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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經常念，把它的道理想想，我保證住鬼屋，保證你不怕。人

家說風水不好，你說，「你免費讓我來住吧，不收我租金。」你住那裏沒有問

題，你搬走才有問題。他人有禍患，你不會有的。 

 

「在人人尊」。這一點又分二，（壬一）、（壬二）。（壬一）、先解

釋「在處處勝」；（壬二）解釋「在人人尊」。（壬一）、「在處處勝」，很

容易解的。「復次善現」，「復次」即又，英文的 And，如在一個 Paragraph

開首 And什麼。「善現」，稱呼他一聲善現長老。 

 

「若地方所，於此法門乃至為他宣說開示四句伽陀，此地方所尚為世間

諸天及人，阿素洛等之所供養，如佛靈廟。」我解了。他說，善現長老。「若

地方所」，「若」即如果，如果那個地方。「方」即地方、方向；「所」是處

所，如果那個地方。那個地方又如何？ 

 

「於此法門」，有人對於《金剛經》和其他《般若經》這種，「法門」

即經。把這種經，少，少至怎樣？少至為他人在那個地方，為他人宣說解釋。

解釋少至怎樣？少至四句偈那麼少，不用解釋整本經。他說，如果有人這樣

做，這個地方將會如何？「此地方所」，這個地方。「尚為世間諸天及人」，

這個地方尚且為世間上的天子和人類。 

 

「阿素洛」即阿修羅，有天的福氣，但是脾氣卻是最壞的。如果你持

戒，持五戒，持十善，但脾氣不好，你便會去阿修羅。脾氣最壞，阿修羅動不

動便打架，樣子很醜的。惡的人都是樣子醜的。但阿修羅女則是最漂亮，阿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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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男子樣子很醜、很惡。阿修羅，Asura，「A」即阿、「sura」即天，譯做非

天。即有天的福氣，但沒有天的品格，稱為非天。阿修羅。本來亦是天的一

種，不過他不怎麼好，所以剔出來作為另外一種。 

 

現在所謂六道，本來應該是五趣的。天趣、人趣，此兩趣謂之善趣；第

三是地獄趣，苦的；餓鬼趣、畜生趣，三惡趣亦稱三惡道，是為五趣。世間不

過是五趣，但天之中有一種謂阿修羅，脾氣特別壞，這種天人經常爆火（發

怒）的。另外一種名非天、名阿修羅，常常和帝釋打架的。帝釋即道教徒稱作

玉皇大帝，常常和他開戰，動不動便打架。鬼神都有很多，神有很多脾氣不

好，鬼更是脾氣壞的多。神也有些脾氣不好的，阿修羅脾氣最壞。 

 

天，就是那我講的自在天的天。你修行接近證果，他會來騷擾你。總之

古靈精怪都來騷擾你，讓你不怎舒服，有這種天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便

是這種，天魔。這個地方尚且值得天人，人和阿修羅等，那些天和阿修羅是去

那個地方，供養這個地方的。供養那個地方猶如供養佛的靈廟一樣，靈廟以前

稱作什麼？有些人，看佛經，音譯為「制多」。在佛經看見制多二字，即是靈

廟。 

 

Caitya，有人譯為「制底」；Caitya 的音譯，有人譯為「招提」。香港新

界有一間招提寺。「招提」是音譯，Caitya 的音譯。恭敬一個地方，像恭敬佛

的靈廟，像是安奉佛的舍利的靈廟。即如在你家有人在佛堂念《金剛經》、念

《心經》，那些鬼神到來都要供養那個地方，不敢攪亂那個地方。 

 

你們大家在聽經，我在講經的這個地方，有鬼神到來，它應該供養這個

地方。不用怕的，什麼鬼怪鬼神，你不用怕。基礎是要發菩提心，發大菩提

心，再念誦，便什麼都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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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在處處勝」，這本經所在之處，那處則處勝。明白了。六十七

頁（新書一一四頁），「在人人尊」。如果那個人念此四句偈的，又或念此本

經，或了解此本經的道理，這個人是值得尊重的。 

 

「何況有能於此法門，具足究竟書寫、受持、讀誦，究竟通利，及廣為

他宣說開示，如理作意！」一句。有人在講過此經的地方，都有鬼神供養。何

況有一個人能夠「於此法門」，對於這本經，法門即經，經裏面的道理，能夠

具足。具足什麼？齊齊備備地。齊齊備備什麼？「具足」即一整本的寫。 

 

「究竟」即由頭到尾，「究竟」即英文的 Thoroughly，由頭到尾徹底地。

具足地，徹底地書寫。「具足」即 Completely，「究竟」即 Thoroughly。

Thoroughly 什麼？書寫、受持。「受持」即記憶；「受」即接受，聽他人講；

「持」即記憶起來。「受持」即記憶，在那處記憶。拿它來讀；「誦」即念

誦。當他「受持讀誦」的時候，便會「究竟通利」。「究竟」即由頭到尾，句

句通順，正確地讀。這樣做便是自利，這處是在談自利。「及廣為他宣說開

示」，「廣」者廣泛地，為他人解釋宣說開示，即給他人解釋，他人不懂便給

他們解說－第二、利他。 

 

第三是什麼特點？「如理作意」，實際的修行。「作意」是解作起心動

念。普通是這樣的解，但在這裏是指修止觀，修禪定止觀，修定。這個「作

意」即在定中修止觀，定中的修。「如理」即合理地，有很多人做得不合理

的。 

 

譬如我的爸爸，學打坐，可以坐至幾乎走出身體。可惜他早已去世，不

然我可帶他走回正路。他修，觀想入丹田，初初觀個個呼吸入丹田。因為我是

這種世家，我較為在行。呼吸入丹田，漸漸地，在肚臍下面那個丹田，覺得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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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呼吸就如一粒紅棗，豎著發光，吸氣的時候那粒東西會發光。 

經過呼吸，呼氣的時候。那呼吸吸入後繞過後面，像在脊骨處走出來。當它走

出來的時候，那粒光芒像日光般散開。再吸入時，那光芒又像被吸回去；再呼

氣，又再走出來的。漸漸地，那一粒東西，大如一個月亮。月亮內又見到有一

小孩，如一個嬰兒，沒有穿衣褲的嬰兒，初出生的小孩。看見它坐在那處，看

清楚原來是自己。 

 

