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其國眾生常以清旦」，「清旦」者即是甚麼？一早，早上，天亮「常以清

旦」。「各以衣 盛眾妙華，供養他方十萬億佛。」他說各人用他的衣 ，「衣」就裓 裓

是那件衣服，「 」即是衫披，將衫披做什麼？「盛眾妙華」，載滿很多的花，走去裓

其他的世界處，「供養他方十萬億佛。」走去第二個世界處供養佛的。根據這一句，

就是要是「報土」的人才做得到了，「化土」的人哪裡有這麼大的神通？用那件長衫

載著那些花，去第二個世界處供佛？我看初地菩薩也未必辦得到這件事。如果照這樣

解法，這些眾生全部都是「地上」的高級菩薩來的。

「各以衣 供養他方十萬億佛。」「盛眾妙華」，「盛」即是載。他說，去了供裓

養又怎樣？是不是不會回來？不是。「即以食時，還到本國，」到了食飯的時候，他

們就很快地就在別的世界「還以本國」，回到「本國」了，本世界的了，這就是「報

土」了。是嗎？「化土」的人是做不到的。

「飯食經行」，第一個「飯」字讀「販」，是  verb 來的，當食飯；第二個

「食」字讀(飼)，即是那些怎麼？rice讀(飼)，那些飯，是 noun 來的，來的那個

「食」字讀(飼)，第一個「飯」字讀什麼？eat，食，食那些飯。吃飽飯做什麼？散

步，叫做「經行」，吃了飯後就有規則的散步叫做「經行」。

「經」者法則、規則，「行」就是散步的行，有規則的散步叫做經行。怎樣「經

行」？通常就是這樣的，那些小乘的修行人，大乘就不怎麼計較這些的。小乘人吃飽

了飯，他擔心不消化，尤其是吃飽飯時不能打坐的，打坐氣頂的嘛！這樣他怎樣？一

定是走出去花園，走出花園就去經行。怎樣經行呢？有一定的形狀，你喜歡行四方型

就四方型，你喜歡行直線就直線。你喜歡行，在這裏行，行到這裏，你就這樣去了，

去到這裏你又回頭，回頭又行，行到這裏，又回頭，兩邊的那樣行。很有規則的一條

直線，經行是有規則的散步。有些人是行方形的，在這裏行、行、行，行到這裏，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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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彎繼續行，轉彎這樣行，行到這裏，行到這裏又再回頭，回頭又這樣行，行到這裏

又回頭，行到這裏又回頭；行到這裏又回頭；行到這裏又再這樣行，有規則之行。因

為這樣行法心是不會亂的，好像時時都在定中那樣，這種形式叫做經行。

你喜歡行圓形的，你喜歡行三角形又得，總之是有規則。有規則的散步，叫做

「經行」。「飯食經行」。吃完飯了就去經行。這樣即是說什麼？現實的了，不是好

像六祖的講法那樣，不過是這樣的意思而已！哪裡有真的極樂世界？禪宗很多人這樣

說的。如果照經所說，有飯可吃的，吃了飯還可以去散步的，就根本是一個現實的、

具體的世界來了！所以人家問我，有好多人這樣問，相信六祖的說話，沒有的，這個

極樂世界不過就是這樣講而已，「唯心淨土」只按心，那裏會有一個觀音菩薩？

慈悲即是「觀音」，喜捨名為「勢至」。我就說不是，照《阿彌陀經》說，這個

是現實的世界來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相信它是一個現實的世界，不是，不是譬喻

的。六祖的東西也不要聽到十足。我們孟子有一句話講，「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孟子·盡心下》)如果你說信足的，《六祖壇經》句句都真的，六祖說下雨是因為龍

會能致雨的！你不要信，難道你不信科學嗎？是嗎？那你就走去信《六祖壇經》嗎？

一定要將那些與科學太矛盾的，你一定要剔除。還有，有些人正蠢材，學密宗了，有

病他不去找醫生，不去找西醫，走去找喇嘛來替他治病，真是，這種人真是愚不可

及，蠢到極的！科學你都不信？你信那個喇嘛來到搖鈴，呤、呤、呤、呤給你治病？

活該了！這種人如果有病治不好都因為這樣了。有一種人是這樣的，我很多朋友就是

這樣，迷信到極。信可以，但至緊要不要迷。

他說：「舍利弗！極樂國土」，「國土」即是那個世界，「成就如是的功德莊

嚴，」「如是」兩個字的即是這樣的，它能夠成就到這樣好的功德，用這種這樣好的

功德來裝飾的。下面又，「復次舍利弗，彼國常有種種奇妙，」還有種種什麼呢？

「種種奇妙」的東西，奇妙的甚麼？「雜色之鳥，」五顏六色的雀，這個就不一定是

「報土」，現在我們「化土」都有動物園，都有很美麗的孔雀和雉雞那些，「雜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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鳥。」還有很多甚麼？有。有白鶴、有孔雀、有鸚鵡、有舍利、舍利即是鴝鵒、了

哥；有「迦陵頻伽」，有人讀迦陵頻伽，是一種中國所沒有的這種鳥。

還有一種是「共命之鳥」，即是一隻雀有兩個頭的，兩個頭同一個身體，叫做

「共命之鳥」。現在有很多佛教徒遇到別人結婚時，就畫一幅畫去送給人，是嗎？畫

一隻雀就有兩個頭的，即是說他兩夫婦是「共命之鳥」那樣的意思。我有一個朋友，

一個佛教徒，他結婚，這個人很有地位的，是胡漢民(1879－1936)的姪兒，這個人

很有能力的，就去找一個畫家叫做潘冷殘(1880-1929)，很有名的叫潘達微，畫了一

幅「共命之鳥」的畫。搞到托人寄去上海，找章太炎題四個字，題「共命之鳥」四個

字，然後又在上海寄回來，要來送禮。這個禮就真是大了，你們最好了，別人結婚

了，你們會畫畫的，畫一幅「共命之鳥」送給他，他一定高興過你送一對金鐲給他。

「共命之鳥」。

「是諸眾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是」即此也。「是諸眾鳥，」在晝夜六時

唱出和諧典雅，雅正的聲音的，「雅音」。那些鳥的音唱出些甚麼音來？「其音演暢

五根、五力，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唱這些的，即是說連雀兒都會講經

的，唱些甚麼？演暢那些「五根」，記不記得？「信、勤、念、定、慧，」五根；

「五力」也是「信、勤、念、定、慧，」五種力。這樣就十種。「七菩提分」，「七

覺支」。是嗎？「八聖道分」，即是「八正道」，那些雀鳥會講這些的。「如是等

法」。「如是等」，即是這些、這些，即那些佛法。那些「其土眾生聞是音已」，那

個極樂國土的眾生，聽聞到小鳥唱這些聲音，他們怎樣？

「皆悉念佛、念法、念僧。」「悉」字者，盡那樣解，盡能夠「念佛、念法、念

僧」了。「念」者憶念，憶念佛、法、僧了。好了，如果這樣，這個就不是「報土」

了，那裏會有畜生的？「報土」應該沒有畜生道的。但他又這樣說，不是，他說不是

真的，那些是佛與菩薩化出來的，不是真的有畜生。你看：「舍利弗！汝勿謂此鳥實

是罪報所生」。舍利弗！你不要說這些這樣的小鳥是畜牲，實在是由「罪報」，作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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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報應產生這些的，你不要這樣講法。所以者何？「所以者何」即是為什麼呢？為什

