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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親自接觸，但是用某一種決定的理由來作判斷的，謂之比量。比量

便要懂邏輯，Logic。如果你的邏輯錯誤，你的比量便會錯誤。有時只是邏輯還

是不行，要用數學來作計算。會計師來衡量你的資產、負債有多少，他是要經

過一輪程序計算，計算一輪而沒有錯誤才行。現在很多用計算機作替付，此謂

之比量。計錯了又如何？計錯了的不是真正的比量，或可稱為似是而非的比

量。正確的知識只有兩種，嚴格來講只有兩種。第三種呢？第三種勉強你可以

信，第三種名聖言量。「量」、知識的方法，是聖人的說話，可以信。佛當時

是說，「我認為是這樣的」，人們便信他的說話，此謂之聖言量。明白嗎？ 

 

但現在的人亂搞聖言量，所以我勸你聖言量都不要信，只信現量，比

量，因為有很多假聖言量。你明白嗎？道教徒硬要有一本什麼？《老子化胡

經》。說老子，太上老君騎著青牛進入西域，有流沙，有沙漠。經過沙漠，走

去印度，教釋迦牟尼修道，然後釋迦牟尼成佛。作了一本這樣的經，現在《大

藏經》裏面有一本這樣的經，名《老子化胡經》。這本是假的，如果你信它便

是「死症」（沒救），是不是？很多假現量，不對，很多假聖言量。還有，武

則天做了皇帝，她要找些根據。當時有一批法師，作了一本假經，名《大雲天

女授記經》。當釋迦牟尼在世的時候，有一位天女，名大雲天女，她向釋迦佛

頂禮，請釋迦佛說法。釋迦佛很高興，便和她授記了，「妳將來多少十年，多

少百年之後，妳便會去支那國。」支那國即 China，中國從前梵文譯作支那，

Cῑ na。現在歐洲人很多都稱（中國）為 Cῑ na 的。「妳去 Cῑna 國做國王，做女

王。」怎會釋迦佛會授記妳武則天做國王？他那樣的閑著？明明是那些人假做

的。很多，佛經裏面有很多假經的，你不可不知。現在那本《六祖壇經》有一

半是假的，後人補上的，差不多一半是假的；又或削去了一部份。現在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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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 sir Sir」（糊裡糊塗），以為凡是經都是真的，那些正蠢材。 

 

第三個聖言量。即是等於這樣，我那天講過，某個人生 Cancer，誰說他是？那

個 Cancer 有專家判斷的，你便要相信了。你不相信他相信誰呢？他是一個頂尖

專家，經他檢驗過，說你是 Cancer。你這樣還不信？不信，你真正發作便知味

道了。即是專家的報告，明白嗎？現時所謂專家的判斷，專家的報告，便是聖

言量。本來有聖言量，不過後來的人 Cancel（取消）了聖言量，我亦勸大家

Cancel。何解？這個是真聖言或是假聖言，你都要重新判斷，是不是？當你重

新判斷的時候，還是要靠比量，是不是？這個聖言是否真的聖言？是要靠比

量。 

 

換言之，只是有兩種量，一種現量，一種比量。我再講，「現量」者直接的知

識。直接用我們的五官或用我們的智慧直接 catch（把捉）到的知識－「現

量」。「比量」又如何？間接推論。用很合理的數目、數學，沒有錯誤的數學

和用沒有錯誤的邏輯所得來的結論，稱為「比量」。現量又名實證的知識；比

量則是推理的知識，兩種知識，我們要接受的，一定要接受。如果兩種正確的

知識你都不接受呢，你做人便沒有意義。但現量、比量以外的什麼神通？什麼

其他？通通不要信。有很多假東西，甚至聖言量都有假的。佛經裏面有很多假

經。 

 

同學：「有沒有非量？」 

 

老師：「有的。『非量』即是『不是量』而已，『非量』即是『不是量』，即

不正確的知識，不是量來的。『非量』即是不是正確的量。明白嗎？真正的量

只有三種，現量、比量、聖言量。現在還 Cancel 了一種，只有兩種，其餘的稱

為非量。『非量』者不正確的知識。即是不要信，明白嗎？不對，『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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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得明白嗎？一切宗教之中，佛教是最科學化。他可以說是佛講的，但你得判

斷是否正確，可以這樣。」 

 

「如來現前等」，「等」即平等。如何平等？在各方面所了解的平等。

他所證的法，這個「證」字是指實證的，用現量體驗到的。佛經裏面的「證」

字，即是現付語言的「體驗」。「體驗」，「體」即直接實驗到的。「或他所

說的法」；甚至他所想，他腦裏面所想的法，都是「即於其中」。「其中」是

指什麼？所說的法之中，所思的法之中，都是「非諦非妄」的。何謂「非諦非

妄」？ 

 

這些是我專門教壞人的，你亦可以說我是教壞人。我專教人如何考那些

講師。我在大學聽那些講師講課、或是 Professor 講課、或是甚至牧師、神父、

法師講話，你可以考考他們。兩面都非的，非這非那，你最容易考到他們。

「非諦非妄」是指什麼？佛所講的話…。我又問問你，佛所講的話，是否即是

他所直接證得的東西？ 

 

佛所講的話，是否即是他所證得的東西？你說是不是？你說是不是？你

講。你說是不是？不是。你說是不是？同學：「佛所證的東西，不能說出

來。」老師：「對，你們兩個都對。佛所講的話，是用名詞來表達，是名詞來

的，是聲音來的。你說聲音裏面有個意義，意義便是 Concept 來的，概念來

的。佛直接看到的那樣東西，是說不出來的。他所體驗到的真如，真如是講不

出來的，是不是？ 

 

他說真如是無頭無尾的。不只是真如才無頭無尾，石頭也是無頭無尾

的。六祖也沒法講通。六祖想講真如，無頭無尾，無底無面。很多東西都無底

無面的。龜的毛和兔的角，龜是沒有毛的，兔亦沒有角的。龜的毛和兔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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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無底無面的。然則真如是無頭無尾，無底無面的，無頭無尾者似石頭，無

底無面者則似龜毛兔角。真如豈不是一種虛渺頑固的東西，如果你說真如似石

頭，便是頑劣的；如果你說真如似龜毛兔角，真如根本是虛妄的。是不是？所

以佛所說的法，『諦』者即實也，並不是他實際親證到之法。明白嗎？佛所說

的話都是假。」 

 

