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定有兩種報的，果報一定有兩種的，沒有一個世界給你住怎麼行？有了世界卻

沒有你在活動又怎麼行？所以就有一個「正報」，有一個「依報」了。「正報」和

「依報」顯然是不同的，我的「正報」是會到處走的，今早我還在 Hamilton，我現

在已經來了布魯爾街了。是嗎？會走的，那個「依報」 (「正報」)是會走的，那個

「依報」(「正報」)，我整個人在這裏，本來就是兩種東西，「二」即是兩種東西。

所以現在的人的思想是很進步的，是嗎？

不過在加拿大，那些人生活太好，在加拿大沒有甚麼人考慮這些問題的，是嗎？

佛家就認為「依報」與「正報」都是眾生的一部分，沒有，因為一個眾生沒有「依

報」是不行的，同時沒有「正報」你又如何成為眾生呢？所以就是「依正不二」。即

時說，「依報」就是環境了，是嗎？「正報」呢？你的遺傳，就是祖宗遺傳給你的身

體了，就是「正報」，「依正不二」。「依」與「正」分開呢，即將我們的個體，即

是將我們的 individual與這個世界分開，是我們意識裏這樣想的而已，實在是不能分

開的，何解？你現在沒有呼吸你可以嗎？沒有呼吸你會死的，呼吸是什麼來的？空氣

來的，空氣就是這個世界裏面的一部分，你不飲兩天水你就會死了。是嗎？沒有這種

東西是不行的，是嗎？

所以「依報」與「正報」你把它說得離行離列這是執著了。「依正不二」。還

有，第二個，第三章，考一下你，我看了很久，你看書，我教你，你試試學我那樣，

我看書很慢的，我在咸美頓出來，在火車上我看三頁書而已，三個 leaf即是六個

pages，這麼長遠一小時，我只是看這麼少。但是看完之後我蓋上它。兩年後你問

我，我可以講回給你聽都可以的。第三章講什麼？第二章講「依正不二」，我現在又

講不二，「依報」與「正報」不二。第三章甚麼「不二」？也是「不二」，講「不

二」的。它不是用「不二」兩個字，不過是引佛經，結論就是猶如佛經所說的了！不

記得了？又是弊了！後生仔很多是怕了我的，如果坐在前行，聽我講課坐在前行，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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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老的我就無謂問他，他記憶力不好，要他丟架子就無謂啦！你是年青人就你被我

問，但是你如果被我問得一兩年，你會很了不起的。「色心不二」，「色」就是物

質；「心」就是精神。他怎樣說？他現在說物質和精神的關係，那些人的看法，都認

為每一個人的生命都有兩種東西，一種是物質，沒有物質的material，沒有身體根本

就不成了你的，是嗎？

但是沒有精神活動也不成一個人的，就是鐵的、石頭了。所以「色」就是

material，「心」就是精神，spirit，有這兩種才能組成我們的身體的。但是他說現

在的世人執著，有些人共產黨或那些唯物論的，唯物的科學家著重物質，甚麼都是由

物質出來的，沒有靈魂，沒有所謂精神作用，完全是物質來的。共產黨是這樣的，現

在很多唯物的科學家都是這樣。但是有一派，這些就是所謂唯物論者

了，aterialism，唯物論者了。

但是另外有一派，尤其是那些學哲學的和那些宗教家，就主張甚麼？注重心，注

重精神了，the idealism，認為我們的個體完全主要在那個心處，說這也是執著。結

果他們兩個都同意。是什麼呢？佛家講得最好的，是嗎？「色心不二」。物質和我們

的心不是兩種東西來的。因為佛家怎樣講？「色」都是「心」的一部分來的，無所謂

叫做「色」，「色」就是心。你所見到的世界，你所摸到的石頭，就是你的精神，

「不二」。佛家「色心不二」，又是「不二」了。這個寫這本書，不是，問答的那個

日本人，這個真是菩薩了，他是日蓮宗的首席講師，其實他實際上就是去歐洲傳教，

向那些西方人傳教，結果同那些西方人討論，討論到怎樣？到後來他提出：你這樣說

是對的，我們佛家就這樣說了。這種人很難得，這個人真是菩薩了。「不二」，明白

了？

第一是「不二」，這樣上文就已經講了「不二」。第八頁是不是講完了？還未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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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由丁一起。

羅公：第一個問題，丙一、現在應該是丙二，是嗎？丙二還未講，是嗎？我先複習一

下上文，上文是怎樣？在佛說法的大會上面，有一位叫做「如理請問菩薩」，

他就問另外一個菩薩，問那位叫做「解甚深義密意菩薩」。他怎樣問他呢？他

說：你說一切法都不二的，「一切法者」即是宇宙萬有，不二的，都是 no

difference，沒有分別的。他現在即是一切東西，一切事事物物都沒有兩樣

的。現在我問你了，所謂一切法都無二的，「無二」即是不二，「何等一切

法」？你所謂的一切法是指哪些叫做一切法？「云何為無二」？怎樣叫做「無

二」？他這樣問他。

所謂「一切法」是指什麼？第二，為何他說它「無二」？然後那個「解甚深義密

意菩薩」就答那位「如理請問菩薩」，這樣答：他說，所謂一切法者，不外是兩種，

第一種就叫做有為法；第二種就是無為法。好了，你們認為中文難講、難解，英文就

容易，我那天講給你們聽了，有為法，英文字叫做甚麼呢？應該要做什麼呢？你不能

譯音「有為」那樣？那英文應該是什麼來的？江漢林你譯一下？phenomena，現象

界，phenomena是嗎？無為法呢？普通叫做 reality，是嗎？又叫做本體，是嗎？你

可以叫它做 reality又行，叫他做什麼也行，final substance，最究竟的實在。明白

了嗎？無為就用現代白話，中國的老先生講，無為就叫做「用」，有為就叫做

「體」。即是「體」與「用」，這個世界不外是「體」與「用」而已，「體」與

「用」不二，無二。

為甚麼無二呢？這裏所謂有為無為，他說我現在分開來講，所謂「有為法」不過

是我們的概念上覺得這些是有為、那些是無為。實在這個世界裏面，所謂「有為

法」，並不是好像我們的意識、我們的心所執著的這些叫做「有為」，那些叫做「無

為」，好像分開來的，不是的，好像兩截那樣，不是的，有為與無為都是一樣的。都

是這個世界，無為。那麼無為法呢，亦無所謂一個零零丁丁叫做無為法，無為法這個

概念，我們的概念上的無為法，其實所謂無為法是不能離開有為法的。這樣吧，我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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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譬喻給你聽。

