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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沒有三相的變化，「無三相（的）遷異」，「亦無諸勝妙相」，

亦無那些三十二相、勝妙相的。既然如此，所以真佛便是無為法，假佛則是有

為法。有為和無為，異體是不同的。「不應以諸相具足」來到說這個是佛，即

他成了佛也是無相的。第一個解答便是這樣了。是不是？好了，這樣一跳便跳

到第二個疑了。第二個疑問是解釋什麼的呢？第二個疑，你看看我的目錄，即

是（戊二），第三頁（新書第三頁），第二行。釋無相因，無相之因果眾生難

信之疑，這是第二個疑問。因又無相，果又無相，眾生會不會信呢？這個是人

們的懷疑，他便這樣解答。解答又如何？你又把它撮出來，寫下來。將來你讀

完全本《金剛經》，那個正說分，即中心那部分，有二十七個問題列出來，又

有二十七個解答的意思、解答在。你讀完這二十七個解答，整本《金剛經》便

在你的肚子裏面，是不是？你寫下來放在筆記簿，只有幾頁紙，《金剛經》就

在此了。你如果再不怕麻煩，你每一個問和每一句答，把《金剛經》剪開輯起

來。每講一個疑問，就有一段經在那處，這樣你便是講經了。你會很有條理，

保證你可以講，不用怕講的。你能夠做過一輪工夫地講，一定是講得很出色

的。努力點，青年人，努力一點。 

老的則修行為第一了，是不是？青年人則不妨做做這些，可以不？你要讀讀中

文，買些中文書來讀讀中文。 

 

同學：「全靠你們這些年輕的了。」 

老師：「讀中文在加拿大，我發覺很多人，包括我的兒子在內，不懂找好的字

典。你查《辭源》將你們沒有多大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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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辭源》是很難查的。」 

老師：「是的。你查這一本，我介紹你的，我這本是最新的，這本字典是台灣

最好的。不知是正中書局或什麼正中的，名《形音義大辭典》，《形

音義綜合大辭典》。姓高的人編的，名高寶樹（應是高樹藩）編

的。」 

同學：「這裏能買到嗎？」 

老師：「有，我見到有得賣。好像不知是合眾圖書公司，新華或合眾？總之其

中一間有。數十元而已，二十多元。在香港買約是港幣一百元。《形

音義綜合大辭典》這本最好。每一個字，它把字型解釋，字型是怎樣

來的？還有，在歷史上最初甲骨文這個字是如何寫法？第二、鐘鼎文

是如何寫法？到了秦始皇的時候，小篆的篆書是如何寫法？後來漢朝

的隸書又如何寫法？到了後來的楷書是如何寫法？後來的人寫行草又

如何寫法？那些寫大草書又如何寫法？全部在那些字帖裏面剪影下來

給你。型方面就是這樣。音方面又如何？用國語羅馬字來拼音給你，

又用國語，又用國語羅馬字，那些音是你很容易看的。這個字有多少

個音，在動詞的時候是某一個音，在名詞的時候，就應該讀某一個

音，全部都很清楚。義呢？這個字的義有多少種？每一種他給它舉一

個例。例如，每一種舉一個例子給你。譬如「眾」字。「物」字作

「眾」字解，就引一個例子。最重要的是 example。這本辭典值得買。

最新的編法。」 

同學：「高樹藩編的？」 

老師：「高樹藩編，高樹藩是誰？他父親是高鴻縉，高鴻縉研究文字學研究了

幾十年，是美國的博士，又是中國研究文字學，是章太炎的學生。他

家學淵源，他的父親是文字學專家，他的兒子其實是什麼？人們說高

樹藩在父親去世後，取了父親的稿件。他取了父親的稿件，把它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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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是這樣的。不過你不要理他，他拿父親的稿更好。那個是他的父

親，是不是？我們取他的就是偷盜，他取父親的，是父親的遺產。」 

 

 好了，這樣子你明白嗎？這個方法，記住做，不用多久你便可以講了。

不是在這處聽了幾個月一無所得，這樣保證你有所得，你一生受用不盡。一生

你受用不盡，到了你老的時候，你便會知道。啊！原來在這裏聽一聽，你肯這

樣做，有這樣的結果。做學問最重要是自己受用，佛家最重要的講，沒有受用

的沒用。今日俗語說是享受，佛經裏面稱作受用，一定要有受用。好了。一五

六頁（新書二二七頁）（丁十一）。今天講一個疑惑。釋聲教非菩提因之疑。

解答，「釋」是解答。一五六頁（新書二二七頁），「聲教」，何謂「聲

教」？我們中國人讀書就是看，白紙黑字地看。印度人最重要是「聲」。 

現在世界上流行的文字，普通的現在世界上還存在的不外兩種字，一種是拼音

字。一種呢？（象形字）不外如此。我們中國也是屬象形字那一類，我們中國

稱為方塊字。方塊最重要是型，我們中國稱為方塊字。你有沒有讀過魯迅的東

西？讀讀吧，魯迅說：「漢字是方塊字，漢字不滅，中國必亡。」魯迅是很尖

酸刻薄的，他說中國的方塊字，不滅掉它，中國一定亡。講得太過了一點，但

是這樣，方塊字一定要改良，不然則真的趕不上世界文化。他人輸入電腦，你

的方塊字如何輸入電腦，入來入去都很「論盡」（笨拙），你學過電腦便會

知。方塊字（輸入法）現在有了，但很「論盡」。他人用字母 abcd 那些，

「拿拿聲」（很快）便完成，你又多「論盡」呢。還有，現時世界上事事都要

講效率，你中國人打字，我就詴過一封信呢，我寫比他打快。我用毛筆來寫一

封信，比他用打字盤打的快。何解？幾千字一盤的，拿著它逐字去找，按部首

來找，「卜」打下去。他人用英文的已經打了幾十封，書記那些一分鐘起碼打

六十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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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打不到六十字，都能打到四十多字。你懂得打字，普通打到多少個

字？」 

同學：「最少五十。」 

 

 你打中國字是難、難，不好弄。中國字很麻煩，效率很差。英文已經在

世界文字裏面，已經不是科學化了，因為英文有很多音是例外的。如果是德

文、法文那些，他們的字幾乎沒有例外，是很科學化的。他們望字已經差不多

知道其音了，英文則不行，英文要查。如果那些讀德文、法文的，一望已知其

音如何。中國文不是，你查，查了也不懂才是慘。查了也不懂，譬如像你們。

中國音又如何？因為以前不會拼音。譬如這樣，你查那個「泥」字可以吧，你

查查《辭源》，查查《康熙字典》，你猜如何？它教你的音是怎樣呢？「梁溪

切」。你們這些年輕人被它累死了，何解？ 

 

