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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有沒有學過？經常聽經，聽來聽去，這些也不懂？那些給你講經

的，真的趴著被打了。煩惱有兩種，一種名分別煩惱。分別是什麼？分別即思

想。由你有思想而起執著的，那種稱為分別煩惱，分別即思惟分別。 

 

 思惟即思想，即 To Think。分別即起執著。這樣事物是如何，那樣事物

又如何，由思惟而起的。舉一個例，煩惱障以我執為首，思惟分別何來我執，

思惟分別有沒有我執？有些人執著有這個是我，我是昭昭靈靈的，會出神入化

的。是不是執的有個我？還有，我是有個靈魂的，你不要跟基督教、天主教的

人爭辯，因為佛法不是在吵架，你知道了解便好。執著有個靈魂，這個靈魂便

是我。執著靈魂死後會返到上帝那處的，生亦是從那處來。 

 

 靈魂是我之一種，現代人稱之為靈魂，有些人稱之為我。中國人普通的

叫做我、有些人稱它為壽者、有些人稱它為人、有些人稱它為眾生，都是靈魂

的別名。本來我們不知有靈魂便沒事，偏偏因為我們渴望，讀聖經、去教堂，

現在便知道有靈魂。糟糕，進入了一個死的圈套，不執靈魂時天真爛漫，執著

靈魂時反而周身不舒服。 

 

 由你的思惟分別而起，因為錯信邪教，起了邪的思想而起的執著。分別

即執著，那種煩惱，那種稱為分別煩惱。又例如有些人執著，人生男女必須要

有愛情，愛情是至高無上的。 

 

 煩惱是什麼？愛情又是什麼？愛情是貪瞋癡的貪，有這個貪即不能成阿

羅漢，愛情沒有才好，剷除掉它。你現在還說愛情是神聖的，你是思惟分別而

起的煩惱。還有，無端端的，甚至說，我們要愛國家，又多一種分別煩惱。 

 

 人天真爛漫不好，你又要多了愛，愛即是貪。對國家要起個貪，是不對

的。在小乘看來，愛國都是不對，貪。貪字跟愛字是相同解法，這些稱為分別

煩惱。分別煩惱，你可學禪宗、或學其他的，全部撇除，便會沒有了。所以分

別煩惱，由思惟分別而起的，很容易去除，只要你肯用功便可去除，讀多點

《般若經》或參禪等等便會去掉分別煩惱。但如果你修淨土則不用，修淨土的

你儘管分別一下，你有靈魂，有阿彌陀佛來接引你的靈魂，修淨土有這個好

處。何謂分別煩惱，明白嗎？分別煩惱是很容易撇除的，如果你能夠全部剷除

你的分別煩惱，你便是見道，你便是證得預流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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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即參加。須陀洹（srotā-panna）是梵文，譯作預流果。預即參與、

參加。流者類也，那一類的意思。這個流是指聖人之流，已經參加聖人之流，

換言之聖人的名單有你在，稱作預流果。合格了。 

 

 如學生畢業，讓畢業生參加。預流果，即最初級的聖人。這種聖人是已

剷除掉分別煩惱，名預流。他不相信有我的，知道那個我是無的，能夠體驗到

確是無的。那不是很容易？其實不是很容易的，你口中說無。你口中說無我，

但你外出遇見一個人，一籃魚腥腥的沾到你的衣服上。「嘩！你弄髒了我的衣

服！」。你又說無我，你的我馬上出現。他弄髒了你的衣服，你的我嗎！是不

是？何解？想的時候他說無，一會兒忘掉便有，分別煩惱。不過突然發惡的，

不是分別煩惱，而是俱生煩惱。總之能夠剷除分別煩惱。你想剷除分別煩惱，

要修止觀，不能隨意便是可以的，要修禪定、修止觀的。只是口說不行，天花

龍鳳都能講出來，只是空談有什麼用？懂得什麼是分別煩惱了。 

 

 第二種煩惱厲害了，俱生的，與生俱來的，不是靠思想產生的，與生俱

來的。例如一個嬰孩，只有數天大，你在他面前，不久他便會哭起來。會不會

是這樣？何解？他怕你傷害他的我。你在他面前裝古作怪，損害了他的我，於

是他便哭叫起來。為什麼裝古作怪會損害他的我？他是莫名其妙的，他覺得他

的我受到傷害。 

 

 這個我是什麼？因為他有我執，這個我執在他媽媽肚中出來時，已經帶

著來的，是俱生之我執。俱生之我執，俱生之煩惱，經常俱生貪著這個我。俱

生煩惱，與生俱來的，不由你的。 

 

 你養一隻小狗，養了一會，平時你「篤」他、拍他也沒事。初時它還未

知。你養了它十多日後，你試試打擾它，它會咬你。何解？它害怕你傷害那個

我，他愛那個我，便會咬你。它咬你時它會發惡，他愛那個我，所以它要抗拒

你。汪汪聲咬你，便是貪瞋癡中的瞋，便發惡。這些煩惱便是俱生煩惱，與生

俱來，最難處理的，歷劫以來帶著來的。初級的聖人，預流果，對這些俱生煩

惱動也動不了。有些高級的或許能動多少。 

 

 初級的聖人，預流果，對這些俱生煩惱一點也動不了。對那些分別煩惱

他可以完全剷除，但對俱生煩惱則不可以，是最難、最難的。俱生煩惱中，最

重要的是我愛，是愛那個我。常常在說無我，我們要大公無私。說說可以，一

下子倒過來，便有個我了——貪、愛。瞋，當損害那個我時，便會發惡。很多

人一點小事便發惡，莫名其妙的發惡——瞋。還有一種貪愛，是男女之愛。最

差勁，最障礙生死輪迴的，便是男女之愛。你撫養兒子至十四、五歲左右，當

他看見一女孩便很高興，便會自然走近她。人固然是這樣。養小狗，當它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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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長大，看不住它便會跟著狗女去的，你試試養小狗便知。何解？它也是莫

名其妙，是高興，貪，與生俱來的，俱生的貪。 

 

