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倫三島的那些哲學家就研究懷疑論的。直至到 18世紀末，19世紀初，德國的

那個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出世，那個 Kant，他出世了，然後他一研究

兩方面的思想，認為兩方面都是偏，於是就將兩方面來檢討批判，於是就有所謂批判

論了。既不完全否定人類認識真理的力量，亦不完全說人類真是確是什麼都能認識，

即是說，世界上的真理有些是可以認識的，但是有些你是認識不到的。例如什麼呢？

我們認識得到的是認識什麼？這個世界反映進我們的知識裏面的東西，我們能夠

認識到，這個世界的真相我們沒有辦法認識到。你信不信？我們所見到的世界未必是

真實的世界，但你又不能說我們所見的東西全部都是假的也不行。總之有個真實的世

界在外面，這個真實的世界透過我們的知識，透過我們的認識力就反映進我們的認

識、知識裏面，我們所識的世界，所見到的世界，就是在外面反映進來的，不是直接

的那個，聽不聽得明白？

即是我們蓋著頭來看那個相機，我們不否定說有一個人在那裏影相，但是這個人

的相是怎樣的，我們是看不到的，但是我們看到相機裏面那個照片，那個形像，那個

形像是將外面的那個人，影相的人的樣子反映進來，我們所看到的畫面，因為我們看

到的影子，我們所以推論到外面一定有一些東西反映進來，但是那些東西是怎樣的？

我們不知道。那種東西叫做 thing-in-itself，那件東西，-in-itself，它的自身，我們

無辦法知道。我們 thing-in-itself，我們譯作「物之自身」。有些人譯作「物如」，

借佛家的真如的「如」字，就叫做「物如」，這個「物的自身」我們沒有辦法知道。

如果我們說物，我們這個世界，我們見到的藍色，以為這個世界那裏真是藍色

的，這個是自己獨斷而已，你怎樣知道它是藍〔色〕？你只可以說它那種東西它反映

進我的知識裏面，就令我們起一個「藍」的知覺，是嗎？而且事實上它不是藍〔色〕

的，如果它是藍〔色〕的，我們是見不到藍〔色〕的，何解？那個陽光有七種顏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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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一種是藍〔色〕，它射到他那裏，如果他吸收了那些藍〔色〕，我們就看不到

藍〔色〕了，正是因為他拒絕那些藍〔色〕，把那個藍〔色〕的光線彈開來，那些藍

〔色〕的光線刺激我們的眼球，我們就起了藍〔色〕的感覺，如果你吸收了，要了那

些藍〔色〕，我們那裏可以見到藍〔色〕？換言之即是說，我們看到有一種東西是白

〔色？〕的，即是說它不是白〔色〕的，它七種顏色都具備了，不是！七種、即是說

它沒有顏色的，是嗎？七種色一齊反映出來就叫變藍〔色〕了，這件東西我們看到白

色的，即是說它七種顏色都彈了出來，令到我們起了白〔色〕的感覺。即是說這種東

西是無色的。聽不聽得明白？

聽眾：要先想一下。

羅公：不是的。要先想一下？

你聽不聽得明白？你學過 physics，那件東西既然它沒有顏色的，它是怎樣的我

怎麼知道？你說知，也是獨斷，即是等於那個伯爺婆(老婦人)說角落有鬼一樣，就是

獨斷。你怎樣知道那裏有鬼呢？你說那裏黑黑的。黑黑的就有鬼？你的頭髮也黑黑

的，難道你的頭有鬼嗎？是嗎？靠不住的！這些是獨斷了。但是，英國人的那些極端

懷疑論不是很極端，很穩陣的，他不相信世界上有些人會有認識這個世界的能力，懷

疑，他懷疑，一個叫做 Locke (John Locke)，一個叫做Hume (David Hume)，這兩

個人，你們可以買他的書看的，懷疑論者。一到康德，他說不是，兩種都不對，他

說，那些獨斷論的人認為，我們人類的智慧可以無所不知的，遲早我們就可以全部知

道這個世界的東西，而且我們的智慧可以把這個世界的真相認識到的，他說這是荒謬

的，這是獨斷論，不對的！

他說世界上有很多東西、有兩種東西我們是不能知道的，康德說兩種東西我們不

能知道的，第一是「物的自身」，這個「物如」， thing-in-itself，我們沒有辦法

知，我們人類，好像一個人那樣，我們坐在那裡，那個頭是梗(固定)了的，前面有一

面鏡在那裏，我們的頭不能扭轉來看的，那裏有什麼我們在鏡裏面看得到，我們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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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看到那個鏡，看不到那裡，那裏是「物的自身」，這個鏡就是我們的知識所反映出

來的東西，我們只知道這些。

何解你不扭轉頭？因為我們無辦法擰，有什麼辦法？是嗎？這樣即是「物的自

身」，「物的自身」佛教有一個名詞，佛教都有的！你不要以為康德，康德不過是百

幾年前而已！康德距離現在 160年前左右而已。佛家早在 2000年前就有這個名詞

了！不是叫做「物的自身」，叫做「離言自性」，「言」就是概念，離開我們的概念

而存在的那件東西的本身就叫做「離言自性」。

這樣康德就說世界上最低限度有兩種東西我們不能知道，由古至今都不會知道，

同時他相信以後的人也不會知道的，第一種就是物的自身我們無辦法知道，第二種是

什麼？神的有無我們也不知道。如果你貿貿然說實有神，聖經裏面講的一定靠得住，

你就是獨斷論，如果你說一定無，你又如何知道一定無？你說一定有固然是獨斷了，

你說一定無，你不也是獨斷？你怎樣知道沒有？你未見過，你說找不到，你全部找過

沒有？你有沒有辦法可以全部找過？既然你沒有找過，你就說沒有？你當警察，叫你

去捉賊，你不去看過有沒有賊，你就說沒有賊？那怎麼行？所以，第二是神的有無，

人類的力量，我們不可以證得到，就是這樣。康德就這樣講。好了，他這樣講法，他

這個就是所謂批判論，怎樣批判？檢討，有些可知，有些不可知。可知的我們說它可

知，不可知的我們認敝鄉(不足)，就說不知道最好是這樣。康德的批判論是最好的。

佛教也是，小乘一定執著諸法是實的，這是獨斷的，大乘的空宗全部「空」清就

太懷疑了。是唯識就處於批判，既不是肯定它完全實有，亦不否定它完全一切皆空，

最好的。「順解脫分」，即是說，我們的生命裏面是否個個都有「順解脫分」呢？如

果你說個個都有「順解脫分」，即是個個都可以證果的，獨斷，是嗎？所以現在學佛

的人，十個有八個是無知識，怎樣呢？自己陷入獨斷論的泥氹(潭)裏面他都不知道，

告訴他，他都不信，他回去問師傅，那個師傅又不知道，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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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很可憐的，這種人直情就是可憐蟲。這樣，就是獨斷就固然是不對了，是

