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本《攝大乘論》來到中國就產生了攝論宗，因為攝論宗是講唯識的，就變成在

後來歸併了入玄奘法師的唯識宗裡了。講到這裡，這個世親菩薩，(應是)無著菩薩造

《攝大乘論》，你看回這裡，這裏就「引莊嚴頌，以明十義。」「義」字來的，義理

的義字。用十義來到說明何解佛要講一乘。這裏不解釋你就不懂的，現在這個 break

之後我就解釋這一段，這段很㪐㩿(艱澀)的，你們不聽就不懂的。好了，先休息一

下。

留心聽這一段了！他說《攝大乘論》裏面就引這個《莊嚴論》裡面的頌，就講佛

何解明明有三乘，為什麼佛要講一乘呢？由這十個理由，所以佛要講一乘。下面了，

你看：「以何意趣。佛說一乘」呢？外人問。因為有什麼特別的意義，所以佛要講一

乘呢？於是就答了，彌勒菩薩的頌：「此中有二頌。」這裏有兩首頌文，兩首偈，就

講出佛為什麼要說一乘的，這樣兩首頌，那首頌就這樣說，「為引攝一類」；「為引

攝一類」，你記住，用一個「一」的符號，第一個意義，一會我才解它。「及任持所

餘」。這個是二，「由不定種姓，諸佛說一乘。」這裏就一首偈了。第二首偈：

「法」、第三，那個「法」是一個字，「法」第三，「無我」、這個第四，我漏了，

我寫的時候剛剛瞌眼瞓(打瞌睡)，這個「無我」不記得寫，無我旁邊有個四，打一個

圈，這是四字，

聽眾：「無我」是三嘛！「法無我解脫」，

羅公：不是！「無我」，是，「無我」一點，「解脫」就是五，

聽眾：解脫是四呀！

羅公：不是，我錯了！

聽眾：解脫是五。

羅公：是，現在要改正它。

聽眾：無我是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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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無我就四。解脫是五。

聽眾：法是三。

聽眾：法是三。

羅公：法是三。

聽眾：無我就四，解脫是五。

羅公：是。「等故，姓不同。」一句。第六了，「姓不同」。

聽眾：姓不同第六？

羅公：是。第六。「得二意樂化。」「得二意樂」一個橫點，即是第七、第八，兩個

「意樂」，不就是第七、第八，「化」、第九，那個「化」字第九。「究竟說

一乘。」「究竟」就第十了，十點意義即是佛說一乘。好了！你看佛經看到這

些，你就真是辛苦了，你找一個中文博士都搞不定，除非你找一個習慣看佛經

的，是嗎？這些根本就算韓柳歐蘇，四書五經都找不出這些，找不出這些文法

出來的。

聽眾：他真是要注解。

羅公：真是要注解才行。有呀！現在《攝大乘論》的注解很多，印順法師有本講記，

白話的。

聽眾：講《攝大乘論》？

羅公：什麼？

聽眾：講《攝大乘論》？

羅公：誰？就是《攝大乘論》囉！整本講記，《妙雲集》你們有無？《妙雲集》有？

《妙雲集》裏面有《攝大乘論講記》，不過就《攝大乘論講記》就講得很偏

的，印順的東西很偏的，偏空的，偏得很厲害的。王恩洋 (1897～1964年)那

本叫做《攝大乘論疏》，不過現在買不到，有沒有？這本好啊！《攝大乘論

疏》王恩洋，這裡誰有呢？王聯章有，我記得他的書櫃裏面有一套，我都沒有

了，《攝大乘論疏》，

聽眾：在那裡出的？

羅公：還有一乘套，是一個法師造的，持松法師(1894－1972)造的，這個密宗法師

造的，叫做《攝大乘論義疏》(《攝大乘論義記》)，持松法師，這套又絕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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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說王恩洋的最好。

聽眾：王恩洋有一部叫做什麼？《心經通釋》？

羅公：是！是有。

聽眾：好不好？

羅公：都好！好、好，王恩洋的東西都好。

這樣，這首偈是《莊嚴頌》，彌勒菩薩說的，世親解它了。你看：「釋曰：此中

二頌。」這裏有兩首頌，「辨諸佛說一乘意趣。」「辨」即是解釋，解釋佛在三乘之

外又要講有個一乘的意趣，解了，逐句解了，「為引攝一類者」，解第一句了，「為

引攝一類」，第一句，第一個原因，「為引攝一類」這一句又怎樣解呢？

「謂為引攝不定種姓聲聞等。」有一種不定種性的聲聞，他會回心轉向大乘的，

佛想「引攝」這班人，就對這班人講，所以就「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就)令赴

(趣)大乘，」這班人聽了他講之後，這班聲聞「皆由大乘而般涅槃。」個個都轉，回

心向大，令那些人由大乘得無住涅槃，就不要入無餘涅槃。這是第一了。「為引攝一

類人(者)。」識不識解？跟住了，解第二句了，「及任持所餘」，解了：「及任持所

餘」，「任持」即是支持，支持他，「所餘」就是什麼？那些不定種性的菩薩，已經

回心向大的菩薩，本來是不定種性，已經回心向大的菩薩，他支持他，令到他百尺竿

頭更進一步，令他不要退，「令住大乘」。何解要這樣？「勿聲聞乘而般涅槃」。這

個「勿」字即是恐怕，看佛經的「勿」什麼，「勿」字就當恐怕解的，恐怕那班不定

種性的人退，退轉「而般涅槃」。這樣就解釋了第二個原因了。「支(任)持所餘」

了。這樣頌文：「由不定種性，(佛)諸佛說一乘。」兩種引攝和支持那些不定種性的

聲聞與菩薩，所以佛說一乘。這樣就兩個原因，第一首偈；第二首偈，那個「法」

字，

下面看世親的解：「法等故者，法謂真如。」「法等」，什麼「等」呢？「法無

我等」，這個「等」不用解，那個「等」字是砌夠而已，「法」者，指真如，「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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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者，(法)謂真如。」即是指真如，原來那個「法」字，那個「真如」寫個「法」字

