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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我聽到「杀杀杀」這聲音，我現在想，『現在心聽到「杀杀杀」這

聲音。』當我這樣講的時候，怎樣呢？已成過去了。所以現在心是不停留的，

一下子便跑掉——「現在心不可得」，所以這個虛妄心便是如此。而眾生每日

在虛妄心中流注、連續活動，今世活動完，死了之後就有一個中有還繼續活

動。中有走去投胎又是第二世了，又繼續活動，永無止境。所以眾生的虛妄

心，佛都知道，於是有兩個解釋了。佛為何會知道那麼多呢？一個解釋，佛是

差不多萬能的，所以他知道。這個解釋自然是很粗淺的。又有一種解釋，過去

心、現在心、未來心，一切眾生其心流注都是幻，都是性空的，都是如幻的。

佛知道這種東西是性空的，知道它是如幻，於是佛的心寂然不動，不為它紛

擾，此謂之「知」，不是事事知道的「知」。 

 

就如你是一個大機構的總裁，那個工人如何去堵住老鼠洞？那個工人如

何修理那部汽車？你說總裁不知嗎？他知，但他不用知的，他不用看見才知

的。他知道什麼？他知道一個大機構必然有這些事情，而且又知道一定有工人

可以處理，又知道一定可以處理到的。這樣便行，那用事事去知？佛事事都

知，即是能夠把握它的原理，此謂之一切都知。是這樣解的。兩種解法任你

要，如果是對知識分子，你不妨用我這種解，不是事事親歷其境才知來作解。

如果對一個虔誠的佛教徒，你可以用這一種解，佛是萬能的，事事都知的。兩

種也無妨。不過你這樣問我：「羅先生，你選那一種？」我最怕人這樣問。我

回答你，我相信那一種，佛好像是萬能的那一種。因為我們在定境裏面，是有

這一種的，很多時確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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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解答了那個問題，這個疑問就解了。《金剛經》總共解答二十七個疑

問，已經解答了十五個，還有十二個。還有十二個，你如果稍為明白，你自己

也能看得懂。看得懂不？ 

 

同學：「不知，看完才知。」 

老師：「聽聽好一點，看亦能看得懂的。」如果你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徒，你

便執著有一個 Soul，一個靈魂。印度人執著有一個什麼？有一個

「我」。他不稱之為 Soul，不稱之為靈魂，稱之為「我」。印度人稱

之為「我」。印度有很多派的，九十六種外道，有些外道稱那個 Soul 

為「我」。有些外道不稱為「我」，稱為「人」，即是有一個主人。

即每一個人都有一個「人」在他裏面，有一個主宰在裏面，有一個

「人」。那一個稱為「人」。「人」的梵文為 puruṣa。 puruṣa 即作

有一個「人」，有一個主人翁解，不是作他人解的。有些外道就執著

每人有一個靈魂，那個靈魂會在這一世做完人、下一世或會上生天、

第三世或許下地獄、第四世又會學佛、第五世做狗、第六世做貓等

等，會輪迴的。在六道裏面不斷投生的，所以稱為眾生。不止一世

的，一世又一世，有生命的，謂之眾生。又有些人呢，眾生是什麼？

稱為 pudgalā，梵文這個字是指眾生。又有些外道稱靈魂為什麼？稱

為…。 

 

解答整部經裏面第十六個問題了，整部經總共解答二十七個問題，現在

解答第十六個。第十六個問題是什麼問題呢？你看看一三八頁（新書二Ｏ五

頁）第五行，（丁六）、釋福德亦是顛倒之疑。如何福德亦是顛倒？上文講，

佛果是無相的，有相的佛是假佛，報身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報身佛是假

的，不是真佛。化身佛亦是假佛，隨類現形而已，都是假的。法身佛然後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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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佛，法身佛即是自性身佛。而這個法身佛是無形無相，無一切相，什麼相也

沒有。而且你想修行成佛，一定要修一種無相的因，然後將來才能證得佛的法

身。法身既然是無相的，即是說修行學佛的人，修得無相的因，便獲得無相的

果。因既然要無相，果亦是無相，那即是一切都是空洞洞的，是不是？而世人

很多時是修福的，修福那些福亦都是顛倒了。福亦是有相的，然則福亦是顛倒

了。於是便有人懷疑，這樣我們不用修福了。修行六度萬行便會得福，但福是

有相的。而你想成佛，佛果是無相的，要修無相的因，然後得無相的果。而我

們修的福是有相的，然則修福是顛倒的了，這樣你便無謂修行。是不是？應該

不用修行了。於是有人有這樣的疑惑，修行所得的福也是顛倒的，有這樣的疑

惑。佛要解答這個疑惑，掃除這種疑惑，所以有這段文。聽得明白嗎？ 

 

現在在未講之前，我首先解答一下，先讓大家作為一個基礎。修福是有

相，是不是？普通一般修福是有相。例如修福，你不殺生、放生。放生不就是

有相嗎？譬如你放魚，一尾一尾魚拿出來，不就是有相嗎？你放小鳥，一隻一

隻小鳥飛出去，不就是有相嗎？你放的時候，用手把它放下海的時候，不就是

有相嗎？持這個不殺生的戒，或是放生而得福，是有相了。你的手拿過不就是

有相？持戒不就是有相？他人劏雞殺鴨我不吃了。那雞又有相，鴨又有相，你

又不吃，又擺手搖頭，說不吃了，不就是有相？忍辱，他人打你，你只是理論

不會還手的，只是和他理論。這樣，他人打你不就是有相？你受他人打，和他

理論不就是有相？又說無相？修那些有相的全部都不對，那我們不用修了，最

好不修了。是否這樣？他說，不是，修無相只要不執著便行。如果你執著要

修，是有相。有相你便不會成佛。修行有相，你不會得到、證到法身的。因為

法身是無相的，你修有相的功德，是不會證得法身的。要怎樣才可以成佛，可

以證到法身呢？就要修無相的行。怎樣才是修無相的呢？這樣稱為無相，「三

輪體空」便稱作無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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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三輪體空」？「輪」字你不要執著它，即是三種很重要的東西稱

