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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法門」。「於」即這，這本《金剛經》。「法門」，經裏面所講

的道理謂之法門。於這種法門。少少地理解，少少地宣傳，少至多少？少至

「乃至四句伽陀」。「伽陀」即頌，四句的一首頌。 

 

《金剛經》有兩首頌只得四句的，一首是「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

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一首。另外一首是「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隨便一首，把它來受持。「受」者即聽他人講，

接受；「持」即記憶著不要忘記。 

 

「讀誦」，有空的時候，把它來讀、念誦。念過為之「誦」。讀至怎

樣？念至怎樣？「究竟通利」，「究竟」者即由頭到尾，Thoroughly，由頭到

尾通順，流利的。這便是自利。 

 

再進一步，「及廣為他宣說開示」，廣泛地為他人解釋，向他人講述。

所以你們聽完之後，要向他人講解。但有些人聽好，我先告訴你，當你向他人

講解的時候，有些人會聽，「我聽其他人解，不是這樣解的。」當你聽到他這

樣說的時候，你不要放棄你的解（法），我告訴你我這個解是最正確的。你不

要聽人講，「我聽到某個法師解，不是這樣解的。有某個居士解，是不同的解

法。」你不要聽人，亦無謂與他辯駁，「好的，或許你是對的，你可以依著他

的解。」這樣便可，不要和他辯駁，但你不要放棄你這個解，我這個解是世親

菩薩的解，最可靠。 

 

 



2 

中國的《金剛經》有百多家解釋，大概解釋得正確的，不足十家，幾乎

只是一家兩家。最多是三本解得正確，算起來最多有四本是正確的，其餘的百

多本，全部是錯的。為何你會這樣講呢？中國人很多東西是錯的，你不知而

已，很多東西都是錯的。 

 

有那幾本對的呢？第一本，中國人做的，窺基法師，即我現在依據他

的，窺基法師《金剛經贊述》，這本最好的，但是最深。第二本，唐朝的一個

禪師名宗密法師，宗密法師做的《金剛經疏》，這本是對的。但這本你買不到

的，如果你去《大藏經》裏面才有，宗密法師的疏。你知嘛，那些弄錯的很多

人看，那些好的卻沒有人看。不懂看，不懂的人多。有窺基一本，他的一本，

加上我這本，三本。湊夠四本，有一本宋朝的人，解釋宗密法師的《金剛經

疏》，名《金剛經論疏纂要》。把這本也算上，這本實際只得半本，他解釋他

人的而已。所以三部半是最正確。 

 

還有一本假的，你別依。六祖大師的《金剛經注解》，這本是假的，六

祖那有著過《金剛經》，這本實情是假的。很多假書的，佛經裏面有很多假書

的。不要說，經也有假的。 

 

在香港，有一個金剛乘學會，我是金剛乘學會的創辦人之一，有一個不

知是某某人的太太，這個人我不理她的，一個富人的太太。有一次金剛乘學會

請我吃飯。我演講，演講後吃飯。閒談中講起有很多經是假的這個問題，尤其

是密宗的經，要認真決擇才好。談完不久，隔天有人告訴我，那位太太說，

「經都有膽量說是假的。」有人告訴了我，我說「唉，這位太太真是蠢材至

極。」經是沒有假的嗎？什麼東面都有假的，紙幣也有假，政府發行的紙幣。

又或一家廠也有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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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多少是假的！中國的經很多是假的，何況佛經。現時的老婆婆經常念

的《高王觀音經》，有沒有人念？「南無佛，南無法，南無僧，佛法相因，常

樂我淨」，有沒有？我多念一段，「朝念觀世音，暮念觀世音，念念從心起，

念念不離心。天羅神，地羅神，人離難，難離身，一切災殃化為塵。」我媽媽

念，到現在我仍能念出來，我是聽得多，這本是假的。 

 

同學：「它是不是有效的？」 

老師：「有效。誠心念是有效，一定有效，還很靈驗的。」 

同學：「有時我亦這樣念。」 

老師：「很靈（靈驗）的。又說誰在臨刑時，那把刀斷了。姓高的人是一個王

族，所以稱為《高王》。他犯了事要殺頭，他念這本經，一直地念，

在獄中念念念，集中地念。那殺手拿刀時，刀丟掉了，監斬官立刻叫

不要斬。以前（行刑）是斬下去不死便了，立刻說不要斬，等待稟告

皇上有這麼一件事。以前的皇帝也怕，便不要殺他，赦免了他。有這

一回事，你說靈不？還有《關帝經》，是扶乩扶出來的，有些人認為

是很靈的。那處有鬼的，念《關帝經》可以治鬼；如果有病的念《關

帝經》又可以醫病，這樣亦可以。」 

 

同學：「你又說它是假的。」 

老師：「假是一件事，靈又是一件事，是不是？假藥有時都可以醫病的，是不

是？假藥也能醫病的。所以你的頭腦要清楚，假是一件事，靈不靈又

是一件事，真的不一定靈。《金剛經》這些真的，你浮浮泛泛地念，

不怎靈的。不及集中精神念《高王觀音經》那樣靈。」 

同學：「是不是『朝念觀世音，暮念觀世音』，整天念著個觀世音，便等於念

著觀音，所以它便靈？靈便是這樣。」 

老師：「靈便是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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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以前我的姨母也念，她朝朝念，我們也懂得念。念到是靈的。」 

老師：「是靈的。我知道有人常常念，還真正留肉身，那女人肉身不化。」 

同學：「死得好好，很可能她常常念著觀音。」 

老師：「因為她相信它是假，心裏恭敬觀音。她這些不在乎它是假，這些她已

經撇開了。」 

同學：「羅教授，以什麼作為準繩，說明它是真或假？有沒有什麼記載？」 

老師：「每一朝差不多都有些大德把那一朝的經書，那朝還存在的經書，把它

寫成目錄登記起來，每一本經，多少卷？是某年某月某日某位法師把

它譯出來的？作為助手幫助譯有誰、誰、誰？全部有登記的。如果是

沒有的，不是假的便是漏記了，靠不住。有的，那些稱為目錄，現時

你們讀英文，你問那些『竹升仔』，兩邊不通的那些不說。如果是真

正的，外國人很注重的，叫什麼？Bibliography，目錄學。很重要的，

每學一科，有那科的目錄學，是一門專門的學問。在大學裏面，有些

人專修 Bibliography 的，是圖書館學專家，將來可做圖書館館長。 

 

