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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眼   一九六九年佛誕日以英文講於紐約大覺寺 講稿由舒吉夫人、唐龍居士譯成中文 諸位朋友：  什麼叫做五眼呢？    在佛教的名詞裡，五眼是指肉眼、天眼、慧眼、法眼和佛眼。我今天想引用 這幾個名稱，來和諸位研討一些佛法。首先我要指出，這裡所稱的「眼」，並不 是單指人類的眼睛。人類的眼睛只是肉眼的一種。事實上，人眼並不十分優越。 鷹的眼睛比人眼看得遠得多。貓頭鷹的眼睛對於光，遠比我們的眼睛敏感，所以 貓頭鷹能在黑暗裡看見我們看不到的東西。  

 肉眼肉眼肉眼肉眼 
    為了說明人眼的限制，我要介紹這張由現代科學家所繪製叫做電磁光譜的圖 表（見彩圖一）。這張圖表告訴我們，人眼只能看見宇宙裡非常狹窄 的一段，我們稱它為「可見光帶」（指圖中的彩色部分）。人眼看不到紅內線波 長和比這波長更長的一切，也不能看到紫外線波長和比這波長更短的一切。  

 彩圖一    那就是說：在人類還沒有發明別的工具來幫助他的肉眼探測「可見光帶」以 外的宇宙前，人類所看到的，並認為是完全的、真的、確實的世界，實際上是極 不完全的，它只是整個宇宙的極小一部分。今天我們所看到的宇宙，已經比幾百 年前不知要大了多少，可是還只是整個宇宙微乎其微的一部分；這個極重要的事 實真理，一向是被人類所忽略的。想想兩千五百年前佛陀便能不靠我們今日所擁 有的任何工具指出同樣的結論。那確實是令人驚服的。    這裡有個比喻，也許可以幫各位更清楚地瞭解我們人類的肉眼是如何拙劣， 以及天眼和肉眼的比較是怎樣的。    試想像在一個大城市的中心，如果有一幢完全關閉的屋子，只開了一個很小 的窗子，從這個窗口，一個人只能看到層疊的高樓和上面一小塊藍色天空，以及 有限的人們活動。假設有一個小孩，在這屋子裡出生長大，那麼他對世界的印象 可能是什麼樣兒呢？無疑地，他對他的世界的印象是根據透過這個小小的窗口所 看到的一切。你如為他描述海景浩瀚的美麗和日出日落的奇觀，無論說得怎樣天 花亂墜，他都很難瞭解，很難欣賞。我們人類的肉眼所能給我們的便只有這些。 事實上我們是住在一個黑暗的屋子裡，透過一個很小的「窗口」——我們的眼 睛——去看世界，然而我們卻堅持地說，我們所看到的是一個完全整體、確切而 又真實的世界！    現在假設另有一所完全封閉的房子建在山頂上，並且開有一個很大的風景 窗，從這兒可以看見無際的天空和無限的曠野。或許，為了讓它更顯得美妙些， 我們不妨說，到處都是鮮花園地，還有少女們在園中曼舞婆娑。在這個屋裡也有 一個小孩出生成長。    那第二個孩子所看見的世界，無疑地要遠比那個從小窗口看出去的擁擠都市 要來得偉大與美麗。如果說第一個孩子只有肉眼，那麼我們可以譬喻地說，第二 個孩子是具有天眼了。  

 天眼天眼天眼天眼   



  通常我們都說只有天上的神或女神才有天眼，然而按照佛教的義理，這種說 法並不完全正確，因為我們人類也能得到天眼，有兩個方法可以使我們做到：一 是透過「禪那」（Ｄｈｙａｎａ），這是一個梵文字，通常譯為「冥想」（Ｍｅ ｄｉｔａｔｉｏｎ）。另一個方法是在肉眼上加儀器（要知道肉眼本身也是一種 儀器，在今天甚至可以移植了）。雖然第一個方法比第二個高明得多，第二個方 法卻可能易於為現代人所接受。現代人依靠高度望遠鏡可以看得很遠很遠。用顯 微鏡可以看到肉眼所不見的微生物的活動。今天，一個人可以藉著人造衛星及電 視看到萬千里以外發生的事。