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七寶來裝飾著的這樣的地方。那地方怎樣？「放大光明，普照一切無邊世

界。」那個世界是釋迦佛所住的地方，放出很大的光明，普遍地，無邊那樣多的世界

都被它所照耀到的。好了，問題是這樣，何解照不到我們這裏？它只是照他的報土而

已，照不到我們的化土的，是嗎？

〔即使〕它照著，我們也見不到的，答案就是這樣。這樣的這個世界，釋迦佛所

住的、報身佛所住的報土怎樣？「無量方所，妙飾間列」，其大就大到無比的，無量

那樣多的方所，都不知有多少的地方，分量，「妙飾間列」，很微妙的裝飾品，裝飾

成一格一格的，那裡面分區的，都是以那些微妙的裝飾品來間格的，「周圓無際，」

分量四周無量那樣闊的，不是像我們的地球那 小的，我們的地球就小得可憐了，我麽

們人類就住在這樣小的地球裏，地球上薄薄的一層人類就在那裏，他們在這裏活動，

你打我，我打你，人類就是這樣。

這裏就不是，是「周圓無際」，四〔處〕周圓普遍，其量無邊無際的，無際大至

怎樣？「其量難測」，「周圓無際，其量難測，超過三界」，我們就根據這句話說它

是報土了，通常我們的化土就有欲界、色界、無色界分三界的，有漏世界就分為三界

的，報土就不屬於三界的，報土超出欲界、色界、無色界之上的，所以根據這些就知

道當時他說法的地方是超過這個有漏的世界。

超過三界，「超過三界所行之處」，整句是這樣說，「勝出世間善根所起，」

這個報土不是我們普通的煩惱、業所招引出來的，是一種殊勝的，出世間的，「出世

間」者，無漏，是一種殊勝的、無漏的善根所生起的，即是修得那些無漏的善根而生

起的這樣的世界的。「起」是即生起，「最極自在淨識為相」。它的「體相」，這個

「相」字當「體相」那樣解，這個「體相」即是本質，這個報土的本質是甚麼？是識

所變的，是識來的，識是不是我們的染污有漏識？不是，是淨識，「淨識」者即是無

1



漏的識。

他的這個報土的本質是無漏的識所變出來的，即是清淨的識心。我們這個眾生的

有漏世界就是我們的染污的「阿賴耶識」變出來的，它就是那個清淨的「庵摩羅識」

所變出來的，「淨識為相」「如來所都」，是一切諸佛如來所住的地方來的，「如來

所都」。好了，如來就住在這樣的世界，他有甚麼同事、助手呢？「諸大菩薩眾所雲

集」，「大菩薩」指那些地上菩薩，十地菩薩，那些「大菩薩眾」如雲那樣多聚集在

那裏，「無量天、龍、藥叉、健達縛、阿素洛、揭路荼、緊捺洛、牟呼洛伽、人非人

等常所翼從，」那個報身佛很多人跟隨他的，哪些人？天龍八部，

天龍八部這裡不是嗎？天一種，龍一種，龍那些是高級的畜牲，受那個天，龍是

替那些天帝服務的。「藥叉」，那些惡鬼，很醜樣的惡鬼；「健達縛」、「健達縛」

是那些樂隊，他們是替帝釋奏音樂的；「阿素洛」、即是阿修羅，阿修羅是那些脾氣

很壞，那些天，福氣很好，但是脾氣很壞，又歡喜飲酒，叫「阿素洛」。「揭路

荼」、「揭路荼」又是一種畜牲來的，是天龍八部之一，那些大肚蛇之類，在地上爬

行的，「緊捺洛」，「緊捺洛」又是一種，不是人來的，「緊捺洛」是一種天神，很

怪相的；「牟呼洛伽」，又是一種樣貌特別的，似畜牲的樣子，「人非人」，人的

形，而不是人，以上就八類。

天龍八部，八部都是變成人的形，但是它們不是人，所以「人非人」只是人的形

而不是人。現在很多鬼神，那些龍神出來都是變成人的樣子的，所以這些叫做「人非

人」。這樣天龍八部，「天」一部了，「龍」第二部了，「藥叉」第三部了，「健達

縛」第四部了，「阿素洛」第五部了，「揭路荼」第六部了，「緊捺洛」第七部了，

「牟呼洛伽」第八部了，這八部「天龍八部」，天就屬天，其餘的都是畜牲的樣子

的，龍也是畜牲來的，但這八種東西都是「人非人」，似人形，變成人的樣子，但實

際不是人，都來參加。「常所翼從」，整日做他的護翼，保護著佛，跟隨著佛，

「從」即是跟隨，「翼」就在那裡保護他。「廣大法味喜樂所持」，來到這裏，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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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就要食味的嘛，我們去茶居(樓)飲茶吃的是味精，去西餐館飲甚麼？飲那些有味的

