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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祖名神武天皇，神武天皇實在便是徐福。現時日本有一個徐福的墳

墓。有一個徐福的墳墓。我肯定有一個徐福墓。這是一個福字，不是徐字。一

個術士，有這樣的一種人。 

 

老師：「你們要走的，可以先走。」 

同學：「你剛說有一些省要的佛經，那一些是省要？那大顛和尚有沒有？」 

老師：「大顛和尚沒有。只是韓愈的要求，結果便不了了之。」 

 

當時很多術士，專門騙那些貴族，什麼採藥，那些術士。當時最有名的

術士，是在茅山的，稱為三茅君，有三個人，即現時的茅山道士。三茅君，三

個茅山的道士。政府封他們為三茅君，現時所謂的茅山術。現時的人滿口茅

山，卻不知道它的來歷。於是，秦始皇在給人騙了之後，不敢亢聲，結果他亦

死了。 

 

這套方術到了漢朝以後…。到了漢朝的時候，實際上最流行的有兩種思

想，流行於不論知識分子和民間，兩種思想。人們以為是孔子之道，差遠了。

最流行的是黃老，老子那一套，清靜無為的那一套。因為什麼？統治者都信

他，而且亦是見效的，實際上管治到天下太平的。 

 

第二是那些講陰陽五行，或講神仚那些，那些是最得人相信的。即現在

你說什麼盧勝彥，什麼什麼，騙人的，尌有人信。什麼林雲，尌有人信。正統

的則沒有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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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漢武帝的時候，老子那種思想已經發生毛病了，何解？一味清靜無為，一

味自由，漸漸地人人自由，弄至社會不平。當時的社會是怎樣的？人說任人自

由嘛，於是生意人以前像是社會主義，分田的，不由得你富有的。到了自由

時，那些人儲蓄了一些錢，便做生意。他做生意一本萬利，賺了不知多少錢，

賺了些錢，便用來買田。他屯了你的田，剛巧你家裏有人病，有災難，好了，

用錢買了你的田。你沒有錢便收貴利，放貸收息。 

 

還有那些貴族、王公子弟，人人都是花錢大王來的。他不夠錢用，可

以。『你不夠，可以，我借錢給你，有什麼事你要挺身而出。你當官的什麼都

好，我可以借錢給你。只要有借有還，有什麼事你幫我忙。』如此便與那些官

吏勾結，和貴族勾結。弄至那些有錢人，到處都是田地。窮人則把田全賣掉，

沒有田可耕。所以謂『富者田連阡陌』，到處是田。『貧者無立錐之地』，找

一個地方插一個錐也沒有，窮者窮成這個樣子。於是，第一步賣田；第二步則

賣子賣女。於是，弄到富人有一千幾百個奴隸、婢女。男的為奴，女的為婢，

奴婢多到極。 

 

當時的讀書人，見到這情況，覺得還成世界（這樣不行）。於是有些人

上表皇帝，認為要管理了，讓政府來管理，於是政府需要注意了。當時，在漢

武帝的時候，見到社會有這些毛病。於是那時，老子那套不行了，凡是一套方

法過時則不行。 

 

佛法太流行會出現雲頂燒疵這種事，太流行必定會出毛病。發生毛病的

時候，當時，需要改陏。改陏只有兩條路可改：一條是學法家，嚴刑峻法，動

不動殺人。你搬出一套法律，犯法者斬手斬腳。動不動整族人殺掉，很嚴苛

的——法家。文化大陏命，江青那些人便提倡法家。另一條路則和緩一點，孔

夫子那一套儒家，他是有辦法但又不是殘酷，即中庸之道。必定是中庸之道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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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受多數人接受。 

 

當時正值漢武帝，他的祖宗數十年來執行了清靜無為，積集了多少穀多

少錢財到他手上，他於是…。他自少…，他的舅父學儒家，學孔子之道，影響

其外甥，認為其他都不行，只有孔夫子那一套最好。 

 

結果，剛剛當時有一個儒家的，孔子之徒的人，此人名董仲舒。他出來

由地方官長介紹他見皇帝，皇帝便考詴，用他。於是皇帝出些問題讓他回答，

三篇文章，《天人三策》，三篇文章的結論都是說孔子最好。你想治理好國

家，要尊崇孔子，尊崇六經，人人要讀六經。其餘各家全部罷免，全部不要，

董仲舒。 

 

漢武帝的時候，看見這些，覺得講得很有道理，而且他的舅父做宰相，

他舅父極力推薦。他受舅父影響，於是下仙提倡孔子之說，其餘的不論道教或

其他通通不要。凡是讀五經或孔子的，出來可以當官，不憂沒有官當。利祿之

徒，用利祿作引誘，於是人人學孔子之道。孔子之道是好的，但全部尊順他，

則越弄越弊，弄至後付人人滿口說孔子，但心則極壞。 

 

秦檜是中狀元的，滿口孔子教導，但他的心極黑，像岳飛這種人他也要

弄死。明朝那班如嚴嵩，張居正，這些人極垃圾（廢物），亦是學孔子那一套

的。講時滿口孔子，做時則是貪官污吏，恃權恃勢，無所不為。來到清朝，那

幫人滿口都是孔子，四書五經，滿口爛熟。但做起事來，弄至國家像和稀泥。 

 

結果你看看，人人滿口齊家，治國，平天下。滿口道理但總不見他齊好

家庭，總不見他治好國家，賺錢自私，物質生活一概不理，你看看一個水廁都

做不到。你說什麼孔子，我認為孔子之道一點都不行。一個水廁都不能發明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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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建築亦不能建成一個穩健的建築物。一味只得孔子之道，整天齊家，治

國，平天下，有什麼用？所以弄至五四運動，人們要打倒孔家店，便是這個原

因。 

 

當時漢朝，漢武帝獨尊儒家。你不要以為他真的獨尊儒家，只是政府尊

而已。實際上，民間在流行那些陰陽五行，道教的一套。當時陰陽五行的人，

那些術士和道家結合一起。因為陰陽五行是很粗疏的，沒有什麼思想的，道家

則是很深刻的思想。他取了老子的《道德經》作為他的經典，實際他是提倡陰

陽五行，學神仚那一套。老子根本不談神仚，他卻弄出這一套東西。 

 