就算數，你說不是世親解釋，我們那裏懂？「諸聲聞等同所歸趣。」所有聲聞、菩薩

等都是歸趣於、都是證那個真如的，「歸趣」，「所趣平等，故說一乘。」不論你大

乘的人與聲聞乘的人，「所歸趣」的、所趣向的真如都是平等的，都是同一個的。

「平等」的即是英文的 the same，same，「故說一乘。」講那個「法」字了。「無

我等故者」，「無我」，第二、第四，是嗎？「無我」，這個「無我」改為四字，加

回一個「四」字在側邊這裏，「無我等故者，謂聲聞等(的)補特伽羅我皆無有。」

「補特(伽羅)」即是眾生，每一個眾生的我，即是靈魂，那些「聲聞等」，「等」是

等什麼？

「等」包括那些菩薩，那些聲聞與大乘的菩薩。個個、不論你聲聞也好，菩薩也

好，都是沒有一個「補特伽羅」的「我」的，無我的，「皆無有」。「由無我故，此

是聲聞，此是菩薩，不應道理。」由於大家都無我，你偏偏就起分別，你是聲聞，我

是菩薩，其實大家都沒有那個我，你那個「我」是假立，我的那個「我」也是假立，

所以是平等的，「由此無我平等意趣。」由於這種無我的「平等意趣」，所以就說一

乘。這是第四。第五了，「解脫等故者」，那個「解脫」旁邊整個「五」字在那裡，

「解脫等」，我在那裡寫了，「謂聲聞等」，即是聲聞與菩薩等，煩惱障，「於煩惱

障同得解脫。」聲聞人對煩惱障得解脫，大乘的人也一樣要解脫煩惱障的，不過大乘

就多了一味，也要解脫所知障那樣解。大家都是解脫了煩惱障的，這一點大家都相同

的，「故說一乘」。

這樣就到第六了，「姓不同」，第六、「姓不同故」，何解呢？「種姓差別

故。」有一種叫做「不定種性」的聲聞，他是會成佛的，與那些普通的小乘聲聞不

同，為了鼓勵這種人，所以鼓勵這種不同種性的人，所以他說一乘。以不能，下面就

說明，「以不定姓諸聲聞等亦當成佛。」那些不定性的聲聞是會成佛的，「由此意

趣，故說一乘。」這樣到什麼？上文就第六，是嗎？就到第七了，「得二意樂故。」

是嗎？第七、第八了。「得二(種)意樂」，「意樂」即是什麼？興趣與想，用普通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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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來講即是意欲，意欲。

聽眾：這是第七。七、八？「意」就七是嗎？「樂」就八？

羅公：「二」者就是七、八，兩種合起來，兩種意樂，「二意樂」即是第六、第七兩

種意樂。

聽眾：第七、第八。

聽眾：第七、第八。

羅公：是！第七、第八。是嗎？

「得二(種)意樂故。」哪兩種呢？「一攝取平等意樂。」何解呢？當你是一個菩

薩，或者你是一個佛的時候，當你不起分別的時候，你就覺得怎樣？我與眾生是同一

體的，即是他眾生即是我，我即是眾生，沒有你、我之分，沒有這種界線的，就攝取

一切眾生與他自己同一體。即是《金剛經》那首，你們讀過了？所有一切眾生之類，

一切都攝為一體的，「攝取平等」，攝取一切眾生與自己平等，一樣的。「平等」兩

字，凡是遇著「平等」兩個字，反而不及西方人譯得好，西方人譯做 same。

這個「平等」即是兩個的，平等仍然都是兩個的，same就不是兩個了，打通

的，是嗎？攝取、「攝取平等」，這種「攝取平等」的意樂。「由此攝取一切有

情。」由於那些大菩薩，他攝取一切眾生當他們是自己一樣，現在那些人，母親就當

自己的子女是自己的一樣，菩薩、那些大菩薩就當一切眾生與自己一樣。他的心這樣

說：「彼即是我，我即是彼。」有一種這樣的心情的。「如是取已。」既然他即是眾

生，眾生即是我，我即是眾生，在這種境界裡，就無所謂「佛」，是嗎？亦無所謂

「聲聞」，亦無所謂「五乘」了。「此既成佛，彼亦成佛。」我成佛，眾生與我都是

一樣，都是佛。有一種這樣的心情的。「由此意趣，故說一乘。」這裡「一乘」兩個

字寫出他那種，即是 describe，寫出他那種佛、大菩薩的那種心情。

聽眾：寫出一乘法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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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是。佛的心情是這樣的，不覺得你是有等級的，第一種意樂了，這就是第七

了，是嗎？

聽眾：是。

羅公：第八了，「法性平等意樂」。怎樣叫「法性平等」？

「法性」即是真如。真如法性，怎樣叫做「法性平等意樂」？「謂諸聲聞」，那

些聲聞人，在法華會上，那些不定性的聲聞人，佛替他授記，說他將來與我一樣，

「蒙佛授記，得法性平等。」將來，他當時授記的時候，就是所證的真如法性是平等

意樂，這樣，於是那些授記的聲聞他就以為，蒙佛授記就以為我所證的法性與佛都是

一樣的，與佛的法性一樣，但他忘記了，法性平等而已！當時法身未平等的嘛！「未

得法身。」除了得「法身」之外，其餘法性是平等的。「由得如是平等意樂。」由於

那些聲聞被佛授記之後，他有這樣的「平等意樂」了。所以，有了「平等意樂」之後

就「作如是思惟」，當時心裡就想著下面的想法：「諸佛(的)法性即我(的)法性。」

諸佛所證的真如即是我所證的真如。

由此法如……「由此法性平等意樂。」那個「如」字是「性」字來的。「故說一

乘」。這樣，這個就是第七、第八了。下面：「化故」，「謂佛化作聲聞乘等」，佛

他有時現聲聞身的，「作聲聞乘等」，「如世尊言」，如世尊這樣說：「我憶往昔無

量百返依聲聞乘而般涅槃。」我以前雖然修行做菩薩，但是我現聲聞身的時候，居然

示現涅槃令別人以為我是聲聞，是涅槃，實在我沒有涅槃，普通在佛經裏面，普通用

名詞就用「涅槃」，加個「般」字，「般涅槃」也是叫做「入涅槃」那樣解。「由此

意趣」，由這個「化」的意趣，化聲聞身的意趣，「故說一乘。」「以聲聞乘所化有

情，由見此故得般涅槃，故現此化。」佛為了要度那些定性的聲聞，時時會化聲聞身

來度他。「故現此化。」那個「化」字就是指化身了。

第十了，究竟故，佛是最高的，佛乘是最高的，讚美這個一佛乘，所以他說一

乘。「究竟故，唯此一乘最為究竟。」「一乘」即是大乘，只有這個大乘才是最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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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過此更無餘勝乘故。」再無第二個能超過大乘的，「勝一乘的」，「聲聞乘等

