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口 美食」，飡 (飡)這個讀酸又可以，讀餐，應該讀餐的。「口 美食，暢悅無飡

歎。」這個歎字，讀攤的。「喫火食炭，不殊吞食，諸違順境，並得如斯，堪任娑

婆，久居不退，迴茲穢土，翻作淨方，功力既然，即成出離也。」這類人無相的，無

生的，這類人就怎樣？所謂「無生」，「守恬靜」的生活，不要去追逐富貴名利，守

你的恬靜的生活。「了別外緣」，你對這個外緣、外邊的世界，外邊的種種色色的着

東西，你都能夠瞭解，不要隨波逐流。「有無二相，善知取捨。」世界上的事物，有

些是有的，有些是無的，實我、實法這些是無的。

你就不要執它為有，就要捨。實我、實法這些事物是無的，你就不要執它，你就

要捨。有為法、無為法的，我們內心所變的有為法，和這個宇宙實體的無為法，有

為、無為這些不是無的，這些是有的。有為、無為是有的，你就不要撥它為無，你就

要取。善知取捨。這個實我、實法，這些虛妄的事物，你就要捨而不取，有為、無

為，六道萬行這類事物，這些這樣實有的事物，你就應該要取而不捨。善，對於有

的、無的這兩樣事物，你能夠很善巧地知道哪些應取、哪些應捨，這樣你就夠「制心

任運，不住二邊」。

你能夠控制 你的心。任運者，隨其自然，你自然控制你的心，總有一天你會明着

心見性，總有一天你會成佛，不用急的。任運，控制 你的心，順其自然那樣，「不着

住二邊。」不要(執)著空有兩邊，無的事物你不要執它為有，有的東西你不要撥它為

無。無的事物你執它為有，就變了叫做有執；有的東西你撥它為無，這些叫做空執。

你能夠制心，制 你的心去修行，不住空有兩邊。「口說心行，隨事勘撿。」口講那着

些事，你的心實在就做那些事。

講那樣，做那樣。隨事，自己檢討，所行、所講的，自己檢討、自己勘察、檢

討。「若違若順，心得均平。」那些事物不好的，你就違而不做。違者，不要、跟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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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而不做。那些事物順的，你做。又可以這樣解釋，違者，即是順你意。不是，順

