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分別的，有分別即是有概念的智慧，用來說法度眾生。因為你想說法度眾

生，沒有概念是度不到的。沒有概念即是沒有語言，一個人如果你沒有 concept 你

那會有 language 呢？language 就是一個一個概念，譬如「我要吃東西」，多少個

概念？ 我，一個 concept；要，一個概念；吃，一個概念；東西，一個概念。沒有

概念就不能說話，概念是有分別的，概念必是相對的。譬如你說善，它的對面有一個

惡，是不是？你說高，對面有一個低了，有分別。俗諦的東西必定是有分別的，佛和

菩薩說法，能夠說得出的都是俗諦，真諦是說不出的。六祖說「如人飲水，冷暖自

知」，是講不出的，真諦是說不出的。真諦即是真如。法眼是佛菩薩用來說法度眾

生，有分別、有概念、有名言的智慧，即是世俗智了，此謂之法眼。(法眼唯觀俗)只

是能夠觀察到俗諦的，觀察到俗諦即觀察到現象界，看不到真諦的，真如自性他證不

到的。真如自性要什麼才能證到？要那種無漏的、無分別的慧，慧眼才能。無分別的

智，這個慧，慧眼者是指無分別智。

佛菩薩不只有那個有分別的智，他還有一種無分別的智去證真如自性，這些便是

慧了。「(慧眼)直緣空」，這個空是指空性，能夠直接地；緣者把捉、接觸。接觸到

空，這個空是指空性，真如自性。直把捉個真如自性，直情洞徹這個真如，洞察這個

真如自性。「直緣」者即是洞察，洞察這個真如。慧眼，無分別的。有分別的法眼，

亦是有些有漏，有些無漏——法眼；慧眼一定是無漏的。法眼和慧眼，兩種都不是

眼，是智慧來的。佛眼又如何？佛眼是什麼？天眼、肉眼、法眼、慧眼之在佛便稱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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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眼。「佛眼如千日」，即是佛的四種眼，即佛所有之天眼、佛所有之肉眼、佛所有

之法眼、佛所有之慧眼， 是非常清楚的，光明清楚的，佛眼猶如千個太陽。(「佛眼

如千日」)「照異體還同」，他要為眾生說法的時候，就照在俗諦那處，為眾生說

法。他要住在真諦證真如的時候，他就不吭聲，寂照真如。他雖然又能夠了解俗諦，

了解真諦，「照異」。這個「照」不過是它的作用而已。「體」就是本質，他的本質

都是那件東西。「照」就不同，其作用不同；「體」是相同的。這首偈有些是「用異

體還同」的，有些是「照異體還同」的，都是一樣。 不過有些大德傳個「照」字，

有些大德則是「用」字。「照」即是「用」，「體」就是本質。如此我們講五眼，此

四句偈便足夠了。

同學：「五眼四句就講完了。現在誰有問題，就請你提問。有沒有？有沒有？必定是

有的。」

同學：「羅先生，你剛才所講，中有體和隔陰體是否相同？」

教授：「嗄？」

同學：「隔陰體，我聽聞你講隔陰體，和中有體是否相同呢？」

教授：「『隔陰』者，他即是說那些小菩薩都還有隔陰之迷。即是說為何有些隔陰之

迷呢？我老羅今世就現時在此處，第二世或許是在非洲做了黑人。我今世死

了，第二世又未做黑人，未出世的時候，中間那一段稱為中陰。當我做黑人

的時候，把我今世的東西全部忘記了，此謂之隔陰之迷。『隔陰』者並不是

一個名詞，被那個中陰身隔了之後，我便記不起了。人人有隔陰，除了你是

聖者，除了你是羅漢那些，都有隔陰之迷的。所以有很多學科學的人，便提

出這個問題，『你說生死輪迴，為何你記不起前世的東西？』他又不知道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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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兩頭，記不起是正常的，因為你是眾生嘛。你『打麻將』的時候，第一副

