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天我已經講了那十樣事(功德)出來了，現在不再覆述了。好了，即是意思是，

在娑婆世界修道最好，最第一的。為何你那麼笨，走去極樂世界呢? 是嗎?豈不是在

娑婆世界修道，多功德做，快成佛。去淨土都無甚麼功德可做，那麼不是很笨?是嗎?

於是，就(起)懷疑了。你看看，「准此經說。娑婆修道。乃勝餘方。何勞專念彌陀。

往生(口誤，應為願生)極樂。」在娑婆世界修道好過別處，為甚麼你又，何必要那麼

辛苦，我要生極樂世界?「捨勝取劣。業行難成」(丁一，見前一講)，即是說我們是

勝的，娑婆世界修道是勝的，我們捨棄了，去西方極樂修道，是劣些的。我們走去那

處修道，這樣豈不是我們這種業，這種業就不是說你作口業，不是作世俗那些業，這

個指那些慧業，是嗎?你的慧業和你所修的萬行就很難成就了。於是，「取捨二途。

幸詳委曲(口誤，應是曲委，下同) 。」我們應該如何取捨呢?如果照經，應該取娑

婆，捨極樂。但是你又勸我，捨棄娑婆，取極樂。取捨兩途好似有出入這樣。幸詳委

曲，希望你，這個委曲，委細，委曲詳細來到解釋給我聽。

下面，現在丁二，今日講的，是嗎? 丁二，通了，解他的疑惑了。通又分二，戊

一、戊二。戊一就是通疑，然後到戊二。戊一就是通疑，戊二就結，結，結它無違

背，結這個經所講和理論無違背。這裏，(戊二)「據此而言。差無違諍」，這處結。

現在(戊一)就通疑了。通疑又分三，己一、己二、己三。己一就標，舉出一個大旨；

己二就是釋，解解；然後，己三就勸人，勸進。 

現在看看。先(看)己一，標，凡是(讀)佛經遇著標字，標者，舉也，舉其大旨就

為之標。「通曰。」你看到標了，「通曰。善逝弘規。靡不存益。各隨一趣。理不相

違。」這個標出它們不違背的。善逝，善逝是釋迦牟尼的德號，善逝。弘規，弘者大

也，規者即規範。釋迦牟尼佛所劃的弘大的規範，「靡不存益」，靡者無也，無不存

有令眾生得益之處。即是說在娑婆聽《無量壽經》和《維摩經》的講法，在娑婆修道

亦是有益，去極樂世界修道又是有益。「各隨一趣」，各人就各一方面的意趣，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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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趣，意之所向，謂之趣，各隨一趣。「理不相違」，在道理上不相反的，那麼標出

