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時他就想到，佛講了那麼多話，如果不把它編輯、結集起來，把它來搜集，

把它來 collect， 一會兒很容易經過幾十年便散失。於是他商量，得到當時的國王來

支持，於是舉行結集。結集又如何呢？他找幾個人，對佛所講的經聽得最多的，那個

是誰？佛的堂弟，整天跟著佛，做他的侍者。那人是阿難陀，阿難， nandaĀ 這個

人。他常常跟著佛，所以佛講過什麼？他記得最多。於是便請他出來結集經藏。跟著

除了經藏之外，他就找了一個守戒律守得最好的人，而又對於戒律最了解的。

釋迦牟尼佛每制定一條戒律，為什麼制定一條這樣的戒律？他都知道得很清楚

的，這個人名優波離。一位優波離尊者，就請他結集律藏。迦葉尊者，這位大迦葉波

自己結集論藏。迦葉波自己結集論藏，因為論藏都是討論哲學問題的。經和律有很多

裏面發生的問題要論來解釋的，他自己結集論藏。如此，於是便有了三藏。而那些結

集的人，都是那些長老來的；而結集的人數，相傳就有五百。

「上座」，上座即是長老，五百個長老結集。即是說此次結集，全部是那班長

老，那班老人家完全控制著的。因為它有五百人結集，所以這次結集又稱為「五百結

集」。因為它這次結集是那班長老是上座人物，所以稱為上座結集。不是「上座部結

集」，是「上座結集」，被認為是最正統的。上座結集了的經，我們現在的面目是如

何？差不多呢？現在你去斯里蘭卡，斯里蘭卡所讀的經，就和當時上座結集的經最接

近；都不是同樣，只是最接近。所以你真正想知道釋迦佛去世之後，上座部的學說如

何呢？你就要去斯里蘭卡學，便可以學到。好了，因為它是上座的人結集，所以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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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座結集。當它上座結集完畢，結集了三個月，結集完畢，於是有一位羅漢，已經證

了羅漢果的聖人，那人是婆師波。這位婆師波帶著幾千年輕人，到處去傳教。他聽聞

釋迦佛已去世，他就召集那班青年出家人，大概幾千人，相傳是四、五千人，打一個

五折也有二、三千人的了。他們浩浩蕩蕩走到國都，走到結集處，對迦葉波說：「你

們這些老人家結集了佛之遺教，有經、律、論三藏是很對的， 我們也同意，認同你

的結集。我們都承認你的結集，而且遵奉你所結集的經。不過有一點，我們這班人很

多都曾親耳聽聞佛說法的，我們亦要把我們聽到佛所講的說話，我們也要結集， 不

然如何對得起佛，怎對得起佛？你們聽了你們結集，我們聽了我們怎可以不結集？所

以我們亦要結集。」青年人就是這樣的。

迦葉尊者是沒有辦法反對他的。你們聽了你們結集嘛，我們聽了我們不能結集

嗎？於是另外找一個地方，幾千人在該處結集。結集了，他又弄出了五藏。所以那些

青年…。老人家是很小心的，是多少便只有多少，年輕人是推廣的。它有五藏，第一

是經藏，即是他又結集了經藏，和那班老人家所結集的有點出入的了。又有律藏。他

所結集的經藏，和我們中國現在漢譯的那些《阿含經》，四《阿含經》和那班年輕

人，那班青年所結集極接近。戒律，現在有很完整的，是他們當時所結集的。不對，

和他們當時所結集的差不多。現在我們有一個大眾部律，中文都有。中文又有，梵文

有沒有我不知，中文有，西藏文都有，大眾結集我們研究戒律的。中國的律，那些戒

律，是從大眾部來的；之外又有論藏。經、律、論三藏具備，當然和那班老人家結集

的有出入的了。

他還多了一個雜藏。雜藏是什麼呢？那我們要猜，靠猜是不行的，那又如何？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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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要考究一下當時的雜藏是什麼呢？當時有一本經，開首有一篇序，那篇序怎說呢？

那篇序這樣說：「上座部的迦葉波結集了經、律、論三藏完畢之後，奈何那位彌勒菩

薩，大概是在天上走下來，問迦葉波。他說：『你所結集的經、律、論之外，還有很

多講及一些很深奧、很博大的道理，這些所謂菩薩藏。是菩薩修行，即是大乘人修行

的那種理論，那種學問，你沒有結集到，為何你不結集？』」彌勒菩薩質問他。迦葉

波被彌勒菩薩一問，於是便結集。結集又如何呢？他便結集了一個雜藏。這段東西，

有雜藏當然是有的，但你說彌勒菩薩走去質問迦葉波，似乎這件事並不怎麼可信。彌

勒菩薩在天，你說他走下來問迦葉波，已經是在我們人間，總是有點懷疑的了。

第二、迦葉波是上座結集嘛，而這個五藏的雜藏之結集是大眾結集才有的，又怎

能連繫在一起呢？所以雜藏這回事是有的，你說是彌勒菩薩去質問迦葉波呢？這件事

不一定可靠。我們讀古書必定有可靠和有不可靠的，我們不能夠盲從，是不是？只有

那些無知的人然後才會盲從的，尤其是學佛的人，不應該盲從。迦葉波這樣說：『沒

錯，你所講的大乘道理。這些大乘的道理，有部分確實真是佛講的。但有一部分不是

佛講的，這些是菩薩講而已。佛說的我們不懷疑，這些菩薩講的難道我們都不懷疑

嗎？所以我對於這些所謂菩薩所講的，即是那類內容我們是有點疑惑的。但我仍然把

它來結集，結集之後另外給它一個名字。不是經藏，不是律藏，不是論藏，稱之為雜

藏，如此當時便弄出了一個雜藏。這段故事，凡我們看古代那些故事、傳說，都不要

以為真的是那樣，只是暗示有這麼的一段事而已。即是說…這段故事，這段傳說即是

告訴我們，大眾結集，當時那班年輕人結集，是有經、律、論、雜，還有雜藏的。

除了雜藏之外，還有那些念咒的，禁咒藏，可能現在密宗的起源是禁咒藏。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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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五藏。我就根據它說彌勒菩薩和迦葉波講的一番說話，迦葉波的答覆是什麼？

