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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得個受用身。你沒有這樣的修行，你便沒有這樣的受用身，又有了

高下。還有，受用身住在受用佛土那處，受用佛土那處就以化度那些菩薩，見

了道的菩薩為主。見了道的菩薩分為十地，每一地的菩薩所見到的佛，大小也

不同。初地菩薩見到的報身佛是小一點的，光明沒有那麼厲害的。二地、三地

的菩薩所見到的佛是白一點的，光明是燦爛很多的。如果是第七地、八地的菩

薩，見到更華麗的光，華麗至極的，不同的。這即是有高有下，報身佛有高有

下。報身佛本身有高有下，報身佛所說的法，針對菩薩的程度不同，所說的法

都有高有下。 

 

報身佛就有高有下，化身佛更加有高有下了。是不是？釋迦佛是個化

身，初出生就這麼小一個，漸漸地就養至這麼大個，後來又漸漸地他又結婚，

漸漸地他又出家，漸漸地成佛。有差別，有高下，是不是？報身、化身是有高

下的。化身佛所說的法更加有高下，初期說的是小乘法，苦集滅道四諦；中期

就說般若；晚期就說法華、涅槃那些。所說的教亦都有高下，更加有高下。 

 

還有，這個娑婆世界的人，普通的都是丈三、四高的。因為當時我們中

國人的一尺，等於印度人當時的六寸左右。不對。印度人當時的一尺，等於中

國人的六寸左右。佛是丈六高的。 

 

丈六高，你算算，除除它，一丈就等於六尺左右，六六就三尺六。九都

沒有六尺多。佛是很高的，普通的一個山東男人的高度，等於今天的六呎幾高

的，即如西洋人那麼高。佛是有那麼高的。即是說印度當時的一尺，等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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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呎，現在英呎六吋左右，五吋、六吋左右。 

丈六高即等於差不多七英呎多，差不多八英呎高。八英呎是很高的了。可能是

一尺不夠英吋，可能只得五英吋左右。所以我們讀經，丈六金身，如果真的如

此高，丈六高怎麼穿過門口呢？城門他也穿不過。讀書要怎樣？要化，最「棹

忌」就是食古不化，是不是？ 

 

我見過，認識有一個中醫，食古不化的。開藥開到像煲粥的煲一樣大來

煲藥的。香港，大家在香港，有些老人家在香港聽聞有一人名陳伯壇的，陳大

劑嘛。唉，此人是一名秀才，書讀得很熟，讀醫書讀得很熟，原來他食古不

化。有一樣，他讀書讀得熟，他背誦《傷寒論》。你到他處看脈，他一高興便

把《傷寒論》念給你聽。文字很好的，文章相當好，但他不化。 

 

他讀過些什麼？譬如中醫，開一劑方。譬如中醫開一劑方，你發熱、見

冷、口又乾、舌有微苔，應該開一些什麼給你吃？開桂枝…。不對，開麻黃桂

枝湯，合方的湯。不對，或是開葛根湯，應該是開葛根湯。因為是口渴的，應

該是葛根湯。葛根湯是什麼？我們讀《傷寒論》就知道葛根湯是什麼？四兩葛

根、三兩麻黃。四兩葛根即現時之花粉那種葛根。三兩麻黃，如果你吃了三兩

麻黃，頭暈眼花兩日都起不了床。三兩麻黃、烏棗十二枚，桂枝、甘草、白芍

各二兩，生薑三兩。我是一個中醫，我把份量也記著。現在很多中醫不記份量

的，麻黃湯、桂枝湯、葛根湯。我們念熟陳修園的〈方歌〉，《經方歌括》。

譬如說葛根湯，「四兩葛根三兩麻，棗枚十二效堪嘉，桂甘芍二薑三兩，無汗

憎風下利誇」，你要念熟它的。 

 

譬如女子，女子找你來醫，你又如何？女子找你來醫，你幾乎閉著眼開

一條消遙散她吃都可以了。消遙散又怎樣？這個是經方。這個不是經方，是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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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時方是不用記份量的，你可以隨意加減的。經方則一定要記份量的。時方

呢？這個消遙散，他開給她吃又怎樣呢？「消遙散用芍當歸」，白芍、當歸或

赤芍、當歸；「朮草柴苓慎勿違」，白朮、甘草、柴胡、云苓；這便是消遙

散。它的效用是什麼？「散鬱除蒸功最奇」，鬱氣那些，給她吃便可以。如果

她有點熱又如何？加兩味，「丹梔加入有玄機」，加點丹皮、黃梔子下去，清

清她的熱。凡婦女差不多都合適。我記得我以前念過，一百零三條〈方歌〉。

普通的，「流口水」（不大合格）的中醫，大概是五、六十條。稍為小心點的

就念夠一百條。如果能夠念到二百條〈方歌〉，這個已經是很活用的了。那個

陳百壇就讀了《傷寒論》的〈方歌〉，讀到爛熟。他照著…，歌中說「四兩葛

根三兩麻」，他就照著開葛根四兩，麻黃開三兩。這不是就要近斤一劑藥了，

你要拿一個煲粥的煲，煲粥的三煲也不行，要二煲來煲。是很快痊癒的。師

母：「是很快，不愁不快。我入醫院就是因為吃了他的劑藥。」老師：「不

是，是痊癒了。她入醫院之後出來便痊癒了。還幾十年也無事，只是當時要入

醫院。霸道到極。」 

 

其實是什麼？那本《傷寒論》是三國時候，張仲景做的。三國時候的斤

兩和我們現時的是不同的，明白嗎？三國的時候，一兩等於我們的二錢七，有

人考據過。他的四兩，你應該用多少？三兩麻黃應該怎樣？三二如六，六錢；

三七二錢一；六錢加二錢一，即是八錢一。開麻黃，怎開得出三兩麻黃？八錢

一麻黃做什麼？張仲景說是分三劑飲的，一日飲三次。這即是說你分開三劑，

八錢一麻黃被三來除，即三錢麻黃也不夠。這條方是這樣開才對。你寧可說是

一日吃三劑或一日吃二劑，這樣才行。他不是，他照足他人一兩他便開一兩。

我太太吃了他一劑藥就即晚入醫院，我太太的耳膜穿了、暈，因為痛嘛。他開

了一劑藥，他開了一劑真武湯，附子、炮薑一劑。即晚發熱，燒至嘴唇都裂

了、乾了，馬上找醫生，找西醫看。其實不用找西醫，找些雪梨來做雪梨水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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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弄到年三十晚狼狽到極。熱退了之後，喝了些梨汁。熱退了之後，幾十

