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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萬元都沒有，馮公夏在東華三院做總理，他找了一位盧姓建築商。他

說：「盧總理，請你認一筆賬。」「認什麼賬呢？」「請你認十五萬元。」

「如何認呢？」「當我這個團體，放了十五萬元存在你那裏，存在你的建築公

司，委托你為我們建校舍辦學。你發出一份文件證明，我這個團體發出一份借

據給你，這便可以。你證明我放了十五萬元在你那裏，我馬上發出一份十五萬

元的借據給你，這便可以。」香港人很精明。「可以，不過有一個條件，如果

將來成功興建，你要交給我建造。」「那當然是給你建造。」「好的!」它是

一家註冊、合資格的建築公司。發出一張證明書給他，證明他有十五萬元存款

存放在它那處，委托它準備建校舍辦學。他拿了證明書給何艾齡，帶他往見副

教育司。教育司表示讚同：「好，好極了。我給你! 你往工務局和田土廳找地

圖看看，你歡喜那裏，可以建學校的，我可以批給你。」何雁玲親自駕車，帶

他往工務局、田土廳選,選了一幅土地，二萬一千多帄方呎。跟著另外還有一

幅，亦可同時批給他。結果給了一幅，讓他建崇蘭中學。位於渣甸坊，二萬一

千帄方呎。 

 

第二個（校址），亦是二萬一千帄方呎，位於保安道，名慈恩學校。兩

幅土地任他選的，馬上先拿了一幅，二萬一千帄方呎土地。一個錢也沒有，那

家建築公司拿著一張紙（借據），便替他建校舍。沒有錢怎建？十五萬元，補

四份之三給他，即六十萬元。盧總理替他以四十五萬元資金，建成一所價值六

十萬元的校舍，他少賺一點便是，總之你一個錢也不用花，大家的單據可對消

掉。這樣，替他建，出具資料給工務局核查，確實是價值六十萬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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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便 Okay，一個錢也不用花，那便是慈恩學校。建成後，馮公夏邀請我

當校長，問我接受不？我問有多少薪金？只得六百元，那不用說了，我不做，

介紹了梁隱盦當校長。建完一間，跟著第二間，第三間。佛聯會看見香海蓮社

也建了兩間，他們也得陸續建。於是他們又建，現在單算佛教聯合會已有十七

間，中小學合共十七間。好，好事。現在又辦了一間醫院。說到醫院，香港醫

院沒有一家比佛教醫院差的，污糟邋遢。你有沒有到過黃大以，我看是最邋遢

的醫院，公立醫院裏最邋遢的。為何佛教把它弄成這樣？人家天主教亦辦醫

院，人家基督教的浸會醫院，不知辦得多好。天主教的明愛醫院，亦辦得很

好。進去整個…辦得比政府醫院好。你進入佛教醫院，一股味兒，污糟邋遢，

不知怎樣，我曾經進去看過，這種事真的需要改。你可以參觀一下，在黃大

以，你可以回香港看看。何解？同是相同的人，為何交給佛教徒，會辦成這個

樣？人家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又會辦得這般爽朗的？這便是那些知識份子，他

們的知識份子多。 

 

佛教醫院是怎樣來的？又是妙。我的一個朋友，名沈香林。他在馬鞍山

有很多土地。他病得要死，他害怕遺產安排不好。有些富人說，譬如他有一百

萬元的遺產，足一百萬元便要抽取多少成（作遺產稅）。如果他只得九十八萬

元，便少抽很多。他算一算，地產那麼多，和律師商討。律師教他一個方法：

「你那麼多土地，捐出部份給慈善團體，捐了便可以免稅。」教了他這個方

法。他把馬鞍山下面一幅土地，十多萬呎的，找佛教聯合會，贈給它。捐贈，

政府必須作正規用途，那便辦一所醫院，辦佛教醫院。 

 

只要刻一塊碑以紀念我沈香林，他姓沈，名香林。這便是我執。你已捐

贈了，還要紀念你，作甚？佛聯會初時不同意，怎麼可以辦好？覺光和尚那班

人真的其實豈有此理。然後，我的朋友馮公夏說，「一於照辦，為何不辦？人

家捐贈給你，你怎可關門拒絕人家做功德，那有這種道理？人家那幅土地，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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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二十萬呎，價值不少，那可 

 

以關門拒絕呢？不行，我們應該接受。」於是組織了一個委員會，找數

位委員，請周錫年當籌備顧問。周錫年是很有名聲的，便請周錫年跟田土廳和

衛生司涉，認為在馬鞍山建一所有規模的醫院，是沒有人就醫的，難處理。可

不可以把那幅土地送給政府，政府在市內近郊撥回一幅同樣的土地給我。這安

排以馬鞍山土地，交換黃大以土地，須很大的面子,只有周錫年能做到。周錫

年和他一說便通，把它二十萬呎土地，換成二萬多呎，十換一。便換了黃大以

現在的佛教醫院。周錫年出馬。出馬之後便興建，又替它爭取所有藥費、藥

品，由政府負擔，建醫院也是政府出資，便各得其所。 

 

那沈香林捐出土地，他的遺產便少了一部份。同樣，佛教醫院有一個名

堂，叫做我也辦了一間醫院，這個又有利。周錫年看見規模太少，不幹了。

「我介紹一個人來當院長，我不當這麼小的一個院長。」周錫年不幹，替它做

了一件好事。現在變了是政府補助醫院。辦了這家醫院後，那幾位董事很出

力，其中一位黃允畋很出力。黃允畋由於很出力，又替佛教醫院到處籌集捐

款，又剛剛因緣和合， 

 

政府剛剛那個跑馬地騎師司馬克墮馬身亡，他的鬼魂經常出現。不久，

那個李璐，一家水泥廠（士敏土廠）的經理李璐，亦參加賽馬，他也墮馬身

亡。早上，人們看見他的鬼魂在騎馬等等，很多鬧鬼。外國人也相信，董事會

亦相信，便找周錫年。「你是中國人，看看如何處理。」周錫年說：「很容

易，找黃允畋，讓他在佛聯會找數位高僧，打一壇齋。」佛聯會沒有收一分錢

幫他們打了一壇齋。真走運，打完那壇齋，便不再有鬼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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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年終授勳時，便授與黃允畋，把一個 MBE 頒給黃允畋，是這樣弄

來的。我的朋友馮公夏其實應該是給他的，他剛好生意不前，溜到了加拿大溫

哥華。本來是給他的。結果他（政府）分了一個給佛聯會，便給了黃允畋。他

走運，一個人走運，自此以後便不見有鬼了。再過一年，物業估價署又鬧鬼，

真的鬧鬼，外國人也怕了。找到了區偉森，副華民政務司，找區偉森。區偉森

又找黃允畋，又組織一班和尚。和尚便如工具，沒有什麼好處，只得兩餐膳

食，名聲也沒有。只 

 

