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老師：「你一會兒問吧，或許我講得快。講得快便會有問題，你聽得明白

嗎？」 

同學：「有一點兒。」 

老師：「有什麼不明白？是不是太快？」 

同學：「差不多吧。」 

老師：「你聽得明白嗎？」 

 

因為這種人，為何這種人那麼稀有，那麼奇？因為這種人不執著他的我

之外所取之物。好了，八十六頁（新書一三Ｏ頁）。（子二）、明能取空。他

不執著有他以外的我，他亦不執著有自己的我才行。執著人人都有我，我這個

我是有的，也是不行——能取也空掉。「所以者何？」何解呢？為何你說所取

的我是空？因為你自己是空的。人人都有自己，人人的自己都是空，明白嗎？

「所以者何？」所以言者，其原故何在？ 

 

「世尊，諸我想即是非想，諸有情想、命者想、士夫想、補特伽羅想、

意生想、摩納婆想、作者想、受者想即是非想。」為什麼呢？世尊。人人都執

著有我想，「我想」即我執。那些有我執。所有的我執即是「非想」，即不如

理之想，不合理之想。「非想」即非如理之想，非合理之想。聽得明白嗎？我

執固然是不合理，但那些人卻在執有情執、執有命者、執有士夫、執有補特伽

羅、執有意生、執有摩納婆、執有作者、執有受者，通通都是非想，都是不如

理之想。你看看鳩摩羅什如何譯？你看看「秦譯」，「所以者何？我相即是非

相」他譯作相，人相，補特伽羅…。士夫他譯作人；眾生他怎樣？補特伽羅他

譯作眾生；受者、命者他譯作壽者，是不是？把這幾句譯本一對便暢順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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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以為三藏法師翻譯的必定是很了不得，你這便錯了，有些三藏法師很離譜

的。你看看隋朝的譯本，「隋譯」，你看到嗎？這一段他是如何譯的？「彼何

所因？」，「所以者何」他譯作「彼何所因」，又是對應。「世尊」，先看看

我們這個譯本，「世尊，諸我想即是非想」。你看看他如何譯？「若彼，世

尊，我想，彼如是非想」，你說通不通？不通。這便很明顯了。「隋譯」譯成

這樣的。所以佛經很多譯本，選擇譯本是很重要的。「非想」即是非合理的

想。你亦可以用性空幻有作解。「我想」，是幻有的；「即是非想」，性空

的。懂得嗎？回去多看兩眼，你便會明白。記著給他人講說，人們不認識你可

以教他。 

 

同學：「這兩句即是能所雙亡…」 

老師：「是的。物我兩亡，能所雙亡。」 

 

你看這個須菩提多聰明，他不用佛講的。佛立刻讚賞他，你看看。（癸三），

他自己先結束，他說，「何以故？諸佛世尊離一切想。」為何能取不對，所取

又不對呢？「何以故？」他說，「諸佛世尊」，佛的智慧是怎樣？一切執著都

要離開。能執著、所執著全部都完全離開。能取、所取都要離，物我雙亡。聽

得明白嗎，物我雙亡。說到這裏，「說是語已」。須菩提說到這裏之後，佛下

面答了。（壬二）、佛答，分二，（癸一）、（癸二）。 

 

（癸一）、標。標即舉出大義。「爾時世尊告具壽善現言」，於是世尊

便給具壽善現講。他說，「如是！如是！」，即是對的！對的！即讚賞他，認

為他是對的。「善現」，稱呼他一聲。「若諸有情，聞說如是甚深經典，不

驚，不懼，無有怖畏，當知成就最勝希有。」這處可以不用解了。他說那些眾

生、有情聽聞我講這些甚深的經典，如果他不驚亦不怕，完全不怕，能夠接

受，你便應該知道這個眾生，成就一種最稀有的功德了。驚、懼、怖畏，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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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深淺的問題而已。驚是稍為的吃驚；懼是相當驚；怖畏則是很驚，知道嗎？ 

 

同學：「不信則不用驚。」 

老師：「信不信還未知，『為何這樣說？』還未決定信與不信，那便驚。驚定

了之後，可以是不信或是信。驚什麼？『這麼深的，我非學不可

了。』」 

 

再讀下面一段，八十二頁（新書一三四頁）最後那處。（癸二）、釋。「何以

故？善現，如來說最勝波羅蜜多，謂般若波羅蜜多。」一句。為什麼那些人聽

到而不驚是最了不起？這本經這麼厲害。「何以故？善現，如來說最勝波羅蜜

多」，如來所講的波羅蜜多，有六個波羅蜜多，是不是？記得嗎？布施波羅蜜

多、持戒波羅蜜多、忍辱波羅蜜多、精進波羅蜜多、禪定波羅蜜多、智慧般若

波羅蜜多，這麼多個波羅蜜多中最勝的是般若波羅蜜多。何解？前面的都是手

段，後面的才是目的。我們想成佛，最重要是般若波羅蜜多。我們想得般若波

羅蜜多，普通的波羅蜜多，聽聽而已，所以是很少。真正的無漏波羅蜜多，那

些無漏智，是在定中產生的。所以你想得真正的波羅蜜多，即般若波羅蜜，便

一定要禪定波羅蜜，禪定產生智慧。如果你想得禪定，要心定，你要怎樣？精

進，是不是？精進地修才可以。 

 

你想能夠精進，便要如何？人家來說你兩句便受不了，這樣不行，要忍

辱，要堅忍。你想能夠忍辱，要持戒。你想能夠持戒持得好，便不要執著什

麼？不要愛財如命，不要什麼都以自己作本位，能夠布施。一級一級，前面是

手段，後面是目的；前前是手段，後後是目的。最後的目的是般若，所以般若

波羅蜜多是最殊勝的。因為它最殊勝，所以人們稱它為佛母，佛亦是由般若波

羅蜜產生的，所以般若亦名佛母。般若之所以稱為佛母，是因為它能夠產生佛

的，只有這個原因。後來密宗的人便執著了，弄了一個佛母，女人身，說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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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般若佛母。把般若化成一個女人，是佛之母，會產生佛的，這便變了執

著。所以密宗很多佛母，XX 佛母，XX 佛母。這些都是…。 

 

鳩摩羅什譯做《大智慧度經》(即《摩訶般若波羅密大明咒經》)，《心

經》，有一本《心經》。玄奘法師則譯做《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到了宋朝，

又有一個人譯西藏喇嘛那本《心經》，特別詳細的，名為《佛母般若波羅蜜多

心經》，加上佛母兩個字，把佛母具體化。所以有些時，那些密宗人有很多執

著。「如來說最勝波羅蜜多是般若波羅蜜多。」他說，「善現，如來所說最勝

波羅蜜多，無量諸佛世尊所共宣說，故名最勝波羅蜜多。」為何波羅蜜多那麼

殊勝？他說，善現。如來所講那些最勝波羅蜜多，即這個般若波羅蜜多，並非

如來我釋迦牟尼一個人講的，是無量諸佛共同講的，即是他們人人都講的，所

以它是最勝。 

 

