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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trations
Respectful greetings

Namo Buddhaya
Enlightened persons

Namo Dharmaya
Way, path, method

Namo Sanghaya
Pure he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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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無 佛
Namo Buddhaya

南 無 法
Namo Dharmaya

南 無 僧
Namo Sanghaya

三稱



开 经 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金剛經論?的由來
相傳無著菩薩,昇史多天兜率宮慈氏尊
處,就《金剛經》義請益彌勒菩薩 ,得
彌勒菩薩七十七偈.無著轉教其弟世親,
世親菩薩依照其教造論作釋
金剛經論是由印度傳到中國,由無著菩
薩和世親菩薩所著,元魏時的菩提支流
所譯
見大正藏釋經論部毗曇部第二十五部
第1511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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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 = 变得强大
词源: 根据阿斯科帕爾波拉教授考证, 梵文
“金刚Vajra”和阿维斯坦语“金刚杵
Vazra ” → 都是指神的武器，可能来自原
始印度欧洲语的词根*weg, 其意思是“变
得强大”。它与原始芬兰乌拉尔语 *华萨
拉 (vaśara) 有关，意思是“锤子, 斧头”。

但是，梵文和芬兰乌戈尔语的派生词都可
能来自原始雅利安语或原始印度雅利安语，
而不是原始伊朗语............
https://en.wikipedia.org/wiki/Vajr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Vaj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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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jra = become powerful

Etymology: According to Asko Parpola, the 

Sanskrit Vajra- and Avestan Vazra- both refer to 

a weapon of the Godhead, and are possibly from 

the Proto-Indo-European root *weg'- which 

means “to be(come) powerful.” It is related to 

Proto-Finno-Uralic *vaśara, "hammer, axe", but 

both the Sanskrit and Finno-Ugric derivatives 

are likely Proto-Aryan or Proto-Indo-Aryan, but 

not Proto-Irania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Vajr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sko_Parpol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vesta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Vaj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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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刚的象征
最早提到的金刚是在四个吠陀
的一部分梨俱吠陀。它被描述
为使用它来击败阿修罗弗栗多
的因陀罗的武器。

Th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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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jra Symbolism
The earliest mention of the 

vajra is in the Rigveda, part of 

the four Vedas. It is described 

as the weapon of Indra who 

use it to defeat the asura Vritra

Thor

https://en.wikipedia.org/wiki/Rigved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Vedas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ndr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Vri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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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公元前 300 年左右组成
• 多次翻译成藏文和中文

• 著作的核心内容是“空”或“虚空”
（空性）， 它的学说被視為“完美透
视”（般若波羅密）其总结非常受欢
迎。

• 文本的完整标题是《佛說能斷金剛般
若波羅蜜多經》（金刚般若波羅密經）

牛津参考
http://www.oxfordreference.com/view/10.1093/oi/authority.20110803115039697

金刚般若波羅密經

http://www.oxfordreference.com/view/10.1093/oi/authority.20110803115039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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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posed around 300 ce

• Translated into Tibetan and Chinese many times 

• Immensely popular as a summary of the doctrine 

of ‘emptiness’ or ‘voidness’ (śūnyatā) which lies at 

the heart of the Perfection of Insight (Prajñā-

pāramitā) writings. 

• The full title of the text is The Diamond-cutter 

Perfection of Insight Sūtra (Vajracchedika-

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

Oxford Refrerence
http://www.oxfordreference.com/view/10.1093/oi/authority.20110803115039697

Vajracchedika-prajñāpāramit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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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經 梵文原意 现代意义

金刚 霹雳 能夠把形而上力量,導
致形而下效果的道具

钻石刀具 切钻石 無堅不摧

般若 1.生命力
2.智慧

1.激活赤火龙

2.能够导致所有众生的
最佳结局的作为

波罗蜜 到彼岸 跨越幸福之地

金刚切钻般若波羅密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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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tra Sanskrit Modern Meaning

Vajra Thunderbolt Metaphysical Reality
effecting Physical Reality

chedika Diamond cutter Invincible

Prajna 1.Life Force
2.Wisdom

1.Kundalini activation
2.Action that leads to 

the best outcome of 
all beings

Paramita Arrived at the 
other shore

Cross over to the land of 
bliss

Vajracchedika Prajna Paramita Su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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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文原意 正确中文翻
译

正确现代意义

Vajra 霹雳器 形而上学

chedika 能断 無堅不摧

Prajna 般若 能量

Paramita 波羅密 (到彼
岸)

跨越幸福之地

Vajracchedika Prajna Paramita Sutra

金刚 能断 般若 波羅密 經



生命的意义与价值 Meaning and value of life 

覺 (佛教) 实际上是一种不断演进的人类意识，
包括宗教，形而上学，科学，哲学和认知心理学
等等。（生命的意义）Buddhism is actually an 

evolving human consciousness including religion, 

metaphysics, science, philosophy and cognitive 

psychology (The meaning of life) 

