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藏經》裏面說如果有些出家人見到真正、有一個實的佛，實的佛法，實的僧

寶、實的戒律可取的，這些就是魔、執著了。這些就非我弟子了，我亦非彼師了。說

佛這樣講，那麼於是他就發生(懷)疑了，他說這樣你(們)念佛的人，整天想 有一個着

實的極樂世界，有一個實的阿彌陀佛，又說有一個佛的淨土經論給我們去。如果不

是，我們豈不是走了一條魔路？佛明明說這些便是魔了，這便是魔了。那麼這便是相

違了，如何呢？那他就解答了，就說不是了，所謂佛、法、僧有兩種，一種就是真諦

的，從勝義講的；一種就(是)俗諦的，從世俗講的。

從勝義來到講，一些執著都無，無執著有實的佛、極樂世界，執著有實的阿彌陀

佛，這些都是不對的。如果從世俗來講，是有這種道理。那他就說，他就解釋如果是

從世俗來講，即是所謂世俗來講……世俗諦，因為世俗諦以為真的「硬梆梆」 (固定

不變)那樣，這些就是蠢，就叫做魔的眷屬。那麼，一味執著它這樣，就走錯條路

了。譬如得做一個佛真正的弟子，就應該要怎樣？

那麼就下面了。我現在講這處，「佛之真子，要達二空，遠契如如，方期本願，

端居名相，不悟真空， 入魔鄉，遠佛違法。」如果一個佛教徒是這樣，就入魔了。却

是怎樣？一個佛的真子，即是一個真正佛教徒，就達二空，你要瞭解每一個眾生，要

瞭解這個二空者，那個佛的真子第一，要瞭解人空。所謂人空者，無一個永恆不變的

自我，這個我們的自我是假體來的，是可以改變的。如果你執著有一個「硬梆梆」

(固定不變)的人空，這個就是魔道了。如果你知道並無一個永恆不變的自我，只是甚

麼？是這個真如的體用之上，有無數那麼多功能，這些功能現出來一組、一組，八個

識、八個識那樣，就成為一個假體的眾心。

這裏無數那麼多假體眾生，他因為起執著，有一個無明，所以他就輪迴生死。如

果我們能夠把那個無明、煩惱都剔除來瞭解這個人空，我們自然不會走入魔道，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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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走正路的。所以第一要瞭解人空，第二要瞭解法空，法空，東西、事物。事物不外

兩種：一種就叫做有為法，即是現象界。現象界的別名是有為法，另一種有為法，叫

做 phenomena，現象界。無為法就(是)真如了，這個本體了。兩樣理論上就分開來

講，實在就不能夠這樣分的。

法是空的，為甚麼法是空的？譬如現象界裏面，(現象界)之中，每一個現象都叫

做一個有為法，每一個有為法都是由眾緣聚集，各種因素、各種條件就叫做眾緣，由

各種因素、各種條件互相依賴產生的，就並無一個獨立，或者離開眾緣而獨立的永恆

不變的實體的。這麼，這個有為法是空的，有為法的空很容易明白。無為法這個實體

亦空的又為何？這個無為法就不是用我們的知識可以……將整個無為法的真如套了入

來，給我們看到。那麼，這個無為法就要把我們的所有掃除之後，那個無為法然後才

顯露的。當你那個無為法顯露的時候，就並無名相的，無名相存在的。

名相即是概念，如果我們用了有概念的知識去把捉，所把捉到的，把來把去都是

名相、都是那些概念、那些 Concept來而已。所謂名相、所謂概念，不過是我們意

識的影子，一定要連這個意識影子，如果我們執著就是那個東西，就(認為)這個就是

本體，這個不是真的本體來的。仍然有執著的，一定要連這些名相，都掃清的之後，

然後那個本體顯露。當那個本體顯露的時候，那個本體就是無差別的。

我們在現象界裏就有差別的，有善對面就有惡，有高對面就有低，有佛對面就有

凡夫。當那個本體顯露的時候，就無名言、就無概念，概念既無，就哪裡有相對的善

惡、有高低等等的分別？差別、那個分別呢？無這個分別的。既然無分別了，你怎能

夠說它是有一件東西呢？它是一個無限的。那個是無限的，在我們的有限界，我們就

可以劃開界線，這個叫做佛，這個叫做本體，那些叫做現象。它既然是無限的，無差

別是無限了。

你怎樣？你不能用我們有概念的知識說它這樣是甚麼東西，不能這樣的。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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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無為法就要掃除一切那些名相，把它名相全部都掃除，掃除光，一點也不留的時

候，那時候的本體顯現了。到本體顯現的時候，又無所謂叫做本體，是嗎？那時候就

是這樣，那麼那個無為法就是要空了一切執著後，而顯露的，所以叫它做空。那麼佛

家，記 ，佛家所謂的空字，就是含有兩個意義的。第一個意義就是不實在的，叫做着

空，不實在的。第二個意義就指……就 第一個意義來講，多數是作一個形容詞用着

的，不實在，空的、空的這樣。如果第二個意義來到解釋，就當甚麼？空了之後，空

了一切執著之後，所顯示出來那個宇宙萬象實體、實質，那麼這個就是名詞來的，那

個東西來的。即是禪宗人(說)所謂的佛性了。唯識宗的人叫它做真如。那麼，所謂二

空之中，那個法空是包含兩個意義的。

兩個意義叫做空，其實是有分別的，叫二空。問題是這樣，這個空了一切執著之

後，所把捉到的實體是不是可能的，問題就在這處。佛教這套哲學思想能不能夠成

立，就在這處。佛教那些經論，說這個實在、這個本體是可以把捉到的。不過我們要

把一個有概念的意識，全部撇除、撇除。撇除了一切有概念的意識之後，它說我們這

些眾生有一種超越(智慧)。那種超越的智慧，為甚麼會有超越的智慧？超越名相，不

受名相所束縛，超越了名相，而能夠了了然，把捉那個本體的，把捉那個實在的，它

說有這種這樣的智。

它這樣說，那麼問題就在這處了。那麼要怎麼才可以呢？要怎樣才能夠引出我們

這個超越的智慧，來到去把捉那個實在？如果照西方的哲學家講就不可能的。是嗎？

覺得不可能的。但是佛教徒、佛教說是可能的。就用修止觀，修禪定，在禪定中修

觀。把那些有概念的、有分別的智慧撇除了，撇除後，那個超越的智慧一出現，一出

現了，他在當時就可以把捉到那個實體了、本體了。所以有一句經(文)，《解深密

經》有一句話，

眾生就被相縛，這個相就指甚樣的？形，相即是形相，指我們的識中、我們的識

裏面，有一種形相，有一個影子。一有一個影子在這就會束縛 我們。譬如我們的眼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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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視覺，眼識裏面一定有影像的。眼識，不會無影像的，無影像就不成眼識。眼識

