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者，研究佛學的學者多數是這樣的講法。其餘少數就是正宗的大乘佛教徒。他

(們)就講是佛親口說的法。有一部份，那麼小乘人對這些大乘經的看法又如何?小乘

人就(有)兩種，一種認為大乘經都合理的這樣，都合理的，都無違反佛說，一部份可

能(是)後人將它來渲渲染染這樣。即是將我們這些小乘經來推廣而已，無問題的。這

樣一種講法。小乘宗對大乘是這樣看法，有一些人是這樣。另外一些人，他說這些簡

直是天魔所說的，他想用來毀滅佛法，那些天魔造一些假佛經出來，想毀滅佛法。這

樣的講法，小乘有那些人是這樣的講法。

那麼這些事，我們應該(用)怎樣的看法? 我只是介紹給你聽，有種人是有這一種

態度，如何呢? 你有自己抉擇，是嗎?那麼你問我，你問我：「你對於這種講法，你

認同嗎?」你自己問我，「羅生，那你自己有甚麼看法?你又相信哪一種的講法?」當

然，既然你在這裏講課，你不能禁止有人這樣問的，是嗎?那我講你聽，我的看法，

我比較折中些，認為所有大乘經都不是佛金口親說的，是嗎? 

從小乘經裏面的一部份擴大它。以佛的意思，以小乘經，以佛的意思是無矛盾

的。如果講到一定要說佛金口親說的，小乘經，誰人能夠擔保哪一本小乘經(是)佛金

口親說的，無人能夠保證得到。世界上無一件事能夠保證得(到)有一本經是佛金口親

說，是嗎?那麼即是說你一定找證人(作)證佛親口講的，無的。

因為它們全部都是傳誦來的，傳誦，傳多一、兩傳，一定失真的，研究佛學方

面，只是最重要就以理為宗。你有一定的要求某幾句是佛所說簡直……幾乎，這個可

能性不是說很大的，你要求不到幾多的。我都是相信這樣，你試讀一下，找一本大乘

經讀一下，你就會相信。你就會相信我這種這樣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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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好一味是完全以一個虔誠的宗教徒那樣的姿態來到去看，是嗎?你用客觀

些，站在歷史立場那樣看，你自然會覺得真是不可能句句是佛講的。是那些後人渲染

一下的。就是渲染一下，你就已經有少少這樣的感覺了。你試下，你一定要試下，你

會不會有這一種這樣的感覺。好了，那麼大乘經就是這樣了。大乘經之中，有些大乘

經就並無表示出每個眾生可以成佛的，但有些大乘經就會很明顯的表示每個眾生都可

以成佛的。

《法華經》，大那本，表示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那麼，《法華經》的主張是這

樣。這種主張在哪一品裏提出的?就在這個〈方便品〉那裏提出來的。導致另外的

經，有些經就否定這種說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例如唯識宗那本，唯識宗所依據那本

叫做《解深密經》，唯識宗所依據的《解深密經》。它就認為不是每個眾生一定會成

佛的。

確是有一些眾生是不成得佛的，唯識宗所依據的。那麼便矛盾了? 《解深密經》

和《法華經》便矛盾，佛經裏面的矛盾多得很，矛盾多得很，你讀多幾部，越發覺矛

盾多。再讀多幾部，你就覺得出矛盾之中，又有些矛盾的。當你讀得少少兩本的時

候，就無發現矛盾。讀多些的時候，你就發現裏面很多矛盾，你再讀多些的時候，就

發現無甚麼矛盾，是這樣的。

你讀佛經是這樣的。好了，《解深密經》是唯識宗最重要的經典，《法華經》就

是那些各宗各派之中，主張每個眾生都會最後成佛，以《法華(經)》為代表。那個重

要性，如果在整個佛教來講，《法華經》最重要、地位最重要。如果站在唯識宗來

講，就《解深密經》是第一位重要，還重要些。但是有一個矛盾，那麼，矛盾還矛盾

而已，如果從思想史來講，就是《法華經》出現得，出現在這個世界上，就一定早過

《解深密經》。怎樣證明它早過?

