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諸佛菩薩為眾生故分之為三等」。諸佛菩薩為你們眾生、人的程度不同就將他

們分成三乘而已，實際就只得一乘而已，「等」。這個就是講一乘是實三乘是假的根

據。識不識？講出來能不能夠講得到？你留著這些來做根據，你拋這些出來，那些人

就不敢出聲了。講錯了也不是我錯，是佛錯，是嗎？佛負責嘛！「有處實說三乘，

(就)假說一乘。」三乘才是實的，真的，一乘是假的，「如」什麼？「如即此經

說，」如這部《解深密經》說三乘是實、一乘是假。

「又出生菩薩心經」，另外一本經叫做《出生菩薩心經》，它說：「爾時迦葉波

羅門白佛言」：他說：有一個婆羅門，個名叫做「迦葉波」，他對佛這樣講，世尊：

解脫、解脫有差別不？他說：世尊啊！叫一聲他，阿甲又解脫，阿乙又解脫，個個都

說解脫，入涅槃叫做解脫，有沒有不同呢？是不是大家個個入涅槃都一樣的？有差別

不？差別即是 difference，有什麼不同呢？

這個「不」字讀「否」字，因為那個「不」字與「否」字古音是一樣的。「否」

是什麼？「否」字 f 音，fo、fo，fu(fo)是嗎？那個「不」字 bu、bu、bu，是嗎？

這樣 bu 與 fu 就不同音了，是嗎？bu 音，b 字，叫做重唇音，f 就是輕唇音，不同

的，什麼叫輕唇、重唇？你們學中文的，你的孩子學中文，你們未學到這些，音，有

些叫做重唇、唇音，什麼叫做唇音？

英文 a b c d，a b c d e，a b c 的 b 字，b 就是唇音，ba，是嗎？讀 ba、ba，

唇音了，是嗎？c d e f ，f 也是唇音，fa、fa，是嗎？fa 唇音，f，唇音 g h i j k l m n

o p q r s t u v w ,那個 p 字，m n o p q 的 p 字，pa、pa 就是唇音，唇音,q r s t u v

，va、va、va、va……是不是？有沒有錯？Annie？我、我這些很外行的，是嗎？v

唇音，你有無學 linguistics？你有無學 linguistics？在 university？沒有？你不

行，linguistics 是另外一科，或者是 philology，大學裏面，是嗎？V 是嗎？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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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就 wu、wu、wu 有幾個唇音？有幾個唇音，b 也是唇音，ba，f 是唇音，p

也是唇音，pa，w，唇音，wer，唇音，v 唇音，va、va，這樣唇音有沒有不同？有

不同，一些就是兩塊口唇的，一些是一個口唇，下面口唇，上面用牙的，上面不用唇

的，是嗎？You know？ Annie，you know？b 是怎樣解？ba、ba 是嗎？

小孩子發音，爸爸，ba、ba 兩個口唇動的，兩個口唇動的，兩個口唇動的叫做

重唇音，我們中國人叫做重唇音，b，p 呢？都是重唇音，p、pa、pab 與 p 有什麼

不同？不同，那個 b 加一個 h 就變咗 p 了，何解？b 字那個氣沒有哈出來的，h 呢？

har……h 是嗎？如果你 b 字加一個 har 氣，b 字加一個 har 氣，b 一方面發 b 字音，

一方面 har……那樣，你就變成 p 了，仍然是重唇，m 呢？重唇還是輕唇？

m，ma，ma，兩個口唇重唇音，v 呢？輕唇了，very good，very，very 上面

的牙齒咬住下面，va、va，這個什麼？Ontario Province，Province，vince 半似

vince 就半似 very，都差不多的，就是因為什麼？那個口唇的牙，一半的口唇就叫做

「上齒下唇音」，上面就牙，下面就唇，這些音叫做輕唇音，中國古代沒有輕唇音，

記住！學中國的 philology 有一個原則，古無輕唇音，古代沒有輕唇音，只有重唇

音，所以古代說那朵花很靚，古代人應該怎樣叫？那個芭(花)很靚，因為何解？它沒

有花，花是 f，fer、fer、輕唇音，上面就齒，下面就 fer 輕唇音，古代無輕唇音，那

個輕唇音，那個「花」字的輕唇音，古代沒有的，古代讀什麼？芭(花)，那芭，那朵

芭(花)。

好了，你都明白了，阿彌陀佛的「佛」字是什麼？那個佛字是 Buddha 嘛！

Bu ， 那 個 Bu 字 是 重 唇 音 ， Ber ， 是 嗎 ？ Buddha ， Buddha 現 在 叫 做

佛，Buddha，Buddha，國語就是 fo，佛字叫做 fo，fo 是什麼？f 音，Buddha 現

代讀 fo 字的音，古代沒有 fo 字的音，古代讀 bu，佛陀，Buddha 就剛好，剛好是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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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是嗎？

