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聽眾：1989年 1月 21日。

羅公：「約位」與上面的「約位」不同的，是嗎？上文的約位「約」什麼？十信、十

住的五位。是嗎？所以我將它來改成「五事」就是這個原因。這裏的「五位」

就是真正的五位了，即是由發菩提心起，即是由十信起，一路到成佛，就分五

個大階段，資糧位、加行位、見道位、修道位，究竟位，五位。這樣，他就

依，這個「約」即是依據，依據那五位來說明何解要立三無性。這樣就分兩段

來講的，第一段就是己一，約五位來到說生無性意。何解要，咦？這裏已經講

過的。

聽眾：已經講過了。

羅公：35頁才對。

聽眾：己二。庚二呀。

羅公：什麼？庚二嗎？好！

聽眾：對機正說。

聽眾：對機正說。

羅公：這樣就要由己二起首複習的，己二就是約加行等位說後二種無性。

即是說，未曾入加行位之前最主要就是要了解一個生無性，「生無性」即是因緣

和合而生的東西，能生出萬法，它一到了加行位的時候，就固然「生無自性性」他就

已經了解了，還要進一步瞭解「相無自性性」，不要執著，不要執著因緣和合所生的

法是有的，是嗎？甚至到不要執著有個真如是實有，這樣，所以要說這個「相無自性

性」了，就破它了。

但是恐怕什麼都說無他又執空的，於是就有說一個「勝義無自性性」，有了真如

勝義不是無的，這是妙有來的，所以要說「勝義無自性性」。現在正式講了，約這個

「加行位」與「見道位」、「修道位」這些位，來說這個後二種無性了。這個「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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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無性」者，這個「後」字不是很妥當的，因為何解？「後二種」很籠統的，應該是

什麼？說「相無性」及……「相無性」及「勝義無性」。是嗎？第二、庚二就對機正

說了，即是說明對那種人講的，要講這個「相無性」及「勝義無性」是對那種人講

的？

即是「加行位」、「見道位」、「修道位」這三種人，庚三就辨教勝利，說明

教，「教」者教訓，這種教訓是指什麼？指「相無自性性」與「勝義無自性性」這兩

種教訓有什麼勝利，了解之後有什麼勝利？即是有什麼益處？是嗎？庚一了，就說明

教所為。即這個「相無自性性」與「勝義無自性性」這種教是為哪種人的？「彼雖如

是種諸善根，乃至積集福德、智慧二種資糧」；即是十信、十行、十解、十迴向、這

種人已經能夠種善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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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這種人，加行位、已經到了加行位，知道一切都是因緣和合而生，他又會執

著那些「因」了，執著那些「緣」了，他法執未除的，所以他要怎樣？在那個生無自

性性之上再說明這個。所生出來的相都不是實有的，不止所生出來的不是實有，而那

些眾生在因緣和合所生出來的東西之上，加了一些執著下去，加了一些「我」，加了

一些「法」的執著下去，更加不是有的，就說這個「相無自性性」。

這樣由恐怕他一味偏於空，於是就怎樣？再說生無……再說這個「勝義無自性

性」了。「未能(了知)如實了相無自性性」二種「勝義無自性性。」「勝義無自性

性」不是有兩種？一種即是「依他起性」，是嗎？它無勝義的，是嗎？一種就是真正

的「勝義無自性性」是指「圓成實性」。這樣，他這種人只是一味了解「生無自性

性」與小乘人無分別的了，小乘人也知道一切東西是因緣和合而生，無我的，是嗎？

你所謂大乘，如果你不進一步了解「相無自性性」與「勝義無自性性」，就與小

乘沒有分別的，於是他就會怎樣？「於一切行未能正厭」，「行」者，有為法，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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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無我，但是對於有為法仍然未能夠，厭也是厭，但是不能夠，因為他仍然有法

執，「未能正厭，未正離欲，未正解脫」，這個「未能正厭」，你不要以為它，然則

小乘的人也不會厭？不是的，這個「正厭，正離欲，正解脫」是指那三道，指哪三

道？指什麼？未能夠見道的那三個「道」，第一個「道」叫做什麼道？記不記得？有

沒有人記得？記不記得？

聽眾：加行道。

羅公：什麼？加行道。是嗎？無間道、解脫道，「正厭」就是加行道，「正離欲」就

是解脫道，不是！是無間道了，掃除煩惱，「正解脫」就是什麼？解脫道了，

享受那種解脫的情況了，他未能這樣。

「未遍解脫煩惱雜染、未遍解脫諸業雜染、(亦)未遍解脫諸生雜染。」因為他未

能夠見道，這個「正厭」，「正離欲」，「正解脫」是指見性、見道那時的三個道，

他未能夠見道，所以未遍，那個「遍」字是完全，「完全」是 perfectly，未能夠完

全解脫那些煩惱雜染。

未能夠解脫那些「業雜染」，由那些有漏業所牽引我們所得的有漏果報，我們不

能夠解脫，因為你未見道，亦未能夠完全解脫那個「生雜染」，「生」就是生死輪

迴，生死輪迴的雜染。然則加行位的菩薩已經很厲害的了，加行位的菩薩，是嗎？這

樣加行位的菩薩都一點都沒有解脫嗎？不是，要留意那個「遍」字，不是不解脫，是

嗎？「未遍解脫」，因為這種人未能夠遍解脫，所以就要說那兩個無性了。你說，加

行道未遍解脫而已，見了道可以遍解脫嗎？都解脫，解脫又高一些，但是都還未能夠

講那個「遍」字的，是嗎？

一定要到什麼？「究竟位」然後才能夠「遍解脫」的。不過修道，見道之前就叫

做加行道，一證到真如，見道，見道的那個短短的時間就叫做「見道位」了，見道位

又叫做通達位，一見了道之後，一出定以後就叫做「修道位」了，「修習位」了，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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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位很長的，兩個無量劫，兩個無量劫中，第一個無量劫完，那些有漏的法就不現行

了，但是有種子，不現行。到第二個無量劫，然後連那些種子都慢慢削，連有漏種子

都慢慢、慢慢好似磨鐵成針那樣，一路用一個無量劫來洗淨那些種子，這樣然後才成

佛。就是為這三種人，這三種人都未能夠遍解脫那三種雜染。那天講到這裏。是嗎？

所以就對他講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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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來為了彼，