有些是如來講，有些是不從如來聞。這些是大乘法；這些是菩薩講的話，此即是大乘

法。我們根據這句說話，我們就認為後來大乘經典是由雜藏出來的，不是由小乘的經

藏，不是律藏，不是論藏。那些都是雜藏，是大乘的來源。而唯識宗是根據大乘經

的，亦即是說唯識宗的來源間接就是雜藏。好了，雜藏是否…？我們現在打開唯識宗

的經，最重要的就是《解深密經》，其次是《楞伽經》，其次是《華嚴經》，那麼大

部經是否都在雜藏裏面呢？豈不是數個柜也無法放得下雜藏，是不是？不是，雜藏裏

面是有一些很簡單的經。

譬如《解深密經》所講的道理，不是真的像今天的十幾卷。《解深密經》是簡簡

單單，好像佛的語錄那樣的經。那些在雜藏裏面簡單的經，沒有多少句，雜藏是好像

《心經》如此簡單那類。那些人就把那些簡單的一段經，把它抽出來。抽了出來作為

核心。抽那段經文，再什麼？再從其他地方搜羅和這個核心有關的內容，collect，聚

在一起。有了核心，再以這個核心為中心，再搜集很多相關內容，便成為一本大乘經

的原型了，那些大乘經的 original，但都不是現在的大乘經，比較具體。再把原型的

大乘經，把它修辭修飾得很美麗，再把它組織成為很有系統，於是成為現在流行的大

乘經。即是說每一本大乘經，都是經過如此多的歷程。一、雜藏裏面，或雜藏，或甚

至那些經藏裏面，有這種資料。人們就取了這些資料出來，找出某一段中心，那段中

心作為核心，再搜羅其他與這個核心有關的，結集在一起。結集在一起，有了核心之

後變為原型。第一是核心，第二是原型。再把原型擴大，所以…。

好了，來到此處，究竟這些經是否佛說的呢？你們回答我。我們的答案只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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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些經不是佛講的，是不是？現在每部經都不是真是佛講的、錄音的，都是後人

結集的。最初的結集只得一個核心，漸漸地就有了一個原型，再漸漸地擴大了便變了

流行的這部。都是這樣。如此說起來好像很大逆不道，這種講法如果是天主教徒，基

督教徒都不知覺得多好聽。佛教徒，很虔誠的佛教徒聽起來都好像很傷心。是否覺得

很傷心？但事實是這樣，那些考據，那些歷史家這樣考證，確是如此。而且亦是這樣

講才通，我們不能不對事實，全部撇開就說，凡是佛經都是佛如錄音那樣錄下來的。

不是，並無此事。所以我們現在起碼要解答這個問題，那些經是否佛說的呢？可以說

沒有一本經是真正佛說、錄音來的。每部經都經過後來的整理，是不是？不只大乘經

不是佛說，連小乘經也不是佛說。

但你如果從第二方面來看，從第二個角度來看，全部都是佛說。何解？因為它是

佛所講的小乘經，這些是如真人錄音一樣的；和在雜藏裏面取其核心，那個核心是佛

講的嘛。取其核心，再搜集很多從其他地方佛所講的話加進去，把它統一了而成為一

部經，這便成為什麼？它的原型。再把原型擴大，加油加醬地擴大。現在所謂《法華

經》、《華嚴經》，什麼大乘經，都是如此。如此，部部都是佛說，何解？因為它的

核心是佛講的。這即說，如果你認為所有經都是佛說的，這個人根本就是頑固。如果

你認為所有經都不是佛說的，這個人就是搗蛋。是不是？所以我們站在歷史上，我們

要知道清楚。所以小乘，斯里蘭卡有很多學者提出這個議論，不只斯里蘭卡的學者。

現在不敢講了，三、四十年前斯里蘭卡的學者，認為大乘經不是佛說的，是天魔講

的，我們這些才是佛說的。

斯里蘭卡數十年前的學者這樣講，而歐洲那些人，尤其是那些基督教徒，走去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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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蘭卡想研究佛經的，更加「對了，這些不是佛說的。」推波助瀾。日本人就跟隨歐

洲人，又認為有很多不是佛說。而五四時代那班人，中國的青年是很囂浮的，又跟著

他們的說話：「日本人都是這樣說，歐洲人都是這樣說的，是不是？這些不是佛說的

了，我們要全部推翻。」都不對。現在的結論只好說（是核心及原型擴大），現在主

張此說的是台灣那位印順法師，我也是有此主張。我現在如此說，是否我們發明的？

不是。主要，最主要是 Edward Conze 講的。Edward Conze 因為研究《般若經》，

他就說佛經裏面，小乘經裏面有很多講無我，又講空。他說這個是核心，那些人把小

乘經裏面講無我，講空那些抽了出來作為核心，再從其他的經裏面搜羅有關無我和空

的，組合起來，把它作整理而成一個什麼？原型，《般若經》的原型。由《般若經》

的原型，再把它來擴大就成為什麼？成為 Edward Conze 的看法，成為《小品般若

八千頌》。再把這個…。這已經是經了，不是原型了，成為《八千頌》。《八千頌》

還不夠味道，再把它來擴大，便成為《二萬五千頌》，所謂《大品般若》。再嫌它不

夠豐富，再擴大，十萬頌，這便是《十萬般若》，是這樣來的。

造成之後，你造了十萬頌那麼大套，你如何去讀呢，是不是？弄到人們幾乎沒有

可能讀，於是有些學者就把它縮龍成寸，即是把它收縮。收縮，收縮出很多種，有什

麼般若經，有什麼般若經，都是縮龍成寸地縮，那些《雜般若》便是這樣縮出來的。

縮出來十多種《雜般若》，其中縮得最好的就是《金剛經》。它為何這樣好呢？它用

了二十七個 articles，二十七個主題作為中心，把那些和這二十七個主題有關的，從

《大品般若》、《小品般若》中取一些資料成為經文，置於其中。並不是佛和須菩提

如此講的，不過它借他們二人，說他們這樣問答， 其實是在《大品般若》、《小品

般若》中抽取一些內容，猶如寫小說般組合起來，便成為《金剛經》了。 Ed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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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ze 是這樣講的。Edward Conze 這樣講之後，那班日本人認為很好，便全部跟