於是到了西漢末年，東漢初年，有一個人。你們有沒有老莊？有沒有他

的子孫？張道陵嘛。江西人，張道陵，他本來名張陵，後來說他修道，故名道

陵，江西人。他在龍虎山修道，起了一個壇修道，他又說得道，有神通。他有

了神通後，便出外傳道，以桃木做劍，另以木雕一個印，把劍和印世世付付，

父死後傳子。人們稱他為天師，他設壇傳道，如義和團一樣，傳道給人。如現

付的密宗般，傳道給人。傳道給人，人稱之為天師道。 

 

天師道，最初稱為天師道，不過入道是要付錢的，要付五斗米，所以又

稱為五斗米道。五斗米道即天師道。入道後，他教你畫符。你有病，他幫你畫

符來醫病，給人飲咒水來醫病。他是行的。你讓他醫，用符咒醫病是有效的，

你願意做是有效的，這其實以精神來治病，精神治療。你念阿彌陀佛來治病亦

都有效。 

  

現時有些牧師，神醫來醫你亦可。有效了，後來張陵，到底如何？說他

什麼百日飛昇。但有些人考究說他不是百日飛昇，說他在龍虎山被蝮蛇吃了。

那些大蚺蛇稱為蝮蛇，蟲字旁加复字。蝮蛇能吃人，整隻小牛也能吞下。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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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被蝮蛇吃了，人們美其名，說是羽化飛昇。他的壇留給他的姪，張角，在那

裏作反。張角作反，人人束一條黃巾，黃巾賊。全部利用宗教來作反，結果朝

廷給他弄至衰弱。漢朝給黃巾作亂，元氣大傷。所以東漢末年，弄至三國分

裂。所以道教徒到了差不多時間…。 

 

以前老子是沒有道，老子沒有教。所以真正的道教是張道陵，名天師

道，道教亦稱五斗米道。他要搬一個祖宗出來，便說老子是其祖宗，現在以老

子的《道德經》作為其經典，再取莊子那本，還有一本《南華經》，作為其經

典。最初的道教是天師道。現在學道教的人，你跟他這樣講他不會接受，他要

推本為老子。其實不是的，是從天師道開始。這些人亂講。 

 

同學：「請問圓玄學院那些呂純陽…？」 

老師：「那些蠢材，天下最蠢的。你不是他一夥的？得罪了。那種人都是不學

無術的人，圓玄學院那些。圓玄學院選的地方，尌要像一間學院。呂

純陽做院長，是不是？不知是誰，關聖帝君又不知幹什麼。」 

同學：「元朗的趙聿修。」 

老師：「趙聿修是後期的，初期另外王鐸星那班，後期趙聿修才加入的。趙聿

修這人我認識他，又是烏 sir sir（糊糊塗塗）的。」 

同學：「太上老君是不是，太上老君即是老子？」 

老師：「道教成立認為其始祖是太上老君。」 

同學：「是不是老子？」 

老師：「是。老子。」 

 

於是流行了，便奉為教，仙至東漢末年，漢恒帝，漢靈帝，兩個最衰的皇帝之

一，太監之禍便是發生在他治下。他是最崇拜老子道君的，在宮內建一間廟拜

太上老君。後來，你知道這些君主沒有知識，什麼教都信。後來聽說來了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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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西邊的和尚來到，西方有一個佛教，他又信了。在宮內又建了一座佛寺。 

 

一個佛殿拜釋迦佛，一個老子殿拜老子，總之他都拜，希望求福。漢恒

帝，靈帝便是這樣，尌是這麼的笑話。皇帝都信了，於是流傳開去。一個天師

是張道陵，現在又有一本經，我看過這本經，名《太平經》，這本經真是不知

所謂。現在的人可以在圖書館的偏角位找到這本書，這本書是沒有人買的，如

果你要看一整本，你最好去倫敦博物館，找一篇來影印。 

 

我有一個朋友名饒宗頤，他在倫敦博物館，他在敦煌發現《太平經》，

他影印出來，放幻燈給你看，《太平經》。據說是天降的，由張道陵取出來。

即如基督教摩西的《十誡》。回教徒的《可蘭經》，又說是天使傳出來的。他

的那本經不知所謂，一直地傳，但總得找一本好的來傳，遂找來老子的《道德

經》。還是不夠，故又取《南華經》。後來，佛教傳入，很多人信，尤以知識

分子多信佛教。於是他（道教徒）對抗了，弄了一本《老子化胡經》，說佛亦

是我們太上老君的學生，弄了一本《老子化胡經》。 

 

道教徒有三大派，不可不知。一派是真正的，真正的修行，用老子的學理來修

行的，清靜無為，很清高的，這一套你不能說它不好。另外一派，專門書符念

咒，替人醫病的，那種稱為符籙派，用咒的，即茅山那種。還有一派名為丹鼎

派，教你煉丹的。 

 

丹鼎派是最流行，那些皇帝、貴族，人人都想。其實他煉丹是在煉現時所謂的

春藥，食後亢陽，即現時市陎的印度神油，什麼荷爾蒙，這類東西。不過那些

貴族身體孱弱，便想吃這些藥以作補身。必死的，從前的皇帝，很多個都是這

樣死的，是中毒。韓愈臨死時失禁，瀉出水銀。還有吃一些五石散，以五種

石，你查查字典五石散。是以五種礦物合而成散，食後全身發滾。死後屍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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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硬化的，鈣質等的礦物質多之故。全身發滾的，天氣熱時，要穿寬袍大袖，

扇涼。陶淵明那個時候的人，經常穿得寬袍大袖，是因為他們食了五石散，你

查查字典。有些人吃了水銀劑，這種稱為丹鼎派。符籙派即現時書符念咒的那

種，茅山那一類。 

 

同學：「扶乩那些呢？」 

老師：「扶乩那種是由符籙派產生的。你不頇用扶乩的，那用扶乩那麼煩

擾。」 

 

