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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應該可以。我們很多都可以，很多日做夜做都可以，即如我們做

事。游泳，我們初學的時候是很緊張的，一二三四地扒的。熟習了的時候，他

一路教徒弟，教他人，一路扒一路和你閒談。像是在和你閒談，都可以，可以

的。 

 

以前有一個賣油郎，他拿了一個油瓶，油樽，一倒売水，一條線地流下

去，一點也不流瀉的。我們是不大容易做得到的。他便問…。於是有一個人問

他：「為何你那麼出眾，能夠做得到呢。」他說：「無他的，手熟而已。」手

熟即是時時練習。時時練習即是定，他和你一邊談話一邊可以斟油，一點也不

瀉的。他便是常在定中。就這一點，就這個角度裏面，他常在定中。OK？賣油

郎的油和我們的什麼？什麼也是一樣，游泳。 

 

還有，你見過不？我見過，我的哥哥可以，我的爸爸都可以，和你閒談

打算盤，左手算盤、右手上數、咀巴和你閒談，一點也不錯。香港很多，香港

很多那些欄、那些掌櫃能夠這樣。左手一直在打算盤、右手在上數、咀巴和你

講。他是很靜的，一點也不會錯。熟。定，修定。他這個講法是可以的，可以

的。 

 

南懷瑾，你初學，有些東西是不錯的，有些不錯。我有一首詩給他，拿

來印的，南懷瑾。能仁書院研究所最初（計劃）是南懷瑾做所長的，他來不

了，就我做所長，我是接南懷瑾的。台灣的大德，南懷瑾是居士，他的弟子官

僚最多，不過他寫文章亦寫得多。不得純，最弊是他儒釋道三教合一那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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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儒釋道三教合一不得純粹。如果要看台灣人的東西，印順法師是最純的，

印順。尤其是印順晚年的東西最純。南懷瑾的東西，你初學的人，你不要踏他

那條路，踏他那條路就錯了，很容易錯，一錯了回頭不是不可以，是很難。 

 

好了，我們講到這裏。「如是，如是。」「於中」，於你證真如的時

候。「少法無有」，一點東西也沒有。亦「無得」，所以稱作「無上」，沒法

比較，「無上」是 Absolute 的。「廣釋餘義」就留待日後，我講幾條那

些…。「空」，入定便是空，出定又如何？出定的規律就是〈菩薩戒〉。還有

一點，有一種人，那天他告訴我，有一些人說，〈菩薩戒〉未受戒的時候不能

讀戒本的。不是。 

 

〈菩薩戒〉有兩種，一種稱為〈梵網菩薩戒〉，它不是給你讀的，是出

家人受大戒的時候的〈菩薩戒〉，他是不給你讀的。你在家的受，他都不授，

不會傳法給你的。第二種便是〈瑜伽菩薩戒〉，〈瑜伽菩薩戒〉人人可讀，不

用受戒也可以，你自己在佛面前受戒也可以。這個〈瑜伽菩薩戒〉，你給他解

釋。你可以問他：「你知道〈菩薩戒〉有多少種？」「〈菩薩戒〉只有一

種。」他即是不認識，是不是？〈菩薩戒〉有兩種。你又可以再問他：「現在

世界上受菩薩戒的人，那些是那一種戒？」如果他回答不了，你可以給他解

說。西藏喇嘛，西藏人完全是〈瑜伽菩薩戒〉。日本人有一部份是〈瑜伽菩薩

戒〉。中國人全部，除了近年那些人之外，完全是《梵網經》的菩薩戒。你可

以給他解說。斯里蘭卡、泰國、緬甸那些沒有人受菩薩戒的，他們全部是受小

乘戒的。 

 

好了，你看看。我們看回這個〈菩薩戒〉的攝頌，這個攝頌是給你念

的。先看攝頌。「菩薩淨律儀，重四輕卌三。」即是四十三，總共是四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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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你又無帶了。「云四重罪者」，「云」即所謂，所謂四條重罪是那四條

呢？「謂嫉慳嗔癡」，第一條是「嫉」，稱為「嫉」，這個不是心理作用，名

稱是「嫉」。第二條是「慳」；第三條是「嗔」；第四條是「癡」。好了， 

 

那四條是怎樣的？「初貪求榮利，自讚而毀他。」這一條是「嫉」，你

因為貪求名利而讚自己，毀謗他人。「二慳惜財法，有求不施與。」你有法，

有佛法，有人問你，你不肯給人說。你有錢財，你的力足以給與他人，有人

求，窮苦向你求，你不肯施捨。「三懷忿打罵，他諫謝不忍。」懷忿恨心打

架，他人勸諫你，你不聽。他人是該打的，別人向你道歉、謝過，你不接受。

這個第三條。「四謗菩薩藏，愛樂相似法。」第四條，毀謗大乘經論，菩薩藏

（即）大乘經論，而愛樂那些似是而非的東西。 

 

這四條，「此四他勝法」，「他勝法」即是重戒，這四條重戒呢，「隨

犯於一種，即非真菩薩」，隨你四條之中犯了一條，你都不是真正的菩薩。

「況犯於一切？」何況四條都全犯了？這種更加不是菩薩。即是說，某個人是

否行菩薩？他是否菩薩呢？最重要看看他有沒有犯了這個重戒，如果犯重戒，

他不是菩薩。 

 

四十三條輕戒又如何？其中有七條是障礙你修布施波羅密的。如果你真

正修布施波羅密，你便不要犯這七條戒。那七條呢？「四十三輕者，障六度四

攝。」先講障六度的，障六度者障布施的有七條。「初對三寶前，不禮敬供

養。」第一對三寶你不禮敬、不供養，第一條。對三寶你都不能禮敬，何況你

要布施。「二大欲無足，著利養恭敬。」野心大，常常貪求人的利養，貪求人

的恭敬。這個第二條。「三對諸耆德，不承迎酬對。」對些年老有德的人，你

不去承接他、你不招待他，他問你不回答他。「四卻他延請。」他人這你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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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或請你去說法、或請你去受布施吃東西，你推卻人。 

  

「五卻他重施。」小乘的人，人家施捨多多給你，你不能夠受的。大乘

則不是，他人給與一些很寶貴的東西施捨給你，你要接受。但你接受不是你個

人拿了，你應該做一番事業。「卻他重施」，你卻推卻。「六慳法不捨」，你

自己有佛法，不肯講給人聽。慳吝。 

 

講到這一條，是不是？第六條，講了，是不是？ 

 

同學：「還未。」 

老師：「未。我們看看第六條。『慳法不捨』，第五頁。」 

 

第五頁，第六條，倒數第五行。「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

如果菩薩；「安住」即遵守；遵守這個菩薩的戒律。如果是這樣的話，「他來

求法」，如果有他人向你求你給他解釋佛法。你「懷嫌恨心」，你恨他們、嫌

棄他們。嫌棄他人也是不行的，這個是動機。這個煩惱，嫌恨心。「懷恚惱

心」，「恚惱」即是嬲怒，懷一種嬲怒心。嬲怒心又是煩惱。「嫉妒變異」，

嫉妒、妒忌。咦，我教懂了你，還會有我嗎？很多人是這樣的。變異的心是一

種不正常的心理，「變異」即是變化，不正常的心理。「不施其法」，便不肯

施捨佛法給他人，「不施其法」。如果一個人是這樣的呢？「是名有犯」，他

便是犯了菩薩戒。 

 