有覺光依稀有個名，其他的名字也沒有，這個便是騎在和尚身上做

MBE。慢慢地，物業估價署不再鬧鬼，沒有鬼了。於是年末又頒了一個 JP 給

他。太帄紳士，又是黃允畋。走運，最後又沒有鬼了。一個人（的際遇）是難

講的。 

 

同學：「這證明超度是行得通的。有史為證。」 

老師：「行得通，超度如何行得通呢？你那個超度的人發心要虔誠，孝子賢

孫，或這個人確是虔誠。第二、請來的人確是很虔誠地念。這樣便可

以。這稱為增上緣，發生些影響力，如果這班人都是發菩提心的，特

別靈驗的。如果他不是真的發菩提心，亦靈，但沒有那麼靈。如果他

忽發菩提心，一出便會靈驗。」 

同學：「為什麼佛教醫院那麼骯髒？」 

老師：「不知何解。我進去看過，確是骯髒，最骯髒的。你可以去看看!」 

同學：「我承認，因我有親戚在那裏住過，後來搬了去法國醫院。」 

同學：「可能人事散漫一點。那些人散漫，管理不嚴。太過隨便，即上級不

叫，下級不幹之類。」 

老師：「不知何解。」 

同學：「人事（管理）鬆弛，管得太鬆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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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佛教學校一般來說，都是不及天主教，人家確是能幹。還有，天主

教、基督教的校長，做校長的、做行政的，全都是他們的教徒。佛教不是沒有

能人，但你請不到。真笑話，佛教醫院請的院長是基督教徒，佛教徒沒有人合

資格當院長。」同學：「我們現在講的時間多了。對不起，外面有茶點招

待。」 

 

釋迦然燈有取有說之疑，這個疑問，第五個疑。為什麼釋迦然燈有取有

說呢？在釋迦牟尼佛未成佛之前，當時他在修行，修至第七地，即大乘見了道

之後，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他修至第七地。當他修

至第七地時，有一次，有一位佛遠道而來他那處，這個佛人稱然燈佛。什麼是

然燈佛？然燈是什麼呢？然燈梵文為 Dīpaṃkara。這個梵文字，Dīpaṃkara，是

一個佛的名稱。這個佛名譯成中文，有數個譯法。第一個譯法，譯作然燈，即

點著一盞燈。第二個譯法，譯作錠光。金字旁的「錠」字，「錠」字與決定之

「定」發音相同，意義亦相通。錠即燈，錠光即燈光，現在所謂燈光佛，所謂

錠光佛即然燈佛。很多人不知道，以為然燈佛之外，另有一個錠光佛，其實都

是從 Dīpaṃkara 這個字翻譯而來。這即是說，你看此段，我讀出來你便會明

白。下一行，「釋迦佛昔為菩薩之時，七地將滿」，修行至第七地，修行圓

滿。他聽聞錠光佛準備入城，進他的城。於是他跑去買花。他在一個賣花女那

裏買花，準備把花散在佛身。因為印度古時有一習俗，一位很受尊重的人到

來，會拿花散在他身上。即現時中國人，你們打齋等等，亦有些是會散花的。

《維摩經》裏面有天女散花，有沒有讀過？ 

 

《維摩經》天女散花。表示敬禮尊重的意思，他跑去散給佛的。同時，

當然燈佛入城的時候，他在路上，那條路上有泥。因為他是居士，不是出家

人，他把髻打散，頭髮鋪在地上作為地氈，讓然燈佛踏在頭髮上面——「布髮

掩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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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然燈佛為他說法。「當爾」，爾即那時。當那個時候，然燈佛為

他說法。他聽到佛說法之後，便依法修行，超至第八地，即由第七地轉上、升

入第八地。所謂第八地是什麼呢？我在這處解了。「第三僧祇也」，僧祇即阿

僧 Asaṃkhyā。你們讀《阿彌陀經》便讀過阿僧祇劫，阿僧祇說。阿僧祇即無量

數，譯作無數，即無數那麼多的劫。普通所謂劫，世界由成到壞，一成、一壞

那麼遠的時間，稱為一劫。經無數劫。普通小乘人修行，由你初修行至修阿羅

漢果，快則一生，遲亦不過六十世左右，你便可經歷到。 

 

如果是修行大乘，便要三個阿僧祇劫，即三個無數劫。計之不盡的數

（無數）為一個階段，三個大階段，名為三無數劫，三個僧祇，Asaṃkhyā。阿

僧祇即無數劫。即由何時開始計算？由你真正發菩提心的那一秒鐘開始計算。

修、修、修，經過無窮無盡，很長、很長遠的生死，經過無數劫。在那無數劫

後，你然後才見道。那即是說你做資糧菩薩，得經過一個無數劫才見道，但你

們不用怕!這樣，那豈不是眼眉毛長（很長時間）都修不得了？那麼長!答案是

什麼？你不應該怕（時間）長，你修行大乘，你不怕長才會大。如果你怕， 

 

何不快快修行小乘。你立心修行大乘不用怕，你已經發了大菩提心，不

怕時間長的。第一、你不怕時間長。而且這樣，那不是很容易慢慢地入了地

獄，在地獄裏又拖了很長（時間）？誰讓你入地獄？是不是？你沒有把握，幹

嗎入地獄？如果你持戒，你持五戒，你永遠得人身，又怎會入地獄？地獄之門

你不能進。如果你修十善，起碼也生天。縱使你回到人間，你會是一個很有地

位，很有福報的人。 

 

而且繼續這樣修行，一世會比一世好的，何用怕？最怕的是一世比一世

衰，那才用怕。一世比一世好，等於你做生意，一年比一年好，何用驚？你何

用驚生意路途那麼長遠？快快賺夠錢便結束，何用那樣急？何用那樣驚？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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蠢人才這樣驚。所以真正修行大乘，發菩提心的人，不用驚，不怕時間長。如

果一會兒迷了，怎辦？不怕。就算你是迷了，進了地獄，不用多久便會走出

來。而且是不會的。 

 

如果你是真正發菩提心的，不會。有很多已經成了佛的，或將成佛而未

成佛的人，很多護法神等等，他會扶助你的。你一個人或會墮落，你修行修得

很好，你會墮落，他會給你援手的，你不用怕。他會提示你的，你不用驚。最

重要的是你持戒，你能夠持戒，不作惡，萬無一失，你不用怕。 

 

