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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哲學。哲學有所謂人生哲學，有所謂世界哲學。世界哲學或稱宇宙

哲學，Philosophy of cosmos，宇宙哲學。從宇宙哲學的觀點，即是從宇宙哲學

的 Aspect 來看，便稱之為真如。小乘的人是不講宇宙哲學的，只講什麼？只講

人生哲學，Philosophy of life，我們人生的哲學。 

 

小乘的人不講宇宙哲學，所以不講真如。他講什麼？就人生來講最好是

證到不生不滅的涅槃，於是就稱本體、人生的本體為涅槃。宇宙哲學的本體，

世界的本體便謂之真如。好了，你日後出去為人講經。（有人問：）「宇宙的

本體即是真如，你又證到真如，但你又證到涅槃，這個人生觀，這個涅槃。你

的真如和涅槃，有何關係？」你答，你回答得了便有點份量。 

 

同學：「真如是不生不滅的。」 

老師：「是的。是的，真如是不生不滅。」 

同學：「涅槃就是寂靜的。」 

老師：「又是寂靜，是的；又是不生不滅，沒有錯。二者皆不生不滅，即是相

似而已，不是同，是不是？如此便弊了。其本質是同，其角度看法不

同。何解？真如是從宇宙哲學來講的，真如由整個宇宙（來說的）。

涅槃是從人生方面，人生已經契合了不生不滅的實體了；即是實體。

所以學唯識的人，一談到涅槃就用什麼？涅槃者體即真如。明白嗎？

涅槃它的體、本質，它的本質就是真如。明白嗎？聽得明白嗎？明白

了。」 

同學：「小乘是講涅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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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小乘人是不講真如的。」 

同學：「小乘都未得究竟。」 

老師：「大乘人罵人，說他人並不究竟。是的，涅槃，無餘涅槃是不究竟。如

此豈不是等於零，是不是？有一樣東西不通，涅槃是實體，你那時沒

有生命，常常變了一個實體，就變了有體無用，你世界…。你一會兒

便會明白。世界上你可有見過一些東西是有體無用的？譬如你那隻鈪

（手鐲），你的金鈪以金為體。金是體，鈪是用。是不是？當你鎔掉

它，不再做鈪的時候，變了金獅子。如此其用不是鈪而已，金獅就是

獅子嘛。如果你說是有金而沒有那樣東西的，有體無用又如何講得

通？其實小乘、大乘，我們硬是把人來…，人是這樣，臭罵他。你明

白嗎？小乘的器量是小一點，小乘之不好是什麼？他的悲願不得大，

慈悲不得大。」 

同學：「他是只顧自己。」 

老師：「他亦不是只顧自己的，是你把他罵衰而已，他實在亦度人的。」 

同學：「小乘不是自己找人來度，大乘菩薩是找人的。小乘的是自己…。」 

老師：「是的，是我們這樣罵他而已。不過他亦未至於如此孱，不會的。我不

相信他是如此孱的，小乘人他同樣是…。不過我們罵他罵得厲害而

已，是這個意思。同時佛經裏面鞭策他們這些人，不要整天求涅槃。

佛說他『焦牙敗種』或什麼的，只是鞭策他。實在小乘的人不是很

差，不是的。不是如今天的人所講、所看小乘那麼不好的，都相當好

的。」 

同學：「相對我們當然很好了。」 

老師：「如此，無為法大乘謂之真如，小乘不稱真如而稱涅槃的。」 

 

小乘經裏面，人人認為最可信的便是《阿含經》，《阿含經》裏面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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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處稍為提過真如的。它稍為提過真如，但現在的日本人把它來到…。南傳

那些、悉曇那些，找來那本經一對，原來裏面都不是真如。它是「你這樣修行

你便會如何？你便會證涅槃，」是差不多這個意思的，根本都沒有「真如」兩

個字。譯者求那跋陀羅，那個什麼涅槃？不是《雜阿含》，不知什麼《阿含》

（《雜阿含經》），求那跋陀羅譯的。他譯的時候，因為他本身是大乘的法

師，他硬把真如二字來譯它。小乘人因為他只講人生，不講宇宙。因為他的悲

願窄，只是顧著人生便算了。他說無為法。為何我談及此處？ 

 

同學：「『諸和合所為』。」 

老師：「是的，沒有錯。『和合所為』。有為法一定是眾緣，緣即是條件，各

種條件配合做它出來的。 

 

例如茶杯，是要什麼？泥，瓷泥；火，火力；工人，是不是？工廠，還

有這個社會的文化，要達到會做瓷器的那個程度。這些都是條件，這些條件謂

之緣。聽得明白嗎？各種緣配合，造作出這個杯，是不是？ 

 

