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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有很多人整天在這樣批評，「咦，你是出家人，你又理人閒事。」

誰不知，小乘人的出家戒律是不得理閒事的，大乘的出家人，他人兩夫婦吵

架，你都可以勸架的，越多做越妙的，大乘剛剛是如此。他人說要結婚，「法

師，你來幫幫忙，行不行？」你應該說，「行、行、行。」要一起幫忙的。 

 

從前，我記得有一個電影明星名丁皓，有沒有人聽過？丁皓或是丁好？

第一個用佛教儀式結婚的，後來自殺了的那個。他信佛，他說：「為何天主教

徒可以找神父來證婚，基督徒可以找牧師來證婚，為何我們佛教徒不可以找法

師證婚？」想找法師證婚，誰知問了法師們，初時人人都擺手（拒絕）。哈，

真的…。其實他們不懂〈菩薩戒〉，如果懂〈菩薩戒〉，應該他人一問，他便

會：「可以，我為你證。」這才對。〈菩薩戒〉應該如是。他走去問陳靜濤，

有一位居士名陳靜濤，香港佛聯會之副會長。他找著陳靜濤，「為何你佛教是

這樣的？我找法師們證婚，人人都擺手拒絕。我現在該如何是好？」陳靜濤：

「好的，我替你找。」陳靜濤便走去香海蓮社找著覺光和尚，「這些事你要做

才是。」這件事是覺光講的。「做才是，為何不做？外省有很多法師為人證婚

的，日本又是。去在佛堂，法師坐著為人證婚，日本是如此的。為何你們這樣

子？那個電影明星，你趕快為他證婚吧。」於是覺光便聽了陳靜濤的說話，第

一個在香港為丁皓證婚。 

 

以前若在小乘的比丘戒，你就多此一舉，理人閒事是不對的。如果在大

乘，你不理是犯戒的。剛剛是相反的，不可不知。你看到這處，「別解脫戒

中」，別解脫戒即是律儀戒。為何稱為別解脫？「別」即是各別，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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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字譯做英文即是 Particularly，各別地。「解脫」即是那麼多條戒律之

中，你守得一條特別的，你便解決了一條的煩惱；你守得兩條，便解決了兩條

的煩惱，所以稱為各別解脫的戒律。 

 

有些法師為你受戒是這樣的，各別解脫。想想你都是受不了五戒，你是

飲酒的。不如替你受四戒吧。虛雲和尚便是這樣的，保留一條暫時不受，先受

四條。即是如何？他替你受一條也可以。守一條則解決一條之煩惱，此稱為各

別解脫的戒，即是律儀戒。 

 

如果你現在想學密宗，你真正學密宗。你現在學密宗，替你灌個頂這

些，普通只是結緣灌頂。真正學密宗灌頂，一定要先受戒的，受戒是受三重戒

的。我已經受過一次、兩次、三次，我三次受過三重。 

 

第一重是別解脫戒，即是律儀戒。受了別解脫戒之後，再受菩薩戒，再

受這個菩薩戒。菩薩戒受完呢，就受什麼？菩提心戒了，又稱作三昧耶戒。菩

提心戒是沒有條文的，只是念咒。念這個 Oṃ Bodhicitta Oṃ Mudadayami，只

是念咒。就是不捨棄菩提心，這便是三條，密宗是守三條戒。 

 

第二重便是這個〈菩薩戒〉。不過現在的密宗受菩薩戒，是很簡單的。

我第一次受密宗菩薩戒是逐條讀的。第二、第三次都是日本人授的，日本人傳

的。日本人簡單了，你猜他是如何授菩薩戒的？三句說話為你受了全部戒。第

一、替你受律儀戒，「一切惡事不要做，知道不？」「知道。」「可以。」這

便受了，攝律儀戒便受了，「諸惡莫作」嘛。第二條，攝善法戒。 

 

「所有善法，你應該要做，你可以不？」「可以，可以。」這便受了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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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法戒。本來是有很多條的，你看多少條，攝善法戒？他只有一句話。到了饒

益有情戒…。攝善法戒本來是三十二條的，是不是？他只有兩句話，「你見到

一切善的事你要做，你可以不？」「可以。」這便受了三條。是如此簡單的。 

 

第三呢？饒益有情戒本來是有十一條的，他呢，「有可以利益眾生的事

你要做，要利益眾生，你可以不？」「能。」這便受了十一條。三句大說話，

日本人便受菩薩戒了。你不信，如果你說：「這麼簡單，這麼奇怪。」它有一

個好處，律儀戒者不外是「諸惡莫作」而已，是不是？所謂攝善法戒，不外是

「眾善奉行」而已，是不是？所謂饒益有情戒，不外是利益眾生而已。他真的

是幾句話便全部包括了，不過這樣似乎簡單了一點。如果你說：「這樣簡單，

我也走去試試。」如果你有機會回香港，秋天的時候回香港，或是春天，你問

問密宗居士林何時傳戒，不用收費的。你在它那處傳戒，你在它那處受戒，報

個名。是日本的大和尚來為你受戒，先為你受了這三重戒，然後才再受密宗灌

頂，真正的密宗灌頂要這樣的。 

 

同學：「是否有一個日本和尚為人灌頂的？」 

老師：「是的，我兩次受日本和尚灌的。一次是日本和尚灌，兩次是中國人灌

的。」 

同學：「他講日本語的？」 

老師：「是的，他是講日本語的。找一個傳話（翻譯）。」 

同學：「專門從日本請他來？」 

老師：「是的，從日本請他來。每年一次。」 

同學：「那一個月？不怎麼記得。」 

老師：「在銅鑼灣光明台。」 

同學：「現在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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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什麼話？」 

同學：「光明台拆屋。」 

老師：「現在什麼話？」 

同學：「光明台拆屋。」 

老師：「拆屋。將近建好了。」 

同學：「是改建。」 

老師：「改建，是的。」 

同學：「這樣它的會址又搬了。」 

同學：「暫時不是，將來建成，它差不多了。」 

老師：「現在只是搬了到後面。」 

同學：「暫時搬了到後面，去看看也好。」 

老師：「它是很純粹的，這機構是很純粹的。真正很純粹，密宗是很保守

的。」 

同學：「那個主持都八十多歲了。」 

老師：「那個周塵覺嘛，這個正式是大家閨秀。」 

同學：「以前廣州市女人。」 

老師：「你有讀過《十載繁華夢》那本小說不？」 

同學：「《十載繁華夢》，燒那個女人」 

老師：「《十載繁華夢》的主角是周東山。這個正式…。」 

同學：「大家閨秀。」 

老師：「…正正是廣州大家之女，很好…。」 

同學：「很好，修得很好。她的人很好。」 

老師：「…差不多八十歲了。」 

同學：「八十多了。」 

老師：「比我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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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八十多了。」 