譬如這一塊是金，這塊金是金，金是黃色的，是嗎？這個金有實質，是嗎？有它

的質地，質料，那質料即是無為法，用來譬喻那個無為法。但金又是黃澄澄的顏色

的，耀眼的光亮的，黃色光亮的，那種光亮、那個實質，就要來譬喻那個無為法。那

個實質、金的實質，金的光亮、金的形狀，是指那種現象，是嗎？是指，用來譬喻有

為法。其實當我們拿著一塊金子的時候，當我們說這個金是黃色的，其實黃這是一個

現象，不過黃金的黃不能夠離開金的實質的，離開金的實質而有金的黃，這個人是癲

的。是嗎？你或會問，離開那種黃色而有這塊金在這裏，離開黃色有黃金，這個人又

是癲佬一個，是嗎？離開金的黃，何處有黃金？正是因為黃色的，所以才叫它做黃金

嘛！所以金的質與金的黃色是不二，不能為二。明不明白？然則，這樣金就是金，黃

就是黃了，如果不分，這樣又如何講得清楚？

講給人聽怎樣講得清楚？講的時候就要分，就叫做世俗諦，但當你體會這塊金的

時候，就不用分的。那塊金子不離開那個黃色，黃色亦不離開那塊金的，聽不聽得明

白？

「體用不二」。是嗎？「體用不二」，這樣你就讀過《心經》了，「色即是

空」，這個「空」是指無為法；「色」是指有為法，有為法與無為法不離開的，「色

不異空」，有為法不離開無為法；「空不異色」，無為法亦不離開有為法。明白了？

這樣還不夠徹底，「不異」即是不離開，不離開就有兩種不離開的，記不記得？我講

過很多個譬喻？你記不記得？記不記得？不離開，不離開有兩種不離開，記不記得？

聽眾：沒有相對。

羅公：什麼？

聽眾：沒有相對。

羅公：什麼？沒有相對？你講得不清楚，我知道你明白。不離有兩種不離，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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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他與他的女朋友，兩個很好的，成日都不離開的，不離。但是這個不離不是

即是一件東西，到底都是兩件東西來的。是嗎？但是又不離的又怎樣？另外有一種不

離是怎樣的？合在一起，不能分得開的，是甚麼？黃金那種黃色與那塊黃金，又是不

離。是嗎？金不離黃的嘛！那麼這塊金的黃與那塊金是不離的，即是同一件東西來

的，即是不離有兩種不離，一種是兩種黏在一起的不離，是同一件東西。第二種是什

麼？即是那個東西的角度看起來不同的不離是嗎？明白了嗎？「體」與「用」不二就

是什麼？即是那件東西的不二。所以《心經》怎樣說？「色即是空」，不是說「色」

就是「色」，這一塊是「色」，那一塊是「空」，兩件黏到一起，不是！而是同是那

塊東西，這個角度來看就叫做「色」，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就叫做「空」。聽不聽得明

白？你一定要講得很明白，明白到自己講出來給人家聽，人家都聽得懂！這樣才可

以。是嗎？那麼保證你這樣一路看下去，越來就越聰明，還有，你的記憶力也會越來

越好，我的記憶力這樣好，你看起上來不是假的，試驗過了，何解？不是特別，不是

阿媽生我特別好，也不是我食補品食得多補腦補得好，而是甚麼？我一明白了以後就

記得，不用，不用記的，你明白那個道理，你就講得出來了。是嗎？明白了嗎？這

樣，「色心(亦)不二」。

不要以為物質和我們的精神是兩件東西，是「不二」。所謂「二」者，所謂「有

為」與「無為」，都是因為我們執著、起分別。在世俗諦裏面覺得它是兩種東西而

已。所以無為法也不能說它是絕對的無為，亦不能說它是絕對是有為。這樣就已經答

了。是嗎？好了，第二個問答了，這樣答是籠統的，答得不清楚的。再逼他，再問

他。你不要以為學佛的人甚麼也不爭論的，在勝義諦裏面就甚麼都沒有得爭論，在世

俗諦裏面，那些菩薩爭論得很厲害的。你看他這樣問法，問他。第二個問答，丙二，

第二個問答又分做丁一、丁二。

丁一、就問了，他怎樣問呢？再追問他。「如理請問菩薩，復問解甚深義密意菩

薩言」：那位「如理請問菩薩」再逼問他，問那個「解甚深義密意菩薩」，這樣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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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最勝子」！即是稱呼他，「最勝子」是稱呼，「如何有為非有為非無為，無

為亦非無為非有為」，「如何」，就是何以見得，即是「如何」那兩個字即是英文的

how字或者why字，這裏應該當是英文的why了。何故？有為法既不是有為法，不

是真正絕對的有為法，亦不是真正絕對是無為法。倒轉過來，無為法亦並不是真正的

無為法，亦並不是真正的有為法。何解呢？然後丁二就是答了，文字識不識？會不會

解？文字有沒有問題？沒有問題？那你看，答了。

在未答之前我先將他答的大意講給你聽，明明是有為法就是有為法了，是嗎？但

你又說有為法不是有為法，又不是無為法，無為法你又說無為法不是無為法，又不是

有為法，搞到人們都混亂了，何以這樣呢？那個解答，現在要解答了，他說：所謂有

為法，這個世界、這個宇宙本來就是整個的，不是分開的，不是好像切餅那樣可以切

開的，互不能分離的。例如遺傳與環境不是兩件事，是不能分離的，「色」與「心」

也不能分離的。但是我們覺得有為法，這樣搞到我們就混亂了，但是我們覺得，

「色」就是色，「心」就是心，遺傳確實是遺傳，環境也是環境，善就是善，惡與善

確是不同的，為何會這樣的？答案是這樣，這是我們的意識起分別然後才覺得是這樣

的，如果我們不起分別的時候，就無所謂叫做善惡；無所謂叫做有為；無所謂叫做無

為，無所謂叫做色、亦無所為叫做心。

那麼，何解我們會起分別這樣怪呢？不起分別就好了！不起分別不是說不行，如

果不起分別這個世界就沒有變動了沒有移動了，這個世界就無所謂生長，亦無所謂死

亡了。那時整個世界就變成定在那裏了，那時即是怎樣？生死輪迴都沒有了，世界定

在那裏了，那時是怎樣？那時就變成「無餘涅槃」了！是嗎？那時就變成了「無餘涅

槃」了。但是你如果入了無餘涅槃就是一切都沒有了，無所謂叫做有為，亦無所謂叫

做無為了。但是你入不到，你現在是口講而已，能入到那時才是真的得，你現在入到

了嗎？你未入到，未入到，這樣即是顯然是有為、無為還是有分別了！是嗎？好了，

問題又來了，何解我們會起分別？這個世界的東西本來就是沒有分別的，何解我們起

分別？這個就是甚麼？是由於在眾生來講，由於我們生生世世以來，本來就有一種無

明的衝動，因為有無明的衝動，就掩閉我們的智慧，就起執著、起衝動，由無明起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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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無明，甚麼叫做「無明」？記住，盲目的衝動，沒有理性的衝動叫做「無明」。

