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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於念佛，我念佛是必定會往生的。我又知道這個是空的，其他都是

假的，連真如這個名亦是假的，你當時這樣想法，你便是修觀兼實相念佛。一

定要分開這些是實相念佛，那些又不知什麼，一定要分開，不用的。 

 

同學：「羅教授，明心見性是作何解？」 

老師：「明心見性我是不多講的，你最好去問那些修禪定的人，我不談的。 

 

何解呢？我的談他一定不同意，我談那些他們一定是不同意的。你聽

聽。『性』是指我們的真如體，『本性』便是真如體。有體必定有用，明白

嗎？這個『心』是『性』所起的用。一體一用。我們直去見性是不行的，我們

要在『心』，在用方面做功夫，不能夠在體處做功夫，此謂之『明心見性』。

明白我們的心、性的用，便是『明心』。『見性』者，見我們之心的體，謂之

『見性』。 

 

我是這樣解的，和那些禪宗大師的解法不同。你不要把我這些話去問禪

宗大師，你更加不必用禪宗大師那些來問我。各有各的家法。即是你專打太極

拳的，你不要去駁那個打 Boxing 的，是不是？明白嗎？還有『了生死』，這

句話是我最不歡喜的。好像他不想做人，了咗他，了結了他。其實『了生死』

是什麼？『了』即是明明了了，對於生死的道理明明了了，能夠自己控制自

如，這才是『了生死』。」 

 

同學：「是不是那些人解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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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很多人說了結了他，一了百了。如果你作了業，你亦了不得，是不

是？怎了？你想去了。你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就用

刀替你斬了它嗎？不行的。所以我…，明心見性我絕少談，有人問

我，我可以不答我不答。第二是了生死我絕口不談。」 

同學：「禪宗那些是如何解釋？明心見性。」 

老師：「我不解釋它。如果你要我解釋它，我便說是一塌胡塗。 

 

『心』和『性』根本是不相通，你不學唯識的人，對於禪宗所講的

『心』和『性』，你只是見到它一塌胡塗。你不要拿出去跟人辯駁，因為你不

問我，我是不講的。你讀讀楊仁山的《十宗略說》，這裏好像有這本書。《十

宗略說》裏面每一宗他用幾句話來講，其中有一句禪宗的，你讀讀它。禪宗和

唯識宗那兩章是很短的。很好的書，《十宗略說》。有一個人丁福保拿它出

版。有一個人拿它來注，此人名萬叔豪，拿它來注，注得不好，實在不用他

注，此注名《佛教宗派詳注》，上海醫學書局出版的。丁福保注。楊仁山做

的，名為《十宗略說》。他把它改為《佛教宗派詳注》，把它作注釋。我不主

張人們單修禪宗的，我很相信永明禪師那一套。學禪宗的人不修淨土是沒有用

的，『死症』多於『生症』。 

 

『有禪無淨土，十人九錯路』，一味修禪宗不修淨土，『十人九錯路』。『無

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你肯虔誠修淨土必定去，那用這麼辛苦？是不是？

還有，『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老虎加隻角。老虎，如果有禪有淨土固

然是好。你能夠修禪修得好，猶如老虎一樣。你加上淨土，老虎多隻角，無礙

的，是好看一點。學禪宗的人如果不兼修淨土，九成失敗。不如那些老太婆只

修淨土，兼修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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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修密宗那些人又如何？」 

老師：「修密宗的人和修淨土差不了多遠，差不多一樣，一樣。如果你密宗，

如果真正修密宗，你要明白顯教道理，修才有用的。如果不明白顯教

道理，一味修密宗，好像是變了高級喃嘸佬，是不是？搞出滿天神

佛，又這個本尊，又那個本尊。如果你明了它，…。」 

同學：「他不可以專修一個本尊嗎？」 

老師：「可以，有很多人專修一個本尊。但是有些時那些人，譬如你是法師，

你便不容易專修一個了，你要修很多的。」 

同學：「何解呢？是不是要教人？」 

老師：「你是要教人的，是不是？」 

同學：「是不是要適應那個人的根性而教？」 

老師：「是的，有些時，譬如你想長壽，你修藥師佛。但是你長壽之後，又想

智慧好一點，便兼修文殊，這樣便變得修一大堆了。專一是很快的，

很靈驗很快的。」 

同學：「你剛才講《十宗略說》有一段是講禪宗的，怎樣講法的？」 

老師：「講禪宗那些，他這樣說：『顢頇佛性，籠統真如』。最後他嘆息，

『安得大權菩薩乘願再來，一振頹風也哉』。是不是這樣講？所以我

便學學淨土，修修這些，如『矮子上樓梯』，上得一級得一級，上得

兩級便兩級。 

 

那些坐火箭上去再掉下來的，便會跌死有之，我不主張人們這樣。」好了，說

回這裏。如果你是大智大慧的，是修禪宗好，頓超即入。這裏明白了。好了，

跟著便說，無人度眾生，這個疑惑，他解答了。根本是沒有所謂實的眾生，是

不是？都是假的，假佛度假眾生。你假佛度假眾生有何謂？我剛才不是已用了

一個譬喻給你，就如做夢。一個做夢給人劏、給人打的；一個做夢富貴壽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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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你選那一個夢來做？不做不行的，必定要你做的，你選那一個？你不如選

那一個富貴壽考的夢吧，是不是？ 

 

好了，第二、莊嚴佛土。你說無我又無人，誰去莊嚴佛土？他解答。如

何解答？這裏解答有兩點，我先給你們講。第一、佛土也是假的。阿彌陀佛的

壽命四十八劫，第四十九劫他沒有了，是不是？阿彌陀佛的淨土都是有為法，

不是無為法。阿彌陀佛的法身，法身即是真如，那個才是無為法。無為法才是

永恆，有為法亦有終盡的。既然有終盡便不是實在，所以極樂世界亦不是實

在。既然不是實在，這種莊嚴的功夫也不是實在，以假修得一個假的果。是不

是？ 

 

「這樣也好，不如不做吧。」又是以剛才那個回答你，做夢，你願意做

那一個夢？你做夢給人劏或是做夢享樂好？就是這麼簡單——第一個。莊嚴淨

土亦是假，佛的報身，坐在淨土說法那個報身都是假的，一個。第二個呢？第

二個解答？第二個問題呢？你想莊嚴淨土，不是說你莊嚴個淨土，莊飾個淨

土，不是就如泥水佬做批盪，批盪好那個淨土的。不是如泥水佬般一件一件磚

建一個淨土的。而是什麼？你行善，作善業。你如果未到見道，便做有漏的善

業；已經見道，便做無漏的善業。以有漏或無漏之善業來引發你那些莊嚴華

麗、美妙的種子。這種莊嚴華麗、美妙的種子，最莊嚴、最華麗的是無漏的。

無漏性的種子，不是用有漏的功德可以引起的，一定是以無漏的業。無漏的業

是什麼？修空觀，空掉一切執著。把執著全部掃除，那些無漏的功德自然爆

發。所以要修無相觀，便是真正莊嚴佛淨土。你想真正莊嚴佛淨土，一定要修

空觀，修無相觀。修空觀，修無相觀，把那些有漏的、染污的相全部掃除。把

有漏的掃除，自然無漏的便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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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是一堆金沙，那些泥和其他的礦品便混雜其中，你便見不到金。你

