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乘的講法，是嗎?講到這處，你會問大乘之外又有一乘嗎? 兩種人看

法，記住，第一種人，唯識宗和西藏的黃教，所謂一乘即是大乘，大乘之外並無一

乘，這個就是西藏的黃教和中國的唯識宗的看法。第二種的看法，一乘還一乘，最高

的，大乘都在一乘之下，大乘是跟小乘相對的，這些看法是中國獨有的，是天台宗，

中國的天台宗。那你問我哪個正確呢?我當然是第一種看法，天台宗是自己抬高自

己。學佛法一定要有抉擇，有兩說這樣的，有兩、三種說法，哪一說正確呢? 不能講

說說都對，這句話不可以。正確，正確在何處? 是嗎? 要瞭解才可以的，不能籠籠統

統講都正確的，這樣的人不能學佛的。那麼他(信行法師)就好明顯是受天台宗影響，

把一乘放在三乘以上。第三階，？？？這個人，各別諍論，愚昧無知的。那麼三階，

眾生的根機有三種，佛法就有三層。如果你是大根大器，一乘之機，決定成佛的，這

些叫做第一階，一乘的根機。第二種……(羅公補回第一乘根機)……第一乘的根機無

所不包的。第二種就是三乘根機，就是各人，如果我是獨覺，我有我修獨覺的，佛出

世不出世，不關我事，我已經自己悟道了，獨覺。如果我是聲聞，我就在佛出世的時

候，佛就替我剃度了，我就證了預流果、一來果、不還果，我就去涅槃了，甚麼都不

理會。如果我是大乘的，就依 空、有兩宗的修行方法，由初地、二地、三地一直漸着

漸修上去，這個是第二階。第二階的人有一個特點，各人認為自己學那套最好，別人

那套不好，各別的。第一階那些就不是，含容廣大，圓頓之教，第二階就是各別之

教，圓教、別教之分。第三階就是最「曳」(差)了，諸多爭論，愚昧無知，他們有些

簡直連佛都不信，有些就信一下佛，(但)又不知所謂，他們只是怕因果，念一下佛求

不要下地獄，想生人間好些，就是一類這樣的人。總之爭論多多的，一少少(事)就爭

論多多，這類人連那三乘都不歸邊的，他們這樣的。第三階是完全不歸邊，亂糟糟

的，第二階的一部分是歸邊，第三(口誤，應是第一)階就是圓融廣大的，叫做三階

教。好了，三階教就有三種不同的修行方法。第一階是圓頓的，一聞千悟，一悟道就

貫通一切。圓，那個教理，無所不包。頓，一樣，舉一就可以知一切。三乘就依 自着

己那乘來到修行。第三階，這類人連到修三乘教都不可以，只可以怎樣 ?這類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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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這類愚癡的眾生，這類人只有障，經常去禮懺，懺悔前生的罪孽，學習一下持

