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清的時候考試，前清不是有個乾隆皇嗎？乾隆皇這個人就很招積(自大)的，這

個人別人不做的他偏偏就去做一下。他要參加考試，皇帝要穿這些考試人的那些藍布

長衫參加考試，那些官誰敢勸他？他說要去就由得他去，由得他揀什麼位坐。他又不

肯，他指定要編配一個位給他坐，於是那些人就編配一個位給他坐，編給他坐在場邊

上，側邊有個窗口的，可能想著沒有那麼多人發覺他就去考。別人交卷他又交卷，當

然那些人取他卷不敢給他最高分，給他最高分一定被他罵。說你見到給我做皇帝，你

給我最高分？又不得了的！但你給他最尾也不得了的。所以做這些考官很難做的。考

了，考完之後，那個位置以後無人敢坐，那些考試官也不敢編那個位給別人坐。也沒

有人敢坐那個位，皇帝坐過的，漸漸地，在窗外面就爬起一條藤就爬到那個位處，其

實這些很明顯是那些花王作怪，花園的人作怪，拉一條籐下來，爬去那裏，是嗎？沒

有人敢說你不對的，真命天子坐過，一定是那個天不給人坐，一條藤爬過。所以北京

那個考進士的地方，禮部那裡有個地方有個位，堂裡面有一條老藤爬著，沒有人敢推

那條藤。那條藤就越整越老，幾十年之後就變成這麼粗，於是那些人就說，確實真命

天子坐過是不同的！其實這些是自己騙自己，很多是這樣的。

唐太宗未做皇帝的時候做過尚書令，以後沒有人敢做，他以後也不會給人做尚書

令，也沒有人敢做，給也沒有人敢做尚書令，只有一個人做過，除了唐太宗之外只是

一個人做過尚書令，就是郭子儀(697－781)，他功勞太大，什麼級都做過就只是差

了一個尚書令未給他做過，你不做都要做了！你的功勞那麼大，就給他做。郭子儀這

個人也老實，做就做！他就做了，尚書令他也有膽做。只有他才有這個膽量去做。他

與那個皇帝對親家，他的兒子打老婆，現在有沒有看過？《打金枝》是嗎？那個郭子

儀的兒子，兩公婆吵架，郭子儀的兒子打她。後來知道了，後來這個媳婦就先走出去

告訴家公(公公)，他打我！我要回去，我現在要回去講給我爸爸知。搞到郭子儀快點

綁了兒子，得了！打公主！即刻綁了兒子，帶著兒子，嘿！這個畜生！無用的！他居

然敢打，侮辱公主！所以我現在用家法懲罰都不行，這些要國法懲罰他才行了！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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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就走出來！嘿呀！你不要搞這麼多事！講句什麼話，記不記得？

聽眾：不癡不聾，不做姑翁。

羅公：不癡不聾，不做阿姑阿翁，你做阿姑阿翁，做家婆、家公，你又要半傻半聾才

行的，你不傻不聾，你這麼清楚，怎樣做？趕快回去！不要找這些事搞！這個

人是這樣的。真有其事的，《打金枝》這件事。

「爾時勝義生菩薩復白佛言：世尊初於一時，在婆羅 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痆

「婆羅 斯」的地方，即是婆羅 國了，那個地方又叫做什麼？「仙人墮處」，相轉痆 痆

舊時有五百仙人會飛的，去到那裏，忽然間起了個塵念就跌了下來，就在那裡跌了下

來，這樣就叫做「仙人墮處」。這些神話我們就不必理它，是嗎？那個地方又叫做

「施鹿林」，舊譯就譯做「鹿野苑」，新譯就譯做「施鹿林」，是皇帝將那個地方來

養鹿，施捨給了那些鹿，不准那些人殺那些鹿的。將那些地方施捨了給那些鹿的，叫

做「施鹿林」。何解皇帝會「施鹿林」，施捨給那些鹿呢，又有一段笑話，有幾百

鹿，那個皇帝就打獵，那個王子打獵，其中有一隻鹿，大肚懷胎的，走來伏在那個王

子前面，他對王子講，等我生產了小鹿，我才給你殺來吃吧！說牠這樣講，當然不是

這樣的，可能又某個因緣，就放了那些鹿，好像我們在屠場門口見過，那些牛去到，

要入屠場，牠跪在那裡不肯去，我真是親眼見過的，牛呀！你們有無人見過？那些屠

場拉些牛進去，去到屠場門口，死都不肯入的，這些牛有預感的，拉進去就會 了。劏

大概這些鹿也有這些預感也說不定。搞到那個打獵的王子就說：好，赦免了牠，以後

這塊地我都不打獵了，大家都不打了，不要打那些鹿。施捨了給那些鹿，所以叫「施

鹿林」。

這樣是有三個名的地方。「婆羅 斯」，「婆羅 斯」是國名來的，很闊的。痆 痆

「仙人墮處」，是講裡面那個地方，那裡是一個樹林來的，就叫做「施鹿林」，舊譯

譯做「鹿野苑」了。現在有很多人，還有個塔在那裡，那裡還有影片，那個塔像一個

擂錘那樣，佛在那裏說法。「唯為發趣聲聞乘者，以四諦相轉正法輪。」「唯」即是

只是，「唯」什麼？只為那些發心趣向修聲聞乘的人，即是發心修小乘的人，為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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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而講。所講的是講什麼呢？以四諦相，苦、集、滅、道這四諦的道理，「相」者，

即是道理，來到轉這個正法輪。這就是世間第一次有佛法了。「雖是甚奇，」已經是

很奇蹟了，以前都未有過的，「甚為希有」，「希有」即是少有，很少有，「一切世

間諸天人等，先無有能如法轉者。」一切一切的世界上的那些天上的人，天上人間，

在釋迦佛講這個道理之前、之先，沒有一個人能夠，「如法轉者」，依著這個四諦的

道理來到轉法輪的，沒有一個人做得到。「而於彼時所轉法輪，有上有容，是未了

義，是諸諍論安足處所。」雖然是講得這樣好，「而於彼時」，即那個時候，佛所轉

這個法輪，這個四諦法輪，「有上、有容，」不是最高，還有比它更高的，有在它之

上，「有容」，那個「容」字，還容許別人提出很多問題來爭論的，「容」，「容」

者，容、容納，容納什麼？容納別人駁斥，容納別人的質問、駁斥，「有上、有

容，」「是未了義」，不是了義。「是諸諍論安足處所。」然後是怎樣？爭論，還有

爭論的餘地，「安足」即是立足，有爭論的立足的地方，那個「足」字，「處所」即

是地方，還有爭論的地方。

聽眾：那個三轉法輪，這個四諦法輪是「有」嗎？

羅公：是，有教，

聽眾：無相法輪就是「空」？

羅公：是！非有非空，中道，

聽眾：中道。

羅公：遍計識變等於實在的，不是假的，

聽眾：即是它裏面有一種能力？可以轉得到來的？

羅公：能力，這隻杯，杯有很多元素的。

聽眾：是。

羅公：杯的元素變起元素的種子，即是那些能源的種子，就變起那只杯的那些瓷質的

元素，杯的顏色的種子變起杯的顏色，成堆種子套下去那樣，然後又杯。

聽眾：它都要眾緣和合才能夠變得到，是嗎？

羅公：什麼？

聽眾：要眾緣和合才能夠變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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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是！一定要眾緣和合才變得到。我們見，我閉上眼睛那只杯都變的，都有杯