嗎？但是你懷疑的，就說那裏有這樣的事？根本就無所謂佛，佛都尚且沒有，哪裏有

成佛？又太過偏於懷疑，又不足取。好了，我們姑且怎樣？最好改為這樣，我們認一

下敝鄉(不足)，是不是個個有？我們先不要獨斷，但是我們也不必否定說全部沒有，

是嗎？或者你們沒有，別人有都說不定的。是嗎？你說無，你胡蘭芬無，或者江漢林

有，是嗎？你哪裏知道？

所以就怎樣？最好我們修改一下它，如果他是有「順解脫分」的，就一定會證

果，這樣就沒有錯了，好像證幾何那樣，加一個 if怎樣怎樣，就會如何如何，是嗎？

這個在邏輯上叫做「蘊涵」，如果那個三角形三條邊都相等的，它三個角的角度就一

定相等，反之是怎樣？如果三角形那三條邊不等，那麼三個角就不等了。是嗎？所以

現在講回本題。如果那些眾生之中，他含有「順解脫分」的，這種人一定會證果的。

好了，他是不是即刻證果呢？不是！

「順解脫分」者，他有「順解脫分」的人又怎樣？我們可以看得到的，可以測得

到的，即是他有些象徵的，樣樣都有象徵的。譬如一個病人，問他是不是有大熱症

(傷寒)都有象徵的，脈搏怎樣？溫度怎樣？都有象徵的。有「順解脫分」的人有種象

徵的，即是怎樣？他有同情心的。同情心人人都有的！有些人沒有同情心的！你不要

以為實有(一定有)同情心，是嗎？

有些人無同情心的。宗教家都承認有種魔鬼的，都承認的。即是說會有那種無同

情心的。有種人是沒有的，總之，第一有同情心的，第二，覺得別人做這種行為是善

的，因為那種行為是有益的，對大家有益而無害的，我們就覺得他對；覺得他做這些

行為是有害於人的，他就覺得這個人不對！有這些這樣的是非之心，中國人的同情之

心，孟子就叫做惻隱之心，別人做得對的、好的，我們說他對，做得不對，我們心中

就知道他不對，縱使不出聲，我們也知道不對。即是我們有辨別是非的力量的，有這

樣的心。這些人有第二個象徵。第三個象徵就覺得怎樣？聽見別人說他怎樣好，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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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歡喜，聽見別人說那個人怎樣壞，怎樣壞，我們會憎惡的。有這樣的，都是屬於

是非之心。這樣與孟子的所謂什麼？「惻隱之心」、「是非之心」、「辭讓之心」、

「羞惡之心」人人都有的，「羞惡之心」即是羞恥之心了，人人都有的。

從前明朝的王陽明，王陽明他已經封爵了，夜晚得閒，教那個孫子讀書，即是替

孫子補習，誰知有一個賊在屋頂爬了進來，在那條樑上面，見到他替孫子補習就不敢

走下來，在那裡就伏在樑上。王陽明的心就很靜的，你知道王陽明，他感覺到上面有

特別，就已經看到有個人伏在那裏，他不出聲，他在那裡教那個孫，教孫子，教著教

著的時候，對住那個孫子講：你知不知？一個人會做錯事，在行為就會不正常了，甚

至有些人會做賊的，去偷東西的，你知不知道？那個孫說：怎樣叫做賊？怎樣叫做偷

東西？做賊就是乘著別人不知道，就走去別人的屋裏面偷別人的東西，你見過未？

孫子說：未！我未見過。他說：很容易，上面那個就是賊了！那個賊被他嚇一嚇

就跌了下來！跌了下來，因為他做大官的，是嗎？他是封爵的，伯爵來的，他喝一

聲，家裡的那些家丁上來就綁起他了！不死都不得了！走去他爵邸那裡偷東西？嚇到

他摔了下來。他說：你起來！起來！這個人起來站在那裡騰騰震(發抖)。他說：你不

用害怕的，他對孫子說，這些就叫做賊了，他說，你知道不知道？他只是錯了！其實

他是很好的，他有好的，他如果肯發奮努力，他聖人都做得到的！他不努力，所以就

做賊。那個賊在那裏聽見他教孫，固然就騰騰震，他教完孫子就問那個賊：我講的東

西你明不明白？

你本來就不會做賊的，你本來是好人來的，環境所迫，你教育教得不好，環境逼

迫你這樣，你本來是好人來的！你知不知道？那個賊在那裡就不敢答。他說，你知不

知道？你本來是好人來的，你知不知道？那個賊見到他這樣問就覺得奇怪，他就說，

我不相信我是好人，好人我就不會做賊了！既然今天做了賊，怎會是好人？我知道

了，我不是好人。他說，不是！你是好人來的！那個賊就沒有得講了。你信不信？你

是好人來的？問那個賊，你答我啦！那個賊說，我就不肯相信我是好人。那個賊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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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對他開玩笑。他說，我不相信，我不是好人，好人我就不會做賊的。這樣嗎？你不

