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本書有一個提要，叫做提要。不過天台宗就習慣用了用五重(玄義)。玄義即是

題解，題解、玄義。華嚴宗的人很歡喜用玄談。一(見)那麼多咬文嚼字，我們是採用

甚麼？叫做導論或者解題，等於英文的 introduction。天台宗那個解題肯定不同的，

名體宗用教，是嗎？釋名，解釋那本經名。出體，這本經以甚麼為體？即是本質是甚

麼？宗，這本經的宗旨何在？宗者中心思想。經的中心思想是講甚麼？

用，propose，用。教，這種是甚麼？四教之中，屬甚麼教之類。是藏教、通教、抑

或別教、抑或圓教，判教。名體宗用教，五重了，名體宗用教，五種。

唯識宗多數是甚麼？四重出體，怎樣四重和出體？唐朝的人，南北朝的人和唐朝

的人都是習慣四重出體、五重玄義等等。現在有很多人都不用幾重的，我這處就是甚

麼？解題，第一部份解題，解題之後，我就解釋這部經。解題之中，我分幾點來到解

題。其他那些不用解了，你自己看。第四點，請大家看一看。第四，即是第三頁，第

四行，是明宗旨，說明這本經的宗旨。你讀一本經，你先要理解這本經的宗旨何在。

所謂宗旨是甚麼？用現代語來講，中心思想。

經書的中心思想是甚麼？那這本經的中心宗旨，就在於斷疑。舉出全本經(中)，

舉出一般人對般若波羅蜜多的所生起的懷疑，就有二十七個(疑問)。就用二十七個疑

問做主題，就每個解答，斷他們的疑惑。所以這本經以斷疑為宗，你看我這處，看它

這處。「欲求無上菩提，就當發心趣向。然未發趣者當於何處安住其心而成發趣耶」

既發趣之後，又應當如何修行？發趣而不修行，就無用的。既修行，但我們時時有一

個煩惱障、所知障會生起的，那個時候又如何除去煩惱障、所知障？就以這三個 (疑

問)為大主題。第一個主題，即是甚麼？

應云何住？第二個主題就是甚麼？云何修行？第三個主題就是云何降服其心？既

能修行，又能除障了。又會這樣的，我能夠修行了，我能夠除障了，起一種增上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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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起一種傲慢心了，那又如何捨棄這種傲慢心呢？那即是除了那三個主要的主題之

外，又有一個如何除傲慢心。就這四個疑，這四個疑心為主體了。由此諸疑為主，上

文講的諸疑為主，跟著又輾轉生他疑。

由輾轉而生的疑，總共二十七個。總此諸疑，總括這個疑惑，世親的釋論就排列

為二十七個。佛為每一個都解答，所以由此看起來，這本經以斷疑為宗旨。這個宗，

我們就明白這本經了。那個解題功能，我們(知道)這麼多就足夠了。是嗎？解題之

後，我們看一下那個釋文，全部釋文依據一般注釋家的辦法，每一部經都分為三分。

第一個部份就叫為甚麼？序分，序分即是經裏面的 introduction，序分。跟著就是正

宗，正說或者正宗，即是那個本篇了。

上面那個序論，到本論了。跟著，最尾的結語，就叫做流通分。流通分即是甚

麼？佛說此經義就怎樣、怎樣，天龍八部就怎樣、怎樣，歡喜奉行那段叫流通分。那

麼現在我們依照他這樣分類，將這本經這樣分析。一，序分，序分之中，有通序、有

別序。通就是 general的，別就是 particular的。通就是差不多本本經都有，別就是

這本經特殊的。我們就看一看它的通序、別序。那你看看它的乙一，通序，讀一讀

它。當念經的，是嗎？

看一下它，「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室羅筏，住誓多林給孤獨園，與大苾

芻」，廣東話讀「璧雛」。「與大苾芻眾千二百五十人俱。」本本經都差不多這樣，

所以叫做通序。下面就是別序，第五頁，乙二那處，就是別序。「爾時，世尊……」

那個爾字，我們今日讀了甚麼？「？？」，爾即是甚麼？爾時、爾時即是甚麼？那

時。那時候，「世尊於日初分，整理裳服……」日初分者，即是現在甚麼？人人以為

佛乞食當然是十一點鐘差不多的時候。其實不是的，日初分即是甚麼？九點鐘以前差

不多的事，就去乞食了。日初分，印度人就習慣了把一日割開，白天一邊，夜晚又一

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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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把有太陽的時候分做三分，八點鐘以前那段時間，朝早四、五點鐘以後到

九點、十點差不多的時候，就是日初分。十點鐘以後，就到兩點鐘，到兩、三點鐘的

時候，日中分。兩點鐘以後，就到黑夜，日後分。然後，將夜晚又分，夜初分，夜中

分、夜後分。晝夜六時。印度有些地方就分八分。因為為何？那些社會生活進步些，

就分六時不夠了，所以要分得仔細點。就分八時，漸漸地就分甚麼？十時、十二時

了。我們中國將晝夜分為甚麼？十二時辰，都不夠用了。西方那些工業國家怎樣？廿

四時了。

晝夜廿四時，即是現在我們晝夜廿四時。「於日初分，整理裳服，執持衣 ，入鉢

室羅筏大城乞食。時，薄伽梵……」薄伽梵即是世尊了，大家都知道 bhagavat。

「於其城中行乞食已」，已字普通就當之後，，乞食之後。他乞了食，每個人拿著鉢

再回來，(把乞到的食物)拌勻，然後找人分開一人一份、一人一份，不是你去乞到那

麼好的，我這 我自己吃的。你乞的那些壞的，你自己吃。拌勻，然後再找人分。所鉢

以他們食飯了。「飯食訖」，這第一個飯字是動詞，「飯、泛、凡」，廣東話「泛」

字那樣，飯即是吃，動詞。那個食字，就不是讀食的，「治、子、飼」，讀「飼」字

音了，這個「飼」字就是飯也。當飯解釋的。飯字即是吃飯。《論語》有一句話，

「飯疏食」，那個飯字，古人只是用來當動詞。《論語》：「孔子(曰)飯疏食」，這

個食字就是飼字。「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孔夫子自己說自己，食一些很粗的飯，疏就是很粗糙的，食，吃那些很粗飯，這