的，現在那些人不識，就說心不想就不變，都傻的！那個心不想？你的心不

想，你試一試？我拿針來紮你，看你的心想不想？這個是意識，以為心，不

是，那個「心」指「阿賴耶」，「阿賴耶識」的那些種子，變起極微的種子就

變起極微，極微即是核子，那些原子，原子有原子的種子又變起原子，那些原

子，我們「阿賴耶識」的原子的種子變起那些原子，那些原子結合而組成這隻

杯，即是說，這些原子，這隻杯，是我們的「阿賴耶識」裏面所含藏著的那

些、電子、質子的種子所變的，排列成這樣。即是這樣的，與唯物論差不多

的，人家講「識變」。所以那些人以為佛教講唯心論，你個心不是那些普通的

心，而是那個、那個「阿賴耶識」的心。

聽眾：這個識外無境？這個識外無境的這個「識」是不是連接第六識？抑或單是指這

個「第八阿賴耶識」呢？

羅公：「第八阿賴耶識」之外就沒有這個實質的境，這個實質是「阿賴耶識」變的

嘛！「阿賴耶識」之外沒有實質的境，還有我的意識裏面看到的！如果我們所

見的那個境就在這個意識之內的，眼識見到的顏色在眼識之內。

聽眾：除了這個境之外，識之外，一切都沒有這個境。

羅公：是，其實「識」也是無，有境所以才說有「識」，既然「無境」，何來有

「識」呢？境無那個「識」亦無，那個「識」直情無，境亦無，識也無，那個

「無」都要有個「有」與它相對然後才有「無」的，都沒有那個「有」，那何

來有個「無」呢？那時全部沉沒了，「識」、「境」、「有」、「無」，全部

沉沒，那時候，當全部沉沒的時候，即是說那個「依他起」全部沉沒，那個勝

義諦起了，見了，那個就是真如境了。

聽眾：那個真如境起……

羅公：真如境現而已，不是它走出來我們見到它。

聽眾：這樣那個第八識會不會消滅了？

羅公：不會消滅的。

聽眾：還在的，是嗎？

羅公：是。我們撇開那些東西來把捉、洞察到那個第八識，是嗎？即是用 X光照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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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肺，照裏面就整個通通透透那樣的，是嗎？沒有東西的。當它照的時候，

你的肺一樣是在的，不過他的 X光就看到你的情況，我們證真如的時候，整

個「阿賴耶識」還在變這個世界，「阿賴耶識」是「阿賴耶識」變，我的第六

識裏面有個無漏智的種子，這個無漏智的種子在止觀裏面，一定要修止觀，在

止觀裏面把眾緣完全壓伏，那些緣不現，那個「依他起性」的東西就不起了，

那時候，我們的般若智照出去，就見不到東西了，沒有那些東西了，是嗎？全

部撇開了那些東西了。見不到東西又不是無，其實那時候是那個「智」，自己

見到自己，自己覺得自己，那種狀態我們叫它做真如。

聽眾：《八識規矩頌》裏面：「不動地前纔捨藏。」這樣第八地那個時候「第八阿賴

耶識」已經消滅了，是嗎？

羅公：是。那個染污的「阿賴耶」，這個「阿賴耶識」，「捨藏」是那時的第八識就

不能叫做「阿賴耶識」了。

聽眾：別名，改了它。

羅公：滅了那個「阿賴耶識」的名。

聽眾：生起其他的識。

羅公：何解？同是那個第八識，第八識之前……

聽眾：有漏。

羅公：有漏心起的時候，第八識起之前，不是！第八地之前，有時那個心是有漏的，

有時是無漏的，當那個有漏心起的時候，那個第七識就執著第八識說這個是

我，這個是我，「藏」它，「我愛執藏」。三個「藏」義這個是最緊要。

聽眾：執藏。

羅公：一到第八地，那個有漏心就不起了，只有無漏心起。

聽眾：無漏。

羅公：無漏心起的時候，第八識不執著，不是！第七識不執第八識為我，不執了，不

執就不會執藏了！所以「不動地前纔捨藏。」捨棄那個「執藏」。

聽眾：捨棄那個「執藏」。

羅公：捨棄那個「執藏」。那些人就這樣講，未讀過唯識的，他有膽講《八識規矩

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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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那是不是到第九識的「庵摩羅識」了？是嗎？現出這個識，有沒有？

羅公：不是，那時現，什麼？

聽眾：現出個「庵摩羅識」。

羅公：不是，那些人又講錯了，你又聽錯了，你成了佛之後，那個有漏的第八識，你

這樣，第八地時第八識就沒有執藏了，是嗎？

聽眾：是，是。

羅公：那就不叫做「藏識」了，不叫做「阿賴耶」了，但都是那個第八識來的！不過

人家不執它而已！是嗎？即是等於一個人，她整天被她丈夫管住她，如果丈夫

死了，沒得管了，都還是那個人，不過現在就是寡婦，舊時就有丈夫那樣解。

人就是這樣，第八識，第八識的本質是有漏的，有漏的第八識始終變不起無漏的

東西的，有漏第八識所藏的種子全部是有漏種子，有漏種子就變起這些有漏世界，是

嗎？這個、這個第八識藏著都是有漏種子，不能解脫的，這樣就一路要修了，第八地

都不行了，到了第九地、第十地，第十地都修完了，那個時候，在菩提樹下的那個時

候，在那個最深的止觀的那個時候，在很定、很定的定，叫做「金剛定」，在那個金

剛定裏面，何解是「金剛定」？一切煩惱種子都被它壓伏的，而且不止這樣，將來他

的智慧一起，在那個定裡殺清那些煩惱種子，這樣，入了一個金剛定，在金剛定裏

面，一種最強烈的無漏智，般若智出現，那個金剛智出現，就把所有的有漏種子一剎

那全部毀滅，好像核子彈爆發那樣，整個沒有了那樣，即是整個第八識裏面的種子消

滅，那些有漏種子全部消滅了，但是無漏種子不會消滅的，何解？火不會自己燒火

的，是嗎？

醫生替你打針，打盤尼西林針，盤尼西林是殺菌的，但它不殺盤尼西林的，是

嗎？這樣，那時在金剛定裏面那些最強的般若智，最強的根本智出現，最強的根本智

一出現的時候，就燒毀了那些第八識裏面所有的有漏種子，燒毀了，不只有漏種子燒

毀，那些劣級的無漏種子也燒毀，連那些無記的種子都銷燒毀，沒有什麼，火力達到

了就燒毀。好了，那些有漏的第八識都是又它自己的裏面的有漏第八識種子變的，那

些種子沒有了就有漏的第八識都沒有了，那時就燒毀了第八識了，毀滅了那個第八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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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沒有了。毀滅了就沒有了，是嗎？如果小乘的人就這樣了，涅槃了！是嗎？但是

