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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找他便可以，不用一定要找法師，找一些受了菩薩戒的人便已經可以。他是

這樣寬的，不過我未曾給人授過。我有一個朋友，他姓姚，姚先生經常給人授

的。如果沒有，又找不到，法師又找不到，人又找不到，怎辦？很方便，對著

佛前，向佛頂禮，「弟子某某，現在我向…，我由現在起，要受菩薩清淨的戒

律，請佛為我作證。我由現在起，遵守菩薩律。」這樣你便受了。不過這樣得

有一個條件，如果真正有大德會行這個戒的，你要向他補受。如果你一世都見

不到，則一世都不需要，就這樣。不過你現在找不到那些大德，你現在找到些

法師，但法師是《梵網經》的菩薩戒，不是這個菩薩戒。你找他傳是不對的，

要嘛你找西藏喇嘛，喇嘛便是這一套戒了，每一個西藏喇嘛都受過菩薩戒的。

一個菩薩受了菩薩淨戒，「應自數數」，應該自己；「數數」即什麼？Several 

Times，多次多次，屢屢地。聽得明白嗎？Several Times，多次多次地，屢屢

地。屢屢地什麼？「專諦思惟」，專心，「專」是專心；「諦」者實實在在，

即 Really；真真正正、實實在在地去想、去思惟。思惟什麼？思惟「此是菩薩

正所應作」，思惟這數十條戒律裏面；「此」即這；這是一個菩薩正正式式應

該做的。另外，「此非菩薩正所應受」，那些偷呃拐騙，奸淫邪盜那些

「此」，便不是一個菩薩應該做的。你受了菩薩戒之後，時時要這樣想，時時

要警剔、檢討自己。想了之後又如何？ 

 

下面，「既思惟已（，）然後為成正所作業當勤修學。」一句。「既思

惟已」，「已」即之後，思惟了之後。「既思惟已」即是 After Thinking，思惟

了之後。他「然後」即英文的 Then；然後呢？「為成正所作業」，為了做成；

「成」字即 Complete；為了做成你所正正式式應該做的業。這個「業」是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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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為，你守戒律的行為。你應如何？應「當勤修學」，不要懶惰，時時修學

這些戒律。時時修學了，學了之後又如何？ 

 

「又應專勵聽聞菩薩素呾纜藏及以菩薩摩呾理迦（，）隨其所聞當勤修

學。」一句。你對於菩薩戒時時想，想了之後，是否已經足夠？不夠。「又應

專勵」，又應該專心；「勵」者很勤力。「聽聞菩薩素呾纜藏」，「素呾纜」

即英文的 Sūtra。這個字你認識的，Sūtra——那些經。「菩薩素呾纜藏」即大

乘的經，Mahāyāna Sūtra，大乘的經。又應該專心、勵力。「勵」即勉勵，勉

力去聽。有人講菩薩大乘經，你專心、努力去聽。如果沒有人講呢？你自己

看、讀。「及以菩薩摩呾理迦」，「摩呾理迦」即論藏，佛經裏面所講的論，

講佛之 Philosophy 的，稱為「摩呾理迦」，Mā tṛ kā ，這個是指論藏。即是

《瑜伽師地論》，乜乜論，《中論》等，有機會你要讀，你要聽。不是說「這

些都不用，我只是守戒便可以。」不可以的。這處是指要讀經，要讀論。「沒

有時間。」沒有時間一回事，有時間你要做。「隨其所聞」，你聽到多少；這

個「聞」字是廣義的，你看到多少應該做多少。「當勤修學」，應該隨著你所

聽到的，勤力去修學、去實踐。「修學」即 Practice。他說菩薩應該這樣。

「現在我是大乘佛教後，應該怎做？」他現在讀給你聽。 

 

第一、那些是菩薩應該做的事，你去做；那些是不應該做的，你不要

做；還要對經、論了解。這樣便是一個大乘佛教徒了。很嚴格。是否嚴格至人

們都不能做？不是，誰都可以做的。不做只因你懶，這樣都做不到？好了，跟

著是「若諸菩薩住戒律儀，有其四種他勝處法。」一句。這處講入那首頌。若

果那些菩薩，「住」即遵守；「住」，Stay，住於那處。住於何處？「住」於

那些「戒律儀」，戒律。那些律儀，「有其四種」，如果你真的守戒，你首先

要了解，先要守這四條。「他勝處法」。「他勝處法」，即重罪。「他」是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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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邪惡；「勝」即克服。這四條戒律，如果你不遵守，你便被「他」，被那

些邪惡剋制了你。「處」即在這處；即在這四條這處，邪惡便剋制了你。即是

換言之，你有四種、有四處地方，即這四條，是給邪惡、是給惡魔所戰勝你

的。你想戰勝邪惡，你要守這四條重戒律，謂「他勝處」，被罪惡所戰勝你

的，「處」即那處。聽得明白嗎？「他勝處法」。「何等為四」。「何等」即

是…，凡是讀佛經讀到「何等」，等於英文的 What are 或是 What is。單數即

What is，「何等」；眾數則 What are。什麼叫做四？什麼是那四條罪？ 

 

第一條，「若諸菩薩」，這個「菩」字旁邊不應有一點（，）的；「為

欲貪求利養恭敬」，放回一點（，）「自讚毀他，是名第一他勝處法。」一

句。第一條，是不是？你再看看那一句「謂嫉、慳、嗔、癡。」第一條是嫉，

妒忌。妒忌不是 Jealous 那樣的妒忌。這個「嫉」是代表這條戒。如果那個菩

薩，有一個這樣的不良動機。你告訴我動機是什麼？以什麼為動機？這處

有。」 

 

同學：「貪。」 

老師：「貪。以『貪求利養恭敬』為動機。」他的動機想，想什麼？「利

養」，有多少利益。譬如來講經，送封利是也不錯，他的目的如此，

「貪求利養」。是不是？或是「貪求恭敬」，那些人恭敬我。他是目

的是想這樣的，這便是動機。如果以此作為動機，是不好的。第一有

動機。第二有什麼？三個條件。對象。對象是誰？兩個對象，一個是

「自」，自己，讚嘛；第二個「他」，毀謗。「這個人說得不

好。」——「毀他」；我了不起，你聽吧。「自」和「他」這兩個是

對象。行為是什麼？三個條件中，有一個是行為。是什麼？ 

同學：「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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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是的，毀是一部份。還有呢？讚嘛，讚自己。一『讚』一『毀』不就

