如何告訴他人？儘管說說吧，清

楚告訴他，你不要執著這些說話，執著便不對了，這樣說說無妨。一到這境

界，加行的結果。先觀我空，後觀物空，我與物一貣空。包括那個空也空掉

時，所有一切相狀皆沈沒時，這時候你便是把捉到真如、把捉到無為法。這時

候稱作入不二法門，你們聽過的不二法門便是這樣。你又別把這些說話來問另

一位老師，各說各的，對嗎？這個真如便是不二法門。不二者即 Absolute，通

達，通達真如。當通達真如時，便出定。 

 

  剛出定時。未出定時已經知道，通達真如時，便是見道。見道有兩個階

段，一名真見道，另一名相見道。什麼是真見道？即如我剛才所說，什麼概

念，什麼 Idea，Concept 全部都沒有，真正見道。那般若智出現，直接把捉。

只有一會兒而已，初見道可能是數分鐘，一、兩分鐘也說不定。跟著，那般若

智。當時的般若智是無分別、無相的，沈沒的。替代它，隨之而貣是有相的，

有分別的。同是般若，不過這是有相的般若。這種有相的便貣，回憶。剛才我

那個般若智，無分別的智貣，把捉到真如。剛才好像一無所知，原來我證得真

如，自己知道。自己知道，便很歡喜，原來所謂見道是這樣的。原來所謂涅

槃，原來所謂諸佛法身，原來是這樣的。真正見佛的那個便是真佛，很高興，

故名歡喜地，是為初登歡喜地。有沒有人曾讀《八識規矩頌》，「發貣初心歡

喜地，俱生猶自現纏眠」，那時便是有相了。 

 

  剛才，有一個剛才。剛才的我證了真如，這便是有相了，是為相見道。 

真見道的那種智，真知道時的智慧名根本智，一切無漏智中最根本的，即現在

說的般若智。相見道稱為後得智，得到根本智之後所得到的智慧。後得智是有

相的。根本智只可以自利，不能度人。你是無分別的，如何度人？後得智則不

然，是說給人聽的。度眾生要靠後得智。根本智之後必貣後得智，然後出定。

剛出定時，當你得到根本智，和後得智，這兩種智貣後，你便是聖人。你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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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人，因為你初證得無為法，所以便稱為聖人，或名地上菩薩。地上菩薩亦得

靠證真如，才能成為地上菩薩，都是無為之所顯。地上菩薩證得之真如，是否

與佛證得之真如相同？不是。如何不是？我告訴你。 

 

  譬如有一株很漂亮的玫瑰花，很美很美的玫瑰花，這玫瑰花是用來譬喻真

如。玫瑰花便是那一株，你看的玫瑰花，卻是不同。大近視眼兼散光眼的看玫

瑰花，看見的是朦朧一片。根本無花，對不對？眾生個個都等於近視眼兼散光

眼，但找一家眼鏡公司和一個專家，跟你配一面很好的眼鏡，既不散光亦不近

視，把眼鏡戴上便能全部看清楚，以作譬喻見道。以前譬喻未見道，大家同時

是戴眼鏡，但情況不同。下大雪時，你看那朵花看得清楚嘛？三呎內也看不清

楚，開車亦會碰撞。如在大雪中看花一般，花只能看見影子，如初見道。再進

一步修行，便如下小雪般，看得清楚一點，又進一步。初見道時，便是這樣。

見道後便是修習位，通達位後便是修習位。由通達位後至修習位，分作十個階

段。十個地即階段，即 Stages，即十個階段，稱作十地。一地比一地清楚，如

最初在大雪中看花，慢慢地像在小雪中看花，慢慢地像在雨中看花，還不是很

清楚。慢慢地便如無雨時，清清朗朗看花。再慢慢地便像在太陽光照下看花，

境界不同。這便如日走一步，越走遠點，境界便越好。分為十個階段謂之十

地。十地完成，到達十地。現時所謂彌勒菩薩便是十地。剛到達十地時，滿

了，成佛了。一般的成佛是在他的報土成佛，剛成佛時，普通如釋迦佛，是於

摩醯首羅天成佛，那些不用講了。總之他成了佛。如釋迦牟尼佛於菩提樹下成

佛，遇到明星悟道成佛。當他成佛時，便三身具備。 

 

  何謂三身具備？他圓圓滿滿地證得真如，原來他的真如便是他的本來面

目，他的本質，所以是他的法身。而他歷劫以來所修行之功德，形成一個莊嚴

華麗的世界，謂之報土。住在報土中化度眾生的名報身佛。或有人說，凡有相

的皆為化身，所謂報身是指他的智慧，這樣解釋亦可以，他的智慧謂之報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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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現了另一個身，釋迦佛是一位王子，又在報土中現出一個報身，或通行的

稱作化身，化度眾生，故稱作化身。此謂之三身具備。成佛前只有一個，三身

未能分得清楚。當你成佛的時候是最徹底的，稱為究竟位。究竟即最徹底的階

段，即是成佛，亦即佛位。 

 