每一朝代有很多 Bibliography 的書，如果有一套書，它說是唐朝的人譯

的，是唐朝以前的人做的。你看看唐朝的 Bibliography，沒有這本書，有問題

了。現在有問題的是《楞嚴經》，《楞嚴經》裏面…，《楞嚴經》是一本很好

的經，但沒有政府為它做證的。譬如這些，是有政府為它做證的，某年某月某

日，玄奘法師譯出來的，全部有記載。《楞嚴經》是沒有的。你看，奉詔譯，

即奉皇帝的命令譯，即是皇帝為它做證明，不會是假的。 

 

《楞嚴經》是廣州，當時廣州是什麼地方？唐朝的時候，廣州是蠻荒之

地，沒有多少人會到的。它說那位摩訶揭諦到了廣州，廣州人中有一個退休宰

相，住在廣州，是那個退休宰相執筆譯的。（註：由般剌密諦在唐朝時傳至中

國，經懷迪證義，房融筆受），所以文章譯得那麼好。即是說是私人翻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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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翻譯便有些問題了。即如現時地下錢莊發出之支票，你敢不敢用？確是有

政府承認的銀行，當然無問題。你存錢在那裏不見了，政府都會按每個戶口，

給回你數萬元的。但是地下的便不會有。這即等於是地下的，所以讀書你不要

以為凡經皆正，不是的。 

 

現在人人都覺得《楞嚴經》是了不起的，它裏面講的理論很了不起，但

這本經是真還是假，仍然是一個大問題。日本人首先懷疑它是假的，日本人是

並不重視這本經的。跟著中國人又懷疑，現在的學者，不用《楞嚴經》做證據

的。有些人還稱《楞嚴經》為經中之王。 

 

還有，《六祖壇經》以為宗寶那一本便是，其實那本不是的，那本中有

一半是假的。《六祖壇經》後面一半是假的，而它那四句偈都不是這樣的。六

祖原來是八句偈的，『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

埃？』這四句是後來的人刪成，原來是八句的。『菩提本非樹，明鏡亦無台，

佛性常清靜，何處有塵埃？』下面還有四句的。你說那一個是真的？當然是八

句的版本真，那個是在敦煌發掘出來，發現出來的。但可惜現在有些人，這種

人真的是蠢人。現在有些人拿著《六祖壇經》講，都不知道有敦煌本《六祖壇

經》。講經，都不知道有敦煌本《六祖壇經》。這種人有膽量拿著本經講。 

 

總之這個世界的人是撈世界（謀生）。基督教有很多神棍又是撈世界，

佛教有很多佛棍亦是撈世界，唯有些蠢人被他騙倒，聰明人則不能。」好了，

不說這些話了，說回這裏。 

 

「法門」者是經裏面的道理，謂之法門，佛法之門。「乃至少到四句

偈，受持讀誦，究竟通利，及廣為他人宣說開示」，給他人解說。「如理作

意」，「作意」即修止觀、修定。合理地修止觀、修禪定。如果有這麼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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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個布施自己身體；一個只是給他人解說那四句偈，自己修行。「由是因

緣所生福聚，甚多於前無量無數。」由此原因，「因緣」即原因。由於這個原

因，即受持那四句偈，給他人解說。這個原因，它所產生的福聚，「聚」是

堆。「甚多於前」，甚多於前面那個用身體來作布施的。多了多少？「無量無

數」那麼多倍。沒有問題了？所以說它勝。 

 

（庚二），七十五頁（新書一二五頁）最後第三行。明勝所以。說明它

優勝，如何優勝呢？「所以」是原因，說它優勝的原因。分四點，（辛一）至

（辛四）。 

 

（辛一）、你看看，敘善現聞法感動悲泣，敘述善現長老聽到釋迦牟尼

佛講，說這本經功德那麼大，他忽然很感動，很感觸哭了出來。來到這裏有一

個問題，要花長一點時間。這個善現長老已經證得阿羅漢果，成了羅漢。羅漢

應該沒有什麼感情，心如止水，應該完全沒有感情，為何還會哭？不應該會

哭，是不是？不應該會哭。為何會哭？說到這裏便牽涉到一個問題。有一個什

麼問題？我告訴你，你們不要和人爭論，信不信由你，不要與人爭論。 

 

老師：「你是剛剛新來聽的，是不是？今天才見你，聽了很多次？已經兩次

了。你是否仍是在學？不是。我以為你這麼年輕仍然在學。」 

同學：「他們兩個以前坐在這裏的。」 

老師：「啊，坐在這裏的。我的眼真的鈍，我看了很久。有時我的眼很鈍，非

經過多次，不然我記不住。」 

 

現時有些人問，有一個問題，「是否人人可以成佛？」這個問題，我上次談

過。你以為是否人人都會成佛？是，人人都可成佛。個個眾生，一窩蟻裏面，

隻隻蟻將來都可以成佛。老鼠洞裏面，隻隻老鼠將來都成佛。在顯微鏡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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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讀過書，知道在顯微鏡下看那些草鞋蟲，即跳動的草鞋蟲，隻隻草鞋蟲將來

都是成佛。個個眾生都成佛嘛，你以為是不是？你回答我。 

 

同學：「是皆有佛性，不一定。」 

老師：「何謂佛性？我現在正想反問你這一句。What is 佛性？你解我聽，你

不能說皆有佛性便行。我現在問你，何謂佛性？何謂佛性？何謂佛

性？我是引導你們回答這一句。」 

同學：「你講，佛的種子，佛性的種子。」 

老師：「是唯識宗才講種子，其他不講種子的。唯識宗才講種子，唯識不說眾

生皆有佛性的。問題是你是否 check 過所有眾生？是不是？你全部

check 過不？誰說的？」 

同學：「佛是這樣的說。」 

老師：「佛只說有佛性，並沒有說人人成佛。所以佛性這兩個字，這個

Buddha’s Nature，佛性，何謂佛性？ 

 

佛性有個 Definition 的，你要像外國人一樣，什麼都要問個 Definition。當

你不清楚的時候，是不行的。律師在打官司的時候，個 Definition 不清楚，便

沒有官司可打了。 

 

佛說一切眾生都有佛性，佛有沒有說過所有眾生都成佛？沒有。他只說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什麼佛性我們還未弄清楚？你現在當作在法庭打官司一

樣，是不是？所以如果你說所有眾生都可以成佛，他人可以反問你，『你

Check 過所有蛇蟲鼠蟻，你全部 Check 清楚不？是否全部將來都可以成佛？』

如果你說『No』，這樣你便不要講了，是不是？這才是科學化，這才對。 

 

好了，現在遇到這個問題，什麼是佛性？什麼是佛性？你聽我解。佛性有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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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釋，兩個 Definitions。在某個情形之下，所謂佛性是指法身佛的體性。即是

指什麼？真如。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即是一切眾生皆由真如體性所顯現的。這

個 Noun 都是由真如體所顯現的，是不是？老鼠和草鞋蟲都是真如體所顯現

的。所以便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這樣無知的東西都有佛性，是不是？如果說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並不是說一切眾生都能夠成佛。是不是？第二個解釋… 