「有所違越」，「違越」即是違反，違反了菩薩戒。「是染違犯」，而

且是染污性的違犯。因為有一個不良的動機，有一個嫌恨心作為動機，這個罪

是重一點的。「若由懶惰懈怠忘念無記之心不施其法」，如果有一種，他又不



5 

是嫌恨，又不是妒忌，他只是懶惰而已，「懶惰」即是「懈怠」。「忘念」，

忘記了。「無記心」即不是惡的心，不善不惡的心。他沒有施捨佛法給人，這

樣他是否有犯呢？都犯。「是名有犯」，都是有犯法。「有所違越」，都是違

反了戒律。「非染違犯」，不過很輕，不是染污性的違犯。 

 

這樣何謂無違犯呢？明明是犯的，但都不算是犯的，是怎樣呢？下面。

「無違犯者」，怎樣謂之無違犯呢？「謂諸外道伺求過短」，一種，第一個

Case，第一種 Case。即是外道之人。譬如現在，有一種回教徒、基督教徒，故

意想來尋找佛教之瘡疤，來到揭發你的。「伺求」，伺機來。「伺」即守候，

守候著你有什麼過失，你佛教有何短處？他以這個動機來請你給他講呢，你知

道了，你不給他解說。「我不給你解說」，「或是我不懂得」。你可以推卻

他，不犯戒的。 

 

「或有重病」，或是你病重，不能夠講，不犯戒的。「或心狂亂」，或

是你的心狂亂了，你不給人解說，是不犯戒的。「或欲方便調彼伏彼出不善處

安立善處」，或是用一種手段，故意不給他講說。「調彼伏彼」，令到他，令

他知道為何你不給他講說？讓他自己反省。令到他「出不善處」，令到他離開

錯誤的地方。「安立善處」，借這種手段，把他安放於那處合理的、善的地

方。 

 

「或於是法未善通利」，或是你這個人對於這一種佛法，還未能夠很善

巧地了解清楚。這樣你不給他人解說，是不要緊的。你不知得清楚，解錯了更

差勁，你可以不解說。「或復見彼不生恭敬無有羞愧，以惡威儀而來聽受」，

或是你明明見到他沒有恭敬心。他問你：「喂，你解說給我聽。」沒有恭敬

心。「無有羞愧」，這個人是沒有羞恥心的。「以惡威儀而來聽受」，以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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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惡的態度，即是不很良善的態度來到聽你講，你可以不給他講說。 

 

「或復知彼是鈍根性，於廣法教，得法究竟，深生怖畏，當生邪見，增

長邪執，衰損惱壞。」這麼長的作為一個 Case，你可以點成四個字一句。

「或復知彼是鈍根性」，或是你知道這個人是很「鈍胎」的，很鈍根的，你給

他講說也是無謂的。「於廣法教」和「得法究竟」，對於這麼廣大的教法、教

理，和得法——如何修得到成功？怎樣才可以徹底成功的？對於這樣的。「深

生怖畏」，「咦」，怕了。有很多人是這樣的，我見到很多人。有很多人聽唯

識：「咦，有這麼多名相，真的怕了。」「於廣（大）法教」和「得法究竟，

深生怖畏」。「都是『快快趣趣』在密宗那裏找兩條咒念念便算了。」 

 

很多是這樣的。如果年輕人是如此的呢，你不要理睬他，這種人是「爛

泥扶不上壁」。如果是老人家，你這樣勸他，「你年紀這麼大了，老老實實，

不如你念佛、念六字大明咒好了。不要花精神了。」有兩種人。年輕人而怕、

生怖畏的，這稱作「爛泥扶不上壁」，不要理他、不要睬他。方便調伏，讓他

知道為什麼不理睬他呢？這些是「方便調彼伏彼」。如果他是老人家呢，便得

勸他，「你念佛好了，總之你都是那條路近了。念佛，讓阿彌陀佛接你吧。」

當然你不要開罪他，「你那條路近。」不要這樣講。「年紀大的人是適宜這樣

的。」他「深生怖畏」。 

 

他還有「當生邪見」，有很多人是這樣的：「咦，這套東西，繁瑣到

極，這套東西是不行的。」他還毀謗了，起了一種邪見，增長了他的邪執——

不正當的執著。「衰損惱」，結果令到他衰損，他因為謗大菩薩藏，毀謗呢，

他有很大害處。譬如這樣，譬如現在這裏講唯識，有一個人說：「這些是繁瑣

哲學來的，天主教中古時代的哲學，便是這樣繁瑣的了。這種是沒有用的。」



7 

這種人最好是打他一身，免了他的罪，你便是慈悲。如果不是，他講得這些說

話，可能他幾百世也沒有機會碰到大乘佛法。這樣的一個業，可能幾百世，動

不動四、五百世，他不能夠碰到佛法，很「弊」的。如果你慈悲，摑他兩巴

掌，便替他消消業。 

 

「或復知彼法至其手轉布非人而不（施與）」，或是另外一個 Case，知

道你現在講佛法，現在你給他講，他便轉而向一些不適當的人流布。有一種人

是這樣的，他學到了你的一套東西，便走回去…。我見過有一些，神父，所謂

神父，他整天想知道佛法，他要寫論文，想要批評佛法怎樣不對的。他又不好

意思來聽，他又不懂那麼多中文，他便找人來聽，在校外課程那處聽我講話，

聽了很久。聽完之後，還常常請我去那一間「新廣南餐室」食咖哩雞。又問了

不知多少東西，原來他怎樣呢？原來他拿去交給神父來到寫論文，來批評佛法

的。後來那篇論文出了，他還在教廷得了獎。我然後才知道這一件事。我說：

「『唏』，真的是。早知我便不給你講。」有一個這樣的人，他拿了獎之後，

很久也不見他來了。 

 

「轉布非人」，如果你知道，你不施與給他，不犯戒的。「皆無違

犯」，這樣是不犯戒的。所以〈菩薩戒〉是很鬆的。這一條是「有求不施

與」。現在看看下面的一條，這一條很快的。這條即是什麼？「六慳法不

捨」，是不是？ 

 

第七條，你先看看簡單的，「七於犯戒者，嫌恨不饒益」，有一種人犯

戒的，他犯了戒。你呢，「我不犯戒，你犯戒。當你請教我的時候，我不告訴

你，你都是犯戒的人，我不跟你講的。」這是犯戒的，這樣你犯戒。它的理由

是什麼？如果那個是佛、是聖人，那用你告訴他？你說常常起慈悲心，你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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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一種無知的人起慈悲心。你常常對那班菩薩、佛起慈悲心做什麼？他本