「彼」就是那種人，加行位、見道位、修道位，這幾種人，「彼」。就「更說法

要」，法中的要點，這個「法要」是指什麼呢？即是那個「謂」字即是就是，就是，

就是「相無自性性」。這個所謂「法要」是指兩種東西，一種就是「相無自性性」，

一種是「勝義無自性性」，這兩種東西。對他講，何解不講別的東西，偏偏要講這兩

種東西？何解要為他們這些人講，而不主要為他人講？

下面說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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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他為了令，為了、為了

他，為了這種人，所以就要說這兩個「無自性性」，說這兩個「無自性性」就令他，

「其」者指他們，就是那個「彼」，又令他們這種人，於一切行，於一切的有為法，

「行」者即是有為法，對於一切有為法，在有為法裏面知道、了解很多東西都是「相

無自性」的，還有，又了解這個有為法裏面有個「勝義無自性」的，於一切「行」，

這樣他就能夠怎樣？

「能正厭」，正式每一地、每一地，每除一種煩惱都有三種道，真真正正地厭，

即是起加行，「正離欲」、正正式式，每一個階段都起一個無間道，「正解脫」，即

每一個階段都起一個解脫道，好了，來到這裏要講一講，每一地，由未入地，由加行

道而入地，即是見道了，當他見道的時候，就有加行道、無間道、解脫道，不用講

了，一定有了，由初地，這樣就叫做初地了，初地一路修、修、修、修，譬如修一萬

世，入第二地了，將入第二地之前又有一個叫做新的無間道，新的加行道，這個新的

加行道就叫做什麼？「勝進道」了，是嗎？由這個於勝進道一逼，又來一個無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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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掃蕩煩惱了，無間道一掃蕩，掃蕩什麼？掃蕩第二地所有的煩惱了，把第二地所

有的煩惱掃蕩之後，解脫道了，安享，啊！第二地的境界了。

由第二地升到第三地的時候又是如此了，這個是必然的，好了，現在問題就有這

個問題，由初地到第二地，中間，譬如中間隔一萬世，長就一萬幾千世，短就一世、

兩世的，短到極點都要一世兩世的，一地斷沒有斷到一世、兩世那麼短的，而且每一

地。好了，這樣一世、兩世之間不斷都要斷煩惱的，有沒有這三道呢？答案是有，每

段一分煩惱都有一分三道，斷十分煩惱就十個三道，這樣我就講個譬喻，用世俗的東

西來講個譬喻。

譬如你現在，你想買一間屋，忽然間，買還是不買呢？現在大家在這裡爭了，你

又說多出幾多，他又說多出多少的時候，那個經紀說：你快些判斷，不然搞不定了，

是嗎？不然想要不要，不要就沒有了！當這個時候你就怎樣？你就考慮了，集中精神

來考慮，就像入定那樣，譬喻而已！不是教你這樣，不過是找些這樣的例子，你們容

易明白而已！你集中精神在那裏想，集中精神就是譬喻那個定，在定中什麼都不理

了，一路想就是尋思，思維，你的智慧就在那裡觀，觀察了，當你觀到成熟的時候，

買還是不買好？

買，加價來買，第一有什麼利？第二有什麼利？第三有什麼利？不加價來賣有什

麼利？第一有什麼利？第二有什麼利？看看哪邊利多，加來買有什麼害處？第一有什

麼害？第二有什麼害？第三有什麼害？然後不加價來買，有什麼害處？第一有什麼

害？第二有什麼害？這樣厲害相並，這個智慧在這裡，這樣在那裡尋思的時候，尋思

到最後，你將近要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就什麼你都不理了，就要集中在這裏，集中

在這裏，集中在這裏，那時就怎樣？就快解決到問題了，那時就加行了，極力加工，

極力加工，明不明白？因為要講到這麼俗的你然後才明白的，很文雅的你們應該不明

白的，你明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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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居士、聽居士講課就有這個好處，如果是能貫通的就可以很好讀，法師搭起

祖衣你講這些這樣的東西就不好了，是嗎？又說經紀買樓什麼的，似乎不是很好，這

樣這個就是無解道，無間道決定這樣了，就放棄了，或者決定買了它，這樣就決定買

了，決定、當你決定的那時候，下決定的時候就叫做無間道了。

跟住就解脫道，心安理得，現在決定不買或者買了，心安理得，那時就叫做解脫

道，明不明白？什麼都是的，是嗎？你就是走去賭館裏面去買輪盤或其他，你都是有

一個什麼的，一個加行道、一個無間道、一個解脫道，一樣的，是嗎？好像我們小孩

子在學校裡開運動會，鬥走(賽跑)，那個先生喊一聲， 一聲，他們就鬥跑起來，當嘭

先生未響槍的時候，他整個扎在哪裏，當聽見 一聲的時候，他就怎樣？發力了！嘭

那時發力就是那個加行道，正在走的時候就是無間道，到達目的地，第一又好，

第二又好，總之現在都是這樣了，是嗎？那時心安理得，就是解脫道。明不明白？智

慧的運用必定有這三道。大乘的各宗都講這三道，這樣你可以自己引申，我甚至連細

路哥(孩子)鬥走(賽跑)都講給你聽了，你都不會引申，你就真是蠢了！座上都不會有

這麼蠢的人的。

這樣，令到他每斷一分煩惱都有這個三道，這樣一起這個三道，「正厭」、「正

離欲」、「正解脫」，每階段、每階段都這樣起，結果他會怎樣？未入地，他就入地

了，未證真如他就證真如，證了真如由初地未到第二地，漸漸地就第二地，漸漸地就

第三地了，是嗎？他一路這樣練習，練習就是怎樣？

你如果初地，初地菩薩想證真如，入這個證真如的境界，初時加行道的時候是很

吃力的，得了之後他要練習的，禪宗的人叫做「保任」，要練習的，時時在修止觀裏

面來練習，每次練習都照例起個加行道，無間道，解脫道，練習得多，不斷熏習，不

斷熏習，他那種智慧不斷熏習，越起就越強，越起愈強，漸漸地就強到極就迫上第二

道(地)了，第二道(地)，逼上第二地了，第二地、第三地了，這樣如果你初地、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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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三地裏面有個特點，有相、有相，在定中，有相的時間多，無相的時間少，這個

