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些說（學佛）不用修禪都可以的（人），那些（人）講佛家哲學就可以，你說

真正（要）修學佛法就不行。那麼佛家修禪是怎樣修的呢？（現在）分開幾個標題來

講。

「禪」，）梵文是這個字──「dhy naā 」，這個「dh」是一個梵文字母讀出聲

帶郁的音，這不是英文來的，這是拉丁化的梵文。「dh」是一個梵文的母音。

「dhy naā 」，這個字怎會(翻)譯做「禪」呢？「禪」是「 jyā」音，（但）原來

「dhyā」那個「dh」字，讀得快的話，變了同「j」字差不多的發音，「jy naā 」、

「jy naā 」這樣（的發音)。你們（知道）英文的「d」字，有很多時候，（例如）讀

「during」的時候，你驟耳去聽，好像讀成「j」音的。

「dhy naā 」讀成「jy naā 」就是這樣（的原因），（中國人把它翻）譯做「禪

那」。「dhy naā 」，音譯就（翻）譯做「禪那」。中國人譯音，常常略去尾音，把

(那)個「na」字略了去，只譯「jyā」。原本「dhyā」這個字，漸漸變讀成「jyā」，

就變成「禪」字，它是這樣來的。

「禪」（這個）字原來的意義是指什麼呢？音譯就譯做「禪」；若用意義來

（翻）譯，就應該譯做「靜慮」。(「靜慮」)含有兩方面的意義，一方面（的意義，

是指）很靜、很靜，沒有外面的東西來紛擾。另一方面，（指）能夠思慮，因為

（當）靜到極的時候，那環境很適宜於思慮。(「禪」，)包含「靜」與「（思）慮」

兩個意義，（所以翻譯做）「靜慮」。

好像我們中國（那本）《大學》：「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靜慮」就含有這兩個意義。所以有些英國人將它（翻）譯做「med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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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有）「沉思」、「默想」的（意思）。「禪」字的意義就是這樣來的。

這個「禪」字本來是一種修養的方法。晚近，日本人很歡喜弘揚中國(其中)一派

的佛學。中國有一派佛學，叫做「禪宗」。禪宗的「禪」字雖然都是「dhy naā 」這

個字，但意義完全不同，將來我會談到它。因為禪宗的「禪」字與佛家原來

「dhy naā 」這個字的意義不相同，所以日本人（翻）譯時不用「dhy naā 」這個字，

他用「Zen」這個字，因為他用日本音譯，日本人讀「禪」字的時候讀（成）

「Zen」，所以他就用「Zen」。（若）你（去）買很多英文書（的地方），（會發

現）有一個日本人，叫做 Suzuki鈴木大拙，（他）造了很多講 Zen的東西（書）。

有一本直接叫做《Zen》，薄薄的（一本），像那些企鵝叢書那樣的小本（裝）。他

是講禪宗的。但「Zen」不是（指）佛家修養那種啊，它是另外一個宗派的作風來

的。

所以禪宗那個「Zen」，就不適宜譯做「dhy naā 」；如果當你講「dhy naā 」的

時候，與禪宗那個「Zen」，應該是(要)分別開來的。它（「禪」──「dhy naā 」）

的意義是「靜慮」。

第二點，請各位留意的是，「禪」是印度各種宗教──印度有很多宗教，（若）

只是（計算）大的宗教，都有五、六個；如果是哲學的派別就更多。它(「禪」)是各

種宗教共同的修養方法，而且又是大部分哲學的修養方法。一些舊教的婆羅門，要修

定、要修禪。婆羅門革新之後，叫做「印度教」。印度教與婆羅門不同的。所謂婆羅

門，即古印度教，叫做「Brahmanism」。新的、改革了之後的，即是（在）我們

（中國）大約唐朝的時候，它（婆羅門）來一個大改革，改革了之後，叫做

「Hinduism」，就是印度教，它都要坐禪。婆羅門教要坐禪、印度教要坐禪、佛教

也要坐禪。在印度差不多各派宗教一律都要坐禪。（至於）哲學，大部分的哲學學派

都坐禪。只是（有）一、兩派，最多三、四派，（是）不坐禪的。　哪一派不坐禪

呢？印度有一派唯物論者，叫做「順世派」，它不坐禪的。其餘，有一派很頹廢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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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張）縱慾的，它（也）不坐禪。只是幾派（不坐禪）而已，最多三派（是）

不坐禪，其餘各派哲學都坐禪。那麼，為什麼各派宗教、哲學都坐禪呢？如果有些

（相）信神的（人），他認為與神接觸，必須要在禪定裡面才接觸得到，所以要修禪

定。

第二，有些不相信神的（人），他認為，如果我們想洞察宇宙的真理，就必須要

在禪（定）裡面才洞察得到的，所以又要坐禪。還有，印度人相信有神通，如果你想

引發神通的話，又要在禪(定)裡才可以引發到神通的。

(總括而言，坐禪是)因為，第一，有些人想要與神接觸。第二，因為有些人想洞

察宇宙的本體。第三，有些人想得神通，(所以)他去修禪定。

修禪定的時候，你知道嘛，那些術士，(即)那些叫做瑜伽師父──Yogi，那些

Yogi會有法術的啊，他取幾塊磚頭、抓幾把泥土，唸唸有詞，古靈精怪那樣的，用

一張毯蓋著它，他叫你蓋也可以啊；過一會拿走那張毯，裡面(可以)變了幾碗咖哩雞

呀、什麼都有。咖哩雞或牛排他都可以(變到)，(那些東西)可以吃的，他會用些這樣

的東西(法術)啊。信不信由你，總之有些這樣的 Yogi──術士，(他)有這些辦法。這些

辦法（是）怎樣的呢？完全是（因為）修禪（定），一定要修禪（定）。

妳(相)信禪定？信不信？我先看看有沒有這些人在這裡。沒有。他在這裡也說不

定。不在。信不信由你，這個人在香港，必要時，你真正是要研究的話，我可以介紹

他與你傾談，（幫你）寫研究。這個人經常坐禪；我都坐禪，坐了幾十年，起碼坐了

二十幾、三十年，我就總(是)沒有(得)神通，沒有﹗什麼都沒有；甚至有時候想心定

（下來），心都不得定。我呀，我自認敝鄉。我三十年坐禪經驗，我所得的利益，就

是沒有得什麼病痛。其餘，你說想要什麼神通，（我）固然沒有，甚至（要）心很

定，都做不到。有時是會定，有時你想令它定，定不了啊﹗它（要）不定就（是）不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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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認識的，有一位在香港的年輕人，今年都只是二十多歲而已，受的教育程度