個食字讀飯，吃很很粗的飯。曲肱而枕之，無枕頭的，這樣曲手來枕而已。樂亦在其

中，你覺得很快樂。吃那些粗的飯，「飯食訖」，吃飯了。吃飯吃完了。「收衣 ，鉢

洗足已，於食後時」，這個讀食了。「於食後時，敷如常座，結跏趺坐，端身正願，

住對面念。」對向那個境界，對面念，或者對向涅槃。對向境界，你看我那個注釋

了，我不解釋了。這個是別序了。通序、別序。序分讀完了，我們讀正宗分了。甲

二，正宗分。全部正宗分分做兩個單元，現在教學叫做單元，全本《金剛經》分做兩

個單元。兩周，叫兩個 circle，兩周，分做兩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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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做兩個單元，第一周主要就是教人修行，第二周就教人除這個增上慢。一個人

是有修行的，就覺得自己了不得，(自覺)「我特別有道德的。」這些凡夫才會這樣

的。修行的人無理由這樣的。這個就是增上慢，你不修行便無這種傲慢心，修行還有

一些傲慢心。那麼修行人的起增上慢心的，如何降服它？第二個單元就是主要這樣。

不過現代有很多人起懷疑，根本第一個單元和第二個單元，兩個所講的道理，問

題都是一樣的。都是甚麼？云何修行？云何降服其心？都是問這些問題，而答那些卻

相差不遠。於是，有人懷疑有所謂兩個單元者，其實是兩本來的。《金剛經》兩本，

當時有兩個人結集。一個結集到一本詳細些的。一個結集了這本，各有疏漏，所以後

人將它們兩本併起來，就變了兩個單元了。那麼將來你們研究一下，看看它是否這

樣。

如果你研究，假使你寫論文研究這個《能斷金剛經》，你可以做一章來講的，有

人這樣懷疑《金剛經》兩個單元，普通分做兩個單元，發問是一樣的，是嗎？而答又

是相差不遠的，於是就有人這樣懷疑了。實在《金剛經》兩個單元是兩本。兩個不同

的人結集。後來，因為這兩本就有一些出入，所以就將它們合併成一本。是否這樣

呢？你可以自己發一下議論的。那我們現在看一下第一個單元，乙一，第七頁，乙

一，初周說，即是第一個單元，就教修行。裏面又分二，第一就是當宗請說。宗者，

這本經的中心所講的主題。

對著那個主題，請釋迦佛來解說。然後，釋迦佛解說完之後，跟著釋迦佛就廣釋

眾疑了，解答那二十幾個問題。現在我們看丙一，當宗請說，分四。一、第一，丁

一，善現讚請；丁二，世尊許說；丁三，善現希聞，希望能夠聞，希聞；然後，丁

四，就是兩師徒隨問別答了。他問這個問題，他即刻答這個問題。問那個問題，各別

答覆。隨所問而各別答覆，隨問別答。丁一了，善現請說，又分二。第一是先讚佛，

第二就然後陳述請求解答。我們看看了。先讚歎，讚佛或者讚歎我這處寫了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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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諸苾芻來詣佛所」，詣，這個讀「藝」，到達。諸者到也。來到佛所那

處，佛所住的處(地方)。就「頂禮世尊雙足，右遶三匝。」印度人對尊長或者那些臣

子去見君主，普通就當然是對著他合掌，然後就一個四方框，向右面就行一個四方

框，行三框，然後才正對那位君主。那些人恭敬佛，就當好似臣子見君王那樣，就向

他右遶三匝。為何那麼囉嗦？古代的儀式，你不能怪它的。是嗎？可能是君王要臣子

這樣，但是習慣了。現在的人們尊重釋迦佛，就照當他是君主，那樣來對待他，是

嗎？難道釋迦(佛)說你們不要這樣？

那他又不必這樣，那是當時的習慣。現在禮佛的那些(儀式)，那些方丈都出來禮

佛，都是模仿做儀式的。中國人的見君主又怎樣？各個國家都一樣有儀式的，西方就

少些。中國人怎樣？唐朝的時候，見君主是怎樣？更「扭舊」(麻煩)，唐朝的君主。

那些寬袍大袖，在皇帝面前舞的，跳舞的舞。你見皇帝，縱然你是郭子儀那些，當你

被皇帝召見，入去見他的時候，在大殿裏面，穿起那些寬敞的衣服，拿著那些象牙

笏。拿著那些條簡，寬袍大袖，跳著舞，一路行，行幾步一路跳到那邊，在那邊舞三

次，然後才再叩頭站在一旁，如果看起上來都很好看的。

這些白鬚公那麼長鬚，穿著一對厚靴，穿起那些五顏六色的繡花球那樣、一、二

尺長的衣袖，拿著那枝象牙笏在跳舞。你們看戲看過甚麼？看戲打架……你有無看過

戲？看大戲，打架倌的時候，帶著面殼(具)，面無表情的。有些人連那個面殼(具)都

不帶的。不笑不怎樣的(無表情)，拿著那些戲具。拿著那些道具這樣行幾步，在那邊

就走幾步，在那邊又走幾步。跳一跳那樣，在那邊舞一遍。這是甚麼？唐朝的人見皇

帝的禮儀，叫做拜舞。又拜又舞的。唐朝因為楊貴妃之禍，搞到這個唐明皇要走去四

川。

安祿山和史思明那班人打了入長安，郭子儀就向回紇人借兵，就恢復回中國的地

方，打敗了安史。回紇不過是借一萬幾千兵給中國，就「惡哂」(氣燄凌人)。那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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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皇帝，當時要郭子儀設計，唐朝和回紇的君主結拜兄弟。那個唐玄宗，唐代宗……

