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覺醒第一那個，乜乜那個同樣地好，好身手，但是到底猶如什麼？猶如

滴露，一會兒便乾了。現在的東西猶如閃電，把觸不到的；過去的東西猶如一

夢；未來的東西猶如現在積聚的雲，將來一場雨，散掉便沒有了。人生就是如

此，世界是如此。他教你入定的時候，要這種觀；出定的時候，要時時如此提

醒自己。因此你的人便會如何？遠離貪心。 

 

貪，有什麼好貪？縱使不能夠完全無貪，你都貪少一點，是不是？又不

用嬲怒，嬲怒有什麼好呢？嬲怒又如何？是不是？你環境不好嬲。環境不好是

你變的，你以為人給你的嗎？不是上帝給你的，你自己變的，你自己的第八

識，因為前生不知做過些什麼？到現在便弄到環境不好，你嬲什麼呢？最好你

自己把頭撞在牆上，撞死了也沒有人可憐，是不是？你自己…，世界不好，是

你不好。過去如此，未來如此，人生又是如此。就可以把什麼？貪。不會愚癡

了。減少你的貪、減少你的瞋，還可以什麼？不會癡迷迷。世界如幻我不知多

清楚，你就是什麼？你們就是紙醉金迷，醉生夢死。他這個看得清清楚。你講

到得意的時候，他還在旁邊微笑。如此是癡也沒有，愚癡也沒有。 

 

 初時就講減少貪、瞋、癡，漸漸地令到貪、瞋、癡都全無的時候，你便

是佛了，是不是？畫龍點精就是這個。鳩摩羅什呢？他有九個如的嘛，是不

是？鳩摩羅什那本不知如何他是少了三個，少了三個。所以人人都說六如，六

如，說《金剛經》有一首六如偈，他不知道《金剛經》總共有六個譯本。六個

譯本之中，五個譯本是九如的，只是鳩摩羅什那個少了三如。為何人人偏要抱

著鳩摩羅什那本不肯放，甚至有一些很博學的學者，那個誰？蘇東坡寫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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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經》都是寫六如，人人說蘇東坡那麼了不得，其實並非那麼了不得。還有唐

伯虎，你知嗎？《唐伯虎點秋香》你有沒有看過？唐伯虎他的佛經很好的，但

仍同樣不行，他自稱六如居士，唐伯虎。他最佩服《金剛經》那六如，所以他

自己的名字是六如居士。為何會如此「論盡」呢？無他，他沒有把六本《金剛

經》來作校勘，沒有校勘嘛。如果校勘了，他應該改稱九如居士，是不是？現

在還未有人稱九如居士的，你們大可以取此名字。稱九如居士，或你建一個新

的花園，是不是？你題三個字「九如居」，不錯的，很文雅「九如」。或你那

屋子名「九如居」，是不是？九如居士所居的地方，是不是？你自己便稱九如

居士，不錯的。刻個漂亮圖章，九如居士。找一個書法好的人，如黃維章這一

類替你寫一幅大中統，「諸和合所為，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

雲，應作如是觀。」寫一幅漂亮的字。用黃楊木刻了它，漂漂亮亮的。如果屋

子夠大的話，要很高才行。 

 

同學：「如果你本…。」 

同學：「…，變了隻狗。」 

同學：「不是九如，是狗居士。」 

老師：「不過廣東話是二字同音，普通話不是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

『九』是讀作『jiu』；那個『一隻狗』是『yi zhi gou』。『九』，是

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的『九』是『j』字音開首的；那個（狗）

是『g』字音開首的。」 

 

 「九如」好啊，這個名字好。可以投標，看誰喜歡回去稱這個名字，好

啊，甚好。這個什麼？我們中國有《詩經》，又有九…，不知多少如，我記不

起了。「如山，如阜，如崗，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松柏之壽

（茂）。」〔注《詩經•小雅•天保》〈九如頌〉：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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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如阜，如崗，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月之恆，如日之昇，如南

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多少如？有九如的，「五福

九如」，是不是？《詩經》有「九如」的。「如山」，它說一個人有福氣的

呢？猶如山一樣，厚重的；「如阜」，如山崗一樣高的；「如崗」，如山崗一

樣堅實有石的；「如陵」，「陵」也是一樣，是圓圓的山；「如川」，如流水

一樣滔滔不絕；如什麼？「如松柏」，現在的「老如松柏」便是從這處來的，

如松柏一樣的堅實，「如松如柏」。 

 

還有什麼「如」？我記不起了，你找《詩經》讀。「如山，如阜，如

崗，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如南山之壽，如天不崩。」你的壽命猶如

南山一樣，不會給人移走的，不會崩的。記得嗎？「如松柏之茂」，如松柏之

茂盛、強壯，「無不爾或承」。「如山，如阜，如崗，如陵，如川之方

至，…，如南山之壽，…，如松柏之茂，…。」七如，還有兩如我都記不起

了。好啊，這名字好啊。如果你是建新屋，「九如居」的「居」字都不怎好，

稱作「九如堂」便好了，「堂」字大嘛。 

 

同學：「香港有一個『九如坊』。」 

老師：「啊，『九如坊』，是不是？沒有錯，以前有一間九如坊戲院，是賣鞋

那一條石級上去的，水車館後面上去，現在水車館也沒有了。舊水車

館，我們小孩子時還見到間舊水車館，現在也沒有了，你都未見過。

九如坊，在那些上石級。」 

同學：「石板街上。」 

老師：「石板街那處上的，九如坊。」 

同學：「永德街上。」 

老師：「永德街上，是不是？上面有一間戲院，九如坊戲院。那附近有一個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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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日報的…。九如坊對下來就有什麼？有一個十王殿。附近又有一間

城隍廟，小孩子的時候我們…，現在全沒有了。」 

同學：「現在有一間文武廟，現在有一間文武廟。」 

老師：「啊，這個名字好啊。不過這樣，你要建屋子名「九如堂」，都要相當

體面才行，才叫九如的。要不就如一個齋堂，很古香古色的。你普通

的一層樓便不要弄個「九如堂」了，失禮那個名字。要不就是一個有

花園、有其他的建築物，「九如堂」。或你建一間如湛山寺那麼大

的，就可以取名為「九如堂」。」 

同學：「最怕你不配呢，要配你的人格。」 

老師：「那亦是。『九如』不解，你這個『九如』便難做。《詩經》那『九

如』可以。他亦行，你亦行。『如山，如阜，如崗，如陵，如南山之

壽。』你有八十歲便有資格了。南山之壽，是不是？」 

同學：「如《金剛經》講的就難。」 

老師：「《金剛經》講的『九如』就難；《詩經》的『九如』不難。」 

 