就是順你意的、樂的。違的就是逆你意的事，叫做違。或即是若，或違或順都好，意

思即是順的事情來到、違的事情來到，你的心都很均平，不為所動，「心得均平。」

如果這些人這樣的修行，苦的，他又(承)受到，樂的，遇 樂的環境，他不會沉迷。着

遇 苦的環境，他不會退墮。這樣，這類人修行，「且如炭火美着 (吞)食。」好似這個

世界上的事，有些好的，好似美的飲食一樣；有些就令我們苦的，好似炭火那樣會燒

我們的。

世界上的事物有些猶如炭火令我們苦的，有些有如美食的令我們樂的。且如炭火

美(吞)食。「口 美飡 (吞)食，暢悅無歎。」我們的口除了食好的東西，當然我們很順

情、很悅意，不用歎息說苦了。歎，即是歎苦，不用歎苦了。「喫火食炭，不殊美

(吞)食」。如果你(是)真正修行的人，遇 炭火，你不怕苦、不會苦。遇 美食，你着 着

不會貪。「炭火美食，喫火食炭，不殊美(吞)食。」兩個解釋，一個就是指那些有神

通的，喫火炭的，好似那些吃美食的，當他有神通的解釋。第二種，即是用來譬如甚

麼？那些修行的人在這個娑婆世界受得苦的。受得苦的，遇 火炭那麼苦的，他的心着

都無往而不自得，都(能)猶如(吃)美食一樣。能夠這樣的，「諸順違境(原文為違順)，

並得如斯。」對於那些順境，他能夠如此這樣堅定；對於那些違境，他亦能夠這麼堅

定，他說這類人的業行很深，他說這些人真正可以修無生的。「堪任娑婆，久居不

退。」他說這類人堪任在這個娑婆世界修行。

這類人長久住在這個娑婆世界，修行都不會退墮。他說這類人不止能夠不退，

「迴茲穢土(原文為國)，翻作淨方。」還可以把這個污穢的娑婆世界改變，而成為清

淨的極樂世界。這類人功行很深的。「功力既然，即成出離也。」他說這類人有這樣

的功力，真正出離了。他說好似六祖這類人這樣就可以，那些狂禪的就不可以出離

了。他不是「一腳踢」(一邊倒)罵全部人，他(有)讚那類的人就是真正可以的，是可

以的，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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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那種就是無相無生的。第二種人，無那麼能幹的，就要有相的，靠有相的。

「言有相者，垢緣障重，無相難成，若在此方，諸苦彌積，守(將)心內靜，散境外

牽，心逐境移，無生叵悟，心緣一佛，想念彌陀，惡業不為，求生淨土。見他別業，

讚善顯揚，聞說他非，不生輕毀，繫心一處，遠想西方，三業相扶，定生彼國，亦成

出離也。」第二種出離，是修有相的行出離的。「言有相者，垢緣障重。」他這個污

垢的緣太多，他本身那種煩惱障和業障太重。「無相難成」，他這類人想修無相觀，

就很難修得成就的。

即是根基不夠了。「若在此方，諸苦彌積」，如果這類人在娑婆世界裏修行，就

有很多痛苦堆積在這處，我們很難……他們這類人就很難修行的。「守心內靜，散境

外牽。」當他守 心，內者，即是入定。入定來到修靜的時候，就把那些時時散亂的着

境界，在外面來到牽引他，令到他的心不能夠入定的。這樣散亂的境界在外面來牽引

他，令他入不到定。「心逐境移，無生叵證(悟)。」於是，逐者即是隨也，他的心就

隨 那個境界而移動，被境界吸引。着

那麼無生叵證(悟)，他想證得無生那個空理，但是不可以，這個叵即是不可以

證，無生叵證(悟)，無生不能夠證到了。那麼豈不是無辦法？有的，只要他修這個有

相行，因為這類人「心緣一佛」，緣即是想 ，心想 一個佛，想 哪個佛？「想念着 着 着

彌陀」，想 阿彌陀佛。但當他想 佛的時候，不是想佛就可以，他着 着 (也)要行善才可

以。「惡業不為」，他想 佛，自然他不能造惡業了。惡業，他不造了。因為他身心着

就想「求生淨土」了。「見他別業」，當他見到他人造第二種業，第二種業是甚麼？

例如他是參禪，學無生那些，見到人家做第二種業，他不會毀謗別人。「讚善顯

揚」，會讚歎別人，顯揚揚善。

即是(說：)「你智慧高了，我不及你。我只是可以求生淨土而已。你(們)這些智

慧高的，當然可以學六祖那類人。」他不毀謗別人的，他自己守自己的本份。「聞說

他非，不生輕毀。」聽見他人講空不可以的，他自己都做不到了，無謂毀謗別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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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輕毀。他這類人時時「繫心一處」，將自己的心集中在一處，繫即是綁住在一處，

