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書多如果沒有方法就真是會拘泥，「人拘於故俗」。一個普通庸庸碌碌的人，

這些人一定會怎樣？他「故俗」，「故」即是舊也，「俗」即是習俗，被那些舊習俗

束縛了他。你找那些 80歲的伯爺婆(老婆婆)來問一下她，80歲的伯爺婆一定是要怎

樣？她要認為以前扎腳的時候都不知多靚的。現在那些人大腳都不靚的。她一定是這

樣的，不然的話，何解她要扎腳？是嗎？

三綱、那些八、九十歲的伯父就要三綱五常那些才對的，現在那些後生要自由

的，這些是什麼？故俗。舊的習俗。是嗎？常人又不好，學者又如何？我們都是學

者，那又怎樣？肯打破它，但打破，溺於所聞，沉溺於他所學到的那套東西，以為他

那套東西是好的，又是執著。我們現在，以前我們說要打破封建的東西，其實也是溺

於所聞，看了那些新思想的東西，所聞的東西，如果在今天我不會了。

聽眾：兩種什麼所縛？

羅公：一種是「所緣縛」，我們所知、所見到的東西，

聽眾：還有一種呢？

羅公：第二種「相應縛」，「相應」者，我們的心一起的時候，

那些「貪、嗔、癡」的煩惱就與我們相應一齊起，就被那些煩惱束縛住了。

一有這兩種縛就雜染了，就有漏了。有這兩種「麤重縛」，最棹忌就是「相應

縛」。煩惱、無明那些。這樣一出了世，當來世那個「依他起性」的個體就出現了，

一出現之後，就「或為煩惱雜染(所縛)所染」了，你一出世就有那些什麼？煩惱了。

被那些煩惱雜染來染污了你，好像現在那些什麼？那些海洋被那些工業染污都是一

樣，你一出世你就染污了。「或為業雜染所染」。

你所造的業，那些有漏的業都是業雜染，被那些業的雜染所染，我們作的業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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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漏業多的。你說：我現在安份守己，我個個月拿來薪水放進養老金，將來我就很

好地過活了，做一個良善的良民，你以為這種業我就好了？安分守己，聖人也不過如

此。你仍然是什麼？這是有漏的業，有漏的業，你為什麼事要這樣？仍然是為了那個

「我執」：我要養老。是嗎？

這個業已經與那個「我執」結在一起，我執是「遍計所執」之一種，被業雜染所

染，「或為生雜染所染，」一有煩惱、有業跟住就生死輪迴第二世了，「煩惱、無

明、愛、取」，「十二因緣」裏面，是嗎？煩惱雜染，業雜染是什麼？「行」、

「行」與「取」，是嗎？這個「生」指生與老死了。於是「或為煩惱雜染所染、或為

業雜染所染、或為生雜染所染」，所以不能離開那些雜染。雜染即是有漏，你就要永

遠無出離，「於生死中長時馳騁、長時流轉，無有休息」了。

結果你就在生死輪迴裏面，長時期地，幾多劫，幾多萬劫，「馳騁」，「馳」

者，騎住那隻馬一直跑就叫做「馳」；騎馬直跑就叫做「馳」；兩隻馬一齊跑就叫做

「騁」，兩、三隻馬一齊跑就叫做「騁」，一隻馬直去就叫做「馳」，「馳騁」我們

都是當騎馬，好像在生死輪迴裏面流轉，長時間在這裡流轉，就「無有休息」了。那

麼生死輪迴有什麼所謂？不是無所謂的，生死輪迴有六個方式，有六個方式，六個

mode，六個方式，六個方式：「或在那落迦」，你生死輪迴，或是在「那落迦」，

「那落迦」即是地獄；naraka，地獄。

「或在傍生」，讀磅(音)生又得，旁(音)生又得，依附在人類，依附在那些天界

來生，狗、貓就依附在人類，老虎、獅子都是依附在人類社會的，你說：我做龍，做

龍一樣是畜生，龍是畜生來的。天帝釋要牠怎樣，牠就要跟住去做的，是嗎？天龍八

部很多都是畜生。有些還是大肚蛇。那些什麼？大蟒蛇，有些天龍八部，天龍八部是

大蟒蛇，總之要爬地而行的都有。

聽眾：恐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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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什麼？

聽眾：恐龍？

羅公：好像恐龍差不多樣子的那些。天龍八部那些是什麼？

鳩槃荼那些，那些什麼「人非人」那些，「或在傍生，或在餓鬼」，現在很多人

死了都是做鬼的多，做鬼的多，因為我們做人，人間真正做人的業，你起碼都要守五

戒，然後才能完全保住人身，只是殺生這一戒已經難， 雞殺鴨，他已經很難保持人劏

身了。做鬼，死的人多數做鬼，還有做畜生的，做畜生，做了豬就被人拉去 ，牠因劏

為言說隨眠，都不大知道的，拉去到 的時候，咡一聲就沒有了，牠言說隨眠嘛。但劏

有些很聰明的，我親眼見過一隻牛，在拉牠進屠場，牠跪在那裡不肯入。

這些是會有隨覺的，牠不知為何知道入去會死的，牠不知為何有直覺，有種

instinct知道入去那裏就會死，牠會知道的，動物有直覺的。這樣，做餓鬼，我們都

是做餓鬼多的，那些什麼都是，那些入廟的什麼聖賢，那些很多都是餓鬼，很靈的那

些鬼。什麼廟裏面那些，什麼將軍廟那些，什麼侯王廟那些，都很靈的。那些都是餓

鬼，不過是餓鬼頭那樣解。

「或在天上、或在阿素洛」，「阿素洛」即是阿修羅，那些有天的福，但是它的

脾氣很壞的，Asura，「阿素洛」，「或在人中」，或者在人中，總之這個六道，叫

做「六趣」，都是受苦的，「受諸苦惱」。這樣就解答了「遍計所執相」，最壞的！

這樣就講完了這裡。講完了，下面就講到了。我們要，整天生死輪迴不是辦法的，我

們要求解脫了，求解脫就怎樣？要修行，修行最好是成佛了，你想成佛又怎樣？下面

就教你了，約位辨(立)三無性意。又是在「三無性」來講，何解呢？

因為你初修行的時候，佛就要教你這個「生無自性性」，到了你將近見道的時

候，佛就教你這個「相無自性性」與「勝義無自性性」，那樣去修的。下文，剛才陳

先生剛才問我怎樣修行？剛好今天就講到這裏，由開首修，一路至到、講到成佛，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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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就只是講開首修的那一段。好，先放一個 break。