所看下去的，一定有顏色的，影像就是顏色了。顏色在我們視覺看東西的時候，一定

有一個顏色的影像的。或黃、或紅、或黑、或白，是嗎？或者，縱使你是色盲的，你

都見到灰白的，都見到黑白的。

你說我們的眼識一起，去看東西的時候，無影像的，我們想像不到的，看不到無

影像的東西。那麼即使說我們的眼識，整天被那個相、被那個影子束縛 ，限制 我着 着

們，不能夠打破那個影子。耳識，除非你的耳識不起，耳識起，一定聽到聲音，那些

聲音就是影像了。廣義的影像，聽到無聲的，無聲即是說那些聲音、那些空氣的振

動、那些發聲體的振動很平衡，不起波浪來打擊你這個解釋的。都有一個影像的，那

些無聲的影像，是嗎？聽到聲音的這樣，聽不到聲音就已經有一個無聲的影像了。鼻

識，除非你不起，一起就一定有一個影像。

一是香的、好的，聞起上來令你舒服的；一是聞起上來令你難過的，都是影像

了。或者我如果聞到一個甚麼……一不聞見香、又不聞見臭，那麼(便)無影像？有一

個不香、不臭的影像。除非你的鼻識不起，是嗎？都是影像的。即是說鼻識亦整天被

那個影像束縛 ，被那個相束縛 。即是限制 ，束縛、限制。舌識，同一樣道理，着 着 着

那個(是)我們的味覺，叫做舌識。舌識起的時候，一定有一個影像的。咸、酸、苦、

辣，不起影像者，就是淡那樣，淡都是一個不咸、不酸、不苦、不辣，就是淡。淡都

是一個影像來，一定有影像的。

那麼即是鼻識(口誤：應是舌識)被那個相限制 。身識，所謂身識者，即是我們着

的觸覺。我們觸覺又是被那些影像限制的。除非你無知覺，你的身體有觸覺，就一定

有影像，不是軟就是硬，是嗎？摸到一樣東西處有觸覺，除非你麻目不仁，麻目不仁

即是你的身體不起，那個(身)識不起而已。一是就不覺得軟、不覺得硬，或者我 (覺

得)不軟不硬，「腍腍地」(很軟)，都有「腍腍地」(很軟)的影像。譬如我覺得熱，熱

便觸覺裏面一個影像了。那我不覺得熱了，我透心涼了，冷又是一個影像。

4



那現在我不熱不冷了，不熱不冷都是一個不熱不冷的影像。所以那個身識亦有影

像的。那麼這些感覺而已，我們不要緊的，你可以這樣說。意識，我們的意識，意識

更多影像。我們……照佛教講，我們從現世，現世就不用講了，縱使你以前有無量那

麼多世，生生世世，到現在目前為止，下一個五分鐘我們不要理會 。由現在這五分着

鐘一直數上去，我們由無始之始一直到現在，我們的意識未曾試過感覺……能夠覺到

一種真正無影像的東西。譬如我意識想「一會兒我去買牛」這樣。

你的意識裏面，有一個影子了，「買」有一個影子了，「買」的影子了。意識的

影子即是概念來的，即是觀念和概念，「買」這個(是)概念。「一條」，一、二、

三、四裏面一個影子，是嗎？「牛」不是馬，是牛，分別的。凡這些影子都有分別

的，你想去買一條牛已經是被那些影像限制 了，是嗎？我們反省一下，我們無辦法着

令那個意識起的時候，無影子的。如果照這樣講，即是說用我們所謂知識和感覺，眼

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我們叫做感覺，是嗎？

感覺。意識，我們叫做思維，是嗎？不論感覺又好，思維也好，我們普通人不可

能無影像的，一定有影子的。當我想一個「無」，當你想「無」的時候，你以為無影

像，有一個「無」。當你想「無」的時候，這個不是真的「無」。當我們想「無」的

時候，一堆模糊的東西，「無」的樣子。你試一下想「無」，是嗎？一堆東西是模模

糊糊的，你以為無叫做「無」，這個便是相了。即是不論我們的感官或者我們的意

識，都整天被那個相束縛著。那個相就是甚麼？就是實體、本體所顯現一種像來的。

如果你想把捉到實體就要把這些影子打破去，換言之，我們普通的智慧只是看到

實體的表面，本體的表面，不能夠滲透入去把捉本體的。「把捉」兩個字是甚麼(意

思)，我們叫做洞察，是嗎？那個本體不可能用感官，用眼、耳、鼻、舌、身這個五

個識看到的。因為這五個識、這五個感覺起的時候，必有影像。用意識去瞭解它，普

通的意識一定有影像的，那個概念、觀念就是影像。當我們想把捉這個實在、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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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在即是本體的時候，一定被這些影子、影像、形相限制著，我們不能夠打破那些影