 

老師：「不要了，只會帶來是非，如果第二次講，我會不准錄音。因為這些會

惹是非，我見什麼便講，但你不容易聽得到。」 

 

第二個解釋，成佛的可能性，是不是？他可不可以成佛？可以的。可能

性，即種子。種子只是唯識宗講的，其他宗不講種子的。可能性則大家都講。

即他可能成佛。但這個問題大了，一切眾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你如何知道？

會不會有一些無可能成佛的？你學數學學過 Set Theory 不？有沒有人學過？ 

Set Theory 學過不？未學過。集，Set。你說世界上有些富人，這是一堆；另外

一定有一些非富人。如果沒有非富人的存在，便無所謂稱為富人了。所以你說

眾生可以成佛，即是說一定有些眾生不可以成佛，是不是？ 

 

還有，你說所有眾生都一定可以成佛，你根據什麼這樣說？你說佛講的

嘛，你說佛說眾生皆有佛性，可能佛性是指真如性，是不是？兩個定義，你那

知佛用那一個定義？所以你根據佛講，便不能成立。如打官司一樣，那個罪證

不足，不充分，不能成立。所以你不能根據一切眾生皆有佛性這一句來斷定所

有眾生都成佛。不過有人恐怕有些眾生不能成佛。「我不能成佛，怎辦？」恐

怕是這樣而已。你不用怕，你會坐在這處聽佛經，這種人必定可以成佛的。是

不是？所以你不用怕。 

 

好了，一切眾生是否都有成佛的可能性？佛家裏面有兩大派，一派講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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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講唯識的人都認為不是所有眾生可以成佛的。有些成阿羅漢，他不再來

的；有些阿羅漢也成不了的，永遠在人天處，五趣處輪迴的。因為你說有些眾

生可以成佛，一定是有些眾生永不成佛的，世界事物是相對的。 

 

唯識宗認為有些眾生不可以成佛，但其他宗都認為所有眾生都可以成佛。將來

你便會選擇，你選擇那一個？選擇所有眾生都可以成佛這一面，還是選擇有些

眾生不一定可以成佛？你自己選擇？我選擇有些眾生（不一定可以成佛），我

選擇這一面。何以會這樣選擇？將來入深一點你便會知道， 

 

同學：「是不是你不修行便不可以成佛？你不修行怎可以成佛呢？」 

老師：「是的，不修行不可以成佛。但有些人是不肯修行的。」 

同學：「我認為你那個是對的，有些不可以成佛是對的。他不修行，怎可以成

佛？你不做那件事，那件事是不可以成功的。」 

老師：「是的，有些是不修行的。他不修行不能成佛。」 

同學：「你告訴他，他還罵你。」 

老師：「他不接受，那些不能成佛。」 

 

我是選擇這個。選擇了有些眾生不一定可以成佛的，於是眾生分成五

類，稱為五姓。我曾經解過，但我怕你忘記了，來到這裏，給你再解一遍。 

 

「姓」者譯作種姓，印度人稱為種姓；英文譯做 caste，階級、族類。差

不多是種族這個意思。眾生分成五大類，五大類中第一類為佛種姓，我把名稱

說了，又名菩薩種姓。記著，佛種性即菩薩種姓，這種眾生一定成佛的。一

定，因為他有很大的慈悲心；因為他有大的慈悲心，所以他能夠發起大菩提

心；發起大菩提心，他便會修行，這種人一定成佛，稱為佛種姓。 

你讀《六祖壇經》是對極了，「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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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無性亦無生。」這裏是說種姓。 

 

同學：「『姓』是否『心』字傍還是這個？」 

老師：「兩個通用。應該用『女』字傍，不過有些人用『心』字傍，兩個都可

以。種姓的『姓』字是兩個都可以。這種人不學小乘的，一落筆（開

始）便學大乘。」 

同學：「『因地果還生』，這句說話怎麼解？我知道是五祖給六祖的，『因地

果還生』，『無情既無種』或是『無性既無種』？」 

老師：「我給你講解，『有情來下種』，有些眾生來受你教化，他本來是可以

成佛的，受你教化再增加一點種子。『因地』是指他心田的第八識，

將來他的第八識裏面，他的心田裏面的種子成熟，果一定生的，一定

成佛。『因地的果還生』，『因地』是指心田，心田裏面種子成熟，

將來一定會成佛。『果』即佛果。『無情既無種』，這種人是沒有

佛、大乘種姓的眾生，他沒有成佛的種子。『無性亦無生』，他沒有

成佛的姓，所以他…。我是這樣解的。那些佛種姓是不學小乘的。這

種人在聽小乘經，他會聽出大乘來的。 

 

第二種是聲聞種姓，學小乘的，學小乘苦、集、滅、道四諦的。聽見佛

說四諦法，他依著小乘經修行，即依著四諦法修行，他會成阿羅漢入涅槃。他

成阿羅漢入涅槃便沒有他了，沒有了他還能成什麼佛？這個世界沒有了他，入

了涅槃。不成佛成羅漢，走人，自了漢，這種不會成佛了。不成佛但成羅漢，

羅漢並不等於佛，是不是？說他不能成佛，但並沒有說他一定不能成羅漢。講

說話處處要咬得很清楚。剛才我說有些眾生不能成佛，我沒有說有些眾生不能

成羅漢。我等於說你，你的腳長短不齊，不能做教功夫的師傅。我只是這樣的

說你，我沒有說你耍太極拳也不行。是不是？所以我們的頭腦要很清，尤其是

學佛，頭腦要很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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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我寫錯了個『聞』字，不是『關』字，『聲聞』，聞（音民）、聞

（音敏）、聞（音問）。聞佛說法的聲音，而悟道修行的。成羅漢的是這種，

不成佛的，這種一定成羅漢。一定不成佛，一定會成羅漢。」 

 

同學：「羅漢也可成佛，佛讓他迴向，迴向大乘。」 

老師：「你稍等一會。一會兒你自己會解答。很快的，七分鐘左右你會解答。

第三種，獨覺，又名緣覺。他不用靠佛的，無佛出世的時候，他單獨

覺悟的。我這裏漏了種姓二字，因為不夠位置寫。 

 

獨覺種姓。無佛出世，但他人聰明至極，看見飛花落葉，他知道世事無

常；見到眾多事物都是因緣和合而成，他便知道無我。總是他聰明，他總是有

一件事，同情心不夠大。世界都是幻的，如虛、如空、如幻，人生沒有什麼意

義，時時生死輪迴。我要離開，涅槃可也。這樣你去涅槃，而其他眾生還在輪

迴那麼殘忍。『誰讓他作業？他作業便他輪迴，干我何事？我離開了。』有這

種人的。即是他的同情心，慈悲心的『悲』即同情心。 

 