  一切修行，分為五位。資糧位與加行位的名地前菩薩，地前菩薩分為資糧

菩薩和加行菩薩。在這個課室內，我可保證，在多倫多，加拿大，美國等地全

部的算，都是地前的。加行的很少，我不大相信有。資糧的卻很多，到處都

是。加行的已經很少，持戒律好而同時修止觀修得很好──加行。見道，我恐

怕在這個世界是沒有的。西藏人說有些什麼，什麼，我是不相信的。見道之

上，分為十地。見道至成佛分成十個階段，稱為十地。這十地可稱為地上菩

薩。地前菩薩和地上菩薩，皆是未成佛的。成佛後再來示現菩薩身的，名法身

菩薩。觀音、文殊、普賢這些，早在釋迦牟尼前，不知多少萬劫前已經成了

佛。 

 

  為什麼有那麼多賢，那麼多聖？小乘是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大乘則

是地前菩薩、地上菩薩、法身菩薩、佛。這麼多的聖人和賢人如何得來？皆是

無為之所顯，皆是他證無為法證得之深淺，而展示出來的。顯即展示出來。所

以無為法最重要，無為法是佛所證得的。不可說，不可取，非法，非非法，明

白嗎？好了，說到這裏，便是校量，比較。你希望證無為，該怎辦？我剛才講

了，你要修空觀。 

 

  修空觀是依照般若來修的。所以《般若經》目的為啟發般若智。因為這

樣，好了，現在你來回答這個問題。譬如你有一億美元家財，把一億元全部拿

來做善事，建一間醫院，功德是否很大？大吧。譬如你依著一部《金剛經》，

依著它來修行，以求成佛；甚或依著《金剛經》天天誦讀。誰的功德大？拿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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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億元家財來建醫院，或是拿著《金剛經》有空天天誦讀的功德大？兩條不同

的路，何解？你拿著一億元家財來建醫院，你將來說不定可做一百世玉皇大

帝，但做完便沒有了，而且將來只是你做玉皇大帝。但你拿著《金剛經》天天

在讀，甚至你是老婆婆，只懂得很少字，天天在讀，慢慢地亦可以的。她亦勝

過，因為她的路是成佛之路。她將來一定成佛。她成佛後，在她的修行途中，

不知可以拿多少億、億、億的錢出來，建多間醫院亦可。她這條是真正的路，

不過是長遠的。如果你急功近利，一定是亂講。只是你說的吧，這本經功德真

有那麼大，人家拿出全部家財建醫院都不大？你不必跟人爭論，實際上你的功

德比他大。你不必跟人爭，跟人爭沒有好處。你便我慢貢高了，你要大便大，

幹嗎這麼了不貣，管人家那麼多。人家拿出全部家財做善事，你卻說人家低

級。你沖淡人家的心，這樣你已經犯了戒。所以按真真正正的說法，拿《金剛

經》四句偈「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了解這

四句偈，還拿這四句偈教人，功德比那些拿一億家財建醫院更大。你不必跟人

爭，自己心知便了，你的功德便大。所以不要以為那些富人，以為自己捐了些

金錢，如何了不貣，其實笑話得很。當然你也不能說他是很低級，不要這樣，

你這樣說已經是你不對，實際是這樣。 

 

  我們先看看校量。說到這裏，佛就正校量，正式比較。校字與比較的較字

相同；量即量度。分三（己一）、佛問，（己二）、善現答，（己三）、佛為

校量。（己一）、佛先問，「佛告善現」，佛對善現說。「於汝意云何？」，

我現在提出一個問題問你，汝意云何即你如何答覆我這個問題。下面是他的問

題，「若有善男子或善女人，以此三千大千世界盛滿七寶，持用布施，是善男

子或善女人，由此因緣所生福聚，寧為多不？」。不字讀音否。問題是這樣的

問。若即如果。如果一個善的男子，善的男子即好男人。或善女子即一個好女

子，女「子」的「子」字應是「人」字才對，把它改正，是善男子或善女人。 

「以此三千大千世界盛滿七寶」。以即將、用。用什麼呢？用我們所住的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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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世界，大千世界。盛即載，載滿七寶。「持用布施」。持即拿，拿它來作布

