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譯《法華經》的時候是東晉末年，那個時候，東晉初年，那個時候《解深密經》

還未流行，大家中國人都是歡喜大乘的，又不喜歡小乘的，於是大家都接受了這種思

想。所謂「一乘」者，就是一切眾生都有佛性，所謂「都有佛性」者，即是都能成佛

那樣解。這樣就是一乘的舊的看法了。至到梁武帝差不多上下的時候，梁武帝以後，

有位印度的三藏法師叫做真諦法師，這個人就譯了一本《解深密經》，即是現在這

本，舊譯本《深密解脫經》，他譯出來之後，然後就介紹出這本《解深密經》對於一

乘的看法，是另外一種看法。

這樣真諦的學說就不是很流行，亦不能夠，不能夠與那些舊的一切眾生都能成佛

的那種說法相抗衡，直至到唐朝，唐太宗的時候，玄奘三藏在印度回來了，以他的威

望，以他的勢力，以他的學問已經震動一時了，加以他將整本《解深密經》翻譯了出

來，把《瑜伽師地論》等等很多重要的論翻譯出來，然後那些人才知道，然後大部分

人才知道，原來所謂「一乘」不是那麼簡單地說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的，有相反的學

說的。好了，現在講到，解釋到所謂「一乘」的講法的一面了。現在講第二面了，即

是唐三藏回來之後所傳說的那一面了。那一面是怎樣解釋呢？

佛說這本《解深密經》的時候，就講《解深密經》就講到這個〈勝義諦相品〉，

即是這一品的時候，那位勝義生菩薩因為講起三無性的時候，就談到這一段，涉及這

個「一乘」的講法，這個講法怎樣說呢？他問佛：你、你在那些經裏面，你說法的時

候，你有時又這樣講，只有一乘，並無第二個聲聞乘，不是！第二個叫做緣覺乘，也

沒有第三個所謂聲聞乘，「無二亦無三」，這樣，如果照這樣的只有「一乘」，「無

二亦無三」，那就個個眾生都成佛，沒有人不成佛了！你所講的這個道理，依據什麼

來講呢？即是勝義生他認為不是個個眾生都成佛的。不是。

佛就答他：我之所謂一乘，就是什麼？因為他正在講三無性，我就是依據不論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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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大乘，不論你是獨覺乘，不論你是聲聞乘，不論什麼「乘」都好，如果你想證涅槃

果，一定要依據我這個什麼？無性之道，無性的妙道，這種無性觀的妙道，一定要修

這個無性觀的這種妙道，然後才能證得三乘的涅槃果，「道則一」，道是一，即是一

乘，我並沒有說一乘，從一種道去修，我沒有說所得的結果是怎樣的，是嗎？明不明

白？

你們清楚嗎？大家都是跑一條路，同一路，是呀，我說同一路，沒有說過個個都

是跑第一的，有些第一，有些第二，有些半路上跌倒都有之的，同一道行而已。同一

道行並不是等於結果一樣的，一乘、「乘」就是車去而已，我沒有說一果，我沒有說

一果。明不明白？

我們學哲學的人首先就是頭腦要清楚，同一部車去，不是，同一樣的車去，沒有

說結果都是一樣的，是嗎？大家都坐勞斯萊斯車，三家一起出發，你如果是大近視的

與一個很好眼力的，你不夠他快到達的，如果你是有病的，肚子痛就更加死，你會停

了車在那裏的，是嗎？同一樣的車去，同一條路行，都是無性的道，沒有說結果是一

樣的。你清楚嗎？

中國人，尤其是古人的思想籠統，何解？中國人自漢以後的思想都是這麼籠統，

你看看漢朝以後的中國人的思想是沒有什麼進步的，稍為進步一些的就是魏晉南北

朝，那些玄學家，但是他們走到去偏僻的路，去了道家的那條路的，玄學的那條路

的。唐代，隋唐，那些聰明人個個走去做和尚，這句話是章太炎講的，他說：唐朝的

聰明人都走去做和尚去了，剩下來的都是矇查查(糊里糊塗)的。剩下好像韓昌黎、韓

愈那些，唐朝沒有思想家的，要等到宋，宋朝的理學家又要等到佛學與中國的儒家、

道教相結合然後才產生的。所以中國人，何解中國人的思想那麼慢，那麼籠統？

一般人就這樣歸咎於那樣，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孔子儒家，只要你讀熟《五

經》，了解《五經》，你就怎樣？一出來，在太學處合格，一路扶搖直上，你有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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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就做宰相封侯，唯一的就在儒家《五經》搞定就行了，沒有辯論的餘地，凡是一

種思想的進步都要互相討論，互相衝擊才有進步的，你儒家唯我獨尊的，所以思想就

停滯不前。即是說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之後，令到中國文化走上了一條偏僻的

路線，所以就搞成這樣。

聽眾：還有一種科舉。

羅公：什麼？

聽眾：還有一種科舉。一種科舉。

羅公：科舉。

聽眾：合起來。

羅公：隋唐之後就搞出科舉，你違背四書、五經，你連飯都沒得吃，是嗎？是這樣。

好了，這樣，《解深密經》就這樣了。

同一妙道去得果，並沒有說只有一種果，亦沒有說一定要人人都行這條路，有些

不行也可以的。所以佛雖講一乘，不是等於個個眾生一定成佛，不止不是個個眾生成

佛，有些眾生絕對不能成佛的。那一種呢？一種，他的第八識中沒有成佛的種子，沒

有無漏種子的，他不能夠證得無漏果，不止不能成佛，羅漢也成不了。只能夠在人天

處你教化他，那些菩薩成了佛之後乘願再來，在人教他，教他修人天果，就是現在修

一下基督教、天主教那些。甚至修一下孔子所講的人倫的道理那些，他不會修得無漏

果的，一種無種子的。好了，你會駁他，怎會這樣不平等？

你又駁我，我就正方，你是反方，我又問你，何解會有正反？即是現在有正必有

反，是嗎？這個世界上可以有正方就亦可以容許有反方的，可以容許個個、可以容許

有些人成佛，為何一定不能夠容許有些人不能成佛？何解？我問你？如果你說，我一

定要這樣這才對，你就是先入為主，是嗎？

這樣，這種先入為主就等於什麼？等於以前的人講，三綱五常是經天、天經地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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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父為子綱，老爸要你怎樣就怎樣，你都要通，都要聽，父為子綱嘛！夫為妻綱，

