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個解答即是殊勝，他說佛的相很殊勝的，魔無辦法扮得到，變不到(佛的)相那

麼好的。略舉，魔到底是怎樣的，佛是勝的。這麼，然後，庚二了，廣通諸文，所有

那些經文令我們懷疑的，我們詳細解通它，廣通諸文。廣通諸文，又分二，辛一、辛

二。辛一，就會通二經，會通兩本經，其實就不是兩本經，一本就是經，另外一本是

傳記來的(口誤，應是《大品經》)。第一本經就是《涅槃經》，已經解釋了，是嗎？

聽眾：未解釋。

聽眾：……

羅公：會通二經，《涅槃經》和《大品經》，是嗎？這兩部經，已經講了。

辛二，就會通這本麴多經，麴多經實在不是經來的，是那本書叫做《付法藏因緣

傳》，是傳記來的，不是經。很多人認為這本書，不是翻譯的，是中國人偽作的，正

是因為這些人懷疑這本書是偽作，所以就上了這本書一條疏了 (出處待查)，說如果

(《西方要決》)是窺基法師造的，窺基法師不會引這些偽書的，既然他居然引了偽

書，所以這本《西方要決》不會是窺基法師造的。不過我們不是討論這個問題。會通

優婆麴多經，解了，是嗎？

聽眾：未。

羅公：未解？那我們讀這處。是嗎？好了。「言優婆麴多。不識魔者。」上文講過，

魔會變佛形了，優婆麴多尊者，尚且見到魔所變的佛，(向魔)頂禮。「言優婆

麴多。不識魔者」，世人說優婆麴多尊者，都不識魔所變的佛，是一件這樣的

故事。優婆麴多不是說不識，他知道的。

聽眾：……

羅公：你們這些人就不剔著(在書做記號)，每次講到那裏，要剔著才好的。

聽眾：在《大品經》那處開始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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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你們記住，要剔著，不要又講了。哪處？庚二起，是嗎？

聽眾：由《涅槃經》講起。

羅公：廣通諸文，現在先會通那兩本經，一本就是《涅槃經》，《涅槃經》就講摩訶

阿難尊者被魔搞到的那件故事。第二本就是《大品般若經》，就說魔會化成佛

的樣子來到說法，對眾生說法。這樣，兩本經，現在他會通這兩本經。你看

看，會通二經。(辛一)先會通那本經？《涅槃經》和《大品般若經》。記住，

我講到那段，你就剔到那段，如果我有講過，你用紅筆劃著一句，否則你不記

得，是嗎？如果你回去經常看，就會記得。你不看就一定不記得，是嗎？

聽眾：上一次應該是庚三分了開來，分到結尾那裏……又結成……搞到亂了。

羅公：會亂就「弊」，會亂就有問題，是嗎？

你看，(辛一)會通二經。「阿難權居小聖。 示預流。據其實行。久登初地。慮迹

佛滅後。修行之徒。魔壞淨心。無方制伏。所以示抅(應為拘，見下文)魔網。請佛加

威。神 既宣。則為起教。廣流遐代。學者摧魔。非謂聖人。凡厄魔網也。」這就是呪

會通，意思即是說，你不要以為阿難真的被那些魔搞到，故意示現而已。阿難是權宜

地，示現成一個小乘的聖者。小乘的聖者，小乘，四果中人，都叫做聖者。四果之

中，第一個果叫做初果，叫做預流果，預流果即是說，他能夠擺脫到分別起的煩惱

了，是嗎？證得人空的道理，那時候就叫做小乘最初級的聖人，叫做初果。他(阿難)