把自己的心繫縛在那處。遠想西方。時時心「遠想 西方」。他這類人「三業相着

扶」，身、口、意業，三業，一來不是空口只是念佛，還要守十善，身三、語四、意

三，身語意三業都造善業。用善業來輔助你(所)想生的西方，要用十善來到輔助。三

業相扶。「定生彼國」，他能夠這樣，一定能夠生到彼國的。

這樣「亦成出離」也，這樣亦出離，一定要學你這樣要無生才出離嗎？那麼解答

了。於是他再講一講。「幸各以根驗教，契者當行，自委業深，位居不退，未勞取

相，願生西方，行淺之徒，未免流浪，無生要證，始得出離(纏)，口誦無生，作者非

一，據其證者，百無一人。欲得無生，要由勝境，所以求無生見佛。用作證緣，久住

閻浮，常逢善友，雖聞正法，說者是凡，日夜恒聞，未證理故。」這段(就是)，你自

己選擇，哪條路你自己選擇。 你選擇無生的，抑或選擇有相的呢？這些你自己選擇

了。「幸各以根驗教」，希望你們各以修行的人，用你們的根器，自己體驗自己是哪

一種根器，來驗一下教，將佛教的二種，一種是教你觀無生的，一種是教你觀有相

的，你驗一下哪一種適宜於你，驗教了。

「契者當合(口誤作行)」，契即是合，哪一樣合你的，你就行哪一樣了。「自委

業深」。這個委者信任這樣解釋，委託信任，自己信得過你的業深。你的事業很深

厚，而且「位居不退」。你已經不退了，不退……(不)落惡道，加行位後就不退惡

道。見道以後，好了，就可以不退。所謂不退者，即是說不會在長遠的輪迴這樣的解

釋。不會長遠落惡道這樣而已，還有很長遠的路的。如果你自己相信自己的業是深

厚，不會再退轉的，那麼你就怎樣呢？「未勞取相」，不要修行一些有相的行，你不

要修一些有相的行來到「願生西方」了。如果反過來，第二種，「行淺之徒」，就

「未免流浪」。 如果你修行的業不深，未免會在生死輪迴那處流浪，即是善趣、

惡趣處，隨波逐流了，這樣一升一沉流浪了。這類人要怎樣？

在生死輪迴處，他 (們 )不能夠出離。那怎樣出離？「無生要證，始得出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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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纏)。」一定要證了無生之理，無生之理即是真真正正無生之理，即是指初地。證到

真如了，無生之理，即是真如之理證了之後，然後才可以出離。纏者煩惱，纏，煩惱

的別名，出纏。「口誦無生，作者非一。」現在世界上的人的滿口整天講無生，但是

他所作的事，甚麼都做，「作者非一」，不是很純善。「據其證者，百無一人。」如

果真正勘察它，會不會證得無生忍？一百人之中都無一個人，縱是證得不退，證得不

退都是很少人。

「欲得無生」，所以，在這個世界處修行很難，你的功力很深才可以。「欲得無

生，要由勝境」，我們想證得無生的理，要有很殊勝的環境才可以的，要由勝境。

「所以求無生見佛，用作證緣。」所以你……這裏的字當然有一些錯字的，但是我們

不能改它。所以我們想求無生，我們最好一定有辦法去見到佛。待佛親自教你，做一

個殊勝的緣，待你將來證到無生，用作證無生真如之緣。

「久住閻浮，常逢善友。」縱使你住在這個閻浮菩堤。閻浮者，即是我們這個南

瞻部洲，須彌山之南。住在這個南瞻部洲，即是住在這個地球、這個世界，縱使你常

逢善友，時時會碰到好的朋友的、良師益友的，但是「雖聞正法」，縱使你在這些良

師益友處，聽到很多正法，但是有一點，說者是凡，對你講的人始終都是凡夫多。凡

是凡夫。「日夜恒聞，未證理故」，你日夜去聽他(們)講都好，到底他(們)亦未能證

真如理，你更加未證得真如理。

你(在)這樣的環境，娑婆世界這樣的環境，你怎樣能夠？如果你功力不深，未能

不退？很危險的。那類人不能，功行未深的，都是修淨土好。所以，下面他再引一段

《維摩經》的。維摩……這個不是推摩經，這個是《維摩經》，無一本推摩經的，是

嗎？當然是《維摩經》了。又說西方極樂世界，離我們這裏十萬八千里，簡直是說錯

了。但是為何？他聰明，(但)他都不看經的，然後聽到人們這樣講，十萬億佛土一下

子記錯了，就是十萬八千里這樣之類。聰明的人是這樣的，講《維摩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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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摩經》云，終日說法，不能令人證滅修道，即是戲論，非求法也。」《維

