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甚麼要這樣的世界啊？「為欲安立無有宮殿之有情類。」安立者，即是甚麼

啊？托住，為了要托住那些沒有宮殿給他的 生啊，要托起他的啊。我們這裏要有地衆

托起的啊！是吧？安立者，即托起來，承載起來。「此大風輪有二種相，謂仰周布及

旁側布。」這樣一句。這個大風輪有兩種情景，兩種形狀。第一就是「仰周布」，圓

陀陀的那樣，不是一團圓的，好像一隻碟那樣仰起的、圓的，好像一個鹹煎餅那樣圓

的，好像一個餅那樣窩窩的。「仰周布」，一個一周那樣圓的，昂起來的，因為它要

載起我們啊。「及旁周布」，還有側邊窩的，有東西攔 的，不會讓第二種吸力扯了着

出去的，令到在裏面。

「由此持水令不散墜。」由於這種氣體就可以維持 那些水，那些水在裏面就不着

會飛了去別處，這樣。然後「A二(、水輪)」，這就先有個風輪，由風輪有了之後

呢，就有水輪，有液體了。「次由彼業增上力故，與虛空界金藏雲興。」「次」，次

即是之後。「由彼業」，彼是指那些 生，來生在我們人間的那些 生，由於那些衆 衆 衆

生的增上業，那種業的強烈的力量啊。就是說舊時的業就縮起了，現在的業就發動

了，有種一強烈的勢力。那麼他呢，「於虛空界」，在我們這個太空裏面啊。

有「金藏雲興」，有雲起，不是我們這些雲，是金屬的雲。「金藏雲興」就是甚

麼啊？那些礦物來的，那些礦物熱過頭了，就熱到變成氣體的。「金藏雲」，那些礦

物熱到變了氣體，那些這樣一堆的熱氣體，金藏雲。「興」者，起也。「從此降

雨」，那些金藏雲升起就降雨，降下來，就「注風輪上」，那些金藏雲變了雨，

「注」即是流落，流落那個「風輪」，這「風輪」像個兜一樣，流落在風輪上，這就

變了大地，凝結了變(成)大地。這就是說我們住的地方最初是氣體，極熱的氣體。

「A三、地輪」，於是呢，一凝結就變了有地，這地也是圓形的。「次復起風，

鼓水令堅。」之後呢，又有些風起了，「鼓」即鼓動，激動那些熱的水，令到那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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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風一激動就硬了，堅硬了。這就是成為了甚麼？「此即名為金性地輪。」(這)好像

礦物一樣成塊成塊了，好像甚麼啊？那些現在的礦產與石頭，(就是)金性地輪了，金

性地輪就堅硬啊！

「上堪雨水之所激注，下為風飆之所衝薄。」因為它太堅硬了，所以呢，上面的

雨水落下來，縱使激動它，流下在它處，因為它硬，這就不怕了。下面呢，就給那些

風啊，「飆」即那些旋風，衝下來，衝它，「薄」即逼它，薄者，逼也，逼近它處，

它不怕，因為它夠硬了。

這樣下面呢，上文「亥一」就這個大地，我們人間大地的成立的次序，對嗎？下

面就講什麼啊？「成之差別」，成就是成(立)，差別即不同，有各處不同樣子的地

方，分二，「A一」、「A二」。

你看「A一、出諸處」，「出」即舉出，舉出這個世界變了固體之後，就很多地

方出現了，諸處。然後「A二、廣四洲」，「廣」即詳細，對於我們所住的四大洲特

別詳細敘述。這是怎樣的講法呢？你看「出諸處」，「A一」，又分二，「B一」、

「B二」。

「B一、蘇迷盧及七金山」，佛家與印度教一樣認為我們所住的這個小世界的中

心，就有一個大山，這個大山叫做蘇迷盧(梵音 Sumeru)，蘇迷盧(梵音 Sumeru)，蘇

迷盧就是妙高山，舊譯就譯做須彌山，一個大山，中心。那麼你看，這個地輪所成的

地方，有些結成一個須彌山，有些結成四大洲，出諸處。

現在先講「B一」，蘇迷盧與蘇迷盧側邊有七重金屬的山，分二，「C一、辨體

性」，說明，「辨」是說明，說明這個蘇迷盧山與這七個金山的(體性)，體性者，體

質，這個質地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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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C二、顯彼量」，「顯」也是說明，說明它的份量有多大。現在「C一、

辨體性」，又分二，「D一」、「D二」，「D一」先講這個蘇迷盧山，然後「D

二」就講這七個金山。

現在「D一、蘇迷盧」，分二，「E一」、「E二」，「E一、舉因」，(「因」

即)原因，為甚麼有個蘇迷盧山，然後「E二、顯性」，「性」即質地，「顯」就是說

明，說明這個蘇迷盧山的質地是甚麼來的。現在就「舉因」，「E一」，說明這個蘇

迷盧山的成因了。

「此地成已，即由彼業增上力故，空中復起諸界藏雲。」先一句。「此地成

已」，這個地輪，即這個地球差不多，地輪，圓的，這個輪成立了之後了。「即由彼

業增上力故」，「彼」是指生在這個世界裏面的 生，彼，由於我們這些 生的業，衆 衆

業的所發出強烈的力的原故。「空中復起諸界藏雲」，這空中又生起那些界藏，

「界」是元素，elements，生起那些元素的雲，是氣體，界藏。「又從彼雲降種種

雨」，於是凝結成液體了，最初氣體就成為雨，這個不是雨水的雨，那些各種元素的

雨。「然其雨水，乃依金性地輪而住。」那些雨水呢，滴入了那個地輪，它就在金屬

性的地輪處，存住在那處了。這之後又怎樣啊？「次復風起，鼓水令堅。」這些元素

的水滴下來仍然是液體的啊！「次復風起」，又有些冷風起。「鼓水」，鼓動那些

水，令到那些元素，各種元素的水堅硬了，讓風一吹就堅硬了。

現在講它的質地了，質地即是性質。「即由此風力所引故，諸有清淨第一最勝精

妙性者，成蘇迷盧山。」就在這個時候，由於這種元素的風，吹這種元素的風，這種

風的力，這種風力所引起的呢，就將那些元素吹動了，吹到它怎樣啊？「諸有清淨第

一」，清淨者，最微妙的，最第一，最貴重的，最精妙的，那些這樣質地的就凝結成

一堆，就「成蘇迷盧山」，就形成這個須彌山了，這個世界的中心了，這樣。「此山

成已，四寶為體，所謂金、銀、頗胝、琉璃。」這個蘇迷盧山的質地是甚麼啊？

「金」，這個「金」是指黃金，黃金、白金，金銀，黃金。「銀」，銀了。「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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胝」，(指)水晶。「琉璃」，那些青、藍色的，一種寶石差不多的，藍色的寶石，琉