湯，它這個世界就不是吃我們的這種普通味的，是「法味」，是諸法的義理所生的

味。

「廣大」者，即大乘的「法味」，「持」即支持它，支持它。我們要靠甚麼？

「支持」即給養它。我們要靠那些肉食、菜蔬那些味道來支持的，他不是，是用那些

大乘的「廣大法味」來支持他的。好了，於是那些人根據這些就說那個世界不是真正

有東西吃的，他們的味是「廣大法味」來的而已，不是真的吃味精那些味的，不是吃

那些雞味、菜味的，吃那些「法」的道理的味而已，可見這個世界不是實的，是理想

世界來的，是不是這樣？「廣大法味喜樂」，由「廣大法味」產生的「喜樂」，即歡

喜心，這種歡喜心就支持他的生命了，可見得不是真實的有這個國土的。

至於那些人說這報土現實的，它這裏，即是這樣，它沒有說不要食那些菜味、肉

味嘛！不過他要那些特別「法味」來做精神的糧食而已，你不能說它精神糧食一種

味，就說它沒有實際的味。又通，所以兩種講法都通。「持」即是支持。「作諸眾生

一切義利，」他們那裏的那些佛和菩薩都是做甚麼？都是能夠做對一切有益眾生的義

利，

「義」，「出世」的利益稱之為「義」，世間的利益就稱之為「利」。「滅諸煩

惱災橫纏垢」，他所做作的一切修行是做甚麼的？整日都是滅我們的煩惱，精神上就

是滅我們的煩惱，除了各種精神之外還有什麼？還有的是諸「災橫」，「橫」即災

患。很多災患，一切都來 繞我們的，「纏垢」、「 」即 繞我們的，束縛我們。纒 纒 纒

這裏大抵也是指煩惱的，一切煩惱所引起的災患他都免除的。「 」者，煩惱的纒

現行叫做「 」，「垢」者，煩惱的種子叫做「垢」。「遠離眾魔」，那裡一切的魔纒

事都是沒有的。例如甚麼？那些魔搞人，魔有多種，有所謂「天魔」，是指大自在

天，大自在天的天王和大自在天的天子，你修行，修得幾好(不錯)他就來搞你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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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喜歡人證果的，那些叫做「天魔」，有這個天魔的，你修行修得不錯他就來搞你

了，叫做天魔。

第二是「五蘊魔」，我們一有了「五蘊」我們就問題多了，即是你一有了身體，

「五蘊」即是你的身體，整日一切人徵徵逐逐，為來為去都是為你的身體而已，如果

你沒有了五蘊的身體，你還為甚麼？所以五蘊的身體是「魔」。一個人最怕的就是

死，死到臨頭你想不死也不行，所以死亦是魔。

這些，還有些是煩惱魔，整日有貪、瞋、癡的煩惱搞亂你，又是煩惱魔，「魔」

指擾亂那樣解，專擾亂人的，一種專門擾亂人的東西叫做「魔」，m raā 的譯音叫做

「魔」。那些每每修行修得不錯，但未到家，那些天魔就來搞你了。「遠離眾魔，過

諸莊嚴如來莊嚴之所依處，」這樣讀的：「過諸莊嚴的如來莊嚴之所依處，」「所依

之處」，即是所住之處，「依」者，住也。那個佛所住處是超過一切世間人和菩薩的

莊嚴的，是「如來的莊嚴」。

如來的，如來所住的地方的裝飾，如來的莊嚴，是超過其他一切菩薩、聲聞和世

人的莊嚴的，「過」即超過，「過諸莊嚴如來莊嚴之所依處，」「之所依處」，「依

處」即住處，「大念慧行以為遊路，」大的念，何謂「大的念」？他的記憶力，

「念」即記憶，他的記憶力能夠記憶很長遠的東西，很多經教很多事都能記憶，「大

念」；「大慧」，大的智慧，「大念慧」，「行」，即業，大的業，大念、大慧、大

業，「以為遊路，」這裏兩種解釋，第一解，有一種人，認為這個「報土」是現實

的，他怎樣解？「大念慧行以為遊路」，他說不是無路，那報土裏是有一條一條路

的，但這裏不是講那些一條條的路，我們想進去報土不是就有一條路給我們行的，我

們要怎樣？常常有大念，專門記得那些大乘法不忘記，「大慧」是有大乘的智慧，

「大行」，大乘人應有的行為，用這三種行為做條件就可以生報土了，即是說，由這

裏到達報土行的路不是真正的路，要「念」、「慧」、「行」三種為路，然後才可以

生在現實的報土，第一種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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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解釋不是這樣，「報土」是理想而已，不是真是有的，你看看，報土裏都

沒有路的，「大念」就是路，「大慧」就是路，「大行」就是路了！連路都沒有的，

那裏是現實有的？完全是理想的，不就是六祖的那一套了？差不多，是第二種解法。

即是如果這樣解就沒路了，是嗎？「大止妙觀以為所乘」，這句更加露骨，車就有兩

個輪的，是嗎？

車就有兩個輪的，他說那邊的車連車輪都沒有的！這又是兩個解法了，一個解法

說這個報土是現實的，我們想去報土不是要有車坐的，修止觀當車，車就有兩個輪

的，一個輪就修止，一個輪修觀，那輛車以止觀做輪的，乘著這輛這樣的車，你就可

以到達，生到現實的報土了。就不是真的坐車去的，這是一種解法。第二種解法說：

沒有的！報土不是現實的，你看看，他說報土裏有車，那不是真的車來的，止觀就是

車了。即是說沒有的，報土沒有東西的，是嗎？你看看，不知六祖是不是讀過這段

經，很像六祖的講法。聽眾：六祖他都不識字。

羅公：什麼？或者六祖很聰明，他也是過來人，是嗎？可能他是…「大空無相無願解

脫為所入門」，那個淨土有兩個解，一個解釋認為淨土是真的有一個淨土的，

它怎樣講？

淨土有門的，你怎樣入門？不是說你可以敲門進去的，你修這三種三昧，修成功

就可以生去這個淨土，就能入淨土之門了。另一種講法是淨土是沒有的，是理想而

已，你看看，淨土沒有門的，淨土裡的門是甚麼？那三種三昧就是門了，這三種三昧

都是無形無相的，怎會是門？可見淨土裏連門都沒有的，全是理想而已。有人這樣

解。到這裏，要解釋給你聽，佛家有三種禪定，通常修空觀都是用這三種禪定的，叫

做「三解脫門」，解脫即是涅槃，解脫的門即是涅槃的門，經由這三種方法就可以入

涅槃了。叫做「解脫門」，解脫門有三個，即是三種禪定，三種三昧，第一種叫做

「空三昧」，入觀，入定的時候修觀，修觀，「觀」甚麼？觀一切有為法都是因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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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而成，都是無自性，是空的。