他的同情心不夠大，提不起同情心，同情心的種子很少，常常同情自己

也不同情他人的那種人。這種人不會發大菩提心的；不會發大菩提心，這種人

便不能成佛了；他沒有同情心，沒有大悲心。沒有大悲心，你死你事的，他都

沒有憐憫心。是聰明的，但這種人為何會成佛呢？沒有憐憫心他便不會發起大

菩提心。『我要成佛，成佛我一定要乘願再來，永遠做眾生的良師益友。』要

發這樣的一個大願。這樣的大菩提心他不能發起。即等於你蒸糕的那底糕，發

不起真夠弊，你蒸一萬年也是假的，不起的。這種人，獨覺，聰明至極，有智

慧但沒有感情，大悲心是感情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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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三種，獨覺又不能成佛，在三種裏面只得一種必定成佛，兩種不能成佛。但

這兩種是一定會入涅槃的。第三種名不定種姓，你需要認識的，你將來給人講

解，你的福氣很好，你的子女已成長，福氣很好。」 

 

同學：「希望如此。」 

老師：「兒子好，女兒好，丈夫好，人生算是這樣了。不定種姓，不定種姓很

複雜。你們人人可能都是不定種姓。不定種姓有幾種，有一種不定種

姓，既有成佛的種子，又有成聲聞的種子，又有成獨覺的種子。這種

人，如果遇到有佛出世，他便會學大乘，便會發大菩提心成佛；如果

他跟人學小乘，他便會先成羅漢。 

 

你聽聽，你解答。先成羅漢的善現長老，遇著人講《金剛經》，遇著人

講《般若經》，講大乘，他立刻哭起來。『原來我走了一條窄路』，他當時自

己可憐自己，顧影自憐。『原來我走了一條這樣的窄路，去做小乘的羅漢。那

麼多眾生我也不管，真的是不濟事。可幸今天我知道了，如果不知，百幾年我

豈不是鑽進了涅槃？便沒有了，眾生豈不有所損失。』因此感動起來，自己哭

了。所以有些人真的發大菩提心的時候，是會哭的。 

 

我看過有人在大家一起發大菩提心的時候，『嗚嗚』聲的哭起來，便是

這樣。因為他還有佛的種子，他雖然是不定種姓。他應學的不學，卻先學了聲

聞，便成了羅漢。幸好他還未入涅槃，何解？因為他還有成佛的種子牽引著

他，入不得涅槃，要晚一點。因為他有成佛的種子，那些種子激動著他，讓他

有機會讀大乘經。他讀的時候，便覺得幾乎走了，不是走一條岔路，是走了一

條窄路；有一條大路不走，走了一條窄路，自己因此激動。 

 

本來羅漢是不會激動的，因為他是不定種姓，還有一些佛種姓在，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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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心的種子，所以他會哭。如果沒有大悲心的種子，是不會哭的。他最後便回

心向大，轉了心，重新發大菩提心。已經成了羅漢，覺得以前的心太狹隘，重

新發大菩提心，再修行大乘。但他修行大乘，都會很快，因為他有羅漢的底

子，修了沒有多久，立刻見道，初地、二地、三地，會很快的上。因為他本身

又有神通，又沒有多少煩惱。 

 

這樣便是三種姓。如果沒有佛出世的時候，他又可以先成獨覺。萬一真

的沒有佛出世的時候，他做了獨覺，沒有人會提點他，那他便會入了涅槃。眾

生不是很慘，少了一個良師益友，會不會？你說吧，你回答我，會不會？如須

菩提，可幸他聽到佛說本經。如或他的身體不好，早一年佛未講《金剛經》，

他便入了涅槃，那便沒有了。是不是？你說。」 

 

同學：「因為他有佛種姓在。」 

老師：「因為他有佛種姓，激動他，令他不會那麼快入涅槃，總之會阻礙他

的。他自己的種子，在他內心激動著，牽累他，令他不想入涅槃。還

有另外的一種，已經是過來人了，如觀音，文殊，普賢這種已經成了

佛的。他未成佛前曾經發了一個慈悲的本願，『有些眾生應該要度

的，我要度他。』 

 

他在大定裏面，大定有大悲，他智慧很豐富，他觀察得到知道某一個羅

漢，他現在想入涅槃，他有佛種姓，他不應該入涅槃的。那時一般是文殊專門

處理這些的，很有趣，騎在獅子上的。文殊專門處理這些，多數是他。你成了

羅漢，想入涅槃，他立刻來阻止你的，『你不要入涅槃，你將來會成佛的，你

快點回心向大乘，快點發起大悲心。』他會專做，古代我們看到的，只有文殊

在做。 

觀音則很少這樣做的，觀音多數救人；文殊則專門做這種事。有些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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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處理，有些時是已經證得獨覺果，已經回心向大的那種人。他要找功德來

做，他的功德不夠成不了佛，他要找好事做。他到處找有什麼機會行善，剛剛

碰上這個想入涅槃的，『對了，我有機會做功德了。』他便走來化度你，『你

不要入涅槃。』所以不定種姓的人，如果他有聲聞、獨覺那種正想入涅槃的時

候，自然有人阻止他，那他便不用怕了。所以不定種姓不怕的。 

 

有一種沒有佛種姓，但有聲聞、獨覺的，不定嘛。這種慘，成不了佛。

遇著有機會成聲聞他便成聲聞，遇著有機會成獨覺他便成獨覺，總之成不了

佛。又是不定，低級的不定，低等的不定種姓。 

 

還有一種，有佛種姓，有獨覺種姓，但沒有聲聞種姓。有佛出世他便學

大乘；沒有佛出世他便獨覺。到了他獨覺想入涅槃的時候，自然有些人如文殊

之流的警醒他，不要入涅槃。 

又有一些，有佛種姓，有聲聞種姓，但沒有獨覺種姓。善現便是這種人，兩

種，他已成了羅漢，聲聞種姓，他已成了羅漢，『無諍三昧最為第一』，你有

沒有讀過？成了羅漢，但是佛親自指點他，他哭起來了，這一種。合共五種種

姓，不定種性，很好的，不定種性。你們人人大概都是不定種性，不會是無種

姓。無種姓你不會坐在這裏，你如果在這裏坐上一日或者… 

 