是行為。」三個（條件）具備了，是不是？第一、「貪求利養恭敬」

為動機；第二、「自」和「他」是對象；第三、有什麼？「讚」和

「毀」，說他不利，毀壞、毀謗的行為。三個（條件）具備，構成罪

惡。這個是第一種他勝處法。第一個，第一條重罪。好了，有沒有犯

菩薩戒第一條？你自己檢討一下，沒有人替你檢討的。你自己的心便

是佛，你的心檢討，即佛來告訴你，是不是？你只有你自己知。譬如

我現在到佛學會講話，有沒有真正的目的是「作」（取得）利益呢？

我自己知道的，是不是？我講你知我亦知，我講假話我自己亦知我講

假話的。對象有了，一定有的。最低限度我講話，大家都是我的對

象。譬如我罵人，那些人便是被我罵的對象。我現在講了。這個行

為，有沒有犯了這個呢？有沒有？沒有。都是沒有的。三個具備才

算，你說是不是很寬呢？有沒有？沒有。很寬的。你說：「我真的犯

了重的。」其實是不容易犯的，是不是？這是第一條重罪。還有三條

重罪，等待他日（再講）。如果大家有興趣，真的想受菩薩戒呢？兩

種。你說：「我受。我不受。」你受與不受都可以。不過受了便會警

惕。 

 

為何受有好處？受有一種是當你在佛前受的時候，當你在唸「我某某人現在開

始受菩薩戒，請彌勒菩薩為我作證。」當你這樣的時候，你講這一番話和你在

叩頭。講話是口業，是行為。你在叩頭是身業。口業、身業具備，把這個種子

打進去，成為你受戒的戒體，成為一種 Substance，成為一種東西，存在的東

西。這種存在的東西，就在你這一世裏面，一天你還未斷氣，一天帶在你的生

命裏面——你這個戒體。有什麼作用？當你有機會犯戒的時候，你想犯一個戒

時，它會告訴你。明白嗎？即是你想犯的時候，總感覺不怎麼好，自己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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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不敢的。戒體會令你這樣的，會有這種效力，一直至你斷那口氣，都還有

這個力的。所以一個人作了虧心事，便會有什麼？再做下去，便會有問題。死

了便沒有。死了你現世的這個戒體沒有了，但是留下一樣東西，你這個種子留

存下來，來世一定有機會再受戒。這即是買「燕梳」（保險），明白嗎？我的

一口氣斷了，我今世都死了，告訴我也沒有用，都沒有人在。但是下一世，它

要帶你，便一定找到機會你再受菩薩戒，它幫助你有機會受菩薩戒。如果你年

紀小，有機會受菩薩戒，便一路生生世世，到你成佛之前，你都會有機會受菩

薩戒。有這種好處。還有，你一受菩薩戒…。不用的，你發了菩提心，已經有

善神保護你。你受了菩薩戒，更加不得了。總之，對他人有害的，你會無害；

他人有好處，你更有好處，更大。逢吉加吉，逢凶減凶，一個守菩薩戒的人一

點也不用怕。重要的講，如果你真的發菩提心，真的修行，你所住的那座大

廈，瘟疫流行，最後才到你那座大廈，甚或不來。是的，有菩薩這樣說的。何

解？他這些種子阻壓那些惡的東西出現、那些災禍出現。所以我在家中，有人

覺得風水不好，又怎樣的，我說我住在這裏什麼也不怕。但是我死了或我走

了，你們趕快離開。 

 

所以有一種老人家，你知道嘛，他「喎喎妥妥」什麼也不做，他一天不

死，他的財富、家產可以保留得很好的。他死後，很快地生意又崩，什麼又

崩，猶如缺水般崩掉，何解呢？那個老人家把福氣一起帶走，沒有了。能夠所

有財富都不崩，是老人家的福氣。他一死後，便與他無關，他的後人沒有這個

福，承受不起。你明白嗎？你搞這些。還有，全家的兒子也養不到。找到一位

有福的契爺，送了一些給他作兒子，他可養大，少病少痛。何解？那個有福的

契爺，他有這個福份，凡是他的兒子，都不會有病有痛。無礙的，他有這個

福。你給他一半（福氣），即他的病痛亦會少了一半。你明白嗎？所以有些人

走去契了佛，皈依了佛，找一個和尚皈依等，他便沒有事了。道理是什麼？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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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如果他守菩薩戒的戒律守得好，他收了你為契兒子，保證你沒有事，

但要他真的才可以。 

 

同學：「羅教授，你收我們做契子女不？」 

老師：「不用的。你聽我講的，照著做，自然諸佛加被你。自然諸佛加被，不

用怕。你發了菩提心之後，跟著受菩薩戒，便可以。守得一條算一

條，很容易守的，那些重罪，很容易。有一些蠢人，『我不認識，便

沒有罪。」不認識同樣是有罪的。同樣是有罪，只要具備那三個條

件，你便有罪。三個條件不具備，你便無罪。明白嗎？明白學佛應該

怎做嗎？如何去做？你便查戒本，查戒律，查佛書。就如我師父，他

最歡喜人們和他爭辯的時候，爭辯至人們冒火的時候，他便和人筆墨

打官司，他便最歡喜了。如果你是…。『我是這樣講的，如果你不原

諒我這樣的講，請你翻開《瑜伽菩薩戒本》讀一讀吧。』他和王恩洋

爭吵的時候，你讓王恩洋『不如你打開《戒本》讀一讀吧。』四十七

條，有一條你認識的，下一次如果我講完，還有一點時間，給你講一

條或兩條。你自己難看不難看？《菩薩戒本》是不難看的。不過點句

（標點）不怎麼在行，點的句子長長的，應該多加幾個 Comma。」 

同學：「教授，這個執著我都不是很明白。我認為什麼都有執著，沒有執著都

不會去做？」 

老師：「所謂執著是指什麼？沒有那樣東西的，一定那樣東西不是實的，一定

是這樣，此謂之執著。如果那樣東西是好的，譬如你說菩薩戒是好

的，我應該遵守。是不是執著呢？不是執著。那樣東西是好的你去

做，不叫做執著。大概是那些邪惡的、不合理的東西，你執著它一定

是有。你不知其所以然，便說一定是這樣的，那些便稱為執著。但是

有時世人是要有些執著的，完全沒有執著，除非你是相當到家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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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我剛才所講，知道它是空的，知道它是如幻的，這樣沒有執著當然

是好。但是有一種人，『什麼都不用理的。』執著不用理的，這便是

執空，他這種便是執著。但有些人，『一點都不行，你犯戒，你犯了

那一條戒律，不行的。』又是執著。了解清楚這件事而去做，不要執

著它空，不要執著它有，這樣不稱為執著。例如那些求生西方極樂世

界的，一定要執，不執不行。除非你已見道，沒有了執，不能生極樂

世界的。你一定要執阿彌陀佛為實有，執著有一個實有的西方極樂世

界。有很多禪宗的人，『你這樣便是執有，這即是執著。』 

 

