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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他本有的種子，去到那處，一旦激發它，它會倒過來的。你不要以為那些

老婆婆蠢，是因為環境令致她這樣，如果有人稍為激發她，有些是很聰明的。

就像那些奴隸，自己都可以想出那數條定理。一個普通讀了五、六年書的小學

生，都不懂得那數條定理的。 

 

今天繼續講「示勸」，他說，所以我們要如何？看看第五十八頁（新書一Ｏ三

頁），「示勸」，勸人，教他如何修？他說，「是故善現」，是故即所以，所

以呢。他說善現呀。「菩薩如是都無所住應生其心」。一個修行的菩薩，如是

即這樣，應該要這樣。應該要怎樣呀？「都無所住」，對於一切事物都不要執

著它為實有，但亦不要執著它為完全無，不要執著。「應生其心」，不是說變

成死物生不起，不是。是應該生起一個無執著的心，既不執著一個硬磞磞的實

有，亦不執著說它這個是虛無。那怎樣稱為無所住？下面有解釋。 

 

例如：「不住於色應生其心」，當我們見到顏色的時候，我們不要執著有實的

顏色，亦不要執著我們要修行、要成佛，得到很好的面色，不要執著。但我們

要生其心，要知道我們見到的確是顏色，生起見色之心，見到顏色之心， 

不過不執著它為實。不執著它為實，即性空；不執著它為實而見到色，便是幻

有。「不住於色應生其心」，即生起一個不執著色的心。「不住非色應生其

心」，你不要執著所謂色是假的，那裏會有，這便執著非色了。你不住，不執

著非色，不執著非色的心。 

 

不住聲、香、味、觸、法，同一樣道理，不執著於聲、香、味、觸、法而生起

的心，見色、聞聲、嗅到香、嘗到味和觸到那些觸覺，和思惟到的法，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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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不住於非聲、非香、非味、非觸、非法而生其心。總之一句概括言之，一言

以蔽之是什麼？「都無所住應生其心」。對於一切一切事物，都不執著它為實

有，亦不執著它是全無，這樣去了解，起一個中道的心。這樣自然煩惱便不多

起了。不多起，你的智慧自然會發動。解答了一個疑問了。 

 

菩薩莊嚴佛土，要些什麼來莊嚴？修無相觀，破除煩惱，掃除執著，莊嚴佛土

的種子，自然會出現。因為你很快成佛，你的報土、報身，自然便出現。如果

你不掃除這些執著，你整天的「我現在起報身，我現在去報土。」整天怎樣講

都是假的。解答兩個問題了。還有沒有問題？有便要問。明白嗎？回去多讀兩

次便可以。只要這本經一通，便了解般若，將來便可以讀《大般若經》。還有

那些聖人、階位，你看我的，你知道那二十七級便可以。其餘是附帶的那些所

謂法忍、法智，今天沒有時間講了，改天講你聽。不論小乘大乘，見道的時

候，都有法忍、法智。那歷程有十六個剎那。 

 

同學：「教授，這章你亦需要講解一下。」 

老師：「不用解了。你能看得多少便多少，不懂便結一個緣。你自然將來會懂

的。這章陳太影印了，你問她多少錢？不要錢則俾她做功德。」 

陳太：「免費的。」 

老師：「陳太這個功德比做佛像更好。因為妳這種功德，將來這些人看過的，

都會是妳的善知識。妳成佛的時候，他來參拜妳；他成佛的時候，妳

會去幫他忙。就如阿彌陀佛，你便是觀音，妳會幫著他的。」 

陳太：「希望他們成佛來教導我。」老師：「或許他比妳先成（佛），如果他

先成（佛），他說不定會教導妳。」 

同學：「羅教授，我想知道所謂四禪菩薩，是不是就算修羅漢的四個階段，就

算你行菩薩道，都是一定要堅持沒有情欲，不用經四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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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小乘修道是要把那些情欲完全沒有了，不生欲界，不還果。再進一步

要如何？要灰心滅智，成阿羅漢入涅槃。小乘是這樣。大乘則不

是。」 

 

你不要用這些來跟人家辯駁，因為這世界不懂事的比懂事的人多。你只認識多

少，不要和人家辯駁。 

 

故留煩惱。你可以斷除煩惱，譬如你還未見道，你可以把煩惱掃清。見到金銀

珠寶，一點兒興趣都沒有；見到女色，一般你都沒有興趣；見到功名富貴，你

全部都看得通透，一點兒都沒有。這樣是好的，如果你想快快趣趣（很快） 

成為阿羅漢，小乘，是好的，第一流。但如果修大乘，則不怎麼恭喜了。 

你現在修大乘，不是要…。現在的法師聽了便會不怎麼舒服的，你不要駁法

師。 

 

一個大乘菩薩，要做什麼？十王大業。要做什麼？換言之是什麼？內聖外王，

即你的內心是聖人，但你表現出來的事業，是帝王一樣的事業。換言之，即是

什麼？你要在這個社會建功立業，不是藏於沙門，關起門青磐紅魚。這些是小

乘人的，大乘菩薩不是的。小乘人是工作也不做，參化便可以。大乘的人不

是，你要怎樣？要做社會的事業。沒有錢如何做？你去賺錢、做生意、經營產

業，去賺錢。賺錢如何出家修行？你沒有錢能做些什麼事？你想布施，如何布

施？某一條村落很缺乏醫藥，某一個地方，你想布施但沒有錢。你得去找，做

實業家賺錢去，積集財富，越多越妙。大乘是這樣的。如果見到金銀珠寶，便

極討厭的，你如何去找？保留多少貪，金銀珠寶我都想的，合理的想不要緊。 

還有，你想回到人間，化度人。回到人間你要入胎才行，你如果沒有男女情

欲，如何入胎？所謂入胎者，即你的「中有」（中陰），你死後的「中有」

（中陰），到處飄蕩，剛剛飄蕩到。和你無緣的，你見不到的。剛剛和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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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那個可以有資格當你爸爸的，那女子有資格當你媽媽的，你便會碰到、見

到她。如果剛剛遇著他們在交合，你在那處看，如看電影地看。你不知道將來

會是什麼，因為是說不定的，蒙查查（不清楚）的。你如在看戲般，即等於你

們在看性感電影。你去看，越看越起勁，看至緊張的時候，便如出神一樣，整

個撲過去，那個「中有」（中陰）便死了。 

 

「中有」（中陰）剛死的時候，那第八識便不再變起中陰，第八識便攝入那

個…。第八識的死亡，剛剛是父親的精子與母親的卵子都沒有壞的時候，你的

第八識便加入了它。即是說父親的精子和母親的卵子，不單父母是所變的。父

親的精子為父親的第八識所變，母親的卵子為母親的第八識所變，你的第八識

加入其中。即是說精子和卵子結合所成的胎兒，是三個人的第八識所變，你的

第八識變起胎兒的功能。你媽媽的第八識，你爸爸的第八識，三個一起。漸漸

地，投胎後經過一段短時間，你爸爸的第八識退出，即沒有那麼密切，媽媽更

加密切一點，你更加密切點。在你出生時，臍帶剛剪斷後，出生了。漸漸地你

媽媽的第八識疏遠了，你的第八識漸大了，大部份的優勢，這樣你便成為了一

個獨立的身份。 

 