戒，免得生死輪迴痛苦。尤其是這類人，最容易做餓鬼，下地獄，所以這類人最好跪

地藏王菩薩，念地藏王菩薩，向地藏王菩薩禮懺，或者請觀音菩薩救苦救難。只有這

類，慢慢然後才能做得第二階的，今世都很難做到第二階的，第三階的眾生，這類

人，三階教說都不用念佛求生西方。第一階圓頓之教，當下便是淨土，娑婆即極樂，

娑婆還不是極樂。你的心污穢就有所謂娑婆，你的心清淨，當下就是極樂，所以不用

生，要生便可生，他亦不用生，他要生就隨時生。第二階，各派有各派的教法，你學

唯識，你發心修行，修止、修觀，是嗎? 慢慢就由資糧道入加行道，再入初地、二

地，一級級上。如果你是空宗，你就修空觀，一直由初地、二地、三地這樣上去。你

是聲聞，你就修四諦。你是獨覺修十二因緣。那些人不需要念佛，念佛是多此一舉，

那些第三階的，不是，第一、二階的，念佛(是)多餘，無問題，你可以生。第三階

的，你罪業太多，念佛怎可以往生?第三階的那些，你無始以來不知道有幾多罪業，

你快些找地藏菩薩來到救你，先免你下地獄，你還想生極樂世界，這麼「大鋪癮」

(癮頭大)的，不可以的，這樣的第三階。你說它道理全無又不是，是嗎?你說很有道

理，它亦不是。第一階、第二階那些，如果想生，一定可以了，但是他們又不用一定

生，是嗎? 第三階那些他們無理由可以生的，大概就是這樣。當時，發出一些議論

來，就向那些念佛求生淨土的人，就提出五大難題。這個作者，窺基大師就答覆他五

個難題，現在你們都會碰到的，你們，尤其是如果你們出去講經那些，這五個難題全

部會碰到有人問你。你們記住，如果你們想弘法，你要懂得答這五個問題。那麼，現

在講了。 

(第十一章)這裏分兩大段，第一大段，丙一。第一就是標章，丙一就標章，章是

指這個主題，這段文章的主題。標者舉也，舉出這段文章的主題。「第十一會。釋三

階行者。五種小疑。」會者合也，如果不會就矛盾，他提出的疑問，與佛教的教理有

多少矛盾的地方，現在將它們來會合，會者合也，合起它們，令它們不發生矛盾，就

會釋那三階教徒的五種小疑。標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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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了，丙二，通疑惑，就分五段來通，因為五個疑惑(就)五段，丁一到丁五。

丁一，第一依惑毒論。惑者煩惱，煩惱中之最主要者，就貪、瞋、癡等，現在依據我

們眾生有貪、瞋、癡這類煩惱，來到提出疑問，就說我們那麼多煩惱，不應該求生極

樂世界，應該在娑婆世界修行，斷除煩惱。如果你貪、瞋、癡那麼重，你想去極樂世

界，你是甚麼? 即是等於一個人想獲得分外的利益，你的本分都不應該值得你生的。

你是娑婆世界的眾生，你想生極樂世界? 你貪，你過分，你不守本分，你那麼多罪

惡，你應該在娑婆世界，一方面就受苦，受回你的報應，過去的業，受回你的報應，

你不要怨人。第二，你在這處來到修行，來到禮懺，你不要妄想去生極樂世界那麼安

樂，你的非分之貪，增加了貪。你生在娑婆世界裏，你是罪有應得，你過去作業，你

就要安然受罪，你現在討厭娑婆世界，你討厭便是瞋，是嗎? 明知你作了那麼多業，

是不可能生極樂世界的，你偏偏妄想生，這些叫做癡。(你想生)西方極樂世界不只無

益，更增加了貪、瞋、癡，三階教是這樣的。舊時，唯識那位顏先生，他舊時就用這

種講法：「貪， 你貪，你生極樂世界，不就是貪?」

聽眾 : ??? 

羅公 : 好了，那我們看，他依這個貪、瞋、癡來到論，又分兩段。

戊一、戊二。戊一( 標惣 )，他們所提出的疑問，然後，戊二就是窺基法師通疑

問。先講他提出的疑問。(戊一)「第一疑曰。眾生流浪。苦事悉經。推究此因。皆由

起邪三毒。今者專心念佛。願往西方。邪毒轉增。豈非倒見。」即是跟那位先生講法

一樣，這些是(貪)。有甚麼倒見? 「何者。娑婆濁界。理合常居」，應該在這處受

罪。「特生厭捨。即邪瞋矣。西方淨土。聖者堪遊。不揆下凡。發願生彼。即邪貪

也。所以然者。皆為無明。即邪癡障也。」念佛求生就是貪、瞋、癡，原來這些就是

人們千幾年前，舊的「口水尾」來的。「眾生流浪」，流浪者指生死輪迴，流浪在生

死輪迴的大海。「苦事悉經」，甚麼痛苦的事，悉者盡也，我們全部都經過了。為甚

麼我們會這麼苦呢? 「推究此因」，推究我們苦的原因，「皆由起邪三毒」，皆由我

們無始以來，生生世世，起那些貪、瞋、癡，這種邪惡的三毒，貪、瞋、癡又名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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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毒。他們起了邪三毒，所以受苦。「今者專心念佛。願往西方」，這樣就邪毒轉