「故名最勝波羅蜜多」。「如來說最勝波羅蜜多，即非（般若）波羅蜜

多」，他恐怕人們執著般若波羅蜜多，如來所謂最勝的波羅蜜多，都是一個假

名，都是空的，是性空的。「即非波羅蜜多」，般若波羅蜜多仍然是幻有的，

是非波羅蜜多，即是性空的。「是故如來說名（最勝）波羅蜜多」，所以如來

說這個波羅蜜多是假名，假立。一方面是性空，一方面是幻有。這樣解亦可。

又可以這樣的解。「如來說最勝波羅蜜多」，如來說這個波羅蜜多最勝。「非

波羅蜜多」，並非普通一般人所執著的波羅蜜多，外道亦有些波羅蜜多的；並

非世人所了解的波羅蜜多。「是故如來說名（最勝）波羅蜜多」，所以如來說

這個波羅蜜多，是諸佛的無漏智所了解的波羅蜜多。如何舉例？便留待第二

天，這裏是很長的。 

 

老師：「還有十分鐘，有什麼問題可以問？利用這十分鐘來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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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這本《金剛經》很多即所謂是譯本，如『秦譯』那些，為什麼做出那

麼多個譯本？」 

 

老師：「印度有一款，南北朝的時候，到了後秦，請來了一位法師。那位法師

是由新疆維吾爾族請來的，請了他來，請他翻譯。後秦的翻譯，稱為『秦

譯』。翻譯了一本，即現在你們普通讀的那一本，那本其實不很完備的。到了

若干年後，幾年之後，北魏的菩提流支法師，他又由印度來中國，人們又請他

重新翻譯。他又翻譯過，在魏朝翻譯，稱為『魏譯』——菩提流支譯。又一本

了，共兩本，都是從印度原文翻譯。到了再過若干年，南方的陳朝，有一位真

諦法師來了，印度的真諦法師來中國，陳朝的人又請他譯一本。他又譯了一

本，又把它來譯。同是印度一本，譯出三個來。到了隋朝，有一位達摩笈多，

又譯了一本，譯得半通不通，又一個。到了唐三藏，我們現在用的這個，是唐

三藏在印度留學回來，便譯了這本。唐三藏死後，有一位義淨法師。武則天在

位的時候，武則天又請他譯了一本，他又譯了一本。『淨譯』，義淨法師。這

樣共六個譯本。現在有些外國人，用英文。他在尼泊爾取得梵文本，那些外國

人懂梵文，又譯了英文本。又有些人把中國的譯本，譯成英文本，這又有一個

譯本，有很多本。又有一些日本人譯了一本，把中文和梵文互相參考，又譯了

一本，名《國譯金剛經》－日本。現在大陸，在共產黨未執政前，有一本名

《白話金剛經》，我曾見過，不知誰把它譯成白話的。其實《金剛經》差不多

已是白話的了。」 

同學：「耶穌教和天主教那本《聖經》，我知道很可能是每一本都是相同，不

會有 XX 譯，XX 譯的。」 

老師：「是的，每本都相同，是希伯來文，以色列的文字。以色列的文字名為

Hebrew，是不是？一本。那些人把它譯成英文、法文、德文。但現在

英文都有幾本，我所讀、所見的。我認為在這幾年中，有一本是最好

的，有一本名為《Amplified Bible》，用現代英文白話來譯的。以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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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很古老的，Thou、Thou、Thou、Thou 的，那本很難讀的。現在有

一本很好讀的，現在我案頭有一本，我書案有一本。我很歡喜讀聖

經，我沒有一個心，認為外道沒有一樣是好的，他們各有好的。」 

同學：「佛教差不多都是少人學的，裏面的經教又那麼多枝節，人們要學是比

較困難。你解一本經都要那麼多個人來解，那麼多本翻譯。」 

老師：「它那麼多個翻譯，你自己選擇，自己選擇好了。如果你自己不選擇，

便找人給你選擇。譬如我選擇，我便選擇唐三藏那一本，其餘五本都

排列出來給你參考，我認為這個辦法最好。又有人選擇『秦譯』，認

為通行，他把其餘五種列出來給你看。有些人不列的，只拿著『秦

譯』那本。現在那些講經的，講《金剛經》的，不就是拿著『秦譯』

那本。有些人拿著『秦譯』那本，如果他願意排列出來給你對，已經

很有本心，很好了。（很多是）不排列，只用『秦譯』那本。還有，

有些人講《金剛經》，其他譯本都不曾讀過，只懂得『秦譯』那本，

那種人真的不應該講經了。很多是這樣的，你看看，講《金剛經》

的，你可嘗試作為無知地到處問問。『還有那個譯本吧？請介紹給我

那個譯本是最好？』他馬上岔開談其他的。」 

同學：「早幾日講了神通，繼續講呢，關於大德講經都要選擇。證明了每一位

大德講話當然是有些出入那樣。實際上像我們這些初機的，很難選

擇。」 

老師：「是的，初機最難選擇，害死那些初機的，這要看你是否得法。如果你

開首跟，那個教你的，指你走了一條彎曲的路，你便麻煩一點。」 

同學：「為何佛教不建立一所學校，要畢業後分開講經？」 

老師：「有的。不過那些教書的人，他教學生是不通的，要找一些通的人來教

才行。佛教裏面很多，很複雜。有，有些是很精的。不過在這一百年

內，很精的多數是居士，出家人很少。最精的只得幾位，對佛學很精

的，國學大師章太炎，大名鼎鼎，他的佛經很精，有沒有聽說過章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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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他完全是佛經解釋，他做學問做得那麼好。」 

