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無念」這個最淺的解釋，但這種解釋實在太過淺了。再高一層的解

釋，高一點的解釋。「念」，當你一…你留意聽我這個，當你能夠修禪定修到

在定中，把所有概念、所有 concept、 所有名相，全部抹掉、撇除之後，你

並不是死物，你是活潑的。明白嗎？你「昭昭靈靈」的，很清楚的，不過是沒

有概念而已，不是死，不是無。那時候，是不是沒有起心動念？有，有起心動

念。不過起的心是沒有概念的心，所動的念是沒有概念的念。這個時候，我們

便說，就這方面來講，他的心是會起的，稱為「念」。但他完全沒有一些有概

念的念，稱為「無念」。明白嗎？這便是「念而無念」。佛法，有時反為用現

代心理學的講法，還比從前的經教來講，來得更清楚。

同學：「羅教授，《遺教經》那個『念無念念』，是否這個意思？『念無念

念，行無行行，修無修修，證無證證』那個。」

老師：「『念』，第一個『念』字是 verb，動詞——我現在念。念什麼？念那

種無念的念。 即是什麼？無雜念的念，無概念那種念，證真如『念念無

念』。低級的…。『念而無念』又分高低級。低級的『念而無念』是你

起正念而無邪念，我念那些無邪念的念。如果是高級的，我現在念，我

現在『昭昭靈靈』看得很清楚的。我無邪念，連一點分別的念也沒

有。」

那些無分別的智慧剛起的時候，無所謂空，善惡固然沒有。那些是合佛

法？那些是不合佛法呢？更加沒有。何謂佛法？何謂非佛法？有佛無佛呢？有

佛與不佛嗎？有個「佛」字已經是不對了，所以那些人想你了解到。有些人

說：「佛也沒有？」他說：「佛又如何？」有一位禪師入到廚房，廚房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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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粥的人，那個煮粥的人時常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念佛的，念到時時見到

佛的。他在煮粥時，見到在那一鑊粥裏面有一個阿彌陀佛。他很歡喜，「我在

這處見到佛。」其實他是已經好了，是不是？這個想什麼？令他百尺竿頭，更

進一步，他有一支東西來攪粥。他說：「你為什麼攪它？」如果真的是佛，又

那會讓我攪到呢。讓我一攪便攪亂了，那即不是佛。是不是有這一件公案呢？

你明白了，是不是？兩者皆好，你見到佛那個亦好，不過低級一點；但那個攪

了他的，是故意針對他而已，真正的佛不在那處，包括坐在極樂世界那個亦是

假的。這是禪宗的，單刀直入那種，那種很聰明的。但你跟普通人講，是不行

的。明白嗎？

好了，我們先講講這些。他說佛不止有肉眼，還有天眼，還有什麼？有慧

眼。是不是？好了，佛有慧眼，慧眼會不會看見很多事物而說法的？看不看

見？慧眼只是看見一種「無念之念」的念，看不到那些有 image 的東西，沒有

image 的，沒有 concept 的。講到這裏。不要說讓你做佛，只是請你做教員，

如果你是沒有 concept 的，你如何教學生呢？開口也不行，開口便要有

concept 的。譬如你說：「念佛最好。」你開口便是，「念」一個 concept；

「佛」又一個 concept； 「最」又一個 concept；「好」又一個 concept，

四個 concept。這些便稱作「葛藤」，一開口便是「葛藤」，一開口便「咬著

舌」，除非你不開口。即是說老師不能夠教學生，法師不能夠說法，沒有概

念。你想說法，便要怎樣？借用概念，要有名相。老師想教學生，又要憑藉名

相。所以一味無念是不行的，不可以一味一切概念皆無，一定要借用概念的。

但是概念，我跟你講，我現在借用概念來教你，當你由我這些概念了解道理之

後，便要放棄我的概念，你不要死抱著概念。

即如你游水渡江，剛剛船下沉，你一手拿著一塊板。你拿著板游過河便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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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但你到了岸便不要還死抱著板，你死抱著板便會淹死，明白嗎？因為你

借這些名相來達到彼岸的時候，你便放棄這些名相。如果你到那時還不放棄這

些名相，你仍然是「死症」。是不是？所以《金剛經》說「法尚應捨」，佛所

說的法，你依著它來修，修到差不多時，你把佛所說的法也要捨棄。「何況非

法」，何況那些邪法，非法。非法更加要放棄。是這樣解的。這樣，佛有肉

眼、有天眼、有慧眼，還有一種是什麼？還有一種法眼。法眼是說法的眼，無

概念不能說法。所謂法眼即是什麼？能夠了解一些有概念的東西，你剛才講

的。了解有高低強弱的，那些是法眼的事。不過，我們有沒有法眼呢？我們這

些是俗眼。真正的法眼是無漏的，不同。我現在講話亦要用眼，但這不是法

眼，因為是有漏的。真正的法眼是無漏的。無漏亦是智慧的一種，稱為後得

智。即是說慧眼其實即是根本智，是最根本的。法眼亦稱後得智，即是得到根

本智之後才得的，後得智。

好了，來到這裏，你便要明白，法眼又稱俗智，你剛才講了解世俗的東

西。慧眼是了解真如的，去證，catch 佛性，把捉著佛性的，了解真諦的，稱

為真智。再講，慧眼亦名真智。法眼亦是什麼？無漏的俗智。要加無漏兩個

字，因為我們也是有概念的，但與他們不同。再講一點，真智、俗智、後得

智，講到這裏應已經足夠。你能分別嗎？ 你聽了很多經，將來，你懂了。看

看唯識的書把它篩一篩，你有很多概念，把那些概念排列到清清楚楚你便足

夠。以前的人說「米已熟了，還欠篩在」，把它篩一篩便可以。「還欠篩

在」，「在」字作何解？五祖再問六祖，「米熟也未？」。他回答說：「米已

熟了，還欠篩在。」何謂「在」？「 」（吧），廣東話的「 」。即是米已啫 啫

熟了，還欠篩它一篩「 」的那個「 」字。音「 」，是一個音而已。所以啫 啫 啫

你看禪宗語錄，「乜乜在」便作此解。如「作麼生？」，經常這樣。那些祖師

登台講話，「作麼生？」。這謂之食古不化。什麼是「作麼生」？用外省人的

講法，「幹什麼？」，「幹些什麼？」再講俗一點，「幹嗎？」。就是這麼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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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既然是這樣簡單，不如寫「幹什麼？」吧，一定要寫成「作麼生？」的，

