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令我們，這些煩惱可以驅使我們，令我們不斷生死輪回的(就是)這些煩惱障。第

二種「障」是所知障，這種障不障礙我們得涅槃，只是障礙我們得最高的智慧，最高

的智慧就叫做「大菩提」，只是障礙我們得大菩提，那些叫做「所知障」。所知障的

內容是怎樣的？以「法執」為中心，以「法執」為首。即是對於我們所見的、所知、

所聞的種種事物執著它是實有，這種執著叫做「法執」。以法執為中心，再加上那些

圍繞法執而起的那些「貪」、「瞋」、「癡」等等的這類煩惱，這樣就形成一個集

團，這個煩惱的集團就叫做「所知障」。明白嗎？

佛就把「煩惱障」與「所知障」永遠斷除，羅漢是只斷除了煩惱障，而未能斷除

所知障，而他(佛)呢，佛就將兩種障都完全斷除，所以經就說「到無障處」。「障」

就是指煩惱障與所知障，已經到了一點「障」都沒有的境地了。

第七種功德，第七種是甚麼功德呢？是一切外道都不能轉移他的功德。那些甲、

乙、丙、丁不是經來的，那些是我標落去的標題，用來解釋這部經的，頂格的那些才

是經，「不可轉法」這句就是經了。到達了不能被別人移轉得他的，他的理論堅定到

極的。他的理論非常之穩的，你不能用其他的講法能夠轉移他的，這叫做「不可轉

法」。

第八項，乙八，他有甚麼呢？第八項是指他有「降服魔怨」的功德，佛經裏整日

講「魔怨」，我們讀佛經切不可「魔怨」、「魔怨」就這樣了事，我們要分出甚麼是

「魔怨」？「魔」就是梵文的名叫做M raā ，甚麼叫做M raā 呢？那個意思即是「擾

亂」那樣解，你有甚麼好東西它專門來搞亂你的，那種能夠擾亂人的，那種東西叫做

M raā ，譯音來的。

那個「魔」有很多種的，煩惱也是魔，魔不一定是魔鬼，即是這樣，魔字你譯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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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鬼對不對呢？有些人就以為甚麼都是譯做白話好，那個魔字譯做「魔鬼」行不行？

不行。何解？M raā 這個字不可以譯的，這個字譯做魔鬼，加了一個鬼字在那裡，魔

鬼指那些鬼氣，那些是一種壞的 spirit專門搞人的，M raā 不是，M raā 是擾亂人的，

通常所謂M raā 是這樣。第一種魔根本就不是魔鬼，煩惱魔，那些「貪」、「瞋」、

「癡」的煩惱，在你的內心裏面，會搞亂你的，有甚麼事就會搞亂你的，搞亂你的煩

惱，煩你，令到你麻煩、令到你厭煩的，「惱」就惱亂，令到你惱亂的煩惱，

「貪」、「瞋」、「癡」的煩惱，這是煩惱魔。

你的身體，你有物質、有精神的這個身體，這個 individual，這個個體，有生命

的個體，叫做「蘊魔」、「五蘊魔」，因為你的身體是「色」、「受」、「想」、

「行」、「識」，由「五蘊」組合而成，一有了那個身體你就麻煩了，你覺不覺得？

最弊(麻煩)就是有了這個身體，如果你根本沒有這個身體的，你就沒有問題的了，有

了那個身體你就很多麻煩，你有了那個身體，將來你幾十歲，九十歲、一百歲，死

了，你那個身體如何搞法？你都夠麻煩。你現在九十五歲了，還有五年壽命就死了，

你要打算這五年我要怎樣，你就夠麻煩的了，是嗎？你會有這樣的問題。

昨日，我在看電視，有沒有人看到這個電視節目？電視台做一部日本戲，講日本

某一個地方，是從前的事，你看過是嗎？

聽眾：《楢山節考》。

羅公：那些老人家死了要怎樣？不是等他死，你那些做老人家的看了心都會很沉重，

他們怎樣？是這樣對待那些老人家，老人家將近老了，老了就不能動了，不能

動他會死的，沒有人有空服侍他，那些子女就將她背了去深山野嶺處，那些山

谷裏面，那些人在那裏等死的，將她放下在那裏，讓她在那裏等死。

有些老人家自己覺得自己太老了，亦無謂拖累那些子孫了，自己叫那些子女背她

去，背到那裏，那些子女不捨得她，她都要趕那些子女走的，她寧可自己在那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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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有些是這樣。有些是子女用麻繩袋住他去，他不想去的，去到放下他時，他呱呱

叫，扯住那些子女，那些子女不理他那樣多，一推，推他滾落山溝，那樣亦有。舊時

那些人是這樣的，日本有些人是這樣。

到我們中國幾千年前，難保我們中國也未必沒有這樣的，因為動物之中是有很多

動物是這樣等死的，大象一到老了就是這樣的了，那些人取象牙去那些象 處拿的，坟

那些大象很老了，自己覺得太老了，牠會走去象 ，自己躺有那裏等死，這樣，很多坟

動物是這樣的。

世界上的事無奇不有，又有些人，養大了兒女，兒女成人了，他招待那些親友

來，表示自己很光榮了，這樣就來一個大集會，當大集會的時候，他就找個空地站在

那裏，那個兒子就拿著弓箭射死他！他很樂意接受兒子這樣射死他，因為他的生命怎

樣都是要結束的。他這樣來作一種他認為光榮的結束，有些這樣的風俗。你看看，很

多。

一個人，譬如你學佛，學佛不是只是拿著本佛經，不行的。對於世界的事我們要

懂，《菩薩地持經》(Bodhisattva-bh mi)ū 說：「菩薩求法當於一切五明中求」。不

是只是讀佛經，世間的科學我們甚麼都要懂的。這樣，有很多是這樣的，射死父親

的。你看看那些人類學 anthropology的書，或者看看 folklore(民俗學)那些是怎樣

的，講各地方的風土人情，古靈精怪，無奇不有。

我們根據孟子所講，孟子講，大家讀孟子的聖賢書，你們老人家讀過孟子了，他

說古代死了父母的，古代的人，即是太古時代，那些父母死了的時候他怎樣？「則舉

而委之於壑」，就將父母的屍體掉了落山谷，那些山坑處，「則舉而委之於壑」，本

來就是這樣而已，父母死了就扔了落山谷就算。但是有時有這樣的情形：「他日過

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翌日，那個死了父母的兒子又在那山坑走過，見到父

母的屍體被那些狐狸拉去咬來吃，「蠅蚋姑嘬之；」那些蟲子在屍體上爬來爬去，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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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蒼蠅飛舞在咬來吃。當那個兒子看見他父母的屍體這樣的時候，「其顙有泚，睨而