麼呢？為什麼呢？因為這樣，下面講理由了，「彼佛國土無三惡道(趣)，」那個極樂

世界沒有地獄、餓鬼、畜生這三惡道的，如果這樣就是「報土」了，沒有三惡道還不

是「報土」？所以那些人就根據這句，說它是「報土」了。

這樣我們怎樣理解呢？這樣又說它是「化土」了。可能，我就只有兩個解釋：那

些「報土」的人生在「報土」，那就沒有三惡道了，是嗎？「化土」的人如果生在

「化土」，又不一定是不好的。又可以。第二個，是「化土」都沒有三惡道的，因為

何解？他生在極樂世界，那環境不許可你犯罪也可以。這句經，古人將它來說，「彼

佛國土無三惡道」。

那些唯識宗的人說它是報土，必然是報土，我自己也是唯識宗的人，我也不信它

這句話，化土一樣可以無三惡道的。「舍利弗！其佛國土尚無惡道之名。何況有

實？」他說，舍利弗！「極樂國土」，「彼佛」，那位阿彌陀佛，那個阿彌陀佛的極

樂國土連「惡道」這兩個字的名稱都沒有的！惡道的名稱，地獄的名稱，餓鬼的名

稱，畜牲的名稱，連個名稱都沒有的！

「何況有實？」何況真的有這個事實？有地獄的事實、有餓鬼的事實嗎？然後又

何來那些畜生，那些小鳥呢？「是諸眾鳥。皆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變化所作，」

「是」者，作此字解，「此諸眾烏」，這些這樣的鳥。都是阿彌陀佛他想令到那些佛

法之音能夠宣暢流通，就變化出這些雀仔出來，畜牲出來，作出來的，這樣即是實在

就沒有畜牲的。如果真是這樣，就真的很像是報土了。是嗎？

他說：「舍利弗！彼佛國土，微風吹動，諸寶行樹及寶羅網出微妙音。」他說：

舍利弗！那彼佛，彼阿彌陀佛的極樂國土有時一陣微風吹過來，吹動那些七寶造成的

行樹，「七重行樹，」同時又吹向那些羅網處，吹出一些很微妙的音樂。「譬如百千

種樂同時俱作。」我們聽起來好像有百種，成千種音樂器同時一齊奏出來那麼好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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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樣好聽的。「聞是音者皆自然生」起，生起甚麼？「念佛、念法、念僧之

心。」這個不用解了。如果照這樣講，就化土都是有的。何解？

兜率天就是有這樣的了。兜率天的景象就是這樣的。不過到最後我就告訴你，我

以為阿彌陀佛的報土，本質就是報土，它會有化土。第二個講法我現在已經講了，釋

迦牟尼佛的報土在哪裏呢？照經文說，《解深密經》就是在報土講，他的報土在摩醯

首羅天的中間。即是色界的最高層天的中間，他的報身佛即是毘盧遮那佛，報身佛，

他毘盧遮那佛所居住的地方，叫做「密嚴國土」。「密嚴世界」，這是釋迦佛的報

土。釋迦佛的化土在哪裏？我們現在坐在這裏的就是釋迦佛的化土。釋迦佛的化土之

中，有一個最微妙的地方，就是兜率天，釋迦佛原來住的。釋迦佛成了佛之後，現在

彌勒就在那裏住，彌勒菩薩就兼做兜率天的天王了。這樣他，我們如果見了道，我們

不生阿彌陀佛的國土，我生在釋迦牟尼佛的報土行不行？行。生「密嚴國土」現在那

些東密的密宗，就常常修行就是想生「密嚴國土」了。這樣我生不到「密嚴國土」，

但我又想生，譬如你一世人修密宗，你又未見道，生不到「密嚴國土」了，但你又不

想做人這麼辛苦，怎 辦？麽

那就生去化土中最好的地方，就是哪裏？兜率天了。所以生不到密嚴國土的那

些，一定是生去兜率天的。所以，不要緊的，這是我的見解。好了，他再講了：「舍

利弗！於汝意云何？」他說，我就提出一個問題問你，你的意思是如何解答呢？「彼

佛何故號阿彌陀？」那位佛何解叫做阿彌陀？解了，他說：「舍利弗！彼佛光明無

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是故號為阿彌陀。」解做「無量光」了，是嗎？他的無量光

明照十方國土。好了，又解無量壽了，阿彌陀解了。「又舍利弗！彼佛壽命，」那個

佛的壽命，「及其人民」，以及人民的壽命，它這個人民的下面，壽命兩個字

understood 了，略了的。「無量無邊阿僧祇劫，」無量無邊的無量劫，「故名阿彌

陀。」這樣，一般來說，就說他有四十八劫。它這裏就說他有無量無邊那樣多阿僧祇

劫，這樣就有些出入，它這裏是解答無量壽這三個字的。下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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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弗！阿彌陀佛成佛已來，於今十劫。」一個 long period,一個非常長遠的

時間，叫做一個劫。他說阿彌陀佛的壽命至少有四十八劫。他成了佛之後到現在已經

是第十個劫了。下面說了。「又舍利弗！彼佛有無量無邊聲聞弟子，」「聲聞」者，

那些小乘的人。聲聞弟子「皆阿羅漢。非是算數之所能知。」一句。計算不出那樣

多。如果照這樣說，「報土」就不應該有小乘的。是嗎？但他又說它有小乘人。照這

樣解就不是報土了。但又有人這樣解，那些在化土這裏已經證了阿羅漢果，他生了去

極樂世界，他不變的樣子就行了。又通。所以很難說是報土、化土的。是只有上文那

句，說那裏沒有三惡道。菩薩也多到極，「諸菩薩亦復如是。」那些菩薩的數量也是

一樣。「亦復如是」，即是也是一樣。「舍利弗！彼佛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這

句上文解釋過了。

好了，下文講出又像報土了。「又舍利弗！極樂國土眾生生者皆是是阿鞞跋

致。」一句。他說舍利弗！極樂世界那些生在那裏的眾生都是甚麼？是「阿鞞跋

致。」「阿鞞跋致」譯做「無生法忍。」或者叫做「無生法忍。」對於「無生法」，

他能夠證到，那個「忍」字是智慧。證到「無生法忍」。所謂「無生法忍」是怎樣？

嚴格來說「無生法忍」就是見性、見道。「無生法」即是真如，「忍」者證得清清楚

楚，對於真如證得清清楚楚就是「無生法忍」，即是「報土」了。「眾生生者」，那

些眾生生他那裏，皆是「阿鞞跋致」，都是得了「無生忍」的，不就是「報土」嗎？

但是又這樣的，「無生忍」有廣義的、有狹義的，狹義的就了見性了，廣義的，對於

「無生」的道理都懂一點，好像你與我那樣，都可以是懂一些的了，那樣都可以是廣

義的「無生法忍」。如果這樣就化土也可以了。

「其中多有一生補處，其數甚多。」其中那些已經見了道的人，其中很多已經是

甚麼？「一生補處。」做完了這一世人，第二世就成佛了。這是一生。「補處」就是

後補的，在這一世做後補佛的。好似彌勒那樣。「一生補處，其數甚多，非是算數所

能知之，」那些人說，這樣講法這樣多人物的，就一定是報土了。即是說，照這樣

看，極樂世界一定有報土，本質主要就是報土，不過它亦應該有「化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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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可以無量無邊阿僧祇劫說。」他說這樣多怎樣數？用天文數字都數不到的，