摩經》這樣說，整天說法，說來說去，無辦法令人證得涅槃，滅者即是涅槃。無辦法

令人真正修道，這樣的說來說去，這些都是戲論，變了笑話了。這樣整天在戲論裏打

轉，就「非求法也」。《維摩經》這樣講。所以，「設使來生，遇善友，起今因，還

為戲論。」一句。所以我們在這個娑婆世界裏面，縱使我們來生又遇到那些善友。

「起今因」，喚起我們今生所修的善因，這樣，我們的功效太慢，還為戲論，結果好

容易就變為得一個講字。

都是戲論而已，所以，不如怎樣？「不如求生淨土，且絕輪迴，登入寶林，一聞

正語，塵妙法忍，應念圓明。」一句。下面他說，不如求生淨土吧！如果你不是很聰

明的人，你就「不如」求念佛，「求生淨土」。先絕了在這個娑婆世界輪迴來講，

「且絕輪迴。」因為你一去到極樂世界，一登入這個寶之林，寶的樹林一樣，登入寶

林。你「一聞正語」，聽聞那些佛、菩薩講那些正語，你就會怎樣？「塵妙」兩個

字，當然錯的。但你又不能改，我猜想它應該是無生兩個字，是嗎？當然是無生兩個

字了。

「無生法忍，應念圓明」。你一聽他(們)講，你的頭一起念，你的無生法忍就起

了，很圓滿那樣起了、很明朗那樣起了。應念圓明。講完之後，下面結論。「詳此兩

緣，勿煩猶預也。」詳者就(是)研究，詳細研究。詳細一下研究這兩種緣，一種就是

無生，一種是有相，你自己選擇，不要懷疑。如果你是聰明的，真的絕頂聰明，你走

無生的路；如果你想自己都不是很厲害、很根深的，你就走念佛路。或者，你兼走兩

條都無礙的。所以，那些宋朝以後，那些禪宗的人兼走兩條路。

羅公：夠鐘喇(時間到了)，是嗎？

聽眾：未。

羅公：怎樣呢？以後那些，你們自己看看。抑或再講一下？一兩句算了。他說第六那

個疑問了。未夠鐘(時間未到)，再講這處。講不完再算。著，全部發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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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

聽眾：還有三……

羅公：還有幾頁，是嗎？

聽眾：未影……

羅公：未影？

聽眾：那些不需要的。只是兩版。

那麼我之所以說這文，就是因為它這個甚麼？是淨土宗的護符，現在有些無知的

人，動不動就說講唯識的人就不念佛的，不求生淨土的。其實不然，它這個是最厲害

的打手來的，替唯識宗做打手。現在的人亂講的，很多人亂講的，很多很博學的人都

亂講的，那些人亂講亂罵的。

這些就是窺基大師所謂的那類人了。口說無生，那個心作者非一，所作的事都是

那樣，為了名聞的那類人。好了，我們再看。「第六」，第六個疑問。「《涅槃經》

云，阿難厄魔，文殊往救。《大品經》云，魔王變作佛等。」人不能知。《優婆麴多

經》云，魔變作佛，尊者頂禮。」他引三本經，《涅槃經》這樣說，《涅槃經》最常

見那個故事，阿難遇到災難，被那些魔在擾亂他。

那些魔子、魔女這樣來到擾亂阿難。佛就叫文殊菩薩去救他，佛教一首神咒給文

殊菩薩。文殊菩薩就去到，念了那個神咒，就救了阿難這樣。《涅槃經》就是(有)這

樣的故事。他引這個故事，阿難厄魔，即是為魔所厄，災難。被那些災難來厄他，文

殊就去救他了。可見阿難這個……他雖然未是羅漢，他都是預流果的。在小乘人來

講，在當時，這個《涅槃經》講阿難當時是怎樣，只是證了預流果，即是小乘的初

果。在預流果的人，功行未得深，所以被那些魔搞到他。如果你是第四果羅漢，你就

不容易被魔搞到。

要文殊往救。那麼一本經了。第二本經，《大品經》，即是《大般若經》的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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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即是鳩摩羅什所譯的一百卷的《大品般若波羅蜜經》。又名叫做《摩訶般若波羅