丈夫要你怎樣就怎樣，丈夫死了你最好守節，就不能嫁，夫為妻綱。君為臣綱，君主

雖暴，你是臣子你都不能夠作亂，以前的人這是最高的真理。世界上你的那些可以做

真理，那些講民主就不可以真理嗎？你可以講君主制度，第二方面我們一樣亦可以講

民主制度，一定要這樣是不合理的。

所以一定說一切眾生一定成佛只是一種偏見。而且這樣，第一點是偏見，第二

點，一切眾生個個都成佛是佛講的，這裡有些眾生不能夠成佛又是佛講的！兩種都是

佛講的，同是佛講，何解你那些就一定可以行，我這些就一定不行？我不說我的一定

行，你的一定不行，但你不能說你的一定行，我的不行，明不明白？佛在很多經裏面

都說過有些眾生是不能成佛的，你說這樣：你那些是假的！我這些才是真的！我《法

華經》是真，那你就衰了！我的是假的，你的也是假的了！是嗎？

同是、同是佛說，同是說佛說，最低限度，你那本書說是佛說的，我那本書也是

說佛說的，為什麼你那本說是佛說是真的，我那本說是佛說就是假的？你說，你那本

靠不住，難道你的那本就靠得住？一樣靠不住。搞來搞去結果是怎樣？整個大乘推

翻，大乘經都不是佛說！是嗎？結果就是這樣。所以一定要說，一講到一乘就是一切

眾生都能成佛是講不通的。

這個問題就變成一路到現在還是這樣爭論，爭論的結果，你說有些眾生，這即是

說，一乘這句說話如何解？好了，舊時的人就站在《法華經》的立場，現在假使有個

人是站在《解深密經》的立場，說不是個個眾生都成佛的，即是說什麼？一乘不是

了，是嗎？有三乘了，有聲聞乘、有獨覺乘，聲聞、獨覺那些是定性的，永不成佛

的，不止那些無性的眾生不能成佛，那些都不能成佛的。

這樣，這種講法是如何？好了，站在你的角度上去講，站在你《解深密經》的立

場，你就說你全部有理，那麼《法華經》你有膽說它是假的嗎？如果你說：我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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膽，沒有膽你如何解釋它這筆帳？佛講的，說一切眾生都成佛的。你如何解釋？你講

通它就是了，講不通就始終是對立的。這樣《解深密經》的人是怎樣解答呢？

他說：有一種的不定種性的眾生，這種眾生有些又有成佛的種子，又有成羅漢的

種子，他們這些多數是先成了羅漢，然後才成佛，然後再轉修，成了羅漢再轉修大

乘，重入十信，你們知道的，重新入十信位，修大乘。這樣，這種是不定種性，佛為

了要鞭策這種不定種性的人，世界上最多這種人，鞭策那些不定種性的人，免他自暴

自棄，就說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的，其實他所對著那些人講的，主要就是對那班不定

性的人來講。因為何解？在《法華經》會上，那些無種性的、無成佛種性的那些人早

已經退席了！

那班人已經退席了！佛當時講的那些，接受佛講的那些，全部都是不定種性的，

無礙的！對不定種性的人就講，就說一切眾生都有佛性，沒有那些人在那裏的，譬如

我們大家一起，有幾個不同道的人走出去了，我們大家都是同道的了，我們就可以

說：喂！所有人都是同道了！有什麼所謂？道不同的就走了去。

所以所謂「一乘」是對那些不定種性的人講，一乘是對不定種性的人講，即是說

一切眾生個個都成佛，亦只是對那些人講的。但是還有，但是有的話也是佛講的，佛

就說，沒有聲聞與緣覺的入涅槃的，他入涅槃實在是生了去別的世間處，令他那裡修

行，修的差不多上下，在那裡回心轉回修大乘而已，這樣又如何解釋？那些主張《解

深密經》的人就這樣答：如果他真正是聲聞乘和獨覺乘的人，入了涅槃就沒有可能回

心，已經入了涅槃就沒有了他，沒有了他怎會回？

如果這樣講法，佛騙人了？又說走了去第二個國土，難道佛亂講嗎？也不是，也

不是亂講，這句話佛不是很張揚地講，是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裏，然後才很張揚

地講這個講法，生了到別處，佛只是輕輕地帶過一下而已，但是這樣，在舊《法華

經》裏面就輕輕帶過，在新譯裏，唐朝(隋朝)有本叫做《正法華經》(《添品妙法蓮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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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隋朝譯的，《正法華經》(《添品妙法蓮華經》)就很詳細地講這一段，那本經怎

樣講呢？

他說那些人將入涅槃的時候，不是已經入了涅槃再起的，入了涅槃就不能夠再出

來的，這個人將要入涅槃的時候，佛在他處現前，在他的身現前，就警覺他：你不應

該去取涅槃果，你應該去求佛果，回心向大，替他說法，佛一說法，他聽了說法之

後，他就示現涅槃，仍然是示現涅槃，實在他不涅槃，他生了去第二個國土，何解？

那時他已經發了大菩提心，他生去第二個國土，確有這些所謂化城，化國土，那些是

不定種性的人生那些國土，這是經講的，解得通的。

這即是所謂無聲聞果的，是指那些不定種性的人，聲聞果不是沒有，不過那些不

定種性的人，他將近想涅槃的時候，那些佛、或者大菩薩，就在那裏點化他，他就即

刻再發菩提心，這樣就生去那些國土，生八萬劫、或者幾多萬？六萬劫那些，在那

裡，這樣就通了，解答了他的這個問題。我現在就將他的資料，「用」幾節課的時間

全部整理出來給你們，舊的就是如此這般主張，新的是那樣那樣的主張，寫了給你，

你們自己去抉擇，大家要知道，這位造《解深密經疏》的，大家影印了他的，是嗎？

這個圓測法師原來是信一乘教的，原來是信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的那一套的，後來

他是轉 就變成這樣的。你們是否轉，你自己用自己的智慧去判斷它，你切切不可跟軚

我走，記住，聽人說、依人說話就三世佛冤。你一味聽別人講，人云亦云，別人這樣

說你就照跟，這種人過去、現在、未來三世佛都當你是冤家的。所以要用你自己的智

慧去判斷。這樣，在未講我的資料之前，你們先看看《解深密經》怎樣，《法華經》

的「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大家都知道的了？是嗎？

聽眾：這些未齊的。

羅公：什麼？

聽眾：這些未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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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未齊就先這三段，就可以講我的那些了。你先看看兩局棋，可以看得到這局棋

