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未曾發菩提心的，他會發菩提心去種善因了；「未清淨障能令清淨」，未能夠入

十信位的，鼓勵他，令他入十信位，「未(成)熟相續能令成熟」。他的生命，他的修

行還未成熟的令他成熟。即是令他入什麼？入十解位了，「由此因緣， (就)多修勝

解，」越修就越能夠精進了，是怎樣？他會入十行位了，再進一步入迴向位了，入十

迴向了，「亦多積集福德、智慧二種資糧」。這個叫做什麼？

「五事具足位」了，五種「事」，那五種「事」都具足了，哪五種？你上面數

過，五位裡面每位都一種了，是嗎？五事具足了，聞教有這種勝利。這樣，資糧位，

為了資糧位菩薩，所以說這個「生無性」。還有一些最高級的、加行位的菩薩那又怎

樣？

加行位的菩薩快要見道了，很快就見道了，他說，我為了那些加行位的菩薩，我

要把那兩個「無自性性」也說了，第一個，「相無自性性」，第二個，「勝義無自性

性」，是為了那兩種比較高級些的人講的。約加行，「等」是等什麼？是這樣，加行

位之後就到什麼？見道，即是通達位，見道了。是嗎？見道之後呢？修道了，為了見

道、修道，為不為究竟道？不為究竟道、究竟道，那些是佛來的，是嗎？好了，為了

加行位等，就說後兩種無性。又分成三段：都是第一段、庚一，明說教所為。

他說，說明，說明什麼？說這種教，哪種教？說「相無自性性」與「勝義無自性

性」這兩種教訓，說這兩種教訓是為了那些人呢？是為了加行位、見道位、修道位的

人。「彼雖如是種諸善根，乃至積集福德、智慧二種資糧；然於生無自性性中，未能

如實了知相無自性性及二種勝義無自性性」。一句。「彼」、即是那些修行加行位的

菩薩了。你們要記住，那些人聽住(講)我又見道、我又如何如何，又說是什麼活佛等

等，看到盧勝彥的那本書，臉團團(圓圓)那樣，掙得錢太多，以前很瘦的，臉團團(圓

圓)整光個頭那樣，那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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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說什麼靈、什麼活佛那些，那些全部假的。美洲，照我相信，加行位菩薩一個

都無，加拿大、美國那些，說是的都是假的，加行位菩薩要怎樣？第一，他要修四加

行，「暖、頂、忍、世第一法」，你修暖位，講就容易，講就你與我都行，怎樣？暖

位怎樣？一切外境都是「空」的，沒有的，沒有的，沒有的，確實是這樣就可以了。

但是我們這樣講是以意為之，推論而已！是嗎？

加行位的菩薩就不是的，入了第四禪，記住，入了第四禪，在第四禪裏面清清楚

楚地好像體驗到一切外境都是無的，他在定中變起那個影子，把這個「依他起性」的

影子變起，這些「依他起性」的境界全部是沒有的！這樣。你現在多倫多打鑼去找，

有幾個能入到第四禪？是嗎？你去找找，找一下可以入第四禪的，

聽眾：我的老闆全部看盧勝彥的那些書。

羅公：什麼？

聽眾：我的老闆全部看盧勝彥的那些書，馮馮的那些書。

羅公：他這些萬劫不復！你不要說，不然裁了你份工作，由得他，他如果有因緣，總

之有一世他會碰到的，看看幾多世之後，

聽眾：很多佛書的，看的都是盧勝彥的那些。

羅公：害人不淺！這個正式魔王。

但是你何解又會看呢？你不關盧勝彥事。我告訴，何解你，人家結婚很好，你結

婚就碰著個丈夫成日打你呢？你不要只是怪丈夫不好，是你的生命該打的，所以才碰

到打你的丈夫，是嗎？你如果你不該打的，怎會碰到個打你的丈夫？換言之一句話，

先你是抵打(該打)的。是嗎？因為這個世界，你的遭遇是你的一部分來的，你不要以

為你與這個世界離行離列，這個世界有會熱的、又會冷的、又會有火山的、又會有海

嘯的，這些是什麼？這些就是依報嘛！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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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異熟果，果報是兩種，一種是依報，你的生命體、即是你的相續就是正

