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種稱為什麼智？記得嗎？你呢，記得嗎？無漏智有兩種，一種稱為什麼智？

有沒有人記得？

同學：「後得智。」

老師：「一種是後得智，還有一種呢？」

同學：「根本智。」

老師：「嗄？」

同學：「根本智。」

老師：「根本智。」

根本智就是把捉宇宙之本體的，把捉真如本體，是一切相都要撇開的。凡有相都撇除的，

是根本智，無分別的，稱為無分別智，不起分別的。但後得智是有分別的，這是善、那是惡 、

這是高、那是下、這是染、那是淨，有分別的。

所以很多人學習，把根本智和後得智混為一談。兩種，根本智是什麼？五眼裏面的什麼

眼？記得嗎？

同學：「慧眼。」

老師：「慧眼。後得智呢？」

同學：「法眼。」

老師：「法眼。了解這個宇宙是要用兩種智的。再講得徹底一點呢，根本智是純粹經驗來

的。」

剛才你明白了，胡適之是反對的，馮友蘭又反對。胡適之說那是低級的，純粹經驗。

馮友蘭又說不相信有這回事。根本智是純粹經驗，Pure Experience，Pure Feeling，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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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沒有 Concept 的。後得智呢？有 Concept 的，有 Concept 便有分別。所以現在的

人，一棍全部打死了，凡分別都不對，這個是不行的。又有一些人說，你佛家那些無分別的

是低級動物的感覺而已，這個又是不對的。明白嗎？

兩種。佛說法用什麼智？你想想。譬如你現在成佛，你說法了，你有兩種智，你用那一

個智？後得智，是不是？後得智。根本智不能說法，沒有概念。沒有概念便沒有語言，我們

說法是要用 Language，用語言嘛。語言，每一個語言…。語言的內容是什麼？ Concept

而已。

譬如「我說法」，「我」字是一個 Concept；「說」又一個 Concept；「法」又是一

個 Concept。外面的人，「我說法」，「登登登」三聲。這三聲的內容是什麼？三個概念 。

三藏十二部經便是一堆概念，你了解到它的道理，便要把這堆概念全部捨棄，「法尚應捨，

何況非法」便是這樣。所以一位禪宗的祖師，他叫弟子…。這是太過了，實在不應該這樣的。

「你不需要讀經的，你參便可以。」這是害人不淺的。對是對的，但有時候，太對的東

西，是不可為法的。於是他的弟子便一味參禪，他不讀經。誰知有一日，師父自己拿著本經

來讀，被徒弟看見。他說：「師父，你又叫我不好讀經，你又讀經？」師父被他這樣教訓，

便說：「老僧不是讀經，老僧是用來蓋著眼睛而已。兩回事嘛。」即是怎樣？你有執著，常

常拿著經裏面一句一句的，拿著名相、拿著概念。他掃除你，不用讀的。到了你「空框框」

不讀的時候，他又告訴你，你要讀。明白嗎？所以學禪不能偏於一面。雍正皇，從前雍正皇

是很了解禪理的嘛。雍正皇選了一本語錄，很有名的，名為《御選語錄》。

人人你不要看電視，講得他那麼差，這個人不差的。雍正皇不是那麼差的，他這個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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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禪理的，不知為何人們講得他那麼差？但他這個人的手段來得苛刻點，殺人，動不動便

殺人。他禪宗是很到家的，他那本《御選語錄》裏面，那篇序裏面講得非常好的，他自己寫

了一篇序。當我們不明了的時候，當我們參禪，當我們「矇查查」（不清晰）不是很明了的

時候，我們就如何？很多執著。

「見山說它是山，見水說它是水」。這個是指什麼？凡夫的有漏智，見山說它是山，見

水說它是水。當我們參一參，參破之後。參破即是什麼？即是你見道了，證到真如的時候，

你會如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見到了山知道山之性本來是空，世界上沒有實的

山。「見山不是山」，不是說沒有，見到山，假象，這個是眾緣和合的假山，不是真的山，

根本是要掃除不理的。到了後來保荏，破參之後，見道之後，再修養、再保荏，又如何？

「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那時候。這豈不是和初初，是三級跳，第一級是「見山是山，