例如你一個人，以什麼為緣？第一，在佛家便說你有一個第八識為緣。

若不講第八識，你都要有什麼？有你祖宗的遺傳，沒有你祖宗的遺傳，為何你

的臉又不紅、又不白？為何你是黃？此顯然是有一個條件，你祖宗的遺傳。還

有，同是黃色，為何你不生成馬來西亞人，扁扁那樣？要中國人那樣，黃得那

麼好看。此又是你父母的緣，是不是？母親的血統、父親的血統，各種緣。還

有，為何你今天有機會坐在此處和我們閒談？這個社會文化的緣。是不是？如

果你在香港、在中國走來，都是一個緣。在此處，各種緣配合而成的，此謂之

有為法。真如是本來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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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天主教他們認為什麼？世界上事事物物都是造作出來的，只有

一樣不是造作出來的，就是什麼？God，是不是？沒有人作祂的，本然存在

的，祂是無為法了。但可惜它講得不徹底，祂是前橛（部份）無為，後橛祂有

為，祂作眾生出來的，又不得透。真如是本然存在的，即如老子之道，不是有

人造作它出來的，所以稱作無為法。無為法和有為法又如何？是否兩樣？是不

是？不是。不是，你講下去吧。講吧，講下去吧。是的，我同意你。我現在問

你，無為法和有為法有什麼關係？你講吧。 

 

同學：「有為法是要造作出來的，無為法是本然存在的。」 

老師：「是的。我現在問他，它們二者的關係如何？我現在不是問你，不是取

它們二者的 Definition。我問它們二者的關係，換言之，即是說無為法

是否即是有為法？是不是？不是「離行離列」的，又是不是？」 

同學：「即是一體一用。」 

老師：「是的。那一個是體？」 

同學：「有為法。無為法。」 

老師：「無為法是體，有為法是用。他講得對不對？對。對不對？那你們都有

點份量，不錯，是不是？最重要體用分清楚。體用分不清，你學佛簡

直是「烏磞磞」的，更加不要講來到誤人。你自己都分不清楚就講，

那些便謂之害人了。」 

同學：「羅教授，你剛才所講的那個涅槃，可否說是用的不生不滅？」 

老師：「即是它的體是不生不滅，用是必有生滅的。既然是用，必有生滅

的。」 

同學：「你說它人生那方面，他認為在人生…。」 

老師：「它是人生的體，人生表面就是用，我今世就姓羅，來世就姓張，第二

世做貓，第三世做狗，這個是什麼？生滅，姓羅的滅，姓張的生；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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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的滅，隻貓生；有生滅。」 

同學：「此即是真如的不生不滅和涅槃的不生不滅是不同的。」 

老師：「大家都是不生不滅，我現在問你就是二者有何關係？是否同是一樣？

同是一樣，或是兩樣東西？你想想，答吧。」 

同學：「如果你剛才說，涅槃不是用的不生不滅，如此就好像是兩個。」 

老師：「體是不生不滅，用則生生滅滅嘛。我現在問你生生滅滅的用和不生不

滅的體有何關係？」 

 

這條題是可以出的。如果是在香港中學會考這樣出呢？「陰功」（可

憐）點。如果你考研究所，你在哲學系畢業，你去中文大學研究所或其他研究

所。我曾經出過。很多年前，錢穆先生還在新亞書院當院長。他請我去新亞研

究所，兼課教一個佛教哲學。有一個人想研究佛經的，就是霍韜晦這班人。我

出（題）去便可看到他，「試說體和用的關係？」 

 

兩個都做得很好，「體和用的關係？」舉一個譬喻，體猶如水，用猶如

波。現在問你，水和波有何關係？一塊冰、水。一塊冰的形狀是用，是不是？

那些 H2O，水的質就謂之體。冰的用和水的體有何關係？同是水，忽然它又會

變波的。但天氣太冷的時候，波也沒有就變了冰的。是不是？如果燒熱它波也

沒有了，變了什麼？ 

 

同學：「蒸氣。」 

老師：「變了氣，是不是？氣又是用；那冰塊又是用；那些水波又起又落又是

用。是不是？但水並未有變，水是什麼？」 

同學：「濕性。」 

老師：「H2O。是水的實性；這個體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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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濕性，不變。」 

老師：「濕性。『濕性』二字也是形容詞，沒有那麼好。濕性的質，濕的質。

有什麼關係？」 

同學：「是體用的關係。」 

老師：「體用關係。」 

 

梁漱溟，有一個人，中國一個學者名梁漱溟。他常常說要寫一篇文章名

〈體用關係論〉。他後來說：「唉，很難寫。寫幾百字就很容易，隨隨便便講

講就很容易，真正分析它來寫，是很難寫的。」他在桂林，梁漱溟在桂林，有

一位教授帶我見他，談起他很久前已想寫一篇文章，名〈體用關係論〉。想想

也寫不到，體是不可說的，用是可說的，又如何講它們的關係呢？講不了。梁

漱溟寫文章，寫到此處他棘手。因為這個體是「一真法界」，不可言說的。說

便不對，所以禪宗的法師叫你把咀巴掛在牆上，是不是？ 

 