 「九如堂」這三個字好。我這紙是我親家拿來寫字的，寫了「退思

堂」，「退思堂」。「退思堂」是什麼？孔子講的，「進思盡忠，退思…」。

不是，《孝經》，「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

親也。」孔夫子教人做公務員，他說一個孝子，走出社會做公務員，應該如何

做呢？孔夫子他教你，「進思盡忠」，當你進入國家，進入朝廷的時候，你要

盡忠於國家。「進思盡忠」，想著要盡忠。「退思補過」，當你下班回家的時

候，你自己想想，我今天做的事有什麼過失不？有，下一次不要再有過失，

「退思補過」。這個便是「退思」了。因為我的親家是視學官，他的（屋）便

是「退思堂」了。「退思補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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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順其美」，作為主管的人、首長，是有美德、有好處跟隨他、讚揚

他。「匡救其惡」，當主管人做錯事的時候，或不對的時候，你設法挽救他。

你能夠這樣，你不失為一個孝子，出去做政治工作了。很好，《孝經》很好。

但現在的人不知所謂，不讀。如此好的《孝經》，人們不讀。卻滿口「口頭

禪」講《孝經》，他不讀《孝經》。人們常常說《孝經》是假的，不是孔子做

的。不是孔子做，它都是儒家的思想，是不是？當時因為我又要印這些紙，就

起了個堂名來用，有人送一塊石給我，問我刻一個什麼章？於是我便想起我的

堂名，很大的，我的堂名是很大口氣的，我的堂名是「雙運堂」。 

 

同學：「王聯章講的，為何羅公改了堂名呢？它不是名為「雙運堂」嗎？我說

不是，這個是親家的。」 

老師：「『雙運堂』嘛。『雙運堂』是什麼？從前有一個人，有一個軍機大臣

名李明遲，姓李的。他起一個堂名；是沈起鳳，不是李明遲；名為

『奢摩他室』。他書齋的名字為『奢摩他室』，他做詞曲做得很好

的，他有一本《奢摩他室詞曲》（《奢摩他室曲叢》）。『奢摩他』

是什麼？」 

同學：「靜或靜慮。」 

老師：「靜。止，Samatha，修止。修禪不外止觀，Samatha。」 

 

 修觀是什麼？「毘缽舍那」，梵文的音譯；vipaśyanā，稱作觀。你想成

佛，你想見道，你一定要修止觀的。不修止觀不行，而且止觀必然要雙修的，

到最後你見道的時候，你必然要止觀雙運的。止、觀都修的，稱為止觀雙運。

於是我便依它而命名為「雙運堂」。好啊，我自己都覺得這個名字好。不過有

很多人不明白，「雙運」即是行兩種運。我又很歡喜和人開玩笑，同時我又常

常看不起人。我說：「是的。」人們便問：「如何？行什麼雙運？」我便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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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官發財就是雙運，升官兼發財嘛。」 

同學：「福慧雙修嘛。」 

老師：「福慧雙修也行，福慧雙修被人講到俗了，不如更俗一點，升官發財就

是雙運。」還有一個人問我：「何謂雙運？狗馬亨通便是雙運，買狗

又贏錢，買馬又贏錢，狗馬亨通便是雙運了。」 

他說：「為何你取這樣的名稱？你如此文雅。」 

我說：「是的。」 

同學：「財色兼收吧。」 

老師：「是的，財色兼收又是雙運。那些不懂事的人問我，我就是這樣答了。

我只是未答過財色兼收而已，狗馬也答過了。」有些就說：「啊。」

我在 Maryknoll教了很多年書，同事問我：「為何你取這個名字？」 

我說：「是的，你沒有閒時賭賭狗嗎？賭賭馬嗎？」 

同學：「…賭狗賭馬。」 

老師：「有一種人是要這樣和他說話的，得一場笑。你和他講止觀是修止修

觀，他根本是嫌你白花了他的氣，你不如這樣便算了。」 

同學：「羅公，有一個『三摩缽提』，是什麼來的？」 

老師：「『等至』。『三摩地』就譯作定，『定』者我們的心所之一。我們有

一個『定』心所的，當我們修行打坐的時候，我們的『定』心所能夠

把我們的精神集中在一點，不讓它走的。那個力量，那種 Attention 的

力量，Attend 的力量或是 Concentrate，把你的精神集中於此的那種

力。我們內心有此種 Power 的，有種 Energy，這個力量稱為 Samādhi，

『三摩地』。『三摩地』是我們意識裏面的一種力量，是心所之一。

Samāpatti，『三摩缽底』，譯作什麼？譯作『等至』。『定』梵文正

式翻譯應該譯作『等持』，何謂『等持』？『等』者連續，每一個剎

那連續連續；『持』者控制，Control，或『持』Hold，每一個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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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rol 住個心；『等持』。『等至』呢？就已經不只有這種力量，我

到整個心之狀態，整個心之 State、整個 Condition 都完全達到很和諧、

很集中的狀態，謂之『等至』。聽得明白嗎？『等至』，『三摩缽

底』是指那種狀態，入定的那種狀態。『三摩地』是指那些能夠令你

定的那種力量，即那種 Concentrate，或那種 Attend 的力量，明白

嗎？」 

 

 有機會你想看看契嵩的東西，…這個和尚很好文章，但他會是，俗語稱

為「好眉好貌生沙蚤」。他會勉強把《六祖壇經》來改動，他嫌《六祖壇經》

太不得文雅了，你明白嗎？那本，敦煌那本是很不文雅的，最文雅的是契嵩修

改的那本，那本是最文雅的。那些人能夠把《六祖壇經》裏面的八句偈縮為四

句，你說那些人是否真是大膽？膽大包天。八句，「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

臺，佛性常清淨，何處有塵埃？」是不是？下面呢，是什麼？「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是不是？就到什麼？ 

 

同學：「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 

老師：「不是，不是。是的，是的，這個是另一首偈，兩首偈…。」 

同學：「另一首偈是『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嘛。」 

老師：「這個是新改的，你所講的是四句、新的。我現在就是講契嵩那班人膽

大包天，本是八句，他嫌其不得雅，把之改為四句。你所讀那四句是

後來經過六個人，結果五個人改成的。你改一下，我改一下。到了最

後…」 

同學：「明鏡本清淨，何處染塵埃？」 

老師：「『明鏡本清淨，何處染塵埃？』是這樣的。因為他買了的那本。這本

是真的，最可靠的《六祖壇經》，這本。現在你們讀四句偈那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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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五個人改的，很好文章。因為他恃著自己好文章，他嫌六祖的文章