剛才我講，他燒毀了那些有漏種子而已，它不能燒毀那些無漏種子的，還有無漏種子

寄存在第八識裏面嘛！寄存在這裏，那時，那些寄存在那裡的無漏種子，就因為被有

漏的第八識整日阻壓住、蓋住它，不能起作用，那時你一燒毀了有漏的第八識，那些

無漏的種子就爆發了，是嗎？一時爆發就好像炸彈爆炸那樣，爆發了，一爆發的時

候，那些種子裏面的有什麼？那些無漏種子有很多種子，有些物質的種子就變起那些

報土的那些世界，物質的種子，精神的種子，精神就有八個心，眼識的種子，無漏眼

識的種子起，佛眼，無漏的耳識種子起，佛眼、佛耳、佛鼻、佛舌、佛身這些種子

起，佛的意識種子起，佛的第七清淨末那識的種子又起了，佛的第八識，以前就叫它

做第九識，庵摩羅識，以前所謂第九識叫它做第九識，其實它只是種子，未出現，現

在出現了，我們以前叫做「第九識」，現在不叫做「第九識」了，直接叫它做「無垢

識」了，直接叫它做「庵摩羅識」了，不是第九，因為沒有了第八，它就是第八，其

實它就是第九。未出現的第八我們叫它做第九，它一出現的時候，就是新的第八識，

那個根身是第八識變的，佛的身體是庵摩羅識變的。

聽眾：那他即變成了是「智」了？「轉識成智」？是嗎？

羅公：不是！不是！不是這樣的！所謂轉識成智，那些人又是亂講，「轉識成智」就

不是這樣講的！

當你成佛的時候，你的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這五個識平時就無智的，

到你成了佛之後，那個新的，新的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出現了，那個無漏

的出現了，這樣就與以前的不同了，怎樣不同？這些是有智的，以前那些是無智的，

即是說我們的前五識成了佛之後，每個「識」都有個「智」跟著它一齊起的，做它的

助手，那個識是主人，那個智是助手。所以那些人整天說轉識成智，以為真是變了智

那樣，好似很滑稽那樣，一轉，變！好像弄魔術那樣，其實不是，那個前五識起，每

個識都有一個「智」起的，我們有漏識沒有智起的，有漏識與無漏識不同的地方就是

有個「智」跟住與無「智」跟著，它這個智是所有神通變化力就靠這個智所現的，叫

做「成所作智」，我們就沒有「成所作智」的，他就是「成所作智」。這樣，我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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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識，但我們是有漏的，它那時那個新的第六識就是無漏的，這個無漏的第六識，

就叫做無漏的意識，「無漏第六識」，我們的第六識，我們的第六識都有智，但就不

是時時起，而且不是很強，有些人蠢到什麼都不識的，修行八十年都不識的都有。那

個第六識有個很厲害的，很精細的智跟著它，精細到怎樣？你對它講話，它知道你的

心想怎樣，你需要對它講什麼都知道的，所以佛說法對機，某個要講什麼，某個人要

說其他的，這個叫做「妙觀察智」，是用來說法用的，「妙觀察智」是用作度眾生說

法用的，「成所作智」就起神通。這即是說，轉了前五識，轉了那個無智的前五識，

變為一個有智的前五識，明不明白？是這樣轉法。轉了那個無「妙觀察智」的第六

識，變成一個有「妙觀察智」跟隨的第六識，這樣「轉」，轉前五識成為「成所作

智」，轉了第六識成為「妙觀察智」是那樣解的！不是一轉那樣講法的！所以，如果

你講課，最好「轉識成智」就要這樣詳細，這樣講的。不是轉！好像變戲法那樣，拿

起手巾，轉！哄孩子這就是兔子了！轉一轉，這就是豬頭了！

聽眾：到最後成佛……

羅公：這樣還有，第七識，我們的第七識整日執著那個「我」的，那個新的無漏「第

七識」就不執我的，眾生平等的，這樣就叫做什麼？

「平等性智」，第八識呢？以前未出現的時候就叫做第九識，現在它出現了，新

的第八識了，那個就叫做，他裏面所藏的都是清淨的無漏種子，它本身亦是清淨無漏

的，就叫做「無垢識」，「垢」即是污糟邋遢，它很乾淨的。無垢識，梵文叫做

amala(amala-vijñ na)ā ，(amala)即是無垢，mala即是魔鬼那樣解，摩羅，mala，

(amala-vijñ na)ā 無，a就是無，無垢。這樣，那個就是「無垢識」，「無垢識」含藏

很多什麼種子？含藏那些變起報土的，變起極樂世界的那些種子，含藏那些種子，含

藏那些什麼？那些變起極樂世界的蘋果的種子，將來的極樂世界，變蘋果，含有變七

重行樹、七重羅網的那些種子，將它來變成那些東西，沒有變地獄的那些種子，所以

那些報土沒有地獄。這樣就這個叫做「轉」了第八識，是嗎？轉第八識成為「大圓鏡

智」，何解？猶如一個圓鏡，無邊無際的大圓鏡，無所不照的。可以現出什麼？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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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佛身，萬億紫金身，鏡裡現影一樣，現出那個極樂世界，猶如一面大圓鏡無所不

遍的，所以叫做「大圓鏡智」。其實就是什麼？那個「庵摩羅識」有一個助手，這個

助手叫做「大圓鏡智」，不是說將那個第八識變成了「大圓鏡智」，而是第八識變成

「庵摩羅識」，「庵摩羅識」有個助手叫做「大圓鏡智」，即是說那個阿斗有個諸葛

亮幫他手，怎樣叫做「轉識成智」？因為未成佛之前就以「識」為主，一切主動都是

那個識，那個「智」是跟尾而已，不是整日跟，不是整日在那裏的，一到成了佛之

後，什麼都以「智」為主，那個「識」是虛心在那裡而已，什麼都是那個「智」的活

動，而且那個智是整天跟著它的，這樣就叫做「轉識成智」，其實那個名是這樣的。

轉有漏的第八識成為「大圓鏡智」相應的心品，心的品，心品，這個心的「品」

叫做一個 group，轉第七識變為「平等性智」相應的心品，轉第六識變為與「妙觀

察智」相應的心品，轉前五識變為「大圓鏡智」相應的心品，所以「轉識成智」就這

樣解法，現在的人動不動就講：將那個識轉變了！成了智了！這樣何需要你解？是

嗎？聽得明白嗎？這樣到了那時就只有八個識而已，真正無漏識起到時候只有八個

識，有漏起的時候又是八個。不過《楞伽經》就擔心那些人不明白，就說還有一個無

漏的第八識的，這是生命的根源來的，所以說它第九識。最緊要就是，那時的有漏的

階段，就以「識」為主，以「智」做輔助，無漏的境界，無漏的，成了佛之後，就以

智為主了，那個「識」為智所支配。即是說，有些皇帝，好像唐太宗，什麼都要他說

的，朱洪武、唐太宗那些，不輪到你們那些宰相講的，但是阿斗那些就不是了，什麼

都要諸葛亮說才行，他是皇帝，你諸葛亮只是宰相而已，但是什麼主意都是諸葛亮出

的。那時的那些智，那四個智為何這樣惡？何解？後來那些人就怎樣？四個智本來四

個智，後來後期有些人就搞出了五智了，叫做「法界體性智」，這個是智的什麼？這

是智的實質，以前的四智是智思，智的作用而已，講到智的實質，這個是真如。真如

是那四智的實質，真如亦名叫做「法界」，而是萬物的體性，所以真如又名叫做「法

界體性智」，真如。密宗的人就將那個智就整成五智，就配那個五方，五智，除了那

個四智之外，就整多一個「法界體性智」。這個實在不是智來的，這是智的本質，這

是真如，智的實性。密宗的人的毘盧遮那佛戴的那頂帽，就叫做「五智冠」，五瓣

的，每瓣表示代表一個智慧的，「五智冠」，這是後期的事了。亦通的，那個「法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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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性智」這樣解也通的，四智也得，五智也可以，聽不聽得明白？