我有一個朋友，叫融熙法師，他便是這樣批評人：『你執著有個極樂世

界，這便糟糕了，下地獄了。』他是這樣的。他卻不知，你想生極樂世界，所

以如果你是執善的，當你未見道之前，是沒什麼不好，無害的。但你執著些惡

東西才有害。譬如你受菩薩戒，你都要執著有菩薩戒。執是有些善的執，有些

惡的執，有些不善不惡的執。惡的執不可以有。譬如你執著於『那裏會有講道

德的，那個富人、那個皇帝，誰不作惡？就是因為作惡，所以殺人放火金腰

帶，修橋整路無屍骸。那些所謂作善的，都是騙人的。』你執著這些，便是惡

的執。這些邪的執就不要，但是你執著一個人應該有道德的規律應該要守的。

這種執，不打緊。完全沒有執，是成佛的事。我們要保留多少執，保留一些善

的執。惡的執不要，善的執保留。保留，不是全部沒有的。所以你一味叫人講

無執，叫人講空，便有一個弊端，便發生這種弊端了。什麼都是執著，包括修

佛法也是執著？這樣便不用修行了，是不是？不止不用做生意，修行也不用

了。空宗便有這個弊端，說空。如果講禪宗，講空宗都有這個弊端。講唯識則

沒有這個弊端了，它首先抬出這四十多條，你先執著它這四十多條，執著它是

對的，要守。保留這種善的執著，保留有好處的。你不是說有執著不好？先保

留，到你成佛自然不執著。 



8 

要這樣，不要說有執著不好，故意保留。明知極樂世界是空的，明知阿

彌陀佛是假的，如果你生極樂世界，你要執著它有。你執著極樂世界不會害人

的，是不是？你執著極樂世界為有，你不會害到我，也不會害到他，是不是？

你執，執至你去到極樂世界，阿彌陀佛自然會解除你這種執的。便是這樣。諸

諸計較是不好的，但現在你窮，你便要諸諸計較來儲一些錢。待你儲好錢，生

活也安排好，到時你才慷慨一點也不晚，是不是？明白嗎？所以有時要話分兩

頭。」 

 

老師：「時間到了。」 

同學：「多謝，多謝。」 

 

說完了（已一）。（已一）是講什麼的？比較它是勝或劣的。是不

是？」即是說念《般若經》勝或是用很多很多的東西來布施勝呢？把它來作比

較。（已一）。我的看看，九十五頁（新書一五Ｏ頁）倒數第六行，（戊

二）、正校量。分二，分為（已一），（已二）兩段。（已一）、校量它勝

劣；（已二）、解釋它的理由。「所以」即 Reason，理由。（已一）我們已經

講了，已經比較了。聽得明白嗎？現在（已二），九十八頁（新書一五四

頁），釋所以，解釋它所以然、的理由。分為六段。 

 

第一段，（庚一）、示此法門唯大機能入。「示」者即開示，指出；

「此法門」，「法門」者經裏面所講的道理，即是借這本經所講的道理；

「唯」即只是；「大機」即大乘的根機，即大乘的根機能夠了解；「入」即能

夠了解它，enter，入去。（庚二）、示持此法即荷擔菩提。「示」即指出，

「示」字即英文的 show，告訴你；「持此法」，「持」即拿著這種佛經裏面所

講的道理去修行即「持此法」，即是能夠「持此法」；「即荷擔菩提」，「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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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即托起，抬起，即是說他抬起菩提，即他將來一定成佛，得大菩提的。他

能夠持這本經，即是已經荷擔起這個菩提了。然後第三段，（庚三）、示此經

在處皆可尊重。指出這本經所在的地方，那個地方亦值得我們尊重的。（庚

四）、示持此經能轉業障。指出持這本經能夠把你過去的罪業，的業障；能夠

把重的業障改為輕的；把輕的可以把業障消除。便是因為有這一段，所以很多

人念《金剛經》，便是因為有這一段經文。（庚五），第五段，示持此本經能

速證菩提。能夠很快證得大菩提，得大菩提，即是成佛。（庚六）、示成就威

力得大妙果。指出持此本經，能夠「成就」，「成就」即得到，得到很大的威

力。「威力」者英文的 Power，「威力」。得個大的妙果，即是成佛的妙果。 

 

現在先講（庚一）、示此法（門）唯大機能入。裏面又分兩小段，（辛

一）、明此經德大，說明這本經的功德大。（辛二）、明持誦福圓。這個

「員」字是寫錯了，印錯了，應該有一個「囗」的，圓滿的圓，他寫錯為員外

的「員」，印錯了。你先講。有一個「囗」的。持誦這本經所得的福，是很圓

滿的。現在第一小段，（辛一）、明此經德大。「復次善現，如是法門不可思

議，不可稱量；應當希冀不可思議所感異熟。」很淺的解來。「復次」即又。

「善現」稱呼一聲善現長老。「如是法門」，「如是」即這種；這種法門；

「法門」者經裏面所講的道理，謂之「法門」，是入佛法之門，所以稱為「法

門」。即是說，持這本經；「如是法門」，即這本經裏面所講的道理。是「不

可思議」，裏面所講的道理，用我們普通的腦力去思惟，「思」，去 Think，

去想；「議」即討論，Argue，討論。「不可稱量」，「稱」即稱出它的重量，

這個「稱」讀音「秤」；「量」是量度它有多大，多長。你想用普通的方法來

「稱」它，量度它是不行的。「應當希冀」，我們有這本經，如果我們持這本

經，我們能夠希望得到。「希冀」，「冀」者望也；「希冀」即希望。希望什

麼呢？希望得到什麼？「異熟」。「異熟」即果報，看佛經看到「異熟」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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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即是果報。為何果報又稱「異熟」？理由我曾解釋過，大家會忘記了。記得

不？忘記了，我再給你解釋一次。「異」即不同；「熟」即成熟。何謂「異

熟」？「異熟」有三個意義。你做了一個因，到了你得果的時候，時間是不同

的。你今世種善因，普通的是來生或是再過若干生，然後果報才成熟的——

「異時而熟」。或是你前半生種下的因——善因，要到後半生才成熟的。不會

是我現在種，現在便熟的。你「朝種樹晚鎅板」，都要早上和晚上，不同時

間。即是你做的因和所得的果的時間是不同時的，一定是的。 

 

