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同學：「…報身佛和法身佛。」 

老師：「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的法身，真的阿彌陀佛永遠不死，是不是？這即

是你的真如自性，是不是？六祖說這即是你的自性而已但他由這個法

身佛顯現而成為什麼？顯現這個報身佛來度那些高級的菩薩。再入我

們這個塵世裏面，以這個化身佛釋迦牟尼，這個報身假佛，阿彌陀佛

是報身佛、假佛。譬如我們現在念阿彌陀佛，想生極樂世界是可以

的，那個極樂世界是見不到報身佛的，見到個化身佛，又是假佛。見

報身佛，又是假佛，見化身佛，又是假佛。唯有證真如，你在證真

如，體驗到個不生不滅的真如，這個便是真正的真佛了。聽得明白

嗎？」 

同學：「這即是四十八劫之後，尌不現報身佛。」 

老師：「是的，他死了。但四十八劫，何時得來？」 

同學：「佛經又說，有一個無量壽的。」 

老師：「無量是誇大講的，是無量。其他的佛也沒有四十八（劫）那麼長的，

他那麼長，便稱為無量。尌如一個人喝酒，說他的酒量是無量的大，

不是說他永遠不醉，不過是他喝得比人多而已。還有，他涅槃之後，

立刻觀音菩薩成佛繼承他，他又現菩薩，又再來。又在另一個世界，

或是他本身的世界，現一個菩薩。或許他來這裏也說不定，加拿大佛

也不定。」 

同學：「那些人如果是去西方極樂世界，四十八劫又會沒有了。」 

老師：「那些人未必有四十八劫那麼長壽的。」 

同學：「觀音菩薩教化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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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他聽完了…，新佛上場，頂禮他，又第二個吧。即是什麼什麼卸任

了，某某來做總理了。同樣是要做生意的。是不是？相同的，你是打

工仍然是在打工。不會是另一個總理來了，便全部掃清光的，不要

緊。而且將來輪替，你又會再來，必定有機會再來的，看是多長遠而

已。所以佛家的人生觀是很樂觀的。」這本講完了，給你們講幾條菩

薩戒。修行便是這些真修行，拿著木魚敲敲磐那些，那些也是修行，

不過是很表面化。真正入觀是《金剛經》那樣作如是觀，便是真的

修。外表表現的，便是《菩薩戒》。至於敲經喃嘸，這些是可有可無

的。不過不要常常這樣講，你常常這樣講，會影響他人的生意，明白

嗎？不要，無謂開罪人。即是這樣，如果連這些也沒有，佛法很容易

又危險，又會亡掉的。是有他們這些人拖著，然後便有一些人研究，

是不是？所以其功亦不可沒，是不是？所以不要，不要像現在一些新

學家，見到那些便掃（掉），不行。 

 

好了，我們讀了幾條。第一條，我們看看。第一條，「若諸菩薩」。第

一條是怎樣呢？如果求菩薩，他說你貪求名利，這個是動機。記住，三個條件

具備便是犯罪，即是犯戒，犯戒便有罪。這個罪不是法律上的罪，法律上的罪

叫做 Crime，是不是 Crime？道德上的罪叫做 Sin，是不是？是犯有這個 Sin。

那個菩薩…。三個條件具備，第一要有動機，不良的動機；第二是要有實際行

為；第三要有個對象讓你對付的。三個條件具備的，少一個也不犯的。你不要

常常怕犯了罪，不用怕。第一條，「貪求利養恭敬」——動機是貪心。第二，

實際的行為，「讚美自己，毀謗他人」，說他人不好——行為。第三，他人。

譬如自己給你「嫉」，這個「嫉」——對象。第二個，慳戒，那個菩薩

「慳」，「慳」是什麼？「慳」即如孚財奴般慳。「慳」是煩惱來的，「慳」

不是好東西來的。「性好慳吝」，這是個動機，不捨得。第二，第二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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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行為是不肯施捨。有財不肯施捨財；自己有知識，有法，不肯施捨法。對

象是什麼？一個「無依無怙」，無依無靠的人在他面前，求他施捨他不肯施

捨，這樣是有罪的。還有，有一個沒有知識的走來問你，你不答他，你有罪。

無人問你，你不用理他，亦不算犯罪。第三條呢？第三條的動機是什麼？嬲

怒，常常「忟憎」（生氣）嬲怒，嬲怒至怎樣呢？只是嬲怒也有罪？沒有。由

嬲怒結果弄至怎樣？打架，拿刀拿棒來打架。拿刀拿棒來打架，這個是動機。

行為又如何？他人勸你不要。如果有人勸你，你接受，無罪。勸你，你不接

受，這個是行為。或是你打了人，這個該打的人向你認錯。當他認了錯，當他

道了歉的時候，你立刻要消滅了你的怒氣。如果你不消滅（怒氣），不肯原諒

人，你便犯了這個罪。他人，便是對象。三者具備，便犯戒了。三條重戒，還

有一條第四條重戒。 

 

第二頁，看這裏，「若諸菩薩謗菩薩藏，愛樂宣說開示建立像似正法，

於像似法或自信解，或隨他轉，是名第四他勝處法。」這個法，這個重罪是你

們最容易犯的。犯了這個重罪，你應成佛，都可以推遲一千幾百劫的。是的，

這個最容易犯的。「若諸菩薩」，如果有些菩薩。「謗菩薩藏」，「菩薩藏」

即大乘法，大乘經論。毀謗大乘經論。「愛樂宣說」，「愛樂」即英文的 

Like，「愛」即歡喜。歡喜什麼？「宣說」。「宣說」即給人們講解。「開

示」，人們不認識問他，他開示給人講。「開示」什麼？「建立」，他人不認

識的，層層次次很有系統地建立、向他人解釋。「建立」和「宣說」是差不多

的。「建立」即是詳細解釋；「宣說」即是尌這樣解釋。「開示」即他人不明

白問你，你給他人解答。應該是好事，但他卻不是。「像似正法」，「像似」

即似是而非的；似是而非的佛法。真正的佛法你不去講，又或你不能講得正確

清楚，常常講那些似是而非的佛法。現在最多這種人，給他人錯解佛經。你

說，我不認識也有罪。你不認識便去學，你又不肯學。很多人自以為識，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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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懂，不懂又不肯學。不肯學，你關起門也不會有罪。你去教人卻教錯了，

他人聽了你的更壞，不聽你的更好。這樣便害人不淺，這種人。「愛樂宣說開

示」那些「像似正法」。像似的正法，「正法」指佛法，似是而非的佛法。最

多這種人。現在解經的人和教人，不只是「五五波」（一半一半），五五已經

是（少算了），我恐怕是十分之八、九，害死人的。「於像似法」，「像似

法」有兩種，一種是什麼？假佛法；一種是什麼呢？是宣揚外道的。那些天主

教徒，基督教徒最多，你和他說，跟他去禮拜堂，你不去呢，他會在禮拜天一

早起來，拉著你去。又說你佛教是多壞的等等。將來他多少世也修不到佛法，

因為他常常犯這條戒。 

 