何解要整出個「三無性」呢？就是因為主要是要破那個「遍計所執」，是嗎？因

為「遍計所執」，或者在有些人在「圓成實性」上面起一個「遍計所執」，「遍計所

執」，所以要整一個「勝義無自性性」來破他這個「遍計所執」。有些人在「依他起

性」之上起「遍計所執」，所以就整一個「生無自性性」來破他的「遍計所執」，有

些人就憑空亂執，以無為有，這個就是「遍計所執」本身，就整個「相無自性性」來

破他，這樣已經是講了一節了。

是了，你說，什麼都歸結，我們生死輪迴都是因為有個「遍計所執」，所以「遍

計所執」就非破不可。這樣破「遍計所執」了，就要故意立這三個「無性」，這三個

「無性」是用來怎樣的？是用來給人修行的時候，入觀，修禪觀，產生了什麼？由聞

所成慧產生思所成慧，再產生修所成慧，在修所成慧裏面觀，在定中來觀，觀來破這

個「遍計所執」。

怎樣修法？下面教了，記住，這裏是教修行的，不過這裏教大旨而已，至於詳細

教你怎樣修定，他就要看後面的那一品，叫做〈分別瑜伽品〉，然後才教，〈分別瑜

伽品〉你們沒有那麼快能學，要自己先找本來普通的來學一下，普通學定的功夫，學

定，找天台宗的那本《小止觀》或者找什麼？你們找那本《六門教授習定論》，那些

就最淺的，最基本的。或者現在印的英文的那一本，《Buddhist Meditation》，如

果識英文的就容易了，因為英文容易看很多的。

好了，戊三了，就約位，這個「位」字是當階段解，不是資糧位、什麼位那個

「位」，你說是那些「位」也得，不過這個五位是資糧位、加行位、通達位，修習

位、究竟位這五位，「約」即是依據，依據這五位的歷程來到說明，「辨」就是說

明，說明這個三，說明什麼？說明佛之所以設立這個「三無性」，這三個概念的意

思，分二，己一、己二。己一：約五位說「生無自性性」。這個「位」字最好你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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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五事，五件事，因為恐怕將五位於資糧位那五位混亂，所以改成五事，依據那五

件事，來到說明「生無自性性」，因為何解要建立這個「生無自性性」呢？因為要教

人修這五種東西，然後己二，約加行等位說後二種無性。

再依據將近見道的時候入加行位，由加行之後見道，見道之後就修習，修習之

後，然後究竟等，「等」就是見道等等，依據加行位等來說明，何解要設立後面的兩

個「無性」，即是什麼？「相無性」與「勝義無性」，這個「後」字不是很妥當，是

嗎？這個「後」字是指其他的，餘二無性的，那個「後」字，改了餘字，其餘那兩個

「無性」。

現在我們看，己一了，約五事，改了那個「位」字成「事」字，「約」、依據這

五件事，修這五件事情，叫人修行，所以就要講這個「生無性」，怎樣呢？因為他了

解「生無性」，他就可以修這五種事。分三段，庚一，明說教所為，「明」就是說

明，說明什麼？說佛之所以說這個「生無自性性」這種教，是為那些人？

對哪些人來到設立這個「生無性」來教他。然後庚二，對機正說。現在正式講，

對那種人的根機了。對那種人了。然後庚三，辨教勝利，「辨」是說明，說明依著這

種教去修這個「生無自性性」有什麼勝利？這個「勝利」指那個果。你看，那五件

事，如果你一定要那個五位，上面我有寫了在這裏，是嗎？

不過不應該叫做「五位」，所以我要改了它就是這樣的原因。好了，在未改之

前，我先離開這本經，先講一講給你聽，我們，一個人如果他有善根，他未信佛、未

學佛之前，他如果有善根，如果無善根，他就不會學佛的，他會學佛，他必定會有善

根，這樣，由他有善根之後，他就會學佛。

學佛的時候，當他一發了大菩提心的時候，他就怎樣？就入了這一個階段，叫做

「十信位」，初發菩提心的時候，是信，有信仰，不一定很瞭解的，這種人很信，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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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人又修什麼呢？這種人整天修就修那種，修那種什麼？你看看上面，十信位，在修

那個，在十信位裏面的時候，他就種……不是，第一就是十信之前，即是未發菩提心

之前，未發菩提心之前這種人是怎樣的？

這種人不能夠叫做菩薩，入了十信位他就是菩薩了，未入十信位之前他怎樣？他

這種人就這樣，這種人，他的「第八阿賴耶識」裏面，他的「第八識」裡面就有一種

好的種子，那些好的種子，經裏面就改個名，叫做「順解脫分」，我這裏就沒有寫那

個「順」字，就寫「解脫分」，種解脫分善根。是嗎？我這裡寫。

聽眾：善相。

羅公：這個「根」字來的。善根，何解叫做「解脫分善根」呢？

解脫即是涅槃，解脫即是涅槃的別名。他種下了那些會得涅槃的善根。其實他會

去種，他已經有種子了，沒有種子怎會種？不過要先有種子，先種下，開首種，什麼

叫做解脫分？解脫分就是，那個「分」字當「因」，原因的「因」，解脫就是涅槃，

將來會得涅槃的因，就叫做「解脫分」。這個「解脫分」的本質是什麼來的？就是我

們的「第八識」裏面的，無始以來存在的那些，那些善的種子之一，那種叫做「解脫

分種子」，解脫分種子，因為這些種子雖然很微弱，但是它將來會令到他成佛的，這

樣哪些叫做「解脫分種子」？

很簡單，例如他見到別人痛苦，他會起同情心，這些種子就叫做什麼？「解脫分

種子」。聽見人們講作罪惡，他就覺得不對的；作罪惡的東西是不對的；聽見人講行

一種善行，他會起一種好啊！會起仰慕的心，這樣的心，普通這種善心，這種善心叫

就做「解脫分」。何解呢？因為將這種善心一路一路擴大，他就會得涅槃。而且將來

可以得涅槃的人，必定有這種這樣的心的。你明白嗎？

他說：未發菩提心之前就叫做「十信位之前」，他已經種下一些解脫分的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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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這樣就一個階段了。是嗎？第二個階段就叫做「十住」，不是！叫做「十信」，