 有一次，我幾乎碰破頭，我在雲南騎馬。騎馬當然找一匹好的馬騎，那

馬伕好衰唔衰找匹馬。馬伕說如果你想騎好馬，必須找公馬騎，馬女的火氣不

足。那好吧，找匹公馬。那知幾乎給它弄破頭。當我騎上那公馬，它很強壯。

我在澄江，騎八十里路的馬，騎出昆明。騎時，我想它開跑，便鞭它、挾它，

‘的答的答的’，雙腿展開，如坐木馬，很爽快。誰知在路上，看到有一匹馬

女，它便不管我了，不管那麼多跑到她旁邊。我鞭它不理，怎也不理，不管

你。它不聽我便鞭它，因為它在擺動，有一下鞭在它眼眉上面，它甚痛便發

惡。發惡便跑到牆邊，我騎著它碰到牆上，壓了一下，我的馬褲給它壓破了，

大腿處給壓破。我馬上勒停它，鞭它，然後下馬。交回馬伕，讓馬伕把它冷靜

下來。結果馬伕有辦法處理它，我則沒這能力。這是什麼？俱生的男女之欲，

俱生的愛。俱生的是最難處理的。俱生煩惱中分為三種煩惱，一種名欲界煩

惱，我們有三界，此處指男女情欲。 

 

 第二種是色界煩惱，沒有男女情欲的。它感覺入定時的那種光明是很暢

快的，如藝術家覺得那種光明、那種美是很好的，這些是色界煩惱。還有一些

無色界煩惱，入定進入一個甚麼都沒有，昭昭靈靈的境界很舒暢。入定的人會

這樣，這些是無色界煩惱，貪。入定至貪著那個定境，這些是色界、無色界煩

惱。 

 

 俱生煩惱有數種，欲界煩惱很粗淺，我們欲界的人有欲界煩惱。那些道

士經常入定，他便有色界煩惱。入定入得很好的，亦有無色界煩惱。有這些煩

惱皆不能脫輪迴，尤其是欲界。最難處理的是男女情欲。所以欲界煩惱是指現

在的男女情欲。說到這裏說回四果，分別煩惱全部剷除後，他便列入聖人之

類，名預流果。明白嗎？第一果，很快的。你願意修即生便可，預流果，只要

你願意修便行。沒有了分別煩惱，還有俱生煩惱最難處理。俱生煩惱是最難、

最難處理的。如何斷除？分開來斷。 

 

 俱生煩惱在欲界最厲害，即男女的情欲是最厲害，先把它剷除。其餘色

界，無色界，是很容易的。欲界的煩惱剷除後，色界和無色界的煩惱，一世便

可以除掉。欲界的最厲害。 

 

 當你證得預流果，仍然有男女情欲的，你不要以為他是聖人，跟柳下惠

一樣，見色不動心。笑話。與生俱來的俱生煩惱，那些俱生欲界煩惱，他動也

未動。如果他能見色不動心，真是出奇。那該怎辦？要修止觀，修禪定。在禪

定裏面修觀，修不淨觀那些。修觀修至純熟，以無我的智慧，儘量剷除這個欲

界的俱生煩惱。 



4 

 假使我們把欲界的俱生煩惱分為九級，上品、中品、下品三品。上品又

分上上、上中、上下；中品則分中上、中中、中下；下品則下上、下中、下

下，總共九品煩惱。如果你九品煩惱中，剷除了六品，你便可以。即大部份。

如果剷除了六品，你死後還要回到欲界，死後你生天待一會、生一世，再回到

人間一世，在人間繼續修行。 

 

 你會如何？你會升級，證得什麼呢？如果你修至去除大部份的欲界煩

惱，便稱為一來果。一來者，再來欲界一次，便可以證阿羅漢果了。一來再來

一次欲界。如果你再來那一世，一來果，再繼續修行，把欲界煩惱全部剷除，

百份之百剷除掉，即九級欲界煩惱皆全部剷除，那你便得不還果了。還者回

來，即不用回到欲界。死後你不能夠返回欲界，因為你沒有男女的情欲，你來

不了。因為你來欲界，必定要起男女情欲，才能入欲界投生。 

 

 譬如你是一個中陰死了，你找地方投生，飄飄蕩蕩，蕩至剛剛有男女交

合時，看見你便起淫心，起淫心便整個撲進去，你的中陰便死亡。你的中陰死

時，你的第八阿賴耶識，便攝入胎中，你便變了胎兒。如果你沒有男女情欲，

你便入不了胎，你不能入胎。入不了胎，要成阿羅漢亦未必可以，因為他還有

色界煩惱。這種人沒有欲界煩惱，於是便生色界天，入定。 

 

 如果你把色界天的煩惱也除掉，和已剷除無色界煩惱，你便證涅槃。所

以不還果的人，已沒有欲界煩惱，沒有男女情欲，即他不會投生欲界，不還

果。他不投生欲界，那他死後如何？死後上色界天，即那些淨居天，在那裏再

繼續修行，在那裏證阿羅漢果，入涅槃。 

 

 當他證了一還果、不還果後，再把那些色界、無色界、欲界殘餘的俱生

煩惱一併剷除，那他便證阿羅漢果了。證了阿羅漢果，如果他還未死，便入有

餘涅槃。如果他死了，便入無餘涅槃。四果，懂嗎？ 

 

同學：「剛才講的九品，九品是什麼東西？」 

老師：「九品其實是為容易把它分等級，才分九品。你把它分為十品、二十品

亦可以。如建一樓梯，多少級任你決定。為什麼是九品？因為斷除了

大部份，即斷除了五、六品，便可以證一來果。斷清九品，便是不還

果。」 

同學：「這九品如何分法？」 

老師：「沒有的。沒有一個標準的，沒有具體的標準。我們在理論上講是沒

有，如果你真實體驗，你會知的。你有沒有男女情欲，你自己會知

道。我們在講你有沒有，人家是不知的，你自己才知。四果，小乘四

果，明白嗎？」 

同學：「阿羅漢果是否應該在欲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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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他三界也不來，亦即不入欲界？」 

