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唉！苦囉！快快趣趣走去蓮花化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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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17重複)

但是我這句話就拿出來了義講給你聽，但你就不要拿去說別人，見到別人，見到

別人一味念佛的，你這樣不行的！你不要這樣搞法，是嗎？這樣沒有好處，是嗎？因

為他沒有種性，你這樣說他，他會反感的。反感。這樣〔你說〕羅生，你又說？我

說，我這個是恃著老臉說你就說你，會搵個人來說。譬如那位鄭小姐那天她問我，我

就不客氣就說她了，我以為她不來了，她卻又返回來了，好！你又回來，以後你問

我，整天都問，我都會很有心機去答覆你。是呀！我這人兩個面孔，是呀！隨時來我

這裡。

聽眾：很多人難以做到。

羅公：什麼？

聽眾：很多人難以做到。

羅公：這樣，這個就是了義。如果真正想看，想念佛生西的了義〔書〕，你就要看那

本《西方要決》，有沒有？買？有得買，香港有得賣，只是多倫多就什麼都沒

有！同劉萬然借來影啦！劉萬然你將它來譯了白話，譯了半部，譯了幾年，不

夠精進。

聽眾：不用搵食嗎？(工作)都要搵食(工作)嘛！

羅公：是，要搵食(工作)，這樣，好透澈，說是窺基大師〔造〕就不是的，是那些淨

土宗的人，兼懂唯識學理的人冒窺基大師的名來造的，不是的，不過都做得

好。

我都看過，我這一生人都是這樣，對佛法，第一，我不諉，我不菲薄小乘，而且

還尊重小乘。我的學問就是這樣，但是以大乘為歸趣，小乘雖好，但以大乘為歸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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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第二點。第三點，大乘之中就崇尚般若、空宗與瑜伽唯識，般若、空宗與瑜伽唯

識，崇尚這兩宗的教理，就排斥華嚴、天台，就兼取、修行的時候，當修行的時候就

兼取淨土與密宗。做生意都要買保險才行的，是嗎？這就是我的佛學的規模。這種人

的種性下劣，一定不能成佛。「由彼一向慈悲薄弱，是故一向棄背利益諸眾生事；」

一句。你會說：慈悲薄弱而已！何解會搞到不能成佛？他解釋：由於他一向都、生生

世世一向以來都是慈悲薄弱，所以他，你知道嗎？他一向都棄背那些事不做，棄背什

麼事？「利益諸眾生事，」對眾生有利益的事他都懶得做了。現在的人是這樣的，眾

事莫理：你修行人，人家的事你都理？

利益眾生，我記得有一個，一個和尚，他儲起了一千幾百元的白銀，到了他識得

一個朋友很好的，那個朋友結婚娶老婆，女家要擺酒席之類，他又不夠錢，走去嘆

氣：如何是好？對和尚說。那個和尚說：差多少？我借錢給你。他說：不夠，我要

二、三千銀才夠的。我又沒有那麼多，我只有千多銀，我全部先借給你吧！還差那些

又不夠，怎麼辦？就是如果夠我就不用嘆氣啦！他說：不要緊！我有很多師兄弟，都

有些錢剩的，人家俗家人給了很多果金他們，我替你借錢！別人娶老婆，他出家人替

別人借錢娶老婆。誰知他走去問別人借錢卻被人罵，他走去問師兄弟借錢：喂！你先

借一千幾百給我行不行？

師兄弟說：你做什麼？你也有錢，你借來做什麼？不是！別人娶老婆不夠錢，我

全部給了他都不夠，我要替他借。那你就負債了！你替人借錢，別人結婚關你什麼

事？你是出家人你知不知？別人結婚不夠錢關你什麼事？你做和尚這麼多事？問一個

被別人罵，問另一個又再被人這樣罵。這些人就是不懂佛法，應該替他怎樣？你是出

家人，你有錢的時候，借錢給他，甚至施捨給他：不用還了！是嗎？你拿去！這樣才

對。還有，出家人，別人結婚有什麼，你什麼出家人？大乘的人應該要去幫手嘛！幫

手嘛！無畏施嘛！幫手嘛！

還有，從前，我記得很多年前，三十幾年前，有一個電影明星叫做丁皓，他就結

婚，他結婚就要用佛教儀式來結婚，佛教沒有儀式的，要怎麼辦呢？就找了香港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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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會的副會長陳靜濤，就陳靜濤替他想辦法。陳靜濤說：得！我替你搞定！陳靜濤

就花了一晚功夫替他作了一個儀式，即是天主教、基督教結婚都有一個儀式的，佛教

沒有的，陳靜濤創作的，香港的那個佛教的結婚儀式，那要找一個和尚替他證婚，天

主教有個神父，佛教的和尚哪裡肯替人證婚？找了幾個大和尚，最初就是去大嶼山，

大嶼山在找那個筏可和尚：你就通情達理的，你替他證婚行不行？我出家人，我不做

這些事的！這些這樣的俗事，找那些居士，何須找出家人？找一個叫做什麼？僧秀

的，修行相當好的，嘿！你真是拿來混的！我出家人會做這些事情嗎？別搞！就又去

找一個海仁法師(1886-1978)，海仁法師，現在人家說他是「楞嚴王」那個，叫海仁

法師替他證婚，被海仁法師說：你講經就找我，找和尚證婚？天主教、基督教是外道

的那些就替人證婚而已！佛教法師怎會替他證婚？不肯！結果陳靜濤，當時那個覺光

和尚要靠陳靜濤，陳靜濤就指覺光了：你替他證婚吧！覺光就不敢、不敢抗拒。覺光

法師是在香港第一個替人證婚的和尚。以後就有幾個了，以後，以後由第二個，第二

個就是密宗的居士林，那個，居士林的那個女阿闍黎，女人阿闍黎，女法師替佛教男

女證婚，那次我有去參加。以後陸陸續續，現在年年有，年年有。那些人就不敢辭，

出家人？出家人你不如不食飯？是嗎？你不如過海不要給錢？不用給錢？是嗎？為什

麼不可以做得？替人證一下婚，幫人家忙而已！是嗎？他這些人就是這樣。因為那些

人。講回這裏，「一向慈悲薄弱，」所以一向背棄那些利益眾生的事情，這樣所以不

行。

大乘你想成佛要整日做利益眾生的事，「由彼一向怖畏眾苦，是故一向棄背 (那

些什麼)發起諸行所作。」因為他怕苦，所以他一向都是怎樣？棄背，不肯做，不想

做那些什麼？「發起諸行所作。」「諸行」者，即是有為法，發起那些有為法的造

作。即是這樣，那些結個婚，那些有為法的事，別人說兩公婆打架打破頭那樣，我們

出家人都不要理嗎？是嗎？任人家打？這些是什麼？不肯「發起諸行」，那些是有為

法嘛！別人打架打到頭破你都不去理，他「一向怖畏眾苦」就會這樣。「我終不說一

向棄背利益眾生事者、一向棄背發起諸行所作者，當坐道場，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一句。他說我，我就指釋迦牟尼，我釋迦牟尼，你沒有那些紙(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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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釋迦牟尼始終是不肯這樣講，怎樣講？不肯說，那些一向「背棄利益眾生事」

