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不就是這樣讀！這個廣東的音韻學家，外江(外省)的，這麼講究！這樣，到

了那個外江(外省)佬，姓曾的，曾韻慈，來教我們音韻學，我們問他：「怎麼讀啊？

曾先生。」他說甚麼啊？(讀音是)「彼帶這花一帶五吧。」他說要這樣讀，(讀音是)

「虛即於附周牙，」這個「餘」字讀「牙」字，我問為甚麼呢？這個「餘」是「餘」

啊！「ü 迂」字音啊，為甚麼你讀「a 啊」字音呢？他說「ü 迂」字古音讀「a 啊」

的啊！這就對啦！「何以證明啊？」我們說。

這樣你出世的時候，是發「ü 迂」字音先呢？還是發「a 啊」字音先呢？長到很

大你才發「ü 迂」字音的！出世就「a 啊 」聲的啊！他還引用佛經啊！他也懂佛⋯⋯

的，佛經啊，最緊要就是這個「a 啊」字音啊！「a 啊」字叫甚麼啊？本母啊！最根

本的字母呀！四十幾個字母之中，最根本的字母就叫做本母。本母就是「a 啊」字，

「阿(音：o喔)彌陀佛」就唸「阿(音：a啊)彌佗佛」，後來才讀「o 喔」而已，就是

中國人自己讀錯，甚麼甚麼「娑婆訶」又讀錯，要「sv hā ā」，要這樣讀才對！這個

「阿(音：o喔)」字要讀「阿(音：a 啊)」，這樣後來的人勘番梵文，又確是啊！所有

那些中國唸咒的，「阿(音：o喔)」字全部要讀「阿(音：a啊)」。就是說那個甚麼

啊？南北朝，隋唐的時候都是仍然讀「a 啊」的，「阿(音：o喔)彌陀佛」的「阿

(音：o喔)」字要讀「a 啊」的。

劉備的兒子「阿豆」，不是叫「阿(音：o喔)豆」的，「阿(音：a啊)豆」，那個

人叫「阿(音：a啊)豆」，是吧？這樣呢，為甚麼會說起音韻的呢？哦！講「星

宿」！這就是說不拘！不要隨便說人家讀錯字！隨便指別人讀錯字呢，你所讀的未必

對。好了，「又彼依止(光明既滅，)」「依止」就當作身體的解釋，「自體」、「依

止」都可以當作身體的解釋。又這個身體的光明已經滅了之後呢，「世間便有大黑闇

生」了，整個世間黑暗了。那時候沒有日月的，「日、月、星宿漸漸而起」了，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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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業力呢，大家的阿賴耶識就共變起這個日、月、星宿了，就不是上帝造的。這樣

就講到「日、月、星宿」了，在這裏只是講日、月。

「其日輪量，五十一踰繕那。」那個日輪的橫量啊，這些自然是那些神話了。現

在我們說太陽不是這麼小的啊！是吧！如果照它的「五十一踰繕那」呢，這個「日」

不是很大的啊！但現在科學家說大我們(地球)四十多倍的，是吧！四十幾、五十倍

的，大我們地球。如果照它這處說(就)小過我們地球了，是吧？所以讀佛經的呢，就

要甚麼啊？抉擇了。抉擇！哪些是對的我們就要用了，是吧！那些不對的可以怎樣

啊？存而不論！是吧？

存而不論，孔夫子教人就是這樣了。你們都要學這樣「多聞闕疑」，讀多點，聽

多點東西，但你所讀所聽的東西，有些值得我們懷疑的，我們不好隨便說它對！不好

隨便說它不對！先放下，先缺了那些值得懷疑，讀佛經都要這樣。你看了，「當知月

輪其量減一。」現代說月輪小過地球很多的啊，這說日輪有五十一踰繕那，月輪都有

五十個踰繕那，那麼未免說得太過了。「體差別」了，體即是體質，日光的體質與月

亮的體質怎樣不同呢？「日輪以火頗胝所成。(月輪以水頗胝所成。)」

(「胝」)讀「zhi 只」也可以，讀「di 底」也可以，「頗胝(zhi 只)」或者「頗胝

(di 底)」呢，(是)水晶啊，水晶有兩種：一種叫做火水晶；一種叫做水水晶。這樣我

就不懂了，我只知道水晶而已，就哪些叫做火水晶呢？哪些叫做水水晶呢？我就真不

懂了。我就只見過有些甚麼水晶呀？有些紫水晶我就見過，是吧？紫色的啊，我見到

有些佛珠，紫水晶的，對嗎？兩種而已，紫水晶、白水晶。很多的嗎？有紅？有黑？

有藍？這真的不懂了，總之是頗胝，這些不用理了。日輪就是這樣，月輪就是這樣，

所以日輪就是熱的，月輪就是冷的。這樣。「此二輪中，月輪行速，及與不定。」那

個日輪、月輪在空中旋轉。這個又是不合科學了，現在是嗎？這說月輪走得快點的，

這個日輪沒有那麼快的，走得速一點，還有速度不定的，為甚麼啊？因為他覺得一個

月只得三十天，對吧？一年就三百六十五日，那肯定日輪走得遲點，那個月輪就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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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點了。

