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豆苗是不行的，長大了才食的。你阻著它們（生長而個個）食豆苗，便很多人沒有東

西吃，是不是？它長出來可以食，荷蘭豆也好，什麼也好。它的苗你剪掉吃了它，怎可以？

害了社會的。還有，那些生草，生機蓬勃的草，連踏也不要踏，阻了它的生機。雖然不是害

人的，這些都是遮戒來的。還有，這一種是防礙那些害人的。遮罪有兩種，一種是防礙害到

人的，另外一種是如何？阻礙你修行，要怎樣？少事少業。

譬如你已經出了家，人們說：「某某娶新抱，請你幫忙，可以不？」「唏，不要攪。

我出家人，我要靜修的，我怎有空幫你忙？你娶新抱是你的事。花費那麼多，我不行的。」

少事少業，這些遮戒是少事少業。所以出家人為人做證婚，可以不？牧師可以，神父亦可以。

真正小乘的出家人，可以不？不可以的。多事多業，多此一舉。多事是不可以的，要少事少

業。人們兩夫妻吵架，你勸架，別找這些事來弄，要少事少業。純粹小乘出家人的戒是如此，

即是少事少業的遮戒。明白嗎？

好了，遮戒有兩種，是不是？性戒是一定要守，毫無疑問的。遮戒有兩種，一種是防

止他害人的。你是受〈菩薩戒〉的人，是要了解和要遵守的。可守得守，儘量照著守。第一

種少事少業的遮戒是如何的？「不共」，不守的。記住，受〈菩薩戒〉那些少事少業是不用

守的。你是受〈菩薩戒〉，縱使你是出家人也好，出家人都可以不守、不做，如果你不是出

家人，你是〈菩薩戒〉人，他人說，「要結婚，請你去幫忙，可以不？」你要去幫忙，你不

要以為說，「我是靜修的，我是修行的。我有空就打坐禮佛，我走來替你做？」這樣你是犯

戒的，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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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遮戒，人們請你幫忙，你要去幫忙。叫你少事少業，只是小乘才是這樣的，大乘

是越幫人多越妙的。你說：「會不會講錯？羅先生。」錯不錯一會兒你自己看吧，你不必問

我，你自己看。錯就錯在彌勒菩薩，與我無關，你自己看吧。所以如果是大乘菩薩而是出家

僧，應該要怎樣？要學神父、學牧師，他人結婚，「我為你證婚。」一樣通。人們兩夫妻不

和，你走到他們那處，勸架也可以，大乘就是這樣。這個〈菩薩戒〉就是這樣，小乘則不是，

免搞。所以從前有一個什麼？我曾經講的，日本人打我們的時候，那些人逃難，有一個大肚

婆要生產。

她走去那間尼姑庵處借地方，那個尼姑不肯借給她，說是污穢。「我們佛門怎可以讓

妳在這裏生產那麼污穢。」不肯接納。結果她走去天主教的女修院，天主教女修院不知多好

地接納，為她做護士。找不到接生醫生，那個主持人做了接生，她們都不怕污穢。所以這個

人後來走了出去，後來回到香港，走到道風山那處信奉了基督教，她們便罵佛教。

就是這樣，我們要想想，只是小乘戒是對的，少事少業，你的生產就別找我了。但如

果是大乘的〈菩薩戒〉則不是，做越多越妙的。明白嗎？所以人人說佛家消極，是那些蠢材

不懂才說消極，佛家那裏消極？你讀讀〈菩薩戒〉，你就知道一點也不消極。

那些少事少業的戒，他不要的。你看看裏面分兩部分。一部分，與聲聞共學，聲聞是

小乘的人，和小乘的人一起學的。那些什麼？防礙他人的。第二種呢？二與聲聞不共學，和

那些小乘聲聞的人不共的。你有你出家人，你學是你的事，最好是連出家人也不要學，我就

不學這一種的。明白嗎？你看看這一處，遮罪。你一讀〈菩薩戒〉你就知道並不消極，是很

積極的。你看看那一條，「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如果一個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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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住，所謂菩薩不是坐著不動那些，是會動、會食飯、會做事那種，能夠守〈菩薩

戒〉的人便稱為菩薩，記住。若果那些能夠守〈菩薩戒〉的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

能夠遵守菩薩的清淨戒律呢。當你要守戒律的時候，你要怎樣？「如薄伽梵於別解脫毗奈耶

中（，）將護他故建立遮罪（，）制諸聲聞令不造作。」

這處半句，先解釋這部分。他說例如，「如」，例如。例如什麼？「薄伽梵」懂得解

嗎？「薄伽梵」，懂得嗎？「薄伽梵」是什麼？什麼？梵文 Bhagavad，Bhagavad是指世

尊。世尊，Bhagavad是音譯。

如世尊「於別解脫毗奈耶中」，「別解脫」是指什麼？是指那些…。我給你們解釋

「別解脫」這幾個字，「別」者各別的；「解脫」即能夠解脫罪惡。別解脫戒是你每遵守一

條戒律，就解脫了一條罪惡了。各別解脫，明白嗎？各別解脫罪惡的戒律，明白嗎？你能夠

遵守一條戒律，就解脫了一種罪惡。例如，別解脫法是怎樣的？在家，如果別解脫法，別解

脫戒是講五戒的事，明白嗎？

出家人的別解脫戒，男出家人的別解脫戒是什麼？二百五十戒是也。如果女出家人的

別解脫戒呢？三百七十多戒是也。號稱是五百戒，實在只是三百七十幾條。你知道印度人，

超過二百五十，他便說是五百了。講大（約）數，（實際）是三百七十幾條戒。以前印度社

會是男女不平等的，所以各派之戒律，各宗教之戒律，女人是分外要她守多點的。這些就如

…，那個誰告訴我，岑子君是不是？是我的學生。她說很不平，對佛家人說他們對女子多點

歧視。其實這是她不明白，社會背境，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社會背境。中國以前也是的，

女子無才便是德，讀讀書也是不好的，「烏林林」像是豬才是好的。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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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社會背境，今日則不同，今日女子有多少是博士？今日則不是這樣講了。凡是具

