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章)丙一，引文，讀了。我們引那段文就說甚麼？引《阿彌陀經》和世親菩

薩的《淨土論》，《阿彌陀經》這樣說，「善男子。善女人。念佛生彼」，生彼是生

極樂世界，一生了去極樂世界，聲聞之數，「無量無邊」那麼多，那麼即是說，依照

《阿彌陀經》，就說男人、女人，念佛一樣可以生，可以生極樂世界的，第一。第

二，去到極樂世界，有很多聲聞，小乘的聲聞人，是嗎？好了，另外一本論，《淨土

論》，「淨土論云。大乘善根界。等無譏嫌名。女人及根缺。二乘種不生。」好了，

《淨土論》這樣說，是一首偈來的，生極樂世界的，一定是要有大乘善根的人，才可

以生。那些生了去的人，小乘的名稱都無的，那些聲聞、獨覺被人看小，被人認為他

是拙劣的，不只無這類人，連到甚麼？連到這個名都無，小乘的名都無，那些小乘

果，小乘果譬如預流、一來，連這些名都無。不只人無，連名都無。女人亦無的。缺

根，那些四肢不全、五官不全的人都無的。「二乘種不生」，二乘的種姓，二乘的那

類人，(即)聲聞、獨覺這些二乘的人，亦不會生得去極樂世界的，那麼便是矛盾了。

《阿彌陀經》又說男人、女人都生，這個《淨土論》又說女人不能生？這個《阿彌陀

經》又說，有很多小乘聖人去到，《淨土論》又說小乘聖人都不能生得去。又怎樣？

便矛盾，如何解答？於是就生疑了。

聽眾：這裏講了。

羅公：嗄？

聽眾：講了，？？？講了女人、小乘的人。

羅公：講到那裏？

聽眾：小乘的人、女人。庚一，就女而會。現在到就小而會那裏。

羅公：女人那處講了。是嗎？

聽眾：？？？

羅公：不要緊，不要緊。這樣，通，又分兩段來通，辛一、辛二 (口誤，應是丁一、

丁二)。辛一(口誤，應是丁一)，第一舉出疑，辛二(口誤，應是丁二)就通，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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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一讀疑，辛一(口誤，應是丁一)，我讀一讀。「疑曰。如淨土論。女人根

缺。小聖不生。彌陀經皆說生彼」，說通通可以生。「二俱聖教」，《彌陀

經》和《淨土論》都是聖人之教，「何以各殊」，有甚麼不同？那麼下面就是

通了。通的時候，又分二，壬一、壬二(口誤，應是戊一、戊二)。壬一(口誤，

應是戊一)先標後釋，佛經都是這樣的，先標舉大旨，然後再解釋的。現在標

了，看一看他怎樣標舉大旨。「通曰。勘尋經論。各順一緣。審而察之。並無

差殊。」我不講了。

聽眾：羅公，這個應該是戊。

羅公：嗄？

聽眾：講了。

聽眾：這個講了，這個是戊一。講了，要再過幾頁。

羅公：我不講的，我讀一讀而已。標。

聽眾：科判錯了，上面那些天干地支錯了。

羅公：天干地支錯了，這個有無錯？

聽眾：無錯。

羅公：你改返正，這裏有無錯？丙呢？

聽眾：無。丁開始。

羅公：丁一就疑，是嗎？丁二就通。戊一。

聽眾：無這兩個，

羅公：嗄？

聽眾：下面開始。

羅公：甚麼？

聽眾：那兩個無的。疑通，下一個無的，丁一開始的。

羅公：丁一開始，丁一就是疑。

聽眾：是。

羅公：丁二就是通。

聽眾：疑、通無的。

羅公：這裏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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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是，這個無。這個有，是。