第一個阿僧祇劫，第一個無量劫，即是在第一個無量劫裏面，你會是資

糧位菩薩或加行位菩薩，經過兩個階段。修行分五位，第一資糧，第二加行，

記得我曾說過不？兩位，第一個阿僧祇劫，沒有了，便見道——一個阿僧祇

劫。又不能說一個阿僧祇劫滿便見道，只可以是當你見道時，約等於一個阿僧

祇劫滿，那便見道。見了道之後，便經十地，成佛。見道之後再繼續修行，又

經過無量數的生死，再一個阿僧祇劫，再一個無量劫的生生死死，然後才完成

七地。由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到了第七地圓滿，便

入第八地。當你入第八地時，即是告訴你，你的第二個無量劫，第二個阿僧祇

劫滿了。所以這個阿僧祇劫是有彈性的，如果你精勤，則短很多。如果你拖慢

來，則會很長。第二個阿僧祇劫滿，便入第八地。入了第八地之後，再經過第

三個阿僧祇劫，即第八地、第九地、第十地，經三個地。經三個地，即第三個

阿僧祇劫內有三個地。三個地圓滿了，你便成佛，到時便三身具備。三個阿僧

祇劫。記得嗎？三個無量劫，你現在是在第一個無量劫。如果你發了菩提心，

你便是在第一個阿僧祇 

 

劫內的菩薩。如果你未發菩提心，你還未能開始。那我經常叩頭拜佛。

你叩了一萬世，如你仍未發菩提心，叩了一萬世都只是人天福報而已，你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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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稱為資糧位菩薩。所以發菩提心很重要。他當時已在第七地，聽佛說法。他

聽了佛說法後，當然回去再修行，便入了第八地，即已經踏入第三個僧祇了。

僧祇全名為阿僧祇，Asaṃkhyā，全名譯為阿僧祇耶劫。 

 

當時那賣花女問他，買花來做什麼？他說用作拜佛!於是那賣花女不取他

錢。以後他倆結了婚，他不是出家人，只是一個居士，便結了婚。她以後不知

何解，那賣花女世世也跟著他，直至他成佛。即釋迦牟尼佛成佛時的太太，釋

迦成佛時，我們起碼知道他的大太太是 Yaśodharā，耶輸陀羅。他不止有一個，

印度人不止有一個太太的。他最主要的大太太名耶輸陀羅。耶輸陀羅的前生，

便是那賣花女。這是然燈佛的典故。 

 

於是有人會問，你上文說，一個聖人或賢人，看他證了什麼果，譬如他

證了預流果，或證了一來果，或證了不還果。或者如果他是大乘，證了初地菩

薩、二地菩薩、三地菩薩。這些果，這些地以什麼作為標準？完全以他證得無

為法，無為法即真如。以他證得真如的程度如何，作為標準。即證得無為法的

程度，而顯示出來的。記得嗎？但無為法是不可說，亦不可取的。所以他便根

據此句問，釋迦牟尼佛以前，在然燈佛那處，由第七地升上第八地。 

 

即他本來是第七地菩薩，現在取第八地，是不是？取，那不是取？取得

這個果。即你本來是伙計（員工），現在升為老闆。即伙計取得老闆的地位，

即有所取，但又說無取？然燈佛看見他那麼虔誠，和他說法。然燈佛便說法

了，即有所說。說了法令他證得真如，證得清楚些，入了第八地。即是說無為

法的真如是可以說的。是否自打嘴巴？即是有所取，有所說才對。那你又講無

可取，無可說？這便是自打嘴巴。聽得明白嗎？他現在提出，有人這樣懷疑，

釋迦牟尼佛所說的是有矛盾的，何解？釋迦佛知道，釋迦佛是一個很聰明的

人，他知道座上有些人有這個懷疑。於是，他不用你發問，便自己解答,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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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怎樣問。其他的註釋，你自己看吧! 看經文:「佛告善現」，佛即釋迦佛，

給善現長老講。「於汝意云何？」，現在我又提出一個問題給你，對於你的心

意，你會如何回答我這個問題？好了，他開始問，「如來昔在然燈佛所」，

「登」字書本錯了，要加回火字旁才對。 

 

同學：「是否兩個字都要加火字旁？」 

老師：「然字不用!因為然字本來不應加火字旁，是那些無聊的讀書人，多加

一個火字旁，慢慢地變成現在有火字旁的燃。但現在的人很蠢，你沒有火字

旁，他便說你寫錯字，其實沒有火字旁的才是正字。」為何有取有說？於是他

回答，「如來昔在然燈佛」，「如來、應、正等覺」幾個字即佛之尊號而已。

「所」即那處，在然燈佛那處。「頗於少法有所取不？」，會不會有少法——

少少東西？少少東西即 A Little Thing，會不會有少少東西他能取得？會不會這

樣？如果你取得到，取得無為法，那即有所取。其實我們已懂得回答，根本沒

有得取。無為法是無形無相的，不可取。拿手取？拿腳取？用嘴巴咬？明明是

你體會到的。「頗於少法」，會不會對於少少東西，可以取？「不」字讀作

「否」。下面，善現這個人很聰明，所以說他是佛的十大弟子中，什麼第一？

看看我的書。 

 

同學：「xx 第一」 

老師：「xx 第一不是他。」 

同學：「解空第一」 

老師：「解空第一。須菩提，Subhūti，即善現，在一千二百五十個弟子中，了 

解空的道理他第一，所以釋迦佛特別跟他講。」五十五頁（新書九十九頁）

（庚二）、善現答。善現答言：「不也，世尊。」，不可以，世尊。「不也，

世尊。」即 No Sir。「如來昔在然燈如來、應、正等覺所」，如來即釋迦佛，

釋迦佛從前在然燈佛那處。「都無少法而有所取。」，並沒有一點兒東西他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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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取得。根本他只是體會到那種道理，無所取的。如果有所取，便是執著有一

個無為法，我現在取得，那便壞事。即是說我現在證得，真的有一個果，我現

在證得。他這個人肯定未證的。是不是？ 

 

如果說有一個性，我現在見性，那肯定是不見。那來一個性給你見？ 

那有一個性硬蹦蹦地放在那裏給你見？是體會到的。所以《六祖壇經》你是不

可不讀，不過你不要那麼快讀。應該讀了《金剛經》後，你聽完我講之後，然

後才讀《六祖壇經》。中國人錢穆先生話：「中國人不可不讀《六祖壇

經》。」他不是說佛教徒，他說只要你是中國人，都應該讀《六祖壇經》。因

為它最徹底，把你心的狀況，很簡單、很徹底的講給你知。不只在說佛教徒，

其實是說中國人。錢穆先生有一次和我們閑談時說，中國人有兩套書一定要

讀，第一套書便是孔子的《論語》。中國人做人應該如何做法呢？在《論語》

中你讀到，便什麼都可以處理好。有什麼人生問題處理不了，你拿《論語》來

讀，便自然解決了。 

 