著他講。於是中國人又跟著講，甚至現在我和大家講的時候，亦是跟著他的講法。就

是這樣。

說回大乘，唯識學是大乘的一派，是講有的一派。這派的思想是什麼？出自那六

本經嘛，《解深密經》、《楞伽經》、《華嚴經》、《厚嚴經》和什麼？《如來出現

功德莊嚴經》與及《阿毘達磨經》六本經。這六本經是出自何處呢？出自這六本經的

原型，而這六本經的原型是有它的核心的，它的核心主要是來自雜藏。再在雜藏找出

核心，再從其他經、律、論裏面建立了它，而成為原型。如此說法，即是全部都是佛

說，是不是？但是沒有一段是佛說，所有大乘經都是如此。

既然如此做法，就少不免有什麼？那些結集的人之有色眼鏡置於其中，不是很純

粹的了。那又如何？我們如何處理？又不得純粹。有那一本是純粹的？誰有膽說那一

本純粹，是不是？你如何能說那一本較純粹，是不是？所以我們就要怎樣？學佛，不

用理那麼多，拿著本經，以理為宗。那一個講法合理的，我們便要用它的講法，以理

為宗。不合理的，我們說它是什麼？不了義經。有一些問題的，不了義經。那些合理

的呢？我們稱之為了義經。即是說我們的思想自由到極，明明說是佛講的，我們仍覺

得它都不是很靠得住。你說它不是佛講的，我們就說它是佛講的話作為核心的。我們

要這樣看，今日學佛要這樣。不是拿著一本經，就句句都是阿難 nandaĀ 當時結集

的。不是的，如果這樣，這個人就愚笨到極了。如果如此說法，部部經都是佛說，是

不是？而且他的思想自由到極。這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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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羅公，你以前講《雜阿含》是否佛講的多一點？」

教授：「這樣，雜藏固然是我們現在很難考了。但小乘的經藏，現在我們漢譯流行

的，大部分是大眾部，大眾結集的，而斯里蘭卡那些是上座結集的。所以你

要找真正正統的佛說，要去斯里蘭卡。

正統的佛說就是小乘經的經藏，經藏裏面有四個《阿含經》，四部《阿含經》。

如果是斯里蘭卡的就有五部，漢譯就四部。四部《阿含經》，是否部部都是佛講的

呢？部部都是佛講的，但部部都不是佛的錄音。那一部最接近佛講的，可以作為佛的

錄音一樣呢？幾本《阿含經》之中的一本，《雜阿含》。最初的結集是沒有《四阿

含》的，是根據彌勒的講法，彌勒在《瑜伽師地論》裏面。

最初是《雜阿含》，幾乎《雜阿含》句句都差不多是佛的錄音，《雜阿含經》最

可靠。後來人們再從《雜阿含》裏面抽出來，再搜羅其他的資料放進去。如何搜羅

呢？《雜阿含》很散漫的，於是有些人為了便於人們記憶就講什麼？把《雜阿含》裏

面那些講因素的，講一項內容的拿出來；把講兩項內容的又拿出來；把三項內容的拿

出來，抽出來分類。譬如講三寶，講三項內容，是不是？戒、定、慧三學便是三項內

容，是不是？譬如有些講十項內容的，如十念，講那些的便是十項，把它整理抽出

來。把那些經也排列，因此講一數的有這堆，講二數的有這堆，講三數的又有這堆，

排列由一到十，講一項的到講十項的。在《雜阿含》裏面抽出來，再從其他那些，四

圍搜羅。有些在當時結集未曾收入的， 再搜羅一點，加進去，補充進去，就成為什

麼？《增一阿含》。於是便有了兩個《阿含》。漸漸地又在《雜阿含》裏面，那些比

較長篇大論的，抽出來，再搜羅多一點進去，補充進去。篇篇都長篇大論的，名《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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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含》。再搜羅下去呢，太長的，找一些不長不短的抽出來，很扼要的，名為什麼？

《中阿含》。於是便有四《阿含》，其實最初是《雜阿含》，最基本的是《雜阿

含》。所以你們研究佛經，應如何呢？必讀的書，非讀不可的，就是《雜阿含經》。

什麼《法華經》、《華嚴經》，不讀也罷；《雜阿含經》則是非讀不可的。是否現在

讀呢？不用。我們主張你讀，尤其是中年的人去讀。如果是小孩子，自幼出家訓練

的，現在十三、四歲便訓練了。一間佛教學院培育他，由十三、四歲一路培育到他讀

博士；就應該怎樣？第一步是讀《雜阿含經》；第二、《四阿含》；第三、小乘論；

第四、再讀般若；第五、再讀唯識；第六、再研究密宗那些其他東西；應該這樣讀。

那些是什麼？培養那些傳教士就可以，你們這些是不可以的，是不是？還要是出家的

年輕人才行，如果他差不多五十歲才出家，你不要來這一套。只是小乘的培育，你要

用上七、八年。如果你五十歲才出家，你還有多少個七、八年？讓你九十歲才死，好

嗎？一定不行的。那又如何？即是基本的辦法來培養年輕人是由底而上面，猶如種花

一樣。

我們則不是，坐直升機由上面降下去，你明白不？上面望下去，先不管密宗，因

為密宗是純粹注重修法的，我們就…。講到佛家的理論發展至最高點就是唯識，先學

唯識。坐直升機由山上面放下去，一落便是山頂；再由山頂落到山底。學唯識；學完

唯識就學般若；再學小乘，便會很快。學不到，他也先得到唯識嘛。譬如我開始學，

學了五年便死了，你都有讀唯識。你說我學了十年才死的，那就唯識兼般若。

如果你十五年才死呢，那就是（兼）小乘了。是不是？所以現在變了坐直升機先

落山頂，再順次落山底的意思。你們讀呢，我就勸你如此讀法。是否可行？可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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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講讀歷史有兩種讀法的，有一個西洋人，我不知該如何講了。他這樣講，他說：