弄至人們不明白。有很多國文教員，教高級中學的來問我。他說看禪宗時常

（見到）「作麼生？」何謂「作麼生？」呢？枉你教了幾十年書，「幹什

麼？」就是這麼簡單。「恁麼」，「任」字下面作一個「心」，「恁麼」即是

什麼。

好了，佛是四種眼都有。佛的四種眼加起來的那個 total 名為「佛眼」，

它稱為「佛眼」。佛是不見物的。但佛是有眼的，有能見物之眼的，上文是這

樣講的。佛有能見之物，外人是這樣看的，你講對了。事事物物皆空，佛有能

見之眼，沒有所見之物嗎？事事物物皆是無，假的。這種講法就是不了解「性

空如幻」的道理，空並不等於無，很多人錯誤把空解作 zero，解作 nothing，

這便錯了。「空」者無實質的，沒有它本身之實質的。「自性」即是本質。

「自性」兩個字可以用現代語的，本質。事事物物皆無本質，一個假的形相。

世界上有假形相，無本質的嗎？你信不信？有假形相，無本質的，你信不信？

無本質的，只有假形相，你信不信有這一種東西？你信不信？有的，不要用佛

經來講，用現代人的說話來講。

英國有一個哲學家，名羅素（Bertrand Russell），差不多是近百年最偉

大的三幾個哲學家之一，Russell。他這樣說，他有一篇著作這樣說，他講得很

好。一個做皮鞋的工人，生產皮鞋。他在做皮鞋。當他在做皮鞋的時候，他一

定覺得這個皮鞋是有的，真正有的。穿針引線做的，都是有的，真的。如果他

說是無的，他不會做的，他亦絕對不相信。「我在做皮鞋糊口的，你說皮鞋是

無的？還有我這對皮鞋拿在手中，我用針穿拉線的，你說是無的？」世俗人每

每如此。又用回佛家說話來講，這些稱為執著，稱為有執著的分別。禪宗常常

講起分別心，便是這一種。分別不一定是不好的， 但這個是有執著的，執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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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事物，必然如此的，是實有的，此謂之有分別。何謂有分別？ 

補鞋匠的智慧就止於如此。但是如果你是再深刻一點的，你會知道？補鞋

匠拿著皮鞋，根本沒有皮鞋讓他拿的。何解？皮鞋是什麼？世界上根本便沒有

一對皮鞋，只有一塊一塊皮，在一定形式的這塊疊那塊的皮，只有些線串著皮

而已，那有皮鞋？即是換言之除了零件之外，根本沒有汽車，是不是？所謂汽

車，實在是零件。這件東西，是沒有的。我現在拿著的這件東西，是沒有的，

空的。何解？只是一個個零件，在工廠讓工人把它們組裝而已，沒有這個東西

的。「這個東西是有的。」那些零件是有的，那根線是有的，一塊塊皮是有

的。以為這樣便行，還是不夠，還要怎樣？聽羅素所講，還要了解到一塊塊皮

是什麼？皮是動物的細胞來的，是不是？ 動物的皮是細胞來的，不過現在乾

了，死了。死細胞而已。是不是？那些線是什麼？是一些植物的纖維，動物的

纖維而已。根本是連繩也沒有，皮也沒有。只有什麼？只有那些死細胞、只有

那些纖維。是不是這樣才對？是這樣才對的，講真理嘛。

「這樣講法是沒有用。」真理歸真理，講有沒有用是另外一件事，是不

是？真理不一定有用，有用不一定是真理。偷呃拐騙夠有用，偷呃拐騙他不知

可得到多少錢。是不是？世界上多少人販毒搵很多錢的。美國那些私梟，毒品

大王賺多少錢？但不一定好，是不是？線和皮根本是沒有，但沒有又明明是拿

著那根線來穿也說沒有？那個是假相。明白嗎？假相佛家用什麼來代替？「如

幻」，眾緣和合的時候，他有這種幻相。怎樣眾緣和合？有那個工人藉這個工

作來討飯，這個工人便是緣之一，「緣」即條件。有那家工廠做針來讓他穿

線；有一個人又會畜牧養一隻牛，拿了它去 來做皮，那麼多條件。「緣」字劏

你作為「條件」解便可，條件。那麼多個條件集中，便產生了那對皮鞋。皮鞋

又如何？其本質是無，皮鞋本質是無。本質是無稱為「性空」，空。但是那個

假相不是無，稱為「幻有」。一方面「性空」，一方面「幻有」，此謂之「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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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如果你只是說空的，空的。對這種人你最好是馬上拿個打火機燙他，問

問他：「空不空？你不要走。」是不是？最好是這樣對付這種人。

「幻有」，條件配合的時候它幻有，條件散的時候它仍然是無，是這樣空

法。「空」字包括兩個範疇，category，一個 double category，兩個範疇一

套套在一起去了解它。羅素這樣講。再講那根線，所謂植物纖維和死細胞都是

假的。是什麼？動物的細胞不外什麼？炭、氫、氮、氧、硫、磷這些 element

而已，那些所做成的。都是 element 來的。然則那條線也是假的，有什麼是真

的？那些 element 便是真的，那些元素便是真的。現在才有這些炭、氫、氮、

氧、硫、磷、鉻、什麼什麼鋁，現在還有什麼鈾，很多的，越弄越多。我們以

前讀書的時候，只有約一百種，現在弄出一百二、三十種的元素。漸漸地再過

多幾十年，可能元素會弄出二百種也不定。但再過多一百幾十年，可能連這二

百種都是假的，實在只得兩、三種也說不定，誰能說得準？以前佛教徒又如

何？以為只有四種，四種 element。一種稱為地，堅性的 element；一種稱為

水，濕性的 element；一種稱為火，熱性、動性的 element。不對，火是熱性

的 element，風是動性的 element，四種。那些 element都是什麼？佛教說是

一種極微。極微等於現在的什麼？原子，atom。原子。佛教說這個物質世界

是由極微做成的。按照羅素所講，那些死細胞是假的，那些植物纖維也是假

的。

真的是什麼？只有兩種是真的，是什麼？電子，帶陰電之電子。一種是帶

陽電的質子，主要是這兩種微粒子。那即是佛家的極微。有人說佛教徒簡單，

只是地水火風四種那麼簡單。羅素更簡單，電子、質子兩種。是不是？他只得

兩種。即是說那鞋匠拿著的皮鞋是假的，針線通通都是假的，包括細胞那些。

只有一樣是真，電子、質子。電子、質子是什麼？看不見的。我們看教科書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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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一粒電子，那個是什麼？那是圖畫而已，誰真正用眼睛看過電子呢？沒有。