體的東西，都是隨著時代而轉變的。有一種人偏偏要食古不化，一定是要這樣，這是不應該

的，應該改變。好了，出家人，男出家人就二百五十條別解脫戒，每守一條就能夠解脫一種

罪惡。你守了全部二百五十條戒，二百五十種罪惡都能夠解脫。

各別解脫，守得一條，譬如你受（別）解脫，五戒你只是守得一戒，其餘四戒你都守

不了。你是怎樣？你都是別解脫，解脫了一條，另外四條沒有解脫。那些稱為各別解脫的戒

律，別解脫戒。佛制定了很多別解脫，「毗奈耶」，即是戒律，「毗奈耶」。戒律裏面有兩

種，一種是「將護他故」，「將護」即保護，保護他人，不要讓他侵害他人。

「建立遮罪」，於是建立，佛設立遮戒，因為要保護他人，所以建立遮戒，要徒弟遵

守。「制諸聲聞令不造作」，「制」即告誡，制。制那些學小乘的人，小乘的出家人稱為聲

聞。制那些小乘的出家人，令到他不造作這種犯戒的事。懂得解了，懂得解嗎？為何要這樣

造作？為何釋迦佛要制定這些遮戒？「諸有情類未淨信者令生淨信（，）」目的在什麼？令

到那些有情，即是眾生。令到那些眾生，

對佛教未起清淨之信心的，令到他見到你的出家人那麼好威儀，那麼好戒律的，他自

然會信任你——「令生淨信」。聽得明白嗎？「已淨信者令倍增長」，已經信佛的，他見到

你的出家人那麼好威儀，那麼遵守戒律，他更加信仰心增長。目的就是這樣——弘傳佛法，

所以制定很多遮戒。他這種遮戒又如何？他制定很多遮戒。「於中菩薩與諸聲聞應等修學

（，）無有差別。」這些所有防礙他人的遮戒，「於中」，在於這種遮戒之中，你一個菩薩

應該與那些小乘的聲聞，應該要「等修學」，要同等地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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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出家人不飲醉酒，不醉酒。你在家人都應該守不醉酒。明白嗎？那些生機蓬勃的

草，你不要傷害它。可以…。他沒有限著你一定要做，出家人可以這樣做，你儘量學他這樣

做。明白嗎？如果是出家人就更加要做了。如果你不是出家人，儘量吧。他能夠做到的，你

會防礙他人的。那些草，你硬著扯它。人們看見在公園內的草很綠，你剷我剷會怎樣？就全

部都沒有了。這是防礙公眾的社會，防礙他人嘛。出家人固然要守，你在家人應該要學他，

他守你都守，應共修學。聽得明白嗎？不過你沒有受這條戒，你都應要去守。

……

…「無有差別」，對於這戒沒有分別。他說，「何以故？」為什麼要守呢？我都不是出

家人，我為何要守呢？他答了，「以諸聲聞自利為勝尚不棄捨將護他行（，）」「以」即因

為。因為那些小乘的出家人、那些聲聞，他以「自利為勝」，整天想著了生死，常常想入涅

槃，他以此為殊勝的。他這種整天想以「自利為勝」的，尚且不肯棄捨那些保護他人的行為，

他都不肯做。

「為令有情未信者信」，他之目的是令到眾生未能夠信佛的，令到他信，「未信者

信」加上一個（，）「信者增長，學所學處」，那些已經信了佛的佛教徒更加增長學佛的信

心。增長之後，「學所學處」，他便走來一起學，學你守這個〈菩薩戒〉，學你這樣遵守戒

律。他說小乘聲聞人尚且如此做，「何況菩薩利他為勝」呢，何況你說：「我是菩薩，我守

〈菩薩戒〉。」你以利他為目的。你以利他為目的你都不肯做，他們小乘的人以自利為目的，

都尚且不做、不犯這些遮戒。你又稱為大乘菩薩，你又走去犯？所以你不應該犯。明白嗎？

下面，這是半，即是說那些聲聞的戒律裏面，出家人的戒律裏面，有些是防礙他人的遮戒。

雖然本質無罪，但是你都要，出家人守你都要學他，照樣學他那樣守。「若諸菩薩安住（菩

薩）淨戒律儀」，這裏再提了，又菩薩能夠守菩薩戒律，他對於那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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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於那些少事少業的戒，你便不要守了，出家人他自己守是他自己的事，你不要守。

「如薄伽梵於別解脫毗奈耶中（，）為令聲聞少事少業（，）少希望住（，）建立遮罪

（，）」他說例如「薄伽梵」，即世尊，在那些戒律裏面，在別解脫毗奈耶中，在那些別解

脫戒裏面。它有些戒律是什麼？「為令聲聞」，為了令那些出家的小乘人，令他怎樣？令到

他「少事少業」，多點時間去打坐，多點時間去修行。

「少事少業」，那些世間事，少理一點。即現在所謂「眾人的事你莫理」，現在有很

多人是很冤枉的，在罵那些出家人。「你出家人理人那麼多事幹嗎？」其實他是一個出家菩

薩，他要理的。他守菩薩戒，他要理的，那些人亂罵是不應該的。

「你是出家菩薩，你又為人證婚！」出家人你應該要為人證婚的。「他死了人，你出

家人不去修行，卻走去「般般餅餅」。」他是應該要這樣的，因為〈菩薩戒〉是應該要這樣

的。又有些人說：「人家兩夫婦吵架，你是出家人又與你何干？你走去勸架。」不是的，如

果你是〈菩薩戒〉，你應該去做的。

所以有些人不明白，還有一些人：「你出家人到處去捐錢（募捐）。」不是的，他捐

錢不要放進自己口袋便可以。他捐錢越捐多越妙的。那些菩薩說釋迦世尊在別解脫（戒）裏

面，為了令那些聲聞小乘的人，「少事少業、少希望住」，

這個「希望」是指欲望，不要有那麼多欲望住在這處。於是他便建立遮罪了，「建

立」即設立，設立那些遮戒了。你又不准做這些，你又不准做那些，以少事少業為當了。

「制諸聲聞」即制著那些聲聞。「令不造作」，令到他不要去做。這些遮戒又如何？你守

〈菩薩戒〉的人守不守？不要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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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菩薩與諸聲聞不應等學」，對於這些戒律，那些出家人他守，你如果不是出家