見水是水」；第二級「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第三級「見山還是山，見水還是水」。

它表示什麼？第一級是「矇查查」的，這些是世俗智。

第二級是什麼？根本智起的時候，見不到山、見不到水，於中無不平等。到了第三級的

時候是後得智起了，見山還是知道這個假的山，見水知道這個是自心所變的假水。自心所變

不是假的，不是無的。極樂世界便是自心所變的，但極樂世界的蘋果應該可以整個拿來咬的 ，

如果是幻想的則不算數。聽得明白嗎？他能夠這樣，便是「是法平等」，這個真如法是平等，

於其中間沒有不平等的。能夠這樣地把捉到，「故名無上正等菩提」，無上正的覺，無上等

的覺。

這個很顯明，無漏智，尤其是佛的智，有根本智和後得智兩種，這處是偏於那一種智而

講？你答我。偏於那一種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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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根本智。」

老師：「是的，偏於根本智。」

即是說這一句是講得很不完備的。是不是？你會說：「佛講的說話都會不完備嗎？」是

不完備便是不完備，佛又如何？佛有時候也會故意講一些不完備的東西，是不是？他故意偏

於根本智方面來講。本來這個宇宙的體是「於中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宇宙的用確是不平

的，有高有低，有真有假的。明白嗎？能夠了解到，「故名無上（正等）菩提」。你看看我

的注。「是法平等者」，「是」即作「此」解。

「謂真如之中」，是法即是真如，在真如之中，無增無減，又沒有「上」這種性，

「上」這種 Quality，性。沒有「上」這種東西。「於其中間」，「於其中間」的「於」字

上面的開括號要倒過來。「於其中間」者，於真如之中。「無不平等」是什麼？真如是無為

法，有為法則有勝有劣，有勝有劣我們便要取那些勝的，劣的要捨棄，可以取捨。但菩薩呢 ？

菩薩又如何呢？菩薩修行到了十地裏面，在初地裏面去到第十地中，他不只修無為法，不只

證真如，他還要修很多那些無漏的有為法的。

譬如極樂世界之形成，完全是一堆無漏的有為法來的。在十地裏面，對於那些無漏的有

為，他還捨棄那些劣的，而取其中勝的。但是真如是無為法，無勝無劣。既無勝劣，即是什

麼呢？無可取捨。所以說它是「無不平等」，這是第一個解。第二、第三個解，你自己看吧。

好了，第二，說明什麼？說明無差別所以無上。有上，有差別一定是有上的，剛才不是講了 ？

差別，差別即是 Difference。「以無我性，無有情性，無命者性，無士夫性，無補持伽羅等

性平等故，名無上正等菩提。」「無我性」，這個「性」字是作何解？兩種解法，第一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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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性」者即狀況。狀況，狀況英文即是 State，情況。無我的這種性質，無我的這種情

