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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為「共中不共變」。明白嗎？舉例，例如什麼？有主的宅舍，有主權

的宅舍。不同的便是主權，「共中不共變」，聽得明白嗎？所以「共中不共

變」雖然是共，譬如這裏是共中共變，但這宅舍共中亦有不共的。這宅舍是湛

山寺那些人的，我們有份變，但是他們的——「共中不共變」。明白嗎？你講

吧。 

 

同學：「羅先生，你們今天講的，我想起我也曾問你，這個第八阿賴耶識所

謂，『外變器界，內變根身』，大有道理。」 

老師：「是的。外變器界，山河大地便是器界，酒舍田宅那些外面器界，便是

共變。明白嗎？現在明白了，都好，趁你有生之日明了，你的資糧多

點。」 

 

明白嗎？不共變只是屬於你變，他人不變的。其實有些是他人也變，例如又分

兩種。一種名為「不共中的共」，不共是不共，各有主的，但是有些共的成

份。 

 

例如什麼？阿賴耶識變起身體，你的識變起你。你的身體是你變的，縱使是你

的太太，你的身體亦不關你太太的事。你的身體是你變的，你太太的身體是你

變的，是不是？這又何解？你肚子痛的時候，你太太不會痛的，何解？這個身

體是你變的，是不是？你的身體，你變的——不共，不能說是共的，但是你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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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太太亦有份變的，何解？雖然是你的，但你是她的丈夫，你的身體她是有份

的，明白嗎？何止你太太有份，我都有份。我現在見到你，像一個玩偶（公

仔）在這處，這個玩偶是你來的，但反映入我那裏，我見到整個你在，那個

Image是我變的，你明白嗎？聽得明白嗎？ 

 

共乃你，本質是你的。但你反映入我那裏的時候，我有份變。不過以你為主，

沒有你先變起，我是變不出來的，明白嗎？你生極樂世界亦是一樣，阿彌陀佛

不先變起極樂世界，你是變不到的，是他先變起的。即是說你鍾老先生，如果

你不變起你的時候，人人都見不到你坐在這裏，明白嗎？ 

 

「不共中有共變」，例如什麼？個人的身體，「不共中共」，明白嗎？還有，

「不共中不共」，絕對不共的。舉例，「不共中不共」即是絕對不共的。舉一

個例，你想想，能不能舉呀？「不共中不共」，想想。想不想？ 

 

同學：「譬如你腦中所想的事。」 

老師：「是的，這次你挺聰明的。帄時你都不是認真一流聰明的，這個你是聰

明，這次你是聰明。我們腦中所想的事是沒有人知的，是只有我自己

知的。個人的思想和你所做的夢又是，你的夢「腳腳」聲發的時候，

原來你是做夢。你做什麼夢？你不講便沒有人知——『不共中之不

共』。聽得明白嗎？在外面的。 

 

變有四種變。四種變是由於什麼？為何要共得那麼奇的？大家的種子相

似。為何會有『共中共』？那些種子完全相似的，這便是『共中共』。『共中

不共』是怎樣的？大同小異，大部份相似，小部份不同。 

『不共中之共』是什麼？主要是不共的，是個人的，但不共之中有共的成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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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那些種子的關係而已，是這樣的變。『不共中之不共』呢？便只有你知了，

你不講便沒有人知。還有很多，譬如你肚子痛，你肚子痛便是『不共中之不

共』。你肚子痛而已，你兒子不會跟著你痛的，是不是？除非他有『他心

通』，你想什麼他會知。 

 

他在定中把你所想的東西，用定力套在你的身上，你觀想的時候，他的

意識很強，把你想的東西反映入他處。兩種力量交疊，把你那種力量如波度，

如你的電波，套入他處，他便生起了同一樣的電波，他便了解知道你在想什

麼？要很高深的定才可以，神通亦是這樣解釋，識變。 

 

明白了這點，我們現在看見在這處多倫多，我們在多倫多吃飯的人，知

道多倫多而已。如果餓鬼看見多倫多，是什麼？刀山、油鑊，它會看見這些東

西的。即同是一間屋，收音機的波度不同，你扭開的可能是 New York（紐約）

什麼；他一扭開這個便是溫哥華的電台。同是一間屋，這間屋同是一個空間，

你以為扭開多倫多電台，你真的是到了多倫多嗎？真的到了溫哥華嗎？不是

嘛，都是這處。 

 

生極樂世界，你以為真的是坐著『飛』一聲去嗎？不是。你的心念一

Stop 了，你便現出個極樂世界。其實你的極樂世界可能尌在我這裏，可能你極

樂世界的蓮花尌在我坐著的凳子。不過我坐的便是凳，你的便是蓮花，是這樣

解，明白嗎？你貫通了唯識的道理，尌無往而不利。」 

 

同學：「是不是唯心所現？」 

老師：「唯心所現尌是這樣。心即是識，不稱它為心而稱之為識。我改稱它為

生命，不尌是一樣。你跟人們說是心，他肯定不明白，不如說是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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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Life，這尌是一樣。」 

同學：「我看見一個人，我覺得他很漂亮。但你看見他，卻覺得他很貌醜。」 

老師：「『共中不共』，漂亮不漂亮那些是『共中不共』。是不是？『共』，

同是一個樣貌，樣貌便是『共』。」 

同學：「但看法不同。」 

老師：「是的。他又說西施樣貌也不及她；你卻說是很帄常的。是不是？仁者

見仁，智者見智。這是一樣，說到這一樣，便很多話可以講

了，…。」 

同學：「角度與觀點不同。」 

老師：「觀點不同。是的，角度不同但本質相同，不是亂來的觀點，是有條件

會合的，稱為眾緣和合。心變便是這樣的變，所以你懂得唯識的道

理，你便…。如何來控制呢？用戒來控制，控制你的種子，戒律便是

這樣。 

反正今天都講不了戒，我順便講到這裏。講到這裏，你便什麼都可解釋到。你

不要拿出去解釋，這個道理尌是如此。為何有些人的風水會很好的？

他又會發達的？有些人的風水會很弊的，他又會衰的，何解？那些風

水先生沒有知識，以為是風水問題。不是，倒果為因。 

其實那些人的心，的識。那些識是好的，那些種子是好的，自然會變好的風

水。識不好的，給他一個好的風水，到了他的手便會崩，個風水變

了。」 

同學：「陳棣堂不尌是。」 

老師：「是的，…。」 

同學：「芙蓉張嘛。」 

老師：「是的，芙蓉張。」 

同學：「我的伯父和他拉都唔著的。我三更半夜和張貴值，我的伯父是張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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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張貴值不尌是我伯父。」 

老師：「你的伯父便是張貴值，最著名的風水算命師，張貴值。」 

同學：「是的。」 

老師：「在廣州富士西街。不過他不是怎麼好。他曾替我父親落葬擇日，說是

怎麼好的。誰知我葬了之後，我生意便『林林』聲一下子崩了。所以

沒有關係，多好你享受不了便不行。」 

 

所以是什麼？為何他的家族風水好？即是說他一族的人都是有些福氣

的，共同變起一個好的風水。明白嗎？解釋風水便是這樣。所以雖然是共業共

變，但共業共變是有影響力。那些影響力，如果你是一個善人，那個影響力便

能影響到你。但是，你是一個帄庸的人，那個影響便會很大。如果是一個惡

人，你的風水衰起來，便助長你特別衰的。 

 