其關係如何？就是一體一用。是不是？體是不生不滅，用則生生滅滅。

記住這一句。世界上沒有無體之用，是不是？必有體的，看是什麼體而已；亦

沒有無用之體，記住。有體必有用，有用必有體。體是什麼？用之體，記住。

明白嗎？用是什麼？體上面的用。記住這四句，沒有無體之用；沒有無用之

體，你聽得明白嗎？不要緊，你不明白這些東西不打緊，不要自己死讀，因為

你不習慣嘛。你跟我聽得三年便會明白。三年不打緊，你不會虧蝕的。一路

聽，一路你留心地聽解說，不會壞的。諸佛加被，護法神見到你都加被你。你

發了菩提心，你行到那處，你住鬼屋，鬼也恭敬你的，最重要你發菩提心。 

 

第一、沒有無體之用；第二、沒有無用之體；第三、體是用的體；第

四、用是體的用。明白嗎？先記住這個，體用的關係，便是這四句。《華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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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講體用講得很好。你有讀《大乘起信論》，現在的人整天在說《大乘起信

論》。《大乘起信論》那首序，我們讀《大乘起信論》，並不是只讀《大乘起

信論》的，連那些疏、那些序也拿來念的。有些人說羅先生，你會否反對《大

乘起信論》？ 

 

老師：「我念《大乘起信論》的序給你們聽聽。」 

 

《大乘起信論》的開首講體用，「夫真心廖廓，絕言象於筌蹄，沖漠希

夷，亡境智於能所，非生非滅，四相之所不遷，無去無來，三際莫之能易」。

講體講得非常之透徹的。明白嗎？體與用的關係，即是有為法和無為法的關

係。這樣吧，涅槃，就宇宙哲學上真如是體，萬物是用。體就是 Reality，用就

是 Phenomena。如此便懂了，聽得明白嗎？就人生哲學來講，體就是涅槃，不

生不滅的；用是什麼？諸行，諸行無常。所以小乘人最重要是三法印，三法印

是如何？第一個，先不講第一個，先講第二個。第二個是什麼？ 

 

同學：「諸法無我。」 

老師：「諸法無我是第一個，是不是？無錯，無錯，第二個。先講第一個，暫

時不講第二個。第一個你講給我聽。」 

同學：「諸行無常。」 

老師：「諸行無常。『諸行』即是現象界，即是有為法。」 

代入，如數學 ABCD 般代入去，即是一切有為法都是無常的。何謂無常？ 

 

不是永久不變的，無常即是永久不變。亦即是什麼？不斷生生滅滅的，

無常嘛。「諸行無常」即是現象界裏面的東西，都是不斷地生生滅滅的，這便

是無常了。這一句，這個法印是講體還是講用的。你答我，如果你答不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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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敲頭殼。用，是的。現在行了，行了，不要說自己不行，行的。何解？因為

本來你是認識的，你以為你真的是聽到我們教你的嗎？不是的。你不要說是佛

家講的，西洋人，希臘人柏拉圖，你們聽過此名不？他說知識，Knowledge，

他說 Knowledge 就是 Memory，就是記憶。你明白他的意思嗎？你現在回答

我。我以為你懂，你亦以為自己知，其實是你記起你前世，不止是前前世，你

已經認識了。明白嗎？你今世，愛因斯坦學說，你以為真的是今世學來的嗎？

他歷世以來，他的第八識裏面積聚的種子，今世起現而成為一個科學家。所以

他整套理論，你以為他真的是學的嗎？知不知道，是他的記憶。你信不信？

「麻麻地」。你回去，你不要吝惜才好，你去買我介紹你的書。錢沒多大用

的，很多萬。你走去那間什麼「Co」、「Classic」書店買一本《Dialogue》。

Plato 做的《Dialogue》，書名《Dialogue》，是 Socrates 的《Dialogue》，買一

本。裏面最少有七種，你看了把你的智慧打開，要看那些書才行。你買一本

《Dialogue》看看，裏面便有了。 

 

有一次，他說知識不過是記憶而已。有一個哲學家好像是 Pythagoras，不

知是否他？我記不起了。有一個數學家（Pythagoras）發明的，發明那個三

角，那條弦的二次方等於那兩條股的二次方。就是那班人，那些 Casuists，那

班詭辯家又是數學家來的。他不信，知識就是知識，學習回來的。那班人是教

人知識為生的，你說知識是記憶來的，「如此弄，我們便全部失業。」他們不

信他，還攻擊他。於是蘇格拉底，他的學生這樣說，實質是否蘇格拉底？這個

不知。其實是柏拉圖所講的，《Dialogue》是 Plato 做的。 

 

他說：「你不信嗎？你找一個奴來，一個奴隸，不識字那些奴。」 

 

即以前不識字的那些奴隸，找一個奴來，一個什麼都不懂的人。大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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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過，是否什麼都不懂的，大家都相信他是什麼都不懂了。你猜他會否懂數

