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學：「…如果有問題你都不要理了，淨土宗下來是不要理的。它稱之為什麼？      

                      『魔來魔斬，佛來佛斬』，這兩東西便即是變了好像矛盾。」

教授：「不矛盾的。我們的根性，我們的根機有很多種。有些聞一已知十，有些聽一

都得不到一的，根性不同，是不是？

譬如先講《阿彌陀經》，它說如果一個人能夠稱念阿彌陀佛，若一日，若二日，

乃至若七日。如果勤一點地做；再加一個條件，如果那人臨命終前，他心不顛倒，阿

彌陀佛和聖眾便現在其前。只要他心不顛倒，就可以往生阿彌陀佛的極樂國土了。說

到這個，就是什麼呢？有一種人他不能夠參禪，他的智力不能夠去參禪，不能夠『魔

來一刀，佛來一刀』。魔來又一刀，佛來又一刀，他要很厲害才行，縱橫破陣的那種

人才可以，是不是？不是普通的人。

但是有一種，他字也不認識得多，頭腦又從來都不會思想，你讓他入定，他都不知

如何定法。你問他：『你入到定嗎？』他還要「中眼瞓」 (打盹)。他見到幻影，他以為

這個是真的東西。何解？你在定中見到佛，是剛才我講的獨影境，根本那個未必是佛。

如果你是有漏心去看，根本就不是佛，這個是你那個有漏的第六意識之獨影境。剛才我

講過獨影境，是不是？如果他真的見到佛，那個是性境來的。性境是那些見道的人，念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見到性境的阿彌陀佛。我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想得很辛苦想

到，那個是獨影境的阿彌陀佛。怎同啊！不同的，不同的。你明白這個道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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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譬如有一種人，他確是不能做得到，魔和佛根本他都辨別不到，如何有

『一刀』呢？是不是？為了要令到這種人都有機會修行，所以佛便開一個法門，念阿

彌陀佛吧。『南無阿彌陀佛』也不行呢？這也不行便沒有辦法了，是不是？是讓他有

一點辦法去修行，是這樣的。如果這樣你會反駁，我自己先反駁了。然則念佛的人是

很蠢的了？又說『普被三根』，上根同樣念佛。是的，『普被三根』，上根念佛就等

於你做生意買『燕梳』(保險)而已。是不是？他根本不念佛都可以，是不是？譬如六

祖，他那用念你的佛，是不是？不用念的，但他念一念也沒關係。六祖沒有念，譬如

永明禪師那些便念了。

好了，講到此處就要附帶講講，永明禪師就有四句，名「四料簡」，實在只得三

句。第一種、修行禪宗，即是修行『魔來一刀，佛來一刀』那一套。修禪，但他不修

淨土，『這些是蠢仔才修的，我這些人那用念阿彌陀佛』，有些人是這樣的。我認識

一個朋友，融熙法師便是這樣，何解呢？有一次弄到沒有人聽他講話。

在香海蓮社，社長是曾璧山，一心請融熙法師…，當時他還未出家名湯雪筠，很

好朋友的。人家那間是香海蓮社，你就要讚歎念佛好才對。他不是，他說念佛是最蠢

的，這個人真是…。他說這是下下根的人才做的。他說多了些執著，本來是一個阿僧

祇劫便可以見道的，你就增加一個阿僧祇劫都見不了道，你信不信有一個實有阿彌陀

佛？弄到凡是淨土宗的人永遠抵制他，永遠不找他講話。他在芙蓉山出家的時候，打

佛七請他開示，他又弄一套禪宗的道理出來，弄到那個方丈，那個名…，那個和尚不

知名什麼？吩咐他以後不要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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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明白，一種人是『有禪無淨土』。如此他作結論，『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