同學：「剛才講到『諦』字是講四諦？」 

老師：「是的，『諦』字是講四諦，是正確的。但他講四諦是正確，是在於他

講的那個角度，那個 Aspect，才說他是正確的。但在另外一個，Other 

Aspect 呢？則說不是。譬如我說，你是一個很好的家庭主婦。但我亦

可以從另一方面講，她是一個很好的佛教徒，甚至有時當她凝神聚氣

修佛法的時候，她把家庭也忘掉。有時會是這樣的。這兩件事好像是

矛盾的，是不是？Aspect 不同，角度不同。明白嗎？所以我們要了

解。為何角度不同？因為他所講出來的話，都是假的。所以不妨用不

同的角度解。譬如我說他是矮個子，你不信跑過去量度一下，你比他

高。我說他是矮個子，在這個 Aspect，這個角度來講，他是矮子。但

你和我量度，你可能比我高一英吋以上。你和我比時你是高個子。你

不能說，我說他是高個子，又是矮個子。是的，他是高個子，同時他

又是矮個子。看看是那個角度，明白嗎？聽得明白嗎？不明白。 

同學：「明白這個 Example，但不明白你剛才講的那些。」 

老師：「『非諦』。佛所講的四諦是確實的四諦，從這個角度講的，這個

『諦』解作實。如來所講的東西，並不是他真正證得的東西－『非

諦』，他說它是『非諦』。不是那個諦，因為如來所證得的真如是無相

的。但他現在告訴你『真如』這兩個字是有形有相的。『真』字是什

麼？Jung 便是真，你是可以寫出來的。『如』呢？Yu 便是如。整個 Yu

是可以出來的，有形有相的。但這個有形有相的所謂真如，不是真的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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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證得的真如。明白嗎？佛所證得的真如是無形無相的。明白嗎？這個

即是另外一種講法，明白嗎？ 

 

即是這樣，他說『Good』。如果你是台山人，在台山人來講『Good』即

是骨頭，『Good』嘛，是不是？你對英國人講『Good』即表示『好』。你不

能說此『Good』不同彼『Good』。你明白嗎？你明白，『Good』還不是骨

頭？不是。你台山人說是骨頭而已。明白嗎？你這裏明白嗎？ 

 

如來是諦者，如來所講的四諦，真是四諦來的。他並沒有說四諦是佛，

是不是？這處是指如來所講的話，不是真正實實在在是他所證得的東西－『非

諦』。明白嗎？『非諦』即是全部不用聽他所講的話，都是『非諦』來的，學

來何用？這又不行。雖然不是真正他所證得的東西，但他給你指路，你跟著他

的路去做，你會證到。就這一點來說，是『非妄』。『妄』即非實非諦。但它

又不是非諦，它是非妄－『非諦非妄』。聽得明白嗎？思考一下，是很容易明

的。 

 

同學：「難便難在這裏。」 

老師：「不難。」 

同學：「學佛學便是這樣，亦有亦無。」 

老師：「你讓我講，保證你明白。不明白，最多花我數分鐘。講得不明白，是

講者本身不明白。人類的思想是一個、二個概念，一個、二個 concept 來的。

如果你腦裏面的 Concept 清楚的話，一定用語言可以講得出的。如果那些人整

天說語言不能道出的，講不出不是這樣解釋的，拿來騙人的。有什麼不能道出

的？不能道出只是最高那些而已。但你要道出最高的道理，是從各個角度，來

到 Qualify 的。Modify 它、Qualify 它、修飾它來講才對。譬如現在有一個金山

橙放在這處，金山橙是不可說的。你可以怎樣講？金山橙。「金山橙」這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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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並不等於金山橙。你只是聽到「金山橙」三個字，你的智慧便理解到，你的

記憶裏面，以前你的爸爸媽媽告訴你這樣的便是金山橙。你現在回憶，回憶到

這個和它是一樣的，這個是金山橙，應該是那樣東西了，是這樣的了解而已。

是不是？聽得明白嗎？明白嗎？明白了一點嘛。 

 

讀佛經最重要是從這個角度，你不要拖另一個角度下來。這一個角度，

講一個角度的說話，別把另一個角度的東西來講。如果你和英國人講，你

Good 不 Good 這件事，Good 便是 Good，你不要講台山話的『Good』是骨，你

不要理那樣。聽得明白嗎？當你講這樣的時候，便講這樣。當你講那樣的時

候，便講那樣。如果你把兩樣東西混在一起，便叫做拖泥帶水。不行。頭腦一

定要清楚，聽得明白嗎？他說佛所講的話，其中從一個角度看便是『非諦』，

既然『非諦』，便不能夠依著他的說話，是這樣。即是說從這個角度看，佛所

講的話都是假的。第二個是『非妄』，它又不是假的。你依著它做，確是可以

證真如的，就這一點來講，就這一個角度來講，不是假的。你明白嗎？」 

 

老師：「現在什麼時間？還有多少時間？」 

同學：「未到三時。兩時五十分。」 

老師：「兩時五十分，我把下面的講完。」 

 

又有一個問題了，第二十八個。不對，第十個疑問。現在（已三），解

釋。解釋什麼呢？解釋「真如遍在」。上文講過真如無處不在，無時不在。聽

得明白嗎？這個孙宙最真實的體質，到處都有，你明不明白這個道理？你明白

嗎？譬如太平洋一望無際，無數那麼多波浪，望得見的都是太平洋的水。第一

個波浪，有沒有水在？你回答我。有。第二個呢？有沒有水？第一萬個吧？即

沒有一個波浪沒有水的。無波不是水，是不是？明白嗎？這即是說太平洋的

水，每一處都有水，是不是？「無處不在」。還有，時時都是只有波浪起，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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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水，是不是？「無時不在」。 

 

「在」者存在。「在」字即英文的 Existence，任何時間它都 Exist，或是

Being。明白嗎？「無處不在，無時不在」。我搣了手一下，有沒有真如呢？搣

手有沒有真如？這隻手，那一部份肉，在痛。有沒有真如？有，有真如。即是

任何一個波裏面都有真如，我這隻手就如波之一。我這隻手會搣人的，這隻手

有沒有真如？有沒有？有。這即是真如搣真如。是不是？是的。能搣的地方又

有真如，所搣的地方又有真如，你正在搣的地方有沒有真如？都是真如。明白

嗎？真如即是佛的法身。你的頭裏面，有沒有真如？你回答我，有膽回答才

行。 

 

同學：「是有真如。」 

 

那隻死老鼠體內的一條蟲，有沒有真如？有沒有？有。沒有一處地方沒

有真如。道教徒稱為無乎不在，是不是？無乎不在即是無時不存在，無處不存

在，任何 Time，有它在；任何 Space，有它在。稱為遍在，普遍地存在。昨天

講了真如是遍在的，所以不用拜佛的，真佛不用拜，到處都是真佛。我現在

想，能夠想東西的那個想已經是佛，佛的法身。那用向那個用木雕的，用泥塑

的佛叩頭。當下我的腦稍為動一動已經是佛。這句道理，你是不用拜佛的。無

處不是佛，我本身坐在這裏便是佛，到處都有佛。我每一條毛都是佛的法身，

只要我們好一點，莊莊重重，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現在便是在供佛。那用去

佛殿拜佛，不用的。那我在佛殿拜佛，可以不可以？可以。你在家裏，無處不

在，無時不在，拜這個法身佛也可以。 

 