老師：「是的，他欲界不來，色界不來，無色界也不來。」 

同學：「那四果如何成就？」 

同學：「阿羅漢果是否永遠不在欲界成就？第三果也不回來了？」 

老師：「不是。譬如你現在欲界修，修至你沒有了分別煩惱，你便在欲界證得

預流果。」 

同學：「一、二、三的升，現在是第三果。」 

老師：「這不是跟天的關係。 

 

 當你證得預流果，譬如你今天證了預流果，你再修三年，在這三年內把

男女情欲剷掉一半、大部份，你會怎樣？你雖生於欲界，但你卻證得一來果。

而你證一來果時，還不到四十歲。你再修行三年，把欲界煩惱、俱生煩惱全部

剷掉。你仍生在欲界，但你已是不還果了，還未死。如果你證不還果時，還未

滿五十歲。再修三年，五十三歲，證阿羅漢果。你五十三歲，你入定，已經體

驗到有餘涅槃。到了你八十歲死了，在你死那天，你的身沒有了，你便入無餘

涅槃。都是在欲界。在欲界內可以全部解決，可以的。反之上了色界、無色界

更難處理，是更難處理的。」 

 

同學：「如此地修，會不會慢慢地沒有了人？」 

老師：「你再講清楚點。」 

同學：「如果人一直修，成佛、成阿羅漢。慢慢地，豈不是沒有了人類？」 

同學：「即沒有了人類。人人成佛，再沒有人類了。」 

老師：「這是另外一個問題，這是一個是否人人都可以成佛的問題。」 

同學：「遲早可以嗎。」 

老師：「誰說的？所以是你讀書少的原故。 

 

 佛家裏面有兩大派，一派說一切眾生將來都全部成佛的，另一派說有些

眾生永遠不能成佛的。如果人人成了佛，這個世界將是灰暗色的，這個世界將

不存在，這個世界將全部沒有了，如果有些不成佛便麻煩了。 

 

 你那班成佛的人，常常說乘願再來，永遠要乘願再來。是不是？現在的

人只講第一派，所有眾生都可以成佛，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他把「一切眾生皆

有佛性」這句都解錯了。皆有佛性即有真如性，不是說人人成佛。這即如說人

人皆可做總統，加拿大的公民每一個都可以被選為總統的，但人家不選你呢，

是不是呀？誰說不可，你是公民，你也有資格當總統，但你拿不拿得到呢？可

能到死時，你說不定還是不夠，永遠不夠（選票）亦說不定。所以是兩回事，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是一回事，是否人人都成佛又是另一回事。人人皆可發達是

一回事，你是否發達又是另一回事。我們的頭腦要清楚，中國人最弊是頭腦不

清楚，混為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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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有些眾生不成佛，有一個也不得了，這是一個誓願，永遠乘願再

來。單單那一個便會拖著你，而且何止一個，這種人多得很。但你這樣說，人

家一定反駁你，這樣是不平等。那又如何平等？平等是待遇平等，不然你不努

力也要平等？ 

 

 譬如在一班人中，有些人發達，有些人怎樣也發達不起來，這便說是不

平等。怎會是不平等？誰叫你不努力，努力去找機會，你自己不努力，卻說人

家不平等，不能這樣。有些人是自暴自棄的，有一種人是。所以你選擇，你認

為有些眾生不能成佛，這樣能夠解得通，或是人人成佛解得通？你回答我。」 

 

同學：「我看如果這個世界有沒有人…」 

老師：「全部沒有了，做人有何樂趣？」 

同學：「即全部沒有了。」 

老師：「沒有了，沒有狗，沒有貓，老鼠也沒有。」 

同學：「灰色也好，綠色也好。」 

老師：「綠也沒有，這個是譬喻。」 

同學：「我想早晚全部沒有了。」 

老師：「全部沒有了，毀滅，徹底毀滅。」 

老師：「所以基督教徒便是這樣反駁佛教，說你想徹底毀滅這個世界。基督教

徒便是這樣說。 

  

 你入涅槃，全部人都入涅槃，那便是徹底毀滅這個世界，基督教的神學

家常常這樣說的。所以那些人口舌便給，而且他智慧有限，以為人人如此便是

平等。如果說有些不能成佛，如果自己不能怎辦？所有必須說有，人人能成。

我則不甚相信，我信有些一定不能成佛。但你不要對外講，這會很傷人的自尊

心。」 

 

同學：「我剛才不是想講佛那麼厲害。阿羅漢，已經沒有色欲。那麼很多人成

阿羅漢，人便會越來越少。」 

 

老師：「那是好的，少些好，少些人爭食。是不是？我們中國十幾億人，這麼

窮。何解？人多之故，如果少一點人，則地大物博。但全沒了又不

行，多少沒有什麼問題。而且眾生無量，如在無量中減十億、八億，

又有何所謂？」 

同學：「畜生亦可以生為人類，因為六道輪迴。」 

老師：「那麼多紅蟲，一尾金魚食很多紅蟲。」 

同學：「畜生亦可變為人類。」 

老師：「是的，變為人類。」 

同學：「不會沒有人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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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不用憂心沒有人類。」 

同學：「不用擔心沒有人類。」 

同學：「畜生，化生的全部可以生為人類。」 

老師：「是的。你說世界有多少紅蟲？河海裏面有多少「水滋」？你不用憂沒

有，它們進化變為人類。這個沒有問題。」 

 

 小乘有四級，有沒有問題？四果？沒有問題，一會便勢如破竹了。你

看，（庚一）是問預流果。問，上面的疑問是小乘的人證得是等於取。一個人

修行至沒有了男女情欲，他便取得預流果，那還不是取？但又說不可說，不可

取？佛便回答，佛是怎樣回答他？佛是這樣答，當你證得預流果時，不過是你

的心、你的智慧體驗到那個境界，那來取？取些什麼？你取了？不容你取的。

而且當你證得預流果時，你的心很安寧，一點男女情欲都沒有，心很平靜的時

候，那種境界而已。在定裏面體驗那種境界，沒有分別我執。在那種境界裏面

是沒有取的。明白嗎？ 

 