人，你不要守，你應該要去做多點事。「何以故」，為什麼這些事都要做呢？「以諸聲聞自

利為勝，不顧利他，於利他中少事少業，少希望住可名為妙（。）」一句。為什麼呢？

「以」即是因為。因為那些聲聞，修小乘的出家人，他以自利為主。

「不顧利他」，他不是多肯利他的，他這種人對於利他的事，他就不去做了。「少事

少業」，他人吵架他又不走去勸，他人「打生打死」他只是躲著修行不理。「少希望住」，

一味沒有欲望便認為是好了。「可名為妙」，在出家人，這是妙的。但如果你守〈菩薩戒〉

的就不妙了。「非諸菩薩利他為勝，不顧自利，於利他中少事少業，少希望住，得名為

妙。」所以就不是。並非，並非你守〈菩薩戒〉的菩薩。菩薩應該以利他為主的，你以利他

為主，對自利視作平常的，「不顧自利」的。

「於利他中少事少業」，（非——）並不是。你在利他的時候，要多事多業，對利他

的事，你要越做得多越好。不是（非）——並不是以少事少業，少希望住，這樣稱為妙的。

這樣好了，即是菩薩要出來做事的，守大乘法。我看現在的人也沒有這樣積極，基督教徒、

天主教徒都沒有這樣積極，如果照這樣做的話。

人們對佛教全部誤解了，第一、物腐然後蟲生，你自己的人確是什麼都不理，這樣才

讓人批評。人們批評你「乜乜」又消極，又「乜乜」，所以有些牧師走出去，在香港聽我講

話，消極什麼？我說：「消極？消極你懂得解不？你不懂我解給你知。你的《聖經》也沒有

那麼積極，消極？！」是不是？如果菩薩應該怎做呢？如果要多事多業，是不是要亂做呢？

不是。他教你。「如是菩薩為利他故（，）」，「如是菩薩」即這些菩薩，這些守〈菩薩

戒〉的菩薩。「為利他故」，為了利他，為了令這個社會，令人類有益，他要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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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非親里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及恣施家應求百千種種衣服，」先來半句。那個菩薩應

該怎做呢？為了有利他之目的，他又如何呢？你自己本身沒有錢應該怎樣？「為利他故，從

非親里」，不只是要和那些親親戚戚，親人處取，那些不用講了。那些和你無親無故的，你

都要向他，向他作什麼？「非親非里」，「非里」即是非鄰居；「非親」是指沒有血統關係

的，「非親里」。

「長者居士」，「長者」即有地位的，在社會上有地位的，有錢有地位的人。「居

士」，那些在家人。你不要向出家人取，向那些「長者居士」取。「婆羅門」，印度婆羅門，

中國是沒有婆羅門的。婆羅門是一個階級，總之是有地位的人士。「等」即是什麼？「等」

即現在的神父、牧師也包括在內。肯捐錢便行。「及恣施家」，「恣」者即是隨意，「恣

施」，隨意肯施捨的人。

向他做什麼？「應求百千種種」，應該向他求乞，百種千種越多越妙。「衣服」，向

他乞衣服。「觀彼有情有力無力」，當你向他勸捐（募捐）的時候，你要看他有力無力，即

不要勉強他人。「有力無力」。「隨其所施如應而受」，隨他給你多少，多多益善，少少無

拘，就不要勉強，接受他的。

衣服可以這樣地問他拿衣服。拿衣服作什麼？不是自己用，是施捨給貧窮的人。「如

說求衣（，）求鉢亦爾」，剛才舉的例是求衣服，有些人需要碗碟需要鉢的，你向他求鉢也

是一樣。「亦爾」，即也是一樣。「如求衣鉢（，）如是自求種種絲縷（，）令非親里為織

作衣（，）」「如說求衣，求鉢」，就如上文所講求衣，求鉢，來求衣鉢。「如是自求種種

絲縷」，有些人沒有一整件衣服，又沒有一隻鉢給你的，你又如何？他有些紗線，織布的紗

線、綿紗等，又或有些絲。總之他願意給你便行，你拿了那些絲、那些綿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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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非親里」，你要找一個和你沒有親的，不要只給你的鄰居。即是表示你大公無私，

你去找那些人。「為織作衣」，讓他替你織成衣服，用來施捨給窮人。這樣他又如何呢？

「為利他故應畜種種憍世耶衣諸坐臥具事各至百，生色可染百千俱胝（，）復過是數（，）

亦應取積。」這又如何呢？「為利他故」，只要為了利益這個社會，利益他人。

「應畜種種憍世耶衣」，應該要積集，捐獻積集些什麼？「憍世耶衣」。「憍世耶

衣」是什麼？有一種蠶，有一種名柞蠶。蠶蟲是這麼長左右，這麼長的。有一種名柞蠶的，

山東最多的。一支筆那麼大的鐵蠶，它的絲是特別粗的。那些柞蠶，它的絲是粗的。山東人

拿它來織什麼？用來織山東綢。有沒有穿過？你必然穿過了，你這樣老。你們有沒有穿過？

黃色的，那些蠶是「黃澄澄」的。你年紀那麼大，山東綢。

以前外國人用來做西服的，山東綢。那些是粗蠶的絲。「憍世耶衣」是那些柞蠶的絲。

那些蠶和現在的 Thai silk，泰絲差不多，泰絲也是很粗的，它比泰絲還要粗一點。那些是很

漂亮雖然它是粗，但是很名貴的，外國人穿那些山東綢做的衣服很名貴的。那些「憍世耶

衣」，連這些漂亮的衣服你都可以捐，捐出來施捨給人，給自己穿則不太好。

要施捨給人，讓大家來分，如果你是沒有的話，你可以拿其中一分，你全部放在我家

自用則不行。「諸坐臥具」，坐的墊子；「臥具」即床褥。捐集在一起。「事各至百」，每

樣捐集至過百也可以。「生色可染」，可以染得種種顏色，很可愛、很漂亮的亦行。「百千

俱胝」，捐捐集集至億、至萬都可以。「復過是數」，再捐多一點也可以，只要你不是個人

享受。「亦應取積」，你都可以積集，你一有機會便去施捨給人。「如是等中」…。這即是

在說什麼？如果是出家人，這樣做法是不對的，積集了那麼多物件。是不是？如果你是〈菩

薩戒〉的呢，只要你不是自己佔有，你是可以的。即是說你捐錢捐很多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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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等中少事少業少希望住制止遮罪（，）菩薩不與聲聞共學。」「如是等中」即