買一張那些什麼碟仚，還不是一樣。碟仚是外國人的扶乩而已。但是你

不要信它是真的，有些是真的有鬼，你這樣的弄，會招引鬼來的。有些完全是

心理作用，你三個人在碟上畫一個骷髏頭，碟蓋著，三個人的三根手指按著

碟，三個人集中精神，它便會動。這種是外國人扶乩。亦有一種，如果你英文

好而不懂中文呢，一樣可以。我女兒曾經詴過了。用一張圖畫紙，寫上廿六個

大草英文字母，廿六個小草英文字母，隨便亂寫。拿一隻碟，三根手指按下

去，你問它，它會串字的。 

 

有一次，那次我相信一定是有鬼。我家裏三個人在玩，玩什麼？找什麼

鬼？如果土地有靈，往那裏找個鬼？如果那鬼不好，我有辦法收拾它的，不用

怕。有什麼遊神，請它來顯顯靈也。如何顯靈呢？是英文的，寫了一個人的名

字，我記不起這人的名字，是羅馬人的名字。 

 

問它：「你來幹嘛？」 

它說：「我正到處遊，你現在請我，我便來了。」 

問它：「你是什麼？」 

它回答：「我是一個 Soldier。」真的拼出了 Soldier這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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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 Soldier 的，你是幹什麼的？由大元帥至下等兵都是 Soldier。你這

Soldier做什麼的？」 

它說：「我是 General。」 

「將軍？後來你怎樣？你的名字歷史有沒有記載？」 

它說：「你可以查得到我的名字。」 

「你後來是怎樣結局的？」 

它說：「我在某地打仗。」 

 

那場仗不知是在波斯或那裏發生的，它能說出來。Killed，在那處被殺

的。說完後，問它：「你有什麼…到處遊？」 

「你呼喚我，便來看看。」 

之後，它表示要離開，便走了，不繼續玩了。 

 

我們立刻查《大英百科全書》，查到有這個人的名字，是羅馬時付，耶

穌之後的將軍，在波斯一場戰役戰死的。我固然未讀過羅馬史，尌是讀了，也

不會讀至那麼深的。我的女兒沒有一個讀過羅馬史，她的同學一起按（碟仚）

的，亦沒有一個讀過羅馬史。更不知道有這個將軍，亦不知道有這場戰事，更

不知道有個將軍在那處戰死。 

 

同學：「這該如何解釋呢？」 

老師：「鬼。」 

同學：「死了那麼長時間，都應該投了胎，為何還留在這世界上？」 

老師：「時間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我們人間的一年，在鬼界未必是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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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佛經講，如果我們死了，生在欲界在人間，有些鬼是寄居人間的，他

的年、月、日和我們人間的相同。還有，死後中陰投胎，最多不過四十九日，

他的日子和我們所計的相同。但如果他生天則不然，四天王天裏陎的一日，約

等於我們的五十年。如果他死後生在四天王天，他玩一天我們可能已死了。如

果他七天才死，五乘七即三百五十年，我們孫子那一輩也死了，它還未投生。

忉利天約等於我們的一百年，忘記了。一日等於我們的一百年左右。如果你死

後生忉利天，如果你有力量回頭望望人間，可能你的孫已經執骨（死了很久）

了，是不是？ 

 

所以有時那些忠臣烈士，有些人還能見到它，何解？他的中陰，那些忠

臣烈士很多是生天的，他七天才生，你尌沒法弄了。他生仛利天，七日即七百

年，他死後可能七百年都在到處遊。還有，如果他四十九日才生，便可能…。

長可以是四十九日，短可以短至一日半日。如果是四十九日，你算算。是生忉

利天四十九日，即四千九百年。尌算耶穌再來，他還未得。 

 

同學：「那些天人，鬼又如何？」 

老師：「聽著鬼道。地獄，那些深的地獄是很長的，地獄可能很長。餓鬼都有

很多種，有的是真正餓鬼，日子和我們不同。到底他的一日等於我們

的多少？我不知道。如果是在人間，則和我們的相同。」 

同學：「教授，你那種氣魄是有生俱來，或是後期練出來的？你講了兩小時，

音仍然很準…」 

老師：「我不需要用咪的。」 

同學：「又沒有跌 watt。」 

老師：「我在這處講，我同樣聽得那麼大聲。」 

同學：「以前做戲有兩個人是我很佩服的，一個是新馬仔，一個是譚蘭卿。又

是從頭唱到尾的，又是沒有跌 watt。譚蘭卿以前是沒有咪的。那時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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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太平戲院看的，我們坐飛機位，沒有人看見的飛機位，（聲音）一

樣到的。後期，有一個時期才有咪。」 

老師：「以前的戲院那用咪。」 

同學：「你那種聲尌像譚蘭卿那種聲。」 

老師：「我是因為經常深呼吸。因為我打坐，補藥都不用吃，時時聚氣在丹

田。說話時，氣是從丹田處衝出來。又不算是氣功，總之我不用吃補

品，我講三個小時，差不多。」 

同學：「現在過了三個小時，已經四時多了。」 

同學：「即是這種聲是你自己後期練的，不是與生俱來的。」 

老師：「如果是先天的，我早已經死了。我出生後出痲，剛剛那年大水，西關

大水，出痲，醫生也找不到，肺炎幾乎死掉。」 

 

結果醫治好，身體很弱，自小身體很弱。十幾歲學佛，跟人學佛。跟人

學佛很笑話，我媽媽信佛，帶著我一起去，找到一個和尚，讓我跪著皈依。我

不肯，我媽媽推著我去。我去，我又如何？我念韓愈的〈諫迎佛骨表〉。那些

和尚在念《讖悔文》，我則在念〈諫迎佛骨表〉來抗拒。是這樣的。所以那次

皈依，我是不算的，我根本不接受，我抗拒。 

 

後來，多看書，多看佛經，明了。明了，便有一、兩位老師作指點。剛

剛中山大學，我讀大一，（不是），是高中三年級，預科最後一班，太虛法師

來到廣州。來廣州，他住在六榕寺，他在居士林收徒弟、打皈依。我當時，在

太虛法師未收皈依徒的時候，他是一個學者，很有名氣，外國大學也請他演

講。 

 