不是很高，即是正式的高等教育都未曾完結。但是他很篤信佛教，他經常修禪

（定），結果，有一天，（他）無意中，見到前面好像有些東西，他閉著眼的，他用

他的意識看，不是用他的視覺看，是用意識看。他看到前面有些東西。原來(他)看見

一個女人，穿了一件睡衣，前面(有)一張床，那女人躺在那裡，為什麼(會這樣)呢？

他以為走火入魔，那麼多東西都見不到，(只)見到有個女人穿睡衣躺在床上？為什麼

呢？（他心裡說：）「不要、不要」；說「不要、不要」(時)，(那景像)就暫時不見

了。當你不記得說「不要」，又整張床放在那裡，女人躺在上面；那就糟糕了，怎麼

辦呢？他的心，總是提心吊膽的，好像唸佛（時的心態）那樣，「不要呀，不要被魔

騷擾到我呀﹗不要這樣呀﹗」他常常這樣想著。（於是）追查這個女人是什麼東西。

看著看著，看到那女人起身……有沒有聽我講過這件事？你聽過吧？那女人好像與妳

長得差不多。這樣呢，見到那女人起身，（但）總是看不清楚她的臉，只是看到一

邊；當你看到這一邊，就看不到另一邊；即是看不到她正面的樣子。（他）見到那女

人起身，起身（後），走去梳妝台那裡，略為妝整一下，這即是平常的事，（像）洗

一下臉呀，這些就不必講了。

她之後（走）了出去（客）廳，像看電影那樣，是七彩的。有兩位小孩，他用心

感覺到，知道這兩位小孩是她的孩子。「這個女人有小孩啊？」（這樣就）引起他的

興趣。「怎麼這樣奇怪呢？」那兩位小孩穿好衣服，在吃早餐。當她拿早餐出來吃的

時候，有一個男人坐過來，即是（共）有四個人在吃早餐──兩夫妻，兩小孩，圍著

檯（坐）。吃早餐後，（小孩去）上學，這個男人（是）三十歲與四十歲之間的人。

他們去上學，女人換過衣服後，（負責）駕駛。那男人坐在前座，那兩位小孩坐在後

座；他們送那對孩子上學。送完（小孩上學）就送那男人上班。

那男人回到辦公室。那辦公室很像銀行，（其實）辦公室與銀行沒有大分別嘛，

在裡面是很難分別的。（在那裡）有很多張檯，有兩、三個有玻璃間（隔）著（的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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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即是一些高級的職員可能有個房間。

這個男人帶著一個公事包，回去先朝見一下主管，入了去一個（房間見一位）大

概是總經理之類最高級的主管人；與那主管人談了兩句之後，自己返回去隔壁一間

房，他自己也有一間房，他就回去坐下來。（他）不見其他的景像了，那幕戲做到這

裡（為止）。

他定了下來，「為什麼（景像）不變化呢？」他望一下那個（男）人，「咦？怎

麼（他的樣子）這樣與自己相似？」很像自己，愈看愈（覺得相）似，（不過是年）

老一點，「奇怪，難道這個是自己來的？」他就覺得這個（男人）就是自己，可能自

己將來是這樣也說不定。他是在坐禪中見到這樣的東西（景像）。那個女人（的）正

面沒辦法見到，（雖然）有些像（是真實）。（他）以為是幻覺而已，沒什麼所謂。

好了，事隔數個月，那間銀行──他現在工作的地方，有一位新來的女職員，極

（之）像那個（在禪定中看見的女人）。他很小心，固然不敢告訴那女人（這件

事），（若）告訴她，她會說你是（編）造出的故事而已，這不好說的。又怕說了出

來的話會洩漏了（什麼），（會）弄垮這件事，（所以）不知怎樣（做）好。曾經找

一個人介紹（他給）我，我是這樣（認）識（他）的。（他）將這件事告訴給我知，

他問我怕不怕呢？萬一我說了出來，會不會有問題呢？聽別人說，洩漏天機是不得了

的、會有問題的。我就（回）答他，哪裡有天機？你現在講給我聽，已經是洩漏天機

了，對吧？不怕的﹗不過你不要告訴那女子，（因為，）第一，你未證明到必定是

（如你所見的），因為你只是見到（她的）側臉，未曾正臉看到。萬一不是（那女

子）的時候，豈不是碰釘子？（若真的）是（她）的時候，弄壞事情也有可能，（因

為）你說是（她），她（可以）說不是啊，她可以說：「你欺騙我。」這樣子啊。

（所以）我說你最好不要告訴她，這樣就小心一些，莊重一些。如果（她）是你的

（妻子），將來都是你的，對吧？你就不要心心急急的去追求。這是現代的青年人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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禪的一種經驗。有這樣的一個人。