同學：「她是否與方惠靜那處相同？」 

老師：「差得遠，沒法比，沒法比。塔頂和塔底。第一層都是塔，不過人家已

經上到了塔頂，不同的。」好了，說回這裏。「別解脫戒中」，那些

律儀戒，各人所受的別解脫戒…。如果你是居士，你的別解脫戒就是

五戒。如果你是比丘，你的別解脫戒有二百五十戒。如果你是比丘

尼，你有五百戒——別解脫戒。你所受的別解脫戒之中，有兩種戒。

所謂別解脫戒有兩種，一種稱為性戒，「性」者本質，本質是有罪

的。 

老師：「喂，如果你有事，你可先走。」 

 

本質上有罪的，稱為性戒。一種稱為遮戒，「遮」字作何解？遮攔。遮

著它、攔著它，遮攔。本來在本質上這些是無罪的，但是恐怕你犯罪，所以設

立一條戒來遮止你、攔著你，讓你不犯罪。例如五戒中殺、盜、淫、妄是性

戒，受戒不受戒，你犯了都是有罪的。飲酒呢？飲酒是沒有罪的，但為何佛要

立一條飲酒戒呢？不讓人飲酒呢？恐怕你飲了酒之後亂性、亂做事，引起你犯

性戒，所以設立來做遮戒。明白嗎？ 

 

我們居士是一條遮戒，四條性戒。如果普通的就身三語四，就七條性

戒；比丘尼、比丘就五百戒、二百五十戒；性戒仍然是那七條，其餘全部是遮

戒。例如什麼？例如比丘不能蓄金錢，現在這些戒是用不得的，這些戒如何

守？他人施捨金錢給你，你應該給與常住，你自己不能保留。現在的法師有

（自己的）Cheque（支票簿）的。這是什麼？環境使然。若果不蓄錢，他想找

一個人，沒法去，是不是？錢，你買飛機票亦要用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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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可以是常住給他的。」 

老師：「是的，常住給。神父便是這樣。」 

同學：「是的，天主教便是這樣。」 

老師：「是的，但是這事現在很難了。他已經有了，如何拿回給常住呢？而且

很少正式的常住，都只是一些小廟。 

 

如果是常住，那些大叢林，那處有？我看加拿大還未有正式大叢林。在

大叢林裏面是任食的，和尚去到掛單，只要你是出家人，背著戒牒。去到之

後，交下戒牒給它。你在那裏食，病了又是它打理你、食又是它打理你、招呼

你。那些掛單的，任人掛單，多少人你都要收。 

 

那些大叢林，沒有了，現在那裏有？人家那些常住都不知多少日本..。

日本那些叢林不知多有錢的。它大學也能夠辦的，日本的叢林，一間廟可以辦

一間大學的。譬如豐山那間寺，他辦了一間豐山大學。這些大家，很多，很多

寺廟辦大學。 

 

同學：「它的制度不同嘛。」 

老師：「不是，以前的中國也是這樣的。但中國的官很惡，有些拿了來做總督

（府）。譬如中國廣州有五大叢林，一間大佛寺，很大的佛；一間光

孝寺，最老資格的，六祖亦在此處剃度的；一間華林寺，有五百羅漢

的；一間海幢寺，在河南。還有什麼？」 

同學：「六榕。」 

老師：「六榕不算。大佛、海幢、華林、光孝，有四大叢林。還有一間寺後來

名為…，我都記不起了。」 

同學：「你講的那個是華南或是南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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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不是，南華是地方名來的。」 

同學：「華南？」 

老師：「華南也不是。四大叢林，這裏四間。後來再加一間，再加一間不知名

什麼？ 

明朝末年，多加了一間，好像名西禪寺。西禪寺。」 

同學：「菜地西禪。」 

老師：「是的，是的，沒有錯。這樣合起來是五間，實在四大才對，五大是後

來加的。 

 

二王入城的那個王，後來那個王死了，硬要充公充了他那間王府來

做…。那間是王府來的，用來做了和尚寺而已。」四大叢林不知有多少常產

的，任你食也食不完，它有很多田收租的。還有一間，以前有五大叢林，還未

到西禪。長壽寺。長壽戲院、樂善戲院，長壽寺。後來一間寺開了兩條馬路，

一條名長壽西路，一條名長壽里。 

 

一間寺拆了，做成兩條馬路。岑春煊來到做總督，想籌軍費，向和尚寺

埋手。向和尚寺埋手，和尚寺之中，族大有乞兒。間間有幾百和尚，總有幾個

壞的，有些歡喜吸鴉片煙的也有；有些外面是有住家的又有。必定有的，族大

有乞兒嘛。他找人調查和尚寺的黑暗，調查到有証有據，便讓他發個文件到總

督府來告這間寺，告長壽寺。於是…。其實都是總督在做，讓他來告你。他便

接到這個人的告密，立刻派兵圍繞著那間寺、關閉，所有有關的人都要拘捕，

連那些和尚的住家都被他拘捕。全部拘至縣衙府衙門，你不認就打到你魂飛魄

散，什麼都要認了。於是就查出和尚實際有太太，實際有食「雜」（葷）。 

 

不知如何，總之壞蛋的事全部算上數。算上了，無用了。於是把整間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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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毀，拆毀了。拆了長壽寺，用來開了三條街，賣給人籌軍費，籌軍餉。一個

總督，他便可以如此眼紅這間寺。就如秦檜要殺岳飛，他找一個人告你，就拘

捕你。這樣最大的那間長壽寺便沒有了，五大叢林便剩下四大叢林。後來加上

西禪寺，湊足五大叢林。這樣便是五個，正式到了民國時，西禪寺。西禪寺那

地方要建一個警察局，警察分局。警區，找不到地方，看中西禪寺。那間寺那

麼大，只得十幾個和尚在那處。十幾個和尚住那麼大的地方幹嗎？拿回來趕走

他們，趕去其他寺。又拿了西禪寺。 

 

五大叢林又剩下四間了。本來是五間剩下四間，後來補回一間，現在又

剩下四間。好了，到了孫中山的兒子孫科。孫中山要北伐，籌軍餉。孫科是市

政廳長，就要清理公產。廟產、寺產是公產嘛，便首先拆河南海幢寺。拆了整

間寺，孫科就做了這種事，拆海幢寺。 

 

第二就拆大佛寺賣，賣了幾條街，大佛寺。跟著是拆華林寺，拆剩了那

個五百羅漢堂，拆華林寺開了幾條街。拆了幾間大寺。光孝寺拆了一部分，後

來那些老人家，紳士就說不可以，光孝寺有歷史價值的，你不能全部拆去，趕

緊保留一部分。於是保留一部分，拆了一部分，還未拆的留下一部分。留下一

部分，於是有了一間學校，名法官學校找不到地方教書，「反正如此，不如留

給我，讓我保存吧。」這樣稱為什麼？稱為法官學校。光孝寺。當時（的破

壞）比共產黨還要大，你不要以為怎樣？孫科什麼的，國民黨初期北伐的時

候，同樣是硬是欺侮和尚的。有什麼辦法？他有些這種情形的。孫科就做了這

樣的業，孫科。 

 

