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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藏王慈悲救人的，你念他又是這樣救，你不念他又同樣地救。除非那

個被油鑊炸的，和他無緣的才救不到，和他有緣的同樣救到。你這個孝子賢

孫，你以為這樣做功德，他便可以得嗎？所以從這個觀點來講，你就不如省下

金錢，做些正正經經的事更好。但從第二個角度看又不是，你父親死了，你做

孝子賢孫，你便打齋給他又如何？即是時時思念他，最低限度在你打齋的時

候，你是思念著他的。這樣你便像是和他訂下、立下一種關係，念念都不忘

他。你這種心情，薰入你的第八識裏面。你的第八識就如一台電腦，打了資料

進去，將來，來世或第三世，甚至到第一萬世，剛剛你和他碰頭的時候，你和

他一定，或許和他做父子，或許你是父親，他是兒子也不一定；或許他做回父

親，你是兒子也不一定；是不是？或許他是出家做和尚，你做他徒弟也不一

定；你和他結下一段關係。 

 

從這個觀點來講，亦好，但不需要是必然，不是必然。因為你和他再碰

頭的時候，不知是一萬世或是萬萬萬世，怎知？是不是？這亦有用。不過，如

果是這樣的話，便全部不用也可以？換一句話來講，從這一個角度來講，是根

本不用。是不是？ 

 

從另一個角度來講，是無所謂的，反正你有錢你便做做，和他結一段緣

亦無不可。凡事是兩頭的，不是「死牛一邊頸」（一成不變）的。「無法可說

（得）」，真佛無法可說，「故名說法」，這個疑問解答了。下面，（丁

九），一四八頁（新書二一七頁）。 

同學：「羅教授，那個應該是『無法可得』，或是『無法可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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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嗄？」 

同學：「那部經。」 

老師：「是『無法可得』。」 

同學：「應該是『得』，是嗎？」 

 

老師：「是，應該是『得』。『說』是一定『得』才有得說，是不是？沒有

『得』便不能『說』，所以鳩摩羅什便譯作『無法可說』。你看那本便是『無

法可說』了。梵文是『無法可得』，『得』字本來是作把捉到解。」好了，現

在（丁九）、釋深法恐無人信之疑。好了，「釋深法恐無人信」，你講到這麼

深奧，很容易會沒有人信。那個真佛法亦沒有得說，亦不會說法的，這樣是太

深了。事實是太深，你找那些不識字的老太婆，你和她講，她還會罵你，「你

豈有此理，打淡了我的心。」不就是，有一位法師，香港的忍慧法師不就講，

他說：「念佛，念佛去極樂世界。」他是好六祖的。「東方人有罪便念佛求生

西方，西方人有罪便念佛求生何方呢？你們這一班人全部是『混吉』（無聊、

搗亂）的。」講到全部走了，走剩兩三個人。本來很好有幾十人聽他講的，後

來走剩兩三個，就是因為這樣。太過偏又是不行的，太深了。他是對的，他的

講法是對的，但講得太深。講得太深是不行的，什麼都要中（庸）的，太深不

行的。我們不用學佛，學做人，中國人講人倫都有一句話，這句我們不可不

知。不是要學佛，我們做人應該如此。你的智慧可以很高明，你的境界很高

明。佛都沒有說法，佛亦不會說法的。要很高明的才能了解這一點。但是你亦

要怎樣？「道中庸說」，即你講的話亦要講一些中庸的。「中」者不要太高；

「庸」者平平常常的，即 Common 的，不要講太高超。你的智慧可以極高

明，但是你講的話就要中庸。我們中國的《中庸》是好東西。你們很多人都沒

有讀過這些的，有沒有？我介紹你，你未讀過呢，我介紹你讀，你們這些英文

人，英文仔、英文女。我前天或昨天出多倫多？前天。是孔先生，我和孔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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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茶，孔先生請我飲茶，在新光，飲完了茶他便離開。我走過去想買一些雜物

的，去了一間書局，我記不起是什麼書局了，新光右手邊有一間書局，一進

去，直入裏面有一排櫃。你們英文仔、英文女不妨買來看看。只得四冊，遲了

就買不到了，辜鴻銘譯的《四書》。聽過嗎？辜鴻銘譯《四書》。辜鴻銘是第

一批中國留學生，曾國藩派他出國留學的第一批學生，派去英國的 Cambridge

讀。中國人第一個在 Cambridge 拿 MA（文學碩士）的，就是辜鴻銘，福建

人，有辮子的，還歡喜「聞」（嗅）臭腳的。他最歡喜臭腳，你的那條腳帶。

如果你有腳帶，他拿錢跟你買。「聞」，又有這種怪事，你問問人都知道。有

一種人是這麼怪的，這個辜鴻銘。只得一套，如果有呢，你們…。多少錢我又

不知，我沒有問。釘成像我這本一樣的，一本是《論語》。四本名稱不同，

《孟子》、《大學》、《中庸》，像是三本，《孟子》四本。英文？它是「英

文的《中庸》」，它的英文名稱我又不知，他翻譯成英文，「他打的字」（書

名）用中文，不是用英文。我翻開看看它裏面是英文的，你可以買來看。我一

翻開，何謂「中」？「being without inclination is called Zhong」，「being 

without 」，「without」即不好，「inclination」，不要偏於一邊，「is called 

Zhong」。即是什麼？「不偏之謂中」。完全是英文，不過你要找一本中文的

來對才行，你另外買一本中文的來對。再遲多十年八年，這套書你想買也買不

到。辜鴻銘的書你已經買不到了，我在舊書坊舖買了一套，他翻譯的「天地玄

黃」，《千字文》，辜鴻銘譯的，一千個不同字的英文，譯成像詩一般的。

「天地玄黃」，「天」即上面的天；「地」是下面的地；「玄」是黑色，即藍

黑、藍黑稱作「玄」；「黃」是黃色，這個黃色。「玄」是深藍，比這個還要

深的稱作「玄」。你猜他怎譯？ Dark Sky，天、天是黑的，望上去天是藍色

的，Dark Sky；天夜晚是烏黝黝的嘛，日間看是深藍色的。Dark Sky and 

Yellow Earth，地是黃的。下面那些「宇宙洪荒」如何譯？我忘記了。我只記得

它的 Dark Sky and Yellow Earth。我在廣州買一毫半，15 cents，我買了。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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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知多少人向我借。我說我買了一本這樣的書，北京的教授之流向我借，

借來打番(覆抄)。結果到了最後有一位教授借了沒有歸還。好書切不可借給

人，有一種人是這樣的，他不歸還，他據有了你本書，是這樣。你們真的去

買，不會很貴的，最多是十元一本，共約四十元。可能它會是貴的也不一定，

要你十五元一本也不一定。現在的錢有何所謂？你現在做一個小時工作都十多

二十元。對嗎？讀吧，你們青年來讀，不要做「竹升仔」。到底你不是外國

人，你是中國人，你是 Yellow Face 的，你不是 White Man。 

 