相信嗎？我不相信。好，你現在做賊，將他剝了那件衫，你做賊，我現在剝了你的

衫。那個賊由得他剝。上身的衣服被他剝掉了，到最後他要剝他的那條褲，那個賊見

他來剝褲就趕快拉住那條褲，不讓他剝，為什麼不給他剝？賊說：很羞的！是不是

呢？你都有羞恥之心，這些叫做羞惡之心嘛！這些就是你將來會做好人的證據來的！

你將它來擴大了，你在社會上樣樣都會遵守規矩，就是好人。

誰教你的？這種羞恥之心誰教你的？沒有人教的。沒有人教的，即是你本來有

的！你信不信？是，是本來有的。是不是？你本來就是好人。那個賊想，是，有道

理，對的。他說：你信了嗎？信了。不信都說信了！說信後，他說：好了，你以後不

做賊行不行？他說，一定不做了！還做賊嗎？不做嗎？好！我給你十 銀，不用錢、両

不用打。給了他十 銀，你回去做一些小買賣，不要做賊了。那個賊猛在那裡磕頭，両

初時就不敢拿那些錢，好了他說：你要吧！趕快走人！那個賊就拿了十兩銀，後來那

個賊真是發了達，發了達，那個賊做了富翁。即是這樣，有這樣的特徵的，有同情

心，有是非心，有羞恥心，有這樣的，不是別人強迫他而自然有的，這種人將它來擴

大就會得涅槃的。所以這些就叫做「順解脫分」的象徵，即是他有這種 power，有

這種功能的，如果那些眾生是有「順解脫分」的，他將來大則成佛，小則成羅漢。如

果沒有的就什麼都不成了。

無的人又怎樣？這種人就最可憐的，無「順解脫分」的人，這些人怎樣解決他

呢？得，那些已經證了果、成了佛的人與已經成了羅漢的人教導他，教導他，成了佛

的人就所謂乘願再來，來教導他，做他的良師益友，就時時入這個世間來教導他，令

到他在世間循規蹈矩，不要作惡，免入了惡道，只有這樣。因為這樣，所以那些成了

佛的人是永遠不能入涅槃的，不是說不入，被這班人拖累著他，令他不能入，因為這

班人永遠不證果，他這些人永遠不能證果，你就要永遠做他的良師益友。所以就叫做

「無住涅槃」，不入涅槃的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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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乘願再來等等就是這樣的意思的，所謂《地藏經》裏面說地獄不空，地藏王

菩薩就說「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這些，這些經裏面不過就

是表現一種道理，一種寓言那樣，道理就是這種這樣的，即是有一種人永遠不成佛

的。你這些已經成佛的永遠就要照顧他。這樣講回本題，那些有「順解脫分」的人，

他一遇著良師益友的時候，他就會覺得人生是艱苦，因此他去尋求解決人生的問題，

他覺得人生是艱苦，於是他覺得那些眾生不斷生死輪迴，是嗎？

現世的人的人生不知多少疾苦，生、老、病、死這麼多苦，過去未來在生死輪迴

裏面不斷有這種苦，覺得人生是值得憐憫的，因此他起了一種悲憫心，起一種悲心，

一種悲憫的心，一起了悲憫的心，如果他的「順解脫分」是成熟的，他就會去，就會

去，「菩提」者，我們不要當菩提子，記住，當覺悟，覺悟。如果你用英

文，enlightenment，尋求 enlightenment，覺悟，悲心有大小，如果那個悲心是大

的，他就去求，求這個大的菩提，即是佛的大覺悟，同時大的涅槃，大的涅槃者，即

是不入涅槃的涅槃，即是「無住涅槃」了。可以入涅槃，但是他永遠不入涅槃。他要

回來照顧那些在世間的人。如果他的悲心是小的，所求的菩提是小的，所求的小，什

麼叫做「小菩提」？即是聲聞，有一種，有一種人很蠢的，他聽聞佛說法的聲音，他

依住去修行而悟道得菩提的。有一種獨覺，不用靠佛的，自己不讀佛經，自己都會覺

悟到宇宙人生的真理而得菩提的，但是他的悲心不大，所以他不會乘願再來。

他得了大菩提了，同時他一定得涅槃，他只是入「無餘涅槃」，就不是大涅槃，

大涅槃叫做「無住涅槃」，不住於涅槃的涅槃，他這個無餘涅槃，連殘餘的身體都沒

有了，都死了，以後永遠都消融了，即是茫茫眾生之中沒有了他，他消融在這個宇宙

本體裏面，就叫做無餘涅槃，沒有一個殘餘的身體了。這個無餘涅槃，如果小的就是

這兩個。這樣當他發起求菩提的心的時候，我們就叫做「發菩提心」，叫做「發菩提

心」，簡稱叫做「發心」了，叫做「發心」，現在的人將它誤解了，你進到那間廟裡

面，把那疊元寶給你，就說發心了！發心了！添多少吧！這樣就叫做發心。你拿住那

本經讀，好像我們現在教你們去發菩提心，這些就叫做發心，寫十元八塊在那個簿裏

面就叫做發心？這些就叫做荒天下之大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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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心」者，這就是叫做「發菩提心」。怎樣發？發起這個心？我為了，我有這

個良善的本性，我相信這個生命永無窮盡，我要解決人生，無窮的人生問題，還要照

顧其他的眾生，我為了這樣，所以我要決心，我現在下決心，求到佛所有的，或者普

通小的覺悟，我下這個決心，非得到不止！一定要這樣，當你下這個決心的時候，就

叫做發菩提心。就不是拿筆去簽寫十元八塊，甚至你寫到一億元下去都不叫做發心，

好像李嘉誠那樣，拿三千萬去給覺光法師(1919－2014)去蓋安老院，這些不叫做發

菩提心，就不如你們在這裏聽了，覺得這個道理是對的，我決定如此了！你不名一

文，你倒轉(反而)可以發心，因為何解？因為不同行，是嗎？難道他沒有價值嗎？沒

得比，因為不同行，不同行不能比較，譬如你是做地產的，他做藥材的，你說哪行

貴？哪行賤？

沒有得比較的，同行才有得比較。這樣，有「順解脫分」的，他就會發心了，會

起那個慈悲心，由慈悲心而再發心，發心之後，徒念發心無用的！發心之後就要實

行，這樣就叫做修行了。這樣發心修行，由他發心那一秒鐘起，如果他發的心是大

的，他想求大菩提的，他這種人就叫做「菩提薩埵」(bodhisattva)了，這個讀埵(多

音)字，bodhisattva，譯音的，菩提，即是這個大菩提的小菩提，「薩埵」即是眾

生，「菩提」就是覺悟，「薩埵」就是眾生，即是求覺悟的眾生，而且他已經覺悟到

要求覺悟了，實在他已經覺悟了。已經覺悟的眾生就叫做「菩提薩埵」，「菩提薩

埵」，bodhisattva，外國就容易讀，英文都容易讀，中文就四個字好難讀的，中國

人就最喜歡將它來簡化，你知道嗎？現在就喜歡那些什麼？「三」什麼，「五」什麼

那樣，很喜歡這樣的。

將它來簡化叫做「菩薩」，這個字不要，這個字不要，這樣就「菩薩」了，你發

了心的就叫做菩薩，並不是那個用泥來整成的，放在廟裏面的，亦並不是用銅來鑄

的，放在花園裏面的那些，那些是偶像，那些不是菩薩，那些是什麼？用來紀念那些

菩薩的一個偶像。這樣哪個菩薩呢？由你發起菩提心那剎那、那秒鐘起，你就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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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如果我們這麼多人全部都發了菩提心的，就全部都是菩薩，會吃飯的、會