把它溶掉或淘盡那些泥沙，泥沙淘盡便一粒粒金出現了。把那些有漏的、染污

的東西淘盡，自然那些無漏的、淨土的美妙自然便會出現。你如何淘淨它？淘

沙是用水淘的，如何淘淨生命裏污糟邋遢的東西呢？所謂我執、法執那些，如

何淘淨它？修空觀，空掉它，讓它不起。修空觀可以的嗎？你詴詴看，可以

的，可以的。 

 

譬如現在世上有很多人，你見到有一種人嗎？現在的心理學家，專醫治

那些精神心理學的，常常醫人那些。我聽到有一個同學學這一種的，他對我

講，他說：「普通的一般人，尤其是香港那些人，有半數人發白日夢的。」為

何發白日夢？坐著沒有事做他在幻想，幻想到很美妙的時候，就如掉進那種境

界一般，那些稱為發白日夢。有很多人是這樣的。小孩子時已經發了，何解

呢？小孩子也發白日夢的，小孩子看見人，那些警察、明星很漂亮，他便幻

想，幻想自己成為警察，在馬路中間指揮人的；或幻想自己做將軍去打仗的，

小孩子也是這樣的。你信不信有這種事？那個精神專家名鍾祖文。跟你同是姓

鍾的。 

 

同學：「有的，有的。」 

老師：「有半數人是這樣的。」 

同學：「我以前是小孩子時也發過。」 

老師：「是的，我們小孩時做山大王，大王、二王、三王。那時候自己…。這

些就等於做人，在『烏 sir sir』如發白日夢。」 

 

你要怎樣？用空觀空之，如何空它？當你發白日夢的時候，你了解一

個人時常發白日夢，你現在任你怎樣想，『我是窮鬼，我現在發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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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夢中了馬票，買大屋。』你要了解，『沒用的，你自己證自己

的。』這便是空觀。這些根本是勞神，仙你精神疲倦，命也會短一

點。」 

同學：「教授，這個也是妄想。」 

老師：「是的，妄想，妄想便是這些，妄想的一種。你與其在發白日夢，不如

現在好好地做一個人，健健康康，將來職業不用憂，事事（也不用

憂），最低限度有碗好飯食。 

 

縱使不做山寨王，也有碗好飯食。這樣你要時時怎樣？想的時候，立刻

用一種道理來感化自己——以理。這種稱作什麼呢？以理來到感化自己的妄

情。修觀便是這樣，修空現，這些是空的，空幻的，沒有實益的。不如我們在

這裏修止觀，我們將來成佛。成佛要怎樣？要做善的業。縱使將來成不了佛，

我也做了善業，做善業對社會有益嘛。以理來化掉它。這便是修止觀，修止觀

不外是以理化情，是不是？ 

 

我們中國道家有一句話，莊子的「以理化情，哀樂不能入也」。中國人

都是很聰明的，我們時時做人是用道理，用我們之理智，用我們之理性，去轉

化我們的妄情，這樣人生不會有大悲哀。何解？那用哀！我會死我便會哀，人

生必定會死的，不然你會不死？既然人人都死，皇帝同樣會死，孔夫子同樣會

死，你也是會死的，那用這麼悲哀？最低限度把悲哀減低，悲哀不能打進去傷

你心。太樂的時候你便會知道，不要得意忘形，總有一日快樂會停止，會衰也

不定。你小心點，自然不會沉迷享樂。 

 

修止觀便會這樣，用空觀，佛家用空觀。修空觀，修到空觀便把我執、

法執去除。我執、法執去除，那些美妙莊嚴，佛土莊嚴的種子，就被它洗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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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淘沙現金一樣。這樣便明白了，這是第二個道理。 

 

還有一個道理。「遮」即否定，否定這個實的莊嚴佛淨土。莊嚴佛淨土

也不是實的。先標後釋。先標，「善現，若諸菩薩作如是念（言）：『我當成

辦佛土功德莊嚴』，亦如是說。」這句怎樣解呢？「善現」，稱呼他一聲，須

菩提。如果有一個人修行大乘的菩薩，他的生起，「作」即起，起了這個念

頭，說了一句這樣的話。他怎樣說呢？「我當成辦佛土功德莊嚴」。我這個

人，幾乎已是聖人，我現在要去修行。「成辦」即是能夠辦成功，「成辦」即

辦成功。辦成功，將來我成佛那個佛報土是很莊嚴的。我現在做了，我正在

做。 

 

如果那個人很執著地做，也是這樣講，「亦如是說」，也是一樣。上文

是怎樣？這個不是真菩薩，「非真菩薩」。也是一樣，不是真菩薩。這處作何

解呢？修行的人，我能夠修行，我能夠持戒，我能夠布施，這樣說說也不對？

你太「奄尖」（挑剔）了。我沒有害人，我現在能夠修行，我很叻能夠持戒，

這樣還說不行？這樣你便是有相，你有相便洗不淨那些東西。是不是？他現在

解釋了，（己二）、一二八頁（新書一九三頁），分兩點。 

 

第一點、無相是真莊嚴。「無相」即空掉一切執著，便是真正莊嚴佛淨

土，何解？將來你成佛，你建立一個極樂世界那樣的淨土，你不需要搬泥，不

需要搬鋼筋、三合土，不需要的。是什麼？你本來具備在心裏面，生命裏面

的。你只要把那些有相的執著掃清，它自然出現的。所以「無相是真莊嚴，達

理是真菩薩」。這個理是指真如理，因為真如無形無相，所以稱之為理。達—

—明理，「明理」即是能夠證到真如，這個便是真菩薩了。所以不用去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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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這樣，所以禪宗的人說：「你念阿彌陀佛，你不用念的。無相，你便是

念阿彌陀佛的了。你想生極樂世界，不用的，你去見性便行，明心見性自然便

去極樂世界，不用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那麼『論盡』的。」你把它一套，套

下去便變成這樣。是不是？那些不是說不合理，那種人太高，太高級了。太高

級，我們不要自己以為自己太高級，如果自己未到這麼高而以為是這麼高呢，

是很危險的事。 

 

好了，你看看。無相是真莊嚴。「無相」即是空了它的一切相。「何以

故？」為什麼？「善現，佛土功德莊嚴、佛土功德莊嚴者，如來說非莊嚴，是

故如來說名佛土功德莊嚴、佛土功德莊嚴。」為什麼？善現。我所謂「佛土功

德莊嚴」，我所謂「佛土功德莊嚴」這六個字。「佛土功德莊嚴」是指什麼

呢？ 

 

「如來說非莊嚴」，如來說所謂佛土功德莊嚴，不是真正有相的莊嚴。

這個「莊嚴」是指有相。非有相的莊嚴，非有形有相的莊嚴。然則什麼是莊

嚴？空掉一切相。「是故如來說名佛土功德莊嚴」，這種以無相觀來莊嚴佛淨

土，我便說這種莊嚴才是莊嚴。這樣便稱作佛土功德莊嚴、佛土功德莊嚴。 

 

這個是禪宗人破他人修淨土，叫人不要修密宗，通通都是根據這些。其

實你根據這些，又是偏於一面。既然如此，修修淨土又有何礙呢？無礙的。是

不是？等於你娶老婆，你娶老婆便結婚生子好了，為何「攪攪陣」又要穿禮

服？又要怎樣的。這不也行？註冊結婚便是。是不是？為何又要發帖，又要怕

人不知又要登報那麼複雜？ 

 