不好，便把它來改。」 

同學：「因為他的文章比他好，所以他支筆便癢了。」 

老師：「這是的了。」 

同學：「不做不安樂。」 

老師：「是的，他的文章很好。」 

同學：「他亦不是有心改人的。」 

老師：「這樣大膽，得了嗎？你自己手癢，你便把他人的東西來改，怎行啊。

如此這做法便是太不應該了，文人就有這些陋習，很難講。所以我們

什麼？我們讀書的時候，要有眼光判斷，不是人云亦云。現在的人以

為自古相傳都是它了，自古相傳很多東西錯的。你祖母纏腳都是自古

相傳的，你又不會跟她去纏腳，是不是？古人的東西未必一定是對

的。你見過纏腳不？你見過了。真正的祖母我見不到，承繼的祖母她

的腳只有這麼小的，真的只有這麼小。」 

同學：「…不可以纏腳。」 

老師：「那些人真的離譜。現在還有，你若果不纏腳，會給人取笑的。現在的

人常常講什麼？他露出馬腳，這句何來？知道不？露出馬腳就是因為

一個女人不纏腳，被風吹起露出腳來，那個是誰？朱洪武，明太祖的

老婆，姓馬的，馬皇后。明太祖以前是很窮的，結果有一個姓馬的男

人，姓馬的『伯父』就看得起他，把女兒嫁與他。這個女兒並不是什

麼書香小姐之家，只是他家中有田有地，家裏有錢而已，把女兒嫁與

朱洪武。嫁與他呢，他兩夫妻很要好。朱洪武到處去打仗，他老婆能

夠跟著他，日夜行軍，爬山越嶺。他老婆能夠跟著他爬山越嶺，如果

是纏腳的，怎可以？還有一次朱洪武被人打傷，傷了，打仗的時候，

時時會傷的，被箭射傷或什麼的。敵人軍隊趕到了，不走便會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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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都顧著命要走，他老婆一大腳說：『我背你。』背著朱洪武逃

走。如此便一路走了，你說她的腳多大呢？馬皇后。後來做了皇帝，

做了皇帝的時候已經四十多歲了，還纏得腳嗎？做了皇后。所以時時

要坐轎或什麼的時候，一定把腳遮掩著。纏腳露出來不要緊，大腳露

出來卻是很丟架的。有一次她不知是去參神或什麼的，在南京坐在轎

中，一場大風一吹，捲起了她的裙，整隻腳露了出來。那些人在看皇

后出遊，原來她的腳如此大的，於是便說她露出馬腳。是這樣來的，

聽過不？原來是露出馬腳，即是那東西是不讓人見的，但現在露了出

來，便謂之露出馬腳。有時這些故事，知道一點也是好的。」 

同學：「很多人以為是一隻馬的腳。」 

老師：「是馬皇后露出腳來。」 

同學：「露出馬腳以為是跑馬的那些馬腳。」 

老師：「好了，我們解了。」 

 

 剛才的明白嗎？這一段，就已經給你解答了。我們現在只是文字問題，

文字問題則很容易了。（丁十七），一八四頁（新書二六五頁）最後的兩行。

解釋化身佛所講的教法，教法是指經。既然佛是假的，假東西都可以得福的

嗎？念這個假佛所說的假經，都可以得福的嗎？有懷疑了。於是釋迦佛便解答

這個疑難。這處分兩段，一段是校量是有福；「校量」即比較。把念這本經與

布施很多財寶，兩種都會有福的，把兩種比較，告訴你讀這個假佛所說的經是

有福的。 

 

然後（戊二）、明無染而說。說明何解假佛所說的法，我們依著它來

讀，依著它來修行都有福呢？就是因為…，解答了；因為這個假佛說法，他是

沒有染污性的。沒有煩惱、沒有染污的。因為他沒有煩惱、沒有染污，所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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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影響人，你依法修行便可以成佛。還有，你依著他的修行，你能夠把你的

染污掃除，你亦成佛，所以「無染而說」。你聽的就無染而聽，你修行亦應該

無染而修。現在第一段，（戊一）、校量。就表示雖然是假佛所說的法，我們

依著它修行都是有福的。來了，下面（戊一）、校量示有福。「復次善現，若

菩薩摩訶薩以無量無數世界盛滿七寶，奉施如來、應、正等覺，若善男子或善

女人，於此般若波羅蜜多經中乃至四句伽陀」。「伽」讀「加」音，不要讀

「騎」音了，現在的人讀「騎」音不對，應該讀「加陀」。伽藍菩薩不要讀

「騎藍」，讀「加藍」。 

 

同學：「字典有音這個「騎」字的。」 

老師：「字典？」 

同學：「是的，真的，我看過字典。就如番茄的『茄』字。」 

老師：「番茄的『茄』字？辭典有這個字？」 

同學：「有的，真的。」 

老師：「你查什麼字典？」 

同學：「不是《辭海》，是普通的這些字典而已？」 

老師：「這些字典靠得住不？尤其是那些廣東音的字典，靠不住的。」 

同學：「不是《辭源》、《辭海》。」 

老師：「《辭源》、《辭海》都可以，《康熙字典》就好一點。」不要讀

「騎」音，讀「加」音，何解呢？「人」字旁的一定要讀…；和

「⻌」那個「辵」字旁那個就讀「加」音。廣東音是相同的，梵語則

不同。梵語「⻌」那個；「⻌」那條艇是「辵」字來的，那個（迦）

讀音「kya」。這個（伽）呢？「gha」，不同，這個讀音「gha」。摩

登伽女，不要讀作「摩登騎女」，讀作「摩登加女」。這個王亭之就

整天取笑人，我聽見他取笑人。他寫了一本書名《摩登伽（加）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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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摩登女》〕，王亭之。那些講摩登伽（騎）女，他說：「你

都不識字，『摩登伽（加）女』嘛。」王亭之，我看著他取笑人。 

同學：「誰首先這樣讀呢？」 

老師：「是那些法師先這樣讀的。法師不識字，很多不識字的。沒有多少個法

師讀過文字學的？沒有的。有是有的，但很少嘛，好像諦閑、印光、

太虛那些當然認識。梵文？梵文就應該讀作『加』了。」 

 

 法師怎認識梵文的？有兩個法師認識梵文，兩、三個吧。台灣那些，聖

嚴那些是曾經學過的，聖嚴那些是學過的，其他的怎認識梵文？如果想認識梵

文，很容易的，你走去間書局。你想認識梵文，如果你的子女想認識梵文，很

容易的。現在這個世界大通，不需要找什麼特別名師指點的。不用的，你買一

本書便可以。有幾種。你見過有一種書名《Teach Yourself …》，有很多書名

《Teach Yourself …》，有沒有？很多的，教你做機器的又有、教你打雪糕的

有、教你學文學的有、教你學英國 Shakespeare 的戲劇，什麼都有。一套叢書

名《Teach Yourself …》，很多的。同時又有一套什麼？那些 Penguin Book，

那些企鵝叢書，是不是？不知幾多，那些書又平又靚。它裏面有一本名《Teach 

Yourself Sanskrit》，有一本可以買到。如果你買不到，你去 Hamilton 我的家，

借我的來影印。我學過兩次梵文，主要的還是拿著那本。老師教能教得多少？

還是自己看，看英國文。英文的文法，老師教過，孩提時代老師有教過，但實

際上我們看是看什麼？看從日本人翻譯過來那些，《英文文法大全》，用日本

人有一本很好的文法，用日文來到教人讀英文的。那些人把它譯成中文。我是

修英國文法的，我們主要是靠它，不是靠老師的。梵文我跟過兩個老師學，全

部都是它。只是聽聽它的發音，「ka、kha、ga、gha、ṅa」那些音而已，其餘

的文法主要還是自己學。買一本《 Teach Yourself Sanskrit》，梵文名為

Sanskrit，買一本。又有呢，英國有兩本，很好的。最有名的一本是《Text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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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anskrit》，教人讀梵文的。美國有一本《Sanskrit Grammar》，那麼厚的一

