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道德的事，一到臨頭很難講。它立有五性。這裡很斬釘截鐵的：「無性有情無涅

槃性。」這個「性」指功能，可能性，是嗎？無涅槃的可能性。「定性二乘」即是定

性決定，不是不定性的，是定性的聲聞與獨覺，必不成佛，不成佛的，他入無餘涅槃

的。這樣你看他引的經，其實他引的這些經是沒有上面那些經那麼響亮的，最響亮的

就是《解深密經》。「善戒經」，他引《菩薩善戒經》，「第一卷云，若無菩薩性，

雖復發心勤修精進，終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若無菩薩(的)性」，這個可能

性沒有，「菩薩性」即是什麼？

菩薩性即是什麼？菩薩是成佛的，任你怎樣發心，發了心都不能夠，縱使發心，

縱使精勤修行都不能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這本經就薄弱一些，因為《菩薩

善戒經》。第二「地持論」，《地持論》即是《瑜伽師地論》，「第一卷云：非種姓

人無種性故，雖復發心勤修精進，必不究竟阿耨菩提。」「阿耨菩提」即是無上菩

提，即是上文的那一段的意思。還有《瑜伽師地論》，《瑜伽》第三十五卷亦與《地

持》一樣，「又此經(《善戒經》)云：一向趣寂聲聞種姓補特伽羅。」

那些一向，即是從來不發心的，以後都不會發心的，那種「趣寂」的、要入無餘

涅槃的那種聲聞乘的，聲聞那一類種性的補特伽羅，「補特伽羅」即是眾生，這樣的

人，即是那種灰身滅智的那種人，「雖蒙諸佛施設種種勇猛加行方便化導。」雖然，

「蒙」即受也，雖然受到諸佛的所施設的，所設立的、所講的、種種教他怎樣勇猛地

去修行，「加行」即是修行，用種種方便來化導他，這種人「終不能令當坐道場」，

他不能夠在菩提樹下成佛的。這個「道場」指佛成佛的菩提樹道場，終不能「證得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這樣，這個第二頁，弊了，我就要沒有了。

聽眾：1989年 2月 11日。

羅公：舊時講法所謂「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一切眾生都要成佛已經講完了以前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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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是嗎？

到了新的那些，是唐三藏在印度回來之後了。他就整出這套有些眾生不能成佛

的，整出這套東西出來了，是嗎？所以現在的學佛的人只是聽到個個眾生都可以成

佛，不知道有些人主張有些是不能夠成佛的，是嗎？而且同時那些講有些不能夠成佛

的，那套理論更周詳一些。我有個朋友學佛學了差不多七十年，他聽見講有些眾生不

能成佛，不能成佛的，他說：嘩！我幾十年都未聽過！我說：你當然了！你幾十年都

不是學習的，是嗎？唐三藏的那一套講了一些了，是嗎？唐三藏就依經論，就立五

性，五性之中有一種叫做「無種性」，是嗎？

無種性的人沒有涅槃的性的，這個涅槃性的這個「性」字是指功能，即是無入涅

槃的功能的，沒有入涅槃的種子的，這種是不能成佛的，不止不能成佛，成羅漢也不

能！另外一種就是定性二乘，決定性的，二乘、二乘即是聲聞、獨覺，決定聲聞，不

會證第二種果的；決定是獨覺，不會證佛果的。

這樣那些定性的二乘亦必不成佛的，入了無餘涅槃就了事了，你入了無餘涅槃就

不能夠再起的，在小乘經裏面有一段這樣的講法，有一個羅漢入了涅槃，另一個人走

去問釋迦牟尼佛，他說：佛，請佛，佛你時時在定中的，可否觀察一下這個羅漢入了

涅槃後去了那裏呢？釋迦佛說：我都不知道，因為他入了涅槃之後，哪裡還有去處？

這樣，定性二乘必不成佛，你記住頂格這幾行。是嗎？

好了，就引這個《菩薩善戒經》，它這樣講；有一個《菩薩地持論》也這樣講；

另外《瑜伽師地論》三十五卷也這樣講，又此經，此經即是《解深密經》現在我們讀

的這一本，即是這本，它(瑜伽第三十五)又說：「一向趣寂聲聞種姓補特伽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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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道場」即是坐在菩提樹下成佛，「證得阿羅三藐三菩提。」證得無上等正

覺，是不能夠的。《解深密經》是這樣講了。這樣那天就講到這裏了，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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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接續，「又深密解脫經(第二)云。」《深密解脫經》都是這本經來的，不過

不同的人譯，真諦法師譯的，又《深密解脫經》第二卷說，「成就第一義寂滅聲聞性

人。」「成就」即是他的第八識已經有了，有了「第一義寂滅」，「第一義寂滅」即

是涅槃，涅槃是勝義諦，即是勝義諦的涅槃，那種聲聞聖人，那些證阿羅漢的聲聞，

有聲聞的種子的人，這種人雖「一切諸佛盡力教化，」縱使一切諸佛盡力教化他，都

「不能令其坐於道場」……什麼？

聽眾：留下了手袋。

羅公：舊時你很醒目的，現在老了，論盡一些。

聽眾：她又兩個袋。

羅公：他又說諸佛：那些「諸佛雖然盡力教化」，都「不能令其坐於道場，」都不能

令他怎樣？得到無上菩提。

所以說：「我說名為寂滅聲聞。」我就叫這些叫做「寂滅性」的聲聞，即是什

麼？「趣寂聲聞」了。即是這一段來的，不過是不同人譯的。「又大菩薩藏經」，這

套經很重要的，將來你們讀佛經，真正做大乘學問，這個《大菩薩藏經》這部經應該

要讀的，唐三藏回來譯經，一開首譯就先譯了這一部，講到六波羅蜜是講得最詳細

的，「又大菩薩藏經第五卷云」，它怎樣？

它將眾生分為三類，一種叫做「正定聚」，「正定聚」的眾生，他叫做「正定眾

生」，「正定」兩個字怎樣解釋？是不是修定那樣解嗎？不是，「正定」就是決定性

是正的，走正路的，決定性是走正路的，叫做「正定性」，正定的眾生。它說，這些

正定的眾生「是正法器」，是「法器」來的，正法之器，「如來說法，若不說法，皆

得解脫」。這個「若」字當或字解，不論如來說法也好，如來不說法也好，他都解脫

的，這種人一定成佛，不是！一定怎樣？不成佛都成羅漢的，或是成佛，或是成羅漢

的，一定解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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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眾生，若正、邪定眾生，我寫錯這個字，不是邪正，「邪定眾生(就)非正