「於像似法」，對於那些似是而非的法。「或自信解」，或者你自己尋

求，「呀，這個對了。」自己相信而自己了解，以為是這樣。「或隨他轉」，

「轉」即走，「隨」即跟；或許是他人如此，他便跟著他人如此。或是自恃聰

明以為是這樣。「或自信解，或隨他轉」，某甲某乙說是這樣的，你便跟著他

一起走。如果你是這樣…。第一是什麼？「毀謗菩薩藏」，「毀謗」者起一個

嬲怒，說這些是不對的。「愛樂」，愛樂一些「唔等駛」（無關痛癢）的東

西。這兩個是動機。不滿意大乘，歡喜那些似是而非的東西，這個是動機。第

二是什麼？「宣說開示」些假東西給他人——行為。第三、那個聽你講的，你

害了他。三者具備，你犯了這個重戒，最容易犯的。佛教徒中那些好講話的

人，你們到處都不講的，則沒有怎麼犯。那些好講的人，反而很多犯了這條

法。如果他是這樣，他是很努力的學，一下子講錯了則沒有事。但他起增上

慢，自己以為了得，這種人很「弊」，是第四個重罪，「他勝處法」。這罪惡

是能剋制你的，「他勝處法」，第四條罪。懂得解嗎？這四條重罪。 

 

我們看吧，看看《瑜伽菩薩戒攝頌》。你將來要念，念這個便可。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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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看見嗎？你又沒有，是嗎？你都不帶來的。」「菩薩淨律儀，重四輕卌

三」，懂得解嗎？懂了。菩薩的清淨戒律，重的有四條，輕的四十三條，輕重

合共四十七條。何謂重罪？「云四重罪者」，所謂四條重罪，是那四條？四

條，一條為妒忌，它的動機是妒忌，妒忌他人。說是什麼？我的是對的，你的

是壞的、不對的，「讚自毀他」，自和他——「嫉」。這個不是作為妒忌的心

理解，是作為行為解，是作為三者具備的行為解。「嫉」即妒忌，以動機來作

代表。「慳」即慳吝你的錢財或慳吝你的知識不告訴他人。 

 

第三條、「瞋」，嬲怒，打架。他人勸你你不聽，他人道歉你不接受，

第三條。第四條是什麼？蠢，「癡」即是蠢。大乘那麼好你不信，卻信那些似

是而非的東西，還給他人宣講，害了他人。愚癡，蠢材。這便是四條了，逐條

給你解釋。下面，第一條、「嫉」，我來解。「初貪求榮利，自讚而毀他」，

「初」即 First，第一條。解釋什麼？動機是貪心求榮利——動機。行為又如

何？「讚」和「毀」，讚自己毀他人的行為。「自」，讚是在讚誰？讚自己—

—對象。「毀」是毀他。懂了。「二」，Second，第二條。「慳惜財法」，或

是慳吝錢財、財物，或是慳吝你的佛法，不告訴他人。「有求不施」，有人在

你面前請問你，你不肯施捨給財他人，不肯施捨佛法給他人。不施給他人。第

二條，「慳」。    

 

第三條是講打架。「三懷忿打罵，他諫謝不忍」。第三條，懷著一種憤

怒心，這是動機。打人罵人，是行為的一部份。如果行了一部份，有他人來勸

「諫」你不要打，你接受，便沒事了。或者是他人「謝」，那個人是該打的，

他已經向你謝罪道歉了，你要接受。你不接受，你反為有罪。「不忍」，即不

能夠忍耐，不能夠接受，不能夠忍受。這個是第三條了。第四條今日，剛才講

那一條，「四謗菩薩藏」，「愛樂」，「樂」字讀音「坳」，如英文的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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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音落）字即 Pleasure，作快樂解。它這一個讀音「坳」，Like。「愛

樂」，歡喜那些似，「相似」，即那些似是而非的「法」，不是佛法。第四

條。 

 

下面再看，「此四他勝法，隨犯於一種，即非真菩薩，況犯於一切？」

「此四」，這四條。「他勝法」，那些嚴重的罪惡，「他勝法」即重罪。「隨

犯於一種」，任隨你犯了一條，四條中犯了一條。「即非真菩薩」，已經不是

真的菩薩了。如果四條都不犯，這個是真菩薩。不是泥塑木雕那些佛，那些只

是菩薩像，那些怎會是菩薩？菩薩是會活動的，犯一條已經不是真菩薩。「況

犯於一切」，何況一切。「一切」即 All，所有。你四條都犯了，這個簡直是

騙子，是不是？現在很多這種騙子。學佛法不是見到他是佛教徒便恭敬他，不

是。這個菩薩戒之中，有一個很有規則，很有規律的指示給你，很有原則的。

所謂真菩薩，一定不能犯這四條戒。四條戒犯了一條，便已經是假菩薩了。倒

過來，有些人四條都不犯，他便是真菩薩。所以有些人，所謂大德，搖搖擺

擺，似模似樣的，未必是真菩薩。有些老太婆，一個字也不認識的，她一世的

行為都沒有什麼過失，她可能是真菩薩。我們不能以外貌，外形限量她的。四

條重戒了，我再講一條輕戒給你們聽聽。「四十三輕者，障六度四攝」，四十

三條輕戒是那四十三條呢？四十三條分為兩部份，一部份是障礙你六波羅蜜，

障礙你修六度的。那些稱為什麼呢？障礙你修六度那些戒稱為「攝善法戒」。 

 

第二部份是障礙你修四攝的。菩薩的行為，Program，修行的 Program。

不外是兩個 Group，一部份是六度，一部份四攝。「六度四攝」總共合為十

項，便是菩薩修行的 Program 了。如戲院裏面做戲的稱為戲班一樣。「六度

四攝」聽得明白嗎？四十三條輕戒，有些是障礙你的六度，六波羅蜜，波羅蜜

多，「度」即波羅蜜多。四攝是四種。何謂六度？何謂四攝呢？佛家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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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外兩類。一類自利，你自己想得到利益，想成佛嘛。第二是要利他，要利益

他人。佛家修行目標不外兩種，自利、利他。你想自利尌如何？自利是一個空

的名稱，如何能稱為自利？修行六個波羅蜜多，即是修行六度？記得六度嗎？

你記不起？懂嗎？ 

 

同學：「精進、禪定、智慧。」 

老師：「是的。精進、禪定、智慧。」 

同學：「另外那三個，記不起了。」 

 

老師：「布施、持戒、忍辱。六度，六個波羅蜜多。」修行這六度，便可以自

利，是自利的。不是說不可以利他，以自利為主，利他為副。另外有四攝，

「攝」者吸引，吸引眾生，令眾生向善的，利他的謂之四攝。四攝者，第一、

又稱作布施，布施一方面是自利，另一方面又是利他的，四攝的第一攝。

「攝」者吸引，吸引眾生的，第一，第一攝是布施。佛教布施現在做得不怎麼

好，天主教、基督教的布施，反而做得好。他們怎樣呢？辦醫院、設孤兒院、

設安老院。你又如何？建庵堂，建設為那些廢人有空時享受。他們在做社會

事，布施。佛教徒尌認真要自己磨勵才好，尤其是那些所謂有道德的，鋪佛

金、建廟，做這些事作什麼？散了它。美洲有沒有佛教醫院？一家也沒有。美

洲沒有，香港呢？這幾十年來搞出一間。而香港那間佛教醫院，是所有公立醫

院之中最骯髒那間，你看看，最骯髒那間便是佛教醫院。你說多「弊」呢？布

施。 

 