第二，你要記，你想學佛的要記。什麼是「異熟」？「異熟」含有三個

意義，第一是「異時而熟」；第二是「異類而熟」。何謂「異類而熟」？普通

人是很難明的，不明白便罷。你聽我講，種因便會得果。種因而得果，那些因

不是善的因，便是惡的因，然後才得果。那些不善不惡的因，是不容易得果

的。作那些不善不惡的因，簡直是幾乎沒有果的。即是說，因非善則惡。譬如

布施、持戒這些因，忍辱、精進，這些便是善的因；殺人、放火那些便是惡的

因。如果他會得果的話，這個因非善則惡。如果是不善不惡的，譬如你「撩」

下個鼻，這種便是不善不惡。譬如「禽」一聲，或者走去吃一餐飯，這個都是

因。這些會有什麼果的呢？不是善或者惡的因然後才有果。因有善有惡，非善

則惡，但所得之果一定是不善不惡的。不善不惡稱作什麼？無記。因是有善

惡，即是我們的果報…。因有善惡，果呢？「唯」即只是。所得之果一定是無

記的。這個你可以明白。人人都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為何因是有善有

惡，果則是無記呢？你一定會有問題，其實你學佛的時候，你太不小心，所以

你會有這樣的疑問。因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兩句話，根本就是說得不

清楚。應該怎樣？應該是「善有樂報，惡有苦報」才對。人們，尤其是我們中

國人的思想，每每把善惡和苦樂混為一起。聽得明白嗎？因為如果講到果報，

因要不是善便是惡。不善不惡那些無記的因，是不得果報的。雖然你善的因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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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的因，所得的果報，一定是無記，無善無惡的。何解呢？善因不善果，可不

可以？可以，另外一種因果，就不是果報那種因果。果報那種因果，善惡的

因，得到無記的果報。記住，記住，不然你一世都不了解佛法，如果你記不

起。我有很多朋友幾十年都不了解。為何學了幾十年佛都不了解呢？他就是對

這些嚴格的意義，他不清楚。又例如，我舉一個例，一個人他一輩子都是劏豬

的，下一世他最應該做什麼？重生做豬，是不是？好了，下一世變了一頭豬。

他劏豬的因，是善或惡呢？ 

 

同學：「惡。」 

老師：「惡。他前世是劏豬的因，得到的果是今世做豬。那豬是善或惡呢？」 

同學：「不善不惡。」 

 

老師：「是的，豬有何所謂惡？做豬被你劏，還算是惡？是不是？豬又有什麼

善？『噶噶』聲整天睡覺，有什麼善呢？豬是不善不惡，是無記的。他前生

呢，為何他今世做豬呢？他前生整天劏豬，是不是？劏豬的因是惡的，惡的因

得到無記的果。明白嗎？這便合理。還有，你前生經常布施錢財來到幫助那些

貧窮的人，今世你做一個大富翁，什麼大王，銀行大王之類，你今世做到這

個，很富有。好了，你前世施捨錢財來扶助貧民，是善還是惡？你講講。善。

所以我要講的，最好能夠是不用我講，而是你講的，這樣你便會記得。你以後

會記得，因為是你回答的，你說的，不是我給你講的。他前生做過的善，今世

做了一個大富翁。這個大富翁，是善還是惡？你回答我。豬，你便說它是無

記。做大富翁就如何？都是無記嘛。大富翁有什麼惡呢？富有還說是惡？富有

怎算是惡？他作惡害人才是惡，他富有不一定害人的，是不是？富有可以多做

善事，富有亦可以利用錢則來害人，都可以。是不是？所以富有，富人的本質

無所謂惡。但你說是善亦不對，有些富人是很壞蛋的。是不是？你說他是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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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嗎？所以他富人這種狀況，他富有這種 State，這種情況是不善不惡。明白

嗎？他前生做那些 Behaviour，行為、因，便有善有惡。今世他出來做的事，他

做這一世人所得到的一種 State，則不惡不善。明白嗎？即是說，因有善有惡，

所得的果一定是無記的，一定是無善無惡的。善惡和無記是不同類的，它的

Quality 是不同類的。明白嗎？因有善惡，果則是無記，所以「異類而熟」。因

和果是不同類的，一個善類或一個惡類的因，果一定是無記那類的。明白了。

這便是第二個異熟，「異類而熟」，凡是果報必是如此。 

 

第三、「變異而熟」。做了因之後一路至得果，一定要經過相當變化，

然後才得熟。狀況一定要相當變化，然後才熟的。即是由你前生做了很多，前

生或者今生。今生你三十歲以前，做了不知多少善事。這種善事，或許到了你

六十歲之後，然後果報才起。那個時候，由三十歲之前到六十歲之後，中間差

了多少年？你回答我。」 

 

同學：「三十年。」 

 

老師：「差三十年。在這三十年之後，是否沒有因果了？不是。因果那種力

量，一路變化，一路演變，由未成熟變了成熟，到了成熟的頂點，然後爆發岀

來，便得到果報了。明白嗎？就像一個人，假設一個譬喻，有一個人，他的樣

貌先天不足，整個短命種相，看相的都說他必過不了三十歲，或是過不了四十

歲的。算命先生算得他三十多、四十歲必會死，沖破魁罡又沖撞太歲，必死

的，譬如是這樣。他便很驚恐，於是他自小、十多歲聽到，便不斷做很多善的

事，做很多善的事。結果他，人人說他三十多歲、四十多歲死，他不止不死，

還發了達。到了五、六十歲以後，整個變了一個大富翁，又健康又長壽，八十

歲還未死。這又如何？這個是什麼？種了業因，三十歲前種了業因，中間那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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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不是說他三十歲以前做善事，到了六十一歲那年，如閃電地變出一個大

富翁。不是這樣。中間經過很多變化醞釀，就如種樹，一路一路地種，一路一

路生長變化的，謂之『變異而熟』。『變異』即變化。要經過相當變化，然後

才會成熟的。因果的道理是這樣的。如果有人問你，如果有一些青年人又或是

經常好爭辯的，問你因果的道理，這是一點你要回答他的。果報。果報是什

麼？你要回答他。我們俗語所謂果報，在佛教裏面，一個一個的 Term，術語，

名詞，就不多用『果報』兩個字的，是用『異熟』的。『異熟』就是『果報』

了。為何『果報』稱為『異熟』呢？因為『果報』是異時而熟、異類而熟、變

異而熟的，所以『果報』稱為『異熟』。你聽得明白嗎？ 

 