就到「十信」了，這個「信」是什麼？信仰了，對佛法信仰了，何解要十？這個

「十」者，即是不只是一個階段的，經歷很多階段的，叫做「十」，那個「十」字是

言其多也。

信的程度是一級一級的，有些，現在有些人信，信觀音菩薩就走去買些紙 的鳳紥

冠霞帔來燒給觀音，請求觀音保佑一下他，這些都是很微小的信的，總之都是矇查查

的，初初的十信位。漸漸地就信多一些，即是由十信位的開始時候又怎樣？由發菩提

心開始十信，一路一路增加，一路一路增加，但是雖增加，不是真是很理解的，始終

都是一種信仰、信念而已，這樣，這個十信位。十信位之後，解十信位之後，因為他

一世發了菩提心，以後，第二世，那些發了菩提心的種子又起，他又發菩提心，你說

中間他要做了一世狗怎麼辦？

做完狗之後，幾多百世都好，他又再起，又再發菩提心了，因為那些種子會再

起，十信位裡面時時會墮落的，是嗎？十信位。可能多、少則一兩世，少則一兩世或

者即生，多則一萬幾千世十信位，十信位之後，一到你到了十信位的時候你就怎樣？

你所做的什麼？括弧括住，隨分淨罪業。罪業是什麼？殺生、偷盜，這些罪業，「隨

分」即是說不能夠絕對做到。

「隨分」，隨他的份量，他做得幾多得幾多，清淨了、洗淨了那些罪業，即是現

在你們食一下齋，或者別人懺悔你也去懺悔，有機會就懺，無機會就算數，隨其分去

清淨一下你的罪業，這樣，就叫做「十信位」了，你們個個幾乎都差不多是十信位

了，除非你未發菩提心，你一發了菩提心之後，你們都是十信位的菩薩來的，十信

位，十信，經過很多階段之後，你說，我想快些超過？可以，你學經教，十信位的人

多數都是修一下福德的多，很少修那些經教的功德的，所以你想修，快些超過這個十

信位，你就要學經教，修止觀，聞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就快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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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信位之後就叫做「十解位」，「解」即是勝解、了解，了解了，對教理都了解

了。這樣即是什麼？善根成熟了，你這個時候，十解位，可能你們座中都有些十解位

的菩薩，十解位。很難定誰是什麼位，你自己想想自己是什麼位，是那一類，將來你

就自己知了，十解。

那個解的階段有很多的，譬如你現在學那樣，今世就聽了一世經了，都是了解一

下，第二世又聽下，可能聽一萬幾千世，啊！就更加成熟了。是這樣的，沒有辦法

的，其實你們有機會聽這些了義經，你已經是，假使你能夠吸收，你已經是很成熟

了。

如果你是放過，聽一下就算數，是你自己的損失。十解位，十解位之後，解而

已，了解而已！善根稍為成熟了，十行位了，時時都決定是這樣的，很堅決的，十行

位，而且時時都身體力行那樣，十行。又經過很多階段，這樣就當什麼？最後十迴向

了，迴向的時候，真正修兩種資糧了，資糧即是糧食，一種叫做福德資糧，一種叫做

智慧資糧，真真正正的去修習，「十迴向」，修習的時候要怎樣？

不是為了發財，不是為了升官，不是為了子孫，而是只是為了將來成就無上菩

提，來度一切眾生，樣樣都回轉那個目標來對向它，叫做迴向，十迴向，以前由十信

到十迴向、到十迴向之前段，十迴向，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這

九個階段，剩下第十個階段最尾的那一段不要計，由十信位開始，一路到十迴向之後

的十分之九，這麼大的階段就叫做資糧位了。

你一發了菩提心之後，你就是資糧位的菩薩，資糧位的菩薩有這個「十信」，

「十信」、「十解」、「十行」、「十迴向」，有這樣這麼多位的。你未發菩提心之

前就叫做「十信位之前」，你自己讀了，這樣就好像很梗版那樣？是嗎？十信，我們

現在都不要他這個講法了，圓測法師就要這個講法的。我現在不要，我不過就寫在上

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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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不要這個就改了「五事」了，就不要「五位」了。即是這五個位，我改了

五件事，是哪五件事？你一會就知道了。現在先來說教所為。為什麼，「教」是指

「三無性」，為了那些人來說這個教呢？「三無性」之中先講這個「生無自性性」，

為了哪些人，佛要說這個生無自性呢？說明這個說教所為的目標，這種人。下面了：

「復次，勝義生！若諸有情從本已來，未種善根，未清淨障，未成熟相續，未多

修勝解，未能積集福德、智慧二種資糧。」這種人。有一種這樣的人，佛為了這種

人，所以說「生無自性性」。「復次」，即是又，勝義生啊！叫一聲他。「若諸有

情」，如果有一些眾生，「從本已來」，由無始以來到現在，「未種善根」，好事都

未做的，「未種善根」，「未種善根」，這即是說什麼？這樣即是說什麼？你看上

面，十信位之前就要種善根，他都「未種善根」，那就應該要種善根，即是怎樣？十

信位的那種人了，是嗎？

十信前的人，或者有些人已經種了善根了，好事都做一做了，亦都信了佛了，皈

依了，但是他「未清淨障」，未曾，「清淨」即是洗淨，洗淨，未洗淨那種修行的障

礙，這個「障」即是指什麼？罪業，這個罪業是指什麼？五戒十善那些，未曾洗淨這

些罪惡，這個清淨即是洗淨，未曾洗淨，這個「障」者指那些什麼？戒，戒律障，五

戒、犯戒，指那些什麼？「七支」，這個「障」就是指那些七支罪，叫做「七支性

罪」，這個「未清淨障」是指這個。洗淨它，殺生大家知道了，是嗎？

無故殺生；第二是偷盜；大家知道，邪淫大家都知了，妄語大家知道了，惡口即

是粗口來罵人；罵別人：你死人啦等等，衰人呀，整日罵的，叫人家 家剷啦！冚 (詛

咒別人全家死)，綺語就最容易犯了，尤其是那些文人，指桑罵槐，尤其是你們女

人，打打俏俏，諷刺人，叫做「綺語」。「兩舌」者即是兩頭講是非，離間別人，離

間別人才算了，譬如某甲想害某乙那樣，你是阿丙，你聽到了，就講給……阿甲無理

想害阿乙的，你都不講給他聽，講給他聽就兩舌了，不是這樣解的。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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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離間別人的感情，叫做兩舌。指離間別人的。這個是「七支性罪」。「性」

者，即是本質，做這七種事本質是有罪的，為什麼沒有妄語？沒有那個什麼？飲酒？

飲酒這些是「遮戒」，不是本身本質上有罪的。

最緊要是這七支性罪，這是罪惡、罪業，這樣，殺生、偷盜這些是七支性罪的罪

障是指這些，如果你是十信位，你是能夠清淨這些罪業的，如果你未曾做，隨分而

已！能多少做多少，不是說我今天未做，不行！不是這樣，你能多少做多少，隨分，

隨你的本份能多少做多少，他又未做的！還「未清淨障」的，即是說這種人未到、未

到、未到十信位了，是嗎？

「未成熟相續」，雖然是做了，能夠做了，能夠、能夠避免那「七支性罪」了，

但是，善根還未成熟，怎樣未成熟？動不動就犯了，動不動就犯了，或者守得不很清

楚，不是很好，未成熟，相續的，即是你的生命，在你的生命裏面都不能夠相續，今

世做了，來世都不一定能夠做到的，來世，第三世，隔多少世也不能做，如果你能夠

成熟，今世做到，來世一定接續的。

因為何解？第一你要保持到人身，是嗎？保持到人身，你不會好像做牛、做羊那

些，你就不會「言說隨眠」的，你不會走去那條路，你世世都不是人就是天，你做

人，你一路學佛法的，你將來第二世又有機會學佛法，一定有機會學佛法的。你不犯

「七支性罪」，又肯去修「聞、思、修」，就一定有機會學的，不用害怕的。

你說生天，如果你這種人如果是生天，你能夠守七支性戒，又肯念彌勒菩薩生

天，那樣，你又聽一下唯識這套學說，你生天一定生兜率天的，生兜率天你一樣有機

會學的，你的相續，你的「相續」者，你的生命，因為生命是五蘊連續的，叫做成

熟。如果「未成熟相續」，即是說你未曾達到十解位的，那要令他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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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多修勝解」，有一種人，雖然你的善根成熟了，但是他的見解都不是很決定

