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可以解釋了。「所以自知不退。」後面結論了，「自知不退，就住此無防。」如

果你知道自己修行能夠定慧、智慧又高，「就住此無妨。」住在娑婆世界無妨。「廣

業益他，勝諸佛國。」你真的有智慧，又能夠修行，你做一種廣大的事業，來到利益

他人、利益眾生。「勝諸(口誤，應為：餘)佛國」，還好過去極樂世界。他不否定說

在這處好，當他有這樣的條件，你就在這處好。

他說這類人就在這處好了。但是現在我們普通的眾生，哪一類多？第一種那類

多，「當今學者，去聖時遙，三毒熾然，未能自在，若生淨土，託彼勝緣，籍佛加

威。方得不退。是故要生彼國，成自利因。」一段了。當今那些學者，這個學者不是

說那些有學問的學者，是指學習的人，是嗎？當今那些學習、學修行的人，「去聖時

遙」，這個聖字是指釋迦佛，距離釋迦佛的時候，時間是很遠，長遠了。所以現在的

人，「三毒熾然。」三毒者，貪瞋癡，熾然即是很盛。

我們的貪瞋癡這些煩惱心很盛，「未能自在」，所以對我們的修行，不能夠自由

自在，時時為環境所屈，令到我們的心退墮的。「若生淨土」，如果這類人能夠生到

淨土、生到西方淨土，「託彼勝緣」，託即是依靠，依靠彼，尤其是淨土，依據淨土

那種殊勝緣，那種好的環境。而且又有阿彌陀佛在這，「籍佛的加被」，那個籍字是

錯了，要改回廿字頭了，譬如現在這個竹花頭。錯了，大概當時他(們)刻，這類錯直

接改都無問題的。

「藉佛加被，方得不退。」是故，所以又得一個結論了，如果這類人就要生彼

國，「成自利因」，要生極樂世界，完成你自己的福報，你自己先求自利， (「據此

而言，差無違諍」)依據這一點道理來到講，差即是一點點，一點點都無違反兩種經

論。《阿彌陀經》和那類念佛宗，一點點都無違反的，諍即是爭論。第三點解答了。

如果你是見了聖的，就不退的，在這處好，不需要去極樂世界。如果你不能的，你就

1



不如早去早著了。就依據這種道理，所以西藏那些喇嘛就不生淨土的，他(們)要轉生

在這個人間的。有一件這樣的故事，在戊戌政變那段的時候，光緒皇帝就被慈禧太后

關起，是嗎？那六君子：康廣仁、譚嗣同那班人被她逮捕了，入獄了。

要殺頭，在監獄裏，未殺的時候，譚嗣同日日念佛，譚嗣同就信佛的。譚嗣同為

甚麼信佛？譚嗣同他就是湖南人，他曾經到處求學，他曾經去到南京，跟這個楊文

會，即是楊仁山。楊文會即是歐陽竟無的老師，楊文會當時在這辦一間佛舍，叫做祇

洹精舍。在南京辦一間祇洹精舍，講佛經給人們聽的。當時太虛法師都在那處聽書，

蘇曼殊後期的時候，蘇曼殊(是)一個文學家，又在那處教梵文和教英文。

楊仁山原來就在那處講佛經，楊仁山一世都是提倡念佛，求生淨土的。譚嗣同就

跟隨楊仁山學習，譚嗣同就很歡喜學《華嚴經》的，楊仁山又是擅長《華嚴經》的。

那麼，楊仁山就主張念佛的，那麼譚嗣同在那處學習，在楊仁山那裏大概學了一年半

載，他這個人很聰明，譚嗣同想一想一個修行的人不是整天講理論的，整天關上門念

佛就可以，要出去做事。做事然後才叫做行菩薩道，用一種積極的行為來到改善社

會，才是菩薩。這樣，他就辭別楊仁山，他說：「老師，我聽了你那麼多，我認為我

都夠了。」他說：「我想出去，我要改變這個世界。要把這個世界，這個污穢的世

界，我要改變(它)成為淨土。我要發心這樣做。」楊仁山說：「好的，你對，對的。

你可以去了，應該去了。」

於是，他(譚嗣同)就辭別他(楊仁山)。辭別的時候，他說：「楊先生，我現在辭

別你去。世途險惡，尤其是我做政治，時時有殺身的危險，萬一有甚麼危險的時候，

有甚麼可以安心之法？你講兩句扼要的話，待我終身奉行。」楊仁山就答：「你遇着

危險，菩薩就不怕危險的。遇 危險的時候，我有六字真言，你記住這個六字真言就着

可以了。」那六字真言，一聽到以為是甚麼咒語，那麼甚麼六字的真言？他說：「南

無阿彌陀佛。你記住一有危險的時候，你在這處死，你就走去極樂世界。你記住六字

真言夠了。」(譚嗣同)就辭別楊仁山。然後就走去參加這個變法的工作，那麼因為太

2



過急進，就被守舊派壓倒了，逮捕入獄，快要殺頭了。

那麼他在獄中，日日都就高聲念佛，「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到

了要拉出去殺的時候，他一路走，一路念，在拉他的時候，拉他出去受刑的時候，一

路念佛，一路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正在念的時候，走到半路，

他笑起上來。他說：「我不去極樂世界了。」他講八個字，他說：「有心救世…

…」，他很偉大的。「有心救世，無意生西。」我不去極樂世界。我要在這個世界

生，死了我再來做人，不去極樂世界。笑起上來，好似大徹大悟那樣。

那麼，臨到出去刑場的時候，有人問他有甚麼講，有甚麼遺言講？因為殺頭當然

是驗明正身，那個官問他有甚麼遺囑、有甚麼的。他還吟詩，吟了一首詩，那首詩是

懷念康有為來的，叫甚麼？我不記得。第一、二句我不記得，第三、四句「我欲橫…

…」東漢的時候，不是有黨錮之禍嗎？那班太監得勢，那班太學生和跟隨李膺這班

人，就反對那班太監，抨擊政府。後來，那班太監當權的，誣蔑他(們)，說他們那班

人是禍國搞事，就逮捕那些黨人來禁錮。禁錮有很多被他們殺死，除了禁錮之外，有

些逮捕不到的，下令全國各地方捉拿那班黨人。

那麼，當時有太學生的領袖之一，叫張儉。張儉就走，(逃)走了，(逃)走的時候

很辛苦，望門投止。一路走，走到夜晚，都無地方住了。看見那處有家門，他一望到