所以風水的解釋便是這樣。你說是有嗎？又不是絕對有；你說沒有嗎？

又不是完全無。不過你可以控制。所以你多不好的風水，你時時發菩提心去修

行，壞的風水與你無關。還有，如果你的風水好，你是主人，一族之主，你一

天不死，一天那些風水壞東西不能出現。你一死便衰、崩了，因為其他人撐不

了。是這樣的。 

 

所以現在有很多老人家，那個老人家死去後，便兵敗如山倒，生意又

衰，總之有什麼可衰的，都全衰掉。幾年之間便『含含』聲衰掉。我父親便是

這樣。父親一直都是很好的，不過我父親死後不出幾年，『her her』聲生意全

部倒清。還有，時勢。他臨死的時候，那些時勢又不來的。時勢將近來，他卻

先死掉。是這樣的。這樣便解釋了風水。所以奉勸大家你不用特別尋找風水，

但你不要說風水是絕對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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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要說佛教都講風水，你不要這樣講，這豈不是導人去搞風水。你知道這是

我們的識變，我們可以控制。如果你常常在念佛的，尤其是修密宗的咒，什麼

風水與你無關。風水如此，相貌又如何？相貌是什麼？風水是『共中不共』

的，是不是？『共中不共』又帶有『共中共』的性質，因為不單是你，是整族

人的。相，是你的相頭，屬於什麼？你告訴我。你的相，屬那一類？『不共中

共』，是不是？不共的。 

 

你的相好，你的種子好不好？在你的相中表現出來。既然表現出來，人人都有

份看見的，即是『共』。這便是『不共中而共』，是不是？所以看相你說是沒

有的，又不是；你太相信它，又不必。如果他不好，你相信也沒用。最蠢材是

有些人，又說這處凹了，長兩筆鬚便行。不行的，不行的。你長了兩筆鬚那處

也還是凹的。是不是？那你又不剪些紙貼上去？沒有用的。那些江湖術士教人

長兩筆鬚，脫了些癦，這些是無聊至極。 

 

怎樣控制呢？念咒來驅除惡神，修心持戒自然凶的事也不會找上你。尤其是你

發菩提心而又持戒，有你一天在都不會有事，你離開便會有事，尌是這樣，你

可以做到這樣。這即是說相不重要，修心相會變的，約七年便會變。相不重

要，但是相的理又是非無，共變嘛，『不共中共』嘛。命呢？命亦是『不共中

共』嘛。那些數字都是相同的，命是統計得來的。命是統計得來，相亦是統計

得來的。它把一千幾百人之中，看看他們的鼻子。鼻子好的人，鼻子豐滿的

人，像與他的錢財很有關係。有錢的人大多鼻子豐滿，鼻子豐滿的人大多是容

易有錢的，於是它便定下一這個原則——凡鼻子好者，會容易有錢。是不是？ 

 

這是歸納法，是科學方法，不要以為它是什麼？它完全是以科學方法歸納出來

的。和看見他有神的人，壽命便長。神又強、骨又壯的人，一定是長壽兼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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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幾千年來，統計了多少十萬萬人而來的原則，所以這原則看相是很有用

的，但你不要沉迷看相。相是什麼？又是識變，都是識變。在識變中抽取統計

的東西。如果是這樣的，什麼也可以解釋。黃大以求簽靈驗不靈驗，又如何解

釋呢？同樣可以解釋，那條簽是你變的；但如果黃大以是鬼神呢，它加被你，

是共變。 

 

再有一個廟祝什麼的，也一起共變。共變但這屬於你。為何有些簽靈

驗，有些不靈驗呢？你的精神集中，即你的識集中，交匯點正，它顯現出來便

是靈驗。你無所謂的，「攪攪震」（亂來）的，你的精神不集中識則不聚，即

兩道光不搭的時候，它便不靈驗，沒有感應。所謂感應即是共通的點，道理尌

是這樣解。總之你懂得唯識的道理，什麼你都可以解釋到。 

 

不過，年紀太老的，有時間看看也不妨，但不要偏花時間做唯識。何

解？唯識這套理論是好，但你花很多精神在學這套理論，便會阻礙你修行。因

為你年老，你要先做一些急的，不如多念佛。不是說不看，唯識的東西可以看

看，甚至談空的也要了解，但要以你自己修行為主。年輕則不同，像你們則不

同。年輕也是，如果你身體體弱的，看樣子三十多歲便會死的。這樣你最好早

為之好，有些人是這樣的。看相，你了解共變的道理，便是這樣。 

 

你看看那些人，麞頭鼠目的人是永遠不能發達的，雞胸狗肚、麞頭鼠目

的人一世窮的，不死一世窮，做些偷雞摸狗之類的。如果是國字口面、鼻子

正、眼神又正的，必是一世帄安，縱使不是很有福，也是帄安的。 

 

同學：「可否講講他過去世種下的因不好，今世便變了…」 

老師：「曾經說過了，業力嘛。過去世的因成為種子，業力刺激起那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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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同學：「那些種子變現出來。」 

老師：「你這個過去世的因是什麼？你這樣解釋，沒有人服你的。我便不服，

過去世已經過去，為何會弄成現在？何解？我問你，過去世的東西為

何會在現在出現？你回答我。」 

同學：「異熟嘛，異時而熟。」 

老師：「是的，異熟嘛。這不尌是，你不用唯識回答不了。」 

同學：「但有些人不認識你唯識的嘛。」 

老師：「不認識唯識，不知的，不知唯識回答不了。回答不了又如何？迷信。

迷信又如何？信不是只有迷？有一種是自己親歷其境的，這種你要相

信。第二種是他的邏輯思想沒有錯誤的，你要相信——比量。第三種

是你相信某一個聖人所說的，是可靠的，你要相信。但你如何判斷他

是否聖人呢？你便要智慧。譬如你硬要判斷一個茅山師傅，說他是聖

人，你便變了患了「死症」，是不是？沒法醫你了。同是佛經，有假

佛經的。以前有一位女士問：『同是佛教，為何有些是假的？』我幾

乎想罵她。是佛教便是（真）的嗎？同是佛教，都有差異的？同是佛

教，是沒有差異。但有些是假佛教，是不是？假佛教便要驅除。『我

受過教育的，是否很容易…』你受過教育的，你讀至什麼程度的，你

不會判斷嗎？世界上有假東西的，同是古董，我們可以買來擺放，有

假古董我們便要指出它。」 

同學：「有假鈔。」 

老師：「是的，鈔票也有假的。你認為佛教尌沒有假的嗎？『原來有這樣無知

的人。』我幾乎這樣說了，不過今日她沒有來。」 

同學：「如果不信的人，可以用什麼去解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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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有的，什麼都有方法解釋。不信便有不信的種子出現，他便不信了，

是不是？譬如他有信基督教的種子出現，你和他說這些，他不相信

（由於）他的種子出現。待他死後輪迴，他都可以生天國的。他生天

國，讓他在天國有機會壽命完了再投生。再投生時剛剛遇著某一個良

師益友，過去世的好朋友或父母，而這個人是懂佛法的，稍為開導

他。因為開導作為條件，他的種子便出現，信佛的種子出現。那時候

他便會信，開始信了。這是很慘的，不知是五百世後或是一千世後，

或是五千世後才碰到。 

 