有許多奇景在佛陀的時代是天眼所獨享的，現代人 也能看到了。在佛陀的時代，禪那可能是使人類超越肉眼限制的唯一方法。其實， 人的看的能力原是無限的，我們之所以不能發揮這整個看的能力，乃是受了我們 這對肉眼的限制。很明顯的，佛陀深知這一真理。經過多年的禪那，佛陀發現肉 眼的障礙可以打破，人原來的看的能力可以充分發揮。當一個人發揮了他原來的 視力時，他將毫無困難地把視界擴展到天眼所能達到的範圍。    說到這兒，我相信諸位不難瞭解肉眼是什麼，天眼是什麼了。在佛陀的時代， 使人類瞭解天眼是很困難的。但是在現代，實際看來，我們每個人都擁有某種程 度的天眼，因此，我們也就比較容易領會得到。  

 慧眼慧眼慧眼慧眼     現在讓我們來談慧眼。    為了描述慧眼，我必須介紹一個很重要的佛法基本概念，這個概念在梵文裡 叫做 Ｓｕｎｙａｔａ，通常把它譯為「空」，更正確些，是譯成「第一義空」。 這個教義是很獨特的，在別的宗教教義裡可不容易找到。佛教浩瀚的經典有極大 部分致力於研究「空」。我今天所能貢獻給各位的，實在只是從汪洋大海中掬出 來的一滴水，但我願意盡我所能。以下是介紹佛陀常常使用的三種分析方法。而 每一個方法都歸結到宇宙萬物萬象的本體原皆是「空」。    第一種方法，我叫它分解分析法。    我這裡有一架收音機，讓我用它來做例子。這是一架我們叫做收音機的東 西，現在我把它的擴聲器拿了出來，諸位是否把這一個擴聲器叫做收音機呢？答 案是否定的。諸位將稱它為擴聲器。現在我又拿出電晶體，諸位把電晶體叫做收 音機嗎？又不是的，那是電晶體。電容器、電阻器、塑膠套子、電線等等，又怎 樣呢？這些部分無一可以稱為收音機。現在請大家注意，當各個部分都拆散移開 了後，諸位能告訴我收音機在那裡嗎？收音機沒有了。因此，「收音機」只是我 們為暫時合在一起的許多零件的集合體所取的一個假名稱。當一個人在心中把它 分解時，它就失去了存在。因此，收音機並不是一個永久性的實體，收音機即是 「空」。（請注意這個「空」不是「實」和「空」相對的空，也不是什麼都沒有 的空。因此，佛法中更精密地稱之為「第一義空」。）    不僅收音機是「空」，擴聲器也是「空」。假如我拿出擴聲器中的磁鐵，諸 位稱它為擴聲器嗎？不會的，諸位一定稱它為磁鐵。假如我移掉架子，諸位稱它 為擴聲器嗎？也不會的，諸位將稱它為架子。當所有的零件都拆開移去時，你還 到那裡去找擴聲器呢？所以，我們分解了擴聲器，它就失去它的存在。擴聲器不 是一個永久性的實體，擴聲器是「空」。 
   分解的分析法非常重要。因為諸位可以把這個方法應用到世上的每一樣東西 上而引出相同的結論：每一樣東西都能分解，沒有一樣東西是永久性的實體。所 以，不管我們稱呼它為什麼，它總是「空」。佛陀把這個方法應用到他自己身體 上。他幻想從他身體上去掉他的頭，而後問道：這頭是否還能稱為人身或「自我」？ 答案是：否，它是一個頭。他從身上取去手臂，這可以叫做人身或「自我」嗎？ 答案又是：否，它是一隻手臂。他取出他的心，問道：這是否人身或「自我」？ 也不是的。現在我們甚至於更精確地瞭解到一個人的心可以移植給另一個人，而 不把另一個人改變成這個人。他取去身上的每一部分，發現這些部分沒有一個可 以稱為人身或「自我」。最後，在每一部分都移去之後，「自我」在那裡呢？因 此，他下結論說：不僅肉體是「空」的，就連「自我」的觀念也是「空」。    第二個方法，我叫它歸納分析法。    雖然我們在世界上看到成千成萬不同的東西，人卻能將它們歸納為少數基本 原素。比如說，基於化學的特性，人類把黃金列為基本原素之一。雖然成千的金 製物品，從複雜的黃金鑄像到簡單的金條，有各種不同的名稱，但每種金製物品 都可以熔解並再鑄成另一形狀，它們都是可變的、不恆久的。