的那種人，與那些「一向棄背發起諸行所作，」不肯做有為法的事的那種人，「當坐

道場」，「當」就是未來，未來會「坐道場」成佛的，我不會說這種人能夠成佛，我

不會說這種人能夠成佛，不會說這種人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種人。「是

故說彼名為一向趣寂聲聞。」所以我釋迦牟尼就說他，這種叫做「一向趣寂(的)聲

聞」，這種人永不成佛。剛好就是相反了。是嗎？好了，經就有這裡。這個 break

完，就開首講那個一乘的那個內容。

那個現在那些人就爭論了很多，你現在走去，要還有些人要成佛如何如何，開口

又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別人說老鼠貓都會成佛，如何不能成佛？講就這樣講，你問

他：你有什麼根據？你拿本經出來，看！佛這樣講的，但是另外又要知道，另外有一

種人就「趣寂聲聞」與無種性的人是永不成佛的！你說一切眾生都成佛嗎？

〔我這些〕都是佛講的！說有些眾生永不成佛。他又不知，不知道。他只是說佛

講的！他不知道別人的也是佛講的，這些叫做什麼？這種人不得精進，不肯學習，不

肯學習，這種人這樣的都不肯學一下，即是不夠精進，不夠精進修什麼？精進波羅蜜

多，是嗎？這種叫做什麼？「下劣」，是嗎？所以學佛我們不要「下劣」，不夠精

進。好了，一節。

剛才你看經，看過，以前看書又看過，一般講佛法的，都說佛法有五乘，是嗎？

記住，那個「乘」字即是車那樣解，vehicle，車，那輛車大的，量是大的，除了自

自己坐，還可以載別人的，即是自己、除了自利之外還可以利他的，就叫做「大

車」，是嗎？那些小車就是自己運了自己就了事了，這樣，佛教裏面修行的人有五種

車，即是五乘。路就只有一條，記住車就有五種，記住！這樣你就明白了。

所謂「一乘」者，是就那條路來講就叫做一乘，是嗎？就車來講，就五乘，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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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人一定爭一乘而無五乘的，就要讀多一些書才行，我開口就叫他們讀書，開口就

說別人不讀書，閉口說別人不讀書，講著講著就說：你看過什麼書？未看就不要講，

你看完才對我講，之類。你們不要這樣做。「五乘」者，「佛乘」，即是菩薩種性的

人，「菩薩乘」；有種人蠢蠢地的，「聲聞」、那個「聞」讀「問」，民、敏、問，

不要讀聞(民)，讀聞(民)都可以了，在現在這個時代，那個聞(民)字作名詞用就讀聞

(問)，民、敏、問，去聲，如果作動詞用就聞(民)。

那種人要遇著佛出世，或者沒有佛出世都會遇著那些會修道的人，把那些四諦、

十二因緣，四諦的道理講、教給他聽，他就依著它來修學，證阿羅漢果的，「聲聞

乘」；「獨覺乘」，沒有佛出世，但是那些人很聰明，能夠自己看到世事無常，以自

己的智慧悟道，不用憑藉佛的，單獨覺悟；剩下那些無種性的就兩種，「天乘」，修

行十善，死了就能夠生天，就是「天乘」，在佛家來講就天主教、基督教，一般來

講，即是除了那些高深的神學的部分之外，都是「天乘」；「人乘」，講講世間的倫

理的，孔子講的，除了他深奧的道理之外，一般來講，都是人間的人的道理，「人

乘」，佛法有五乘。這兩乘就是世間的，「天乘」與「人乘」是世間的。佛乘，這三

乘：佛乘、聲聞乘、獨覺乘是出世的，是嗎？

這樣一般來講，就所謂三，不講五乘了，在佛教裏面就只是講三乘了。但是佛到

晚年的時候講《法華經》的時候，他又說，一乘而已！通通就是佛乘！無二、無三！

沒有聲聞乘的！無獨覺乘的！只有佛乘，個個眾生都成佛！這位老祖師自己前後，初

初又說有三乘，後來就說只是得一乘。這樣，佛經譯過來中國之後，中國人就爭論

了，有些人就認為，拿住本《法華經》，只有一乘而已！無三乘，三乘是假的，一乘

才是真的！才是了義。

但另外有些依據《解深密經》，即是拿著今天我們講的這一部，三乘都是真的，

一乘是假的，是方便的而已。現在你們只是聽到，一乘是「實」，三乘是「權」，只

是聽到這些，未曾、未曾聽過在這個、這個多倫多裏面，未曾有人聽過三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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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一乘是權宜，是假的。沒有人這樣講。你說：以前不是有人講過唯識？講是