璃，即湖水色的，現在那些瓦，綠綠青青的叫做琉璃瓦的，是嗎？那些這樣 (顏)色

的。它是這四種寶物造成的，他是這樣說的，為甚麼我們望上天是藍色的？他說因為

我們住在這人間，就在這個須彌山的南面，藍面是琉璃，這一幅是琉璃造的，須彌山

整幅是藍色的，這太陽的光(照)射在藍色的須彌山處，把這光反射出來，所以我們看

到的天呢，蔚藍色的天就是那些琉璃色來的，他是這麼說啊！好了，須彌山就這四種

寶造成的，須彌山外面呢？就有七重海，七重叫做香水海，即是那些水很漂亮的海。

每一重就有一個金屬的山，叫做七金山，七重。你看了，上品性的就那四種寶物，就

成為須彌山，中品性又怎樣呢？「若中品性者，成七金山。」

七金山又怎樣呢？哪七個呢？他舉出了名(稱)。「謂雙持山(持雙山)」，一個。

「毘那矺迦山」第二個。第三，「馬耳山」。第四，「善見山」。第五，「朅達洛迦

山」。第六，「持軸山」。第七，「尼民達羅山」。

這七個金山 圈氹氹 (意指環繞)圍繞著須彌山。「如是諸山，其峰布列，各

由形狀差別為名，繞蘇迷盧次第而住。」「如是諸山」，(指)這些山啊。「其

峰布列」，那些山峰一列(列)那樣排列著，排列成甚麼形狀啊？「各由形狀差

別為名」，那些名(稱)都是由形狀的不同而改名的。這樣你看一下了，怎樣叫

做雙持山(持雙山)呀？你自己看了，麻煩你。雙持山(持雙山)者，頂有兩稜，好

像有兩個角那樣，這山的頂，所以叫雙持山(持雙山)。

為甚麼叫做毘那矺迦山呢？就是說有些神住在那處的，這些神是壞的，你

做好事他來搞你的，你作惡他就幫你忙的，所以你切不可拜神，是吧？你拜到

這些(神)就糟糕了。是吧！所以佛家叫人不要拜神，拜佛就可以，拜那些護法

神就好。你拜神剛剛拜到這種神就一世都倒楣了，他不走你就夠麻煩了！那麼

這幾個山自己看行嗎？費事講了，是吧？我也是照(經書)讀的，你不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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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生，為甚麼你不記 這些啊？」記這些東西幹甚麼？只有蠢人才記這些着

的，是吧？不要記啊！好了，它都是因為這些形狀不同，所以才改這些名字

的。這七重山繞 這個蘇迷盧山，停留了，住在那處。着

讀完「C」吧，「C二、顯彼量」，說明這個須彌山與七金山的份量有多大。你

看一下，「D一」、「D二」，「D一」是講「蘇迷盧山」，「D二」講「七金

山」。你看，「D一、蘇迷盧」，「蘇迷盧量，高八萬踰繕那」。

「高八萬踰繕那」，記住了，八萬者，不是真的「80000」，就是很多很多的解

釋，古代印度八萬四千即是很多很多的解釋。「踰繕那」呢，大概是等於印度的里

數，一里。「廣亦如之」，這個寬度也有八萬踰繕那。「下入水際量亦復爾」，這個

山插入水裏面，這份量亦有八萬踰繕那這麼大。這就是蘇迷盧的量。

「D二、七金山」，「又持雙山等」，即這七個金山了，第一重是雙持山(持雙

山)啊。「又持雙山等彼之半」。持雙山的高度等於須彌山的一半那麼高。「從此次

第，餘六金山其量漸減，各等其半。」其餘的第二重、第三重，每一重就低一半那麼

高，很齊整的將這個宇宙畫成這樣的圖。這就講了「須彌山」，對嗎？其次，「B

二」呢，講「四大洲」，就留待以後了，好像講神話那樣。

我昨天才問起，為甚麼不見了好像小孩子的那個人來聽 (課)呢，他回答

我，他現在去聽淨達法師講課。好啊！就講「四大洲」了，他這種講法與現代

的地理學來比較，就有很大的出入了，那麼為甚麼會這樣呢？大概這種這樣的

講法是當時印度的公共的傳說是這樣。我們看「(B二、)四大洲等」，分五段

來說，第一段「C一」就講「四大洲八中洲並輪圍山」，他說這個世界的中心

就是須彌山，叫做蘇迷盧山，那個妙高山，妙高山外面就是海，海又是怎樣的

呢？它中間是妙高山，妙高山側邊就是海，這個海，海的外面又一重山，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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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山，又一重山，就總共有七重山， 圈氹氹 (環繞)。每一重山與第二重山相

隔，中間就有水了，是嗎？兩山之間就必有水的啊，是吧？就會有水了。那麼

這些水呢，就叫做甚麼啊？這些就叫做八功德水，這種水有八種好的性質的，

那就與我們飲的水不同的。

那麼之外呢？這八重之外就是鹹海了，就是現在的鹹水海了。鹹水海外面

呢？有幾個大洲，四面有四大洲。每一個大洲呢，都有兩、三個那些小洲在附

屬，那些中洲，比較少一點的，就中洲與小洲(是)附屬。最外面呢，在外面又

有些比較矮的鐵圍山圍繞 。這就當時的那些印度人呢，就看我們這個世界看着

上去就差不多這樣了，是吧？一個兜那樣。一個兜那樣，這個兜上面就有一個

須彌山，是嗎？須彌山， 圈氹氹 (環繞)一重一重，一重山一重水，一重山一重

水，一重山一重水，就這樣。這樣，這個世界就在空間中浮動的。這個世界外

面就是氣，這些空氣，一有空氣就包圍 這個世界。這外面就是真空，在這空着

間中浮動。

這樣的看法，那就一千個這樣的世界呢，就叫做一個小千世界。一千個小千世

界，就叫做一個中千世界。一千個中千世界，就叫做一個三千大千世界。這三大千世

界就不是「3000」啊！不是「3000」啊！而是甚麼啊？1000」的三(次)方就叫做三

千大千世界，一千個這種世界自己乘三次，這就一個，叫做一堆世界了，一組世界

了，是吧！這樣一個三千大千世界呢，普通的，一般一個三千大千世界呢，一定有一

個佛出世的。

那麼我們這個三千大千世界呢，就有一個釋迦牟尼佛。這問題就是這樣了，釋迦

佛，三大千世界只得一個釋迦牟尼佛，是嗎？(只)得一個釋迦牟尼佛，豈不是只有我

們這個世界上才聽到釋迦佛說法？旁邊的 (世界)不就是沒有(佛說法)嗎？這就好、

好、好吃虧！在旁邊的那個(世界)。他說不是的！不是的！這樣不是又怎樣呢？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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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世界啊，這個須彌山的頂上，就是那塊，這個酒杯的這裏，就叫做忉利天，忉利