 先是佛問，後善現答。佛問。佛告善現：「於汝意云何？諸預流者頗作

是念，『我能證得預流果』不？」。佛這樣問，佛告訴善現。這個二乘得果是

取，這是第幾個疑問？這是第四個疑，是二十七個疑問中第四個。佛對善現長

老這樣說，「於汝意云何？」，汝即你的，我現在提出一個問題問你，對於你

的意思。云何即如何。你如何回答我這個問題。他現在問了。「諸預流者」，

諸即所有，所有那些證得預流果的聖人。「頗作是念」，頗字即英文的

Rather，會不會（頗）起這個念頭？會不會稍為起一個這樣的念頭？起一個什

麼念頭？他說『我能證得預流果』，我能夠證得預流果。「不？」會不會呢？

應該不會的，何解？他已經沒有我執，不覺得有一個我，沒有了那個分別我

執。那何來一個我去證預流果？如果有個我證得預流果，他不是預流果人，他

執著有個我。明白嗎？你也可以代他答，不用善現回答。 

 

 後面，四十六頁。你看多快。（辛二）、善現答。回答分作兩段。第一

是標舉出大旨，跟著第二段解釋理由。 

 

 （壬一）、標。善現答言：「不也，世尊，諸預流者不作是念：『我能

證得預流之果。』」。懂得解嗎？懂嗎？很淺的。「善現答言」，善現長老回

答佛。他說「不也」，即 No 的意思。即 No Sir，「不也」，「世尊」。世尊

即等於 Sir，No Sir。「不也，世尊」即 No Sir。不行，世尊。「諸預流者不作

是念」，「是」字作「此」字解、「這」字解。那些證得預流果那種人，

「作」即起，不會起這種念頭。不會起一個什麼念頭？『我能證得預流之

果』。現在有一個我，這個我去證得預流果。因為他不執著有個我，他不執著

有個預流果，可以讓他如手一樣拿過來，給他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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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這樣說？下面解釋。（壬二）、釋。「何以故？世尊，諸預流者，

無少所預，故名預流；不預色、聲、香、味、觸、法，故名預流。世尊，若預

流者作如是念：『我能證得預流之果』，即為執我、執有情、執命者、執士

夫、執補特伽羅等。」。很容易解的，我解釋一下。「何以故？」，為什麼？

「世尊」，稱呼一聲世尊。「諸預流者」，諸即所有，所有那些證得預流果的

聖人。 

 

 「無少所預」，當他證得預流果，實在他是一點兒也沒有參加。何解？

他沒有個我去參加，亦沒有一個預流果這樣的東西讓他參入去。「無少」，即

一點兒也沒有參預。到這裏明白嗎？正是因為沒有個我去參預，亦不會有一樣

東西讓他參預，他只是體驗到那境界。「故名預流。」所以稱他為預流果的聖

人。如何不預？沒有參預？他得了預留果，還說他沒有參預。參預什麼？ 

 

 我們世界上所看見的事物，顏色，他有沒有參預在顏色處？沒有。 

聲，有聲音，他有沒有參預在聲音處？有沒有唱歌？一起唱？沒有。 

香，他有沒有塗香水？沒有。有沒有燒香？沒有，沒有參預在香處。 

味，他又不會品嚐到這是牛油味，那是雞味？沒有，他沒有參預。 

法，法即 Idea，那些概念 Concepts 和 Ideas——法、東西。任何事他都沒有參

預，他只是體驗到而已。 

 

 「故名預流」，所以這樣，那聖人便稱為預流，即沒有個我參預，亦沒

有一個實的我參預，亦沒有一樣東西讓他參預，所以這樣便稱為預流。「世

尊，若預流者作如是念」，如果一個預流果聖人，作即起，如是即如此，起一

個如此的念頭。他說『我能證得預流之果』，我這位聖人現在有辦法可以證得

預流的果。如果他是這樣，他即為執我，執著有個我，執著或者執著有個有

情，有情即眾生的別名。 

 

 命者即壽者，執著有一個壽者，有一個靈魂，有一個命者。還有士夫即

人。我相，人相。執著有一個補特伽羅即個眾生，執著有一個輪迴的眾生等。

他證是因為他不執著有，所以說他證預流果。明白嗎？這即是說，預流果並沒

有取得預流果。預流果的聖人，並沒有一個實的預流果給他取。那即是無可

取，無取。同一樣道理，預流果都無可取，一來果亦同樣不可取，所以你可以

代他回答。 

 

 第四十七頁最後那四行，（庚二）、問答一來果。分二，（辛一）、

（辛二）。（辛一）、佛問，（辛二）、善現答。 

 

 （辛一）、佛問。佛告善現：「於汝意云何？」，現在我提一個問題又

問你，對於你的心意，「云何」即如何，你如何回答我。下面問，「諸一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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頗作是念：『我能證得一來果』不？」。那些一來果的聖人，會不會起。

「作」即起，「是」即此，會不會起如此的念頭？他說我這個一來果的聖人，

我能夠證得那個一來果，會不會這樣？你代他回答吧。 

 

 善現答，第四十八頁，又是先標後釋。善現答言：「不也，世尊」。他

說，不是，得預流果的人不會這樣。「諸一來者不作是念」，所有那些證得一

來果的聖人，不起這個念頭。他不起一個什麼念頭？『我能證得一來之

果。』。我能夠證得一來果，他不會起一個這樣的念頭，他只是體驗到此一境

界。下面解釋理由。「何以故？」，為什麼？看見嗎？（壬二），第四十八頁

最後那兩行。何以故？「世尊，以無少法證一來性，故名一來。」，少法即一

點兒，英文譯做 Little Thing。並沒有少少東西，有本領證一來果的性。 

 

 若果有那少少東西，這個便是我。沒有的，沒有一個實我的，亦沒有少

少東西名一來果讓我去證的，他只是體驗到此一境界而已。「故名一來。」，

所以它稱為一來。有沒有問題？ 

 