羅公：丁一就是疑，丁二就是通。通就分二，是嗎？

聽眾：是。

羅公：就戊一、戊二。戊一。

聽眾：標。

羅公：嗄？標。

聽眾：戊二，釋。

羅公：這處標了，「通曰。勘尋經論。各順一緣。審而察之。並無差殊。」這處標。

戊二，是嗎？戊二，釋，釋又分二，己一、己二。己一，明三類生，是嗎？三

類生。戊、己，庚一、庚二。庚一，是嗎？

聽眾：是。

羅公：庚一(女人)，先講女人，女人可以生。「言女人生者。志性妙決。深厭女身。

專念佛名。求生淨土。娑婆報盡。轉作丈夫。處妙華臺。即生淨國也。」就解

釋，女人生，就先轉男子身生的。然後，庚二，是嗎？

聽眾：根缺。

羅公：嗄？

聽眾：是。根缺。羅公：是否庚(二)？

聽眾：是。

聽眾：根缺。

羅公：嗄？

聽眾：根缺。

羅公：根缺。根缺可以生，轉了丈夫身，不根缺便生了，他的中有，是嗎？「言報缺

者」，報缺者即是根缺而已，他今世的果報是五官不全，即是叫做報缺了。

「言報缺者。有五種。一生。二犍。三半月。四妒。五二形。如此根缺。志性

無恆。」

聽眾：已講了。

羅公：「但能發心。決意勇猛。捨殘缺根。感具根身。即生彼國也。」根缺都可以。

那麼，就到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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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庚三。

羅公：庚三，是嗎？二乘，聲聞、獨覺乘的人。二乘裏面，又分二，辛一、辛二。辛

一就標，然後，辛二，就是釋了。我們就看辛一，「二乘者」，就標。下面是

釋，釋就又分二，壬一、壬二。壬一(簡不生)，簡除那些不生的，簡者除去。

然後，壬二(取得生)就取，除去了之後就取。(壬一)標就說明那些是不生；(壬

二)那些是可以生的，取得生。

現在我們就讀一讀(壬一)簡不生。一，「愚法」之人，愚法之人就是小乘，聲

聞、獨覺，兩乘(口誤，應為二乘)，為何？因為大乘的人就要怎樣？要證得人空，證

得法空。小乘的人，證得人空，法空不能證得，那麼對於法空的道理便是蠢了，那就

叫做愚法。「一謂愚法。證人空理。已得小果。不達法空。故云愚法。」

這處我順便，本來講了，我一下想起，講一講給你們聽。人空理，空理，記住，

我聽見很多人登堂講書，把空理講錯。以為空理就是空的道理，不是的，這個空理是

指人空的真如，人空的真如為何叫做理？真如無形無相，不能用一個物字來到代表，

所以既然無一個適當的名詞去代表，不講又不可以，要講又無一個適當的字來代表。

於是，無以名之，就強名之，叫做理。所以你遇 理字，你不要以為一條條道理，你着

要記住，如果你這處搞不來的，你以後看經就有很多窒礙，是嗎？那我講你聽，佛家

的理字有兩個解釋，聽書的好處，就是這點，就是這些了，不需要的其他解釋，也會

解給你聽，這些你看書看不到的，查辭典你都不容易查到。你問人，問到一個「烏瀡

瀡」(不明白，下同)的，就帶你去「掘頭路」(死路)，你更加死。你記住，你看佛

經，看到理字，兩個解釋。第一個就指真如理，這個真如理即是宇宙的本體，這個實

在，reality，真如理。因為樣樣事物都是有差別，真如是無差別，無差別就無形相，

不能用物字來到代表，所以稱它為理，第一個當理的解釋，明白了。第二個⋯⋯(羅

公轉回補充真如理的意義)⋯⋯，這個理就當作真如理，真如，普通小乘的人證真

如，證人空的真如，大乘的人就證得人空、法空二空的真如。人空真如，又叫做理，

叫做人空的理。大乘所證的法空真如和人空真如兩樣，就叫做二空的理，二空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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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單在法空來講，就叫做法空的理，那麼這個理就指真如了，記住了。那你看經，看