好了，看回這處。「遮罪」，有一些性罪，有一些遮罪。它說，「遮罪

有差別」何解？性罪，七支性戒是一定要守的。遮罪，它便教你分開。「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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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即是有分開。分開兩大類，一類是什麼？「護他制遮罪，共聲聞等學」。

「護他」，「他」是他人，設一些遮罪來保護他人的。那些「聲聞」是小乘，

小乘的人要學，你大乘人都要學。 

 

如果你是小…，你是出家人，有些遮罪小乘人一定要守的。那種遮罪只

是用來保護他人的。你入了大乘，你都要守。例如什麼？例如那些單獨一間

房，一個和尚單獨一間房，你不能夠在房內招待女子的，這些是遮罪。在房內

招待女子也有罪嗎？它說不是有罪，這個戒律是什麼？防止有罪。因為你孤男

寡女在一處，容易引起犯罪。不讓你在房中接待便不會犯罪了。這些稱為遮

罪，這是用來保護他人的，你便要學。如果你是出家人，是遮罪，「護他制」

的你就要學，共那些小乘的人一起要學。 

 

第二種遮罪呢，便是「少事業（等）遮罪」，少事少業，即是什麼？你

身為和尚就不要理閒事這些少事少業很多嘛。和尚很多的，「和尚就不得…，

出家人就不得參與俗務，和尚就不准參政。」所以有時這些是很難的。我的師

父是太虛和尚，人們改他一個名字謂政治和尚，說他走去參加政治活動，經常

走去和政界中人走埋一堆參加政治活動，為了爭佛教的權益。當時政府是想把

所有寺門、寺產取去的，太虛法師那些走去爭，因此要去結交那些政界人士。

人們便罵他，說他是政治和尚。 

 

其實如果沒有這些政治和尚，那些做官的今天要你這一間寺，充公你所

有的田產。明天又要取你第二間，是很慘的。日本則不是，日本的田產是有多

無少的，個個天皇，個個首相都尊重佛教的。現在的這個首相，還朝朝打坐

的。這個什麼首相？中曾根康弘，此人朝朝打坐的，他是佛教徒。如此之類。

中國則不是，孫中山是基督教，他的兒子更講到要拆寺門，那個孫科。因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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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法律的。孫中山的兒子，他父親那麼「巴閉」（了不起）。你做市政廳

長，白白地那些和尚寺有什麼得罪你呢？你籌款，沒有便去其他地方想辦法，

你卻走去拆寺門，拿佛像的銅器去賣，做這些事的！身為市政廳長，但沒有法

律的。整天滿口民主，滿口自由，他卻欺侮和尚。那些和尚又不爭氣，就讓他

欺侮。知又如何？沒有辦法，沒有人替你爭取。那些少事少業的遮戒，「菩薩

不共學」，菩薩是不學的。假使你是出家人，受了菩薩戒之後，把少事少業的

遮戒放棄。 

 

這即是在說什麼？他人結婚你不要走去參加這些，公眾的事你不要理，

甚至要去投選舉票，你去投都是對的。你去競選議員，都應該可以去的。這個

菩薩戒、五戒這些。現在有很多人，現在無知的人，「你身為出家人，你走去

理人閒事幹嗎？」那個覺光和尚替丁皓證婚的時候，多少人罵他：「和尚那麼

多事，又替人證婚。」為何不可？〈菩薩戒〉說明那些「少事（等）遮罪，菩

薩不共學」的。一個人最怕是孤陋寡聞，最怕就是無知。為何菩薩要做公共事

業？「為求利他故，多事業為妙」。因為你的目的如果是想利他，即現在是為

了社會，利他，事業越多越妙，不要說我是出家人不理事。出家人固然可以

理，你是居士更加要理，更加要理眾人的事。 

 

「於衣食資具，需求百千種，利他故應作」，譬如你出家人，人們說你

貪心，要他人捐集那麼多物資作什麼？我說不是，那些衣食和日用的工具，任

你向人勸捐、去求，求百種千種也可以。只要你的目的是利他，不是為己，應

作。你不作又如何？「不作乃為犯」，有機會你都不做，你反為犯戒。 

 

這處一條。這一條即是那一條？第一條，即是障戒度的第一條、遮罪共

學與不共學之戒。共學的呢，共聲聞學之戒是什麼？護他制的遮戒。不共聲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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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的呢？少事少業的遮戒是不共的，不學的，放棄的。聽得明白嗎？好了，我

們看完第二條便是。「於七支性罪，權行不為犯」，七支性罪是身三語四大家

知道了。七支性罪權宜地把它開了，不會犯的。如果是小乘戒，便絕對不能夠

開，一定要守的。但是大乘戒對於七支性戒，權宜地把它開了，都是可以的，

不為犯。不只如此，不只不犯，有時還有功德。 

 

「慈愍利他故，生起多功德」，第一、只要你之動機是慈悲的——「慈

愍」；第二、你有實際利他之行為的；還有些他人受你利益的。三者具備，能

夠生起多功德的。這處是總括那七條。下面有一條，必要時殺生戒是可以開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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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著這個情形，你是可以殺生的。例

如你見到一個賊，他作惡，他想殺害很多眾生。「及害於賢聖」或他想害個聖

人，想害個賢人。他一做了那些殺害多有情和害賢聖呢，他「當成無間業」，

他一定下地獄了。 

 

「無間」是地獄名，無間地獄即是阿鼻地獄。入地獄的業。如果你見到

賊人是這樣地做，「悲愍心熾然」，你用慈悲心憐愍他無知，你做了入地獄的

業。「持刀斷彼命」，拿刀來斬死這個賊。這樣我犯了戒又如何？會不會下地

獄？不計這條數，「寧自墮地獄，拔彼當來苦」，拔除他的痛苦。這樣是不犯

戒的。這處一條，這處一條即是什麼？第二、性罪是一向不共的，不和小乘的

人共通的。 

 

第一、殺生，小乘人不能開的，大乘人可以開這條戒的。這即是代表什

麼？覺光和尚的師父是顯明和尚，現在就在那裏？在 New York（紐約）。是不

是莊嚴寺？做主持。他不就是走去…。他在做和尚，日本人打中國，他立刻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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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走去當兵，走去做軍官，走去殺敵人。後來打倒日本，後來日本投降了，他

便做回和尚。人們便罵他：「你是和尚，你卻拿槍去殺人？」罵他。 

 