身是聖人，那用你起慈悲心？正正是那些不是聖人的，為何他不是聖人？他不

是聖人他會作惡。為何他會作惡？他無知。你對無知的人起慈悲心才是嘛，那

用你對佛菩薩起慈悲心？明白嗎？所以犯戒的人是無知的，無知的人你應該起

慈悲心對他，你應該利益他、饒益他。你說：「啊，你都犯了戒，我嫌惡你、

我憎恨你，我不肯饒益你。」這樣是犯戒的。 

 

好的，我們看回《戒本》，第六頁，第二行。「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

律儀（、）」這句不用解了。「於諸暴惡犯戒有情（、）」他對於那些惡人凶

暴的，他受了戒，他又犯戒的。對於這一種眾生，一般人應該會懷嫌恨心、嫌

惡他、憎恨他、「恚惱心」，討厭他、嬲他，何解呢？他因為「由彼暴惡犯戒

為緣方便棄捨不作饒益」，那些大德每每就是如此。由於那個犯戒的人，暴惡

又犯戒。由於這個緣故，「為緣」，以此為條件，以此為緣故，就方便棄捨

了。這個大德便說：「要推了，我不教你了。」用很多辦法來推卻他，用很多

手段來推卻他、棄捨他了。便「不作饒益」，便不肯作一些利益他的事了。如

果是這樣呢，這位大德便「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犯戒的，是違反的，且

是染污性的違犯。這一點，很多大德都犯這個戒的。 

 

「若由懶惰懈怠棄捨（，）」，如果只是由於他懶，不是真的嫌惡人。

他只是懶，不肯給人講說而已。「或由忘念」，或是他忘記了，他記不起有這

個戒條。或是由忘念之故，「由忘念故」。「不作饒益」，不肯利益這一種

人。犯不犯呢？都犯，「是名有犯」，都是有犯。「有所違越」，不過是「非

染違犯」，不是染污性的違犯。何解呢？為何有嫌恨他，便是染污性的呢？不

嫌恨他都有犯嗎？他解釋個理由。「何以故？」為什麼？這個是很長的，一直

讀下去，你要體會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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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故？非諸菩薩於淨持戒身語意業寂靜現行諸有情所起憐愍心欲作

饒益如於暴惡犯戒有情於諸苦因而現轉者。」這句不能點句的，這一句是很

弊，你自己點吧。那麼長，因為他直譯那些外語子句，那些 Complex 

Sentence，他直譯下去的。他的意思是如何？我解這一句的意思即是這樣。他

說，何解呢？對於這一種惡的人，你不肯跟他講，又不肯給他講解，你都是犯

戒。 

 

他說我告訴你，一個人給人講佛法，並不是要講給那些守戒律，守得很

好而又規規矩矩的，你對這一種人起慈悲心。對這一種人，你那用起慈悲心

呢？沒有用的，沒有大用的。正是你要對那些惡的人，懶惰又不是，什麼都不

是。你憐愍他無知，對他起慈悲心，你要教化這種人才是。並不是你對那些好

的人教化，對於壞的人也同樣。對於那些壞的人，你要加倍慈悲，加倍用心教

化才對。聽得明白嗎？ 

 

「非」，「非」即不是。不是什麼？「諸菩薩」，即是那些菩薩不是這

樣。不是怎樣？「於淨持戒」，對於持戒持得很清淨的。「身語意業寂靜現

行」的，身業、口業、意業都很寂靜的，不會亂來的。你可以這樣讀，「非諸

菩薩於淨持戒身語意業寂靜現行諸有情所」，「所」即那處，那些眾生那處。

「起憐愍心，欲作饒益」，這句懂得解嗎？「如於暴惡犯戒有情」，並不是那

些你對聖人一樣有規矩的人起憐愍心，就猶如你對那些惡人起憐愍心一樣的，

應該對於惡人你要加倍憐愍。聽得明白嗎？ 

 

「於諸苦因而現轉者」，這些惡人將會受苦，他會下地獄、會做畜生，

這一世他做了些苦因，現世現轉，那些苦因現轉。「轉」即起，「轉」即 

Start、起。他苦的因將會起作用了，你對他應該要特別憐愍。聽得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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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解釋為何對惡人，你要特別慈悲？「無違犯者，謂心狂亂」，如何才能是沒

有犯戒呢？ 

 

「謂心狂亂」，或是你的心已經是神經不正常了，他做了不犯戒的。所

以〈菩薩戒〉裏面，你神經不正常就不會是犯戒的。不過你不能假裝神經不正

常，不然你便是加倍犯戒的。「謂心狂亂」，這個是第一個 Case。第二種

呢？「或欲方便調彼伏彼，廣說如前」，或是你故意用這個作為手段，令到他

自己作警惕，「我不教你。」「廣說如前」，詳細地講就如前條一樣，「廣

說」，即詳細地講。這個是第二個 Case。 

 

第三個 Case 呢？「或為將護多有情心」，「將護」即是什麼？「將護」

即是保護。這個人，這個惡人，人人都討厭他，你又特別走到他身旁，特別地

殷勤對他，他人會對你沒有好感。你不想他人對你沒有好感呢，你也可以暫時

不理他。聽得明白嗎？ 

 

「或護僧制，方便棄捨」，「或護僧制」，或是你守出家人的戒律。

「僧制」，即出家人之戒律。或許你這樣做便犯了出家人之戒律，而你本身是

出家人，這樣你不要理會他。這樣你棄捨。「方便棄捨」，即是用很婉轉的方

法、手段，撇開他，棄捨他。「不作饒益」，不教他，不利益他。「皆無違

犯」，這樣都是沒有違犯的。這條即是第七條了，是不是？「（七）於（諸）

犯戒者，嫌恨不饒益」了。 

 

再看下面兩句，只有一句。「此七障布施」，這七條輕戒，是障礙你修

行布施波羅密的。如果你想布施波羅密修成呢，你便不要犯這七條戒。明白

嗎？有很多人「烏烏地」做了，我這樣做是對不對呢？它全部告訴你應該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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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 

 

〈菩薩戒〉你不守是一回事，你可以先看，不要太陳舊，即是不要守住

太陳舊，要受了戒才知戒條。這個不是，這是不對的。這個是黑社會入會的辦

法，會的規章你要入了會然後才知的。未入會，未發誓之前是不會讓他知的。

這是黑社會的，這些是已過時的。應要怎樣？就如商家做契約般，什麼條件做

買賣，條件對不對？條件對的你便簽名，不對的便不簽。應該是這樣的，受戒

亦應該如此。我受了戒但我守不到，怎辦？突然「我走了，我不受了。」是這

樣兒戲的嗎？是不是？應該先思量過可以守得到。好了，…。 

 

同學：「羅教授，我想問…。」 

 

有人對於所謂無上菩提，「無上」即是最高的，發生疑惑。佛便解答了

它，你看看上文，看看一五Ｏ頁（新書二二Ｏ頁）。「佛告善現：『於汝意云

何？頗有少法，如來、應、正等覺現證無上正等菩提耶？』」這樣的問他。當

如來成正覺的時候，會不會有少少東西讓他覺到呢？是不是這樣解呢？如果你

說有少少東西讓他覺到，即是有一樣東西，「硬蹦蹦」的一樣東西，是不是？

那個又怎會是正覺呢？所以善現…，善現這個人對空的道理是很明白的，他便

立刻回答了。 

 