有人講過唯識，但是他無膽量講一乘是「實」，一乘是權宜。對抗這個天台宗、華嚴

宗，我就最火氣的，對抗性很強的，你叫覺岸，你看他夠膽量講沒有？一定不夠膽量

講的，是嗎？因為何解？那些人是不夠膽這樣罵人的。現在就罷了，到底是三乘還是

一乘？所以我發這個講義，你看看，一乘義，有沒有？你有沒有？

聽眾：有。

羅公：一乘呀，一乘義？佛本來講三乘，後來又講一乘，到底那個意義何在？現在我

就講解這個給你們聽。你們這裡的每一個字，都是在圓測法師所造的那本《解

深密經疏》裏面摘錄出來的，不是一氣呵成地摘，因為它很長的，中間摘

〔錄〕出來，沒有一個字是我自己的，個個字都是在裡面摘〔錄〕出來的。好

了，你們看看，連開頭引的那幾句都是他的。「一乘聖教甚多」，有無影到個

「一」字出來？

聽眾：無。

羅公：什麼？你加回去。

聽眾：沒有那個「一」字。

聽眾：真諦，真諦那裡。

羅公：唔？一乘，「一」字，「一乘聖教甚多」，即是談及一乘的那些聖教，「聖

教」即是指經，佛經，佛的經很多，「譯者非一」，很多人，很多，有一本經

是這個人譯，有一本經是那個人譯，而且「一乘」的這個意義、旨趣很深遠。

「是故新舊競興諍論。」新派與舊派的人爭論得很厲害。這個「舊」者指玄奘法

師留學返來之前的那些，新就是指玄奘法師講唯識這一派，新、舊兩派爭論得很厲

害。好了，現在我就將他的那些資料拿出來交給你，你自己做法官，一乘與三乘兩個

打官司，請你們做法官，你自己判，是嗎？你就不要聽我講，你不要聽我的主張說哪

一種好，你自己來到審判。是嗎？你們看：現在先那些主張一乘的，一乘才是對的，

這個三乘是不對的，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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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真諦等一類諸師。」真諦是梁武帝那個時候在印度來中國的，一個叫做三

藏法師，真諦三藏法師等一類的法師，他「依(據)法華等諸經及論。」漏了個「華」

字，「華」字，「法華」，中華民國的「華」，「法華」，「華」讀「花」的，依據

《法華》等經，因為不只是一本經的，那些經與那些論，有些《法華論》、《大智度

論》等等，「皆作此說」。都是這樣說，怎樣說？你看看，留意這一句：「一切眾生

皆有佛性。」講這句話。這一句我這兩行特別抬高它來寫的，你最好就劃住它這個主

張。下面就是講「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的資料了，下面這些是資料來的：「故涅槃經

第七卷云」:你們去《大藏經》裏面找那本《大涅槃經》揭去第七卷就有這一段，

「二十五有我」，「二十五有(有)我不耶？」

聽眾：有兩個「有」。

羅公：啊！「二十五有」有我，有執著，起法執，執著有二十、有二十五種不同的

「執」法(種類)，執著那個「我」或者「法」是實有的，明不明白？

外道執著的我執、法執，執它為「有」的，有二十五種，叫做「外道二十五

有」。聽不聽得明白？那「二十五有」之中，有那個「我」沒有呢？有一個人這樣

問，問釋迦佛。「佛言」，釋迦佛答，「善男子，我者即是如來藏義。」一句。所謂

「我」就是如來藏來的，「如來藏」是什麼？那個，居士講經你不用給禮的，坐下，

聽完你要走，走就行了。因為怎樣？你給禮就太莊重、太嚴重了，居士不用的。你看

美國的大學聽那些教授講經，那些黑人架起兩隻腳。「如來藏」三個字有兩個不同的

解法，第一，一般人的解法，即除了唯識宗之外，一般人的解法，如來藏就是指我這

個什麼？

佛性，即是佛性裏面藏有如來的德性，藏有如來的功能，即是佛性來的。叫做如

來藏，「藏」者，即是胚胎那樣解的，如來的胚胎，即是藏有如來所有的、如來有萬

德具備的，如來，如來的萬德(他都)我們的本性裏面都具備的，我們這個本性叫做如

來藏。這個就是與禪宗的那個，六祖的那個自性差不多，一種是這樣解法。另外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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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宗的解法，唯識宗就解得很簡單的，真如來的，如來藏就是真如。即是那個勝義

諦，真如。在前，什麼「在前」？我們未曾證佛果，還是被煩惱纏縛著，我們雖然被

煩惱纏縛著，但是我們本體的真如與佛是一樣的。

不過我們在纏，佛就不在纏，這個真如在纏的時候就叫做如來藏，不纏的時候是

指什麼？不纏的時候就是法身，成了佛之後就叫做「法身」，未成佛之前，還在這種

被煩惱纏縛，被有漏纏縛世界的情況之下，就叫做如來藏，「藏」者胚胎，藏有，也

是一樣的解。這就是真如，這個是唯識的解法。你這裏就兩種解都可以。「我者」，

佛本來說無我的，他說：所謂「我」即是如來藏，你如果如來藏就是「我」，那就是

有我的，你說：不是！是生死輪迴的那個「我」，沒有，佛教說沒有這個「我」。

所以佛家說無我，要分開來講，《涅槃經》說，我就是如來藏；如來藏就是我

了。何解又說「無我」？是沒有那個獨立的、主宰的我，有這個勝義諦的、真如本體

的我。如來藏就是佛性來的，「一切眾生悉有佛性。」「悉」即是盡字那樣解，盡有

佛性，都有佛性，「即是我義。」我說一切眾生都有佛性，這個佛性就是「我」了。

所以你不要聽見別人說，一開口講那個「我」就罵別人，不要這樣。

佛老祖都在《涅槃經》裡面說，你們所講的「我」就沒有，我這個「我」就是講

如來藏，就是有的！這就是你的佛性。這是很好的資料，這樣即是，記住，你要圈住

它在旁邊，「一切眾生悉有佛性」這幾個字要圈住它。是嗎？你用紅筆在旁邊劃住

它。佛講的，「一切眾生皆(悉)有佛性」。好了，「又第二十五卷，」又《涅槃經》

第二十五卷又說：「眾生佛性不一不異，諸佛平等猶如 空。一切眾生同共有之。」虗

這一句直情就露骨，這就是真如！是嗎？

眾生的佛性，所有的，一個二個眾生個個都有佛性，個個眾生有佛性，你說一切

眾生皆有佛性，接著就會有人這樣問的，學哲學的人，這麼多眾生，無量眾生，是不

是有無量那樣多的佛性？抑或是同一個佛性？有無量那麼多佛性，無量眾生有無量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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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多佛性，就只有一了，是嗎？佛性「不一」，你說，總共得一個，就是共同一個佛