法器，」那些「邪定聚」的眾生就不是正法器，他這種人怎樣？一定走邪路的，「若

使如來為彼說法，若不說法」，「若使」即是縱使，縱使如來為他說法，「若不說

法」，「若」即是或，不對他說法，說也好，不說也好，「終不堪任證於解脫。」解

脫即是涅槃的別名，這些人不能證涅槃的。這兩種，還有一種叫做不定聚，《大菩薩

藏經》分眾生為這兩種。若如來、不是！「如來如實知彼有情非法器已，而便棄

捨。」如來知道這些人是非正法器的，他不教他如何成佛之道，不教他如何證涅槃，

教他什麼？

教他生死輪迴是苦的，你要修善、修五戒、修十善，只是教他這些，就不教他修

入涅槃的，「棄捨」他，他不知道的。因為他，譬如你從前都是，很多大德，你去問

他，他都沒有對你講的，是嗎？《大菩薩藏經》譯都很好的，將來你們有機會要看看

它。還有，普通小乘人就講三法印，三法印，去銀行取錢都要有印鑑，那個印鑑是真

的，就給你錢，佛法也有個印，那個印鑑是什麼？哪些經是佛說？哪些經是真的佛

說？哪些經是假的？

縱使真是佛說，他如果是錯誤的，也不能夠當它是真的，用什麼？用三個印，三

個印鑑來印證它，叫做「三法印」。第一個是「諸行無常」，「行」即是有為法，一

切有為法都是無常的，用這個來「印」佛講的有為法，如果有人說有為法是常住的，

這就不是佛法了。第二是「諸法無我」，不論有為法、無為法，一切法都沒有一個主

宰的，沒有一個眾生的主宰，叫做「諸法無我」。這個是就有為法、無為法兩種合起

來講的。

第三個就是「涅槃寂靜」，佛、佛教是相信有涅槃的這種境界，有些是不相信

的，以為人死如燈滅，佛相信有涅槃這種境，除了生死輪迴停止之外，如果能夠把生

死輪迴停息，你那種境，永恆的境界，所謂那種很安、安靜、光明的境界是有的，涅

4



槃，在涅槃裏面就一切煩惱都不起的，很寂靜的，很恬靜的，這樣叫做「涅槃寂

靜」，即是相信有涅槃，如果不相信有涅槃的就不是佛法。這樣以三法印來到印證是

不是佛法。是龍樹菩薩講的，在《大智度論》裏面講，龍樹菩薩這樣說：如果是合乎

三法印的，縱使不是佛講的我們都當它是佛法；如果不合三法印的，佛講的我們都不

當它是佛法。龍樹菩薩這樣講。

這樣，好了，一到《大菩薩藏經》就有四法印，四法印，四法印是在三法印裏面

加了一個，加了一個什麼？「有漏皆苦」，「漏」即是煩惱，凡是與煩惱相結合的都

是、都是苦的，都不能美滿的，「苦」即是不美滿那樣解，「有漏皆苦」。它不叫做

四法印，叫做「四表相」，「四表相」，「表」是表示的表，「相」就相貌的相，四

表相即是四種特徵，「表相」即是四種標誌。

這個四表相就是出自《菩薩藏經》了，尤其是大乘經中講六波羅蜜講得最詳盡簡

潔的就是《大菩薩藏經》，《大菩薩藏經》認為眾生有兩、有三種，這裏講了兩種，

一種是「正定聚」，一定證果的，有一種是「邪定聚」，不能夠證果的，這樣《菩薩

藏經》就認為不是個個成佛了。有些是證阿羅漢果都證不到的。

這個人性很難講，佛經裏面都有兩派，一派就講什麼？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有

成佛之性，一些就說有些就連羅漢都成不到的，《菩薩藏經》就講這些，我們反觀一

下我們中國人，儒家、孔夫子講的說話就比較籠統一些，但是孔子沒有說一切人每個

人的性都是善的，孔子亦沒有說過個個人性都是惡的，孔子只是兩個講法，一個說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你們，我們讀「人之初」就讀這兩句，其實這兩句很深

的，不應該給小學生讀的，人人的天性，「性」指天性，這個 human nature，天

性，人的天性個個都相近似的，「習相遠也」，「習」即是後天的習慣、環境的習慣

刺激他，令到他的性格、性情越來越遠，善的越整越善；惡的越整越惡，習相遠也。

孔子即是這樣：「性相近，習相遠。」孔子又這樣說：「人之生也直」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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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曲直的「直」，一個人出世的時候他的天性是怎樣？直，「直」即是無所謂

善惡，很坦率的，但是有些人，「罔之生也幸而免」，有些人叫做「罔」，「罔」者

即是現在講的「邪定聚」那樣，「罔」，那種邪的人，這種人縱使他是有生命出來，

這些人都不會做好事的，好彩就能夠免於災禍的，這種人，「幸」即是好彩(運氣

好)，好彩的時候就免於災禍，不好彩就一路衰，衰到被人殺，犯罪那樣，就是這種

人。「免」即是免於災禍，即是這個是什麼？「人之生也直」，「直」就是前面的正

定聚與不定聚，是嗎？「罔」是邪定聚，孔子講人性，就是這樣講的。

但到孟子，然後才認為人性是純善的，再傳過幾十年就出了個荀子，就說人性是

惡的，這樣即是說什麼？孔子帶頭沒有講善還是惡；孟子就說性是善；荀子主張性是

惡，到了後來就儒家就沒有怎樣講，直至到漢朝，董仲舒就認為人性裏面有兩種成

分，有善的成分，有惡的成分，是混合的。

當時在春秋戰國的時候，與孟子同時有一位叫做告子，告子就說人的天性無所謂

善亦無所謂惡，無善無不善，無所謂善，無所謂惡。即是說，在佛家來講是無記，非

善亦非惡，是無記。這樣，不是儒家，告子不是儒家，這樣即是儒家講有善有惡，孔

夫子就認為「人之生也直」，那個「直」就很多解釋的，不過總之不是惡，但也不能

說善，是嗎？直至到宋朝，程子、朱子那班人就偏重孟子說性是善的，一定是善的，

你說它是惡的就不行了。

直至到現代，現代儒家不敢怎樣談性了，現代的儒家，我們說現代的儒家就兩大

派，一派就是經學的今文派，康有為，他不談性善、性惡，另一個經學上的古文家，

章太炎、(即)章炳麟，他就認為孟子講性善不對，荀子講性惡也不大對，以前的人是

孔子講的「直」比較適合，他受佛家的影響，章太炎的佛學不錯的，受佛學的影響，

認為孟子、荀子等那班人的所謂「性」，即是佛家的第八阿賴耶識，阿賴耶識是無記

的，非善的亦非惡的，是無記的，孔子說：人之生也直，無記的。這樣講法，現代的

儒家大師章太炎，沒有人敢怎樣爭論，何解呢？因為現代，因為現代西方的心理學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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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國的影響，就變成了助長了荀子的這一派，性惡派被它助長了，受哪些心理學影

