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一世完了就生，是別時而生，是這樣的，這種叫做別時意趣。那他就將這個別

時意趣來到解釋這個淨土法門。它說淨土，那個阿彌陀的淨土，阿彌陀，那個阿彌陀

是報身佛。為甚麼呢？經裏面講那個阿彌(陀)佛光明照耀，那麼光明燦爛、那麼莊嚴

的。這個世界的佛，釋迦牟尼都無他那麼光明的，這個……而且他的身體這麼大的，

這些一定是報身佛。而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無惡道的，那些人全部都是善人，無惡

人的，那麼這些就是報土，我們這些污濁的世界，無這些這樣的情況的，一定是報

土。凡夫不能夠即時往生報土的，它說往生報土的人，就要那類人──要那些聖者，

然後可以往生。

為甚麼？為甚麼要聖者才可以往生？因為我們這些凡夫的心裏面，就含藏很多污

濁的種子，這些污濁的種子就只可以變起污濁的世界。就不能夠變起那類報土的世

界。一定要他在這個污濁的世界裏面修行，成為聖人。怎樣才叫做成為聖人？怎樣叫

做聖者？要證得真如本體之後，然後叫做聖者。

因為當他證真如本體的時候，就(是)他的心無漏的、清淨的種子起作用，然後可

以證真如。證了真如之後，即是說他那個清淨種子已經起首發現了，他就由凡夫變為

聖者了。那麼這類人，既然那些清淨的種子發現，他可以加入佛的報土，做他(佛)的

報土一員。這麼，阿彌陀佛的那個極樂世界，既然是報土，凡夫不能夠即時往生的，

就一定要他歷劫修行，要修到他的善行具足、具備，然後可以往生，否則一味那麼發

願，稱念阿彌陀佛的名號，就只是甚麼？有願而無行，有願就只是一個願生(淨土)而

已，你無一個……善行未具備。怎樣可以往生？

講起上來亦不公平，所以凡夫不能生(報土)。既然如此，佛又叫人們生了，這種

是別時意趣了。那麼就有當時智顗這班人了，就大倡那種別時意趣之論了，很流行

了。一到善導了，不是，一到這個道綽了。他在那個《安樂集》裏面，就大斥這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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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意趣之說，但是他又不捨得說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不是報土，他又不肯這樣說。他

說它是報土，那麼既然是報土，就要聖人才生的。怎樣他才能生？他說可以，可以的

理由是怎樣？

他說，我這處無解釋，他就說阿彌陀佛就與其他的佛不同，他的慈悲就特別大，

他的願力(就)特別強，所以他雖然是報土，因為他慈悲，和有大悲大願的原故。雖然

是凡夫，用佛的力量來到加被你，凡夫都得以往生。這種講法，如果他肯說，阿彌陀

佛這個不是報土，阿彌陀佛不是報身，極樂世界不是報土，所以這些凡夫都可以生，

那麼就解決了，但是他又不捨得。他又要說阿彌陀佛是報身，極樂世界是報土的，他

是這樣的講法。

那麼就要……那麼如何解答說凡夫可以生報土呢？就那個主人，那個阿彌陀佛的

願、悲願大，廣大，不同的，和其他佛不同的這樣。那就變了又有些不是幾平等，他

的佛就「零舍」(特別)超卓些。他這樣大斥這些講法。好了，他之後 (就到)他徒弟

了，就(是)善導了，這個是淨土宗的，現在我們所謂淨土宗的最大的法師了。人人相

傳他說(他是)阿彌陀佛的化身。在當時很多人，那些人見到他說，(他是)整個阿彌陀

佛來的。

那麼其實這些都不足為懼，是嗎？你見到就是嗎？他的幻覺而已，是嗎？譬如

他，假使他現在是整天念這個毘盧遮那佛的咒，整天念，有時候一些會起幻覺的人。

即是有些……如果有一個人有一些那些甚麼？那些叫做 ESP(Extrasensory

Perception：超感官知覺)的那類人，一眨眼望到他(面前)整個是一個毘盧遮那佛的。

有事實可以為據，那位金思莊的父親，他去見到趙士覲在這裏修法的時候，他在那個

門縫窺看他，那個不是趙士覲，整個毘盧遮那佛坐在那裏。

有一些這樣的事，這樣不意外的，他整天在念那個佛，那個佛對他有一種加被的

力。就會影響其他人，就見到他那個佛在這裏的。這樣，所以學佛的人切記、切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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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為你是見到那個佛，以為他就是那個佛的化身，不是，而他整天是一心念 他，他着

又好似有一種超乎平常的力量在這裏的，就是這樣而已。那麼他就是唐太宗貞觀年間

的人，為甚麼我要寫出他住在哪一間寺？

因為另外又有一個善道，就住在終南山的，叫善道。另外有一個叫善道和尚，這

個道。那些人就將善道和善導合而為一，到底是一、是二，不清楚。這個善道就住在

終南山的，那個就住在洛陽光明寺的，那些後人將他(們)合為一個。那個理由他說古

代，道字和導字通用的，但是，那些記載相傳就有兩個的，善導有一個，那個行跡和

善道(相)似，似到極。而且都是同為道綽的弟子，道綽有兩個弟子，一個就 (是)善

導，另一個就(是)善道，都是提倡念佛的。所以一些人將他們拼為一談了，到底是一

個、是兩個？現在的人還是爭論中的。

所以我們不能貿貿然就說此善導，即彼善導，不能夠這麼快下一個論斷的。那他

就提倡淨土法門，不過那時候貞觀年間以後，正是唐三藏回來，唯識宗之說大行，又

後一些(的時候)，華嚴宗興起，和這個唯識宗中分天下。就變了，搞到這個善導在當

時寂寂無聞。只是化度那些一般的知識不是很廣的人而已，他的著作就(有)《觀經

疏》，《觀無量壽經疏》，這本《觀無量壽經疏》即是淨土宗有名的，叫做《觀經四

帖疏》。那麼為甚麼「觀經」是「四帖疏」？本來應該(是)四卷的，它就四帖。大概

可能當時的書就和我們現在的線裝書這樣不同的。

而是好似一本字帖那樣的，一帖出來，一「 」掹掹 (打開)出來那樣的，即是現在

買，去中華書局買那些字帖那樣的。大概他這套《觀無量壽經》有四 ，四 ，每叠 叠 叠

一帖，它總共有四帖。這裏叫它做《觀經四帖疏》，那麼那四帖裏面就怎樣分？每一

帖一樣，第一帖就〈玄義分〉，〈玄義分〉，分者即部份，即那個……即是等於現在

所謂一個 chapter。「玄義」，玄義者，現在我們叫做導論、題解，每一本經之前，

一開首，即是一個緒論，在舊時就叫做玄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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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人，(談)甚麼玄義，以為它是獨立的，它不是的。所以玄義在經裏面，即