如果要拜報身佛，你便要去極樂世界，才可以拜。去到極樂世界，還要你見了

道，才能見到他。在未見道之前，你只是見到阿彌陀佛的化身而已。你去佛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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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的那個，那個是泥來的，木頭來的，那裏是佛。是不是？更加不是。拜那些

木頭佛更是離譜，完全不用拜的。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在這處便是供佛，供

什麼佛？供那個法身佛。明白嗎？你到了極樂世界才見到，見了道才見的，那

個是報身佛。報身佛是假佛，真佛是不用拜。可以去拜的，都是假佛。如果你

還未見道，縱使到了極樂世界，都是見那個化身佛。 

所以禪宗的人講，根本不用拜佛的，心即是佛。何止心即是佛，我的頭毛都是

佛，到處都是佛，包括廁所都是佛身。聽得明白嗎？不過這樣講法，所有佛殿

都要關門，這樣又不行。那些佛寺，佛殿都全關門了，後人想聽（佛經）便沒

有人給他們講，這樣又是不行。所以要兩面，一方面你所拜的佛都不是真佛，

真佛是你拜不到的。另一方面，你讓它（佛像）在那裏，何解？它於你是無

礙。後人，有些人進去了解一下，是可以作為提醒他們，或許也是有用。明白

嗎？兩面。 

 

那把刀，同是一把刀，讓一個賊拿著它便會打劫；讓一個忠臣烈士拿著

一把刀，他可以提槍上陣，抵抗敵人，保護國家，同是刀。話分兩頭，如果你

死執著一樣，如剛才的講法，是「擔板漢」。切忌做「擔板漢」。禪宗罵人

「擔板漢」。「擔板漢」，「漢」是漢子。何謂「擔板漢」？以前的人是睡床

板的，當你拿著床板，托著的時候，是遮擋著一邊的。你只能看見一邊，看不

見另一邊的。是不是？那種人稱為「擔板漢」。學佛最棹忌是做「擔板漢」，

要兩面看的，「擔板漢」只看見一面。台山人，台山亞伯稱它為「死牛一面

頸」（不夠靈活），死的牛，頸是不會轉的；生的牛，頸才會轉的。切記，不

要做「擔板漢」。 

 

同學：「羅先生，你念佛，念那一個佛？」 

老師：「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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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就如你念南無阿彌陀佛，是念你的自性佛，或是念什麼？」 

老師：「又念自性佛，又念報身佛，又念化身佛。就這個角度來講，我所念的

都是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真實的身是無相的。我理解到我念的是

無相才是真佛，當你能夠這樣理解的時候，你念的是法身佛；當你是

坐在西方極樂世界的蓮花，很光芒的，你所念的是報身佛；我將來都

是下品往生，見到的都不是很高的，那個便是化身佛。三身一起念。

所以實相念佛，即是念法身佛；持名念佛，那名已經是化身、報身

了。」 

同學：「有些人不用念佛，只是參禪。」 

老師：「不用念佛，只是參禪。參也不用參，參已經是低級，不用參，當下就

是。」 

同學：「那是否不用理會其他兩個？」 

老師：「可以。那些禪宗的，法身念佛，不用念佛的，那是最高級的，不用念

佛的。」 

同學：「這不就是禪淨雙修？」 

老師：「禪淨都要思惟真如的。你要觀那個無相真如才行。一味只是打瞌睡，

是不算的。是不是？這樣是不算的。即是修止觀，修空觀。修空觀便

是實相念佛了。」 

 

先把這些講完。真如既然是無處不在，無時不在。即是說我腦裏面又有

真如，西方坐在那裏的阿彌陀佛腦裏面同樣有真如。我又有真如，他又有真

如，應該是大家平等相同，為何他坐西方極樂世界？壽命有四十八劫？我在這

裏，最多十年、八年便死了。為何會這樣呢？為何這樣不平等吧？真如是無處

不在，他有真如，我亦有真如。他有真如，為何那麼長壽？我有真如，為何我

那麼短壽？他有真如，他便有萬億紫金山。我則「烏卒卒」（在黑暗中），不

知如何是好？為何會是這樣？道理是什麼？解釋是他已經證到真如，而我仍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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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得。問題就在這裏，真如在他那處，也在我這處，為何他證得，而我證不

得？有什麼道理？是不是？明白嗎？即我的手拉著你的手，通電後，不止我的

手，你的手同時亦應有電的。為何有得有不得呢？又是這些問題，讓人回答的

時候是很要命的。 

 

譬如讓你參禪，你參吧。真如無時不在，為何有些人證得到，有些則證

不到？你參吧，參透它。參透了，他覓得答案，又說他是開悟了。就是這樣，

禪宗開悟便是這樣。少至於此便是開悟，大至真正證得到的時候，便是見道。

破參、見道。好了，佛問。「善現」。釋迦佛是很聰明的，他知道有些人有這

樣的懷疑，他直接地問，不用他們提出問題，直接回答。「譬如士夫入於闇

室，都無所見」半句。 

 

現在我給你講一個譬喻，「士夫」即人，譬如有一個人，走進一個「烏

默默」的暗室，一點光都沒有的暗室，那個人會怎樣？一點也看不見，「都無

所見」。我是這樣講，你跟著回答下去。室內之物件是否同樣？有沒有東西在

那處？有。為何你看不見？因為黑。即是那處有物，但因為黑你看不見。換言

之，黑，何謂黑？沒有光謂之黑。沒有光便看不見。到處都是真如，為何釋迦

佛證得，而你還未證得？差了一點兒光，是不是？什麼光？智慧的光。是不

是？即是智慧的光，他有智慧之光，他便證得。你沒有智慧之光，你便不證。

稍為有一點光的，便是十地菩薩，是不是？完全沒有光的，便是大地凡夫。矇

查查接近見道那些，矇矇的見到些少輪廓的，是不是？「譬如士夫入於闇室，

都無所見」，你聽得明白嗎？「當知菩薩若墮於事，謂墮於事而行布施，亦復

如是。」 

 

「當知」，你們應該知道。一個菩薩如果墮落於什麼？某一件事情。即

是什麼？執著某一件東西。「墮」作執著解。執著某一件東西，有執著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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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執著，縱使你是修行布施，你的布施都是低級的布施。執著我是一個好人，

我會施捨你這個可憐蟲，你則受我施捨。「我現在施捨，很有價值的，一整杯

給你。我賣了家中媽媽給我的金手鐲來布施給你，金手鐲很有價值的。」執著

某件事有沒有價值，「墮於事而行布施」。持戒的時候，我持戒。「我是不同

的，我的頭燒了幾個戒疤，很辛苦的，怎跟你一樣？」「我現在是天人師了，

鬼見到我亦要叩頭的，怎會是跟你一樣？我持戒，你不持戒。」此謂之「墮於

事而行持戒」，又是低級的。現在的人，十個中有九個半持戒的人都是低級

的。 

 