一切法都是空的，不是有的，是空的。當你這樣想時就叫做「觀」，當你想到有

結論了，是空的，不是有的，得到結論了，於是你的智慧就是站住了，空的，一切法

都是空的，那時就有結論了，不再想了，就叫做「止」了。當你純熟的時候，修觀的

時候就是止，止的時候就是觀，叫做「止觀雙運」了。修「空三昧」，懂不懂得修？

修一下空三昧。空了，既然是「空」了，就怎樣？進一步了，空就無相了，既然是空

了，哪裏還有「體相」呢？這個「相」即是「體相」，沒有實質的，沒有體相的，所

有都是幻的。

由空的緣故，所以它無相。即是修完空再進一步無相，既然是「無相」又怎樣？

你希望得到甚麼？那種東西都沒有的，得到了都無用，無願，這個「願」字解貪求，

無所貪求，這個「願」當貪求解。既然是空了，就無相，無體相，既無體相，有甚麼

好貪求的？既無可貪求，我們所有的煩惱就要停息，我們在這裡停息，在這裡的時候

凡所有「相」我們嫌它紛擾，都不要、不要、不要！都是「空」的，「凡所有相都是

空」的，既然是空的，都無相的，既然無相亦無可願，不要！不要！所以東西都撇空

不要，漸漸地那無漏智就出了，就體會到「真如勝義諦」了，這樣就叫做「見道」

了。想修這三種解脫門，就可以見道了，這樣就已經解釋了。

這樣就兩種講法，一個說修三解脫門你就會見道，見道就生淨土了，生淨土之

後，那淨土是現實的，一個說法；第二個說法就說：哪裏有那個淨土在？淨土連門都

沒有的，這三種東西就是三昧，即是說你在這裏，肯修這三種禪定就是入了淨土了，

你修這三種禪定時就是在入淨土的門了，哪裡還有另外的淨土的門給你進去？這些六

祖之徒就這樣說，是嗎？這樣識得解了？大乘見道通常是修空觀，即是空觀來的，不

過將它分成三個層次而已。既「空」就無相、無實質、無體相，無體相就無可願求，

這樣在這裡就心安理得了，三解脫門。以大的「空觀」，「無相觀」，「無願觀」這

三種解脫門做它的「門」，「無量功德眾所莊嚴，」它說這種「報土」不是真的叫泥

水匠與木匠去造的，是要甚麼？

6



是要以歷劫修行的無量功德，所修的功德熏成那些莊嚴華麗的種子，那些莊嚴華

麗的種子起作用，起現行自然變現起這樣莊嚴世界的。「無量功德」，「莊嚴」即是

裝飾，不是請泥水匠用灰，用大理石去裝飾的，而是用無量歷劫的修行，以無量功德

去裝飾成這個報土世界的，「大寶蓮花王眾所建立大宮殿中。」

「建立」者，托起它，它說這個世界是用甚麼承托起來的？是用一種「大寶蓮花

王眾」，一朵蓮花就叫做蓮花，多朵蓮花就是「蓮花眾」。即是等於英文，一個字，

多個就加一個 s在字尾，「眾」即是等於英文加一個 s在字尾，「大寶蓮花眾」即是

很多蓮花，在那個空間裏支持、承托起這個世界的。這樣，如果是現實有〔報土〕的

那一派，就說真的有報土，用「大寶蓮花」承托起這個世界，但那些說沒有的，就說

〔淨土〕世界是沒有的，那朵寶蓮花亦沒有，所謂「大寶蓮花」即是〔譬喻〕蓮花就

是最清淨的，即是如果我們修行一種很清淨的心，當下就有這個世界了，不是真的有

這個世界的，是這樣的講法了。建立，「建立」即是承托起它，支持它。這樣的什

麼？「大宮殿中」，一句，full stop。

整句是這樣長的一句：「一時」，就是那時候，「薄伽梵」，這是佛，這個佛住

在那裏？住在那裏？住在這座大宮殿中，釋迦佛住在大宮殿中，甚麼宮殿？用十八種

圓滿來形容那宮殿，「最勝光曜七寶莊嚴」的宮殿，「放大光明，普照一切無邊世

界」的宮殿，「無量方所妙飾間列」的宮殿，「周圓無際其量難測」的宮殿，「超過

三界所行之處」的宮殿。是，無錯，這個日本人造《大正藏》經時把它點錯了，漏了

一個圈，「超過三界所行之處」應是一句，他漏了，他就點錯了三界的「界」字那

裡。處的下面就補一個圈。當時這班日本人篇一本《大正藏》經，就請了十幾個博士

在那裏，叫他們圈圈點點，那班博士，這裏他們就搞錯了。「勝出世間(的)善根所

起」，這個「起」字應該有一個圈，他就將那個圈放了上去「間」字那裏，下面反而

沒有圈。「最極自在淨識為相。」一個圈，他又將那圈放了在上面，那些日本人實在

不知怎樣搞法的，這樣離譜的，那班博士。所以你不要以為他很厲害，那些所謂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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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離譜的！即是這樣，很難怪的，譬如那些醫生是專眼科，你要他治皮膚他確是不

行的，你以為他是醫生就肯定可以治。不行的。

讀到那裏？「最極自在淨識為相。」「如來所都，諸大菩薩眾所雲集」的宮殿，

「無量天、龍、藥叉、健達縛、阿素洛、揭路荼、緊捺洛、牟呼洛伽、人非人等常所

翼從」的大宮殿；「廣大法味喜樂所持」的大宮殿；「作諸眾生一切義利」的大宮

殿；「滅諸煩惱災橫纏垢」的大宮殿；「遠離眾魔」的大宮殿；「過諸莊嚴如來莊嚴

之所依處」的大宮殿；「大念、大空、無相、無願、解脫為所入門」的大宮殿；「無

量功德眾所莊嚴」的大宮殿；「大寶花王眾所建立」的大宮殿。

十八種描述，十八個 adjective來modify一個 noun，聽不聽得明白？(十八個

形容詞來修飾一個名詞)，所以那些老先生，老秀才反而讀來讀去讀不通，那些英文

孩子初中讀完他卻讀得通，你講給他聽就行了，何解？grammar，文法不同，你聽

不聽得懂？你都沒有書怎搞？你沒有這本書？

聽眾：就這麼多。

羅公：就這麼多？你回去叫他教一教你吧，你在這裏住的嗎？

聽眾：不是。

羅公：你在香港不是找過我嗎？

聽眾：是。

羅公：是你嗎？江漢林嘛！我很烏龍的，不記得的，他找過我的。一句 sentence，

一句就這樣長的，一路 comma、comma、comma下去的，總共就十八種。

他住在大宮殿中。這樣就已經講了，淨土的「十八圓滿相」講過了，是嗎？你

數一下它有十八種的，你砌夠它十八種吧。好了，於是講完之後，今天就講這

麼多就好了，是嗎？講完了淨土的「十八圓滿相」，留十五分鐘給你們問了，

有甚麼問現在就問。主持：好，多謝羅教授給我們講經，我們等一會五點半有

一個聚餐，在太平洋〔餐廳〕，如果喜歡參加就可以一齊去。以後逢星期六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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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都在一點半講，請各位如果有空可以隨時來參加。明天，星期日一點半盧