為「三輪」。「輪」者印度古代的兵器，用來摧毀敵人的。「三輪」即你這三

種東西，可以做很多功德，摧伏那些邪惡東西的，所以它才稱作「輪」。何謂

「三輪」？第一輪是自己；第二輪是那個對象、那個事物；第三是所用的工

具。三種。我們修行不外是這「三輪」，必須要這三種東西。譬如這樣，你是

醫生，現在有一些很窮的病人， 「我把藥施捨給病人。」你這個醫生是一輪

了；病人他接受你藥的，又是一輪；你用藥來替他醫病，藥又是一輪，這便是

「三輪」。明白嗎？任何情況都是「三輪」，三種東西，凡是修行一定具備這

三種東西的。你就是作惡、打人，都同樣具備這三種東西。第一我打人，我是

一輪；那個給我打的，又是一輪；我用棍來打他，棍又是一輪。是不是？三種

東西，工具。所謂無相的行，即無相的布施、無相的持戒、無相的忍辱、無相

的精進，要怎樣？要「三輪體空」，三種東西都不執著它為實有。對於這三種

東西都不執著它為實有的，這便謂之「三輪體空」。不是說不做。「體空」不

是說是無，不是 Zero，是不執著。譬如布施，譬如我是醫生，我布施免費替病

人醫病，替窮人醫病。我是一輪；我不要執著，我很了不起，我現在功德很大

了，我做醫生，他人收錢我能夠不收，我現在能夠做功德，我很了不起。如果

你執著，不會成佛的。何解？因為你執著，你這一輪的體不得空。 

 

第二呢？對那個你施捨藥，你替病人醫病，替窮人醫病，「這個窮人真

可憐，正可憐蟲，無錢不能醫病，現在得靠我來施捨了。」這樣的執著，執著

有這樣的一個人受我布施的，這個可憐的人等等。又是執著，這樣受施的，你

如何施法？如果你這樣地施，你不會成佛的。你又如何？你最多是生天，有

相，因為是有相的布施。告訴你有相布施不能成佛的，你記住、記住，尤其是

你那些富有的。孔先生我不是在說你，我不是在說你。不過尤其是那些富有

的，切記、切記。「我了不得，我現在施捨，我是善長仁翁。」這樣你是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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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佛的。是不是？你要「無」了個「我」才可以。我是覺得我的心是要施捨才

得安樂，不然我不會得安樂的。「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我的心驅動著要這樣

做。停止作惡，你不要說，「我現在停止作惡，人人都作惡，只有我零舍不

同。」你這樣做，是不能成佛的，有相，這些稱為有相。何解？人人作惡你不

作惡，不作惡是應該的，你很了不起嗎？你只是沒有作惡而已。即是好像現在

有些人，他持戒，「我持五戒，或我持多少戒」，就覺得自己很了不得。其實

你不要覺得了不得，何解？譬如說，「我持不殺生戒了，我了不得。」如何了

不得？你殺生是應該的嗎？殺生是罪惡，是不對的。你不殺生只是沒有罪惡而

已，是不是？「我不偷東西」，不偷東西很了不起嗎？你認為人是應該偷東西

的嗎？你不偷東西即是你沒有罪惡，偷東西即是有罪惡而已。你不偷東西不是

了不起，是不是？所以要「無」了個我相。 

 

一個醫生替窮人醫病的時候，不要有一個「他很可憐，我現在不收他的

錢。」你不要便不要，很了不起嗎？如果你能夠這樣，你替他打針或是做些什

麼，「我現在用很多藥，這些藥很貴的。」想你亦不需要想，要無相。你覺得

貴便不要替人醫，誰讓你贈醫呢？有人迫你贈嗎？你既然贈了便不要「唉唉」

聲。「啊，那些藥是很貴的。」這便變成有相，你要能夠三種都無相。所謂無

相者是不著相，不要有個我、有件東西是實的。這些便稱為無相的因，將來無

相的因，便得到無相的果。佛的法身是無相的，才能證得法身。如果是有相的

因，就只可以得福，不會成佛的。所以一個很窮的老婦人，錢她一點也不會

多，她行一個無相的布施或是無相的忍辱、無相的持戒呢，她會因為這個因，

她將來的果便是成佛。如果你有一點錢，比洛克菲勒更多錢的，建很多貧民醫

院、養老院而覺得有相，你所得的果就不會是成佛的。或許你做一萬世，說不

定比洛克菲勒還要富有，但是你的果不是成佛，因為是路不同。明白嗎？這即

是說布施、持戒、忍辱、精進都是應該要做，但是不要有相去做。明白嗎？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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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說不做，做而無相。 

 

好了，這便不顛倒。如果有相呢？本來有相你亦不要說他人顛倒，他人

做好事不要說他顛倒。但是站在般若的立場，有相的布施、有相的持戒都是顛

倒，因為所得的不會是佛果，所得的只是人天的樂果而已。就稱為顛倒。但是

如果能夠做一個無相的行，以無相的因得無相的果，就會成佛，是無漏的，是

不顛倒的。好了，解答了。這處分三段，第一段佛問；第二段善現答；第三段

佛成，佛解釋，助成他。佛問。佛在當時知道有些人有這樣的懷疑，所以他這

樣問。「佛告善現：『於汝意云何？』」佛又再問善現長老，我提出一個問題

來問你，對於你的心來講，你如何解釋，如何回答我這個問題呢？「云何」即

是如何，如何回答我問題呢？「若善男子或善女人，以此三千大千世界盛滿七

寶，奉施如來、應、正等覺，是善男子或善女人，由是因緣所生福聚，寧為多

不？」「若」即如果，若果有一個善男子或有一個善女人；「以」即將、用。

他用，用什麼？「此三千大千世界」即這個三千大千世界那麼多個地方。「盛

滿七寶」，「盛」即載，載滿七寶。把這七寶來「奉施如來」，拿去施捨供

養。供養亦可稱作「施」的，拿東西出來給人便稱作「施」，奉施給如來。

「如來、應、正等覺」都是佛的尊號，即是奉施給佛。「是善男子或善女

人」，假使如此；「是」即這個、此，「是」字作「此」字解；此善男子或善

女人。「由是因緣」，「是」字又作「此」字解；由此緣故，「因緣」即緣

故。由此緣故他所生的福聚，「聚」即堆，一堆福；「寧為多不？」可以稱為

多可不可以呢？ 

 

（戊二）、善現答。一三九頁（新書二Ｏ七頁）。（戊二）、善現答。

「善現答言：『甚多，世尊；甚多，善逝。」於是善現長老便回答了，「很多

啊，所生的福多啊。」很多，多什麼？把主詞略掉，把 Subject 略掉，所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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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聚甚多，世尊；甚多，善逝。善逝亦是佛的尊號。懂不懂解佛之尊號的名

稱？「如來」，我現在給你解說。「如」者真如，即是佛的法身。亦即是現在

的哲學家所謂的孙宙之本體、孙宙之實體。這個孙宙之 Reality、的實體、的真

如。這個人證了真如，已經證了真如，證得圓圓滿滿，即是已經成了佛，證得

法身。他現在再來度眾生，即是騎著真如而來的，即是他證了真如之後而來

的，稱作「如來」。「應」作應該解。應該什麼？即他如此有道德，如此有智

慧，應該受世人供養，應該受人天供養，故稱為「應」。不要讀「瀅」音，是

「英」音。有些人譯作「應供」，應該受人供養。「正等覺」。他已經得大菩

提，「正等覺」即大菩提。是正的覺悟，不是邪的覺悟。「等」的，均等的，

各方面他都同樣了解的，「等」的覺。舊譯是把「正等覺」譯成「正遍知」，

那即是「正等覺」。 

 

