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馬拉的車，有驢拉的車等，有人說那個「轝」字是轎，那些印度人就轎與車都

叫做「轝」。中國人的那個「轝」字都可以當轎解的，那些抬的轎就叫做「肩轝」，

用肩膀來抬起的叫做「肩轝」這個「轝」字，沒有車字在下面的也叫做「轝」(與)，

是嗎？一樣，加了個車字在下面也一樣，「轝」。有些是驢拉的，有些是馬拉的，有

些是用象拉的，所有這麼多種車都依其次第行於那條路了，「轝行於彼路」了。彼路

了。「同至一城。」大家都是行同一條路去那座城，這是什麼？以象來比喻什麼？表

示那些大乘；馬就表示那些緣覺乘；驢就表示那些聲聞乘，最鈍的，最慢的。「行於

彼路」，但目的地都是一樣，「同至一城。」「如是等教。誠證非一。」

這些這樣的經教，拿來真的證據很多，「同至一城。」那個『城』字下面用一個

括弧兜住它，用一個方括弧括住它，用這個雙重的方括弧括住它，這個城字用來譬如

涅槃，是嗎？大家都是證涅槃。「如是等教，誠證非一，然說一乘，意趣不同。故諸

聖教，種種有異。」這樣說者兩說，但是關於「一乘」兩個字的解釋，各人、各派人

的意見是完全不同的，「意趣不同」。所以那些聖教的那些經教裡面，與經論裏面就

有種種不同的講法，怎樣不同？

依據這個無著菩薩所做的《顯揚聖教論》，如果你們英文好的，中文又讀得通

的，搞得定的，就不妨將這本《顯揚聖教論》譯成了做英文，因為何解？世界上，這

本書，真正的書，沒有人敢說它是假的就固然是了，同時，這本書是佛家修止觀的一

本很重要的書籍，又世界上只有中文有這部書，梵文已經沒有了，西藏文也沒有了，

很多人都想譯它，但是那些人想譯的，英文好就不識解中文，中文好的人多數就不識

英文，英文寫不得。

這樣就沒有人能譯得出。如果你們想將來出名，如果將來你做了大學的講師，大

學的教授那樣，將這本書來翻譯做英文，你就可以留名萬世，又可以在世界無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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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這些這樣的才有價值。三十卷而已，《藏要》裏面一冊，《藏要》兩冊還是一

冊？《顯揚聖教論》，買就很難買的這部書，借它來影了它，如果你買《藏要》就不

用影了，不買就將它來影了它。

《顯揚聖教論》是無著菩薩造的。彌勒菩薩就說《瑜伽師地論》，總共有一百

卷，太繁雜了，無著菩薩就將它來怎樣？將它來 summarize，將它 outline，將它消

化了之後，digest它，將它來簡單化，縮為三十卷，這樣，這三十卷都是便利那些

人修止觀的時候用的，這本書裡面，第二十卷裏面用六個因來解釋所謂一乘，何解佛

要說一乘？它講出六個原因，因為這六個原因，所以佛講一乘，所以一乘都是方便

說。

你看它：「故彼論云，問」：它這樣說：「何以故如來宣說一乘呢？」「何以

故」即是為什麼，為什麼佛要講一乘呢？「答：由六因故。」有六個原因。「一、即

彼諸法約無差別相故。」「即彼諸法」即是就在宇宙萬有一切法之上，它的實體就是

真如，這個體，這個相指體相，它的真如實相是無差別的，當你們聲聞乘的人證羅漢

果，他所證到的真如與大乘的人所證到的真如都是無差別的，本質是無差別的。我下

面有個注在這裡，此約，此約，這個所證一乘，所證的一味真如，這個「所」字麻煩

你改回它，「所證」，此約，那些三乘人所證到的，一味的真如勝義諦是無差別的。

所以就叫做一乘，這是第一點。

第二，約，那個「約」字當依據那樣解，依、依據的「依」，即是英文的

according to，「約無差別 (分別 )行相故。」「無差別行」的相，這是什麼？

「相」、上文的相是指實相，這個「行相」是指我們的智慧，我們的智慧的活動，我

們證這個真如的相要用什麼？要無分別的根本智去證它，這個無分別的根本智是有為

法的行，這個「行」的相是無分別的，無分別智嘛！

「差別」即是分別，「此約能證(的)平等智」，平等智即是根本智，是無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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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證」的，你改了那個平等智兩個字，改作那個根本智都可以的，即是上文