是這些這些。這些什麼？「少事少業」的戒律，眾人的事不理。「少希望住」，不要有那麼

多欲望。這些「少事少業少希望住」是用來制止那些小乘的出家人，讓他們不要做的。你是

一個大乘菩薩，如果你是一個在家人，你要怎樣？「菩薩不與聲聞共學」，不和小乘的出家

人一起學的。你儘管你學，我的是越多越妙的。

如果你了解，如果他出家人真的守大乘菩薩戒，他積多多你都不要批評他，他只要不

是交給他自己俗家的兒子便可以。是不是？如果他拿回去，寄回去俗家養子便不可以。好了，

這些是不應學的。如果犯戒，如何才能稱作犯呢？這個是講戒律的，有所謂犯與不犯。是應

該這樣做的，不做又如何？如果你是一個在家人，或你是一個出家人而受〈菩薩戒〉的呢，

你就應該不要受一些少事少業的戒，應該要做一些積極事業的，不做便犯了戒。所以

人們一味說，「我青罄紅魚，住在茅蓬，世事什麼都不理了。」問題是你有沒有受〈菩薩

戒〉？如果你受了〈菩薩戒〉，你便犯了戒。你青罄紅魚在山上，做什麼？你不出外做社會，

利他工作不做，不知，那些人都不知。

同時，有些出俗的人又亂罵，見到出家人捐錢來建一間寺，捐錢來建一個講堂。他又

說：「出家人集錢，什麼的。」這個又是不對的，他應該做的嘛。是不是？他應該做的。所

以你懂得菩薩戒律，你便會知道何謂菩薩？能夠守菩薩戒律的稱為菩薩。又知道他人這樣做

是對不對，你不會胡亂批評。同時，你自己應該怎樣做？它有一個指南針給你，應該怎做。

何謂犯戒？何謂不犯戒？「安住淨戒律儀菩薩（，）」一個能夠遵守這條戒律，〈菩薩戒〉

的菩薩。「於利他中懷嫌恨心（，）懷恚惱心（，）少事少業，少希望住，是名有犯（，）

有所違越（，）是染違犯。」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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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受了〈菩薩戒〉，你整天說少事少業，好事你不去做，是犯戒的。所以你說，

是積極或是不積極？孔夫子都沒有他的積極。不去做事都犯戒的。那個菩薩「於利他中」，

對於上文所講的，利他的事業之中，你應該去做的你卻不去做。

你不做已經是犯戒了，犯戒之中你還怎樣？「懷嫌恨心」，「於世俗的事我怎理？」

起了一個嫌恨心，這你便是惡了，你犯戒重的。「懷恚惱心」，「我是清淨的人，我怎去做

這些事？」「你兩兄弟爭家產，我是出家人，我理這些事的嗎？這些事我是不理的。」原來

他犯了戒。是不是？

她的丈夫打妻子「打到死」（打得很厲害），告訴了你，你不去勸架。「他打妻子

『打到死』是他的事吧。」這是怎樣？他是犯了戒的。是不是？你應該要去調解。有一對青

年男女已經正式結婚，「法師，請你做證。」「我是出家人，我理這些事的嗎？」如果他是

這樣，他根本是沒有學識。他連〈菩薩戒〉，最低限度是〈瑜伽菩薩戒〉，他沒有讀過。很

多人是沒有讀過的。

懷了嫌恨心，懷了恚惱心，即是嬲怒的心，這樣來到什麼？來到做些「少事少業，少

希望住」的事。如果他是這樣呢，「是名有犯，有所違越」，違犯了這條戒。而且是加重罪，

是染污性的違犯，是最重的。

「若由懶惰懈怠忘念無記之心（，）少事少業（，）少希望住，是名有犯（，）有所

違越，（但是）非染違犯。」一句。如果他不是真的懷著一個嫌恨心，不是嬲怒心，他只是

懶。一個人懶，懈怠或是忘記，他記不起去做。或是年紀太老忘記了，或是應做而忘記去做。

這樣地犯，這樣去做少事少業，仍然是犯，「是名有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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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是犯了這條戒，「有所違越」。但是「非染違犯」，不是很重的，不是染污性的違

犯。你讀過這條戒便知道，一個〈菩薩戒〉的人，如果他是出家人的〈菩薩戒〉，他理眾人

之事，你不要攻擊他，不要批評他。

他是堅守〈菩薩戒〉，尤其是守〈瑜伽菩薩戒〉，他要去做的。在家人更加應該要去

做，不要以為這樣，「我是清修，眾人的事不理。」不是的。要向社會做事，例如什麼？他

人做什麼？他人做孤兒院，你應該有辦法建孤兒院便要建，有辦法建養老院你要建；有辦法

贈醫施藥你要去做；有辦法去非洲，如德蘭修女去醫有病的人，你要去醫；有辦法募捐衣服、

養埃塞俄比亞那些餓至沒有東西吃的人，你應該去募捐。

親自去做，不要只得口講（只講不做），尤其是什麼？我常常去拜懺、我又念佛、我

要念咒修法，這種是低級的。你要去做，去做，做事，那些便是高級。不是我講的，錯就錯

在彌勒了，與我無關，我是照著他的給你講。你又不要批評說：「我是要這樣的，我們學佛

的人不理那些事。」你不要有一點這樣的心，要理。

還有你在外面他人批評消極或什麼的。消極是那班不振作的人消極，而你真正守〈菩

薩戒〉的人，就不消極。好了，時間夠了，今日只講得一條。

老師：「二十七個疑已經講了二十個疑了，剩下七個疑，接近尾聲了。」你聽這一本《金剛

經》，如果你肯留心聽，你聽完之後，你可以給其他人講的。

問題是你有沒有做過一點工夫，我為了便利有些人想做點工夫起見，我教你一個辦法，

你回去你便…。我在未講之前，我教你一個方法。你又如何？你回去，你在家中，你看看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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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目錄，這個科判，這個目錄。在這個科判裏面，你就把它來畫一個表，畫一個表。《能

斷金剛經》，你把它來分開，自己做一個表解，你可以做做。

你做過一次，你只要懂得解的便可以講給人聽。現在講《金剛經》的，現在講到尾聲

我告訴你，沒有人用這個講法，只得我用這個講法的。將來你用這個講法，稍為佛學興盛，

你對其他的，可以像橫掃落葉般。你看看香港我的學生，現在葉文意都要改變作風了，因為

被新的…。

葉文意是我的舊學生，現在新的學生所用的方法進步很多，弄至她幾乎要趕不上新的。

新的是誰？王聯章那些新的，那些講法是認真新，很有方法講。現在葉文意已經要打長途電

話來和我講，說要改變方法了。

我就說她，我說：「妳講《金剛經》，妳不用我的方法，用二十七疑。二十七個疑問，

這個是世親菩薩的方法。妳又要用那些所謂古德，弄到講《金剛經》講到似通非通，現在很

多人是這樣講，將來是站不住，將來你看看是站不住的。」

你把表分做幾分，你掀開它，打開它，你不用甲乙丙丁也可以。第一部分，序分。第

二部分呢？序分你知道它是序分便可以。第二部分呢？正說，即是正宗分，這部分是最重要

的。第三部分呢？流通分，凡是經論都有這三部分的，流通分，是三部分了。其他兩部分你

暫時不用理會，然後把正說分，把它獨立出來，另外拿一張紙來講正說分。

除了三分之外，把正說分另外獨立，獨立了它再分什麼呢？把正說分分做兩部分，你

看我這處，這個科判的第一頁。大家不要以為這個與經文無關，這個是最重要的方法。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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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重要的，沒有方法什麼也是假的。是不是？