第二、「愛語」。與人講話的時候，要用可愛的說話，可愛的聲音與人

談話。第一、不能夠得（Daak）（重語氣回應）人，第二、不能夠罵人。他人

向你借了錢的話，知道他真有需要的時候，最好是你開口問：「你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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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有的，你需要我這處有，你拿一點吧。」最好是這樣，是這樣的。佛

教有一個含笑開言，他人真正是無依無靠，開口問你借錢，它教你怎樣？含笑

開言，含笑施與，要滿面笑容，不要拉長面孔，先說：「你是不是需要錢？我

想你有需要，我有，你可以拿去。」不可以怨忿待人，不好意思開口，是這樣

的。不論說什麼？都要用可愛的說話——「愛語」。可以吸引眾生，「利

行」。「行」即行為，這個「行」字讀音「杏」，即是 Behaviour。「利

行」，對社會、對他人有利益的行為才去做。佛教這方面是做得不夠，是自利

的多，利他的很少。「利行」，利益社會，利益他人的行為。第四、「同

事」。是否我們大家做同事？不是。這個是大眾化，不要說是什麼？我是大法

師，我怎能和你一起？我是不同的。又不要說，我是有錢人，我和你在一起拍

個照，得了的（怎麼可以）？是不是？還有，我是什麼人物？我在這些茶室喝

茶的嗎？我要去某某大酒店才行，這些大排檔側邊的，我可以去嗎？你小看我

呀？這便不得「同事」了。「同事」，人們可以在大排檔裏面食「油炸鬼」

（油條）白粥，你有無數那麼多身家，也可以一起去。「同事」，大眾化。他

人做得到的你亦做得到，不要以為我是矜貴，我是高級，你則是低級。他人遇

著些低級的人，你要降低至和他人一樣。和那些窮人，你要與他「拍膊頭」

（作朋友），和他一起坐、一起做其他事——「同事」。他人做得到的，自己

可以做。這樣便可以吸引眾生，慢慢引他向善。這四種利他的，稱為「四

攝」。 

 

「六度」是佛教徒比較著重的，「四攝」卻的確是做得不怎麼夠了，認

真要勉勵才可以。「四攝」是否只是利他？不是，以利他為主兼自利。能利他

的必然自利，能自利的未必利他，利他一定自利。修行「六度」便是自利的，

修行「四攝」是利他的。自利利他這十個 Program 去修行。確是，你看看，

四十三輕的分做兩部份。四十三條輕戒，一部份是障礙你修行「六度」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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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了這部份的戒，你修「六度」是修不到的。又有一部份是你犯了它，你修

「四攝」是修不到的。障「六度四攝」。大乘的菩薩戒不出三種，我給你解

說。受戒的，「三聚淨戒」。我有一個朋友，受了菩薩戒十年，問他什麼是

「三聚淨戒」？他說沒有的，那來「三聚」？唉，這種人真是可憐！受了菩薩

戒十多年，日日念經，問他什麼是「三聚淨戒」？你受菩薩戒，菩薩戒裏面三

堆的，三堆的淨戒。何謂「三聚淨」？他說沒有的，師父沒有講。我說：「這

個你的師父抵打。」師父授你菩薩戒，在菩薩戒裏面三個 Group，三堆東西你

都不認識，怎麼可以？即是說讀 A，B，C，D，我讀英文，何謂子音？何謂母

音？英文的音不外是子音和母音兩堆，兩聚而已。你說讀十多年英文有什

麼…。他說老師沒有教，你說是不是「死症」呢？「三聚淨戒」，清淨的戒律

分做三堆。第一堆這裏有的，下面那一頁，有一個表的。第一類，第一堆，它

這裏沒有寫，你先看我的，稱為「律儀戒」，它這裏沒有寫的。它作為你已經

懂得「律儀戒」，它不講的。第一堆名為「律儀戒」，你先看我這裏。第二堆

呢？「聚」字解作「堆」。第二堆稱為「攝善法戒」。「攝」者即能夠引伸、

引出；引出善的東西。「善法」即善的東西，即世間、出世間的善果。第二堆

戒是能夠攝引出善的果法，名為「攝善法戒」。表裏面有了，輕戒裏面叫做什

麼？障礙「六度」的戒律有三十二條，稱為「攝善法戒」。 

 

同學：「老師，是第幾頁？」 

同學：「我分開兩頁。」 

老師：「你又影（印）得那麼好。」「攝善法戒」，你希望好，生生世世都是

好呢，孚這些戒律便何以。三十二條「攝善法戒」，「攝」即是引出

善的念的結果。小則生人天，保持人身生天；大則成佛，稱為「攝善

法戒」。第三，你告訴我，能夠講嗎？找到嗎？ 

同學：「『饒益有情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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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是的，『饒益有情戒』。」「饒益」即利益，「有情」即眾生。利益

眾生的戒。「有情」即眾生。第三堆戒稱為利益眾生的戒，即是什麼？「四

攝」的，障礙「四攝」的。你不犯那些障礙「四攝」的罪，你便是孚了「饒益

有情戒」。三堆，這裏是沒有的，看到嗎？沒有第一堆的，是嗎？沒有「律儀

戒」，何解？「律儀戒」它不用說了，你能夠受菩薩戒，你已經懂得孚「律儀

戒」了。「律儀戒」是那幾種呢？「身」的行為三條，「語」，講說話的行為

四條，你給我講講，你們有沒有人受過戒？有些人聽很多經的。「身三語

四」，這稱為七條。這七條謂之「性戒」。任何人犯了這個本質，這個本質尌

是有罪的。這四條「性戒」稱作「律儀戒」。不用解了，你應該會孚的。如果

你連這七條也孚不了，你還那麼大膽說孚菩薩戒？它作為你已經有了「律儀

戒」，即是這四十七條戒裏面並不包括那七條戒的。「身三」你記得嗎？有沒

有人記得？告訴我。十善中身體的有三條，說話的有四條。 

 

同學：「殺、盜、淫、妄…」 

 

老師：「『殺生』；第二『偷盜』；第三『邪淫』。『邪淫』才算是，有夫之

婦則不算，不算是淫，「攪攪震」亂攪那些才算是淫是邪。三條都是身體犯

的，稱為『身三』。」「性戒」本質上是有罪的。「身三」。「語四」從口出

的，四條，記得嗎？「妄語」、說謊；第二「兩舌」、兩頭舌，在你面前說他

很壞，在他面前卻說你是壞蛋，兩邊講，「兩舌」。「妄語」、「兩舌」。

「綺語」，「綺語」是最多人犯的，如指桑罵槐這些，喝倒采。他人有痘皮，

你便說痘皮痘得好，樣子也蠻好看。他人崩牙，你又說崩得妙。女人最容易犯

這條戒，「叉」他人，指桑罵槐。女人口角，嬸母之類吵架，通常是指桑罵

槐。找自己的兒子罵，其實她在罵人家的。那些女人，找自己的兒子罵，你又

如何的壞等等，其實她句句在罵她身旁的人。妳要是罵身旁的人，妳便爽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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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地罵她，不應該指桑罵槐。那些稱為「綺語」。喝倒采，你在街上見到那些