同學：「沈學磊呢？」 

老師：「沈學磊不懂得的，我的鄉里，我跟他很稔熟的，不懂得的。因為他官

當得那麼大，又肯跟法師來來往往。不懂得的。中期是虛雲法師。廣

東的居士，沒有那個懂。其次是章太炎。歐陽漸最了不起了。這五百

年來，不只五百年，是千年來第一，歐陽漸。再其次是北方的北方

人，歐陽漸是江西人。還有一個北平的韓清淨，他稍為比歐陽漸低一

點，都不錯。其餘的，半儒半佛的有幾個懂一點佛經。但他覺得佛教

的儀式討厭，梁漱溟，現時還在北京。毛澤東清算的那個梁漱溟，還

未死，九十多歲。」 

同學：「南懷瑾呢？」 

老師：「這個人不懂的，全弄錯。這些是引人入錯路，學南懷瑾便『死症』

了，真是『死症』。南懷瑾。台灣三個『大炮友』（吹牛皮），最壞

的便是盧勝彥，盧勝彥在 New York（紐約）大行其道。著作等身，他

不知何解那麼的閒著，寫書寫得太多的都成問題。盧勝彥這個人是壞

蛋，只知賺錢。第二個名吳一正，現在不知是否在美國？在香港辦

事。這個並沒有盧勝彥那麼壞，但都是壞。這兩個。第三個便是南懷

瑾了，南懷瑾是江湖術士，他壞則不算離譜－南懷瑾。」 

同學：「那個張澄基呢？」 

老師：「張澄基則純正一點。淺，膚淺。我熟識他，膚淺。他近日好像病得很

厲害。膚淺，雖然他不錯。他談科學，但他不懂科學，卻滿口科學，

所以我說他膚淺。他不是念科學的，真正科學他不懂，那又何必呢？

你談談你自己在行的，你又不見我講工程。用科學講佛法，我敬謝不

敏。我在大學並不是學這一套的，如果我講即是亂講。這個世界上，

學問可以亂講的嗎？不行。你在香港，如果你跟正這條路，先跟葉文

意那些，是不會有錯的。她很快便會來，四月二十六日來到多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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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叫做什麼？王聯章也來。王聯章是不會錯的。葉文意、王聯章，

如果是初學的，跟他們也不錯。在香港則容易找，你在法相學會聽李

潤生等講，也不會錯的。」 

同學：「有一個姓談的呢？」 

老師：「談鍚永是嗎？」 

同學：「不是。你上次講過他什麼發達的那個？」 

老師：「紫微斗數那個？那個是談鍚永。」 

同學：「是不是跟劉銳之的？談延祚。」 

老師：「談延祚，旗人。」 

同學：「跟劉銳之那個？」 

老師：「他又是不通的，佛法不通。劉銳之的人本來很正派，他所學的亦是正

宗。但是金剛乘學會一班人幫助他搞，我亦是創辦人之一。」 

 

（下文不接上文，像是另一盒錄音帶。） 

布施的功德。比較了。「校量」即比較量，這個「校」應讀音為「較」。和

「車」字傍，比較那個「較」字是通用的。這個還是古字。現在八十三頁（新

書一三五頁）最後那行。（丁三）、第四校量。第四次校量，在還未校之前，

先解答三個疑問，解答完三個疑問，然後再把它作校量。現在（戊一）、釋

疑，先解答疑問。釋疑是那幾個疑問呢？三個疑問，（己一）、（己二）、

（己三）。第一個疑問，根據上文而來的。上文說用無數那麼多個身體來做布

施，生生世世，將你無量的身體來做布施，甚至布施給佛，或布施給其他人，

所得之功德以為是很大。他卻說不如把《金剛經》的四句偈，把它念誦認識，

把它來教他人，讓他人能念識它，這種功德比用你的生命布施高千百萬倍。 

上文是這樣講的。既然這樣的講，好了，於是產生了一個問題。佛經裏面常常

講，釋迦牟尼佛在過去世，曾經有很多很多世是修忍辱的。修忍辱甚至被人割

截他的身體，他都能忍受的。另外，有些菩薩為了求法，寧可打骨，打些骨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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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布施給人，他亦都做的，寧可求法，這些忍辱，所謂苦行。如果念幾句《金

剛經》的功德更大，這樣的話，那些人不用修忍辱了。這即是說，修忍辱不會

得很多福的，即是低級。念幾句《金剛經》便是高級，這便無謂修忍辱，無謂

修苦行了。那些修苦行的，簡直是沒法比了。是不是？第一個疑問。因為《金

剛經》是專解答人們的疑問的。「釋持經行忍得福應劣之疑」。解釋，解答，

「釋」即解答；「持《金剛經》」，誦持《金剛經》；修行忍辱所得的福，應

該是低級、劣等。是不是呢？一個疑問。 

 

跟著是釋什麼？「釋無住等行不能與無相果為因之疑」。上文是教人

們，如果你想真正修行，便要心無所住，不要執著一樣東西去修行。完全不著

相，心無所住，這樣自然會得一個佛果。佛果是無形無相的，有形有相的便不

是一個真正的佛果。好了，如果照著這樣，修行的時候，便要修那些無相行

了。將來得佛果，便得到無相的果。修行的時候又無相，沒有東西又無相；得

的果又是無相，這即是得到一個零？就如投資，投資的數額是零，所得到的

果，利益又是零？無相嘛，什麼也沒有。會不會令人發生懷疑呢？無住等等的

修行法，可以得到無相果，這種講法令人難信。第二個，都要解答。聽得明白

嗎？ 

第三，（己三）、即八十四頁（新書一三五頁）第二行，「釋真如遍在

何故有得有不得之疑」。這個疑問是求佛法便證得佛身成佛。而證得佛身成

佛，佛的身，真正的佛身即是真如，真如是真正的佛身。但是真如是遍於各

處，無處不在的，到處都是真如。你成了佛之後，你便證得，知道那個無處不

在的真如，便是你的法身。真如是無處不在。既然真如無處不在，譬如釋迦牟

尼坐在這處，我是一個凡夫坐在這處，真如是到處都有真如。釋迦牟尼那處又

是真如，我這處又是真如，為何釋迦牟尼證得真如？為何我證不到呢？就如空

氣是無處不在，你那處有空氣可以吸，我這處亦有空氣可以吸。為何真如遍充

滿虛空？為何釋迦牟尼，阿彌陀佛那些就能成佛，而我則不成呢？他又得到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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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他證得到真如，為何我則證不到？什麼道理？第三個疑問。《金剛經》就

解疑了，所以你發生疑問的時候，讀《金剛經》便可以助你解決疑問。這裏三

個疑問，好了，現在第一個疑問。解完這三個疑問之後才再比較。 

 

（己一）、釋持經行忍得福應劣之疑，現在第一個疑的解答。分四段，

（庚一）、（庚二）、（庚三）、（庚四）。（庚一）、正破前疑，正正式式

破前面所提出的疑問。然後，（庚二）、舉例以顯，舉例來到說明，「顯」即

說明。（庚三）、勸離想以修忍，他勸弟子，你修忍辱不是不好，不是劣等。

如果你有相地修，便是劣等。如果你離相，離想。這個「想」是指執著，離開

執著地修，這樣便不劣。所以應該離想來修忍辱。然後，（庚四）、勸益有情

住二空理，你所謂離相，你便要理解、了解二空，人空和法空，記著二空。對

於二空的理，你要體驗著二空的道理。如果你要離想，便要體驗二空的道理。

勸他令到他收益。懂得解這個題目嗎？ 

 