年來她的耳痊癒了。只用一劑藥便痊癒了，幾十年沒有復發。發炎流膿流到

開，一劑真武湯便痊癒了，現在痊癒了幾十年。現在痊癒了五十幾年無事。 

 

同學：「以前在廣東是很有名的，很有名的。」 

老師：「是有效的，不過他那種霸道。」 

同學：「我的堂兄是跟他學師的，祝景山。祝景山不就是拜他為師的。」 

老師：「祝景山拜他做老師。...是有效。如果你身子是虛的，你望他不要開

錯方，開錯方一劑便取命，一劑取命的。如果是那些什麼？開一劑白

虎湯那些便會取命。譬如一個老人家，年紀已經是很大的。再給他弄

七兩石膏，不取他命？立刻死亡。」 

同學：「最重要是判症。」 

老師：「那麼大量石膏和那些淡竹葉，一堆的給你，如果是「伯父」（老人

家）吃一劑，不死！」 

同學：「如果是…就好了。」 

老師：「但是如果大熱症，一劑便會痊癒。所以那些大熱症找陳百壇，一劑便

痊癒。他最歡喜開白虎湯，那麼大量石膏。白虎湯有很多不敢開給老

人的，只有他那麼大膽開的。普通的對老人家無人開白虎湯。」少

少，我也試過，不過是開給小孩子。我讓他分三次飲，開一劑份量分

三次飲，有事就不要再飲了，試過。 

 

陳修園，有人讀過中醫就知道。陳修園有一段這樣的故事，陳修園的母

親病了，她已近八十歲，七十多八十歲，大熱症。陳修園想想，如果是其他人

他便會開白虎湯了，這個是母親，吃死了母親怎算？不敢開。剛剛他有幾個弟

子，跟著他學醫的。「老師，你為何不開方呢？那麼猶豫。」他講了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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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若非吾母，必用白虎湯。」這個如果不是我母親，我一定用白虎湯給她

飲。因為她是我的母親，如果劑藥弄死母親，那還得了，毒死母親。 

那些學生知道了，「老師，你這樣猶豫不行。我跟了你那麼久了，讓我來開方

吧。我替太夫人看脈，好嗎？」他說：「好的，你去看看。」他的學生去摸了

一摸那老太太，摸完之後：「得了，沒有錯。你不開我開。」立刻開了一劑白

虎湯給陳修園的母親飲，讓她分三次飲，飲了之後便痊癒。陳修園有這樣的一

段故事。「此若非吾母，必用白虎湯。」有這兩句的。 

 

好了，現在我說起這一個，要化的有高有下、有長有短。人們只知道平

等，就不知道有高下。有些人，有些俗人只知道有高下，就不知有平等。就如

學佛的人，有些人只知道有空，什麼都不用，什麼都不用，他又不知道要有，

什麼東西都要有的。現在十個學佛九個著空，是這樣。什麼都是空，四大皆

空，空掉它。不行的，有時要有的。只是空，偏空是很弊的。佛自己講，「寧

可執有如須彌山，不可執空如一芥子許。」一粒芥辣子地執空，那麼少的執空

都無好處。你執有執至如須彌山那麼大，問題還少一點。現時學佛很多人都

錯，執空，人人開口又空，閉口又空。空至不理世事，空嘛，什麼都是，什麼

都是空的，他不知道有。有些人呢…。 

他這個就有些人是這樣，一切都如平等，那處有所謂佛度眾生？無佛可成，無

眾生可度，眾生平等嘛。 

 

於是這處解答，是怎樣？法身佛的本質就是真如，在真如界內無不平等

的東西，一切平等，無所謂佛，無所謂眾生。但是化身佛和報身佛，事事物物

有高下之分。化身佛和報身佛所說的法，都有高低之別。你那些只是執平等，

只是見到平等的一面，你見不到參差那一面，是你的執著。解答就是這樣，所

以一方面是平等，一方面又不平等，一方面又有高低。聽得明白嗎？好了，已



6 

經解答了，我在這裏讀便可以。 

 

「平等云何度生？」，「云何」即如何。你們那些讀英文的，「云

何」，凡是遇到「云何」呢。佛經裏面「云何」兩個字，有時等於英文的 How 

字；有時等於英文的 What，等於這個；有時等於英文的 Why。都是「云何」

兩個字，到底是何解？你要看看上下文。分二，（戊一）、勸他不要懷疑，

「勸彼勿疑」；然後（戊二）、廣成自義。「成」字作為解釋；「廣」是詳

細，詳細解釋自己的道理。 

 

現在（戊一）、勸彼勿疑。「佛告善現」，佛對善現說。「於汝意云

何？」我現在又提出一個問題來問問你，對於你的意思，你如何答我這個問題

呢？「如來頗作是念，『我當度脫諸有情』耶？」「如來頗作是念」，這個如

來是指什麼？ 

 

同學：「指佛。」 

老師：「指佛。指什麼佛？法身佛，報身佛或化身佛？真佛或假佛？」 

同學：「法身佛。」 

老師：「法身佛，即是真佛。真佛，即是指自性身，法身佛。」法身真佛會不

會起一個這樣的念頭？「作」即起，起一個這樣的念頭。起一個什麼

念頭？「我當度脫諸有情」，我現在要去度…。「有情」即是眾生，

度眾生，令到他得解脫。會不會呢？真佛會不會這樣地講呢？「善

現，汝今勿當作如是觀。」他說善現，你現在已了解，你應該不要作

這種想法。「觀」即想法，不要有這種想法。何解？因為法身佛才是

真佛，真佛是不會起一個念頭說「我會度眾生的。」實在，真佛連念

頭也不起的，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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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真佛和化身佛是否相等？」 