因為有了那種盲目的衝動，所以我們就覺得怎樣？本來無所謂我和非我的，我們偏偏

因為有盲目的衝動，就覺得有個我與非我，再覺得甚麼？我是好的，非我就是多一層

的，又再覺得，那個無明一路發展下去又覺得怎樣？甚麼都要為了我，自我為中心，

你就不是我，你得到利益就不是等於我得到利益，甚麼都要我得到利益為先，這就是

以前講過的，自我中心了。是嗎？有沒有講過？

你們要看書要好像我，看完之後，蓋上書就記得了，很快的，你肯做就很容易做

到，一有了自我中心，就甚麼都以自己做中心時，就想將我，那個我字就自我擴大

了。是嗎？你看看那些人，今天賺到一萬，他心不足的，他要擴大到 10萬。即是說

甚麼？即是將自我的範圍擴大，到了你賺到十萬的時候你又要怎樣？百萬才行，百萬

都不夠，要一千萬，一路想賺過去，到最後你要什麼？我要做世界的經濟大王，如果

你是軍人你要怎樣？我要全世界的武力都要由我來控制，擴大。因為這樣，所以就起

戰爭，殘害人，殘害一切。於是搞到怎樣？搞到六道輪迴，入了六道輪迴，眾生就是

因為有無明所以搞成這樣。本來就「無二」，就搞出「二」。是嗎？搞出「二」來

了。

佛就有智慧，佛就出世了，佛出世的目的是想度眾生，他度眾生，眾生整日都講

「二」，他們不講無二的，這樣怎麼辦？就要用回「二」的語言給你們講。我記得年

青的時候見到那些傳教的神父和牧師，他去到客家的地方他就要學講客家話，講流利

的客家話，去客家的地方就講客家話；去台山傳教他就會講台山話；去潮州講傳教他

就會講潮州話。何解？你想度那些人嘛！你想度客家人，你最好講回客家話，他才會

聽，那個客家人不會講英文的，你跟他講英文，你就浪費氣力，你就是十年也度不到

他，所以佛為度眾生，要用回眾生的概念，用回眾生的 concept來對他們講話，這

樣就要假立種種概念，用語言來假立種種語言，你問：假立概念而已為什麼要假立語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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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在這裏我又要順便講給你們聽。在心裏面的時候，還沒有講出來的時候，

我們叫它做 concept，叫做概念，或者叫它做 idea，或者叫做觀念、概念。idea中

文就譯做觀念，concept中文就譯做概念，佛家就叫甚麼？叫做名相，叫做名言，外

國人叫做 concept，中國人、現代人叫做概念。在佛經裏面叫做名言，記住，一講起

甚麼名言，你就直接跟外國人說就直接講 concept就行了。好了，所謂名言，所謂

概念，在心裏面的叫做概念、叫做名言，但我們想將概念講出來的時候，就叫做什

麼？叫做甚麼？叫做 language。是嗎？叫做語言了，在心裏面叫做 concept，叫做

概念。將那些 concept用聲音來表達出來的時候，就叫作甚麼？語言 language了。

是嗎？所以概念和語言是連在一起的。好了，佛既然要來度眾生了，要了解那些眾生

的概念，是嗎？但是你想了解眾生的概念，它是如何表達出來的？是要用甚麼來表

達？要用語言來表達的嘛！即是佛想度眾生，就要用眾生所用的語言，好像那個傳教

的牧師，那個會講英文的牧師，譬如有一個英國的牧師，他去那些客家區的那些地

方，沒有人會講英文的，他就要學講英文，不是！他要學講客家話，才可以搞定，不

然沒有人聽他講話。

這樣「四諦」就是佛教的概念，是佛自己創立的概念，創意的語言。是嗎？有些

語言也是眾生自己本來有的，譬如這隻是牛，那些叫做馬，那些叫做帝皇，那些叫做

四姓，這是眾生本有的，這些就是佛度眾生的時候，一方面要盡量利用眾生的那些本

來有的概念，第二要建立一些假設，假設一些概念來跟他們講。設立一些概念來跟他

們講，設立，既然是設立，那都是假的。真的哪裏要設立？設立即是假立、假設。這

即是說，佛假設很多概念來說法，是嗎？於是，佛所講的，又說「苦諦」、又說「集

諦」、又說「滅諦」，又說「道諦」。佛經裡總共有四個「諦」，其實這些都是甚

麼？其實「四諦」都是「不二」的，佛為了度眾生就設立四個「諦」出來，假立四個

「諦」，眾生就認為這些是叫做有為法，那些就叫做無為法，佛就順便用你眾生的名

稱，這些就是有為，那些是無為了。那樣說。其實根本就無所謂有為，無所謂無為。

有為與無為，就是因為你們那些人起分別。是嗎？起分別就說這些叫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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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那些叫做「無為」了。為什麼會起分別？就是因為你們已經形成了這個世間

了，是嗎？何解會有這個世間？追根究底就是因為你有無明，所以就搞出有這個世界

來。這樣，既然我要度你了，所以就在這裡用假立的各種概念來對你說法了。聽不聽

得明白？本來就是沒有這樣東西的，本來沒有這些東西，這些叫做國家，那些叫做

人，這些叫做你，那些叫做我，完全是因為那些眾生起分別。為什麼會起分別？就是

因為那個無明。你們在這裡買不到那本書來讀，本來那些人最初學佛，我們最初學佛

的時候，一開始就讀那本《佛教三字經》，有沒有人見過？我看《佛教三字經》，一

開首，不錯的，本來是明朝一個法師做的，後來又經過清代末年的楊仁山居士(1837

－1911)改過，寫得甚好。你讀熟它，就好過去聽十次八次經，叫做《佛教三字

經》。

一開首怎樣說：「無始終，無內外，強立名，為法界。法界性，即法身；因不

覺，號無明。」以前是一個法師教我讀的，現在我還默寫得出這樣多，還可以默寫得

出很多句。識不識解？他說這個世界根本就無二的，不二的。又有所謂世界由哪一個

起點，有始，這個世界的終點在哪裏完結。又「始」又「終」這些就是「二」，你們

那班人分別，其實是無所謂始終。一有始終就是「二」了。是嗎？無所謂始終，亦無

所謂內外，我這些是內面，那些是外面，這些是你起分別而已，無所謂內外，無始

終。你一說有內有外就是「二」了。這個世界本來就無二，「無始終，無內外。」這

樣豈不是甚麼都不講？講就不對了？是嗎？開口便錯了！但是佛要度眾生不開口也不

行，所以要「強立名」了。勉強假設那些名稱，就這個「無始終、無內外」的大東西

叫做什麼？叫它做「法界」。「強立名，為法界。」會解嗎？你有機會不妨托人在香

港買一本《佛教三字經》，香港四元左右就買到一本。有人去就買。

聽眾：我有，誰想印？

羅公：誰有？你有？哦！這樣就是了，印了給人讀吧！很好的，這個很好的！你不要

以為它很簡單，三字經很淺，它都很深的！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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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不解釋的話，我想座上有一半人不明白的！是嗎？這樣就叫做「法界」