只可以，「但」即是只可以，只可以甚麼？「無量無邊阿僧祇劫說，」這幾個字來描

述，這樣說，「說」，說即是 describe，描寫它，用「無量無邊阿僧祇」這幾個字

來到描寫它。他說：「舍利弗！眾生聞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所以，這樣好的地

方，你們眾生聽到的，都應該發願生去他的國土。

下面又講了，「舍利弗！不可以少善根福德(為)因緣得生彼國」的。這句又嚇到

人了，少少善根你都不能生到極樂世界，不可以用那些少少的善根，少少的福德，做

原因，因緣即是原因，這麼少少的善根做原因就得生彼國，一定要很厚的善根才可以

的。又照這樣講，又似是報土。下面這樣講了：「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聞說

阿彌陀佛，執持名號，」即是常常憶念、記著他的那個名號；本來執持就是記憶那樣

解，不是用口念，以前是用心念的，即是常常想著阿彌陀佛。

那個「若」字當「或」字，即是英文的 or，「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

日、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七天之內都「一心不亂，」這件事真是難搞了，一

心不亂，你能夠做到這樣，現在的人怎樣？打佛七就是這樣來由了，就是根據這句經

了。他說如果你能夠這樣做，「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佛(就)與諸聖眾，」那些聖

人，即觀音菩薩那些，就「現在其前」，來見你。「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如果那個

人，「是人」即是此人，如果此人臨死時心不顛倒，怎樣叫做「顛倒」？對於無常的

世界、無常的人生，執著它，說他常。第一種顛倒；第二種顛倒，是眾生無我，你執

著有我。第二種顛倒；我們這個染污的世界是不清淨的，我們偏偏執它清淨。是第三

種顛倒；無我計我；不淨計淨；無常計常；是不是四種了？無常執為常；無我執為

我；不清淨執為清淨，還有甚麼？嗄？

聽眾：以苦作樂。

羅公：是。於苦計樂。是嗎？這個世界是苦的，我們偏偏沉醉，以為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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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了是嗎？就叫做顛倒。如果人的心不顛倒，都很容易做到的，不執而已。是

嗎？不過難就難在一心不亂，最怕你辛苦起上來就不行了。「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

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了。即是說，如果你見了道的，就生到報土了。未見道的

人，他這裏又沒有限著一定要見道。如果你能夠一心不亂，最低限度可以生去化土。

不過照這本經看是現實的，不是說理想中的世界。下面了：「舍利弗！我見是利，故

說此言。」他說：舍利弗，我見這樣有利，教別人去唸佛往生，所以我講這句話而

已。所以才講這本經。「若有眾生聞是說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所以我這樣說，

那些眾生聽聞我這樣說，應該發願，求生極樂世界。

下面再講，「舍利弗！如我今者讚嘆阿彌陀佛有不可思議的功德，」有這

樣的利，東方，阿彌陀佛固然是這樣了，是不是只有西方極樂世界？不是，東

方、南方、北方都有很多這樣的快樂國土的，所以他說：「東方亦有阿 鞞閦

佛，有須彌相佛，有大須彌佛，有須彌光佛，有妙音佛。」又有「如是等恆河

沙」那樣多的佛，這些佛就怎樣？「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

界，說誠實言。」他說那些佛個個都將那條脷(舌)伸出來，「廣長舌」，又闊

又長的舌，他伸出來，那條 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三千大千世界都被他完全遮脷

住了，如果那個佛這樣，豈不是很怪？是嗎？條 伸出來這麼大，我們要知脷

道，不是真的說他的 伸出來這麼大，即是說他用很正確的聲音，很和雅的聲脷

音說話和來讚嘆，我們不要執著，他用一些很和雅、很正確的說話，說這些很

誠實的「言」。

他怎樣說？那些佛怎樣說？「汝等眾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

念經。」他說：你們眾生，「汝等眾生」，你們眾生應該怎樣？「當信」、應該相

信，「是」即是這本、這個，「是」就這個，信這個，這個甚麼？不止信，還要稱讚

它，稱讚什麼？稱讚這本、信這本有不可思議功德的、而被一切諸佛，世界裏的一切

諸佛，所憶念的、所護念、憶念的這本經。即是我現在說這本經，是「一切諸佛所憶

念的，」這本這樣的經，你們眾生應該信。

8



東方又有這麼多佛，讚嘆這本經。南方、西方又怎樣？「舍利弗！南方世界有日

月燈佛、名聞光佛、大焰肩佛、須彌燈佛、無量精進佛，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

「又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他說，他怎樣說？他

說：「汝等眾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當信是稱讚，」「是」，應該這樣，

是嗎？兩個 verb 的但它 understood 了。

不可思議功德的、一切諸佛所護念的經，就是這本經。「舍利弗！西方世界有無

量壽佛、無量相佛、無量幢佛、大光佛、大明佛、寶相佛、淨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數

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每個這樣讚，他又怎

樣說？「汝等眾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釋迦佛都好長

氣。「舍利弗！北方世界有焰肩佛、最勝音佛、難沮佛、日生佛、網明佛，如是等恒

河沙數諸佛。」如果你是見道的人，你與那位佛有緣，你一發願就往生他那個報土

了。如果你未見道，就去他的化土，專誠念祂一心不亂。好了，其餘那些，等我讀完

就先休息一下。

《阿彌陀經》就是如此的，你不用很深究去讀了，得閒就將它來讀一下就可以

了。讀書你要記住，讀書不需要求甚解的，大致上瞭解就可以了。你看我把它讀完：

「東方世界、西方世界、北方世界」他講了。是嗎？已經講了，是嗎？講下方，是

嗎？「舍利弗！下方世界，」我們的世界在這裏，東世界、南、西、北，這裏就是下

方了，上面就上方了。叫做十方嘛！

聽眾：羅 sir，是不是北方未講？北方呀！

羅公：什麼？

聽眾：北方未講。北方。對上一方。

羅公：未讀嗎？哦！已經讀了！你看第五十一頁第四行，「北方世界有焰肩佛、最勝

音佛、難沮佛、日生佛、網明佛，」這些佛，「如是等恒河沙數(那樣多的)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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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