是沒有獨覺種姓，甚麼都好。有多少種？人天種姓，做得好他便生死輪

迴。生死輪迴之中，遇著剛剛做了好事，便做一世人。做一世人，如果再做了

好事，又會生天。在天裏面久安，貪於享樂，貪得過份時，在天死後回來做人

也說不定。或者做人作惡便下了地獄，在地獄完了之後又再做人。硬是到處

轉，永無停止的，這種是人天種姓。無種姓的人是這樣的。你說，無種姓的人

豈不是很慘？沒有慘的。 

為什麼慘？是你自己不好而已，佛在說話的時候，你都沒有興趣。他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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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的，你明白嗎？你有成佛，我亦有不成佛的自由。如果我不想成佛，不然

你是閻羅王拉著我嗎？『不成佛不行，你不修行不行。』不可以這樣，他是有

自由的，他沒有興趣成佛。 

 

世界上有沒有這樣的人？有，莫講是世界上，就是你現在走出街外，有

很多這樣的人。你讓人來學佛。他會『不，別了。』你的丈夫願不願意學？你

的丈夫你也沒法勸服他。我學佛學了那麼多，我七個兒女，在七個兒女中，起

碼五個不信我這一套。何解？對基督教不知多虔誠，兩個基督教一子一女，虔

誠至極。他見過我的兒子，虔誠至極，大清早便溜去教會了；女兒亦虔誠至

極。一子一女。其餘的？大兒子信佛，還有大女兒亦願意聽聽，就是這樣。其

餘的兩個，別弄了，賺錢為第一。我亦無法處理，父親是專學這一套，但沒有

辦法勸服子女，沒有辦法。 

 

你不要以為一定人人可以成佛，有些是無種姓的。那無種姓的人是不是

很慘？他不會很慘的。何解？將來所有眾生，所有聲聞種姓的都入了涅槃，即

是世界上沒有了這種眾生。所有獨覺種姓的都入了涅槃，剩下了不定種性的，

將來可能成佛。待所有不定種性的都成佛，佛種姓的亦成了佛。這個世界便沒

有這幾種人了，會不會？不會。 

 

何解？因為被無種姓的人所拖累，他不斷生死輪迴，而你這些佛種姓的

人要乘願再來。他永遠不成佛，你便永遠要再來。明白嗎？地藏王便是這樣，

『地獄不空，誓不成佛』。地獄是不會空的，即他永無成佛之日，永無入涅槃

之日。不會是入不了涅槃，是他不入而已，他發這個願。地藏王、觀世音、大

勢至、文殊、普賢這些，他們真的不會閒著，永遠不會閒著。他要來，作為那

些無種姓人的良師益友。 

是不是教他成佛？不教他成佛，何解？為何不教他成佛？沒有佛姓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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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佛？教他什麼？做他的良師益友，指導他行十善，將來會生天。即要靠耶穌

那種人。沒有，將來不會有佛法。有耶穌那一套，永遠有，因為無種姓的人是

永遠有的。孔夫子那一套，永遠有的。孔子、耶穌是永遠有的。將來成了佛那

些文殊、普賢、觀音是要變成孔子、耶穌那種人，明白嗎？ 

 

所以有一種人說，有一個牧師和我開玩笑，他是很有能力的。他說，

『釋迦之道有盡』，釋迦牟尼之道有盡，人人成佛便盡了。『基督之道無

窮』，我基督那一套永無窮盡。『羅先生，你承認不？』我說，『是的，我承

認會。將來的佛、觀音、勢至都變成耶穌。變成耶穌，變成孔子。』但你不要

與基督教徒，天主教徒談論，不然助長了他們的威風。實際是這樣。」 

 

同學：「無定姓是可以變的。」 

老師：「不定姓不能變的。不定姓者不一定是某一種而已，幾種都有。」 

同學：「天人，那些無定姓，他將來會受…」 

老師：「天人，他有不定姓中…。如果只是天人，便稱為無姓。不定姓則是

一、二、三、四都有；但無姓則沒有前面那幾種。」 

同學：「會不會變為有的？」 

老師：「不變的，不可能變的。有人解，能不能變？提出這個問題。一說認為

能變，一說認為不能變。怎會是能變呢？」 

同學：「你講唯識的時候，賴耶變根身，內變根身，外變器界。」 

老師：「不是，我是解釋這個『變』字。不對，不對。」 

同學：「無因緣他變不了，有因緣便會變。」 

老師：「無因緣是變不了。」 

同學：「有因緣便會變。」 

 

老師：「什麼是因緣？因和緣，緣是條件，同時有，今日沒有便來日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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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因是不行的，因是種子。」 

同學：「天人也有種子。」 

老師：「他有天人的種子，沒有佛的種子。天人嘛。如果有佛的種子，那一種

是不定種姓，便會成佛了，是不是？他只有天人的種子，沒有佛的種

子，謂之無種姓天人，不能成佛。而且種子是無始以來具備的，佛都

無可奈何。『佛不能度無緣之人』，他不能度那些無種子的人，這便

是了義，這個是了義。為了解釋這一段，所以弄出那麼多的事。你知

道了五姓，你認識了很多東西，是不是？」 

同學：「是的，今日認識了很多東西。」 

老師：「如果你自己看書，你便煩了，這處執一點，那處執一點，你便不能把

它們合起來。現在我解釋『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佛在《涅槃經》裏

面講，『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佛性是什麼？兩個 Definition。一個是

指真如性，『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即是說所有眾生都是同一個真如

性所顯現出來的。老鼠、蛇蟲鼠蟻沒有一個不是真如性所顯現出現

的，稱為『一切眾生皆有真如佛性』。」 

同學：「羅教授，那個真如如何可以種得佛的種子？如何成為無定姓和無種姓

呢？」 

老師：「不會變得的。」 

同學：「為什麼有些真如有佛種姓，有些真如則沒有？」 

老師：「不是。同是一個真如。真如猶如大海，大海裏面有無數的波浪，有個

波…即由那個真知便顯現出很多事物。顯現出很多什麼？把它所顯現

出來的東西，把它們分類，分出五大類，有些是有佛種姓的，一定成

佛的，修行便能成佛，不聽小乘的；有一種是只學小乘的。 

 

 

如果是聲聞種姓，你跟他講《法華經》、大乘經，他會聽出小乘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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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因為他想了小乘的路。有一種人是這樣的，讓你講這些，他會想出那條

路。如果他是佛種姓的，你跟他講小乘經，他都想出大乘的道理。大家都由真

如性所顯現。因為真如性顯現了很多東西，有些有佛性，有些沒有佛性。何時

顯現？無始以來，本來就是如此，不能夠計算。何解？因為我們用天文數字亦

計算不到世界的開端。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然後才會計，說世界有第一

因，The First Cause。第一因是基督教，天主教，回教才講的。 

 

佛教不講第一因的，記著。無始，找不到起點。如果你要找到起點，你

這個人是戇的。找不到起點，你找給我看看，是不是？找到也是自以為的。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即是說一切眾生都是由真如性做他的本質的。沒有關