一個譬喻，一個是拿了博士回來的，學什麼？學機械工程的博士，學機械工程而拿博

士的就很出眾，機械應該是很出色的。一個呢？所謂「油屎仔」（滿身油污的）那一類，跟

著水喉師傅的，替人修理水喉，那些連書也沒有怎麼讀過的，只讀過一兩年書，只認識幾個

字的。但是他跟著師傅是會修理水喉、修理水電那些工程。

好了，這位博士家中水喉出了毛病，水喉不知什麼原因塞了。這位機械工程的博士，

弄來弄去弄了半天都處理不了條水喉。結果要走出去找「油屎仔」之類的那個「學師仔」

（學徒）回來，給他一個幾毫。十多分鐘，不用半小時便完全處理好。你說怎樣？你是博士

又如何？你拿著本書很多理論，是不是？

拿著方程式工作得很好，但你修理水喉卻沒有辦法、方法。沒有方法，沒有方法便處

理不了。這個呢就不懂得你那麼多學問，但是他對修理水喉就有方法。有方法和沒有方法。

做學問最重要是兩點，第一是要材料，有方法沒有材料是不行的。你找一個最出色的跟你，

現在走去多倫多，找一個最好的酒館，什麼新光之類，第一號的師傅來做，你讓他做什麼？

你給他臭噏的菜，發霉的蝦米，蔫的雞肉，你要做一圍菜，保證你不好吃，是不是？

不然是他的方法不行？他的方法行，但他的材料不行，是不是？即是換言之炒石春是炒不出

好的味道的，給石春你炒，你如何能炒出好東西？有好材料，材料純正正確。

第二是要有方法，沒有方法，就算你有多好的鮑參翅肚，讓我老羅做，保證做到你吃

不下，人人反胃為止。何解？沒有方法。有材料，沒有方法。做學問一樣，第一是方法，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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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材料，最重要。現在的人，尤其是學佛的人，其他的也一樣，不會選擇材料。第二是有

好材料，沒有好方法，不行的。

這套東西，又不講究材料，又不講究方法的，這套東西是很落伍，很落伍。尤其是你

們青年人，年紀大的，他們已經老了便無所謂，以禪修為第一。但你們這些那麼年輕的，比

較年輕的，最重要方法。有方法無材料，這是英雄無用武之地。是不是？有材料無方法呢，

即是請大師傅來炒石春，炒極也炒不出好菜來。有材料無方法便是這樣。不是，這個是有方

法無材料，就是英雄無用武之地。

……

有方法而無材料呢，便無所施其技了。有材料無方法呢，就處理不到的，處理不到好

東西的，兩者都很重要。現在你處理本《金剛經》，現在要留意這個方法。這本經的內容，

正說分是內容，即這本經內容最重要部分。正說分分二，分為兩部分。

第一部分，你要知道，「當宗請說」，「宗」者這本經的中心思想。「宗」，中心，

Centre。這本經，凡事事物物有一個中心部分，這本經的中心部分即是中心思想。善現長老

拿著個中心思想，便請釋迦牟尼說——「當宗請說」。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呢？「廣釋眾疑」，是不是？（乙二）…。不對，不對。「當宗請說」我寫

錯了。沒有錯，「當宗請說」沒有錯。不對，還未到「當宗請說」。

兩個單元，全本經的內容分兩個單元。「初周說」，「周」字即是指匝，第一匝。

它有兩匝，兩個單元的，「初周說」即是第一個單元。全本經分做兩個單元，然後是「第二

周說」，即是第二個單元。

15



兩個單元，全本經不外兩個單元。「初周說」是講什麼的？你寫下這個「初周說教修

行」，教人怎樣去修行。這本經的第一部分，教人怎樣去修行。第二部分呢？除了…，修行

的人，每每有一種傲慢的心。你試試看看，那些學修行的人，學佛的人，未曾學到一丁點兒

東西，便先學到了增上慢。何謂增上？加添了，沒有那樣便做了那樣，未到那樣以為那樣。

這個人讀了兩本經，他以為他是佛學家，有些人是這樣的。

剛剛受了戒出來，到底戒律是如何出來的？他自己以為「我是天人師了」。就是這樣，

是不是？這些稱為增上慢，勉強加添的，沒有那樣添那樣。兩個單元，全本經的內容分為兩

個單元。「初周說」之中又分兩部分，我們回去要記住，回去用一張紙列了它，拿幾張稿紙

列出來。看看你是龍或是蟲了，你如果是龍，你回去便會做；如果你是蟲，你不會做。倒過

來，會做的一定是龍不是蟲。

你不會做呢，一定是蟲不會是龍。不要說我恃老賣老，我告訴你不會做的只是蟲，不

是龍。除非是…，老人家就不在此例，何解呢？老人家以修養為第一，他省得出來搞這些學

問，這個又當別論，是不是？如果你這些這麼年輕的，你在講「我在修行」。你修什麼行？

這些學問，是你要了解的，信解行證。信之後要解，要了解，年輕人就更加要了解多點。你

們都是年輕，先求了解，了解然後才行。

如果不了解而行，這就稱作盲行，像盲人在亂撞。盲人亂撞沒有什麼好處，眼不好過

馬路便危險多於安全。所以要了解之後行。了解之後行呢，行得正確你然後可以證。亂行你

怎樣證？證不到的。是不是？所以信解行證，信就一定要求解，信之前要怎樣？略略了解然

後才信。一點都不完全了解，不要信。如果完全不了解便證，你便是牛，被人牽著鼻子走，

最無用是這一種人，這謂之迷信。迷信無用，讓你學到也沒用，信幾十年也無用。迷信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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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怎樣？「理信」，要明其理然後信。