增，貪、瞋、癡的邪毒，反而增加了，「豈非倒見」，念佛求生西方豈不是顛倒的見

解來嗎? 這麼他說是顛倒了。下面說明理由了，「何者」，為甚麼說它顛倒?「娑婆

濁世(口誤，世應為界，下同)。理合常居」，這個濁世是我們無始以來，貪、瞋、癡

眾多，我們應該要常常住在這處來到受罪，這樣才公平。如果你這樣，無始以來造這

麼多惡業，你「溜」(偷偷走)了去西方，還有道理嗎? 或者還有公平嗎? 所以「娑婆

濁世，理合常居」。現在，「特生厭捨」，你特別因為聽到有一個淨土法門，你就生

起一種對娑婆世界的討厭心，想捨棄娑婆世界，「即邪瞋矣」，就是一種邪惡的惱怒

心，惱怒，討厭便是瞋了。你不安分守己，想生極樂世界，增加了瞋。「西方淨土。

聖者堪遊」，堪者能也，是那些大乘的登地菩薩，小乘那類阿羅漢果，那些不定種姓

的阿羅漢，然後才可以去。你自己不自量，揆者即是度也，都不揣度一下你自己是下

等的凡夫，下凡。「發願生彼」，居然說發願生極樂世界，「即邪貪也」，無那樣，

你貪那樣，不應該貪，你又貪，(即是)貪了。「所以然者」，你之所以又起邪瞋，又

起邪貪者，「皆為無明」，皆因你有無明，癡，「即邪癡障也」，無明即是癡了、蠢

了，這樣。即是說生在極樂世界，全部都是那類貪、瞋、癡，不生還少些。「此之三

毒。內積心田。設令念佛。感鬼神(口誤，鬼神應為神鬼)魔。如何得往淨土受生」，

這種貪、瞋、癡，這三毒歷劫以來，「積積埋埋」(累積)不知幾多在你的心田處，心

田即是甚麼? 第八識了。「設令念佛」，縱使你念佛，結果又怎樣? 佛不理你的，所

理會你的是鬼神魔來愚弄你而已，鬼神魔就來光顧你了，佛怎會理會你這些人? 「如

何得往淨土受生」，你這類人怎樣可以去淨土處投生，受你的生命呢?所以不可以

的。那麼他疑惑，這個三階教。現在很多人這樣講，原來就是執三階教的「口水

尾」。

這個窺基法師通疑了。(戊二)通又分二了，己一、己二，己一就是通疑，正式通

疑。然後，己二，先寫在這處，你們不要先寫，你們可以寫開頭那些。(己二)結勸(口

誤，勸應是誡)，結束這一段文，來勸誡你、告誡你不要有這樣的想法，你這種想法

才是顛倒，誡者告誡。那麼現在就(己一)通疑，通疑又分兩段，庚一、庚二。(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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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惣 )惣(總)者，然後庚二，徵釋，徵者當外人反問，然後再解釋。總解即總解答這