明了(开悟) 就是包含了所有这些知识和智慧，

让自己的人生明智地活出最高的价值。（生命的
价值）Enlightenment is embracing these knowledge 

in totality and living one’s life wisely to its highest 

value. (The value of life) 



智覺学苑对术语概念的解释
• 知识就是知道，从“我不知道”到“我知
道”的转变。

• 覺醒是从“我不覺醒”到“我覺醒”的转
变。

• 觉是能够覺醒到传统真理与终极真理之间
的明显区别。

• 般若提及觉的两个组成部分：身体能量和
內在智慧。

• 智慧是高效和有效的思维行动，为宇宙的
所有众生带来最好的生命结果。

Oct 5, 2013 L3.1 Learning Skills 16



AWE Explanations of Concepts of Terms

• Knowledge is know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I don’t know” to “I know”. 

• Awareness i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I am not 
aware” to “I am aware”.  

• Awakening is the ability to become aware of a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conventional truth and 
ultimate truth.  

• Prajna refers to two components of awakening:  
physical energetics and intellectual wisdom. 

• Wisdom is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thoughts and 
actions leading to the best outcome of life for all 
beings in the universe. 

Oct 5, 2013 L3.1 Learning Skills 17



智覺学苑的定義
• 知识就是知道，从“我不知道”到“我知道”的
转变。知识是从八识的经验中学习和积累的。这
两种类型的知识是传统知识和终极知识 (正确的知
识)。

• 覺醒是从“我不覺醒”到“我覺醒”的转变。正

确知识的积累会提高覺醒，直到人觉醒後，并继
续增强其觉醒。

• 觉是能够认知传统真理与终极真理之间的差异，
和认识到传统真理与终极真理之间明显区别的能
力。有些人经历了突發的觉醒 (頓悟 )，但大多数
人都经历了一个渐进觉醒的成熟过程 (漸悟) ，因
此没有特显的记忆。

Oct 5, 2013 L3.1 Learning Skills 18



AWE Definitions
• Knowledge is know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I don’t 

know” to “I know”. Knowledge is what one has learned and 
accumulated from experiences using the 8 senses. The two 
types of knowledge  are conventional knowledge and 
ultimate knowledge or “correct” knowledge.

• Awareness is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I am not aware” to “I 
am aware”.  The accumulation of correct knowledge increases 
Awareness until  one becomes awaken and continue to 
increase after awakening.

• Awakening is the ability to recognize the clear distinction 
between conventional truth and ultimate truth based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onventional knowledge and ultimate 
knowledge .  Some people experience sudden episode of 
awakening but the majority goes through a maturation 
process so gradual that there is no remarkable incidences in 
memory. 

Oct 5, 2013 L3.1 Learning Skills 19



• 般若提到觉醒的两个组成部分：身体和精神
生命力。是赤火龍(拙火)/气功的觉醒，激活

身体的能量。这可能会有所帮助，但不一定
会导致精神智慧上的觉醒。实际上大多数都
不會的，而导致混淆。

• 覺醒是连接“知识”和“智慧”的桥梁。覺
醒能将思维转化为行动。

• 智慧是高效和有效的思想行动，为宇宙的所
有众生带来最好的生命结果。这些思想是基
于正知。行动的过程是基于正觉的观点。

Oct 5, 2013 L3.1 Learning Skills 20

智覺学苑的定義



AWE Definitions
• Prajna refers to two components of awakening:  

physical and mental life forces . Kundalini/Qigong 
awakening  is physical energy activation. It could be 
helpful to  but not necessarily leads to mental 
wisdom awakening.  In fact most do not. It is messy.

• Awareness is the bridge linking “Knowledge” to 
“Wisdom”. Awareness transforms thoughts into 
actions.

• Wisdom is efficient and effective thoughts and 
actions leading to the best outcome of life for all 
beings in the universe. These thoughts are based on 
Correct Knowledge. The course of action is based on 
Correct Awakened View. 

Oct 5, 2013 L3.1 Learning Skills 21



般若的定义
• 般若通常指两个组成部分：身体和精神生命力。
是赤火龍(拙火)/气功的觉醒，激活第一至第六识
的能量。这可能会有所帮助，但不一定会导致精

神智慧第七识的觉醒。实际上大多数都不會的，
而导致混淆。第三部分就是第八识的灵魂觉醒。

• “就如一只动物被束缚在车上一样，般若能量
(即有意识的自我)也依附于身体上”→ 
Chandogya Upanishad  Part 8, Chapter XII − The 

Incorporeal Self, Paragraph 3 

http://www.consciouslivingfoundation.org/ebooks/13

/CLF-chhandogya_upanishad.pdf
Oct 5, 2013 L3.1 Learning Skills 22

http://www.consciouslivingfoundation.org/ebooks/13/CLF-chhandogya_upanishad.pdf


AWE Definition
• Prajna usually refers to two components :  

physical and mental life forces . Kundalini/Qigong 
awakening  is physical energy activation Senses 
1-6. It could be helpful to  but not necessarily 
leads to mental wisdom 7th sense awakening.  In 
fact most do not. It is messy. The third 
component is 8th Sense soul awakening.