古無輕唇音，那個佛字古代讀 bu，「娑婆訶」，你們念大悲咒，乜、乜、乜、

乜「娑婆訶」，物、物、物「娑婆訶」，是嗎？如果你對住那些日本人讀，他就說你

讀得不對了，其實日本人就是挑剔而已，怎樣不對？「娑婆訶」，他說 sv hā ā要讀

「娑訶卡」才對，日本人說，他也不對，娑訶卡一樣不對，我們讀「娑婆訶」固然不

對，你讀「娑訶卡」一樣不行，哪裡有 ka 的音？har 就 har 了！

「娑婆訶」的「訶」字讀 har 不對，日本人讀 ka 的，你那些日本人，sv h (ka)ā ā

那樣的，日本人一樣，日本人讀梵文，日本人讀梵文也全讀錯的，讀英文亦讀錯，你

不知道。你現在這裏見到不錯，你猜 good morning 日本人怎樣讀的？good di

morning ke，他們讀 good，那個 d 是不用讀出來的，d 出來的嘛！日本人他沒有

的！他要 di，因為他要，a i u e o，Ka ki ku ke ko 一樣的，da di du de do，要 di

才行，無 d，無 e 字尾就讀不到，他讀 good morning  讀 good di morning

ke，good di morning ke，怎樣這麼怪？

他進去電燈鋪，我在電燈鋪，那家華美電器行那處剛好在聊天，那個日本人走來

買，買什麼？買燈，他說買什麼？問他，他說什麼？我要買 lamp bulb，lamp 就

lamp，他說 lamp bulb，lampl 我們講 lamp，那個 p 字尾不它能發 p 音的，他要 pl

的，lampl，日本人是這樣，何解呢？這些什麼？是習慣上的變異。我們要記得中國

古代沒有輕唇音，無 v 字音，即是娑婆訶： sv hā ā， sv hā ā，娑就 s， vā 就

vā，sv hā ā！無，sv hā ā了，是嗎？婆婆訶，sv hā ā。

所以有時在那些咒音裡面，我們就考得到古代的讀音了，古代中國無輕唇音的，

個「花」字讀 ba，那個父字，父親的「父」字讀 bu、bu。記住，古無輕唇音，這個

是原則來的。這是中國的、研究中國的 philology 的一個原則，古代無輕唇音。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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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解我講這些？我很多這類常識的，你們青年的人學不到了，我們這樣立雜的，你們

學不到的，因為要有這樣長命才行，又要有這樣多時間才行，要有空才行。講到哪裏

呢？辨假實，是嗎？

聽眾：第八章。

羅公：「又勝鬘云」、這個！

「又涅槃經云：一切眾生皆歸一道，一道者謂大乘也，諸佛菩薩為眾生故分之為

三等。」這裏是一派了，是嗎？一乘是實，三乘是假了。另外一派，「有處實說三

乘，假說一乘，如即此經。」這本《解深密經》是也。「又出生菩薩心經，爾時迦葉

波羅門白佛言：世尊！解脫、解脫有差別不」呢？

那個「不」字古代讀「否」字音，所以你讀《金剛經》，有些人就動不動就說

不！不也！有些人這樣讀的，他又說你讀錯了，要否！否也！其實那些人說是否，你

又識得幾多？否！否也！你知不知那個「不」字古人 bu 的？否字，否字讀 f 音嘛！

否字讀 bu，是嗎？「不也」也是 bu，不！bu 也！不！不也！這就對了。所以你不

要隨便說人：你錯了！你說別人錯的時候，你已經是一知半解了。有很多人，我聽見

有人說，不，不也，否，不也，你讀錯了！應該是否，不也才對。

其實不！不也已經是對了。現在國語都是 bu，那樣的，不(bu)，不也！那個也

字，也！不也！第一不(bu)，第二個不也！對到極。所以不要，不要隨便說，你們，

人家都別墅，某個闊佬李嘉誠之類，蓋座別墅在那裏，你動不動就說人家，有些人讀

別野(墅)，不識字的，中國人就有邊讀邊，無邊讀一截，無邊讀截，對到極，無邊讀

截，那個野(墅)字一定要讀墅(睡音)嗎？那個墅字是什麼？shu，是嗎？u 字音嘛！那

個野字是 ya，ar 字音嘛！是嗎？

你說古音是阿字先還是 u 字先？這個在音韻學上面爭論了很久了！遠古最初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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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國人，最初有個 a 字音抑或最初有 u 字音？在這個問題，我問你？如果最初時有

u(烏)字，這個就讀別墅了，u，shu(墅)，是嗎？如果最初先有 a(啊)字音，那就讀別

墅(野)才對了，你說，最初很簡單，我問你，你吧，我問你，你出世之後，你發

u(烏)字音先還是發 a(啊)字音先？你講，

聽眾：a(啊)。

羅公：a(啊)，是不是？

你說是不是？你出世的時候是發 a(啊)字音，a(啊)！u(烏)……a(啊)因為怎樣？

a(啊)，一開口就成 a(啊)了！是嗎？一出世誰不是 a(啊)？哪有 u(烏)？要嘟長嘴才能

發 u(烏)…….是嗎？才出世的嬰兒那裡會嘟長嘴發音？一定是很後起的，是嗎？所以

根據這個原理，這個人類的生理，然後我們知道，人類發音，先有 a(啊)音後有 u(烏)

音，可能那個「野」字，古代凡是 a(啊)音後來就變了 u(烏)音，發 u(烏)音就統統變

了 a(啊)音，如果是後來讀別墅的，原來一定可能是讀別墅(野)的，ya。所以你如果

讀書讀得多一點，你不敢說別人不識的，那些你又讀錯了！那些都是一知半解的人。

稍為讀得多一些，他不會這樣說的。因為他知道各有根由。

你們看小說，看到有個叫做曹大家(班昭，约 45－约 117)的，是嗎？曹大家，我

們細路哥(兒童)時整日讀曹大家就常常被人罵，曹大家(姑)才對：大家(姑)嘛！哪有讀

大家的！大家(姑)大姑嘛！哪有讀大家的！你不對！大家 (姑)，大家這個字嘛，你

對，你說讀大家(姑)也對，但你說我讀「大家」一定錯就不妥，何解？那個「姑」字

讀 u(烏)音嘛！姑音本來就是讀 a(阿)音嘛！所以「大家」才是正音，是嗎？既然你懂

得這種道理，人家讀「大家」你就不要說隨便說別人錯，可能他比你還正音。a 音。

聽眾：禪宗的家風與家法同不同解？

羅公：家風，「風」者風味，家法這個不是佛教講的，而是中國的那些五經，經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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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的，經學家，古文家講的東西有古文家的家法，今文家有今文家的家法，是