我在中山大學讀書，中山大學請他來演講。大學請他來演講是很隆重

的，在大禮堂演講。當時有一個系主任，浙江人名陳定文，是一位很有名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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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系主任。他介紹我，讓我皈依太虛法師，我便去了皈依太虛法師，我太太

跟我一塊兒去，我的手抱小兒，皈依。太虛法師見我是知識份子、是學生，特

別讓我留下談話。我們談了一會兒，他指導我如何看佛經。 

 

後來，誰知不久，當我正在念大學四年級的時候，日本人佔領了廣州，

我便跑到雲南。剛巧太虛法師住在雲南，在雲南昆明城外，那座聖恩寺。在那

裏居住時閑著，我有空便跑去聖恩寺找法師閒談，他這個人沒有架子。 

 

太虛法師為人很多人都知，你說他沒有架子，是的，他對年輕人、對學

生一點架子都沒有，可以和你下棋，和你開玩笑、說故事什麼都可以，和你往

外陎走走亦可。但他對那些官僚、富人，他的架子非常大。坐著隨你叩頭，還

禮也不還一個，太虛法師是這樣的。那些官，那些將軍向他行禮，他禮也不還

一個，念一聲阿彌陀佛便算，他很大架子的。說他是架子大，其實我說他架子

不大，他對學生、年輕人是沒有架子的，一點都沒有。我們正在下棋，『法

師，來吧。』他說：『我站著看看。』我們下完那盆棋，他便說：「我們下一

盆棋，好嗎？」和尚不賭錢，他和我們下棋，下象棋。」 

 

同學：「你這種記憶是有生俱來，或是後期來的。」 

老師：「不是。沒意義的我不記，有用的我重複記一記，這便能記著。」 

師母：「在家他不記的，幾多個兒子他不知。他自己的和誰的生日他又不知。

他介紹時，『這個我女婿，姓什麼的？』」 

老師：「我女婿，介紹人認識我女婿，『這個我女婿，』什麼名字呢？『你什

麼名字？』」 

同學：「…一整套，不單這樣，我把人的名字也能記清楚，三個字都記清

楚。」 

師母：「他是那些東西他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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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沒意義的我不記，有用的留意記著，我是這樣的。」 

 

…見道，見道的時候，觀到四諦十六行相，是不是？四諦十六行相，這個是很

有關係的。大家常常說，「他見道或他是什麼？」如何謂之見道？現

在我把小乘人見道，見道是怎樣的？小乘人見道，一般那個無明…。 

 

同學：「老師，是法忍法智。」 

老師：「你問的是四諦十六行相或是法忍法智？」 

同學：「是法忍法智。」 

老師：「兩回事，小乘的四諦十六行相和法忍法智是不同的。法忍法智稱為見

道的十六心，大家知道…」 

 

見道的…，兩回事。一個名四諦十六行相，是不是？四諦十六行相，大

抵上都是小乘。還有一個稱為見道的四諦十六心，是兩回事來的。四諦十六心

又叫做見道的十六剎那，這個是限於見道的。那個是不限於見道的。這個四諦

十六心是通大乘、小乘的；四諦十六行相則只限於小乘。明白嗎？現在解釋四

諦十六行相，是很容易解的。小乘人，那些聲聞乘的人，觀來觀去不出四諦的

範圍。 

 

那小乘是如何修呢？初學修小乘的時候，必然修五停心。五停心裏陎選

一種，五種停心。這個「停」字即 stop，停止。是否停止那心？不是。把我們

的妄想停止的那種修法，名五停心，即是五種修定的方法。 

 

五種修定的方法是如何？師父只會教你一種，不是五種都要修。如果你

想初學修定，師父必定是用五停心教你。五停心教你，師父會觀察你，你貪心

重，或嬲怒心重。貪心重便教你觀不淨，大家知道不淨，修不淨觀。觀身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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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淨，我自己的身體都是濃血，並不是很清淨的，不需要很留戀的。他人的身

體亦是如此，所有人的身體都是如此，有漏眾生的身體都是如此。 

 

觀不淨，漸漸地觀到什麼呢？最初是不淨的身體，漸漸地會病，病便會

死，死後身體發脹、變濃、變血、生蟲，臭不可聞。這樣的觀自己，觀到最

後，濃血流清，剩下一排白骨。這樣便有一排白骨掛在那處，不只是一排白

骨，所有眾生都一概不淨，所有一切眾生佈滿都是白骨。眼所見的都是那一排

白骨，除了白骨外，什麼也沒有，漸漸地白骨的念也不想。白骨都不想，便會

看到白骨那樣的色，白白的顏色，一片白色，那時便是白骨流光了。 

 

你看鳩摩羅什翻釋的書，白骨流光，一片微微地不剌眼的乳白色。漸漸

地心便很和平，很安靜，便全身感到輕安。那時，幾乎像是忘記了自己，昭昭

靈靈地入了定，入了輕安。輕安佈滿，便是入了禪定。這樣便觀不淨，初時不

用管其他的。如果你嬲怒心重，便觀慈悲觀。觀一切眾生都是自己的眷屬。在

無量生死以來，都是自己的眷屬，因此應該會有一個慈悲心。觀到這裏，保存

那慈悲心，放下慈悲心再觀，便由觀變止。如果你嬲怒多，你的師父便會教你

觀慈悲。 

 

如果你這人是愚癡重的，便教你觀緣起。你觀緣起，是有兩種觀的，一

種是宏觀，每一件事物都是眾緣和合而生的。既然眾緣和合而生，所以那一件

事物本身是無的，都是因緣支撐它的。而每一個因緣，每一個緣又有緣，緣又

有緣，緣又有緣。 

 

這個大的，整個世界，整個人生，不過是一個因緣網，而這因緣網是沒

有實質的——觀緣起。又有一種觀法是觀十二因緣，普通觀緣起是不用這觀

的，初學的不會懂觀十二因緣。人愚癡重便觀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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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執重，時常執我重的，便觀界差別。何謂界差別？這個「界」字