不視」。是不是這樣講？有沒有讀過？

「顙」是額頭，子女看見這樣，連額頭都覺得痛，即不舒服，因為那是他的父母

來的。「睨而不視」。斜斜地看，都不敢用正眼看過去，「夫泚也，非為人泚」，他

之所以覺得難過、頭痛並不是為了其他，其實是怎樣？「中心達於面目」。自己的心

難過，所以表現出頭又痛，面目都覺得不妥，於是那些子女怎樣？「蓋歸反虆梩而掩

之」。於是他回去找那些草席，那些竹笪席，拿去蓋著父母的遺體了。孟子引述說我

們中國的古人就這樣。

「掩之誠是也」，這個孟子就批評了，將父母的遺體蓋好就對了。這即是說，何

解古人的父母死了要用東西來葬？就是因為有這樣的情形，父母死了就扔屍體下了山

谷，就搞出令他翌日見到難過的情況。於是他就蓋著他們。再進一步，蓋著都是不行

的，是嗎？野狗都是會拉的，蒼蠅也會食的，於是進一步就怎樣？用棺材了，社會的

進化就是這樣進步的。

這樣，我講起就講到，有了身體就有了這樣了煩惱，座上有很多老人家，到你再

過十年八年就會想了，怎麼辦呢？「魔」轉佛，魔，第一就有「煩惱魔」，第二有

「五蘊魔」，有身體的魔，這些不是魔鬼了，煩惱與五蘊不是魔鬼了。死也是魔，一

個人最怕死，你修行修得好，今日一死就你想修行也不行。死也是魔，擾亂你的，死

魔；還有天魔，那些是魔鬼了。

在佛經裏講的，欲界的，最高那層天，欲界有六層天，第一就是「四大天王

天」，「四大天王」管理的；第二就是「忉利天」，帝釋管理的；第三、「夜摩

天」，那個閻羅王管理的，閻摩羅王管理的；第四、「兜率天」，那個天王就是彌勒

菩薩來的，彌勒菩薩住在那裏，兜率天；第五、「化樂天」，那裏境界很好的，譬如

你自己喜歡吃蘋果你自己就可以變蘋果，「化」，化出一種東西來自己享受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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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天」。第六、「他化自在天」，他人化的東西你都可以享受的，化樂天與他化自在

天有甚麼不同？

就是這樣，譬如你和我，譬如我們大家都在化樂天處出世了，這樣，你想吃蘋

果，你就可以變蘋果你自己食，但我不能吃到你的，我想吃香蕉，我自己變香蕉，有

一棵香蕉樹，我可以拿香蕉來吃，但你吃不到的，化樂天就這樣。「他化自在天」就

不是，你如果想吃蘋果，你化的蘋果我也一樣可以享受，想吃蘋果，可以吃到，我

「化」了一棵香蕉你一樣可以摘香蕉來吃。他人化的東西我都可以自由自在拿來吃

的。

「他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的天王他最憎人家修行的，那個叫做天魔了。

祂有很多魔子、魔女與那些魔兵跟著祂的，凡是有些人，那些修行的高僧甚麼的，將

近證果時，那些魔子、魔女等等就走來搞你的，就會走來搞亂你的。甚至大膽到釋迦

牟尼佛在菩提樹下祂都走去搞他的。這樣，那些就是天魔，那些就是魔鬼。

我懷疑耶穌講的那個撒旦就是祂。所以你說將那個M raā 的「魔」譯做魔鬼是不

對的。佛有一種降服魔怨，「怨」即怨敵，敵人，怨家，對於那些魔與那些怨家他有

降服的力量的，有這種功德。「所行無礙」，即那些天魔等等，與怨敵不能阻止他，

他所行，「行」即是活動，他的一切活動不受魔來到阻止他。

乙九、講他的說法功德，能夠說種種法，對機說法，「其所安立不可思議」，這

個「安立」兩個字，佛經裏「安立」兩個字就當「解說」，解釋說明那樣解的，他所

說的道理我們普通的凡人不能用我們的意識去思量。形容我們想去議論，但亦難議論

得清楚的。不可思議。

乙十、他能夠預記三世的東西的。怎樣「三世」？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叫

做「三世」。過去世的東西我們不能預言得到，譬如你說我五百世前做過甚麼？你怎

能知道？佛就不是，對於這一世之前的很多世的事他都能夠講出來，「記別」，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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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明明朗朗講出來。對於現在的事就人人都可以記別了，但對於未來的事他也可以

記別，所以佛經常常有某某人未來多少劫之後你會成佛，你成佛的時候名字是甚麼。

「預記」。

「記別」者，即是預先講他，記別三世的功德。由於三世的平等法性，「遊」就

遊歷，他的心遊歷過去、現在、將來三世，「平等」即是一樣，都一樣是那麼清楚

的，不會是現在的事就清楚，過去與未來的事就不清楚的。平等的狀態，這個「平

等」兩個字當 same解。法性就當 quality，same quality。

第十一種，「普現化身功德」，能夠普遍地在各處地方都現化身的，通常「化

身」有兩種，大家要知的，化身，一種，佛要成佛的時候他要現出一個化身佛出來，

好像釋迦牟尼佛那樣，那些叫做化身。另外一種，不被你知的，不被你知的，譬如他

想救你，他不會變一個佛的樣子救你。

例如你常常念佛，又做過很多善事，你在大海裏遇到沉船，人人都淹死了，你就

會得救，你得救的原因可能剛巧你是有一塊爛板托起你，將你漂了上岸之類，原來那

塊板就可能是他化身的力量做的。有時你在深山欠缺水飲，會渴死了，忽然間見到有

一個人告訴你，那裏有水了，你去那裏，你就走過去飲水，其實這個告訴你的這個人

是佛的化身來的，有時是羅漢的化身，有時是菩薩的化身。

有時，譬如你這一世，因你過去的業力，你在這一世應該是被塌下的屋壓死的，

剛走到那裏那間屋就倒下來了，將近行到未到時候，剛好有個乞兒在那裏，攔住你的

路，碰一碰你，阻住你行，就阻了幾秒鐘，阻了你幾秒鐘之後，那邊的屋就倒塌了，

你剛剛未行過去，差一點，你一場驚險就不見了，不用身受其害，有些就這樣。

再看下來，那乞兒都不知去了那裏了，這就是佛的隨類化身了，一種是這樣的。

另外一種是正式的表現成佛的，第二就是隨類化身的。兩種化身，隨類化身的佛，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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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的這些化身的，這類化身我們是不可思議的，看你的緣是怎樣的。至於那些表現成