大便的那些菩薩，就不是在神龕裏面的，在神龕裏面那些不是菩薩，那些是、那些是

菩薩的象徵而已。

好了，一發了心之後，你就由發心那秒鐘起，你就入了，入到去成佛的過程，如

果是大乘的，就入了成佛過程的五個階段之一，那個就叫做「資糧位」，是嗎？那個

「位」字當階段解，入了資糧的階段了，資糧的階段，「資糧」兩個字就很籠統的，

「資」者就是有益，「糧」就是糧食，整日去積集很多有益身心的糧食，即是未曾叫

做正式修行的，積集很多準備的資料而已，好像作長途旅行，未旅行之前就備辦很多

糧食等等，未出發的。資糧，資糧就有兩種，「福德」、「智慧」，資糧不出兩種，

兩種資糧，無福不行的，譬如你兩餐都溫飽是你的福，你說兩餐都不溫飽，你修行？

怎樣修行呢？莫講話施捨，你自己兩餐都不能溫飽，你又如何去修行？如果你做牛做

馬，整日被人鞭撻，你修什麼行？

所以你都要有福才能夠修行的，「福德」，本來「福」字已經夠了，「福」是你

所得到的，所以再加一個「德」字，「智慧」，智慧即是 wisdom，就是積集。積福

是什麼？例如什麼？不要做惡事，多做好事，對己對人都有益的事，這樣，他說你將

來就會得到福的，何解做一些好事會得福呢？那是另外一個問題解答的，我們在這

裏，既不，我們今天現在講就不是講到這個問題。

未講，當未講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你不要，記住，不要隨便去獨斷，說有無做好

事有沒有好報，你不要獨斷，你不要說它決定有，也不要說它決定無，但也不必要極

端懷疑，嘿！做好事怎會有好報？修橋整路無屍骸，殺人放火金腰帶，世界上沒有這

些。這些是極端懷疑，你在今天未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你最不好學你那個阿婆的那

個阿婆那樣，真以為你做了好事，將來閻羅王就賞些福給你，你不必，這些太獨斷。

你說修橋整路都會無屍骸的，這些太懷疑，我們將來在機會再慢慢檢討、批判它。這

樣積集的福德是行為上的，智慧，智慧要學習的。現在那些人整天說學佛，他整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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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福，我福慧雙修。

「福」他就會修一下，「慧」修什麼？他都不讀經的！不讀，經又不識讀，是

嗎？聽經就恰眼瞓(打瞌睡)的！那些這樣的哪有智慧？沒有智慧的人怎會成佛？沒有

智慧是不能成佛的，你做什麼善事都成不了佛的！你知道嗎？有一件這樣的故事，是

不是就不知。達摩祖師去到、來到中國，他去到金陵見梁武帝，梁武帝問他，我度了

很多人出家，又蓋了很多廟，整了很多塔，到底有些什麼功德？達摩告訴他，這些全

無功德，這些沒有功德的，這些是福德，人天福報，功德就是會成佛的那些才能夠叫

做功德，沒有的！他說你做這些無功德的。梁武帝根本就不高興，就不睬他，不理

他，於是他就走人了。

有回這樣的事，即是說什麼？想成佛要有智慧。不過這段故事我相信是假的，我

不相信這段故事。何解不相信？梁武帝這個人很有學問的！很有智慧的！梁武帝會講

《般若經》的，梁武帝怎會蠢到連建這些寺、建這些塔有什麼功德都不知道，要提出

來問達摩？這些直情是那些人作假的！是嗎？即是有件事，我們看通書，看到什麼？

說孔夫子周遊列國，經過一個地方，見到有幾個小孩在那裏玩，有一個人叫做項橐，

在那裡用一些磚在那裡壘、壘、壘，壘一個城，孔夫子的車過不得，就要求他拆開它

給他過，他與孔夫子展開辯論，是嗎？

他說只有車避城，哪有城避車的？這個是我的城來的！一路與孔子駁，駁到孔子

都駁他不贏就回頭走人。即是一樣，孔夫子那有這麼蠢？與這個細路(兒童)辯論，被

那個細路(兒童)搞成這樣？哪會有個細路(兒童)會有這麼多東西來辯駁？這些根本不

足信。我們讀經，不是本本經我們都要信，不能這樣的。所以你說梁武帝與達摩祖師

這樣問答，好像將梁武帝講到醜化了他！講到梁武帝起多少廟，度幾多人出家，連有

幾多功德都不知道，這樣的人都有資格講《般若經》的？這些直情就是那些蠢人將梁

武帝來醜化的而已。

10



梁武帝，人人都以為，連做戲的人都以為他信了佛之後一味慈悲，不理事，搞到

侯景作反，梁武帝不是這樣的！以為梁武帝很窩沱(窩囊)，其實梁武帝不是很窩沱(窩

囊)的！梁武帝這個人在南朝的君主之中，他這個人是最能夠勵精圖治的。不過他晚

年太過，是慈悲一些，太過慈悲些，並且太信任、太信任那些人也不是很好，所信任

那些人不是很好，所以就搞成這樣窩(窩囊)的。梁武帝不差的，這個人政治、學問很

好的，本來他是經學博士來的，梁武帝呀！

講回它了，有福德、有智慧，積集福德、智慧二種資糧，我們大致上就下品、中

品、上品，所謂「資糧位」就「下品資糧、中品資糧、上品資糧」之分，怎樣叫做

「下品資糧」？例如，聽聞別人講佛法，他亦去學一下了，他也去修行了。人人說受

五戒好，他也去受五戒了，別人說食長齋好，他也去吃長齋了，肯修行了，這些那個

智慧有限，又不是很明白道理的，這種人都是資糧位，而且他亦發心，是嗎？

發了菩提心，這些就是「下品資糧」。如果他能夠學人學經教了，對於經教的道

理都懂了，亦是能夠真是去修行了，這樣，這種人最緊要學一下修定慧，修止觀，那

些就叫做中品資糧了。「上品資糧」，好像例如什麼？好像太虛法師，最少都好像印

順法師這一類這樣的人，能持戒又好，修定，又能夠學修定，這些這樣的大德，這些

才是「上品資糧」。有些人就說太虛法師講到他是見了道的，我是他的弟子，我時時

見到他，你以為我真是不知道嗎？不是的，他不是一個見了道的人，他是一個上品資

糧的人，什麼？

聽眾：什麼叫做「見道」。

羅公：我一會會講，太虛法師，現在的人說太虛法師就見道，他不是，他不是一個見

道的人，「上品資糧」而已。

太虛法師與印順法師那些都是上品資糧的，歐陽竟無這些都是上品資糧，上品資

糧、下品加行之間的，主要都是資糧，都不到加行，加行是修定很好的。入了資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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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大概修不是說一世、兩世的事的，起碼都是一千幾百萬世的事，幾多劫的。大概