了。「強立名」叫做「法界」了，法界不是沒有實質的，「法界性」即是「體」，就

是實質。那個甚麼？那個「性」就是 final substance，亦即是 reality，實，實質。

這個法界的實質，就是如來佛的那個法身了。如來佛他成了佛以後就體會到，原來這

個就是我的「法身」。即是佛以宇宙為「身」的，不是會行會走的那個身，第四，

「即法身」，即「法身佛」。本來法身是不是佛才有，我們沒有的？不是，我們每個

人都應該有的，但是我們懵懂，「因不覺」，我們有一樣衝動，盲目，這種「不

覺」，ignorance，無知，「不覺」，「號無明。」這種不覺的這種作用，這種盲目

的、那種不覺的那種無知，我們叫它做「無明」。因為有「無明」，我再講多兩句你

聽，再下去我不記得了，「空色現」，因為有了無明我們就起分別了，本來無二的我

們覺「二」了，這些叫做「空」，那些叫做「色」。

《心經》「色即是空」，空是空，色是色，硬要分別了。本來「色」與「空」是

不二的，現在因為你有無明，就覺「二」，一覺得「二」，就好像「現」了，覺得有

一件東西了。好像那些人本來那裏沒有鬼，鬼呀！鬼呀！那他就覺得真的有鬼了。是

嗎？「空色現」了，因為有無明，所以就有「空色」，「空」與「色」就分別現了。

「情器分」，「情」即是眾生，有情。「器」就是這個世界，器世界，分了！這個我

是眾生，那個是世界了，都是我們的盲目的衝動整出來的。結果，「三世間」，不止

「情器分」了，過去、現在、未來的世間「從此生」了，就由這樣產生。那樣怎麼

辦？這樣下去豈不是很僵？是嗎？他說：既然這個世界的實際情況是這樣了，我們是

無可奈何的，是不是呢？亦不是，我們亦有辦法，「迷則凡」，如果對於上文所講的

道理，如果我們迷我們就是笨，「悟」，如果我們了解了，我們就怎樣？「悟則

聖」。就是聖人了。所以我們要修行，修行要怎樣？第一步要見道，見道就證得真

如，「真如體」，這個真如是宇宙萬物的無為法的實體。

「須親證」，我們不能用口講的，我們要怎樣？我們要親自，直接體驗的，所以

親證了。下面那些不講了。講到這裏，我們知道佛為了要度眾生，所以設立很多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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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既然設立，他有時就設立新的名言、新的概念，如果那些眾生已經有了舊的名

言、舊的概念，他就利用回他們的名言和概念。眾生早就有了有為法、無為法這個概

念，佛就借回你的概念來講，於是就說這些是「有為」、那些是「無為」了。明不明

白？你一說有為、無為就變成「二」了！本來是「無二」的，現在變成「二」了。下

面了，即是說，我們應該知道，所謂有為無為，都是釋迦牟尼佛為了度眾生，而假立

名目的而已，實在就是無所謂叫做有為，無所謂叫做無為。因為這樣，所以如果有一

個人執著，死執住說這些叫做有為法，那些叫做無為法，一定是要 論到、將有為争

法、無為法 論到離行離列的。這種人就只曉得在俗諦裏打滾，就體會不到真諦的道争

理。這種人就會被禪宗的法師罵的！說他這些成日叫做甚麼？叫做「世智辯聰」！你

那班人這樣是沒有用的，但是你為度眾生，又不得不這樣假立的，雖然無所謂

「二」，但是你講的時候你不能不用「二」。聽得明白了？

好了，他在那裏答了。都是假設的，有為、無為兩個都是假設的概念而已。引人

入勝的而已，就等於甚麼？那個人不懂得月亮，你拿手指來指向那個月亮，想他看你

手指指的方向就看到月亮，只有那些蠢的人，才會死命看著你的手指而不去看月亮，

那些人你也無謂去教他了，這種人都教不好的，所以我那天講過，佛經裡邊有這樣一

段，有人拿塊石頭來擲那隻狗，如果牠是狗，牠就咬石頭的，牠不撲過來咬你的，但

是你擲那隻獅子，那就不得了啦！牠就不會咬石頭了，牠會撲過來吃掉你、咬你。為

什麼？牠不是狗，牠是獅子，我們讀佛經也是要這樣。我已經答了。第二個問題的答

案我已經講了。有為、無為都是假設的。明白了嗎？

好了，你現在你也可以解了。

丁二、答了：「解甚深義密意菩薩謂如理請問菩薩曰」：「解甚深義密意菩薩」

對「如理請問菩薩」這樣說。他說：「善男子！言有為者，乃是本師假施設句」。我

先解了這句，善男子！叫他一聲，善男子，很多西方人將它來譯作什麼？譯做好朋

友，譯成 good friend，本來意思就是這樣的，「善男子！言有為者，」所謂有為這

個概念「乃是本師假施設句」，本師是誰？釋迦佛。你們常常念「南無本師釋迦牟尼

佛。」他說，所謂有為，這是本師假立名目而已。既然假立，為何本師要假立？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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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多此一舉？但是不講也不行。繼續看下去：「若是本師假施設句，即是遍計所集的