 因為《解深密經》裏面，有兩點你們要注意的，第一，《解深密經》認為有些

2



眾生不能成佛的，《解深密經》。第二的跟 ，另外有一些經就着 (說)每個眾生都會成

佛的這樣。你又如何解釋這樣? 這個所謂(每個眾生皆可成佛)指甚麼? 當然是指《法

華經》了。有些經就說每個眾生都會成佛這樣，如果當時那本《法華經》未出世，怎

會……《解深密經》怎會講?是嗎? 又再證明《解深密經》後過《法華經》出現於世

界上。

那麼《解深密經》又怎樣講? 它說眾生者有五類的，五類之中有些絕對就不能成

佛的，有些就絕對一定成佛的，還有一些又可以很快成佛，但是偏偏先學那些小乘的

道理，學了小乘證了阿羅漢果之後，再轉向大乘的，有這一類眾生。那類眾生就叫做

不定姓的眾生。這些叫做不定種姓的眾生，那類不定種姓的眾生，他們讀小乘經的時

候，他們又會成阿羅漢的。不過，他們後來聽聞到大乘經的時候，他們又覺得重要

些，他又轉學，又轉過來學大乘，有一類這樣的眾生。現在世界上最多 (是)這類眾

生。

這麼，他說既然有這一類眾生了，即是說佛會專(門)勉勵這些人，因為這種不定

種姓的眾生之中，有很多整天都拿 那個小乘的學理，以為是最究竟了，不想進一步着

了。那麼他這類人應該會成佛的。如果他們整天在小乘那裏修行，那麼便是很可惜?

於是佛晚年的時候，就鞭策這類眾生，激勵那種不定種姓眾生，鞭策他(們)，一切眾

生都成佛的，努力啊! 這樣， 就專對這類人說法這樣。專對這類人說法。

所以，座中……《妙法蓮華經》〈方便品〉這樣講，有五千小乘的人，五千人不

(想)聽大乘道理的，釋迦佛將近要講這個〈方便品〉的時候，那五千人離席。好似國

際開會，蘇聯那些代表那樣，離席那樣，這樣。就五千人離席。你一會讀下去就知道

了。這五千人顯然是無種姓的了，成不了佛的。這麼的說法，剩下那些都是大乘種姓

的，一定成佛。

縱使不是大乘種姓，都是不定種姓，這些人就有資格聽。那麼所以無矛盾的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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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那部《解深密經》是這樣講。那麼無矛盾了，是嗎?那麼無矛盾了，解決了就無

事的。凡是解答一個問題，最重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是這樣解釋的，是嗎?因為這

些不是科學，自然科學是躲在實驗室裏證明的，這些道理(是)哲學的事物，最重要言

之成理，持之有故。這麼，《法華經》就是代表那個系列的，一切眾生都可以成佛

的，就是這套思想、佛經。

那麼它怎樣的講法? 它怎樣的講法?這本經裏面最重要、最主要的就是〈方便

品〉，其中的一品。這品又怎樣講這樣? 就大意是這樣講，我先講它的大意。它說有

一天，很多、幾萬弟子，全部眾生、弟子，除了眾生和弟子，還有一些是天龍八部，

甚麼鬼神之類，大概鬼神還多過人一萬一千倍之類，在這裏準備聽佛說法了。

那樣這種這樣的說法，簡直是用誇大的文筆、(寫)詩的文筆來到寫的，是嗎? 這

樣，集會了，那釋迦牟尼佛就那個會中，就入定了，入了定。大家在這處的時候，他

老師傅就坐在那裏入定。入了定的時候，他眉間，那些白毫放光，「嗚嗚」那樣射得

很光明燦爛，那麼，因此就令到有位長老叫做舍利弗，那他就問佛，今日以何因緣來

這樣?那麼他釋迦佛就講了，就今日，你知不知道，舍利弗? 他說一切諸佛都是有一

種方便。方便，方便者手段那樣解釋的，即是一種教化眾生，有一種手段的。〈方便

品〉講方便者，即是我講得很俗，你寫作文言，不要方便者手段也，那樣不可以的，

是嗎?

