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歡這樣，想當年我又怎樣。但你現在不是呢！想當年才是。好了，這四種受是

「彼果境界受」，對於你的果，前生的修、前生的業力所得的果的那些境界，起這四

種受。加上上面的就有八種受了，「所依 重受」是自己內在的，「彼果境界受」是麁

對外的，八種受，這八種受是有漏的受。這八種受，這八種有漏的受，你一入無餘涅

槃就全部剷清，沒有了。如果你是大乘的無住涅槃，就代之矣，被那些無漏的受代替

了，這樣就解釋了「諸受」了。「無餘永滅」，什麼叫做永滅呢？你看看，釋其永

滅。分二，癸一，釋有餘永滅；癸二，釋無餘永滅。第一就解釋有餘涅槃的時候是滅

了哪些？哪些是永滅？還剩下一些的，還剩下一些要等無餘涅槃才永滅的，第二就是

「無餘永滅」，當你入無餘涅槃的時候，你就永滅了。

現在癸一，釋有餘涅槃的時候，你哪些受永滅了。他解給你聽了：「於有餘依涅

槃界中，果未成滿受一切已滅，領彼對治明觸生受，領受共有。或復彼果已成滿受。

又二種受，一切已滅。唯現領受明觸生受。」這個很清楚地解釋了給你聽，不過很㪐

（艱澀），很難解，你要留心才行，回去就一定多看才行，對你很有益。入了涅槃㩿

是怎樣的？是嗎？

「於有餘依涅槃界中」，如果你入了有餘涅槃的時候，有哪些？上面有總共八種

有漏的受，入無餘依涅槃界就全部都沒有了。你未入無餘涅槃，「有餘依涅槃」是那

些永滅呢？「果未成滿受一切已滅，」八種受之中，有一種叫做「果未成滿受」，是

嗎？看不看到？現果的，是嗎？看不看到「果未成滿受」？找不找得到？

全部滅了，果已成……不是！不是！有一種叫做「果未成滿受」，即是來生就要

受的，是嗎？未來受，「果未成滿受」，現在還未有果的，作了業，但未有果的，你

前世作了業，今世還未出現的那些果，那就怎樣？這筆帳就撇帳了，「一切已滅」，

全部沒有了！沒有受了，全部沒有受嗎？「未成滿」就未滅，已成滿，不是！「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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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的就已經滅了，「已成滿」的還是些存在，是嗎？除了「已成滿」的還在，還有

一些凸（多了）的，「領彼對治明觸生受」，「領」就是接納， receive，接納，接

納什麼？接納「彼對治」，「彼對治」即是對治彼，對治什麼？對治那些未成滿的果

的，未起的「果受」，對付你那些「果受」，令那些「果受」不能起的，那種就叫做

什麼受？就叫做「明觸生受」，「明」者，智慧，時時與智慧相應的觸，接觸外境

的，不是沒有知覺的，有智慧而接觸外境所產生的一種受，這種是無漏的受。你入了

有餘涅槃的時候，「果未成滿受」沒有了，就多了一種東西補回去，就是一種無漏受

起，這種無漏受是什麼？我在旁邊註：盡智及無生智相應的受。

當你成了阿羅漢的時候，你就證得有餘涅槃，當你一證得有餘涅槃的時候，你就

有兩種無漏智出現，以前沒有的，有兩種無漏智出現，一種就叫做「盡智」，知道我

的生命已經走到盡頭了，即是我有漏的生命現在盡頭了，還差一些沒有死，死了就完

全盡了，就叫做「盡智」，這種智不是靠邏輯推理的，而是體驗到的，直情覺得的，

沒有了，我不再有了，那種那樣的智，是現量的智，那種叫做「盡智」。你看經整日

怎樣？「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是嗎？是不是有這一句？當你成了羅漢的時候，你就

知道了，你就自己說了：「我生已盡」，我的生死輪迴已經盡了，「梵行已立」了，

我修行修到應該修的我已經修了。體驗到，當你能夠體驗到這種無漏智起的時候，那

種叫做「盡智」，當你「盡智」一起的時候，有個受跟著一齊起，你會覺得很爽的，

是嗎？即是你整個人生周身債要還的，你現在，啊！那筆債完全勾銷了！你說那種感

受有多舒服！與那種「盡智」所起的受。「無生智」，「生」者，生死輪迴，這次我

沒有生死輪迴了！就如現在的人說：我沒有死了！

「無生」，即是什麼？即是那句，上文就是「我生已盡」，是嗎？「梵行已

立」；下面那句是什麼？「不受後有」。不用了，沒有後一段了！體驗到了，當你體

驗到沒有後一段的時候，你說，地獄就一定沒有我的份；什麼污糟邋遢等等都沒有我

份了！他會覺得很舒服，那種「受」起，那種受是什麼？「明」的智慧，智慧指「盡

智」與「無生智」，與「盡智」、「無生智」一齊起的那種受，「明觸」那種

「明」，那種智慧起，當這種無漏智起的時候，就有一種無漏的「觸」，觸覺，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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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無漏的觸覺，所觸的境界，所觸，那種智慧起的時候所「觸」的境界。

另外一種不同的，特別不同的，與那個智慧相應，就是一種這樣的、這種新鮮的

「觸」所產生的受，這種受是能夠對治彼的，對治那些「果未成滿受」。「果未成

滿」那些作業快要出現的那些種子，這種受就去對付，這樣就已經凸（多）了，成了

有餘涅槃起才有的。即是跟著「盡智」與「無生智」一齊起的。這又怎樣？這個世界

還有沒有他的份？有！他還未死，還要住在這個世界，「領受共有」，「領受」即是

感覺到什麼？

與人人共有的世界，他感覺到的，「共有」，我在旁邊註，「依持受」，這個世

界，我們的「第八識」都還是支持著這個世界，「眼識」見到這個世界會起受的，

「耳識」聽到這個世界也起受的，是「依持受」，「資具受」，他還要吃飯的，他肚

子痛的時候都要找油擦的，「資具受」。「受用受」，「受用受」，某個法師真是了

不起了！有道德，都是「受用」來的，他都是有這種「受用受」，這種受，這三種受

世界的人都共有的，都可能共有的，他領受這種共有的受。這樣即是仍舊是在這個世

界上活動的，這樣受，有些是前世造的業今世的果還未盡的，這樣前世果還受不受

呢？，還要受的，「或復彼果已成滿受」。前世作的業，今世已經成滿的，受，他還

有廿（20）年才死，他還有那廿（20）年，或者不是一定，何解？

譬喻我今天，我現在第二秒、第二個鐘頭我都死了，入無餘涅槃了，我就不用再

領受了，所以加了個「或」字，不是一定，是嗎？「或復彼果已成滿受。」或者他還

要享受那些「彼果已成滿」、還未完的受他還是要受的，但就不是一定，何解？譬喻

你明天才入涅槃，還有十二個鐘頭（小時）的！那就怎樣？十二個鐘頭都學虛雲和尚

那樣入定，入了無想定就沒有了！是嗎？所以他用那個「或」字，不一定有的。這

樣，以上所講的，就是指他還有一段時間，還不是即刻死的，有些很快就死的那又怎

樣？就加了這句：「又二種受，一切已滅。」又有一種人，兩種受，就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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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已成滿」、「果未成滿」兩種受即刻無清！即刻沒有了，即是指什麼？現在