誰不知他這個（做法）是對的。如果有敵人來到害你這個，傷害這個國

家，傷害你這個社會。你為了保護你的國家，保護你的社會，你應該要怎樣？

拿起槍，輪槍上陣，殺死敵人。不只無罪，還有功德。你不是為己，你不是打

劫、殺人、謀財害命，你為國家、為社會。人們不懂〈菩薩戒〉便（認為是）

一味消極，殺人就是不對，誰不知不是，有時殺才是對的。很多人會問，「殺

蛇對不對？蛇會咬死人。」你自己會解答，如果它在蛇窟裏面會殺死人，蛇會

咬死人的，要怎樣？殺了它，那用講。是不是？讓它早點去投胎，必是如此。 

 

如果是有鼠疫流行，衛生官已經出告示要滅鼠，你是佛教徒，你是〈菩

薩戒〉的人，你應該怎辦？先行去滅老鼠，見老鼠便滅掉它，這樣才是。有很

多人有很多問題，問這種問題的，其實那些問的讀讀就不用問，他自己會解答

的了。這裏一條。第二條呢，講完這一條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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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一條。這條是什麼？偷盜戒是可以開的。例如…。 

 

他還教你搞革命。所以說和尚不能參加政治，和尚參加革命都可以，他

作為革命領袖都可以，是不是？看看這裏，「又暴惡宰官」，那些官吏，殘暴

兇惡的宰官。「苛政惱人民」，他施行苛刻之政令，迫害人民。那樣你又如

何？「菩薩懷利濟」，菩薩的動機是懷利益人民、救濟人民的心。 

 

「廢黜彼尊位」，做一些行為革他的命，廢了個宰官、貶黜他、趕他

走，取走他的尊位。這樣是不犯戒的。「或盜劫財物」，或是劫他的財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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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即是拿，取去他的財物來放縱、縱欲。菩薩有這樣的動機，「愍彼無義

利」，憐愍他、可憐他，覺得他無義無利，不合義、不合利。 

 

「義」是出世之利益；「利」是世間之利益。無出世利益，無世間利

益，你又如何？「逼奪還故主」，你可以迫他，用力量迫他，奪回他的。奪回

他的，你不要自己要，送回給他原來的故主，送回他。這樣做不犯戒，還有功

德。這條即是「不與取」，「不與取」即是偷盜。偷盜戒必要時可以開。 

 

還有這條，今天講新的只得這一條。這條出家人是不能要的，所以出家

受菩薩戒，不能「拈」起這一條。實在不用「拈」，它說明出家人是不用守

的。「母邑無繫屬，現求非梵行，觀彼有善根，順之可成就；違彼令生恚，作

惡招眾苦；愍他故權行，損己益他故。出家護僧制，是則不應為。所成者一

人，而虧聖教故。」這條是長了一點，不過是很容易解的。 

 

「母邑」即女子；「母邑」即是指女子，可以生孩子的女子。「無繫

屬」，未曾隸屬於人的，即未曾嫁的，即未曾有丈夫的；或是未曾出家的，或

不是做修女的。如果她做了修女，即是隸屬，她隸屬於教會，外道也是教會。

如果她出嫁，她有了丈夫；如果她是出家人，她是屬於佛教的。（「無繫屬」

指）無所繫屬的女子。 

 

「梵」是清淨，「梵行」是清淨的行為。「非梵行」即是淫亂的行為。

一個這樣的女子，無繫屬的，她向你求行淫的行為。如果你這個菩薩又如何？

「觀彼有善根，順之可成就」，如果你觀察這個女子有點善根，你順她和她行

淫，可以令她成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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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彼令生恚，作惡招眾苦」，如果你拒絕她，令到她的心生怒，

「恚」，即嬲怒，她便會反為作惡，她會招集很多痛苦的。這樣你這個菩薩戒

的人，「愍他故權行」，動機是憐愍她，「他」是指對象；「權行」，權宜的

開了這個不邪淫的戒。 

 

這樣你實在是「損己益他故」，對你自己的戒行是損了，但是對她是有

益的。你可以做，不犯戒的。不過這條戒，出家人不能要。「出家護僧制，是

則不應為」，如果你是出家人，這條戒你不可以開，你不應該做。 

 

「所成者一人，而虧聖教故」，何解呢？因為如果你出家而行淫，你只

是成就這一個女子，只是一個淫女。「虧」即損害，但是損害了佛教。所以你

是出家人，就不應該碰這條戒、不應該開。即是現在有一些人，如果那個是無

繫屬之女子，她是舞女、妓女，只要你不是出家人，你和她結婚，和她什麼也

無所謂的。 

 

好了，邪淫之戒必要時是可以開的——第三、「欲邪行」。我今天講了

這一條。第四條就是「妄語」。說謊（戒）都可以開的。邪淫可以開，就應該

要讀《戒本》了。《戒本》就留待下一次補讀了，你提我補讀《戒本》這一

條。 

 

（丁十三）、釋以具相比知真佛之疑。「具」是具備，具足。「具相」

即具足三十二相，即具備各種好的相。於是，上文這樣講，真的佛是無形無相

的。有形有相，有三十二相等的是假的佛，是報身和化身的假佛；真的佛即法

身佛是無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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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有人這樣懷疑了，報身佛和化身佛都有三十二相，那麼好的相；但

是報身佛和化身佛都是從什麼？從法身佛流出來的。既然所流出來的報身佛和

化身佛有好相，能夠流出報身佛和化身佛的法身佛亦應該有相才對，他沒有相

又如何流出一個好的相呢？是不是？ 

 

沒有東西又怎能夠產生一些好東西出來呢？於是有人這樣懷疑了，他便

解答這個疑問了。既然有這個懷疑，解答應該是什麼？仍然是答，真的佛是無

相的，有相的是假佛。不能夠因為有相好，即是說真佛所顯現出來的假佛有三

十二相，但並不是有三十二相便是佛。明白嗎？即是說，例如這樣，古人說那

些所謂真命天子之類，都有三十二相的，都是有好相的。 

 

如果你說有三十二相那麼好的相，由好的相推他的根源，說他一定是佛

了。然則那些真命天子，個個都是佛了，個個都是相好的。其實這些，如果是

學過邏輯，學過數學的人，就不會如此執著的，是不是？ 

 

一、真佛所現出來的假佛有三十二相，並不等於有三十二相的就是真

佛。是不是？例如一個等邊三角形，三角形有些是每條邊是相等的。等邊三角

形是有三條邊的，是不是？但並不是說，有三條邊的便是等邊三角形，是不

是？明白嗎？ 

 

同一道理，有好相貌的…。佛所現出來的相是有好的相貌，但並不等於

說，有好的相貌的便是佛。是不是？他仍然是這樣回答他的，是不是？答案是

有好的相是假佛，假佛是有用處的，不是無用的。他同樣可以度眾生，而且度

眾生的是假佛。如果是真佛，不是的，是無相的。既然如此，所以應該不能夠

根據他有好的相，便說他是佛。是這個答案。你看看「釋以具相比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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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字作何解？在佛經裏面，這個「比」字…。「比」字即推理。 

 