我問你們，戊二，這個叫做「無相法輪」了，是嗎？即是它什麼都是空，空就無

相了，「世尊！在昔第二時中，惟為發趣修大乘者，依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

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以隱密相轉正法輪。」第二期講《般若經》了。這個，這

句經有三點你們要留意的，第一點，有四點你們要留意的。「惟為發趣修大乘者，」

只是為大乘的人講的，不是對小乘的人講的，所以《金剛經》說：我這本經惟為大乘

者說，最上乘者說，因為講《般若經》這是密意說，好確是好，但是含有隱藏的意

思，那些蠢一些的小乘人聽是搞不定的，只有大乘人才搞得定的，是嗎？上文就對

照，「惟為發趣聲聞乘者，」是嗎？那些以前的四諦法輪所對的對象是小乘人，這

個，上文就只對小乘人，不對大乘人，這一對，只對大乘人，不對小乘人，當然也有

小乘人在這裏，不過不是為他們那樣解。第一點不同，第二點，上文我們先看，上文

是什麼？「依四諦相轉正法輪」，是嗎？依據是依據苦、集、滅、道，四諦的法相來

轉法輪，這裡是不是依四諦？不是，這裡依什麼？依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

來寂靜，自性涅槃，是嗎？不同了，這是依一切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那些東西，那

個是依苦、集、滅、道，所依來設教的，不同。這是第二點，是嗎？不是，第三點了

嗎？還是第二點？

聽眾：第二。

羅公：好了，這裏是多一點的，上文沒有講出，這裏講，「依」就是依「無生無滅」

了，但不是全部講給你知，「以隱密相轉正法輪。」多了這一句。「轉正法

輪」就是「轉正法輪」，但不是全部講給你聽的，「以隱密相轉正法輪。」這

個不是對小乘的，這些是對第三時的，留意這個第三時，這個「以隱密相」幾

個字，這是第三點不同。三點而已，不是四點，是嗎？你讀這裏，最緊要的扼

要點就是這三點不同了，是嗎？

好了，他讚他了：「雖更甚奇、甚為希有，」很奇又很少有了，「而於彼時所轉

法輪，」那個「轉」字，改正它，那個「轉」字，所轉那個法輪，「亦是有上，有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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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受，猶未了義，是諸諍論安足處所。」批評他了，「而於彼時」即是那時，所轉的

法輪，這個無相法輪，「亦是有上」不是最高級，還有些比它更加高的，「有所容

受，」好像那些罅隙，容許別人質難、破你的，所以「猶未了義，」仍然是未了義了

的，既然是未了義了，「是諸諍論安足處所。」就起爭論了，諸爭論有立足點，這個

第，講了第三時才給你們講，第三，了義大乘。即是了義法輪了，又叫做中道法輪

了，「於今第三時中，普為發趣一切乘者，依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

靜、自性涅槃無自性性，以顯了相轉正法輪。」一句。看不看得到？又有三點不同，

是嗎？「普為發趣一切乘者，」上面是「惟為」，這裏是「普為發趣一切乘者，」即

是什麼？即是上面一個特別的，這個是普遍的，為什麼？即是為那些發趣，不只是為

了小乘，也不是只是為發趣大乘，發心趣向一切乘，不論你大乘也好，小乘也好，總

之你來聽都行，發趣一切乘，就不同了，一切乘。第一個時期就是什麼？發趣聲聞

乘，第二個時期為大乘，第三個時期大小兼修，「依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

來寂靜，自性涅槃」。到時都是相同，都是依據「無生無滅」這套東西，但是那個相

不同，相即是方式，形式，形式不同，方式不同，上文是怎樣？《般若經》「以隱密

相」，以有保留的，於是，「第一甚奇、最為希有。」真正甚奇了，最希有了，「於

今世尊所轉法輪，無上無容，是真了義，非諸諍論安足處所。」「於今」即是於現

在，世尊所講的這個了義的法輪，「無上」，無人高得過他，「無容」、也不會容許

別人破你、質難，「是真了義，」是真正的了義大乘，「非諸諍論安足處所。」不能

夠起爭論的，無爭論的立足點了。這個叫做「三時判教」，佛自己判的。講到這裏就

實有三時了，但我都不主張用三時，鳩摩羅什的「一音教」最好，那些不定種性的人

才有三時的，你明不明白？

五種種性之中有一種叫做不定種性，如果你是菩薩種性就不聽小乘東西的，是

嗎？你講小乘他都聽出大乘來的，是嗎？那樣就只得一乘而已！是嗎？無所謂小乘

的！只有大乘，不就是一乘？大乘的根性，哪裏有三時呢？只是一時，時時都是講大

乘！那就是一乘了！聽第二時未了義，你未了義，他瞭解嘛！是嗎？你說頭他的識得

尾的，有些人是這樣的。你講那些隱藏的東西，他全部知穿的，全部知穿的，這種人

講來講去也只是得一乘？是嗎？一乘。第三個時期，那些根機大的，你講了義固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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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得出了義，不了義的也一樣聽到了義的，他聽小乘經亦用了義來解釋，他把三無性