報，你的正報要找個地方給你住，住在一個依報的世界，何解你、你整天會被火山迫

遷你？迫你遷？你的依報是有火山的，是嗎？人人都安安穩穩的，何解你那裏就整天

大地震？一路有熔岩流出來？這是你的依報，改良可不可以？可以，你可以改良。是

嗎？

何解人人的母親都很好的？對你都很好的，偏偏你一出世你的母親就死了，遇著

個後母，那後母就整天刻薄你的，這是什麼？你的依報來的，你抵(活該)被那個後母

刻薄，即是你的業力，令到你抵(活該)被後母來難為的，即是換言之你不夠福，你有

福就不會碰著那個這樣的後母了！是嗎？如果你真是福氣大的，那個後母想拿藤條來

打你，她未打她就肚子已經先痛了！是嗎？

如果你是一個高級的加行位菩薩，或者你是一個，不是！你是一個加行位菩薩，

或者是一個高級資糧位菩薩，她打你她就不得了！她壽命都短十年！你犯著他了，你

犯著了這個正式的，不會被他犯到的！所以，你的不好，你不要奄奄尖尖(諸多挑剔)

說人這些，說人那些，這是你來的！醃尖腥悶(諸多挑剔)是你的醃尖腥悶，不是別人

的醃尖腥悶，你能夠這樣了解，你就不要成日怪人了。這樣，我這裡是講什麼？

聽眾：講到加行位。

羅公：「彼雖如是種諸善根」，即是初級了，十信前了。

「乃至積集福德、智慧二種資糧」；乃至加行位的前九段，是嗎？「積集福德、

智慧二種資糧」；這樣，這種人，記住加行位的菩薩很好福氣的，好像什麼？以前的

加行位菩薩一出來社會都是做什麼？那些國師的那一類，他的福報都是要閒閒地(至

少)，福報都要學台灣的星雲大師那一類福報才行，那些加行菩薩出來，如果他出

家、不出家，出家就做國師那一類，如果他不出家，做居士，他就做王者的，出將入

相那一類人的，不是說很貧寒那樣，看看樣子都獐頭鼠目那樣的，不是的，福氣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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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都會很敦厚的，怎會獐頭鼠目？這種人你可以看死他都可以的，獐頭鼠目的那種

人，看你的樣子沒有一些福氣的，是嗎？

我修行，看你沒有一些福氣的，你前世都無修行的，看你的樣子都知道你前世無

修行了，是嗎？如果你前世有修行，真的有修行，今世怎會有這個衰樣子？這樣，所

以你不要被人家騙。你說，那些大騙局的，他都會騙人的。是呀！你不要只怪別人騙

你，怪你自己被騙！你明白嗎？為什麼你要被騙？你的福氣不夠。第一你的福氣不

夠，是嗎？你會被騙嘛！何不騙第二個？你要阿亮開車送你去拿？

聽眾：是呀。

羅公：知道今晚才拿。

你會被騙即是你無福，是嗎？他為何不騙第二個？不騙陳彥初？騙你的老闆？你

老闆沒有福，你的福氣最低限度好過他。你可以在這裏聽課，他就無機會。是嗎？來

這裏聽的都不是獐頭鼠目的，看看，都是有福的。

聽眾：何解你不叫他來聽？

羅公：不要！那種人由得他一萬幾千世，這種人，你不要連那份工都沒有了。

你說：你怎不可憐人嗎？眾生如幻的，世界如幻的，由得他受一萬幾千世苦囉！

是嗎？受完了，他的報清淨了，他自然就來了。「大仁不仁」，大的仁慈不用這樣。

你說，羅生怎麼一點仁慈都沒有？我最仁慈的，如果你肯學的時候，一對一我教你都

可以，但是我同時亦最不仁慈的，看不起人，望一下你的樣子，獐頭鼠目的我費事教

你！是嗎？第二，你囉囉嗦嗦問我，問的都是那些不等使(無謂)的東西，我就要罵你

一頓！你不來就罷了，不需要看！有些，我一定要，人家不聽，你都要走過去說，你

要好，你要這樣才好，這些都是接近婦人之仁而已，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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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到別人痛苦就嘆一口氣，一掬同情之淚，不用的，「大仁不仁」。雖然那些人