• “As an animal is attached to a cart, so is the 
prana (i.e. the conscious self) attached to 
the body” – Chandogya Upanishad  Part 8, 
Chapter XII − The Incorporeal Self, Paragraph 3 
http://www.consciouslivingfoundation.org/ebooks/13/CLF
-chhandogya_upanishad.pdf

Oct 5, 2013 L3.1 Learning Skills 23

http://www.consciouslivingfoundation.org/ebooks/13/CLF-chhandogya_upanishad.pdf


释迦牟尼是明了的一个例子

佛被称为觉者。在菩提树下，他将大量
的知识转化为智慧。随着这一转变，他
明了。明了是将知识融入整体，并明智
地实现其生命的最高价值。佛陀示范这
一点，不仅是成为一名阿羅漢，而且是
反对印度种姓制度来倡导社会正义和人
权。他以不论年龄，性别和种姓，來

收纳僧伽来证明其价值，他全面地接纳
了整个人类。

Oct 5, 2013 L3.1 Learning Skills 24



Shakyamuni is one example of Enlightenment

Buddha is called the Awakened one. Under the 
Bodhi Tree, he transformed his vast amount of 
Knowledge into Wisdom. With that transformation, 
he was Enlightened. Enlightenment is embracing 
knowledge in totality and living one’s life wisely to 
fulfill its highest value. Buddha exemplified this by 
not only being an arahant but also advocated social 
justice and human rights by opposing the caste 
system in India. He demonstrated his values by 
admission of members into his Sangha regardless of 
age, sex and caste. He embraced the whole of 
humanity holistically.Oct 5, 2013 L3.1 Learning Skills 25



重要教义
• 不二門

艾伦沃茨解释覺是什么？Alan Watts Explains What Awakening 
Mean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SfZZlpfaN0

• 外表可能是虚幻的

什么是模拟现实？“解释得很好的视频”

What is simulated reality ? "Very well explained vide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ZU-QDeol40

模拟理论：我们是否生活在矩阵中？ 目前的证据; 物理研究组
“量子引力研究”创始人克里欧文

The Simulation Theory: Are We Living In A Matrix? The Evidence So 
Far; Klee Irwin, founder of physics research group 'Quantum Gravity 
Research'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e58szLHGs0Vajra Prajna Paramita Sutra 26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SfZZlpfaN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ZU-QDeol4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e58szLHGs0


Central Doctrines

• Non-duality

Alan Watts Explains What Awakening Mean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SfZZlpfaN0

• Appearances maybe illusionary

What is simulated reality ? "Very well explained 
vide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ZU-QDeol40

The Simulation Theory: Are We Living In A Matrix? The 
Evidence So Far; Klee Irwin, founder of physics research 
group 'Quantum Gravity Research'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e58szLHGs0
Dec 2017 Vajra Prajna Paramita Sutra 2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7SfZZlpfaN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ZU-QDeol40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e58szLHGs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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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来 Tathagata
什么是如来? What is Tathagata ?

• Tathagata =正在到来（如来）和正在离去（如去）; 

{物理领域与形而上学领域之间的无障碍转移; 明了和觉
醒者。} Tathagata = coming (Tatha) and going (gata); 

{transference between physical realm and metaphysical 

realm without any obstruction; Enlightened and 

awakened one.}

• 如来=物理领域（出生）》有五蕴 Coming stage = 

physical realm (born) – has 5 aggregates

• 如去=形而上学领域（死亡）》 仍然有五蕴（与活着
时无差别）Going stage = metaphysical realm (dead) –

still has 5 aggregates (no difference from being alive)



如来的真实意思 The true meaning of 

Tathagata

如来不等于佛陀，它意味着来来去去，
重生的轮回。

佛不觉他自己是佛; 他们将自己降低为
另一个来来去去的人......用宏愿转世。他
们称自己如来如去

1，与众生平等

2，激励众生点燃其潜力

不幸的是，众生从觉者口中听到自称如
来的话，他们立即误认了佛陀的意图，
并将其意思提升为佛陀。 29



第五品如理实见分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若见诸相非相，即见
如来。”
3.3 Macro & Micro View-Cn&En-

03.13 從宏觀到微觀的
時空連續現實

Oct 5, 2013 L3.1 Learning Skills 30



第六品正信希有分

• “无复我相、人相、众生相、
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
法相。”

相 = 现象= 形而下

无相 = 本体 = 形而上= 性质

• (佛)法尚应舍，何况非法
Oct 5, 2013 L3.1 Learning Skills 31



第七品无得无说分

• “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
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
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
取、不可说(无所谓)、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 =“道”