況。第一種。第二個解釋，「無我性」者以我的無我之智，無我之根本智，以無我之根本智

空掉一切執著，所顯露這個宇宙的真如本體，本源佛性顯露出來，這個本源佛性稱為無我性。

兩個解法了，第一個解法，「無我性」的「性」字是作 State 解、作狀況解。

第二個解釋，是作為什麼？實性，真如實性。不用這種真如實性，用那種無我智，以撇

除一切我執，然後才可以把捉得到的。無我的觀所顯露的真如實性，稱作「無我性」，這是

第二個解法。兩個解法聽得明白嗎？我認為第一個解法好，比較淺，是不是？將來你給他人

解說，人人容易領會。第二個解法難明。無我的那種情況，「無有情性」，無，一切眾生都

是假的——「無有情性」。舊譯譯做什麼？「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是

不是？「我性」他譯為「我相」。「無有情性」譯為（無）眾生性、「無眾生相」。「無命

者相」，「命者」即是什麼？有壽命的我，謂之「命者」。

舊人解錯了，「命者」當作老人家解，解錯了。這個是「什譯」譯為「壽者相」。「無

士夫相」舊譯譯為「無人相」。這個我、有情、命者、士夫，都是古代印度人所執著的有個

靈魂，有一個永恆不變之「我」的別名，「我」的別名。這個「無補特伽羅性」，這處是多

了這一個。沒有這一種東西，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這種情況，一切法都是平等的。

一切法都是無我、無人、無眾生，無壽者的。這一點是無差別的。即是所有東西都是無我的 ，

所有東西都是無人的，所有東西都是無眾生的、所有東西都是無壽者的。

所有宇宙間一切事物都是一樣的，無差別的。聽得明白嗎？這是平等的，樣樣都是平等。

這個佛的無上菩提，就了解體會到這一點，「故名無上菩提」。聽得明白嗎？還有第三點，

一五四頁（新書二二六頁）（庚三）、說明方便滿足故名無上。這個是最貼切的。佛之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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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何？一切方便，「方」者方法；「便」者便利。如果講得俗一點，我們說是手段，是不

是？或是一種方法，Method。是度眾生之 Method。「滿足」，滿足什麼？ Complete，

很圓滿，所以說它是「無上」。

這處分為兩面，一面是正面講，一面是正面解釋，一面是結束這一段。「一切善法無不

現證，一切善法無不妙覺。」這句你就要解了。「一切善法無不現證」和「一切善法無不妙

覺」有什麼分別？想想。在表面上一點分別也沒有，是不是？一切善法都現證了，還不是一

切善法都妙覺？不然，現證是不得妙的，是不是？不然，妙覺又不會現證的？這不就是相同 ？

明明是相同的，一句話為何要分開兩句講呢？即是強調意思，有深意。有何深意？

佛出世不外是自利利他，「一切善法無不現證」是指他自己能夠證真如，證到徹徹底底，

自利功德圓滿。「一切善法無不妙覺」，他能夠自覺覺他，即是說他利他的功德圓滿。這稱

為「無上菩提」。第二個解法，「一切善法無不現證」是指什麼？他的現量自證真如，證體 ，

證宇宙的本體。「一切善法無不妙覺」就是了解宇宙的大用，指這個有概念的後得智圓滿。

「一切善法無不現證」是指根本智圓滿；「一切善法無不妙覺」是指後得智圓滿。即所謂成

佛的菩提，不外是根本智和後得智，兩種都圓滿，便稱作無上。聽得明白嗎？

你聽過便會明白，自己回去看便會明白，你要看才行。你要看看，你有機會便可以給人

講說，你多看幾次便可以給人講說了。你想要有功德，你要給人講說功德才會大的，一味自

己修，只是自利是不行的。只是自利是不行，你要「廣為他說」。

自己「如理作意」就是自利，「廣為他說」這個就是利他，自利利他的功德兩方面然後

助成你將來的佛果。一味自利是不行的。好了，下面結束這一段。「善現，善法、善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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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一切）說為非法；是故如來說名善法、善法。」這個很容易解的，他說，善現，我現