套下去，就了義了，所以即是說，聲聞乘的人聽來聽去都是聲聞，你講大乘他都是聽

出聲聞乘，不會有大乘，不會成佛。獨覺乘的人就不會聽你的，他自己瞭解就是這麼

多而已。那些人他真正是、真正是大乘根性的人，小乘的東西他都聽出大乘的，沒有

別的，菩薩三乘了，聲聞乘、獨覺乘，菩薩乘這三乘，實在他都無所謂「三乘」的，

只是得「一」而已，只有那些不定種性的人，初時就在家裏就修行，人天乘，後來聽

到佛講小乘經，聽到就學了小乘法，他就走去出家，修小乘的戒律，到差不多上下

了，一讀了《般若經》他就回心向大，放棄小乘，到最後，佛然後講了義的，然後他

啊！原來這樣才是了義！

即是他的進步有三級，第一級，先經過四諦法輪，去修行，再然後怎樣？無相大

乘修行，再後，然後了義大乘修行，三級。這些不定種性的人，你說他蠢他也不是完

全蠢，他比聲聞聰明，你說他很聰明，他又不及得那些絕對大乘，這種人就要經過三

個時期。所以，只是對那些不定種性的人有三時的教，如果你信小乘的，沒有三時！

全部都小！如果你是純大乘的，亦無三時！全部都是大！你明白嗎？這即是說，我們

不要太重視這個判教。然則怎樣？沒有的，只是看你的根機而已！你大就大，你小就

小，佛是講這些，是嗎？所以歐陽竟無(1871－1943)他說：「教則唯一」，佛所講

的教則唯一；「乘乃有三」，你自己的車大小是你的事。那條路都是同一條路，伊利

沙伯大道什麼車都行，你是那些大的貨櫃車，你就載很多東西，你那輛車好像阿亮那

麼小就坐兩個人了！是嗎？就是那樣解。這是你的車的事。是嗎？你的根機的事。所

以說他這句就最對了，「教則唯一，乘乃有三。」一乘。不論什麼，唯一的路就是什

麼？無性，三無性的路。這就是唯一的路，就叫做「一乘」。這即是說什麼？不用他

這個，真實的就是，用什麼？用《法華經》：「佛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類各得

解。」用這個。這個，這個這樣？這個有這個的道理，就對那些不定性的人講，如果

你是大乘就無三時的，真正的，哪個才是了義？兩個都了義，《法華經》也是了義，

他一音演說，你這班人聽出大、小是你的事，這個確實是為不定性的人來講的，確是

有小乘，有三乘，有三個法輪。似乎這個《法華》更加……你不要以為我偏了這種東

西，我來到這裏，我就取《法華》，我不取《深密》。《深密》不是不好，是好，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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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華》好些，一音好些。它這個硬是不定性的，本來今天我想講的，本來我今天想

講完下面的，誰知今天講不完。下一次才能講完這一品，講完這一品之後，大家，你

都可以聽完我這一品之後，什麼人講你都可以去聽，因為何解？因為你瞭解了這一

品，那個不識講的，你都能聽出了義的，你就有資格，阿寶、阿勝講你都可以去聽，

只要你不怕浪費時間就可以了，是嗎？你都不明白。所以了義經的好處就是這樣，就

「猶如熟酥」，放進什麼 裏面都增加它的美味，就好像虛空，去哪裏都有虛空。你餸

從今以後，你肯很勤力讀這個〈無自性相品〉，你就有了這個資格，你這個資格，這

一品就是你的畢業證書了。這一品就是了。就看你行不行了。

聽眾：這一品，這一品所含的那個佛學的哲理最高深。

羅公：最高深。

聽眾：你其他經的時候，那些哲理不及這一品。

羅公：是。無上無容，真是無上無容。

聽眾：三性、三無性真是給你搞得通的話，你就真是樣樣都很清楚了。

羅公：不止佛教講得通，這個世界的哲學倫理都讀得通。

聽眾：這個三性、三無性的那個哲理都能夠通。

羅公：這樣講完這個，在那裡講而已，我想證得又怎樣？修止觀，修止觀，下一品就

〈分別瑜伽品〉了，是講這個止觀的，是佛家顯教裏面最高級的止觀了，是了

義的止觀了。

這樣，你不要以為這樣聽講，只有那幾頁書而已！那幾頁書裏面就關係到，譬如

關係到，譬如彌勒菩薩問，「奢摩他」有幾多種？這樣問佛，修止有幾多種呢？佛很

簡單的，佛就說：善男子！修奢摩他有八種，什麼八種？靜慮，即是四禪，有四，有

「四靜慮」，有「四無色」故，就八種了，四禪加上四無色就是八種了！只有兩句

話，那個注裡面，那個疏裏面就幾大頁，幾千字，那個注。你講就容易，所以那些人

不要隨便登堂來講，四禪來講，你想講四禪只有兩種你講得出，第一你確實修了四禪

的，夠了！你出入都可以四禪，你每晚都可以四禪的，那就沒有人說你了，你能講得

出來。是嗎？又拿得出證據來的，得了！第一這種人可以講。第二，我不能入(四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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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要旁徵博引，古人那樣講，某某那樣講，這樣，圓測法師就把每一時的定，何

解叫做「禪」？「禪」不是現在禪宗的禪那樣解的，何解？這是譯音，後來禪宗就變

了質，祖師禪坐禪。這個禪，dhy naā 這個叫做禪，「禪那」，就是什麼來的？靜慮

嘛！靜，那個心好靜，但不是變成木石，還是會思慮的，然後在很靜、很靜的境界裡

思慮，即是說什麼？就是止觀了，很靜很靜就是止了，思慮就是觀了，人家「禪」就

是止觀來的！哪裏是「參話頭」就可以得的？這些是後來的就叫做什麼？變本加厲的

說話而已！幾多東西可以參？很多問題給你參你不去參，所以參一下念佛是誰？一參

就「破參」了，從古以來有多少個「破參」？你現在教人的那個，我問你「破」了沒

有？不行的！這樣，一讀〈分別瑜伽品〉，不止懂得那個方法，四禪是怎樣的清清楚

楚，你去找書，你找不到的，它這裏擺明禪就是止觀，那就怎樣？到了講四禪，我將

這幾張影印了它，讀這幾章，好像講一乘那樣，你以後你就知道什麼叫做一乘，有很

多地方整天講止觀，人人都說，心不想就叫做「止」，想事就是「觀」了！哪有那麼

簡單！你問我的時候我也是這麼簡單給你講，但按道理不是這樣講的，止是什麼？觀

是怎樣？用我們的心依著經裏面所講的，無常、苦、空的那種道理去想，就是「參」

了，現在你參禪就是參念佛是誰？這樣想，這些叫做「觀」，但是觀的時候你的心不

要散亂，不要散亂，每一秒鐘都是一樣、一樣、一樣，譬如現在你觀念佛是誰？你要

控制住你的心，刻刻都去想念佛是誰，不要想出別的，很困難的，你不要以為這樣容

易，有一種力量控制著它，不讓它走去的，就叫做「止」，又，你修淨土，想那個阿

彌陀佛的境界怎樣好，如何如何，《十六觀經》，十六觀想，這就做「觀」，觀的時

候令你的心不散亂，另外有一種力控制你的心，不給你的心看另外的東西的，這種力

量就是禪。

你想阿彌陀佛的樣子，想到不要再想了，就他的樣子見到就算了，這樣仍然是觀

而已，不是止，另外有一種力量控制住你的心，令到你只是看阿彌陀佛，看不到別的

東西，那種力量，那種力量叫做定，又叫做止，不同解的，普通現在所謂定，所謂我

們集中在那裡想，不看別的東西，不講別的事，這樣就叫做「定」了，有一種力量正

在看一種東西，一定有一種觀的，有一種力量控制住它，不要觀另一處！這種力量就

叫做「定」。那個不是，那個是「慧」來的。所以你一讀《解深密經》你就知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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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什麼叫做定你不知道，雖然你是讀唯識論，「定」者，令心於境不散為性。是嗎？