權宜地現身，居於小乘的地位。他示現，那些不過是一種化 ， 是化 ，教化之迹 迹 迹

，他的化 就是示現是預流果的聖人，好低的聖人。「據其實行」，如果依據他的迹 迹

實際修行，就已經「久登初地」，早就原來是大乘菩薩，早就已經登了初地。不過，

「慮佛滅後。修行之徒。魔壞淨心。無方制伏。」這一處我們一路直讀下去，因為他

憂慮釋迦佛涅槃之後，那些修行的人被魔破壞清淨心，「無佛(口誤，佛應為方)制

伏」，所以他「示抅(拘)魔網」，這個 字，是這個字抅 (拘)，要改返正確，被那個魔

網所拘。他示現，請佛加被，請佛加威神。這麼佛就說一個神呪(咒)。那麼，實在他

想引起佛的教法，故意示現給魔所亂，就讓佛叫文殊來救他，而說了一個咒，就讓人

們得到這個咒，起一個教，咒就是教，引起這種教而已。希望能夠這樣起教，就廣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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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於遠代，遐即遠也，遠代，令到後代的學者能念這個咒，來摧毀魔的勢力。「非謂

聖人。凡厄魔網也」，並不是說那些聖人會被魔搞到，不是這樣解釋的。

聽眾：是那個咒？

羅公：個咒你查《楞嚴經》，念甚麼咒都可以，念阿彌陀佛就可以了。……楞嚴咒，

那些和尚每朝第一句就念甚麼？念……哆他伽多夜……阿囉訶帝，三藐三菩陀

夜，我都聽到很熟悉，是嗎？

聽眾：我問你六字大明咒可不可以？

羅公：甚麼都可以，阿彌陀佛都可以。他都說起教而已，目的是引人們這樣做而已，

不一定要念楞嚴咒，不用的，你要念又可以。不過，你念佛都可以。下文了。

你念佛，他不會模仿(得到)你。

聽眾：為甚麼要用神咒來起教？……

羅公：大概他想有一個因緣，可能就是前生，他與釋迦佛有一段因緣，所以今生就引

起這個教，？？？。

好了，繼續了，「涅槃會中。因請為說」，在《涅槃經》裏面，講到佛的形狀，說

魔模仿不到的，這一件事就是這樣，不是說阿難被厄而引起的。這件是甚麼？是因請而

為說的。那麼是誰人請？迦葉尊者請的，「迦葉請言。佛說波旬說。云何分別知。」

聽眾：說漏了《大品經》。

羅公：又漏了《大品經》？是的，我講了(後面)阿難那處，漏了《大品經》。「大品

經云。魔變作佛。迷惑下凡。」這裏不用解釋了，是《大品般若經》，即是鳩

摩羅什翻譯的那一百卷《大品般若經》。

他說「淺行菩薩。不能了者。當說大品。未辨權起。」《大品經》這樣講，其實

目的亦是起教。想講這個《大品經》，因為那些淺行的菩薩，不能夠瞭解般若的義理

的，應該說大品，來到說給那些淺行的菩薩知道，讓那些淺行的菩薩趣向般若行。所

3



以，就講這句話，魔變作佛，會迷惑人。但是，如果你念《大品經》，你聽《大品

經》，依照《大品經》修行，《大品經》這樣講的，魔會變作佛，來到迷惑人的。但

是有一樣東西，如果你是依照《大品經》去修行的，魔是搞不到你的，目的是想講

《大品經》。是嗎？即是起教。「當說大品。未辨權起」，那些人未曾瞭解，未辨瞭

解用這權宜的講法，引起這個教的，於是執著魔會變佛來擾亂人，其實《大品經》就

講，魔是會變佛擾亂人，但是你依《大品經》來修行，你念《大品經》就不怕的，即

是你不一定要念楞嚴咒的，你念《大品經》都可以的。念《大品經》可以，你念《金

剛經》都可以，《金剛經》都可以，你去念《心經》一樣可以，這麼《大品經》通

了。

繼續了，他還取多《涅槃經》裏面一段，「涅槃會中。因請為說」。不是釋迦佛

有意示現的，而是因為迦葉尊者去請，釋迦佛為他說的。當時是怎樣呢？「迦葉請

言。佛說波旬說。云何分別知」。當時在佛說《涅槃經》的大會裏面，那位迦葉尊者

就請問佛，說一首偈來到請問，這兩句(佛說波旬說。云何分別知)是偈來的，將來佛

所說的和魔王波旬所說的。波旬就是他化自在天的天子，天王，專門搞(亂)人的。迦

