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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被人毀謗、被人輕視，還會被人輕視多一點、還會被人毀謗多一

點。何解？這本經豈不是不念比念的好？他說不是。「所以者何？」為何會這

樣呢？他說「善現，是諸有情」，「是」字作「此」字解，此諸有情，即這些

眾生。「宿生」即前世，前生所做所有不淨的業。他說如果那種業，是應該感

召到來生，應該要在「惡趣」。「惡趣」即是什麼？地獄、餓鬼、畜生三惡

道。他應該感召到生三惡道的。「以現法中遭輕毀故」，「以」即因為；因為

他念這本《金剛經》；「現法」即現世，佛經裏面「現法」兩個字即今世；在

今世他被人輕視，被人毀謗的原故，他便會如何？「宿生所造的（諸）不淨

業，皆悉消盡」，全部消除、消除了。他將來很快便當得無上菩提，很快成佛

的。所以那麼多人念《金剛經》，是因為佛講了這幾句話。好了，這一段，你

看看我的解釋。第一Ｏ四頁（新書第一六一頁）第一行。「此示能淨除業障

也」，這段經文指示這本經能夠除業障的。「如《雜集論》七說」，當時有一

本《雜集論》第七卷有這樣的話。「故思業有五種」，剛才什麼是「故思

業」，大致認識了。有五種「故思業」。「一者」，第一種，很輕的。「他所

敕教」，他人教你這樣做，「敕」即命令你這樣做。第一種、「他所教敕」。

這個「謂」字即英文的 That is，Namely。即是什麼？「自無欲樂」，自己不

是這樣想的。「因他強力之所教敕」，被迫，命令你一定要這樣做。即如共產

黨清算父母，一定要他清算父母，他不去不行。這種業是「他所敕教」的。

「二者、他所勸請」，沒有人迫他，但是勸他做，他聽他人的話去做。「謂自

無欲（樂）」，因為他人勸請，勉強也做吧，「勉強而作」。「三者」，第三

種、「無所了知」，他「烏林林」（糊裡糊塗）的，「無所了知」。「謂嬰

孩」，如小孩，小朋友。「一分畜生」，一部份畜生。就如狗隻，聽命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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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主人命令它咬，那它便咬了——狗。「一分」即一部份畜生之類，不知得

失的。這種人根本不知得失的，「隨欲而作」，它「烏林林」的，（狗）牙癢

便咬咬人。隨欲而作，便是這一種。第四、「根本執著」，這個是最差的，很

重的執著。執著什麼？貪，貪愛；瞋，嬲怒等。被這些煩惱纏蔽了他的心，明

知做了是不合理的，有罪的，他都要做。這種是很厲害的。「五者，顛倒分

別」，他不明白道理，顛倒道理。是以為非，非他以為是。「謂不識正理，愛

樂邪法」學了些什麼？等於現在的人，學那些三教九流的什麼？有些人想什

麼？ 本來佛家要放生，戒殺才合理的。有些人不是的。 

 

我認識廣州市有些，香港也有，有些名真空教的。它名為放花，你有

病，走至祖師前面，它的祖師是一面鏡，真空。你聽過不？有一面鏡，拜一面

鏡的，拜的時候不是叩頭的，對著鏡這樣的拜，有病會好（痊癒）的。其實你

好（痊癒）了，不是那塊鏡，它是甩手運動，是不是？必然好（痊癒）少少

病。拜的時候，要拜一百幾十下的，你朝朝拜一拜，晚晚拜一拜，這不就是朝

朝晚晚做一百幾十下甩手運動，那即是運動。再加以你有一種相信，你會好

（痊癒），精神治療，就這樣醫好。這個是真空教，是我們老羅做的。我是從

江西來的，我本來祖籍是江西人，過來廣東的。他又是江西老羅，跟我同鄉，

江西吉安的。我們大概幾百年前是一支的，我知道約一千年前在一起。姓羅的

所創，說拜法會得道，有一位神仙教他，設了一個真空教。它有它的咒，念幾

個字，中文來的，對著鏡子念。它有一本經名《真空經》，不通的，半通不

通。它會醫人的，醫人不用執藥，其實它有用藥的，但它說不是藥，其實那是

花，堆滿了花。你去拜它的真空祖師，拿些玫瑰花，很漂亮的花去拜。拜完之

後，它的拜稱為放花，放開那些花。找一個動物來代替你病，大病便劏一隻

豬，劏一隻羊；小病便劏一隻生雞，在那個真空面前稟神，「呢呢喃喃」一

輪，劏了那生雞。那些人說：「你的病，那隻山雞代替了你，你回去便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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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痊癒）了。」但你不要吃那山雞，他們大家一起聚餐，那班人一起聚餐，大

家在吃但你不要吃，你吃其他的。在那裏聚餐。有些很妙的，劏了一整隻豬，

幾十人在那處吃豬餐，野餐燒豬肉。這是什麼？顛倒執著，執著以為人的病，

可以找畜生來替代的，這便是顛倒，那些人顛倒了。「不識正理，愛樂邪

法」，我認識很多這些古靈精怪，無奇不有，那些宗教的事無奇不有。我曾經

寫過一篇文章，現在沒有了，稿也沒有了，是講他的真空教，特別地訪他的真

空教。大家因為老宗老羅，他跟我講了很多話，他以為我真的想入他的道，和

我講了很多話。那知我多謝一聲便離開。 

 

同學：「那個一貫道呢？有一個叫做一貫道的。」 

老師：「一貫道…」 

同學：「一貫道是拜彌勒的。」 

老師：「是的，他拜彌勒的。他說他的祖師是彌勒降生。」 

同學：「是不是又拜濟顛？是不是那個？」 

老師：「是的。他說他的祖先是彌勒下生。還有一個天德聖教，有一個姓蕭

的，蕭昌明做教主。那些人相信他是彌勒托世。蕭昌明那會是彌勒托

世？我見過這個人，不會是這樣的，彌勒那會托世成是這樣。他的太

太，人稱蕭師母，蕭昌明死了，那些人便奉師母為彌勒的太太。彌勒

那有太太呢？不過他有神通，日本人炸重慶，一個人介紹他，介紹蕭

昌明給陳誠。 

 

蔣介石經常在防空洞下辦事，日本人偵探偵得他在防空洞附近，經常炸

他的防空洞。有些人對陳誠講，陳誠轉對蔣介石講，這些東西寧信其有，莫信

其無。蕭昌明說有辦法修法令到日本人的炸彈炸不中的。那便給他一個地方讓

他修，無礙的。他如果是靈的，他離開的時候便封他一點錢讓他離開，無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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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樣蔣介石…。你不要以為，凡是大人物都信命，信這些東西的。他便