是的，沒錯，你真正娶老婆，你娶老婆是不用穿禮服，不用那女子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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紗，同樣是可以的。不過，女子披紗，男子穿禮服又有何礙呢？無礙嘛。大家

來到高興一下又有何礙呢？固然是沒有亦行。禪宗的人便等於是這樣，你明白

嗎？什麼也不用的，這樣便可以。即是等於說：『娶老婆而已，那用註冊！』

甚至冊也不用註，找一間房子同居便行，生了孩子自然是你的了。也可以，誰

說不可以？但是正正式式、堂堂煌煌地結婚又有何礙？無礙的，有時還有些好

處。無相然後才是真莊嚴。 

 

（庚二）、明達理是真菩薩。通達這個真如理，證得這個無我的真如，

那個才是真正修的菩薩，一味有相修這個，都不是真正的菩薩。「善現，若有

菩薩於無我法」。這個「無我法」是指什麼？即無我的道理，對於無我的道理

能夠深刻地信仰，深刻地了解。「如來、應、正等覺」，「如來、應、正等

覺」即是佛。「說為菩薩」，佛說這種便是真菩薩了。下文又有第二個問題。

上文這個問題是解答第十四個問題，是不是？下文解答第十五個問題。 

 

（丁五）、釋佛不見諸法之疑。於是有些人有（這個疑問），我亦被人

問過這類的，佛是無形無相的，即是佛是沒有眼的，有眼便是有形有相。佛沒

有身體，佛沒有頭，佛沒有咀巴了。佛沒有咀巴，如何說法？佛不會說法，真

佛不會說法。佛是看不見東西的，又說佛懂得很多，見很多東西的。佛是沒有

眼的，無形無相，這樣佛是不能見物的。現在有很多人是這樣問的，其實是他

不明白，你們都不會這樣問的。真佛是無形無相，而不會見物的。假佛是會見

物的，報身佛和化身佛是會見物的。在這裏解答了這個問題。 

 

第十五個問題，解釋佛不見諸法，「諸法」者各種事事物物，佛見不到

物的這個疑問，懷疑佛見不到物的。他解答的時候，分兩段解答。（戊一），

（戊二）。（戊一）、說明佛有能見，佛能夠見物的。即作何解？假佛會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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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假佛亦是佛。第二、佛有所見，有東西讓他見，能見到你的。有能見之

物，有所見之東西。現在先講，明佛有能見。又分兩段，能見的是什麼？是有

眼才能見，無眼則不能見。即是說佛是有眼的，佛有什麼眼？佛有五種眼，有

沒有看過？講五眼，美國有一個沈家楨，《Five Eyes》，這裏有一本，是不

是？ 

 

你看看他講什麼？這個最正宗，這個講法，我這個講五眼。他講什麼我

不管的，這個是最正宗的。我那天寫了一首詵給你們——五眼，有沒有看過？

記得嗎？ 

 

同學：「忘記了是怎麼礙的。天眼通非礙。」 

老師：「是的，天眼通非礙。」 

同學：「肉眼礙非通。」 

老師：「是的，肉眼礙非通。」 

 

還有什麼？法眼，「法眼唯觀俗」，即是看現象界的——俗諦，俗諦即現象

界，Phenomena。「慧眼直緣空」，「直」即只是。慧眼只是了解空性，即真

如，證真如，即無分別智。「佛眼如千日」，「佛眼」即是我們眾生這四種

眼，在佛來說謂之佛眼，特別厲害的。「照異體還同」，「照」者它照出來的

作用是有不同，有四種。但它的本質，體的本質都是一樣。明白嗎？這幾句已

經足夠，何用一本書？好了，明白了。 

 

「佛告善現」，不對。明佛有能見。（已一）、明佛有肉眼。假佛是有

肉眼的，真佛則無眼。「佛告善現：『於汝意云何？』」，佛問善現，我現在

提一個問題來問你，於你的意思，你如何解答。問他，「如來等現有肉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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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等」字為印度人的文法，「等」字即作連續解的，「等」字印度文差

不多等於英文的 Continue。如來會否一路如此連續地有肉眼看物的呢？「肉

眼」即我們有視覺神經的眼，由細胞做成的眼。 

 

善現回答了，「如是，世尊」，對的，世尊。「如來等現有肉眼。」如

來是連續地有肉眼的，即化身佛和報身佛是有肉眼的。你看看我的注那裏，注

的第三行最尾那處。「言『肉眼』者」，所謂肉眼。「謂於有光處能現見麤細

眾色之眼」，一定要有光的地方才能夠見到大件的、細件的。 

 

「色」即各種有顏色之物，的眼。這些是什麼？這些肉眼是「四大種所

造」。「大種」即是什麼？Element，元素；是四種元素所造的。從前科學未發

達，認為這個世界，這個物質世界由四種 Element 所組的。一種是地大，地大

種、一種是水大種、一種是火大種、一種是風大種。地並不是這幅地，是指那

些微粒子，微細到極。有一種原子是堅硬的原子，稱為地大種。水大種，那些

濕潤性的原子，稱為水大種。極微，佛家稱為極微，即現在科學家所謂之原

子。 

 

風大種即是那些動力的原子，即如現在那所謂之電子差不多。地水風。

火大種，總之是那種熱的，熱都有微粒子的。四種極微組合而成。這個盒是什

麼做成的？地水火風四種原子，四種極微所做成。你說這個盒是硬的，你說它

是地的原子做成還有道理，你說有水原子，那來水？你又說它有火，那裏有

火？摸下去都不是熱的。他的解答是如何？每一件事物都是四種原子所造成，

不過這個盒，是地原子的性質特別顯著，所以它便看不見水，但是你摸下去，

比較感覺不到，但它亦是有溫度的。四種，任何物質都有這四種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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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科學發達便說有百多種，是不是？你現在亦可以說他有百多種。四大種所

造，淨色所成的。 

 

物質有兩種，一種是普通粗的物質，即等於現在所謂的無機物。一種稱

為淨物質，淨物質即是有機物。我們眼裏面有兩種東西，眼根，一種是普通的

眼，即眼眉毛、眼水、眼皮、和裏面的血等。一個是淨的物質，很微妙的，那

種淨物質是什麼？視覺神經。那種視覺神經，那種淨物質會怎樣？會產生視覺

而見物的，那種力。這個是肉眼。佛有五根，有眼、耳、鼻、舌、身，有五根

的。所以他是有眼根的，眼根便是肉眼。 

 

這即是說當你成佛之後，你現在儘管修空觀，但是當你成佛的時候，不

是真的什麼身也沒有，你會現出一個假身。這個假身是有什麼？有肉眼的，有

肉眼便有耳、有鼻、有舌、有身的，都有的。然後，（己二）、明佛有後四

眼。肉眼大家都認識，天眼是生天的人都有，天眼是會這樣，我看他這一面，

會轉彎的，他之另一面也能看到，天眼是隔牆也能看到的。為何會是這樣？是

否真的有這樣的眼？是很難說的。將來科學發達會的，現在的電子能穿過這麼

厚的夾萬（保險箱），電子是可以穿過的，因為在物質中間有些罅隙讓它可以

滲過去——天眼。 

 

