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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度」字讀作「鐸」，度下（量度）它那樣。第三種名計度分

別，「計」即計較；「度」即推度、量度；計較推度來分別。計較推度有好有

壞，是不是？計較推度又如何？計較我昨日所做的事好不好？我現在計較。譬

如我現在這樣，有人遺下一個銀包放在我面前，我取走它好或是不取好呢？或

是拿去差館，去警察局報案說有人遺下一個銀包在我處好呢？或是知道這個人

在那處，送回給他好呢？我要計較。「計」即計較；「度」即推度如何做好。

當我們計較的時候，又起分別了。這種分別有好有不好。譬如我計較的結果都

是拿去警察局報案好了，這個是好的。如果我計較的結果是，「唏，這些閒

事，報什麼案，袋了它我今晚先吃一頓好的。」是不是？這便是壞的。是不

是？計較的事，計度分別不是一定好，也不是一定壞。自性分別則根本無所謂

好壞，是不是？而且不能說它是壞的，絕對不會壞的。隨念分別都有好有壞。

計度分別亦有好有壞。自性分別是不需要概念、沒有名相的。隨念分別有時有

名相、有時沒有名相，是不是？計度分別是一定有概念、一定有名相的。你沒

有名相、沒有 Concept，又如何可以起計度分別、計較呢？現在的禪宗人說：

「啊，又起分別了。」起什麼分別？你答。判斷吧，用你的智慧，錯了有人告

訴你。 

 

同學：「隨念。」 

老師：「嗄？計度分別。不過隨念分別有些時是和計度分別一齊起的，是不

是？所以呢，『你起分別心』，這些就是計度分別。計度分別中有好

有壞，他指那些壞的。同時計度分別是不會證到真如的，因為有概

念。即是說有概念則不好了，是這個解。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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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自性分別是否要有很高智慧的人才行？」 

老師：「不是。這個是胡適之的講法，是蠢材才有自性分別的，高級的人是不

會的。證真如的時候沒有概念，因為是太低級的動物，沒有概念。但

是很高級的動物，像佛這類人，他亦做到沒有概念的。何解？明白

嗎？你讀《老子》，老子叫人做什麼？修養，老子教人認為人生要修

養。修養的結果是如何？要修到變回嬰兒。嬰兒是無知的、無思無慮

的。那個人修養修到佛變回嬰兒就好了。能夠修養修到變回嬰兒，這

個便是真人了。意思即是如何？一個人之壞，壞在他有知識、有分

別。嬰兒只有自性分別，沒有其他的分別。我們修養修到什麼？所有

一切有概念的分別全部都不要，能夠做到如此，這便可以證到宇宙之

本體，證到道了。你不能說老子認為不需要知識，無知就好了，不是

這樣解的。最低級的是完全無知，比較高級的是有知，是不是？再高

級的是什麼？把一切這些知識洗淨，恢復嬰兒時候的天真瀾漫那種狀

態，沒有機心，不是事事都用分別，那種是最高級的。」 

同學：「羅教授，他還是有知的。」 

老師：「有知。」 

同學：「有知識，但他不用而已。」 

老師：「他不用而已。這一種用起來是很厲害的，那種無知，那種嬰兒狀況，

它不是無知、無識那種。」 

同學：「即不是『懞查查』（糊裡糊塗）。」 

老師：「不是『懞查查』那種。清楚到極，只是他不用而已。所以老子主張度

人要這樣。蠢材蠢到極，這種人沒有用，蠢人。但是「精」（精明）

到極這種人也是沒有用的。就要如何？「精」到極，而反過來像是蠢

的，那種人是最厲害的。」 

同學：「大智若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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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大智若愚。他說做人要做到這一級，是最高的。」他教人如何做法，

老子，你讀讀《老子》都不錯。我們做人應該怎樣？ 

 

「排其難」。這個「難」字讀作「爛」音，作災難解。「排其難」，

「難」即災難。他人有困難、有災難的時候，我們替人排除困難、排除災難。

這個便是菩薩行了，〈菩薩戒〉不外如此，「排其難」。「解其紛」，社會上

人人有很多糾紛的時候，我們不要坐視，替人解決他們的糾紛。「排其難、解

其紛」。學道並不是什麼都不理的，「排其難、解其紛」。「和其光」，這兩

句厲害了，我們的智慧光明是非常厲害的，我們不要以自己的智慧來灼耀他人

之眼睛。我們有光明，要把光明融和了，不要令人們見到你便怕了你：「唏，

這個人那麼了不起，什麼都看透的。」這樣便「弊」了，太聰明了。你一眼便

能看穿人，必然是「弊」的。尤其是那些走政治的，你太出眾，那些主管必然

殺掉你的。那些皇帝，「你這麼出眾，很容易在我死後，你會奪去我的…。待

我現在先弄死你。」朱洪武，明太祖便是這樣；漢高祖大殺那些（功臣）。我

們有光明，要把我們的光明；光明指我們的智慧；調和了，不要令人覺得你超

人一等——「和其光」。「同其塵」，「和光同塵」便是這樣來的。 

 

他人有塵蓋遮著，你同樣要如塵垢一般，不要說：「我又怎和你相

同。」這樣你便等死了。他人說他是什麼的時候，是很隨和的，「同其塵」，

「塵」是指骯髒的，他人是骯髒的，你亦如他一樣也骯髒的。並不是說你真的

是骯髒。聽得明白嗎？你有沒有在內地讀過書？沒有。中國有很多好東西的，

這個是最高級的。那個什麼？「和其光」不是沒有光，它有光你看不見它而

已。「同其塵」，他不是骯髒，不過他很潔淨但他像是骯髒而已。「和其光、

同其塵」，這句作為座右銘是不錯的。你說他消極，並不消極。「排其難、解

其紛」，這些是消極嗎？這便解答了，何謂起不起分別，知道嗎？所以我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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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講的。人們說：「你又起分別了。」分別的定義有很多個，是不是？起不

好的分別，那些壞的計度分別就是不好。難道他自性分別去證真如，都是不好

嗎？現在整天滿口「你又起分別」的這種人，其實是連這些書也未讀過的，最

低限度是連我本那麼淺的譯都未讀過，才會如此。我本書的定義是咬得非常緊

的，你有沒有看看？有空看看吧。學佛法，你想真正了解，想把一部真真正正

了解，要懂唯識才行。不過現在我很少講唯識了，般若易懂嘛，我還是講般若

多。以前我就講唯識多，現在就講般若多。 

 

但只是般若，很容易流於空寂。很容易流於空寂，什麼也是空的。你念

《金剛經》，無相是好東西，你全部有相的都不要，很容易流於什麼？太空泛

了。所以一定要什麼？知道佛法並不只是如此，用〈菩薩戒〉來比，來補救它

才行。好了，今天就講了這一個，我要拖慢一點。〈菩薩戒〉那天就講了一

條，是不是？ 

 