像，來到去把捉。而這個影像都是本體的表面，我們無辦法打破它的表層來把捉它。

那麼怎樣辦呢？這些叫做相縛，每個眾生都被相縛，不止被相縛，還被粗重縛。

粗重者指習氣，我們稍為內省一下，我們覺得有很多積集以來的習氣，令我們不得舒

服的。你嘗試自己感覺一下，靜靜坐在這裏，好像那位先生剛才坐在這裏的時候，他

就會覺得那些習氣又起又伏、又起又伏，他想無(這種感覺)是不可以的，好似波瀾

那樣一起一伏。一個波來，我不要，撇除它，第二個又起，我又撇開了它，還

有第三個波來。如果你能夠(令)波不起，那時候就叫做打破了那個影像。打破影像，

便是那個實在本體顯現了，那時候就叫做見道。那樣，縱使我們整天說不理、不理那

些形相，都有一種習氣粗重限制 我們。那麼你有甚麼辦法？着

我們變得毫無辦法，對凡夫(來說，他們)毫無辦法。佛來教你要勤修止觀，止者

平息妄念，把我們整天想想東西的心平息了。觀，用我們的正智，用我們的正智慧去

觀察，用我們智慧的力把那些不合理的名相、不合理的影像撇除。這麼，撇除了，你

用佛家的說話來到講，就不如用道家的說話講了，好似老子講那樣，損之又損，將那

些影像、將那些粗重的斷(除)排除。損之又損，以致於無，直至到有一天，不斷那樣

修止觀。

有一天，你不能料到今天或者明天，亦不能料到說我八十歲以前一定可以，不能

預料。也許你明天可以，或者今天晚上得，無得預料。那麼這些完全視乎你過去的相

和粗重縛多少來到決定。如果你是肯修止觀，就可以解脫，解脫甚麼？解脫那個相的

束縛，和粗重的束縛。相的束縛和粗重束縛一解脫，那個時候，在我們的智慧看出

去，就好似甚麼都無了。

因為為何？無影像，那麼無影像豈不是等於無知覺了？又不是無知覺，看出去無

影像又不是無知覺，那麼怎可以的？那些見道的人曾經如此，六祖他說他見過有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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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無頭、無尾、無底、無面的，有一件這樣的東西。又不是無，你說無又不對。

他只是用「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物，它本來無一物，無了一些形

相、影像，他說可能的。那麼，所以修止觀，現在那些講形上學的人的死症，就是找

不到一個方法來到(證明)。形上學就是研究本體。Metaphysics的，研究本體的，研

究本體的就算任你講得怎樣玄妙都(是)假的，你用甚麼方法可以把捉那個本體？理論

多多都無用的，講得多玄妙。

那麼你到底有無辦法可以把捉那個本體，這個辦法可以叫做形上學的方法了。用

甚麼邏輯都無用的，你想把捉那個本體，有甚麼方法可以把捉？佛家的答案就是修止

觀，就是把捉本體的方法，修止觀。如果你不修止觀，你讀破三藏十二部經，一點也

無用。如果他會修止觀，只要他懂得多多少少，知道二空的理，知道人是空、佛是

空，一點執著都不起，即管他不識字，他肯修止觀，他總會有一天覺得那些有名相

的、有影像的、有名相的意識一沉沒之後，當下他那超越的智慧就起了。

它起的時候，就把那些概念、影像全部沉沒的時候，那種超越的智慧就照出去，

那時候照出去的、所見到的就是那個實在，就是本體。《心經》：「照見五蘊皆

空」，用我們超越的智慧一照出來的時候，那個實在顯現的時候，並無所謂五蘊存

在，無五蘊在這處的。亦無所謂苦，亦無所謂樂，所以說「度一切苦厄。」那麼它到

底如何的？實在是怎樣呢？實在是無差別，無差別是怎樣的？它只是用三個相反的名

詞，形容詞來到形容，《心經》。有差別(的)現象界裏面，一定有生，有滅，是嗎？

它說當我們那個超越的智慧一打破了那個現象界，而滲透入那個本體的時候，那

個本體顯現的時候，就無所謂生、無所謂滅。生滅是現象界有，當你證得那個本體的

時候，接觸這個本體的時候，無的，無所謂生滅。這個生滅是相對的概念來的，兩個

相對的概念來的。無的，無生滅相對的概念，在現象界裏面有，有垢、有淨，那些東

西就骯髒、那些東西就乾乾淨淨，都是相對的。當本體呈現的時候，無所謂骯髒不

潔，骯髒亦是本體呈現，清靜亦是本體所呈現，不垢亦不淨。那麼現象界裏面，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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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少，有增有減，那個本體出現的時候，在那個本體上面，無所謂增，無所謂減，增

減都是那些影像上的事而已，即是用。

其實，那六個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不夠的，應該是甚麼？不善不

惡，不好不醜，總之凡是相對概念，我們全部都要「不」了它們，應該千不萬不。那

麼凡有一個相對的概念，撇除、損傷，將它損傷，損之又損，損到那種概念的力無

了，當下一沉沒，一沉沒的時候很短時(間)，他說我們都可以的。當我們思想的時

候，一下一停的時候都會出現的。

禪宗的人是這樣講的，一剎那的時候，不會就這樣出現，如果我們能夠把捉到那

個狀態，那個就是本體了。所以六祖拿 那件衣、拿 那隻 ，走來廣東的時候，就着 着 鉢

去到大庾嶺，就被一位有力的和尚，那位叫做慧明禪師。那位(慧明禪師)舊時做到五

品將軍的，武術精湛的。他帶頭來追六祖，想取回他那隻缽。六祖就把那隻缽放下，

自己就躲在石頭後面，以為這樣就避過他(慧明)。那麼，慧明一來到就見到那隻缽，

可能(是)他心理作用，就拿不起那隻缽。

他的心理作用就拿不起缽了。譬如我是催眠術師，你是一個能夠被人催眠的人，

我叫一聲，你不能起到身，你就不能起到身了。你信不信這種？可以的，舊時香港有

一位打國學拳的宗師吳少忠。有一次，他跟我飲茶，他講他父親最不相信這種事。他

說原來江湖上，有一種法術叫做「千斤墜」，自己催眠自己，我們不必理會他，那些

不要說甚麼神力論，我們不要相信這種事。總之他拿不起，他自己的心魔作用而已。

那麼，於是他就很後悔，不應該對六祖這樣的態度，於是就叫六祖，「慧能、慧

能，你出來吧！」這樣，「我的目的是來要求佛法，不是想要求那隻缽的，請你出來

跟我講。」這樣。於是，六祖就走出來了，那個慧明就向他頂禮，「請你開示我、指

導我。」(六祖：)「好。」當時他這樣說。他對慧明講這一句話，「不思善，不思

惡。」就這樣標點，或者我會寫錯字都說不定，「正與麼時……」那麼我們先澄清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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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名詞。那他叫這個慧明，他說：「慧明，你的心，(就算)善的事你都不要想，惡的