到理字，你就將它來代入，怎樣代入？你看看上文下文，應該當作真如這樣解釋好，

還是當道理這樣解釋好？如果應該當真如這樣解釋才解釋得通的，你就當真如；如果

應該當道理這樣解釋，你代入去，當道理。這些是「竅妙」(技巧)來看這些書，要瞭

解的，我教你怎樣去代入，試一試，試一下去代入都不通，就不是這樣解釋了，是

嗎？道理，那麼真如理就不是道理嗎？真如理還真如理，道理還道理，所以學佛的人

的頭腦切忌拖泥帶水，很多人學了十年、八年，那個腦根就拖泥帶水的。你說羅先生

為甚麼經常聽到你罵人？我是經常罵人，那些人不罵不可以的，是嗎？你們讀書少的

就說無罵人，你讀一下三論宗的書，吉藏法師滿口就是甚麼？破邪顯正，經常講要破

邪顯正。他還這樣說，破邪就是顯正，破邪之外，再無正可顯，明白嗎？邪都破清

了，便是正了，是那個邪阻礙的。眾生有本來俱生的智慧，把那些邪的東西殺清去，

當下就是正，何須破完邪，另外去求正呢？不是的，所以學三論宗的人，有一句格

言，你要記住這句格言，我寫給你們看，你們記住。記住這些好的，是三論宗的人講

的，歐陽竟無經常引它的，學佛法不用去求真理的，把你虛妄的、邪惡的，行為上，

把你惡的行為去了，你就是正了、就是善的，不用另外去求善。智慧上，你把那些邪

的智，殺清它，當下你就正，無邪還不正？是嗎？所以這句格言，你要記住。這個吉

藏法師經常滿口破邪顯正，他最「切老骨」(未明當時用法)就是，破邪之外，無正可

顯。所以，最重要是把那些不通的，罵它，罵遍它，你當下那些便是正了。你不要以

為學佛法，學佛法來罵人嗎？釋迦佛經常都罵人。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篇篇都

罵人。彌勒菩薩又經常罵人。那些說不要吵架、不要罵人，那些蠢才。好了，那麼就

記住了，道理還道理，真如理還(真如理)。

那道理，甚麼是道理？懂不懂？張漢釗，你懂不懂？道理有甚麼道理？道理不是

等於真如理。道理是甚麼？記不記得？聽眾：法爾道理。

羅公：一種而已。

聽眾：四種，最後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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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四種道理，道理就是四種道理，四種道理就是道理。四種道理不是等於真如