是怎樣？那局棋是怎樣？然後你才著手評判他的得失，兩個擺了局在那裡那

樣，你看看。那些主張《法華經》的那局，主張《法華經》的那局，除了唯識

宗，全部都是同那局的，你知嗎？

聽眾：依理不依人。

羅公：是。

戊四，三十六，約三無性、約三無性觀，就依據三無性這種觀智就辨一乘義。解

釋，「辨」即解釋，解釋一乘的意義。裡面分三，己一、約聖道辨一乘義，是依據，

大家都是依據無相、三無性的這種道去修行，所謂一乘是這樣。己二、明趣寂聲聞並

不成佛，這個就爭拗到極了，「趣寂」即是整日趣向寂滅的，這種這樣的小乘的人，

這種人決定決定不能成佛的。己三、就明回向聲聞定得成佛，回心轉大的那些小乘人

一定成佛的。

即是說，講到這裡，所謂「佛性」兩個字，要解了，所以我剛才講「體」、

「用」兩個字解給你聽了，「佛性」兩個字，有些經論是從「體」的方面講的，指真

如，是指「體」，有些經論是指「用」，指修行可以成佛的那種作用，指「用」。就

「體」來講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沒有問題，不論你是《解深密經》也好，都是真如為

體，是佛性，密宗也是，禪宗也是，天台宗、法華宗都是，是嗎？無異議的，在

「體」來講，一切眾生都無異議。

現在就是就「用」來講，會不會修行成佛？有沒有修行成佛的作用的？就「用」

來講，現在爭論的就在「用」，就「用」來講，天台宗、華嚴宗那些就說個個都成

佛！一擔擔(全體)全部成佛，唯識宗就說不是！唯識宗是依據《解深密經》，有一

種，有一種什麼？定性，決定入涅槃的這些就一定不能成佛的！

因為他入了涅槃，不能夠再起了。第二種就不定的聲聞，那些叫做回向聲聞，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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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向的，他臨入涅槃都會發大菩提心的，這種聲聞決定成佛。即是說成佛，問題是有

沒有定性的聲聞？是嗎？還有，有沒有無性的眾生？就是剩下這個問題。其餘都是一

樣的，兩派都是一樣的。好了，現在就是約，何解叫做一乘？約聖道來解釋一乘。這

個先了解，這個分三點。

第一點庚一，就是說明三乘各證自乘無餘涅槃。三乘的人，即是大乘、獨覺乘、

聲聞乘三乘人，各人都去證涅槃，但是涅槃就是一，涅槃，但是當你證了涅槃之後，

涅槃本身都是勝義諦，離言的，只有一，但是各人各人依照自己的那乘的人去修行、

去證，所以所得的都是涅槃果，一就是這個「乘」。第二，約聖道方便說一，都是同

一條路走，修的道一，無性的妙道，三無性的妙道，都是在這條路走，所修行的路是

一，所以便宜的就說它是一，一乘那樣解，這三輛車都行一條路。然後庚三，就明什

麼？理實三乘差別。

如果照理，三乘的人的根機是不同的，三乘的根機不同，其實我們的人已經都是

根機不同的，有些是很聰明的，有些是踢都不動的，是嗎？根機不同。就是所得的

果，根機不同所得的果亦不同。三乘所得的果，因根機不同，所得的果亦是由差別

的，不同的。他所爭論的。現在庚一，你看：明三乘各證自乘的無餘涅槃。自己的那

乘的無餘涅槃。其實，無餘涅槃都是勝義諦，都是一，是嗎？都是一。不過大乘他會

再回頭那樣解，是嗎？叫做無餘涅槃。「復次，勝義生！諸聲聞乘種性有情，(亦由

此道此行 故迹 )，證得無上安隱涅槃。」一句。

佛叫一聲他，又勝義生啊！叫一聲他，「諸聲聞乘種性(的)有情」，「諸」即是

所有的那些，聲聞乘的種性，種性即是那種階層，那些 caste，聲聞乘種性的那些眾

生，「亦由此道」，他不是說、不是說三無性的道理是你大乘的專利，「聲聞乘」的

眾生想證涅槃，亦由這條三無性的路，「此行 」，「行」者修行，「 」者那條軌迹 迹

跡，都是行這條路，這條軌跡，修無性觀這條軌跡，然後才可以證得無上的涅槃，何

解？涅槃就涅槃了，為何要無上？沒有高得過它的，你說：我大涅槃，他小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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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效果就有大有小，我就會回頭的就叫做大，你不回頭就說你小，其實當你證涅

