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眾生是可憐憫的，生生世世地。當我們能夠遇著善知識，能夠多聞的時候，我

們便要珍惜我們的機會。珍惜我們的機會做什麼？做「多聞熏習，如理作意」的功

夫。如此一來令到我們那些善的種子，有漏的善種子增長，增加、長大，那些惡的有

漏種子被阻壓。漸漸地善的多於惡，我們便會雖然仍在生死輪迴中，免於三惡道，生

在人、天。如果我們修行得好，我們在人、天之中，又能夠遇到善知識，或善法、佛

法。如此我們更加「如理作意」地修行，就會見道。見了道之後，如果你有一個大的

願力，你再入來我們這個污濁的世界，化度你多生的眷屬。但如果你認為「我的定力

都不怎足夠」，那又如何？你就去生在淨土，極樂世界， 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藥

師佛的琉璃光，琉璃光世界或彌勒佛的兜率天等，你便去了。

如果你認為「我有莫大精神，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我要再來人間，創造人間

樂土的。」這個是要很大的悲願才可以。見了道之後，你自然能夠，特別很多是由見

道的那一剎那起，你那些無漏種子一出現。一出現便立刻熏回去，熏回去再出現，好

像一把刀越磨越利，越磨越利，那些無漏種子越來越完整。到了差不多時，一地又變

二地，二地、三地，一路增長到成佛。雖然如此，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生命即是我

們的阿賴耶識。我們的阿賴耶識本身是有漏的，含藏很多有漏的種子，雖有無漏種

子，但都被它阻壓著，不能夠出現。所以我們是很值得憐憫的，我們既然有此機會去

求佛法，我們便要珍惜此機會。還有一年便珍惜一年，還有十年便珍惜十年，不要放

過，我們希望這一世，這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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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如此的話，譬如今世有漏種子的勢力和無漏種子的勢力是百分之九十九與

百分一之比。或許我們過了第二世是百分之九十八與百分二之比，一路好像那些小孩

子玩蹺蹺板那樣，這邊高就那邊低。好像天秤，這邊高一點就那邊必然低的。當無漏

的種子，無漏的勢力漸漸提高，有漏的勢力便漸漸落下。漸漸一到了見道，我們才有

把握。既然如此，即是說我們有漏的生命，這個阿賴耶識到底都不是一件好的東西。

我們現在有漏的生命，不值得很珍惜。不過裏面藏有一些無漏種子，我們就要如何？

憑著這個有漏的生命，有漏的阿賴耶識來到好好地修行，來到引發出一些無漏種子。

如何引發呢？第一要遇善知識，了解法義。了解它的法義之後，便知道這個世界是如

此。我們的心所現的世界，不斷地在六道輪迴。

不只我自己六道輪迴是值得可憐的，我們多生的眷屬，無量眾生之中，沒有一個

眾生不是曾經做過自己的父親，沒有一個眾生不是曾經做過自己的子女，所以一切眾

生都是平等，很值得憐憫的。亦因為這樣所以便要發大菩提心，我們要求佛所有最高

智慧的大菩提，我們謂之發心。將來了解佛法，你便發心，發菩提心。發了菩提心之

後，你便逐漸修行。逐漸修行之後，便增加你無漏的勢力，增加無漏的機會，減削有

漏的勢力。漸漸地總有一天你會見道，見了道之後，極度平坦，很平坦很光明，擠於

成佛之列了。成佛我們要發菩提心，而且要告訴你的，尤其是講佛學。你發了菩提心

之後，如果你求諸佛、諸法、念經、念咒，你如果是未發菩提心的，是不多靈驗的。

「嗄，為何會不靈驗？」不靈驗，不怎麼靈驗的。發了菩提心之後就靈驗，真正發菩

提心，你念錯都會靈驗的。念錯都靈驗，「唵嘛呢叭咪吽」，你念作「唵嘛呢叭咪

『牛』」，都會靈驗的。如果是未發菩提心的人，你念「唵嘛呢叭咪吽」，念得很正

確的音都不會靈驗的。因為你不是發大菩提心，諸佛聖眾是不會加被你的，他加被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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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稍稍憐憫你，不是真正加被你。你一發了菩提心，他的本願便是如此，他如果不