 它說「梁溪切」，何謂「梁溪切」？「切」即拼音，即是英文所謂拼

音。「b」、「a」，「ba」拼合即是「切」。它用「梁」字與「溪」字兩個

（音）拼合而成為一個（音）——「梁溪切」。你「切」吧。「梁」、「溪」

兩個字，你能否「切」出一個「泥」字來？它要這樣切的，「梁」字是「n」

字頭，是不是？「ne」音，是不是？加一個「eng」，「ne」、「eng」加起來

是「ne-eng」（粵音 loeng），是不是？「溪」呢？就是「ki」，溪，是不

是？「梁」字的「ne–eng」撇去腳，只要「ne」音。切腳，上面的字要切

腳，切了腳。「溪」字則要斬頭。「ki」，溪。要把「k」切掉，只要「i」。

切了腳變了無腳，下面無頭，兩個一合，「梁溪」便是「ne」、「i」，「ne-

i」，這就是「泥」了。「nei」究意是讀作「nei」（like 音）或是「泥」

（粵音 nai）呢？或是讀作「魏」音呢？好了，它便要加一個「上」即上平

聲、或下平聲的意思，或陽平聲。這即是告訴你，「ne-i」就「like 音」，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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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i」字不讀作「like」的，「nei1」「nei2」「nei3」「nei4」「nei5」

「nei6」。是讀「nei4」（泥）。這即是要學過一科音韻學，然後才真正會查

到字典。音韻學即 phonology 或是 linguistics，語言。要稍學過才會查那本

字典。 

 

 以前的如我們爺爺那一代怎辦？原來他有一隻歌的，「梁溪切」它是要

這樣的。敲竹傳聲，「卡卡」那樣。「梁溪」就這樣，「梁溪，梁溪，梁寧年

禮；梁溪，梁溪」。跟著有寧年兩個字，把它轉一轉，「梁溪，梁溪，梁寧年

泥。」譬如「聰」字，這些都是常識。「聰」字是怎樣切呢？是「他工切」，

「他工」。「他工」即是「通」，「他工」，「他工」，它是要這樣切的。

「他工」是讀不出「通」字的，我們讀得到因為我們讀過英文。它說，「『他

工』，『他工』，就他『ting』天通。」「他」就「『ting』天」；「梁」就

「寧年」。有一首歌名〈切韻歌〉，以前的人是這樣地切的。你說這一種方法

不淘汰又如何追上世界文化，是不是？ 

 

 魯迅這個講法說方塊字，「漢字不滅，中國必亡。」又是不行的。不過

是要改良，如何改良呢？我認為應該這樣，學日本人的辦法，怎樣呢？寫字不

要寫楷書，畫回來「執字粒」印版的時候才用楷書。美術界就用楷書，我們寫

字，寫行書那枝筆確實是快很多的嘛。不要寫楷書，省回一點時間。同時，應

該要提倡簡字。共產黨提倡百多個，他又來得太過了一點。應該找一班專家再

小心選擇，很多是可以簡化的。將來提出簡化，同時要怎樣？國家要集中人材

來編一本字典。編一本字典，每一個字呢？中國國語是有羅馬字的，每一個字

都用國語的羅馬字，正正確確，現在已經有多少了，來編一本字典。讓每一個

字都可以用字母來到用的，然後慢慢逐步提倡。所有人名和地方名，可以准的

完全用字母，廿六個字母是很容易學的，完全用字母。即是用國音字母，漸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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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提倡。再進一步，如果文件是用國音字母來拼音的，在法律上是有效的。這

樣漸漸經過幾十年，這些事必然是要幾十年的。凡變法必然是有撞板的，必定

撞板。自古以來，王莽變法，王莽撞板；王安石變法，王安石撞板；康有為變

法，康有為撞板；無不撞板。毛澤東「拿拿聲」大變特變，文化大革命大變特

變，又撞板。凡是變法，一定要慢，快必撞板。我介紹你，它是有拼切，譬如

「泥」字「梁溪」切它有，但它同時放了一個羅馬字拼音在那裏，這樣你便很

容易。你學中文這本書不可不用，在目前來說，我所見的最好這本，又不貴，

二十多元便能買到。在加拿大做三個小時工夫就已經是買到了。 

 

同學：「很難的，中國有那麼多方言。」 

老師：「方言則不能講了。」 

同學：「你除非是國語、普通話就可以。你現在廣東話，何時才得到中方人

搞？」 

老師：「它有一個字，有一個音在下面，音乜（什麼）。讀音你看看廣東話怎

樣讀，你便照著它讀。可以的，可以。有廣東音，可以的。比沒有的

好，聊勝於無，你沒有不是更弊。」 

同學：「你什麼音都不認識。」 

老師：「這又是的，什麼也沒有不是更弊。不行的，我們中國差不多有十億

人，我們不能夠子孫在這裏，就如和中國完全脫離關係那樣，不行

的，這是不可能的。我們一定要子孫，尤其是青年人繼承。最低限度

你要繼承中國，中國有很豐富的文化，很豐厚的文物。當然中國有很

多很壞的，但中國有很多好東西，你要承受它的好東西。」 

 

 好了，這裏完了。聲教，一種是用拼音字。印度人是用拼音字的，所以

他什麼都講聲。佛教的經之本質是什麼？本質是聲音來的。聲為，天台宗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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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經常講嗎？你常常聽法師講經，法師講經十個法師有九個是天台宗，最低限

度是他自命為天台宗，是不是就不而知，總之他多少自己說是天台宗。他自命

為天台宗呢，天台宗講經就一定要開一本經，《法華經》、《金剛經》也好，

一定是講五重玄義的。 

 

你聽了幾十年經，如果你是蠢一點的話，可能都不知何謂五重玄義？我

朋友就是不懂。七十年歷史，什麼的五重玄義你都會認識了。曾璧山聽天台宗

法師講經不下七十年，何謂五重玄義？ 

 

她說：「我很少理，我只是念佛的。」 

同學：「她不理便不認識。」 

老師：「她就不理。其實根本她聽那些法師講經，法師講什麼？她亦不怎麼聽

得懂。」 

 

 她的師父是寶靜法師，寶靜法師是講寧波話的。我聽就聽到耳都側了，

講寧波話的。阿彌陀佛，「a me da væ 」，「a me da væ 」，佛字他讀作

「væ 」的。日日講五重玄義，何謂玄義？譯做英文，譯做什麼？ Foreword，

即 譯 作 前 言 ， 或 譯 做 Introduction ， 介 紹 與 序 。 「 玄 義 」 者 即 是

Introduction，每講一部經必定是先講 Introduction。Introduction 裏面分

為五部分，把個 Introduction divided into five parts，稱作五重。「五

重」即是逐，依著次序， by order，即是一重一重地講，來講它的

introduction，稱作五重玄義。懂得解嗎？五重玄義是什麼？一定是這樣講，

天台宗的必然是。天台宗的人講經差不多可以用鉛印，印定五重玄義，然後把

那本經的名字填下去就可以，差不多是這樣。第一稱為名、體、宗、用、教，

天台宗是必然如此的。他每講一本經，是必然如此的。第一是釋名，解釋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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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的名字。譬如《大乘妙法蓮華經》，「大」是作何解？「乘」又是作何解？