說：「好的。」讓他在那裏修法。他修法是修什麼的呢？你都可以修的，不過

他應該是沒有資格修的，他未經灌頂的。他修摩利支天法，摩利支天。有一個

摩利支天，是四大天王之一，其中有一個名摩利支天。摩利支天的法是怎樣修

的呢？會隱身的，人念摩利支，經常修摩利支天法，經常很虔誠地念。有兵

災，有賊，他在那裏過，那些人看不見他的，他會隱身，稱為摩利支天隱身

法。他便在那裏修摩利支天隱身法，總是讓日本人看不見的，飛到這處也看不

見防空洞所在的。真的團團圍著附近落彈，總是他的防空洞未曾有一個彈下

過，蕭昌明。現在有一些二十五個字的，他自己作的，什麼『忠、孝、仁、

慈，乜乜等』（註：「忠、恕、廉、明、德、正、義、信、忍、公、博、孝、

仁、慈、覺、節、儉、真、禮、和」廿字真言。）二十五個好字，儒家裏面，

『忠、孝、仁、愛等等』好的字，集合在一起用作咒。如果你醫病，他不用落

藥的，對著病人「呢呢喃喃」念著那二十多個好的字，真的很多病都給他醫

好。你去香港訪尋一下蕭昌明，他有很多，有幾萬信徒的。天德聖教，聽過

不？到處都有的，只是灣仔都有三間，我看見灣仔都有三間，很多信徒。他沒

有什麼教理的。沒有的，總是拜彌勒，念這幾個字，這二十五個字，你儘量照

著這二十五個字做人便可以。這是好的，二十五個字是『忠、孝、仁、愛』，

全部都是好的。他沒有什麼經典的。你念這二十五個字的時候，照著咒的指示

去做。這又是對的，你又不能說他不對。他說醫人也可以，這些是好『橋』

（主意）。在文化革命的時候，大陸的人拿著本《毛語錄》，《毛澤東語

錄》，便什麼病也能醫好。你跟著他念，有些人這樣講的，念《毛語錄》便什

麼事都能解決。」 

 

同學：「他又不解決一下他自己的毛病？」 

老師：「是的。他那能解決得了。不過有一件事則不可不知，關公的像也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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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了，毛澤東的照片卻可以解決。我給你講一件事，香港九龍有一條

界限街，大家都知道。界限街有一條火車橋的，那裏是花墟。火車橋

旁邊有一間聖德勒撒天主教學校。聖德勒撒天主教學校對面有間洋

樓，對面有兩間洋樓， 一塊是爛地，作為賣花的，年晚擺滿花的。爛

地側邊有一間洋樓，很舊的。那間洋樓，我以前有一個朋友名陳亦贊

住在那裏，說見到古靈精怪，有鬼的。其實那些不是鬼，是天主教那

些天使之類。他看見那些人飛過去聖德勒撒學校，會飛的，是女子。

這些必定是天主教的天使，什麼之類。那塊地方後來沒有人居住，住

了沒多久便走了，租金多便宜也沒有人肯入住，人們是知道的。結果

有一個賣花的，專門辦一些大陸的花回來賣的，他現在還在，專門賣

大陸花苗、樹苗的。他在那裏，晚上會被鬼『抬』了他落地，和他的

伙計。老闆和伙計都莫名其妙，又病又怎樣的沒法弄。人們說：『弄

一個關公像放在這裏吧。』他便買了一張關公之照片放那裏，都不

行。天主教的天使不會怕你關公的，是那些『羸』（弱）的鬼才怕關

公的，那些天主教的天使不怕你關公的。不怕又怎辦？關公都解決不

了，於是他發起怒來，『怎辦？不然我們要離開，我們花了不少本錢

訂定合約做的，我的店舖在此，要不然我們不做？』」 

 

同學：「放一個十字。」 

老師：「他又不是十字（架），他又不信十字，他拿了一個毛澤東的照片。他

有跟大陸做生意的，拿一個毛澤東的照片掛在那裏，加多一本《毛語

錄》。從此之後，便沒有了鬼怪。當毛澤東最紅的時候，鬼也怕了

他。後來毛澤東死了便不靈，後來不靈了。很巧的，毛澤東當時得

令，他的語錄放在那裏，真的鬼也怕了。到他死後便不靈，這世界又

真是。」好了，看看這裏。第五種，顛倒分別。「分別」即起了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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顛倒思想，即是說這種人不識正理，專學邪法和什麼放花那種事。你

知道嗎？印度以前有一個人，有一個名指鬘外道的，有沒有看過？有

沒有看過這裏？指鬘外道課本內有沒有？ 

 

有一個人，專門…，他要殺足多少個人，以為這樣便可以成道。他去殺人，每

殺一人，把其手指穿成一串珠，「鬘」即珠，如同佛珠，用人骨手指穿成的一

串珠。 

 

印度很多外道是這樣的，走去墳墓處，偷人家的墳內的人頭骨來做成一

粒粒，串成一串珠。他所殺的人，以手指骨穿成一串珠，那種外道。不知要三

千人，或三百人或多少人，只差一個便足夠，人們見到他便怕了。他碰到佛，

佛聽到他到處找人來殺，想找來剩下的一個。佛說：「不行，讓我來吧。」佛

便去了，見到指鬘外道來到佛前。那個指鬘外道見路窄窄，都不知多歡喜，

「這個正好。」便走過去，誰知怎也看不見佛。在前面的佛，誰知他走近一

點，卻像愈走愈遠，怎麼走也總是不能接近佛。轉而在後面跟著佛。跟著佛，

跟得一會卻又跟不上，為何這樣奇怪呢？於是佛便跟他說：「你不要這樣做，

這樣做是不對的。你看看你現在，你根本沒有辦法跟著我。你不要做這種錯誤

的事了，要覺。」和他講。大概時間已夠了，他便皈依了佛。他說：「人人都

仇視我的，如果我不殺人，我走出外會給人打死的。因為我殺人，那些人便會

怕我。如果我皈依了你不殺人，那些人便會報復我，怎辦？怕不怕呢？」佛便

說：「報復你，你是罪有應得。你跟我出家吧。」他便跟了釋迦佛出家。出了

家，出家人要抄化的，外出化食的。人人化食都拿了很多回來，他拿不到，還

給人打到周身頭腫面腫回來。人們報復他。「你現在做和尚，你以前殺了很多

人。」便打得了他受傷回來。他走去見佛，「我給人們打傷了，怎辦？」佛便

問：「你現在感覺如何？你有沒有還手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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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沒有。你告訴我是罪有應得的，我便回來了。」「是的，你這樣便

對。因為你殺了人，現在人家又打傷你，你說是不對嗎？你想想是否很對？」

「是的，是很對的。」「以後，那些人便不會再打你了。以後你對那些人還有

沒有仇恨？」「沒有。我殺了那麼多人，如果人人都有仇恨，那還了得。」佛

說：「是的，對的。」後來便再沒有事了，他以後外出，那些人便再沒有事

了。不是。那些人報告國王，「那個殺人不眨眼的那個外道，走了去釋迦牟尼

佛那處做和尚，你得看看如何處置他。」國王說：「好的，讓我來對付他。」

那個國王自己帶著軍隊，走了去釋迦牟尼那處，要去找那外道，要他把這個人

交出來，他殺了很多人。釋迦佛說：「如果一個人懺悔了後，他後悔了，醒覺

了，這個人會不會變成好人呢？如果以前他作惡，你要殺他，你便殺了一個惡

人，是很應該的。現在他變了一個好人，大王你殺一個好人，應不應該呢？你

回答我，應不應該？」「殺好人則不應該。」「他現在是一個好人，你要殺

他，他也不出手，由得你殺他，他自己知道罪有應得，他現在已改過自新。以

你大王原諒一個改過自新的人，讓他自新，看看他以後如何做再算吧，這不是

很好嗎？你意下如何？」大王：「是。你也說得對。我先由得他吧。」結果又

如何？那外道沒有問題了。 

 