還有（另）一個經驗，這個經驗他沒有告訴我。之前那一個（是）他提出來問我

的。我現在接續講，又是一種個人經驗。他不敢告訴我，因為（當）他講一些神怪的

東西給我聽，時時被我 ，我說：「哎呀，你（相）信這些東西？」我的朋友講給我駡

聽。若你將來有興趣，我可以叫他來，(你可以)當面問他是否有這件事？他會告訴

你。

他有一次坐禪，見到一幕……不是……當他坐禪的時候，他的心就想：「人人

（都）說坐禪會有宿命通，前世的事情都會知（道），我現經常坐（禪），如果知道

都夠好啊﹗」他這樣想。（他這樣）想一下、想一下，見不到呀，想而已。漸漸地，

又像一幕戲那樣，忽然見到有一位和尚，（他）沒什麼事做，那一幕很快（出現）。

(那)一位和尚，經常打坐，不做事情，在一處很僻靜的山林裡面修行，（這一幕戲）

很快這樣出現。不多久，那和尚（已經變）老；（和尚）老了之後，見到和尚（生）

病，病得很可憐，一個人躺在床上，臨死的時候，病到動不了，沒有人探望他、沒有

人理（會）他。

有些出家人臨死的時候很辛苦的，沒有人理（會）的。還有些很殘忍的，在外省

的寺門裡面，有一個叫做「涅槃堂」（的地方）；美其名就叫做「涅槃堂」，實在是

什麼？那些和尚與大家一起住嘛，（大家都住在）一個室，譬如這個室這樣大，裡面

有二十個人住，（裡面分開）一隔一隔，好像醫院的病床那樣，二十張床放在那裡，

一人一張；甚至有些（人）連床也沒有。好像日本那些蓆一舖一舖的（排了）兩行，

要爬上去，一個二個人就睡在那裡。如果有一個（人）病重了，整室的人不就被你影

響？又沒有地方給他留醫，於是就設（立）一個「涅槃堂」。「涅槃」者，本來證果

才叫「涅槃」；原來所謂「涅槃堂」，抬他去哪裡，等他證果──即是等死，放置不

理一段時間就（會）死，是這樣的。這種生活很可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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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法師死的時候，（會有）很多徒弟照料他，對吧？（但）有幾多位大法

師？（在）香港大法師都不（超）過二十位。和尚就有幾百位，但大法師，全部計算

起來都不超過二十位；大（法師）、中法師，也不過是二十位左右。大（法師），三

數位而已，我想四位也不夠。大法師應該很厲害了，這邊做法師，（那邊）袋裡面放

著綠卡。大法師呀，每個都有綠卡的啊；（他們）不止（在）香港有產業，在 New

York有產業、在 Toronto有產業、在溫哥華有產業。袋裡面有加拿大居留証，又有

美國的綠卡啊。那些才是真正大法師呀﹗其餘那些綠卡也沒有（一張）的，是中等

（法師）而已。你不相信的話，你去調查一下，你不要說是我講啊。

我工作地方的那位大法師──洗塵和尚，大家聽過（他）沒有？他（創）辦一間

能仁書院，書院裡面有一間哲學研究所，他（聘）請我做所長，他是我上司。他是大

法師了。但我又沒有理會，你請我做這份工作而已，對吧？我這份工作做得好好的，

其他東西我不會去管，我這個人是這樣的，我不會巴結大法師，我不做這種事的。他

是大法師，大家在報紙上都見過吧？洗塵和尚。他是大法師之一。

佛聯會的主席──覺光和尚，這位（也）是大法師之一。還有一位，又是會請我

講課的，每個星期四，（他）都請我講課，（他是）永惺法師。他(創)辦（了）一間

叫華夏書院。這位又是大法師。真正稱得上大法師的，這三位就是香港最大的（法

師），其餘的都是第二、第三（等）法師而已。

講回這個人，這個人見到一位很可憐的和尚，看著他死（去）、斷氣。當他看著

的時候，他心驚膽跳，他（和尚）要死的時候也沒有人來看他。他見到他（和尚）頭

頂處有一道好像煙那樣的（東西走）出來，原來走出來的地方，形成一個好像半透明

的身體，像一個人離開他的身體；走了出來的那個人，好像還戀戀不捨，回頭望

（著）自己那條死屍，看了三次，然後才走（開），飄蕩（而去），隨風而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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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很快的一幕（情景）。然後他見到一個女人，她很像是孕婦，他就整個

撲向那孕婦，（之後就）消失了。（他）消失了之後，只是見到那孕婦，她肚子一直

（脹）大、一直（脹）大；後來，還見到孕婦生下孩子，簡直像在看實驗的科學電影

那樣，看著那孕婦生孩子。看著那孩子出生，看著那孩子一直長大；再看下去，（發

現那孩子）原來就是他自己﹗（他）所見的東西（景像）是否真（實），今日不討論

這件事，但是在禪定裡，有些這樣奇怪的現象出現。這些奇怪的現象，在禪定裡面會

出現的。有時候，（對）未來的事（情），會知道少許的。　　還有，（對於）一些

遙遠的事（情），會知道的；當你很懇切的時候，你會見到同是這秒鐘的事情，（縱

然）相隔萬里，你會見到的。

（先旨）聲明，你不要追究我講的（這些事情）啊，我講得很清楚這是幻覺來

的，這不是科學來的。我曾經試過、見過，我的大女，她嫁了給一位醫生，這醫生現

在還在執業，這位是我的女婿，姓陳，叫陳式，他認識葉醫生的；我現在講的是陳式

的太太──我的大女。（事情）是怎樣的呢？他們（是）年輕男女，我的女婿那時候

在英國做醫生，在倫敦外面的小郡做醫生。他空閒時，與同是來自香港的幾個人──

現在這幾位醫生都是在香港──他們幾家人，一人買一輛旅遊車，想去遊歐洲，不想

花費太多金錢，（所以）買一輛旅遊車，夜晚時把旅遊車駛往空地，泊在空地那裡就

睡。日間就坐車去（旅）遊，這樣（會）節省很多（金）錢的。怎料我的大女有了

（身）孕，即懷著現在我的大孫。（他們）去希臘，去到那裡，忽然間覺得肚子

（有）不妥，發覺有問題後，就即刻（乘）坐飛機，在希臘的雅典（乘）坐飛機回倫

敦，（之後）去醫院就醫，很幸運，當然是那位主（診）醫生好，給她安胎，不准她

走路，不准她動。（我）見到她在醫院裡有些東西掛在她身上；（她們）打電報回來

告訴我太太。

我現在每朝早都靜坐，忽然間我在靜坐時想起我女兒有沒有(遇到)問題呢？(當)