「相」是指什麼？指相分概念，名言，不論你怎樣修止觀，出定就更加不用講，出定

就一定有相，入定的時候都是有相的時間多，無相的時間少，有名言、有概念的時間

多。

撇除了名言，入了那種什麼「本來無一物」的那種境界的時間是很少的，有相

觀，有相觀多，看經叫做有相觀多，修觀的時候，修那些有名言的時間多，能夠達到

無相的時間短，一、二、三地那樣，當然初地就更加多，二地就少一些，三地更加少

些，不過這三地都是有相觀多，無相觀少，到四、五、六這幾地，就有相觀、無相觀

參半，但不是絕對的，即是第四地與第六地就不同了，差很遠了，是嗎？拉平均，大

致上來講，入定的時候，你修觀的時候，一半觀是有相，一半觀是無相，仍然這樣，

所以你不要責備他們，又說怎樣，都不行的！不是的，四、五、六三地尚且是拉勻

(平均)而已，好了，到你第七地了，就無相觀多，有相觀少，但是仍然要吃力，要加

行，要吃力，到第八地，入了第八地就不需加行了，任運自然起無相觀了。這樣有人

就這樣講了，是嗎？

又有人這樣講，初地、二地就有相觀多無相觀少，三地、四地就拉勻(平均)，第

五地、第六地、第七地然後才無相觀多，第五地、第六地。第五、第六地就無相觀

多，第七、第八地就純無相觀，那些人就這樣講。即是兩個階段，其實階段是你分的

而已！那層樓是十二尺，你整樓梯級，你整三十級也得，你造廿五級也得的，都是劃

分，你不要執著一定要這樣多，即好像打功夫那樣，譬如他打三十六道拳那樣，有些

師傅整多了兩道就變成三十八道了，有些師傅他認為多兩道無謂的，不要，就得三十

(六)道了，不要執著了，如果你執著，這就要什麼？

就要用那些「相無自性性」來洗，那些加行菩薩最多這些執著，尤其是見了道就

沒有這麼執著，加行菩薩是最執著的，但你不要以為他加行菩薩最執著，他樣樣都規

矩到正的，加行菩薩，戒律又很嚴格，定又依時去修定，很〔用功〕的，一見了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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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就會比較賴呆(隨便)些了，因為他很多都看得很清楚，他覺得一定，譬如你說這

樣，譬如你說，譬如你是做和尚了，出家人了，戒律說你不能單獨在你的寮房裏面，

接見女人，和女人聊天，當然不行了，剛好那天一個女人被賊追她，逼她，逼到她無

路可走了，她走入你處，救命啊大師！難道你說不行！你快出去嗎？有些人這樣執著

的！如果你了解「相無自性性」就沒有這些執著了，這些都是假立的而已！難道那些

戒律是在樹上生出來的一條戒律嗎？不是的！是對某一種人就設立某一條戒，是嗎？

所以，如果你是加行位是不敢的，守得很正的，一見道的那些就比較通融了，但

一到修道以上，第七、八地的那些，就很隨便的，好像那些有時出神入化、古靈精

怪、無奇不有的，那些智慧很高的，不過這樣，你初學的人就不能以那些做模範的，

應該以加行位的菩薩做模範，你能夠這樣做，你就接近了，不斷地這個「三道」不斷

地起，結果你會怎樣？

「超過一切煩惱雜染故、」本來起一萬分煩惱，你起一萬次「三道」，結果就把

那萬分煩惱都削清了。是嗎？「煩惱雜染」。沒有了煩惱，就不會做一些有漏業，這

個普通所謂「業」就是指有漏業，有煩惱的業，有煩惱的，不是指那些無漏業。譬如

佛度眾生那些就無漏業，那些就不在這裡計數。沒有煩惱雜染就沒有業雜染了，結果

超過生雜染，沒有生死輪迴了。

如果小乘人悲願少的，沒有生死輪迴，就證阿羅漢果，如果大乘人沒有生死輪

迴，你就以你的大悲回轉再入世，雖然、那時雖入世，你都不雜染的，這樣就對機，

對那種機令到他這樣。這樣有什麼利益呢？辨教勝利了。一到第八地就純無相觀了，

一入就是無相觀的，除非他要說我要有相觀就起有相，如果未到第八地的就是初地的

那些，有相觀，你想要無相觀，你要很吃力修觀才行，要很集中才行。如果你身體不

好的那天，你會不行的，會這樣的。

但是他一到第七地，一肯加行它就無相觀起了。一到第八地就純無相觀。除非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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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相觀，那就到第八地了，自然任運而起無相觀。不止因為他能夠任運起無相觀，

同時煩惱沒有現行的，有漏的法、有漏的種子不起現行，但是他仍然好像我們一樣，

他的第八識裏面仍然有那些有漏的種子，他出來就與我們一樣，但是他不同，無相觀

多，第八地的特點就是有漏法不起現行，但是仍然有種子。到第九地，種子少些，有

漏種子少些了，積習新的無漏種子又多些了，然後到第十地就滿了，然後才成佛。

聽眾：十地完全沒有了無漏種子？不是！完全沒有有漏種子？

羅公：仍然有，第十地都有，八、九、十都還有，一路路少，你第八地都已經不起

了，譬如你入了第八地，你坐在那裏不起現行，你是無漏的，有漏的種子有，

習氣就有，即是怎樣？習氣怎樣就有？本來你就不會發嬲(惱火)，剛好人加一

肘打了你，但是一起即刻(惱火)就降低，這是習氣。第十地菩薩沒有這些習氣

的。

聽眾：都有種子嗎？

羅公：都有，要第十地尾才沒有。第十地尾，第十地尾將近成佛了，就起一個新的加

行道，那個叫做「勝進道」，一路在那裡，然後那個勝進道之後，起一個新的

無間道，那個新的無間道即是金剛定，那時候金剛定，在金剛定裏面，金剛定

裏面，就在定裏面起一個強極無比的、強到無比的般若智，無分別智，無分別

智一起的時候，所以那些種子都被它……

聽眾：打消了。

羅公：打消了，一打消的時候，第八識就銷毀了，沒有了，這樣我們有些第九識的種

子寄存在第八識裏面的，第八識起就壓著它不能起作用，第八識一摧毀，第九

識的種子就起，「庵摩羅識」起，「庵摩羅識」一起，我們的生命就改轉了，

純無漏的生命，我們是有漏的生命，就是那個期間了，那個期間就是佛的無間

道了，轉變的時候，已經轉變了，佛的解脫道就正式成佛了。

那時候，佛的解脫道的時候就三身具備了，那個第九識，那時不叫做第九，實在

仍然是第八識，它已經替代了第八識了，明不明白？沒有了這個世俗的第八識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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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的時候，它的本質就是真如，不用講了，就是法身，那個第八識變起那個器世