譬如你現在只認識我一個，其他講佛的人你都不認識，我跟你講，你茫

茫然地說：『是的，這便算了。』以後便沒有機會了。沒有機會又不知多少百

世之後，才碰到你的良師益友。更加不知多少百世之後，才碰到我。這樣的時

候，我便未必能跟你接上頭，你碰到良師益友未必能跟你接上頭。機會一失，

便難以回頭。 

 

所以要怎樣呢？學儒家的東西，最重要學到這一點。本來是讓人不要執

著的，但是另一個角度，便要這樣。沒有執著固然是好，但我們做事的時候要

怎樣？用我們的智慧，選擇那些是善？那些是惡？善之中那些是最善？那些不

怎麼善？選擇最善的，選擇了便執。惡的不能執，執善的不要緊，擇善固執。

明白嗎？」 

 

同學：「教授，我想問問那個分別心，差不多所有人都有分別心的。」 

老師：「是的，要有分別心才行，沒有分別心怎行？」 

同學：「但為何佛教又不喜歡人有分別心的？」 

老師：「起有執著的分別心才是不好，沒有執著的分別不打緊。現在所謂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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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呢…。你一定是聽了很多經，常常聽人講你起分別，你起分別，是

不是這樣？是吧。分別有好的分別，有壞的分別，好的分別不要緊。

他現在說你時常起分別心，是指你那些有執著的分別，沒有執著的分

別不要緊，普通所謂的分別是指有執著的。 

 

什麼謂之有執著？這東西是沒有的但執它為有；這東西是會變的偏偏執

它為實，此謂之執著。本來是沒有個我的，偏偏執著它有個我，此謂之執著。

本來是沒有神的，偏偏執著有個神；不合理的見解死執著不放，此謂之執著。

但合理的見解則不是執著，不是執著，合理的見解不算執著。」 

 

同學：「你說分別。」 

老師：「分別有兩種，一種是有執著的分別，一種是沒有執著的分別。有執著

的分別，別要；沒有執著的分別則越多越好。那些人不明白，說有分

別便是不對，是不是？所以我聽你所講，便知你一定聽過很多經

了。」 

同學：「即是合理的。」 

老師：「是的，那些人…。合理的見解不算是有執著。都是分別，但不是普通

人所講的分別。那些人對一個名相，他沒有嚴格訂定。凡每一個概

念，都有一個嚴格的 Definition。那些人亂用名詞，不指定它的

Definition。你記住，所謂分別有兩種，一種是有執著的分別，要不

得。 

 

何謂有執著的分別？以無為有，沒有那樣，你執它有那樣。有了。本來

這東西會變的，你執著它為實，不實你執它為實，這些稱為有執著的分別。沒

有執著的分別，知道它是這樣的，而不執著它為實，亦不執著為完全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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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一個例，譬如你說：『煩惱是否即是菩提？』這樣你便起分別了。有兩種起

法。一種起，有一個人講法，『煩惱即是菩提嘛，我們何用斷煩惱呢？』是不

是？不尌是菩提嘛。還有，何用求菩提？有煩惱，煩惱即是菩提，不用分。他

起分別，是不是？分別即是思想、思惟。 

 

他起分別。但這種是不合理的分別，便有執著。執著什麼？執著不用修

行、執著不用斷煩惱、執著不用求菩提。是不是？這不尌是執著。但是你如

果，另外有一種人，他又…。都是那一類人。 

 

另外第二種講法：『煩惱即菩提是錯的，這句話一定是講錯的。煩惱即

是煩惱，那會即是菩提？』如果你去泰國問那些泰國和尚，他一定是這樣講

的。因為他是小乘的人，他不會講『煩惱即菩提』的。他又執著，『煩惱即是

煩惱，那會是即菩提？』，他不尌是執著。但是你如果了解，『煩惱即菩

提』。你說煩惱，那個煩惱便是菩提，不用修菩提了，這是不行的。 

 

分開來講。尌體來說，煩惱的體即是菩提的體，所以說『煩惱即菩

提』。尌用來說，煩惱令你輪迴生死，菩提令你到彼岸，是不同的，價值是不

同的，所以尌用來說，煩惱不能說是菩提。你了解便不起分別，你能這樣地聽

人講『煩惱即菩提』，你不會起分別執著它，知道尌體來說它是對的。但有一

個人講『煩惱歸煩惱，菩提歸菩提』。你又不起分別，你又知道尌用來說，煩

惱和菩提確是不同，這個講法亦是對的，尌這個角度來講。你能夠這樣，算不

算是分別？這種不算執著，你明白嗎？是分別而不是執著。分別而又執著呢？

現在普通法師們在說的分別是指有執著的分別。」 

 

同學：「還有一樣，你幾次都在說佛教的醫院很污穢，我又想起以前廣州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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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間城西方便醫院，有一個打雜是我的叔叔，他說實際上城西方便醫

院亦有很多人說它污穢，他說是很冤枉的。他說城西方便醫院，我當

時仍是小孩，他說根本上收容的人差不多都是最窮的。政府之資助數

目是很低的，變了一張床位的位置，便要「預」（準備接收）兩、三

個人，根本是沒有辦法弄得乾淨的。 

我叔叔是在那裏煲中藥的，我常常去探望他，他煲的中藥有數十煲。當時，不

是主要西醫，主要的是中醫。他常常到我家之店舖，我們的店舖亦是

在西門口，他常常來探訪時都講起，說我們的醫院很污穢，實在是很

冤枉。我想佛教醫院可能也是這樣，你又有何解釋呢？」 

老師：「沒什麼解釋，是做得不妥當而已。但是它不及…」 

同學：「可能是醫療不妥當，不是做得不妥當，是迫得它不妥當而已。」 

老師：「迫得它不妥當也是不妥當，但是它是被迫的不妥當。即如殺人，他被

迫殺人，都是殺人，立意殺人亦是殺人。是不妥當，它這種不妥當比

沒有的好，是這樣解。如果我們說它，『一定是不妥當』，這便稱為

有執著的分別。如果我們知道是不妥當，但是它環境使然沒有辦法，

便不是執著，這便是不分別。」 

 

【師生閒談數句】 

 

同學：「間中拜拜佛，我是…」 

老師：「是的，是的。」 

同學：「有時間我尌來。」 

同學：「四時四十五分我們要走。」 

老師：「一百多少頁？」 

同學：「一二六頁。」 



13 

老師：「一二六頁。」 

 

一二六頁，我們要先看一二五頁（新書一八八頁），先要回顧一二五頁。一二

五頁那裏，（丁四）、釋無人度有情嚴佛土之疑。上文在說什麼？如

果是【秦譯】便是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是無的。如果按照

【唐譯】，所有一切人在執什麼？補特伽羅、士夫、作者、受者，執

著那些即現在所謂靈魂、所謂我，是無的。 

 

上文是這樣講的。既然我是無的，現在很多人都提出這個問題，這樣那

有人成佛呢？沒有我嘛。我修行則我成佛，既然我是無的，誰在修行？這即是

沒有人修行了。沒有人修行，又有誰成佛呢？這即是沒有人成佛。沒有人成

佛，那有誰在度眾生呢？即是沒有人度眾生。一切都無，是不是？ 

 

學佛最「棹忌」這樣，是不是？一切皆空，過度空了。上文的解答是怎

樣？佛不是無。還有，佛固然是無。既然沒有佛，便沒有人成菩提。這樣一切

佛也是假的，出世度眾生那個。上文是這樣講的。上文的解答是這樣，佛不是

無的，佛有他的自性身，即法身。法身才是真佛，報身和化身是假佛，報身和

假佛是不實在的，但法身是永恆的。上文是這樣解答，是不是這樣解答？ 

 