說它不相違。

現在就是釋了，己二了，釋了，解釋就分二，庚一、庚二。庚一就是徵，徵者，

假設一個問，假設一個人問，徵者問也，就是己二，不是，庚一是徵，庚二是釋。庚

一徵就兩個字而已，「何者」，何者即是為甚麼?下面了，(庚二)就是解釋，「修行

之機」(口誤，這句應屬辛一，見下文)， 釋，下面釋，庚二是釋。釋又分做兩段，

辛一、辛二。辛一是總標，辛二就是別釋。

我寫出來，丁二，通。通又分二，戊一、戊二。戊一就通疑。因為你讀佛經一定

要拿 科判的。着 (戊一)通疑又分三，己一、己二、己三。己一就標，己二就是釋，一

定是先標後釋。(己二)釋又分二，庚一、庚二。庚一，假設外面人徵問的，徵。然

後，庚二了，再釋了，這個(是)釋中之釋。其實這個最好應該改(作)甚麼? 答。這就好

得多，這個寫的都不是幾十分……即是這個答，就對了。(庚二)釋裏面，又分二，辛

一、辛二。辛一，總標，辛二就應該是別答。先(辛一)總標，修行，現在總標了，

「修行之機。凡有兩位」，修行那些人的根機，凡者總也，你不要當我好似教國文這

樣，甚麼甚麽也，這些對你很重要的，對你將來看經，你一將我這些一代入去，你就

搞掂了。凡者總也，即是總共有兩位，這處就是辛一了，標了，總標兩位。

 下面就是(辛二)別釋那兩位。如果你想講的，總標二位，下面就是別釋二位，

這樣就清楚，是嗎?又分二，(辛二)別釋，(又分二)壬一、壬二。壬一，生彼之機，你

最好寫生西之機，彼是指西方，生彼之機，這個彼字改做西字，就清楚很多了。生西

方的那種機。然後，壬二，住在娑婆世界的那些機。哪類機，應該去教他(們)生西

的。(壬一)「未登不退。難居穢土。欲修自行。多有退緣。違順觸情。便生憂喜。愛

憎競發。惡業復興。無法自安。還沈惡趣。」這裏一句了。如果那類人，「未登不

退」，未曾到達，即是未見道的，未見道的人。見了道之後就不退，是嗎?其實，見

道之後就不會退回原來，都會有升沉的，真正不退(是)七、八地。有升沉而無完全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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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登地的話。「未登不退」，即是那些未登地的，未見道的人，「難居穢土」，這