而且現在的科學家進步到，所謂電子是什麼？是一種 energy，是單位而已。

一個 energy 的 unit，帶陽電稱為質子，帶陰電稱為電子。就是這樣。是科學

家用理論來假立、假設有一種東西稱為電子，一種東西稱為質子。

再假設，把它來做實驗，看看有沒有矛盾。實驗到沒有矛盾，是了，萬物

全部都是由電子、質子所造成的。如果將來發現矛盾的時候，他會怎樣？又推

翻電子、質子。又弄出什麼乜子、乜子。都是假立。佛家二千多年前假立、假

說，極微做物。四種極微，地水火風。而且實際又不是佛教徒講的，是印度早

期的，等於我們中國人。中國人在未有佛教傳入，孔夫子出生時或更早一點也

說不定，已經承認什麼？ 這個世界上是陰陽兩種無形無相的力，稱為陰陽二

氣。後來再進一步，慢慢地到了戰國的時候，弄出五種東西，金木水火土五種

element。這五種 element 時刻不停活動，結果便出五色，即五種豆漿，一種

是紅豆——火；黑豆——水；白豆，像杏仁，白豆——金。五種豆漿，攪動混

出五花八門的，這個便是世界。不斷攪，不斷攪，即是這個世界在不斷變了，

是不是？就是這樣。沒有的，這個世界是怎樣的？根本是空，如幻性空。如

幻，佛教是這個解法。這樣，好處是什麼？不會在世界沉迷，一個人最弊是沉

迷嘛。既然不會沉迷，他便不會醉生夢死。人人都說我意志堅強，我又去「搵

世界」（賺錢），我又做實業家，你說我醉生夢死。其實實業家同樣是醉生，

醉住你的實業，為了那盤實業常常在想，想到腦袋沒有空閒，這便是醉生。

到了臨死將近斷氣的時候，你說原來人生一夢，你會有這種感覺。這還不

是夢死，是不是？醉生夢死。你如果了解這個世界本來就是性空，但雖然是性

空，眾緣和合條件符合，便有假相出現。這樣，既不執著它，你了解它是性

空，便不會執著它為實有；你了解它是如幻，便不會執著它是空無。既不執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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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空無，便稱為非空；既不執著它是實有，便是非有。是這樣解的。全部可

以用現代名詞，現代的哲學名詞來作解釋的。如果一個人能夠這樣，即是說你

怎樣？你不會給這個世界汲死你，你自己像是清清楚楚，了了然地對這個世

界。一個人生到此，對這個世界了了然，你說是多快樂的一個人，你想想看。

而且知道為何會有這個五花八門，經常變動的世界？你說它性空如幻，為何會

有性空如幻的世界？為何你又有了了然的智慧來了解它呢？你再深入想想便知

道什麼？你便不能不走入唯心論了。

這個不斷在變的世界，就是由我們的心所顯現。而這個智慧是我們的心能

知的智慧。然則我們的心便是非無了。心亦是性空如幻，非有非無。如果真是

實有的，這個心便不會變了。心是經常在變的，由小孩子到現在，你的心變了

多少次呢？是不是？變就是不真，真就是不變的。黃金是真金，是不會變的；

會變的便不是真金了。所以有一句話，「變者不真，真者不變」，是不是？意

思即是我們的心經常會變，我們這個主觀的人時常變，客觀的世界又經常變，

主客都經常變。為何會變？有沒有不變的東西呢？世界上事事物物是相對的，

有變便應該有不變。有沒有這個不變呢？現在那些講《易經》的人講，「那個

變便是不變」。是不是？不錯，變是不變，變與不變是否就是這樣？變加不

變，便等於杏仁茶加芝麻糊混合，會不會是這樣呢？不是這麼簡單的，一定還

有一個根源。答案就在這裏。這個世界是會變，這個變亦是不變，是不是？這

個仍然是一個這樣的世界，這個人生。

現在問你一個問題，就如《金剛經》所謂，「於汝意云何？」有沒有一個

根源？這個變與不變的世界，有沒有一個 original？有沒有？你說是沒有的，

那樣人生便沒有什麼價值了。沒有的，閉上眼便什麼也沒有。是不是？沒有

嘛，沒有一個源流，沒有一個來源的。既然什麼也沒有，那又如何？但現在你

還未死，那又如何？在你未死前，最好是盡情吃喝，盡情享受，趁你未死，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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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便什麼也沒有。是不是？你死了便什麼也沒有，你都變了泥，什麼也沒有。

最好是趁你未死前，盡情享樂。你又問：享完之後又怎樣？臨老過不了世你又

怎樣？又有一問跟著來。唔過得也出來。於是有兩條路你走，一條是知慳識

儉，一條是怎樣？「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無餚明日憂」。

人生只有兩條路，一條是知慳識儉，留下一些來吃（生活），如「勞人草

草，渡此一生」。你滿足不滿足呢？有些人很滿足，但滿足的人多數是不得已

的，有辦法的都認為是不滿足。草草一生，你願意不？我就覺得不滿足，不過

沒有辦法。有辦法我便不願意如此，是人都有這種想法。一個是這樣。另外一

條呢？就是走一條放棄的，就如古代的文學家、詩人那樣。全部都是「化」

（看破）。蘇曼殊便是什麼都「化」，死的時候多辛苦。蘇曼殊，急性胃炎脹

至他死，「捵床捵蓆」。亦不過如是。這樣這一世人，幾十年這樣搞一搞，就

如一齣海市蜃數，一齣幻象，沒有什麼意義。「人生如此，天妒英麟」。沒有

道理的人生，根本是虛妄，全部這樣。如果走一條這樣的路，人生根本沒有

…，世界根本沒有源頭。走一條這樣的路呢，認為…。這些稱作什麼？稱作虛

無主義。虛無主義是很危險的，他會任性到任何道德都不講。「講道德做什

麼？既然人生幾十年，我有錢也不花？有權力也不用？想幾句所謂道德，多少

錢一兩？人參嘛，一千幾百元一兩。道德多少錢一兩？」我有個朋友問：「道

德多少錢一兩？多少錢一斤？這些是你們這些傻子才講的。」這個人在加拿

大，報章也有這個名稱…。他矛盾，他認為道德。他問過我，道德是多少錢一

兩？他又怕共產黨怕得要命，又要移民加拿大，這位人姓郭。他是不徹底。

一是虛無主義，如果你說虛無主義我不滿足，那你又如何？你便要找尋一

個答案。找尋一個答案，便是非虛無了。非虛無即是這個世界和我們是有一個

源頭的，有一個根源的。西人謂之 principle，又稱為實在、名 reality。有

reality 的、有個 principle 的、有個原理的、有個根源的。這樣講，有根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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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兩種人。一種是有個根源的，但這個根源一定是神。何解？一個玩具汽車那