那個家門，就即刻投宿，希望人們能夠收留他一晚，第二朝又再(逃)走。後漢書說他

那班人望門投止。譚嗣同很熟悉歷史的，望門……他說：「我譚嗣同就被人逮捕了、

坐牢，就來殺頭。你康有為就逃走。因為光緒皇帝通知，叫康有為逃走。」

當時，本來有七君子的，還有一個梁啟超，(他)都不準備走的。叫譚嗣同走，當

時的人(叫他走)。譚嗣同說不走，「他要殺，即管殺。因為他殺，我們拿一條生命拼

一拼，朝廷殺了我們這班人，就造成朝廷一個大污點。以後民眾知道朝廷的不對，就

是殺了我們。我們只是犧牲生命事小，所得的結果是很大。」梁啟超勸他們一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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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幾個不走，譚嗣同不肯走。梁啟超說：「你們不走，我都不走。」他就一定要推梁

啟超「你走。」我走有走的意思，不是，我不走有我不走的心意，你應該要走。如果

每個都留在這處被朝廷殺了，豈不是變了絕種？你們要出去外面，喚起民眾來到攻擊

這個清廷才可以。

他叫梁啟超要走的，那梁啟超就走了。那麼康有為又走，梁啟超又走，譚嗣同自

己不走，他(本)可以走到的。那他就說：「我知道你康有為和梁啟超這類人走得很辛

苦。望門投止，好似張儉一樣，令我們想起當時那位張儉。」當時，東漢的時候，有

一個叫做杜根，準備再回來發動一種力量，回來來到撻罰那些人(太監)的。我們在這

處，原來可以自殺的。現在我們忍死須臾，希望有一位杜根那樣的人回來，來到解決

這個問題。忍死須臾待杜根。但現在等杜根，現在等不到，要死了，殺頭了。殺頭我

都不怕的。我欲(口誤：應是自)橫刀向天嘯(另版本為「笑」)，嘯者即是現家的「吹

口哨」。

舊時的人，魏晉的人很歡喜插一隻手指落口裏，弄一些聲，可以好像奏樂的聲音

的，那些叫做嘯。刀斬下來，我都不怕，我欲(口誤：應是自)橫刀向天嘯，去留肝膽

兩崑崙。」他譚嗣同最佩服兩個人，一個就……三個解釋的。「去留肝膽兩崑崙」第

一個解釋，譚嗣同最佩服兩個人，一個就是康有為，第二個就是大刀王五。大刀王五

當時是一個鏢局的主人，一世行俠義，這個江湖草莽中人。拿 大刀，商旅要找保鑣着

的，保鑣來到避那些馬賊。這個大刀王五，這個人都是一個仗義的人，他最佩服大刀

王五的。文就最佩服康有為。武就最佩服大刀王五。

所以大刀王五當時想劫獄，想找一班好漢走去劫獄。打入去、衝進入(監獄)。大

刀王五後來失蹤，那次劫獄被人殺死的。大刀王五自從那次之後就失蹤。他就說：

「我就留在這受死，你們就去了。我們一去一留，相隔萬里，但是我們的心情，情投

意合，猶如肝膽一樣相靠的。一去一留，肝膽一樣。兩崑崙，我生平最羨慕的就是那

兩位大人物，康有為和大刀王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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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崑崙山之高來代表他(們)的人格與主張，一個解釋是這樣。第二個解釋，就說

兩崑崙就指康有為和梁啟超兩個。因為他們兩個走掉了。第三個解釋就說不是，都不

是，崑崙並不是表示最高，崑崙在古代有些叫崑崙奴。中古的時候，有很多人在外

國，在西域運了很多奴隸回來的。在西方運來，不知道是不是非洲奴隸那類。那些奴

隸拿來賣，那當時中國人很多人買到那些奴隸。買了那些奴隸來當「驢仔」(苦差)，

那些人叫做崑崙奴。那麼這個即是崑崙當奴僕解釋了。

因為譚嗣同和康有為兩個都很佩服光緒皇帝，光緒皇帝是一個有為的人，想革新

國家的，被慈禧太后搞到他這樣。他的意思，即是我譚嗣同和你康有為都是佩服光緒

皇帝。都是跟隨光緒皇帝，我們兩個都是光緒皇帝的奴僕。自己自奮做光緒皇帝的奴

僕，但是兩個崑崙奴，你就走了，我就在這處等死了。但是我們兩個的情志，好似肝

膽一樣。臨死的時候，造一首詩，在半路的時候，大笑起上來，他說我不去極樂世

界，我死了，我再投生人間來到救世了這樣。

好了，第四個疑問了。「第四彌勒問經云，念佛者非凡愚念，不雜結使念，得生

彌陀佛國。」佛經裏面有本叫《彌勒問經》。《彌勒問經》裏面有一句話，念佛的人

就非凡愚念，並非那些凡夫和蠢人所能夠念的。凡就是凡夫，未能夠登聖位的人之位

的。愚就是愚蠢無智慧的人。非凡愚所能念的，亦不雜結使念，結使念即是煩惱，貪

瞋癡的煩惱結集。

並不是……念佛要那些無煩惱來摻雜我們的心，我們的心要很專誠才可以的。如

不雜結使念，然後才可以念的。《彌勒問經》講的。如果能夠又非凡、又非愚，又不

雜結使，就能夠「得生彌陀佛國」了。《彌勒問經》就是這樣說。好了，根據這本

經，於是我們有一些疑惑了。「疑曰，准此經說，夫念佛者，非是凡愚，不雜結使，

方成淨業，今修行者，聖位未登，結使不除，如何得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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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這個問題了。「准此經說」，依據這本經的講法，「夫念佛者」，那些念佛