同學：「不懂得解。」 

老師：「你到柏樹街買一套白話《四書》，便能解了。我想七百元便可以買到

一套，什麼合眾圖書公司、新華、新世界之類，間間都有。你找一套白話的來

解，便很容易。」宋朝趙匡胤有一個宰相名趙普，每天他有空的時候。不過當

宰相應該很忙，但不管多忙，他每天都會找時間拿著《論語》來讀。他當宰相

至死，兩朝宰相。趙匡胤的時候是他做宰相，趙匡胤弟弟做皇帝時亦是他當宰

相。至他死時，有人在他的床頭，你猜找到什麼呢？一部《論語》。他生帄，

趙匡胤經常勸他讀書，問他讀什麼書？你猜他怎樣回答？他說：「我經常讀

《論語》。」他說：「我拿半部《論語》來幫你做宰相，治理好天下，一部也

不用。」他是這樣的說。同時，他當宰相會碰到很多問題，即現時的政治，有

很多問題的。他碰到問題時，先把它放低，什麼都不理，拿出《論語》來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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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兩輪《論語》，他便可解決問題。他便出來，想出辦法。 

 

從前，中國有一位政治家名伍廷芳，是一個基督教徒，有很多問題解決

不了時，他便回去什麼都不管，對著耶穌像祈禱一會，拿出《聖經》來讀。讀

著，讀著，《聖經》還未讀完，他便像是豁然大悟，有辦法了，他便出去做

事。這便是伍廷芳，這個政治家。趙普亦是這樣。錢穆先生便說：「中國人應

該如何做人？ 

 

在《論語》中他會知道。所以中國人不可不讀。第二本是《六祖壇

經》。讀《六祖壇經》既淺白亦沒有咬文嚼字，直接把你的心，講給你知。你

自己的心，它會講給你知。就是這兩本書。」現在有很多人在問：「你讀佛經

是讀《阿彌陀經》或是《地藏經》？」不是說沒有用，你知道便可以。《阿彌

陀經》，知道念佛是可以生極樂世界，便已足夠。你整天拿著經來念幹什麼？

你念阿彌陀佛的名號便可以，那用經常念《阿彌陀經》，對不對？《地藏

經》，你知道有個地獄，如果你做惡業，會落地獄，你知道便已足夠，你不要

做惡業便可，那用捧著一本《地藏經》。尤其是有人去世，你拿著《地藏經》

喃喃地念。他能聽到嗎？這樣也好，總比不念好。你白花時間，如果你是聰明

人，你不會把時間這樣花的。將來這本書，你希望了解般若，必定要讀《金剛

經》。你要了解自己的心性，簡單的你可讀《六祖壇經》。讀《六祖壇經》，

最好不去聽人講，自己看，自己思考。你聽人講，則人各一說，人人講法不

同，弄得你掉進五里霧中。自己思考便可以，它是白話的，何用人講解。聽人

解說更不好（論盡），他也不知懂不懂，他也是糊里糊塗地講。 

 

他也糊里糊塗？為何他不糊里糊塗？你以為他是見性菩薩嗎？他也是凡

夫已。你是凡夫，他也是凡夫，他能說出來，你自己看不明白嗎？不用的，你

聽他的更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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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這裏，「如來昔在然燈如來、應、正等覺那處，都無少法而有所

取。」沒有一樣實的東西可以取，何解？當他由第七地升至第八地的時候，他

一定在定中證得真如。真如是不可取，不可說的, 無相的, 非法非非法的，真

如是這樣的。這便解答了。釋迦佛以前在然燈佛處修行，你以為他有所取嗎？

沒有。亦無可說。他證的無為法，同樣是無可取，無可說。然燈佛跟他說，不

過是旁敲側擊，刺激他一下而已。你信不信？有一位大法師，譬如我是大法師

跟你說，你不要以為我聽到大法師說話，我又聲入心通，認識很多了，我今晚

還會見道。你不要以為是這樣，何解？佛亦不能令你見道的，見道是你自己

見，是以你自己的智慧見。佛不能把見道放在你那處讓你見道。而且一個人的

知識，你以為是教授、老師教得你有知識？不行的，見你自己的。教授、老師

只不過在你身邊旁敲側擊，幫忙你。 

 

等於你走路，他輕輕在旁傍著你，你以為真的是他教你。如果你沒有自

己的天性，你試試教一隻狗，看看能否教懂它？是不是？何解？它沒有擁有知

識的那種天性。你是人，有那種理性，你有 Reason，所以能教懂你。那教授、

老師只不過是幫忙你，輕輕地扶著你而已。你不要以為我講這些不是佛法，這

些都是佛法。 

 

同時，二千五百年前，西方的國家，有一個教授。希臘有一位哲學家，

他的地位在西洋等於佛在印度的地位，亦等於孔夫子在中國的地位，那人名蘇

格拉底，Socrates 蘇格拉底。有沒有聽過？Socrates 和人對答，有一次，他的弟

子柏拉圖，把它記載下來。你現在可以買得到，買一套柏拉圖的《對話集》。

英文，如你懂英文，有一套書，名《Dalogue》，《對話》，是柏拉圖紀錄他的

老師蘇格拉底和他的對答。你可在英文圖書館找得到，中文你有時可以買得

到。中文圖書館可能是沒有了，不過你買書可能是買得到，名《柏拉圖的對話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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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蘇格拉底這樣說：「一個人的知識，不是真的學得到的，不過是把他

與生俱來的記憶重現。」這是一句很有名的說話。 

 

所以只不過是記憶來的，Memory，記憶。一個人不可能認知，那怎麼

記？他把未出生前的事物記憶而已。於是當時的人反對，人人都在學東西，尤

其是那些教書的人更加反對，那他們便不用謀生了。人人皆回憶便可以，何用

讀書？譬如學會計的，會計也能學得到嗎？你回憶到而已？那些人不信，駁斥

他。 

 

於是，蘇格拉底說：「你們不信。你們知不知這個社會有很多奴隸？是

不是？」「是的，有很多奴隸。」「請你找一個奴隸，你認為他是最蠢的，一

定不懂數學的，不懂 Geometry 的，不懂幾何的，不懂 Algebra 的，不懂

Geometry 的，一定不懂的你才找他，你找一個最蠢的。」於是，那主人在奴隸

中找一個很蠢的，當然是不懂數學的，找他來見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問他，如何問他？譬如這樣（劃了一樣東西問他）：「有一個

這樣的東西，這是什麼？」 

 

奴隸回答：「這東西是方形的。這個是四方的。」又畫了一個正的。

「這個如何？」「這個亦是方形。」 

 

他又問：「有什麼不同？」「是的，不同。」「如何不同？」「這個是

正的，那一個不正。是不同的。」那他又說：「你們留意，這是正式的方形，

那個不是正的。有沒有人教導他？他自己知道的。」再問他：「為何你說這個

是正，那個不是正？你說來聽聽。我說兩個是相同的，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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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奴隸）說：「不可以。」「為何你說這個是正，那個不是正？」

「我早知道這個是正，那個不是正。」「是的，但你是根據什麼呢？為何你說

這個是正。你說這個不是正，那個才正。為何你一定要說那個是正？」「是這

個才正，那個不正。」「何解？你想想。」 

 