有餘勝乘。」如果聲聞乘有勝過你的，獨覺乘就勝過你聲聞，大乘更加勝過你了！所

謂佛乘，佛乘就勝過你聲聞乘。佛乘即是大乘，也即是一乘。「由此意趣，諸佛世尊

宣說一乘。」這是第十。十個義，識不識？你回去看看，你記住，這個㪐㪐㩿㩿(很

艱澀)。這個問題了，他信了佛了，修行了，見了道了，會不會再退轉，去轉回來

做，犯了戒變成入了地獄，會不會呢？會不會退轉呢？退、不退這個問題，兩大派，

一派就不退的，不只不退，見了道固然不退，未見道都不會入地獄的！

未見道的人，未信佛的，有了成佛的種子的人都不會入地獄了。但這個講不通

的，一切眾生你都說有佛性嘛！你都說個個都成佛，他又未信佛，這樣又不會入地

獄，這樣即是個個眾生都不會入地獄，這樣即是無地獄了！是嗎？這樣如何搞得通？

矛盾的。所以這一說有很多漏洞的。即是不止見了道不會退，未見道也不會入地獄

的，殺三千大千世界的人都不會入地獄的！有些這樣講的！殺死閻浮提、南贍部洲所

有眾生都殺清他都不會入地獄的！這個就講得太過了，這種講法，不只不退，直情不

入地獄，這個講不通的。

聽眾：這樣那個地藏菩薩早已成佛了！既然都沒有地獄了。

羅公：佛、地藏菩薩那些入地獄就不是，他不算的。

聽眾：他說地藏不清誓不成佛嘛！這樣就是早已無地獄了。早已成佛了，不用發這樣

的願。

羅公：他會搞到無地獄都說不定的，個個成佛就不會，地獄無就不出奇。他們整日

搞，被那些菩薩搞到無地獄都說不定。那些不能成佛者最多不成佛，做人做個

好人，做個很安樂的人……

聽眾：但你想這個世界有沒有惡人？

羅公：是嗎？

聽眾：會不會完全清了惡人？

羅公：他可以整到他不要太惡，不要入地獄那麼惡就可以了！這班菩薩他們努力，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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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很難講的！是嗎？這個很難講的！他又打算永遠不入涅槃的，無住涅槃即是

不入涅槃，其實你們這些人……

聽眾：他一早已經入了。

羅公：他說不定已經成了佛了，不過他這個是乘願再來而已！

這個法身菩薩來的，不是法身菩薩怎會在地獄處教化？教化那些鬼王？是嗎？他

這個不能為例的。這樣，不退是一說了。有些就說：退！會退的，有沒有不退的路

呢？無，你不作惡就不退！不過它有個限度，未見道的時候就時時都會退，一下不小

心就會退，見了道之後仍然可能退，不過他不下地獄而已，都會退。第七地都會退，

第八地然後才不會退。這個是唯識宗的，這是第二種講法了。如果你真……你說：是

呀！不下地獄，我連退轉都不退又怎樣？一定保證不落地獄的？他的答案就是念阿彌

陀佛生淨土，在那邊他就不會打倒退轉頭了。不過在那邊修行那樣解，結論就是正

確。不過圓測法師就沒有講這一段。如果照那個《西方要決》，就是這一段了。是

嗎？好了，將來我會給資料你們，退與不退的爭論。

聽眾：1989年 3月 18日。

羅公：三了，37頁。37頁第一行，「回向聲聞定得成佛。」上文講，有些聲聞人一

定不成佛，但是有些是一定成佛的，那些什麼？「回向聲聞」，即是說他有大

乘的種子，到他成了羅漢之後，他就回心再修大乘，你看看須菩提

(Subh ti)ū ，是嗎？

在《金剛經》裏面，聽見佛講《金剛經》之後，他痛哭流涕，那時就回心再發大

菩提心，聲聞乘的這種人他一定成佛的。好了，我們再看看，你看本文，這些叫做

「回向聲聞」，回心向大的聲聞，即是那些不定種性的有情眾生，你看看：「若回向

菩提聲聞」，不是！「若回向菩提聲聞種性補特伽羅，我(亦)異門說為菩薩。」我好

像漏了個「亦」字，「我亦異門說為菩薩。」一定是的，你加回去不會錯。因為它這

些是四字一句，四字一句的，是嗎？這裏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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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如果有一種是什麼呢？「回向菩提」，回心再發大菩提心學大乘的，那種那

樣的聲聞，那種那樣的聲聞種性，「種姓」即是種子，「種姓」又當階級解，又當種

子解的，「補特伽羅」，「補特伽羅」即是眾生，pudgala這個字，譯做「數取

趣」，即是屢次屢次，取六道投生，就是「數取趣」，「趣」即是六趣。我對於這種

補特伽羅，「我亦異門」，「異門」即是第二個角度，即是 other aspect，在第二個

角度裡面叫他做菩薩。這種我不叫他做聲聞，「何以故」呢？為什麼呢？「彼既解脫

煩惱障已，若蒙諸佛等覺悟時，於所知障，其心亦可當得解脫。」一句。「何以故」

呢？即是為什麼呢？「彼」、即是那種聲聞，那種回向聲聞，「既解脫煩惱障已」，

「解脫」者，擺脫了，解脫，不受它束縛，英文的 free from，是嗎？他由那處解脫

了，解脫了什麼？被煩惱障。我現在又考一下你們，看看你們的的記憶力，「障」有

幾多種？陳芷君你講，講給我聽？

聽眾：兩種。

羅公：兩種，一種呢？

聽眾：所知障。

羅公：是，所知障、煩惱障，這樣這個角度就有兩種，有些就加多一種的，業障等

等。

即是一種種的講法不同，普通就是這二障。煩惱障就以什麼？我再提你們，要記

得的。以我執為首，中心，以我執為中心，與我執有關的那一類東西，一大堆煩惱，

貪、嗔、癡等，以我執為中心，那堆就叫做什麼？成為一個 group，叫做「煩惱

障」。這種煩惱障就會障礙我們不能入得到涅槃的，不能入涅槃又怎樣？不入就罷

了，不是罷，不入就生死輪迴了，是嗎？即是驅使我們去生死輪迴不能入得涅槃的，

煩惱障以我執為首。第二種障就是所知障，所知障就是以什麼為首？以法執為首，闊

了，「我」是法之一種，所有事事物物，凡是事事物物他都執著是有的，以這種為

首。同時與法執有關的貪、瞋、癡等等煩惱，成為一個大的 group，這一堆，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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堆東西就叫做「所知障」。煩惱障是什麼？這些煩惱本身就是障礙來的，障礙你的，