是可以用言语来表述的，它
并非一般的“道”Oct 5, 2013 L3.1 Learning Skills 32



第七品无得无说分

• “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
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成功而弗居也。夫唯弗居，
是以弗去。”= 功成业就而不

自居。正由于不居功，就无
所谓失去。

Oct 5, 2013 L3.1 Learning Skills 33



第八品依法出生分

“是福德即非福德性，是
故如来说福德多”

福德 =相 = 现象 = 形而下
= 可以量化

福德性 = 性质本体 = 形
而上 =不可以量化Oct 5, 2013 L3.1 Learning Skills 34



第八品依法出生分

“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
多罗三藐三菩提法，皆从
此经出。”   理解明白通达

相 = 形而下现象界

性 = 性质=无相 = 形而上
本体界Oct 5, 2013 L3.1 Learning Skills 35



第八品依法出生分

“所谓佛法者，即非佛
法。”

是

非

[二邊性] 的相對概念
Oct 5, 2013 L3.1 Learning Skills 36



37

眾生是憑藉著 [二邊性] 的概
念，去認識宇宙的深羅萬象，
即各現象對比差異，如光/暗，
飽/餓，冷/熱，生/死，善/惡，
天堂/地獄，陰/陽，輪迴/涅
棨,有限/無限等等。

二邊概念



有限
=有邊界或限制;衡
量的;能夠被完全
計算;不是無限的，
無窮小;不為零。

無限
=無窮或不可測;無
限期或極其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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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是有限或無限？這個最令人
難以触摸的問題，連釋迦牟尼佛
都拒絕回答。值得注意的是，所
有對比都是對立和不相融。開悟
的人已經超越了 [二邊性] 的矛
盾。我們怎樣才能“入不二法
門”呢？關鍵就在於打開心量。

有限 / 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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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心量打開是學佛的先決條件，
人類思維模式一般是運作於自已
的思維框內，然而開悟的人所有
開悟眾生所展示的巨大心量，足
以包容這法界的所有現象，(心包
法界，一念三千，自性能含万法
是大…)，以中國詞纂 "開悟" 就是
"開" "吾" "心"。

打開心量 = 開 “吾心”



大方广佛华严经
卷第四十五，阿僧衹品第三十

不可计量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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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目字方法来自《大方廣佛華嚴經》
卷第四十五，阿僧祇品第三十

在练习前先说明经文中术语‘洛叉’，‘俱
胝’：

洛叉 = 100,000 = 十萬
一百洛叉 = “俱胝(koti)” = 10個百萬

從一個叫“俱胝(koti)” 的單位開始
(10個百萬 = 10,000,000 = 8個單位數) 計算自
乘。每次自乘倍增

心王菩薩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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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四十五，阿僧祇品第三十

佛言：「善男子！一百洛叉為一
俱胝，俱胝俱胝為一阿庾多，阿
庾多阿庾多為一那由他，那由他
那由他為一頻波羅，頻波羅頻波
羅為一矜羯羅，矜羯羅矜羯羅為
一阿伽羅，阿伽羅阿伽羅為一最
勝，



最勝最勝為一摩婆羅，摩婆羅摩
婆羅為一阿婆羅，阿婆羅阿婆羅
為一多婆羅，多婆羅多婆羅為一
界分，界分界分為一普摩，普摩
普摩為一禰摩，禰摩禰摩為一阿
婆鈐，阿婆鈐阿婆鈐為一彌伽婆，



彌伽婆彌伽婆為一毘伽，毘伽毘
伽為一毘伽婆，毘伽婆毘伽婆為
一僧羯邏摩，僧羯邏摩僧羯邏摩
為一毘薩羅，毘薩羅毘薩羅為一
毘贍婆，毘贍婆毘贍婆為一毘盛
伽，毘盛伽毘盛伽為一毘素陀，



毘素陀毘素陀為一毘婆訶，毘婆
訶毘婆訶為一毘薄底，毘薄底毘
薄底為一毘佉擔，毘佉擔毘佉擔
為一稱量，稱量稱量為一一持，
一持一持為一異路，異路異路為
一顛倒，顛倒顛倒為一三末耶，



三末耶三末耶為一毘睹羅，毘睹
羅毘睹羅為一奚婆羅，奚婆羅奚
婆羅為一伺察，伺察伺察為一周
廣，周廣周廣為一高出，高出高
出為一最妙，最妙最妙為一泥羅
婆，泥羅婆泥羅婆為一訶理婆，



訶理婆訶理婆為一一動，一動一
動為一訶理蒲，訶理蒲訶理蒲為
一訶理三，訶理三訶理三為一奚
魯伽，奚魯伽奚魯伽為一達步陀，
達步陀達步陀為一訶魯那，訶魯
那訶魯那為一摩魯陀，



