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可以涅槃，(但)我能不能夠放下那些人？(那些)多生的父母，我不理他們呢？

如果是這樣就太殘忍了，我不忍心，這樣就變成沒有慈悲心了。於是他認識到，我是

有慈悲心的，慈悲心不止是對現世的父母，是擴大到多生的父母、多生的子女，我都

要對他們起慈悲心。

我現在本著我的慈悲心，我要求不止要自己解決問題，一切眾生的生命的痛苦問

題都要解決的。解決就唯有藉佛法去修行了。藉佛法去修行，我今世所見到的有限的

眾生，是度也不完的，所以就要不斷在來世也修行，而且最大的力量，能夠自己控制

的，就是一定要自己修行、見道、成佛，這樣才能徹底地、無窮地來到救度那些眾

生。所以，世界上最高的就莫如成佛了，最高的智慧莫如佛所有的無上菩提的智慧。

決定是如此了，全部想過後，決定這條路是最好的，於是就下一個志願：我現在

決定要追求佛所有的無上菩提。我現在下了一個決心，由現在起，生生世世都一路向

著這條正路去追求，決定不放棄的。

當你立下這個志願，就叫做「發無上菩提心」。現在的人不懂，以為念幾句：眾

生無邊誓願度，煩惱無邊誓願斷，法門無量誓願學，佛道無上誓願成。好！發了菩提

心了！然後就叮叮噹噹，你不如開著錄音，唱完就算數！這樣沒有用的，要做觀想，

一路想的時候下這樣的決心。下這樣的決心，密宗就教人觀想，下了這樣的決心之後

再念一個咒來作總結。

即是說你現在真正發心了，你一發了心之後，那些已經成佛的就要加被你，你發了

心，而他已經成了佛了，說要誓度眾生，有一個人發菩提心，你都不來幫他的忙？哪

用得著你做菩薩？你可以指著那個菩薩來敲他都行！什麼觀音？文殊？我發菩提心你

都不來幫我的忙？是嗎？還有些，有些天龍八部發過很多願，說我是善神，我要扶助

1



那些發菩提心的人，我要幫忙他，所以發菩提心的人，你住的地方有鬼，你住在那裏

那些鬼都不出現的，那些地方有那些瘟疫流行的，你在那裡住，你附近的幾間屋都會

無事的，災難都沒有事的。

當你真正發了菩提心，因為那些善神與那些大菩薩，那些護法神他要保護你，他

見到你路過，他要敬禮給你的，不用害怕的。密宗就是這樣，當你想完這個發心之

後，他就叫你念一首咒來加持，因為你念一首咒就會驚動那些諸佛與菩薩，讓他在定

中察覺你，說你現在發了菩提心，那個咒就叫做「菩提心咒」，o  bodhicittamṃ

utp day miā ā ，結一個菩提印，其實這些都是不必的，真心咒就可以了。

聽眾：很多謝羅教授。

羅公：念六字大明咒容易，唵、嘛、呢、叭、咪、吽。

講義第五頁，第五行，即是這一品的第三段，是嗎？甲三，甲三就講如來的「眷

屬圓滿」，說那些跟隨他的那些眷屬，本來眷屬我們是指那些甚麼？那些家庭的

人，family，但他是出家人，如來是出家人之後，他的所謂「眷屬」是他的徒弟和聽

他講經的那些護法等等，統統叫做眷屬了。這裏講他的眷屬，眷屬有兩種，一種是出

家的就叫做「聲聞」，指那些出家人，另外一種就指那些菩薩了，就不是出家的。現

在那些出家的人以為菩薩全部是出家的，其實不是，不是的，菩薩個個都梳髻的，那

些菩薩都不是出家人來的。

這樣第二種就是菩薩了。它就乙一，乙二就分兩種來到講了，其實除了那些出家

人與那些菩薩，還有很多那些甚麼？天龍八部的那些，而天龍八部很多是畜牲來的，

是嗎？那些就不用講了。乙一、就是聲聞眾了，即是那些出家人了，聲聞眾就分兩段

來講，丙一、丙二兩段，第一段只有一句，丙一講標無量數，標即舉也，標字當舉出

那樣解。舉出當時出家人在這裏聽的有無量那樣多。你看經文了：經文說：「與無量

大聲聞俱」，與無量那麼多的出家的聲聞，「大聲聞」指甚麼？即當時都是很出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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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千二百五十個人，都是很有地位的，就稱他為「大」那樣解，「大聲聞俱」，這

個「俱」字即一齊，一起。你讀佛經甚麼甚麼俱，那個「俱」即一齊在那裏，這裏講

他釋迦標他們的數目無量那樣多。然後丙二了，無量那麼多的聲聞功德如何？就數他

們的功德了，就分十三點來講他。將那些大聲聞的功德舉出十三點，而這些大聲聞都

已經怎樣？是已經證了「阿羅漢果」的，所以稱他為「大」。

好了，第一點、丁一，由丁一一路至到丁十三，現在丁一就說「隨佛意轉」迴向

菩提功德。好了，來到這裏就要花些時間講給你聽了，依據《解深密經》的講法，一

切眾生就有「五種種性」，「種性」，這個「種性」，這個族類，眾生就他的本質來

講，可以分為五類，是嗎？叫做「五種種性」，「五種種性」，「種」就是「種

類」，「姓」者就是族姓，即是眾生有五類，「五種性」，這樣你讀佛經的時候，這

個「性」字與這個「姓」字通用的，五種種性寫這個「性」字的，所以當你讀佛經，

讀到這個「種性」時，忽然間見到它用女字旁的「姓」，忽然間又見到它用心字邊的

「性」，會不會寫錯呢？是通用的，兩個字通用，你不要說他寫錯，是通用的。

這些是很緊要的，不過只在佛經以內通用，這兩個字佛經以外就不通用了。你看

見在佛經以內通用，但在別處寫這兩個字，姓名姓甚麼但你寫男性女性的性又不對的

了，只是佛經裏通用，五種種性，你講給我聽，來到溫習一下，第一種、陳太，你告

訴我聽。

聽眾：佛種性。

羅公：什麼？

聽眾：佛種性。

羅公：佛種姓。又名叫做菩薩種性，這類人一定成佛的。他那個「第八識」裏面已經

寄存了有些成佛的大菩提種子在那裏，將來就一定成佛。而且他學習的時候，

不是先修小乘證得阿羅漢果，然後才轉大乘，沒有這麼轉接的，直入大乘的，

這些叫做「頓悟」之機，不用經小乘再進大乘的，而且聽佛講小乘經他都聽出

大乘內容的，這類人，有一種人是這樣的，他程度高時，你看那些聰明的小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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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聽先生講課，聽到這些，他進一步連另一些都聽了，有些就牽牛上樹拖來