你說你投胎時要看那一幕才可以，矇查查、迷迷妄妄，才起了情欲，這樣然後

才能投胎。如果你說不是，老僧入定，不看的，這即是不能生於欲界，你明白

嗎？那些一來果聖人，他不來了。為何他不來？他沒有興趣，你明白嗎？何

解？因為他沒有了煩惱，這個貪瞋癡的欲界。男女情欲是貪來的，他沒有了

貪，便生不了欲界。這即是說他想入欲界救眾生也沒有辦法，除非他是七、八

地以上才可以，那時他以定力進入便可以，用定力進入。這類人亦不會結婚，

就如六祖以童貞出家。如果你想入欲界投生，而你的地位又不是很高，未到

七、八地以上又如何？你便要故留煩惱，你的煩惱可以剷取所有貪瞋癡，故意

保留它，保留它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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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我們的智慧指導著煩惱，煩惱起的時候，被智慧約束著，即不讓它氾濫。慢

慢地讓你，留下多少煩惱，讓你可以喜歡在欲界投生。到了七、八地以上，便

慢慢地再殺了它。如果他又有貪，又有瞋，豈不是他見到異性，是男人他故留

煩惱，見到女子便會起心。起心有什麼礙？只要他規規矩矩便無礙，最怕是他

隨街非禮人，那便不好。如果他是合理追求，那又何妨。見到銀紙起貪念，貪

又何妨？他貪最重要不要拿錢去設立一家走私、漏稅的公司。他不拿錢作走

私，保留一些錢做一些有益的事，又何妨？故意保留一些貪。有瞋的煩惱，嬲

怒。如果一個人一點兒脾氣也沒有，人家來滅他的國家，他也不會發怒的，這

種人還有什麼用呢？你說，有什麼用呢？你的國家給人欺，給人滅。你還在說

這些是業力。這有什麼用呢？應該不是這樣，這是我的國家，你侵害我的國

家，我要怎樣？我要投軍，我要反抗，我要現將軍身來對付你，這樣才可以，

有多少脾氣。 

 

為何要這樣？菩薩也明白需要故意保留一點兒煩惱，你明白嗎？大乘菩薩。如

果不是他先成了羅漢，故意便保留些少煩惱，貪瞋癡都被保留。貪瞋癡不是很

多惡性的嗎？它不會是惡性的。何解？它有般若智作指導。沒有般若智作指

導，便會是惡性。譬如男女情欲，惡性的。如果他隨街非禮人，那便是惡。但

如果他有智慧出現，男女的情感沒有什麼礙。但不要隨街非禮，要規規矩矩，

有智慧約束，不會氾濫，無礙的。修大乘是要這樣的修，明白嗎？明白了？ 

 

同學：「羅教授，譬如剛才你說，「中有」（中陰）身會找有緣的父母投生。

現在那麼多人主張節育，那便有很多「中有」（中陰）身沒有機

會。」 

 

 



6 

老師：「有，很多機會。我們的地球是一個世界，三千個這樣的世界，名為一

個小千世界。這個地球節育，全部都節育了，還有二千九百九十九

個。而且一千個小千世界，為一個中千世界；一千個中千世界，便成

為三千大千世界。一個大千世界有多少眾生？有多少位可以讓你

去？」 

同學：「或者那些和你無緣呢？」 

老師：「不會是無緣的，只是那緣現或是不現而已。譬如你和一個小孩，本來

有母子之緣的，本來是有的。因為他一定以前曾經是你的子女，或又

說不定是你的父母。不過這種緣，比你今生的種子，和你今生子女的

種子強。這樣，你今生便生了這兒子。如果這種將來一旦過去之後，

可能你的丈夫走去生天，生了在色界。而你是在欲界，碰到另一個，

你又會做他媽媽也說不定。即是換言之，你穿一件皮褸。一件皮褸需

要四十隻Mink，可能那四十隻Mink，可能是你四十個前生的（老竇）

爸爸、前生的媽媽，的皮給剝了下來穿著，因為你。沒有一個眾生幾

乎是沒有緣的，同一個世界碰到面、見到面的，都是有緣。在街上碰

到一個污糟躐蹋、臭不可近的人，可能這個是你前生的媽媽、爸爸也

說不定。正因為這樣，所以不好殺他，要慈祥對他。」 

同學：「羅教授，這個是什麼字？」 

老師：「這是『殑』字。恒河梵文稱為 Gangā 河，英文譯為 Ganges，即是恒

河。」 

同學：「泥盤呢？」 

老師：「泥盤即是涅槃，譯音來的，Nirvāṇa。舊譯譯作泥盤，比較新的譯作涅

槃。」 

同學：「我想問持名念佛和觀想念佛是不是兩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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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是一起的，觀想便是心密、意密，持名便是口密，兩者同是一樣。當

時分兩派，一派只觀想不持名，一派只持名不觀想。現在普通的既持

名又觀想。」 

同學：「分開都可以？」 

老師：「分開可以，合亦可以。」 

同學：「你那部《金剛經》說，那佛是一日只吃一餐而已？」 

老師：「印度人普通正餐只吃一頓。」 

同學：「那如何夠營養呢？」 

老師：「印度人是可以的。何解？他下午可以吃一些沒有渣的果汁，有渣的果

汁他不能吃。沒有渣的果汁可以吃，發酵的酸奶也可以吃。或是更有

益呢？奶是不是更貴一點？還是有益的。」 

同學：「那即是吃一餐有渣的。」 

老師：「正餐的，有渣的，其餘是沒有渣的。」 

同學：「哦，那餐吃飽點，一餐以後是可以飲但不可以吃？」 

老師：「飲那些沒渣的。」 

同學：「現時的和尚很少學他們這樣？」 

老師：「而且不能學。如果一定要這樣學，這個人便是食古不化。何解？執

著。印度是亞熱帶地方，天氣很熱。吃得飽便會滯著，不可以打坐，

不可以修禪定。修禪定要肚空。」 

同學：「空肚？」 

老師：「太空又不行，是要有一點東西的。印度人，修行的和尚，早上起來便

修行，入定時又不用怎麼看時間。到八、九時左右，他便去乞食。乞了

回來便吃，吃完已經十二時了。跟著便往散步，在殿堂內散步，謂之經

行，經行散步。經行便消化了多少食物，然後便回來學習，說法討論。

這樣，到了下午三、四時左右，他都還未很餓，如果有水，有些無渣的

果汁，便可以飲了。天黑時他便入定，睡覺了。入定和睡覺，天黑便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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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或是念經。到了三更天便睡覺，必然的，那時沒有燈。第二朝早上