這些就與科學相抵觸的，我們做人就不能不信科學啊！是吧？所以我們要多聞闕

疑，先放下，不必爭拗，但是你不能說：「一定要這樣才對啊！佛經這樣說的啊！」

佛經也未必一定句句是佛說的啊，對吧？好了，「又彼日輪，恒於二洲俱時作明，復

於二洲俱時作闇。」這樣中間就一個須彌山，這譬如有一個須彌山在中間，這須彌山

(的)東南西北四面(就是)四大洲，這四大洲下面就有水，是吧？這個日輪、月輪，這

個月輪呢，在這處的時候，就東、北兩個洲就光，西、南兩個洲就暗，夜晚了，就是

說有兩個洲是白天，另外的兩個洲就是夜晚了。

這一點他又對呀，美洲是白天呢，我們亞洲大部份是夜晚了。「謂於一日中，於

一日出；」一者，就是一個洲，在這一洲裏面呢，這個日就在正午，日中，在另一洲

呢，就這個日剛剛出來。「於一夜半，於一日沒。」在一個洲呢，於就(解作)在，在

一個洲呢，是半夜，剛剛子時，半夜，在另外一洲呢，剛剛日落。這之後呢，都是繼

續這些神話式，「又一切所有日月星宿，歷蘇迷盧處半而行，與持雙山高下量等。」

那個日月就不會在天上的，譬如這個須彌山，蘇迷盧山，蘇迷盧山頂呢，就是㣼

利天，這個日月就在蘇迷盧的山腰的一半繞行而已，就是天上還高過日月了。不只日

月，那些星都跟著 圈繞 須彌山行的。「與持雙山高下量等。」上面有七重七金氹氹 着

山啊，那七重，第一重就叫做持雙山，這個日月的高度就與持雙山的山頂相等的。下

面了，「又復日行時有遠近。」這個日光繞著這個須彌山行，蘇迷盧山行呢，有時行

得遠些，就離得開些，有時行得近些，就離得近些。

「若遠蘇迷盧，立為寒分。」如果離這個蘇迷盧山遠呢，那時候就是天冷了。寒

分即是天冷的時節了。分即時節。「若近蘇迷盧，立為熱分。」如果它貼近這個蘇迷

盧山而行呢，我們就說是天熱了，熱的時節了。「即由此故，沒有遲速。」因為有時

遠些，有時近些，所以呢，這個日光有時遲落，有時快落，就是說這個日有長有短

3



了，這個日就是這樣了。你信不信啊？你信不信啊？你信呀。我有一個老師，也是金

思莊的老師，叫做馮達庵，他就跟我說：「奇怪啦！人人都說這個地球是圓的，但我

在定中看到不是呀！真的中間有個須彌山，真正有四大洲的！」

我問：「為甚麼你會看到這樣呢？」

他說：「是啊，我確確鑿鑿在定中看到是這樣啊！真的見到這樣！我無需講大話(謊

言)啊！」

這樣。那麼現在呢，有些印度人，婆羅門教的人也是這麼說，看到這個世界真的

有個須彌山。這些就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了，是吧？「又此月輪，於上稍欹，便見半

月；」這個月輪呢，就這樣了，譬如這個月輪的面在須彌山側邊繞著行，如果向著下

面就是(農曆)十五了，是吧？「稍欹」，稍微偏側一點呢，見到一半了，「便見半

月」，那就是這個月亮就好像一個餅那樣，不是圓(球)形了，它會「稍欹」，「欹」

就是側了。

「由彼餘分障其近分，遂令不見。」這樣漸漸地，整個月輪就反過來。「餘分」

就是其他的部分障礙了它，這個月底障礙了月面，我們就見到是(農曆)初一了，沒有

月了。這就是說這個月輪只有一面光了，如果照這樣的講法，對嗎？那麼這種講法

呢，我們又要多聞闕疑，無需要爭論這些。好了，「 (E二、)明滿虧」，就說明那個

月有時候是滿，有時候就虧了一截。「如如漸側，如是如是漸現圓滿。」如如者，即

是漸漸、漸漸，漸漸、漸漸呢，那個月亮走著走著就(偏)側了。

如是如是，即是這樣這樣，一直這樣就漸漸圓滿了，側，側到極呢，就漸漸圓滿

了，這個月面就照下來了。「若於黑分如如漸低，」如果反過來這個月亮，一部分是

黑的，那黑的部分漸漸向下，「漸低」呢，「如是如是」，即這樣、這樣發展呢，就

「漸現虧減」了，就見到那個月就是半邊月、娥眉月，漸漸就整個黑了。這又說為甚

麼月亮會有黑影呢，這些真是些神話了！「由大海中有魚 等影現月輪，故於其內有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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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相現。」大海裏面有很多魚龍啊，那些影，它這個大海不是好像我們的海啊，那個

香水海啊，那些大龍啊，那些影呢，那些魚 的影鼈 (子)就映在月輪上面，所以月內有

黑相現了，這個月不是有些黑相嗎？

再呢，那些星宿了啊！「諸星宿中，其量大者，十八拘盧舍量；」這個又不合科

學了，我們科學(地)看一個星(球)每每就還大過太陽的，不過它遠啊！「十八拘盧舍

量」，「拘盧舍」就是印度計算里數的(單位)。拘盧舍。「中者」呢，就是大的星宿

就是這樣了，中的(星宿)呢？讀「星宿(音：sù縮)」、「星宿(音：xiù秀)」都一樣

呀。星宿，「中者，十拘盧舍量；最小者，四拘盧舍量。」這個又是存而不論了，這

些。

「戌二(、惡趣攝)」，那麼以上講了這個世界了，人間了，那麼惡趣又怎樣呢？

講地獄、餓鬼、畜生了。這先舉出為甚麼會有惡趣呢？就因為他做了些惡趣的業。

「復次，於世間四姓生已，方乃發起順愛、不愛五趣受業。」「復次」，即是又，又

甚麼呢？「於世間」，即在我們人間，這個社會裏面。「四姓生已」，四種階級產生

了之後呢，然後怎樣啊？那些人就做業了，做出甚麼業呢？做一種甚麼業啊？「順

愛、不愛五趣受業。」「愛」就是可愛的，怎樣順可愛的？這種業做了(就)順其勢

力，將來會生在可愛的那些趣的。

哪些是可愛的(界)趣？天趣。哪些是不可愛的(界)趣？地獄、餓鬼、畜生。人

呢？就半可愛半不可愛。那時呢，這些人就發起了做這些業了，有些業就順著可愛五

趣受，有些就做不可愛的在五趣受的業。「五趣」呢，唯識宗就多數講「五趣」，其

他的宗多數講「六趣」，六道輪迴啊！「六道」，唯識宗多數講「五道」，因為阿修

羅呢，屬天道的，撥入天趣。那麼先有了人間了，是吧？有了人間之後呢，有地獄

了，在人趣裏面作惡業(就)生地獄了。「從此以後，隨一有情，由感雜染增上業故，

生那落迦中，作靜息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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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說人間生了之後，從此之後呢，「隨一」，有一個有情，有一個 生，這個衆 衆