理，記住，四種道理，有人不記得了？第一種。

聽眾：觀待。

羅公：觀待，是嗎？觀待道理。甚麼叫做觀待？這些文言文太 (文)雅，就「弊」(不

好)。觀待即是相對，相對相望，就叫觀待。觀，我們兩個觀一下，看你高還

是我高？觀。待者，相對，待。譬如你說我是媽媽，你對你的兒子，你就是媽

媽，難道你對你阿公，你都是媽媽？是嗎？觀即是觀望，觀望你的兒子，你是

媽媽；觀望你阿公，你是孫子，是嗎？媽媽、孫子這些都是觀待。但是，譬如

你問，我是媽媽，合不合理？譬如我是女人，譬如，我說我是媽媽，合不合

理？先看一下，是嗎？你對誰說你是媽媽，是嗎？對你的兒子，你就是媽媽，

是嗎？對你阿公，你就不是媽媽，你是孫子。所以觀待道理，(是)在相對情況

之下，才是合理的。明不明白？叫做觀待道理，即是說，在這個角度才對，在

那個角度不對，叫做觀待道理，相對的，不是絕對的。

羅公：第二種，有沒有人懂？一個都不記得？

聽眾：證成道理，是嗎？

羅公：是，證成道理，有一個證成道理，第三才說。第二個？這個很重要的，學佛要

記住四種道理，所謂道理就是這四種，叫做道理。作用道理。你不要笑，哎

呀！羅先生，你講極樂世界生西，你懂了這些，你就可以生西了，遲早事而

已。那粒穀是因，能夠生禾的果，因能生果，果又可以再做果，又再生果。因

與果，因和果相望的，就叫觀待道理。但是因確是有力量生果的，有力量生

果，然後叫做因，這種叫做作用道理。何以說穀是因？禾是果？因為穀有生禾

的作用。

譬如你學化學，氧，兩個氧(口誤，應是氫，兩個氫)H2加 O2(口誤，應是加

O)，結果一定是甚麼？一定是等於 H2O，等於水的。兩個氫原子、兩個(口誤，應是

一個)氧原子加起上，一定等於 H2O，兩個氫，一個氧結合，而成一個水的分子。為

甚麼？因為兩氫加兩(口誤，兩應是一)氧，一定會有產生水，如果你一通電，就一定

6



有產生水的作用。這句話是否對的？兩個氫、兩個(口誤，應是一個)氧通電就會產生

水？對不對？合不合理？合理，這個是道理來的，無講錯。為何無講錯？因為道理是

這樣，這種道理叫甚麼？叫做作用道理，我這裏講得最明白，你查那個大辭典，包你

查不到這樣。四種道理是出自《解深密經》，《瑜伽師地論》就有。那麼因有產生果

的作用，作用道理。例如，一個政府如果施行暴政，就可能引生革命出現。施行暴政

是因，引起革命是果。這個施行暴政是因，會產生革命的果，那你問這是甚麼道理？

這是作用道理，因為施行暴政，有引起革命的作用，明白了？這樣叫做作用道理。因

能生果這種道理，叫做作用道理。那麼因怎樣生果？現在不是講這個問題，那些四緣

如何產生五果，是嗎？是另一個問題，你不要將問題搞在一起，就搞不來了。那麼即

是第二種作用道理。那你記住記住，不要因為念佛就討厭這些，如果你想生報土，要

懂這些的。想生化土，就一味猛念阿彌陀佛就可以了，想生報土要懂這些的。

現在講那個證成道理，證成道理，就是甚麼？用現量看到，現量，用我們的感覺

直接接觸到的，不到你否認的。譬如我摸塊冰覺得冷，這是甚麼道理？你說它冷，你

說覺得冷，這是根據甚麼道理？根據證成道理，因為我摸下去覺得冷，證成。直接接

觸之為證，用一個理由支持它，叫做成，證成，即是用五官的感覺，可以直接接觸到

的，或者五官接觸不到的，用因明三支比量，用因的三相來到證明，這是合理的，那

這種道理就叫做證成道理，這些是道理了。

還有一種，就是她說那種了，第三種，不是。

聽眾：第四。

羅公：第四，叫做法爾道理，法爾道理怎樣？

法爾，法者事物，爾者如此。事物本來就是如此，不到你講的，法爾，例如一加

一就一定等於二，等於二多些少都不可以的，為何如此？甚 道理？無得解釋，本來麽

就是如此。那種本來就是如此，不到你解釋，你解釋又是這樣，你不解釋都這樣，這

7



種道理叫做法爾道理。法即是事物，事物本來如此，叫法爾道理。這個是甚麼？如果

你讀天台宗的《始終心要》，開首就講法爾道理，就怎樣講？有沒有人記得？「夫三

諦者」……那些人以為我只是講天台……「夫三諦者。天然之性德也」，這處，性德

兩個字，版本不同，有些不同的，不過普通(是)這個正。真諦、俗諦、中諦，這三

諦。為何宇宙萬有有三諦存在？他的答覆是怎樣？無得解釋。天然，天然即是法爾，

天然就是 naturally，諸法如此，自然如此，無得解釋。天然之性德，性就是狀態，