麼巧妙，都要有一個人作它出來的。世界是最巧妙的，我們的身體是最巧妙

的，怎會沒有一個作者作它出來？一定有的。這個實在是很武斷的，很多科學

家也是這樣。Newton（牛頓）也曾經這樣懷疑，一定有個神，於是他便走去

有神論這一方。天主教、基督教、回教，這些是高級的教。一神教是高級的。

還有一些低級一點的，就到處都是神。榕樹有榕樹神、石頭有石敢當神、風有

風伯、河有河伯、火有火神，那些是低級的就不必講了。走去那些有神論。另

外一些是不相信有神的，何解呢？相信有神一定…。是你自少被那些牧師和神

父說服了你，你才會這樣信的。否則你一定會問一個問題，因為你說有一個神

來造出這個世界。他會問你，他會這樣問自己。這個世界是否存在，是不是有

的？如果你說是沒有的，這等於是幻，是虛無主義。

如果你說這個世界是有的，不過是幻的，幻亦有幻的世界。好的，有個幻

的世界，世界是有的。這個世界既然是有，有沒有來源呢？一定要有來源。這

個世界有來源了，世界是有，世界是有來源。記住，這個世界是有的，這個世

界是有來源的。這個世界上是否凡是有皆是有來源的？你要回答這個問題。這

個杯是有的，這個杯有沒有來源呢？山是有的，山是有來源的。地球是有的，

地球是有來源的。好了，問題去到本身了，神是否有的？如果說神是無的，他

怎會造世界呢？如果說神是有的，你便「死症」了。你已經肯定了凡世界上是

有的東西，都有來源。神是有的，應該神是有來源了，還有一個高級神，是不

是？高級神。有，是有高級神的。高級神又怎樣？有嘛，有便有來源，這樣便

有一個高高級神。如此下去，就會變成怎樣？神便會有無窮的多，是不是？犯

了一個過失，名為「無窮過」。你們這裏有沒有天主教、基督教教徒？有的

話，你不如走為妙了。因為有時我講話得罪了所有人。我在天主教學校教了二

十二年書，不知得罪了多少個神父，但對我很佩服，神父很多虛懷若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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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你講他不服？」

老師：「講他不服，但他也沒有辦法講服我。他又不敢叫我入聖堂，二十二年

在天主教學校教書，不入聖堂的只有我一個，

在那間學校就只我一個。我不入的，你可以不聘請我，誰讓你聘用我？但

你不用我，將來東家不打我打西家。」他又唔志在。「如果你這樣，我讓子孫

立下遺囑，你這種是沒有用的。」我常常這樣說他，他又不敢趕我走，我在那

地方二十二年，他又不敢叫我入（聖堂）。有一次有一個同事死了，我和他做

彌撒。神父這樣說：「你的朋友死了，怎辦？ 我和他做彌撒，你又如何？又

不會拜，沒有什麼儀式的，你 OK 嗎？」我為了朋友，便走去做做彌撒。「你

進去做彌撒？」我說：「入去有什麼所謂？儀式而已。」他便說：「難得，難

得。」那天講到，有一個神便會有「無窮」的過失，是不是？他不承認的，他

怎樣回答呢？我幾乎跟那牧師吵架。他說：「你所講的一存在，就一定有根

源，是神以外的東西。既然是神，又怎可以再有根源？」我說：「你是牧師，

你信一個神，便說這個神不需要有根源。我未信嘛。你要給我證明有一個沒有

根源的東西才行。」他說：「你這是世間的經驗而已。」我便說：「我是世間

的人，我叫我放棄世間的經驗不信，而信你牧師的話？我沒有這樣蠢材的。」

結果他便發脾氣，他發脾氣我隨得他發。很「盟塞」（閉塞）的，你不要

以為傳教的牧師很高明。我所碰到的神父便是高明，省得跟你講，他總是很客

氣，他亦不趕你走。有一個「無窮」的過。那個牧師跟我講：「神是不同

的。」神是存在的，他又不同。我這些東西也是存在的，你那個存在是不用來

源的。這些存在要來源，為何會這樣不平等的？何解？你給我解說。這是不平

等。為何天然會有一個不平等的東西？ 你可以接受，你做牧師。我說：「你

就如奴隸一樣，你那個是高級主人，我便是普通奴隸。是的，神民是奴隸。我

不做的。」我的意思是我要和他平等，神和大家一起坐著，我就接受，不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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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接受。這樣講你不服，我亦講你不服，你亦講我不服。最好是我們見面的時

候，談談那家的點心好，那家的電影收費又平宜又好，座位好。這不用傷感

情。所以我和那些牧師，他們和我談這個，我不和他們談。兩個過失，一說到

有神便有兩個過失。如果沒有神，又不走入虛無主義，又如何回答呢？有。在

中國，不用講神的。中國又如何？ 它把世界和人生的東西，分為六十四大

類，用六十四個 catagory 來包括世界的東面，稱為六十四卦。六十四卦是怎

樣變來的？由八卦變出來的，八八六十四，再大類便只有八類東西。八卦是怎

來的？不外是陰陽，看看是陰多陽少或是陽多陰少。即如杏仁茶和芝麻糊混在

一起，一個大碗杏仁茶，一碗芝麻糊，混在一起攪兩攪，必然有些地方黑一

點，有一片地方白一點的。所以這個世界有善、有惡、有高、有低，不外是杏

仁茶混芝麻糊而已。

…都是，世界上（的事物），是硬被你們這些人弄得複雜，世界本來是很

簡單。所謂八卦，不外是陰陽，只得兩種東西。陰陽又如何？一個太極，太極

中含有陰陽兩種勢力，稱為陰陽二氣，便是太極生二儀。太極生二儀，即是太

極裏面含有陰陽。兩儀生四象，陰有太陰、有少陰，陽有太陽、少陽。陰都有

太陰、少陰的嘛。這些老的便是太陰，這些年輕的便是少陰，是不是？陽呢？

我們這些七十一歲的便是太陽，你們年輕人便是少陽，陽有太陽、少陽。陰有

二，陽有二。四象生八卦，是不是？八卦，八八六十四卦，不外是講演變。用

六十四個符號，就如電腦的符號，來代替這個世界的演變。那個太極。太極仍

然有概念，有形相的。真正的太極應該是無形無相的，那個稱作無極，「無極

而太極」。一方面就其本質來講，是無形無相的。一講到有太極，有陰陽，便

有概念。即是無極是出世間，太極已經是世間，「無極而太極」。即無極即是

太極，太極亦即是無極。即性空即幻有，幻有即性空。性空不就是無極，幻有

不就是太極。這即是說不用神，中國人真是聰明，太極便足夠了。太極仍然是

有名言還是不行，無極才行。他不用神的，中國人不用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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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國的讀書人，不用信宗教的，他這樣便行——太極。《易經》便是

如此。老子亦是聰明，他講的「道」，「道」是無形無相的。這個「道」即是

佛教所講的真如，亦即是禪宗的佛性。一個「道」他便「搞掂」（解釋完

美）。根源是什麼？「道」。禪宗的根源是什麼？佛性，「本源佛性」嘛，本

源嘛。你們讀《楞嚴經》的，《楞嚴經》稱之為什麼？「妙明圓心」嘛。「妙

明圓心」便是那個根源。他不用神的，他有這個東西便可以。六祖說：「吾有

一物，無頭無尾，無底無面」。那東西無頭無尾，無底無面，那個是什麼？那

個稱為佛性，那東西便是這個世界的根源。這樣不需要神，他便不會犯那幾個

過。於是那些牧師之流：「你同樣是信神，不過你的神是無形無相的神而

已。」無形無相你亦稱之為神，閣下高興便叫他做神，相同的，無所謂，無甚

所謂的。

今天一談便談了這件事，不過這件事很重要。佛家常常叫人證真如，證真

如是怎樣的？講到這裏你要明白，證真如者即是把捉著你原來那個太極，無極

的狀況，直接 touch 它。因為你直接和它接觸之後，你便有了這個經

驗，experience。有了經驗，你對世界便知道它性空，你知道如幻。你如果不

能證到它，體驗到它，就像我這樣，又性空的，又如幻的，這些是唯識的，又

什麼的。是得什麼？如果被禪宗的人取笑，你只得一個「講」字。即是整天在

概念裏面打滾。禪宗有一句詩，「一落言詮成戲論」，你能夠講出來的都是笑

話。所以你歡喜叫的便叫他神，他實在稱之為神。佛教也是有神的，不過這些

稱為「泛神論」。「有神論」即 theism；「泛神論」即 pan-theism。神是無

乎不在的，無形無相的。無形無相又無乎不在，你何必稱之為神，你稱之為道

不是更好，是不是？來到這裏，如果你不能夠把捉到，直接接觸佛性，或

「道」、或真如，你常常講又是性空，又是幻有，又說唯識，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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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你這一套是概念來的。禪宗的祖師認為講這段東西比給你講一段經更