言辭所說」。一句。若果這些有為、無為都是假施設的，佛都要將它來到假施設，本

師假施設的語句，「句」即是甚麼？這個是有為法，那個是無為法，這個「句」就是

指那些名句。既然是本師假施設句的，即是假設的這堆概念而已，是嗎？即是「遍計

所集」。那就是聰明的人就不會「遍計」了，那些蠢的人就「遍計」了。「遍計」即

是什麼？起執著了。集中在那裏起執著了，「遍計所集」，記住，「遍」者、周遍；

「計」者、即是計度，計度即是計較。「周遍」即是到處都是，周遍，到處去計較，

沒有一樣東西不計較的。叫做「遍計」，整天去計較，結果就執著了，因為你不計較

就不執著了，因為你到處計較，所以就執著了。一執著就執出很多東西來了，尤其是

執著那些概念，是嗎？

所以學佛，有時聽不見，初時未曾學佛，無所謂做「四諦」，亦無所謂叫做「涅

槃」。是嗎？一聽到一些佛經就執著了。這些叫做「苦諦」、這些叫做「集諦」、這

些叫做「涅槃」這些叫做「迷」了！那些叫做「悟」了！本來無事，本來未學就沒有

事的，誰知學了不久你就會起分別了，不學還不會起分別，學了就分別，還有那些，

那些無知的人：你又不對了，你又起分別了！你又如何如何了！其實他就已經墮落在

分別中了。是嗎？你說別人，你不也是起分別？其實他應該先自己打自已嘴巴！是

嗎？你說人家這樣那樣，你不也是起分別？其實他應該自己打自己嘴巴，是嗎？學了

之後反而很多人就起了分別的，這些叫做什麼？一有了那些名言、概念，那些「遍

計」就到處計較，集中在那裏計較，集、集合在那裏，積集在那裏，「遍計所集」。

沒有概念反而不集，所以你讀佛經，你讀多兩本反而會更加執著，不讀時反而沒有那

麼多執著。是嗎？

即是這樣，一個人初生出來，赤條條的，甚麼事都沒有，但他讀一讀書，講一講

禮教，他就怎樣？規行矩步了，是嗎？你知道嗎？你們有誰讀過《舊約》？那個什

麼？《創世記》，讀過嗎？何小姐讀過沒有？沒有。有沒有人讀過？你有沒有讀過？

沒有讀過？《Genesis》，《Genesis》那個《創世記》，那位上帝，上帝，上帝怎

樣？祂創造了一個天地，又覺得那個天地空空的，他不高興，於是怎樣？在地下拿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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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土，有地下處拿些泥土來搓，搓成一個公仔，一個人。是嗎？那個人叫做亞當，後

來叫做阿當。是嗎？你讀過了？是嗎？這樣整了一個人但有沒有氣，祂又將氣吹入去

給那個人，那些氣是有靈性的，那些 spirit，上帝的 spirit吹了進去，在呼吸那裏吹

了進那個泥人處，於是那個泥人就有生命了，這個就叫做阿當了，阿當本來天真爛漫

無事的，不會起分別的，但是後來因為那上帝又嫌亞當太寂寞了，於是就催眠了亞

當，什麼？在阿當的脊骨處拉了一些脊骨出來就將他的脊骨整成一個女人。又吹些生

命進去她處，於是那個叫做甚麼？Eve是嗎？夏娃，就會有生命了。俾那個亞當做老

婆了，祂說我們的祖宗，就是他們兩個了，其實他這個是寓意而已，是那些人執著而

已！如果你不執著，這個阿當你以為是真的亞當嗎？上帝是一個真正是有頭有面的上

帝，你不要這樣執著，就與佛家所講的都是差不多的，那個上帝是無形的，這個不就

是那個什麼？「無始終，無內外，強立名，為法界。」上帝就是這個法界而已！有說

祂以泥來做人，又說祂這樣那樣，那些是寓言要來譬喻而已！

好了，講到這裏，那個阿當與那個 Eve都是天真爛漫的，無事的。是嗎？這樣，

上帝就擔心他們有問題了，就說，當時有一個大花園的，那個叫做什麼園？伊甸園，

是嗎？伊甸園就種了很多樹在那裏，其中有一些果子是令人吃了起分別的。這個上帝

就告訴他，叫阿當與夏娃：這個樹、這些生果，什麼你們都可以吃，那個伊甸園中間

有些樹長的生果，那些不能夠吃，一吃你就會死了，會不行的，那即是甚麼？祂說那

些樹會怎樣？吃了會起分別的。一吃了那棵樹的生果，就有了知識了，有知識不好

嗎？有了知識起分別就不好了，一有了知識就知道這些叫做善，那些叫做惡了！甚麼

叫做 good？甚麼叫做 calamity？那些就叫做災害，那些就叫做幸福，等等。這樣就

起分別了，一起分別問題就多了，即是意思甚麼？本來我們無分別，一有了分別，有

了無明就起分別，就「三世間，從此生」了，搞出這個世界、搞成這樣了，你不要以

為它沒有道理，祂都有道理的，如果你不執著，你讀《舊約》，相當好的。我很歡喜

讀《舊約》，有空我就讀，我不是基督教徒，但是我也很歡喜讀聖經，因為耶穌也是

聖人來的，是嗎？他所講的上帝不也是如來法身！一樣而已，你不要執著才行。所以

有些人說，那位羅生講著講著又走去講基督教，都不是講佛的，我沒有理他，這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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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糊塗人的，起執著。是嗎？你不執著，你入到教堂都無所謂的。你是基督教徒，走

進來佛堂亦都無所謂。佛教徒去到基督教、天主教的聖堂都無所謂的。有什麼所謂？

好了，一有了這個概念，假設了概念就起分別了，一有了分別就怎樣？「三世

間，從此生。」他說如果是本師假施設的、不是真是有的，而是假施設的，這樣就是

眾生由此引起「遍計」的，那些「遍計」集中在這裏的那些言辭，是用這樣的一類言

辭說的。因為何解？世間的言辭與說話，都是令人起分別的嘛！

佛要用這些說話來講，不就是要用「遍計所集」的說話來講了。「言辭」就是那

些 speech，用那些那樣的言辭所說，若，繼續讀了，「若是遍計所集(的)言辭所

說」，即是甚麼？「即是究竟種種遍計言辭所說」，因為「遍計的言辭」始終是起遍

計的，起分別的，如果你不想起分別，你最好就不要概念，連語言也最好不要，你最

好就這樣。如果是「遍計所集(的)言辭」所講的，即是徹頭徹尾，究竟，就是由頭到

尾都是，徹頭徹尾，究竟就是英文的 thoroughly，徹頭徹尾的，即是「種種遍計所

集的言辭所說。」既然是「遍計所集(的)言辭」，就「不成實故非是有為」了，就不

是真的了，假立的來說的嘛！這些名詞有為、無為都是假立的概念，「不成實故」。

不是成為真的東西的，是假立的。假立？佛都能講假的？不講假的不行，即是用

手指來指著月亮告訴你，你不跟著手指去看月亮是你蠢，是嗎？但是有些人不蠢的，

你用手指去指，他不會看你的手指的嘛！他會看那個月亮的嘛！你執著，死看著那手

指，那是你蠢！無可救藥的是你，是你的事！譬如他指給十個人看，其中有三個人看

到那個月亮的，都好過，好過十個人都看不到，你這七個人看不到的，你這七個是蠢

材，有什麼好說的？誰叫你蠢的？是嗎？所以一個人不要以蠢材自居，最緊要，人沒

有蠢材的，一個人肯思維，肯謙虛，肯思維，人沒有蠢材的。

既然「不成實」了，就怎樣？所謂有為、無為都是假設的東西來了。既然有為、

無為都是假的了，所謂有為就非真正是有為了，非是有為了。有為就是如此了，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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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東西了，無為法同一樣道理，無為法還不一樣是假的？好了，下面他又講無為法是