所以看佛經有這種麻煩，前後的譯文，幾百年前的譯文譯做「乜乜」，

幾 百 年 後 又 有 第 二 個 譯 法 。 譬 如 這 個 ， 「 正 等 覺 」 的 梵 文 是 

samyaksaṃbodhi，三藐三菩提。舊譯譯作什麼？「正遍知」。「正」是同一個

解。「等」字他譯做「遍」，「遍」者普遍，各方面都知的。「遍」字和

「等」字是同一個解。「覺」呢？他譯做「知」。「正遍知」即「正等覺」， 

samyaksaṃbodhi，三藐三菩提，即這個字。又稱「世尊」。世上之尊，故稱為

「世尊」又稱「善逝」。「善逝」這個字是難解一點。「如來」為何又稱「善

逝」？用很淺的白話來譯就最好了，「善」者作「好」字解，「善」即是好， 

Good。「逝」又作何解呢？不要解作「死」。「逝」等於「死」，不是這樣

解。「逝」者「去」也。「光陰易逝」即光陰很容易去。「善逝」即是「好

去」。如何「好去」？「去」是最怕是去得壞。「好去」又如何？他已經

「去」成佛了；成了佛「去」涅槃；他成了佛之後現在「去」度眾生，去救

世。「好去」，「去」得好。這個「好」字是一個形容的副詞，是形容「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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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的。懂得解了。你懂得解這些基本名詞，你將來看佛經便不會被它們阻礙

了。你不懂得解這些字，便會影響你的心理。你了解它便不會影響你的心理。 

 

好了，善現回答，「善現答言：『甚多（他的福聚甚多），世尊；（他

的福聚）甚多，善逝。』」現在是一三九頁（新書二Ｏ七頁）最後一行。（戊

三）、佛成。佛解釋、助成他的說話，即是印證他，認為他說得對。「成」字

你可作「解釋」解。「佛言：『善現，如是，如是。』」佛便答他，稱呼他一

聲善現。「如是，如是」，即對了，對了；即你講得對了，你講得對了。我們

現在說話不用「如是，如是」，用國語應該是對了，對了。即英文的 Yes， 

Yes。對了，對了。如果你們將來有機會編劇上電視，你不要法師出場說「如

是，如是」了，應說「對了，對了」。是不是？現在最不好，那些電視編劇沒

有知識，是不是？我那天講過，那有和尚出來說話便「善哉，善哉」？講說話

那有人用「善哉，善哉」的？譯為白話是什麼？應是「好啊，好啊」。「善

哉，善哉」即是「好啊，好啊」，「哉」字即「啊」，「善」即「好」，「好

啊，好啊」。我們何必要用個「哉」字呢？「哉」字讀古音是這個字來的，

「啊（呀）」。「善哉」即「好啊」。「我請你飲茶好嗎？」「好啊。」比

「善哉」好。我們為何要用個「善哉」呢？「羅先生，我請你飲茶好嗎？」

「善哉，善哉。」笑死人。我們應該要什麼？現代人要講話，一是你不要講

話，你念古文。念古文的時候，你當然是「善哉，善哉」。如果你是作為上電

視台講話，你便要講「好啊，好啊」。不會有一些像「如是，如是」的。不

好，應說「對了，對了」。 

 

還有這樣，隨便在電視上那些和尚、法師出來。人們見到他們必然是這

樣（單掌），應該要合掌的，怎可以單手呢？單手是什麼？法師們不得已才用

單手的。如果手中拿著東西，他另一隻手便這樣。是這樣而已，不是單手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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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他人行禮的。這像是拿刀斬人一樣，不對的，是不是？雙掌合上表示什麼？

合十指為一字，即把精神集中。他的精神集中對你，是這樣解的。怎可以這樣

（單掌）去對人呢？電視有很多是這樣的。還有，少林寺的和尚，當主持出來

的時候，必是穿著一件紅袈裟和你打鬥的，舞著一支兵器和你打鬥。那有這樣

的，穿著袈裟來打鬥？是不是？那件袈裟是說法的時候用的，穿穿說完法便會

脫掉，疊得很漂亮地放著的。那會打鬥都會穿著件金線的祖衣，那有這麼笑話

的？這便是知識不夠。還有電視台用什麼？觀音菩薩，它找來趙雅芝出演觀音

菩薩，趙雅芝這些 Kid 女，樣子怎像觀音菩薩？觀音菩薩是怎樣的？是美男

子，一個很軒昂的男子。你用一個女子來演已經不怎麼妥，你還找一個明星那

種女子來演觀音菩薩，簡直是醜化了觀音菩薩。是不是？所以天主教那些人演

戲，他不多肯扮演耶穌。何解？你找人扮演耶穌，不容易演得到。因為耶穌那

種神態，不是你一般世俗人可以演繹。無論如何他是一個聖人，雖然佛教稱他

為外道，他到底是一個很偉大的聖人。你找一個普通人扮演他，怎也演得不

像。日本人拍佛教的電影是怎樣？演釋迦牟尼佛，找一個人扮演釋迦，演到他

未成佛，直至他在菩提樹下。在他成佛之後，他不再演下去，他會空了這角

式，弄一個影子。他不再扮演佛，理由是什麼？一個成了佛這麼偉大的人，你

找一個人，塵世中人的樣子來扮演，怎樣也不會像他的，不如用一個影子算

了。日本人是這樣。這也是對的。好了，再講下去。「如是，如是。彼善男子

或善女人，由此因緣所生福聚，其量甚多。」這個不用解了。懂嗎？ 

 

同學：「『彼』字是否要改？」 

老師：「嗄？」 

同學：「善男子或『彼』女人…」 

老師：「是的，『善』女人，那個『彼』字請大家把它改正，或『善』女人。

這本經有很多字錯，做校對的很難校對，校對是很難的。是葉文意校對的，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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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意對經相當熟，你找個熟的人來做校才好。譬如有一篇古文讓你來校對，找

