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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一個真正修行的佛在這處，修行的那個佛是假的。應該一向沒有菩

提可得了？有菩提才有人成佛，沒有菩提又如何成佛呢？於是有人有這樣的

疑，他是在解答這個疑問。所以大家讀《金剛經》要知道，《金剛經》完全是

什麼？斷人們之疑惑的，不是只引你走去空的。好了，你看看。這處裏面，看

回第一行。分二，（戊一）、（戊二）。 

 

（戊一）、解釋外人的疑惑和外人的執著；（戊二）、講一個譬喻來到

說明這個真佛，這個無相的佛身。 

 

現在（戊一）、釋外疑執，「外」即外人。分三，（己一）至（己三）。 

 

（己一）、明所證非諦非妄，「明」是說明，說明佛確是得菩提。而且

所證得菩提，你說他實有菩提可證嗎？不對，「非諦」。你說他沒有菩提，又

是妄語，又不對。何解？為何是「非諦」？「諦」者實也。如果你執有實菩提

可執，即是有實的我去修行，又有一件東西名為「實的菩提」。這便是執著。

是不是？所以「非諦」，不是實。但你說沒有便不用修行了，這又是虛妄。怎

樣才是呢？要怎樣？實修行的菩薩是沒有的，實的菩提是沒有的。但是眾緣和

合所生之眾生，亦由眾緣和合所起之菩提，不是無的。一方面是性空，無自

性；一方面是幻有。聽得明白嗎？如果你說這樣，我也不會滿足的，弄來弄

去，知道了又如何？不滿足？我問你，為何你不滿足呢？你說沒有一個指南

針，教我們怎樣做，是不是？得有一個辦法才是。是的，我現在明白你性空幻

有了，我現正在做人，我該怎樣做才對？是不是？你會問這個問題的。他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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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你是不是想要真真正正做一個好人呢？做一個聰明智慧而且又好的人？

如果你說  No，那便無話好說。如果你說  Yes，是，好。回答你的問題。你

有智慧，用你的智慧主導你的行為，就是這樣，最好是這樣。你說：「我的智

慧又不夠，那又如何？」依著菩薩戒去做，它有一個規矩讓你做。如果你說：

「什麼都不用，我是生而知之，智慧高到極的。」你便不用學習了。是不是？

如果你說：「不是，我是中等之人而已，我們不像釋迦、孔子、耶穌那類，那

麼聰明的。我是什麼？我是一些普通之人而已。」你不是一個生而知之的人，

你最好進學校，照著學校的規矩做。入佛教猶如入學校，你照著佛教的規矩。

佛教的規矩有多少？佛教的規矩有兩種。一種是出家人的規矩；一種是在家人

的規矩；有一種是不限於出家、在家人的規矩。 

 

照著我這裏的講法，出家人的規矩，你便守那二百五十條戒，一條你都

不要犯。很少了，今天很難不犯。如果照著那二百五十條戒的時候，你存一些

錢也不能。你現在怎麼不行？你沒有錢，你想去士嘉堡都被人趕出來，是不

是？沒有錢你怎去？是不是？你想去吃一碗飯，你餓了想吃一碗越南米粉也不

行，沒有錢不行。迫得比丘不能守這個戒。但有些是故意不守的，有些是離譜

的都有，那些不在話下，那些不講那麼多了，這是族大有乞兒，難講。事實上

是不可能守的，這二百五十條。出家人，如果是女出家人更「死」，三百七十

多條戒，號稱五百戒，實在是三百七十多條。印度人在古代是這樣的，過了二

百五十，便作為五百算，印度人是這樣的。多到極他便說是八萬四千，再多點

他便說是無量無邊，印度人是這樣。比丘尼有三百多戒。這些是出家戒，我們

不是出家人，不去理它，這是出家人的事。在家人，一是只得五戒而已。八關

齋戒，八關齋戒是準備出家之人的戒。我們普通的是五戒。這個便是規矩。現

在的社會那麼複雜，五條戒律是不夠的，只有五條戒律不夠。以前社會單純便

足夠，現在社會那麼複雜，不夠。這便要怎樣？增加的。這樣做最好。如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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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發大心，學做大乘菩薩。」要學菩薩戒，出家亦可，在家又可，菩薩

戒。四十七條菩薩戒，這個便是規矩。如何去做？便依著它做。有的，有的，

任何辦法佛教都有得教你。佛教好處是最豐富，全都具備了。有些人說外面的

人不知，說佛教太單純，什麼都說是空。那些是亂講的，佛教不是這樣。而佛

教呢，又有很多佛教徒又無知，空便了事。不是這樣。好了，我們看看。一方

面「非諦」；但一方面「非妄」，不是無的，菩提不是沒有的，明白嗎？ 

 

現在說明，（己二）、顯唯是佛得。真正大菩提只有佛才得，而且真正

得到大菩提，你便是佛了。 

（己三）、結，結束此段，總結成。（己一）、明所證非諦（亦）非妄。「善

現，如來現前等所證法，或所說法，或所思法，即於其中非諦非妄。」 

 

他說，「善現」。「如來現前等所證法」，「等」即是各方面平等。所

了解的，「證」即體驗，直接體驗到的法，這裏是指什麼？佛所直接體驗到

的，不外兩點，一、大菩提，我已經親身領略到的大菩提；第二、大涅槃，他

自己親自直接體驗到的大涅槃境界是如何？聽得明白嗎？「等所證法」。「或

所說」，證了之後佛便給人講說，教人。或者如來現前等所說法。「或所思

法」，甚至在他還未講前，他如何想？他所想的法。「法」即東西。這些如來

所想、所說的東西。「即於其中非諦非妄」，其中你說他實，以為它事事俱

實。不對。因為何解？菩提又不全是實。你說菩提是沒有的，虛妄。非諦亦非

妄。非諦非妄，便如剛剛開始學的，應該怎樣做呢？你最好是受菩薩戒，受菩

薩戒。那我亦得明白那道理才行。你要明白其中道理，便要學唯識了。不學唯

識…，因為那些《般若經》只是一味破你而已，破你的執著。你想正面地解

釋，便要學唯識。但學唯識便麻煩了，尤其是不適宜太老的人；第二、要學很

多名詞，很多人是覺得困難的。不過如果你年富力強，最好是了解唯識。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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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了解唯識，你便心安理得了，你是這麼年輕的，應該學學吧。你找我那

本…，我看看王聯章過來，有沒有帶我那些來。如果有帶來，我送一本給你，

你年輕，太老的不要學了。 

 

同學：「明白一點也不要緊，不用學。都要明白一點唯識。」 

老師：「明白唯識是可以的，修則不用修。修你可以念阿彌陀佛，行則行菩薩

戒。兩個（修法），一是念佛，一是修定。修定兼念佛可以，兩個一起做更

好。如果兩個選一個呢，念佛比較穩妥，修定則沒那麼穩妥。如果你說：『除

了入定、念佛之外，我還要在社會辦事。』（則依）菩薩戒。若要明了，明了

學唯識。學唯識的人很多是執著的，用《般若經》掃除那些執著，這是最好

的。現在的人學般若一味講空，就不談唯識的。學唯識的人是諸多執著的，又

不講空的。兩類都講的，居士只我一個。由香港、台灣算起，只得我一個。其

他的都死了，死剩我而已，已經是『死剩種』了。」 

 