界，第八識、即是那個第九識變起的器世界，那個就是什麼？就是報土了，就是阿彌

陀佛的極樂世界，或者是藥師佛的琉璃光世界，那個第九識變、「庵摩羅識」變的，

變起那個報土之後，是不是「庵摩羅識」好像變戲法那樣變？不是，「庵摩羅識」裏

面所含的種子變，例如阿彌陀佛的極樂國土，它黃金、金沙布地，它怎樣？是「庵摩

羅識」裏面的金的種子變起金，地的種子變起地，七重行樹、七重羅網，行樹的種子

就變起行樹，羅網的種子變起羅網。

聽眾：事實上是我們自己變的。

羅公：那些種子變起，那個第九識不過是攝持著它，那些種子猶如那些鐵片，那個第

九識就猶如那塊磁石，攝住它飛不去別的地方那樣解。那些沒有種子是怎樣？

那些無漏功德種子，那是三界無量劫裏面在的，有些是本有，一些是新熏。

聽眾：那些無漏種子是不是永遠都存在的？是嗎？

羅公：有漏種子如果我們不滅它，它都永遠存在的，不過偏偏遇上它，無漏種子對付

了它而已，無漏種子對付了有漏種子，都沒有人對付它了，它就永遠留下了。

這樣就變了無邊無際，那些什麼？永遠乘願再來，永遠不入涅槃，無漏種子。這

樣那個第九識就變起報土了，報土有個報身佛在的，那個新的第八識變起報身，有人

說都是第八識、那個新的第八識變，也行。有人說新的第八識變，亦可。這樣，總之

是哪個變，就到那時才知道了，我們就不知道了，我們只不過是講述，變起那個報

身。

變起那個報身，那些與他有緣的、有關係的那些菩薩，就來生他的報土，生他的

報土，就他做本質，他變起報土做本質，那些地上菩薩，那些十地菩薩，那些阿毘跋

致(avaivart)，那些十地的、一生補處的加進去變，報土就是共變了，就是好像你開

一間大機器廠，美洲最大間的，你拿 50億元出來開辦，你就開辦了，但是那些菩薩

沒有 50億的，那些菩薩就怎樣？你一億，他五千萬那樣，走到一起，這樣即是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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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大家都有份，這是共變。譬如阿彌陀佛成就極樂世界；觀音、勢至，還有無數的

阿毘跋致一齊投進去共變，共變，本來一個個主觀的世界，一共變就變成了客觀世界

了，是嗎？記住，在佛經裏面無所謂客觀，積主觀而成客觀。怎麼會講到這裏？

聽眾：講報土。

羅公：什麼？

聽眾：講報土。

聽眾：三身。

羅公：什麼？

聽眾：講三身。

羅公：講 三道一路講到這些。明不明白？這三道很緊要的，這三道。着

聽眾：佛有三身。

羅公：什麼？三道就變了三身，三身就是法身、報身，報身只有這樣的身，化身是假

的，化身是假的。因為何解？化身是有漏世界的有漏身體，看起來好像有漏

的，它不變的，它不可能變的，無漏種子不能變起這個有漏的身體的。這些佛

身的。他是怎樣？那個，本來他是在報土了，報土，在報土裏面成佛，他為了

要度眾生的時候，他用大悲，大悲、大願來度眾生，就變起在人間裏面成佛，

這個變起就不是說他自己的種子來變起的這個佛，譬如釋迦佛那樣，釋迦佛他

本來成佛的時候是在摩醯首羅天上面的，在他的密嚴世界裏面成佛的，即是說

《解深密經》的那個世界。

聽眾：密嚴國土。

羅公：他在那裏成佛的就叫做報身佛，那個報身佛就是所謂「毘盧遮那佛」，現在那

些人念經就念錯了，南無清淨法身毘盧遮那佛，這個不是清淨法身，這個法身

是無相的，毘盧遮那就是 Vairocana，是大日光，大光明那樣解的，即是密宗

叫做大日如來，這個是報身佛來的，搞錯了。

另外，第二他念「南無圓滿報身盧舍那佛」，更加搞錯！他說這個，本來「盧舍

那」，何解呢？硬將「盧舍那」整成了報身，其實「盧舍那」真正就是「毗盧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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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vairocana，那個 vai，那個音，舊時的人就略了那個 vai音，rocana，就「盧