我靜坐的時候，見到整幕（影像），在一家醫院裡，有些東西掛著，我心想：「奇

怪？（為什麼）見到這些東西？」後來我問我女兒，真是（有）一幕這樣的（情

景）。我所見（到）的東西是這樣的。這些（經驗）很奇（妙）。但我想一定要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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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就（偏偏）見不到，無意中就會有這些東西（景像）見到。在修禪(時)，往

往有這類的東西（現象）。我舉的例（子），就是這樣。我已舉了例子了。它是一種

（經驗），想求這種東西（神通），所以才要經過（禪定），（它是）方法來的。

第三點，佛家認為宇宙的本體，即現在所謂「存有」，與及我們生命的本質，是

可以接觸到、直接體會到、觸證到；不過一定要在禪定裡面才可以觸證到。

講到這裡，就有一個問題。在哲學上，有些哲學家認為這個宇宙（的）各種現象

裡面，是有一個最基本的實質的，叫做宇宙本體。（另外，）有些哲學家認為沒有

的，在我們看到花開、花落，風吹水流，各種變化；這些變化現象就是事實了，不需

要在這個現象之外，或者不需要在現象裡面，另外有個所謂本體的（東西）。　　於

是，哲學家變成（有）兩種（看法），一種相信、認為有本體的；（另）一種認為只

有這些現象就是了，沒有另外所謂的本體。

那些信仰有本體的，大部分的哲學家都是這樣（的看法）；不過有一部分的哲學

家──（即）不相信有本體的，這類哲學家，即是所謂叫做什麼？唯現象主義者。

（他們）只是承認有現象，不承認有本體的。那些（人）是唯現象主義者。

或者，這類人有部分（會）變了什麼？虛無主義者。（這類人認為）現象是不實

在的，亦沒有本體的，這個世界是虛無的。這不相信有本體的兩種人，一種是唯現象

主義者；另外一種是虛無主義者。那些（相）信有本體的人，（認為）這個宇宙，有

一個最後的實質，我們所見的是假相；但我們所見到的雖然是假相，但是這個假相，

是由一種實質呈現出來的，如果沒有了實質，就不可能有這種假相的。好像如果沒有

水，怎會呈現到波浪呢？既（然）有波（浪），（就）一定有水。

所以這個宇宙，是有一種最根本、最實在、最後的實質的。這種最根本、最實

在、最後的實質，從前的人，有些人叫它做「最後實質」，或者叫它做「本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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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根本的體質，即是 final substance──最後的實質；或者叫它做「本體」。