中國的經學講的。

後來中國的武術就用了經學，我洪家有洪家的家法；道家有道家的家法，就這

樣。這樣晚近就講到佛教的時候，就唯識宗的人很多就喜歡講家法了。你這些不合我

們的家法，因為何解？因為現在講佛的太多了，譬如這樣，你講真如緣起，唯識宗就

說不合我的家法，你說有第一因就不合佛教的家法。

即是有些大原則不能變的，佛家本來都有家法的，龍樹菩薩提出三個家法，「諸

行無常」，你講諸行會常，「行」無常而已，不是法身無常，「行」即是有為法，無

常的，「諸法無我，涅槃寂靜。」這是佛家的家法，一過了家法就不是佛法。大乘就

要承認有個實相，實相印，如果否定了那個真如實相就不是大乘。這個就是家法，家

法不能破，其他可以，可以通融。所以華嚴、天台其他的東西都沒有問題，但是小節

上會有一些問題而已。小節最標準的就是兩宗，般若宗即是三論宗，就與唯識宗最標

準的，但是天台、華嚴也沒有違背多少，一定出入也是無所謂的。

聽眾：天台、華嚴它都是依佛家的東西來講的而已！

羅公：都是依佛家來講，但是它講的時候，有很多有出入的地方，即是它講這個真如

緣起那樣，就不是很恭維它，但撇開真如緣起又有很多好東西的。A 字音就是

了的，很多變的！最初 a 字音，漸漸幾百年後它變成了 o 字音了。阿彌陀佛就

是了，阿彌陀佛。

聽眾：阿彌陀佛。

羅公：Amit bhaā ，是嗎？

Amit bhaā 應該讀阿彌利多嘛！Amit bhaā 那樣，A 字不知為何唐朝，初唐的時

候仍然讀 a 音，中唐以後就變成 讀咗 (o)阿音，何解？你要讀一下歷史了，北方的那

些民族陸續侵入來中國，那些北方人的音變了，那個 a 阿字變成了 o 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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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Amit bhaā 變成了 Amit bhaā ，是嗎？Amit bhaā ，那個 a 字漸漸就變成了阿彌

陀，Amit bhaā ，阿彌陀佛。變成全部越離越遠了，是嗎？

Amit bhaā ，第一個 A 字已經不對了，那個 tā字，Amitā，阿彌陀的「陀」字應

該是 tā的，變了，兩個變了，佛，fo，那個 fo(佛)是 Buddha 兩個字的，Buddha 沒

有了尾音，那個 dha 沒有了，都有過 Bud 都似一點，那個 bud 還變成了 f 音，更加

了，因為古代沒有輕唇音，後代的重唇音變了輕唇音，阿彌陀佛四個字有三個字就讀

歪了音，如果真是佛，或者聽你音正才算的，那就全部不算數了，好在佛就大慈大

悲，就沒有這套東西的，是嗎？你念他阿彌陀佛(fo)，他一樣，同樣是接受你的，就

是這樣解。好了，講回來。說一乘，假說一乘。他說：如即此經，那個「不」字，我

在講 bu，不字。他說：佛言，佛答他：

「解脫於解脫無有差別。」解脫即是涅槃，證了涅槃之後，那種涅槃的狀況就沒

有差別，「解脫於解脫無有差別。」「道於道」，「道」者，即是能證涅槃的智慧叫

做道，那個「道」字當智慧解，解脫就是證了的果，能夠證到果的這個「道」，這個

智慧就有不同了，有差別了，不同了，差別即是 difference，「乘於乘而有差別」，

佛所講的東西沒有差別，但是你是大乘或者小乘的人，「乘」就是指你本身是有差

別，「譬如王路」，舉一個譬喻，譬如一條大路，現在叫做 highway，是嗎？以前

叫做「王路」，叫做「大王路」，大王出巡所經的路，特別闊大的，你讀歷史讀過沒

有？秦始皇他要出巡，他做什麼？

要天下的人整大路，路廣四十丈，是嗎？三、四十丈闊，三丈而樹，每隔三丈要

種一棵樹，秦始皇出巡的路，那些皇帝出巡的路，在印度那些叫做「大王路」，大王

出巡的路，那些摩囉王出巡都是厲害的，大王路。「譬如王路」，有眾轝者，不是！

「有象轝者、有馬轝者。」「轝」就是車，「有驢轝者等，次第行於彼路，同至一

城。」明不明白？大王路，路就是一，是嗎？但是在那條路上行的車有些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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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用象將來拉車的，可以拉很多東西的，有馬乘，「馬轝」，用馬來拉的車，