在講「一切善法無不現證」、又「一切善法無不妙覺」。何謂善法？所謂善法，所謂善法者，

「如來（一切）說為非法」。何謂非法？非世間求福德之法，明白嗎？非世間之有漏法。

「是故如來說名善法、善法。」「是故」，所以呢。此處所講之善法、善法，是指那些

無漏的，無漏法。即是換言之，真如，這個宇宙的實體，和什麼？和宇宙之大用，現象界的 ，

無漏的，無漏的有為法。無漏的無為法，即是真如，和無漏的有為法。這個無漏法。是故如

來說名這個無漏的真如和無漏的有為法。懂得解嗎？他怕人誤會了善法，以為是求福的那種

善法，所以他便特別說出來。這裏便解答了一個問題，以上便解答了那個無上菩提。

人們說，既然你一切東西都是無形無相，真如都無形無相的，那樣無上菩提都是假的了。

他解答了，又不是假的。是不是？下文改天再講。第二個問題（丁十一），一五六頁（新書

二二七頁）。讓我講完幾條。你讀《金剛經》只是一味知、了解而已，對你的實際修行呢… 。

當然你能夠把它付諸實行就固然最好，但像是「空框框」的，一切都空啊、空啊。所以你為

了補救這種情況，最好就是什麼？〈菩薩戒〉。

〈菩薩戒〉，記住，〈菩薩戒〉有兩種。一種是現在一般人受的〈梵網菩薩戒〉。你如

果不是出家人，他都只是摘要地授你的，他不會傳給你的。出家人則整個〈梵網菩薩戒〉，

他才傳給你的。還有，他傳戒之時…。受戒最重要是什麼？記住，戒體。我見到我媽媽有很

多姊姊妹妹幾十歲了，受了戒幾十年，搭起袈裟，受了五戒，又受了〈菩薩戒〉，問起她來

是「烏喙喙」（糊裡糊塗) 的，什麼都不知。問她：「你受戒的時候是怎樣的？」她說：

「受戒的時候只是一味…，放了幾粒東西在那處。用了紅棗來擦，黏了幾粒艾燒下去，但又

怕痛，就在那邊打鐘打鼓，一味大家拚命地叫『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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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叫至整個大殿幾百人『含含』聲的，痛的感覺都是另外一種的。那個法師如何講？講

過什麼？根本就聽不到，只是在叫『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何謂之戒體？她問：「什麼是戒體？」這即是並沒有受到。受戒最重要是個戒體，戒體

是怎樣的？記得嗎？你聽過不？明白嗎？

同學：「記不起了。」

老師：「唉，已經記不起，你要回去溫習才行。你又記不起了。你呢？你記得嗎？你記得嗎 ？

都忘記了。你即是…。如果你想外出弘法之類，你要記得這些的，戒體。你都會受戒的，你

有沒有戒體你都不知？你受了戒不？」

受戒一定要留意個戒體。如果你一味人受你受，你沒有戒體是等於沒有受，不要以為自

己已經受了戒。戒體是什麼？戒體是當你受戒的時候，那位戒師父把戒條讀給你聽，應該要

讀給你聽。如果真正嚴重的，應該逐條問你的。譬如你受五戒，他問你：「你各位今天來受

戒，現在第一條，不殺生的戒，盡你的形壽，即是盡你的一生不殺生、不害命，你能不

能？」這樣問你。你要很恭敬、很虔誠。一定要回答的，很清楚地答：「能。」當你一答的

時候，你這個戒體便完成了，你這一條的戒體便完成了。最後法師問你，你的生命，你的阿

賴耶識就如電腦般，打了這個資料入你那個無形電腦裏面，成為一種資料。跟著你聽清楚，

聽了它、了解那些概念又打入去，又成為一種資料。跟著你答「能」，又打了資料。當你答

「能」的時候是很嚴重的，不是那麼簡單的。他問你「盡形壽，不殺生，你能不能？」，你

一定應該要這樣的。能不能呢？歷程是這樣的，先是一個 Question Mark問問自己，「我

今天既然來受戒，我決心受戒，當然應該要『能』的。」這是第二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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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階段稱為「審慮」，經過了第一個階段，「審慮」，審察思慮，「審慮」的階段。