的人，「非是凡愚」，一定不是凡夫。那即是聖者了，不是愚蠢的人，即是有智慧

了。「非是凡愚」。而且，還要甚麼？「不雜結使」，要不起貪瞋癡等的煩惱心。

「方成淨業」。然後，能夠完成他求生淨土的事業。「今修行者」。現在修行的人，

兩個條件都不是。第一，「聖位未登」，他們都未是聖人，未能夠見道，「聖位未

登」，那麼，即是凡愚了，是嗎？「結使不除」，整天都起貪瞋癡這煩惱的心，未能

夠除了煩惱。

如何得往？怎樣能夠生極樂世界呢？「汝今念佛，功不枉施，疑網稍淹，請垂剖

折。」讀折又可以，讀析又可以，這個是折字，讀折都可以的，是嗎？如果讀斥字就

錯了，分析。剖折、剖析都可以。「汝今念佛」。你們這些念佛的人，「功不枉

施」。當然了，或者你是聖人，功不會損了。但是，「疑滯稍淹」，我就不是了，我

又凡、又愚，我們就稍為淹流了，淹者就是滯留，我稍為滯，有些疑情。「請垂剖

析」，請你們這些大德解釋給我聽了。我又不是聖人，我又有煩惱，我怎樣辦呢？下

面解答他了。

「通曰，教闡隨機，密旨難悟，色絲之妙，達者須臾，所以取捨不明，浪生疑

執。」他現在疏通了。「教闡隨機」，教者佛的教訓，闡者闡發道理。佛教經教裏

面，闡發那些道理，是隨人的根機。你是大智大機又不同，你是愚蠢之機又不同，隨

機的，無一定的。

「密旨難(悟)」，因為教闡隨機，所以它那種深奧旨趣，我們很難瞭解，因為深

奧旨趣難瞭解，所以我們對於那些經講，每每不明了。「色絲之妙，達者須臾」。色

絲之妙，原來是這樣的，依據《三國志》講法，曹操有一次就行軍，帶 兵去東征西着

伐，那麼曹操，魏武帝曹操就帶一個幕僚，這個幕僚後來都被他殺的，叫做楊修。

曹操是最愛楊修的，但是又「驟忌」(忌憚)他。就是這一件事令他「驟忌」(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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憚)之一，後來他要殺楊(修)，借故殺楊修。有一次，曹操就行軍，就帶 楊修，騎着 着

馬那樣去，帶 楊修，就去到一個名勝的地方。你們有人寫字着 (書法)的，有一位女子

姓曹的。這個孝女溺水而死的，她死了之後，鄉人就立了一個碑，在她的墓旁邊立一

個碑，來到紀念她。這個碑，當時一個很普通的碑來而已。

後來，那個碑裏面，有一篇很好的文章，但是那些字怎樣寫就不知道。不過，後

來王羲之，不知道王羲之，還是王獻之，去到孝女曹娥碑那裏，替她寫過一個碑。現

在你們走去商務印書館，或者走去集古齋，買一本叫做甚麼？晉唐楷帖，(它)裏面就

有一個碑，就是孝女曹娥碑。這個孝女曹娥碑就是王羲之，我不記得王羲之，還是王

獻之，他們兩父子其中之一個，將她的碑重新寫過在這。如果寫字，在中國寫楷書，

曹娥碑有名的。王氏父子的字中，曹娥碑算是楷書中的神品。曹操……因為曹娥姓

曹。所以曹操去到(附近)，經過曹娥碑那裏，要停馬來到弔(念)一下這個曹娥。

要走過去曹娥那個墓看一下，就看一下那個曹娥碑。看了整個碑，那個碑有正

面、有後面。看完碑的正面，再去看那個碑的後面，就見到有八個字在那處，那八個

字，我寫一句「(黃絹幼婦，)外孫齏臼」。齏即是甚麼？斫，舊時古人斫爛那些菜來

到腌咸，找一個烘缸來到腌咸(菜)，它的叫做齏。臼字就好似一個鍋那樣，好似一個

盤那樣的東西，大概腌咸菜的缸。有這八個字在這，無人會解釋，看見這八個字。曹

操就自以為很聰明，曹操以為自己很聰明的。他最「驟忌」(忌諱)楊修，楊修更聰明

過他。

於是，他找楊修來問，「你懂不懂解釋這八個字？」楊修說：「懂得。」所以，

這個人日後要死，活該。你應該說不懂得才是的。你(應該)說你(曹操)就會懂，我(楊

修)就不懂了，這樣就無事了。他就太過(鋒芒畢)露。他說懂得這樣。曹操就繼續說：

「你懂。你就找一張紙，走去第二處用這張紙記起來，蓋 它。你不要講給我知着

道。」他說：「我現在未想到，在我想到的時候，看一看與你所想的同不同。」他

說：「好。」楊修就走去外面，寫起上來，摺起來，放在那處。於是，行了，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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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曹操一路行，一路想。不經不覺，行了三十里。即是行了三甫路 (1甫＝10里)