個疑問，徵釋者，由這個疑問所引起的質問，答他。現在，(庚一)總解了。「通曰。

教旨殊倫。僉悕益物。善知取捨。各隨機緣」，教旨，佛所說的經，教是經教，每本

經有它自己經的主旨，旨是主旨。倫者類也，殊者就是不同，每本經的主旨，有不同

的類種的，「教旨殊倫」。雖然有種種不同的種類，但是「僉(悕益物) 」，僉者皆，

都是。悕者想。本本經的主旨不同，但是有個共通性，佛說本本經都是想利益眾生。

物者眾也，想利益眾生。所以我們學佛的人就不要偏一面，不要以為我這本經講的就

對，另一本經講的就不對。你要「善知取捨」，因應自己的程度，因應自己的根機，

要很善巧地去取那本經適合你，而捨棄另一部。如何作標準來到取捨? 「各隨機

緣」，各人跟隨你的，依據你根機的高下，來按你的緣如何來決定。所以總答即是你

不要以為念佛就是增加貪、瞋、癡，叫你在娑婆世界來修行，來到除去貪、瞋、癡，

是一種法門，另一種法門，是你念佛求生的法門。不是你(修)的一定才是好，別人那

些是不行的。

他當(假設)外人問了。然後，庚二，徵釋。先徵，後釋，辛一、辛二。辛一就是

徵，假設外人再問了，提出問題，「何者」? 為甚麼你這樣說?然後，辛二，釋了。

釋又分二，壬一、壬二。壬一，然後壬二，正式解決疑問，正式通疑問。(壬一)(料簡

人器)料簡兩個字，包括檢討與批評，料者量也，量一下它，度一下它，這叫做量。

料字當量字解釋。簡者擇也，簡擇，簡擇。料量簡擇，叫做料簡。佛經裏時時這樣

的，料簡，料簡，尤其用四料簡，經常都用四料簡的。如果用現代語，包括檢討、批

評。有些一乘的料簡，即是檢討那類人。那些根機適宜那樣東西，簡料人器。先料簡

人器，然後解釋疑問。現在，壬一，料簡人器。「若也道悟無生。理可娑婆久住。未

登不退。穢土難居。若契無生。極樂與娑婆不二。未假厭茲雜界。別仰淨方。位處輪

迴。要須生彼。穢土大士所居。理解恒遊莫隔。下凡未成勝觀」，這處 (觀)讀灌(下

同)，「暫止還長苦流」，長即是增長、增加這樣解釋，長苦流。「若也道悟無

生」，即是已見道的，無生者真如的別名，無生理即是真如理，不生不滅的實相，真

如。若果你道悟無生，證到真如，即是說入了初地，「理可娑婆久住」，照理你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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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你在娑婆處見了道，永離惡趣，是嗎? 你可以住久一些。如果你「未登不退」，

入了地就是不退，你又未入地，「穢土難居」，這個娑婆，五濁惡世是穢土，你很難

住的。為甚麼? 墮落的機會太多了。「若契無生。極樂與娑婆不二」，契者合也，契

證，證者好似是我們的智慧和真如合在一起，契證，契者合也，證者親自接觸。如果

你證到無生的真如，那你會怎樣?「極樂與娑婆不二」，即是不用生極樂，在娑婆等

於在極樂一樣。如果你能夠這樣，「未假厭茲雜界」，假者借也，憑借、憑藉，不需

要憑藉淨土的法門，來到厭茲，茲即是此也。雜界這個煩惱是「納納雜雜」(紛雜)

的，雜染的世界，不需要憑藉淨土的法門，來到厭棄這個娑婆雜染世界。不需要厭惡

這個雜染世界，別仰西方，另外信仰西方的教，求生淨土。「別仰淨方」，淨方即是

淨土。但是，「位處輪迴。要須生彼」，如果你還是不由自主那麼來到輪迴的，那你

就須要去生極樂世界，就好一些。如果這樣，穢土就無人住? 不是，「穢土大士所

居」，是那些地上菩薩住在穢土裏，不需要去的。「理解恒遊莫隔」，他所證的理，

他所得的解，常常都如此，他有這樣的理解，去到阿彌陀佛那處，都是學這類的東

西。到處遊都是一樣，無間隔的，他要一發願就可以生，他們不生而已，要生就隨時

可以生的。莫隔，無隔障的，直去。但是你又不同，你是「下凡未成勝觀」，你是下

等凡夫，未曾修成那些生空觀或法空觀及唯識觀，那些很殊勝的。「暫止還長苦

流」，暫時休息一下，暫時煩惱壓伏一下，結果你又作業，作一些煩惱的業，結果還

是增長你的苦的，這個流轉輪迴的流了。解答這個，你不要以為在娑婆好，不是不

好，要看你是甚麼資格。如果你是大士就無甚麼問題，你不要去。如果你不是，去就

穩妥些，這樣解釋。講了先檢討你是甚麼人，你的根器是那類，你先自己認識自己是

不是大士。

然後，正式通疑。壬二了，下面是正通疑難了。「所以捨染土。不長邪瞋樂西

方。邪貪不起。同時分別。慧所相應。內積三善根。外招眾聖助。此方後報謝。妙剎

淨華迎。」既然如果你是上等人，就無問題了。如果你是下等的，你就如何?你就最

好念一下佛。念佛，你剛才所提出的，(會)增加你的貪、瞋、癡，現在答無增加，那

怎樣呢? 「所以捨染土」，你想捨棄這個染污的娑婆世界，染土即是染污的娑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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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不長邪瞋」，不會增長你邪惡的瞋，瞋厭心的，為何?因為你明白自己不是大