槃，涅槃都是一樣，absolute的，絕對的，離名言的，安穩、最安穩的，永恆的，

無生死輪迴的。

即是說，不止大乘是依據三無性的妙道，小乘的人，聲聞亦都是依據這樣的妙道

而得無上安穩涅槃。「諸獨覺乘種性有情、諸如來乘種性有情，亦由此道此行 故，迹

證得無上安隱涅槃。」這裏不用解了。聲聞是，獨覺也是，如來種性，即是那些成佛

的大乘種性的人，都是修這個無上的妙道，都是依著這條軌跡，所以你不要以為唯識

宗講有，密宗那些也講有，都是要修空觀的，無性觀的。不修空觀不能見道。

空、空框框固然不行，但你不修空觀是不能夠見道的。就因為這樣，所以就說一

乘，一乘者，同一妙道，沒有第二條路可走的。第二，約聖道就方便說一，即是普通

就一說，我就是依據那同一妙道，上文說同一妙道，沒有說一乘，我就是依據同一妙

道，我就用方便的、密意的，不是了義的就說一乘。是嗎？上文就先講它同一妙道，

下文的這一段就說依據同一妙道所以說一乘。這個「勝道」者即是什麼？

所修行的三無性的道。由「一切聲聞、獨覺、菩薩，皆共此一妙清淨道，」那

「道」是一，是嗎？「皆同此一究竟清淨」，那個「果」是一，「更無第二。」沒有

第二條路，亦無第二種，除了涅槃之外沒有第二種果。問題就是他再來？再回來，是

否會乘願再來？這是「用」的方面。「我依此故」，我就依據這種道理，「密意說

言」：所以我用籠籠統統的、不很清楚地、不是很斬釘截鐵地這樣講，就說什麼？

「『唯有一乘。』」就是這樣。

問題就是這樣，佛就這樣講，在《涅槃經》那些就只有一乘，在《涅槃經》，

《涅槃經》最緊要的一品叫做〈獅子吼品〉，怎樣叫做獅子吼？佛在那本《涅槃經》

會上講：一切眾生個個都有佛性，個個都成佛的。嚇倒很多人的，所以說叫做「獅子

吼」。他這樣講，但在這裏他就說這樣，這個同一妙道，同一妙果。是嗎？所以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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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一乘而已，密意說，不是了義地說。即是依據同一妙道，所以說一乘。下面說明：

「非於一切有情界中，無有種種有情種性，或鈍根性、或中根性、或利根性有情差

別。」

直接說，直接說並不是沒有三乘分別的，「非於一切有情界中」，並不是在所有

的那些有情界中，眾生界裡面，「無有」、「無有」即是並無，「無有種種有情種

性，」不是無種種有情種性，種種各人不同的種性者，這就是第八識裏面所含藏的種

子，這些種性是怎樣？「或鈍根性」，有些只有人天，不能夠修行得涅槃的，所以有

一個，舊時太虛法師在世的時候，有一個基督教牧師與太虛法師爭論，那個牧師說什

麼？

你們，搞到太虛法師口都窒了，你是不是學唯識的？他說：是。學唯識是不是說

有些眾生不能成佛的？他說：是呀！他說，好了！全部眾生可以成佛的就全部成佛，

未能成佛的剩下在這裡，不會成佛了？他說：是呀！當然了。他說：那這些就要留給

我們基督教了！你不能理了！你沒有辦法了嘛！我們就有辦法了，教他三千堂！

聽眾：何解不成佛？

羅公：什麼？

聽眾：何解不成佛？

羅公：是，我不講成佛的，我到最後還是我們給你們執手尾。太虛法師就笑了，他

說：你在執的時候我們也一樣執的，我們乘願再來就是來執這些手尾的，你不

過那時你的作用才顯著而已！一樣而已！何必這樣爭呢？

聽眾：太虛法師為什麼不說我連你也執了去！連你都執了去。

羅公：是呀！這些是「鈍根性」了。「或中根性」、聲聞、獨覺，「或利根性有情差

別」。並不是眾生沒有這三種根性的，這是指先天的種子。

我們來到這裏，下面的那一段，今天先不講下面的一段。下面那段己二，明趣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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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性。「趣」即走向，「寂」即無餘涅槃。一味只顧住入無餘涅槃的那種人，那種種

性的人，他臨入涅槃的時候，是沒有佛去點化他的，這種人，因為何解？他沒有那些

種子，佛都不會點化他的，並不成佛，這種人一定不成佛的。但你們不要怕，你會念

阿彌陀佛求生淨土的，就一定是大乘的，你不要害怕，你會在這裏聽《解深密經》，

聽下來都覺得沒有什麼反感的，你們就是有種性的，無種性的，第一他不會來，第二

他來了也一早就走了，是嗎？這一段的意義我講了，以後，下一次我講完這一段之

後，我就將它列出來，頂格的那些是綱領，下面的一段段就是那些經，看起來好像將

那些經來降級那樣，將它低了一格，那樣易懂，佛不介意那些的，將它抬頭不抬頭

的。佛不在乎這些。

聽眾：1989年 1月 28日。

羅公：36頁是嗎？

聽眾：36頁。

羅公：什麼？37頁改回它，不是 37頁來的。因為它怎樣？是獨立的。

聽眾：我以為你漏了一些。

羅公：這樣你將 37頁改了深一(壹)，深的一(繁體壹)字，深的那個一(壹)字，第二頁

就寫個深的二(貳)字，這樣就容易辨別了。是嗎？這個不是經這裡的，不過來

到這裏我因為要講這一段經，所以不能不插這些下去，這可以當是獨立單位，

附屬在經，但是在經裏面的疏裏面拿出來的，你們看經的疏，你們會看得很麻

煩，看不通的。你們座上這麼多人都沒有人看得通的，我將它抽了出來，

聽眾：我已經擦了去。

羅公：再加深色些。

聽眾：濕的，我剛才塗一些東西上去。

羅公：是。

聽眾：麻煩你。

聽眾：什麼？他今天不來，他有些事情。

羅公：你好了沒有？你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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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好了。