了，即是行了 10miles(英里)。騎馬行了 10miles，行了三十里，就對楊修講，他

說：「好了，我想到了。」

他說：「你放在這處，先不要開。待我先講出來。然後你再打開它，看一看我所

講跟你對不對。」他說這八個字就即是四個字來的 (絕妙好辭)。這個(辤)，辭字來

的， (辭字)隸書就可以這樣寫的，這個受字(旁)變了作辛。隸書的寫法。當時三國的

時候，那些隸書的寫法。他說這八字，對不對？即是刻了，楊修一揭出來，就是這四

個字，一模一樣，就是這四個字。其他人都不懂，是他們兩個懂。「黃絹」即是有顏

色的絲，是嗎？有顏色的絲帛，絹是絲帛。黃絹便是有顏色的絲，個便是絕字來，

色、絲。「幼婦」便是少女了，很年幼就嫁了，年紀不大的，少女，便是妙字，是

嗎？絕妙了。不是、不是，不是文辭，

聽眾：好字。

羅公：好字來，是的。你都可以追上楊修。

聽眾：我看過這個典故。

羅公：你看過這段典故嗎？

外孫，女(兒)的兒子，女兒的兒子便是你外孫。女兒的兒子。齏臼者就是受辛。

受辛，齏臼亦名叫做受辛，受辛兩個字是一個受旁，一個辛字，便辭(辤)字的。原來

這八個字，即是「絕妙好辭」。(兩個答案)一樣。於是，曹操說：「你跟我都是一個

聰明的人，但是我比你遲三十里。」你說，日後是否要殺他呢？如果聰明的人，楊修

不夠聰明。(如果他)聰明些，故意寫錯一個字就可以了。三個字我都懂了，是這個不

懂，這樣就無問題了。想來想去都想不到，三十里都想不到。這樣，曹操就會講：

「你都聰明，都不及我這樣。」曹操是專門造這套方式。劉備就聰明過他，劉備就聰

明過曹操了，煮酒論英雄，是嗎？曹操對 劉備着 (說：)「天下英雄，哪人是英雄人

物？」劉備就數這個，又數那個，你以為劉備他蠢的嗎？他故意數這個、數那個，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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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就數曹操了。不是，他不數曹操，亦不數自己，數這個、數那個，曹操硬是說劉

備，「不是、不是。」「不是，哪是誰人？」「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矣。」就是你

跟我兩個才是，其他都不是。劉備就害怕了，連筷子都掉，害怕(曹操)會殺自己。你

條性命在他手上，剛剛天就打了雷，「隆！隆！隆！」曹操就問他：「為甚麼你連筷

子都掉了？」「我剛剛還說你英雄，聽見天的打雷，你連筷子掉了？膽子那麼小？」

劉備說聖人孔子，「聖人迅雷風烈必變。」孔夫子都說，聽見打雷，臉色都變了的。

何況我不是聖人？劉備聰明到極。可能劉備故意，剛剛打雷，故意連筷子也掉了。讓

曹操認為原來他是一個鼠輩來的，打雷都嚇怕你的。

好了，繼續講回這處，「色絲之妙，達者須臾。」色絲等這八個字，那種的妙

法，能夠瞭解的人，如果你是聰明的人，你須臾，一下就瞭解了。好似楊修那樣。但

是，那些蠢人始終不瞭解的。「達者須臾」。所以你讀了《彌勒問經》，你就那麼多

懷疑」，因為你是蠢，所以「取捨不明，浪生疑執。胡亂生起疑執的，你這些是多疑

而已。

為甚麼多疑？下面解釋了。「何者？佛教淨業，都是凡夫，因果深信，豈得愚

也？」為甚麼？佛教人修淨業，所教的都可以說他是凡夫。因為為何？凡夫有大、有

小，一日未成佛，都是凡夫的。如果不是凡夫，他何須去修淨土？他自己創立淨土

了。所以佛教人們修淨業的，所教的都可以叫做凡夫。但是是凡，他不是愚。為何？

他能夠深信因果，不作惡行，這類不能說他們是蠢人。「因果深信，豈得愚也？」豈

能說他是愚呢？好了，到下面。

好似汪洋大海，又凡、又愚的兩樣相對。「今解凡愚，應作四句。」現在解釋凡

愚兩個字，應該劃成四個範疇來到解釋。第一種，凡而不愚。第一個，凡夫但他並不

愚蠢。他說哪類人呢？「謂從善趣，乃至十信終心，無得相似唯識智，故謂之凡，但

於諦道緣生，深懷仰信，運心取捨，損益能知，此即不愚也。」第一種，凡夫就是凡

夫，但是不是蠢。他說哪類人？「謂從善趣」，從他能夠修(行)、能夠發菩提心，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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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修行的時候起，那些叫做善趣眾生了。

由他發菩提心到善趣眾生起，一直至到十信裏面，最低級的就是十信，十種、十

級那些……指有信心的人，十信之後到甚麼？十住，是嗎？是否十住？十行，十迴

向，四種，這些都是資糧位的人。有信心了，能夠住在這裏修行了，能夠安住其心而

……能夠保持這種信心。十行者，瞭解了，這個行者解行。又叫做十解。十迴向，真

真正正做了一些好的行為，不是為求福報的，只是為迴向佛的大菩提、大涅槃的果。

初從善趣，由你發菩提心起，一路至到十信的心的終結，第十個心，最尾那處，

這類人「無得相似唯識智」。對於那種唯識的智慧都還未有的，無這種相似的唯識

智。真正的唯識智，固然無了，好像我們這樣瞭解唯識的道理，這樣相似的唯識智都

無的。這類人既然連這些相似的唯識智都無，只是得信心，這類人故謂之凡。所以凡

了，平凡到極，是嗎？但是你不要看小這類人，「但於諦道緣生」，諦道者，四諦，

道者，修道。對於四諦、對於修行、修道，對於這個緣生的道理，對於十二緣起等

等，一切法都是眾緣和合而生的這種緣生道理，「深懷仰信」，他相信的，這類人很

重的信心的。

「運心取捨，損益能知」。運即是起心動念，當他起心動念，運用他的心的時

候，哪一種是惡的，他應該捨棄；哪一種善的，他應該取。哪一種事他應該去追求。

益，去做來到增加，益就是增加。哪一種事不好的，他要盡量減少。他能夠清清楚

楚，這類人損益能知。既然能夠這樣，「此即不愚也」，這類人不是蠢的，凡就是

凡，他(們)不是聖人，但他們並不是蠢人。這類人愚而不凡者。你說凡愚就不能學，

但他們這類人雖凡，但不是愚。這類人都可以念佛求生淨土的。

第二種了，「二者愚而不凡，十解已上菩薩，於真如境，未能證見，故說為愚。

得相似無漏智，皆比知二無我，不隨生死凡流，亦得義說非凡也。」解這個……「愚

而不凡」，蠢人是蠢一點了，但是他們不是凡夫。那麼為何？「十解已上」，即是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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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以上的菩薩，大概應該十住以上的菩薩，這些以上的菩薩。到了最後，十解以上的