生不是壞的，又作業，他作了甚麼業呢？他作了種增上的業，很強烈的業，「增上」

即是強烈。是甚麼啊？很好的？不是！能夠感召到雜染的，雜染者，即是有漏的，能

夠感召到有漏的人間，有漏世界的業。

這說這個人不是很惡，他做了很強的業，他呢，這種呢，仍然是雜染的有漏的

業，他就怎樣呢？「生那落迦中」，生在地獄的業，「作靜息王」，做閻羅王，做靜

息王，那個名字啊，閻羅王叫做靜息王，管理地獄的王，於是就有個地獄的王。「從

此無間，有那落迦卒，猶如化生，及種種苦具，謂銅、鐵等那落迦火起。」「從

此」，就是自從這個地獄的王出世了之後。「無間」，就是中間沒有停留，無間。

「有那落迦卒」，就是有那落迦的獄卒，獄卒是化生的，猶如化生的。不只有獄

卒，還有種種苦具，即令人受苦的工具，哪些呢？例如：「銅、鐵等那落迦火」，在

那些銅的，裏面有火的銅，有火的鐵等，這些這樣的地獄的火，這些都是苦具了，對

付那些生地獄的人。這然後怎樣啊？「然後隨業有情，於此受生，及生餘處。」有了

地獄之後，然後呢，隨著人間 生的業，那些有情作不同的業。那些有情呢，「於此衆

受生」，有些作了惡業，就在地獄受生了。「及生餘處」，有些不生在地獄呢，就生

在另外的惡道了。這樣就講了地獄了，地獄講完呢，講多一行，「安立世界」就先講

「總相」，講了「總相」可以休息，本來想說完，今天不行，不要緊了！好啦！就講

十分鐘。

「如是百拘胝四大洲，」一百個四大洲，一百億！一百億四大洲。「百拘胝蘇迷

盧，」一百億這麼多個蘇迷盧山。「百拘胝六欲天，」一百億這麼多個六欲天。「六

欲天」即六欲界的天， 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與四天王天，欲界的六㣼

天。一百億這麼多的六欲天。百億這麼多的梵世間大梵天王所住的地方，百億這麼

多！這樣合起來呢，就總共三千大千世界！這三千大千世界是怎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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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成」，同時成立。「俱壞」，這個世界毀壞的時候，三千大千世界一齊毁

滅。這就有無數那麼多的三千大千世界，世界無量啊！那些人，很多人啊，這種世界

無量的思想影響了很多人啊！舊時香港有一個人死了，叫做唐君毅。大家認識他嗎？

唐君毅家裏寫了兩句詩，他的學生烏龍地以為唐君毅作的，其實就不是唐先生作的，

是梁啟超作的，唐先生就抄了梁啟超的詩，寫在他自己的一幅相，(相中)他站在海

邊，旁邊有塊石的，在兩旁，他就提了幾個字。

梁啟超就受佛教影響，那麼他呢，「世界無邊(窮)」，挺好的這兩句詩，「願無

盡」，好像願無盡啊！「世界無邊(窮)願無盡。」這又對啊，如果站在海邊影相，

「世界無邊(窮)願無盡，」就「海天寥廓」，海就很(廣)闊的，是吧？「海一天一

寥」，「寥」是遠啊！「廓」啊！「海天寥廓」啊！應該這樣寫才對啊，「(海天寥

廓)立多時。」「海天寥廓」啊！心胸好像覺得這個世界無邊那樣，是梁啟超出國的

時候，政變失敗了出國的時候吟的詩，真是好啊！梁啟超出國的時候就吟了這幾句

詩。梁啟超的老師呢，出了國之後，沒多久就辛亥革命了，辛亥革命呢，就寫回信給

梁啟超，又是受這佛家的影響，他又怎樣呢？他說「諸天無量 」⋯⋯

真是好啊！寫得好啊！「星界萬千」，那些星宿萬萬千千那麼多，都是世界來

的。「諸天無量，星界萬千，」他政變失敗啊！「星界萬千」。「生有自來」，這說

我康有為不是就這麼來的，我「生有自來」，我可能是菩薩來降生的，「生有自

來」。「尤為偶然」，他叫做康有為呀！他用諧音，「尤為」，他是康有為啊，「尤

為偶然」，我康有為偶然在地球上現一現而已，「尤為偶然」。誇大了，真是的！菩

薩來救世，你們這班人都不讓我救呀！這個受這種「世界無邊」的思想影響啊！

這樣，「即此世界有其三種：」三千大千世界，你以為很大了，這說有三種大千

世界：一就叫做小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剛剛所講的只是小千世界。「謂千日月乃

至梵世總攝為一；」一千個日，一千個月，一千個大梵天王所住的梵天，就是剛剛這

樣說的「總攝為一」，總共當作一個單位，一個 unit，一個單位，即是甚麼啊？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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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世界，不是，叫做一千個世界就叫做一。第二個叫做中千世界，「二、中千界，謂

千小千；」一千個小千世界叫做中千世界。第三呢，就是(大千世界，)「三、大千

界，謂千中千。」一千個中千世界，就叫做三千大千世界。

這「三」字自己乘三次，「合此名為三千大千世界。」讀多這兩行吧，「如是四

方上下，無邊無際三千大千世界正壞正成。」這說如此呢，東南西北四方，上方和下

方，無邊無際的這麼多三千大千世界，不知有幾多的三千大千世界。不是三千大千世

界多啊，「正壞正成」啊！三千大千世界正在壞，三千大千世界正在成功。這個(三

千大千)世界多到怎麼樣呢？「猶如天雨，注如車軸，無間無斷，其水連注，墮諸方

分；」這說，這些世界之多啊，好像天上下雨那樣。

「注如車軸」，四(周)圍飛啊、流啊！「車軸」是甚麼啊？「車」是那架水車，

水車的那條軸，你見過水車的軸沒有？如果你是有五十歲以上的人，就可能見過，那

些龍骨車啊，見過沒有？新界不知道有沒有？好像坦克車那樣，呯，車水的，呯⋯⋯

車水的，「注如車軸」，好像水車的軸那樣，那些水就飛滿了(周圍)，就是世界之多

得如此，就是世界不只全在這處了，在這個空間好像水流那樣。

「無間無斷」，不斷有世界壞滅，不斷有世界成立。「其水如注」，好像那些水

連續的飛(注)一樣。「墮諸方分」，墮落東南西北各方，方分。「如是世界， 諸方徧

分，無邊無際，正壞正成。」這樣呢，這無數的三千大千世界塞滿了這個太空，無數

那麼多的世界正在壞，無數那麼多的世界正在成。這樣講下面一行了，「即此三千大

千世界名一佛土。」就是我們現在的一個三千大千世界就是一個佛土，經裏面的佛土

就是一個三千大千世界。這說每個三千大千世界呢，「如來於中現成正覺，於無邊世

界施作佛事。」

每個三千大千世界之中，會有一個如來去那處成佛。「現成正覺」，在那處成正

覺就在那處說法。那麼在三千大千世界是一個(佛出世)而已，是吧？當一個佛出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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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同時三千大千世界，這個人間見到有一個佛出世了，在那處說法，在無邊的這