先生，盧榮章居士來經，講〈普賢行願品〉各位如果有空也請你們來參加，多

謝！有甚麼發問請你們發問。

羅公：你們問吧。

聽眾：多倫多有二十幾三十萬華人，何解這麼少人來學佛？

羅公：你自己怪自己佛教徒，那些弘法的不夠熱心，同時現在那些人，自己弘法的不

夠熱心是一個內在的原因，還有的是外在的原因，就是甚麼？人家天主教、基

督教那些出來的人，那些能做神父的，個個都受了十幾年聖經、教理的訓練，

不是的話，你輕易也做不了神父。你看看那些神父，個個都除了在本地讀了若

干年之後，有些還需要去羅馬，去梵蒂岡學過，然後回來才能做神父。

而我們佛教徒呢，你可以盲字都不識得一個，你走去台灣或走去香港大嶼山，買

一件袈裟，穿一件袍去受戒，一受完戒回來我就是法師了，我就是天人師了。這樣你

與人家那些神父比？我是得罪很多人，但我又不怕，你怎樣比？是嗎？人家這樣說

你：你佛教是多神教！你佛教是崇拜偶像！你根本就無能力與人辯護，佛教根本就不

是多神教嘛！人家說你多神教你一聲說不出，自己是不是多神教連自己都不清楚。

人家說你崇拜偶像你又不去解釋，這樣於是那些青年人就以為佛教是多神教，這

是迷信！那些是亂七八糟，我這樣說是不是亂講？不是！我七個子女，我的子女也是

這樣！你閣下的兒女一定很多是這樣！你叫他信佛嗎？嘿！這些迷信的東西！別搞

我！很多是這樣，何解？因為人家的力量大，影響力大，你沒有影響力，你的影響力

不夠，有甚麼辦法？你說：表現呢？表現什麼？人家辦醫院，很多醫院，甚麼教會的

醫院，你佛教有沒有？最低限度多倫多就沒有了！

台灣這麼多人信佛都沒有一家佛教醫院，香港有一間，香港的那間佛教醫院是怎

樣？我在這裏才講，是所有宗教教會所辦的醫院裏最邋遢(髒)的一間！就是佛教醫

院！最辦得不好的那間就是佛教醫院，你稍為有點錢的人有病都無人願意入佛教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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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入浸會醫院，入聖德勒撒醫院，如果我有病你叫我入醫院，佛教醫院就別搞了！

你送我入聖德勒撒醫院或其他醫院就好了，送我入佛教醫院就別搞我了，這件事。我

懷疑你們去參觀一下你都有同感的。這樣怎麼搞？

你在外面表現出來是這樣！你怎可以服人？尤其是那些青年人，你閣下很多人都

有子女的，你問一下你的子女，你講不講得通你的子女信佛教？但是他們在學校裏，

那些老師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徒，又有駐學校的神父和牧師，他搞妥(說服)了他，他

每個星期進去聖堂裏聽經，聽天主教經，聽基督教道理，那你有甚麼辦法？

所以佛教徒認真要努力，認真要努力，就不是「叮叮卜」那樣就叫做弘揚佛法，

將來老的死了之後，那些後生的就不信你的了，沒辦法，這是末劫時代，你自己都是

這樣有甚麼辦法？聽眾：有甚麼可補救呢？

羅公：有甚麼可補救？第一，我的看法，第一、佛教徒應該多些懂經教的人，不要那

麼無知，多些懂經教的人，不要無知，第二是要真真正正不要整日做那些鬼神

的事，整日唸經喃嘸去超度那些鬼？不要做那麼多這些事，多做些人的事，去

辦養老院，辦育幼院，辦醫院，多做對人生有益的事，現在香港，人家都已經

醒覺了，漸漸地已經醒覺了。香港有佛教聯合會，有十九所津貼中學，漸漸已

經醒覺了。但是多倫多未得，多倫多未有那麼快出現。好了，我答了你這裏，

看看那一位舉手的。

聽眾：佛教整日說甚麼因緣。

羅公：什麼？第一你先要有正見，第一，佛教徒要培養自己的智慧。第二是真真正正

出去做對現實社會做些現實的事情，不要專做那些對鬼神的東西，你說我一味

拜佛拜懺，佛都不喜歡你整日磕頭給他的，佛高興你出去做社會的事，做那些

慈悲喜捨的事，要這樣做才行。

羅公：什麼？你說甚麼？

聽眾：即是你不信佛教，就說因緣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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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怎樣叫做因緣？你就是因緣之一，你去做，就多了一個因緣，他去做，又多了