本。你去美國，你在那處都不會買得到的，在加拿大就有很多。加拿大 Toronto

大學有一位教授，是一個梵文學家，能夠讀梵文，讀龍樹菩薩的《中論》。你

見過這個人嗎？他來過這處，來過多倫多埠。去年或前年，剛剛我在此處講

課…。 

 

同學：「…。」 

老師：「你見過了，是嗎？他便來過了。」 

同學：「他在 Toronto 教的。」 

老師：「他在 Toronto 大學教的，我和他握手的時候，他說他在那處教龍樹

的。」 

同學：「以前他是蓮池會那個…，他是主席嘛。他在加拿大那個…。」 

同學：「他是搞政治的。」 

老師：「他搞政治，但他是學…。他在多倫多大學，他說他在那處教 sanskrit

的。我問他教什麼？他說他是專研究 Nāgārjuna 的。我問他，他和我握

手，『我專研究…』，他說他是這處的 Professor。我說我也是

Professor。我問他研究什麼的？他說：『我是研究 Nāgārjuna 的。』

Nāgārjuna 便是龍樹菩薩。Nāgārjuna 和 Sanskrit，就是這樣。」現在是

很容易的，肯花時間下去，每日一點，每日一點，滲下滲下的。買一

本，二十三元而已，合共都不用一百元加幣你便買整書本。如果你有

時間，兩年之後你便認識梵文。現在的人又說認識梵文，以前什麼？

好像那個吳汝鈞，他說認識梵文。 

 

我問他，他說：「我也是主要找那些的，找那些自修梵文的書來看。找

老師來教，能教得多少句？」這句是最老實的說話。霍韜晦在日本學幾年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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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他亦是靠拿了老師那本講義來到自己「咪」（啃）的。你如果只要能掌握

英文，你想讀法文，你便不用找老師的，不用進學校的。你去買一本教你法文

發音的錄音，聽熟他的發音和買一本《Teach Yourself French》的書，你拿著來

讀，一年你便學會。你英文好的，一年便學會法文。法文不像英文那麼多例外

的，法文很科學化的，幾乎是固定的。英文很多…，英文只是那些動詞，你記

那些…。 

 

你如果不是自小讀，記那些動詞，那些不規則動詞，你夠難記了。法文

很少這些東西，德文就絕對沒有這種東西。我的老師懂十三國文字，陳寅恪，

他主要還是自己買工具書看的。很有名的，陳寅恪，以前清華大學全國最…，

教授級的學者。清華大學就最「架勢」（威風）的，清華大學那間國學研究

所，裏面有所謂清華三傑。很有名的，清華三傑。清華三傑，一個是梁啟超，

我們梁太家裏的人，梁啟超。一個是梁啟超，一個是王國維。王國維，有辮子

的，民國十幾年，不知是民國十年或十一年，死的時候，還長著辮子的，他不

肯剪辮，一個是王國維。還有一個便是陳寅恪，陳寅恪就教過我的了，他懂得

十三國文字。 

 

 我講陳寅恪一件笑話給你聽，以前山東有一個督軍，有一個山東省政府

主席，後來被蔣介石鎗斃了的那個韓復榘。韓復榘是老粗出身的，不怎麼懂

事，但此人又是附庸風雅的。他聽見陳寅恪是很有名氣的學者，又知道他懂得

十三國文字。剛剛陳寅恪就去濟南，就是省政府所在的地方，個 Capital。於是

韓復榘一定要請陳寅恪吃飯，吃飯之前他走去省政府召集幾百職員，在禮堂處

介紹陳寅恪。請陳寅恪對他的屬下講一番話，你猜他如何介紹？是陳寅恪親口

告訴我的，「我現在今天介紹一個有名，大名鼎鼎的學者和大家講話，這位就

是陳寅恪教授。他又如何？他懂得十三國英文的。」韓復榘嘛，「懂得十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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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以前的軍閥很多笑話的。韓復榘說是笑話，還有一個楊虎城又是笑

話，西安事變關起蔣介石那個。那個楊虎城又是笑話的，我有一個朋友走到他

那處做事，派到他那處做事，在楊虎城下面做事。你猜他怎樣？他最佩服的是

蘇俄的史太林，他就記不起他的名字叫史太林。他稱他為…，他說：「我雖

然…，但要學…的精神。」什麼是…？是布來的，中國人的布。楊虎城

嘛，…。我的同學在他那處親耳聽到，…，什麼…？他是文人，…。沒什麼…

不得了。是這樣的了，那時的軍閥很…。」 

 

同學：「當時殺他全家，共產黨將來的時候，殺死他全家。實在把他全家殺

掉，關起張學良。」 

老師：「好了，說回這處。」 

 

 它說，如果有人用無量那麼多世界，每個世界都載滿七寶來到施捨給如

來。功德很大了。「如來、應、正等覺」，即一連串的名，大家都知了。如果

另外有一個善男子或善女人，「於此般若波羅蜜多經」，於這本般若波羅蜜多

經。「少」，不用整本讀完，少至什麼呢？「四句伽陀」，四句偈。這本經有

兩首四句伽陀的，一首呢，記得不？「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如果是鳩

摩羅什譯本呢，「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如果是玄奘法師譯本呢，「彼

生履邪斷，不能得見我。」是不是？一首四句伽陀。另外有四句伽陀頌，這一

首四句伽陀，是兩首四句伽陀的，這首是八句的。不是的，都是四句。「諸和

合所為，如星翳燈幻，露泡夢電雲，應作如是觀。」是這四句伽陀。 

 

這四句伽陀最好，全本經畫龍點睛便是這四句。剛才我已經講了，你可

以依著它修。依著它修止觀的時候，修觀的時候，你可以這樣修。我們的人

生，每個眾生，我們都有一個心。我們能夠知萬物都是靠個心，我的心猶如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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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一樣，所照的有限，沒有遠照的作用。如果我們想遠照，一定要猶如大陽一