性，就「不異」了，佛最精明了，佛很歡喜用兩方面都否定：不一不異，你說它

「一」不對，你說它「異」也不對，何解呢？不止不一不異，諸佛平等，一切諸佛都

是同是那個佛性，同一個了，但眾生來講就不一不異，何解？

六道眾生個個不同，如果你說佛性是一，那何解忽然間有些是做貓？有些是做神

仙？何解？佛性是一嘛！何解會搞出這麼多種東西？你說異，很多的，多的，將來證

了一個法身，那就個個都有法身了？是嗎？但是那些經說法身是同一的？諸佛同一個

法身的？那又如何能通？眾生來講佛性就不一不異，佛的，平等、一樣，「平等」兩

個字何解？兩個解法的，第一個解法，西方人將它來譯，譯做 the same，一樣。就

是那個。

另外有些解籠統一些，平等，平等到大家都半斤八兩。不能這樣答的，這樣很不

邏輯的，大家都半斤八兩，現在不是問你半斤八兩，是問你是不是即是那個？是嗎？

你買東西，我買半斤米，你買八兩米，我的米是不是即是你的米？你答，你是八 ，両

他是半斤，你就牛頭不對馬嘴，是嗎？你應該答，那八兩即是你那八兩，他們兩個人

都是共同買了八兩，是嗎？

即是說：每人八兩，這樣才行嘛！如果你說，所以我說到別的，講文學、道德，

講這些，中國人就認真講得好的，是嗎？但是講到哲學，尤其是與邏輯有關的，中國

人真是差了，他認真差，認真差，籠統。平等，怎樣平等法？西方人，除非他譯錯，

那個誰？

聽眾：Edward Conze。

羅公：阿Conze(Edward Conze)，譯作什麼？same,諸佛就是平等的。

其實那個意思即是那個釋迦佛所證的真如；即是阿彌陀佛所證的真如。如果是這

9



樣，釋迦佛的法身不就是阿彌陀佛的法身？是嗎？「猶如虗(虛)空」，一切眾生共同

有之，猶如這個大 空，個個眾生共同有這個虛空不是說我老羅一個虛空，一個太虗

空，你老鍾是另外一個太空，陳芷君又另外一個太空，不是，共同一個太空，大家同

一個太空。這裏講得最明白了，這是《涅槃經》講的，是嗎？

很新鮮，你們現在覺得這些〔很新鮮〕。咦？原來那些佛經裏面都有些東西很玲

瓏，很新鮮，不是說齷齷陀陀(不清不楚)那樣的，以為學佛學得齷齷陀陀(不清不

楚)，這些人真是荒謬絕倫，以上兩個真、兩個佛性，第一個是如來藏即是佛性，如

來藏就是「我」，這個如來藏就是佛性。第二個，眾生的佛性不一不異是佛性。這兩

個佛性指什麼？都是指真如，所以我用括弧括住它了。按以上約說真如理說。照那個

真如，「約」就是依據，真如理，真如就是真如了，何解要加個「理」字？記得嗎？

聽眾：記得。

羅公：真如無形無相，是嗎？不可見，不可摸，好像世界所講的道理的「理」字一

樣，這樣就借個「理」字來當真如了。

然則，「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涅槃經》這兩處講所謂「佛性」就是什麼？個

個眾生都有真如，是嗎？照這裡這樣講，就與一乘就沒有什麼關係的。好了，又跟

著。「又第二十七云」，《涅槃經》第二十七卷說：「師子吼者。」讀吼又得，讀扣

又得，那隻獅子，哇！這樣叫做吼，「師子吼者，名決定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

一句。《涅槃經》第二十七卷那裡有一品，叫做〈獅子吼品〉，這個〈獅子吼品〉裏

面最緊要這句話，就是什麼？決定、決定這樣來說，決定到好像獅子哇一聲大吼，百

獸皆驚的，說什麼？「一切眾生盡都有佛性」，「悉有佛性」，「悉」者，盡也。還

不是獅子吼？以前的人都沒有，在《涅槃經》然後才這樣講的，以前小乘經裡面聽都

未聽過，聞都未聞過，忽然間這樣講就嚇驚人，獅子吼。這樣，這一句不只是指真如

了，指什麼？可以能成佛的了，一切眾生都有真如哪裡出奇？貓狗都有真如，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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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你說貓狗都成佛就不同了，這個就不是指真如了，又同這一卷，他說：「譬

如有人，家有乳酪，」乳酪，乳酪是什麼？酪是用牛奶來發酵，就變成了漿那樣，那

些叫做濕酪，再將那些濕酪凝固整成固體樣子，我看就叫做芝士，就叫做乾酪，是

嗎？芝士就是乾酪，乳酪。佛的時代食酪的，飲酪、食酪的，那些食齋就不憂，食齋

你如果肯食芝士不怕騷味，不知幾好營養。我有一個朋友姓吳的，叫做吳勝哉他大把

錢，上海的大亨，他食齋食了幾十年，我問他，你食什麼？

他說，沒有，芝士送麵包。那樣還吃什麼？吃菜、吃菜、食芝士送麵包。我說：

就是這麼多嗎？他說：還有冬菇、草菇、雲耳，什麼耳，應有盡有，有幾貴的我都

買，我有錢。原來他食一餐齋，吃一餐 ，等於你吃葷吃了幾餐那麼多錢。那些甚麼餸

榆耳、雲耳都不知多貴的，還有除此之外還要吃什麼？

他說：我要吃雞公蛋，不是！吃母雞蛋，母雞蛋，我都是在他那裏聽到來的，什

麼叫雞公蛋、雞母蛋？當然是母雞生的嘛！他說：不是！有些是無雞公的，無種的，

那些孵不出雞仔的，那些是葷的，只是母雞生的，沒有公雞的，那些孵不出雞仔的，

那些叫做齋蛋，日本人很多吃齋的人就吃這些蛋，吃那些齋蛋，不過我在大陸的蛋就

買不到齋蛋，買這裡的靚蛋就有齋蛋。

聽眾：力康蛋就是齋蛋來的。

羅公：什麼？

聽眾：力康蛋，力康蛋。

羅公：很多是齋的。不是齋的都不錯的。

「譬如有人，家有乳酪」，這樣，酪進一步就就怎樣？就乾酪，酪之後，高級一

些的酪就叫做「蘇」，「蘇」，蘇就與酉字邊的「酥」是一樣的，現在什麼合桃酥，

什麼酥那些，那些酪乾到能夠起璞的，一吃下去，融化的很香的，那些叫做酥，將酥

再抽那些精華，就叫做什麼？叫做醍醐，由乳就變做「酪」，酪就變做「蘇」，酥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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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做「醍醐」，譬如你家裡就只有酪，有人問你，「汝有蘇耶」？即你有沒有酥？那