入了！那時入涅槃了，現在即刻就入了。兩種受，即是「果已成滿」、「果未成

滿」，「一切已滅。」譬喻我現在正在入了，沒有了！那兩種都沒有了！但未即刻斷

氣又如何？「唯現領受明觸生受。」我臨斷氣，但未死，我還有一種「明觸生受」，

還有，很舒服，很舒適的，那種「明觸生受」，其他的苦受他沒有了，這樣你想得到

了，一個你將近入涅槃，入無餘涅槃你的境界是怎樣的你知道了。我現在快入了，還

有五分鐘就入了，這五分鐘是怎樣呢？

就是剛才的第二種，又復如何，就知有「明觸生受」了。到你死的時候就怎樣？

無餘涅槃就連這些都沒有了，連「明觸生受」都沒有了！大乘的無住涅槃繼續有，擴

大，小乘的人說，你大乘的人亂講而已！哪裡會？我們都沒有了。但是大乘的人說，

你沒有而已！我有。這些就由他們去爭論，這些很難講。有餘依涅槃就是這樣的滅

了，是嗎？這樣，我就列了一個表給你們參考，就不是經，是我列給你們參考的，二

種，當你入了有餘涅槃的時候，就是二種受無餘永滅，是嗎？哪兩種受？有一種叫做

「所依麤重受」，明白了嗎？

我就加了一個註在旁邊，緣，「緣」即是攀緣，攀緣你自己的根，自己內身的五

根，境，那五種境，有六根、六境，「境」即是六塵所生的「有漏受」，「所依麤重

受」。「所依麤重受」又分做四種，是嗎？一種叫做「有識所依受」，即是與我們的

「五識身」相應的受，第二種就「無識所依受」，即是意識相應的受，第三種，「果

已成滿受」，現在這一世應受的果報。這三種受，有餘涅槃有此三受，這三種受都

無，不是！有餘涅槃就三種受還是有，但不是麤重，何解會不麤重？因為他有「明觸

生受」替他調和。

第四種是「果未成滿受」，那個「未」字你改清楚它。即是未來的「有漏受」的

種子，有種子就會起的，這些種子不起了，它被對治了，這個是什麼？哪個受滅？入

無餘涅槃之前的那剎那叫做「金剛心」，入金剛心的時候，不是！有餘涅槃之前，入

有餘涅槃之前一定有個金剛心，那個金剛心一起的時候，那種極強的智慧就斷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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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這個「果未成滿受」、未來的種子都勾銷了它！撇了這筆賬就是由這個金剛心替你

撇的，你看這個表，對於「所依麤重受」你就很清楚了，「彼果境界受」又怎樣？這

個世界？攀緣那六塵所生的感受又怎樣？「彼果境界受」又分四種，第一種，「依持

受」，對這個物質世界所起的受，這種受是怎樣？我下面寫註：有餘涅槃猶有此受。

是嗎？無餘涅槃就沒有了，是嗎？

第二種，「資具受」，即是衣物等的受，有緣涅槃就一部分沒有了，還剩一部分

有。「受用受」也是有餘涅槃的時候就有一部分，我加寫了「一分一分」，有很多是

不要的。但一到無餘涅槃就沒有了，這三種都沒有了！「顧戀受」就有餘涅槃都沒有

了。沒有「顧戀受」了。你看這個表就會清楚些了，有餘依涅槃的時候你就這樣，清

不清楚？如果有餘涅槃，你可以講一下課的！涅槃，小乘的二種涅槃，或者有餘及無

餘涅槃，你可以用專題講一下都可以的，你可以依住、拿住這兩頁紙，你就可以講

了，行不行？

聽眾：不行。

羅公：不行嗎？回香港葉文意那裡講一下！試一下講，不怕的，講之前備課，備一個

禮拜，這樣就行了，教學相長嘛！

何美琪都是這樣來的！何美琪呀！膽粗粗就站上去就講！一要講的時候，她就沒

辦法不準備，現在那些人說她講的不錯。看這裡：癸二、釋無餘永滅。入無餘涅槃的

時候哪些東西永滅？此無餘……於無餘依，我寫錯了個「此」字。「於無餘依涅槃界

中般涅槃時，」「般涅槃」三個字是動詞，即是入涅槃那樣解，在無餘依涅槃界入涅

槃的時候，「此亦永滅。」「此」即是什麼？剩餘的那些東西亦滅了，就是指什麼？

「明觸生受」了，是嗎？連「明觸生受」都滅了，即是什麼枝幹都沒有了，現在那些

供諸天或者供佛，那些什麼？

喃無的時候，什麼「天台山羅漢來到受供茶」，有句這樣的話的，如果天台山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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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如果他真是羅漢，來受什麼供？聽不到你講的！你如何罵他，他都聽不到，是

嗎？如果他是大乘的，就可以，大乘的。這樣就講完了，〈分別瑜伽品〉就講完了，

講完就「結嘆勸學」。下個星期就講完，還有一頁紙左右，〈分別瑜伽品〉就講完

了，再下一個星期我就試一下開首講〈地波羅蜜多品〉。講得幾多得幾多，你們回

去，今日大把時間剩下的，你們有什麼東西問，可以任你問都可以。

聽眾：這個色界天。

羅公：是。

聽眾：是不是還是入色界的定？

羅公：初生的時候就散心的，一出世的時候是散心的，那個中有去到那裡，啊！這裏

很爽！如此好的風景，如此好的山水，最適宜於入定了！就入定，〔初生〕那

時未入定的，但一坐就入定了。聽眾：他入了定，即是他生了色界天，他正在

入色界定，照計（按道理）他不會再輪迴的，他一路不停地入色界定，就會不

停地產生色界的果，就應該永遠在色界，應該不會再來欲界輪迴了？

羅公：不是！他那個色界的種子有盡的！

聽眾：但是他不停地修定的！

羅公：是不斷修定，你這一世修，異時而熟的就要下一世再出，是嗎？你現在在色界

生存一段時期，譬喻你生存五百劫，假使五百劫或者一百劫，這一百劫是前世

或者前前世你修色界定的果報來的，你現在繼續修的這一段就留到下一段了，

你這個是「果未成滿受」來的，是「因受」、「種子受」來的。聽眾：他會不

會，譬喻我現在入了色界定，生色界天，我那個受已經盡了，我色界的那個享

受已經盡了，我今世正在修的那個色界定的果跟著起，強嘛！我的業力強。

羅公：你強就得！或者不知你以往輪到的那個業會不會更強一些？你能控制就可以，

控制到可以的，最怕你控制不到，你生在色界的時候，只曉入定而已，他沒有

這套理論的，你明不明白？他不識講你現在講的這套理論的，識得他就會做

了！他不識的，是嗎？而且他入色界整日入定，入定之後，他有時都會出定

的，不會現在入了定，壽命一百劫，一百劫然後才出定的，沒有這樣的，多時

候出定那樣解，你在色界如果你生在初禪梵眾天，梵眾天的那些民眾還有交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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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還有社會的，入了梵眾天就只是識得大梵天王而已，即是等於現在入了基