小乘經說的，這件是真有其事的，不是大乘經那些人亂講的。課本裏面

有第三十的，你有沒有看過？你去看看吧。記住，曾文正公有一句話，曾國藩

有一句話，「此書不讀完，誓不讀它書。」這本經不讀完，發誓不讀另一本

經，先讀完這本經，第一它是最好，否則便成為一種習慣，事事都做不完便了

事。第二、不要做這件事而心卻跑去想另一件事。他便是這樣，「坐此山望那

山，一事無成。」當你坐在這個山，望著另外一個山，你這個人做事便一事無

成。記住。曾國藩之所以這麼成功，能夠帶領百萬軍隊，挽回清朝的一個貢

獻。記著，要麼不做，我看書一定要看完為止。我受曾國藩之影響很大。我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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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慢慢看，一定要看完它，所以我能記得這麼多東西。看回這裏… 

同學：「請問『鬘』是那一個『鬘』呢？」 

老師：「『鬘』是那些…。」 

老師：「拿一條繩，穿著花兒如檀香山的人般，夾在那處的謂之『鬘』。現在

那些女子用一粒、二粒的掛在那處，這種稱為『鬘』，是裝飾品，

『花鬘』。還有那些，那些受了八關齋戒的，不能穿戴花鬘的。八關

齋是什麼？八樣戒律，殺、盜、淫、妄、酒五個；你守八關齋不能做

的，這五個不可以。還有，不得眠高床；不得睡高床，坐高椅。要怎

樣？要低低的。享受高床軟枕是不可以的。不得戴花鬘；還有不得什

麼？我都忘了，八個戒律。不得塗香，是不是？不能搽香水。」 

老師：「你又受了（八關齋戒）？」 

同學：「不是，沒有那麼高級。」 

老師：「稱為八關齋，為何稱為關？『關』是指關閉，守這八個戒律是能夠關

閉罪惡的，稱為八關齋。你們受八關齋，有沒有清楚的告訴你這道

理？有沒有？沒有吧。唉！凡是一個人，當你和人簽一個合同，簽一

個約。你先要了解合同裏面，那個 Contract 讓你簽，大家做生意交

易，你一定要怎樣？第一個條件你要知道合同裏面是講什麼的，你不

能夠亂簽的。是不是？萬一合同都不是這樣寫的，你和他訂了租屋合

同，你是屋主你租給他人，訂合同。你不看合同內容，如果合同寫了

你一輩子都要租給他，你便要一輩子都要以兩塊錢一個月租給他，那

便「死症」了。你一定當你在簽合同之前，一定要看清楚合同寫什

麼？是不是？你受什麼齋戒，你一定先要知道。八關齋戒，你自己想

想能否守得到才做。你不能夠隨便簽約的，是不是？你力所不及，你

簽？你一個錢都沒有的，假使你簽約買一座樓，每個月要付一萬元

的，你怎做？不行的。一定要了解。有很多人，『你受吧，你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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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卻不告訴你，這樣查實是不對的。這即等於黑社會，裏面的規

條什麼都不知，發了誓然後才知道。是這樣的，你立了誓之後便知道

有什麼規章要守的，是黑社會才是這樣的。不過現在有很多種，那些

人出家，未出家之前，不准你看這個戒律，出了家才知，才教你。」 

同學：「如果你受五戒，都不清楚是如何受的。」 

老師：「這不就是。有些人受完五戒之後，猛飲酒，又有很多是經常劏雞殺

鴨。他又說受五戒，其實捨棄了戒。所以最重要是實質了解內容。」 

 

講回本文。總共有五種，看得明白嗎？「前三造業，輕故」。前面三

種。 

第一種、他人教你做，迫你做的；第二種、他人勸你做，你不得已順人情做

的；第三種、你無知而做的。很輕的，「未必定受苦果」的。你怎樣受果？你

掀掀這裏看看便知。「後二（造業）」，後面那兩種。「顛倒分別」，很凶狠

地做的，「重故」，很重的，「必受苦報」。「此後二業」，此後兩種業。

「造已應墮惡趣者」，如果做了之後，應該墮落地獄、餓鬼、畜生惡趣的。

「又能受持，讀誦此經，轉先重業」，把過去所做的重業，即那三種業，便會

「現世遭人輕毀」，在現世被人輕視，被人毀謗。這樣「其業並即消滅」。

「此據中庸受持者說」，以上的講法便對那些中間的，即不怎麼虔誠，亦不是

很懶散的，那些中容的受持者；「中庸」即 Middle。「若起增上心受持者」，

「增上」是什麼？「增上」是英文的 Strong，很強烈的心，很虔誠的心去受持

的。「罪頓消滅」，罪在這一世便會消滅，重罪也消滅。「亦非為人輕毀，轉

重令輕」，亦不需要被人輕視和毀謗，把重業轉輕，直接是會消滅的。如果那

些起增上心強烈的，便會這樣。所以一個人要懺悔，如果你很誠懇地懺悔，是

會消滅罪的。如果你是口簧，如唱歌般念，不知所謂的在念，你不如扭開收音

機，把它錄了音，待法師念時錄了音，那便扭開收音機，扭開錄音機。「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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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劣心受持」，即是可有可無，很下劣的，即不是很誠懇的。「未必罪滅

也」，則不一定滅了。一種解釋，前面那三種，如果你是誠懇懺悔，誠懇地念

經，便會滅罪的。又另外一個解法，「若時與報俱不定」。就如我剛才的解

法，報的時間不一定，報或不報也不一定的。「即總消滅」，這種罪，念這種

經，誠懇地念，這種罪會消滅的。如果「報定而時不定」，報是一定要報，何

時報是不知的。他便會如何？「轉之現世輕受也」，他應該是後世的，轉為今

世受，但他今世被人輕視，被人毀謗，這樣的消滅了這個罪。「又如是故，雖

少信受，其福多於（前）捨自身體也」，由於這個理由，所以念這本經，還勝

過捨身布施。為何這本經那麼厲害？你看看。「謂由聽聞、受持此經（的原）

故」， 「依（著這本經，）學（那些）無分別智」，即是能夠證真如的那種

根本智。「證（得）二空理，二空理即真如，（這樣便）二障都亡」。何謂二

障，記得嗎？是煩惱障、所知障都亡，這個時候便是真正的滅罪了。但是你們

拿多少東西布施，都不能夠二障都亡的。讀這本經能夠令你二障皆亡，所以最

勝。「又由愚癡故，分別惡業罪生」，又有一種人因為愚蠢，起種種惡的、邪

分別的罪。「若聞此經，得智慧故，斷除分別，即是罪從心生，還從心滅

也。」懂得解嗎？「由持此經當得真滅罪故，（所以）於現在中亦得轉（迴）

重輕受也。」原理是這樣的。 

 

下面我來一個問答，再進一步解釋。「問」，作為外人地問：「既造

（了）惡業，（便）理當受報」。「云何」，為什麼？為什麼「由受持（本

經）等」，「便能把重罪轉為輕」呢？ 或甚至於竟然不用受呢？何解？不合

理的，很多人提出這個問題的。答案是這樣：「由受持時」，留意這處，當你

受持這本經的時候，熏了一些新的善種子。你受持的時候，一路很虔誠地聽

聞，一路聽的時候，便熏了很多種子，善的種子進入我們的第八阿賴耶識裏

面。「及令本有善種（的）勢力增強」。熏進來的，不止是新的善種子有，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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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本來已有的善種子之勢力都強了。即是說善種子加強了，「種」字即解作種

子——「善種加強」。善的種子加強，即是惡業的種子之勢力減弱了，此強彼

弱。即如小孩子坐的搖搖板，此邊重了，那邊輕的便蹺起了，是不是？「惡業

減弱，報便（變）成輕」；極弱的，根本便起不了報。理由是這樣的。他不用

一種迷信的來解釋，不用「佛恕了你的罪」；「佛便給你福」。不用這些解

釋，完全是你的心之原理。 

 