菩薩，「於真如境」，對於這個真如，這個宇宙的本體，真如境，雖……從二地入第

三地，一路向 殊勝的境界，來到邁進的時候，每每有一種無明障礙他的。他有一種着

無明障，「約此稱愚」，約，就這點來講，就叫他做愚。無明又名叫做愚癡，所以叫

做愚。約者即是就，依照這一點講，就稱他為愚了。

但是他由得聖法。由於他能夠(就)他所修、所行的，都是聖人之法，而且他是甚

麼？那些見道菩薩已經見到真如了。見真如就是聖人所證之法。由於他證得這個聖人

應證之法，故非凡也。這類人不能叫做凡。這類人都可以修淨土、念佛求生極樂的。

你說凡愚不可以？完全亦凡亦愚，他們當然不會修了。凡亦非愚，愚而非凡，這類人

都可以修淨土的。第三種，「亦凡亦愚，即善趣以前，一切眾生未順聖理。」即「善

趣以前，一切眾生」，一句。「未順聖理，曰之為凡。」這個曰字，應該是目字，這

個目字當稱那樣解釋。稱他為凡那樣解釋，這個應該是目字之誤(應為前)。「不了因

果，復說為愚也。」

那類人，是哪一類？「善趣以還」連十信都未入，連菩提心都未發的，那些庸庸

俗俗的，這些醉生夢死，在生死輪迴裏面，隨波逐流的那類眾生。連菩提心都未發的

那類人，「善趣以前」的一切眾生，他們未順聖理，未能夠隨順那些聖者所講的道

理，而去修行的這類人。「目之為凡」，就這一點來講，我們說他凡了。「不了因

果，復說為愚也。」這類人連因果都不相信，亦不瞭解因果，他們就以後就不斷輪迴

生死。就這點來講，就可以說他是蠢了，這類人就是亦凡亦愚了。這類人真正生極樂

世界的就不可以了。

「四者，非凡非愚，所謂如來聖智滿足，二障都盡，故非凡愚也。」第四種人，

既不是凡夫，亦不是愚蠢，這類人就是佛來的。如來，即是如來了。所謂如來，這類

如來「聖智滿足」，那種無漏的聖智已經圓滿到極了。「二障都盡」，煩惱障亦剷除

了，所知障亦剷除了。煩惱障就令他輪迴生死的；所知障就障礙他，令他不能夠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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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的。二障，煩惱障就以我執為首，那些煩惱，所知障就以法執，執著一切法是實

有的，法執為首，所有的煩惱。一到成佛，這兩種障都剷盡了，「故非凡愚也」。他

們不是凡愚了。所謂凡愚相對有四個範疇，他下面解答了。

「所言凡者汎也，准治人德，損益莫分，汎爾受生，等同凡類，去來善惡，輕重

不知，此為愚也。」這處解釋凡愚兩個字的意義。「所言凡者」，所謂凡字何解？

「凡者汎也」。汎汎然的那類人，那麼怎樣叫做汎汎然？「准治」，讀治可以，讀池

也可以。准字度也，度人德者，世間之德即是所謂世間之法，叫做人德。人世間之

德。這類蠢人不只對出世間的佛法，超世間的法不理解，叫他用心來到度做人處世之

德，他都平平凡凡，汎汎然的。這類人「損益莫分」的。到底哪些是損？哪些是益？

他都無智慧來分得清楚。「汎爾受生」。汎汎然這樣受生死輪迴的控制投生，於六道

的投生。

這類人就「等同凡類」了，凡夫之類，稱為凡。怎樣叫做愚？「去來善惡，輕重

不知，此為愚也」。哪一條路應該去？哪裏應該去？哪裏應該來？哪些東西是善？哪

些東西是惡？哪樣東西是輕？哪樣東西是重？完全都不知道的。這類就是真正的愚

了。具備這兩種的，然後叫做凡愚。這類人就真的不能夠念佛求生極樂世界的。否則

的都能夠生極樂世界。下文，「今欲往生淨土，作業之人，知此娑婆，苦切充滿，特

生厭背，不可久居，聞說西方，勝樂無極，專誠注想，誓往無疑，既能永滅苦流，長

辭染界，即非薄淺，汎爾隨生。」一句。你能夠發心念佛，就已經不是凡了。即是將

凡字廣義來到解釋。

「今欲往生淨土」，現在的人既然想求生淨土了，「作業之人」，即是修行了，

他(們)修淨土行的人，「知此娑婆，苦切充滿」。知道這個娑婆世界很苦了。「特生

厭背」，特別對娑婆世界起一種厭背之情，「不可久居」，他(們)覺得這個世界不宜

久居。聞說西方，「勝樂無極」，於是，「專誠注想」，專心地注意。專心、專注來

到注想阿彌陀佛。誓往無疑。誓要往生淨土，一點疑惑都不起的。這類人「既成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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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不是，「既能永滅苦流，長辭染界。」這類人一定生極樂世界。一生了在極樂