老師：「嗄？」 

同學：「真佛和化身佛是否同一樣東西？」 

老師：「真佛什麼？」 

同學：「真佛和化身佛是否即是同一樣的？」 

老師：「你說是否一樣？」 

同學：「我就是不知。」 

老師：「你又不來聽，你現在才來聽。真佛和化身佛，你說是同一樣，不對。

何解？譬如化身佛是這樣，釋迦牟尼是化身佛。釋迦牟尼，有形有相

的，是不是？會吃飯，會大便的。即是說法身佛是會有形有相，又會

吃飯，又會大便。」 

同學：「法身佛不會。真佛即是釋迦佛。」 

老師：「但法身佛是以真如為體，真如是無形無相，亦不會吃飯，不會大便

的，是不是？所以你說法身佛即是化身佛是不對的，是不是？」 

同學：「真佛來講，是有 Physical 的東西。而法身佛是沒有 Physical 的東

西。」 

老師：「是的，你要…。聽這些東西，你要全本…。要看戲看全套，一套戲你

看一『段』（部分），是不行的。聽我講全套，你必定明白，沒有不

明白的。」這樣是解答了。下面，「廣成自義」一五九頁（新書二三

一頁），詳細解釋他自己的道理。裏面分為什麼？分兩段，（己

一）、（己二）。（己一）、說明佛並無實際度眾生。何解？因為真

佛並無度過眾生。真佛都無形無相，沒有嘴巴的，他如何度眾生呢？

是不是？無實度，度眾生的是假佛。（己二）、釋所以。「所以」即

理由、原因；解釋其理由、解釋其原因。真佛就是真如。 

你看看我的【纂釋】，「真如之中無有眾生（被）如來可度，（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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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於外化（可度假生也）。」何謂「唯於外化」？由法身顯現出來，顯現出外

面的那個化身，然後可以度，度眾生。而且所度眾生，都是五蘊和合的假眾

生。這樣你又會跟著有這個問題了，「假佛度假眾生，豈不找事來做？」是不

是？既然眾生是假的，那又何用度呢？既然眾生都是假的，你這個佛為何要現

起個假佛，來度假眾生那麼「巴閉」（厲害，隆重）呢？懂得解答嗎？我解？

曾經答過了。 

 

做夢是假的，是不是？但如果要你一輩子做幾十年的夢，做完一個又一

個。做的都是被人打、被人提起下炸油鑊、被人拿去鋸、被人拿去殺頭、被人

打屁股。假使是這樣，我問你那個夢是真的或是假的？夢裏面的情境是真或是

假的？假的。 

 

同學：「假的。」 

老師：「假的。你情願取消這些假夢好還是讓它繼續做？整天被人打是好

呢？」 

同學：「取消了它。」 

老師：「解脫了它，解脫了這個夢好一點。」假是假的，假的仍然是「棹

忌」，被人這樣打法。是不是？沒有錯吧。被火燒是假的，發大夢而

已，人生猶如夢嘛，假的。你又來燒燒看，既然你說是假的，都是假

的。人生又是假、被人打又是假，假中又有假，一切都假；中馬票都

是假、發達又是假。你情願要那一種？你情願發達、情願中馬票那種

假或是情願整天被人打屁股、被人煎、被人踢的假？你情願那一種

假？兩種假你選擇那一種？選假中馬票和做有錢人的那種假嘛。那有

假被人踢、被人打的那種假。所以既然如此，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所以雖然人生是假，要修行，雖然眾生是假，佛都要現些假佛來度假



9 

眾生，不能因為是假的就不用。學佛最重要是要通這些理論，如果這

樣不通，你學是無用的，是不是？一定…。 

同學：「我有一個問題，一個人譬如經常做些假夢被人打。都被人打慣了，何

以見得有辛苦呢？」 

老師：「是的，是的。所以有些…。是的，是的。」 

同學：「人生在苦中根本就覺得是苦，當你覺得中馬票是快樂的事，那些人便

喜歡…。 

老師：「是的，如果你不覺得苦，這個是的。你自己的意見，你自己覺得而

已。但是有些人覺得被人打是苦的，是不是？各隨其意了。所以眾生

有多種，有些決定成佛的，決定修行、決定成佛的。有些決定不修

行、決定不成佛的。就如你閣下所講，有些被人打亦不覺得苦的，罷

了。有些人覺得很苦，做有錢人才爽的。是不是？各隨其所感覺了。

明白嗎？這些問是很重要的，是不是？人家決擇這些問題，這些便是

智慧了。智慧就是這麼簡單的。是不是？ 

 

一個人如果沒有智慧，修行是不得成就的，成不了佛的。所以你一味對

著木魚，在一味扑、扑、扑地念經，你念十世、一百世、一萬世都不能成佛。

一定要用智慧來到決擇，才能成佛。」 

 

同學：「淨土宗是教人猛扑、扑、扑的，說這樣才能到彼岸的。」 

老師：「那一個？」 

同學：「淨土宗。」 

老師：「淨土宗。是的，那種人不成佛的，我告訴你。他們那些人，除非他去

到淨土之後，去到淨土之後，他在那裏再修行，然後才可以成佛。

《金剛經》說，用無量那麼多世來供養佛，無量七寶供養佛，福德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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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限的。不行的。你以為那些拜懺的，他會成佛？永不成佛，這樣

便永不成。不能成的，一定要他怎樣？有智慧才能成佛。」 

 

我給你講一段故事，從前南北朝的時候，晉末南宋，即南朝劉宋初期，

有一位中國大詩人名謝靈運，不知各位有人讀過他的詩不？你們現時所讀的那

本《涅槃經》是經謝靈運刪改過的。這個好，一個大詩人，是一個很信佛的佛

教徒。當時與他同時有一位人名周顒，這個不要讀作「如」字，是「顒」字，

周顒。周顒做了一個佛堂，做得非常漂亮，拜佛非常虔誠，又食齋的。有一

次，謝靈運…。謝靈運這個人很聰明，但有時是「攪攪陣」（搗亂）的，後來

被人殺頭的。他走到周顒那處，要看看周顒的佛堂，看看如何漂亮？周顒帶他

去看，看完之後就大讚他一輪。他怎樣說呢？「你做得如此漂亮的佛堂，想你

這種修行那麼虔誠，你周先生『生天必在靈運前』，你必然是比我先，你是麼

好福。成佛又如何？」你接下去吧。成佛又如何？「必在靈運之後」。「啊，

你那麼虔誠，長齋修佛，你生天一定比我快。成佛呢？可惜成佛你一定在我之

後，我一定比你先。」他作何解呢？他講了這句話，上面是還有一句話的。成

佛，一個人成佛，「必藉慧業」。一個人你想成佛，一定要與智慧有關的業才

行的。如果學你周先生這樣呢，「若你如此，生天必在靈運之前」，在我靈運

之前。「成佛你就一定在我靈運之後了。」 

 