摩魯陀摩魯陀為一懺慕陀，懺慕
陀懺慕陀為一瑿陀，瑿陀瑿陀為
一摩魯摩，摩魯摩摩魯摩為一調
伏，調伏調伏為一離憍慢，離憍
慢離憍慢為一不動，不動不動為
一極量，極量極量為一阿麼怛羅，



阿麼怛羅阿麼怛羅為一勃麼怛羅，
勃麼怛羅勃麼怛羅為一伽麼怛羅
伽麼怛羅伽麼怛羅為一那麼怛羅，
那麼怛羅那麼怛羅為一奚麼怛羅，
奚麼怛羅奚麼怛羅為一鞞麼怛羅，
鞞麼怛羅鞞麼怛羅為一缽羅麼怛
羅，



缽羅麼怛羅缽羅麼怛羅為一尸婆
麼怛羅，尸婆麼怛羅尸婆麼怛羅
為一翳羅，翳羅翳羅為一薜羅，
薜羅薜羅為一諦羅，諦羅諦羅為
一偈羅，偈羅偈羅為一窣步羅，
窣步羅窣步羅為一泥羅，



泥羅泥羅為一計羅，計羅計羅為
一細羅，細羅細羅為一睥羅，睥
羅睥羅為一謎羅，謎羅謎羅為一
娑荼，娑荼娑荼為一謎魯陀，謎
魯陀謎魯陀為一契魯陀，契魯陀
契魯陀為一摩睹羅，



摩睹羅摩睹羅為一娑母羅，娑母
羅娑母羅為一阿野娑，阿野娑阿
野娑為一迦麼羅，迦麼羅迦麼羅
為一摩伽婆，摩伽婆摩伽婆為一
阿怛羅，阿怛羅阿怛羅為一醯魯
耶，醯魯耶醯魯耶為一薜魯婆，



薜魯婆薜魯婆為一羯羅波，羯羅
波羯羅波為一訶婆婆，訶婆婆訶
婆婆為一毘婆羅，毘婆羅毘婆羅
為一那婆羅，那婆羅那婆羅為一
摩羅，摩羅摩羅為一娑婆羅，娑
婆羅娑婆羅為一迷普，



迷普迷普為一者麼羅，者麼羅者
麼羅為一馱麼羅，馱麼羅馱麼羅
為一缽麼陀，缽麼陀缽麼陀為一
毘迦摩，毘迦摩毘迦摩為一烏波
跋多，烏波跋多烏波跋多為一演
說，演說演說為一無盡，



無盡無盡為一出生，出生出生為
一無我，無我無我為一阿畔多，
阿畔多阿畔多為一青蓮華，青蓮
華青蓮華為一缽頭摩，缽頭摩缽
頭摩為一僧祇，僧祇僧祇為一趣，
一趣一趣為一至，



一至一至為一阿僧祇，阿僧祇阿
僧祇為一阿僧祇轉，阿僧祇轉阿
僧祇轉為一無量，無量無量為一
無量轉，無量轉無量轉為一無邊,，
無邊無邊為一無邊轉，無邊轉無
邊轉為一無等，



無等無等為一無等轉，無等轉無
等轉為一不可數，不可數不可數
為一不可數轉，不可數轉不可數
轉為一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為
一不可稱轉，不可稱轉不可稱轉
為一不可思，



不可思不可思為一不可思轉，不
可思轉不可思轉為一不可量，不
可量不可量為一不可量轉，不可
量轉不可量轉為一不可說，不可
說不可說為一不可說轉，



不可說轉不可說轉為一不可說不
可說，此又‘不可說不可說’
‘不可說不可說’為一不可說不
可說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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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認識到無限的概念是由有限的思
維創造出來的。

4.當同學繼續擴大這個無窮的數算
方案，每一個無窮大的數字都可
以量化。"質" 和 "量" 這二邊是
可以超越的，就如“不可說”
這抽象詞立即變成“可說" 的具
體單位。

華嚴禪



位數字 算法 單位名稱

57,345 趣 x 趣 喻

114,689 喻 x 喻 無數

229,377 無數 x 無數 無數轉 (2次方)