那奴隸：「我是知道的，但我說不出來。」他又問：「我現在再問你，

這條線跟那條線是否相同長度？」「不是, 不是相同長度。這條長一點，那條

短一點。」 

 

他又問：「那，這條跟那條是否相同長度？」「是的，一樣。」「那你

即是說這個形，是不是這兩條線接著那兩條缐，是有長有短的？是不是？」

「是的，正是。」「是否不同長度？」「不是。」「那這兩條是否相同長度，

或是有長有短？」「這個沒長沒短，相同長度。」再畫四條線問他。他說四條

都是相同的。 

 

他又再問：「即是，你的意思是怎樣？這個四條都相同的，謂之正。這

個有長有短的，謂之不正。你是不是這個意思？」「是的，但我說不出來，你

現在代我說出來。」他又問：「是不是？誰教他的？我只是在旁邊幫他一把，

讓他知道這個謂之正方形，那個為非正方形。還有，你不要以為是這麼簡

單。」 

 

他說：「我又問你，這個開口大或是那個開口大呢？」「這個闊很多，

那個是窄的。這個闊，那個窄。」他又問:「這個大或是那個大呢？」「是相

同的，相同的。」「你怎麼知道？」「把它摺在一起，都是相同的。」他懂

的。「這個和那個又如何？又是相同嗎？這個呢？」「都是相同。」他說：

「你即是說，正方形的四個角，摺疊起是相同的。這個是不相同的，對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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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不是這樣說？」他（奴隸）說：「是的。」「為何你不說？」「我說不出

來，我是明白的，我知道。」他於是又問這個人：「幾何學上一條定理，一條

定理。一個四邊形，如果它的四個角。凡一個正方形，它的四個角必定是相等

的，是不是有一條這樣的定理？」「是的。」 

 

你需要學很久才懂，他不用學，我在旁邊幫他一把，他便會懂。誰教

他？回憶而已。如是者，不斷地問，問到那裏？兩個帄衡四邊形，這個帄衡四

邊形的兩個對角相等，這個角跟這個角相等，又是一條定理。帄衡四邊形的兩

個對角相等的定理，不斷的問，那奴隸便懂了!又有一個帄衡四邊形的兩條對

邊是相等的，他又懂得。一連數條定理，不用教的，他全懂。你信不信？沒有

人教他，你沒有教過，我亦沒有教，我只是在旁邊扶助他而已。懂的，他本來

自己懂得的，因為他可以懂，有回憶，所以他懂得。他教一塊石頭，石頭不能

回憶，所以它不懂。人跟石頭不同，便是這一條。所謂知識，不過是回憶而

已。這即是什麼？老師不可能教懂學生認識的。老師是什麼？老師是一個接生

的婦人，接生婆，一個接生婆。你們女子有了孩子，接生婆才可以接生到那嬰

兒。如果你本身沒有嬰兒，接來接去，怎麼也接不到嬰兒?做老師是什麼？做

接生婆。教學生不過是什麼？不論你是佛也好，聖人也好，你不過是接生婆而

已。要她本身有了孩子，你然後才可以接到。 

 

知識也是一樣，明白嗎？你明白這個道理嗎？你的智慧將來是如何？你

以為真的是六祖大師、釋迦牟尼把智慧給你？還有一些蠢人，向觀音菩薩求智

慧。觀音菩薩如何能給你智慧？一會兒又向文殊菩薩求些智慧。這等於古時那

些無知婦女，在七夕向七姐求乞巧那樣。佛不可以給你智慧。 

 

好了，因為有所以非空。從無方面來說，就是非有，或者是空。從有方

面來說，或稱非空，或稱妙有。明白嗎？好了，那佛的真身呢，他的真身即是



16 

真佛？ 

 

從體來說，真如是無形無相的。由用來說， 

 

由用來說，接生婆只是助你催生而已。本無可取，本來是你有的，你的

智慧本來有。而且這個無為法，這個真如便是你自己的本來面目。你取什麼？

無可取，無可說。明白嗎？這便要解答這個問題了，釋迦在然燈佛那處亦無可

取，無可說。好了，下一個問題。（己三），五十六頁（新書一ＯＯ頁）。

「釋」即解釋，解釋什麼？解釋「菩薩取佛土功德莊嚴之疑」。 

 

何謂莊嚴？「莊嚴」兩個字在梵文是作裝飾解。你裝飾這間屋，他便說

是你莊嚴這間屋。你裝飾佛像很漂亮，莊嚴佛像。是 verb 來的，是一個動詞來

的。你知道凡動詞皆可作名詞用，謂之動名詞。你們的小孩子學英文的

Grammar，是不是有一種 Gerund？一個 Verb 加上-ing，便可變成 Noun 用了。

「莊嚴」本來是 

 

一個 Verb，現在作 Noun 用。「莊嚴」即是裝飾。何解謂功德莊嚴？你想

裝飾金殿，你拿什麼來裝飾？黃金。你想裝飾一個富有太太的格，怎辦？拿什

麼來裝飾？拿些鑽石、金、玉，是不是？你想漂亮地裝飾你的屋，用什麼？用

些字畫，或漂亮的牆紙、漂亮的地毯等來作裝飾。一個大乘菩薩，不斷修行，

將來你會成佛。 

 

當你成佛的時候，便三身具備。三身。第一個身、法身。即自性身，是

無形無相的，即是真如。第二個身呢？報身。報身是莊嚴華麗的。這個報身有

兩個解法，一個直接解作莊嚴華麗的；一個是解作有形有相的。這一種我曾講

過，極樂世界之阿彌陀佛的報身；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還有，報身必定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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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供他居住的，他住的世界稱為報土。阿彌陀佛的報土，我們讀一讀《阿彌

陀經》，它是怎樣的？ 

 

《阿彌陀經》講這地方「上有樓閣，亦以金、銀、琉璃、頗梨、硨磲、

赤珠、瑪瑙而嚴飾之。」嚴飾即莊嚴、莊飾。很漂亮的。還有，花草又是怎樣

的？記得嘛？ 

 

「池中蓮花大如車輪，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白色白光，微

妙香潔。」有沒有動物？有。有什麼？「迦陵頻伽、共命之鳥」。還會唱出些

什麼？樹被風吹動時吐出一些音，小鳥亦唱出一些音，唱出些什麼？「其音演

暢五根、五力、 

 

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這些是有具體的。 

 