那些佛各於其國將舌頭伸出，「廣長舌」，又廣又長的那條 ，「遍覆三千大千脷

世界，」整個三千大千世界被他普遍地遮蓋，那意思即是說，用那些很莊重的語言來

說那樣解，如果真的，如果真是佛有那麼大條舌頭伸出來，他都不是真的嘛！有甚麼

好看？這樣伸條舌頭出來，這麼大。是嗎？我們讀書不要執著。「說誠實言」。講一

句甚麼話呢？「汝等眾生」，你們眾生，「當信是」，應該信這個，「稱讚」，下面

應該是「信是、稱讚是」那樣，不過下面的「是」字 understood 了。

「當信是稱讚是不可思議功德(的)一切諸佛所護念(的)經。」就是這本經。「舍

利弗！」講完北方就講下方了：「舍利弗！下方世界有師子佛、名聞佛、名光佛、達

摩佛、法幢佛、持法佛，」有這麼多佛，「如是等」，諸如此類。這些恒河沙數那樣

多的佛，下方世界裏，「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來)說誠實言。」

他怎樣說？他又說：「汝等眾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的經。」

上方還未講，他說：「舍利弗！上方世界有梵音佛、宿王佛、香上佛、香光佛、

大焰肩佛、雜色寶華嚴身佛、娑羅樹王佛、寶華德佛、見一切義佛、如須彌山佛，」

這麼多佛名，「如是等恆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那「國」字當世界解，「出廣長

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怎樣說呢？他說：「汝等眾生，當信是稱讚

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於是一個段落了，它這裏一個圈，表示了一個段

落那樣解。通常講一個段落，那些人打罄的人就「噹」一聲就打一下。

他下面再講了：「舍利弗！於汝意云何？」我提一個問題來問你，「云何」即是

如何，即是英文的 how，對於你的意思，你怎樣答我這個問題呢？下面問了 :「何故

名為一切諸佛所護念經」呢？「何故」，甚麼原因，為什麼？叫這本經，這本《阿彌

陀經》，叫這本經做「一切諸佛所護念(的)經」？「護」者，護念兩個字，「護」

者，護持它，保護它，「念」者，憶念它。一個媽媽對於她的兒女，她當然是護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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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又常常憶念著他們的。一切諸佛對於這個《阿彌陀經》所講的這個法門，都是很

保護、很愛護、很憶念這本這樣的經。「護念」這兩個字譯得很好的，新譯有些人將

「護念」兩個字譯作「加持」。後來那些人就將「護念」兩個字譯作「加持」，尤其

是密宗就用加持。「加」者、加一種力量來保護你，「加」，這個「護」字，「持」

者、記憶著你，不忘記。「何故名為一切諸佛所護念經？」

他講了：「舍利弗！」若果有「善男子」或者「善女人。」「聞是經受持者，」

怎樣叫做「聞是經受持」？聽聞這本經，「受」者就是「聽」，聽受；「持」者，記

憶著不忘記，記憶不忘就叫做「持」，聽受，又受，又「受」又「持」這本經的，

「及聞諸佛名者，」以及他聽聞上文所講的諸佛的名稱的，這些男子，「善男子」、

「善女人」是很難得的，「是諸善男子善女人」，他說這些「善男子」與「善女

人」，「皆為一切諸佛之所護念。」他說這些善男子、善女人都會被上文所講的一切

諸佛所加護你，所憶念你的。即是說，聽了這本經的人，都會有無漏種子，會在將來

成佛證果的。

「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些眾生，聽聞這本經的，他都能夠會

在將來，或者現在，或者將來，總有一天會達到不再退轉，一路趨向修行而得到佛所

有的最高智慧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即是說大家都有機會聽這本經的，每個

都有無漏種子的，就不用擔憂不會成佛的，只要你自己不自暴自棄就得了。「是故舍

利弗！汝等皆當信受我語及諸佛所說。」一句。他說：這本經這樣好，所以呢，「是

故舍利弗！」你等，「你等」就即是你們，「汝等」譯做白話就是「你們」，你等都

應該信受，相信、接受我這番說話，即是這本經所說的，又信受甚麼？信受諸佛所

說、諸佛所讚的這本經的說話，你都應該信受。「舍利弗！若有人已發願，今發願、

當發願，欲生阿彌陀佛國者；是諸人等，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彼國

土若已生、若今生、若當生。」一句。

他說：「舍利弗！」如果有一個人「已發願」，他從前已經發了願，或者你前生

發了願，譬如在座你們各位，誰敢講你們自己前生未有發過願？「已發願」，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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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發願」，現在這一世發願，或者當來世，現在未發願，將來我都會發願，發願甚

麼？發願「欲生阿彌陀佛國」的，「已發願、今發願、當發願」，想生「阿彌陀佛

國」的，這種人，你不要小看了這種人，「是諸人等，」他說：這些人們，「皆得不

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將來都不會退轉的，一定會成佛的，他不止會將來成

佛，「於彼國土，」第一、他會成佛。

第二就是「於彼國土」，他說這種人「於彼國土」，於那個極樂世界，有些人已

經生了，「若已生」就不用講了，已經生了。「若今生」，他今世完了，他就會生

了。「若當生」，今世不生，來世都有機會生的。即是聽過這本經的，不反對的，不

持異議的，不是已生、今生、當都會生，有些人說，因為他「若當生」了，今世就未

必生，將來見了道才生，有些人這樣說，其實這樣講是太過執著。

下面了：「是故舍利弗！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一

句。既然這本經這麼好，一聽聞這本經的人都會不退轉的，所以，「是故」，即是所

以。舍利弗！叫他一聲。他說：所有的「善男子」或者「善女人」，「若有信者」，

如果你信這本經，信我所講的話，就「應當發願生彼國土。」你發願求生這個極樂世

界才可以。他再叫他：「舍利弗！如我今者稱讚諸佛不可思議功德；彼諸佛等，亦稱

讚說我不可思議功德，而作是言：」這裏，這裏是一個 colon 點兩點的，這樣解

它，「舍利弗！如我今者」，例如我現在，「今者」即是現在，我現在稱讚諸佛有不

可思議功德，讚那些諸佛，說他們有不可思議功德。

我就讚他們了，「彼諸佛等，亦稱說我不可思議功德。」其他的上方下方

的那些佛，他們亦稱讚我釋迦牟尼，說我有不可思議功德。「而作是言：」他

講了這樣一句話，他說那些佛就這樣說：「而作是言」。「是言」即是他這樣

說。他怎樣說呢？他這樣說：「釋迦牟尼佛能為甚難稀有之事，能於娑婆國土

五濁惡世，劫濁、見濁、煩惱濁、眾生濁、命濁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為諸眾生說是一切世間難信之法。」一句這樣長的。他這樣說，他說，那位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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迦牟尼佛能夠做，「為」就是做，那些很難做，又很稀奇難得的、稀有的事

情，他怎樣難得？怎樣稀有？他能於娑婆國土，他能夠在那個娑婆世界，娑婆

世界是梵文的 Sah -lokadh tuā ā ，這個世界，娑婆，這個世界就譯做「堪忍」，

「堪忍世界」，娑婆 (sah ) ā 兩字由梵文譯，意譯是堪忍，即是我們這個世界是

苦到極的。

這個世界，能夠在這個世界做得眾生的，都是很能夠，「堪」即是能夠，

能夠忍受痛苦的，這種眾生，堪忍世界。他說，能夠於娑婆世界，「國土」指

世界，在這個五濁惡世，怎樣「五濁」？下面他數了五種濁：「劫濁」，很快

那個眾生的世界一成一壞，「劫」，劫即是一個 long period，即是很長的時

間，即過萬年的世界一成一壞，這些那麼長遠的時間，很快就來一劫，很快就

來一劫，都不能長久的，好像極樂世界那樣能夠很長久，「劫濁」；「見

濁」，每個人都有「我執」、「法執」，「我見」、「法見」，有那些惡見，

「惡見」等等的煩惱濁，「貪、嗔、癡」等的煩惱濁；很多那樣的煩惱的，令

到這個世界都很混濁的，「眾生濁」，種種不同的眾生，有好，有壞，不夠純

粹的那些眾生，「眾生濁」；「命濁」，我們的生命有種種不同，「命濁」。

在這個五濁惡世的娑婆世界裏面，他居然能夠在那裏得到成佛，得到「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成佛，成了佛之後他為諸眾生，他為那些眾生說是，那個「是」字當