起碼都過億劫然後才……一夠，定力一夠，戒行又很好的，他已經超過「資糧」了，

就「加行」了。「加行位」亦有，「加」就加功，「行」就實行，加功努力去實行

的。實踐的，實踐主要就是什麼？戒好、定力好，一定的，留意，尤其是修止觀修得

很好的。「慧」就是修觀，即是戒律與止觀都修得好的，有什麼標準呢？

在定裏面看到標準，定裏他時時可以修道第四禪的，如果第四禪都入不到的，就

不會是「加行位」的，「資糧位」而已，資糧位好，學問很好，還兼入到第四禪的，

這些叫做「加行位」了，「加行位」。這樣「加行位」就不分上、中、下的，

「煖」、「頂」、(「忍」)、「世第一法」四大階段，每一階段裏面都是要分下品、

中品、上品，「頂」也是分下、中、上，我們的排列上就可以十二個階段的。十二個

小階段，十二個小階段裏面，哪一個階段是怎樣？哪一個階段的境界是怎樣？你們讀

《現觀莊嚴論》，裡面就很清楚了。

「下品忍」的境界是怎樣？在定中見到怎樣？在「中品忍」是怎樣？在《現觀莊

嚴論》就清楚了。但是不論哪一個，最少他的境界都是在第四禪裏面見的，如果第四

禪裏面都入不到的，極其量怎樣了不起，都是上品資糧而已。上面講到見道那一段之

前，大家留意住這裏，這樣第二個階段都還未見道的。第三個階段就叫做通達位，見

道位，記住「見道」兩個字不是見到那條道，見道的時候是無所見的，「見」是一種

「道」來的，「見道」。

「通達位」、「通達位」就見道了，證到真如了，「通達位」的時候，你就在定

中， 過了「加行位」，一 過「加行位」之後，你就會體會到你自己的智慧，在定飈 飈

中，在第四禪裏面與這個宇宙本體真如合一，不能夠分別的，好像聖德肋撒說他與神

合一的時候，講不出的那種狀態，可能聖德肋撒見道都說不定的，那時候的那種狀態

就是「見道」。在未見道之前，先講到這裏。見道，當我們一見道的時候，前半段入

了一種無分別、不可分別的境界，後半段的時候就覺得自己已經與真如合一那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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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得很歡喜，前所未有的這種境界，所以叫做「極喜地」了，極之歡喜的，「地」即

是階段，「極喜地」，見道，「極喜地」了。

一極之歡喜的時候，他始終要出定的，出定了，當他一出定的時候，就即刻入了

第二個階段了，就叫做「修習位」了，又名叫做「修道」，這個時候就真正修道了，

修習了，由「極喜地」，「極喜地」，因為最初入了聖人的階段了，以前我們叫做

「賢」，資糧與加行我們叫做「賢人」，一見道之後，我們就叫他做「聖人」，由見

道那一剎那起就是聖人，最初級的聖人就「極喜地」了，就叫它做「初地」了，「位

登初地」了，入了初地之後，一出定之後就不叫做「通達位」了，「通達位」很短

的，就入了叫做「修道位」了，即是入了「修道位」之後是不是「極喜地」呢？仍然

是「極喜地」，可能停留在「極喜地」停留到一千幾百世都說不定的。都是「極喜

地」，不過「極喜地」的時候，所以「極喜地」，初入極喜地就叫做「見道」，見了

道之後仍然是「極喜地」，「極喜地」特別的就修行，那時就真正修行布施了，「布

施波羅蜜」了，「六波羅蜜」分六種「地」去修，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和

智慧(般若)，就佔了六地，每一地裡面就完成一個「波羅蜜」，我們現在叫做學修而

已，未曾叫做修般若波羅……不是！這個「六波羅蜜多」，我們根本就未曾談得上叫

做有資格修「波羅蜜多」，我們只可以說學修「波羅蜜多」而已，六度而已，真正修

六度就是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每地一個「波羅蜜多」。除了六度

之外，就將第六個智慧就再開成四度，「願波羅蜜」、「方便波羅蜜」、「智慧波羅

蜜」等，四個「波羅蜜」，就在哪裡？七、八、九、十四地裏面再修這四個「波羅

蜜」。總共就叫它做「十波羅蜜」，就每一地修一個「波羅蜜」，修「十波羅蜜」圓

滿，最後就成佛。

「修習位」裏面由「極喜地」、即是初地了，「極喜地」即是初地，一路到，即

是說這個初地，前半，初地最初的時候就叫做「通達位」，「修習位」最初是叫做初

地的，是嗎？也是由初地起的。由初地起到第二地、第三地、第四地，一路到第十地

都叫做「修習位」，這樣就「資糧位」、「修習位」、「加行位」、「通達位」，十

地圓滿，即是說，那時候你修十個「波羅蜜多」圓滿，你就成佛了。那時就叫做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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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叫做「佛地」了。我們不叫它做佛地，我們叫它做「究竟位」，「究竟」即是英