蜜經》，鳩摩羅什譯的一百卷。即是《大智度論》所解釋的那本《大品經》。《大品

經》說有……其實很多《般若經》都是這樣講，說佛滅後的將來，魔王會變佛那樣，

來到騙那些眾生的這樣。當魔王變到佛那形相的，即是魔王的神通很大了，令到那些

眾生不知道他是魔來的，人不能知。那《大品經》這樣說。

另外有一本《優婆麴多經》，《優婆麴多經》就是指甚麼？是講一個傳記，優婆

麴多的傳記，實在就不是經來的。那些優婆麴多的傳記是這樣說：魔變作佛，尊者頂

禮。那個魔王波旬變成佛那樣，那個優婆麴多尊者就當他是佛，向他頂禮。那個優婆

麴多尊者是阿羅漢來的，他尚且被人騙到。那麼他這處提出問題是怎樣？我們整天念

阿彌陀佛，我們死的時候，以為阿彌陀佛來接，萬一那個魔，扮成佛的阿彌陀佛來

接，豈不是我們走了去魔道？

這個這樣的疑問。好了，這處他提出疑問，「疑曰，阿難果證預流，尚被魔嬈，

佛令文殊往救。然得本心，又魔能化佛身，為人說法，淺行菩薩，皆不覺知。尊者麴

多，道窮無學，見魔變作佛，不免歸皈。今欲想彌陀，臨終見佛，此皆魔境，豈可依

憑？所見若真，特為要藥，如逢魔像，虛入邪決。」這個決字，一定是錯誤的。我想

這個決字，當然是這個途字來的。這個途就即是這個途來的。一定是那些寫的、抄

的，那麼差不多似的樣，虛入邪途才對，虛入邪決是嗎？但是我們不能改的，是嗎？

這個版本是這樣的，不能改。最好，你下兩個注在這而已。那麼他說：我懷疑是這樣

了。

第一我懷疑，依據《涅槃經》來懷疑，阿難已經果證預流，證到預流果，尚被魔

嬈，還讓那些魔在擾亂他，要搞到佛令文殊往救他，然得本心，即是然後恢復原來的

心。因為他的心被那些魔迷了，恢復原來清醒的心。魔能化佛身，他又根據《大品

經》，以上就講《涅槃經》，現在就講《大品經》。根據《大品經》講，那個魔能夠

化作佛這樣的身，來到為人說法。那些淺行的菩薩皆不能知它是魔，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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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第二件事，《大品經》了，是嗎？第三個他說優婆麴多尊者的傳記，他說尊