先由理然後起信，理解起信；信之後再求深入之了解。有了深入了解，然後才好實行。

要這樣才行，這個就是方法。他現在「初周說」，或是你寫…，記住。寫「初周說」是很空

洞的。「初周說」教人什麼？教修行。如何修行？如何去實踐？How to Practice？怎樣去

實踐？如何去修行？他教你。教修行呢？

他討論教修行，他就分做兩部分。第一部分，「當宗請說」。「宗」是什麼？「宗」

者中心思想，每件東西都有一個中心思想的。譬如你讀《孝經》，《孝經》有一個中心思想

的，是講什麼的？子女對待父母應該怎樣？這是它的中心思想。譬如你學《易經》，《易

經》是什麼？中心思想是什麼？這個宇宙間變化的道理，是它的中心思想。譬如《阿彌陀

經》，它的中心思想是什麼？《阿彌陀經》的中心思想是如何在佛教中求一個人生的一個修

行的階段，求一個歸宿，是不是？必定有一個中心思想的。譬如有人說《阿彌陀經》是什麼？

講地獄的十殿閻王，你便是蠢、劣、亂講。根本它的中心思想都不是講十殿閻王那套東西的。

這些是什麼？你說《地藏經》講講這些東西還有一點道理，你說《阿彌陀經》是講這

些東西——離譜到極。所以讀經最重要是把握著它的中心思想。《阿彌陀經》是如此。《維

摩經》，《維摩經》的中心思想是什麼？《維摩經》的中心思想是「不二法門」，你要把握

它這個中心思想。

譬如《法華經》的中心思想是什麼？《法華經》的中心思想便是「開權顯實」。聽得

明白嗎？未明呀，未明不要緊，到了你真正讀《法華經》的時候，你便會知了——「開權顯

實」。《金剛經》的中心思想是什麼？斷疑。學佛的時候有很多疑問，整本經的中心思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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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你的疑問——斷你的疑問。

有些人講《金剛經》的中心思想是講空的，這個講法不妥，何解？很多經都講空的嘛，

《心經》又講空的，是嗎？《大般若經》又是講空的，太籠統了。空之中斷疑。「當宗請

說」。第二然後是「廣破眾疑」，（丙二），「廣釋」亦可、「廣破」亦可。全本經的內容，

「當宗請說」只不過是序論，「廣破眾疑」才是真正重要部分。「當宗請說」裏面又分做四

部分。裏面分多少部分，多少部分，這個我不講了，你回去自己寫了它。

「然則羅先生，你花那麼多少時間講什麼？」主要是給你講「破」這個部分，全本經

最重要是「破」，解釋個疑惑嘛。好了，我們「廣釋眾疑」之中…。你經過整理，你走出去

學講一兩次，保證你講得很好。除非他再做一輪功夫，他不再做一輪功夫，他一定講得不及

你好。如果他肯做功夫的話，當然不同。是不是？

「廣釋眾疑」裏面又如何？這個是最重要的部分。最重要的部分，第一個疑。這個最

重要，你要寫 Number了。第一個疑…

第一個疑，解釋有相因。不對。是不住相因，即是無相為因。不住相為因，修那些不

住相的行為為因，將來便成佛。是不是？將來成佛呢，佛是什麼？佛有三十二相，這便有相

了，得到的果，人們這樣地懷疑。得有相的果，修因是無相的因，不住相的因。而得的果，

將來成佛，就有三十二相的佛果。

不住相為因、的行為為因，得有相果，有三十二相之有相的果。何解？有人這樣懷疑，

你便要留意了。這個疑惑是這樣的，釋迦佛如何解答呢？這處你要留意了，你寫「答」。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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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釋迦佛答的意思是什麼？如何答他呢？

你看看二十三頁（新書五十六頁），二十三頁倒數第二行，找不找到啊？看見嗎？

「此有疑曰」，這段經是解，有人這樣懷疑，「若不住相想而行施者」，如果那人修行布施，

以布施為例。若果用不住相那種…，外就不住相，內就不住想而行施呢。這便不住相，便是

無相。「何故當來成佛」的時候，「當來」即是將來，為什麼將來他成佛的時候。

「其佛身中諸勝妙相皆悉具足」，為何成佛之後有三十二相？三十二相都具備不就是

有相？何解呢？這個懷疑是這樣問的。懷疑之後答的意思是怎樣？這個是第一疑。是的，這

個是第一疑。接著…。你不要把那段經文抄下去，抄他如何解答。能否看到他如何解答？解

答要看我的二十四頁（新書五十六頁）那裏，二十四頁第二行，看到不？看到了嗎？解答的

意思為何？「具諸勝相之身」，具有三十二相之法身，「乃佛權宜應物之化身」，是假佛來

的，權宜的用以「應物」。

如何應物？很多人不懂得解，這個是國文的問題了，不是佛經的問題。「物」字作何

解？「物」字者眾也，「物」字是作「眾」字解的。你們在加拿大讀國文，就沒有這些讀的。

「物」者眾也，作眾人解。「應物」者即應付那些人眾，或眾人。為何「物」字可以作

「眾」字解？「我拿字典查，沒有『物』字作『眾』字解的。」你會這樣問。所以我告訴你，

有時候你買那些普普通通的字典，是沒有什麼用的。你買那些比較深入一些的辭典，會有，

會有解釋給你。「物」字是作「眾」解的。

我給你舉兩個例子。一段故事，玄奘法師在印度留學回來，回到長安，有十多二十萬

人波濤洶湧地到來迎接他。玄奘法師呢…。如果是普通人，就會大吹大擂。玄奘法師不敢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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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亦不敢和人們談話，直入城見了皇帝才再打算。何解？《玄奘法師傳》就說他恐陷物議，

玄奘法師恐怕走進了陷阱。「物議」，眾人之議論。

因為有很多人是不信佛的，你十幾萬佛教人來迎接他，裏面可能有幾萬是佛教徒，起

碼有近十萬人是在看熱鬧的，是不是？還有一些是不信的，他們是諸多批評的。眾人之議論

就稱為「物議」，「物」者眾人也。「物議」即等於今天之輿論，如報章之輿論，「物議」

即是輿論。「輿」者作何解？「輿」者不是解作車，「輿」者解作眾人，眾人之議論稱為輿

論。「物」字作眾人解。

還有，再舉一個例子。《莊子》有一篇名〈齊物論〉。〈齊物論〉有兩個解釋的，一

個〈齊物論〉的解釋是齊物之論，齊物的論。「齊物」者把萬物齊一視之，稱作齊物，意思

即平等視之。例如生和死是兩件事，如果在《莊子》，生和死是平等的。

你不要以為生便一定好，死便一定不好，何解？你死過不？你死過不？你未死過嘛，

你怎知道死了不比生的時候好？是你以為而已。或許死了還比生的時候好，是不是？是你武

斷，或許死了是很好也說不定。現在有些科學家學靈魂學的，他說死了更妥當。你看看那些

講靈魂的書，很多人有這個講法的，是不是？

有人以〈齊物論〉就是平等，「物」即作萬物解，這裏的解法就不是作眾人解了。另

外一個解法，〈齊物論〉並不作齊物之論解，他是怎樣解呢？齊那些物論，「物」者眾也，

眾人之論。

眾人之議論紛紛，不理那麼多，平等視之，把它齊一，齊那些物論，是這樣解的。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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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解法，你不要讀《莊子》，拿著一本《莊子乜乜解》，齊物之論。以為這樣便懂《莊子》，