麼多世界裏作這個度眾生的事。就是說我們的釋迦牟尼佛都不知在哪個世界，是不是

真的在這個世界，第二個世界都一樣見到有釋迦佛出世的。那麼講到這處呢，為甚麼

會這樣呢？武則天就不明白啦！她說為甚麼會這樣呢？一個人在這裏出世，為甚麼會

在無邊世界顯出來的呢？他說你不明白啊？這些叫做重重無盡啊！這樣，她問怎樣叫

做重重無盡啊？越講越不懂，這於是說：「請妳叫人去拿四面鏡子來吧！」之後下令

拿四面鏡子，在殿前面放了隻金獅子，叫人一面鏡子放一邊，請皇帝，武則天是皇帝

啊！請皇帝陛下親自來看一下，數一數四面的獅子數不數得盡了！

獅子就只有一隻，但是重重無盡，武則天說：「啊！這樣我就明白了！」這樣於

是這個賢首法師，這個賢首法師回去將這個經過所講的道理就寫了一篇文章，你今天

可以買到的，就叫做《金師子章》，就是他對武則天在金鑾殿上說法的那些資料來

的。值得看啊！你想了解華嚴宗是講甚麼的，你不只是看一下甚麼《華嚴宗淺說》，

那些不行的！你要看啊，最低限度要看《金師子章》。將來呢，我還要找個人只管講

《金師子章》，請他在專題講座上，請他找兩個兩個禮拜至三個禮拜講一下《金師子

章》，會在居士林那處，你想學華嚴宗呢，就一定要讀的。不難讀的啊！你所花的十

來元就買到這本書，讀得如果熟了，你也可以去講的啊！好啦！今天先講到這裏。

(有人)講，人家佛堂講佛法的都唸一下佛的，為甚麼你不唸啊？我說你做司儀你都不

講，你快來講，你是司儀，你來唸，你請大家起來一齊唸，對吧！

司儀：「你唸靈一點啊！」不是！大家一齊唸，你帶(著大家唸)，肯定這個司儀帶

的！高永霄司儀，都是高永霄司儀帶的，快點帶(著大家唸)，我跟著你唸，你

帶，你帶，快點！來來來，大家唸了，大家唸了，一齊唸，你帶經一齊唸，你

唸，唸吧！「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

佛！」

學生：「真言宗居士林都有啊！」

老師：「都是這樣啊，那麼你去做司儀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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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不是！老師帶的！」

這樣啊，真言宗居士林現在就不要嫌我解這經給你聽，因為現在香港那些講佛學

的那些社團多數是用專題演講，專題演講聽起來就好像很有系統，但是聽完之後呢，

他看回經的時候，很多人發現他(自己)看不懂。為甚麼呢？因為佛經的文字結構呢，

它有一種很特殊的情形的，是吧？你普通一個在大學中國文學系畢業出來的人啊，本

來很好的了，教高中都可以教了，但他一看佛經，他就發生窒礙了。是吧！所以將那

些經論來消文，釋文是十分重要的。

所以我說(佛法)呢，從前我都很喜歡一個個專題的講。現在呢，這幾年我就 重着

將那本經來消文，因為我發覺這樣很有益。這個益處是甚麼呢？我習慣了解釋這種文

字讓你知道，你以後自己看佛經呢，你會很順利的。這就因此呢，所以呢，這個居士

林，居士林女林與法相學會合作來辦這個佛學的課程。我就決定這樣的做法了，將這

個課程分作兩節，兩段，第一段就叫做「佛家經論導讀」，導讀，一點鐘(一個小

時)，至十二點半，時間有多無少。

學生：「(講到)二九五頁，二百九十五頁講完了，現在講二百九十六頁。」

二百九十六(頁)，以上呢，就是現在講「卯二」，以上就(講了)「卯一」，「卯

一」就約這個世界來說，現在呢，就「約有情辨」，有情就是 生，這個世界成立了衆

之後，那些 生又是怎樣呢？這於是講 生了，有情即是 生啊！看佛經看到這個衆 衆 衆

「約」字呢，就當作依據，依據啊，這「約」字與這個「依」字呢，是雙聲字，這

「約」字當作依字解釋，依據有情來說的。依據有情來說呢，就裏面分兩段來說的，

一段就「(辰一、)標差別」，差別即不同的解釋；標就是舉，舉出 生的不同種類。衆

然後呢，「辰二(、隨應釋)」就逐種解釋了。這我教你看佛經呢，「隨應釋」啊，你

看不看到啊？怎樣叫做隨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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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佛經看到「隨應」兩個字的意思，整句來說就是隨其所應。隨其所應，「隨

應」這兩個字就係隨其所應，如果你覺得這四個字難解呢，很容易，你用這個字，白

話「隨宜」啊，隨其所應即是隨宜，隨應即是隨宜。隨其所應即是隨其所宜，隨 那着

時候適宜於甚麼就做甚麼。記住呀！時常看佛經呢，看到「隨應」甚麼甚麼的。現在

有很多學西藏密宗的人，常常張口閉口都說我們講佛理呢，我們就叫做甚麼啊？我們

叫做「隨破派」，是吧？例如王亭之在《明報》，不是！在《信報》用孔百通的(筆)