幫忙你，不加被你，就違反了他的本願。那些天龍八部，那些護法神就非要幫忙你不

可，要加被你，否則他便是自己打自己嘴巴。是否最重要？「誰說的？」彌勒菩薩講

的，你看《瑜伽師地論》。念錯都靈驗的。發菩提心，因為你是要入觀才是發菩提

心，不只是念幾句「口簧」，「啊，我發心了。『眾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盡誓願

斷，…』，念四句，我發心了。」不是如此，要了解意義入觀，這樣地去發心。當你

真正發心的時候，會變得如聲淚俱下般，很積極地去發心。有什麼辦法呢？沒有一樣

東西是什麼都靈驗的，…入觀。入這個緣起，無自性緣起。一入觀，你不用念都靈驗

的。第一是入觀，入般若的觀。第二、念佛。念佛都靈驗？什麼你拿起來念都靈驗。

…

種子有兩類，一類是有漏種子。如果我們有機會都不學呢，都不去做「多聞熏

習，如理作意」的功夫呢，那些有漏種子不斷一世一世增長，你說多厲害呢。有漏種

子是什麼？貪、瞋、癡、慢和那些有漏的八個識種子。…那些無漏種子被阻壓到不知

何時才有機會出現？這些是有漏種子。第二種是無漏的種子，它這些種子一起作用，

…。不過我們從來那些無漏種子沒有機會出現，在見道的時候才出現。出現之後，你

有一條平坦的大道，是沒有問題的。漸漸地無漏種子一出現，有漏種子的勢力便弱

了。經過無量那麼多個大劫，那些無漏種子的勢力越來越強，漸漸地有漏種子的勢力

便越來越弱。如果你修行，見了道之後，一直修到你到了第八地的時候，你已經不再

回頭的了，即不會再墮落，你會如何？

八地的菩薩，在第八地是時時都在定中的。拿看杯茶來飲，你都是在定中。他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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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講話也是入定，他不用安靜地入定，他不用這一套的。逛街、聊天，他都是在定中

的。第八地那些稱為觀自在菩薩，時時都在定中的，那些(菩薩)時時都可以修行。到

了第八地，那些無漏的勢力全部起了，那些有漏的勢力又如何？有漏的勢力只有種

子，不能起現行的了。到了第八地，你那八個識的見分、八個識的相分之種子，除了

阿賴耶識之外，其餘七個識的種子，相分、見分的種子，都是無漏。有漏的又如何？

有漏種子被壓著，不能起作用。留到成佛之前那個稱作金剛心，金剛心的時候，那些

菩提的般若智一出現的時候，摧毀掉那些種子，種子都摧毀，把有漏種子都全部燒

毀。那時候，留下一些純然無漏的，那個時候才能稱作成佛。這些無漏種子很好吧？

我們的生命就脫胎換骨，本來有漏的生命現在變為無漏的生命，是怎樣來的？就是要

在你現在有漏的生命裏面，漸漸地修。如何修呢？「多聞熏習，如理作意」，如此地

修。因為你想把那些有漏的種子削弱，用嘴巴說並不能令它弱的，整天叩頭亦不能令

它弱的，是什麼？一定要在定裏面，修止。修止的時候，壓著貪、瞋、癡那些煩惱，

然後用觀，用觀的慧來到消滅煩惱，經長期的修止。

好了，種子有兩種。一種是有漏種子，一種是無漏種子。有漏的種子起現行，起

作用，即為眾生。有漏的世界是有漏的世界，他的眾生之生命，是有漏的生命。如果

無漏的種子起現行，他的世界便是無漏的世界，他的生命便是無漏的生命。有漏種

子、無漏種子。有數分鐘，有些人有問題的，你們可以問。我今天可以講到下午四

時，遲一點無所謂。

同學：「…」

教授：「她在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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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修到三地，…會不會…破地獄。」

