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四章中丙一)引經，(已經)讀了引經，我再讀一讀文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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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說念佛的人，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就不是凡愚，第二個條件就不雜煩惱，結使即是煩惱。要具備這兩個條件，

就可以往生。於是，他發生疑問了(丙二中丁一)，怎樣發生疑問？即不是凡、不是愚

就可以念(佛)，我們是凡夫，我們又愚蠢，肯定不能生(淨土)，是嗎？這樣就發生問

題、疑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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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凡了。「結使不除」，又是(有)煩惱了，「如何得往」？但

是，「汝今念佛。功不枉施」，你現在話教人念佛，就功不枉施的。於是，就有矛盾

了，是嗎？「疑網稍淹」，於是有疑，疑滯了。「請垂剖折」，請你解答我，抉擇判

斷了。好了，於是通。(丙一)引經之後，丙二就是通疑，丙二(中丁一)，「疑曰」那

裏開始。丙二就是通疑，通疑又分二，丁一、丁二。丁一舉出疑難，剛才已經讀了，

現在丁二了，這個作者就通疑了。(丁二)分開兩段，戊一、戊二。戊一就是正式通

疑。然後，戊二就是結，勸修淨土。很長的，戊一這處。到後面，兩、三頁後， (第

廿一頁)第一行，「聖人惑盡。此界足安。不勞念佛。求生彼土。」到這處，這處就

是戊二結成。現在(戊一)通疑，又分兩段，己一、己二，己一標，標舉大意思，然後

己二，釋，解釋。現在(己一)先標，標大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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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眾：已經講了。

羅公：這裏解了，是嗎？

現在，己二了，釋了，釋又分二，庚一、庚二。庚一是徵，徵者，先假設一個

問，然後庚二，就是釋。現在，先是徵，「何者」，即是為甚麼呢？魏晉隋唐的人，

造文章每每就很歡喜何者，問一問，然後下面才解答的。那為甚麼呢？下面了，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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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了，庚二了，這個(庚二)釋又分二，辛一、辛二。辛一通初句，初句即是甚麼？你