是英文那個 introduction，那部份叫做玄義。玄義兩個字，又有人叫做玄談，因為這

個玄字和這個遠字通用的，玄者，遠也，就是未解到這本經之前，先總括一些來談一

談，那樣就叫做玄談，又名遠言。在今日來講，叫做導論，或者叫做題解，或者解

題。第一個部份，第一個導論的部份。

第二個部份是〈序分義〉，凡是佛經裏面一開首，揭開它的，如是我聞，一時佛

在何處、何處對何人講這本經，那部份就叫做「序分」了。那麼解釋到入題，開首那

部份就講它的〈序分義〉，這個第二帖。第一帖、第二帖，第三帖就是〈定善義〉，

定善義者，因為念佛的心是善心的，念佛用定心念佛的時候，就叫做「定善」。念

佛，有兩種念法，一種是定心念佛，一種叫做散心念佛。定心念佛者，對 那個佛着

像，或者縱使無佛像在這裏，你在一個山巖處坐(禪)，入了定。入了定就觀想，即是

照十六觀經，《觀無量壽經》那樣，觀那個西方極樂世界的情狀，整個人聚精會神，

好像入了定那樣，這樣來到思念那個佛的，這樣就叫做……那種叫做定心念佛。

它解釋定，解釋那個《觀無量壽經》這種定心念佛的義理，〈定善義〉，這個又

一帖，第三帖。第四帖就教人〈散善義〉，散心念佛，即是好似我們行路又(念)阿彌

陀佛，上樓梯又(念)阿彌陀佛，和你講，現在的人講一講話，拿 一串佛珠，着 (念)阿

彌陀佛、阿彌陀佛那樣，很多是這樣的，那些叫做散心念佛。這麼，它就分做四帖

了。這麼，就即是大概四本字帖，差不多形狀的書。它就是大乘始宗了，淨土宗被他

弘揚。那我這裏講就是這樣。善導所提倡的是純粹的稱念宗，他雖然是注《觀無量壽

經》，但他所提倡的是稱念，他因為定心都仍然不肯稱念的，不是一樣要觀它那個形

狀的。

定心甚麼都不想的時候，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便想 阿彌陀佛，一樣都是得，着

他是純粹的稱念宗。即是他在修法上來一個大轉變，慧遠，由慧遠那個時候起，一路

都是觀念宗。一到了他，他(們)幾師徒一個大轉變，就(是)念佛。為甚麼會這樣？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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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的，通俗，容易做，不用又設一個壇，又不用一定要一個佛像，而且不用讀過經

的，只是它是甚麼？你隨便那個心想。你在抬轎、你在托東西(的時候)，一樣可以念

的。這個普遍化的，所以念佛宗那麼流行，完全因為他，是一個大轉變，從此就流行

了。

有人主張阿彌陀佛是報身佛，報身佛這些凡夫怎樣見？他悲願廣大，凡夫亦得往

生見佛，那麼今日流傳的淨土宗，都是善導流傳下來，只是淨土宗的一門來的，現在

所謂淨土宗。那麼現在的人就念佛七、怎樣，那麼現在所謂念佛，最盛行就是念佛

七，七天。七天原來就是依據甚麼？《阿彌陀經》，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

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他能夠這樣做，這個人臨命終時，就會見到阿彌陀

佛，(示)現在他面前，接他去極樂世界。這樣，於是就找七日來到集中精神來念了，

來念佛七了。那麼，那個念佛七，打佛七，就是依據《阿彌陀經》，而它所用……七

日整天拿 那個木魚，着 (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就是善導流(傳)的那種稱名念

佛，稱念的方法。那麼，特別的，其人死時的情況，要待考證。

但相傳他就這樣，相傳他這樣，他晚年的時候，他要表示給別人聽，說念佛一定

往生的，講完之後，他就爬上一棵柳樹，爬到柳樹頂處，就在那處合掌稱名念阿彌陀

佛。他就說：「我一心念佛，就請阿彌陀佛來到助我往生。」一說完，就跳下來，跳

下來，就跳死了。這樣就往生了。這樣畢命的。但是，另外一說，講那些法師的傳記

之中，最可靠，莫如《高僧傳》了，雖然有多少神話，但是總是可靠。《高僧傳》的

三集裏面，他講，他怎講？他說善導有一個門人，他有一個弟子，那個門人走來見善

導，就問善導：「是不是念佛一定可以往生？」善導答他：「一定可以往生。」

「好！我就往生。」

這樣，還要那個門人就爬上那個柳樹頂，就在那處合掌念佛，就講這句話，「請

阿彌陀佛幫助我往生」，那麼就跳下來，跳死了的。說是他的門人，《高僧傳》這樣

講。那麼如果這樣講，大有疑問了。是嗎？而且這種講法不值得提倡的，因為善導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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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生平到底怎樣？不清楚。不過人人相信他，說他爬上那棵樹處，跳下來，這樣跳死