當我現在用白話講給你聽，講得有多麼俗，就講到有多麼俗，方便就是甚麼? 手

段，是嗎? 辦法，手段，這樣，諸佛，古今以來一切諸佛教化眾生，都是有一種手段

的，而且都是用一種手段，用一種方便的這樣。一方面怎樣? 又說這些就叫做聲聞，

你這些小乘的人，你們學，你現在講給他們(聽)聲聞的法門，你聽了之後就依照修

行，你就會證得阿羅漢果了。

那麼你就涅槃了這樣。他又對另外一類人說，我有一個法門叫做緣覺乘，獨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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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你們這班人依照它的修行，又會證得辟支佛果，你又入涅槃了這樣。還有一些，

有一類人大根大器，他就可以學大乘的。他學大乘的，他都可以成佛，他就可以成佛

的這樣。

所以叫做三乘，是嗎? 他說佛，每個諸佛都是這樣，用三級，用這三乘來到牽引

那些眾生，讓那些眾生依據來到修行。那麼其實這三乘是方便來的、手段來的，用來

引人入勝的手段來的。手段通通都是假的，只有一乘，那一乘是甚麼?佛乘，每個眾

生聽一下法，都可以成佛。不過，我擔心一下子講說每個眾生都成佛，有很多人都會

很害怕的，反為他不敢修行。

所以我們先給一些劣級的、你就成阿羅漢，你就成辟支佛，讓他自己，因為他這

些有自卑感的人，「無我」到那麼上下的材料，進而我繼續修行到涅槃。那麼，等到

成熟了，他又證得阿羅漢果了，又可以入得到涅槃了，到這個時機成熟。佛然後才宣

布出來，說給他們聽。剛剛之前，教你修小乘、修聲聞道、證阿羅漢果，那些獨覺

乘，證得辟支佛果。另外，有所謂，有一類人叫做大乘，全部是假的，全部是方便法

門，都不是真實的。

方便者即是不是真實的，只是手段來的而已。完全我耍的手段引起你們那班人入

勝而已，現在你這班人已經接受了之後，現在我講給他們聽，說這個是方便，不是真

實。甚麼才是真實?每個人都成了佛。我的目的就要令每個眾生都和我一樣，成佛

了。無一個眾生成不了佛的，這些才是真實。

那麼就叫做「開權顯實」。權宜就是方便那麼解釋，權宜的，「開」就是讓他打

開，說給你聽，你以前又說聲聞乘、獨覺乘、大乘，有三乘，全部都是權宜之說來

的。假的東西而已，是我耍手段引你們入勝而已。現在既然你入了來，現在說給你

聽，個個都和我一樣成佛的，將來你們每個都負擔我的遺產，每個做我一樣這樣的事

業。那麼就有了，是嗎?那麼這部〈方便品〉就代表這種思想，《法華經》的代表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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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種思想。

那麼，站在思想史的立場，他就說了，說為何佛在世時，只是講小乘經，無講大

乘經。學小乘經的人，每個都成阿羅漢而已，無人夠膽去成佛的。是釋迦佛一個是佛

來的，到釋迦牟尼過世了，之後，小乘各派分裂，分裂的結果，隨 時代的進步，佛着

教就和時代相應。那麼於是佛教就有起到多少改變。那麼，那時候佛教，又同時所流

行的佛教，有所謂大眾部，即是那班年輕人，進取的、改革的，有改革思想，有進步

思想的那班年輕人，叫做大眾部。

又有那些老頭子，一味保守的，無進步的思想，就叫做上座部，最初是這樣的。

那麼自然在上座部裏面，不會產生新的理論的。但是，那班年輕青年並不是這樣的，

那些大眾部那班年青人，充滿了進步的思想，改革的思想，於是他(們)對於舊時的教

理，認為不行了。隨 時代的進步，需要改變了。於是，就認為從前小乘經裏面，從着

前他所讀那些小乘經裏面，那些甚麼教理，認為太小，應該要擴大。

希望……舊時依 小乘經修行，最多成羅漢而已，我們的心不滿足這樣的，我們着

有些特別聰明的人，有發大心的人，我們要求成佛的，我們要講成佛之道。於是，就

在小乘經裏面取出若干根據來到擴大它，就造出大乘經了，於是有大乘的出現。初

期，出現的大乘，只是說我們眾生可以成佛，他就罵小乘，亦貶低小乘，說這些是焦

芽敗種，自利的，我們要利他，大乘是要救世的這樣。那麼於是產生大乘了。

大乘思想產生了，他(們)並無講每個眾生都可以成佛的，有一類人可以修大乘

的，有一類人就會成佛的，他無說每個人成佛的，於是到大乘興起以後，更進一步，

就產生一種這樣多種姓的思想。眾生，一切眾生都是平等，我既然(說)眾生平等，每

個眾生都可以成佛。那麼，既然每個眾生都可以成佛，那麼你為何釋迦佛又不教人每

個眾生都成佛?又叫人證阿羅漢果? 因為他說這些方便而已。手段而已。那麼如果我

說你每個眾生都成佛，有些人害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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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嗎? 那麼，會嚇怕人的。於是，就讓一些小小的(方便法門)先給你們修行，待