是嗎？德就是甚麼？性德，狀態。那個性字可以怎樣？即是英文那個

condition、manner，那個性字，你不要一味當它 substance那樣解釋，有時就當

狀態解釋的，性。德是甚 ？麽 Quality，性質。是法爾如此的，即是說這三諦的存

在，是無得問。你問起上來，釋迦佛都答不來，因為它是天然的性德。天然的性，法

爾。天然的道理可以解釋到，自然如此的道理，很容易解釋，是嗎？怎樣是一個法爾

道理？那些是法爾道理？為何我們會有生命呢？你解釋我聽，你解釋。我問你，你有

沒有生命？你有沒有？你說。如果你說無的，那就要送你去神經病院，是嗎？如果你

說有的，為甚麼你會有？有阿媽生我，為甚麼阿媽會生你？因為是男與女結婚之後會

生子的，好，為甚麼男與女結婚會生子的？一直問下去，這個廣東話俗語，「打穿沙

盆璺到 」㞘 (尋根究底)。答都答不來，有類人就會說這些是神的意思。一樣答不來，

多此一舉。為甚麼神的意思是這樣？一樣答不來，是嗎？多了一條尾巴。為甚麼神要

這樣的意思？為甚麼有神？你答？神(怎樣)到你問？為何神又不到我問？神都到你

問，為何神又不到我問？不到你問，這樣，不到，總之不到。為甚麼神做人？一樣是

無得答。凡是答不來的事，不是隨便你不懂那樣不答，叫法爾道理，是科學家、哲學

家都答不來的，那類叫做本然存在。你問亦如此，不問亦如此，是嗎？你問亦問不到

的，那就是法爾道理。為何要弄一個法爾道理？為甚麼我們有生命？你又講真如，為

甚麼有真如？無得解釋，法爾道理。再問，為甚麼有上面那三條道理？你怎樣回答？

法爾道理，因法 naturally有上面那三條道理，是這麼簡單，是嗎？法爾道理。如果

無法爾道理不通的，為甚麼會有上面那三條道理？法爾道理就是支持上面那三條道

理。法爾道理是總，上面那三條是別。好了，講到這處，大家都知道，甚麼叫做道理

之理？道理者，就是四種道理也。那麼，我有時就很黑心的，譬如你去聽東西，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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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說講經、講道理又好，你就考一考他，「老師，道理，甚麼叫做道理？」考一考

他。如果他「烏瀡瀡」都講不出的，你就不要花時間去聽了，老老實實，是嗎？他帶

你走一條黑路，你更加死症。

那麼，道理之理，這個所謂空理，就應該是人空真如，人空理就是人空真如。好

了，這段我不過是重複而已，講這個給你們聽，對你亦有益。這類東西，所以有些人

說學唯識無甚麼用，這個用處就是這樣，如果你不學甚麼叫做道理？甚麼叫做空理？

你根本就「烏瀡瀡」。學唯識，你會很清楚。

好了，(壬一)簡不生，簡除了。你看簡不生，「一謂愚法。證人空理。已得小

果」，但是，「不達法空。故云愚法」，法就是這樣了。「唯求自益」，這類人「不

能利他」，這類人「不可得生淨土」。但是你回心轉大，就會生淨土的，即不是絕對

的。

(壬二)(取得生)二，哪些人可以生？雖然(是)小乘的人，他回心轉向大乘，他就不

愚法了，這類得生了。如果你一味修小乘，就不可以(生)。二，取得生了。「二謂不

愚法。雖得羅漢。不住小果。隨諸菩薩。起大乘心。」你讀過《金剛經》未？讀過

未？《金剛經》有哪個人起大乘心的？本來證了阿羅漢果，聽《金剛經》的時候，生

起大乘心的？誰人？

聽眾：須菩提。

羅公：須菩提，是的，須菩提聽到《金剛經》，聽到半部《金剛經》的時候，他覺得

很稀有，就哭起來，讚嘆般若，是須菩提。這些就是甚麼？這些叫做回轉的

心，即是趣向大乘的。「隨諸菩薩。起大乘心」，例如須菩提是也。「願生佛

前。發利他行」，這類人「故生彼國也」。「又觀經云」，《十六觀經》

(《觀無量壽經》)。「中生之人。至彼方證小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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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下面)這段都是這段，他自己提出自己的疑。《十六觀經》又說，有類中