「具壽善現白佛言」，這裏是一五一頁（新書二二一頁）。這位長老善

現立刻對佛這樣說。他說：「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者，無有少法如來、應、

正等覺現證無上正等菩提。」這句作何解呢？他說，世尊。「如我解佛所說義

者」，如是依照，依照我所了解佛所講的道理。「無有少法」，並沒有少少東

西；「法」即是東西。並沒有少少東西，是如來現證等覺，現證菩提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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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真的看到那東西的。聽得明白嗎？ 

 

如果那些以前未有聽過的，便會很難聽得明白。這裏加回一個括號，加

了不？「正等菩提」，「提」字下面加回一個方括號（」）。於是佛便說他講

得對了，下面那一段，（戊三）那一段、佛印成。「印」即印可他，同意他；

「成」者成就他、解釋他。「成」字指成就，是 Verb 來的，動詞來的，解釋

他、承認他。 

 

分兩段，（己一），第一證明什麼？印無法可得故名無上覺。「覺」即

菩提，無上「覺」即無上菩提。「無法可得」，「得到」即可把捉到，英文為 

Catch 到。並沒有東西被你 Catch 到，沒有東西被你把捉到的，這才是正等菩

提。如果有一樣東西讓你把捉到的，那些是有為法而已。印可他，印可他什麼

呢？ 

 

印可他，「無法可得故名無上」，並無一樣東西可以讓你把捉到的，所

以稱作無上，無上菩提。即是說，當你見到一個佛在那處的時候，整個佛在的

時候，你把捉到佛了，你可不可以證得菩提？不可以。因為你有一樣東西，有

少法，有少少東西讓你把捉到。 

 

又例如你坐禪的時候，想著佛的光明照著你的時候，你是否證到菩提？

不是，何解呢？為何不是？因為你還有一個影子在那裏，是不是？你要連佛的

影子都沒有。有一團光明可以不？可以不？都不可以。有一團光明，一團的。

你坐那處，整個極樂世界都見到了。你是不是成了正覺？不是，因為還有一個

極樂世界在。而不覺得有。不覺得有，即是無，只得一個 Zero 又可以不？不

行，因為有一個 Zero。如果連個 Zero 都沒有的，連個「 Zero 都沒有也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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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可以不？都不可以。何解？「Zero 都沒有也沒有」，就有一個這樣的 

Concept，有個這樣的概念，是不是？一有概念，概念即是名相。一有名相便

是不可以的。如何能夠…？問題就在這處。 

 

沒有名相的，一點名相也沒有，豈不是食重麻醉藥？是不是呢？又不

是，食重麻醉藥就是無知。他是有知，有知但沒有一樣東西讓你知的。即沒有

界線、沒有限制、沒有名相的。明白嗎？可不可能呢？有些人說不可能是這樣

的。兩種人解法，一種說是不可能的，另一種就說是有可能的。佛教徒就說是

有可能的，婆羅門教徒都說是有可能的。但有些人就說是沒有的，沒有這種可

能。 

 

馮友蘭，做了一本書名《中國哲學史》的那個馮友蘭，他是我的老師。

我大學畢業的時候，他來做我們的校外委員。我大學畢業之後，我又走去聽，

走去西南聯合大學聽他講書，馮友蘭。他說他不相信有這樣的東西。第一、他

不相信有這樣的東西；第二、他不相信有涅槃。他說涅槃是沒有生死輪迴，什

麼都沒有的那種狀態。 

 

這種狀態，我不相信有這樣的東西，這不過佛教徒的理想是如此，佛的理想，

是希望它有而已。想它有，其實是想它有。」他還說成這樣。「就像是一個人

未發達，很想發達。這個人必定不會發達的，他想發達的情境而已。佛教徒對

於涅槃，涅槃根本就沒有這回事，不過佛教徒希望有一種永恆的境界，所以他

想，幻想有一個涅槃而已。」 

 

馮友蘭就是這樣。我親耳聽他說的，他講書的時候，是這樣講的。他

說：「講是很好，境界很美。美是一回事，美並不一定是有的。猶如我們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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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很美的美人，現實界不是有一個這樣美的美人。」馮友蘭先生。有一些又如

何？「有，」胡適之這樣說的：「有這些境界，這些是低級的知識，是一種純

粹經驗而已。那些所謂 Pure Experience 而已；純粹感覺，Pure Feeling，

Pure Experience。即是純粹經驗，純粹感覺。即是低級動物的感覺。」 

 

低級動物是有感覺的，但它的那種感覺，它是沒有名言，即沒有概念，

它只是有感覺而已。就如沙屎蟲（孑孓）、黃犬蟲（毛蟲），它們是有感覺

的，它們是沒有概念、沒有語言的。他說是這些感覺而已。沒有分別，又沒有

名相，便是這些感覺，這些是低級感覺。基於人類已經進化至這麼高了，還要

恢復原來的低級感覺？胡適之有一篇文章是這樣講的。人們待他如聖人，還有

很多佛教徒當胡適之是聖人，原來他是這樣講的。他整篇文章都沒有寫，只是

有些透露出來的。 

你走上圖書館找找有沒有這本書，王季同做的《佛法與科學之比較研究》。不

是另外一本，不是有一本，尤智表做的那一本，不是《佛與科學》（注：《一

個科學工作者研究佛經的報告》）。這個人是不懂科學的，尤智表。另外有一

個科學家，中國的電氣工程學家名王季同，就寫了一本書，現在台灣可以買到

的。《佛法與科學之比較研究》，寫得相當好的。 

 

胡適之批評他這本書，他說：「王季同先生在講佛教的最高智慧是無分

別的。無分別，那些低級動物的感覺就真是無分別了。」其實你說他講錯嗎？

他又未必講錯。低級動物是無分別的，是不是？它又是不懂得分別的。不過他

說佛教是在追求這些低級感覺，這部份便是講錯了。胡適之不懂，對於哲學上

的那些 Metaphysics，即對於那些形而上學、玄學，對於玄學和哲學上的那些

認識論，那一套是什麼？Philosophy of Knowledge 他不是很懂。你不要以為

他很了不起，胡適之的文學不錯、歷史不錯。你看他提倡白話文是很有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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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他的哲學是不行的。 

 

當我們證得無上正等菩提的時候，是沒有東西可見的，即是沒有名相

的。不是沒有東西可見，是沒有名相。佛便印成他，印可他，無法可得所以稱

為無相。所以他說，「佛言：『善現』」。佛言下面亦有一個方括號（『）括

著的。他說，善現，「如是，如是」，對了，對了。「於中少法無有、無得，

故名無上正等菩提。」當他證到真如的時候，當他證到大菩提的時候。「於

中」，於中是在什麼於中？於真如之中，在這個真如之中。「少法」即很少東

西；都「無有」，沒有。真如裏面沒有少少東西的。亦「無得」，亦沒有東西

讓你把捉得到的。 

 