的，不是，即是不是堅信的，認為：嘿！我都是作善而已！佛都是教人善的，人修我

也修一下啦！那種。不能決定，「未(能)多修勝解」即是未能多學經教，多練習的，

即是這些人是未能夠入得十行位。

你入十行位一定要多學經教。所以有人說：我不識得，有些人又說：我功德很

大，我成間廟都蓋起來了。你蓋廟是你的事，你想入十行位，你一定要「多修勝解」

的，你不「多修勝解」，你因為蓋一百間寺門來安一萬個觀音菩薩在那裏，觀音菩薩

就會令你變成十行菩薩嗎？不行的！十行菩薩一定要自己修的。是嗎？這樣，「未能

積集福德、智慧二種資糧」。

有些人雖然入了十行位了，未能夠「多修勝解」，不是！能夠「多修勝解」了，

但未能夠修那些福德與修智慧，修了之後，將這兩種結果都將它迴向給無上菩提，成

佛，未能夠做到這樣，這樣你就要做了。即是這種人，十迴向之前的九個迴向，到第

十個就不同了，到第十個是什麼？到第十個叫做加行位了！

加行位了，加行位，那些人定力很夠的，在第四禪裏面修那個四善根的，這一

段，這五件事，記住了，第一件：「未種善根」就種善根；是嗎？「未清淨障」就令

他清淨障；「未成熟相續」就令它「成熟相續」，「未多修勝解」就要多修勝解；

「未積集福德、智慧二種資糧」而去迴向的，就要「積集福德、智慧二種資糧」而去

迴向，五件事。這樣，這五件事是那種人能夠修這五件事？是那種人才能夠修的，哪

種人呢？

了解了這個世界與人生都是無常的，沒有一個永恆的我，我們隨業流轉的，隨業

而生死輪迴去流轉的。他能夠信解到這些，這樣他然後才能夠做這五種事的。如果他

說： ！這個世界上人死如燈滅，何需要做這麼多東西！很多人有那些唯物思想的，唓

他不會，不會走這條路的，不會做這五件事的。縱使他做善，他都不會迴向的。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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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人是信主、信上帝，我只要向祂祈禱，死了就得救了。你不去上帝、耶穌處，不

去祈禱你就不得救了。

這種人也不會做這些了，這種人將來最多是生天，生天，他就說生天就永恆，佛

家就說不是永恆，生天的天的壽命完了，一樣是輪迴的。是這樣。他們這種人也做不

到的，這樣。有一種善根都很成熟了，你怎樣？就講給他們聽了，講給他們聽：世界

是無常的，由因果道理而建立這個世界，建立這個人生，人生都是苦的，我們應該要

修行的，要了解這種道理，你想他了解這種道理，你首先要怎樣？

了解世事是無常的，人生不是永恆，而且是有生死輪迴的，你想他了解這種，你

就一定要怎樣？要他不要執著有個永恆的我，是嗎？你想他不執著那個永恆的我，就

一定要知道「依他起性」，「依他起性」即是「生無性」，我們是「眾緣和合」而

生，是無自性的，這個「生無性」，了解「生無性」，任何東西都不過是眾緣和合而

成的，我們無自性的，能夠了解到這樣。了解到這樣就知道無常，是嗎？

知道無常，因為「無常」，無常就是苦的，你一百歲，到第一百歲那天，你都要

死了，而且在 100年之後，100年之內，你沒辦法不病痛，沒辦法一些災難都沒

有，一樣是苦，因為人生是無常的，無常所以苦。既然是苦，即是無我，「我」即是

主宰，如果你有主宰：我要不苦，你試一試？不要苦，不行的！一了解「生無自性

性」，就不會執著常，是嗎？不會執著有我，就不會執著快樂，為了這些人，所以佛

要講什麼？一切東西都是因緣和合而成，因緣和合而生，它是無自性的。對這些最初

級的人說，令他了解，即是了解什麼？即是了解「依他起性」，是嗎？

從「依他起性」的另一面告訴他。是眾緣和合而生，無自性的。就是對這種人，

為了這種這樣的根機，那些最淺、最初級的人，說這個「依他起性」，明不明白？這

樣你知道了，你看你是哪一類的，「未種善根」的，你就去種善根，是嗎？我已經種

了一些了！

12



「未清淨障」你就去守「七支性戒」，清淨障了；是嗎？我還未有成熟，我還是

很忙，不能做，你就用多些時間去做，是嗎？多讀一下經教，「未多修勝解」就多讀

些經教，多修止觀，勝解決定。我都未曾將福德、「福德、智慧兩種資糧」我都還未

做，你就去做。做了之後，我還未迴向，那你就快些迴向，你自己想一想，你自己。

是嗎？

同 食飯，各自修行，各人回去自己想一想，我還差些什麼還未做，你就自己枱

做。我做了那些，我已經種善根了，什麼善的事我都要做的，你即是什麼？已經是十

信前的，準備入十信的菩薩，你說我已經真正發了大菩提心了，我現在七支性罪我都

不作了，你就怎樣？

十信了，你是十信菩薩了。你自己想自己的事，你又不必向別人誇大：我已經

「十信」了，我「十行」了，你不必這樣，但是你也不要說，不要替別人安，封別

人：你又十信了，你如何如何，好多人這樣的！很多的！不要搞這套東西，因為他自

己知道的，是嗎？好了，現在庚二了，對機正說了。佛就對這種根機，所以說、說

「生無自性性」。是嗎？

「我為彼故，依生無自性性宣說諸法」。我就是為了這種人，令到破他這個我

執、法執，知道一切東西都是眾緣和合而生的、無自性的，我為這種人，所以我說這

個「生無自性性」。依據「生無自性性」的觀點，去給他說法。說法，佛就相當功利

主義的，無效果的事他不做的，佛教人凡無效果的事不要做，照你這樣修行有什麼效

果呢？依著它修行又怎樣？

庚三，聞教的勝利。聽聞這個「生無自性性」這類教，令他學，有這樣的勝利。

怎樣呢？「彼聞是已，能於一切緣生行中，隨分解了無常、無恒，是不安隱變壞法

已」；這裏留意我的標點，一點一點撇，「於一切行，心生怖畏，深起厭患；」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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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點一撇的，改了它，一點一撇。「心生怖畏，深厭患已，遮止諸惡，於諸惡法能