一個老先生，很好古文的，讓他校對他會錯的，因為他『Sir』一聲讀過了。是

找一些不怎樣認識的，逐隻字對著來校，這便不會錯。所以真正校對的，中國

人古代校對是很『拿手』（擅長）的，不會讓你一個人拿著兩幅來校的，一個

讀一個看來做校對。一個讀一個看是會很容易發現錯誤的，初校便是這樣。覆

校呢？倒轉來我讀你看，這樣來校的。這種校對是很少錯的。自古以來，政府

公文的校對是用這個方法來校，所以稱為校讎（音籌）。我現在不是在講國

文，不過有些年輕人在這裏，聽聽也不錯。校對又稱校讎，這個『讎』字可讀

『仇』音又可讀『籌』音，讀音作『較籌』。有一種校讎的學問，當你校對的

時候，像是兩個仇人，錯了一點馬上說錯，此謂之校讎。明白嗎？『校』即校

對，校對的時候，態度很嚴肅的，像兩個仇人在宮庭相對，講錯一點兒他都會

指出你，此謂之校讎。聽得到嗎，年輕人？」好了，講回這裏。「彼」即那

個。那個善男子或善女人，由於這個緣故，因緣，所生的福聚，其量甚多了。 

 

「何以故？善現，若有福聚，如來不說福聚、福聚。」這句你又是難解

了。如來所謂真的福聚，無顛倒的福聚是什麼？要三輪體空的福聚，剛才我不

是講了。三輪體空是修了福而像是沒有修的，空掉的。這即是無相的福聚，

「若有福聚」即沒有相的福聚。如果我佛所講的這種福聚，是有相的福聚，如

來便不說它是真正的福聚了。聽得明白嗎？如果我說有福聚，如果這個福聚是

有相的福聚，如來便不說它是真正的福聚，說它是世間顛倒的福聚而已。明白

嗎？正是因為無相的福聚，如來才說它是真正的福聚。講來講去整部《金剛

經》，講來講去都是「三覆被」——無相。無相，又要修，又要無相，不外如

是。無相即是性空，其本質是空。本質是空，但是性空並不是等於無——幻

有，我們修行是在幻有方面修。已經解答了一個問題，跟著又一個問題了，我

先解釋基本的意思、意念。上文講，佛果之法身是無相的，是不是？修行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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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修行無相的因，所得到無相的果，什麼都是無相，有相便顛倒了。來到

這裏，無相，一切相都無的那個便是佛的法身。佛的法身亦即是真如，即是孙

宙的本體，孙宙的實質本體。孙宙的實質又稱作無為法，無為法即是無相的，

凡有相的一定是有為法。來到這裏，我為了便利大家自己看佛經，尤其是年輕

的人看佛經不會弄錯，我就再給你們講講。 

 

世界上的事物，不論是摸得到，見得到的或是摸不到，見不到的；不論

它是有形相的或無形相的，總之除非它是無的，如果是有的，這種東西我們便

稱之為事物，是不是？我再講，世界上的事物，不外是兩種。我再可以這樣

講，一種是有的，一種是無的，是不是？還有沒有第三種？有沒有半有半無

的？沒有，是不是？有沒有非有非無的？非有即是無，非無即是有，是不是？

所以世界上一是有的，一是無的，沒有半有半無的。是不是？沒有的。是的，

只有兩種東西。其實有的東西我可以說是東西，無的東西我說是東西，可不可

以？那樣東西是沒有的，我們說是東西，可不可以？根本是沒有這東西，是不

是？沒有的東西我們不需要講。是不是？是不是有些東西是無的？都有，有些

什麼是無的？有那些東西是無的？這個杯是有的，你可以說是有。它是幻有，

幻有亦是有，只不過是幻而已。這杯水是有的，你試舉一種東西是無的。沒有

的，沒有那種東西。電腦？電流？電流你說它是無的，你說它是否無？你先回

答我。電流你說它是否無？有沒有？你先回答我有沒有？沒有，請你摸摸它，

看看有沒有？來吧，你過來摸摸，有沒有？你回答我。如果說是無的，請你摸

摸它，拉開它摸摸它。它電你的時候會震，你會整個震起的，是不是？你回答

我。是不是？是的。這即是有沒有？它會電到你的，你說它無？有之至，還有

一些厲害的。是不是？不是我們眼見到的才是有，眼見不到的也是有的，有很

多東西是見不到的。不是說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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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舉一個例，月亮的背面，你見到嗎？你是見不到的。你說月亮是沒有「底」

（背面）的嗎？你說月亮是沒有「底」的，可不可以？所以見不到的不一定是

無，是不是？你的曾祖父，你是見不到的，你說你沒有曾祖父，可不可以？見

不到的不一定是無，記住。所以學佛最重要訓練這一種思想，這個便是般若。

電流也是有的，可以摸得到便是有。摸得到還說沒有？你找一個事物你說是無

的，試試給我講講。 

 

同學：「時間。」 

 

老師：「時間是嗎？時間一會兒再講，時間是特別的。時間和空間這兩件東西

是特別的， Time 和 Space 是特別的，一會兒才講。在佛教來說，我先答覆

你，不然待會你會說羅先生不懂。沒有的，沒有的。為何沒有呢？一會兒告訴

你。不過這一種無不同於第二種，還有一種是沒有的，最伶俐的。龜有沒有毛

的？你回答我。沒有，龜是沒有毛的。龜毛，有沒有？世界上是沒有龜毛的，

有沒有？有沒有龜毛的？沒有，是沒有龜毛的。龜毛這種沒有的東西只得一個

概念，只有『龜毛』兩個字的聲音，根本沒有這回事。明白嗎？龜毛。兔角，

有沒有？兔子是沒有角的。兔角有沒有？沒有，你硬是『生安白造』而已。龜

毛兔角這些都是沒有的。好了，有那幾位是天主教徒，基督教徒請你舉手。有

沒有？你呀。你不要怪我，你不要回去告訴牧師我這樣講，你不要告訴他人，

你不相信便作罷。佛教徒說：『上帝是沒有的，是龜毛兔角那類東西，沒有

的。天主是沒有的，是執著而已。』何解？電，你說它沒有的。也不對，都摸

得到，看不見也應摸得到。上帝和天主，看固然是看不見，摸亦摸不到的。電

還可以摸得到，天主和上帝是摸亦摸不到的。你見過不？你摸過不？這你又怎

知有他？只是《聖經》說有他。《聖經》能靠得住嗎？你如何證明《聖經》是

靠得住？佛的經我們也不敢說它靠得住。這些應稱為什麼？沒有什麼理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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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一定是的，是的。這便謂之迷信。信了也不清楚的，便謂之迷信。其實現在

很多都是。 

 