同學：「這個姓周的可以有權推他去斬頭的嗎？」 

老師：「不是。不是因為這句話斬頭，而是因為他作反才斬頭。他這個人是這

樣的。」拈花微笑頓悟。頓悟是什麼？講頓悟的佛教是什麼？只是中

國的佛教講的，印度佛教沒有人講頓悟的。現在所有學者都是如此。

還有，講頓悟是那幾個人先講的？南北朝時候的道生法師，「頓悟成

佛論」，贊成道生講法的是謝靈運。如果你…。我們看書不能只片面



11 

看那些佛經裏面講的，我們要看看佛經以外所講的。譬如…。你看看

這本，你找那本書看看，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看看，一整章談這

一個道生和謝靈運與有關頓悟成佛的理論。影響到來…，當時禪宗都

還未起，由他們的影響之後，然後產生禪宗的。 

 

好了，說回正題，釋所以。現在是（己一）、說明佛，這個真的佛，實

際上沒有度眾生。「何以故？善現，無有少法（無少有情）如來度者。」即是

說在真如之中，並無少少東西稱為眾生，給如來度的。「明無實度」。亦沒有

說我是佛去度眾生，沒有的。這種講法後來影響到什麼呢？影響到天台宗了。

天台宗，如果你們想了解天台宗呢，一般天台宗入門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名〈始

終心要〉，是必讀的。香港如果你參加會考，考佛學科要考這篇文章〈始終心

要〉。有一篇〈始終心要〉，〈始終心要〉裏面有句話…。很好文章的，〈始

終心要〉。它這裏「大覺慈尊」，你們來解解。「大覺慈尊喟然嘆曰」。這個

「大覺慈尊」是指誰人？ 

 

同學：「釋迦佛。」 

同學：「真如。」 

老師：「指釋迦佛。」 

 

於是這位「大覺慈尊」，「喟然嘆曰」，「喟然」者即是嘆之形狀來形

容他。他怎樣嘆呢？「真如界內，絕生、佛之假名；平等慧中，無自、他之形

相。」懂得解嗎？不懂得解。「真如界內」，「界」即體也，真如體裏面。這

個是佛之法身，是不是？「絕生、佛之假名」，「絕」即絕對沒有。絕對沒有

什麼？眾生與佛之假名，眾生與佛都是假名。「真如界內」無所謂眾生，無所

謂佛。但雖然「真如界內」沒有，現象界、有為法裏面是有的，是不是？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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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相同的，一句經已足夠，它多此一舉，多了一句。 

 

「平等慧中，無自、他之形相」，何謂「平等慧」？懂不懂？「平等

慧」不就是「真如界」，是不是？在這個「平等慧」中，「無自、他之名（形

相）」，無所謂主，無所謂客。有主有客，有物有我，這個是有為法上有差別

的。在「真如界內」是沒有的。即是從這處來的，我們的思想，我們的線索一

路一路地，我們是有線索可尋的。「無有少」，並沒有少少東西，「無（有

少）少有情」被如來度的。在這個真如界內無所謂眾生，明白嗎？ 

 

好了，他只是這樣講講。（己二）、釋所以。解釋其理由。又分兩段，

（庚一）、（庚二）。你們如果想知道天台宗的東西，一定要首先讀這篇文

章，學天台宗的人一定要讀這篇文章，〈始終心要〉，二百多字。我們把它來

念。你想學華嚴宗，一定要讀那一篇文章？〈金師子章〉，必然的。〈金師子

章〉。〈始終心要〉可惜找不到好的注解。寶靜法師有一個注解，在《寶靜全

書》裏面有。〈金師子章〉就有了，大陸裏面有一篇〈金師子章校釋〉，注得

非常好。你可托人在香港中華書局買，〈金師子章校釋〉。你讀〈金師子章〉

差不多整個華嚴宗的教理，已經得個大綱。你讀了〈始終心要〉，把整個天台

宗的教理，拿了一個大綱。 

 

釋所以。（庚一）、明有實度即有我執。為何要說無實度眾生？反過

來，如果有實際眾生給你度，這即是什麼？有我相，有人相了，是不是？你又

度眾生，有個我相。個眾生讓我度，不又是有個我相？眾生的我相。「明有實

度」即是有我執了。有我相，有人相，即是有我執，有人執。（庚二）、明我

非實。跟著問題又到了，既然是無我無人，是不是？你又說釋迦佛一開始講

經，又說：「我於某某時間」；釋迦佛，「我於多少百世之前，在然燈佛那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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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是不是？「我聽到然燈佛說法，就豁然大悟，於是然燈佛又為我授

記。」常常那麼多個我。然則你又說無我，卻又整天講我？我解，我為度眾

生，為何佛要整天講我？我們掀開本佛經，如果每一本真正的佛經，開首一定

有什麼？「如是我聞」，是不是？不就是常常講我，何解佛經裏面常常講我

呢？理由何在？想到不？想到嗎？ 

 

同學：「因為我們是眾生有個我身。」 

老師：「嗄？」 

同學：「因為我們是眾生有個我身。」 

老師：「佛也有那個身的。」 

同學：「不就是。這就無法跟你 Communicate，溝通了。」 

老師：「兩個原因。一個、為了要和眾生說話，你一定要很多概念，很多名

詞。沒有一個我，沒有一個你呢，就不行。不能說話，是不是？所以

不得不借助這一種名相。第二、眾生一聽到無我，儘管口中說無我，

到真正是無我的時候，他會驚的，他驚的。人人都滿口說無我、無

我，到他臨死的時候，他便驚了。個我沒有了，這個我將臨死了，他

驚的。驚不驚？驚的。說不驚的只是口中說不驚，是驚的。是不是？

為何你這麼武斷說他驚呢？知的，這些普通的人必定是驚的。如果他

是聖人，初級的聖人，都驚的。初級的聖人是什麼？預流果，預流

果。 

 