「大乘」是作何解？何謂「妙」？何謂「法」？尤其是講個「妙」字可以講幾

個星期。法師啊。寶靜法師講個「妙」字，我親耳聽都聽了兩個星期。天天

講，講了兩個星期，即是十二日，他休息一天嘛。講了十二日講一個「妙」

字。他算是好的了，他講那麼少。他是講得很妙的。天台宗的祖師是什麼？如

何解釋個「妙」字？九旬談妙。如何九旬談妙？你解給我聽聽。 

 

同學：「九十天。」 

老師：「十日就一旬，那個「妙」字講了九十日，在那處山上講，講了九十日

來講一個「妙」字。九旬談妙是有名的故事來的，九旬談妙。」 

 

 釋名，他每講一本經，五重玄義的第一重是釋名，解釋那本經之名字。

譬如《金剛經》，《金剛經》這個名稱、題目是作何解？謂之釋名。第二是出

體，「體」即是本質。佛經是以什麼為本質？他講到這裏，就聲為教體，一切

佛的經教都是以聲音為體。即是何解？我們中國可以說是以白紙黑字為體，印

度人呢？他是拼音文字來的。第二、早期的印度人不寫下去，是靠記憶、念

的，所以聲音便是教體了。聲音是教體，我主要是講聲為教體，作為解釋聲

教，順便給你們解說。「宗」即這本經以什麼為宗旨？即中心思想是講什麼？

「用」，這本經有何用處，起什麼作用？有什麼影響力？有什麼作用？

「教」，天台宗把佛所說的經分為四種教，在四種不同教類之中，它屬那一

種，這本經屬那一種——「教」。名、體、宗、用、教，就稱為五重玄義。這

個是學佛的普通常識來的，我今天講的是很簡略地講，你找一本《實用佛學字

典》，記住，你走去找一本《實用佛學字典》，你就查五重玄義這四個字。你

查一個詞便懂得解了。如果你沒有聽過，你便會難一點。你現在回去，待會兒

你查一查，查一查你便懂得解了，五重玄義。我這裏不叫玄義的，我稱之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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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第一是解題，第二是釋文。我用些新的字句，解題，現在稱為解題。每一

本東西都有一個解釋題目的，解題。天台宗稱作五重玄義；華嚴宗稱之為什

麼？我寫給你們，很快的，稱作玄談。「玄」者遠也，即是這本經還未開講，

遠遠地給你們談談這本經的宗旨，稱作玄談。日本人稱之為什麼呢？日本人稱

之為開題，都是日本最通俗。譬如他講《金剛經》，他會先講《金剛經》之開

題；《法華經》就《法華經》開題。日本人稱之為開題，現代人稱為解題、稱

為導論、稱為序論、緒論。 

 

 好了，這樣是以聲為教體，於是有人懷疑了。聲為教體，你想成佛呢，

修行是要修無相的因，無相。如果有聲便有聲的相，是不是？這即是連聲也不

是了，即是說你一味念經「兵兵框框」是不能成佛的——有相的因。第二、成

了佛之後一切東西是無相，佛的真身都是無相的。佛的經是什麼？經是聲音來

的，聲音為教體。聲音都是有相的，這即是說，經裏面的聲音，這些有相的東

西。我們常常念經，即常常在修有相的因。有相的因能不能成佛？不能成佛。

即是說念經不能成佛。依據佛經來到修行，亦不能夠成佛。聽得明白嗎？聲音

是有相的，所以念經的聲音是不能夠令我們成佛的。菩提是佛所成的智慧，稱

為菩提。有人有這樣的懷疑，於是他解答這個疑了。他是如何解答這個疑？ 

 

 上文講過聲音是有相的，有相固然不能成佛。還有，上文不就是有一段

講「一切善法無不現證」，是不是？上文一段。一切善法才能夠現證，才能夠

得菩提嘛，念經不是一切善法都能現證，所以念經不能得菩提了。如果是照這

說法，念經是無用的。於是佛就解答，解答的內容是什麼？佛的真身雖然是無

相，佛的果雖然是無相，但是我們修無相因的時候，我們要借助經教為緣，我

們在經教中懂得道理，我們便捨棄經教，去修無相的因，這樣我們便可以成佛

了——第一個解。懂得解嗎？這個解答就是如此。第二、佛的真身雖然是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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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佛的真身，這個法身，法身是不能度眾生的，一定要起一個報身、化身

的。報身、化身是假的，假佛才可以度生。但假佛是有相的，所以如果你說佛

是完全無相的，亦不然。明白嗎？解答不外如此，聽得明白嗎？ 

 

 好了，現在來了。「復次善現，若善男子或善女人，集七寶聚，量等三

千大千世界其中所有妙高山王，持用布施，若善男子或善女人，於此般若波羅

密多經中乃至四句伽陀，受、持、讀、誦，究竟通利，及廣為他宣說開示，如

理作意，（善現，）前所說福」，不對，「前說福聚於此福聚，百分計之所不

能及。」好了，他的解答是這樣。你不要以為聲教是有相，是假佛所講的，就

不能得菩提，我們這個聲教是可以資助你，令你得菩提的。既然聲教可以資助

你，令你間接得到菩提，所以你能夠念本經，念這種聲經，功德比用七寶布施

給佛更大。因為聲教的經是可以間接令你們得菩提的，它的用處在此。聽得明

白嗎？這處很容易解了，他說，善現，若果一個善男子或一個善女人，他聚集

著很多七寶，「聚」是一堆堆，一堆堆的堆到多少呢？堆到其份量等於三千大

千世界裏面所有的頇彌山那麼高。頇彌山已經是大的，「妙高山」即是頇彌

山，頇彌山是梵文 Sumeru，即蘇迷盧山。 

 

 蘇迷盧譯成中國文的意義，譯做即是妙高。它是眾山之最大，所以稱為

山王。他說堆集那麼多的七寶，堆至、多至如三千大千世界裏面所有頇彌山那

麼多的七寶。「持用布施」，「持」即拿著，拿著那些七寶來布施給佛法僧，

那就功德很大了。如果以聲教作弘揚，跟著聲教去學，其功德更大。「若善男

子或善女人」，若果有另外一個善男子，或另外一個善女人。「於此般若波羅

密多經」，於佛的聲教經，例如這一本《般若波羅密多經》。不用整本經，

「乃至四句伽陀」，乃至取其四句。有很多四句的，這本經有兩個四句，記得

不？一句是什麼？「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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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句呢？「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兩個

四句。你念四句那麼少，拿這四句給人解說，自己又依著它來到修觀，這樣你

的功德比他的七寶還大，因為將來你會成佛的。乃至少，少至四句伽陀，「伽

陀」即偈，把它來到受持、把它來到讀、把它來到念誦。念誦至怎樣？「究竟

通利」，從頭至尾，「究竟」即由頭至尾，由頭至尾都念到它很順利，都很了

解。幹什麼？「及廣為他宣說開示」，這句不用解了。還要怎樣？只是如此還

不行。讀到「究竟通利」就是自利，是不是？「廣為他宣說開示」，就是利

他。「如理作意」，就自己修止觀。這個「作意」不是說…，本來「作意」譯

做什麼？ Attention，留意。是這樣解的。這處不是這樣解的，這處是作修

定、修觀，在定中修觀。「如理」即合理地；合理地去修觀。 

 