響呢？

是受德國那一派，叫做精神分析，心理學上有一派叫做精神分析派，那個精神分

析派就是幾十年前，德國有一個醫生，有一個專醫神經病(精神病)的醫生，這個人治

精神病治得很有效的，精神病學專家，大名鼎鼎的叫做佛洛德，(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Sigmund Freud，1856－1939)Freud，佛洛伊德，Freud，現在你可以買他的書來

看的，中文本就比較難買，英文本你去隨便間間書局都有得賣，Freud。

這樣，Freud，他講心理學，講到人類是先天有性惡的傾向的，這一派一傳入中

國之後，就影響到那些人學哲學講人性的，又再提倡性惡論。那個佛洛伊德，學佛的

人不妨看看，現在那些人，我見到有很多人問我的，他連佛洛伊德的東西都還未看過

就走來問了，你的阿賴耶，你們法相宗講「阿賴耶識」，這個是不是即是潛意識？很

多人這樣問，有沒有聽過？潛意識，潛意識是什麼？這個名，這個名詞是什麼？一百

年前都沒有這個名的，這個潛意識這個是什麼？精神分析家，這個、這個 Freud的

講法，潛意識是怎樣的？

我們的意識叫做 conscious，或者叫做 consciousness，conscious有兩種，一

種就是明顯的意識，普通就叫做意識；叫做 conscious；另外一種就叫做潛意識，又

叫做下意識，潛意識即是下意識，潛意識是什麼？subconscious，加了一個 sub，

好像地下鐵路叫做 subway，是嗎？下面的，意識它有個，意識叫做 conscious；有

個 subconscious，下意識,那個下意識就不表露的了，是嗎？所以又叫做潛意識，這

樣是 Freud講的。怎樣呢？現在有人問，以為佛家講的那個「阿賴耶識」就是潛意

識，這個根本就是這個人，很多人連到潛意識的來源是怎樣的，他連那些書都未看過

的都有，所以有時好幾個都碰過我釘，問是不是即是潛意識？

什麼叫做潛意識？我就當然是裝作不知道的，什麼叫做潛意識？你講給我聽？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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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我嘛！是不是叫潛意識嘛！我不識得什麼叫做潛意識，你先解給我聽。這樣，我講

他的大意給你聽，它正確與佛教非常接近，尤其是講與第七識，與有漏第八識、第七

識接近到極，它怎樣呢？

佛洛伊德說，人類就是有意識的，有 consciousness的，有意識的，不過人類

的意識就有兩層的，一層是譬如一間屋，一層就外面，上面，一層就 basement，地

牢，普通露出來給人看的就只有上面而已，但是下面的，那個 basement下面的，很

多亂七八糟的東西，你們外面的人見不到的，所以上面那層表現出來的，就叫做「上

意識」，即是普通的意識，下面的 basement 裏面的那些叫做什麼？

subconscious，下意識,好像一間屋的兩層上面，講得很好的。又好像海洋上的冰

山，那個冰山好像一個大三角形，露出來外面的很小，時時都撞板的那些人，你艘大

船叫做什麼？那條叫做什麼？

羅公：Titanic是嗎？

聽眾：Titanic。

羅公：那條船就撞向冰山那裏，整艘船撞沉了。

冰山就像一個三角形那樣，露出來尖尖只是一點點，下面不知幾大的，我們的潛

意識，我們的意識就猶如這個冰山，那個顯意識，即是上面的意識，那個上意識露出

來的只是很少，但是那個潛意識是極大的，什麼都有，那就是什麼？佛教，我們的意

識講出來就是第六識，前五識、第六識，很少的，但是「第八阿賴耶識」裡面就豐富

到極，什麼都有，這是什麼？與佛教的差不多。他又一個譬喻，這個 Freud的一個

譬喻，他說：就好像一家很富貴華麗的大屋，上面陳設得非常美麗的，堂堂皇皇的，

下面的地牢，basement就污糟邋遢，藏垢納污，什麼都有的，你的意識就是這樣

的。

你的意識就是你的心，所謂mind，你的mind就是這樣的，上面就富麗堂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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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藏垢納污，中間，由上面到 basement的中間，就是一個閘口，一個樓梯口，

就有一個警察在那裏守著，一個人守著，下面的那些醉酒鬼，那些污糟邋遢的賊等

等，就不能給他上來搗亂，搞壞那個廳，如果放了這班人出來就不得了。所以要守

住，但是那個警察，那個警察要來譬喻什麼？你講，

聽眾：譬如那些……

羅公：那些滿口講善的、講道德的，所謂道德，人類有個道德心的，

這個警察就是那個道德心，在那裏守住，那個道德心提防著，不給你這些賊仔，

不給你們那些壞蛋走上來。他說，我們一個讀書人，白日就滿口仁義道德，滿口聖人

之道，不知多堂皇華麗，他的那個下意識裏面什麼都有，所以有時，中國有一個人敘

述他的講法，一個滿口都詩書執禮的人，夜晚可以發夢強姦他阿嫂都有的。強姦阿嫂

就最不道德的，但是你詩書執禮就最講道德的，他白天就詩書執禮，目不斜視，但夜

晚就會發這樣的夢。你信不信？是的，他不敢出聲而已，幾正人君子，裡面就發一些

污糟邋遢的夢。何解？他理由就是這樣，他解釋夢，有一本書講夢，你們想一想，有

沒有？

《夢之分析》，你去買來看看，世界有名的註解的書，這麼厚的，《夢的分析》

(《夢的解析》)台灣出版的，新潮叢書，《夢的分析》。另外有，講夢的書英文本都

有很多的，你去拿英文書。這樣，他說這個警察即是道德，有警察在這裏，那些人就

不能走出來了。但是那個警察要休息的，是嗎？

那個警察休息的時候，這班人就上來搞搞震(搗亂)了。即是什麼？當我們白天很

明顯的時候，思想很明顯的時候，就好像警察在守著，但是到我們夜晚發夢的時候，

就猶如那個警察休息的時候，那些賊仔就在夢裡古靈精怪什麼都有，人的心，人的性

就是這套東西，就是意識，意識分上下層，上層叫做顯意識，顯意識就規規矩矩；下

意識就胡裡胡塗，這樣，下意識胡裡胡塗就曳(搗蛋)，這樣人類的行為到底是受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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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意識的仁義道德這套來指揮，抑或是受那個下意識的那些古靈精怪的東西來指揮行