四、五十歲，你問問他吧，有很多很像回答不了。你問他兩、三回，都

回答不了，面懞懞的。所以這樣，我講課很多人怕坐在前行的，縮在後行的

多。我教珠海（書院）時，那些人亦都是縮在後行坐，前行不多人，不大敢

坐，是幾個成績好的在坐，問他們都能回答的便坐。不是這樣的，必定縮在後

面。『羅先生你講課這樣好提問的，他們會感覺得很難過。』不知誰難過呢？

難過便替他消業障，是不是？問有關佛法的，讓他難過一下，他應該受的，不

好的果報便在此消除。消除那些，是可以的，有數樣是可以消除的。你問佛經

你不認識，雖然是面懞懞的，但是可以消業的。還有其他可以消業的。女人，

經常被惡家婆罵、「糟質」（欺負）你的，你便消業了，人家短命都會變得長

命的。經常被那些後母「糟質」（欺負）、責罵的，亦可以消業障的。和被那

些老人、惡人，老人「蜢蜢蹭蹭」來罵你，你會消業障的。是的，我這些幾十

歲的，尤其是講這些的。你不懂便好，你不懂，你都不是正路的。可以替他消

業障。真的。又說我過不了二十八歲，我今年七十三了。算命先生說我過不了

二十八歲，又說我二十八歲會遇水險。誰不知我失足掉下，卻掉不進水裏，被

繩鉤著腳下不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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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你願意學佛法，你願意修行，那些算命、看相的，一概不靈的。

不靈的，要是靈則只是那些蠢人才會靈，你要是聰明人是不會靈的。是的，你

可以自己控制的。命，你可以自己做，做命；但你說做到把共業都轉變，則是

不行的。譬如說整個國家要覆亡的，整個國家要沉掉的，或是要被原子（彈）

或什麼炸毀的，你要改變它是不可以的，因為不是關係於你一個人的事，全個

國家有很多人的。釋迦牟尼佛成了佛，他的國家被另外一個國家徹底剷除，所

有女子斬手斬腳，所有男子被殺死。 

 

釋迦佛都不能夠（改變），不過他卻可以保護他的兒子，他知道是難搞

的，在家裏帶了兒子出家。他帶了兒子出家之後，那個琉璃王和他的家族最是

有仇的，帶兵來想滅他。釋迦佛是知道的，在半途上截著他，坐在那裏。琉璃

王帶兵經過的時候，他攔著說：『你不要，這是我的家鄉，我要盡我的力量，

勸你不要殺他們。』琉璃王被他勸阻，立刻回兵。第二次，待釋迦佛去了說

法，又帶兵到來。誰知釋迦佛又在半途上坐著，『你不要來。』經過兩次之

後，釋迦佛便返回家鄉，度人出家。如摩訶男那些，很多兄弟都出了家。我們

只知他們岀了家，或許他叫了很多人離開也說不定。是不是？之後，第三次，

釋迦佛不在的時候，他待釋迦佛去了遠處的時候，釋迦佛亦知道難免了。為何

會是難免呢？今天沒有時間說這個，今天說到這裏，你們記不記得？你記得

嗎？記起了。你應該記著這些，你有機會可以向人講課的。你未曾缺過席的，

是不是？你曾否缺過席？未缺過席，是嗎？」 

 

同學：「沒有，我暫時還沒有。」 

老師：「我講了十一年，十年零不知多少個月，在香港，有兩人從未缺席。」 

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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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不是。到最後剩下七個人，六十二人聽，最後剩下七個。七個之中有

三人是半途出家的，原始來的只有四個。四人是原始來的，第一次聽，一直聽

到最後結束時還在的有四人。四個之中只得兩人是由第一堂到十年後從未缺席

的，兩個，一個是葉文意；一個是最近死了的姚繼華，其餘的都曾經缺席。我

記得的，其他的則記不起，這事我卻記得清楚，誰是常常來的，誰是常常不來

的。我記得的。」 

 

懂得解嗎？解回這個，你看佛經看到「果報」兩個字，即是「異熟」。

鳩摩羅什，你看看【秦譯】譯成什麼？「不可稱量（的）無邊功德」，那便算

了。他「異熟」都沒有譯，「果報」都沒有譯。所以人人說鳩摩羅什譯《金剛

經》「我們流通本譯得很好」，但其實那本翻譯…。我們現代世界的翻譯學相

當進步，在現代翻譯學來說，鳩摩羅什這一本並不高明。 

 

「應當」，希望得到，「希冀」；「不可思議」即很高的「異熟」。這

種「異熟」是用來評今世做善做惡，所感召到來世的那種「異熟」。明白了。

「善現，如來宣說如是法門，為欲饒益趣最上乘諸有情故，為欲饒益趣最勝乘

諸有情故。」他說，善現，稱呼他一聲。我釋迦如來「宣說如是」，「如是」

即這些。我宣說這種法門，這種般若的法門。是為了什麼？為了「饒益」，利

益他，令他得到利益。利益他些什麼？「最上乘」的有情；「最上乘」即大

乘。有些人解說，「『最上乘』即是一乘，一乘比大乘還要高的。」你們不要

聽他，很多人這樣的說。如果這樣的說，你立即說他，「這樣講話的人，學問

有限。你應該要知道『最上乘』即是大乘。」那一乘又如何？一乘即是大乘。

那如果它不是一乘，如何能稱為大呢？它能稱為大乘還不是最上嗎？有很多人

這樣講的，「一乘歸一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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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個朋友，名遠參法師，他又自稱為一乘法師。他說，「一乘歸一乘，大

乘還有大小比較，一乘則是 Absolute，沒法比較。」他這個講法是不對的，我

亦常常說他是不對的。我和他很稔熟的，遠參法師。有一次他講話，他時常來

找我，法師讓我當他的副講。他講完後，我亦講講話，是這樣的。在廣州市大

北門街，如來庵講話，他找我來當他的副講。在講座途中，日本飛機來到轟

炸，快點走。那位法師正在講，真的面色發青，「走了，要走了。」我取笑

他，「老法師，你還有這個？」他說：「你不要說這些話，業力這事是很難說

的。」他就是這樣，這位是一乘法師。 

 

我說：「你說一乘，你的一乘都止不住那些日本人來炸你。」 

他說：「異熟嘛，你怎知我五百世前有沒有帶兵去打過、殺過日本人？不要找

這些來搞。」是的，那是對的。 

同學：「有時都不可以避的，避不了的。」 

老師：「尤其是共業，個人的業可以。譬如這個社會的人，全部被殺掉了，但

殺不了你，你避過，有時是可以的。譬如瘟疫症流行，人人都會死，

有近千人感染了，你沒有事。這樣之類，個人避免是可以的。」一會

兒便會講到避免…。念什麼經會消業障的，你念《藥師經》又可以，

《地藏經》亦可以，什麼佛經也可以。消業障的道理一會兒他會講，

待會我會在這裏給你講。為了利益這些最上乘的根器的眾生，「有

情」即眾生。「情」者作「識」字解，有識，有認識力的。「為欲饒

益趣最勝乘諸有情故」，「最上乘」其實即是「最勝乘」。為何他要

分開來講？沒有什麼，寫文章有一種是誇大格，是不是？ 

 