拖去都拖不上的，資質不同嘛！這五種種性是就資質來講，第一種就是佛種

性，又叫做菩薩種姓，這種是直頓大乘的。他這種人就算拿一本耶穌的《聖

經》給他讀，他都讀出佛經的味道的。這種人的理解力很高的，這些就叫做佛

種姓，又叫做菩薩種姓。第二種了，告訴我聽。

聽眾：「聲聞種姓」。

羅公：「聲」就是佛說法的聲音，這個聞字是 noun，讀「聞」(音問)，如果 verb，

當動詞呢，就「聞」(音文)，就當聞聲，「聲聞」是「聽聞佛說法的聲音」然

後才悟道的，這種人很蠢的，沒有佛出世他就不能悟道的，你不要以為那些羅

漢很聰明，你們座上的人很多都聰明過那些羅漢的，沒有佛出世的時候他就不

能悟道的。

那些「聞聲而悟道」的，去修行而證果的，那些叫做「聲聞」。這種聲聞種性的

人是不能成佛的，有人說：一切眾生個個都有佛性，何解不能成佛？他讀書少，一切

眾生有佛性就個個都能成佛嗎？你加拿大每個公民都有資格被選為做總統，做總理，

怎不見你去做總理？你以為你是加拿大公民你就一定能做加拿大總理嗎？你一切眾生

有佛性就能成佛嗎？談何容易？不是的。「聲聞種姓」的人不能成佛的。是成甚麼？

他一定成羅漢，一定入「無餘涅槃」，因為成佛要入「無住涅槃」的。他不入「無餘

涅槃」。下一種是什麼？

聽眾：「獨覺」。

羅公：獨覺。「獨」即是單獨，即是可以單獨覺悟的，沒有佛的時候他看見世事的無

常，他就瞭解到「無常」的道理，他見到人生有生、老、病、死，他又了悟到

「苦」的道理；他見到種種事物都是如幻的，不隨我們有主宰的，他又瞭解了

甚麼？「空」的道理，瞭解到「無我」的道理，不用靠佛，他自己就能夠悟道

的。這樣，這種人比那些聲聞就聰明得多，他亦成了「羅漢」，但是那種羅漢

通常叫他們做「辟支佛」，叫做 Pratekabuddha，「辟支佛」，「辟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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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獨，buddha就佛，即「單獨覺悟的佛」，他那種佛。

這樣豈不是，這樣聰明了，應該是大菩薩了？他又不是大菩薩，何解？他聰明，

他的智慧聰明到極，但他沒有「大悲心」，他不肯去救眾生，他怎樣？一悟了道之後

他趕緊怎樣？

人生是苦的，不如入涅槃了，生死輪迴都沒有甚麼好處了，快快入涅槃了事了。

他就走去證涅槃。他不會顧慮到：我入了涅槃，但還有那麼多眾生在這裡，不理他們

了？他不理了，因為他們沒有慈悲心，沒有大慈悲心，無大慈悲心，所以他聰明就聰

明了，現在很多人聰明，世界上很多人聰明就絕頂聰明，但他們那種人無同情心，大

悲心即是同情心，這類獨覺是不能成佛的。

所以說個個眾生都有佛性，有佛性即是有「真如性」，但他們就是沒有大悲心，

所以這種人不能成佛的。這類人，這兩種人都不能成佛的。所以佛晚年時他 這兩類駡

人是「焦芽敗種」。燒焦了、曬焦了的芽，不能出了，不能標芽出來了，敗壞了的種

子，那些壞了的穀種、麥種不能出芽的了，不能種出禾苗了，佛晚年罵這兩種人，這

些「焦芽敗種」：你自己死了就了事了，你不再輪迴了。這是第三種，第四種呢？

聽眾：「不定種姓」。

羅公：不定種姓。你們都是這類了，座上各位都是這種了，不定種姓。不定種姓有很

多種不定種姓的，第一種不定種姓是甚麼？

有「佛種姓」，又有「聲聞種姓」，兩種都有，就沒有「獨覺」。這種人怎樣？

一定是先成「聲聞」，先證了阿羅漢果，先學小乘證了果，然後才「迴心向大」，好

像《金剛經》裏講的須菩提，那個善現，本來他證了阿羅漢果了，他聽了《金剛經》

之後，就在聽了《金剛經》後迴心轉向再發大菩提心，因為他怎樣？他除了聲聞種姓

之外他還有佛種姓，有兩種種姓。這樣，這種人一定是先出家再轉的，「不定種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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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人一定成佛的，何解？不過他先成了羅漢，他成了羅漢之後，有些佛在世時被佛

說他「焦芽敗種」之後，鞭策他，他就「迴心向大」了。有些聽《般若經》，好像須

菩提那樣，聽完之後他又哭起來，然後他就迴心向大了，發大菩提心了。還有些是怎

樣？等到佛說《法華經》的時候，就說這是「聲聞」、「獨覺」的菩提不過是「化

城」來的而已！

個個都成佛的！佛就這樣鼓勵他，有些眾生就要鞭策的，被人 才行的，有些就駡

是說你行的！他才得的，那些要捧他(鼓勵)才能的那些，要鼓勵他才能夠繼續的就是

《法華經》裡的那些了。

要鞭策的、被佛 的那些，有些是又不鞭策又不 ，他自動會發心的，聽《般若駡 駡

經》的那些，就是須菩提那些，不定種姓有這麼多種人的。這樣就先成了羅漢然後再

發心，這樣，譬如他現在成了羅漢然後現在要入涅槃了，又怎樣？豈不是那些「佛種

子」沒有用？又不是，有一種，你如果是聲聞種姓的人，如果你將近證阿羅漢果的時

候，如果有佛出世，聽佛講《般若經》就迴心向大，或者聽到佛講《法華經》的時候

你又迴心向大了。是嗎？那些無種姓的，只是「聲聞種姓」而無「佛種性」的又怎

樣？在《法華經》裏有四千人退席，佛給他講他們都不聽，他走人了！

那些因為他們是純粹的「聲聞種姓」，這樣，這種人又無佛出世，他又已經證了

「阿羅漢果」了，但這種人有成佛的種子，這種人他又想入涅槃了，怎麼辦呢？那時

就有這類人，這類人負責來到將他「迴心向大」的，通常是文殊菩薩，多數是這樣，

他將近想入涅槃的時候，就由文殊菩薩即刻現身來警告他：「你是有佛的種姓，你應

該成佛，你不能取無餘涅槃的。」警覺他，於是他就「迴心向大」。

專門的，文殊菩薩就專做這件事的。多數是這樣，有時很奇的。這類事多數是文

殊菩薩做的。觀音菩薩就不多做這類事的，觀音菩薩就救人的，是嗎？何解呢？因為

文殊菩薩代表甚麼？「大智」嘛！觀音菩薩就差不多代表「大悲」，雖然他們兩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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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位一樣，但他們的本願不同，所以救苦、救難、救人就很少是文殊菩薩來的，不