為呢？答案就是這樣，普通的人就講兩種都有，是嗎？

仁義道德他又有，姦淫邪道他也有。如果那些姦淫邪道的勢力太大的，這些就叫

做惡人，那些善人君子，那些仁義道德的勢力大些的，即是警察醒目些的，那就是善

人，就是這樣，至於人類可不可能變成完全是君子，好像成佛那樣，行不行呢？佛洛

伊德就不講這套東西的，因為怎樣？他只是講治精神病而已，他講這麼多東西，他不

是講玄學。是嗎？

也不是講，他亦不是講人生哲學，所以他就不講成佛不成佛，會不會成聖人，他

不講這套東西。他只是告訴你，你的意識有兩層，下層的，上層即是仁義道德，下層

即是什麼來的？壞到極，應有盡有地壞，壞之中最緊要有兩種，兩種、兩種意識，兩

個壞的賊頭在下面，哪兩個？一個自我之外，很了不起的，佛洛伊德，我執，是嗎？

第七識那個我癡、我見、我慢、我愛與那些我執，自我之外，執著有個自我，有

個 self，整天愛著它，自我之愛，第一個自我之愛。因為有個自我之愛，我們，影響

到我們出來做事什麼都要先利己，自己高於一切，我是正人君子！正人君子做著做著

他就不正人君子了，利之所在就不是正人君子了，就是什麼？那個自我之愛，佛家就

一切罪惡的來源就是我執，第二種就弊，也是弊的，異性之愛，男女異性之愛。

有好多，萬惡淫為首都是搞這些出來，如果一個人沒有淫心，他就真是很容易做

聖人的，弊就弊在那個淫的心，對於異性之外，這兩種做中心，其餘都是圍繞著它

的，這是嘍羅仔來的，又想辦法打劫，一會又想造數來騙稅務局這些，這些都是什麼

來的？這些都是什麼來的？這些都是附屬的，他要滿足他自我之愛與異性之愛，那些

人，男人就走去買大屋，做什麼？娶靚老婆，派頭而已，是嗎？為什麼又要甚至有些

人整得仁義道德，規行矩步做什麼？希望社會尊重他，是嗎？譬如在香港，有些人就

這樣，捐幾百萬來給政府來整件什麼，希望什麼？希望拿個爵士著身，這樣之後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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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尊重他了，某某爵士，為什麼要這樣？有什麼癮？爵士有什麼癮？自我之愛，滿足

我自己，我這麼爽！你這些普通人，我是爵士！還不是自我之愛！其他都是附屬，是

嗎？這樣，人性就是如此的。

那麼人性就是如此，要怎樣搞定它來做聖人？他說：我又不是研究這套東西，我

只是研究神經病，我是研究怎樣用這套理論治療神經病(精神病)，用這套理論很有效

的，他疏導他，每個人發神經不外兩種癲，一種是所謂異性之愛，換言之是發花癲，

或者是生意失敗，那些是發花癲，很容易的，你替他疏導一下就很容易了，找一個好

一些女孩子，他也合意的，漸漸地他就治得好了，第二種就是生意失敗、功名失敗等

等的，何解？這是自我之愛，這個不是異性之愛，失敗了就發癲了，又怎樣？滿足他

的自我之愛，慢慢疏導他，他依據這種原理來治療精神病。在德國做一個精神病專家

不容易的。是嗎？

是這樣。講到這裏他就不會講其他了，會不會做不做聖人那些，他說我不是講這

一套的，我的目的就是治精神病而已。這樣，好了，他有這套東西，影響了，影響很

大，影響到人性論了，人性偏偏就有這兩套東西，自我之愛與異性之愛，這是還不是

惡！萬惡的來源就是這兩種東西了！與生俱來的，可見人性就是惡，荀子講得對了！

到現代那些人就這樣。這樣，佛洛德這套東西，與佛教講的「阿賴耶識」接近到極。

好了，講回來，講這麼多這些，你們自己都看一看，你們如果 55歲以後的人你

就不必買來看了，這些東西，一心看佛經就好了，是嗎？如果你是 55歲以前的，你

要博覽這些書，要博覽這些書，不能夠拿住本佛經就算數。我昨天接到一封信，我的

學生，講了很多佛經了，他寫封信給我，我還要覆他，他說：我因為有病要去施手

術，就沒有佛經可看，看那本放在病房裏面的基督教的《新約》，看下去我又沒有什

麼興趣。

結果叫人替我找一本書來看，有一個朋友就拿了一本《論語》給我看，孔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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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於是我讀《論語》，啊！估不到原來《論語》都是這麼好的！這個人讀很

多書的，讀外國書讀得多，啊！原來我們中國的《論語》，原來讀它，不用醫治，我

這個心都是涼的，我進去的時候，我的心都很心焦，不知怎樣好，但是我每日拿起本

《論語》讀之後，就好像心安理得，助成我很快康復，這本書真是了不得呀！

在未讀這本書之前，我讀了很多那些希臘哲學，讀很多美國杜威那些，始終、始

終都不能夠令我心安理得，安身立命，唯有我現在讀了《論語》之後，好像得了一個

安身立命的辦法那樣，還有，他看很多佛經，又講佛經，啊！看起來比起佛經，佛經

好就好了，講得那麼妙，就只有一個妙字！很多東西不落實，不能夠落實，《論語》

就不是，句句都好似照透你的人心那樣，真是天下最好的書！這個這樣講。你會不會

這樣講？我要覆他。他說：我今後，很多，尤其是佛經的大乘的，整天講那些神通、

變化那些，我沒有興趣了！我就要寫封信告訴他，你回頭，你不要這樣！佛經固然很

多講神通，講到你怕，但是也有很多好東西的！你不能夠拿著本《論語》就是不回

頭，我現在還想要去救他。

聽眾：他看佛經看得不多。

羅公：什麼？

聽眾：可能他看佛經不是看得很多。

羅公：這樣他是沒什麼的。印順法師在台灣講空，有時佛教講得太空，那些人就覺它

得不是很落實，不是很著實，是嗎？即是空、空，什麼都空，他不肯用一個辦

法來對付一種東西，《論語》就有這個好處，你做人，世界有很多問題擾亂你

的時候，你平心靜氣讀一下《論語》就真是令你產生一個辦法出來的，應該如

何處理，《論語》有這個好處。

聽眾：但是他是走政治不是走社會的人，是嗎？

羅公：學社會。

聽眾：學政治、學社會，《論語》對他很大幫助。

羅公：學社會。

聽眾：半部《論語》治天下。不用讀一本，半本都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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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但是《論語》裏面，但它也有十條、八條是完全「不等使」(不大有用)的，聽

眾：那一定是有些的。

羅公：這個時代不同，例如什麼？「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孔夫子是這樣，那個君主有個命令叫他去見，他不用等車駕好，舊時要等車駕，