天，忉利天呢，在這個山頂上的。再高一點的就在虛空中居住的，夜摩天。在高一

點，兜率天，彌勒菩薩在這處。兜率天(再高一點)就是化樂天。化樂天之上就是他化

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就是欲界最高的天了，那個天王就是魔王來的，這個是大魔王。

那個啊，佛經裏面講的波旬就是這個了，這個天主教、基督教講的那個撒旦可能

就是這一個，那個叫做甚麼啊？他化自在天天王。你修行修到差不多，將近或者有進

步了，有很大的進步了，他(就)走來搞你了，他會來搞你，阻礙你，你做的是清淨

的、好的事，他就阻礙你；你做壞事呢，他來助成你。你說你現在出家了，或者他看

見你真的修行很好的，他就諸多阻滯，令到你(這樣)。如果你說：「我還俗了！」他

就助成你了，是這樣的，專門這樣的。這個叫做自在天魔就是這個了。那麼再上呢，

就是色界了，是吧？色界呢，色界有初禪天，第二禪天，第三禪天，第四禪天。這樣

第四禪天的中間，第四禪天就很大的，第四禪天的中間有一個地方，這個地方就是釋

迦牟尼佛的報土。

那麼這個釋迦牟尼佛的報身佛就叫做毘盧遮那佛。他先在那處成佛，他先在那處

成佛了，然後變個化身下來變釋迦牟尼佛。那處就有一個毘盧遮那佛，釋迦牟尼佛是

他的化身。這樣化身，那麼第二個世界不就沒有了？就是第二個世界又沒有毘盧遮那

佛，又沒有釋迦佛，是嗎？他說不是這樣的，這毘盧遮那佛一成佛之後呢，就這個世

界，這個報土裏的人啊，就見到這個毘盧遮那佛；在第二個世界，就一樣見到有個毘

盧遮那佛在那處。總之「1000」的三(次)方這樣多的世界，每一個世界裏面都見到有

一個佛在出世，那就是每一個世界都有一個釋迦牟尼佛。

那麼為甚麼會這樣啊？他說這種就是甚麼啊？這種叫做重重無礙啊！一個佛出世

呢，會影響到這麼多(世界都)見到(佛)的，為甚麼會這樣的呢？他說這種叫做重重無

盡的道理。是這樣的。怎會(有)這樣可能呢？當時呢，這個問題就是「重重無盡」這

四個字怎樣解釋法？唐朝的武則天就請賢首法師去講經，講《華嚴經》，就講到「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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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無盡」。武則天很聰明的了啊！是吧！但她就是不明白為甚麼會「重重無盡」，不

會的呀！肯定會有盡頭的，怎會沒有盡頭呢？這位賢首法師就說：「是，是會沒有盡

頭的！」這樣，(武則天)不明白為甚麼會沒有盡頭，這樣賢首法師想一下，就見到金

殿前面有一隻金獅子，他即刻就說：「請你叫人拿四面鏡來。」這皇帝叫(人)啊，當

時武則天是女王啊，就立刻找來四面大鏡，這位賢首法師叫人在金獅子的四面，一面

安放一面鏡，安(放)好之後他說：「請陛下來看看，你數一下有多少隻金獅子啦！金

獅子其實只得一隻，但你數一下牠有多少隻。」一面鏡裏面有無窮那麼多的(影像)，

你數不盡的！真的！

你去那些理髮鋪理髮，那些上海的理髮鋪理髮，你坐在這處，前面有一面

鏡，你有一個頭在這處，後面有一面鏡，你有一個頭在這處，你數一下你有多

少個頭呀，數不盡的！是吧？數不盡的！他說這些叫做重重無盡，一個佛出世

啊，就 一個佛出世，就「⋯⋯ 1000」(的)三(次)方那麼多的世界裏面，見到有一

個佛出世，是這樣的。到底我們在這處見到的釋迦牟尼佛是真正的本來那個

呢？抑或是映出來的那個呢？我們都不知了。是吧？好了，那麼這個世界就這

樣了，四面有四大洲，這你現在看了，你看一下，讀這裏啊！

「若下品性者」，即是造成這個世界呢，有些是上品的質料，有些是中品的質

料，有些就是下品的質料，下品的質料呢，即是甚麼啊？泥土呀、那些差的鋼鐵，不

是！(是)差的礦物，那些下品性「於蘇迷盧四邊七金山外，」這七個山之外啊，就

「成四大洲」，我們住的地方了，就是最下等的質料造成的。「成四大洲及八中

洲」，四個大洲，每一個洲有兩個中洲。「并輪圍山」，還有 圈圍住這個世界的氹氹

山，好像個車輪那樣。這個輪圍山呢，「此山」即這個輪圍山，就圍著四大洲停留在

這。「量等尼民達羅山之半」，尼民達羅山者，即這七個圍繞著那個蘇迷盧山的七個

金屬的山，最後的那個是尼民達羅山，七個。

好了，四大洲講過了，成了。這樣「C三」就是「非天宮殿」，「非天」呢，就

8



是阿修羅，Asura這個字，如果音譯就是阿修羅，意譯就譯做非天，「A」就是非，

「sura」就是天，就是這種人的享受就與天(人)一樣的享受，就是脾氣修養就不及那

些天(人)，樣子就醜怪，就沒有天(人)那麼莊嚴的，是吧？所以就叫做非天。阿修

羅，脾氣最壞，常常與那些天(人)打架的。你看，「復成非天宮殿。此宮在蘇迷盧

下，依水而居。」在那個蘇迷盧山的山腳，在水邊住的那些阿修羅。那麼之外呢，我

們這個世界的北邊，我們住的這個世界的北邊，那個世界的西邊，這個世界的東邊，

不是！那個洲的南邊，就是有一個大雪山，有大雪山，長年積雪的，那些雪一融化就

變了河流，就流下來。

為甚麼他會這樣想啊？那些人呢，印度人呢，印度的北邊有一個喜馬拉雅

山，喜馬拉雅山的山頂就是長年積雪的，於是就叫喜馬拉雅山做大雪山。他不

知道喜馬拉雅山的北邊還有西藏，是嗎？不知，就所以形成一種這樣的地理觀

點了。他說「復成大雪山」，那個大雪山，現在的人考據它，即是喜馬拉雅

山。喜馬拉雅山呢，梵文叫做 hi ̄malaya，英文叫做 Himalayas，梵文就

hi ̄malaya，hi ̄ma就是雪，大雪，laya就是庫藏，雪的庫藏，藏很多雪的。這

樣呢，它又形成大雪山，大雪山裏面有一個無熱池，很冷的池，那些池水呢，

就流下來，就成為印度的幾條河流。「及無熱池(周圍崖岸)。」無熱池的周圍

呢，有崖岸的，崖岸。

「C四」了，那麼這個世界已經形成了很多東西了，「一切那落迦」了，

「那落迦」就是梵文的 naraka這個字，naraka即是地獄，地獄，現在我們譯

做地獄，這個意思即是甚麼啊？常常 苦，總之苦的事物都會有的，這意思就衆

是這樣了。「次成最下八大那落迦處」，地獄呢，有八大地獄，八大那落迦。

除了八大地獄之外呢，還有一個叫做甚麼啊？

「大那落迦」，大地獄。除了那落迦之外呢，還有些零零星星的地獄，叫做「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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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那落迦」，就是零星的地獄，不是一定在一處地方的，有時候在沙漠裏面，有時候