解答了之後，他也把這個問題解釋了。因為上文說什麼也是無，無我、

無人、無眾生、無受者，那便佛也是無。既然無人、無我，便沒有人修行，又

沒有人成佛，也沒有人度眾生，這樣佛教說要度眾生，全部是假的了。他現在

解釋、解答這個問題。解答其實你們很多人都懂的，雖然實我是無，但假我不

是無的。但有些人是這樣答的，反正假我都是無，都是空的，不用管它。即是

說，修行六度萬行又是空的，為非作歹都是空的。那樣為非作歹和修行六度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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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大家都是空的。空等於空，是相同的，那用修行？ 

 

很多人提出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是你最難答的，是不是很難答？你最好

找一件具體的東西來回答他。我問問你，做夢是假的。是的，做夢是假的。做

夢是有兩種夢的，一種是做富貴壽考的夢；一種是做被人追、被人打、被人殺

的夢。假使你非做夢不可的時候，你情願做那一種夢，情願做富貴壽考的夢，

寧可黃梁一夢富貴壽考也好呢？或是做夢讓人綁起，逐片肉被切好一點？你問

問他：『你老老實實回答這個問題好了。』 

 

你回答，你代他們回答。這個夢是一定非做不可的，你情願如何？你情

願做夢讓人逐片肉切好一點，或是富貴壽考好一點？當然是富貴壽考好一點。

明知夢是假的，你都想選一個好點的夢嘛，是不是？你代人解答了，是不是？

是假的，世界、人生都是假的。假的。富貴壽考生天的人生，成佛的人生總比

落地獄被牛頭馬面又叉又打好。是這樣簡單的，你自己可以回答。 

 

我回答過。很多人提出這個問題，他以為很有趣，提出的人以為回答不

了。我不回答他這個問題，省得要和他講理論。你選吧，兩種夢非做不可，你

選那一種？人人都情願做個美滿的夢，是不是？假的，是假的。 

 

譬如一個年輕人和他的女朋友很要好，一種，一種夢。另外一種夢是被

女朋友否定他，不要他，弄得他又要想死，又要想生的。兩種不同的夢，如果

你問問他，他選那一種？兩種都是假的，你選那一種？是不是？你必然是選好

好的夢，尌是這麼簡單。這個不需要那麼多理論來回答的。讓他自己回答便可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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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將來如果出外講話，常常有人問，尤其是那些年輕人，最歡喜問這種問題

的，你最好是這樣來回答。假的，大家假的。我曾經有一次，拿一枝火柴出

來，這是假的，燒也是假的，是不是？我給你一杯水，給你一個橙也是假的。

你情願吃一個橙或是讓用火柴燒你？假的，二者俱是假的，你情願吃那一個

橙，總比用火柴燒你好，是不是？同是假亦都有分別的，尌是這樣簡單。 

 

好了，來到這裏。「如果這樣便沒有人度眾生了。」度眾生沒有了。還

有莊嚴佛土，何謂之莊嚴佛土呢？這句要給你解說的。「莊嚴」兩個字，現在

很多人作為什麼？作為形容詞用。很莊嚴華麗的，是不是？是作這樣解。原來

不是的，原來「莊嚴」是一個動詞，是作裝飾解的，莊嚴佛土即是裝飾佛土。

為何要裝飾佛土呢？理由是這樣，有很多不懂解這個莊嚴佛土的，你要留意，

你這樣解便通了。 

 

我再舉一個小例子給你，你常常念佛，念到這一句，念完了。今天念佛

念完了，一定念這幾句，「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

苦。 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是不是這樣？

一定是這樣。好了，你常常念口簧地念這一句，如何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

土？ 

 

你做了很多功德，你又建了一間醫院，又建了一間養老院，又辦學校，

做了很大功德。你把這些功德，來莊嚴佛淨土。如何莊嚴呢？讓閻羅王把你的

功德抬去佛淨土，是不是？那又如何莊嚴？ 

 

這裏「莊嚴」兩個字很明顯不是形容詞，是動詞。你稍為讀過英文，讀

過 Form One, Form Two 都認識的。莊嚴佛所有的淨土，是作如何解？抬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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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不是。不是又如何？理由很簡單，我們的生命裏面，我們的生命那些學唯

識的人，稱作第八識，阿賴耶識。 

 

我們的第八識裏面，即我們的生命裏面，有很多功能，學唯識的人，稱

之為種子。功能，外國人稱為 Function，有很多功能。功能有多種，有些功能

一起作用便變出物質的，變出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這些物質；有些功能是變起

我們的心理作用的；又有些功能變起很快樂的事物；亦有些功能變起很悲慘的

事物；又有些功能變起極樂世界同樣那些東西，黃金為地，七寶為池那麼美妙

的事物；又有些功能變起地獄那麼慘的事實的。 

 

人人，任何一個人都會具備，除非你是佛。你是佛又怎樣？消毀了那些

不好的種子，那些功能。但你不是佛，因為你還未消毀那些功能，所以你不是

佛。如果你消毀了，你已經是佛了。人人都有，那即是每個人都有，有些很苦

的、很悲慘的功能；亦有一些很快樂、很美妙的功能。 

 

是否人人都想那些美妙的功能出現？是否人人都想將那些悲慘的功能壓

低？是不是？是不是應該？應該如此。既然想是這樣，有辦法不？只有兩個答

案，一個是有，一個是無。是不是？你信是有或是信無？你告訴我。你信有。

佛家的答案是有，用什麼方法？ 

 

行善，便可以了。修行、行善，便可以了。行那些無漏的善，刺激起那

些最美妙的功能，令它出現。行那些有漏的善，便刺激起那些功能，令它變起

那些人間的富貴壽考了，用那些善的行為來做成的。為何那些善的行為會刺激

呢？你做一件善的行為，做的時候，你一秒鐘做善的行為，那一秒鐘立刻打了

一種資料，打了一種新的功能，打入你的第八識。你的第八識尌如一部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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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小孩子學電腦便會懂得。電腦將來打一些什麼東西出來，是靠什麼？靠你

輸入資料的，是不是？你不輸入資料，你打不出來的。你輸入資料，按動資料

它便全部打出來。你做一件善的行為，打出很多資料。 

 

譬如有一個人，將臨死亡、將斷氣的、很慘的、他無依無靠的，剛剛遇

著你。你看見這樣的時候，你首先對他起一個憐憫心，起一個慈悲心。那個慈

悲心一起，立刻打進你的電腦內，打進你的生命。你的生命是一個無形的電

腦，立刻打一種慈悲的 Image，的影子進去裏面，成為一種慈悲的功能，將來

出來便是慈悲——第一種。你連串起個慈悲心，這便「迫迫逼逼」打無數那麼

多的功能，慈悲的功能進去。你打慈悲功能之後，於是便起行為了。 

 

尌如什麼？你打入去。在是一連串的，一連串的動作，是不是？一連串

的情況，是不是？一連串的動作，每一秒鐘陸續把這種情況，打進去成為一種

新的功能。這些新的功能，聚積之後，全部都是好的東西。這一刻他需要你的

幫忙，你立刻替他做什麼？ 

 