這是什麼？由於那些煩惱障，我執、法執，沒有那東西卻想出那東西，

那裏會有一個嬰兒？戇的。是我的爸爸，不能說他戇。那裏有？是這種人執著

它有而已，這便是我執。一有我執便跟著起，它便會升上來，是會升的。我們

自己會的。升至頭頂，便會如一個月亮地離開，一個球形的，一個月亮般，幾

吋高，中間有一嬰兒坐著，如一個胎兒眼定定地坐著。 

 

我有一個世伯，說是會飛出來的，招龍氏說他會飛出來。不過後來他不

又是死去，死時失禁，沒有一點兒益處。 

 

同學：「是不是幻象？」 

老師：「幻象來的。」 

老師：「招龍氏臨死的時候，同樣是失禁，沒有一點兒好處。我父親見到招龍

氏亦是這樣，『我不要了，我不再修了。』見到他死的情況，不要

了。死時一樣失禁，何必修？我不如享受更好，我父親說不修而已。 

 

還有，剩下一本《性命圭旨》，《道藏》裏有這樣的一本書。你們學這

種東西，最好的是《性命圭旨》。這本不是好東西，不過有很多人看的。要知

道它不是好東西，《性命圭旨》。《道藏》裏面教人修定最好的書，可以適宜

於入門，但不要學，可以作為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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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孩童時，父親剩了這本書，告訴我們不要學這一套。我父親學了數十

年，臨死前幾年，告訴子孫不要學這一套東西。後來我看了一下這一套，為何

我父親會看呢？剛剛有一個詩人名陳湛銓是學這一套的，我便把它送出讓他

學。他學了，到他死時不又是一樣不好，這一套是沒有用的。生的時候，精神

好，運氣，氣功做得好便好。壽命將結束的時候，也是一般，不如念佛更

好。」 

 

「如理作意」即合理地觀，是修觀、修止觀、修定。如果這個人，「如

是有情」，這些、這種有情。「有情」即眾生，這類眾生。「成就最勝希有功

德」，成就一種最殊勝，最少有的功德。何況有人在那個地方修行，那個地方

更加殊勝。何況那個人能夠修行，那個人更加殊勝。這種人值得尊重。 

 

「此地方所，大師所住，或隨一一尊重處所，若諸有智同梵行者。」現

在綜合來講。「此地方所」，即如果有這麼一個地方，有人在說般若。我們應

該怎樣對它？是大師所住的地方那麼尊貴。「大師」即指佛，是佛在此居住那

麼尊貴。「或隨一一尊重處所」，或者，「隨一一」。或者除了佛之外，「一

一」即個個。個個值得尊重的人，如菩薩、羅漢那些值得尊重，那種人居住的

地方。那個人又如何？「若諸有智同梵行者」，以及這種有智慧的人，「梵」

即清淨，「行」即行為。 

 

這種修清淨行的人，和大家一起修清淨行。此處地方即等於那些修清淨

行的人，住在那處修行一樣，值得我們寶貴尊重。而那些人是一種我們值得尊

重、有智慧的修行梵行的人相同。因為這樣，所以這本經殊勝。（辛二）、明

能摧二障故勝。說明這本《般若經》能夠摧毀煩惱障、所知障，所以它殊勝。

分二，（壬一）、善現問；（壬二）、佛答。（壬一）、善現問。「具壽善現

復白佛言」，善現長老又對佛這樣說。他說，「世尊，當何名此法門？我當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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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奉持？」「世尊」，稱呼一聲世尊。 

 

「當何名此法門？」，「法門」即經，應該稱此經為什麼經？「名」，

名是動詞，替這本經改一個什麼名字？「我當云何奉持？」我須菩提，我善現

應該怎樣把這本經來奉行、修持、記憶？於是佛便回答，（壬二）、佛答。又

分二，（癸一）、示名勸持。「示」即指出，指出此經名字，勸人修持，受持

它。（癸二）、釋所以。解釋為何這樣做，解釋理由。（癸一）、示名勸持。

「佛告善現言」，佛對善現這樣說。「具壽，今此法門，名為能斷金剛般若波

羅蜜多。」 

 

「今」即現在，現在這本經，「法門」即經。「名為」即稱為。稱為什

麼？能斷金剛經。金剛是指煩惱障，所知障。煩惱障，所知的障雖然是重，我

們這種智慧，是能夠斷除它的－能斷金剛的般若智慧。這本經是講能斷金剛的

般若智慧，那種般若波羅蜜多。「如是名字汝當奉持。」「如是」即這些。這

些名字即這個名字，能斷金剛經這個名字，你應該奉持，用此名字來記憶這本

經。 

 

為何以名字來奉持？佛涅槃之後，他的大弟子怕佛的教訓漸漸地散失，

於是結集。結集是分開三部分來結集，第一是結集佛所說的經，佛所說的話。

經是指教導。於是讓佛的堂弟，阿難陀，阿難。阿難由於他經常跟在佛身傍，

他記得佛在何處講話。主席是迦葉尊者，由迦葉尊者做主席，請阿難登座，尊

座。問阿難：「把你聽佛在那處說的經，如實講出來。」阿難那時便說，開首

他便說，「如是我聞」，「如是」即這些，這些東西是我親自聽聞的，親自在

佛那處聽聞，謂之「如是我聞」。 

 

跟著是「一時佛在何處」。某一個時候，「一時」。在某一個時候，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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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某地方，和有那些人在那處。當時某一個人問佛，或佛自己講，如何如何

地講。講完之後，當天說了些什麼，大家都心領神會，了解。這樣便講完一本

經。於是，由主席問大家，阿難剛才所講的這本經，是講什麼的？我們應該稱

它為什麼經？替它起一個名字，或佛自己已給了它一個名字。這本經是佛自己

給名字的。「阿難已經說了，在座各人都曾經聽過的，阿難有沒有遺漏？有沒

有說錯？」如果是有，便共同開會。有的便說出來，無便不用說話，不說話即

是承認。沒有便是「默言」，有便說話，發聲講三次。 

 

第一次講完，主席迦葉再第二次講，「再有沒有人認為他說錯？或是他

講得不對，有的請再發聲。」沒有了。經過三次，沒有人再說。即大家承認這

個是佛所說的經，名某某經，大家記著。大家是用記，不用紙的，寫在紙上則

不恭敬，用腦袋記著。阿難把所有經，一本一本的講述，大家都記著。靠這樣

做。經是這樣結集，以後便稱為《經藏》。大家稱之為經。 

 