假了。他說：「善男子！然無為者亦墮言辭」，「墮」就是跌了下去，亦就是跌了下

去言辭概念的坑裏面。「設離無為、有為少有所說，其相亦爾。」他說，假使有一個

人，我也不講有為法，又不講無為法，我改過另外一個名，這些叫做「現象界」，那

些叫做「本體」，這些就用一些新名詞，不用佛所說的可以嗎？他說不行。「設離有

為無為」，「設」，假設，即是假使，縱使，縱使你離開有為、無為兩個概念，另外

自用少少，「少有所說，」稍為有些說話講一下，「其相亦爾。」「相」就是情況，

那情況不也是一樣？你不執著有為、無為這兩個，你就執著第二個而已！這樣，然則

全部都是假的了！不用學了！是嗎？又不是，何解？有為、無為這兩個概念，這兩個

名言是假的，但是有為、無為這兩個概念所指的那樣東西就不是假的，譬如那個人用

手指指著月亮告訴你，那隻手指是假設的，但那個月亮不是沒有的！明不明白？

「然非無事而有所說。」「然」即可是，並不是沒有一種事實而亂講的。你以為

佛是貪好玩嗎？假設這麼多概念來哄人做甚麼？豈不是佛說的東西我們都不能聽？他

說又不是。佛所講的那些東西都是概念，都是名言，但是這些概念、這些名言是確有

所指，有事實所指的。他確是指一樣事實你知道的，並不是無事實而亂講的。「而有

所說。」好了，那些叫做事實？解了，「何等為事」呢？「何等」，何等翻譯做英文

就what are？甚麼叫做「事」？「謂諸聖者，以聖智聖見離名言故，現等正覺。」

一句。現在我講給你聽了，「為諸聖者」，「聖者」即是聖人。那些聖人「以聖智聖

見」，聖智與聖見，那個「智」與「見」都是當智慧解，聖的智慧，聖人的智慧，聖

人的智慧又叫做「聖智」，聖人的智慧又叫做「聖見」，這豈不是太囉嗦？何解呢？

何解要這麼重複？

你會懂了，不錯，「聖智」是指「根本智」，講不出的那種，體驗到。「見」就

講得出的，用世俗說話講給別人聽，「後得智」；「聖智」是指根本智，無分別的根

本智。「聖見」就是指有分別的、有概念的。是有分別的「後得智」。「根本智」何

解是無分別？因為他沒有概念，「後得智」就有概念、有分別的。在佛經所謂有分

別、無分別，就是指什麼？有概念、無概念的，那些聖者，用他的聖智與聖見他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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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直接體會這個世界，「離名言故」。離開概念，直接把捉，直接 touched這

個世界，把捉這個世界，不靠名言，「現正等覺。」

「現」者，現量，現前；「等」者，即是整個，正正確確，覺知覺悟。「現」、

即是現前，現前，即是直接接觸到的，directly，「等」、各方面都「等」的，即是

completely，等。「正」、正確的，exactly，正，現的、等的，正式的覺。識不識

解？「現等正覺」，離開名言，直接的，對於這種東西能夠直接的、完整地直接接

觸。「現等正覺」，他舉，能夠得到正覺了，聖人了。這又怎樣？「即於如是離言法

性；為欲令他現等覺故，假立名想，謂之有為。」他說這種聖人，「即」、即是就，

就於如是、「如是」即是這些，這樣的，這樣的什麼？離開概念，離開名言的那種東

西的本身。「離言法性」，「離言法性」，「法」就是東西。「性」者，就是那件東

西的本身，叫做「性」。

「離言法性」，現在有些西方的哲學家整天講這句，西方歐洲一百年前的一個大

哲學家，一百年前這個差不多是最大的哲學家，那人叫做 Kant(伊曼努爾 ·康德

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國人，我們中國人譯他做康德。康德說：我們用我

們的意識，用我們的意識，用我們的知識，或者用我們的 knowledge去了解那些事

物，我們是不能直接了解到那些事情、那些物件的本身的，我們只可以了解什麼？那

件物品反映進來我們見到的影子而已，那些 image而已，即是說，當我看見一件東

西的時候，我沒有辦法看到那種東西的本身的，我只可以看得到，我看的只是它本身

反映進來我的知識裡邊的一個 image。

好像照相機，我們照相時，對準來影，我們在照相機裡面看的那個公仔(影像)，

那個公仔(影像)並不等於那個人，那個影像不過是將那個人的影子、 image反映進

來，映進來的。那些叫做影像而已。但是你不要以為影像是假的，何解呢？影像是假

的，影像的後面有一件東西是真的，「然非無事而有所說」的。那樣東西是真的，與

這個影子是不同。我們在照相機裏邊看到那個樣子是扁扁的，但那個人不是扁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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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那個人整個是立體的，是嗎？不同的嘛。我們看到整幅是整個人的公仔(影像)來

的，但人是有血有肉的，不是公仔(影像)來的！那個人是他的本身，不止人有他的本

身，每一件東西都有它的本身。於是他就改了一個名，改了一個名叫做 thing in

itself，那件東西，in itself它本身，不是反映進來我們處的一個 image，識不識解？

in itself，thing in itself。這樣那些人譯的書，我們看那些哲學的書將它來怎樣譯？

譯做中文？譯做「物的自身」，是嗎？亦有人譯做「物如」了。譯得真美麗。

最後那兩個字，「如」者，不可說的。這種東西的本身，物如。這個「物如」叫

做甚麼？叫做「離言法性」。「離言法性」。這個物如是離開概念的，是那件物的本

身，法性即是它的 itself，「離言法性」。亦即是什麼？現在有了一個新名詞，叫它

做。有一個法國的哲學家，你現在你去書坊鋪處可以買到他的書，你們這些學英文

的，可以去買書，買甚麼？找 Sartre，(Jean-Paul Sartre，1905－1980)，法國的哲

學家。這是一位存在主義的大師。現在世界上最流行的一派，三大派學派的哲學最流

行的，一派是邏輯實證論，在美國最流行，在歐洲也是很流行的。一派就是甚麼？唯

物辯證法，唯物論在俄國和中國大陸最流行。

一派叫做 存在主 義 existentialism， existence 是存在， existing 存在

的，existentialism存在主義，那個存在主義的大師叫做 Sartre，沙特。有他的書

的，一定有他的書賣的。書坊鋪裏一定有，去 philosophy那一格就有他的書了。這

個 Sartre寫了一本書，就叫做《Being and Nothingness》(？)，我見過這本書有得

賣，中文譯本有得賣，唐人街那裏，丹那街那間世界日報社，是嗎？還是甚麼之類，

裏面我見過插了一本在那裏。譯做《虛無與實在》。(《存在與虛無》)實在與虛無，

又有人，有兩個中文譯本，《有與無》。他譯做，這個康德叫做 thing in itself；佛

經裏叫做「離言法性」。又叫做「離言自性」；沙特叫它做 being，叫做「離言自

性」，being，即是物的、這個世界的萬物的自身，in itself就是它自己的。

「即於如是離言法性」；既然離言那些人就不容易了解，佛就了解，他講給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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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了，「為欲令他現等覺故，假立名想，謂之有為。」他為了想令他人亦能夠現前