樣的正智，正智一出的時候，非星光可比的——如星。我們不過是如星，我們

不要一味眷戀著我們現在的心。如翳，這個世界猶如…，這個世界本來是不實

在，猶如那些眼痛的人，見到空中有毛，見到空中像有個球、有個輪一樣。這

個空中本來就沒有毛、空中本來就沒有球、沒有輪；而因為我眼痛便見到有毛

輪。本來這個世界山河大地，本來都是沒有的，因為我這個虛妄的識，這個虛

妄的第八識，含著虛妄的種子。虛妄的種子現起的時候，就覺得有山河大地，

日月星辰乃至有自己的身體，然後有個世界；其實根本都是無。如果我們能夠

徹底解決我們人生的時候，根本這個世界都是不存在的。 

 

 但如果你入這個觀的時候，你又要小心，不要太消極。如此人生便化

了，化了，此是很弊的。什麼都不做，這又不行。中國人過去就是了，化了，

化了。化，你就要多做善事來解決這個化的問題，你整天都在這個化的世界生

死輪迴，很「爽」嗎？你是要解決它的，不是化便了事。他日你真正下地獄的

時候，恐怕你在地獄的時候，覺得不化。你現在滿口是化，真正下地獄的時候

你不化。你現在講人生如夢，人生如幻，誰不懂得講？如果你真正在柬浦寨，

投奔怒海的時候，我問你那時化不化？是不是？那個時候你不化的。所以不能

消極，看《般若經》會令我們消極，令我們偏於一面。我們可以照著它入觀，

觀到差不多時，觀到什麼？過去的東西猶如夢；現在的東西猶如電，不停留；

未來的東西猶如雲。現在未有雨，現在的雲已經儲著雨…。 

 

【注：新書二六五頁，（丁十七）之（戊一）】 

 

 要修止觀，修定。「如理作意」，即合理地去修止觀、去修定，因為不

修定，你是不能見道的，「如理作意」。你記住這兩句，你一定要記熟。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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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說，不用修定也行。不用修定你就念佛，念佛去到極樂世界才再修定。不過

你不修定，你去極樂世界都很難。你臨死的時候，如何能夠一心不亂？一心不

亂便是定了。一定要如理作意修定，修止觀。《解深密經》是這樣講的，「眾

生如理作意」，修止觀，《解深密經》講的。「眾生為相縛」；「相」者我們

所看見的境界；我們眾生一見到境界，就被境界束縛。譬如我望著你，就被你

吸引著我，我看不到其他東西了，被相束縛著，便是「為相縛」。「及為麤重

縛」，「麤重」就是那些煩惱的種子，我們的第八阿賴耶識裏面，積集多少煩

惱種子，猶如雲一樣將來成雨點的。 

 

很多煩惱種子，「眾生為相縛」，兩種束縛，我們不能夠成佛便是因為

兩種束縛。「粗」是米字旁那個很粗的粗，這個字。這個米字旁這個是俗字，

三個「鹿」這個才是正字。眾生就被相縛，和被那些煩惱種子，那些貪、瞋、

癡等種子，因為種子在阿賴耶識裏面藏著， 使到我們猶如麤重，像贅死我們

一樣，我們走也走不動，想成佛也做不成了——「及為麤重縛」。我們想解脫

它，又如何？想解脫相縛和麤重縛，要如何？「要（若）勤修止觀，爾乃得解

脫」；「爾」者即是如此，即英文的 Thus；Thus，這樣便可以解脫了。 

 

如理作意，即是自己修觀行，如理作意。「及」，還有什麼？宣傳。你

自己認識，你自己認識不能做自了漢。所以你們大家聽到，希望大家聽了《金

剛經》之後，有人需要的時候，你無條件給人解說。如果解給十個人聽，有一

個肯做些，你已經賺了，你明白嗎？你花很多功夫給人解說，有九個不信你，

有一個肯聽你，如此就怎樣？種下一個種子，把他的種子將來成佛。如《六祖

壇經》，「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他的果將來便生了。那些不信你的，

便沒有辦法了。「無情亦無種，無性亦無生。」沒有辦法。這便足夠了，是不

是？所以有人聽經，要很多人聽才好。我不求多人聽，你要肯聽，一個我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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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講，我試過一個同樣照講。有一次，兩次一個的，我在香港講《成唯識

論》，最初我數數，六十二人。 

 

同學：「最後剩下多少個聽？」 

老師：「講下少一點，講下少一點。有些間中又有些摻入來。講到第十年，十

年零四個月…。」 

同學：「零八個月。」 

老師：「八個月，是不是？我都不知，這個都是由葉文意來助我計的，她由第

一堂…。葉文意最出色便是這樣，由第一堂到最後一堂，從未缺過

課。」還有一個，那個已經死了，韋達。還有一個應該沒有缺課的，

就是姚繼華。為何他仍然有缺課呢？因為他忽然心臟病發，入醫院入

了幾星期，所以他都缺。到了最後，剩下七個，請我吃飯，加上我八

個人。他還說要請…，我說不好了。七個人加上我，就是師生間，七

個好了。其他的省得讓他們加進來。七個，七個之中，由頭到尾就三

人，葉文意、韋達、姚繼華三個。其餘的是半途出家、參加的或間中

參加來的就有，梁隱盦，已死了；霍慶寶，亦死了；如此便是五個

了。霍韜晦，現仍在生，在香港；李潤生，還在；七個，剩下七個。

你說世事之難，在於一路風雨不改。試過一次，只得一個姚繼華和韋

達兩個在，我照講。」 

 

姚繼華便說：「不如講講其他的，其他人沒有聽到。」 

我便說：「好的，如此就講其他的。」 

 

還有一次，姚繼華病了，韋達不知何事要遲一點來，只得葉文意一個。我照

講，講到半途韋達然後才趕到來，同樣地講。不怕的，何解？我花十年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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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真…，一個或兩個真正肯做的時候便足夠了。六祖那麼多弟子，他也是

沒傳多少個的。一花開五葉，他都是只得五個；達摩東來都是只得一個慧可。

不用怕的，你們不用怕要很多人聽，你不聽就算吧。 

 

同學：「少食多滋味。」 

老師：「記住，簡單的是『如理作意』，合理地去修止觀、去修定。」 

  

「廣為他宣說」，記住，有很多都可以講的。唐先生都可以講的，陳先

生都可以講的，你都可以講的。驚有人問。你不要像摩門教傳教，拍門去找人

聽你講。人們問到你，你要講。問到你都不講，是你不對了。是不是？人們不

認識問你，你應該給他解說。但你自己照著你講的不會錯，不會錯的，照著講

不會錯。如果你拿我這本書來講，如果錯了，第一、錯就錯在於我了，就錯在

窺基法師，錯在世親菩薩，重重負責，到最後是彌勒菩薩，他不怕負責不起

的。「及廣為他宣說開示」。如果做到一個發菩提心呢，你所得之福德，還大

於以三千大千世界的七寶來奉施如來。不用，不用走去四處求神拜佛的，你給

人解說便行。你叩一萬個頭所得之福德，是有限的。你給人解說一個，那人

說：「你講得對，我都要學了。」如此你已經是什麼？他一發菩提心呢，你更

好，你的功德更大於以七寶載滿三千大千世界來奉施如來。該是如此。 

 