人，在街市我見到那些婆媽去買菜，跌了一交或什麼。那些街市佬說：「好

啊」，他人跌倒你也說「好啊」？你不去扶人還說「好啊」之類。是不是？他

人跌倒，你卻說：「不用叩頭。」之類。這些稱為「綺語」。還有什麼？「惡

口」、說粗話，罵人「死人」、「冚家剷」這些粗話。「身三」是殺——「殺

生」、「偷盜」、「邪淫」。「語四」是什麼？「妄語」、「惡口」、「綺

語」、「兩舌」。 

 

記得嗎？這個「身三語四」，不論你是皈依佛也好，你是天主教徒也

好，你犯了這四件事，本質便是有罪，便會引到你在生死輪迴裏面，你的生命

不得安寧。這些稱為七條「性戒」，名「性罪」，又名「性戒」。本質上是有

罪的，名為「性罪」。這七支「性罪」稱作「律儀戒」。它這裏都不說了，你

既然是修菩薩行，這本質的七支戒都不孚，還說什麼修行？不說了。「三聚淨

戒」只講兩罪，那四條重戒又如何？三個都有份的既是重戒，又是「性戒」，

又是「遮戒」。「性戒」又是「性罪」。「性罪」的對面有一種名為「遮

罪」。「遮」即是防止，「遮罪」即是「遮戒」。「性戒」是本質有罪的；

「遮戒」，「遮罪」是本質無罪的，不過它很容易引起犯罪，所以不如預先防

止了，便稱為「遮罪」——防止的戒。例如飲酒戒，飲酒本身是沒有罪的，飲

酒是罪惡嗎？喝一口酒是罪惡嗎？但為何佛家教導，讓人不要飲酒呢？因為飲

了酒會亂性，很多的打架其實是飲了兩杯起的。還有，飲了兩杯有時是很誤事

的。所以不飲亦可以的，不飲更好，不如不飲。「遮」即防止罪惡，例如佛當

時是沒有吸煙（這回事），現在實質吸煙也應該要「遮」的。佛當時是沒有吸

煙（這回事），便沒有（這一條），如果有吸煙這回事，他也一定會定下不吸

煙的。還有吸食什麼？吸食大麻這些，吸食大麻本身沒有什麼罪的，但你吸食

大麻之後，你會攪出事的。那些事引起罪惡，所以那些刺激品，過度的刺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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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要「遮」的，那些稱為「遮戒」。 

 

例如邪淫是有罪的，在家人夫妻不算邪淫；「攪攪震」那些才是邪淫。

如果是出家人，是沒有夫妻的，你出家人再娶妻便是邪淫了。即如神父娶妻便

是邪淫，他是牧師便沒有所謂，神父是不可以的，邪淫。因此它有一些「遮

戒」，如果沒有其他人在，你一個法師，你不能單獨接觸女子。但現在又如

何？現在不止接觸，這個女子還走去替他鋪床，一個人走進他的房子，燉了一

些蔘給他飲。有沒有見過這種事？你有沒有燉過？以前我的媽媽經常如此，燉

了一些燕窩，燉了一些蔘，拿去…，都不知會令人犯戒的。一對一。「和一個

女子在房內談談話，女子拿些東西進房中給我也不行？都說犯戒？有什麼

罪？」是的，不是「性戒」，但是「遮戒」。你是好的，你不會犯，但有一些

人是會犯的，是防止人們犯。總之你是在寺院裏面，或許你在什麼…，你是出

家人便不好單獨接見女人。現在神父照理也不能單獨如此的，在一個房內接見

一個女子是不可以的。還有，修女「行街」（出外）要三個一起的。加拿大是

不是？香港有一些是的，意大利修女必定是三個一起的，最少是兩個一起，沒

有單獨一個去的。何解？單獨一個去，她會很容易「古靈精怪」的，兩個一起

她不容易收買另一個嘛。即是防止她犯罪，那些稱為「遮戒」。大部份是「遮

戒」來的，「性戒」最主要是那四條重戒和那七支「身三語四」。記住，「性

戒」是「身三語四」，是人都不應該犯的。「我反（對）佛的」，我不管你是

反佛，同樣是有罪。你認為你不是佛教徒，便可以隨便殺人的嗎？是不是？

「性戒」是任何人犯都有罪。「遮戒」則是有意做才有罪。無意做，或作為防

範也好，無罪的。 

 

好了，你現在看看表，四重戒已經講了。第一條是自讚毀他；第二條是

慳而不惠施捨；第三是瞋不受他人悔改，不接受他人的諫和不接受他人的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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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人做錯了向你道歉，你不接受便犯了這條戒。第四是說那些似是而非的

法。這四條是重戒，犯了要重新再受戒的。你的戒失了，要重新受。四十三條

輕的，犯了在佛前懺悔便沒事了，或是當眾懺悔便沒有事了。懺悔有兩種辦

法，一種他不是像天主教徒般，在那個東西旁邊放下了一條簾，有一個神父在

裏面，你在外面的告訴他（告解），神父說：「沒有事了，你心安。」便可

以。不是這樣的。佛的懺悔，如果是出家人的懺悔要這樣：每個月初一、十

五，在月光之下，大地之上，有一位大師父讀戒，把戒條，幾十條戒條，一條

一條讀出。讀完之後問大家：「大家看看有沒有犯戒？如果有犯戒，出來自己

『發露』。」現在的共產黨，學了他那一套東西，自我批判。自己出來「發

露」，你犯了戒，你自己便要贖戒，對著那個大庭廣眾，對著佛說：「我在某

次因為一時貪心，或一時的嬲怒，打了人或殺了一隻狗或又如何。我現在知道

是不對了，請大家容許我懺悔，清除我的罪。」然後由這位師父說：「現在某

某人，他以前犯了戒，現在他當眾『發露』，大家認為是不應該接受他的，請

講出理由。如果你認為應該同情他，接受他，大家則不用吭聲，不吭聲即是承

認。」大家不吭聲，再問：「有沒有？如果有便請發聲。」也沒有。如此地問

十次，沒有。於是立刻宣佈：「某某人，他以前犯過的事，犯了的罪，他自己

『發露』了，以後他自身，他的罪便沒有了，以後大家任何人不要對待他，不

准因為他犯了這個戒，你便小看他，大家要對他如沒有犯戒般同樣尊重。大家

聽著，他已經當眾『發露』了。大家聽到不？如果有什麼（異議）？大家要發

聲。如果不發聲，以後便是這樣。如果你對他不利，反為是你有問題的。」大

家不發聲。便宣佈「好了，某某人已經懺悔已畢。」是這樣的懺悔。這套東西

共產黨便用得多，有些是很相似的，當眾自我批判。如果菩薩戒這些，不用那

麼多的，你自己關起房門，在佛前懺悔便可以，甚至不用去受的。在佛面前，

關起房門，任何人都不用知道。在佛面前，你向佛，如果沒有佛（像）你向著

空中也可以，向他：「我由現在起，我接受菩薩戒。」你向著他讀這個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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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想像他在一條一條的教訓你。之後，「我已經接受了。」這樣你便稱為得