名說我們用「隨破派」來講甚麼那樣。「隨破」，如果你不懂怎樣叫做隨破呢，有沒

有人學密宗的啊？有沒有啊？有就請她(解釋一下)，你，怎樣叫做隨破啊？

是嗎？其實呢，照他的原意就不是這麼輕佻的「隨便破」，「隨便破」，很容易

一說偏了就亂破，對吧！不行啊！是吧！那甚麼叫做隨破呢？原來是這樣的，距離現

在，約莫在公元第十五、六世紀，之後呢，印度的大乘佛法有所謂「中觀宗」，「中

觀宗」即是我們現在叫它作空宗就是了。因為印度，當時印度的大乘佛教呢，不外

空、有兩宗啊！中觀宗就叫做空宗；唯識宗就叫做有宗。是吧！

那麼，當時的中觀宗裏面就有兩派人，中觀宗的人很喜歡與別人辯論的，破人家

的，破那些 見到外道，它又破；見到小乘，它又破；見到唯識⋯⋯ (宗)，它又破；它

幾乎無有不破了！這些中觀宗的人啊！他們破人的方式有兩派，所用的方式不同。第

一種呢，當他破人的時候，就以甚麼為主啊？以這樣的(方式)破的：立一個邏輯的論

式，立一個邏輯的論式，有大前提，有小前提，有斷案，就是因明啊，有宗，有因，

有喻，這樣來破的，這些就叫做立量派，量者，即論式，立量派。立量派呢，當他破

人的時候，整個論式寫出來的，很簡括的。另外一派呢，就叫做隨破派。怎樣是隨破

派呢？所謂隨破是怎樣啊？又叫做隨應破，隨其所應破就可以了，不用立論式的。這

樣如果翻譯成俗語呢，隨應即是隨宜了，是吧？隨宜便破了，那個場合適宜於怎樣破

就怎樣破，不用一定要立論式的，叫做隨宜便破，這就叫做隨破派。

很多啊！你看一下，你買本佛教史看一下，買本《印度佛教史》看一下，忽然間

11



講一下立量派是哪幾個，隨破派是哪幾個，如果你是不習慣於看消文的，就烏 sir

sir(糊塗)了，是吧？查辭典沒有這些的啊！因為這些名詞太新啦，查辭典沒有「隨

破」，有些(會)有，我看那本《佛光大辭典》或者會有，舊的沒有。那麼現在看「隨

應釋」，隨宜便解釋。現在就標出差別，標出這些 生有甚麼種類的不同了。你看衆

了，「如是安立世界成已，於中五趣可得，謂那落迦、旁生、餓鬼、人、天。」一

句。「如是」，即這樣。「安立世界成已」，「安立」這兩個字當宣說的解釋。我們

上文呢，你看佛經看到「安立」這兩字，很多時候當作解釋、解說。

這樣上文已經解釋、解說了世界是怎樣成功的。「已」就是之後，這個世界成了

之後就怎樣呢？「於中五趣可得」，於這個世界之中有五類 生可得，為甚麼五類又衆

叫做五趣啊？因為他是甚麼？輪迴流轉啊！由這一趣走到那一趣，本來做人，做完人

又升到上天，在天上又走下來重做人啊，這樣等等。「趣」即是趣向也，於是有五趣

的 生了。現在的人說 生的種類呢，有些是說六趣的，舊譯就譯作六道，六道輪迴衆 衆

啊！唯識宗的人就不太講六趣的，講五趣，為甚麼呢？因為六趣之中有一趣叫做阿修

羅趣，阿修羅趣呢，唯識宗將它併入天趣，這就是五趣了。哪五趣呢？「那落迦

趣」naraka，這個是梵文，地獄，naraka本來中國人譯作地獄，但它不是地獄這麼

解釋的，叫做苦具，總之甚麼都是苦的叫做苦具，苦具即是地獄。

「旁生」，即是畜生，舊譯譯作畜生，新譯譯作旁生，即是依傍於人或依傍於天

上的人來生存的，牠沒有獨立的社會，這些叫做旁生。「餓鬼」，即鬼趣。「人

(趣)」與「天(趣)」。「五趣」，這就有五類 生了。「及四生可得」，這五類 生衆 衆

的出世呢，有四種的出世方式：第一種就是「卵生」，破殼而出的，就叫做卵生。第

二種就是「胎生」，在母胎裏面臟腑具備然後才出世的。第三種是「濕生」，在那些

濕的地方發出來的那些蟲類，那些種子是發出來的，這些是濕生。

(第四種是)「化生」，那些鬼神啊，那類就是頓時整個出現的，好像呢，一個人

死了，斷了氣的時候，那個「中有」，你們叫做「中陰」，是嗎？「中有」的出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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頓時五官具備的，那些叫做化生，四生了。「復有六種依持」，「依持」者，即是支

持，支持就是我們做人的，要有地方給我們住才行啊！依者，住在那處，依。持即是

會支持你的，叫做持。那甚麼叫做六種依持呢？一會兒就講，現在暫時不說，兩頁之

後就講給你聽了，彌勒菩薩自己告訴你，我們先不解「六種依持」。「復有十種時

分」，時間的分(類)呢，又有十種，漸漸的將時間劃分，時分者，時間的劃分，時間

的部分了。

哪是甚麼呢？十時分呢，「(謂)時、年、月、半月」，第一個「時」字代表甚麼

呢？指那些時間，很長的時間叫做時。「年」，比較(固)定的，「時」就不一定的

啊，是嗎？有定的，三百六十五日(為一)年。年裏面再分細一些就是「月」。「月」

再分的呢？就是「半月」。再分的呢？就是「日」。再分的呢？就是有日、有夜。再

分呢？將它分作「一 那」。「一剎那」，怎樣叫做一 那？即是說最短的時間。普刹 刹

通來說就是壯士，一個壯的人，一彈指頃，一彈指的「啪」一聲，他的手「啪」一聲

這樣就叫做一彈指。一彈指裏面就有三十六個剎那，一般這樣說的。我們這樣分法

啊！很籠統的！

那者，就是梵文刹 k a aṣ ṇ ，k a aṣ ṇ 這個字呢，即是說最短的時間，這個是剎那。

「怛剎那」，再將剎那再微細的分就是怛剎那。再將「怛剎分」呢？再分就是「臘

縛」，再分呢？再分就多此一舉的了，其實剎那已經夠了，就叫做「目呼剌多」，這

個不是讀「刺」字，「目呼剌多」，「剌(粵音：啦)」。是嗎？譬如現在的阿剌伯，

阿剌伯，阿剌(粵音：啦)伯，都是寫這個(「剌」)字的，沒有人讀「訶次伯」。我小

孩的時候，我記得給先生罵過，讀地理的「阿拉伯」，我不知道(就)讀了「訶次

伯」，「阿」字就讀「訶」音啊，這個「剌」字好像「刺」字那樣啊，那麼我讀「訶

次伯」，就給先生罵「怎麼這樣論盡(意指疏忽)的，阿剌伯啊！」

好了，「復有七種攝受事。」攝受者，即他自己佔有而(屬於)他所有的。「七種

攝受事」，這七種攝受事呢，下文再講，這處暫不說，我們先不理它。「復有十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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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具。」我們身體所享用的物資，資具，身的資具，即生活的工具。「復有十種受欲