所謂唯心淨土，不過是一家之說。真正正宗之淨土宗，就在那裏。唯心

淨土之心，不是說普通意識的心。你們留意，是第八識之心。這個如來藏心，

第八識之心。第八識顯現出一個具體的世界。在極樂世界裏面，見到有一棵蘋

果樹，你咬那蘋果，「sou sou」（爽脆）聲地吃，不是心在幻想的。這不算。

一般人以為「心」即意識，不是，「心」不是。「心」是指第八識。第八識所

變現的，有實賥的。唯心淨土的真義是作此解的，不是那些稍為讀過《六祖壇

經》的人所說的「個心而已」。不是的。這張檯我現在坐在這裏，是你的心、

我的心所變、我們的心共變，唯心所現。那我可以不想那張檯，不想只是第六

意識不想而已，你的第八阿賴耶識正在變這張檯。那個心是阿賴耶識、第八識

的那個心，唯心淨土是那個心，第八識的心。好了，你將來變起個極樂世界是

這樣莊嚴的。那些所謂報土又稱作淨土，便要靠你現在修行。那我修十世行不

行？不行，三個無量劫。三個無量劫修行，種下很多功德，用你這些功德來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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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你將來成佛的那個報土，稱為莊嚴淨土。你現在修行，修行做了很多功德，

將這些功德來裝飾你將來成佛的那個報土，稱為莊嚴淨土。莊嚴是 Verb 來的，

莊嚴即是裝飾那個你將來成佛的淨土。莊嚴淨土，莊嚴淨土，淨土莊嚴。 

 

有些人連分析這幾個字的文法也不懂，有些人是很蠢的。你覺得我老氣

橫秋，整天說人蠢，說人不對。我就是這樣的，因為我今年已經七十三歲了，

恃老賣老的時間。七十多歲還不恃老賣老，莫非要進棺材才恃老賣老？是不

是？那我做功德整天入戒定慧，戒是持戒而已，定是修定而已。又戒又定，變

得黃金為地，變出那些迦陵頻伽、共命之鳥，能變出來的嗎？ 

 

最難明是這裏，對不對？明白嗎？你不明白，你應該不明白。我給你

講，不是說修行這些功德會變這些東西，不是變戲法。而是那些黃金為地，七

寶為池，那種美妙的東西，完全是你的心，第八識裏面那些種子變的。那些

Function，那些功能變出來的。不過這些 Function，這些功能，現在因為我們經

常在這塵世裏面，經常起煩惱，起了貪瞋癡煩惱，便蓋過了那些功能，令它不

能起。那樣，我們要經過三個無量劫的修行，修行什麼？經常修止觀。修止觀

其實最要緊的是修空觀，無自性空的空，以空的智慧修空。多修習便不起執

著，你於是不斷修空觀，把我們的貪瞋癡等煩惱一路破除。煩惱一破除，你來

解答吧!當你的心裏面原來有一粒很美的珍珠，經常給衣服蓋著，都不知在那

裏。你要發現那珠，你要怎樣？你回答我。你回答我，有什麼辦法？當然是把

它除下來，除下來亦不行。剪開它，打破它，撕爛它，對不對？除下來不行

的，珍珠是在裏面，在衣服裏面。撕爛它，那珠便自然現了。其實這粒珠的現

是本來已在你的衣服處，你不過是用這手段來把衣服拉開。黃金為地，七寶為

池，這些功能。能夠變出這些境物的功能，本來已在你的心裏面，你的第八識

裏面。被那些貪瞋癡，污糟躐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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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瞋癡等於躐蹋的衣服蓋著，你以空觀來打破它。你打破它後，即等於

那件污糟躐蹋的衣服，你剪破它，撕爛它，自然那粒珠便會出現。本來是有

的，就如知識便是記憶般，不是阿彌陀佛賤給你的，不是釋迦佛賤給你的，是

你本來有的。打破它，修空觀，一定要修空觀。如果我不修空觀，那又…。你

明白，所謂莊嚴佛土即是修空觀，空觀即觀它無相, 修了無相觀。修了無相觀

便可以破除貪瞋癡等的相，煩惱相。 

 

貪瞋癡那些煩惱相一旦破除，那些功能，那些變起極樂世界的功能便顯

露。一旦顯露便爆發出極樂世界。所以成佛的時候，那個報身、報土便爆發。

明白嗎？是呀，釋迦佛又沒有教我們修空觀，他只是教我們念佛。是的，因為

你們蠢嘛!不能教給你們那麼多。不如教你一個矮子上樓梯，一定不會撞板的

方法，讓你念阿彌陀佛。你念數十年阿彌陀佛，當你死時自然會一心不亂，而

你在生之時亦不會作惡，那你便首先生在阿彌陀佛的化土。即是你進不了多倫

多大學，你先進那些什麼預備班讀，讀至你合格，便升進去，萬無一失，最好

是不合格讀至合格。就如養子女般，找一家好學校，正班他上不了，總之有一

個暗班，總之能令他畢業的。好處便是這樣。如果我不懂又如何？那便去到才

學，你進了預備班，在預備班那裏的老師會教的。那用你做父母的擔心？對不

對？明白嗎？不懂修空觀，不懂這個智慧，只要念佛便可以。最殊勝是這種，

念佛。 

 

但如果我會參禪又如何？如果你是參禪的，你會參空觀，更快嘛!就如老

虎加對角般，你本身已經是老虎，會參禪，參得很好了。你不念佛亦可以去，

是不是？你再念佛便更加去了。但反過來，你一味參禪，參歪了路，你便死症

（死定）了。譬如一個不識字的老婆婆，她整天（唸）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她臨死時笑淫淫的，她是死了，她生西了。你這個經常參禪，參來參去，到死

時便瀨屎瀨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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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出奇嗎？人死的時候。這樣，你在生時渾渾噩噩的生，不知多少世後

才可以生，這樣你便比她差，比一個不識字的老婆婆，更不及格。是不是？所

以，只念佛更穩健；念佛兼修空觀，則更了不起。如果你只修空觀不念佛，即

等於你做生意不買保險，不買燕梳（Insurance）。所謂四料簡，你知不知道？

念佛和修禪宗的四料簡，懂不懂？你告訴我。懂 

 

不懂？不懂，你是新來聽的。四料簡，宋朝有一位大禪師名永明禪師。

永明禪師，他把念佛和修禪比較，用四句說話來料簡。料簡即分別。第一、

（看不看得見？）有一種人只是有參禪而不修淨土的，他說這種人十人九錯，

「錯」寫作「蹉」亦可以，我也不記得「蹉」或是「錯」。十個人有九個是錯

路的，這樣是很慘的，十個碗有九個是崩的。這兩句詩是「有禪有淨土」是在

前面的。「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有禪，修得好，本來是不用修淨土

的。但是無所謂，老虎添加一隻角，更惡一點，更好看點。「有禪有淨土，猶

如戴角虎」，即既修禪又修淨土，等於老虎多隻角。「有禪無淨土，十人九錯

路」。「無禪有淨土」，便如我說的老婆婆，不怕的；「萬修萬人去」，一萬

人修，一萬人亦可以往生的。「無禪無淨土」，便不用說了。四料簡:第一個

「有禪有淨土」的，即是什麼？「猶如戴角虎」。 

 