即如我們說的，「把大門掩上」，我們會怎樣講？我們會說「關門閉

戶」。「關門閉戶」，「關門」不就是「閉戶」，我們分開講。他這處亦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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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道理。「為欲饒益趣最勝乘諸有情故」，即是說這本經只是適宜那些大根機

人。「唯大機能入」嘛。剛才那個又不能入，怕走不及，小機不能。（辛

二）、明持誦福圓。持誦福圓，懂得解。他說，「善現，若有於此法門，受、

持、讀、誦，究竟通利，及廣為他宣說開示，如理作意，及廣為他宣說開示，

如理作意，即為如來以其佛智悉知是人」，加一個 Comma（，）「即為如來以

其佛眼悉見是人，則為如來悉覺是人。」又「見」、又「聞」、又「覺」。印

度人說話是很累赘的，佛說話是很累赘的。他即是說一個人如果能夠這樣做，

我釋迦如來，我是知道的。我知道他怎樣？我知道他「如是有情，一切成就無

邊（量）福聚」。他說，「我知道的，我覺到的，覺到這些有情，一切一切這

種人，都成就到這麼無量多的福聚。」「福」即是一種福；「福聚」即是一堆

福。「皆當成就不可思議、不可稱量、無邊福聚。」這處不用解了。這段說明

持誦這本經，所得的福是很圓滿的。 

 

好了，下面。（辛一）、（辛二）合而等於（庚一）、示此法門唯大機

能入了。現在（庚二），第二段（庚二）、示持此法即荷擔菩提。「示」即指

出；指出能夠誦持《金剛經》的，便是擔起菩提了。「菩提」即佛的最高智

慧。即是說他將來一定得大菩提。分兩小段，（辛一）、明大機持誦為荷菩

提。說明大乘根機，自然能夠持誦《般若經》，這種人能夠持誦，即是說他能

擔得起大菩提的果，即是說將來一定成佛。（辛二）、顯二乘凡夫不能聽受。

「顯」和「示」字是相同解釋，和「明」字是相同解釋。「顯」即指出。指出

什麼呢？「二乘」。「二乘」即聲聞乘、獨覺乘，即小乘的人。小乘的人分為

兩種，一種是聲聞乘，那些人是特別蠢的，要聽到佛說法的聲音，然後依教修

行悟道。第二種是獨覺，沒有佛出世，他自己單獨覺，這些不用靠佛的。這兩

種人稱為「二乘」。「二乘」雖然是小機，但他仍然會得涅槃的。凡夫則不

然，凡夫是指仍未入「二乘」的那種人；有些外道，或一些不是很信的那種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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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 

 

（辛二）指出這些凡夫是不能夠聽受的，聽而不受的。現在先說第一小

段，明大機持誦為荷菩提。「為」字即是，就是。那些大乘根機持誦這部經，

就是能夠；「荷」即擔起；擔起菩提。我們讀「如是一切有情，其肩荷擔如來

無上正等菩提。」他說「如是一切有情」，「如是」即這些；這些一切一切能

夠領略這本經的眾生；「有情」即眾生。他說這種眾生一定成佛。「其肩」，

他的肩膊；「荷擔」，「荷」即揹起，譬如我揹起一個袋在肩上謂之「荷」，

揹起謂之「荷」；「擔」，擔是要找一支竹，如擔水般，擔起它謂之「擔」。

「荷擔」如來所有的無上正等菩提，即是成佛。 

 

然後（辛二）、說明即「顯」，二乘和凡夫不能聽受的，即聽也不肯聽

的。「何以故？善現，如是法門，非諸下劣信解有情所能聽聞，非諸我見，非

諸有情見，非諸命者見，非諸士夫見，非諸補特伽羅見，非諸意生見，非諸摩

納婆見，非諸作者見，非諸受者見所能聽聞。」先來一句。為什麼呢？「善

現」，稱呼一聲善現長老。「如是法門」，即這種道理，這種法門。「非諸下

劣信解有情」，並非那些低級下劣的信徒，並非那些智慧低級的眾生，所能夠

聽聞而了解的，「所能聽聞」。即是說這個「下劣信解」是指什麼？指二乘的

人。下面那些，有我見，有情見那些凡夫，並非那些執有我見的凡夫；執有有

情見的。那些印度人稱那靈魂，有些稱靈魂為我；有些人稱靈魂為有情。這個

有情，作靈魂解。有些人稱靈魂為命者；有些人稱靈魂為士夫。為何稱靈魂為

士夫？不奇怪，那些道教徒修行的時候，修的時候覺得有一個「公仔」（娃

娃）在其身上，由頭頂走出來的，這個「公公」，他稱它為「公公」而已。名

為「士夫」。「士夫」即大丈夫，一個大丈夫從他裏面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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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不是講過我有一個世伯名招龍氏，他坐的時候，看見有一個月亮

在肚臍那處升上，裏面有一個「公仔」坐著，那個「公仔」是一個嬰孩，沒有

穿衣褲的坐著。他原來覺得那個是他自己，說是他的靈魂，飛出來到處走，到

處走。他說他的「公公」四處走的。就是這個，稱作「士夫」。鳩摩羅什，

【秦譯】譯作什麼？你看對照。「我見」，他照著譯。「非諸我見」，是不

是？「有情見」，他譯做什麼？沒有譯出？呀！他譯做「眾生見」。是不是？

看見不？「命者見」，他譯做什麼？找到嗎？「命者」，鳩摩羅什譯做什麼？

你看看，他譯做「壽者」。「士夫見」，他譯做什麼？譯做什麼？「人見」。

其餘的他並沒有（譯出），沒有了。為何沒有了？沒有的，佛經很巧合，可能

鳩摩羅什譯的那一本，是根據古代一點那本，因為他早百多年（譯的）。玄奘

法師譯的那一本，可能是後起的本，後起的，每每佛經是這樣。 

 

你不要以為六百卷《大般若經》，是真的佛在他的十六次演講，便講了

六百卷那麼多。那六百卷那麼多是那些後人「點點染染」，加加減減，加進了

很多內容。很多經都是這樣。很多經本來是很樸素的。但我們現在讀起來，就

如何？「一時釋迦牟尼佛，在頭頂放百千光明，照耀東方多少世界無量百千世

界，又照耀西方無量百千世界，又照耀南方、北方、上方、下方無量百千世

界。各千世界裏面所有如來，都派遣菩薩來到敬禮釋迦牟尼佛。當時釋迦佛說

法的時候，大地震動，六種震動，天雨寶花…。」只是這裏已經是幾頁了，只

是講這些內容已經是幾頁。 

 