在河邊的。我們中國人傳說四川那個豐都縣，豐都縣的地底就說有地獄，叫做豐都地

獄。這如果假定有的話，這就叫做獨一地獄。「獨一」即是零零星星地存在各處的。

還有些很冷的叫做寒那落迦。還有些呢，就靠近大地獄附近的叫做近邊那落迦。地獄

就有這麼多種，那麼你想知道這些地獄的狀況是怎樣呢？就看一下我的這本注(解)，

二百七十頁，第一行那處啊，那本《大毘婆沙論》，這本書在佛經裏面是最重要的書

之一，是中文才有的，現在梵文已經失了，西藏都沒有了。《大毘婆沙論》，這本論

總共有二百卷，它的第一百七十二卷裏面解釋甚麼叫做「那落迦」。「那落」是造的

解釋，「迦」即是惡，這意思就是甚麼啊？「造惡者生彼處故等」，那些作惡的人死

了之後會生在那處。這「那落迦」幾個字有很多意義的，不過現在即管當作造惡的解

釋，我們中國人就當作地獄的解釋。

這樣你看到地獄的時候，八大那落迦呢，八大那落迦處裏面呢，有些叫做大那落

迦，八個那落迦，八個大那落迦，那處的大那落迦就怎麼樣呢？那處就最熱的，叫做

八熱地獄，裏面常常都燒的。這就很奇了，基督教、天主教就說有些煉獄裏面就燒得

很利害的，它這裏也有啊，也是燒的啊！是嗎？煉獄。

還有呢，就是所謂獨一地獄即是孤獨的地獄，即是零星的地獄，這些零星的地獄

地在哪處呢？這你看一下。「或在虛空」，在虛空裏面。「或在曠野」，譬如那些沙

漠啊，那些甚麼的地方，那些一片的平原裏面可能有些零星的地獄。

「或在山間」，山都有。還有些「寒那落迦」，寒冷的(地獄)，寒者，即八個寒

地獄，冷得那些肌肉爆裂。有些「近邊地獄」，近邊者，八個熱地獄的門外，門外的

四周圍裏面有些叫做近邊地獄。比較輕的，那些作惡不是很厲害的人而生在地獄的

呢，普通就生在近邊地獄。那麼，所謂地獄就是這樣了。

「C(五)、一分鬼傍生處」，一部份鬼住的地方與畜生住的地方。鬼住的地方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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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啊，這只說其中一部份，因為有些寄居在人間的啊，現在我們在這，你怎麼知道

在凳底下，在那些地方，你怎知道沒有鬼(在)聽呢？廁所啊，那些常常有鬼的啊，你

屋企最邋遢的地方，那些鬼肯定去那處的，你在那些山邊、路邊吐口水呢，那些鬼就

走來舐了，是嗎？我試過有兩個朋友都常常在街上見鬼的，當然他可能……他很正常

的，但他見到，在街上，兩個都這麼說，兩個都叫人家不要吃燒臘的，他們說那些燒

臘舖裏面最多鬼在那處，常常在那處聞，聞那些氣味的，還有些人走過墳場，那些人

在拜山，他們說那個死的人就未必吃得到，但整 的鬼趴著，就向著那些東西聞，聞羣

那些氣啊！那些拜佛的，在大雄寶殿裏面，關帝廟這些呢，那些鬼又不敢進去的。

就因為這樣，所以你就試一下，我的經驗就是這樣，譬如很多人都吃燒肉的，是

吧？拜關帝啊，關帝誕的那些燒肉拿出來一樣是香的，很好的。如果你拿去拜鬼的那

些呢，淡的啊。你試試，那些死人啊，拜過死人的那些燒肉沒有味的，沒有味的，是

吧？如果拜關公，拜甚麼的，那些燒肉是香的，真真正正試過是這樣的，對吧！你就

是煮齋，那些死人了，拜山要給齋拜呢，(滑潺)潺的，不好吃的。如果是供佛的那些

齋就是香的，那些鬼不敢去吃的，不敢的，很怕的，那些鬼走到附近就不敢(再)走近

了。

我有一次，我講個神話你聽。有一次，我的大兒子就很喜歡去賭馬的，甚

至到早上一早就看人家練馬。有一天早上，天上剛露出光，在跑馬地附近，忽

然間見到有一隻大蝴蝶，兩隻手掌那麼大的，這麼奇怪的！蝴蝶 為甚麼這⋯⋯

樣奇(怪)呢？沒事了，好了，自從那天之後呢，夜夜睡覺都有人搞他了，不是

扯一下他，就是篤一下他，整夜都這樣。為甚麼會這樣呢？那麼就問我了，現

在我不懂了，那時候我還懂的，那時我認識圓光，叫我那第三個兒子，他看得

到圓光的，就叫他看，就拿一張白紙，唸那個圓光的咒，唸了就叫他看那張白

紙，他就看到，他看到原來呢，一隻好像大蝴蝶那樣。我的(大)兒子就去那個

樹林，跑馬地附近有些樹林，他就撲過去。原來它就跟著我的兒子，回到我屋

企的時候，我兒子進屋的時候，就跟著他後面進入(屋)。這樣進入了，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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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兒子回去就即刻進房，它跟 他入房，跟 入房呢，我兒子的老婆就有一張着 着