戒律，佛所訂的戒律是怎樣？於是請了另外一人，請一個善於孚戒，孚

戒律最好的，名優波離尊者，請他出來。佛是很平等的，阿難是貴族出身。優

波離是奴隸出身，但他戒律最好，所以選他出來。很平等的。優波離，佛在何

處，訂下那條法例，佛在那處？什麼原因訂下這條法例？把所有戒律，全部講

出來，謂之《律藏》。每講一藏，主席便問，「大家認為他有沒有講錯？」沒

有講錯便承認這條律例。總共訂了，相傳比丘是有二百多條的；比丘尼則有三

百七十多條。大家念熟它，一起奉持。 

 

這是《經藏》、《律藏》。《論藏》說明道理，是最難的，大迦葉尊者

自己結集。這謂之《三藏》。在《三藏》之後，以後的人想學又如何？找那些

能夠參加過，能夠記這些經的來學。如果你曾學過，我現在想學，便找著你。

你是有資格或大家公認你的，稱為經師或稱法師，法師、經師是這樣來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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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即法王；經師是能夠把佛的經念出來給他人聽的。很了不起的。 

 

當時的法師不是如現在的法師，還要…，不是這樣的。真正經師要…，

如果你想學，在你面前，你有空而又高興的時候，便胡跪合掌，胡跪即單腳跪

下（如現在打千般）合掌，請你把經…，然後他答應你。他答應你把一本一本

經給你念出來，念完之後，你跟著他一句一句的念。跟著念完他之後，你便給

他念出來。不是這麼簡單的，你要學嘛，你得念出來。你聽他講了些什麼？走

漏了便不行。念了出來，法師認為是對的，你沒有念錯。如果你漏了兩句，你

便要加回此兩句，這樣做的。到你學懂念所有的經，你有資格做經師了，到時

你便是經師，稱為法師了。 

 

是這樣的學，當時這樣學是很慘的。第二種名為律師，戒律很熟識的。

某一條戒律是怎樣，某一條戒律又是怎樣，全部念出來的。幾百卷書的，如

《四分律》等。經中《阿含經》是很大部的，他搖著頭便出來，你又要跟著他

念，一直念，念到純熟能念出來。這樣他便說，「得了，你可以教人，你是律

師了。」他人向你…。律，那些稱為律師。能做經師不容易成為律師，能做律

師不一定可以成為經師，是很難的。 

 

論師則是要道理貫通的，那些是更難了。那些是學者，稱為論師，自己

可以有著作的。如果三種，經、律、論都通，稱為三藏法師，則更難了。在印

度，成為三藏法師，是很難的。不過中國則不然，一個嚤囉差（印度人）和尚

來到中國，便稱呼他為三藏法師，是很濫的。 

 

同學：「羅教授，經書多數第一句是如是所聞。」 

老師：「阿難結集的時候，第一句是這樣講的。」 

同學：「但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是沒有的。這本經其實是否佛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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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這本《般若心經》。」 

同學：「我提出這個問題。」 

老師：「《心經》有兩種解答。第一種解答，所謂《心經》是後代的人，把六

百卷《大般若波羅蜜經》，把它的精要抽出來，加上一首咒，而成為

一個 Summary，《般若經》的 Summary，《般若經》的 Outline 給人

讀、念咒。所以它沒有『如是我聞』，一開首便是『觀自在菩薩行深

般若波羅蜜多時』。有些人解觀自在菩薩不是觀音菩薩，觀自在菩薩

是指那些能夠修觀，修得很好的那種菩薩－第一種解法。第二種解

法，是原來是有這本經的，是觀音菩薩對舍利子講的，有『如是我

聞』。那本經原來是這樣的，『如是我聞，一時佛在靈鷲山，與多少

大比丘眾，多少多少俱，爾時佛加被力』，佛的神通加被他。」 

老師：「如果事忙的，可以先走。不要緊，不用客氣。」 

老師：「我講到那裏？」 

同學：「講到觀音。」 

老師：「『爾時』，那時，佛以神通力加被觀世音菩薩。觀音菩薩接受了佛的

力量，於是從定而出，對舍利子說，『舍利子呀』，便把《心經》給

他講說。這是第二種講法，不過這種講法，已經無可稽考了。兩種都

是無礙的，看你信那一種。現在《心經》有六個譯本，鳩摩羅什和宋

朝的譯本，是有『如是我聞』的，有的，唐三藏譯的這一本則沒有。 

 

所以你不要一概而論說沒有，有些是有的。現在有些人考古考證，說本

來是沒有，因為這個是 outline 來的，它便不要『如是我聞』。但後人為增加他

人的信心，把『如是我聞』加進去，佛在那處說，加進去。是後人加進去的，

所以現在有些是有的。 

 

西藏的譯本是有的；中國譯本玄奘法師的譯本是沒有的；有些宋朝的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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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是有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論。沒什麼，總之有道理便是對的；如果道理不

對，佛說的也是假（不對）的。因為佛不是親自拿筆寫書，最真的是阿難講

的。阿難講的。那些人甚至現在西方人，日本人認為，根本那些大乘經，沒有

一部是佛講的，佛只了講小乘經。 

 

《阿含經》和《四分律》是佛說的，其餘的不是。是後來那些人，那些

《般若經》是龍樹菩薩之流作的；《楞伽經》、《解深密經》，是無著菩薩那

些人，無著、世親作的。西方人是有這樣的說法，這是很難講的，那又如何？

一句話，以理為宗，合理的便是。以理為宗。」 

同學：「不用追究它。」 

老師：「不用可追究的，因為追究亦無可追究。還有，如果只是小乘才是對

的。再進一步，小乘是《四阿含經》。他說《四阿含經》當時是沒有

四款的，這種說法，愈弄愈心寒了。如果你真是信這事的，便愈來愈

心寒。他說實在只得一本，第一本固然是《雜阿含經》是真的，其餘

《三阿含經》，都是他人在《雜阿含經》中抽出部分再擴大的。即是

說，佛的經真正的只有一本《雜阿含》，和耶穌的《聖經》差不多。

他認為佛不可能說那麼多經的，沒有一本是真的。不過是的，《雜阿

含經》無論如何句句是真的，真的是《雜阿含經》。但是尤其是我們

中國人不滿足。為何佛講話講得那麼簡單？要講得五花百門。其實我

們應以理為宗，無所謂。好了，我們就講到這裏。」 

 