「那些傻人讀歷史，就由世界初開起，一路讀、讀、讀、讀、讀到現在國會裏面的議

員投票為止。這樣，如果你想清清楚楚了解歷史進程，一般最少十年，三十年才足

夠。」那個西洋人認為你如果學歷史非三十年不可，如果這樣又識…。不用講了，不

要說講地球歷史，由石器時代一直講到現在，詳詳細細地講，你認為十年夠不夠？夠

不夠，你說？十年是僅僅可以讓你寫到一篇博士論文而已，其他的你也不會很豐富

的。不夠嘛，是不是？但是…。嗄？由頭下來。要如何讀歷史呢？有人，好像在美

國，他說要從現在讀起。現代的報紙便是現代的歷史了，由現代的歷史讀起。再往上

五年前始，譬如現在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時代，由這個時代開始讀。何解？因為

我們生在這個時代，和我們最有關係，是不是？我們先了解，多花一點時間來了解現

代的歷史。都有相當了，以後還要繼續的，不過有相當的時候，再追上去第二次世界

大戰之前，到世界第一次大戰末。如此便了解知道，我們世界第二次大戰以後的歷

史，都是依據上面那一部分延伸下來的，你了解一下。然後再倒溯上去，世界第一次

大戰之前的國際狀況如何？一路推前，推到文藝復興止。如此就再詳細地讀，這便令

我們知道其淵源。猶如在那顆樹頂，一路掃落到樹根一樣。

再追溯上去便是羅馬時代如何情形。再一路追溯上去，西歐和東方各國的來源。

這樣讀歷史最有實力，沒有了（過去）那一部分都仍有我們現在這一部分。我們現在

住於此處，是非知不可的。古代的間接一點，不知也罷，是不是？這方法是對的，倒

讀歷史。所以我有一個學生，他是教歷史的，他是教中國歷史的，他問我如何教法？

他說：「我都要讀很多歷史教科書的。」我便告訴他：「你自己學的話，我給你兩條

路。第一、第一條路你就要如何？在《易經》、《書經》這些重要的史料；再讀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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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孔子的《春秋》，《春秋三傳》；再讀下去就讀司馬遷的《史記》、《二十四

史》，一路讀，讀到明朝之後再讀到《清史稿》；讀完《清史稿》就再讀民國的現代

史。

如此大大話話，你很勤力的話十年，如果你有點懶的話便不行，十年也不夠。

《二十四史》談何容易去讀，是不是？毛澤東整天讀，整天讀，讀來讀去都只是讀到

《資治通鑑》。他最熟《資治通鑑》，毛澤東，他那套管治方法都是從歷史來的。第

一條路是這樣，你要做專家，你要做歷史教授的。縱使還未講到下面那部分，你都可

以做上古史教授嘛。第二條路則不是，先讀現代史。現代史再溯上去，近代史；近代

史再溯上去，近古史。此即是什麼？先看民國的歷史、再看清朝的歷史、再看明朝、

再看元朝、再看宋朝，一路到最後才看堯、舜、禹、湯、文、武，留著慢慢看，這些

不懂也罷。何解？因為我們都不是那一個朝代的人嘛，認識多一點也沒有多大關係。

認識多一點亦如懂古董一樣，認識少一點即不懂看古董，沒有多大關係的。這個辦

法。」結果講的理由裏面，大部分人都是採用那個辦法，倒溯上去的那個辦法，最有

實力。學佛經也是如此，我就主張，學歷史就是如此，學佛經像坐直升機上山，一路

飛飛到山頂，在山頂下機。由山頂一路行，行落山腳。即是如何？先學唯識；學完唯

識就學般若；學完般若就學小乘；學完小乘你便是一個佛學家了。

如果你這樣做而又有辦法呢，學唯識…。你不用工作的，或你在大學教書，大學

教書是很好的，待遇是很好的。在大學當講師、當助教之類，有一份安定的職業而沒

有什麼大嗜好的呢，四年，四年學唯識，普通的要四年。不行呢你都會講唯識，是不

是？四年，你不認識其他，你都懂唯識嘛。現在講唯識的大部分是這一種人，只有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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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一部分的。再進一步看般若，般若的內容太多，要四年，即共八年。再讀小乘，又

要四年，十二年完成，你會很豐富。密宗又如何？密宗你一路讀…。我上面講那些是

講學問的，密宗是講實修的辦法。他找一個密宗師父教幾條咒，或是學修一些法，你

便修一下吧，是不是？這便可以，那些是不要緊的。密宗根本是一種什麼？以佛教理

論為中心，穿起一件婆羅門教的外衣之一種這樣的佛教而已，不是一種純粹佛教來

的。

佛那有教人那麼多密宗那些修法？沒有的。但你不能說它不是佛教，它的核心是

佛法來的。好了。所出的經典出現雜藏，我已經講了。現在讀一讀，是不是？「（丁

一）所依經典出於雜藏。唯識學說雖有其獨特之處，但在其成立之過程中對（於）先

行的學說」，即是在它之前已經流行之學說，即是所謂小乘經論。「必有所繼承」，

不只繼承，不是盲目的繼承，還有「抉擇」。佛家歡喜用「抉擇」兩個字，「抉」是

決定、決斷，即是判斷。「抉」即是判斷；「擇」就是選擇。把小乘經論裏面，決斷

那些對、那些不對，決斷那些要、那些不要。選擇它那些是適合我用，那些是不適合

我 。決斷、選擇，謂之 「抉擇」 。 即 是 現 在 所謂什 麼 ？檢討 ，批評、檢

討，criticism，「抉擇」。「又此學（此學」是指唯識學。）雖出自印度，而弘傳於

東土（東土即是指印度以東的地方，指中國。）且集印度諸家之大成者，實為唐代玄

奘、窺基等人。」如此，來吧。「南朝」，我們中國即是玄奘法師回來之前，南朝有

一個真諦法師。「亦傳唯識」，傳那些唯識，古代的唯識學。這種古代的唯識學，它

的「義理」，「義理」者是指它的 system，它的理論系統。「義理組織未臻完

密」，所以我們應該只以之為參考。真諦的那一套義理，我們不能依據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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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慈氏、無著以迄窺基」，慈氏就是這個，這個便是慈氏，Maitreya。慈氏