(品)生的人，生了極樂世界之後，再證小乘果，這樣豈不是極樂世界有小乘法？下面

解答這個疑，因為那些人就疑了。(上一課)已經解釋了。「疑曰。淨土論云。二乘種

不生。何因生彼。然得小果」，這個然者，當然後那樣解釋。「荅(答)曰。此人先有

小乘種子。遇善知識。發大乘心。即因前小習」，前生小乘的習氣。「悟四非常。發

起宿因。即證小果」，就在那處證小果，但是一證了之後，即刻怎樣？「大乘善友。

力所 獎。不住小乘。還興大念」，一證果，即刻回心向大，「故非小乘也」，這類携

不是真正的小乘，即是又得生，是嗎？

一標、二釋就到甚麼？二乘，標、釋。(己一)明三類生，到甚麼？

聽眾：己二。

羅公：己二？已？

聽眾：是。己二。

羅公：己二。己一就到己二，無錯。正會(相違)是嗎？

聽眾：是。

羅公：正式將它兩個相違的地方，拍合了它們，叫正會了。正會相違，會它的相違，

正會相違又分二，庚一、庚二。庚一，就女而會，一個說女人可以生，一個說

女人不能生，就這點來到會了。讀了，是嗎？

聽眾：是。

羅公：就女而會，庚一，「根雖是女。能求菩提。深信自他佛性平等。即弘大願。誓

當成佛。廣度眾生。念捨女身。即生淨土。臨當報盡。化佛來迎。成大丈夫。

入蓮華座。即生彼國。佛令安神。經約此門。故云皆往。」約即是就，經就依

據這一個角度，所以說女人都能生。「論據不能(若此)」，《淨土論》就依據

甚麼？不能一個女人整個女身走去的，就這一點「故說不生也」。那麼，正會

相違讀了。通，就到甚麼？不是，還有，正會相違(己)二，(庚一)就女而會，

現在今日應該講這處，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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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就小而會那裏。

羅公：庚二，就小而會。小是小乘，就小乘這點來到會。

「小乘之人要生大志。乘此為業。即得往生。從彼舊名。號聲聞也。」搞來搞

去，這些聲聞就是不定姓的聲聞，會回心向大。縱使有一類人是小乘之人，修小乘，

但是這類人如果他肯努力精進，他要生大志，他應該生起大志，趣向大乘的志。「乘

此為業」，此者即是大志，乘 這些大志來到去修業，這樣就「即得往生」了。往生着

之後，實在他就不是小乘，「從彼舊名。號聲聞也」，依 他舊時的名，因為他舊時着

是聲聞，而且他們的樣子是穿袈裟，剃光了頭，整個聲聞樣子，說他是聲聞，實在他

不是聲聞。

這麼，這處翻翻覆覆的又「疑曰」，你不要以為是另外一段，都是這一段來的。

「疑曰」，這段不是正式的疑。「小乘之目。判作譏嫌。何因彼方。必稱斯號。」假

設外人這樣問，「小乘之目」，目者名也，名稱，小乘這個名稱，在大乘來講，就被

大乘所譏刺的、嫌惡的，譏刺、嫌惡。「何因彼方。必稱斯號」，何以去到極樂世

界，一定要稱返這個聲聞呢？有返這個名號呢？答了，「荅(答)曰。聲聞愚法。自利

過深。不能益他。謂譏嫌耳」，因為聲聞的人，對於法空的道理他不懂，叫做愚法，

而且他的慈悲量不廣。聲聞愚法就智慧講，自利過深就慈悲講，他無一個大的慈悲

心，太過自利，自己求解脫了事，所以他智和悲都少，「不能益他」，即是不能益

他，就說他是譏嫌而已，耳即是而已，那就譏嫌而已。但是他一回心向大，就不是譏

嫌了。「雖存古號。即大聲聞。益物既弘。乃為良稱」，雖然仍然存返他古時聲聞這

個名號，但是他應該是大的聲聞，大的聲聞就不是當小乘聲聞這樣解釋，是名聲廣聞

這樣解釋的，大聲聞。這類大聲聞，「益物既弘」，這個益字是動詞，利益，物者眾

也，記住，物者眾也。他能夠益那些眾生，你們不要當物者是物件，物者眾也。「益

物既弘」，弘者大也，如果能夠這樣，聲聞這兩個字是名聲廣聞，是好的名稱，不是

壞的名稱。那麼有何證據呢？引《法華經》了，「故法華經云。我等今者。真是聲

聞。以佛道聲。令一切聞。」《法華經》(說)一回心向大，保存返聲聞的名，意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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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了。《法華經》這樣說，那些回心向大的人，這樣說，「我等今者」，真正是聲