能保持不變的是共 同的化學特性。因為有這共同的特性，所以我們就把所有的這些物品叫做金子。 換句話說，它們都可以歸納成一個稱為金子的單一元素。    在佛陀的時代，印度哲學家將宇宙間的森羅萬象歸納為四種基本元素，就 是：地、水、火、風。佛陀則宣稱這四種元素還可以進一步歸納為「空」。並用 金子做例子，佛陀的意思是：雖然我們已經抽出這一切金製物品的共同特性，稱 它為金子，可是我們能指出金子是怎樣的一種東西嗎？能指出金子究竟在那裡 嗎？凡是我們所能夠指出的，都祇是金子的某一種特殊形狀，例如金條，可是金 條不能代表金子，因為金條是可以變的，並不是永久不變的。因此，「金子」這 二個字只是我們給某些特性的一個名稱，是沒法拿出來給你看的。所以，佛說金 子是「空」。基於同樣的推論，一切固體都即是「空」。    不僅固體是空，液體又何嘗不是空？液體的特性，也是沒有永久性，沒有固 定的形狀，是可變的，是無從捉摸的，是空。兩千五百多年前，佛陀說，宇宙每 一樣東西都能歸納為「空」。（這即是「色即是空」的註釋。不但色法是空，心 法也是空，因為歐美人著重物質，所以這篇講詞偏重色法，請讀者注意。）    西方科學家也獲得一個與此類同的結論，那確是很有趣的事。在愛因斯坦發 現相對論之前，西方科學家把宇宙萬物歸納為兩個基本元素，說這兩個元素是恆 久常存的；一個叫做物質，另一個叫做能。愛因斯坦用數學方法證明，將這兩個 元素統一了起來。他說：物質也是能的一種形態、正和電是能的一種形態，光是 能的一種形態等一樣。他由此下結論說，宇宙萬物萬象都只是能的各種不同的形 態。可是我們如進一步問，什麼是能的原來性質呢？你能拿出能的本體來給我們 看看嗎？雖然我不敢武斷地說西洋科學家的所謂能，同於佛法的所謂「空」，至 少我說能的本體也是沒有固定形狀，無法捉摸，類似於「空」。    第三個方法，我叫它透視分析法。    佛陀用禪那來實施這種方法，我們沒有這樣的功夫，不容易照辦，幸好現代 的科學成就提供了許多工具儀器，可以大大地幫助我們瞭解這個透視分析法。    讓我們再來談談這張電磁光譜（見彩圖一）。我們知道，人類的肉眼只 能看到宇宙中這個在譜上叫做「可見光帶」的很小的範圍。但是靠某種儀器的幫 助，例如紅內線儀、Ｘ光、顯微鏡等，現代人已能夠看到「可見光帶」以外的若 干宇宙領域。為了更容易幫助諸位透徹瞭解起見，請諸位再看這張圖表（見彩圖 二）。這張圖表所顯示的是，藉不同的儀器、在不同的電磁波長下所看 到的一個通常我們所謂的人。我在這張圖表上標明了一到五。在「一」底下，諸 位看到一個主要由紅、黃及綠三種顏色所構成的形象，那是藉紅內線儀所看到的 人的樣子。在「二」底下是肉眼不用其他儀器所看到的人。在「三」底下是透過 Ｘ光所看到的人，皮和肉都不見了，然而骨架仍在。接著一個標明「四」的，是 用顯微鏡所看到的人身各部分的分子構造圖。最右邊標明「五」的是一片空白。  



 彩圖二    諸位看了這個圖，請不要誤會，說這四個圖和那一片空白是代表不同的實 體，它們是同一個人。也不要誤會，認為從左到右它們佔據著不同的空間。實際 上，它們是在同一個空間裡的。為了再說得清楚一點，請諸位把我當作我所談的 那個人。請試想像，如果諸位的眼睛能看到紅內線，那麼諸位所看到站在這裡的 我便是紅、黃、綠三色組成的形象。現在，再改用諸位日常使用的「儀器」來看， 在諸位的肉眼裡，我的身體顯現出來了。再想像諸位的眼睛能看到Ｘ光，那麼皮 肉及血液都消失了，諸位現在看見的，便只是我的骨骼。再換另一種儀器——顯 微鏡的眼睛——來看，現在站在這裡的則是一個複雜的分子結合了。