現在香港很流行〈菩薩戒〉，這個〈菩薩戒〉。在南中國第一個講〈菩

薩戒〉的是我先講的，在香港先講的。先講之後，當我講的時候，有一個年紀

比我大的，見到我講他又講，被法師們攻擊他到了不得。那些法師又不多敢攻

擊我，因為我是太虛法師的弟子。太虛法師是教我們讀〈菩薩戒〉的，抬老師

出來便無人敢多作批評。到了跟我學的那個，便被人批評，說他好講了。 

 

漸漸地有一位和尚，那位和尚是覺光和尚的弟子，果通。聽到我講〈菩

薩戒〉，他說真的是好。他走去替人傳〈菩薩戒〉，又講〈菩薩戒〉。於是，

跟果通學習，那天你們請他吃飯的那位王聯章，他是果通的弟子。他們那一班

人便跟果通學〈菩薩戒〉了，他並不是直接跟我學〈菩薩戒〉的，他是跟他的

師父果通學〈菩薩戒〉的，不過他的師父讓他來我處聽，是這樣的。他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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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一個和尚傳〈菩薩戒〉，便是果通法師了。果通傳〈菩薩戒〉，跟著

就其他人都講〈菩薩戒〉了。 

 

那個王聯章便印〈菩薩戒〉，講〈菩薩戒〉了，到處講了。現在講講

下，這個〈菩薩戒〉又如何？有人傳〈菩薩戒〉，你可以去向他受。如果沒有

人傳，就不用受，不用師父的，你向佛前傳都可以，自己受都可以。於是有兩

位法師就在香港傳〈菩薩戒〉了，一位是竺摩法師，他是根本有資格傳的，他

是太虛法師的弟子。 

 

有些人請我傳〈菩薩戒〉，「我省得傳，你找一個出家人傳吧，你找

吧。」那些出家人又不認識這一本〈菩薩戒〉的，他們只認識《梵網菩薩戒》

而已。於是我有一個學生葉文意，來過這處講話的那個葉文意，葉文意走去找

竺摩法師，她是皈依竺摩法師的，便找竺摩法師來替她傳〈菩薩戒〉。竺摩法

師便來傳這一本〈菩薩戒〉給她，這是如此。跟著有一批人，有幾十人聽過了

王聯章講〈菩薩戒〉，王聯章不敢傳，就叫他們找法師傳，結果讓他們找竺摩

法師傳。竺摩法師就替他們傳〈菩薩戒〉了，幾十人傳。 

 

今年見到這東西能銷，於是便有些…。有一位法師又傳，是佛教文化協

會的，有一位暢懷法師，他又傳了。便有很多人傳了，香港是很盛行的，現在

加拿大和美國蔽塞。這一本在香港很盛行，你看看他這一篇序便知了，有一篇

〈後序〉。王聯章寫這篇序寫得相當好。他這篇〈後序〉，他這處說羅孔章，

是我來的。孔章是我的名字，很多人看我那本，不知孔章是我，因為學生不敢

稱我的名字。老師的名字普通是不敢稱的，尤其是父親的名字是不稱的，沒有

是我稱我父親的名字是「乜乜」的。老師的名字都是不稱的，稱他的別字。我

的別字是孔章，因為我名時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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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裏面有一本《中庸》，《中庸》有句話：「仲尼祖述堯舜」，

三王五帝，五帝裏面有個帝堯、帝舜，是不是？奉堯舜為祖，敘而述它的東西

出來，便是「祖述堯舜」。「憲章文武」，「憲」即是法律，法即是 law。奉

文王、武王所規定的制度為標準、為法。奉文王、武王所遺留的法跡、所遺留

的制度為法跡、為法律，而表章它。「表章」者發揚；發揚它、表章它。這便

是「憲章文武」。我的名字時憲，「時」字為派，我的兄弟「時乜時物」。所

以改了別字為孔章，「孔」者甚也，即英文之 Very。孔章，孔章 Very Bright，

是這樣解的。所以很多人看完便問：「孔章是誰？」他又問過了，是不是？孔

章就是我。你們隨便改名字，改名字不要隨便改。 

 

改名的明文現在不流行了，現在有名和字。人們剛出生，父親替他起了

一個名字，稱為名。到了你成人，到了你二十歲以後成人了，你以後有了一個

字，起一個字，即是別名。名只是尊輩有資格可以叫你，你的父親、你的兄長

稱呼你的名。你的弟弟也不能稱呼你的名。老師可以稱呼你的名，平輩普通的

是不稱呼的，不稱呼的。如何稱呼？改一個字來稱呼你。朋友稱呼，只稱呼字

而已。譬如他是…，譬如台灣的蔣中正，沒有人敢稱呼他中正，中正的。和他

同輩的只稱呼他的字，介石，稱呼他介石。如果是後輩呢，還把他的字撇了一

部份，加上一個公字，介公，這樣稱呼的。字和名一定要相稱的，沒有人是不

相稱的。一則是相稱，一則是把它作為有關。舉個例，你們大家都知道的， 

 

《三國志》裏面有一個諸葛亮，是不是？「亮」字作何解？「亮」字作

何解？你告訴我。光亮，他的名字為孔明。「孔」即很，「孔明」即是很光

明。名和字是相稱的。蘇東坡名蘇軾，蘇軾，名為軾。他的字是怎麼？字子

瞻。「瞻」者望也。「軾」和望有什麼關係？「軾」是指什麼？古人坐車，古

代的路不是現代的柏油馬路那麼好的，古代的路是泥路來的，車行時「迫迫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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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整個人被拋起的。所以座位前面，一坐在座位上，有一塊橫木像一張檯

的，安裝一塊木在那處，就按著這張檯，按著那塊木，這就不會整個被拋出

去。坐車車位前面那條橫木就稱為「軾」。「軾」是什麼？按著來到望東西，

按著站起來望的時候，瞻望稱為「軾」。故名「子瞻」。必定多數是有關係

的。譬如岳飛，他的字是什麼？稱為鵬舉。他的名為飛，「鵬」為大鵬鳥，像

大鵬鳥舉起、飛起的模樣。這便是飛，「鵬舉」。是不是？名和字是相稱的，

所以有些人改名，一定相稱。但是有一種稱為別字，別號又稱為別字。別號則

不用一定相稱的。例如蘇軾，他被貶官貶到湖北省，住在一個地方名東坡，於

是他起了一個名為東坡居士，這個（別）名是不相稱的。是不是？ 

 

同學：「羅教授，岳飛的別字，是否岳武穆那個也是？」 

老師：「不是，岳武穆是死後諡的，是死後諡給他的。 

 