一個因緣，你不做，就少了一個因緣，他不做，就少了一個因緣，你在這裏等

因緣？例如說，你想說生活有問題，我要出去做事要養家，你就出去打工，出

去找職業，你不能說因緣未到，因緣到了我自然有得食了！你自己做就是因

緣，你不做因緣怎會自己到？

聽眾：基督教叫人入教，就會說你做了很多事，上帝…

羅公：你即是說基督教有教會支持，是嗎？佛教不外一個小乘，一個大乘，是嗎？如

果你想小乘就很簡單，如果你想簡單就四本《阿含經》拿一本，《雜阿含經》

一種，分量等於《新約聖經》三部那樣上下大小，如果你再選一選，篩一篩，

小一點就《聖經》上下大小，一本《雜阿含經》，有時間多的人就再看完三本

《阿含經》，再有時間多的人就看那些《論》，有彈性的，只是一本阿含經就

瞭解小乘，《雜阿含經》一本。大乘經呢？大乘不外「空」、「有」兩宗，

空宗就一本《金剛經》就是了解空宗的經，一本《解深密經》就是了解有宗的

經，你已經夠了，普通修行就夠了。

如果你說我要做佛教的學者，做大宗師，這樣又例外，這樣你要很博學了，但是

你無需要做大宗師，無需要做學者，是嗎？這樣，一套《解深密經》沒有多大，如果

我在這裏幾個月就講完了，如果你懂得《解深密經》，由頭到尾都懂的，整個佛教的

教理你可以出去講給人聽都可以了！不過你們不努力而已！很多人聽完《金剛經》

後，「空」是甚麼都不知道的，這是你閣下自己的事了！

但亦有很多人明白的，座上有很多位都很明白的，如果不是有很多人明白的，我

都懶得給你們講《解深密經》，你以為我講經不用氣嗎？是嗎？不過我見到都有三、

五、七個明白的，好吧！介紹多一本書你再讀一下，讀完之後你就會了解，不難的！

不是很難。還有，你說，我講完這句，你說簡單的，基督教、天主教有些人連聖經都

沒有讀的，他只是信，主呀！這樣就行了。佛教一樣有這樣的法門的，信阿彌陀佛就

行了，我死了就生極樂世界，未死之前，觀音菩薩樣樣都加被我，有甚麼問題時我走

去觀音菩薩面前，觀音菩薩我有甚麼問題搞不妥，請你加被我，那樣說，一樣可以，

11



一樣有，可以的，是嗎？但你現在不是，那些懂少少的就講到高深莫測的，別人做不

到的才講，人家做得到的他不講，是嗎？講到高到怎樣？布施嗎？講那些捨身伺虎，

捨棄王位走去出家，講得這樣深的，講得這樣深的做甚麼？不如教他，你有一仟圓薪

水就不要花光它，要做少少好事，濟貧箱需要入的，你要入三幾十元進去，或者做三

幾十元善事也好。

那些還現實些，至於你說捨棄王位，我又以身布施，眷屬布施，某某菩薩，他有

個妻子，人家要問他拿妻子，他就發起慈悲心，將妻子捨棄給人了，現在講這些做甚

麼？你肯布施妻子，妻子肯不肯？她肯不肯給你施？是嗎？所以我認為這些東西，首

先佛教徒應該檢討，應該怎樣做？應該檢討。至於說佛化度人，深有三藏十二部經你

可以讀，很深都可以，淺就念阿彌陀佛。是嗎？假如說，我又不信，你不信，只想研

究你可以找本小乘經或找本大乘經讀幾本嘛！是嗎？方便多門，總之，首先在你自

己，你不要事事待因緣，自己就是因緣之一。

要這樣，發起大菩提心，我去做，那樣就行了，或者將來就是你做成了，很大的

功德，不要小看自己，因為你都會成佛的，你是未來的佛，為何你不去做？是嗎？

好了，我看看那位問甚麼？

聽眾：我想我自己的看法就是，因為剛才你講過最好就不要只是看一些書是有關入門

的，或其他人去解經，最重要是你自己看那本經，但是本身那部經的言語是因

為這樣難去明白，即不是我們現在的白話文，可以，即是現在拿起本書，

你叫我看，這些我已經受過大學教育，我也是很難去明白。

羅公：因為你不是學中文，你雖然受過大學教育，假使你是醫科的，你再讀十年大學

…

聽眾：那可以不可以譬如將這些東西譯做英文，而使到每個階層都可以滲人去。

羅公：是呀！我答你，你有沒有看過英文佛經先？英文有很多佛經，為何你不看？

聽眾：在全世界不廣泛使人知道嘛。

羅公：你可以做呀！如果你是佛教徒，你可以廣泛講解給人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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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我想現在不要爭，究竟誰對誰不對，大家可不可以經過討論可以有比較建設性

的方法行某一些路。

羅公：是呀！應該如此，別人有很多人這樣做，不過你閣下未去做而已！

聽眾：我就是說何解這麼多人都沒有做，為甚麼其他基督教，天主教，

他們就因為有本聖經，而那本聖經就是，因為它是英文，英文翻譯本，

而英文本又是普通的白話文，人人懂英文就可以看了，

而這個你即使是識中文你都未必可以解得通的。

羅公：是呀！當然！

聽眾：應該要比較深入去研究，要看很多不同的經書，和很多不同的演繹，然後自己

悟出來，我想其中一個原因，很大的問題就在這裏。還有是其他基督教，天主

教講經時，又配合日常的生活，講解給你聽的，令人很容易接受的，但是講

經，我自己的印象是，即是我聽羅教授講，我覺得是很深入淺出，但諸如我作

為一個門外漢，我都很難去跟上，因你仍然有一些 jargon，即是術語，即譬

如小乘、大乘，這樣簡單小乘大乘，但你問我甚麼叫小乘，甚麼叫大乘我都不

知道的。你明不明白？

羅公：明白，我答你，我不是對你們這些門外漢講，我聲明，如果你是門外漢，你應

該去聽葉文意的那些「空中結緣」，是嗎？這樣，我剛才聲明，我只是為那些

已聽過《般若經》，想進一步瞭解的人講，我今天講和一路講下去，我從來不

向門外漢講經的。我有很多學生，你是門外漢你可以找他們去聽，你可以聽葉

文意的「空中結緣」。

聽眾：我想，對不起，其實我不應發言，我作為一個門外漢我不應該在這裏的場合出

現。

羅公：是。

聽眾：但我覺得如果要檢討，譬如但基督教，天主教，在任何不同的場合，不同階層

的人，普羅大眾都好，一個研究了《聖經》很久的人去聽，或者一個在街上叫

他進來聽一聽基督教的聖經，他們都可以明白。

羅公：是！基督教，天主教如果講高深的神學，在街上隨便拉一個人是聽不懂的，因

我在天主教學校教了二十二年書，在香港我認識的神父有很多，亦有些神父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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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比較宗教而聽我講法的。我教大學，亦教了三十年，我講你聽，我知道這個