跟著先解（庚一）。（庚一）、正破前疑。不慣的很難看。我奉勸大

家，你想讀佛經，你想修行佛教，必須要了解佛經。如果你不了解佛經而修，

盲修瞎練，沒有好處。所得的果一定，現生你不會有什麼好處，來世你有沒有

辦法都還成問題？如果你想真正學佛經，必須對經教有所了解，最低限度的經

要了解。現在的人問題在於不了解經教，所以便如盲人摸路。現在你想了解經

教，你對一部經的了解，不是隨便聽聽，隨便看看便行。你了解一部經的內

容，要分析，裏面分多少章多少節，這個稱為科判，科文。古代大德把一本

經，「科」即 Analyze，分析它。分析成若干的 Item，一項一項地分析它，稱

為科判之學。你想了解一本經，一定要了解這本經的科判。「科」即分科，

Analyze；「判」、判斷它某一科是講什麼的，謂之科判。佛家最精之學問的一

種，科判之學。譬如你讀《金剛經》，如果你不拿著科判，讀十年也未能讀

好，拿著科判你數個月便讀好。譬如你讀《維摩經》，如果你不拿著科判，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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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地讀，讀至後面就會忘記前面的內容。拿著科判，就如在撒網捕魚，提綱挈

領。就如在拿著網的頂端，整個網一拉而起。如果你亂著的拉，結果便弄不

好。所以科判很重要，但現代人的毛病，是讀經不管科判。你們這些新的不習

慣科判，忽然間又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何解呢？這樣

沒有辦法，如果你沒法搞清楚，真的沒有什麼辦法。有些人甲、乙、丙、丁、

戊、己、庚、辛、壬、癸都不行，記不得的。 

 

加拿大那些所謂「竹升仔」（外國出生之華人），兩頭不通。很多的，

我的子孫，我都有子孫，都是「竹升仔」。中國的東西固然不通。你以為真的

讀幾年大學，拿了個博士銜，真的是學到很多西方的東西？真是笑話，西方的

學問不是那麼簡單的。首先中國那一套你不懂，西方那一套真的學不到，自己

以為是西方人，以為自己是 Wiser，認識很多。其實全部都是自己騙自己。我

見過幾個，連到我的媳婦，未來的媳婦，有一個碩士銜，我問她甲、乙、丙、

丁、戊、己、庚、辛、壬、癸，她說不懂。我問她拿了一個碩士銜有何用？

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都不懂。但 A、B、C、

D、E、F、G，你才懂。如果中國強一點的話，中國是很大的，中國文化…。 

 

同學：「你的媳婦是否外國人？」 

老師：「不是。我有兩個媳婦在美國，一個是意大利裔的美國公民；一個是菲

律賓裔的美國公民，都不懂說中國話。有一個在加拿大念的，拿了碩

士，她這些都不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這

些她不認識。《四書》那些更加未曾讀過，更深一點的文章亦沒有讀

過，現在的人很弊。和日本人不同，日本人每去一個地方，寧可不認

識那個地方的外國文，對本國的文字必定認識－日本人。所以日本這

個民族，我們不要小看，很了不起。中國人那種崇洋，很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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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我們看看這處。（庚一）、正破前疑。即是說一個甲裏面，分做

乙，乙一、乙二、乙三、乙四。即是甲這一個大段裏面分為四段，乙一、乙

二、乙三、乙四。（乙一）又分為三小段；乙之後跟著是丙，（丙一）、（丙

二）、（丙三）。即是現在外國人所謂的第一篇，第一個 Chapter。第一個

Chapter 裏面有多少個 Paragraph，是相同的。第一個 Volume，一個 Volume 裏

面分多少個 Chapter。現代的人是一章一章的。但現在新的科判書則不是，是

這樣的，是這樣寫的。數學書譬如這一章分為十章，1、2、3、4。第一章裏面

分為三點，他又如何？第一章第一節標示為（1.1）；第一章第二節標示為

（1.2）。這些即是科判。（1.1），（1.2）即（甲一），（甲二）。不過我

們現在是用子、丑、寅、卯、辰、巳、午、未而已，不要討厭，其實是相同

的。你以為這些是新鮮，外國的科學家用，那些太古老，不講了。這樣你這一

輩子也學不到，學不到佛經，不必學，何解？因為你一定學不成，這樣的耐性

都沒有的人，怎能學到？ 

 

好了，現在我講回這裏。（庚一）、正破前疑。「復次善現，如來說忍

辱波羅蜜多，即非波羅蜜多；是故如來說名忍辱波羅蜜多。」這段應如何解？

「復次」即又。「善現」，稱呼他一聲善現長老。所謂波羅蜜多，我釋迦如來

所謂忍辱波羅蜜多。「即非波羅蜜多」，我所講的忍辱波羅蜜多，是佛陀所修

的波羅蜜多，不是外道、凡夫所執著某一事物所修的忍辱波羅蜜多。為何不是

呢？你知道嗎？印度有一種人，經常忍的，不管他人合理不合理，打他不吭

聲，摑他也不吭聲。他以為這樣受罪受夠了，死後會生天。有這種人，現在印

度還有這種人，在叢林裏面，脫去衣服，在太陽下曬，曬至身體灼傷。以為這

樣受罪，今生受罪，死後生天。現代世印度還有這種人。還有一種人要受苦

的，要捱的。釋迦牟尼佛未成佛之前，曾經受人騙，騙了六年，苦行六年，讀

過沒有？弄到瘦至剩下骨頭，表面能看見骨頭，頭暈眼花，每日食一麻一米。

一麻一米，你不要以為是食一粒芝麻、食一粒米。這樣必死，已經六年，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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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六年？所謂一麻一米，我們解書不要食古不化。麻即芝麻，是很有益

的。印度的修行人食芝麻，不是拿一粒芝麻放進口中，作為一餐。而是拿一罌

芝麻，拿差不多一個杯的一殼芝麻，把它放進缸瓦，再淘一些水。把芝麻捨

棄，留下水，然後像芽菜般發芽。就如以前香港和美國唐人街女人七夕的時候

拜七姐，你們見過不？用穀來發芽，很有益的，維他命很豐富的。發了芽的，

拿一把生吃，很有營養的，一天吃一次便足夠。此謂之日食一麻。一米即一天

吃一餐飯。現在修行的人很多都只吃一餐，此謂之一日食一麻一米。這樣是不

夠營養的，所以釋迦佛六年沒有辦法想通那些問題，沒有腦力去想。結果他後

來放棄這些苦行，剛剛遇著一個牧牛，擠牛奶的女子，見到他這樣。因為這樣

釋迦佛到最後想想，六年苦行都弄不通，不要了，這個修苦行修不過。舊時以

為這些是忍辱，其實這些不是真忍辱，真忍辱不是這樣的。將來有機會讀菩薩

戒，所謂真忍辱不是隨便地忍辱。他放棄這種無意義的忍辱、的苦行，他走進

那條河裏，六年不曾洗身（清潔身體）。印度現在很多人，你去到印度，看見

那些人一身「老泥」（污垢）但不洗的，他們的頭上有牛糞和雀糞。 

 