第二個是「有禪無淨土」的，便「十人九錯路」。 

 

第三個「無禪有淨土」，亦都是穩健的。「萬修萬人去」，一萬人修，

一萬個去。「無禪無淨土」，便無話可說，不說了。這又何解？「有禪有淨

土」，即是把你的智慧、你的空觀，把貪瞋癡打破，自然地莊嚴華麗的種子，

便會自然出現。不是。是你本來有的，不是加給你的，不是佛給你的。佛不是

萬能，他不能夠給你。所以你一旦發菩提心的時候，你一定要修，修什麼？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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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三無量劫，尤其是你見了性之後，用你修的功德，用你修六度萬行的功

德，來裝飾你將來成佛的淨土。因為你一旦成佛，你的淨土。你還要接引很多

的眾生，生於你處。好了，說到這裏，佛的意思是這樣，稱為功德莊嚴，以功

德來裝飾你的佛土。好了，那你又是矛盾。你又說是無為法，那些聖人、賢人

因他們證得無為法，證得的程度高低而定的，是不是？你成佛便是最高的聖

人，現在這個最高的聖人，亦都是證得無為法，證真如證得最徹底而定的。但

你又說，這真如，這無為法是不可取，不可說的，是既無形亦無相，這便是矛

盾？ 

 

將來你成佛，你的報身是怎樣的？你讀了修阿彌陀佛那個什麼？「阿彌

陀佛身金色，相好光明無等倫」，還有呢，記得嗎？「白毫宛轉五須彌，紺目

澄清四大海」，這個報身的相。那便是有相，你又說是無相？還有，你現在念

佛，念至臨死的時候，你便生去極樂世界，你便取得極樂世界的身份。即如現

在的人入籍般，入了即取得極樂世界這個身份。這便是有取，這豈不是矛盾？

你又說是無取、無說。 

 

於是他答，他的答案是什麼？同樣是無取無說。何解？你那些莊嚴華麗

的種子，你本來已有的，你從何處取來？是不是？而且你所以能夠成佛，是因

為你修空觀而所得到的。縱使你聽佛說法，聽只不過是旁敲側擊啟發你而已。

當你真的證得真如的時候，連佛也看不見，什麼也沒有，又有誰說？無說。所

以你修行功德莊嚴淨土，同樣是無取無說。如果有取有說又如何？這你便不

行，那你喜歡的功德莊嚴，便莊嚴不到。你有取有說，便莊嚴不了。何解？所

謂佛土功德莊嚴，是要你內證，修止觀，修空觀，把那些煩惱打破了之後，那

些莊嚴華麗的種子出現。 

 

所謂功德莊嚴，是這樣莊嚴。這種莊嚴並非用金、用玉，鋪佛金般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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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不是那種莊嚴。非佛土，非世人那種佛土功德莊嚴。即是什麼？這些是

以你真正修行的，修止觀，修空觀，用你的功德以莊嚴你的淨土，懂嗎？懂得

你便可以解了，懂嗎？好了! 

 

釋菩薩取佛土功德莊嚴之疑。分兩段，第一段是正釋，（庚一）。第二

段是（庚二）、示勸，勸人修。「正釋」分兩段，第一段是標，即標出宗旨。

第二段是解釋理由，（辛二）、釋。「佛告善現」，佛告訴善現。「若有菩薩

作如是言」，若即如果，如果有個菩薩。作者，起。起即講出，「作如是言」

即講這句說話，「是言」即講這句說話。他如何講？「我當成辦佛土功德莊

嚴」，我現在應當要做成、能夠辦到，我將來成佛時的那個佛土，是用我的功

德以莊嚴它。如果一個菩薩這樣說，「如是菩薩非真實語」，他說這個菩薩。

如是即這個，這樣的。這樣的菩薩，並不是說真話，他騙你的。實語即真話。

他不是說真話，他騙你的。何解？ 

 

下面解釋，（辛二），「何以故？」為個麼？「善現」，他稱呼善現。

開始解了。 

 

「『佛土功德莊嚴，佛土功德莊嚴』者」，他說我現在所謂的佛土功德

莊嚴，如何莊飾我的佛土呢？將來成佛那個國土，那個世界。「如來說非莊

嚴」，即我如來說的意思，不是用金，用銀來莊嚴，而是修空觀打破一切煩惱

障礙。不是。即非世人所謂用有形有相，金銀珠寶來莊嚴。「非莊嚴」「是故

如來說名『佛土功德莊嚴，佛土功德莊嚴』」，所以如來說，所謂佛土功德莊

嚴，是用你的空觀，用你的無相觀，去打破煩惱，才是真正的功德莊嚴，功德

莊嚴了。明白嗎？ 

釋，那處。『佛土功德莊嚴，佛土功德莊嚴』即是標舉出所謂佛土功德莊嚴。 

 



23 

跟著，「如來說非莊嚴」。如來說這種莊嚴，不是世人說的用金，用玉

來莊嚴。「是故如來說名『佛土功德莊嚴，佛土功德莊嚴』」，所以如來，我

所謂的佛土功德莊嚴，是以無相觀，用我們的智慧來莊嚴的。用我們的無相

觀，用我們空的智慧，洗淨煩惱，自然那些莊嚴華麗淨土的種子便會爆發。自

然那個淨土便成立，自然那個所謂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那些便是真莊嚴。用無

相觀去修的，才是真莊嚴。懂得解了？ 

 

三步曲那裏，『佛土功德莊嚴，佛土功德莊嚴』是標出來，「是非莊

嚴」，否定了它。「是名莊嚴」，這個才是真莊嚴。你亦可以這樣解，『佛土

功德莊嚴，佛土功德莊嚴』是標舉出宗旨。跟著「如來說非莊嚴」，那莊嚴是

無自性的，是空性的。空的。「是故如來說名『佛土功德莊嚴』」，這個是幻

有的功德莊嚴，來接引那些菩薩，引人入勝那些。所以這種思想，到了六祖

時，便說沒有極樂世界，都是引你入勝而已。那個阿彌陀佛是我們的自性來

的，我們所謂之淨土，不過是我們心的作用而已。所謂觀音菩薩，亦是沒有

的。我們人人都有個慈悲念頭，這個慈悲念頭便是觀音。對於人家做好事，我

們便歡喜。我們對眾生能夠起帄等心，這便稱為大勢至。全部都是假的，全部

都是我們的心來的。如果把《金剛經》這種思想再極端化，即是變成什麼？即

變成六祖。都說六祖的說法，太過了一點，是打淡人。老婆婆的心被你打淡

了。那我便不用修了？我又不識字，又不懂經教，那便慘了。是這樣的了，這

樣死定了。 

 

同學：「那個佛土功德莊嚴是否用真如自性來莊嚴？」 

 