同學：「一出生不是拿刀叉的，我對我的侄子侄女講。我家是學拿筷子的，家

中不是一出生便拿刀叉。」 

老師：「有很多是這樣的。我有一個親戚，問我太太就知。你問他是那處人？

他說：『我是英國人。』給他父親責罵：『你是中國人。』」 

同學：「我有一個契親戚，我見到他便說，為何在家中和我兒子講英文？幹嗎

不講中文？不是，請 Babysitter 也要請一個外國女子。爺爺嬤嬤來到和

那個孫子講…。」 

老師：「這是由於…，我整天得罪人，這是由於他父母之文化修養不同。」 

同學：「我已批評了他：『你在香港讀書，你上課下課所見，只是上課下課的

世界。現在來到這裏，讀了洋書便以為自己是外國人。』我是整天這

樣地罵他。」 

老師：「你以為是這樣而已，他們外國人不認為你是他本國人」 

同學：「認為自己是外國人。」 

老師：「不承認你是他本國人的。」 

同學：「我都知很弊。我批評他：『你如何染了金色頭髮，新長出來的頭髮還

是黑色。』我是這樣批評他。我說：『你漂白了面將來也不會是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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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這是很難說的，何解？最初來到美國或最初去到歐洲的中國人，都是

沒法生活，有些或是『賣豬仔』而來到的。他便覺得在這裏懂得講、

懂得一些事情已經心滿意足，中國那些感到不是很要緊了。」第一、

最初那些人，外國人的看法，中國人，你看看電影。中國人是會帶卜

帽、梳一條辮子的，「論論盡盡」（笨拙）的。一般外國人看中國

人，那些便是中國人。他未見過一些真正中國文化深厚的中國人，以

為中國傢俬，凡是作佈置的傢俬，必定是用竹來做的，竹椅、竹凳，

Bamboo。中國人那有多少會用竹凳的？是那些「咕哩」（苦力）的

家，做凳仔才用竹的，真正稍為「有一碗飯食」（充裕）的是用酸枝

的。坤甸也不用，是用酸枝的。中國人什麼都用竹的？外國人所見到

的不是真的，真正的中國人面貌他看不見。第一批見到的就是那種

人，做苦工的人，初到加拿大那些築鐵路的。 

 

第二批呢？中國國內有一個錢出來留學，自小出來留學，以一種祟洋的

心理來留學，父母又祟洋。那些子女來到這裏，便覺得自己中國的東西全部不

行，在這裏外面任何東西都好一點。其實他這一種人，中國的東西見得太少，

所以這樣，這是第二批。第三批將來如何呢？第三批未知，忘記了自己是中國

人。這是很難怪的，尤其是加拿大所謂多元文化，它吸收中國那一元，它吸收

不了多少。吸收不了多少。我們中國人如果是稍為有點頭腦的，應該自己盡點

力量。你不用說什麼，學佛學佛，我見到多倫多和美國都沒有多少個真正學佛

的，沒有多少真正的。 

如果問起來，就連發菩提心是什麼？他也不知。以為拜拜佛、拜拜懺便可以求

福。 

 

不行的，何解？你如果修行大乘，你想諸佛加被，諸佛菩薩加被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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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沒有，是加被你。想諸佛菩薩加被你，想天龍擁護你，想帝釋、大梵天王保

護你，甚至善神見到你，恭敬讓路，走路都讓路給你。不是沒有，可以，你是

一個菩薩才可以。「那我學佛做菩薩。」菩薩是很容易做的，兩個條件你便是

菩薩了。第一、你要發了大菩提心。你發了大菩提心，你走路走黑路，鬼神都

會讓路給你的，發菩提心第一；第二、守菩薩戒；兩種條件而已。你說：「我

沒有智慧。」不用智慧，智慧人人有。智慧人人有，只問你是深或是淺？今世

淺來世深，不打緊，最重要是行為上。不懂得的，現在的人都是不懂得的。將

來吧，將來一定得的。 

 

加拿大比較單純，或許將來會好的。美國則是差，美國古靈精怪，有所

謂黑教。和我們同事的有一個名林雲的，做了所謂黑教的掌門人，報紙有報導

的，林雲，整天吹牛皮，說什麼林雲教授。什麼教授？我以前就是教授。他在

一個語言中心，教外國人學國語而已，不是教授，沒有人理會他的。林雲，他

又說是。在 New York 搞到不知多蓬勃、多「巴閉」（了不起）。還有一個經

常著作等身，不是著作多便是好東西的。那個叫做盧勝彥，他這一種人將來一

定下地獄的，盧勝彥。有一個吳一正，不知有沒有來到？吳一正這些是在「攪

攪震」（搗亂）的。 

 

他整天講密宗，密宗必定有傳承的，他沒有傳承，最「棹忌」的。那位

姓鍾的，拿盧勝彥那本東西來看，那本是不是盧勝彥的？不是，是另外一本。

那本又是「弊」的，姓陸的。我對他說：「趕緊燒了它，你燒了它有功德。你

現在放在這裏讓人拾到，看了它、信了它，便害死人了。」 

 

 

同學：「南懷瑾那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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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南懷瑾也不行。不是，他是儒釋道三教同源。」 

同學：「他那些是否好一點？」 

老師：「好一點，比盧勝彥好，正氣一點。他是在講三教同源，他不是騙人。

南懷瑾是一個很江湖的學者，學者亦有一種是江湖的學者。從前有兩

種學者，一種是京派，即是北京那一派，老老實實做工夫的；一種是

海派，在上海專出風頭的學者，稱為海派。海派人物便是這一種了，

南懷瑾是正式海派，即江湖化一點的海派學者。你說他騙人，他又不

是，他沒有騙人。他那用騙人，他要錢大把錢。他在台灣，那些三星

上將很多都是他的弟子。你說起要建些什麼？他不在乎。 

 

不過他的見解不正，你一抄襲便『弊』了。你坐禪、修止觀不是幾好

嗎？你又混了些道家運氣下去便『弊』了。有些時講得也不錯的，講禪宗的東

西都講得不錯的。我認識他，他還送了一首詩給我，我也送了一首詩給他，南

懷瑾。到了台灣找他，你說是我介紹的，見他一定會和你很健談的。台灣人則

複雜了，很多外省的去了美國，去了 New York（紐約），去了三藩市。所以你

在美國學佛，認真要小心才行。又有密宗很多喇嘛，喇嘛有些是很正的，有些

很正派的。真正是白教那些是很正統，大寶法王那些是很正派。但有些是假

的，又有些是假的，他不是喇嘛又說是喇嘛。有一本正宗的拿了那本書來看，

那個姓陸的說什麼？他說是普陀山，什麼高人，什麼法師的真傳。真是笑話，

普陀山根本沒有密宗道場。你說是普陀山印光法師弟子還有人信，普陀山有什

麼喇嘛？沒有的，根本沒有這一回事，明明是騙人的。」 

 