好了，下面，講完（庚五）。（庚五）、示持此經能速證菩提。指出持

這個《金剛經》能夠快速證菩提。分兩小段，（辛一）、（辛二）。（辛

一）、舉自所得福，舉他過去自己所得之福作例。（辛二）、校他受持福，比

較把他過去所得之福，把他過去供養佛所得的福，來作比較他人受持《般若

經》所得的福，比較。（辛一）、舉自所得福。「何以故？善現，我憶過去於

無數劫復過無數」這兩句作何解？我回憶到，他在定中能夠回憶到，他有宿命

通。過去於無數那麼多劫之前，無數那麼多劫又再過無數那麼多劫，那個時

候。「於然燈如來、應、正等覺先復過先」，尚不止然燈佛的時候，是然燈如

來、應、正等覺之前， 「先」即是之前，又「過先」即又再前，前又再前，

那個時候，那段時間。「曾值八十四俱胝那庾多百千諸佛」，我曾經碰到八十

四兆，「那庾多」即億；八十四兆的億，那麼多的百千，那麼多的一百個千，

那麼多的佛。「我皆承事」，我每個佛都去供養他、承事他。「既承事已，皆

無違犯」，我供養、承事那些佛之後，我都沒有違背佛的教訓，又沒有犯過他

的戒律。我曾經這樣做過。 

 

下面，他校，比較。一Ｏ七頁（新書一六五頁）（辛二）、校他受持

（得）福。他說「善現，我於如是諸佛世尊，皆得承事」，他說，善現長老，

我對於這些，「如是」即這些諸佛，這些世尊，皆得承事。很好的機會。「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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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事已，皆無違犯」，這句不用解了。「若諸有情，後時後分後五百歲，正法

將滅時分轉時，於此經典受、持、讀、誦，究竟通利，及廣為他宣說開示，如

理作意」，如果這樣，這處不用解吧？「善現」，稱呼他一聲。「我先福聚，

於此福聚，百分計之所不能及」，我以前所得之福聚，比於這個福聚，和念這

本經的福聚比較，用百分作計，不止百倍，「所不能及」。理由是什麼？都是

什麼？它會令你消除業障，以後根本不會犯罪。「如是千分，若百千分，若俱

胝百千分，若俱胝那庾多百千分，若數分，若計分，若算分，若喻分，若鄔波

尼殺曇分亦不能及」，即大、大、大至這些。你看印度人說話，摩羅差說話，

多、多、多到，很冗贅重複的。 

 

「千分」即一千分。「百千分」即一百個一千分。「俱胝百千分」即一

億個百千分。「俱胝那庾多百千分」俱胝一億個，一兆那麼多個百千分。「若

數分」；「數分」，印度稱數字的名為「數分」。「若計分」亦都是一個數字

的名字，即現在的 Million，Billion，Trillion 那些，是個名字。「若算

分，若喻分」，這些都是名字。最高的數位名 Upaniṣadam-api，即「鄔波尼殺

曇分」，是最高的數位處，「亦不能及。」完全用誇大的筆調寫的。再讀（庚

六）、示成就威力得大妙果，指出這本經成就很大的威力，得到成佛的大果。

又分二，（辛一）、（辛二）。（辛一）、明勢力廣大聞或迷亂，讀這本經的

勢力很大，如果沒有智慧的人聽到，簡直是迷惑、狂亂。（辛二）、顯所得果

非思量境，「顯」即指出，所得的果不能用我們的思想來量度的。（辛一）、

明勢力廣大聞或迷亂。「善現，我若具說」，「具」字即完全，英文是

Completely，我如果完完全全地講。他說，我如果完完全全地講，講什麼？

「當於是時是善男子或善女人所生福聚」，「是」字作「此」字解，如果我完

全地講，這個善男子、善女人所得的福有多少呢？「乃至是善男子或善女人所

攝福聚」，乃至講及這個善男子或善女人所攝的那個福聚。「所生」者即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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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攝」者是以前的福所增加的，謂之「攝」。「有諸有情則便迷悶，心

或狂亂」，那些聽的人，根本是迷悶起來，令到他亂，簡直他不相信。不止不

相信，心還迷亂。懂得解嗎？你懂得嗎？（辛二）。你看看多快，你把握到要

點，便勢如破竹。懂得嗎？你懂得嗎？能不能給他人講？你要給他人解釋，很

大功德的，為他人說。如果有什麼要做功德的，你給他人解說，願這種功德迴

向給他，這便可以。如果有人拜壽、或是死人，叫你做功德，不用的。你念這

本經，念完之後，「我把念這本經的善緣迴向給他，希望令到他能夠怎樣。」

這便有效。時時都是這樣，人們說請那些人來打齋或什麼，不用的。我都是這

樣，試過，那些死屍、死人，又說要送什麼《陀羅經》，又怎樣念。我說不

用，給我七粒米。放七粒米在那處，我便立刻念一篇《心經》或是念一個…，

如果是七粒米，便念《光明真言》。念《光明真言》念七遍，然後撤到那條屍

便可以。《光明真言》，只有幾句，《光明真言》。「oṃ amogha vairocana 

mahāmudrā maṇipadma jvāla pravarttaya hūṃ」只有那麼多句，七遍很容易

念的。甚或不用，我有一個師父教我，一個密宗阿闍黎，馮達庵的。他說：

「那用呢？你這個念咒是要灌過頂才念的。有些人還未灌頂的，那用呢？讓他

念一篇《心經》，不用灌頂的。」念這篇《心經》，念完之後「我某某人很虔

誠地誦這本《心經》」，讓他念《心經》的時候，一面念，一面像是入觀地解

了。念完之後，「我現在很摯誠地念這篇《心經》，我願把我念《心經》所生

的功德，迴向給某某人。請觀自在菩薩為我作證。」這便會靈，不用的。什麼

死人，這個禮物比送幾個大花圈更好。是的，我經常這樣做的。 

 

同學：「譬如那人是天主教的，你替他念有沒有效呢？」 

老師：「同樣可以。我當他是大梵天王而已，那個耶和華。那個天主是大梵天

王而已， 耶穌不就是大梵天王派下來的人。是不是？如果真正是天

主，沒有這麼狹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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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我的意思是他腦裏面不接受你，你不得這樣。」 

老師：「天主一定會接受，不接受的是神父、凡夫不接受，他不當你是人，這

些不是人，便可以。我是這樣的，我橫衝直撞，去到天主教，和那些人一起，

有些死人做彌撤，我有我在念我的佛經。他又不會整我？我現在那麼老，還未

被他整過，是不是？還有，我坐在那裏，我住在那裏，鬼都怕了我。」 

同學：「天主教講博愛，這樣可不可以？」 

老師：「你別告訴人，不然那些人便會嬲你，那用告訴他？」（辛二）、顯所

得果非思量境。 

 

【（辛二）的大部份內容未有錄音】 

 

不可思議所感召的異熟。以上為這本經的前半部，這本經有兩個單元。第一個

單元講完了。兩個單元，下面將來講的，一一０頁（新書一六九頁）那處，

（乙二），第二周說，即這本經第二個單元。懂得解嗎？回去讀讀，你依著我

解答這二十七個疑問，一路讀下去，拿著這個法寶。如果有些什麼人需要打齋

的，一於不用，又可以省回一點錢。是不是？他請人來做七日功德，不及你念

一本經迴向給他，何樂而不為？如果那本經很長，要念一個多小時才念完，要

兩個小時才念完。《心經》吧，念兩周，我算你念一周都可以，我便是省回了

這些東西。 

 