第二個階段「決定」，我「決定」要達到，不然我今天到來做甚麼？我今天來受戒嘛，我現

在決定要遵從——「決定」。只是第二個階段，戒體還未完成的。但是你「決定」的時候，

這一串概念，又打進你的第八識裏面，你的阿賴耶識裏面。接著呢？你便回答了。答呢，這

個稱作「業」，這個便是戒體了。這個打進去…。稱為「發動」，你可以稱之為「發動」，

「發動」做什麼？「發動」你的身體和你的語言。

如何「發動」你的身體？你剛決定了要守這個戒，你是跪著合掌的，你的身體是跪著合

掌，你的身業。你答的時候，是一定要答的，你說：「能。」你的口業、語業、身業、語業

就表現出來。裏面呢？是意業，「能」，我現在說「能」這個業。身、口、意三業一齊集中，

「能」，回答了。這個業是很嚴重的，這個便立刻打進了你的阿賴耶識裏面，成為一個戒體

的種子了，這個種子了。

你受戒便一定有這個戒體，如果沒有這個戒體便等於和沒有受的，有什麼分別？所以如

果你覺得自己受戒而沒有戒體呢，「快快趣趣」在有人受的時候，你走去再受。多受一次不

打緊的，多受幾次也可以。即如磨刀，多磨兩下便利一點。個戒體只是強一點而已，可以多

受幾次，戒體。你皈依都有一個皈依體的，明白何謂皈依體不？你跪著皈依法師，法師必然

問你的。有沒有問的？「弟子某某，盡形壽皈依佛，永不皈依邪魔外道，能不能？」有一個

羯磨師教你的，有那些維那師教你，「你說能吧。」是不是這樣？有沒有啊？沒有的！為何

這樣兒戲的？有沒有啊？

同學：「只是跟著他念。」

老師：「跟著他念，固然是。跟不跟亦無所謂，你最重要有沒有說『我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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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沒有。」

老師：「沒有。你的皈依體便是你答『能』，跟著念。其實不需要跟著念。跟不跟…」

同學：「他問你答不答，跟著一齊答。」

老師：「一齊答的，羯磨師會指揮你，叫你一齊答『能』的。坐前面的答『能』，必然跟著

說『能』的。」受戒有一個稱為戒子頭的，最老的人家坐在前面點的。戒子頭一說『能』，

你們便跟著他講『能』。就算有些不說，你都是低聲讓戒子頭代你答的，是不是？如果你皈

依的時候，一味只會念〈懺悔文〉，這樣你一味只得個懺悔。你皈依的體便是說『永不皈依

邪魔外道』，你答『能』。那個時候才是皈依體。

還有灌頂，你灌頂。譬如你受四臂觀音法，譬如我是喇嘛，你現在來受四臂觀音法，我

就要入定，我要入觀音定，要觀想我就是四臂觀音。四臂觀音在極樂世界裏面走進來入我，

我便是四臂觀音，現在我和你灌頂。不是我一個凡人來為你灌頂，現在是四臂觀音來替你灌

頂。灌頂，他拿著一個壺，在頭上為你灌頂，他是觀想著四臂觀音來為你灌頂的。你又要想

著：「我今日到來灌頂，我現在很虔誠地接受這個上師，即是四臂觀音。」因為他那時便是

四臂觀音，「他為我灌頂。」

這一路連串的資料便打入你的阿賴耶識裏面。他替你灌頂之後，他便教你結一個印，譬

如印是這樣的。這樣你又打進去了，這是身業。口業，譬如現在他念：「唵嘛呢叭咪吽，你

跟著我念。」「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他一連念七次，你七次都跟著他念。即是

把資料打入去一個無形的電腦裏面，這個是什麼？你灌頂的體了。以後跟著你一輩子的，這

個灌頂的體。如果你「矇查查」他人在灌頂，你就在打盹睡的。他們教你怎樣念、怎樣結印，

你卻沒有結，這即是等於無，即是等於沒有進場。即是等於看電影，你進場打盹睡，即是沒

有看到。不可不知。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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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菩薩戒〉，第一種稱為〈梵網菩薩戒〉，你未受戒前看也不讓你看的。第二種