「由此因緣所生福聚」，由這種…；這個「因緣」是作原因解；由這個

原因，由於你教人和自己修觀所生的福聚。「甚多於前無量無數」，還多於以

前用無量七寶布施給佛，比它多很多很多的。是的，講了它。即是說你，你不

要以為假佛所說的法，你聽、你依著它修行是無福，是有的。如此，跟著為何

他會有福呢？因為假佛說法是無染而說，你聽了他之無染而說的法，依著去修

行，就無染而修。你聽得明白嗎？明白，如果你明白呢，我的功德又大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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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到了最後這兩個月，都還有一個人來。所以你不用請我吃東西的，你自己

一路來聽，你自己給我功德。我教識你一個，我之功德是很大的嘛，是不是？

你請我吃東西，只能吃一會兒，有什麼好呢？你請我吃三餐魚翅，都不過是三

碗魚翅而已，是不是？食沒有什麼益處，還會滯一點。但是你聽我解說的時

候，無形中給我機會做功德，所以我不怕的。你不請我吃，我功德更大。你請

我，我要吃你兩餐呢，功德反為沒有那麼大，因為你還要吃人兩餐。不請的，

我便明了，我便去了，我的功德不就更大，是不是？所以我不會嬲的，不只不

嬲，「此處真的好。」你要如此地觀。 

 

 好了，後面講無染而說。分兩段講，一段是正式如何無染而說，何謂無

染而說呢？說而不說，是為無染而說，說了等於沒說。你不要亂解這個「說而

不說」。說了等於沒說，你不要作為講笑話。為何要「說而不說」呢？說的人

自己無我執，不覺得有個我了不起，我現在向你說法。不覺得有自己，無我相

嘛。又不覺得有些眾生輪迴生死，真是可憐，你幸好碰上我，我來度你了。這

便執著有些實的眾生，有我執。 

 

執有實的眾生，又執這些是很了不起的法，我現在就交給你了，又起法

執。如果你是這樣而說的，便變了有染，是不是？有貪，縱使沒有瞋，都有

貪、有癡。如果那人聽完你的解說，連飯也不請你吃一餐，你都有點兒嬲呢，

你便是起瞋，是不是？貪、瞋、癡，這便是瞋。所以他化身佛說法是無染而

說，你聽了他講之後去修行，亦無染而修。這便是「說而不說」，說了等於沒

有人說，是不是？假的眾生聽假佛說法，聽假佛說假法，就是這樣，不染。這

便解釋為何他是「無染而說」了。為何佛能夠「無染而說」的教法？為何我在

街邊補下先又不行？因為他能夠怎樣？他修行的時候作如此觀，作「九如」的

觀，他教你亦教你作九如的觀。而這本經講來講去，講到最後的這一點，就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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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點睛，整本經他畫一條龍，現在點睛，便是這個「九如」了。我們對我們的

人生，對我們的世界是這樣看法，「作如是觀」。如此便「釋所以」，解釋無

染的理由，明白嗎？你看看，先看（己一）正明何謂不染。「云何為他宣說開

示？」「云何」即是怎樣，當你讀佛經讀到云何的時候，有時是作怎樣解？即

是英文的 How，是不是？有時作為什麼解，即英文的 Why。有時又如何？作那

一個解，即英文的 What。你要看上下文，應該以那一個字代入去。怎樣為他

宣說開示？「宣說開示」，即那個假佛怎樣為他人宣說這種《般若經》的道

理？ 

 

 開示這種《般若經》的道理，而你真正要為他宣說的時候，又要怎樣去

為他宣說呢？明白嗎？「如不為他宣說」，當你說的時候，好像沒有對人講。

是否好像不講？後來的人漸漸地就如猜枚，指冬瓜畫葫蘆地亂指。不是的。

「如不為他宣說」，因為他沒有我執，不執有實的眾生，所以猶如沒有為他人

宣說那樣。「故名為他宣說」，這樣然後才稱作真正的為他宣說。聽得明白

嗎？「說如不說」。講到此處，因為時間還有一點，所以我要給你解解這個注

（【纂釋】），這點對你都有點幫助的。你看看這處，「說如不說」，你看看

注那處第二行，看到不？「如不說」，何謂「如不說」呢？「如不說」我依窺

基法師的解，就有三個義。 

 

窺基法師的解是依據無著、世親的。第一、一真法界不可言說。講來講

去滿口講真如，那些都不是真正的真如，真正的真如是講不到的。我現在要給

你們解說，何謂「一真法界」？現在普通哲學家就稱這個宇宙和我們的人生，

這個宇宙、這個人生的最後最後之實質，那個 Final Substance，最後的實質，

便稱之為實在。聽到嗎？最後，Final Substance 就稱作 Reality。回去查查字

典，因為你是學科學的，你會不認識這些東西。Reality，中文譯作實在。何



21 

解？何謂實在？因為 Reality 這個字是由 Real 來的。Real 即是真實的，加上一

個什麼？Reality，「ty」是表示什麼？一種性質，是不是？英文。英文是從拉

丁文發展過來的，凡是那些字尾，那些名為 Suffix，字尾，加「tion」那些多數

表示狀態；加「ty」的便表示性質；加「ment」的表示那些動作的情況，是不

是這樣解？它這個 real 後面加「ity」，表示它那種實質、性質。真正的實質、

真正的性質，謂之 Reality。Reality 中文譯作實在，又譯作實體。我那本《唯識

方隅》就把它譯作實體了，有沒有看過？實體，即是 Reality，實體。 

 

 哲學家的實體，執著它硬磞磞有一樣東西的。佛家呢？先不說佛家，我

們讀中國的《老子》。這位包先生是儒釋道三教的，後面坐的那位。老子講的

Reality，謂之道。道，老子都知道它不可說。是西洋的哲學家真是蠢一點，常

常在講。老子都知道它是不可說的。為何說它不可說？那個道，用我們的腦去

想它，觀念都不是很清楚的，只知道它是有的。「恍兮惚兮，其中有象。」好

像有個形象，但是又不能把觸得到的，「其中有象」。「惚兮恍兮，其中有

物。」你說沒有東西，又不會是沒有東西，有一樣東西的，但我們總是不容易

把觸到它。這是不可說的意思，明白嗎？聽得明白嗎？他又說這個什麼？如果

一件物件，必然是有頭有尾的。是不是？ 

 

譬如這個罌，有頭有尾的。但道卻不能說它是有頭有尾的，「迎之不見

其首，隨之不見其後」。「迎」，「迎」即是在前面來迎它。迎他，Welcome

它，在前面來迎他。如此你一定要找到它的頭在那處，就如一條蛇，你要找到

蛇頭才能迎得那條蛇的。你想去迎它，找不到它的頭，意思即是怎樣？這個世

界是永無起…，找不到它的起點的。佛家稱之為什麼？找不到起點佛家謂之什

麼？無始，是不是？「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隨」即是 Follow，

跟它走，看它去到那處？終點何在？「不見其後」，找不到它的終點。佛家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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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為什麼？無終。無始終。你讀過《佛教三字經》，楊仁山做那本《佛教三字