預流果的聖人，一聽到…，臨死的時候，聽到是必死的，將死了。立刻

第一念就驚… 立刻驚一驚之後就跟著不驚了，跟著他便想到「我」都是沒有

的那用驚。是這樣地不驚。如果是一來果、不還果以上，便不驚了，初始的驚

也不會驚了。這樣你就會問：「羅先生，為何你這麼武斷，知道那些是驚，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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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是不驚呢？」他是有一個規矩準繩的，佛經裏面最有規矩準繩的。 

 

不過我現在不講唯識，現在讀唯識的話，事事物物都有規矩準繩。何解？因為

講唯識「又長又累贅」，我就省點講唯識，般若這些就來得便捷。尤其是如果

你去美國，去那些地方講，切不可以講唯識這一套，你要講那兩種呢？你要講

那些？講兩種一定大行其道，第一、講密宗，學密宗。去到美國那些國家，學

密宗一定大行其道，因為他們沒時間講這些煩瑣的東西。第二是講什麼？禪

宗，大行其道。禪宗又如何？甚至連文字也不用的。如果你講講唯識，講講這

些，你講三、兩輪，你最低限度要懂得什麼？現在你不認識中文，你已經辦不

到了，因為英文都沒有這一類書，你需要認識中文，那些外國人便沒有辦法。

但禪宗不用，可以不用文字，只說便可。禪宗做手勢也可，所以在美國一定大

行其道。密宗亦是神秘，西洋人是喜歡這類的。 

 

好了，現在就來講。「明我非實」，所謂我都是假立，因為佛要和弟子

說話，所以他要假立一個我，那個我亦是假名而已。他這裏解答，（庚一）、

明有實度即有我執。他說：「善現，若有有情如來度者，如來即應有其我執，

有有情執，有命者執，有士夫執，有補特伽羅等執。」他說，善現，如果有一

個眾生。如果有，第一個「有」字是動詞，第二個「有」字是合為「有情」，

合二字為一詞，即是眾生。如果有些眾生是被如來去度的呢，化度他的話。這

即是如來執著有一個眾生被他度，便是「如來即應有其我執」了，他便不是如

來了。或是執著有個我、執著有些稱為有情、執著有些稱為命者、執著有些稱

為士夫、執著有些稱為補特伽羅等。這個我執，鳩摩羅什譯做什麼？我相。你

看看，一六Ｏ頁（新書二三三頁）【秦譯】「若有眾生如來度者」，看到嗎？

「如來則有我」，執著有我。即是現在這處所謂我執。有情執，即是等於鳩摩

羅什譯的眾生了，是不是？一五九頁（新書二三三頁）命者他譯做什麼？鳩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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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什譯做什麼？知不知道？壽者，是不是？壽命，壽命嘛。這裏譯做士夫，鳩

摩羅什譯做什麼？譯做人，是不是？人。補特伽羅呢？鳩摩羅什的那本沒有，

都是眾生，他亦譯作眾生。因為眾生裏面，有情和補特伽羅亦是譯做眾生的。

所以有實際的度，即是有我執。 

 

好了，現在（庚二）、明我非實。說明佛經裏面，我、須菩提、如來

等，不是真正執有個我的，不過是一個假名，用來說法上用的假名。佛經裏面

普通的講我，又講我，又講你，是有兩個原因，剛才講過了。第一、對答上，

語言上沒有這個我、你這些概念，就不能夠講話。既不能夠講話，便不能夠說

法。這是一也。第二、一般眾生，一聽到無我，他會越想越恐怖。剛才我舉了

一個例，一個人臨死的時候，知道自己必死的時候，他會很驚的。佛經裏面講

的，除非那些聖人，高級的聖人就不驚，初級的聖人第一念都驚的，第二念之

後想一想，不用驚的，接著他便不驚了。你們一覺得無我會驚。 

 

我給你們講一個例子，我有一個學生經常打坐的，他修密宗修到差不多

時，他修空觀。那些藏密的人，修法的時候，開首拜佛後就一定做這個節目

的。把過去所做的身、口、意三業，用空觀來洗淨它。普通的是結一個蓮花

印，念一首稱為什麼的？很多《金剛經》前面都有淨三業的，〈淨業真言〉。

他念的時候，結一個印，定定地、慢慢地念來觀空的，淨業觀空。他的那首咒

是這樣的， om svabhava suddha sarva dharma svabhava suddhoham，你那本

經有的，一定有的。這樣就結了一個印來念、來想，「過去無量劫以來，身、

口、意三業所作之十逆惡五逆，全部都洗淨了。觀一切都空，一切都空，我亦

空，什麼都空。」我這位學生修密宗修得相當好的，他就是樣做，忽然他觀時

驚起來。他在淨業觀空之後，他覺得沒有了我，找不到自己。覺得失去了自

己，驚起來；找不到自己就驚起來。後來一驚就立刻覺得，「不是，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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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之後原來他還在結印，有這麼一回事。 

 

一個例子是這樣，修密宗的淨業觀空就是這樣。還有一個經常修空觀

的，打坐又修空觀。因為打坐一味呆坐，這些又是謝靈運所謂，「生天在靈運

前」。你不能這樣，一定要用智慧來到修觀的。修觀之中最重要是修空觀，他

修空觀，「我是空，我是五蘊和合做成的，所以我是空，個我是無的。」五蘊

即是色、受、想、行、識。色蘊又是由極微做成的，又是空。受蘊是忽起忽滅

的，一種幻覺來的，又是空。這樣五蘊都是空，空亦空，空、空、空。想得很

爽的時候，忽然覺得沒有東西，沒有了自己，找自己找不到，驚起來。一驚就

覺得自己好像是從九天上掉下來一樣，「啊，原來自己在這裏，為何剛才那麼

驚呢？不用驚。」你說不驚，不用驚的。後來怎知第二次又驚，何解？因為他

驚的時候，忘記了不驚的那一套。試過經過多次，驚的時間很短，他慚慚地就

不驚了。他自己以為有了成就，是否有成就則不知了。他又是後來，這個時候

他跟了一個白教寧波車，一個白教的大法師，在香港學密宗，學得不錯的。他

有這樣的情形，不見了自己，會驚。學坐禪的一定要有這個心理準備，萬一自

己這個時候怎辦，自己知道根本就是沒有個我。「我覺得唔見我。」當你覺到

不見了自己，將要驚的時候，將驚未驚的時候，怎樣呢？你要知道不要騙自

己。一個人最弊是自己騙自己，「我現在發覺，覺得好像個我沒有了。」這即

是有，是不是？你覺得好像沒有了個我，誰在覺？有一樣東西在覺的？心中有

一種憶念，有一種慧。你的意識在覺的，不是無，不用驚的。不過到時是很難

講的，有時驚起來則不到你了。 

 