可能太弱了，爬不回來，釋迦佛幾乎淹死。不過這都是示現的，勉強的

不知如何被他拉到一枝樹枝。有些人說他是帝釋天王，示現變一樹枝讓他拉著

上來，這亦不出奇。這些都示現而已。因為一般講法，釋迦牟尼佛根本沒有出

世，只是加持眾生的。他拉著樹枝然後攀上岸，但他沒有食物，虛弱到極。牧

牛女見他那麼可憐，擠了些牛奶給他飲，每天給他牛奶飲。牛奶很有營養的，

天天有牛奶飲，於是整個人精神飽滿，在打坐思惟，然後才成佛。太忍辱是不

行的，太苦行也是不行的，忍辱亦都是苦行。如來說忍辱波羅蜜多，不是外道

如釋迦牟尼未成佛前，所跟隨外道所學的一日一麻一米，弄至頭暈眼花，不是

那些忍辱波羅蜜。亦不是現在很多人，我見過有一個前輩，他被人騙了，取了

他的金錢，弄至他晚年吃飯都有問題。他很好，他有修行，但修得並不怎樣如

法。 



14 

釋迦牟尼說這些非波羅蜜多。他怎樣呢？他到處逛，給人家取去他全部

金錢，把棺材本也都取去。他又怎樣呢？他說，「我的福不夠，被人家取去

了，算了吧。南無消災延壽藥師佛，消災延壽啊，我失去了全部金錢。」這便

是忍辱。不過這個忍辱是不合理的。應該要怎樣？他害了這個社會，被這個社

會…。他騙了你一個，下次他又騙其他人。第二個又學他，這樣都可以「過得

骨」（成功）的，便學他這一套，這個社會便會混亂。那要怎樣？真正修忍辱

要怎樣？菩薩戒告訴他，如果你是修忍辱，遇到他人這樣壓迫你，這樣來騙

你，你要報官來懲罰他。這才謂之忍辱，真忍辱。明白嗎？修忍辱，將來如果

大家需要，取得一個菩薩戒本。因為這個菩薩戒本，第一、現在你們受菩薩

戒，是要很嚴重的受〈梵網菩薩戒〉，和這個菩薩戒不同，這個你自己受都可

以；第二、這個無單行本賣，有錢亦買不到的。在加拿大要整套藏經買，整套

藏經在加拿大亦是買不到的。有一間合眾圖書公司有一本，好像是五本，一百

四十元一本。總共四十冊，現在出了五冊，大陸出的，北京出的。如果有錢你

想買，一百四十元一冊。五乘一得五，五乘四得二十，七百元你便可以買五

冊。所有經部幾乎齊全，大乘經，《大般若經》都有。如果你有錢修行，買了

它。不過《大藏經》沒有人整套拿來讀的。好了，這些稱為什麼？非波羅蜜

多。外道那種無理的、不合理的波羅蜜多，非波羅蜜多。如來說一般忍辱，如

來所修的波羅蜜多，非世俗、外道和世人無知所修的那種波羅蜜多。 

 

「是故如來說名忍辱波羅蜜多」，所以如來說我這種忍辱波羅蜜多，是

諸佛所同修，正當、如理合理的忍辱波羅蜜多。一個解法。第二個解法是用性

空幻有來作解。懂得解嗎？你給我解說。第一句。有三句，三步曲，第一步

曲，「如來說忍辱波羅蜜多」。這句是什麼？這個是標，首先標舉它。第二句

「即非波羅蜜多」，是性空，表示空。第三句「是故如來說名忍辱波羅蜜

多」，幻有。如來所說的忍辱波羅蜜多，你不要硬梆梆，以為真的有一件東西

名忍辱波羅蜜多。「即非波羅蜜多」，都是眾緣和合的、幻的波羅蜜多，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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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身是空的，「即非波羅蜜多」。雖然是空的，但是眾緣和合便會有這件

東西。「是故如來說名忍辱波羅蜜多」，所以如來說這種波羅蜜多，便是有為

法相。如來為了要教人修行，令人成佛，施設這些節目來給人修的波羅蜜多。 

 

《金剛經》你都可以這樣講，如來說「xxxx」，即非「xxxx」，是名

「xxxx」，你亦可以這樣解。第一句，標舉。標舉大義，標舉它的主旨。如來

說「xxxx」，即非「xxxx」，這句表示什麼呢？顯示出它的本質是空的，性即

本質，是空的。是名「xxxx」，顯示出它性空不是等於無，眾緣和合便會有

物，有那東西出現，是幻有。全本《金剛經》如來說「 xxxx」，即非

「xxxx」，是名「xxxx」，不外是這樣。懂得這三個轉接的地方你讀《般若

經》，不止《金剛經》你能讀好，整套《大般若經》都能讀好。這處懂得解

嗎？你懂不懂？為何不明白？你懂不懂這三步曲？最重要是明白這三步曲，

一、二、三，三步曲。即等於你學邏輯，一定是一個大前提，一個小前提，一

個段落（結論）。三件事。等於你學音樂唱曲，如果你唱那些 Waltz 底的，一

定是一、二、三；一、二、三，三步曲。你拿著這個一、二、三，你什麼

Waltz 曲都能唱得到。如果你是四分音符，四拍子的，必然是一、二、三、

四；一、二、三、四。拿著這個便什麼曲都能唱得到，都可以控制了。 

 

老師：「你很勤力的，好。但是你平時學佛學的底子，…，你試試找他

給你講，找他，他們兩個都可以。你找唐先生，唐先生遠一點。找她，女子找

女子教，是最容易了，是不是？找男子便麻煩了，還是找女子。她懂的，如果

她…。香港有數位女子聽我講經的，葉文意差不多已經落後了，還有一、兩個

「標」（突出，超越）過葉文意的頭。」 

 

好了，正破，正式破了疑。所謂修忍辱，你說修忍辱怕沒有價值。因為

所謂沒有價值，你所修的忍辱，不是真正如來所講的忍辱波羅蜜多，所以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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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值。如果你是修如來所講的忍辱波羅蜜，便有價值。何解？如來所講的忍辱