羅公：還沒有？現在我個孫子又流行性感冒，前個星期來還蹦蹦跳。

聽眾：很多，我都有多少。

羅公：什麼？

聽眾：我都有多少(感冒)，要食藥。

聽眾：頂住。

羅公：第 36頁，是嗎？如果不是時時來聽的，突然間你看這些是沒有用的，你們的

錄音，會有存底就錄一個存底就好了，其餘你們不要浪費那些錄音帶。

聽眾：什麼？借給我聽呀！不浪費！

羅公：什麼？

聽眾：借給我聽嘛！

羅公：借給你聽？你問他們，你是會(員)的嘛！是嗎？會留一份，是嗎？這樣就講

了，36頁：戊四是嗎？約三無性觀。約即是依據，依據、什麼？

聽眾：庚三。

羅公：上文講了，何解說一乘呢？

因為聖道是一，大家都是依據一個，一個妙道去得證，去證果的，一個妙道就是

什麼道？無性的妙道。不論你是什麼乘，大乘又好，聲聞乘又好，獨角乘又好，都一

定要依據無性觀的妙道，然後才可以證果，那個道都是無性觀，是一，是嗎？但是所

得的果不同，是嗎？好像什麼？一班人在那裏競走，鬥走，都是同一條路的，難道你

走別的路嗎？一定是同一條路的，但是所得的結果有第一、第二、第三，路就是同一

條路，即是說不論你是哪一乘，都要修無性觀。

因為這樣，依據這一點就說一乘，還有，它這裏有沒有講這一點，各人都得涅

槃，是嗎？涅槃就是一樣，都是得，但是那個功用就不同，有些是乘願再來的，有些

是就這樣涅槃了就了事。譬如又好像這樣，大家都做生意，做生意的方式一樣，是

嗎？但是有些人就賺很多錢，有些人就沒有什麼錢賺，結果都不同。是嗎？但不論怎

12



樣不同，總之賺錢則一。是嗎？

因為依據這一點，所以說一乘，其實不是一乘的，如果，依據不是根據這點，這

兩點坦白些來講，攤開來講其實就不是一乘的，三乘才是真實的。所以它這裏說，庚

三：明這個理實三乘差別。明即說明。你依照道理實在是有三乘的不同的，差別不就

同，difference，三乘的不同。這一段是這樣講的，你看看，解聲聞了：「非於一切

有情界中，無有種種有情種性，或鈍根性、或中根性、或利根性(的)有情差別。」不

是完全講一乘的，不是個個都一樣的，是嗎？

你又講一乘，我又講一乘，我可以很蠢，你可以很聰明，大家都是一乘，雖然是

講一乘，並不是「於一切有情界中」，所有一切眾生界裡面，我說一乘，並不是一切

眾生裡面，都「無有種種有情種性，」種性，種性那個字即是英文的 caste，階級、

種類，印度人未有佛教之前，婆羅門就控制一切，婆羅門，那些婆羅門教的人，婆羅

門他將人類分成四個階級，即是四個 caste，四個階級，四個階級。第一個階級就叫

做婆羅門階級，說是梵天王的嫡子，由天王的口生他出來的，即是那班什麼？修道的

那班僧侶階級；第二個階級就是那些皇族、貴族，有政權的，第二個階級。第一個階

級叫做婆羅門，第二個階級叫做剎帝利，皇族、貴族；第三個階級就是那些自由、自

由的自由人，那些什麼？

那些工商階級，那些做工商業的那些自由人；第四個階級，自由人就叫做吠舍，

吠舍，第四個階級叫做首陀羅，奴隸階級，或者叫賤民階級，四大階級。印度人到現

在仍然有這樣的頭腦，將人分成四個階級。這是印度古代傳統的階級，階級叫做「種

性」，「種」者，種類，「姓」者，這個「姓」字是什麼？女字邊的姓字，族，那個

姓字本來即是族，宗族。不過現在這裡寫，那個女字邊的姓與豎心邊的性是通用的，

佛在佛經裏面是通用的，所以寫這個「性」也可以。本來就講階級的，是嗎？

佛教就反對，佛教與婆羅門教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婆羅門認為人類是有階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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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四種階級差不多是天定的，沒有得變的，這四個階級裡面，前三個階級還可以

一齊聚集在一起，第四個階級不能夠在一起，聚集在一起聊天或者吃東西都不行，那

些是賤民來的。前面三個階級之中在初期都很嚴的，不能通婚姻的，比較平等但是不

通婚姻，恐怕混亂了，到後來就那些什麼？統治階級就漸漸抬頭，初期就婆羅門惡過

一切，他什麼都指住那個神。是嗎？後來那些統治階級漸漸聰明起來，你那個神不是

一定靈的嘛！是嗎？

會騙人都說不定的，於是漸漸就不聽他們的話。佛的出身就不是婆羅門出身的，

不是婆羅門階級出身，是殺帝利，是貴族階級出身。它婆羅門階級就說一定要主張四

種種性，何解？既得利益，現在世界上那些所謂既得利益階級，是嗎？他都是既得利

益，四種種性他第一。這樣，釋迦佛不是婆羅門出身的，何須與你客氣？是嗎？他就

反對那四種階級，眾生平等，而且那些奴隸走來他處出家，他一樣照收。當時那些人

就問他：何解奴隸要出家你也收？豈不是搞亂了？

釋迦佛就答，猶如那四條大河，流，流到盡處都是流入同一大海，人類不論你四

大階級，一皈依我佛法都是釋子，都是我釋迦牟尼的兒子，沒有階級，就是這樣。當

時印度人很反對他這一點的，那些舊頭腦的人，但是佛不理那麼多，一於沒有，無階

級。這樣本來佛是反對階級的，何解這裏又講階級？他將階級兩個字的意義改造了，

這個階級、種性階級，他不是說人類的不平等的階級，而是人類修行的結果，將結果

分大小的種類，這個階級當種類解，種類。

這樣直情就眾生是平等的，但是眾生雖然平等，平等之中也有不同的種類的，譬

如人類是平等的，有些是黃種的；有些是白種的；有些是黑種的，是嗎？種類，這樣

比喻種性。這樣，「非於一切有情界中無有」，「無有」即是沒有，沒有種種的有情

的種性，種性是有的，記住，這個「種性」不是階級那樣解的，而是將一切眾生分做

五類，五種種性，記不記得五種種性？所有眾生分做五種種性，看看，你記不記得？

第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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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天。

羅公：什麼？

聽眾：菩薩，不是！聲聞種性。

羅公：第一種？

聽眾：聲聞、獨覺。

羅公：第二種？

聽眾：獨覺。

羅公：獨覺，第三種？

聽眾：菩薩。

羅公：菩薩，第四種？

聽眾：人。

羅公：人天。

聽眾：人天種性。

羅公：或者叫做無種性。還有第五種？不定、不定種性。這五類。

這樣，並不是「非於一切有情界中，(並)無有種種有情種性，」不是說沒有種

性，那些種性？「或鈍根性」、有些人是「鈍」的，即是指什麼？指那些人天乘，

「或中根性」、是指什麼？聲聞、獨覺；「或利根性」指那些佛種性，那些菩薩種

性。並不是沒有的，這些種性是有的，即是說什麼？鈍根種性永不成佛，「中根種

性」有兩種，一種不定性的，可以成佛，回心向大就可以成佛，一些是不會回心向大

的，不能成佛。「中根」就有兩種，利根種性一定成佛。這樣明白了？

這樣就有些不能成佛的了，於是下面己二了，己二他就指明，有一種聲聞羅漢，

不能成佛的，現在我們學佛的人，一開口就說個個眾生一定成佛，但是這本經偏偏就

說有一種是一定不能成佛的。那種中根之中有兩種，一種「趣寂」，「寂」者涅槃，

「趣」者就是走入，走入了涅槃的，那些不能夠再出，不能夠成佛的。己二就說明，

那些「趣寂種性」，入了涅槃的，一向去寂滅的，不發大菩提心的，這種這樣的人，

雖然他證得阿羅漢果，雖然是入了涅槃，但是他一定不可以成佛的，你看：「善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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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若一向趣寂聲聞種性補特伽羅，雖蒙諸佛施設種種勇猛加行方便化導，終不能令