要用馬，他就走路就去了，急急腳就要去了。現在民主時代沒有這些，沒有用的。是

嗎？這些是沒有什麼用的。但是有些很有用，怎樣很有用呢？例如，他的好處就好似

正如我這個學生講，好像一點光明，照透我們的人生那樣，他說。有些真是好像一盞

明燈一樣的照透你的人生，很平淡，但是它真是照透你的。譬如它有兩句話，他教人

對那些後輩的人，他講這一句：愛之，你在基督的《聖經》裏面都不容易找到這樣的

話，在佛經裏面，透徹我們的人生，對後輩怎樣？

愛之，當你很愛他的時候，你不要一味令到他好，就如你養孩子，不要一味地我

什麼都替你做了，這些慈母多敗兒就是這樣，什麼都替兒子做了，不用你做了，什麼

都代勞，父親掙了錢你將來嘆世界，不行的，如果你愛他就不要這樣。勞他，等他自

己在勞動裏面打條出路，當你「愛之」，你是愛他的，「能勿勞乎！」你能夠不用種

種辦法令到他勞動，勞他的身，身體，勞他的心靈嗎？「忠焉」，你對他是很忠心，

「能勿誨乎」？不要忠心就什麼都聽他的，你要教訓他，你對他很忠心，你能夠不教

誨他嗎？認為教誨他，他會不中意嗎？不能夠這樣。這些這樣的一字千金啊！

例如他的敘述，連音樂都講。我都會欣賞音樂的，但是我欣賞音樂是在《論語》

那裏來的，《論語》有一句講音樂，子語，我費事寫了，「子語魯大師樂曰」：孔夫

子對魯國的音樂家，皇室的音樂家這樣說，怎樣講？「樂其可知也」。音樂，你們技

術很好，我的技術不及你，但是音樂的道理我是可以知道的，「樂其可知也。」怎樣

知道什麼？他說：「始作，翕如也」；當一支曲開首奏的時候，很多種音合在一起，

裏面幾乎分不出，記住，音樂有個基調的，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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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一首曲要奏十分鐘、十五分鐘才奏完的，奏來奏去有幾句反反覆覆，譬如 la

so so三個字，la so so三句，反反覆覆很多 la so so，譬如你聽《昭君怨》那樣，那

個基調，一開首就是那個基調了，la la so la so do這幾句，那個基調一定是這樣。

反反覆覆、反反覆覆，西方人的音樂家都是一兩個基調，將它來加油加醬，反反覆

覆，這樣就形成一部大的樂曲了。

孔子他說：「始作，翕如也；」開首就很含混的，哪一個是基調你都聽不到的，

「從之」，再放縱下去，「純如也」，純粹的基調出現了，整支樂曲的中心，都是將

基調翻來覆去、翻來覆去，「純如也」，純粹的基調了。再第三步，「皦如也」，那

個基調所包含的精神表露無遺，很清楚很明白地表露出來，然後第四步：「繹如

也」， 再將它的基調一路一路演繹，一路一路演繹，最後演繹到極，「以成。」整

支樂曲就成就。「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

成。」(《論語·八佾.23》)

你聽一聽，你聽音樂，初聽的時候鈴鈴隆隆的時候分不出它的基調的，跟住那個

基調出現了，知道它的基調出現了。這樣，基調所表現的情緒全部洋洋溢溢全部表達

出來，跟住就再將它所表現的內容延續下去了。延續到差不多上下，沙一聲就停止了

它。你聽孔子講音樂。

又例如，孔子的弟子，曾子臨死的時候他有兩句話，未死之前有兩句話，他說：

「任重而道遠」，現在你們整日說任重道遠，一個人，你做一個人，你如果做一個頂

天立地的好人，你的責任很重的，你所應走的路很遠的，不是那麼簡單的，「任重而

道遠」，這些什麼講人生哲學一大堆書，人家一句就講完了，原則不外是「任重而道

遠」，這樣整句解釋，什麼叫做責任重？何解道路遠？

「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仁」即是仁慈，這是佛經所謂「大慈大悲」，大

悲。以大悲心、大仁慈的心，盡你自己的責任，我的責任就是推行我的仁德，大乘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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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就是那個大悲，「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不是很重嗎？你以為重就重在什麼？

銀紙重嗎？你個人推行你的仁德是最重的：「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遠」又怎

樣遠呢？「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一日你還有一口氣，你還要走那條路，這樣那條

路遠不遠呢？這些這樣的幾句說話就道出一個聖賢的人，恆時的心情。同時，幾句話

有些就道出人生，例如什麼？

又是曾子，臨死的時候他怎樣說？「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別人臨終講什麼遺

囑，他臨終就對學生這樣講，鳥，一隻雀將近死的時候，他的叫聲叫得很悲哀的，

「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一個人將近死的時候，他不會再騙你了，因為他騙你都沒有

用了，他所講的話都是良善的。這些《論語》有很多，這些真是可取，你在佛經裏面

都不容易找，縱使有都沒有這麼簡潔的，撐橫枝撐了出去，講了這些東西。

聽眾：好，聽一下這些。

羅公：他們後生仔現在想找來聽也不容易找，你找現在那些新鮮的博士都沒有那麼

熟，我們把那些四書五經念到很多差不多可以隨口默出來的，

《論語》我現在起碼念得到七成，十足就不行了。孟子都可以念 (背誦)七成：

《論語》、《孟子》、《大學》、《中庸》，沒有不可念(背誦)到七成，《易經》都

可以念到六成，《書經》就四成左右，四成、五成，《書經》就比較㪐㩿(艱澀)。現

在，現在拿個博士的那些，拿什麼做卡片，卡 system。這樣《菩薩藏經》就這樣講

了。看了：「央堀摩羅經」，《央堀摩羅經》，《央堀摩羅經》，這部《央堀摩羅

經》就是講那個惡比丘的，指慢比丘的那部經，裏面就這樣講了，它講，眾生有三

聚，「三聚眾生別」，三聚眾生：正定聚、邪定聚、不定聚，三聚的眾生不同的，

「別」。

這樣哪三聚呢？即是聲聞乘。第一；聲聞乘，大乘，與「大乘唯二聚。」這樣他

漏了講，這個譯得不好，還有獨覺乘、即緣覺乘的嘛！他譯的不好。漏了不譯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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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即是聲聞乘，這樣一而已！一聚而已。不是，聲聞乘包括了獨覺乘的，還有大