便起來。所以他吃一餐便足夠。但現在不行，尤其北方冷。必定冷死

你，如果在零下十度、八度你只吃一餐。在這裏也不行。那個 Calorie

（卡路里）不夠嘛，所以我們不要學這種一日只吃一餐的做法。」 

同學：「有聲聞和獨覺，聲聞說到時已死了，獨覺是不是等於緣覺呢？」 

老師：「是的。」 

同學：「辟支佛呢？」 

老師：「辟支佛即是獨覺。辟支佛，Buddha是佛、覺。Pratyeka解作單獨。」 

同學：「這個辟支佛，這個緣覺，和聲聞和佛是否在中間。」 

老師：「聲聞講的是大乘、小乘。大乘者一定要發大菩提心。為何他能發起大

菩提心？因為他有一個大悲心。大悲心即有一個大的惻忍之心，同情

心。所以他要救世，他然後才發大菩提心。聲聞、獨覺那些，有一種

人發不起這種心的。人歸人，他死是他的事，『他自己輪迴，關我何

事？是我讓他輪迴的嗎？』他說『是的，前生的父母，前生的子女。

前生子女今生人人都是前生的父母，前生的子女。那裏顧得那麼多

呢？不理了！我先處理好我自己。』他不發大菩提心，你明白不明

白？他只是發小菩提心，我處理好我自己，我求覺悟入涅槃。這樣他

發一個聲聞菩提心。」 

同學：「這便是自了漢。我想知道何謂辟支佛？」 

老師：「辟支即獨，單獨；佛即覺，即是獨覺。」 

同學：「辟支佛是不是梵文？」 

老師：「是的，梵文。修行的人證入果，大乘的果是十地的果。小乘的不外是

兩種，一種是聲聞乘，一種是獨覺乘。先講聲聞乘，這種人是特別蠢

的。人家說你這樣冒犯了那些羅漢，我冒犯了又如何？你是蠢嘛，很

多人比他聰明。他要自己求覺悟，又發不起那個大心，這樣便要…。

他的第八識裏面，又有一些將來可以入涅槃的智慧。他這種人，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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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蠢，所以剛剛碰著有佛出世，佛成道了，便說苦、集、滅、道四個

諦法，說小乘那些。他便跑去聽，又或佛故意跟他講。他聽了後，了

解生死的道理原來是這樣的。『原來有個涅槃我們可以證的，我便皈

依佛，便出家了，以後便了結。』便是這樣。這種聞佛說法的聲音而

悟道、而修行、而證果的，稱為聲聞。 

 

『聞』字是一個 verb動詞，變為名詞英文便加-ing，中文則把音讀偏一點，

『文，敏，問』，便讀作聲聞（音文）－聲音之聽聞，即聽聞了聲音然後悟道

的這種人。這種人因為他蠢，需要慢慢來，所以分成四級。說是四級，其實可

以延伸為二十七級。裏面自然有些真是需要經過六十世以上才行；有些是六十

世不行亦有，不過那些是六十世都不願修行的。如果他是有點聰明，叻（能

幹）的，兩、三世他便達成。今世死後，來世便達成。有一種人是這樣的，初

初本來是先證預流果，然後是一來果，然後才是不還果。有些人是一證便是不

還果的，一證便是不還果，跳兩級的。這種是利根的聲聞，有一種這樣的聲

聞。這是聲聞，獨覺又如何？獨覺是否要經過四果的？我也不是很清楚，照理

亦可能。 

 

獨覺又如何？他這種人很聰明，不用靠佛說法，沒有佛出世的時候，他觀察這

個世事，世事是無常的。他們如我們中國的莊子，便屬於這類。他觀察這個世

界，這個世界是無常的、世界是空的、這個世界是無我的，自己了解。自己了

解便自己入觀、自己修行、自己在定中證那四果。或者甚至有些是超越的，不

用證四果。當他的觀一旦成熟的時候，便可以證果。觀什麼呢？普通的是觀十

二因緣。那些稱為緣覺，因為觀十二因緣而覺悟，所以辟支佛又稱為緣覺。這

種人跟大乘人同樣聰明，但他不願救世，他沒有慈悲。有大智慧沒有大慈悲，

所以有人稱他為中乘，亦可謂小乘中，他不用靠佛的，不用見佛的。」 

同學：「請問禪定是否必須盤膝而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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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不是。如果你少了一條腿，如何盤膝？不是。是那些人的執著。」 

同學：「我們年老。」 

老師：「臥著亦可以。不用的。狐狸亦會入定的，牠四腳伏著便入定，那些狐

狸精入定後會有神通的。不用，你如何靜坐都可以。如日本人跪著，

如日本人的茶座那樣都可以，跪著亦可以。中國人的靜坐，坐著兩腳

垂低，椅子需在大腿水平，這樣坐著。你累的時候，單盤亦可以，雙

盤亦可以。無所謂。切不可執著。事事記著，我認為應略得其意，那

會是這麼死板的。還有，高佬盤膝容易，矮子腳短盤膝很辛苦，所以

不用。有些人卻說非雙盤不可，這種人又是多生以來的執著重。」 

同學：「是不是有人會盤了便收不回？因為硬著來。」 

老師：「硬著來？得要找醫生了，找朋友抬他去找醫生，有什麼辦法？」 

同學：「我真的知道有一個人硬著盤。」 

老師：「很多，弄出禍來。盤膝不是這樣的。」 

同學：「以前的法師要坐著死的？」 

老師：「十個中有九個是假的。」 

同學：「『殺人放火金腰帶，修橋整路無屍骸』。有很多話覺得不值，做善事

結果『殺人放火金腰帶』。這兩句說話，可否用三世因果來給我們解

釋一下？」 

老師：「他有一世，應該是做大富翁的，金腰帶嘛。是果來的，它剛剛今世出

現。他剛剛今世金腰帶的時候，看見一些東西值得起貪的，容易引起

了他貪，煩惱他便殺人放火。為了滿足自已欲望，便殺人放火。但是

若果你是真正修行的，未必沒有屍骸，真正修行。假修行的便會有不

好的結果。真正修行的時候，如果你發大菩提心真正修行，便會有善

神擁護你，很少會弄至死了沒有屍骸的。你或看見他死了沒有屍骸，

但是未必。有時可能是故意不管它的。例如岳飛，他可以不用死的，

但他寧可死。但你知那些算命先生，不知是否拿了一個假的岳飛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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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至最鴻運的時候，他便死。從那年起，行至一世運最好那個，那五