世界，能夠永滅苦樂，即是你那些苦果就從此凍結了。

「長辭」，永遠，和這個染污之界，即三界辭別了。「即非薄淺」，這類人就不

是淺薄了。「汎爾隨生」，這類人並無汎汎然，隨順生死而已，所以這類人能夠生極

樂世界的。但能……繼續，「但能念佛求往彼方，道悟無生，當來作佛，意專廣度，

法界眾生，能運此心，定生妙剎，有斯勝解，故非愚也。」這些念佛的人並不蠢的。

為甚麼說他們不蠢？「但念佛求生彼方」，這類人念佛求生這個極樂世界。「道悟無

生」，在這個世界上，我們因為環境所限制，就不能夠證得這個無生忍。

不能夠悟得這個無生之忍了。不能夠證悟無生法忍，但是到那邊多機會修行，容

易證悟無生法忍，「道悟無生」。「當來作佛」，這類人將來悟了無生忍，將來一定

是成佛的。當來作佛。「意專廣度」，這類人想生極樂世界，他們是立意想廣度眾生

的。即是等於發菩提心一樣了。「意專廣度」，廣度度甚麼？度「法界眾生」，這個

法界當宇宙，所有這個大宇宙裏面的眾生，都在這個廣度的範圍之內。「能運此心，

定生妙剎。」他能夠發起這種心，運這種心，一定可以生這種美妙的剎土、世界。定

生妙剎。

「有斯勝解，故非愚也。」有這種殊勝的知解，有這樣的認識，這類人你怎能夠

說他蠢？並不是蠢的。所以這類人得生的。總之要他能夠發心，發起菩提心來念佛，

發心入到善趣，他一定生的。那麼以上解凡愚不能夠生了，是嗎？所謂凡愚，即是一

類是凡愚，又凡又愚那類就是凡愚，其餘的都不是凡愚。然則，其餘的人都可以生

的。又「言不雜結使者」，要無煩惱相雜，然後才可以生到極樂世界。那本《彌勒問

經》就是這樣說。他說解答這個問題。「言不雜結使者，結使謂十使」，結謂九結。

十使者將煩惱分為十種。

九結者將煩惱分為九種。總之就是煩惱。你查十使之九結，你查佛學大辭典，那

13



些貪瞋癡那類，十種、九種，我不費時講了。所謂結使即是……換言之，即是煩惱。

下面那句講了，「念佛之心，即……」他這處完全用唯識宗的見地來解它，「念佛之

心，即第六識，心王正起，欲作惡事，結使煩惱，容可得生，正念佛時，與遍行五

所，及善十一所，不動諸結，無因起故，心緣異境，結使爰生，注想佛時，結使眠

伏，故言不雜結使念也」。「不雜結使念佛」是這樣解釋才對的。

是怎樣？我們念佛的時候，不只是用口念的，是用我們的意識念的。即是第六意

識。我們的意識想 那個佛，即是第六意識。第六意識就叫做心王，好似一個王那着

樣，能夠有自在活動力。第六意識還有幾種，有很多附屬的作用，叫做心所。有很多

個心所。心王所有的特殊作用，叫做心所。心所的名字就很妙的。心王所有的特殊作

用，這樣解釋的，或者心王所有的附屬作用，叫做心所。念佛的心，即是第六識。這

個第六識的心王起的時候，一定有很多心所跟 它起的。着

當我們的心王一起的時候，如果心王想作惡事，就結使隨、煩惱容可得生。煩惱

結使都是心所之一種來的。當我們的心王，那個意識起一個念頭，想作惡事的時候，

於是那些心所就跟 它起了。哪些心所跟 它起呢？就是煩惱心所跟 它起了，貪、着 着 着

瞋怒就跟 它起。「容可得生」。容或可以起了。那些煩惱心容或可以起了。但是，着

反過來，「正念佛時」，當一個人正正式式念阿彌陀佛的時候，「與遍行五所，及善

十一所，不動諸結。」如果你在念佛的時候，只會得五個遍行心所。

遍行心所就是凡是那些心起的時候，都有它起的附屬作用。遍行心所有五個，你

們不懂的，都不要緊的。你讀唯識就懂得了，觸、作、意、受、想、思這五個。一定

有五個遍行心所跟 它起。除了五個遍行心所之外，還有十一個善心所，無貪、無着

瞋、無癡、信、慚、愧、精進、輕安、不放逸、行捨、不害。十一個善心所。十一善

心所起，煩惱就被它壓低的。「不動諸結」，十使九結那些煩惱無辦法動，不會觸動

那些煩惱，令那些煩惱起的，不會令那些煩惱起的。即是你在念佛，煩惱就不起，那

麼便無結使了，是嗎？那些結使就「無因起故」，那些煩惱無由得起的原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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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念佛就是無結使念的。「心緣異境，結使爰生。」如果你的心，緣者即是思

慮，當你的心思慮各種古靈精怪的、各種不同的境界的時候，煩惱容或可以生。爰字

即是於是，於是會生了。「注想佛時，結使眠伏」，當你專心一致把你的精神，專注

想念佛的時候，那種結使就好似眠伏了，伏在這處不能夠再起作用。「故言不雜結使

念也」。所以當你真正念佛的時候，你就是不雜結使念了。「願求生淨土者，即不應

言雜，良由結使未斷，容可雜生。

若已滅除，不得雜起，則由未斷，時有現行，念佛淨心，性乖結使。心正念佛，

諸結不行，有間斷時，無防即起，非說滅盡，言不雜也」。這裏再解釋，「不雜結

使」兩個字，即是不讓結使來到攪雜你的心的解釋，不是說剷除所有的解釋。如果剷

除所有(結使)，你就是佛了，何須念佛，是嗎？「願求生淨土者」，那些立志求生淨

土的人，「即不應言雜」。他們就不應該雜有結使，因為你在念佛，還哪有煩惱走來

雜呢？「良由結使未斷，容可雜生。」良由，(即)原由，由於這樣，結使未盡，即煩

惱一天未剷除它，就容或間中會生一下。間中生一生無礙的，容可雜生。「若已滅

除，不得雜起。」如果那些煩惱都被你滅除了，它就無辦法相雜而起。

「則由未斷，時有現行」。念佛的人，如果你是凡夫，你都不是佛，就由於你的

結使還未能夠斷清，未能夠完全剷除。所以，(那些結使)間中有時會出現，那結使會

行出來。(結使)行出來一會兒，你立即專心(重)念佛，結使又壓低了，起現行。「念

佛淨心，性乖結使。」當你一(重)念佛號，心(重)想佛的時候，你這種心，乖即是違

反，與那種煩惱剛剛相反。所以，「心正念佛，諸結不行。」你的心專心念佛，你那

些結使就不能夠起現行。「有間斷時，無防即起。」但是，間中間斷念佛。譬如你念

一念，你休息不念的時候，有間斷的時候，不防即起，有些結使起一起不要緊的。因

為為何？

「非說滅盡，言不雜也。」並不是說要結使都剷除清盡就不雜。念佛的時候，不

要讓它雜，就叫做不雜。這個解答就是第四個疑問。如果你是修淨土的，那些人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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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評，他(窺基)甚麼都替你解答的。「《妙定經》云，有人造種種寺塔，其數無邊，