乘！這樣即是聲聞乘就聲聞、獨覺一聚，大乘就第二聚，就只有這兩聚，應該三聚

的，你講是嗎？它譯得不好。「可治不可治。」

三聚之中，有些他心的煩惱可以對付的，有些是不能對付到的，這樣其實「可

治」是什麼？聲聞與大乘，還有他沒有講的什麼？邪定罪，即是不可治了，這是第

三，「所言邪定者。」即第三，「謂彼一闡提。」「一闡提」譯作「無性眾生」，譯

音的，一闡提，icch ntikaā ，一闡提，譯作「無性眾生」，差在它譯得不好，如果這

句譯得好的，整理好的，這是一首偈來的：「三聚眾生別，即是聲聞乘。大乘唯二

聚，可治不可治。所言邪定者，謂彼一闡提。正定謂如來，菩薩及二乘。」「正定」

就這三類了。如來即是佛乘，菩薩乘與二乘。這樣合起來就亦有五乘了，是嗎？

那些無種性的就有天乘、人乘，五乘。五種種性都具備，它沒有講不定，這本經

就這樣講，也是有些眾生不能成佛的，「邪定」嘛！還有這本最緊要的《大般若

經》，「又大般若五百九十三(卷)云。」「若有情類，於聲聞乘(聲聞乘)性決定者，

聞此經(法)已，速能證得自(地)、自無漏地。」這裏先半句。如果有些有情，有情即

是眾生，那些眾生的類，他這種人，「於聲聞乘性決定者。」

對於修小乘的聲聞人，他的性是決定的，他的功能的可能性是決定的，只是修聲

聞的而已，「性決定」的，「聞此經(法)已」，他雖然是聲聞乘，我現在講《大般若

經》是大乘的，那些小乘人聽到我講這部大乘經，「速能證得自地」了，自無漏地。

他也助長他，令他很快證得他自己，「自」即自己聲聞的無漏的果地，聽就聽大乘

經，果就證小乘果，「於獨覺乘性決定者，聞此經(法)已，速依自乘而得出離。」這

句很容易解，他是獨覺乘的人，一聽聞這本經，很快他在自己的獨覺乘修道出離了。

出世家了。「於無上乘性決定者。聞此法已。速證無上正等菩提。」

他說：如果即是那些佛的種性了，菩薩種性，無上，「無上乘」即是大乘的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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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對於大乘的功能的可能性決定的，一聽聞我這本《大般若經》，他就很快趣得無

上的果。「若有情類雖未證入正性離生，而於三乘不定者，聞此法已，皆發無上正等

覺心。」「若有情類」，如果有些眾生的類，雖未證得，「雖未證入正性離生，」現

在就要解這四個字，什麼叫做「正性離生」？

即是見道，見道，見道，「正性」是指那個無分別的般若智，「正性」；「離

生」，能夠離開生死痛苦的，「離生」他雖然未能夠證入「正性離生」，但是他這種

人，「而於三乘不定者」，於三乘不定的聲聞、獨覺與無上乘這三乘不定者，這三種

人「聞此經(法)已」，一聽聞此經，「皆發無上正等覺心」。即是這種指什麼？那些

不定、不定性的，不定種性的人一聽到《大般若經》，他會小乘都回心向大的。即是

這段這樣的經仍然是有五性的意味了。另外有一本叫做《地藏十輪經》，《十輪經》

第九卷，就意同《大般若經》，差不多。

還有，「依菩薩地持第二卷云」，「人成就者，略記四種。」這個「人」是指眾

生，眾生的成就，即人而得成就的有四種，「有聲聞種性，以聲聞乘而成就之。」他

有一種眾生是屬聲聞種性的，即是他的第八識裏面有證得聲聞的羅漢的種子的，他這

種人就「以聲聞乘而成就之。」教他修聲聞乘的法，令他成就。「有緣覺種性。」有

些眾生不用靠佛的，他自己，自己會單獨觀十二因緣而覺悟的，這種「以緣覺乘而成

就之。」

佛就用緣覺乘的法來令他成就，「有佛種性。以無上菩提而成就之」了。三乘

了，是嗎？「無種性者」，三乘以外的，那些人乘、天乘，沒有無漏的種子的，沒有

無漏種性的，即是不可能證無漏果的無種性者，「則以善趣而成就之。」教他修行五

戒十善，令到他受好的報，〈菩薩地〉，即是《瑜伽師地論》的〈菩薩地〉就這樣講

了。

「瑜伽三十七亦同地持。」這本叫做《菩薩地持經》的與這本上文的經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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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又瑜伽論第二卷云：無涅槃法者，便闕三乘菩提種子。」這個是怎樣解呢？有

些眾生是「無涅槃法」的，什麼叫做「無涅槃法」？這種人不能夠入涅槃的，何解他

不能入？它說他「便闕三乘菩提種子。」「闕」，欠缺了聲聞菩提的種子，獨覺菩提

的種子與無上菩提的種子，三種他都缺。

來到這裏我提一提大家，那些人不能證得到無漏果的，即是不能證到佛果或者羅

漢果，何解不能證得？兩個原因，第一個，沒有無漏種子，無這個證涅槃的種子，第

一種，這些沒有辦法的。好了，你會這樣駁，他現在沒有，你教了他之後，他就有

了。可不可能？有人說可能，有人說不可能。不可能的說法勝一些，何解？

你教他，他能夠來受你的教，他已經有一些了，是嗎？如果他沒有多少種子，他

不會受你教。是嗎？所以一定要有先天的無漏種子，無先天的無漏種子，後天不行。

你們現在講到聲都破了，叫他們聽，他們都聽不到的，你們現在都有很多都聽不到

的，那兩個女人又不見人了，尤其是那些女人，有個化妝化得很厲害的。

聽眾：他未化好妝嘛！

羅公：一個是什麼教書的，是嗎？聽不入。有一些先天性的，是嗎？

聽眾：新熏的呢？新熏種子呢？新熏的？

羅公：新熏種子一定有的，所謂「新熏」有兩個解釋，一個，沒有的！以前沒有的，

現在熏進去，佛、菩薩的力熏它進去。第二個就說不可能，佛、菩薩無可能做

緣來熏種子給你，他本身沒有一些先天的種子。聽眾：他那個先天，又是要有

一些先天的熏才行的。

羅公：不是，先天不能，先天即是無始以來已經具備的，他那個眾生，無始以來不能

問其開始的，那個由真如顯現而成為，真如就是叫做「體」，一「體」顯現無

數那麼多的「用」，

每個「用」都有個單位，每個單位的「用」就叫做一個眾生，每一個單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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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個個不同，「用」；「體」就千篇一律，「用」就個個都不同，所以有些眾生