叫做煩惱障，所知障就不是了，所知的障，即是障礙你了解所知的東西，所知的東西

是什麼？所知是指真如，記住！你可以考一下人，多數錯的，所知障，嘿！我們知得

東西多就障礙啦！一定是這樣解的，十問有九個都是這樣答！

那樣你就不要聽他講了，何解？你整天叫人不要聽？我講給你聽，你的生命有

限，是嗎？你不見了一點鐘(一小時)，你聽他講了一點鐘東西，你就不見了一點鐘，

即是說你的生命裏面就扣除了一點鐘，你聽十次就十點鐘，你全部一世人你有幾多點

鐘？你計一計，計不計得到？假使你一百歲都不死的，一百歲，有幾多個鐘頭？一百

歲沒有幾多個鐘頭而已！是嗎？一日 24個鐘頭，24個鐘頭睡了八個鐘頭，剩下十六

個鐘頭，有八個鐘頭你要做事，是嗎？

實得真真正正得安心想享受與學習只有八個小時左右，一日。你說走去聽他講

話，我就給了八分一，一天的八分一給了他，我是不肯的！你問一下我老婆，我的那

種勤力法？連打電話我有時都費事打，有事我打，我幾十歲，我今年七十幾歲，每

日，總之我的知識一日比一日多的，到現在為止，一日比一日多。有很多人五、六十

歲，我都要休養、休息了，因為怎樣？我一日一日識多些東西，我就是享樂，我就是

享樂來了。西方人說 enjoy這些，這種情景我幾爽！好像我儲錢，我現在又儲多了一

些，細路哥儲錢，一日日猛入錢進去，看看又多一些，看看又多一些，已經就很快樂

了！攤開自己的知識的荷包(錢包)看看：啊！又多了！多了又不同了，是嗎？差很遠

的！

所以我看書，你們不妨學我，小冊子不看，小冊子？我老子的時間這麼寶貴！看

你，我將那些時間看你的那些小冊子？那些什麼小冊子？什麼是佛法那些，我們為什

麼要守戒律那些，老早就知，我都會講了！我看你的做法幹什麼？是嗎？還有世俗有

很多書，如果他一味找那些闊佬，找些名人來替他寫序的，就不用看，如果他本身是

好的，何需要找名人替他寫序？這句話是錢穆(1895－1990)教我的。錢穆講的，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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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看書就是這樣，凡事要用大人物，商會會長，什麼省長等等的來替他作序，來弘揚

這本書的，他說這些書不用看的，他本身是好東西何需要人寫序？是嗎？

所以，不要，凡是看書，我們先看什麼？先看那篇自序，或者是一個有地位的專

家替他寫序，寫那篇序，一看那篇序就差不多知道他的內容是講什麼的，值得看然後

才看下去，看完那篇序不值得看就不看算數了。這樣，用這樣來省那些時間。好了，

回來，煩惱障、所知障，「所知」什麼？「所知」是指真如，令障礙我們不能夠證到

圓圓滿滿的真如，所知障。查《佛學大辭典》啦！很多人說，你讀多些經，不用讀經

的！參就可以了！讀經就反而多些所知障。這種人！不知所謂，你參禪就是想拿、知

道所知的真如嘛！是嗎？很多人這樣，好了，這樣就煩惱障、所知障，所知障又怎

樣？你所以能夠成得佛，是因為你證真如證得圓圓滿滿，障礙你證真如的，即是你不

能成佛，不能夠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好了，現在聲聞，小乘的人排除煩惱障就可以了，記住，他不用除所知障的，何

解？他想入涅槃而已！想免生死輪迴而已，撇除了煩惱障他就可以入涅槃，能入涅

槃，能入到無餘涅槃，不用、不用擺脫所知障的。何解？我都入涅槃了，我不想成

佛，是嗎？這樣，擺脫煩惱障就可以了。如果你說我想成佛的，將來乘願再來度眾生

的，我永遠不真正入涅槃的，這樣你就要怎樣？你要撇除所知障才行，這樣去成佛。

如果你想成羅漢，很容易，快則三生，如果你前世已經修了一些，你今世都可以了。

快者三生，或者即生，遲不過六十世，成佛(羅漢)了，最好就出家，少掛牽，快快趣

趣乾手淨腳。

如果你想成佛就不得了，三個無量劫，第一個無量劫完了你就見道，由發菩提

心，看你由哪一世起發菩提心，由發菩提心那一剎那起，一個無量劫你就見道，所謂

「明心見性」了，見道之後你就叫做「地上菩薩」。地上菩薩總共有十個「地」，這

是《華嚴經》的〈十地品〉有十地，十地之中，由初地，一見了道就叫做入了初地，

入了初地之後經過七個地，即是到第七地完，就第二個無量劫開始，第七地完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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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入第八地了，由第八地起到第十地結束，又一個無量劫，八、九、十這三地一個無

量劫，這個無量劫完了就成佛，一個無量劫都不知幾多，可能都不止三萬世了！是

嗎？

不止，你做小乘最遲不過六十世而已，如果一個無量劫可能已經不止六十萬世

了，你如果學大乘，你要拍起心口，有這樣的膽：我不怕的！這樣就學，你說，我又

想學大乘但我又有些怕，那怎麼辦？那就學淨土，修淨土就去那邊，去那邊學，是

嗎？如果你說，我都不用的！一定得的！我很勤力修行，不會退的！你就連淨土都不

用去，不用去，好像西藏的喇嘛那樣轉生也得，不轉生你在這裡也可以，很多那些禪

宗的禪師也是不去極樂世界的。你讀那本《西方要決》，如果你害怕你就最好去，如

果你無把握你就去。

這樣如果你不去的，有些喇嘛就修一種什麼？轉生法，這些其實都是沒有什麼把

握的，修轉生法，我就是這個看法。最好你就持戒，持戒你就一定不墮落的，何需要

轉生、修轉生法呢？這樣煩惱障、所知障知道了。那些聲聞乘的人解脫了煩惱障之

後，「已」、「已」即是之後，如果那個時候「若蒙諸佛等」，「等」就是等(指)那

些菩薩，那些佛、菩薩，覺悟他，覺他、悟他，覺悟他的時候，他就怎樣？轉修大乘

了，就「於所知障，其心亦可當得解脫。」再經三個無量劫，他把所知障漸漸、漸漸

掃除了，解脫。這樣，這種人他一定成佛的。「由彼最初為自利益修行加行脫煩惱

障。」是故如何……「是故如來」！不是「如何」！「是故如來施設彼為聲聞種

性。」他本來這種人就一半聲聞就一半菩薩，是嗎？

「由彼」，由於他最初發心的時候就不是發大菩提心的，「為自利益」，想解脫

而修加行。而修加行，加行是名詞，修那種行。加行，這樣慢慢加行的結果就是「脫

煩惱障」。擺脫這個我執，擺「脫煩惱障」，成聲聞羅漢，後來他才轉大乘的，所以

「如來施設」，「施設彼為」，施設即是叫他，稱他為，「施設」即是改一個名，

「施設彼為聲聞種性。」實在他是菩薩來的。識解了？回心向大聲聞一定解脫，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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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大的聲聞一定成佛的。戊五了，約無性教辨取解不同。現在《解深密經》所講的這

個什麼？講這個三自性、三無性，是嗎？三無性的教理，道理就是最了義的，但是佛

因為講三無性，眾生的程度不同，他所取的見解各個不同，有好多類人，下面就讀，

讀了之後最緊就看一看，你自己是哪一類？看自己是哪一類，自己照一照鏡，即是說

什麼？對於無性的道理其實有三無性，是嗎？

不過在《般若經》裏面就籠籠統統謂無自性是「空」一個字就算數了，雖然只是

講無自性是「空」，沒有講出三無性來，只要他提出無性，有些很聰明的人就不會執

著，那些半聰明半不聰明的人，初時就矇查查，後來都明白，只有那些蠢到極的人，

或者那些執著很重的人，一世裡都籠籠統統，所以有種人好似六祖那樣，是嗎？有種

人就像一般的禪師那樣，現在有些人食古不化的，那種人的取解不同，同是聽佛講這

個無性的道理，因為佛講無性的時候，他初時不分開講有三種的，只是講一切法皆

空，你現在讀《心經》也是，「五蘊皆空」，一個「空」字了之。

讀《金剛經》的時候，好一些了，清楚一些，佛說眾生「即非眾生，是名眾

生。」是嗎？佛說世界「即非世界，是名世界」；佛說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即非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已經透露了一些，是嗎？佛說眾