你讀讀《華嚴經》，人人說《華嚴經》如何了不得。還有一個是我剛才

看那本雜誌，還有一個在說《華嚴經疏》。唉！他真是，這種人真是誇大到

極。《華嚴》你看起上來，佛根本沒有開口講話。《華嚴經》，佛沒有開口說

法的。幾十卷，三、四十卷之內，佛都沒有開口的。全部是各方放光明，放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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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光明，印度人如做詩般，如畫萬花筒那樣畫。那個佛在肚臍中現出一個佛，

那個佛有八萬四千毛孔，每個毛孔裏面放出一度光明。他肚臍中的佛。每一條

光明裏面，又有一個佛。每一個佛又有八萬四千毛孔，每一個毛孔裏面放出一

度光明。每一條光明，又一個佛。如是者重重無盡。於是影響到十方世界的菩

薩，人人見到光明這麼奇怪，便問他的佛了。「為何這般祥瑞呢？」佛便告訴

他：「娑婆世界有一名釋迦牟尼佛，他現在成佛，在菩提樹下成佛，所以放光

明。」於是菩薩便說：「我想去供養他，請佛用威力加持我，讓去供養釋迦牟

尼佛。」於是佛便答應了，「好的。」於是他便乘著佛的加持力，乘著光明，

剎那之間到達這裏，頂禮世尊，念一首偈，讚美釋迦牟尼佛。這個菩薩這樣

做，那個菩薩又那樣，那個菩薩又如此，弄至我們讀完了一大疊。就如小孩子

看萬花筒在轉動，又是不同，到底是在說什麼呢？一般的，解作「莫名其

妙」，四個字。但是人們跟著解，解成「那些光明一重一重地照耀，等於說這

個世界是重重無盡。」便解出很多東西。很多東西，是否佛經的意思呢？這確

是天曉得了，你要找釋迦牟尼佛來問了。而且本身《華嚴經》都不是佛所講

的，是毗盧遮那佛成佛，毗盧可能即是釋迦。到底《華嚴經》說了那麼多東

西，《金獅子章》講到如此玄妙，是不是真正的意思就是如此呢？你要找毗盧

遮那佛問問才行。後代的法師就是如此說的，是這麼玄妙的。有些學禪宗的人

說：「那些法師作出來的，那有這回事？」那位遠參，我的朋友，一乘法師，

他則不信這種說法的。他只信般若，只是信空的。「是那些人自己弄出來的，

沒有的。」這又很難說…。 

 

同學：「《楞嚴》呢？《楞嚴經》羅教授是不是（佛說）？」 

 

老師：「《楞嚴經》裏面講得很妙，很好的。但人們又說是沒有這本經的，印

度沒有這本經的。理由是什麼？人們說《楞嚴經》不是佛講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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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有很多個的，我舉四、五個給你們講，但你不要錄音。因為有

很多人… 

 

「士夫見」，「補特伽羅見」，「補特伽羅」亦是眾生，Pudgala。

Pudgala 即一世又一世轉輪的人。「意生」，有些人稱作靈魂，稱那個我為

「意生」。有些人稱我為「摩納婆」。「摩納婆」是什麼？青年人不稱呼它為

大丈夫的。有些人稱它為「作者」，它會作業的。有些人稱它為「受者」，它

會受果報的。他說，並非那個常常執著那些我見、人見等的這種人，所能夠聽

聞而了解的。還有，釋迦佛更加低貶了這種人。「此等若能受、持、讀、誦，

究竟通利，及廣為他宣說開示，如理作意，無有是處。」佛很歡喜講「無有是

處」。他說，此等人，這種那麼蠢的人，如果說這種人都能「受、持、讀、

誦，究竟通利」，對這本經能夠這樣，又能夠「廣為他宣說開示」，又能夠

「如理」去修觀，「作意」是指修止觀。「無有是處」，不會有這樣的事，

「無有是處」。以上為（庚二），說明能夠受持這本經，就一定能夠得大菩提

的。 

 

下面（庚三）、示此經在處皆可尊重。因為這樣，所以有些人又怎樣。

遇著煞氣，有些人就如中國人，會放一本《易經》擋煞。佛教徒則會放一本

《金剛經》來擋煞。何解？「此經在處」，這本經在那個地方；那些鬼神都要

尊重它的，不敢在那處「搞搞震」（亂來）的。是的，經是這樣（有這效力）

的。我有一個朋友，常常打功夫的，在廣州西關。因為他家在鄉村，他打功夫

打得不錯。他的師傅開了一間武館，在寶華路，寶華中藥，開了一間武館。他

的師傅留他在那裏，讓他當助教，幫助師傅教人打拳，讓他住在那裏，給他一

個住的地方。那間武館不知多猛鬼的，你晚上在那處睡，早上常常會在地上。

有時晚上睡在床上，醒來卻在床底下。自己莫名其妙的。有的。我在湖南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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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我太太都見過那種東西。那間武館，那又怎樣呢？他要看看那是什麼，於

是他不睡，真的見到有鬼，見到有一個影在兩頭走。他見到它在走，他調換了

他帄時睡的那張床，調至另一張床。 

 

他師傅安奉了一個關帝，打武館的必然安奉一個關帝的。他見到它出

現，卻不敢走近關帝像的，那個鬼繞過關帝像才走的。他看見它走近他的床來

找他，他怕了，它找不到，到處找怎辦？他趕緊走到關帝旁邊。在關帝旁邊，

那鬼始終不敢走近。那鬼是怕關帝的照片而已，關帝的照片都可以嚇走鬼的。

你說不信，他卻說得「似層層」（像是真的）。事實上呢，我告訴你們一件

事。我懂得那些「照水碗」「圓光術」，我懂的。找些小孩子來看，看我的房

子。有一次，我的大兒子，我大兒子愛好賭馬的，他去馬場，去得太早，不知

是否在看晨操或做什麼？看到跑馬地旁邊樹林中有些蝴蝶，大蝴蝶，很大的。

他走過去捉它，捉不到。都不知這是否鬼，或是蝴蝶精來的。之後他回來，大

概贏了錢回來。回來之後，總感到有點周身不妥，又病，又什麼，總之很多？

具體得問問我太太，我忘記了。那些人看一看，「你的兒子，這樣子，看看

吧。你照『圓光』看看有什麼邪物吧？他又看見晚上有人坐在他的床邊，照照

吧！」照了，找人去看了，看見一個尖嘴的女子，穿花班班的衣服像蝴蝶一

樣。他照到我的兒子在跑馬地，她跟著他進入，跟著他回來。他開門時，她貼

近他後面，跟著我兒子進來，不然她進不了屋。進來便走到我兒子房間居住，

晚上出來找東西吃等等，出來到「雪柜」（冰箱）找東西吃。我家裏安奉了一

個韋陀，她總是不敢走近韋陀，她走到韋陀那處便要繞路，繞開而走的。韋陀

前面三尺，她不敢走近，那樣奇怪的。同時，那陣子我有一隻黑色的狗，常常

無緣無故對著牆，對著角落在吠，帄時不會這樣的。 

 