文的 final，最徹底、最後的，「究竟位」即是佛地，就叫做成佛了，「見道」你聽

不聽得明白？

你先明白這麼多，到見道分兩段，「真見道」、「相見道」，現在未有這樣的需

要，我就現在需要複述的，現在需要複述的就是「加行位」的時候，下面跟住就要用

了，看這裏，「佛告慈氏菩薩曰」，第 58頁最後兩行，「善男子(啊)！從初極喜

地」，即是由初地，就「名為通達」了，就叫做通達這個總的「奢摩他、毘 舍鉢

那」，即是修到怎樣？每一地可能是一萬世、十萬世都說不定的，你不要以為很簡

單，一百幾十萬世都說不定的，你不用怕的，有何所謂？怕什麼久？是嗎？譬如你現

在，你現在被人吊起來打，你就怕久，現在你做大闊佬(有錢人)就越做得久越好，是

嗎？如果你做大闊佬(有錢人)就越長命越好，如果你是被人吊著來打，痛到了不得

的，最好你就快快地死了它。

你一世比一世好的，一世比一世好怕什麼？你做大闊佬(有錢人)，一日比一日錢

更多，為什麼不好呢？是嗎？「從初極喜地(就)名為通達」。「極喜地」的後段就入

修道了，修道的時候，即是說一個「極喜地」一方面是掛住「通達位」，一方面就掛

住那個「修習位」的。由「極喜地」就修「布施波羅蜜」了，修「布施波羅蜜」，那

時就真正修了，我們現在修的那些是很簡單的，是嗎？施捨幾個錢，那些算什麼事？

是嗎？

真正修的，布施就三種，第一種是財施，以自己的資財施捨給那些缺乏資財的

人，財有兩種財，記住一種叫做「內財」，你自己內身，譬如你自己將那個腎捐給別

人，或者你寫下遺囑，死了之後將你的五臟都給人解剖，這些這樣的「內財」，將內

身的物資捐給別人，施捨給別人。舊時就說什麼？那些大乘經裏面就說甚至捨身喂老

虎，釋迦牟尼佛以前試過，見到一隻老虎仔，餓得很厲害，他就刺出血來喂老虎。你

讀經要怎樣？記住這句話，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講到佛前身，前世，很多世之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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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是五百世還是多少世之前，見到那隻老虎餓了，刺傷自己出血來喂老虎，如果將它

勘入一下菩薩戒，不對的！你是一個聖人來的，你應該保持你的身體，你用血來喂大

了老虎，老虎來吃人！是嗎？既然牠是老虎，就由得牠餓死就罷了。是嗎？何必刺傷

自己用血來喂老虎？不是很合理的！不合理的東西，我們的智慧它是通不過我們的智

慧的！凡是不能通過我們的智慧的，我們不應該做的。

譬如有一個人問你借錢，不是說問你借就要給他的，他借來吃白面(毒品)的時候

怎麼搞？你不是獎勵別人吃白面(毒品)？是嗎？你要用你的智慧去看，這個人我值不

值得借給他？是嗎？透過您的智慧的！菩薩戒是這樣的，透不過智慧的不做的！釋迦

佛怎會這樣？他自己是一個聖人，白白刺傷自己用血來喂老虎仔？慈悲都不是這樣慈

悲的！是嗎？這些是什麼？經裏面的那些叫做寓言，寓言，是一種譬喻式的，誇大的

講法，這樣，總之財施，然則內財施，怎樣是內財施？例如當國家、民族危亡的時

候，你可以捨身為了你的國家；為了你的民族，不愛惜自己的身體，這些然後就叫做

布施，不過舊時就未曾講到這些，是嗎？

那些結集大乘經的人，將它來誇大，說釋迦佛要捨身來救、來喂老虎仔這件事。

所以讀大乘經，只讀經而不讀論，這些人會搞到不通的。這樣就內財施，身體的。外

財施就是什麼？好像那個香港電視，那個人講金錢是身外物那樣了。將身外物來施捨

給別人了，外財施了。財施就是如此。第二是法施，佛法或者這些東西是可以開導別

人的知識的，別人缺乏，你施捨給別人，所以有人叫你教，有人叫你講給他聽，你不

教他、不講給他聽，你在菩薩戒來講，你是犯戒的，「法施」。第三是「無畏施」，

令人無所畏懼。

譬如別人失業，很恐怖，你令到他沒有恐怖，你介紹他，幫他找職業，別人疾病

不能行，你輔助他，這個盲人過馬路有問題，你輔助他，這叫做「無畏施」。令他不

要恐懼，這三種思，真正的這三種施，我們在「入地」之前行這三種施都是有所得

的，有所得的，譬如我現在施捨給一個窮人，我是有所得的，怎樣叫做「有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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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修行，我施捨給他了，「得」了這個我施捨的人了，得著這個可憐的人，我現

在施捨給他，他需要受我的施捨了，又有所得。三，我現在捐了很多錢給他了！救到

他了！又有所得了。這種「有所得」的布施就叫做，「有所得」的施的功德就不大

的，就要怎樣？當你施的時候就要「三輪體空」，怎樣叫做「三輪」？

第一，這個主觀，這個 subjective的，這個主人，第二，那個 object，對象，

去施的，第三，怎樣施法？所施的物件或者施什麼東西給他？這是第三。叫做「三

輪」，要「三輪體空」，要怎樣？不要執著實有這三種東西，你施捨給人你就是施捨

給人，你不要覺得我現在就施捨給他了，我就零舍(特別)不同的，我與你們凡夫俗子

不同，我是能施捨，你們這些人不能夠施捨。你不要以為你要受我施，我不施給你，

你就搞不定，沒有這些東西的，「行乎其所不得不行」，你覺得要施就安樂的，你就

去施，「三輪體空」。真正的「三輪體空」是那些初地以上的人才做得到的，未入初

地之前就做不到的，所以我們不要怪人，某某居士就捨了幾多，好像覺得很自得那樣

了，你不要怪他，他都是下等資糧、中等資糧，是這樣的！

他會覺得自己施捨了就以為自己很了不起的。如果施捨了都若無其事的，真是

「三輪體空」的那些，那些是「地上」人物的事，布施，布施圓滿最緊要。所以我們

讀經，只是讀經我們很難明了的，最好就是讀論，讀論尤其最好是那些初地菩薩所造

的論，與那些加行菩薩所造的論，最容易了解，何解？初地菩薩他們專要財施、法

施，他要做這種東西的，主要就是做這種事。

所以我們讀論，龍樹菩薩是初地菩薩，特別清楚的，無著菩薩那些是特別清楚

的。看那些高級的，你就覺得模模糊糊的，那些某某大菩薩那些，好像維摩居士那

些，你讀起上來一頭霧水的！《維摩經》那些，你讀龍樹那些就不同的，清楚了利

的，那些怎樣？他越高級的人就越難明了，所以有些很蠢的人就以為，我要讀經，我

不要讀那些論的，這種人自己看得自己太高了，這種人「我慢」。好了，現在很多人

都不讀論的，我見到某某大居士連論都沒有讀過，極其量最叻(了不起)就讀兩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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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什麼？《大乘起信論》，是嗎？或者再讀一本什麼？《八識規矩頌》。有些人更