相傳是這樣，佛在世的時候，有一個和尚名 Maitreya，名慈氏。這個和尚是不大守

小乘的戒律，不大守戒律的。誰說的？是否我冤枉他呢？不是。你讀讀《彌勒上生

經》。如果大家需要呢，經文要流通的，誰人要的話，可以…，誰一會兒要的，可以

取去。它都是用作贈閱的，是何美琪送給人的。此處，這本經它有一段是這樣講的。

經裏面怎樣講呢？有一段講彌勒的故事。這本經就是什麼？教你念彌勒的名號，觀想

彌勒的樣子。只要你守十善，你死後便會生到彌勒那處，讓你不會墮落於惡道。這本

經，它這本…。…優波離在會上起來頂禮給佛，對佛這樣說，優波離對他這樣說：

「世尊，往昔於毘尼中，及諸經藏說阿逸多次當作佛。」如何？他說：「在佛所說的

很多經裏面，你都這樣說，你釋迦牟尼佛涅槃之後， 經過若干的時候，這個世界完

全改變之後，那位名為阿逸多，Ajita 這個人，即是彌勒的別字。這個彌勒，即是這

個慈氏。「依次」，即是在你釋迦佛之後他成佛。

你說將來他成佛度眾生。現在我問你，「此阿逸多，具凡夫身，未斷諸漏」。他

說據我所知這一位慈氏完全是一個凡夫的行為，即不是如那些聖人，那些小乘的人很

守戒律的。「未斷諸漏」，煩惱仍未斷的。即是如何？吃東西好味道，他又覺得好

味；又或甚至見到女子漂亮，他又說「真漂亮」之類。他將來不斷煩惱的。他這種人

…。「漏」是 outflow，即是煩惱嘛。現在我想問問，「此人命終當生何處？」他說

這個人，這位慈氏，他死後生於何處呢？那個時候彌勒已經死了，他已經生到在兜率

天了。他就問他。這個優波離羅漢是不知道彌勒死後生於何處的。他生前又不守戒

律，應該不是很好的，你又說他將來成佛，他的行為吊兒郎當。他說：「其人今者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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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出家。」此時彌勒還未死。他說這個人，這個 Maitreya 現在雖然他是出家人，即

是和尚來的。但他「不修禪定」，他都不入定，不修禪定的。又「不斷煩惱」，他又

有煩惱，又有欲望。

「佛記此人成佛無疑」，他說佛你又預言這個人將來…。我們如此守戒律的還未

成佛，他成佛？你還說是決定無疑的。他說：「現在我想問一問，這個人命終會生於

何處？」引你釋迦牟尼的說話。釋迦牟尼便告訴他，這個人命終生於兜率天。他生兜

率天，那處兜率天的內院就不到那個帝王管轄的，只有教主而已，政教合一的。所以

Maitreya 去到兜率天，同時天王又是他。其他的天王只是在外圍，他在內院是不受

這些天王（管轄）的。即是這種思想，因為唯識宗的人，最憎恨那些王者。兩種人是

他最憎恨的，經常兩者並論的，王、賊。那些帝王和賊他一起講的。是不是？即是說

王和賊平衡，在唯識宗的書中，都不是好東西來的。說他生在兜率天，在那處兼作天

王，即是最大的天王，他便是教主。他說如果眾生稱念他的名號，你肯行十善，死後

你便生在他那處。生在他那處，將來他下生成佛，你便可以跟著他下來，中間不會有

惡道的痛苦了。

這本經是教你如何觀。有沒有人要？我們法相學會，法相唯識都是以它為祖宗

的。這個便是唯識宗的初祖，這個是慈氏。慈氏之後到無著，無著是誰？佛涅槃之

後，大約九百多年，差不多九百多年至一千年左右的時間。當時有一位無著菩薩，他

修空觀成為初地菩薩。他有很多問題、疑問，他在定中上兜率天請問彌勒。結果有一

次他請彌勒：「不如你下來我們處示現講話吧。」彌勒答應了，每天晚上去到寺院的

講堂。彌勒現身講了五部大論，其中大部分是講唯識的，所以他是唯識的始祖。由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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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一路去到窺基，我們中國唐朝的窺基法師，「歷時千年；其間聖賢輩出，著述豐

富，往往前修未密，後出轉精。」這兩句話作何解呢？「前修」，「修」者即修養得

很好的人，便是「修」，這個作名詞用。很好，學問和德行都很好的那種人，謂之

「修」。在「前」，以前的那些謂之「前修」。前修未能夠很精密，而後出一輩年輕

的人，反為轉為更加精密的，這便是「前修未密，後出轉精」的意思。

凡學問都是如此的，你以為我們一定比古人差。不是，後人往往是比古人精的。

「學人」，我們求學的人。「於研尋義理之先」，所謂「義理」者是指唯識的哲學。

「對於此學之淵源、（和此學之）發展過程與師資相承」。前謂之「師」，老師；老

師的弟子則謂之「資」。師資，師資便是這個意思。「皆宜略知大概」。繼續講了，

「唯識學可從兩方面追溯其淵源：」第一是依據它所依據之經典，由它所依據之經典

來追溯其淵源。第二是依據它所建立的；「建立」即是講，它所講的；「法相」，即

是它的什麼？「法相」者是指它的理論和概念。這個「法相」和 idea 差不多。「先

說所依經典：」。「小乘教法」，「教法」即是那些經典和它的道理、義理。「於經

律論三藏之外，復有雜藏。」剛才我講了。這種雜藏的傳說是怎來的？

你看看，「依（據）玄奘《大唐西域記》所傳」，玄奘法師去印度十七年，留學

十七年回到中國。那時候唐太宗召見他，詢問他留學時候的情形，讓他把他那十七年

在印度和在路上的經過，把它紀錄起來，寫給皇帝看。玄奘法師就回去將他那十幾年

內所見所聞之事物，讓一名學生作筆記。用很美麗的文字記下了，呈交唐太宗看，那

本書名《西域記》，又名《大唐西域記》。西域即是現在中國的維吾爾族以西，和由

那處出去的所有國家，通通稱作西域。《西域記》，十年前，我所知的這本《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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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在世界上是第一流重要的書。十多年前我知道的，已經有十三國文字的譯本。

現在來說，恐怕不只十三國了。名字是《Records》（《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你去買，你去大間的英文書局買。玄奘， Hsuan-Tsang

(Xuan-Zang) ， Hsuan-Tsang 所造的 那本《 Records 》 就 是 《 大唐西域記 》 的

（英）譯本。我相信你們各位看，如果你是英文中學畢業的，你一定知道、發覺它比

中文容易看。中文，你找一個大學中文系的畢業生看，都看不通中文的。但你看英文

本，中學畢業生便能看得通。

「《大唐西域記》所傳」，它怎麼說呢？「佛既涅槃」即佛之去世謂之涅槃。

「大迦葉」即是我剛才講的迦葉波，那個飲光。「與長老千人，在畢鉢羅窟」，當時

有一個石窟名畢鉢羅窟。在裏面「結集法藏」，「法藏」者即是指佛所講的話。「命

阿難陀（ nandaĀ 結）集素呾纜藏（s traū 即是經藏），（又）命優波離（結）集毗

奈耶藏」，毗奈耶這個字是（梵文）vinaya，vinaya 即是律藏。「迦葉自（己）集

阿毘達磨（藏）」，阿毘達磨，abhidharma 就是論藏。如此，這三藏「是為上座結

集」，「是為」，即是這便稱為「上座結集」。「其不得參預窟內結集之大眾數百千

人」，那班青年被那班老人家排除了，不給他們進去參加結集的，他又在外面未返的

那些人。「數百千人」，近百千，即接近十萬人。不過他誇大了，沒有那麼多，幾千

人是有的。「更於窟外結集，別為」，另外他又結集了 s traū ，即是經藏、vinaya 律

藏、abhidharma 論藏。還有一個雜集藏，即是雜藏，和禁咒藏五藏。

「又現傳漢譯《摩訶僧衹律》是根本大眾部律」，即是由大眾部結集來源的。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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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人 認 為 它 是 上 座 部 律 ， 不 對 的 ， 應 該 是 大 眾 部 律 。 都 說 明 是