是沒有，很少，至於那些人想入涅槃，想求智慧，想激發你的，多數是文殊菩薩來

的，很少是觀音菩薩來的。

如果堂堂正正來講，詳細講學問的是誰？多數是彌勒菩薩的。其他還有很多小的

羅漢做的，那些不定種性的羅漢一會再講。這樣，第一種不定種性是佛種性加聲聞種

性，無獨覺種性的，第一種不定種性。第二種不定種性的，有佛種性加獨覺種性兩

種，就沒有聲聞種性，這種人怎樣？沒有佛出世的時候，他就自己證阿羅漢果了，證

了阿羅漢果將近入涅槃的時候又被文殊菩薩之類警告他，警告他甚麼？例如：你不應

入涅槃的，你應該去兜率天聽彌勒菩薩說法，或者你應該念阿彌陀佛，求生他的淨

土。這樣你就轉修大乘之類，自然有人警告他。

所以你不用擔心，我修小乘，以後萬一我一下子入了涅槃怎麼辦？有大把人，都

不知有多少文殊菩薩那種人，文殊菩薩不做有第二個做的嘛！是嗎？所以不用擔心，

是嗎？還有些說，我修行，我念佛快快生到極樂世界，我做了一世好人但又生不到，

如何是好？到時候自然有人提醒你，那些人要找功德做的，這樣就第二種了。是「佛

種性」加「獨覺種性」，是嗎？「種性」兩個字我這裡都懶寫了。

第三種是「佛種性」加「聲聞種性」加「獨覺種性」，三種都有的，這些人最厲

害了，無佛出世他就先證獨覺果，到一證了獨覺果就不要緊了，他有天眼知道那裏有

佛，他自己會四處走了，有佛出世他先證聲聞，再迴心向大之類，三種具備。這類是

最好的。還有一類，不定種性之中，很多人講錯的，不定種性就實有機會一定成佛的

了？不是的，還有一類是不成佛的，你講給我聽，想一想，這條好似數學的題目那

樣，你想一想，不定種性就以為一定成佛，通常是那樣講，一定那樣講的，如果他這

樣說，你不用再聽他講了，他講錯了！有一類不定種性都不能成佛的，你講給我聽。

聽眾：是不是他不去修行，所以不能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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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什麼？

聽眾：他不去修，所以不能成佛？

羅公：不是因為不修，不能成佛，一定是修都修不到了！何解他不能成佛，那種人？

你在這裡看，看這三項，不定種性，有一類不定種性。

聽眾：無佛種性？

羅公：什麼？

聽眾：無佛種性？

羅公：對了，不定種性的人有一種是有聲聞種性、有獨覺種性，但沒有了佛種性，這

種人最慘，不能成佛的。

他無大悲的種子，這是不定種性。這種人好好的，多數這種人的，座上我懷疑都

是這類人，何解呢？你說你座上很少「獨覺種性」，現在還有佛法在，有經可讀。是

嗎？如果你是獨覺種性是不用來這裏聽的，也不會入廟，入寺拜佛的，你遠遠躲起來

自己悟道了，所以由此證明座上的各位都不是獨覺種性，是嗎？「聲聞種性」就更加

不是了，「聲聞種性」的人聽大乘經是沒有興趣的，你們現在根本都不去聽小乘經

的，所以不是聲聞種性。

「佛種性」呢？會是也說不定，不敢保證說不是，不過有「佛種性」的人很霸

道、很聰明、很厲害的，那些單獨有「佛種性」的人，所以，你不要以為自己就是佛

種性的人，可能是「不定種性」中而含有「佛種性」的那類。本來這種人是最好的，

座上都是這一類。這樣就是「不定種性」了。第五種叫做「一闡提」，譯音就是「無

種性」，「無種性」者，即是無以上的三種「種性」，只有「人天乘」的種性。做

人，聽一下孔夫子的那套「五倫」，一路生死輪迴，這類人就要靠孔夫子，耶穌那類

人就合適了，去教堂，不是！聽孔子之道就合適了。

第二種那些是人種，「人乘」，「天乘」是甚麼？「十善」，摩西十誡，耶穌那

些就合適了，死了就生天，那些。但是他有「人天」種性，他沒有「佛種性」，無

「聲聞種性」、無「獨覺種性」。所以他不止不能成佛，就連羅漢都不能的，這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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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輪迴，即是他不喜好，你對他講成佛這樣好，你為何不學？根本他沒有興趣，你

說好而已，我說不好，有這樣的人的嘛！是嗎？他沒有興趣嘛！你說怎可以無興趣？

世界上有何事不行？為何不行？他無興趣不行嗎？是嗎？譬如你說你有興趣看戲，我

就是沒興趣，難道你硬要拉我去戲院嗎？不行的嘛！他沒興趣成佛嘛！他與佛無緣，

所謂「佛不能度無緣之人」嘛！

無緣之人這類就真正是無緣的，他們沒有這三種種性，所以永不成佛的。他有佛

性！他有佛性，但他不能成佛，他有真如性，都有真如性顯現的，這樣，講到這裏怎

樣講下去呢？說他「隨佛意轉」，佛說法，譬如佛說《金剛經》的時候，「轉」即是

運轉，走，他跟著佛的意思走，佛就叫人，或者他聽《法華經》，佛叫你們怎樣？

「一切眾生都成佛的」，鼓勵他。其實這句話不是真的，佛說「一切眾生都成佛」是

鼓勵那些不定種性人。

這樣，他跟著佛的意思轉，他就再發大菩提心，迴心向大，隨佛意轉，迴向菩

提，這個「菩提」指的是佛的大菩提，回轉的心對向佛的大菩提那類。所以稱之為

「大」了，已經怎樣？「迴心向大」，稱他們做「大聲聞」了。聽不聽得明白？加個

「大」字者就因為這樣了。丁一、這裏是我加進去的，經文只有四個字而已。「一切

調順」，他所學、所修的知識一切一切都很調和、很隨順的，「調」者，即是被佛所

調伏，「順」者即是「順從」佛的意思去轉修大乘。

第一種功德。第二種功德，是「能紹佛種功德」，「紹」者，即是「繼承」，

「紹」字「繼承」那樣解。他說這類「聲聞」他們不是「焦芽敗種」，他會「迴心向

大」，「迴心向大」之後他將來會成佛，做佛的繼承人，「能紹佛種」的功德。所以

它這四個字，經文用了四個字：「皆是佛子」。好似你的兒子，你的兒子會繼承你的

遺產的，繼承你的事業的，「皆是佛(的)子」。

第三點、第三點是講「離三界的貪」，「貪」即「貪愛」，「欲界」、「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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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無色界」，「欲界」的貪愛主要講男女的情慾，他能夠離；「色界」的「煩