督教教會，天主教教會，只是識得那本《聖經》所講的東西，你現在講這套東

西他不識的，是嗎？

聽眾：喂！你入什麼定？

聽眾：什麼？

聽眾：我現在問你入什麼定？

羅公：他不識，它沒有這套東西，他前世還有很多東西的，還未了的，何解他不延

續？凡是，我們的種子有兩種，一種就名言種子，是無記性的，業種子就有三

種，一種善的、一種惡的、一種是無記的，無記的業種子無用的，不能引起果

報的，因不夠強列，善或惡的業種子就強，強烈，就可以引起果報的。這種能

夠引起果報的業種子有兩種特徵，一種，一種叫做「有受盡相」，一種叫做

「無受盡相」，那是《攝大乘論》講的。

譬喻這樣，現在殺一個人，你這個殺的業即刻熏進去「阿賴耶識」裏面，成為一

種殺人的業的種子，這種殺人的業的種子現在熏進去，但沒有機會讓它成熟，因為你

還有幾十年未死，是很強，但是它未成熟，這樣如果你殺了人之後，你整日懺悔，整

日做很多好事想補救你的過失，做很多利益人的事，這樣，這種這樣的業就是善業，

這種善業與那種惡業是互相衝突的，你做善業就有很多善業的種子的，這些善業的種

子就不能夠滅你那些惡業的種子，但是它這樣，它可以與你爭先出現，是嗎？大家搭

巴士，我不能夠不給你搭，但是我可以推開你，我可以跑到前面的！我力量大些，如

果你做善業的力很強，你就減弱了你的業種子的力量了，如果你懇切地做，你修行修

得很好，你證得預流果了，證了預流果你已經很好了！證預流果很容易的，證得了預

流果，又證了不還果，再證一來果，再證不還果，假使你這樣，我二十歲殺了人，我

九十歲都不死，我每 30年證一個果，不出奇的！

到那時，我證不還果，我只是生色界而已，我不能夠還欲界的，怎樣落地獄？地

獄在欲界的，那就先記在「第八識」那個電腦入面，先記一筆賬在那裡，是嗎？是有

的，是要還的，但是現在仍未還，這樣即是說減弱了它，我生色界天的種子強，你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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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下地獄的種子還弱，這就叫做什麼？叫做已經作了就不增加，但是如果作了之後越

再增加就不同了，作了之後，怎樣叫做再增加？我殺了人，殺了人還說，嘿！很爽！

這樣就殺了他一家了，看他有什麼辦法？如何如何，自鳴得意。還這樣多作、多行不

義的事，這樣你的這個種子就很強了，是嗎？下地獄就有份了！是嗎？好了，這種種

子，這種業的種子就有兩種特徵，一種叫做「有受盡相」，怎樣呢？你的「阿賴耶

識」裏面有很多種子，有地獄種子，有地獄與畜生的種子，又有天人的種子，又有極

樂世界那一類的種子，是嗎？

好了，你現在就殺人了，就一定是落地獄做畜生的種子了，這些種子，這種善惡

的、很強烈的善惡種子，如果是孤零零的只有一個種子，你以後做很多好事，它就很

弱的，如果你以後都是自鳴得意，繼續做這些多行不義的東西，這些種子就很強，整

堆包含的時候，任你怎樣強，弱與強，如果你是修行、無漏的行，或者是可以剷弱一

些，你不修了，由得它了，還增加了，那些種子到你臨死的時候，凡是煩惱就有兩種

作用，業，令你發生業的，如果你殺人，你貪、瞋、癡的貪與瞋的煩惱不起，不能殺

到人的，由煩惱，由貪，這種謀財害命，這種煩惱發起這種殺人的業，發起了業，由

它這種業睡在那裏，是嗎？

但是到最後就有第二種作用起，潤生，殺人惡業睡在「第八阿賴耶識」那裡，臨

死的時候你會起煩惱的，未死都起的，不斷潤澤的，不斷起的煩惱會潤澤你那些業種

子，不斷起煩惱，這些煩惱用來譬喻水，那些種子是譬喻那些芽，你那些煩惱之水整

日不斷地潤澤你那些業的芽，這些業的芽得到煩惱之水去潤澤它就越整越強了，尤其

是臨死的時候起煩惱，臨死的時候你會起什麼煩惱？又不捨得死，又貪了，或者有些

不如意的東西，就是起嗔心了，唉！我現在死了，如何是好？我真是不想得死，個個

都是這樣的，貪的煩惱，這些煩惱起就潤澤你這個殺人的業種子了，潤澤那業種子，

令那些業種子受刺激就強了，你那些水將煩惱種子一潤就強，一強就刺激那些，刺激

那些名言種子了，名言種子有三種的，有些是善的，是快樂的名言種子，不是善，快

樂的、好的，很幸福的，有些是很悲慘的名言種子，有些是怎樣？不快樂亦不悲慘

的，就是這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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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些惡的業偏偏就刺激那些悲慘的名言種子，悲慘的名言種子就是什麼？地

獄、畜生、餓鬼，那些種子。那些好的種子就被它刺激不到，壞種子就被它刺激到有

凸（太多），這樣他臨死的時候得到煩惱之水一潤澤就活躍，它活躍就刺激到那些名

言種子，那些名言種子本來在睡覺的，全被它部被喚醒，活躍起來，那些天堂的、極

樂世界的就整不起，活躍了那些地獄、餓鬼種子，於是那些就躍躍欲試，那些悲慘的

名言種子就強了。到他一死的時候，斷氣了，死了，心臟一停，就即刻起那個中有，

那個中有是什麼？是那些名言種子變的，如果你是刺激了地獄的名言種子，就變起一

個鬼相，是畜生的，如果你是做狗的，變成那個中有就好像狗那樣，與狗相似的，似

狗非狗的那一類，是嗎？那種中有。那種中有就見他的那一類的東西，不會見好東西

的，這樣他就投生那一類了。

這樣，一投生，他殺了別人一家，這些煩惱、不是！這些業種子就決定你是做一

世的地獄的，譬喻五百萬年在地獄，過了五百萬年你這個地獄的身就死了，這些業種

子所得的果，所刺激起的果是「有受盡」的，受完一次就沒有了，沒有第二次的，除

非你作第二種業，那就會再來，叫做「有受盡相」。第二種是「無受盡相」，你現在

殺人，殺人就是兇惡的，兇惡的業種子，業種子本身又是名言種子來的，這種兇惡的

性情，兇惡的性情引起你殺人，當你殺人的時候，這種兇惡的種子又再熏進去成為一

種新的，不是！這種兇惡的種子起了一個兇惡的現行，這個兇惡現行就起一個的兇惡

業，再起兇惡的性格，這種兇惡的性格就是什麼？是思種子，兇惡的「思」，業即是

思而已！

這個「業」就是意志來的，這樣，這種種子，第二世「有受盡相」受完，當這個

「有受盡相」的時候，這個兇惡的思，這種兇惡的思起又再重新熏，永遠熏。前世殺

人就今世衰，衰完一世就了事，但是這種殺人的兇惡品格今世就固然起，今世起之後

又熏進去，來世又一樣那麼兇惡，會更加兇惡，越熏越強，一世比一世強，這樣就變

成最兇惡的，那些名言種子熏了之後再起，熏了之後再起，這樣叫做「無受盡相」，

兇惡的那個業種子就具備兩相，一就是「有受盡相」；二就「無受盡相」，「有受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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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就一世完結，「無受盡相」就拖累到你了不得了。明不明白？