情形，何解有些需要很通俗的？但斷斷不會有一種很高深的東西，就可以隨便

拉個人都懂的，沒有這樣的事。

譬如我告訴你，你是不是天主教的？聖德勒撒， St.  Teresa(Teresia

Abulensis,1515－1582？)有一本回憶錄，有一本經驗錄，她講一段話，她說：當她

很虔誠祈禱的時候，她發現了她自己的靈魂，有七個mansion(大樓)第一重，入了第

一重mansion的時候，現出第一重mansion的時候，有聖母在這裏，有天主在這

裏，亦有耶穌在這裏，但是亦有魔鬼的勢力在這裏，而且魔鬼的勢力很大，不過那個

mansion的佈置，其莊嚴華麗已經不是人間所能見得到那樣美麗的了，跟著是第二

重mansion出現的時候，魔鬼的勢力微弱了，那個天主與聖母以及耶穌的那種光明

是更加光明華麗，更加莊嚴，自己的心覺得更加清淨，不過仍然有魔鬼的勢力，只是

弱些了。

跟著是第三個mansion顯現，那裏仍然有很微小的魔鬼的勢力，那個天主與聖

母以及耶穌的身更加光明，自己的心覺得更加喜悅，入到第四重，第四個 mansion

顯現的時候，魔鬼的勢力就已經沒有了，更加莊嚴華麗，在這裏更加清淨，已經是那

種境界不能用世間的言語講出來，好像佛經講所謂「勝義諦」那樣。

到了第五個mansion顯現的時候是不能用語言講的了，沒有語言可講，那時是

甚麼？marry to God，即是與上帝合在一起，不是與上帝結婚，不是天主結婚，而

是與他吻合一起，即是佛教的所謂「見道」，這樣的情況，第五、第六、第七重已經

沒有辦法講了，譬如她講這些，研究這些，你隨便拉一個人講給他聽，他是聽不懂

的。如果你說佛教講得普通些，有些是很淺白的，不過那些人不拿淺的來說而已！有

些是很淺的。還有甚麼問題？

聽眾：天主教又好似佛教那樣講多少層，有多少個？那是否天主教和佛教雖然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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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結果都是差不多是那個境界？

羅公：我不想答你這個問題，何解呢？你最好研究一下，結論是不是一樣呢？因為何

解？因為有同亦有異，我答你就是有同亦有異，至於何解有同？何解有異？就

非一朝一夕能夠答的。你起碼要看很多本書然後才可以，至於看書，你中文程

度看這些佛經就難些，不過你可以看英文嘛！英文有佛經，我去年介紹過了，

只是一部《般若經》比較《金剛經》幾倍那樣大，那本 Edward Conze的

《The Large Sutra on Perfect Wisdom》那本，好多種英文經在，還有，英

文的小乘經裡，斯里蘭卡那套巴利文的《大藏經》，整套譯成了英文的，你可

以去看，不過多倫多大學的那些圖書館不知有沒有？有得賣的，你花幾千元，

三幾千加幣就可以買到回來。你們佛學會可以買一套放在這裏任人看的，至於

是中文深還是英文淺？你知道嗎？中文給中國人看，中國有十億人口。

聽眾：對不起，中國有十億人口，如果真的給他們看，這些都是大學畢業，即使是清

華大學畢業，北京大學畢業的人，都未必是真的可以明白它的義理。

羅公：你改成白話文一樣不明白，何解呢？但道理卻不是改成白話就行的，你現在聽

著我講，我一句一句讀給你聽，你可以 take notes，全部將它譯成白話文，

你可以做到，但你一樣不瞭解，如果你想瞭解，麻煩你，最好你去聽，你聽就

一定會瞭解了，你如果有這樣的心，你可以次次來聽！如果時間不夠，你可以

過去我處，我一於用咖啡西餅招待，我解給你聽。

聽眾：現在已經開始起步了。

羅公：甚麼？如果你沒有空來，我有些學生在，有很多，王聯章講的時候你可以去

聽，他可以用英文給你講，他在 Royal Bank工作，做經理，你可以。

聽眾：羅教授，你可以不可以幫我們請王聯章來講講？即是找一天，這個時間，即是

不妨礙我們現在講經的時間就行了。

羅公：你要用佛學會的名義去請他才行。

聽眾：因為用佛學會的名義去請過他，他推了，這樣要請你〔幫忙〕，等很多普羅大

眾容易領略，因為你現在講的是很深的，如果不是聽過《金剛經》我們都聽不

懂，我們這班人多少是屬於知識分子來的，對舊文學有些根底的才聽的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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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你找他講要問他才可以，因為何解？他雖然是我學生，他有他的主觀。

聽眾：所以就是請你幫助一下。

羅公：將來還有一個他的同學，劉萬然講得更淺。

聽眾：他講得淺些。

羅公：劉萬然。

聽眾：陸續有來的，那些能講的。

羅公：他們兩個已經夠了。

聽眾：因為你現在講的程度真是很多人都聽不懂，我承認是這樣。

羅公：問題是這樣，他肯不肯聽？如果聽我講經無有聽不懂之理，他可以問我，我一

定解給他聽，一定懂！我未試過有人解不懂的。

聽眾：就算你現在是大學生都好，真的聽不懂的。

羅公：聽不懂？一定聽不懂！你以為大學生很了不起？學一種知識而已！

聽眾：問題就是初初入門。問題就是初初入門所以聽不懂。

羅公：初初入門他肯聽就可以，如果聽我的他只要肯來聽，聽了他可以問我何解，

譬如你說我大乘都不明白，你可以問我，甚麼叫大乘我一樣解給你聽，你每次

問我三個名詞，我一定解給你聽的，還有，你說到至於名詞，最好就沒有那些

名詞，一門學問不可以沒有名詞的，我時時舉例，你學一學 book keeping好

不好？ 很淺的，幾個月就學會了，但 book keeping都有幾十個名詞嘛！怎

可能沒有專門名詞？一定有的，專門名詞一定有的！不過你要解，你要提出來

問，你問我，譬如你問我，我一定解得你明白的，你問的那些，沒有不明白

的，他不問就一定不明了，還有的是他聽一次不聽一次，前一次講的，他這次

來聽，沒有了前一次那段，人家那些名詞前一次已經講了，今次聽了，下次他

又不來了，到第三次問，我就一定答他：我前次已經講了，麻煩你問誰了。譬

如你問江漢林，或者你問陳達，叫他解給你聽，我就卸了責任給他了。你又不

肯去問他了，這些就是你閣下的事了，是嗎？至於還有很多，我都說是歸究於

佛教徒自身，譬如你說那些文言文譯得很難懂，是呀！你佛教徒自己應該將整

套《大藏經》譯了做白話可以嗎？做不做，是你佛教徒不做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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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已經做了，日本有一套叫做《國譯大藏經》我都有一套這樣的《國譯大藏