能夠種善根了，即是能夠入了，入了十信前了，「乃至積集福德、智慧二種資糧」；

乃至十信、十解、十行、十迴向，「積集福德、智慧二種資糧」；「然於生無自性性

中」，當然他了解「生無自性性」，但是他還差一些，「生無自性性」他了解了，

「於生無自性性中，未能如實了知相無自性性」，以為萬物都是有，一切有為法都是

眾緣和合而生，生了就有了！是嗎？

生了就有了！這樣就差一些了，它未曾了解這個生、未能了解這個「相無自性

性」，你一說它實的，你已經是執著它有相了，未能了解「相無自性性」，也未能夠

了解什麼？那些幻的「生無自性性」的有為法，因緣和合的有為法，雖然那些東西它

是幻的，但是它不是全無實質的，它就是這個真如所顯現的。真如就是勝義來的，它

的內蘊就是勝義，真如就是勝義。但是你這個人只是了解「生無自性性」，所以你就

不起執而已，是嗎？

未能夠了解其中的玄妙，未能夠了解這個「勝義無自性性」，你不知道，你只知

道眾緣和合而生的那些「生無自性性」的東西，是無常、無我的，你只知道這樣。你

不知道無常、無我之內就是這個真如自性，就是你自己的本來面目。所以他要為這種

人說「勝義無自性性」。同時知道，這些東西是眾緣和合而生，還起了執著：這是

「眾緣和合而生」；這是「有為法」，我們的「緣」是怎樣，就一定要怎樣的。又例

如，好像有些人就知道，做那些惡的事就一定會有惡的果報了，就硬崩崩地執著如是

「因」就一定是如是「果」了，這個果了，例如什麼？

有些人甚至要執著，聽見說一定要持戒的，就一定要執著一個戒了，執著一個

戒，執著成怎樣？踩死一隻曱甴(蟑螂)都不得了啦！徬惶不可終日那樣了，這些這樣

的就是不知道，只知道「生無自性性」，是嗎？不知道有什麼？「相無自性性」，這

種執著，以為某種事一定有某種果報，食了八兩豬肉，一定要在將來還半斤豬肉、半

斤肉給別人，這些是什麼？執著，執著，這些執著，為什麼會有執著？他未能夠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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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無自性性」之上撇除那些「相無自性性」，聽不聽得明白？