Mah s ñghikaā ā ，sa ghaṃ 即是眾，Mahā就是大，明明說明大眾，怎會是上座呢？

「亦傳第一次」，這本書《大眾部律》亦傳說是第一次結集的時候是有雜藏的。「又

現存漢譯（那本《增一阿含經》那篇序）〈序品〉亦言有雜藏。」這即是說古時是有

雜藏這回是事實。「綜合上述三種典籍觀之，則知根本大眾部確有雜藏」。何謂根本

大眾部呢？它是這樣的，當時結集有兩個結集，一個是上座結集，一個是大眾結集，

沒有上座部、沒有大眾部之名稱。這兩班人所結集的經典，大家都奉為聖典，沒有異

議的。誰知經過一百年左右，有一個大眾的，即那些進取派、年青派的和尚，此人名

大天。大天，Mah devaā ，大天。這個大天，他就講一種新的思想。

他說：「你們不要以為小乘那些人修行，便會證到阿羅漢，阿羅漢了不得。」

他說：「阿羅漢不是很了不得的，我們做阿羅漢也不是很好，我們要做佛才好。」這

些年輕人的氣派確是如此。

他就諷刺那些阿羅漢，他說：「你看看，有五項事阿羅漢也是很差的。」他又如

何呢？他有一首偈（注：餘所誘無知，猶豫他令入，道因聲起故，是名真佛教。）這

幾句偈就引出很大是非，此謂之大天五事。本來大天解這五事是這樣解的，「即是阿

羅漢並不是很了不起的，和佛距離很遠。」「餘所誘」，他說阿羅漢，成了阿羅漢，

他的神通要入了定才有神通的。不入定的時候，他也沒有神通的。那些魔鬼變成佛的

模樣見他的時候，那些羅漢以為他是佛，還向他頂禮。所以不是了不起的，他是這樣

解的。「無知」，他說阿羅漢…。他說「無知」，即是無明，無明的別名，貪、瞋、

癡的癡。他說無明有兩種無明，一種是染污無知；無明即是無知；一種是不染污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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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染污、不染污兩種。他說阿羅漢能夠剷除了染污無知，把情欲全部剷除掉，所以

他便成阿羅漢。

還有一些不染污無知，不染污的但仍然有很多東西他不知的。那種不染污無知，

阿羅漢並未斷，要佛才能斷掉的。這個是很對的，是不是？本來是很對的。「餘所

誘」，他不入定的時候是沒有神通的，魔王、魔鬼變成佛的模樣來到，他以為是佛，

便會頂禮。是不是？無知，他還有一些不染污無知的。他「猶豫」，有很多道理他都

判斷不到。「猶豫」即是懷疑，要去問佛才處理得到的。也是對的，小乘羅漢。「他

令悟」，他並不是很本領的，這種人不是很聰明的。如果不是碰到佛，聽佛說法，他

便不會去修行，便不會成阿羅漢的了。他要聽佛說法，聽到佛說法的聲音，然後一點

一點了解，他們然後去修行，然後才成阿羅漢。「他」，這個他是指佛，「令」到他

「悟」而已。不是很了得，佛則不然，佛是自己走去自悟的。是對的，實在沒有什麼

不對。「道因聲故起」，「道」者見道。那些阿羅漢見道，是要聽到佛說法的聲音，

依法修行然後才得道的。又是對的。「是名真佛教」，「是名」，即是這就是真正佛

的講法了，講得多好呢。

這即是說那些羅漢是很差勁，我們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我們要做佛，不要做

阿羅漢，這種不就是大乘的思想嗎？ 實在他就是大乘思想的先鋒，在我們今天應該

很佩服他才對，但當時的一班長老…。你不要以為那些羅漢就沒有是非，現在的齋堂

才有是非；那些羅漢都很是非的。你猜他又如何呢？那班長老在聽，誣衊他。你猜如

何誣衊呢？他說「餘所誘」，他諷刺我們這些阿羅漢，說我們成了阿羅漢，就被那些

天女、魔女扮得很漂亮來到誘惑，我們這些阿羅漢都被她誘惑到。這便是不同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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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是不是？「餘所誘」，即是說魔王變了佛，他都向他頂禮的。有這樣的一段故事

嘛。有一個魔王，不對。有一個成了羅漢的，他就很想見佛，但他又未見過佛。剛剛

有一天他遇著一個魔王，和魔王談話。

他說：「魔王，你見過佛不？」

他說：「我當然見過釋迦佛，我的壽命那麼長，釋迦佛只是數百年前的，釋迦佛涅槃

的時候我都知，我還請他涅槃。我當然見過。」

他說：「你見過佛，你又說你如此大神通，你變一個佛的模樣讓我看看，行不行？」

他說：「當然可以。」

他說：「你變吧。」

「好，我變給你看。」他便走進樹林，搖身一變，變成整個釋迦牟尼佛的模樣，

一步一步地走出來。那位羅漢看到如此威嚴，因為他對佛很尊敬，立刻便頂禮。頂禮

的時候，那魔王就哈哈大笑，變回魔王身：「你還算羅漢？我是魔王，你又向我頂

禮。我扮佛而已。」有這樣的一回故事。他說「餘所誘」，還被那些人誘惑到你。那

個羅漢如何回答他？他說：「魔王，你認為我真的頂禮給你嗎？你扮成佛的模樣，我

便頂禮給佛。遙想著佛，你以為真的頂禮給你這個魔王嗎？」當時是這樣回答的。這

便是「餘所誘」，即是成了羅漢還給魔王誘惑到他頂禮，原來他是這個意思。

他們就解作那些羅漢沒有用，他不是羅漢，大天不是成阿羅漢。他自己不是羅

漢，卻說自己是羅漢。他說他被天女誘惑，不斷女色，所以他故意詆毀那些羅漢。我

是羅漢，我不用斷女色，我未斷女色。何解呢？因為我是阿羅漢，阿羅漢也未斷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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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所以我見到女色還有情欲。即是替自己辯護，他說。這便差遠了，是不是？如果