「我有車子的，你趕不及找人的，我開車送你去醫院。」於是扶他上

車，一直送他去醫院。又一連串，如電影般的一連串，這些一連串每一秒鐘全

部打進你那個生命裏面的第八識，成為新的功能。這些功能聚積在那裏，將來

第二世有機會出現，這些便會全部出現。 

 

如果這些功能再出現的時候，你會不會是在地獄？應該不會在地獄，也

不是普通人間，是什麼？很快樂的天國。即是你做這些事情，便聚積這樣的功

能。還有，你去救他的時候，目的是什麼？不是想他死的嘛，是想他生。想他

生即是什麼？他本來是將死的，你想他壽命長一點，是不是這樣？即是這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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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他生，想他長壽這種情況一直地打進去，成為功能。 

 

即是這種你想他生，想他長壽這種情況一直地打進去，成為功能。這些

是什麼？長壽，將來你長壽的功能。這些功能，你想他生嘛，你不是想他死

嘛。你將來的世界，經常是有人，只是想人生不想人死的，這種功能。你救他

想他得快樂，這種想他得快樂的心又打進去。將來的世界，再投生的世界都是

什麼？安樂的，沒有悲慘的事物。這樣打了進去聚積著，你來世好不好？那些

禪師說：「你若果想知道來世如何？看你今世如何做你便知。」理由是什麼？

那位禪師不告訴你，理由便是這樣。 

 

你計計今世的數，你便知來世做什麼了。你不用問佛的，你自己 Check

一下今世做了什麼？那我前世做了些什麼？不怕的，前世做了些什麼的。如果

前世做了的是很強的，今世已經出現了，是不是？今世還未出現，即是前世做

了的事還是很弱，功能很弱的，今世出現的比較強。你今世那麼誠懇做了那麼

多好事，必定是很強的。這些那麼強的，把前世那些壓住的。不怕的。縱使扣

掉一半也好，是不是？有數得計的，有數可計的。講到這裏，你來生好不好的

原理便是這樣。 

 

將來你會不會生淨土？會不會生淨土，他的答案是這樣。講真話便是這

樣說的，你們卻不要出外嚇人，你們不要隨便去嚇人。我們不可能生極樂世界

那類報土的，何解？我們沒有資料，沒有極樂世界那類報土的資料。縱使是

有，都被那些混濁的資料壓著。所以我們死去，縱使你是念佛而去的，你都不

可能生極樂世界報土。 

 

你說，這樣豈不是釋迦佛說謊騙你。釋迦佛沒有說謊騙你，他說如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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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念佛，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一直去到第七日，一心不亂。他沒有騙

你，但你是否做得到？你已經昏迷了，你如何一心不亂呢？普通人是昏迷了才

死嘛，怎可以一心不亂呢？ 

 

同學：「如果他沒有昏迷，又如何？」 

老師：「沒有昏迷，他是真正的一心不亂，他生的品數高一點。是的，是生，

但他生…一會兒你便會知。生，但不是那種生法。真正是一心不亂，

這是普通人做不到的。 

 

我們普通人死，必定是先昏迷才死的，很少能做到。那些修禪定工夫很

好的才能，那種人是值得他生的，那種人你說是不是？這種人是值得他生，普

通的不行。你問問那些醫生，必是進入昏迷狀態才死的，如果是惡心死的更是

如此。他經常念佛，一世念佛，臨死罵人，臨死他發脾氣。這樣他生帄念佛，

做了那麼多修行，全部給凍結著，留待多少世之後，有機會再出現。 

留待他的第二世，第三世，在他臨死不再罵人那時候才有機會生，是不是？這

樣本來極樂世界那些，普通的是不能生的。你說：『不能生即是否定。』你這

樣分開便知。」 

 

世界有兩種，一種名報土；一種名變化土，即是塵俗、俗世。俗世是我

們眾生的第八識變起的，釋迦佛只不過是進入我們這裏化度我們。另外一種名

為報土，那種報土是那些佛與及那些聖人，佛及那些已經登地、見了道的菩

薩。是他這種人，無漏的生命，無漏的第八識所變。我們這些眾生，這些變化

土是由有漏的第八識變起。 

 

極樂世界那些是無漏的第八識變起的。我們的第八識都是有漏的，所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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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的功能全部都是有漏的。任你如何的善，縱使你真正一心不亂，你都是有漏

的一心不亂。你死後是變不起那個無漏的極樂世界。那麼會變起什麼？變起那

些似極樂世界的東西，那種即是阿彌陀佛的化土、變化土。你縱使，你未見道

之前一心不亂，都是生阿彌陀佛的變化土。和現在生兜率天的差不多——生變

化土。生於報土要有什麼條件才能？那種人生的，見了道，證了真如。證了真

如之後，即是說他之無漏的功能已經…。 

 

見道的時候，無漏的功能第一次出現，即是說他無漏的功能已經出現過

了，有經驗的了。這種人死後，這個無漏功能然後才變起極樂世界。變起極樂

世界，不是他單獨變，他自己是變不起的。阿彌陀佛首先變，觀音菩薩、大勢

至菩薩等先變了，你加入。明白嗎？ 

 

即如現在假使有一間大石油公司，或大機械公司，幾十億美元資本的，

你沒有辦法自己建這樣的一間公司，你怎辦？你只有買它的股票。明白嗎？即

是說他的公司，有你的一份。多少，一股也是有你的一份，是不是？ 

 

極樂世界你變不起，你的無漏功能不夠。阿彌陀佛首先變起，他還與觀

音菩薩、大勢至菩薩一班人一齊變起。他們尌如富人們組織一間大公司，你們

這班散戶便來投資了，尌是這樣。他已經變起了，你念阿彌陀佛，一心不亂地

念，你便生他那處了。生他那處，分兩層。 

 

即是等於，你知道嗎？很多股東都有兩種的，是不是？香港馬會都有兩

種會員的，一種是有選舉權的會員；有些只能入場的，沒有選舉權的。即是說

生極樂世界有兩種人，一種是你已經見了道的，第八識裏面那些無漏功能已經

出現過。你便加入他那個阿彌陀佛所變的報土，你亦一起變。他變起，你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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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變。如果他不先變，你變不了。他變起，你亦一起變。 

 

然後，如果你說：「不是，我不是聖人，我又未見道，又會怎樣？」只

要你做到真正的一心不亂，生他的化土。明白嗎？即是說你起。即如在香港，

你加入馬會，選舉會員則不由你參加，是不是？你是一個普通的小會員，進去

參加賽馬還是可以的。那一類，那些化土。所以極樂世界的九品往生，中上品

那些是由聖人參與，下品那些我們有希望。下下品也好，無所謂。理由便是這

樣。不過這些東西，人們是很心淡的。 

 

同學：「下下品我們這些人也不容易生的。」 

老師：「不易生，最難是一心不亂。但你讀《阿彌陀經》，有很多內容你不明

白的。讀《阿彌陀經》像是很混亂。忽然釋迦佛又說一心不亂，打個

佛七，七日一心不亂便可以。已經是很難得了，假使有人做得到，應

該必定去了。但釋迦佛又多說幾句，『極樂世界（極樂國土）眾生生

者皆是阿鞞跋致』。『阿鞞跋致』即是得無心忍，即是見性、見道。

又加補充一句，又要見道才行，即是未見道是不行了。一心不亂也不

行，還要見了道。人們便起恐慌，是不是？我一心不亂，但我又未見

道，怎辦？我必定是沒有資格。那又如何？這兩句說話都是釋迦佛講

的，其實他兩句都可以是真的。你達到一心不亂，而未曾到『阿鞞跋

致』，你便生化土的。如果你已經是見了道，你不止生化土，你生報

土。 

 