譬如關公，名為關壯繆是皇帝諡給他的。有些人改名是隨便改的，不

行。字則隨便也行，什麼也行。有些人…，不過改字最重要是不要改一些不吉

祥的。我有一個前輩，世伯之輩，本來名為潘達微，這個人是很有名氣的，他

是一個畫家，早期在日本留學，學畫的。他改了一個名字為冷殘，潘冷殘。真

的一輩子都冷殘，改了這個名字之後，一路肺癆，一路身體羸弱到極，最後死

了。名為冷殘，多少名字不要改，名為冷殘！又有一個人名殘紅生，是否有這

一個？又是沒有好的。這個殘紅生是寫文章寫到吐血而死的，殘紅生。改了這

個，改壞名很弊。改名要改吉祥的名。」 

 

同學：「姓吳的不好的呢…。不好，不好。」 

老師：「不是，他會…。改好的未必好，但改不好的則會不好。即如一個人經

常在說：『死了，死了。』這必定是不好的。常常講吉祥的話未必是



8 

好，但整天講不吉祥的真的不好了。」我有一個表舅父，就整天在講一

些不吉祥的話，結果是吊頸死的。吊頸死，都不知為何事吊頸死？死，

自己吊頸都不知為何事？被人救回，便整天嚷著要死。整天嚷著：「一

個人做人有什麼好？死了更好。」整天說著這些話。結果真的有一次，

他不知怎樣迷迷懵懵地，像是有一個人在說：「死吧，死了便好，死

吧。拿一根繩吊著便很容易死掉。」他真是迷迷懵懵地走去吊頸。不

是。「吊頸那麼辛苦，不吊。」「食鴉片煙吧。」他又會吸食鴉片煙

的，但沒有上癮，但他…。我另外有一個舅父是吸食鴉片煙的。「你到

隔壁拿些鴉片煙吃下便會死。」他真的走去拿鴉片煙。鴉片煙如何食？

他說：「唉，你拿蛋糕嘛，那處有蛋糕。放進中間吃便可以。」有一個

人是這些講的。他即是起了一個幻覺，他真的走去拿了一件蛋糕，放些

鴉片煙進去吃掉。便整個吐什麼，口水也流了出來。他真的還未吃夠

（份量），又死不去，就在那裏嘆息。被人聽到了這聲音，舖裏的伙計

（員工）聽到，便去找他，發現他自殺，食了鴉片煙膏。立刻送了他去

市立醫院，替他洗胃。問他在幹什麼？他說，我都莫名其妙，迷迷懵懵

的像是有一個人，一個人教他如何死的。 

同學：「如果你…。」 

老師：有些人說是鬼，鬼吧，是否有鬼則不知，或許他真的想死也不知。我的

表舅父真的如此。不好，中國有一句…。說話不要講那些，要講一些

吉祥的。語唯吉祥，要講一些吉祥的話，它會增加你的幸福，多厚

福。不要講那些。 

 

好了，我們看回這裏。看看那天說的那條，那天讀到這個《略攝頌》。

你們學般若一定要學學〈菩薩戒〉，來遵守。你想修行，修行便是這樣地修

行，照著這樣做便是修行了。你看看第二頁第三行，「於七支性罪，權行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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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慈愍利他故，生起多功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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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講了，

是不是？第二呢？你有沒有？有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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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裏一個。也講了，是不是？在這個情形之下，你可以開戒去偷盜也可以。 

 

第三是講淫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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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恚」字作嬲怒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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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講了這一

個，是不是？已經講了，是不是？講了，好的。我們看回《戒本》。這首偈要

和《戒本》對照的。 

 

《戒本》裏面的第八頁，倒數第二行。《戒本》第八頁，倒數第二行，

找到嗎？「又如菩薩」，見到嗎？有嗎？「處在居家，見有女色現無繫屬習婬

欲法，繼心菩薩求非梵行。菩薩見已，作意思惟，勿令心恚多生非福。若隨其

欲便得自在，方便安處，」「處」字讀「柱」音，「令種善根，亦當令其捨不

善業。住慈愍心，行非梵行。雖習如是穢染之法，而無所犯生多功德。」一

句，很長的。猶如一個菩薩，一個修行大乘行之菩薩。「處在居家」，這個菩

薩第一個條件是要他在家的，不是出家的才可以，出家的不能開這條戒的。

「見有女色」，見有一些女子。「現無繫屬」，在現在、現前，即她現在是沒

有繫屬於人的。即她沒有嫁了丈夫的、亦不是做修女的、亦不是出家的——

「現無繫屬」。如果她「習婬欲法」，她這個人是很有婬欲心的。「繼心菩

薩」，「繼心」即繫心，即對他好。對這個菩薩很好——「繼心菩薩」。就向

他「求非梵行」，「非梵行」即是行淫，向菩薩要求菩薩和她行淫。菩薩見到

怎辦呢？「菩薩見已，作意思惟」，菩薩見到如此情形；「作意」即起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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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思惟」。即是他起計度分別，是不是？明白嗎？「作意思惟」就即是計

度分別。「勿令心恚多生非福」，「勿」即不要。（「若隨其欲」）…不能夠

滿足她的欲望，就令到她很舒舒服服，「便得自在」。「方便安處，令種善

根」，就用這種方便的手段，令到她，處置她，令到她種下善根，不要作惡。

「亦當令其捨不善業」，想過又可以令到她捨棄那些不善的東西。「不善」即

惡；惡的行為。「業」即行為。「住慈愍心行非梵行」，如此想定，這個菩

薩…。「住」者即抱有；抱有一種慈悲的心，「慈愍心」即慈悲心。抱存著一

種慈悲心，「行非梵行」，行一種淫欲的行為。本來是邪淫的，但它說是不怕

的。「雖習如是穢染之法」，雖然他這個菩薩做這一污穢「穢染」之事情；

「法」即事情。「而無所犯」，而他沒有犯到〈菩薩戒〉的。而且「生多功

德」，還生起很多功德。不過有一個限制，如果你是出家的，你便不能夠如此

做的。「出家菩薩為護聲聞聖教（所）誡，令不壞滅，一切不應行非梵行。」

一句。它說如果那些是出家的人而是修〈菩薩戒〉的，出家菩薩呢，你要如

何？「為護聲聞聖教（所）誡」，你要保護；「聲聞」即小乘的，那些小乘的

聖教，即那些小乘的經教所告誡你應如何做。「令不壞滅」，令到小乘聖教不

要被你因為出家人行淫而毀壞了——「令不壞滅」。如此的話，「一切不應行

非梵行」，無論如何，一切一切。即是說在任何情形之下，你都不應該去行淫

的。它說這一條必要時，你是可以開淫戒的。 

 

又下面一條，我多講一條。先看回偈頌，即是上文講，殺生的戒在某種

情形之下可以開殺生；偷盜的戒在某種情形之下，你可以開這個戒去偷盜；邪

淫的戒在某種情形之下，你可以去邪淫，開了這一戒。第三是什麼？「妄

語」。說謊是不對的，但在某種情形之下，你要說謊，不說謊反為會犯戒。現

在它中間接下去那處，是看不明的。「又脫他命難，方便說妄語。」一句。又

一個修菩薩行，修大乘行的人，為了解脫他人生命的災難。即是他人有災難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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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有危險。「命難」即生命有危險或災難。你「方便說妄語」，「方便」即