《涅槃經》的所謂「道一故」那句。「三、眾生無我及法無我平等故。」佛就最緊要

就是「無我」，證得那個「無我」，「無我」就是指那個「無我」，亦即是指真如，

用無我的觀所顯露出的真如，這個真如用無我觀，這種無我觀，當我們修觀的時候，

大乘、小乘、都是一樣的，三乘都是一樣的。

法無我與人無我，其無我都是一樣的，無差別的，所以說「一」。第四點，眾生

無我即是人無我了，法無我了，是嗎？眾生無我即是「人空」，法無我即是「法

空」，無我不即是「空」？第四，「解脫平等故」。解脫是涅槃的別名，當你證得涅

槃的時候，三乘都是一樣的。第四了，為差別，這裏解釋了，是解釋無差別這一句，

這個下面是解釋它的，「謂差別求者」，這裡佛經就難的，你說叫那些人譯，怎樣譯

呢？

「差別求」，即是個個不同，「差別」即是 difference，那種各種不同的求法的

人，那些求佛法的不同的人，個個不同的求佛法的人，這些人都是怎樣？有「事煩

惱」與「虛妄分別煩惱」，都有兩種煩惱的，一種叫做「事煩惱」，你看看是這樣

看，「事」、它沒有「煩惱」兩個字那怎樣？我們應該要，「事煩惱」應該照著來讀

的嘛！是嗎？「事煩惱」即是指什麼？俱生煩惱，亦即是什麼？修道所斷的煩惱，虛

妄分別，「分別」即是想，胡思亂想，虛妄分別，由胡思亂想搞出來的煩惱，這個即

是什麼？

是見道所斷的煩惱，煩惱有兩種，一種叫做貪、嗔、癡這些就叫做煩惱，第一種

叫做俱生煩惱；第二種叫做分別煩惱，替你溫習一下，看你記不記得？什麼叫做「俱

生煩惱」？什麼叫做「分別煩惱」？與生俱來，本能的，一種 bad instinct，一種壞

的本能，例如什麼？細路哥(嬰兒)一出世一團粉那樣，看到、嗅到媽媽的奶味他哇！

就吸了，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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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得吃？就呱呱叫了，與生俱來的這種貪欲，這種欲望與生俱來的，這就是俱

生的，不是有個人教他，有個老師教他：你嗅到奶味就趕快吃，很好味的，沒有人教

的。是嗎？還有，那隻母雞孵雞仔的時候，你那些人走去想摸牠的雞仔，那母雞就會

啄你的，牠不是有人教牠，不是牠未經過思維：他摸我就會傷害我的小雞，牠不會這

樣想。總之你始來，走來牠就阻擋，你怎樣整牠，牠那些就是與生俱來的嗔，貪、

嗔、癡的嗔。蘇蝦仔(嬰兒)嗅到奶香就想吃就是貪。

貪、嗔，癡是迷迷懵懵的，那種就懵懵懂懂的懵懂氣，就是癡，是嗎？等等這些

煩惱。你現在幾好修養都好，一下子止住就不發怒，如果你不止住的時候，一下忘記

了，整污糟你的衫，或者整了口水在你的臉，你就一下就起火了。你說：有些人修養

幾十年？修養幾十世，修養一千幾萬世都會這樣的！那些俱生煩惱要過萬世然後才磨

針成鐵那樣，磨鐵成針那樣才行的！你以為修幾十年就沒有了俱生煩惱？那裏有那麼

便宜的？

這是歷劫以來堆積的，是嗎？俱生的，那個故事我講過沒有？講到一個和尚在山

上，自小捧了一個細路哥，蘇蝦仔(嬰兒)回來養大他，養到他大都未見過女人的。到

他十幾歲了就對他說：你大了，要下山去墟裡學一下抄化，化米吃的，以前在山上的

和尚要出去化米的，只有那些大富人才找人抬米上來供養你。

就去化米，第一次化米，師兄帶他去，告訴他這些是什麼，那些是什麼，看到穿

得威威的就問：這些是什麼？這些是女孩子嘛！師兄告訴他，這是老虎來的，吃人

的！即是見到女人是老虎。見到其他東西就逐樣告訴他，獨是見到女人就說是老虎來

的。回來之後，師父問他：你見了很多東西？是，見了很多東西。什麼最好？你覺得

最喜歡什麼？他說老虎最好。何解呢？沒有人教的嘛！這些就是俱生煩惱了。這是欲

界煩惱，男女的情慾是欲界煩惱，欲界的俱生煩惱，叫做俱生，俱生煩惱。

分別煩惱是那些？貪、嗔、痴，分別就是思維，由思維分別起，那些學哲學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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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之後就起了，就起了，起了那些執著，分別而起的煩惱都有的，例如什麼是分別

起？某一個人，他貪什麼？貪功名，功名是無形的，俱生不會走去貪功名的，因為有

了功名就可以就有權有勢，就可以做很多東西，他要想的。如何賺錢？如何怎樣，這

樣就起貪了，這些貪是什麼？就是分別煩惱。現在李嘉誠整天空閒在想、想、想怎樣

掙錢，這些就是「貪」，這些貪是什麼？分別煩惱，貪。

「嗔」也是分別煩惱，有些人本來譬如你是回教徒，什葉派的回教徒，人家英國

的那個作家，寫一本什麼《魔鬼之歌》與你無關係的，你就不應該會嬲(惱怒)的嘛！

你一聽到，看到報紙就說這個人！高美尼 (1902-1989)說得罪了我們的教主穆罕默

德，這樣還得了？這樣就不行！這種人非追殺他不可！這是什麼？發脾氣，嬲(惱怒)