能夠做到這種境界，無分別而又不是無知的那種境界，那個時候稱作無

上菩提。佛便贊成他。講到這裏，佛便附帶地說到其他東西。佛有時講話都像

我這樣，講時會講別的。講什麼呢？他上文常常講無上菩提，何謂「無上」？

「無上」，沒有東西比它更高的，最高的，無上。最高的，無上的，Higher。

Highest 不是 Higher，最高的，稱作「無上」。你想想，最高的東西是有沒有

形狀的？最高的是不有形狀的。會不會有一樣東西比它高的？可能有，這即不

是最高了，是不是？譬如有一個人，高至這樣高的，是最高的了。是不是最高

呢？如果有一個再高一點的，他便不是最高，是不是？ 

 

即是，換言之，有限度。一有形相便有限度，有 Limit。一有限度，便

不會是最高，是不是？你想想，最低限度是有這個可能比你多。譬如他很長，

長長長長長，長到幾百歲，五百歲那麼長。是不是最長？剛剛有一個五百一

的，他便比你長了。是不是？即是不會是最長。一有個限度，一有個 limit

呢，便不會是最的了，是不是？最高的，一定是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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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東西，會不會有形狀的？有形狀可不可能是最大？不可能。譬如

你說大、大，大至像地球那麼大。這即是說剛剛地球以外還有一匝的，是不

是？那一匝不是比你的大？那一個匝是最大了，是不是最大？再有一匝。凡有

形的，除了有一匝必定再有第二匝的，可以是不是？所以最大的一定是無形

的，是不是？所以我們中國人很聰明，就知道最大的東西一定是沒有外面的，

你聽得明白嗎？一有外面的，會不會是最大？不會。因為在它的外面的，便會

比它大。 

 

譬如你說這個是最大了，大大大至北極。一路地北、北、北，北幾萬年

的北，那個便是最大了。問題是這樣，問題是有沒有外面呢？有沒有？有，有

便不是最大了，即是有東西比它大了，是不是？最大的東西，一定是沒有外面

的，是不是？同一樣道理，最小的東西應該是怎樣的？沒有什麼？最小的東西

是沒有裏面的，是不是？一有裏面又會如何？裏面便比它小，明白嗎？最大的

東西是沒有外的，最小的東西一定是沒有內的。這個世界上無內又無外的東

西，即是怎樣的？一定是無形的，是不是？這即是說有形的，不會是最大；有

形的東西亦不會是最小。 

 

同一道理，有形的不會是最高，是不是？有形的便不會是無相。有上、

無上，「上」即是比它高，「有上」即是有一樣東西比它高。「無上」即是沒

有東西比它高的。沒有東西比它高的，一定是無形的。很多人習慣上不了解這

一種的，這種觀念他是（把）捉不到的。你現在想想，最大的東西一定是沒有

外面，最小的東西一定是沒有裏面。沒有裏面即是無形了。又沒有外面，又即

是無形。最大亦是無形的，最小也是無形的。 

 

如果一個老太婆不識字的，或是一個人縱使他讀書，讀來讀去都是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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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讀機器，讀那些東西，沒有哲學頭腦的人，他說你是「發嗡風」（亂

講）。他說：「最大的反為沒有外面？最小的小至沒有裏面的？」這種人有時

是不可救藥的。你和他講的道理，邏輯是這樣，你信不信這個邏輯？最大的一

定是無外，除非是沒有最大的東西。如果假使世界上有一樣東西，你說它是最

大呢，這東西一定是沒有外面的。 

 

如果你說，有沒有最小的東西呢？除非世界上是沒有最小的東西。明白

嗎？如果有最小的東西，這東西一定是沒有裏面的，一有裏面便不是最小的

了。這種（邏輯）慣不慣？你要習慣了這種才可以。如果你想修禪、修觀呢？

你要慣用這種腦筋才可以，如果不是，你白白坐著是沒有用的。你只是這樣的

坐，你不如食安眠藥，是不是？要修觀的。學佛有兩樣東西要戒掉的，真正想

學佛。第一、不要整天修福來到麻醉，以為我又食齋、我又布施了，我將來成

佛。他答覆你是這樣，「一定成不了佛的。」這也成不了？成不了的，《金剛

經》說你成不了的，不是我說的。是不是？ 

 

《金剛經》是不是這樣說的？不能成佛。這即是說，一味修福是不會成

佛的。第二、你修什麼？修止觀。你修止觀坐定在那處。定、定至百念不生，

成到佛不？百念不生便等於食麻醉藥，怎能成佛？有什麼證據？你讀讀《六祖

壇經》，你信不信六祖？你不要信我，你信六祖。六祖又如何？有一個弟子見

他，他是什麼名字？法達（應是「臥輪」），是不是？ 

 

見六祖，六祖問他：「你從那裏來，學些什麼的？」 

 

他便說：「我沒有師父學東西。」是不是有這一回事？記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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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六祖）說：「師父怎樣教你？」 

 

「師父教我坐禪，坐至百念不生，能夠斬斷很多思想的。」是不是有這一回

事？有沒有人看過，記得這一段？ 

 

六祖：「我就不是了。」 

 

他的師父有一句偈，「乜乜（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有沒有人記得這

句偈？「對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長」嗎？ 

 

同學：「臥輪有伎倆。」 

老師：「嗄？」 

同學：「臥輪有伎倆。」 

老師：「賀蘭，是不是？」 

同學：「臥輪。」 

老師：「賀輪？」 

同學：「臥輪。」 

老師：「阿彌陀佛的『阿』？」 

同學：「『臥』，瞓低那個『臥』，車輪的『輪』。」 

老師：「車輪的『輪』，我知。」 

同學：「『臥』是瞓低那個臥，『能斷百思量』。」 

老師：「現在我連《六祖壇經》都一起講給你聽了。」 

 

即是說，一味如此不能成佛的。所以你那天問起，一味如此便定必成功的。

「臥輪有伎倆」，「伎倆」即是辦法。「臥輪有伎倆，能斷百思想」，有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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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坐著什麼思想也不起的，「能斷百思想」。你們很多人都是這樣的，我

知道很多人都是這樣，以為這樣便可以，「能斷百思想」。不只他坐的時候，

什麼思想都沒有。見到東西，見到境界，境是 Object。「對境心不起」，見

到種種 Object，心不起，心念都不起。 

 

這即是變了什麼？變了死物，是不是？學佛學到變了死物，豈不是很可

憐。尤其是那些學了幾十年的。學了幾十年，變了死物。講到這裏，我講一句

笑話給你們聽，就變死物，真是可憐，這種人很可憐。「對境心不起」。這樣

又會如何？便會「菩提日日長」了。他說我那一棵菩提，一日一日長大。他以

為菩提是佛的菩提，菩提即是 Bodhi，解作覺悟。他以為真的是那棵菩提樹的

菩提，有菩提子的。這種人真是不可救藥。「菩提日日長」，你今晚回去查查

《六祖壇經》。這種人真的無可救藥。 

 