忍辱呢？「是的，我現在忍辱，怎跟你相同？你都不忍的，脾氣那麼

壞，我現在能忍得，我在忍辱」。「墮於事而行忍辱」。還有一些，「墮於事

而行智慧」。我是有智慧，你怎等同我？你這些凡夫俗子，我則是頭腦靈活的

人。」「墮於事而行智慧」。因為有人相、我相等等。「修定的時候，怎樣相

同，我天天都坐數個小時。你呢？仍未學懂，腳都不懂得蹺。不同的。我死時

佛必定來接我，你則五百世後都沒有可能，不用談。」有些人是這樣的。「墮

於事」墮於某一東西，即執著於某一件東西，「而行修禪定」。這裏是以布施

來作例，Example 而已，還有其他的。「亦復如是」，也是一樣。等於那人進

入闇室一樣，沒有智慧。他繼續講，「善現，譬如明眼士夫，過夜曉已，日光

出時，見種種色」一樣，半句。他說，譬如一個「明眼士夫」，還要有眼才

行，不是有光便行，還要有明眼。「士夫」即人，眼睛沒有病的人。「過夜曉

已」，過了夜晚；「曉」即天亮；「已」即之後，天亮之後。「日光出時」，

還要在日光出的時候。「見種種色」，「色」者五顏六色之物，全部見到。何

解？ 

 

因為它有光。不是在昨晚「黑默默」的時候，沒有東西，沒有顏色。有

的，只是你看不見。現在有光，你看得見。「當知菩薩不墮於事，謂不墮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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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布施，亦復如是」。「當知」，你應該知道。一個菩薩不墮於事，不執著我

相、眾生相等，而修行布施、而修行持戒，修行忍辱等等，「不墮於事」。

「謂不墮事」。「謂不墮事」的「謂」字英文即是什麼？Namely、That is、即

是、也就是，也就是什麼？ 

 

不墮事而修行布施，不墮事而修行持戒等等。「亦復如是」，也是一

樣。不墮於事的，即他有智慧，他會證真如。墮於事的，則證不了真如。解答

了這個問題。到處都有真如，為何有人見，有人不見？你墮於事。下面，很容

易了。正校量。 

 

老師：「現在什麼時間？還有十分鐘。可以，多講二十分鐘。」 

 

正式比較。又分二，校勝劣，釋所以。第一，（已一）、比較勝劣。念

這本經的殊勝，或是布施殊勝呢？講來講去，人們笑釋迦佛「講來講去三覆

被」。講來講去，念幾句《般若經》更勝過用很多錢財布施，講來講去都在講

這幾句。這些是富人應該讀的，讓他不要墮於事。我那麼富有，我捐…。 

 

梁武帝問達摩，「我度了那麼多人出家，我又建了那麼多寺院，有什麼功

德？」達摩又不客氣，一句回答他，「沒有功德」。這回事大家都知道，是因

為他墮於事。其實梁武帝不應該那麼蠢的，梁武帝很聰明，會講《般若經》

的。我看這一段事未必，人們硬要這樣說而已。梁武帝怎會那麼蠢？達摩亦不

會那麼不合人情，他是一個帝王。佛教不是這樣的，這些是後人作的，我不是

很相信這件事。 

 

同學：「後來他講了兩句，很好。對我者誰？聖諦？（『對朕者

誰？』，『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問這兩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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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所以讀書不要盡信古人。孟子說，『盡信書不如無書』。不要盡信

它。書是好東西，但是『非諦』。你說，書全部都不能要，又不是，

『非妄』。我們讀書要這樣。」 

同學：「為何梁武帝後來餓死？他做了那麼多…。」 

老師：「餓死是因為他前生的事，他其實亦不是餓死。」他晚年，…。早年他

的政治很好，六朝時候，政治最好是梁武帝，但結局則慘了。何解？

他晚年因為信了佛之後，太仁慈。太仁慈不行，對魔鬼你不要仁慈，

對好人你要仁慈。他太仁慈，晚年好人。早年的時候，勵精圖治，全

國太平。晚年的時候，他心滿意足。最弊是一個人，他又修行，以為

自己是聖人、聖王，要仁慈要慈悲，便放任，放任便碰釘。還有，他

不是真正餓死，是激死的。他太放任兒子，被侯景的軍隊包圍他於南

京城的時候，他叫兒子們來（救），兒子們你推我讓。所以現在，即

等於一個富人，他未死便把全部財產分派給兒子，他自己只剩下多

少。結果，有什麼事情（發生），這個第二子讓哥哥先照顧父親，哥

哥又讓弟弟先照顧父親。結果人人都不照顧。有些富人是這樣的，把

全部財產分派給子女，到了晚年的時候，沒有一個人負起責任供養

他。梁武帝便是這樣，他的兒子。 

 

所以後來他被包圍之後，兒子們冒險也去見父親。那時候父親便啼笑皆

非，已經被人包圍，他還有空來見父親。父親問他，「為何你們這麼晚才來？

現在來到也沒有用了。」兒子們哭了，梁武帝卻在吟詩念詩，念了兩句詩，所

以他其實是很有修養的。我忘記了是「口」字旁或是什麼，眼淚一直地啜、

啜，是不是這個「口」字旁的。「啜其泣矣」，當你事前不去做好，到了事後

你卻哭，沒有用的。即是你在做一盤生意，事前告訴你如何如何搞好它，你卻

不聽話，到了虧本關鋪時，你卻在哭。哭有什麼用？哭是沒有用的。《詩經》

是諷刺那種人。「啜其泣矣」，在事情將近的時候，你卻「啜、啜」聲在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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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嗟及矣」，你雖然是哭，但你都是來不及，沒有辦法。見到棺材抬至時，

你才掉眼淚，已經太遲了。幾個兒子，跪在他面前哭，這位老人家不講了，念

兩句詩。他本來是經學家，「啜其泣矣，何嗟及矣！」你快點休息吧。這便是

梁武帝。還有，他天天要吃蜜糖的，要吃正的、好的蜜糖。他吃完了，被人包

圍了，侯景下仙所有帶給皇帝的，都要通過他。吃完蜜糖，沒有蜜糖，梁武帝

要找蜜糖飲，太監說沒有了。為何沒有你們不作好準備？要先請示侯景，侯景

還未批准，不可以。算了，不肯問他。他說，「這樣」，「嗄」了數聲，

「嗄，嗄，嗄」數聲便斷了氣，激死的。「徒呼荷荷？徒呼訶訶？」（表示大

怒），梁武帝，「嗄」了數聲，不知三聲或五聲？忘記了。他是這樣死了。老

人家八十多歲了，八十多歲可能心臟又弱，刺激一下便死了。無疾而終，他只

是「嗄」了數聲而已。這些又是，他早年殺了很多人，篡位是殺了很多人的。 

 