同學：「那要快點傳授了。」 

老師：「什麼？」 

同學：「快點傳授弟子。」 

老師：「很多，很多。」 

同學：「多點傳授弟子。」 

老師：「很多人跟我學佛，但人人都得到一部份，得不到整（全）。不是偏空

便是偏有；不是偏唯識便是偏空。譬如最近來的王聯章，他便偏唯

識。葉文意則兩者相若，半桶水，葉文意。其餘的多數偏唯識，不講

般若的。其實我最著重般若，人們偏偏學了唯識，便不講般若。不過

講般若是很空的，很空的。如果是空的，我們講般若空，有一本名

《現觀莊嚴論》，依著它講般若，便一點也不空。我介紹他看，有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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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買？還不去買？去買吧。那本是一段《般若經》，一段《現觀莊嚴

論》排的。」 

同學：「英文的？」 

老師：「英文的《現觀》，不知什麼  Abhisamaya-Alaṅkāra，它有寫上的，

在那本書的下面，很長的，差不多有二十個字母，十多二十個字母，

《現觀莊嚴論》。現在葉文意特別打長途電話給我，前星期，樣樣要

講，要找《現觀莊嚴論》來講。你現在晚了，快一點還來得及。葉文

意，何解？她受了他人刺激，被王聯章等全部超過了她，她現在要急

起直追，她要搞《現觀莊嚴論》，她欠缺了般若。」 

 

好了，看看。首先先說一方面非諦，一方面是非妄，看起上來像是「滑

溜溜」一樣。不是。再講，這個世界是不是非諦非妄呢？答案是什麼？這個世

界亦非諦亦非妄。何解？這個世界不是實的，非諦。但這個世界亦不是全部虛

無，不是妄的。何解？你作善確是會有好的報，作惡便會有壞的報，是不是？

如果你肯講究衛生，你便長命百歲；不講究衛生，你便半途死亡。這還不是

實？你說沒有嗎？這個世界非妄。這樣「滑溜溜」的世界到底是怎樣的？學唯

識，唯有學唯識，唯識便會告訴你。我們每一個人，唯識所講的大概是這樣，

不外是這樣。這個世界的本質，實在是什麼？這個真如體是離一切相的。就本

質來說，是無形無相。無形無相，但它事事都有體有用的，有本質有作用的。

從它的作用來講，就千變萬化。真如就其體來講，是不可說，不可說。就其用

來講，可說，可說。就體來講，是一切皆無，中國人取的那種無極。就用來

講，如太極不斷生生不息。這個生生不息的用，那些作用是什麼呢？這個生生

不息的作用裏面，作用可以分為無量無邊那麼多的 Unit，那麼多的單位。一個

無形無相的真如，就其體來講，是無形無相；就其用來講，呈現出無量無邊眾

生。如大西洋的水，大西洋的水呈現無量無邊那麼多的波浪。一個無形無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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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如，它 Present 出來，顯現出來而成為無量無邊眾生。所以你又是真如體所

顯現，他亦是，他亦是，人人都是。那個總統也是，乞丐也是，蟻也是，豬屎

牛屎都是，都是真如體顯現的。這個真如體顯現，最清楚的單位是以每一個眾

生作單位。我們不用眾生，我們用有生命的東西。即是真如猶如大海，每一個

眾生的生命便猶如水波。即是無量無邊那麼多生命，用天文數字也數不盡那麼

多生命。每一個生命我們稱他為一個眾生，每一個眾生，他的生命裏面含藏著

很多 Function，或很多 Power，或很多 Energy。那種 Function，佛家稱作種

子，我們生命裏面的種子。他把我們的生命名為阿賴耶識。阿賴耶識含藏無量

無邊那麼多的種子。那些種子裏面有物質的種子，這些物質的種子顯現，成為

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又有精神、心理的種子，這些精神作用的種子顯現，成

為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和執著有我的末那識。 

 

每一個識都如一個太極分開兩部份，一部份是被動的，一部份是主動

的，就如一陰一陽。主動便像是陽，被動便像是陰。譬如我的眼識，眼識裏

面，一眼望下來，一幅白，有形有相的。但另外有一東西是無形無相的，看到

白那種力，那種 Power，那種 Energy 則是無形無相的。一種有形有相的  

Image，Image 是有形有相的，一種無形無相的 Energy，兩種合而名為一個眼

識。我們有眼識、有耳識、有鼻識，每一個識未起的時候，它們的 Function 

是種子，沉睡在我們的第八（識），在我們的生命裏面。一有機緣它便爆發出

來，爆發出來成為現實的作用。一個現實作用不斷起的時候，我們的意識便不

斷會作業，做行為，Behaviour 很多。做了行為，便招引未來的、來生的果。

所謂來生的果是指什麼？來生的果本來是具備於我們生命裏面的種子，我們做

了些  Behaviour，做了些行為，刺激起他的種子，令到種子受到刺激，你死

後那些種子起。作善的業，便刺激起那些 Happy 的，樂的，快樂的種子。作惡

的業便刺激起些什麼？貧病等等那些悲慘的種子。不外如此。這樣於是形成世



7 

界上有些幸福的人，有些悲慘的人。有些前半橛幸福，後半橛悲慘；有些前半

橛悲慘，後半橛幸福。業是這樣地作用。又用回那個譬喻，芝麻糊杏仁茶一起

攪那樣，一橛橛不同，世界就是這樣。你明白知道後，你說它是空，又不是

空。唯識所變，識所變，不是空，識是有的。你說它實，又不是實，何解？隨

著你的業不同，最重要你有智慧指導你的業，Control 自己，Self-Control，

自己控制。你想不落地獄，你便持五戒；不想做畜生，你持五戒；你想成大菩

提，可以，有辦法，守菩薩戒吧！種種辦法都有，任君選擇。修行嗎？你歡喜

念咒的，有密宗讓你選。「我想買保險」，你可以念阿彌陀佛。如果你說：

「我是修小乘的，早死早著，快點涅槃。」你便去學修小乘吧，很快會成功。

條條大路通羅馬，任你（選擇）。佛教的好處便是這樣。好了，一方面非諦，

你不要執它為實；一方面又不是假的，非妄。好了，這裏（己二）、顯唯是佛

得。「顯」即指出。 

 

「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所以如來說，一切事事物物，即是什

麼？一切善法、惡法，一切有漏法、無漏法。有漏法即有煩惱的東西；無漏法

即是清淨沒有煩惱的東西。甚至善的、惡的、高的、低的等等一切東西。「一

切法」即這個宇宙萬象。「皆是佛法」，皆是佛所證到之法。這句說話不是很

像…。《般若經》的弊處是什麼？像是靠估的。一切法都是佛法，這些是佛法

了。「我一味對著杯茶在喝，便是證佛法。」又不是。原來它說的「一切法皆

是佛法」，這個「一切法」表面上是指每一個事物，實在是指什麼？是指真

如，這個無形無相之真如。因為事事物物都是無相之真如所  Present，顯現

出來的。所以它就如用指桑罵槐的辦法，一切法都是佛法，其實是什麼？真如

是佛所證，所體驗到之法。聽得明白嗎？我們佛之所以能夠證到真如，他要有

智慧。這個智慧即是菩提，菩提不就是智慧。聽得明白嗎？好了，講到這裏便

結束這一段。你回去自己看那些注吧，記住，現在多倫多班人，不懂得講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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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你大可以怎樣？你記住，如果有人問、想讀《金剛經》，你給他解說。