事你亦更加不要想。你現在在這不要想善的事，亦不要想惡的事。」即是甚麼凡是相

對的概念的事，全部放下，都全部放下，把那些相對的概念、名相全部放下。

把那些相對的影像全部放下，去思我。正與麼時，就正在這個時候，當你不思

善，又不思惡這個時候，即是把相對概念全部壓低的時候，他說你去尋求、你去找

尋，找尋甚麼？找尋哪一個是你的本來面目？不是說那個不思善、不想惡就是本來面

目，他說就在這個時候，你去尋求哪一個是你本來的面目。就在這個時候，你去找

尋，去把捉你的本來面目。

你的本來面目，這個本來面目即是那個本體了，即是那個佛性了。那這個本來面

目，是要把這個善惡、美醜、高低等等，相對的影像全部放下了之後，就在你放下一

切相對影像的時候，你去找尋、去體驗一下哪一個是你的本來(面目)。他這樣講法，

這個是方法論來的。他舉出一個方法教他的，並不是說……有很多人解釋錯的，我見

過有一位大居士解錯這句話。他說：「你不要想善，亦不要想惡。」「正與麼時」他

解釋就在那個時候，那個是明上座，上座即是法師了，明上座，他叫做慧明了，那個

便是你慧明本來的面目了。解釋錯了這樣。如果這樣解釋錯了，就叫做甚麼？不善不

惡的那時候就變了無記，是嗎？那麼那個心不起善惡念，起一個無記心的時候，就是

本體了，本來面目了，那麼又如何可通呢？

其實他這處不是，他只是提供一個方法，你不思善，你不思惡 ，把善惡等相對

的概念全部放下之後，你去體會哪一個是你本來面目。就在那一剎那體會，就是這

樣。現在有很多人解釋錯，以為不思善、不思惡的時候，就是本來面目了，這個就是

錯。這個不是提供方法了，只是描寫而已。那些禪師就叫這些無記空，這樣是錯的。

不思善、不思惡是無記的心，這個心就是無記了。無記的時候空框框，這個時候不是

本體，不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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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是提供一個方法叫你在哪個時候，去體會你的本來面目，那麼他這個方法是

止，不思善、不思惡便是止，哪個去找尋，找尋那個叫做止觀的方法。這個就是佛家

形上學的方法。他認為這個方法可以找得到的，你在這處坐，把那些相對的概念全部

撇除，損之又損，到了形相那些影像和粗重的習氣無力量了，不得、不能夠起的時

候，會有一個時間，突然好似沉沒那些相對概念，沉沒了，(到)那個時候你就會體會

到了，需要用止觀的方法。

「要達二空」，順道這樣說。佛教就說可以的，好了，我們回來看這裏。「佛之

真子」，就要瞭解二空，「遠契如如」，如如即是本體而已。如如即是真如，它因為

為何？舊譯就譯作如如，新譯就譯作真如，很多個譯法的，晉代的時候，東晉的時

候，有些人將它譯作甚麼？譯作本無，這個譯法真的壞到極。本無，你翻開那本《中

國哲學史》，有所謂六家七宗，道安法師有一個叫做本無宗。本無宗，那個本無兩個

字，原來就是那個真如的譯名來的。

那些人就解釋錯了它，以為本來無，這個其實是一個……即是指一個萬物都由這

個本無起的，本無便是真如。萬物的本質就是本來無的，這便是真如。很多解釋錯

的。是誰？是那個解釋得比較清楚，湯用彤是這樣解釋的，這個即是真如了。湯用彤

有一本書叫做《魏晉南北朝玄學的論稿》，論稿裏面，有一句話，他說本無論就是佛

家那個真如的別名。最初譯作本無，後來就譯作如如，為甚麼譯作如如？如如，那個

如字就是如此，如如即是如此、如此。

因為你不能用概念，不能用一些相對的概念來去描寫它，只可以如此、如此這

樣，即是要你撇除，那麼怎樣叫做如此？如此難解到極，熊十力就解釋它，如如兩個

字，它是如要用如如這兩個(字)就是不好解了，不能用這個相對的概念或名詞去解釋

它，因為這件東西，它是如此，便還它如此。你用形容詞去形容它，都不妥當的。好

像你飲水一樣，說「水很熱啊！」這樣，熱，那個熱字根本就不妥當，怎樣熱呢？熱

是(指)比較而已，幾多度就叫做熱？是嗎？他說只有用如如，後來就譯作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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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梵語，那個見道，skandha那個字的譯，意譯的，陰、任、蔭，陰字，新譯