〈菩薩戒〉是〈瑜伽菩薩戒〉，〈瑜伽菩薩戒〉你現在要找人傳便難找人傳了。現在的都是

受〈梵網菩薩戒〉，那你怎辦？〈瑜伽菩薩戒〉你可以向佛前自己受，你觀想彌勒佛或釋迦

牟尼佛在那處，你虔誠地在他面前，「我現在向他受這個〈菩薩戒〉，作為他傳，你拿著

〈戒本〉來讀，你觀想他在念〈戒本〉給你聽。這樣你的資料便打進去。都是這樣受的，你

可以自己受。

同學：「教授，受戒的時候，應該受這些戒好或是受五戒比較好呢？」

老師：「我聽不到他說什麼？」

同學：「受戒受五戒好或是受這些戒比較好呢？」

老師：「個個都好。」

同學：「或是你喜歡受什麼戒？」

老師：「你喜歡受。你歡喜出家，你便走去出家受出家戒，但你要真的出家才好。總之你受

五戒也好，你的心真的想守五戒，你便去受五戒。」

同學：「可以受四戒。四戒、五戒…。」

老師：「有些法師是這樣的，以前虛雲和尚便是這樣，他替你受四戒，或是替你受一個戒。

他只問你這一條，你便回答。這即是說你…。五戒是有五個戒體的，你不得四戒便只有四個

戒體。」

同學：「不過你知我的，持五戒，持不殺生但你飲酒，到時是會殺生的，這又不好。你應想

自己如何受戒？就如持五戒，不犯殺、盜、淫、妄、飲酒，五戒。你受四戒，不過你不受最

後的一戒，飲酒戒。當你飲酒的時候，什麼也不能知，神志不清地亂做事。犯全部五戒、犯

四戒。你想想是不是？這是不應該的，受便應該受五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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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這些事情你最好去問法師，如何應該好，我不答你這種問題。這類問題你都是走去

問法師，是的，這問題你問法師好了。怎樣受戒？那一種好呢？你去問法師。」

同學：「應該受足五戒或是受四戒好一點？」

老師：「你去和那些傳戒的法師研究，我又不傳戒給人的，我沒有資格傳戒給人。你問我，

我回答你些什麼呢？是不是？即是這樣，就如你要怎樣洗禮？你要找牧師、找神父才行。你

找一個既不是牧師又不是神父，你走去說你要基督教洗禮，他答你也無用，是不是？

我不是出家人，我又不能傳出家戒給你，我亦不能夠傳五戒給你。如果你想去傳戒，你

最好走去找法師那些才行，我就只是講理論的。是不是？教你怎修，我現在給你講〈菩薩

戒〉，都是想你告訴你，這種是可以自己修的。可以自己修，你可以向佛前自己受的。你說 ：

『羅先生，你傳給我便行。』這樣我會問：『為何你不在佛前傳呢？佛可以讓你自己受嘛。

你在佛前受嘛，那用向我受呢？』沒有問題嘛？（講到）第八條，是不是？是不是第八條？

第六條？是不是？如果沒有呢，大家如果有問題，要先走的，可以不用客氣。因為你沒有書，

有些又怕聽〈戒本〉的。是不是第八條？第七條講了吧？是不是？」

同學：「是的。」

老師：「有沒有？是不是？」

同學：「第八條。」

老師：「第八條呢。以前的七條，你犯了它就障礙你修布施波羅密的。七條。如果第八條以

後，你看看，看看這一個表。這個表，二，看到嗎？障礙戒度，障礙你…。有些是我自己給

他的，你不要收起它。」

同學：「我知，我知。有些是他們自己收起的。」

同學：「稍後放回。」

老師：「有些是障礙你持戒的，障礙你持戒有七條，犯了這七條便會障礙你修戒波羅密多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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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你看表。第一條，看看在表裏面，遮共不共。「共」即一齊修；「不共」即自