最棹忌業種子有這兩相：「有受盡相」與「無受盡相」。你這一世完了，是嗎？

在色界，修行在色界就五百萬年就完了，完了你就死了，是嗎？你死了，你怎樣修行

都好，或者你修成阿羅漢都說不定，總之你這一世死就是必然的，是嗎？當你死的時

候有很多煩惱的，在色界就煩惱少，在色界那世人就煩惱少，但是因為你在色界的五

百萬年的業少，功德也沒有機會給你做，這樣你前前世，五百萬年之前你作的那些殺

老鼠、 雞那些，那些業你要酬報了！是嗎？到那些業成熟了，那些業成熟又引一個劏

「有受盡相」了。是嗎？在色界你沒有功德可做的，你說我行善，善什麼？我救人？

誰要你救呢？是嗎？

譬喻你在瑞士，根本沒有乞兒的，你說我要拿家財出來散給那些乞兒的人，都沒

有乞兒的。你在在瑞士做一世人，就沒有什麼機會給你行善，如果你去塞俄比亞就大

把機會給你去做了，你就修行了，是嗎？色界的一世，你這一世的幾萬年都沒有好事

做過，而你前世做的那些惡事就強了，在你死的時候就不捨得死了，我如此舒服，怎

捨得去死？就起煩惱，潤澤那些所謂業種子是潤澤哪些？就潤澤那些你以前打死那百

足（蜈蚣），潤到燒老鼠那些，這一世沒有那些業給你潤澤，潤澤了那些你就死（壞

事）了！是嗎？雖然燒死一隻老鼠很平常，你再做人，做一世窮鬼都是不妥的。很難

的！如果你生色界，生在那些什麼？

第四禪不還果那些，你就已經證了不還果，在淨居天就沒有問題的，你在那裡成

阿羅漢，是嗎？如果你有不定種性的，你可以成佛的，有成佛種子的，你臨入無餘涅

槃的時候，臨入有餘涅槃的時候，或者臨入無餘涅槃的時候，文殊菩薩就專做這種功

夫的，他就走來警告你：你不行的！你應該回心向大的。他會這樣的。他的解釋就是

這樣。大把時間，有什麼問題？佛就有「三身」的，在這個世界的釋迦牟尼佛就是化

身，怎樣會有化身呢？先證得法身，不能證得法身又如何能證得化身與報身？所以第

一要先證得法身，證得法身，一證得法身之後，然後有報身，有報身就可以同時或者

稍後起化身，總之法身第一起，報身第二；應該化身第三，化身第二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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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身第二，不是！化身只能第三，不能排到第二的，你一會就知，他怎樣？他說

佛，當他做後補佛的時候，就好像現在彌勒那樣，他就在兜率天處住，住到差不多上

下的時候夠期了，他就下人間成佛，實在不是下人間成佛，到夠期就再上，上「摩醯

首羅天」，上「摩醯首羅天」的大自在天王那裏，在「摩醯首羅天」的境界是大的，

最中間，「摩醯首羅天」的中間那裡有個世界，那裡是一個國土，一個世界，這個世

界是那個佛的報土來的，佛的報身是在那裏出現的，法身就無相的，那個在兜率天的

時間夠了，他就上去「摩醯首羅天」，上去「摩醯首羅天」那裡，住在那裏修行，住

在「摩醯首羅天」，當他修行的時候，要成佛的時候，他證得法身了，跟住就在「摩

醯首羅天」那裡起個報身，就現出那個報土，在那個「摩醯首羅天」中間，這個報土

叫做「密嚴國土」，釋迦佛的報土叫做「密嚴國土」，阿彌陀佛的那個報土就叫做

「極樂世界」，在那個「摩醯首羅天」的中間處現那個報土，他就在報土那裡現那個

報身出來，供養他的就是那個「摩醯首羅天王」供養他，下面的天王都未曾有資格供

養他，他在那裏一出現的時候，那個報身出現，是化生的，不是胎生的，一出現的時

候，那些見了道的菩薩，就發願生在他那個「密嚴世界」那裡，就好像我們的那些見

性菩薩，求生去阿彌陀佛的淨土一樣，那些生去那裡。譬喻你們是聽過彌勒之教的，

也是供養彌勒的，將來彌勒上升「摩醯首羅天」的時候，如果你見了道，你一定會生

去他那裏的。「摩醯首羅天」是他的淨土，在淨土那裏，這個報身是第二個，即是法

身之後的第二個出現，但是他這個要觀察人間的人善根成熟未？

可能「摩醯首羅天」裡面的那個報身佛，釋迦佛的那個報身佛就叫做「毘盧遮

那」，現在東密說他法身，這是廣義的法身，實在就是報身來的，他在這裏成了佛很

久，等待到人間的那些共業是適宜於見佛，人間的某一部分眾生能夠變起見佛的那種

情景，觀察到這個機會，觀察到這個機會後，他就不是真是下來的，他是用一種定加

持力，由什麼加持力？就是用他的大悲與大智、大定，大定、大悲、大智來加被我們

人間的這些眾生。這些人間的眾生個個的業力都成熟了，見佛的業力都成熟了，就應

該見到佛了，他就用了加持的力做本質，令到這些眾生受他這種加持力的影響，大家

共同變起某一個國土，有某一個嬰兒出世，某個孩子出世又如何受教育；怎樣結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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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去出家等等，表現出給你們，完全是你們眾生變。怎樣變，豈不是沒有本質？