所謂「定」，是有一種力量令到你的心看住「境」不散的，這種這樣的情況，這種這

樣的力量就叫做「定」。這樣是對了，但是裏面的深義你還是不明白。你讀了《解深

密經》，當你修，觀一種東西的時候，有時會亂的，另外又有一種東西令到你不亂

的，這種力量就叫做「止」。例如你觀阿彌陀佛的境界，觀阿彌陀佛的境，你觀阿彌

陀佛的樣子又得，你觀他的說法又得，觀他什麼都得，這幅東西就所觀的「相分」，

相分，我們的智慧，我們有一個智慧，叫做「見分」，不只是智慧，智慧等，叫做

「見分」，那個「見分」集中來看，觀極樂世界，這種情形就叫做觀了，這樣就叫做

觀了。這樣就叫做觀了，這個箭咀表示觀。何解他能夠整天觀？如果你修定修得外面

燒大炮你都不亂的，何解？因為有一種力量，有一種力量，這種力量控制住他！不給

你走去別處的，這種力量就叫做「定」了，是嗎？前面聽過了，是嗎？這種定又名叫

做「止」，這個慧就叫做「觀」，是這樣。你觀阿彌陀佛的樣子，你什麼都不想，只

是想他，這個就是「相分」了，第六意識的「相分」，觀他的時候，你的慧，但是這

樣，那裏叮噹一響，你的心裏面又會注意，不斷的！電話鈴響，你的心都是不動的，

那又不同了。叫我都聽不到的，一定有一種力量控制著，這種控制你，令你不亂的這

種力量，叫做「定」。你修這種定，不要給它散就叫做「止」。將這種慧來觀察的，

你修這種情形叫做觀。即是定慧，我們學佛最緊要是怎樣？戒、定、慧，是嗎？戒不

用講，你一定要修，如果大乘人更加要修菩薩戒，五戒不夠的，是嗎？戒，只是戒不

行的，一定要有定力的，要修定，只是修定沒有用的，要慧的，定慧雙修，定慧即是

止觀，定即是止，慧即是觀，即是你想學佛，想成佛，兩樣就夠了，一持戒，二，修

止觀，你就成佛了，就是這麼簡單，是嗎？這樣就是「止」，止即是定，觀即是慧，

明白嗎？

聽眾：止與定好像有一些不同，是不是有一些？

羅公：什麼？

聽眾：止與定，定是有一種力量。止只有停止。

羅公：止，由那種力量發生作用的那種狀態，那個本質就是定來的，所以很多人說止

就是定，觀就是慧，「止」就是用定發生力量，發生一種「止」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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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就是慧，那種「慧」發生力量去觀察，就它的作用來講就叫做「止

觀」，就它的本質來講就叫做「定慧」，明不明白？這樣，你一讀過〈分別瑜

伽品〉，別人修什麼什麼密宗法，什麼參禪如何，你一望你就瞭如指掌，你這

一套東西是怎樣的，什麼都看通它的。這樣，如果那些有差不多上下程度的，

你就通知他來聽，如果沒有那種程度的，就不要叫他來搞搞震(搗亂)了。

聽眾：1989年 4月 29日。

羅公：丁二，正法問辭辨福多少。

現在這裏就正式問世尊了。譬如我這種了義經，我們讀了義經所得的福是多少

呢？各種經都是千篇一律的了，都是讀這本經福很多、很多、很多，比較其他多很多

倍、很多倍，這些是老生常談，我們不必、不必太過著跡它。不過如果真正念經的，

念這些了義經就比較念《金剛經》更好，念《金剛經》那些比較念《阿彌陀經》、

《地藏經》那些又更好，是嗎？因為何解？念《阿彌陀經》，念《地藏經》這些只是

可以增加你的福，就不能增加你的慧的，念《金剛經》那些，《心經》、《金剛經》

那些，福、慧都可以增長，所以更殊勝，了義經就對「慧」的啟發大，所以更殊勝，

念《金剛經》，所以人人最中意念《金剛經》，如果你真正念經想殊勝的，就念《解

深密經》，其次然後才是《楞伽經》、《法華經》，《維摩經》這些就其次。這些都

是了義經來的。再其次然後是《金剛經》，《般若經》，再其次然後才是《阿彌陀

經》、《地藏經》這些。因為那些經只能令你增福，不能夠啟發你的智慧，

聽眾：羅教授，剛才你說《阿彌陀經》、《地藏經》可以增加你的福慧，即是不是很

清楚，是那部經令你增加福？還是你的意識跟住你的經去想，增加福呢？

羅公：你念《地藏經》，只可以請地藏菩薩加被你，加被你將來死了，你有什麼鬼纏

你身就免脫你，那些死者死的，你就當來超度他。但不能夠、不能夠令你快趣

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阿彌陀經》又只是什麼？只是叫你生西方極樂世界而已，這本經的本身不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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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你的智慧，你去極樂世界，生到然後才能講，是嗎？但是如果《金剛經》、《般

若經》那些就當下它就啟發你的智慧。你肯念，熏你的種子，令你快趣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這些，即是那些間接些，《地藏經》那些就更間接，《阿彌陀經》仍

然是間接，《心經》、《金剛經》、《大般若經》這些就比較、比較直接。念《解深

密經》那些就直情是直接的。《解深密經》、《楞伽經》、《維摩經》、《法華經》

等了義經，這些都是直接的，這些都是了義經，所以了義經最好就是《解深密經》

了，其次就是《楞伽經》，《涅槃經》、《法華經》、《維摩經》，這些都是福、慧

都殊勝的。何解那些人不念呢？當時那些人很多都未有這種經，當初的時候，沒有這

種經，同時那些世俗的人，你讀這些經，每個字，你念《阿彌陀經》、念《地藏經》

那些，是《地藏經》有幾個深一些的字，別人一解給你聽就可以了，這些經不是的，

你要理解的，你程度淺一些都理解不到的，是嗎？

這樣他正式發問了。他說：「世尊！若善男子或善女人，於此如來依一切法皆無

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所說甚深了義言教，聞已信解、書寫、護

持、供養、流布、受、誦、溫習、如理思惟，以其修相發起加行，生幾許(所)福？」

是嗎？這個勝義生就說：世尊啊！如果有一個善男子或者有一個善女人，這個人於

此，「於此」什麼？「於此」，你看看好像細路哥(孩子)讀英文那樣讀法，「於此」

什麼？「於此」言教，看到嗎？「於此」言教，「言教」就是這本經，什麼「言

教」？這本是了義的言教，不是不了義的言教，言教，了義的「言教」，這個「了

義」是形容詞，形容那個「言教」，這個名詞，什麼的言教？甚深的言教，「甚深」

的、「了義」的言教，講及什麼的言教？「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

自性涅槃」的言教，如來依據這個道理所講的、所說的甚深的言教，一將它來像細路

哥讀英文的時候，那個先生去 analyze給他去聽，對於這本這樣的言教，如果善男

子、善女人的對於這本言教，「聞已信解」，聽聞了之後，他能夠信解，「聞已信

解」，「書寫，」現在不用書寫，印給別人就可以了，「讀誦、書寫、護持，」護持

它，記憶它，這個「護持」當記憶，「供養」，印度人與西藏人都很歡喜供養法寶

的，我們就只是供養那些像而已，印度人與西藏人就拿著那些經放在那裡去供養、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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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經的，「供養；流布」，流布即是宣傳，「供養；流布」；「受、誦、」「受」