梳妝 的，它就藏在那張梳妝 處，到夜晚它就會出來，它一出來，進廚房烘枱 枱

些東西，四(周)圍 那隻蝴蝶就不是蝴蝶了，一進了屋，整個人那樣，整個⋯⋯

人那樣，就披著一件黑衣，黑衣，白花的黑衣，披著一件好像件海青那樣的，

一挑開就是闊的，(它)四(周)圍找東西吃，進廚房四周圍找，你猜一下它怎樣

呢？

我屋企進門口那處呢，側邊有一張半月型的 ，人家那時候不知道誰送了枱

個韋陀(像)給我，我就放在這，那個鬼啊，它走近韋陀那處要繞路的，近 的枱

兩呎它不敢走近去的。他(我兒子)就好像看電影那樣，這麼奇怪的，那隻東西

去到韋陀(像)的旁邊它就繞路了，繞道就我(家的)正面有尊佛安放著，在那個架

子上，它去到就蹲下縮進去，它不敢就那樣走過啊，這麼奇(怪)啊！

這樣又看到它(在)我兒子睡著時找東西刺一下他。這樣，我有一隻狗的，

黑狗，那隻黑狗在那幾天夜晚，常常見到這隻狗對著一堵牆就吠，「嗚嗚⋯

」那樣幾下，又退一下，又「嗚嗚 」，又退一下，不知這狗是不是見到⋯ ⋯⋯

(它)，見鬼了，這樣現出來了，原來這隻狗就見到它，就想追它，咬它，它很

怕那隻狗的。這樣，這事就這麼多了，我一知道就很容易了。很容易，那就於

是我買些生果，就叫我老婆煮些齋，拜一下韋陀，韋陀，就放一碗(齋)在門口

那處，放碗齋在那處。那樣，我就對韋陀這樣說：「現在有隻鬼走了進來，不

知道是不是，請您幫我趕走它，好嗎？如果它不聽話呢，就請你對付它。」

這然後呢，我叫我老婆說：「我就不會稟神的，你稟啦，你對隻鬼說現在拜過你

了，就叫韋陀送你走了，你就好走了，你不走呢，以後韋陀就會對付你！還有些比韋

陀更厲害的，搞得你永世沉淪。你快些走啊！現在有些東西給你吃，(吃過)就好走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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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拜過它(就)沒事了，這樣拜一拜就沒事了，真真正正的沒事了。如果

誰認識我老婆，可以問一問她這件事。所以有些鬼寄居在人間。那些鬼就很怕

關公像的，它見到就很怕的。我去到(中山大學教書，)日本人就(來攻)打，我當

時在中山大學教書，中山大學就在廣東(省)韶關附近的樂昌縣坪石那處，我在

這工作，日本人就經過這裏，中山大學給打散了，我就與那些職員，與十幾個

職員，就一齊走到了湖南汝城縣，住下來了，就在汝城縣的一條鄉村住下來

了。那這個鄉長呢，我跟這鄉長借地方，鄉長就借了一間停辦了的學校給我

住，給我們兩家人住。那麼有一日呢，我就住了，住了，最漂亮的地方就是那

個教務處，我將教務處搬開，我兩夫婦兩張 對著牀 (放)，一個兒子就與我同床

睡，一個兒子與一個女兒呢，另外一個兒子與一個女兒就在我老婆那張 睡，牀

兩個一齊發熱，這樣望著指一下這又指一下那，而且那些人告訴我這間房子有

鬼的，這樣怎麼辦呢？

剛剛呢，我住在坪石的時候，就安放了個關帝在這，那走的時候就帶上這

關帝像。我於是呢，見到有鬼，就拿了關帝像出來，就擺在中間，我點了支

香，我說：「關公啊！你是有義氣的，現在有人說有鬼啊，我的子女發燒(又)

沒有醫生，如果有甚麼(鬼)呢，你就幫我搞定它。」如果有鬼搞，你都搞不定

的，你又說「忠義仁勇關聖帝」這麼厲害，你就不要做這些了，是吧？啊！這

說完之後呢，第二天早上就好了，兩個都退燒了。你說這些鬼不會搞人，又未

必不是啊！真的會搞啊！它會！就這樣退燒了，沒吃過藥，也沒藥吃，當時在

村裏沒有醫生，幾個黃綠(意指無牌)的中醫就有。好奇(怪)！人間每每有些這樣

的鬼。

那麼看了，「復成一分鬼與傍生」，「傍生」即是畜生，所住的地方，那麼鬼在

哪處呢？它這住在哪處呢？那麼鬼在哪處呢？它這住在哪處呢？鬼界，現在所謂陰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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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陰間啊，在哪處呢？這裏沒講，那些另外的注(解)呢，就這樣說，「傍生有三住

處」，有些就在地上住，那些畜生啊，傍生即是畜生，有些就在地上住，即是老虎、

貓狗……那些就在地上住了；有些就在水上住，那些魚、鱷魚啊，那些；有些在空中

住，飛鳥啊。那麼，哪些最多呢？「大海為本」，大海裏面的畜生最多的，魚最多的

啊。

「從此本處散行各(餘)處」，除了這幾個地方，還散開很多地方。畜生就這麼容

易了，鬼又住在哪處呢？你看一下了，現在世人所謂的陰司，那些就是鬼住的地方。

「鬼住處者，以閻羅王處為本。」叫做閻摩羅王，閻摩羅王本來是在夜摩天的天王，

「Yama」是夜摩天，夜摩天的天王，這個夜摩天的天王，他就管理鬼界的鬼。這

樣，那些鬼就住在哪裏呢？是不是有夜摩天住呢？不是，不是住夜摩天。你看，這

「Yama」，這王呢，就譯做閻羅，閻羅王。那麼住在哪裏呢？這個閻羅王，你看

了，「此於閻浮提洲(南贍部洲)」，我們現在住的這處，這個人間。

下面呢，在地底「(下)深五百踰繕那」，地底那處。那處呢，就「有大國土」，

「縱廣」即是縱橫，「五百由旬」，「從此」，那樣，鬼就住在那處，鬼界，「從此

本處散行餘處」，散開各處都有。這樣另外有本《大毘婆沙論》就說，我們住的人間

這裏，閻浮提的西南面有五百個地方是鬼住的。這樣那些鬼呢，「半受苦半受樂」，

不是一定很苦的鬼，半苦半樂。那麼閻羅王住哪裏呢？《起世經》，一本小乘(佛)

經，它說「閻浮提之南」，就是甚麼啊？近南極一帶了，是吧？「二鐵圍間」，閻浮

提之南那個鐵圍山之間，有個閻羅王宮，閻羅王住的地方，就「縱廣六千由旬」，

「乃至廣說」，就是等等。那麼現在這種印度的傳說傳入了中國呢，那些道教徒就講

出很多，又說十殿閻王啊，又說某某啊，這些呢，都是根據佛教傳入來的，再加上中

國人自己的想像而成的。

你想看民間的傳說，中國人自己創立的那些鬼界之類的，就到處有人送的，不過

我們這處沒有，其他很多佛堂啊，不知所謂的就送那些道教的經給人，那個甚麼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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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玉歷至寶鈔》，是嗎？《玉歷至寶鈔》，四(周)圍有人送的，現在很多人將它