 如你能夠這樣，「前說福聚」，即前面所說的那堆福。「於此福聚」，

「於」就是比較，比較著這個念經所得的福聚。「百分計之所不能及」，用百

分，百分來計也算不了。「如是」即這樣。「千分，百千分」乘它。「俱胝百

億」，上億上兆的那麼多來乘它。「若數分」，數分是更大的數目。「計分」

是比較「數分」的一千倍。「那庾多」的一千倍謂之「數分」；「數分」的一

千倍就稱為「計分」；「計分」的一千倍就稱為「算分」；「算分」的一千倍

就稱為「喻分」；「喻分」的一千倍，最大的數字了，稱為 Upaniṣad，「鄔波

尼殺曇分」。印度人是以千倍作計算單位的，英國人也是以千倍作計算單位

的。到了一千便用「千」計了。單、十、百、千，thousand，沒有「萬」的，

英國人是沒有「萬」的，亦都沒有「十萬」的，就到「百萬」了。是不是？

「百萬」即一千個「千」，Million。一千個「百萬」呢？就是 Billion。一路

「千」，他和印度人的差不多，何解呢？印度語言的系統和英國的系統很接

近，英國的語言系統都是由印歐系統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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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上的語言，即 Language，那個 Language system，語言的系統不出

幾個。一個稱作蒙古語系，Mongolian，Mongolian system。中國，中國的方

塊字，一個個單音的。還有，馬來語一個系統，這個小系統不用理了。還有日

本的大和語一個系統，這些又小，北海道周邊那些一個系統。還有的是印度歐

羅巴系統，Indo-European system，印歐系統，印度的語言和歐洲的語言同一

系統。還有俄國和捷克一個系統，斯拉夫系統。俄國和捷克、斯拉夫是一個系

統的，和英國、德國那些是不同系統。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那些是同一

個系統的。由印度歐羅巴語系分出來，稱為 Latin，拉丁文。再分就變為羅馬

文。再發展就是德文、法文、西班牙文。再發展，這些文就渡過英倫海峽，變

為英文。所以這個系統都稱為印度歐羅巴系統。梵文是印度歐羅巴系統的祖宗

來的，同一個系，梵文傳到印度就變為梵文。本來這個系統的中心在那裏？在

俄國的南面，亞洲的西面，即現在的土耳其，Turkey 的西北面的一帶草原。即

是什麼？高加索，Caucasus，高加索平原那處。世界地理，那處是 Caucasus。

在那處，語言是從那處開始的，印度歐羅巴系統是從那處。然後有些人向西

行，就變了希臘、羅馬、拉丁那些文，德文、英文。向東南面行入印度，變了

梵文。向西南面行，變了阿拉伯文，變了那些。但埃及文又是另外一種，埃及

文又是另外一種特殊的，又另外一個系統的。它那些是一枝枝棒的，稱作楔型

文字，是那一種。所以英文、法文那些是千倍計的，都是同一個印度歐羅巴系

統。好了，我講到這裏，總不能夠…。 

 

 可見聲教你不要以為它沒有功德，是很大功德。所以有些人說：「我們

不用念經，不用讀經的。」又不是。讀經是不能直接成佛，但是讀經會間接令

你成佛，所以讀經的功德是很大的。我今天講其他東西講得多了，解答了這個

第二十一個疑，只剩下六個疑。還有六個疑，不用急的，你回去最重要這樣

做，我教你這樣做法，你將來…，你個個肯這樣做，個個都可以宣揚這本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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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要以為「我蠢」，世界上沒有蠢的人，亦沒有特別聰明的人，「床下底踢

毽」，高極都只是床板那麼高的。個個都是眾生，是不是？唔通（難道）你是

佛，我是佛嗎？大家都差不多。 

 

同學：「我不識字，我是蠢的了。」 

老師：「不會的。一個正常的人不會蠢的，問題就在於你肯不肯做？不肯做你

幾老都無用，肯做呢年輕人一樣。」 

同學：「都是後生可畏。」 

老師：「後生是可畏，只因為他還有很大的前途，老人則差不多定了。我就不

承認，我今年七十三歲，七十四還是七十三？我都忘記了我老，我即

是每日進步，我覺得每日還有進步。」 

同學：「我覺得上了年紀，反為對修行是好點的。」 

老師：「我每天一定做幾個小時功夫的。我仍然在讀書等等的。譬如我現在過

來這處，我有空我就做什麼呢？我買加拿大的歷史來讀，沒有中文本

的，英文本我同樣地讀。我講是講不好，但我看能看得懂。講得很流

利的，他看書是看不過我的，因為我哲學歷史亦能看得懂。美國歷

史。我現在案上有三本書，除了佛經之外有三本書。一本基督教的

《新、舊約聖經》，有空我便看看，我覺得這本是很好的書。一本便

是美國那本《People History of America》，一本經常在我的桌上，

有空就拿來看。一本《Short History of Canada》。你現時問起我，

加拿大立國的時候，誰做什麼？我都能記起。甚至到那一年杜魯多和

英女皇簽約等等，整個經過是怎樣我也記得。所以我每天都在進步。

如果那天我沒有讀一定份量的書，我都不會睡，我凌晨兩時都還未

睡。我昨晚夜裏一時四十五分才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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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你多早起床？」 

老師：「我多早起床？七時半起床，你看我多精神。如果人人像我，那些醫生

將會餓死。」 

同學：「少有啊。」 

老師：「很少，是的。我夠精神…。」 

同學：「你的眼睛還是那麼好。」 

同學：「你又不覺得累。」 

老師：「我不累，我忘記了累。是這兩天，這幾天運動少了便差了。我昨晚在

後園種菜，拔雜草。一拔腰骨就「歷」一聲，現在還痛起上來。」 

同學：「不要拔，浪費時間。」 

老師：「我彎低腰來拔草，…」 

同學：「一陣間就好。」 

同學：「羅先生，中國的佛教史，有什麼書可以看看？即講中國佛教的。」 

老師：「中國佛教？中國佛教史就最好這本書，又是要去香港買。兩本書，你

看，你要看兩本，一本名為《中國…》（《中國佛教源流略講》），

這本是最好的。現在一出版，日本人差不多把它全部買去。很平宜

的。你叫香港的親戚買了寄來這裏給你，幾塊錢，約港幣十元就能買

到，加幣兩元。」 

同學：「誰寫的？」 

老師：「呂澂。現時在內地還未死的最博學而且是最精的佛學家，呂澂，好像

是九十二歲了。一本名《印度…》（《印度佛教源流略講》）。」 

老師：「呂澂，他這一本是共產黨執政之後，然後科學院請他去講的。所以他

講了之後，人們把它來錄音，然後才…，不時他親手執筆寫的。他們

把它寫出來，亦經他看過。他看過…，寫的呢，當時是文化革命之

後，大約是這個時候，如果你不提提馬克思，你不提提什麼呢，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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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你出版的。所以它裏面間中有很多是他人替他加進去的，馬克思什