佛的那些，那些是這樣的，這個是要的，按照佛經那樣說，我們的世界的中心叫做須

彌山，須彌山的四面有大海圍繞，大海裏面有四個大洲，我們就住在南面的大洲，叫

做南贍部洲。佛的出世，釋迦佛的出世是在我們南贍部洲的中心點的地方，當時叫做

印度，中印度的地方，在那裏出世。

好了，這樣講到這裏，一個須彌山，旁邊有個四大洲，這樣，須彌山頂上有三十

幾重天，這樣總合起來成一個小世界，記住，小世界，一千個這樣的小世界就叫做一

個「小千世界」，一千個「小千世界」就叫做一個「中千世界」；一千個「中千世

界」就叫做「三千大千世界」，簡稱叫做「大千世界」，何解有個「三」字？即是將

「千」自己乘以三次，乘一次就是「小千世界」，乘二次就是「中千世界」，乘三次

就是「大千世界」，所以叫做「三千大千世界」。大家不要解錯了，以為「三千個」

大千世界，不是這樣。一千乘三次那樣多的「小千世界」。這樣，這麼多世界合起來

我們這個世界叫做「娑婆世界」，「娑婆世界」裏面包含三千大千世界。

這樣，當釋迦牟尼佛在我們這個世界的南贍部洲出世的時候，只是在一個小世界

而已，這樣其他世界豈不是無佛說法？不是的，在「三千大千世界」中的每一個「小

千世界」同時見有一個釋迦牟尼佛降生，同時見有一個釋迦牟尼佛，即是我們這裏的

娑婆，這個小世界裏我們見到的釋迦牟尼在印度那裡出世，另外東邊、南邊、西邊、

北邊，無數那麼多的小世界裡，這個娑婆世界的系統裡，各有一個釋迦牟尼佛一齊出

現，同時見到他降生。所以你看看我上面有幾個字：於一切世界的洲主，「洲主」即

是四大洲同時有佛入胎，同時有佛出世。

這樣何解一個人可以同時在「三千大千世界」同時降生的？它的理由是這樣，佛

根本就沒有入胎，佛根本沒有在胎裏降生出來，而是你們每一個眾生的因緣成熟，自

己變起的情境，共變的情境，變出覺得有個佛在這裏出世，他只是一種「加持力」加

在上面，令到你見到有個佛出世，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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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沒有起到「變化身」，就好像你去剪髮，你去整頭髮，你坐在中間，這邊是

鏡，那邊是鏡，四面都有鏡，每個鏡裡都有你的頭在那裡，是嗎？譬如有一百塊鏡排

著就會一百個鏡都有閣下的頭在那裏，並不是你閣下的頭走了去鏡裡面，而是那一百

個鏡反映你的頭。

佛出世也是一樣，「化身佛」出世也是一樣，那些眾生的因緣成熟，眾生的心共

變，像一塊鏡子那樣，你就在鏡子裏面現那位釋迦牟尼佛出來。明白了？所以一個佛

出世就三千大千世界同時見有這個佛出世，所以這裏說：「其身流布一切世界」。三

千大千世界都見到有佛身出世，你看看經文：「於一切法智無障礙」，對「一切

法」，他的智慧無疑滯的，你怎樣問他就能怎樣解答。

第十三、「於一切乘眾生能成隨所應，示現自身的功德」。對於一切乘，甚麼叫

做「一切乘」？通常我們說有「大乘」、「小乘」，是嗎？再講闊些就有甚麼？

「聲聞乘」、「獨覺乘」、「菩薩乘」，再講闊些有五乘，有「人乘」、「天

乘」、「聲聞乘」、「獨覺乘」、「菩薩乘」五乘。任何乘的根基，他都可以說你那

一乘的法。於一切乘的眾生，他都可以隨著他應該能夠講的，他能夠現身給他說法

的。即是經文這句，「於一切行成就大覺」。這個「行」者指甚麼？是指活動的情

況，對於各種一切乘裡的所有場合，一切乘所有活動的情況他都可以 加進來，在那参

裡表現他成「大覺」。

乙十四，說一切相法，「智無疑滯」功德，說一切各種不同情形的法他的智慧都

可以說，不會有疑滯的，與乙十二不同，乙十二講斷疑的，這裡講他說法的。「於諸

法智無有疑惑」，對於說一切法智他一點都不會疑惑，認為他哪種時候說哪種法，對

哪種人說哪種法，他一點都沒有疑滯。上文就斷疑來說，這一段是就說法來講。

乙十五，「於諸趣現身不可分別」功德，怎樣是「於諸趣現身不可分別」？譬如

釋迦佛在我們人間現身他一定現人的樣子，令到我們看到他與我們人一模一樣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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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他是要化度那些猴子，在猴子群裏現身，他就一定現成猴子的樣子。等那些猴子見

到他就是猴子的樣子。如果他在天，對那些天子說法，他就現天子那樣的身，令到那

些天子見到他與自己一樣的身體。不可分別，與那一趣的眾生的形像，不能夠分得開

的。「凡所現的身不可分別」。

乙十六、「成就佛種不斷的方便」。「方便」者，即是等於「手段」，他很有辦

法很有手段令到佛種，佛的種子不斷絕。何解？如果一切佛法在釋迦師故去，涅槃

了，佛法就滅亡，那樣不行的，他一定要傳法給菩薩，令菩薩然後又再傳給人，令到

佛的種子一路不斷絕。「一切菩薩正所求智」。他能夠度很多菩薩，那些菩薩是正是

向他求，學習他的那種智慧的。

乙十七、「自性身殊勝功德」，佛有三身。第一、他成佛的時候，他「真如體」

證得非常之圓滿，這個「真如體」就是他的自性身；他的自性，他的「真如自性」就

是他的自性身，他自性身他證得很圓滿，菩薩沒有他那麼圓滿的。佛「得佛無二住勝

彼岸」，得佛無二，得到佛所有的，「無二」即是無差別的，無形無相，無差別的無

二。「住勝彼岸」，他住在，「勝彼岸」就是波羅蜜多。他修波羅蜜多修得很圓滿，

修到很殊勝，因為修波羅蜜多修得很殊勝，所以他能夠證得真如自性，而且證得很圓

滿。所以這句「得佛無二住勝彼岸」這一句是指他證真如，證得圓滿的功德。

乙十八、佛除了自性身之外，自性身一般叫做「清淨法身」，你們念佛，或者打

佛七，或者修晚課時，到最後時一定是禮佛的三身。是嗎？一定是「南無清淨法身毗

盧遮那佛」；「清淨法身」就是指這個「真如自性」，其實不是佛的樣子，是無形無

相的真如。

第二個就皈依甚麼？「報身」，「南無圓滿報身盧舍那佛」；這位即是「報身

佛」。講到這裏你們又有一事不可不知了，梵文的 vairocana，你們念光明真言會念

這句了， O  amogha  vairocana  mah mudr  ma i  padme  jvala  pravarttyaṃ ā ā 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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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ūṃ，vairocana譯做中文譯音叫做「毗盧遮那」，譯意就譯做甚麼？叫做日輪，日