施之用。「是善男子或善女人」。是字作此字解，這個善男子或這個善女人。

「由此因緣所生福聚」。由於他拿這麼多東西來作布施。因緣即原因，以這個

原因所生的福堆。聚即堆，所生的福，一大堆福。不只一種，一堆的福。「寧

為多不？」。寧即可不可以，可不可以稱之為多呢？這不用解，完了。（己

二），第四十頁最後那兩行。善現回答。善現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

逝。」。善現便回答，很多，世尊。那麼多東西作布施所得的福是很多。「甚

多，善逝。」。所得的福是很多，善逝。女子的「子」字改回「人」字，

「由」字下面漏了一個「此」字。「由此因緣所生福聚，其量甚多。」。其數

量甚多。「何以故？」為什麼說他多呢？「世尊」，世尊。「福德聚、福德聚

者」。佛所謂福德聚、福德聚，即你所講的那堆福德、那堆福德。「如來說為

非福德聚」。按照如來的意思，你認為這些並非真正沒有煩惱的福德聚，並非

可以令你成佛、令你得大菩提的福德聚。非大菩提、非…。得大菩提亦是福，

這不是能令你得大菩提的福德聚。何解？你最多是當皇帝，做富翁而已。「是

故如來說名福德聚、福德聚」。是故即所以，所以如來說。「福德聚、福德

聚」，是世間之福德聚、世間之福德聚，很淺的、很低級的福德聚、福德聚而

已。這樣解說便很清楚。忽然在說福德聚，忽然又說非福德聚，便是這樣解釋

的。這是一個解法。另外一個解法是這樣，前文曾述所謂般若，不外是兩個意

味一同出現，一名性空，無自性，無自體；另一名幻有。把它套在這裏，「世

尊，福德聚、福德聚者，如來說為非福德聚」。如來剛才所謂那些人布施那麼

多東西所得的福德聚，如來說這種福德聚是性空的，無自性的，根本是空的。

性者即體性、體。本質，性即本質。本質是空的。「如來說為非福德聚」，如

來說它是性空的，本質是空的。「是故如來說名福德聚、福德聚」，所以如來

說這種只是幻有的福德聚。非福德聚，性空，無本質，本質是空的。「是故如

來說名福德聚、福德聚」，是幻有的福德聚。這樣解法亦可。前面的一種解法

亦可，如來所謂的這一種福德聚，是非福德聚，非能夠成佛的福德聚。如來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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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它是世間的福德聚。兩個解法隨你選擇，你喜歡那個解法？同學：「似乎性

空幻有好一點。」老師：「兩個是一樣的，如果你將來給人解說。好了，我們

繼續讀下去。下面。懂得如何解說了吧。」 

 

同學：「上面那行，剛才那段，善現答言。」 

老師：「善現答言？世尊問他，如果有一個人用很多七寶載滿三千大千世界，

用來布施給佛，或布施給人，他所修的福大不大？多不多？」善現長老便回

答，「甚多，世尊」，是多的，世尊，即 Sir。多的，Sir。「甚多，善逝」，善

逝即老師，佛的尊號。「是善男子或善女人」，是即這個，這個善男子或這個

善女人。「由此因緣所生福聚」，由於他拿那麼多的七寶載滿世界，三千大千

世界，用來布施，他所得的福德聚，「其量甚多」，他的 quantity，他的份量

極多。「何以故？」，為什麼？多是很多的，不過不是很徹底，意思是這樣。

「何以故？」，為什麼？為什麼說他多？佛所謂他多，不過是世間的福德聚，

不是真正的福德聚多。「世尊，福德聚、福德聚者」，我了解世尊的意思，世

尊常常說福德聚，福德聚這幾個字。「如來說為非福德聚」，世尊，你的意思

是這種不是真正能夠令你成佛的福德聚－非福德聚。非能令你成佛、非得大菩

提的福德聚。「是故如來說名福德聚、福德聚」，所以如來只是說這種是世間

的福德聚、世間的福德聚而已。這是一種解法。第二種解法。「世尊，福德

聚、福德聚者」。世尊啊，你所謂福德聚、福德聚，你的意思是什麼？「如來

說為非福德聚」，你的意思是這種非福德聚是性空的，它的本質是不實在。非

實在的福德聚，是性空的。「是故如來說名福德聚、福德聚」，所以如來所說

的福德聚、福德聚，不過是幻有的福德聚，不是實在的。這是第二種解法。兩

個解法都是通的。 

 

  我改了這個註。註裏面的第五行，若勝義空說，我已改為若性空說，「勝

義」兩字改為「性」字－性空。是故以下，「世俗」兩字我不要，改為「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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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看見嗎？你看我這裏，不要緊，世俗、勝義是相同的。說到這裏，佛便

校量。明白嗎？有沒有問題？沒有問題。佛便校量，分兩段。一段是判斷持這

本經的福更勝以載滿七寶布施；（庚二）、說明、解釋，為何念這幾句經的福

更勝？ 

 

  現在說（庚一），（庚二）留待下次再說。（庚一）、判持經福勝。所以

你們回去聽六祖的話，捧著《金剛經》念誦一輩子已經足夠。不用太多的，一

部《金剛經》已經足夠；其實一部《心經》亦已足夠；甚至它的四句偈亦已足

夠，但亦不能太少。你看，「佛復告善現」，說到這裏，佛又對善現長老說。

善現，稱呼他一聲。「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以此三千大千世界盛滿七寶，持用

布施」，即是半句。 

 

  若果一個善男子或善女人。以即將、用。此即這個。用這個三千大千世

界。盛即載，載滿七寶。「持用布施」，持即拿。拿它作布施他人之用，這樣

便是福大。如果另外有一個善男子或善女人，「若善男子或善女人」。「於此

法門乃至四句伽陀」。 

 