有些人不叫它做「實質」，覺得好像有體質，硬邦邦的，於是不用「實質」這個

詞、不用「本體」這個詞，而叫它「實在」，即是英文的 reality──「實在」，不叫

它做「本體」。後來，覺得「實在」都好像有一件實在的東西，都覺得不好，於是就

不用「實在」的名稱，最近這幾十年，就連「實在」的名稱都不用，就（改）用「存

有」。

現在有很多人，我看到報紙、雜誌用「存有」，是亂用了「存有」。「存有」是

指宇宙的本體嘛，我看到雜誌（上）有很多人寫，當然有很多是寫得很正確，但（也

有）很多人很糊塗的，即是將「範疇」與「範圍」混著來用。「範疇」與「範圍」根

本是不同的嘛，「範疇」是思想上的間隔；「範圍」是 limit，（指）界線裡面的東

西。現在我看到很多文章「這個是它的『範疇』、那個是什麼『範疇』……」其實這

個是「範圍」而已。「範圍」與「範疇」都弄錯了。

還有，「存有」與「存在」都弄錯了；「存有」與「存在」根本是兩件不同的東

西。「存在」，如果你用英文，是 existence；「存有」，英文是 Being──「B」、

「e」、「i」、「n」、「g」。Being與 existence怎會相同？而且，寫「存有」那

個 Being的「B」字，一定是(用)大寫。（這 Being）當作「本體」（來）用，一定

是用大寫的，你看那些哲學的書，一定是用大寫。

最（習）慣用這個 Being當（作）「本體」（的人），就是法國那位存在主義

哲學家，他叫什麼？ Sartre──沙特。沙特造了一本書，（叫）《 Being and

Nothing》，你現在去辰衝書局，大概四十元就買到了，它很小本的，這本書很流行

的。不過不知道為什麼中國人……真是貧乏，經常寫書，但這樣好的書就應該（把它

翻）譯出來。翻譯不夠膽，自己寫（就夠膽），（關於）存在主義的書，你去書局

找，起碼找到四、五本。

10



我有個朋友，你說他是我學生又好（，或）朋友又好，李天命，我都見到他寫了

兩本。你自己寫了這樣好的書，為什麼你不（翻）譯了它（《 Being and

Nothing》）呢？（他們）不（翻）譯，自己來寫。我就不想得罪我的朋友，我朋友

不會這樣的，不過其他人可能是這樣。為什麼？畫鬼容易畫人難，對吧？你翻譯就等

於畫人的相，你要畫得（相）似。畫鬼就自己創造，鬼，你畫它三隻眼睛可以，畫它

五隻眼睛又可以，（自己創造的）容易畫。可能是這樣，不過我的朋友一定不會這

樣。

還有一位，寫存在主義，我讀了半部就（想）扔了它、燒了它，（完全）不知道

它說些什麼﹗台灣的趙雅博，有沒有人看過（他的著作）？他在（國立）臺（灣）師

（範大學）教書的，叫趙雅博。不知所謂﹗你不要讀他的書，浪費金錢﹗浪費時間﹗

「存有」即是「宇宙本體」。那麼，佛家認為宇宙的本體與生命的本體──生命

的本質即是生命的本體。我們生命的實質到底是什麼東西呢？佛家認為可以直接（觸

證），當一個人修養到能夠把捉到你生命的本質或者宇宙的存有的時候，就叫做「見

道」；佛家所謂「見道」就是如此，不是說有神通就叫做「見道」；（是）在禪定之

中，你能夠洞察到這個宇宙的本體或者你生命的本質，把捉到、接觸到，

那時候就叫做「見道」。同時佛家認為這樣：你的生命本質就是宇宙的本體；宇

宙的本體即是你生命的本質；不過（若）你想接觸它，你要用禪定這方法。基於（以

上）這幾點，所以佛家就要修禪定。

你會問，這有什麼根據呢？你說必須要修禪定而已，修禪定是否真的可以接觸到

宇宙的本體呢？（這）有何依據呢？講到這裡，就說來話長了。我今天也把它說了。

在禪定中，這個禪定是（在）哪個禪呢？第四禪。（至於）第一禪是怎樣？第二禪是

怎樣？第三禪是怎樣？第四禪是怎樣？我將來會講（到）的。在第四禪裡才可以見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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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我要說明它的理論根據是怎樣的。佛家講禪定──講到其理論根據要講到

這點──與佛家的知識論的關係。現代那些講哲學的人，當他講到某一派哲學的時

候，都(是)很留意講知識論的。「知識論」即是「philosophy of knowledge」；或

者不用這名稱，而叫「Epistemology」──「認識論」，或者叫「知識論」、「知

識哲學」。佛家的知識論非常之周密。我看過（在）世界的宗教中，講知識論講得周

密的，佛教認了第二，恐怕沒有誰是第一。（佛家的知識論）很周密的。佛家有一套

很完備的知識論。佛家那套知識論，它不叫做「知識論」，它叫做「量論」。「量」

是「知識」的意思。佛家的知識論是怎說的呢？佛家的知識論這樣說：佛教叫「知

識」做「量」；它說「知識」只有兩種是正確的，除了這兩種知識之外，它叫人一概

不要（相）信，（因為其餘的）都不是正確的知識來的。

哪兩種（知識）呢？（第）一（種）、叫做「現量」。「現量」是怎樣的？現在

知的，現前知的，很顯現的；現在的，現前的──沒有東西阻隔，顯現的──不是模

模糊糊；這樣的知識，叫「現量」。例如，我的眼、我的視覺見到黑，（這是）現

前、現在，不能否認的，我見到黑。譬如我抬頭見到白，是見到白，不是假的；而且

這種見到，很多時候是有客觀性的。我們聽聲音，譬如聽到「轟、轟」聲，確是聽

到，不是假的，（這是）現前、顯現的。嗅到香（味），（如嗅到）刺鼻的香

（味），確是嗅到，不是幻想的。嚐到辣的，確是（會）刺激舌頭，感到辣，不是假

的。（能夠）直接接觸到的這種知識，就是「現量」。

第二種，叫做「比量」。「比」字當（作）「推理」這樣解（釋）。「現量」固

然是可靠，「比」量都是可靠。「比量」是推理，（它）是可靠？你會問：有時推理

會推錯了啊，怎辦呀？推理錯時怎麼辦？如果「比量」一定可靠，做生意（的人）就

個個都發財了。為什麼有時會崩（賠本）呀？推理推錯了嘛﹗對呀，所謂推理推錯

了，就稱不上叫「推理」，那些是假推理、錯誤的推理；真正的「推理」是指沒有錯

（誤）的推理。沒有錯（誤）的推理就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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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是沒有錯（誤）的推理呢？錯與不錯，我們怎（樣）知（道）？知（道）

的。你的推理有沒有錯誤，你找一本邏輯的（書）對（照）一下就知（道）嘛，

（若）你（違）犯了邏輯的規律，你就錯誤。如果是沒有錯誤的推理，就（是）沒有

（違）犯邏輯的規律。

同時，數學又是推理的一種。如果（那）條數（學題）計（算）錯了的話，就是

錯誤的推理；（若那）數（學題）你檢查過它（是符）合的，就是正確的推理。這種

正確的推理，就叫「比量」。

它（佛教）說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種知識是可靠。佛教勸自己的佛教徒，除了

這兩種知識之外，你不要相信其他的知識，是這樣的啊。所以現在的人說佛教很迷

信，不然啊﹗它非常之嚴格。不過這種嚴格是指什麼？不是指普通那些（佛教徒），

是指唯識宗那些人，（他們）是這樣的嚴格。沒有牛鬼蛇神講這些東西啊﹗沒有的。

它說知識只有兩種是正確的。推理的正確與否，就很容易（分辨）而已，看一下那計

算有沒有錯誤，及邏輯（上）有沒有犯錯就可以了，很容易（分辨）的。

不過，同時（要留意，）推理縱使推得正確，與「現量」還是有些不同。「現

量」是直接把捉的，好像飲水，覺得冷就是冷，覺得暖就（是）暖。推理就不是，透

過推理，我知道這生意一定賺錢了﹗（但）這些與我是沒有什麼關係的嘛。所以，兩

種真的知識之中，尤其是與我們最關切的，就是「現量」。

現在講到「現量」的問題。它（佛教）說「現量」 (是)有幾種的。第一種，叫

「五識現量」，即是（指）五官的感覺，（這是）任何人不能否認的，（這是）最可

相信、最可靠的。（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它說我們除了五識──五種感官之外，我們腦神經裡面還能夠了解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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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五官就是：眼、耳（等），（它們是）直接向外的；除此之外，我們腦裡面還會