這樣東西是沒有的。入去教堂祈禱只不過是自己祈禱自己的心，根本沒有一個

天主在聽你祈禱，沒有人見過有一個天主。耶穌則是有的，二千年前是有這個

人，但只是人。是不是？和釋迦牟尼是一個人一樣，他不會是神。沒有的，

神、上帝這些是沒有的。和龜毛是沒有的，和兔角一樣是沒有的。例如空中有

花，你見過空中有花不？沒有的，空中怎會有花？空中有花。從前有一個人，

有一個皇帝，他要人紡一根最帅的線。人們已經做到極帅了，他硬是說不夠

帅。這個人說：『有了，有辦法。這一根，這一根吧。這一根線帅了。』皇帝

說：『我都看不見。』『你能看得見，便是不夠帅了。你看不見吧，帅至你看

不見。』這個皇帝是傻的：『是的，這一根對了，對了，就是這一根了。』沒

有，根本是沒有，等於那根線一樣。」世界上有些東西是沒有的，沒有的東西

不講。即是說沒有的東西根本不是東西。既然是沒有這東西，即是說這東西不

是東西。不是東西嘛，是東西便是有，不是東西。那些不必講，講有的東西，

先講有的東西。有的東西是指什麼？佛教把有的東西分為兩類，一類稱作「有

為法」，一類稱作「無為法」。很多人解錯的，以為「有為」即有作為；這個

孩子將來一定有作為。不是這樣解的，佛教的「為」字不是這樣解的，和道教

徒所講的有為、無為都不是。佛教解「有為」這兩個字，這個「為」字，記

住。如果你學佛，將來給人解錯，誤人；不要錯解，不要誤人。「為」字作

「造作」解，「造作」和英文的 Act， Do 差不多，「造作」。如何造作？由

各種條件配合造作出來的，佛教稱作因緣，譯為現代語即是條件。由各種因

緣，即是各種條件配合。配合又如何？現在我們稱為配合，佛教稱為「和合」

或「結合」。各種條件結合所產生出來的，便稱作「有為法」。「為」即造

作，由各種條件結合起來，造作起來的東西。「法」字是指東西、事物，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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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法」字很玄妙。佛法，佛法。佛法是什麼？佛所說的東西便稱為佛法，

就是這樣簡單，為何解得那麼玄妙？「有為法」即是由各種條件和合造作出來

的東西，稱作「有為法」。聽得明白嗎？「有為法」。另外一種稱作「無為

法」，不是由各種條件配合造出來的，即是不是由因緣和合造作出來的，便稱

作「無為法」。不由因緣造作出來的，便稱作「無為法」。 

 

好了，那些是「有為法」？眼見得到、耳聽得到、手摸得到、鼻嗅得

到、舌舐得到的，乃至用心想出來有形有像，有個影像的，這些通通稱作「有

為法」。聽得明白嗎？「有為法」者譯做現代話，記住，「有為法」譯做現代

語最正確的是「現象」。一個「有為法」稱為一個「現象」。所有「有為法」

我們加一個「界」字，稱為「現象界」，是不是？一個商人我們稱為商人，無

數商人我們稱為商界。明白嗎？所有「現象」稱為「現象界」，一個「現象」

稱為「現象」。同一樣道理，一件東西，一個「現象」稱為一個「有為法」。

如果所有的「現象」合而稱為「有為界」。是不是？「有為法」譯成英文應譯

做 什 麼 ？  Phenomenon 。  Phenomenon ， 一 個 「 有 為 法 」 稱 為 一 個 

Phenomenon。如果多個「有為法」呢？即「現象界」呢？譯做什麼？ 

Phenomena。「-non」就改為「-na」， Phenomena，所有「有為法」，即是

「現象界」。如果你看佛經，譬如《金剛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譯成白話是怎樣？「一切有為法」，所有現象界

裏面的東西。是什麼？「如夢幻泡影」，不用譯了，像是夢、像是幻、像是

泡、像是影一樣。「如露亦如電」。是不是？「應作如是觀。」我們要如此地

觀察，用這樣的觀點去看這些「有為法」。「一切有為法」，即是 

Phenomena。和「有為法」相反的是「無為法」，「無為法」是不由造作出來

的，不由條件造作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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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杯是「有為法」了，是不是？由什麼條件配合造出來的？最主要的條件是

什麼？磁泥，對嗎？磁泥。其他的還要什麼？只得磁泥是不會變杯的， 

Ceramic 是不是？要用火燒。單有火還是不行，還要有工人來做。只有工人也

不會生出杯來的，要用機器，是不是？還有工人，工人那有那麼多空閒不用吃

飯替你做杯呢？還要什麼？工廠聘他做工，是不是？工廠亦是條件了。工廠是

如何成立的？有一班股東投資，那班股東亦是條件了。投資的鈔票，亦是條件

了。鈔票是從那裏來的？由政府發行的，政府亦是條件了。為何政府會發行鈔

票？因為這個政府是一個獨立國家的政府，他有權發行鈔票，國家又是條件。

為何有這個國家？因為人民組織成一個大團體名為國家，人民是條件。為何會

有人民？人民是由他的亞爸亞媽們生的，亞爸亞媽又是條件。亞爸亞媽是誰生

的？由那些祖父的一路數上去，最早最早的是什麼？如果你是基督教徒，那是

什麼？亞當， Eve，亞當和 Eve 又是條件。亞當， Eve 是怎樣來的？ God， 

God 是最原始的條件。是不是？講到這裏他不講了。 God 便是 God，還有得

講嗎？講得到的便不是 God 了。佛家稱之為執著，執著一個講不到的 God。

是不是？ 

 

即是說凡是一樣東西，眼見得到、耳聽得到、手摸得著的，乃至到有很

多東西用心想得到的，都是條件造成的。這些稱作「有為法」，由條件配合造

成的，「有為法」。即有造作，即由因緣和合造作出來的東西。這個定義是沒

有錯了。由眾緣和合造作出來的東西，稱作「有為法」。明白了。與它相反的

是「無為法」，不由眾緣和合造作出來的。那些是呢？於是有兩種看法。一種

是沒有這類東西的，這個世界那有東西是不由眾緣和合造作出來的呢，根本是

沒有的。這些是和龜毛兔角一樣，是沒有的，是虛渺的。有一種人是不信，不

信有「無為法」的。那些不信有「無為法」的這一種人，就稱為虛無主義者。

一切虛無的，虛無主義者，又稱作唯現象主義者。什麼也沒有，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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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nomena 的，唯現象主義。你回去查查英文字典， Phenomenalism，唯現

象主義者。由 Phenomena 變為  Phenomenist，再由 Phenomenist 加上-

ism，就稱為 Phenomenalism，你查查這個。你找一本厚一點的英文字典，你

會查到這個字，稱作「唯現象論」。世界上什麼也沒有，只有一切現象。靈魂

固然是沒有，神亦沒有。不止沒有神，佛家所講的「無為法」也沒有。一切事

物皆是 Phenomenon，唯現象論，唯現象主義。世界上有這一派，我們中國也

有。我們中國古代有一個公孫龍子，人們說他是唯現象主義。現在世界上都

有，那些不信神的，唯現象主義的，有很多。歐洲那些是不信神的，那些便是

唯現象主義。 

 