尌是這麼簡單。你把他那本經整理一下、爬梳一下便可以。是不是？譬

如我們想生極樂世界，想生化土，都要怎樣？都要設法莊嚴、裝飾它的。你還

未往生，現在便要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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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裝飾？你行善，行十善，做這些好事，用這個善業去裝飾那個將來你往生

的佛土。怎樣裝呢？是否把它搬過去？不是，用善業刺激起那些美妙功能，讓

你死後那些美妙功能出現，你便生。」 

 

同學：「是不是等於種一些善因？」 

老師：「種善因，用善因刺激它那美妙的果。這樣美妙的果出現，便莊嚴了

它。」 

同學：「『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是什麼意思？要做些什麼？」 

老師：「兩類都可以。『小善根』者即是那些有漏善根。如果你生報土，你種

那些有漏善根是不容易生報土的。你便要如何？尌如《金剛經》那樣

觀空，證真如理。那些是大善根了，那些才可以。 

 

小善根是什麼？大善根我做不到了，見道我做不到。我總是天天念，日

念夜念，念至死我都念，臨死都有人為你助念。雖然未見道，不算得大善根，

仍然是小善根，但是小善根比起世間的人已經是大了。『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

緣，得生彼國』，即是什麼？尌兩方面來講，第一、尌報土來講，你不見道是

生不得的，未見道的善根即是小善根，便不能生。尌化土來講，你不能夠做到

一心不亂，又不能夠做到十善呢，你是生不得的。你本身要持十善，必然以十

善為基礎的，什麼也是。你又能夠念佛，念到一心不亂，你的善根便比世人大

一點，那些你可以生了。是這樣解的，明白嗎？是這樣，這樣解便通。是不

是？」 

 

「莊嚴」，說到「莊嚴」，你生極樂世界，便作善業來預先裝飾它。等

於什麼？等於現在很多人，未死便先做了壽基，很多人是這樣的。以前我父親

便是這樣，他還有很多日子才會死，便先買下所有（死後所需）。還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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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上好了一副棺材。你在加拿大便見不到，香港也沒有。 

 

同學：「有的。」 

老師：「有嗎？」 

同學：「有，買下了墳地的。」 

老師：「買墳地是有的。」 

同學：「棺材全付了錢，死後子女到來行禮便行，殯儀館立刻替你處理。」 

老師：「你有沒有做？」 

同學：「做，有做。」 

同學：「棺材我並未有買下，定金的錢則已付。」 

老師：「錢已付了。即是這樣，即刻說個笑話，你是莊嚴你的墳墓，是不是？

你先付了錢，先做了。他修行便先莊嚴那個淨土，明白了？尌是這樣

簡單。趁未死時先做了。」 

同學：「不是，這個 Mount Pleasant（Cemetery）沒有地的。」 

 

【眾笑，同學間閒談】 

 

老師：「這樣你是明白了。舉一個例，你未死便莊嚴你的墳場。那個墳場猶如

譬如極樂世界，一個人買不下一個墳場的。政府或是某個工會建了一

個墳場，你便加入，你付錢便加入。念佛也是這樣。」 

 

普通的莊嚴佛淨土，是這樣莊嚴。那些聖人莊嚴佛淨土，尌如何呢？是

進一步的，你見了道之後，由見了道之後，由那一秒鐘起，見道修那些智慧是

無漏智，以前未出現過的無漏智，見道那一秒鐘是第一次出現。他一次出現之

後，有了一次出現便會陸續來的。那麼以後呢？以後真正修行，用無漏心去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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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無漏心去修行是什麼呢？以前修那些布施、持戒、忍辱、精進那六個波羅

密，都是有漏的修法。這些所謂，不是大善根福德因緣，是小善根福德因緣來

的。 

 

見了道之後，以無漏心作指導去修行，用般若、用無漏心作指導去修，

那個時候是大的福德。那些大的福德慢慢地儲起那些新的，每做一件便有一連

串那麼多功能，做十件便有十串那麼多功能。無量那麼劫積聚那麼多功能，積

聚下去又會如何？積累至你見了道之後，你要生那一個世界？ 

 

如果你說：「我跟藥師佛最有緣。」你向藥師佛發願，「我死後要生你

那處。」你便可以生到。如果你說：「我跟阿彌陀佛有緣的。」你便向阿彌陀

佛發願，你便會生的。那些大的善根便會生的。如果你善根多，是高級的，高

等一點的。高等一點沒什麼，是你自己變而已。你見到個佛是大一點，你見到

個佛是光明一點。那些善根少的，便見到那佛是小一點，沒有那麼光明。是這

個解釋而已。還有一個佛在做主宰，做主持的，你加入而已。 

 

你一路堆積，一路堆積那些善根，堆積多了到了最後，能做到怎樣？你

將近成佛的時候，擺脫阿彌陀佛，你自己建立。即是說你怎樣？你有一間大公

司，你一直投資下去，到了最後你自己怎樣？你自己建立一間同樣大，或是比

它大的。那個時候，你便稱作怎麼？譬如你鍾先生，那便是鍾氏極樂世界，鍾

氏的世界都是可以的。 

 

「若有眾生來生我者，又如何如何的。」你自己變，這是一個佛土，你

新的佛土。這個佛土是怎樣的？不是「噗」那樣爆出來的。是你見了道之後，

歷劫以來積聚，美妙功能堆積起來。到你成佛的時候，便派用場了，用得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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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那時候，預先莊嚴著你成了佛之後的那個淨土，此謂之莊嚴淨土。明白

嗎？ 

 

兩種莊嚴淨土，一種是凡夫想去生淨土的，一種莊嚴淨土，這些是低級

一點的。第二種是聖人的莊嚴淨土，是將來自己的一個報土。每個佛都有自己

一個報土的。將來彌勒有彌勒有一個報土。觀音有觀音的報土，文殊有文殊的

報土的。這些是高級的莊嚴，要用大的功德莊嚴淨土。 

 

好了，說回這個本體。如果無我、又無人、無眾生、無壽者呢，固然是

沒有人去度眾生，亦無眾生可度，又無人去度。這樣阿彌陀佛建立一個極樂世

界也是假的，比紙紮的還要弊，是不是？誰去莊嚴佛土呢？沒有一個成佛的

人，誰去莊嚴淨土呢？淨土亦是空的，你為何莊嚴它呢？聽得明白嗎？發生這

個疑問，釋迦佛發現到有些聽他講話的人，會有這樣的懷疑，所以他便解答這

個問題。解答什麼？是不是沒有人度眾生，沒有人莊嚴佛淨土的？ 

 

一個這樣的疑問，分兩段，（戊一）、（戊二）。（戊一）、遮實度有

情之念。「遮」即否定，Deny，否定。世間的人執著有一個實的眾生被佛去度

的，佛家則說不是，沒有一個實的眾生可度。第二、「遮」即否定，否定實的

莊嚴佛土。並沒有一個實的眾生去莊嚴淨土；亦沒有一個實的淨土被你莊嚴，

都是幻的。這樣的一個疑念。 

 

現在分兩段。先答遮實度有情之念又分兩段，一是標，「標」即標舉其

宗旨。二是釋，解釋的理由。（已一）、標。佛言：「善現，如是，如是。若

諸菩薩作如是言：『我當滅度無量有情』，是則不應說名菩薩。」根據上文，

上文舉例，譬如有一個人，有一個大的身體，這個大的身體算不算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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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是在講這些的，他這處承著上文便回答。他說：「善現，如是，如