麼的。當然這些不是他寫的，是他人加進去的。你在台灣，你拿一本

書發行出版，你寫一篇序都要蔣總統什麼，國父孫中山先生什麼的，

要這樣的。他在內地就要什麼？毛主席什麼。」 

同學：「如果研究唯識，初初要看什麼？」 

老師：「研究唯識？研究唯識初學的最好是我那本，我那本差不多是把其他好

的集大成。我那本你有沒有？」 

同學：「我不知你講那一本？」 

老師：「我現在就沒有了，我自己只得一本。將來我設法讓香港寄幾本過來，

我只得一本，我現在唯一只得這本。」 

同學：「好像王聯章有《唯識方隅》。」 

老師：「因為我這本在中山大學作過講義、在香港大學又作過講義、在中文大

學新亞書院又作過講義。」 

同學：「你拿過幾本來這處的？」 

老師：「嗄？」 

同學：「你拿過幾本來這處的？」 

老師：「不在這處。」 

同學：「沒有拿過來這處嗎？」 

老師：「有拿的，一兩本而已，沒有了。」 

同學：「你送了一部給我。一百一十頁。」 

老師：「影印吧，我這本最淺。」 

同學：「王聯章不知有沒有帶來？」 

老師：「王聯章不知有沒有替我帶來？」 

同學：「在香港有的。是他寫的。王聯章好像有沒有帶來？」 

同學：「香港有出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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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沒有發售。啊有得賣，香港在那處能買到呢？百得新街的佛學書局，

那處有售。這本看看…。」 

同學：「《唯識方隅》。」 

老師：「是的，有得賣。我現在這本書是他們那班人印的，印了之後，我叫他

們收回費用，有賣剩的收回費用。收回印的費用，將來，這本完了之

後，下篇呢，把錢留著印下篇吧。下篇我已經寫了一半，還未完成。

我這本最淺。」 

同學：「是否還有其他的另一本？除了這本之外，還有沒有另一本？」 

老師：「我啊？我還有很多本。」 

同學：「我是在說唯識。」 

老師：「我現正在寫《瑜伽師地論》的注釋，孔先生將來替我印第一冊。第一

冊的稿完了，現正在寫第二冊的稿，《瑜伽師地論》。如果還未死便

寫完《瑜伽師地論》才死，看看行不行。如果我這麼精神，沒有那麼

容易死的。那些算命先生全部都不靈驗，又說我五十六歲必定死的，

過不了五十六。我現在接近七十六了…。」 

同學：「信那些算命先生？！」 

老師：「不是，有些是靈驗的。」 

同學：「說我過不了六十四歲，我不是一樣過了。搵笨。」 

同學：「或許你做了很多好事呢，你不可以說他不是。他幹嗎要騙你？」 

老師：「還有一點時間，我說完這處。」 

 

 那些所謂真正修行，不外是什麼？記住了，戒、定、慧。戒，普通的你

最少都要五戒，五戒你只可以保留人身，是不是？如果你想成大菩提呢，就一

定要發菩提心，行菩薩戒。這是戒。修定就更加了，修定記住、記住，一定要

止、觀。止觀，只是修止不行。只是修止就如那個臥輪一樣，「臥輪有伎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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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斷百思想」，成不了佛的。一定要什麼？修觀，有止無觀…。觀就是智慧，

是不是？定呢？定就包括止觀。定裏面是包括慧的，不過慧之外，只是修定

法，那個慧是不行的，要學經教。經教然後你的慧才能發到的。經教之中最重

要是什麼？小乘就不用講了，固然是重要。如果你修大乘，兩樣東西最重要。

第一、般若，無般若，執滯是不行的。般若呢？最簡的莫如《金剛經》、《心

經》。如果我未講完這一本，我有一個《心經》的分析。是的，你讀了…，我

還未發表的。你讀了，你可以講了，你可以講《心經》了。人人說《心經》

深，絕不深。《金剛經》、《心經》、《般若經》，最詳細的般若是《大品般

若經》。《大品般若經》他正在買，但現時仍未買得到。現在是英文本，英文

本有很好的《大品般若經》。般若，其次是唯識。唯識有什麼呢？《解深密

經》、《瑜伽師地論》、《成唯識論》。我這本是作為入門的，讓人看了之

後，進一步就看《瑜伽師地論》和…。我拿了幾十本來這處，都沒有了，剩下

一本是給自己的，沒有了。 

 

 好了，我說回這裏，這個戒是不可不知的，這便是修行了。我們看看這

裏，這個偈，這個《攝頌》。《攝頌》裏面第三行，看到嗎？是不是應該從這

處講？《攝頌》第三行？《攝頌》的第二頁，第三行，是不是？第三行，你看

看它。普通的我們持戒，有謂七支性戒，七支性戒記得不？身三語四，是不

是？七支性戒，這個最基本的戒，你不是佛教徒，犯了都是有罪，因果難免

的。七支性戒，如果是小乘人，七支性戒是絕對不能犯的，犯了便不行。但是

在大乘菩薩戒，那七支性戒是可以開的，是時時可以開的。換言之，即是說殺

人是絕對不能殺的，但是你在〈菩薩戒〉裏面，需要殺人的時候，你殺。偷

盜，如果是小乘來說，絕對不能偷東西的。如果是大乘，偷東西比較不偷東西

對眾生更有利的時候，你偷。偷就有功德，它是這樣的。拿那七支性罪來作權

行，「權」即權宜，權宜之行。即是可以開通地來到行，權宜的行。「於七支



18 

性罪，權行不為犯」，那七支性戒，權行是不犯的。不只不犯，還有功德的。

有很多初學佛教的時候，會嚇驚他的，「咦，這即是不用守戒？」不是的。你

要透過你的良知，犯不犯戒是要透過你的良知——「權行不為犯」。當你犯這

個七支性戒的時候，你要怎樣？「慈愍利他故，生起多功德」，你要用慈悲心

來開這個戒，來故意犯這戒——慈愍心，同時你之目的是利他的。你的心是慈

愍，又利他的呢。你這樣來犯了這個戒，不只無罪，還生起很多功德。那又怎

樣呢？舉例，七支性戒是七項，舉七個例子。 

 