係，說了等於不說。 

 

第二個解法，是指成佛的可能性。『一切眾生皆有成佛的可能性』，是

佛對不定種姓的人說的。有一種不定種姓的人，他始終未能攝入大乘，佛要鞭

策這種人，激勵這種人。這裏的『一切眾生』是指那些不定種姓的眾生，『人

人都有佛性，你們要修行成佛，不要學小乘，不要入涅槃。』是這樣的。 

 

所以《法華經》說，沒有的，沒有小乘，『無有餘乘，唯一佛乘』，沒

有聲聞乘，沒有獨覺乘，全部都是大乘，將來人人成佛。當時怎樣？三千人

（註：五千人）退席。佛說法的時候，比我這裏慘，我這裏沒有多少個退席，

是不是？佛說法的時候，幾千比丘退席，那些小乘人。『你都不知在說什麼？

人人成佛，人人都想入涅槃，會乘願再來，那條路那麼遠，別找我，還是離開

吧。』這樣便全都走了，剩下不走的是什麼？不定種姓的，是不是？就算不是

佛種姓的，都是不定種姓的了。 

 

你現在這處，我不是佛，我講的都是佛說的。如果你來得三次，你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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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了，保證你不是佛種姓，都是不定種姓，不用憂。如果你是無種姓，最多聽

完一次，第二次走出去便會喃喃地說，『講這些！』是這樣的。假設不是無種

姓，都是種姓太弱。明白嗎？他是一個不定種姓的人。 

 

不定種姓的人，如果他成了羅漢。成了羅漢即沒有了欲界煩惱。成了羅

漢之後是很慘的，他沒有了欲界煩惱，他能否投生欲界？他不能來欲界投生

了。這便慘了，人間他不能做人，是不是？ 

 

第二，他在色界，色界的煩惱也沒有。他在初禪、二禪天做人也不行。

無色界？他又不入無色界的。三界都沒有他的份兒，那他不就是很慘？他想修

行，一條路是入涅槃，但他又不入涅槃，他想成佛。 

 

成佛他是要入三界的，三界都入不了，除非他用神通來進入，是不是？

他是不能正式投生的，於是這種人便寄居於三界，聽清楚是寄居於三界。他不

是三界的人，不屬於三界，他只是寄居三界。因為他不是三界的人，所以我們

三界的人，應不應該見到他？你答我。他都不是三界的人，應不應該見到他？ 

只有兩個答案，一個見到，一個見不到；一個摸到，一個摸不到。你不要說

見，摸到他的，應該沒有。這個合理。應該見不到才合理，因為見到，就必定

有我們人的身體。他進入不到我們的人間，即是沒有人的身體。沒有人的身

體，你怎會見到他呢？這種人你是見不到的。但你說他有沒有身體呢？第一個

答案，你回答了。應該是見不到。 

 

第二個身體，有沒有身體呢？見不到是一件事，見不到不是等於沒有，

是不是？你見不到我的銀紙，並不等於我沒有銀紙。有沒有身體？我們見不到

的身體是有沒有？有。因為沒有身體，他如何活動？他要活動，他要找功德來

做的。不做功德，他應該入涅槃，沒有身體。他一天不入涅槃，他一天都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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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身體。有身體。記著，這種羅漢，這種聲聞、獨覺的人，他不入涅槃，但他

又入不了三界，但他又要有身體，他有一個無漏的身體，是超乎三界之外的身

體。 

 

有個這樣的身體，我們看不到他有身體，寄居於我們這處，為何要寄居

於我們這個三界裏面？他要找功德做。譬如你想去埃塞俄比亞救人，你得進入

埃塞俄比亞才能救得到。他要入人間。他又要入人間，又沒有人間的身體，這

種人很慘的。那他會怎樣？人是見不到他的。他到處遊，看見你又夜總會，又

這個那個的。他看見便覺討厭，因為他是那種人，不高興這些的。他要找功德

做，不進來又不行。入來看見你這班人又討厭，爭名爭利，整天花天酒地，他

不知多討厭，但他卻又要在這裏，你說他慘不慘？ 

 

他可以怎樣？他普通的是躲在天崖海角那些無人的地方住，這種人經常

在那種地方入定的。入定，他在定中觀察，那些眾生和他在過去世有緣。如果

你和他無緣，他救不到你的。他觀察到某一個眾生和他有緣，他現在佛的種

姓，善的種子成熟，我應該去點化你。於是他便會找你，何解？一方面利他，

對你有利；第二方面自利。他功德不夠，成不了佛。他要做很多功德，他要找

功德做。那他又如何？他的身體你亦看不見，他說話你又聽不到。那又如何？ 

 

有兩條路，（一）幻變一個身體，令你臨時見到有一個樣子。例如有些

人在沙漠渴水，幾乎渴死，他在念南無觀世音菩薩。忽然看見一個老人家，老

婦，告訴他，『那處，那處有水。』很多人是這樣的。他反正總比渴死好，去

那處，真的發現了水，回頭卻見不到那個老人家。這種人起了一個幻身，用神

通力，如催眠你一樣。明白嗎？他不是真的變成老人家，只是催眠你令你看見

一個老人家，他大功告成，收回那種催眠，根本他並沒有變到。這是一種。 

第二種是借胎。某一個人剛剛懷孕，嬰兒在那人體內將死，在他死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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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入了她的胎。入她的胎，不是真的入胎，是用定力加持他入，和普通人入

胎不同。他很定的，你看見他出生時，像一個傻子，實際他很清醒。他被你養

大，他說不定出家，做醫生也不定。借某一個人的胎，做到差不多他應做的事

完結，他便死了。如濟癲和尚這類人。濟癲真有其人，這個人是靈隱寺的和

尚，癲癲廢廢（傻里傻氣）的。他就是借了胎，做這些事。或者他出來做禪

師，度化人。 

 

一種是直接入胎；一種是催眠令我們見到他。甚至入你的夢。催眠可以

令你發夢的，令你見到這個那個。明白了？這種是不定種姓成了獨覺，成了阿

羅漢之後，躲起找功德。有很多的，躲在山林野嶺。喜瑪拉雅山最多這種，聽

過不？須菩提還未死，所以他會重新發菩提心。如果死後，再入來投生，行不

行？不行，他已經成了羅漢，不能入三界。 

 

一是他做剛我講那種。可能你在那處，你是很虔誠的，你發願，『須菩

提，善現長老，我希望見到你，有沒有機會和我接觸？』他在定中察覺，說不

定他會跟你接觸。或者你太信扶乩，你不要學扶乩，我只是借它來講而已，扶

乩這事物。我想請善現長老，他真的會來降乩。『羅先生，你又告誡我不要

做，又說不要信。』不是假的，有些天仙到處走的，如果他冒充善現長老，那

你不是『死症』（弊，糟糕）了，是不是？他會被冒充，有很多冒充的。好

了，明白了，你今天了解了五種種姓。聽得明白嗎？懂得講嗎？能否給人講

解？ 

 