他有本質，他的加持力就是本質，即時說他沒有來到，他沒有來，他怎樣變？他

用什麼加持？用他的「成所作智」加持，他有「眼識」的！那個小孩子，他的「眼

識」的「成所作智」那些，他會有聲音的！是「耳識」的「成所作智」；是這樣現做

本質，他根本就沒有來。你說，他八十歲入涅槃，躺在那裡。他根本就沒有躺在那

裡，沒有，他只有一種定力與智慧力，還有那種慈悲心，就令你見到他。甚至提婆達

多一塊石頭擲下來，整損（傷）釋迦佛的腳，都是耍幻術而已。這種叫做先有報身後

有化身，這就是唯識宗的講法。

這是第一世達賴，第一世達賴造了一本書叫做《密宗道次第廣論》（應是宗喀巴

造），這本書亦都相當好的，〔法尊法師〕譯了之後送給太虛法師看，太虛法師就替

他作了一篇序，那篇序這樣講有兩說，一說是「先報後化」，有種是「先化後報」，

這本書就用「先報」，黃教的講法認為是「先報後化」的方法，就與唯識宗剛好相

同，唯識宗就是我剛才講的，「先報後化」就是唯識宗的見解。沒有下來成佛，你們

搞神學，你們搞這一套，耶穌也沒有下來！你講，他只是一種加持力而已！你班人見

到他出世，見到一個女人抱著他，還見到如此這般，他即是在這裏耍幻術，你用十字

架釘他，其實是你們是釘你們自己變的耶穌，那個真的耶穌就沒有你們釘到。佛也是

這樣，你見到佛臥在那裡涅槃，其實佛根本就沒有躺在那裡涅槃，是你們這些人自

己，講一句說得不好聽的話，是你們自己自作多情以為是這樣。是嗎？

這個是西藏黃教的「先報後化」。第二種解法是「先化後報」，這個名詞是太虛

法師改的，改得不是很妥當，怎樣呢？釋迦佛一路修行、修行，一路修行，他不在天

上修行，他一路在人間修行，修到前一世燃燈佛的時候，他就位登十地了，就做繼承

人，他死了之後就生去兜率天，做兜率天王，做兜率天王，後來燃燈佛就涅槃了，他

就負責主持燃燈佛所說的法，教化，就直等，等到釋迦牟尼佛……不是！他等到這個

眾生成熟了，他應該要成佛了，於是他就先不上「摩醯首羅天」，騎住那頭六牙白象

就進來印度，找到那個印度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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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摩耶夫人。

羅公：那個叫做什麼？什麼名？我都不記得了？

聽眾：摩耶夫人。

羅公：對！摩耶夫人，就入她的胎，入她的胎，他就在那裡用他過去的功德就好像在

他的宮殿裡入定那樣，在那裡，這樣就到十月期滿了，就出胎，剛出胎還不是

佛的身，未證法身，「未證法身」，太虛法師就用了那個「化」字，這個

「化」字就是不妥當了！是嗎？

一路至到出家，出家就在那棵菩提樹下，夜晚見到明星悟道那時，其實他早就十

地圓滿，看見明星悟道的時候是金剛心，成佛的金剛心，那時金剛心起就把殘餘的一

切煩惱都剷除了，就證得法身，法身一證得，跟著就起報身，這樣那個報身然後才上

去「摩醯首羅天」成佛，建立報土，這樣就先有菩提樹下那個，然後就開分店，開上

去「摩醯首羅天」，「先化後報」，這是一般大乘人就這樣講法，小乘間中都有相信

這種講法的，因此化身是實的，不是假的，而且他最先，報身反而沒有這麼靠得住，

法身是無形的。這樣就是「先化後報」，我所講法就是這樣，是嗎？你老婆問的，她

問什麼？在菩提樹下的情況怎樣？是嗎？在菩提樹下夜睹明星的時候就金剛心起，十

地圓滿了！成佛的金剛心起，他這種講法就是「先化後報」，兩說都是佛教徒自己

講，都是大乘佛教徒講的，太虛法師主張「先報後化」合理些，這樣合理些。

聽眾：羅公！

羅公：什麼？

聽眾：法身佛只有一個嗎？將來彌勒佛成了佛之後，他的法身佛是不是等於釋迦牟尼

佛？

羅公：是，這個是真如來的，這是真如。

聽眾：個個都有真如，個個都有個真如嗎？人人都有真如。

羅公：人人都有，你都有份的，不過你未揭開它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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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來的，你不要以為他打人是業，這個不是業，這個只是業的外表出現，他打

人的意志「我要打你」，那個才是業，那個是思心所，思心所的第一層是先起了一個

「審慮思」，「審慮思」即是動機，我救你，我是否應該救你呢？我是否應該救你

呢？我怎樣救你好呢？「審慮」，「審」者，「審慮」即是考慮，即是有動機的，無

動機的不受報的。審慮之後就一個「思」了，這個審慮思熏了進去「第八識」裡，跟

住，第二個剎那時那個審慮思再出現，再出現就再考慮，考慮什麼？決定，我救他！

或者決定不救，是嗎？不救，那就不成業道了，是嗎？決定、決定去做，是不是這樣

就受報？第二個思都還未受報，這個決定的思再熏進去，再打出來，那種子再熏進

去，再起現行，「動」就動身了！你想殺人就動身，拔槍了！動了，「發」就發出語

言，譬喻你做長官下命令，殺他！或動或身，發……不是！我寫錯！「動身發語」，

有沒有讀《八識規矩頌》？

聽眾：「獨為最」、「獨為最」。

羅公：「動身發語獨為最」，「意識」的業，是「意識」的思心所來的。一發動身業

與語業就一定受報了！當這個「發動思」一做即刻就成了，這個就是業種子

了。

聽眾：這樣「獨頭意識」做，是嗎？

羅公：什麼？

聽眾：這樣獨頭意識……

羅公：是「意識」的業種子。「意識」的業。如果你著相，我要救他了！我都要做多

少功德了，我救一救他吧！他真是可憐了，大拿拿的！我現在用 500 元才能

夠救到他的！即是有三個法執，一個是什麼？執有一個我是了不起的，我會施

捨了，是嗎？這是我執，一個我執；兩個法執。第二就是，500 元呀！我現在

施捨他，法執。第三，你這個可憐蟲，無力做人的，要受我施設。

聽眾：是呀！

羅公：也是法執。我執，總之有三種執。「施」者，這個主人翁，受施的人，即是一

個 subject，一個 objective，怎樣去施？這是「施」的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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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東西，你執有三種東西，即是三個我執、法執一齊起，下一世你的果報起的