 第一個例子，你看看，「如見賊作惡，欲害多有情，及害於賢聖，當成

無間業，悲愍心熾然，持刀斷彼命；寧自墮地獄，拔彼當來苦。」一段。即是

殺生是不行的，但是遇著某個情形，你殺生還有功德，不殺反為沒有功德。例

如，「如見賊作惡」，如果見到賊人，他作惡。「欲害多有情」，這個賊可以

殺死很多人。「及害於賢聖」，或是對於那些賢人、那些羅漢、那些菩薩，那

些賢惠的菩薩；「聖」是已經見了道的聖人，他想殺害這種人。如果你讓他殺

這種而不理呢，他這個人會如何？「當成無間業」。「無間」是地獄的名稱，

十幾層地獄之中，最重那層地獄是無間地獄，又稱為阿鼻地獄，是不是？ 

 

 你讀《關帝經》有「阿鼻地獄呻吟」，「阿鼻」avīci 譯做無間。何謂無

間？整天受苦的，一點兒時間休息都沒有的；「間」即是休息，「間」字即英

文的 break，停一停。「無間」者沒有停的，這樣苦去了，那樣苦接著來的。

這幅火剛燒完你，剛熄掉；第二幅跟著燒你的。那個地獄稱為無間地獄，是地

獄中最苦的，而且日子是最長的。生無間地獄的日子，比較我們，可能是他們

一日就等於我們多少百年？很長的，稱作無間。入無間地獄的業稱為無間業。

你見到這個情形，這個人作惡，將來一定入地獄的，而且他殺了很多人。於是

「悲愍心熾然」，起一個慈悲心，「悲愍心」。「熾然」，即是很強。「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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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然」即如點起了一盞火的稱作「然」；「熾」者是「合合」聲（很

猛）的火。你的悲愍心很強，你當這個時候你要怎樣？「持刀斷彼命」，立刻

要拿刀殺死這個賊。現在則是拔鎗了，殺了這個賊。他說應該如此。如果你要

有力量才好做，譬如刀你還未拿起，已經被人殺死你，你便不要做。你自己有

力量制服他的，你要做。你不要以為，「啊，我犯了，將來我不是很容易入地

獄？」你不必計較，「寧自墮地獄」，我殺了他再說，寧願自己墮地獄。「拔

彼當來苦」，救濟、「拔」他將來的痛苦，不必計較自己。這是一段。即是說

殺生是不可以的，小乘是絕對不能殺生。 

 

 換言之即是說，老鼠傳播瘟疫，你都不要殺老鼠。它傳播瘟疫是它的

事，總之你不可以殺老鼠，不可以殺生。如果是大乘，按照他這裏要怎樣？

「看看它有多少老鼠，殺清它，救這個人類社會。」個解答是否如此？你想

想。除了這個解答之外，你還有沒有第二個解答？所以有些人不知。有一個人

問，氣死葉文意：「那些狗蚤到處跳，到處咬人。牆邊那些沙蚤，如果不弄死

它，又整天在咬，不只我不舒服，全家人都不舒服。弄死它又殺生，怎辦？」 

 

老師：「可惜他不問我，問我又如何？你代我回答，你怎樣答？你代我回答，

你怎樣答？」 

同學：「弄乾淨它。」 

老師：「你敢不敢答？答吧，怎樣答？」 

同學：「殺掉它。」 

老師：「全部殺掉它，讓它快點轉輪。」殺它的時候要以慈悲心，「你這種可

憐蟲，你快點轉輪吧。我不能不殺你，你害人。」但葉文意又不夠

膽，所以始終女人就是女人。她教他，「你捉了它，找個袋子袋著

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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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狗蚤怎樣捉？」 

老師：「是的，你怎樣捉？『總之你不要弄死它，捉了它，找個袋子袋著它儲

起來，拿到郊外放了它吧。』」這些謂之不徹底，放了它，它不又跳

進人家，咬其他人。咬你，你還有辦法，可以噴殺蟲水等。你到郊

外，走到農夫之家，更慘。所以我就說：「葉文意，你不徹底。」 

同學：「其實這樣講她的『心地』（存心，用心）更不好？其實她的『心地』

更不好？」 

老師：「她沒有，沒有想害人，她只是不夠膽殺它。如果照著〈菩薩戒〉，老

鼠也是這樣，殺了它。」作惡的人，又殺了他們。即是說，如果有一

個侵略者侵略的國家，你要怎樣？放下你的袈裟殺敵人，殺了再說。

所以那個…，現在 New York（紐約）那間什麼寺…。 

同學：「莊嚴寺。」 

老師：「莊嚴寺那個誰？那個是什麼法師？」 

同學：「顯明。」 

老師：「嗄？」 

同學：「是不是顯明？」 

老師：「是顯明法師。他不就是這樣，他已做了和尚，是寶靜法師的傳法徒

弟。」日本人打中國打到武漢都將會失陷，看著國家滅亡，怎麼可

以！「不行。我還俗，去當兵。」是這樣的。他便去了，結果日本人

投降之後，他又回來出家，顯明。 

 

我說：「你這個人真是菩薩行。」 

他說：「我是去殺敵的。」 

我說：「殺敵是應該的，應該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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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個殺生戒是可以權宜開的，但你不要利用，你這樣的罪很大。你明

明是想殺人卻說是權宜開，是不可以的，這事是加倍罪的。不能取巧，真正是

「悲愍心熾然」，你可以做。你看看《戒本》第七頁，倒數第三行，見到嗎？

你有沒有《戒本》？《戒本》那裏第七頁，倒數第三行，看吧。「若諸菩薩安

住菩薩淨戒律儀（，）」如果菩薩，他遵守這個〈菩薩戒〉。「善權方便

（，）為利他故（，）於諸性罪少分現行（，）」我先解釋這部分。如果菩薩

他能夠用善，「善」者善巧；「權」者權宜，用善巧權宜的方便。人是最怕不

懂方便嘛。他的動機是為了什麼？「為利他故」，其目的是為了利他，不是為

了自己自利。「於諸性罪少分現行」，對於那七支性戒，即是殺生、偷盜、邪

淫、妄語等，那七支性戒。「少分現行」，少少地犯。少少地犯又如何？「由

是因緣於菩薩戒無所違犯，生多功德。」如果能夠善巧方便來犯這個罪，由此

原故，「因緣」即原故，他對於這個〈菩薩戒〉是無犯的，而且還生起了很多

功德。不過這些你不要出外隨便教人，多多殺可也，這是不行的。不過這個要

你真的發菩提心，你真是行菩薩行的，你可以這樣做。 

 

 「謂如菩薩見劫盜賊（，）為貪財故欲殺多生（，）」我先解釋這句。

例如有一個菩薩，他見到一個專門打劫的，劫人財物的那種盜賊。「盜」即

偷；「劫」則是明搶。這種賊，「為貪財故」，他為了貪財物的原故，他會想

殺死很多人。本來是經的，在那本《大集經》裏面的一段，「謂有五百商人入

海取寶」，其中有一個賊參加其中，計劃殺死這五百個，取走他們的財寶。於

是有一位菩薩，他立刻犯戒、開戒，「我有力量殺死這個賊，如果我不殺死

他，則這五百人死。但我殺死他，我犯了殺生戒。」那又如何？到最後他考慮

「寧可我犯殺生戒，我要救這五百人。」結果他就殺死了這個賊。釋迦佛就

說…。講到此處，你猜猜這個人會怎樣？他說：「這個人有很大的功德，他很

快還會成佛。還快了很多。」這個是釋迦佛在《大集經》裏面和《寶積經》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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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兩部經都有這段講。「欲殺多生」，這便是殺生。「或復欲害大德聲聞獨