經》，整套《國譯大藏經》的重要部份譯成了日文白話，你想他們譯的時候是怎樣譯

的？他們不是隨便請幾個人在譯。譬如，我現在想譯《阿彌陀經》了，他去找，在日

本找，他去找誰是研究《阿彌陀經》的專家，請他來，我現在這個委員會請你譯這本

經，譯成白話，你要負責的，同時你可以提名兩個助手，我們還會給他們薪水，譯了

之後，他要識得的，將它譯成白話，你來做。

譬如你是華嚴宗的專家，他請你來，你譯華嚴經，或者你譯《金師子章》，譯成

白話，你需要助手，你請兩個助手，會替你付薪水，譯了之後，你負責將它來出版，

整套有的賣。只要你懂日本白話，甚麼都解得到，完全白話的，《國譯大藏經》你可

以去買套。中國為何沒有？這些是中國佛教徒自己不濟事了，為甚麼你不做呢？是

嗎？那些人不做。

有人想做，但他又不懂得怎樣做，我知道曾經有一個人，拿了二百萬美金出來，

想做這件事，其實你想將《大藏經》譯出來，就要做兩件事，第一譯做白話文，第二

譯做英文，主要是譯做英文。拿了二百萬美金出來花，結果他請出家人，請印順法

師，印順法師說別搞我，怎能搞得定？你有錢是一回事，我怎樣做？我根本不熟英文

的，你叫我怎樣譯？他們說，你主持吧！主持也不行的！你一間機械工程廠，你找一

個機械工程師來主持才行，你找個文學博士去主持，他怎樣搞？

印順法師不肯，再找敏智(1909-1996)法師，敏智法師又不肯，再找其他的這個

那個法師，個個去到擺手不肯。這樣結果就請了些散仔(非專業人)來到翻譯，去台灣

請了些散仔來到翻譯。漸漸地譯著譯著那二百萬美金都不見了一大截了才譯得幾本

經，就是這樣，他不識做。所以我們佛教徒第一要有智慧，第二要肯做事，我們整日

講為甚麼不做？你是佛教徒，你自己問一下自己為何不做？如果你不是佛教徒就難

講。如果你是佛教徒你最好請你自己問一下自己何解我們不做？應該這樣。你會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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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生，你為何不去做？我做？我沒有錢，我只有嘴巴，我最多講給你聽，你不明白我

解到你明白，我的能力只能做到這樣，因為我新鮮才來這裏住，我不是在多倫多生根

的，在香港跟我學的就有很多人，很多人跟我學的，在香港我都不知有多少學生。

聽眾：教授。

羅公：是。

聽眾：下面有很多英文書，我常常收拾。下次整理出來，應該都可以借出去的，都有

很多英文書可借出去的。

羅公：我知，這些是佛學會的事了，借不借出書給人是佛學會的事。

聽眾：我就覺得很少人借。

聽眾：不是，有些人不會看的。今天是否就差不多？我們五點就要去。有些問題問不

到就或者留下次。

羅公：好，好。每一次我都留一些時間給你們問。

聽眾：好。

羅公：《解深密經》我們只有這些白文是嗎？如果白文，你拿著白文你們是看不到

的，我已將白文勾成一本綱要，你們如果是有這個綱要，你聽完《解深密經》

之後你自己就可以拿來講都可以的。

我本來將它來影印，但這間影印鋪不行，這間店不行。所以我等一會放下給你們

隨便一個人，就再影印過，影得清楚些，影到像我的那樣上下清楚，這間店可影縮小

它變成這樣小張，現在這間又不能縮小影，又沒有大張的紙，這樣所以就不能用了。

那為何可這樣做？因為在我來說要不就不講，講了就要有若干人懂，是嗎？因為何

解？你想聽得每人都懂就無可能的，希望能有一，我講這部經的目標是希望有六、七

個人懂已經就夠了，因為多人懂沒用，是嗎？所以我剛才說印來影七份而已，將來我

交給你們影印，將來影好之後，記著，那些不來聽的不要給他。

第一，那些不來聽的不要給他，第二，你不要給出家人，因為甚麼呢？出家人有

出家人的一套，是嗎？他要講回他的那些，你給他第一就好像拋他那樣就不好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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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他又如果拿來照講，他又說他懂了，因《解深密經》事實上很難懂的。我現在講

一句誇大的話，在多倫多沒有人懂的，不止多倫多，加拿大亦無人懂的，不是很容易

講的。我都不過是在香港講慣了，我搬過來講的。如果你認為不是，羅先生你誇大

的，麻煩你來我問一問你，請他來我問他，任何人，你可以問我，我又可以問你，是

嗎？最好就這樣。這樣，我為了給你們講，我每日就寫了一張這樣的紙，就是叫做

《解深密經》講要的綱領，你一聽了，如果你由頭一課聽到落尾，又能理解的，你抓

住那個綱要，你大可以拿著對別人講，但你不要給人家拿來講，你自己拿著來講，你

在我這裡聽，你由頭一課聽到落尾，又能夠理解，你可以拿著我這個綱要講給別人

聽。

但是你不要將我的講義給別人講給人聽，何解呢？因為那種人要罰的，是嗎？你

為何不來聽？卻又拿著我的講義來講給人聽，是嗎？我不想這樣做法。你問我為何這

樣狹隘？因為這個世界對那種人，不罰他不行的，你看看，你拿著《菩薩戒本》讀一

下就知道了，是嗎？因為有一種人要罰的，不罰他不行的，不合理的。好了，我現在

有七份在這裏，就盡管先用著，用完就燒了它，你影了多少錢？

聽眾：沒多少。

羅公：布施了它吧，算數了，你的功德會在這裏，是嗎？

聽眾：這裡只有一份，

羅公：什麼？只有一份？

聽眾：十四版。

羅公：只有一份，有七張。

聽眾：十四版。

羅公：十四版？

聽眾：我下次影過，

羅公：好了，你們拿著這張紙，我講，講完之後，我今晚就留下五頁在這裡給你們，

我每個星期有五頁給你們，你們切不可分割了它，如果不要的話，你就給那些

要的，你買不到的，你在加拿大或者美國你用錢都買不到的。香港我有一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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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還未印好，好了，現在開始。天我將它來講，但是那天是未整理的，是