 那些說佛經是難的，是嚇人的，你仍未讀他先嚇你，說是很深很深。第

二是你自己怯，這樣深的我如何能懂，我的智慧那麼淺，你不用管他。那個什

麼菩薩懂的，我亦同樣懂得，為什麼他行我不行？他吃飯我亦吃飯，一於照

做，我照去了解，不要自己小看自己，你便會懂。 

 

 第四十九頁，問答，中間那裏，（庚三）、問答不還果。又分兩段，

（辛一），（辛二）。（辛一）、佛問，（辛二）善現答。現在（辛一）、佛

問。佛告善現：「於汝意云何？諸不還者頗作是念：『我能證得不還果』

不？」。要不要解？不用了，不用解。要解？佛又對善現長老講。「於汝意云

何？」，意即心意、意見。 

 

 我現在提出一個問題來問你，對於你的意見，你如何回答我這個問題？

下面這樣問，「諸不還者」，諸即所有，所有證得不還果的聖人。「頗作是

念」，頗即稍為，作即起，是即此，會不會稍為起這個念頭？他起一個什麼念

頭？『我能證得不還果』，會不會起一個念頭，有一個我證得不還果？會不會

是這樣？「不」，即會不會？ 

 

 下面第五十頁第三行，善現答。又分二，（壬一），（壬二）。（壬

一）、標。標即舉出大旨。（壬二）、釋，解釋理由。現在（壬一）、標。善

現答言：「不也，世尊，諸不還者不作是念：『我能證得不還之果。』」。他

說，世尊，那些不還果聖人，不會起這個念頭——這個我能夠證得不還的果，

會不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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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壬二）、釋。「何以故？」，為什麼？為什麼不會證得，不會這

樣說。「世尊，以無少法證不還性，故言不還。」。世尊，正因為他沒有我

執，不會執著有我，不覺得有少少東西可以證不還果的果性，所以它稱為不

還。可見當他在證果的時候，不會覺得有個我，亦不會覺得有個不還果讓他證

的。明不明白這三個？三個已講完。我問你，你要以你的良知講講，深不深？

人人都說《金剛經》深，我問你覺得深不深？一點也不深。 

 

同學：「現在比較明白。」 

老師：「現在你明白了，回去多讀兩次，你便可以給人講解了。自己受持讀

誦，為他宣說。然後，你的功德更勝載滿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去布

施。」 

同學：「羅教授，我想你講的聲聞四果，是不是兩件事，無我執、無相便可

得？除掉了便得那四果。是不是這樣簡單？」 

老師：「是的，就是這樣簡單。佛法本來是很簡單的，是人把它講得很麻

煩。」 

同學：「都是在講無相，無執，只得四果而已。」 

老師：「是的，是無相的程度如何而已。」 

 

 現在講阿羅漢果。（庚四）、問答，兩師徒問答阿羅漢果。先

要解釋阿羅漢，你看這裏，五十一頁第六行【纂釋】，梵語即梵文，Sanskrit。
有一種語言名 Sanskrit Language，梵文。梵文的 Arhat 這個字，Arhat 這個字含

有三個意義。第一、殺賊。Ar 即殺；hat 即賊，Arhat 即殺賊。何謂殺賊？所有

煩惱障給它殺清，這些便是賊。不是殺貓，是殺這種賊。殺賊，殺了煩惱障這

個賊。第二個意義，Ar 解作不，hat 即生，Arhat 即不生，生即生死輪迴，他再

不受生死輪迴，不生。 

 

不受後有，不受後一段的存在、後一段的生命。有即生命的存在，便稱為有，

後一段生命的存在，即不再受生死輪迴的生命，稱為不生。第三、應供。亦含

有這個意義，一個引伸的意義。本來基本的意義是殺賊，後來引伸為，殺盡所

有賊的人，還不值得我們佩服？ 

 

 應是應該，供是供養，應該供養他。應該受人間、受天上的天子供養，

故稱應供。本意是殺賊或是不生，引伸的意義為應供。即這種人未死時已經證

得有餘涅槃；到他死時，證得無餘涅槃。明白嗎？有點困難，你沒有聽前面那

些，很困難，你得弄清楚前面那些。 

 

 如果你真的要學，前面那些你得找那些大哥、大姐教你才好。找老師沒

有用，長篇大論的講，越講你越不明白。現在問了，佛問。佛告善現：「於汝

意云何？」。佛又給善現長老講，我現在又給你提一個問題，對於你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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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回答我？現在我問，「諸阿羅漢頗作是念」，那些證了阿羅漢果的聖人，

會不會稍為起這個念頭？他的心說，『我能證得阿羅漢』不？我會不會證得阿

羅漢，會不會這樣說？ 

 

 （辛二）、善現答。又分二，（壬一），（壬二）。（壬一）、正式答

阿羅漢。然後引己為證，他本身是阿羅漢。他引自己為證。現在（壬一），正

式答覆這個理論。善現答言：「不也，世尊，諸阿羅漢不作是念：『我能證得

阿羅漢性』。」一句，先解到這裏。 

 

 善現又答，「不也，世尊」，不可以，世尊。「諸阿羅漢不作是念」，

那些阿羅漢果的聖人不會起這個念頭。他不會這樣說，他的心不會這樣說，

『我能證得阿羅漢性』。性字即那種狀態，我不會證得阿羅漢果那種境界、狀

態。 

 

 何解？他沒有個我，亦沒有一個實的法名阿羅漢性給他證。「何以

故？」，下面看下去，為什麼？他說「世尊，以無少法名阿羅漢，由是因緣名

阿羅漢。」。世尊啊，以即因為，因為當他證得阿羅漢果時，「並無少法」，

少法即 Little Thing，並沒有少少東西名為阿羅漢。如果有少少東西名為阿羅

漢，便是執。 

 

 「由是因緣」，因緣即原因，由於這個原因，由於無有少法名阿羅漢這

個理由，所以他名阿羅漢，所以他有資格稱為阿羅漢。「世尊」，下面繼續，

他說，世尊，「若阿羅漢作如是念，『我能證得阿羅漢性』，即為執我、有

情、命者、士夫、補特伽羅等。」。他說，世尊，若果那個阿羅漢的聖人，作

即起，如果起這個念頭。如是即這樣的，起這樣的念頭。 

 