就胡了『平胡』，第二副就胡了『三番』。當你『三番』的時候，那副『三

番』自然就忘記了那副『平胡』的了，但仍是同一副牌來的，是不是？是不

是？當我們得意忘形，我們以前窮到如乞兒，很辛苦的；現在我變了千萬富

翁的時候，我都優哉悠哉。以前討飯吃那些，我都忘記得一乾二淨，在人間

這是正常的。如果人間當你做了千萬富翁之後，還不忘記你以前的那些東

西，你已經是有賢德了，是不是？所以眾生是有隔陰之迷的，隔了個中陰

身。當他是中陰身的時候，他記不起生前的東西，何況他投了胎之後。忘記

了，並不奇怪。但是有些是記得的，如果是那些地上菩薩，他入胎的時候猶

如入定一樣，他住胎的時候他是入了定的。出胎的時候他記得入胎的時候如

何，不是人人都記不起。你記不起而已，不是人人都記不起，是不是？如此

便要分開兩頭來講。」

同學：「我想補充一下，剛才你講，有些人甚至他記得也好，他再告訴你是因為你忘

記了，你不信。譬如有一位師父或一位法師，他已經有這種定力，知道了有

什麼通，宿命通等，再告訴你。你是不會信的，因為你自己沒有這種能力

嘛。你不會信，『可能過去都沒有此事，你說謊而已。』因為你自己都不

知。」

教授：「最好你自己去體驗，體驗的方法就是修定。記住，神通，我們在人間神通一

定是在定裏面發生的。羅漢發神通，都要在定裏面的。何解？神通的種子人

人都有，但有些非神通的種子是自出娘胎以後，那些非神通的種子經常都在

起作用的，這樣那些神通的種子便沒法起其作用。所以要怎樣？為何我的非

神通種子經常起？因為緣已經具備，緣的條件具備。那些神通的種子，它的

3



緣並不具備。如果我們起神通種子的緣具備，我們常常都起神通。要如何才

緣具備呢？就把這些非神通種子的緣壓下，把那些神通種子的緣提高，如此

便可以。即是一句話，所謂神通便要這一句話，強的緣引起、引發那些弱的

種子。種是種子，定是最強的緣，在定裏面把那些煩惱，什麼的壓伏著。在

定裏面增加那些神通的緣，用強的緣來引發那些弱的種子。此所以我們在人

間發神通，一定是在定中，羅漢都要。有些人說不用的，他拿著個叉燒包在

吃他便有神通。他是『戇』(傻)的，亂講。不是的，他要入定才可以。你正在

吃叉燒包又如何入定？那又不行嗎？可以，有一種羅漢，很利根的羅漢。因

為他正在吃包的時候，他正在入定，那種是可以的。」

同學：「吃包入定…」

教授：「吃包入定。八地菩薩，他去大便都是正在入定。八地菩薩便可以了，不用十

地菩薩的，八地便已經可以。初地那些是不行的，初見性那些是不行的。它

是有一個規矩的。」

同學：「請問羅先生，如果做定的功夫有名師指點然後…。」

教授：「什麼？」

同學：「做定的功夫。」

教授：「哦，定是嗎？必然是找人指點一下了。不過我就認為名師你很難判斷他名與

不名，是不是？譬如他教人修定，你怎敢說他不名？你有何證據說他不名？

不過我有一條路告訴大家，修定的書並不是沒有的，有很多，很多很齊備

的。你最好是找這幾個人的書來讀，龍樹，最穩健了。龍樹菩薩，大乘的

…，龍樹的學問是沒法『彈』(批評)的，他是一個大聖人。第二是彌勒，他是

後補佛。彌勒的那本《瑜伽師地論》，非常詳細地教你如何修定，如何修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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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還有西藏，我介紹一本最好的書，修定的書。不過這本書禪宗是不用