路』，十個人修有九個走錯路的。何解？你都未參透便死了，是不是？第二世都不知

如何？前路茫茫因為你又沒有念佛，又沒有怎樣修行，是不是？第二世會不會做一個

蠢仔、啞仔都不知。

『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有一本是『九錯路』，『蹉』和『錯』是同樣

的。一種人，看看你如何了，『有禪無淨土』是好，你是上上根機你可以去。但你如

果不是上上根機，你不要找這些來做。你很十拿九穩，你做生意便不用買『燕梳』。

如果你是本錢有限的，無了便『棹忌』的，你都是買買『燕梳』穩妥一點。是不是？

『有禪無淨土，十人九蹉路』，第二就是『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他不會參

禪，但他整天虔誠念佛，只要一萬個人願修，就一萬個人都去，即是說最穩妥。你不

要說他蠢，他蠢人但有時他會很穩妥。矮子上樓梯就不容易跌；你跑著上去呢，總有

一次會跌低的。『無禪有淨土，萬修萬人去』，個『去』字和個『路』字，普通話

『qù』和『lù』是協韻的。

『有禪有淨土，猶如戴角虎』，又會參禪，又兼念阿彌陀佛修淨土。此處有一隻

虎，『猶如戴角虎』，這種人厲害了，老虎加一對角。其實老虎加一對角，老虎又那

用加角呢，是不是？老虎加隻角幹嗎？即是說他都做但是多餘的，修禪宗修得好，他

念佛都是多餘的，不念都可以的，這種上上根。如此，我們就不要混為一談。

好了，佛就開了這樣的一個法門，當時佛開這個法門，就是因為韋提希被他的兒

子關著，很苦悶。兒子關著父親，又關上母親，很苦悶。佛便教她觀想念佛，為她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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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這個法門。以後便流行了，於是就有很多講淨土的經。他這個…。念佛便投生往

生，到底這些人是不得已的，如果人人都只是念佛求往生，又不用去參，又不用去做

什麼的時候，人人都一味走去，『什麼都不理，我都將死，死了我生極樂世界去

了。』

這個世界還用理嗎？所有人都消極。到時他人來消滅你佛教，在這個有漏世界裏

面。你想想，現在已經被人批評佛教徒消極，如果人人都走淨土這條路，人人一味老

實念佛，佛教在這個世界上會很快滅亡。」

同學：「應該要如何是好？」

教授：「嗄？」

同學：「應該要怎樣？」

教授：「應該要怎樣呢？我剛才不是介紹了一本《西方要決》？

淨土有兩種，同是阿彌陀佛的淨土，一種是無漏的那些眾生生去的，他用無漏心

的，無漏心去生。一些見了道的菩薩，他的無漏心一起，無漏智一起，就以無漏智的

相分起而變成了淨土，此謂之報土。那些全部是地上菩薩，見了道的初地乃至十地，

那些菩薩往生的。那一種不是一定會生，不生他都會回來的。但他亦可以生，何解

呢？他要供養百千諸佛的嘛，如此才有功德。

他這一種人，歡喜他會在極樂世界，他歡喜他又會回到娑婆世界化度眾生的。來

去自如的，是不是？即如你們，譬如你在加拿大做了公民之後，歡喜去那處便去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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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不會像我們這樣，我們過了半年就不讓回來。是不是？來去自如的那種人是見了