學？ 

 

他說：「他怎會懂數學。」「不懂嘛。幾何他會否認識？」「幾何他更

加不認識了。」「好，問他。」他畫了一個方形。「這個是什麼來的？」這個

奴（回答）：「這個是四方。」「這個不算，四方。」 

 

何解？他又畫一個又不方的，菱形。「這個是否四方？」他（奴）說：

「這個不是，那個才是。」「為何這個不是，那個是呢？」他（奴）說：「我

又不知，總之這個就不是，那個才是。」他於是便問他（奴）：「一個四方

形，…」他問他（奴）：「例如這樣…，」我記不清楚。「…一個菱形，這個

口和這個口，是否開口同樣寬？」 

 

（奴）說：「不是。這個開口（距離）那麼窄，那個開口很闊的。這便不

是。」「好，你又拿了一個方形。這個開口和那個開口，那一個大呢？」 

（奴）說：「同樣大嘛。」他說：「為何這兩個是一樣？為何那兩個是一大一

小呢？」 

（奴）說：「是的。我又不知，總之一個方形，這個四方，兩邊是相同的，同

樣大的。那個則不是。」他再問他（奴）：「這處和那處，是否同樣闊？那一

個闊呢？」 

（奴）說：「同樣。」「這個和那個同樣；這個又和那個同樣。這個和那個又

是否同樣呢？」 

（奴）說：「相同，必然是相同。」「是否四個都一樣？」 

（奴）說：「是的，四個都一樣。」他問：「你知不知？他知道一個正方形，

四個角相等。這個在幾何上的一條定理，他認識。他有沒有學？是否你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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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我教他？是他自己發明的。」他再把他來，用平衡四邊形，逐點問他。能

夠令到一個不識字的奴，知道這個角等於那個角。又知道這個角加這個角的闊

窄就等於這個角加那個角，如此地告訴他。「是沒有人教的，我只是問而已，

他只是答，如此他便懂了。」 

 

你說他是不是呢？是否教？這些是否知識？這些是幾何的知識。所以這

些是與生俱來的，你如果有方法，把他一路問，遁序漸進地問他，他什麼都可

以發明到。所以蘇格拉底教人的方法是什麼？稱作產婆術。蘇格拉底，何謂產

婆術？產婆即是接生婦。她要有嬰兒接生婦才能接得到的，接生婦不是把嬰兒

放進妳的肚裏去，妳本身有嬰兒她替妳接生。我們這些做老師的人，講述知識

給你們，即是等於接生，你本來有的，現在引導你出來。 

 

換言之，你的知識講述給他人，我們在此處講呢，是引蛇出洞。你明白

嗎？你本身有蛇，我引你的出來而已。你明白嗎？佛家便是如此說，此謂之什

麼？你本有的，本有的功能，你成佛亦要靠這些本有的功能。這便是有為法、

無為法了。我再說這處。「和合所為」，即是眾緣和合；緣即是條件；各種條

件配合而造作出來的東西。「諸和合所為」，「為」即是造作。聽得明白嗎？

「諸」即是所有，即是 All，所有；所有的眾緣和合造作出來的東西，即是有為

法。剛才「諸行無常」是講用的，是不是？還有，「涅槃寂靜」，是講什麼？ 

 

同學：「體。」 

老師：「講體的。」 

 

「諸行無常」這個法印是講用的，「涅槃寂靜」是講體的。體和用好像

是離開的，但體和用都是無我的。體無我。這個體是真如，是涅槃，無乎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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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處是我？有我，即是有你然後有我，如果沒有你那有我？到處都是我即

是無我，是不是？到處都是你亦即是無你，明白嗎？所以涅槃是無我。諸行是

無常的，事事物物都是眾緣和合而成的，那有一個永恆的我？是不是？ 

 

今天那些人好像是滿車的垃圾，把它放下在爐處，然後把它用火一燒，

可以變了什麼？變了一包二包肥田料，肥田料用以種菜，你吃的那些菜。是可

以把垃圾做肥田料的。一個人死了，你拿一些玉石，拿一塊玉與他陪葬，「污

糟邋遢，臭不可聞」，伴著死屍。十年八年或二、三十年之後，把棺材挖開，

那塊玉…。如何？如何？血，那些血氧化了鐵質，滲進了玉裏面，整隻玉鈪的

玉是紅色的，還比新鮮玉貴。人們，你多愛清潔的人，都拿來戴。你說，是死

屍的質走了進去的，是不是？你信不信？此即有生滅，是不是？即是無常。

「諸行無常」，明白嗎？你啊，你都是無常的。你現在是坐在此處，再多過十

年，你整個…。 

 

同學：「沒有那麼快。」 

老師：「不要說我沒有開罪你。縱使你是楊貴妃，再過十多年你會如何？」 

是不是？如果你死後，你的屍體會如何？最親的兒子見了也要掩著鼻，是不

是？無常的，是不是？「諸行無常」。講用的，「諸行無常」；「涅

槃寂靜」講體。 

 