好了，有些人是不信有無為法的，那些不用說了。有些人相信有一種東

西是無為法的。譬如你是基督教徒，你一定相信有一種東西，是不由眾和合造

作出來的。那些東西是呢？神不就是嗎？誰做神？沒有的，他本來就在的，你

不能問的，問是不對的，是不是？這個稱作無為法。你不要取笑基督教，你不

要取笑天主教，所以不要隨便取笑他人。他人取笑你佛教，你佛的真如，佛所

證的法身，真如，有沒有因緣和合造作出來的？不由因緣和合造作出來的，本

然存在的。既然是本然存在，那就是無為法。你佛教何嘗沒有？你又走來批評

我，說我的上帝不對。你又講真如，你的真如和我的上帝差多遠？最多是五十

步笑百步，是不是？ 

 

同學：「真如是人人都有的，但上帝不是人人皆可以做上帝的。」 

老師：「嗄？」 

同學：「我們真如，人人都可以有真如。」 

老師：「人人都有。」 

同學：「上帝則不是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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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他說人人都是上帝造的。」 

同學：「它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上帝。做得到上帝那個…」 

老師：「人人都有真如，真如是誰做的？沒有人做的。這樣我的上帝也是和你

一樣，也沒有人能做得出上帝的。你的真如也是沒有人能做得出來

的。我的上帝只可以信仰他，你的真如不也是要去證它？你走去證真

如，我則走去信上帝。」 

同學：「但是信極你都不可以做上帝。 

老師：「這又是，只差這裏，你不可以做上帝。佛教則說人人皆可證真如，不

同的就在這裏。佛教帄等一點，是這裏不同。你不是上帝，你是上帝

造出來的奴僕。是不是？你不要說是奴隸，你總之是上帝造出來的，

你不可以做他的。佛教則不然，我便是了，而且未成佛都可以講，

『我本身便是佛，本來是佛。』你都可以這樣說。但如果你是天主

教、基督教，你談也別談，談也有罪，就不同於這一點。在天主教來

講，天主便是無為法。在基督教來講，上帝便是無為法。佛教是什

麼？真如便是無為法、本原佛性便是無為法，不是有人造作它出來

的。所以拿世界的宗教來作比較是很趣的，說到高處差不多。基督教

和天主教的神學，說到高處和佛教相差無幾，只差一點點。中國的儒

家、道家，講到高妙的地方和佛學也差不多。是的，你自己是佛教

徒，當然是唯佛教獨尊。其實也不是，是自己關起門說自己第一而

已，一個人關起門說，「是的，天下我最漂亮。」你要比較一下才

行，比較然後才可以。我是沒有這種心的。 

同學：「它差別的問題是我們人人皆可以成佛，它就不是人人…是一點不

同。」 

 

老師：「真如也不是人來的，都不是人來的。人是一個個個體，真如則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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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於萬有的。」還有，基督教徒有一派，天主教和基督教有一派名為「泛神

論」。講神學是有兩派的，有一派名為「超神論」，一派名為「泛神論」，寫

這個「汎」也可以。神學是有兩派的，「超」即超越，我比你高。我和大家一

起，我超過你的，出類拔萃的。或是你簡直是我的奴隸，你是我造出來的，你

是我生的。我是神，你不是神，名為「超神」。超乎萬物之上的那個神——

「超神論」，一派是「超神論」。即是怎樣？神在上面，「上帝臨汝」嘛，上

帝駕臨你嘛，你在他下面的。他比你超一級來望望你，稱為「超神論」。「泛

神論」則不是，「泛神論」說上帝根本是無形無相的，我們有形有相世界的本

質，就是神，即是到處都是神。我們現在喝一口水就是飲「神」，能飲水的

神，所飲的神，到處都是神。教堂裏面的十字架上有神，糞坑裏面的糞蟲便都

是神。萬物都是由神 Present 出來的，萬物都是由他來，由神具體顯現出來。

那神又怎樣？這個神便是無處不在，無乎不在，無形無相又無處不在，又無乎

不在的。這個高度是什麼？即是真如。不過他執著有這麼一件東西而已，形容

是什麼。佛家的真如，不也是一樣。 

 

老子的「道」，不就是一樣。老子的「道」是無乎不在的，你們讀讀

《莊子》便知道。有一個人問莊子，是南郭（應為「東郭」）先生走去問莊

子：「你常常講『道』，『道』在那裏？」莊子說：「『道』嗎？『道』就是

在瓦礫中，在那堆垃圾、磚瓦中。」他說：「原來『道』是那麼低級的嗎？你

再清楚一點告訴我。」莊子說：「『道』就是在那堆蟻，那堆螻蟻處。在那些

沙洞，蟻處。『道』便在那裏。」他說：「那不是再低級一點？瓦礫已經低

級，你還說是螻蟻。你再講清楚。」莊子說：「『道』就是在屎尿處。」他

說：「為何你越講越低級？」現在常常講的「每況愈下」。現在的人全弄錯

了，說什麼「每下愈況」。實在莊子的意思是，「每況愈下」。「何每況愈下

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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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道在屎溺(莊子.知北遊)—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

問於監市履狶也，每下愈況。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

然。…」】 

 

「況」即譬喻，你常常用譬喻，初初用譬喻說是瓦礫，甪低級一點便是

螻蟻，再低級一點是屎尿。每譬喻一次就越低級，便是每況愈下。道家講的

「道」是很高的，不是講的那麼簡單。這便是「無為法」，道教徒的「無為

法」便是「道」。 

 

佛教的「無為法」是什麼？真如。禪宗人稱之為什麼？佛性。就是這麼

簡單。所謂法，無的不用講，有的呢？兩種，一是「有為法」，即現象界；二

是「無為法」。「無為法」英文用那個字？  Reality。那個字怎樣串？ 

Reality。譯做什麼？哲學上譯做「實在」，又譯做「實際」，有人譯做「實

體」，又有人譯做「本體」，又有人譯做「元」。《愣嚴經》之「妙明元

心」，「元」，萬物之根源。好了，現在解釋過了。講到修行便要修那些無相

的行，是不是？修無相的因，將來所得之果，便是無相的果。無相的果便引出

「無為法」，便證得「無為法」，即是證得真如。而這個真如便是佛的法身，

即是證得法身。證得法身即是證得真如。證得真如即是證得「無為法」。聽得

明白嗎？果是無為的。既然果是無為的，佛果是無為的。「無為法」是無相

的，那佛便是無相了。是不是？佛是無相的，又說佛有三十二相，有八十種

好，一會兒又說你生去極樂世界，你要作觀。觀極樂世界阿彌陀佛，他有萬億

紫金身。又說你死的時候，阿彌陀佛拿著有相的金台、蓮台來到接你。接了你

之後，你的中有便走了去極樂世界蓮花胚胎裏面。到了差不多時間，你又走出

來。你走出來，見到有一個佛，你便禮佛了。全部都是有相的，這便變了不

對？佛是無相的，見不到的。你又說佛有相好，三十二大人相，相好端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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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又怎通？有這樣的一個懷疑了，這裏又解答這個壞疑。（丁七）、（解）釋