還有一種，一種是法眼，一種是慧眼。有四種，肉眼、天眼、法眼、慧

眼。你要了解法眼、慧眼。現在的人全都弄錯。有很多沒有弄錯，但有很多是

全弄錯的，法眼是說法用的。法眼是怎樣的？法眼不是眼，是以眼作譬喻。法

眼指我們的智慧。我們的智慧有兩種。一種名為根本智，空的；一種名為後得

智，不是空的，見到有物的。何謂根本？何謂後得？現在先不要解它的名稱，

我說了兩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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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智又名真智，了解真諦的，了解證真如的智。後得智又名俗智，能

夠觀察世俗的事物，名為俗智。明白了。真智和俗智有什麼分別？譬如我的眼

望下去，這種智是真智或是俗智？很簡單。記住這句，真智是沒有 Concept

的，沒有概念的，沒有名相的，即剛才我所講證真如那種智，是沒有名相的。 

 

俗智是有 Concept 的，有分別的。有名相便有分別，這些是善，那些是

惡；那些是大，這些是小。記住，以後你便便利到極。真智是沒有概念的，沒

有名相的，沒有名相即是沒有分別。俗智是有概念的，有名相的，即是有分別

的。法眼即是後得智，不是眼。慧眼即是根本智，根本智只是了解空性、真如

的。後得智則用來說法，觀察世俗事物。 

 

來到這裏佛兩種智都有，菩薩聖人都具備兩種智。真智是他證到真如；

俗智即他向人說法，觀察世俗事物。你修行最重要自利利他，自利利他用真智

或是俗智？用法眼或是慧眼？用法眼。自利利他你說法，說法要用法眼。慧眼

是你關起房門來證真如就用慧眼，是不是？所以慧眼用以自利，法眼則是利他

的。佛度眾生用什麼？用俗智或是用真智？用俗智，因為他度眾生的時候他要

說法，說法的時候便要有概念，有 Concept，有名相。沒有名相怎樣講？講不

出。聽得明白嗎？這裏兩個。四種眼，最後一種佛眼，佛都有四種眼。這四種

眼在佛處稱為佛眼，明白嗎？其實即是四種眼而已。明白了。 

 

好了，他現在說明佛不只有肉眼，也有後面那四種眼。一三一頁（新書

一九六頁）（已二）、明佛有後四眼。「佛言：『善現，於汝意云何？』」善

現，我又提出一個問題來問你，你如何解答我這個問題？「如來等現有天眼

不？」天眼寫了。如來會不會有天眼的？佛有，羅漢也有天眼，有些外道也

有。道長很多打坐的時候，他會走出來視物的。天眼有兩種，有些靜坐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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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它在高處看出去，它不用離開那處。 

 

另外一種，他覺得自己走了出來，在頭頂或那裏走了出來到處遊的。那

種一下子是很危險的，剛剛你遊到那處，遇到那處什麼？有一樣東西「乒乒乓

乓」的嚇你一驚，你又覺得來不及回去，那時你會有精神病的。我有一個朋

友，便是入去找精神病醫生，找了幾個月。這個人是韋達，找精神病醫生，找

了幾個月。他便是因為打坐的時候，他不是走出來。他練這些是希望走出來，

他的證道學會以前修，時常會練那些叫做什麼？你看看那邊有一本書教你修

的，那些稱為 Astral body，教你如何走出來，真魂出竅，那本書。那裏有一本

書，第一行，我記得那裏有一本《Astral Body》，是不是有一本這樣的書？是

的，那本書是教你修那種東西的，這東西不要學。 

 

同學：「好像有點邪道？」 

老師：「又不全是邪的，是會那樣的。你修密宗修得多，修禪宗修得多，都會

有這樣的。有兩種的，有一種天眼，他會走出來的，直接走出來的。

它即是起一個意生身。」 

同學：「是否即是有神通？」 

老師：「是的，神通。有一種不是的，它不用走的，自然像銀幕般讓他看見，

像看銀幕般，很多人看的。有些人還是對著鏡子的，照鏡來看得見。

我認識有一個人是這樣，他望著鏡中看見很多東西的。你也是可以

的。」 

同學：「有些準提法是對鏡，是否即是這些？準提，是不是？」 

老師：「是的，準提。你修準提法？」 

同學：「是不是就是這些？會不會是這種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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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都是那一類，都是那一類。」 

同學：「這不是很危險？」 

老師：「沒有什麼危險。沒有的，你要知道這東西是空的，這東西是幻的。不

過剛剛我想看，遇著準提菩薩的加持力，我便看到這東西。都是幻

的，這便不危險。凡事有心理準備，便不會有這個問題。譬如你是怕

人吵的，讓人嚇一嚇你會驚的，你先要有心理準備便可以。 

 

我是這樣的，除非你不來，來便必然有人吵的。你時時有心理準備便沒

有事，不用怕的。準提法吧，你念準提法，你準備鏡子，放一些花在上面，便

念，你向準提菩薩說：『請你現一件事物讓我看見。』普通的現出一個準提，

整個準提出現，和畫像不同的，『零舍』（特別）玲瓏浮凸的在鏡中。」 

 

同學：「你見過？」 

老師：「我無見過，不過我讓人看過，我讓小孩子看過，兜率天的彌勒菩薩是

怎樣的。我叫我兒子，他現在信了天主教，他不肯看。他看見整個彌

勒菩薩坐在那朵蓮花，蓮花放在獅子上，獅子會眡眼的。一隻獅子蹲

著，獅子上面有一個蓮花座，彌勒菩薩坐在上面，一隻腳垂下來，一

隻腳蹺起橫放著。他的手又是這樣地動的。」 

同學：「修什麼法門可以看見？」 

老師：「修準提法能看到，但我不是用準提法，我現這些稱為、現在中國人稱

之為『照水碗』，你明白嗎？尤其是被人偷東西，是最靈驗的。讓小

孩子看。外國也有，外國看水晶球，那些卲卜賽人和埃及人看水晶

球。有些人看沙盤，看一盤沙。全部都是，一種強力催眠而已。神通

本身很多是一種催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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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的有兩種，一種是佛教的，準提法。不過佛教又有兩種，一種是準

提法，第二種是大輪明王法。有一個名大輪明王，你一念那個『bum, bum, 

bum, bum』，便是那個，是不是？大輪明王。一個鏡子，對著鏡子念釋迦牟

尼佛，請釋迦牟尼佛加持這面鏡，仙我在鏡中見到我心中所想知的東西。對著

鏡子便念，一味念著鏡子，結這個印，是不是這個印呢？菩提合掌嘛。對著它

『bum, bum, bum, bum, bum』，一味念『bum』，你便會見到，慢慢便會

見到。最多是見祖先，這個都是佛家的。『bum, bum, bum』這個是喇嘛傳

的，一種。 

 

另外一種是中國的，茅山師傅傳的。茅山師傅傳的有很多『古古惑惑』

的東西，又要燒黃紙，寫東西，又要拜茅山祖師乜乜等。我則全部不用，不要

的。我說這些全部是假的。我用來教人又是行的，那用祖師？ 

 

一個白蓮教徒教我的，他教我白蓮教那種圓光，即是『照水碗』。用一

杯水也可，用鏡子也可，用一張白紙也可。一個月光圓圓的一張白紙，最容易

看的是這樣。一張白紙圓的豎立著，後面點一盞燈，找一個約十二歲的小孩

子。或許你看見也說不定，女人很多都能看見，有些女人已經五、六十歲也看

得見。像月光的望著，定神望，慢慢地會看見。那種不是用什麼咒的。佛教一

是準提咒，一是大輪明王咒。 

 