權宜的；你可以權宜的講妄語。你不說謊便會很慘的，是不是？譬如，以前的

日本人，日本人追我們、打的時候，打中國的時候。有些時那條村有一個人犯

了他，真的找人把整條村燒掉。如果他走到半途，找到一條村問路。問：「那

一條村在那裏？」你告訴他：「在那處。」他如果去便會害死很多人的。那個

時候你應該怎樣？儘量可以說謊你便說謊。「那條村是從那頭去的。」誤導他

去了。你便退回村中報告，「日本人快將來找你們，你們趕快走吧。」你可以

救到很多人，這時候說謊是好的。如果一個人病得很重，你告訴他快要死了，

他會很慘。這個時候你要如何？「你會無恙的。」你會如何？「你會痊癒

的。」小乘聲聞是不可以妄語的，這樣做是不對的；但大乘是可以的。好了，

我們看回《戒本》，《戒本》第九頁第二行。「又如菩薩為多有情解脫命難，

囹圄縛難，刖手足難，劓鼻刵耳」，讀作「鼻鼻」也可以，不過一般讀作「二

鼻二耳。」 

 

「剜眼等難。雖諸菩薩為自命難亦不正知說於妄語。然為救脫彼有情

故，知而思擇，故說妄語。以要言之，菩薩唯觀有情義利，非無義利，自無染

心，唯為饒益諸有情故，覆想正知而說異語。說是語時，於菩薩戒無所違犯，

生多功德。」一句。即是說什麼？如果遇著救人，你可以說謊。「又如菩薩為

多有情解脫命難」，又如這個菩薩，為了很多眾生，令眾生離開了、解脫了這

種生命的災難——「命難」。或是「囹圄縛難」，「囹圄」是監獄，或會被拉

去坐牢的了；「縛」即綁他、縛束他的難。解脫他。「刖手足難」，以前印度

的人是很慘的，現在歐美國家文明，沒有人會被斬手斬腳。「刖」即斬腳稱為

「刖」。本來斬手並不稱為「刖」的，但它這個「刖」是廣義的，斬手斬腳謂

之「刖」。以前的人…，現在西藏還有這樣的，斬對腳、斬對手。我們戰國時

候的那個孫臏，很能戰的將軍，犯了罪被人斬腳，斬了腳不能走動。「刖」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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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了腳。斬手斬腳的災難。印度人是很殘忍的，現在西藏人也是很殘忍的。喇

嘛大家鬥爭，你捕獲我，我捕獲你，挖眼睛斬手腳等。所以西藏的喇嘛說，西

藏是觀音菩薩的化土，我就不怎麼信了。觀音菩薩的化土，又怎會有挖眼睛這

類行為、這樣的刑罰嗎？西藏的刑罰是很的——「刖手足難」。「劓鼻刵

耳」，第一個「劓」字是解作割鼻，割掉鼻子。第一個「刵」字割耳朵，「刵

耳」這樣的難。 

 

中國古代有所謂五刑，實在這個世界是在進化的，現在沒有了這刑。五

刑，知道不？讀過書不？這是中國古代的刑法，第一種、墨刑，在你的臉上用

針來刮上一個字、刮上一個記號，塗上了墨讓它結了一個疤。劃了之後便要你

做苦工，做一個定期的苦工，做完才放你出外。以後你一輩子臉上就有了一個

字——墨刑。「劓」，第二個「劓」，割掉鼻尖，變成沒有鼻子的——「劓

刑」。第三、俾割腳筋。不是整隻腳斬掉，只是腳筋這處，即這一處，即是

筋，割斷這條筋。這樣腳便像「發軟碲」般垂下、掉著——「刖」。「宮」即

是閹掉，即閹豬閹雞地閹掉了他。古時的人閹了才讓他進皇宮裏面做太監的，

在宮中做太監，此謂之「宮刑」。還有「大辟」，「辟」作刑解，大刑，最大

的刑，即殺頭。五刑，古代五刑。是在很古，很古，四千多年前已經有這些

刑。後來便更多了，後來到了春秋戰國。春秋戰國時代，秦國的刑是最慘的。

春秋的時候有一種刑，有一種稱為「烹刑」。本來是應該是要進步才是，有一

種「烹刑」出來了。即是什麼？你犯了罪，找一個鼎，那麼大的大鑊，燒著滾

水，綁著你放進去，活生生把你煮熟，謂之「烹刑」。還一種稱作「磔刑」，

「磔」即如現在的什麼？吃鯪魚、起鯪魚般把你整個人起肉。起肉即把你一片

片地割，普通的割七十二刀，一片片起肉。即如廚房把雞來起肉。「磔刑」，

又稱作「凌遲」。我們三百多年前，都還有「磔刑」，清朝都還有「磔刑」稱

作「凌遲」。凌遲處死便是這樣子，把你來起肉。廣東人東莞…，這裏有誰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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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莞人？有沒有東莞人？沒有。東莞人有一個袁崇煥，聽過不？袁崇煥本來是

抵擋著，不讓滿清人入關的。他開罪了一些太監，那些太監說他閒話，把他拉

回來。本來是做統帥，結果把他怎樣？凌遲處死。在北京的菜市場被凌遲處

死，袁崇煥。明朝末年更要緊…。 

 

 「手足難」。「剜眼」即挖眼，挖眼即怎樣？西藏都有這些，用一支筒

（管子）放進你眼睛裏面，吸著筒（管子），「拍」，把你的眼球，弄進管

子，便把整個眼球給拉了出來——「剜眼」。西藏在民國之後，還有這種挖眼

之刑。我有一個學生入西藏做事，他說：「唉，西藏的人只得迷信兩個字。那

些喇嘛富庶到極，不知多少黃金。那些人民則苦到極，營養不良，吃也不夠

吃。人口又少到極，幾十年前是那麼多人，幾十年後也是那麼多人，人口沒有

增加，稍為聰明一點的便走去做喇嘛出家，西藏人是很慘的。 

 

「剜眼等難。雖諸菩薩為自命難亦不正知說於妄語。」雖然是一個修菩

薩行，修大乘的人，為了自己生命之災難，他亦都不肯明知妄語是不對，而講

妄語的。「正知」，明明知道是這樣。「說於妄語」，他現在知道自己說謊，

他都去講，菩薩不肯做這些事的。但是遇著救人，你可以做了。「然為救脫彼

有情故」，但是為了救那些苦的眾生，「有情故」。「知而思擇」，明知現在

是犯戒了。「思」是想過、度過都是做，犯戒比不犯戒好。「故說妄語」，故

意講妄語，不犯戒的。「以要言之」，這種情形很多，從個要點來講，從扼要

點來講，「菩薩唯觀有情義利」，菩薩為了觀察到（對）個眾生是有義有利。

有義有利，「非無義利」，並不是無義無利的。那個時候你破這個戒，「自無

染心」，自己不要有污穢的心，不要有壞心腸。「唯為饒益諸有情故」，你只

是…，這個「唯」字即只是。即是剛剛你譯為英文的那個 Just，只是為了利益

眾生的原故。「覆想正知」，「覆想」即掩蓋著，「覆想」即你內心如此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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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說我做什麼有這個功德，不是。「正知」，明知我現在犯了戒。「而說異