就譯作蘊，一堆一堆，現象界分作六堆東西，色、受、想、行、識，叫做五蘊。舊譯

就譯作五陰，陰就(是)遮蔽這堆東西，都是一些影子，是遮蔽我們的智慧的。如果你

執著這五陰，那五蘊而不肯捨離，這個就是魔來的，所以叫做蘊魔、陰魔。「陰魔將

越，」擺脫這個陰魔。你想擺脫這個陰魔，「必因常住法身。」一定要靠常住法身，

怎樣叫常住法身？常住即是永恆，法身即是佛的法身。佛的法身即是以真如為體，即

是這個實在，佛的法身即是本體來的。

你想說擺脫這五蘊的魔，就一定要憑藉，因就(指)憑藉，憑藉你證得實體，證得

真如，證得本體。如果你不證得本體，這個五蘊的魔，你無辦法撇除的。那麼我們現

在又未證得，那麼又如何證得呢？求生極樂世界，那個阿彌陀佛已經證得常住法身

的，你依靠他，待他指導。兩個解釋，必因常住法身，必定要靠你，第一個解釋，要

靠你證得真如。第二個解釋，要靠一個已經證得常住法身，常住真如的人，那個佛，

(待)他指導，必因常住法身。

「煩惱障除，要賴虛空等定。」修很多定，即是修止觀，定有很多種定，有種叫

做虛空定。虛空定就是空了一切執著，如果你能夠這樣修，即是修止觀，「出天魔

界，還由慈力等持，冀殄死魔，功據神足之定。」你想出離天魔擾亂你，你一定，你

自己要修定。但你自己修定不行，修止觀不能夠讓你一世自無紛煩，你有多少時間

修，你最好找一個甚麼？有慈悲心，然後有定力的阿彌陀佛，用他的慈力的定來到加

被你，讓你生極樂世界。

你能夠生極樂世界，「冀殄死魔」，我們在這個世界裏面，幾十年間，一下子便

死了，說極樂世界的壽命比較長，可以有長時間讓你修行，你想說能夠殄滅這個，殄

者滅也，滅死這個天魔，不讓他來威脅你，你就一定要……叫你就一定要修定，但是

你修定修不到的時候，你就最好求生極樂世界，依靠那個有神足之定的阿彌陀佛，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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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來到照顧你。所以「仰瞻四方，非大聖之莫能。」我們環目四顧，如果不依靠那些

大聖，如阿彌陀佛之類，我們無辦法(被)庇護的。「伏察四魔，豈下流之有 。」効

我們現在內省一下，有各種魔，蘊魔。五蘊的影子遮蔽我，所以蘊是一種魔。我

們人生壽命無幾，又有一種死魔，死整天來威脅我們的。煩惱魔，我們整天起那些煩

惱，貪瞋癡那些煩惱搞亂我們的心，這些煩惱又是一種魔。還有一種魔叫做天魔，這

個好似那個基督教那些人講那個撒旦那類東西。有一種天魔，一種天神是一種魔鬼來

的。他在你修行的時候，他專搞你的，有一種是這樣的，有一種天魔。有沒有都好，

這幾種一定有的，蘊魔、死魔、煩惱魔肯定有，天魔有無，我們不必理會他了。我們

再察覽我們的生命裏面，確是有四魔，四魔整天來脅迫我們，「豈下流之有 。」難効

道我們知識那麼軟弱，我們哪有力量的力來到對抗他呢？

所以莫如念佛求生淨土了。所以，「若不栖神至道，絕愛網之無由，係想歸真，

隔生途之亂軌。」所以「佛教凡流」。「且學」，這兩個字肯定是錯的，「亂固」是

不通的。但是那個亂字在另外一本就是觀字，那個固字，固守。觀固守是要時時以智

慧來到觀察，只可以這樣解釋。原來那些字是錯，所以人們，你要「栖神至道」，把

我們的精神集中在這，對向最高的道理來到修養。「絕愛網之無由」，如果你不能夠

「栖神至道」，你想把這個愛網來到打破，那我們無辦法。在這個世界無辦法，只要

「係想歸真」，係即整天想念那個阿彌陀佛。希望藉 他的力量，令我們體諒這個真着

諦。

這樣就可以隔了這個生途的亂軌，生途者(指)我們的生死輪迴。生死輪迴之中，

一條亂的軌持，一條錯誤的軌持。一直輪迴，然後我們可以「隔」了「生途的亂

軌」。「所以佛教凡流，且學觀固」或者。所以佛就教人，教一些凡夫的人，你不能

夠單刀破陣來到證得真如，證得本體的時候，你姑且學一下觀阿彌陀佛，固守 念阿着

彌陀佛，求生淨土。那麼怎樣求法？下面就講了，「若想西方，且求不退，得生化

土，見佛化身，化主提 ，得無生忍，平等法界，了達分明，籍此神功，壞諸魔網，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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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超三界遠證菩提。」所以我們要找一個有效的辦法，怎樣有效的辦法？

就是念阿彌陀佛，投生西方了。如果我們能夠觀想這個西方極樂世界，先求生了

這個極樂世界。因為有一個阿彌陀佛的保護，我們不會再起一個煩惱的退墮，這樣生

了去之後，「得生化土。」我們一個凡夫想生這個極樂世界，是一個報土，見到那個

報身的阿彌陀佛，凡夫是不可能的。但是報土不可能而已，那麼我們生化土，見到那

個阿彌陀佛的化身，那麼我們於願亦足了，這樣「得生化土，見佛化身。」這樣一生

了去之後，「化主提攜，得無生忍。」那個阿彌陀佛的化身，那個化身阿彌陀佛是極

樂世界的主人，得到他提攜，你就在那處修行，就可以得到無生法忍。「無生法

忍」，即是見道，見到本體，去那處慢慢去修証。如果一去那邊修行，證得無生法忍

的時候怎樣？

平等法界。了達分明。平等法界即是真如本體，那時候去到那處，我們就是證入

這個真如。真如出現之後，就是平等的。怎會平等？無相對的，無善惡等等之分，每

個人所證到的都那個真如，佛所證的真如亦是這樣。你所證的真如都是一樣，平等

的。法界者即是真如的別名，到那時候，「平等法界，了達分明。」「籍此神功，壞

諸魔網。」憑藉這種神妙之功，念佛的神妙之功，就破壞這個四魔之網，這樣一來，

你可以怎樣？「近超三界。」我們這個世界裏面的欲界，色界，無色界的生死輪迴，

我們可以超脫了。「遠證菩提。」

遠一點來講，我們過到去就可以修行了，證得佛的大菩提。下面了，「若不如

斯，還沈惡趣，長時受苦，解脫未期。」如果我們自己的智慧又不夠，一味在這處，

事務那麼忙碌，修行亦無那麼多時間來修行，若不如此去念佛求往生去淨土，我們就

好容易(在)生死輪迴裏面，一下子死會沉淪這個惡趣了。這樣，一在那個惡趣裏面，

生死輪迴，就會有一段很長的時候會受生死的痛苦了。解脫未期，我們如果解脫生命

的苦，證得涅槃，就未有期。所以，下面了。「順此要門，乃為想土。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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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漏了。