生，佛說眾生這個假名「即非眾生」，並非世人執著有個「實我」的那種眾生，非這

個「遍計所執」的眾生。他沒有告訴你「遍計所執」，他說「即非」，「是名眾

生」。是名「依他起」的眾緣和合的眾生。其實他已經講了「三自性」裡的兩個自性

了。他講著講著他又怎樣？「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

來。」這個是什麼？「圓成實性」來的。但是他沒有講給你聽，這個叫做什麼？「勝

義無性」，這個即是勝義無性了，是嗎？

就講這些，他密意嘛！保留。《心經》那些就直情不講，《金剛經》就略略透露

多少消息，要到第三時期的《解深密經》才講給你聽。這個就是無性有三種，何解三

種不整夠四種？因為三種無性即是三種自性的變相來的，所以要了義講給你聽。下面

了，聽了「無性教」之後，那些眾生所得的見解就不同了，這樣就分開什麼？分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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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講，第一，略、這裡的文字分三類：略標依教意解差別。簡略標舉出，告訴你，依

據佛……

己二，廣辨依據，依據什麼？「廣」即是詳細，詳細解釋怎樣不同，然後己三，

總結依據意解差別，總結，佛自己說確實是有這麼多種，下面你看：己一，略標依據

意解差別。你看經文下面：「復次，勝義生！」又「復次」，勝義生啊！叫一聲他，

「如是於我善說善制法毘奈耶，最極清淨意樂所說善教法中，諸有情類意解種種差別

可得。」有一本是這樣的：「諸有情類種種意解差別可得。」那樣的，有一本是這樣

的，到底那一本是正的？你自己去《藏經》對一下，是嗎？解就是一樣的。

他說如是，「如是」即是這樣嘛！即是英文的 thus，怎樣呢？「於我善說」，

對於，「於」就是對於，對於我釋迦牟尼，對於我釋迦牟尼所講的東西，我釋迦牟尼

所講的東西有幾多種呢？不出三種，經、律、論，是嗎？「我善說」，是指什麼？經

與論，是嗎？「善說」「善制法」就是指經與論，「毘奈耶」就是律，一個解釋，這

一句很多解釋的，四、五種解釋，我現在要兩種。第二種解釋，「善說」就是指經，

「善制法」指論；「毘奈耶」就是律，這樣就兩種，又講多一種，三種都是。「善

說」也是三種，他即是說，難道戒律就不是善說嗎？所以善說也是經、律、論，總之

世尊所講的東西都是「善說」。第二，善制法，裏面創制了很多教法在這裡的嘛！

所以經、律、論都是「善制法」，「毘奈耶」，毘奈耶的意義就是降伏，降伏，

經、律、論有降伏邪見的功用的嘛！不是只是戒律的。所以經、律、論，三種都是指

經、律、論。「善說」也是指經、律、論；「善制法」也是經、律、論；「毘奈耶」

也是經、律、論，三個，任你哪一個解釋。即是對於「我所善說」的經律論，這種

「善說」的經律論是怎樣？

是「最極清淨意樂所說」的，是最極之清淨的，我想度眾生的那種極清淨的意

願，依據我的意願，極清淨的度眾生的意願而說的，這些是「善教法」，好的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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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自己讚自己，何解這麼論盡(繁瑣)？因為他直譯梵文嘛！如果你習慣了，你就不