年，他便給秦檜害死，很難說。有些大將，死的那年便是他運氣最好

那年。那些算命先生便說，既然沒法解釋，便說，他已經變了神，那

便是走運走到透了。但如果單單是修行，想輕輕免禍，不會走了沒有

屍骸。」 

同學：「還有一樣，這幾年我們中國有一個大災劫也幾十年了，死了那麼多

人，沒有什麼解釋的，這是否可以作災劫解？」 

老師：「所謂劫是眾生的共業做成的。」 

同學：「那可否以共業解？」 

老師：「正是共業。為何非洲阿爾西尼亞會弄成這樣？為何越南、柬埔寨弄成

這樣？正是那處眾生的共業。他們很作惡嗎？很壞嗎？人是這樣說

的。你想想，中國從清朝至現在，一、二百年之間，必有大亂，必有

大慘劇出現。何解？在一、二百年裏面，那些上級的人，有權有勢

的，驕奢淫佚，種下這些業。將來弄出什麼來？便是被殺的災難。 

 

還有，普通的人爭權爭利，為了爭權爭利便你靠害（害人、算計）我，我靠害

你。他只是作些少惡業而已，他平時挺好的，他又沒有殺生，後來他又沒有偷

盜。沒有殺生只是沒有過失而已，沒有殺生有什麼功德？你沒有殺而已。你又

沒有偷東西。不偷東西，是應該不偷東西的，有什麼功德？是不是？你沒有偷

東西，只是應該，合本分而已。這些怎可叫做功德嗎？你不偷東西便叫做功德

嗎？你布施便是功德，你不單不偷東西，還把自己擁有的捐助醫院，或給了貧

苦的、去救人，這些才是功德。 

 

積極的才是功德。或者你說「我不偷東西，我又不說謊」，你只是守本分，沒

有什麼大功德。人是應該說謊的嗎？是的，人是不應該說謊。那即是你沒有什

麼功德，你只是沒有作惡而已。沒有作惡並不等於行善，是不是？一個人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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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是真正行善的？不作惡或少作惡已經是難，何況是作大惡。所以便要如何？

真正想要功德的，便是要修行六波羅密。不止是修行，首先最好是修行的時

候，第一是要發菩提心，第二修般若觀，第三是修菩薩行。 

 

菩薩戒，現在有一種人，這種又是蠢材，以為跑到某一個山，跑到台灣、跑到

香港大嶼山，弄件道袍、穿件袈裟、掘數個洞、住數日，那我現在受了菩薩

戒，我便應該受人天供養。一句話，很多，十個這種人中有九個是「烏 Sir 

Sir」（不清楚了解）的。這樣便可以嘛？這樣便值得供養嗎？你燒數個窿在頭

處？這樣便值得供養嗎？你真正地做好事，便可供養。就如德蘭修女，真正的

一生人為他人著想的。真正去印度、去柬埔寨做醫生，替貧民打針（注射疫

苗），替貧民修建，那些便是真正的菩薩行，那些便有功德。 

 

你這個搖搖擺擺，要受供養，是枉食人家的飯。同時是有過失，這是最低等

的。比較高的是青磐紅魚，度此一生。你只可以說是沒有過失而已，你有什麼

功德？你關起門在修行而已。你對社會並未有做過什麼好事，你曾掃淨一條街

否？是不是？你有否救過什麼人？這種是沒有過失，比較好一點，何解？生在

社會亦不至於會弄髒這個社會。但要是積極性，有建設性的則沒有。對人類沒

有什麼好處，真正的好處是守菩薩戒的，積極性的。積極性是指什麼？佛家有

四十七條菩薩戒，積極至極。普通的人不懂，說守菩薩戒，菩薩戒是什麼根本

都不知，如何受？何謂受戒？騙人。 

 

同學：「羅先生，如果那個窮的拿四元出來做善事，是否比那些有錢人拿一百

萬的大？他沒有得食，卻拿錢出來做善事。」 

老師：「如果你什麼錢都沒有，你兒子給了你數塊錢，你全部拿出來，比較李

嘉誠捐一億元出來，你的功德應該比他大。是的。從前有一個佛經故

事，佛經有一段這樣的故事。佛，有很多人用燈作供養。佛去到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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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地方，人人都買一些油給燈作供養，於是有數千盞燈在那處。有一

位老婆婆，很苦的，她亦跑去。她沒有什麼錢，不知怎的找到多少

錢，買了些少油，點了一盞燈，她亦去供佛。誰知在供佛時，忽然來

了一場大風，全部燈都吹熄了，一盞沒有熄掉。只剩下她那一盞沒有

熄掉。她那盞不熄，那些人便問佛：『為什麼她那盞燈那麼微弱卻沒

有熄掉？其他那麼好的燈卻全熄掉？』大風當然會熄掉，為何不熄？

她有她的特殊原因？她很窮，卻盡她所有能力買油，所以她的不會

熄。」 

同學：「那些是真善心。」 

老師：「所以那些富人，我最看不起那些富人，我費事（沒勁）跟他講，我很

驕傲的。何解？你的錢又不會給我的，我何用對你客氣。你富有是你

的事，你如果給我，又當別論。你給了我，我可以做很多事的。那些

人以為『我有錢，我可以捐錢建一間寺門，我又鋪了多少佛金，我的

功德又有多大。』大什麼？用三千大千世界載滿七寶來布施，都不如

一個人念四句《金剛經》，教人懂得念四句《金剛經》。是不是？那

又有多大？所以那些人執著，以為自己多兩個臭錢便了不起。這種人

我最看不起，所以富人來到，我便跟他講。我歡喜說『那處的魚翅最

好，你食的時候，請我一起吃吧。那處的夜總會表演好看，我已好久

不看了，我都想找人請客。』他如果是聰明的，他會知道我在告訴

他，『你沒有資格跟我談這些，你的資格只能跟我講那一味魚翅好

吃，那一家的科騷（Floor Show）好看而已。』他如果知道便會明

白。」 

 

但是有煩惱一齊起的，跟煩惱相結合的。例如香港的鄧肇堅爵士，捐了五百萬

建一所醫院，他或許沒有提出要求，會弄一個鄧肇堅爵士紀念醫院之類。捐便

是捐，弄這些幹什麼？是不是？有很多捐十萬，二十萬給佛教聯合會，你要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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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名字 xx紀念中學。這樣，即是什麼？貪，貪留個名字。貪就是煩惱，有