外道的呢？有兩個人曾經教我，一個是由日本傳回來的，那個催眠術家

鮑芳洲教的，你聽過他不？他的催眠術很高明。一個是鮑芳洲教的，念一個

咒，咒我可以念給你聽『潔淨潔淨心清靜，我心猶如大明鏡』。不對，不對，

無錯，是大明鏡。『千秋萬古大光明，卲凶禍福有虔誠，酒氣財色淨淨勝，千

靈萬靈如律仙，急急如律仙。』念、念、念這個咒，結一個印，就是這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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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持，給一個小孩子看，便可見到。」 

 

同學：「那個鮑芳洲不是每個人都催眠到的。」 

老師：「不是。十個小孩子都可能有一兩個看見的，這些是沒有用的。兩種，

我以前也學了這些東西，陳湛詮也很喜歡學這些東西，死的時候不也

是同樣辛苦。這些東西我覺得沒什麼用。我學了兩種東西最特別，學

圓光法，又找鮑芳洲，又找了一個又是日本人傳的，一個白蓮教徒，

一個喇嘛，一個準提法，四個，和圓光四個。」 

同學：「最靠得住是那一個？」 

老師：「個個都差不多，都是假的，這些東西是沒有什麼用的。」 

同學：「你即是說修準提法沒有什麼用？」 

老師：「準提法不是沒有用，它是靈驗的，讓你看見又如何？譬如它只現了一

個準提，你看見準提，那又如何？」 

同學：「假定你說譬如你修行的方法，修準提法是對不對呢？」 

老師：「對，為何不對？」 

同學：「不過你的心不要執著見這見那。」 

老師：「是的，這樣不好。修準提法是很靈驗的，不過最多仍是假。凡外道

的，那些鬼最經常冒充準提的。」 

同學：「很多冒充準提的嗎？」 

老師：「全部冒充準提法的，它會結準提印的。我在 Hamilton（哈密爾頓）見

到有一個加拿大老外，帶著一班白癡的人，這些必定是有魔鬼附身。

加拿大人帶了一批，大概有十多二十個，一輛車。那些是什麼？那些

是白癡的兒童。他帶他們去旅行，到處去。兩個人，一男一女天天帶

著他們去的，坐在草地上。 

我剛剛往購物，見到一個打坐，一個白癡在坐，蹺著腳，坐的姿勢比我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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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坐在那裏，手又這樣又那樣的，忽然結了一個準提印，忽然又結

了一個菩提合掌印。為何他會那樣的？他是白癡的。」 

同學：「是不是那些大人教他的？」 

老師：「誰教他？加拿大老外那會教他？」 

同學：「或是他過去世…。」 

老師：「可能是過去世曾經做過些什麼？這一世，為何是一個白癡？」 

同學：「過去世可能有一個業緣仙到他這樣的。」 

老師：「亦都有可能是有一些鬼，我知道有些鬼是會結準提印的。我告訴你有

一個人，孔先生可能認識他，你不知認識不？何先生不知認識不？不

認識也會聽過。有一個打白鶴拳的宗師名吳兆中，你聽過不？你的叔

叔便會認識他，吳兆中。他有一個徒弟跟他學的，在廣東銀行工作，

負責遞傳票，低級（職員）的。晚上跟他學，學打白鶴拳。他的工作

太辛苦，不知怎的晚上又要去打功夫，睡眠不足，神經衰弱。 

 

有一日，他有一個同事死了，葬於柴灣外面，所有同事去送殯。去送

殯，他又跟著去。他跟著去，有什麼需要做，當然便讓你做，誰讓你是低級

的。當然是找低級的去做，不然要讓主任做嗎？搬什麼全都是低級的去做。他

是低級的，那他來做吧。誰知有兩個職員，是很『百厭』（頑皮）的。那個人

葬在那裏，已被泥蓋著，有些花圈棄在一旁。孝子拿兩枝趕狗棒，像兩枝棒附

著一些『毛蓉蓉』的紙。將近離開，便把它棄在墳旁。他剛剛正在準備執拾離

開，有人在拜，他準備執拾離開，有一個『百厭仔』（頑童）走過去拿那枝哭

喪棒，趕狗棒，拿著來敲他，刺他，『你怕不怕？』他嚇了一驚在冒汗。嚇了

一驚之後，差一點昏倒。沒有辦法，自己低級，他人高級，便不吭聲算了。搬

好物件離開時，人人乘搭私家車，他沒有，他則由柴灣步行至筲箕灣，在筲箕

灣乘搭電車至中環。他住在西營盤，住在西營盤第三街。放工時候站滿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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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電車下層門口。他坐著正是感覺很累，握著扶手。忽然有人一巴掌打他，心

想：『誰在打我呢？沒有的。』看見有人，那個人不會打他。有一個老伯站在

那裏，又不敢問。看看另一邊，又一巴掌打過來。他看那邊是個女人，兩個都

不像是會打人的。老伯是一個頭髮全白的老伯，女人更不會打人了。看看裏

面，又一巴，就像給人左一巴右一巴，很奇怪地打他直至他回家。他處理不

了，回家後整個人傻了。傻了，忽然見到一個人，他說我是乜乜，不知什麼

的，他忘記了它的名字，又不是至大至尊之類。『我是這麼的一個人，我現在

要化度你，你要跟我學東西，你跟我學法，我現在教法給你。』他便跟著它

了。他教他結個準提印，其他的不見，教了他結個準提印，便念。教他念準提

咒，那鬼教他念準提咒，念錯了兩句。他後來念給我聽，念錯了兩句。他念完

準提咒，他會打功夫。他未學過那種功夫，卻會打出那種功夫來。這些不奇

怪，很多人都會這樣，降神便會打。打打下你猜會如何？他父親叫…，他父親

租了一層樓作包租。他包租你在走廊打功夫，那些住床位的感到很討厭，便向

他父親投訴，『你兒子這樣做，怎可以在我床邊〔迫迫逼逼〕的呢！』他父親

便說他好打功夫，他發怒跑出『騎樓』（露台）。『騎樓』是人吃飯和其他活

動的地方，他不管那麼多，打打下一跳跳了出去。『騎樓』有些階磚，一呎多

寬普通人用來放花盤的。他在那裏舞花盤，他跳了上去在那裏打功夫。『迫迫

逼逼』在那裏打功夫。但他又沒有跌倒，他又掉不了。他父親驚了，知道他是

這樣的。不止這樣，他父親裝香。買了些香回來，在四個角落，各插十支八支

香，弄至煙霧瀰漫。那些住客投訴無效，便告至『差館』（警察局）。告『差

館』，『差人』（警察）便到來拘捕他，帶他回到『差館』，卻什麼事也沒

有。便問他：『你是否有精神病？』。不是，正常人一個。送他進醫院檢查，

便送了他到青山醫院。青山醫院測驗他，全部正常。『他只是〔百厭〕（頑

皮），那裏是（精神病），走吧，走吧。』精神病院趕他離開，不收容他，這

樣不行。但他早晚跳上去打功夫，他父親覺得危險，他是住在三樓的。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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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找他的師父幫忙，便找了吳兆中。吳兆中說：『好的，我幫你處理好。』