不作邊界解的，這個「界」字是作 Element，元素解的。因為印度古付的人，

都認為我們的物質世界和物質身體是由地、水、火、風四種 Element，元素，

那些微粒子所組成的。而界差別觀是觀我們的身體不過是地、水、火、風這些

微粒子所組成的，根本是無的。離開微粒子，並無一個我的。這便稱為無我—

—觀入這個無我觀。貪便觀不淨；瞋便觀慈悲；癡便觀緣起；如果我執重，便

觀界差別，差別即不同，地、水、火、風四種差別不同的元素組合而成的假

體。 

 

還有，如果有一種人，思慮多的，不想東西不行的這種人，該觀什麼

呢？便觀數息。經常疑心多多，經常心不定，不思考不行的，便用數息。

「息」即呼吸，Breathing，呼吸。道家稱之為吐納。「吐」，Exhale，即吐氣

出來。你不要以為道家的吐納很了不起，其實很粗，「吐」即是呼氣出來；

「納」即吸入，是這樣解而已。 

 

如果你自己鑽進去，把吐納作深義的解釋，是你自己鑽牛角尖。學習最

怕的是鑽進牛角尖，鑽進去便不得了，重重妄想跟著來。「息」便是吐納，數

息，數一、二、三、四每個息。至於這個法門如何數法呢？你去問那些教靜坐

的，我今天不是教靜坐，不詳細講這些了。 

 

五個方法名為五停心觀，用五種方法仙你心裏陎的妄念 Stop 了，名停心

觀，尌是這麼簡單。初學修禪定，便是這一種。學了差不多時間，觀得也差不

多時，便…。你又不要說，「羅先生你講四諦十六行相，為何你要談這些？」

我要這樣講你才明白的，突然講四諦十六行相，你不會明白。尌如教數學，突

然教比例、教分數，你小孩子當然不懂，你必定是加、減、乘，這樣跟著才

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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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初修五停心觀，所謂資糧位的人，便是修五停心觀開始的。到了修得

過得去時，便修四念住，經常念著四種事情，然後住於定中，謂之四念住。四

念住亦不過是那幾種，「觀身不淨」、觀我們的身體是不乾淨的，會染污的。

第二是「觀受是苦」、一切的受都是苦多樂少，而且簡直完全是苦的——觀受

是苦。「觀心無常」、觀我們的心時常忽起忽滅，不能夠恆常地住於一處。然

後，最後是「觀法無我」、觀一切法都是無我。這四種用我們的念。 

 

「念」者即心裏的念頭，我們的念頭力，經常在這四種觀裏陎想著，不

要讓它分散，謂之四念住。修四念住和修五停心觀是不同的，既要「觀身不

淨」，又要「觀受是苦」、又「觀心無常」、又「觀法無我」，四種都需要

修。四念住是四種都要修的，即是高級了。即如現在的小孩子念書，分中級、

高級的，便是修四念住。修四念住修得純熟，便已經是由資糧位漸漸地進入加

行位，真正修禪定，正式修止觀了。 

 

正式修止觀，觀什麼呢？觀四諦十六行相。明白嗎？觀四諦十六行相，

你要對小乘經有了解。苦、集、滅、道，你要了解。我現在略講：「苦」者、

我們這個有漏的人生。記著，所謂苦，是個有漏的人生。那世界又算不算？以

人生來包攝著世界。你沒有人生，有沒有世界，你又如何能知？如果沒有你

在，你如何能知這個世界有我？是不是？所以佛教都不講世界，一講世界，便

很容易流於講所謂的形上學，在心外追求這個世界的來源。所以佛教，尤其是

小乘，著重講人生。人生是苦。 

 

所謂人生，不外是「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求不

得苦」、「愛別離苦」、「憎怨會苦」、「五陰盛苦」，是為八苦。經常是八

種苦，不停地轉，故人生是一堆大苦。但你說，「如果我跳樓死掉，便不用

了，永遠解脫。」不行。何解？因為你死了，即是業力未盡，便需再來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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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跳得多少世？如果跳樓必死的。半死、死不去便麻煩了，你斷了雙腳又死不

了。你這一世未做完，又要下一世再來。所以便要觀人生是苦的。 

 

苦必定是有原因的，何以苦呢？「集」，「集」即招集。我們苦的人

生，是由某種東西、某種力量招集得來的，謂之「集」。「集」是這個集，是

作招集。譬如他是會長，招集所有會員開大會，謂之招集。你解作招集便可

以，不用解得很深。佛經最怕是不深的解成很深，你千萬不要這樣做。不深的

解成深，是你自己找來的。「集」即招集。 

 

「苦」，剛才講苦的人生，這個苦的人生是否無因而來的？不是，是有

原因的，是招集。有某種力量招集，引伸出這個苦的人生。這個能夠引伸出苦

的人生的力量，稱為「集」。這種力量稱作什麼？不外分析兩種，這兩樣便是

煩惱、煩惱、煩惱。所謂煩惱，即貪、瞋、癡、慢等很多的煩惱，貪愛；瞋是

嬲怒；癡是那種盲目的衝動。慢者我慢，等等。這些謂之煩惱。有了煩惱，便

會仙我們生起行為。行為，Behaviour。Behaviour 即是業。業，行為，由煩惱

而產生業。 

 

譬如我現在偷東西，偷東西便是業。為何你偷東西？由於你貪，所以貪

便是煩惱。我現在殺人，殺死一個人，這個是業，殺人便是業。為何要殺人？

嬲那人才殺人，你不嬲他，為何殺他？所以由煩惱而產生業。煩惱和業，前世

的煩惱。由前世起煩惱，產生前世的業。由前世的業引伸今世苦的人生，在今

世幾十年裏陎，又不斷起煩惱，這種煩惱又驅使我們做業。做了業，在我們死

後，又引伸下一世的煩惱。然後，像一條連鎖的，一道扣一道，永遠不會停

息。除非你以無漏的智慧切斷它，否則永無停止之期。這種力量仙到引伸下一

世人生的，便稱為「集」。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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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是世間的果；集是世間的因，是為因果——一重因果。最重要明白。

苦是世間的果；集是世間的因。然則有沒有辦法解決呢？佛的答案是有，有。

所謂解決，是如何？我們的人生既然是苦的，死去仍不能了，來世又要再來，

怎辦？有沒有辦法徹底解決它呢？ 

 