發生意識，當我們的意識與我們五種感覺一同（生）起的時候，（這）意識都是現量

的。

換言之，即是這樣：當我的眼看見白的時候，我的意識同時亦有白的感覺。我的

眼識──即是我的視覺──看見白，固然是可靠；我的意識──腦裡面的活動，亦覺

得它是白，（這）都是可靠的，那些叫做「意識現量」。（這就是）「五識現量」及

「意識現量」。

還有第三（種，即「自證現量」）……本來是第四種，現在我將它合併，納入第

三種──「定中現量」。佛家與其他人不同，就是多了這一種「定中現量」。它（佛

家）說凡是現量，一定沒有 concept、沒有概念的，我們現在意識活動的時候，時時

有概念的。譬如現在我見到一個人，「人」，有一個人的概念。譬如我見到一間屋，

眼見到的一間屋只是見到一間東西（建築物）而已；但當我的意識與眼識一同望著這

間屋的時候，第一個剎那不覺得它是屋，好像照相機那樣照出去而已；但當到第二個

那，第二秒鐘、第三秒鐘、第四秒鐘（的時候），我們的意識離開了我們的感覺而刹

自己獨立活動；當（它）獨立活動的時候，就有什麼？有概念、concept。（這）即

是說什麼？我們閉起眼睛都覺得有這間屋，其實閉起眼睛哪裡有間屋？我們覺得有這

間屋，這間叫做「屋」，這間叫做「大屋」，不是「小屋」，(會)有這些概念，一連

串的概念。

那些概念，好像演戲那樣，一起一伏的。凡有概念的都不是真正現量。概念只可

以是比量方面、推理方面上用的。真正現量要沒有概念的。

「五識現量」（，是）五種感覺，沒有概念的；與五識同時的意識，都是沒有概

念的。還有一種可以是沒有概念的，當你入定，入到很深的定的時候，你所感覺到的

東西，沒有概念的。凡是沒有概念的，即是沒有影子；亦即是說你能夠直接洞察到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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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本身）。它（佛家）承認有（這）種定中的現量。

如果你要批評佛家的哲學，可不可以呢？應該主要在這些地方去批評：「定中現

量」是否有呢？如果你承認「定中現量」是有的話，你就得要（把）整套佛家、唯識

家所講(的理論)接受。最可能（的情況），你會（是）全盤接受。如果你說「定中現

量」（已）被你否定，（它）是沒有的話，你就不會接受佛家的思想，尤其是不會接

受唯識的思想。為什麼呢？因為當沒有了「定中現量」，即是說見道是不可能，把捉

存有是不可能。對吧？(若)見道不可能，成佛就不可能；（若）成佛不可能，佛家整

套說法就是假的，對吧？如果你說「定中現量」是有，接著不久你就（會）承認可以

把捉這個存有、把捉你生命的本質。（若）你能夠把捉生命的本質與把捉這個存有，

即是你會見道；見道的進一步，你就會成佛；佛學的目的就是成佛。即是說，既有成

佛（這件事），即它（佛教）那套（說法）有價值，即是你（的）修行亦有價值，

（方向）沒有錯誤。對吧？佛家是帶（有）多（多少）少功利主義的色彩啊，（它）

不憑空講道義主義的。

所以這個「定中現量」的有（或）無，是有很大關係的。不過，「定中現量」有

（或）無，你不能說在這一、兩堂（課）裡面的辯論、討論就可以決定說（它）是實

有；亦不能說在這一、兩堂（課）裡面就可以否定它，我們做不到。你看香港和中國

討論這個……香港這個小問題都要討論這麼久，何況這些上千年還未解決的問題，怎

麼可能在一、兩堂（課）裡可以解決得到？這樣，你們唯有在佛家的量論上先下功

夫。

七十年前，你想做佛家的量論（研究是）很（困）難的，（只有）很少工具書給

你讀（到）。但現在我們非常幸運，只要你文字工具（夠）好，你（會在）三數年之

間，你對佛家的量論（會）研究得到，（而且會）相當好。（透過）什麼文字（去

學）呢？現在講佛家量論的文字，是有三種文字……（是）四種。

15



第一，梵文。直接看梵文，但沒什麼大用，為什麼？書（很）少。它正確，但書

（只有很）少。第一（種）是直接讀梵文的書。不過沒有很大的用處，只懂得它沒什

麼大用處。第二，（懂）西藏文，（這）最有用。西藏保存佛家量論的書，（是）世

界上最豐富的。第三，中文。（懂）中文有沒有用呢？都有用，不過翻譯中文的（人

翻）譯得很彆扭，很難讀，普通一位大學中文系畢業的學生，你都（很難）讀得

（到）它那麼彆扭的文字。不是說中文系大學畢業生不好啊，但他不（習）慣讀這

些，那是另外一格的文字，你要讀很多久、讀很多（佛）經你才讀得懂的。現在中文

有很多種（關於量論的書），最近大陸出版的都有三種；香港亦有人（翻）譯。（所

以懂）中文都可以。不過只是（懂）中文，恐怕不（足）夠，等於只是懂梵文亦是不

（足）夠。第四，日本文。日本人研究佛學很精到。日本人研究佛家量論的書，

（有）幾十種；好（質量）的都有十幾、二十種。而且它是用現代的日語來寫，很容

易看，只要你讀得幾年日文，（又）有些哲學的底子，你就很容易（讀）。

現在我們姑且假定「定中現量」是可以的、是有的；如果「定中現量」是有的，

即是說我們只要修禪定，就在定中裡面，我們一直修禪定，總有一天，我們（會）有

一種很超越的現量出現，就可以把捉到我們生命的本質；當我們把捉到生命的本質的

時候，就可以把捉到宇宙本體，就可以見道了。各位不妨試一試。

你說：「（若你講）錯了不就浪費了（時間）？」不會浪費的，就只是換來你不

容易生病這回事，就夠好了。第一，（換來）你不會有什麼病痛。第二，如果你是男

人，現在你們很多人，（會）在街上見到很多什麼什麼神功，你有沒有看到這類招牌

呀？能醫什麼呀？能醫腎虧這類東西。

還有，如果男人修禪定，永（遠）沒有腎虧的。現在我年中七十，你要我……不

過我太太生不了小孩，如果（想）要生小孩，我還可以生小孩的。只是這東西，尤其

是男人，沒什麼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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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學（修定），如果有家庭的話，會浪費了時間，對吧？因為女人要管（理）