光，vairocana即是日光、日輪那樣解。其實毗盧遮那佛到底是法身佛抑或報身佛就

不知道，我們今天不講，因這個問題牽涉很大，vairocana就譯做「毗盧遮那」了，

但有人將它譯成甚麼？把 vairocana的那個 vai字略了去，rocana，vairocana那個

高音，那個 accent在 ro處,rocana,那個低音 vai就略了去,rocana,就譯做盧舍那，即

是說盧舍那即是毗盧遮那，同是那個字，但現在的人不知道，就說毗盧遮那佛是清淨

法身佛，盧舍那佛就是圓滿報身佛，就搞錯了千幾年，現在人人都還是這樣念，將錯

就錯，到今天還是有人錯。那羅生，你又諷刺人了？這個不是我諷刺人，這是我的老

師講的，《太虛法師文集》裏面講的，說盧舍那即是毗盧遮那。

這樣，好了，我們不必講這兩個的爭執，佛有「報身」，這即是說「自性身」亦

名叫做「法身」，「法身佛」你們記住了，所謂「自性身佛」有人叫他做「法身

佛」，有人叫他做「清淨法身佛」，即是說相等的，「自性身佛」即是「法身佛」，

亦即是「清淨法身佛」。至於他是不是叫做毗盧遮那佛就先不要理，因為這個毗盧遮

那這個密宗的佛，我們不要整些葛藤落去，不要牽連進去，佛除了「自性身佛」，自

性身之外，他還有兩個身，一個叫做報身佛，報身佛是他歷劫以來，在三個大無量劫

以來修六度萬行所得的效果，他所得到的身體不是我們普通凡夫身體的樣子，是光明

照耀的很清淨的身體，那個叫做「報身」，報身佛本來應該，剛才講的自性身就即是

「法身」，是嗎？即是「法身」，自性身就即是「法身」。

第二個就叫做「受用身」，「受用身」亦名叫做「報身」，「受用」即是享受，

他歷劫以來修行很多功德，他現在成佛了，他應該享受回他的那些果報，他這個享受

果報的身體叫做「受用身」，「受用身佛」舊譯就譯做「報身佛」。好了，講到「受

用身佛」，讓你們休息一下好嗎？

聽眾：好。

羅公：等一會接著講下去，因為「受用身佛」會講長些，「受用身」有「自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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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他受用身」，休息一會。已經講了？是嗎？現在就講「受用身」了。

「受用身」即是他歷劫修行以來所作的這麼多善行所引起的、所招引的功德，這

種功德顯現出來而成為他的「受用身」，有人將它譯做「報身」。佛有兩種「受用

身」的，一種叫做「自受用身」，「自己受用」他人看不到的，其實這個，他自己受

用的這個就是他的智慧來的。

六祖大師有人問他，「三身」是怎樣的？六祖就答：「清淨法身，汝之性也。」

那甚麼叫做「清淨法身」呢？即是什麼叫做「自性身」？是你的真如本性是也！是無

形無相的，是你的真如自性來的。又對呀！「圓滿報身，汝之智也」；甚麼叫做「圓

滿報身」呢？你的智慧就是了。即是照六祖說的，圓滿報身就並不是有一個萬億紫金

身站在那裏那樣的，是他的智慧來的，智慧是無形的，是無形無相的，如果這樣豈不

是無佛？其實就不是，

「報身佛」，即是「受用身」有兩種「受用身」：一種是「自受用身」，即是他

的智慧；一種叫做「他受用身」，是表現出來、示現出來給他人看到的，他人受用

的，不是他自己受用的，那些是萬億紫金身，整個很莊嚴華麗的身，就給那些人，那

些眾生，那些菩薩看到他，去敬禮他。所謂「西方極樂世界的」那個，如果照六祖講

就是甚麼？他用無形無相的，就根本無阿彌陀佛那樣了，其實六祖所根據的是「自受

用身」，是無相的。

另外有個「他受用身」就是有相的，西方極樂世界的那個阿彌陀佛應該就是「他

受用身」。「自受用身」我們看不到的。所以很多大德，那些學唯識的人，好像太虛

法師的那些，都認為極樂世界的那個是「他受用身」，是有形有相的，

真是見到的，他用手摸你的頭，你完全有感覺的。

那麼「自受用身」就無形無相的，就無所謂「土」了，「自受用土」就即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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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地方的了，「自受用身」所自住的地方呢？就叫做「自受用土」了，土地的

「土」了，「自受用身」既然是智慧了，那「自受用土」當然都不是一塊地的樣子

了，是嗎？亦是無形相的。「他受用身」是有形有相的，有形有相的「他受用身」應

該有個地方給他住的，他所住的世界叫做甚麼？「他受用土」，即「報土」了。現在

所謂西方極樂世界就是「報土」，「他受用土」了。所以那些淨土宗的人就是根據這

點，就說去到極樂世界就確實有一個現實的極樂世界的，這是根據有「他受用土」與

「他受用身」。

六祖說沒有的，是根據是「自受用身」、「自受用土」。各人根據一邊，我就兩

邊都要，各有各的道理無違反的，是嗎？他的智慧就是「自受用身」，他所表現的身

體就是「他受用身」了。是嗎？他的「自受用身」無形無相的，所以「自受用土」亦

無形無相了。「他受用身」有形有相的，所以「他受用土」亦好像極樂世界那一類

了，又通，是嗎？

這樣即是報身，報身的「自受用身」無形無相的，所以他的「土」亦無形無相，

「自受用身」是指佛的智慧，「他受用身」是佛為了度那些已經「見性」的菩薩，

「見道」的菩薩，就現起「他受用身」、現起「他受用土」給那些見了道的菩薩生活

在那裏，何解佛要這樣？

因為佛歷劫修行的無量功德他是應該得到這樣的受用身的，是應該有這樣的「受

用土」的，不過這些受用身就要那些見了道的菩薩才能見得到，那「受用土」就要那

些見了道的菩薩才能夠去得到那樣解。是嗎？那豈不是佛就一味度那些見了道的菩薩

就好了？我們就變成沒有份，我們未見道的？那就無人度我們了？他說，不是！我們

所變的凡俗的世界，釋迦牟尼佛當他一生起「受用身」的同時就現出那個變化身，入

我們這個世界，三千大千世界裏面每一個小世界都現一個釋迦牟尼在那裏出現，那個

是「化身佛」入我們這個凡夫的塵俗的世界，「化身佛」，釋迦佛是「化身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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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他的報身佛叫做甚麼名呢？報身佛，阿彌陀佛就是他的報身佛來的。又有人