舉一首偈頌來到廣成，「廣成」即詳細解釋，「廣」是詳細；「成」即

解釋。聽得明白嗎？好了，現在答。（戊一）、問答略顯。問答略顯分三，

（己一）、佛問以相觀佛。佛問善現長老，「以相」，以有沒有好相作為標

準，來觀察他是不是佛，對不對？ 

 

然後（己二）、善現答佛。如何答呢？佛不可以相觀。這個是否佛不能

夠以他有沒有三十二相，以此作為標準來觀察的。然後（己三）、佛印示。

「印示」即是印可他，告訴他是對的，「你說得對了。」 

 

現在，（己一）、佛問以相觀佛，對不對？佛問他。「佛告善現：『於

汝意云何？可以諸相具足觀如來不？』」「不」字讀作否。佛問善現長老，現

在我提出一個問題來問你，對於你的意思來說，你就如何…。這個「云何」作

如何、怎樣解。你的意思怎樣答我這個問題？下面是他所提出的問題，「可以

諸相具足來到觀如來不？」我們可不可以用…。「諸相」，即三十二相。可不

可以用三十二相作為標準來到觀察他這個人是否如來呢？於是下面，善現答

了，（己二）、善現答佛不可以相觀。善現就答了，這個是…。 

 

來觀察的。「善現答言：如我解佛所說義者，不應以諸相（具足）觀於

如來。』」善現答。「如」，這個「如」字作依照解。依照我所了解佛所講

的…，「義」即道理。依照我所了解佛所講的義理，「不應以諸相（具足）觀

於如來」，我們不應該…， 

 

「以」即用，不應該用是否有三十二相來做一個標準，來到觀察他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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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來？這個如來是指真佛，指那個自性真佛。 

 

然後（己三）、佛印示。「印」者印可他，認為他是對的；「示」是指

示他。「佛印示」又分兩段，（庚一）、（庚二）。（庚一）、印不可相觀。

印可他認為他所講的佛不能夠以相觀是講得對了。 

 

然後（庚二）、示應以非相觀。再指示，你看他是否真佛？你就應該以

非相，有好…。應該這樣看法。怎樣看法？有三十二相那麼好的相，這個不是

真佛。「非相」即非真佛之相。明白嗎？你這個三十二相是假佛之相，非真佛

之相。應該是這樣看法。 

 

現在（庚一）、印不可（以）相觀。「佛言：『善現』」，稱呼他一

聲。「善哉！善哉！」即是：「好啊！好啊！」記住，決不可學電視台那些

「善哉！善哉！」，那些是不對的。「善哉！善哉！」即好啊！好啊！對啊！

對啊！就是這樣簡單。 

 

那些人把它講到不知多玄妙的。凡讀書要切忌，切忌不要做那種事，那

種事是傻人做的，和給人欺騙的，有一種人專欺騙人的。那是他自己實在不

懂，滿肚文學名詞的人，他便會的。切忌如此。這句話不是我講的，是蘇東坡

批評人的。蘇東坡說有一種人，「以艱深來到文淺陋」，「以」字作用解，用

艱深的字句；用艱難的、深奧的字句。 

 

「文」是文飾。如何文飾？譬如一個人樣子不太好，她便多擦一點粉、

擦多一點胭脂。文飾。一個人沒有料子，他一味堆一些艱難深奧的文字來到文

飾內容的，這不就是膚淺？膚淺就是膚淺。陋，醜陋。醜女是最好是化濃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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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如果你是真正漂亮的，那用化妝化至如此濃？淡妝是更加好看嘛。 

 

很多人解經就以艱深來到文飾他的淺陋，實質他是沒有料子的，一點也

不出奇。一味用艱深的東西。有一位講經，一位所謂大居士，一位很有名的居

士講經。他又說是天台宗某某大德的弟子，他講經的時候，他解釋實相。實相

二字作何解？「實」即是真實，「相」即是情況，真實情況而已，是不是？ 

 

真實的情況，一個解法。即是什麼？Real State，真真實實的狀況而已，

不就是實況？第二個解是指什麼？指 Reality，宇宙的本體，即是真如，

Reality。通常是這兩個解法。 

 

這位大居士他又不懂解釋，他又未學過哲學，未學過哲學。你猜他怎樣

講？他說實相無相。何謂實相？他說實相就是無相。他說實相是無相的，那是

對的，實相確是無相，但你應該用白話解得清清楚楚嘛。他只是說實相就是無

相。如果讓你們聽，聽得明白嗎？接續你猜他又如何？實相是無相的，他說：

「無相之相是名實相。」如果你給青年看，他就會說你演講不行。無相之相，

既然是無相，又怎會稱為相呢？無相之相。無相之相在文字上實在不通，是中

國古代的玄學家才用的。你看看，無錢之錢，何謂無錢之錢呢？代入，可以

不？ 

 

譬如說「靚」（漂亮），不靚之靚。何謂不靚之靚？你告訴我。譬如他

窮，他不窮之窮。當然你亦可以是有所指的，有些人生得很窮，但他實在有很

多錢，亦好說他是不窮之窮。但這些講法是不合邏輯的，這些講法要戒。中國

那些古德用玄學家所講的講法，「無相之相，是名實相。」「是名」即稱為，

無相的相便稱為實相了。如果你聽，你聽得明白什麼是實相嗎？「無相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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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名實相。」你明白嗎？ 

 

「呀，那些人很好，講得很好。」我有一個朋友說他好到了不得，我們

卻笑他，「怎樣好呀？」「你說不好嗎？這麼文雅。」我說文雅是一回事，如

何的好？是不是？一個醜陋到極，搽脂盪粉搽這些東西，扮得很好，穿漂亮的

衣服。「好到極，好到極。」如何的好？是不是？即是如此之類。又有一些這

樣的人，以為這樣就是好到極。 

 

其實這些人，我說他根本不懂如何給他人講話，亦害了人們的時間，浪

費了他們的時間。他們一世人的生命，有幾多個小時？一世人的生命我算你有

一百歲，一百歲便只有一百年，一年是 365 日。一百年乘 365 日，一日只得 24

小時，再把這個數來乘 24 小時。一世人有幾多個小時？聽你講話，聽兩個小

時被你害了，害了兩個小時，即我白白地生命中的兩個小時給了你。這種人害

人不淺，是不是？有這樣的一種人。又有一種是把自己的生命來到糟蹋的，有

這樣的一種人，這種人最笨。那種是害人，那種講的是害人；那些聽的又笨到

極。你計計，有數得計的。 

 

同學：「古代那些論佛經的有點『無相之相，真如實相』。」 

老師：「是的，是的。」 

同學：「無相之相，我看過是很多。」 

老師：「你看得多，當你看的時候，你明白不？」 

同學：「明白，明白。我現在當下就明白。」 

老師：「現在看…。」 

同學：「哈哈哈。我們後來…。」 

同學：「無相之相，實相無相，很多人是這樣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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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是的，我不是說他講錯了，是好的。但你教人，這樣人們是不懂