了。這是什麼？這些是分別煩惱。分別的「嗔」，懵懵懂懂就會分別，人家造本書講

魔鬼如何，你就白白發脾氣走去殺人那麼厲害？

你就是「癡」！傻的，這就是「癡」。這樣，這些又是分別而起的煩惱。「貪、

嗔、癡」這類煩惱，「貪、嗔、癡、慢、疑、惡見」都有俱生、分別兩種，記住這

個！學佛必須要記得，俱生煩惱最難斷的，所以你不要怪，老僧入定三、四十年，出

到來見到，見到別人燉雞肉，燉魚翅，嗅到香味一樣會覺得會流口水出的，這是什

麼？俱生煩惱。他縱使是你說他修了幾十年！幾十年？修幾百世都還會流口水的！是

嗎？

這些是分別煩惱，不是！這些是俱生煩惱，分別煩惱很容易斷，很容易斷，你只

要控制得住，時時磨煉自己，分別煩惱就不起了。而且是什麼？大乘一見了道，見道

之後就沒有分別煩惱了，完全斬斷了，見道。所以分別煩惱又叫做什麼？你們學佛最

緊要，這些名詞你們要識得的，不然你們一定會籠籠統統的。見道所斷的煩惱，當你

見道的時候就已經剷除了，永斷了煩惱，分別煩惱。

又簡稱，見、見惑、即是見道所斷的煩惱，煩惱又叫做「惑」，那個「惑」字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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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煩惱的別名，見惑，俱生煩惱就見道都不斷的，記住，你說：我已經明心見性了！

沒有煩惱了！好難啦！分別煩惱你就沒有，俱生煩惱都未曾動過，才開首來磨它而

已！是嗎？俱生煩惱就要怎樣？見了道之後就叫做修道了，修道要修兩個大無量劫，

然後才將它磨清它，是修道所斷的煩惱，修惑了。修惑者，修道所斷的煩惱。這個名

字要記得，你們後生仔想什麼，你們這些名詞一不清楚，你看佛經就如五里霧中，整

日要聽別人講，這些名詞一清楚，你以後就不大要聽別人講了。

聽眾：修惑是不是又叫做思惑？

羅公：天台宗的人，約略相當於天台宗的見惑、思惑。

但是我現在所講的這種名詞是全部依據法相宗來講，這樣就的兩種惑。好了，這

種又叫做「事煩惱」，不需要你找的，它事實自然就擺在這裏的一些煩惱，就叫做

「事煩惱」，俱生煩惱。分別煩惱就叫做什麼？「虛妄分別煩惱」，用我們的虛妄心

起分別而引起的煩惱，我為什麼要講這麼多？然後才結束這個「事煩惱」，「虛妄分

別煩惱」。這些，有些人說：我會看的，我的程度很好的，識得看的，除非他要不是

就聽人講，不聽人講，他看完之後可能要幾年後才明白的，因為他要看很多其他的

書，輸在繞了一個圈。聽人講的好處，就是別人整堆東西都在，可以供給給你。聽

眾：那些菩薩有沒有俱生煩惱？羅先生？

羅公：菩薩？有的，兩種菩薩，所以你說菩薩一定有又不是，菩薩一定無也不是，菩

薩有三種，一種是地前菩薩，俱生煩惱又有，分別煩惱又有，你，你自己就是

了，發了菩提心嗎？地前菩薩有，兩種都有。

地上，入地即是見道了，就沒有分別煩惱，有俱生煩惱，到成佛了，成佛的時候

就沒有了，俱生煩惱、分別煩惱都沒有了。成了佛之後，那些再現菩薩身的，那些叫

做法身菩薩，那些就沒有了。這樣即是法身菩薩就兩種煩惱都沒有，地上菩薩就有俱

生煩惱，地前菩薩就兩種煩惱都有，聽不聽得明白？差別、那些差別去求法的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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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事煩惱與虛妄分別煩惱，兩種煩惱都是差不多的，是嗎？不相違。你大乘的人