說，不是，釋迦佛的報身佛在摩醯首羅天(Mahe vara)ś ，就叫做毗盧遮那佛。譯名譯

歪了音就叫做盧舍那佛，其實這個是釋迦佛的報身佛。就在摩醯首羅天，摩醯首羅天

中間有一個國土就叫做密嚴國土，這個密嚴國土是釋迦牟尼佛的報土來的，即是報身

就住在報土，即是毗盧遮那佛就住在密嚴國土那裏說法的。釋迦牟尼佛就在我們人間

這裏說法的。

佛就有三身，三身就有三土。我們的「報身」怎樣才可得？那報土又怎樣裝飾它

的？它就解答，《金剛經》裏也有這樣解答。要我們修行的人，菩薩要從事一種工

作，一種功夫，一種甚麼功夫？是莊嚴佛土的功夫。我們未成佛，預先就要裝飾好我

們成佛，那個報身佛所住的報土，預先莊嚴，怎樣莊嚴？找泥水匠，木匠去造桌椅，

造門？蓋房子？不是。是甚麼？要修「無相觀」，然後就能莊嚴了。

你就會問了，「無相觀」是凡有相都要撇開的，莊嚴是由那些莊嚴的種子顯現出

來，每一個眾生大抵他的「第八識」裏都有那種很莊嚴的「無漏種子」寄存在那裏，

即是說被我們的「第八阿賴耶識」遮蔽住而不能夠出現而已，我們常常在塵俗世裏有

很多煩惱生起就遮蔽了，就令到那些極樂世界的報土的種子被阻壓著不能夠出現，我

們想它出現唯有修「空觀」，修那種「無相觀」，「無相」者，把它來「空」、

「空」、「空」，把有漏世界的東西來「空」，把我們「有漏世界」所有的煩惱空了

它，把我們那些「法執」空了它，完全空了之後，於是我們的「我執」、「法執」的

勢力就弱了，越來越弱，越來越弱，漸漸地到了最後就燒毀了那些殘餘的俗世的「有

漏種子」，「煩惱種子」完全燒毀，當燒毀了那些「煩惱種子」、「有漏種子」之

後，那些「無漏種子」，那些原來寄存在這裏的那些莊嚴華麗的「無漏種子」頓時就

即刻爆發，好像你引了一條火藥線，一燒到過去就整個爆發出來，那時，莊嚴華麗的

種子一時爆發，於是他一成佛之後就燒毀了那個「第八識」，一爆發之後燒毀了那個

「第八識」，跟著的那個新「無漏」的識叫做「庵摩羅識」就出現了，那「庵摩羅

識」一出現，那「庵摩羅識」裡所含藏著的那些無漏的莊嚴華麗的種子就出現，這些

「無漏」的莊嚴華麗的種子一出現，就現起、變起他這個報身佛與那個「報土」就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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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出來，他在那裏變起，目的是化度那些見了性的，見了道的菩薩，我們這些未見道

的菩薩因為「有漏」的勢力太強了，那些無漏的種子不能出現，所以變不起那些莊嚴

華麗的世界。

一定要做到怎樣？一定要修「空觀」修到一定程度，修到我們都可以見道了，那

時我們將那些煩惱最低限度那些煩惱減了消失了三分之一了，那些無漏的、莊嚴華麗

的的種子有時都可以出現，但在這個俗世裏不能出現，所以我們一見了道之後，如果

我們想那些「無漏種子」出現，我們只要向「阿彌陀佛」或者「藥師佛」，向那些報

身佛發願：「我想生去你的世界」，於是他給予一種「加持力」給你，加了一種力量

給你，你在這裏一死了以後，你的「識」裏面那些儲存好的那些無漏的莊嚴華麗的種

子就會爆發一部份了，當他爆發後，他又沒有力量變起一個「報土」，沒有力量可以

變起「報身」，怎 辦？他等阿彌陀佛或毘盧遮那佛，人家已經變了的，他加進去，麽

你明白嗎？

即是你想做一個一億圓美金的大企業，但你做不起，你可以怎樣？你可以加入他

們，買他們的股票，做他們股東的一部份，人家賺到錢你也有份，有得分紅，你就念

那個佛，向他發願，這裏一死後就生去他那裏，生去他那裏並不是他拉你去那樣簡

單，而是你自己的那些莊嚴華麗的種子變起，而他給你一種助緣，互相感召而令你生

那邊，在那邊修行。這樣，生「報土」，所以要地上菩薩，即是見了道的菩薩才可

以。那我們又未見道，那就念一世阿彌陀佛都無用了？是嗎？

即是好像那個忍慧法師，你以為就這樣就可以生去了？他這樣說。是呀！你要參

禪參到見性才行嘛！他是對的，是嗎？你不要說他不對。我有個朋友叫做曾壁山被他

指著來 嘛！你想「生」？你幾時得來！我都未得，他這樣 。你見性未？六祖那些駡 駡

就行！那些就能生得！你又想「生」？他又是對的。「報土」就這樣，不行的，但是

可以生「化土」嘛。有「報土」就必有「化土」的，還有，生阿彌陀佛的「報土」不

行，你生彌勒菩薩的兜率天就可以收容你，即是說你考多倫多大學考不上，你可以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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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它多多都收嘛！彌勒菩薩比起極樂世界就好像 College 比多倫多大學一樣？

一樣可以行，讀到差不多畢業你可以轉過去，是嗎？

所以，念阿彌陀佛不能生「報土」，如果你未「見道」不能生「報土」，大可以

有彌勒菩薩那處收容你。還可以這樣，它極樂世界有個「化土」可以收容你的嘛！所

以念佛法門就有這樣好。尤其是我們學佛的時候，等於怎樣？等於做生意買「燕梳」

(保險)，買保險，萬一博輸了，都還有燕梳(保險)公司給你搞定它。所以那些學「唯

識」的講理論，好像我那樣，學「唯識」講理論的，一樣是要念佛的，一樣是要念佛

的。不是的話，死了以後沒把握你說怎麼辦？只學一套概念真的沒把握的，怎麼辦？

我買保險，念了佛先，是嗎？

所以，學經教學理論的，最好要兼念佛，或者兼修密宗的一種咒語，這樣就無撞

板，等於買了保險。尤其是那些學參禪的，好容易，一個人幾十年很容易老的，參幾

十年都是渾渾噩噩毫無所得怎麼辦？那個忍慧法師就這樣，他一世參禪，打了一世禪

七他都無把握，結果他要修「中陰救度法」，我說忍慧法師，我今年這樣說過他，你

念阿彌陀佛啦！他仍然爭：阿彌陀佛我就能去嗎？等我「見性」才能去！我說：你不

可這樣執著，阿彌陀佛有報土的嘛！阿彌陀佛的報土你不能去，「彌勒菩薩」的兜率

天收容你的嘛！你不能入去有難民所收容你的！那用這樣笨？男人大丈夫都那樣，你

猜他怎樣說？男人大丈夫長驅直入才行的嘛！走去難民收容？這樣講法！你說這些不

就是執著？這樣，所以念佛是好的，尤其是一味講理論那些就一定要，或者那些參禪

的就更加要。

所以現在沒有人只參禪修禪宗沒有人那麼笨的，即是做生意不買保險，你移民走

來加拿大，不參加保健真不行，你去到美國不參加保健計劃，一有病都不知怎樣還醫

生債。在美國就這樣，我有個朋友進了一次醫院，回來後搞來搞去，還了幾年都還不

清那些債務，因為他沒有參 加保健計劃。所以學禪宗的人一到宋朝就要禪淨雙修参

了，兼修淨土了，就這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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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明禪師，有一個永明禪師他就修禪了，修禪他就叫人兼念佛了，有禪有淨土，