覺菩薩」，或許他不是想殺很多人，但是他想殺害有些大德，「聲聞」即是指

那些羅漢，和「獨覺」，自己在沒有佛在世他獨覺的那些羅漢；「菩薩」指那

些十地菩薩，地上菩薩，他想殺害這種聖人。「或復欲造多無間業」，或是他

造了很多什麼？入無間地獄之業，他專造這些惡業，無惡不作。這樣，這個菩

薩「見是事已（，）發心思惟我若斷彼惡眾生命（，）墮那落迦。如其不斷

（，）無間業成當受大苦。」先到這裏。那個菩薩見到。「是」即此；見到這

件事。見到之後，他的心就這樣想，心在想、「思惟」。「我若斷彼惡眾生

命」，如果我走去開殺戒，殺死這個無惡不作的眾生，我就會如何？ 

 

 「墮那落迦」，「那落迦」即地獄，我會墮地獄。「如其不斷」，如果

我不斷了他的命，我不殺死他，他會怎樣？「無間業成」，那個賊會做成一種

入地獄的業。「當受大苦」，他會受大苦。那又如何？於是菩薩繼續這樣想，

「我寧殺彼（，）墮那落迦（，）終不令其受無間苦（，）」我寧可殺了這個

賊，我自己落地獄是我的事。「終不令其受無間苦」，我不會看著他作這些惡

業，將來受無間地獄的苦也不救他。「如是菩薩意樂思惟（，）於彼眾生

（，）或以善心（，）或無記心，知此事已為當來故深生慚愧（，）以憐愍心

而斷彼命。」先講到這裏。「如是菩薩」，這個菩薩，這樣的菩薩。「意樂思

惟」，他自己的意志，心在想、想過，想得清清楚楚。「於彼眾生」，對於那

個作惡的眾生。「或以善心」，或以這個善心來到了解這件事；或以無記心，

即不要有惡意去了解這件事。「已」即之後。「為當來故」，即為了這個人當

來的利益，又為了自己，「如果我做了這種罪，我將來都會倒退的。我寧可倒

退。」即是說我自己經過打算。「深生慚愧」，自己覺得很慚愧，自己是一個

佛教徒，而居然會去殺生，很慚愧。然後「以憐愍心而斷彼命」，用一種憐

愍、悲愍的心來殺死這個人。「由是因緣於菩薩戒無所違犯生多功德。」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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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解了，不犯戒還有功德。 

 

 你明白了，以後人們解答老鼠害人，譬如蛇來咬人，你殺不殺它？殺

它。你為了要吃蛇而殺它就不應該。你為了它咬死人而殺它，你殺了它便早點

轉輪，你猜做蛇很爽嗎？讓它早點轉輪。這種問題你自己可以答。即是說殺生

這條戒是可以權宜開的。我講完這個偷盜。偷盜這個戒又開不開呢？你看這

裏，先看看頌文。他甚至教你搞革命。所以那些人說消極、消極，只有那批消

極的人才是消極，佛教並不消極。 

 

 你看看，「又暴惡宰官」，是不是？是不是這處？看到嗎？找不到，在

這裏。「又暴惡宰官，苛政惱人民，菩薩懷利濟，廢黜彼尊位；或盜劫財物，

持以縱諸欲，愍彼無義利，逼奪還故主。」是這幾句了。你看看，我先給你解

釋這句，「又暴惡宰官」，又遇到那些宰官，那些軍閥、宰官之類。「苛政惱

人民」，專門施行一種苛刻的，殘暴苛刻的政治來到逼惱人民。這個便是革

命。「菩薩懷利濟」，一個菩薩應該懷有一個利益眾生和救濟眾生的心。如果

你有力量，當然要有力量才行。「廢黜彼尊位」，革命，廢了他。你做官的，

拉你下來。黜你，貶黜你，不讓你做。廢了他的尊位，甚至是皇帝、將軍，你

都可以趕走。這個便是革命。另外一種，「或盜劫財物」，那些大賊，專門劫

人錢財。「持以縱諸欲」，他拿了錢財來到縱欲，自己享受。於是那個菩薩怎

樣呢？「愍彼無義利」，憐愍這個賊，你這樣做是沒有利益的。出世的利益謂

之「義」，世間的利益謂之「利」。你這個菩薩是有力量的話，怎辦？「逼奪

還故主」，搶了他、逼他，要他拿出來；「奪」他，搶走他的。但你不要自己

享受，還給原來的人。如果是如此呢，你是搶東西，不過你是從賊那裏搶，縱

使犯戒，沒有問題。還有，如果是暴惡的君主、宰官，你革命，搶了他的位，

同樣不犯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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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完這處，我再看看這裏，第八頁，《戒本》的第八頁。一、二、三、

四，第五行，是不是？「又如菩薩，見劫盜賊」，不對，還未到。一、二、

三，第三行，「又如菩薩見有增上增上宰官（，）上品暴惡（，）於諸有情無

有慈愍（，）專行逼惱。」一句，我先講到這處。又如有一個菩薩，他見到有

些什麼？「增上增上」。「增上增上」是什麼？很厲害，很厲害的。很強烈

的，很厲害的那些宰官。當官的。那些人又如何？「上品暴惡」，「上品」即

是高級的。殘暴中他這種人算是高級的了。他高級到如何？「於諸有情無有慈

愍」，他對於人民一點憐愍心都沒有。「專行逼惱」，專門壓逼人民。這樣

呢，下文。「菩薩見已（，）起憐愍心（，）發生利益安樂意樂（，）隨力所

能（，）若廢若黜增上等位（，）」先講到這裏。那個菩薩見到有此情形，怎

樣呢？就起了一個憐愍心，發生一種什麼？利益眾生的…。利益和安樂都是動

詞，利益眾生和安樂眾生的意樂，「意樂」者意欲、意圖。他「隨力所能」，

隨他的力量能夠做到多少分。「若廢若黜」，「若」字即或，或是把這個長官

廢除；「或黜」他，趕他離開。廢了他的什麼？廢了他的「增上等位」。「增

上」即很厲害而有權有勢的。把他有權有勢，很厲害的地位廢除了。這應該是

偷盜，他人有地位而你盜劫了他。它說是不犯戒的。「由是因緣於菩薩戒無所

違犯（，）生多功德。」不用解了，不犯戒還有功德。 

 