同學：「狗能夠看見靈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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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它的眼肯定看見一些東西。」 

 

我看看到底它為何吠？原來狗兒看見她便吠，我讓那小孩子的圓光，我

便能看到。後來怎樣呢？我便問，問得最靈只要問觀音菩薩便可以，你問她，

她會回答你的。我念幾遍觀自在菩薩加持他，便請她現觀音菩薩的相，在圓光

裏面現出觀音菩薩的相。問她，「我有這麼一件事，如何處理好呢？」觀自在

菩薩現了一些字，是梵文字。梵文的字，後來請譯，改為中文。她說：「你隨

便找些東西來拜她，送她走，她要走了。你告訴她：『妳要走了。』便可

以。」我說：「好吧。」過一天我便如世俗般，拿些元寶、蠟燭、金銀等拜一

拜。念大悲咒，念些咒水在各個角落灑灑。拜的時候，我便說：「妳是什麼

鬼，請妳快走。如妳不走，明天我便炮制妳，對付妳。我懂得對付鬼，我有辦

法的，我會對付妳的。我現在先禮後兵，妳應要走了，現在金銀衣紙送妳走，

妳快快走吧。如果妳恐怕走不了，有什麼鬼神阻攔，妳說羅先生告訴妳，奉觀

音菩薩的命令讓妳通過的，這樣便可以，走吧。」這樣真的沒了事。就是這

樣，都不用佛像，有關公像在，鬼也怕的。這本經在處，那些鬼神都會…。 

 

「若地」，如果這個地；「方所」即那處，「方所」。「聞此經典」，

如果在這處有人講這本經典，有人在聽這本經典。「此地方所當為世間諸天及

人、阿素洛等之所供養」，這個地方，他講完之後，這個地方都應該是給天上

的天人與世間的人。「阿素洛」即阿修羅，天上的人，最壞脾氣的天人，阿修

羅，Asura；「等」，即天龍八部那些，等等。「之所供養」，他要供養這個地

方的。他對這個地方，不敢隨便糟遢這個地方。「禮敬右繞」，「敬禮」，向

這個地方敬禮，和向右繞。在印度人，見到尊長，會合掌走到前面向右繞，繞

三匝的。即如現在的念佛，如繞佛一樣——右繞。「如佛靈廟」，對這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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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對佛的靈廟一樣。「靈廟」是什麼？那些佛，那些菩薩死後，燒成的舍

利。做一個塔來供養那些舍利，這個地方稱為「靈廟」，又稱為 Caitya（梵

文），制底。即是說，那個地方有這本經的，鬼神都應該供養的。 

 

下面，示持此經能夠轉業障。實在不單止這本經能夠轉業障的。業有數

種，有一種業是不受報的，有一種業是一定受報的。那種業是不受報的呢？他

根本無知，他發了狂，你明白嗎？他發了狂，完全發狂，他走去殺人都會無

罪。他自己都無知，如小孩般無知的，他看見「花碌碌」的，不知那是一個生

命，他走去弄死它，這是無罪的。和你在走路時，一大堆蟻的在那裏，你根本

看不見，一腳踏下去，踏死一百數十隻蟻，這是無罪的，無知而作的。無知而

作的是不受報的，這種業是不受報的。這種稱為「非故思業」，「故」是故

意；「思」是思想；並非故意思想過而做的業。「業」即是 Behaviour，行為，

業即行為而已，不受報的。所以有很多人，佛教徒不明白，「他踏死了一隻螞

蟻，怎辦？他踏死了一些『曱甴』（蟑螂），我關柜桶，夾死了一隻『曱

甴』，怎辦？我怎受得了報？」這些不受報的，「非故思業」，並非故意想過

才做的。 

 

第二種是會受報的，一定受報的，稱為「故思業」，故意這樣做，想過

而下決定這樣做的，便會受報。這種受報，有輕重之分。真真正正考慮過我實

在非如此不可的，而且是惡意這樣做的，這種的報最重。又若果都是想過，又

有一種「故思」，想又想過不做不行。例如你是臣子，皇帝下命令要你殺人，

你不殺不行，你不殺他會殺你的，被迫去做的，這種又低一級，都受報，更加

受報，必然受報，但低一級。還有一種，又不是無知，只是「朦查查」（不清

不楚）如醉酒，不大清楚而做的，又低一點。受還是要受，但是很輕的，像發

了一場惡夢便會沒事的。這樣報便要看他輕重了，受報的業有兩種，一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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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是必定報的，時間一定是在今世報，很要緊的便今世受報；今年做來年便受

報，五逆十惡那些，很快受報的；輕一點的則來生受報；再輕一點的則第三世

受報。報是必定報的，時間則是決定受報定，那些一定是重的——「報定時亦

定」，這個是一種。第二種，稱為「報定時不定」。報是一定是受果報，但何

時受果報未定，看看你如何？如果你多作惡，便很快受報，即世也說不定。後

來懺悔了，改善了，今世不受報，來世（才受報）。如再生再來改善，則第三

世受報，推遲。如果有推遲，你便會有辦法，你知嗎？最怕是不能推遲，能推

遲的，你便有辦法——「報定時不定」。 

 

第三種，「報又不定，時也不定」的。不一定要受報，果報可能不受

的，例如是什麼？被迫不這樣做不行的，被迫的，他做了之後覺得很難過，那

些「報又不定，時又不定」，那種最輕的。即是三種，第一種、「報亦定，時

亦定」；第二種、「報定時不定」；第三種、「報和時都不定的」。要受報是

這三級。如果是「報定時亦定」那些，就減輕了，應該做豬、做狗的，減輕了

第二世做窮人；或是這一世多病痛等等，減輕它。「報定時不定」的那些，則

減至很輕了。如果「報亦不定，時亦不定」的，那些便會消除了，那些不報的

了。念什麼經都可以，不一定是《金剛經》，不過他現在講《金剛經》。明白

嗎？什麼經都可以，你念大悲咒、念阿彌陀佛、念觀音菩薩都可以。示持此經

能轉業障，這種業障礙你成佛的，所以稱為業障。「復次善現，若善男子或善

女人，於此經典受持、讀誦、究竟通利，及廣為他宣說開示，如理作意」，加

上一個 Comma（，）「若遭輕毀，極遭輕毀，所以者何？善現，是諸有情宿生

所造諸不淨業，應感惡趣；以現法中遭輕毀故，宿生所造諸不淨業，皆悉消

盡，當得無上正等（菩提）。」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