有俱生煩惱，小乘的人一樣有，大乘的人有分別煩惱，小乘的人煩惱也一樣有，不相

違反的，都是差不多，就是「一」。「對治」，對治即是智慧，無漏智，你所謂的煩

惱就要怎樣？煩惱就要用見道與修道的無漏智去對付的，對治即是對付，即是指那個

智慧。

無漏智所緣的法性，法性即是真如，真如又名叫做「勝義諦」，又名叫做「實

相」，又名叫做「法性」，所緣即是所證的、所了解的法性，那個真如都是一樣的，

都是不相違。因為它都是一樣的，即是那個事煩惱都是一樣，都是一樣，個個都是那

一類。虛妄分別煩惱也是大家都是有，對治那種無漏智的大家都是有，大家所證的真

如都是不相違的，都是，都是那個，不過就是你證得的大小不同。

譬如你同是一個人那樣，我是很好眼的，一眼望下去也是看得很清楚，你近視眼

的，看到他是朦查查(不清楚)的，也是那個人，是嗎？你說不是那個人嗎？都是不相

違的，那個散光眼的可以看出他有兩個頭的，是嗎？也是不相違的，都是那個人。當

你成了佛之後，你不是一定要現佛身教化眾生的，有時你要現聲聞身、現羅漢身、現

聲聞身的，其實你是佛來的。

不過你是現出那個小乘的聲聞、獨覺的身而已。一乘，你是佛的「一」來的。

「善能變化主故。」指佛「善能變化。」「六、行究竟故。」修行的時候，最究竟都

是趣向涅槃，大家都趣向涅槃，不過涅槃也是一樣，不過大乘的人就乘願再來，小乘

的人就不會乘願再來了，就涅槃了，而那個涅槃都是一樣的。究竟、行究竟故。有六

個原因，所以佛就說一乘，這個是《顯揚聖教論》講的。第二本叫做《莊嚴論》，現

在《大藏經》裏面都有的，這本書很難解的，你叫我講這本論，我就敬謝不敏了，不

敢講，有很多微小的地方講不通，《顯揚聖教論》的那些就容易懂。它「以十種義，

以釋一乘。」它以十種道理來講佛何解說一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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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顯揚》、《莊嚴論》是什麼？是彌勒菩薩說的頌文，那個注釋是世親菩薩

注的，《莊嚴論》，《莊嚴論》用十義，彌勒菩薩用十個義來解釋一乘，後來無著菩

薩又造了一乘本叫做《攝大乘論》，《攝大乘論》為什麼是無著菩薩造？現在我們中

國的《攝大乘論》很豐富，如果你去日本留學想拿博士，你研究《攝大乘論》就可以

拿博士。台灣有一個拿了博士，研究什麼？研究《辯中邊論》拿了博士，這個人姓葉

的，叫做葉阿月，有沒有聽過？葉阿月，現在台灣大學教書，不是很通的這個人，我

看他的東西他不是很通的。

在日本，舊時在日本的留學生就很通，現在的日本留學生都是趕住拿個銜頭，都

不是很好，太分得緊要，分得緊要。葉阿月是研究彌勒菩薩的《辯中邊論》取得博

士，不過他所謂取得博士，那個博士還未到手的，他是博士候選人，你如果，如果你

自己英文好就大把東西好做，譯本《攝大乘論》出來又可以，做博士論文，做《攝大

乘論》的研究亦可以。

王聯章想做博士論文，他現在，我走了他就不讀了，我在能仁研究所做所長的時

候，王聯章在那裡讀博士的，他已經拿了碩士了，他的論文怎樣？《現觀莊嚴論》，

不是！他的碩士論文是〈世親的業的思想〉，他的論文，有沒有送過那本論文給你

們？他的論文印了的，不錯的，做得不錯的，〈世親的業的思想〉。博士論文就想做

那個〈現觀莊嚴論的研究〉，結果他就沒有做。劉萬然的博士論文就想做地論，〈地

論宗的思想研究〉，但是也是沒有做。

葉文意也是讀博士的，她讀的時候，她想來想去都想不通那條題目，她太忙了，

想找一條很容易的，很容易過得關的，想找一條這樣的。這樣其實寫博士論文很難

的，因為博士論文有很多個人看的，五個人看你的論文的，有一個說你不行，你就不

行了，這樣後來她就妙想天開，她就問我，羅先生，人人那麼多人研究佛經，我又想

研究道，因為我進來研究那些運氣功的東西，我想研究那些道教的氣功學問，道家的

定法、道家的禪定，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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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行！你肯做就很好，但是無人做過，沒有參考書，道家的東西有很多參考