有好東西，不要自己秘密知，要與人共知，不要自己獨享，與人共知。人們不

讀這一本的，一般讀鳩摩羅什的譯本，分為三十分（應是三十二分）那本。那

本你讀完你不知《金剛經》講什麼的，你試試看。你讀讀，是這一本清楚。所

以你最重要是給人講，給人解，給人解說你的功德便大。受持讀誦，為他人

說。受持讀誦，究竟通利，為他人說。再進一步是如理作意。最低限度是為他

人說。這樣富人捐一千萬來建一間醫院，不及你的功德大。因為什麼？你那條

路是成佛的，他的是生天的。目前是他的大，將來則你的大。聽得明白嗎？當

然是兩樣都做則更好了，是不是？但是你談何容易，拿你的身家來建一間醫

院，談何容易？是不是？有多少人有那麼大的財富？但你這些必定是可以做

的。 

 

還有，有人死了或什麼，你不用去做功德的，你教人念一本經或什麼，

或許你索性自己替人念，一邊念一邊理解它。理解它之後，你念幾聲釋迦牟尼

佛或阿彌陀佛，「我願把念這本《金剛經》所生的善」，不用說功德，只說所

生的善。「我願把我念這本《金剛經》所生的善迴向我某某朋友，令到他將來

有佛加被他，令到他不入惡道，將來來生有機會我和他相遇，做他的良師益

友。」你要這樣然後他才有益，他下一世會碰到你。這樣你的功德大。你拿去

做功德，你做幾天功德起碼超過一萬元。你現在這處一毫也不用，你花半小時

念完本《金剛經》，你的功德那麼大。富人有錢固然可以做，你沒有錢仍然是

可以，你的功德不會比他的小。那些朋友，那些什麼，有些朋友死了，親戚死

了，我也懶得去拜，我便替他念一遍《心經》，就是這樣，五分鐘左右。我便

說，我一邊念一邊依著它想的時候，即是入觀。念咒：「我某某人念《般若波

羅密多心經》，我願把我念這個《心經》所生的善，迴向給某某，願他一切獲

得吉祥、順利。」我便結束了，五分鐘也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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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往生咒〉是不是好一點？」 

老師：「相同的，相同。」 

同學：「《心經》呢？」 

老師：「《心經》同樣可以，凡《般若經》都可以。這個是般若天王說的，帝

釋天王說的。他說有什麼事，《般若經》都可以。它明明白白地說：

『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最大的神咒，最大的明咒。『是無上咒，

是無等等咒』，怎樣都可以，你多大功德，它亦跟你相同、平等。念

〈往生咒〉亦得，我普通的，要不是念《心經》，要不是念〈光明真

言〉。念〈光明真言〉最有效，是很快見效的。一邊想自己一邊念，

一邊念，放五色光明，去照死者，去追那個死者。他死了，那中有是

到處飄蕩的，你觀想著而來念。念這個，中文我不知怎寫，我是念梵

文 的 ， 『 oṃ amogha vairocana mahā-mudra maṇi-padma jvala 

pravarttaya hūṃ 』。是這麼多句。一路念，在頭頂，有一個毗盧遮

那佛坐在我頭頂，一路放五色光明，這個光明一路去追，追那個死者

的中有。追著他、照他，這樣他…。照密宗的人之講法，是這樣的。

中有如果是迷迷妄妄的。你在加持他，你做他的增上緣影響它，令他

在迷迷妄妄之間，忽然有一道光明照著他，光明照著是很舒服的。本

來很恐佈，忽然變得很舒服。他的中有原本是應該落地獄，或是落餓

鬼的中有，那中有便會死掉，死了便免了做…。 

 

 譬如它應該是做蛇的，它便免了做蛇。做蛇的中有死了，第二個中有起

了，他不是蛇的中有了，是人的中有，因為他有一個佛的光明照著它，他的中

有。會剌激起他生命中善的種子，那些快樂的種子便變起一個新的中有。那中

有不是做餓鬼，那個可能是做人的。他最低限度是先做了人，做乞丐總比做豬

好，是不是？做豬會給人劏，做乞丐不用給人劏。現在加拿大做乞丐還有救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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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拿，是不是？用這個的話。你說行不行的？行的。何解呢？你的光明…。你

念咒是一種力，這種力是一種 Power，念咒是一種 Power，一種力。現在來講

是一種能量，念咒也是一種能量。你的能力影響到佛的那種能力，佛在大定裏

面接受你的影響力。它就刺激起佛，佛又發生一種能力，佛的能量是很大的。

你請求他照這個死者的，世俗講的是魂頭，佛家稱為中有，照這個中有。即是

用佛和你兩個的力量，影響他的中有。即如電，兩種電，無線電，你的電波，

他可以抵消你，或是可以增強你。令如果它是惡道的中有，便抵消它，令它沉

沒，那個中有會死亡，影響它。如果它是善道，助長它，觀想放五色光芒，很

漂亮。我有一個朋友，還弄出官司。念…，那個名字我也記不起了，被警察局

拉了去，坐了一晚牢。日本人來炸廣州，燈火管制全部要關燈。他把燈全關

掉，很驚恐，驚恐便念〈光明真言〉。一念〈光明真言〉，那個防空署觀察站

便看到，全市都「黑默默」，只有他那間屋裏面有一道白光，還有幾種顏色

的。有些光氣在那處，即刻打電話通知警察局，警察局便立刻去搜捕他，拘捕

他。他正在念佛，拘捕了他。拘捕他的時候還說他是漢奸，把他拳打腳踢。 

 

他說：『你為何做漢奸？在放些什麼光？放些什麼符號，讓日本人來炸？』 

他說：『不是。你看見我正在念佛而已。』『念佛會念出光來的嗎？誰信你？

不管，先把你關起來，明天再慢慢審問。』關起了他，他的家人幸

好…，白白地拘捕了他，是很冤枉的。第二天早上便通知那位馮法

師。 

 

現在有一本書名《天眼通原理》，其作者為馮寶瑛，是我的師父。通知馮寶

瑛，一個密宗師父。馮寶瑛便立刻通知一個國民政府委員，胡毅生，胡漢民的

（堂）弟。這便通知胡毅生，『他如此這般，昨天被人拘捕被視為漢奸，你快

點保他出來吧。』胡毅生給公安局打電話，公安局便立刻放人。他已經坐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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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牢。靈驗，是靈驗。放光，這種事很湊巧的，那一種力，現在的人所謂能

量。」 

 