當坐道場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一句。

這一句就引得辯論、辯駁最多的，你現在一講就說有些眾生「趣寂」不能成佛，

那些佛教徒就會罵你的，但是佛就是這樣說的：善男子啊！「若一向趣寂聲聞種性補

特伽羅，」「補特伽羅」即是眾生，pudgala這個字，pudgala譯作「數取趣」，

「數」者屢次，屢次在六趣輪迴的，那種那樣的個體叫做「補特伽羅」，也譯作眾

生，「補特伽羅」與「有情」兩個字的舊譯都是譯做眾生，或者譯作「人」，「補特

伽羅」。「趣寂聲聞種性」，聲聞種性有兩種，「聲聞」就是那些小乘的人，有兩

種，小乘的人本來是兩種，聲聞、緣覺，是嗎？

聲聞有兩種，緣覺又有兩種，眾生都有第八識，有些眾生的第八識裏面有些成佛

的種子的，這些人一修行他就修大乘，不用先證小乘的果的，直入大乘，直成佛的，

聽小乘經，你在那裡講小乘經，他都聽出大乘的道理的，那種人叫做「菩薩種性」，

最利的，利根的。還有些是中根的，聲聞與獨覺，聲聞，聲聞就更蠢一些，要聽聞佛

說法，了解佛說法的道理，修小乘的行，聽聞佛說小乘的經，依小乘的經來修行。

那種人，這種人的根器很劣，說大乘法，別人講大乘法，他聽聞大乘法就格格不

入，縱使入了，別人講大乘他都聽出小乘的，這樣的，這些叫做聲聞種性，這種人一

定成果，一定證果的，但是證什麼果？證阿羅漢果，一證阿羅漢果就入涅槃，入了涅

槃之後就沒有了這個眾生了，入了涅槃就不會再出來了，入了涅槃怎會再走出來？聲

聞種性，這種聲聞就叫做「趣寂聲聞」了，走向涅槃，去走向寂滅的聲聞，不能夠出

來的。第三種就是獨覺種性，這種、這種是「趣寂」的獨覺，他沒有大慈悲心，很聰

明，他看見飛花落葉知道世事無常，他就修行了，修行，他自己觀十二因緣，自己

悟，自己悟道，自己證涅槃。

沒有佛出世的時候，不用靠佛的，他不用聽佛講話，聲聞就一定要聽佛講，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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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涅槃了，他聽法師講，或者聽你們這些人講，他獨覺就不用聽的，有佛出世的時候

那些獨覺不出現的，有佛出世他就變聲聞了，沒有佛出世他都可以自己悟道的。但是

他的悲心不夠廣大，所以他入涅槃不再出，這些叫做「趣寂」的獨覺了。第三，「趣

寂獨覺」又叫做定性的獨覺，決定性的，「趣寂聲聞」又叫做「定性聲聞」，決定

了，determine，不會變的。

無種性就不會對佛法有興趣的，你聽佛經，聽一下就怎樣？地獄又可怕，不要造

惡業落地獄，持齋、禮佛會得福報的，放生、做善事會有福報的，他為求福報而去修

行的，他不會想求涅槃，亦更加不會發大菩提心，去成佛，會乘願再來，不會的，這

種人叫做無種性。永不成佛的，那怎樣？等那些成了佛之後乘願再來的做他的良師益

友，勸他修這個人天五戒十善的，都能將來得人天的樂果，是這樣。

這種人要這樣，即是說這三種人永不成佛，不定種性就厲害了，你們座上很多會

是不定種性的，你們很少無種性的，你能夠來聽《解深密經》的就不會無種性，一定

不會無種性。如果無種性的不會留下，一次就走了。不定種性就是一種，菩薩，即是

他的第八識裏面有菩薩的種子，我寫個菩字，菩薩，加，這個加號 (+)，菩薩加聲

聞，這是第一種；菩薩加聲聞，再加獨覺，再加無種性的人天，不要寫那個「無」

字，寫這個人了，寫個「人」字，人天。

三種種性具備，一、二、三、四、四種種子具備，碰著什麼就是什麼，碰著你講

人天他又修人天行，修了人天行了，剛剛碰上別人聲聞了，有佛出世了，他聽了小乘

經之後又先證了小乘果，證了小乘果之後，他將近，不是，證了小乘果之後他又聽佛

講大乘經，他又放棄小乘，回心轉向大乘。這種人，舍利弗、目犍連、須菩提就是這

種人，這是第一種。第二種，就是這種人一定成佛的，何解？他轉啊轉，聽到大乘經

之後他就回心向大了，決定成佛，那些不定種性的聲聞人決定成佛。下面第二，己三

那裡他就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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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二種人，不定種性的，菩薩種性加，這個人天不用計數了，是嗎？人天