這個「轝」字來的，即是車，「有驢轝者」，那些驢仔來拉車的，不能載很多東西

的，這是什麼？「象乘」就譬如大乘，「馬乘」就譬如獨覺；「驢乘」就譬喻什麼？

小乘的聲聞，「次第行於彼路」，大家次第跟住行同一條路，「同至一城」，大家都

去了同一個城，那個「城」是什麼？涅槃。「如是等教」。以上那些就是《涅槃經》

講的。我漏了一個方括弧，「同至彼(一)城」，漏了一個方括弧，相同的方括弧，括

回它。「如是等類(教)，誠證非一。」這樣經裡，照理就是什麼？眾生就有三乘，是

嗎？佛講的就沒有三乘，那條路都是同一條路，你是象車你又是行這條路，馬車、驢

車都是行這條路，是車不同。

所以現代歐陽竟無有這句話，我就很佩服他這句話的：「教則唯一，乘乃有

三。」佛說教的宗旨是一，但是你們那些人的根器不同，你乘的車，教你的大路是

一，「乘乃有三」，到達則有三乘不同，尤其是我現在講的東西，有些人覺得前所未

聽過，確實是好的，對了，有些說，嘿！真麻煩，多多名詞，有些人是這樣想，有些

根本就說不能聽的！有些是聽你都混帳的！是嗎？

「教則唯一，乘乃有三」。「教」指那條大路，「乘」、那個「乘」字即是車那

樣解，vehicle，車有三種。不過確實有些經裏面講一乘，一乘又怎樣？「然說一

乘，意趣不同，故諸聖教」，「聖教」就是指那些經論，就「種種有異了」。「種種

有異」，異說了，怎樣異說呢？

有些經就用六個原因來解釋為什麼要說一乘，有些經就講了十個原因來說一乘，

現在我先講六個原因來說一乘，「顯揚第二十卷」，《顯揚聖教論》第二十卷：他

說：「以六因釋說一乘意」。以用六個理由來說，佛根據六個理由來說一乘，即是一

切眾生都有佛性，一切眾生都成佛，講這句話是有六個原因而說的。「故彼論云」：

《顯揚聖教論》，這本《顯揚聖教論》現在的人不識寶，只有中文有這個譯本的，西

藏文都沒有了這個譯本了，梵文的譯本已經失去了，但是這本書沒有人敢說它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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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真的。只是中文有。

《顯揚聖教論》，講起來也奇怪，剛好在我讀《顯揚聖教論》的時候，我有一個

兒子出世，於是我改他的名字就叫做「顯揚」，現在他在 New York 做律師，這樣巧

我就這樣講。《顯揚聖教論》，我兒子今年三十幾歲了，我三十幾年前讀《顯揚聖教

論》，你們有機會讀一讀《顯揚聖教論》，不過這半年內你們先不要讀，你們讀不懂

的，半年以後，你們就可以了。

他說《顯揚聖教論》怎樣說呢？「故彼論云」：問，他假設問答。「何以故如來

宣說一乘」？即為什麼如來說「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呢？這樣說一乘呢？

「答」，他答：「由六因故」。有六個理由，佛講了六個原因，佛講一乘，一、第一

個理由：「即彼諸法約無差別相故。」就他所講的法，它裏面，「約」就是依據，依

據「無差別相」，這個「相」字當體相解，「無差別(體)相」指什麼？真如，所證的

真如是一樣的，「約無差別相故。」他所證到的真如是無差別的。

我有個注，此約一，證一味真如無差別故， 二，第二個理由，「約無分別行相

故。」「行相」者，指那個智慧，能夠「行」到那個「相」、那個體相處的，這個就

是什麼？「無分別智」，「平等智」、平等智即是無分別智，即是般若智，般若智起

的時候是沒有概念的，記不記得？

般若智起的時候，你讀《心經》是怎樣？不見到這些，不見到那些，「無苦集滅

道，無智亦無得……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一有就有分別了，無分別

起的時候是無分別的，所以就說它一乘。第三個理由，「眾生無我及法無我平等

故。」不論你大乘眾生，小乘眾生，你所證的都是人無我與法無我，這個人無我與法

無我都是一樣的，所以就這點來講說是一乘。

第四、「解脫平等故，謂差別。」解脫即是涅槃，所證得的涅槃，當你入了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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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都是一樣的，平等的。何解說平等？「為差別求者」，怎麼叫做「差別求者」？

有不同的希求，有些人求成佛，有些人求出世做羅漢等等，不同的差別的「求者」，

「有事 妄分別煩惱，對治所緣法性，不相違故。」「有事」，「事」，這句這樣，虗

「有事煩惱，虗(虛)妄分別煩惱」，「煩惱」兩個字就貫通上文的，那些差別不同的

求佛的人，有一種人是「事煩惱」，「事煩惱」什麼？與「虛妄煩惱」有什麼不同

呢？

原來就是這樣，煩惱就有兩種，一種就叫做俱生煩惱，已經講過了，是嗎？與生

俱來的；一種就叫做分別煩惱，「分別」者思惟，思想，你信了那些邪教，自小入了

基督教學校，或者自小入了回教學校等等，受了那些熏染而起分別心，生起的煩惱，

多數是後天的，俱生的那些是與生俱來的，這種俱生煩惱很難斷的，要你怎樣？要見

了道之後，修道，見了道之後了，修道了，然後才能夠慢慢斷的，逐點逐點斷除，那

些叫做「修所斷」的煩惱。

另外一種分別煩惱是因為信錯了教，或者讀錯了書，信錯了某種「主義」然後才

起的，那些叫做什麼？叫做「分別煩惱」。分別煩惱，他一了解了道理之後他就放棄

了，很容易斷的，一斷了之後他就見道了，所以你一見道就斬斷分別煩惱了。天台宗

叫做「見惑」、「思惑」。見道所斷的煩惱叫做「見惑」；要修道慢慢斷的叫做「思

惑」，這樣見道所斷的煩惱現在你就最緊要先斷了它，修道所斷的煩惱就慢慢才能斷

的。

這樣就有些事煩惱，「事煩惱」是什麼？即是「俱生煩惱」，你要修道才能夠斷

的。虛妄分別煩惱即是指分別煩惱，由什麼分別而起的，有些事煩惱與虛妄分別煩

惱，人人都同的，不同在這些煩惱多少，所以就不能說它是一，還有，對治不同，煩

惱多少不同，對付煩惱的智慧也有多少不同了。這就是智慧了，能斷煩惱的智慧又有

不同。但雖不同，但都是斷煩惱，不相違，即是事煩惱與虛妄分別煩惱亦不相違的。

大家都是煩惱，對治煩惱的智慧亦不相違的，「所緣」，煩惱去除了之後所證到的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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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證到那個真如法性都是一樣的。就這三方面來說不相違，所以說一乘。