漏，「漏」即是煩惱，和煩惱相結合的。有些人做善事，他的目的是做善事，

他的目的是拿一個善長仁翁之名。但他做善事，要捐錢建醫院等等。他捐錢確

是善的，他建醫院，建做整間醫院。莫講醫院，你捐一張病床也是善。但他這

種善是為求什麼？有所住，心有所住。住什麼？住於名聲，是不是？住於 xx紀

念醫院的名稱，寫上善長仁翁之名字，這便是有漏的善慧。有漏之善慧也好，

香港一些紳衿都是，很多事他都不肯做，但政府指示他做他便做，這些是有漏

善。最高的是無漏慧，無漏必定是善的，善而與煩惱不相結合的。你想成佛、

想見道、想見性，靠無漏慧。《金剛經》的目的是引發人們的，小則引發人們

有漏智慧。由有漏智慧而推出無漏善慧，有漏智慧可以引發無漏善慧。」 

同學：「是不是一級一級的引出來？」 

老師：「是一級一級的引出來。」 

同學：「三輪體空是否無漏慧?」 

老師：「是的。真正的三輪體空便是無漏。但有些人說『我要三輪體空』，過

後他又不是了，仍然是有漏。無漏慧的出現是什麼？見道的時候第一

次出現，第一個阿僧衹劫完全未出現過。無漏慧第一次出現的時候稱

為見道。很簡單的，人家的系統是非常詳明，沒有現在的人說得那麼

籠統的。」 

同學：「無漏慧可不可以解做無常？」 

老師：「是無我。你現說無我，是說說而已，這是有漏慧。如果真的體驗到無

我這種境界，便是無漏慧。有些人滿口無我無我，但其實常常都有個

我的。滿口好事，但滿肚壞心腸的。」 

主持：「這個講座一直至三時，然後留半小時給大家發問討論，三時半在外面

有茶點活動。」 

 

老師：「不用這般機械的，因為我說話已經機械，我不會聽你的。還有，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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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想趕著半途離開的，你那些趕著離開的隨便離開，不要緊。因為最

怕是我說完要收費，我又不收費，你先離開和後離開，又有何關係

呢？同時，你是那一位，叫什麼名字，我根本不知。我現在知道最多

的是，何先生我知，唐先生我知，陳太我知，其餘的我都不知。鍾先

生，我現在知了。我是『烏烏林林』（糊糊塗塗）的。」 

同學：「不記得那麼多東西，是不是老了？」 

老師：「不是老。三十年前已經不記得了，我不記的。你有沒有看過一本小說

名《福爾摩斯探案》？福爾摩斯有句說話，『如果對我沒用的東西，

無論如何我盡量忘記它，我留著腦力，記我需要記的東西。』我自小

便學了他這個方法。所以我學佛經，佛經裏所有的，我差不多講那一

番說話，在那一頁，我都記得。但是有些東西，我不記得。你一旦問

起我，『你前一個月，去過那處？』，我不記得。你讓我告訴你，昨

天起床一直到晚上，我做過什麼事，我不會記得的。我不記得，所以

我要寫日記。半夜我要寫在日記，我今天做過什麼事，我要 keep在日

記裏，才能知。『記憶差』。不對，我記憶不知有多好，是我不去記

而已。有很事不用記的，問便可以，那用記？你問我這兒子排行第

幾？我有七個兒子，我要數數是第幾個，是誰？是的。不打緊，如果

誰要趕時間的，你從後面出去便可，不用等到我休息時，然後才離

開，不用的。這本書是誰的？這本不是我的。」 

同學：「是何先生的。」 

老師：「我有一篇文章。是劉銳之，主持金剛乘學會，我是金剛乘學會創辦人

之一。今年不知它成立多少周年，我也不記得，他要出一本特刊，一

定要我寫一篇文章，我便以白話寫了一篇文章。寫的是關於密宗那些

本尊、那些佛，到底是否有的？因為有兩派說法。有一派認為是沒有

的，我們自以為有，實在沒有。遠的如六祖那類，近的很多學禪宗的

人。另外有一派認為真的有西方極樂世界，修密宗是真的有個本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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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真的有。到底是那一種說法對呢？譬如你說什麼都是真的，什

麼淨土都是真的，蓮池大師，善導和尚，他們認為什麼都是真的。如

印光法師，他認為什麼都是真的。到底那一說對呢？六祖說得對或是

印光說得對呢？我有一篇文章，舉出我的意見，是以白話寫成，還未

發表的。我昨日才寄出，寄出前，我影印了一篇稿，我裏面有很多修

改的，我拿著筆一直的寫寫寫，沒有從新抄正便寄出。如果大家需

要，如果對你念佛或什麼的人，解答這個問題，是有點用處，因為我

以白話寫成。這樣你可以影印兩份。你幫人影印要收錢，不要不收

錢。只得三頁，不過你不要遺失了我這份，這份是唯一稿件。」 

同學：「羅教授，你認為有沒有呢？」 

老師：「有兩說，我則取有那說。無的那說，很多大德都這樣講。」 

同學：「有些說是假設，是沒有的。」 

老師：「我是取有那說。」 

同學：「為何你取有那說？」 

老師：「大概認為沒有那說…。」 

 

說到這裏，我給你講這個。對你有益，不要作為《金剛經》來聽，作為一般談

話聽。有一個問題是這樣的，「我們釋迦牟尼佛，在印度出生，他說法，我們

便見到。我們如果生在二千五百年前，便見到他說法，聽到他說法，到底他有

沒有說？」何解？為何你會這樣問？一切唯心做嘛，我們見到佛是我心見到，

那知有沒有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坐在那處說法，你那知真的有個佛坐在那

處？一個說法。 

 

還有，釋迦牟尼佛又自己這樣的說：「我成佛以來，未曾說過一個字。 

我沒有說法，一個字也沒有說過。」釋迦佛自己講的。他自己都說沒有講，

《金剛經》亦話無說。它話無說，《金剛經》亦話無說。那你又不住地說釋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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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尼佛說法，如何可通？ 

 

跟著。人人說念佛死後會生極樂世界，到底這個極樂世界是什麼？是不是以意

為之，假設而已，不是真的有阿彌陀佛，亦不是真的有觀音菩薩。釋迦佛這樣

教人，只是讓人心安理得，不過如此。這是一派說法，結論是什麼？這一派的

說法，它的結論有兩個：（一）、佛沒有說法。最極端的，佛根本沒有說法。

結論（一）、佛沒有說法。 

 

結論（二）呢？西方極樂世界根本是沒有西方極樂世界和阿彌陀佛，是我們自

己的心來的。第三點，密宗修那些什麼觀音菩薩法，文殊菩薩法等，根本是沒

有這些觀音菩薩，沒有這些文殊菩薩。沒有這些。完全是什麼？觀音菩薩是代

表我們的慈悲心而已，我們只要生起個慈悲心，便是觀音在我們的心處。文殊

菩薩代表智慧，如果我們念念不忘智慧，不要執著，當下便見到文殊菩薩，不

是真的有一個文殊菩薩。是人創造了一個形象坐在獅子上面，那個文殊菩薩，

全部都是假的，假的。 

 

這即是修密宗那些本尊是假的，念佛去極樂世界亦是假，甚至看見釋迦牟尼坐

著說話都是假，完全是我們的心，我們的人生就如做夢做了幾十年，在這個大

夢中，我們自己做夢見到釋迦佛。同一樣道理，做夢入地獄也是你的心。如果

我們的心有善根出現，便見佛、見極樂世界。如果惡性出現，便見地獄、見餓

鬼、見畜生。是這樣簡單的。結論是佛沒有說法。極樂世界、阿彌陀佛那些通

通是假的，一個結論。 

 