同學：「…」 

老師：「你不用念那麼多的。」 

同學：「通常人們是念鳩摩羅什譯的。」 

老師：「是的，相同。」 

同學：「現在念二十分鐘便念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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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二十分鐘便念完。你按照我這個解法，來解得通，是相同。 

講學術你便用這一本，普通念則那一本易念。其實都不用，念一本《心經》便

足夠了。」 

同學：「教授，解不解這〈菩薩戒〉？」 

老師：「我來讀兩條你聽聽，第一條你懂得解嗎？」 

同學：「第一條你已經解了。」 

同學：「我借了給人。」 

同學：「…」（同學間談話） 

老師：「第一條是妒忌，「嫉」，是不是？我們回到第一條，你自己在頁頂寫

上一字。」一、「若諸菩薩為貪求利養恭敬自讚毀他」，讚美自己毀

謗他人，「是名第一他勝處法。」這個便是第一處罪惡所征服你的，

即是重罪，「他勝處法」即是重戒。「罪」，「罪」你不要說是罪

惡，譯做英文切忌譯做 Crime。Crime 是不是？不是的，Crime 就是法

律上的罪，這個罪是錯的。這個是什麼？這個是道德上的罪。道德上

的罪，英文叫做 Sin。Sin，道德上的罪，「罪」便是指這個了。第二

個重罪名為「慳」，慳錢的慳，罪的名字是「慳」。你看看，「若諸

菩薩現有資財，性慳財故，有苦有貧無依無怙正求財者來現在前，不

起哀憐而修惠捨，正求法者來現在前，性慳法故，雖現有法而不給

施，是名第二他勝處法。」 

 

「現有資財」，他現在擁有的；「資」者…，「資財」即錢財物資，物資財

富。「性慳財故」，因為他的品性慳吝，不捨得那些財物——「性慳財故」，

因為他不捨得財物之原故。他又會如何？這個是動機，「性慳財故」是動機。

要三個（條件）才構成犯罪的，第一要有動機；第二要有行為；第三要有一個

對象。這個是動機了——「性慳財故」。「有苦有貧」，遇著有個有痛苦的



16 

人；「有貧」，很窮的人。「無依無怙」，無依無靠的人。如果你對著一個富

人，一個有職業的，你便不會（因他）犯此戒的。全無依靠，他來到，「正求

財」，正正式式向你求施捨財物給他。「來現在前」，他走到來找著你，「來

現在前」，在你面前。如果你是一個菩薩，應該施捨一些財物給他。但是你

「不起哀憐」，這個是行為，你不肯生起同情心。「哀憐」即是同情心，你不

生起同情心。「而修惠捨」，你不生起同情心，來施捨一些財物給他。如果這

樣呢，具備了。「正求財者來現在前」，這是對象；「不起哀憐而修惠捨」，

你完全沒有同情心，不施捨給他，這便是行為。三個（條件）具備了，成為一

種什麼？Sin，罪。 

 

又或者，「正求法者」，「法」即佛法，人們不懂佛法，走來要你給他

解說。你記著，所以叫你給他人解說，「不認識，請你給我解說。」你便要這

一條。要正正式式來向你求法的，但如果是輕挑、開玩笑那些，你不要跟他

講。「正求法者」。「來現在前」，走到你面前。你呢？「性慳法故」，這個

便是動機了，自己認識，卻不想他人認識，有很多人是這樣的。「雖（現）有

法而不給施」，雖然你懂得現前有這種佛法、知識。這個「法」即是佛法的知

識。「而不給施」，而你不施捨給人、給人解說。這個又是什麼？這個是行

為，「不給施」。三者具備，便犯了這條重戒。「是名第二他勝處法」，這是

第二條重罪。「他勝」，「他」是指罪惡，即是被罪惡所戰勝你的法。來到這

裏，已經懂得兩條了。你看看，先讀完第三條。「若諸菩薩長養如是種類忿

纏，由是因緣，不為發起麤言便息，由忿蔽故，加以手足塊石刀杖捶打傷害損

惱有情，內懷猛利忿恨意樂（忿恨的意樂），有所違犯，他來諫謝，不受不

忍，不捨怨結，是名第三他勝處法。」這個是第三條，由於嬲怒的。「若諸菩

薩」，如果一個菩薩。「長養如是種類忿纏」，「長養」即平時習慣了「長

養」，培養了這樣的性格。「如是」即這種；「如是種類」即這類。「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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纏」，「忿」即嬲怒，「纏」即煩惱；嬲怒的時候，嬲怒的煩惱。經常培養那

些煩惱。因為他平時培養嬲怒的煩惱。「由是因緣」，由於他培養這些煩惱的

原故。「不為發起麤言便息」，當他對付人的時候，經常用粗言惡語來罵人。

有些還猶自可，「便息」即停止，罵完便停止。不止如此，「由忿蔽故」，由

於他經常嬲怒的煩惱遮蔽了心。這個是動機，「由忿蔽故」。 

 

「加以手足塊石」，除了罵人之外，再加上動手，用手用腳，手打腳

踢，用刀斬人，「杖」即棍，用棍打人，用手、用足、用刀、用棍來捶打眾

生、捶打他人。打到傷害他人，令到他人損害，「損惱有情」。當他打人的時

候，「內懷猛利忿恨意樂」，他的內心…。「捶打傷害」是行為。「內懷猛利

忿恨意樂」，「意樂」即意志，英文為 Will，這個便是動機了。「有所違

犯」，結果他對付人，有行為，有對象，有所違犯了。犯了之後呢？這個是重

罪。如果「他來諫謝」，有人勸你，當你打人的時候，有人勸你不要打，

「諫」你，你卻不聽。「他來諫謝」，那個人真是不對的，應打的，你打人之

後他向你道歉，你便要接受。你打完人之後，他知道錯了，向你道歉，你也不

接受。「謝」你，你「不受不忍」，他來諫你，你不接受；他來謝你，道歉，

你又不忍，「忍」即忍受。「不捨怨結」，和人好像是有仇的，「怨結」。如

果你這樣。這條很少的，一般人亦會有很多的，佛教徒是很少有的。要什麼？

真正打人，是不是？發脾氣、打人。如果他人勸你不打，你立刻停手，亦都會

沒事的。或是你已經打了人，你做了罪惡，這個人是應打的，他向你道歉了，

你即刻要接受，即等於當作他沒做過此事一樣，原諒他。你又不能夠這樣而犯

這條戒。這個是第三條重罪，名為「瞋」。三條罪：第一條是「嫉」即妒忌；

第二條是「慳」；第三條是「瞋」。講了三條，是不是？和你看看下面，不要

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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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看這裏。沒有書的，你可以先走。」 