第一種，事煩惱不相違，第二、分別，虛妄分別煩惱不相違，第三、所緣的真如

法性不相違，這三種不相違。所以他依據這一點就說它是一乘，是一，三乘是一的。

這是第四點，難解一些了，不過你們回去要看書才行，不看書不行的。第五，「善能

變化主故。」所謂一乘者，佛已經成了佛之後，能夠變化，忽然間變成聲聞，忽然間

變成獨覺，忽然間成為菩薩，變化不同。

即是對三種不同「機」有三種變化不同，所以就說有三乘。「六，行究竟故。」

所修的行有不同，何解？修大乘成佛的「行」廣闊些，小乘的就窄一些，故不同。依

據這六點，所以佛，但是它究竟的果都是一的，都是清淨的，所以就說是一乘。其實

一乘是假的。這是《莊嚴論》。《莊嚴經論》是誰講的？彌勒菩薩講的，誰注釋？世

親菩薩注釋。這樣，所以雖然我不想牽著別人的鼻子走，但是我要提供給你們，彌

勒、世親所講的都是比較天台、華嚴所講的應該比較靠得住一些。

好了，今天我講到這裏。另外一本書叫做《莊嚴論》，上文所講的《顯揚聖教

論》是無著菩薩造的。你們將來如果學佛這本書是一定要讀的，以後講彌勒菩薩講的

那本《莊嚴經論》是用十個義理裡來說明，解釋這個佛為什麼要說一乘，解來解去都

是說三乘才是真實那樣解。好了，這個就留到以後。

今天就有些時間，起碼有一個鐘(一小時)，大家希望你講，不要講太短，我就至

少留四十分鐘給你們講，四十至三十分鐘給你們講，練習你們講，因為練，練習講可

以逼你們做功夫。逆境只念一下《心經》是不夠用的，太簡單了，好就是好，但是太

簡單了，念《阿彌陀經》，你知道極樂世界是怎樣的，你念是這樣，不念也是這樣，

就不如只是念「阿彌陀佛」就行了，是嗎？

聽眾：是呀！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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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阿彌陀佛，它都是叫你們念阿彌陀佛而已！你照他說的做就行，何須念那本

經？是嗎？幾個字，六個字就夠了。四個字都行。

聽眾：念一下《觀無量壽經》也是好的，

羅公：《觀無量壽經》，是，但是《觀無量壽經》它教你觀，你學了觀就照觀法就可

以了，是嗎？你不修觀，你讀那本經沒有用的。

聽眾：讀多了就會修了嘛！

羅公：你要坐在那裏觀，坐在那裏觀。

聽眾：讀多了就會修了嘛！

羅公：是。這樣，最緊要主要就是，要不就是觀，它用觀，念佛有三種，一種就叫做

「實相念佛」，不念的，好像禪宗那樣，直接體會那種真如勝義諦的，不用念

的，實相念佛，念那個法身佛。

第二種就「觀想念佛」，《無量壽經》的十六觀，《十六觀經》，初初要很吃力

的。第三種然後才「持名念佛」，持名念佛，過去念佛都是觀想念佛的，後來唐朝以

後就持名念佛，持名念佛就簡單了，是嗎？六個字而已，「南無阿彌陀佛」，何解？

「南無」兩個字即是「皈依」，可以不要的，你初初就說皈依他們那幾個，以後一路

念下去，何須歸依、歸依整日這樣？

聽眾：藕益大師都說，不需要客氣。

羅公：不用「南無」兩個字都可以，念「阿彌陀佛」幾個字就夠了，是嗎？阿彌陀

佛，你歡喜。還有一些，那些念《往生咒》的，南無阿彌多婆夜。哆他伽哆

夜。(namo amit bh ya tath gat ya)ā ā ā ā 哆地夜他。(哆地夜他)(tadyath )ā 阿彌

利都婆毗。(am tod-bhave)ṛ 哆地夜他。(tadyath )(ā 阿彌利哆)。悉耽婆毗。

(am ta-siddha  bhave)ṛ ṃ 然後什麼？

哆地夜他，tadyathā，tadyathā即是什麼？即說咒曰，這樣然後下面那一句才

是咒來的，正式是咒語，以前那些，南無阿彌多婆夜。即是皈依阿彌陀佛，(n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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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t bh ya)ā ā 哆他伽哆夜。 (tath gat ya)ā ā ， 如 來 ， 下 面 一路到 ， tadyathā