老師：「不是。真如自性是本有，淨土的本賥便是真如自性。本賥上所起的作

用，便成了淨土，那個淨土不用我們莊嚴的。因為這些金、銀、琉璃、玻璃、

硨磲這七種莊嚴，都是在我們的第八識裏面恆有的種子。不過現在是被遮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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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便變成一個普通的世界。如果我們用真空、用空觀，知道這個世界的事物

是空的，不執著它，我們便不起煩惱，不起貪心，不起執著。這時候，煩惱一

旦不起，我們經過無量劫之後，洗淨煩惱，剩下的那些種子，那便是佛。這便

稱為莊嚴，本來有的，只是洗淨它。即如洗地，洗淨那些邋遢物。本來是金、

銀、琉璃，被泥漿蓋著。洗淨它，這便稱為莊嚴。無相觀便是真的莊嚴，了解

它證得真如，便真正成佛。 

 

同學：「即是金銀是你的世界，亦都是有價值的東西。但是它是無相，當然是

的。所以這金銀不是正是什麼呢？是假的？」 

老師：「他即是說是很美麗的地方。不過這樣，美與不美是有…。或者那些金

很美，金亦都有多種的，那些紫磨金很美的，以前最正是那紫磨金，

那種金是略帶紫色的。黃金是黃色，淡黃色的，黃甘甘的，黃金是不

美的。那些帶有紫色的紫磨金漂亮，那些帶有紫色的金如南非的

Kaplan。那些輕帶紫色的金才美。」普通的，你一般買到的金，黃至慘

淡那些黃色的金不漂亮。金都有多種，成色都有高低，如南非那些金

9999。」 

同學：「…，石頭又看你如何。」 

老師：「是的。石頭也有美不美的。」如果你一定要或是不要，便變了執著。

如果一定要呢？又是執著。要怎樣呢？這些都與石頭一樣，我們起分

別的。不過美不美，確有客觀性。所以我們大家歡喜，便不妨歡喜，

但不要執著。所以這個像孔夫子所謂的「極高明而道中庸」。你的智

慧可以很高明。但你告訴人，得說成中中地，因為你說得太高明，人

家都莫名其妙。佛說法亦是這樣。所以有些人，見有人修淨土便說人

「唯心淨土，自性彌陀」，那用修。這些人已經是執著，他已經是死

症（沒救）之一了。人家修你卻說人家執著。你一定不修的，你亦是

同樣執著。你不執那邊，你執這邊而已，是不是？即你的腰背不彎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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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邊而彎至左邊，同樣是彎。最好是在中間，不彎左，不彎右。左右

逢源，即是中道。 

同學：「羅教授，有一事問你，你說修空觀，如果念阿彌陀佛那些，整天觀

想，說那裏有一個阿彌陀佛，又說黃金為地，又什麼池。這樣便變得

不是空？」 

老師：「空不是等於無，是幻有。即何解？你想明白，我們第八識裏面有很多

功能，Function。何謂 Function？這件東西未出現，它能夠令到這件東

西出現的 Energy，現在的人稱作能量，即是功能。第八識是無形無相

的，功能亦是無形無相的。正是因為第八識是無形無相，所以它能夠

把各種功能，無量無邊那麼多無形無相的功能，能夠攝持著，令它不

散失。這些功能，有那種功能呢？有顏色的功能，五顏六色的功能。

色的功能，一有機緣便會變起五顏六色。有聲音的功能，一有機緣出

現，它便變出各種美妙、高低強弱的聲音。有香的功能，又有味的功

能，有觸的功能，這些都是有功能。那些學禪宗的人，說是沒有的，

這便是執著。 

 

他自己是死症也不知，他已經染得死症。空執嘛!空執更糟糕!有執他還

不敢作惡，空見更糟糕，入了虛無主義裏面。即有色、聲、香、味、觸、法，

各種思想的種子。將來爆發這些種子，便成為這個世界我們所見五花八門的事

物。但是現在我們所爆發的東西，世俗的人多數不是很純潔的、是污濁的爆

發。我們用空觀便可洗除這些，保留那些清淨的。洗是洗掉那些執著，話它一

定非…，同是蓮花那麼香的。他是相信極樂世界裏面，那些蓮花是很香的。它

雖然是很香，但都是我們的心所現的，都是幻有。雖是幻有，仍然是有的，不

是無。你們知道它是幻，但亦不用不要。不要則執著於空，更糟糕。知道它幻

有不執著，又知道為何我們同是一樣，好像你同是…，同是一朵蓮花的香。我

們嗅得便知道蓮花的可貴。有些人不知蓮花的可貴，有些人歡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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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有逐臭之夫，越臭逐對。譬如一頭狗，小孩子的大便，如果你家裏

有小狗，那小狗看小孩子大便，它蹲著那裏等，待小孩走開，它便走去吃。還

比吃魚翅香，不然它不會吃。但你呢？你會咦（覺得討厭），臭不可聞。 

 

總之，我們覺得，在人類覺得香與臭，有多少客觀性。它之所以為狗，

都有些客觀的。總之是美妙的，是好的，我們要知道，這對我們無礙。一個是

性空，本賥上沒有那樣實的東西，但沒有那樣實的東西不是等於無，是幻有。

佛為了度眾生，亦由他第八識裏面，運用他的種子，現起一個幻有的極樂世

界，又變起一個幻有的白毫宛轉五須彌的報身。 

 

你生的時候，他亦加被你，令你生起那個幻有的世界。他的世界等於一

家大公司，不知多少萬萬億資本的。你沒有力量去什麼，你去念佛等於什麼？

你找一個經紀買兩張股票。但雖然只有兩張，你也是它的股票持有人，不能說

你不是的。你如何下等也好，你也是極樂世界的公民。便是這樣解。去到那

處，便自然有辦法的。這裏作何解？有一個小孩子，你希望他好，進入一家好

學校，自然是好的。如果你去極樂世界，你生在那裏，碰到的都是大善知識，

不用憂。即是把你兒子被送到一家好學校，你心上的大石也放下了。不要緊，

這便是幻有。不知也不要緊，不知去了再算。知道亦不要緊。「沒有的，這些

都是不需要的。」這種便不行，這種便不能去那裏。要怎樣？第一個阿僧祇

劫，他去不了？何解？他因為有這種執著，認為是無的，不可以去。要待他見

了道，初地。入了初地時，他懺悔了，「我以前都是錯了，為何這般做

法？」。不合真道，確是不同的，然後再向阿彌陀佛或者其他佛發願，「我願

生於你的國土。」要這樣去。第一個阿僧祇劫他不可以去。反而不及一個不識

字的老婦。便是這個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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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就算生淨土…，明知生做下下品的蓮花，…那還是淨土。」 

 

老師：「是的。有一個兒子，就算是最低級的，也沒所謂，包升級的，當然沒

所謂，慢慢地讀至博士的，那有什麼所謂。那便讓他讀至三十歲才取

博士。」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