語」，「異語」即妄語。而講妄語。講了妄語犯戒便很「弊」。這樣你看了，

「說是語時，於菩薩戒無所違犯」，你沒有犯戒的。不只沒有違犯，「生多功

德」，還反為有功德。所以這個妄語戒。好了，今天只講這一段。這即是說，

你讀了〈菩薩戒〉之後，對於你的行為便有了一個標準。 

 

老師：「你們有什麼問題？你是想問我問題，是不是現在問呢？」 

同學：「我看了一本書，…」 

老師：「哦，你要問什麼？」 

同學：「…它講到四大皆空，何解？」 

老師：「嗄？」 

同學：「四大皆空是作何解？」 

老師：「你那本是什麼書？」 

同學：「《佛教的精神與特色》 

老師：「是那人作的？你看看，讓我望望。呀，林世敏，這個傢伙。人人稱呼

他林老師，專說些四大皆空的話，講的必是那些之類。你們要走的請

先走，我給她講這個，你先走。 

 

四大皆空這句話是一些禪宗祖師講的。宋朝的時候，蔣山，有一間寺門

名蔣山的。蔣山有一個和尚，和尚的名字我記不起了，人人稱他為蔣山禪師。

這個人和王安石同時，王安石是宋朝的宰相，很信佛的，他曾經把皇帝賜給他

的大屋送出來做佛寺的。人人說蘇東坡信佛，不是的，王安石真正信佛。蘇東

坡不怎麼信佛，經常罵佛的，他罵禪宗，他不是罵佛。王安石是很信佛的，常

常去蔣山找這位蔣山禪師傾談。兩個老朋友，他以宰相之身，經常找個和尚傾

談。他有一次去到蔣山禪師那處，兩個開玩笑。他去到蔣山禪師那處，禪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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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我這裏沒什麼好地方給你坐呢。』他便說：『我可以坐在法師的四大那

處。我坐在你的四大那處便可以。」談禪偈。 

 

何謂之四大呢？四大者…。現在你在這裏，你讀過大學。現在的人，一

般人說那些物質都是由那些原子，一粒粒的微粒子所做成的，是不是？是不是

這樣？這種思想名原子論，即是這個世界，這個物質世界，都是由原子，一粒

二粒的微粒子所做成的，這種思想名原子論。這種原子論在印度差不多四千年

前已經有了，在中國呢？二、三千年前已經有這種思想。中國人認為如何呢？

這個物質世界，是由五種元素，五種 Element 所做成的。五種元素是什麼？

金、木、水、火、土。一種金的元素、一種木的元素、一種是水的元素、一種

是火的元素、一種是泥土的元素，五種，五種 Element。這五種 Element 不斷

活動，所以便做出這個世界。 

 

譬如那些土的 Element 多，就凝結成為山。水的 Element 多的地方，便變

了太平洋和大西洋。火的元素太多呢？就成為太陽、成為地底的火山裏面的溶

岩。風的元素多呢，成為什麼？空氣。那麼多種元素做成這個物質世界。中國

古代是如此，印度又如何？印度認為這個物質世界，印度人尤其是那些佛教的

小乘佛教，認為這個世界，這個物質世界，這個 Material World 是什麼做成的

呢？是由那些微細的微粒子做成的，極之細，分、分、分至不可再分的，最細

的微粒子。它沒有這個原子之名，它稱作極微，即是 Atom。即是微粒子，最

細，最細，不可以再分的微粒子。它說微粒子有四種，一種是堅硬性的微粒

子，堅硬性的微粒子。那些堅硬性微粒子，聚集在一起便成為一種堅硬性的東

西，鐵、石頭那些。堅硬性微粒子多的時候，就變為硬的東西，「地」。堅硬

性微粒子那種 Element 的名字，就稱為「地」。「地」不是這個地（土地），

是指那些堅硬性的微粒子，聽得明白嗎？第二種微粒子呢？潤濕性的，潤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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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微粒子。濕潤性的，濕的；那種 Chemistry 是濕的。那種微粒子起了一個

名字，稱為「水」。那些水的微粒子，多聚集在一處便變成「水」了。譬如我

們現在飲一杯茶，茶裏面是水來的，但是那杯水裏面是什麼？即是說它水的微

粒子多。飲的時候是熱的，熱是什麼？水的微粒子裏面有一些火的微粒子，這

便熱了，是熱的水。是不是？但是冷到零度以下的時候，這是什麼？這杯茶會

結冰。即是說那個時候，那些堅性、「地」的微粒子顯現，起作用了。輪流起

作用，這個世界便千變萬化。地的微粒子、水的微粒子、火的微粒子即一種熱

的微粒子，熱是一種微粒子來的。「風」的微粒子，「風」並不是指一陣風，

那種動性的微粒子。四種，四種 Element，稱為地、水、火、風。這些地、

水、火、風，是佈滿整個世界的，所以稱為「大」。 

 

這個世界，物質世界由四種 Element 做成的，稱為「四大」。這個「大」

字作 Element 解，「四大」。明白嗎？這即是說何謂地、水、火、風？何謂

「四大」？你明白了。好了，這個世界是「四大」做成的，即是這本書是「四

大」做成的。你的身體是什麼？是「四大」做成的。這個山，整個山是「四

大」做成的。地球是什麼？是「四大」做成的。好了，那些本來是「四大」做

成的，小乘就執著「四大」做成的世界不是空的，是有的。明白嗎？但《般若

經》裏面就講一切都是空的，是不是？一切事物都是空的，既然一切事物都是

空，「四大」空不空？你答我。都是空的，是不是？如果有「四大」不空，則

不能全部空了，還有一些不空，是不是？而且世界是「四大」做的，「四大」

不空即是說世界不空。既然世界是空的，即是「四大」也是空的。明白嗎？為

何不明白呢？ 

 

同學：「為何說它是空呢？…」 

老師：「她在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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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她在問為何空會是空？」 