同學：「我剛剛借了給人。」 

老師：「你看看，『菩薩淨律儀，重四輕卌三』。菩薩清淨的戒律，重的有四

條，輕的四十三條，總共四十七條。如果那本《梵網經》，是五十

條，增加。現在先講四條重罪，『云四重罪者，謂嫉…』。」 

同學：「《梵網經》十重四十八輕。」 

老師：「十重四十八輕，五十八條。是不是？超過五十八，不就是五十八，

《梵網經》。《梵網經》，《楞嚴經》又有，現在日本人，「言四重

罪者」。《梵網經》是中國才有的，外國沒有，西藏沒有。西藏的喇

嘛不信《梵網經》，他用這個（《瑜伽菩薩戒》）。『云四重罪

者』，『云』即所謂，所謂四種重罪，那四種呢？第一條我們名之為

『嫉』，妒忌。」 

同學：「是不是貪？」 

老師：「『嫉』即妒忌，那會是貪？『嫉』是由於貪而引起妒忌。貪是原因，

引起妒忌。只是貪不算，難道一點貪也不行嗎？但貪會引到嫉妒人，

讚你自己。記住，三個條件具備，第一、要有動機，有煩惱； 第二、

要有行為，實際行為，想一下不算的；第三、有一個接受你行為的

人，三個具備構成 Sin，罪惡，是這樣的。不是這樣，沒有動機也不

行？行街踏死了一隻蟻，我都沒有動機踏死它，與我何關？是不是？

有很多人偏要找這個問題問你的，是不是？你們得準備回答人們這些

問題。你問向李曼瓊那些，答這個問題答了很多。我，你問我這個問

題，我會『噴』你的，『你怎麼沒有讀書嗎？』『我時常會這樣

的。』『那麼多書在這處，你不讀讀？讀了你便知道。』我有些時脾

氣不好，是會這樣的。『怎麼你這樣不好脾氣？』我助他消業，罵了

他，現生讓他被人輕視一下，是不是？有些人你不罵他怎行？罵他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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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來。不來罷了，那便來世吧。我是這樣的。」第一是「嫉」，貪；

第二是「慳」；今日講的是第一條，是不是？第三、「瞋」，嬲怒，

打人的。第四條是「癡」，還未講。還有五分鐘，多講四句。好了，

我們再看下面這個表。誰有？只得你一個人有。…同學們私語…看看

這個表，《瑜伽菩薩戒》，看到嗎？ 

同學：「我這裏不夠靚，要分開兩邊。那張紙太長，我（把它）分開兩邊。」 

老師： 「你兩面，兩面不也是一樣，切了它出來貼上。」有重戒有輕戒，四

重戒，看到嗎？四十三條輕戒。四重戒，第一條、「自讚毀他」，是

不是？第二條、「慳不惠施戒」。「慳」是有財物，有法都不施與他

人。第三條、「瞋不受悔戒」。嬲怒，他人向你道歉，甚至到…，你

都不接受，不接受的。他人諫你，你不接受。所以關於這一條的解

釋，有些解釋得很嚴重。「你打人便犯了這條戒，不能打人的。」亦

有人說不是，「你對照這個表則不是。你打人的時候，他人勸你停手

你不聽，才是犯了這條戒。如果你打人的時候，他人勸你，你停手，

便沒有犯。」這個是一個很寬的解釋。 

同學：「打人，有時候也有是善的。」 

老師：「這也是，所以它的罪是用後一部份的解釋。不過這一個重罪，你犯便

不用研究了。下面的四十三條輕罪，可分為三級。第四條，我還未

講。所謂《瑜伽菩薩戒》，你已經了解三條。了解四條，四條重戒，

你都明的。還是留待日後，不要太多。」 

同學：「羅教授，現在記得，稍後不記得。」 

老師：「『嫉、慳、瞋、癡』，這個是《菩薩戒本》，每個月初一、十五，是

用來誦戒，那些是布薩誦戒的。那個偈都不知是誰做的，有人說是翻

譯過來的，那首偈是印度的月官菩薩，月官法師做的。那首偈很好，

是《菩薩戒攝頌》，五個字一句，給人有空時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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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如果只是念這些偈便行？即是初一，十五…」 

老師：「初一、十五…，現在有些人…」 

同學：「半月誦戒只要念誦偈便可以。」 

老師：「念誦偈也可以。如果你有空時，便誦整個戒本；如果沒有時間，誦偈

也可以。如《金剛經》，有空時，便整本地念；沒有時間，只念『一

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四句。這個很好的，這個菩薩戒。」 

同學：「羅教授，那位準提菩薩，是不是觀世音菩薩化身？」 

老師：「釋迦化身嘛。」 

同學：「吓？釋迦佛…」 

老師：「根本…」 

同學：「準提佛母。」 

老師：「準提佛母沒有。凡釋迦和觀音的化身，凡是我們在娑婆世界修行的，

都和釋迦有關。我給你講講這事，反正也是，我多講五分鐘告訴你。

譬如你說：『我念阿彌陀佛的咒。』只有阿彌陀佛是不是呢？其實不

是。問題是這樣，你宿生和那一個佛菩薩有緣？你今世便有機會受這

個菩薩、這個佛或這個佛母的灌頂，你便會誦持他的戒。譬如你剛剛

受了準提菩薩戒，即是說你宿生一定和準提有緣。 而準提菩薩是觀世

音菩薩所變的化身，即是說你又和觀世音菩薩有緣，兩重緣。你要知

道，這個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是教主，凡一切佛菩薩的法，在這個

娑婆世界裏面弘揚，凡一切佛菩薩在這個世界裏面所現的身，都是釋

迦牟尼佛有份變的。」 

同學：「因為法是釋迦牟尼所說的？」 

老師：「是的，都是由他介紹出來的。即是說如果你只是和準提菩薩有緣，你

一定是和釋迦牟尼也是有緣的。所以你所拜的準提菩薩，你所念的準

提菩薩，是釋迦和準提兩個共同變的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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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假如有一個人修，譬如他又修淨土念佛法門，…」 

老師：「沒有關係的。」 

同學：「那他又可不可以也修準提呢？」 

老師：「可以的。如果你又修淨土法門，即是說你和阿彌陀佛又有緣。即是說

你所念的準提，是三個尊變的，釋迦、阿彌陀、觀世音三個共變的準

提。當你念阿彌陀佛的時候，阿彌陀佛是三個共變的阿彌陀佛。是準

提、釋迦、觀音、 

阿彌陀佛四個共變的阿彌陀佛。如果我和準提無緣，我所念的準提（阿彌陀

佛），就只得三個。你是和準提有緣的，你所念的準提（阿彌陀

佛），便有四個。如果你也和藥師佛有緣，你所念的阿彌陀佛，五

個。藥佛也有份變的。他這個道理是這樣的，共變。不要緊，是不

是？」 

同學：「是否專門一點比較好？專一點…」 

老師： 「專門一點比較好是因為你的根性關係，太廣泛你會麻煩，便不如集

中吧。你集中的好。你和其他的如是有緣，你集中的時候，也是那麼

多計算。」 

同學：「即不是『著數』（有好處）點。」 

老師：「不是『著數』（有好處）點。便利一點。」 

同學：「即是條條大路通羅馬。」 

老師：「是的，便利一點。」 

同學：「教授，我想問問，這個韋陀是我昨天看到的，它（的杵）又不是豎直

的或橫放的，是斜了的。是何解呢？」 

同學：「這本書是你們出版的，三輪的。」 

老師：「不是我們出版的，是我們那個佛學班學生的那個會。」 

同學：「和我們入佛堂之前，寺門有一個胖子，很好笑容，和四大金剛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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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 