有益，因為這一段是綜合很多經而化出的。有一位禪宗祖師罵人，罵那些常常

講經教的人，他說：「技倆即是巧妙的辦法，猢猻即是猴子。猴子在這棵樹跳

到那棵樹，非常靈敏的，很厲害的，人是沒有辦法及的。但是猴子離開了樹，

牠一點辦法也沒有。」禪宗的人便罵了，禪宗的祖師罵那些常常講經的，講道

理的人。猢猻是指這個人，樹是指什麼？樹是指經教裏面的概念，那些名相。

即是說你們這班學者，整天弄來弄去，在一堆名相裏面打滾，離開名相你一點

辦法也沒有。讓你證真如，你說這又是真如，那又是佛性，講到滿口天花亂

墜。關起房門叫你去證它，你一點也證不到。「猢猻離樹，全無技倆」。

同學：「但是如果沒有那些經又不行。」

老師：「沒有又不行。」

同學：「沒有你又怎知有這種東西？」

老師：「所以禪宗的人弊便是弊在這裏，只懂罵人『猢猻離樹，全無技倆』。

他又未曾想過，沒有經，如果沒有了樹，猴子又如何生存呢？是不是？ 猴

子要生存，沒有樹是不行的。所以這稱為什麼？稱為『偏』。『偏』不是好

的。」好了，說回正文，先說完此段。佛是有能見的五眼，那佛有沒有所見之

物呢？ 他答了，佛有所見之物，所見的東西。「明佛有所見」，分五段。

（己一）、佛問；（己二）、善現答；（己三）、佛據殑伽（河）沙為喻（以

問），「殑伽河沙」即是以恆河的沙作為譬喻來問；（己四）、善現（再）

答；（己五）、佛廣成，「廣」即詳細。「廣成」，詳細解釋這種道理。

「成」即解釋。「佛告善現：『於汝意云何？』」佛又告訴善現，我現在提出

一個問題來問你，你的意思是如何解答這個問題？他問，「乃至殑伽河中所有

諸沙，如來說是沙不？」一個人講多，乃至上面有一段的多，多至如恆河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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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沙那麼多，那是很多了。那麼多的沙，多極仍是沙。「如來說是沙不？」照

你如來所講，你說它是不是沙呢？現在善現答了，（己二）。善現答（言）：

「如是，世尊；如是，善逝。」世尊和善逝都是佛的尊號。「如是，世尊」，

「如是」即是的；是的，世尊。是的，如來說它是沙。「如是，善逝」，是

的，善逝。「如來說是沙。」

然後，一三四頁（新書二００頁），（己三）。佛借，「據」即借，借

用。借用恆河的沙以作譬喻來問他。他怎問呢？他說，「佛言」，佛說。「善

現，於汝意云何？」再問他了。「乃至殑伽河中所有沙數，假使有如是等

（諸）殑伽河，乃至是諸殑伽河中所有沙數， 假使有如是等世界，是諸世界

寧為多不？」大家都懂得解了。多如殑伽河中的沙那麼多，假使是有呢。每一

粒沙是一條殑伽河，那麼多殑伽河的沙，乃至殑伽河中所有沙的數目。假使有

那麼多的世界，每一粒沙是一個世界，那便世界多到極了。「是諸世界寧為多

不？」「是」字佛經裏面常常作「此」字解。「此諸世界」即是這些世界，如

是等的世界，「是諸世界」。「寧為多不？」可不可以說是多呢？善現答了。

「善現答言：『如是，世尊；如是，善逝。是諸世界，其數甚多。』」是的，

世尊；是的，善逝。這些世界多到極。

佛便詳細解釋了。（己五）、佛廣成。分二，（庚一）、標，（庚二）、

釋。（庚一）、標。「標」即舉出大旨。「佛言：『善現，乃至爾所諸世界中

所有有情，彼諸有情各有種種其心流注，我悉能知。』」一句。他說，善現。

多，多至怎樣？多到「乃至爾所」，「爾所」即那麼多。 乃至那麼多世界，

多至每一粒沙是一個世界，每一個世界有無量那麼多的眾生。那麼多世界裏面

所有的有情，「有情」即眾生，所有的眾生，那麼多的眾生。「彼諸有情」，

即那些有情。「各有種種其心流注」，每一個眾生都有種種的心理活動。「其

心流注」。「流注」即如水流，連續活動。「其心流注」，即是連續活動。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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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眾生都有種種心理精神的連續活動。為何有「種種」那麼多？小乘人講有

六個識，眼識有眼識的活動；耳識有耳識的活動；鼻識、舌識、身識、意識都

有它的活動。六種。而大乘呢？多了一個末那識，又多了一個阿賴耶識，八個

識。不停不斷地流注，如水的流動，連續活動。他說這些眾生的心之連續活

動，「我悉能知」，我都能夠，「悉」者盡也，我盡能夠知。問題是這樣，為

何佛知道這麼多呢？一時之間知道這麼多的呢？其實事事物物皆是空，性是空

的，根本是無的。既然是無的，對你來講為何是有？對你來講，眾緣具備你便

見到有；對他來講他可能無。

譬如加拿大發生鼠疫，在加拿大的人來講便是有鼠疫。在非洲「山旮旯」

（偏僻）來講，根本不知道有這回事。對他來講根本是無關係，無關係對他來

講可以說是無。我們眾生的心不斷地活動，對佛來講根本是無。但他又怎知

呢？他需要知的時候，他在定中，在定裏面具備眾生所有的種種映像、功能他

都有。他在定中需要那一種功能出現，他便在定裏面起一個念頭，「我想了解

某一件東西」。剛起這個念頭，他便影響，他便把眾生某一種狀況，即刻反映

入他那裏，他一看便知道。明白嗎？譬如你有一架機，譬如你的電腦機，電腦

內不知多少資料的。你電腦不動的時候，你不能說你的資料是無，是有的。但

你說電腦時常打印那些資料出來，卻又不是。那又如何？需要的時候，你按某

一個（鍵），那些資料便打印出來。打印出來便立刻知道有出現。佛在定中亦

是如是，像一個無形的電腦。一個無形的電腦是他的「菴摩羅識」（無垢

識），它剛動便反映出來。所以中國人那種道理，中國人認為《易經》的易

理，「寂然不動」。電腦便是這樣，「寂然不動」，資料齊全但它是不動的。

感，「感」者動也。一接觸，動，資料便出現了。人心亦是如此，當你的念不

起的時候，就如何？「寂然不動」。但念頭剛起便顯現，「感而遂通」。「天

下之故」，天下的一切事情。這句話是講《易經》的，它說聖人常常保持一種

真誠的心，心中時時欲念種種都不起——「寂然不動」。但當他有憂疑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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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當他集中精神地卜筮，很虔誠地卜筮，便與神相感。一感，天下的事情吉