教授：「你先落了地獄，是不是？」

同學：「…」

教授：「…」

同學：「…」

教授：「不會，會退一退。不用怕的，一退便立刻起。好像一個潺弱的老人，潺弱多

病的老人，跌倒的時候便很難站起來。是不是？ 但如果是一個壯夫滑一滑跌

倒，立刻便會站起來。一個已經見了道的人，錯了一下子便立刻站起來。還

有，未見道我們都可以修行，即無漏種子未曾出現過，我們都可以弄到它出

現。我們能夠做到這樣，無漏種子出現了，即是在說什麼？那些地獄、餓

鬼、畜生這三類種子，變地獄、變餓鬼、變畜生這三類種子，見了道之後便

被阻壓，不能夠起的。有有漏的種子存在，但它不能夠起作用。即是說我們

見了道之後便不會下地獄、不會做畜生、不會做餓鬼，不用怕的。只有人、

天的，不用怕的。沒有，沒有，不用怕的。一地比一地強得多，第二地比第

一地強。第一、未見道的人，他持戒都是持菩薩戒的。你持菩薩戒就時時都

會犯戒的，犯了又再懺悔，回復清靜。但你的無漏種子起了之後，入了初

地，只有一些無心之失。有意的犯戒，沒有了；無心之失去犯戒，有之。但

是無心之失犯戒，一會兒沒多久立刻反省，便回復清靜。所以到了入第二地

的時候，你就如何？布施波羅密多圓滿、戒波羅密多圓滿。戒波羅密多圓滿

又怎會返回惡道呢？一定不會。不怕的，一定不怕。」

同學：「羅教授，什麼是不退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教授：「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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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不退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什麼意思？不退轉…。」

同學：「他請你解釋何謂不退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教授：「啊。退轉是嗎？發心是嗎？不退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指發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的心不退轉。是會退轉的嘛。例如：譬如有一個小孩子，他整天跟著

爸爸，整天跟著媽媽。他人拜佛，他又拜佛。見到師父如此莊嚴，就起恭敬

心。聽人講故事，佛是這樣好的，怎樣怎樣的，神通如此廣大，他很敬仰。

這種謂之什麼？由他力，不是由自力的，你明白不？由他力引動，令到他信

了。凡是一個人退轉呢，由他力他便會退轉。純粹他力的便會退轉，自力的

不會退轉。何謂自力？『多聞熏習，如理作意』，自己了解的。不退轉。所

以人云亦云，即是『成佛真的好了，神通又如何如何』那些，聽他人這樣講

而有信仰，這些是他力的，他人的力。自力是了解…。自力是了解…。自力

是什麼？了解這個生死輪迴的道理，知道我們徹底解決我們的人生與宇宙的

問題，非成佛不可。他現在立下要成佛，立下這個志願。當你立下這個志願

的時候，你便謂之發菩提心。當你發了菩提心的時候，那些人說，當一個初

機的人，當他發心的時候，大地為之振動。並不是真的說大地，地球「迫迫

逼逼」地動，而是什麼？當你發心、立志願的時候，你便熏了一個種子入你

的阿賴耶識裏面。譬如我現在發心，以前我從未發心，我現在發心，在佛面

前或不在佛面前都可以發心的。「我由今日起，我要立下一個志願，我非要

成佛不可。」當我下了這個決心的時候，我們的意志便決定。這意志是業

力。這個業力馬上熏了一個種子入阿賴耶識裏面，這個種子是非同小可的。

以前未曾發過心，現在發心，在有漏種子中突然投下一個…，雖然是有漏

的，仍然是有發心之種子在，整個阿賴耶識的種子就為之振動。明白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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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振動？因為你一發了心，將來你決定成佛。以前不決定，現在決定。是