地，即是 directly，「等」、completely，「證」，現前。「等覺」、了解。這樣的

緣故，就「假立名想」，這個「名想」即是什麼？概念了。假立的概念，這個「名

想」當概念解。就「謂之有為」，叫它做「有為」。這即是說，這個有為法者，就是

那個 being的一面來的，有形有相的那一部分，那麼「無為」是不是？無為法也是

一樣。都是那 being的一部分。「善男子！言無為者，亦是本師假施設句。」有為

法既然是，所謂有為法既然是一個假的概念，無為法又怎樣？無為法也是一樣，亦是

本師釋迦牟尼佛家假施設的、假設的名句而已。「假施設句」，這假施設句即是假的

了，但是假施設後面的那個 thing in itself，那個「離言法性」不是假的。所以學佛

法最棹忌的，就是以為一切都是空空如也的，這些人禪宗叫他做頑空，空到死寂的。

不是的！人所謂空，是空了那個遍計執著而已，那個離言法性是不空的。如果連離言

法性都空掉了，這些人叫做頑空。就叫做，用現代語來說，這些叫做虛無主義。不行

的。成實了，這個所謂「無為」的這個概念也是假的了，「非是無為」，並不是真正

有件東西叫做「無為法」。然則講就不對了！是嗎？又不是，有真的無為法的，「善

男子，然有為者亦墮落言辭，」無為固然是墮落概念言辭，有為也是言辭，即是

language，即是概念言辭而已。

「設離有為無為，少有所說，其相亦爾。」「相」即是情況，「亦爾」即也是一

樣。「爾」即是一樣。但是，「言非無事而有所說，」你不要以為一點事實都沒有而

亂講，佛不是亂講的，有那個甚麼？有那個物的自身在的。「何等為事」？什麼叫做

「事」呢？「謂諸聖者」，以他的「聖智(和)聖見」，「以」當用字解，用他的聖智

與用聖見，「離名言故」。離開名言，直接體會物的自身。「現正等覺」，他得到正

覺了，「即於如是離言法性」，他在這些萬物的自身的「離言法性」裏面，解釋給人

知道了。「為欲令他現等覺故，假立名想」，概念也是假立，謂之無為(經：謂之有

為)。這些叫做無(有)為法。(即於如是離言法性，為欲令他現等覺故，假立名想謂之

有為。)這樣，這個問答的補充是甚麼？有為、無為都是一個概念而已，但是這個概

念不是釋迦佛亂講的，確有這樣的事實他才用概念講的。那個事實是什麼？叫做「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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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法性」。識不識解？深不深？陳太，你覺不覺得深？嗄？不覺得深？不是呀，有些

人聽不慣的理論的他就會覺得深。你覺不覺得深？不深是嗎？回去看多些就不深了，

看多兩次就不深了。如果一看就了了然一樣的，

你說就可以了，還需要那些人去譯經嗎？你這樣看。看第一次，了解一句就得一

句。我沒有吃虧，我賺了一句。再看第二次又明白多兩句，我總共賺了三句。即是做

生意一樣，有毅力，這是第二個問答。好，休息一下，你們飲杯水，放一個 break。

講就說本來一切法都是不二的。是嗎？所謂一切法，不外是有為法和無為法。其

實有為法與無為法這兩個都是概念，是釋迦佛為了度眾生，假立這兩個概念，假立這

兩個名詞，引人入勝而已。如果你執著有實的有為法，實的無為法，有為法和無為法

都是獨立的兩回事，這樣就是錯誤的，上文就是這樣說了。但你又不要以為有為法、

無為法這兩個概念，後面那兩個概念所指的那個「離言法性」，你說它無又是不行

的。即是有為、無為的實質，你說它完全是沒有的，又變成了太虛無了。不過佛和那

些聖人他們對於有為、無為的那個「離言法性」，那種有為、無為不二的那個世界的

自身，他能夠直接覺悟，完全地覺悟，很正確的覺悟，覺悟了之後他要度那些眾生，

於是就要利用那些眾生〔熟悉〕的名詞與概念，假立一個名稱說這些叫做「有為

法」，那些叫做「無為法」。我們讀佛經，聽佛說法就不要執著，所謂有為就是硬磞

磞的，是呀！這就是「有為」，所謂無為就那個「無為」了！如果你這樣執著，就是

你的錯誤了。上文不是講到這樣嗎？是嗎？好了，這裏下面再來問，再來一個問答。

第三個問答。

先問，爾時，「爾時」即是那時，那時那位「如理請問菩薩」有一個字錯了，

「如理請問」，不是「如理慧問」。那位「如理請問菩薩摩訶薩復問」，「復」即是

又，又問那位「解甚深義密意菩薩(摩訶薩)言」：是這樣問他，怎樣問呢？他說：

「最勝子」！最勝子呀！這樣叫他一聲，「如何此事，彼諸聖者，以聖智、聖見離名

言故，現正等覺，即於如是離言法性，為欲令他現等覺故，假立名想，或謂有為，或

謂無為？」他這句怎樣？他說，「最勝子，如何此事」，「此事」，這個「事」指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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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離言法性，」「如何」，即是為什麼，為甚麼你說這個「離言法性」是由於那些