聞，舊時那些是假聲聞來的，為何？我以佛道的聲音，即是宣揚佛道的聲音，「令一

切聞」，令一切眾生都聽聞，那便是聲、聞，是嗎？《法華經》這樣的解釋。在娑婆

世界都有那類大聲聞，何況極樂世界，「西方亦爾」，亦爾即也是一樣，爾就當如

此，西方極樂世界亦如此。「雖有小乘。並真聲聞」，這些是大聲聞來的，不是那些

小乘的聲聞，「故無譏嫌等過」，所謂譏嫌等，不關他的事。他這些不受譏嫌兩個字

範圍的。以上就是第十章，是嗎？這個解答這十幾個問題很有名的，《佛學大辭典》

裏面都有收錄，因為其他的書很少答得這麼徹底，尤其是答下面那段，下面那段最精

彩的，答三階教。

當時隋朝有一位叫做信行禪師，他將學佛法的人分做三層，三段。第一階，階級

的階，上上根，全部是大乘的。一乘的，他是根據《法華(經)》，一乘的上，第一

階。第二階，三乘教，聲聞、獨覺、菩薩，這三乘(是)第二階。修小乘、修聲聞的

人，又說我們這些是正的，修大乘的人又說你那些是譏嫌，修獨覺的人，他自己又走

去深山處，費事去弘揚佛法。各據一方來到修行的，這些是第二階。到第三階就不是

了，(為了)得到少少的東西，你攻擊我，我攻擊你，這樣諸多問題又不能解決的，間

中又做很多罪惡，甚至打打鬥鬥，這類是第三階，三階教。那麼三階教的人，你不可

不知道，勢力很大的，隋唐的時候，各州都有他們的大寺門的，叫做三階寺，三階教

院，在每州的首府都有一間的。還有，每州首府的信行禪師的那些三階弟子，派駐各

道，好似現在那些國民黨和共產黨，在每個省派一個支部這樣的做法，勢力很大的。

那麼，他不多勸人生淨土，說要依 三階教修行，如果你念佛請求加被，念地藏菩着

薩。第一階的不用念，那是上上機。第二階的各隨所意，都無不可，不需要特別念阿

彌陀佛。第三階的那些，你念佛都不可以的，要念甚麼？你罪惡太多，念地藏王菩

薩，讓你先不用落地獄受苦，第三階的那些。那麼他就提出念地藏。你看現在日本的

日蓮宗，他們念《法華經》，又拜《法華經》，那時候的三階教餘波來的，勢力太

大，隋朝楊廣做皇帝，有些法師要見皇帝，說三階教太專橫了，隋煬帝(楊廣)就下

令，所有全國的三階教通通殺光，毀三階教。舊時就是專制時代，就是這樣。皇帝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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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高興，就全部殺清，全部無了，不准流傳。於是無了，暗中民間還有少少，三階教

就有一本三階信行禪師的集錄(《對根起行三階集錄》)，那本書就有很多他講三階教

的東西，但不是講得很完備的。現在的人想研究三階教，人各一說，不過大意就好似

我剛才那樣講。有很多人，日本人不知道叫甚麼名字(矢吹慶輝)，有一本書出版，

《三階教 研究》，他窮半生之力來到寫《三階教 研究》。中國人有這樣，他取到の の

外來的東西，自己去組織改了，後來又說同善社、道教的一級級、白蓮教，甚 甚麽 麽

那些，全部都是模仿三階教，都是這類，是嗎？那麼就下一個星期讀第十一章，講三

階教。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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