用他做標準都不錯的，(如果他)全部都看得明白，就很多人都明白了。那麼何解

有二種「勝義無自性性」？第一種是在「依他起性」之上，是嗎？在「生無自性

性」、在那個「依他起自性」之上，知道「依他起性」之上是無勝義的，是嗎？無勝

義的，第一種；第二種「勝義無自性性」就是什麼？

這個勝義真如是要用無自性這種觀來顯露的，好了，這樣，因為他未能夠了解，

未能夠在「依他起性」之上了解這個「相無自性性」與「勝義無自性性」，所以要怎

樣？他會這樣，「於一切行未能正厭、未正離欲，未正解脫，未遍解脫煩惱雜染，未

遍解脫諸業雜染，未遍解脫諸生雜染。」他說他於一切行，對於那些一切有為法，即

是對於那些眾緣和合而生的，對於那個「生無自性性」的事「未能正厭」，厭都是

「厭」，知道它是如幻，但是未能夠很正確地講，為何叫「正確的厭」？

只是「厭」就討厭了，不是正確的，對於如何處理它才是的，譬如你學佛那樣，

唉，這個世間就是苦了，這麼多人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就真討厭了，怕了，怕

了！他不是正的，既然是這樣，你要解決才行，是嗎？怎樣解決它？自己要修行去解

決，你修行了就可以嗎？你就由得那些無量眾生，他們是你過去的父母兄弟來的，你

由得他們嗎？所以你要發菩提心，你不能夠發起菩提心，雖能夠厭，但還是不能夠

「正厭」，是嗎？「未能正厭」。

或者有些人能夠「正厭」了，厭就「厭」了，但「未正離欲」，離欲就要減少些

欲望了，不是真是正確的，達到能夠離欲，你看看，有些人「離欲」了，他呢，我講

出來好像得罪人那樣，我現在修行了，我「離欲」了，我又功名富貴我都一筆勾銷

了，這樣就好了，「離欲」了。誰知他入到齋堂他就搞是搞非了，是嗎？你知不知

道？很多是非的，是嗎？為了爭師傅，為了什麼？別人供養，不得平均，為了這些，

總之這頭就離欲，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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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頭就有欲，這樣就是「未正離欲」。離欲都能夠離欲，但不能正確地離欲，這

個「正」字，那些人譯做英文就譯做 right，right，很妥當的。這樣的離欲，能夠離

欲，離欲不只是離欲就可以的，還要怎樣？解脫，享受那種離欲之後的那種境界。好

了，講到這裏，又要講這個三智給你聽，這裡的什麼道，什麼道，那個「道」字當智

慧解的，記住了，時時是這樣，十次之中有五次那個「道」字是當智慧解的，何解？

何解叫智慧做「道」？兩個理由，第一，智慧者，能夠令我由這個迷惑的境界，通一

條道路走過去開悟的境界的，「道」，智慧叫做「道」，我們要靠智慧來通的，

「道」。

第二，智慧者，「道」者路也，不論你是凡夫或是聖人，都要行這條智慧之路去

得結果的，所以智慧就叫做「道」。總之什麼「道」、什麼「道」多數是指智慧，尤

其是指那些無漏的智慧。「道」、當我們的每一種智慧起的時候，要有三種過程的，

三個歷程的，第一，第一步我們叫做什麼？加、這個不是加行位，「加行道」，加功

去力行的，「加行道」，第二個是「無間道」，加功力行之後，跟 不用太久就可以着

成功了，現在正是掃除障礙了，「無間道」，掃除障礙之後，「無間道」，「無間」

即是接續，接著就是好事到了，就叫做「解脫道」。

不論你學大乘、小乘，這些名詞都要記的。好像你進到一個地方，找個地方坐

下，你很累，你休息了，你就要怎樣？你知道那個位，那個地方很好的，你就要行過

去，是嗎？你不走過去，那個位置不會飛過來給你坐的，你要走過去坐的，當你行的

時候，你就是要努力加功去實行，是嗎？叫做「加行道」了，譬喻「加行道」，就走

去了，走過去，那個位置被那些塵土鋪滿的，你要怎樣？掃淨那些塵埃，叫做「無間

道」，掃淨塵埃了，坐下去，啊！很舒服了，享受了，解脫道，是嗎？

凡是一種、一種智慧的活動，每一種智慧的出現，做一種事情，智慧會作業的，

做一種事情，一種智慧去做一種事情的時候，一定要經這三個步驟，「加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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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間道」、「解脫道」。譬如我們平時，譬如有一個人很怕黑的，很怕黑的，一見