覺論盡(繁瑣)了，我們讀慣了就不論盡的，讀慣了就怎樣？有一種什麼？梁啟超的所

謂，梁啟超講這句話，讀佛經讀慣了，初初讀你會覺得很㪐㩿(艱澀)，讀慣了你會覺

得他有一種什麼？有一種調和美。

這個中文的那種這樣簡單化的調和，我都覺得它有一種味的，尤其是四字一句，

好像有拍子那樣。你看看四字一句，你看看：「如是於我善說善制法毘奈耶」，這句

這麼長就沒有的，沒有四個字一拍子的，「最極清淨，意樂所說，善教法中，諸有情

類意解種種差別可得。」是嗎？所以有那兩個字還是，還是怎樣？不過你要對一下才

行，很多都是四字一句，後來那些人模仿來到寫佛經的，就四字一句了，譬如這樣，

中國人自己造的那部《楞嚴經》那樣，它就四字一句，四字一句的。

譬如說：「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四字，讀起上來不是一定要寫個

full stop，一句，但是你可以怎樣？可以讀音樂那樣的拍子，一拍四個拍子那樣。讀

佛經你看，《華嚴經》幾乎完全四字一句的，你讀《華嚴經》。《維摩經》也是，很

多都是四字一句，你讀《成唯識論》那些理論文章都是四字一句，是嗎？於我的善說

法，說「我善說善制法(的)毘奈耶」這三藏裏面，這種、這些教法都是用我的極清淨

的意樂來講的，這些這樣的善教法裏面，我就講了這麼多東西，是嗎？

「諸有情類」，那些眾生有種種不同的意樂的意趣，「意解」，「差別」即是不

同，種種不同的「意解」可得。這樣即是上、中、下三等起碼，有很多種人的，你看

下面己二：廣辨依教意解不同。「廣辨」即是詳細，詳細說明那些眾生的意解怎樣不

同，裡面分兩段。第一段，庚一，舉所依教。舉出那些眾生依據我所舉的這種無性的

教，舉所依教。

然後庚二，以證明有情意解說明他對這些無性的教各人有不同的見解，你現在都

是一樣的，如果你學《解深密經》的，你學完之後，你一聽到講到「空」就知道三無

15



性，三種，有一個都不講《解深密經》的，以後覺岸法師來說空，你問他，就解空

了，眾緣和合，沒有自性就是空，他一定是這樣解的，他不會與你講三無性的，是

嗎？

當然他亦讀過《解深密經》，但是他沒有留意的。是嗎？葉文意來你也問問她，

什麼是空，看她怎樣講？不同講法的，何解不同講法，那個「意解」不同。好了，現

在就先舉出他所依的無性的教，「教」者，指那些經教：「善男子！如來但依如是三

種無自性性，由深密意，於所宣說不了義經，以隱密相說諸法要，謂一切法皆無自

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一句。他說：善男子啊！「如來但依」，

這個「但」字即是只是，只是，即是英文的 just，just，只是，只是什麼？

「依據如是三種無自性(的)性」，依據「如是」即是這些，這些什麼？這些三

種，三種什麼？三種無自性，何解又多了一個「性」字？無自性的性，即是什麼？即

是相無自性的性；生無自性的性；勝義無自性的性，依據這三種無自性性，他也不全

部講給你聽，「由深密意」，即是有多少保留的、有很深的意思保留，不完全講給你

聽的，這種意思叫做「深密意」，有時你完全講了反而不好，是嗎？等他想。

保留一些，用那個「深密意，於所宣說不了義經」，在，「於」即是在，在如來

所宣說的不了義的經，例如什麼？主要就是《般若經》，六百卷《大般若經》，六百

卷那麼多的《大般若經》，那些人就覺得很殘忍那樣，這麼大套經，你說它「不了

義」三個字就了數？這樣，你要知道，不了義就是不了義，你再六千卷也是一樣，是

嗎？「於所宣說不了義經」，即是《心經》、《金剛經》、《般若經》這些裏面，

「以隱密相」，「隱密相」即是很深密的、有保留的意思，「說諸法要」，講那些法

的要點給人聽。

我講的時候我怎樣講？「一切法皆無自性」，不論什麼東西都是空的、無自性

的，不止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這句，第四種最衰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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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人，五事全無又不信的，五事全無能信都還好些，是嗎？五事全無又不信的。我們

先看第一組。辛一，五事具足信解人，能夠信，能夠了解，五個條件都具備的，看你

們是不是這種人，這種人很快的，這種人快趣成佛的，裏面分兩段來講，壬一，五事

成就，五個條件都具備，壬二，聞教悟解(解悟)，聽聞佛的教解悟。你看。

壬一、明五事成就。他怎樣呢？「於是經中」，對於我現在所講的《解深密經》

裏面，「若諸有情已種上品善根，」如果有些眾生多生以來乃至、直至今生，已經種

下了這些高級的善根了，上品的善根，不是說放幾隻小麻雀的那些那樣的善根，是

嗎？上品的善根即是身體力行而又有相當智慧，真真正正的「種上品善根」，你現在

比較上品的，印一些經送給人，他是懂得的，這些是比較接近上品善根，這些一定不

會是下等了，是嗎？蓋一間廟，這些都可以算中等善根，如果你廟也不能起，是嗎？

只是隨緣樂助，捐一千幾百銀，油漆一下佛金這些，希望我今世好好地，這些就

正式是下等善根，上品善根是你們能夠為人解說，了解之後，打開人的智慧，這些是

上品善根。不用很多錢的，這些反而要錢，上品善根不用很多錢，有錢的只是中等善

根而已。你看《金剛經》講的那些？三千大千世界七寶，載滿珠寶送給人，是嗎？不

及將《金剛經》的四句，自己修止觀與為他人說，這是上品善根了。但一味只有一個

講字不行的，你要自己修止觀才行。

第一，已經種了上品善根，第一個條件；第二，「已清淨諸障」，「諸障」不是

說已經完全淨，五個條件具備起碼都要入「地」才行，入初地才行。煩惱障所知障已

經在掃了，現在很多人未曾掃的，現在即是積福而已！現在的人就不掃障的，不掃障

的，現在很多那些捐很多錢的財主婆，捐了很多錢，都是積福而已，我不是說你呀！

那些不掃障的，他的所知障、煩惱障都還未掃得去的。是嗎？所以很多那些財主婆，

聽著聽著就不來了。

我就口不擇言，是嗎？你不來就罷那樣，你這樣，我這樣說你都會來，你即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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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根，你肯來，我替你消了一些業障，我都這麼老了，老人、老人譏諷你，你都能夠

接受，那就消好多業障的。頂不得就不來了，即是你不夠，下一世再來。「已清淨諸

障」。這個「諸障」者最緊要是什麼？業障，業障，過去所作的業。那兩個又說要

來，如何如何，又不見了，一個化妝的，一個是什麼？又說什麼，這些善根不具備

的，不行的。「已成熟相續」，「相續」即是指生命，相續。什麼？

聽眾：那個熟字。

羅公：熟，不是成就，是熟。熟、煮熟的熟，煮飯煮熟了，怎樣「成熟相續」？「相

續」即是生命，我的生命一天一天成熟。即前世修福業，修智慧，今世就成熟

一些，今世我又繼續修福修智，來生我又成熟些；我有把握，我自己的生命一

世一世地進步的。「已成熟相續」。很多人能夠的「已成熟相續」，你們有幾

多肯？

我就覺得無限驕矜的，這樣的情況，你說我即管說，沒有多少人像我那樣做得

到，幾十歲，每日一路這樣讀，不止讀，讀的、凡是讀書，一定為據，那本書未曾有

的，全部讀完之後一定是花碌碌的，提要鉤玄，差不多如果拿到我這些，他拿來就替

他省了整整一半功夫，每晚都還是這樣做，每日不過十二點鐘一定不睡覺，我每日都

做，這是我無限的驕傲，這樣做，你們這班人就不容易及得上，我要一路一路成熟，

來世要比今世更成熟些。

「已多修勝解」，已經能夠真的學習。「勝解」即是清楚的了解，對於經教的道

理清楚的了解，這件事你們怎樣？你肯做就行了，最怕不肯做，無毅力，第一就是無

毅力，毅力很難，那些五分鐘熱度的那些是不足取的，急著做，一下就走人。你們讀

《般若經》，你們很多人去讀，你就買那本 Edward Conze的那一本讀，我也給我

的你們看一下，這一段英文與這一段中文，哪幾句英文等於那幾句中文，對照、對住

它來讀，給你們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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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你一經過這樣做，你就，你的勝解清楚，所謂「勝解」者，即是清楚的了

解。「已能積集上品福德、智慧資糧。」這個上品的福德智慧資糧即是什麼？這些一

定是地上修的了，上品的，純善的，五個條件。有幾個具備五件？這裏沒有了，你與

我都沒有，四、五事是沒有了！你與我都無。「上品福智」這些最難搞，是嗎？上品

是差不多是無漏的，見道之後的「上品福智」。好了，先放個 break，等一會再講。

五事成就，是嗎？壬一是明其五事成就，這種人是怎樣呢？他一聽到都驚，你看

看：壬二，明其聞教悟解，說明他一聽聞，他會了悟。你看看怎樣講：「彼若聽聞如

是法已，於我甚深(秘)密意言說，如實解了。」一句。「彼」，這種人如果聽聞《解

深密經》的這些，這些教法，這些義理，他對於我所講的那種甚深的、有保留意思的

無性教的言說，他能夠如實解了的，他就怎樣？「如實解了」之後他有什麼好處？

有，好處是怎樣？「於如是法，深生信解」，地前，入地之前能夠深信，能夠起

勝解，了解，「於如是法」，「如是法」即是這些義理、這些道理，即是《解深密

經》三無性這些道理，能夠很深入地去了解，信；「於如是義，以無倒慧，如實通

達。」進一步，地前的人都是依文解義，這裏是「於如是義」，即是離開那些經的文

字，對於《解深密經》裏面所講的那種道理，不是一句一句的，我們地前的人，就像

你們現在都要拿住一句一句讀，然後才能夠了解的，不能夠拿開那本經，好像六祖那

樣，撇開經的，不用的，我都不記得那本經講什麼，那個道理我都懂的。「於如是

義」，進一步了。

「以無倒慧」，以不顛倒的智慧，這個一定是無漏慧、無漏慧了，「無倒慧」，

「如實通達」。確確實實地，我的經裏面的意思是怎樣，我就怎樣了解，「如實」，

如實即是 really，通達它。這個是什麼？見道了。「無倒慧」即是無漏慧，「如實通

達」是什麼？見道，證得勝義諦。上文即是說這五事具備的人，聽聞這種了義經，了

解了之後，第一步他可能怎樣？心生信解，地前。第二步，進一步，他更成熟，來生

或者後半世，「諸如是義，以無到慧如實(去)通達」。第三步是怎樣？見了道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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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了，「依此通達」漸修漸習，是嗎？