，tadyathā是「即說咒曰」，即是先皈依了他，然後才念他的咒。很多的咒都是這

樣，這樣《往生咒》那一條是大咒，念多則七次，少則三次，以後就念結尾那一

句，tadyath  ā哆地夜他，下面那一段，那一句才是咒。

即是好似《準提咒》一樣，怛侄他 (tadyath )ā ，哆地夜他(tadyath )ā 即是怛侄

他，梵文 tadyathā，tadyathā那個 dyathā那個字，在語言學上 d 字講得快就讀了 j

音的，所以 tadyathā就變成了 tad(j)yathā了。所以好像英文一樣，那個、那個 d 字

漸漸地就讀了 j 字音了，did you 很容易就 did you 了，did you ，jou 是嗎？那個 j

字，怛侄他(tadyath )ā 就哆地夜他(tadyath )ā 了，怛侄他(tadyath )ā 了。《準提咒》

那些就怛侄他(tadyath )ā 了。那個怛字不是讀單的，讀 ta，怛侄他(tadyath )ā ，那個

d 字就轉成了 j，一樣這樣，你知道是這樣，你念準提咒你很容易念到十萬的，念到

十萬就靈了，《準提咒》，你想靈就念《準提咒》。

聽眾：後面那句很少而已！

羅公：什麼？

聽眾：就那句 o   cale  cule  cund   sv hṃ ī ā ā。

羅公：是，就是那句，這樣整首咒念其三次，多則七次，少則三次，這樣之後念完那

三次之後，三次或者七次就不計數的，整篇大咒念，念那個大咒就結印念的，

結印念，念了之後就將那個印加持五個地方，那個印加持額、右、左、心口、

喉嚨，散了那個印，拿住那串珠就：唵。折隸。主隸。準提。娑婆訶。(oṃ

cale  cule  cund   sv h )ī ā ā 很容易念十萬！念十萬之後很靈的，這麼多咒最快趣

靈的就是《準提咒》與《六字大明咒》。

聽眾：那個梵文「三藐」怎樣讀？

羅公： samyak ， samyak ，好似 samyak 那樣， myak ，那個英文的 mriag

的，myak，samyak。

聽眾：《往生咒》有幾句都是阿彌唎哆，am taṛ ，阿彌唎哆 am taṛ 是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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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阿彌唎哆(am ta)ṛ ？無量壽(amit bh ya)ā ā ，a 就無，m ta (ṛ 量)，無量壽。

聽眾：阿彌利哆(am ta)ṛ ，就是阿彌陀佛？

羅公：上面那一段即是「皈依無量壽佛」，不止叫做佛，叫他佛、如來、等等、等等

一齊稱號，即是你稱他，你是什麼那樣：我現在皈依某某宰相大人，某某公

爵，某某太子太保，等等、等等一路串，串之後就即是你稱呼李鴻章那樣：欽

差大臣、文華殿大學士、直隸總督、一等……這個、這個，一等肅毅伯爵、加

一騎都尉世職李鴻章，講來講去都是李鴻章。

何解李鴻章整個銜頭我都記得？因為我細路哥時常常經過那間賣如意油的叫做黃

祥華，黃祥華就捐五千兩銀，就拿到他一個牌匾，李鴻章來兩廣是以欽差大臣身份

來，兩廣總督督師剿匪，那時那些什麼「紅頭」什麼的作亂，叫李鴻章過來，它清朝

凡是去一個地方打仗，就叫「就地籌款」，清朝這件事，譬如是兩廣有禍，它就派個

人來，欽差大臣來兼做兩廣總督，就叫他就地籌款，所有打仗的錢在這兩廣處取。

李鴻章一來到就兩個辦法，一個辦法就開賭，開賭，他那篇寫給皇帝〔提出〕開

賭的文章寫得很好的，他說現在那些民間的人，你不開賭他們也是暗中賭，抓不勝

抓，拉不勝拉，兩廣的人就賭博成性的，你真正想滅絕他們賭博，你要專門養很多

兵，養很多兵勇來看住他們不能賭錢才行，你不看住他，他們就賭了。與其這樣就不

如由得他們賭，政府就在那裏每年徵稅，徵賭餉，每年可以得賭餉一百萬 以上，政両

府就不用另外在那裏挖那一百萬，舊時一百萬 等於現在一千萬加幣都不止，不如開両

賭了！

批准了，第一件就是開賭，這樣就開了賭。第二件就獎勵捐款，你想捐款，如果

你捐得一千 銀左右，就整一個五品銜給你，五品銜，我父親都一千 銀捐了一個府両 両

同知，這樣如果你想捐道台就多給一千銀，二千 銀就道台銜了。舊時你捐了道台銜両

就怎樣？有什麼事你要見官，去到就不用去叩頭，你花一千多二千銀。不然你去到見

官，磕頭，跪在那裏對他講，你進去知縣那裡，你花了千幾兩千銀，一千幾百，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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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知縣，你遞貼進去，他客氣些還在書房裡招呼你，還給你一杯茶飲。所以很多人，