看，它問兩句的，你看它，看看這處，「(第四)彌勒問經云，念佛者非凡愚念」，這

句是初句。不是凡夫、不是蠢愚人。第二句，就是「不雜結使念」，兩句。現在 (辛

一)就通初句，即解釋通它第一句，解釋通非凡愚念這句，然後辛二，就是解釋通第

二句。現在，(辛一)解釋通它第一句之中，又分兩段，壬一、壬二。壬一述其大旨，

大旨即是說甚麼？大意說，念佛的人不是凡得徹底，亦不是愚得徹底，所以不是凡，

不是愚，它的大旨不外是這樣講，舉它的大旨。現在講(壬一)大旨，「佛教淨業。都

是凡夫。因果深信。豈得愚也」，即是念佛的人，你說他 (們)凡夫就可以，你說他

(們)蠢就不可以。因為佛教人修淨土業，不論修哪一處的業，都是凡夫。或者這個淨

業，是廣義的淨業，清淨的業，佛教人修清淨的業，他都是教凡夫的，如果他(是)聖

人，(佛)就不需要教了，(聖人)何需佛教？(他們)都是凡夫。雖然是凡，但不一定蠢。

(雖)凡，但不愚就可以。「因果深信。豈得愚也」，相信有因果，很深的相信因果，

又肯修行，不愚了。凡是凡，但不是愚了。那麼，即是不適合他那個規格，非凡愚，

即是說不是凡、不是愚，是嗎？凡就是凡，不是愚，是嗎？

好了，普通所謂凡愚可以分做四句的。四句，佛經很歡喜用的，單句、俱句、俱

非句，單句就分二。凡是甲、乙，有兩樣事物，一樣甲，一樣乙，兩樣事物，將它們

排列成四個範疇，即是範疇來的，這樣。第一句，是甲而非乙。第二種，這處兩句

的，是乙而非甲，都是單的，這兩個叫做單句。俱句，亦是甲，亦是乙，俱句。俱非

句，既非甲，亦非乙。那這個(四句)叫做甚麼？四句料簡，為何叫料簡？記不記得？

料者量也，料量，即是現在(量)度下這一邊，度下那一邊，(量)度清楚它，料者量

也。簡者就是擇也，抉擇它對不對。料量簡擇，謂之料簡。即是現在所謂甚麼？檢

討，用四個範疇來到檢討。譬如念佛和參禪，會有甚麼？念佛和參禪，會有甚麼？念

佛而不參禪，第一句單句。第二種是甚麼？參禪而不念佛，第二個單句。第三句單句

(口誤，應為俱句)是怎樣？亦參禪，亦念佛。第四句，既不參禪，亦不念佛。不出四

樣的，是嗎？所以那個參禪的人士講應該修淨土嗎？那位永明禪師將它套在這個四

句，四句我都不太記得清楚，第一句是甚麼？有禪無淨土，是嗎？甲而非乙了，有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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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淨土就是甚麼？十人走錯(口誤，應為磋，下同)路，他的單句有禪無淨土，下面要