葉尊者就用偈來問佛，哪些是佛說？哪些是魔王波旬說？云何者即如何，如何來分別

它、瞭解它？知道那些是魔王說的，那些是佛說的，因為魔王會變佛形的。這麼，於

是，佛就答了。「佛告迦葉」，(佛)對迦葉講，「譬如偷狗。夜入人室。其家婢使。

若覺知已。尋即退去。行者亦爾。已入佛家。而護(獲)甘膳。不令魔雜。佛之靈狀。

殊異端嚴。魔來濫正。應善分別。」這個《涅槃經》當時翻譯得不是很好的，《涅槃

經》就是北涼那個曇無讖翻譯的，翻譯得很差。而南方，南朝又有翻譯(南本)，翻譯

了一本在印度帶回來的，很簡單的，於是那些人將它(們)來到比較，當比較的時候，

南方的文化就高過北方，南方文人的文學高過北方人。南方一班文人學士都好歡喜這

本(南本)，但嫌它翻譯得不好。於是，由詩人謝靈運，謝靈運是文學家，當然是文學

很好。他重修、潤飾，現在的《涅槃經》，你不要以為，現在的人「烏凜凜」(糊里

糊塗)以為居士講經都不可以，怎知你們讀那本《涅槃經》是謝靈運重修過的，整理

過的。現在我們讀這本是南本《涅槃經》，是謝靈運重修。這樣，重修過的，文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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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不過，它的條理還不是很好。佛就說給迦葉聽，「佛告迦葉。譬如偷狗」，偷狗

是甚麼？那些狗偷，現在所謂那些狗偷，販狗偷東西那類人，他會偷狗。他「夜入人

室」，夜晚就走去別人的屋裏面。那些狗偷，你不用害怕他的，一有人出來，他就趕

快逃走。即是說，意思譬如那些魔走來到冒充佛，如果你有真正修行的人在這裏，他

會趕快走的。大概意思是這樣，文字翻譯得不太明顯。「其家婢使」，婢是女子，

「妹仔」(婢女)，「丫頭」(婢女)；使就是男的工人，僕人。被那些婢使一知道，這

些狗偷就走，就退去了。「行者亦爾」，修行人也是一樣，亦爾，也是一樣。當修行

的人，「已入佛家。而護(獲)甘膳」，你入了佛門，得到很多甘美的膳食，即是依著

聽到的很多經教去修行，不會，「不令魔雜」，你不會被那些魔來到搞得到。

聽眾：羅公，它寫 「而護甘膳」？何解？着

羅公：嗄？而獲甘膳。

聽眾：他寫了護字。

羅公：它弄錯。不過，不知道是《涅槃經》錯，還是它這處弄錯？你對一下。不過，

無論如何，這個字就是獲字。

不過，錯在《涅槃經》或是錯在這處？我們有例，我們知道它一定是錯了，你在

上面注，你就說護，如果真正對過《涅槃經》是獲字就無問題了。劃了它，改了。如

果《涅槃經》都是護字，你就要替它注，這個差不多是考證的例來的。你不能改的，

如果那個版本是好的版本，你就不能將它來改。若果是執錯字粒，你是可以改的。

「不令魔雜」，不要被魔雜。那 怎樣不令魔雜？他說給你聽，佛的樣子是這樣的。麽

「佛之靈狀。殊異端嚴。」這句不用解釋了，(即是)與眾不同。「魔來濫正。應善分

別」，如果那個魔王走來到冒充，濫者，本來無那樣東西，他現在(冒)充那樣東西，

我們應該好好地去分別。怎樣分別呢？他教你分別，「眉間毫相。右繞盤旋」，你看

看佛的眉中間白毫的相，是向右邊繞的，旋轉的。「外實裏 」，外面看起上來，光虗

到好似一粒這樣，裏面好似空的那樣。「白光流散」，那些白光散開的。「其光映

潔。淨如 璃」，那些光白而帶藍的， 璃是藍藍的。「面貌圓明。猶如聚日」，面瑠 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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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光明的。「頂髻高顯」，佛有個玉髻，這處起一塊肉，所以他的頭髮在那處，好