嗎？現在我整理過了，你可以聽了我講之後，你可以給別人講都可以了。

我現在寫的這個講義我就叫它做《解深密經講要》，把要點講給你聽。這樣你再

聽，這部經總共分做八品，八品之中的第一品叫做〈序品〉，是一個序論來的。其餘

的七品就是正式內文來的，叫做「正宗分」。那個〈序品〉，我們現在講的就是〈序

品〉，其餘的我們下一堂起，就會講到它的那個「正宗分」了。「正宗分」那七品，

七品之中，就分作「境」、「行」、「果」三部分，「境」、目標，目標，對象，即

是 object，我們所求的目標，「境」；「行」、「行」即是實行，有了目標，我們

要實踐，「行」；有目標，有實踐，我們一定會有效果。「境」裏面，「境」、

「行」、「果」三種東西，品就有七品，「境」裏面有四品，「境」分為四品，第一

品、〈勝義諦相品〉，第二品，〈勝義諦相品〉講甚麼？講「真如」，講宇宙本體

「真如」者，即是禪宗講的所謂佛性。

第二品、講〈心意識相品〉，佛家說，這個宇宙，這個世界，我們的人生，是由

我們的那個心變出來的，我們的心到底是怎樣的？講這個「心」、「意」、「識」的

相狀。第三品，一切事物，所有世界上一切事事物物，它的相狀是怎樣的？叫做〈一

切法相品〉，第四品，是講〈無自性相品〉，「無自性」即是「空」,「自性」即是

實質，無實質就是「空」，現在佛教裏面的經典整天講空，到底怎樣「空」法？〈無

自性相品〉。

即是說，真如佛性又講了，我們心的精神活動是怎樣的又講了，一切存在的事物

我們講了，一切假的、不存在的事物又如何也講了，「境」講完了。「境」之後就起

「行」了，依著「境」，有這個目標就可以實踐了，「行」，你想「見道」想成佛，

就一定要修止觀，這一品教你修止觀，〈分別瑜伽品〉，「瑜伽」即止觀，即是現在

整日說的禪定靜坐，「分別」即是說明，說明這個瑜伽怎樣修法，叫做〈分別瑜伽

品〉。這一品是佛經顯教裏面最高的教你修止觀的聖賢的說話了。第二品，即是全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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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正宗分」裏的第六品是〈地波羅蜜多品〉，我們修止觀，修到一定程度的時候，

我們就會見道，見道就入了初地，一入了初地之後又經過十地，「地」即是階段，經

過十個大階段，然後就成佛，我們在這十個大階段裏面，每一個階段都修「波羅蜜

多」，「波羅蜜多」即是到彼岸的修行，將「波羅蜜多」分為十個「波羅蜜多」，每

一個地著重修一個「波羅蜜多」，〈地波羅蜜多品〉。有了〈地波羅蜜多品〉就成佛

了，成佛之後是怎樣的？成佛之後是怎樣的？就教你了，〈如來成所作事品〉，如來

成了佛之後就三身具備教化眾生，成就他所應做的事情，「成所作事」，成就了他所

應做的事業，「成」，complete他所作的事業，他的 task，成就，complete他的

task。

總共「正宗分」就七品，在七品之前是〈序品〉，全本經的內容就是這麼多了。

我們知道全本經的內容之後，我們現在就正式開首分析，說明它的〈序品〉了，〈序

品〉第一了，你看到〈序品〉第一了。〈序品〉第一裡面分做三大段，現在每一品講

了，現在講〈序品〉，分三大段，分了三大段：第一大段，它們用甲、乙、丙、丁。

甲一、就顯示出，「顯」即是說明，說明什麼？佛住處的圓滿，如來所住的地方

即是如來的世界，亦即是指「報土」，猶如現在講的所謂西方極樂世界，東方藥師佛

的淨琉璃的世界，這些都是報土了，與及釋迦佛的那個密嚴國土了，都是報土了。說

明一個如來所住的那個報土怎樣圓滿法，大概這個報土普通一般來講，就有十八種圓

滿相，所謂「淨土」，所謂「報土」一定具備十八種圓滿的相狀的。

十八種圓滿相狀現在你在經內看了，第一種圓滿，乙一、「顯色圓滿」，怎樣叫

做「顯色圓滿」呢？「色」，這個「色」字，在佛經裏有廣義、狹義之分，廣義的

「色」是指甚麼？你記不記得？不記得？你記不記得？「色」，顏色的色字，在佛經

裏有廣義、狹義之分，即是有時很寬的，有時很嚴格的，廣義、狹義，你記不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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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廣義是不是指「現象界」？

羅公：廣義、所有物質都叫做「色」，即物質現象，material廣義的「色」，等於

material，物質現象，所有一切的物質叫做「色」，這些是一定要記的，如果

definition(定義)你不懂這些，這些不懂你將來看佛經就看十幾二十年都無

用，你記得就勢如破竹那樣很順利的，

第一種就當material解，廣義的。第二種狹義的，嚴格的意義來解等於顏

色，color。記不記得？你要記得，一定要記得的，在佛經裏面，「色」忽然

間指物質，忽然間又指甚麼？指顏色，到底這個字讀起來指物質還是指顏色？

很簡單，《心經》：「色即是空，空即是色」，這個「色」是指 color，顏色

抑或指material，物質？你答我。

聽眾：物質。

羅公：指物質，這個「色」指物質。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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