就往生。我看善導不會做這種「不可違法」的事，是嗎？因為這樣豈不是嚇怕別人？

是嗎？依據《(高)僧傳》的三集，說他是甚麼？說是他的弟子，不是他。

有一個弟子如此，那麼就不意外了，因為善導所提倡的就是甚麼？(阿彌)陀佛是

報身佛，報身佛是一些人、凡夫，有煩惱的那些凡夫，未曾有無漏智慧起的，怎能夠

見到他。他說因為阿彌陀佛悲願廣大，所以他可以。那麼這些又是，這種又是獨斷。

大抵善導和尚是一個不甚精於教理的人，所以就有些那麼獨斷的言論講。現在那些人

這麼尊重他，說他是阿彌陀佛的化身，看他的情況，我就不是幾相信。

他就提倡念佛口令，到了善導提倡念佛，就真正稱名念佛宗了。這一排，慧遠那

些都不是稱名念佛宗，去到善導，真正稱名，一(心)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

佛，這樣就可以了。可以不用想都可以的。稱為慈愍流，流即派那樣解釋，慈愍派。

慈愍是一個怎樣的人？是唐玄宗時候，那個時候的人，因為他羨慕義淨三藏，義淨三

藏曾經去印度了，他羨慕義淨三藏的遺風，他想學義淨那樣，就去印度學佛法。那麼

到底他回來所提倡念佛(是怎樣)？他回到來，在教理上毫無建樹，和義淨不同，義淨

有很大的建樹的，他毫無建樹。

他去了十幾年，他回到來只是教人念佛，據云他去印度尋師訪道，訪(求)到很多

大德，結果那麼多大德之中，只有一個他最相信的，就是甚麼？教他念佛，以念佛為

最高、最普遍那樣，於是他決意回到來中國，就弘揚這個念佛宗。其實他不回來，念

佛宗已經被善導那班人弘揚得很好了，然則他所弘揚的念佛宗是哪一類念佛宗呢？

無，正確無可考。不過一般學者相信他是甚麼？說他所弘揚的就是一種雜有禪觀意味

的念佛宗。

那麼即是說不單只念佛的，亦不只是觀想佛而已，還有多少靜坐(成分)，習禪的

意味，可能是這樣的，是這一種這樣的念佛宗。那他的略歷，就見諸《(高僧)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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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就有他的本傳了，他原來的名字，依據《高僧傳》三集，原來的名字就叫做慧

日。因為他去印度回來，所以唐玄宗就賜他一個名，就賜他做慈愍三藏。慈愍法師，

大概當時就有一種風氣，凡是有一個僧人是在印度來的，就捧到了不得的這樣，可能

是這樣。

我說他這一個人，即是我的批評好似刻薄些，他(是)很平常的人，他去印度十幾

年，去到住了三年，去的時候，經三年的水路，回來的時候就(用)四年的陸路。另外

在印度住十三年，那個時間還久過玄奘法師，他回到來只是提倡念佛，亦不去譯經，

不翻譯經典，在義理上亦無所發揮，那麼可見這類學者(是)極之平庸的學者。那他的

著作就叫做……已經失了。那麼這個所謂慈愍流者已經無了。那麼淨土的流派就是這

三派。不過淨土它是一個甚麼？是一個大眾的宗教來的，你學問幾高深，一樣可以

修；字都不識一個，一樣可以修。

因為這樣，所以很普遍的。到處有人信仰它，那就變了中國的佛教徒，百分之九

十幾可能，百分之九十幾可能是念阿彌陀佛的。甚麼僧人，任他甚麼宗，都兼念佛

的。天台宗的法師，每個都念佛；華嚴宗的法師亦念佛的。那禪宗的人念嗎？宋以前

的禪宗的人就不念佛，但自宋以後，禪宗的風氣壞極，不講教理，所講的都是無根

底、玄虛的東西，所以永明禪師為了救這種毛病，就教禪宗的人兼念佛，即是做生意

要買燕梳(即保險)。禪宗很難成功，但是不成功都可以修阿彌陀佛的淨土，那樣即是

這樣。

那麼用這樣，因為這樣更加普遍了。連禪宗的人都兼念佛。好了，那就講了這三

個流派了，講了三個流派，我們得講一下第四點，講一下其他的流派了。不成……這

些其他者，就是不成流派的流派，這樣，其他的有兩位。其他的，一位隋朝的淨影寺

的慧遠法師，這個不是廬山的那個慧遠，這個學問非常之博，著作非常之多的大乘學

者。那他就主張甚麼？主張阿彌陀佛是化身佛，不是報身佛。那他就恰恰與善導和尚

的(主張)相反，這位善導就說他是報身，這位慧遠法師就說他是化身，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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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可見慧遠是隋朝的(名氣)最大、學問最好的，戒律行為就相當好的大德，而

他說報(口誤：應是化)身。善導他推行淨土最厲害的，那他說他是這個……淨影(寺)

說他是化身，善導說他報身，他兩位相等的大德各持己見，那到底阿彌陀佛是報身佛

(還)是化身佛？這個爭端整千年，爭到現在都未了結。那麼，另外一位又是隋 (朝)

的，這位了不起的大德，吉藏法師是甚麼？是三論宗的集大成者，三論宗的最大的祖

師，他又贊成人們念佛，他認為……他的見解和這個淨影寺相同，和淨影寺慧遠法師

相同，說阿彌陀佛是化身佛。那麼到底他(們)這兩位是取稱名念佛宗抑或觀想/觀念念

佛宗？

大概一般的學者，那些日本人撰文來到討論他(們)，說他這兩個的主張都可能是

觀(想)念念佛宗？因為為何？清名念佛宗要善導以後才會大流行，善導之前的大概都

是觀念念佛宗。這兩個都是了不起的人。他們的主張就是這樣。那麼另外就有……入

了唐朝，窺基的見地，他說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有報土，亦有化土，阿彌陀佛，這個

佛有報身，亦有化身。如果你是見了道的，你就生報土，見報身佛，如果你是未見道

的，就生化土，就見化身佛，各得其所。這個是窺基的講法，和窺基還有很好的理論

來解釋對淨土的疑問的。

實在如果學淨土的人，真正要講理論的，就必定要在窺基裏尋的，我講完這個，

我抉擇眾說之後，我就會介紹那個窺基的答淨土的十四個問題，我會介紹給大家的。

他說它報化兼備，這個最圓滿了。是嗎？包(括)了所有，你說它化土，有，你說它報

土，有；你說他阿彌陀佛(是)報身，有，又可以，你說他化身，都可以。是嗎？看你

甚麼程度這樣，(窺基的解釋)是這樣。那麼其實這個解釋方法是最圓滿，是嗎？而又

最有學理的根據，但是有些人就(對)窺基所講的東西，都是大一堆文章，很深(奧)，

一般人很多看都看不來，尤其是他托出唯識宗的那一套理論，那些人就很怕麻煩的，

所以就反為……這麼圓滿的見解，就反為無人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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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些人反過來說不會是窺基造的這樣的見解的，說窺基他應該帶人們念彌勒