即是皇帝的兒子，不是要叫回紇的君主，叫叔父嗎？那麼回紇的君主來到，帶著軍隊

來到的時候，皇帝無甚麼理由出去迎接他，叫兒子出去迎接他。那個兒子就見到叔父

了，就隨便給一個禮就算數，搞到回紇君主發脾氣，「為甚麼你不起舞？」就問人為

甚麼他來見我，我是他叔父，你中國都是靠我的軍隊來幫你忙，恢復(國土)的。為甚

麼你今日來見我、來接我而不起舞？就問為甚麼他不舞？你看一下《資治通鑑》這

段。結果在他身邊的人就說，他今天不舒服，所以他不能起舞。這樣講。《資治通

鑑》那裏，郭子儀跟回紇借兵那段。各國、各民族有其獨特的儀式。

那當時，弟子見佛，一班人好似現在打佛七，遶佛那些，一班人在佛面前遶幾個

框，然後再坐。「右遶三匝，退坐一面。具壽善現」，具壽即是長老，「具壽善現亦

於如是眾會中坐。」 「爾時，眾中具壽善現從座而起，偏袒一肩，右膝著地，合掌

恭敬而白佛言。」他對佛怎樣說呢？「希有！世尊！乃至如來、應、正等覺。」乃至

又怎樣？乃至即是點、點、點(省略號)，等於甚麼？佛有十個號的。第一個號就甚

麼？世尊，是嗎？跟著，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調御

丈夫、甚麼無上士、天人師、佛、世尊這樣一直下去。

它中間略了幾個，就用乃至兩個字略了它。「乃至如來、應、正等覺。」那個應

字即是應供。正等覺即是正遍知。正等覺這個字，舊譯就譯作正遍知，遍便是等，覺

便是知了。乃至這樣，「世尊乃至如來、應、正等覺。能以最勝攝受，攝受諸菩薩摩

訶薩」；這個攝受即是甚麼？教訓他、愛護他、保護他那樣的意思。「攝受諸菩薩摩

訶薩；乃至如來、應、正等覺，能以最勝付囑，付囑諸菩薩摩訶薩。」攝受者即是直

接教訓他，付囑又怎樣？付囑即是大的教訓小的。付囑那些高級的人，付囑那些高級

的菩薩教那些低級的菩薩，叫做付囑。

那麼這個就是讚佛的。讚完他之後，就請求他講。第九頁，第四行。第九頁，第

一行這兩個字先，「時諸菩薩」，改回「時諸苾芻」，第九頁，第一行。時，諸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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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字錯，菩薩兩個字苾芻。「時，諸苾芻」。好了，就到戊二了，陳請。他怎樣

說呢？他說：「世尊！諸有發趣菩薩乘者。」這個發趣菩薩乘，舊譯很多譯了發菩提

心的，是嗎？其實它原文的意思就是發心趣向大乘，修大乘。修菩薩乘的即是大乘。

那些發心趣向菩薩乘者，這類人就「應云何住？」住即是保持立場。云何即是怎樣。

應該怎樣保持立場而不動。立場堅定了之後，就修行。「云何修行？」這個「錫」

字，改回「行」字。

「云何修行？」已經保持立場堅定了，如何去實行？修行了之後，煩惱障、所知

障起的時候，就如何攝伏其心？攝者收服心，不讓心散，伏者降伏他的心。不要讓心

出亂子。「云何攝伏其心？」「作是語已」，講完這句話之後。下面了，就是世尊答

了。你看看，丁二，第十頁，丁二，世尊許說。「爾時，世尊告具壽善現曰：善哉！

善哉！」記住了，好啊！好啊！這樣。你不要將它來解釋得那麼神秘。

那些電視的人最「扭舊」(馬虎)。電視裏面，那些出家人出來見人，他就講善

哉！善哉！應該翻譯作白話，好啊！好啊！為何要(這樣翻譯)善哉！善哉！所以電視

那些人真的要改過。還有，那些出家人，少林寺那些人打架穿著祖衣，穿著那些繡金

的祖衣來拿著錫杖打架。哪有這樣的！是升座才是穿祖衣。平時都不穿祖衣的，哪有

人會穿祖衣、拿著錫杖來打架？這些哪裏是這樣。即是對於這些常識太過不足夠之

過。你看看，善哉！善哉！「善現！如是，如是。」如是、如是譯作白話，即是甚

麼？

對了！對了！即是英文的 yes、yes。「如汝所說」。即是誠如你、依照你，如

即依照，依照你所講。「乃至如來、應、正等覺，能以最勝攝受，攝受諸菩薩摩訶

薩；乃至如來、應、正等覺，能以最勝付囑，付囑諸菩薩摩訶薩」即是佛先受了他這

頂「高帽」(讚歎)，然後才繼續講了。「是故，善現！」所以你這樣讚我，所以我就

跟你們講了。「是故，善現！汝應諦聽，極善作意」，這個作意當思維解釋。所以，

鳩摩羅什略了這句。有些其他經會翻譯甚麼？「善思念之。極善作意！」有些人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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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思念之。「吾當為汝分別解說」。解說甚麼？分別解說下而那些道理。