同學：「羅教授，《心經》後面那段咒，有沒有解釋的？『揭諦揭諦』…。」 

老師：「有。『揭諦揭諦』就是『渡啊渡』，大家一起渡的意思，渡過彼岸得

菩提。是這樣解的。我有一個《心經》的注，日後帶來給你們影印。

你看我的，保證你懂的。是有些少名詞不懂而已，你問問我，保證你

懂。我的東西除非你不看，看的話保證你懂。」 

同學：「你那幾句好像是梵文來的，是不是？你（可不可以給我們）讀出

來？」 

老師：「是的，是梵文。『揭諦揭諦』梵文就是『gate gate』。『波羅揭

諦』是『pāragate』。『波羅僧揭諦』是『pārasaṃgate』。『菩提薩

婆訶』就是『bodhi svāhā』。你不用的，你念錯音也不打緊，同樣可

以，同樣靈驗。」 

同學：「羅教授，可不可以念一次？」 

老師：「念嗎？」 

同學：「《心經》。」 

老師：「《心經》，《心經》我便整…。」 

同學：「那個咒。」 

老師：「你拿來幹嗎？」 

同學：「迴向給人。」 

老師：「迴向給人，不用的。我剛才講的那個〈光明真言〉…。」 

同學：「讀讀吧。」 

老師：「〈光明真言〉。現在便給你念。」 

同學：「慢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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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師 ： 「 『 oṃ amogha vairocana mahā-mudra maṇi-padma jvala 

pravarttaya hūṃ』。不過你這些密經的咒，你現在念念，未嘗不靈。

不過如果聽說有人說放〈光明真言〉灌頂，你要去補灌頂才行。你可

以念的，密宗的咒你可以修。沒有人替你灌頂，你可以念一輩子也可

以。如果某一次真的附近有人授這種灌頂，你應該去補受。」 

同學：「是否必須出家人才可以做灌頂的？」 

老師：「那用出家？」 

同學：「不是。去受灌頂是否必須去找出家人？」 

老師：「不是。密宗大師，密宗大師不一定是出家的，那些喇嘛很多是有妻子

的。」 

同學：「不一定出家？」 

老師：「不是。顯教也不一定是出家的。密宗那些法師，出家人也不一定有資

格做密宗法師的。是，不可以的。如果他是密宗法師，而他不是出家

人，同樣是可以的。如果他不是密宗法師，他什麼也不可以。密宗法

師是要他的上師傳位給他才可以。」 

同學：「灌頂是如何灌頂的？」 

老師：「灌頂。本來灌頂是印度的一種儀式。一個太子…，即一個皇帝，他有

很多個兒子。他要指定一個繼承人，『這個是繼承我之王位的。』這

便要替他灌頂舉辦一個，就如現在英國的皇帝加冕。他立太子的時

候，需要灌頂。灌頂又要做什麼？取東南西北四面大海的水，混而成

為一壺，放進一個瓶，加進一些香料。找那些法師，普通的也是婆羅

門。那個太子在場，把那些香水灌淋在他的頭上。這不就是洗禮。他

經過這種儀式，他便是一個合法繼承人。大家要承認老皇死後，他便

要即位，只有他一個。大乘的人，學密宗的人，他說：『你如果想學

密宗，你便要受灌頂。』上師和你灌了頂，上師是代表佛，即是你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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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灌頂，你便是太子，未來的佛。是這樣解的，是一種儀式。本來是

用四大海的水來灌淋下去，但你淋下去是很棹忌的。基督教那些，有

些是真的要洗、浸的。佛教倒過來較簡單，灑一下便作為灌，灑一下

不就是灌，也是灌，不過是兒戲了一點。是不是？照理是以瓶盛水來

灌的，但漸漸人們用香水灑，現在更索性不灌。我也記不起我受的幾

次灌頂，他有沒有灑水了。有沒有？有吧，灑了一些水。彌勒灌頂有

灑，是不是？其他那些呢？」 

同學：「有水給你喝的。」 

老師：「還有水你喝，喝的水不算。」 

同學：「有一次我去泰國，到了一間廟，看見有些僧人。我見他坐在那裏，我

便過去給他頂禮。 

我頂禮之後，灑了些水在我頭上，又放了些東西在我頭上。」 

老師：「他這樣即是在祝福你，他不是和你灌頂。或許是泰國的一種儀式也說

不定，我不大清楚。」 

同學：「插那些吉祥物…」 

老師：「啊，那些是另外的。是白教才有的，其他派是沒有的，其他派系沒有

的，黃教不用這一種東西的。 

 

黃教是不用這一種東西的，紅教，大密宗也不用這一種東西的，只有白

教用。他用那些吉祥草，有一種草名為吉祥草，削至尖的像一支針。他要學過

才行，不然亂刺刺傷你是不行的。他替你剃掉一點兒頭髮，剃去一個二毫半

（硬幣）那麼大的地方，在正中。我們的腦有一塊骨，它有一個洞，有一罅

隙。他摸摸你腦袋的那個罅隙處，一插便插了幾分下去，就如現在的針灸，整

支針插下去。不過要學過的，要不然亂來，現在台灣有很多亂來的，他沒有上

師傳授，他又替你插。亂插，插了些細菌進入（身體）怎辦？這樣東西我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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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學佛是在於心，不在乎那支東西。」 

同學：「插那支東西進去，有什麼意思？」 

老師：「插是替你開頂。他說這個人要修行，修一種法名『頗哇法』， 修

『頗哇法』呢，要觀想丹田會走出來的，觀想自己的丹田，一路念、

念、觀想，我在丹田裏面成為一個紅色的球。那個球一路的升、升、

升，一邊念咒一邊升，升至忽然一『谷』那道氣，那個球便『標』上

來。『標』出來，離開你的身體到處去。往生，他這時候，一修的時

候，便坐著去世，你們這些人看見他死了。他修這個法，可以是這樣

的。如果現在的西醫便說靠不住。何解？他常常的『谷』、『谷』、

『谷』，突然來到這處，血管一爆便死了。這樣講法確是太過侮辱及

兒戲的，你都不清楚，你卻亂判斷他人，說他腦血管爆了，是不通

的。是不是？ 

 

因為我知道有一個基督教徒，他不信，他根本不信密宗的，他又是大西

醫：『他那裏是。是腦血管爆，谷爆而已。』這樣講法，我是不服他這個講法

的。你說是人人都能做到呢，亦未必，他是要修才做到的。死的時候，它會這

樣走的。他往生，他真的是這樣。他是可以的，他臨死的時候念：『阿彌陀佛

來接我了，接我了。』念、念、念，我走了、走了、我現在去了、去、去、

去。集中精神，這樣便去了。剛剛是應該晚兩分鐘便死，他提早一點是可以

的。多則不行，兩分鐘是可以的。應該是早點便斷氣的，他忍著，一路地想

著，他晚兩分鐘讓他想到走出來，才…。做得到的，應該做得到，你認為做得

到嗎？藥物…你說。總之我們不能夠隨便批評，說他不行，尤其是不能用宗派

之見來作批評。黃教的人則不必多此一舉，縱使有也不需要。何解？整個宇宙

便是我們的心，那會走得去的？我生極樂世界，即是說我在娑婆世界的這個生

命  Stop 了，第二個階段起。生娑婆世界的這個階段對我來說 Stop 了，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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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電影停了一樣，轉過第二個台，第二幅起，便是極樂世界了。在這裏看多倫

多，固然可以在這房間看。你要看羅馬梵蒂崗，你開一個梵蒂崗的台，便可以

看到梵蒂崗，那用坐飛機去梵蒂崗？不用的。我們去，不用去，我們這裏  

Stop 了便第二幕出現，就如演戲一樣。一段舞台，自己對自已來說，我們這

一世的主角，便是我。到了我死的時候，停止了。這段旅行，第一段旅行完結

了，跟著是第二段旅行的開始，無所謂。」 

 