羅公：嗄？

「(詳此二因)，差無違諍，勿隨一見浪執生疑。」詳即是詳細研究，詳細研究上

文所講兩個因。哪兩個因？第一個，佛一方面就教人念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一個

因，解脫的因。第二個，他一方面罵人們，整天又說有佛、有法、有僧，你就走入魔

途了這樣，這個第二個因。我們詳細比較這個佛所說的這(兩)個：一個就叫你求生極

樂世界，一個叫你連佛、法、僧、戒都不要執著，好似矛盾那樣。兩個矛盾的原因。

如果我們詳細瞭解它，「差無違諍」，差即是一點點，一點相違、一點爭論都無，都

是對的，並無矛盾的。所以一個學佛的人，「勿隨一見，浪執生疑。」

你不要偏一種見解。白費你的思想，整天在生，到頭來你都死了，毫無辦法，生

疑。所以「順此要門，乃為」，這裏有，「順此要門，乃為想土。」你順 那個念佛着

的法門來到做，這樣去求一種你所想的安樂之土，乃為想土。「仍壞住此， 絕輪窂

迴。」這個 字， 字即是少也。窂 窂

如果你整天懷念 這個世界，整天想住在這個世界不修，就不是說不可以，有，着

你未必得。 即是少，你很少能夠絕了輪迴的。「驗此隨行，淺深觀因，自分殊益，窂

詳因念理，契本何差？」「驗此隨行」這個隨行者，即是跟 去修行，我們驗一下，着

即是比較一下上文那兩種辦法，一種就叫你一味觀空，不要執著。另外一種就叫你念

佛求生極樂世界。這兩種隨順修行。「淺深觀因。」我們知道對那些深(行)人(根器猛

利)來講，就要毫無執著，認識真的本體。

對一些淺行的人來講，你就要念佛求生淨土，淺深觀，一淺一深，我們觀察它，

自有原因。自分，「淺深觀因，自分殊益。」各人有各人自己分內的益處，你不要理

會自己智慧好，就罵別人(的)不可以。「詳因念理，契本何差？」如果你能夠詳細瞭

解、研究它這個佛兩種不矛盾的說法原因，能夠思念這個道理，你就能夠契合佛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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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一點也無不同的，差就是不同這個解答第二個難題。現在那些人，那些講禪宗的

人，一見到人們念佛就罵他們念佛不可以的。那些念佛的人空空洞洞的，講這些說

話。他(窺基法師)這處解答這個(疑問)，不是的，大家都對的。你有辦法、有把握，

你就去學禪宗，去擺脫一切執著。

如果他(們)無把握，還是念佛為主，到了，他和你一樣的。從前便有一個你們認

識的人，一位忍慧法師舊時未出家的時候，叫顏世亮先生；另外有一位香海蓮社的董

事長叫做曾璧山，曾璧山就是很虔誠念佛。顏兆桐即是忍慧法師，他現在出了家就不

敢講這麼多事。因為他的身份關係，舊時他就「牙擦擦」(口氣很大)。這樣，曾璧山

就講她怎樣念佛、怎樣那樣講，(顏世亮在旁邊)那時候很大聲的，人們已經執著了，

還叫你多……執著那些多東西都不夠，還(要)執多一個極樂世界，還執多一個阿彌陀

佛，害死人的這樣。這些便是那套見解。他如果讀一下這些，就無這些(意見)，無那

麼多事的。聽眾：我都有聽他講過……

「第三無量壽經云，此界一日一夜修道，勝餘佛土百年。維摩經云，娑婆國土，

有十事善法，諸餘佛土之所無有，謂以布施攝貧窮等。」這處一段，外人就引兩段經

來到質問這個淨土法門。淨土法門是依靠那本《無量壽經》，《無量壽經》有這樣的

說法，此界一日一夜修道。在此界即是我們這個娑婆，有痛苦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

面，修行一日一夜那麼少而已。

勝餘佛土百年。還勝過在另外一些有佛的安樂的國土修行一百年，即是說在極樂

世界那些好些的世界修行一百年，都不及我們在這處修行一日。即是為何？我們這個

世界壞，在壞世界都能夠修行，你們這些去到極樂世界當然可以了，是嗎？那麼即是

這樣(解釋)。大概這個《無量壽經》這樣說了。那麼即是如果照這樣講，我們應該不

要去極樂世界，(應該)在這處來到修行。因為我們修行一日就勝過他(們)百年了，何

必我們(要)走去？是嗎？我們在這處(有)百倍的利益。「維摩經云，娑婆國土，有十

事善法。」另外一本大乘經就是《維摩經》，《維摩經》這樣說，娑婆世界即是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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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界，娑婆國土，娑婆者是梵文 sahā的音來的，譯作甚麼？譯作堪忍。

即是說我們這個世界的眾生，是很能夠忍受痛苦的，因為我們這個世界的痛苦是

別的世界所少有的，堪忍世界。「娑婆國土，有十事善法。」這個十事善法，即是六

度等，六度四攝。是「諸餘佛土所無有。」我們在這個世界，我們可以去布施，有貧

窮的人讓我們布施，(讓)我們做功德。去到另外一些世界，極樂世界(裏)每個都那麼

富有，何須你布施？你想修行布施，都無機會讓你修行。這個世界有很多人不守戒

律，你能夠持戒，你就很有功德。去到極樂世界，那類世界、這麼安樂的世界，每個

人都守戒律的，那裏都無所謂殺生、無所謂這類事的，你還有甚麼修行？有

十件、有十個機會給我們修行，是其餘那些有佛的世界所無的這些修行機會。即

是說以布施等的攝，攝即是救濟那些貧窮等。去到那些地方(有佛的國土)，都無一些

受苦的眾生讓你救濟的。那麼可見我們真正修行，不要去極樂世界，就在娑婆世界就

是最好的。這樣又是，西藏那些喇嘛就是這樣的，他(們)就不去極樂世界那些的，他

(們)說要轉生來到做人的。這一世死了，第二世又投胎，投胎他們就說了去哪邊方向

轉生，自由轉生的。那麼，那麼弟子就走去那個方向裏，抱一個嬰兒/小孩子回來

養，撫養成人，那麼又做喇嘛了。活佛，那些活佛來的。

(這)都很靠不住的，真的靠不住。因為他(們)那種法，不輕易教人的。他(們)修一

種轉生法，那些喇嘛，那些高級喇嘛教你修一種法，叫轉生法。修這種轉生法，死了

之後，他(們)就會自由轉生的。其實是找來講的，如果你的心定，你就可以自由轉

生，不用修這種法。如果你的心亂，修(這種法門)都是不可以的。所謂轉生法者，我

們未看過看。不過以理度之，平時修行到臨死，我現在死了，心很亂了。但是我現在

死了、死了，同時快死了、快死了，有一個佛(來了)，被一些光明照 我，照 我現着 着

在向那個佛祈願。

每人向那個佛祈願，我希望死了再(轉生)在這個世界，來到化度眾生。這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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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死了。那個佛的光明照 我，我看哪一方面有緣，我就會去投生了。不外是這樣着