者麴多，道窮無學，窮者盡也，他已經修行修到小乘位，已經修到盡頭了。證得阿羅

漢果了，無學即是阿羅漢。無學果，已經修行修到盡頭，證得阿羅漢果了。見魔變作

佛，不免歸皈。他見到那個魔變了佛來，他即刻就叩頭歸皈。好了，那麼就依據第三

本《優婆麴多經》又這樣說了。今欲想彌陀。現在念佛的人想說想一想彌陀的樣子，

就臨終見佛了。臨終的佛來接你了，你就見到他了。此皆魔境。豈可憑依。那些魔那

麼多，豈不是通通都是魔變作的境？怎樣靠得住？憑依就是靠得住。怎樣靠得住？

所見若真。特為要藥。如果你想見到那個阿彌陀佛是真的，就當然是要藥了，醫

治你的病了。如逢魔像，如果是魔變成的佛像，你就虛入邪途。這個虛字是假，虛寫

成這樣，你有沒有改回正確的？那個虛字來的。空字走入邪途。好了。疑情未除。定

希會說。我有這樣的疑情，未能夠除。希望你窺基法師為我來解答這個問題了。那

麼，通曰。窺基大師就解答他，「通曰，大覺權形，神像挺拔，魔雖矯亂，其像懸

殊。累劫勤修，勝因圓著，果成萬德，相好超奇，豈有弊魔，輒能倫擬？」不會的，

魔不會模仿到佛……因為佛是大覺，權形，他權化這個形而已。大覺權形。

(佛)的真身是無相的，是嗎？不過，他化了那個釋迦佛，這個人間釋迦佛，都是

權化的形而已。那個權化的形尚且勝於一切，神像挺拔。權化的形都丈六高，身金

色，都是那麼美好的，魔雖矯亂，魔鬼雖想來矯亂，他(們)無辦法變到那麼好的形象

的。因為那個佛累劫勤修，勝因圓著，殊勝的因，所以他令他得著這種的果。這個著

字，應該是住。因為那個住字，時時就寫成著字，是嗎？著者方也，當作明顯解釋，

他殊勝的因很明顯、很圓滿的。

如果這樣，就應該讀著了這樣。果成萬德。相好超奇。豈有弊魔。那些這樣的就

是弊魔，即是那些衰的魔，輒能倫擬。倫擬即是媲美那些弊魔，怎可以比擬？變到那

個相？你們這些人害怕而已，不會這樣的。那麼，但是你這樣講而已，仍然違背經

的，經說會的。下面他解答。「何者？」為甚麼？「如來體嚴紫磨，相具炳然，皎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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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珠，光踰萬日，魔王設變，眾相不成。事等劣夫，方乎貴宰？」他說不會的，其實

窺基法師就連《大品經》所講的，他都不相信。說魔會變作佛來化人，窺基法師都不

相信。

你說他窺基法師不相信淨土，他信過頭，你可以說他信到迷了，是嗎？經講魔會

變佛，他都不相信，說魔變不到佛。你看他這處，如來那個相，如來即是佛了。那個

相，體嚴紫磨，他的身體，嚴者即是莊嚴，好似紫磨金那樣，金中帶紫，即是現在好

似甚麼？金中帶玫瑰色那種金。金有很多種，一種是純黃色的，一種是微微紫紅色，

那種叫做紫磨金。「體嚴紫磨，相具炳然」，那個相具，具者即是具有。炳然光明相

的，「皎若明珠」，很美好的。「光踰萬日」，光明的程度超過一萬個日的。

「魔王設變」，設即是假使，縱使魔王變。眾相不成。變到那樣，變不到第二

樣，就變不到那麼多的。「眾相不成，事等劣夫，方乎貴宰。」叫魔王來變一個佛

相，等於一個劣夫，即是賤人，叫一個賤人，叫他裝模作樣，裝成一個達官貴人。他

無辦法裝得到的。方乎貴宰，方即是比較，用一個賤人來跟一個高貴的宰官比較，無

辦法比得到的。那他在《楞嚴經》是這樣講的，如何解釋？他是逐段解釋的，第一

段，他解釋，解答這個《涅槃經》。

「阿難權居小聖， 示預流，據其實行，久登初地，慮佛滅後，修行之徒，魔壞迹

淨心，無方制伏，所以示拘魔網，請佛加威。神 既宣，則為起教，廣流遐代，學者呪

摧魔，非謂聖人，凡厄魔網也。」他不相信阿難被魔弄到。他解答，阿難權居小聖，

賦予權宜的，現成一個小乘的聖人。預流果的聖人，小聖。其實「 示預流」。 跟迹 迹

本是相對，本是本來， 就指他示現，那個 示現出是一個証得小乘初果，預流果的迹 迹

人而已。「據其實行」，依那些經論來到講，他實際本來的修行，阿難已經久登初

地，久證到初地了。

那麼為甚麼他又要被魔弄到呢？「慮佛滅後」，修行之徒，魔壞淨心。他憂慮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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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世了之後，那些修行的人會被那些擾亂心。那些修行的人未到勝境，那些魔會擾亂