解說，這個分別解說是一個 verb來的，是動詞。下面那個是一個 object。解說

甚麼？解說那些，整行的這個，解說甚麼？解說那些發趣菩薩菩薩乘者，「應如是

住，如是修行，如是攝伏其心」。這個那麼多、那麼長，是一個 object，一個賓詞

來的。那麼然後，第十一頁。丁三，善現希聞。希望聽聞，「具壽善現白佛言：如

是，世尊！願樂欲聞。」 這句自己懂得解釋了。先休息一會。

隨問別答。答甚麼？他問三個問題，是嗎？所以，第一答云何住了，戊一。戊二

就答云何修行。戊三就答云何攝服其心。現在先答云何住。云何住，他要住在哪？住

在一個這樣的心，這個心要怎樣？要廣大的，不要狹隘的，第二要最殊勝的，不要低

級的。那個發心要殊勝，不要低級。怎樣叫做廣大？不是淨指人類，是所有一切眾

生，都是你發心的對象，要度他們，不是只度人類的，這樣就是廣大。

最勝是甚麼？不是想他得錢，不是想他做官，而是想他甚麼？想每個人都得無餘

涅槃。最勝。第三就是致極心。致極心又怎樣？不是說今日發，明日就不發，這個心

是永無極盡的，徹頭徹尾的。第四，無顛倒心，怎是顛倒？顛倒者，四顛倒。於無常

的事物，執著它為常，第一種。第二種是甚麼？於苦的人生，我們執著它以為是樂。

第三，於一切眾生都無我的，我們偏偏執有我。

第四，於我們的身體和世界很多事物是不淨的，我們執著它為淨。這四種顛倒，

你要發的心是無顛倒的心。所謂發心趣向修大乘是發這個具有四種特點的心。下面

了，己一到己四了。己一，明廣大心了。佛言：「善現！」，這個分法是世親講的，

「善現！」諸有發趣菩薩乘者，應當發起如是之心。甚麼的心呢？下面了，就是所發

的心，佛是這樣講，「所有諸有情」。

就是所有一切六道三界，一切眾生。有情攝所攝，攝者類也，第一個攝字，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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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攝字當包括，只要屬於有情類所包括的。「若卵生、若胎生……」即是不論他

是卵生又可、胎生又可、濕生又可、化生又可。「若有色、若無色」，不論他是有物

質的，色即是物質身體。不論他是有物質的身體又好，或者那些生在無色界，即無物

質身體，若無色也好。「若有想」，若這個無想天以外這些有想的眾生，「若無

想」，與及那些生在無想天等的無想眾生。

「若非有想、非無想」，那些生在非想天非非想天的，似乎有想又不是有很明確

的想。你說他無想，他又有很微的想等等，這類那麼多種類的眾生。「乃至有情界施

設所施設。」乃至到眾生界這三個字，施設就是說，眾生界這三個字所包括、所講的

一切那些動物。如是一切，即是諸如是一切通通包括在內。只要他是眾生，這個是廣

大心了。他所發的心，要度的，就是度盡一切那些眾生，不是只度人類，更加不是只

度他的親人。那就是廣大心。那麼怎樣叫最勝心呢？己二，凡以上那些眾生，「我當

皆令於無餘依妙涅槃界而般涅槃。」漏了一個般字，而般涅槃。漏了一個般字。而般

涅槃，般若的般字。

聽眾：有的。

羅公：有嗎？我這本就又無。

聽眾：這本再版，你那本是第一版。

羅公：哦。

聽眾：你那本就無了。我們這處改了它。

羅公：那麼講到這處，你要注意。大乘的涅槃有四涅槃。

第一，人人都共有的，佛亦無增加，眾生亦無減少，那個叫做自性涅槃。自性涅

槃即是甚麼？眾生本來具備的真如性，這個佛性來的。所謂涅槃是以真如為體的，眾

生本來具備的。在迷不減，在聖不增的自性涅槃。第二個涅槃，就是有餘依涅槃，簡

稱叫做有餘涅槃。這個人成了阿羅漢，如果他入定的時候，他就證得涅槃。餘依，餘

是殘餘，依就是所依的身體。那個殘餘的身體未死，死了他再不用輪迴了。這個殘餘

的所依身體還有，未死。但是他現在入定，他就可以證到涅槃。這類小乘的阿羅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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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到那種涅槃，還未死的那個涅槃，叫做有餘依涅槃。第一個涅槃，自性涅槃(是)一

切眾生平等都有。第二個涅槃，羅漢有，佛亦有。第三個涅槃，叫做無餘依涅槃。

阿羅漢已經證了阿羅漢果，他亦死了，他殘餘的身體，他的餘依無了，死了。他

真的證入涅槃了，以後永遠不再出了。生死輪迴停止了。那個涅槃叫做無餘依涅槃。

涅槃這個字，叫做 nirv aāṇ 。nirv aāṇ 這個字本來就是甚麼？生死輪迴停息那種狀

態，就叫做 nirv aāṇ 。生死輪迴停息那種狀態是不是永遠消滅？不是。是甚麼？

它的本質、它的真如體並無消滅。即是那時候，這個生死輪迴狀態消滅了，而它

的真如體，本體永恆的存在，就叫做這個涅槃。那麼到無餘涅槃，再無殘餘的身體

了，都死了。以後再不出世了，無餘涅槃這個又是小乘人有、小乘那些羅漢有，佛亦

有了。第四個就是無住處涅槃。簡稱叫做無住涅槃。無住者，因為他有大的智慧，所

以他不住於生死。這個是他雖住生死，而又不受生死所束縛。

因為有大智的緣故，所以不住於生死。同時，因為他有大悲的緣故，有大悲心，

所以他不住於涅槃，不入涅槃。雖不入涅槃，而不被生死所束縛到。雖生死，而不被

生死束縛，所以叫無住處涅槃。不需要好似那些小乘人入涅槃。這樣就永遠做眾生的

保母，做眾生的良師益友。除非所有眾生都成了佛，否則他們就永不休息。這種雖不

入涅槃，與入涅槃無異。這樣叫無住處涅槃。這個只有佛有的，小乘羅漢所無的。

眾生固然亦無的，未有的。好了，大乘的人所追求的無住涅槃才是，為何佛不講

無住涅槃呢？解答，這個問題的就有兩個解答。第一個，因為《般若經》主要對那些

甚麼？回心向大的小乘羅漢講。這些小乘羅漢他們得到有餘涅槃，快要得無餘涅槃

了。釋迦佛就他所知的涅槃，現在不是討論涅槃，所以就講無。不討論這麼多，所有

的眾生，我都令他們能夠入無餘涅槃。那麼然後才度盡眾生，每個都入無餘涅槃。其

實，這個意思就指甚麼？無住涅槃。無住涅槃非小乘的人所慣用。所以他用無餘涅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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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餘涅槃……生死，無餘者，餘者就是有漏的生死，無了那些有漏生死，但他有