道的。那些見了道的人不用很辛苦念佛的，臨命終時他發願，『我願生阿彌陀佛的極

樂國土』。他便當下就有阿彌陀佛迎接他往生淨土。生淨土的時候，聽見阿彌陀佛說

法。他說娑婆世界有一個彌勒佛下生，現已在菩提樹下成佛。如果誰想去敬禮彌勒佛

呢，我可以加被他，令到他可以去到娑婆世界見。你這一班人說：『我願見彌勒

佛。』如此，乘著佛威神的力，還有他無漏心的力，你於是就當下在娑婆世界出現，

敬禮彌勒菩薩，是那一種人。

那一種人，你不修也可以，你修則更好。老虎沒有角也行，你說老虎多了一隻角

亦無所謂。即是說，你去結婚你不穿禮服都可以，是不是？你穿一件裇衫都可以結婚

的，但你很嚴肅，很莊重地去結婚亦不妨，是不是？同樣，一種人，那種是大根大器

的修淨土。

第二種是小根小器，他沒有辦法處理好的。例如什麼呢？他生活忙得沒有辦法去

參禪，沒有辦法去多聞熏習，他怎辦？不然，他不修嗎？於是走這條易行之路，一心

念阿彌陀佛，能夠做到臨命終時，他一心不亂他就會見到佛。臨命終的時候能夠見

佛。不見又如何？譬如他大小便失禁，你又如何？平時有善友便可以，助念最好嘛。

人臨死的時候，有一個人在他耳邊，『你現在的生命將結束，你現在…，你生前念

佛，種下很多善根，阿彌陀佛會來接你的。你念阿彌陀佛，我現在帶著你一起念，大

家念吧。』這個時候，教他想著阿彌陀佛就在你面前。他的幻覺就起見，雖然是獨影

境，但他是會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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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直到他斷氣，死的時候，他失去知覺的時候，仍然在念佛而往生的，而

死的話。在他中陰一起的時候，他見到佛在那處，猶如見到佛的光明，他便投進光明

裏面，他便跟著出世。跟著出世呢，他生平前幾世又殺過人，又吞了人家很多錢等，

那些業力又如何？有的，業力仍然存在，因為那些全部是有漏的業，但被凍結著。即

是你有一筆錢在銀行，凍結著你取不得。永遠凍結，即那筆錢是你的，但你一輩子都

拿不到。

即是說，你做過的那些惡業仍在，硬是被凍結著。何解？因為你走了去極樂世

界，沒有機會出現。那些惡果沒有機會出現，那邊的人之壽命有四十八劫，最低限度

你在四十八劫裏面它不出現的。第四十九劫才出現，你便已很穩定的了。如此，在你

的四十八劫裏面…。你可以不用四十八劫的，阿彌陀佛才是四十八劫，你或許十劫也

不定、八劫也不定。有十劫、八劫讓你修行，在那處便會見道。見了道便永遠凍結那

些地獄、餓鬼、畜生的種子。有的，但被凍結了。你又見道，初地、二地、三地、四

地了，那種人又怎會退回？

如果你認為『我都是有點蠢的』，你最好走這一條路。如果你認為『我是認真精

叻的，六祖和我也是差不多的』，你就別念佛吧，是不是？他自然來迎接。如果你說

『我又不及六祖那些，但我都認識多少，我亦會參禪。猶如做生意，我的本錢就有

限，都是買燕梳穩妥。』你便禪淨雙修，兼修淨土，是不是？我就主張人，最好兼修

淨土，穩妥。何解呢？你念佛的時候，你的心、意識是善的，善的心不容易引起惡的

果。這次沒有機會，有機會我第三部分講緣生的道理，講得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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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剛才李先生他說人證了道，如何知道他證道不？如何看得到他證道不？只是

憑感覺，即如你羅先生這樣，我的感覺是可能你已證了道。但你必定不承認

的。」

教授：「有些是會承認的。」

同學：「承認那些又未必是的。」

教授：「對！這個很難講，不承認的未必不是，承認的又未必是。所以你不必理會他

證不證道，你不必理會他。

不過我們知道，事事都有一個規矩準繩，有一個規格的。如果一個人，我是這樣

判斷，不只我是這樣判斷，很多有學問的法師都這樣判斷，太虛法師亦是這樣判斷

的。如果他是見道的人，一定要經過什麼？經過資糧位。資糧位要很多世，很多生

的，以多少十萬世計的。一定要經過加行位然後才見道。如果看他都未經過資糧位

呢，這種人是騙你的，他說見道也是騙你的。

那些人說：『他已見了道。』這個人是亂講。何解？資糧位要如何判斷呢？很簡

單的，資糧位。資糧位一定是很有學問的，何解？因為多聞熏習，對經教很了解。如

果是『烏林林』(糊裡糊塗)的，講又完全講錯，亂講的，這些資糧位也不是。資糧位

也不是，他說見道固然是騙你，想搵錢。那個說他見道的，這個人簡直是『 戇』

的。

還有，資糧位是很長的，一百幾十萬世的。不止，初級資糧位是很『薯』 (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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呆腦)的，『念佛真的好啊，我都信了。』他又是資糧位。但有些好像一個哲學家，