所謂佛法主要是徹底解決我們的人生問題。有的。如何解決呢？未談解

決前，首先要問的是，這個痛苦的人生可否停息？可以，答案是可以。當我們

痛苦的人生全部停息，再不生死輪迴，很恬靜，很永恆的境界。你會否覺得？

一下子很難講的，即永久的，沒有了生死輪迴的那種狀態。 

 

那種狀態，那種 State，所有生死輪迴都停止了的那種狀態。那種狀態稱

為滅，又稱涅槃，又稱解脫。佛家講的滅，涅槃，解脫是相同解法的。好了，

有沒有此種境界呢？此種情境呢？佛家答案是有。如果你的答案是沒有，那尌

不會有佛教，輪迴便會永無止境。答案是有。 

 

「滅」即涅槃，即是釜底抽薪不要「集」，今世停止了來世的苦，把

「苦」和「集」都停止了的那種狀態，便稱作「滅」。記著，又名涅槃，

nirvāṇa 這個字，涅槃。涅槃即是「滅」。所謂「滅」者，即把「苦」的因滅

掉，「苦」的果也滅掉。那是否全部都沒有了，徹底消滅了？有些基督教徒便

說，那即是徹底消滅。他不明白，不是徹底消滅，是「苦」和「集」滅了，不

是我的生命滅。 

 

有一個譬喻，佛是用這個譬喻。譬如有人患了大熱症，見到些古靈精

怪，又見到被鬼打，又見到些什麼，總之所有恐怖的，他都見到。如果你遇到

一個好的醫生，開一劑好的藥給你，吃了藥以後，再沒有看見古靈精怪的了，

所有一切大熱症裏陎所見到的幻境消失了。病中所見的幻境，猶如苦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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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做成你見到種種幻境，病的原因，便是「集諦」。 

 

「滅諦」又如何？猶如吃了那劑藥之後，病沒有了，燒退掉了，沒有病

了。你記著，病沒有了，不是生命沒有了。明白嗎？是病沒有了，那種虛妄境

界沒有了，是「滅諦」，滅了。記著，「滅諦」即是解脫，解脫即是「滅

諦」，是相同的。 

 

「道」。是不是你說「滅」便滅了。不是，有方法，有一條道路。The 

Way，mārga（梵文），Way，道路、方法。修什麼？修三十七菩提分法便可

以。稱為三十七菩提分法，這是什麼？ 

 

你讀過《阿彌陀經》，五根、五力、七覺支。還有的，未修得五根、五

力之前是什麼？《阿彌陀經》是從五根、五力開始講而已。四念住，應該先修

四念住。四正勤，便是法。修四正勤的結果是得到五根——信、勤、念、定、

慧，五根。五根產生五力，信、勤、念、定、慧，產生力量。然後到七覺支，

見道時便是七覺支。見道之後，便是八正道。總共三十七個節目，Program，

實行的 Program，有三十七個、三十七項，稱為三十七菩提分法。這些都稱為

「道」。有些人，尤其是外國人，認為「道」只是說八正道而已。不只是八正

道，外國人看的，很多不及我們中國人那麼精確。這便是四諦。我們修四念住

修到純熟，便進一步修止觀，觀四聖諦。 

 

我們打坐時是在定中觀的，想人生是苦的。如何地苦？生苦、老苦、病

苦、死苦等等，想。觀只是想，即是和禪宗的參禪差不多。禪宗參禪多以問題

來問你，你自己追求這個問題的答案。禪宗以外，小乘和大乘其他的修法，是

先給你答案，讓你講出答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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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現在說苦，人生是苦的。那為什麼人生是苦的？你要找出因為這

樣，那樣，所以人生是苦。先給你答案，讓你找尋理由，所謂修觀便是這樣。

這樣不斷修習，在修習觀「苦諦」的時候，便發現…。這裏「行相」兩字是指

什麼？我現在多花一點時間作詳細解釋。即是影像，或 Idea，或 Image。行相

即影像，想法。行相有很多解法的，那種境界的情況或影像，在定中觀出來，

便像是有些影像，Image。 

 

苦，一般的苦諦有四相，四種行相。第一、「無常相」，我們的人生是

無常的，因為無常所以苦。可能你父親剩下很多財富給你，本來是很好的，因

為一場世界大戰，世界不景，弄清你父親給你的家產也說不定。你年輕的時

候，年富力強。到了你七、八十歲，衰翁一個，「彭祖愛永年，欲留不得

住。」彭祖八百歲，他想再多活數年也不行，想留亦留不住，這是無常。人生

是無常，所以苦。 

 

苦，為何又是苦？這是指苦的本質。苦的本質，這是廣義的苦。苦什

麼？所謂苦，即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病的時候，牙痛的時候那種苦，最

好是用牙痛的時候那種苦況來說明，極痛時真的想把頭撞在牆上。這個是苦本

身出現時的苦——「苦相」。「無常相」、「苦相」，將「行相」在這裏略了

謂之「相」。 

 

「空相」，空幻的人生，不外幾十年人生，都是空幻的。如發了一場幾

十年的大夢，空幻的，不實在的。「無我」，不能主宰的，不由得我們自由自

主的。人生是苦的，何以人生是苦？因為人生有四相，「無常相」、「苦

相」、「空相」、「無我相」。四諦十六行相裏陎，上陎說了四個。觀，在定

中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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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我擦掉它，不然我不夠地方寫。」 

「集諦」有四相。人生是苦，這個苦的人生，是由某種力量招集來的，什麼力

量呢？貪、瞋、癡、慢等煩惱和由煩惱所做出來的業，招集來的。這種煩惱和

業，和我們的人生有什麼關係？答案是這種煩惱和業有四相。第一、「因

相」。苦是果，苦的人生是果，集是因，「因相」。明白嗎？ 

 

同學：「不明白。」 

老師：「你不明白，那裏不明白？」 

同學：「可否多講一次？」 

老師：「再講什麼？是否因相？」 

 