我有一次坐，我現時朝朝早都有打坐的。我坐著，忽然覺得像有一

個…。我是念大日如來的，a bila wun ken 那個咒。念的時候，一坐下去就想

著個「唒」字，金色的「唒」字，一路地見到前面一團黑色，有一個金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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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唒」字，一路地退、退、退入去，一路走到非常遠。好像是在一個黑洞裏

面，那個黑洞無邊無際的長，忽然驚恐起來。「走了進黑洞裏面，怎辦？」

驚。幸好一驚心中就再念 a bila wun ken 這個咒，那個「唒」字就一路退、

退、退回來了，就不用驚。是會驚的，我都念了幾十年，我都見到好像鑽進黑

洞中，那樣便夠驚了。如果人真的是鑽進黑洞中，會是很驚的。你試試，你想

想，如果你在一個四邊都是黑的黑洞裏面，會很驚的。好了，說明我都不是實

的。 

 

分兩段，（辛一）、明愚夫妄執有我。「愚夫」即蠢人。所謂我，不過

是五堆零件，色、受、想、行、識五堆零件的一個假體，並無有一個實的我。

只有些愚蠢的人，然後才會執著有一個整體的我。例如這個杯，如果你從佛家

的觀點看，根本是沒有杯。所謂杯是由所謂之極微，微粒子結合，有一個假體

排列成好像一個杯那樣。仍然是一個假體，我們就用一個假名來稱呼它，謂之

杯，其實並無一個實的杯。只有愚夫執著有個我。「善現，我等執者，如來說

為非執」，他說，善現，有些人聽見佛講，又有你、又有我，就以為佛都有我

執的。那些人聽見經裏面，佛說法又有我、又有你、又有善現、又有舍利弗等

等，以為佛都承認有個我，即是佛有我執了。這種看法，「如來說為非執」，

如來說所謂我、所謂你、所謂善現等等，不過都只是假名，是假立名稱而已，

不是真正執著有一個實的東西——「如來說為非執」。「是故名我等執」，所

以佛說這些我、須菩提、善現等，不過是假設的一個我，只為說法便利。明白

嗎？「我等」的「等」是什麼？補特伽羅、士夫、有情，「等」就是指這些。 

 

現在到了一六一頁（新書二三四頁），（辛二）、說明愚夫亦是假名。

我、有情等這些是蠢人執，滿口在說蠢人，「蠢人」這兩個字都是假名。世界

上根本沒有實之蠢人，沒有的——假名。「善現，愚夫異生者，如來說為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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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故名愚夫異生。」他說，善現。在佛經裏面，常常在說那些是愚夫、那些

是蠢人、那些是異生。「異生」即凡夫之別名。你在佛經裏面看見「異生」二

字，即作凡夫解。所謂蠢人、所謂凡夫者，「如來說為非生」，如來說只是假

名，非真實有個愚夫，非真實有個眾生。「故名愚夫異生」，所以佛經裏面所

講的「愚夫異生」，都是什麼？只是假名的愚夫，假名的凡夫。這裏就解答了

一個問題了。 

 

這個是第二十二個，還有記住…，我今日只講這一個。如果你們想淺的

呢，你們便托他印。如果你聽過這本經，如果想要一本淺的呢，你便請他替你

印。我每次給三頁讓他印，我這個是未定稿，先給他印。一毫多一張，一人給

幾毫子，如果你要給他錢讓他印吧。我把它二十七個問題和二十七個答案，用

接近白話文寫了出來。可以給你們便利，你們聽過之後，希望你們有機會便跟

人講。講的時候，拿著我這篇文稿，你便可以講了。有很多人講經，怕別人講

錯了。我說，不怕的。你講，有一個規模，有一個規格給你，依這個規格講不

會錯的。好了，現在你那本，把那本拿出來，拿那本《菩薩戒》出來，和你們

讀完它。 

 

因為講般若一定要看一些「有」的。王聯章帶了六十本來給我，剛剛從

美國回來，就是那天你說想要的，他那天就帶來了。 

 

【同學們道謝和閒談數句。】 

《金剛經》就差不多人人都有了，湊巧他那天又帶了幾本這些書來。 

 

同學：「《菩薩戒》他帶了幾本來，你們誰…。」 

老師：「拿了，他們已經拿了，他們拿了。只有幾本，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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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你有沒有？《菩薩戒》要不要？你有了。」 

老師：「他已經有了。」 

 

【老師與同學對話分發《瑜伽菩薩戒》】 

 

先重溫一下《攝頌》。在看《攝頌》之前，先看表解。看看表解，這個

表解。這個表解裏面…。《瑜伽菩薩戒》是《瑜伽師地論》裏面講的〈菩薩

戒〉。即現在西藏人和日本密宗所受的〈菩薩戒〉，大部分是這個戒了。中國

人則不是。中國人、漢族人多數是什麼？受《梵網經》的〈菩薩戒〉。我們現

在看看《瑜伽菩薩戒》裏面，重的戒有四條——四重戒；輕的戒有四十三條—

—四十三輕戒。明白嗎？我們現在看四重戒，我們再讀讀，我們只是作為重

溫。看《略攝頌》，「略攝」即 Outline，簡單的來到…。「攝」字即是什

麼？即是英文的 Summarize，把〈菩薩戒〉 Summarize。它說，「菩薩淨律

儀，重四輕卌三」，菩薩的清淨戒律，重的戒四條——「重四」；輕的有四十

三條。 

 