凶。這個「故」是指事，是指天下吉凶的事情。一感，天下的事情，都可以在

《易經》那個爻辭、卦辭裏面表現出來。現在才有電腦，以前便靠占卦。很靈

驗的，你能夠做到「寂然不動」。「寂」即定，你能夠定，你便會「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所以古代西方的宗教有很多先知的。他不用的，他很靜很靜地，

忽然你問他一些事，他能夠講得出來。「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同學：「咁講法那些迷信的東西？」

老師：「如果你是無知的人，而你相信呢，你便是迷信。我認為我信並不是迷

信。『寂然不動』者我們心裏面，我們的心即我們的 life，我們的生命

裏面，是具有宇宙萬象的東西。不過『寂然不動』那些功能存在。如果

是我們又如何敢？我們在定裏面起心動念，我要看某一個人的吉凶，即

刻在定中如電腦在看一樣。感天下之故，他都可以知。不迷信。不過你

這個道理，你要懂唯識才可以。講空的，《金剛經》便不給你講這一套

的。他說是很靈驗的，那些虔誠的人占卦很靈驗的。」

同學：「既然這樣講，我們學道便得…。坐著入定便認識世間全部事物，我們

不用…。」

老師：「入定什麼？入定和什麼？」

同學：「即是說我們在定中便可以看到世間一切所有東西，世間一切東西你全

部了解，所以有定境。譬如 computer，打機便什麼都全出來了，什麼

都有。那樣我們生於世上，便不用做那麼多了，為何要生活賺錢養家

庭？…」

老師：「你講慢一點，如果這樣便會如何？是入定都可以知，可以『寂然不

動，感而遂通』的，那又如何？這樣便不需要做生意了，也不需要打仗

了。你就只知道空，不知道有。如果沒有人做生意，這個世界便閉塞

了。『做生意』者是這個社會通有無。這處有的，有這樣沒有那樣；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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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有那樣沒有這樣。沒有人做生意，便各人閉塞不通？在非洲裏面的，

始終萬年都是非洲的黑暗領土。是不是？在美洲裏面居住的人，始終

（如果）不會有個哥倫布發現了美洲，始終今天都還是滿目荒涼，是不

是？這樣這個世界又有什麼意義呢？反過來，這個世界又有什麼好處

呢？樣樣講錢的又有何興趣呢？這樣的世界，是不是？假使…。而且他

知道有一個條件的，不是你馬上能夠知，不是我馬上能夠知，而是什

麼？而是那些很誠的人才知的。《中庸》裏面『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至誠之道』能不能夠

做到至誠？你或許做到，我老羅則做不到了。何解？我做不到。我早上

起床暫時會念念佛，暫時我的心會很清淨。一會兒我便會（想），今天

吃什麼好呢？吃什麼菜好呢？便會問問太太，『今天有什麼菜呀？』便

會這樣。即是怎樣？我做不到『寂然不動』的，我做不到。你閣下呢？

以己來作推人，我相信你亦不容易做得到，是不是？即是其難不如努力

做做生意，努力做做一個人還好一點。便因為如此，所以一會我便要講

〈菩薩戒〉。我們做人應該要做的，不是消極的，不能夠說看見『我們

不殺生』，那處流行鼠疫，『我們不殺生』，隨它吧。不能夠這樣。」

同學：「我想問一個問題。是否我們不可以在定中完全靠定？」

老師：「是的，是不行的。定只是其中一端而已。還有羅素，這個人是我最歡

喜，最佩服的。

羅素還有一樣，他說一個人要具備兩個元素。其實這個是二千多年前佛教

講的。他說第一要有知識，第二要有仁愛心。人生之所以有價值只是因為有這

兩個元素，我們的 life，我們的人生無後才有價值。如果沒有兩個元素，單有

一個元素，我們的人生根本沒有價值，講得很好的。但這個是佛教的老生常

談，仁愛即是慈悲，知識即是智慧，慈悲、智慧兩個元素。現時的佛教徒，一

年之初見到面，說恭喜你福智圓滿；或者說福慧雙修。整天講智慧，講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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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口又說慈悲，法師你慈悲，給我講一些什麼的。老生常談。現在羅素呢，人

們說他講得很好。是，是好的。羅素他怎講呢？他說有慈悲沒有智慧只是蠢而

已，即作何解？他舉了一個例，羅素是很熟歷史的，歐洲某一個世紀有一次瘟

疫流行，一點辦法也沒有，以前疫症流行是沒有辦法的。其實所謂有疫症，十

之八九是霍亂，霍亂症沒有辦法的。幾個小時就讓他抽筋而死，趕不及救。一

個城市裏面疫症流行，那些人四圍去搶救都沒有辦法。

而有些神父，他不去救，只是叫人，『大家，這是天主懲罰我們。我們要

虔誠，要向主悔罪，大家要入教堂。』有很多虔誠的人跟著他入教堂，結果入

教堂的人幾乎全部死光。一是神不得慈祥，一是你這班人無知，二者必居其

一。不是你們無知，走錯路，走錯進教堂，便是神不是慈祥了。神不慈祥我便

不需要敬他；如果你是無知，你便要求知識。這便是叫做…。你說那神父心不

好嗎？就這樣叫人去，結果是那些神父也死掉。他很慈祥，他很有仁愛心，這

個神父有極度之仁愛心。但可惜他知識不夠，疫症流行並不是入教堂祈禱便可

以解決的嘛！佛教徒每每都有犯這個毛病，一味戒殺，這個是小乘的戒律然後

如此。大乘的戒律不是這樣的，你一會兒讀大乘的戒律便會知道。如果引伸來

講，我便這樣解。如果鼠疫流行，只要衛生局那班專家認為如果不消滅老鼠，

我們便可能全個多倫多市死很多人。這樣他一定會宣佈，『大家合力去滅

鼠』。你如果是一個行菩薩戒的人，你一看到衛生局有這個報告，你應該怎

樣？你先行，見到老鼠便殺，全部殺掉，你便有功德。有些人說：『這樣也

行？』很多人不敢講，我卻敢講。殺老鼠殺得越多，功德越大。有很人認為是

不能夠的，我們一於不殺，眾生的業力，全部歸咎於業力。這樣是不通的，業

力是可以補救，可以挽救的。一個人病了，病是會怎樣？業力，他會死的。我

亦可以補救，或我們可以用業力來醫，以業力對付業力。

你讀讀《了凡四訓》，你有沒有讀過？《了凡四訓》，明明占算的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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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必定沒有兒子，必定三十歲便死的。結果他不又是生孩子，結果他不又是