乘願再來、永不休息的無漏的變化身。所以他仍然用無餘依涅槃這幾個字。意思暗示

這個無住涅槃。這個第二個解釋。無餘涅槃都只是無那些有漏的生死，叫做無餘。不

是沒有無漏的化身的這樣解釋。那麼當然是兩個解釋都通了，是嗎？總之，兩個解釋

都是一樣了。講就講無餘涅槃，是嗎？實際的意思就是指無住涅槃，聽不聽明白？那

麼，詳細的，你可以看看我那本注了。那麼，甚至到有些人的解釋，那個金剛般若不

壞假名就是講無餘涅槃。

是這樣，即是簡直無所謂叫無餘涅槃。無餘涅槃即是無住涅槃來的。無餘者即是

無了那個有漏生死而已。即是，換言之，即是說小乘羅漢入的涅槃，都是入無住涅

槃。歐陽竟無有這樣的意思。即是大小乘之分，並不是很截然而分的，只是因為大乘

的慈悲心大些。

小乘的人無那麼大，是這樣解釋的。其實，所證得的涅槃都是相差無幾的，這樣

的說法，大小乘拉近了。你看一下我這處，我引了《金剛般若不壞假名論》，第十四

頁，第六行，解釋無餘涅槃者。無餘涅槃者何義呢？甚麼意思呢？何義？謂了諸法無

生性空。一個修行的人，能夠瞭解一切法，本來不生不滅，性本來空寂。這樣，他又

進一步修行，他能夠永息一切有患諸蘊。永遠停息那些有患諸蘊。有患諸蘊即是那些

有漏的煩惱的五蘊身。那時候，資用無邊了，成佛了。資益眾生的用，效用無盡無

邊，那些稀有功德和清淨色都相圓滿莊嚴的成佛了。廣利群生，妙業無盡。這個所謂

無餘涅槃是這樣的。不是說好似死寂的，這本論直接將無住涅槃和無餘涅槃都是無分

別的。

將它來這樣的解釋。這些當然是後起的解釋。即是說，入無餘涅槃並不是無生命

這樣的解釋。好了，這裏其餘的，你自己看了。以上的就是最殊勝的。發心度眾生，

就不是令他們得到財、不是令他們得到名，而令他們得到甚麼？都是令他們入無餘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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槃。無餘涅槃是最殊勝。第三了，至極心了。至極者，即是徹頭徹尾，徹底的，至極

即是徹底。「雖度如是無量有情令滅度已」，滅度即是涅槃。雖然他能夠度無量那麼

多眾生，令到他們都可以滅度。

滅度之後，他知道而無有情得滅度者，實在無一個眾生，「無一個實的眾生得滅

度」，因為眾生都是如幻的，都是因緣和合而現的眾生。無一個實的我，既無實我，

哪裏有真實眾生可度？因為你不覺得有真實眾生可度，他然後怎樣？如果有真實眾生

可度，即是這樣，我度眾生，就會有我、有他之分。無真實眾生可度，就自他一體，

所以能夠徹底，可以休息了。

「何以故？為甚麼？善現！若諸菩薩摩訶薩有情想轉。」有情想轉即是執有實的

眾生，想即是執，執有眾生，叫做有情想。轉即是起，如果菩薩會生起一個實有眾生

的想，這類人就不應說名，叫做菩薩摩訶薩。為何？因為他還有我執。

一有我執就不能夠怎樣？自他平等，不能夠自他平等，他就會怕苦了。怕苦的

話，他就不能徹頭徹尾地，無窮無量那樣去度眾生。只有他知道世界是如幻的，眾生

都是如幻的，所以他才能夠徹頭徹尾、最極地這樣來到度眾生，叫至極心。讀完，你

看一看那個注吧！己四，就無顛倒心。即是不要執我，所以者何？為甚麼要發這樣的

至極心(口誤，應是：無顛倒心)？「善現！諸菩薩摩訶薩，不應說言有情想轉。」

如果一個菩薩就不應會有執著有實的有情眾生。轉即是起也。講到有情，佛家就

叫做無我。那個我，在印度就叫做我，在佛家就叫做我，數論派又叫做我，勝論又叫

做我。有些不叫做我的，有些叫做甚麼？叫它做命者，即是有生命的東西。有些人叫

它做甚麼？士夫。Pudgala，補特伽羅，譯為士夫。鳩摩羅什把命者翻譯作甚麼？壽

者，是嗎？士夫，鳩摩羅什翻譯甚麼？看一看鳩摩羅什，翻譯作人，是嗎？士夫即是

大丈夫那樣的解釋，人。補特伽羅，鳩摩羅什翻譯作眾生。鳩摩羅什只翻譯四個，其

餘那麼多的都是印度、中國的宗教所執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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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宗教執著那個我叫做命者，有些執著我叫做士夫、有些執著我叫做補特伽