是。」「如是，如是。」即是對了，對了。即你上文答得對了。「若諸菩薩作

如是言」，假使一個修行大乘的菩薩，他說一句這樣的話。「作」即講，講這

一句話。他說：「我當滅度無量有情」，「有情」即眾生。他說我要，「滅

度」即令他入涅槃，令無量那麼多眾生入涅槃。 

 

如果個個菩薩是這樣講，變了執著有一個實的人去度眾生，亦執著有一

個實的眾生。「是則不應說名菩薩」，即有執著，有人我執，便不應該稱為菩

薩。他是這樣講的。下面講理由，「釋」。一二六頁（新書一九Ｏ頁）正釋。

他說：「何以故？」（已二）、釋。「善現，頗有少法名菩薩不？」，「不」

字讀作否。「何以故」，為什麼呢？「善現」，稱呼他一聲須菩提。他說，須

菩提，「頗有少法名菩薩不？」世界上會不會有少少東西？「少法」即是少少

東西；稱為菩薩的呢？是不是呢？會不會有真的東西稱為菩薩呢？實在不是

的，沒有的。是不是？ 

 

上文講過，我是無的。善現便回答他，「善現答言：『不也，世

尊』」，「否也」、「不也」任你讀。「無有少法名為菩薩。」一句。善現

答，不行的，你不能夠。「不也」即英國人的 no。他說世尊，稱呼他一聲。這

個世界上並沒有少少實的東西稱為菩薩，所有菩薩都是假的，都是五蘊和合的

假東西。於是，「佛告善現」。這句「善現」下面的括號，把它倒轉過來。 

 

「有情、有情者，如來說非有情，故名有情。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無有有

情，無有命者，無有士夫，無有補特伽羅等。」佛於是對須菩提講，「有情、

有情者」，佛常常講，眾生、眾生，「有情」有人譯作眾生。眾生、眾生這個

名字，「如來說非有情」，如來的真意，所謂眾生不是真實的，假的。非實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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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非有情即是非實的眾生，非永恆不變的實眾生。 

 

「故名有情」，所以佛所講的眾生，是一個五蘊和合的假有情，「故名

有情」。因為眾生是假的，有情是假的。「是故如來說一切法無有有情」，所

以如來說世界上一切事事物物，並無所謂眾生，並無有實的眾生，有這種東西

的。亦「無有命者」，有情亦是「我」的別名；命者亦是「我」的別名。 

 

「有情」，鳩摩羅什【秦譯】譯做什麼？眾生。「命者」譯做壽者。

「無有士夫」，「士夫」譯做人。即「人相、眾生相、壽者相」。「補特伽

羅」，他譯做我，鳩摩羅什譯做我，會投胎的。所有那些有我、人、眾生、壽

者，全部是五蘊和合的假體。一切法裏面都並沒有這個實的東西。意思即是什

麼？ 

 

這個「一切法」上文曾經解釋過，「一切法」是作真如解的，是不是？

解過不？解過了，是不是？兩個解法了，一切法…。「一切法（中）無有有

情」這一句是有兩個解法。第一個解法，一切法中，宇宙萬有裏面，並無實的

眾生，全部眾生都是五蘊和合的假體。一個解法，明白嗎？第二個解法，是依

據前文，所謂一切法是指真如，明白嗎？因為真如是一切法的本體，所以這個

一切法是指真如。 

 

「一切法（中）無有有情」，即是真如裏面是沒有眾生的。為何真如裏

面沒有眾生呢？理由是這樣。當你證到真如修行修道，用你的般若智出現證到

真如的時候。證到真如的時候，並無有個我，不覺得有個我；並無有些眾生；

並無有語言；並無有概念，所有世界上一切那些名相、語言，通通沒有。亦無

所謂時間，亦無所謂空間，亦不是無。你有個有、你有個無才行，是有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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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 

 

證到真如的時候，這個是指什麼？一切法是指個真如境界，在那個真如

境界裏面，並無所謂有情；並無所謂命者；亦並無所謂士夫；並無所謂補特伽

羅。聽得明白嗎？有些人不明白，證到真如是否什麼也沒有？不是的。當你證

到真如的時候，當般若無分別智出現的時候，是沒有什麼？是沒有概念的。 

 

我們現在思惟，常常想來想去，只是在想一些概念，英國人叫做

Concept。譬如我見到這東西，我的意識起稱之為杯。杯是什麼東西？杯是一個

Concept。聽得明白嗎？杯這個 Concept 怎來的？你小孩時初初有知覺的時候，

你的媽媽、爮爮和你說話的時候，指著它告訴：「杯，杯。」你聽的時候，聽

到媽媽、爮爮說：「杯，杯。」這個時候於是打入一個印象，是一個

Impression，一個印象。這個功能打進去。打進你的第八識裏面，「杯」，成

為一個概念。不對，是一個 Impression，一個印象。 

 

這個印象還是「浮浮泛」的，後來慢慢地，今日見到杯了，第二天又聽到你哥

哥拿著那件東西，亦稱作「杯」。這個時候，你聽到哥哥說「杯」的時候，你

便會回憶起什麼？你媽媽告訴你這是一個杯。這個也是杯，世界上有一種東西

稱為杯。其實當他說…。第三天他見到他叔叔，說那個又是「杯」的時候，他

便知道有一種東西，既不是媽媽給他看那隻實的杯，亦不是哥哥給他看那隻實

的杯，亦不是他叔叔給他看見那隻實的杯，有一個「杯」字。這個杯是貫通這

三件事的。不止貫通這三件事，一萬隻、一千隻杯擺在你前面，那些杯都全部

貫通了。這個稱作什麼？杯的概念，杯的 Concept。你說杯不是白便是紅、綠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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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這個不打緊，不打緊。」 

 

但是你所謂杯，既不是紅杯、亦不是綠杯、亦不是藍杯，總之是杯，無

形無相的。明白嗎？那些叫做概念、名相。當我們看東西的時候，我今日知道

有一個杯，縱使將來去到非洲，那些黑人拿一個杯給我喝茶，我也覺得是杯，

是不是？你去到皇帝殿上，以玉做了一個很漂亮的杯，我們都說是杯。總之，

我心裏面的杯是什麼？外國人稱為 Concept，聽得明白嗎？ 

 

佛教徒稱作什麼？稱作名言、名相。名言、名相。我們有名相、有名

言、有名相。但是當我證真如的時候，沒有名相的。全部的名相，杯這些概

念，全部沉掉的。既然沉掉，還有沒有杯與非杯？有沒有？有名相然後才有杯

與非杯。無，見到杯是一樣，見到無杯亦是一樣，杯與非杯都無。沒有名相之

後，還有沒有這些是佛，那些是眾生？你回答我，沒有嘛。佛是一個

Concept，一個名相，眾生是一個名相。你都沒有名相了，何來眾生？佛和眾生

有什麼分別？所以「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 

 

真正證到真如的時候，天和地也沒有分別，佛和眾生沒有分別。還有沒

有你和我？有沒有？沒有，何解？「你」是一個概念，「我」是一個概念。沒

有了概念，那個時候便真正自他帄等，是不是？那個時候的境界會是怎樣？混

然一體那樣。還有沒有這個是世界，這個是我，我住在這個世界裏面，有沒

有？沒有，因為不覺得有個我，亦不覺得有個世界。這樣世界與我便成一堆，

混然一體？ 

 