的。」 

同學：「無錯，你說得對。」 

老師：「這種人是不合…，這句是好的文章，但你這個教員教這篇文章，是不

合格的教員，是不是？ 

 

那用你講？我不如找一個小孩念來聽，那用你來講？你給人們講是要解

釋到人們明白的，貴乎於此。」好了，我們看回這處。「如是，如是。」「如

汝所說」，依照你所講。 

 

「不應以諸相具足觀於如來。」我們不應該用是否具備三十二相作為標

準，來判斷他是否真的如來。」明白了。「善現，若以諸相具足觀於如來

（者），轉輪聖王應是如來。」一句。轉輪聖王都是有三十二相的，如果以諸

相具足作為標準，如果以三十二相具足作為標準，來觀察他、判斷他是不是如

來？ 

 

這樣那些「轉輪聖王應是如來」，那些真命…，轉輪聖王即是真命天

子，應該就是如來了。實則不然，很多真命天子都不一定是很好的人。是不

是？唐太宗，你說他是否真命天子？誰夠膽說他並非真命天子？但這個人不是

很好的，大部份好但亦有很多是不太好的。唐太宗，你說他怎樣好呢？你有沒

有看電視？「玄武門乜乜」，有沒有？ 

 

同學：「決戰玄武門。」 

老師：「是的，『決戰玄武門』。他殺兄長、弟弟，是不是？好的人不做這一

種事的。（他是）很好但即是不圓滿，是不是？」殺兄長、殺弟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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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是很淫蕩的，唐太宗這個人。還有什麼？實在無形中迫父親讓位

給他，是不是？是的，當然說是父親話：『你來弄吧。』實在他做成

一個局勢，不給他不行，是不是？就是這樣，這個人就是這樣。 

 

還有一事很冤枉的，我最憎他的這回事。本來他是一個很聰明的人，是

不會迷信的。但你說他迷信亦不是很迷。後來這回事是真有其事。當時有一個

天文台長，封稱為欽天監，稱為欽天監即今日之天文台長。那個人姓李，名李

淳風，大家有沒有認識這個人？史上不是有一本《中國預言七種》？中國有很

多預言的，其中有一本名《推背圖》，這本書是很靈驗的。 

 

百多年前，我父親、我祖父見到已經能夠推出有一個袁世凱，日本如何

侵略中國也能看到，很靈驗的，《推背圖》。那個人是《推背圖》的作者名李

淳風，他能知未來事的，此人不是佛教徒。 

 

唐太宗有一天找他，「我現在做了皇帝，我當然是想子孫萬代傳得很好

的，請你李先生告訴我，我在位時當然是沒有問題，我死後我的江山會如何

呢？請你說出來讓我聽聽，你是能知未來的嘛。」李淳風告訴了他，這便害死

了一個人。他說：「依我的觀察，陛下百年之後（即你死後），宮中、朝廷裏

面，朝廷和宮廷裏面，有一位女人很得志，殺死陛下很多子孫的，我所知的就

是這樣。」李淳風告訴他。這個是誰？這個是後來的武則天，是不是？ 

 

唐太宗問他：「你告訴我這個人在那裏？你告訴我。我找她出來殺了便行。」 

李淳風說：「不是，這是天意，人力很難挽回。」 

唐太宗說：「不是的，我要做，這個人一殺了，便不會殺我的子孫了。」 

李淳風答：「如果天意如此，你亦殺不到這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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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又問：「現時這人是否已在？」 

李淳風答：「據我所知此人現已在宮中。」 

 

此人如此講，這個人會害死很多人的，既然她是在宮裏面，殺光宮中之

女人便會害死很多人？但唐太宗，如果他真殺清宮裏面的人，就真是殺了這個

人。當時武則天在宮中是看廁所的，是一個廁所女。更衣入侍即是管理廁所，

即等於現在你去洗手間後出來，她捧上紙給你抹手、洗手，她是做那種工作

的。唐太宗就不相信：「一個女子如何能做得出殺我的子孫，無此事。這個人

一定不是女子。」李淳風勸他：「陛下，你最好不要追究這個人。因為如果天

意是如此，你追究不了。你追究而枉殺人更弊，不如陛下你施行很好的政治，

仁愛老百姓。到時或許你的子孫不會受害那麼大。」這個李淳風勸說不要殺

人，後來李淳風便死去了。唐太宗不服：「我不相信女子會有這麼大本領，會

攪亂我的江山。 

 

我想一定是一個有兵權的人，他的名字或他的性情如女子一樣的。肯定

是這種人，這樣才可以攪亂我的江山。」於是，他回去查所有帶兵的官，他們

的名字、他們的行為全部讓他查。他查出一個人，又是姓李的、和他是同族

的、做上將軍的、手上有兵權的。查出這個人的「花名」（外號）為二娘，有

些人稱呼他二娘。他說：「必定是這人，為絕後患不如把他殺掉。」 

 

唐太宗，你說他那麼好，這個人是這樣的。無辜辜便殺了這個上將軍

了。於是，吩咐他的御史，即是專門糾察，參他十大罪，於是皇帝這樣…。即

等於今天的鄧小平吩咐你，你話誰有罪？那些人便立刻照著辦。於是立刻上

奏，這個李二娘的行為如何如何不好，怎樣怎樣作惡。那些帶兵官並不一定是

人人都很廉潔的，不是人人都很仁慈的，總是有些痛腳讓他…，有些是真的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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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拿著，有的是安下了（罪名）。參上十大罪。於是立刻找人拉了李二娘入

監，硬把他判死，殺了他。如此便殺了他這個上將軍，還兒戲過秦檜殺岳飛。 

 

秦檜殺岳飛，已經是人們都說他不對，唐太宗更兒戲。這些所為不是跟

宋高宗一樣？唐太宗就是如此，中國歷史上最好的皇帝之一，是不是？一個是

漢文帝，秦始皇以後的，以前的不知道，那些不要理。秦始皇以後的，漢文

帝、漢明帝和唐太宗，這幾個是最好的，即轉輪聖王之類。相都是好的，你看

看唐太宗的相多好。他說如果是這樣，「轉輪聖王應是如來」，應該是真佛

了。世界是很湊巧的，相我們不要迷信，凡是那些開國天子，必然是相好的。 

 

歷代那些在宮中所藏天子的相都是好的，末代皇孫必然是相差的。你看

看溥儀的相，尖的。清代的幾個皇帝，由順治下去，最差的相便是溥儀。頭像

是有釘子一樣，下面尖削，溥儀，即是宣統。你說康熙的相就好，康熙、乾隆

的相都好。宮中所藏明太祖那些的相很好，末代那些都是差。相是可以看的，

但你不能信它，不能盡信它。 

 