（癸二）、釋所以。分兩段，（子一）、明諸佛同說同讚。說明這個般

若波羅蜜多的法門，是十方三世一切諸佛都講的。大家都讚美的，「讚」，所

以殊勝。（子二）、顯己不獨說。「顯」即指出。指出不是我釋迦牟尼一個人

說的；將來有人成佛，將來同樣有人有這個想法；過去的佛亦曾經這樣說。十

方是西方阿彌陀佛、東方的藥師琉璃光佛同是講這個法門的。於是顯己不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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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子一）、明諸佛同說同讚。「何以故？善現，如是般若波羅蜜多，如

來說為非般若波羅蜜多，是故如來說名般若波羅蜜多。」這句有兩個解法，我

這本書中用了一個解法，第一個解法。第一，用我這本書的解法。「何以

故？」為什麼呢？「善現」，稱呼他一聲。 

 

「如是般若波羅蜜多」，這種般若波羅蜜多，即是這本《金剛經》所講

的般若波羅蜜多。「如來說為非般若波羅蜜多」，如來說這一種般若波羅蜜

多，不是外道、一般人，不是外道凡夫所謂之般若波羅蜜多。是什麼般若波羅

蜜多？是於諸佛同說同讚的般若波羅蜜多。「是故如來說名般若波羅蜜多」，

所以釋迦如來說，這種般若波羅蜜多，是諸佛同說同讚的般若波羅蜜多。一個

解法，在我這本書中的注解。 

 

第二個解法，我將來會加進我這本書的。是用性空、幻有兩個範疇，

《般若經》不外兩個範疇，兩個 Category，兩個 Category 一齊去否定。第一個

Category，第一個範疇，性空。一切有為法，性即本質。它的本質都是不實在

的，空的。假的、空的；這個杯是假的、空的；一個人，假的；這個地球，空

的、假的－性空。但假並不等於無－幻有。眾緣和合的時候，什麼都可以產

生。眾緣和合的時候，將來一個什麼子彈，整個世界都可以玩完（毀滅）。只

有緣來便會有。眾緣和合的時候，你可以出家，可以成佛－幻有。一方面性

空，一方面幻有；不是先有性空，後有幻有；亦不是先有幻有，然後才有性

空。兩個並行的，雙範疇的，兩個 Double Category一齊來觀察。 

 

如來說，「如是般若波羅蜜多」，這個般若波羅蜜多。「如來說非般若

波羅蜜多」，性空的。但是眾緣和合的時候，便有人說，「是故如來說名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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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羅蜜多」，是幻有的。亦可以。如果你用性空、幻有，整本經第一句… 

 

這本《般若波羅蜜多經》不是我釋迦牟尼一個人獨說的，一切諸佛都說

的。「佛告善現：『於汝意云何？頗有少法如來可說不？』」問，我提出一個

問題來問你，於你善現長老的意思，你如何回答我這個問題？他現在問，「頗

有少法」，會不會有少許東西，是如來可以講的？其實我們早就明白，法身如

來沒有說話－無說。而且佛的實體，這個孙宙的萬有實體，真如，亦不可說，

亦無可說－無說。他這樣地問。「善現答言：『不也，世尊，無有少法如來可

說。』」「不也」，沒有。如來沒有說過少少東西，即是法身如來並沒有說

話。真正的佛法是真如、空性，亦不可以說，無為法不可說。所以這本《金剛

經》是用來破斥人們的執著，並不是有一樣東西說給你，這個東西名般若波羅

蜜－不可說。聽得明白嗎？ 

 

老師：「所以勢如破竹般讀。誰有事隨便先走，不必芥蒂。根本你走了

我也不知，我在集中精神說話，我看不見你走。如果你走先我會嬲，我就不必

來講了，你亦不必聽。這麼小器的，有什麼資格講？」 

 

好了，（辛三）、說明，明財施能為染因持說，便為清淨的因，故此這

部經殊勝。分二，七十一頁（新書一一九頁）第一行，看見嗎？（壬一），

（壬二）。（壬一）、說明。陳，陳即陳述，陳述受持福多所以。陳說出受持

《金剛般若經》所以得到福多的原因，的理由。「所以」即理由。（壬二）、

轉釋疑。說了後恐怕他人會懷疑，轉而解釋。 

 

（壬一）、陳受持福多所以。又分三，（癸一）、佛問，（癸二）、善

現答，（癸三）、佛解釋非如實。佛所說的話，甚至所有一切東西都不是硬梆

梆，實實的。這個如實是什麼？即等於翻譯為英文的 Really，Exactly。「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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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依照，「實」即實在的道理，依照實在的道理。佛問了，「佛告善現：『乃

至三千大千世界的微塵，寧為多不？』」佛這樣問。一個世界已經很大，這個

世界如果打碎了，不知多少微塵？這個微塵即現時的微粒子，佛家早已有微粒

子的理論了。 

 

如果三千個這種世界，名為一個小千世界。啊！不是。一千個這種世

界，謂之一個小千世界。如果把一個小千世界打碎，微粒子則更多了。一千個

小千世界，謂之中千世界，更多微粒子了。一千個中千世界，打碎了的微粒子

則更多了，一千個中千世界，謂之大千世界。大千世界又有一個名字三千大千

世界，不是三千個大千世界，而是大千世界又名三千大千世界。因為把三字和

千字…。一個千謂之小千；一千個小千謂之中千；再一千個中千謂之大千。把

一千、一千、一千乘三次，自乘三次，謂之三千大千世界，是這樣解的。 

 

如果要測試他人懂不懂？看看他的常識便足夠了。你可以詐矇（裝傻）

問問他何謂三千大千世界？如果他告訴你是三千個這些世界，你便不要與他研

究了，不要浪費時間，明白嗎？你還要向他解釋。即是說他的常識也不足夠，

既不可以教人，自己還未學得足夠。 

 

還有，有時這些煩惱障、所知障是什麼？你可以考考他，問問他。如果

他很勉強地回答你，一世人我算你一百歲，只得一百年；一年三百六十日，一

百乘以三百六十；一日二十四小時，一世人沒有多少小時。你不要把那些小時

浪費掉，和那些癡人來混。所以如果遇到沒有誠意的人來講，和他講兩句笑。 

 

你失去了一個小時，你損失了一個小時，一個小時你看看你失去了多

少？如果是律師和你談話一個小時，他會算你多少錢？律師尚且如是，何況你

學佛。有些人無情白事（漫無目的）逛公司，你想買什麼便去買吧，為什麼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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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目的到處逛？他嫌他的生命太長，是不是？消磨掉它？這是壽星公吊頸，即