我們更進一 步深入探討，現代科學告訴我們，分子是由原子組成，而原子則由質點組成，最 後一切質量都可以轉變成能。能的原本性質是我們看不見，也抓不到，無形無色， 無從捉摸的。讓我們稱它為「無形之形」，這個就是「五」底下的空白處。    請諸位注意這一事實：我仍是同一個通常所謂的人，但現在卻以不同的形象 在諸位的面前呈現——一個彩色的影像，一個肉體，一架骨骼，一個分子微體的 結合，以及諸位從各種不同的境界看成的其他許多形態。最後則是無形之形。    這第三個方法——透視分析法，也引到同樣的結論：宇宙間的萬物萬象都可 以深究到它的根源，科學家稱它為能，而佛陀稱它為「空」。    有一點極其重要，要請諸位注意，前面我所說的都是意識理解，而「空」卻 是直接的經驗境界。容我重複地說一遍：「空」是直接的經驗境界。據說當一個 人達到那境界時，他便會經驗到一種極大的快樂感，比一般人所經驗到的任何快 樂感都要強幾百倍。不僅這樣，「空」是一種沒有變動與無常之感的境界。    現在讓我再推進一步。諸位都知道，認識了人的痛苦是導致悉達多太子放棄 宮廷生活，做一個苦行僧，去尋求人類解脫大道的直接原因。佛陀列出了人類的 八苦——苦在梵文裡是ｄｕｈｋｈａ。這八苦是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 會、求不得和無常（也即是五蘊熾盛）。我沒有時間為諸位更詳細地解繹八苦， 但是，如果諸位細心地將它們分析一下，就可以斷定，這八苦統統都跟我們所具 有的肉體，以及我們稱為「自我」的意識有關，或者也可以說，肉體和「自我」 意識是造成一切痛苦的根源。    因此顯而易見，在「空」的境界中，肉體與「自我」意識已不再存在，苦又 怎麼還能存在呢？當一個人達到那種境界時，宇宙萬物，包括他自己在內，都成 「空」觀。所有人類的痛苦以及生死都消失了，都不再執著，這種人我們說他擁 有了慧眼。    這就像忽然從一個極沉重的負擔中解脫出來；這就像慈母和他失去了多年的 愛子不期而遇的心境；這就像在一個狂風暴雨的大海中絕望地航行時，忽然發現 一條地平線時的狂歡。這些是佛經上對一個人得到慧眼時，所經歷的大喜悅的一 點描寫。    很多佛陀的弟子都達到了這種境界。在佛教裡他們被稱為阿羅漢，他們已是 聖人。然而佛陀卻向他們發出嚴厲的警告：「不要停頓在慧眼上！」佛陀指出， 人的最大的病是執著；當人只有肉眼或天眼的時候，他把不完整、易變的，因而 也是虛妄不真實的世界看成完全的、恆久的、真實的。他就執著於他所看到的世 界，一切痛苦由此而生，這是一個極端。可是當一個人用慧眼看見了宇宙萬物是 無常的、不真的、「空」的時候，他喜樂留戀於這個「空」的境界，這就成了對 「空」的執著，是另一個極端。無論是對「有」或對「空」，一旦有了執著，那 個構成一切無明和痛苦之根的「自我」意識便不能完全絕滅，人也就不能澈底解 脫。因此，法眼的獲得乃是佛法中再進一步的教旨。  

 法眼法眼法眼法眼 
    什麼是法眼呢？一個人得到了慧眼之後，能不停滯留戀在「空」的境界裡， 卻體認到：雖然他在不同的境界裡所看到的都是虛妄不實的幻相，然而對那一個 境界而言，這些幻相即是真的，這個人得到了法眼。    現在讓我們再參考第二個圖表。一個只有肉眼的人會堅持只有肉眼所看見的 一切是真的，他缺乏對其他境界的知識。一個擁有天眼的人會說紅內線的形象、 肉體、骨架、分子的複合體等等都是真的，並執著於這一切。一個擁有慧眼的人 看出這個圖上的一切形象全是無常、無實體和虛妄不真的幻相，唯有「空」才是 真實恆久的狀態，因此便執著於「空」。 