似一個包。頂髻高顯，很高、很顯著。「其髮紺青」，他的頭髮碧藍色的，紺就是那

些碧色那樣。「一髮一蠡。右旋宛轉」，有本就一髮一蠡的，有一髮一螺，一個髮，

一個螺，田螺，他這本就是一髮一蠡，你就要對《涅槃經》。它右旋的，為甚麼這樣

一定向右？因為在古代，印度人認為右是代表吉祥，左是代表災害，所以是右旋。

「 茲勝相。並佛真形」，我們看見這樣殊勝的相，你就可以相信他是佛的真形了。覩

「若異此門。並為魔也」，如果他不能夠這樣的，這可能就是魔變。不過，魔變不到

(佛)的。你在念佛的時候，那些佛、菩薩或者護法神就會加持你，令(魔)變不到。你

騙人的時候，他就可以變到。好了，以上(辛一)就通了(《涅槃經》和《大品經》)。

那些「喃嘸(佬)」(介於道教與佛教之間的民間信仰的法師)賺錢，是嗎？他都不是真

的修行的，似是而非有很多的，有些居士裏面穿套西裝，就替人「傾傾框框」(敲打

金屬物品發出的聲音)來到念經收錢。有的，有這些，我都見過，有些是他無資格替

人灌頂的，他又開壇替人灌頂，很多的，台灣更加多，我有幾個舉得出名的，騙人

的，盧勝彥、吳一正全部都是騙子來的。我在台灣，我就不敢講了。我在香港，我不

怕講。騙子，還出很多書，在馬健記(圖書公司)有很多他的書賣。騙子，香港都有，

他們的名字我都知道，不過在香港我就不講。以上就是辛一，會通《涅槃經》以及

《大品經》。附帶就再講一講《涅槃經》〈迦葉問品〉(口誤，應為〈長壽品〉)。

現在(辛二)就會通麴多經了。「言優婆麴多。不識魔者」，為甚麼說他不識魔

呢？這句是這樣解的，「尊者麴多。生居佛後。以次傳法。為第五師。說法度人其數

極眾。」不用解釋了。他第五代的，由迦葉、阿難一路傳到第五代的。如果禪宗，當

他是第五祖的。好了，那個時候是怎樣呢？「魔王垢弊。法會雨華。撓動眾心。不能

領悟」，一句。當時，那個魔王波旬，那位大自在天(口誤，應為他化自在天)的天王

波旬，又走來做壞事了。垢弊者指起煩惱走來作惡。在一個甚麼呢？走來優婆麴多尊

者的……[斷了](「又當更惑。施以寶冠」)，一句了。他又用神通變起一頂寶冠，更

惑就是甚麼？更加想進一步蠱惑人們，造了一頂寶冠就施給優婆麴多尊者。「聖者垂

哀。愍而見受」，這位聖者優婆麴多憐憫他，接受他的頂寶冠。「因語魔曰。我奉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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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識義知恩。」對魔這樣講：「我就奉承佛教，我知道義的，甚麼合義，甚麼不合