「諸行無常」，什麼也沒有，無常就有我。如果有一個你，你便不死

了，是不是？你都會死的，即那個你是會有盡頭的，便不是我了。其實你小孩

子的你，你就即是我，你即是我的意思。小孩子的你和現在怎相同，你現在是

一個大學畢業生，小孩子的你像是一團粉，是不是？ 

那處有我？今早的你和今晚的你不同，今早的你可能是一百磅。現在呢？你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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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聽我講經，揮發了一些水份，你現在可能只得九十九磅半。九十九磅半並不

等於一百磅，即是什麼？現在的你，並不等於今早的你。無你。 

 

同學：「現在的我聽多了很多東西，明白了很多。」 

老師：「什麼？」 

同學：「我說現在比以前明白多了，又不同了。」 

老師：「這便是了，這個不同那個你。」 

 

如果是輪迴，就更加是第二世了。你上天做天子或你想修善，你還記得

現在多倫多那處打工還記得不？無我，是不是？無我。即是在說什麼？用亦無

我，體亦無我，明白嗎？這便是諸法無我，體和用一起講的。明白嗎？現在講

「和合所為」，眾緣和合所造作出來的有為法，那又如何？如星。看我的注那

處，這個注並不是我的，是窺基大師依據無著菩薩所講的。如星、如翳，你看

看吧。我讀這部分，因為此處是全本經最重要的。何以化佛說法能夠不染呢？

看到嗎？有沒有？你看到不？ 

 

由於佛用他的正智，觀知道一切眾緣和合所為的東西、的法，即是一切

有為法。一切有為法，如何呢？一切有為法都是如星、如翳、如燈；你看回本

文，如星、如翳、如燈、如幻、如露、如泡、如夢、如電、如雲，都是這樣

的。我們觀察這個有為法，應該這樣的看法，不要起貪心、不要起瞋怒、亦不

要沉迷。明白嗎？佛能夠這樣，化佛教我們亦是教我們這樣，你看看吧。看此

處，「故說法時」因為能夠這樣，所以他說法時能夠不染著。非但說法時不

染，這個化佛雖示現受於生死，猶如釋迦佛在做淨飯王的兒子，他在娑羅雙樹

處入涅槃。他，其實他的法身，他的真如都常在三界，常住。而且釋迦佛死

了，他便現出第二個，常在三界裏面，「三界」者，欲界、色界、無色界。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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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眾生，「有情」即眾生。他化眾生的時候，「亦為不染」，亦不染的。後面

他教你了，「云何以正智觀於眾緣所生之法？」 

 

「云何」即是怎樣，我們怎樣用我們的正智，來觀眾緣所做成的法而能

夠不染呢？「而無染耶？」「頌以九喻喻有為法中九種所應觀事」，你留意此

句。他說這一首偈；「頌」即是伽陀，你所謂之「伽（騎）陀」，其實是「伽

（加）陀」。這首伽陀就用九種東西來到譬喻你所應觀的東西；「事」即東

西。那些東西呢？ 

 

一、「觀心法如星」，我們的心，我們眾生的心，猶如星星一樣。「無

明夜中能有照用」，我們在生死輪迴的黑暗；「無明」即是黑暗；在黑暗的生

死輪迴的夜中，我們都可以了解事物的。但是所了解的有限，如星不能夠照

物，一定要「正智日出時」；正智日出，你的光便隱沒了。即是我們修行，到

了我們的正智，般若智出的時候，即見道的時候，那些無分別智一出的時候，

我們覺得我們的心便會無用了。我們的心知道少，不是說無用，是用處少。 

 

二、觀什麼？「觀境相如翳」。「境相」即種種山河大地，日月星宿；

境界的相狀。「如翳」，「翳」是什麼？眼痛時候見到的東西，眼痛的時候見

到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翳」。「所緣境相猶如翳目」，猶如眼痛的人的

眼，見到一個清淨的空中有毛輪，好像一個球、一團毛一樣。這些是「妄

現」，是你主觀的妄情現出來的，根本虛空是沒有這些東西。境界，即是什

麼？根本這個世界的真如本體裏面，並沒有山與河，並沒有大地，是由我們的

心現，我們的第八識顯現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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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觀報識如燈」，「報識」即第八阿賴耶識，「報識」，它是負

責果報的，即是異熟識。猶如燈一樣，燈要靠什麼？「燈以油注潤而得住」，

那盞燈我們要給些油來潤它，然後才有光的，才「得住」的。我們的報識亦

是，你的果報，阿賴耶識亦都是。要由什麼？「由業所引」；「情」字錯了應

是「所」字；由前生的業力招引今生的第八識所變的果。還要有「愛水所

潤」；有業還要有「愛水所潤」，然後我們的生命才會出現的。講到此處，便

要多花一點時間。譬如你今世，你做了很多好事，你的身家也不要，捐了出來

建醫院、又建什麼老人院、又建什麼什麼等等，做很多好事，但你始終是要死

的。你的壽命長至一百歲才死，好吧。你一百歲死的時候，你會如何？ 

 