純粹無漏的，這些就不用修行的，就是佛，有些純粹，有些眾生純粹是有漏種子的，

不成得〔佛〕的，有些眾生無漏種子多有漏種子少，修行很快，一些眾生有漏種子多

無漏種子少，修行就吃力。有些是平均，就「體」來講，一切眾生皆同一個真如佛

性，就「用」言「用」，應該是既有純粹無漏種子的佛，亦應該有純粹無漏(有漏)種

子，純粹有漏種子的眾生。因為何解？你沒有，你怎會有第一次？當你第一次聽的時

候，就是你有基本的無漏功能才行，所以兩說比較，可說性一些。然則所謂新熏是什

麼？新熏是什麼？

有了基本的資料了，即是有了那些叫做什麼？「順解脫分」，有了那些，雖然順

解脫分有漏的，但是那些順解脫分引出那些有漏的善根，就是熏熟那些有漏的善根，

熏到有漏善根，無漏善根、無漏種子從來未起過的，如果他沒有無漏種子，那些有漏

的善根怎會引出有漏、有(無)漏種子？不是！有漏種子怎會引出無漏的東西？

一定要怎樣？本來就有些無漏的種子潛伏在第八識裡面，被那些有漏的善法，那

些現行的善法吸引、刺激，令到那些無漏種子第一次 出現，第一次 出來現的時飈 飈

候，你就見性、見道，那個見道的時候仍然是本有種子，不是新熏，好了，那個本有

種子一出現，一出現即刻就再熏進來，更強了，那些叫做新熏種子，這是第二個講

法。這樣即是兩派之中任你取哪一派，本有、新熏。但你仍然是，護法菩薩本有新熏

兩種都具備。好了，這樣剛才講這個何解會不成佛？兩個原因，是嗎？第一個原因是

沒有無漏種子，不可能熏入去；第二個、這個講法不是新熏種子說的講法，新熏種子

是什麼都可以的，是嗎？

第二說，有無漏種子，應該可以了？但是那些有漏的種子太強，永遠遮蔽，不

行，不能成佛。兩種。這個新熏的就說新熏得了。這樣，來到這裏，同是一個人講

的，無著菩薩造了一本叫做《攝大乘論》講了這句話，他怎樣說？他說你想成佛，你

想成佛就要記住這幾個字：多聞熏習。多聽一些經教，多看經教，現在那些蠢人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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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的，以為就這樣坐就可以了，這些是正蠢材！

要「多聞熏習」，無著菩薩講的。熏入去，何解？他說：沒有種子就熏出來一些

種子，「多聞熏習」，「如理作意」，「如理」即是合理地，不是亂跑亂撞，作意即

是修止觀，修止觀是如理作意，要這樣才可以。這樣他，然則照這樣解，沒有先天種

子的都可以了！是嗎？何解呢？因為多聞熏習嘛！多聞是怎樣？聞，這樣就叫做多聞

了。聞什麼？聽聞，或者讀，讀哪些？讀那些正法，佛經，多聽那些佛經，這些佛經

是怎樣？「淨法界等流」，加一個清字，「聞清淨法界等流」，「法界」即是真如，

清淨的真如，「等流」，流出來的，何解？那些正法？

這些經教，他即是說這些經教是那些佛、菩薩，證得到這個清淨真如法界之後，

然後講給你聽，教你的，這樣就叫做由清淨法界等流，「等」者就是類似，「流」就

是流出，他流出那些正教出來，這些正教令你將來證得，令你與這個真如正法，令你

聽了之後，就類似真如正法的，這樣雖然你沒有種子，都熏得到的，無著菩薩講的。

這個……

聽眾：對了！對了。

羅公：這個就是新熏的根據了。是嗎？靠「聞正法」就得了。但是那些講本有的就

說：「聞清淨法」的等流就是增上緣來的，沒有因緣，只是增上緣是不行的。

譬如他是、我是無成佛的種性的，釋迦牟尼佛在這裏對我講、講，如果我是聲

聞種性的，任他怎樣講，你講《大般若經》我聽，聽完之後我證的果，修，都

是修出個羅漢出來而已，不會是菩薩的，如果我是無種性的，任你釋迦佛怎樣

講，我最多都是說：嘿！怎樣做？這些很難修的，我都是修人天善果了。不行

的。這是另外一個講法，兩說。一說是唯新熏，只有新熏，一切都可以造就；

一說就是本有，一定要有本有種子。

聽眾：是不是兩說都對？

羅公：新熏說，玄奘法師去印度留學，三大派他都學過，唯本有與本有與新熏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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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又要本有又要新熏的，戒賢論師( labhadraŚī ，約 528-651)在那爛陀寺。

另外，他走去找一位居士，叫做勝軍居士那裡學，勝軍居士的師傅叫做難

陀，Nanda，Nanda就講新熏的。所以玄奘法師又是新熏派的弟子，回來之

後譯《成唯識論》，你說講新熏那些人就心平氣和一些，你說本有，那些人就

……

聽眾：如果他心不平氣不和就用心機去學，聽多一些正法囉！

羅公：什麼？

聽眾：如果他心不平氣和就去聽多一些正法囉！。

羅公：他能夠心平氣和來聽，他已經有一些種子在了，這樣即是說總是先天有一些

的，不過有些真是會沒有的也說不定。茫茫無際世界，無量眾生，有些眾生無

種子的是一點都不出奇的，耶穌基督，那個上帝對於撒旦都無可奈何的，是

嗎？

聽眾：可能祂……

羅公：釋迦佛這麼大神通，那個波旬來請他：喂！你是入滅就趕快入滅，不要阻住這

裏，他都無可奈何。好了，看回這裡，「瑜伽論第二卷云，無涅槃法者，便闕

三乘菩提種子。」這個第一說；第二說我剛才補充給你們的，雖有種子，但是

障太重，好了，下面先放一個 break，break完之後我講兩行之後俾你們講

《心經》。

「又瑜伽論六十七(六十)卷」：它說，它怎樣說？「住無種性人，是名畢竟無般

涅槃法。」住在無種性狀況的人，這種人叫做畢竟，「畢竟」即是完全，完全「無般

涅槃法」，完全不會入涅槃的，這種人，這樣就是有一種無性的人了，「又五十二

云」，《瑜伽師地論》卷五十二：「若於通達真如所緣緣中，有畢竟障種子，建立不

般涅槃種性(的)補特伽羅。」它說：「若於通達真如」，「通達」即是證得，有些眾

生對於證真如，真如是所緣的境界，叫做「所緣緣」，真如是一個所緣的境，對於通

證得真如這種所緣境中，有「畢竟障」法，有些徹頭徹尾都障礙的，不能除去的，障

礙著他的無漏智不能夠起，障礙到他不能夠證得這個涅槃的，即是他的障重，雖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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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種子，但是障重的，對於這種人，就「建立不般涅槃種性補特伽羅」了。這個「建