佛，生兜率天才是的，為甚麼他會一味教人們生阿彌陀佛西方極樂世界的這樣，不會

是窺基講的，有關這一類這樣的文章，提倡淨土這類的那幾本書，窺基有……現存的

有兩本，《彌陀通贊(疏)》和《西方要訣》，(人們)都認為這兩本都不是窺基造的。

這一種講法又是武斷的。這樣，我就說窺基的講法最好。因為為何？大乘的人共通的

見解，就說佛有三身，那個阿彌陀佛既有化身，就一定有報身的，是嗎？既有報身，

就一定有化身的，難道他少了一個身嗎？是嗎？既然要他三身具備了，那就應該有三

種身、有三種土了。

第一種土就(是)無形無相的，這個即是真如法界了。第二種就報土，第三種就化

土，應該有的。如果你用因明學立一個量(度)，身，甚麼身？具有兩身，具有報、化

二身，又有報土的。大乘的人共許釋迦的報土，在摩醯首羅天來的，是嗎？釋迦都有

報身，有化身，彌陀又怎會無報身、化身？即是說西方極樂世界，彌陀有報身，有化

身彌陀，這樣才對的。這個不可拔的見解來的。除非你不相信大乘經而已，是嗎？所

以窺基這個講法最圓滿。那麼另外又有……的弟子智顗，稱名念佛的就下品，生下品

而已。中、上品，這些稱名念佛的人就不能生的。既然下品，他又無說他是報身佛、

化身佛，下品就當然是化身了，是嗎？以理推之。還有一種理論，講學理的法師，他

(們)主張要觀想念佛，就見到那些人稱名念佛，他(們)說這樣不可以。

為甚麼不可以？他(們)說凡是生淨土是一個果來的，果一定要有行，行即是行，

修行，無說不修行就有果的，學大乘的人應該要修六度萬行的。你的口念念(有語)，

幾句「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這樣就算行了嗎？如果這樣不算，不能算行的，那麼怎

樣往生呢？無行又怎得果呢？豈不是無行而有果？那就不用修行了？六度萬行可以擱

置一邊了？那時候的那些人就主張，叫做甚麼？稱名往生，尤其是臨終稱名，加兩個

字，臨終稱名往生，這些叫做無行的，有果無行的。這種是不通的，無行說。那麼智

者大師就造了一本書，造了一本……他講而已，叫做《淨土十疑論》。

9



提出十個疑問來解答，他又說稱名，臨終才(稱名)，平時不念，臨終念都有行。

他說為何，因為他臨終，要死了，那時候，(他的)心很懇切，最懇切就是臨死那時

候，他說所以(這)是行了，他的念佛便是行了。他無機會做其他行，他集中精神去念

佛，都是行。而且不只普通，不是普通的行，是猛利的善行，那個心是善的，他念佛

求往生。而且，(他)很懇切，所以是最猛利的善行。有些人都不能說他無行的，所以

這樣都可以的。

這個智者大師的講法。那麼可見，這樣一講，講到淨土宗，就是實在疑問百出

的。在疑問百出之中，就只有窺基大師那套講法就最通了。你可以說淨土宗的最圓滿

的神學，窺基大師的講法。以上我講了所有的流派的，就講完了。到了近代些的，就

依違兩可，「是、是、是」近代的人講法，「對」、「對」、「對」，樣樣都對，你

又對，他說的又對，「對」、「對」、「對」這樣的而已。

近代無甚麼……近代的人。即是不肯，即是近代人說，明朝以後的人的立論都不

肯歸邊的。佛教徒自從明朝以後，有兩種特質，不肯歸到一邊的。第一，儒釋道三家

何者最盛這樣？一定是這樣，以前又不是的，佛教是最高的。道教這些外道，不可以

的。儒家這些就是低級的，都是這樣看的。但是一到明朝以後，儒釋道三教，殊途而

同歸，都是教人向善，都是好東西，就不肯「踩低」(貶低)第二教的。

明朝以後，那些佛教徒的作風變作這樣，所以明朝以後，有三教合流，影響所及

現在那些佛堂就怎樣？多數是怎樣？一個釋迦牟尼坐中間，左面有一個太上老君，右

面就坐……中間那個釋迦牟尼，左面就(是)太上老君，右面(坐)一個孔夫子。再加兩

個，加兩個甚麼？濟癲和尚，在右面又再加一個呂洞賓，這樣。你去很多那些所謂佛

教徒……五個，那五個佛像。不是佛像，五個像，是嗎？五個偶像放在那處，是這樣

的。

你們大家可以去看的，本來這種這樣的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東西，溯其遠源，就在

10



東晉時候已經有了。東晉的時候，有一位王謝之家的族長，叫做王僧甚麼，我不記得

了，不知叫做王僧虔，還是王僧甚麼。王謝兩家最「惡」(勢力最大)，皇帝都怕了他

的，族長。他臨死的時候，有一個遺囑，你猜他的遺囑是甚麼？他說：「我死了之

後，就要穿一種……給一件僧衣給我陪葬這樣。」穿和尚的衣，就要甚麼？一隻手就

拿 一本佛經，不是，一隻手就拿 道經，一隻手就拿 念佛珠，這樣來到陪葬。那着 着 着

你說這種是不是儒釋道三教合一的。

他本身是儒家，儒家的名士，那這種已經是源於東晉了，不過以後就無甚麼人

(會有)這樣的講法。一到明朝就三教合一，那位天台宗的後人，蕅益大師提倡就最

多。他除了注釋很多佛經之外，他還要怎樣？注釋儒教、儒家的經典，做甚麼？做這

個《周易禪解》，那班人叫做用禪宗的理論來解釋《周易》。憨山大師注釋莊子，還

有一個是哪人？我不記得了，不知誰人？好似都是蕅益，不是蕅益就是憨山了。就造

甚麼？(憨山師大著)《中庸直指》，著這本書。總之大家(儒釋道)都是一家這樣，有

這樣的調和三教的氣味。這樣，明朝以後，這個大特點，佛教的大特點就是儒釋……

好了，大家(儒釋道)都是好的，大家(儒釋道)都是合理的，大家(儒釋道)都是淵源

於佛說。每一宗修(行)都成佛的，這樣就和你們以前那些，就互相非難，不同的。這

個第二個特點。那這兩種風氣到現在仍然存在，太虛法師已經具備這種思想。

我的思想就比較太虛法師還極端些，太虛法師是佛教內各宗平等而已，我就覺得

佛所講的很高深的道理，例如：老子、莊子一樣都會講得到的。孔子這類的都是那些

七、八地以上的聖人那類，那(是)我這樣的看法，連耶穌基督我都說，都是最低限

度，都是七、八地以上的聖人，或者諸佛再來的這樣。

那麼到了我們，變了有這樣的思想。從來即是不攻擊，對外不攻擊別人其他的宗

教，對內亦把各個宗平等視之，都是這樣。有時候批評，只是批評甚麼？我們時時批

評都是這兩樣事情，第一，批評那些狂禪，那些得一個講字，玄虛，無甚麼根據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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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那些然後批評。如果它真真正正(是)六祖這些，我們不敢有半個字來到侮慢他。