波羅蜜，是依據般若來修的。好了，舉例。「顯」即說明，舉例來說明。例如

什麼？在尚未講舉例之前，給你解說，所謂如來所講的忍辱波羅蜜多，要了解

性空，要了解空的道理去修，便是如來所講的波羅蜜多。如果你執著苦行會生

天，執著有一個天來給你生；執著非苦行便不能生天，你這種忍辱波羅蜜多是

有執著的，是住相的波羅蜜多，不是如來那種用般若指導的波羅蜜多。舉例便

舉他前五百世以前，他有一次被那個國王凌遲割肉做例，那個時候便是忍辱。

那個時候的忍辱是怎樣的？是無我相，無人相，毫無執著的，所以他的忍辱有

價值，你看看。舉例以顯，分兩段，（辛一）、（辛二）。 

 

（辛一）、引昔一身證，引他從前某一世的事績來做證。 

 

（辛二）、引餘多身證，除了這一世之外，他還有很多世都是修忍辱

的，用以為證。現在（辛一）、引昔一身證。「何以故？善現，我昔過去世，

曾為羯利王斷支節肉，我於爾時，都無我想，或有情想，或命者想，或士夫

想，或補特伽羅想，或意生想，或摩納婆想，或作者想，或受者想。」先來一

句。「何以故？」為什麼如來所講的忍辱波羅蜜多，不是外道凡夫那種波羅蜜

多呢？ 

 

下面解了。他說，善現，我告訴你。「我昔過去世」，我從前過去某一

世。「曾為羯利王斷支節肉」，「羯利」是梵文 Kali 的音譯，梵文的 Kali 是作

惡毒解，很狠毒，很兇猛狠毒的。羯利王，有一個惡毒的王。不是那人名羯

利，是貶斥他，說他是一個惡毒的王。這個惡毒的王，把我凌遲，把我的肉一

片一片的割。「支節」，把骨節來斬斷，把肉割出來，斷支節和斷肉。即是凌

遲。 

這段故事是怎樣的？這段故事是這樣的，釋迦牟尼佛有一世修忍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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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現在修忍辱，我是忍辱仙人。」修行階段。在一處地方修忍辱，剛剛

國王帶著一大批宮女，一起去遊樂打獵。國王倦了，所以小睡一會。那班宮女

沒有睡，包圍著那忍辱仙人，即釋迦牟尼佛的前身，請他說法。於是仙人便對

宮女說法，正當他在說法的時候，國王醒來了。國王醒時便走去問仙人，問

他，「你還有沒有情欲？」這樣問他。如果一個人還有情欲，對著一班宮女還

得了，是不是？會起淫心。他便問：「你還有沒有情欲？」。仙人老實地回

答，「我是還有的。」「那你便與我的宮女勾搭。」於是便把他行刑。 

 

中國以前的人稱為磔刑。磔刑者，把他的肉一片一片的割下來。就如我

們廣東明朝末年，廣東東莞人袁崇煥，便是被崇禎皇凌遲處死的。很慘的，作

為總司令，忽然被一片一片的割肉。所以明朝不亡是不行的，因果。如果明朝

都不亡，便是沒有因果了。崇禎皇，這個皇帝該死。我們去北京旅行，去到故

宮後面的煤山，以煤堆成一個山，你們去過未？在煤的上面堆泥，那個名為煤

山，有一株樹。你們到過那株樹不？有一株樹有點半枯的，人們會帶你去看，

這株樹是崇禎皇在那樹枝吊死的。崇禎皇，兵臨城下，賊兵已經來到，他無路

可走，殺了自己子女之後。一子一女，在殺女兒的時候，他手軟便不能殺死女

兒，便對著女兒說：「我願你以後生生世世，不要投生到帝皇之家。」他斬不

下手。之後放下，他女兒是被斬下了手臂，後來怎樣便不知了。武術家說她是

什麼公主，這些是小說家所講而已，不知所蹤或許死了也說不定。他自己跑到

煤山吊頸，臨吊頸時寫下幾個字，「君非亡國之君，臣實亡國之臣」。荒謬絕

倫。君不是亡國之君；他是一個好人，卻專門聽小人亂講，袁崇煥那麼好，卻

白白把他凌遲！還不是亡國之君。他說「君非亡國之君」，你說他這個人有多

無恥？「臣實亡國之臣」，袁崇煥、熊廷弼這些不是亡國之臣，他們都是好

的，你卻殺了他。你殺了熊廷弼，跟著又殺了袁崇煥。這些臣不是人人都是亡

國之臣，那班當然何時都有亡國之臣。他應該改一個字，「君實是亡國之君，

臣非盡亡國之臣」， 這樣才對。我所以說他該死，我去到之後，如果崇禎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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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知，除非我有講錯，我指著樹枝說，「他該死。」又不見他的鬼出來。他不

敢整我的，他自己該慚愧的，縱使他有鬼。 

 

同學：「李自成圍困紫禁城，打響個景陽鐘，召集所有群臣來…。」 

老師：「所有人都跑掉。」 

同學：「…沒有群臣來。」 

老師：「只得一個太監，那太監跟著他死。他吊頸，把頭髮解下來，遮著面

龐，沒有臉見祖宗嘛。 

那個太監看見他上吊後，便在旁邊的樹自己又吊死了。這樣身為皇帝，得一個

太監。也好，還有一個太監跟著他死。」 

同學：「沒有一個臣子幫他。」 

老師：「末代帝皇的慘況。不過一個大臣，做督師的，東閣大學士督師。即是

以宰相身份作元帥的，一時聽他人講了一句閒話，便把他拉回來，叫

太監等人審訊他。初時是這樣想的，後來有人主持正義，「不行，不

能讓一個太監來審訊。」三司會審，三司不又是同流合污。三師是指

刑部，大理寺…。刑部即現在的司法部；大理寺即最高法院。刑部、

大理寺、監察院（都察院）都御史，三司合而會審。皇帝既然想殺

你，就算你沒有罪，都弄至你有十大罪。結果是該死，還要凌遲。」 

 

好了，我說到這裏，中國人謂之凌遲。我被他凌遲，「當於爾時」，

「爾時」即那時。當那時候，「都無我想」，「我想」即覺得有一個實我起這

種 Idea 的時候，這個「想」字作思想解。鳩摩羅什譯作「我相」，譯錯了，不

對，是「我想」。「都無我想」，都無我這種 Idea。「無有情想」，即不覺得

我有一個實的眾生，有情即眾生。亦不覺得有一個命者想，有一個…。 

  

我、有情、命者、士夫、補特伽羅、意生、摩納婆這些通通是靈魂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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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變相的名字。印度人，有些人稱靈魂為我的；有些人稱靈魂為有情的；有些