同學：「羅教授，我想問問你，達賴喇嘛和班禪有何分別？同是密宗。」 

老師：「兩個是師兄弟。」 

同學：「他們兩人是敵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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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他們是敵對。所以人人信密宗，以為是喇嘛你便信了。我告訴你密宗

本 

 

來最初…。今天我講這些已經講了兩個什麼呢？我講講這個，密宗的來

源。現在所謂密宗有兩大派，記住，一派在印度，很早很早的時候，那些原始

的密宗，在南印度起源的。在南印度起源，相傳是龍樹菩薩在南印度見到一鐵

塔，他是有神通的，用七粒芥菜子，芥辣子。芥辣那些，七粒白芥子念咒，放

進鐵塔內。他是有神通的，打開了鐵塔，他便走進去。他走進去，見到了一個

金剛薩埵，Vajrasattva，見到一個金剛薩埵在裏面入定。金剛薩埵見到他來

了：『對了，我奉我師父大日如來，即毗盧遮那佛。我奉我師父毗盧遮那佛之

命，把密宗的兩部大經看守在這處，等著你來傳給你的，等著你來傳給人間

的。』於是金剛薩埵便收了龍樹菩薩為徒弟，把兩部密法傳給他。一部名『胎

藏界』，『胎藏界』即現在所謂的胚胎，小兒的胚胎，『界』即作部份解；另

一部名『金剛界』。『胎藏界』和『金剛界』是什麼呢？大概『胎藏界』的內

容，其骨幹就以『空』為主，以般若為主。『金剛界』是講什麼呢？以『有』

為主的。大概所謂『胎藏界』，是般若空宗的密宗化；『金剛界』是把唯識宗

密宗化。這是兩界，每界都有經的，『胎藏界』有一本經名《毗盧遮那成佛神

變經》。『金剛界』則有一本《金剛頂經》。把這兩本經和兩界修法，密宗修

法有一種 Program，有一種修法的節目，稱作『儀軌』。把『胎藏界』和『金

剛界』這兩個界的儀軌，傳了給龍樹菩薩，替他灌頂。你們顯教稱為皈依，密

宗稱為灌頂，以香水灑頭，或用一個壺載著香水，在你的頭上灑下去，或在你

的頭上放一放，此謂之灌頂。即是皈依，即是洗禮，即基督教之洗禮。替龍樹

菩薩灌頂，於是密宗成立了。 

 

密宗成立的起源是毗盧遮那佛。毗盧遮那是什麼佛呢？人各一說。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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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宗的，便說它是假的，假的。有一位遠參法師，不知大家有沒有人認識他？

是一位很有名氣的遠參法師，寫了一本《照妖寶鏡》，說密宗是如何的假。如

何假的。如何騙人的。全是魔鬼什麼的。名《照妖寶鏡》。如果你們想找他這

本著作看，你便要去香港明珠佛學社，在那裏便能找到。有些人說它是假的，

有一些又說是最真的，這個便是法身佛。釋迦佛是假佛，是化身佛而已，毗盧

遮那佛才是法身佛。『高，還比他高。』密宗的人自己這樣說。到底是怎樣

呢？有一個折衷辦法，按照我的看法，應該是什麼？這個是報身佛。釋迦是化

身佛，毗盧遮那是報身佛，不會是法身佛。何解？法身是無相的，毗盧遮那是

有相的，這樣應該是報身佛。在摩醯首羅天那裏成佛，把密法傳了給金剛薩

埵，由金剛薩埵在南天鐵塔，在南天竺。在南印度即南天竺鐵塔那處，傳了給

龍樹菩薩。  

 

金剛薩埵是第一位祖師，第二位祖師便是龍樹，有些人是這樣算的。有

些人則不算金剛薩埵，因為金剛薩埵不是人類歷史裏面的人物，所以由龍樹菩

薩開始。一路傳，由龍樹傳給他的弟子龍智，龍智菩薩。龍智菩薩傳了很多弟

子，其中有兩個弟子，一個名為…。我現在經常修胎藏界法，我天天都修胎藏

界法的，胎藏界法很靈驗的。一個名善無畏，一個名金剛智，這兩個都是龍智

菩薩的徒弟。兩人奉老師命令來到中國。到了中國即唐明皇的時候，開元年間

到了中國。唐明皇很信任他，他在中國設壇傳授密宗。傳授的時候，當時有一

班日本留學生來到中國留學。善無畏傳了兩代，就傳到洛陽一位惠果法師，他

收了幾位日本留學生為弟子。其中一個是大名鼎鼎的空海和尚，聽說在日本是

很有名的，空海和尚，弘法大師就是他了。他跑來學了金剛界和胎藏界兩部密

宗，回到日本，在日本京都的一間東寺。你們去到日本京都，在日本京都最大

那間寺名大東寺，簡稱東寺，很大的。他就在那間東寺裏面設壇傳授密法，一

路傳、傳、傳到現代，不知多盛，於是人們稱之為東密了。人人都弄錯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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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是東洋人所傳的密宗稱為東密。不是，是弘法大師在東寺裏面傳的密宗，稱

為東密。這是他在日本，我們中國又如何？中國是一路傳，中國人有一種性

格，不是多信神秘的東西，所以反為不得興盛。雖然不得興盛，到了元朝，元

朝蒙古人打入中國，引了一批西藏喇嘛來中國。每一個鄉村都派一個喇嘛，那

些喇嘛幹什麼？做特務，專監視人的。如果你家中有點家財，有一點錢，他便

會跑來對付你了。那些喇嘛很差勁的，你以為他走來弘法，他是大師。大師是

大師，但那東西不是大師。還有那些喇嘛飲酒食肉，飲酒食肉。在鄉村裏面他

負責那一區，就如基督教建立一間教堂，一個教區一樣。如果你那一家有一個

女子漂亮一點的，你這一家便衰了，他便要你的女兒。那些喇嘛無所不為，當

然有一些很好的，不能一棍全部給打死了。有很多壞的，這樣人人憎恨喇嘛，

『喇嘛』者即是大師。 

 

後來元朝八十多年便亡國，明太祖朱洪武即皇帝位。這位朱洪武，他原

來是當過小和尚，又是黑社會人馬，黑社會的階層怎樣？他都清清楚楚。喇嘛

如何作惡？他全部一目了然。他民間出身的，全部看見過了，所以他即皇帝

位，便立即禁止喇嘛。喇嘛是密宗的，全部禁止，不准中國人學做喇嘛，趕走

所有喇嘛。那密宗也不對？學學禪宗的東西吧，密宗的東西都不對，把密宗也

禁止了，沒有了密宗。明太祖以後，朱洪武以後，密宗便沒有了，但在日本則

不知多昌盛。直至民國，民國的時候，日本人密宗有一位大師名權田雷斧，我

省得寫了。這位是我的太師公，亦是師公，亦是太師公。他發願把密宗再傳回

中國，他便觀察一下中國那一些人適合，當時剛剛有兩個人，一個是潮州人。

你們有沒有潮州人？你，是不是？潮州姓王的，潮陽人姓王的，名王弘願。他

是在中山大學教書的，前清的秀才，他是我的老師，在中山大學教書。他很歡

喜密宗的東西，他翻譯了權田雷斧一本著作《密宗綱要》，翻譯成中文。翻譯

了成中文，還自己刻版流通。自己信密宗，但密宗的念咒、結印，必然要師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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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的，他沒有師父傳，自己念不是辦法的。他譯了權田雷斧這本書，把一本寄