個娑婆世界，這個五濁惡世，這個污穢的世界，難住些。「欲修自行。多有退緣」，

你想修，自己想修行，時時有很多環境、原因，那些條件和助緣令你退的。例如哪些

是退緣?下面略舉大綱。「違順觸情」，我們做人的時候，環境有時候很違反我們的

意思的，忽然間，你就覺得很順境，很順你的意思；忽然間，令你的意思很違，環境

很違反你的意思。一違一順的環境，是會刺激你的情感。觸者刺激你，刺激你的情

感，就「便生憂喜」了，違的你就憂愁，順的你就歡喜，那你整天的感情會一升一

降。這樣，「愛憎競發」，喜，你生愛；憂，你就憎它了。競發，競即是爭 ，爭着 着

發生。忽然間又起愛心，忽然間又起憎惡。這樣，因為有這樣，所以起煩惱了，愛憎

這些便是煩惱了，煩惱就作業了。「惡業復興」，你又作惡業了，這樣的做法，你就

很容易沉淪了，「無法自安」。你就會怎樣?「還沈惡趣」。如果，即是你無甚麼把

握的人，有這樣的危險。如果你有把握就好了，不需要去(西方)了。 

下面，壬二，如果你自信無甚麼把握的，還是生西方好。壬二了。哪類根機適宜

住在娑婆世界呢?如果你是那些真真正正很堅強的，你可以住在娑婆世界。「若也修

因萬劫。法忍已成。穢土堪居。方能益物。既成自行。已免輪迴。十事利他。諸方不

及。為餘佛土。依報精華。眾具莫虧。所須隨念。既無乏少。施欲何人。自餘九事。

准斯可委。所以自知不退。住此無防。」防字應該是女字旁，那個妨，大概是刻的，

這些手民之誤、抄寫之誤。「廣業益他。勝諸佛國。」他講得非常之圓滿，好似圓融

無礙那樣。「若也修因萬劫」，如果你已經發了菩提心，已經修因整萬劫了。「法忍

已成」，忍者智慧也。你對法，對佛法的瞭解的智慧已經成就了，他說你這類人就

「穢土堪居」了，這個娑婆世界污穢的土，堪者能夠，你就堪能居住了。「方能益

物」，你住在穢土才能夠利益，物者何解?記著，物者眾也，不是物件。中國語文，

那個物字當眾字解釋的。恐怕物議，恐怕眾人的議論，物議即是輿論，物即是眾也。

你不要以為益物，就是益那樣物件，物件何須你益? 物者眾也。如果你能夠這樣「法

忍已成」，你一定要住在這處，娑婆世界，然後你可以利益眾生。「既成自行。已免

輪迴」，為何你能夠這樣?因為你自己修行，已經有成就了，已經免脫輪迴惡趣，這

3



個輪迴，就一定輪迴，不過不是在惡趣輪迴，這輪迴是指惡趣輪迴，即是你自己能夠

控制，你可以控制的，人人都可以控制的，問題看你肯不肯控制而已。你持戒就是控

制，你守菩薩戒，一定控制得到，只要你守菩薩戒就可以。你又問，我現在守而已，

死的時候，亂了怎樣呢? 你守菩薩戒，第二世當然好過今世，臨死的時候，你暈了，

不省人事，都不怕的。而且這樣，大家不用怕的，臨死的時候，善心死就永不落惡

趣。死有三種死，死的時候，第一種，善心死，臨死的時候，善心怎樣? 那十一個善

心所相應的心。彌勒菩薩說，善心死不落惡趣。那麼很容易而已，你找一個很好的朋

友，我死的時候，你在我耳邊，替我念佛就可以了。念佛的心是善心的，有人在你耳

邊念佛，甚至你放一部錄音機，念「阿彌陀佛」的，你就放一個錄音機在床頭，你死

的時候，細細聲讓你聽見念佛，你又跟 念，着 那就善心死。善心死不落惡趣，一定不

落惡趣。惡心死，你做了很多行為都是好的，都是假的，你都先做鬼，鬼都是惡趣，

你做一個快活鬼都是惡趣。人們建廟，人們建一間車公廟或者甚麼公廟之類，你剛剛

轉生做鬼，你福德好，你走去做廟主，你亦都是，那些餓鬼的首領，是嗎?你都是

(在)惡趣的。所以說最「棹忌」(忌憚)是惡心死。有些人死的時候，又叫他這樣，又

叫他那樣，搞到他發「炆」(脾氣)，炆就是煩惱了，炆是貪瞋癡的瞋，瞋是煩惱之中

最弊的，瞋是惡性的。癡都有些是有覆無記性，瞋就當然是惡性的，這樣。瞋只有怎

樣不是惡性?只有讓你這個後得智，只有被你加行智指導 他着 ，例如甚麼? 人們作

惡，你發脾氣，「豈有此理! 你作惡!」這些瞋就不是惡性的，其餘那些瞋都是惡性

的，這樣惡性了，所以一個人死，你就不要「搬搬柄柄」(移來移去)，不要弄到他發

炆。含恨而死呢，他都要先走落惡趣。所以那些吊頸、投河，含恨死的，俗語有話，

他又不能轉生輪迴，要找人做替身，其實，他們一定先落鬼趣，落惡趣。那麼惡心死

就落惡趣，這些你可以控制的。無記心死，更無問題，如果你平時持戒死，持戒的，

無記心死，不落惡趣。無記心死的時候，如果無記心，就是統計你生平的善惡，哪一

樣多。你的善行多，不落惡趣的。如果你平時持戒的，無記心死不落惡趣。好人善心

死不落惡趣。無記心死，只要你平時持戒，不落惡趣。只有你臨死時，惡心死，然後

才落惡趣的，有辦法控制的。「既成自行。已免輪迴」，這個輪迴是指惡趣。這樣你

就很有把握了，那時候就是真的「十事利他。諸方不及」，那時候你就有資格講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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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有十樣利他的行，其他的佛土不及你。那個時候，你有資格講。為甚麼? 「為餘