料簡，料簡不只是說有禪無淨土，你還要有一句來到批判的，有禪無淨土，十人走錯

路，是嗎？第二句，是有淨土無禪，無禪有淨土。

聽眾：不是。

羅公：不是？是甚麼？記得嗎？

聽眾：亦禪亦淨土。

羅公：無禪有淨土。

聽眾：不是，亦禪亦淨土。

羅公：未，第三句俱句。現在單句，有禪無淨土到無禪有淨土，無禪有淨土，記不記

得？

聽眾：有禪有淨土。

羅公：未到，單句的，甲非乙，有禪就無淨土。那現在應該到，甚麼？

無禪有淨土，即是有淨土無禪。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是嗎？萬修萬人去。

第三就是俱句，第三了，有禪有淨土，怎樣？猶如戴角虎，加了一隻角。第四，無禪

無淨土，就是無了，俱非就不是，是嗎？這樣凡事是兩樣的，那他現在就將凡夫和

愚，兩者相對分成四句來解釋。是嗎？(子一)「今解凡愚。應作四句。」

先述大旨(壬一)，後辨巨細，即是詳細解釋，壬二。即是辨別細節，辨巨細。辨

巨細，又分兩段，子一、子二，不是，癸一、癸二。癸一，汎辨凡愚，汎者即不是很

深入，汎汎然這樣，說明一下所謂凡，所謂愚。汎汎然這樣，即是一般地這樣，去辨

別一下所謂凡和愚的分別，汎辨凡愚。然後，癸二，癸二就到甚麼？「今欲往生」，

旁邊那個業(口誤，沒有這句)。「今欲往生淨土。作業之人。知此娑婆。苦切充

滿。」這段就是癸二，就別簡淨機。現在不用理會它。

(癸一)汎辨凡愚，分兩段，癸就到子一、子二。子一就是總標，總標凡愚兩個

3



字。我們看總標了，「今解凡愚。應作四句。」就是總標了，總標即是我們現在用四

個範疇來到說明，總標四個範疇。範疇，你記不記得？範疇即是甚麼？範疇即是我們

思想，想東西的時候，將我們的思想分成幾多格，分為幾格，這樣就容易辨別。好似

郵政局，郵差揀信，整堆信他(們)收了之後，他(們)一定怎樣？分做三、四格，深水

的是一格，旺角區的放在這一格，尖沙咀區的放在那一格，明不明白？分開格即是埗

容易處理，亂糟糟你怎樣派信？我們的思想亦是，要分開一格格的，不分開一格格，

我們的問題就會多了。明不明白？把思想上分開一格一格，那些一格一格，那些格就

叫做範疇。明不明白？英文叫做 category，category，你打開那本英文字典，就這

樣解釋的，類這樣解釋，一個類字。其實，不是類字，這個不是種類，這個是甚麼？

思想上分成幾格，你懂不懂？範疇，意識上，思想的間隔。好似圖書館有很多書，你

一定要整個間隔，(來分辨開)這些是英文書，那些是中文書，那些是法文書，那些是

日本文書，(用)間隔間開它們，然後，你才可以處理。不是的話，全部一籮那樣，甚

麼書都放在一籮的，那你怎樣處理？有人來借書，你怎樣去找？但是，你就將它們分

成一格一格，你要找甚麼？馬上去那一格找，就找到了，明不明白？思想需要間隔，

這些思想上的間隔，叫做範疇。現在那些報紙搞錯了，範疇和範圍是不同的。現在我

們看報紙，甚麼哪一範，這個屬於某個人的範疇，其實這個是範圍。範圍是甚麼？好

似擦鞋仔的勢力範圍，叫做範圍，不能夠叫做範疇的，不能說這三條街是我的範疇，

是我擦的鞋，你們不能擦，這些(叫)範圍。範圍和範疇不同，記住。範疇(是)思想的

間隔，範圍就劃一個框的邊界，不同的，記住了。我見到現在有些讀哲學(的人)，讀

了幾年哲學都不知道範疇怎樣解釋，有的，我碰到很多個是不知道。

那他分成，那就是(子一)總標了，「今解凡愚」，他現在把凡和愚相對來到解

釋，應該用四句料簡來到料簡它。那麼第一總標之後，就是別釋了，子二了，別釋，

把那四個範疇各別地，逐個逐個範疇解釋了。別釋又分二，子丑，即是寅一……子二

是別釋，別釋又分二，子丑就到寅，寅一、寅二。寅一，不是，子就到丑，未到寅。

丑一、丑二，丑一明體相，說明這四句的體相，這個體相即是意義這樣解釋。那四句

的意義，就分做四段了，因為範疇有四個，他分做四段了。那即是說，寅一、寅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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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三、寅四。

寅一，第一個範疇是單句了。「凡而非愚」，他是凡夫，但不是蠢。這一類凡而

非愚，我們看看，第一個範疇。「一凡而不愚。謂從善趣。乃至十信終心。無得相似

唯識智。故謂之凡。但於諦道緣生。深懷仰信。運心取捨。損益能知。此即不愚

也。」這類人，你只可以說他(們)凡，不能說他(們)愚。「謂從善趣」，即是他(們)瞭

解，趣向善。大概這個指甚麼？發心去修行的，由發心修行，「乃至十信終心。」十

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信即是很初的，信念十足的十信，信仰都不會怎樣退的

那個階段。終心，即是十信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到了第十級，第十級最尾的那

個心。這類人連唯識的道理都不懂的，我們稍為懂一些唯識，都還會有一個相似唯識

智，雖然不能夠用現量體驗，都用比量知道一下，這個一切唯識那樣的道理。(他們)

連這種都不能，相似的唯識的智都未有的，即是說唯識的道理都不是很通的。因為這

樣，就謂之凡，才叫他是凡，道理都未懂的，還不是凡嗎？這樣解釋他(們)是凡了。

下面解釋非愚。「但於諦道緣生」，但是這類人對於四諦的道理，四諦的道理和十二

緣生，與及因緣生果這些道理，「深懷仰信」，他(們)有很深切的信仰。因為他(們)

有深切的信仰，所以他(們)「運心取捨」，運用他們的心來到思維的時候，對某一件

事情的應該做，他(們)就去做，取；不應該做，他(們)就捨，即是判斷，是嗎？對於

他(們)應做的事情，他(們)能夠有適當的判斷。「損益能知」，哪一樣做法就有損

的，哪一樣做法就是有益的，他(們)能夠知道，這類人，「此即不愚也」，這類人不

能說他(們)是蠢，是嗎？他(們)修下修下，就會有很大的效果。這類凡而非愚，大概

我們現在念佛都應該是屬於這個範疇，凡而非愚。

第二(寅二)，「愚而不凡」，還有很多(或)多少無明未斷，但是這類人不是凡，

這類人是指甚麼？兩種解釋。一種是甚麼？未見道，已經(是)資糧位、加行位的人

物，未見道而已。好似世親菩薩都是愚，相比十地菩薩就是愚，因為他的無漏智都未

起，但是，他不是凡，他懂得唯識道理，他不是一般的凡夫，一個解釋。第二個就是

甚麼？愚而不凡，十地菩薩都是愚，因為為何？無明未盡，還是愚，但他(們)不是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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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是地上菩薩。不凡，兩個解釋。「二者，愚而不凡者。」這個(是)第二個範疇，