回給權田雷斧。『我現在譯了你的書，你認為對不對？請你認證。』 

權田雷斧高興到了不得，立刻問他：『你可不可以來我這裏學？』我們稱呼他

為王法師。王法師托他，說：『我很想的，不過你要知，我現在潮陽中學做一

個教員，教國文。不過我稍懂日本文，自學的日本文。』他又不會講日本語，

但會讀日本書，他又翻譯日本書。他不懂日本語，日本語是很難學的。『我是

一個這樣的人，我一個月的薪金沒有多少，又要養家。如果你要我來日本學數

個月，我要籌備很久才能做得到。』他寫信回覆權田雷斧。權田雷斧說：『不

用，費用我全部負責，你來吧。』他說：『未來之前，你先留下，我可以先過

來傳法。』他來潮州傳法。『傳法之後收了你，下一年你過來日本，經濟上一

切我全部負責。』 

 

日本的寺門是很富有的，這樣他親自到了潮陽。親自到了潮陽，替王弘

願灌頂。去完潮陽便去了上海，上海又見了一位教授，四川人名程宅安。因為

他是日本留學生，不知如何認識他的。在那裏又找到程宅安，讓程宅安學。還

有一個跟著他的，名曼殊揭諦。曼殊揭諦這個人很懂氣功的，曼殊揭諦又跟他

學。三個人跟他學。於是第二年，全部由權田出錢，讓這三個人到了他那裏。

去了四十九日，修定修了四十九日，念咒，又讓人教他們儀軌。四十九日之後

畢業，三個阿闍黎。密宗法師有資格傳法的，稱為阿闍黎，ācārya，阿闍黎。

他有權傳法給人的。三個阿闍黎回到中國，於是東密又傳回中國了，這三個

人。另外有一位和尚跟太虛法師很稔熟的，有人說他也是太虛法師的弟子，我

就知道他不是，因為我親口問太虛法師。這一位是持松和尚。我問：『持松和

尚是否你的徒弟？法師。』他說：『不是，是我的師侄輩，不是徒弟。』這位

持松和尚食鴉片煙的，文章很好的。很難講的，他未出家之前已經常常寫文

章。他又很有興趣，又走去學密宗。又有了一個阿闍黎的銜頭回到中國。和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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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一個持松，還有居士三個人，我們廣東一個、四川兩個，曼殊揭諦又是四

川的，這個便是東密了。我在中山大學讀書，因為王弘願他是法師，我便問王

弘願：『法師，我當你徒弟，好不好？』他說：『好的，你當我徒弟。我明年

開壇灌頂，你明年來我處灌頂。』全部約好了。講到這裏，我又講一件事，你

說它神話也好，什麼也好。東密是密宗，西藏密亦是密宗的。但是你知道，學

西藏密宗的喇嘛，看不起東密的。說它『不完不備，早期的東西，不行的。』

是這樣的，你們不知道這些東西的。 

 

學東密的人又說：『西藏那些密宗是立立雜雜（不純綷），後期的立雜

東西。雜貨攤來的，那些稱為雜密，不純粹的。我們東密才是純綷的，真正龍

樹菩薩一路傳下來的。』即是這樣。王弘願法師尤其是厲害，這個人很辟性

的。我和他約定第二年做他弟子，剛剛廣東有些人，當時陳濟棠是總司令。有

一個人，你都會認識這個人，你媽媽一定認識這個人。姜西源，大佛寺主持。

姜西源介紹，讓人到南京歡迎那一個諾那呼圖克圖，諾那活佛來到。諾那活佛

來到大佛寺灌頂，他住在六榕寺，東密五法師的壇就在六榕寺，怒極：『我這

個密宗才是正統的，你這一班人，這些雜密弄了一個諾那呼圖克圖來。你這班

人這樣是不對的。』罵了他的弟子，發起脾氣。『我不灌你們了，讓他走後我

才來灌，今年不灌明年再灌。』就是因為這樣，我做不了他的弟子。他發起脾

氣：『我這些那麼純綷的，你也不學，你學那些雜密。』發起脾氣，走了。三

日內打點了包袱回去潮陽，臨走時發了一個願。『如果我講得對，我明年一定

親自回到六榕寺這處，替你們灌頂。』說了這樣的一句話。『如果那是雜密，

這班人全部是錯誤的時候，天龍也會打擊你們的。 

 

我這些是天龍也會擁護的。』臨走時說了這樣的一句話。這便走了，回

去了。到了第二年，他來到了。諾那上師已經走了，諾那活佛已經走了，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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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子趕快認錯，寫信接他回來。他回來收拾好，出門口。那些舊屋，大屋，神

廳前面有一個大天井的。腳一踏進天井，不知怎樣？天井的石是低一點的，老

眼昏花，一腳踏進去的時候便仆了一交，半身不遂。那些人學藏密的便說他的

咀巴不好，又說天龍什麼的，現在天龍便『整』他了，弄至他半身不遂。他說

一定是來灌你了，半身不遂便來不了灌頂的。即刻找來醫生醫治，推遲灌頂，

遲幾個月才灌吧。 

 

推遲了幾個月，他的半身不遂好了。『行了，可能是天龍擁護，我發了

願說再去灌頂，果然半身不遂也那麼快好轉。好的，一於去。』有些事是那麼

湊巧的，一出天井再跌一交，又在天井再跌了一交，有這樣的事的，又半身不

遂，這便不行。 

 

年晚了，那又如何？於是立刻…。你猜他怎樣呢？『無論如何我深信我

這些才是正的，藏密那些是不行的。跌倒是另外一回事，這是我自己的業力。

我不信這些東西的。』於是立刻打電報請兩個弟子到來，另外他自己有一個

侄，在廣州請他們兩個來，一個姓汪的，汪精衛之侄子，名汪應明；一個是寫

了那本《天眼通原理》的馮寶瑛，他們稱為馮法師。兩個人，一個姓汪，一個

姓馮的，請他們去潮陽，替他們灌頂。『我替你們灌頂，便是給了你們一個阿

闍黎位。你們回廣州代我傳法。』於是這兩個即刻去。他又有一個侄名王學

智，王學智去年死了，在香港死的。三個阿闍黎，一個人傳給三個阿闍黎。王

學智是湊數的…。 

 

他說：『法師，汪炎平做傳戒的羯磨，做傳戒時候的羯磨師。』指定他們兩個

去。 

我們本來是王法師灌頂的，結果是馮寶瑛先生為我們灌頂了。後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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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問王法師如何？他又說他代王法師灌頂。這變了我們是升高了一代，應該