唐太宗亦殺了很多人，臨死的時候他很驚。日本人傳說，他的頭枕了…

他驚到不敢…。讓唐三藏坐在他床邊，他的頭枕在唐三藏大腿那處，是這樣死

的。日本人這樣說，日本人這種說法，未必是全無根據的。中國《二十四史》

不講的，太丟架了。仙唐太宗丟架，同時又不想讓佛教徒太威風。皇帝死的時

候，都需要你，唐太宗那麼英武，枕在他的膝上死去。驚。他殺人是數十萬的

殺，唐太宗打一場仗，死數萬人。臨死的時候心怯，讓唐三藏坐過來。讓他坐

著，頭枕在他大腿上，那樣斷氣的。好，講回這處。「校勝劣」。然後解釋理

由，「釋所以」。現在（己一）、校勝劣。 

 

【科判從（己一）跳至（庚二）】（庚二），舉一件事例，一個

Example，來作比較。（庚一）、說明於法正行。「復次善現，若善男子或善

女人，於此法門，受、持、讀、誦，究竟通利，及廣為他宣說開示如理作意，

則為如來以其佛智悉知是人；則為如來以其佛眼悉見是人；則為如來悉覺是

人。」一句。他說，又，善現。若果有一個善男子，或者有一個善女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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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法門」，「法門」是指什麼？這本經的道理，對這本經裏面所講的道理。他

能夠怎樣？又受、又持、又讀、又誦，又能夠由頭到尾，「究竟通利」。完全

讀通。 

 

再進一步又如何？「及廣為他宣說開示」，為他人，他人不了解，你廣

泛地。「廣」即廣闊地，Broadly。為他人宣說這本經的道理。開示他人，他人

不懂，你給他解說。又能夠「如理作意」，合理地依著這本經所講的道理來修

止觀、修禪定。如果那人能夠這樣做，「則為如來以其佛智悉知是人」。這個

人釋迦佛現量的智慧，時時見到他，知道他這個人。知道他這個人什麼？知道

他現在很好，將來他會很好，「悉知是人」。因為這是「佛智」，佛的智慧。

即是等於佛眼，佛的智慧。「則為如來以其佛眼悉見是人」，如來用佛眼見到

這人。佛眼是五眼之一，記得嗎？五眼，佛眼、法眼、天眼、慧眼和什麼眼？

肉眼。佛是有五眼具備。這個五眼，寫了一首偈。記得嗎？有沒有人記得？你

如果將來講經。 

 

同學：「…」 

老師：「你寫。你們聽吧，我省得寫，先講天眼。『天眼通非礙』，天眼是通

的，隔牆能見物。看此物，能夠前面看，亦能夠轉過彎看後面，通

的。『非礙』，不是障礙。有沒有念熟它？你回去寫下來念，這些你

不念熟，將來『搞唔掂』（招架不住）。『天眼通非礙』，『天』，

生天的人有這樣的眼。 

 

第二、肉眼。『肉眼礙非通』，有障礙的。看這物件，便被此物件障礙

著，看不到後面的東西。『礙非通』，不會透過的。『肉眼礙非通』，礙而不

是通。這樣兩眼了。肉眼是人人有的，天眼要生天的才有。『法眼唯觀俗』，

『唯』即只是；『觀』是見到；『俗』是世俗諦，有形有相的。『俗』即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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諦，佛法有真諦，有俗諦。俗諦即是現象界，Phenomena，亦即是有為法。法

眼是看到有為法，看現象界的。法眼是不是眼？不是眼來的，只是譬喻而已。

法眼是什麼？後得智。所有那些菩薩見道後，後得智。這個後得智是什麼？」 

 

同學：「證了道然後才得的。」 

老師：「是看現象界的事物，有為法。後得智。」 

 

『唯觀俗』，這個『俗』字是指俗諦，現象界。觀察現象界有形有相的

東西。法眼。慧眼呢？（『慧眼直緣空』）。這個『直』字作『只是』解，和

『唯』字同一意思。『緣』，是你去了解的，『緣』。這個『緣』字作了解。

『空』是指真諦，即是指真如、空性。『慧眼』是證真如的，即證真如的智

慧，即是根本智。證真如的根本智。『直』即只是，Only，只是緣；『緣』即

了解；『空』即空性，亦指真如。 

 

四眼了。菩薩都有，這四眼是大菩薩都有的。我們只有肉眼；生天的有

天眼；見了道的菩薩有慧眼、有法眼。佛有這四種眼合稱為佛眼。佛眼即是前

面那四種，前面那四種在佛的身上，是特別厲害的，稱為佛眼。佛眼如何厲

害？『佛眼如千日』，讚歎它如一千個太陽那樣明亮。一千個太陽都是分開那

四眼的。『照異』，日光所照見的東西不同。『照異』，照的作用雖然不同，

但它的本質『體』，『還同』，還是相同的。四個眼，佛的四個智，都是一個

智開出四個來的，『照異體還同』。五眼。你記熟這四句裏面所講的，將來你

以一個專題演講時，有人請你講話。你講五眼，保證你講到比沈家楨還好。 

 

沈家楨有一本書名《Five Eyes》，他那裏懂，只是錢多而已。是真正的

眼只得第一，第二種。法眼已經不是眼，是智慧，後得智；慧眼是指根本智。

現付的世俗人說他有慧眼，那些人是憨的。慧眼能看見東西嗎？慧眼是用來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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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如的嘛！說他別具慧眼什麼，是那些人亂講。文人學士是最差的，亂用字。

佛的眼是佛的…那四種眼在佛身上分外清明的。它所照的作用不同，但本質是

一樣的，一個智。當它看這些時，它成為法眼；它看那東西時，便成為慧眼。

可以的，你念熟這四句。到處去講五眼都可以。現在你聽了我講以後，應該向

人普通講。 

 

什麼是三身？何謂五眼？你都可以向人講。三身、四智、五眼，這些都

可以講。講下講下，你可把《六祖壇經》…你聽完了《金剛經》後，你聽一次

《六祖壇經》。讓你講《六祖壇經》，你一定講得相當好。」看回這裏。他

說，如來用佛眼，「悉」者盡也，盡見到這個人。「則為如來悉覺是人」，如

來在定中用現量覺到這個人。覺到他怎樣？「如是有情，一切當生無量福

聚。」他說，知道、見到這個人。知道他的一切一切，會生起無量無數多的福

聚。「則為如來悉覺是人」，「的人」後面的 Full Stop，這個句號，應該改為

「：」一個 Colon，或者改為「，」。覺了他什麼？覺了他「一切當生無量福

聚」。你把它作為一句亦可以。普通的是把它作為一句來解的。 

 

下面，比較。九十六頁（新書一五二頁）最後一行，（庚二）、舉事校

量。「復次善現，假使善男子或善女人，日初時分以殑伽河沙等自體（來到）

布施，日中時分復以殑伽河沙等自體布施，日後時分復以殑伽河沙等自體布

施，由此異門，經於俱胝那庾多百千劫以自體布施，若有聞說如是法門，不生

誹謗，由此因緣所生福聚，尚多於前無量無數；何況能於如是法門，具足畢竟

書寫、受、持、讀、誦，究竟通利，及廣為他宣說開示，如理作意！」 

 