 這部份是這裏才有，其他經是沒有的。必要的時候你可以搞革命的。西

藏人就是利用這個戒來搞，搶達賴的地位，西藏人。所以有好便會有壞的，被

有些人利用了。「又如菩薩見劫盜賊奪他財物（，）若僧伽物（，）窣堵波物

（，）取多物已（，）執為己有（，）縱情受用（，）」好了，解釋。又如一

個菩薩見到盜賊專門劫他人的錢財物件，或是…。「若」即或，或是僧伽之

物，即教團、寺院之物件。或是「窣堵波物」，佛之舍利塔。「窣堵波物」即

（梵文）Stupa，Stupa 即是「塔」字。「取多物已」，奪取了物件。「執為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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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把它據為己有。「縱情受用」，享受了。菩薩見到又如何？「菩薩見已

起憐愍心（，）於彼有情（，）發生利益安樂意樂（，）隨力所能（，）逼而

奪取。」這句不用解了，菩薩有力量便逼他，奪回物件。「勿令受用如是財故

（，）當受長夜無義無利（，）」不要令到那個賊，因為享受了這些財物，他

將來會受那種長夜漫漫，在生死輪迴裏面…。（所奪財寶。若僧伽物） 

 

 「由此因緣（，）所奪財寶（，）若僧伽物還復僧伽，窣堵波物還窣堵

波，若有情物還復有情（，）」我先解釋這部分。菩薩見到他之後，懷有一種

什麼？利益眾生，安樂眾生的心，隨他的力所能及，逼他，取回它。不要令他

因為享受那些財物而生死輪迴受大苦。「由此因緣」，由於這個原故，便搶回

他的。而所奪取之財物，搶回他的錢和財物。「若僧伽物還復僧伽」，如果是

從一個寺院取來的，把它交回寺院。「窣堵波物還窣堵波」，他從那些舍利塔

裏面取來的，就放回舍利塔中。「若有情物還復有情」，如果是眾生的物件，

就給回眾生。這處還未完的，「又見眾主或園林主（，）取僧伽物（，）窣堵

波物（，）言是己有（，）縱情受用（，）」我先解釋這部分。又見到眾主，

何謂眾主？眾人之領袖。能夠統率眾人的稱為眾主。即現在的什麼？幫主之

類。眾主，眾人之主。那些眾人之主又怎樣呢？「或園林主」，或是一個莊園

的主人。那些土豪地痞是很惡的，他「取僧伽物」，欺侮那些和尚，欺侮那些

寺院，取去了寺院的物件。或是「窣堵波物」，或是取去了舍利塔中之物件。

「言是己有」，他說那些物件是他自己的，便「縱情受用」了，自己享受。這

又如何？「菩薩見已（，）思擇彼惡（，）起憐愍心（，）勿令因此邪受用業

（，）當受長夜無義無利，隨力所能廢其所主（，）」我先解釋到這裏。「菩

薩見已」，菩薩見到這個情形之後。「思擇彼惡」，心中思想，他這個人如此

這般是在作惡，是不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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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於是對這個人，對這個眾主、園林主起了憐愍心，憐愍他無知，犯了

這種罪惡。「勿令因此邪受用業」，「勿」即不要，不要令他因為這種邪的享

受，不正當的享受，做了一種業。當受長夜生死輪迴那種，不會有出世利益，

又不會有世間利益的苦。於是菩薩又怎樣呢？「隨力所能廢其所主」，令到他

不能夠做幫主，廢了他——廢其主。菩薩是這個做法，令到那些莊主亦不能

做。「菩薩如是雖不與取（，）而無違犯（，）生多功德。」一個菩薩，「如

是」即這樣做法。「雖不與取」，「不與取」，即偷。本來「偷盜」兩個字，

梵文就是「不與取」，他人不給你，你卻硬取之稱為「不與取」。「與」即給

與。雖然犯了這個「偷盜」、「不與取」戒，「而無違犯」，實在是沒有犯

到。「生多功德」，還有功德的。即是必要時動機純正，曾經思惟過是應該這

樣、合理地做的，你可以怎樣？做。 

 

 譬如你做間諜，偷外國這東西是可以救這個國家的，你應該怎樣？去

偷。做事是要斬釘截鐵，不要「因果，因果。」因果，這些又不是因果嗎？你

看著人也不救，這又不是因果嗎？你是菩薩嘛。是不是？所以各位，那位某太

太和我說，她只是批評一下，說有些佛教徒不對。立刻有個人跟她細語：「不

好，你不要說。因果，因果。」我說妳日後見到就告訴他：「你就受因果了。

妳告訴他吧。」人是最怕是不學無術，佛教徒最多這種人，「亂嗡」（亂

講）。他實在對因果道理一點也不懂，開口又因果，閉口又因果，這種人將來

很弊。他說：「我會修行成佛。」成佛又怎輪到你成！很多人成佛。好了，今

天講到這裏。即是說偷盜戒，必要時可以開的。解答第二十二個問題，「平等

云何度生之疑」。 

 

同學：「對不起，羅先生。」 

老師：「那本《唯識方隅》，你有沒有？你沒有嗎？你沒有我給你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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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多謝，多謝。」 

老師：「因為上文是這樣講的，『是法平等無有高下』，佛法，修行佛法當他

證到果的時候，即是當他證到真如，即是當他見道的時候，無所謂

我，無所謂人；無所謂我，無所謂物。這樣便無主客之分，亦無高低

之別。在證真如的時候，亦無所謂善與惡，亦都無所謂眾生與佛。此

法是平等的，當你證到真如的時候，一切都是同樣，都是平等的，無

有高下之分的。上文是這樣講的。」 

 

 好了，既然「是法平等」，此法是平等的，無高無下。既然如此，既亦

無所謂佛，亦無所謂眾生了。佛是證果的，眾生是凡夫，染污的嘛。如果有佛

有眾生之分，便不平等了。既然你「此法平等無有高下」，這就無所謂佛，無

所謂眾生了。亦無所謂十地菩薩，那些是未入地，那些是初地、二地、三地、

四地，無高下之分。亦都無所謂大、小乘。是不是？既然一切平等，亦都無所

謂主，無所謂客了。亦都無所謂能度眾生之佛，亦無所謂被佛所度之眾生。是

不是？平等嘛，這樣才是平等嘛。這樣一來，又說諸佛會度眾生，這豈不是矛

盾？是不是？就發生了這個疑問。這段是解答這個疑問的。「平等云何度生之

疑」，他解答這個疑問。在未講之前，我先替他講了個解答。既然是平等無有

高下，應該無佛、無眾生、無主、無客，一切俱無了。又如何能說佛度眾生

呢？這個便是疑問了。他的解答就是，佛有三身，佛的自性身，即是法身，就

無高下之分。因為自性身之本質就是真如，真如無所謂高下，亦無所謂佛與眾

生，更無所謂能度與所度。是不是？就真如來說是如是，佛的法身。但佛不只

自性身，自性身是體；由自性身的體顯現出用。這個用即是什麼？即是受用身

和變化身。受用身亦名報身；變化身則簡稱化身。法身是平等無有高下，受用

身就有高下了，何解？他是歷劫以來修行所得的結果，而得個受用身。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