老師：「這個豎直的拿著，即表示他並沒有寺門的財產，豎直的表示他要想辦

法的。那個豎直的，即表示他要想辦法，要為這個寺門想辦法。這樣

平臥著的即表示不用想辦法，他有很多錢財的。這個則沒有表示的，

這個沒有表示的。你又問那四大金剛，是不是？ 四大金剛是須彌山，

山腰處東南西北四面有四個國土。每一個國土有一個天王在，四個國

土便有四個天王。釋迦牟尼佛成佛的時候，他來到敬禮，他來做護

法。所以寺門便找四大天王做護法神，找四大天王來看守門口了。就

是這樣的，沒有什麼特別的。」 

同學：「四大天王也是菩薩化身的，是不是？」 

老師：「你也是菩薩，你受了菩薩戒，你也叫做菩薩，四大天王我看則不是。 

是那些什麼？他本身是什麼？四大天王這些是資糧位菩薩而已，資糧位或是加

行位的菩薩，未見道的菩薩。」 

同學：「和觀音菩薩是一樣的？」 

老師：「和帝釋菩薩，都是未見道，未成佛的。觀音菩薩應該是成了佛再回

來，那些稱為法身菩薩。」 

同學：「入門口的那個笑口佛呢？」 

老師：「以前，我記不起是宋朝末年或元朝之間，有一個和尚，常常背著一個

布袋的。你打他，他又不吭聲，一味笑嘻嘻的。又有些少神通的，人

人都說他是彌勒菩薩的化身。漸漸地人們…。後來他不知所蹤，人們

畫了他的像，做了他的像來拜，視他為彌勒菩薩來拜。所以凡是彌勒

菩薩像便做了一個大肚佛，做了一個大肚的布袋和尚。如果是密宗修

彌勒法，便不拜那個的。布袋和尚是布袋和尚，你怎能以他為彌勒佛

呢？不對的。我們拜彌勒的，我是受彌勒宗皈依的嘛，都不拜那個

的，我只拜這個的，是拜這個彌勒，這個兜率內院天王身的彌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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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那個修顯密圓通法，是否屬於密宗的？顯密圓通。」 

老師：「顯密圓通即是懂得多少，懂得多少顯教，懂得多少密宗的人做的。」 

同學：「不是完全是密宗的，亦都不需要加持那些？」 

老師：「不是，不是，不是。根本密宗裏面，真正深奧的道理，他還未摸到

的。有本《顯密圓通成佛心要集》嘛。如果你想要了解密宗，有一本

書。東密是很容易了解的，只要你買一些東密的書，你買一本《密宗

綱要》。在日本，台灣也有得賣。你買一本《密宗綱要》看看便懂。

東密很多道理是講不通的。」 

同學：「不過你說看密宗關係不需要，不過如果你又不懂得持它的咒…。」 

老師：「不是，密宗，不是需要懂密的，密宗的法才是騙人的。」 

同學：「要灌頂又要…。」 

老師：「是要灌頂。」 

同學：「如果你想持咒，有靈感的，如何…？」 

老師：「那你便去灌頂吧，找些喇嘛跟你灌，找些上師和你灌，時時都有

的。」 

同學：「如果找些喇嘛來和你了灌頂之後，是否作為本身是修了那個密宗的？

是否作為修他的那個密宗？」 

老師：「那些喇嘛能夠和你灌頂，他一定是有資格教你這個法的。他教你這個

法的時候，你便受他灌頂。你受他灌頂之後，經過這個儀式之後，你

便可以念這個法了。譬如你想念準提，你便受這個準提的灌頂。受了

灌頂，便個咒結個印，來到念。如果沒有呢？則有兩個辦法。一個辦

法，有一條名「大輪明王咒」的。這個大輪明王是彌勒菩薩的化身，

先念幾遍，三遍或七遍「大輪明王咒」。然後，念他這個咒，什麼咒

你都可以念。「大輪明王咒」…。 

同學：「『大輪明王咒』是不是很難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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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很容易念的。」 

同學：「有多少句？」 

老師：「我又念不到，你要找藏經裏面才有這個咒。念幾遍『大輪明王咒』之

後，即是說彌勒菩薩臨時替你灌頂，你念，什麼咒都可以念了。『大

輪明王咒』。」 

同學：「是否表示我是在修這個宗？」 

老師：「不是，不是，不是。那些什麼宗什麼宗，是那些人硬是自己劃牆，自

己劃線而已。」 

同學：「即是沒有劃定的。」 

同學：「教授，上一日你說佛經沒有『花』字的，我昨天看這本書，這裏有一

個『花』字，《妙法蓮花經》。」 

老師：「啊！他烏龍寫的，他怕你不認識這個字，才改寫這個字。真正的《妙

法蓮華經》，它寫的是『華』字，不寫這個『花』字。」 

同學：「聽你說是沒有這個『花』字的。」 

老師：「沒有，是寫作『華』字的，他是為了通俗。這個吳一正的書，你不要

看。這個邪分別。記住，吳一正的，掉了它。吳一正、盧勝彥、林雲

三個人的書，記得掉了它。」 

同學：「那些佛經，有些人取也好、買也好，『堆堆疊疊』。我昨天在家中想

了一輪，有時不是想『堆堆疊疊』，因為何解？看不通。就像現在，

你現在不解那本，剛才講那本《菩薩戒》，如你不解說，我拿回去也

沒有用。現在你解了，我們當然明白。你便一段…」 

老師：「所以便叫他不要印那麼多。」 

同學：「我認為佛經都要想一種辦法，要令到人們取回去，能夠自己看得通

的， 看得通，他才有心思討論。如果不是，他就算不掉棄了，都是放

在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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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好的，這事最好是這樣，但是你要我寫得通俗，…」 

同學：「你看不通，沒有興趣看的，便不要拿回去。」 

老師：「問題是這樣，有益的。但你要找人寫，寫那人自己都不是很了解，他

便害死人。」 

同學：「我昨天看的，有一本名《白話解釋》的，我也看不懂，你一會兒拿來

看看。是佛經…」 

老師：「那個《白話解釋》根本他就是把很多字改為『的的麼麼』，他自己都

不懂得解的。我看見有一些用白話解《金剛經》，解的那人自己都不

懂得解《金剛經》。」 

同學：「有時候你解經，你要那人完全會意才可解。不講…」 

老師：「最好是這樣…」 

同學：「譬如你替人翻譯，你都要完全會意才可以。」 

老師：「最好是他人那些會講的，佛經一定要如醫生一樣，他專門是那樣東西

的專家，你便去聽他講，去那個專家處看。就不要亂找跌打醫生，不

要亂找那些奇難雜症的醫生。所以你要找那些專門的學者能夠講的，

你去聽。如果你說：『我怎麼知道？』這樣得你自己查訪了。就是這

樣，沒有辦法了。這即是說他的福氣不夠有什麼辦法呢？沒有辦法。

他的福氣不夠，佛也無可奈何。你聽我這樣講，你有多少人聽？我解

的時候，不足五個懂的，是不是？那些人以為很淺，我的文字程度那

麼好，我回去自己看。你便自己看吧，你看不到的。看不到那又如

何？有什麼如何？只可以說他的福不夠，有什麼辦法？你又不來聽，

是不是？那我錄音吧。根本你只聽錄音，你已經是很不尊重這個宗

教，你應該很虔誠地來聽。」 

同學：「我現在錄音是很尊重的，回去自己再聽的。」 

老師：「你自己…。如果有人說，我聽完錄音，沒有用的，我知道他還是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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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的。他不到來聽過，只聽錄音，他不明白的，白費勁，浪費了錄