師父坐在那裏，他什麼事也沒有，正常人一個。吳兆中是夠殺氣的，什麼鬼都

讓他鎮壓著，沒有事。便跟他父親說：『是你多疑，你看看他多正常，那裏有

事？』師父剛離開，他又來打，這便處理不了。第二日師父便問，『你到底看

見什麼？你告訴我。』他說：『有一個神叫我學法，教我一個咒，念了天空中

的神來到，有關聖帝君、有濟癫和尚、有猴王爺爺，岳飛也來了。全部都在天

上。』這樣沒有什麼辦法，吳兆中說怎辦呢？『不好了，你請人給你處理要花

錢，你那麼窮，我找老羅給你處理。』吳兆中找到在中環街市對面的高陛茶

居，約我到高陛喝茶，那時候高陛還未拆。我說好的，既然吳師父約便去了。 

 

他說：『有這麼一件事，你去處理那隻鬼，好不好？』 

我說：『我不會捉鬼的，這樣不行。』 

他說：『不是，是心理問題，你說會捉便行。去吧，去吧。』 

我說：『不是，我擔心那隻鬼跟了我怎辦？』 

他說：『不怕的，不怕的。去吧，去吧。』 

 

他便帶了我去西營盤第三街那裏看看。我見到他，他沒有事。師父坐

著，我坐著，他沒有事。那裏很熱，他父親給我們一把油紙扇，能摺上的，一

擺便整面打開的，給我那麼一把扇搧著。他坐我身傍，我說：『你告訴我，你

那些是什麼神？』 

 

他便說：『神是這樣這樣的，它現在那處。』指著空中，其實那裏有！ 

我說：『你念咒，你念給我聽聽。』 

 

他結了一個準提印，『南無颯多喃，三藐三菩提』地念、念、念，念了卻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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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念完之後，說：『關聖帝君在這裏，猴王爺爺在那裏，齊天大聖在這處，

濟癫和尚全部都在。我一念他們便來了。』 

 

我說：『啊，這樣。吳師父，我沒有什麼辦法。』 

他說：『盡量吧。』一味推我。『隨意吧。』那些是心理治療，你明白嗎？ 

我說：『好的。』他念…。 

他說：『我又念了。我又念了…』 

 

我拿著那把扇，『撒』的打在他手上。我說：『這些東西全部都是假

的，無的。』打在他的印上。『這是準提的印，誰教你的？盡快拆了它，你不

要做這一套。』 

 

他說：『不是，我確是見到的。』 

我說：『是鬼來搞你的，誰人敢搞。你那鬼以後都不准搞？』我又夠大膽，

『有鬼，它以後都不敢搞你。你時常想見這些東西，你望著我。』我的心在

想，頭頂坐著一個四臂觀音在那裏。便問他：『你看我頭頂上面有些什麼？』 

他說：『看見有一團光的。」看見一團光還是不行，於是我便下暗示。我說：

『團光裏面有一個佛，見到嗎？』 

他說：『是的，是的。有頭有手的。』 

我說：『有四隻手的，你看見嗎？』 

他說：『是的。』其實我是下暗示給他。 

我說：『我頭頂是放光的，是不是？』 

他說：『是的。』 

 

我是把四臂觀音的形象下暗示給他。我問：『你看見不？』有一樣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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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我沒有說過穿什麼衣服的。他說：『穿綠衣的。』真的，四臂觀音是穿綠

衣的。 

 

我問他：『他穿裙子或是褲子？』 

他說：『紅色的，紅色的。』四臂觀音是穿紅裙的，這是他自己發現的。 

我立刻說：『這是四臂觀音，有他在其他什麼都會走了。你看看其他的還有膽

子留著？你念吧，它不會再來的。』 

 

他真的念了，『是的，不來了，不來了。只得你頭頂那個。』這便行了。 

 

我說：『你看著，他走過你那裏，以後在你那裏。你定神望著，他走過你那

處。』 

他說：『是的，他現在飛過來，飛過來我這裏。』 

 

『現在他坐在你頭頂，你念他，他坐在你頭頂。你不念他，他便走進你

那裏。我教你念吧，只有幾個字。〔唵嘛呢叭咪吽〕，你跟著我念，念七次。

你以後念吧。你念了之後，還看見那些猴王爺爺嗎？』 

 

他說：『沒有了，全部不見了。』 

我說：『沒有便好了，全部不見便好了。你以後只看見觀音，不會看見其他的

了。這個是觀音菩薩，你念吧。』他又這樣念，完全痊癒了。」 

 

同學：「為何念準提咒都制止不了這些東西？」 

老師：「不是，念準提是可以的。只是那些鬼懂得準提咒，便教他念準提咒。 

我時常念四臂觀音的，不是說（準提）不行，不如用四臂觀音吧。便叫他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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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他痊癒了，神經衰弱也痊癒了。 

 

他結婚，剛剛我離開了香港，接不到他的帖。他找我找不到，請我去

飲。這些喜酒，飲到便飲，不飲也吧。這個人有這種東西，雖然是隻鬼，也能

教他準提的。很多鬼冒充準提，準提太方便了。」好了，我們都是繼續講吧，

讀完這處。「如來有天眼不？」「善現答言：『如是』」，「如是」即對了。

「世尊，如來等現有天眼。」佛又問他：「善現，於汝意云何？如來等現有慧

眼不？」善現又答：「如是，世尊，如來（等現）有慧眼。」何謂慧眼？大家

都懂了。 

 

佛又問他：「『善現，於汝意云何？如來等現有法眼不？』善現答言：

『如是，世尊，如來等現有法眼。』佛言：『善現，於汝意云何？如來等現有

佛眼不？』善現答言：『如是，世尊，如來等現有佛眼。』」這處古德那首

偈，我亦有（寫）在這裏，在下面這個注中。佛有能見的眼，是不是？佛有沒

有所見之物呢？有的，他回答。下文留待日後再講，先講上文。 

 

上文這樣講，有一個疑問。既然佛又沒有說法，又沒有實的眾生。佛既

然沒有說法，固然那些經是假的了，不是的。是不是？又說沒有實的眾生，菩

薩是由眾生而成的，沒有實眾生即是沒有實菩薩了，是不是？既無實菩薩，誰

得阿藐多羅三藐三菩提呢？即是沒有佛才對，但是上文講到佛是有的，佛是有

法身的，上文是這樣講。但是法身是不會說話的，又不會見物，又不會看物

的。然則佛是不能見物的，佛看不見東西，亦無東西讓他看見，什麼都沒有，

空的。提出這個問題，是不是？即是說佛是沒有眼的，上文解答了佛不是沒有

眼。眼有五種眼，一種肉眼，假佛是有肉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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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是天眼，天眼是入定的人便會有的，佛的定力很好，所以佛有天

眼。你們想不想得天眼？你想得天眼，入定便可以。你入了第四禪，便可得天

眼通，第四禪你練習，便有天眼通。是入定的時候有的，出了定便沒有了。有

很多人以為成了阿羅漢，時時有神通，其實不然。記住，羅漢想起神通，要他

入了定才有神通的。如果出了定，羅漢沒有神通的。羅漢尚且如此，何況你們

和我們呢。神通要入定，你想練神通，就練定。有些是這樣講的，合上身便有

神通，那些是邪定，都是定但是邪定。邪定是會有神通的。有天眼，天眼是神

通的一種，是有天眼。佛有天眼。佛不止如此，還有慧眼。普通的菩薩，當他

見道的時候，便證到真如。當他證真如的時候，便有一種智慧去證。那種智慧

普通稱為般若智，這種般若智是無分別智，沒有分別的。何謂無分別？有分別

和無分別有什麼不同？你懂嗎？你回答我。有分別和無分別有什麼不同？ 

 