  不要讀作『騎陀』，讀作『騎陀』便讀錯音了，很多人讀錯。伽藍菩薩亦

有人讀錯，讀作『騎藍』。這些不讀書的，一看便知，讀作『騎藍』、摩登伽

女讀作『摩登騎女』，你不用聽他的，書還未讀妥。伽字讀作『騎』。伽藍香

讀作『騎藍香』，即他不讀書。為什麼你這樣講？我們是眾生不是佛，總有一

點煩惱障。尤其是學唯識的人，都是眼高於頂，看不貣人。打橫來看不貣人，

恃老賣老，我是這樣的，你能聽的便聽，不能聽是你的福不夠。我即是可憐

你，我是這樣的一個人。這種人，可憐他。你不聽。同學：「『辶』旁（迦）

怎樣讀？兩個字都讀『家』音？」老師：「都是讀『家』音，如果梵文則不

是，梵文讀『kya』。釋迦牟尼梵文讀 Śākyamuni。迦與家庭的『家』同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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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a』與迦不同。」同學：「為什麼不能讀音『騎』？是不是譯音的問題？是

不是一定讀『家』音，不讀『騎』音。」老師：「根本中國是讀『家』音的，

只是不懂的人讀作『騎』音。」同學：「為什麼他卻要讀『騎』音呢？」老

師：「不知他為什麼。他不懂，不懂的人看見兩個字不同。你知道，有很多出

家人，沒有讀過書。有多少個人如聖嚴，取得博士學位，很少的。多數是一腳

牛糞，生活也成問題，穿貣袈裟便了，很多是這樣的。當然有些是很好的，像

聖嚴那些讀數十年書。當然有些是這樣。但不是全部這樣，多數是環境不好

的。多數人生活不了，便穿貣袈裟。」 

 

同學：「以前確是這樣。」 

老師：「以前何止這樣。汪洋大盜被人通緝，落髮後便沒有問題，不抓

他的。 

 

  你有沒看過一部電影名《空山靈雨》？那犯人犯罪，本來要充軍的，他買

了一張袈裟度牒，度他出家，即刻給放了。以前很多人是這樣的。所以唐朝弄

至韓愈等一幫人要闢佛。在李德裕當宰相時，建議滅佛，下一道命令，所有佛

寺全部要改；所有銅佛像全部要鎔掉鑄錢；所有和尚、尼姑通通要還俗。為什

麼？當時佛教的流弊太多。信佛出家後，人人要納稅，但寺門裏的田地全部不

用交稅，國家失去很多稅收。還有，有什麼事需要徵兵，唐朝是要徵兵的，那

他便去當和尚，並未受戒只當沙彌，這樣便不用服兵役。這是人逃避兵役，去

當和尚，待至不用當兵時，他便跑回家。很多弊端。你看看范文瀾的《中國通

史》，說到當時唐朝的那種情況。我們不要只站在佛教徒的片面來看，看看其

他資料。 

 

  「持用布施」。若果另外有一個人，一個善男子或善女人。「於此法

門」，法門即經。入佛法之門，即捷徑，此法門即捷徑。此法門是指《金剛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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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經》。這部經他不記得全部，亦未讀完全部經，他只知四句。這四句是指什

麼？一部經不是有兩首四句偈的？一首是「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

邪道，不能見如來。」四句。還有四句，便是「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

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四句偈。有些人弄錯了，以為是「無我相，無人

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是這四句偈。不對，弄錯了。這個人如果這樣

說，是這四句亦解錯了。「於此法門」。即於此經，讀全部是錯不了的。「乃

至」，乃至者全部、半部或四份一部經、乃至少至四句那麼少。「四句伽

陀」，伽陀譯作頌，歌頌，即如基督教之讚詩，四句讚詩。「伽陀」，梵文

gāthā。有這個梵文的字音 gāthā。頌詩，即四句詩，即我們現時讀的詩如「清

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有？牧童遙指杏花村。」是四

句的。這數句稱為四句偈，gāthā，即韻、詩四句的。少至如此。「受持讀

誦」。需要解說，常常說受持讀誦。什麼是受？聽後心裏接納。心裏接納了稱

為受。聽了這部經，把這部經所說之道理，在心裏接納了。受者納也。持者

Hold，拿著，即我們記憶著它。記憶著它－持，記憶貣來謂之持。常常讀這部

經。如果是四句偈，便讀四句偈。「誦」，誦即念，不用對著它而念。「受

「、「持」、「讀」、「誦」，都是自己的功夫。把這四句偈。 

 

  「究竟通利」，是不是隨便叮叮噹噹的讀？究竟兩字英文是 Thoroughly，

即徹頭徹尾地，從頭到尾──究竟。通利，讀得很通順的，不會拗口的。利即

流暢。「究竟通利」，從頭到尾都很流暢的。這是自己享受。第二是對他人。

「及廣為他宣說開示」，「廣」即普遍的、廣泛的；「為他」人；「宣說」即

向人宣講此經；「開示」，他人不明白經中某種道理，你打開它給人知，指示

給人知。這便足夠了。不是，還有第三，「如理作意」，這個意即修止觀，修

觀。「作意」，作意本來解作注意，此處引伸為修觀，不作注意解。依此經的

道理修觀，「如理作意」，合理地修觀。「如理」，合理地修觀。「受持讀

誦」，「廣為他說」，「如理作意」三部曲，要能夠做到三部曲，如果人能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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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這些，縱使四句偈那麼少，「由是因緣所生福聚」。「是」即此、這個。由