無為何有相好之疑。既然佛是無為的，何得有所謂相好呢？好了，這處分兩

段。（戊一）、明佛不可以色身觀。「明」是說明；說明佛你不能夠用一個有

相的物質身體。「色身」即物質的身體；「色」字作物質解；物質身體， 

Material Body，「色身」。不能用「色身」以作觀點來觀察的。（戊二）、

（說）明佛不可以相好觀。不能夠以相好便稱作佛的。如果相好便是佛，那些

真命天子的相夠好了，是不是？他便是佛了。佛的相和那些真命天子的相差不

多的，都是三十二相。 

 

好了，現在先說（戊一）、明佛不可以色身觀。又分兩段，佛問、善現

答。現在佛先問，（己一）。「佛告善現：『於汝意云何？』」佛又對善現講

了，我現在提出一個問題問你，對於你的意思，你如何回答我這個問題呢？

「可以色身圓實觀如來不？」他說，我們想觀察一個人，看他是不是佛？我們

用什麼標準？可不可以用某一個人，他的物質身體很圓滿的？何謂之圓滿？三

十二相、八十種好都具備，便是圓滿。「圓」即圓滿。「實」是什麼？無漏、

真實，「實」即是真實，指無漏、清淨無漏的。可不可以用一切色身，三十二

相都圓滿，和他也是無漏的、很清淨的。可不可以這樣觀如來呢？其實你說佛

有一個清淨無漏身都是不對的。真佛是沒有身體的，真佛是真如無乎不在的。

善現便回答了，（庚一），（庚二）。（庚一）是標，（庚二）是釋。「善現

答言：『不也，世尊，不可以色身圓實觀（於）如來。』」善現答了，「不

也」即不可以。世尊，我們不可以以物質身體是否三十二相圓滿，是否清淨無

漏，用這個標準以觀察如來。不可以的。標舉了大旨。下面（庚二）是解釋。

「何以故？」為什麼呢？為什麼不可以以色身圓實來觀如來呢？他便回答：

「何以故？世尊，色身圓實，色身圓實者，如來說（為）非圓實；是故如來說

名色身圓實，色身圓實。」這個很容易解釋。為什麼呢？世尊。所謂色身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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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有一個物質身體，而物質身體，三十二相、八十種好都圓滿，又真實無漏

的。這個色身圓實。所謂色身圓實，所謂色身圓實，如來說它是什麼？非圓

實，不是真正法身的圓實。所謂色身圓實，色身圓實呢，並不是如來法身的色

身圓實。只是什麼？報身、化身的色身圓實。報身、化身是假佛，不是真佛。

聽得明白嗎？「如來說（為）非圓實」即是非真佛的色身圓實。「是故如來說

名色身圓實，色身圓實。」「是故」即所以；所以如來便說有三十二相、八十

種的色身圓實的佛是什麼？是假佛的色身圓實，假佛的色身圓實。聽得明白

嗎？既然這樣講，這個是否佛呢？便不能用三十二相具足與否作為標準了。何

解？具足三十二相的那個亦是假佛來的。 

 

下面，說明。明佛不可以相好觀。說明這個是否佛，你不應該用是否有

三十二相的好相來作為標準觀察的。分二，佛問、善現答。（己一）、佛問。

「佛告善現：『於汝意云何？可以諸相具足觀如來不？』」其實佛是多此一

舉，須菩提，善現都明白了，你們也明白了，他還是要這麼累贅。佛是很累贅

的，他擔心有些人不認識，他是很累贅的，佛和彌勒菩薩是兩個都以累贅聞名

的。是的。我現在問你，「於汝意云何？」你的意思，如何回答我？「可以諸

相具足（來到）觀如來不？」我們可否用三十二相都具備，以此作為標準來觀

察、來判斷他是否如來？很簡單的，答案自然是否定的，不可以。一四四頁

（新書二一二頁）第二行，（己二）、善現答。裏面又分標和釋。（庚一）、

標。「善現答言：『不也，世尊，不可以諸相具足觀於如來。」不用解了。

「不也」，不可以，世尊。我們不可以用是否三十二相具備；「具足」即具

備；來作為標準觀察他是否如來的。為什麼不可以呢？下面解答。（庚二）、

釋。「何以故？」，為什麼呢？「世尊，諸相具足、諸相具足者，如來說為非

相具足；是故如來說名諸相具足、諸相具足。」這句又是很簡單的。「何以

故？」，為什麼呢？「世尊，諸相具足、諸相具足者」，世人所謂三十二相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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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三十二相都具備這兩話。「如來說為非相具足」，如來就說這些所謂三

十二相具足，「非相具足」，非真佛的諸相具足，非法身佛的諸相具足。「是

故如來說名諸相具足、諸相具足。」所以如來便說，人們所說的諸相具足，是

假佛的諸相具足，是報身佛和化身佛的諸相具足。這裏解答了，如來是沒有相

好的，真佛是沒有相好的，假佛才有相好的。說法度生是用假佛的，不是用真

佛的。真佛會不會說法的？很多人不敢回答，你說吧。「真佛不會說法。」今

日講了這兩個問題，跟著又有一個問題了。這即是說佛是沒有真的身體了。假

佛才有身體，真佛是沒有身體的。既然真佛沒有身體，佛如何說法？跟著的答

案是什麼？假佛說法，真佛不說法。下面… 

 

留待第二日吧，已解答了兩個問題。你們很歡喜讀《菩薩戒》，休息一會才講

《菩薩戒》。今日講那些，有什麼問題不？ 

 

同學：「剛才講觀音是美男子，是嗎？觀音是男子來的。」 

老師：「是的，是男子，不要以為是女子。」 

同學：「故事又說觀音是如何，皇帝又如何的。」 

老師：「故事那些是蠢材。講故事的又是蠢材，聽故事的更蠢材。是這麼簡

單。」 

同學：「為何現時觀音像全都做成女子樣貌？」 

老師：「觀音像都是男子來的，他男子生得漂亮是美男子而已。你以為唯有女

子才漂亮嗎？男子也可以是漂亮的。不過是人們把他畫成女性化，中

國人畫觀音是女性化。佛經裏面稱呼觀音為善男子的，還不是男

人？」 

同學：「羅先生，虛無主義和斷滅有什麼分別？」 

老師：「斷滅見是虛無主義，但虛無主義不只斷滅見的。佛教禪宗所說的頑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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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也是嘛，頑空便是虛無主義。現代學佛的人最『棹忌』是走錯了一