有一件這樣的笑話。一個學佛的人，和一個不是學佛的人，兩個坐在一

起高山流水在欣賞風景。那個人和他講，高山流水，一人做一句詩好不好？那

個人做了那一句詩，不知是高山流水什麼的。他便說，這位佛教徒他這樣說：

「高山流水響『嗲嗲』」，水流是「嗲嗲」聲的。「高山流水響『嗲嗲』」。

這個人聽到是「響『嗲嗲』」，「嗲」字怎樣寫呀？「嗲」字怎樣寫呢？於是

他便說「嗲」，「嗲」是水流下來的聲音。是的，水流下來的聲音是「嗲嗲」

聲的。那到底是怎樣寫法？他想呀想，想極都想不到，這面是水流下去，水去

便「嗲嗲」聲。「高山流水響『嗲嗲』」的聲。於是，剛剛有一個和尚坐在那

裏，坐在旁邊見到他們兩個在那裏那麼可笑。和尚是想度他的，「Her Her」

聲在那裏哭。 

 

於是這兩個人（便問他）：「大師你在哭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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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和尚並不是真的蠢材，這個和尚想度他們兩個傻子。 

 

他說：「我聽到你們在吟這種詩，所以我便哭起來。」 

他說：「我們在吟詩，你是學佛的和尚，為何你在哭？」 

和尚便說：「我學了幾十年佛，以為學了很多法門。不過原來聽到你們的講

法，學到那些「嗲」，所以我便很愁傷，便哭起來。」 

 

你不要以為這個和尚不懂事，他懂得很多的，只是在刺激他們兩個傻子

之類。「呆」這類即這種人，變了死物一樣。於是六祖說：「我就不是這樣

的。」那他又如何？他改了它。是不是惠能？「惠能…」，六祖的名字是惠

能。「惠能沒伎倆」，「沒」即沒有，他說我是沒有伎倆的。你的師父有辦

法，我則沒有辦法。有辦法即是你有執著，明白嗎？我則毫無執著——「惠能

沒伎倆」。你的師父教你「能斷百思想」，我則「不斷百思想」，我要多想一

些的，要多想一些有益的事便行。「不斷百思想」即是說他的智慧了了然會想

東西的，不是會變死物的——「不斷百思想」。 

 

「對境心數起」，「數」即屢次屢次，這個「數」字讀音「索」，即英

文的 Several Times，多次。我對了境，我的心有很多東西在想著。他是「菩

提日日長」。他（六祖）則說「菩提恁（作）麼長」，「恁」字本來讀

「怎」，不過一般人讀「飲」。「恁麼」即怎麼，這個「恁」字即是「怎」

字。「恁麼」即怎會？我的對境經常起念的，所以我的菩提又怎會長呢？我的

菩提是不會長的。即是怎樣？你的根本不是「菩提日日長」，菩提怎會日日長

呢？六祖。所以切記不要變成死物，是不行的。《六祖壇經》要讀讀的，不過

一般是難解，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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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有機會你講，下次你講吧。」 

老師：「我講過了，我在香港大學又講過。《六祖壇經》我在中文大學又講

過，講過《六祖壇經》。有時間很多東西可以講，《六祖壇經》是很

難講的。現在我見到有些人，懂得的他又講《六祖壇經》，不懂的他

又講《六祖壇經》，這是為害人不淺。《六祖壇經》、《心經》大家

以為很淺，其實你說是最深的也可以。」 

 

好了，於是順便解釋何謂無上？這處解釋是怎樣？凡是有形的東西都是

有上，明白嗎？不是無上。無上的東西一定是無形的。這個無上菩提一定是無

形的，明白嗎？有形的東西不是無上，無上的一定是無形的。有相無上，行不

行？有相，說他的相很好，行不行？他有三十二相，有形的。這個不是無上。

佛的三十二相不是無上，剛剛有一個有三十三相的，你又如何？你便是有上，

是不是？所以不是無上。即是說有三十二相都不是無上，有相的都不是無上。 

 

《金剛經》怎說？「凡所有相悉皆虛妄」嘛，有相的都是虛妄。你整天

以相來到看佛，根本你連佛都見不到。你想見到佛要怎樣呢？看不見有相的你

便見到，這是否食麻醉藥？麻醉了眼看不見。不是。看到而不見有佛，亦不覺

得我自己見到。所以它說「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如果你能夠見到有形

有相的相，不是真正佛的法身的相，即不是真如，真如是無形的。這便是「即

見如來」了，這即是見到佛了。 

 

同學：「羅教授，『見相非相，即見如來』。所謂自相，『凡所有相，皆是虛

妄』。《金剛經》講，不過我聽佛祖在菩提樹下成道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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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哉奇哉，一切眾生，皆有（具）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執

著，不能證得。』他講的『智慧德相』不就是有個『相』字？」 

 

老師：「所以你學空宗呢，你一定要懂多少唯識才可以了解。這個宇宙，整個

宇宙是有體有用，明白嗎？」 

 

有 Substance 的，有體的。同時是有用的，由體顯現出來那些，很多現

象出來的。用即是現象界，Phenomena；體則是 Reality。這個宇宙有體有

用，體即實質，有實質。既有實質，這個實質不一定顯現出， Present。顯現

出各種五花八門的東西，以謂之用。這個有體有用。明白嗎？有體有用，你先

要肯定它。明白嗎？有體有用，猶如大西洋的水，那些水的質，H2O，水的質

便是體。現出波浪，波濤洶湧，這些稱為用。不只波濤洶湧，那些洋的水裏

面，魚蝦蟹鱉，樣樣齊備都有，無物不備。是不是？這些稱為用。 

 

這個宇宙不外是體與用，你是宇宙的一部份。就你個人來講，不過是宇

宙之用的一部份。但是你雖然你只是用的那部分，你的質，你是宇宙的一部

分，即是說你的質便是宇宙的質了，是不是？宇宙的質便稱作真如，即是你的

質便是真如，是不是？明白嗎？既然你的質即是真如，你的真如便是我的真

如，是不是？我的真如便即是釋迦牟尼的真如，釋迦牟尼的真如即是阿彌陀佛

的真如。明白嗎？ 

 

即是我們去找真如，是不用去到極樂世界找的，明白嗎？不用走去釋迦

牟尼那處找的。釋迦牟尼已經涅槃，剩下一些舍利，剩下一堆舍利而已，不用

走去那堆舍利處找的。去那處找呢？你回答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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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真如。」 

老師：「是的，這個是真如。去那處找？找這個真如？」 

 

去我自己處找。我自己，我自己的本質便是真如。真如便是我們本來的

家鄉。是不是？好了，於是佛就這一點來講。這個真如是什麼？又名佛性。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是不是？不只是「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一切眾生都

是同一個佛性，是不是？同一個真如而已。整個大西洋的波浪，是整個大西洋

的水，唔通（難道）是另外的？是不是？我的真如即是釋迦佛的真如，亦即是

阿彌陀佛的真如。我能夠把捉到我的真如，即是把捉到阿彌陀佛的真如。就體

來講，我的體亦即是阿彌陀佛的體，是不是？我即阿彌陀佛，不用去找的。所

以六祖和禪宗的人便說「當下即是」，當下就是，都不用移過一點去找，當下

坐著便是。便是如果能夠體驗到它、能夠經驗到它、能夠把捉到它呢，即是說

我當下坐著便可以證菩提，是嗎？但是這個是就體來講便是如此。是不是？但

是就用來講，便五花八門了，就用來講。 

 