惱」，「欲界」的人就貪男女，「色界」貪甚麼？「色界」的人不貪男女，「色界」

的人都有貪，貪什麼？貪定，貪禪定，啊！真是爽了，現在坐在定中，你看多快樂！

這也是貪來的，不捨得出定。

現在有很多人，一入了定就不捨得出定，以為很好了，誰不知這就是貪了，這種

是「色界」的「貪」；「無色界」，他入了「無色界」，飄飄然那樣，甚麼都沒有那

樣，真是爽了！甚麼煩惱都沒有了，真是爽了。他就懶得去救世，懶得去出定了，

「無色界」的貪就是這樣的貪。

入是貪著那個「我」，現在我入了「無色界」的定了，十分妥，他已經怎樣？貪

著那「我」了，我的愛了。這樣如果有這個貪心，那個定，雖然入了定，但不能解脫

的。沒有了這三種貪，離開了三界的貪，「心」者，指修定的定心，他修定就不會被

那些貪的煩惱束縛了，「心善解脫」了，他有這種功德。佛經裏是，「心善解脫」的

「心」指修定的定心。心是明明是心，羅先生你為何說他修定？所以你就先不要這樣

駁，是嗎？

如果你這樣駁法，你叫做「世智辯聰」，好像那天那個誰之類，你知道嗎？我們

現在整日講發心修行的人一定要修「戒」、「定」、「慧」，是嗎？「戒」就一定是

「持戒」了，「定」是譯錯了的，原來梵文是「戒」、「心」、「慧」，

修定的時候如何調節，如何控制那個「心」，叫做「心學」，舊譯將「戒學」、「心

學」、「慧學」譯錯了，譯作「定學」，應該是「心學」，所以那個「心」字不是只

是指我們的心，有時是指那個「心學」，指修定，修定就是指控制心那樣解。所以講

「心善解脫」。

當心在修定的時候，在定裏是不會起煩惱的，自由自在的，解脫即是 free,不會

被煩惱束縛到他的，即是說他們這類大阿羅漢、大聲聞修定很好。他已經證了羅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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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定當然很好了。

第四種「慧」：「離染污無明慧得解脫功德」。疏：(離於無明，慧得解脫。)

他能夠離開那種染污的無明，他那些智慧能夠得解脫，有這種這樣的功德。好了，什

麼叫做「染污無明」？「無明」這兩個字，這個又是，如果你想讀佛經，想將來講佛

經的，這些「名相」你要記了。譬如剛才讀佛家五種「種性」是哪些？又例如現在，

「無明」有幾多種呢？通常就兩種，「無明」又名，「無明」有很多名的，「明」者

「智慧」，「無」者，對抗、抵消，

即是我們的心裏有一種惡的勢力，這種惡的勢力一起作用的時候，縱使你有很好

的智慧它都抵消你的，對抗你的，壓低你的，那個「無」字解對抗，即是英文那個

anti，對抗你的，無明即是有它起，你的智慧就會被它壓低你的，無明又叫做「無

智」，那個「智」字讀「知」都可以的，那個「智字」其實即是這個「知」，因古人

寫這個「知」字只寫這個也可以。

「無智」它能夠對抗智慧的，所以「無智」又叫做「無知」。漸漸地那些人讀歪

了就讀成了「無知」，又叫做「愚」，「愚蠢」；又叫做，要記呀！你們要記，你們

以後會講經，要記，陳太，你也記，你以後就可以講了，要記，又叫做「癡」，都是

那種東西，「癡」就是蠢那樣解。又叫做「癡」，又叫做「愚癡」，合起來兩個字並

用的，都是那種東西，是指甚麼？指我們的內心裏有一種力量，這種力量是甚麼來

的？這種力量是一種衝動來的，莫名所以的。

你們會不會覺得怎樣？當你很寂寞的時候，或者近來做生意又不夠如意，又沒有

甚麼錢賺，朋友又沒有甚麼訊息，是嗎？

家庭裏的子女又不是很聽話，你在這裏很寂寞，忽然間覺得憂從中來，不知怎樣

的那種感覺，不知怎樣才好，這樣又不舒服，那樣又不舒服，睡又不自在，坐又不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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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吃東西又不是，總之好像有一股無形無相的力量令到你周身不舒服的，有沒有曾