這個懂得解了，我儘管解說。他說，又，善現，假使有一個善男子或一

個善女人，他這個人如何？「日初時分」即上午，他每一個上午都以恆河沙那

麼多的身體布施給人。「自體」即身體，自己的身體。「日中時分」即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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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的時候，又以恆河沙那麼多的身體作布施。其實是不可能的，那有那麼多

的身體？不過是一種誇大的寫法。你知道大乘經，因為經後人，很有文采、很

有文學的人把它點點染染，修改成很誇大的，所以不是句句都是佛當時講的，

不是錄音紀錄的，很多人修飾它、誇大它的。「日後時分」，即下午。「復以

殑伽河沙等自體布施，由此異門」，何謂異門？「異」即不同；「門」是方

式，由於這個不同的方式。「經於俱胝那庾多（百千）劫」，「俱胝」即一

兆；「那庾多」即一億，一兆咁多億，意即多至數字也不能形容，是不是？多

至「那庾多」的劫，「劫」者應該這樣寫的，這個是俗字，這是「打劫」的

「劫」，應該改正它，改回「力」字旁的「劫」。「劫」是音譯，梵文是

Kalpa，即是一個 Long Period，長的時間。長至怎樣？一個世界由成開始，一

直至壞了，又再成了這麼長遠的一個 Period，謂之一「劫」。世界一成一壞所

經歷之時間，謂之一「劫」。經過那麼多劫，都用身己的身體作布施，這樣功

德大了。另外一個人，「若有聞說如是法門」，「如是」即這些法門，即是指

《金剛經》這種道理。不需要他信，只要他「不生誹謗」，已經功德很大。

「不生誹謗，由此因緣所生福聚，尚多於前」，還多於以那麼多身體作布施，

「無量無數」倍。念幾句這些內容已經（功德）這樣大，「何況能於如是法

門」，何況有一個人，能夠對於這種般若法門。 

 

「具足」，具足什麼？即英文 Completely，完完整整地，具足什麼？「畢

竟」。「畢竟」，即由頭至尾，Thoroughly，由頭至尾。「書寫」，把它來書

寫，當時是沒有印字，沒有字粒，沒有影印的。「受」——聽；「持」——把

它記憶住；「讀」——有空時把它讀；「誦」，把它念過；「究竟通利」——

由頭到尾都了解；「及廣為他宣說開示」——又廣泛地為他人解釋這本經。

「書寫」是給他人講述；「開示」是他人不明白，你給他解說。「如理作

意」——又依著它來合理地修止觀、修禪定。這個人的功德，更加了不起。比

較了，到了這裏剛剛完了，（己一）完了。 



19 

老師：「還有多少時間？三時三十五分，還有十多分鐘。」 

同學：「佛有三身，菩薩有沒有三身的？」 

老師：「菩薩未有。成了佛那個剎那起，三身具備。」 

同學：「菩薩有多少個身呢？」 

老師：「菩薩只得那個身。」 

同學：「羅教授，我有一個問題想問你。那兩年在上海開會的時間，有一位女

士問。有位女士聽了問。」 

同學：「《法華經》講龍女成佛。她問『為何龍女，是要男人才能夠成佛，女

人不能夠成佛？要變成男的？』她這個人，我之後再沒有見過她了。

當時有些人回答她，但答得她很不滿意。很多人都聽過這件事。回答

了她以後，她不歡喜，以後再沒有見她了。」 

老師：「不信佛了？」 

同學：「馮蘭君。」 

老師：「馮蘭君，她是我的學生。她想學呢，應該…」 

同學：「她提出問題，她不滿意當時的回答也說不定。以你之卓見，應該如何

解釋？」 

老師：「應該如何解釋？」 

同學：「因為這個佛學會原來的名稱是佛學研究會，所以需要研究一下。」 

老師：「為何要轉男身才成佛？」 

同學：「是的，為何不直接成佛？」 

老師：「龍女，她發願女身成佛。如果你要發願，『我要女身成佛。』你會女

身成佛吧。不過一般來說，是男身才成佛。」何解？因為男與女，他的生命裏

面，他的第八識裏面，種子有多少不同。女子貪、瞋、癡那種煩惱的種子多，

智慧的種子少一點，柔弱性格的種子多一點，所以形成她很多時被動，和陰柔

的性格多，一般來說是這樣，事實亦是這樣。有沒有例外？有。凡是一般的，

都有例外的，我們不講例外。而男子剛勁之氣多，一般來說，他的眼光等等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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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大；一般來說，智慧會比較強一點。何解？事事都眾緣和合，女子身體之圓

滑，仙到她多憂鬱，多脾氣不好，因為她生理上會仙她如此。還有，在這個世

界裏面，女子生孩子，沒有男子生孩子的。女子生孩子，多了這種負累。多了

這種的負累：生孩子的負累、經期的負累，仙到她…本身社會重男輕女的負累

都不提了，只是本身生理上的負累，她已經比男子吃虧。同時女子，大家跑

時，女子的甲級跑都不如男子的乙級那麼長。我們以前擲鉛球，什麼三級跳

等，男子需要約七米，六米才合格；女子約五米已經合格。何解？她的緣，身

體，來到決定。所以一般的趨勢來說，如果想成佛修行，男子便利得多，這個

不能否認，便利得多。譬如大家一起做和尚修行，男子便利過師姑，是不是？

不要講是修行成佛，去擔、去抬亦是男子便利得多。你覺不覺得？大家一起去

搶，女子是不夠男子搶的，是不是？還有社會風氣，各種積習。所以很多宗

教，不止佛教如此，基督教亦如是，是有多少重男輕女的。上帝造人，不是一

同做兩個的。只是造了一個 Adam，亞當而已。後來祂覺得亞當一個人寂寞，

那便多造一個吧。便在亞當睡覺的時候，在他的肋骨處，有沒有讀過？

《Genesis》。把他一條肋骨抽出來，拿他的肉，然後填回亞當的身體。慢慢

地，造了一個女子，那個便是夏娃。所以女子是難，一切事，原來她做的事。

夏娃因為她吃了禁果之後，聽了那條蛇的話，吃了禁果之後，便弄出很多事

來。即是說女人搞出事，男人則沒有搞出事，這世界搞出事，是由女人搞出的

多，《聖經》是這樣說的。 

 

你可以拿起《聖經》，是有得為證的。它也是重男輕女的，上帝說過

的，Lord God 說過的，妳做了這件事，妳以後一世都要跟隨男子，以後凡女子

都要如何如何，是否這樣講？所以現在都沒法改變。但現在女權重了，又有選

舉權，那些牧師便不敢講了，不敢講實在他心中仍然是這樣。神父當然是講

的，他不管那麼多的。總之很多宗教都是這樣，和社會背境有些關係，社會背

境。大乘經還有很多，我剛才講，不是句句都有錄音的，有很多社會後付的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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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滲進去的。那些做和尚的，要自尊、自傲，便要大強調女子是不行的，妳只