舍那」囉！是嗎？rocana，是嗎？這樣，這個就是報身佛來的，如果你說他沒有譯

錯，「盧舍那」就正音了，「毗盧遮那」就是報身來的，即是「盧舍那」，現在那些

「禪門日誦」，那些人就搞錯了，何解會搞錯？其來很遠，唐朝的時候，那些密宗，

密宗的人硬說這個「毗盧遮那」是法身佛，其實法身是無相的，怎會戴起毗盧帽那

樣？是嗎？這是報身佛。但是他們硬要說，密宗的人好像硬要抬高一些叫做法身佛，

密宗的人這樣搞，跟著就顯教也受它們的影響而錯。

現在東密說毗盧遮那是法身佛的，你說他是報身他罵你的！這是法身佛。我就講

回我這裡。釋迦佛原來他第十地的時候，他還是在兜率天，到他要成佛的時候，就過

去這個摩醯首羅天那處成佛，在那裡成佛就三身具備，其中摩醯首羅天中間的一個地

方就是他的報土，叫做「密嚴國土」。他在那裡一成佛了，那個報身就在那裏了，即

是毗盧遮那佛在那裡，那裡就是他的報土了。

這樣他就為了要度眾生，就令到三千大千世界裏面，無數那麼多的世界，每一個

世界的人間，都有個地方有那些善根成熟的眾生，那時候在我們這個世界，這個娑婆

世界之一，娑婆世界是三千大千世界的，這個是其中之一，就是我們這裏，就是南贍

部洲，剛好就是印度是適合這個機遇，其他另外一個世界，娑婆世界一；娑婆世界

二，乃至到娑婆世界幾多千、千千個地方，每個地方都有，每個地方同時見有一個佛

出現，見有一個釋迦牟尼出現。何解這樣？因為他是假的，《華嚴經》這樣講，就好

像你去剪髮，你在那裡，髮型師替你剪髮，兩面兩個鏡裡面有無數那麼多頭，其實都

是，你說個個都是你的頭也行，個個都不是你的頭亦得，是嗎？

聽眾：那樣這個是報身佛來的？

羅公：什麼？

聽眾：那樣這個是報身佛來的？

羅公：這個？

12



聽眾：化身還是報身佛？

羅公：這個頭那個是報身佛，那些影的就是化身。

聽眾：哦！即是他本來成佛的時候……

羅公：摩醯首羅天。他現在仍然在摩醯首羅天，但是他，人間剛剛成熟，剛剛成熟，

什麼叫做剛剛成熟？那部分的眾生，剛好有些人的種子成熟，善根，即是見佛

的，見佛、聞佛的善根剛好是成熟，他就在那裏降生，他降生就不是真正的入

胎，而是他用他的大定、大智加被那些眾生，眾生有這樣的善根就共變覺得有

個佛在那裡，共變，他加入那個主力，於是就見到有一個印度某一個小國的王

子，出世、成佛、結婚、說法，80年之後他就入涅槃。全部都是一套在表

現，表現。

聽眾：那樣這個是化身還是報身？

羅公：這個是化身。

聽眾：化身。

羅公：這個釋迦佛是化身。毘盧遮那佛就報身，先報後化，這樣化身有兩種化身的，

這是正式化身，這些叫做什麼？那些 formal的，這些是化身了，正式的，還

有些不是 formal的，那些是怎樣？那些是隨類現身，或者現起一個發癲的和

尚，或者現起一個周身癩的乞兒，都說不定的，那些就沒得計了。

聽眾：那麼這樣示現的都是化身了？

羅公：什麼？那些都是化身，不過就不是、不是 formal的、正式的化身。

聽眾：隨類現身。

羅公：隨類現身。

聽眾：我們看到的釋迦佛，那個是不是依他起？

羅公：你看到那個嗎？

聽眾：那個釋迦佛，是不是依他起？

羅公：即是如果你是在二千幾年前，你出世在印度見到的釋迦佛，當然是依他起；如

果你現在執著那個木雕的、用銅鑄的，說它會治人肚子痛的，肚子痛去拿些聖

水飲就好了，這樣你這個就變了「遍計所執性」了。你知道這個是佛的像，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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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裏令到我們憶念佛，引起我們的善心用的，這個就不是「遍計所執」了，

這個是「依他起」來的，同是一樣的，角度不同。

聽眾：那個應身呢？

羅公：什麼？

聽眾：應身又如何？

羅公：哪個？

聽眾：化身、報身、應身，還有個應身？

羅公：哦！報身即是應身。有些人是這樣的，「報」就當報身了，就當這些就叫做

「應身」那樣解，即是這個釋迦佛是應身，其他的這些就隨類現身，如果密宗

就將報身分做、報身之外，有些人這樣分，「報身」是他自己的世界是「報

身」，其餘的「化身」就通通叫做「應身」，「應身」就分兩種，一種叫做殊

勝的應身；一種就普通的應身，密宗、西藏密宗。怎樣分都無所謂的。

聽眾：顯宗都是跟著密宗差不多上下。

羅公：都是差不多。這些都是化身，釋迦佛那些叫做化身，正式的化身，正應身，其

餘的那些就隨類現身，這樣，其理可以有的，現在都是頭頭是道的，所以佛家

不能夠說它迷信就是這樣。說它頭頭是道的。你說：這樣拿來讓我見，拿就拿

不到，但是我的理論沒有矛盾就可以了，是嗎？這樣，這裡完成了。

聽眾：還有，有些人說臨死那時見到佛來迎接他，那些是依他起抑或是什麼來的？

羅公：有「依他起」，是嗎？又是「遍計執」，那時「遍計執」也無緊要的，你念淨

土宗、念阿彌陀佛的，有「遍計執」都不要緊，執一下更加好，對於這些執一

下更好，佛一定來的！實不實來都是「依他起性」的，來都是「依他起性」，

他不來也是「依他起性」，但是你執一定來的！他一定來的！由這個「遍計所

執」為緣，就會令你精神集中，當你精神一集中的時候，就真的依他起的佛在

面前，

聽眾：那時間算不算是有了念佛三昧？

羅公：三昧即是定，念佛三昧就是集中精神在那裡定，入了定。

譬如你整日念千手千眼觀音的時候，什麼都忘記了，只是見到那個千手千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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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這個叫做什麼？叫做入觀音定了！觀音三昧，「定」即是三昧，三昧即是定，這

樣入觀音三昧都有兩種的，一種是你念《大悲咒》念了幾十年，日日這樣觀，日日這

樣觀，現在你很自然，不想他都見到了，那就是純粹的不需加行，有些要很吃力的！

觀來觀去都是觀了腳就不見了頭，觀了頭就不見了腳的，是嗎？你試一下，觀那個

佛，當你集中觀頭的時候就不見腳，是嗎？再看腳的時候就不見了頭，這樣就是什

麼？加行力不夠，是嗎？

你習慣了，你習慣就可以了。稍為有些「遍計所執」不要緊，完全無是很難的，

那些，那些八地以上的菩薩才完全無的，那些稍為無害的「遍計所執」就由得他，他

念佛就執著有阿彌陀佛，我信了他之後連肚子疼都不起的，那就由得他信囉！這些雖

然是「遍計所執」，但是它沒有壞的影響，是嗎？不要緊。好了，這裡：辨這個教的

勝利了。就先講加行位的人，未見道的加行位的人，如果修這個「相無自性性」與

「勝義無自性性」的觀就有這樣的勝利。

然後辛二，就變成那些地上菩薩，已經見了道的，見了道的什麼？在地上的，一

入地就叫做「見道」，又叫做「通達位」，又叫做「見道位」，很短的，譬如我現在

入定，我現在見道了，見道保留著一個鐘頭在這裏，一個鐘頭之後我出定，由出定起

計我就修道了，很短的而已，跟住就修道，見道位與修道位是地上的勝利。現在先講

加行位的勝利，如果加行菩薩能夠了解那兩種「勝義無性」，不是！那兩種「無自

性」，有什麼勝利？「彼聞如是所說法已。」「彼」即是那些加行菩薩，聽聞、「如

是」即是這些，這些佛所說的法，這些由佛所說出來的法。

「已」，即之後，「於生無自性性中，能正信解相無自性性及勝義無自性性」，

他雖然他是加行，未見道，靠理論，靠這個有漏的智慧，但是他仍然能夠在他從前所

了解的「生無自性性」，即是那個「依他起性」之上，能夠正式信解，這個因緣和合

所生的法，如果你執著它就變了「相無自性性」了，信解這個「相無自性性」，不會

執它有，「及勝義無自性性」，不會執的，一切空處裏面有個真如，真如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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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能夠這樣想，想的時候仍然用有漏的智慧想，所以仍然是加行，不是無漏，