是你嫌命長，拿時間來浪費。所以我和太太購物，她慢慢睇，我最怕。為什

麼？她把我的壽命減少了。她的壽命減少，不那麼可惜；我的壽命減少，我可

以給人講很多東西。 

 

好了，把一個世界打碎，成了微塵；乃至到把一個中千世界打碎，變了

微塵；乃至到把三千大千世界都打碎，成了微塵。是這樣解的。首先由小，漸

漸到多－乃至。乃至到三千大千世界那麼多微塵，這些微塵的分量，「寧為多

不？」可不可以說是多呢？是多。七十二頁（新書一二Ｏ頁）第一行，善現答

了。「善現答言：『此地微塵甚多，世尊；甚多，善逝。』」這個世界的土

地，土地變造微塵，那些微塵極多。三千大千世界那麼多土地，所以甚多。甚

多，善逝。世尊、善逝都是佛號。 

 

（癸三）、佛的解釋。告訴他我現在以微塵作譬喻來問你，我不是真的

跟你講微粒子、講微塵。「釋非如實」，不是真的跟你講微塵。「佛言：『善

現，大地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故如來說名大地微塵。』」解釋了。我剛才

講的三千大千世界的大地微塵。如來的意思不是真正跟你講微塵，是什麼？

「如來說非微塵」，如來說並非真正講微塵。是譬喻什麼？譬喻我們修行，念

誦《般若經》所修所得福之多，多如三千大千世界的微塵一樣。意思即是什

麼？把世界打碎成為微塵，微塵甚多。同一樣道理，把幾句《般若經》那麼簡

單，它引出的功德，猶其量多如三千大千世界的微塵一樣。不過是作為譬喻，

不是真正講微塵－「如來說非微塵」。「是故如來說名大地微塵」，所以如來

所講的微塵，是用來譬喻的大地微塵，以微塵譬喻修行的福多。 

 

「諸世界，如來說非世界，是故如來說名世界。」如來講的三千大千世

界，這些所謂世界，如來不是真的與你研究世界。「如來說非世界」，不是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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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講有多少個世界。「是故如來說名世界」，如來不過是以形容三千大千世界

打碎的微塵之多，來譬喻修行般若的福多而已。聽得明白嗎？你亦可以用性空

幻有來配合的，要不要我解？你可以自己配合。如果你講經喜歡用性空，便全

部用性空幻有，保證你一個月內便講完這本《金剛經》。全部是性空幻有，性

空幻有，一直代入下去便可以。 

 

從前有一位定西法師，你聽過不？《金剛經》他「沙沙聲」（很快地）

三個星期便講完，說來說去都是用天台宗的三觀。如何用三觀講？用天台宗的

三觀，天台宗的觀是觀察事物的意思。天台宗觀察任何事物，都是以三個範疇

一起看的－三諦，三個 Category一起看，所以名為一心三觀。 

 

「一心」即一個念頭剛起，立刻三觀具備，三個 Category 一起來看，如

彩色電影三個色同時套用，名為一心三觀，即一念起三觀。空觀，譬如看一個

鐘，一個鐘根本沒有真的一個鐘存在，這個鐘只不過是零件配合而成，鐘本身

卻是空的，假的，不實在的——空相。根本沒有這個鐘，鐘的本質是無，自性

亦是無，鐘的實質是無。以這種觀點來觀它，任何事物都這樣的觀，入到百貨

公司時看一切都無。所有都是無，空觀嘛。 

 

不單是佛家有這種看法，英國十年前才去世的那位 B. Russell（羅素），

世界上最有名的哲學家，他認為怎樣？當一個皮鞋匠…。我看過他一篇文章，

拿著皮鞋作來造，我們一般人以為有一隻皮鞋讓他拿著，其實不然，其實根本

沒有一隻皮鞋。何解？皮鞋是什麼？皮鞋是一些分子而已，化學上、物理上的

分子。一粒粒，一堆分子排列成這樣，成為皮鞋，你只是見到一堆分子。 

 

分子是假的。分子是什麼？是由原子造成，何來分子？幾粒原子組合成

一粒分子。根本分子亦是假的，只是原子。即是拿一隻皮鞋來造。他的手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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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只是一堆排列的原子。原子亦是假的，是電子、質子。即是一堆電子、質

子排列而成的。沒有的，羅素這樣說。其實羅素亦懂空觀的，這種觀法。不過

佛家更徹底，電子、質子都是假的，都是空的。以前不懂，以為原子是真的，

現在知道原子是假的。再多過十年八年，電子、質子都會是假的，一直假下

去。最後的實質根本是無，沒有實質。這樣的看法稱為空觀，這個空並不是等

於無，不然空觀即是性空。 

 

當眾緣和合的時候，居然有這事物的出現，只是假的。但當你的爸爸媽

媽結婚後，你便有這樣的血統，這樣的宗族，然後生出了你。你不能說是假，

亦不能說是無。空是空的，是細胞來的，是這樣的一堆東西；細胞是一堆電

子、質子。那裏有你，如你說沒有你，一刀插下去看看。這又不行，何解？它

是幻有，是不是？雖是性空，但同時幻有。如果你只是見性空，則逢人用刀插

下去都可以。但到了幻有，你便會犯法，無期徒刑，坐牢坐至死去。是不是？ 

 

幻有。當覺得那事物是性空的時候，同時了解它是假的，幻有即是假，

假有。一起看的，不是性空之後才幻有，不行的，一念是一齊起的。當我們能

夠把性空和幻有，即把空和假有一齊起，如兩個色彩套色，一起看的時候，這

便稱作不偏不倚，中，中道。空便偏於空，假便偏於有。不偏於空，不偏於

有，即是中觀，謂之三觀。你看看「佛說般若波羅蜜多，即非般若波羅蜜

多」——空觀，「是名般若波羅蜜多」——假觀。 

 

定西法師「沙沙聲」（很快地），我聽了數天都要走了，講來講去都是

講這些，他便是講天台宗的三觀。全部用三觀，他便講得很快了。其實，學天

台宗是多此一舉，所以我不學。我是由天台宗學起的，但我現在不學天台宗

了。空觀、假觀、中觀。你能夠空觀、假觀一起來，便是中了。那用多了一條

尾，無謂的。即等於這樣，你是老虎便是，何必加一隻角呢？老虎加一隻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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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用？老虎那用角，是牛才用角的。是牛、是羊才有角，老虎那用角？ 