佛土。依報精華」，這個為字，即是因為，因為其餘的佛土，好似極樂世界那些佛

土，都是講依報中之精華，最好的，精華者最精，最好的。一個人死了，將來你的報

應，你的身體，你的個體，就叫做正報，是嗎? 你的個體，要找一個地方住的， 你

所住的世界，所住的土地，那個地方叫做依報。其餘佛土是依報中最好的，是精華，

即是極樂世界這些。「眾具莫虧」，一生在那處(淨土)的眾生，所有生活中的資具，

具者資具，無一點虧少的，甚麼都有的，要甚麼，有甚麼。「所須隨念」，還有一

些，你需要甚麼用，你的念一起，即刻有那樣東西了。好似你說我想食蘋果，即刻就

有蘋果食的，所須隨念。「既無乏少。施欲何人」，他們都無需要，人人都不需要你

的布施，無匱乏，無缺少的，你想要用布施波羅蜜多，想布施給誰人?無人需要你布

施。即是說你去到極樂世界，你想布施都幾難，幾難做，在娑婆世界就可以。「自餘

九事」，九事勝過，不是，十樣東西勝過另外一些佛土，第一樣布施，你已經不能

了，不及你娑婆世界，其餘那些，那九樣，你自己去想了，都無機會給你做。「准斯

可委」，委者，委者，委曲，委曲者引伸，由委引伸就變周詳了。准斯，你可以委曲

周詳地去瞭解了。「所以自知不退。住此無防」，你知道自己不會退，你就不需要生

西，住在娑婆世界，一點妨礙都無。「廣業利(口誤，應為益)他。勝諸佛國」，你廣

做那些善業來到利他，勝過去極樂世界，勝過去其他那些，他叫你自己抉擇。這樣，

(以上是)己一，己二。 

還有一個己三，是嗎?既然如此，有兩條路，於是勸你了，(己三)勸進了，勸你

修行了。勸人們，你(們)不是個個係上上之智的，最好就是你(們)都念下佛。「當今

學者。去聖時遙。三毒熾然。未能自在。若生淨土。託彼勝緣。籍佛加威。」這個籍

字又錯了，應該改正它，草字頭，「藉佛加威。方得不退。是故要生彼國。成自利

因」，一段了。他勸人，即是你都是抉擇生西好。當今學習的人，這個不是說學者，

你不要翻譯作 scholar，修學、修行的人，學者。「去聖時遙」，遙者遠也，離開，

古代那些聖人，那些佛、菩薩離開，遠了。「三毒熾然」，然者燒也，熾者盛也。這

個然，你不要以為熾然，這個然字好似甚麼?是副詞，好似英文那個 ly，不是的，這

個然者燒也，燒得很盛，三毒熾盛。火字旁，那個是俗字。為甚麼?不知道哪個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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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他硬要在然字加一個火字旁，下面那四點就是火字，下面那四點便是火字，為何

還要加一個火字呢? 這樣真的不通。中文字有很多不通的，這樣就是不通。這個便是

火……古人(在)漁獵時代，打獵取肉來吃，不容易打到老虎肉，野豬也不容易打到，

最容易是捉狗，而且狗可以自己養。古人拜祖先用甚麼? 很歡喜吃狗肉的。宰狗，這

個犬，狗在火上面燒，燒狗，這個燒狗肉，燒狗肉很香的，大家圍 來吃，「好吃着 ，

好吃」這樣的點頭，「好不好?」「好」。(這樣)就是然，這樣解釋的……那麼這個

(下面四點)是火字，在(然字)旁加一個火字在這裏做甚麼? 這個無甚麼道理的，有很

多都無道理的。譬如左右的左字，(左)字這樣便好了 ，為何要加個工字在下面 ？

右字這樣就夠了 ，他要加一個口字在前面 ，這個多此一舉。這個左字就這樣

，左手，三隻代表你十隻手指的三就算了。這邊是右手 ，是嗎? 這個篆書就這樣寫

了，寫了楷書，(左)就變了這樣(  )。這個(右)寫楷書就這樣 (  )了。即是為何那

些人要多加這個? 加一個口字在這。這些，貪好看? 有甚麼好看? 即是等於長長頭

毛，長到蓋 額頭一樣那麼多着 ?讀篆文就知道，章太炎那些人來寫它，寫那個左字都

是這樣，他寫字都是這樣，左 右 。這些篆文字。

 好了，我們看，那些貪瞋癡或者三毒，熾(是)燃燒得很厲害，那你又不自在，

我們修行，甚麼不能自由自在的，在這個娑婆世界。 「若生淨土」，就不同了，

「託彼勝緣」，託者，依託。依託彼，彼是指淨土，依託淨土殊勝的條件，緣是條

件。而且有一個化身佛在那處，如果你是見了道的，就叫報身佛。未見道的，有一個

化身佛在這處。「藉佛加威」，(佛)給威力來到加被你，「方得不退」，你自然就會

不退了。「是故要生彼國。成自利因」，結論，所以，我叫你們要生，斬釘截鐵地的

落個「要」字，要生去極樂(世界)，成就一種自利的因。 然後(口誤，應是以上)就是

通，戊一。 

戊二了，結了，(戊一)通疑之後就(戊二)結了，結就是(結)無違了。你生於娑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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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你留在娑婆跟生極樂(世界)是無違背的，那些經都是各就一方面來講而已。於