老師：「首先你不要理空不空？你先依著我這個邏輯推下去，待會兒我再給你

解說。」這個世界是「四大」做成的，既然這個世界是空的，那即是

「四大」是空的，是不是？如果「四大」是不空的，這個世界又怎會

空呢？譬如金做成這隻戒指，是不是？你說這隻戒指是空的，金便一

定是空的。如果金是不空的話，金造成的戒指一定不是空的了。聽得

明白嗎？邏輯是如此來的。這即是說「四大」都是空的，不只這個世

界是空的，連做成這個世界的「四大」都空。聽得明白嗎？好了，講

到這裏。他是否這個世界的一部份？這個世界裏面有他嘛，是不是？

你答我。即是這個世界裏面有一個他了，是不是？這個世界裏面又有

一個他，是不是？好了，即是說他也這個世界裏面的一部份，是不

是？好，這個世界既然是空的，即是說他亦空、他亦空。是不是？邏

輯是否這樣地下去？好了，你都是世界的一部份，是不是？這個世界

有你嘛，即你是這個世界的一部份。這個世界既然是空的，那你也是

空的了。人人都是這個世界的一部份，人人都是空的。何解？「何以

故？」因為「四大皆空」嘛，我是「四大」做成的嘛。 

同學：「為何這個世界是空的？」 

老師：「好了，最好我介紹你，你找一個法師，問問他『為何這個世界是空

的？』但是我答你，我答你因為你的師父答的未必和我答的一樣，不

過我現在答你，你又不要以我的說話來詰難你的師父。」 

 

「空」字作何解？首先「空」字是有一個 Definition 的，什麼東西都有

一個 Definition 的。何謂「空」？你答我。「空」字是梵文那個字？梵文有一

個字，śūnya。我用這一個簿，這個讀「su」。這個「n」英文是沒有這一個音

的，這個「ya」，有人用這個的，普通我們用這個「ya」，這個是「ya」，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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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沒有這個音。中國有些鄉村有這個音，我們廣東南部有這個音。「日月」，

我們南部怎麼讀？「日月」，日頭日，月是月，「日月」，這個「ya」音。

「日」，是不是？「ya」，「ya」。法國人好像有這個音，梵文有這個音，

「ya」。「un」、「un」，先發「un」接著發「ya」字，「uya」。是不是？

「uya」。這個「ś」是「sir」，「śūn」。是不是？「śūn」。這個是「ya」

字。「y」「a」便是「ya」，śūnya。śūnya，如果作為名詞用呢不是讀作

「śūnya」了。這個 śūnya，這個 śūnya 是 Adjective 來的。 

 

如果你作為 Noun 用呢，「yata」，「-ta」就表示它是名詞。「-ta」，

就等於英文加上一個「-ing」，一個 Verb 加上一個「-ing」便可以作 Noun 用

而已。這個便是「空」。中文，中國文是很籠統的。做 Adjective 又是「空」，

做 Noun 又是「空」，看起上來便很難了。嚴格譯應該譯做「空的」。是不

是？Adjective。這個呢？「空」就譯做「空性」了，「空」的那種 State，那種

Quality，「空性」。同是「空」字有時你可以作 Adjective 用，即「空的」；有

時可以作「空」的那種 State、那種情形。「空」的那種 Quality 便是「空

性」。同是一個「空」字作兩種解，作 Adjective 用便是「空的」；作 Noun 用

便是「空性」。聽得明白嗎？好了，然則何謂「空的」呢？「空的」，問題就

是這樣。所以我讓你，如果你是皈依的，你問你的師父。不過我現在給你解

說。不然你會說：「羅先生，你不懂得解而已，讓我回去問師父。」我給你解

說。「空」字，你走去圖書館，你是否 Toronto（多倫多）大學畢業的？你可以

去 Toronto 大學圖書館，中央圖書館裏面有一本什麼的？是解作「不實在

的」，不實在；或作為「假的」，不實在即是假；有時又作「無的」，沒有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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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是這樣解的。有很多個解的，我們用最主要這三個。所以你一說

說到「空」字，又可以作為「不實在的」。如何不實在？譬如我說：「人生是

一場空的。他不是在說沒有人生，你明白嗎？Life 不是沒有的，人生有個 Life，

不是沒有的。不過說它是不實在而已，轉眼便失去了，只是不實而已。 

 

有些假的又稱作空；有時又作為沒有這東西，空空如也，入了去空無一

人的，作「無」解。即是說同是一個「空」字，又可以作「不實在」解；又作

「假」解；又作「無」解，三個。好了，剛才講這個世界是空的，應該作何

解？這個世界是不實在的，經常在變，如果是實在的則不會變了。這個世界是

經常變的。小孩子的時候很好的，忽然現在變了。多倫多從前很少人的，現在

弄至差不多九百萬人了。變，不實在的，不是固定的，不是定形的——不實在

的。四大皆空，這個世界是不實在的，這個世界是空的。說他這個人生是空

的，不是說他沒有這個人生，是說他的人生是不實在的。現在一個黃花少女，

三、四十年後會是一個老婦人了，是不實在的。不是開罪的講，只是舉個例

子，我只是找一事作例而已。是不是？只此而已。現在要上巴士也上不到的那

些（老婦人），幾十年前她不是一個美女嗎？不過她今天如此而已。人生，我

們的生命是不實在的——不實在的。 

 

這個世界亦是不實在的。但這個生命是什麼？是地、水、火、風，四大

做成的。如果四大是實在的，這個世界便是實在了。是不是？所以這個四大都

是不實在的，這便是四大皆空，是不是？懂得解嗎？就是如此。即是說你整個

人坐在這處，是空的，何解？即是說你是不實在的。如果是實在的，你便不會

老，始終如此年輕。但你十年、八年之後，你整個人是會老的，說不老是騙你

的，必然老的，是不是？而且十年、八年之後，我必定死的，不死是假的，自

己聊以自慰而已。死，你和我必定死的，不會不死的。是不是？既然是會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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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即是不實在。幾十年，一百年又如何？百年的人生都是不實在的。這個世

界是不實在的，人生亦是不實在的。引伸至世界都是四大做成的，所以四大亦

是不實在了。這便是四大皆空，就是如此。不過四大皆空這句話是叫人不要執

著，不要沉迷於這個世界之中。是很好的。但你說四大皆空，不要理了，都是

空的，這樣便不好了，是不是？這樣不好。 

 