些高級芝士，特級芝士，他就答你，他可以答，「我有」，實在他沒有，他有酪，哪

有酥？有酪就可以整酥。

他說：「酪實非蘇」，本來酪不是酥，「以巧方便定當得故，故言有蘇。」因為

你用「巧方便」，無謂推絕別人，而且一定可以整到酥的，你有乳、有酪就一定可以

整到酥了！所以你可以說有酥，不是真的有現成的酥。「眾生亦爾，悉皆有心。」那

些眾生，那些補特伽羅，那些補特伽羅都是，「亦爾」，「爾」就是一樣，「亦爾」

也是一樣，釋迦有心，個個眾生都有心，這個心直情就是mind。「凡有心者，定當

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凡是有這個心的，這個心是有功能的，心裏面那些成佛的功能，一路出現，一定

結果他就可以證得無上正等正覺，「以是義故，我定說一切眾生悉有佛性。」我定說

一切眾生都有佛性，就是因為這個道理，這個道理，即是一，個個眾生都有個心，那

個心裡面有成佛的功能，所以我就「定說」，「定說」即是我決定、決定地這樣說，

我說什麼？「一切眾生悉有佛性。」這兩個佛性，這兩段就不只是指真如了，是指什

麼？可以成，修行成佛，是嗎？所以我加上去，按以上是約修行說，是嗎？修行成佛

說。這即是說，只是根據《涅槃經》所謂佛性都有兩個不同的解法。是嗎？一個就是

什麼？是指真如，這個沒有得什麼爭論的，沒有人會反對的，唯識宗的人也不反對

的，只是勝義諦而已，但是唯識宗就反對，修行，有些眾生不會修行成佛的，除了唯

識宗外，其餘就是根據這個字面，認為個個都可以修行成佛。

即是這樣，同是《涅槃經》就有兩個不同的解法，為什麼會這樣？佛經時時會這

樣的，《六祖壇經》也是：「何其自性能生萬法？」這個是指什麼？「阿賴耶識」；

「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又是「阿賴耶識」；你說是「阿賴耶識」又得，你說是真如

又得，「何其自性本不生滅？」這個根本就是真如。是嗎？這個《涅槃經》也是一

樣，根據第一、第二段的講法是真如，第三段的講法，第三、第四段，這兩段的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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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什麼？修行去成佛。「又三十三云：一切眾生同有佛性，皆同一乘，同一解脫，

一因，一果，同一(甘)露，一切當得常樂我淨，是名一味。」又是這樣講，這個又變

成一乘了。

三十三卷說：「一切眾生，(個個都，大家都)同有佛性，」大家都有佛性，不止

大家都有佛性，「皆同一乘」，都是一乘，都是一乘而已，不止那條路同，那輛車都

一樣。「同一解脫」所得，解脫就是涅槃，所得的涅槃的果是同一樣的，不是說佛的

就大些，聲聞的就小一些的。「一因」，同一樣修行的因，「一果」，同一個佛果，

成佛，同一甘露，成了佛之後救度眾生，給甘露給眾生，同一樣的甘露。

「一切當得常樂我淨」，一切眾生將來成了佛果之後，證得法身，那個法身具備

四德：常德、樂德、我德、淨德，眾生就無常，是嗎？苦、無我、不淨，涅槃就不

是，法身、佛的法身有常、樂、我、淨四德，「是名一味」，這樣就叫「一味」，所

謂「一味」者指一乘。所謂一乘是這樣解。這樣，以上就兼說真如與修行了，是嗎？

所以一乘就兼說真如與修行的，是嗎？聽不聽得明白？

是否講得很清楚？你看看這些？所以我最怕別人籠統，這樣以上就出自《涅槃

經》了。看看另外一部經又如何？沒有了？是嗎？好了，這樣就歇一歇，我答你一些

問題，然後一會才讓他講《心經》。陳芷君，我就說，他們有人問主觀、客觀，最近

有一個出家人，比丘尼，在馬來西亞，在吉隆坡，馬來西亞。

聽眾：在星加坡。

羅公：什麼？

聽眾：在星加坡。

羅公：在星加坡是嗎？

寄了 100元美金過來給我，叫我解答她一個問題，就是主觀、客觀的問題，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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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解答她這個問題。「積主觀而成客觀」，這個問題，她就不是這樣問的，這個佛所

講的東西，有什麼辦法，例如什麼？法身、報身、阿賴耶識、如來藏這些，有沒有辦

法具體地作客觀的說明呢？因為我是時時講經給人聽，每每被人問及這個問題。這

樣，我還未曾答覆她，我起碼要整個月才輪到寫答覆她的。她要急都沒有辦法的。好

了，要客觀地答問題，我那天對你講，所謂客觀者，現在所謂客觀是怎樣？

他見到有一個，所謂客觀在哲學上，即是說有普遍性的，是嗎？什麼叫做有普遍

性？譬如這個茶杯放在這裏，不止我老羅見到這個茶杯，凡進來這間房間的人都可以

見到這隻茶杯，普遍的見到它在這裏的，是嗎？所謂客觀就是這樣。換言之，再深入

一些解釋，這個茶杯我認識它，這個茶杯在這裏，那個人不認識這個茶杯，這個茶杯

一樣也是在這裏，客體的存在，是嗎？這個叫做客體的存在，所謂客觀就是這樣，是

嗎？

好了，佛家就說沒有那麼簡單的，客體存在，沒有的！沒有客體存在的世界！沒

有！為什麼說大家都見到那個太平洋，大家都見到那個太陽，你見，你睜開眼就見到

太陽，你閉上眼睛，被子蓋上頭，一樣太陽還是在這裡，這樣，這個就是客觀了！俗

人就這樣講。佛家就說不是！所謂客觀是假立的講法而已，只有主觀的東西，我見到

這個杯，是我的主觀變現這個杯，轉化這個杯。你們看看，不見了一張？

法燈，那個、那個香港那個法住學會，他現在搞得很有規模，買了層新樓，開幕

時連那個星雲法師都被它請到去，其他永惺法師那些，個個都去參加它，還找到那個

查良鏞，那個起草什麼的那個查良鏞去捧場，好了，我現在就是沒有主觀的，不是！

無客觀的，有無數那麼多主觀，積集起很多共同的主觀，我就假立一個名稱說它是

「客」，我老羅的阿賴耶識，我老羅的阿賴耶識，那個阿賴耶識裏面變起杯的種子聚

集一堆變起那個杯的影子，那個阿賴耶識變起這個杯的種子，那個阿賴耶識裡面所含

的種子，那些種子是變杯的種子，杯有顏色的，變杯的顏色的種子，杯是我們有觸覺

到的，是觸覺到的的種子；杯可以有聲音的，聲音的種子；各種種子一齊集合變起一

個這樣的東西，我們改它一個名叫它做「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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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這個杯是我的阿賴耶識變的，阿賴耶識變起之後，我的眼識起，望下去，