理論頭頭是道的，但他又不去修定，修定不及格的，那些是高級資糧位，很有學問

的。

修一下，修定又不怎樣修得好，但他又有點學問，這些是中等資糧位。好像我這

些，是中等資糧位。你說是初級又不是，高級更沒有份兒，見道就更荒謬。你說是資

糧當然是，我發過菩提心。發菩提心便是資糧位，而且讀了很多經教，講得頭頭是

道，你說是很初級又不是。你說是高級嗎？不是。如果說是高級，簡直是荒謬。中級

資糧位。高級資糧位已是很犀利的了，如智者大師那些那樣，很犀利。

資糧位的人有一個特點，初級資糧位的人像是很迷信的；中級資糧位的人，就理

論滔滔，像個哲學家；高級資糧位的人，學修定，定力又不怎麼好，是有學問的那

種。那種資糧位，很容易達到的。如果是加行位就難，加行位的人必然是修定很好

的，最低限度他入定入到第四禪，煖、頂、忍、世第一法這四級，這四種智慧都是在

第四禪裏面。那些人修禪，連初禪也入不到的那些人，怎會是加行呢？加行位的人必

然入到第四禪。入定好，有沒有第四禪呢？你在加拿大找有沒有第四禪呢，我就不認

識，我認識不太多。有多少個？有沒有人入到？

我相信或許這個世界有很多人入到第四禪的，莫講是佛教徒的入到第四禪，很多

那些先天道，什麼道教的道長，都入到第四禪。還有那些苦修的修女、修士，當他祈

禱的時候，靜的時候，他會入到第四禪。好像那個聖德肋撒那些，那些可以隨時都入

到第四禪。因為入第幾禪這些不是佛家專有的，外道都有的。佛教和外道不同，在於

8



修觀不同，就不是修止。一定要入到第四禪才可以，加行位。

還有加行位的人必然戒律很好的，加行嘛，加功修行。戒、定、慧，學問固然又

好、戒律又好、定力又好，三者都好。這個低級加行位，最低限度學到虛雲和尚那麼

好的定力，那麼好的戒律。那些是否真的是加行位菩薩呢？我都不敢講。你說他可能

是加行的，我都信他是的。定，戒、定、慧都相當好。慧，即是學問，很難講的。但

定容易看到嘛。你守不守戒是很容易看到的。定力好不好？很容易看到的。如此便有

了一個準繩。見道呢？是不同的。見道我不是講過，有真見道、相見道。不同。」

同學：「這個見道和證道…。」

教授：「見道即是證道。」

同學：「即是證道。」

教授：「佛家沒有用個『證』字的。不過有一位永嘉禪師，就做了一套《證道

歌》。」

同學：「會否見道即是見到的意思？證即是…。」

教授：「…即是見證到。這個見道即是什麼？『見』字作體驗解，體驗到諸法實相，

體驗到真如，『見』。所以那些英國人把它譯作 realization，體驗，對生命

的體驗。」

同學：「還有一題我想問一問，即是念佛，譬如有些人說是念經。念經有時，很多時

我們念『南無阿彌陀佛』，念口簧而已。即是有些如『唵嘛呢叭咪吽』那些

是念口簧，不知它是作何解的。但那些書講如果你念經而不理解它的意義，

就意義作神交，這個會否有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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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有矛盾？」