中舉人，又做了兩任縣知事。業能夠做成禍福，但你作新的業亦可以轉移你的

禍福。人們不明白，這便是智慧不足夠。所以如果遇著需要開戒便要開，〈菩

薩戒〉便是這樣。」好了，講回這裏，講完這裏，我便給你講多少〈菩薩

戒〉。這即是佛有所見，能夠見物。那麼多眾生之心如何流注他都知道，即他

有所見之物。這樣，空宗人之講話，《般若經》之講話，他種種都講一些你

聽，他不給你解釋，為何無量眾生其心流注，佛都知道呢？他不給你解釋的。

你自己想求他解，你便要向唯識求教。本來我時時都很喜歡講唯識的，但講唯

識麻煩。就如教小孩子學數學，學算術，加減乘除一路從開始教，你說多麻煩

呢。不及般若那些一下子，便可以如單刀破陣一樣，這樣好一點，是不是？所

以有時我只講般若。我在能仁書院教過碩士班或博士班，我和他們都講般若，

不多講唯識。是對一部份人我才講，那些是想研究的我便講，其他的我都講般

若多。我講般若自己本身是一種享受，唯識則有很多名相很麻煩。好了。「何

以故？」，為何？為何佛有所見，而對於無量眾生的心的連續活動都了解？為

什麼呢？

（庚二）、解釋。又分二，分兩點說明。第一點、說明。明顛倒心非真

住。說明顛倒的心，即眾生有漏的心，並不是真住。何謂住？「住」字應該是

作「念住」解。何謂「念住」？「住」即停住於那處。譯作英文即 staying，

是不是 staying？停於那處謂之「住」。何謂「念住」？「念住」有四種，四

種 「 念住」 。 第 一 是 無 常 之 念住， 對於世間法 ， 對於一 切 現象

界，phenomena，即有為法。對於有為法，知道它一定是有生有滅的，生住

異滅，生住異滅。當一個事物滅，一個事物滅的結束便是一個事物新的開始，

生住異滅，生住異滅，不斷地流轉。這種狀況，這種生滅生滅這種 state。這

個 state 並不是（剛才）那個 stay，是 state，這種 state，稱為無常。這個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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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一種稱作「無常念住」，對於世間事物它是無常的。

我們知道它無常便不要說它常，你執著它常，即是永恆不變的常，便是

「非念住」，不合理的念住——「無常念住」。不淨的念住，一切有漏的，即

有煩惱的，「漏」即有煩惱。凡是一切和貪瞋癡等煩惱結合的，都是不淨的。

何謂不淨？令到我們醉生夢死，流轉生死的，稱作不淨——「不淨念住」。對

於不淨的東西，我們執它為淨，即「不合念住」，「非念住」。「我」，什麼

是「我」？「我」是永恆不變的主人翁，即是靈魂，永恆不變的靈魂。很多人

執著靈魂，有些人說佛教不講靈魂。又有些人說佛教信不信靈魂，你一定會這

樣問。你所謂靈魂是否永恆不變的 soul？是不是呢？如果說是，這樣佛教便是

否定靈魂的。但如果你說，是我生命延續的生命，佛教認為有。佛教所謂我們

的生命便是阿賴耶識，又名心，不斷的連續活動，不斷生滅生滅，不是常的。

裏面含有很多污糟邋遢的東西，亦含有很多清淨的東西；又不一定是淨的，亦

不一定是非淨的。那個不是「我」來的，「我」是永恆不變。這個是經常變，

經常生滅的——「無我」。「無我」亦即是非我。

世間的事物，有漏世界是苦的，有煩惱的世界一定是苦的。這四種念住，

我們一個佛教徒，不論大乘小乘，對於這個世間，這個有漏的人生和對於這個

有漏的世界， 我們要知道它是無常的、它是不淨的、它是無我的、它是苦

的。要時時起個這樣的念頭，停在這個念頭，不要超越這個念頭稱為「念

住」。如果相反，對於無常的人生，對於無常的世界，執著它為永恆的、常

的，這是稱為什麼？ 不是「念住」了，這是稱為「顛倒」。四種念住和四種

顛倒是相對的。對於無常的世界，你執著它為常，便稱作執無常為常的顛倒。

第二、對於那些不淨的。我們的身體，眾生的身體即是你的身體、他的身體，

我們的身體不是清淨的。對於我們身體不淨的，執著它為淨，又是顛倒法。於

不淨的身體而執著它為淨的身體，謂之顛倒。於「無我」的一切事物，一切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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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都是沒有「我」的，我偏偏執著有一個「我」。於「無我」執著有「我」便

是第三種顛倒。所以這處你不要跟人辯駁，基督教、天主教、回教都執著有一

個永恆不變的靈魂。在佛教看來，他們是顛倒。但記住在外面不要說他人顛

倒，何解？你說人家沒有益處，只是找架來吵，何必呢，無謂。

我們世人所感受的東西，是苦多樂少的。世間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十件中

有八、九件。而且那件你認為快樂的，其實也不是真正的快樂。燈紅酒綠，你

以為現在大家請客很好，其實這個請客燈紅酒綠已經含有寂寞在其中。燈紅酒

綠的宴會停止，你便會很寂寞。寂寞是苦的，寂寞是苦的。這個苦已經隱藏在

你燈紅酒綠那種情況之下，所以這種世界的樂不是真樂，我們中國人便會知

道。

佛家認為世界上有三苦，第一種名「苦苦」。如何「苦苦」？食川蓮，食

黃蓮確是苦，是不是？入手術室「割症」（做手術），割完出來，割的時候你

可能不知，割完出來的味道你便會知，這便是苦。這種苦的本身是苦的，稱作

「苦苦」。「苦苦」，真正是覺苦的苦。

第二種稱為「壞苦」。世間上你認為是快樂的，這個快樂會壞的。這個壞

是苦的原因，如果你沒有這個快樂，便不會有這個快樂的壞。不會有這個快樂

的壞，便不會受壞的時候那種苦。你有千萬家財，便是樂。你整天要顧慮著這

千萬的這種活動便是苦。萬一這個世界上有什麼風波的時候，你真的是睡也睡

不著。何解？你怕你的家財會壞，故稱「壞苦」。

第三種稱為「行苦」。你以為沒有苦，不苦亦不樂。他說你已經在苦你不

知。如果你有智慧，你知道苦的。行，為何稱為「行苦」？「行」者不停留

的。這種不苦不樂的狀態，你以為沒有苦，但其實正在苦的。如何得知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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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很簡單。你以為，「我現在雖然沒有苦，我雖然沒有快樂，我亦沒有苦，我