這個結論，你不要以為這個結論，現在很多人是這樣的，現在很多學科學的。

那些學科學和那些自以為是聰明的人都是這樣。他以為那些愚夫愚婦，那些老

婆婆，連字也不懂的人才信的，我們這些知識分子，不會信這種事的，很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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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的，是不是？普通的人我們不怪，普通的一個大學生，知識很簡陋。但

那些大德如六祖大師亦都如此，你讀讀《六祖壇經》，他根本不承認有極樂世

界的，是不是？他說什麼是阿彌陀佛？你的自性便是阿彌陀佛，是不是？什麼

是觀世音？你那種慈悲心，便是觀世音。什麼是大勢至？三聖右面。你見到人

做好事，你便隨喜，你便是大勢至。坐在那處，心中和和善善的，你現在便生

極樂世界。如果你一動念、起惡念，便落地獄了。是這樣解的。這種解法很通

俗和很容易吸納知識分子信仰的。一種解法－佛不說法。 

 

佛不說法，為何我們會見佛呢？何解二千五百年前出生的人，見到釋迦佛？他

說，「然則佛有沒有度眾生呢？」「應該是沒有。」「那又不是，佛是有度眾

生的。這不是矛盾？」「又說坐在那講話的佛也是假的，又說他度眾生，這不

是很矛盾？豈不是矛盾？」 

 

現在解答，佛是真的有一個佛。以前那個佛初初發心的時候，他想求佛果，求

成佛，便發一個願。他曾經發願，他發願「願我成佛，度一切眾生」。他發了

這個願，這稱為他的本願。由於他發了這個本願，後來他修行成了佛。成佛

後，證了法身。那個法身又如何？那個法身是無形無相的，《金剛經》裏說

的，沒有肉身的，說話也不講的，那個便是真佛。他無形無相。但他未成佛以

前，曾經發過一個願，要度眾生，起了慈悲心，以他的慈悲心和他本來所發的

願力，這種力經常保存不滅的。 

 

當某一個眾生，他的善根成熟。眾生是有善根，有惡根的。當那個眾生的善根

成熟，應該可以見到佛的時候，他便會善根的心一生起。他會希望，「我現在

發一個慈悲心，我覺得眾生太苦了，我希望能夠見佛，希望能夠見佛聞法，將

來我能夠修行、成佛、度眾生，那便好了。」眾生善根成熟，他便會發這個

心。當他發這個心的時候，他又有一種力了。發心時的一種能力，如一種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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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這種能力便剌激到佛的大悲心。 

 

佛經常在大定、大悲、大智三者之中，大的定、大的慈悲心、大的智慧。他有

大定、大悲、大智，經常在定中。他這個眾生想修行、想成佛，發了這個願，

這個願力便影響經常在定中的佛。佛受到他影響，於是在定中用他的大慈悲、

用他的大定力、用他的大智慧加被眾生。即你影響他，他發出一度力來影響

你。於是那些眾生，本來善根已成熟，又可以得到佛那種影響力，於是覺得有

佛在那處，覺得這個世界有佛出世，覺得有佛說法。其實根本佛沒有說法，佛

亦沒有走出來，你這個眾生自己覺得如此。稱為佛不說法。淨土亦不存在，這

種講法。明白嗎？ 

 

同學：「合理。」 

老師：「合理。你都是這一派菩薩。」 

同學：「電波，現在你們用的電波…」 

老師：「無形無相的，只是一種力。」 

同學：「若果電波，何解…？」 

老師：「電波也不是，是一種力，不知如何。莫名其妙的，總之是一種力影

響。」 

同學：「現在發明唯識的時候，似電波。」 

老師：「六祖也是這一類人。六祖有一次在光孝寺，聽到一位和尚在講《涅槃

經》，他便跑近聽。聽的時候，其實那班人一點也不留心聽經，風吹

著那佛殿的幡在動。有兩個和尚在講，『風在動』，他沒有留意地聽

經，在說風動。另一個又說，『什麼風在動？幡在動才對』。六祖在

旁邊抵不住說：『既不是風在動，亦不是幡在動，是你的心在

動』。」 

同學：「包括六祖的心也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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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他的心也在動。」 

同學：「他管著人家的風幡動，他管著人家的時候已經是心動。」 

老師：「是的，他的心亦在動，三個人的心都在動。那即是說沒有風也沒有

幡，有的是這三個人的心，是不是？你認為這種講法對不對？聰明的

人多數用這種講法。」 

同學：「可不可以把另一派的講法也說說以作比較？」 

老師：「第二種講法。這種講法在印度以兩位大菩薩為首的，一位是

龍軍菩薩，龍軍是很有名的，有很多著作。另一位為無性菩薩，又是

很了不起的。兩位菩薩。中國以六祖為代表。現在講第二派，第二派

－佛有說法。 

 

佛有現身出來，佛在這個世界上，真的有佛出世。將來你生極樂世界，是真的

生在那個極樂世界。你見阿彌陀佛，確實真的阿彌陀佛。還有，如果你是修密

宗的，你修密宗修觀音法門，很虔誠見到觀音坐在那處放光，確實真的有觀音

放光接見你。你臨死的時候，見到阿彌陀佛來接你，真的是阿彌陀佛來接你－

第二說。 

 

這一說是比較後起的，沒有那麼早，那些更早一點，是護法菩薩，在印度很有

名的護法菩薩，他是玄奘法師即唐三藏的師公。唐三藏到印度留學，便是學他

的那套。於是，唐三藏在他那裏學習，自然唐三藏亦是主張這一套。以後，唐

三藏下來凡是學唯識的人，都跟著他這條路線走。你問我，我是學唯識的，我

跟這條路缐走。所以你問我，我是不取那說的，即佛不說法，全部都是你的心

那說。我在這裏聲明，我不要那說。 

 

我是主張真是有的才能通，那理由何在？這一派是反駁前一派的。佛能夠有大

定、有大悲、有大智慧，他又加被眾生，那佛的力量便是很大，是不是？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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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加被眾生。加被眾生有兩條途徑，一條是無形無相的，如你所講之電波，

無形無相的。固然可以。但有形有相現佛身出來給你講，又何嘗不可以？是不

是？兩條路都可以。 

 

如我們去 New York，坐飛機可以，坐巴士亦同樣可以。你不能說我只能坐飛機

在空中去的，不用在地面去的。等於這樣。或是有些人有心臟病，不能坐飛

機。或他喜歡每處地方走走，他要這樣過去。既然都是可以去 New York，坐飛

機可以去，走路也可以去，你有這個耐性便可。即是說，佛既然可以加被眾

生，他加被眾生不外兩條路。一條是無形無相，如電波般直接加被你。第二

條，擺出一個有形有相的佛在那處，『你來吧，我給你看看』，那何嘗不可

以？是不是？ 

 