寅二了，愚而不凡，愚而非凡。「二者。愚而不凡者。十解以上菩薩。於真如境。未

能證見。故說為愚」，這個愚字是這樣解釋。「得相似無漏智。皆比知二無我。不隨

生死凡流。亦得義說非凡也。」這個第一個解釋。第二個解釋，我剛才那兩種解釋，

第二種。「又解。初地以上菩薩。於勝進分。無明障故。約此稱愚。由得聖法。故非

凡也。」愚而不凡，十解以上菩薩即是十行，十信、十行、十住、十迴向。十行以上

菩薩，即是未到十地那些菩薩，「於真如境。未能證見」，無漏智未起，未證到真

如，「故說為愚」，由這一點來講，說他(們)是愚。真如都未證到，便是愚。但是他

(們)得到「相似無漏智」，他(們)修觀，修止觀的時候，用有漏智來修，非常之接近

好似無漏智那樣的觀空，觀唯識，觀空的時候，相似無漏智。他(們)能夠「皆比知二

無我」，知道人無我、法無我的道理，但是他(們)不是用無漏智去證知，是比知而

已。即是用因明，用邏輯來推知而已，既然如此，他(們)又不是完全凡了。「不隨生

死凡流」，他(們)有止心，他(們)與那些醉生夢死的凡流不同了，這類人。「亦得義

說非凡也」，就這點來講，依義說。留意，佛家好多時有這兩個字。義說甚麼甚麼，

(即)本來就不是，不過就這點意義，可以說它是，這樣就叫做義說。「亦得義說非凡

也」，這個第一個解釋。第二個解釋，「又解。初地以上菩薩」，初地以上菩薩的時

候，他(們)入了初地了，快要入第二地，將入未入第二地的時候，很吃力的，勝進分

的時候，為甚麼會吃力？他(們)被那些無始以來，還有微小的無明阻礙，所以他們很

吃力。「於勝進分」，有一些無明阻障他(們)。「約此稱愚」。留意，約此、義說，

約此，就這點來講，說他(們)是愚，但其實他(們)不是愚。如果不是就這點，他們就

不是愚，就這點來講，他(們)都是愚。所以是約此，好似剛才義說，明明未見道，就

是凡了，但是就這一點來講，又不是凡了。義說，你以後看佛經，看隋唐那些華嚴

宗，及唯識宗的人的章疏，很歡喜間中義說甚麼甚麼，約此甚麼甚麼，尤其是約此兩

個字，賢首法師，約此，此約甚麼甚麼，此約甚麼甚麼，華嚴宗的人最歡喜。「故非

凡也」，這些愚而不凡。這些，我們都無份的，第一種都還可以有份。

第三種，寅三，亦凡亦愚，這類最「曳」(難搞)的。「三者亦凡亦愚。即趣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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誤，應為善趣)以前。一切眾生未順聖理。曰之為凡。不了因果。復說為愚也。」第