書，因為道家的禪定的修法，道家禪定修法，道教禪定修法之研究，她想這樣，這樣

你要全部自己起爐灶，這麼辛苦，寫論文都是什麼？我們譏笑那些人寫論文，抄、

炒、摷(找)、輯，四聲，抄、炒、摷(找)、輯，抄、找別人的出來抄，有得抄就抄，

抄完了，不夠的，炒，炒自己的東西，炒都炒不定了，就摷，買那些古書裏面摷

(找)，抄、炒、摷(找)，抄的結果，炒的結果，摷(找)的結果將它輯，輯到一起就是一

篇論文了。抄、炒、摷(找)、輯，我們就是笑那些寫博士論文的人。

你們就說，那些博士很厲害！我們就整日開玩笑，這是抄、炒、摷、輯。前幾天

星島日報那個什麼？那個什麼傢伙？安樂什麼？叫我去做幫手做剪彩那個，與那些記

者聊天，那個王聯章好做不做，拿了我那本《唯識方隅》，他有很多在這裡，就拿去

送給那些記者。那些人說：這麼多著作，他們就問我，我說，很多種的，王聯章說我

有很多著作的，很少的，這一味東西！這麼多著作如何如何。有個記者說。

我就笑了，我說： ！這些東西抄、炒、摷、輯而已！你們做記者的在行了！唓

是！那些抄、炒、摷、輯的是我們的編輯，你們不是的！我說：不是！一樣的！天下

一理，難道還有白烏鴉嗎？是嗎？好了，有很多東西好做，《攝大乘論》，很好的這

本書，《攝大乘論》，《藏要》裏面有《攝大乘論》，何解要做這個《攝大乘論》？

無著菩薩是阿哥，世親菩薩是弟弟，阿哥與弟弟兩個都是在小乘處出家，三兄

弟，阿哥與二弟世親都是在小乘處出家。阿哥後來修空觀，修空觀就見道轉大乘，修

空觀轉大乘就見道，見道之後就弘揚佛法，講著作多而偉大的，佛教的學者在釋迦牟

尼去世之後，在印度就三個人最偉大，第一個就是龍樹，第二個就世親，第三個就是

世親阿哥無著，其實應該無著排先，然後排世親，是嗎？沒有無著那裡有世親？是

嗎？

這樣，無著菩薩已經見道，別人稱他為聖人，相傳說他在兜率天請來彌勒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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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晚夜現身來講《瑜伽師地論》等五部大論。但是這麼多人之中，他就是度不到他的

弟弟世親，世親這個人聰明到極，辯才好到極，他阿哥沒有辦法度得到他，沒有辦法

度得到他，他阿哥也知道世親的機緣未到。

世親當時就寫了一本書叫做《俱舍論》，《俱舍論》一出，他的名聲響到極，其

名聲蓋過他阿哥，後來他阿哥年紀老了，就想度他弟弟了，就叫人叫世親來，他說，

我現在病，想與你見一下面，就使人接世親來，世親以為阿哥病就去了，他阿哥沒有

立刻見他，叫他先住下來，住下來後，就在他住的房間隔離叫個人念大乘經，念大乘

經是念現在《華嚴經》的〈十地品〉，〈十地品〉，〈十地品〉以前是單行的，叫做

《十地經》，就念《十地經》，世親夜晚就很無聊的，坐在那裏聽見別人念經，他就

聽，聽到他念《十地經》，就感觸，覺得自己修小乘雖然是很清楚那些教理，雖然是

很清楚教理，但是不及得大乘那麼偉大，悲願那麼大，十地那麼長遠。

想到自己過去毀謗大乘是很不應該的，這樣，印度人做錯事就自己割脷(舌)的，

第二天他見到阿哥的時候，他說：哥哥，你現在沒有什麼事，很精神？他說：是，我

的心病。他說：你的心病？什麼病？人人都說你是一個見道的人。我就是因為搞你不

定，我與你是兄弟，我就在這裏弘揚大乘，你就在那裏整天誹謗大乘，搞到我心很不

舒服。他說：你不用講，這件事我錯了，我昨天晚上聽了經，刺激我想，我是不應

該，照理我應該割 來贖罪。他阿哥說：這些割 來贖罪是小人的事，大人做的大事脷 脷

應該是什麼？

你用你的舌頭，橫豎你割脷(舌)都肯了，何不用你的舌頭來讚美大乘？用你的舌

頭解說與弘揚大乘，這樣才是辦法。好！我跟你學大乘！跟阿哥學大乘，世親那時都

已經差不多五十歲了，這樣就學大乘，他阿哥說：好！你跟我學大乘，你聽到《十地

論》，聽到《十地經》你就悔改，好了！現在，首先用你的理論，你用你的理論解釋

《十地經》。於是他就寫了那本《十地論》，《十地論》，寫了《十地論》之後，這

本論就很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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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中國南北朝的時候，菩提流支幾個人，在北魏的洛陽那裏就將《十地經》由

兩個三藏法師分開翻譯，然後兩個將它合併成為一本《十地論》，現在擺在這裡。這

樣《十地論》，那個譯《十地論》的其中一位法師是一個老法師，整整百歲都不死

的，一百多歲的人。菩提流支就很長命，這樣就教了很多弟子，將《十地論》來到解

釋，又譯了很多唯識的書，譯了很多唯識的書之後他就死了。

菩提流支他這個人有神通的，那些僧傳講他，他洗臉不用打水的，站在井旁邊撥

弄撥弄，那些水就飛上來給他洗臉了，他不給人知，他自己走去井旁洗臉。有一日被

他的徒弟看到，這師傅在那裏做什麼？一看，原來看到他就在那裏洗臉，喔！原來師

傅有些這樣的辦法的！師傅洗臉、洗衣服不用打水的！原來用手撥一下，井水就飛上

來了！哎呀！真是神通了！以為他這個一定得道了那樣。他說：嘿！這些不是！與你

修行沒有關係的！這些是法術來的！印度的人不知幾多這些法術！滿街的人都會，學

佛的人不學這套東西的！

這套東西不是的，這套是法術，你要學就學我講的那些東西，譯的那些東西，你

不要我學這些撥水洗臉的這些法術，這些不是佛法來的。菩提流支就是這樣。有人說

他所謂菩提即是菩提達摩，太虛法師就這樣講。菩提達摩實在即是菩提流支一個人，

太虛法師講的，沒有人同意的，只有他講。後來那些人批評得多他都不講了。太虛法

師。他有一篇文章說菩提達摩即是菩提流支。

聽眾：他一定有理論去證明的嘛！

羅公：他抓了很多東西的，可能、可能那樣，有些，多多少少吧，不是很充足的。

他翻譯了《十地論》出來之後，他自己講解，但是他一死那些弟子就分成了兩

派，相州南道與相州北道。這樣《十地論》大有文章可做的，相州南道那些一路傳，

傳了幾代之後，一傳了之後就成為一個宗派了，叫做地論宗，地論宗。有很多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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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所謂《大乘起信論》，就是地論宗的那些人偽造出來的，地論宗。地論宗後來到