淨土宗，凡學唯識、學三論的人到了近代，每個都贊成淨土宗的。

不會不贊成淨土宗的。密宗就有些人(批評)，禪宗的人(有)很多人攻擊密宗，那

麼到了我們這一輩，連密宗都不攻擊的。還不只不攻擊它，更引用唯識的學理來為它

(密宗)解釋，兼容並包的這種風氣，到了現在依然存在。好了，那麼講完之後，講完

這幾點之後，我就再講，第二就講這些宗教流派就講完了，現在就講這個三了，抉

擇。抉擇各種講法，我現在先講的，有一種《淨土非實有論》，淨土不是有的，不過

對那些蠢人、對那些下愚，你很難跟他講學理，「有一個淨土，這樣你念佛吧！」不

過如此而已，不是真的有一個淨土，這個《淨土非實有論》。

現在很多都是這樣的，尤其是很多的禪宗法師都是這樣，他這類人，現在有很多

都講「淨土哪裏有的？」我有一個朋友叫做融熙法師，有沒有看過他的事跡，融熙法

師，他就是這樣講的，「淨土哪裏有的？」騙那些蠢人而已，他就說騙那些老太婆而

已，那些不識字的老太婆。這個科學那麼昌明的時代，哪裏真的有淨土？他說不過這

樣，是嗎？世界下有很多下愚的，有一樣東西給他(們)都好。他說如果你不是這樣

(講)，那些佛堂就無人去的了。

就是因為這樣，就然後多些人去佛堂，就是這樣解釋而已。他更說你猜我們這些

那麼聰明的人，都相信有極樂世界這樣嗎？不要。不過，對那類人就要這樣講才可

以，融熙法師，他就無寫出來，不過你看一看他的文章，看下去就有這樣的(想法)。

他這種講法是根據甚麼？是根據六祖的，六祖有這樣的思想。(是)六祖發明(嗎？)不

然、不然，再可以請出他的祖宗來，我舉出幾個。他造了本書的，竺道生，那本書叫

做《淨土無生論》，你念阿彌陀佛，無淨土給你(往)生的，無得(往)生的，(叫做)《淨

土無生論》。

《淨土無生論》，他又(是)怎樣的講法？他是這樣(說)，這套書專把那些有關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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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的文章採錄下來登載的，搜羅來，叫做《廣弘明集》。因為以前有本叫做《弘明

集》，他這本續的，叫做《廣弘明集》。這本書是有價值的書來的，《廣弘明集》裏

面，載有一篇文章，慧琳法師的，唐朝人，慧琳法師的這一篇叫做……他載有這一篇

文章，慧琳法師造的。在那時候，竺道生法師就死了。慧琳法師就替他造一篇誄文，

即是現在祭文差不多的誄文，在他死了之後誄他的。

那篇誄文裏面，他這樣說，象者，大概是引竺道生的說話，那他認為怎樣？那麼

好像與下文沒關係，待我寫下去就有關。文章很好，象，即是依象，即是現在所謂甚

麼？那些觀念、概念，那些 idea和 concept，那些「象」就是「理之所假」，不過

這些觀念、概念用來表示一種理，假即是憑藉。我們為了要表明一種理，所以就要說

出很多觀念，很多概念出來，讓人們憑藉 這些概念，就去體會到那個道理而已。着

理之所假。如果執象則迷理，如果你執 那些概念，執 那些觀念，死執 它不着 着 着

放，以為就是真理，你就把那個真理迷(失)了，「執象則迷理」。他這個(是)很好的

文章，這些說話完全是魏晉那些玄學家的說話來的，這些這樣的說話好像何晏、王

弼、郭象，簡直是那類人的說話。「教者化之所因」，因者由也，因由，教者即那些

經典，佛所說那些經典，是用來化度眾生的所憑藉的一條所由，即是所憑藉的工具。

這些經典不過是佛、菩薩借此說明，來到教度眾生。如果你「束教則愚化」，束

即是束縛，如果你「束教則愚化」，如果你被那些經典所束縛到你的思想，你對於化

度眾生，你就愚了、蠢了。那個愚字當作阻礙，障礙你教化了，即是經典都可以不

要。後來六祖那些這樣的(人)，連經都不用讀，那些是甚麼來的？那些是道生這一套

道理來的，那麼道生的理論怎麼會這樣奇怪？

道生怎會突然那個時候，會有這樣的理論。無的，道生生在鳩摩羅什之後，而鳩

摩羅什當時譯了一本《維摩經》，這本經裏面講到要擺脫了一切，一切意象都要擺

脫，他就受了鳩摩羅什的影響，他讀《維摩經》而取到他的意思。而當時鳩摩羅什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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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人，他(們)又介紹了一本《四依說》，這個四，把佛經裏面的「四依」介紹了出