很平淡。」其實你已經正在苦，你不知，何解？你過了一日不苦不樂，你的壽

命已經短了一日；過了一年你又少了一年。越來越近了，你明白嗎？你離死亡

之路，一年比一年近。你說苦不苦，你想想苦不苦，是不是？你不知而已。

我們中國的莊子有一句話，他說有一種人想保存那條艇，那條船，想令它

不壞。他便找一個深的坑，把那條船藏下去，用泥掩著它。必定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拿走吧。是不是？那個山坑很乾涸的，很乾的亦不會腐爛。穩固了，以

為可以安枕無憂。莊子他這個人蠢。有一個有力者，不斷每一秒鐘都不停留，

把你條船運走，有一個有力者。這個有力者是誰？變，這種變，這個世界的

變，令到你條船慢慢地變壞。再過多十年看看，船已經不是那樣，你以為真的

很穩固嗎？這個是什麼？以為這樣便會常，無常的東西。苦的時候執著些什

麼？正在苦的時候他不知，我們不苦的時候，其實我們正在苦。這種稱為「行

苦」。只有這種是聖人，聖賢人會感覺到，我們普通人感覺不到的。

其實謂聖賢，即他是靜到極，時時很定的心，普通人所感受不到的他感受

到。四種顛倒，於無常的執為常，稱為顛倒。於無常的事物你知道它是無常，

而不要亂判斷，此謂之「念住」。不淨的念住又如何？對於身體是不淨的，他

偏偏作它為淨的。世人每每如是，他人的身體以為他人是不淨的，他人打個噴

嚏，你在他身旁，你扭轉面也怕來不及，是不是？知道他人是不淨，但自己卻

不會不淨。我見過一位大人，很有錢有面的人，他最歡喜什麼呢？他最歡喜搓

搓腳指罅（縫），搓完之後拿來嗅嗅。我問他，他是姓甘的。他的兄弟姊妹是

做大學校長，教育廳長之類，我們稱他甘師爺。「甘師爺，你常常這樣。」我

們在打麻將的時候，我問他：「這樣有什麼好？」他說：「你不知道。炸草菇

味。」像是拿草菇來炸的味道。他搓搓腳指罅，有空便拿來嗅嗅，他說是炸草

菇味。他說：「你試試看，嗅嗅。」這些即是什麼？本來是不淨的，他人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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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感到不淨，他人打個噴嚏，你都覺得不淨。自己的呢？腳指罅泥你也拿來鼻

嗅嗅。何解呢？他知道不淨，但有個我執。這是我的，那是他人的。有個我。

於無我的執著有我，於苦的執著為樂，這便是「顛倒」。於無我的知道無我，

於苦的知道是苦，便稱為「念住」。聽得明白嗎？他這裏解釋，說明倒心明

…，這個不是「七」字是個「顛」字。說明顛倒心不念住，非念住，非真的念

住。眾生日夜心靈流注，常常是一種顛倒心的流注，這是真的，整天顛倒心的

流注。

我們只要平息我們顛倒心的流注，我們便什麼？我們便是佛。所以學佛的

人，如果就禪宗來講，你不需要拜懺，不需要念佛，實在連經也不用看的。他

怎樣？禪宗的人有一句格言，有一位禪宗的大師，不求真，不需要去求真理，

讀經也是多餘的，拜懺、念佛都是累贅，都是葛藤。不需要去求真理，只需息

妄，把我們的妄念。何謂妄念？無常計常，無我計為我。把這些妄念平息了，

你便是佛。對的，他說得很對。不過問你，你如何息妄呢？是的，你只需息

妄，息除妄你便是佛。是不是？他說不用的，不用學那麼多的。又什麼三大阿

僧祇劫，全部不用的，平息你的妄心便可以。是的，講則對到極，但他不教你

如何去息妄。

這裏，顛倒心不是真住的。「何以故？」，為什麼呢？「善現，心流注，

心流注者，如來說非流注，是故如來說名心流注，心流注。」這句作何解？為

什麼呢，善現？剛才所講的心，一切眾生的心流注，佛也知道。所謂心流注，

所謂心流注是怎樣呢？如來說這種是非流注，不是真正的心流注。這個是虛妄

心的流注，顛倒心的流注。「是故如來說名心流注，心流注。」所以如來便說

這些眾生的心流注，顛倒虛妄心的心流注。眾生的顛倒心如何流注？如來都見

都知的。懂得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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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眾生的心流注，為何說它顛倒呢？何解？為何心流注是不好的？其

實心流注不是不好的，顛倒的心流注才是不好，無漏心流注是好的，是不是？

阿彌陀佛的心流注，就建設極樂世界；觀音菩薩的心流注，便做一個大慈大悲

的菩薩。古代的大德的心流注，便示現出無數大德，因為心流注。維摩居士，

示現幾十年在印度，亦是他的心流注。都是他的心變，心所顯現的。不過有漏

心的心流注，就會令我們沉迷的。下面解釋，為何說有漏心的心流注是虛妄

呢？說它顛倒呢？解釋，「所以者何？」。你看看（辛二）。「善現，過去心

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為何說這個有漏心的心流注，說它

是虛妄呢？其實三世的心本身都是妄的，不實在的。如果你執著有這個心是我

們的靈魂，這是蠢的。何解？如果它真正是靈魂，即真正是「我」，「我」應

該是永恆不滅的，但事實不然。「過去心不可得」，你過去的心現在你想把捉

它，把捉不到。你能否把捉到過去的心？過去幾十年的心情，我們固然把捉不

到。剛才一個小時的心是如何？我們也把捉不到。

我們現在回想，我二十年前曾經和我哥哥打架。以為我們把二十年前的景

物，用我們的記憶力能夠把捉它出來，其實是否即是那個？不是。現在你的心

變起，覺得好像有一個哥哥來和你打架，是一個幻影來的，不是等於你二十年

前和你哥哥打架那幅景象，你們明白這個道理嗎？如果是以前的，想想便是真

的，這便永無人窮了。那些窮人回想幾十年前，他是有錢人是闊少那時候的狀

態，他便足夠了，那用挨窮呢？是不是？所以過去的心不可得。

如果你執著過去的心是實有，這個是靈魂，這個我是實有的，你便是蠢。

蠢便是虛妄，「過去心不可得」。過去心已滅，所以非有，不可得。何謂不可

得？不能夠把捉得到，謂這不可得。未來的心還未起，你怎知未來是怎樣的？

今天我可以在這裏講佛經，你怎知我未來？我明年的心你怎知？不知道。「未

來心不可得」，尤其是有漏心。但如果你是修行的，「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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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得」是就虛妄方面來講的；就不虛妄方面來講，又可以說是可得的。何

解？過去心是怎樣？我看看現在的心如何便知。現在的心是怎樣？是過去心的

連續。未來心又如何？未來心就是我們現在心的接續。理我們可以明白，事我

們不知會是怎樣，但我們可以控制。如果我們能夠修行戒定慧，未來的心如

何？我們今天可以控制得到它。這即是說我們的禍福，都可以控制。未來心，

在妄心來說，「未來心不可得」。他說：「現在心可得不？」，現在心不可

得。當我們說現在心的時候…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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