是王法師的弟子。但實際上為我們灌頂的是王法師的徒弟，這樣變了是低一

代。我現在都不明白究竟是上一代或是下一代？如果是王弘願那一代，我們便

是五十代，即是由龍樹算至我們是五十代。如果馮寶瑛是我們老師，便是五十

一代。現在你們去日本的，多數是五十二、五十三代，很少找到五十代、五十

一代了。我們學東密便是這樣學的，這個便是東密。在香港傳東密的是很正派

的，是香港一個居士林，真言宗居士林，一點雜質都沒有的。如果在香港你真

正想學東密，就是真言宗居士林。不過這位真言宗居士林，主持人是女子，她

不是太願意替人灌頂，每年請日本的大僧來到替人灌頂。我是在廣州，馮寶瑛

為我們灌胎藏界。剛灌完胎藏界，日本人就打到廣州，我們要走了。日本人投

降之後，我們再回廣州的時候，就傳金剛界。這個是東密。但我當時已受諾那

呼圖克圖活佛來的時候在大佛寺灌頂，又在西關逢源一間大屋，為十多人灌

頂，我又走去學過他的藏密。這是藏密。 

 

東密那一派我給你們講了。你們說密宗的源流，凡事你要知道它的源

流，這是東密。藏密又如何？藏密的起源都是龍樹，都是南天鐵塔，不過它的

傳播，在南印度南天竺傳至中印度的時候，當時的國王很提倡密教。當時因為

他提倡密宗，密宗很流行。那些密宗，那些學密宗的人，走去山林野嶺修行

的。修行，他未修到有成就，他不會出來的。修到成就後，這種人多數是有神

通的，在山岩裏面修。 

 

到了他成就，他成就入定念咒，經常入定，便真正有一個佛，有一個菩

薩親自到來為他灌頂，傳法給他。他是這樣講的，是否屬實？是沒有證人的。

是不是？如果他說謊，就『搞不掂』（不好弄）了。沒有證人，他是這樣講

的，你只有信他。為何你會信他呢？這種人多數是有點神通，又有神通又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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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的，那時有很多大師出現。當時是唐朝中葉，唐明皇以後印度的事。印度當

時有一個皇帝，有一個印度王發心建了一間寺，不知有多大的，那間是超岩

寺。西藏密宗的源流就是超岩寺，東密則是南天竺的鐵塔。超岩寺不知多少那

些在山林野嶺修行，修至親自見本尊，成就了出來，出來後亦要找地方住的，

政府建了一間超岩寺，多數去超岩寺。全部政府供給的。那班密宗大師在超岩

寺，於是超岩寺那班密宗大師，你是專門你稱為大威德，你在定中便得了一個

大威德金剛來為你灌頂，專傳大威德法。一會兒他又說，他在定中親自得到什

麼？『歡喜金剛為我灌頂，於是他就傳歡喜金剛法。』有一些又說：『我得到

憤怒金剛為我灌頂，於是我便專傳憤怒金剛法。』這樣便你傳一個我傳一個，

弄到『立立雜雜』（不純綷）。這樣便有需要把它統一，要把它統一、排列，

令至很有系統才行。於是有很多學者，把所有的密宗逐一學習，全部學好，然

後把那些法分高低排列。講到這裏大家知道，東密分為兩部份。那兩部份？你

說說看，記得嗎？」 

 

同學：「胎藏界、金剛界。」 

老師：「胎藏界、金剛界兩部份而已，沒有第三部份了。如果說西藏密宗，即

超岩寺那一派密宗，分為四級，四部的。現在很多人整天學密宗，

『烏  Sir Sir』， 

 

『你學什麼的？屬於那一部的？他全部都不知。』是四部，所謂四部是那四部

呢？第一部稱為『作密』又稱『作部』。這種密法稱為『作密』，或稱『作

部』，又稱『行部』，專門注重造作的。譬如你修準提法，準提法這些便是

『作部』，這『作部』或『修部』我記不起了。注重手印、注重念咒、注重各

種儀軌儀式，注重造作的，不怎注重學理的，稱為『作密』。它是淺一點的，

例如什麼？現在人人修的摩利支天法，那些便是『作密』，你肯修便會靈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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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你修準提法，那些你肯修便會靈驗，不用什麼教理，不用入觀那些的，這

稱為『作密』，最淺的。 

 

第二種比較深一點的，『修密』。『修』者注重修觀，不只注重結印、

念咒那些，還要注重修觀，稱為『修密』。『修密』是什麼？東密的胎藏界便

是『修密』了。由低級數起不過是第二級，『修密』，即是東密的胎藏界。第

三，再高級一點的，稱為『瑜伽密』。『瑜伽』即相應，不只修觀而且是修觀

修得很深切的。即是等於東密的金剛界——『瑜伽密』，這即是藏密完全包涵

了東密，怪不得西藏的喇嘛說東密那些全部都是淺易的。這即是說所謂東密，

不過是四部中的下三部，稱為『下三部密』。所以西藏人看不起東密，說是

『下三部密』而已，又稱『外密』。密宗裏面又有分『外道』、『內道』的，

第四級是『內道』；前三級稱為『外道』。 

 

藏密中人稱東密為『外密』來的，那些喇嘛是這樣看不起人的。不過你

不懂西藏語，同時你問他，他不告訴你，那些喇嘛省得跟你講而已。這是『瑜

伽密』，東密最高的只是『瑜伽密』。再高一點的，第四級，第四部稱為『無

上瑜伽密』，簡稱『無上密』。這個『無上密』，東密很多人不信它的。東密

很多人不信『無上密』的，你去香港的居士林，那位林長周塵覺，他是不信

的。不過你問他，他不肯講，但他是不信的。台灣的印順法師更大罵『無上瑜

伽密』，說它簡直不是佛法。但西藏密宗卻說它是最高，怎樣呢？多數是修雙

身的，那些稱為『雙身法』。 

 

『雙身法』即是怎樣？一個男，一個女，兩個擁抱著，簡直是一種性行

為，這樣來到修，那個氣脈如何貫通等等。如果印順法師就說：『這個簡直是

性遊戲來的，怎會是佛法？佛法沒有這些東西的，不信。』但那些學『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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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的，那些喇嘛卻說它是最高的。在西藏如果有一個喇嘛，你家中有一個女

兒，或妻子，被那些喇嘛，他不會選著你妻子的，他一定選處女的。你家中有

女兒被他選中為修『無上密』的對象，便覺得有了不得的光榮，家中有這麼的

一個人，便把女兒送到喇嘛處。喇嘛是不娶妻的，便作為修『無上密』的對

象。那些所謂大德，所謂大喇嘛，人人都有十多個，等於中國人娶十多個妾

侍，作為修『無上密』的。那些西藏喇嘛晚晚跟那些人修『無上密』。如果在

純綷的和尚看來，這簡直是糊塗，印順法師便是這個看法。修那些稱為『無上

瑜伽』，何謂『無上』？那種境界，和最高的真如，和佛的心相應，稱為『無

上瑜伽密』。『無上瑜伽密』，你現在看看，佛像中有很多雙身佛像。例如藥

師佛，藥師佛又有一個佛母抱著的，又有那些佛像的。大威德金剛，你去過北

京的雍和宮，你們有沒有去過雍和宮？很多隻手那個銅佛像，在大雍和宮抱

著…，人人稱為歡喜佛的，那個歡喜佛像。那個是大威德金剛，『無上瑜伽』

的有稱五大金剛或七大金剛？ 

 