不造作，於諸善法能勤修習；」這樣然後才一句。不是！不是！都是的，都是一點一

撇的！還有：「修習善因故，未種善根能種善根，未清淨障能令清淨，未熟相續能令

成熟。」不是！「未熟相續能令成熟」；又一點一撇，「由此因緣，多修勝解；」一

點一撇，「亦多積集福德、智慧二種資糧。」一句。這裏很淺而已。

「彼聞是已」，「彼」即是那種眾生，聽「聞是」，那個「是」字當此字解，聞

得這種道理，即是「生無自性性」的那種道理，他就會怎樣？「能於一切緣生行

中」，「行」即是「有為法」，諸行，即是有為法，有為法都是從因緣和合而生的，

這種眾生一聽聞我講有關「生無自性性」這種道理，他能夠對於一切的那些有為法裏

面，他怎樣？

「隨分解了」，隨著他有幾大的聰明，隨著他的功行有多少，隨其的本分，能夠

「解了」，了解，「解了」即是認識、了解，了解什麼？「無常、無恒」，這個一切

有為法，即是「五蘊」那些，都是什麼？無常的，眾緣和合而生，那些緣一壞就散

了，過去的事都是「無常」，未來的東西「無恒」，「無常、無恒，是不安隱變壞法

已」；是一種不得安隱(穩)，這個「隱」字與和字邊的通用，這個是古字。

不得安穩的，會變壞的東西，人生無常，百年又如何？始終都會死，很多錢又如

何？子孫替你散了它，不得安穩的，知道有為法的東西都是不安穩的，是「生無自性

性」來的，這是什麼？第一種利益，第一種果。叫做了無常的利。你看到嗎？那個括

弧括住。了解人生是無常，聽了有關「生無自性性」的理論，他了解到人生是無常

的。了解這個無常，了解無常是一種利益來的。了解無常之後他會怎樣？

你看：「於一切行，心生怖畏，深起厭患；」他對於「一切行」，「行」即是諸

行，即有為法，是一切因緣和合而生的法，諸行，「心生怖畏」，他都怕了。好了，

你就不要這樣說，他這樣就消極了！對，會消極，但對於不好的事你消極，對於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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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你要積極的，現在佛教徒的缺點就是這樣，只是消極，消極而已，修行你應該是有

積極的方面的，「心生怖畏」的時候就怎樣？從消極方面講，「怖畏」，怕，這是二

種利益，就是什麼？

我括弧 ，「怖畏厭患」利，怕，「怖畏」這個有為法，怕，「厭」、有些討着

厭，「患」即很多憂慮，令到你不要貪戀這個人生，意思是什麼？不要沉迷，他說：

「心生怖畏，深厭患已，遮止諸惡，於諸惡法能不造作，於諸善法能勤修習。」心生

起「怖畏」了，對於這個有為法生起怖畏了，又「深厭患」了，你就怎樣？「遮」

者，攔阻，「止」就停止諸惡，不作惡是怎樣？人生百年，是嗎？你以為你賺了這麼

多錢，能夠帶進棺材嗎？是嗎？害人害物賺了這麼多，剩下的，那些子孫也是替你把

它散了，為子孫作馬牛，所以能夠不作惡，而且知道業果會有，就不要搞了。好了，

不作惡。

「能不造作」，不作惡，還要修善才有功德的，不作惡就最多無罪過而已，是

嗎？你想要有功德就要修善的：「於諸善法能勤修習。」對於那些好的，能勤修習，

不好的東西，大乘好的東西是什麼？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智慧，「於諸

善法能勤修習」。這樣是什麼？第三種利益：止惡修善的利。是嗎？這樣就種下很多

善因了，修「習善因故」，修習因故，你肯修，這樣修習這個善因，一路積累下去，

這樣，這個人就會變成怎樣？

他最初「未種善根能種善根」了，做了第一步了；第一步做完了，「未清淨障能

令清淨」，那些眾生未曾清淨障的，我就講「生無自性性」的道理給他聽，令到他清

淨那些罪障，「未熟相續」，有一些高級一些的，能清淨障了，未能夠令他的生命相

續成熟，他一聽到「生無自性性」的道理，他未成熟的相續，我現在令他成熟，這樣

成熟有什麼好處？「由此因緣」，由於這樣令他相續成熟的緣故，他就會怎樣？「多

修勝解」，肯聞、思、修慧，勝解決定，不會起一種邪的信念，這樣再進一步就怎

樣？「亦多積集福德、智慧二種資糧。」積集了福德、智慧資糧，修了之後迴向大菩

提，這樣「福德」是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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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將六波羅蜜、六道來到分，有些是屬於福的，有些是屬於智慧的，那六

種，有些是既屬於福德又是智慧的，看看哪些是屬於修福的？「布施」、修福是嗎？

「持戒」、修福，是嗎？「忍辱」、修福，三種就屬於福德的，修福德的，你說：我

怎樣修福德？你就是修這三種，是嗎？

「布施、持戒、忍辱」，第四、「精進」，又福德又智慧，修福又要精進的，修

智慧更加要精進，所以，精進是又福德又智慧，禪定、又福德又智慧，修禪定有福

的，何解？你修禪定裏面，有修福的禪定，有智慧的禪定。如果你只是修定就福、慧

兩方面都可以了。有些人修觀修什麼？修「四無量心」，就有福的，修「四無量心」

是修福的，如果修「空觀」這些就是智慧了。

所以修定一方面是福德，一方面是智慧，「般若波羅蜜」，即是智慧波羅蜜呢？

就完全是智慧了。所以修福就是修「六波羅蜜」了。修「六波羅蜜」，真正修「六波

羅蜜」要見了道才可以的，我們是談不上的，但是雖然我們談不上，但還是要學的，

不學就永遠談不上，學著學著漸漸地就談得上了，是嗎？細路哥(孩子)學講話，一定

是談不上的，他咿咿呀呀怎麼談得上？但是他咿呀一段時間，咿呀一年半載然後他才

談得上會講話的，如果他咿咿呀呀都不「呀」就一世都不會講話了。

所以雖然我們未能正式地很純粹地修「六波羅蜜」，「六度」，我們就應該要怎

樣？隨順修學，所謂福德、智慧就是這樣了，「福德、智慧資糧」。所謂佛要說「三

無性」是為了這些人。何解又要說「相無自性性」？他說這種人仍然有執著的，執著

有因果、因緣和合、有個「因」，有個「緣」，又執著的有什麼輪迴，六道輪迴，很

多人又執著有個輪迴，所以就用什麼？再說這個「相無自性性」，有很多東西是沒有

的。

又好像是什麼？他不知道有個勝義的佛性的，再給他講這個「相無自性性」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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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義無自性性」，那些就為一些高級的人講，為初級的，就只是講那個「生無自性