不是！有禪無淨土，十人九錯路，不修念佛就十個參禪九個錯路，無禪有淨土，就萬

修萬人去，反而不參禪就念佛，因為念佛不參禪一般人修，萬人都可以去的。穩健

嘛，有禪有淨土兩種都齊，就猶如帶角虎，老虎加了一對角，老虎加了一對角最多就

惡些，無礙的嘛！所以現在不能只學禪宗，學經教，念佛法門。好了，報身，「三

身」已經講了，你看看這裏，自性身殊勝了，「得佛無二住勝彼岸」已經講了。

乙十八，受用身分殊勝功德，「不相間雜。如來解脫妙智究竟。」這樣，自性身

與受用身不同的就怎樣？「受用身」就個個佛都不同相的，譬如阿彌陀佛的「受用

身」與藥師佛的受用身樣子不同，通常藥師佛，你修藥師法，藥師佛多整個樣多數是

藍色的，那些肉，皮肉是藍色的多，阿彌陀佛就是紫金色的，阿彌陀佛。藥師佛就一

片琉璃的，淨琉璃世界，藍色的，阿彌陀佛就是七寶莊嚴的顏色不同，每個佛的報身

不同樣，每個佛的報土世界不同樣子，但每個佛的「自性身」都是同一樣的，都是真

如。「不相間雜」的，每個佛的報土、報身都是不相間雜的，都是由「如來解脫妙

智」變現出來的。

乙十九，你看看我上面的這幾個字：「如來解脫妙智不相間雜，」「妙智不相間

雜」即是他的「自受用身」了，他現出來的「受用身」亦「不相間雜」。乙十九，

「證真如相功德，」這裡正式說明他證真如相功德了。「證無中邊佛地平等。」證無

中邊真如平等。他能夠證得真如，這個真如是一切諸佛都是一樣的，平等的，佛智平

等。一切佛的階段所證得的真如都是一樣的，既然「真如」是無相的，所以無中間，

無叫做邊，無中邊。

乙二十、「窮極清淨法界功德」。他證了真如了，真如這個名又叫做法界，真如

所在之處佛的身都可以達到，「真如」遍於東方萬萬億里，佛的身亦可以在東方萬萬

億里顯現，所以「極於法界」，凡有真如法界的地方他都可以那裏顯現，「極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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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

乙二十二：「遍虛空界利有情功德」。這個是指「空間」，是空間無量，茫茫太

空無量那樣闊，任它太空茫茫都好，任何一處他都可以現身，所以是「盡虛空性」，

虛空性即是這個太空，太空所到之處他都可以現身。這是就「空間」來講。乙二十

二：「無有盡期利樂有情功德」：就時間講無盡期，「窮未來際」，未來的時間無窮

無盡，而佛的功德亦無窮無盡，所以，佛的「無住涅槃」是永遠不入涅槃的。這樣，

這二十二種就是佛的功德。

第一種是總功德，第二種至第廿二種是各別的，particular 逐點講的，這樣，佛

的功德怎樣？我們一看這裏就知道。報土怎樣？報土有十八種圓滿相，一看就知道。

這本經的好處就這樣，下文就留以後講了。不過我先講標題，到甲三了，這一品的第

三部份了，「顯如來眷屬圓滿」。佛不單是一個人的，他有很多眷屬，即是像你一個

家長，有很多眷屬，佛亦有很多眷屬，佛的眷屬，有那些？有兩類眷屬，一類是那些

出家人，「聲聞眾」跟他出家的那一千二百五十人，第二種，菩薩眾，那些大菩薩，

譬如觀音菩薩、文殊、普賢那些。

那些大乘的，那些出家的那些多數是小乘的，現在下文就講它了。兩種，乙一、

乙二，乙一是指，乙一指聲聞，那些小乘的出家人；乙二指那些大菩薩，大菩薩不一

定是出家的。好了，那些乙二就留以後才講了。

聽眾：羅師母大人的，與大家結緣的，每人都可以拿一張。我想請羅教授解釋一下這

個像是怎樣的，因我們不是很認識。

羅公：這個像，如果你，首先我聲明，如果你是想修準提法，最好你就找一個密宗的

法師，密宗的法師有兩種，一種是東密的，在日本傳過來的，我知道，東密的

道場在多倫多我不相信它有，沒有的。如果東密無就去找那些喇嘛，喇嘛，紅

教也好、黃教也好、白教也好，那些喇嘛，那些喇嘛有些人，有些人他是有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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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傳準提法給你的，如果他是有的，有喇嘛在，你去找他，叫他傳準提法給

你，這樣，這個手續是最正確的。如果你說我找不到，或者我又不想找又怎

樣？別的法不行，準提法你未經正式傳法，你自己都可以修的，它很方便的。

這樣，如果你想修這個準提法，通常就是這樣的，想這個像差不多，怎樣想呢？

想你坐在那裏，萬緣放下那樣，沒有甚麼思慮，沒有雜念，之後就想前面甚麼都沒

有，前面一片大海茫茫的那樣，一片大海茫茫那樣，大海之中，那個海水裡面有蓮花

的種子，有蓮花的種子，譬如有蓮花蓮藕，一路標芽，標出來，標一條蓮花莖，蓮花

莖，一條蓮花莖，標出來有兩條龍王，兩條金龍一邊一條，就撐住它的，這裏有沒

有？有的，兩條龍王支撐住那條莖，兩條金龍撐住那條莖，那朵蓮花苞，那朵蓮花是

紅白色的蓮花，蓮花苞就開了，想蓮花就開了，蓮花就開的時候就好像一個盆那樣，

是嗎？

蓮花就像盆上面有一個 cushion，一個墊，蓮花上有一個 cushion，那個

cushion是怎樣的？是將那個月亮壓成一個 hot cake那樣，一個餅那樣，扁扁的就

像街上賣的老婆餅那樣，扁扁的，月亮來的，扁的月亮，就鋪在那裏做 cushion,聽

不聽得到？上面就有一個字，這個叫做 bu, 這個就是 ba, 這個 B，這個就是 u , ba

u 就 bu，叫做 bu 字。這個 bu 就代表準提的種字。

  