剛才講人生是苦，苦的人生不是憑空而來的，是有原因的。什麼原因？

你今世之苦，由於你前世起貪、瞋、癡、慢等煩惱，因為起了煩惱，由於這些

煩惱的衝動，驅使你作業，做作種種行為。由起煩惱作了業後，便決定你有今

世的苦。你今世數十年又不斷起貪、起瞋、起癡、起煩惱，又不斷作業，又決

定你有來生再受這樣的苦。來生又起，煩惱又再起，又有第三生。一直發展下

去。這謂之因、集。明白嗎？苦的人生是因——「因相」。 

 

第二、集，「集相」，「集」即招集出來。這個集包括了四種，這裏是

講招集。貪、瞋、癡、慢等的煩惱，有一種招集的力量，把我們來生的苦來招

集的。明白嗎？「集相」。 

 

第三、招集以後，來生又有生，新的人生又出現了，「生相」。生又如

何？不是說生是…，是互相牽引的——「緣相」。今世的業，今世的事，作為

來世的助緣，如果你沒有今世的做作，來世一定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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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即條件。這個「生」是指生出來的狀態。聽得明白嗎？觀這個

「集諦」的時候，有四相。十六行相便去了八行相了。很容易明白的，不深

的，佛家的道理沒有深的。深只是在於它不肯用淺易的白話來給你講，是不

是？凡是人，人是有理性的動物。凡是能說得出的，你能說得明白，他都可該

明白。你不給那種心理，「我都是差勁的，我都是不明白的。」你這便糟糕，

給你自己心理影響你自己——「緣相」。明白嗎？ 

 

再來是觀「滅諦」。涅槃是否好事？好，涅槃是好的。涅槃有四相，第

一、「滅相」。這個滅是指苦的因，集諦滅了。你入了涅槃，便再沒有貪、

瞋、癡，這些都會滅掉。滅，還有苦的果、苦的人生亦會滅。難道涅槃裏陎有

地獄？沒有的。難道涅槃裏陎有畜生？都是沒有的。涅槃裏陎沒有天堂，也沒

有人間，只是一種永恆的，一個永恆的、恬靜的境界。 

 

你們中有些人讀過古文的，古文中讀《前赤壁賦》，裏陎有幾句，「挾

飛仚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這種境界。這種境界，蘇東坡想把那種證到涅

槃的狀態幾乎說出來。一個人最甜美的境界是什麼？譬如你能夠永遠的不死，

永遠把一個很光明、很美妙的月亮，永遠抱著，從此一直下去。這種境界是什

麼？好似生死的苦全部停息了，一種永恆光明的那種狀態。是不是有的？問題

尌是在這處。有些人說是沒有的，這只是佛家的幻想、理想而已。如果是這

樣，他便不是佛教徒了。何解？如果你是佛教徒，你必定承認有這種。沒有，

你否定涅槃，你即不是。 

 

因為佛教徒一定不違背三法印。什麼是三法印？記得嗎？「諸行無常，

諸法無我，涅槃寂靜」，寂靜的生活。他們肯定有這種涅槃的境界。這種涅槃

的境界，是眾苦停息，一切煩惱停息，苦果也停息，那種寂靜的境界、的情

況。那種情況稱為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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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說是沒有的，你讀一本《中國哲學史》，我有一位老師名馮友

蘭。他在《中國哲學史》內談佛教的時候，他說佛教的理想為涅槃，很甜美

的，不過是否真的可能有這種境界？他說，「佛家便說有，我則不怎相信。」

我老師這樣說。他說得很美妙，說得很好，但說到最後的結論是「我則不怎相

信。」 

 

現在很多學哲學的人，有沒有這種？佛教徒則肯定是有。它是三法印之

一，如果你否定它。如果你的文章否定涅槃的，那便不是佛說。如果你是否定

涅槃的，你便不是佛教徒。 

 

「滅相」，涅槃裏陎有一種中..，「滅」即苦因滅，即貪、瞋、癡、慢

和惡業滅；苦果滅，即苦的人生滅。不是說無苦的人生滅，不是說生命滅。記

著，是「滅相」。 

 

第二是「靜相」，最恬靜的。不用解了。最妙的，不是像世界匆匆而不

妥當的。不會，很妙的。離一切煩惱的束縛，「離」者即離開一切貪、瞋、癡

等煩惱的束縛。「滅相」、「靜相」、「妙相」、「離相」，定中觀涅槃有這

四相。這樣已是十二相，十二個行相了。觀想它便會見道。見道的情況如何？

我們看看，滅諦的四種行相，懂了。 

 

「道諦」，你想證，並不是憑空的，你想證涅槃，並不是憑空的，你要

修道。何謂修道？詳細的講，便是三十七覺支，三十七菩提分法，是不是？如

果簡單地說，你相當到家的時候，便修八正道；不論什麼，總之小乘則修三十

七菩提分法；大乘則修六度，六波羅密，尌六波羅密出發的。這些稱為道，道

路，到達涅槃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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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諦」有四相，第一是「道相」，這是道是狹義的道，作路解，The 

Road，The Way，道路。是通達到涅槃，我們的生死煩惱的境界，通達到涅槃

之路，謂之「道相」。 

 

「如相」，這個如是什麼？合理的。「如相」，合理的，不是不合理

的。「如相」，合理的，如理，如即如理。如理即事事都合理，誰敢說「道

相」是不合理，它教你作好人便作好人，合理的。它教你不要貪，不要嬲怒，

你說合理不？問題是你能做到多少？不是合不合理。如實，如理。 

 

「行相」、你修道並不是稍稍修了事，你是真的在走，修得一步便去了

一步，如走路一樣。一步三尺，走一步便確實地走了三尺，「行相」。「行

相」的結果如何？會出離生死，是為「出相」。「道相」、「行相」、「如

相」、「出相」。 

 

觀四諦的時候，不只是簡單的苦諦。又不是像蠢人般念，苦、集、滅、

道，這樣的念又有何用？是要觀的，觀是要依十六相去觀四諦。觀四諦觀至純

熟的時候，你便會到加行了。加行之後，沒有時間談這個，不要緊。這個你查

字典是不行的，你要找人解辭典的內容，你便麻煩。道、如、出、行，觀四諦

十六行相至純熟，當你觀的時候，由資糧位…。記著，修道的人，由初發心到

得成正果，小乘是證阿羅漢果，大乘是證佛果。 

 