聽眾：「善修習」。

羅公：是，「善修習故」，對於你所通達的，通達的什麼？勝義諦、真如與世俗諦。

是嗎？

對於我們所通達的教理，能夠依實實行，實行了，修習、真真正正去做了，這是

修道了，見了道之後了。第二個阿僧祇劫了。這樣，他就會怎樣？「速疾能證最極究

竟」了。很快、很快，能夠證得什麼？佛果的，這種人。「疾」即是快趣，究竟位

了，五位了。上文是什麼？地前、「深生信解」就是資糧位與加行位，是嗎？

「如實通達」，見道位，「能善修習」，修道位，「證(最)極究竟」、究竟位，

成佛了。他說這種人，不只信我所講的道理，「他亦於我所深生淨信，知是如來、

應、正等覺於一切法現正等覺。」他說，他不只信我所講的道理，他連我這個人他都

信，信他什麼呢？信我釋迦牟尼是什麼？確是「應」，即是證到佛，佛又叫做

「應」，又叫做「應供」，又叫做「正等覺」。舊譯那個「應」字是「應供」，「正

等覺」，舊譯譯做「正遍知」，「正等覺」，「於一切法現正等覺。」確實知道我對

於一切法，不論有為法，無為法，都能夠用現量現前，得到正正確確的「等覺」的。

他會相信，相信我所講的東西，相信我的人。這種人就最厲害的，五事具足，又

能夠信的。你就不要這麼大貪了，自己認為我都得了，還未的，美洲都沒有這類人。

那個「上品福德智慧資糧」嚇壞人，這個是無漏福慧。這些你生了過去極樂世界都未

得，還要經很多世才行，在極樂世界你都要經很多世才行。辛二，第二種人了，第二

種人是五事不具，五種他不夠，多則四種，少則一種，是嗎？最少的，一種都沒有，

這是五事不具，是嗎？應該是幾多種人？有具四種、具三種、具兩種、具一種，一點

都不具，只是得一個信字，能信。裏面包括五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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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你看，辛二，壬一，明其不具五事，說明這種人五個條件都不具備。壬

二，明其能生信心。能生信心，這種人多了！五事不具能信人，掃起多倫多不知有多

少這種人了，是嗎？不過都有五類，只有最後的那一類多而已！是嗎？最後那一類最

多，五事具四種，又能信的，我看都很難找，或者有之，但鳳毛麟角，具備三樣就容

易找一些，具備二種也易找些，具備一種就多了！這裡個個都是。我看都可以了！是

嗎？一種兩種，我們這裏大把，起碼最少都差不多入圍，是嗎？說明他不具五事。

你看：壬一：「若諸有情，已種上品善根」，你們在這裏聽了這麼久，由開首聽

到現在都不走的，就可以證明你們已具「上品善根」了，那些聽一聽就再無回頭的，

還又囉囉嗦嗦的說這說那的那些，這裏都沒有份的那種人，是嗎？「已種上品善

根。」即是多生以來，「已種上品善根」，最緊要是已經發了菩提心，「已清淨諸

障」，漸漸漸漸將那些業障清淨了，業障很重要的，是嗎？剛才我說，譬如你是李嘉

誠的兒子，你就麻煩了，怎樣？你的業障重，何解？你沒有空來聽，老羅在多倫多講

你都不得閒(沒有空)聽的！是嗎？

你叫杜錫巴尊者為他灌頂，替他開壇灌頂，教他那些咒他都沒有空去學的！何解

沒有空？業障嘛！他的業決定他今世做有錢人，不能夠識得這種智慧，這個就是業障

了。是嗎？你不要以為大把錢就行的，被業障所障。其實我們不知多好，我們應該很

滿足。那個業障障礙不到我們，這麼得閒，星期六都有得休息，來到讀一下佛經，是

嗎？一世人之中都無災無害，應該要知足。而且你又深信，一路路肯持戒，不用一定

要受戒的，受戒而不持還不如不受，是嗎？

如果你是，有些人是這樣說：我不受戒的，你不受戒但肯守戒都可以的，不受而

守戒的，誰說他不是聖人呢？是嗎？受一百次他都不真正守的，誰說他是〔聖人〕？

很多都沒有受過戒，楊仁山都沒有受過戒，是嗎？這個、這個釋迦牟尼誰替他授戒？

是嗎？維摩居士誰替他授戒？沒有聽說有誰去替維摩居士授戒呀！是嗎？他只是有無

皈依，有無真正行皈依的儀式也不知道，所以最緊要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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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淨的，障中是業障最緊要，煩惱障、所知障就慢慢清除，業障就障到你沒有辦

法有機會去清理那些煩惱障，業障搞到你的沒有機會去修學佛法來到清除所知障。譬

如你做了皇帝，就沒有機會給你去修禪定了，都是業障，做皇帝也是業障，如果三十

六、七十二宮苑，七十幾個老婆這麼麻煩，這個不是業障嗎？是嗎？你做宰相又如

何？五更三點你白鬚公那麼老就要摸黑去到朝廷，趴在那裡向那個後生仔叩頭了，你

怎樣？是嗎？這些就是業障，「已清淨諸障」。

「已成熟相續」，即是一世、一世、一世地，日日比較進步，日日比較進步，成

熟，好像你煲藕那樣，越煲越軟，越煲越軟，「成熟相續」，「相續」指你的生命，

何解生命叫做「相續」？我們的生命就是五蘊來的，這五蘊連續不斷，就叫做「蘊相

續」，「蘊」，其實整個名稱叫做「蘊相續」，將它來簡化就叫做「相續」。「已成

熟相續」，你們都能夠的。「已多修勝解」，多修，有空看看經，了解多一些。總

之，「日知其所亡」，記住這句話，是嗎？顧炎武(1613—1682)寫了一本書叫做

《日知錄》，你們聽一下。

《日知錄》裡面的日知是怎樣？「日知其所亡(音無)」，每日之間都知道一些，

是以前所沒有的，今日有多一些了，「日知其所亡(音無)」，「月無忘其所能」，每

一個月的終結，寫這個「亡(無)」的，本來應該這個「無」的，因為通用的。每個月

終結，我計一下那條數，我們所學到的，我們所學到的智能不會忘記了，這樣就夠

了，不用，不用要很巴閉(厲害)的，每日知道多一些昨天所沒有的，每個月結算，我

這個月整個月所學到的東西都不會忘記的，這樣就已經孔夫子都讚他了，「可謂好學

也已矣！」真正得好學的就是這種人是也！

「日知其所亡(無音)」，就知新了，「月無忘其所能」叫做溫故，「溫故而知

新，可以為師矣！」孔子說。怎樣才有資格做老師？舊的東西能夠時時溫習不要忘

記，每日都有進步，知道一些新的東西，這樣這種人就有資格做老師了。現在的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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慘的，我見到那些人很值得可憐的，但是這種人有時看起來又不值得太可憐他，一掙