代表準提的種子，其實這個種子就是你心裏的種子，準提的種子，那個 bu字是

金色的，好似一條線那樣，好像金線那樣。在那個 cushion上面直立，就放光，定一

定放光，在那個光以後，在那個光裡一變，變成一個瓶，我不會畫畫，一個瓶，這樣

一個瓶又得，即是甚麼？……淨瓶即是觀音菩薩拿住的那個，觀音菩薩不是拿著那個

淨瓶？

18



聽眾：淨瓶。

羅公：你整成它這樣又得，你整成它好像一個茶壼那樣，有嘴的都可以的，瓶有兩

種，一種是有嘴的嘛，一種是無嘴的嘛！觀音菩薩拿著的是無嘴的，是嗎？但

那些喇嘛給你灌頂就多數拿有嘴的替你灌頂，你灌過頂未？拿著有嘴的在你的

頭頂處，有嘴的瓶，瓶上插著孔雀尾在那裏，在你的頭上放一放就灌了頂。一

個瓶，那個瓶是七寶所成的，你就觀想它好似鑽石閃光那樣七色華麗的，再由

那個瓶觀想裏面載滿了甘露，這樣，再由一個瓶在那裡放光了，放光後，在光

中出現一個準提菩薩了。

就這樣觀想準提菩薩了，他坐在那個 cushion上面，準提菩薩。這麼多隻手

臂，至於這麼多種東西是不是都是如法呢？我就不清楚，因為我不記得這麼多種的

嘛！不過我們知道就這樣，十八隻手臂其中有十六隻拿著東西，中間最重要的那一隻

就結一個印，這樣的，準提的印，兩隻手這樣，兩隻手這樣，叉住右手 左手的，凡叠

結印一定是右手 左手的，兩隻中指 起，這兩隻食指掂住中指上面的節，這兩隻手叠 竪

指，拇指在側邊又得，壓在中間亦得，這個印，這兩隻手指疊住的，不要豎起手指，

豎起就是另一個印了，這樣，這樣就在當空的，這個是準提的契印了，是記號來的，

是身的記號。

「身」、「口」、「意」三業，心就想著準提，想他的樣子就是意業，身就結他

的印就身業，口又要念著他的咒，這樣就「身」、「口」、「意」三業，三業就好像

有個密碼那樣，與他密契的，所以叫做三密加持，你「三密」俱備，準提菩薩就加一

種力量給你，支持你，令到你的功德快些成就，這樣就叫「三密加持」。這樣，你念

那個「準提咒」通常在念他的時候就一定是念一首讚來讚美他的，那首讚就最多念三

次而已，其實就一次都可以了。我修就連讚都沒有念的，因為舊時我們的師傅教都無

用讚的，所以我修準提法就連讚都沒有念的。

那首讚通常就這樣：「稽首皈依蘇悉帝。頭面頂禮七俱胝。我今稱讚大準提。惟

願慈悲垂加護。」即是讚你，你念一下，你讚人成日讚嗎？讚完就好了，啊！你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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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了，真是好人了！講完就好了，你還不斷好人啊！好人啊！那樣，這樣就不對，