義，我知道。我又知道佛的恩，我要報佛的恩，我知道的。」講這幾句話的含義，即

是暗示魔你就不要亂搞，即是這樣。這樣，「聖者云。汝既施寶冠。我有寶瓔相

謝」，你既然施捨一個寶冠給我，我就給你一條寶的瓔珞來謝你。「乃取人 」，這虵

個(虵)蛇字，「(乃取)人 狗三種死屍。變作寶瓔。繫頸下」，他就用神通力，取了虵

人的、狗的、蛇的死屍，將它們來變瓔珞，繫了在魔王的頸下面。「波旬慶曰。麴多

聖者。神力難名。化導群機。果集聖侶。我之魔眾。展轉希諫。今既受我寶冠。又以

寶瓔酬我。麴多既落魔網。惡趣轉增。我之軍眾。不復損減。身心踊躍。輒即還

宮」。那個波旬就很高興了，就說這位優婆麴多聖者，神通力很難以形容的，很大的

神通。他又化度眾生，就聚集很多的聖人在一處。我們這些魔眾，「展轉希諫」，整

天勸他們不要弘佛法。那個魔王專門這樣做的，經常去找佛的，(叫)佛你不要說那麼

多法了，快些入涅槃。你一得道，就快些入涅槃。你不聽，就對付你。我已經希諫

他，希微這樣來到勸諫他，叫他不要講經，叫他快些入涅槃。「今既受我寶冠」，現

在他上當了，他接受我的寶冠了。又以寶瓔來酬謝我，那麼即是優婆麴多落了我的魔

網。這樣以後那些人多做魔事，惡趣的眾生增加了。「我之軍眾」，魔軍不會損了。

於是「身心踊躍」，很高興，即刻回去他的大自在天(口誤，應為他化自在天)天宮那

處。怎知道他行到半路，由人間去他化自在天，人間經這個須彌山半山那處，有這個

四大天王天。去到四大天王天的時候，都未曾到他的天宮，在四天王天的時候，「麴

多遂攝神力。寶瓔珠玉。還作死屍。 爛青 」。這個臰 膖 (膖)讀膨，膨脹。「膿血交

落」。優婆麴多尊者收回神力，(那條瓔珞)便變回死屍了。這樣，「波旬憂惱。控去

無所」，這個魔王波旬很憂心，心很惱亂。控者拉，想拉走它，無處可拉，無所即是

無處，無處可以拉得到，無一處地方可以拉得動它，黏得很緊。「遍及諸天。欲請除

棄」，(魔王)走去求四天王天，和其他天的人，請那些天子想辦法，「 」掹 (拉)走那

些死屍。「諸天各報言。非我力能。此是釋迦如來弟子。優婆麴多。為汝無知。橫加

撓亂。暫以此事。挫汝身心。可速歸依。得免斯厄。」天子說給他聽，這些並非我的

力量所能做得到的，這些就是甚麼？由於釋迦牟尼的弟子，優婆麴多尊者，為了你無

知，「橫加撓亂」，他說法，你就撓亂他。所以他暫以這件事警戒你，來到挫折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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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身心，你快些去歸依他，這樣就會免了災厄。於是，「波旬來下。至聖者前」，