無恥，讀完以後還登堂演講，這種人真是無恥！

世界上很多的，有些人叫做不知人間有羞恥之事，社會上有很多人，你讀多一些

書，你就會覺得那種人不知道人間有「羞恥」這回事。到了「布施道」都相當圓滿

了，那些初地菩薩一定很多著作的。跟住就入第二地了，入第二地，第二個「波羅蜜

多」是什麼？「戒波羅蜜多」了，這些人戒律特別好的，一點戒都不犯的，現在我們

受菩薩戒，整日犯的！哎呀！犯就怎 辦？這樣才是常態，整日犯才是常態，如果你麽

是一點都不犯的，你就是二地菩薩了！但閣下可惜不是！不是你就會犯了。

所以有些人擔心，我又不要受戒了，受了戒，萬一不守戒就入地獄如何是好？你

以為不受戒就不入地獄了嗎？如果你作惡，受了戒才入嗎？沒有這樣的道理的嘛！是

嗎？你不受戒，你殺人你不用受報嗎？受了五戒然後殺生才受報嗎？沒有這樣的道理

的！一樣是受報的。天下的人會有人蠢成這樣的！不要囉！我不守得怎麼辦？犯戒那

時就不得了，入地獄了！那些人蠢，倒轉(反而)他受了戒，入地獄都還有些，他受戒

的時候他有的「戒體」，受戒的時候那個師傅問你：你不殺生，你能不能？你說能！

這樣熏入去有「戒體」，這個「戒體」會在今生阻止你犯戒，「戒體」不夠力的就阻

止不到，「戒體」夠力它會阻止到。

縱使力不夠，那個戒體第二世就無效，不會阻止你了，但第二世是會帶一種東西

給你，帶你、令你會再受戒，將會令你第二世都有機會受戒，有這種。你如果說，我

不受了，你就連這種都沒有了，就是這樣。我見到很多人很蠢的，不知幾多人問過我

這件事，我又脾氣不好，剛好那段時間我 憎的時候問我，我就罵你了，你讀多一些忟

書吧！好像那天我在這裡正在講課。「布施」、「持戒」、第三就是「忍辱」，記

住！尤其是「忍辱」你們很多人搞錯了！「忍辱」這個兩個字，其實「忍辱」兩個字

譯得不大好的，應該譯做「安忍」，那個「忍」字不是一味忍受那樣解的，那個

「忍」者，即是很清楚，清楚了利那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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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第一，「忍」有三種，第一種叫做「耐怨害忍」，「耐」就是是抵

(「頂」)得住，「怨」就怨家，整天有怨家來對付你的，無怨家，這種人就很庸碌

的，你是很好的人，很壞的人都是你的怨家，我在這裡講佛都有人寫封信來中加文化

協會，叫董事會不要給他講。這些叫做「怨」，這種人一定落地獄的！這種人，地獄

就是為這種人設的而已！「害」，專害人的，這種人，怨害，你能夠抵(「頂」)得住

他！你害你的事，「忍」，都是一種「忍」，堅忍，堅忍即是你的意志堅強，「忍」

者，堅忍、堅強，能夠耐怨害。你做一件事業，有時會有苦的，你就安然接受這種

苦，例如好像玄奘法師去印度求法，經歷那種苦，你能夠抵受，「安受苦忍」。

第三種，現在那些人就略去這種，不識這種，「諦察法忍」，「諦」，「諦」即

是「實」那樣解，確確實實；「察」就是觀察，「法」就是佛法裏面那些道理，對佛

法裡面所講的道理能夠確確實實地，毫不苟且去觀察、了解，這種這樣的忍耐力，就

叫做「諦察法忍」，這是很重要的。「耐怨害忍」、「安受苦忍」不一定可以成佛，

但是成佛的一部分。它只可以得人天福報而已，你想成佛就要「諦察法忍」最緊要。

所以修行就必定要在智慧上著手的，是嗎？剛才我們舉的例，講梁武帝這件故事，這

件事我不信，是嗎？但是我舉一件是歷史上真真正正有這回事的，這件是如假包換

的。

從前東晉的時候有位詩人叫做謝靈運(385－433)，謝靈運，謝靈運這個人就很

沙塵(驕傲)的，詩就很好，他本身是世襲公爵，不過這個人的名利心是很重的，陶淵

明第一個結蓮社，現在人人開口結蓮社，閉口就結蓮社，最好你們現在結蓮社的人就

考一考他，當然他會講得出來，誰首先結蓮社，結蓮社的除了慧遠大師之外還有那些

人？慧遠曾經招請哪些人加入蓮社？而且有些人不願加入，是哪個人？有哪些人自己

想加入蓮社，而慧遠法大師叫你不要加入？很多人就不知道的，如果連這些都不知

道，他就真是慚愧了！尤其是掛起那個招牌是某某蓮社。你就去問一問，去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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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不識了！

羅公：識的，有些會識，現在有些人會識。

當時慧遠在盧山就結蓮社，就修什麼？修念佛三昧，他不是修現在那些持名念

佛，是修「般舟三昧」的，不是好像現在那樣念佛的，不是好像現在那些蓮社念「南

無阿彌陀佛」那樣。他是修「般舟三昧」的。這樣，劉遺民(352－410)那班人就加

入與他一齊組織蓮社。陶淵明就住在廬山腳，陶淵明就住在柴桑，間中就走上去廬山

一行，陶淵明好飲酒的，慧遠那個蓮社裡面就絕對不准飲酒的，慧遠就很想陶淵明加

入，開口叫陶淵明，你來加入我這裏。但是他說：別搞！但是他沒有講理由，他只是

不肯。大概是可能入了蓮社就不能飲酒，要行出來才能飲酒，要下山才能飲酒搞不

定。陶淵明要日日飲酒的，陶淵明不肯加入。好了，那位謝靈運公爵那樣的身份就搖

搖擺擺走上去，要求：我加入你的蓮社。那個慧遠大師說：你不要了，你都是出去做

政治，搞一下就好了，我這裏不合適你的。

這樣的身份，他不給他這個人加入的。這個人很沙塵，很有學問的，佛經很好

的，現在你們讀那本《涅槃經》、《大涅槃經》經過他整理的！謝靈運整理過的，將

那些文字來修飾，謝靈運這個人，現在這些人講什麼？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最主要提