要走的，他要業力盡了才走的。如果太辛苦，反正都是死的。剛才有誰

跟我講起，我有一個朋友死了，上兩周死了。李先生，今天車我帶那個朋友去

見醫生，去飲茶講我聽。Cancer 必定不能治癒的。那醫生專家問他：「你想

延長壽命，或是想他快快的沒有那麼辛苦地死呢？」他兒子答覆醫生：「只要

他不要辛苦，順其自然地讓他死，不必延長壽命。」於是醫生按他的要求，只

是令他不辛苦。這樣便死了，沒有辛苦的。生 Cancer，肺 Cancer，八十歲。

如果是這樣，現在的醫生都能控制到的，早兩天死，晚兩天死都可以，甚至早

幾個月死，晚幾個月死都可以。不用怕的，不過我以為不必。尤其是你開個頂

來給他…。如果你走得出來，不一定要那一個洞的，我們的頭有很多個洞的，

是不是？那用你插一個洞，找事來搞的。你插了一個洞在頭頂，一會兒便會癒

合的。這個即是什麼？沒有生理學知識的人，然後才會信這種東西。有生理學

知識的人，不需要的，不必的。我的判斷是這樣，道理未嘗無，但是不必要，

是不是？不必需要。即是等於這樣，你選擇的，你根據什麼作選擇？有，有根

據的。因為大家同樣可以的，何必多此一舉呢？是不是？即是說，一個人家裏

很窮要結婚，你穿燕尾禮服是結婚，你穿一套普通西裝也是結婚。如果你是大

富人，你可以做的，從新做過燕尾禮服。那位女仕的紗可以很名貴，十萬、八

萬元也無所謂。但是如果你說我只是打千多元工的，我勸你不必了，連那燕尾

禮服都不要做。或者你租一套，百多元租一套好了，做也不必做。可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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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可以，做有做的道理，你有錢便做吧。適宜於有錢，不做則適宜於那些不

甚有錢的。條條路都通羅馬，條條路是你做燕尾禮服，一樣可以結婚。你就隨

便穿我這樣的西裝，都可以結婚的。如果你結了婚之後，夫妻不和的，什麼也

是假。如果你是夫妻和好的，如果容許你穿恤衫結婚，都實在是無所謂。你說

是不是？不用的。那我選擇，根據…。 

 

同學：「佛是否是在這處出的？」 

老師：「不是。佛是用光照人，多數用這種，眉間放光。但他的那一個

『svabhāva』是從那處出的。不是從這處出的。 

同學：「不是從這處出的？」 

老師：「不是從這處出的。你想從這處出都可以，不過普通的是從這處出。他

開頂，開一個洞在這處出。但這事是無謂到極，所以我以為不必多此

一舉。我有機會開頂，我不去開，我不去，我還勸人不必。甚至密宗

很多繁瑣的儀式，我都勸人不必。乾淨俐落，念念阿彌陀佛，彌勒佛

都可以，如果你忙的時候，那用像密宗的？修十八道不是不好，十八

道你真正修行，你要兩個小時，每天修一堂法，便每天要花兩個小

時。如果你修那些藏密的大法，你要整天修，要連修幾天。你是喇嘛

才可以，如果你是醫生，我便勸你不如把那些時間，給病人診診症，

功德還大。你關起門，立一個壇來到修法，自利或許有餘，利他則不

足，這已經不是佛法。」 

同學：「你修的那些，是不是念出聲音的？」 

老師：「念佛、念咒有三種念法。」 

同學：「有人說多念會傷氣。」 

老師：「我跟你講，一種名為『蓮花念』，念出聲音的。譬如念唵嘛呢唄咪

吽，『唵嘛呢唄咪吽，唵嘛呢唄咪吽，唵嘛呢唄咪吽』。舌又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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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亦在動，名為『蓮花念』，不對，應名為『佛念』。『佛念』，即

是最正常的。第二種名為『蓮花念』，口不動的，那條舌根聲帶震動

『唵嘛呢唄咪吽』，連聲音他人也聽不到，但實際上我是在發聲

的。」 

同學：「口不動如何能發聲？」 

老師：「你不要說那聲帶，是說那條舌根，那條舌頭，喉頭在動而口不動，很

低的聲，這種稱作『蓮花念』。第三種是『金剛念』，聲帶也不動

的，舌也是不動的，實在是不可能的。必定要有一點兒動的，舌不

動，聲帶輕輕震。你說話、思惟，聲帶也要動的。現在的心理學家

說，當我們思惟的時候，聲帶是會動的。這種稱為『金剛念』，即是

他人絕對聽不到，自己也聽不見聲音的。是心念，完全心念，最高級

的。」 

同學：「默念呢？」 

老師：「默念即是『金剛念』。『金剛念』是不容易的，普通的是『蓮花

念』。」 

同學：「默念，是否念得多會傷氣的？即是說沒有什麼益處的。」 

老師：「它又不是的，要看呼吸。」 

同學：「我見到印光有一本書說念得多會傷氣的。」 

老師：「他們不懂用氣，便什麼都會傷氣的。呼吸呢？呼吸也會傷氣。」 

同學：「你不要念得太急。」 

老師：「會是好的，很有效的。因為你念出聲來，耳根便會聽到。譬如你念

『唵嘛呢唄咪吽』（普通的念），便會是這樣。你念出聲的念，同時

耳根又聽到，精神便更集中。慢慢地，一些雜念是你不會起的。 

還有…。我有一個朋友，這個人是無疾而終的，很好的。醫生說他有心臟病，

其實他心臟病也是好，無疾而終，七十多八十歲無疾而終。心臟病，



18 

什麼病也好，他死時沒有痛苦，他在念〈六字大明咒〉，念『唵嘛呢

唄咪吽』。他說很奇怪：『我在念。念呢，聽到聲音，聽到自己

念。』他說不止聽到自己念，連那些『咭咭（gap）夾夾（gap3）』在

山上那些『蛤乸』（蟾蜍）『夾夾夾』那些，它也跟著我在念。它不

是『夾夾』聲的，它是在『唵嘛呢唄咪吽』。我嘗試停下，看它怎

樣。他說：『我停了不念，它仍在念。』他聽到四邊的聲音在念，都

在念。即是離開〈六字大明咒〉之外，什麼都沒有，只有〈六字大明

咒〉。他死得很好，七十八、九歲，有一天初一，他平時不吃齋的，

他今天初一、十五要吃齋。吃完齋之後，『齋很好吃，很舒服』，他

坐在那裏，熱天，坐在那裏，『那些風真的好，拿張椅子到花園坐坐

吧。』像是有點累，便是這樣地死去。家人見他坐了差不多一小時都

不動，子女看看他，像是斷了氣。摸摸他，他動也不動和沒有了呼

吸，不敢動他，找來醫生看看他。醫生說：『啊，死了一個多小

時。』」 

同學：「會不會是在入定？會不會是入了定？」 

老師：「我不知道，我又不在現場。姓許的。」 

同學：「在加拿大或在香港？」 

老師：「在福岡，日本人在打的時候。這個人姓許的，名許祭。他的哥哥，不

知是他的哥哥或他的叔叔，是粵軍總司令許崇智。他有一個哥哥，是

中山大學校長許崇清。他當過師長的，他本人當過師長。 

我們和他談話：『你不是殺了很多人？』 

 