同學：「…是有點出入的。」

教授：「你覺得有何出入呢？實在沒有出入。他這些人講一邊，兩個人都在講一邊，

不得圓滿。我講理念，你先講，作善業就得到樂果；作惡業就得苦果；作那

些無記的，不苦不樂的業呢，就得到既不苦又不樂的果報。為何會得果報

呢？一定要用種子來解釋，我現在未曾講。好了，念佛是否作業呢？『業』

字即是什麼？行為嘛，behaviour嘛。業都是 behaviour來的，這個念佛的

behaviour，是不是？業。入定是否業呢？又是業。好了，現在我問你，念佛

的時候，那個心是善或是惡的？」

同學：「善。」

教授：「善的嘛。即是念一句佛而作了一個善業，念一萬句佛做了一萬個善業。一萬

個善業就阻壓了一萬個惡業，是不是？如此即是說，不斷作善業。

有說：『作善業你應該出去醫人，應該出去贈醫，應該出去為這個世界做好事。

你念佛，豈不是獨善其身？』是的，如果真是有益於世界的，當然應該出去做，整天

念佛是不對的。是不是？但他不能夠，念總比不念好，是不是？念佛的好處就是如

此。如果你問，(譬如)你去救人。你整天救人，常常去埃塞俄比亞救人；或是關上門

在念佛好呢？如果從了義來講，應該去埃塞俄比亞先救人，先放棄你念佛，因為它那

種善業更大。只有那種好好先生，他懼怕你去了，才說：『同樣的，同樣的。』這些

很籠統。

我們智慧運用的時候，要斬釘截鐵，不要模模糊糊，籠籠統統不行。唯識宗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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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就是這樣，斬釘截鐵，絕對不模糊。是這樣就是這樣，對便是對，不對便是不對。

譬如怎樣？捨棄我這個佛堂，去埃塞俄比亞救人好？或是在此一味朝朝念佛，求生極

樂世界好呢？個答案，拿著本《菩薩戒》來到讀，就會得個答案。去，先放棄。如

此，你念佛…。念佛只是作善，好的。比不念好，是不是？

但如果他是讀經教呢，就由聞、思、修，他就由資糧而入加行，由加行而見道，

這條才是正路。有些說：『你多讀經只會起執著。』這條並不是正路，這個不是了

義。站在唯識來講，不講這些話的。很偏，偏僻。」

同學：「如此即是應該不要…」

教授：「應該自己了解、實行。」

同學：「…是好過…」

教授：「你念佛即是等於作為做一種買燕梳的功夫。你念佛即是修定，每日你總要修

定的。修定的時候，你觀想佛，不是一樣？修定不外是幾樣，你修止的時候

想呼吸、想山根、或想月輪、或想佛像。你想佛像不就可以，是不是？念佛

並不是一定用口念的，用心念才好。想著佛，想著阿彌陀佛，便是念佛。」

同學：「我有一個問題，是關於見道的問題。假如羅教授你自己有見道的體驗，和另

外一個人一樣，如此這個問題就不需要問了。我就看過《太虛大師傳》，它

裏面有一段就講他閉關。閉關出來之後，他就描寫他當時的經驗，那種體

驗。譬如拿我來講，我沒有他的經驗，只是由於一種好奇心，我便問他：

『太虛大師，你究意見了道不？』假如他說：『沒有，我未見過道。』他是

如此答法，會不會犯了一個妄語戒呢？這個話題，另外一個答案。譬如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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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還未，我未見道。』第三種答法就是他不答我。以你自己的立場，你