「簡擇思惟」，用有漏慧，智慧去簡擇。「簡擇」者即是什麼？推敲、判斷、觀察、

判斷，去思惟，結果就能夠達到什麼？「如實通達」了。「如實通達」仍然是有漏智

的通達，有漏智的通達，通達到極之後，那個無漏智就起了。所以加行位前面的九，

將加行位，將它來分作十截，前九節就叫做「十迴向」，是嗎？

第十節見道了，那時候如實通達的第十個「迴向」了。轉變的時候，加行位。這

樣，修這個「相無自性性」即是所謂空觀了，與「勝義無自性性」就觀這個真如，無

相的真如。有這種這樣的利。這樣，如果我見了道了就怎樣？「如實通達」就見道

了，這樣「如實通達」就剛剛見道，等於即是什麼？見道前的加行位與無間道之間

了，是嗎？一到解脫道就變成登地了，一登地有什麼利益？

辛一，辛二，改回二字。辛二、明地上二位所得勝利了。「地上二位」即是見道

與修道，「見道」即是初地，初地的最初那一段，修道就由初地，入初地起，入初地

之後由初地起，由出定起，出定仍然是初地的，一路到第十地，修道，這些大菩薩，

地上菩薩這種人就很難思議了。地上二位所得的勝利，他有什麼勝利呢？五種勝利，

「於依他起自性中，能不執著遍計所執自性相。」他能夠對於這個世界以及我們的人

生，這些依他起的東西，他不在「依他起性」之上執著有個「遍計所執」，不起我

執，不起法執，這即是第一種勝利。

「遣所執相」，「遣」即是除，除去遍計所執，一沒有了遍計所執就怎樣？他就

沒有了那三種因了，我們整日執著我執、法執就有什麼？「言說熏習」，執著熏習，

熏習的結果，如果我們第二世投生，生著做牛做馬就怎樣，「言說隨眠」，懵懵懂

懂，混混噩噩就一世，如果我們生在人、天上，有言語有思想的，就「言說隨覺」

了，這樣他就沒有了「遍計所執」，就不熏習那些新種子，舊的種子就慢慢修定來消

除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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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就「由言說不熏習智故」，我們整日起一個智慧、有漏智，知道這些是空

的、空的，言說不要再熏習，「由言說不隨覺智故」，言說不熏習，我們死了之後，

第二世的時候，今世沒有那些新的包袱墜我們，第二世就少一些，第二世修一下，第

三世又少一些，這樣，如果生在那些什麼？人間與天上，雖然是有言說隨覺，但是少

了，而且一入了初地，普通，入了初地，你不生我們這個有漏世界的，一定生極樂世

界那些報土的，你想回來要發願才能回來的，因為何解？你無漏智起，那些無漏種子

起然後變起那個世界，「由言說不隨覺智」，即是我們有一種智慧令我們，雖有言說

但不執著，「不隨覺智」。「由言說離隨眠智故」，我們破除言說，不會再投生畜

生，不會搞到「言說隨眠」，都是我們的智慧把持，這樣這個是第二種勝利了。第二

種勝利有「由言說不熏習智」、「由言說不隨覺智」、「由言說離隨眠智」。

一定不會做畜生的，一定不會做羊做牛的，「有這個由言說不(離)隨眠智」，也

不會走到投生在那個沒有佛法流行的地方，你不會的，你的「言說不隨覺智」，你會

很厲害的，不生兜率都生在人間，你可以生在美國都有機會讓你去美國圖書館找佛經

看的，不用擔憂的。所以你不用害怕的。不過你完全不擔心就懶理了，那樣又不行

的，那樣是你自己累自己，是嗎？

等於父親剩下很多世界(財富)給你享受的，你都完全不經營，由得它沒有的，這

些你自暴自棄就沒得講，如果老爸有一副世界(財富)給你，你能夠知慳識儉，你一定

不會餓死的。你如果有了這個，修這個能夠繼續保持去修就一定沒有問題。而且生淨

土，生淨土哪裏有言說？在淨土裏面不會有「言說熏習」，亦不會有「言說隨眠」，

更加不會，又沒有畜牲，淨土沒有畜牲的，無三惡、「彼佛國土無三惡道」。

那些共命之鳥都是那些人大家共變的，阿彌陀佛變起為主，其他的菩薩加入共

變，用來裝飾的。這是第二種勝利，不起三因了。之後，不起三因，我們何解有個

「依他起性」的世界？都是由於過去的、無始以來的那些什麼？「言說熏習，言說隨

覺、言說隨眠」，如果我們那些舊種子陸續一路減少了，我們就怎樣？漸漸、漸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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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滅依他起相」。記住，「依他起相」你怎樣滅？

滅了這個有漏的「依他起相」，記住是有漏的「依他起相」，即是滅了那些由

「言說熏習，言說隨覺、言說隨眠」而引起的「依他起性」，就不是由於那些無漏智

慧而引起的，淨土裏面及他乘願再來的那種「依他起性」，那種無漏依他，這種「依

他起」是指只有漏依他，即是不會再輪迴的，是嗎？如果你是羅漢就直情(一定)不輪

迴了。如果你是菩薩你就生報土，你要真正發願才會再入這個土，這是第三種，滅依

他，「能滅依他」、能滅有漏依他。

「於現法中智力所持，能永斷滅當來世因。」就在現法，「現法」即是現世，凡

佛經裏面的現法兩個字即是今世，就在今世裏面，那個果我們不能斷它，這個生死輪

迴的果，但是我們有智慧力，這個智慧是什麼？是地上菩薩的無漏智來的，無漏智、

無漏的根本智、後得智。就能夠永遠剷除未來的、在有漏世界裏面輪迴的因，「未來

世」指在有漏世界裏面生死輪迴。這樣，這是第四種勝利。「斷當苦因」，「當」

者，即是未來，斷了未來苦的世界、苦的人生的因。那麼結果是怎樣？

常常這樣修，就時時刻刻都斷煩惱，斷煩惱的時候就有那三種道了，「由此因

緣」，由於這個原因，「於一切行能正厭患」，對於在有為法上，時時能夠修這個

「相無自性性」與「勝義無自性性」的觀，時時起加行道，「能正厭患」，「能正離

欲」，時時刻刻你修的時候就會起這個無間道，「能正解脫」，時時起這個解脫道，

三道不斷起、不斷起的結果你會怎樣？「能遍解脫煩惱」、雜染，煩惱與業，即業雜

染，「生」、生雜染這三種雜染，完全解脫。解脫到相當的時候，你就變成了第八地

了！是嗎？解脫到完全沒有了，你就十地圓滿了。明白嗎？

它這裏就是告訴給你聽，解釋了給你聽，所以說這本經是了義經就是這樣。在裡

面幾乎好像差不多已經查到答案了。好了，講到這裏，就發生這個問題了，這是新的

問題，這個一乘的問題，一乘、第一個問題是一乘，由一乘裏面就包括了兩個小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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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一乘是一個大問題，何解「一乘」？