不是一個大振動？來一個大變。以前你不會起修『多聞熏習，如理作意』，

現在你發了心之後，你一定會有機會修『多聞熏習，如理作意』——第二個

大變動。

第三，你發了心之後，終有一天你的無漏種子出現，你會見道，決定見道，以前

你不決定，現在決定——第三個大變動。還有，爆發了以後，入到初地以後，永遠離

開三惡道不起；以前不能夠——第四個大變動。還有，你發了心之後，你將來決定會

見道。你見道的時候，你想生極樂世界，不是像我們這麼辛苦的，又要念、念、念，

念得那麼辛苦。他那個想生極樂世界，你只要十念向佛發願，「我願生你的國土」，

他臨終時發願立刻往生他的國土。我們是做不到的，他做到，這個是第三(五)個大變

動。很多個大變動跟著來，為何會變動？因為將來的樂器不同。將來的樂器不同，即

是說角色不同，是不是？即是說他的種子變，種子的衝擊，好像大地振動者，是用來

譬喻阿賴耶識裏面的種子來一個大調整，來一個大調整。」

同學：「羅教授，我想問問剛才你提及…。如果今天認為不妥的話，我們根本不需要

念佛，根本就無因果報應，或許我做了很多好事，…. 。」

教授：「你根本就不了解何謂我。我有兩種我，有兩種我，一種是印度各派外道所執

著， 每人有一個永恆不變的，永恆的，不變化的那個主人翁，那個我，普通

是這種說法。另外一種所謂我是怎樣的？世間所做成的，有一種精神作用，

即這一種生命力、生命體，會變動的。我們普通的生命體是會變動的嘛。多

吃一些營養便會壯一點；餓他便會瘦一點，會變動的嘛。這個生命體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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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假體來的，是不是？這個東西，普通的我又指生命體。佛家的無我是無第

一種我，不是沒有這個我。你在此處，我問你，那個你並不是沒有那個你。

我現在回答你，而不是連這個能回答你的我也沒有。所以那些人說無我，無

我，就是完全誤會了這個我，沒有那個獨立永恆的。佛家認為世界上的事物

都是互相依存的，沒有完全獨立，沒有獨立不變的。認為世界有些現象，互

相依賴而存在的。互相依存的這個我，就不是真的我了。會變的，這種我是

有的，無我是指沒有那個我。明白嗎？沒有那個永恆不變的主人翁，有一個

整天隨著環境，隨著各種習慣，隨著遺傳，隨著各樣東西而變化的那個生命

體。那個我就由那個我變，那個我也沒有，又二千多年前那有一個釋迦牟尼

成佛？又那有一個你會坐著發問？那有一個什麼東西在此會說話的？這個假

我是有的。記住，你不要誤會連這個我也沒有。不是。如果沒有個我，我那

用修行？你投生淨土做什麼傢伙？誰下地獄？沒有人下，(如果)沒有我。不

是，不是的。沒有一個永恆不變的我。記住，你如果連這個我，會說話會吃

飯都說是沒有的。如果是這樣，簡直是『戆』的。如此你為何要修行？你又

拜佛，是不是？」

同學：「…你講初地、二地…。」

教授：「嗄？等一陣(一會)，讓他先問。」

同學：「我剛才聽你講種子，講無漏種子、有漏種子。在這個唯識學說裏面，種子是

怎樣來的？」

教授：「種子是怎樣來的，是嗎？即是在第八識裏面的種子是怎樣來的？」

同學：「譬如你現在說種子，譬如 N 這麼多種子，然後就是…。即是第一粒種子那

時，或是 N 種子，第一次的種子是怎樣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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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佛家有幾種問題不答，沒有答案的。『你怎麼沒有答案？』你又找什麼做答