那些生意人，你又捐我又捐，李鴻章一下就〔籌得〕了過百萬 銀。両

聽眾：使得。

羅公：什麼？

聽眾：使得，這條計使得。

羅公：那個黃祥華如意油就剛剛初起就想紅(旺)，想紅，他就走去請李鴻章，我捐五

千兩銀給你，請你寫一個牌匾，用你的銜頭送一個牌匾給我，說我的藥是正藥

就得了。

一定正的！如意油又怎會不正呢？如意油用那些薄荷葉整到一齊用來到煮，用油

來整，一定正的，它何必要假？李鴻章說：得！五千 銀做軍費，即刻寫，寫了一個両

牌匾，寫那個〔匾〕得很靚呀！「韓康為業」。韓康是南北朝的時候一個專賣藥的，

賣藥就擺檔賣藥，人家去向他買藥就實價不二，我這種藥治你哪種病是好的，我就是

要這麼多錢，那些人問：減少一些行不行？不行！實價不二。即是說他不二價，這樣

就「韓康為業」，四個字寫得很靚。還用木刻好了給他，那裡要五千 ！幾十 就能両 両

找人刻到牌匾了！你給他五千 給他。這樣那個銜頭是什麼？欽差大臣，他不是普通両

的兩廣總督，以欽差大臣來兼兩廣總督，那些是特別大一些的：欽差大臣、前文華殿

大學士、首相、直隸總督，這麼多總督最大的總督，以前的第一個總督；太子、太保

少保，少保……一等肅毅伯爵，加一騎都尉世職李鴻章。

聽眾：少保是什麼？

羅公：少保？清朝講矜貴的……

聽眾：陪太子讀書。

聽眾：哦！

羅公：那些銜頭來的，那些叫做公銜，公銜，一有公銜，別人稱他做「宮保」了，現

在食宮保雞，就是那個左宗棠(1812－1885)，左宗棠宮保，左宗棠食雞肉就

15



歡喜用辣椒炒的，於是那些茶居見到：啊！左宗棠是宮保，宮保食雞就是這樣

食法的，就是切雞粒來炒，於是就間間酒館，由他做〔將領〕的湖南，間間酒

館都學了他，湖南學到，各省，宮保嘛！左宗棠都這樣食了，於是現在我們都

還有宮保雞丁，就是左宗棠的。就是見他這樣，其實那些菜是下價菜來的，因

為他是宰相吃過，就變好東西了。他戴紅頂的，一品的，紅頂的。他去到倫

敦、去到 New York歡喜怎樣？他年紀老了，沒有牙，沒有牙力，他歡喜人家

將那些雞肉、豬肉什麼東西，魚翅與海參都整成一鍋，

聽眾：一品鍋。

羅公：什麼？一鍋來燉，燉了它，他沒有牙，這樣容易食。這樣就叫什麼？一品鍋，

鍋就鍋，其實就是雜菜鍋，因為他是一品、紅頂的。這樣，於是就叫做一品

鍋。李鴻章嘛！宮保雞就左宗堂，雜食一品鍋就是李鴻章了。

聽眾：還有一個叫做什麼？那個叫做滿漢，滿漢是什麼？

羅公：大滿漢？大滿漢現在都沒有人識整了。

聽眾：很貴的。

羅公：你要去北京才找得到人整。

大滿漢就是清朝的那些貴族，所有滿洲人整的名菜全部集中，漢人所整的名菜全

部集中，總共有幾百味的。結果普通就要吃三日，就吃六餐。六餐。那些正的師傅有

幾家，香港有幾個大師傅整的，以前大同會整，香港大同呀！大三元啦！廣州就四大

酒家，文苑、西苑、南苑那幾間，那些大酒家會整。也只有大酒家才整得到而已，裏

面古靈精怪無奇不有，一陣又什麼？雀舌那樣，那些雀仔的舌頭，陰功呀！學佛真是

不要吃這些大滿漢，你說食一碟雀舌要多少雀？麻雀仔那條舌頭，多少隻麻雀仔然後

才炒得一碟出來？雀舌，猴腦，馬騮腦。

聽眾：是呀！馬騮(猴子)腦生敲馬騮腦。

羅公：大滿漢就不是這樣敲的，是我們順德人才是這樣殘忍，順德人！我是順德人，

但是順德人這種東西真是衰了！活生生敲猴腦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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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那時年羹堯始創的菜，

羅公：什麼？年羹堯開始創是嗎？

聽眾：為什麼他要這樣殘忍？

羅公：殘忍！年羹堯那個人很殘忍。

聽眾：廣州人吃東西都是很殘忍。

羅公：炒豬腿要怎樣？將隻豬，不大不小的豬鞭打牠，等那些血聚落腿，然後找個大

高佬追那隻豬，追到緊的時候一刀劈下去，剛好劈了牠的腿出來，即刻拿去

炒，拿來炒，炒豬腿。這樣是否很折墮？大滿漢不要這樣吃。

香港人整大滿漢都不夠整的，它要整夠、要整夠三百味菜，三百味菜你怎樣想得

出來？香港想不出的！而且有很多師傅都沒有那本書的，要拿住那本書的。以前藥材

舖人都不容易做的，要用那本書，你執什麼處方要揭來看的。做大廚房師傅，做大酒

家廚房要有些東西怎樣整的。香港有人做，我有一個，我辦了一間學校，叫做培德學

校，在香港，三個人辦的，其中有一個人就是會計師叫做馮安，他就走去吃大滿漢，

吃完之後他與我們講起，他說：奇怪了，大滿漢居然有布甸食的？我說，騙人而已！

大滿漢何來有布甸？它不夠三百味，那些點心就整出個布甸出來！騙你而已！你被騙

了都還不知道，幾個人合伙食一桌大滿漢，在香港吃二、三，二千元左右，吃三日

的，二千元左右每人就不用花多少錢，十二人吃的，或者十個人，一人二百銀，人一

世物一世，都叫做吃過大滿漢。有人叫我說大家去吃，我說我不去，那些折墮的，不

吃就罷了，這些東西。是嗎？

聽眾：那些人全部都不是真念佛的，吃那些雀舌那些已經夠不好啦！

聽眾：那些豆腐當猴子腦。

羅公：是呀！在廣東省政府不就是有個客家人與一個新會人打架囉！

在秘書處，大家講起大滿漢，那個客家人就說大滿漢都是不是，不是！客家佬就

不出聲，這個新會人就說，那個客家人這樣問，這樣樣樣都有，又有雀舌，又有猴

腦，什麼都有，皇帝不吃豆腐的，是嗎？那個就揶揄他了，因為客家菜是釀豆腐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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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人就揶揄他，就說： ！一定有你們東江的釀豆腐嘛！沒有東江釀豆腐怎樣成大唓