聖人，用他的聖智與聖見，他能夠離開名言來得到「現等正覺」，得了正覺之後，他

就將這個離言的法性，亦想令人知道，為了令他人亦能夠像他一樣「現等覺故」。於

是他就假立那些名想概念，將它們這些叫做「有為」，那些是「無為」。上文你是這

樣說，何以這樣？何以他要這樣呢？為什麼他要這樣？他不假立又行不行呢？假立何

解又不能執它為實呢？

丁二、答了：那位「解甚深義密意菩薩」答了，是怎樣答的？先來一個譬喻，然

後將譬喻結合這個本題了，先喻後合。現在就譬喻了：戊一、譬喻了。戊一是譬喻、

戊二就合了。這個譬喻用兩件東西來譬喻。譬喻分兩截，第一、舉「愚者執幻事為

實」，就舉出，「愚者」即是蠢人，那些蠢人見到人家弄幻術，他以為真是真有的

事；己二、「明智者了幻事非實」，就是說明那些聰明的人，那些智者，就能了解，

了解幻術，用幻術幻出來的那些東西，是假的，你先看他的譬喻了：巳一，譬喻那些

蠢人，見到人家弄幻術就以為真的，弄幻術有些事弄到很巧妙的，我做小孩子的時候

在一塊爛地上曾經見過，一個人拿著一張氈，揚來揚去，他沒有東西的，兩隻空的湯

碗放在那裏，氈子揚來揚去，在那裏唸幾句甚麼：天靈靈地靈靈，唸幾句咒，那隻手

揚幾下，然後一下上揭起那張氈，一碗元蹄，一碗燒鴨，放都沒辦法放得這麼快的，

是嗎？真是這樣。他還叫你，吃吧吃吧！誰有膽量就過來吃，是真的！有誰敢膽吃？

如果它是用泥變的，因為他用泥來變的時候，你吃了一口泥的時候，返回到家才

知道。我見過這樣的事，這是幻術，如果是蠢人就以為是真的。那些聰明人就知道，

他一定是在做幻術。如果他是真的，會真的，他就不用在街邊那些爛地處，弄法來賺

錢了！如果是真的，他會去銀行將錢全部弄出來了！他做大資本家了！他哪裡要在爛

地上 、 、 、來到弄幻術？弄完就拿著帽子，每個人給他幾個仙士嘭 嘭 嘭 (cent)，何需

這樣？顯然是假的。

好了，我們看看。己一，「解甚深義密意菩薩謂如理請問菩薩曰」：那個「解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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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義密意菩薩」就答這個「如理請問菩薩」了。他怎樣說呢？善男子！叫他一聲，

「如善幻師，或彼弟子，住四衢道，積集草、葉、木、瓦礫等，現作種種幻化事業，

所謂象身、馬身、車身、步身、末尼、真珠、琉璃、螺貝、壁玉、珊瑚，種種財、

穀、庫藏等身；」這裏半句，這個 semicolon(分號)，這裏先半句，譬如有一個善幻

師，很善於弄幻術的幻術師，即魔術師，他說他這個「或彼弟子」，或者大幻術師的

那些徒弟，他這班人又怎樣？「住四衢道」，「衢」者，那些路口交叉四通八達的那

些十字路口，叫做「衢」。「四衢道」即是四面有通路的衢道，很大，中間的大笪地

那裏，「積集瓦礫、草、葉、木等」，「積」就是堆積，堆積甚麼？瓦，瓦礫，垃圾

的碎的磚瓦，草、樹木，堆了一堆在那裏，他就弄幻術，「現作種種幻化事業」，他

將那些磚瓦經過幻術令到人們看到那些種種幻變出來的東西。幻出些什麼出來呢？他

幻出那些象身、一隻象，那些 Elephant，兩隻象呢？兩隻象以上就叫做「象身」，

那個「身」字就等於英文加了一個 s，「象身，馬身、車身」，「車身」是甚麼？以

前的人打仗是用車打仗的，你看電影，看到那些羅馬人打仗，那些將、軍官坐在馬車

上，跑著馬車拿著支矛來打，印度也是這樣，中國也是這樣，舊時是這樣的。「車

身」，那些車兵，「步身」，「步」就指步兵。

那堆草木他能現起望過去見到有步兵有馬的，印度人用幻術世界第一的。他能夠

弄到那條繩子一路甩，一甩上去，令到那些人看到無比那樣高，他叫那些小孩子爬上

去，爬著爬著不見了那個小孩子都可以的。其實他這些是什麼？催眠而已。其實他們

沒有搞甚麼，催眠就令到你們見到，學幻術，很多真正高級的幻術師就完全是催眠

的。

我有一次就見過一個最了不起的，現在廣州也有一個地方叫做沙面，就是英國和

法國的租界沙面，沙面的英租界入面有一間唯一的，而且又是當時廣州是最乾淨的，

洋人做的，英國人做的一間酒店叫做 Victoria hotel，域多利亞酒店，它有一個禮

堂，平時就做餐廳，那些餐飲很貴的，有一次，有一個幻術師，在歐洲來的，租了他

的那個禮堂來到表演幻術，他又不是怎樣，他收五元，以前收五元很貴的了，五元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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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噹噹響的，很厲害了，收五元，在那個大堂處，一張二張 在那個餐廳裏坐，他在枱

台上表演。我想，有名的這麼了不起的魔術師，五元都去看一看，就走去看，真是神

乎其技了，他有一個鐘，一個大鐘掛在那裏，他講明，寫了一張紙貼在門口，正面又

貼住。準時下午 2時正開場，如果過時一分鐘，就將票價奉還。過一分鐘就將票價奉

還！我們個個都希望他過一分鐘啦！把錢取回來就不用錢就看東西了，五元呀！等來

等去，等到怎樣？他 15分鐘還沒有開場，我們就說，這趟一定拿回錢了！免費看魔

術，十五分鐘了，過了一分鐘就有錢取回來了，我們在那裏聊天，今次就不用花錢看

魔術了！正在聊天的時候，那個西洋人穿了一套燕尾禮服，帶著一頂高帽，拿著一支

士的( stick 拐杖)很莊嚴地上台了，一上台揭起那頂帽子，向大家鞠躬，鞠躬之後即

刻拿起錶望一望，他說：各位，大家都以為我已經過了鐘了，你們看看那個鐘，他指

了一下那個鐘，一定可把錢取回，現在我就檢驗一下它，是不是真的過了鐘，看看我

們有沒有看錯了，看看鐘有沒有毛病。

大家聽我講，聽我講，其實我沒有過鐘。我們就起哄，你說你沒有過鐘？我們在

那裡擦地板，以前那些人有事就是擦地板的。沒有過鐘？大家集中在那裏起哄了，誰

知道一哄，看完之後，他就在你們起哄的時候，他就乘虛而入就催眠了你，全個場的

人都被他催眠了。跟著他說：請你們再看看那個鐘，又看回你自己的手錶，未夠鐘

呀！還差一分鐘！你們看錯而已！於是我們即刻望，咦？何解那個鐘走回頭了？還差

一分鐘才兩點鐘！再看看自己的手錶又是一樣！為什麼剛才會起幻覺呢？明明未夠

鐘，為什麼我們看到過了十五分鐘？何解呢？大家說，真是的！為什麼我們會這樣搞

法？都說為何解呢？為甚麼呢？之後，他說，好了！現在你們望向我，望著我，揚起

手，舉起那支士的，請大家望過來，你們看著，聽著，現在起，你再看看你的錶，看

吧！看完再看看那個鐘，我們再看，兩點二十五分！再看回那個鐘又是兩點二十五

分！我想，神乎其技了！這件事。他弄法弄出一碗元蹄、燒鵝都要放下去呀！整隻白

鴿在桶裏走出來，都可以在那裡放隻白鴿，那個時辰鐘他怎樣能夠爬上去呢？還有我

們手上的錶，他沒有辦法，我們幾十人，每個人的錶他怎樣能夠撥？這些真是神乎其

技了。原來他弄幻術，他幻術就是那套東西來的。所以弄幻術弄出來的東西切記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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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他用些泥，用些甚麼東西做，催眠了你，讓你見到他整碟叉燒，你拿來吃，可能

你嚼了一些草都說不定。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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