三種所謂凡愚就是甚麼？「善趣以前」，即是發心修行之前，發心修行之前的眾生是

隨波逐流。說這類人，「一切眾生未順聖理」，這類眾生未曾順應聖人所教之理，所

以稱之為凡，這類是最普通的凡人，他(們)連因果都不懂，道理他又不懂，他(們)就

變了亂作、亂為，「復說為愚也」，即未趣善之前。愚而不凡，十行以上菩薩和十地

內的菩薩兩個解釋。凡而非愚，就已經趣發心修行的那類人。

好了，(寅四)第四者，「非凡非愚」……「非凡非愚」，是佛。「四者。非凡非

愚。所謂如來聖智滿足。二障都盡。故非凡愚也。」(是)佛了。因為為何？聖智滿

足，這個聖智是指甚麼？唯識宗就是四智，大圓鏡智等四智。如果是般若宗，就是甚

麼？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種智這三種智了。這類聖智滿足，二障，所知障、煩惱

障，都盡了。所以是非凡非愚了。聖智滿足，何得為凡？是嗎？即是非凡了。二障都

盡，所以非愚了。那麼古人凡愚相對，就是這四句。如果依這四句，他沒有說要放進

去(做規範)，我們念佛的(人)大概都是第一句了，應該是第一句凡而非愚。所以這處

下面，另外講念佛又當別論。跟這四種範疇，不用這四種範疇來規範他們 (修念佛的

人)。(以上)丑一就明體相。

現在丑二了，解釋名義了，解釋，這些所謂釋名義，釋現在念佛的人，丑四，解

釋這個凡愚兩個字的意義。

聽眾：丑二，不是丑四。

羅公：嗄？丑二。

所以……這處他解釋了。「所言凡者汎也。准治人德。損益莫分。汎爾受生。等

同凡類」，以上解釋凡字。「去來善惡。輕重不知。此為愚也」，解釋愚字。即是離

開上面那四個範疇，古人這樣的說法，那四句。這處是他的解釋。所謂凡者，凡者汎

也，汎汎然這樣。「准治人德」，我就懷疑這個准字，可能又是雖字的誤寫，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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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抄(寫)之誤。人德即是世間法，人德(即)做人之道理。怎樣「准治人德」？可能是

一個雖字，准字亦通，不過很勉強。准者度也，度治人德，更加不通，不過不解它更

好。怎樣度治人德？可能它是雖字，我不敢(判)斷，是嗎？雖治世法，是嗎？你都要

用雖治世法來到解釋，那即是這個簡直是字旁錯了。雖治世法，即是世間法，做人的

道理，世間的倫理道理。那類人雖然能夠學習世間法，但是「損益莫分」，不是很到

家的，對於甚麼？損害煩惱、增益智慧這套功夫，他(們)都未曾分明做到得。「汎爾

受生」，汎汎然，死在這處死，但投生第二處，汎汎然。這類人就等同凡類了，這類

就叫做凡了。如果這樣，好似即是將念佛的人在凡類清了出來，是嗎？他(們)念佛不

是汎汎然的。他有意將念佛的(人)，剔出那四個範疇之外。是嗎？你看他這處。「去

來善惡。輕重不知」，去來，去者就受生，來就來此，是嗎？一去一來，作善，他不

明瞭，我今日之好者，因為舊時的善業；今日之壞者，由於舊時的惡業。他(們)對於

一去一來，或者過去、未來又可以，善惡何者輕？何者重？他(們)都不知道，即是不

懂這個因果道理，「此為愚也」，說這些就是愚了。他說愚字應該這樣解釋，這樣解

釋與舊時四個範疇(解釋)有點不同。他自己的解釋，他解釋目的，想將念佛的人抽出

在四句之外，你看看是嗎？他企圖是這樣。現在了，凡愚就有四種，是嗎？四個範

疇，只照字面來解釋，他的解釋就是那些甚麼？汎爾受生和善惡、輕重不知，這種叫

做凡愚。

那麼念佛的人，哪一類的根機是屬於凡？抑或愚？哪一類呢？現在是丑二了，不

是，癸二了。癸一就汎辨凡愚，癸二就(是)別簡淨機，特別，特別把適合於修淨土的

那類根機，簡除出來，簡除出於那些凡愚之外，簡，簡字的英文即是那個 keep

from，簡除了它，在那處即是挑了出來之外，另外簡除，把那四個範疇裏面，把淨

土根機的人簡除出來。他是很善巧的，你說他甚麼？他這樣來提高那些修淨土的人的

資格。所以，有些人持這點說，不會是窺基造的。他站在淨土(立場)，他講淨土話，

佛教的人都是這樣，佛都是這樣的，站在這處講這處的話。「今欲往生淨土。作業之

人。知此娑婆。苦切充滿。特生厭背。不可久居。聞說西方。勝樂無極。專誠注想。

誓往無疑。既能永滅苦流。長辭染界。即非薄淺。汎爾隨生。」即是非凡，簡略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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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出來，跟那些凡的不同，但他(們)又不像佛那樣非凡。又不同那些凡，簡略了出