立」兩個字即是說，說有一種這樣的「不般涅槃種性補特伽羅」了。很容易理解，即

是說有些無性的眾生那樣解，聽不聽得明白？

好了，下面：引這個《莊嚴論》，《莊嚴論》者，彌勒菩薩造的頌，世親菩薩注

釋的，不過譯得不是很好，「又莊嚴論第一卷云：無性有二。」「無性」、有兩種無

性，兩種，一種是「時邊(無涅槃)，無般涅槃。」一種叫做什麼？時間永遠行下去，

他都硬是，不是沒有無漏種種子，但是他永遠不能入涅槃的，時間無邊際，這種人，

即是他的障太重。第二種了，「二畢竟無般涅槃。」第二種，他沒有這個入般涅槃的

種子的，「畢竟無」。這樣即是第一種的那種什麼？雖有，不過障礙到他不能夠起，

第二種直情是沒有，無種子。

現在先解釋第一種，時無邊、「時邊無般涅槃性(法)，有四種，」那個時間、那

個邊際一路數下去都不會得「般涅槃」的有四種人，這四種人怎樣？都是障太重，煩

惱障、業障太重，「一者一向行惡行。」一向都，「行」即是做，一向都是做惡事

的，他沒有辦法能停止惡事，「二者普斷諸善根(法)。」毀謗三寶，毀謗佛、法、

僧，專做五逆十惡的事，罪業太重，雖有善根都斷了，即是無漏種子不能起的這種

人。「三者無解脫分善根。」怎樣叫做「解脫分善根」呢？有漏的善，有漏的善種

子，哪些叫做有漏善種子呢？

有漏善種子之中，那些惻隱之心，見到人受苦就覺得不忍心，見到別人有好處而

又對他自己無害的時候，他也替別人高興，見到那些痛苦他害怕，見到佛的功德他就

欣慕。這些是有漏的智，粗淺的智，這些可以引、引起他的無漏種子。他沒有這種

「普斷諸善根」，普遍的，這些是什麼？解脫分，不是！「無解脫分善根」，那個

「分」字當因解，解脫即是涅槃，這些是涅槃的因，這些雖然是有漏的，它會做增上

緣，令到你一路一路接近，接近之後，能夠證涅槃的種子會出現，「解脫分」即是解

脫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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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你現在看看那些，很多人有「解脫分因」的，即是見到人痛苦就起同情心

那些，最多的，有些人真是沒有的，無量世界中有些人真是沒有同情心也說不定的，

那些就是「無解脫分因」了。你雖然有無漏種子，但都要有「解脫分」引它出來的，

這是有漏的，「解脫分因」，能夠引發無漏善根。沒有「解脫分因」即是無條件，雖

有無漏種子但沒有用。「四者善因少不(具)足。」他的善太少，不具備，而他惡太

多。這些就是「時邊無般涅槃性。」即是什麼？雖有種子，但是他障太重。

第二種「畢竟無般涅槃法」，完全無種子的，「以無因故」，就「無般涅槃性」

了，無去「般涅槃」、那個「般」字當入，無入涅槃的功能，他這種人是怎樣？「但

求生死。不求涅槃人。」只是求生死享福，現在很多人拜佛都是以得福為主的，有很

多，是嗎？那些人求神通，有些人求福。我有個同學很虔誠的，他的媽媽很虔誠，要

磕十萬個給佛，發願磕十萬個頭，她有血壓高，誰知磕著磕著，一萬個頭未磕得完就

倒下死了。不過這些死一定好死的，這種死一定善生的，這樣這些她就都是有種子

了，但不夠善巧運用。兩種了。

好了，「又大唐攝論云」，唐朝，唐三藏所翻譯的《攝大乘論》，即是我剛才講

的什麼？「多聞熏習，如理作意」的那本論，「有情界周遍具障而闕因」，「有情

界」即是所有眾生界，「周遍具障」，「周遍」兩個字要 comma，不過是五字一句

要連續，「周遍具障」，他這個眾生完全具備那些煩惱障、業障，這種人雖有因，

「因」即是無漏種子，雖有因，但硬是無辦法涅槃，「而闕因」即是沒有了種子，

「具障」即是有種子而障太重，「闕因」就是無種子，這兩種人，這兩種人怎樣？

「二種決定轉」了。他說這種人，一定在兩種東西所決定，整日流轉的，反反覆覆地

流轉的，怎樣呢？怎樣叫做「二種」？

第一，作業，作些有漏業，第二，受果報，作了有漏善業得樂果，作有漏惡業就

得苦果，兩種決定如此，決定會作業，決定會得果，這種人決定會作有漏業得有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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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這種人，這兩種人，他對於這兩種人是怎樣？「諸佛無自」，我寫錯了一個字，

「諸佛」，佛都無奈何的，佛對這兩種人都硬是搞不定的，無自在力的，這個是《攝

大乘論》這樣講。

《攝大乘論》後來有位菩薩叫做無性菩薩，他造註釋，他這樣說，他說「具煩惱

業、異熟的障」，障有三種，第一種是煩惱障，貪、嗔、癡等，「業障」，由煩惱所

驅使他、驅使的，做那些有漏業，「異熟」、異熟即是果報，由有漏業引起那個異熟

果。煩惱障、業障與那個異熟果障，三種障太重，叫做「具障」，「具」即是具備，

齊齊全全，那些障就是齊全，這種人一定在生死流轉的，第二種無涅槃因，無種性故

名為「闕因」，無涅槃的種子就叫做缺乏涅槃因。

下面就解釋「諸佛(於彼)無自在」了。「諸佛於上所說有情，皆無自在令得涅

槃。」他說那些佛，不論哪一個佛都好，對於上面所講的兩種眾生，「具障」與眾

生，這兩種眾生都無自在力令到他得涅槃。這樣，所以大家有種子就一定要怎樣？自

己勉勵，佛亦無可奈何，無種子的人。好了，這個《攝大乘論》這樣講了，即是有一

種人是不能涅槃的。另外一本叫做《佛地經論》又說，《佛地經論》正式講有五種種

性。玄奘法師就依據《佛地經論》。「義如常說」，普通是照玄奘法師的講法了，

「乃至彼云」，《佛地經論》又這樣說：「第五種姓無有出世功德因故，畢竟無有滅

度之期。」

第五種叫做「無種性」，他說，第五種種性叫做「無有出世功德因」，即是無有

證得涅槃的、證得真如與證涅槃的那種功德，功德是什麼？善的有為法叫做「功

德」，無這種證得出世功德的因，「因」即是種子，所以「畢竟無有滅度之期。」

「滅度」即是入涅槃，他這種人永無期入涅槃。這樣《佛地經論》就這樣講。「又十

地論」，有一部論叫做《十地論》，世親菩薩造的，「第十一卷說：邪定聚名無般涅

槃性。」他說：那些邪定聚的眾生叫做無、不能入涅槃的。不止不能成佛，羅漢也不

能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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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這樣引了這麼多了，是嗎？下一個結論：「准此等文。無性有情無涅槃

因，定性二乘必不成佛。」根據唐三藏上面所引的這麼多資料就說，有一種叫做「無

性」的眾生，無性的有情，他沒有入涅槃的種子，沒有入涅槃種子的，不是無入涅槃

的種子，是無入涅槃功德的種子，「定性二乘」，決定是聲聞，決定是獨覺的那兩種

人，必不成佛，只能證羅漢果，不成佛的。得出這個結論。這樣就兩大派了，這樣兩

大派，大家都是依據佛說，又怎樣？折衷了，折衷就以這個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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