到黑一些，就說有鬼，又驚鬼，總之怕很多事，他現在就要學不怕黑，他要怎樣學？

要經過很多次才可以的，不是一下就可以得的，他要怎樣？他要怎樣？在黑暗裡要怎

樣？

我現在要不怕黑，不怕黑了，在這裏暗示：不怕的！不怕的！當我說不怕的！不

怕的時候，我現在做了！我要學不怕黑了！不過學的時候是「加行位」了，是嗎？現

在要真正的，不怕！黑了，不要怕！不要怕！那樣，掃除那些怕的障礙，就叫做「無

間道」，之後就真正是不怕了，我現在很安然了，說有鬼，哪裏有鬼呢？很妥當，就

叫做「解脫道」了。「加行道」、「無間道」、「解脫道」。

初時說不怕而已，一會又怕了！要怎樣？要練習，當你以後又練習的時候，就不

止「加行道」了，不叫做「加行道」了，再進一步叫「勝進道」了，是高級的「加行

道」，再進一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勝進道」，「勝進道」之後接著又一個新的

「無間道」，這個「無間道」就厲害一些了，接著又一個新的「解脫道」，「解脫

道」之後又一個新的「勝進道」，又一個新的「無間道」，一個新的「解脫道」。我

們，不論你的那個智慧起的時候，一定是這三個階段，最初的那個叫做「加行」，中

間的加行叫做「勝進」，「無間道」就是什麼？掃除障礙的、是革命的，革命性的，

是嗎？

「解脫道」是安享那種解脫障礙的狀況的。有很多爭論的，小乘、大乘都有很多

爭論，有些人問，有人爭論這個問題，成佛了，譬如釋迦牟尼佛，夜晚一看到明星就

悟道成佛了。好了，那些人問了：成佛有沒有加行道、無間道、勝進道？當然要有

的，是嗎？成佛，那種佛的智慧出現，未出現之前一定要加行的，加行之後一定有個

無間道的，掃除障礙的，一定要享受佛的那種果的。

好了，這樣成佛的時候那種智慧出現，是不是有這三「道」呢？或者你不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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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行道」，叫做「勝進道」、「無間道」、「解脫道」呢？答案是怎樣？應該是無

還是有？你說沒有就很麻煩了，是嗎？不通的，一定說要有。有了，好了，加行道，

所謂成佛，加行道的時候起計算，抑或是從無間道起計成佛？抑或是從解脫道起計？

兩派人爭論，還爭論得很激烈，所以胡適之說它是繁瑣哲學就是這樣。

一些人就說，要「解脫道」的時候，出現的時候才是成佛，「無間道」就未成

佛，「加行道」就更加了！加行道不用計了，這樣就一說。第二說，不是！無間道已

經成佛了，因為何解？無間道的時候他已經完全掃除了那些障礙了，是嗎？完全掃除

那些所知障、煩惱障了，掃除了還不成佛？所以「無間道」的時候已經起計了，成佛

是由「無間道」起計了，你說要怎樣才對？那些人現在還在爭論的。

聽眾：你說什麼對？

羅公：什麼？

聽眾：你取哪種？

羅公：我就取「解脫道」的時候就正式成佛，何解呢？

「無間道」是掃除障礙，是嗎？好像一個人，國家搞革命，革命的時候未算，革

命完成了，它立國的時候然後才算的嘛！應該由「解脫道」起計。還有一種，「無間

道」，還有一種，一定要照我這個講法才行的，何解呢？你又不要預先這樣想，很多

大德都不識，要你老羅才懂？這些很難講的，是嗎？世上有一句話，叫做不怕你白鬚

公，最怕他本事在其中，是嗎？你本事不在其中，你白鬚都無用的。很簡單的，一問

你，我問你，是不是成了佛才有三身具備？「法身、報身、化身」，是嗎？未成佛有

沒有？沒有。解脫道就一定有三身具備，無間道有無三身？

聽眾：沒有兩個。

羅公：什麼？他現在正在掃地嘛！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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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淨那些障礙，然後真身才出現，所以三身未出現，是嗎？這即是說，如果你說