羅、有些執著我叫做意生、有些人執著我叫做摩納婆、有些人執著我叫做作者。作者

即是作業的。有些人執著我叫做受者，受果業的。現在有些人執著做甚麼？基督教、

天主教執著叫做甚麼？靈魂，是嗎？靈魂。現在那些哲學家執著甚麼？這個叫做甚

麼？

這個叫做生命主體，是嗎？等等。這些就是執著，那麼多名目，都是我的別名。

那麼，鳩摩羅什就翻譯了四個，可能原始的時候，可能真的那四個都說不定。如果依

印順法師講法，(真的那四個都說)不定。但是現在的人解釋《金剛經》，真的解釋得

荒謬，很多很荒謬。「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你看看，「若有我

相，有人相、有眾生相、有壽者相」，即非菩薩。鳩摩羅什是這樣翻譯的，你看看鳩

摩羅什的，是嗎？因為他只是翻譯了四個，不要緊，翻譯了四個。

鳩摩羅什就無罪過，這些不通經解釋我相是甚麼？我自己，我相，是嗎？人相，

是他們那些人，人相。眾生相，這班眾生。壽者相，那些老人家的相。全部都是……

哪有這樣解釋的？是印度那些外道，有些人叫我做叫我、有些人叫我做叫人、有些人

叫我做叫眾生、有些人叫我做叫壽者。這些人根本就是不讀書，亂來解釋，這些叫做

望文生義。

這樣解經來到誤人。他解釋錯無所謂，他活該而已。那些人看他的注，跟他錯，

所以初學的人最好看我這本。甚麼江味農、甚麼古靈精怪的那些全部燒了。為甚麼？

如果有這些的執著，「所以者何？善現！若諸菩薩摩訶薩，不應說言有情想起。」轉

即是起了。「如是者，亦不應該有命者想起、士夫想起、補特伽羅想起、意生想起、

摩納婆想起、作者想起，壽者想起」，這些當知也是一樣，他不應該有這些的想起、

生起的，當知亦爾。亦爾也是一樣。何以故？再追深一層，為甚麼？「善現！無有少

法名為發趣菩薩乘者。」實在世界上並無丁點東西真的發心，為何？這個東西根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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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幻的。有實的眾生，就有這個實的發心。

連實的發心人都無，為何？豈不是很荒謬？又不是，當你證到真如的時候，那時

候便無概念，那時候無自、無他，那時候是證到真如的時候。那時候，就是你的人生

與宇宙的真相，當你證到真如的時候。那時候並無所謂我，並無所謂人，人我一體。

你留意我這處，現在那些講佛學的人，經常講無我、無我。無我者就是無外道所執的

那個一的、常的我。即是一、常之我，佛家說我是無一、常的我，外道的人執著，認

為我是整體不可分割的。佛家說不是，佛家說我者以五蘊為緣，隨業流轉的那五蘊不

同。

隨著你的業不同，五蘊裏面，各個蘊一起一伏不同，那個我是不定，不是一的，

不是永遠是整個的。非一的我，即是說是我們的生命，我們眾生是非一的。既然非

一，就不叫一、常的我，所以叫無我。非一常的我，非一。而且那個我，即是那個眾

生的主體是無常的。即是它是三世，過去、現在、未來是連續，但是連續……佛家說

常有兩個意義，一，不變叫做常，永恆不變，是不變常。第二個意義，雖不變，雖然

是變，但是相續不斷，叫相續常。當一常的我，這個常的我是指不變的我。外道會執

著一個永恆不變的我，佛家否定它那個永恆不變的我。

所以說無我。並不是有一個三世輪迴、相續的假我，不是有這個假我，這個即是

非一、非常的假我，不是無。又一、又常的實我就是，記住。不是說無我就無了，甚

麼都無，不是這樣解釋的。如果這樣解釋，無的話，你最好找一個打火機燒一下自

己，你說無我，你試一下。是嗎？如果你說會痛的，就即是有一個假我。那個非一、

非常的假我，這個生命的假體。

佛家所謂眾生就指生命的假體不是無。所以你留意這處，第十七頁解釋「無有少

法名為發趣菩薩乘者」。這句話怎樣解釋呢？既無實有的有情等，有情、補特伽羅

等，又「安有少許實法能發趣？」豈不是一切都無？又不是，然此所謂無者，就有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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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意義的，一，第一個意義是破斥那個又一、又常、實有的我，所以說無。並不是連

非一、非常那個假的生命體都是無。

如果你說連非一、非常的假的生命體都是無，誰人去修行？誰人去發心？是嗎？

誰人去輪迴？所以這個非一、非常的假體，不能說它無。第一點，所以無不是無，不

是這樣無的。第二，當你證到真如之後，你見道的時候，你根本智的出現，證到真如

的時候，不見到有情、有我的、有他的。

所以就說它無。無有少法名，少少東西叫做發心，就是這樣解釋的。以上答了云

何住了，一個發心趣向大乘的人，應該堅固站穩立場。立場又怎樣？立場就是所有一

切眾生類，不論卵生、胎生等等，我都要令他們入無餘依妙涅槃，而般涅槃，即是具

備廣大的、最勝的、至極的、無顛倒的心。保持這個心去修行，就是立場要堅定。這

樣就回答了云何住。跟著就答云何修行，戊二，云何修行。「復次，善現！菩薩摩訶

薩不住於事應行布施，都無所住應行布施，不住於色應行布施，不住聲、香、味、

觸、法應行布施。」好了，這處，怎樣修行？他要修這個不住相之行。云何修行？他

答你們要修不住相的行。

怎樣叫不住相？這個住和上面的住不同解釋的。這個住又怎樣？兩個解釋。這個

住字有兩個解釋。當為了，不住色布施，不為了有美好的色而去布施；不住相去持

戒，不為了有好的相……不住色去持戒，不是為了第二世我得到好的美貌，我而去持

戒。不住色去修忍辱。不住色，不住聲，不為了聲而去修行布施、持戒等等。不住香

而去修行布施、持戒等等，是不為了這樣而去修行來瞭解。不為實有來修行。兩個解

釋都通的，分為兩個解釋都可以的。

好了，即是這處答如何去修行？要修行甚麼？不住相，這個相字指甚麼？色聲香

味觸等等，一切相。住字是當為了，或者執它為實在。那麼不住相的修行就叫做甚

麼？無相的行，不住相便是無相。無相，即是說要修無相的行。記住「無相行」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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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因為下文時時要用到的。那麼他只是講布施，因為六波羅蜜，第一個波羅蜜就是