了唐朝的時候就擴大了，就變為華嚴宗了，地論宗變為華嚴宗，你說那《十地論》影

響有多大！

現在我們讀《華嚴經》的人，樣樣都整日要跟據《十地論》的。世親造《十地

論》，造《十地論》之後，他跟他的阿哥學習，他阿哥教他唯識的道理，教他《解深

密經》。教他之後，他轉入大乘嘛！阿哥就將所有大乘的學理將它來壓縮，壓縮成一

本很簡單的書，叫做《攝大乘論》，攝者，即是包括，很簡單的東西，把大乘的道理

全部包括在裡面。這裡的《藏要》裏面有的，《藏經》裏面有的，這樣《攝大乘

論》，他造《攝大乘論》用來做什麼？

實在是用來做教本，教他弟弟的，教世親，教曉了世親之後，叫世親，你好了，

你替我做注解，它很簡單的，世親做《攝大乘論》的注，後來世親死了之後，世親的

不知是不是徒孫之類，有個叫做無性菩薩，就嫌世親做得太簡單，又再做了詳細的

注。現在《攝大乘論》有三本了，唐玄奘譯了三本，菩提流支譯的不算，無著的《攝

大乘論》，世親的注解，無性菩薩的注解，三家。世親的注當然是最正統的，這樣我

因為講起《攝大乘論》，我介紹它，你們學佛，這本書不可不學的。

這樣《攝大乘論》來到中國，在中國與菩提流支同時，真諦法師又將它譯了出

來，也成為一派，成為一個宗派就叫做攝論宗。玄奘法師舊時就學攝論宗的，後來留

學回來就自己不講宗派了。圓測法師，即是註《解深密經》的，圓測法師注《心經》

了。原來就是學地論宗的，也學攝論宗，這個人很博學的。攝論宗，你看看世親菩

薩，做兩本書，一本《十地論》就影響到中國產生了華嚴宗，一本《攝大乘論》來到

中國就產生攝論宗，因為攝論宗講唯識的，就變成了後來的……不是有問題嘛？上

面？

羅公：佛教裏面，什麼道、什麼道，那個「道」字當智慧解的，記住，時時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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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次之中有五次那個「道」字當智慧解，何解呢？何解？當智慧做「道」？有

兩個理由，第一，「智慧」者，能夠令我由這個迷惑的境界，通一條道路走到

開悟的境界，所以就叫做「道」，智慧叫做「道」。我們要靠智慧來通達的

道；第二，「智慧」者，「道」者即是路也，不論你是凡夫或聖人，你都要行

這條智慧之路去得結果的，所以智慧就叫做「道」，總之什麼道，什麼道，多

數是指智慧。尤其是指那些無漏的智慧。

「道」，當我們每一種智慧起的時候，都有三個過程的，三個歷程的，第一，第

一步我們叫做什麼？加、這個不是加行位，「加行道」，加功去力行的，加行道；第

二個就是「無間道」，加功力行之後，跟住不用多久就成功了，現在正在掃除障礙

了，無間道，掃除障礙之後，「無間」即是接續，接續就是好東西到了，就叫做「解

脫道」，不論你學大乘、小乘，這些名詞是要記的。好似你進入到一處地方，找個地

方坐下，很累，你找個地方坐下，很累了，要休息了，你就要怎樣？你知道那個地方

很好的，你就要走去，是嗎？你不走去，那個位置是不會飛過來給你坐的，要行過去

坐的，當你行的時候，你就要努力加功去實行了！是嗎？叫做加行道了。

這樣就譬如加行道了，就是行去了，行去那個位被那些塵埃封滿了，你要怎樣？

掃淨那些塵埃，叫做無間道，掃淨塵埃了，坐下去，很舒服了，享受了，解脫道，是

嗎？凡是一種智慧的活動，每一種智慧的出現，做一種事情，智慧會作業的，做一種

事情，一種智慧去做一種事情的時候，一定有這三，加行道、無間道、解脫道。譬如

講，我們平時有一個人很怕黑的，怕黑，一見到黑(暗)一些就說有鬼，又很驚，他現

在就要學不怕黑，他要怎樣學？

要經過很多次才可以的，不是一下就可以得的，他要怎樣？在黑暗裏的時候，他

要怎樣？我現在要不怕黑、不怕黑，在不斷在暗示，我不怕的！不怕的！當我說不怕

的！不怕的時候，我現在要做了！要學不怕黑了！不過學的時候就加行了，是嗎？現

在真正了！不怕黑了！現在黑了，不要怕，不要怕！掃除那些怕的障礙就是無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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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之後是真正的不怕黑了。現在很安然的，不是說有鬼？哪裡有鬼？幾妥當，這樣