案呢？你反駁他一樣找不到答案的。第一種，『為何會有世界？』你們今時

見到有一個世界，為何會有世界？你最多是弄一個神出來，『是神造的。』

再問，『為何會有神？』同樣的，是不是？答不到，如果你客觀一點，同樣

是答不到。除非你十分相信，信這個神，你會說『是神造的，神都可以問的

嗎？他是神嘛。』如果你不是教徒，你是可以問的，『神是怎來的？』這個

是答不到的。你又說佛教徒答得不徹底的。你又徹底嗎？五十步笑百步，是

不是？一樣答不到。為何會有世界？他的答案是，世界你覺得有，你目前見

到顏色，顏色就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如果見到顏色，你都說沒有顏色呢，

你就荒謬。你覺得有一個世界而你又說沒有世界呢，你便是荒謬到極。如果

你不荒謬呢，你就應該知道有這個世界。為何有世界？不能答得到，世界不

可思議。世界有情，為何會有眾生，那麼多生命？沒有不是更好嗎？答不到

的，世界有情不可思議。還有，修定的時候，發生很大、很多作用。何解

呢？是答不到的。何解呢？因為你修定是自然起作用，自自然然是這樣的。

除非你不修定，修定是會有作用。沒有作用不是更好嗎？平等嘛，我又不

修，他又修，我又不修；我又沒有作用，他又沒有作用，我就不用去修了。

是的，只有修才有，不修沒有，定力不可思議。願力不可思議，你發了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你將來一定會成佛，在不知多少世後。為何會如此呢？

儘管用理論來作解釋，解答不到，不能徹底解答。」

同學：「我剛才聽你講，譬如我們發心，發菩提心的時候，就會有一種種子，發菩提

心的種子，可以激起我們的無漏種子發現。換言之，在我們發菩提心之那一

剎那的時候，我們就有一個發菩提心的種子，發心變了是種子的開始。說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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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回到心的那一部分，變了即是…阿賴耶識發那個心出現的時候的種

子。種子如果不遇到緣，都未必引發。」

教授：「即是，發心為何會引發那些無漏種子？是不是？ 你就回答，如果那個無漏

種子沒有緣，你發心都不可以，不能引發得了。是否如此？」

同學：「不是，我的意思即是你以前沒有說發菩提心的種子存在…。」

教授：「不是。」

同學：「你即是說，是本來已有的。」

教授：「有能夠發心的那種種子。不過它是不出現，未出現。」

同學：「發心就變了是緣？」

教授：「嗄？」

同學：「發心就變了是緣？」

教授：「不是。發心是那個種子的顯現。未發心的時候，你有發心的種子。當你現在

發心了，那個發心的種子就變為現實。如何令到發心的種子變為發心的現實

呢？就要有一個緣，不是一個緣，是多個緣，眾緣。例如什麼？如果你生在

北極，做一個北極的人，你便沒有辦法發心。你雖有發心的種子，但沒有

緣，因為沒有語言，沒有這個文化。發心的種子，一個北極人都有，但是他

的緣…。我們做人，又有那麼多語言，有那麼多文字，有一個緣。」

同學：「種子是唯識學說裏面…。」

教授：「啊！你不要以為種子只是唯識學說裏面有。如果你沒有種子，不會有種子

呢，你解釋生死輪迴和解釋世界現象，根本解釋不到。解釋不到，解釋不到

就好像接近迷信了。譬如極樂世界你不用種子你解釋不到，何解？阿彌陀佛

是神吧，會創造這個極樂世界？那為何我們不去天主教教堂找天主？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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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為何我們不去基督教堂找耶穌？相同的，是不是？我們之所以不同，就