有沒有昨日我去飲茶，今晚我去食餐？有沒有這一套？飲茶，食餐這些

通通是概念，沒有概念便什麼也沒有。這即是說什麼？沒有概念，還有沒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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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沒有，超過了時間，沒有了時間，時間亦是假的。時間是概念。「這個很

大，這個是太陽系，很大。這個是小的，加拿大小小國家。」有沒有？沒有，

因為大和小是兩個概念，沒有了概念便沒有大小。即是沒有空間。超過空間、

超過時間、超過大小。 

 

有沒有善惡？你回答。善惡也是概念，亦都無所謂善惡，又無所謂眾

生、無所謂佛，又無所謂祖宗、無所謂自己。有沒有「無」？你回答我這句。

「無」啊，有沒有那個「無」？沒有。「無」也是概念，「無」也沒有。還

有，「有沒有『無』？」這句話有沒有？有沒有？都沒有，是不是？即是說

「無」亦無，是不是？沒有了「無」便不是「無」了，是不是？即是說你掉

入…。當你見道的時候，你掉入了什麼？一個混然一體的境界。中國人稱這種

境界為什麼？尌像是入了一個無極而太極的無極的境界，入了那種境界裏面。

那時候便證到真如。你們回答我吧，當你證到真如的時候，還有沒有有情？沒

有。還有沒有命者、受者？沒有，無所謂受者。有沒有士夫？沒有。全部沒

有，是不是？明白嗎？聽得明白嗎？ 

 

同學：「這樣極樂世界也沒有。」 

老師：「極樂世界也沒有，沒有。阿彌陀佛也沒有；『無』也沒有；什麼都沒

有。『什麼都沒有』也沒有，這樣便不是『無』了，你明白嗎？『什

麼都沒有』也沒有，沒有了一個『什麼都沒有』便是…。」 

同學：「即是幻有。」 

老師：「幻有都沒有。到這個時候，即是《金剛經》所講的什麼？『凡所有

相，皆是虛妄』，是不是？所有名相，總之是有相的，名相即是相，

都是虛妄的。 

『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如果你能夠在定中見到，一切相都不是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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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名相都不是。那時候你便證到真如，『即見如來』了。這個如來是

什麼？佛的法身，佛的法身即是真如。聽得明白嗎？」 

同學：「證真如有什麼目的？」 

老師：「證真如，是的，你問得好。證真如有什麼目的？我們眾生時常徵徵逐

逐，時常很痛苦，甚至生死輪迴，都是因為什麼？因為執著有個我，

執著有種種實的東西。如果真正了解『我』是無的，要不要怕生死輪

迴？不用。要不要騙人、欺人、壓迫人？要不要？『我』是無的，為

了『我』而引起戰爭才欺負人。『我』都無了，你還欺負什麼？這樣

你說：『我明白這個道理便行。』是不是？ 

 

『羅先生，你現在已經很明白，你便沒有了我，這樣你便不用輪迴生死

了，不會作惡了。是不是這樣？』你會這樣反駁我，會不會？我回答你，很簡

單。我和你講那一套，講到天花龍鳳。這一套是什麼？這一套是 Concept，這

一套是概念而已。 

 

我不是真正 Touch 那種境界，不是真正接觸那種境界。而是我有這一套

概念，這一套概念是從經論得來的。一個 System，一個系統。我現在講來講

去，是在給你講那一套系統，我不是真體驗到真如，所以我不行。你明白不行

的理由。如果行又有什麼好處？不行又有什麼壞處？解答了，不行你便生死輪

迴，不由自主。行呢，雖然『我』是幻的，你都可以自由控制，你可以徹底了

解無我的真相。 

 

當你證到真如的時候，你便發現一種這樣的境界，無空間，無所謂大小

空間。即是超過空間。無時間，一超過時間即是怎樣？即是你無死，是不是？

你無死，你不用怕死——無時間。有沒有善惡？沒有所謂善惡。那時候，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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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那種絕對的境界，真正的這種境界便稱為涅槃，沒有生死輪迴。 

如你說：『我再走出來，我不入（涅槃），我不捨眾生，要回來度眾生。』你

走出來，你再走出來，你是一個活活潑潑的聖人，你會自己控制生死輪迴。你

明白嗎？你真正可以救人，何解？你真正可以建立你那個極樂國土，莊嚴你的

淨土來讓人們生。 

 

好處便是這樣，數出來的。第一、免卻生死輪迴。第二、世界上最美麗

的境界，便是證入真如那時候。超越時間，超過空間是最美的，Absolute 的，

最美的境界。你現在聽音樂聽到最美的，謂之神往，是不是？看見些很美的美

術，但到底它都不是最 Absolute，不是絕對美。只有證到真如，現在有一種無

言之美，無概念那種美，那種美境。 

 

第三、你的兒子，你想世世都見到他們。你想經常見到他的面，你只有

自己控制生死輪迴。是不是？你想報父親的恩，母親的恩，最好你能夠控制生

死輪迴。他將來生在那處，你去那處碰到他的頭，這樣才能度到他的，你可以

自己控制。是的，一日你不證到真如，便沒有這種福利。你明白嗎？你證真

如，便有這種福利。你選那一種？你回答。」 

 

同學：「選有福利的。」 

老師：「是的，這樣你便要修行，尌是這麼簡單。我最歡喜用這套，這套教孩

子是最好的。教書、教孩子最好是這一套。你跟他講什麼理論、什麼

邏輯也不行。根本是你自己選擇，你願意怎樣？你自己說吧，你自己

選擇的。是不是？這即是說，你要求證真如。」 

同學：「用念佛的方法能否證得真如？」 

老師：「去到的。念佛有兩種念，一種所謂實相念佛是不用念佛的，直接求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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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如。修空觀便直證真如，那些是實相念佛，不用念阿彌陀佛的。那

些禪宗的大德，如六祖那些，他不用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的，他念

是多此一舉。那些是實相念佛，但那些是見了道才能的。我們做不

到，不容易做到。」 

同學：「實相念佛是否即是禪定？」 

老師：「禪定。只是禪定是不行的。只是禪定是痴呆的。現在的人一味修禪

定，其實是要修觀的，要修空觀的。修那些無我相，無人相，修這種

觀的。那些是實相念佛。第二種是持名念佛。持名念佛，如果你是經

教好的，持名念佛你可以兼修到，自然會修到實相念佛的。實相兼持

名，無礙的，是不是？我便是實相兼持名，我不會只是實相念佛

的。」 

同學：「另外那個方法是止觀，是不是？」 

老師：「是的，止觀。止觀兼念佛，兩樣做。」 

同學：「證真如可以修止觀，是不是？」 

老師：「止觀證真如。你念佛的時候，念佛即是修止。『止』者把妄念帄息

掉，把你的心 Stay 在那處，住在那處。住在那處？住在佛那處，阿彌

陀佛，阿彌陀佛。你不是想我父親那處，你是想阿彌陀佛，阿彌陀

佛，你的心便對著他。這便是「止」，這已經是「止」了。念句阿彌

陀佛，南無阿彌陀佛的時候，念至雜念不起，你自然便修止成功了。

修止成功，你最重要知道極樂世界都是空的，是幻有的。不過眾生亦

是幻有，同是幻有，我念往生是可以。」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