的，因為它這一種是漸教的書。宗喀巴大師，黃教的教主名為宗喀巴。宗喀

巴有一本書，名為《菩提道次第廣論》。 你請人在台灣可以買到的，新文豐

書局有賣。《菩提道次第廣論》裏面教人修六度，六波羅密。六波羅密之中

對於禪定和智慧…。所謂修定者即是止觀，『止』就是禪定，『觀』就是智

慧。它對於止觀有另外一章，非常精彩。我在香港教人修止觀，都是用這本

為課本。最好的。」

同學：「羅先生，你可否給我介紹一本書？…八識的無想識，…」

教授：「嗄？」

同學：「無想，即是不想東西。」

同學：「…」

教授：「是的，無想定是另外一種。不想東西即是叫你不起妄念而已。六祖他也叫你

…」

同學：「即是能知過去那些那樣。」

教授：「這些很難講，方便多門。如果你想跟著一正軌的呢，你最找龍樹、彌勒和宗

喀巴這些就最穩健，因為這些都是聖者，是不是？至於你說其他的，你在坊

間買某一本書呢，這些各有專長，這個很難講。不過你為穩健起見…。即是

這樣，你有一個兒子要讀書，街頭可能有一間幼稚園很好的，街尾可能有一

間很好的。但你不妨找一些有名氣的，穩健一點。它既有了名氣，一定是相

當好的嘛。是不是？有目共見的嘛，如此便穩健。除了那有名氣的學校便沒

有好學校嗎？不是沒有，更好的都有，不過這些你要選擇了。我所介紹的只

可以介紹一條正軌，至於其他好的，我就不能夠亂講。」

5



同學：「羅教授，…」

教授：「是的。」

同學：「譬如有一個人他未曾信佛，皈依之前他已經仙遊了，應該或者落餓鬼道，或

許做人類，他什麼都不知道，他過後然後知道有佛教。假設他的中有身已經

投胎，做佛事的效果應該在那裏呢？他已經做了人。」

教授：「是的。」

同學：「你念經或請法師來到念經…」

教授：「我明白，我為你述。一個孝子賢孫做功德給那些先人，但那些先人已經轉了

輪，有沒有用？是不是這樣？其實如果照正佛家的嚴格解釋，沒有用，因為

他已經轉了輪嘛，是不是？你在此處打齋給他，他如何有用呢，是不是？但

是這樣，方便一點來講，又不是完全無用。你是孝子賢孫，你做功德給他，

即是你都不忘記他，和他聯繫著一段緣，你將來有機會會碰到他。在來生，

在無限長的來生之中，你一定有機會碰到他。因為以你今日超渡他為緣，將

來你一定碰到他。而你是一個修行的人，你碰到他如果他仍是迷的時候，你

就是他的善知識，可以超脫他。最低限度有這一種。從廣義地來講，有用，

是不是？但你說是很嚴格的，今日種樹明年要鋸板的，那便沒有用。還有

的，有時雖然他做了人，你找些高僧來超度他，如果他有罪惡的時候， 他正

在做人都應該會受影響，影響到他有個感覺的，何解？因為人的生命並不是

物質如此簡單的，互相影響的。我和你大家坐在此處，當你的心情不快樂的

時候，會影響到我都不快樂，心靈會交感，是不是？即是說大家的生命並不

是『離行離列』，我的這一條生命和你的這一條生命是一塊鋼板隔開的。不

是，互相溝通的。既有互相溝通，即是說你的爺爺雖然已做了人，你現在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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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不忘他，打齋給他。第一、可以和他結下一個緣，將來會碰見到。第二、