是明其理。你想說明它的理，就要說有種子才可以。佛教大乘，不講小乘，

大乘佛教有兩大派，一派講種子，唯識那些講種子；一派不講種子，是講華

嚴宗那些，不講種子。華嚴宗間中又講這個，曖曖昧昧。禪宗那些看起上來

似不講種子，但如果你不用種子，有很多東西是講不通的。譬如「有情來下

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你不用種子怎去解？解因

果，解什麼都不能的。」

同學：「種子和無明有什麼…？」

教授：「無明有無明的種子，無明只是一種盲目的衝動而已。」

同學：「和因呢？」

教授：「嗄？」

同學：「和因呢？」

教授：「什麼？」

同學：「和因呢？因緣的因。」

教授：「種子就是因來的。例如：為何我們的眼識會起？會見到東西？我們能夠見到

東西的那種，現代人稱作視覺，在佛經稱作眼識。因為我們未出世之前，未

出世的時候在母胎內，你已經有眼識的種子。因為有眼識的種子，所以出生

以後，醫生替他抹眼睛，那些緣具備，眼識便出現。眼識有眼識的種子，眼

識未起，眼識的種子已經存在。總之，解釋宇宙萬物和解釋人生，你不建立

種子學說，很『側側膊』(敷衍塞責)，一定解釋不到。要解釋生死輪迴解釋不

到，特別是業力。我之前講過業力，那個無表色，業力，你不講種子怎講無

表色，無表色不就是種子嗎？我修善為何會生人天？亦無理由，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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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直到現在我們都沒有辦法解釋第一因…。」

教授：「佛家最『棹忌』(忌諱)講第一因，因為我們往上數是無始的，沒有第一。沒

有第一又何必要有第一因呢？」

同學：「我的意思就是…」

教授：「不解釋，不用解釋。」

同學：「這便變了是…」

教授：「講講下時間到了。你又可以解釋第一因嗎？」

同學：「可以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當我們說種子的存在，即是無始那時，所有東西

都已經全部存在。」

教授：「無始的種子全部存在，不是無始…。」

同學：「這個『始』字已經『無』了，即是…。」

教授：「本來有。是的，將來我講種子的來源，有解釋有交待的，交待得很清楚

的。」

同學：「羅教授，我還有第二個問題。」

教授：「好的，你講。」

同學：「講見道，我們都被人問過很多次了。以前歷史很多講見道的人，…但現存在

現代世界裏面，我們認識的，是知道的，有那些人？」

教授：「你問我，是不是？」

同學：「是的。」

教授：「在現代世界我出世之後，我未見過。未見過見道的人，未見過一個人我相信

是見道的。我只是相信有見道的可能，我未見過。猶如我出世之後，我未見

過有人會去過火星。但你不能說我們不相信有去火星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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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我不是這樣說，即是我們現在世上完全沒有見道的人，即是我們能夠知道

…」

教授：「不是。是我們見不到有這樣的人。」

同學：「但我們是知道的。」

教授：「是。我見不到而已，你見到也不一定，就是如此。不能說世上沒有人，西藏

人有很多見道的，但我未見過。」

同學：「我們有沒有機會見到？即是自己未曾知道近見道的人都…。」

教授：「近見道(的人)有很多。」

同學：「譬如呢？」

教授：「譬如你修，修加行位，煖、頂、忍、世第一法的人，我懷疑很多人，那些出

家人、老行尊，很多人是近見道的。煖、頂、忍、世第一法的加行位，他修

加行便可以。不能這樣講的。但真正見道，他碰見我們也不知。」

同學：「他是真的也都不會告訴你。如果我們要告訴人，我自己都不…。」

教授：「這個問題是這樣，不能夠『駁』(爭論)的，辯駁是最沒有用。你碰到那些學

佛的人，你最好是這樣。譬如我，人們問我呢，我不跟他講唯識，人們一定

要我講我才講。有些人對講：『講講唯識，在此處。』『你說吧，你專長那

一樣便講。』何解呢？你自己那一套最好不要拿出來一定要人信你那一套。

譬如你說，如果好像有人問我：『我學佛學，我想了解佛學。』我說：『好

的，你首先這樣，你了不了解一下、學過一下、看過一下那些哲學的書？還

有，你相不相信邏輯？』如果你說：『我又未看過哲學的書。』『最好你不

要學唯識』，我就對人這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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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說如果不學唯識，如何入手？念阿彌陀佛吧，投生極樂世界多好啊，是不