他們的。魔壞淨心。那麼，所以他怎樣？被魔擾亂那個淨心，無方制伏。無方法可以

制伏那些魔，所以示拘魔網，所以他故意示現，不是區字，這個讀拘字。應該不要讀

字，這個拘字。他這個寫……那些刻印的錯。拘魔網，被那個魔網所拘，故意這樣鈎

示現。「示拘魔網，請佛加持」，就要文殊念神 。「神 既宣，則為起教」。呪 呪

不過是借這樣的機緣，表演一輪，引起佛所講，引起那些人講，讓那些人……佛

滅後，那些人害怕有魔來擾亂，讓他們學這個 ，來到防止他們呪 (魔)而已。起教即是

引起佛的說教。讓這種教能夠「廣流遐代」，遐者遠也，流於遠代。學者摧魔。那些

修學的人有方法來到摧服那些魔來搞他。「非謂聖人，凡厄魔網也。」並不是這位聖

人，這位阿難真的被這個魔網所困的。

羅公：未夠鐘(時間未到)嗎？

好了，解答這個《涅槃經》。第二，他解答《大品經》，《大品經》說魔會變作

佛形。他說它變不到。「《大品經》云，魔變作佛，迷惑下凡，淺行菩薩，不能了

者，當說《大品》，未辨權起。」

可以知道他是魔還是佛的。就是解答這個《大品經》的疑問。他這處怎樣？

「《大品經》云，魔變作佛，迷惑下凡。」迷惑下等的凡愚，他說那些淺行菩薩，不

能了緣。那些修行修得淺的菩薩，不能夠瞭解。如果高深的菩薩會瞭解的，那麼「淺

行菩薩」不能夠瞭解，那麼豈不是無辦法？他說不是，有辦法，有一個標準可以認

的。「當說大品，未辨權起。」當佛說《大品經》的時候，就未曾詳細說哪些是魔，

未曾講到甚麼？阿難故意權宜化作……權宜就是表現成被魔搞、甚麼，他說這些就是

末期的事。當說《大品經》的時候，就未曾有阿難示現，未曾有阿難權宜示現，這件

事還沒有。還未有這件事，所以佛未有解答。魔會變作佛。其實魔變作佛，我們看得

到的，有一個標準的。不過，這個標準就是佛的晚年，在《涅槃經》裏才講。明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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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這處？好了，佛未曾講出來而已。佛在晚年的時候，臨終的時候，然後他講《涅槃