印了送給人的。這本東西代表中國人受了佛教的這種傳說影響，自己創立那個地獄的

想法了。「一分鬼趣」即一部份鬼，與那些畜生住的地方就是這樣了。

好了，下面，這樣我們就在這四大洲的這個南贍部洲了，現在「廣四洲」，

「廣」即是詳細，詳細說這四洲，詳細說「四洲」。你看一下，「四大洲者：謂南贍

部洲，東毘提訶洲，西瞿陀尼洲，北俱盧洲。」就這四個大洲了。那麼我們住的就是

這個南贍部洲啊！「其贍部洲」，你看一下，下面那處，隔幾行那處啊！二七一頁，

由(頁)尾數上來，「其贍部洲，形如車箱。」好像一架車的車廂那樣。大概那些印度

人，印度人那個(地形)不就好像一個半島那樣，印度是嗎？我們看一下這個地理，看

一下地圖呀，這印度半島不就是這樣嗎？是吧？這個不就好像 (車)廂那樣嗎？這車

啊，這處馬拉車，這處窩窩的就「形如車箱」。「南贍部洲」，大概當時的印度人以

為我們住的這個世界，就是他那處。形如車箱。

「毗提訶洲，形如半月。」有一次，有一位法師就這樣說，我們這裏住的是南贍

部洲，中國南部(地形)都好像個車廂那樣，印度支那半島又好像個車廂那樣。「東勝

神洲，形如半月。」就是甚麼啊？日本啊，好像個半月那樣長長的，是嗎？半月。

「瞿陀尼洲」，即是西面，「其形圓滿」，很多啊！圓滿，即是現在的甚麼啊？歐洲

與那個中東一帶那些。這裏是這樣說的，不過我就不信，這些完全是印度，當時印度

人的想法而已，我們學佛不需要理這類東西。「北拘盧洲，其形四方。」我們不必理

它，這個「北拘盧洲」，不是「此拘盧洲」，「北」字錯了，寫錯成「此」字。現在

就說明那個「量」有多大了，更加(詳細)了，我們現在看了。「贍部洲量，」就是我

們住的贍部洲的量啊，就「六千五百踰繕那。」一踰繕那是多少，我們都不知，有些

人就考據，說一踰繕那等於什麼啊？八里，有些就說等於三里。古代與現代是不同的

啊，古代的一呎與我們的一呎不同的。

古人矮過我們的，就現在那些講人類學的人來說呢，我們中國古代商朝的人，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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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普通的約五呎高，約五英呎高，矮過我們了，我也不只五英呎啊！他就說那些

商朝的人與周朝的人有五英尺的高度，但再直說呢，那些書就說呢，文王就十呎高，

阿湯呢？商朝的湯王就九呎(高)，動不動就這麼高啊！為甚麼啊？這個由於甚麼啊？

古今尺寸(標準)不同啊！你說古人的身長十呎，你以為真的(是)現在的十呎了，沒有

這麼高啊！

古人的一呎等於現在的約六吋，約五吋半、六吋，所以你看見古人說有幾多呎

高，你就用現在的呎來認為有這麼高，你就全錯了，不是的。古人所謂的一畝地很細

(小)的。舊時，你以為周朝怎樣啊？「匹夫受田百畝」，一個壯丁，政府給一百畝田

讓你耕(種)，不得了！如果現在那一畝這樣，一個人，一個壯丁可以向政府領一百畝

田啊！現在很多的(田)，豈不是很闊佬，這樣的做法。不是的，它的一畝可能是這間

(房子)的一半差不多大，一畝，要不是怎會一個人有一百畝田呢？是嗎？

那麼說到這裏，我就(認)識一點中醫(知識)的，你們如果有人學中醫的呢，

你切記切記啊！看我們中國的醫書根據呢，價值最高的就是東漢末年的這位張

仲景做的，那本叫做《傷寒論》，是吧？《傷寒論》啊，你如果現在開(藥)

方，現在的所謂中醫，(就)有兩派中醫，一派叫做京方家，所開的藥方都是

《傷寒論》與《金匱(要略)》那處有的，而且這份量一定要照 它的。譬如有着

一個人，舉一個例，他是發熱，又覺得冷，又發熱，看一下他，嘴唇都乾了，

相當乾的，如果你看一下他的舌頭，都是乾乾的，紅紅的，這樣呢，如果你是

中醫就給他葛根湯吃。葛根湯是怎樣的？二兩葛根，就是現在所謂的花粉二

兩，三兩麻黃。三兩麻黃啊，如果找個六十歲的老伯吃了，我看他躺 兩日也着

起不了床也有之。

三兩麻黃等於食七百粒阿士匹靈，還能起身？對嗎？這樣呢，還要給二兩

桂枝，另外還要給甚麼啊？三兩乾姜，一齊煎茶給他喝。有沒有人學中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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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有首歌的啊，陳修園就將條(藥)方編成歌，你如果開那些藥方的時候，就照

著份量開的，這個叫做什麼啊？葛根湯啊。葛根湯怎樣啊？陳修園啊，我唸得

到成百條啊！「四兩葛根三兩麻」，四兩葛根，葛根者，即等於現在的那些粉

葛，四兩葛根，三兩麻黃。「四兩葛根三兩麻，棗枚十二效堪嘉。」十二個烏

棗。「桂甘勺二姜三兩」，桂枝二兩，炙甘草二兩，生薑三兩。

這就怎樣啊？無汗而怕風的，一吃就嘴唇乾乾的，一吃立刻好，所謂覆杯而癒，

中國古代的藥方，你一開中了，一喝就真的(好了)，覆杯而癒是怎樣啊？將那杯(藥)

喝完覆轉(杯子)，他已經好了，真的很快好啊！但是，它這麼大一劑(藥)呢，怎不會

好啊？但如果你不好就糟糕了！不好的話，睡幾天都未能恢復起來啊，是吧？從前香

港有一位醫生，中醫師，叫做陳伯壇，有沒有人認識他？花名叫做陳大劑啊，他開一

條藥方給你，你要買一個煲粥的鍋來煲啊，他照足張仲景的份量。葛根湯啊，「四兩

葛根三兩麻」，很平常，你開增補湯，幾兩附子泡姜的，幾兩附子的啊，我的老婆吃

了一劑，馬上不夠半小時口唇就燒乾了，他開了劑增補湯給她喝，結果搞到怎樣啊？

找雪梨，連夜去找雪梨，切了一個雪梨，雪梨切成一塊塊來敷口唇，敷口唇，要榨雪

梨汁讓她喝才搞得好，就是因為她喝了他(開的)一劑增補湯，但你不要笑他，第二天

就好了。

我老婆的耳朵有病，找過外科醫生，找醫耳醫生都醫不好，她就去他那處看，你

猜怎麼樣了？他說：「你找這些西醫不行的！」他說這些是甚麼啊？醫是一個原理，

這原理是甚麼？元氣不足才有病的，元氣足就沒有病的，他說你的元氣傷了，你要吃

那些附子，吃那些姜啊，就是那些乾姜才行啊，開藥了，我一看知道開了劑增補湯，

我不敢開的啊！他真的照足份量，用「兩」！我當時都不知道，沒有這個觀念：古今

的「兩」不同啊！後來才知道，我老婆吃了一劑(增補湯)，燒得口唇都乾了，但一劑

之後，這耳朵就一直好了，到今年七十多歲都未再發病過啊！喝了他的一劑增補湯，

第二天再喝了半劑，好厲害啊！這個陳伯壇真的好！但這些(藥的)份量，你就要它四

分一就好了，為甚麼會這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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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伯壇是秀才出身，讀飽(很多)書，但他還不懂得古今的「兩」、「斤兩」不