相是什麼？相就是你生命的表現。你的生命是你的第八阿賴耶識，你的

相貌就是阿賴耶識的相分。如果你阿賴耶識裏面的種子是好的、是吉祥、是有

福的，你的相顯現出來是好、阿賴耶識是好。不只你的相好，連到你家庭的形

勢都是好的，這些風水師說是風水好。還有，連你的祖宗山墳都莊嚴華麗，就

說你的祖宗山墳都好。人們無知，其實不是。你之所以好，主因不是因為你的

祖宗墳墓好，亦不是因為你家中風水好，是因為你的第八識裏面的種子，前生

帶來的種子好。種子猶如菲林，菲林是好的呢，你拍出來菲林裏面的內容是好

的，影出你的戲便是好的，不關你的風水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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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相又如何？你的阿賴耶識裏面涵藏著好的種子，自然你的相，縱使

不是三十二相，都有二十五相、二十六相，必然的。如果你是阿賴耶識裏面不

好的，你的生命是悲慘的，你整個相是什麼？三尖八角都不知是什麼樣子？你

看看那些二世祖，墮落的二世祖；那些偷雞摸狗的，必是獐頭鼠目的那類型。

所以你用相好不好，和風水好不好，來倒推他這個人有沒有福。但你說把他的

相來改動，長兩撇鬚、脫掉粒墨、或在家中裝一面八卦、把母親的山墳起了來

到…，硬把它改動便會好了，並無此事。 

 

但是你會積德，積德行仁就會改變。你想以風水來改是改不了的。你試

試看，你試試留心觀察，如果你積德行仁，幾年之後，不出七年，整個相變

的。如果你整個相是短命之類呢，你真的好好地積德，最多七年，整個相變為

雍容的，整個雍容大雅的。有諸內便表現於外面的，你自己是心平氣和的，自

然顯現出相貌雍容。有一種相士，又要你如何如改如何改，全部都不是。好

了，你看看，如果你用諸相是否具足作為標準以觀察如來，那些「轉輪聖王應

是如來」了。 

 

「是故不應以諸相具足觀於如來。」，「是故」即所以。所以我們不應

該用什麼？是否諸相具備作為標準來觀察他是不是如來？聽得明白嗎？好了，

現在（庚二）、示應以非相觀。「示」即指示他，應該要如何？三十二相非是

真實之相，用這原則來觀察。 

 

「如是，應以諸相非相觀於如來。」「如是」即這樣嘛，你們講白話，

講國語，這樣嘛。「如是」即這樣，即是英文的 Thus。這樣，我們應該用什

麼？「諸相非相」。「諸相」是三十二相；三十二相不是相。不是說不是相，

三十二相不是真佛之相。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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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二相不是真佛的相，「諸相非相」，以此標準來到觀察。聽得明白

嗎？這處講完了，是不是？於是「舉頌廣成」。忽然釋迦牟尼佛不知何解高興

起來，做了一首頌詩念出來。後來你讀《六祖壇經》，六祖在講話時說：「你

們聽我來講一首〈無相頌〉。」 

 

有沒有讀過《六祖壇經》？這本書要讀讀，不過你不是拿這本讀，你要

去香港買一本，幾種《壇經》本子（版本）校對出來的來讀。有些是很好的，

教你修行。「心平如何..」？講話的時候他又出了一首〈無相頌〉。 

 

「心平何用持戒？行直何用修持？恩則孝養父母，義則上下相憐。禮

（讓）則尊卑和睦，忍則眾惡無喧；」這個〈無相觀〉很流利。他也是學釋迦

佛的。釋迦佛講到這處舉一首頌，來詳細解釋。「爾時」即那時，「爾」即

「er」（音），「er」是古音，「爾」即那，讀音「er」。「那時」即是講到

這個時候，「世尊」即釋迦佛。「而說頌曰」，講一首偈出來。 

 

那首偈如何說呢？「諸以色觀我，以音聲尋我，彼生履邪斷，不能當見

我。應觀佛法性，即導師法身。法性非所識，故彼不能了。」我先解釋這首

偈。它說，「諸以色觀我」，「諸」即那種人，「諸」者即不只一個人，那種

人。那種人用「色」，「色」者物質、現象，用物質、現象即以物質身體，即

色身。以物質的身體來到「觀我」，來到觀察我。 

 

有一種人…。我是佛，有很多人就用我的色身來觀察、來判斷我是否

佛？見到我的相那麼好，有三十二相，便以為我一定是佛了——以色來觀我。

「以音聲尋我」，以及有些人用音聲，佛說得那麼好，音聲來尋我，這個便是

佛了——以音聲來尋我。「彼生履邪斷」，「彼」即那個；「生」即眾生。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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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生」有兩個解法，「眾生」略了它便是「生」字。 

 

如果是「彼眾生履邪斷」，便多了一個字，它要五個字一句的。「彼

生」即那個眾生。「履」者行也，「履」字本來作何解？鞋謂之履，當你作為

名詞用的時候，英文一個 Noun 時，就是指鞋。鞋，Shoe。 

 

如果作為動詞用呢？即作為什麼？作為 Verb 用呢，是作為 Walk，行、踏

下去。這處「履」字作為動詞用，不是作名詞用——行。「彼生」即那個眾

生，行，行一種什麼？「邪」即錯誤的，英文即是 Wrong，錯誤的。 

 

「斷」者勤也，因為勤力很果斷地，謂之「斷」。四正勤梵文是四正

斷。很勤力必定要很果斷的，「我現在要勤力做個好人」，一定要如何？很果

斷、很堅決地做，所以「斷」是作為勤解。「履邪斷」，行一種什麼？錯誤的

勤。錯誤的勤是什麼？即是走錯了路。明白嗎？ 

 

「彼生履邪斷」，這個眾生行了一條錯誤的做法了。聽得明白嗎？既然

他行了一條錯誤的路，做了很多錯誤的辦法。「不能當見我」，「當」的意思

即是當來。當來他將來不會見到我。他的意思即是什麼？他不會見到真佛，他

走了一條路，用了錯誤的方法，「邪斷」，邪的、無益的犯錯。他不能夠將來

見我了。 

 

「當」字即英文的 Shall 或 Will。他不能夠見到我的，即是說這種人，他

不會證到真佛，不會見到真佛的。即是說不會證到真如，不會見道的。聽得明

白嗎？然則我們應該怎樣才對呢？「應觀佛法性，即導師法身。」你們應該這

樣觀察，應該這樣看法，觀。導師應該怎樣？佛的法性。法性即是真如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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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為何真如又稱法性？「法」者宇宙萬有稱為法，一切東西稱為法；

「性」者實質。一切東西的實質，即是什麼？即是實相，是不是？即是

Reality。我們應該觀察佛所證得之法性，佛所證得之真如法性。這個佛所證得

之真如佛性，「即導師法身」，就是你導師，佛之法身。聽得明白嗎？你導師

的法身就是你導師的，即是你的真導師。會說法那個只是你導師所現出來的假

像。 

 