士，無資格在這處受流轉，所以你求生，這個不說惱怒這個世界這樣解釋，自己自量

而已，不是說惱怒。「樂西方。邪貪不起」，樂即是愛好，如果你愛好生極樂世界，

你是因為甚麼?　你覺得在這處流轉生死，你難以支持，所以你就羨慕生西方而已。

這些不是邪惡的貪，這些是甚麼?自己量度自己的資格，而應該去走那一條路，即不

是貪，又不是瞋，那麼癡有了吧? 癡都無，不是癡，即是你想生西方不是癡。即是說

你不自量，你想救眾生，所以想生西方?這個不是癡，為甚麼? 「同時分別。慧所相

應」，當你想西方的時候，你就起一個分別，你的意識起一個分別，意識起分別來思

維，思維甚麼? 思維我在娑婆世界難以久居，不如去那邊(西方)比較方便。那樣當起

分別時，是有一個智慧的心所，伴著你那個第六意識一齊起的，有慧就無癡的，有慧

起的時候，癡就被它壓倒。無錯，有些邪慧就跟那個癡一齊起的，但是你依著經論來

考慮生西方，就無那個癡與它一齊起的，不相應的。既然有這個善慧，有善慧與它相

應，就不會是癡，不會增加癡。那麼一來下面講了，「內積三善根」，反對了貪就有

一個無貪，壓低了那個癡，就有一個無癡，壓低了瞋就有一個無瞋。無貪就是慈，善

根，不是，無瞋是慈。無貪是一種公正廉潔，無癡就智慧光明。無貪、無瞋、無癡都

是一切善的根本。你能夠求生西方，不只不增加貪、瞋、癡，你的內心就積累那些無

貪、無瞋、無癡，內心就是如此。「外招眾聖助」，你能夠念佛，又能夠內部無貪、

無瞋、無癡，就有那些聖眾來到加被，眾聖助。這樣「此方後報謝」，此方即是在娑

婆世界， 後報即是對你前世來講，你這一世是報前一世的業，謝者完結，落謝完

結。到你死的時候，「妙剎淨華迎」，那時候阿彌陀佛就會以華來迎你，不會貪、

瞋、癡的，答了這個問題。這些答案，你用空宗(理論)答不來的，空的，甚麼都是

空，你答不來的，不只答不來，更會增加了，你又貪，你又瞋了，你又癡了，這樣更

「弊」(不好)。用空宗，你試一試。用小乘，他又不相信，所以你只有用唯識來通

了。所以有些人以為修淨土，學唯識來做甚麼?誰不知你不學唯識，對於這些問題，

你答不到。答不到問題，你的心就疑，疑就迷惘，迷惘，你怎生淨土?先除了你的

疑，這麼(以上)戊二，第一步，己一，通了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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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己二)結誡了，結束前文，告誡那些反對淨土的人，那些三階教徒。「勿

懼鬼神魔(口誤，應是神鬼魔)。不勤修正業」，你不用害怕的，你念佛有鬼神來搞

你，你就不念了，不需要這樣。以上是丁一，就解答了修淨土增加貪、瞋、癡這個疑

惑。

第二，丁二了(就宿業辨)，就宿業來到論了，宿業即前生的業，前生你們這班人

造這麼多惡業，你怎樣生極樂世界? 可以生反為不公平，不可以生就是合理。宿業，

所以你說經書裏面，說念佛一心不亂就可以生，這些是密意說來的，不了義的，三階

教說《阿彌陀經》都是不了義。又說十念都往生的，不過是十念種一些善種子，這樣

是不通的。就宿業來到解答。先分兩段，第一段，戊一(疑)，先(舉)三階教的人提出

疑問，一定是當時三階教的勢力很大，它很反對人修念佛法門，所以要出到窺基來到

對付它。提出一個疑問，「第二疑曰。業道如秤」，秤就讀 cing3，「善惡必酬。感

生已來。造惡非一。如何不受。直往西方。設欲往生。豈不為障。」

聽眾 : ???