性」，那些是留著另一日了。教你修行就是這樣修的，這些是最正宗的教你修行了，

至於那些隨分，隨分做，你是窮鬼嗎？窮鬼不要緊，別人有錢人出一百萬，你只能出

兩毫子，就出兩毫子(兩毛錢)，是嗎？你那兩毫子可能更勝過李嘉誠的一百萬，李嘉

誠一百萬有什麼所謂？他只是簽一個字，是嗎？

但你那兩毫子出來你可能會覺得很吃力的，你這樣吃力你都肯了，所以你的功德

比李嘉誠的更大。「隨分」，隨你的本份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不用一定要多的，所以

如果你有大把的錢，你也不要驕傲：我捐了一百萬，我有福，未必！你那一百萬可能

不及那窮鬼捐的兩毛錢都說不定。因為別人是至心(一心)去捐的，你那一百萬？都好

的！捐一百萬整個博士之類，那樣你有什麼功德？大家都修行就是這樣。怎樣修行？

就是上面說的五種。

聽眾：羅教授！

羅公：什麼？

聽眾：妄語怎樣解？

羅公：講大話。沒有那些講那些。

我寫一首偈，這是無著菩薩的偈，「處夢謂經年」，當你做夢都做了整年，在夢

裡面，「寤乃須臾頃」，等到你醒的時候，實在你只是睡一會而已，所以時間是無自

性的，時間是無自性的，無自性的何須要怕它？時雖萬劫(「故時雖無量」)，「攝在

一剎那」。當它是一剎那，不要理它。(《攝大乘論》：「處夢謂經年，寤乃須臾

頃，故時雖無量，攝在一剎那。」)所以學佛學到差不多的時候，到「勝解決定」的

時候，你會很樂觀的，有什麼所謂？長命短命有什麼所謂？窮些富些有什麼所謂？

聽眾：1989年 1月 14日。

羅公：這樣我們看回戊三那裡，約位辨立三無性意。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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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看佛經看到「約」字就當什麼？是依照那樣解，依照，即是英文的

according to。依照位，「位」即是階段，〔以〕階段來到說明，何解要立「三無

性」。因為何解？在那個低級的初時的階段，要破他的執，是嗎？要立那個「生無自

性性」，到他成熟了，但是差一些不能夠見道，鼓勵他見道的時候，就要建立什麼？

〔建立〕「相無自性性」再破他的執，等他見道與建立這個「勝義無自性性」，等他

追求這個真如。所以就約位，這個階段。普通就是這樣解，但是就有人這樣解的，所

謂「位」者就是五個階段，「五位」，「五位」是什麼？即是五個階段，你看看上面

的五個階段，五個階段是什麼？

第一個是「十信」，發了菩提心之後，經歷了很多世，知識都是矇查查 (糊里糊

塗)那樣的，但信念都不錯，是嗎？現在這些一味信的，那些理解不是很好的，而是

真的是發心的，這些人他是十信菩薩，是修行那些什麼？種一下善根那一類而已。種

一下那些解脫分，「解脫分」這三個字，你們將來看佛經時時要用的，什麼叫做「解

脫分」？

在佛經裏面的「分」字，那個「分」字讀份，那個分 (份)字當「因」那樣解，

「因」，即英文的 cause，cause，cause，「因」，種那些解脫因，解脫就是涅

槃，解脫就是涅槃，種下那些涅槃的因。種那些「解脫分」，「解脫分」，哪些是

「解脫分」？例如什麼？見到別人受苦，自己要表同情。見到別人作惡，自己要說他

不對，憤怒、憤激那一類。對於善的東西你要讚許、仰慕。對於惡的事你要討厭、抨

擊，這一類。這一類的事，例如見到佛的莊嚴，你要起恭敬心，見到別人講佛法，你

會羨慕，想去聽，這一類叫做「解脫分」。

他這些事本來就沒有什麼大用，不過這些這樣的你將它來擴大，就可以造成你將

來得涅槃的原因來了。所以叫做「解脫分」。在「十信位」裏面，不能夠、未必有機

會像你們那樣，聽聞這麼深的經教，他們都是什麼？都是種一下善根那樣。是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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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你們有些人，烏凜凜(懵懂)的，別人拜佛他也拜了！別人拜懺他也拜囉！別人皈

依，他也皈依了，這一類，如果這一類人，是這麼粗淺的一類人，如果他是已經是、

他是真是發過菩提心，這樣他就是十信位了。你說：他都矇查查的，怎會發菩提心？

他都是發(了菩提心)，不過是最粗淺的菩提心，最粗淺的菩提心。

菩提心，就有將菩提心的高下的程度分了 22個階段，22個級，他是最粗淺的

級，這種人就是十信菩薩了，可能你們座上很多都是十信菩薩。是嗎？連聽都不會來

聽的，得閒就去拜一下佛；拜一下懺那些，很多都是十信菩薩來的，就是「十信」

了，「十信」可以接很多世的，如果你不精進，可以接幾萬世的，一百幾十萬世都說

不定的，在一百幾十萬世之中，可能在輪迴中都很慘，又會一升一降、一升一降的，

十信菩薩。

十信之後，十信之前的一個階段就種善根而已，一到了十信，就正式種善根了，

這些人是一個虔誠的教徒了。十信之後，經過十信就十解了，「解」即是勝解、了

解，到十解位，不是，到十信位以前就要種善根了，到了十信位，就要怎樣？進一步

了，例如什麼？罪、罪業，不敢做罪業。好像薄太太那些：我們要受戒，受了五戒切

肉都不行了！很小心，不敢，行路要小心看看，要小心踩到蟻之類。

聽眾：蟻仔、小螞蟻。

羅公：是呀！這些之類。你是不是這樣？

這樣你不要笑她，這個是「怕淨罪」，十信位的人就會是這樣的。是嗎？一到十

解，十迴向之後就很撇略了，是嗎？那些就很大膽的，如果是鼠疫呀！那就快點！集

體我們去殺老鼠！那些人這樣都敢膽的。那些十信位的人是不大敢的，他怕，殺了那

些老鼠還得了？譬如我殺一百隻老鼠，豈不是很容易一世被人殺一次？一百世被人

殺？就會這樣。但如果那些高級一些的，那就殺！多大都負責，要幾多世就幾多世，

要還就還！當前先救了人。實在他是不用還的，那些還有功德的，十信位的人他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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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這樣做的。