經》，那時候，他舉出一個標準出來的。

他說涅槃會中裏面怎樣講？「涅槃會中，因請為說。」因為迦葉尊者請問他，他

然後說的。「迦葉請言」，他在《涅槃經》裏面，大迦葉請問佛，這樣說，他用兩句

作偈文來到請問的「佛說波旬說，云何分別知？」波旬者魔王的名字。哪些道理是佛

講的，哪些是東西是魔王講的，我們修行者如何分辨得到，清楚來到瞭解它呢？云

何，即是怎樣分辨來瞭解它呢？「佛告迦葉」，於是佛就對迦葉這樣講，「譬如偷

狗，夜入人室」，他說好似一個狗偷之士，那些小偷、狗偷，那些偷狗的人。他晚夜

走入別人的家裏面偷。其家婢使，使即是僕人。如果被人家的僕人或婢女，「若覺知

已」，一知道有人來偷東西，這麼就會叫。一叫，他就會走。那個偷狗的人就不敢繼

續留在這處。

「尋即退去，行者亦爾」行者即是修行的人，如果一個修行的人，爾即是一樣，

也是一樣。「已入佛家，而護甘膳」。然、而任你讀。你入了佛的家了，得到或者保

護 那些很美味、美好的 菜，你「不令魔雜」，你不要被那些魔來搞雜自己的。那着 餸

麼，然則，那魔來到扮成佛，又怎樣辦呢？他說不怕的、不會的。你看，「佛之靈

狀，殊異端嚴。」佛的靈妙的形狀、很特殊、很與眾不同、很端莊、很嚴厲的。「魔

來濫正」，魔亦可以變成很莊嚴的樣子，來到充這個佛的正形。

我們應該好好地去分別它。他說怎樣分別呢？佛教人來到分別的，「眉間毫相，

右繞槃旋」。他說佛眉中間有一條白毫，右繞的，向右邊繞的。這樣右繞的。「右繞

槃旋」，難道魔就不能變到那個右繞？不知道為何右繞。「外實裏虛」，外面看起上

來，好似一粒珠那麼實的，但是看清楚裏面空的、透明的、空的，外實裏虛。「白光

流散」，裏面有些白光在流出的，「白光流散，其光映潔，淨如 璃」。 璃者指藍瑠 瑠

色的那道光，很潔淨，好似紫藍色的光。「面貌圓明，猶如聚日」。面就很光明的。

「頂髻高顯，其髮紺青」。頂髮，佛的頂髻，說佛大概有一個肉髻的。那個頭，這邊

一個好似包的高出來的頂，那些肉髻。那些頭髮就是一條毛就轉成一個螺那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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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螺那樣，堆滿成肉髻，就一堆那樣，好似那些非洲人頭髮那樣。佛就很好看，好似

肉髻那樣。那些頭髮紺青的，紺者粉紅色，紅紅的，青就是藍色。藍中帶紅，紅中帶

藍，大概很似一些雅利安人那樣，即是很潤的頭髮，帶一些紅紅的色，紅棕色，大概

是這樣。

大概因為他是雅利安種，西人頭髮那樣。不是好似中國人那樣烏溜溜的。「一髮

一蠡」。蠡者即是螺。一條頭髮就捲成一個螺那樣。「右旋婉轉」。全部向右轉的。

「 茲勝相，並佛真形」。你看見這樣的相，就是佛的真形了。那麼多樣覩 (條件)齊備

的，就是了。「若異此門，並為魔也」。如果不是這樣的。這樣，窺基法師說魔不能

變到佛那樣的。他說那些《大品經》很早講的，就未曾拿出一個標準來。後來，《涅

槃經》的時候，說《涅槃經》的時候，佛結果講了一個標準出來。叫做解答了《大品

經》的疑惑。第三，他解答那些優婆麴多見到魔。

羅公：夠鐘(時間到了)嗎？

聽眾：夠了。

羅公：夠了。

無事的，那個優婆麴多見到魔來，那個魔來擾亂他。他知道他是魔，無被他搞

到。那他就對魔說：「魔鬼，波旬你舊時見過釋迦牟尼佛，我就未見過。你可不可以

變成釋迦牟尼佛那樣？讓我看一下，讓我知道佛長怎樣？」魔：「可以。」就即刻走

入樹林，過了一會，動一動之後，變了一個佛那樣，在那個樹林處很光明那樣行出

來。那個優婆麴多見到那麼莊嚴，即刻禮拜、頂禮，向他頂禮，那個魔即刻忙道「我

不是真佛。我是魔來的。你向魔頂禮嗎？」那優婆麴多就說給他聽，「我不是頂禮你

這個魔。」因為你只是模仿佛的形狀，我見到佛的形狀，我就遠遠禮那個佛而已。我

不是向你這個魔敬禮。」有一件這樣的事。好了，下一次，還有幾多堂？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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