『無上瑜伽』幾大金剛中最高級之密佛之一稱為大威德。北京所謂的歡

喜佛便是這些，其實那些凡是『乜乜』金剛，『物物』金剛個個都有雙身的，

包括觀音菩薩等都有雙身的，觀音菩薩、無量壽佛等全部都有雙身的。雙身那

些便是『無上瑜伽』了。他說這些是內道，最高深的了。東密是沒有的，你們

那些『外道』是沒有的，我們這些『內道』才有『無上瑜伽』。內裏便是如

此，我就給你講了，信不信由你。我認為如無必要，無謂學『無上瑜伽』了，

如果無此必要則無謂學。如果你確是…。我又把這事問過太虛法師，太虛法師

是阿闍梨來的，班禪為他灌頂，傳法給他，他有權傳密宗的。我問太虛法師：

『你信不信那些雙身呢？那些『乜乜』金剛？』我是他的弟子，他很難答的。

他說：『很簡單的，個個金剛的樣子都是很恐怖的，是不是？世界上有些最恐

怖的事，它用金剛的面貌作代表。世界上的人認為是最邋遢的便是男女交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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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就用男女交合來代表。即是說世界上最恐怖和最污穢的東西，都是真如顯

現。如果你不執著它，當下便是真如。最恐怖的東西即是最慈悲的東西，最污

穢的東西即是最清淨的東西。你不要執著，打破這個執著，當下便是了。』這

是太虛法師的講法。是的，雖然是這個講法，他是一位大師便不能不這樣講

的。是不是這樣則不知道。什麼班禪？又是很多妻子。達賴也是，他不稱作妻

子，和他修法的『無上密法』。你說：『羅先生，你是在毀謗班禪，你說他有

很多妻子。』是否毀謗？你要問問陳存仁了。有沒有人認識這位醫生？陳存仁

說的，他替班禪在上海看脈的。班禪病了，他時常替他看脈。他說班禪有五個

妻子，五個，陳存仁說五個，我則不知。」 

 

同學：「有沒有子女？」 

老師：「嗄？」 

同學：「班禪有沒有子女？」 

老師：「子女都是做喇嘛的，他不稱為兒子，稱為徒弟的，子女作為徒弟

的。」 

同學：「這即是變相結婚。」 

老師：「這即是居士，那裏是出家人？」 

同學：「這又真的何必呢？」 

老師：「你是這樣。所以印順法師說這些不是佛法。但是你要知，有些人認為

他真是無上的。台灣有很多喇嘛，有一個是居士身的，名屈映光，有

沒有人聽過？屈映光又名屈文六。他是喇嘛來的，他是喇嘛身份來

的，他一世都修『雙身法』，他修至九十歲才死。他採寶，即道教採

寶。他是如何修的？幾個爭著和他這個老人家一起修。有一個是李鴻

章的孫，一輩子跟他的那位李小姐。李鴻章的孫，一輩子跟著屈映

光，和屈映光修『雙身法』的。還有，金剛乘學會，寫信給我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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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這個金剛乘學會。金剛乘學會那位導師是劉銳之上師，有沒有人

聽過？劉銳之，他不就是去了印度，跟一個敦珠喇嘛學『無上瑜

伽』。回來後我問他有沒有修？他說：『有，為何沒有修？』我說：

『喂，在香港你別弄出禍來，在香港你和人修這個法，是不行的。在

西藏則不同，他們認為家中有女兒和你修『雙身法』是無上光榮。在

香港，他們找人用槍打死你也有可能。』」 

 

同學：「如果是『危險年齡』（未成年）的，警察還會拘捕他的。」 

老師：「是的，如果他找那些（的話）。他說：『不是，我和我太太修而

已。」劉銳之。」 

同學：「有沒有教人修呢？」 

老師：「還有一位吳潤江法師，在香港的，吳潤江法師亦是修的。」 

同學：「也是修這些？」 

老師：「是的，他修得紅粉緋緋的。凡是修『無上瑜伽』的都是，不是長壽便

是紅粉緋緋的，多數是這樣的。其實即是道家之採寶。人們讓我介紹

學密宗，我說在香港的最好去居士林，最低限度它保存那些…。日本

人的保守性是很強的，和唐朝時差不多。至於藏密，現在人人說他是

在修藏密，其實怎樣呢？因為灌頂有兩種，一種稱為結緣灌頂，教你

一種法，讓你結一個印來修修，只是結一個緣，將來有機會再全部

學。它不是整套教你，整套教你便要一級一級的，是六、七層灌頂，

很複雜的。」 

同學：「羅教授，好像通常學密宗，是要懂得經教的，然後才修的？」 

老師：「所以都是…，你聽了一些黃教和白教的人講，就說一定要懂經教。有

些是跟紅教，有些是不用看經教的。即如學顯教，有兩種人，一種人

說你參禪便可以，不用讀經的。有些是這樣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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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如何參？參些什麼？」 

老師：「應該是這樣的，他說你讀經更弊，更多東西執著，更多障礙。有，有

這樣的。有些是不用的，只修密宗便可以。但有些…，極端的，根本

不用理經的。 

 

另外有些是另外一個極端的，黃教便是另外一個極端了，你要學了十

年、八年經教，然後才有資格學密宗。普通的學學觀音菩薩法，這樣可以。結

緣灌頂便隨你，真正想學密宗要十二年，懂顯教，做了十二年顯教的工夫，考

過你，確是有資格，認為你可以了，然後才會讓你做，這是黃教喇嘛。黃教要

做密宗，學做阿闍黎，要十年至十二年顯教通順然後才可以，這種人又極端一

點。還有中間的便是白教，現在美國的便是白教喇嘛，大寶法王那一派。經教

的要學一點，又不用弄至要學十年、八年，密宗又兼學，白教便是這樣。」 

同學：「這樣便會很容易讓人執著做棍騙，我看以前打開報紙看到有些喇嘛替

人看掌、看相的。其實都不知是那個…。」 

 

老師：「是的，是的。在美國不知幾多。美國的流氓又弄了一個黑教，還有那

個盧勝彥，我太太和很多人一起去灌頂，白教那個錫杜巴尊者來到灌頂，在東

蓮覺院灌頂，我便走去灌。因為我們認識那些人，所以坐在前排第一行。後面

很後很後，就有一個人，其中有一個人便是盧勝彥。盧勝彥在那處灌頂。我是

灌了頂，我只是受一種灌頂，受彌勒灌頂。我回去念念彌勒咒，如此而已。我

又沒有大吹大擂說，現在我有資格傳彌勒法給人，沒有這樣的。那個盧勝彥，

你們有沒有人知道？在美國大行其道。」 

 