無間道就是成佛，即是，佛最初的那一剎那沒有三身的，是嗎？要第二個剎那才有三

身的，那怎講的通？所以應該是什麼？解脫道。是嗎？是呀，我們學哲學又好，學佛

學又好，最緊要是這些。好了，然則釋迦牟尼佛夜睹明星悟道的時候，他是怎樣？接

續，一見到明星的時候，明星出現的時候，他剛好是無間道起，無間道一起，跟著解

脫道起，明星照他的時候，無間道又叫做什麼？

叫做「金剛定」，「金剛喻定」，用「金剛」來譬喻，未成佛之前，在一個很

「定」，那個「定」叫做「金剛定」，為什麼叫做「金剛定」？因為在那種「定」裏

面出的那種智慧，那種智慧猛利到像金剛一樣猛利的，所以用金剛來做譬喻成佛前，

這是什麼？這就是成佛的「無間道」來的，佛的「無間道」叫做「金剛定」，一過了

金剛定那個「三身」就出現了，那個就是「解脫道」。

你在這裏對大乘佛法讀多一些，你的理解稍為純熟一些，你覺得很快活的，這些

一套進去又合適，那些一套進去又合適，很合適那樣的，天衣無縫那樣的。當你不是

很了解的時候，就覺得這樣又矛盾，那樣又矛盾那樣的，我們與你們就差在這一點不

同，好像這樣合不上，那樣合不上，我們的看法是這樣又能合適，那樣也合適，處處

都可以合起來。就是差這些而已。

聽眾：教授，那個庵摩羅識是不是這個時候起？即是第九識。

羅公：是了！庵摩羅識出現的時候，就是解脫道。

你又可以說無間道的時候是庵摩羅識出現的，庵摩羅識一出現之後，第二個剎那

已經三身具備了，直衝的，解脫道一定出現，庵摩羅識。我們的「第八識」，這個有

漏的「第八識」在無間道的時候毀滅，銷毀了我們的〔「第八識」〕。所以真正銷毀

了我們的那個舊生命，在無間道的時候就燒毀了，誰銷毀它？庵摩羅識出現，庵摩羅

識出現來銷毀中，你說庵摩羅識未出現又不行的，你說它已經出現又不是，是正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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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中，一出現的時候，即是它正在消滅那個我們的舊生命，一到解脫道的時候，那個

舊生命就沒有了，新生命起了，聽不聽得明白？

我們看，我講這裡：「於一切行未能正厭」，厭都厭，但未能「正厭」，離欲都

能夠離欲，但未能夠「正離欲」，解脫都能夠做一些，但未能夠「正解脫」，這個解

脫只是指解脫煩惱而已，不是當「解脫道」來解，有人將它來這樣解了：「未正離

欲」，不是！「未能正厭」，這個所謂「正厭」就是指加行道，「未正離欲」，這個

「正離欲」就指無間道，「未正解脫」就叫做解脫道，有人這樣解的。唐朝的法師就

這樣解的，又對的，很合理的，是嗎？

下面另外的就是「業雜染」，那些雜染的業，「未遍解脫(那些)生的雜染」。那

些人雖然能做到一些了，但是因為他未懂兩個「無性」，所以佛要怎樣？對這種人，

對於那些「未正離欲、未正解脫、未遍解脫」，「未遍解脫煩惱雜染，未遍解脫諸業

雜染、未遍解脫諸生雜染」的人，對這種人，就要說什麼，說那兩個「無性」了，下

面了。

庚二，對機正說了：「如來為彼更說法要，謂相無自性性及勝義無自性性」。一

句。不用解了，剛才已經解釋過了。是嗎？已經解釋過了。如來就為了他們這種人，

「彼」就是那種人，那種加行的菩薩，「更說法要」，說些什麼？說這個「相無自性

性」與「勝義無自性性」，目的是想令他怎樣？「為欲令其於一切行能正厭故、正離

欲故、正解脫故，超過一切煩惱雜染故、超過一切業雜染故、超過一切生雜染故。」

為了這樣。這裡不用解了？聽不聽得明白？

對這種人，所以他要建立兩個「無性」。不是像胡適之說的「繁瑣」那樣，沒有

那些就整那些就叫做繁瑣。庚三了，辨教勝利。這樣，學這種、兩個，學這種「相無

自性性」去修行，用這個「勝義無自性性」去修行，就有什麼勝利？這個不用解了？

是嗎？聽不聽得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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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些……加行位裏面去修的時候，又有勝利，固然有勝利。過了加行位他會