就叫做解脫道了。

加行道、無間道、解脫道，初時說不怕，一會就又怕了，你要怎樣？要練習了，

當你以後又練習的時候，就不止加行道，就不叫做「加行道」了，再進一步就叫做

「勝進道」了，就是高級的加行道，再進一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勝進道，勝進道

之後跟 又一個新的無間道，這個無間道會厲害些的，跟住又一個新的解脫道，解脫着

道之後又一個新的勝進道，又一個新的無間道，一個新的解脫道，我們不論你這個智

慧起的時候，一定是經過這三個階段的，最初的那個叫做「加行」，中間的加行叫做

「勝進」。「無間道」就是什麼？掃除障礙的，是革命的，革命性的。是嗎？「解脫

道」即是安享那種解脫障礙的狀況。

有很多爭論的，小乘、大乘都有些爭論的，有人問，有人爭論這個問題：成佛

了！譬如釋迦牟尼佛，夜晚一看到明星就悟道成佛了。好了，那些人問了：成佛有沒

有加行道、無間道、勝進道？當然要有的，是嗎？成佛的那種佛的智慧出現，未出現

之前一定要加行的，加行之後一定有個無間道的，掃除障礙，一定要，現在佛了！然

後享受那種佛的果的。好了，佛的、成佛的時候那種智慧出現是不是有這三道呢？或

者你不叫它做加行道，叫它做勝進道，勝進道、無間道、解脫道呢？那個答案是怎

樣？應該說沒有還是有？

你說沒有就很麻煩了！是嗎？不通了，一定要說有的，一說有，好了，加行道，

他初成佛的時候，加行道的時候起計，還是無間道起計成佛呢？抑或是解脫道才起計

呢？兩派人爭論，還爭論得很激烈，所以胡適之說它是繁瑣哲學。一派就說，要解脫

道的時候，出現的時候然後才是，才是成佛，無間道就未成佛，加行道更加了！不用

計了，加行道！這樣是一說；第二說：不是！無間道已經成佛了，因為何解？無間道

的時候他已經完全掃除了那些障礙了，是嗎？掃除了那些所知障、煩惱障了，完全掃

除了還不成佛嗎？所以無間道的時候已經起計成佛，由無間道起計了，你說怎樣是對

的？現在那些人還在爭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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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你說什麼是對的？

羅公：什麼？

聽眾：你取哪一種？

羅公：我就取解脫道的時候就正式成佛，何解呢？無間道是掃除障礙，是嗎？

即是好像一個人，國家搞革命，革命的時候未算，革命完成了，他立國的時候才

能算的嘛！應該就解脫道起計。還有一樣，無間道，還有一種，一定要照我這個講法

才行的，何解呢？你又不要預先這樣想，很多大德人家都不識，要你老羅才懂？這些

很難講的，是嗎？世上有一句話，叫做不怕你白鬚公，最怕他本事在其中，是嗎？你

本事不在其中，你白鬚都是無用的，很簡單的而已，一問你，我問你，是不是成了佛

之後才有三身具備？法身、報身、化身，是嗎？未成佛有沒有？

聽眾：沒有。

羅公：沒有，是。解脫道就一定有三身具備了，是嗎？無間道有沒有三身？

聽眾：沒有那兩樣。

羅公：什麼？他現在正在這裏掃地嘛！是嗎？掃淨那些障礙然後那個三身出現嘛！三

身未出現嘛！是嗎？這即是說，如果你說無間道就是成佛，即是佛最初的那一

剎那沒有三身的，是嗎？第二個剎那才有三身的，那又如何講得通？是嗎？所

以應該是什麼？

聽眾：解脫道。

羅公：解脫道。是嗎？

我們學哲學又好，學佛學又好，這個最緊要是這些。然則釋迦牟尼佛夜睹明星悟

道的那時候，他怎樣？接續，一見到明星的時候，明星出現的時候，他剛剛就那個無

間道起，無間道一起之後跟 就解脫道起，明星照他的時候，無間道又叫做什麼？叫着

做「金剛定」、「金剛喻定」，用「金剛」來譬喻，未成佛之前是在一個很定，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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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叫做「金剛定」，何解叫做「金剛定」？因為那時那個定裏面出那種智慧，那