經試過這種感覺？你稍為靜一些就會有這種感覺，很少沒有的，如果沒有，這種人就

真是起碼是羅漢了，真正沒有，完全沒有的那些是真正的羅漢了才沒有的。所以有些

人亂怪人家，你們出家人也有煩惱？這樣講話的那些人，這些人這樣講根本就是不聽

經，不懂佛法，出家人，你以為出家人是木頭嗎？是嗎？出家人都有一種「無明」的

嘛！出家人都有「無明」？你以為剃光了頭就沒有「無明」了？都有的嘛！

除非他是甚麼？他是佛，是羅漢就是沒有的，是嗎？你不能剃了頭，烙了幾個痂

就當他是佛，這怎麼行？這樣怪責他：你這樣都有無明的？這樣講法就冤枉了，是不

對的，是嗎？這樣我們叫它做盲目的，一種盲目的、莫名所以的那種衝動，一股勢力

衝動起上來，大就可以怎樣？牽動了很多東西的，無明一起，唏！人生沒有甚麼希望

了！

就走去跳水，走上去摩天大廈跳樓都可能，無明一起，大的就連生命都沒有了，

自己的生命沒有了，還可以怎樣？殺別人一家都說不定！又那個無明引起的惱怒心，

那無明不起，那惱怒心不能起的，無明跟著惱怒心，殺你一家！這些一切的戰爭怎樣

來的？都是由於無明起嘛！現在都是這樣，那些人脾氣不好，為口氣，氣不順，無明

起，不就是氣不順？就是無明，譬如你說，做生意就虧本，打工就被人 ，借錢給朋駡

友又被人吞了，惱怒了，對人嬲怒，對這個世界也惱怒了，連人類都幾乎惱怒了那

樣，如果你這樣，這些就已經是「無明」了，如果沒有無明，你是不會惱怒的，何

解？你做生意就虧本你不要怪人，做生意就虧本是你的果報來的嘛！

即是你，做生意就虧本，你是應該虧本的，第二個不虧本？你會虧本？這個就是

你，那個虧本是你的一部份來的，所以你不要怨，要怨你自己，沒有得 人。你娶個駡

老婆，那個老婆就是不聽你話，這是甚麼？

你就惱怒了，其實這個就是你，娶個不好的老婆，這是你娶了一個不好的老婆，

12



是你前生的果報，這個就是你的一部份，你養仔養得不孝，你就不要責怪兒子，你有

一個不孝的兒子是你的果報，是你的一部份來的，你明不明白？如果你沒有這個無

明，你是不會惱怒的，你惱怒是因為你有個無明在這裡，遮蔽了你的智慧，聽不聽得

明白這個「無明」？

好了，無明又叫做無知，「無知」有兩種：一種叫做「染污無明」，又叫做「染

污無知」，「染污無知」，一種叫做「不染無知」，無明就無明了，怎會有兩種？何

止有兩種？即是分兩大類那樣解而已！每一類裏面還有很多種的。

你看看，無明的大、小都有些，有些無明是大到要跳樓的！是嗎？有些無明不敢

跳樓，但他有些蓋著被子自己慢慢哭都有的。所以就這樣了。有些就無明就令人鬱鬱

不樂那樣的，無明有很多種類的嘛！大致來分就可以分為一萬幾千種都可以，由大到

小就可以一萬幾千了，但我們分到如此繁瑣就無謂嘛！但完全不分又不行的，於是我

們就把「無明」分成兩大類：一類叫做染污的無明，普通佛經裏是講「染污無知」，

一種叫做「不染無明」，又叫做「不染污無知」，何解無明都有「不染污」的？

你們就聽清楚了，這個「染污」是指甚麼？

障礙他，令到他走向生死輪迴，令到他生死輪迴的，令到他不能入涅槃的，令到

他不能成佛的，不只不能成佛，連「羅漢」都成不了的，這種無明叫做「染污無

明」。令到他無法證得「阿羅漢果」和入涅槃的，或換句話說，令到他走入生死輪迴

的，叫做「染污無明」。這種衝動使到他走向生死輪迴的那種無明叫做「染污無

明」、「染污無知」。這種無明要徹底剷除了才能成為「羅漢」的，當你徹底剷除了

「染污無明」之後，你這一剎那，你這一秒鐘你完全剷除了「染污無明」，這一秒鐘

你就成「阿羅漢」，這一秒鐘都可以入得涅槃，縱使你未入「無餘涅槃」你都可以入

「有餘涅槃」的了。

「染污無明」一剷除就得了。這樣「染污無明」沒有了，我可以成佛了嗎？還未

13



得，因為你沒有了「染污無明」但還有一種「不染無明」，「不染污」者只是不會拖

你去生死輪迴，但是你不能成佛，因為怎樣？它還遮蔽你，令到你證真如證得不清

楚，所以那種是「不染無明」。

「染污無明」主要令到你起「我執」的，「不染無明」就不起「我執」，但還有

起「法執」，所以，即是說「無明」有兩種：一種是「染污無明」，如果你不斷除那

些「染污無明」，你就一定會生死輪迴，如果你斷除了「染污無明」你就成阿羅漢，

可以入「無餘涅槃」。第二種無明叫做「不染無明」，你的「不染無明」只有「法

執」而已，不會拖你去生死輪迴的，但是令你不能成佛，令你不能得到大菩提，「不

染無明」，「不染無明」。即是說，如果你成了「阿羅漢」，你就兩種無明，我替你

番溫(重溫)，是斷除了那一種？陳太你講。

聽眾：「染污無明」。

羅公：斷除了「染污無明」，要不要斷除「不染無明」？不用都可以入「無餘涅槃」

的，都可以成阿羅漢的。所以你想成羅漢很簡單的，最多不過六十世，如果你

肯修行，快者，即世都說不定，是嗎？但如果「不染無明」就很難除的了，要

怎樣？磨鐵成針那樣，要三大無量劫。你或說：我禪宗可能「頓悟」，「頓

悟」是「悟」的事，「悟」了之後還要補修的，要保任，保任是甚麼？保任是

把那個「不染無明」一路洗，磨到它完全沒有。好像老子說：損之又損，以至

於無。要三個無量劫來到斷除它，「不染無明」。「不染無明」一沒有了，就

怎樣？成佛。這樣佛與羅漢的分別你們清楚了？聽不聽得清楚？清楚嗎？

聽眾：這個是不是與障是一樣的？

羅公：什麼？

聽眾：與「所知障」、「煩惱障」一樣？

羅公：是。「染污無知」是「煩惱障」中的「無明」，「煩惱障」是一個集團來的

嘛！主要是助成「我執」的，如果沒有了「染污無明」就連「我執」也沒有

了。不過「我執」顯著那樣解，「不染無明」主要是法執，助成法執，聽不聽

得明白？這裏說他離了「染污無明」，「聲聞」人他只要離「染污無明」就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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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了，他不需要離「不染無明」的。需要離「染污無明」，所以就「聲聞」來

說就「慧得解脫」了。如果菩薩來講就不能叫做「慧得解脫」，因為他還有一

個「不染無明」嘛，這類聲聞，所以說他「慧善解脫」。丁五、就講持戒的功

德。自分的戒定的功德，自己分內應守的戒，「聲聞應守」，一個「聲聞」一

個出家人應守的戒，自己分內應守的戒是什麼？

聽眾：五戒？

羅公：不是！

聽眾：菩薩戒？菩薩戒？二百五十條。

羅公：二百五十就是比丘戒，如果女人就比丘尼戒，男人就比丘戒，「自分的戒」，

你是聲聞你就要守這二百五十條戒。所以一個人是否是一個圓滿的出家人，要

看他是不是持這二百五十條戒。

就不是看他的衣服，又不是看他頭上的那幾個疤。不過如果他真是「自分戒

淨」，他已經是這類羅漢那類人物了，普通人就一定是多多少少不犯重都犯輕的了，

沒有完全不犯的。他「自分」的戒能夠清淨，因為他都是羅漢來的嘛，他怎樣？進一

步就要修菩薩戒了，菩薩戒有兩類人修的，一種是那些「頓悟菩薩」，不經「聲聞

乘」的，不用守二百五十戒的，直趨「菩薩戒」的，又有一種是先出家，受了二百五

十戒之後再受「菩薩戒」的，「自分」的戒已經清淨了，他現在再進一步修「菩薩

戒」，有這樣的功德，所以叫做甚麼？「戒善清淨」，他的戒律，「善」者，很好

地，這個「善」字即是英文的 well，well，「善清淨」。丁六，第六種，專「求法

樂」，不求名利的功德。「法樂」者，修行佛法所得的快樂就是「法樂」，不求名利

的。

他「聲聞」就不求名利的，如果是菩薩就求一些名利不緊要的，「聲聞」就不能

求名利的，如果是菩薩求一些名利就無傷大雅的。因為何解？有了名利然後才可以做

大事的。「趣求法樂」，「趣」者走向，趣向，整日趣向，整日去求，求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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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求名利，是求法樂、佛法，修行佛法所得的快樂。丁七、於諸法義多聞能