時候，就會伴著這三個執一齊起，如何能成佛？是嗎？有漏，這些就是「漏」。但是

他想，這個人，譬喻我這樣，他如此可憐，我要施捨給他。他很清楚的，知道這個可

憐的人是應該受施捨的，以及有智慧指導，不要忘記，他有智慧指導的，他這個人不

是食白麵（毒品）的，如果食白麵（毒品）我不會施捨給他，但他現在是痛苦，應該

要受我的施捨，我應該要施捨給他，你要有智慧，不是說，我要施捨了！其實他無相

來布施，就不著相，他經過了那個智慧，即是好像電腦操作，你不要以為那樣按一

下，當你按一下，就已經有很多轉接了！你去買馬打出來分十個零五（10.5），不是

這樣簡單的！電腦要經過很多種轉接然後才打到那十個零五（10.5）出來的！能夠打

得出來的是什麼？是它的智慧。即是說有一個智慧，這個智慧是沒有執著的，只是考

慮到他應該受施而已，考慮到我自己應該有這樣的義務，應該要施給他，同時應該要

知道施一百幾十是不夠的，起碼都要五、六百才夠的，太多也不行，怕他浪費，五百

就適合了，又有個智慧指導他的。

同時他還這樣想：我並不是為了果報，他當時自己清楚，我不是為了果報，我是

一個受了菩薩戒的人，我應該這樣做的，清楚的。不是自己懵閉閉（糊塗）的，我自

己做了都不知道，很清楚的，這種清清楚楚就是他的智慧，他一起的時候有一種智

慧，這種智慧同時還沒有我執的，「不著相」者，即不是說怎樣？不執它為實，而且

所謂解釋，「不著相」即「不住色布施」、「不住相布施」，那些人解，我又罵那些

人，「不著相」，怎樣叫做「不著相」？你解給別人聽，「不著相」、「不著相」，

怎樣叫做「不著相」？這種人抵打（該打）！怎樣叫做「不著相」？這個「不著相」

名詞而已！怎樣叫做「不著相」？你解釋，「不著相」即是這樣，不為了某一個目

標，不為了某一個目標，釋迦佛自己解的：「不住色布施」，「不住相布施」；「不

住聲、香、味、觸、法布施」，「應無所住行於布施」。是不是這樣講的？「不住色

布施」，不是為了因為我去布施，為來世我的相貌很好；「不住聲、香、味、觸、法

布施」，不是為了因為我今世的聲音不好，講話沒有人聽，我現在為了什麼迴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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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者，即是什麼？為了那個獲得，為了獲得某種東西，那個「住」是這樣解的！

不執著，至於施的時候，執著這種「施」是硬邦邦實有的東西，都是眾緣和合的。這

樣才叫做「不住相」。

「住相」、「不住相」有很多重的，第一，我為了好報，就是著相了，但是有些

人是高一級的，我不為了怎樣的，無所住，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我就覺得慈悲心起施

就施而已，這樣就高一級，還有比他再高一些的，我為了、我一切都為了得「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我為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我需要有福德、智慧二種資

糧。我要行布施、持戒等等，獲得福德與智慧資糧，現在正是有機會讓我行施捨，我

為、我現在要施，施，我不為了我來生要投胎好，不為了我來生能生天，我是為了完

成我的「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金剛經》是這樣講的，為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而布施，這樣都不是著相，又高一層。你說：他都著相，他為了成佛！「著相」

者，指著什麼？色、聲、香、味、觸之相。明不明白？

所以解釋最緊要解釋得清楚，現在我知道那些講「不著相」，現在「不著相修

煉」都不識講的，那些人這樣全部都要打屁股！是嗎？這些反而西方人解釋得很清

楚，那個 Edward Conze (1904–1979)，解這個不著相，人家西方人都解釋得如此清

楚，你是中國人就解釋得矇查查（不清楚），令人聽到蒙頭蓋臉。

聽眾：蒙頭蓋臉。

羅公：所謂「不著相」者，即不是為了色、聲、香、味、觸之相；所謂「法」是什

麼？名譽，人家說我是善長仁翁，香港有些人是這樣，他做善事，他為了想怎

樣？想做 JP，想做太平紳士，就做善事了，他蓋醫院，我為了想拿個爵士

銜，這些叫做什麼？著相了，著相就沒有用了，明白嗎？不為了某個目標，而

這個目標是自己受用。聽眾：羅教授。

羅公：是。「分別」者，「無分別」嘛！是嗎？還不是「分別」？他分別了，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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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分別有幾種的，對於一件事物的本身，我們清清楚楚了解它，不添加我的主

觀意思在裡面的，得到那件東西的本身，「自性」即是本身，我看見一件東西，不添

加我的主觀的意見，那種現量的，自性分別，佛就整日起這種分別，那些菩薩整日起

這種分別。你讀《八識規矩頌》：「性境現量通三性」，這個是現量的分別，是自性

分別，好東西來的。你說，不要分，尤其是學禪宗的那些人，開口就說人家分別，這

種人最好是把他拉去燒了，免至他以後落地獄，趁現在這一世就替他了結了他。不過

這些你做轉輪聖王就可以，你不要以為怎樣，殺人就不行的，將來你看見他，你這種

人多數落地獄，我先殺了你！這樣不對嗎？一時時的觀點，孔夫子都要殺少正卯（？

－前 500）。

第一種「自性分別」，第二種是「隨念分別」，「念」就是記憶，隨著我們記憶

到的東西而明明了了知道它的，就叫做「隨念分別」，「隨念分別」就有好有不好，

是嗎？譬喻念佛、念法、念僧，就好了！念鬥雞跑狗這些就不好了！隨念的分別就有

好有壞，所以你一腳踢，說分別就不對，真正有學問與真正清楚頭腦的人不講這些說

話的。凡是講這些話的，這個人一定一腳牛屎出身，女人講這些東西就一定是站在別

人後面的出身，怎樣站人後面？做婆媽替人添飯那些。她在替事頭（老闆）打工，或

者打斧頭（報大數）買 ，打得差不多時間她就買層樓，她就修行了，修行她又怎餸

樣？做功德頭了，是嗎？做功德頭，收攬功德了，做功德了，做功德頭又掙到個錢

了，是怎樣？出家了，剃光個頭，整間屋，整間屋自己有了錢，常叫別人，收別人做

徒弟了，未得人家父母同意，不斷遊說別人，人家兩夫婦好好的，就遊說別人出家如

何如何，這樣了。

這樣一定是這種人，滿口都是什麼？你又起分別了！你已經起分別了！你又起分

別？是嗎？你起分別說我分別！是嗎？「計度分別」，多數不好的，計較推度，執著

有這種東西，執著有那種東西，這是真正著相分別，就是計度分別，這些多數不好

的，你計度都未必完全不好的，計度分別大部分不好，這種分別就不好了，這種是執

著的分別，執著有個實我，對於五蘊和合的現象又執著有個實我，斤斤計較這些是你

的，那些是我的，這些叫做「計度分別」。這個分別，計度分別都是不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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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最好就是用三性來解釋，「圓成實性」就是無相的，無分別的；「依他起

性」就不算分別；眾緣和合而生的，不是執著；「遍計所執性」就沒有那樣執那樣，

五蘊和合就執著有個實我，是嗎？一堆原子和合，我們就執著有個永恆不變的的東

西，見到別人在這裏玩催眠術，人家說那裡有個籃姑，那裡有個神仙，這些就是執

著，這些就是分別，這種是計度分別。聽眾：譬喻，譬喻一個人，有兩個人，一個

甲，一個乙，譬喻我說這個甲他人品很好的，待人接物都很隨和，這個就是粗暴些，

或者如何，那些人又會說：你又起分別心了！

羅公：這是應該的。

聽眾：90年 7 月 22日。今天就講完。來這裏講〈分別瑜伽品〉，而且由開天闢地以

來，在美洲未有人講過這一品的，我現在打開了，講了，我非常之高興，還有

你們，由初時在這裏聽的，到今日還在這裏的，這幾個一定是福報很好的，有

多少個？由〈分別瑜伽品〉開首聽，到今天還在的，你是嗎？你一個；你，兩

個；你，三個……

聽眾：你呢？這個。

羅公：你四個，你是不是？現在開首：「爾時，慈氏菩薩……」有沒有份？

聽眾：他有！

聽眾：第二品開始來聽。

羅公：我講這一品，這樣，一、二、三、四、五，你是不是？六，你們都不是，六，

你是，七、八。

聽眾：我也是。

羅公：你不算了！一定有福，這些，這幾個，幾個人而已！有沒有七個？沒有！六個

而已！是嗎？連陳家玲六個而已！

聽眾：六、七個！

聽眾：聽錄音帶一樣囉！沒有回來。

羅公：不算數。

聽眾：第七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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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不是，他開頭在這裡，今日仍然在這裡，即是這個前行的種子排列，他的福