者。」這說又有十種享受東西的人，「者」就是人。

「此如阿笈摩中說。」「此」就是這些，這些，這些甚麼啊？「七攝受事」，

「十種身資具」，這些就是「阿笈摩」，「阿笈摩」梵文叫做 gamaā ， gamaā 即是

阿含，《阿含經》啊！《阿含經》整個名字就是甚麼？阿含者即是 gamaā 的譯

音， gamaā 的譯音譯做阿含不是很妥，所以新譯就譯做阿笈摩，阿笈摩了。這說

呢，小乘經典裏面呢，即好像《雜阿含經》那些呢，講得很詳細的這樣。「復有八種

隨行。」有八種呢，隨著我們生存就會做的，例如甚麼啊？例如我們人類社會要交際

一下，或者要見人就要裝飾一下，好像男人就要打領帶呀，女人就搽些粉呀，這些之

類就是隨行了，隨著社會的狀況而有的這些行為，這叫做隨行。這有八幾種隨行是甚

麼啊？這八種隨行後面會解釋，暫時你先不用理。

「復有八世法。」八世法，「謂得、不得、若譽、若 、稱、譏、苦、樂。」八毁

種。以上是世間時常有的東西，這樣是哪八種呢？他這裏說了，他講給你聽了。第一

種就是「得」，譬如你說我現在求職，老闆(聘)用我了，我現在就是「得」了。你入

馬場用五元錢投注跑出了，就是「得」了，贏了就「得」了。第二種就是「不得」，

不得就是不見了，你走去求職撲空了，就是「不得」，「不得」。下面那些呢，就好

像很籠統了，「譽、 、稱、譏、苦、樂」，這樣譽、 、稱、譏、苦、樂，好像很毁 毁

籠統，那樣要如何解釋呢？這我介紹你看，第二百九十九頁，第三行，「『得』者，

得利故。」拿到利(益)了，譬如你做生意得了(利益)，得利。

「『不得』者，不得利故。」明白嗎？好了，解釋甚麼叫做譽？甚麼叫做 呢？毁

「不對面而讚名『譽』。」譬如現在，衍空法師不在這裏，我見不到他了，我對你

說：「衍空法師講的東西很有效，很好的！」這樣，這句是「譽」他了。對吧？那麼

「 」又怎樣啊？「不對面罵名『 』。」譬如這個人不在這，我說：「這個人很壞毁 毁

的啊！」這就叫做「 」了，不是當面毁 (說壞話)就是 。「面讚」就叫做「稱」，當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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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讚你，譬如我說：「梁寶修行很好的啊！」這樣當著她面前讚她呢，就叫做甚麼

啊？就叫做「稱」了。是嗎？

「面罵為『譏』。」當面說：「梁寶這個人今天很孤寒的！」譬如我這樣說「若

嬋很孤寒的，她曾經請我吃了幾十元而已！」這樣這個就叫做「譏」了，是吧？當面

的，當面嘲諷就叫做「譏」，對吧！「逼惱名『苦』。」逼他，逼到人惱怒的就叫做

苦。這個「苦」作動詞用，不是形容詞。「適悅名『樂』。」兩個解釋的，這個「逼

惱」，一方面當作動詞用，一方面當作形容詞用的，兩種用法都可以。

「適悅名『樂』。」這就是令人很快樂，也是當作動詞用亦可，當作形容詞「很

快樂」也可以。這樣，這幾個字就是這麼解釋。看回二百九十七頁，第一行，「復有

三品。」「三品」即三類，世界上，就是處世的事，世界上的事呢，又有三品，一種

就是「怨」，一種就是「親」，一種就是「中」。這個不用解釋了，(一種就)與你有

「怨」的，一種就與你很「親」的，一種就不「怨」也不「親」的「中」。「復有三

種世事。」有三種世界上的事，哪三種世事呢？下面他解釋了，我們先不理它。「復

有三種語言。」

下文有講到，他自己解釋的。這樣為甚麼有些解釋，有些又不解釋啊？彌勒菩薩

認為那些聽經論的人呢，不是很懂的就下面再解釋，他說出來認為你都明白了，他就

不解釋了。這你不要嫌他囉嗦啊！因為甚麼啊？你經過他的詳盡解釋了，你看佛經就

沒有不懂的了，說這本論「事無不窮，理無不盡。」就是這樣，甚麼都有，百貨公

司，甚麼都有。是吧！為甚麼有些人問起他佛家的事情，問他多數都懂呢？為甚麼

啊？他就是肯看些大部頭的書呀！是吧！你做甚麼都要看大部頭的書呀！你切記啊！

切記看小冊子不算數，那些西人走 short cut 的，那些(讀過)一兩本小冊子就四處講

講座的，有些這種人啊！香港最多啊！那些講佛經的居士，香港最多這樣的人，全部

看完小冊子就講經了，而且他都不很明白啊！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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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真正正出來講經的要有實學，實學是甚麼啊？最低限度對經論了解，真真正正