一定有的。菩薩種性加聲聞，就沒有獨覺的種性，就兩種，這種人先成了阿羅漢果，

後來聽了大乘經之後又再回心轉向大乘，又決定成佛的。第三種，菩薩種性加這個獨

覺種性，依同一樣的道理，也是決定成佛的，不定種性。第四種，沒有菩薩種性了，

聲聞加獨覺，這種又是永不成佛的，這種人亦是叫做「趣寂聲聞」，或者「趣寂的獨

覺」了，是嗎？聽不聽得明白？好了，這樣就明白了。

他說，如果有一種人一向都「趣寂」的，「一向」即是生生世世以來，都是修小

乘行「趣寂」的，那種聲聞種性，那種人，那樣的人，那種那樣的補特伽羅，這種人

「雖蒙諸佛施設種種勇猛加行方便化導，」雖然蒙受，「蒙」即是承受，受，雖然受

那些佛施設、即是說，雖然佛教他，說、說什麼？說種種法，種種什麼？教他勇猛加

行，教他勇猛去加功修行的法，方便，「方」即是方法，「便」者便利，那些人將

「方便」譯作英文就譯做way字，way，way。亦作種種勇猛加行的方便，來到化導

他，教化他，佛就盡心去教化他，可以嗎？

「終不能令當坐道場，」佛沒有辦法，佛始終沒有辦法令到他「坐道場」，「道

場」指，指什麼？指釋迦佛成佛的時候所坐的菩提樹下那個道場，指成佛的道場，不

能夠令到他「當坐道場」，當來「坐道場」，坐道場就會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的，他不能夠令他「坐道場」，不能夠令他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阿

耨多羅」，「阿」就是無，「耨多羅」，上，「三」就是正，「藐」就是等；

「等」、等即是圓滿那樣解，那個「等」字，「三」就是正，「菩提」就是覺，「無

上正」的等正的覺。簡稱，在那些論裏面，就不要那麼多「正」字了，無上正覺，無

上 正 覺 ， 你 譯 做 英 文 ， 「 無 上 」 就 utmost ， utmost ， 譯 作 無 上 ，

「正」， right， right， right，「等」、 perfect， perfect，「覺」、菩

提，enlightenment，「無上正等正覺」，無上等正覺，普通就不要那麼多「正」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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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沒有辦法令這種人得大菩提，所以佛不是萬能的，是嗎？別人沒有種性的，你

就沒有辦法，佛也無辦法。好了，你說要度完一切眾生，地藏王那樣才成佛，即是說

他不成佛，明白嗎？眾生很難全部度完的，是嗎？即是他不成佛，為什麼他不成佛？

他入無住涅槃，可以隨時入涅槃，但是他不入涅槃，他留著那個個體，留著生命在這

裡，來到教化那些什麼？

無種性的人，個個都證了涅槃，剩下的無種性的人永遠是輪迴的，他們這班人就

去教化這種人了，那時就不是示現成佛了，示現什麼？孔子、老子、基督那一類了，

是那種人了。有一種，都有一種，即是第四種，聲聞種性加獨覺種性的那些，不能成

佛的。這裡很肯定，斬釘截鐵地肯定，一定有一種人不能成佛的，何解呢？「何以

故」？為什麼呢？「由彼本來唯有下劣種性故、一向慈悲薄弱故、一向怖畏眾苦

故。」一句。這種人何解他不能成佛？「由彼本來唯有下劣(種子)、種性故」、由於

彼，即是他，無始以來「唯有」，即是只有，只有什麼？

只有那些低劣的種子、種性，只可以證無餘涅槃而已，修一下小乘行而已，不能

夠六度萬行來到三大無量劫去度眾生的，第一個原因，他這種人不能夠成佛，所以如

果是那種人，幾好良師益友都無可奈何的，因為種性下劣，你會不會這樣？咦？如果

我種性下劣又怎 辦？你會這樣問你就即是不是下劣了，是嗎？如果你下劣你就不會麽

這樣想了，是嗎？「由彼一向慈悲薄弱，」要有很大的慈悲心才行的，這麼苦的，我

都是快快趣趣入了涅槃算了，就沒有慈悲心了，要有什麼？

是苦，我自己個人入涅槃我不行，我要除非全體眾生入涅槃，否則我不入，慈悲

心廣大不怕苦，這種人，那種眾生才是可以修行大乘成佛的，所以現在很多人，世界

都是苦了，都是快快趣趣走去極樂世界算了，那裏就不用輪迴了！這種人，這種人有

兩種，這種人，一種直情就是怕，在那邊不用回來受苦了，別人受苦別人的事，這種

人極樂世界不接你的！阿彌陀佛不會接這種人的！你不要這樣說人家，因為很多這種

人，你心裏面知道，阿彌陀佛不會接這種人，何解？阿彌陀佛那裡是要發菩提心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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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去的，你這些是不能夠去得到的。

這種人，有些人是怕的，有些是這樣的，我真是怕苦的，先去了極樂世界，在那

邊修行，修行之後我乘願再回來，這些都可以，這些也會成佛的，但不是決定，或者

他去了就不想回來了，最高級的是怎樣？不去的！不去極樂世界，我要回來人間的，

這些就最高，你不要以為，個個都去，你叫人不去？不去才高，他有本領不去才高

嘛！是嗎？你知道這這件事，你知道這個故事，我再複述這一件事，譚嗣同(1865－

1898)大家認識嗎？跟楊仁山(1837－1911)學佛，很熟悉《華嚴經》的，華嚴的教理

很熟。後來他覺得學佛一味這樣獨善其身不行的，行菩薩道要出去救世的，但是當時

要救世，中國這麼弱，前清又這麼腐敗，非改良政治不可，好！出去做政治工作。

這樣，他就辭別老師，問楊仁山，他說：我想辭別你去做政治的工作好不好呢？

有沒有妨礙修行呢？楊仁山當時答他：沒有妨礙，這就是修行了！你去吧！鼓勵他

去。他臨去就再找楊仁山，他說：老師，你學佛這麼久，我出去做政治的工作很危險

的，萬一生死關頭的時候，有什麼安心的法？問楊仁山。楊仁山說：六字真言吧！他

不是「嗡嘛呢叭咪吽」的六字，他說：哪六字？

「南無阿彌陀佛！」有什麼生死關頭你就念佛，請阿彌陀佛來救你嘛！接你過去

嘛！你肯這樣犧牲的人，阿彌陀佛一定接你過去的！六個字就可以了，生死關頭念六

個字。他就辭別楊仁山，就走去做搞政治工作。跟著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

(1873－1929)他們幾個，在光緒皇那裏搞變法，結果變法俾袁世凱搞壞了，慈禧太

后要將他們，將那些變法的人一網打盡，結果康有為就逃走了，梁啟超也逃走了，剩

下了譚嗣同本來也可以走的，梁啟超當時就對譚嗣同說：喂，是走就一齊走，不走就

一齊不走，由他殺吧！

現在都二十幾歲了，八十歲還有 60年，人橫豎都要死的，殺頭就殺頭吧！立下

一個模範給別人看。譚嗣同說：不是，你一定要走，只是個個都死了不行！要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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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來！做模範等我來！我不走，你走。結果就催梁啟超去。梁啟超就走了去東交民