氣，就影響到，即是等於一個人的壽命長短，望他的相就知道，不是說那個相

與壽命長短有關，而是壽命的長短反映進去那個相，即是說，你將來與彌勒菩

薩的關係，還有你的福，就反映在這裏，不是因為你這樣然後有福反映的，實

在就種下很多福。

因為這一品我開首講的，以後有人講，他都是弟弟，我就是大哥。第二件我非常

高興的，他替我影的那本書，《現觀莊嚴論》的英文譯本我知道有，但是我就不知道

到底是 Stcherbatsky 譯抑或是 Edward Conze 譯，一定是兩個中的一個，我找了，

差不多找了很多年，無意中前個星期，我就以為多倫多大學圖書館一定沒有的，我儘

管寫了那個名，叫黃敏浩：喂！你替我找一下，看看有沒有。居然在那個荒蕪的沙漠

裏面，以佛學來講，加拿大簡直是沙漠來的，沙漠裡面原來也有綠草！是嗎？

這本書很緊要的！它以前在印度的時候，那些人解《般若經》一定要通這本書

的，內容就少少的，但是一定要通，還有在西藏，你想做大喇嘛，你不通這本書你不

能做大喇嘛。因為何解？你想做大喇嘛就要先考了博士學位，你不要以為好像來加拿

大的那些喇嘛，拿著支杵鈴鈴噹噹，不是這樣簡單的！那些不是格西，那些黃教，尤

其是黃教的大喇嘛，考世界上最難考的博士，他要考到才行的！這句話不是我講的，

是英國的那個 B. Earl Russell（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 1872年－1970）

講的，他說：世界上最難考的博士就是西藏的博士。你想考那個博士，它不是叫博

士，它叫做「格西」，中國就只有半個「格西」，他在台灣，叫做歐陽無畏（歐陽

鷙，1913－1991），候補格西而已！法尊法師都未是「格西」，法尊法師都未是

「格西」。

一定要考五本書的，一定要考五本書，任人問的，在那個無遮大會裡面，那班學

者站在那裡，不是說你有篇論文那樣，不是的！他要你用因明，在那裡寫了出來。我

立一個什麼義，即是我現在把那個主張立出來，任別人來駁、問。這樣標了出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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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就很多老行專，很多學者在那裡，任他們來問，你要答，凡是與這個問題有關的，

你都要答，考試就分什麼？靠六次，即是要出席六次，pass六次才行，第一次就是

考什麼？靠宗喀巴那本《菩提道次第廣論》，總之這本東西任問，你要答，考完這本

pass了，第二本就是《現觀莊嚴論》了，《現觀莊嚴論》。考完《現觀莊嚴論》，

《大般若經》中文就 600卷，但是他主要就不是問這些，《大般若經》主要就是解

釋《大品般若》的，二萬首偈，二萬頌，即是現在中國人講的所謂《大品般若經》，

《大品般若經》如果你想看英文的，你就可以買那本了，Edward Conze 譯那本了。

你如果，《現觀莊嚴論》就解釋《大品般若經》的，又要讀通一下《大品般若經》，

第二本就考這本東西。

考完這本東西之後，跟住還要考四本，一本就考戒律的，《戒經》，德光造的，

一本是法稱（Dharmak rtiī ）造的《因明》，《因明》，《正理方隅》，有一本是

《俱舍論》；小乘的，一本是《阿毘達磨集論》，這幾本，是不是四本？加上《現觀

莊嚴論》就五本，有人說，不知是不是，有人說還要多一本，如果這本書不及格你將

來不能做住持的，那個叫做《王法正理論》是佛教教那些帝王如何治理國家的，《王

法正理論》，還要加考這本東西的，不過《現觀莊嚴論》就必考了，譬喻現在那些人

說，我懂般若，五十年前，你讀幾次《大般若經》就可以得，現在你這樣不行了，你

講般若兩個字，因為何解？現在有《現觀莊嚴論》，對《般若經》的看法已經有完全

不同的看法。我找很久都找不到，無意中我就找到了，我就是最大的收穫了！因為我

曾經有一本《現觀莊嚴論》講義。今年就講不完了，不過我儘管能講多少就講多少，

那品就是〈地波羅蜜多品〉。

上文已經解了，在有餘，如果一個人，證得有餘涅槃之後，他那些感受有很多已

經滅了，沒有感受了，這樣哪些永滅呢？他上文已經解答了，當你證得有餘涅槃還未

死的時候，哪些、哪些感受會滅的？我列了一個表給你們，後來到你死了，你無餘涅

槃的時候，還有什麼永滅？全部滅清了那些感受，有漏的感受滅清了，是不是什麼都

沒有呢？這個問題很多人問，甚麼都沒有了，什麼知覺都沒有了，這樣豈不是全部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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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寂了一樣，是嗎？全部沒有？這樣要答這個問題，很棘手的，我試著給你聽，如果

在大乘的人來講，唯識宗的人這樣講，說永滅無餘涅槃，一切的受都永滅，是那些有

漏的永滅，無漏的沒有滅，這是唯識宗的講法。我們當然是希望這樣，希望他講的是

靈驗的。

第二種講法是空宗人的講法，不是唯識宗，空宗的人的講法，他是用譬喻的，他

不說什麼滅不滅，他用譬喻，哪個譬喻呢？就是那個月稱（Candrak rtiī ），月稱菩

薩講的，月稱怎樣講呢？他說：有一個城，有一個城，有一個城市，有一個 city，一

個城，這個城裡不知有多少惡人，那些盜匪、那些匪幫全部盤踞在這個城裡，在這個

城裡活動的，這個城就沒有什麼好處，整天被那些盜匪、惡人在這裡活動。它這個城

既然沒有什麼好處了，最好就是怎樣？不要這個城！不要這個城，你不想要這個城不

可以的，裏面那些盜匪在，先殺光那些盜匪，將那些盜匪逐個逐個殺，殺清了那些盜

匪，殺清了那些盜匪之後，那個城是盜匪佔據來做生涯的，那個城還要來做什麼？於

是就連整個城都拆了！連城牆都拆清了它！不要它，這樣就叫做「無餘涅槃」了。他

的意思即是什麼？罪惡的地方的城就不要了，那幅地仍然還在，拆了那塊地就空空，

乾乾淨淨，免被那些盜匪再來佔據這個城，這個譬喻是這樣講。這樣即是說，他那個

譬喻是怎樣？剩下那幅地乾乾淨淨，沒有盜匪盤踞，盜匪固然無，連到盜匪盤踞來做

生活的城都無！這樣就叫做「無餘涅槃」。月稱就這樣講。

但是這個譬喻我就覺得不是很好，我就不大滿意這個譬喻，這樣，唯識宗就有，

有個無漏的，它有沒有譬喻呢？唯識宗有個譬喻，這個譬喻就是《瑜伽師地論》裏面

的一個譬喻，它說，好像有一個人發熱病，發高熱，整日被那些病毒，即是現在所謂

病菌、病毒在身處作惡，令到他神智不寧，發高熱，沒有那樣東西就見那樣東西，見

神、見鬼、見那些古靈精怪的東西，見到那些奇奇怪怪的東西，很害怕，他很害怕，

熱得他很辛苦，於是就要去找醫生，開一劑好的藥，開一劑清涼的藥給他服。

如果他聽醫生話的，吃了這劑藥，就把那些病毒慢慢降下，一路吃藥就全部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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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除去了，這樣過去他在病的時候，發高熱的時候，就見到很多古靈精怪的東西，現