 

所以空觀、假觀已經夠了。初初講的是龍樹，龍樹只是說空，說性空幻

有而已。講中是什麼？慧文禪師是根據那一首偈，「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

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這一首偈。他說「因緣所生法」，即由眾緣

和合所生的東西；「我說即是空」，空觀；「亦為是假名」，假觀。假名，

「假名」即幻有；「亦是中道義」，如果能夠這樣的看，便是中道了。 

 

其實空觀、假觀之外，沒有一個中道的，龍樹菩薩的意思。是慧文禪師

硬加進去的。即等於你畫美人，加畫了一點墨（色素痣），是很好看的，但不

加一點墨同樣是美。懂了？ 

 

現在，轉釋疑。人會有懷疑，懷疑又如何？念幾句偈所得的福，如大地

微塵那麼多的福，是好的。即是說這個福是有的，這即是執有。於是佛便釋

疑。「佛告善現：『於汝意云何？應以三十二大士夫相觀於如來、應、正等覺

不？』」問了。「於汝意云何？」我現在提出一個問題問你，於你的意思，你

如何答我的問題？我現在問，「應以三十二大士夫相」，人人都說佛有三十二

種，「大士夫」即大丈夫，即三十二種大丈夫所有的相。應不應該以三十二大

丈夫的相作為標準，來觀察我是否如來？ 

 

即是說，我們可不可以見到某人有三十二種大丈夫相，便說他是佛？又

可不可以說，既然他是佛便一定有三十二種大丈夫相呢？即是說，以三十二大

丈夫相作為標準，可不可以以此來觀察他是不是如來、是不是應、是不是正等

覺呢？善現答：「不也，世尊，不應以三十二大士夫相觀於如來、應、正等

覺。」「不也」，不行。世尊啊。我們不應該以三十二大士夫相作為標準，來

觀察他是不是如來。何解？為何不可以呢？「何以故？」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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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三十二大士夫相，如來說為非相；是故如來說名三十二大士夫

相。」他說，世尊，世人所謂三十二種大丈夫相，「如來說為」，如來說不是

真正的如來相，並不是真正法身如來的相。法身如來才是真佛，不是真佛的

相，真佛是無相的。 

 

「如來說為非相」，非法身如來之相。「是故如來說名三十二大士夫

相」，所以如來說，這個三十二相是報身佛和化身佛，即假佛的三十二相。一

個解法。又可以這樣解，又性空幻有了。能不能解？你給我解。不怕的，我希

望你將來會跟人講。你講吧。 

 

同學：「性空幻有，眾緣和合，不是實有，是假的，是假觀。」 

老師：「如來說三十二相，所謂三十二相，是變出世人所講的，如來說為非

相，眾緣和合是空的。『是故如來說名三十二大士夫相』，所以如來

說是假的，眾緣和合的三十二相，聽得明白嗎？以空觀、假觀來

解。」第二個解法，就如我第一個解法。如來說三十二相，是什麼？

如來說不是真正法身佛的相，而是報身佛，即那些假佛，又可以。兩

個解法都解得通，任你用。 

老師：「好，今天講到這裏，有什麼儘管問。」 

同學：「羅教授，看到佛經有一個妙字，妙有怎麼解？」 

老師：「佛經有一個妙字，佛經卻沒有妙有兩個字的，是解佛經的人才用妙

有。真空，性空不就是真空；妙有即幻有，不是真有。有是很妙的，

眾緣和合的假有。真空妙有即性空幻有。不過，真空妙有普通是天台

宗人的講法；性空幻有則是龍樹菩薩。任你用。不過，我勸你用性空

幻有。真空妙有是帶有很重的玄學意味，是不是？有 Metaphysical 的

意味。不如用性空幻有老實一點，沒有了一種玄學的感覺。」 

同學：「如來若有尊重佛弟子，後面的『若』作何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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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若』作『或』字解，Or。這裏作為有佛在那處，或一些很值得尊重

的佛弟子在那處。」 

同學：「值得尊重的佛弟子。」 

老師：「『若』字經常作『或』字，Or，來解。」 

老師：「你問中道，是不是？大家聽…。你問中道兩個字的 Meaning 嗎？我給

你解。 

 

本來中道兩個字。佛，原始佛教裏面的佛，初成佛為弟子說法的時候，

佛提出中道。中道這兩個字是佛首先提出的，他怎樣呢？當時印度有兩派人，

各走極端。一派就是享樂派，人生不過幾十年，今天有辦法便盡情享樂。中國

人有很多是這樣的，『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便是這樣。李太白，『古

人秉燭夜遊』。日間享樂飲酒亦不夠，夜晚都要玩樂，盡情地玩。這稱為享樂

派，極端的。 

 

第二派，認為人生不出幾十年，不要浪費，要做好事。做好事是好的，

有些極端的是要修苦行。印度有很多人修苦行的，日食一點兒麻米，極瘦；飲

水亦不敢多飲，飲水亦要隔過才飲，恐怕裏面有微生蟲，食了它，殺了生。總

之以苦行為主。這樣的兩個極端，對於人生的態度有兩個極端，一個是極端地

享樂，一個是極端地要修苦行，都不是在中間。 

 

佛，成佛後他教弟子，第一、反對極端享樂，認為極端享樂是糟蹋了我

們的人生。第二、他反對修苦行。所以現在有些烏 Sir Sir（糊裡糊塗）的人認

為苦行便是好，如毀掉手指，磨折自己以為便是好。佛是反對修苦行的。當時

的外道是修苦行的，反對苦行，他認為要中道。 

佛如何反對？小乘經裏面有這幾句話…，『形』者指他的 Body，身體。身體太

過受苦來磨折，便影響著心會亂的，你覺得嗎？當有人太過磨折你身體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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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你的心會亂。你不用怎樣，你坐在這裏，隔鄰有人開著收音機，「轟轟

轟」的，你的心便會不定，你修定便不行。 

『形』在苦，『心』則惱亂；反過來，『心』在樂者，身體物質上太過享受，

太快樂，便會『心』則樂著，心整天顧著享樂，不肯去修行。所以兩者俱非，

要中道，不苦不樂。不偏於太苦，不趣向於享樂，這樣便合符中道。法師，是

的，沒有錯。那你提出一些什麼中道？佛提出八正道，（正見、）正語、正

業、正命、正思惟、（正念、）正定、正精進，八正道。中正之道，此所謂中

道。 

 