隔壁倒垃圾是人家的事，你那用理，幾十年，人生幾十年。如果你整天

一味講空、空、空呢，就有這些弊（病），你想想會否有這些弊病？中國有一

本很好的小說，有人把它譯成英文，又有人把它譯成法文，甚至把它譯成了俄

文。這本是《儒林外史》，大家聽過不？沒有的話，你走出去買一本看看，是

很值得看的。它諷刺那些讀書人，諷刺那些讀書人，真的有些讀書人是給它諷

刺得一文不值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一開始有一首詞，毛澤東就模

仿它這首詞，做了他的那一首〈沁園春〉。它開首像是有一首〈沁園春〉的詞

（注：第 56 回），是這樣的。它上面是怎樣呢？上面的我不寫了，「共百年

易過，底須愁悶？千秋事大」。裏面有一種這樣的思想，人生到此，整個人都

沒有用。一個人不過幾十年，「共百年易過」，人生最多不就是一百歲，很容

易過的。「底須愁悶？」有什麼需要愁？「底」字即我們現在的「點」

（怎），「點樣」（怎樣），「底」字即「點樣」。「點須愁悶？」即怎需要

愁悶呢？做人最多不就是一百歲，一下子是很容易過的，「底須愁悶？」即是

說幾十年自己不須為自己愁悶。「千秋事大」，人們會說你有國家、有社會、

有子孫、有種族，你要為國家設想。千秋萬世，你的子孫一路下去，你都要為

他設想。空的那用理？「千秋事大」，亦都「也費商量」；千秋事雖然是大，

但是都是空的，「也費商量」，無謂商量，無謂花腦筋了。就變了一味空便會

走出這種思想，是不是？四大皆空便是這一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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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幾十年四大皆空，「求求其其」（隨隨便便）了事便了掉它，這種

是最消極的思想。這種思想不是佛教本來的思想，是佛教的般若宗，空宗講

空，入了來中國，中國就變本加厲。所以最重要是一方面知道它是空，只是空

而已；正是空才是好，你明白嗎？如果是不空，便很弊了。空才是好東西，何

解？空才可以進步，不空那可以進步？不空即是實，實如何有進步？ 

 

小孩子像是一團粉般，是不是？「呀呀」聲，那團粉。如果是不空的

呢？是實的呢？你一輩子一百年都是一團粉般，怎會有今天的大學畢業？又會

聽聽佛經那麼活潑。正是因為這個人生不是實在的。不是實在的呢，就變了什

麼？可壞可好，是不是？不實在即是可壞可好。實在的呢？實在壞的，他不會

變得好。實在好的，固然不會變得壞了；實在壞的，亦不會變得好。這有什麼

希望？有錢的人就始終有錢，不會變窮的。是不是？實的嘛。窮的人就「死」

了，如何？你不會有錢是實的，窮是實的。這即是說什麼？正是不實在，然後

有進步。是不是？正是不實在，我們然後才會想辦法。如果是實的呢？無辦法

可想，「死實」就是「死實」的了，不能動，不會「生」的。是不是？ 

 

正是因為是不實在的，所以生 Cancer（癌症）將來有一天能治癒也說不

定。Cancer 這種症也不是實的。誤解這個空的道理便弊了，消極，空的那用理

它？「共百年易過」，人生又那用努力，一百歲又如何？得到百萬家財，你又

如何？始終都是要把你葬在一幅地而已，「百年易過」，那用愁悶？但為兒

孫，為國家設想，「千秋事大」，這些東西我都費事商量。不如怎樣？今朝有

酒今朝醉，我今天現時有一杯酒，姑且先喝一口，不要理了。走了條這樣的

路，是不是？好的就求進步，因為什麼？這個世界是不實在的，就正是利用它

的不實在，然後我才可以進步。壞的又如何？消極。所以不用怕它不實在，

「空」才是好東西，是不是？「空」是不實在的嘛，不實在就走回一條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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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那一條正路？佛家就指出告訴你，介紹佛教就是這一條正路，菩薩戒就是

一條正路，一條 Right Way。它教你…，它不會教你錯的。人人說佛教消極，

怎會消極？你現在聽了那麼多條，你說它是否消極？還有，它讓人搞革命都可

以。如果應該搞革命，你不去。你有本領搞革命，你不去搞就反為犯了菩薩

戒。是不是？那些「暴惡宰官，苛政惱人民」，你要怎樣？要「廢黜彼尊

位」，把他拉下來。是這樣的。 

 

同學：「教授，我可否問一個問題？」 

老師：「問吧，你問吧。」 

同學：「我感覺得那個緣分，上一次我們講的那一個緣分。我在香港聽經聽了

三十多年，但碰不上你，反而在這裏碰上你，這個可能是一個緣分。

我現在聽你講經，剛剛像是聽了二十九次，或二十八次？我真的很感

謝你，很受益。你不單只教我們怎樣聽經，你還引導我們有一部分是

懂得做人。故此我感覺得，真的這一次我在這個多倫多，我真的很高

興。我未曾缺過課，下星期不能來，因為我要回去，因為要搞些地

產。」 

老師：「回香港？」 

同學：「是的。真的很衷心多謝你，同時我希望在座的人。 

這些教授講經，不要說我們在這裏找不到，在香港也不是那麼輕易

的。希望大家做做廣告，引發多些人來到受益。」 

老師：「有緣的自然會來，我不勉強人來聽我講話。」 

同學：「我外面很多人，很多人問我，這一間講堂有什麼節目。很多人不知

道，因為這處沒有怎樣宣傳。這是第一個問題。」  

同學：「有的，登報紙。」 

同學：「這裏登報紙老實說是不同香港的，香港很多人看報紙。這裏看報紙，



23 

就如我住那處，一星期只看一次。有時就買些舊的，舊的都買回來

看。」 

老師：「我也是三天買一次報紙的。」 

同學：「故此我們在座的人希望這樣，大家提一提，何解？因為對於他是會很

得益的。因為這個佛理，真真正正的講一句，我在香港未聽過。何

解？有些講我不明白，因為他的呢…。  羅教授講，他連故事也說出

來那處好嘛。變了你不明白都有個譜，又故事、又譬喻、又白話、又

文言，六、七種解法。如果這樣你也聽不懂，我認為都怕沒有第二個

可以的了。故此我真的是很衷心多謝你。」 

老師：「你們要怎樣？自己了解。你不用叫人來聽我的，你自己可以給人講

說。《金剛經》告訴你，「受持讀誦，為他解說」最重要，這便是有

功德了。受持讀誦是一方面，但你不是整天對著本經的，我們做人應

如何做人呢？佛法不是說不做人，教你依著它做。做人的方法，它有

一個規矩給你，就是菩薩戒了。菩薩戒。現時的佛教徒，連菩薩戒也

不知的，整天滿口說我現在學大乘。大什麼大！你連菩薩戒如何做法

你也不知。有些人受了菩薩戒，也不知菩薩戒說什麼的。去受，你試

試看。你問問：『〈菩薩戒〉究竟說些什麼的，請你給我講講。』他

唯一之回答：『〈菩薩戒〉不能給你講說的，你要受了戒然後才會知

的，不受戒你連看也不行。』〈梵網菩薩戒〉是這樣。好了，如果我

又犯，但我已受了。如果遇到這一個情況，請你給我講講，他便啞口

無言了。他是《梵網經》的〈菩薩戒〉，他又如何給你講呢？他又走

去授。人是這樣的，沒有辦法。這個人生是這樣的，有緣就碰到。這

無緣不是很可惜？不用可惜的。我今世碰不上你而已，和你有緣我第

二世會碰上你的，第二世碰、第三世碰都不晚的。是不是？不要緊

的。是的，你今世來便早點解脫。早點解答固然是好，但是這樣，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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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得你勉強的，是不是？你不來，你不聽，這個是你的福不夠。誰要