不是的。另外一個解法是很有名的，齊那些物論。

誰解的？王夫之，湖南那個清代最偉大學者之一，王夫之是這樣解的，齊那些物論，

不是作齊物之論解的。所以讀書有些時…，這些又是方法了，讀佛經又是要用這樣的方法。

你們讀《法華經》，普通的你以為是聽天台宗的。天台宗的人講《法華經》，《法華經》就

是開權顯實。就告訴你，認為一切眾生個個都可以成佛。有很多人就成了羅漢，於是佛就想

怎樣？鞭策這些人，叫他回心轉向大乘，因為個個都可以成佛，「無有餘乘，唯一佛乘」，

佛法就只有佛乘，佛乘即是大乘。沒有所謂聲聞、緣覺，沒有這些的。這些只是過渡時期，

引人入勝的。是不是？你有沒有聽過？以為是這樣講，所以開權顯實。「權」，說佛教裏面

有三乘，這些只是權宜之說。

實際上不是，將來個個眾生都成佛的，因為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有沒有聽過？是不是

這樣解的？是不是一家講法？這些講法你知道嗎？這些講法只是天台宗之講法。不是天台宗

以外的，不是這種講法的。你們現在聽《法華經》是天台宗人在講的。

如果不是天台宗的，依照從印度翻譯回來的，世親菩薩那本《法華經論》那些，不是

這樣講法的。玄奘法師回來，在印度傳回來的講法，不是這樣講法的。認為是什麼？《法華

經》所講的個個眾生都可以成佛，這些是什麼？稱為不了義，留意是不了義來的。有些眾生

是不能成佛的，才是了義。這樣講法的。如果你問我：「羅先生，你是如何講法？」我就是

這一種講法了，我不用天台宗的講法。

這種講法是怎樣的？為何《法華經》明明是在講，個個眾生都可以成佛，為何他又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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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解答又如何？他說，《法華經》是對一些不定種姓的人講的，不定種姓已經在小乘成了羅

漢，釋迦佛要鞭策他，令他捨棄小乘。這種人是可以入大乘的，便對這種人講個個眾生可以成

佛。是這種人，這種眾生個個可以成佛，不是說所有，包括那些無佛性的眾生都可以成佛。不

是這樣解的，是這個解法，這個解法才是正宗，是印度來講這才是正宗解法的講法。

天台宗之解法是沒有的。所以總之天台宗所講的，在印度語裏面是沒有的，很多是沒

有的。華嚴宗又是在印度沒有的，你們不要閉塞，以為這些是至高無上，這樣是你自己塞著

自己。

還有禪宗，我告訴你印度是沒有禪宗的。禪宗講頓悟，印度的佛教不講頓悟的，不講

頓悟的。禪宗是中國的。還有，聽得的便聽，聽不得的就別聽。以前講禪宗，以為是釋迦佛

晚年的時候，

有一次在靈山會上，大梵天王拿著花來獻給釋迦佛，釋迦佛就拈著他的那朵花微笑，

拈花微笑的故事。人人都不明白為何這位佛會…他已經六情、七情都已經靜止了，為何他拈

到這朵花，那麼漂亮的花，他會微笑呢？

他的意思即是什麼？釋迦佛雖然成了佛，仍然有生氣，活活潑潑的，是這個意思，所

以拈著朵花他還微笑。沒有人懂得了解他的意思，只有最老那個大迦葉尊者，在他旁邊，他

（年紀）還比佛大的。那個迦葉尊者見到釋迦佛拈著朵花笑，他又一起笑了。他還破顏而笑，

笑得更厲害。

於是釋迦佛對他講，我有一個正法眼藏，涅槃妙心，我就傳給你了，這便稱為第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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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心印心」。這東西我都是很熟的，但我不要這東西。以為是這樣，於是釋迦佛…，最初

的是佛。第一個袓師是誰？迦葉尊者。迦葉就傳給阿難，一路傳，傳至第二十八代那位菩提

達摩就來到中國，作為中國的第一祖。再傳到第六代，然後我們的廣東人，惠能為第六祖。

是不是？還有，六祖還傳了很多東面，《七佛說偈》。

釋迦佛之前還有六個佛的，每一個佛都有一些偈，那些偈就不知所謂，這些偈簡直是

不知所謂。什麼「今付無法時，法法何曾法」，這些簡直是不通。那些七佛偈。你又會：

「羅先生，你又常常說那些不通。」我就是有膽說，你沒有膽量。這些簡直是什麼？後人偽

造的。是後人偽造的，從那處出來的？

《七佛說偈》是那一位三藏法師譯出來的？無人譯出來即是偽造了，是不是？《七佛

說偈》是偽造的。還有的，釋迦佛拈花微笑，根本沒有這一回事，根本這回事是偽造的。

「你夠膽這樣講？」是的，我就是夠膽（如此講），拈花微笑這件事根本就是偽造的。

如果你有人去美國，你去美國那間國會圖書館。在美國國會有一間國會圖書館，華盛

頓國會圖書館。在裏面你去找找，找一本書，找一本雜誌。文章在《新亞學術叢刊》，第一

輯，第一期。第一輯即是第一期。我裏面有一篇文章，我這篇文章名為〈六祖壇經管見〉，

如果大家想要，我將來去香港我會帶回來，我對《六祖壇經》的看法。

那些學者沒有人信拈花微笑這回事的。然則他禪宗又如何？中國人自己講的，因為恐

怕無人信，於是造了一段故事出來，說釋迦佛在靈山會上拈花微笑，傳到達摩，然後來到中

國。完全是中國人自己偽造的。如果去到西藏，不知你禪宗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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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凡是一段故事必然是出自經的，拈花微笑出自那一本經呢？沒有這一本經。有人