佛說《法華經》的時候，「唯有一乘法，無而亦無三」。只有一乘，就是成佛，

佛乘，又名叫做「菩薩乘」，無三乘。這樣如果沒有三乘，跟住是什麼？個個都成佛

了！是嗎？一切眾生皆可成佛，這是跟著來的，是嗎？這是小問題，算小問題而已。

一切眾生都要成佛，就另一面就是沒有人不成佛了！是嗎？即是說，那些聲聞、緣覺

都是假東西來的？是嗎？這樣即是聲聞，那就更加不會有那些無種性的眾生了？亦無

「一闡提」了？那種不成佛的人就沒有了！

沒有無性的眾生，即是「一乘」是一個大問題，裡面包括，我就開了三個問題：

第一、第一個小問題，你記住，我這樣你將來就很有系統了，一乘、一個大問題，這

個大問題包括三個小問題，哪三個？第一個，一切眾生一定成佛了。是嗎？第二個就

是什麼？沒有「聲聞」，沒有「緣覺」，假東西來的，都是「化城」而已，是嗎？第

三、世界上沒有真正的「一闡提」，無性的，不可成佛的。這三個小問題都包括在

「一乘」這個字裡面。記住了。

好了，再講，我將一個大問題包括三個小問題講給你聽，如果你聽之後，有一個

在未看這個之前，你就要了解裏面，看那些經裏面，將來會常常用這個名詞，不論天

台宗與華嚴宗都時時用，「事」與「理」，這兩個名詞，什麼叫做「事」？即是有為

法，因緣和合而生的東西，有為法，叫做「事」。「理」、真如、又名叫做「法

性」、又名叫做「法界」、又叫做「佛性」，不要用「佛性」這個字了，說這三個

字，又即是無為法。你最緊要明白這個概念。

你讀天台宗、華嚴宗的書裡面常常講到「事」、「理」，「事」即是有為法，

「理」即是無為法，有為法即是那些有形有象的幻象，縱使無形都有象的，無為法是

無形無象的，一「事」一「理」。有時它叫「事」做「用」，「理」就叫做「體」，

一體一用，為了要澄清「事」、「理」這兩個，你一定要識解，即是不論你學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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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事」、「理」這兩個兩個概念一定要清楚的。一不清楚，你以後讀佛經你一定

讀不通的。

舉個例，你看看，華嚴宗講得最清楚的，華嚴宗有所謂「四法界」，四種法界，

一種叫做「事法界」，一切有為法，就叫做「事法界」，是嗎？因緣和合所生的法，

這支筆，這個佛像，這座樓，這個太陽、這個地球，這些統統叫做「事法界」。何解

叫做法界？法界是無為法來的，什麼叫做「事法界」？

所以我們中國人的頭腦始終就是不及那些希臘人就是這樣的，將那些名詞搞亂

了，一會我再指出你們聽。第二個叫做「理法界」，這是真如了，是嗎？亦即是無為

法了，「理、事無礙法界」，「理」與「事」，「理」是無為法，即是真如，「事」

就是萬象，有為法，不是離開的，相即的，「色即是空」，是嗎？事即是理；「空即

是色」，理即是事，相即。聽不聽得明白？

這三個先來，華嚴宗的人最喜歡用這個譬喻，「事」就猶如波，「事」就猶如

波，波浪；「理」就猶如水，事事無礙法界，即是水不礙波，波不礙水，你自己寫

了，這麼多，這麼多字的，八個字，是嗎？不夠寫。事事、理事無礙法界，水不礙

波，波不礙水，就是這麼簡單而已，不識字的，文盲都識的，你肯講給他聽，是嗎？

舊時的人以為這樣深。好了，這個最難講的，「事事無礙法界」，這是最難懂

的，事與事之間無礙，無礙，理與事相即的，「色即是空，空就是色」，這個事事不

能夠「相即」的，「相即」在邏輯上很難講得通的，在玄學上就可以，煩惱始終是煩

惱，菩提始終是菩提，你說「煩惱即菩提」在邏輯上講不通的，何解？就「體」言

「體」就行，煩惱之體又是真如，菩提之體都是真如，真如始終即是真如，就是這樣

解，所以「煩惱即菩提」。那麼食屎即食飯了？那怎樣「無礙」呢？是嗎？

惡與善始終是礙的，惡事與善事怎樣無礙？華嚴宗最難解就是這裡。最不通，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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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天的哲學，站在今天歐洲哲學的立場簡直就說它是不通的。但是你在玄學上是講