條虛無主義的路，以為一切皆空，認為無為法也是空。」 

同學：「羅教授，你說 God 是就如所謂龜毛兔角。人家天主教又會不會說你

的阿彌陀佛也是差不多的？都是沒有人見過。」 

 

老師：「阿彌陀佛？如果他來和我講，我便會這樣答他。『如你高興，你可以

這樣說。』因為阿彌陀佛根本就是假佛，是不是？隨得他講。還有，阿彌陀

佛，佛教徒中亦有兩派看法的。一派，禪宗人的看法。認為西方極樂世界、阿

彌陀佛；禪宗人，一部份人的看法；不過是一種喻言而已，譬喻而已。不是真

的有一個極樂世界，亦不是真的有阿彌陀佛，你讀讀《六祖壇經》便知道。一

個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便是你的自性，自性彌陀，你的真如自性便是阿彌陀

佛。極樂世界又怎樣？極樂世界者不是真的有一個世界名極樂世界。是一切罪

惡都不起，一切煩惱都不起，那時候你心安理得，那時候的那種境界便是阿彌

陀佛。『觀音菩薩，我見觀音菩薩。』觀音菩薩是代表所謂一個譬喻而已，並

沒有一個觀音菩薩。譬喻什麼？譬喻你內心裏面的那種慈悲心，大慈大悲嘛。

你能夠起那個大慈大悲的心，即是你見到觀音。不只你見到觀音，你就是觀

音。你是能夠大喜大捨，你便是大勢至菩薩。『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為勢

至。』《六祖壇經》便是這種看法。如果有些人，禪宗人跟著六祖，他便是如

此。『那裏有極樂世界，極樂世界是譬喻而已。即是你心安理得的那種境界，

便是極樂世界了。』何謂天堂？天堂也是沒有的。天堂是什麼？天堂是修十

善，你修十善修得心安理得的那種境界，便稱為『你去了天堂』。如果你起了

一個貪瞋癡煩惱，又想害人等等，你便稱為『下了地獄』。六祖便是這種講

法。即是說如果按照這種講法，極樂世界也是假的，是喻言而已，譬喻的說話

而已。觀音、彌陀都是假的，包括天堂也是假的，地獄都是假的，只是人間而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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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宗的一派便是這種講法，它的根據是根據《六祖壇經》。除了禪宗以

外，都是信有，因為它信佛的說話，所以它相信有極樂世界，相信有阿彌陀

佛，相信有觀音。如果有人反駁，『這樣是對了，你很聰明，佛都是這樣講，

禪宗人都已經是這樣講的。』『你講得不錯。』這樣他服了，什麼火也收起

了，是不是？你和那種人講，最好是這種講法。『你說得對，有些人也是這樣

講。』『這樣講是對？另一些人的講法。』『另一些人，是各有見解而已。你

不妨先進來研究一下。』如果他願意這樣研究，也是沒有所謂的，漸漸地他亦

會變的。我可以這樣講的，『你是在門口外面。』很多牧師、神父和我講，都

是沒有結論收場。『你卻走來辯駁。』現在我反問你：『你是牧師，你基督教

是否有很高深的神學，是不是？你回答我。』必然說是，『我們有些很高深的

神學，是的。』『譬如一個門外漢，對你這些很高深的神學，必定是不明白

的。是不是？』他說：『肯定是的，我們學神學也學了十多年。』這即是門外

漢是不懂的。『如果有一個門外漢，隨便在外面對一些未讀過神學，隨便攻擊

你基督教的神學，這些人對不對？不對吧。你不就是一樣，你讀過多少本佛

經？即是說你『烏 Sir Sir』。你不懂佛經，即如我不懂你基督教的高深神學一

樣，帄等而已。你卻走來走去，穿牆撞壁。現在有很多人來和你所講的上帝作

對。』 

 

我告訴你，蘇聯第一個太空人，記得嗎？名加加林，是不是？是不是加

加林？蘇聯人上天空，上完回來接見記者。記者問他：『你看見些什麼？』他

說：『我看見很多東西，又見到地球，又看見很多行星，但是見不到上帝。』

這個人『攞景』（不尊重，唱對台）嘛。這句話你不要不以為然，這句話很

『攞景』的。因為你什麼都看見，整個地球都見到，整個世界都見到。這個世

界是真實的，但你所講的上帝，簡直是虛渺的，我上到天空也見不到他。加加

林，你查一查以前的報章看看。都是一樣，門外漢講內裏的話是不對的。我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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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和人們這樣講的，我不怕他們。」 

 

同學：「實相念佛和那個念佛是不是兩回事？」 

老師：「不懂的便是兩回事。」 

同學：「有說七寶池、八功德水那些是有相的。」 

老師：「是的，有相。實相念佛是無相的。有相念佛是偏於有，實相念佛我嫌

它偏於空。最好是我這一種念佛，是有相。有相呢，此相又不離實

相。有相，假的相，假相是有的。假的相是什麼？不是無所依據，假

的相是由實相呈現的，由真如實相所顯現的，所以是第一級。最低級

的是有相念佛，比較高一點的是全部無相念佛，再高一點又是有相。

你讀過禪宗有一句話，當你未開悟的時候，見到山是山，說它是山；

見到水你說它是水。當你開悟了之後，當你開悟的時候，見到山不是

山，空了嘛。見水不是水。當你悟了之後再修，你又如何？你見到山

還是覺得它是山，見到水還是覺得它是水。三個階段是不同的。有相

念佛，見山便說它是山，見到水說它是水。實相念佛呢？則見山不是

山，見水不是水。再高一層呢？見到山還是山，見到水還是水。如果

一味講實相念佛這些，有些人說它高，我便笑，我見到覺得簡直是笑

話。有相，相是假相，你知道是假便行，有什麼要緊呢？」 

同學：「你是否在講那個是化身佛？」 

老師：「是的，化身佛。化身佛有相也不壞，是不是？如果佛弄至化身也沒

有，報身也沒有，何貴乎他是佛？他如何度眾生？所以到這個境界的

時候，還是有相。這樣便圓融嘛，這樣才是中道嘛。這套東西我夠

懂，我現在念佛，同樣是有相，同樣是觀想他的相。你觀想他，又時

常無相，無相，都是一個概念，一個 Concept 而已。無相，無相是一

個概念，那個都是相來的。與其這個相弄到自己那麼紛亂，不如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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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在不是更好？你不執著它便是一樣，無所謂。」 

同學：「你的意思即是有一個相但不要執著那個相。」 

老師：「是的，不要執著。禪宗說『於相離相』嘛，這個是最高的。我就取這

個。所以有人說：『羅先生，為何你也是這樣的？你都是這樣著

相？』我著相怎同你著相？你著相是著相，我著相則是不著相。我知

道那個相是假便不著相。」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