是他說「據此而言。差無違諍」，據這樣的講，兩本經雖然講的不同，差無違諍，丁

點兒都無違的。差者，突出一些叫做差，不會有丁點兒違反的。那我們再看看，讀一

讀這個，讀下面那些，讀多少少，太慢，我覺得我講得太慢了。慢，你們就不要急，

你們聽我講(慢)有一個好處，除非你不聽，你聽就一定懂，因為我講得慢，最怕快，

快是不好的。

乙四，第四章，分二，丙一、丙二。丙一引經，丙二當然是通疑，是嗎?丙一引

經，現在就引經了。丙一，「第四彌勒問經云。念佛者非凡愚念。不雜結使念。得生

彌陀佛國。」引這本《彌勒問經》，《彌勒問經》有一句這樣的說話，就怎樣說? 那

些念佛的人，想念佛生西方極樂世界的人，「非凡愚念」，要不是凡夫，不是蠢人念

才可以的。「不雜結使念」，不要結使，結使即是煩惱，不要雜有煩惱，有煩惱心去

念佛就不能生的，不雜結使地去念，這樣然後得生彌勒佛國的。好了，問題就到了，

《阿彌陀經》又叫人念，我們個個都是凡夫，還說是凡夫才要去念，又說蠢人更加要

去念佛。它(《彌勒問經》)又說非凡愚念不可以的，又要不雜結使念，即要無煩惱念

才可以。豈不是我們一定生不到(淨土)，是嗎?於是，又發生疑問了。 

下面了，丙二了，通疑又分二，丁一、丁二。丁一，他提出一個疑，然後下面丁

二，就通(疑)了。現在先講第一個疑，「疑曰。准此經說。夫念佛者。非是凡愚。不

雜結使。方成淨業。今修行者。聖位未登。結使不除。如何得往。汝今念佛。功不枉

施。疑網稍淹。請垂剖折。」這個折字又可以，你說它是分析的析字都可以，不過這

個折字都通的。折他的疑，折斷他的疑。他的疑就是這樣，「准此經說」，准者依

也，依照，准字是依照，依照此本《彌勒問經》的講法，它怎樣說呢?「夫念佛者。

非是凡愚」，那個夫者，當彼字解釋，夫者彼也，彼念佛者，那些念佛的人。因為夫

字是 F音，輕唇音，古音讀 Bu。凡輕唇音，古代讀重唇音，B、P、N 那些，是重唇

音。 F 和 V 這些就是輕唇音。上面牙齒，下面就 (咬唇 )ve ，輕唇。那些

B、P，Ba、Pa 兩個口唇，叫重唇音。古代無輕唇音，凡輕唇音就是重唇音。夫(輕

唇音)甚麼者，就夫(重唇音)甚麼者。夫甚麼者，就是彼甚麼者。這種說法不是我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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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楊樹達講的，楊樹達寫了一本書叫做《詞詮》。民國以後，研究文法，他最好，

(他是)毛澤東的老師。楊樹達，他講文法最好，他寫了一本書叫甚麼?《高等國文

法》。是嗎? 聽眾 : 無錯。羅公 : 《高等國文法》。現在(這本書)都絕版了。聽眾：

古代語法? 有一本古代語法。羅公：改了? 舊時我們讀它的叫做《高等國文法》。章

士釗就寫一本《中等國文法》(口誤，應為《中等國文典》)。他(楊樹達)寫本《高等

國文法》，有一本《詞詮》，《詞詮》好，寫得好。夫者彼也，「夫念佛者」，彼念

佛者，即是那些念佛的人，「非是凡愚。不雜結使。」照《彌勒問經》就說，那些念

佛的人有兩個條件，(第)一，不是凡愚，不是凡夫，不是蠢人；第二就要甚麼? 「不

雜結使」，不要混雜有煩惱，這樣，然後「方成淨業」，然後才能往生淨土，成就他

的淨業。但是現在，我們個個都是凡夫，「今修行者」，那些修行人，個個都聖位未

登，未見道便是凡夫，凡夫就當然蠢一些了，凡愚，還有……那麼不(符)合第一個條

件，「結使不除」，煩惱未除，又不(符)合第二個條件，「如何得往」，怎樣生呢?

「汝今念佛。功不枉施。」你又說，汝今念佛，功不枉施，即是你現在主張，剛才你

主張，只要你肯念佛，功不枉施，肯定會生的，你這樣講的。「疑網稍淹。請垂剖

折」，於是，我整個疑網在這了，淹者留也，滯留在這處，我有一個疑網滯留在這

處，不能夠打破了。「請垂剖折」，請你，垂者向下，你居高臨下這樣，講給我聽，

斷我的疑了，這樣。 

然後，丁二，就通它了。通又分二，戊一、戊二。戊一就是通疑，然後，到戊

二，很後的，結成，結束，結成。戊一，通疑又分二，己一、己二。己一標，又標

了。然後，己二就是釋了。現在(己一)標了，先標舉出大旨。「通曰。教闡隨機。密

旨難悟。色絲之妙。達者須臾。所以取捨不明。浪生疑執。」這句舉出，即是說你不

夠智慧而已，是嗎? 所以你就發生(有)疑惑，通曰那句講。標它，「教闡隨機」，佛

之設教，佛就設教，後代那些菩薩、學者就闡揚他(佛)的教理，不論佛說教也好，你

們這些人闡揚教理也好，都是要隨機的。機有多種，有些很聰明的，一講他就明白，

他無疑(惑)的。是你這樣問，你那麼多疑，即是你都不是幾聰明了。「教闡隨機。密

旨難悟」，因為你蠢些，所以佛的密意，你很難瞭解，所以這樣，不只你是這樣，一

般人都是這樣。「色絲之妙。達者須臾。」《世說新語》，劉義慶那本書《世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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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講一段故事，曹操行軍，曹操是三國時候的，(他)行軍，就帶他一個自己的助