見道了，見了道之後修不修？見道之後仍然修，仍然修這兩種觀，仍然有這個修「相

無自性性」與「勝義無自性性」，因為見了道之後一樣是有勝利的，加行位的，辛一

是明加行位的……這兩種觀在加行位裡。

辛二就說明什麼？地上菩薩，一入了見道之後就叫做「入地」，入十地菩薩了，

地上裏面的「兩位」，地上菩薩分為兩節，為什麼兩節？第一見道位，初地了，是

嗎？見了道之後跟住就修道位了，修道位很長的，見道位者，初地，很短的，但是修

道位就由初地起，由初地他見了道之後，出定之後起計，見道的界很短，譬如現在你

在十二點鐘見道了，你是見道位了，啊！見道很舒服的，一路在定中裡面轉，轉到一

點鐘才出定，由出定，由一點鐘的時候起計，你已經不是見道了，升了級了，你是修

道菩薩，見道很短的。

加行道遲就可以遲到很多世，快就快到一世，即刻。這個見道位就很短的，修道

位就長到了不得。何解？由初地到第八地，一個無量劫，就等於你初發心到你見道那

麼長的時間，再過一個無量劫，就兩個無量劫，兩個無量劫滿，然後才成佛，很長。

豈不是很苦？這麼長？長有什麼不好？世世都很好的，是嗎？如果你生天，你做天王

的，如果你生在忉利天，你做帝釋的，即是做玉皇大帝的。

你做初地菩薩，如果你生在第二地，是第二地的菩薩，你說我要生天，你就做閻

羅王的，夜摩天嘛！閻魔王嘛！如果你是第三地的菩薩，你就生兜率天，兜率天就不

到你做天王了，兜率天就有彌勒菩薩在那裡。或者你在兜率外院做那些小王就可以。

你如果是第十地菩薩，你就做摩醯首羅天做天王的，福報很好的，那你何用怕？是

嗎？你什麼都不用怕。總之你能夠怎樣？「多修勝解」的時候，你一點害怕都沒有。

就是因為你勝解不夠，你就左又驚，右又怕，驚(怕)到了不得，這樣就辨教勝利，一

會就講完了它。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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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辨教勝利，現在我看就差這兩個字，一個 break，先放一會，是嗎？這