看下去我的阿賴耶識所變的杯那裡，把那個阿賴耶識所變的杯反映進我的眼識，即我

的視覺裏面，我的視覺裏面有個 image，有個影像，整個杯就好像一幅照相機影出

來的那樣，同時我的第六意識又起，一看下去起了一個概念，這個叫做「杯」，這個

不是照相機，不是樓而是杯，杯了。然則我所看到的杯是我的主觀的影子來的，他江

漢林也見到那隻杯，同一樣道理，他的第八識裏面有見到杯的那些種子，又變那隻

杯，又反映進他的眼識裏面，他也覺得有個杯，但是他的杯一定與我的杯不是絕對相

同，最低限度他看不到這裡的字，我看到，不同。

如果他是色盲的，就見到灰白色，他是散光的就見到兩重，但是他有一個共通

性，一個共通性即是說各人所變的杯，你又見到變了一隻杯，他又變起見到那隻杯，

個個都變起杯，於是我們就起個法執，執著有一個共通性的、普遍性的、客體的杯在

這裏，因為有那個客體的杯，所以我們就見到杯，他就不知道，因為我們有主觀變

杯，所以就積積累累有個主觀的杯，而成為共通性的客體的杯，解答就是這樣。

好了，你跟住一定會有這個問題，何解這麼巧合，我老羅變杯，江漢林也變杯？

你也變杯？如此巧合？兩個答案回答你：第一個答案，宇宙之大眾生無量，事情無

量，剛剛就是這麼巧合這三件事會合到一起，是嗎？總會會合的，不會合就見不到，

如果你去了倫敦，你就不會在這裡見到，何解你會會合？很多因素合起來決定你的會

合，這是另一個原因決定的，這是第一個答案；第二個答案，何解你、我會變杯，你

又要見杯，見別的就不行呢？

世界上的事事物物都有互相影響的，尤其是時間相同，空間相同的影響最大，這

樣，我變起的這個杯，我這個，我變起的杯作增上緣，影響到他的第八識，令到他的

第八識變杯的種子受到刺激，反映下去而活動，他第八識變杯的種子它變起活動之

後，又再影響我，我又更加連續地變杯，我又變杯他又變杯，我的第八識與他的第八

15



識影響到你的第八識，結果你的第八識又變杯，你、他、我三個又影響到他、影響到

她，又大家都變杯，互相影響而變杯。

於是有一個叫做客觀性的杯，這個叫做什麼？都是識所變的，阿賴耶識裡面的種

子所變的，這個叫做什麼？共變，何解？你又變，我又變，大家都變，雖然共變，各

人有各人自己變，不過有一個共通性，而且大家都見到有杯的，大家都可以拿個杯來

裝東西的，叫做杯，亦不是我的，也不是你的，大家公用的，共中共，但是如果這個

杯是我帶來的，那就不是了，我有所有權，那就共中不共了，如果共中共就很簡單，

共中不共就不是了，多了一種所有權的種子在裡面。第二種是不共變，你有你的一套

理想的，我看不到你的那套理想的，你現在一路聽我講，一路有一套理想一路在腦裡

活動，那些種子一起一伏，一起一伏，我是看不到的。但是有這回事的，這個是不共

變，不共，不共有兩種，一種是不共中而帶共的，何解？

例如你的樣子，整個人就不共，這個人是你的，但是你雖然是你，我一樣可以看

到，人人都看到你的，這就有一些共通性，是不共，是嗎？這些是不共中共。但是譬

如你現在思考，沒有人看到你想什麼的，不共中不共了，所以沒有客觀的東西。換言

之，沒有地球，就不要出去與人爭論沒有地球，地球裏面的所有眾生，各人的阿賴耶

識的種子變起地球，這就是地球了，地球由幾多眾生變？

不知有多少，用天文學的計算，這個世界上只是人類就有多少？除了人類之外還

有的！蛇、蟲、鼠、蟻、曱甴(蟑螂)、烏蠅(蒼蠅)，幾多眾生？光是海上的魚就你就

已經不計其數，這樣多眾生一齊變起這個地球，其中一個眾生、一條鯨魚死了，那條

鯨魚就不變了，是嗎？死了無量裏面的無量分之一有，這個有沒有動？這個假的客觀

的世界沒有動，死夠了一萬條鯨魚都不會動的，死了一萬條鯨魚，那個大西洋、太平

洋裏面都不會動的，裡面這麼多魚，無量那麼多魚，你死了一萬條，無量分之一萬，

等於多少？不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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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成唯識論》有一句話，大家共變這個世界，無數的主觀，無數的燈光，一

萬盞燈，一齊照這個廳，那些燈光互相交遍，任何地方都有這一萬盞燈的光，是嗎？

各處互相交遍，好似是一處光，其實是一萬盞燈，盞盞燈都有一條條光線射出來的，

無數燈明，「如眾燈明」就猶如無數主觀的識，「各遍此一」，這個「此一」者，客

觀世界，

聽眾：教授。

羅公：是。

聽眾：數學上、科學上那些律，其實都是共變？

羅公：是呀！、是呀！而且這些律，所謂「律」不是實物的存在，是一種慣性的、抽

象的共通性而已，是嗎？譬如那些運動的東西整天郁動，在有限的範圍裏面都

是向直線的那條路進行的，這樣就將它一次、二次，無量幾多百次在地球裏面

的運動都是直線進行的，無例外的，於是將它們抽象的共通性抽出來，就說凡

是那些運動的一定依住一條直線的路進行的，就叫做一條 law了，一條定律，

其實並不是像一條鐵一樣的定律：這條就是 law了！不是的，所謂 law者，即

是共通性，natural lawNatural law 即是一種共通性，是共變的事實裏面抽出

來的共通性。

聽眾：羅教授，所謂客觀是集合大多數主觀，所以叫做客觀？

羅公：唯識是這樣講了，沒有客觀，客觀是假立的。

聽眾：羅教授，這個般若智，般若智應該叫做智。

羅公：什麼？

聽眾：般若智。

羅公：般若智是什麼？聽眾：我就想請問譬如要達到般若的智慧的時候，般若根本就

是中國文字裏面說我們的根本形容不到，所以才直接翻譯過來叫做般若，這

樣，這種智慧可以解釋叫做觀照般若，是嗎？

羅公：般若就是直情就是智慧那樣解。

聽眾：是，但是要比普通人的智慧高很多很多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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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般若就是智慧，wisdom，那個 wisdom裏面有高級的 wisdom，有低級的