生，生得多就在死的時候，就入定了。你平時修行，平時修行慣了，到死的時候，很

(安)定的。那麼定的時候，臨死的時候，人們死的時候，那個心就很難過的。他(們)

就不難過了，我們現在轉生了，就來我又變一個小孩子，又幾十年了這樣。那麼，他

(們)就很(安)定，想一想那個佛，用光明照 他着 (們)，同時，他(們)臨死的時候，有一

些大弟子圍繞 他着 (們)，替他(們)念佛，幫忙 念佛，於是他着 (們)的心念就很專一那

樣，死了之後就轉生了。那他(們)臨死的時候，他就會說，「我有甚麼特徵，第一我

要去東方轉生或者向西方轉生。將來我死了，你就去東方或者去西方找我。

這麼，我有一定有一個特徵，我生平就用慣甚麼念珠、用慣甚麼東西，他一見到

我這些事物，他一定就很歡喜的。很多經之中，我生平最歡喜念這本經，你取很多種

經放在那處，他如果本本經都不取，拿這本，這個就是我了。」這樣之類。這樣，於

是他一死了之後，那些人就去找了。譬如他說，我在七日內，我就去了投生了。就在

七日之內，那麼譬如他臨死的時候，他死的時候，那些喇嘛很容易有權的，譬如達賴

喇嘛下面很多部長級的人馬。那些官僚每個都希望找他們自己找到的小孩子，都找來

做達賴的。即是說小孩子抱了回來，只有一歲，起碼要十四歲，然後可以做到達賴，

即是升座。如果我找回來的，一個可能十四年的政權，在我手上，完全是這樣的。政

治鬥爭就是這樣，大家都去找了。

那時候，一捧，捧出幾十個做。因為同在那幾天內，一個方向裏面，出世了很多

孩子的。我捧了回來，就說這個似了，那個捧回來又說那個似了。抱回來便來試驗

了，用達賴的用的佛珠、佛經那樣，就給那些小孩子(選)。那些小孩子見到那麼漂亮

的東西，是嗎？養了幾個月，然後才給他(們)來認的，見到那麼漂亮的，當然會取

了。那些不幸的就取了那些不對的，那些幸運的取對了他的。於是，篩選淘汰了。

即是現在學生考試，淘汰試，把那些(不對)的淘汰了，餘下的又再來到檢驗。即

是諸餘此類的方法來檢驗，那麼到最後，是(這個了)。這樣，一方面就跟甚麼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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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那個小孩子的命運是有關。第二方面就跟捧他回來的那個人權力有關。譬如我是做

將軍，我抱回來的(孩子)，你說我這個不是嗎？我有本領殺你，是嗎？很有關係的。

即是好像舊時那些人，(在)一個老皇帝死了，幾個兒子爭(皇位)，都要靠背後有槍桿

子支持的。結果，找到他了，就是這樣選出的。清朝前那個第六代的達賴，便是由兩

個達賴爭的。一個就被那些回教徒，和碩持，那個回教部落，捧 一個說那個就是真着

達賴。另外，清朝那班人，岳鍾琪抑或其他幾個，總之清朝那些將軍又把一個(孩

子)，說這個才是真。

於是，打仗。在雍正皇帝還是乾隆皇帝時打仗。清朝打贏了，滅了和碩持，那麼

當然那個達賴就死了，不用說的，假的。和錫突都失敗了，清朝捧那個就做了正達

賴。現在在印度的達賴就被這個轉生的，這樣那些人就爭議，就說那個就是真的，這

個就是假的。但是這個，那些人就說這個是真，那個假的。理由很簡單，如果真的不

會失敗的，都會失敗就當然假的。你調轉它來看，就是甚麼？不失敗的就是真，失敗

的就是假，是這樣。那麼之後，屢次班禪和達賴死的時候，都發生爭論。因為那些人

有黨、有派，這些的黨派捧一個，那些黨派捧一個，那麼搞到莫缺的。

那麼，於是清朝搞一個御賜金瓶，搞不好了，幾派(捧出)三、四個達賴小孩子，

每個都說自己是。即是全部都入選的，到底哪個是真的？不能解決了。於是，由皇帝

造一個黃金的瓶，由一個欽差大臣去當 佛典處，着 (將)所有的達賴小孩子的名字放進

去那個金瓶。由那個欽差大臣用一雙金筷子夾，夾到那個(名字)就是真的了。為甚

麼？他(名字被)夾得到就當然是諸佛的神力，那些護法神的神力加被他，他然後才得

到的。得不到那些就當然是假的。那麼，搞到要預設金瓶。第三《無量壽經》云。

「此界一日一夜修道，勝餘佛土百年。」《無量壽經》這樣講。即是說在娑婆世界修

行好了，不需要去淨土的。

「維摩經云，娑婆國土，有十事善法。」這個六度四攝，它就是十事善法。「諸

餘佛土之所無有。」去到淨土，無人受你布施的，都無窮人的，想做功德都不行。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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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謂「以布施攝貧窮等。」十件(善)事之中，以布施為首，來到給予那些窮人。那裏