你們修行到那麼上下，然後說給你聽，那些是假的，這些就是真實了。那麼你現在跟

隨我學習那些，要學成佛的，《法華經》裏面這樣講，那就是《法華經》。所以，大

乘可不可以更加好，然後再進一步推動這個思想的進步，然後有一切眾生都可以成

佛，而且一切眾生終歸都成佛，這套思想是很後期的，大乘(是)很後期的思想來的。

那麼這種思想的代表作品就當然是《法華經》。《法華經》的代表那一章，第二

品〈方便品〉了，方便者即是方法，用手法來到引人入勝，又說有聲聞乘，又有獨覺

乘，又有大乘，其實全部都無的，一個佛乘。其實都是佛乘，都是大乘，是嗎? 聲聞

乘和獨覺乘都無的，那麼很簡單的，無甚麼高深的理論，你只要看就看它甚麼?

看到它那個有一個新觀點，有一個新的意義，有六種的不同的觀念，那我們看

看，《妙法蓮(華經)》，這個第五頁，看到嗎? 第五頁中間那欄，《妙法蓮華經》(的)

〈方便品〉，這品是第二品來的。剛才就講釋迦佛在那裏入定，來放光明了，是嗎?

入定就放光明，這些就當然是詩意了，那些(出)自詩人的(手)筆，那些甚麼? 

《法華經》最喜愛用那些這樣的文筆來顯現，你說大乘經最多是佛講的。最多是

講阿難結集的那種，反而難以令人入勝。你看一看是不是? 我們即管來解釋它而已。

「爾時世尊從三昧安詳而起」，這裏上文講到從「三昧」，即是三摩地，即定。在定

中很安詳那樣，即是很自然那樣出定了，起即是出定了。出定，就告舍利弗了，講給

他大弟子，最聰明的，小乘的弟子，聲聞乘的，智慧第一的，他找舍利弗，由他做代

表了。

他怎樣說? 他對舍利弗這樣說，他說「諸佛智慧，甚深無量。其智慧門，難解難

入，一切聲聞辟支佛，所不能知」。這句即是說諸佛的智慧很高，他們的智慧所理解

的事物，那些能夠產生這種智慧的門亦很深遠，你普通人不能進入的這樣。下面這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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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理由了，「所以者何」，所以者何即是為甚麼?他說「佛曾親近百千萬億無數諸