人稱靈魂為命者的，有壽命的；有些人稱靈魂為士夫的；有些人稱靈魂為補特

伽羅的；有些人稱靈魂為意生；有些人稱靈魂為摩納婆；有些人稱靈魂為作

者；有些人稱靈魂為受者的。我已講過的，現在我替你複習一下。我沒有，總

之不覺得我有一個永恆不變的靈魂，不覺得有一個實我的。因為我無我想，有

個我想便不合理。那些修忍辱而生天的，整天為了個我而享樂，生天享樂便有

我想、我執有很多東面的，我要受苦又是有個我想。他因為當時他們把身體凌

割的時候，他都無我想、無我執，覺得那個我是空的、幻的，你不割我也同樣

是死。這個時候是苦，人生是有苦的，未必被割便是苦。你現在看那些生癌症

死的，比被割的更苦。苦，死未必有苦，苦有很多種，不起那種我想，不起那

種有情想，不起覺得有一種想。無我執，空了我執，和那些外道凡夫所修的忍

辱便不同。 

 

「我於爾時都無有想，亦非無想。」我在那時，不會有任何執著的想，

一定是要這樣才是對的，一定是有個我，一定是有件什麼東西——無有想。不

會有一個法執，不會執著一件東西為實。「亦非無想」，亦不是空空洞洞，勉

強說沒有。明明是有人割切你的身體，你卻說沒有。現在學佛的人每每如此，

開口四大皆空，閉口又四大皆空。四大皆空，是的，四大是空，但四大是幻有

的。四大的性是空，但四大是幻有的，不是全無的。中國人因為受了這種學

空，只學得一部份。只是知道空，不知道幻有那方面，不著重。所以學佛的人

每每流於消極，什麼都是「馬馬虎虎」（隨便）算了；空的，四大皆空的。這

是不對的。如果佛教徒再這樣的下去，佛教一定是滅的。這個社會不需要這樣

的佛教，整天消極，空，不需要。你看看，你不要認同我，拭目以觀之，睜長

雙眼看看。一味只是空，不合理的。只知道性空，不知道幻有。等於譬如核子

戰爭，核子彈掉下來，那核子彈是空的，我的生命是空的，全部都是空的，性

是空的。但是原子彈、核子彈之所以成為原子彈、核子彈是由什麼來的？是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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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不只是空。空不等於 Zero，不等於無，是幻有。幻有是什麼？是科學文

化之法則來做出這種結論的，是因為人類的道德沉淪，然後才有人用原子彈炸

人。我們整天在空方面做功夫，不行；要在幻有方面做功夫。 

 

譬如核子戰爭如何防止？如何制裁那些惡的敵人，讓他知道核子戰爭害

人是不行的？雖然是幻有，你說以幻對付幻，我對付那些野心家，是幻；野心

家亦是幻。應該是幻對幻的，這樣才對。「我於爾時都無有想」，不會有一個

執實的想。「亦非無想」，亦不是什麼東西都沒有。這樣便合於中道，即是一

方面性空，一方面幻有。「何以故？」為什麼我當時這樣呢？「善現，我於爾

時若有我想，即於爾時應有恚想。」「恚」字讀作「畏」音，作嬲怒解。善

現，如果我在那個時候，我有一種我執，我便會發怒。我好好的在修行，為何

你來把我凌遲，割我？正是因為我無我想，所以沒有那種嬲怒的想。「我於爾

時若有有情想、命者想、士夫想、補特伽羅想、意生想、摩納婆想、作者想、

受者想，即於爾時應有恚想。」這句不用解了。懂得解這一段不？ 

 

同學：「羅先生，這個讀作『畏』，是不是？ 

老師：「『畏』，畏縮的『畏』字音。作嬲怒，心中嬲怒解。」 

老師：「聽得明白嗎？」 

老師：「你去找陳太影一份讀一下吧。」 

老師：「不認識中文。這便糟糕了。這即是『竹升』（外國出生的華人），學

學中文吧。何解？世界上中國有十億人，這個民族不能亡掉。中國人有中國的

文化，你是中國人，你不要以為自己是白人。不是，你的血統不是白人，一看

便知道不是白人，你說是也不行。所以你要懂得自己的文化，很容易學的，不

是很難。有方法事事都很容易，沒有方法便什麼都難。你英文好，你買那本

《般若經》讀讀，你訂一本讀讀。那本是世界上最權威的《般若經》，Edward 

Conze，世界上最權威的般若家。還有一個世界上很有名的，Humphreys，堪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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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是，有一本《佛學概論》，更淺，中國找不到一本這樣淺白的佛學概論。那

處可以買到？在 Toronto 的舊書店亦能買到。我記不起名字，是講 Buddhism

的，好像便是叫做《Buddhism》。Humphreys 是歐洲很有名的佛學家，英國

人。很平宜的，Penguin Book，都不用十塊錢，講 Buddhism 的，應該是一本

Pocket book。如果《般若經》，你要學他寫信去印度。你已寫信去印度，它會

覆信給你。已覆了。費用多少？二十五美元，漲了價。我以前買用了一百港

元，約為十二美元。在印度買一百盧比，郵寄費用高。這本好，最權威。他在

哈佛大學教書，英文佛經比中文佛經較容易看的。解般若那本好。」 

 

好了，我繼續。第八十七頁（新書一三九頁）。「引餘多身證」，引其

餘多世來做證。「何以故？善現，我憶過去五百生中，曾為自號忍辱仙人。」

一句。他再引，「何以故？」為什麼我無我想、無人想，會那麼好呢？不會生

憎恨心呢？他說，善現，我又記憶到我過去有五百世；過去無量那麼多世中有

五百世，五百生中，曾經在五百世內，曾經自稱是修忍辱的仙人。「自號忍辱

仙人」，自己說明自己是修忍辱的。當在我那五百世內的時候，我所修的是否

真的忍辱呢？不是。他知道無我相，無人相，知道性空，知道幻有。「我於爾

時」，我在那時。「都無我想」，一點兒我的執著的想都沒有。「無有情

想」，所有有情、命者等皆是靈魂的別名，即等於英文的 soul。我亦是 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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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於爾時都無有想，亦無非想。」我在那個時

候，一點兒執著的想都沒有。沒有執著的想，不是說心如死物。「亦無非

想」，亦不是完全一點兒想都沒有，只是什麼？當人犯你的時候，知道這個人

作惡，他是一個可憐的人。我今天被他凌辱，在沒有可能的環境，便由他凌

辱。記著。如果有可能訴諸法律來懲罰他，應該怎樣？訴諸法律來懲罰他，應

該這樣的。有什麼根據呢，羅先生你這樣說？讓他印好這本書，我讀它，我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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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解釋。如果他人無理的侵犯，你有力量可以回擊的，你要回擊，不是讓他一

直作惡作到底。這樣解的。現在的人則不是，以為這樣便是忍辱。錯。來到這

裏，我教你對照一下幾個譯本，你看看這一段。 

 