下面，先講重戒，「云四重罪者，謂嫉慳嗔癡」。所謂四條重的戒，那

四條呢？第一條取名「嫉」，即是妒忌，這種不是妒忌的心理，只是那條戒的

名稱是「嫉」。第二條呢？名為「慳」；第三條名「嗔」；第四條名「癡」。

「初貪求榮利，自讚而毀他」。記住，凡是戒律，犯戒不犯戒呢？有三個標準

來作判斷的，第一、要有動機。如果他是不知所謂的，發了狂的，或是亂的，

不犯戒的。或他是被迫的，不犯戒。要他是有心這樣做的，一定要有動機。第

二、有一個對象。他殺人都要有一個人被他殺的，不然他幻想殺人也有罪嗎？

有一個對象被他殺。第三、有行為，有一個實際做的行為。三者具備才是犯

戒，少一個都不算犯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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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初貪求榮利」第一條，即是「嫉」，妒忌一條。這又如何？如

何才是犯了這條戒？「貪求榮利」，他的目的在貪心，想求得榮華和利益，榮

華與財利。這個是動機。第二、對象。那個對象？自己。「他」即他人，那個

對象。「自讚而毀他」，自己讚自己。「讚」是行為，是不是？「毀」是毀謗

亦是行為。自讚、毀他二者俱做，這樣便犯了這個第一條重戒。如果自讚不毀

他，是不算犯的。毀他而不自讚，都不算是犯的。是不是？都不是很容易犯一

條重戒的。第二條名「慳」，「二慳惜財法，有求不施與」，慳吝、吝嗇、不

捨得。這個是動機——慳吝、吝嗇。「財」，資財、財物；「法」，佛法；所

以「慳惜財法」。「有求不施與」，有人來到求你，你不肯施與給人。求你的

那個人是對象；慳惜是動機；不施與，不捨得給人是行為。三者具備，就犯了

這條重戒。所以譬如你認識《金剛經》，有一個人不認識，他說：「請你給我

解說。」「唔，你這種人那會懂，解什麼？」原來你便犯了這條戒，是嗎？你

犯了這條戒——「有求不施與」，財和法。第三條是「嗔」，「三懷忿打罵，

他諫謝不忍」，這條又是不容易犯的。第三、懷一個忿恨的心作為動機，有個

這樣的動機。所以嬲怒是最弊的，有個忿恨的心是動機，就想打人，打人、罵

人。懷忿恨心去打人、罵人。「他諫謝」，遇著有一個「他」，有些他人被你

罵、被你打的。有一個他人來勸你不要打，那個「他」，他人諫你。 

 

譬如你懷忿恨心去打人，有人勸你不要打他，和你講道理讓你不要打—

—諫你。你應該，他人合理的諫你，你要接受，你不接受就犯了這一條戒。你

打他，那個人做錯事對不起你，你打他、罵他。如果那個人向你道歉，「謝」

即道歉，你立刻要接受。如果他向你道歉你都不接受，犯了這條戒——諫謝不

忍。「不忍」即不受。四、第四條，癡。「四謗菩薩藏，愛樂相似法」。「菩

薩藏」即大乘經論，毀謗大乘經論。但記住，毀謗大乘經論你又不要亂執。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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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大乘兩個字，你都不敢毀，不敢謗，這又不行。因為是有很多假經的，然則

是假經你便要破它。不能說凡是大乘經你都不要毀，不行的。真正的大乘經論

稱為菩薩藏，你毀謗菩薩藏，毀謗它你必然是有妒忌心或榮利心的，是不是？

這就是動機。菩薩藏就是對象。 

 

「愛樂相似法」，對那些似是而非的教法。「相似法」，似是而非的假

佛法。那些相似的佛法，你深愛著它。「愛樂」是動機；「相似法」是對象；

你「愛樂」表現出來便是行為。這樣四條了。「此四他勝法，隨犯於一種，即

非真菩薩，況犯於一切」。「此四」、這四條重戒，稱為「他勝法」。「他」

者指罪惡，「勝」是指戰勝。你犯了這四條戒其中一條，你被罪惡戰勝了你。

「他勝」、被他所勝的法。這四種他勝法，「隨犯於一種」，隨便地犯了一

條。「即非真菩薩」，這個便不是真菩薩了。「況犯於一切」，何況是四條都

全犯了。這樣重戒便讀了。四十三條輕戒，下面講輕戒。四十三條輕戒之中，

看看表。四十三條輕戒之中…。 

 

講到這裏你要了解，戒有三種。一種名律儀戒、一種名攝善法戒、一種

名饒益有情戒。第一種是律儀戒，應守的規矩。律儀戒要看你的身份而不同

的，如果你是居士，你的五戒便是律儀戒，殺、盜、淫、妄、酒。如果你是比

丘，二百五十條律儀戒。如果你是比丘尼，號稱五百條律儀戒。看你的身份如

何而定。不過無論如何，不論你是出家、在家也好，最重要，身三語四是最重

要的，不用又分五戒等那麼多的。普通的最好是這樣，身三語四，這總共七條

戒，稱為「七支性戒」。「性」即是本質，不論你受了戒或未受戒，你犯了都

是有罪的。「性戒」即是本質上是有罪的。「七支」、七條，「七支」就是七

條。「身三」即殺生、偷盜、邪淫，身業的三。語業的有四條，妄語、離間語

即兩舌、粗惡語即惡口、綺語即指桑罵槐，「單單打打」（諷剌）那些。這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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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語四」。普通，律儀戒便是這「七支性戒」與及你身份上應該守的那些戒

謂之律儀戒。它這裏不講了，何解？因為你受〈菩薩戒〉不一定是比丘、不一

定是比丘尼、不一定是居士。總之你的身份，你那些應守的戒便是你的律儀

戒，它這裏不講了。如果你說不怎麼明白，怎辦？你就身三語四便是了，最重

要的。聽得明白嗎？這謂之律儀戒，它這裏不講了。 

 

第二種是攝善法戒，「攝」即引，引起善果的；你修這些法是引起善果

的。即是引起什麼？這個是以自利為主的。不外是六波羅密多的攝善法戒。聽

得明白嗎？另外，你看看旁邊，有十一種輕的障，十一種輕的什麼？「障於四

攝」，障礙四攝。四攝是利他的，六度是自利的。六度以自利為主，四攝以利

他為主。有幾條戒呢？有十一條戒是障礙你修四攝，即是障礙你修利他的功德

的那些戒，稱作饒益有情戒。四攝是…。「饒益」即利益，用來利益眾生的。

那些障礙你利益眾生的戒有十一條。我們看看這個…。 

 