他會有多少感覺，都有多少感覺的。我的看法就是這樣，這個是我的看法」

同學：「我又多咀了。」

教授：「好的，你問吧。」

同學：「吳太，待會兒我讓妳問，一會兒到妳。不過我現在補充一下陳先生，陳先

生。…陳先生剛才提的那個問題，令我想起有一位法師曾經和我這樣講過，

大家齊齊念著經來做一些法事，我有些時也參加不同的法事。其實你做法事

的時候，你去…。譬如很多子孫，尤其是自己家中的人做法事，我付錢給湛

山或大悲， 找個師父為我猛做法事，但我就走去吃大餐，不用管那麼多了，

總之有人做便可以。其實不是這樣的，何解？因為你做法事的時候，你的子

孫最好是一起去。何解？因為你念經，譬如你念《地藏經》才算，其實著了

80%是你得益的。即使那個人，譬如你做頭七，剛剛死了七日之後。那個做

法事的，那個法事你所給出的功德，給那個死者的是有限，你自己得的功德

其實更多。何解？因為你自己正在讀經，你是那個受益人，根本你間接已經

受了益。但是剛才羅教授講的業力就是這樣，業力不單只是你自己的業力。

即是說你自己的一條線，先當作是這樣，當作你有一條線。『我姓陳』，我

的一條線是這樣。我前世是做什麼的，有了一條線。但亦都有共業的，今天

各位之能夠在此處聽羅教授講話，就是共業來的。有如此因緣來到此處聽，

聽羅教授講一番說話，講起這些東西。這可能因為是你們以前做了，現在有

這些東西出現。為何他會來？星期日有空不如去睡覺，是不是？ 所以必定是

有一個理由的。但我不明白…，你不能夠事事都查根問底回到那處，但你自

己想也能想到。同一理由，如果你現在…，譬如我說我做法事，有些人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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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事，甚至信也好， 『我就投了多少錢進去，此便謂之功德。』這種事也有

可能，即是你自己的錢放進道場。但你的功德和你自己親身去那處做，你自

己都一起參加，當然是有分別，和你在何時做也有分別。甚至到那個人轉了

輪之後，對大家眾生都是有益的，是不是？所以不要因為『我一刻之後才

…，我前數天才有一個家人死了，但我現在才第一次聽到關於佛家，佛教的

學說，我現在做已遲了都是不要，算了。』也不是，你做了『亡羊補牢，未

為晚也』。時時都可以做，你是時時都可以做法事的，根本不是因為那個原

因。不過人死了的時候，有一個機緣在，機緣到了，你現在要做了。OK，何

太。不對，是吳太。」吳太：「羅教授，剛才講，說人死了，是否真的一定

七日才會…？」

教授：「不是一定。」

吳太：「不是一定的，是嗎？」

教授：「不是。或許是下一個小時。」

吳太：「那麼快？或許…」

教授：「快！何只快，第二秒鐘…」

同學：「只是一個念頭。」

吳太：「譬如打齋這些，如果他一個小時已經轉輪了，…」

教授：「不是已經解答了嗎？」

同學：「已經答了。」

同學：「沒有失到，沒有浪費。」

吳太：「如此不就是一樣嗎？」

同學：「沒有浪費。可能我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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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沒有浪費，你都享受到。他即是說，最多七日中有便死了。死了之後呢…」

吳太：「即是七日？」

教授：「七日。死了之後，中有是這邊死那邊再起。第二個七日可能，如果找到機緣

投胎。第二個七日都沒有，到了第七個七日完結，他的力量不再能夠…」

吳太：「…」

教授：「不能夠了，第七個七日他便化生，化生了。」

同學：「…」

同學：「一會兒問。」

吳太：「即是說它便轉了入畜道、人道，什麼道也好是同樣的。」

教授：「同樣，同樣的。」

同學：「他豈不是變了鬼？」

教授：「嗄？」

同學：「七七四十九日，他便變了鬼？」

教授：「不是的，沒有說一定是鬼。你做太子也不定呢，生天做玉皇大帝也不定。」

同學：「都說沒有鬼道。」

教授：「嗄？」

同學：「有，有，有。」

教授：「嗄？」

同學：「他問是否沒有鬼道？它六道裏…，是有六道的。他現在問你，如果你的中陰

身跟著去輪迴，輪迴裏面就有鬼道的。」

同學：「老師，那天說會生的了，他又說今天有鬼道。」

同學：「怎會沒有呢？你出生未必一定變做人的，你出生可以變做豬、貓、狗，可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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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鬼的，或是變做天的。」