佛，盡行諸佛無量道法，勇猛精進，名稱普聞，成就甚深未曾有法，隨宜所說，意趣

難解」。

這幾句的意思即是怎樣? 他說佛在過去世以來，曾經親近過無量那麼多過去的

佛，過去的佛所教的無量修行的方法，我都已經修行過的這樣。所以我釋迦牟尼，就

以我的名義，用我的名稱，世界，其他各……在這個無量無邊的世界裏面的那些佛，

都有談到我的名字，我的名稱了，人人都知道了，「名稱普聞」，我的名譽，每個世

界裏面都知道有我釋迦牟尼。

是嗎? 「成就甚深未曾有法」，「未曾有法」即是那些很稀奇，很難得的，很微

妙的道理、的功德，這個法者是指佛所有的功德。很稀奇的功德，我都成就到了，得

了。既然這樣了，所以如果我把我內證的境界講出來，「隨宜所說，意趣難解」。隨

自己所宜，我就會講話了。但是有時候我講那些東西，我的那些意趣，我講的說着

話，你們就可以理解。但是我所講的用意，你們不是人人都瞭解的，很難瞭解的，志

趣即用意 。「舍利弗，吾從成佛已來，種種因緣，種種譬喻。廣演言教，無數方⋯⋯

便引導眾生。令離諸著」。一句。

他說舍利弗，我自從成佛，即是我自從在菩提樹下成佛以來，我用種種的因緣，

因緣者即是原因那樣解釋，是嗎?種種緣由，種種，說種種理由，種種原因，用種種

的譬喻，來到說種種緣因，種種譬喻，「廣演言教」。很詳盡意攝我的說話，那些教

法，我又用無數那麼多方便，我用無數那麼多的手法，來到引導那些眾生。我引導那

些眾生，用那麼多手法來作引導他(們)甚麼?要令他離開一切執著。著即是執著，

著，up d naā ā ，流動。以前哪有譯流動，在鳩摩羅什以前，無一本經翻譯作流動，是

後來玄奘法師翻譯過，不再如是。

好了。再問多一句，「所以者何，如來方便知見波羅蜜，皆已具足」。一句。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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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為甚麼這樣? 那麼因為如來，如來他自己稱呼自己，如來那個方便的手法，和我的

知見，這個知字讀「智」，讀智見，即是我的智慧見解，我的知見，和我的波羅蜜

多，即是那六度，人人都叫波羅蜜多，六度。「皆已具足」即是認為一切皆以我都具

備。

一切知見我亦具備，一切波羅蜜多我都具備。因為我樣樣都具備，所以我能夠運

用這些手法，度化眾生的。「舍利弗，如來知見，廣大深遠，無量無礙，力無所畏，

禪定解脫三昧，深入無際，成就一切未曾有法」。一句。舍利弗，如來的知見，知見

即是他的智慧，廣大而又深遠。可以成就甚麼?無量那麼多的、無障礙的力，這個是

指佛的十力。

無畏，佛有四種「無所畏」的，我們不必深解它，如果要，你就查一查佛學辭典

就可以。並且又有無量那麼多的禪定，無量那麼多的解脫的方法。這個解脫是指甚

麼?禪定之中有一種叫做解脫，「解脫門」。在禪定中的解脫門。禪定之中，大乘人

所修的禪定，有一種叫「三解脫門」。「門」即是解脫，即是解脫的門，所以叫三解

脫門。

空，「空觀」就是解脫，叫做「空解脫門」，又叫做「空三昧」。第二種，叫做

「無相解脫門」，又叫做「無相三昧」。第三種，叫做「無願解脫門」，又叫做「無

願三昧」。三昧即是定，三摩地。三解脫門又叫做三種三昧，而當中三種三昧可以見

諦的。怎樣就叫做「空三昧」，即是就在入定中，觀我是空的，任何事物都是空的，

樣樣都空的、空的、空的、空的這樣，一路空下去，到最後的空都是空的這樣。

這個時候，否定了一切有的東西，到最後連那個空都否定了，我們所有的概念當

然空的。一片沉沒的，這樣就見道了，我們就叫做「空三昧」，就修「空觀」。「無

相」自然是空了，就無一切相，有相就是這個相了，無相了。由「空三昧」，空到極

限的時候、一所無有的時候，就入了「無相三昧」了。既然空是無相，還有甚麼可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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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呢?一願者願求一切都空，一切都是無相，還有何可以願求? 亦無可空求之說。