巷，北京東交民巷那個日本領事館那裏請求庇護。

譚嗣同不走，等他們來捉，拉去坐監牢一定死的，要殺頭的，到臨拉他，在監牢

的時候他整天念佛，大聲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什麼都不理，一味念阿彌

陀佛，到了要殺頭了，拉他出去，綁他出去要殺頭的時候，行到半路，拉他的時候他

一路念佛，一路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去到半路他笑了起來，大笑，他

說：「我有心救世，無意生西！」這八個字最響亮的！「有心救世，無意生西」，我

再回來人間，是嗎？後來就拉出去殺頭了。是嗎？那時候他的心很定，臨死的時候問

他有什麼講，他有一首詩，有一首詩我記得的，最後四句：「望門投止思張儉」，他

與康有為、梁啟超一起變法，現在你們兩個逃脫了，「望門投止」，到處走，人家到

處追你，「望門投宿鄰張儉，忍死須臾待樹根，吾自橫刀仰天嘯，去留肝膽兩崑

崙。」好像漢朝黨禍那個，好像東漢的時候黨錮之禍的那個張儉一樣，到處望門投

止，差不多沒有人肯修留，「望門投止」。「望門投止思張儉」，我思念東漢時候的

張儉，你們兩個就好像他們一樣了。

「忍死須臾待杜根」，我在這裡忍住，我希望一會不用死，那個「杜根」、那個

「杜根」帶外面的力量回來解救我們的國家，我在這裡，我在監獄裏，我希望等到你

們回來。但現在等不到了，就要死了，「望門投止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最後

那兩句就最威風了：「我欲(自)橫刀向天嘯，去留肝膽兩崑崙。」我都不怕死的，我

用橫刀，刀橫來我向天嘯，「嘯」者，以前的人的笑不是哈哈笑的，那個「嘯」字是

口字邊的一個肅字，嚴肅的肅，舊時的人吹口，以吹口唱歌的，「我欲橫刀向天嘯，

去留肝膽兩崑崙。」你康有為、梁啟超就去了，我在留在這裏等死，雖然是一去一

留，相隔很遠，但是感情就好像肝與膽一樣連在一起的。「去留肝膽兩崑崙。」好

了，「兩崑崙」二字到現在都無人解釋到的，梁啟超解，別人也不滿意，梁啟超解是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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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譚嗣同一世最佩服兩個人，當他是最高的，稱他為「崑崙」，一個就是康

有為，他是認為他是再生的聖人；第二個是什麼？在北京做保鏢的，開間標局的，他

叫做什麼？叫大刀王五，大刀王五，人人稱他做王崑崙，這樣，他最佩服他們兩個，

一文一武。「去留肝膽」，你就去，我就留，我與你都是肝膽一樣，「兩崑崙」，我

一世人最佩服的就是這兩崑崙了。這是梁啟超的解釋，但是好像不是很貼切。

又有一個人這樣解釋，「崑崙」者，奴隸那樣解，舊時那些人，舊時那些人去非

洲捉那些黑人拿來中國賣，那些叫做「崑崙奴」，那些奴隸，崑崙奴，有些人說不是

非洲的，在西域那裏，崑崙山附近那裡，捉了那些人過來中國，賣給人做奴隸，叫做

「崑崙奴」，「去留肝膽」，你康有為就去，我譚嗣同就留，我與你的心就如肝與膽

一樣的，「兩崑崙」，你與我都是光緒皇的奴隸來的，也有人這樣解。這樣到底誰

是？因為譚嗣同就死了，是嗎？那就不知道了。這些是最高的，不許，可以不去最

高。

所以禪宗的人不去的！是嗎？禪宗那些人不去。西藏的那些喇嘛就轉生，不去。

想一想都是怕苦了！不能捱，去也是好的，去都好。他一向慈悲薄弱的，「一向怖畏

眾苦故。」生老病死他怕，入涅槃算數了，不受苦了，一向都是如此，「一向」者，

生生世世一向是如此，他說這種人低劣，意志低劣，所以你現在學佛，有很多人就說

什麼？

唉，對世事心淡了。這種人就是連這個也不如了，連那些什麼？下劣種性都不如

了，如果你是真的學大乘的佛教徒，勇猛精進，不怕苦的，生死輪回就生死輪迴！是

嗎？怕什麼？自古以來的聖賢豪傑個個都要生死輪迴的！你都要生死輪迴一份。如果

你生死輪都怕，你還想成佛？成佛那麼容易嗎？三大無量劫裡面修行。你說：我去極

樂世界，極樂世界還是要、還是要修的，在極樂世界沒有機會你修的！

到差不多時要再走過來苦的世界裡面才能夠修的，你想布施？極樂世界誰要你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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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我錢財布施不用，我要怎樣？法布施，說法，人家阿彌陀佛在這裡，觀音大士在

這裏，要法就去聽，何須你，何須你那麼麻煩去教他？是嗎？沒有得布施的，是嗎？

持戒，都無人犯戒。忍辱？都無人凌辱你的，你忍什麼？是嗎？所以去極樂世界是什

麼？生極樂世界，對於極樂世界有三種人，一種，智行高的，利根性、智行高的這種

人不去！要不就不去，要不就怎樣？

等他在這裏修行，修到見道然後就去一去，去一下見到阿彌陀佛就要再回來了，

因為他不求急於這一世去的，這是高級的；第二種，這個世界都是苦，苦也不要緊，

我都可以捱下去，這個世界裏有很多機會難得，是嗎？過去的宿業，或者令你生死輪

迴裏面，動不動因無知就會造作種種業都說不定，阻礙，都是先過去，到差不多時間

再回來，這些人都未為不可，他都是發菩提心，這種人未為不可，中等；唉！苦囉！

快快趣趣走上去蓮花化身，不用母親生的，你說多好！這種人是貪心，而且無大悲

心，這種人很難生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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