按照他的講法，那班長老冤枉他呢，大天簡直就是魔鬼。如果按照真正的解釋，大天

就是說的那個佛，佛說那些…。固然是有一段這樣的故事，佛也說的，阿羅漢不入定

沒有神通，是不是？這是對的，他冤枉他（大天）。又「無知」呢？人們說阿羅漢還

有一些不染無知。他卻說是阿羅漢還有很多東西不懂的。這個照實講「無知」，真的

是很冤枉了。好了，「猶豫」。阿羅漢很多東西都不懂，要問佛的。所以我大天你有

些問題問我，我也回答不到。他這樣冤枉大天，「猶豫」，「猶豫」即是懷疑。

「他令入」。他說阿羅漢…，同樣解，阿羅漢沒有自己的智慧，要讀佛經才可

以。他這個是對的。他說「道因聲起故」，你猜他怎樣講法呢？他說有一次，他半夜

…。他說這個大天，做得太多虧心事，他自己良心責備自己。 半夜的時候，「唉，

唉」，即是苦啊，苦啊，做人真的苦啊，他自己嘆氣。他嘆氣之後，第二天早上弟子

聽到師父半夜嘆氣。為何羅漢都會半夜嘆氣的呢？他自認成了羅漢嘛。所以便問師

父，你又說你是羅漢，你半夜嘆氣唉唉聲，何解呢？他說我的無道，「道」者指無漏

智。阿羅漢並不是整天無漏智起的，無漏智將起未起的時候，要自己喊「苦啊，苦

啊」那樣，激發起自己，然後無漏智才起的。這樣毀謗，那班長老這樣地處理，那班

所謂長老也是如此的。你不要以為現在的齋堂，現在的寺門的人是非多。佛去世只有

一百年左右，那個教會已經這樣了；佛的教誨，上座部那班人。它還如此傳說，有一

本書《異部宗輪論》講到大天一文不值。它說何解呢？那個大天夜晚做夢，做夢遺精

弄至那件袈裟骯髒不已，便吩咐徒弟去洗那件袈裟。徒弟問為何你也會遺精洩夢？你

又說是羅漢。如此問師父，問大天：「師父，你說你是羅漢，你半夜又會夢洩遺精？

必定是你在夢中見到女色，所以遺精。羅漢也有這些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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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天：）「一個羅漢還餘所誘嘛，都會被天女誘惑的，我是羅漢，都會被誘惑。」

「餘所誘」。

他（徒弟）說：「你是不知的嗎？羅漢都應該知的。」

（大天：）「是的，羅漢都不是知道很多的，都是無知的。」

那人（徒弟）：「很多問題，我問了你也答不到。」

（大天：）「阿羅漢都有很多懷疑的，『猶豫』的嘛。」

他（徒弟）說：「你有很多東西都不認識，那又如何？」

他（大天）說：「我要讀經。佛又不在了，如果佛在的話，我便可以問他了。」

他（徒弟）說：「阿羅漢這樣蠢的嗎？」

他（大天）說：「『他令入』嘛，我要他人告知的。」

他（徒弟）說：「是的，師父。你昨晚『唉，唉』聲又如何？」

他（大天）說：「『道因聲起』，無漏智起的時候，要『唉，唉』，苦啊，苦啊。這

樣地激發無漏智才會起的。」大天如此回答。

你們看看，玄奘法師所譯的那本《異部宗輪論》就有這段故事。簡直是「捩橫折

曲」（歪曲事實）來誣衊到這樣。這傳說，後人窺基法師曾經為他翻案。現代的人，

很多人為他翻案。大天就做了這件事。大天作為主持，天天他都有說話。每次講完話

一定念這首偈，「餘所誘無知，猶豫他令入，道因聲起故，是名真佛教。」他講完經

一定念他這首偈，這首偈是他作的。那班長老又抵不住，便跟著他念，那些人跟著他

念。那些長老就「餘所誘無知，猶豫他令悟（入），道因聲起故，汝言非佛教。」你

的說話並非佛教，「汝言非佛教」，這樣。豈有此理，你聽我講經，你們怎可以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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搗蛋。為了你的不是佛說，於是便諷刺起來，爭辯起來。爭辯起來，於是幾乎大打出

手那樣，是不是？你不要以為我們常常爭辯，在以前就是如此，那些羅漢就是如此。

這樣，於是就分派。吵著要求分派，分裂。如何分裂呢？當時的國王是 A okaś ，

他贊成大天的講法，他坦護大天。「好的，既然如此，你們這班長老，你另外走吧，

我另外建一間寺給你住。這間就由大天，讓他繼續住。」那個阿育王支持大天，那班

長老就一肚子氣，「你另外建一間寺給我，我不住，走了。」一路走到喜馬拉雅山北

面，一路向北走，另外建一間寺，另外成立一個系統，名雪山住部。住在喜馬拉雅山

腳的，那個便是最根本的上座部。有了一個部字，即是分派了，「部」即是 sect或

school。於是大天便被人稱為大眾部，所以大天的大眾部和結集的大眾結集是不同

的。這個所謂大眾部便是這樣來的。

根本大眾部即是大天時候的根本大眾部，以後大眾部又再分裂，再分裂。上座部

又再分裂，又再分裂。結果一分分為二十二部，一說是二十部，一說是二十二部。其

實何止二十二部，有幾十部，一百幾十部。所以佛的教會，僧團分裂，分裂，又分裂

的。「根本大眾部確有雜藏，且成立甚早。」好了，下面我講到雜藏的內容。「雜藏

之內容如何：《增一阿含經》〈序品〉云：『契經一藏』」。「契經」即是 s traū ，

稱為契經。第一、「契」者有兩個意義，契合真理；第二、契合時機；那時如此說才

對，對那些根機這樣說才對。第一、契合真理；第二、契合時機；所以這些經又謂為

契經 。 「契經 一 藏 」 ， 「 律（就 是 第）二 藏 」 。 「 阿毗曇經 」 即 是 論

藏，Abhidharma 譯作阿毗曇，「阿毗曇經」即是論藏。「為三藏」，為第三藏；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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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三」即是第三。此外，「方等大乘義玄邃」，「方」者方形，「等」者到處平