這種因緣，這種「受持讀誦」，「廣為他說」的原故。他能夠這樣做，他所生

的那堆福「甚多於前」，甚多，甚多。比前說以七寶載滿三千大千世界更多，

前面那種。不只是多，是甚多，很多，多至「無量無數」。何解？ 

 

  這條是成佛之路，你那條不過是得福而已。這便是福勝。為何這種人能夠

這樣做？然則我是窮鬼一名，拿著《金剛經》，給人解說，便比邵逸夫，李嘉

誠等多少億元建醫院更好，那豈不很划算？那又不行，取巧。該怎樣？為什麼

這種人真正的去做，福會很大呢？下面，（庚二）、解釋。他的福之所以勝，

是因為他無我。無我相，修空觀。他會成佛的，很快會見道。見道便會… 

 

  奮力捐，捐足一萬世，與成佛是兩條不同的路。這個我留待日後才講，

「釋福勝所以」。明白嗎？同學：「今日很多謝羅教授。」 

 

這部經解釋為何福德那麼殊勝，現在說第一重。「何以故？一切如來、應、正

等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諸佛世尊皆從此經生。」第一重。為

什麼持這部經那麼殊勝？「何以故？」，為什麼？因為第一個理由，第一重，

他以前沒有聽過，現在來聽是聽不懂的。現在解釋持這部經的福勝，因為一切

如來、應、正等覺。「如來」是佛的尊號，證得真如之後來度眾生，故稱為

「如來」，是他的尊號。除了如來這個尊號外，還有八、九個其他尊號。其一

為「應」，佛的尊號名「應」，即應受人天的供養。「正等覺」，正等覺即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他已證得正覺，亦是佛的尊號。如來、應、正等覺都是

指釋迦牟尼佛，他所證之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他所證得的正覺。上文的正等

覺是他的尊號，這裏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指他所證得最高的智慧，即無上

正等正覺，無上正的覺悟，時常都平等正的覺悟。換成現在說的白話，即最高

的智慧，如來所證最高的智慧。「皆從此經出」，都是由這部經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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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不修般若，不依般若修觀，便不會證得真如。不會證得真如，他便不

能成佛。佛之所以能夠成佛，是因為他能證得真如。他之所以能夠證得真如，

是因為他有般若的智慧，般若智。這部經是啟發人的般若智，所以它說，如所

有的如來，如來所有的最高智慧，如來所有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由這種

般若經流出來的。「諸佛世尊皆從此經生。」既然如此，所以一切佛都可說是

由這種般若經產生出來。既然如此，這部經有這麼大的功效，所以誦持這部

《金剛經》的功德是很特殊，很優勝，很殊勝，比用七寶載滿這個三千大千世

界以作布施還要殊勝。就此點意義來說，這是第一重。所以持此經功德那麼

大。 

 

  第二重，第四十四頁，第四行。（辛二）第二重釋，即第二重理由。「所

以者何？善現，諸佛法、諸佛法者，如來說為非諸佛法，是故如來說名諸佛

法、諸佛法」。為何這部經的功德那麼大？他再深入一重講。「所以者

何？」，再追深一層，為什麼？「善現」，稱呼他一下，他的名字須菩提，

Subhūti。Subhūti 譯成中文為善現。善現長老，所謂諸佛法、諸佛法，如來說

它不是諸佛法，所以他說它是諸佛法、諸佛法。這句如何解釋？第一個「諸佛

法」是指如來用他的般若智，以他般若的智慧所證得之真如。以般若智證得真

如，這個真如，或這種正覺便是真正的佛法。所謂佛法，並不是如世人所講

的，敲鐘擊鼓、叩頭頂禮那樣簡單的佛法。所謂「諸佛法」，是如來以他的般

若智體證真如，證得真如他便成佛，這才是諸佛法。這種「諸佛法」，是十方

諸佛所共證之佛法──「諸佛法、諸佛法」。 

 

  「如來說為非諸佛法」，如來說不是世人所講、所以為的諸佛法，意即不

是世人凡夫所得到之諸佛法。明白嗎？「是故如來說名諸佛法、諸佛法」。所

以如來說，這種才是真正如來所證得的諸佛法。第一個解法，明白嗎？第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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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法。我以前說過，所謂般若最重要的是了解。所謂般若智慧，以般若智慧觀

察事物，需要兩方面輔助的，含有兩個意味。第一個是「性空」，一切萬事萬

物，世上所有事物，都是眾緣和合而成的。既然須靠眾緣和合而成，根本這些

事物是不實在的、空的。空即不實在。性是本質，它的本質是空的。但空並不

等於無，於是有第二個意味，「幻有」。雖然是不實在，但不是全無。何解？

因為眾緣和合的時候，它便有這種情況出現，一方面是性空，一方面是幻有，

當我們看任何事物時，都要這樣看。 

 