羅公 : 你說陳健民(音，下同)? 是的，有一個陳健民這個傻瓜，這個大傻瓜。有很多

人就狂送錢給他用，正傻瓜，他說帶業不可以往生，要消了業才能往生。

這類蠢才，消了業你都成佛了，消了全部有漏業，你何須往生? 坐在這處便好

了，在這處變極樂世界了，你往生來做甚麼? 多此一舉，是嗎?這類正是一流蠢才。

很多有錢佬常常給錢他用，有錢佬很蠢，所以有很多有錢人跟我聊天，我都費事理會

他們。是的，我很討厭有錢佬，不是因為我窮而憎他，有錢佬很蠢，又無知，又不知

道怎樣，運氣好，搵兩個臭錢。你有錢給我，我就跟你講，是嗎? 我有用的，你給錢

我，我很有用，我可以辦醫院，可以辦學校，甚至給乞丐都可以。他不會給我，我何

需客氣?大家都應該這樣，不要巴結有錢佬，你不好理睬，不用理會他才對。孟子教

人，「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孟子教我們聖人之道，當你見到一個大人

物的時候，你要這樣看他。勿視其巍巍然，不要望見巍巍高座，這是孟子教的。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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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 如果你覺得他很高尚、很好，你就自卑，自卑他看不起你。你不理會他，最多

他不理會你而已，那就罷了，是嗎? 你記住，學佛的人，不要對那些有權勢、有錢的

人來要特別。如果你特別要對那些人，特別怕他的，這些叫做諂，心所，諂媚，這個

諂媚，諂心所，就障礙你的修道。看了，「業道」，業有兩種，我們作的業，一種普

通叫做業。業不一定受報的，但有一類業，一定受報的，那些一定受報叫做業道。為

甚麼叫做道? 道者路也，你作的業就是一條路，令你走去???那處，叫做業道。業道

好似秤一樣，那個秤好似天秤，「善惡必酬」，這個天秤這邊落幾多，你作幾多惡，

那邊就一定平衡返，撓返起幾多，「善惡必酬」。「感生已來」，自你有生命以來，

自你感有生命以來，這個生不是你今世的生，(是)無始以來的生。「造惡非一」，你

所造的惡業，並不是少少，很多，非一者多也，既然你造那麼多惡業，「如何不受。

直往西方」，你不受果報，你就「溜」(偷偷走)去西方，這樣如何得公平呢? 「設欲

往生。豈不為障」，假使你真正想往生西方，這類業力，豈即難道，難道這種業報，

業道，不會來障礙嗎? 既然有障礙，你怎樣生? 你在這處受了，全部消了，然後你才

可以生西方。那個陳健民不讀書， 這本書他沒有讀過，不讀書的人，那些人就聽他

講，他已經蠢，你們再聽他講就加一蠢。

好了，下面，通疑了。疑，不是。戊二，通又分兩段，己一、己二。己一，直示

非謬。直者即直、直接，直接講他知道，你所講的是對的，你三階教所講是對，造了

業是要受報的，你講得對。但是，未盡理，對是對，但是未盡理。現在我第二段(己

二)(盡理決報)，盡理，把道理講透徹給你聽，又可以不是這樣解釋的，決報。現在

(己一)先說他對，「通曰。夫造業者。苦樂之報定生。既同凡愚。久積罪因。非謬不

委」，造業的人，一定發生苦的報或者樂的報，這個苦報、樂報一定會生的，你說得

對。「既同凡愚」，你既然是不同(口誤，不同應是同)，你留意，你與凡愚一樣那麼

蠢，「久積罪因」，歷劫以來，積累很多罪惡的因。「非謬不委」，應該要受報，無

錯。不委，不需要委卸。是嗎? 是對的，要受報。如果你是那麼蠢的，跟凡愚一樣，

你就一定要受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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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己二)盡理來到決報了。 不過你所講的理，道理，理有多門。你所講是