 他的心這樣想，『我能證得阿羅漢性』，我能夠證得阿羅漢的那種果

性，這種人不是真阿羅漢。何解？即是執著有個我來證；執著有個有情，有情

即靈魂那些；執著有個命者；有些人執著有個士夫；有些人執著有個補特伽

羅。懂得解嗎？跟著引他自己為證，以我善現為例。五十二頁最後數行。「所

以者何？世尊」，所以我這樣講的理由何在？世尊。「如來、應、正等覺說我

得無諍住最為第一。」先解此句。你，如來。你即是佛。你，如來、應、正等

覺，你說我善現能夠證得無諍住。 

 

 無諍住，即一種名為無諍定，又稱為無諍三昧，說我證得最透徹，而且

是第一。什麼是無諍住？很簡單。無諍住有兩級，即無諍定。諍即起煩惱，諍

是煩惱，住即指定，無諍住即無諍定。有些人譯作無諍三昧，三昧即定。如何

稱為無諍三昧？如何稱為無諍住？那些證了阿羅漢的人，或成了佛的人，他每

天都外出乞食的，今天到東面乞食，明天到西面乞食。當他乞食的時候，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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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一些村莊，在一些村落乞食，在城市街道上乞食。他未起程前，首先入

定，入了無諍定。在定裏面察覺到，我今天去抄化，會不會令人發怒？會不會

發生打鬥？因為他經常碰到些外道，可能會有打鬥。會不會發生不愉快事件？

諍即不愉快。會不會發生不愉快事件？如果他發覺會發生不愉快事件，那他不

去那處，改到其他地方，或索性今天不去，讓其他人去。那種在未入鄉村抄化

之前，先入定觀察，那種定，坐在定裏面，他不用理論的，在定裏面，他會覺

到那種情況，這種稱為無諍三昧。 

 

 佛的無諍三昧和阿羅漢的無諍三昧有高低不同，阿羅漢的無諍三昧，可

能會看到今天有這樣的打鬥，或餓了數天他不給吃，反把我趕走，那還是不要

走那邊了。只能看到這些，很消極的。佛則不然，佛看到今天有這些事發生，

不怕，我去。佛會不管，會去的。到的時候，在定中有一種力量加被他，令那

個準備打鬥的人自然不打；那些起了惡意的令他自然不起，不起惡意的，令他

變為善意的。佛有這種力量，他在定裏面加被你、改變你。阿羅漢則做不到。

有人，別弄了，別碰了。阿羅漢是這樣。無諍三昧，明白嗎？無諍住。佛你說

我善現在一千二百五十人中，無諍住第一，你說我是最好的。這個無諍三昧，

必須是阿羅漢才有的。 

 

 「世尊，我雖是阿羅漢，永離貪欲，而我未曾作如是念：『我得阿羅

漢，永離貪欲。』」。他說，世尊，你說我無諍三昧第一，即我已成阿羅漢。

我雖然是阿羅漢，我善現雖然是證得阿羅漢果，而且能夠永遠離開三界的貪瞋

癡，貪欲的煩惱。而即但是，但是我未曾起，作即起，我未曾起，如是即如

此。但是我未曾起過這樣的念頭。什麼念頭呢？說我，善現長老，我證得阿羅

漢，我又永離開貪欲。我沒有這種念，我只是自然沒有了貪欲，自然沒有了個

我。 

 

 他說，世尊，他下面繼續說。「世尊，我若作是念：『我得阿羅漢，永

離貪欲』者，如來不應記說我言：『善現善男子，得無諍住最為第一』。」他

說，世尊。「我若作是念」，如果我善現，作即起，是即此。如果我善現起此

念頭，我怎樣說呢？『我得阿羅漢，我便永離貪欲。』如果我起這個念頭，

「如來不應記說我言」，如來不應該這樣說我。記即授記。記別，又名授記。

今日之所謂預言，那些宗教家常常作預言。佛常常這樣說，某某人你多少世後

會成佛，你成佛的時候，那世界會怎樣？預言你，預先告訴你。佛預言，我涅

槃後五百世後，像法時代便很少人證果，如此如此。他上文有預言，我涅槃後

五百歲，有些大菩薩出現，很有福德，具德具慧，他能夠信這些經的－預言。

這種預言稱為記別，他常常會記某一個弟子，你會如何，你會如何。你今生會

證得阿羅漢果，或者你多少世後會如何，或者你今世死後你會生在某某世界—

—預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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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有很多有成就的祖師，都會有預言的。基督教有很多先知，都有些

預言的。現在很多老人家也有預言。預言有兩種，一種是推論知道的，一種是

在定中直接見到這情境。他說，世尊。如果我說我善現得阿羅漢果，永離貪

欲，那你如來不應替我授記。你不應這樣說，『善現善男子』，你說善現好男

子。『得無諍住最為第一』，你得到無諍三昧，在我千多弟子中，你是第一。

正因為我沒有我執，我才能證得阿羅漢果，所以能夠得無諍三昧。你然後會替

我授記。如果我執著有個我來證阿羅漢果，你便不會這樣說。 

 

 下文，「以都無所住，是故如來說名無諍住、無諍住。」。以即因為，

正因為我善現，沒有一點執著，「無所住」。住即著相，一點相也不著。不著

有個我相，不著有個人相，不著有個眾生相，亦不著法相。無我相，無法相，

無所住。「是故如來說名無諍住、無諍住。」，所以如來說我善現，能夠證得

阿羅漢果，又證得無諍住第一，正因為我無住。明白嗎？解答了一個問題。這

樣一連串的，很順利。二乘的人得到四果，不是取得。正因為他無取，所以得

到。如果他有取則得不到。解答了這個問題。這些問題是很重要的。這是第四

個問題。 

 