所以記著，佛，一、反對享樂，反對沉迷享樂；二、同時他反對苦行。

是中道。這個是佛初期佛所講的中道。好了，到了後來佛涅槃後，小乘人修行

都是執著。執著什麼？我是無，無我嘛，除了我之外，樣樣都是有的，山是有

山，河是有河，地球實有地球，太陽實有太陽。只得我是無的，其他樣樣都是

有的。這種稱為有執，偏於有，執著有。 

 

大乘的人，一味讀《般若經》，樣樣都空，什麼都空。他整天記得性

空，但忘記幻有，所以什麼都空，一切皆空。所以現在的佛教徒，最怕的是開

口便是空，閉口便是空。於是不知多棹忌（忌諱，怕）這種東西。很矛盾，萬

事皆空，你修行為了什麼？萬事皆空，那你修行不也是空？為何你那麼苯，你

修行？你說修行是怕下地獄。下地獄也是空的，怕怎麼？地獄也是空的。 

 

執空的人是很矛盾的，真的矛盾，不合邏輯的。所以我見很多佛教徒，

開口便是一切皆空。開口還要四大皆空。他都不知四大皆空這句是從那裏來

的。又說他人，『你學佛，你四大皆空』。我遇著這種人，我立刻罵他。我便

這樣問，『何謂四大皆空？』我說，『我不空的，你空吧，我不空。我四大不

空？我在跟你說話，明明我有地水火風四大，四種元素組成，那會是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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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我四大皆空，我摑你一掌，看你還空不空？是不是？很多人都給我這樣說

過。 

 

過去的佛教徒自己不學無術，開口便說四大皆空這句話，很明亮，整天

開口閉口都是這樣說。一偏空，最後的結論是修行也不需要做。煩惱，你看

看，煩惱亦空，菩提亦空，由得他煩惱吧。是不是？酒色財氣亦是空，仁義禮

智都是空，人生那用仁義禮智？酒色財氣地過此一世便好。人生總是空的，很

容易便這樣流離放蕩。不可救藥。你看，空是會這樣的。所以偏於空，會有很

大的弊端。因果修行是確需要的。於是學大乘，學般若的人，是有一種弊病是

偏空。 

 

龍樹菩薩便主張恢復至中道，中道是什麼？小乘人執所有東西為有，固

然是不對；大乘人執空亦是不對。要怎樣才是對的？中道。一方面了解性空，

一方面知道它是幻有。你現在被火燒、很慘被人打，是性空。但當你被人打的

時候，你是很苦。這種苦是幻有，眾緣和合的時候，確是幻有。你亦不要自己

騙自己說不是的。不行的，不要自欺欺人。所以除了性空之外，要了解幻有。

能夠一方面是性空，一方面是幻有，緊握兩個範疇，便稱為合於不偏不倚的中

道。不偏於空，不偏於有，便是大乘所謂的中道。」 

 

同學：「聽剛才你所講的中觀…。」 

老師：「兩個都是中道，不過小乘的中道是狹義、狹獈一點。」 

同學：「是不是天台宗所講的中觀？」 

老師：「天台宗，是的。天台宗是很難看的，一世你都看不懂。我是天台宗

人，一世都看不懂。何解？ 

 

學天台宗的經教，第一、你的國文程度要很好，那些基本上是很難看。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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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裏面所講的，有很重的玄學意味，你對玄學不是很理解的，很難讀。第三、

從前有些天台宗的大德，例如什麼？一千年以前的不必講了，說說一百年內

的。五、六十年前的天台宗大德，一流的，有諦閑老法師，聽他講多少，便會

了解多少。 

 

諦閑老法師死後，仍然有他的徒弟寶靜法師。說得上辯才無礙。比較第

一流的，諦閑，寶靜這些。較第二流的，旁支點的，倓虛和尚，算是第二流，

說不上第一流。只有他的徒弟說他是第一流，說說而已，我們讀讀佛教史便

知，一般佛教史幾乎都沒有他的名字，那會是第一流？倓虛和尚。 

 

總的算是不錯，因為他修行較好，但是他死後，便沒有了。有，現在還

有一個天台宗的祖師，第五十代的（註：應為第四十六代）香港覺光和尚。他

是天台宗的，現在的祖師。覺光，錢他擁有很多，地位亦很好，我亦是他的朋

友，他對我亦很好，很尊重。 

 

不過你說他是天台宗的祖師，未免過份了一點，我們捧他是捧得太過，但事實

上他確是天台宗的祖師。他有一個老師，他的老師現在溜到美國，叫明什麼和

尚？顯明和尚，有沒有人認識？在 New York（紐約）附近的莊嚴寺，大莊嚴

寺。 

 

用身體施校量，用身體布施。從前，大乘經裏面，講定一居士，釋迦牟

尼佛多少百世之前曾經做王子，捨身飼虎。他看見小虎在餓著，插傷自己的身

體，流出血以餵老虎。這些當然是譬喻，是不是？ 

如果在今日來講，真正有一隻老虎是這樣的，你應該找人把它關起，送它去動

物園。因為你放了他，他會吃人的，你還餵大它？我們讀經，你不要以為凡經

都是要照著做，照著他這做便「弊」（糟糕）了。如果生在今天你捨身以餵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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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你的身體是很有用的，拿來餵老虎？ 

 

我有一個朋友融熙法師，他剪了兩個手指，用以供佛。我說，你真的是

傻，你學了幾十年禪宗，你把你的手指燒掉，用以供佛。你把手指用來做有用

的功夫，你幫人抹街、掃街、用手指抹廁所，是不是？免費替人抹廁所不是更

好？你把手指燃燒，釋迦佛要你的手指做什麼？手指，爛手指，燒爛了。傻

的，幾十年了，修行到了七十歲才弄這些，你真的不化。 

這是融熙法師，你們看過他的書嗎？文章很好的，有一本名為《葛藤集》便是

他的，這個人很有學問的。你不要以為有學問的人一定很「叻」（了不起），

好有智慧。有學問便弄至他滯了。 

 

以身體施校量，這才是對的。捐血不就是以身體施校量，捐血你可以一

年捐四次，幾十年來你所捐的血，可以比你的身體重數倍。捐血不錯。或者臨

死的時候，把一對眼睛捐給他人、把腎臟捐給他人、把心臟捐給他人等等，這

些便是身體施。不是說一定要，不要做一些蠢事，如燒焦頭以供佛，不要做這

些事。凡是我們修行，要用般若，用智慧來作指導才可。好了，用身體來作布

施，功德大吧，用身體來布施。 

 