己修，你不和人一起的。「共」即 General；「不共」即 Particular，你自己獨特的。所謂

「共」者是和出家人一起的。出家人修，你都要修；出家人守，你同樣要守的，稱為「共」 。

「不共」是不用管的，你自己受〈菩薩戒〉你獨立是你的。這種戒，除非他出家人，他另外

又受這一種，不是就不必理的，「不共」。明白嗎？

「遮罪共不共」。戒有兩種，「罪」，即犯了戒稱為罪。記住。常常有些人講：「罪過

了，罪過了。」何謂「罪過」，犯戒便是「罪過」。即是說戒有兩種戒，記住，這個是常識

來的。戒有兩種戒。一種稱為性戒，「性」者即本質，它的本質是罪惡來的，所以要戒，稱

為性戒。例如五戒裏面，殺生、偷盜、邪淫、妄語，這些是性戒。

你皈依法，你殺了人有罪；你是耶穌教徒做了又有罪；你是皇帝做了又有罪；你是出家

人做了同樣有罪。即這一行為本質是有罪的，稱為性戒。五戒之中的第五個戒——飲酒戒；

飲兩杯酒有什麼罪呢？飲酒本身是沒有罪的，它的本質是無罪。但飲了酒容易引起你犯罪，

飲了酒便容易打架，飲了酒便很容易攪出事來。

「遮」就是防止，防止你犯罪，防止你犯戒，所以設了這條遮戒。明白嗎？你這條戒的

本身不是罪，但它間接引起犯罪。例如出家人的戒，有什麼？一棵樹，一棵老樹在那處。你

外出斬柴，老樹你不要斬。何解？因為老樹常常有鬼神寄居於樹的，或者有其他眾生住在那

處，你斬了它，它便沒有地方。所以防止你危害那些鬼神，危害那些眾生。不要，你到了山

上不要斬樹。出家人是不可以斬樹的。這些之類，稱為遮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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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即是防止，「遮」即是遮攔著它，不要讓他越軌。戒有兩種，一種性戒，一種遮

戒。出家人受二百五十條戒，真正的性戒只有七條，其餘都是遮戒。何謂性戒？記住，性戒，

何謂性戒？身三語四。記住，這個是要記的。身作的三條；語，用口做的四條。身體做的三

條是那三條？

同學：「殺、盜、淫。」

老師：「殺生、偷盜、邪淫這三條，身體做的，身三條。身體做的三條。語，用口做的四條，

是什麼？」

同學：「妄語。」

老師：「妄語，說謊。」

同學：「惡口。」

老師：「惡口，說粗言，罵人，惡意罵人。」

同學：「妄語。」

老師：「妄語、惡口，還有呢？綺語。」

綺語是什麼？綺語是最容易犯的，最容易犯綺語。不用說什麼，如果他人不是怎麼好，

不是很舒服。你說：「好了，好了。」在喝倒彩。他人失敗便「好啊！好啊！」，這些便是

罪。及撩人，指桑罵槐，是最容易犯的。文人和女子便最容易犯這種戒，綺語。妄語、惡口、

綺語，還有呢？」

同學：「兩舌。」

老師：「兩舌，又稱作離間語。」

在甲面前講衰乙，在乙面前講衰甲，是離間他人的交情，離間他人的感情，這些稱為什

麼？兩舌。舊譯譯做兩舌，新譯譯做離間語。應該用離間語好一點，兩舌譯得不好，為何是

兩根舌呢？應該是離間語，這四條是口的。身三語四，總共稱為什麼？七條，稱為性戒，身

三語四稱為七支性戒。這個是常識，學了要記的。

14



何謂性戒？何謂遮戒？性戒那幾條一定要記到的，性戒者七支性戒，身三語四。你不信

佛也好，什麼也好，是相同的。總之是人犯了都會有報應的，一定有不好報應的。整天講因

果、因果便是這種了。這個是遮戒，遮戒是不論出家人、在家人都要守的。啊不對，這個是

性戒，不論出家人、在家人都要守的，最基礎的。所以〈菩薩戒〉裏面它不講性戒了，記住。

何解？你連七支性戒也不守，卻走來受菩薩戒？你是否「混吉」（無聊）的呢？是不是？

「攞嚟搞」（無謂）的。即是說你小學加減乘除都未懂得計，你便走去中學學代數、幾何，

你就是走來「混吉」（無聊）了。他首先假定你學〈菩薩戒〉，你應該要先守了七支性戒。

好了，它這裏講。這一條又如何？性戒是無論如何你都要守的，不用講了。不過有一種

名為遮戒，除了性戒之外有很多遮戒。遮戒有兩種，出家人的遮戒有兩種，一種是什麼？防

止你害人的，例如飲酒這些便是遮戒。有一個出家人飲了酒，醉醺醺行出去。他人會說，為

何和尚飲酒的？他人便會看不起佛教，這便變成害了佛教，所以需要遮。還有，你走去山上

亂斬樹木，你知道樹木裏面有很多寄生的生物在裏面，你會傷害到他們。

同時，他就這樣說，我們是沒有證據的，傳說是這樣。說老樹有鬼神在寄住，你斬了它

即是毀壞了鬼神的居住處，所以便不斬的。還有吃菜，出家人吃菜，新鮮發芽的，你…。

〈第三十四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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