同，他不懂啊，所以人家東漢時期的一「兩」，他現在民國照開一「兩」，他不懂

啊！後來我看那些考據「兩」數，浙江的章太炎，章太炎考據說東漢時候的一兩等於

我們的二錢七，二錢七分，它的一兩等於二錢七，就是張仲景說的一兩你就開(藥方)

寫二錢七，你如果寫一兩呢，就變了三劑的量，所以他呢，陳伯壇一劑就應了，不好

就真的很糟糕了。好了，順便說了它這個份量啊，它這個「踰繕那」我們沒辦法衡

量，沒辦法考據到一「踰繕那」是多少。

那麼這個「贍部洲量，六千五百踰繕那。毘提訶洲量，七千踰繕那。」「踰繕

那」，梵文的名叫「yojana」，「yojana」，「yojana」這個字(是)「踰繕那」，那

麼到底是多少呢？不知。「瞿陀尼洲量，七千五百踰繕那。拘盧洲量，八千踰繕

那。」這以上就講了這個物質世界了，是嗎？就是這個世界成的時候，這個物質世界

是怎樣的，現在就講甚麼啊？這些 生了，這些 生是怎樣來到我們這個世界的，我衆 衆

們看了。

「(戌二、)約有情辨」，「約」即依，依據，「有情」就是 生，依據衆 衆

生來說明，分九點來說，他先說八大龍王所住的地方，印度所謂的龍呢，甚麼

叫做龍啊？原來印度所謂N gaā 印度人叫龍做N gaā ，那些爬蟲，大爬蟲又叫

做龍，鱷魚又叫做龍，大蟒蛇又叫做龍，象又叫做龍，大笨象啊，又叫做龍，

這「龍」字，這麼多東西都叫做龍，然則，所謂龍王是那種龍呢？我們不知。

八大龍王所住的地方，你看一下，八大龍王住在哪裏呢？「內海」，內海者，

這蘇迷盧山旁邊的七重山，七重山中間的那些香水海，那些水裏，叫做內海。

我們這些鹹海就叫做外海。

「(A一、)內海」，「又七金山，其間有水，具八支德，名為內海。」七金山，

蘇迷盧山旁邊七重山中邊的水，其間有水，那些水呢，「俱八支」，八支者，即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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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八樣，八樣德。「德」即中國人舊時譯作功德，現在的人譯做甚麼啊？譯做英文

譯作 quality，你以為功德(是)這樣的「功德」，現在的人都搞錯了，以為甚麼啊？唸

一下佛，拜一下懺，這些是功德，其實不是這麼解釋功德的。「功德」這兩字當作一

種，等於今日的兩個字的用法，一個就是 character，一個人的德性，character叫

功德；另一個是 quality，即是性質，是這樣解釋的。現在那些英國人直譯梵文，譯

成英文的那些書呢，凡「功德」兩字都譯做 quality，那個 Edward Conze譯《般若

經》，他譯這個「功德」就譯做 quality。這說具有八種功德，你們讀《阿彌陀佛

經》說甚麼啊？說甚麼啊？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有很多那些水池，是吧？水池就是怎

樣啊？「八功德水充滿其中」，是吧？「八功德水」，你就要查佛學辭典(才知道)甚

麼叫做八功德水，你不用記，不過這裏有，你順便看一下。

「八功德水」，有八種 quality的那種水，你看看，第一種，你看一下二百七十

三頁，第四行下面那處。「八功德水：一、甘，」甘甜的。「二、冷，」「三、

，」軟滑的水。「四、輕，」重量，不是很重的。「五、清淨，」很清的。「六、輭

不臭，」「七、飲時不損喉，」「八、(飲已不傷腹。)」飲了之後不會傷肚，傷腹

的。具有這八種性質的水叫做八功 水。即是我們現在的甚麼啊？即是現今那些我們徳

喝的礦泉水差不多，是嗎？你買那些甚麼啊？法國的礦泉水啊，或者你去加拿大飲那

些甚麼啊？溫哥華的水就是礦泉水了，那些(八功德)水就是這麼解釋。

好了，我們又看「B(二、舉龍衆)」，那麼這些龍又在哪裏住呢？你看一

下。「復成諸龍宮。」那些龍住的地方，龍宮不是宮殿，是龍住的居處而已。

龍宮。「有八大龍，並經劫住，」有八種大龍，或者八條大龍，整劫都不死

的。這是哪八條大龍呢？或者是哪八類大龍呢？第一類，一就是「持地龍

王」，傳說這個「(持)地」，即可以托起這地的那些龍，就是說牠可鑽進地底

而已。第二種，「歡喜近喜龍王」。第三種，「馬騾龍王」。第四種就是「目

支鄰陀龍王」。第五種就是「意猛龍王」。第六種就是「持國龍王」。第七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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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大黑龍王」。第八種就是「黳羅葉龍王」。這些是龍王名(稱)，我們不