太平洋、大西洋的水都是地球裏面的水，是不是？無數千百萬波浪都是

那些水，質是相同的，但前一個波浪便顯然跟後一個波浪不同。這即是說，就

用來講用呢，便各各不同，是不是？各各不同。但雖然各各不同，其本質卻是

相同，都是由這個體呈現它出來的。這便是「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

是不是？一切眾生都同如來那個真如體。本來它應該是說「一切眾生都有如來

智慧德性」的，不過「性」字和「相」是通用的。「德性」，「德」者即 

Quality；「性」者是 Substance，有這樣的性質，有這樣的情況，有這樣的

實質。 

 

一切眾生都有同一真如性，大家都有同一真如性。釋迦牟尼能夠現出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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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密嚴佛土，阿彌陀佛能夠現出極樂世界，那我能夠不？我應該同樣可以的，

何解？我的質和阿彌陀佛同樣嘛，阿彌陀佛現到，我便同樣能夠現到。為何現

不到？緣未備而已。總有一天我的緣一備，我便是阿彌陀佛，是不是？是不是

這樣解？為何你的緣未備？我自取其咎，因為我歷劫以來，都是無明之障，不

肯去修行，來對付無明。所以要讓我制服了無明，然後才可以處理好。是不

是？阿彌陀佛早已制服了，所以他建立了極樂世界。 

 

即是等於你，我老羅在加拿大已經住了兩年幾，差不多近三年了，我一

九八四年來的，但我現在還未入到籍，何解？因為我時而在這裏時而返回香港

住半年，又在那處住半年。弄來弄去，算起來到今天為止都是不足，都是僅僅

一年左右。即是說讓我入籍便有一段時間都入不了，你則入了，你早早入了，

你一直住在這裏。你有入籍的德相，我同樣有入籍的德相，你就乖乖在這裏住

夠（時間），所以你便「快快趣趣」。我則不乖，這裏去去，那裏走走，所以

便不行。這便是自取其咎嘛，是不是？是這樣解的。明白嗎？ 

 

明白嗎？「一切眾生皆有如來智慧德性」。因為你遇不到緣，不能夠把

這個如來智慧德性顯發出來。一萬年不顯發，便一萬年不行，就是這樣解，明

白嗎？即是說那個小朋友，你的兒子、他的兒子、他的兒子，個個都有做大科

學家的…，還比愛因斯坦出眾，這樣的功能。但不是個個都出眾，可能你的兒

子將來出來駕駛巴士到老，駕駛巴士到八十歲，都升不到司理也說不定。但有

一個，另一個，鄰邊那個兒子卻可以比愛因斯坦還要出眾也說不定。何解？ 

 

這是一個緣的問題。緣有多種，第一看你的家庭教育好不好？第二看你

肯不肯供給兒子讀書？第三看你兒子的衛生，他的身體健康不？如果你兒子得

肺癆又怎弄呢？是不是？還要看看你，很多條件，看你進了的學校，那些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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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沒有誤人子弟？還有剛剛遇著那些老師是誤人子弟的，那你什麼都是假的

了。多好的讓他讀也是假的，明白嗎？所以解答問題是很要緊的。 

 

同學：「多謝，多謝。」 

老師：「不用。你懂的，漸漸地你會懂的。這班人裏面得益最多的是你，因為

你有這麼長的底子。」 

 

這即是凡有相的都不是無上，無上的東西一定是無相。佛的法身是無相

的，佛的法身一定是無上的，明白嗎？那時有些人說，無相又什麼開，那有這

種東西？胡適之就不信這一種，馮友蘭也不信，他說，那有這樣的。他信科

學。 

 

那些人問他，當時的人問他：「然則這個宇宙的本體，到底是什麼？」 

 

他說：「我就不相信有一種事物是無形無相的東西，但是宇宙的本體，我是不

主張人研究這些的。 

 

因為這東西是研究不了的，研究不了而你去研究，只是白花時間。不如

我們研究怎樣去做人不更好？」對的，他所說是對的。與其這樣「盲摸摸」去

摸，不如你做個好好的人還實際，馮友蘭的講法。對的，不過是低級一點，是

不是？講得低級點。做人是要好好地做個人，但是除了好好地做個人之外，我

們還要向上，百尺竿頭，要更進一步。做個好人便了事，這正式是人天乘之子

弟，是不是？連聲聞、緣覺也未到。 

 

馮友蘭，你看他那麼大的哲學家，中國的。他是我老師，我怎會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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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在昆明的時候，我時常到他的房間閒談的。胡適之更加，胡適之這個人實

在是不懂哲學的。好了，因了解無上一定是無形無相的。佛的大菩提所證之境

界，佛所證之境界不外是兩種。記住兩種東西，剛才我講了，這個宇宙不外是

體和用。是不是？然則佛的大菩提、的大覺悟，所覺了的一個是什麼？不外是

覺了這個宇宙的體，是不是？和這個宇宙的用。明白嗎？ 

 

體，記住，你們這些英文仔女，體即是 Reality，用則是 Phenomena，

不外是這樣。離開體和用，又那有這個宇宙呢？宇宙即是 Universe。好了，成

正覺即是說對於這個宇宙的體，我們要把捉到；對於宇宙的用，又能把捉到，

這樣然後才稱作成正覺。對於把捉到宇宙的體，你只是修空觀便可以，空掉一

切的執著，你便證到真如，你就見到了無相的真如。但是對於宇宙的用，你便

難弄了。宇宙的用是千變萬化的，各種事事物物日新月異，如何去了解？ 

 

而且宇宙的用…。體是無形無相的，記住，宇宙的體是無形無相的。宇

宙的用有沒有形相？你回答我。有的。多倫多的塔是宇宙的用之一。這個塔有

多少呎高？你是可以量度到的，有形有相的。但可惜它不是無上，何解？因為

它有形有相，不會是無上。是不是？這即是說…。 

 

同學：「羅教授，宇宙的體，我明白。有體自然有用，換言之，體和物質是要

有方，它的方一定是要有一個位置給它的。 

 

這樣我問一件事，體和用若在時間中發生，體和用那一樣東西在宇宙，

因為有宇宙空間時候，體有先或是用有先？」 

 

老師：「你以為呢？先回答我，我現在想先徵求你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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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我只是想有個解釋。」 

老師：「這即是說除了體和用之外，還有一種東西稱作時間了。」 

同學：「我沒有講到時間，我現在是講體和用，即講到…。」 

老師：「你想問的是，體先或是用先？首先你的意思是怎樣？我現在問你，你

以為是體先或是用先呢？」 

同學：「我以為這件事不應該講，因為體和用，你說那一個先存在？」 

老師：「是的。」 

同學：「若先有用，你說有用嗎？用沒有了體都是不行的。 

 

沒有意思，是一件死物。死物都無用，是先有用或是有體呢？因為見不到有一

件東西，其實是空，即是無。」 

 

老師：「體不一定是能見到的。」 

同學：「體，空，算是空吧。空，怎能夠知道有空呢？說有比較性。 

 