「法性非所識，故彼不能了」。「法性」即一個宇宙之本體，即這個真

如。「非所識」，並不是用我們普通的，有分別、有認識。法性，這個真如法

性，並不是用我們有分別的知識所能認識得到的。何謂有分別的知識？能否體

會得到？即是有名相的知識、有概念的知識、有 Concept 的知識。 

 

用那些有名相、有 Concept 的知識，是不能認識得到我們之真如法性的。

一定要什麼？一定要所有的 Concept、所有名相全部排除掉，那個無漏智，無

分別的無漏智起，那時就能把捉到法性，真如法性。那個真如法性就是你導師

的法身，便是真佛了。 

 

「法性非所識」，這個法性不是那些有分別、有沈思的知識、有概念的

知識所能夠認識得到的。而這一種人就用有三十二相的相作為標準來看，三十

二相便即是有分別。 

 

「故彼不能了」，所以這種人不能夠了解佛是什麼？聽得明白嗎？聽得

明白吧。聽得明白嗎？有問題嗎？這處是有八句偈，鳩摩羅什，即你們現在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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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金剛經》是什麼？縮為四句，所以縮得太略了。 

 

你看看。人人說他好，我則說它太過距離原文了，太遠了，你看看。你

看看【秦譯】，看見嗎？（附異譯）那處，附上各種不同之譯本，看見嗎？ 

 

找到嗎？第一六五頁（新書二四Ｏ頁），一、二、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第十行（附異譯）那處，看見嗎？從這處數第十行，是不是

（附異譯）？附在這處，我現在是用唐朝的譯本作為標準，那是不是唐朝，是

別朝的譯本，我有六種。 

 

一、二、三、四、五，算上唐朝的譯本便是六種。其他五種譯本，我附

於後面給你，讓你校、對勘的。你看看他如何譯這段文。「爾時世尊而說偈

曰」，等於什麼？等於，我現在唐三藏譯的這一個，「爾時世尊而說頌曰」。

他則音譯為偈曰，人們是八句的，他只得四句，你看看。 

 

「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這一句如何

解？「若以色見我」，若果以物質的身體，說我有三十二相、好相來認識我，

說我是佛呢。或者「以音聲求我」，或者我能夠說法說得那麼好，這個便是佛

了。以音聲來到求我。 

 

「是人行邪道」，「是」字作此字解，此人行了一條錯誤的路了。便

「不能見如來」，這種人是見不到真佛的。聽得明白嗎？譯得很爽朗，但是不

如「唐譯」來得那麼詳細。「唐譯」，即是唐三藏的譯本，很老實，把握原文

便照著譯出來。中國人是很歡喜簡的，但有時簡得離譜又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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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完整的，比唐三藏譯得更好的是義淨譯。你看看，一六六頁（新書二

四Ｏ頁）第二行的「淨譯」，那個實在是最好的。「淨譯」又怎樣？「爾時世

尊而說頌曰」，即如我們這本經一樣。看看頌曰，「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

我，是人起邪觀」，把「邪斷」改作「邪觀」。 

 

「不能當見我」，這句是相同的。「應觀佛法性，即導師法身，法性非

所識，故彼不能了。」不就是同樣？所以人人都說「秦譯」才是好的，實在是

不對的。這處一首偈就說明真的佛是無相的。同學：「羅教授，剛才講起分

別，我記得教授你的《唯識（方隅）》那本書裏面講過八識是有三個分別

的。」 

 

老師：「那個不是，那個是廣義的分別，這個所謂分別是指什麼？是指計度分

別。三個分別是有兩種的。」 

同學：「我就是想，你可否解釋一下自性分別、隨念分別和計度分別。」 

老師：「好的，剛剛我講完了。我給你解說。」分別普通的有三種分別，

「分」者分得清清楚楚；「別」者辨別，是為分別。分別有三種，一

種是自性分別。「自性」兩個字是作何解？作本質解，「自性」多數

作本質解。本質的分別。何謂本質的分別？當我見到一物件的時候，

那物件的本質是什麼？我便覺它是什麼。 

 

不要加添，不要減少，明白嗎？即換句說話來講，它是這樣還它這樣，

不加不減。這句聽得明白嗎？這個稱為自性，自性即本來如此。它本來如此，

便覺它如此，就不要加添。像母親對子女，必定是加添的，是不是？兒子多壞

都覺得他很好的，加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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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不滿意他某一事件的時候，就見到他什麼都是不好的，好事也減少

了。有加有減。有加有減便不合他的本來面目了。自性分別者，即它如此我們

便覺它如此，這種分別就稱作自性分別。自性分別是最好的。當你證真如的時

候，有什麼分別？我們普通人說是無分別。其實無分別者，即是自性分別。明

白嗎？證真如的時候都要了解真如的。自性分別不是壞的。但如果起分別便是

壞，我一會兒給你解說。何謂自性分別，聽明白嗎？ 

 

同學：「這個是對內或是對外的？」 

老師：「這個不是內外的問題。那件東西是如此，我便覺它如此。」 

同學：「可否給一個比喻？」 

老師：「剛才不就講了。」 

同學：「你剛才講不要加添。」 

老師：「是的，不要加添。譬如一個母親，他的兒子是很壞蛋的，她還是覺得

他是好的。是不是？ 

 

她因為是她的母愛，鋪了上上面而覺得他好。減少又如何？譬如一個

人，他的父親開罪了你。你見到一個小孩，知道是他的兒子，你便說：『這個

是不好的。』其實這孩子可能是很好的，他仍然說他不好，硬把他好的一面減

去。明白嗎？不加不減，他是如此便還他如此。這謂之自性分別。這個分別是

作了解解的，了解一個事物的時候，依照它的本來面目去了解。聽得明白嗎？

當你證真如的時候。自性分別，聽得明白嗎？自性分別。」 

 

同學：「是不是真真實實的？」 

老師：「真真實實的去了解，真真實實的去了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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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真真實實？不加添東西進去亦都不減削它，是不是？自性分別。自

性分別是不壞的。」第二、隨念分別，「隨」即跟隨；「念」即記憶，跟隨你

的記憶而起分別。 

 

譬如，譬如我的媽媽已經去世，現在我忽然想起我的媽媽。當我想起我

的媽媽的時候，我便起分別了。起了分別便跟著我的記憶來到想了，我的媽媽

是如何地好，我的媽媽對我如何地好的。又起分別。隨念分別。 

 

自性分別一定是對現在的事物來作了解的，對過去的事物來作了解又如

何？已經是隨念分別了，是不是？自性分別只是對現在的。是的，對於過去的

事物可以起自性分別，但不是我們普通人的事，那些是大菩薩才能的。隨念分

別則是可以，回憶過去東西而起種種分別，謂之隨念分別。 

 

第三種…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