十信前是一個階段，十信又一個階段，是嗎？十信前的那些很多是矇查查，迷信

的而已，很多都是迷信生命的，是那些是低級的十信位，它用個「十」字，即是很多

級的，高級的十信是相當好的，十解就了解，有清楚的意念的，這樣，你來這裏聽，

聽得到有系統的，可能你都已經是十解的菩薩，不是高級的十解，可能是低級的十解

菩薩都說不定。

至於那些連聽都不耐煩的，那些就是不入流了，所以學這些，讀這些，知得多，

你就會怎樣？看起上來你會眼角很高的，白鴿眼(看不起人)那樣的。你這樣不行的！

如何如何…….好了，這樣就是十解，十解是以前所做的善根已經成熟，隨時都碰到

就可以了解的，即是你一出世的時候，幾乎不用憂慮碰不到佛法你去學，你幾乎不會

不做人的。何解？

因為你在十信位的時候，你已經差不多不敢作罪惡了，你的人身幾乎都很穩定可

以保住你的人身了，就差在你是不是可以生生世世有機會修行佛法了。一到十解的時

候，那些善根成熟，所以他不用擔憂的，不用害怕的，擔憂我將來一下做不到人，那

我又怎麼辦？不會有這樣問的，有這樣問就很外行了，最低級的十信才會這樣問的。

你能夠淨罪，怎會不做人？是嗎？做低級人都輪不到你做，你還要做高級人。是嗎？

如果你說：這樣我聽不到佛法。

如果你又能夠淨罪，又能夠已經世世都學一些，已經入了十解位，怎會見不到佛

經？一定會的，一定會碰到的，不憂的，是嗎？所以不用害怕的。你一到十解的那些

人，全部不害怕，他非常定，定到極的，十解。十信前一個階段，十信一個階段，是

第二個階段了，第三個階段就是十解，第四個階段就是十行了，勝解就是了解，什麼

叫做勝解？勝解即是很清楚的概念，對於佛教的學理，有一個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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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多那些 clear concept的，很清楚的概念叫做勝解，他不只勝解，這種人還

實修的。實修的，實修什麼？這種人，已經十解位的人，實修禪定，實修菩薩戒這

些，著重「行」。第四個階段了，是嗎？第五個階段就是十迴向，十迴向，修行積集

福德資糧與智慧資糧，修福、修慧，修福、修慧的結果，他不會為我將來保佑我的兒

子怎樣好，或者保佑，我的希望，拜了佛，就希望佛保佑丈夫對她好一些，或者佛保

佑他這個、這個、那些子孫富貴等等，是嗎？保佑他鋪頭賺多些錢。

沒有這些的，全部我為了求大菩提，在大菩提的過程中，我自然做的是一切善

業，不擔憂不好的，是嗎？都不顧慮這些，什麼都是迴轉那個目標對向大菩提，對向

成佛的。這個階段，這個階段一定是教理很通透的，所以你們不要以為不用學的，如

果你說不用學的，你始終就入不了十解位的，我講給你聽。你說：我去極樂世界。去

極樂世界你也生不得高的。是嗎？

所以你一定要學的，經教是一定要學的，而且學經教要真真正正學經教，不是矇

查查地學，那是不行的。勝解就是很清楚的了解。這樣十迴向之後，我們不要第十，

十個迴向我們不要第十那截，要那九個，因為一到第十就另外一個階段了。這樣五個

階段，是嗎？四個九，(4.9個)不夠五個，明不明白？只有四個九(4.9個)階段，這四

個九(4.9個)階段合起來就叫做資糧位了，資糧位的菩薩。

你發了菩提心之後就是入這個，現在的人發心整天說，發心、發心，某甲他又發

了心了！你又發心啦！捐一些啦！如何如何，全部都是沒有意義的，那些那樣的發

心，發心就是要發大菩提心，我一定要求大菩提，是嗎？不是發心來漆一些金到佛

處，令他……這樣的發心。這樣也是，不過不是為了菩提就不是菩提心，發那些求福

的心，是嗎？很多人幾十年，連如何發菩提心他都未正式發過，這些人真是可憐！

還有一些信佛，別人信佛我信佛，人人說信佛會好，我信佛就硬是不好的？你當

貨賣嗎？是嗎？佛要與你交換條件，保佑你什麼都是好的？這樣，這些人也是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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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樣，這五個階段，約位，即依據這五個階段來〔修學〕。五個階段明白了？這

個五個階段有人又不這麼講的，嘿！五個階段太瑣碎了！總之就是資糧位就了事了！

資糧，所謂五種事，資糧位的菩薩要做這五種事那樣解，不是真是說要學五級那樣

的，如果那五級一定要第一級就叫做十信前，第二級就十信，這樣就太古板了，有人

就認為這樣的。

這樣就兩種講法，一種就好像怎樣？很 formal地一級一級地上的，另外一種說

不是的，可以抓到一起的，不過說總之就叫做資糧位，資糧位菩薩就修那五個階段那

樣解，這是第二種解。兩種不同的解，你取哪一個？你自己決擇，你喜歡取哪一個解

就哪一個解，是嗎？你問我，我就說不如抓到一起就好了，是嗎？哪裏有分得這麼瑣

碎的？如果分得瑣碎即是學打功夫，譬如你去打拳，師傅教你，教了 92路拳，到你

真是比武的時候，要照足套路來這樣搞嗎？不是的！左來左擋，右來右擋的嘛！修行

的事，是嗎？不需要太硬板的。

所以毛澤東有一句話，他說要怎樣？要活學活用，學佛法也是活學活用，用俗一

些的話來講，就叫做左來左擋，右來右擋，不是說硬繃繃的，硬繃繃的那些我們講笑

話就叫做程咬金，程咬金打仗。這個、這個古代的小說講，說唐太宗的時候有一位上

將軍叫做程咬金(589－665)，叫做程知節，這個人很大功勞的，他差不多是第一功

勞的，他，說他善打三十六道板斧，是嗎？他出去對人打仗的時候，師傅教他的，第

一路，一路(到)第三十六道，任人捉的，只有這麼多，只有三十六道。學佛法不能這

樣的，是嗎？如果照第一，一定有五位，似乎就很古板，這樣就約五位了，因為這五

位都是叫做資糧位的菩薩，即是最低級的菩薩，為了這些最低級的菩薩，就要說「三

無性」裡面的那個「生無自性性」，何解？

那些人都是有執著的，「生無自性性」告訴他：一切事事物物，世界上的東西，

連你的那個人，你的祖宗，你的家產，甚至這個世界，這個地球，都是因緣和合而生

的，並不是本然存在，亦並不是說永久常存的。這樣，等他了解了這個「生無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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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之後，他就了解，就會知道，這個世界不是永恆不變的，我們的人生亦不是永恆