來。「但能念佛求往彼方。道悟無生。當來作佛。意專廣度法界眾生。能運此心。定

生妙剎。有斯勝解。故非愚也。」他又把(念佛的人)在愚那處抽了出來，簡略了出

來，你看他怎樣簡略法。「今欲往生淨土」，現在這些念佛的人，想往生淨土，那這

類人要作業了，作這個淨業了，修淨土，那些作業之人，作業即是修行而已。修行的

人，作者修也，業者行也。作業之人，一定是會這樣的，「知此娑婆。苦切充滿」，

知道這個娑婆世界苦，切者痛也。……他「既能永滅苦流」，他如果去淨土不會再

(退轉)，只會一世一世進步，雖然是化土，但一世世進步。「長辭染界」，以後只有

一生比一生好，與這個染污界的輪迴，染污界的輪迴又不同了。如果這個人能夠這樣

去修行，「即非薄淺」，他的福德與智慧都不能說是薄淺了。既然福德、智慧都不薄

淺了，「即非薄淺汎爾隨生」，這個薄字不用點句，並不是淺淺薄薄，那樣汎爾隨生

了。汎字是汎汎然，(不是)隨波逐流這樣去受輪迴生死。解釋就是把念佛的人從凡夫

裏面抽出來。下面就在愚的範圍抽出來。「但能念佛求往彼方」，只要你能念佛，求

生極樂世界，去到那處(是)無憂的。「道悟無生」，去到就見道，不用在這處見道，

去到見道，你反正在這都見不到(道)了，去到見道度眾生。「當來作佛」，你入了地

都能夠做佛的，那時候，專意，專心專意廣度眾生，「專意廣度」，度字讀的時候，

就頓一頓，但是解釋的時候，就不應該有一撇的，即「意專廣度法界眾生」。法界即

是宇宙了，宇宙的眾生。「能運此心。定生妙剎」，如果你運心是如此，如此發這樣

的心，將來要度眾生，現在又修淨土，你一定會生淨土的。「有斯勝解」，念佛的人

有這種勝解，一種清楚的瞭解，「故非愚也」。他已經又把(念佛的人)在愚範疇內剔

了出來。好了，以上解釋了第一句，(以上)辛一就通(初句)，解通了那句非凡愚。是

嗎？

那麼不雜結使？要怎樣念才可以？他又通第二句。辛二了，會者亦是通也，會次

句，不雜結使四個字，會次句。(辛二)會次句又分二，壬一、壬二。(壬一)退一步解

釋不雜結使，四個字的文意及句式。然後，壬二，旁邊那頁，「願求生淨土者」，就

是壬二，進一步解釋人們的妨礙，解除人們的妨礙。現在(壬一、退釋文意)，退即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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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解釋一下這個問題，解釋不雜結使這四個字。那麼解釋文意，又分二，癸一、癸

二。癸一牒句，覆述那四句，覆述不雜結使那四句，牒即是覆述。牒句了，「言不雜

結使者」，即是所謂不雜結使這四個字怎樣解釋？牒句了。然後，癸二，下面了，解

釋它的意思了，釋意了。「使謂十使」，將煩惱分為十種，就叫做十使，我不記得

了，你自己查《佛學大辭典》看看。又將煩惱分作九結，結者煩惱。九結，貪瞋癡慢

等等是結，各種分類不同。有些就分十類，有些就分九類。這些不用記，不過你們即

管查一查辭典。你知道了，知不知道，無傷大雅的，你們不用念那個的。解釋了，釋

文了。說明了，「念佛之心。即第六識。心王正起。欲作惡事。結使煩惱。容可得

生。正念佛時。與遍行五所。及善十一所。不動諸結。無因起故。心緣異境。結使爰

生。注想佛時。結使眠伏。故言不雜結使念也。」解釋得頭頭是道，是嗎？你們肯專

心念佛，就叫做不雜結使了。他完全在學理上來到給它規矩，說念佛之心就是第六識

念的，第六意識來的。他不要那些高調，現在禪宗講念佛，就要怎樣？要離心意識

念。念佛的人不要唱高調，這些是禪宗唱的，離心意識念。念佛的人要用心意識來

念，把你的心念，把你的意去念，將你的識去念，不是離心意識念。去到極樂世界，

你才離心意識修行，在這處就用心意識來念，不要那麼高。修觀，用心意識，他有這

個心意識，你怎能夠離心意識念？離心意識，即是不用念，是嗎？那些(食古)不化

的。念佛的心，他說是第六識念的。第六識念佛的時候，會怎樣呢？他說普通念佛和

不念佛有甚麼不同？如果不在念佛的時候，第六識就怎樣？「心王正起。欲作惡

事」，那個心王，第六意識的心王正要起的時候，假使它是想作惡事，到那個時候怎

樣？「結使煩惱。容可得生」，那些貪瞋癡那些煩惱，「容可得生」，容者，(即是)