了戒，你便稱為受了。你如果懺悔，便自己做，沒有人知道你的。 

 

同學：「我想問你一件事，你剛才說佛教很少人建醫院。」 

老師：「很少什麼？」 

同學：「即是說很少人建醫院。建醫院必然需要很多錢，這樣你第一個問題是

先要有錢人。第二個問題即是這樣，念四句經的福報還要比李嘉誠拿

一億元出來（大）。這便變了，簡單的講，那些富人想想，我不如念

四句經更好。」 

老師：「是的，如果他真是念四句經，當然是好。他不是…」……他不是念四

句經那麼簡單的。「受持讀誦」，受、他人聽你和接受你；持、記

憶，不要忘記。有錢人能不能夠？讀、有空每日或每星期，找多少時

間來讀讀本經？還要他念下，有空時誦一下，「受持讀誦」。「究竟

通利」，由頭到尾每個字了解。還要什麼？「為他人說」，你不認識

我給你解說。找功德來做，他如果能夠這樣做，這種人便不會作惡

了。 

同學：「…」 

 

老師：「『為他人說』。立刻『如理作意』，實行修禪定，依著它這裏而修，

是這樣解的，不是只念四句了事。尤其是念四句口簧，這即是等於錄音機，做

錄音機有什麼用？很難做的，確實值得大過的。他能夠這樣做的，這種人不會

犯菩薩戒的。」那些富人，還有那些父母離世做七七法事，每一個七便請和

尚、請師姑、請道士、請喃嘸佬七七四十九日做到足，恃著自己有幾個錢，有

何效果？不如一個窮的、沒有錢的，父親離世又沒有錢超度，自己拿著一本

《地藏經》又或是自己拿著一本《阿彌陀經》。甚至少至念四句，或四句偈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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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少便可以。你還要「受持讀誦」很多的，所以是很難做的。你再替他念一遍

《心經》，你了解《心經》，一路念著一遍《心經》。比四十九日請…，花十

萬八萬元，接近一萬元一壇功德的，七日一壇，一萬元應不夠，要十多萬元，

所得的有限。所得的是什麼？完全沒有，是不是？不是。和你死去的父親結一

個緣，「你死了我也花了那麼多錢，受了你的遺產，也拿出那麼多做功德迴向

你，和你結下一個緣。將來又一個緣再碰頭，或是做朋友，又或做父子，又或

當主僕，做好朋友，又或再做父子也不定，結下這麼一個緣。但如果你真的了

解《心經》，由他一路念《心經》，慢慢的念，一路念一路理解這個《心經》

的道理，這一個是你將來成佛的因。用你成佛的因所得之善，來迴向給死去的

父親，你說功德大不大？比花十多萬元來到請人「叮叮噹」大。甚至你這樣，

現在剛剛有人設安老院，「我是有限錢的，我拿十萬八萬元來超度父親則沒

有，我這個月花剩一百元，我拿一百元捐助安老院。」這個將來是有功德的。

「我要以這種功德我迴向，令這個功德所發生的功效，令我的父親，死去的父

親得到安樂。」他這一百元的…，你說吧，你來判斷吧。是不是比拿十多萬來

「鈴鈴框框」大？是不是？大很多的！ 

 

同學：「還有兩樣，犯戒中嬲怒是最重戒。差不多嬲怒，我懷疑是…」 

老師：「不是嬲怒尌犯戒，嬲怒也不可以？是由嬲怒而引至打架，打架的時

候，有人勸阻你，你不接受，才是犯戒。或許那人確是該打的，你打

了他之後，他向你認錯，『我不敢了，以後不再做。』你要接受，你

不接受，然後你才是犯戒。只是嬲怒不是犯戒的。」 

同學：「大德和法師有什麼分別？」 

老師：「大德是有德行的都可以稱，居士也可稱大德的。法師必定是出家人，

多數是。日本則不是，密宗也不是，在家人也可做法師。」 

同學：「你第一日講受菩薩戒是要大德來授，法師是不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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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那裏找大德替你授？」 

同學：「上一次我聽錄音帶時，聽到的。…」 

老師：「是的。現在的問題是這樣，誰是大德？」 

同學：「…受菩薩戒要找大德。」 

 

老師：「那即是不用找人授戒了。大德，誰是大德？人人都說自己是大德，是

不是？有大德即是什麼？譬如誰是真正愛國的？譬如印度人（摩羅差），誰是

真正愛國？真正的愛國者，你找甘地便是。 

能找到多少個甘地？找不到甘地，也得找個尼赫魯。整個印度有多少個？他兩

人都死了，幾個都死了。找誰？隨便找一個亞差（印度人），你說他是不是大

德？所以這些人說話『是大德才可以。』這樣是最好了，找到大德然後受。找

不到大德又如何？有一個補助辦法，自己關起房門，向佛受，不用理了。何

解？因為你不是大德。如果我是這樣的，他問我，因為『本來你是大德，我才

向你受。但我又不清楚你是不是大德？所以我沒有膽量向你受。還有誰人是大

德，你可以給我指出來。』還有，何謂大德？全部菩薩戒都不犯的。如何保證

他全部沒有犯過？這個最不通。是不是？所以他最怕這個戒，這個戒不用人授

的，自己關起門便可以受。如果這樣，便沒有人去寺門受菩薩戒？而且很多受

菩薩戒，他連那「七支性戒」也孚不了，隨便的你有錢做件袍衣便可以受戒。 

 

佛教的壞便是這樣。所以有些時，中國以前的君主時代便是這樣。『沙

汰僧尼』，把天下的和尚、師姑，沙汰他們，考考他們。不是真正孚戒的，趕

他們還俗。考考他們，懂不懂佛法，不懂的趕快還俗。 

唐太宗初年沙汰僧人，唐太宗的父親更厲害，『沙汰僧尼』。現在的人不講這

套而已，有些時你做到執政者，對這種假佛徒，你不沙汰是不行的。『沙』者

是你要把他如隔沙般。『汰』即淘汰，僧尼太多不行。那些喇嘛人人都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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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但弄至西藏如何？你看看那些西藏遊，人民苦到極，喇嘛有錢到極。西藏

寺院裏面的器具，拿起來都是黃金，人民卻痛苦至兩餐不飽。西藏人很苦，那

些做喇嘛的，他自己說是大德，還說是觀音菩薩托世的那個達賴。一個普賢，

一個觀音是不是？誰知，你讀讀西藏歷史，達賴有幾個假達賴。達賴，有假達

賴，第六世或第七世達賴，明明是捧出來的真達賴。另外一派和中國勾結，說

那個是假的，另外弄了一個真的，把那個廢掉了。廢掉後還要押他下來中國的

北京，半途把他弄死。有人說並沒有弄死，讓他逃走了。黑幕重重。還有那個

第六世達賴，說是真達賴那個，後來給人弄死那個。他是黃教的人，本來是不

應該結婚的，但他到處留情，整冊情詵，做情詵做得很好的，《達賴六世的情

詵》。見到女子他便歡喜，便寫詵了，是這樣的。你問問那些喇嘛，那些喇嘛

絕口不談，不告訴你。誰知遇著那些外國人，那些外國人本身很多是基督教

的，他去西藏旅行，人們跟喇嘛學佛，他也跟著一起。他又認識西藏文，曾經

讀過西藏文，他把這些傳言翻譯過來。有了《達賴六世的情詵》，有日本文譯

本、有中文譯本，共產黨把它譯成中文、有英文譯本。很多黑幕。大德好，但

大德是很難證明的，人人都以為自己是大德，怎樣證明呢？最「穩陣」（穩

當）了。還有，人們〈菩薩戒〉皈依三寶佛法僧，說明僧不是這些法師，是那

些入地的大菩薩，佛法僧是指這些已見道的人。」 

 