他說：『我未曾殺過人。』 

我說：『你當師長未殺過人？』 

他說：『士兵打仗總會有的，但我並未有下令殺人，我只曾下令救人。我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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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命令，士兵不許搶掠，不許亂殺人。』 

他說：『我是識帶兵。』 

 

『但是你打仗的時候，必會殺死人的，槍彈是沒有辦法的。』他又做將軍，下

了一個令，不准亂殺人，他這條令是很有效的。」 

 

同學：「他未做將軍，那知會去打仗？所以他是沒有殺人。」 

老師：「他一出身便做官，因為他是日本士官，他的父親…，看看，不知父

親…。爺爺是總督，許應騤，做閩浙總督。因為他父親是總督，自小

他擇升官，擇到蔭紳，得到父親的蔭庇，不用考試便有官做。普通的

給他一個武官，他申請退役留學，派他去日本留學，在一間士官學校

畢業。他說，畢業回來便當營長，剛畢業回來便帶五百多兵。所以他

說：『我最叻的，我帶兵去到每一處，未曾搶掠過人的。軍隊有人搶

掠物件回來，從嚴的便把他打靶（槍斃）；從輕的便隨他（免罪）。

我則不是，打屁股，打五十板。我又無謂殺他，但你不懲誡他又不

行，便打五十板。』」 

 

好的，我們讀讀這處。他說，「善現，一切法、一切法者」，這個「一

切法」是指什麼？指真如。是不是？「如來說非一切法」，在如來來說並不如

世界上一種東西，稱為一切的東西。因為一切的東西，是佔有一定的空間，佔

有一切的時間。而我這個「一切法」是真如，無處不有，任何時間都有它，無

處，任何空間都有它的。所以非世俗人所講的「一切法」，並不是有一件東西

名「一切法」。「是故如來說名一切法、一切法。」所以如來說，我所謂「一

切法」，所謂真如，「一切法」是假立的名稱。說它是「一切法」，是指這個

宇宙的、實在的、本體的而已。聽得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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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戊二），舉一個譬喻。「彰」者明也，說明。 

 

佛當你證到菩提的時候，你確是有一個佛身的，這個佛身即是真如——

來說明。「佛告善現：『譬如士夫具身、大身。』」佛說到這處，他便講了一

個譬喻。譬如有一個人，「士夫」即人。譬如有一個人，例如有一個人。「具

身」即具備一切的身。「大身」即其身大無比。怎樣才稱為「具身、大身」

呢？兩個不同的解釋，你看看我的注，第七行，看見嗎？ 

 

「『具身、大身』者」，「具身、大身」是用以譬喻自性身，譬喻法

身，法身即是真如，他的法身即是真如。譬喻法身和譬喻受用身，即是報身。

自性身即是法身。 

「自性身遍一切處」，一切空間，一切事物皆有它。其實「遍」即任何時間都

有它。圓滿具足，所以用來喻具身。 

 

「具身」者即佛的自性身，用來作譬如，亦即是真如。受用身有很大的

功德。他受用身能夠變起極樂世界；自受用身，他的智慧非常超卓，有很大的

功德。功德是什麼？功德即是有好的作用之東西，是一種力量，功德是一種

力。「功」是功效，有功用；「德」者有所得的。用大身來譬喻他的受用身，

受用身具備有很大的功德。此二種身，由於你修行修至離開煩惱障和離開所知

障，就會證得的。「具身」即是指法身，自性身；「大身」是指報身。這個是

這樣解的。 

 

第二個解法是「具身、大身」都是指同一樣東西，都是指法身。何解？

因為法身然後才是實的。報身也是假的。是的，來到這裏，我恐怕大家記不

起。大家有時讀《心經》，讀《金剛經》「烏烏林」（糊裡糊塗）的，看你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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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不？當你修行成佛的時候，你的生命裏面不斷修行。不斷修行修至差不多

的時候，把你那些成佛的障礙，即煩惱障、所知障，全部刪除之後，你便成

佛。當你成佛的時候，即是說你最高的智慧便顯現出來了，最高的智慧稱為大

菩提。當你成佛的時候，你有三個身，三身具備。 

 

第一名自性身，「自性」即本質，你生命的本質，這即是真如。整個真

如便是你的身，是你的本質。（第二、你第二個身…。）真如這個自性身，是

無形無相的，像一個無極，無形無相的。 

 

第二、你有一個受用身，你歷劫以來修行了很多善行。修行善行的時

候，刺激起你生命中好的種子。那些好的種子顯現出來，成為一個美滿的世

界。這個美滿的世界，是你自己功德的種子所顯現出來的。這個美滿的世界，

你是有顯，你自己生命，你那些清淨的種子，又顯現出來，變起一個主人。這

個主人當然是假的，住在這個美滿世界裏面，那個稱為報身佛。不要報身佛行

不行？不要他未嘗不可，但你記住凡事物皆有體有用，不會是有用無體，不會

是有體無用的。佛既然有一個真如體作身，他的作用是什麼？是功德。那些功

德顯現出來，成為一件具體的、Concrete 的東西，便成為什麼？成為他的報

身，成為他美滿的世界，稱為報土。這個報土即是《阿彌陀經》所講那個，黃

金為地，七寶為池等。那個報身即是萬億紫金身，阿彌陀佛那個身體，那個報

身。報身和他的世界，那個報土，便是他的用。有體便有用，以真如為體；以

報身、報土為用。這樣他自己固然可以享受，但亦可以令人享受。何解？雖然

你未成佛，譬如你未成佛，你變不起這樣的報土，你亦變不起這樣的報身，但

是你的這個世界太苦了。如果你能夠在這個世界，一天你仍未死，盡你的職

責，做一個好的人。你每天有時間便念這個報身佛。例如普通人念報身佛，有

些人念阿彌陀佛；有些人是念毗盧遮那佛；有些人是念藥師佛；有些人是念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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閦鞞佛等等，都可以。總之你找一個佛念，念得純熟的時候，你一世行沒有怎

樣作惡，你死的時候會很安詳。很安詳地死的時候，你便會看見一個佛在前

面。你剛死的時候，你的中有。死的時候，你的生命剛斷氣，你便捨棄你這個

身體，那個中有便起，即所謂的魂頭便走出來，起了。那個魂頭，那個中有渺

渺茫茫的，因為你臨死的時候，如果你都是在念佛，平時你又很勤力念佛的，

你會怎樣？你的中有會見到佛，見到佛的光明。或許你的中有又會念佛，因為

一個人常常念佛，便做夢也會念佛的。你的中有就如做夢一樣，忽然中有飄飄

蕩蕩，很驚恐的，忽然念起佛。很多人是這樣的，發惡夢的時候，他會念佛

的。他驚恐的時候，立刻念佛。念佛的時候，便有感應，佛便加被他，幫忙加

被他。加被他的時候，如果他的中有是惡道的，那個中有便死，一個善道的中

有便出現。如果他也是善道的，因為他臨死，善心死不會入惡道的，便見到，

他便跟著念佛。 

 