會接受他那一種答案？」

教授：「一種？」

同學：「一種，『是的，我見道。』第二便是…。」

教授：「一種是笑而不答；一種是先假設他見了道，承認見道；一種…」

同學：「一種是『我未』。」

教授：「『我未』。」

同學：「第三是沒有答。」

教授：「是的，三種。」

同學：「是。」

教授：「因人而異。如果你是他的近身弟子，時時依教奉行的，如果他是見道，他會

說是。如果這個人不是他的近身弟子，不是依著他修行，而且告訴他沒有什

麼好處的，就不如說未見道。

你說他是否犯了妄語？不犯，還有功德。還有一種呢，不答。不答的原因是令他

自己思惟。不答的原因有兩種，一種是『攞景』(令人難堪)的，不答；一種是值得令

他思惟的，不答。三種都可以。好了，至於要解決妄語不妄語這個問題，要答。大乘

和小乘的戒律有點不同，它的精神，戒律的精神有點不同。凡是戒律即是等於道德的

問題，戒律即是倫理道德的問題。

我們今天在世界上那些講道德的，不一定是佛教，儒家和西洋講道德的人有兩大

派。一派是著重結果的，名為結果論；一派著重動機，就是動機論。你認為我們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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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批評另一個人之善惡，是著重他的行為之結果好，或是著重他的用心好呢？很難講

的。

在未講佛家以前，要先講孔夫子一段事蹟，會容易明白一點。孔夫子周遊列國，

有一天去到葉(音攝)國，『葉』字為姓葉的葉，現代姓葉的老祖宗便是從那處來的，

葉國，讀作『攝國』。葉國的封建主葉公問孔子：『我們此處有一個非常坦率正直的

人，很了不起的。』孔夫子當然問他如何正直？他正直到怎樣呢？父親偷羊，偷他人

的羊，兒子走去做證人，證明其父偷羊，你說直不直？你說此人忠直不忠直呢？他這

個很顯然是結果(論)，是不是？孔夫子他說如此…，孔夫子答問題是很溫柔、溫潤

的，他說：『我家鄉那些忠直的人並不像貴處的那樣，我家鄉所謂忠直是如何？父親

偷羊，兒子替他遮瞞；兒子偷羊，父親替他遮瞞。』他說那個直已經在其中，表面上

是不得忠直，其實忠直已經在其中。

孔夫子顯然是做什麼？動機、結果都重，但動機特別注重，是不是？孔夫子講善

惡，動機與結果並重，而更重視動機。孔夫子如此，孟子更厲害。你會說：『羅先生

你不講佛法？』這些就是佛法。何解？因為佛法並不是一定句句都是從佛經裏面出來

的，通情達理便是佛法。孟子被一個學生問他：『堯舜的舜是聖人，他是天子、做皇

帝、做君主。他的父親名瞽叟，他的父親是無惡不作的，到了兒子就是好人、聖人、

天子，舜正在做天子，而他的父親去殺人。你作為天子便要執行(法律)，殺父親。他

又如何？你作為天子便要執行法律嘛，你父親殺人，你要照辦？怎樣呢？如之何呢？

你執法便要殺父親。孟子如何回答？孟子這樣答：『舜對於當天子，不會覺得很有興

趣，不是為了自私而當天子位。既然舜的父親去殺人，他不忍心殺父親。他便乘夜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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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父親離開、逃亡，放棄不做天子。讓他人成為天子，拘捕他的父親去殺，是他人的