458,753 無數轉 x 無數轉 無量

917,505 無量 x 無量 無量轉

1,835,009 無量轉 x 無量轉 無邊

3,670,017 無邊 x 無邊 無邊轉

7,340,033 無邊轉 x 無邊轉 無等

14,680,065 無等 x 無等 無等轉

29,360,129 無等轉 x 無等轉 不可數

58,720,257 不可數 x 不可數 不可數轉

117,440,513 不可數轉 x 不可數轉 不可稱

234,881,025 不可稱 x 不可稱 不可稱轉



位數字 算法 單位名稱

469,762,049
不可稱轉 unequalled2 x 不可稱轉
unequalled2

不可思 inconceivable

939,524,097
不可思 inconceivable x 不可思
inconceivable

不可思轉
inconceivable2

1,879,048,193
不可思轉 inconceivable2 x 不可思轉
inconceivable2

不可量 immeasurable 

4652297985247205555

163324710981206017

不可量 immeasurable x 不可量
immeasurable 

不可量轉
immeasurable2

9304595970494411110

326649421962412033

不可量轉 immeasurable2 x 不可量轉
immeasurable2

不可說 unspeakable

1860919194098882222

0653298843924824065

不可說 unspeakable x 不可說
unspeakable

不可說轉 unspeakable2

3721838388197764444

1306597687849648129
不可說轉 unspeakable2 x 不可說轉
unspeakable2

不可說不可說
unspeakably 

unspeakable 

7443676776395528888

2613195375699296257
不可說不可說 unspeakably unspeakable 

x 不可說不可說 unspeakably unspeakable 

不可說不可說轉
unt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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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打開心量是如此重要，所以
如來再重复申述這個課程!這課
本就在八十華嚴，"大方廣佛華
嚴經"，卷六十五 " 入法界品，
三十九章之六，善財童子第十二
參。自在主童子教善財童子如何
計算越來越大的數字。

自在主童子



65

大方廣佛華嚴經卷第六十五, 入法界品第三十九

「善男子！我亦能知菩薩算法。所謂：一百洛叉為一俱胝，俱胝

俱胝為一阿庾多，阿庾多阿庾多為一那由他，那由他那由他為一

頻婆羅，頻婆羅頻婆羅為一矜羯羅；廣說乃至，優缽羅優缽羅為

一波頭摩，波頭摩波頭摩為一僧祇，僧祇僧祇為一趣，趣趣為一

諭，諭諭為一無數，無數無數為一無數轉，無數轉無數轉為一無

量，無量無量為一無量轉，無量轉無量轉為一無邊，無邊無邊為

一無邊轉，無邊轉無邊轉為一無等，無等無等為一無等轉，無等

轉無等轉為一不可數，不可數不可數為一不可數轉，不可數轉不

可數轉為一不可稱，不可稱不可稱為一不可稱轉，不可稱轉不可

稱轉為一不可思，不可思不可思為一不可思轉，不可思轉不可思

轉為一不可量，不可量不可量為一不可量轉，不可量轉不可量轉

為一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為一不可說轉，不可說轉不可說轉為

一不可說不可說，此又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不可說為一不可說不

可說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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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無限的共存，不須相互排
斥。明白到二邊是相對的，超越
是絕對的。雖然超越了有限與無
限的傳統定義 (出世間法)，但是
仍然接受世間傳統定義 (世間法)

游戏规则。既要看到这一事物的
本质，又不要否定。

離二邊: 解決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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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遗訓 [壇經付囑品第十]

「對法:外境無情五對：天與地
對，日與月對，… 法相語言十
二對：語與法對，有與無對，… 
自性起用十九對：長與短對，邪
與正對，」
師言：「此三十六對法若解用，
即通貫一切經法



第七品无得无说分

• “无有定法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
提，亦无有定法，如来可说。
何以故？如来所说法，皆不可
取、不可说(无所谓)、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 =“道”是

可以用言语来表述的，它并非
一般的“道”。名可名非常名

Oct 5, 2013 L3.1 Learning Skills 70



第九品一相无相分 = 名可名非常名

须陀洹=不入色声香味触法

斯陀含名一往来，而实无
往来

阿那含名为不来，而实无
不来

乐于‘Ara?a无诤’修行者
Oct 5, 2013 L3.1 Learning Skills 71



第九品一相无相分 =无为法

须陀洹, 斯陀含, 阿那含, 阿
兰那

第七品无得无说分

“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
一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
差别”

Oct 5, 2013 L3.1 Learning Skills 72



第七品无得无说分

• “非法、非非法。所以者何？一
切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

“成功而弗居也。夫唯弗居，
是以弗去。”= 功成业就而不

自居。正由于不居功，就无
所谓失去。

Oct 5, 2013 L3.1 Learning Skills 73



第十品庄严净土分= 名可名非常名

“如来在然灯佛所，于法实
无所得”=无为,非法,非非法

钱很重要, 钱并不重要

“庄严佛土者，即非庄严，
是名庄严”=名可名非常名

钱,非钱,是名钱; 坐菩提树下
Oct 5, 2013 L3.1 Learning Skills 74



第十品庄严净土分=不受刺激反应

“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
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
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住
而生其心” = 不受刺激反应

无知=无明= 原始兽性生存本
能=刺激反应= 活在无明系统

Oct 5, 2013 L3.1 Learning Skills 75



受刺激反应 = 活在无明系统

微生物
阿米巴
变形虫

Oct 5, 2013 L3.1 Learning Skills 76



微生物的基本进化
Basic evolution with microbes

77

阿米巴吞食硅藻，细菌，藻类 Amoeba ingesting diatoms, bacteria, algae

硅藻

藻类

细菌

细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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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遗訓 [壇經付囑品第十]