是？你信嘛。你如果不信，那你便學吧。你要學的話，便請你先看看哲學的書，讓你

多少有些哲學的頭腦，哲學的概念。跟著你就要如何呢？這個是佛家的哲學，你儘管

學學。將來和另一套比較一下，看看對於人生的問題和宇宙的問題，那一派答覆你答

得最圓滿，你去選擇。如果他說：『我看過基督教的聖經是最圓滿。』那請你去信基

督教。是不是？『如果佛教最圓滿。』佛教最圓滿，你便學佛吧。『要學佛，那你回

答我又不行？』我答你，那個時候，答你的時候就一定是，『你要開心，你不要找那

些，挖掘那些問題。挖掘那些上妙的問題，你要了解基礎的問題。』例如什麼？佛家

的三法印，『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這類問題，最根本的問題你要問。

『有種子的有無？最初是怎樣？』這些…佛常常講『諸行無常，諸法無我』這些道

理，這些道理才是佛教的銅牆鐵壁來的，打也打不破的。

佛教的唯識所講的種子，不過是祖師們建立、假立來到解釋宇宙人生的問題而

已，不用一定要立種子的。你不立種子，龍樹菩薩講空就更直接了當，其實我最歡喜

講般若，講空。唯識的葛藤最多，講般若，講空更好，緣生性空。為何它會性空呢？

因為它緣生。如果它不空就不用待緣生了，因為是緣生所以性空。又因為它是緣生，

所以結果一定是性空。緣生性空和合便稱為空。…『我問你，空不空？』問都是空。

最好，而且入觀的時候，很快入煖、頂、忍、世第一法，入這四加行。入四個加行之

後，距離見道便很近了。」

同學：「羅教授，我有一個朋友…，或許各位又分享一下，剛才講無我，即是說犯罪

什麼的，你無我嘛，我拘捕你。我拘捕你，我拘捕你，打你也不用緊張，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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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無我嘛。」

教授：「記住！佛家的無我不是說沒有這個生命的假體，而是沒有一個永恆不變，可

以獨立存在的我。」

同學：「這即是其實否定有神，基督教有神，這即是沒有神了？」

教授：「基督教找一個上帝做大我，佛家找一個真如做大我，同樣的。不過，宗教派

不同，你又說我不對，我又說你不對，實在都是在講同一個。基督教、天主

教說佛家不講神，『你們就不對了。』這個態度是『入主出奴之見』。至於

佛教徒則說：『道家的那個道是完全不對的，和佛家的真如怎會是相同？天

主教、基督教的那個神，根本都不靠譜。』又拗(爭辯)。人家亦有很精深的神

學，天主教的神學和基督教的神學是很精深的。我們不能連人家覺得很精深

神學的書都未看過就一棍子打人家的。這個根本就不合佛教徒的態度，更加

不合科學的態度。實在我們比較，我們應該平心靜氣比較一下。不過我學問

就不是很深，但我曾比較過一下，對於宇宙人生問題的交待，就如何呢？凡

答得出的，講得到的，例如第一因，世界為何會有眾生這些，這些不能夠談

之外， 其餘在對宇宙人生問題的交待，佛教很圓滿，比較我們儒家孔子那些

圓滿得多。比較西洋那些哲學家，我覺得比較柏拉圖、史賓諾沙那些都不會

差，不過是有一條路線讓你依據。不過我們知多一點，客觀一點。不要『死

駁人』(與人勉強爭辯)，我們自己是好的，但人家的不一定全是壞的。我都是

這個看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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