「此」字解，「說是一切世間難信」的佛法，說出這樣的佛法，他們讚我。他繼續

說，「舍利弗！當知我於五濁惡世，行此難事；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一切世間

說此難信之法。是為甚難。」一句。

這個釋迦佛自己又讚自己，別人讚他，他自己也讚：他說，「舍利弗！當知」，

你應當知道，「我於五濁惡世」，我釋迦牟尼在這個五濁惡世處，「行此難事」，去

修行，去做這些這麼難做的事，去成佛，而得到「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是成了

13



佛，得到最高的智慧，「為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我為一切世間的眾生說這些很

難得到別人信的，好像《阿彌陀經》這些這樣的法，「是為甚難！」這件事是很難

的。

這件事，讚一讚嘆自己，這樣就完了，佛講完了。下面，照例，佛法，佛經通常

是有三分的，第一分就叫做〈序分〉，「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等等等等，

如是「無量諸天大眾俱，」這個叫做〈序分〉，〈序分〉。下面是正式講本文的，

「爾時佛告長老舍利弗。」一路到那裏？「是為甚難。」到了這裏就叫做〈正宗

分〉。

下面那些就是結尾就是〈流通分〉了，很像寫英文信那樣，一定有個

heading，有上面的，有個中間內文，下面又有一句 Your sincerely 那樣，等等的那

樣的，即是格式是這樣，我們不用多理，這是流通分了。下面，「佛說此經已。」

「已」就當之後，佛解釋、講解了這本經之後，「舍利弗及諸比丘，一切世間天、

人、阿修羅等，聞佛所說，歡喜信受，作禮而去。」這句是流通分，大家很容易理解

的，是嗎？我今天講的，最重要就是讓你們對一對，極樂世界照這本經來看，本質就

是報土來的。化土沒有這樣，都無三惡道的，就一定是報土了。但它一定有，有報土

一定亦有化土的，不會少了一樣土的。佛有三身，難倒阿彌陀佛會少了一身嗎？

佛有三個土，難倒阿彌陀佛會缺少了一個土？又是不通的，是嗎？所以他應該有

化土，所以我們不憂，生報土，未見道就肯定沒有得生去的，但是可以生化土。還

有，你不生極樂世界，到時生兜率天也不憂沒得生的，但是你說，我沒有念彌勒佛，

兜率天要念彌勒佛才可以生的，我沒有念他，他怎肯給我生嗎？你又不要這樣講法，

彌勒菩薩這樣沒有度量嗎？好像那些信我就得救，不信我就沒得救，不會這樣的！如

果他是那樣，他就不是彌勒菩薩了！是嗎？所以，第一、他應該要有一個大的度量，

不會那麼小氣：你都不念我，我怎麼會讓你來！不會的，此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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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還有大家不懂唯識你就不懂了，懂唯識你就懂，《成唯識論》講的，譬如

你和觀音菩薩最有緣的時候，你進入到一家寺門，沒有觀音菩薩的，只有釋迦牟尼

佛，你去禮拜釋迦佛，你就已經同時禮拜了觀音菩薩了，何解？因為你所拜的釋迦牟

尼佛，是不只是釋迦牟尼佛一個人變的，那位釋迦牟尼佛是與你有緣的那些諸佛，例

如阿彌陀佛、藥師佛等的諸佛共變的，觀音菩薩前生叫做「正法明如來」，已經成佛

了，他也是菩薩，現在是法身菩薩。所以你所拜的釋迦佛，也是觀音菩薩有份變的，

你禮拜的那個佛就已經拜了所有你與他們有緣的佛了。你去另外一家寺，只有一個觀

音又沒有釋迦牟尼佛，你禮拜觀音，我又沒有拜釋迦牟尼佛，不是的，你禮拜那個觀

音菩薩，就連阿彌陀佛、釋迦佛都拜了，只要你與他所緣，你就已經一起拜了。

即是引伸出來是怎樣？你去的一個地方什麼佛寺是都沒有的，只有教堂，人家拉

你去教堂做禮拜，你見到十字架，那位耶穌在那裏，是釋迦牟尼佛有份共變的。你禮

拜那位不是純粹是他們的耶穌，是你的釋迦佛有份的，只要你向他敬禮的時候，你更

加可以作觀，你是瞭解這個，我所拜的釋迦佛，你去敬禮耶穌，無所謂的，耶穌是一

個聖人，我是一個凡夫，他值得受我的敬禮。他耶穌也值得受你敬禮，而且我敬禮

祂，我是信仰佛的，受我敬禮的人一定是佛有份變的，我現在不只敬禮耶穌，同時我

敬禮釋迦佛，同時敬禮彌勒菩薩；同時敬禮觀世音菩薩。我現在敬禮的這個耶穌像，

是觀音、釋迦、耶穌等等共變的。你一瞭解到這個道理，你都不用安佛像了，有一個

在就行了。是嗎？你們應明白這個道理就行了。還有一點點時間，這樣今天就沒有講

到…。

聽眾：《解深密經》。

羅公：〈勝義諦相品〉。

可以返溫第一個「無二」，怎樣「無二」？「二」者就是分別，什麼叫做「分

別」？又叫做差別。即是 different，我們通常用世俗的眼光所看的世界，是有差別

的，為什麼？有高、有低；有善、有惡；有富、有貧；是嗎？有真、有假；有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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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有垢、有淨，有分別的，有 difference。如果用勝義諦，即是用我們勝義的智慧

去看，這個世界根本就沒有這種 difference 的。有分別是我用世俗智慧所看到的，

既然無善、惡；好、醜；高、低；即是怎樣？無生無滅，即是《心經》裏面所謂的，

「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亦即是《中論》的「八不」，記不記

得？大家有沒有看過八不？「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

出」。本來應該是「不去」的，不知為何它譯成「不來亦不出」，都可以的，「出」

與「去」也是一樣，「八不」。

其實應該怎樣？應該加多一些進去才對，龍樹菩薩就太簡單了，應該是怎樣？不

善亦不惡；不高亦不低，是嗎？不一亦不多。等等，千不萬不，全部都「不」清它，

凡有差別的，有 difference 的都不對，都不是實相，「實相」即是真如相。實相就

是「八不中道」，「中道」就實相，八不的：「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

生、不滅、不常、不斷、不一、不異、不來、不出。」《心經》就將它縮為「六

不」，改多些，「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這六不，其實就是應該千

不萬不的。「不二」，是嗎？識解了？將來有機會，過得幾堂課，你們就拿那本《維

摩經》的〈不二法門品〉，我講完這個〈勝義諦相品〉，你們就拿過來過來對一對，

看看《維摩經》的所謂「不二法門」的「不二」與這裏〈勝義諦相品〉所講的有

何不同？其實沒有不同。《維摩經》就強調「不二」兩個字，這裏就不止講「不

二」，五種特性。所以就沒有《維摩經》那樣長的，是那樣解。這樣，「不二」，是

第一種性質，勝義諦的第一種 quality 就是不二，沒有分別。

第二種性質就是甚麼？「離言」，凡是用說話講的，這個「言」是指名言。指概

念 concept，凡是用名言、用概念可以表達的都是世俗諦。勝義諦是不能用名言去

表示得到的，講都不對，但不講又不行的。但你講，你不要執著那些名言，所以要離

言，離開名言。第二種性質是離言，與概念不同，概念都是相對的。凡有概念，概念

是沒有絕對的。譬如你說，譬如有一個概念，概念即是一個  concept，譬如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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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高是一個概念，你說高的時候，高的對面有個什麼？有非高，有矮了，是嗎？即