不如於暫時間，端心靜慮。」這些都是學禪的、修禪的人的講法。又好似甚麼？好似

那位理學家陳白沙那些講法。「讀萬卷書，不如閉戶靜坐。」這種講法。那些學禪的

人就依據這本經。如果有些人造種種塔、種種寺，造幾多都好，到底這些事業都不及

暫時專心靜慮，靜慮即是禪定。禪定的意譯，音譯就譯作禪，意譯就譯作靜慮。

靜而能夠思慮的，叫做靜慮。「如諸部大乘經中，說無生之理，遣人修道學

慧。」例如那些大部的各種大乘經，例如《大般若經》、《金剛經》的這類，這些講

空的大乘經。最歡喜講一切法本來不生，不生不滅的事物。講空的，空性不生又不滅

的，講這些道理。這些經專講這個無生的空理，那種經指是那些《般若經》。「遣人

修道學慧」，遣人便是教人們這樣，教人修道就學智慧，學般若，不需要做那麼多事

的，六祖都是差不多這樣。是嗎？

好了。他就根據這些《般若經》和禪宗人、空宗人的思想就發問了。「疑曰，准

依此教，佛讚無生，業行之中，特為尊勝。彌陀經等，勸往西方，厭患娑婆，願生淨

土。」一句。我懷疑這樣，「准依此經生」，准即是依據這樣解釋。依據這類的教

訓，這類的經教。這些經裏面，佛都是讚嘆無生，都是讚嘆這個空的道理。他教人們

修行、作業之中，他認為無生用我們的般若智，修我們的般若智體會無生的空理，他

認為特別是殊勝的。特為尊勝。最尊、最勝這種空理。但是，現在《阿彌陀經》就不

是了。《阿彌陀經》就教人甚麼？《彌陀經》的那些甚麼？《無量壽經》等等，這些

經就勸人往生西方，這些《般若經》我們就叫無生，(淨土經典)就偏偏(勸)生，生去

西方，是嗎？

勸往西方。叫人厭患娑婆。叫做空，這些《般若經》，所謂娑婆世界這些，當下

即空這樣的，是嗎？你(淨土宗)就不是，叫人厭惡這個娑婆的、叫人要願生淨土的。

(禪宗或空宗)讚無生的，你(淨土宗)就要(勸人)生(淨土)，兩者相違。下面了，繼續講

了。兩個比較了之後，「生為患主，生盡患除，捨生求生，患因漸廣，何不作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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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以悟法身？念佛色形，生因不了，設生彼國，與此何殊？但觀無生，去佛不遠，

心即是佛，何假別求？」這個語氣簡直好似《六祖壇經》，是嗎？「生為患本(原文

為主)」，一講到生就是眾患之本，有生就有禍患的。所謂這個患者，指那些苦惱，

生為眾苦之本。「生盡患除」，如果你能夠無生，能夠不再生死輪迴，一切禍患都除

了。

現在你不是，「捨生求生」，(禪宗/空宗)教你捨生，不要生(淨土)，(要)證得無

生，你現在就偏偏去求生，人們捨生，你就求生。一求生，就(是)「患因漸廣」，生

就有禍患，你現在那麼多禍患都不夠，你還要繼續生，禍患愈造愈多。「患因漸

廣」，禍患的因漸漸多。既然這樣，「何不作無生行？」修好像六祖那些無生無念無

相的無生之行，對向無生不是更好過嗎？「何不作無生行，以悟法身。」直接領會這

個佛的法身，好似六祖那樣證得……你看他六祖說的五分真香，全部自性的法身，去

證悟這種不是更好？以悟法身。你不是，你又怎樣？「念佛色形，生因不了」。

整天念佛，想 佛的樣子，是有顏色，有物質，又有形狀。那麼結果就你生了。着

生因不盡，豈不是煩惱仍然不盡。「生因不了，設生彼國，與此何殊？」假使你生了

去極樂世界，一樣是生。見到色、聲、香、味、觸、法，不就是一樣會貪的。所以六

祖怎說？東方人造罪就念佛，求生西方；去到那邊造罪的，又生何國？六祖那類人的

思想就是這樣。你生了(淨土)又怎樣？如果你有煩惱，過到去一樣會作惡、作罪的，

「與此何殊？」這樣跟在娑婆世界有甚麼分別？所以，不是辦法的。《阿彌陀經》不

是辦法的，這種念佛的方法不對的。

所以，「但觀無生，去佛不遠。」只要你能夠入觀，觀這個無生入定，修禪定、

修觀這個無生，當下就是了，不用走去西方那麼遠。「去佛不遠，心即是佛。」我們

的自性就是佛來的，是嗎？「何假外求？」何假即是憑藉，何須憑藉向外尋求？這是

簡直是對禪宗那班人講的。好了，這些是這樣的。「此業既專，幸示深趣。」這個修

無生的行很專精，而你又主張修淨土，修淨土的人又很專精來修淨土。大家都是專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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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幸示深趣」，我就反對你這個辦法了。請你答覆我為甚麼要念佛求生淨土？你