來。

四依者，第一依就依法不依人，法者就指那些經典。當我們研究佛法的時候，是

依據經典，不理它是哪位老師講，如果那個老師的戒律幾差都好、那個樣子幾醜陋都

好，幾無學問都好，他能夠把那個經典講給你聽、教給你，你就不要理會他其他事，

依這個法。那麼已經可以擺脫，對於宗派和這個師門的見解已經打破了，依法不依

人。

這個影響就影響到教者化之所因，如果束教，被教拘束了他都不可以。他依法不

依人，他這個是叫人不要被人拘束，是嗎？第二，就不要被教拘束了。我們讀經要依

藉經裏面的義理，而我們去思維它的義理、取它的義理，吸收它的義理，就不是拘束

(在)那些文字，如果拘束(在)那些文字，就叫做依語。我們要依義不依語，如果依着

語，就是跟麼？就(是)束教了，為教所拘束。就對於你教化眾生是一個障礙，依義不

依語。

佛所講的依義不依語，他就變了束教則愚化。我們對於義理明白都好，我們更要

用我們的智慧去體驗，我們要相信我們智慧所體驗的，就不要依據很普通的常識，世

俗的常識，依智不依識。第四個依，就已經擺脫了宗教的範圍，同時佛所講的經都有

些了義經、有些不了義經，我們要依那些了義經，那些不了義經就不需要依據了。如

果這樣，這種這樣的看法在道生法師這類人看起上來，你猜會怎樣？他認為講天堂、

講地獄、講淨土、極樂世界都是不了義來的。

當然，他無講出來，但是照他那個思想的線索來到看講天堂、講地獄、講極樂世

界等等，甚至到做善事得好報這些，都是不了義來的。經裏面有些講了義，有些講不

了義，譬如般若經那些，甚麼都無、甚麼都空，那些它是了義。那些好似地藏經，講

地獄、又有閻王的甚麼，那些全部是不了義。他說我們要依了義經，不要依那些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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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經。他這個(思想)就由這裏來的，道生這種思想來的。

現在有些人講融熙法師那些的講法，就認為他自鳴得意，他都未看過道生徹底到

極。淨土為人之所崇，每個人都崇拜的，是嗎？崇拜淨土的。道生即是說折初之跡，

跡者就是甚麼？一種粗跡來的。這個故事來的，都不是精義，粗跡即是和精義相對，

精義是要給高級的智慧的人。他說淨土這類東西，念佛生極樂世界這些事，給那些蠢

人，並非精義來的，粗跡來的。他著《淨土無生論》，無的，無得生(淨土)。他說報

應，他甚至講報應，我念佛就生淨土的，死了之後行十善死了之後就生天，行惡作殺

人放火(之事)下地獄。人死之後根據報應，生天人人都欣慕，下地獄人人所怕的，道

生他解釋為甚麼？他說這些是方便之言，方便者即是不是真實的。

不過，為了那些太蠢的人，那麼就(是)誘導他的權宜而已，即是方便之言來的。

方便就即是非真實的那樣解釋，他有提倡善不受報業，做善事無受報的，真正善不受

報的。作惡就會受報，作善就不會受報的，怎樣修行？無的，甚麼都無了，這樣就是

作善的報了。六祖都有一些這樣的氣味的，當時那些人已經流行「 窿」焫 (燃戒疤)、

「燒手指」(燃指)，甚至到有些燒了整串珠，一粒、二粒，一串串那些東西，韓愈罵

甚麼？罵「焚頂燒指，百十為群」，(出自)韓愈那個〈諫迎佛骨表〉。其實說這種東

西，我們追溯到道生時代已經有這些東西了。不止韓愈的時候，如果無，道生他不會

談及這類事的。

那麼我們在佛學史裏面，焚身不是說一定是整個燒死的。即是燒一燒那個頭頂、

燒掉一隻手指之類的，焚身(在)當時那些人視為無上功德，根據一些佛經裏面，某某

菩薩幾時又焚身來供養，又怎樣、怎樣……無上功德。道生則認為，他說經文的本意

不是說叫你去焚身，那個意義是開示一個道理給你聽，世界上更有重於身的寶貝，還

有那些很寶貴事物，還比你的身(體)更寶貴的，這樣解，不是說叫你焚身，很合理的

這樣解釋。那麼他在哪裏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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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本叫做《觀法華經疏》，有本《觀法華經疏》。那麼他一路看《法華經》，

一路(注)疏，就疏到〈藥王本事品〉，他就說這個焚身不過是一種這樣的事情而已。

觀音，(在)當時很多人念觀音菩薩，是嗎？救苦救難，認為他來救你，或者你念觀音

菩薩，他是阿彌陀佛的助手，可以令到你往生。觀音乃大眾所持誦，那些人念觀音菩

薩，觀世音菩薩，他都是報身。「聖人權引無方，故寄之於名號。」

聖人用權宜的辦法來到接引那些眾生，無一定的方式，無方者，無一定的方式，

甚麼都可以，隨時而變化，隨人而不同，故寄之於名。(故為了)有一些類的人，(需)

要教他們念一些名號才可以，就叫他(們)念觀世菩薩名號了，不過如此。如果照他這

樣解釋，即是說觀音菩薩是無的，故寄之於名號。那個是甚麼？《觀世普門品疏》，

《觀法華經》，觀它那個裏面的……他看到那個〈普門品〉的疏。你讀〈普門品〉，

(講)那個觀世音菩薩的功德幾大，他說這些不過是權引無方，故寄之於名號而已。其

他的，如果你要參考，湯用彤那本《玄學論稿》第四十六頁，大陸人民出版社。

那麼，這一種這樣的講法，這種幾乎不成流派，所以我不能列它下去流派。淨土

非實有根本和淨土宗背道而行，所以融熙法師好(愛)講這套說法，所以他在芙蓉山竹

林禪院處居住，幾乎搞到那些人要趕他(走)。因為他講類似的這一套(道生理論)。我

因為好(愛)講(這樣)的，就有一些人說我不是佛教徒，是嗎？我不是佛教徒，他去看

佛經，去看佛教哲學的，他不是佛教徒？但是他又不知道生法師是不是佛教徒，是

嗎？你在那處，有一間珠寶店，即是遮打街不是有一間 Sea甚麼？Sea and Sun那間

珠寶店，Sea and Sun Jewelry這樣的，是文華酒店樓下那個老闆叫施光信。施光信

聽我講課，聽了幾個禮拜之後，你猜他怎樣？

(他說：)「羅先生，我未聽你講，我還很相信。聽了你講之後，令我懷疑起

來。」(他問：)「怎麼辦呢？」我說：「有甚麼怎麼辦？你便自己想好它。」是嗎？

我又不是叫你來聽，你又自己要來聽，我那麼講話，你便相信你自己，你自己有腦

的，你自己抉擇了。是嗎？這麼這個道生了。他最在行就是講這個甚麼？由道生那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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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下去，下到來，就(是)慧能六祖了。慧能六祖，我未抄過這一段。下一堂再寫完