 

同學：「出了家，盧勝彥出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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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我知道盧勝彥出家，他又可以走到溫哥華找馮馮。這個又是很不知所

謂的一個人，看他的東西都會上了他的當。那個盧勝彥就在後面，人

們灌頂，他就看著灌頂。那個錫杜巴尊者是轉生的，第一代是明朝明

成祖的時候，明成祖的時候是正式的大錫杜巴，稱為錫杜巴。明成祖

封了他一個大喇嘛的銜頭，賜了一頂帽子給他，是紅綢、釘金的一頂

帽子，有五塊東西像紅番（印弟安人）那種帽子。 

 

一頂這樣的帽子，稱為紅冠，紅色繡金，皇帝賜的。所以有什麼大典的

時候，他便戴著這頂帽。皇帝送的一頂帽子是很寬大的，他的頭不夠大，就要

怎樣？他便拿著，一隻手如此拿著來灌頂，所以錫杜巴尊者，錫杜巴是很年

輕，二十多歲，他的頭不夠大，他便要這樣，這隻手拿著一串珠，那隻手又要

這樣的撐著帽子，他很喜歡這樣的。但我太太說見到的不是他來的，說見到一

個彌勒佛。我太太說見到一個彌勒佛在那處，他又有這些現象的，不只我太太

見到，有很多人見到不是他。」 

 

同學：「德光又說見到。」 

 

老師：「我兒子也說看見，他們見到的是一個彌勒佛。我只看見是他，拿著一

頂帽子。很多人見到是這樣，不只是我的兒子和太太。他便拿著來灌

頂，那頂帽子是紅冠，稱作紅冠灌頂。他灌彌勒佛的時候，便戴著這

頂帽子灌的。盧勝彥在後面，我們記得他是戴了一帽紅冠，只是這

樣，沒有其他事的。好了，他返到了台灣，照著做一頂，他不知如何

畫了它的樣子。你現在買一本盧勝彥的書，他有照過這樣的照片，照

片戴著這頂帽子的。他照著做了一頂這樣的紅冠，他對人說，他的著

作亦這樣說，說在夢中得到錫杜巴尊者來為他灌頂，傳阿闍黎法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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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全權與他讓他替人灌頂，收徒弟。是的你也不要這樣講，這些東西是沒

有證據的，是不是？何況是不是那會有人知，你做夢又那會有人知。其實他那

頂帽子是灌頂的時候，他看見上師戴的那頂帽，他回去自己做了一頂。盧勝

彥，他走去找一個不知什麼和尚替他剃度，他是不知如何守出家的戒律？除非

他悔改，悔改會好的。這個盧勝彥。 

 

西藏的在超岩寺傳承，跟著有四部，並沒有傳到中國。有的是在宋朝傳

了多少進來，但只是零零星星傳一、兩種。於是那些純正的東密人便批評了，

說這些是『雜密』，『立立雜雜』不得純綷的稱為『雜密』。東密的人稱由西

藏傳過來這些為『雜密』。沒有怎樣傳至中國，很少的。到了唐代末年，差不

多宋朝的時候。是的，入了宋朝。那些阿拉伯人，回教徒打入印度，凡是佛教

界的全部殺了，除非你改信回教，否則便殺。於是那些密宗大德避難避到西藏

去，在這班密宗大師難避到西藏之前，西藏有沒有密宗呢？有。大概在唐朝初

年，那個西藏王，你有沒有看這電影？文成公主。那個娶文成公主的西藏王，

戲中弄贊那個（松赞干布），和文成公主結婚。結婚後，文成公主帶了一批和

尚，大概是一批禪宗的和尚。帶去西藏講佛法，又帶了很多醫生，又帶了很多

工人、工匠去，打開了西藏的文化。西藏王這個人，他不肯做中國的奴隸。你

有佛法，我鄰邊是印度，印度同樣有佛法。他於是派人去印度，請來喇嘛。請

那些不是喇嘛，是請一些法師大德，請他們入西藏。入西藏的時候，於是西藏

又如何？兩派和尚，一派是印度和尚，一派是中國和尚。那些中國和尚就『直

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用讀經教，不用講次第的，講頓悟的中國和尚。另外

一派是印度的，沒有頓悟的，全部有次第修行的，漸教修行。本來真正純綷佛

教是不講頓悟的，要漸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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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派在打架，就像中國神秀和六祖那一派打架一樣。這樣不行了，這個

做西藏王的怎辦呢？於是西藏王便叫大家：『你們兩派人辯論，如果印度人輸

了便會被趕走，趕回印度；中國人輸了，便把這批老法師趕回中國。你們兩個

辯論。』西藏王親自主持，一個立論，一個辯駁。於是中國人…，中國人的辯

論不怎了得，印度人的辯論則是極好的。辯論的時候，西藏王要求：『你們兩

個，一個立論，即作為正方，一個做反方，稱為駁論。你們誰先立論？』中國

人恃著，我們都是文成公主妝嫁的人物，地位高一點的，『我來立論。』和人

吵架，和人辯論，最怕是先講的那個是很吃虧的。是的，辯論是先講那個吃虧

的。他說：『讓我先講。』 

 

西藏王：『好的，你講，你來立論。』他立論，立些什麼？他得立一樣

東西，『我現在要這樣』，立了一個義理是『頓悟的，見性成佛，直指人心，

不用逐步修行的。六祖便是了。』這個不再是文成公主的時候，文成公主已去

世，如果文成公主未死，當然是惡爺，這班人最惡了。但文成公主當時已經死

了，文成公主已經傳到子孫那代了，這班中國的不能再惡了。要立頓悟的，不

用像你的讀那麼多經教的。於是，被印度人幾句便打敗了。說話當時是紀錄起

來的，事事要合邏輯。好了，到印度人了。『你謂之頓悟嗎？我的是漸修，一

級一級來的。你謂頓悟，如何頓悟？你給我解說。是你先講的。』『頓悟嗎？

你的漸修是一步一步行的，很慢的。我的頓悟猶如獅子王，一跳便走了去。』

好了，他一說了這一句便輸了，『獅子王一跳便去』。於是印度和尚問他：

『由這處，獅子由這處去那處，是不是要經一根線，一條路走過去的？譬如你

要十秒才過得去，第一秒是在這處、第二秒在那處、第三秒在那處，一路一路

地排列過去的，是不是要這樣的。』『是的，當然是要這樣。』『但是我

快。』『是的，我沒有說你不快，快極也要逐漸來的。雖然你是快，但現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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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討論快慢。現在是頓超，即是說你也得逐步來，是不是？你輸了，你知道