還有一個傻的皇帝你記得嗎？梁武帝，他最信佛的，他身為皇帝，捨身

做沙彌，做和尚，捨身同泰寺。捨身同泰寺，是他讓大臣籌備金錢，把他贖出

來。簡直是開玩笑，這邊他自己捨身做和尚，那邊卻讓大臣以國家的金錢，把

他贖出來。第一次已經是傻，第二次又是這樣，三次捨身同泰寺。《二十四

史》、《資治通鑑》都能查到。這種皇帝，怪不得他那麼蠢。但其實他的學問

很好，不是蠢的人，政治很好，勵精圖治，但他有這種傻事。 

 

身為皇帝，你提倡佛法，你可以作為大護法，可以做一個佛（像），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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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很好也可以，那用捨身為奴？那麼蠢，無疑他是在演戲而已。他讓人準備好

錢來贖他，何必這樣做？等於你兩夫婦，你捨身做和尚，卻又要太太把丈夫贖

回來，贖了一次又再來一次。這樣不是笑話？你是出家的便出家，不要攪那一

套，是不是？梁武帝便是這樣。」 

 

同學：「最後被殺。」 

 

老師：「不是被殺。他不是餓死，他是吃不下。有飯給他吃的，他不是餓死。

他信夢，但好信不信，信一個夢說有一個人到他處投降，帶很多地方給他。那

個夢是靈驗的，真正是北方那北周（註：北朝東魏，先投西魏，再投南朝的

梁）的一個將軍名侯景，和北周的朝廷發生齟語，發生問題，帶著幾州地方

（即現在的一個多省的地方）投降梁武帝。梁武帝，『我的夢真的靈驗。』還

封了他為王，很重視他。誰知他突然帶一支兵在江北（長江北），帶一支兵渡

過江南，直逼南京城，那個皇城名台城，包圍著它。 

 

梁武帝有很多兒子，每個兒子都帶著三數萬兵。不過這些兒子各據一

方，各帶著數萬兵。到了父親有難，通知兒子的時候，弟弟就等著哥哥先去，

哥哥卻又著弟弟先走，你推我讓，弄到侯景的兵包圍著皇城。敵人包圍著皇

城，然後他的兒子才帶軍隊到。是這樣的，封建之害。包圍後，侯景進去見梁

武帝。 

 

梁武帝是被他俘虜，只是讓他住在宮殿，不把他拉出來而已。侯景進去

見梁武帝，使人通知，梁武帝不管那麼多，穿著皇帝的禮服，坐正在大殿裏

面，『你來吧，你來見我吧』，梁武帝那時不怕死。不過，他都是很威嚴，他

的威嚴是坐在皇帝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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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景一見到他，馬上行禮。行禮的時候，侯景在冒汗。禮完後，和梁武帝談了

幾句，他走了出外對人說，在冒汗。他說，『他雖然在我手掌中，但他的威

嚴，真的厲害，我看見他便冒汗。』有這麼一件事。 

 

見到梁武帝，是一個很威嚴的人。雖然這樣，到底你還是給人圍困著。

梁武帝每天都需要食蜜糖的，但全部吃完了。被人包圍了很多日，蜜糖給吃完

了，他便叫人拿蜜糖來。 

 

你猜猜怎樣？宮裏面的人說，沒有蜜糖了。他說，『蜜糖也沒有？』

『現在給人包圍著，去那處找蜜糖呢？』侯景不給你蜜糖，便不會有蜜糖。他

極怒，『嗄嗄嗄』，『嗄』了數聲。現在的『徒呼荷荷』便是這樣來的。『嗄

嗄嗄』，『嗄』了數聲，斷氣了，是這樣死的。不是真的捱餓而肚餓死的，是

嬲到極，是這樣死的。」 

 

他以身體施校量，來作比較，講到這裏。分兩段、（庚一），（庚

二）。（庚一）、校量顯勝。把身體布施校量，顯示出，「顯」即指出，指出

以身體布施也沒有那樣殊勝，不及念幾句《金剛經》的四句偈誦殊勝。大家知

道理由了，用身體布施將來或許你做一萬世皇帝，做完那一萬世便沒有。而且

你做了皇帝的時候，便會驕奢淫逸，又會殺人。可能做完這一萬世皇帝，下地

獄也說不定。 

 

但你念《金剛經》的幾句偈，如果修行可以啟發你的智慧，將來引發你

的無漏智；教你修般若觀，引發你的無漏智。無漏智起時，你便入地見道。見

道之後，你會由初地、二地一路去到第十地成佛。你說那個好呢？所以表示什

麼？日日用身體布施的人，整身體布施的人，不如念《金剛經》的四句偈那般

優勝。你睇，校量顯勝。「佛復告善現言」，釋迦佛又，「復」即又，又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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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長老說。 

 

老師：「有，那處有書。那處有書，可以拿來看。有的，那裏有書。有，很

多。沒有書是不行的。」 

 

怎樣說？他說「假使有善男子或善女人，於日日分，捨施殑伽河沙等自

體，如是經殑伽河沙等劫數捨施自體」，這裏半句。先解這半句，假使如果有

一個，或有一個這種善男子，或一個善女人。他說這些人，「於日日分」，於

每一日的時分。做什麼？他「捨施自體」，「自體」即身體，自己的身體，把

自己的身體施捨給人，施捨給佛或施捨給人。施捨到多少？每日，時時日日，

時時刻刻都施捨。施捨如恆河沙那麼多的身體，即是什麼？即死完第二世又

施，第二世又施，日日施。「殑伽河沙」，「殑伽」、Gaṅgā，Gaṅgā 的音譯，

英文譯作 Ganges，舊譯譯作恆河，唐三藏譯作殑伽河，Gaṅgā。世界河流中，

它是最多沙的。施捨如恆河裏面的沙那麼多的自體，日日來布施。「如是」即

這樣。這樣又如何？日日施經殑伽河沙等劫數。世界一成一壞是為一劫，恆河

沙那麼多劫的數，在那麼多劫中，日日施捨的身體，那便功德大了。於是一件

事了。「復有善男子或善女人，於此法門，乃至四句伽陀，受持讀誦，究竟通

利。」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