它。當時，那位州刺史問六祖，他說：「弟子常見那些僧人，和那些俗家的人念阿彌

陀佛，就發願，願生西方。」他請和尚來說了，說甚麼？說，答覆我，得生彼否，我

們念佛到底生不生到西方極樂世界？他就說，願為破疑，希望你替我，破我疑點、思

疑。

世尊在舍衛城中，印度當時的舍衛城，即是說《阿彌陀經》的地方。他說西方引

化的經文，引就是引導，教就是教化，他說用西方極樂世界，說出用那些西方極樂世

界來到引化眾生這類的經文，(經文)分明去此不遠，他無說西方極樂世界很遠，其實

他說很遠的。十萬億佛土，六祖因為他不讀經的，他聽到別人這樣講，他無說很遠

的，他說分明來我這處不遠。剛剛太虛法師就(說他)違反了經，就說他是不讀經之

過，太虛法師說的。若論相說里數，要論相來說里數，他說如果講那個相來到講里

數，有形有相來到講數里，具有十萬八千里。其實又不止，十萬億佛土，怎會十萬八

千里那麼短？全部是他自己安(設)出來的。因為他不讀經的。

聽眾：他不識字的。

羅公：他不識字。他說十萬八千里就是甚麼？

即是心中有十惡八邪，十惡即是殺生、偷盜、邪淫那些十惡，和那十善相反，十

惡。你查《辭源》就查到的。八邪就和八正道相反，正語、正業那些八正道，和八正

道相反就便是八邪了。特意附會，所謂十萬八千里，不過用來象徵用的，(象徵)那心

中的十惡八邪而已。因為你有十惡八邪，他就說你遠，說遠，為其下根。對那些蠢

人、那些下根的人，就說他(們)遠。說近，為其上智。他說現在我說很近，就是你們

這班聰明人就不要以為它遠，上智。人有兩種，即是有上智和下根。法無兩般，說佛

救度人的意思是一樣的。迷悟有殊，見有遲疾。迷就很遲才生得(淨土)，悟就很快

的，當下就是了。即是說都無淨土。疾即是快速。迷人念佛，求生於彼。蠢人就是這

樣。

17



那些悟的人就不用求，自淨其心，自己洗淨自己的心，不要作惡，是就是生淨土

了，那即是無淨土，如果這樣說。所以佛說，他又根據……他又讀懂兩句，《維摩

經》的，隨其心淨，即佛土淨。佛都這樣說，你心淨，你的世界就清淨。你的心無十

惡八邪，你就去到報土。你只要……即是說你的心洗淨那些十惡八邪，你就是生了極

樂世界，不用去的。那幾句話，我按下讓大家留意這樣解釋的。我按的就是這幾句原

話，原文無這句的。使君，那個刺史，他稱那個刺史作使君。

他說使君是東方人。但心淨即無罪，心淨就無罪了，那麼即是生了。雖西方人，

心不淨亦有愆，這個愆字。愆字，有愆，即是有罪過。東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

就想走(離開)。如果西方人造罪，他念佛求生何國？哪裏說得通？他又不知道別人那

個講，在西方的人無造罪的。他連這些都無知道。不了自性，你留意他用字，凡夫就

講那些完全不懂的，愚就講那些小乘，那些聲聞。那些凡夫和那些愚人，他(們)不瞭

解那個自性，講到自性。佛家的自性，那個字很多種解釋的，其他在第二方面所講的

所謂自性，我不解釋它了，因為無關。我只是解釋它(在)《六祖壇經》所謂的自性。

就這樣的，性字，佛經裏面是指那個，性字亦名叫做佛性。

性字普通就指那個真如本體解釋，即是《六祖壇經》裏面，所講的那個吾有一

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底無面，還問一些人還懂不懂？這樣，那個本源佛

性，即是真如本體，有時候是指這樣。有時，清淨智慧，所以自性兩個字，可以就體

的方面來講，即是指真如本體，又可以就用方面來講。就用方面，包括兩種用，用即

功用，第一包括真如本體相所具有的，能夠現起宇宙萬象的功用。又有一些時候指甚

麼？那個清淨的智慧，有時候就指這種。還有，我們現在就看一下就可以了。凡愚不

了自性，那些凡愚不瞭解我們的身中的自性，我們本有的自性。

這個自性是指甚麼？包括體用兼包的，這個自性，凡愚不認識我們自己有一件寶

貝，就是這個自性，我們的自性，它的自體就是這個宇宙萬象的本體，它功用就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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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生宇宙萬象的功用，同時，有一種清淨的智慧，能夠瞭解、能夠證覺一切事物的，

那這個自性，這個所謂自性就指總括體用的自性。你讀六祖壇經，一定要來這樣讀，

一時這樣解釋，一時那樣解釋，這樣才可以通的，總括體用。這個自性即所謂如來

藏，即是如來藏。如來藏體用兼包的，它與唯識宗所講的阿賴耶識不同，這個自性在

六祖來講，它又名叫做阿賴耶識。

它又名阿賴耶識，又是總括體用來講，不是等於唯識宗那個阿賴耶識。唯識宗阿

賴耶識只是在用方面講的，和那個體無(關)，不是指體來講，切記、切記。如果用唯

識宗的阿賴耶識來到等於那個禪宗的阿賴耶識，你就錯了，搞不來，唯識宗所講的阿

賴耶識，只是從用那邊講的，不過是萬象中的比較重要些的一項東西來而，不是等於

真如本體的。而六祖那個自性，六祖那個阿賴耶識，即是如來藏心，總括體用的。你

持 這點來看，你讀《六祖壇經》，你就會覺得它很妙了。着

那個凡愚的人不瞭解自性，因為自性無所不包的，他 (們)因為不瞭解自性的原

故，他(們)就不知道我們每個眾生的身中亦有淨土。如果瞭解自性，就不用去西方求

淨土了。我們身中本有淨土了，那麼，因為他(們)不識身中本來有淨土，所以他(們)

就搞到願東願西了。如果他(們)一認識自性，就不會了。他說悟的人，那些有智慧的

人，那些悟的人，和那些凡愚相反的，他就在處一般，在處一般即是任你在何處，都

是一樣。任你在何處，都是一樣。

如果你有智慧的時候，那麼，在東方一樣有智慧，無去西方，都有智慧，都是一

樣的，在處一般。所以，佛就依據這點義理，所以這樣說了，所以佛言：「隨所住

處，恆安樂。」，任你居住在哪處，都是一樣的。你的自心裏面具備功德，去西方亦

具備，在東方亦具備。如果你欠缺，你去到西方一樣是不夠，那麼這個，你說在那本

經裏面，找出這一句，又不知道它是哪一本經？

他都是以義為之，經是有類似的說話，但是一定是那麼多字這樣的說法的，又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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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哪本經？我找不到，當然佛有這樣的意思的，是嗎？有這樣講的，他可能就依據