除非你是證了不還果。不對，證了一來果都可以。如果你只是證得預流

果，當你臨死的時候，你會驚的。「咦，沒有了，我沒有了，我現在要死

了。」你試試看，如果現在你要死了，你看你會如何？你會驚，說不驚那些只

是「噏風」而已，預流果的人都驚，我們更加驚。但預流果驚，雖驚，他第一

念驚，但跟著知人生如夢，眾緣和合而生，眾緣和合又出現，那用驚？第二個

剎那他不驚。預流果的人就此事出眾，我們則不是，一路驚下去。一路驚下去

你猜會如何？毛管戙起、標汗，是不是？控制不住，你的神經根本就壞，「賴

屎賴尿」（失禁）。痛的時候，就如劏豬也沒有那麼慘。就會這樣，我們人就

是如此。預流果的人，「是的，是會痛的。」他都痛，如果他是生癌，他同樣

是如劏豬的豬同樣的辛苦的。不過他是，「痛又如何？都是死了。」他只是減

低痛而已，不要以為不痛。 

 

不過你念佛、念咒念得多呢，他會（得到）佛的加被。令你減少你的

痛，這是可以的。就如王聯章說的，他聽說有一個氣功師傅，可以令到人怎

樣？人們生癌，他可以過氣給你，令到你沒有那麼痛，死的時候沒有那麼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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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氣功師傅可以這樣，佛和菩薩又可以這樣，他那種加被力，你亦可以。加

被。那些氣功有一種發流，它即是過氣一樣，把氣發流走到你處。即是這樣，

令到你沒有那麼辛苦，行的。你都是要窮的了，你觀想菩薩，準提菩薩，令你

窮得沒有那麼慘是可以的，完全不窮則不行。完全一點也沒有，變大富人就很

難，不是說不行，很難，是不是？弊了，在講什麼？是的，業，講愛水所潤。

做了很多業，你死的時候，你一貪愛，「我死了，真的慘啊，我死了。」這個

心是什麼心？貪瞋癡的貪，貪亦名愛，貪愛。這個貪愛一起，潤澤你今世所做

的業。本來你的業是停留在你的阿賴耶識裏面不動的。得到你貪愛的水一潤，

「標」芽了，猶如綠豆被水浸一浸，「標」芽了，被愛水潤澤。當然你一輩子

都有很多愛水，不過那時候的愛水最重要，那個是近因。被愛水一潤，你那個

來生的芽便「標」出來。 

 

到了你剛斷氣的時候，首先你的神志昏迷，眼識沒有了、停了。眼識

停、鼻識停、舌識停，到最後耳識也停掉，聽不到東西；心識也停掉，聽不到

東西。還有微微一點我的感覺，意識還未停，還覺得有自己。如果你是聰明的

人，你還會覺得「我慘了，死了，死了。」到了最後，死與不死也分不出來。

於是你的生命現象表面全部 Stop 了，剩下阿賴耶識還在身體裏面，還滲透你的

身體。 

 

那個時候，阿賴耶識漸漸，漸漸離開你的身體。或是先從頭離開，或是

先從腳離開，到最後，心房還暖，還在心裏面。頭、腳都沒有了，到最後離開

了心房。到了你離開那一剎那，可以說是那一秒鐘，一秒鐘至百萬份之一，就

是那一剎那，這一剎那你阿賴耶識離開。你這個身體是你的阿賴耶識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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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阿賴耶識離開，即是說你的阿賴耶識不變你的身體，馬上變起另一

個身體。就是那一剎那，變起那個中有身。那些人，不懂的人讀作中陰（音）

身、中陰（音）身，亂攪。它不是讀作「音」的，是讀作「廕」的。五陰（音

廕），五蘊的「蘊」就是「陰」。「陰」字讀作「廕」，那些人都不懂，整天

讀作「中音」。很多學生讀「中音」，「中音」，我便罵他：「你讀『中

音』，我就罵你，為何你讀『中音』？」 

 

同學：「但是有些人他未死的時候，或是在生的時候，覺得這個世界，真

的…，看得很淡，就沒有留戀。那個人如果死的時候…。」 

老師：「他說看得淡，其實他是自己騙自己，他希望有些不淡的東西，你明白

不？是不是？如果真正看淡，他不會淡，你明白不？ 

 

真正看淡，他不淡。不淡便發大菩提心了，『我不怕的，大丈夫生則

生，死則死。』是不是？『今世死了，我將又會來了。諸天無量，星界那麼

多，我不在此處生，日後便在別處生。』既然是淡，那用驚？」 

 

同學：「那個中有是永遠不會沒有的了？」 

老師：「二說，一說是他一涅槃，他永遠走進涅槃，不再出來。無餘涅槃，一

切東西沒有剩了。 

 