等； 即是「方」、「等」合而代表什麼？很廣大的意思。「方等」即是很廣大，很

博大的那些大乘學理。「義玄邃」，大乘的義理很玄，「玄」者即是很深奧，「邃」

亦是深的意思，「玄」、「邃」合而代表深奧。「及諸契經」，與及大乘裏面不只

經，還有論的。大乘裏面的道理和大乘的契經，「為雜藏。」稱作雜藏。

這個是《增一阿含經》開首第二頁便有這一首偈了。根據這首偈我們就認為大乘

源於雜藏。「故知雜藏乃大乘經之所從出。」大乘應該由此處出來的。首先成立核

心，然後再成為原型，再成為這些大本的經。「然何以說雜藏是大乘經之所從出，而

不言雜藏即大乘經耶？」我的答案，「曰」，即是答案。「雜藏結集之時，距（離）

佛涅槃不遠，所用文句必極簡樸，一如四《阿含經》（那樣簡樸）；但今（時的）大

乘經多有經後人藻飾（藻飾即是粉飾和）渲染之處，故不可言雜藏即現時流行之大乘

經。」我已經講了，是不是？「存於雜藏中之『方廣大乘』教法，在佛滅後第六百年

末之前已（經）陸續分出」，單行，分出來單行。「成為單行本而流傳於世。故龍猛

…」即是佛滅後第六百年的時候，那位龍樹菩薩， 又稱他為龍猛菩薩，就有機會得

到發現《般若經》、發現《華嚴經》大乘經。因此依據這些經就提倡大乘。「大乘」

即是大車，稱作 great vehicle或稱作 big vehicle。「但此種單行的大乘經，經

（過）後人渲染其文，闡發其義，不得說全是雜藏中之本來面目。」所以大乘經是淵

源於雜藏。

下面一段，「單行的大乘經，依其內容略可分為三類（它的內容分三類）。第一

類是前述之空輪經，第二類是前述之有輪經，第三類是義（理）通（乎）空有（兩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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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或不說義理之經，（我們）姑（且）名之曰方等經。」此即是有三類經，三類

大乘經了。「上三類大乘經中，空有兩輪在佛學史上發生極大作用。佛滅後第六百年

至第七百年間，龍猛（和他的學生）提婆闡發空輪義趣（把空輪經裏面的道理推

廣），建立大乘空宗（即是中觀宗）。至第九百年（的時候，慈氏又出現），慈氏、

無著闡發有輪義趣，建立大乘有宗。無著復抉擇大乘有宗奧義，而造（一本書名）

《攝大乘論》，唯識學之基礎於焉（是）建立。」

那本《攝大乘論》出現便是唯識之基礎建立。在此之前雖然有經，但那些經都是

「籠籠統統」的講法，沒有那些論如此確切的。「故唯識學所依經典，源出於雜

藏。」這句最重要。「其連接的關係」，即是它和雜藏相連接的關係。「有如次

表：」一、由雜藏產生空輪、有輪。然後有輪產生大乘有宗。大乘有宗裏面有兩門學

問，一門是法相學，一門是唯識學。法相學和唯識學有何不同呢？大抵法相學是把宇

宙萬有平排來到講的，最後然後才歸結到唯識。唯識學則不是，一講就先講那八個

識，然後由那八個識再推演來解釋宇宙萬象。所不同就是如此。這樣，第一段我就講

了。你們休息一下才講第二段。

把很多內容壓縮為這麼少，我們現在依據上文，我們知道佛的遺教之中，有所謂

雜藏，是不是？再由雜藏裏面產生空有兩輪的經典，而這些經典都是最初一個核心，

由核心變為原型，再由原型變成一個完整的經典。而在這些完整的經典之中，有些就

是屬有輪之經典發展而成，依據那些經典而建立一套學理。那個學理裏面有兩個部

門，一個部門只是平鋪直敘把宇宙現象來到說明的，那些稱為法相學。「法相」二字

即是現在 dharmalakshana 這個字，是指什麼呢？宇宙萬象裏面的各種的現象，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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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現象的意思。唯識學就是講認為一切現象都不能夠離開我們的識而獨立存在的，它

依據這個義理來講，便稱作唯識學。我們知道了它的線索了，現在我想詳細一點。

（丁二）說明這個第七識之建立是多數依據那些《解脫經》的，與有些《解脫

經》是有關係的。你看看，「唯識家所建立之重要法相」，這個「重要法相」即是指

思想。這個重要思想，例如什麼呢？這個「法相」，你作 idea、理念解便對了。例

如什麼呢？「染污末那、阿賴耶識、種子等等（這些思想），皆於小乘經論中有淵源

可（以追）溯。」「溯」即是追溯。「兹先說染污末那，即第七識。」好了，何謂染

污末那呢？唯識宗的人認為我們除了六個識之外，還有一個第七識。這個第七識名

manas識。「manas」者常常思量、思量、思量一樣東西的，「manas」是思量的

意思。思量有兩種，這個 manas識有兩種，一種是染污的 manas識，一種是清淨的

manas識。你看看剛才我們講大天，是不是？他有一種染污無知，不染無知的，是

不是？我們找到多少線索的了。

manas識有兩種，一種是染污的 manas，一種是不染污的 manas，即是清淨的

manas。何謂染污manas 呢？它說，眼識有時是會不起的。譬如我們閉上眼，便見

不到物了；眼識便停了，stop 了。耳識呢？我們蓋著耳朵，耳識便 stop 了。鼻識、

舌識、身識亦是如此，在某種情形之下，便會不起，不起作用了。意識是很難不起

的，但都有五個 cases，即是五個 occasions 之下意識停。那五個呢？此謂之什麼

呢？「五位無心」，五個 cases；「位」就是 case或 occasion。在五種 occasions

之下，是沒有意識的，這個心是指意識的，即是那個意識 stop 了的。「五位」，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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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位呢？死後他生天。生天，天有多種天，其中有一種天是無想天，無想的，沒有意

識的，停的。生這個天一停會停多久呢？可以停五百劫的。我們的世界一成一壞謂之

一劫，劫是一個很長的時間。他可以停五百劫的。即是說死後生無想天，我們這個地

球都壞了幾次，不知多少次，他還未死的。一出定，這個意識起…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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