教授：「他投豬胎便是豬。」

同學：「六道輪迴。」

同學：「可以投鬼胎，可以投地獄的。」

教授：「鬼是沒有胎，化生的。」

同學：「只是你見不到而已。」

教授：「鬼是化生的。」

同學：「OK，亞倫後面那位。」

同學：「天主教的人說死後上天堂，佛教有沒有呢？」

教授：「有些人死…，佛家說有些人死後上天堂，但不是人人都是。天主教都不是人

人是的，只有信者才得救，是不是？」

同學：「人們說信天主教會上天堂。」

同學：「…」

同學：「講，講，講吧？」

同學：「太接近這個機了。」

同學：「你到我這邊來吧。」

同學：「我用這個咪。」

教授：「時間到了。」

同學：「講起大家所說的親人，過身之後過了七(天)，甚至過了四十九(天)，即是四

十九日然後才打齋，是不是？如此你說遲了，不要做了。現在我下一個很簡

單的譬喻，譬如大家去找工作，你花足七日去準備那份履歷表，resume，你

已經做足了。誰知明天臨到 interview 的一刻，你遲到了。那人當然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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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view 你了。不過你所做的準備工夫，那七日沒有失去，沒有走了去那

裏。你可以用你已經準備好那七日的工夫，另外 interview 一個，這個便是其

中一個 example。即是你做任何一樣東西，學任何一樣東西，都永遠存在

的。尤其是佛家講打齋、念經、做功德那些工作，它永遠都在。…」

同學：「未可以，還未可以。因為誰那個問題，關於天堂的那個問題，我不知那位先

生關於天堂的問題，羅教授覺得滿意不？」

同學：「今次繼續講〈唯識要義〉，張寶傑。」

張寶傑：「羅教授第一次和我們講的是關於唯識的歷史和它的緣起，唯識是屬於大乘

顯教的那部分，而顯教亦分為空和有宗，唯識學是屬於有宗那方面的。上一

期羅教授和我們講到佛的三身，佛的三身就有自性身，亦即是他的法身。受

用身，受用身就有自受用身和他受用身。和第三、他的變化身。跟著就講到

中陰身和中有身，又講到我們研究唯識有什麼好處呢？就是唯識它以理論來

到解釋生死輪迴。他對業力亦都作出解答。亦都對受戒之後所謂戒體或無表

色所起的作用。因為我們作業亦都是有業的種子，當一個人受了戒之後，他

便有了戒體或無表色，來防止我們作惡。跟著便講到現象界和真如，現象界

就屬於有為，真如就屬於無為，此二者為相對的。羅教授又講到八識，主要

那八識是眼、身、鼻、舌、身、意這五識，眼、身、鼻、舌、身五識，加上

意第六識。跟著又講到末那識即是第七識，和阿賴耶識第八識。末那識就是

意識的根，末那識的根就是阿賴耶識的根，而阿賴耶識的根就是末那識的

根。我想是…。跟著就講到每一個識，它的附屬作用謂之心所。每一個識最

少有五個心所，那五個心所就是受、想、作意、思和觸，心所在每一個識裏

面有它的作用。我在這裏只是簡單的，略意的講。羅教授會有這些，你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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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補充。」

同學：「講完了？」

張寶傑：「講完了。」

教授：「今日我就接續，大家聽到嗎？」

同學：「聽到。」

同學：「坐前面。」

同學：「要不要喇叭？」

教授：「不用，其實沒有喇叭更好。如果要聽都會聽得到，還要自然一點。」

講到心所，本來今日我就講，把每一個心所的名稱和數目，列出來給大家的。但

在未講之前，我就先講一講，找一件東西講一講。因為有時講話節外生枝，那些東西

對你們更有用。譬如我偶然講到三身，最低限度那些未聽過的人了解什麼是三身，是

不是？譬如我偶然講到五眼，未了解的人就會了解何謂五眼。但我講的五眼講得很

略，尤其是慧眼、法眼，我說它們不是眼。但為何又稱為眼呢？慧眼和法眼有什麼分

別呢？有很多人學十年八年佛，他弄不清楚的。

我並不是說你們，而是我有一個朋友，研究了七十年佛經，做了五十年中學校

長，在香港做七、八間學校的校監，政府封他做 MBE，很好地位。又人人以為他所

講的佛學，什麼都必然很了解的了。都幾十年了，誰不知他「烏 sir sir」(糊裡糊

塗)。他又有一次高興起來，他就講五眼，對一個年輕人。因為老人家沒有人敢「攞

景」(不尊重，唱對台)的，你讓一個年輕人「攞攞景」，弄到他真的如維摩居士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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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然無言」。我現在今天騰出來，我再給你們講五眼。因為唯識的範圍很闊，縱使