必理它了，是吧？所以說《瑜伽師地論》是應有盡有就是這個道理了，是嗎？

它甚麼都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都有，你看它。好了。「是諸龍王，由帝

釋力，數與非天共相戰諍。」(這)個「是」字當作「此」字解釋。「是諸龍

王」，即此諸龍王就讓帝釋管理的。龍是畜生來的，管理牠就是怎樣啊？這個

帝釋管理牠，(就是)這個釋提桓因管理啊！釋提桓因就是三十三天那個委員會

的主席來的。三十三天者，就是這個蘇迷盧山頂的那幅天啊，就是由一個董事

局管理的，這個董事局就(有)三十三個人，其中一個做主席的，那個就是釋提

桓因，現在道教徒叫他做玉皇大帝，就是這個了。這說由這個帝釋的力量呢，

就是給帝釋控制牠了，就「數與非天」，叫牠，指揮牠與那些阿修羅打仗，

「共相戰諍」，打仗。

那麼龍有多少種類呢？這裏告訴你知道。「C三、辨種類」，你看一下，

「其諸龍王」，「其諸龍 」，很多龍的，「類有四種，謂胎生、」有些是胎衆

生出來的，「謂卵生、」有些是卵生，生了蛋出來，生了龍蛋出來然後孵出龍

仔的。一種是「胎生」，在這龍媽媽的身上(長)大了，然後生出來的。(第)三是

「濕生」，在濕的地方滋生出來。(第)四是「化生」，好像那些鬼神那樣，就

突然化現的。

「D二」那處(「兼說鳥類」)，順便說一種鳥叫大鵬鳥，大鵬金翅鳥，這種很厲

害的，天天要吃很多條龍的，很大隻，一啄就啄那些龍，會整條龍吞下去的。那些

「妙翅鳥」亦有四類，即有卵生、胎生、濕生、化生。那之後呢，這「內海」就是龍

的世界，「外海」是怎樣呢？我們看一下。都有龍住的，「復有餘水，在內海外，故

名外海。」內海之外還有水，這叫做外海。現在我們香港的海就屬外海了。那麼外海

有些甚麼在住呢？有一種呢，內海與外海之間有些神在住的，「亥二」，有一種叫做

「堅手神」，那隻手很強的，如果給它的手打了就不得了的，那些「堅守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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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有些是執金剛的神。「又依蘇迷盧根」，「根」即是腳，蘇迷盧山腳。「有

四重級」，蘇迷盧山腳有四重大階級，不是說一級級的石那樣啊！整塊大的地方。

「從蘇迷盧初級傍出一萬六千踰繕那量。」撐了出來的。「即從此量半半漸 」，即减

是一級低一點，一級低一點，一級低一點，漸 。「如其次第餘級减 (應知)」，一級級

的，那麼這些級(上)有哪些人在住呢？「有堅手神，住最初級；」有一種堅手神呢，

住在最低級。另外有些「血手神，住第二級；」有一種「常醉神」，這是醉貓來的，

「住第三級；」還有些「持鬘神」，常常都拿著一支東西，掛一條鬘，好像用些花造

成的掛頸上的那些鬘，拿著些鬘的，「住第四級」。這些是神住的(地方)，這些神

呢，大概都是屬(於)鬼類的，鬼類的，不是屬天的，屬鬼類的這些。

「(亥三、)藥叉(所住)」，藥叉即是惡鬼。惡鬼，人間常常有些惡鬼啊，現

在那些風水佬說風水不好，住得不舒服的呢，大概都是甚麼啊？剛剛對著那些

藥叉住，那些藥叉在進出的呢，如果對准它呢，你就全身都不舒服了。這些藥

叉最喜歡甚麼啊？那些山，尖頂的山，特別高的尖頂的地方，它在這處住了。

如果你建了一間屋，剛好對 一個尖頂的呢，那即是甚麼啊？那些藥叉常常在着

那處經過，那些餓鬼常常在那處經過，你肯定周身不舒服的了。

我們看一下，蘇迷盧山頂，「蘇迷盧頂四隅(之上)，」蘇迷盧山的四邊，

四邊「有四大峰，」有四個大山峰，「各高五百踰繕那量。有諸藥叉，」藥

叉、夜叉都可以，在那處住的，住這個山頂的，那些夜叉叫做甚麼啊？那些惡

鬼叫做甚麼啊？叫做金剛手，「謂金剛手，止住其中。」住在蘇迷盧山四邊的

高山上。這就到「四大天王」了，「亥四、四天王所住」的地方，先說「四天

王」，然後再說「彼部落」。「(A一、)四天王」，「又雙持山(持雙山)，於其

四面，有四王都。」雙持山(持雙山)者，這蘇迷盧山旁邊的第一圈處有一座山

叫雙持山(持雙山)。這個雙持山(持雙山)的四面有四個王都，即四個大城市。

「東、南、西、北，隨其次第，」依次就是甚麼啊？「持國王都」、「增長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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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醜目王都」、「多聞王都」，就是這四個天王，四大天王所住之處，

四大天王在這裏住的。現在的佛寺呢，就造成四個(天王像在)進門口處，當

然，這四個就照中國人的想像，穿著了中國人的盔甲那樣，當然不是這樣的，

怎樣的樣子就不知了，你看一下那些⋯⋯

那麼如果你呢，你想知道四大天王是怎樣的呢，你最好就入定了，入定去

四大天王的王都看一下，看看四大天王是怎樣的，看到的！你會看到的！舊時

有個催眠術家，叫做鮑芳洲，二、三十年前住在跑馬地的，你認識他嗎？他的

兒子現在教別人催眠術的。他呢，我有一個朋友，他(是)基督教徒，想見一下

聖母，他說：「很容易的，我催眠你吧！讓你見一下聖母吧！」真的一會兒就

催眠他了，他說：「我現在帶你去聖母那處，你一直去吧！現在有一個天使來

了，他拖 你，你就去得到了。這就去了、去了、去了，到了嗎？到了就點頭着

吧！」他就點頭，「到了！進去了！就進去吧！你見到嗎？聖母在嗎？聖母怎

樣的？」他就說：「很美的！很美的！」當然，你說這是幻覺，甚麼不是幻

(覺)呢？你現在見的東西都是幻(覺)啊！是吧！這樣，我有一個朋友去見鮑芳

洲，催眠了他見聖母了。

還有一次最巧合的，大概人的精神是會傳遞的，可能是(這樣)，你的精神

可以傳遞給我，我的精神也可以傳遞給你，是怎樣的呢？鮑芳洲催眠，鮑芳洲

催眠我的兒子，我的一個兒子，叫他去見彌勒菩薩，看看彌勒菩薩是怎樣的，

叫鮑芳洲催眠，就帶他去兜率天看一下彌勒菩薩怎樣。另外，我用圓光造了給

我當時的一個女兒看，我女兒所看到的彌勒菩薩的樣子，與鮑芳洲催眠我兒子

看到的彌勒菩薩的是一樣的，你說奇怪不奇怪呢？這種真是很難理解的啊！那

麼彌勒菩薩是怎樣的？兩個都(說是)坐在一隻獅子上面，這麼奇啊！那個鮑芳

洲催眠的(兒子)，說去了(見到)兜率天的地方很漂亮，就見到一個大堂，都不見

(屋)頂的，很多奇奇怪怪的人在裏面，中間有一個特別大的人，坐在一個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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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位上，這個座位下用東西墊高了這個座位，用甚麼墊的呢？原來是一塊東

西，在看看這塊東西呢，原來是一隻獅子來的，這隻獅子會眨眼的，生的，獅

子會托住這個座位。那麼這位彌勒菩薩是怎樣的呢？穿了件五顏六色的衣服，

五顏六色的衣服⋯⋯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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