布施。用布施來到兼攝其他五個波羅蜜，布施為六度之首。

所以用布施來做例了。聽得明白嗎？你看這處，「復次，善現！菩薩摩訶薩…

…」要怎樣？因為他修行布施的時候，要不住於事，事者任何一件東西。不為了任何

一件東西，不為了求得任何一件東西，而去布施。他以布施為首，而去持戒、而去修

忍辱、而去修精進、而去修禪定、而去修智慧。於事，事者某件東西，不為了某件東

西而去布施。

那你整句文法就應該怎樣？菩薩摩訶薩就應不住於事而行布施，是嗎？那個應字

就先提了上去。中國文法就是這樣，玄奘法師直譯印度的文法。我們讀起上來，又覺

得另外一種美。梁啟超說這種是甚麼？多保留多少印度語法、梵文的語法，令我們讀

起上來，覺得有一種甚麼？調和美。你覺不覺得嗎？梁啟超的講法，我們讀起上來

(有種調和美)？本來是應不住於事而行布施，但現在我們讀，不住於事而應行布施，

讀起上來又有一種很獨特的美。覺不覺得？即是說，讀起上來……有些人說這樣讀起

上來「 」㪐㩿 (不通順)、不合中國。甚麼合中國，這些……你讀多了，就自然就覺得

會好。我就覺得這樣讀起上來更美。這樣，就應該要怎樣？不住於事應行持戒，乃至

不住於事應行修般若波羅蜜。那麼結論又怎樣？都無所住。不止一樣東西，全部東西

都不住。不為了任何東西，亦不執著任何東西為實，應行布施、應行持戒、應行忍辱

等等。那麼怎樣叫都無所住？

下面說明，不住於色應行布施。事者指甚麼？指聲、香、味、觸、法，不住於色

應行布施，不住聲、香、味、觸、法應行布施。很容易解釋的。即是說甚麼？要修不

住相的布施。又可以有不住相的六波羅蜜。亦即是修無相六波羅蜜。因為下文還有很

多問題的。你修無相的六波羅蜜，將來成佛便有三十二相。是嗎？你成那個報身佛，

在西方極樂世界，那些又說甚麼蓮花怎樣大、七重行樹、七重羅網，全部都有相的。

你修行就是無相，教人修無相施。將來成佛，全部都有相的東西，如何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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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他怎樣答？那些有相的佛，那個是假佛來的。阿彌陀佛坐在蓮花上面是假

佛來的，那些是甚麼？示現出來而已，他說真佛就是法身佛，就是真的。報身、化身

都是假。法身的真佛無相的，法身是無相的，法身以真如為體是無相。假佛都是有相

的。將來你就是證得法身，那個法身是無相。修無相行就得無相果的，將來你一定有

的。這個解答是這樣的。因為你得到無相果，示現出一個有相的。好了，這個下文的

事了。下面答第三個問題了，攝伏其心了。當我們修行的時候，萬一起煩惱，貪嗔癡

等煩惱忽然又起，那麼又怎樣？

如何攝伏其心？他的答案又怎樣？只要你不住相，自然那些煩惱就減少了。答案

就是這樣，無特殊辦法提出。答云何攝伏其心，分二，第一正答前問，第二就解釋疑

點。己一，正答前問，善現！如是。如是兩個字，有人譯作英文就是 thus，t-h-u-

s，thus，譬如如是我聞，他譯作甚麼？Thus I have heard是嗎？如是我聞。Thus I

have heard就是這樣翻譯，即是如是。這個如是就是 thus，「善現！如是菩薩摩訶

薩。」這樣菩薩摩訶薩，「如不住相想，應行布施。」

如即是依照，依照甚麼？外就不住相，對外的事物，不住色、聲、香、味、觸、

法等相；內就不住想，內就不要執著有「我是布施，我是了不得，我現在修行。你這

些可憐的人就受我布施了。」外就不住相，內就不住想。住即是執著。可以嗎？不住

相想。你看看，鳩摩羅什翻譯得外不住相，內不住想，他譯不住相，不住於相，你看

到嗎？秦譯。

會不會是玄奘法師強行加的？不是的，你看一下其餘諸譯，看魏的菩提流支三藏

譯，「須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住於相想。」是嗎？外不住相，內不住想，不是

加的。如果是加，難道每一位三藏法師都加？陳真諦譯就怎樣？「須菩提！菩薩應如

是行施，不著相想。」外不著相，著是執著，所以那個住字，有時候當執著的解釋，

是嗎？有時候當保持立場。就不著相、不著想。隋譯，隋譯譯得最「 」㪐㩿 (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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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最差的，你看看，「如是此，善實！」善實即是善現了。「菩薩摩訶薩施與