譬如一個小孩子，父親在勸那兒子，『你讀書吧，你勤力讀書，將來又會有獎

學金，將來又會取得博士學位，人人都很恭敬你，對你好的。』固然是可以，

抽象的理論可以。但他同樣可以說，『你乖乖地讀書，這個星期考詴，取得好

成績，我立刻去公司買一輛自動電波控制的汽車給你玩。…。再大一點的時

候，十八歲以後，我便買一輛汽車給你，只要你努力便可以。』那個做父親的

有力量來給你講、來勸你，勸你乖乖地讀書，無形無相的勸你。但他何嘗…他

力量很大嘛，就買輛汽車給你。一輛汽車，你可以駕駛的。兩條路，是不是？

一條只是給你講理論，你這樣便可以，是不是？你將來便會成功了，一條路，

無形無相的。 

 

第二條路，直接逐級上，你今年合格，未夠十八歲，先買一輛單車給你。待你

一旦滿十八歲，即刻考到牌（駕駛執照）。考到牌整輛汽車買給你。你歡喜漂

亮跑車，便買跑車給你，何嘗不可以？看他做父親的本領如何？如果父親買不

起車的，那便沒辦法了。如果那父親歡喜買給你，買一輛 Rolls Royce的跑車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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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亦可。為何不可？ 

 

除非佛沒有來，既然如此，即是說佛亦可以，他要影響可以透過這條路。是什

麼？建立一個佛身，他的心變的佛亦是可以的。他會慈悲度眾生，他的變一個

佛出來，讓你看見佛度眾生。他整個阿彌陀佛坐在那處，他的心所變無礙，他

的心變阿彌陀佛，你的心亦看見阿彌陀佛。你會話『他變我會看到？』。講到

這裏，有著很深的哲學思想作為根據。 

 

譬如阿彌陀佛變起佛身，變起極樂世界。不單阿彌陀佛一個變，觀音菩薩，大

勢至菩薩和那些生極樂世界的人、那些大菩薩，一起共變。如無數的相同電

波，同時發出，形成一個極樂世界。如一萬盞燈，同時放光，照得整個廳都明

亮，到處都有一萬盞燈的光，不能說出那處光是那盞燈的，猶如萬燈共照一

室。極樂世界那些諸上善人，一起放他的心力，建立這個極樂世界。其中一個

為主人的，便是阿彌陀佛，那兩個助手便是觀音和勢至，各人的心便變起他自

己，在那處說法。那些人想生極樂世界念佛，便生在那處。 

 

便如他是某某大公司的董事長。你們希望賺錢，便可以買它公司的股份。 

你有它的股份，你便是股東之一，這等於生極樂世界。佛既然可以有力量加被

眾生，亦可能變起他的佛身，變起極樂世界。他剛變起的時候，你這個加進去

的，托他做本質。即阿彌陀佛變起個佛做本質，他的本質反映入去。譬如你是

亞甲，生極樂世界，亞甲生極樂世界，亞甲的心變出極樂世界。 

 

亞甲的心如何變？憑空是變不起的，把阿彌陀佛所變的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所

變起的佛身做本質。把這個本質反映入去那個亞甲的心裏面，亞甲的心有了本

質，「零舍」（格外）可以變得起，便變起看見阿彌陀佛。亞甲所見到的阿彌

陀佛，是亞甲的心變的。亞乙所見到的阿彌陀佛，是亞乙的心變的。但是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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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質，那個阿彌陀佛，便是阿彌陀佛自己的心變。 

 

如只得一個人坐在那處，我們每人拿著照相機，人人拿著照相機望他，都有他

的影像。但人人照相機鏡頭內的影像，都不是他來的，都是照相機的影像。但

如果沒有他的影像在，沒有他坐在那處，鏡頭內則不能現出他的影像。那個是

本質，我這個是影像。這樣便兩說都通了。 

 

第一、心變的，阿彌陀佛是阿彌陀佛的清淨心變的。極樂世界是心變的，阿彌

陀佛的清淨心所變的，變起個極樂世界。他變起之後，某甲念佛，我的善根成

熟，想成佛，想求生西方念佛。這時候，我這一種力，又剌激到阿彌陀佛，他

便來加被我。又可以把電波那套也解釋到。這樣，我得到他的加被力。於是我

在死的時候，即把這個塵世裏的一切都撇走的時候，心起了突變。托阿彌陀佛

所變的身體做本質，把他的本質反映入我的心內，我的心內現起阿彌陀佛，現

起了我的極樂世界。又是由心變，不過是具體的變。不是假設的變，是具體的

變。是這樣解的。 

 

這樣的解法，佛亦有說法，亦可以是什麼？這個便可以兼及前一說的，這個說

法是最周詳的。他看那本書便是用這一說的，完全用這一說解了。兩說中，這

個第二說，具體的，真是有的。換言之，阿彌陀佛呢。你摸阿彌陀佛的手，是

真的有阿彌陀佛的手給你摸的。不是譬如而已，假設而已，不是的。這是第二

說。 

 

我在兩說之中，我則取第二說－具體的。因為是何解呢？具體的第二說，是包

涵第一說。包涵第一說在內，都是心變的。還有，兩說比較，實質的，我們儘

管這樣想，很多人已想通想透，是那一說比較對。玄奘，窺基那些是很聰明

的，玄奘法師是一流的聰明，結果他亦取第二說。所以第二說最穩健，大抵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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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的人就會用第二說。學空宗，學般若，學禪宗的人，則多數取第一說。 

 

這樣，主張第一說的人，動不動話第二說的人執著，不得空靈。第二說的人，

又看不起第一說的人。『你這些人不讀書的，人家古人已經比較得不知多周

詳。那些學問你認識有沒有我的多？只是多了一點聰明，又說沒有，又說什麼

的。』我是這樣的人，所以那些稍為說說般若，說說禪宗的人，我談也不會跟

你談。所以我會說，『我今日去新萬寶飲茶，那些蘿蔔糕很好，你都去飲也

好。』我即是告訴你，我根本不屑跟你講。我看了幾十年書，看了那麼多。你

這花靚（小伙子）你走來跟我講，我那有空和你講？你這種人，說說那一家的

油炸鬼（油條）靚，那一家的 Donut抵吃，你是這一類人。你想跟老夫子講學

問，則請你先走開。我這個人便是這樣，我的眼高於頂。為什麼？因為對這種

人不這樣不行。 

 

某一類人尤其是年輕人，讀了幾本科學書，開口是科學，閉口也是科學，他其

實那裏是真正懂科學？真正讀科學不是這樣的，不是在大學讀了幾年便是科

學。學第二派的人多數是讀書的。第二派有兩種人，一種是老婆婆不識字的，

有這種人的；另外一種的學問很深透，經過詳細比較的，那種眼高於頂的人，

便是此類。這樣我解書。我這篇文章，如果誰想要，我便影印給他，給你

看。」 

 