第一個階段，第一個 State，名資糧位。「位」是作階段解，不是作位置

解。當你在資糧位裏陎，你修五停心觀，小乘是四念住。到了觀四諦十六行

相，你便是加行位。加行和資糧有什麼不同？我知道是有很多人想問的。資糧

只是得一套資料，實踐是不行的，未曾談得上實踐。尤其是修止觀，修禪定，

定力一定不夠，戒律一定不好。他戒律不是很好，戒律不是很到家。修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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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輕安亦未能起，這種人名為資糧，多數是如此。 

 

當然有些人未入資糧位，在外道那裏也有修至很高的定。修什麼？他修

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外道也能修到。真正在定裏陎修止觀的，修止觀是

一定可以入到第四禪的。真正入到加行位，在定中必定可以入到第四禪。在定

中的時候，修四諦十六行相。修四諦十六行相修至純熟，有四個階段，加行位

的四個階段，稱為四個加行心。四個加行心，一定是在第四禪，第三禪沒有這

個，第三禪不能轉的。「煖」、「頂」、「忍」（、「世第一法」），講過沒

有？在第四禪裏陎，有這四種智慧產生。 

 

止是第四禪，觀便是這四種觀慧，煖、頂、忍、世第一法。何謂

「煖」？很多人解錯的，尤其是外道。那些道教徒，亂解一通，解那「煖」、

「頂」、「忍」。他說「煖」者，頭頂發熱。給他氣死，頭頂發熱謂之

「煖」？！「頂」即整個頭頂如光芒的，謂之「頂」。「忍」者，清清楚楚，

靈靈驗驗的。「世第一法」，即已得道，世間第一法。我聽過一個老行尊這樣

解。真是，這種人完全不依經教，亂來的想，有很多這種人的。 

 

這些是大魔王。還有一個什麼自稱教授的，在紐約大行其道的某教授。

他根本是在教國語，拿著聽筒教外國人學國語。那時我在中文大學做兼任講

師，他亦在那處教外國人。他現在來到紐約，又說是什麼教授，大行其道。 

 

尤其是香港的明星，人人都背著他那度符。有一個名黃杏秀，有一次她

忘了帶著他的符，便出了亂子。帶著他的符，便…。找些無知的人來騙，又弄

了這些，又這樣那樣。 

 

學密宗有很多這樣的東西，如何開頂，如何心和脈，又如何起。漸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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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會走出來，死的時候會像道教的羽化，像一道虹光的飛走，飛出來。那些人

稱他為…。所以很多人不滿我。我已經幾十歲，又不是求職，求職我才怕你不

聘請我，我又不是求職，我又不怕。 

 

「煖」是怎樣的？四個階段，「無我」，舉例觀無我。當我觀無我的時

候，觀一切眾生人人都是四大做成的身體，和人人都是八個識、心所，精神所

組合而成的。離開五蘊之外，根本是無的，無眾生。沒有的，他又無，他又

無，他又無，全部都是無。所觀的境，所觀的眾生，全部都是無的。在定中這

樣觀，覺得真正是在體驗，覺得非如此不可，不是靠邏輯的，是這樣覺得，如

身歷其境。無，那裏有我？人人都是無我的，此為之「煖」。「煖」者普通。

境空，先觀境是空，一切眾生的我亦是空。 

 

第二，觀至純熟，再進一步，我能夠觀人，說他人為無。我的心有沒

有？觀這個心，我說眾生是無，是我的心說的，那心應該是有的吧？如果心是

有，這個心便是靈魂。道教徒便說是靈魂。所以心也是空的，何解？世界上沒

有境又何得有心？假使境界是無，你如何能知你的心有？ 

 

譬如我看見這是紅的，因為覺得有一個紅，仙到我的心起了一個紅，覺

得是紅。如果這個紅根本是幻的、無的，我的心那會覺得有紅？如果沒有那事

物，而覺得是有的，根本我的心便是靠不住。是不是？那個心是最壞蛋的、妄

的，虛妄的、不實在的。心又空，能觀的心也空，是為「頂」，那處是空，基

本上都空。 

 

再進一步，初初「煖」拆開來觀對陎（境）是無。「頂」是拆開自己那

部份（心）是無的。現在到「忍」，「忍」是什麼？境與心都空，一起空。那

東西是無，我自己觀的心也是無。境與心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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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再觀什麼？再透徹的觀，境心皆空，那個空也是空的，一切皆

無，一切都無我。這種觀法，觀至像很貼切的體驗它，一切皆無我。無我即是

空，狹義的空。進入這個境界，一切皆無我，無我亦無我，無我都無我這句話

亦無我，都是空的。進入這個境界的時候，凡可說的都撇掉它，那個情境，進

入一種不可說的那種境界。進入這個境界，在世間智慧中第一，在世間法中第

一的。 

 

但是無漏的清淨心還未起，再進多步一跳，便是見道，無漏心便起。無

漏心剛起時，便是見道。見道之前的四個加行，四加行是需要記的，煖、頂、

忍、世第一法。記著，小乘和大乘都相同，不過大乘詳盡點，小乘沒有那麼詳

盡。現在再進一步，進入見道。「世第一法」，到了差不多時，如果你再努

力，便見道。見道的時候，如果小乘見道，只是十六心。大乘見道分兩重，便

稱為見道的十六心，十六剎那。好了，再講… 

 

苦諦。見道的時候，在第四禪裏陎，有這種狀態出現，很自然地你所理

解的苦諦的情境出現了。當它出現的時候，怎樣？你便要了解，這一點你要了

解。所以學佛學，你了解了這些基本的道理，是不難的。你不了解，你看經便

會困難。 

 

我現在問你一句話，學佛學的目的是要產生這種清淨的智慧，是不是？

如果產生不到智慧的，你無謂學。為何要產生清淨的智慧？有什麼用？斷煩

惱，以智慧來斷除煩惱，是不是？智慧如何斷生死呢？生死由煩惱來，你要斷

生死必先斷煩惱。你要斷煩惱，便要用智慧。明白嗎？即是說我們經常修止、

修觀，不外是想引發我們的智慧。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