你聽六個月，你都會所得無幾，尤其是隔一次，隔一次聽的。它是很有系統的，如果

你不連接這前一個鉤鉤著後一個鉤，猶如學數學、學幾何一樣，你中間缺了一章是不

行的。是不是？你說：「我可以看。」一堂那麼多你可以看，你聽老師講數學，你一

連缺兩堂，你可能兩個月都追不回的。 唯識就有這麼一回事，它是整套學問，一個

system 嘛，不是一節一節的。

我在此處講〈唯識要義〉不過是發凡起例而已。所以有時有些副作用，你們或會

大一點，對你們更有益。我再給你們講五眼，因為尤其是講那個法眼和慧眼。我看大

家或會知法眼，法眼有沒有人知？法眼和慧眼的分別？有沒有？知的請他舉一舉手。

法眼和慧眼。好，如果大家都不知的話，我就以大家是初學，讓我講你知。但是很長

篇的，有機會講到今天完結。但對你很有益，對你將來去聽，你問人你不會亂問——

第一。第二、到了你講的時候，你會很有層次。第三、他人講的時候有否講錯，你一

聽便明了，作抉擇力。好了，而我要講的，第一、肉眼，人人有。肉眼以眼根為它所

依的根。眼根即是什麼？我再覆述，不是眼球，不是這隻眼，不是如豬眼、牛眼的那

隻眼，而是眼裏面那些視覺神經，看是看不見的。當你看得到的時候，已經是把它拿

出來放在顯微鏡下面，已經沒有了眼的作用，看不見，那個才是眼根。以眼根為它所

依的條件，而發生一種作用，這種作用是無形無相，夠能看見東西的。這個視覺神

經，這個眼根就稱為肉眼。因為它是物質，是一種很微妙的有機體，都是我們身體的

一部分，所以稱為肉眼。第一大家知了。

第二是天眼，天眼是怎樣的呢？不是人間那些眾生，而是那些生天的眾生。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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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天的眾生都有五根的，不過天的眾生之五根和我…。即不是等於我們的視覺神經，

而是另外一種，天人身體裏面的，作為那些天人視物的條件，那個便是天眼。這個是

很淺的。第三是法眼，第四是慧眼，最難弄的。如何難弄呢？一會兒聽完之後你便知

道它難弄，你不要怪他人講錯。它要如何講起呢？講來就長篇，希望大家留意。依據

佛家，尤其是依據唯識家的講法，一個人，一個眾生，他的第八識裏面，即是阿賴耶

識裏面，含藏著很多種子。記住種子，種子即是功能，即是 function。含藏著很多

功能，即又可稱作潛力。

這些種子之中有些是無漏種子，無漏者即是能夠對抗煩惱的，能夠把貪瞋癡這些

煩惱。能夠把貪瞋癡這類消滅，能夠對抗這些煩惱的那種力量、的那種種子。那種力

量的種子。如果他有這種種子，這種種子便稱為無漏種子。「漏」即是煩惱；「無」

即是對抗、消滅，即是英文的 anti 那個字。對抗、消滅煩惱的那些無漏種子。如果

那些眾生的第八阿賴耶識裏面有無漏種子的時候，他這種眾生早晚如果他不是成阿羅

漢便成佛了。必定的。如果假使是沒有無漏種子的，怎麼樣？沒有便當然不成了。但

有沒有眾生沒有無漏種子的呢？我們不必理會這個問題，因為理會便會夜長夢多。總

之他的第八阿賴耶識裏面，如果它有無漏種子的呢，這種人一定會證阿羅漢果或成

佛。好了，當這種眾生是有這種無漏種子的時候，他遇著…。第一是先有一種無漏種

子。第二是你要遇著…，當他遇著一種很殊勝機緣的時候。遇著殊勝機緣的時候，他

便會發菩提心。 發了菩提心之後，他便會修行。修行他就會證果，這種眾生。

何謂殊勝的緣？殊勝的緣有很多，最主要的是什麼？如善知識。所謂善知識即是

良師益友，良師益友之中包括什麼？由佛，乃至那些聖者，與及一般你那些戒師或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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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善友——那些善知識。「知識」二字以前譯作知識，其實「知識」二字是朋友的意