到錢就好像夠了，不求進步，今世享受就算數了，這種是可憐蟲。還有那些學者，學

了這些已經夠了，不肯再學了。

還有一些，初時就很肯學，很努力學經教，我見到很多出家人、大居士，到了他

有了名譽、有了地位，整日有空就去應酬，夠了，他都沒有進步了，是嗎？就是識這

麼多東西了，他沒有時間去做，是嗎？所以葉文意時時被我說她，你這樣，你都沒有

進步的，整日這裏去，那裏去，一個禮拜講足，一個禮拜七日而已！她不只講七次，

一個禮拜講八、九次！你這樣，就是這麼多東西了！你的存貨就這麼多，你日日將這

些存貨搬來搬去，加多些新貨才行嘛！佛學的要學的東西無比那麼多的！

所以她不能夠進步。劉萬然就肯進步，他肯多些、多些，點點滴滴他肯多一些。

「已成熟相續，已多修勝解，」但是有一個缺點：「未能積集上品福德、智慧資

糧。」就是積中下等的福德智慧資糧不算數的，這樣只得四種。這些你們有的，座中

都有的了，「已種上品善根，清淨諸障、成熟相續、多修勝解，」得，有，座上諸君

大不大不乏人。那樣，我就無謂講哪個、哪個，是嗎？

總之你自己檢討一下，這種人大不乏人。這些都是好的，但是這種人個個都能夠

信，信的，能夠接受的，「能生信」的，五事不具能信的人。好了，能信，一講到能

信就有幾種了，有些是真是信了，依著它來修行的。有些是：這樣都好！略備一格，

又是信的。有些：都是佛講的！也是信。是嗎？這三種人就不同了。這樣，怎樣信法

呢？

分開三種，第一種，明其不住自見能生信心。這種，這種五事不具而能信的人，

真正是好的他會怎樣？能夠「不住自見」，即是不要有自己的偏見，幾難了，你能不

能夠？不住自見？譬如他學密宗的，他以為什麼？嘿！我可以即身成佛，我學這麼多

東西幹什麼？夠了！住自見了，密宗最上了，是嗎？學禪宗的：我參禪了，將來一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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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我就立地成佛了！其他的東西不用了！住在自己的見解裏，「住自見」。

學唯識宗的整日講來講去，講那種唯識的道理，怎樣「阿賴耶識」，如何如何，

講來講去滿口都是什麼？那些概念，他都不實際去修行戒、定、慧的這種人，住自見

最弊，即是人最難搞，尤其是知識份子，銜頭高高的那種人，個個不免住自見。他越

銜頭高他就越住自見，他不肯虛心了！第二種，他這種人他不能夠不住自見，第二

種，不是！第二點好處，由深信故自輕而住，他沒有自己的「住自見」，他又能夠

信，他就會怎樣？他自己覺得，我們的智慧都是有限的，我們都要多學，多接受的，

自輕，自己謙虛而住。

癸三，明其由自輕故能修福智。他肯，能夠謙虛，他能夠修福又能夠修智，他能

夠修福又能夠修智，五事他已經具備了四種，那種就不用很久他就可以了！現在看下

面的那一段：明其不住自見能生信心，他說，他這種人最緊要是條件，現在很難得，

你們座上諸君，不敢說你們個個有，都或者有七、八成有這一點，「其性質直」，

「質直」是怎樣？

不好先入為主，覺得了不起的那種增上慢，「其性質直，」「質」就是質樸，

「直」者，平直，沒有先入為主的，那套東西，你現在，你們佛學會，你們貴會都有

很多先入為主的，其性都不「質直」的，所以我都費事，無機會，有機會我都費事拜

候你們那些長老，其實個個都以為自己那一套已經夠了，他都不能夠知道，「日知其

所亡」，他都不知，連到儒家，總之這些人連《論語》都未讀，《四書》都未讀的這

種人，這樣令我如何能看得起這種人？你再學一下，就連你們都看不起了！「其性質

直」。「是質直類」，總之一切都是「質直」那一類的，坦率、質直那一類。

「雖無力能思擇廢立，而不安住自見取中。」他雖然沒有力量，能夠自己判斷抉

擇、思惟，「思」就是思惟，「擇」就是抉擇，「廢立」，這種東西不對，我不要！

「立」這種對的，我要發揚它，很難的，廢立很難的，雖然他沒有力量能夠「思擇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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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但是他能「而不安住自見取中。」

「見」就是見解，「取」，把自己的見解取，認為我這個見解自己第一的，現在

人人是這樣，我的見解是第一的。不能「安住」，即是保守的，停留在這裏，停留在

那個，「安住」即是英文的 staying，停留在那種自己所取的見解中。他這種其性質

直的。

「彼若聽聞如是法已，於我甚深祕密言說，」這個「祕密言說」指那些什麼？講

的是一切都無性的那種道理，「雖無力能如實解了」，他雖然不能夠如其實在地去了

解，然於此經、「然於此法能生勝解」，他能夠對我所講的這套東西清楚了解，他雖

然不能夠完全依住道理去抉擇，但是他能夠起了解，「發清淨信」，發起一種清淨的

信心，這樣他怎樣信法？你說他清淨，他這樣信法，他「信此經典，是如來說，」相

信這些經典是佛講的，佛所講不只是小乘那麼少少，「是如來說」，怎樣信他是如來

說？如來說很多東西的，怎樣呢？「是其甚深」，第一點，相信這本經典是很深的道

理，你不要以為很淺而已！很容易，誰個不識？

第一「是其甚深」，「顯現甚深」，這本經它是能夠顯示很深的道理的，這是第

二點。第三點，「空性相應」，「空性」者即是真如，即是勝義諦。「相應」者，相

應即是關聯，即是什麼？connected with，相應，與這個勝義諦相連繫的，這個第

三點了，第四點，「難見難悟」，即凡夫所不能見，難見，小乘人所不能悟、了悟

的，就叫做「難悟」，二乘人不能夠了悟的，這是第四點。「及不可尋思」，不可用

有漏智慧去尋思它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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