《維摩經》，隨其心淨，則佛土淨，可能是這樣。那麼，同時，他又可能有多少中國

人的思想，儒家的思想，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因為君子是任你去到何處，你都自得

其樂的。

那他這一句話，半儒半佛的，這句有儒有佛，最低限度可以說。使君，他即是對

那個刺史，稱他使君，使君只要你的心地無不善，西方就去此不遠、不遙了，不遠

了。如果你反過來，若懷不善之心，念佛往生難到。那麼，因為這樣的緣故，所以今

勸善知識。佛經裏面，善知識三個字，即是好朋友，佛稱善知識(是)好朋友。即是等

於現在「老友、老友」這樣。知識兩個字是朋友這樣解釋，所認識的人，即是朋友。

善即是好，不過舊時的人譯得太文雅，譯做善知識。現在那些新譯，那些西人譯

那些南方的佛經裏面，把善知識三個字譯做 good friend。Good friend便不是好朋

友？是嗎？即是良師益友。今勸善知識，勸各位好朋友，你要先除去十惡，除了十

惡，就行了十萬里。他說後除八邪，再除去那八邪，又過了八千，那麼就到極樂世界

了。十惡八邪，十惡者將那十善反轉來就是十惡了，是嗎？

你如果需要查，你找一本《辭源》查一查，查十善就可以了。跟十善相反的就是

十惡，八邪就跟八正道相反的，你查《辭源》，查那個八正道，將那個正字改做邪字

就是八邪了。正見(改掉正字)便是邪見了。正思維改作邪思維。將正字，八個正字改

作八邪，邪字。這麼，念念見性，常行平直。你的行為常常所做的事，都是行一種平

直之道的，不要歪曲、不要險詐。

如果你能夠念念見性，時時刻刻，即是現在所謂分分鐘、秒秒鐘你都認識你的自

性，自己體會你的自性，性是自性，就不要遺忘你的自性。你的行為上時時都平靜，

這樣，你就到西方，好似彈指那般。彈指，印度人那些婆羅門修法，入壇，彈一下手

(指)那樣，現在密宗都是這樣的。你們修密宗有無？入壇的人，「噠」，彈指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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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密宗人修法，即是入壇修法。他要先觀自己是一個金剛薩埵，整個身體很光明，

不是一個凡夫的相，然後行入去那個壇裏。步步有八葉蓮花托 你的腳，行入去很莊着

嚴的，很鄭重那樣行入去。入去的時候，你很怕那些鬼神在阻礙，就先彈指警覺那些

鬼神，「你們不要在這處阻礙。」同時，警覺那些護法神，現在我到了，請你保護着

這個壇。

警覺，用彈指來到警覺。彈指即是很快，一方面當警覺解，一方面當快速解你說

坐火箭都無那麼快，彈指，一彈那根手指，「啪」一聲那麼短的時間。其實很短的時

間，好似彈指一樣那麼容易，你就可以見到彌陀了。那麼，這種所謂自性。叫它做唯

心淨土論，又可以叫做唯心淨土，自性彌陀說。不是真的有一個實的淨土，它這個唯

心淨土，不同唯識宗那些唯心淨土。

唯識宗的唯心淨土，就是自己的心真正變起一個淨土的。六祖的唯心淨土就不

同，你的心清淨時，那個佛土就清淨了，這個唯心淨土。自性彌陀，不是你的自性之

外，有一個阿彌陀佛。你自己的自性裏面，有阿彌陀佛，不是在西方處坐 那個，自着

性彌陀。如果你念念見性，常行平直，你就即是見到彌陀，不用去西方見的，既然如

此？何須更願往生？如果你反過來，不斷十惡之心，十惡包括了八邪，十惡八邪的。

你不能夠斷了它們，何佛即來迎請？即是當作會，哪個佛會來迎你這個壞蛋去極樂世

界？

何佛即來迎請？好了。若悟無生，若悟，我寫錯這個字，若悟無生頓法，這個頓

字在這處的。若果你能夠了悟我六祖所講的那種，講那種甚麼？那種頓悟的法門。這

種頓悟法門，悟一些甚麼？悟我們的自性。那了悟到自性本來是不生不滅，六祖這樣

說的。自性，本來何其自性本不生滅，自性就體那方面來講，即是真如本體。真如本

體本來無一樣東西生它出來，它以後亦不會滅的，所以這個不生不滅的。如果六祖這

種頓悟法門，就可能可以令你了悟到我們的自性。知道自性是不生不滅，叫做無生頓

法。如果你能夠了悟這種無生頓法，你見西方，一剎那之間，你就可以見到西方，不

用走到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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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悟，反為你對這種無生的頓悟法不了悟，你只是一味(念)「阿彌陀佛、阿

彌陀佛」那樣念佛去求生，路遙如何得達？十萬八千里那麼遠的路，你怎能夠達到？

而且那些里不是實際的里，那十萬里就是十惡，那八千里就是八邪。你心裏面一邊八

邪，一邊十惡斷了，路遙遙，遙遠無比，路遙如何得達？那麼遠，你如何能夠到達？

所以，你還是要了悟這個自性的法門。慧能與諸人移西方於剎那間，目前便見，各願

見否？有些幽默，是嗎？我慧能，我可以替各人把西方極樂世界移在眼前，一剎那之

間，我就可以移到這處，你們大家願不願意見？大家當然說願見了。於是，眾皆頂禮

了，想見了。若此處見，何須更願往生？足夠了，這處見到了。

我們不用願往生了。這樣，願和尚慈悲，希望你六祖，稱他做和尚。本來和尚就

是弟子稱師父的，和尚本來譯音，不是和平高尚，不是這樣解釋的。本來是譯音，原

來是梵文叫做 up dhy yaā ā ，鄔波陀耶，親教師，親近他的教訓的那個師父。譬如你

出家，你跟隨他出家的，他是你的親教師。但是親教師，在西域那些音，就和尚、和

尚。那些唐朝之前，魏晉南北朝西域的和尚，西域出家人來到，於是(中國人)就稱他

(們)作親教師，譯作和尚、和尚這樣。以後，就成了習慣了。而且，和尚……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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