同學：「這些爭論，在宋朝的時候，已經有念佛和參禪的爭論。現在有有宗和

空宗的爭論。是兩派的爭論。」 

老師：「學空宗的人，看有宗不起，便說學有宗的人多執著。學有宗的人，看

空宗不起，動不動說空宗的人不學無術。這是第一。第二是學禪宗的

人，那些狂禪，經也不會多看一本，整天在參，能參得什麼出來？我

是這樣的。你參禪，你能參得什麼出來？你以為我真的不懂得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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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好像…，參禪整天坐在那裏，…，一樣的變下來。」 

老師：「參禪，如果你是一味的參，對這種人我省得用佛經跟他講，用孔夫子

的說話跟他講可也。孔夫子說，『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

無益，不如學也。』孔夫子這樣說，我孔子曾經整天在思考，吃東西

也沒興趣。『終夜不寢』，即整夜不眠，在思考那些問題，來思想。

這便是參。『無益』，結果沒有什麼好處。『不如學也』，不如把古

人很多的結論，很多的理論，把它來比較，來採納。孔夫子是這樣

的。 

 

還有，『學而不思則罔』。一個人一味只是學東西，不肯以思想去參的，便變

成無所得。但如果學而思，則不會無所得了。『思而不學則殆』，他說，反

之，一味參，一味想，不肯去學，危險。這種人是危險的。他的前程是很危險

的，你詴看看。如果你說有宗不行，我一定問你，你看過多少本有宗的書否？

如果你說看過，我便問問你，請教你。沒有人敢問我。明白嗎？」 

說回本題。奉勸大家，念佛是最好的法門。但是最好是學我，跟我這條路走。

又如何？極樂世界，確是有一個極樂世界；阿彌陀佛，確是有一個阿彌陀佛。

因為你不要自己以為很聰明，像六祖一樣，但你不是六祖。如果你是六祖般聰

明，則無所謂，那用去極樂世界，是不是？在這裏便可以。如果你說，「我跟

六祖是差很遠的」，你便不要找這套東西來弄。你便腳踏實地，即矮子上樓

梯，上得一級便一級，不要學人家「拍」一聲跳上去，你跳不到，跌下來腳也

跛了，不可不知。 

 

好了，第幾頁？五十九頁（新書一Ｏ四頁）。好了，現在又一個問題，第七個

疑問。全本書是二十七疑問，現在是第七個。這個疑問，有人這樣說：「你說

佛的身是無相的，上文是這樣說的；佛法不可取，不能夠取；又不可說，說也

說不出來。真正的佛法便是無為法，不可取，不可說，非法非非法。你說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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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也是不對的。上文是這樣講的，即是不可取了，這樣便無佛可成了。 

 

剛才我講的第一說，是從《金剛經》這裏來的。你想生極樂世界？極樂世界是

不可取的。真正的極樂世界不可取，可取的都是假的。是不是？阿彌陀佛，阿

彌陀佛的身是無相的，你又說他萬億紫金身，都是廢話。假的。問題來了，佛

是無形無相，真的佛是無形無相，又不可取，不可說。釋迦佛不知多少萬劫之

前，已經開始修行了，修行直至今世成佛。整個說法之王稱為法王，整個很好

相貌的，整個身像黃金般潤澤的顏色，那即是黃色。金不是光閃閃的金，黃色

很光潤的金色。三十二相都齊備，走路的姿勢也好，五官端正，全個法王的

相。 

 

法王者，說法之王，名為法王。即是說，佛萬劫之前修行，取得今日法王之身

體，是不是？取，這便有取，佛取得法王身，是不是？人人也是這樣，佛歷劫

修行，取得今日法王之身。這便是有取。於是，於是要解答了。五十九頁（新

書一Ｏ四頁），（己四），看見嗎？釋佛自取法王身之疑。解釋佛萬劫之前自

己修行，取得今日法王身，這個疑問。分兩段，（庚一）、佛問；（庚二）、

善現答。 

 

（庚一），佛問了，「佛告善現」，佛告訴善現長老。他說，「如有士夫具

身、大身，其色自體假使譬如妙高山王，善現，於汝意云何？彼之自體為廣大

不？」「不」字讀作「否」音。佛怎樣說？「如有士夫」，這個士夫是指什

麼？人、丈夫。有一位丈夫，即等於英國人說的有一個 Gentleman，有一個

Man，一個人。士夫即是人，譬如有一個人。「具身、大身」，具身、大身兩

個字有兩種解釋。第一種解釋，具者，五官具備，各部份好的相貌他都具備。

總的，好的相貌他都全部具備，稱為具身。大身，即身體很大。一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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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解，那些人把它的六個譯本來作比較。他便說，這個句子可能是錯的，

譯本以來抄錯，應該是勝身，優勝的。應該是勝身、大身，很殊勝，很優勝的

身體，又是很大個的。「具身」兩個字，在中國古代修辭的語氣，便不是很合

規則。而且比較其他六個譯本，應該是勝身。 

 

你看他的譯法，第一個譯本、秦譯，沒有說是具身。秦譯說，「須菩提」，看

見嗎？第六十頁（新書一Ｏ五頁）第一行，「譬如有人，身如須彌山王，於意

云何，是身為大不？」。魏譯亦是相同，不用管它了。陳譯呢？我們看看陳

譯，陳朝的譯本，那「具身」應該是「勝身」。你看，陳譯，「須菩提，譬如

有人」，譬如有一個人。「體相勝大」，留意，「體相」，「體」即身體，

「相」即相貌，身體、相貌，很優勝的，很殊勝的。又是很大的，具身，

「勝」字即具身，「大」字即大身，看見嗎？把它一比較，可能這個具身是勝

身，大身。 

 

再看，隋譯是不暢順的，不用管它。你看看最尾的淨譯，沒有說具身的，只有

說大而已。是不是？可見最尾的譯本，用「大」字包括了「勝」字。「具身」

可能是勝身，大身。你看經中有。經也可以印有錯字的。這樣，兩個解釋都可

以。第一個解，「具身」者各種相好具備的身體。「大身」即很大的身體。第

二個解，「勝身，大身」，很殊勝的、很美好的身體，很大的身體。兩個都

通，任你選擇。 

 

「其色自體」。「自體」即身體，「其色」是物質，「色」即物質，即

Material。他物質的身體，即是自體。「假使譬如妙高山王」，假使他的身大

如須彌山一樣——「妙高山」。第二個譯本是音譯為須彌山。印度古代對這個

世界有這麼一種看法，在空宗裏面，茫茫太空裏面，不知幾多世界。我們住在

的這個世界，不過是其中不知多少萬萬萬萬份之一的一個而已。這個世界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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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眾生的業力支持，在空間裏面浮動，還會很快地在轉動，這個世界。這個

世界團團地給空氣包裹著，下面的這個世界是平的。這樣的。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