能服侍我們，妳出來登台說法，是不行的，妳成佛也是不行的。硬是這樣說，

是這樣的，社會不同。 

 

還有，如果一個人發願，初發菩提心的時候，不論男女，只要你願意這

樣做便可以，在佛面前。「我並不覺得有男女不平等，我要現今發願，我將來

成佛，要以女身成佛的。」可能妳是，真的可以。這樣諸佛便加持妳，妳將來

成佛的時候，妳女身成佛。沒有說是不可能的，應該是可能的，是不是？以理

推之。你說，釋迦佛並沒有講。釋迦佛很多東西都沒有講過。釋迦佛並沒有叫

人不可以吸毒，那你去吸毒吧！釋迦佛沒有叫人不可以食鴉片煙，那你又不去

食鴉片煙？是不是？釋迦佛沒有叫人不可以在帝國大廈跳下來，那你去跳吧！

你不能說，你有一個理，現量，比量。聖言量沒有講，你是應該靠比量的。 

 

同學：「現在這樣，佛經所說女人多五障，是不是後來的人做的？女人有五

障，是後人做的？」 

老師：「又不完全是。女人事實有很多障，剛才我亦講了很多障。」 

同學：「五障的時候，那五障？」 

老師：「一是要數多少障呢，是後人所結集。可能有些時佛講了，可能只有兩

種也不定，有些時加油加醬也不定。最重要是以理為宗，合理的便相

信，不合理的則不信。佛也有說不了義經的，佛所講的經，有些是了

義，有些是不了義的。佛所講的話，經常矛盾的，你要會合。我們要

不墮於事而行我們的智慧，墮於事便碰板了。不要緊，這些不成問題

的。這些問題全都是門外的問題，不是本質的，不是 Essential 的問

題，完全是那些 Outdoor的問題。」 

同學：「教授，執著那東西，我自己想極也想不通。我認為做每一件事，差不

多都要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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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是。」 

同學：「假如我開了一間百貨公司才算，我不想它有盈利，我開來幹嗎？是不

是這樣講？就如這裏有三個佛像，我經手的。初時是掛這個，後來掛

這個，又掛上那個。我懷疑如果不是有執著，則不用掛三個了。」 

老師：「執著不是這樣解的，你這個執著解錯了。執著是以為一定是這樣的，

非如此不可，謂之執著。至於做生意會不會賺錢？好不好做生意呢？

我做生意不就是執著？不是。應該要做生意。做生意要不要賺錢？賺

錢，賺愈多愈好。有沒有錯呢？你看看這本書，所以我叫你們影印，

有誰有的？誰有？」 

同學：「有很多人有。」 

老師：「很多人有。你有嘛，你看看。很多人認為學佛都不知如何做法是好。

做生意做得好不好？是不是一定要出家呢？又或我賺錢好不好呢？不

要賺錢了。錯誤，愈賺多愈好。我告訴你，有必要時，殺人比不殺

好。有敵人來滅你的國家，你殺不殺他？拿起刀，拿起鎗來和他拚命

嘛，那些敵人你見一個、殺一個嘛。是不是？老鼠有瘟疫，譬如多倫

多，忽然來了數十萬老鼠，衛生局宣佈鼠疫將會流行，這場鼠疫如果

不把老鼠滅掉，可能多倫多會死去一半人。這個時候，你滅不滅？多

倫多死去一半人，會失去數十萬。但消滅老鼠，也要消滅數十萬老

鼠，便可以救回這數十萬人，那你消滅不消滅？應該要合理。所有佛

教徒合理，見了老鼠便要殺掉，是不是？如果不是這樣，很容易整個

多倫多的人，都會給它弄死。不單多倫多的人全死掉，它還會傳染到

Buffalo，傳染到 New York，要害死多少人？殺，一於殺。」 

同學：「蛇呢？」 

老師：「當然殺，蛇會咬死人的，殺了它。殺了它，不要浪費，吃了它，煮蛇

羹。是不是？我趁現在未走，我給你講這幾句。這個菩薩戒是彌勒菩

薩說的，你想生兜率天，你天天念必定生兜率天的。你看看這裏，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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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二頁（菩薩戒本）至二十三頁，第二十二頁後面。你們不要的

話，不要拿回去給人。」 

同學：「我們拿來上課時看看。」 

老師：「不是，如果你真的需要，便要吧。不要『知知質質』，罪會很大的。

是的，沒有錯，第一頁，《瑜伽菩薩戒本》，《瑜伽菩薩戒略攝

頌》。『瑜伽』是一本書的名字，名《瑜伽師地論》，是彌勒菩薩說

的，一百卷書。現在還有很多全套是不完整的，在尼泊爾還找到很

多，有很多外國人讀，名為《Yogācāra-bhūmi-śāstra》，《瑜伽師地

論》。這個《瑜伽師地論》裏面是講什麼？講一個菩薩戒，講一個菩

薩，即一個修行大乘的人；『戒』即規矩。規矩，Rule Of Behaviour，

行為的規矩，行為的法則，稱為戒律。修行大乘的人所應該遵孚的戒

律，稱為菩薩戒。現在的菩薩戒，人人出家，都有受菩薩戒，但他們

受的不是彌勒這個菩薩戒，他們另外受一本名《梵網經》的菩薩戒。

《梵網經》的菩薩戒要很隆重的。有很多人不用《梵網經》的菩薩

戒，只有中國人在用。從前印度不用《梵網經》的菩薩戒，現在西藏

喇嘛，都是用這個菩薩戒，不用《梵網經》的菩薩戒。只有中國用，

日本則有一半人用，一半人不用。」 

同學：「它們的戒律是否相同？」 

老師：「大同小異。但是西藏人、日本人說《梵網經》是假的，所以說《梵網

經》的菩薩戒是這裏插多少，放多少進去的。你不要講這些，不要

講，如果講則得罪所有受菩薩戒的人。搭上袈裟，燒幾個疤，他便以

為是受了菩薩戒。無謂傷害他人的自尊心。不過《瑜伽師地論》有一

本，有一個 chapter 名為〈戒品〉，講戒律的。戒律裏面，戒本裏面列

出四十多條，四十七條。說，一個修行大乘的菩薩，應該遵孚這四十

七條戒的。四十七條戒便成為一個如法律的戒本，便是這一本。第一

頁，《菩薩戒本》，和那些出家人所受的《梵網經》菩薩戒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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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戒本》是很長的，那麼多頁。那些人，修行的人，西藏喇嘛，