你不夠福呢？你前生必然是做過一些什麼業，所以今世便無知，是不

是？你不聽，那些是你閣下的事嘛。你問到我我必定講，但你不問我

我一定不講。是不是？就是這樣。」 

同學：「羅教授，你剛才講的那個什麼坐在禪師的四大處，你還未講它的結

尾。」 

老師：「於是呢，『我坐在你的四大』。禪師便說：『老僧四大皆空，無可坐

的。』是這樣解，是這樣答而已。」於是王安石：「是的。四大都是空，一切

都是空的。難道四大是實的？既然是空便沒法坐了。」——王安石的詩。 

 

王安石，你不要看他…。以前的人就把王安石說成壞到極，但這個人是

很好的，真正的佛教徒。真正的佛教徒，蘇東坡不是真正的佛教徒。說蘇東坡

是真正的佛徒者，這個是不讀書的人講的。你讀讀《蘇東坡全集》，裏面發現

他有很多篇是罵佛教的。說佛教那些虛無、佛教的寂滅那些。中國古代有儒家

思想的就在罵，其實是在罵什麼？罵禪，因為宋朝禪宗最流行。 

 

禪宗是最消極，所以那些讀書人動不動便罵佛教。朱熹便罵佛教，罵

禪。兩個程子，大程子、小程子，都罵佛教。如果他是知道佛教，當時他亦是

不知。如果他知道佛教是講菩薩戒的，他不會罵。到了明、清的時候有很多大

居士，他讀過《菩薩戒》他不罵，他自己入佛的。《菩薩戒》是在講世界道德

之規律，很少那麼周詳，很少有那麼好的。你說有些人說它好。但對《菩薩

戒》的批評，它所教你的，除了有多少是帶有宗教信仰之外，其他的都是很理

智的。那些是宗教信仰？例如什麼？見到三寶不敬禮不行，什麼的呢。其實如

果你是信仰，亦應如此。但是站在非佛教徒，就說這些是宗教式了。見到人講

大乘，你都不去聽，你便犯戒了，有這樣的一條戒律的。這樣人們講經你便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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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聽嗎？未免太過宗教化。但它總共有四十七條，重的和輕的合共四十七條。

四十七條之中，宗教色彩太重的，最多是五、六條而已。即說有四十條可以作

為我們道德標準的，你說它又有什麼不對呢？沒有，幾乎不能夠說它不對。你

說它消極，一點也不消極。不會是「百年易過，底須愁悶？」，沒有這些的，

多積極。甚至你出家，人們有什麼需要你幫忙的，你要去調解、去做。不會是

「眾地莫理」的、他人的事、閒事我們不要理的。沒有這種事，要找事來理

的。不過大家最重要這樣。你在多倫多，在美國，很少機會給你做功德，不過

有機會給你做大功德。大功德是什麼？開發他人的智慧。開發他人的智慧實在

是什麼？「受持讀誦，為他解說」，這個最大的功德。所以如果你這一世人，

能夠有一個人因為你對他的解釋而他了解，你的功德已經是很大了。何解？他

了解之後他又會教人的。平均來說，一個人教兩個便不得了，平均一個教懂兩

個便不得了。 

 

一盞火就燒出兩盞火，漸漸地就如何？到處都是火光了。這事最重要，

不要自己秘守不捨得。尤其是他人問你，不要不講。有很多人是，明明你是懂

得解的：「我不懂的。」以為是謙虛，不是。謙虛是要謙虛，你謙虛的可以這

樣說：「我學問很淺，我所講的，我沒有什麼自信心，不敢肯定一定是對的。

不過我可以給你講講，給你講後你不妨自己用你的智慧觀察一下，多讀點書，

看看我所講的是對不對。如果是不對的，你便糾正我。我現在給你講。」這樣

你的功德便很大，比較你拜一百年的懺，你度一個人比你拜一百年的懺更大。

《瑜伽菩薩戒》沒有這些的，沒有整天…。甚至到戒殺是應該的，但現時有些

人經常在搞一些什麼放生法會，是不是？放生法會是「搵來搞」的，你自己不

殺便行。放生是怎樣的？你買來整籠小麻雀，放了牠們，讓晚上被大鳥、貓頭

鷹等吃了。例如你這樣，「我放魚。」「在那處？」「海上。」這個生物界是

弱肉強食的，放了一條大魚，即是說你與小魚有仇。一條大魚一天不知吃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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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魚？開口一張便不知吃多少小魚？你放一條大魚，即是你和很多小魚有仇。

你明白嗎？你養一條魚，你說：「我不殺，我養，養一條金魚。」一條金魚每

天要吃幾百條紅蟲，間接地不又是殺生，是不是？所以一定不殺生，即是不要

傷害了他的慈悲心，不要有害人的心、的動機。同時所謂不殺呢，是以人和高

級動物為主。那些低級動物，你沒有辦法不殺牠。你常常救，救什麼呢？紅蟲

嗎？你發一點水，只得那麼一點，你養一條金魚，一天不知死多少紅蟲？ 

 

同學：「你種一些菜，蟲也被吃了。」 

老師：「我沒有唯一的知，你種得一棵菜，都不知殺死了多少蟲？不單是…。

『我現在吃夠了，我不殺。』你不要吃菜吧，吃菜都要噴的，噴些

DDT（殺蟲劑）下去，一噴 DDT 便死很多蟲。這個世界是這樣的，沒

有辦法。不要傷你的慈悲心，換言之，即如儒家那樣，『見其生不忍

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保持這樣的慈悲心就夠了，沒有去到

絕對不殺。絕對不殺，就水也不能飲。不能煲熱開水飲。煲一煲熱開

水便已經死了很多生物，又不能飲了。如果就此飲（生水）又肚瀉、

腸胃發炎死了又如何？有什麼好處？只要不傷害慈悲心，尤其是不殺

生要以人為主。如果連生物界也講到不偷盜呢，你不要食燕窩，食燕

窩你不偷盜？間接偷盜。取燕窩，待燕子飛離，你在牠的窩裏取走了

牠的食糧。是不是？偷盜來的。如此你不只食燕窩。是不是？還有很

多。蘋果的蟲在咬、吃的時候，你不取走、拋棄蘋果，讓它自己落。

何解？你摘了蘋果會死很多蟲的，是不是？不由你，這個世界是不由

你的。是不是？你想想。即是不要傷害你的慈悲心，尤其是對人類社

會，不要害它，這便足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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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羅教授，你那本《菩薩戒》就說不要什麼。人們不贊成死刑，這是否

害了很多人？如果你殺了那一個，那個人便不會再作惡。現時的人不

贊成死刑。」 

同學：「不過，不是的。他不（執行）死刑也不會放他出來。」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