是有 difference 了，不是「無二」了，又不是離言了，是嗎？一有「言」就一定

「二」，「無二」就一定是用言講不到的，凡是用概念講得出的，一定是有差別的，

有差別了。同時概念的本身不是等於那樣東西。

譬如我說，譬如你是小朋友的時候，我們幾十歲人，就知道世界上有種人叫做所

謂帝皇，是嗎？小孩子，五、六歲的小孩子，亦有所謂帝皇的。那些細路哥(兒童)在

大家一齊玩的時候，你就做皇帝了，她就做皇后了，她就做公主了。不是有些是這樣

玩的？這即是說小孩子也有個 Emperor，有個皇帝的概念的。但是那些小孩子以為

的那種皇帝，與我們幾十歲人所說的皇帝是不同的，我們所謂皇帝者，是覺得有一種

非，就不是純粹的民主國家，裏面有一個大王就惡過一切的，這些惡過一切的那種人

就叫做皇帝，是嗎？即是這樣，同時，他是一國的元首來的，叫做皇帝。

但是小孩子就不是的，以為那個皇帝要殺人就可以殺，我要給你多少錢就給你多

少錢，他要怎樣就怎樣的，就這樣。他心目中的所謂皇帝的這個概念，與我們認為的

皇帝的概念不同。還有，我們與那些老太婆講的皇帝又不同的，那些老太婆唱《木魚

書》，唱著唱著有些皇帝是怎樣好的皇帝，怎樣好法，怎樣「聖皇」，怎樣真命天子

那樣說的。

我們所謂的皇帝就是根本沒有所謂叫做「真命天子」，所謂真命天子是他用來騙

人的，是嗎？他做皇帝不過是他最惡，那時沒有人推翻他，這樣就叫做皇帝，我們是

這樣看法，那個概念的內容是完全不同的。你說的概念就是名言了，你說名言就是等

於那樣東西，就你完全搞錯了。所以概念只可以用來指示一下你去了解那種東西，就

不能夠說概念就等於名言一樣的。不是！等於那件事實一樣的。

不能夠說那個概念所代表的事實就是等於那個概念的。與那個概念是一模一樣

的，你明瞭不明瞭這一點？概念與事實根本是有距離的。你信不信？不是即是這種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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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所以禪宗的人，禪宗有一本書，叫做《指月錄》，你們如果學禪宗的人，不用搞

禪七那麼多東西的，你去買本《指月錄》來看看，將它來想一想，參一參，《指月

錄》。《指月錄》，有本書叫做《指月錄》，何解叫做《指月錄》？

他說有一個人，不識得那個月亮是怎樣的，他去問一個聰明的人，這個蠢仔去問

一個聰明的人：月亮是怎麼樣的？那個聰明人就用手指指那個月亮給他看：這個就是

月亮了。當這個人指那月亮的時候，人有很多種的，那些最蠢的人就死死看著他的手

指，就見到那個所謂月亮，是像整隻手指豎在那裏的樣子就叫做「月亮」了，那些是

蠢材。聰明的人他不看你的手指的，他看一看你的手指，看那手指向哪裡，他就跟著

看那裏，他是聰明的人。所以他撇開你的手指直接看月亮，概念名言甚至到佛所講的

經，佛所講的經是甚麼？一堆概念，只是一堆名言而已，不外是一大堆手指指給你

聽，他指給你聽極樂世界如何如何，你以為那一番說話就是極樂世界，就是這麼多東

西嗎？不止的嘛！他指的是教你怎樣去修行生去極樂世界而已。

你死看著極樂世界就是這樣的了，拼命在那裡做夢那樣，沒有用的，你要修行

的。所以，是蠢人就是看著手指，抓著手指當它是月亮，聰明的人就不要那隻手指，

跟著手指看月亮。所以佛經裏面，我有一個譬喻，他說有一個人拿著一塊石頭去掟那

隻狗，那隻狗怎樣？見到那塊石頭牠咬那塊石，追住那塊石頭來咬，牠不咬人。

如果你拿著那塊石頭見到那隻獅子，掟去獅子的時候，獅子是不咬那塊石的，撲

過來咬你這個人，他說狗和獅子之分就是這樣了。你用石頭去掟牠，狗只知道咬石卻

不識得咬人，獅子就不是了，牠咬人不會咬石的。石用來代表什麼？名言、概念，要

「離言」。概念即是，離言是甚麼？「無二」就等於《維摩經》的〈不二法門品〉。

「離言」即是甚麼？《金剛經》就已經講了，所以佛就講這個筏喻不二法門:「法尚

應捨，何況非法！」

佛法，佛所講的法，當你修行的時候你都要捨棄，何況不合法的你還要死攬住？

18



現在的人學佛的多數都是死攬住的！凡死攬住的都不行的，只有兩樣可以死攬住，學

密宗可以，可以死攬住都得；念阿彌陀佛，學淨土宗都可以；死攬住，阿彌陀佛有時

還要死攬住，是得！實(一定)有的，不是假的，這個極樂世界是真的，我一定生〔極

樂世界〕的，我肯念就行了。這樣就可以，學淨土宗就可以，死攬住都得，其他宗都

不行。

學密宗就可以，密宗就行，我修阿彌陀佛法，我修觀世音菩薩法，是的！是這樣

了，一定可以的！念那些咒，咒就是觀世音菩薩的了，咒就是了！我所想的觀音菩薩

的那個咒就真是觀音菩薩了！密宗就可以，而且還很妥當，念佛，念阿彌陀佛也是，

越執著越好，更加快。你說不執，還有些懷疑，你沒有得生去。就是這樣，何去何

從？

「離言」，不是，「不二」就等於《維摩經》的「不二法門」，將來再給你們對

勘。「離言」，《金剛經》你讀過了，這樣已經勝義諦相的內容，「勝義諦相」的五

個相已經講了兩個相，「離言」都講了。這樣，「非尋思所行境」是第三。尋思，尋

思就是 thinking，想，當我們思想的時候，好了，我問一下你，當你思考的時候，

離開概念你有沒有辦法想？說話都沒有得講。

譬如你娶老婆，你發喜帖，發一張帖：謹於某日，我某某等，得雙方家長同意謹

於某日，在大會堂婚姻注冊處結婚，恭候光臨指導。譬如你發一張這樣的帖。那張帖

是甚麼？裏面是甚麼來的？如果拿著那張帖來看，是顏色來的，一堆二堆白紙黑字，

白紙黑字，除了白紙黑字甚麼都沒有。是嗎？根本與你結婚的那回事離行離列的，你

結婚那回事是離開那張紙的，離開那些黑白的東西的，是嗎？如果是拿著黑白的字說

是結婚了，那人家拿著那張白紙黑字來看不就是等於他與你老婆結婚？是嗎？所以結

婚這回事是離開這張紙的，是嗎？還有，你這張紙裏面，表面上就是假的了，實際上

這張紙上所表示的都是甚麼？是一堆概念，那堆概念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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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我倆得雙方家長同意，這麼多個字。我，是一個概念，我；倆，就是兩個