同學：「根本智是沒有分別的。」 

老師：「根本智是沒有分別。那什麼是有分別呢？」 

同學：「後得智是有分別。」 

老師：「後得智是有分別。根本智和後得智有什麼不同？」 

同學：「根本智是無漏的。」 

老師：「無漏的。後得智也是無漏的。有一樣是不同。」 

同學：「會不會世間法和出世法不同？」 

老師：「這個是不徹底的答法，因為你這句這樣回答，即是引我再問你。何謂

世間法？何謂出世間法？你要同時回答這個。」 

同學：「世間法即如日常生活的事和物，在事方面，世間法是有分別，同為它

有高低上下。世間法又如道德、人格、修行那種體驗。應該是這

樣。」 

老師：「出世間呢？出世間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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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即我們人格最高、最美好的地方、徹底的地方、成佛的地方，是無漏

法，是應該沒有分別的。」 

老師：「這樣你又引我問了，何謂無漏法？即是引我又再問你。」 

同學：「如果這樣下去，便會很長的問。」 

老師：「是的，你不徹底嘛，你講得不夠斬釘截鐵嘛。所以你不要說我恃老賣

老，你不要怪有些時，我待你如學生，你不得斬釘截鐵，一路循環下

去。有沒有人記得？你記不記得？根本智和後得智有什麼不同？記不

起。」 

同學：「有概念，沒有概念。」 

老師：「他記得了。有 Concept的便是有分別智。無分別，無 Concept 的呢 

無分別不是說什麼都不管，當這種智起的時候，沒有概念的。因為沒有概念的

原故，所以它無所謂善惡。 

 

善是一個 Concept，Goodness 嘛，Good 嘛。惡，Evil 是一個概念。有概

念的時候，有高低強弱的比較。如果是沒有概念的呢？沒有概念是什麼？沒有

這種東西，不會分別那些概念高低強弱的。一定要講便是這樣。有些人這樣

說，無分別即是  Absolute。Absolute 這三個字都不對，Absolute 已經有 

Absolute 與非 Absolute 兩種不同比較了。所以連 aboslute 也講不出的，那個

無分別的智，那個便是般若智，明白嗎？」 

 

同學：「概念和念頭有什麼分別？」 

老師：「念頭，你必然是學禪宗的。常常講起念頭，是不是？」 

同學：「有什麼分別？」 

老師：「有。概念普通的是涉及心理學，Psychology。普通一個人，當他出生

後見到種種事物，見到一個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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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見到一件東西，紅，譬如見到紅色。當他見到這件東西的時候，有一個 

Impression 走進他的 Mind，走進他的心裏面，是不是？印象——紅。到了今

天我見到紅，到了日後呢？我見到那處是這個顏色的時候，我就會如何？我便

會聯想，是不是？我以前見過這東西差不多顏色，跟現在見的是一樣。此謂之

memory，記憶，是不是？此謂之記憶。由印象，從相似之印象起的時候，便

會起憶，記憶。但是他這個印象未達到，一個很淺的階段，還是一個 Image，

一個 Impression。Image 還未…，Impression。於是後來他長大了一點，他媽

媽、爸爸告訴他這是紅。於是他又如何？這些謂之紅。當他又見第二件物件是

差不多顏色的時候，『這些是什麼？』他便會如何？他會想起，又聯想、記

憶。記憶佛教稱為什麼？外國人稱為 Memory，是不是？佛教稱為什麼？念。

念一起，一定把現在的事物拉到過去的事物，明白嗎？『藤㨢瓜瓜㨢藤』，

『㨢』著的。念，念即是記憶。我們心裏面有一種 Power，有一種力。 

 

這種力能夠仙到我，把過去曾經見過的東西再拖出來。那種力，那種 

Energy，那種 Power 稱作念。狹義來說，所謂念頭即是念剛起的時候，其實即

是記憶。但你所問的念頭不是這個，這個是狹義的，不過我先說了這個。何謂

印象？何謂念？印象，普通人學唯識的人稱它為相分。相分有很多種，有些很

深的，這是最淺的相分。相分譯做什麼？譯做英文應該譯為 Image。再見到第

三件物件亦是一樣的，似。不是完全相同，似。又回憶起，我以前見過這樣

的，見到這樣又稱為紅，這個又是相似，他會如何？由聯想，想到什麼？相同

顏色，是不是？如果他媽媽、爸爸教他，這些稱為紅，他便會說這些稱為紅。

以後他看見其他事物，見到那裏的色的時候，他會怎樣？紅。是不是？ 

 

即是來到這處，我們多了一件東西，我們 Image 裏面多了一件東西。以

前只是一個、二個 Impression。現在把它升級，升它作什麼？升至有一件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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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那件東西稱為什麼？那件東西稱為紅，稱為 Red，紅。但紅是一個 

Concept。Concept 者即是說，我們看過很多事物，把它們的共通性，共通的性

質抽出來。小孩子看見稱之為紅，那個紅從那裏抽出來的？在他見過的這幅東

西處抽出來、又在他見過這處的東西抽出來、又在這裏見到的東西抽出來、又

在那裏見到的東西抽出來。乃至見到番石榴、見到蘋果、見到女人捈胭脂、與

及見到紅的桃花等等，那麼多個紅。見過無數那麼多紅的東西、無數那麼多紅

的 Impression。他有力量把那麼多種的共通性抽出來，你信不信人有這種力

量？ 

 

這種動作稱為什麼？Abstract。你讀英文有一種名為 Abstract noun。現在

好像人們已經不用這個名詞了，只得你們讀。以前孔先生讀的時候就用，Noun 

有一種名為 Abstract noun。把很多東西抽出來，抽它的共通性出來，Extract 

它出來。一抽抽了，抽了個紅的 Concept 出來。好了，來到這裏你們要明白，

一個、二個印象都是有形有相的。是不是？Concept 有沒有形相的？沒有的。

紅，它既不是玫瑰花的紅，亦不是佛那件袈裟的紅，也不是報紙的紅，總之有

一個無形無相的紅。有很多人以為，紅都會是無相的嗎？是的，一個、二個 

Impression 是有相的。但是紅這個 Concept是無相的，明白嗎？ 

 

好了，來到這裏，普通人稱之為概念，是不是？在未有概念之前，一幅

幅的境象稱作什麼？稱作 idea。Idea 範圍很闊，那些思想稱為 idea。剛才講的

是概念。Impression 是有形有相的；Idea 有些是有形有相，有些是無形無相

的。但 Concept 必定是無形無相的。聽得明白嗎？Concept 佛教稱作什麼？佛

教用這個字『名言』。你看佛經，看到『名言』兩個字便是 Concept 了，『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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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說，我們心的活動，不止有 Impression，是不是？不止會記憶，我

們還會有 Concept。一有 Concept 便麻煩了，你覺得嗎？沒有 Concept，便天

真爛漫，像小孩子初生。到你長大有了 Concept 後你便麻煩了，你會如何？這

樣是好的，那樣是不好的，你便『死』（麻煩）了。本來無所謂好與不好的，

你現在多了什麼？禪宗人稱之為『葛藤』，是不是？本來無所謂好與不好的，

忽然又說這樣好，那樣不好，好與不好都是一樣。 

 