倡的就是謝靈運，謝靈運，你找一本《中國哲學史》看看，頓悟，講頓悟，禪宗講頓

悟，你以為真是禪宗先講嗎？不是！講頓悟是道生法師(355-434)先講的！道生法師

講頓悟，謝靈運就贊成道生法師的講法，就一齊提倡頓悟的！後來這種這樣的思想就

在禪宗裏面流行，是這樣的。現在後來那些人，漸漸以為真是釋迦牟尼佛在靈山會上

拈住那朵花微笑，迦葉尊者就頓悟了，哪裏有此事？

這是謝靈運、道生法師那些人搞出來的！謝靈運就因為他很好學問，佛經又很

熟，連到《涅槃經》都經過他修飾過的，當時有位姓周的，我一下講不出他的名，好

有地位的人，與謝靈運是很好的朋友，後來因為兩句話那個心就不好了，怎樣呢？他

就叫做周什麼(孟顗)？我都不記得了，好虔誠念阿彌陀佛的，佛堂整得非常之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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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謝靈運去他那裏坐，他就帶謝靈運參觀他的佛堂，謝靈運當然是讚一下它，是

嗎？謝靈運怎樣呢？謝靈運有時講說話又是的，所以後來謝靈運不得其死，他是殺頭

死的，他造反。他說，你這樣虔誠，整個佛堂這樣靚，這麼虔誠，又日日食長齋，那

些成日食長齋的那些人又要聽一聽才行，我不是叫你不食長齋，但是你也要聽聽這幾

句話。食長齋怎樣？他說：你是這樣虔誠，又食長齋，又日日這樣拜佛，你就死了就

一定生天了！你要生天必在，先過我了！因為我謝靈運就成日飲酒食肉的，是嗎？

你就長齋受佛，你死了就一定生天了！我就未必有得生了！你生天一定在謝靈運

之前。但是這樣，他說，成佛，成佛、成佛須藉慧業(「得道應須慧業」)，記住，大

家都要記住，這句話是說一定要做一些有關智慧的業，「須藉慧業」，無「慧業」是

不可以成佛的，極其量只是生天而已！他說，成佛需要有「慧業」，要有「慧業」

的，你整天一味念阿彌陀佛，一味磕頭，你這些是什麼？這些只是福德而已！不是功

德來的，所以你生天就必在靈運前(「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了。

他說，成佛呢？你成佛就一定是後過我了，「必在靈運後」 (「成佛必在靈運

後」)也。「得道應須慧業，丈人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宋書·謝靈運

傳》)你都不夠「慧業」，你怎樣能夠成佛呢？一味磕頭，一味食長齋就可以嗎？這

個人本來兩個很老友的，由此這句話之後就含恨謝靈運，以後就很嬲謝靈運了。三種

「忍」之中，「諦察法忍」是最緊要的，但現在那些人就不講「諦察法忍」了，是

嗎？只是說什麼？別人打你了，欺負你了，你就念幾句「喃嘸消災延壽藥師佛」！念

幾句消災延壽了！這樣。

這樣這些只可以生天，怎可以成佛？當別人打你的時候，你看看人家打得合理不

合理，如果不合理的時候，你就有辦法要告他，抓他、告他，懲罰他！這樣才對嘛！

如果這樣豈不是縱容那些人作惡？是嗎？看了，第三，「發光地」，第三，第三地的

時候能夠修這三種「忍」，尤其是「諦察法忍」修得好，「光」者，光明，智慧光明

更加厲害，就叫做「發光地」。第二地就叫做「離垢地」，「垢」者，犯戒的污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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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就)發光地」，要「第三發光地乃名為得」。有所得。即是說第三地要五個條

件才能具備。這個識解了？識不識？

好了，如果這樣，未見道之前的人就沒有資格修行？是不是呢？下面他獎勵那些

未見道的人了，辛二，勸初學者，勸那些初學的人：「善男子！初業菩薩亦於是中隨

學作意，雖未可歎，不應懈廢。」他說那些初學的菩薩，「初業」即是初學，「業」

即是事業，做這種止觀的事業，初初學習這種止觀事業的那種菩薩，「亦於是中」，

「亦於是」，「是」即是這裏，「此」，對於「此中」，於這些我所講的修止觀的辦

法之中，應該「隨學作意」，跟隨一起去學習，學習什麼？「作意」，「作意」即是

止觀，止觀的作意，「隨學作意」，這種人修止觀「雖未可歎」，雖然他不值得讚

嘆，怎樣好法不值得讚嘆，但是「不應懈廢」，不應該懈怠，不應該廢止不做，佛獎

勵這些人。於是講到這裏就應該一段完了，丁九就完了，是嗎？下面講到幾多點呀？

聽眾：四點半。

羅公：什麼？

聽眾：四點。

羅公：什麼？

聽眾：四點。

還有一點時間，丁十了，講到修止觀有兩種情況，一種就是「有尋有伺」的，一

種就「無尋無伺」的，兩種之間有一種叫做什麼？「無尋唯伺」的，即是可以叫做三

種，什麼叫做「伺」？我先問一問你們，現在學哲學的人整天講「思想」，是嗎？他

現在有思想，普通的思想，佛家的思想叫做「尋伺」，「尋」者就尋求，「尋」即是

尋求，去找東西，「伺」就伺察，「伺」即是留意著，留意著，那個心很冷靜地留意

著，「伺」，好像貓窺探老鼠那樣留意著，「尋」者，好像我們匆忙去尋找東西那

樣，「尋」，「尋」與「伺」合起來我們就叫做思想，佛家就將它來分開，叫做

「尋」、「伺」。「尋」與「伺」的本質是什麼來的？即是「尋」與「伺」以什麼為

「自性」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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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與「伺」的本質不外是兩種東西，一種叫做什麼？一種叫做什麼？考一下

你們的記憶力，思、慧，是嗎？一種叫做「思」，「思」就是意志活動，意志活動英

文叫做 will，will，推動我們的行為的意志活動叫做思，「慧」即是 wisdom，智

慧，「思」就即是推動，「慧」，微細的分析判斷。所以思想兩個字要「尋」加上

「伺」的。但是有「尋」的時候多數都有些「伺」的，是嗎？有「伺」的時候就一定

多數有「尋」，不是絕對，不過多數。粗的思想我們叫做「尋」，思多而慧少，思多

而慧少的時候，我們改它的名字叫做「尋」，現在你們急急忙忙地思考就是「尋」，

不能叫做「伺」的，「伺」就不是了，慧多而思少，就叫做「伺」，即是有「尋」的

時候，就一定有「伺」，一定有兩種具備的，「伺」亦一定兩種具備。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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