念佛的時候，他便會見到佛，飄飄渺渺見到佛。見到佛的時候，便有一

條光明的道路引導他，去到那處便投（胎）了。從那處起，身體在那處出世。

便是這樣。雖然是在那處出世，都是你自己的種子變的。但是你變不起，要佛

的資助力，即如輔導你一樣，令到你變起。你見到他的極樂世界，你自己則變

不起，但你去到他先變起，你便看見。你好像沒有那麼大的資本，你買那些

Bell 那些大公司，你便買不起，不能做它的股東。你可以買一手，一 Lot 那

麼多的股票，你亦是股東，他賺到錢你也有資格分，是相同的。是這樣。你在

那處修行，修到一步步、一路路，未見道的便見道。你見了道，經過十地便在

那處成佛。成佛呢，阿彌陀佛將來死了，便有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死後，

便到了誰誰誰。看看輪多少百、多少千個便輪到你，你成佛了。如果你和這裏

有緣，你便回到這裏。他便這樣，是靠你自己的力量，靠他的作為基礎。你自

己托他來變起。即是他先起，你托他做質現起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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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解法，一個是具身是指自性身，大身是指報身；一個是大身、具身都是指

自性身，兩個解法。兩個解法都可以，任你（選擇）。譬如一個人，有具身，

有大身。這個具壽長老很聰明，立刻接著說，「具壽善現即白佛言」。「世

尊，如來所說士夫具身、大身，如來說為非身；是故說名具身、大身。」立刻

回答。他說，世尊，你如來所講的士夫，那個人，說他有具身、大身。這種具

身、大身，如來說它不是身。不是身又如何？ 

 

兩個解法。第一、如果是自性身便不是身，無形無相的，所以非身。第

二、如果是報身呢？報身是佛歷劫修行所得的，並非普通人的身體，並非虛妄

有漏的身體，「如來說為非身」。故此，「是故說名具身、大身」，是假立名

稱。說它是具身、大身。其實如來是有所譬喻的，譬喻自性身、受用身的。明

白嗎？ 

 

老師：「現在三時五十分了，今天講少了一點，講雜的東西多了。你讀不讀

《菩薩戒》？《菩薩戒》我教你們讀幾條。一味空，一味空你得要有

一點『揸拿』（把握）才可，《菩薩戒》便給你一點『揸拿』。就如

在大海飄流，你總要撈著多少東西。是不是？」 

同學：「羅教授，講起真如，譬如佛證到真如，真如有沒有個體的？」 

老師：「沒有個體，無形無相嘛。」 

同學：「我的意思是，真如就如我們坐在這裏的，總之是人，有張三李四，有

所謂分別的？或是如大海的水融合在一起，沒有分別？」 

老師：「沒有分別的。」 

同學：「是否如大海的水一樣，是在一起的？」 

老師：「沒有分別，沒有分別的。一味的。但是報身是有個體的，阿彌陀佛的

報身在極樂世界，他不在這裏，是在那裏。報身是有個體的。法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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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自性身，是沒有個體的，它是無形無相的嘛。凡有形有相的，都是

有為法。報身是有為法，所以有個體。有個體便有你有他了，有阿彌

陀佛便有非阿彌陀佛的了。有個體。沒有個體便變了無分別，但不是

無，那個無只不過是無分別。 

同學：「為何有些現出阿彌陀佛，有些又現出釋迦牟尼佛？為何又不全部現出

阿彌陀佛呢？」 

 

老師：「真如是本質，是不是？水同是水，但是現出很多不同的波，你明白

嗎？它的本質是真如，它起的作用有很多，是不是？何謂「用」？

「用」即屬性，它的  Quality。本質是指真如，它的  Substance，

本質。每一種  Substance 自己有很多種  Quality 的。譬如水，它的  

Quality 是什麼？無形無相、透明、能夠溶解物質，這些便是它的  

Quality，這些 Quality 又稱為「用」。「體」，記住這兩個名字，本

質，所謂體是指本質。屬性，作用又稱為屬性。就科學上講，本質、

屬性——體、屬性，你們不習慣讀哲學的書，對屬性兩個字，很多人

不怎樣明白。凡是一個物體，它一定有它的  Substance 的，質嘛。

除非那物體是龜的毛、兔的角，根本是虛渺的，無的，連  Substance 

也沒有。如果它是有  Substance 的，一定有屬性，附屬於本質裏面

的性質。屬性是什麼？如果分開來講屬性呢，Character 是屬性，有

沒有一個人他的  Character 很好，即是說什麼？他有一個好的屬

性。他很惡，惡是他的屬性。明白嗎？ Quality 又是屬性。在人來講

是有  Character，是不是？在萬物來講是有  Quality，性質。你的

衣服之性質是藍的，他的衣服之性質是黑的。藍的，黑的這些便是  

Quality。是不是？所有一切的  Colour 等等的便是  Qualities。還

有，有分量。某甲是高，某乙是矮，高與矮是什麼？Quant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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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ntity，Quality 這些都是屬性。有本質便必有屬性。我們的本質在

佛經裏面稱為「體」，明白嗎？屬性又稱為什麼？稱為「用」。

「用」是指屬性。記住，有體必有用，如果沒有「用」，便根本沒有

這件「體」。龜的毛、兔的角，沒有體是沒有作用的。龜的毛你不能

用來織羊毛衫；兔的角你用來做一件東西，是做不到的。根本沒有，

沒有「體」。有體必有用。倒過來，有用便必有體了。因為有用這種

屬性必定附屬於一個「體」上，有用必有體。記住，有體必有用；有

用必有體，沒有無用的體。記住，有體必有用嘛，沒有無用的體。真

如既然有體，便必是有用。有體必有用，有用必有體，沒有無用的

體，亦沒有無體的用，記住這四句。明白嗎？以後讀佛經你便很便利

了。自性身是佛的體，報身是佛的用，明白嗎？真如體的屬性，為何

它變了阿彌陀佛？為何我們現在坐在這處，又不會變了阿彌陀佛？真

如體呈現出各種不同的用，有些用稱為地獄、有些用稱為極樂世界、

有些用稱為天堂、有些用稱為地獄、有些用稱為餓鬼、有些用稱為畜

生、有些用稱為佛。明白嗎？都是用。用有多種，既然有極樂世界的

用，它便變了阿彌陀佛，那些用現了阿彌陀佛，現了一個極樂世界。

如果有些用是要現地獄的，便落地獄吧。明白嗎？」 

同學：「即它的本質相同而用不同。」 

老師：「是，本質相同。就體講體，現在的人講『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

別』，有沒有讀過？我們的心和佛和一切眾生是沒有分別的，這是就

體而言。所以人們不明佛法，便說：『佛與眾生無分別。』是的，佛

的眾生與你無分別，你那用修行？佛已成了佛，你也成佛吧。『心、

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這是指什麼？就體而言。就用而言，心便是

心，不是物；佛便是佛，不是魔鬼；眾生便是眾生，你還未成佛，他

已經成了佛。應該是『心、佛及眾生，是三有差別』，是不是？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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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經忽然就體講體，有些是就用講用，你不明白便亂撞。你明白呢，