種智慧猛利到好像金剛一樣猛利的，所以用「金剛」來做譬喻成佛前。

這是什麼？這個就是成佛的無間道來的！佛的無間道叫做「金剛定」，一過了

「金剛定」這個三身就出現了，那個是解脫道。你在這裡對大乘佛法讀多一些，你的

理解就稍為純熟一些，你會覺得很快活的，這裡一輯上去又合，那裡一輯上去又對，

樣樣都好像剛剛好，天衣無縫那樣，當你不是很了解的時候，就會覺得這樣又矛盾，

那樣又矛盾那樣的。我們與你們就是差距在這些不同，你們就覺得這又合不上，那也

合不來那樣，我們的看法是這又可以合，那又可以合，處處都能契合的。差距就是這

些。

聽眾：教授，那個「庵摩羅識」是不是這個時候起的？即是第九識。

羅公：是了，「庵摩羅識」出現的時候就是解脫道，你又可以說無間道的時候「庵摩

羅識」出現都行，「庵摩羅識」一出現的時候，第二個剎那即刻三身具備，這

樣也行。也通的。

應該就解脫道，解脫道時「庵摩羅識」就一定出現的，我們的第八識，這個有漏

第八識在無間道毀滅，銷毀我們的。所以真正銷毀我們的那個舊生命，在無間道的時

候就銷毀了，哪個銷毀它？「庵摩羅識」出現，「庵摩羅識」出現來正在銷毀，你說

「庵摩羅識」未出現又不行，你說它已經出現也不是，正在出現，一出現的時候，即

是它正在消滅那個我們的舊生命，一到解脫道的時候，那個舊生命就沒有了，新生命

起了，聽不聽得明白？

這樣你看，我講這裡，「於一切行未能正厭、厭都是「厭」，但「未能正厭」，

「離欲，」都能「離欲，」但「未正離欲，」解脫都能夠做到一些，但是「未正解

脫」，這個「解脫」指解脫煩惱而已，不是當「解脫道」解。有人就將它來這樣解

釋，「未正離欲」，不是，「未能正厭」，這個所謂「未能正厭」就是指加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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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正離欲」，這個「正離欲」就指無間道，「未正解脫」就是解脫道，就這樣解，

唐朝的那些法師就這樣解的。又是對的，十分合理，是嗎？下面的另外就是解脫之後

就怎樣？「未遍解脫煩惱雜染」，什麼叫做「煩惱雜染」？所有煩惱，這些有雜染性

的煩惱都掃除了，這個「遍」字是什麼？這個「遍」字那些西方人翻譯出來就是

perfect。解脫道即是完全，「未遍解脫諸業雜染」，那些雜染的業，未遍解脫那些

生的雜染。

那種人雖然做到了一些，但是因為他未懂得那兩個無性，所以佛要怎樣？對於這

種人，對於那些未證離欲、未證解脫、未證遍解脫，「未遍解脫煩惱雜染、未遍解脫

諸業雜染、未遍解脫諸生雜染」的人，對於這種人就要說什麼？說那兩個「無性」

了。下面庚二，然後對機正說了：下面了，一修這兩種勝利，修這兩種觀，在加行位

裏面去修的時候，又有勝利，固然有勝利。

羅公：下一堂課就教一乘，我在未講它這個一乘之前，我就會講所有講一乘的資料教

給你們，等你們出來，別人講一乘呱呱叫的時候，你就可以問一問他，別人反

問你，你又搬出來一條條告訴他，你可以這樣。這樣，你們看看《心經》，希

望你們個個出去都可以講一下《心經》，

聽眾：《心經》是難在頭一節，尾的一節容易講些。

羅公：什麼？

聽眾：頭一節。頭一段。

羅公：頭一節不難呀！

聽眾：尾的一節。兩句，是嗎？

羅公：是，「色不異空，空不異色」這幾句最難講的。

聽眾：這些都是不難，都沒有什麼意見的，觀自在菩薩就夠了，有兩說的了！觀自在

菩薩就有兩說的了！

羅公：那兩說就最多那兩說囉！

聽眾：有講對了就講觀音菩薩，又講一下八地菩薩，怎樣讀對呢？

羅公：這樣兩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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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這樣就兩方面了！

羅公：是，

聽眾：我就取八地菩薩，我不取觀世音菩薩，他這個講觀世音菩薩是很狹窄的，不是

很廣闊，佛教要廣闊，如果狹窄，觀世音菩薩是正法明如來，他早已經照見

「五蘊皆空」的了！現在才拿他來做比喻「五蘊皆空」？講的時候是不同的。

尤其是釋迦佛講的時候，就不會拿觀世音菩薩來做代表了。

羅公：是。

聽眾：是嗎？所以講觀世音菩薩太過的時候，不是很對，我認為不是很對。

羅公：很多人是這樣講，那些學者多數這樣講，但是那些人，你這樣講那些人又不夠

味，要講觀音菩薩。

聽眾：他又不找文殊菩薩？文殊菩薩……

羅公：照理就應該找文殊菩薩，講般若應該找文殊菩薩。

聽眾：找文殊嘛！智慧第一嘛！講空嘛！是嗎？何解又找觀音菩薩呢？這個不大合道

理的，分析落去就不大合道理的。是嗎？所以很難講，很難講。

羅公：這樣，大家看看，下一次先找一個誰講回給我聽，我現在先我講給你聽，我現

在讀這個，我當教國文那樣教你們，我這個講義裏面，那些大字就是圓測法師

的《心經贊》裏面的，那些寫側的小字就是我加下去的。

聽眾：羅時憲的解深密經，1989年 1月 21日。

羅公：講到哪裡？

聽眾：講到 34頁尾，是嗎？

聽眾：35頁。

羅公：34頁，是嗎？約位辨三無性。是嗎？依據……

聽眾：不是，庚一講完了。

聽眾：庚一講完了。

聽眾：庚一講完。庚二了。

聽眾：庚二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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