的深奧的旨趣，請你說出來。這樣，下面就是解答了，下面是窺基法師的解答了。要

「通曰，行緣教起，並為利生，教說不同，良由器別。」

我現在解答你。「行緣教起」。行者所修的行，我們每人所修的六度萬行，所修

的行，緣者由也，由佛所說的教而起的。佛教我們修的，「行由教起」。「並為利

生」，佛所教人生的行，教人是通通為了利益眾生，無矛盾的。「說教不同」，佛所

說的教，有時就叫人求生西方，有時就叫人修無生，說教不同。「良由器別」，完全

是因為眾生根器不同，別者不同，有些根器就適宜於修無生，有些是適宜於修淨土。

下面就說明了。「何者？」為甚麼？「汎論根器，略有二意，」汎者即是總括，汎者

即是總論。總論那些眾生的根基，大概有兩種講法，眾生根基有兩種。哪兩種？「一

者業深，二者行淺。」行即是業，一樣的，文字的不同而已。是嗎？因為佛經很多不

離文字的窩臼，尤其是甚麼？窺基法師和賢首法師，唐朝那些大師，歡喜即是表演一

下文才。其實行即是業，業即是行來的，是嗎？「一者就是業深」，即是他所修的

行、他修行所作的業是很深的。

不是很浮浮泛的。「二者行淺」，第二是他的智慧又淺，他所修的行又很淺薄，

有兩類根基。「業深之侶，可學無生，行淺之流，要生淨土。」如果他業深那些，好

似你六祖那些徒弟，或者你六祖那麼聰明的，你就學習無生了，你就別生淨土了，是

嗎？那些行淺的，無你們六祖這班人聰明的，他有他的路，他去修淨土。何必去干涉

別人？何必去「帝」(責難)別人呢？侶即是朋友，是嗎？業深那些朋友可以(修無

生)。好了，下面繼續發揮這兩句說話了。「夫論作業，凡有二緣(原文為條)，一者倒

還，二者出離。」作業即是修行，講到修行，有兩種緣的。即是所修的行有兩種不

同。一種就是令你倒還的，錯誤的、顛倒的。即是你修了這法門之後，就會倒退的。

第二種，是出離的，能令你出離這個生死輪迴的苦，兩種。哪種叫做倒還？「言

倒還者，雖學佛法，但為名聞，不懼當來生死懸險，貪求勝解，轉執人我，自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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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受三業，語宣無相，著相熾然，設學無生，將為伎藝，見他念佛，即橫瞋嫌，

致使行人，心懷退沒，口宣妙藥，畏不能服，反喫諸餘，動病毒藥，是心為業，心乃

浪遊，心既不諦，未能看守，自云我解，撿勘(原文勘撿)全無，不覺命絕， 沈生却

死，逡巡受苦，解脫未期，此為倒還也。」那麼這些就是倒還。世界上有很多人是這

一類人來的。這類人是怎樣的？言倒還者。雖學佛法。但為名聞。

不過他們學一下，我現在學法師，我會登台講經，我現在要做法師，要度眾生。

或者他是居士，學一下佛法，寫文章的時候，多一些典故用，某某人懂得哪一套道理

了。為了名譽，為了名聞，有類人是這樣的。現在香港都很多這類人的。他不是，

(只是)一味好名，亦有，他不是真的很深刻。我的朋友都有很多這類，有些就一半好

名，就一半真的想學；有些就是好名多過想學；有些學而不太好名。香港三類人都

有。這類人不懼當來，實質不知道他是不是相信的，他(們)不怕當來的果、生死懸

險。

他(們)只是「貪求勝解」，勝解者思想上多一套道理，即是思想上認識的道理多

些。即是學一下哲學，知道佛家這樣講那類。「轉執人我」。我實在……他(們)整天

講無我、又說甚麼，他(們)這類人整天執著自己的我，整天言行不符。「自是非

他」，整天自己正確，說人所講的不對。「不受三業」，三業就指身、口、意的戒，

譬如十善業，記不記得十善業？身三、口四，是嗎？身三、口四、意三。是嗎？十善

業。身的三就是甚麼？

聽眾：不殺生。

羅公：不殺生，是嗎？

聽眾：不殺生。

羅公：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是嗎？

身三。口四呢？不妄語，不綺語，是嗎？不兩舌，不惡口。身三、口四。其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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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意的，不貪，不瞋，不邪見，是嗎？不受三業之戒。即是指這個十善戒。這個不一

定是十善戒，即是最基本就是十善戒，身三口四(意三)，其餘比丘戒、比丘尼戒不外

都是三業而已。即是不肯遵守戒律，不受三業。「語宣無相，著相熾然」。口口聲聲

說話，滿口都無相，其實他(們)的心就是著相。熾然者就是很猛烈；很猛利的，著相

著得非常厲害的這類人。

很多都是這樣的，最多這類人。我的朋友(中)最多這類。「設學無生，將為伎倆

(口誤：應為伎藝)。他(們)又整天說自己觀無生、又觀空，無生即是空，他(們)當是一

種技倆來到講一下而已，目的志在朋友面前，或者對那些聽到他講的眾生，講一下即

是(向人說)「我懂得那麼多東西，我懂得教你這樣。」其實他這類人不是做的，當是

一種技藝。「見他念佛，即橫瞋嫌」。他(們)見到人們念佛，他(們)就橫起心來，那

個橫字讀「患」，用來挾聲音的，在辭章裏面，那個橫字可以讀「患」，是嗎？論

字，論語，議論的論字，可以讀「輪」這樣的。挾一個聲調。他(們)見到人們念佛，

就橫起心腸惱怒別人，瞋，嫌即是嫌惡你們這些蠢人，我們這些人聰明何須念佛？一

下、當下即是的，你們這些蠢人整天念阿彌陀佛。

即橫瞋嫌。有一類這樣的人，現在忍慧法師他出了家，就無了，未出家之前就是

這樣的。「你念佛還多(造)一樣事，還多一些執著，多了一個極樂世界，還多些執

著。」以前(他)是這樣的，現在出家不敢了，出了家之後無了，以前是這樣。「致使

行人」，行人即是修行的人。「心懷退沒」，那些人聽到他講，明明人們肯精進都退

了、沒了，「心懷退沒，口宣妙藥，畏不能服。」這類人滿口講的都是妙藥，但是他

實在不敢這樣做，不做到，「畏不能服」。「反喫諸餘，動病毒藥」。

即是得一個講字而不做，即是做一些藉 ，這些來「帝」着 (責難)，那些賺一下

錢、沽名釣譽的那些「動病毒藥」，實質是吃那些毒藥。「是心為業，心乃浪遊」。

用一些……是者此也，用此種心造業，這個心，於是你的業隨心浪遊。「心既不

諦」，諦即是真實，你的心都不是真實。「未能看守」，所以不能夠守 你所講那種着

20



道理去做。「自云我解，勘撿全無」。自己口口聲聲說我自己瞭解佛的真義。勘行一

下他的行為，勘行一下他的思想，這類人實在一點都不是的。

這個窺基大師罵那些狂禪。有些所謂狂禪，很「離譜」(不像樣)的，尤其是宋朝

時候，有些狂禪很「離譜」(不像樣)的，很「離譜」(不像樣)到怎樣？有一位天台宗

的大師，造那本甚麼？造那本……好似……宋朝天台宗那本我忘記叫甚麼？我看過，

我引過他這段文字。他說近來所謂南宗的人士，南宗即是指慧能六祖那些，說他口口

聲聲說南宗，問起佛……不是，跟他(們)一講話，他講我們這些是南方的宗旨，即是

說曹溪的宗旨。問起他們說甚麼？他們說……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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