人，又一個概念；得，得的對面，「不得」嘛！「得」不又是一個概念？一個名言？

雙方，即是不是單方的，雙方，又是一個概念，雙方和單方有差別的，有分別的，二

的。同意，同與不同又是剛剛相反，又有分別，又二了，同意，是嗎？謹於某日，謹

的反面就是不謹，即是很鄭重的，不是隨便的，謹。於某日，譬如說，謹於五月一

日，即是不是六月一日，亦不是四月一日，是五月一日。不又是一個概念？又是有差

別的。五月一不是五月二，又是有差別，二了，不二了。不對，二了。在大會堂，在

大會堂，不是在一個水池，而是在大會堂。大會堂，又是一個概念，一個名言。

舉行結婚典禮，是結婚典禮，不是做生日，二的。即是說你發一個帖都不過是一

連串的、一堆的概念。由你做嬰兒牙牙學語一路到你死的時候，如果你不修行禪定、

不修證，整世人幾十年由日至夜連上發夢在內，整日你的腦海裏面那些概念一起一

伏，就好像海上的波瀾，永不停息。想到這裏，你說人有多可憐！所謂人生者，就是

一連串，一個 current，是嗎？一個波浪，我們的生命就像一個 current 一樣，那個

波浪裏面不外是那些名言一起一伏。我現在不想耶穌了，想佛學，耶穌那套就沉了，

佛那一套就上來，等一會我以前曾信過耶穌的，那以前的那套又沒有佛的，諸如此

類。這樣那些概念一起一沒。我們後生的時候個個都想娶個〔妻子〕，個個都想做白

馬王子娶一個公主，那套那樣的概念，到了年老了，不過都是人有我有，年晚煎堆，

人家結婚自己結婚而已，什麼白馬王子、什麼公主？又一套。到了年老，唉，血氣既

衰，還說什麼？

隨便能吃多兩碗飯，健康，到老了那就算數了，將來死的時候能好死，又是另外

一套概念，完全不同。總之就是不離概念，一起一伏。所以人生是可憐可憫的，就是

這樣東西，擺脫不出這個概念的窠臼，這個就是叫做「世俗諦」了。如果你能夠拿這

些有分別的世俗的東西，所謂甚麼？知道它全部是假東西來的，無常的，今日覺得是

這樣，明天就有不同了，不就是無常嗎？生命是無常的，你以為你現在結婚了，海枯

石爛都不變，到你死時，不可能兩個一齊死的嘛！隨便一位死先，那時不變？你想不

變也不行的，這個叫做無常嘛！而且有很多事不容你主宰的。你兩夫妻隨便一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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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你說不死，等待一齊死，我要這樣，不容你要的，因為無我的、沒有主宰的，沒

有辦法的這個世界。沒有辦法的，這個世界又如何？

這個世界，佛說，這個世界一起一伏是幻的，不是實的。既然不是實的，我擺脫

它，但你又擺脫不掉，擺脫得到就叫做涅槃了，但你又涅槃不到。你不做也不行，你

說我死了，不再來，但你第二世又來過，你的生命顯現幾十年就叫做這一段，那個生

命下面有一股力量，造成這個生命浮上來的形狀。你現在說我死了算了，切了一截，

那個力量不消滅，它又再次現過而已！這樣第二段又來了。走去跳樓就真是痛一輪，

無益處，是嗎？就不如你修行去證涅槃，小乘就這樣。

但是大乘的人又暫時不捨得證涅槃，何解？證涅槃他自己擺脫，他有很多眷屬，

他不忍心自己離開，但是他又沒有把握，那怎麼辦？就去過渡時期，走去極樂世界之

類，極樂世界，藥師世界，走去做一世眾生，即是做人你沒有辦法生活，走去一間好

學校訓練一下，訓練出各種學識、技能，出來在社會處就不怕了，到極樂世界不外是

這樣，等於你生了一個孩子，讓他進入好學校，這間學校裏面學風很好，一定不會做

阿飛的，一定不會吸毒的，一定不會這樣的，這樣就沒有危險了，就是這樣。所以，

不覺至老，一到老，譬如我那樣，你如果說那些名相，那些理論，如果你問我的話，

比查字典還好，但是當我臨死的時候，快要昏迷的時候，就全部都沒有了，全部都沉

沒了。

到那時反而不及老太婆甚麼都不懂，她到臨死前什麼都不記得，只知道念

喃嘸阿彌陀佛，那樣她比我更好。所以學唯識宗的人，多數都是什麼？要念

佛，兼念佛。他只是一套概念沒有把握，要兼念佛。學空宗的人又怎樣？他又

不肯祈禱那些，空宗的人很奇的，多數兼學密宗。印度那些空宗的大師，多數

兼學密宗。因為他空了一切東西，他手中甚麼都沒有抓拿。好像大海茫茫，他

要抓著一樣東西才行。他在密宗處抓回一種東西。那些誰？月稱

(Candrak rtiī ，600－650)，月官(Candragomin)等等，個個都信密宗的。所以學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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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學唯識，都要兼學多另一種。學禪宗就更加是了，學禪宗「有禪無淨土，

十人九錯路」嘛！十個修禪九個錯路，不是我講的，你查《佛學大辭典》，你

一會出去查「四料簡」三個字，一查就講出來，永明禪師的。

一個人有禪宗只是修禪而不修淨土，不念佛，十人九錯路。十個人。你開悟的十

個人之中，那止九個錯路？十人，十個九九錯路，如果十人九錯路，應該一百個人修

禪，打禪七就應該有什麼？應該怎樣，應該有十個大開大悟。你何嘗通常見過有誰大

開大悟？是嗎？沒有的嘛！這即是說，十人不止九錯路。「有禪無淨土。」宋朝已經

是這樣了，這句不是我講的，我今天都是這樣講，有禪無淨土，十個人不止九個人錯

路。還有，學唯識也是一樣，我是學唯識的，學唯識也是一樣，只學唯識，不學多一

套淨土或者密宗，他死的時候毫無把握，有些肯的，就念佛或修一下，就有把握，我

講件怪事，我老婆也不知這件事。

我今朝早，我昨天晚上臨睡覺，我老婆就提我：喂，你明天八點多就要起來了，

你應承了別人去飲茶的，不要過鐘。我說：好啦。所以我準備七點鐘起來，誰知我起

來時，原來還沒夠六點我就醒了，矇矇忪忪一睜開眼，見到有隻大貓，束著條頸不知

是甚麼傢伙，好高的大貓，黑色的，瞪著眼睛望著我。我想，這是什麼來的？牠又不

能過來我處，因為我臨睡一定是拿著佛珠唸佛來睡的，牠沒辦法走過來的，大貓？

我就記起來了，我一九三零年，一九二九年，在香港新界大埔墟金山那裡，在火

車站附近一間洋樓住，我在那裏住。不知為何，莫名其妙，隔離的那只貓成日走來煩

我的，走來我家拉屎拉尿之類或甚麼，總之是我很討厭牠。我就捉了牠，用個麻包袋

裝著牠，打死了牠，砸死了。時時很惱，我很後生的時候，好了，就在昨晚就見到那

隻貓，就見到那隻東西了。當然可能是心理現象，一隻大貓，整隻伏在那裏，牠也不

是很惡意的，在我的床口處，望著我。我最怕，我一世人最怕就是那隻貓，因為我打

死了牠。所以我有時念完佛我就念一篇《心經》迴向給這隻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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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牠來多謝你的。