它說：『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行不行？就體而言是對的。

突然有些人說：『心、佛及眾生，是三有差別』，為何有矛盾？又是

對的。如果他不告訴你，你莫名其妙；他如果告訴你，他是就體而

言，『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就用而言，便佛是佛，眾生歸

眾生。你明白嗎？就體和用。所以有些經說：『煩惱即菩提』，是不

是？這句話害死人，是不是？那便一味多些煩惱便可，那用去修行？

一味找煩惱便可以，『煩惱即菩提』嘛。誰知煩惱的體是什麼？你回

答我。」 

同學：「煩惱的體是菩提。」 

老師：「煩惱的體是什麼？本質是什麼？」 

同學：「真如。」 

老師：「真如。菩提的本質是什麼？菩提是用，它用的本質是什麼？」 

同學：「屬性。」 

老師：「用是屬性。這種屬性必定有本質的，那個本質是什麼？」 

同學：「真如。」 

老師：「真如。煩惱的本質是真如；菩提的本質又是真如。就本質論本質，煩

惱的本質等於菩提的本質，這便是『煩惱即菩提』。明白嗎？就用而

言則不同了，煩惱是令到你生死輪迴的，菩提是令到你成佛的，各有

不同的作用，怎能夠混為一談呢？不同。明白嗎？所以明了，任他怎

說你都會明白。」 

同學：「那個化身呢？」 

老師：「化身是這樣的。我們這個世界是由什麼？我們世界裏面，這個地球，

這個世界，假定有一百萬億的眾生。每一個眾生為一個單位，各人變

起一個世界，數百億萬個世界，如七彩套絲的套在一起，謂之共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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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每個眾生變，換言之即是大家，千百億眾生一起做夢，這個夢互

相地套，如七彩套絲般套在一起，便成為這個世界。聽得明白嗎？即

是發一個共同的夢，明白嗎？我們人人都見到這個  Room，這個室，

人人都在做夢。大家都在做什麼夢？大家同時在做同一個夢，做了一

個見了這個室的夢。大家的夢相同，便如套在一起。是不是？一百件

這樣大的衣服套在一起像是一件的樣子。其實你所見的這個房，是你

變的；我所見的這個房，是我變的；他所見的這個房，是他變的。但

是大家所變的房都有相似的地方，好像覺得是一個房，其實是每人一

個房。還有，這個房如果有老鼠，那隻老鼠亦變起這個房。不過各人

共變，共，是否完全相同呢？又不是。所以事事物物都沒有一個是絕

對的。如果你說人人所變的房是一，我則說不是一，何解？我在這處

見到房是這樣的，他何民生在這處見到房是那樣的，是不同的。是不

是？為何會是一呢？不是絕對的一，所以同一之中有不同的成份，是

不是？有不同的成份。但如你說是不同的，不同之中有共同的成份。 

 

即是說大家各人做的夢，夢境有相同之處，有不同之處。為何它會相

同？如光線的交點，一交便同，在同一點，夢猶如光線，一交便相同，離開便

不同。是不是？譬如你夫妻父子一個家庭，一個家庭有十個人，十道光芒一起

地交，便是你一家人在一起了。一支光線射了出去，即是少了一個；兩條光走

了，即是少了兩個。如果多了一個孫出世，又一條光加進來。即是我們的夢，

突然多了幾個眾生在一起做，突然少了幾個眾生在一起做。 

 

譬如你一家人，有子有女有什麼，即是那幾個眾生一起做一個共同的

夢，共通點剛巧交匯而已。有交匯必有離開的，記著。離開的話，將來何時又

交匯，將來亦有機會又再交匯，大家已經不是這一世了。你已經忘記這一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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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因為不知多少千萬年後。如果你發願發得好，能夠自己控制，可能是來世

或第三世又交匯也說不定，這要看看你如何？所以變起，大家都是識變的，生

命是第八識阿賴耶識變。變的時候，是有幾種變法的。我告訴你。一種稱為共

變，我們不要叫它第八識，我們叫它心，好嗎？用心來變，共變。你變起一個

桃；我又變起一個桃；他又變起一個桃，是為共變，那個桃是共變，是不是？

你變的不是…。如果是只有你看得見，我是看不見的，這便不是共變了。有些

人大家在一起，無人見到，而他看見一隻鬼在那處，只是他看得見。即是說鬼

是他變的，其他人是不共變。我們人人都行好運，不變起鬼的。他則衰了，他

看見鬼在那處，便變起一隻鬼了。明白嗎？有共變，有不共變，有很多這種情

形的。一種是不共變的時候，便稱為不共變。你承認有這兩種變不？我們的人

生，我們的世界，大家來講，有共有不共的，明白嗎？你聽得明白嗎？你兩夫

妻變起一個家庭——共變。但是始終你的丈夫是丈夫，他的身份是丈夫；你始

終是太太。是不會倒轉的，我今日做了丈夫，她則做了太太，不會的，是不

是？在這一世裏面，是有限度的。這個是什麼？不共變。明白嗎？為何我不變

起一個天上的人？為何我不變起一個極樂世界？因為我們大家共變起這個娑婆

世界，到了你生起極樂世界的時候，你便共變極樂世界。 

 

你未生之前不能共變，你共但他人不共的，明白嗎？你要等你死了、生

了才可以。所以有些不明白的，事事說是唯心變所做的，你又不變出一個極樂

世界。這種是什麼？他不肯讀書，不肯思慮而已。共變嘛，共不出來嘛。聽得

明白嗎？共變又有兩種，『共中共變』，共變中之共變，一切共的。譬如我們

去到多倫多，我們在湖邊望湖。譬如一二三四五，五人共去多倫多湖邊望湖。

那個湖是不是你變的？你回答我。是不是你變的？是不是你變的？又是你變

的，又是我變的。那個湖不是屬於我、又不是屬於你、又不是屬於他，大家共

變的，大家都見到個湖。大家共變那個湖的時候，想變你的家可以不？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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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行，因為大家變起湖，忽然把湖變成你的家，你的家是你的，不是我

的。你變你的家，你可以幻想才行。如果要我一起變你的家，怎可以？根本我

未見過你的家，我如何變呢？所以心變起東西，不是常常說變便變的，有條件

才變。望到那個湖的時候，那個湖又不是你的，又不是我的，大家共有的，你

那樣高我那樣矮，大家都是一樣。稱為『共中共變』，共變之中大家公共的。

聽得明白嗎？『共中共變』，無主山河，日月星辰便是。如果你要捨棄它，無

主山河，例如無主的山河，山是誰的，又不是你的，又不是我的，大家一起變

的。稱為『共中共變』，例如無主山河，你變起的世界便是這樣。第二種，共

變之中有不共變的，『共中不共變』加一個『變』字，『共變中不共變』。同

時共變但有點不同，怎樣不同？譬如你在  Scarborough（士嘉堡）買了一間

很漂亮的屋，請我去飲入伙酒。我便去了，不止請我，請了幾十人在那處飲入

伙酒。大家都欣賞你的大屋，這間大屋是你變的。是不是？但我去飲入伙酒的

時候，我有沒有變？有沒有？你回答。有變，如果沒有變我如何可以去飲入伙

酒？是不是？我眼見一間屋在那處，我見到這間屋的  Image，那個 Image 是

我變的，我眼識所變的，是不是？不要以為那間屋是你的，我都有份變的。你

聽得明這個道理嗎？不單止我有份變，所有全部去飲入伙酒的人，人人有份變

的，不要以為只有你。不過你是不同的，如何不同？所有權是你的，你有資格

把這間屋拆掉，有資格把這間屋賣掉，我們沒有。」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