 第五個問題，我將來再說。不過我先給你講。從前，很多世，大約是在

數百劫前，有一個佛出世，名然燈佛，然燈佛又名定光佛。現在有些亂搞的

人，把然燈佛和定光佛分為兩個，這些人又是不讀書的，所以讀書很重要。有

很多人不高興我時常說人不讀書、不懂，學佛法要認真懂，不能懞懂的，學不

到的。那如果我不懂，豈不是沒有希望，那你可以念阿彌陀佛，一點不懂也可

以，念阿彌陀佛是可以的。如果你對外弘法或做點什麼，你一定要懂。如果你

不懂，那你回去念佛。什麼是定光？定字原來作何解？你查查字典便知。 

 

 原來這個定字即這個錠，錠者燈也，燈字可以這樣寫的。現在的人貪便

利，寫成火字旁，寫金字旁亦可。古時是銅造的，古時燈是以金屬做成的。錠

者燈，錠即是燈。錠光佛亦即燈光佛，又譯作然燈佛。點那盞燈的意思，錠光

佛即是然燈佛。釋迦佛是於然燈佛座下聽法，聽後，本來他是初地菩薩，頓超

第八地。其實他已經到了第八地，即如善現，頓超第八地。因為聽了無我相，

無人相，因為聽了般若之法，所以超入第八地，這是一回事。即是什麼？有

說，有取。然燈佛對他說法，令他取得第八地的果，那不是有說，有取？你不

是說無說，無取？你以前亦是有說，有取，你以前的老師然燈佛有說，你在他

那裏修行，你是有取。你又說佛法人無說，無取？如何講得通？現在解答。你

可以代他解答。正是那時無說，無取，他了解到不可說的理，而他亦沒有個我

去取那果，所以然燈佛為你授記，授記你將來會成佛的。你現在入第八地，將

來會成佛的。然燈佛預言，你這佛的名稱便是釋迦牟尼。正是因為我無說，無

取，所以我能得到他授記，如果我有說，有取，然燈佛則不肯為我授記。所以

解答了這個疑。又正是因為無說，無取，後面那個解答，明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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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講到這裏，你們有問題的，請問。 

 

同學：「羅教授，尚餘後有應作何解？有些經說當你修至差不多時，還有一點

後有。後有。」 

老師：「有字作何解？解作存在。後一段生命的存在。你未入涅槃，便有後一

段。 

 

 譬如你今世姓唐，來世可能姓陳。今世你的存在是老唐，來世你的存在

是老陳。縱使你今天證得預流果，亦不過是預流果而已，你還有來世，剩餘後

一段生命，讓你享受的。你說你證得一來果，只是一來果而已，你還有很多

世，要取受的。如果你是一還果，一還果同樣，你雖然不用來到欲界，你仍要

在色界受後有的。後面那段生命，名為後有。當一個人出生那一剎那，出生的

那一個短時間，名為生有。由未有而生出來的存在，名為生有。出生後的一

段，名為本有。這一段，數十年。當你死時仍然存在，是為死有，斷氣後稱為

死有。死後將來投生，但你投生不是立刻有機會可以投生的。譬如你死後投生

日本天皇，作為他的太子。但皇后未必立刻生孩子的，你還要等一段時間。 

 

 中間的那段存在，便名為中有，即中陰身。生有、後有、中有、死有、

本有。明白嗎？尚餘後有。你證得不還果，你仍然尚餘後有。只有證得阿羅漢

果，才稱作不受後有，不再接受後面那期生命，這世死後便了結。 

 

 大乘人則我雖了結，我還有多世的父母等等，怎麼可以留下他們？我還

有很多子女。我雖了結，但他們仍在生死輪迴受苦。今世是貓，明世是皇帝，

下一世入地獄，這樣不行。他於是起一個大悲心：「我要成佛，由修行至未成

佛中間，經過無數劫，在生生世世，在每一劫裏面，度很多眾生。成佛後不入

涅槃，成佛後變現菩薩身，譬如觀音、文殊、普賢等，為幫助其他人而再入

世。如果將來有些眾生永遠不能成佛，永遠入世，做那些眾生的保母，良師益

友，永遠陪伴那些眾生。」 

 

 例如那些人？發生疫疾的時候，他示現為醫生，發明醫藥；這個世界文

化未開，他便成為科學家；這個世界混亂的時候，他現將軍身，他當將軍或政

治家；如果這個世界的人沒有歸宿，他便現出教主身。孔子、耶穌、釋迦牟

尼，現這種身。所以古代的大人物，多數是菩薩乘願再來的。 

 

 如耶穌的福報那麼好，到今天二千多年，年年生日都那麼隆重，他的福

氣多大。那些當然不是佛，是大菩薩再來，你以為普通的能做到？譬如孔子，

能夠今天還有那麼多人服膺他，佩服他的說話。控制中國人的思想二千多年，

這些是很大福報的。他不表示出我是佛菩薩，實在他是這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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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他亦受過劫數的。」 

老師：「乘願再來是不受劫數的。」 

同學：「他死後亦要受災劫。」 

老師：「沒有，他未成佛的才有劫。」 

同學：「孔子都要受災劫，孔夫子亦要受劫數。」 

老師：「那些不算是劫。譬如耶穌給人釘起那些不是劫，他故意這樣給人釘

的，他是釘給你看，你釘他不了的。釘他的是個假體，他的本來是無

我相，無人相，不過他流點血給你看看而已。」 

同學：「羅教授。時下我看見很多人做超度亡魂、做功德、拜懺，這些在佛門

中很多的。照你的見解如何？」 

老師：「我不做這些事的。他做便讓他做，比不做好。如果他不做，他可能想

辦法，或會做壞事，他做這些不會做壞事。都是善的。」 

同學：「你信不信？有沒有超度亡魂這些事？」 

老師：「超度亡魂那些？他已經投生，你如何超度？他已經去了，是這樣。效

果是沒有，兩件事。你的父親死了，你打齋給他是你一場心事，和他

結一段緣。 

 