持。這樣的功德對於法，「法」即是佛所講的經教，「義」就是經教裏面那些義理、

那些道理，對於那些「法」和「義」能夠多聞，不是說蠢到連字都不識，或者連經都

不讀的，「多聞能持」，「持」者是能夠怎樣？記憶，不止多聞，而且能夠記憶得很

多。譬如現在有很多人說，出家人不用的，出家就行了，不用讀經的，出家就行了，

如果你是真正修大乘的比丘、比丘尼要「多聞能持」的，如果是整日一味只是拜佛、

拜懺那樣，這類人無用的。所以有好多這些人，好多那些出家人怕那些徒弟聽我講經

就是這樣。

因為什麼西洋鏡我全部拆穿他，是嗎？我講的這些都是經講的，你如果 ，就是駡

釋迦佛，但他又不敢 釋迦佛，讀過《維摩經》嗎？不就是整班人跟著文殊菩薩去駡 駡

聽維摩詰講話，你這樣即是叫人不能去大學聽居士講經，這樣都說不行，這即是說出

家人讀大學就不要讀哲學系了？有佛經的課都不要去聽了？唐三藏就很好戒律啦！他

又錯？

唐三藏去印度留學，曾經在勝軍居士座下聽他講唯識的，難道唐三藏又錯？是

嗎？還有，六祖未受戒那時，已經請他升座說法了！很多人已經在那裏聽了後來才補

受戒而已！難道又錯了？那些人！那班人不通了， 得多，被人再轉給他知，知道後駡

不敢 了，不但不敢 ，而且還鼓勵那些人聽我講。駡 駡

那些香港的出家人很多人來聽我講的，後來他都對我很客氣的。看看，「多聞聞

持其聞積集」。「多聞」，博學多聞，「聞」了之後，為何叫「聞持」？「多聞」就

是多聞經教，即是多學些經教；「聞持」聞就是聽；聽了之後，看了之後能夠憶持，

能夠記得，不是「水過鴨背」就了事的，「其聞積集」。他所聽聞的，所學的知識，

積累很多的。這即是說他這類人都是「博學多聞」的，不是甚麼都不懂的。第六頁，

丁八：「遠離惡思、惡說、惡作功德」，他能夠對於這三種行為都遠離，離開那三

種？「惡思」、壞的思想；「壞」者，那惡字是 bad，壞的思想；「惡說」，「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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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話，壞的說話他不講；「惡作」，壞的行為他不做。「思」就是「意業」，

「說」是語業，即「口業」，「作」指甚麼？「身業」，「身」、「口」、「意」三

業都不錯了。你看看，「善思」，看經文，「善思所思」，他能夠很好地想他所想的

事；「善說所說」，能夠好好地講他所講的東西；「善作所作」，能夠好好地做他所

做的行為。丁九、「慧寶成就功德」。「捷慧」、「慧寶」，慧即智慧，智慧稱為是

最寶貴的東西，所以稱為「慧寶」，成就慧寶，怎樣叫做「成就慧寶」呢？「捷慧、

速慧、利慧，出慧、勝決擇慧、大慧、廣慧及無等慧。」

將這個「慧」分為這麼多種，這 多種「慧」合起來就叫出「慧寶」了。叫做麽

「慧寶成就」，上面這麼多的「慧」叫做甚麼？particularly，逐點數的，下面的

「慧寶成就」是甚麼？generally，總合來講，「捷慧」甚麼叫「捷慧」，「捷」即

快捷，你看看我的注，快入就明捷，對於一種道理，一種理解能很快就瞭解的就叫做

「捷」，快的慧。甚麼叫「速慧」？快而又多的，叫做「速」。

「利慧」，你看，很微細的義理他都能夠悟入，入微細義，就叫做「利」，好像

一把刀樣很鋒利，「利慧」。「出慧」，能夠出離生死的叫「出慧」。「勝抉擇

慧」，「抉擇」是指「涅槃」，這是「勝」的抉擇，何解呢？抉擇是揀擇那樣解，涅

槃為何叫做選擇？涅槃這個行為是你用那種揀擇慧將其他的煩惱都完全揀擇了不要，

把你的智慧擴大後，然後證到的結果，所以那個涅槃是(「勝抉擇慧」)。他能夠證涅

槃的那種「慧」叫做「勝抉擇慧」，這種慧是能證涅槃的「因」，「大慧」，他能

夠，他的智慧無窮無盡，稱之為「大慧」，你看我的注：「辯說無窮盡」名為

「大」，在那本頭上，看得到嗎？

聽眾：看到。

羅公：「廣慧」，廣大，「深廣圓滿」叫做「廣」，及「無等慧」，怎樣叫做「無等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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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得比較就叫做「無等」，「勝諸軟根的聲聞」就名「無等」，軟就「軟

弱」，那些普通的聲聞種性的人的智慧是很軟弱的，這些「大聲聞」已經「迴心向

大」了，他的智慧是勝於那些「軟根聲聞」的，所以叫做「無等」，其他的「聲聞」

沒有得與他比較的那種慧，這麼多種慧合起來來一個總括，叫做「慧寶」了，那些

「慧寶」都成就了。丁十、說他有「具足三明」的功德，現在他又有「三明六通」，

甚麼叫「三明」呢？這些又要記的了，人家問你，甚麼叫「三明」？雖然你可以這樣

說：我都不記得了都可以，因為人不一定會記得，但你自己要明瞭多少「三明」。

你看看：「三明」即是「六神通」裏面揀三種，你看看，你看看我上面的注：

三明者「一、宿念智證通明」的明，「明」即是智慧；「宿念」即是前世，「智

證」，在定中用智慧證能得，看到前世做過甚麼，自己的前生，即是在定中，即是叫

做「宿命通」。「宿命通」是如你做了「羅漢」之後，稍為練習就得「宿命通」了，

有些人未成羅漢就已經有「宿命通」了，「一來果」那些，那些就會有「宿命通」，

還有外道也可以有「宿命通」的，還有些是與生俱來的，前世做過仙人的，或者前世

有些修定修得不錯的有「宿命通」，好像現在那個馮馮，他自己說有「宿命通」，不

出奇的。因為「六神通」外道可以得五種的，只是「漏盡通」一種才難得而已。

第一種就是「宿命通」，「宿命明」，第二種、「死生智證通明」，即是甚麼？

「天眼通」，他在定中見到某一個眾生幾時死，死的時候怎樣，死了之後投生那裏，

生了之後怎樣生法，他能夠清清楚楚就像看電影那樣看到，那種叫做天眼通，即是

「死生智證通明」。第三種、是「六神通」中最難得的第六種：「無漏智證通(的)

明」。「漏」即是「煩惱」，「無漏」即是怎樣？一切「染污無知」那類，以「染污

無知」為首，以「我執」為首的那些煩惱障都沒有了，即是換言之，即沒有了「煩惱

障」就叫做「無漏智證通明」，又叫做「漏盡通」，最難得的，因為一定是要羅漢才

能得。

其餘那五種神通未成羅漢都可以得到，外道亦得，都有的，修定修得好就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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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定中練習。有很多人講神通不好的，無用的，又不是無用的，有神通好過無神通，