一件東西有比較性，比較才知道有空。所以我和一些朋友才討論…，所以我的

意思是…」 

 

老師：「不講，即是不可講。是，你…。是，我答你，」 

同學：「我的看法對不對？」 

老師：「對了一半。」 

同學：「那樣其他一半呢？ 

老師：「體不可說，用可說。」 

同學：「那個存在的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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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如何才算是存在？你現在給我解釋。Definition，你不要先講體用，

What is 存在？」 

同學：「存在只能夠是你感覺到，你知道或是…」 

老師：「你稍等，你用一個簡單的 Simple Sentence 告訴我，要一個 

Definition。我要普通講話，你不要用 Complex Sentence。何謂存

在？」 

同學：「音波…」 

老師：「我不知什麼是音波？我現在問你何謂存在？你當我是不懂的，當我是

小孩子。」 

同學：「存在即是有個…。如果是小孩子的話，有個分別，有個思想。」 

老師：「有分別，有思想。如果沒有分別，沒有思想便不存在，是不是？」 

同學：「是的。」 

老師：「沒有分別，沒有思想就不存在。月球的背面是沒有分別的，它不會分

別的。月球的背面，月球的後面是不會分別東西的，它是沒有思想

的，月球的背面存在不？我現在問你。我現在問你，你以為月球的後

面存在不？」 

同學：「一定存在，因為它有…」 

老師：「你怎知道？它是沒有分別的。」 

同學：「…」 

老師：「剛才你…，你一講定義，我便咬著你的定義來講了。等於在法庭打官

司一樣，你講了便是。 

 

凡是辯論必定是如此的，不能夠對象棋的時候，逢場作興，舉手不回的。是

的。有分別，有些人是這樣想的…。你在讀大學，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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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是的。」 

老師：「你多讀一點哲學的書吧，你找…，我介紹你最好你不妨找英國那個

Berkeley（喬治 巴克萊）的書看看。Berkeley 有這樣的一句話：『存

在者，被知覺之謂』。【注：存在就是被感知（To be is to be 

perceived）】。  

 

他下了一個存在的 Definition。什麼是存在呢？他說存在者即是…。何

謂存在？即存在是被他人知覺到的，謂之存在。如果那東西是不為人所知覺到

的，謂之不存在。就是這樣解。你剛才的意思，是和他相似的。他的說話對不

對呢？你自己想想。有佛教徒有這樣的思想，有些極端學唯識的人有此類似的

思想，所謂存在是被我們知覺。如果那東西不被人知覺到，它是否存在，你根

本不知。縱使它是有的，也和你無關。 

 

什麼是存在呢？存在，一點，總之被人知覺到，或被人、被物、被一種

能知覺的東西，被他知覺到，你便稱作存在。如果你不被這東西知覺到的，你

便不存在。這個 Berkeley 便作如此解。本來這種東西，在 Berkeley 之前，

差不多二千年前的柏拉圖已經是這樣講了。Plato，他已經說什麼？『存在

者』…。還是不用柏拉圖。柏拉圖不是講存在，他講知識。 

 

這個是正式講存在了，那本書你可以去多倫多大學，有一間什麼？中央

圖書館。你在那處借一本《The Principle of Human Knowledge》，《人類知

識原理》，很透徹的。禪家有一點這種思想的，禪宗有一點這種思想。它這

處，我講回這處，因為時間差不多到了，三時後我就談其他的。」 

 

何謂無上？他這處，明無增…第一，他解了。講來講去，就是在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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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無上？第一，（庚一）、（庚二）、（庚三），分三段。第一，（庚一）、

明無增減故名無上。有增有減的都不是無上。剛才講了有形有相都不是無上，

現在講什麼？有形有相便有增有減了，是不是？講到這裏你明了《心經》。 

 

《心經》說「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諸法那個空性的相是怎樣的？不生不滅。有生有滅就變了是…，有形有

相的東西都是有生有滅的。有垢有淨，有形相便非垢則淨了。縱使你說是半垢

半淨，都有一個半垢半淨。還有，有形有相的東西，便有增有減了。凡是有上

的東西，必有增減；有增減的東西，就必定有上。不可以有最高的那個，不能

夠說是最高的，所以「無增減故名無上」。 

 

為何是「無增減故名無上」呢？這處給你解說。 

 

「復次善現」，又善現。「是法平等」，「是」字則是「此」，這個

「此」是指什麼？指佛的法身；「此」、佛的大菩提所證到的東西。亦即是指

什麼？指真如；指這個宇宙的本體。「是法」，這件東西。「法」是指東西。

這件東西即是指真如，即是宇宙的本體。是平等的，即是無差別的。為何是平

等的？一有高低便不平等了。有乾淨不乾淨，是否不平等？不平等。會加會減

的是否平等？不是平等。一說到平等，一定是無高、無低，一定是無大、無

小。無高、無低、無大、無小。還有，無主、無客。我的知識知道一件事物，

我是能知事物的主、的主體；你那件事物是被我所知的便是客。有主、有客便

不是平等，無主客之分。所以證到真如的時候，是超越主客的相對。「是此法

平等」。「於其中間」，「其」者是指真如；在真如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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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不平等」，無差別的。差別即 Difference。沒有的，沒有 

Difference 的，無差別的，無不平等的。能夠覺到這種東西，「故名無上正等

菩提」。對他便是正等菩提、正等菩提。即是說他證真如證得很透。剛才講起

體用，真如是體，體是不可說，用是可說。還有，體先或是用先，佛家不講這

個問題，「有體便有用，有用便有體，無無體之用」。如果那用是真的用，不

會是無體。「亦無無用之體」。記住，無無用之體。所以當你證到涅槃的時

候，不是死物，應該仍然是有生命之用的。體用必同時的。講也不對。講也不

對是指什麼？是另外一回事。另外一回事是什麼？一會兒便講講你知。 

 

大菩提有兩種，大菩提是指智慧來講。大菩提所知的東西是指什麼？指

真如，即宇宙之本體；和萬象，宇宙之現象，所知的東西。能知與所知，聽得

明白嗎？能知東西是主體，所知是客體。本來是主客不可分的，主客平等。但

如果是主客不分，本來是不分，但你要說法，便要假立主客之名來講了。 

不講你如何明白？是不可說了，最高境界是不可說了。如果個個不可說，何得

有三藏十二部經？佛為什麼要出世？出世便是為了說法，是不是？所以亦不能

夠說不講，但又不能夠執著，我們上文講過了，不要執著佛所說。如果執著佛

所說的法，這稱作什麼？又是「死症」了。執著佛的說話，「法尚應捨，何況

非法」，記得嗎？有沒有？ 

 

佛法，佛說出來的法，當你了解之後，你都要捨棄。「何況非法」，何

況那些不合理的。是不是？是不是這樣？所以佛之說法猶如以手指月，不要執

著手指為月，你跟著手指去領會月。其實中間是沒有不平等。所謂菩提是指智

慧來講，能了解事物的智慧。能了解事物的智慧有兩種，記得嗎？一種稱為什

麼智？記得嗎？你呢，記得嗎？無漏智有兩種…。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