於是，(他從天界)走回來(人間)，走去找優婆麴多，在聖者面前，「五體虔誠。悲哀

懺謝」。這個真正的五體投地懺悔、謝罪了。於是，「麴多尊者。愍而為除。謂彼魔

言。我生居佛後。不見如來。汝可為我變作佛形瞻相。」優婆麴多尊者就替他除下那

些死屍，就對魔說，我在佛涅槃後才出世，我未見過釋迦如來，你可以為我變(佛的

樣子)。你曾經勸過釋迦如來涅槃，你見過釋迦如來，你為我變釋迦的樣子給我看，

讓我見佛的樣子，瞻他的佛相。於是，「魔入村林。變身似佛」，他走入一個鄉村附

近的樹林處，他一定要有東西遮蔽才變得到戲法，變好他一步步行出來。「麴多見

已。敷座頂禮」，優婆麴多見到佛出來，即刻敷座，敷設座位請他坐，向他頂禮。

「魔乃驚懼。向麴多言」，魔王害怕起來，對麴多尊者說，「弟子凡愚。不違尊教。

雖變作佛。仍處庸流」，你叫我這樣做，我不違背你的教訓，你叫我變作佛形，我就

變。我變作佛，但我仍然是平庸之流，流者類也，庸者平庸。「聖者和南」，和南者

敬禮。你是聖者，你走來向 我敬禮，令到我滅無量福。你不能受人敬禮的，你居然着

受了，你會減福的。「尊者答。我近禮佛像。遠敬大師。汝弊魔。非我所敬」，我禮

一個佛像，像只是佛像，我近禮這個佛像，我不是禮你，遠我就是尊敬釋迦牟尼佛。

你這個弊魔不是我所敬的，我只是向佛像頂禮。「汝今莫懼。妄畏福消」，你不用害

怕，你不是受我頂禮，是佛像受我頂禮，你不用害怕，不會減你的福。「於是魔王。

深生慶悅。捨諸雜行。歸佛法僧。」歸即皈依，？？？。「頂禮優婆麴多足。還宮不

現」，回去不再出現了。這件故事說魔會變作佛，具體就是這件(事)。「豈得疑言不

識魔也」，你怎能說(麴多尊者)不認識魔？你以為優婆麴多尊者都不識這個是魔？你

不能夠這樣懷疑，他知道的，不是不知道的。

以上(口誤)庚三了，以下庚三(舉喻結勸)，舉一個譬如，來到結束這個懷疑，勸

人們修淨土了。「又如眾多貴宰。力助一夫。兇惡之人。莫能侵撓」，這個(撓)字應

該讀 naau4，莫人侵撓(naau4)，不過現在的人讀繞。「修業者亦復如斯。修念至

誠。決定生彼。十方諸佛。咸助威靈。報盡之期。魔不能亂。彌陀化眾。皆闡慈光。

接引魂情。令昇妙樂。勿懼魔撓。」(撓)讀繞又可以，讀 naau4又得，任你(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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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不習良因。」你念佛生西，好似(有)很多地位甚高的貴宰、大官來幫助一個平

凡的小民，「力助一夫」。那麼多貴宰來幫助你，一個兇惡之人就不能夠撓亂你的，

即是說甚麼？貴宰指那些佛、菩薩，他們有一個本願，要幫你忙。「修業者亦復如

斯」，如斯即是如此。如果你修行念佛能夠至誠，「決定生彼」，決定要一定生極樂

世界，當他修行的過程裏面，「十方諸佛。咸助威靈」，(你)不會被那些魔鬼搞得

到。當「報盡之期」，到你死的時候，「魔不能亂」，魔不會來亂得到你。「彌陀化

眾。皆闡慈光」，不止十方諸佛加被你，凡被阿彌陀佛所感化的眾人，都一定闡發他

的慈光，來到加被你的。這樣，令到你怎樣？大家的歸期時，來到接引魂情。這個魂

是指中有，因為你未是聖者，凡夫變成中有。「令昇妙樂」，昇者得以升美妙的樂

土。「勿懼魔撓。不習良因」，你不用害怕被那些魔鬼撓，因此你就放棄一個那麼好

的業因不做。以上就是第六節了。

第七節，第七章，我講多少少。乙七了，第七章了，第七章是甚麼呢？就分二，

丙一、丙二。丙一，標章。佛經裏面所謂標章，標即舉也，先舉大意，就叫標章。先

舉大意，即是未詳細講之前，先舉大意，標章。先舉一個甚麼的大意？這一章的大意

是甚麼？我們看看，「第七西方淨土。彌勒天宮。共相比校。以彰優劣」，西方極樂

淨土，和這個東方的兜率天(口誤，兜率淨土不是東方淨土)，彌勒的天宮，兩相比

校，這個校字，與車字邊那個較字通用。彰者明也，明那個優、那個劣。這樣，丙二

了，通疑了。通疑之中，有疑可通，於是通疑又分二了。丁一，就是疑， 述他的敍

疑，然後丁二就通。先講疑，丁一疑了。「疑曰。彌陀淨土。去此懸遙。彌勒天宮。

現居欲界。何不願生兜率。乃趣西方。捨易求難。豈非迂滯。」很多人這樣講的，印

順法師就是這樣講？

聽眾：？？？

羅公：其實他這個問題，早在唐朝的人已解答了。照理就是，應該是，印順法師無講

過。不過，無事的，這些大德講這本的時候，這本第一，講那本時，那本第

一。太虛法師又是這樣。窺基法師又是這樣，他講淨土的時候，西方的時候，

9



西方就是第一，他講彌勒的時候，彌勒那處第一。你們可以看看，他有一本叫

做《彌勒上生經(疏)》，說(生彌勒淨土)比生西方容易很多，九(口誤，應為十)