嗎？』西藏王說：『是的，確是他輸了。』其實西藏王亦有意幫印度和尚，有

點政治作用，他覺得中國人太霸道了，乘著這個機會讓你折服。這班和尚亦是

間諜，乘勢趕走你這一班人。文成公主在世的時候，他不敢這樣做。文成公主

死後，他便會這樣做。實在有時不是這一派勝過那一派，裏面有點政治原因，

趕走你這班中國間諜。是這個原因。於是你只有幾句話，便立刻輸了。中國大

師講輸，放逐出境，趕回中國。結果之後印度的得勢了，印度的那班大師有學

問，但是多數兼學密宗的。當時西藏的土人，有一種稱為苯（笨）教的，搵笨

的『笨』是音譯，ben 或讀 ban，苯教。他是有神通的，就如中國那些玩法術

的茅山師傅那一類。佛教徒都不夠他神通，那班人會吞刀吐火的，弄至那班印

度和尚怕了，怕了那班有神通之苯教人。但西藏王很清楚，苯教那班人始終是

不行的，『攪攪震』（搗亂）而已，有意想幫佛教忙，便再派人去印度，找一

位密宗的大德，要有神通的。於是找到大名鼎鼎的蓮花生了，我們學密宗的，

藏密的祖宗，蓮花生大士。請他出來，他是有神通的。那些苯教的人，使神通

全部被他收服了，於是振興佛教，在那處傳密宗。一路相傳最舊的、最古老的

教，人人穿紅衣、戴紅帽的，稱為紅教。 

 

 紅教裏面分很多派，現在最正的一派有兩支，一支是那個諾那活佛，我

們在大佛寺灌頂的那一支，便來了中國。另外一支停留在印度和西藏交界那

處，Kalimpong（噶倫堡），在那處。其他，不丹、尼泊爾那處的人信它。那個

稱為敦珠上師，敦珠上師傳位給香港的劉銳之，台灣的劉銳之，現在稱為劉銳

之上師。他是得到敦珠上師的法。他又不是受敦珠傳到寧波車，寧波車即是大

法師，他又不傳個寧波車給他。他親自給了一張證書，『你有權代我替人灌

頂。』變得弄至劉銳之到底地位是大法師或是大法師的代表？他自己都莫名其

妙。但他又不能夠問敦珠法師，你正式要傳位給我，這又不敢這樣，他曾經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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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過那張證書。不過無論如何，他是有資格代敦珠灌頂。他這個是正宗蓮花

生那一系的法脈。諾那活佛，前就是諾那活佛，後就有劉銳之。這個是藏密。 

 

藏密是紅教，穿紅衣。現在藏密那一班只是修密宗，很多不讀經教，弄

至飲酒、食肉、娶妻、生子，亂來的，簡直都不似…。不過很多都是好的，但

有一些則簡直不像是修行的人，這樣便腐敗了。於是後期有一個從印度來的，

這個人你暫時不用記名字，Atiśa（阿底峽），是印度的大德。後來避難跑來西

藏的。他看見西藏那班紅教的喇嘛，飲酒、食肉，怎可以這樣做。於是提倡要

學經教、要守出家人的戒、要修止觀、要守戒律，不能只靠念咒的。你如果想

學念咒，想學密宗。真正想學密宗，要先修行十年、八年顯教，道理貫通才准

學，這一派是 Atiśa。把學佛教的人分做三級，最低級的稱為下士，下士只是修

五戒、皈依，三皈五戒的便是下士，即普通的佛教徒。如果你下士能夠三皈五

戒都守到了，便稱為中士，中士即出家戒，小乘出家的戒律。守得出家戒律的

小乘，稱為中士。如果再進一步，你能夠發大菩提心的，便稱為上士，就學菩

薩乘。把佛教分為三級的，三士道，Atiśa。上士道修不修密宗呢？上士道以修

顯教的經論，修止觀為主。如果你修止觀和學經論都有些成就，都學到了，你

想更進一步的時候，便來修密宗。所以 Atiśa 這一派是很穩健的。Atiśa 死後，

經過幾代就有一位，我們中國明朝明成祖永樂王的時候，有一位西藏人在青海

學法的，就是宗喀巴。這位大名鼎鼎的，宗喀巴。『喀』，『口』字旁一個

『客』，Tsong kha-pa，宗喀巴。這位大德，西藏人視他如佛一樣，說他是文

殊菩薩的化身那麼『巴閉』（了不起）的。 

 

他自小出家，覺得修密宗的喇嘛這樣弄法不是辦法，於是他那一派。他

是 Atiśa 那一系的和尚，他提倡 Atiśa 的那一套，凡是弟子要通了顯教，才准學

密宗，不通顯教，則不能學密宗。出家人一定要守出家戒律，不能夠娶妻、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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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等。不對，不能夠娶妻生子，西藏人不食肉不行。難，沒有菜食。他組織了

一個新教，即如基督教的馬丁路德那類，建立了一個新教。新教那件衣又應該

如何？拿了一件衣，袈裟去染，染任何顏色都不成功，是染黃色才成功。於是

他穿黃衣，稱黃教，黃衣派，黃教。黃教是很有紀律的，很有戒律的，是以

前，現在差了。宗喀巴有兩個弟子，一個班禪，一個達賴。 

 

達賴本來是西藏王太子，他出家，帶著王位出家的。他的師兄是班禪。

作為僧人是太霸道了，於是把西藏的西面割劃了給師兄，給班禪，『你管理那

邊，我（達賴﹚便管理這邊。』班禪所管理的地方更大，但是幾乎是沒有很多

人的，冰天雪地。達賴所管那部份是拉薩，Lhasa，最繁榮，那裏最繁榮。其實

他一方面是喇嘛，另一方面又是西藏王，政教合一。但他很大量，你其他國、

中國或許同樣有得你發展。於是…，但出家人又不能生孩子，他的王位又怎樣

呢？用這套辦法，死後轉生。這個是好的，何解？是不是轉生？我們不必理。

他死了。他說：『我在東面多少里外投生，你去找我吧。』那班弟子便拚命去

找，你又找一個，他又找一個回來，有時候找到十個八個。當然是找一些精精

壯壯，先天又足的才找。又遺言是什麼形狀的，這便找吧。找了回來，拿出師

父的東西讓他相認。那個在『爬牛牛』的爬下爬下，就是這個。其他有些人又

找另一件東西，混合其他東西，剛剛這個一手便拿著師父這串珠。『這個便是

了，他認得他前生的東西。』用這類的辦法，不會像我現在講的那麼簡單，需

要試多幾件東西。『都是了，於是是他了。』那些父母聽到自己兒子原來是達

賴喇嘛的托生，這便有福了，快點送兒子去了。 

 

這個兒子自小便找一些最好的老師，最好的醫師護理他，再找一些最

好、最有耐性的人做他的保姆。你說這個小孩子好不好？將來長大了必定是好

的。當他十四歲時，稱為坐床，捧他上佛床坐，他便是達賴。十四歲。十四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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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床，以後…。這樣十四歲以前怎樣？那班攝政王，那幾個宰相全部掌權。那

班人爭權奪利…。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