第二、你要了解什麼？那些不定種姓的人，證了果之後如何？做了些什

麼？躲在那處？你明白了。還有，很多念佛求救的。《高王觀音經》是假的，

他經常念《觀音經》，他不認為是假，他不會知它是假的。很虔誠，他又食

齋，又很好心腸，那又會如何？觀音固然原諒他，並會加被他。但這種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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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獨覺、聲聞，躲著找功德做那種。正好，有機會做了，他出來了，你明白

嗎？他權充觀世音菩薩來救度，觀音菩薩亦不會不讓他救的，這種人專找這種

事來做。 

 

還有，縱使你不念經，你是心地良善，有急難的時候，除非你是沒救

的，你的業力令你沒救的，沒法，佛亦沒有辦法。如果你的業力是不定業，有

得救的，他便會救你。所以你不用怕，只要你做得好，你做得好自然這些人常

常找功德做，你不用憂，很多這類眾生。」 

 

好了，再講這裏。「爾時具壽善現，聞法威力，悲泣墮淚，俛仰捫

淚」，「捫」音「Moon」或「憫」，「而白佛言」，先講這幾句。「爾時」

即那時，佛說法說到這個時候。那位善現長老，因為聽聞佛說法，激動了他第

八識裏面的種子，激動了他成佛的種子。這種種子發生的力量，刺激起他的大

悲心。這個大悲心起的時候，他便哭起來。 

「悲泣墮淚」，眼淚掉下來。如果他真的是聲聞、獨覺種姓，他不會悲泣的。

便是因為他是不定種姓，所以他會哭。「俛仰捫淚」，「俛」即低頭，不好意

思；「仰」即舉頭；「捫淚」即以手來抹眼淚。「而白佛言」即對佛這樣說。

「甚奇希有，世尊！」很奇啊，世尊！我今天聽你講話，覺得很新奇，神奇，

Wonderful。世尊！「最極希有，善逝！」極之稀有，佛啊！「善逝」即佛的尊

號。 

 

「如來今者所說法門，普為發趣最上乘者作諸義利。」如來，你今天所

說的法，說這種義理、法門，是普遍地為了那些發心趣向，「趣」即趨向；

「最上乘者」，「最上」即大乘，即大乘的人；替他造作些什麼義利。什麼是

義利？出世間的利益是為義；世間的利益謂之利。一義一利，即為了做世間和

出世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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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這裏，有一點是你要知道的。《金剛經》這類般若經是要針對什

麼？不對小乘人講，記著。小乘人聽到它，「噓」（喝倒彩；不同意或不重

視），這種經空空洞洞不學它的。偏是針對大乘人的，清楚說明是專為那些最

上乘的人，不是對小乘人的。小乘人不相信這些道理。 

 

佛說法分三個時期，我又已經講過，我現在讓大家溫習。 

 

第一個時期是著重講有的——有教。記得嗎？說有，什麼都認為有，除

了我是無之外，什麼都是有，稱為有教。 

 

第二個時期，有沒有人知道？空教，講一切都是空的，即《般若經》。 

 

第三個時期，非空非有——中道。外境是無，非有；內識是有，非空－

第三個時期。 

 

三種教：第一、有教，小乘經；第二、空教，大乘中講空、般若的；第

三、非空非有，中道教，唯識一類。三類之中，小乘的有教，專為小乘人說，

記著，不為大乘人說；專為小乘人和不定種姓的人。 

 

第二種，空教，專為大乘人說，不對小乘人說；專對大乘人和不定種姓

的人說。第三個時期，非空非有教，專為大小乘的人說。所以般若教是專為最

上乘的人說。六祖便是講這一套的，他說大乘的頓教不同小乘。因為六祖思想

的淵源亦是《般若經》。這句懂得解了。 

 

這個要記著，佛說法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有教；第二個時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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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第三個時期——中道教。第一個時期－有教，專為小乘人說；第二個時期

－空教，專為大乘人說，不定種姓亦算入此中；第三個時期－中道教，兼為大

乘小乘人說。明白嗎？ 

 

「如來今者所說法門，普為發趣最上乘者作諸義利。」「世尊，我昔生

智已來，未曾得聞如是法門。」他說，世尊啊。我善現。「昔」即從前，即指

他修行成阿羅漢；「生智」，生起無漏智以來。自從我生起無漏智以來，來到

現在。「未曾得聞如是法門」，未聽過如此高深，如此值得我們依據的，這樣

的法門。讚美它。這一段敘述他悲傷。 

 

第二段是「拂疑除病」，「拂」即掃去，掃去人們的懷疑，除去人們的

執著。「何以故？世尊，諸真實想、真實想者，如來說為非想」，這裏半句，

怎樣解呢？「何以故」，為什麼？ 

 

同學：「辛二未解。」 

老師：「啊，是的，漏了一段。」 

 

（辛二）、明於此生信實為希有。說明，「此」是指《金剛經》這個法

門。如果一個人對於這個法門，能夠信仰，這種人是很稀有，很少有，很難

得。是這樣解的。 

 

「世尊，若諸有情聞說如是甚深經典，生真實想，當知成就最勝希

有。」他說，世尊，若果那些有情，即眾生；若果那些眾生。「聞說如是甚深

經典」，他聽聞這些般若經典。「生真實想」，起一種這樣的想法，覺得這種

是真實的，這種道理是真實的。這種真實的感覺。「當知成就最勝希有」，我

們應該知道，這一種人會成就最難得，最少有的功德。這即是什麼？覺得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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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是對的時候，依著修行，便會很快成佛。何解？看下文。拂疑除病。 

 

恐怕人們執著於拿著這本經念便可，有些人念不來。讀《金剛經》有兩

種人：一種人了解它的道理，依教修行，經常地讀，不執著於它的文字，這種

人最上等；第二種人是整天拿著《金剛經》念，一句句的念，恐怕錯念一個

字，又不懂得解釋。拿著木魚在面前，「如是我聞…」的念，這種人是很蠢

的。蠢也好，比他不念好，是不是？這種人有什麼好處？有，有好處。它把你

的佛種姓刺激你的種子，令到你可能由蠢變為聰明。你前半生蠢蠢地念，後半

生便會很聰明也說不定。你不要小看他，他雖不識一個字，但智慧一起，便會

很聰明。縱使他種子太弱，他種姓太弱，有但很弱，那又如何？來生。刺激他

一下，令他強一點。如刀可以磨它，用則不怎麼可用，普通的總比鈍的好，等

待來世將來用。讓他第二世的種子強一點，第二世吧。 

 