  當你在看這個錄音機的時候，一方面它是眾緣和合所成，本質上是空的、

無的、不實在的。雖然它的本質是無，不是說沒有這件東西。何解？眾緣和

合，有機器，有這間電器廠，有人類文明發達的程度，又有人拿出資本建這間

工廠，亦有技術工人生產這件東西，各種條件，各種緣配合，才有這件東西的

出現。性空幻有，一方面幻有，另一方面性空，兩個範疇一貣，套貣來以了解

一種東西。什麼是範疇？我一會兒順帶講。凡是以般若智觀察事物，要兩個範

疇一貣。如電影套色，需兩套色一貣看。「諸佛法、諸佛法」，標出這諸佛法

的名字。「如來說為非諸佛法」，非諸佛法意即性空，不實在。「是故如來說

名諸佛法、諸佛法」，是幻有的佛法，佛法也是幻的。明白嗎？這是第二個解

法。兩個解法，任君選擇。 

 

  好了，你看看這裏，我用了三個解法。我讀出這個註釋，下一行【纂

釋】。「謂以無分別智」，謂佛以無分別的般若智。「契證真如」，和這個宇

宙實質，這個真如；契即契合，相契合、相吻合，體驗到真如。於是「理智圓

明」，理指真如，智指智慧。真如理和智慧皆合一，很圓滿，圓滿周遍，很明

了──「理智圓明」。能夠做到這樣，才能稱為佛法。這種佛法，此乃十方諸

佛所同得，故名諸佛法。這裏便解釋了「諸佛法、諸佛法」這兩句。下面，

「餘人不得」，餘人指凡夫、外道。凡夫、外道所不能體驗到的、不能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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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他說「即非諸佛法」，即並非外道、凡夫所證之諸佛法。下面，「是

故如來說名諸佛法、諸佛法」，即解釋他本人，所謂如來即我所說的佛法是這

樣的佛法。如果按照此解法，現在的一班人，整天在喃喃唱唱，只顧著拜，諸

多執著，是不是佛法？非佛法，實在是非佛法。但你說他非佛法，他會極端嬲

怒。你發怒是一件事，佛確是說這些是非佛法──「如來說為非諸佛法」。第

一個解法。 

 

  第二個解法，在這裏我是取窺基大師的解法。請你把它刪掉不要，刪去這

數行數個字。「又此一法唯佛自解，餘人不解故。凡夫、外道所不能夠解的，

是名非諸佛法。」這數句不要，因為重疊了，與上面的解法相同。第三次再版

時，我會把它刪掉。很累贅，畫蛇添足。 

同學：「…」 

「又此一法唯佛自解，餘人不解故，名非諸佛法。」這幾個字不要它。下面保

留，「此最勝之法，即以受持此經及為他宣說為因」，這個因，佛法稱為增上

緣。「故說此二福德勝也。」，所以說此二事，第一是自己受持，第二是對人

解釋，是福德勝。不要以為自己不懂，不能向人解釋，不對。你認識多少便向

人解釋多少。自己受持讀誦有功德，為他宣說亦有功德。如果解釋錯了又如

何？盡你的力量不要錯，你自己的良知覺得沒錯便可。你解釋錯了，一下了不

知解歪了、解錯了，你以為日後人家不會更正？盡了自己之力量便可。 

 

同學：「羅教授，佛陀所講四十九年未說一字，是不是這個意思？」 

老師：「四十九年未說一字，待會我留十分鐘給你講。我最近寫了一篇文章，

金剛乘學會邀請我寫一篇文章。剛剛寫了這一段，它還未發表。我可以讓陳太

影印一篇給你們，日後再給你們講。差不多。」 

 

  佛所說的話不過是聲音而已，聲音不是佛法。他的內容，他所證之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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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智和那真如才是真實。下面第二個解法，又有解云，「非諸佛法者」是指

勝義諦，「約勝義諦」你改為「約性空」。就性空來說。「是故以下」，即

「是故如來說明諸佛法、諸佛法」，是約，約即俗，由世俗諦說，世俗諦即幻

有。日後我會改為性空幻有，是不是比較淺易？既勝義諦又世俗諦，太學術化

了。明白嗎？因為《金剛經》能夠令人成佛，所以你誦持《金剛經》，和宣揚

《金剛經》，你的福德比以七寶布施還要大。來到這裏，座上可能很多，我不

敢說必定有，容或有，在座可能有些百萬、千萬以上的富翁，做很多善事的。

所以讀到這裏，得告訴你，你不要以為你擁有很多財富，捐出很多東西，你的

功德便很殊勝。 

 

  假使一位很窮的老太婆，她了解《金剛經》甚至少至四句偈，她自己受持

讀誦，又能給旁人解釋，她的福德比你這個千萬富翁的功德還要大得多。佛是

這樣說，佛正是這樣說。所以能拿出金錢做善事的人，不要貣我慢心。而沒有

金錢的人，亦不要自謙，認為自己這麼窮，還做什麼功德。但你給人講此經，

功德比他更大。這樣便解了此段文。 

 

  上文《金剛經》說空的道理，會否很容易在佛滅後五百年便沒有人信了？

這又不對，五百年後是有人信的。為何有人信？當時的菩薩歷劫以來，遭逢良

師益友，他修行，能夠修行至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無摩納

婆相、無乜乜物物相等。所以他能夠信這些經，信為真實。解答了這個問題。 

 