者，講給別人聽，受它的道理，「受、誦、」聽見別人教你，你就讀，溫習，拿它來

溫習，溫習了之後就怎樣？「如理思惟」，合理地去思，「受誦、溫習」，以上那一

段是聞慧？是嗎？聞所成慧，是嗎？「如理思惟」就是思所成慧，這樣，聞、思不夠

的，就要修止觀，「以其修相發起加行，」「以」即是用，用這本經所講的那些「修

相」，什麼是「修相」？修行的辦法，修行的辦法叫做「修相」，「相」者，相貌，

修行的相貌，用他這種教你修行的辦法，「發起加行，」真真正正加功去修行，他去

怎樣？practice，實際去修行，這樣即是修止觀了，「發起加行」指這個，如果一個

人能夠這樣，「生幾許(所)福」呢？他會生到多少福呢？那些、那些什麼？這樣問了

之後，就說了，「說是語已。」講完之後，它這裡是依正印度的人的分章段，如果中

國人分章，「說是語已」就在下一章的。講完之後就如何如何，印度與西藏的文章就

是這段講完了，就讀上一段的。好了，這樣就世尊答了。

丙二，「爾時，世尊告勝義生菩薩曰：」這個不用解了，是嗎？他怎樣說？「勝

義生(啊)！」叫一聲他，「是」這個「是」字，「是」字當「此」字解，這個，這個

善男子或者善女人，「其所生福」，他念這些經所生的福，「無量無數，難可喻

知，」很難用譬喻來講，直講是講不完，講你也不明白的，用譬喻你都很難。「吾今

為汝略說少分。」你所得的福我現在替你略略講一些，「少分」者即是略略講一些給

你聽，「如爪上土比大地土，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數、算、

計、喻、鄔波尼煞曇分亦不及一。」一句。「如爪上土」，「爪」即是手指甲，用手

指甲去挑一點點泥，將這些泥比這個大地，比這個大地球的泥，這樣就固然百分不及

一，千分不及一，百、千、這個都是數的單位，「百千分不及一，」「千分」到什

麼？十千、百千，印度，普通印度人就四位進的，現在好像英國人那樣四位進的，一

個就是一，一千個一就叫做 thousand，是嗎？一個 thousand之後就是什麼？ten

thousand，hundred thousand，這樣的，然後才到什麼？到百萬然後才是到第四

位了，百萬然後才有個million，再過四個位然後就是什麼？Billion，這樣他們印度

人就差不多，百千，百千是一個單位來的，叫做「百千」，即是等於一百個千，「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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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分不及一，」「數、算」，很多人就解錯了，「數、算」，數、算、計、喻，數都

數不到了，解《金剛經》就是這樣，「數、算、計、喻所不能及」，即是數都數不過

來了！不是，「數」是一個單位，等於million，billion這些之類，是單位來的，那

個「數」字是單位來的。「算」又是一個單位來的，數字隔四位就叫做「算」，

「計」，計又是一個單位來的，「喻」又是一個單位來的，你不要當計數計不通的，

譬喻都譬喻不到的，這裡不是，是一個單位來的，《金剛經》都是一樣，現在《金剛

經》，十本《金剛經》有八本解錯，十本《金剛經》注有八本解錯起碼。不多了！講

有八本解錯都不算多了！

很多人，所以我有一個先生叫做陳寅恪(1890－1969)，在清華大學裏面教書的

那個陳寅恪很有名的，名氣比胡適之更加大的。陳寅恪說：我看過《金剛經》百幾家

的注，沒有一家對的！他就講得太過一些，都有一、兩家對的，大概解《金剛經》，

你在《大藏經》裏面找《金剛經》的注，我看你找到解釋得對的，三本左右，其餘的

那些，那些最曳(差)的是什麼？就是《金剛經五十三家注》，最曳(差)，立立雜雜(雜

亂)，現在就說它好東西了！《五十三家注》，最不可取，如果是我的學生，費事教

他們！走開！我有些這樣的脾氣的，我叫你不要看。這些東西你還看？你浪費了時

間！你的生命有幾長？這些是朽木不可雕也！不教！這種人教不得的！還有，《金剛

經》的智者大師注，都不行的！都不是這樣解的！有《金剛經》教六祖大師注就更加

了！六祖都會注書？是嗎？還有一些《金剛經》的什麼？扶乩扶出來的，全部解錯

的！呂純陽注，呂純陽(呂洞賓 796－1016)哪有注《金剛經》？這些之類。你不要以

為看經就莽莽撞撞，整本《藏經》，我買本《藏經》在家裡做什麼？在那裡阻地方。

即是這樣，你如果是牙醫生，買一部牙醫的機器放在那裡就不錯，你根本未學過牙醫

的，你說：我家裏有一套牙醫的工具，你有又如何？是嗎？阻礙地方那樣解而已！

「數、算、計、喻、」鄔波尼煞曇分亦不及一。最大、最高的數字的單位就是

upani adam-apiṣ ，「鄔波尼煞」，最高的數位。又有一本書叫做《Upani adṣ 》，這

部譯做《奧義書》不妨買來看，你們識英文的，很多〔地方〕有《Upani adṣ 》賣

的，有幾種那麼多，你去那間什麼？Coles書局有得賣，舊書坊鋪裡面也有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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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鄔波尼煞曇分亦不及一。」一個譬喻了。「或如牛跡中水，比四大海水，百分不及