這個是小乘的解法，不通的。何解？此豈不像是有體無用。涅槃是體

嘛。諸行便有體無用？有體無用講不通，與四個原則相違，沒有無體之用，沒

有無用之體，是不是？有體無用講不通，於是有兩個解答。第一個解答，不是

有體無用，它永遠存在於一個常寂光的世界，永遠是光明的世界，永遠是恬靜

的，永遠是光明的世界，這個恬靜光明便是用。都有用，不過他沒有度眾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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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而已，他有他的用。猶如你讀蘇東坡的〈赤璧賦〉，『抱明月而長終』。一

樣住於常寂光處。一個這樣解。都有用，都解得通的。 

 

第二個呢？他說不是的，你不要小看那些小乘人，無餘涅槃那個無是沒

有了剩餘，沒有了那些有漏的，有貪瞋癡的，污濁世界的剩餘，一點都清除。

他那個無漏的世界，無漏的人生同樣存在的。」 

 

同學：「小乘是有餘涅槃。」 

老師：「無餘、有餘都是小乘。死的時候是無餘。你證了阿羅漢果，但你未死

便稱為有餘；『餘』即是殘餘的身體。大乘則是無住涅槃。於是這一

派人便解了，無餘涅槃即是無住涅槃。『無餘』者沒有了那些凡夫，

那些污濁的餘，不是沒有了清淨的餘。即是說不論大乘、小乘，他一

入涅槃之後，沒有了那個有漏的生命，他轉得了個無漏的生命。這個

無漏的生命就是什麼？無量功德時時現起的生命。如此你看，你解答

這個問題，你看我此處。」 

同學：「好像說淨土，阿彌陀佛涅槃的時候，觀音菩薩補處佛位。如此阿彌陀

佛涅槃後又如何？」 

老師：「他又再現，或他走來做第二個如釋迦那樣，走來此處。又或許他

又…。觀音菩薩又四十八劫或六十劫才涅槃的，他又來一個，做一個

菩薩又繼承。又可以，他歡喜去其他地方建立一個…。」 

同學：「這樣，事實上無論如何我們都是離不開輪迴的。」 

老師：「他不是輪迴。輪迴，最怕是無主的輪迴。他這個輪迴是什麼？常樂我

淨的輪迴。」 

同學：「這是不同，事實上都是有輪迴？不過那個輪迴是不同。」 

老師：「因為不同，所以不稱作輪迴，因為它是有主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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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看我這處，第十三頁（新書二六九頁），《金剛經》第十三頁。你

記住回去看，看看經這個。報識猶如燈要靠油，即是要靠業力，靠業力之油和

愛水所潤，第八識然後才能夠存在的。 

 

第四、「觀器界（如幻）」，「器界」即自然界，物質世界；物質世

界，「器界」；「器界」又名「器世界」。觀這個器世界，雖然很多奇異的東

西，但是無實體的，無實質的。「愚夫味著」，那些蠢人整天愛味著它，執著

住它。「智者不爾」，智者則不會了。 

 

第五、「觀身如露滴」，我們的肉體，猶如露滴，不能夠久住的。 

 

第六、「觀所受（如泡）」的、感受的東西，猶如水泡，隨起隨滅的。

尤其是你青年人戀愛的時候，你知道猶如水泡，隨起隨滅的。 

 

第七、「觀過去如夢」。過去的東西猶如做夢，那個境界已經謝滅了，

只是剩下心念；「心念」即是回憶；只剩回憶而已。 

 

第八、「觀現在（的東西猶）如電」。纔生即滅，一生猶如閃電，只是

一剎那，你留不住的；不暫停住的。 

 

第九、「觀未來（的東西猶）如雲」。阿賴耶識含著…，阿賴耶識猶如

雲一樣，含著未來的法之種子。即是等如雲含著雨點，「雖無相狀」，雖然雨

仍未出現，「眾緣會時」，忽然此相便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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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你現在你的第八識猶如雲一樣，雖無地獄的形相，地獄的雨點

你已經含住。同時，雖然你現在沒有現出極樂世界，但現出極樂世界的種子，

在你的雲裏面已經有。就看你引發那些地獄的種子，或是引發那些極樂世界的

種子。這個便是閣下自己的事了，佛都無可奈何。 

 

「觀未來如雲」，阿賴耶識含著未來的事物；「法」即事物；的種子；「種」

是種子。「雖無相狀，眾緣會時忽（然）有相」，「猶如重雲」，或讀作「重

（音蟲）雲」，二者皆可。「具含水點」，含很多水點。「天時（一）變

異」，雨便流出來了。「由以正智（對）於有為法作如是觀」，所以便能夠什

麼？「得無垢染」，漏了個「無」字，是不是？「得無垢染」，沒有了個

「垢」字。「自在而住」了，很自由自在地存在。這樣，這部經已經讀完了。

最重要是這首偈，是不是？ 

 