對的，但我所講的亦一樣對。因為言非一端，義各有當。你講又對，作了業受報是很

應該。但是，現在我所講的，將那些業報暫時壓下，我又對。他就分三段，這個很精

彩的。庚一、庚二、庚三。庚一(反問)先反問他，讓他自己答。然後，庚二(設救)讓

他自己救，假設替他救回三階教的所講的話。然後，庚三(更示)再指示他，更指示

他，說給他聽是可以往生的，更示。現在就先(庚一)反問，問得非常好的。「感今人

報惡」，你不要斷讀，直讀下去，「感今人報惡業。為斷不(音否，下同)耶。若言已

斷。今即無惡可除。如其未滅。受生因何不障。」他問得很好。他現在感召到，得到

人身，你現在做人，那麼你前世，感到人道，你現在感召到做人的報應，你無始以

來，做了很多惡業，你自己說的，那些惡業全部斷了嗎? 斷不? 即是清光沒有? 即好

像陳健民說，完全消了沒有? 「若言已斷」，若果你說，我已經得到人，過去無始惡

業已經消清了，「今即無惡可除」，你無惡了，無惡你又何需在這處受苦? 你現在喜

歡生就生，生極樂就生極樂了，你的業都完全消光了。「如其未滅」，你說還有很多

惡業，還未完全消清光，還未消的，「受生因何」? 那為何你又可以做人呢? 你造了

很多惡會下地獄的，造了很多惡的人，造畜生的業，造很多餓鬼業，為何你今世做

人? 為何那些業不障礙你，令你做不到人? 這個非常之利的解法，反問他，給他兩

個，已斷了? 未(口誤，未應是已)斷，無惡可除，那快些生，可以生了，如果你說已

斷，你就可以生了。未斷，哪為何你做人? 你又不下地獄?為何你下地獄，下地獄而

不障礙你做人? 你說它不障礙，即是我們要念佛往生，你今世造業亦不會障礙你往生

的，何需要先消業? 是嗎? 這處非常之利的。

這樣他寫到這處，(庚二)設救，他假設三階教的人救，其實代他救。 「三階行

者。憫 而言。受此生時。諸惡未斷。由人業勝。惡不能遮。善報既終。苦果當受黙

也。」頂多是這樣救吧。三階行者被我們一問到他，憫者即是很悲惻，即是被人這樣

質問，很難回答。默者默然，無話可說，結果不能不答了，默言。又怎樣說? 他說

「受此生時。諸惡未斷」，我無始以來造很多下地獄，造畜生的業，當我受生做人的

時候，那些惡業都未消的，未曾完全斷的。斷即是消。不過我做人的業就勝一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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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那些做畜生和下地獄的業報未能勝過，那麼就「惡不能遮」了。那些做畜生、下地