羅公：我這一段時間就沒有怎麼念，

昨天晚上，今朝早起來天濛濛光起來，怎麼有隻貓伏在那裏！望著我，

不知是我眼花還是怎麼的，總之就見到那隻貓，

好像一隻狗一樣伏在那裏望著我。

我一陣回家就念篇《心經》迴向給牠了。很有效的，念《心經》。

那些人死人啦，做這做那的，我就不用的。

聽眾：你那是不是超度過嗎？

羅公：嗄？超度過！人家附薦，我寫了隻貓。

聽眾：寫了甚麼名？

羅公：我也不知牠甚麼名，我寫我超度牠，我寫了苗居士，苗居士。我寫了苗居士，

你不能寫貓的嘛！我將貓側邊的豸部首拿走，只要個苗字，苗居士，去密宗。

聽眾：所以一個人不要做錯事，整死隻貓就永遠有陰影。

羅公：成世人最罪惡就是這件事，不知怎樣無名火起白白打死了牠。

聽眾：那時信了佛沒有？

羅公：信了！

聽眾：為什麼信了你又會這樣？

羅公：就是不知為什麼！莫名其妙！

聽眾：那是很小才十幾歲。

羅公：那時十幾歲而已，那時未皈依太虛法師，信都是信，但是半疑半信，我母親硬

是逼我信，我都是半信。後來真正皈依太虛法師，那時才真正信了，那時(之

前)是搖搖晃晃的。無名火起，說牠成日走來我這裡搞！捉了牠，用個麻包袋

包著打死了牠。

聽眾：有多久前？

羅公：嗄？1929年。

聽眾：如果這樣說，那隻貓還未轉輪(輪迴)了？

羅公：可能牠的中有還未散也說不定，念念不忿，牠也不能有辦法過來我身邊，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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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或者牠也不想過來，或者牠也不想過來，或者牠想我替牠唸經也說不定。

有一回這樣的事，這些事很巧合，沒有甚麼，都是概念起的。好了，今日就講

這麼多。

聽眾：多謝羅生。

羅公：上一次沒有講這本，即是應該從那裏起？

聽眾：第八，有為法、無為法。

羅公：第八頁，丙二起，是嗎？

聽眾：是。

羅公：上文，這一段就是講什麼？講這個勝義諦。記著，勝義諦，它這裏講所謂「勝

義諦」就是真如。亦即是禪宗人的所謂「佛性」；亦即是《維摩經》的所謂

「不二法門」；亦即是《金剛經》的所謂「如來法身」。它說這個勝義諦有五

種性質，即是有五種特徵的，第一種就「不二」，無二，「無二」者，「二」

即是 difference，分別的，它沒有的，沒有分別的。

但要記住，「勝義諦」無分別，「世俗諦」就樣樣都有分別的，所以你不要以為

勝義諦沒有分別，就以為世俗諦都無分別那你就撞板了。何解？勝義諦裏面，善與惡

無分別的，但在世俗諦你說善與惡沒有分別的，這樣就撞板了。是嗎？在勝義諦裏面

是一切都「無二」的、「不二」的。但是在世俗諦裏面，高就高，矮就矮；大就大，

小就小；那個分別是很分明，很明顯的。所以有些人不知的，就說一切都是沒有分別

的，這樣說那就大錯了。何解？這樣說即是生與死都沒有分別的了，是嗎？跳樓與走

路都沒有分別的了，這樣就是死症。是嗎？所以每一樣東西都沒有分別的，每種東西

都是一樣的，如果我們一起分別即是執著了，開口就說人家起分別心，閉口又說人家

起分別心，其實他這樣說人家的那些人，他就是起了分別心，是嗎？他說人起分別：

你就起分別心了！其實這個就是分別了。是嗎？所以不行的。記住，在「世俗諦」裏

面講，與在「勝義諦」裏面講是不同的，雖然勝義諦和世俗諦是「不二」，但當你見

道，即是當你正在見性的時候，那種境界是「不二」，但是一出定就不同了。所以，

勝義諦的第一個就是「不二」。第一個「不二」，我就附帶講一講，「不二」就是沒

有兩樣的，沒有 difference，是嗎？你看過，江漢林，你看過那本《展望 21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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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你看過多少章？有沒有看？

聽眾：幾章而已。

羅公：幾章。第一章說什麼？你告訴我。第一章我不用你講，第一章講性的問題不用

你講，第二章講什麼？

聽眾：不記得了。

羅公：你看你真是的！我今年七十四歲，你看看我的記性？

第一章是講現在的青年的那些性的問題的。第二章講什麼？遺傳與環境。是嗎？

第二章講遺傳與環境。那個結論就怎樣？他說一個人的生命，他說現在的人對於每一

個眾生的生命的看法，有些是著重遺傳的，我們的老爸、老媽生一個兒子，老爸、老

媽的性格的那樣東西，就遺傳了給他的兒女，因為那些細胞裏面有些染色體，那些染

色體是每一個祖宗遺傳下來都不同。這種染色體一路傳到下去小孩子的細胞裏面，那

些染色體的作用決定他，令到他與他的祖宗有相似的地方。是嗎？這樣，這種叫做什

麼都講遺傳，著重遺傳。但是有些人就說，遺傳就是先天的，未出世你就已經有了遺

傳，但是有些人就著重環境，環境的教育，環境的熏染。

到底一個眾生，一個人，遺傳重要抑或是環境重要？兩派學者爭論得很厲害的，

這樣他兩個結論是怎樣？大家承認，承認佛教裏面這個結論，記不記得？我表演一下

我的記憶力你聽，記不記得？唉！要學啊！佛家有句話叫做「依正不二」，是嗎？現

在因為我講「不二」，順便講給你聽，「依正不二」，甚麼叫做「依」，甚麼叫做

「正」？有沒有人識？陳太你識不識？嗄？不識？講不出？有些人講到在口邊，就是

講不出，有些人〔是這樣〕。識不識？識不識？你問一問那些喇嘛，「依報」、「正

報」。你考他一下，考，考，你考人好。那些人成日滿口講佛經的，你考一考他好。

什麼叫做「依正不二」？那樣問。如果他張開口講不出，你就不要浪費時間聽他講，

「依」就叫做「依報」，「正」就叫做「正報」，「報」就是果報，我們今世作了

業，第二世，第二世或者做人，或者做豬做狗都不定，都有個「報」的，是嗎？果

報，果報有兩部分。一部分叫做「正報」，你的身體叫做「正報」，你所住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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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物質世界就叫做「依報」。所謂「正報」即是你的 individual，個體，「依報」

是甚麼？是你的 world，你的世界，「依報」。何解？「依」者住也，我住在那裡

的。「依報」。本來是「依報」是「依報」，「正報」是「正報」的，一個眾生一定

有兩樣「報」的，果報一定是這樣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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