同學：「迦葉尊者算不算是僧？」 

老師：「迦葉尊者當然是有這個人。看看他是否大乘的人？如果是大乘菩薩，

他是僧。」 

同學：「他現在雞足山。」 

老師：「根本有沒有雞足山都不知道。是有這麼一個傳說，說印度有一個雞足

山。迦葉尊者走進了山中的石巖內，拿著釋迦佛的衣服，等待彌勒下

生。這個是不合符科學的，有生有滅，那裏可以是經一劫仍生存，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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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有問題。還有雞足山呢？現在我們中國雲南，人們又『生安白造』

（憑空捏造）說有一個雞足山。我去過雲南，說那處附近有一個雞足

山，迦葉尊者在那裏入道。迦葉尊者沒有可能來到中國的，那有可

能？對於學佛的，學佛法的，對於那些接近神話的東西，只好暫時存

疑不問。所謂「賢聖僧」是什麼？文殊、普賢、觀音、彌勒，這些必

定百份之百是的。」 

 

同學：「羅教授，《心經》最後的那個咒，可否給我們念一遍？《心經》最後

那裏，『即說咒曰』那個。」 

老師：「gate gate pāragate pārasaṃgate bodhi svāhā。」 

同學：「和我們讀的完全不同。」 

老師：「揭諦揭諦 波羅揭諦 波羅僧揭諦 菩提娑婆訶，是一樣的。」 

同學：「完全不同音。」 

老師：「不在乎這些聲音。」 

同學：「可否慢一點再念一次？」 

老師：「gate gate pāragate pārasaṃgate bodhi svāhā。」 

同學：「羅教授，那個準提咒，為何修準提咒要用鏡的，是什麼意思？」 

老師：「以鏡為壇。其他的需要有一個壇來修，準提咒是很便利的，以鏡為

壇，對著鏡便可以修了。還有，準提裏面有一個法，如果你想知道未

來的事，你找一個清淨的鏡，準提鏡。用花圍著這個鏡，望著鏡向準

提菩薩祈禱。『我想知道某某日的事，請你在鏡裏面示現，或請你準

提菩薩賜一個形狀讓我知道。』這樣，你望著鏡子，一路念準提菩薩

的心咒，什麼 oṃ cale cule cunde svāhā，一路的念。慢慢地，鏡子濛

濛之後，出現一個準提菩薩，讓你看見的。又或你想知道什麼呢，它

又會現出來，讓你看見的。是這樣，是佛教的圓光術中的一種。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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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以鏡為壇。準提鏡小小一面，可以袋在身上。你要念的時候拿出

來放著，念完便妥善放回。」 

 

同學：「可否請你慢一點再念那一個對著鏡子念的心咒？」 

老師：「你念，你必頇先念三篇大咒的，念完三篇大咒才念心咒。心咒是 oṃ 

cale cule cunde svāhā；oṃ cale cule cunde svāhā。」 

同學：「頭那幾句 namaḥ saptānāṃ …」 

老師：「namaḥ saptānāṃ samyaksaṃbuddha koṭīnaṃ tadyathā oṃ cale cule 

cunde svāhā。」 

同學：「頭幾句是大咒？」 

老師：「整篇一起便是大咒，只取中心那部份便是心咒，主要是念心咒。」 

同學：「它還有一個的，我現在拿一部準提修法給你看看。第一咒，我又不知

道應該怎樣念？」 

老師：「那個是發菩提心來的，它要你發菩提心而已…。發菩提心念七遍咒來

到加持，你發菩提心是要入觀的，要觀想『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

生之類。』想。想完之後，你結這個印。結這個印，手便是身密，心則在想，

即是你念《金剛經》有句發菩提心的。想，不用你念的，你想便可以。想完之

後便念一個咒， oṃ bodhicitta mud pada yami oṃ bodhicitta mud pada 

yami。關了它，我把那個音給你分析，搞雜它是不好的。『oṃ』即所有咒的

oṃ，與佛相應。『bodhicitta』，『bodhi』的音是菩提，『citta』即心。

『mud』發音是『muda』，英文譯音 mood。『pada yami』，發音是『dard 

ya me』，是這樣的。mud pada，oṃ bodhicitta mud pada yami。發菩提心，

你不念也可以，你念《金剛經》亦行。」 

 

同學：「我想詴詴這個咒怎念。還有一個，這個…。」 



20 

老師：「這個是護心咒。這個我又記不起。詴詴…」 

 

【聲帶像是斷了，下面應是新的內容】 

 

上文問，你說什麼都是無我。菩薩是修行的，無我便即是沒有人修行？

是不是？沒有菩薩了？跟著，沒有菩薩，便也沒有佛了？因為菩薩成佛的。菩

薩也是假的，你成了佛，又說佛是無相的。全部都沒有，佛也沒有了。他講到

這裏，是不是？他便回答了。上文怎樣答？菩薩雖然是假的，但修行這回假的

事是有的。是不是？又再回答佛了，沒有我便沒有佛。無我相、無人相，即是

沒有佛了。佛有個自性身的，真正的佛是遍於孙宙那一個，那個真如自性。這

個真如自性，其他宗教裏面稱它為神，佛家是無神論的，不會稱之為神，稱之

為真如自性。六祖稱之作什麼？佛性，無乎不在的。這個道教稱之為什麼？稱

之為「道」。現在一般哲學稱之為什麼？稱之為「實在」，「Reality」。如果

天主教、基督教、其他的宗教，那些有神論的宗教，對於神便有兩種神，一種

是信什麼的？「超神」，「超」是超越，Over 他的，超越，那些神。這個世界

是祂造的，是神造的。神造了這個世界，便 Control 這個世界，統治這個世

界，祂是超乎這個世界之上。所以上帝臨汝，上帝對著你、統治著你、管理著

你，你要聽祂的話，這個稱為「超神」，又名「人格神」，那個神有 

Personality 的，有人格的。何解有人格？有人格即代表什麼？你做好事他會歡

喜的，你作惡他會罰你的，有意志的，即有 Will 的。「Will」，意志的。這些

稱為「超神」或「人格神」，有 Personality 的神。另外一種，尌是這樣，名

為「泛神」，Pantheism，泛神論，「Pan」即無乎不在，無處不在。這即不是

「超神」了。到處都有神，即是我這個罌都有神了。你去大便的時候，拉水沖

的時候，那些水也有神，是不是？無處不在嘛。那些豬「屎」（糞便）牛

「屎」裏面都有神了，應該是這樣的。為何你這樣講？斬釘截鐵嘛，道理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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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你說是侮辱了祂，我說豬屎牛屎有神，你便說侮辱。我說十字架上面有