得通的，它又不肯用唯識的種子來講，種子無礙嘛！是嗎？種子交遍的嘛！現行只是

假相而已！種子是互相交遍的，一用種子來解，就勉強解得通。波波不相礙，解得最

不清楚的，最模糊的，波波是不相礙，直接用邏輯的論式填出來是填不到的。

其實一定要解是能解到的，一切現行的聲、色、香、味、觸都是一種表象而已，

表面的相狀，而那個體質就是種子，種子是周遍的，無乎不在，到處都有的，即是你

這個種子，譬如我這樣說，我食一個餐，食飯，他吃東西，這個吃東西的種子，不一

定是在這間屋裏面，因為何解？我在對面快餐廳一樣可以吃東西的，我走了，飛過倫

敦，我一樣可以吃東西的，即是說我這個吃東西的現象，吃東西這種表面的現象，好

像是規定了在這裏吃、在那裡吃，是嗎？

但是吃東西的這種性質，本質到處都在，周遍的，既然種子周遍的，惡的種子與

善的種子互相「遍」的，菩提的種子與煩惱的種子亦互相「遍」的，互相交遍的，第

一，種子互相交遍，所以事事得無礙。第二，不論世界上任何東西，兩種東西，都是

互為增上緣的，譬如你說：他是惡的！你是善了！如果沒有他的惡，何來有你的善

呢？是嗎？你之所以為善者，就是因為他惡而已！這即是說，你的善之所以成為善要

靠他的惡來支持你，是嗎？

互為增上緣，所以無礙，是嗎？應該是這樣講。「事法界」是波，「理法界」就

是水，理事無礙法界，水不礙波，波不礙水，事事無礙法界就是波波不相礙，不錯

的！不過「法界」兩個字有問題了，其實他即是用四個，用四個範疇，在哲學上四個

category，四個範疇，法界，它是這樣解的，賢首法師這樣解：「界有兩義」，一

者，那個「界」字的第一個意義，「類也」，當類那樣解，第二，這個解很緊要的，

你讀《華嚴經》的東西，不然你搞不定的！第二，「界」者，性也，這個「性」即是

實性，這個本體，這個性，這個「性」者即是真如自性的「性」，那個四法界，原來

這個四法界的這個「法界」他一時用「類」來解，一時用「性」字來解，這個在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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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很難講得通，第二在修辭學上，直情就不好。

同是一個文章，寫一篇文章，不能夠一個名詞有兩個不同的解釋的，譬如你現在

去律師樓處與別人定一個約，一個名詞，這個名詞搖搖郁(兩頭擺)可以有兩個不同的

解釋，那麼打官司豈不是很容易打輸？是嗎？這樣「事法界」就類字，萬事萬物種類

繁多，就「類」也，就不是「性」也，不是「性」字那樣解的，這個理法界，那個界

字就「性」也，這個真如自性，「性」也。

理事無礙法界，這個「法界」兩個字是兼具兩義，兩種都兼備，「事事無礙法

界」也是類也，「類」義。這樣同是一屋，一個範圍裏面，一個字兩個意義，忽然間

用這個義，忽然間用另一個義，應該改做什麼？四個 category，那個 category不是

當「類」那樣解的，當範疇，什麼叫做「理」，什麼叫做「事」明白了嗎？「理」與

「事」一明白，一點十五分了，一會再做。

聽眾：這個「事」與「理」即是「體」與「用」？

羅公：什麼？

聽眾：即是〔「事、理」〕與「體、用」一樣？

羅公：即是「體」、「用」。「理」即是「體」，什麼叫做「理」？「理」是道理？

原來佛家的「理」字不是當道理解的，就當本體解的！何解？真如本體無形無

相，無以名之，強叫它做「理」，是那樣解的。明白了嗎？明白了，你以後看

佛經，拿著事、理兩個概念來看天台宗、華嚴宗，你會容易很多，

聽眾：全部講「事」，什麼事、什麼理。

羅公：什麼？

聽眾：華嚴宗都是講什麼事什麼理，

羅公：是，什麼事、什麼理那樣，所以那些人說佛經，有些人說佛經難讀，他就是不

明白那些基礎的定義，所以就難讀了，以為什麼「事」、什麼「理」，以為是

道理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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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搞到亂哄哄的。搞到那個腦亂哄哄的。

羅公：好了，先放 break。

這樣關於這個問題，我先總述它的大意，一乘一個大問題，就產生三，跟住來三

個小問題，是嗎？解決了那個大問題，其他的問題就是小問題，就迎刃而解了。但是

大問題始終很難解決。你看看自己的選擇，因為在佛經裏面，有些佛經就好像《法華

經》那樣，「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法華經》裏面有一品，最緊要的那一品

叫做〈方便品〉，〈方便品〉的時候，就說佛有一次講，佛說：我之出世，是為了一

件「大事因緣」所以出來的。

什麼叫做「大事因緣」呢？即是不是小事因緣，大事即是不是小事了，大事的因

緣，然後才出世的。什麼叫做「大事因緣」呢？就是令到一切眾生都成佛這件大事，

就是「大事因緣」。這樣，當時的那些智慧下劣的那些阿羅漢；那些聲聞，見到佛這

樣講法，都不同意的，他們就退席不聽。剩下的那些是有大乘的根器的，他們就在這

裏繼續聽。

佛就說：就說世間只有一乘，並無聲聞乘，獨覺乘與大乘，「大乘」即是菩薩

乘，無所謂「三乘」，只有一乘而已，「一乘」者，其實「一乘」就是只有大乘，即

是並無三乘對立的。那個「乘」字就是車那樣解，那些英國人譯作 vehicle，車，大

的車，自他兼載，小的車只有載了自己，不能載他人。這樣就只有一乘，個個都成

佛，大乘是成佛的，個個眾生都是成佛的，何解又有所謂「聲聞」、有所謂「緣覺」

呢？

他說：因為那些人的智慧低劣，你一說要成佛他都擔當不起，就反而退墮，於是

就假設：你可以證無餘涅槃，很快就證得了！等那些人就先去證了無餘涅槃，證了之

後就回心轉向大乘，再回來，都是要成佛的。所謂小乘的涅槃是假東西而已，沒有

的！沒有小乘的無餘涅槃的，沒有的。既然沒有了，有些人是真真正正入了涅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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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他怎樣？很多人是入了涅槃的，怎麼辦？如何解釋呢？佛當時就解答這個問題。

他說：所謂入涅槃是假的而已！他其實生去一個國土，有城有邑的，所謂「化

城」，生一個國土，生到一個國土，在那裡再發心修菩薩道，修大乘的。這樣，每個

眾生都是一乘，去成佛的。這樣講法即是說，跟住的小問題就這樣，跟住的問題、小

問題就跟住解決了，沒有那些無性的眾生，是嗎？沒有不成佛的眾生，就沒有聲聞

乘，沒有獨覺乘了，是嗎？一切眾生都成佛了，沒有不可以成佛的人了。所有小問題

都解決了。這樣《法華經》就主張一乘的，有些人就這樣解了。是嗎？

但是這麼多主張一乘的，這麼厲害那又怎樣呢？第一是與中國人的那種民族性很

有關係，中國人主張什麼？人皆可以為堯舜，人人都可以做聖人的，沒有人不能做聖

人的。這種一乘思想，個個成佛，與中國的民族性最切合。還有，《法華經》講一乘

出自鳩摩羅什所譯的那本《法華經》，而鳩摩羅什譯《法華經》的時候，是東晉末

年，那個時候，東晉初年的時候，《解深密經》……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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