wisdom，明白嗎？普通一般人的所謂智慧就多數是指那些一般的 common

的 wisdom，就沒有留意有那些高級的 wisdom，所以它佛經裏面所講的

wisdom是著重那些高級的，並不是說不要低級的，著重高級的。所以以前的

人就不如譯做「般若」，用音譯了，就叫做般若了。

聽眾：羅教授，可不可以簡單解釋一下「觀照般若」？

羅公：觀照？原來梵文的意思，即是好像居高臨下地、清清楚楚，那樣就叫做觀照，

其實觀照，佛教學哲學一定要學、要懂得一下知識論，這是知識論，你查一查

英文 epistemology，哲學的一部分是知識論，研究我們的知識能不能夠認識

真理，假使是能，要怎樣才可以認識真理？知識論，佛教也有很好的知識論，

佛教講的知識論，知識有兩種，有三種，一種叫做「現量」；一種叫做「比

量」；一種「非量」，現量、即是實證的知識，賢德法師所謂「客觀性」是指

就是現量，我知道她是指現量。

但是現量不一定是有客觀性的，現量所得到的境界叫做「性境」，那個境界就好

像客觀的，所以她就用「客觀」兩個字，觀照，她不應該用「客觀」兩個字，她應該

解給你們聽，現量體現的，現量、所謂「現量」的知識是什麼？那件東西在這裏，不

是由我們的主觀創造它出來的，不是由我們的意識主觀創造它出來的，是有一件東西

在這裏，或者是本然存在的這個真如，或者是第八識所變起的東西，不是意識所變起

的東西，那個好似比較有客觀性的。即是我見它也在這裡，我不見它亦在這裡，這

樣，用我們的現量，「現量」者，即是一種現前實證的知識，把捉它，換言之，即是

說體驗，直接體驗，直接接觸它的，她這樣就說客觀性了，我知道她，錯也錯不到那

裡，亦可以通融的，不過你知道我那種凌厲法，歪一點點……

聽眾：那講回給她聽也不要緊。

羅公：不錯，賢德不錯，賢德比起來不錯，她算是很好，香港的幾個比丘尼幾個都不

錯的，賢德、覺岸、其次宏勳都不錯，你的老朋友宏勳，她都懂得的，這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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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可以的，比較好些。

聽眾：解釋一下高級的智慧叫做般若智，怎樣高級法？

羅公：怎樣高級智慧？

聽眾：即是你說居高臨下地望下來，其實是應該是很客觀才能夠地居高臨下望下來，

如果不是你自己……

羅公：怎樣叫做客觀？你說是客觀的 definition，我的 definition就是積無數那麼多

主觀就叫做客觀，這是我的 definition；你的 definition是怎樣的？離開我們

的心，離開我們的知識有這種東西在的，即是個個眾生都沒有了，這種東西都

在這裡的。有這樣的東西的，這樣就叫做客觀，佛不承認有這樣的客觀的，佛

怎樣說？一切唯心造。都是由我們的主觀心造出來的，創造的，是嗎？你說，

離開了個個主觀有這種東西存在嗎？佛直接說：「一切唯心造」。矛盾了，是

嗎？

聽眾：即是、羅公，即是叫你解釋一下這個般若智慧。

羅公：是呀！我知道。

聽眾：般若、智慧這兩個名稱。有沒有分別？有沒有差別？

羅公：是，先講了這些，所以她即是說，她用客觀兩個字，不行。

聽眾：客觀，我不明白緣起兩個字。

羅公：你不會明白的。

聽眾：但是「觀照」那兩個字很好。

羅公：「觀照」？好像照那樣而已！「照見五蘊皆空」，就是加了一個「觀」字而

已！「觀照」是什麼？直接的體驗，或者用「洞察」。聽眾：observe那樣

解？observe那樣解即是看別人，即是看著事實發生，自己不是剛剛看到，如

果你人在裏面的時候，你的智慧就會被……

羅公：不是、不是，你要遲些才可以，你現在還未搞得定的。

聽眾：現在未夠資格 observe！

羅公：你未，漸漸地你就可以搞得定，你要識這個，現量，直接體驗，猶如你飲水，

冷到怎樣？熱到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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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出沒有用，講不出的，直接體驗到的，叫做「現量」。用現代的哲學名詞叫做

什麼？實證的知識，實證的知識。「比量」，推理，現量就一定要無概念的，有概念

的就是假現量，假現量就是非量，比量是要有一個條件，一定要合邏輯，邏輯一錯

誤，就變成非量，似是而非的現量與似是而非的比量，都叫做「非量」。「非量」者

就是不是正確的知識，又名叫做「邪知」，現量、比量叫做「正智」，記住，叫做正

智，所謂「般若」，是現量、比量都叫做「般若」，明白了？智慧嘛！智慧就不外是

現量、比量；「非量」是錯誤的智慧，不能夠叫做 wisdom，即是說，普通所謂智

慧，都有錯誤與不錯誤，正確與錯誤之分，錯誤的不要！錯誤就直情連低級也沒有得

「低」，錯誤的。只要正的，廣義的般若指這種。

好了，正的智，沒有誤的智慧，譬如比量，用比量來推，推理。有人就讀了佛

經，讀了《涅槃經》，就推論到、知道佛所講的「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原來是這樣

的，他這是用邏輯來推理了，這種推理就是善的，是嗎？這種推理不是惡的，你明不

明白？你答我。答這本經，推理到佛所講的原意，這樣我們就可以修行，可以成佛，

這種智慧是善還是惡？什麼？

聽眾：善！

羅公：善！無錯，善。譬如有一個人，他在想怎樣去爆那間銀行，怎樣開地道走去炸

銀行的那個金庫、銀庫，他都要很合邏輯，他真的想得到，真的做得到的，這

也是智慧，這種智慧是善還是惡？

聽眾：惡。

羅公：惡。好了，這即是說，同是比量、現量之中都有些善有些惡的，是嗎？好了，

但是惡的都是智慧的，是嗎？

讀佛經的修行固然是智慧，不過它是善的智慧而已！爆銀行都是智慧，不過它是

惡的智慧而已！我們不要惡的智慧，那是低級的，要善的！明不明白？比較又高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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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了，但是你用智慧兩個字，那是連惡的都包括的！只是要善的，那不如不要了！用