不合理的，所以讚不用太多的。現在有些人不懂，以為念「準提咒」念一百次，連讚

人念一百次就不對了，你對他講話，讚他很長時間又怎對？讚就讚一會就好了，讀讚

一次，最多讚三次為止，一次就已經對了。

這樣念完它之後就叫做念大咒，「大咒」即全篇的「咒」，complete 的

「咒」，大的「咒」，如果梵文就這裏了，普通中國譯本就是中國譯了，譯文的就處

處都有了，如果梵文譯的你就怎樣？Namaḥ即南無，Nama  sapt n   Namaḥ ā āṃ ḥ

sapt nā āṃ，三藐三菩陀 Samyak sa buddha  Samyak sa buddhaṃ ṃ ，俱胝喃

ko n  ko nṭī āṃ ṭī āṃ，怛姪他 tadyathā或者讀 tadyathā都得，因為 dya 讀得快會讀

成 di ( 支 )，即是英文那個 d 字。加拿大人和美國人講話 d字漸漸讀成 g音，譬如

你說 did you兩個字，那個 d他讀成 did you，所以讀得快就成了 tadyath ,ā再快些

就怛姪他了,tadyathā。

下面那個 oṃ字就是英文的那個 or字的音，英文的 or字，查字典不是有個 or

字那樣的？發那個 or字音時，你的氣就不要在口內直接出，將氣大部份的氣鼓上鼻

那邊出，是嗎？不是 ong,ong不能拉長的，ong不能拉長的，這個是 o …o …ṃ ṃ 那

個口是不合上的，口一合上就變成 om字了，om合上了，它不是，不是 om，所以

o …o …ṃ ṃ 不是合口的，是不是張大口呢？ong呢？ong是張大口的，它又不是張大

口的，如果張大口就變成 ong了，ong它不是。半開半合，很自然地，閉七開三差

不多上下，半開半合來發音，o …ṃ 將氣在鼻子那裡鼓上去。o …ṃ 可以很長的。o …ṃ

那些喇嘛念 o …ṃ 那樣。

如果那些印度人想「治鬼」甚麼的，污糟邋遢有鬼等等，就 o …ṃ 那樣，他們說

那些鬼就不敢近身的了，還可以有一個比它惡。開車，塞車，他說他每次將近會塞車

就念個 oṃ字，唸 o …ṃ 一路開車的時候就次次都非常之便利了。一個印度人這樣

20



說。總之，發 or字的音，你個口就半開半合，o …ṃ 那樣，法文就有這個音了，法

文，拿破侖(Napoléon Bonaparte 1769－1821)，Napoléon就那個 éon字 éon那

樣，oṃ字讀做 o …ṃ 中國人自唐朝譯了以後就一路讀錯了，錯到現在的人唵、唵、

唵、讀錯了。

o …ṃ 唵折戾主戾，準提娑婆訶。(o  cale cule cund  sv h )ṃ ī ā ā ，折戾主戾，cale

cule,喳， 蔗汁那樣的音，揸 le是 do le mi fa so的 le, cale,cule。那些人，現在那些

小女孩叫做甚麼名，Judy, cale cule，準提 cund , joon joon joon, cundī ī爹 的爹哋

cundī，娑婆 sv h  sv h  ,aā ā ā ā 字讀 ar，v讀 va s, sv ,ā所以很多人讀錯的。那些人讀娑

婆訶，娑婆訶就離了譜， sv hā ā，娑婆訶 sv hā ā 那個 s 讀娑，那個婆字古音讀

vā，sv hā ā。

那些密宗的法師日本來的又是讀錯了，日本人發的音，你看日本人講英文你已經

會領教過了，日本人說 sv hā ā他們讀 sv kā ā的，這個 hā字他們讀 ka的，sv kā ā那

樣。所以日本密宗讀那些音都是不正的，sv kā ā那樣。娑婆訶 sv hā ā，a字，sv hā ā娑

婆訶 sv hā ā。這樣那條就叫做「大咒」了，nama  sapt n  samyak sa buddhaḥ ā āṃ ṃ

ko n  tadyathṭī āṃ ā，o  cale cule cund  sv hṃ ī ā ā，這就是「大咒」。

普通「大咒」就最多念七遍，有些人念，我念就只念三篇而已，「大

咒」nama  sapt nḥ ā āṃ即是皈依準提菩薩那樣解，真真正正的準提咒是最尾那句，

那句叫做「心咒」了，「咒心」，這是「心咒」了。唵折戾主戾準提娑婆訶，oṃ

cale cule cund  sv hī ā ā，你念的時候通常就這樣念，o  cale cule cund  sv hṃ ī ā ā，一

粒。o  cale cule cund  sv hṃ ī ā ā；或者 o  cale cule cund  sv hṃ ī ā ā你念一千遍就是念

一千遍「心咒」，念一萬遍心咒，你不用念 nama  sapt n  samyakḥ ā āṃ

sa buddhaṃ ，不用的，不用念「大咒」的，更加不用「稽首皈依蘇悉帝。頭面頂禮

七俱胝。」，很容易，所以凡念咒要以十萬，十萬做單位，這樣才靈的，大概七八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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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開始覺得靈了。如果你想念一萬幾千就想靈，求這求那是不行的，那些喇嘛都是念

十萬百萬做單位。

聽眾：是不是每日念十萬？

羅公：不是！每日。譬如每日念一千那樣，十日就一萬，百日就十萬啦！你可以這樣

的。

聽眾：他說念九十萬咒。

羅公：九百日囉！

聽眾：九十萬遍就你一生的業障都可消除了，

羅公：這樣，是這樣說了，是嗎？業障就這樣的，由那個業所引起的。

聽眾：阿賴耶識。

羅公：念咒和念經都可以令業力拖，拖慢，凍結，漸漸地永遠凍結就得了。有筆存款

在銀行永遠凍結了，即是等於沒有了！是嗎？消多少都好，有時在夢裏面發一

個惡夢，那就今世應該出現的就了卻。凍結到來世再算了，到來世又發一個這

樣的夢，一路凍結。

聽眾：發夢都有效？

羅公：發夢都有效是誰講的？那個黃教喇嘛宗喀巴大師講的。

聽眾：怎樣才可以？

羅公：菩提心即是這樣，這個菩提指甚麼？最高的覺悟，指佛所有的覺悟叫做菩提。

發菩提心又叫做發菩提願，發一個願要得成就最高的覺悟。

換言之，即是甚麼？即是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上正覺。無上正等正的覺，

即佛的最高的智慧，我要求得佛的最高的智慧，下一個這樣的決心，叫做發菩提心，

發菩提心不是我現在下決心要成佛了！不是這樣簡單的，發菩提心是這樣的，一個人

生在這世界，他如果了解佛經了，或者得到了善知識的開導了，他就知道眾生都是生

死輪迴的，在生死輪迴之中是無限度的，數上去無始那樣遠，如果我們不成佛，數下

去亦無終點的，一路生死輪迴，生死輪迴之中，是隨著我們的業力而流轉的，輪迴又

叫做流轉，我們的業做得好就會生人天，那些善趣；那些業做得壞就生惡道，就會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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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

當我們造業的時候，我們有時是不由自主的，造了業之後，那個業就是上帝來

了，那個苦與樂，壽命的長短，富貴與貧賤完全受過去的業決定，所謂過去，可能是

前生決定今生，可能是前生決定今生出現，但是凍結了不出現，等來生再出現，所以

有時是前生，前前生，或者萬劫之前做的業一路凍結到今世才出現都說不定，我們是

無主的，「業」之中，除非定業，這種定業就沒有辦法拖延，那些「不定業」就可以

凍結的，定業就佛都無奈何。

有些人說念「咒」可以消除定業，這個不合理的，是鼓勵人們那樣解而已，不是

的。這樣，我們總是生死輪迴是很苦的，因為這個世界都是弱肉強食的。譬如我們

說，做善事都不能徹底，譬如我們說放生魚，我們放十條大魚那樣，那些小魚就被你

害了，你明不明白？牠一口吞多少條細魚？你有條金魚，你說我養了牠，那些紅蟲就

得罪了你！一天吃那麼多紅蟲！

即是說，任你怎樣慈悲，除非你撇離這個世界，如果你一日活在這個世界就一定

是弱肉強食的，你吃人就造了一個「業」，將來就會有個人來吃你，你就要受這個

報，這樣輪轉，而且在這個輪轉中，不斷有生老病死苦，求不得苦，愛別離苦，這些

這樣的苦，尤其是無常是最苦的，這樣，其實每一個人的情形都是可憐憫的，你說我

有錢，有權、有勢，曹操臨死都要哭，曹操臨死都要哭，曹操這樣大權。臨死時，他

有幾個小兒子，他知道大兒子一定欺負小兒子的了，他要叫了他的大兒子來，對著他

的大兒子哭，真事來的，這不是《三國演義》講的，他說：我有這麼多小兒子要拖累

你了，你做大哥你要保護你的弟弟，我本來會負責保護他們，但我會死了，這樣就哭

起上來了。以曹操這麼英雄也要這樣死。關公被他殺頭，沒有辦法。諸葛亮這樣聰

明，五十幾歲就要嘔血死。

沒有辦法，人生的苦是沒有辦法扭轉的，而且一有了煩惱就會造業，我們無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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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會作業，作業就會受報，這樣人生就會很悲慘的，生命是一種悲慘的現象來的。

所以，我們不能不厭，我們真正心平氣靜來考慮事情。我們應該找尋、了解這個人生

的真相，生命的真相與解決我們生命裡所有的生老病死的問題。恰巧我們現在有機會

學到佛，我有機會了解業果流轉的道理，所以我就會修行了。

我修行，本來我想修行的目的就是想脫離這個生死輪迴，入一種涅槃的狀態，生

死輪迴都停息的狀態就叫做「涅槃」，但我本來就可以了，但是只是我自己知道，我

的阿哥，我的弟弟，他們是不知道的，我的父親是不知道的，我的母親也不知道，我

的子女也是不知道的。而且多生，無數的生死輪迴，無限地多，沒有一個眾生(能

免)。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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