在初一、十五，便大家會在一起，在月亮下念一輪的。念一輪之後，

那些犯了戒的人，自己走出去懺悔。是這樣的。那平時又怎樣？平時

有些人是天天念的。有些人念這麼長的又如何？有些大德把它，把

《菩薩戒本》弄至只有數頁，如一首歌，讓人去念。很多人把它每天

念一次，用來警醒人的——《菩薩戒略攝頌》。很簡略。『攝』者即

吸收，把《菩薩戒本》裏面的四十多條戒律，很簡略的吸收在一起。

即是什麼？即是 Summary，Outline，明白嗎？《菩薩戒本》的

Outline。聽得明白嗎？頌是用什麼寫的？用一種偈，五個字一句的詩

來寫的。略攝的頌。懂得解了。我們看看這幾句頌文，『菩薩淨律

儀，重四輕卌三。』『卌』這個字讀音為『四』，作四十解。『重四

輕卌三』一句。我給你解兩句，一個菩薩所遵孚的清淨戒律。『律

儀』即是什麼？『律』即是 rule；『儀』是各種方式。『律儀』合起來

ṛule of behaviour，即行為的規律。一個菩薩的清淨行為規律，總共有

四十七條，其中重的四條，四條重的，犯了則不得了，『重四』。」 

同學：「下次我給你影印。」 

同學：「阻你們幾分鐘，好不好？我怕會忘記了，這裏有一份禮物，是…」 

老師：「你們還送禮物給我。」 

同學：「我們多位朋友表示對你衷心的謝意，抽那麼多時間給我們，同時有一

封利是。」 

老師：「不要，不要利是。」 

同學：「利是一定要的。」 

老師：「一定要？」 

同學：「兩樣都要，禮物要的，利是亦是要的。」 

同學：「表達我們的心意。」 

同學：「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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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多謝，多謝。」 

同學：「不成敬意。」 

老師：「好的，好的。」 

老師：「照理不要不行。」 

老師：「是的，你將來要孚到這條。」 

 

老師：「一個菩薩所應該遵孚的清淨戒律，重的有四條，重罪；輕的四十三

條，合共四十七條 rule，四十七條。好了，那四條呢？下面，『云四重罪者，

謂嫉、慳、嗔、癡。』一句。『云』即所謂，所謂四條重罪，是那四條呢？他

說了四條的名稱。第一條是『嫉』，『嫉』即妒忌，但這句不作妒忌解，整個

是有一個條文的，一會兒我告訴你。第二條是『慳』，『慳』是很大罪的。譬

如說他很慳，但真正的慳是很大罪的，重罪之一。『嗔』即嬲怒，發惡，這個

不止發惡那麼簡單，是由發惡而傷害他人謂之『嗔』。『嫉』是妒忌他人，對

付他人為之『嫉』。不是單指妒忌心，妒忌也不行？不算。因為妒忌而對付人

謂之『嫉』。『慳』又如何？他人沒有的東西，你有力量給他，他人要求你提

供，你不給，此謂之『慳』。不是節儉的『慳』，不是的。節儉是應該的。你

不要說是一毛不拔，不是這樣解。應該不拔便不拔，應該要拔的時候而你不

拔，便謂之『慳』。『嗔』，嬲怒。嬲怒也不行？不是。因為嬲怒而對付他人

謂之『嗔』。『癡』，邪信外道、見到佛經而不尊重等，謂之『癡』。『癡』

即是愚蠢。這個『癡』是指什麼？不是說真的…，蠢都有罪？不是。這個即是

愚蠢至怎樣？見到佛不敬禮，見到一些有德的菩薩，你不敬禮。現在你找不到

佛，見到佛經你亂掉，所以我叫你們不要亂掉，你們看完不要，便交回這裏，

讓陳太保管便好。你一定需要的，給她一份錢便可以給你，珍之重之。倒過來

你不懂便沒有罪，你懂了反而有問題。四條。現在我給你解說這四條，今天我

只能給你解說一條。記住，凡是犯戒要具備三個因素才有罪，少一個也不會有

罪。要三個因素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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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記住了。『動機』，有一個不良的動機。你說，『我是無意

的。』無意是沒有罪的，要有意的。明白嗎？我有意對付你的，這個動機。第

一要有動機，沒有動機不構成罪的。有些人說…，這樣你可以解答了。『我在

街上踏死了一隻螞蟻，又如何？我一腳踏下去，踏死數十隻蟻，豈不是要填

命？』你可以怎樣回答他？你踏死一百隻都不構成罪，你沒有意思踏死它們。

倒過來，一隻蟻在那裏，我弄死它，便是有罪。但殺老鼠呢？怎樣？殺老鼠我

是為了救人，我不是為了自己。為了社會的安寧，我現在殺老鼠。沒有罪，這

樣還有功德。『羅先生，你說得那麼奇怪。你說到殺還有功德。』你記著，我

不是說可以隨便的殺。如果那老鼠會引起鼠疫，而衛生官已宣佈，鼠疫可能會

流行的，你便見一隻殺一隻，不止無罪，你有功德。明白嗎？有一個賊要走進

一家大戲院，要放炸彈，炸死數百人的。你有力量可以先把他殺掉。假使是這

樣。為了這個社會，你殺他，救了這數百人。不止無罪，還有功德。所以有時

小乘戒是摸一摸也不行，殺個老鼠都有罪，小乘是這樣的。他鼠疫如何流行，

這是他的事。大乘則不然，殺了它，不同的。大乘是充滿積極精神，小乘則我

不理，與我無關。大小之分在於此。聽得明白嗎？第一要有動機，記住。不然

你害了自己的，你將來不懂，再問你便是不懂，記住。第一、有動機，記得

嗎？如果陳先生問你，你告訴他，是這樣開明的。沒有動機不構成罪。 

 

第二、有對象。譬如我害人，得要有一個人讓我來害。有人讓你害，則

害不成也有罪。如果根本沒有人的，我想想而已。我想殺了他也可以。想想也

不可以，佛是有那麼的專制？沒有罪的，明白嗎？那個 object，有一個對象給

你，稱為『行為的對象』。聽得明白嗎？第一、有一個動機；第二、有一個對

象。第三、真正有一個行為，想是不算的。一是動手，一是用說話，或是用

口。譬如我，『你替我殺了他，你是黑社會，你替我殺了他。』你是有罪的。

他殺人的罪是在你身上，是不是？用口，或用手，一鎗殺了他。用口、用手的

實際行為。第三。三個具備，有罪。少一個都無罪。是不是很開明？比較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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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明一點。聽得明白嗎？三個條件，記得嗎？好了，『嫉』，妒忌，只是妒忌

也是有罪，不是。這個名稱，那條條文稱為『嫉』，聽得明白嗎？何謂

『嫉』？你看看。佛經有些人說難解，不是很難解的，是你自己不習慣看而

已。 

 

第一頁，page 1。它告訴你，看見嗎？『若諸菩薩』，有一個菩薩，看

見嗎？『已受菩薩所受淨戒』，他已經接受了一個菩薩所應該接受的清淨戒

律。他應該怎樣做？『應自數數專諦思惟此是菩薩正所應作，此非菩薩正所應

作。」這裏一句。這裏應該改為…。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