神，你又不說侮辱？相同的。神可以在十字架上面，亦可以在豬屎牛屎裏面。

明白嗎？神可以在你頭頂，亦可以在你腳底的。你的頭頂有神，即是你的腳底

也有神，無處不在嘛。如果你說：「我腳底下面沒有的。」那即是說不是無處

不在了，最低限度我腳底沒有神了。是不是？又說不是這樣，「豬屎牛屎裏面

沒有神。」那即是說豬屎牛屎裏面沒有神，神管不到它那裏。是不是？所以如

果是那些泛神論的便到處都是神。到處都是神，那麼魔鬼裏面也有神了。佛爺

裏面有神，那魔鬼裏面同樣有神。那即是說，善的東西裏面有神，惡的東西裏

面亦都有神。即是說這個神是沒有意志的，沒有 Will 的，不會是賞善罰惡的

了。因為惡的人裏面同樣有神嘛，善的人裏面同樣有神，不會賞善罰惡，即是

說這個神是沒有人格的。你說沒有人格，即是侮辱了衪。這個我不是從道德立

場講的，即是說衪沒有一個個人的， 沒有 Individual 的，沒有一個我的，沒

有一個個體的，到處都是衪的，那一種稱為「泛神」。又稱為什麼？整個自然

界，整個 Nature，整個，所有這個東西都是神的本身。整個世界，整個一切星

雲、一切恆星，一切善惡，一切聖人，一切魔鬼，都是由神所顯現的，由神 

Present 出來的，顯現出來的，呈現出來的。那些又稱作什麼？自然神論。現

在那些講道的，常常說那些科學家也信神。是的，科學家信神，但他不信你那

些「超神」。明白嗎？他信那些「泛神」的神。如果「泛神」也稱作神，佛亦

都是有神論了。真如不尌是神，那「泛神」是無乎不在的神嘛。是不是？ 

 

道教亦同樣相信有神，何解？「道」是無乎不在的嘛。但是它說「道」

是沒有意志的，沒有一個人格，沒有一個 Individual 的，沒有一個 Personality 

的。聽得明白嗎？你們這些人，要用一個英文名字來證明，你們才會明白，是

不是？你也有多少是這樣，是不是？只是用中文名字，什麼真如，什麼

「道」，總是不怎麼明白的。我們講 Reality，講 Personality，那些什麼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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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明白。所以那些人，對外國人講佛，便有這一種難。佛教你可以說它是「泛

神」。儒家又如何？那些講《易經》的便是「泛神」。「一陰一陽之謂道」，

一切皆由「道」，「道」亦包含著陰和陽兩種性質。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整

個孙宙是由這個太極產生出來的。這個太極還不是神？但是這個太極是沒有意

思的。你們八卦中畫的太極是什麼？人們畫太極是這樣畫的，你見過不？人們

畫太極是這樣的，一面是紅，一面是白，是不是？一邊是陽，一邊是陰。不要

添兩隻眼在裏面，添兩隻眼的是一些「拜神婆」弄的，她以為那是兩條魚，這

些便是鄙陋到極了。畫太極切記不要添兩隻眼，它不是魚來的，魚才有兩顆眼

珠。現時你買的八卦裏面好像是有兩隻眼的，這個不通到極。這個太極稱為什

麼？整個孙宙，這個 Universe 是無所不包的。整個太空，整個時間，用一個

圈來到代表，用一個圓來代表。這個呢，這個圈用來表示太極，「太」者最

也。「太」字有什麼意思？有個 First 的意思、亦有個 Final 的意思、最高

的、最初的、最原始的、最終結的，是這樣的——「太」。「極」者盡也，盡

頭的、無所不包的、你摸不到的、很遠的，你有多遠它更盡一點的——

「極」。此謂之太極。這個太極裏面有什麼？太極有沒有內容的？分開來講，

太極尌它的本來、本質來說，是什麼也沒有。它的本質是什麼也沒有，太極的

本質是什麼也沒有。即是修無相，無一切相。這個便即是真如，無一切相。有

了相便是什麼？跌落不是陰便是陽了。最怕的便是有相。無相，太極雖然是無

相，但是既然無相，它產生這個世界，這個世界是有相的，山有高山有矮山、

人有高個子有矮個子、有男人有女人、顏色有深色有淺色，即是有兩兩相對

的。凡事都有 Relative，兩兩相對的。 

 

「這些東西拿來幹嗎？不要了，嚇得我不敢講。」我不是講這種東西

的，不過用作譬喻，讓你了解而已。世界是有兩兩相對的，有此便有彼、有高

便有矮、有善便有惡、有深必有淺，不會是獨一的，是相對的。這個世界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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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的，你又說是無相？明明是有相。他的答案是什麼？它的本質是無相，但它

起作用的時候，這個 Function、或它的 Energy 出現的時候便有相。明白嗎？

有了最初的相是什麼？一切相不外是兩種來源，一種是指兩種勢力，兩種 

Power，兩種 Energy。聽到嗎？一種是強的，剛強的、光明的、激烈的，這種

稱作什麼？陽，陽的勢力。一種是什麼？柔和的、深沉的、隨順的，那種勢

力、力量稱作陰。陰力、陽力，他不用「力」字，便用「氣」了。「氣」表示

什麼？如空氣一樣是摸不到、看不到，但是它是有的，所以謂之「氣」。所以

太極從作用方面來看，太極便分為「陰氣」、「陽氣」，亦可謂之陰和陽兩種 

Strength。是不是 Strength，勢力？兩種力量不斷起作用，起作用的時候，不

斷相摩擦，這樣千變萬化，變出這個世界了。「陰陽相摩，八卦相蕩」，所以

太極本來是不動的、是靜的，本來是無形無相的，這便用一個圈來表示。表示

是無形無相而靜的，它的本質，它的 Substance 是這樣的。但它的用…。它的

體是無相，明白嗎？它的作用很多，它的作用便有很多東西了。它的作用是什

麼？五花八門。但你不用怕，那麼多怎辦？多極不出兩類，一類是陰，一類是

陽。人是很多的，多到極。多到極又如何？不外兩種人，除了男人、女人，還

有什麼？除非是那些半男女，是不是？半男女亦得看他的成份如何？器具也有

陰有陽。 

 

是不是？你承認不？我給你講一個笑話，我們中國從前有一個名辜鴻銘

的，有沒有聽說過？第一個在英國 Cambridge 拿取碩士的中國人，第一個。在 

Cambridge 研究 Shakespeare 的，拿碩士的第一個人，名辜鴻銘，福建人。英

文很好，不止英文好，法文也很好，講法文講得非常流利，又會用拉丁文說

話。他很有名氣，去到巴黎，一班伯爵夫人、什麼公爵夫人等貴族，請他用

餐，用餐後喝咖啡，「傾偈」（閒聊）。「傾偈」的時候，他梳了一條辮子，

穿著中國的長衫馬褂，一個怪相。但他是有名氣，人們和他「傾偈」。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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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夫人之類，批評中國文化。她說中國文化是很深，但有一事是她最不佩服