  好了，下面第四個疑問。第四、第五、第六個疑問。（丁二），四十四頁

最後的兩行，（丁二）、第二、第三兩個校量。上文一個比較，說念這經比以

七寶布施更殊勝。現在是第二次、第三次校量。裏面分兩段。第一段（戊

一）、釋疑，首先解答四個疑問。然後，（戊二）、正校量，解答完四個疑

問，然後才將它們作比較。（戊一）、釋疑。先釋疑。疑是有第四個疑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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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段。（己一）、解釋二乘得果是取之疑。二乘，何謂二乘？一般人解釋二乘

有兩個解法。一個解法是，二乘者是…。 

 

  第一個解法，所謂二乘，即聲聞乘和獨覺乘。何謂聲聞乘？那些小乘的

人，他不是很聰明，可能你們比他聰明。他自己不能悟道，要聽釋迦佛講解四

諦、苦集滅道的道理，於是然後悟道，然後修行，然後證得小乘的阿羅漢果。 

 

這種人因為要聞聲，即聞佛說法的聲音，然後能夠悟道、修行的，這種人稱為

聲聞乘。乘作何解？乘即車，譯作英文即 vehicle。車能夠在此處，在迷的此

岸，載我們到悟的彼岸，所以稱為乘。即聲聞人所坐之車，其量很少，只能載

自己。 

 

  獨覺乘是另外一種人，無佛出世的，不用靠佛的，他可以單獨覺悟的。他

出世後，看見飛花落葉，他便知道世事無常，他了解無常之道理，他能夠分析

種種事理，知道人是無我的。很聰明，他自己分析到後，便自己修行。他自己

修行，自己證阿羅漢果，這種阿羅漢名辟支佛，是阿羅漢的一種。他亦是阿羅

漢果，不用靠佛的，這種稱為獨覺。獨覺乘都是小乘。聲聞乘是小乘，獨覺乘

亦是小乘，何解？你可以說聲聞乘小，智慧低。大乘、小乘不是在於他的智慧

這樣簡單，固然跟智慧亦有關係。他的慈悲心不夠大。他聲聞乘證得阿羅漢果

後，便要涅槃，離開這個世界。獨覺乘在悟道後，他不再修行，便入涅槃。自

己了卻生死輪迴便了事，他的慈悲心不夠大，他不願入（世）來救眾生。所以

這兩乘，所謂二乘，都是指小乘。小乘有兩種，一是聲聞乘，一是獨覺乘。明

白嗎？兩種都是小乘。 

 

  近代有些人把二乘解作（小乘、大乘），這是錯的，不對的。小乘、大乘

謂之二乘，這是錯的。因為我們普通以為小乘、大乘是二乘。在古代，原來二



18 

乘是指聲聞乘、獨覺乘，不是指小乘、大乘。所以大家最好是用這個解法，這

是世俗人的解法。大乘則不是，他可以證得阿羅漢果，但他不證，他要入世。

好了，我現在解釋，「二乘得果是取之疑」。我今天解釋了什麼是二乘，你要

記著，你以後看佛經看見二乘，不要再問。二乘人得果，果是指阿羅漢果。 

 

  那些二乘人得果，來到這裏有一個疑問。上文說佛的法是不可說，不可

取。說是說不出，取亦取不到，亦無所謂取的，上文是這樣的說。釋迦佛你說

佛之法是不可說，不可取，那我現在問你，你有很多弟子，那些小乘弟子，二

乘弟子，那他又取些什麼呢？你教他苦集滅道，他依著你苦集滅道來修行，修

行後將來取得阿羅漢果。他證阿羅漢果，那是不是取呢？以前沒有而現在有，

即取。取得阿羅漢果。二乘可得阿羅漢果，那不是取嗎？但你的教導是不可

說，不可取。所以我便懷疑了。提出一個疑問。 

 

  第二個疑問，「釋迦然燈有取有說之疑」。你慢慢聽我講。現在講第一個

疑問。 

 

  現在第三個，「解釋菩薩取佛土功德莊嚴」，一個修行的大乘菩薩，他現

世想生西方極樂世界，想取西方極樂世界。又說將來成佛後，我要建一個世界

和西方極樂世界相同的。這種說法，便是取，取一個世界。 

 

  第四、「佛自取法王身」。你成佛之後，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是說法之

王，是法王之身體。那佛便取了法王身，你卻說他不取。取者即領受，領受一

個法王身。這便是四個懷疑。 

 

  第一個疑惑，二乘得果是取，領受一個阿羅漢果。第二個，釋迦佛在然燈

座下說，領受了一些佛法，取佛法。第三、菩薩修行大乘，取佛土功德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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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個疑問，佛自己取法王身。你卻說是不可說，不可取，這豈不是矛盾？於

是釋迦佛不能不解答了。 

 