在不見了，頭腦清清醒醒，整個世界在那裏，這個世界的真相見得非常清楚。這是彌

勒菩薩的譬喻，他說什麼？醫生用來譬喻什麼？譬喻那個佛開藥給你吃，那些藥，你

吃藥就等於你修行，你見到的那些古靈精怪的東西，就是那些有漏的煩惱等等的東西

所變起的世界，那些病毒一消除之後，見到清清楚楚的世界，就等於涅槃之後見到的

情形，他還多加一句話，他說當這個病人，吃了藥的時候，那些奇奇怪怪的、古靈精

怪的東西都滅了，不是我們的生命滅，而是那些古靈精怪的東西滅，彌勒菩薩講的這

個譬喻。

我認為這個譬喻就好個月稱的譬喻，彌勒菩薩的這個譬喻，就是在《瑜伽師地

論》裏面的，月稱的譬喻就在那本什麼？在 Edward Conze的、Edward Conze就翻

譯了那本《金剛經》，《The Diamond Sutra》，《金剛經》，那本《金剛經》裏面

大概在 22-23頁左右，就引，就講涅槃。這樣 Edward Conze怎樣講？當一個人證

到涅槃的時候，其他五蘊，「色、受、想、行、識」五蘊這些東西全部沒有了，只剩

下那個 nirv aāṇ ，就是剩下涅槃，除了涅槃之外，其他東西都沒有。這句說話是這樣

講的，Edward Conze這樣講，講了之後他就引，引月稱的，月稱這樣說的。就引了

剛才講的拆城的說法。

這樣。我們學佛，學佛學，對於這種就不可不知的，不然別人問你，是否涅槃之

後什麼都沒有呢？什麼都沒有不就等於徹底的自殺？是嗎？等於毀滅一切？是不是

呢？最低限度，沒有人問你，你自己都要知道才行的！到底我們是不是趨向、走向徹

底自殺的那條道路？現在學佛嘛！入涅槃嘛！是不是這樣？這樣到那個時候，是不是

有個「涅槃」在那裏呢？是不是有的？這樣，照月稱講，照這個 Edward Conze

講，Edward Conze他直情說，除了涅槃之後就沒有其他的五蘊，他是引月稱的這一

段，那座城就已經拆了。你又看一看有沒有那本書，《The Diamond Sutra》，有沒

有？在第 22頁至 28頁差不多上下，揭起它，22頁至 28頁這一版，陰版，這一段很

緊要的，學佛，是不是死症？是不是想死？我現在學佛，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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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正講著，（有人說）：如果是涅槃，簡直是毀滅！站起來講，義憤填膺地

說：簡直是毀滅！我說：你怎知它是毀滅？這樣還不毀滅？全部東西都沒有了！都不

要了！這個世界也不要，人類也全部不要，還不是毀滅？我說：你讀過幾多本書？我

費事與他答。他說，不用讀了！我說，不用讀就即刻請你出去！這是我的地方！你知

不知道？三輪佛學社的地方，我沒有登報招人來聽的！我沒有登報土招人來聽的！麻

煩你請出去！我不需要你在這裡聽！你不讓人聽嗎？是！我不給你聽！是不是丙二？

這裏是最後的那一段了。

「結歎勸學」，結束這一段經文了，就讚歎彌勒菩薩，說他發問得好，然後勸那

些人修學，裏面分三段，第一段就是「歎問有益」，讚彌勒菩薩，說他問得有益，丁

二就顯佛同說，說明「顯」，就是指出，指出我講這個〈分別瑜伽品〉不是我釋迦牟

尼一個人講的，的確是一切諸佛都講的。丁三就「勸眾修學」了。現在丁一，「歎問

有益」。「爾時，世尊……」即是講到這裏，釋迦世尊「說是語已」，即是講完，那

個「是」字，即「此」也，講完上文所講的這些說話之後，就「告慈氏菩薩曰」，就

對彌勒菩薩這樣講：這樣講？他說：「善哉，善哉！」好啊！好啊！他說：「善男

子！」叫一聲他，「汝今善能依止圓滿最極清淨妙瑜伽道，請問如來。」你現在能

夠，怎樣能夠？「善能夠」，這個「善」字就形容他怎樣「能」法，你這樣好，你能

夠「依止」，「依止」即是依據，依據什麼呢？依據「妙瑜伽道」，依據這些很妙的

修止觀的方法，「道」即是方法，這個「道」字即是等於英文的 way字，有「妙瑜

伽道」，你依據這種「妙瑜伽道」，這種是什麼「妙瑜伽道」？是「清淨（的）妙瑜

伽道」，「清淨」者，即是無漏的，很清淨的，因為將來能令你達到無漏的境界的，

這種清淨的「妙瑜伽道」，不只是普通的清淨，小乘都是清淨的，它這個是最極清淨

的，最了義、最高的道理的瑜伽道。

而且這種最極清淨的瑜伽道，是圓滿的，圓滿的、無缺的，無缺陷的，圓滿的

「妙瑜伽道」，最極清淨的「妙瑜伽道」，你依據這種「妙瑜伽道」來到請問如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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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讚他。「（汝於瑜伽）已得決定，最極善巧。」了，你彌勒對於修止觀，對於瑜

伽你已經得到決定性的善巧了，「善巧」者，即是很善於運用，是「最極（的）善

巧」，已經得到，其實彌勒菩薩他都快要成佛了，是嗎？下一屆就成佛了，這些東西

他都不知多熟了，不過是故意這樣問一下而已！是嗎？所以佛讚他，說他最極善巧，

讚完他之後，就說明這種瑜伽道是一切十方諸佛、三世諸佛共講的。

你看，丁二了，「吾已為汝宣說圓滿最極清淨妙瑜伽道，」他說，我已經為你講

了這種這麼好的「妙瑜伽道」了，「所有一切過去、未來正等覺者，已說、當說皆亦

如是。」他說，所有所有，一切一切的那些什麼？過去的，過去的佛與那些未來的

佛，他為什麼不講現在？他就是現在了！是嗎？他不用講了，「正等覺者」，得到無

上正等覺的人，即是佛了，證得那些。「已說」，過去的佛已經說過了，已經說過這

套東西了，未來的「當說」，他將來會講了，「皆亦如是」，都是與我一樣講法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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