你可以依著它如理作意的時候，你可以入觀。很容易觀的，觀觀下你便

會不同。也看看流通分，一八八頁（新書二七Ｏ頁）。（甲三），流通分。本

本經都有，多數有，只是《心經》是沒有的。是《心經》那些沒有，其餘多數

都有流通分。「時薄伽梵說是經已」；「薄伽梵」即是世尊，Bhagavad，世

尊，譯作世尊，即是釋迦世尊。「說是經已」，講完這本經之後。「尊者善

現」，上面的善現尊者，那些羅漢我們稱之為尊者。 

 

「及諸苾芻」，「苾芻」即是男出家人，舊譯譯作比丘，梵文是

bhikṣu，舊譯譯作比丘。「苾芻尼」，bhikṣunī，女的出家人。「鄔波索迦」，

upāsaka，男居士，近事男，即親近那些尊者、服事那些尊者的。「鄔波斯

迦」，upāsikā，女的居士，即近事女。「並諸世間」，「天」，天子、

「人」，其他的人、「阿素洛」，即阿修羅，asura 那個字，舊譯譯為阿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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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玄奘法師譯作「阿素洛」；義淨法師譯作「阿蘇羅」；其實這些人是無謂

的，弄出那麼多名字。 

 

「乾闥婆」，「乾闥婆」是什麼？有一種神，是天帝釋奏音樂的樂隊，

天帝釋的樂隊，為天帝釋奏音樂的那種人，不吃的，不吃固體食物的。嗅香見

到香，嗅香作營養的，稱作尋香者。中有身也不吃固體食物，都是嗅香的。所

以那些死人是什麼？香、什麼的；那些中有。你拿燒肉來拜他，或是什麼，他

只是嗅其氣味的。我有一個朋友名趙超，他是有點天眼（通）的。我在廣州認

識他，我去曲江又見到他，他做過孫中山衛隊的隊長，趙超，陸軍中將。他是

基督教徒，但他說一切宗教都是平等。耶穌他稱之為耶穌佛；釋迦他就稱為釋

迦救主。也是對的，釋迦又是救主；不過他稱耶穌為佛就有點那個，是不是？ 

 

老子，他又說這個是老子佛；孔子，他又稱他為孔子佛。他這個人是這

樣的，他有天眼。我在曲江，我在曲江省府做事。他就在戰區做中將的高級參

謀，參謀是沒有什麼事做的，只是白支一分薪金。高是高了，但是沒有事做

的，無權無柄。他有空便穿著套軍裝經常去飲茶，有時間中…。 

 

因為我認識他，在那間西綫大茶居，最大那一間碰到他。他碰上我在那

處就跟我同座，我碰到他就有時坐在一起。他吃飽了，離開的時候，我有時會

過來坐一坐，「我陪你去坐火車吧。」他們習慣坐火車。你和他一起走路就辛

苦了，忽然，「走這邊，這邊。有些鬼，有一些無頭鬼拿著頭。」 

 

在行走時，（他又說）「走這邊，這邊。吊頸鬼，吊頸鬼。」他會這樣

的。走到一些燒臘台，「記住不要吃燒臘，那些台底佈滿鬼，有一些沒有下

頷，有些流口水的，整天用鼻子嗅。有些還在舔燒肉、叉燒。」在舔，他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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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食物的。他說那些食物不要吃。經過那處，國內有些雞鴨檯的，劏那些

雞、那些鴨、那些水盤雞、鴨來賣，那些檯底佈滿雞皮、雞毛、雞糞，全部棄

在那處。那處最多那些鬼，伏著猛嗅、吸氣的。還有，你吃的那些蔥、蒜，那

些鬼最歡喜這種味的。你吃的洋蔥、蒜頭、豆豉那些東西，晚上那些鬼會走到

你口邊嗅那些氣。他是這樣講，佛家都是這樣講，吸你的…。惡鬼，那些藥

叉，它來吸你的氣。他說就是如此了，這是趙超的講法。那些中有身食香的，

這種帝釋。帝釋，現在的道教徒稱作玉皇大帝，是做樂隊吹音樂的。那些尋香

的謂之「乾闥婆」。 

 

「等」，還有天龍八部的，什麼摩睺羅伽、迦樓羅、緊那羅，還有很

多，加一個「等」字便全部包括了。這些不過是什麼？印度婆羅門教自古相傳

是有這些眾生的，我們並不能…。我們有那些時見到「乾闥婆」？你們佛家亂

講。在文化上很多人是這樣的，我們不必理會。這班人「聞薄伽梵所說經

已」；「已」即之後；聽了之後，就「皆大歡喜」，信了、接受了、「奉

行」，實行了。凡經都有這些，我的就說完這本經了，希望大家自己了解。最

重要自己了解沒有用，要向人解說。他人不認識，你向他解說。這個《心

經》，我最多只能給你們這麼多頁，將來我有機會回來再給你們講了。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