的，中國文化裏面最野蠻的。他問她：「什麼是最野蠻的？」野蠻兩個字是很

開罪人的。她說：「一夫多妻制是為野蠻，一個丈夫配一個妻子，一個丈夫可

以多妻的嗎？是不帄等，是野蠻，最原始的。」他說：「不是，我們中國很了

解。妳們法國人，了解得太遲。何解呢？凡東西都有陰有陽的。你們法文…。

英文已經不好，法文最好，事事都分陰陽，法文是什麼都分公和母的，分陰陽

的。法文是最好的文字，分陰陽分得最好。我們中國幾千年前對陰陽這個觀

念，這種 Idea 已經是很普遍了，陰是要多的，陽則單獨便可以。為何是這

樣？那麼不帄等的。你看看那些雞，一隻公雞便有很多母雞的。你看看這是自

然的，誰教它的，自然而來的，一隻公雞便有整群母雞跟著它，尌是這樣。」

他說：「還有，」因為他在喝咖啡，「一個茶壺，人人拿著杯來倒，一個茶壺

可以配很多茶杯。你看看法文便知道，法文茶壺是 Masculine gender，是陽

性。茶杯呢？ Feminine gender，是陰性。你們法國人也是這樣的，是不是陰

性是要多，陽性是一便可以。」這個說法。那班什麼夫人弄得面紅耳熱，不知

如何回答他。這樣他便勝了，談到陰陽。他說，由這個一陰一陽兩種性，不斷

摩擦，不斷活動，這樣便不同，你詴詴看。兩種東西不斷摩擦，便五花八門。 

 

你詴詴回家，杏仁茶是白色的，芝麻糊是黑色的。你拿一隻大碗，放半

碗杏仁茶，半碗芝麻糊，把它攪一攪，看看會怎麼樣？你拿錄影機把它錄下

來，有時這處黑一點那處白一點，是不是？你回去可以詴詴。一陰一陽不斷活

動、摩擦，做成一萬幾千年的歷史，朝朝代代不同。等於你把芝麻糊和杏仁茶

來攪動，秒秒鐘都不同。明白嗎？所以歷史的變遷，都是由於陰陽兩種 

Strength 之鬥爭，稱為「摩盪」。共產黨拿了它，名為鬥爭，共產黨是學了這

一套東西的。這樣便稱為「陰陽相摩」、「八卦相蕩」，便產生五花八門的世

界。即是說，在用來講是有相；在本質來講，在體來說則是無相。在體來說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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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無極。無相即是無極。但是另外一方面，在作用來講，在它的 Function 

來講，便什麼相都具備。雖然什麼相都具備，不外是陰陽兩類，所以太極是有

形有相的。太極生兩儀，兩儀即陰陽。太極生兩儀，太極是含有兩儀，陰陽。

兩儀生四象，陽有老陽有少陽，陰有老陰有少陰。同是陰性我太太那些便是老

陰；你們這些還未結婚的，便是少陰了。是不是？老陰少陰。陽呢？我這些是

老陽，他那些是少陽。是不是？老陽，少陽又「溝」，兩樣「摩盪」，便產生

四樣。結果是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八六十四卦，六十四跟著一路…五

花八門，於是這個孙宙便複雜到極了。這個又怎樣？這個太極又怎樣？無乎不

在，任何東西都在太極裏面。我們喝一杯茶都是在太極裏面喝的，亦即是在無

極中喝。聽得明白嗎？ 

 

我說回這裏。講起神，中國是怎樣的？太極便是神，太極是上帝。聽得

明白嗎？不是一定要 God 才對，那些是膚淺到極，God 你不要與他人爭，事

實上你看見他好笑。你不要罵人說他信神，不必罵人，你又不必如他一樣的

信，他無知，他以為真的有個上帝在。好了，說到這裏。既然又沒有佛，沒有

人成佛，那天講到這裏。現在呢，既然沒有人成佛，又如何？一二是嗎？佛得

菩提的嘛，沒有佛又那來菩提呢？是不是？沒有人得菩提了。既無菩薩，無人

修行，又無人得菩提。既無佛，無人得菩提，是不是？無，一切都無。學佛最

「棹忌」（怕是這樣），不要學。不要執空，執空便不可救藥。稍為讀過《般

若經》的，人人開口是空，閉口也是空。不是的，不可以全部空掉。空者是讓

你不要執著而已。我前天不知在那處，前晚在電視中看見有一個教會辦很多什

麼的，有一個醫生在十四台。不知是否第四台？第四台，中文電視的第四台，

十時講，有一個醫生在講，由教會領導辦什麼？中國人很多是忽視精神健康

的，以為身體健康最要緊，心理健康全部都不怎留意。但在外國這個很帄常，

心理健康。有什麼問題要找心理健康醫生，是很帄常的。中國則沒有做的，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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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區對這些不大注意。加拿大政府對這些，外國人方面是很留意這問題的，

中國人則不怎留意。所以現在那些教會，基督教教會便實行…，有沒有聽到

過？ 

 

同學：「是的，基督教講的輔導。」 

 

老師：「輔導，是的。輔導機構，輔導那些人得精神健康。」有一名記者問

他，對於神，是否這樣吸引他進去皈依神呢？他說：「是的，我們正是這樣地

做。將來最終的目的，還是皈依神，因為一切都是神給與我們的。我們可以做

輔導工作，都是神給與我們的。」他即是在說什麼？仍然以傳教作為目的，是

不是？這個不過是手法，一個 How ，如何傳教的手法，這個是傳法的一個百

寶之一。他們如此推動工作。中國人，你看看佛教徒，大家都看看。打佛七，

是不是？拜懺。他不知道做這些輔導工作即是功德。他人在行菩薩道，雖然他

這樣是有多少不正確，一定要人信神。但你難怪（責）他的，他信嘛。他認為

這東西最好吃，他給你吃，是不是？你不要怪他，你只能夠說他無知，但你不

能怪他。所以佛教徒，我看見的是這樣。在一個佛教徒來說，這事真是傷心，

何解呢？常常想去極樂世界，對這個現實社會不理。沒有，什麼都沒有做。孤

兒院沒有佛教（辦）的，養老院又沒有。他們天主教「轟轟聲」（頻繁）地

辦。你建那些佛像「金澄澄」，比他們的十字架還要多，他們做社會事業比你

不知多百千倍。你說多，第一、慚愧；第二、無知。如果你是菩薩，你會很痛

心。我看了它之後我便「唉！」。昨天我偶然碰上一個朋友談起來，他說：

「唉！尌是這樣。」佛教徒認真不行，你發菩提心，便真真正正去做。你的菩

薩戒是教你這樣做的，你現在學了幾條，待我再給你講兩條。不是這樣一味是

空，佛教的人只是一味講空，什麼都全空掉。全部空掉便什麼都不做，空。這

便糟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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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說回這裏。既然什麼都沒有，佛也是假的，說法的佛都是假的。無相

的，什麼都是無形無相的，那一個是真的。這樣修行證菩提的那個佛也是假的

了。即是說沒有真的菩提，菩提也是假的。他這裏回答，解答這個問題。這個

是全部經的第十三個問題，你看這處，你先看我的注。「此第三」，第三。這

一段裏面的第三個問題，解釋沒有菩提之疑，這個疑問是全部經二十七個疑中

的第十三個疑。先看隔鄰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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