都無窮人的，你布施為首，即離地的(不實際的)。如果你說要生淨土，豈不是無功德

可做？這麼就跟《維摩經》相違了。下面了，我讀到這裏。他解答了。

先解答《無量壽經》的疑惑，「疑曰，准此經說，娑婆修道，乃勝餘方，何勞專

念彌陀，願生極樂？捨勝求劣，業行難成。」他說有人提出疑問。「准此經說。」准

即是依照，依照《無量壽經》的講法，在娑婆世界，即是在我們這個堪忍的世界，這

個苦的世界。在這個苦的世界裏修道，就勝過其他的世界，勝餘方。「何勞專念彌

陀，願生極樂？」何須……去極樂世界，何須要念佛求生淨土呢？就在這處修行，便

好了。(佛)經已經這樣說了，你都要走去極樂世界，即是甚麼？即是「捨勝取劣

了。」那麼好的機會，那麼勝的修行機會捨棄了，你走去極樂世界，無甚麼機會給你

修行，便是取劣。那麼「業行難成。」你修行就是業，你修行的行就很難成就。

「取捨二途，幸詳曲委。」我們到底取娑婆世界這處修行，抑或捨棄娑婆世界，

而去極樂世界修行？這兩條歧路，希望你詳細跟我曲委，婉轉來到說明它。這處包括

兩本經了，是嗎？下面解答了，「通曰，善逝弘規，靡不存益，各隨一趣，理不相

違。」善逝就是佛的尊號之一。佛的弘規即是佛立教弘大的規模，不論他怎樣弘

(法)，從哪一個角度講都好，「靡不存益。」無，靡者無也，無不存心想利益眾生，

「各隨一趣。」《無量壽經》等和教人念佛等，兩種法門，各人趨向一方。「理不相

違。」在義理上不互相違背。怎樣不相違背？下文說明了。

「何者？」為甚麼？「修行之機，凡有兩位。」修行的人的根基，凡者總也，總

共有兩種情況，位者情況。總共有兩種情況。第一種……他(把)兩種一起說了。第一

種，未登聖位(口誤，應是：不退)。即是未曾見道、未證真如，未曾入到聖人之流

的。未登聖位(口誤，應是：不退)，「未登不退。」不退有兩種講法，第一種就說加

行位，加行位有四位的，煖、頂、忍、世第一法，煖、頂就是有退的，忍和世第一法

就無退的，不退。另外一說就說證了真如，見了道之後，就不退。再有一說，就說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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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八地以後才是不退，真正不退。

總之接近聖人位那個叫做不退了，是嗎？未曾登到不退之位，「難居穢土。」他

住在這個娑婆世界，(在)這個穢土(修行)是難一點的。「欲修自行，多有退緣，違順

觸情，便生憂喜，愛憎競發，惡業復興，無法自安，還沈惡趣。」如果(那些)都未登

聖位的人，他(們)想修自己的應修的行。「欲修自行，多有退緣。」時時有很多機

緣，令你退轉的、令你退回的。「違順觸情。」我們處世做人的時候，時時有很多事

情，跟我們的心志相違反的。有時與我們心志、心情相違反，有時候一些事物就令我

們的心情很順的、很快活的。

或違或順，違的、順的的境遇，時時觸動我們的心情，違的時候，我們便生憂，

憂愁了；順境的時候，我們就會歡喜了，因為我們歡喜就會生愛了；如果我們生起憂

愁，我們就會憎了。所以，「愛憎競發」，忽然就起愛心，忽然就起一種憎恨心，爭

相發起這種心。所以，「惡業復興。」時時都會令到我們會做惡業的，這樣一來，我

們處在娑婆世界，如果未登聖位的話，就「無法自安，還沈惡趣。」未登聖位的意思

即是怎樣？修在淨土唯矣。另外一種了，若也……另外一種已經不退的，就不同了。

大可以住在娑婆世界。「若也修因萬劫，法忍已成，穢土堪居，方能益物，既成

自行，已免輪迴，十事利他，諸方不及，為餘佛土，依報精華，眾具莫虧，所須隨

念，既無乏少，施欲何人？自餘九事，准斯可委，所以自知不退，住此無防，廣業益

他，勝諸佛國。」他的解答了。若也修一萬個劫，如果你這個人已經(是)萬劫已來，

生生世世已經修了善因。「法忍已成。」法忍者，忍者智慧，忍者應也。法忍已成即

是無生法忍已成就了。即是知道一切諸佛都是本來不生的，都是幻的，不會執著這個

各種境界的，這樣得到無生法忍。法忍已經成就，那麼怎樣叫做無生法忍？三種解釋

的，第一種就是你對於教理都認識得很清楚了，又能夠修定、修慧了。這樣你就不會

退墮了。那麼，這種都算無生法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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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等的無生法忍。第二種就已經證得真如，無生者即是指真如理已經證得，不會

再退了。這個是中等的無生法忍。第三種就是那些第八地菩薩，時時都很定的，不會

再退墮的，是最高級的無生法忍。這處所指就是應該是那些中等的，已經見道的。縱

使未見道都好，都算的。那麼即是你自己問了，我已經對無生忍瞭解了，又能夠修行

了、又能夠持戒了。這樣你就不去無妨的。他這處句句「咬著」(緊接回應)。如果慧

淺福稀，就宜生淨土。你的智慧淺，你的福又輕，你最好就求生淨土。如果你的慧很

強，你能夠修定、慧，又能夠修定、又能夠持戒，那個福就很厚，你就不妨留在這

處。

他的結論不外是這樣的。如果修一萬劫，法忍已成，「穢土堪居。」我們這樣污

穢的世界，就值得你居留的。「方能益物。」物者眾也，物字古人就當它眾字解釋。

譬如我們講普通所謂眾人之論，我們叫做甚麼？普通所謂物議，某一個人他的行為很

檢點的，他恐怕犯，恐犯物議，恐怕犯了眾人之議論了。這個物者，眾也。這處物

者，眾也，當眾生解釋。如果你見了道，穢土堪居。方能夠利益眾人了、利益眾生

了。

「既成自行，已免輪迴。」你自己既然能夠利益別人，又能夠自己修自己的行，

你自己能夠免了輪迴生死。「十事利他。」即是《維摩經》所講的十事，布施、持戒

等十樣事，用十事來到利益眾生。「諸方不及。」其餘的世界都不及得你這個娑婆世

界。一個修行的好地方來的。但是，你的福薄一些，就不同了。「為餘佛土，依報精

華。」至到西方極樂世界那些佛土，是依報的精華來的，最好的依報。一個人的果

報，就有兩種的。報，有兩種果報，一種叫做正報……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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