家庭很多事（情），你將家庭的瑣務撇開了，走了去入禪定，如果丈夫回來見到你入

定，他說：「唉……」（這樣妳就）真是沒事找事做了，（那）就不是很好了，對

吧？男人就沒什麼所謂。總之，（修禪會）有好處，縱使你太太 你說浪費時間，你駡

（可以）說：「將來我沒（生）病，不用你服侍，這已經值得了。我七十歲還可以生

孩子，妳已經值得了。」（所以你們）不妨試試修禪。

那麼，這個佛家禪學的根據是由它的知識論做為它的根據，它很詳細討論定中的

現量是有的。

第一節我已經講（完）了，還剩（下）多少時間？還有十五分鐘。

（到）第二段。我在那裡寫下的第二段是什麼？是否小乘的禪法？有沒有人有那

本東西（書）？（第）１２１頁。對，（是）小乘的禪法。

現在，到第二節，講小乘的禪法。佛家，本來無所謂大乘（與）小乘，在釋迦牟

尼在世那八十年裡面，沒有所謂大乘與小乘，佛法就只是佛法而已。漸漸（地），釋

迦牟尼去世之後，約莫去世之後一百年，（在）佛家的教會裡面，發生爭執。為什麼

會發生爭執呢？因為有很多長老年紀老大，而（他們對）戒律嚴肅，思想很保守，這

是老人家那一方面。另一方面，是青年人，（他們）戒律放寬，態度來得比較開放，

與及思想進步。這樣一來，一老一少，自自然然發生磨擦。

例如，（我）舉（一）個例，那些長老──老人家──認為佛所定下的戒律是天

經地義的，差不多（是）絕對不能改變的；（但）那些年輕人認為，隨著社會的變

遷，佛家的戒律要與社會相應，要比較有彈性、有伸縮（的餘地）。

舉（一）個例，例如，那些長老嚴格的守著佛的戒律，認為出家人絕對不能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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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人的財產，甚至少到用那個牛角尖那樣大的器具，載著少許薑、載著少許鹽，貯藏

著自己私人用都不行。一個小小的（像）牛角尖的器具，載少許鹽、載少許薑，都認

為犯戒，因為佛不許可有私有的東西。你有少許鹽，即是你有私有財產，（這是）絕

對不能夠（的）。那些青年的人（卻）認為無傷大雅，藏有少許鹽，或者他（用來）

涮牙，或（者）生病時沖些鹽水來喝，這都說不可以？這麼刻苦？做人（要）做到這

麼嚴刻的嗎？不可以的﹗（他們）認為這樣不可以，（所以藏有少許鹽）沒有問題。

還有，那些年青的僧人，每逢初一、十五，在寺院裡那個大廣場──寺院裡面有

個大廣場──在廣場裡面用一個 載著一 水放在那裡，坐著，等（待）那些入寺院鉢 鉢

參拜的遊客經過的時候，他就請大家施捨一些（金）錢：「種一下福吧﹗有福的﹗」

於是那些參拜的遊人就將金錢掉下去那個 裡面。結果呢，一日（下來），那個 拿鉢 鉢

回來的時候，可能（已）儲起很多金錢。這種事情，給那些老人家看到，就認為（這

是）大逆不道。

於是，曾經有一次，（在）釋迦佛去世一百年後，（有）一位長老走到一間寺院

裡面見到這樣的情形，即刻以長老身分來教訓青年人：「你們這樣做怎麼行﹗完全違

背佛的規律，你快點（把 ）收起來﹗這是錯（誤）的，你以後不要這樣做啊﹗」他鉢

還對大眾講：「你們不要把錢給他啊﹗（這）不止沒有福，還會有禍啊﹗這會弄壞教

會的﹗」於是那些年青的僧人，就圍攻這些長老：「你當著大眾面前來丟我們的面

（子），說我們不對，即是你們很對，我們就錯？總之你們這樣做就不對﹗這個地方

是我們（青年人）的地盤，你一定要當眾說明是你講錯，我們（才）對﹗不然我們就

打你、趕你（走）﹗」沒什麼的，脾氣這回事，你一言我一語，這樣就攪出事來了。

每每一件大事的產生，就是（從）幾個口角（開始）的。那位長老被那些年青和

尚（包）圍著，不得已，他（年青的）要他（長老）當眾懺悔說（自己）講錯了，那

長老於是對著大眾說：「對呀，他說要我向大眾道歉，說要我認錯，我現在就聽他的

話，現在我向你們認錯。不過我有一個聲明，我所講的是真（正）的佛的戒律。」於

是結果（變成）原本是認錯，現在更（表達清楚），（真是）不認（錯）好過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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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