不變的，我們要怎樣？

第一就不要執著，第二就要及早去修行，同時是無常的，眾緣和合而生的就沒有

實的我了，眾緣和合而生，緣不合的時候就無，緣一散又變成無，無常的。無我、無

常，既然一個世界我們的人生又無我，什麼都不到我們主宰，又無常，你說苦不苦？

所以是苦的，無常苦；眾緣和合而生，眨一眨眼它就變了，就「空」了，「無常、

苦、空、無我」。令他了解這些，這樣就去，不要執著就去修行，你是不是叫余雄

傑？是不是你？有一個叫余雄傑。

聽眾：他沒有來。

羅公：沒有來？什麼樣子的？

聽眾：短頭髮、戴眼鏡的。問關於藥的那個。不要食藥的那個。沒有食藥的那個，他

有一次病，你叫他不要吃藥的那個。

羅公：哦！我叫他不要吃藥的那個呀！哦！今天他在那裡飲茶。

聽眾：怎不見了鍾仔？

羅公：鍾仔與我老婆打電話交涉，問拿眼鏡。

聽眾：漏了眼鏡？

羅公：漏了眼鏡在新萬寶，不知是不是呀？

聽眾：一定是打了電話的說是了，就開車送他去拿。

羅公：打了電話的說是了，就趕緊開車送他去拿，一定是這樣，老年的人無眼鏡就差

不多等於沒有了眼睛了！是嗎？這樣即是說，「三無性」之中，第一個「生無

性」就為那些最粗淺的人了解而立，約五位說這個，說這個「生無自性性」

了。現在，五位的五個階段我們就知道了，如果你不要這五個位，就將那個

「位」字改為「事」，事情的「事」，那天有沒有改？

聽眾：有。

羅公：約五事，因為我主張樣樣都是簡化的，法相宗與華嚴宗、天台宗，這些叫做教

下三家，都是繁瑣到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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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我們聽胡適之演講，我不是他的學生，不過我聽過他的演講。他就批評佛

教，教下三家，說這些叫做什麼？他說這些叫做繁瑣哲學，繁瑣哲學，樣樣東西都瑣

瑣碎碎的。真的，我們不需要太瑣碎的。好了，這個「生無自性性」是一種教訓來

的，是嗎？好了，現在就說明了，庚一、庚二、庚三了，明說教所為，說明，說這種

「生無自性性」的教訓是為了哪種人。聽不聽的明白？

我們再讀：為了什麼人？是為了那五位的人，「復次，勝義生！若諸有情從本已

來，未種善根」，連十信都未入的，「未清淨障」，或者入了十信都還……入了十信

了，是嗎？都還未能夠真正依住十信去修行，清淨那些障，「障」者，即是罪業、罪

障。「未成熟相續」，他或者有一種人已經入了十信了，但是他的見解還是矇查查

的，不能夠很清楚，未能，即是說他的那個智慧都還未成熟的，他的相續，相續就當

他的生命，他的生命未成熟。看佛經、你讀佛經的時候，讀到相續兩個字，時時是當

生命那樣解的。

個體，即是那個 individual，何解呢？為何用「相續」兩個字呢？那個理由就是

這樣，我們的生命不過是那五蘊連續不斷就叫做生命，其實加起來應該就叫做「五蘊

相續」，我們的五蘊相續就是我們的生命，五蘊相續這樣就很論盡(繁瑣)的，四個

字，就不如叫它做「相續」了，「相續」。即是說他的生命體還未成熟。就他這個修

行來講，他還未成熟的。

我，又有一些「未多修勝解」，有些已經是怎樣？成熟了，但是他的「勝解」還

是不行的，這個「勝解」就是修定、修觀的時候不是很清楚，「未多修勝解」「未能

積集福德、智慧二種資糧。」有些「勝解」就很清楚了，但是他的「福德、智慧」都

未夠，就是這五位的人了，是嗎？他說：我為這五位的人，這五種人，即是缺乏這種

類(質素)的人，我說「生無性」。下面庚二，然後對機正說了：「我為彼故，依生無

自性性宣說諸法」。我就是為了他們這種人，就依據「生無自性性」的道理，來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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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好了，然後庚三就說明。

聽了我講這個因緣和合、那種「生無自性性」的道理有什麼益處呢？你看：「彼

聞」。聞教的勝利，「勝利」即是益處。你們現在的人整天講勝利、勝利，記住，這

個是佛家的名詞來的，勝利，不過那些日本人將那個英文的 victory將它譯為勝利而

已！在佛經裏面拿了個名詞來譯而已。他說：「彼聞是已」，「是」字當「此」字

解，那些資糧位的菩薩一聽聞這些，「能於一切緣生行中」，「緣生」者，眾緣和合

而生，那個「行」字當有為法解，一切那些眾緣和合而生的有為法之中，他知道它無

自性了，眾緣和合了。

「隨分解了無常、無恒，」了解過去是無常，現在、以後都「無恒」，也是無常

來的。這樣就有這樣的利益。一了解「生無自性性」就有第一種利益叫做什麼？我在

旁邊寫住：「了無常利」。了解無常的利益，知道因緣和合而生的人、事都是「無

常、無恒」，是不安穩的，會變壞的東西，不安穩的、會變壞的東西。「已」即是之

後，這是第一種利了。

第二種利益是什麼？「於一切行，心生怖畏，深起厭患；」這是第二種利。「於

一切行」，對於一切的那些有為法，有為法行，《金剛經》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

影」。這個是有為法的「行」。他對於一切行就「心生怖畏」了，不會沉迷了，害怕

了，為什麼害怕？你現在安安穩穩，總有一天你就會歸西了，是嗎？真正歸得西就好

了！是嗎？極樂世界，但是不能歸的時候你就不知怎樣好了！

由「怖畏」又怎樣？「厭患」了，整天沉迷了，這樣就變成好像消極，記住，佛

家最初第一步就是消極，令到你消極，令到你對世事消極。第二部分就叫你精進、積

極。現在那些學佛的人就學到第一步，消極他學足，還學突了。積極的那些就一點都

不入耳，是嗎？好了，第二是「怖畏、厭患利」了。對於世事「怖畏」與「厭患」，

有這種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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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心生怖畏，深厭患已」，那個「已」字當之後那樣解，「遮止諸惡」，

「能不造作」，「遮止」就是防止，防止那些惡的事情，能夠不造作那些惡的業，不

是不作惡就可以的！「於諸善法能勤修習。」這是什麼？第三種利了。「止惡修善

利」，就這種利。那就怎樣？修「習善因故，未種善根(得)能種善根」，如果他能夠

這樣修習，好處是怎樣？如果就最初級來講，修習順解脫分的善根，這種人雖然他是

最初級，未種善根他都能種善根，即是未曾發菩提心的，他會發菩提心去種善根，

「未清淨障……」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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