“…自性能含萬法，名含藏識；
若起思量，即是轉識。生六
識，出六門，見六塵，如是
一十八界，皆從自性起用。
自性若邪，起十八邪；自性
若正，起十八正…” 
不受刺激反应 = 活在明覺系统



明覺 = 适当地应用感知系统
6 尘 Stimuli
光 Light 
波Wave

声波Sound
Wave 

粒子波动
Particles

粒子波动
Particles

波动Matter

电子化学
Electro-
chemical

6 根
Organs
眼 Eye

耳 Ear

鼻
Nose

舌
Tongue

身 Skin

意
Brain

6 識
Senses
色Sight

声 Sound

香 Taste

味 Smell

触 Touch

法
Thought

五蕴 5 
Processes

1. 色 Data 
entry

2. 受 Data 
reception

3. 想 Data 
processing

4. 行 Action
5. 識Memory

靈性
8th 

Sense

8 識

明覺系统
Enlightened

無明系统
Unenlightened 79



第十品庄严净土分=不受刺激反应

“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
净心，不应住色生心，不应
住声香味触法生心，应无所
住而生其心” = 不受刺激反
应=活在明覺系统= 控制克
服原始兽性生存本能

Oct 5, 2013 L3.1 Learning Skills 80



第九品一相无相分 = 名可名非常名

须陀洹=不入色声香味触法

斯陀含名一往来，而实无
往来

阿那含名为不来，而实无
不来

乐于‘Ara?a无诤’修行者
Oct 5, 2013 L3.1 Learning Skills 81



第十一品无为福胜分
道经:“成功而弗居也。夫唯弗居，
是以弗去。”= 功成业就而不自

居。正由于不居功，就无所谓失
去。沒有我失敗的概念不怕
失敗有勇氣去做,能擔當得起,
常人認為无法成功的工作无為
而无所不為为理想而工作不
为我而工作无我解脱烦恼Oct 5, 2013 L3.1 Learning Skills 82



第十一品无为福胜分=法界+法身

“身如须弥山王” = 是指整个宇宙 = 
法身+法界

须菩提言：“甚大，世尊！何以故？
佛说非身，是名大身。”法身=法界

身 = 相 = 形而下现象界 = 法界

非身 = 整个宇宙 =形而下+形而上
性质 =不可以量化 = 法身
Oct 5, 2013 L3.1 Learning Skills 83



第十一品无为福胜分=衡量+数量

“身如须弥山王…甚大” 

大小= 一个东西的尺码 = 衡量

“诸恒河沙宁为多不”

同一样的东西有多少个 = 数量

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啟動。以數量，
衡量，和重量使人把心量打開。

无为福胜心量分 84



Dimensions 
維度
Units of 
numbers 
lengths and 
weights 數
位的長度
和重量單
位



P. 32



第十一十二品:尊重正教分 四句偈

十一品:“于此经中，乃至受
持四句偈等…”。十二品: 随
说是经，乃至四句偈等…成
就最上第一希有之法” 

什么是四句偈等?

《離四句，絕百非》
Oct 5, 2013 L3.1 Learning Skills 87



《離四句，絕百非》
和上在十行品的第二行中指導，若要破執、証空、
長智慧，可用《離四句，絕百非》的方式。

第一句：有（立）；第二句：無（破）。

第三句：亦有亦無（雙立）；

第四句：非有非無（雙破）。

例子：如來藏是一，還是多？。

第一句：如來藏是一（立）；

第二句：如來藏是多（破一）。

第三句：如來藏是一亦是多（雙立）；

第四句：如來藏非一亦非多（雙破）。Oct 5, 2013 L3.1 Learning Skills 88



《離四句，絕百非》放弃
例子：如來藏是一，還是多？。唯识

第一句：如來藏是一（立）= 宇宙共识

第二句：如來藏是多（破一）。

众生第八识田

第三句：如來藏是一亦是多（雙立）；

定义产生问题, 多重含义, 《阿赖耶识》

第四句：如來藏非一亦非多(雙破)

没有内容,没有定义,没有范畴逻辑 89



十，十四，十六个不答问题汇总

阿含部经: Majjhima Nikaya巴利文本列出十个问题

3.世界在空间上是无限的吗？

4.世界在空间上不是无限的吗？

中阿含经梵文本Madhyama Āgama 列出了十四个：

5.世界是有限的吗？

6. 世界不是有限的吗？

世界是无限的吗？

7. 世界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吗？

8. 世界既不是有限的，又不是无限的吗？

世界既非有限的，又非无限的吗？ 90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jjhima_Nikaya
http://en.wikipedia.org/wiki/%C4%80gama_(Buddhism)