現在那些整天拜佛，種福的，不肯研究經教，不肯讀。很富有，出錢鋪

佛金，送一塊地給你建廟等，這些是什麼？告訴他，第二世吧。這一世他都不

修行，不修行他便不能夠如理作意，對經教他不能夠受持讀誦，究竟通利，為

他人說和如理作意。他不能夠這樣做，建了十間廟，一百間廟又如何？梁武帝

建了幾千間廟，菩提達摩見梁武帝的時候。梁武帝問，「我建了那麼多寺，度

了那麼多人，又出家，有什麼功德呢？」他說，「你沒有功德。」沒有功德又

如何？又是根據《金剛經》，這種人捨身恆河沙數那麼多身體，只是生天而

已。你不過多做一萬世皇帝，再多做幾世。這一世有侯景來對付你，餓死你。

第二世你怎知沒有一個侯景來餓死你？再多餓兩次，你願不願意？不是很

「爽」（愉快）的。所以不要自滿，一定要學他這樣，能夠受持讀誦、為他人

說、如理作意，這樣的功德然後大，激發你那些真正成佛的種子。 

 

「何以故？世尊」。我說真實想，對這本經起了一些真實的感覺，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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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聽了不要執著。是這本經了，要念了，有人死去，我念此經讓他回生。有

些人是這樣的。某個人壽命短，念《金剛經》以補壽；有些收了人們的錢，替

人念《金剛經》以補壽。不是說不行，《金剛經》的作用不是用以補壽，而是

助你成佛。 

 

不過，你用以補壽也可以，你念《高王觀音經》都可以，何況念《金剛

經》，是不是？何解？因為你念經，第一、清心寡欲。清心寡欲自然壽命會長

一點；欲望多多的那種人必然命短。還有，欲望多的人自然危險多。你欲望

少，清心寡欲，那會有什麼？危險的機會也少了。還有，心安理得，你的心便

天君泰然；心安理得，自然長壽。 

 

生癌症這種人是不會有的，患癌症的人一般是經常緊張，大酒大肉。常

常煩惱、緊張，這種人便會患癌。心廣體胖的人，不會患癌症。還有，心臟病

這種人亦不易有；心臟病患著一般是忙碌、緊張的，才易有心臟病。他整天都

舒暢，有心臟病都會變得痊癒。尤其是如理作意地修行打坐，心臟病都會被他

治好。是的，治好心臟病的。所以不要執著。就算這本經是真實，但不要執著

它為真實。 

 

如果你執著它為真實，這本經是什麼？白紙黑字而已，你要明白它的道

理來修行才有用；你把它一個一個字的念熟又如何？念熟它最好不如用錄音

機，錄起它。你的腦像錄音機一樣，無用的。你要如理作意。何以故？怕人們

執著。所謂真實的感覺，「真實想、真實想者」，真實的感覺、真實的感覺

者。「如來說為非想」，依據釋迦如來的意見，所謂真實想，並無真實想。這

個「想」字是作為執著。「非想」，不起分別心，不起執著。分別即是執著。 

 

「是故如來說名真實」，只要你不要執著，起了一個真實的感覺，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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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不執著，這個一方面知道名言都是性空如幻的。如來所謂的真實想，是指這

樣的真實想。於是進一步，勸人發心。 

 

（辛四）、七十八頁（新書一二八頁）「進發信心」，裏面分兩段：一

段是善現長老問；一段是佛答。 

 

（壬一）、善現問。裏面又分標、釋、結三小段。 

 

（癸一）、標。「世尊，我今聞說如是法門，領悟信解，未為希有。」

一句。 

 

他說，世尊。我善現長老今天聽聞佛所講的這一種法門，能夠領悟它的

道理，信仰這個道理，又了解這個道理。我須菩提已經成了阿羅漢，又那麼聰

明，「未為希有」，即不足為奇。若其他的人能夠信，則出奇了。 

 

「若諸有情，於當來世後時後分，後五百歲，正法將滅時分轉時，當於

如是甚深法門，領悟信解，受持讀誦，究竟通利，及廣為他宣說開示，如理作

意，當知成就最勝希有。」 

 

好了，懂得解了。我儘管解釋一下。若果有些眾生，「於當來世」，在

未來的時候；「後時後分」，很後很後的時候；「後五百歲」，後至釋迦佛涅

槃後五百年。那個時候，佛的正法將滅的時候開始了。「轉」者起首、起了、

開始了。如果過了五百年後，正法將滅的時候，開始的時候。那些眾生「當於

如是甚深法門」，他將來能夠在那時候；「如是」即這些；對於這些甚深的般

若法門。能夠領悟，能夠信解，又能夠受持讀誦，又能夠究竟通利，又能夠廣

為他宣說開示，又能夠自己去修行，如理作意。「當知成就最勝希有」，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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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真的能夠這樣，我們應該知道這一種人最值得，最珍貴，最難得，最少有

了。 

 

「標」即解釋。何解？這句很長的，儘管解釋吧。我講了很多雜的東

西，你們有很多要問的，我亦順便解釋了，所以過了多少時間。解釋，為何稀

有？ 

 

（癸二），分兩段。稀有有兩段。第一，這種眾生他能夠了解所取的境

界是空。「取」即了解；「所取」即我們所知、所了解的境是空。又能夠明白

能取的我，所謂我者都是空的。能取的我、我自己的智慧和我的心都是空的，

明白嗎？世界上一世人不外是兩樣東西，一樣是所取，所了解的東西，所取的

東西。甚至你們每一個人，對於我來說，你都是所取。能取便是我，我是能

取，我是能夠了解。你亦是，對你來說，我亦是你的所取；你自己則是能取，

明白嗎？能夠取。 

 

這個「取」字作了解、感受。這種人為何說他稀有？他能夠空了所取，

不執著有實的所取；又能夠空了能取，不執著有實的能取。他能夠不執著有所

取之物，亦不執著有能取的我，物我兩亡。先講所取空。「何以故？」為什

麼？ 

 

「世尊，彼諸有情無我想轉，無有情想，無命者想，無士夫想，無補特

伽羅想，無意生想，無摩納婆想，無作者想，無受者想轉。」 

 

「轉」字作起，生起。何解這種眾生那麼稀有？因為這種眾生不會有所

取的執著，不會有執著實的所取的東西。「彼諸有情無我想轉」，不執著這個

世界有一個我。自己對自己，便是能取；自己對他人，便是所取。你們人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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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我，雖然是假的，都有一個假我。你們個個假我，對於我來說，便是我的所

取。我的我，對於你們來說，便是能取。倒過來於你，你是能取，我們人人是

所取。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