易七難，是嗎？那些大德個個都是如此，佛都是如此的。他講這樣，就說這樣

最好，到他講另一樣，又說另一樣最好。

聽眾：？？？

羅公：？？？你買東西，你說要最好的，這些就是最好的。我要便宜的，那些就是最

便宜。你看看，疑了，「疑曰。彌陀淨土。(去此懸遙)」，懸者遠也，距離十

萬億佛土那麼遠。「彌勒天宮」，就在欲界，須彌山上一些就是了，是嗎？何

不願(生)同界，我們欲界，欲界生欲界很容易，他那個(西方淨土)雖然是超三

界的，到底都是清淨土來的。「何不願生兜率」，為何不發願生兜率？「乃趣

西方」，乃就是走向、趣向西方呢？捨易來到求難，易的，你捨棄；難的，你

求。「豈非汙滯」，是傻傻地，迂者迂腐，滯即是塞滯。

聽眾：？？？

羅公：到你生去之時，你都不知道那個是兜率或是……。

聽眾：？？？

羅公：好了，我們再看下去。(丁二)通了，通又分二。

聽眾：三。

羅公：二，是嗎？

聽眾：三，這處寫三。

羅公：二。

聽眾：總標、別釋。

羅公：丙一，標章；丙二，通疑。是嗎？先講通疑。疑，戊一(口誤，應為丁一)，先

講疑，敘述疑，是嗎？不是？丁二就是通，通分三，是嗎？

聽眾：是。

戊一、戊二、戊三。戊一，總標，先總標。「通曰。比校兩緣。凡有多種。略陳

十異。同釋眾疑。」比較兜率淨土和彌勒(口誤，應是彌陀)淨土，兩種緣，即是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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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緣(的)難易，總共有很多方面的講法，我現在提十件不同的地方，異是不同，就釋

疑。這樣，我們講一個，就戊二了，別釋了，逐樣逐樣分開來解。(戊二)別釋又分

二，己一，列，先列出那十樣。然後己二再釋。(己一)「一命有長短」，西方就命

長，兜率命短。「二居處(口誤，應為處居)內外」，西方無內院、外院，彌勒淨土有

內院、外院。「三境分穢淨」，這個就生穢土，兜率淨土是穢土，它(西方)就淨，境

界有穢有淨。「四身報兩殊」，我們的身體，那個異熟果報不同，極樂世界只有男

人，無女人，兜率天有男、有女。「五種現差別」，我們在欲界，生在兜率的時候，

我們未成佛以前，有煩惱，這些煩惱在欲界會現行的，有種子，有煩惱種子，一有機

緣，煩惱就起現行。一生西方就不是，煩惱種就帶 去，但是無機會現行，儘量減少着

現行的機會，帶 煩惱種子。現在的人不通的，說甚麼？說帶業往生。一定帶業的，着

不帶業何須往生？在這處成佛？

聽眾：？？？

羅公：如果不帶業，就不用生(淨土)，便在這處建立極樂世界。是嗎？業者，即是有

漏業了。

帶 ，「種」，這個種即是煩惱種子，帶 我們的煩惱種子，帶 去往生。「六着 着 着

進退修異」，那邊(西方)一定不退的，這邊(兜率淨土)一懈怠會退。「七界非界

別」，在這處(西方)就不是欲界、色界、無色界，在這處修行；兜率淨土就是屬欲

界，那邊(西方)無三界。「八好醜形乖」，那邊(西方)全部好似個個一個樣子的，一

個大丈夫相；這邊有男、有女，兜率天都有男、有女。「九捨生不同。十經勸多

少」，捨生，捨和生是不同，為甚 ？我們捨這邊的報，我們的業就在兜率淨土出麽

世，無人來接你。在西方淨土，有人接你。即是你去一處陌生地方，那邊有人走來陪

你去。這邊你要去到那處？？？。「十經勸多少」，不知幾多經勸人生西方淨土，這

個彌勒淨土得一本《彌勒上生經》，《下生經》不是講那些。經勸人來修多少又不

同。就先講這麼多。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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