或者、也許，也許可以生起。你作惡事，就生起。如果你不肯念佛，會有結使出現，

你一念佛，無結使的。「正念佛時，與遍行五所。及善十一所。不動諸結。無因起

故」，當你正在念佛的時候，你的第六意識，有五個遍行心所，觸、作意、受、想、

思五個心所，與它相應。這些都不是纏、不是結、不是使。還有，你念佛的時候，心

是善的，善心所起的時候，信、慚、愧、無貪、無瞋那十一個善心所，一齊而起。十

一個善心所起了之後，「不動諸結」，不會郁動到那些貪瞋癡，(更)壓倒貪瞋癡，不

會刺激起那些貪瞋癡起。「無因起故」，為甚麼？那些貪瞋癡無理由可以起，因為那

個善心所起的時候，就壓倒它們的。「心緣異境。結使爰生」，那個心攀緣第二種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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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各種不同的境，即是念佛以外等等，其他不同的境。然後那些貪瞋癡等的結使，

爰，爰者於是乎，於是，於是會生了。「注想佛時。結使眠伏」，當你專心觀想着

佛，正在念一個佛的名號，那些貪瞋癡的心所在你的第八識處是種子，眠了，(被)壓

伏了。這樣，即是結使無起，「故言不雜結使念也」，這樣就叫不雜結使念，不是說

要見了道。這樣解釋真的圓潤到極，人人都可以這樣，是嗎？

好了，於是，壬二了，再讀這段了，進一步退妨難了。剛才(壬一)是退(釋文

意)，解釋文意。現在，壬二解釋了，進一步了，把妨礙人們的心，推不出的，推

開，和把別人的質難推開。「願求生淨土者。即不應言雜。良由結使未斷。容可雜

生。若已滅除。不得雜起。則由未斷。時有現行。念佛淨心。性乖結使。心正念佛。

諸結不行。有間斷時。無防即起。非說滅盡。言不雜也。」這個解釋，這個不雜，不

是說要完全剷除叫做不雜，壓著它，間中起一下也無妨的，即是進一步就通融，講那

些求生淨土的，就不應該說他(們)雜了，即不應言他(們)是雜。他(們)肯求生淨土，就

不應該說他(們)是雜，為甚麼？「良由結使未斷。容可雜生」，煩惱未剷除，可能心

間中無留意到，它會生的。地上菩薩都會生的，是嗎？「若已滅除，不得雜起」，當

然你滅盡了(煩惱)，你是佛來的。八地以上那些菩薩，當然就不會雜起了，是嗎？那

麼，我們不是個個都是八地以上的菩薩。「則由未斷。時有現行」，那麼即是說你未

到剷盡(煩惱)之前，由於你未斷那些結使，所以時時一有機會，那些煩惱就會現行。

「念佛淨心。性乖結使」，當你念佛的時候，你的清淨心，乖者違反，違反這個煩

惱。「心正念佛，諸結不行」，當你正在念佛的時候，那些結使，行者現行，不起現

行。「有間斷時。無防即起」，剛剛你休息的時候，不念的時候，間中起一下煩惱無

妨的，任由它起，起一下沒甚麼大礙。「非說滅盡。言不雜也」，不雜這兩個字，不

是說要滅盡，好似八地以上菩薩這樣的滅盡，不是這樣解釋的，進一步，要用積極的

意義來解釋。

下面，戊二，結成了。「聖人惑盡。此界足安。不勞念佛。求生彼土。」這處答

覆他，即是那些說不用修(的人)。他說：「是的，你說不用修，可以，你是聖人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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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了。」惑盡，惑即是煩惱，你是聖人，煩惱最低限度都不起現行。「此界足安」，

這個娑婆世界足以安身，你不需要念佛，「不勞念佛。求生彼土」，不需要勞你念

佛，就生在這處，你是聖人的話，你大可以不去。這裏是第四章，這本書那麼圓融，

那麼有道理，在學理根據上，不知道為何那些淨土宗的人不引用它？這本書是好好的

武器來的。

-完-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