「何以故？」這三個字，你看看秦朝，後秦的鳩摩羅什譯，便沒有了這

一句，是不是？沒有這一句的，即是略了它，Omit 了它，略了它。第二句，

「善現」，他是意譯。鳩摩羅什怎樣譯？音譯，善現印度梵文為 Subhūti，他音

譯 Subhūti。第二個譯，北魏的譯本亦譯為 Subhūti；陳朝的譯本亦譯為

Subhūti；隋朝的譯本譯作什麼？你找到嗎？你找到那個字嗎？ 

 

同學：「是不是『念知我』？」 

老師：「找到嗎？『善實』，他譯作『善實』，『現』字作譯為『實』。 

『現』者出現，看見的，那便實實在在，即英文的 Real，現實。他譯作『善

實』。」 

同學：「『念知我』即是我。它上面的『念知我』」 

老師：「不是，上面是另一回事，待一會你便知。『善現』義淨譯為妙生，

Subhūti 譯作妙生。『善』他譯為妙；『現』他譯為生。同一個字很多

人的譯法是不同的。」 

同學：「羅先生，『隋譯』那裏，『善實』上面還有幾個字，『念知我』應作

何解？」 

老師：「那三個字一會兒我解，我跟你先把這個對完。你看，跟著第二句，

『我憶過去五百生中，曾為自號忍辱仙人』，這個是玄奘法師譯的。

你看看鳩摩羅什如何譯？看看『秦譯』，『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

辱仙人』，他略去『自號』自稱忍辱仙人，略了這處，明白嗎？『魏

譯』是相同的，『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辱僊人』，他寫一個深的

『仙』字，無所謂。『陳譯』亦是相同的，『我憶過去五百生中，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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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仙人』，作大仙人，『自號忍辱仙人』，他加了幾個字，『名曰說

忍』，真是離譜。明明白白自己說自己是忍辱。『名曰說忍』，這句

是否有點離譜？所以你不要以為佛經隻隻字都是好的，有些譯得很離

譜的。你不要說，同是佛經，那會有些不好？你比較一下，你說。你

給我解解『名曰說忍』。明明譯錯了，譯得複雜。 

 

同學：「即是說英文那樣。」 

老師：「本地的馬騮文。」 

好了，你看看『隋譯』更是離譜，『念知我』，『念』即我念，『念』字即我

回憶；我念，我回憶，『念』字。『知』，因為『念』，便知道我自

己；『我』即我。『念知我』是這樣解的。『念知我』中間插了一個

『善實』，插在中間。『過去世五百生』，你說多複雜。過去世，五

百世即五百生。『若我忍語僊人有』，真是極之不通。我那個時候修

忍辱，『語』即自己說的；『僊人』我是忍辱的仙人；『有』，有一

世是這樣。這些文法既非中文，亦非…，現在世界上的，找不到。」 

老師：「你不要客氣，你趕時間可先走，我不拘的。誰來了，誰走了，我根本

不知道，你可以先走。」 

老師：「你再看看，『淨譯』。『淨譯』譯得好，『又念過去於五百世，作忍

辱仙人』。和鳩摩羅什同樣的好。好了，你看看，玄奘法師如何譯

呢？『我於爾時，都無我想，無有情想，無 XX 想，無 XX 想』，一直

至無受者想，一連串的。鳩摩羅什把它來..，鳩摩羅什所跟的原本是

稍略的，不是他減的。『我於爾時無我相』，『我相』即『我想』，

沒有我的 Idea。『相』字是指心裏面的那種想法，即 Idea，『我

相』。『無我相』。『無人相』，『士夫』他譯做『人』。『無士夫

想』，『士夫』兩個字是印度文的 Puruṣa。Puruṣa 這個梵文，Puruṣa

譯作『人』，男人，解作男子漢。『無人相』。『無眾生相』，即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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奘法師譯為『無補特伽羅想』，一世一世地轉輪的，『補特伽羅』譯

做『眾生』。『無壽者相』，即玄奘法師那個？你對一對，你對到

嗎？」 

同學：「是不是『無人想』？」 

老師：「『人』不是已說了。『人』即 Puruṣa，『士夫』。我現在問的是『壽

者』，『壽者』即是等於玄奘法師那一個？你看看，你望文生義地

看。」 

同學：「是不是『意生想』？」 

老師：「不是。往上面一點找。」 

同學：「『命者想』。」 

老師：「『命者』，有壽命的，有命的。其他的 XXX 想呢？鳩摩羅什所跟的版

本沒有這麼多的，沒有這麼詳細的。因為那些本子，有些長一點，有

些略一點。後來還有什麼？你看看玄奘法師最後那兩句，『我於爾時

都無有想，亦非無想』。他如何譯呢？你看看。鳩摩羅什沒有了這兩

句，是不是？『魏譯』亦沒有；『陳譯』都沒有；『隋譯』是有的，

不過他是不通的。你看看，『彼中亦我不想有，不眾生想、不壽想、

不人想；不亦我有想、非想有』，他這樣譯。『非有想，非無想』，

他卻這樣地譯。如果你讀佛經，讀著他譯的，你便慘了，是不是？你

找什麼大法師來，也說不好。幸好有那麼多個譯本讓我們對，如果只

有他一個譯本，真是『死症』了。所以讀佛經，你便要把幾個譯本來

對勘了。最好是你懂梵文，就如 Edward Conze 那樣，他懂得梵文。他

根本不懂中文，他是用梵文來譯做英文的，這樣更好。『淨譯』的文

字譯很美麗，但他太略。『無如是等想』，太過粗了，來得籠統。所

以玄奘法師那本譯得最好。『引餘多身證』，這樣便說完了。說完

了，便是『勸離…』。今天沒有帶鐘。」 

同學：「三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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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三時正。好，多講一會。」 

 

（庚三）、「勸離想以修忍」，勸人修忍辱是好的，不過你那些有我

想、人想的去修，你便是低級了。如果是那些無我想、無人想、無眾生想、無

受者想，你便是高級了，真正是佛所講的忍辱波羅蜜多了。所以人們修忍辱要

怎樣？離開我想、人想，眾生想等，離開這些想。離開了不要 Idea，然後去修

忍辱。分二，（辛一）、總標，標出大綱。「標」即舉出大綱。這個「總」字

是跟「別」字相對的。「總」是 Generally；「別」是 Particularly。總合地舉出

大意；別是 Particularly 這樣說明。 

 

現在是總標，（辛一）。「是故善現，菩薩摩訶薩，遠離一切想，應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故」，外國人譯這一句是如何譯呢？Thus，所

以。所以善現。「菩薩摩訶薩」，一個修大乘行的菩薩，當他修行的時候，應

該遠離一切想。拋棄了，遠離了一切我想、人想、眾生想等之執著。不止修行

要這樣，你初級，將要修行得先發菩提心的。你發菩提心的時候，都要遠離一

切想。應該要遠離一切想，而去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發心都要離一切

想，何況以後那一段。懂得解了。總標之後，便是別顯。（辛二）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