   現在一個擁有法眼的人會說，雖然這一切形象確實是無常、虛妄的假相，它 們卻不是與「空」分得開的另一實體，它們都是同體，然而就它們所在的境界領 域而言，它們全都是真的、實有的。    「空」的直接體驗給人以大智慧；然而若能把一切雖然都是假相，可是在它 自己的境界領域裡卻是真的這一點認識了，那就會自然產生一種無條件的、無差 別的、遍及一切的愛與慈悲。我們認為這種人擁有法眼，在佛教裡則稱他為菩提 薩埵，簡稱菩薩。    一旦一個人達到了「空」的境界而又能克服了對「空」的執著，無條件、無 差別、遍及一切的愛與慈悲，便自然而然地從一個「空」的直接經驗裡產生出來， 那真是人類的奇蹟，也因此使得佛法成為最獨特、最精深的實踐教義。    讓我告訴諸位一個故事，用它來說明得到慧眼的阿羅漢與擁有法眼的菩薩間 不同之處。    一座大廈失火了，只有一個導向安全的門。許多人——男人、女人、小孩—— 在這大廈裡玩，他們之中只有少數人知道火災的危險。這少數知道危險的人，努 力尋求一條出路。路是又長又難走的。最後他們衝出濃煙，出了大廈，當他們再 度在戶外新鮮的空氣裡呼吸時，他們是如此地高興，以致他們就只是躺在地上， 再也不想做任何事情了。然而，他們之中卻有一個人，不這樣想。他記得許多人 仍在這大廈裡，而不明白火的危險；而且即使他們明白了，他們也不知道通到門 口的路。所以，他便不顧自己的疲倦和危險，一再跑進大廈，去引導別人走出這 危險的地方。  



  這個人就是菩薩。    另一個有名的故事，由赫士唐‧史密斯教援（Ｐｒｏｆ. Ｈｏｕｓｔｏｎ Ｓ ｍｉｔｈ，他的中文名字是施錫恩）在他的傑作《人類的宗教》裡介紹給西方的 讀者。故事是這樣的：三個人為了到遠地尋寶而旅行橫貫沙漠。他們在烈日下走 了一段很長的路，又累又渴，急切需要一個蔭涼的地方休息，和一些水或水果來 解他們的焦渴。忽然，他們來到一個有圍牆的莊院。他們之中一個人爬上牆頭， 高興地喊起來，就跳進了那莊院，第二個旅行者跟著也跳進了莊院。接著第三個 旅行者也爬上了牆，他從那裡看到一所美麗的花園，在棕櫚樹的蔭蔽下，還有一 個有噴泉的大水池。在渴累交迫、赤日黃沙的景況下，這是何等的誘惑！正當他 要跳進莊院去的時候，他想起還有許多許多的旅行者仍舊在那可怕的炎日沙漠裡 拖著沉重的腳步徬徨，不知道有這個綠洲。他終於拒絕了跳進莊院的誘惑，忍耐 著一切的苦，再爬下牆來，回到那漫無邊際、熾熱的沙漠裡，去接引別的旅行者 到這個蔭涼休息的地方來。    我相信在座的每個人都不難瞭解，這第三個人是菩薩。    這裡必須指出：這樣的慈悲並不是表面的，而是發自內心，深不可測的。它 沒有諸如「因為我喜歡你」或「因為你服從我」一類的先決條件。它是無差別的、 無條件的。這種慈悲和愛是從「空」的直接體驗而生，是從完全調和、完全平等、 沒有任何執著的境界而生。    為了幫助各位更正確地瞭解法眼，我必須提出非常重要的兩點。第一，法眼 能觀照真理的無限方面。正如在無邊無際的太空中，天文學家指出許多銀河、恆 星、行星等等一樣，在「空」的體驗中看出無窮無數的境界，無窮無數的天堂、 人間，無窮無數的有情眾生和不可計數的活動。第二，具有法眼的菩薩是沒有執 著的。在《金剛經》裡佛陀一再地說，當菩薩救度眾生時，他對主體，例如「自 我」；對客體，例如「你」；對其餘的事物，例如行為；或對時間的概念都沒有 任何執著。因為如果菩薩對任何事物有絲毫執著，他便不能稱為菩薩。    說到這裡，我希望諸位對肉眼、天眼、慧眼及法眼這四種眼已經有了清楚的 觀念。下面是禪宗裡兩首有名的偈及關於它們的故事。    中國唐朝時候，有一次禪宗的五祖要他的弟子們都寫一首偈給他看，以顯示 他們對佛法的瞭解。