獄的惡業不能夠阻止我，遮者阻止，所以我就做到人。「善報既終。苦果當受也」，

我做人做完，我還要受苦果的。即是說可以了，是嗎? 做人的業先，你就先做人。念

佛、念經，你就先生極樂。是嗎? 故意這樣來遮了惡。

這樣於是庚三(更示)，就指示他知道。指示即是怎樣?又分兩段，辛一、辛二。

(辛一大旨)，辛二就徵釋，假設問答來到解釋。現在(辛一)舉出一個大旨。「更應示

云。惡雖未斷。人業勝故。不廢招生。淨業轉強。焉能得起。」這段，為何說有些人

經常不讀書，陳健民就不讀書，顏世亮(音)又是不讀書。讀一下這本書無問題的，為

何不讀? 我就懷疑他們國文程度不是好，讀不來。可能，你誤解，你可以做甚麼? 即

是說，這樣的書不是一個普通會考中文科取得 credit的學生所能理解。「應更(口

誤，應是更應)示云」，我應該再指示給你們，你說「惡雖未斷」，你說過去所造的

惡業，入地獄、做畜生的惡業，雖然未斷，而你做人的業殊勝，所以「不廢招生」，

不會廢了你招生做人的身。那 你肯講就可以了，「淨業轉強。焉能得起」，淨業麽

者，你念佛的業，念佛求生西方的業，你本來就不強，你轉強了，焉能不起? 你那些

在娑婆世界，過去所造的惡業，焉能夠起作用來阻止他生西方? 你說那些業勝就不能

阻止，有很多人很多疑惑，聽到這處就會減少很多疑惑。

他還怕人不明白，再辛二徵釋，先徵後釋。「何者三歸五戒。有漏善因。倒想所

牽。入母胎藏。此之劣行。惡所不遮。故得人身。罪已無力。無始正行。及今發心。

誓盡苦源。當來作佛。精勤 念。願生西方。報盡之期。慈悲善友。哀矜護念。使住尅

正心。聖眾現前。特生渴仰。乘茲勝因。往彼豈難。勿得懷疑。不修淨業。」這段實

質是出自???。何者，為甚麼?你們不用害怕，我說給你們聽，你過去造了很多下地

獄、做畜生的業，因為你又曾經做過三皈依，又做過守五戒，這些有漏善的業因，三

皈五戒普通是有漏的善因。怎樣才是無漏? 你見了道的皈依，才叫無漏皈依，見了道

的受戒，你才是無漏戒。現在你不要以為我守甚麼戒，(都是)有漏戒。是嗎? 因為為

何? 你受戒的時候，你有漏心受而已。戒體是有漏，有漏善。有漏善的業因，你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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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皈五戒這些有漏善因，都可以殊勝過，過去那些造惡業的，但可惜是，你因為甚

麼? 「倒想所牽」，當你死了的時候，你的中有起一種顛倒想，「入母胎藏」，就入

了你母親的胎藏，入母的胎藏，你就做人了。「此之劣行」，本來很劣，只是很低劣

的業來的，行是行為。入母胎藏，是很低劣的行為。「惡所不遮」，你因為有三皈五

戒來到保障，過去下地獄的業，這些惡業都不能阻止你做人，做人入胎這樣劣的，它

都不能阻止你，所以「故得人身。罪已無力」，所以你都能夠得到人身，過去所做的

那些業已經無力量去阻礙。三皈五戒那麼簡單，過去的業都無辦法阻止你做人，如果

你反過來，你念佛，「無始正行。及今發心」，念佛的人是無始以來，已經修過正行

的，三皈五戒十善這些正行，如果你未修過正行，你怎會念佛求生?無始以來，你已

經有正行了，到了今世，「及今發心」，今世你發菩提心，或者發心生極樂世界。這

樣，你發心的時候，「誓盡苦源」，你發菩提心，亦是想盡了苦的根源，你想生極樂

世界，你一定是想滅這個苦的根源，你想當來作佛。你能夠在發心之後，「精勤尅

念」，剋不是說甚麼克夫、克妻這樣解釋，是專精去做，你很專勤、很專精去念佛，

「願生西方」，用你那麼強的意志去西方。「報盡之期」，我們死，報盡就是死，到

你死的時候，那些「慈悲善友」，即世的，有些人可能助念，是嗎?那些慈悲的，或

者你臨死的時候，善心起，就在念佛，你會在迷惘之中，會見到觀音、勢至那些善

友。善友有兩種，一種是你今生的善友，一種是那些大善友。那些慈悲善友，哀矜

你、憐憫你、護念你，護念即是加持，新譯是加持，舊譯是護念，加一種力量憶念

你，支持你，「使住正心」，那些善友來現在你面前，令到你見到他，不會起邪心，

住在淨心處，那麼即是善心了，三惡道就無了。「聖眾現前。特生渴仰」，見到阿彌

陀佛和聖眾現前，你就特別起一種渴仰的心。「乘茲勝因。往彼豈難」，乘著這 殊麽

勝的因，去生極樂世界。三皈五戒那些有漏善，都可以保障你生人身，這些念佛，不

能保障你生極樂? 「勿得懷疑。不修淨業」，那即是不用害怕，不用懷疑了。就解答

了，宿業不用怕的。如果有人問，我宿業怎樣辦? 你就答，今生不用受，你去極樂世

界報盡還受，待你報盡，你回來受。你報盡都成佛了，是嗎? 即是免受，凍結，永遠

凍結，就這樣的解答。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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