應。」應布施，就變了施與應。「如不相、想亦住。」真的難搞了。你說這樣怎樣

讀，是嗎？為甚麼他這本會這樣呢？

他的翻譯都未曾修正，他舊時翻譯經講的，三藏法師就解釋，那個筆記照錄。錄

了之後，再交給另外一個再將它整理做中國文字。他這本還未搞好，所以就搞成這

樣。後來有一本搞掂了，藏經裏有一本後來搞掂了。我們一般就用他那本未搞掂的，

你看看。義淨都是一樣，「妙生！」善現，鳩摩羅什翻譯作須菩提，玄奘就翻譯作善

現。義淨法師就譯作妙生，「妙生！菩薩如是布施，乃至相想，亦不應住。」你看文

字幾好、幾美麗，所以文字最好的是義淨法師。

好了，這樣，你只要怎樣降伏其心？你只要能夠外不住相，內不住想，自然這樣

就可以降伏其心。答完了。他就外不住相、內就不住想，外人會有疑問？我們布施、

持戒會得福的，是嗎？你又不住相、不住想，那麼是空框框了，無所住。無所住又如

何得福呢？豈不是無福可得？修到不住相，你都得到無相了。布施都無相的，忍辱又

無相的，福又是無相，即是無福，是嗎？不是每個人都是聖人，聖人就不會懷疑了。

這樣搞法豈不是白修功德？無福？是嗎？所以釋迦佛就要釋疑，不是無福，反為福更

大。有相的福就小，無相的福就大。怎樣大呢？釋迦佛就有時就很詭辯的，他說一件

東西就是有相的，那件東西就是這麼大的。那個虛空就是無相，虛空幾大？虛空奇大

無比，這件、每件有相的東西都有一定的限度。

所以有相就不大，福就不大，有相，福反而不大。無相的福就大，這位真的極有

詭辯之能事，釋迦佛。因為你一般辯論就能夠服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除非你聽他

講完整的一套，否則就不聽、不服他。你看看，因為外人懷疑，這樣搞法豈不是，聖

人修行就無所謂，我們的凡夫……你說修行又要無住，所得的果都是無相，這樣搞

法，福都無了。很多人，那些善根淺些，豈不是不去修？這樣搞法。有人這樣懷疑釋

迦佛。釋疑，己二，釋疑。釋疑分四段，第一段，法說。法說怎樣？你看佛經時，時

時看到，法說者，依理直說。依道理直接說給你聽，這個是法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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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法者指義理，依法直說。庚二，喻說，譬如來說。庚三，合說，將直說和譬

如拍合起來說。庚四，勸信，勸人接受。你看第一法說，何以故？為甚麼不住相想而

修行布施呢？「善現！若菩薩摩訶薩都無所住而行布施，其福德聚不可取量。」取量

又可以，取「涼」(音)又可以。取量，不可以取、不可以量度。這樣又不是很好的解

釋。第二個是取量，(是)份量，你不能夠知道份量的，大到了不得，叫做取量，這個

解釋好一些。無問題吧？懂得解釋嗎？如果你修無相的六度，所得的福，不止不會不

得福，所得的福其量大到無比。你用我們的智慧去量度，都量度不到，那麼下面舉一

個譬喻了。

他無解釋理由，他只是這樣講。下面用譬喻來說了。庚二，佛告善現：「於汝意

云何？東方虛空可取量不？」這個否字，你寫不字都可以的。不字都是讀否。他說

「於汝意云何？」我現在提出一個問題來到問你，依你的意思，你如何回答我這個問

題。好了，現在問了。「東方那個虛空可取量不？」你可不可以量度了它有幾多里？

幾多尺？幾多吋？善現答言，你讀否也都可以、不也都可以。否就是古音，古代的。

現代人講國語，bù，這樣就是不了，是嗎？你讀不也更好，他說「不也，世尊。東

方虛空不可以取量有幾大。」

「釋迦佛再問了：善現！如是……」如是即是這樣。他說這樣，南面、西面、北

面和四維上下計起來，「周遍十方一切世界虛空可取量不？」你量度不量度到？善現

就答完，「不也，世尊。」只是說無相是不可取量，有相是可以取量。於是，佛……

庚三，廿一頁最尾那行，便是庚三。庚三，合說了。將譬喻和他的法說合併了。「佛

言：善現！如是，如是。」即是對了、對了，你答得對了。如是，如是，即是對

(duì)了(le)、對(duì)了(le)，(普通話)。「若菩薩摩訶薩都無所住而行布施」，這個布

施是持戒甚麼等等都在內。「其福德聚」，聚即是堆。「福德聚不可取量」，你不能

計算，計算不到的。「亦復如是」，也是一樣。「虛空無量」，所以不可取量。如果

你修行無相的布施，所得的福亦不可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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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講到這處，大概善現這些人都明白了，所以他 (佛)就勸你應該相信我說

法。庚四，勸信。「善現！菩薩如是如不住相想應行布施。」善現，所以這個菩薩如

是，這樣，應該如不住相，下面的如字就是依照，依照我所講內不住想、外不住相這

個原則，去行布施。這樣的福大到了不得的。那麼以上解答了那三個問題。連到那丁

點的懷疑都講。下面，由一、二、三疑陸續生疑。由下面起計算，就二十七個疑。這

個三個疑不算，下面的二十七個疑就留在日後才講。

那麼廣釋眾疑，每解答幾個疑，他又比較一下念《般若經》的功德，和怎樣布施

的功德，哪一個大呢？比較了。那這個比較不要緊的，都是這樣講的，是嗎？當我們

主要看它每個解答的問題。廣釋眾疑就分三種，這三種無甚麼大意義。他即管劃分，

第一個較量即是比較，丁二，第二、第三較量。加這幾個字，丁二，第二、第三較

量，不是第二較量，丁二是第二、第三較量這兩個較量。然後，丁三，第四較量，丁

三是第四較量。好了，現在第一個較量。

第一個較量裏面，就是解答己三的問題。戊一就釋，解釋甚麼呢？解答這個，釋

是答，解答不住相的因得有相果之疑。即是外人有這樣的疑惑。你說要修行布施、持

戒、忍辱、精進(等)這六度，都要修行無相的施、無相的戒、無相的忍辱，要這樣。

所謂無相是指甚麼？甚麼叫做無相修？怎樣叫做無相的修行？無相修即是修不住相之

行，怎樣叫做不住相之行？不住色、不住聲、不住香、不住味、不住觸、不住法，住

者為了，不為了色、聲、香、味、觸、法而去修行的。只是為了甚麼？只是為了得大

菩提而修行的。

這樣就叫做修不住相的行。還有，具體點講，修的時候應該要三輪體空。怎樣三

輪體空？一，施者，布施的人。如果是忍辱，他說忍者，是嗎？持戒，就是戒者。

二，所施與的眾生，你施給別人，那個受，不要寫施字，受者。第三……三輪，用來

所施捨的物件(所施之物)。為何？譬如你持戒，你用甚麼來持戒？是嗎？持戒就指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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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戒那件事，這樣叫做無住施。是嗎？修的時候，你就(以)無相、無住那樣去施，但

是你修這種這樣的行，將來所得的果就是證得法身。法身就即是真如，真如體。那個

我證法身……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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