事。』背著父親走，殺他亦是他人的事；只有放棄(君位)，背著父親走。即是說明什

麼？動機和結果都重視，兩者都要重，但動機更要重視。

好了，講到此處就書歸正傳，說回佛教。小乘講戒律，絕對不得放，犯了便不

行。一條蛇會咬死人的，看著它將會咬人，你殺蛇也是不對的。你殺生，殺生就不

對。說謊去騙人，不對。最多是不吭聲而已，說謊便不行。這在小乘是絕對的，戒律

是絕對尊嚴的。但大乘呢？大乘的戒律有兩種，不可不知。大乘的戒律是菩薩戒，菩

薩戒有兩種，一種是《梵網經》的菩薩戒，不准我們居士拿來講的。

一種是唯識宗的，《瑜伽師地論》的，名為瑜伽菩薩戒，人人可以講，隨時可以

拿來讀。而世界上人們受菩薩戒的，只有中國人和朝鮮人，韓國人的一部分、日本人

的一小部分是受梵網菩薩戒的。除了這些地方以外，其餘講菩薩戒的，西藏整個國土

的菩薩戒，都是瑜伽菩薩戒，因為西藏沒有《梵網經》。現時在理論上來說，我們現

在講就講瑜伽菩薩戒。瑜伽菩薩戒，它是這樣講的，如何講呢？一個受大乘菩薩戒的

人，對於那些小乘和居士的殺、盜、淫、妄、酒這些…。也不是，是七支性戒，殺

生、偷盜、邪淫、妄語、綺語、兩舌、惡口這七支，名為七支性戒。對於七支性戒，

大乘以外那些，守得很緊的。

它認為梵網菩薩戒就要比較的、要檢討的，有時候放棄了這條戒律，比較守這條

戒律功德更大的…。這些那些大德不和你講的，第一、大德多數不講瑜伽菩薩戒，第

二、他講了又怕人取巧。舉例：譬如殺生是不對的，不能夠『死牛一面頸』(固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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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生，一隻蟻沒有害你，你殺了它都是殺生，不對的。但有時你要殺生，有時你殺生

比較不殺生更大功德。他引佛經，佛家有這一段經，《方等大集經》有這一段故事，

我忘記了是《菩薩藏經》或《方等大集經》。

它說佛教人不要殺生，殺生是有罪的。但有一個人，有五百個商人入海尋寶，其

中有一個人是守大乘戒律的。又另外有一個人是一個賊來的，孔武有力，他的力量可

以把這四百九十人殺死，或可以殺死四百八十人，取走你全部財寶。你有證有據，你

這個修行人是菩薩，真真正正知道這個人是大賊，而且確是有此動機、有此行為去殺

人。而你有力量可以殺死這個賊，你殺不殺這個賊？殺這個賊你便犯了殺生戒，不殺

你便看著這四百多人死。

它說：『爾時』，那時，這個人就起一念慈悲心。『我如果殺這個人，我會下地

獄；但我不殺這個賊，很多人便會因他而死，做出很多孤兒寡婦。』他於是發了一個

願，『我寧可入地獄，要超生這幾百人，入地獄是我的事，超生這些人他就有好

處。』於是便以一個大悲心，拿著一把刀，殺死這個賊，救回這些人。如此他應該有

犯殺生戒，有罪了。它說，爾時這個人不只無罪還有大功德，很快得到好的結果。

所以殺生戒如果放棄了，這一次放棄了它，即是開了此戒，但當有益的時候他要

開。諸佛會為你證的，但你不要取巧。取巧的罪加一等，不能取巧。取巧不取巧，你

的動機，這個是大(小)乘的戒律，固然是著重視結果…。小乘是著重視結果，大乘更

重視動機。這便可以解答此處很多問題，殺生的問題解答了。第二…。在我舉這五個

例…。多講五分鐘，我回去可以晚一點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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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盜，偷盜是犯戒，會下三惡道的。但有一個人，佛教徒，經是這樣講，如果剛

剛遇著有些賊人、敵人，他準備走去一條村，殺掉全村人。時時都會的，以前日本人

侵略，全條村的人殺掉都有(發生)。他遇著這個情形，找著你來問路，你又如何？(若

答)不知，便妄語。你知道這條村在那處，你答吧。你如果告訴他，這條村的人會死

清；不講又妄語。你知卻說不知，(妄語)。他問你知不知？你守妄語戒或開妄語戒

呢？如果這個人清楚明了而又是有智慧的人，凡是守戒都要有一個般若智來作指導，

不是盲目的。他用般若智來作指導，他起一念的慈悲心，『我說謊就是我犯罪，但我

會救了這麼多人。好的，我犯罪。』

其實他這個犯罪如果在唯識來講，是善的犯罪，它並不是惡業，是善業來的，表

面上是犯罪。於是他起一個大悲心，一於說謊騙他。它說爾時此人本來就應該很多世

然後才…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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