思，良師益友的意思。善知識應該譯作什麼？good friend，好的朋友，良師益友是

這個意思。他如果遇著善知識的時候，因此得聞佛法。得聞佛法便激動起他那些第八

阿賴耶識裏面的那些無漏種子出現。當那些無漏種子出現的時候，他就會如何？就會

了解到我們眾生生死輪迴，由無始以來生生死死。如果不解決這個生死問題，以後無

窮無盡，一世一世地下去。在無窮無盡，一世一世地下去之中，完全受我們的業力支

配。業力那天講過了，作善的業他會生天、人；作惡的業他會生三惡道。

一個人不斷有煩惱，由煩惱的影響，令到他時時做惡業，因此他會時時會在惡道

裏面輪迴。他又會時時做善業，他要做善業的時候，他便會在人、天裏面受果報。如

是者或在人、天，或在惡道不斷輪迴。這種人生是很苦的，自己了解到苦，因此他便

求，發一個小的菩提心，求一個出離，離開這種生死輪迴的苦。如果他能夠如此去修

行、尋求佛法，依著佛法去修行，他便會證得阿羅漢果了或證得辟支佛果了。另外有

一種，他的第八阿賴耶識裏面具有一種大的慈悲心，即所謂的大悲心。「悲」者就是

一種什麼？同情憐憫謂之悲，不是悲哀的意思，同情憐憫。他有大悲心種子的時候，

他會起個大悲心。不過大悲心是怎樣起的呢？它是如此地起的，他自己了解到自己從

無窮無盡那麼遠來到，以後又無窮無盡那麼遠去生死輪迴，是苦的。

所以他自己要求出離，求證涅槃。如果悲心是不大的呢，求證涅槃便了事。但是

他悲心大，他會如此想到。眾生有無量那麼多，你自己無限地生死輪迴。你有父母，

你的父母亦無限地生死輪迴。你有兄弟，你的兄弟亦無限地那麼長遠的生死輪迴。你

有妻子，你的妻子亦無限地去生死輪迴。你痛苦，你的父母、你的妻子、你的兄弟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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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地痛苦。而且我們生死輪迴由無始無終那麼長遠，沒有一個人未曾做過自己父母

的。甚至於我們踏死一隻蟻，那隻蟻都可能是自己前生的父母。何解？因為生死無窮

那麼多次了，眾生無量，很難找到一個眾生未曾做過自己父母、妻子的。既然如此，

假使我能夠解脫證涅槃，我多生的父母、兄弟、妻子，是否我撇下他們，不管他們而

我不理呢？

如果我們是求自了，如此去了便了事。但是如果我們不忍心這樣做的時候又如

何？因為人是有不忍人之心的，這樣我們便要回頭來，我們不能求個人的解脫了。於

是當時就發起這個心，發起個心說我不能只求個人的解脫，我要把多生以來，無量世

裏面的父母、兄弟、妻子，都要一齊解脫。如果有一個未解脫的時候，我一定不成佛

的。由這點講法，於是產生了什麼？「地獄不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

提。」是這樣來的。因此他這一種人有了這個大悲心，他不入涅槃。他可以入涅槃，

他都不入涅槃，此謂之無住涅槃。何謂無住涅槃？他不住於涅槃，但他時時刻刻可以

涅槃，他時時可以體驗到涅槃的境地。無住涅槃，四涅槃之一。將來有機會我會給你

們講四涅槃的，不過要碰上才可以。這一種人起一個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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