十，十四，十六个不答问题汇总

中阿含部经Sabbasava Sutta (Majjhima Nikaya
2[4]) （2一切漏经， 10漏尽经) 也提到了16个被
视为“不明智的反思”的问题：

3. 我存在吗？

4. 我不存在吗？

5. 我过去存在过吗？

6. 我过去不存在过吗？

7. 我过去是什么？

8. 我过去怎么样？
Oct 5, 2013 L3.1 Learning Skills 91

https://en.wikipedia.org/wiki/The_unanswered_questions#cite_note-4


有限
=有邊界或限制;衡
量的;能夠被完全
計算;不是無限的，
無窮小;不為零。

無限
=無窮或不可測;無
限期或極其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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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是有限或無限？這個最令人
難以触摸的問題，連釋迦牟尼佛
都拒絕回答。值得注意的是，所
有對比都是對立和不相融。開悟
的人已經超越了 [二邊性] 的矛
盾。我們怎樣才能“入不二法
門”呢？關鍵就在於打開心量。

有限 / 無限



大方广佛华严经
卷第四十五，阿僧衹品第三十

不可计量的数字



位數字 算法 單位名稱

469,762,049
不可稱轉 unequalled2 x 不可稱轉
unequalled2

不可思 inconceivable

939,524,097
不可思 inconceivable x 不可思
inconceivable

不可思轉
inconceivable2

1,879,048,193
不可思轉 inconceivable2 x 不可思轉
inconceivable2

不可量 immeasurable 

4652297985247205555

163324710981206017

不可量 immeasurable x 不可量
immeasurable 

不可量轉
immeasurable2

9304595970494411110

326649421962412033

不可量轉 immeasurable2 x 不可量轉
immeasurable2

不可說 unspeakable

1860919194098882222

0653298843924824065

不可說 unspeakable x 不可說
unspeakable

不可說轉 unspeakable2

3721838388197764444

1306597687849648129
不可說轉 unspeakable2 x 不可說轉
unspeakable2

不可說不可說
unspeakably 

unspeakable 

7443676776395528888

2613195375699296257
不可說不可說 unspeakably unspeakable 

x 不可說不可說 unspeakably unspeakable 

不可說不可說轉
unt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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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認識到無限的概念是由有限的思
維創造出來的。

4.當同學繼續擴大這個無窮的數算
方案，每一個無窮大的數字都可
以量化。"質" 和 "量" 這二邊是
可以超越的，就如“不可說”
這抽象詞立即變成“可說" 的具
體單位。

華嚴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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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無限的共存，不須相互排
斥。明白到二邊是相對的，超越
是絕對的。雖然超越了有限與無
限的傳統定義 (出世間法)，但是
仍然接受世間傳統定義 (世間法)

游戏规则。既要看到这一事物的
本质，又不要否定。

離二邊: 解決矛盾



《離四句，絕百非》破參
好例子：宇宙是有限或無限？

第一句：宇宙是有限（立）= 光速限制

第二句：宇宙是無限（破一）=光速以外

第三句：宇宙是有限亦是無限（雙立）

離二邊,光速内可知宇宙,光速外不可知

第四句：宇宙非有限亦非無限(雙破)

人类认识论:知识维度不断增长 = 非有限; 

但每一个时代的知识是有限 = 非無限 98



光速内可知宇宙,光速外不可知

宇宙半
径 radius 
= 460亿
光年 = 
~1027 m
米

99



宇宙非有限亦非無限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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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逻辑=有内容,定义,范畴
• 亚里士多德(384-322BC)的范畴逻辑

•伯特兰·罗素(1872-1970)1950年诺
贝尔文学奖. 

• 1901理发师悖论: 小城里有法律不
允许鬍子,一定要一位特定唯一的
理发师刮鬍子. 他只为，而且一定

要为，城里所有不为自己刮鬍子
的人刮鬍子. 102



范畴逻辑 罗素的理发师悖论

但问题是：理发师该为自己刮鬍子
吗？如果他为自己刮鬍子，那么按
照法律“只为城里所有不为自己刮
鬍子的人刮鬍子”他不应该为自己
刮鬍子；但如果他不为自己刮鬍子，
同样按照法律“一定要为城里所有
不为自己刮鬍子的人刮鬍子”他又
应该为自己刮鬍子。

103



范畴逻辑 罗素的理发师悖论

104

A=为自
己刮鬍
子的人

B=不为
自己刮
鬍子的
人

D=妇女和儿童

理
发
师



離二邊的不二法门
“所谓佛法者，即非佛法”

是= A

非= B

亦是亦非 = C

非是亦非非 = D 
Oct 5, 2013 L3.1 Learning Skills 105



離拥抱四句，絕创建百非
宇宙是有限或無限？不答问题

是= A

非= B

亦是亦非 = C

非是亦非非 = D

多元文化/整体性/全方位的思维
模式 106



不二法门
是敌是友?

Oct 5, 2013 L3.1 Learning Skills 107



回 向 偈

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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