樣，一會就講辨教勝利，跟著講完講辨教勝利都未止，還有的，講完辨教勝利之後就

走入一個階段了，就是那位勝義生菩薩就問佛了。是了，你這樣就講完了！為了這樣

而講，為了那樣而講，為什麼你佛要說，在那些經裡面要說「一乘」呢？《法華經》

說「一乘」，為什麼你又要講「一乘」呢？於是釋迦佛就解答了。

解答就說：「一乘」是權宜的，「三乘」才是真實的，「一乘」就是方便的。但

是天台宗那些就說：「一乘」真實，「三乘」是權宜的。華嚴宗的人都認為「三乘」

都是權宜的。這樣又如何解釋呢？鬥爭得很厲害的。這樣，我就一定主張「一乘」是

方便，「三乘」是真實。但是你聽了很多人講經的，沒有多少個像我那樣說的，多數

是「一乘」是真實的，根本不懂「一乘」的人都硬要說「一乘」才是真實的。

你知道嗎？世界上，記住、記住，滿口仁義道德的人多數、很多都不是仁義道德

的，真正仁義道德的人很少滿口仁義道德的。整天滿口一乘的人他多數不懂一乘的。

為了這樣，所以我，當我講一乘的時候，我現在給兩頁它，另外我將圓測法師《解深

密經疏》裡面，大海汪洋那樣討論這個「一乘」的問題，我將它來到節錄，你一讀，

讀了之後你自己選，你歡喜講，你說我要講一乘又可以，你有資格講，何解？

他把這個講一乘的，一乘才是真實，三乘是權宜的，他引經據典，《涅槃經》第

幾卷有幾這句話，第幾卷有這句話，第幾卷有這句話，《法華經》有什麼話，原原本

本列了那些經出來給你聽，你現在有些講的人他不知道的，只有一個「講」字而已！

人家都列在第幾卷的哪些話進去，那麼講「一乘才是真實」的這一句是哪些經講？還

有，因為一講到一乘的真實，就涉及「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了，

那樣哪些經講「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涅槃經》第幾卷是怎樣講的？第幾卷是

怎樣講？《勝鬘經》又怎樣講？《法華經》又怎樣講？全部列出來給你聽，大把的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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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在那裏。這樣「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了，有佛性，是不是個個眾生一定成佛？哪本

經說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全部列出，應有盡有列出，《大藏經》裏面有的，全部剪

那幾句出來，你講完之後，那些就是一乘了。

跟住講，唯識宗的人講，不是講一乘的，又要講三乘的，如何如何講又剪出來給

你，就花了兩三頁，但是那個好處就是怎樣？你可以，將來我不在這裡的時候，你對

著我就不可以這樣寫，你就可以寫一下文章，叫做什麼？一乘論，講一乘的，你旁徵

博引，哪本經這樣講，哪本經又那樣講，又可以寫一篇這樣的文章。或者你作一個演

講，什麼叫做一乘？

你的講法就很好了！不會學圓測法師這樣講，求其理論就是這樣，一定要怎樣？

講課一定最緊要怎樣？旁徵博引，有根有據，講那些理論，誰不識講？最好就是那些

牧師，講理論，是嗎？那些不行。一定要有根有據，能寫出來，你去哪本經裡面揭開

第幾卷有這句話，你可以這樣演講什麼叫做「一乘」？包你無得彈(挑剔)。第二，一

切眾生是否一定成佛？

這個問題是怎樣？又可以寫文章，又可以演講。還有，一乘與三乘，也可以寫這

樣的文章，又可以演講。好像現在那些，什麼是禪語那些，一乘與三乘，是嗎？或者

你寫什麼？方便與真實，或者寫什麼？權與實，你可以寫的。總之我在這裏講課，你

就不在這裏寫，我走開的時候，你去別的地方，你在這裏講，講的時候就不要說：我

在羅先生給我的講義那裏，你不需要講我，我不要這些名的。

還有，你亦不要說羅先生在圓測法師那本《解深密經疏》那裏抄出來的，都不用

講，總之是我的！這些資料，你不信你就去揭開《大藏經》看吧！這樣就行了。那他

就眼都定了：哇！原來你這麼淵博的，所謂「淵博」原來就是這樣。羅先生你教我騙

人嗎？不是，不是騙人，這些是方便。我騙你，我的心不是想騙你，不是想騙你錢，

是嗎？不是想騙你什麼，而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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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你信我，你這些人是低的，不是高的人馬，是要用一些東西來嚇你，然後你

才信的，那些人是這樣的。這樣不妨騙他一騙，權宜而已，最怕騙你是想求錢，最怕

騙你是想圖謀某一種東西，我都不是，我根本就是我想用法布施，我希望你了解。這

樣不是叫做騙，這個動機不是叫做騙的，動機不是騙人的，我大可以講，對你們很有

用，尤其是對你們準備出去講課，你老都可以講的，老更好，更好。

聽眾：鍾先生講得不錯。

羅公：什麼？

聽眾：鍾先生講得不錯，他精進。他能講的。

羅公：是呀！不是，他有時他自己說：老了，費事講了，老更好，老更加得人信，是

呀！好了，先放一個 break。

聽眾：你整好那些資料？

羅公：嘿！第一頁已給了他。

聽眾：好！

羅公：不教了！講完就不教了。

聽眾：叫他們講《心經》囉！

羅公：什麼？

聽眾：叫他們講《心經》囉！

羅公：講《心經》，我解給他聽，下一屆才行。

聽眾：是呀！要理解才行。那他們不是交白卷？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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