手，叫做楊修，是嗎? 兩個一齊行，行到去呢?漢代有一個孝女叫做曹娥，曹娥是有

一個碑的，是嗎?那個碑寫得很美麗，那些文字。經過曹娥碑，他們兩個就停下來，

欣賞那個曹娥碑。曹娥碑後面有幾個字寫了在那處，那幾個字是甚麼? 色絲，色絲甚

麼? ……色絲少婦，是嗎? 色絲幼婦，是嗎? 黃絹，不是色絲，黃絹幼婦，外孫(齏

臼)……，……這個齏，非是嗎? 劃一劃?臼，是這個臼吧，是了，就見到這八個字(黃

絹幼婦，外孫齏臼)在這處。曹操問楊修，曹操自己想不出，他問楊修，你知不知道

它說甚麼?楊修說我知道。他(曹操)說我未知，你記起來，你說你知道。就叫他找筆

記起來，蓋 ，你不要給我看，用筆記起來。於是，着 (曹操說)「讓我先想想。」一路

行，一路想，行了三十里，曹操就想到了，(說) 「我想到了。那你開吧! 快點!你(已

經)寫起來，打開來看與我想的(答案)對不對? 」一打開，曹操先講出來，然後叫他

(楊修)打開，兩個人(的答案)一樣。黃絹就是色絲，有色的絲，是嗎? 黃色的絹便是

有色的絲帛了。幼婦即是少女，是嗎? 少女是妙字。幼婦便是少女，色絲就是絕字，

是嗎?色絲，黃絹就是色絲，色絲就是絕字。黃絹幼婦就是絕妙，是嗎? 外孫就是女

子，女兒的兒子便是外孫，是嗎?女子，便是好字。女兒的兒子，(便是)外孫。齏臼

是甚麼?這個難解了。臼就是舂米那個石坎，叫做臼。齏就是那些鹹菜，腌鹹的菜，

舊時的人做鹹菜，要加一些辣 落去的，加些辣椒，那就放在那裏來到攪勻，來到嘢 揼

(舂爛)。那麼這種就叫做受辛。辛者就是辣也，放一些辣椒下去，讓那些鹹菜就受了

那些辣辣地的東西，那麼就叫做受辛。即是落一些辣味下去……受辛，這邊好似受字

那樣，這邊就好似受字那樣。這些約莫而已，這邊便是辛字了，絕妙好辭，便是讚那

個曹娥碑。人們稱讚它是絕妙的好辭，便寫幾個字在這處。黃絹幼婦，外孫齏臼，這

樣。走了三十里路，然後曹操才知道，所以楊修搞到(惹來)殺身之禍，就是那時候已

經說了，曹操覺得這個人那麼聰明，不能不殺，是嗎? 其實，會做的(識時務)，那些

老官僚會做的，他明知(懂)的，都會說 :「我不懂，你先想想」。很容易的，這樣才

是辦法的。所以，聰明會累死人的。這樣，曹操說：「原來你這般聰明，我都聰明，

不過我聰明比你慢三十里。」即是聰明的人，一看便知，不聰明的人，沒那麼聰明的

人，就慢三十里了。這裏，佛所講的道理，有些密旨，是聰明的人一看便知，一聽便

知。你(是)蠢的人就要慢慢想才可以。「色絲之妙。達者須臾」，如果你是聰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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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達者，須臾就是很短的時間，短時間內就瞭解了。但是你現在又不瞭解，你就真的

蠢些了。「所以取捨不明。浪生疑執」，因為你蠢、不瞭解，所以如何取捨，你都不

明白，就「浪生疑執」，浪者白白，「無情白事」(無緣無故)，生起一些疑惑，生起

執著，我講到這裏。標完之後，再釋。道理就很顯淺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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