  （己一）、釋二乘得果是取之疑，分四段。二乘得果，二乘人證果是有四

個果的，小乘人有四個果，尤其是聲聞乘。獨覺乘是一下頓超的。聲聞乘得

果，第一、得一個果。那你已認識什麼是二乘了。二乘人所證的果有四果，小

乘人所證的四種果。第一種名預流果，又名須陀洹果。須陀洹，預流。第二種

名一來。全部用中文，不用譯音了。第三種果名不還，又名阿那含。你不用

寫，書中有。第四名阿羅漢。小乘的四果，亦即二乘的四果。今天給你講二乘

四果，我講了二乘四果，如果把它伸延，總共有二十七個果的。我托陳太讓她

借這本書，我有一篇文章談二十七個果的。我解釋，修小乘的人，如果你有善

根，能夠修成證得果，你所證的果，是有四級的，即二乘的四果。這個級是如

何計算呢？四個果的不同，在於你斷除煩惱的多少不同而定的。人有那些煩

惱？人的煩惱分兩類。第一類…。煩惱和煩惱障不同意義的。何謂煩惱？我們

的心，我們的生命，無始以來，與生俱來，都有一種惡的力量。這種惡的力

量，它的性質是很煩躁的。這個「躁」不是乾燥，是焦躁的「躁」。煩躁的，

它的性質是很煩躁的。它貣作用時，令你的身體、你的心靈都被它搞亂的。這

種力量，這種惡的力量稱為煩惱。是一個名詞，是一個 noun。 

 

  煩惱分兩種，一種名煩惱障，另外一個專名，加一個障字，便不是作煩惱

解，是煩惱之一種。何謂煩惱障？即這種煩惱會障礙你成阿羅漢的，障礙你得

涅槃的，稱為煩惱障。即是說這煩惱障不斷除，你一天不斷除，你一天都要生

死輪迴。如果你不想生死輪迴，剷除了這些煩惱障便可以。用不用剷除全部煩

惱？不用，成佛才要全部剷除。第一種名煩惱障，何謂煩惱障？一會兒給你

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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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種名所知障，障礙你成大菩提。佛的智慧稱為大菩提，即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障礙你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這種障名所知障。煩惱障障礙你得

涅槃，所知障障礙你成佛，亦障礙你得無上菩提。明白嗎？要能分開才可以。

好了，如果你只是想免生死輪迴，你怕生死輪迴。你斷除煩惱障便可以，不用

管那些所知障。 

 

  我不成佛，只是不要生死輪迴便足夠了，我是自了漢，不用生死輪迴便足

夠了。那你只需要斷除煩惱障，修行小乘便可以。但如果你要成佛，這便麻

煩，你要把所知障也斷除才可以。斷煩惱障是很容易的，你願意修行，不斷修

行，快則即身，遲亦不過六十世，你便會成阿羅漢。如果你要成佛，那便麻煩

了，三個無量劫，經過多少生死，難以計算。小乘的人，即聲聞乘和獨覺乘，

只是斷煩惱障，他不斷所知障。大乘的人，便要把所知障都要剷除、斷除。明

白嗎？ 

 

  大小乘之分，便是如此。講到這裏，煩惱障和所知障有什麼分別？煩惱障

是指那些呢？以我執為首。人最差勁是執著有我，執著有一個自己的我。執著

有我，跟著便有很多貪瞋癡等等圍繞著他，一齊貣。以我執為首的一切煩惱，

稱為煩惱障。所謂煩惱障，便是貪、瞋、癡、慢、疑等。圍繞著我執而貣，那

種稱為煩惱障。明白嗎？所知障則不然，不只是我，法即東西、一切事物，是

以法執為首。那些人不只執著有我，事事物物都執為實有，這些稱為法執。以

法執為首的一切煩惱，一切貪、瞋、癡等圍繞著法執而貣的，這種名為所知

障。斷除所知障便成佛，斷除煩惱障便成阿羅漢。大乘人跟小乘人的智慧不

同，大乘人的智慧是要剷除一切所知障，大乘人的智慧只是要剷除煩惱障便可

以。明白了？ 

 

  大乘、小乘證果，清楚嗎？不清楚給你說到清楚，這是很重要的。你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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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說是修大乘的，那大乘是什麼？懵懵懂懂的，這樣便是大乘嗎？明白嗎？分

得清楚嗎？所以這些基礎的知識你不明白，你聽五十年經也沒用。我朋友曾璧

山她聽了七十年一無好處。她還說要修去極樂世界，但這種人是不能生極樂世

界的。這個極樂世界的報土，是要見道的菩薩證了真如的人才可以生的。你懵

懵懂懂的，你都不明白，如何能生呢？生化土。生化土與生天不會相差得太遠

的，生化土即與生兜率天相同。生兜率天，只要你持十善，念彌勒菩薩，死後

便生兜率天。好了，一個煩惱障最厲害，令你生死輪迴。煩惱障令你生死輪

迴，阿羅漢免了生死輪迴。即你想證阿羅漢，你便要剷除煩惱障。那是否一下

子全部剷除？不是的，恆河沙數那麼多的煩惱障怎樣剷呢？好了，教你逐步

剷。所知障我們先不管它，是大乘人的事。我們現在先講小乘，先講煩惱障。

當我們想斷除煩惱障時，我們分開幾級來斷的。煩惱障有兩種，不論煩惱障或

所知障都有這兩種。一種名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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