地看原來的經論，至低限度(是)漢譯的原始經論。一點兒也沒看過這些，看過那些甚

麼概論啊、甚麼講話啊，就出來講(經)，這種人真是不行的！人家再問呢，他就全講

亂了。我相信你們能夠經過在這兒最低限度，過了今日之後，你最低限度(對)這本

《瑜伽師地論》的第一冊你了解啊！第一冊可以這麼(理)解，第二冊你就可以看了。

是吧！你不看就是你自己笨了，如果你繼續看多兩冊，你以後就不用別人解(釋)了，

你自己看下去，看不明白呢？你就找本、買本佛學辭典查一下，是吧？這樣就可以

了。「復有二十二種發憤。」令到你發嬲(怒)的東西有二十二種，憤即嬲(怒)，下面

再講，他這處不說。「復有六十二種有情之類。」有情即是 生，世界上的 生有六衆 衆

十二種，其實這六十二種不是很嚴格的，舉出六十二種例(子)而已，那麼，是哪六十

二種呢？他在下文自己說。

「又有八位。」怎樣八位啊？一個人出世由他入胎起，一直至到出世，十月懷胎

啊，有八個階段，有八位。位即階段。在佛經裏面呢，這個「位」字多數當作階段解

釋的。「復有四種入胎。」這說入胎時候的情況有四種。「復有四種威儀。」「四種

威儀」(在)下文不用說了，因為呢，威儀四種(就是)行、住、坐、臥，人人都懂的，

所以他不講了。

「復有六種活命。」活命者，生活的，活命的方式(有)六種。「復有六種守

護。」守護即保護，防衛，防衛(與)保護，他在下文自己講。「復有七種苦。」下文

自己講。「復有七種慢。」驕慢、傲慢，有七種慢，又下文再講。「復有七種憍。」

那麼，「憍」與「慢」有甚麼不同啊？「慢」就是對別人的，「憍」就是對自己的。

這樣，憍者，就是自我陶醉就叫做憍；看不起人就叫做慢。

「憍」與「慢」不同的，我們時常用「憍慢」、「憍慢」，實在不是很對的。

「憍」就是自我陶醉，自我陶醉不一定看不起人啊！看不起人不一定自我陶醉的啊！

不過很多時，看不起人的是自我陶醉的人，是這樣而已。「憍慢」就是這樣。「復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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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言說。」下面自己講。「復有 多言說句。」下面自己講。這樣下面呢，就標出衆

這麼多一有了世界後就有 生，有了 生之後就有這麼多古靈精怪的東西了。那麼我衆 衆

們看了，「隨應釋」了，下面，二百九十九頁，「辰二」，隨其所應逐種解釋給你聽

了，裏面分十九種，有十九段的，讀得多少段就多少段，讀下去吧！

「巳一」，一直由「巳一」至「巳十九」。「巳一」講「五趣」， 生有「五衆

趣」啊，講「五趣」了，「五趣」裏面呢，我們看「五趣」。「云何那落迦趣？」地

獄是怎樣的呢？「云何」就是怎樣，地獄是怎樣的呢？(看)下面，「謂種果所攝那落

迦諸蘊，及順那落迦受業。」那麼這一句呢，就難解一點了，是嗎？你留意聽了，那

些佛家就這麼說，尤其是唯識宗是這麼講。

為甚麼我是中國人呢？是黃面皮的呢？又講中國話呢？又一切的東西是中國的習

慣、中國的系統呢？這原因呢，他說我們的第八識，阿賴耶識裏面有很多種子。我們

呢，也有番鬼佬(西人)那樣的生活的種子，也有中國人這樣的種子，也有非洲黑人那

樣的種子，也有地獄的種子，也有做餓鬼的種子，也有做狗、做貓那些畜生的種子⋯

甚麼⋯ (種子)都有。阿賴耶識裏面這個大庫房甚麼種子都有，就好像呢，好像這個打

字機裏面很多字母排列著在這裏，甚麼都有。

問題是在你的打字機，你的手按在哪裏呢，他這個字就打出來，明不明白啊？這

樣(又)好像一臺鋼琴裏面，很多音排列在這裏，甚麼音都有，高音、低音、強音、弱

音都有，哪個音出現就看你的手按在哪處，明白嗎？這隻手按下去呢，就譬如「業」

了，就是那些各類種子都有，畜生啊、天啊、人啊 各類種子都有，排列在一起，⋯⋯

那麼這些種子呢，就叫做名言種子。你不要解釋這「名言」兩字怎麼解釋，這些放在

橫枝就搞不清楚了。這些叫做名言種子，就是一個人有做皇帝的名言種子，也有做

貓、做狗的名言種子，排列著，看你自己做出甚麼來，排列在一起，那些名言種子甚

麼都有，聽得懂嗎？那麼就要怎樣啊？看你做甚麼「業」了，業即是行為，番鬼佬

(西人)叫做甚麼啊？behaviour，或者叫做 action，做行為，中國人叫行為，佛經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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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叫做業，看你做的行為如何，這個行為等於你打字的時候按下去哪處。

行為有善有惡的啊，是吧？你按在響音的(鍵盤)就是響音，按在啞音的(鍵盤)就

是啞音，這個字就打出來。看你的行為，業有多種，有有漏業，有無漏業，對吧？有

漏業之中又有甚麼啊？善業、惡業、無記業，是吧？善業，同是善業，有些是高級的

善業，有些是低級的善業，是吧？這麼多！就是說你的手指按法各種不同，對吧？看

你的業做甚麼，如果你這個業是善的呢，那些是善業的呢，就會刺激到那些快樂的名

言種子，例如甚麼啊？生天啊，富有啊，長命啊，健康啊，這些就刺激下來按在那些

種子處，那些種子就打出來。那麼你前世很多業的啊！一連串都是善的業呢，你打出

來呢，今世你又長命又多錢，對吧？樣子又靚，子孫又多，總之一切都好。

一連串，就是怎樣啊？你前世一連串都是好業啊，那些好的業就做出很多快樂的

(果報)，就刺激那些快樂的名言種子，那些名言種子一受到刺激呢，它就出現了。譬

如我今世是出現不到的，為甚麼啊？今世就已經給那些前世的那些業種子刺激。今世

出現的壓著啊！那就要怎樣啊？等我先死了，死了它就出現了！是吧？那麼，這些名

言種子受了刺激，就等於這個鋼琴受到手指打下去，它就會響了，這樣一連串的那些

名言種子出現，就是你這世。你的下一世好像電影那樣，那些名言種子就像菲林(底

片)來的，搞這菲林(底片)的，制這菲林(底片)的，就是那些業。聽不聽得懂啊？這樣

就是說甚麼啊？那些名言種子是因，是吧？你今世很快樂是果。為甚麼你有今世這樣

快樂的果啊？因為你那些名言種子是因，爆發出來的。

這因啊，這麼多名言種子，別的不爆發，(只是)這些爆發啊？要靠緣！因就是要

素，是吧？緣！要靠甚麼做緣啊？緣是條件，要靠甚麼條件啊？靠這個業啊！你做些

好的業為緣啊，那些快樂的東西就爆發出來了！你，你想衰呢，你就作些惡的業，那

些衰的(東西就)陸續爆發出來了。是吧？這樣佛家呢，講到這裏就涉及佛家的道德觀

了，是吧？為甚麼要守道德啊？那麼先講完這裏，名言種子是因，是吧？那些業種子

是緣，是吧？一因一緣一和合，你這一世出現就這樣了，沒得變！沒得變！是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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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就說學密宗啊！甚麼定業都可以改啊！這些是矛盾的，改得了的就是不定啊！你