譯音好了，明不明白？還有，同是善的智慧，都有、有些智慧，與那些貪嗔癡煩惱相

結合的，有些與煩惱不結合的，不過這個你現在還未明白，那些與煩惱相結合的，那

些智慧叫做「有漏智」，有漏的智慧，那些不與煩惱相結合的是無漏的智慧，即是很

超越的，不是普通有的，要經過很好修養才能有的。

我們所謂高級的，是指無漏的慧，所謂般若就固然就把那些惡排除了，同是善的

智慧，有些是有漏的智慧，有些是有漏的善智慧，有些是無漏的善智慧，有漏的不夠

高級，無漏的才是最高。於是那個「般若」兩個字普通是指什麼？無漏的智慧。「照

見五蘊皆空」，是以無漏的智慧去居高臨下地觀照這個五蘊，用這個無漏的智慧，是

嗎？

無漏的智慧，無漏的智慧都有現量、有比量的，現量的，比量的就是推理，推理

要靠概念的，不要！都不要！要現量，直接觀照的，不用想的，直接的，就是這樣，

好像客觀性的，好像太陽照下來那樣，山河大地都被它一照就照通了，不是它創造

的，她說似乎是客觀性，我知道她是這樣解的。她都明白的！不過她講的話你難以明

白那樣解，我聽就聽得明白的。你聽到就不明白，這樣就怎樣？無漏的智慧了。

最高級的就是無漏的智慧，無漏的智慧還分「劣無漏」與「勝無漏」，他都未成

佛的那些，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八地、九地、十地，那些

十地菩薩裏面都還有很多劣的，到了，當然有是有劣有勝，一到他成佛的時候，那種

最強的般若智，就把那些劣的全部銷毀了，剩下那些最勝的，那是佛的智慧了。最高

的般若了，這個叫做般若，明白了嗎？般若者，你可以這樣，下一個定義，般若者，

就是無漏智慧也！明不明白？

聽眾：清楚了！很清楚！解得很清楚。

羅公：因為我是教書的，我教了看看多少年書？你替計一下教了幾年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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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分析得好清楚。

羅公：三十、二十，我 28 歲。

聽眾：不是，28 歲在省府。

羅公：什麼？

聽眾：不是，28 歲還在省府。

羅公：在什麼？

聽眾：還在省府。

羅公：在省府 29 歲，29 歲，今年是七十幾？七十四，你替我計。

聽眾：三十五年。

聽眾：四十五年。

聽眾：四十五年。

聽眾：四十五年。

羅公：一開首就教大學，教中山大學。教完中山大學之後，直教到日本人投降，投降

之後我就返廣州，返廣州就在私立大學，薪水高了。官立的薪水少，於是就走

去國民大學，然後廣州法學院。

聽眾：吳鼎新那裡？

羅公：什麼？

聽眾：吳鼎新。

羅公：就是！吳鼎新囉！國民大學與廣州法學院，謝凝舟，我在廣州法學院做教務

長，一路到共產黨來了，叫我留在這裏繼續教，我就說別搞了，別搞了。何解

別搞？本來我都還未走的，我老婆叫我舅仔寫封信叫我：你來吧！來到香港，

有粥一起吃粥；有飯一齊吃飯，就打算這樣也好，還被一個台山人嚇一嚇我，

姓黃的，他會看著那個鏡，看出一些字出來，一句一句讀出來，講給我聽，叫

我：初時說幾好，是嗎？「攀丹桂，月到中秋分外明」，共產黨叫我留在法學

院繼續做教務長，「此時候，貴人接引更層樓」，「逢春定吉明通達」，跟住

如何如何，「泰山在前目須醒，正邪途徑要分明。」他然後怎樣？止！不講

了！我想想，咦！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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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你這麼好記性的？

羅公：什麼？

聽眾：你這麼好記性的？我是舊時好記性，現在老了而已！所以我講佛經不用查字典

的，你查字典沒有那麼明白。我講……

聽眾：1989年 2月 4日。

羅公：大家還有什麼問題？

那些說「一切眾生都有佛性」的就是根據就是這些了。就是那幾本經了，主要就

是《涅槃經》了，有些就講那個「一切眾生皆有佛性」，這種「佛性」就指是真如，

這個宇宙的本體，這個 reality，是嗎？有些就是講什麼？講修行可以成佛，即是成

佛的可能性，所以佛性有兩個不同，同是在《涅槃經》裏面都有兩個不同的意義的。

又有些地方，就在《涅槃經》裏，那個「佛性」就兩種都講了。所以以後有人講到

「一切眾生皆有佛性」，籠籠統統地講，你就可以講給他聽，這裡是根據這裡，「一

切眾生皆有佛性」有些是這樣講法的，又是《涅槃經》，是《涅槃經》的，有些就講

修行可以成佛的，又是《涅槃經》的，有些是兩種一齊講的，又是《涅槃經》的。即

是照它的講法，個個眾生都是有一個真如性，這是沒有問題的，這個是各宗都不能否

認的。但是不是，現在問題就在這裡，第二點了，是否個個眾生都可以修行？可以成

佛？《涅槃經》說可以的。

好了，第二本經還有什麼講？你看《法華經》了，你看，第一頁最尾的那一行，

「又法華經云」，《法華經》了，《法華經》怎樣說呢？「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

法。」十方，東、南、西、北就四方，東南邊、西南邊、東北邊、西北邊叫做八方，

是嗎？加上上方、下方，就十方了，十方每一方都有……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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