不過你隨便濫用神通又不好，不濫用是不錯的。譬如你有「他心通」那樣，一入定就

知道說這個人可以不可以度化得他的，一看你就知道了。有些人你是度化不到的，有

些人的心怎樣壞法，你一入定你看到的，為何無用？那為何那些人常常說無用？他自

己怕人說他沒有嘛！是嗎？

這樣就說人家無用了！兩種，即是佛家裏的人就有兩種，佛教徒有兩種，一種是

真的知道，即是一種鞭策你，即是說叫你，即是現在學密宗，世上現在對密宗有兩種

講法，密宗的人，顯教的人就任你拿(經書)。密宗就一定要灌頂，你不灌頂就不準你

入壇，不灌頂你入壇跟著別人念你都不行，叫做偷法，偷法罪過很大的！

有這樣的講法。那我想學都不行？他說行！你來我處「灌頂」囉！或者去別的地

方，找個「阿闍黎」給你灌頂啦！你灌了頂就行了。好了，對於這種這樣他做法，有

兩種不同的批評，第一種批評是擔心那些咒術傳出去太濫，人人這樣念就搞不定的，

萬一有一個作惡多端的，他又說他可以念咒，說他念咒又可以，豈不是搞壞了佛法？

所以就故意叫你灌頂，因為你入壇灌頂那師傳一定看過你這個人是不是作惡，你這個

汪洋大盜整天走來打家劫舍，難到還給你灌頂嗎？

所以他有得選擇，第一種是這樣，不要濫。第二種看法，不是！他們想拿專利而

已！如果人人都拿著一本咒就這樣念了，或者聽錄音機就照唸，那裏還要找他？他那

有得吃？這樣，壞了！這些人想專利。這是第二種看法。然則，到底密宗要人灌頂才

可以唸咒，到底是哪一種？是好的還是壞的那種？你批評一下，陳太太？你以為是哪

一種？

聽眾：兩種都有可能。

羅公：兩種都有，有些確實是不想太濫，但是有些是想專利，

有些是前一種，有些是後一種，但是有些是兩種具備。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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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不定種性」那樣，兩種具備都有。所以，密宗是很好，但有些人是壞的，

他想專利的那一類就壞了，他怕濫用那些就好了，有些就兩種都有的。「具足三明」

識解了？佛經裏的「具足」即是具備。丁二、「得勝靜慮功德」：「靜慮」即是定，

「禪定」，「禪」即靜慮， dhy naā 即是禪字，譯做靜慮。「靜」、即是很

靜，silent，很靜。但不是好像死物那樣，而是能思慮的，「靜慮」就時修止；

「慮」就即是修觀，後來「靜慮」兩字就發展成止觀了。

「逮得一切現法樂住」，「逮」者，到達，能夠到達了這樣的地步。得到第一

的、第一即是最高級的，「現法樂住」，看佛經看到「現法」兩個字，即是今世，現

世，「涅槃」就將來才入了，但是我今世又不能馬上入涅槃，入了涅槃就不能救眾生

了，就入定了，入定裡就現世也可以得到快樂而住。得到禪定的「法樂」而住，就是

「現法樂住」。這樣就第十二了。能生長自他的福的功德，他是「大淨福田了」，這

樣甚麼叫做「福田」？這幾類就叫福田，第一、佛就是「福田」，那些聖人、佛、羅

漢這些就是福田，為何叫做福田？你供養他，你恭敬供養他就可以得福的，他是「種

福之田」，佛、菩薩、羅漢是福田。

第二、你的師長、能夠誘導你，帶領你去學佛的，這是福田，甚至到世間的，令

你得到知識的那些老師都是福田，佛、菩薩、師長、還有父母是福田，孝順父母亦是

去種福，是福田。還有那些貧窮的人是福田，貧窮無依的人你施捨他，你可以種福，

所以你不要說人家窮鬼，窮鬼是你的種福之田來的，你施捨給他你就是種福，還有那

些殘廢的無依、無能的人，你可以幫忙他時，你又可以種福，又是福田。他是羅漢

了，他需要大的清淨的福田。好了，先休息一陣。

第三、就是講到「威儀寂靜功德」，「寂靜」即是無紛擾的，它的「威儀」，佛

家講「威儀」的幾個字是指甚麼？就是指那四種：「行」、「住」、「坐」、「臥」

就叫做「四大威儀」，「行」、move,「住」者即是停留、站在那裏，「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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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臥」，睡覺，叫做「行」、「住」、「坐」、「臥」四大威儀。講威儀很寂靜，無

不圓滿。

丁十四、就指它的忍辱的功德。柔和安忍的功德，他的性格很柔和，能夠忍受苦，

能夠奉行佛的教訓不怕艱苦，「大忍柔和」，大的忍，安忍，性情很調柔和順，對於

「大忍柔和成就無減」的功德，「無減」，他的性格能夠成就而沒有減少到，「已善

奉行如來聖教。」佛教他怎樣做法，他能夠很忍耐，能夠明明白白去做。

這是講他忍辱的功德了。這樣就數他這十四點功德，其中第一點是總

的，general的，其餘的十三點是什麼？是別的功德。是嗎？以上就講了他們那些

「羅漢」的功德了。這樣，我們以後看到經講的「大聲聞眾」就是這種，是具備了這

十四種「德」的。現在就講：除了聲聞，那些出家人之外，還有非出家人那些菩薩，

菩薩之中有些是出家菩薩，有些就不是出家的，有兩種，這樣甚麼叫菩薩？記住我們

的菩薩標準，不是用木雕，不是用泥塑，不是用銅鑄的那些偶像，而是甚麼？第一、

他已經發了大菩提心的眾生，已經發了大菩提心。第二、守菩薩戒，兩個條件具備就

叫做菩薩。至於那些菩薩像、文殊像、觀音像，那些是菩薩的像，它不等於是菩薩，

是菩薩的像，即是等於公園內有一個孫中山的像，那個是孫中山的像，那個不是孫中

山。

現在講那些菩薩眾，分三點來講他們。丙一、丙二、丙三。丙一、標無量數。

「標」即是「舉」，舉出它的數目有無量那樣多。「復有無量菩薩摩訶薩眾，從種種

佛土而來集會，」它這裏講，那些「聲聞」多數是本土的，菩薩就不是，有些是從另

一個世界來的，無量那麼多的菩薩摩訶薩，何解叫做「菩薩摩訶薩」呢？你們記住，

「菩薩」兩字是略稱來的，整個名叫做「菩提薩埵」bodhisattva即是《大悲咒》裏

面的那個「菩提薩埵婆耶」(bodhisattvaya)，bodhisattva，「婆耶」(vaya)二個字

(vaya) 是 聲 的 語 尾 (ya) 來 的 ， 即 等 於 英 文 要 在 結 尾 加 些 字 那 樣

的，bodhisattva，bodhi就是覺悟，覺悟、智慧，「薩埵」是眾生，「菩提薩埵」

即是「求菩提的眾生」，「求大覺的眾生」，這個 bodhi「菩提」是專指佛的「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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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求大覺的眾生就是「菩提薩埵」。菩薩是簡稱，中國人將它來譯成簡