於是，那些青年人就聯合起來，把那些長老趕走，（趕）離那大城市。那長老就

不服氣，去各處聯絡（各）大寺門的長老，找來幾百位長老，集中在這個城市──吠

舍離城──開大會辯論。於是，當時的政府──（即）王室，知道這件事。王室又是

信佛的，（認為這）兩派（人）這樣攪（下去）不是辦法啊；於是，由王室調停，叫

長老（們）選（出）若干個代表；青年人又選（出）若干個代表，由政府派員來做公

證人，叫他（們）兩方面的人根據佛的戒律來辯論。如果長老勝（出），就將青年人

趕走；青年人勝（出），就趕走那些長老。辯論的結果，當然是青年人輸了，（因

為）他（長老可以）拿著經典一條一條（讀）出來，年青人是拿不出的。如果打架就

青年人（會）打贏，但政府做公證人，就要依據……即是好像要依據一條一條的法律

那樣，你這班青年人是不夠他（長老們）說的。這就斷定了青年人輸（掉）。青年人

即管輸（掉，但會認為）：「對﹗我是輸給你，但我行我素，我（依）照我自己的做

法，我不（會）聽你的﹗政府又如何呀﹗你們（這）班長老，你有你們去守嚴刻的戒

律，我們是這樣（子）的了﹗」當發起脾氣來就很糟糕了，於是（形成）顯著（的）

分裂。

這次分裂之後，顯然有什麼呀？守舊思想與進步思想（的）衝突。不是這麼簡

單，說因為一些小事就（起）衝突啊，其實（是）醞釀出新思想與舊思想的衝突。初

初是這樣（的情況），還未正式分裂。好了，直至到佛去世滿一百年之後，（有）一

說是二百年，（另有）一說是三百年，有一派青年的和尚之中，有一位表表者出現，

這個人叫做大天。他很有學問，每日向弟子說法。他對弟子們說：「你們不要學那些

（阿）羅漢。」以前的佛教徒認為，佛是（我們）學不到的，（學）小乘（的人這樣

認為），只能學成阿羅漢而已。那位大天說：「阿羅漢很低級而已﹗我們應該要學

（成）佛﹗」即是（要）學最高（級）的，不要學阿羅漢那樣低（級）。他說阿羅漢

很低（級），他貶低那些阿羅漢。他說阿羅漢是怎樣呢？（縱使）修到阿羅漢，他還

會被魔鬼、魔女誘惑到，阿羅漢（對此誘惑）不能站得很穩。他已成阿羅漢，那些魔

鬼有神通的，那些魔鬼扮成佛那樣，那些阿羅漢看不出，以為他真是佛；還有些魔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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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叫魔女走去引誘阿羅漢的。

所以，第一，阿羅漢還會被誘惑。第二，阿羅漢懂得的事情有限，（他）不是萬

能，不是什麼都懂得的；阿羅漢還有少少無知，對宇宙萬有的真理，他不是真的很了

解，不過是修行修得幾好而已，（所以第二點是）「無知」。還有，阿羅漢自己證到

阿羅漢果他都信不過自己，要找佛來問一下我是否（已）證到果，（這是）「猶

豫」。還有，阿羅漢很蠢的，他要讀佛經然後明白（當中的）道理才去修行，如果沒

有佛經給他讀，沒有人教他佛經（的道理），他根本不能證果的。還有，阿羅漢在臨

到證果的時候，一定要體驗到人生的痛苦，當他體驗到人生痛苦的時候，他會自己這

樣慨嘆：「唉，人生真是苦啊﹗真是苦啊﹗」他嘆氣時有這些（嘆氣）聲出現，然後

才懇切去修行，（要）這樣，然後才證果。所以，阿羅漢是低級的，我們（期）望的

目標，是要成佛：佛一定是平等，不要做阿羅漢那樣低級。

每逢他說法，譬如他說法說一小時，他說完一小時之後，一定唸一首偈。有首偈

是 阿羅漢的，那首偈是怎樣的呢？「餘所誘、無知，猶豫（、他令悟，道因聲故駡

起，是名真佛教。」）「猶豫」──即是猶猶疑疑。（他）每說完法，就唸一首偈，

（這樣）才結束。這首偈就是 那些保守派的。駡

（這裡有）五種東西：「餘所誘」，他說那些（阿）羅漢沒有用，還會被魔鬼、

魔女誘惑到。「無知」，你不要以為他懂得很多事（情），那些羅漢很無知的。「猶

豫」，（即）猶猶豫豫，（他）沒有判決的智慧，沒有判斷的智慧。「他令悟

（入）」，他要靠佛（或）讀佛經然後才能了解到，他不能自己覺悟的。「道因聲故

起」，還要體會到這個人生的痛苦，「唉、唉」聲地嘆氣，才去努力修行，然後才可

以見道。他這樣說，即是說阿羅漢是不行的。「是名真佛教」，即是佛教的真義就是

這樣，（他）不叫你學阿羅漢，應該要去直（接）自己做佛。他講了這樣的話。

於是，有幾位長老去了聽他說法，覺得：「啊，怎麼這麼厲害﹗」很多青年人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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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法，於是長老們參加他的法會聽他說法。當他說法完後，他又唸（出）這首偈。

當他唸這首偈時，那些長老就大聲喊，怎樣喊呢？「餘所誘、無知，猶豫、他令悟，

道因聲故起，汝言非佛教。」所以你（大天）所說的話，不是佛教。（那些長老）這

樣大聲唱（出）這首偈。當唱（出這首偈後），那些長老與青年人幾乎衝突起來，於

是由辯論（就很可能）演變到打鬥也有之啊，（這樣）弄得混亂起來。那時剛剛

（是）阿育王（梵文：A okaś ，阿輸迦）在位；A okaś 見到這樣的情形，於是自己來

考察，到底是長老正確？還是青年人正確？年青人的領袖叫做大天。

但當他（阿育王）自己親自來考察的時候，（因為）大天的學問很（淵）博，又

能言善辯，令到阿育王認為大天（是）對（的），認為那些青年人（是）對（的）。

阿育王就袒護那些大眾，即青年人們，（卻）不喜歡那些長老。於是大力幫助那班青

年人，（又）另外（建立）起一間寺（院）給那些長老，（叫他們）去那裡（居）

住，（任）由那些青年人發展。

所謂「大眾」，就是人數眾多的青年人，由大天領導，一直發展，（於是）大眾

與長老分裂。於是分成兩部，長老（們）叫做「上座部」，「部」即是「派」；那些

青年人就（叫）「大眾部」。（本來）正式的一個教會，分裂成兩派。（這是發生

在）大概佛去世後三百年左右。

這樣一來之後，在大眾部裡面──（因為）大眾部的思想（是）進步（的），又

有發展的──（他們）一直發展，由大眾部陸續分派，分出了十派，裡面就有很多大

乘的思想。（他們）主張什麼？入世、救世，有這樣的思想。於是由大眾部，漸漸地

先是產生大乘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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