滿漢？這句講法就直情很刻薄的，是嗎？皇帝吃的大滿漢，與貴族吃的大滿漢，全部

都是這麼富貴的，何來有東江釀豆腐？難道還整乾炒牛河更好嗎？沒有的！這些東

西！那個客家人就很聰明的，這個人做編譯，在編譯室與我一起做編譯的，他即刻走

過去一把抓住他：你侮辱我東江人嗎？兩個幾乎打起上來，我們去勸架。

聽眾：好了，言歸正傳了。

羅公：言歸正傳了。不要緊了，這些都是佛法來的。

聽眾：不要吃大滿漢。

聽眾：不要殘忍。

羅公：好了，講完那個什麼的那一段。

聽眾：一乘那一段。

羅公：一乘那一段。上文講了，現在講到「假實」是嗎？是嗎？是不是第七頁？

聽眾：第八頁。

聽眾：第八頁了。

羅公：什麼？

聽眾：第八頁。

羅公：第八頁了，這樣由第七頁那裏復習一下，第七頁，陰版，一、二、三、四，第

五行，記住，你們這些孩子你知道嗎？中國人的一頁紙，一頁書，一揭起這個

叫做「陽版」。

聽眾：後面叫做陰版。

羅公：一揭起這邊叫做「陰版」，陰版、陽版；上面那一段叫做「天」，下面那一

截，白的這一截就叫做「地」，所以又有些人說：那本書的天地很闊的，以前

那些好的書，整頁讓你一路看一路寫字在這裏的，是嗎？天、地，陽、陰，不

過現在的人很多不識得了，現在那些年青人不識得了。

好了，「辨假實」。這樣就是他說「辨假實者，諸教不同。」即是各種經教的講

法不同，「有處實說一乘，(就)假說三乘。」有些地方就說一乘才是真，三乘就是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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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些經呢？「如法華經云。」《法華經》，「十方佛土中，唯有一乘法，無二亦

無三，除佛方便說。」識解了？十方佛土中只有一乘而已，無二，「二」者指什麼？

獨覺乘，三就指聲聞乘，無獨覺，無聲聞的。「除佛方便說。」

除了佛方便說，說有三乘，真實是不講三乘的。這樣這個就主張一乘是實了。

「又云：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只有這個大乘，一乘就是實，其餘聲聞與緣覺

都是不是真的，假的，假立的而已。「又勝鬘云」，這本《勝鬘經》：「聲聞緣覺皆

入大乘。」所有的那些小乘的聲聞、緣覺結果後來都一定是走回轉入大乘的。「又涅

槃經第二十五(卷)云：一切眾生皆歸一道。」即是一條路，這個「道」者，道路，最

後只有一條路，「一道者謂大乘也。」只有大乘，無小乘的。「諸佛菩薩為眾生故分

之為三等。」諸佛菩薩為了那些眾生的程度，就假說有三乘而已，其實就是只有一乘

「等」。

以上的講法都是一乘是實，三乘是假。你們都可以，你們都可以寫文章，一乘、

三乘。問題就是你如何將這些經譯出來做英文，可以寫簡單的一篇學報文章，可以夠

用的了，講都得，你如果要講亦得，講一乘、三乘那樣，你這樣講法，擔保你講得好

過那些如此這般講佛陀如何的那些，那些什麼的都是幼稚園的而已！你講的這些都是

有些學術的意味，凡講課一定要有學術意味，講來講去都是講那些小學幼稚的做什

麼？是嗎？無用的。

「有處實說三乘，假說一乘。」這裡是另外一段了，實說一(三)乘，假說三(一)

乘。例如什麼？「如即此經」，「此經」即是《解深密經》，「實說三乘」，三乘是

實。另外又有一本經叫做「出生菩薩心經」。我懷疑《出生菩薩心經》這個「薩」

字，可能是「提」字，《出生菩提心經》，因為《大藏經》目錄我都未見過有《出生

菩薩心經》這個名的，是嗎？不過它原本《大藏經》裡是「薩」字，我不敢改它，的

這本《菩薩心經》怎樣講？「爾時迦葉波羅門」，有一個婆羅門，即不是迦葉尊者，

一個迦葉波羅門，就對佛這樣說：「世尊」，世尊啊！解脫、解脫有差別不」？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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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脫」、所謂「解脫」，是不是有不同等級的解脫呢？「解脫、解脫」兩個字他即

是重複來講那樣解，那個「不」字讀否。

佛就答了：「解脫於解脫無有差別。」解脫，所謂「解脫」這個名詞對於解脫的

本質是無分別的，大家都是解脫了，是嗎？無分別的。「道於道，無有分別，無有差

別。」那條路，解脫路與所有……何解「道於道」呢？小乘人的那條路與大乘人的那

條路都無差別的，那條路沒有〔產〕生分別，在這裏，你要看下面那一句才明白了，

路就無分別，但是行路的人有分別，明不明白？

「乘於乘而有差別。」什麼叫做「乘」？那些車，那條路就是大路一條，車有大

小，現在你看看，你走出公路，那些大巴士也是行那條路，那些小車也是行那條路，

路就沒有分別的，都是那條路，但是車不同，這個「乘」就是車，乘字英文譯作

vehicle，車、「乘」就有差別，此乘與彼乘有差別，「譬如王路」，「王路」即是

皇帝出巡所行的路，即是現在的大公路了。是嗎？「有象轝者、有馬轝者、有驢轝者

等。」「轝者」，這個即是車來的，有些用象拉的車，有些……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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