經》開首是什麼？「無始終，無內外，強立名，為法界。」這個真如法界是無

始的、亦無終的，即是老子那兩句。他再加了無內、無外。「強立名」，要用

名字代表它也不行，勉強說而已。勉強稱之為什麼？「為法界」，名為法界。

謂之真如，謂之法界。「強立名，為法界。」這個法界又稱作什麼？楊仁山繼

續，「法界性，即法身。」法界的實質，就是佛之法身，即法身。佛的法身，

這個就是真佛，這個真佛又稱法界。 

 

 為何謂之法界？「法」者萬事萬物謂之法；「界」者什麼？實質。

「界」，梵文的「界」字不是解作 Boundary 的，不是的。是作 Final Substance

解的，實質。萬事萬物的最後實質，謂之法界，「強立名，為法界」。這個法

界為何稱作一？「一」即是 Absolute，不能相對的。如果你不是一，如果有相

對便是二了。這個一定不是真如，有相對，一定不是道。何解？譬如你說道是

很美的，如此便「死」了，你便是「死症」了。美和醜剛剛相對，你這個道只

是美的，醜的便與你無關了，是不是？那些醜的東西便不是這個道，不是這個

真如現出來的了。是美的東西便是如此。 

 

這即是說，講句笑話，即是說那個真如現只是現出楊貴妃、現出西施而

已，它不會現出鍾無艷的了。何解？醜嘛。美，所以一說美已經是弊，是不

是？你又說道是好的，也是弊。那些壞蛋的東西便與道無關了，世界上很多壞

蛋的東西，如此道即是好的東西之本體實質，而不是壞的東西之實質了？聽得

明白嗎？聽這些道理要一段時間才聽得明白。但當你聽得明白的時候，你便很

有興趣。當你有興趣的時候，你便有一定水平了。「一」者即是無「二」的，

「二」即是相對。無二的，沒有相對的。「一」又稱作什麼？又稱作無差別。

無差別謂之「一」。「差別」是 Different，無差別的。無差別即是什麼？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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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olute，絕對。你們聽了很久《維摩經》不二法門，何謂不二法門？無差別

便是不二，不二就是一。其實你說它是一，說它是不二，都是強立名的。聽得

明白嗎？「一」，明白嗎？ 

 

 事事物物都是假的，只有它然後是 Real 的，真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

都是假，只有它是真的。坐在極樂世界處說法的那個阿彌陀佛都是假，這東西

才是真，明白嗎？真，這個才是真的。由「一」的，真的，「一」和真都是形

容詞，Adjective 來的。這個法界、萬物的實質，這個又是 Absolute 的萬物實

質。Real 的萬物實質，便是「一真法界」。聽得明白嗎？「麻麻地」（馬馬虎

虎），慢慢來吧，唯有多點聽。你不要怕了它，最重要不要怕。「我懂的。」

漸漸地我便會懂了，今天不懂，明天我便懂了。如此便可以，你明白了，看你

的神態便知。它說「一真法界」這個才是真如，才是佛的法身，不可言說。 

 

現在人人說外道必定是不好的，他們都知的。老子就知了，「迎之不見

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恍兮惚兮」、「惚兮恍兮」那些便是不可言說。我

恐怕你們不明白，便加了括號內的注，「真如是一切法之實體」，即是實質；

「一切法」即是萬事萬物，所以名法界。「法界」又有第二個解釋，那個什

麼？第六意識所對之法界，那個是不同這個解法的。讀佛經難，難在「法界」

者，有時是作萬事萬物解。「法界」，第六意識所對的，第六意識的境界稱為

「法界」。有時就指真如法界，所以有很多人又如何？恐怕「法界」這兩字你

們會誤會，就加上真如在前面，便成為一種複詞。中國人有很多複詞的，譬如

「門戶」的那道門，我們又門又戶的。那些 Double Noun，兩個，兩個名字同

一個意義。「界」是實體的意義，是絕對的。這個實體是怎樣的？絕對待的，

「對待」即是差別的、相對的。即是善與惡相對；好與醜相對。沒有相對，

Absolute 的。何謂 Absolute？沒有相對便謂之 Absolute，無差別的所以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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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何謂「真」呢？非虛妄。「妄」字（下面）不是圈（句號）來的，改

正它，一個 Comma，「非虛妄，故名真」。 

 

 這個實體是如何？西洋哲學家只能說說而已；西洋哲學家，這個 reality

講來講去那幾句是什麼？Reality 幾個音而已，「Re-a-lity」幾個音。他把觸不

到那個宇宙實體，哲學家把觸不到。佛教就如何把觸它呢？就讓你修止觀，修

止觀。修止觀的時候，要修空觀，「如星、翳、燈、幻」那些，看化這個世界

人生，知道這個人生如星、如翳、如燈、如幻。再進一步，這個如星、如翳、

如燈、如幻，這個根本就是一個幻的東西。幻的東西，我們不要跟著它轉，全

部排除它，把它 Get 走全部不要。不要的時候，到最後是如何？我亦無，是不

是？我是空的；那些東西又是空的。我又空，法又空；即是人又空，法又空，

謂之「二空」。 

 

修這個「二空」觀，一路修便由這個「星、翳、燈、幻」這種觀，便由

這個我又空，法又空，我、法一起空。我、法一起空，那個空都是空。空是一

個 Concept 而已，既然一切法都空了，這個 Concept 都空了。我能夠知道這個

Concept 是空的，這個空不空？這個智慧都是空。《金剛經》說什麼？「凡有

所說，皆悉虛妄」。是不是？一定要如何？到最後是如何？「若見諸相非相，

即見如來」。全部排除掉之後，修這個二空觀，人空觀、法空觀。這個人空

觀、法空觀所顯；很多人不懂得解「所顯」二字。修這個二空觀，這個真如法

界本來就是存在，不用你觀它同樣存在，不過你見不到。現在你修空觀，把剛

才那首偈「相縛」，種種境界的相縛，全部排除掉。把你到最後你不要執著，

把你的貪瞋癡掃除，把你的麤重縛解除、解脫。這個時候，修人空觀、法空觀

到最後就好像什麼？有一塊金被泥，被一塊東西包著，我們現在揭露了它，

「顯」。令到它怎樣？Represent。聽到嗎？令到它顯露出來，顯它。不是生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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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出來便不通了。我現在修，修到生出真如法界，如此你便真是不通了。

真如法界本來就存在，現在你只不過是撇除了它的面貌。撇除了那些什麼？相

對的 Concept，全部撇除它。於是那個 Absolute 的 Reality 便顯露出來，這便是

顯。 

 