 以這段為因緣，將來有機會再與他碰頭，可能你當他兒子，可能你作為

他父親，這個效果很微。這是第一個好處。第二個是讓寺門得到多少經費，以

維持寺門。如果人人都不去，得食風（沒吃）了。以前有一位祖師，有一人跟

他說：『你說什麼無我相、無人相，什麼都無。但你又弄出那麼多東西，做那

麼多，這些是佛像、那些是寺門。弄那麼多的讓人做功德，讓人信。你這樣做

是無謂的，只是白做。』詳細的我忘記了。那位祖師立即走下來，他說：『如

果我真正的說出來，我法堂前草深三尺，我的佛堂再沒有人來了。 

 那些草長到三尺高，沒有人來，誰來聽我說法？正是因為我降低調子，

你便來拜懺，讓佛保祐你，那些人才會來。唯有這回事。如果我老僧是照實

講，怕我法堂前草深三尺了。』還有，有一個是這樣，講也是不對的。有一個

這樣講，講死水不藏龍的那位是誰？那個老和尚立刻下來，他說：『你不要跟

老僧開玩笑了，你拿走我袈裟角，我不弄了。』即是說放下便了事，這些事心

照不宣了。這些事很多人都能理解。 

 

 但如果我們說，不要做功德，不要拜懺。有些人是要這樣做才信的，你

明明白白跟他講，他不會信你。你說，去鋪佛金或送些油，負擔什麼？那將來

便有功德。他便認為『是的，我也來做一點吧。』如果說不用的，無我相，無

人相，則香燈也不用，拜不拜佛也不要緊，因為你的心便是佛。這樣誰去佛堂

拜？這樣便會亡，佛教慢慢地會亡掉？得需要有些這樣的事才可以，不過不要

太執迷，不要太執迷。當我們很清楚的時候，人家拜的時候，我們不要說他是

傻子，不要這樣。只是說，好的，你是有功德，將來、來世一定有很好的福

報，你的子孫也會好的。他想這樣，你便這樣向他說，而且事實亦可以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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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人家一場高興，你無謂破壞他，是不是？而且事實亦是好事。他拜懺比他

不拜好。拜懺固然是，老實說，說句心裏話，這種是蠢材功夫。但他本身是蠢

材，是需要做這些事。你要他超超脫脫的，他不幹。糟糕了。他不拜懺便把那

些心思來對付人便糟糕了，他把他的聰明心思來對付人。正正是有這些，所以

有些文盲，什麼也不懂，又怕菩薩，又怕閻羅王。這種人是需要這樣，如果閻

羅王都不怕，他會做出很多壞事。」 

 

同學：「那裏有閻羅王？」 

老師：「閻羅王？閻羅王即等於說上帝，你有沒有見過上帝？你見過閻羅王？

所謂閻羅王者，是你的業力。明白嗎？ 

 

 你所作的業，將來會引伸這種果報。判斷你、令你受這種果報是你的業

力，這業力便是閻羅王。但你說業力他不明白。你說有一個閻羅王坐在殿上，

他便會明白。他人蠢，是要這樣給他講的。不過你不要出外這樣說人，我亦不

講。我很清楚那裏有這些傳說，人家問我…。比他不信好，他不信時，把心思

來扭計，你便糟糕。他最起碼有些顧忌，不會扭計，有些社會功能的，這些叫

做 Social Function。 

 

 宗教是有一種 Social Function 的，能夠令這個社會安定。如果所有人都

不信宗教，那便糟糕。中國大陸曾經有一個時期，如文化大革命，真糟糕。整

個世界有如文化大革命，那便糟糕。如果他們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不會這

樣幹的，幹亦不會這樣過份，所以宗教是有一種 Social Function。他是迷信，

太迷信當然是不好。但如果你不太迷，宗教是好的。你說宗教不好嗎？ 

 

 我們中國人老說天主教，基督教是宗教侵略，文化侵略。多少知識份

子，一流的知識份子是這些教會學校所產生的？教會學校不就是教會中人所

辦。中國近代的人從那裏出來的？譬如孫中山，他自小是在檀香山，受基督教

洗禮。回來後又在博愛醫學堂讀書，在那打素讀書，又信基督教，又以基督教

的博愛為他的宗旨。同樣受它影響，有多壞？ 

 

 你孔夫子的教育，同樣會產生這種人，但人家亦是會產生的。很多教會

醫院，我們在內地很多醫院，都是教會的人運作的。那些贈醫，那些西醫，如

果香港沒有了教會。你看香港著名的學校。這裏的我不知，香港最著名的學校

Saint Joseph 聖約瑟、Saint Paul 聖保羅、華仁、英華、拔萃全部那些不是教會

的？ 

 

 你還說人家，你佛教有多少間？佛教總共十七間。最初我去講話時只有

一間，在灣仔的中華佛教小學。一間。我在香海蓮社講話時，對著聽眾說，

「我是佛教徒，你們這班佛教徒，不向生人做功夫，卻專向死人做功夫。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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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拜懺、迴向那些鬼。那麼多生人餓著沒得吃，那麼多小孩沒有書讀，那麼

多老人家晚年沒人養，你不去養他，你不給他書讀，卻向死人做功夫。 

 

 如果將來亦是如此，佛教將會滅亡，社會不會容納你，社會不會要你這

種敗類。曾璧山，她很迷信，她也應為是對的。於是，讓我刺激她，她便走去

跟會長馮公夏說，『我們也來辦一所學校，人家天主教，我數數如華仁等等，

全部是天主教、基督教，我們亦要辦一點。』馮公夏會長說：『好呀，不如你

問問教育司，你熟悉他們。』 

 

 何東有一女兒何艾齡，『你熟悉何艾齡，你問問她，看看我們佛教徒可

不可以辦？好不好？』。曾壁山人很衝動，第二天一早起來便找何艾齡說，

『我們希望辦一所學校。』何艾齡大讚賞說：『是的，這是應該的，我幫你

吧。我母親已辦了一所東蓮覺苑。你辦，繼續辦吧。『如何辦？』，『你有多

少錢？可以是你有十萬元，政府補助十萬元加上政府撥地。你有二十萬元來建

學校』，她說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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