還有，他是有道德，他是無道德，這樣便多了一種不好的。是不是？又

多一個『葛藤』了。忽然又說他流芳百世，他又遺臭萬年，弄來弄去越弄越

多。如果你做人，做七、八十年人呢，心裏面堆滿 Concept 臨死死不斷氣，都

是那堆 Concept 在一起一伏。有些 Concept 用說話是可以講出來的，但是有

些講不出的東西，能夠仙到 Concept 依附在那裏的那個，無形無相我們那種，

所謂那種存在。是什麼？禪宗人所謂佛性，那個沒有的，沒有 Concept 的。有 

Concept 譬如這樣，我們在定中，你想見佛性是怎樣？你要怎樣？不要用以前

的說話講，用新式、用現付的名詞來講。 

 

當我們關起房門，找一件物件坐著，把我們的精神集中。用什麼來集中

精神？靠一種 Meditation 的力。Meditation 你知道了，想著一件東西。想不

到又如何？必定想到的，最初你找一些物件，用你的手指，或找一個杯放在面

前，望著佛像，慢慢地便可以。要學集中你的精神，不要想其他東西。再進一

步又如何？數數呼吸，12345。數呼吸太機械了，念阿彌陀佛也可以，或想著

個空。這即是說什麼？用一種概念，用一種 Concept 去打倒第二種 Concept，

是不是？即是以毒攻毒。你患肺炎，那些肺炎菌是有毒，是不是？你食盤尼西

林，盤尼西林亦是有毒的，是不是？是不是有毒的？盤尼西林是有毒的，你問

問醫生。食盤尼西林來醫治肺炎，即是什麼？以毒攻毒。你現在常常修止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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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常想著一樣東西，想著一樣東西以對付那些雜念。以一些滑稽的說話來講，

你不要出外宣傳。你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其實你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其實是『攞黎攪』（多餘）的。常常用阿彌陀佛那個概念，一個、二個經常

出。概念幾乎是毒。但他這個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這個毒，比胡思亂想那個毒

好。即是說念阿彌陀佛都是以毒攻毒。是不是？但你不要在外邊這樣講，人們

在念佛，你就『以毒攻毒』。這是不對的。是不是？你這樣等於是罵醫生，

『盤尼西林是有毒的，為何你給他吃毒藥。』這是不對的。你罵人以毒攻毒是

不對的，你明白嗎？ 

 

有些人不知道。我有一個朋友名顏世亮，現在出了家名為忍慧法師，他

罵人。香海蓮社的主持人是曾璧山，常常叫人念佛，打佛七。顏世亮，即這位

忍慧法師，他是香海蓮社創辦人之一，他學禪宗，最反對人念佛拜懺的。當人

們在發起開會的時候，我亦是董事，大家在董事局開會的時候，在談什麼時候

打佛七等等。他說做這麼多這種活動，為什麼？這些活動是沒有用的。曾璧山

回答他：『古德也是如此，《阿彌陀經》亦說，一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

不亂。 

 

你又阻礙著，香海蓮社當然是教人念佛的。你卻教人多點葛藤，多點糾

纏。你說你想明心見性，你不用想了。你害自己好了，還害了他人。』你說這

位顏世亮先生這般地弄。我在他面前，我說：『老顏，你別這樣弄了。』我

說：『有一種人是要如此的。你又說人家害人，怎可以？念佛怎會害人呢？比

不念好的。』有些人是這樣的。你念佛都有概念，到了你概念也不要時，把概

念也撇除掉，一點概念也沒有，那個時候稱作什麼？實相念佛，最高級的念

佛，沒有概念的。沒有的，一切概念都抽除掉，那個時候，你所接觸，你所

Touch的那種地方，那種情況，不可說，不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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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何解？如果他有高低，你可以說他有高有低。如果他有美與醜，你

可以說他是美、他是醜。如果他有善惡，你又可以說。但他沒有概念，把概念

全部抽離，就不可說。何謂不可說？即是無嗎？你這樣又是『死症』了。

『無』是一個概念來的嘛，『有』和『無』不就是一個概念？這樣你自己吞

毒，你不吃那些毒，你不吃那些有球菌的毒，你卻吃盤尼西林，都是會死人

的。一味猛吃盤尼西林，都是會死人的。那個人不明白而已。所以你整天執著

『無念』，『無念』同樣是概念，無概念稱為『無念』。沒有分別的智慧，所

謂般若智的這種智慧稱為根本智。你明白所謂『念頭』，狹義的『念頭』，

『念』是指記憶，Memory。廣義的『念』，凡是有分別、有概念的心起時，

稱為『念』，稱為『念頭』。總之你有念頭，你便接觸不到真如。真如又稱佛

性，接觸不到，Catch 不到佛性。明白何謂『念頭』嗎？起心動念便稱為『念

頭』。『咁呀！咁呀！』有些人又會這樣反駁的，所以有人一味話，有些人

說：『沒有念頭，打住念頭便可以。』有些人這樣問你。最好當然是食麻醉藥

了，是不是？沒有，什麼念頭也沒有，死時念頭也沒有了。是不是呢？所以這

句說話不徹底，是不是？一味要無念頭便可以，這句說話就不徹底。即是說這

句說話在今日來講，簡直是不行的，不得 Logical，不合邏輯，是不是？你應該

怎樣？我們應該這樣，不要用那些染污的念頭，我們用清淨的念頭付替那些。

講到這裏好了。到最後是連清淨的念頭也要除掉，因為清淨的念頭也有分別。

講到這裏不要再講。他能夠做到以清淨的念頭，來付替那些染污的念頭，他自

然便會把清淨的念頭也撇除。所以教人念佛，不錯念佛也是以毒攻毒，念佛都

是毒來的。但他能夠用念佛的毒撇除全部其他的毒，只是一定念佛，自然他會

成功。到最後，連念佛這個念頭也會撇除，他便會明心見性，自然便會見性。

所以普通最善巧的教人方法，不要教人實相念佛，什麼也無念便行。這種境界

是最高，但是手法是最低，是不是？效果最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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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這樣教他，不如教他專一，老老實實念阿彌陀佛。 

 

有一個極樂世界你可以生，你一定可以生的，他自然會成功的，那部份

不用你處理。明白嗎？一個師父教徒弟游泳，教小孩子游泳，他只要教得他規

規眢眢地扒，1234 地扒便可以。至於游泳怎樣妙法，如何神乎其技，他要自己

來，師父不用教他，教亦教不好，是不是？即是這樣。講佛法講到什麼？講到

以善的概念去除、驅除惡的概念。到了最後，你告訴他便足夠，善與不善的概

念，是會自然沉沒的。那個時候，你便會見道。那時見道即是什麼？『菩提本

無樹，明鏡亦非臺』，就是所有有分別的東西，全部沉沒了，那時便豁然開

朗。 

 

禪宗人稱這種境界為豁然開朗，又稱為本來面目，又稱為回到老家，又

稱為本地風光。真是本地風光，本來如此的。這幾個字真是好了，本地風光。

明白嗎？」 

 

同學：「《六祖壇經》裏面有『以念而無念』，是否作此解？」 

老師：「『以念而無念』，這個是中國的修持法，有好處亦有壞處。外國人不

肯講『念而無念』，不肯這樣講的。 

 

『念』是『念』，『無念』是『無念』，為何是『念而無念』呢？是不

是？『念而無念』可以分兩級來解。一級是淺易的、通俗的講。『念』即起個

善念，起個正念；『無念』是無邪念，時時起正念。…」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