說，這本是《大梵天王請問經》。有《大梵天王請問經》但並沒有講這回事的。於是這些人

說，是另一本《大梵天王請問經》，它那本失傳了，譯回中國便失了。有些人說，根本沒有

翻譯過。即是結論就是說現時找不到這本經。是不是？找不到。找不到即是說，可能有過這

本經，亦可能根本沒有這本經。就是這樣。為何那些要作呢？我講一段故事給你聽。

前清，清代有一位名醫名葉天士，聽過不？這個是神醫來的，很有名氣。葉天士死後

約一百年，一百幾十年。…中醫必然是讀陳修園的書，陳修園的醫書總共五大套。陳修園初

初學醫學成功，他寫了一篇文章，寫了什麼題目我記不起了，恐怕沒有人信，於是他怎樣？

寫了但不說是自己做的，他家中又富有，請人刻了木版，刻了木版就四處說是葉天士

做的，其實葉天士根本都不知道有這一篇文章。他說是葉天士造的還刻了版，命人四處去賣。

拿去送給人和拿去賣，讓它流通。流通數省之後，他慢慢地自己醫人，醫好了很多人。之後

成了名，然後他收回，「這篇文章不是葉天士造的，不過我當時恐怕無人信，所以我便藉葉

天士之名，很有罪過，現在我收回了，這篇文章是我造的。」

人們說：「明明是葉天士造的，作為是你造的。不行。」葉天士之子孫都認為，「是

的，我們的祖宗沒有造過此篇文章，是陳修園說得對，那時確有這件事。然後物歸原主，歸

還陳修園吧。」有這麼一回事。這樣來了，此本所根據的經是假的。

還有，王安石，宋朝有一個宰相，他說他見過。荒謬絕倫。他說他在皇室裏面的圖書

館，即大內裏面，宮殿裏面曾經見過有這樣的一本書。我就懷疑這件事，包括王安石這句說

話都是後人偽造的。沒有這本書，王安石又何從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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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大寺門也沒有，你皇帝宮殿何得來有這本書？你以為皇帝宮殿必然是藏有很多東

西的嗎？皇帝宮殿內藏的東西，時時都失的。那個王溥的時候，什麼都給燒掉了。寧可你說

是某某深山，某個和尚流傳則還有解。你說是那個大內宮殿裏面流出來，就更加不足信。很

多這樣的假東西。王安石這個人，很樸實的，不會亂說話。

這樣可見這本東西是沒有的，是天台宗大德們，像是明朝藕益大師那些，都不相信有

拈花微笑這件事。既然拈花微笑這件事是沒有的，即是佛和迦葉尊者印心這件事，根本都是

作的，是人們作出來的。「你大膽到極」，你不信你便看看，印順法師現在是最權威的。講

禪宗歷史的那本《中國禪宗史》裏面有沒有？

印順法師拿博士也是靠這本書的，他也不敢講這段故事，輕輕撇過。印順法師對這個

提也不提，所以你們切不可以為真的有拈花微笑這段故事。

還有，人人都說，「『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是六

祖大師見性的一首偈。」不是的，那首偈不是這樣的，不是四句，是八句的。我記不起了，

我只記得零零碎碎的，

「菩提本非樹，明鏡亦無台」差不多像是這樣的，不知什麼「佛性常清淨，何處有塵

埃？」這樣之類。不是像現在的，總之這句…。總之《六祖壇經》是經過好幾個作偽的人改過。

第一個作偽的，不知名法因（法海）或什麼的？把《六祖壇經》改了，加添了很多東

西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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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作偽的人，名契嵩禪師。契嵩禪師又把它來到改。如果你不信，你便買一本，

你托人在香港買吧。好像是…，名字我會寫錯的，商務印書館。你去中華書局買吧，你去商

務印書館問，會說在中華書局有賣。在香港買兩本。

新近大陸出版的有兩本《壇經校釋》的書，有一本把六種或七種，《壇經》流行的有

七種本或是六種本，把那六、七種本一句一句對著，那一本多一句，那一本少一句；那一本

多一個字，那一本少一個字。他們搞到不知多清楚，現在你不要這麼閉塞，省得以為是這樣，

拿著本《六祖壇經》說，「是的，這本就是最好了。」

這樣你便是傻。買吧，托人買吧，暫不要信我講的，我最憎人盲目信了，是不是？盲

目信就不好了。你托人去買兩本，或是托孔先生如果有人去。這本書，買幾本送給人也好。

你去那處可以買到呢？那間銅鑼灣，銅鑼灣怡和街，電車路那處怡和街，銅鑼灣怡和街近著

那間名松板屋附近。松板屋和怡和街那裏有一個街口，在那個街口旁邊隔兩間，有一間商務

印書館。商務印書館那處有賣，你去上面找便能買到。

第二間你想買到的，在那處買？九龍敦煌酒家，彌敦道不就是有一間敦煌酒家？敦煌

酒家斜對面，有一間中華書局，那處有賣。一間商務，一間中華，還有呢？香港中環街市右

手邊那條街，不知是域多利街或是什麼街了？

中環街市不就是左手邊一條街，右手邊一條街的。右手邊的一條街，有一間三聯書局，

三聯書局裏面有賣。《六祖壇經》，人人都信《六祖壇經》，以為它是不易之理，你就更加

要看看。對對那一本是正的，那一本不是正的。最弊的是你現在看到的，「菩提本無樹，明

鏡亦非台」這四句，原來都是經過改動的，八句硬是刪去了四句，把它來作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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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時間到了，將近到了。」

老師：「未。要講便講，這些不是佛法嗎？這些也是佛法嘛。她不抵得我講這些。她不知這

是很重要的，這是方法上的東西，不可不知的。」好了，第一個（疑）他的解答是什麼？這

裏，第二十四頁（新書五十六頁）那裏看看。「蓋具諸勝相之身，乃佛權宜應物之化身」，

這個身是「有三相遷異」的。

何謂三相？「三相者，佛成道之前名為生相，成道以後說法度人名住相和異相（住、

異相），入涅槃的時候名滅相。」這是三相遷異，「遷異」即是變化。所以他…。隔兩句，

這兩句不要理它。

「是有為法」，佛的身體仍然是有為法，「因緣所生」的。有為法是因緣和合所生的，

是「虛假不實」的，「故非真佛」。佛之自性身，它的體就是真如，這個真如是無為法。

是不…。

〈第三十五講〉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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