音帶。他來聽了之後，回去重復溫習，看看便會明白。」 

同學：「有時你說選擇那些講話，我們容易聽懂的法師或教授來聽，有時候都

是很難找的。不要說這裏（多倫多），這裏固然難找。在香港亦都很

難。」 

老師：「香港有很多的。」 

同學：「是的，我在香港都住了五十年有多，都聽了不少時間。不過都不是好

的。」 

同學：「你聽了五十年經？」 

同學：「聽了三十多年經。」 

同學：「你是老前輩了。」 

同學：「黃智海好不好？」 

老師：「黃智海，我不知他是什麼人？《阿彌陀經》那用解。」 

同學：「他那處有白話嘛。」 

老師：「這些那用白話，它差不多已是白話了，不用的。如果《阿彌陀經》裏

面講內容、道理，那本《西方要訣》解釋得最通透，講義理便是《西

方要訣》。那本《阿彌陀經》根本不用他解，你加幾個『的的麼麼』

有什麼用？」 

同學：「羅教授，『瑜伽』兩個字有沒有什麼解釋的？」 

老師： 「『瑜伽』梵文是 Yoga ，英文譯做 Yoga 。Yoga 即相應，相應即

Corresponding，相應。何謂相應？」 

同學：「有感、有應。」 

老師：「你走去空地那間大屋裏面，叫一聲『亞勝』，那邊便『亞勝』地回

應，謂之相應。東面有聲，西面相應，此謂之相應。如何相應呢？一

個修行的人，最重要是潛心靜坐。在潛心靜坐裏面，把我們的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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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集中，英 Concentrate，集中精神。集中精神在做什麼？

Meditate，Meditation，集中精神在思惟、想。把我的心和真理相

應，把宇宙間之真理和心相應。聽得明白嗎？這謂之 Yoga。」 

同學：「就算那種運動的 Yoga 是否也是…？」 

老師：「Yoga，本來真正的 Yoga 是靜坐，修禪定。但是修禪定的人，便會氣

脈很流暢的。單是這樣不足夠，於是，坐是靜的功，他加上一種動的

功。學 Yoga 的時候，坐的時候，最重要是調和我們的呼吸。於是他便

除了靜功，還有動功，加上呼吸。加上呼吸例如，你吸氣，手放在這

裏，心在想著，我的氣入，吸氣，充滿整個身體，稍停。我呼氣。氣

入我知道它入，氣出我知道它出，我的精神集中在我的身體裏面，不

散亂的。這又稱為 Yoga ，稱為相應。這種 Yoga 是動的 Yoga，便會令

你的身體。第一、會令你的身體沒有病；第二、令你的身體能長久支

持；第三、會長壽。即是氣功而已，瑜伽即是氣功而已。印度的氣功

不會輸給中國的。是不是？即是說氣功本來亦屬瑜伽的一種，是比較

低級點的瑜伽，最高的瑜伽便是靜坐。所以瑜伽…。還有一些是用念

咒來瑜伽的，怎樣的呢？譬如我現在想著準提，念準提咒。我想，前

面那個準提有三隻眼，很多隻手，他放光明照著我，我想了他之後，

便念著他的咒，結著他的印，念他的咒。然後又表示我的心和準提菩

薩一致，Corresponding，相應了。我一味念準提的咒，念幾遍大咒，

二十四個字的。再念幾遍之後，便念他的心咒。 

同學：「什麼是念大咒？」 

老師：「『Namaḥ saptānāṃ samyak-saṃbuddha koṭῑnāṃ tadyathā Oṃ cale 

cule Cundhe svāhā』（南無 颯哆喃 三藐三菩陀 俱胝喃 怛姪他 唵 

折隸 主隸 準提 娑婆訶），這個便是大咒，全的咒，Complete。其餘

最後那句稱為心咒，最尾那句是心咒，『唵 折隸 主隸，準提 娑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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訶』，『Oṃ cale cule Cundhe svāhā』，便是心咒。念幾遍大咒之

後，拿那串珠。我看看我有沒有珠在這裏？拿起串珠…。」 

同學：「我給你一串。」 

同學：「有了，有。」 

同學：「念多少遍？」 

老師：「普通的念七遍或二十一遍。我是很懶的，我只念三遍大咒。現在日本

人很多都是念三遍大咒。念三遍大咒。就是這樣，普通是這樣，捲起

衣袖。念一句心咒『Oṃ cale cule cundhe svāhā』，一粒，這隻手這

樣移一粒，那隻手又那樣移一粒，這樣的念。有些是『Oṃ cale cule 

cundhe svāhā』，『Oṃ cale cule cundhe svāhā』，『Oṃ cale cule 

cundhe svāhā』。一路念，念到這裏，又放開。習慣了，你拿著念都

可以。我就是這樣的拿著，有些時在車上我都不拿，數數手指便可

以。」 

同學：「我想你從大咒開始念？」 

老師：「我曾經念過給你們聽。」 

同學：「不是，我說的是大咒。」 

老師：「大咒不是以前念過給你們聽？」 

同學：「以前沒有念過，我今天才問你。」 

老師：「你念，念準提咒。我講你聽，你現在沒有灌頂，你便可以這樣念，放

大膽念，念至有人授準提灌頂的時候，你去補受灌頂便可以，這樣便

靈的。」 

同學：「請你現在教我念，我不懂。」 

老師：「可以。『Namaḥ saptānāṃ samyak-saṃbuddha koṭῑnāṃ tadyathā Oṃ 

cale cule Cundhe svāhā』，『Namaḥ saptānāṃ samyak-saṃbuddha 

koṭῑnāṃ tadyathā Oṃ cale cule Cundhe svāhā 』 ， 『 Nama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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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tānāṃ samyak-saṃbuddha koṭῑnāṃ tadyathā Oṃ cale cule 

Cundhe svāhā』。你念，念至有人授準提灌頂的時候，你去補受。 

 

      就如菩薩戒一樣，你不一定要去走去受戒，你在佛前自己受戒，但是受

到一日有一個真正受持菩薩戒的人，你再去補受。我認為是可以的。你受的時

候，想著彌勒菩薩在你面前。」 

同學：「如果我念這個咒的時候，我不用坐著來觀想都可以？」 

老師：「你要觀想呢，你便這樣。前面一片什麼也沒有，前面大海茫茫， 海

裏面有些蓮花的種子，即蓮藕，想像著它開出一個花苞在水面。在水面，那個

花苞一路路長大。兩條龍王，兩條龍，支撐著花莖，那個花苞漸漸地開。當它

開的時候，花上面有一個月輪，月光，是扁的，如一個西樵大餅。你們見過西

樵大餅不？那月光是扁的。扁的月光上面有字，那個是『后』字。『后』字，

這個字『后』，讀音『Boo』。這個『后』字是準提的記號，準提菩薩的種子

字，『后』字。上面一個『后』字。這即是什麼？這個蓮花，蓮花上面有一個

月輪，一個直立的『后』字豎立在那處，又有金色的。這個『后』字，一路放

光，在光裏面變為一個壺，一個瓶，一個如用鑽石七彩做的，或是金色的瓶，

Jar。如觀音菩薩拿著那個瓶，一個 Jar。那個瓶，你觀想它是金色的亦可，你

觀想它是鑽石七彩光的亦可，對著那個 Jar。剛才那個『后』字是準提菩薩的

（種子字），是密宗裏面佛菩薩，一定有一個種子字的。種子，種子字。由這

個種子字一變，變成『三昧耶』形。即是那個形是象徵他的，象徵瓶裏面有甘

露。這些甘露，死人吃了也會翻生的。甘露，你要這樣地想它才行。學密宗一

定要執它才行，又說不要執著？你明知道這個執是不應該的，但是我這個法門

是要執緊它的，這樣便不是執了。這樣的一個瓶，那個疊成一個瓶，瓶在放

光，照著整個宇宙，光線如太陽一樣。然後，由瓶變為一個準提菩薩。準提菩

薩，你們要多少隻手，多少隻腳。那個準提菩薩盤腿坐在那裏，是女子，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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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隻眼，拿著很多道具的。那些道具便得看你求什麼了，你想求智慧，便想著

特別著重那把劍。如果你想說法時多點人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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