一，廣說乃至鄔波尼煞曇分亦不及一。」「牛跡」是什麼？那隻牛踩落泥 處裡面，氹

落雨了，在泥 處的那些水，叫做「牛跡」的水，「四大海水」，以前印度人的觀念氹

是這樣的，認為我們住在這裏的一個大島，這個叫做南贍部洲， 圈四面有大海圍氹氹

繞的，四面的大海，何解印度人會這樣想呢？這些是受印度的地理影響，印度的地理

是怎樣？東面就是什麼？又是海洋，南邊又是海洋，西面又是海洋，北面是大山，將

「牛跡」的水比起四個大海加起來的水又是「百分不及一，」這樣中間「廣說」兩個

字，即是等於我們的標點，等於點點點點(……)乃至「鄔波尼煞曇分亦不及一。」

下面了：「如是於諸不了義經，聞已信解、廣說乃至以其修相發起加行所獲功

德，比此所說了義經教聞已信解所集功德，廣說乃至以其修相發起加行所集功德，

(又是)百分不及一，廣說乃至……」漏了個「至」字，寫回它。「乃至鄔波尼煞曇分

亦不及一。」一句。這個，「如是，」，這樣，「於諸不了義經，」如果你對於那些

好像什麼？這個《般若經》這一類不了義經與《阿含經》那些，「聞已信解」，你聽

了之後你信它，瞭解它，「廣說(一路)乃至以其修相」，依住他所講的修行的辦法，

就「發起加行」，依著他的辦法去修行，去修止觀，所獲的功德，當然你都有功德

了，但是他所得的功德「比此所說了義經教，」比起我現在所講的《解深密經》的了

義經典，如果將這部經，「聞已信解」，聽聞之後，信、瞭解，「所集功德，」你所

能夠積集的功德，一路「廣說乃至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乃至到什麼？不是，

「廣說乃至」到怎樣？用它的「修相發起加行所得(集)的功德，(又是)百分不及一，

千分不及一，」乃至「鄔波尼煞曇分亦不及一。」是這樣，總之就講到很誇大那樣，

不過照理了義經的功德應該是大些的。所以我告訴你們，如果你遇著有鬼屋，或者想

做功德，你慳番(省下)那些錢！我講給你聽，你的爺爺或者你的爸爸，死了之後做

忌，你想拿一萬銀出去做功德，你就不如自己拿本《解深密經》，甚至只拿本〈無自

性相品〉靜靜地念其兩、三次，包你功德大過你拿一萬圓去(做功德)，何解？因為你

可以快些成佛，你拿一萬圓出去，別人替你念了經，如果那個人真是、真是好的。

20



下面，乙五，依教奉持，那段經尾段都有依教奉持的，裡面分二，丙一就是菩薩

問。丙二，就是如來答。丙一、菩薩問。「爾時，勝義生菩薩復白佛言：」再問一問

佛。怎樣問呢？他說：「世尊！(世尊啊！)於是解深密法門中，當何名此教？」他

說：「於是」，這個「是」佛經裏面很少用「此」字的，都是用「是」字的，於此，

對於這本這樣的「解深密(的)法門」，「法門」即是經，「當何名此教」呢？應該這

本經叫做什麼名呢？「我當云何奉持？」我應該怎樣去奉這本經，將它來記憶呢？印

度人就要講「奉持」的，何解呢？佛說了經之後，印度人沒有人將它來記錄的，

「持」即是記憶住，「奉持」，「奉」即是接受，接受這本經的意義，記憶著它，你

想學這本經，你以為這麼容易嗎？它沒有書的，你要怎樣？走去有一種叫做法師，你

們記住，現在是人都稱「法師」，連女人也稱「法師」，他們有一種人叫做法師，

「法」者，經也，他整本經念得過的，別人念不過，他念得過，譬如那些人想學《解

深密經》，你想學《解深密經》，你就走去找能夠傳授《解深密經》的法師，怎樣叫

做能夠傳授？他整套記憶到的，沒有書的，你就去找著他，就供養他，令他歡喜了，

肯教你了，你就怎樣？胡跪合掌，單腳跪，印度人跪是單腳的，合掌在他那裡，他念

給你聽，你就聽，一段段念給你聽，念完了，再念給你聽，你跟著他念，你再念給他

聽，你要再念給他聽，你一錯，他即刻矯正他，認為沒有錯了，每段都可以念得到了

就第二品，一品一品念，念完之後，可以了，你再成套念出來給我聽！他又整套念給

他聽，念給師傅聽，聽完之後，你可以，如果你是出家人，你可以做法師，你可以傳

授人，那些叫做法師，或者叫做經師，法師、經師。這些法師未必念經而已，但他不

會念到律的，戒律呢？有些人專門整套戒律念的！這麼大套戒律整套念出來的！能夠

成套律念出來，一條一條念，你要不就照樣，你想學戒律，那些叫做「律師」，律師

有資格替人傳戒的，那些叫做〔律師〕。三師七證的統統是律師做的，那些，那些叫

做「律師」。這樣，法師、律師，法師即是經師，還有一種叫做「論師」，會著作東

西的，有著作的，即是現在所謂有著書出版的，有著作的那些，著作些某某論，就叫

做論師，這樣就經師、律師、論師。還有一些真真正正的叫做三藏法師，經又得，律

又得、論又得，叫做「三藏法師」。印度以前普通稱做「法師」的，一是經師，要不

就做三藏法師，其餘那些就律師、論師，當然三藏法師的地位就最高了，其次那些論

師的地位也很高，作家來的。他怎樣？「奉持」者，能夠整套背誦、教人的。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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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依著他的問來答了：「佛告勝義生菩薩曰：善男子！此名勝義了義之教；」我所

說的這部〈無自性相品〉是「勝義了義之教」，下面了：「於此勝義了義之教，汝當

奉持。」你就，你就叫這本經叫做「於此勝義了義之教，」你就記住它，用來宣揚

它。講完之後，下面丁二，說教的勝利了。又好像其他經的一樣，照例有一套，是

嗎？

「說此勝義了義教時，於大會中，有六百千眾，」「六百千」那麼多人，證「阿

耨多羅……」不是！「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影響了這麼多人發大菩提心，不

是！「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影響了這麼多人發大菩提心，所謂「菩提心」即

是「阿耨多羅三菩提心」，發心去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發這種這樣的志

願，就叫做發菩提心。「三十(百)千聲聞」，三十(百)千聲聞「遠塵離垢，」「遠塵

離垢者」，即是減少煩惱，遠離煩惱，「於諸法中得法眼淨；」了，不止發心，而且

能夠減少煩惱得「法眼淨」了。「一百五十千聲聞」，這些指什麼？這些聲聞統統是

指那些不定性的聲聞，「永盡諸漏」，成阿羅漢，證阿羅漢果永盡諸漏，剷除盡煩

惱。「心得解脫；」解脫涅槃，證得有餘涅槃。「七十五千菩薩得無生法忍。」見

道，「得無生法忍」。這些如果用西洋人的眼光看，這些都是後人加進去的，加進去

的誇大的。這一品講完了。

記住了，你得閒就將它拿來念，你如果瞭解的，你就可以將《金剛經》解給別人

聽都可以了！將《金剛經》、《心經》解給別人聽，你抓住那個無自性的三無性，什

麼空都講得通。之後，這套東西瞭解了之後，你就可以自由去讀那些《般若經》了，

讀了《般若經》之後了，你再加以怎樣？現在世上的人，世人就是這樣的，我講給你

聽，又是一個和尚對我講的。一個人，眾生真是傻了，愚夫了，整天要呃呃氹氹(哄

騙著)他才行的，這是誰講的？融熙法師(1888-1959)講的，融熙法師寫得很多文章

的。他說：唉！世人真是可憐，蠢！成日都要人呃呃 的。你猜他怎樣說？死了都氹氹

要人呃呃 。我就問他：如何死了都要人呃呃 ？他說：死了都要找南無佬去叮氹氹 氹氹

叮 ，那個鑔鑔 com com茶茶，你聽不是呃呃 ！呃呃 ！死了都要人呃呃氹氹 氹氹 氹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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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融熙法師也是很幽默的。真是的！世人要呃呃 ，你就不要逢人就將了義經講氹氹

給他聽，第一，他難明白，打淡他的心，比較容易一些的就講空，《般若經》比較好

一些，還有一些你講《般若經》他都嫌你累贅的，他要怎樣？整幾句那些禪宗的語

錄，整幾句那些什麼「公案」，整兩段公案，一會又說什麼？那個法照禪師，在那棵

竹子前參，參來參去都參不通，另外一個不知什麼？香嚴禪師，見到他這樣辛苦，參

禪參得這樣辛苦，就拿一塊石頭掟去那棵竹樹那裡，啪一聲！於是那位法照禪師忽然

間就豁然大悟。這樣，這類這樣的東西，這些這樣的，很多這類東西。實際上任你怎

樣解而已。這樣解釋又似，那樣解釋又似。即是等於什麼？扶乩的那些乩文，這樣解

也得，那樣解又得，解得好好又得，解到不好又得，是嗎？所以禪宗的那些語錄就是

滑溜溜的。這樣你就用了義經的意味，放了進去，這樣就可以真真正正將它變成了義

了。可以變成〔了義〕。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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