 這個顯是什麼？是一個那些 Passive Verb，揭露它，用二空觀揭露它。這

個真如法界，這個一真法界是要用二空觀來把它揭露的。及可證的，而且又確

是有那東西你可以證到的。「證」者即是什麼？體會，直接碰上它，體會到

的，體會。「證」字用俗語來替代，便是體會、直接接觸。又稱作什麼？

Adjective，是一種冥契。「冥契」兩個字，你們這些英文仔，英文女就最難解

的。何謂冥契？如何冥契？「冥」者沒也，就如你游泳，整個人鑽進水裏面，

「沒」嘛，整個人鑽進水裏面就稱作「沒」。「冥」者沒也。「冥」，「冥」

者「烏暗暗」，證真如的時候「烏麻麻」的？不是這樣解。中國文字，「冥」

者沒也，都是 m 字首，「ma」，唇音。同唇音借用，「冥」字即是沒，「冥

沒」。 

 

當我們證到真如的時候，不是說「這個是真如」。如果「這個是真

如」，你便不是證到了。何解？那個真如在那處，有一個牌遮著一塊木，（寫

上）「真如」兩個字，「這個是真如」，其實你摸不到它。你站在那處，我在

這處，我現在想摸你，始終有一塊東西隔著。「我是高漢林」，始終摸來摸去

我只是在摸個牌，摸不到你的。你用二空觀，便揭了這個牌，是不是？所以

要…，當我隻手這樣的時候，當我的手像入水一樣沒在你那處，「冥沒」。猶

如人入水，「噗」掉進水裏面。水便是我，我和水便渾成一堆了，稱作

「冥」。「冥」者沒也，「沒」了進去。「契」者是什麼？合也，如二者合

一。以前的人用兩塊木頭，用兩塊竹，你們有試過嗎？你以前在廣州、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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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你辦宴會。如你生日訂幾檯菜，那些酒館拿來菜，他放下有一塊半邊的，

香港和廣州已經用鐵了。以前的中國人用木或用竹，一塊東西刻上一些花、刻

上一些紋。 

 

譬如一景酒家，便刻「一景酒家」。他就把它破開兩邊，給你一邊放

著。他明天來收碗碟，就要拿著另一邊來對，能合得上你然後才給他的。那些

稱作什麼？「契」。「契」者刻也，用刀來刻的，合上便對了。契合，契合，

像契之合。契本來是用刀刻，用刀的嘛。它這處是用刀來刻的。現在又說那些

將軍拿著個虎符，他能管虎符百萬兵。百萬遠程你有沒有去看呢？香港恐怕會

有，這處不知有沒有了，應該都有的。用一塊鐵，總之是金屬，做成一隻老

虎，打它破開兩邊的。皇帝命你做將軍的時候，給你一邊，給你一邊老虎。符

本來是用竹做的，後來戰國時候不再用竹了，用鋼鐵，用鐵了。符，最初的符

是用竹的；「符」字便是「竹」字作部首。皇帝，那個君主就拿著另一邊，派

你帶著一萬兵在那處守著。如果我想叫你來，派你一萬兵叫你入來，我就一定

派人拿著我這一邊。合，成為整個老虎樣的，對了，於是你這個將軍便立刻帶

兵來。如果沒有呢？便不是了。那些是虎符嘛。不論什麼，契，刻的，刻成

的。就如刻成而合，很合拍的稱為「契」。「冥契」，明白嗎？如果再通俗點

又如何？又文雅又通俗的呢？可用洞察。洞察，「洞」者通也，滲透裏面的。

觀察得來而不是表面看，直滲入裏面的，洞察。「契」，正字，你可以如此來

替代。 

 

 「二空所顯」和「可以證的」。邊，「邊」字作何解？Aspect，那個角

度、那個方面來到講，便稱為真如。就它「離言」、離開言說的；「絕待」、

絕對待即是 Absolute 的。就這個角度，這個 Aspect 來講，就強名之曰「一真法

界」，是「一」的、「真」的法界，只是強名之而已。因為這樣，「一真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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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不可說，講來講去想你了解「一真法界」，所以「說如不說」，講了一大

堆都是假東西。聽得明白嗎？第二點，「二者、化身說法，不言我是化身」，

釋迦佛這個化身，「我是釋迦佛，我是毗盧遮那佛的化身。」他沒有這樣說

的，他自己沒有起一個這樣的念。又不見有實的有情可度；「有情」即眾生；

又不會見一班眾生可以被他度，因為知道眾生都是假現，是「一真法界」假現

出來的，「故如不說」。這個是第二點。不對…第三，「化身說法的時候，不

求敬信等故」，他不是要求你敬他。他亦不是要求你一定要信他，他的本願是

度眾生，他儘管去度你，「說如不說」。「故名為他宣說開示」，所以稱為

「說如不說」。懂得解嗎？下面那處你自己看了。懂得嗎？懂得不？回去多讀

十次八次，讀一次你便認識多百分一、二。如此，就是這樣了。即是你做生

意，開一個店鋪打開門，今天賺百分之一、二，明日又賺百分一、二，如此你

便了不起了。你明白嗎？你不要…，你不要嫌少。想大貪，想多賺那些…。積

累的，點點積累，點點積。如此謂之「不染」，「說而不說」便稱為「不染」

了。為何能夠「不染」？因為他未成佛之前，修行的時候，他能夠怎樣？ 

 

 觀這個「如星、如翳、如燈、如幻」乃至到空我執，空法執。當他度眾

生的時候，他亦是想令眾生能夠觀到，作這個九如的觀去成佛，所以他便講

了。一方面是說明何謂「說而不說」，是不是？這首偈一方面是這樣解的，解

釋「說而不說」。另一方面是什麼？全本經畫龍點睛便是這九如了，教眾生起

這個九如的觀。所以它說「作如是觀」。你看看，「諸和合所為」，「和合」

者即眾緣和合的有為法。法有兩種，記住法有兩種。這些最基本的東西，應該

認識的，可幸今天剛剛有多點時間。法，佛家所謂法者，可以有很多的分類。

這種是二分法，一種是有為法；「法」即是東西；「有為」；「為」即是造

作；「有為」即有造作者。何謂有造作？它由眾緣和合造作它出來的，謂之

「有為」。它造了它之後，它又造完而去造作其他東西，「有為」。它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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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而來，它又能夠本身有作為的，稱作「有為」，有為的東西。聽得明白

嗎？有為的東西有很多名字，我的《唯識方隅》就稱之為「諸行」，遷移流動

的謂之「諸行」。諸行無常嘛。現在結合科學家，哲學家呢，稱之為現象界，

Phenomena。就是這樣解，記住。第二種法稱作無為法了。無為法是什麼？即

是真如，又名「一真法界」，真如。小乘人是不講真如的，稱作涅槃。「涅

槃」即是他修行，修養到證到真如，這個生命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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