神秀上座呈了如下的一首：          身是菩提樹身是菩提樹身是菩提樹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心如明鏡臺心如明鏡臺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時時勤拂拭時時勤拂拭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勿使惹塵埃勿使惹塵埃勿使惹塵埃。 。 。 。    五祖評論說，神秀只到了門口，還沒有登堂入室。    一個名叫惠能的俗人也在寺內。雖然他沒有接受過五祖的教誨，卻是一個有 大利根的人。當惠能聽到這首偈時，他不以為然，便說：「我也有一首偈。」於 是就宣讀他的偈：          菩提本無樹菩提本無樹菩提本無樹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明鏡亦非臺明鏡亦非臺明鏡亦非臺；；；；         本來無一物本來無一物本來無一物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何處惹塵埃何處惹塵埃何處惹塵埃？？？？    後來，惠能做了五祖的弟子並證到大覺大悟，成為禪宗史上最有名的六祖。 他對不同根性的人施以不同的教誨。雖然沒有這樣的記載，我敢說，六祖會毫不 猶疑地告訴一個來求教的初學者：          身是菩提樹身是菩提樹身是菩提樹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心如明鏡臺心如明鏡臺心如明鏡臺；；；；         時時勤拂拭時時勤拂拭時時勤拂拭時時勤拂拭，，，，勿使惹塵埃勿使惹塵埃勿使惹塵埃勿使惹塵埃。。。。    現在我想問：神秀是用了那種眼作他的偈？惠能又是用了那種眼不同意神秀 而唸出他的偈？為什麼在他成了六祖之後，他卻可以用他先前所不同意的偈來教 人？現在六祖用的又是那一種眼呢？我不回答這些問題，願意把它們留給諸位， 以便諸位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答案。  

 佛眼佛眼佛眼佛眼     現在我們來談談佛眼。    到此為止，我算勉強說了一些關於前四種眼的解說。可是關於佛眼，我確實 無法說什麼，因為無論我說什麼，都是隔靴抓癢，不會中鵠的。    但我也很明白，我不能就此停止，站在這裡，一聲不響，像佛陀那樣，就只 舉起一朵金色蓮花。不僅我沒有像佛陀那種透過沈默能夠傳達瞭解的輻射力，而 且諸位也不會滿意。那是可以瞭解的，因為不但我們的眼是肉眼、我們的耳朵和 意識也同樣都是肉體的，所以我們必須使它們滿足。因此，我總得說上一點兒：    一、諸位一定會注意到，當我談到前面四種眼的時候，總有一個主體和一個 客體。譬如說，就肉眼而言，人是主體，世間現象是客體；就慧眼而言，阿羅漢 是主體，「空」是客體；當我說法眼時，菩薩是主體而宇宙間萬千境界是客體。 然而，現在談到佛眼時，倘若說佛是主體而宇宙是客體，那就絕對錯了。因為佛 與宇宙之間區別已經不再存在；佛就是宇宙，宇宙就是佛。倘若說佛擁有佛眼， 這話是同樣的錯誤，因為佛與佛眼之間也沒有差別；佛眼就是佛而佛就是佛眼。 簡而言之，諸位所能提到的任何相對觀念，在佛眼下都不再存在。甚至「空」也 不存在，因為「空」就是佛，而佛就是「空」。    二、我對佛眼想說的第二點，是關於「無限的無限」概念。我說「無限的無 限」是什麼意思呢？如果我們說人類宇宙觀的概念是無限的，那麼拿它和佛陀宇 宙觀的體驗相比較，只就有如一個泡沫在大海之中。