稱，bodhisattva「菩提薩埵」他嫌太煩瑣，將它來略了，就叫做「菩薩」，何解要

加上「摩訶薩」？就是「摩訶薩」是多整個「摩訶薩埵」。他又將它來略了叫做「摩

訶薩」，「摩訶薩埵」這個「摩訶薩」就是「摩訶薩埵」。「摩訶」，Mahā這個字

是「大」那樣解，偉大，sattva「眾生」，「大的眾生」了。為何稱「大的眾生」？

因為上文所講的那些「聲聞」有很多都迴心向大的，這樣他們迴心向大之後他們

就變菩薩了，是嗎？第一種是已經迴心向大的，所以與普通的菩薩不同的，第二種菩

薩是「地上菩薩」，已經見了道之後的那些菩薩叫做「地上菩薩」，入了「初地」，

「地上菩薩」，這個大「摩訶薩埵」是大菩薩，是指甚麼？指那兩種菩薩：第一是那

些「地上菩薩」，第二、那些已經成了羅漢又迴心向大的那些菩薩。但迴心向大的那

些上面已經講過了，那些聲聞，是嗎？

所以這裡的菩薩應該只是指那些「地上菩薩」。那些未入「地」的、未見「道」

的他都懶得計數了。記住，通常所謂「菩薩」，如果你們說，出去對人講的，要記得

菩薩有三種，即是「菩提薩埵」有三種：一種叫做地前菩薩，入初地之前，即「見

道」之前的菩薩。我懷疑座上各位大概都是「地前菩薩」了，已經發了「菩提心」，

由發菩提心那一秒鐘起，你就是「地前菩薩」了。第二種「地上的菩薩」：入了「初

地」，即見了「道」的，但又未成佛的那種菩薩，見了「道」但又未成佛的叫做「地

上菩薩」。第三種、叫做「法身菩薩」，已經成了佛，證得法身，他乘願再來，已經

成了佛，他示現，表現一套入涅槃，一表現入涅槃之後，他再起菩薩的身。

好像觀音菩薩，已經早就成佛了，他成了佛之後，他再現這個菩薩身，做阿彌陀

佛的助手，釋迦牟尼佛在娑婆世界成佛，他又來娑婆世界，代釋迦牟尼佛救度那些眾

生，等等。這些就是「法身菩薩」，那些比較現在的佛，更加早先就成佛了。觀音、

文殊、普賢這些都是。地上菩薩有那些？例如龍樹菩薩、無著菩薩、那些是「地上菩

薩」。「地前菩薩」是現在那些發「菩提心」的，像你們各位都是「地前菩薩」，如

22



果未發心的就應該快快發菩提心，未發心就不能稱為菩薩，你雖然都有菩薩種性。

聽眾：羅漢？

羅公：甚麼？他說甚麼？

聽眾：羅漢，羅漢是那種菩薩？

羅公：羅漢不是菩薩，羅漢不是菩薩。剛才那些羅漢只是成羅漢，真正的菩薩一定要

跟著下面的標準，是有九個標準你要去做的，這些就叫做菩薩，羅漢未做得到

的。你(羅公)說你們各位都是菩薩？你們各位雖然未完全做到，但是望著這九

個目標去做，而又已經發了菩提心的，你這樣就是「地前菩薩」了。你又說羅

漢，我懷疑你問我的是這樣的：說上文說羅漢就再發「菩提心」，那他是哪一

種菩薩？「地前菩薩」，已經成了「羅漢」了，他重新發「菩提心」，但他在

大乘來計他還是未「見道」，小乘就「見道」了，他證得「人空的真如」，他

未證得「法空的真如」，大乘見道要證得「人空」、「法空」二空的真如。他

還未得，他只是證了一截，所以他未算是入了「地」，所以，須菩提那些他雖

然是重新發了心，他是羅漢，很高級的羅漢，大羅漢，但他是地前菩薩。

聽眾：他再迴向就返回去做地上菩薩？

羅公：什麼？

聽眾：他再迴向返回去，就做地上菩薩？

羅公：不是！他已經再迴向了！

聽眾：他是羅漢，羅漢剛才講是「地前菩薩」，

羅公：不是！「羅漢」不是地前菩薩，羅漢而又迴心向大乘才叫做「地前菩薩」。

聽眾：「地前菩薩」。

羅公：未迴心的不是菩薩。

聽眾：那迴心了再向上是不是地上菩薩呢？

羅公：迴心後再見道就是地上菩薩了。

聽眾：羅漢？

羅公：什麼？羅漢也要再見道。

聽眾：再見道才是地上菩薩？他還是由初地一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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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是，由「地前」一路上，因為他未能入初地，他只是證了「人空」，未證「法

空」。

聽眾：所謂「地上菩薩」必定要兩項才行？

羅公：是，一定是「人、法」二空。這樣，所以第一，菩薩標數無量。

「復有無量菩薩摩訶薩眾，從種種佛土而來集會。」這句不用解了？好了，現在

丙二、說明他們菩薩的「德」了。「德」character，「業」他的 behavior，「業」

行為，他的道德與行為，就總共分成九種，望著這九種去修行，能夠決心行九種道德

與事業的，這種人就叫做「菩薩」，所以，拜菩薩應該真正是拜這些菩薩，就不是拜

那些木雕泥塑的那些，那些是菩薩像。譬如說你是英國人你愛英國，你就要愛英國，

當你升起那支國旗，那支英國旗，你只是向英國旗敬禮就並不是敬禮那支旗，而是什

麼？因為那支旗是代表英國那樣解。

「明其德與業」。丁一、第一點，明「精進大」，「精進」即「勤」，「勤

勇」，那種勇敢、勤力、大，怎樣大法？「皆住大乘」，「住」即站穩，很堅決地站

在那裏，站穩他的立場，站穩大乘立場不會退轉的，這樣就叫做「精進大」，行不

行？行不行？

「精進大」，可以嗎？不要捨棄就得了。第二、「因大」，他所修的，佛是果，

成佛之前所修就叫做「因」，他所修的因不是好像「羅漢」那樣少的，他的「因」是

很大的，就是指甚麼？看看我的注，在頂處最尾那行，「於十地中，以聞思修等(的

慧)，漸次而遊」，名叫做「因大」，在「十地裏面」，那地前叫做甚麼？地前懶得

計數，但當然要了，而且「聞慧、思慧、修慧」，地前都有的，在十地之中用「聞所

成」的慧，「思所成」的慧，與「修所成」的慧，逐樣得、逐樣得，漸次而遊歷你修

行的旅程，所以說它的「因」大。

「因大」經文怎樣說？經文說：「遊大乘法」，好似去遊歷那樣，經過三個「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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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劫」，在那個「大乘教法」內修行，「因大」。「小乘」就不是，不需要「三大無

量劫」，快者即生，遲都不過是六十世就成「阿羅漢」了。所以現在有些人就想話速

成，那些是糊塗人。「因大」是嗎？「精進大」嘛！你整日望速成就已經精進不夠大

了。整日想速成。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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