明白嗎？是吧？定就是改不了啊！懂不懂啊？

那就是說改來改去是改那些不定的業，是吧！定業都可以改，就是說甚麼啊？沒

有定業！你說是吧！是這麼解釋而已。所以你不要見到佛家講的東西呢，就全部是

了，有些你要，你要甚麼啊？要抉擇啊！抉擇，抉擇啊！一定要抉擇！好像呢，各種

各說的，有很多很矛盾的，你要選擇，那些合理的你就選擇，是吧！那麼順便就(說)

佛家講道德，就在這了，在這裏，為甚麼要守道德啊？你說啊，你殺了人，拿走了人

家的錢，你去享受，人家的身家你全拿走，你殺了他，為甚麼你不做啊？為甚麼你這

麼笨？不做啊！你一定要有個答案，為甚麼你不做啊？是吧！你的答案呢？答案有多

少個答案呢？你要答的，為甚麼你不做啊？為甚麼你不去殺人去拿(錢)啊？

就是因果報應！這種！這就是說我們要守道 呢，這個是原因，對吧！這樣的說徳

法是對的！是吧？佛家是這樣的！但不只是這樣啊，不只這樣的！為甚麼不只這樣

呢？大抵呢，為甚麼我們要守道 ？大概這答案有幾級答案的。你現在就怕因果報應徳

啊，你這叫做功利主義，是吧？如果沒有因果報應你就殺了？是嗎？你不過(是)怕因

果報應啊！就是你不是不想殺，對吧！(這)是不是低級一點啊？但是，有些人真是因

果不報應他都不殺的啊！對吧？他有很好的慈悲心啊！他不肯的，明明是避得過因

果，他都不願意的，假使避得過因果，他都不肯(殺)的，這就高級些了，對吧！這樣

由此看來，為甚麼你要守道德呢？有幾級的，最低級的就叫做神意。用神意來解釋

(是)最低級的。

你問一下鄉下那些文盲的(人)：「為甚麼你不去殺人嗎？為甚麼不 (做壞事)

啊？」「我怕死了的時候，那些牛頭馬面鎖了我在地獄那處，又要上刀山！」如果講

大話(說謊)，「為甚麼你不講大話(說謊)啊？」「我怕勾 筋！」是吧！你怕上刀脷

山，你怕下油鍋，因為有個判官，都是鬼神啦，記錄下來，你做了多少惡事。這個閻

羅王會審你、打你、判你，你上完刀山，落完油鍋之後，還要做多少世豬、多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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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你就怕到極！這個不就是「神意說」嗎？對吧！「神意說」。所以有些講道德學

的，為甚麼我們要守道德呢？(他們認為)道德是神的意旨，上帝要我們這樣做！我們

是要服從上帝的。比較高一點，比較那些阿婆怕上刀山是高些，不過都是，都是甚麼

啊？不過都是他律，受他人控制的，要(這樣)，是吧？他律。

要自律才高級啊！自己自發的才高級啊！是吧？最低級就是神意說。不過你就高

過神意了。再高一些呢？有些不信神的啊！不信神的都很守道德啊！有些人(是這

樣)，為甚麼他會這樣呢？有些，他是怎樣啊？他不是學你這樣，都是，但不是學你

那樣用宗教式，他是講功利啊。功利說，我們做好人，行好事，守道德呢，是有功效

的，有功的，對自己，對自己的子孫，對這個社會都有利的。如果我們不守道德呢，

就沒有功效，不只沒有功效，還有害，有禍害的。

守道德，這個理由是怎樣啊？你是這個社會的一分子，對嗎？這個社會呢，假使

你要隨地吐口水，搞污糟了你這個社會啊，是吧？你在吐，人家也可以吐，那就滿街

口水，你不就踩到一腳一鞋都是口水痰嗎？你以為只有你可以吐口水嗎？人家不會吐

嗎？所以我們就要怎樣啊？要叫大家不要吐口水痰，不要隨地吐口水，不要隨地倒屎

倒尿，就是這個原因。

如果你這樣做就是無功無利！如果大家守道德就是有功有利！這是功利說，又叫

做功利主義。現在西洋人講道德就最流行這一種了，是吧？尤其是那些不信鬼神，不

信宗教的，就肯定功利說了，功利主義的道德觀，這種是高級些。你怕因果都是功利

啊！對嗎？就是說功利主義，如果是亂吐口水都是有功的，隨街倒屎倒尿都是有功有

利的呢，他就亂來的了，是吧！

那即是說你不過是怕因果而已！如果沒有因果呢，只要你不信因果，你就可以亂

來了！對吧？有些人不信因果的啊！所以呢，功利說是高級一點而已，都不是很高

的，是吧！那麼再高級一點呢？就是甚麼啊？良心啊！或者良心主義啊！良知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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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我不是為了怕因果的，亦未必有個神來記錄我，我自己有良知，我自己覺得我不

忍這樣做！我要殺人拿東西，這個心不安樂的！不忍，這個人有不忍的心，不做！是

不是高一點啊？這樣佛家，就不出這三種了，是嗎？神意、功利、還有甚麼？糟了，

我講著講著就窒了！

學生：「良知啊。」

對！是良知！三種，良知是最高啊！對吧！高級的宗教都是良知來的，基督教都

是啊，講博愛，對吧？他們不為求甚麼啊！他說愛 生是沒有條件的，是嗎？佛家衆

呢，無緣的大慈大悲，是吧！不是求報應的，我是不會這樣做的，是吧！我不做那些

惡事的！那麼這個就是高級的！但這又包含第二種了，如果你低級點呢，你說你沒有

這麼大的慈悲心了，這樣你怕不怕因果啊？

這樣於是有些人說：「甚麼因果呢？很渺茫的，我今世幾十年，理得那麼多

嗎！」你沒辦法啊！這些又怎樣啊？這有兩種人了，如果他知識稍為弱的就用神意

論，(問他：)「你怕不怕閻羅王？」是吧！「你怕不怕落地獄？」他怕就不敢做了。

但有些人不信的呢，他說他是唯物論的，不說這種的，那你怎麼樣啊？這真的沒辦法

了！這些要用甚麼啊？要「道之以政，齊之以刑」，這種人要用甚麼啊？用政治，用

力量，用刑政，你不做嗎？放你進監獄！是吧？問吊，你壞得很就(這樣)。這個是宗

教所不能為力的。宗教所能為力的就那三種而已，這三種都搞不定的就要怎樣啊？用

刑政了！所以呢，佛教本來的戒律就很⋯⋯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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