這是不可信的嗎？是的，這 是難信的。但是讓我們想想數學裡說些什麼。諸位知道一次乘方是一條直線；兩 次乘方是一個平面或面積；三次乘方代表一體積或空間，其大小已經可能是無限 的了。現在四次乘方怎樣呢？五次乘方以至若干次乘方又是怎麼樣的呢？如果諸 位能向我解釋若干次乘方代表的是什麼，諸位對佛陀的宇宙觀——無限的無 限——就已有點瞭解了。    三、我對佛眼想說的第三點是瞬息性和「一發即到性」，這又是一個很難為 人們瞭解的概念。對我們來說，時間的持續是一件確確實實的事。因為有這個時 間的因素，人從一個嬰孩長大為青年、成人和老年等等。若說在佛眼之下時間是 不存在的，這是我們不能瞭解的。那就是佛眼之所以為佛眼。億萬年無異於一利 那。照我們的宇宙觀看來，距離地球以億萬光年計的世界，佛可以在一瞬間到達， 這是如何的奇蹟！    四、關於佛眼的第四點是互攝互入的總體性與無不涵攝性。諸位中可能看過 一部叫「黃色潛艇」的電影。在那電影裡，有一個真空吸管的怪物，它能吸進任 何遇到的東西，在它吸完世界上一切東西以後，它開始吸它所站著的大地。真空 吸管是如此有力，以致它把整個地球吸到了自己身體裡面，於是它也吸進了它自 己。這一個描寫可以給諸位一些無不涵攝的概念。    綜結而言，我對佛眼提到了下列四點：   一、無主體與客體，那是絕對待，沒有相對概念；   二、無限的無限，那是絕空間，沒有空間概念；   三、瞬息性和一發即到性，那是絕時間，沒有時間概念；   四、總體性和無不涵攝性，那是無空無，沒有空無所有的概念。    這是佛眼的四種概念。    在我結束今天的講話前，我要給諸位再講一個有趣的故事：    有一對夫婦，常要爭吵，後來他們聽到了五眼的說法。有一天他們又開始吵 嘴了，看起來那又將是一次像往常一樣的爭吵，弄得夫妻兩人都惱怒非常，氣憤 頹喪，以致他們可以好幾天見面不講話。正在這當兒，忽然丈夫說：「現在我在 用我的天眼，呀！你只不過是一具骨架，我為什麼要跟一具骨架爭吵呢？」妻子 靜默了一會兒，然後放聲大笑。丈夫問她：「你現在幹什麼？」妻子說：「我正 在用我的慧眼，你已經消失了。現在沒有什麼可以惱我了。我很快樂的在『空』 的境界裡。」然後他們兩個都大笑著說：「還是讓我們都用我們的法眼吧。雖然 我們都是假相，但讓我們在這個境界中快樂地生活在一起吧。」    今天我們慶祝這位偉人——釋迦牟尼佛的生日，智海法師還要贈送諸位一個 大生日蛋糕。我現在所贈送的只是一些生日糖果而已。我的生日糖果是這句忠 告：「不要總是用你的肉眼，要把視界擴大。」不要讓你的心老是被這個細窄地 段中所見到的事物弄得神魂顛倒。把窄帶打破，把視界擴大，發展張開你的天眼。 漸漸地發展張開你的慧眼。到了這個境地後，請諸位想著在那廣大熾熱的生死大 漠中掙扎的許多同胞以及別的可憐眾生；張開你的法眼。最後我希望諸位全都有 



佛眼，諸位都成佛。    謝謝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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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都应该自己思考检讨一下,很多事我们都可以做到,只是我们是否去行动或是否相信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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