有時讀般若的人，一定要讀讀這些東西才好，因為般若整天在講空、

空、空。學般若的人，最好學學淨土，拉著它不要太過空。第二是菩薩律儀，

何解？因為菩薩律儀是最積極的一種戒律，一點兒消極都沒有。你看看，先看

三十二條障礙六度的，那些稱為攝善法戒。障礙六度的，即有些是障礙布施，

第一、障礙你布施的有七條。第二、障礙你持戒的又有七條。是不是？我們現

在先重溫障礙布施的七條。先看看《攝頌》，這個 Summary。 

 

「四十三輕者，障六度四攝」，四十三條輕戒，障礙你修六度和障礙你

修四攝的。障礙六度的稱作什麼？攝善法戒；障礙你修四攝的那些，稱為饒益

有情戒。現在先講那些障礙修六度的。障礙你修六度的總共有七條，第一條，

「初對三寶前，不禮敬供養」。第一、對於佛、法、僧三寶在你面前，你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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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作禮，供養他。這個所謂佛，現在佛已經涅槃了，公眾場合、典禮的場合裏

面，你要向佛像…。莫非我走過廚房見到一個佛像，都要「隆」一聲的叩頭？

不是這樣解的。一個公眾場合、一種典禮儀式裏面，你見到他的時候便要這

樣。莫非你走過缸瓦舖、瓷器鋪，你又要叩個頭，這樣便沒法弄了，人們

會…。即是要變通，要了解。 

 

我見過有一個人是這樣的，他走過一間瓷器舖，廣州有一條十八鋪，十

八鋪有幾間瓷器舖。他走過十八鋪的瓷器舖，必然是合掌站著，瓷器舖裏面必

定有觀音像的。人們便覺得…，我和他一起走，我都覺得有點難過。人們覺得

是怪事，不用這樣的。即是在一個典禮儀式或進入佛殿裏面你就要行禮——佛

寶。「法寶」即佛所說的法，你要恭敬它。僧，僧呢並不是隨便拉一個著僧袍

是不好的。它是指什麼？那些地上菩薩。地上菩薩在這裏是指地上見道的聖人

那類。對三寶前，不禮敬、不供養，這個是第一條戒。即是什麼？第一條、不

供養三寶戒。你對三寶都不禮敬、不供養，還說要布施什麼？所以這條戒是障

礙你布施的。第二、「二大欲無足，著利養恭敬」，一味貪心無厭足的。即是

整天找人來供養他，整天要人供養他，整天要人恭敬他，總之是無滿足的。

「大欲無足」，這個是動機。「著利養恭敬」，整天想接收他人的利養恭敬，

這個就是什麼？這便是行為和對象。這即是表裏面的（二）、貪名利戒。要有

動機才算是貪名利而這樣才是。如果不貪名利，他不犯這條戒的。 

  

「三對諸耆德，不承迎酬對」，第三條，對那些耆，「耆」即年老的；

「德」即有道德，對年老而有德的人。你「不承迎」，你不服侍他、不承侍

他、不迎接他，他問你，你不答他，便犯了這條戒。即是第三條，障施的不敬

有德同法戒。「同法」者即同志，大家一同修行的人稱為「同法」，即現時的

人所謂之同志。「同法」，同一修行佛法的人。第四、「四卻他延請」。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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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你到他家中接受他的供養、或他人請你去某個地方、請你說法、請你供養，

你推卻他。如果你是看不起他人而推卻他，你是犯戒。你惡意推卻是犯戒，如

果你是有病那些，則是不犯的。戒文說得很清楚，「卻他延請」。你看看，這

條即是什麼？不應供受襯戒。「應供」，他人請你到他那處供養你，你不去。

「受襯」，他人送些衣服、襯衣給你，你不接受。 

 

同學：「這些是否只講（針對）出家人的？」 

老師：「在家、出家都算的。〈菩薩戒〉是不限於出家的。這個不限於出家

的。有一條是只限於出家人，有一條。其他是不限的。剛剛講的那一

條是限於出家人，不是出家人不要的。」 

 

第五、「卻他重施」，推卻他人的。他人給很…。所以有很多人說你：

「他貪心，人們給他多多錢也要。」其實不是。你推他人給多多錢，你推卻他

人是不對的。這又如何？你要接受他，但你不要一味自己享受，你將來做有益

的事。因為他人重施，他人有功德，你推卻了他，他便沒有功德了。這樣你是

貪心？你別貪心，譬如他人給你的，你別自己拿回家。你拿來給佛教也是可以

的，你放進醫院也是可以的。「卻他重施」，第五條。你看看表，不受重寶施

戒。他人有很重的財寶施給你，你厭棄他人的，不接受。第六、「慳法不

捨」。看看頌文，「法」即佛法，你有佛法的知識，你慳吝。他人求你給他解

說，你不肯施捨給人，是犯戒的。「我不給你解說了。」你識（而）你不解

說，他人問你你不解說，看你如何？如果你是看不起他人，不教不講，就犯了

這個戒。或是你說：「咦，教懂了你還有我嗎？」如果你是有病，正在頭痛、

牙痛，這樣不講便是不犯——有病。「慳法不捨」，你看看第六條。不施其

法，「法」是佛法。不肯施捨佛法給人。 

你看回頌文，第七條，「於犯戒者，嫌恨不饒益」，這條是有很多人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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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一種人犯戒的，屢屢犯戒的。在〈菩薩戒〉裏面，在屢屢犯戒的人中，

這種是最可憐的人。你度眾生便應該特別要度這種眾生，你不應該憎恨他，不

應該討厭他，所以便有這一條了。對於那些犯戒的人，你憎恨他。「唏，你這

些犯戒的人。」你嫌惡他、討厭他、恨他犯戒。「不饒益」，不肯利益他。這

樣你便犯了這條戒。這條戒是有很多人犯的。這七條戒，這七條輕戒，你看。

「此七障布施」，上面那七條，障礙你修布施。這樣是七條了，障施戒。現在

第八條，第八條是什麼？另一個範圍了，障戒度。障礙你修戒波羅密多的有七

條。第一條講了，是不是？「別解脫戒中，遮罪有差別，護他制遮罪，共聲聞

等學。少事等遮罪，菩薩不共學。為求利他故，多事業為妙。於衣食資具，雖

求百千種，利他故應作，不作乃為犯。」這一條是這麼長的。所以有很多人，

整天…。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