那麼，經過這些就捨棄全部? 都是「空」、「無相」、「無願」都是這樣的，這

種三三昧叫做三解脫門。於是就略了它，就變了解脫，是嗎?禪定就普通了，甚麼是

禪定?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就叫做禪定。解脫就指三解脫門。三昧就指其餘各種

修定。三昧就計在這處了，禪定。好了。我又有十力，有「四無畏懼」、有各種禪

定。

而且我對這些禪定這些東西，在那些禪定裏面，我的智慧很無昧一致，深入無

際，我的智慧所到的地方無邊際。際即是邊，際者即是界線，無界線的，無所不知

的。「成就一切未曾有法」。「未曾有者」即是稀奇的，很稀奇的東西。很稀奇的功

德我都成就。佛就是這樣說了。那麼於是我們看的時候，這麼多的字句了，特別留意

它方便兩個字的提出，即是有意無意那樣造出方便這兩個字。

特別的。「舍利弗，如來能種種分別，巧說諸法，言辭柔軟，悅可眾心」。一

句。他說舍利弗，佛，如(來即)釋迦如來能夠將種種分別，分別者即是解說那樣解

釋，當解釋，解說。那個分別有時候當執著解釋，有時候當解釋、解說那樣解釋。這

處就當解說。他說我能夠用種種的方式來到解說，用種種方式。「巧說諸法」。 我

能夠巧妙那樣說明各種法門、各種道理，就把佛的義理說明，很善巧那樣說明各種義

理。

我講話的時候，「言辭柔軟」。所用的說話，都很柔軟，讓別人聽起上來很容

易，即是不會太直接，「言辭柔軟」。「悅可眾心」。悅可兩個字當動詞，令人動

心，眾生聽到之後(感覺)很好。「悅可眾心」。他又說，「舍利弗，取要言之，無量

無邊未曾有法，佛悉成就」。一句。他說「取要言之」，即是指佛取出要旨來到講，

我講那麼多法，我現在指出那個要點來講，即是擇要言之，取即擇那樣解釋，擇要言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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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所有無量無邊那些稀奇的佛法、事物與道理，法者指事物、指道理。「佛

悉成就」，悉即盡悟，佛盡悟成就，全部成就，成就即是得到。好了，他講了這一

句，接 忽然間，它這些真的方便。着

「止，舍利弗」。他翻譯得很生動的，你讀起上來。「止，舍利弗，不須復

說」。與此同時，舍利弗，你可以停止了，不需要再講了這樣。為甚麼不需要再講?

講出那個理由，不講的理由是怎樣? 為甚麼不講的是?這句是一句很「生猛」(生動)的

文筆來的。

外國人譯文譯到這樣「生猛」的譯文，很少(人)做得到。他說「止，舍利弗」。

就止了，停止了，舍利弗，這樣。不需要再講了，這樣。復者再也。「所以者何」就

者代入，為甚麼不要再說呢?「佛所成就第一希有難解之法，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

法實相。所謂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體，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緣，如

是果，如是報，如是本末究竟等」。一句。這一句文字那十個如是，正所謂「十如

是」，被天台宗那位智者大師就特別節錄下來解這個「十如是」。

把他的心意來解釋，我們看他這一句。他聽人說就是這樣，為何他不講的這樣?

因為佛所成就的那種法，那種難解的義理，佛所能得到佛的成就。「希有」，即是本

無，又難解的道理一種。這種道理，如果講透了，「唯佛與佛，乃能究盡諸法實

相」。講給你聽這種的時候，我所能體會到的道理，就只有佛與佛，你們都不是佛，

當然不懂。只有佛與佛，我釋迦牟尼是佛，其他還有很多成了佛的那些佛，那些佛然

後能夠「究盡諸法實相」。

佛所講的都是諸法，諸法即是宇宙萬有，宇宙萬有的真實相狀。只有佛和佛才能

體會得到、理解到的。現在我講多無謂的，都是止了的。那他所謂諸法實相就是指這

種，不講了，不講給你又想知，這種甚麼?所謂的諸法實相，就是甚麼?所謂的諸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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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謂的諸法實相，甚麼是諸法實相?是諸佛自己才理解的，人如果聽不明白就

是這樣，是甚麼? 是下面那些。就是那十個如是。「如是相」，宇宙萬象確是有這樣

的相狀的，不是假。

為甚麼會有如是相? 你「打穿沙盤問到篤」(問到底)，你最終都是不得領。尤其

是那些小乘的人，更加是不能夠瞭解的。「如是相」，最初宇宙的相狀；「如是

性」，相之有體，性者體也，實質。有此性，才有此實質的。譬如有小小東西是金的

相狀，有金屬的相狀，一定有金的特質。「如是性」，有金的性，然後才是相。這樣

如是，這個宇宙間有那麼多種相狀，每種相狀都有它自己的體性。「如是力」，有這

一件這樣的物體，有一件這樣的實體，有一件這樣的東西，一定會有效用的。「如是

力」，發揮效用，叫「如是力」。

會有效力的，一定有，不是死的，有造作的，有動作的，有作用的，「如是

作」。但是這一切是有因的，不是無因的「 」一聲起的，「如是因」。有因的，一嘣

個因是不能產生事物的，譬如甚麼? 譬如一粒禾，用一粒穀來作因，因者是主因，緣

者就是條件了。只是有一個主因，只是有一個要素，不會產生結果的，還有很多條件

的。這些條件叫做緣，有如是的因，有如是的緣，然後產生果的。

「如是緣」。有如是因，有如是緣，就產生如是的果，如是即是這樣的，那麼就

是如是的果。我們造了的業就有如是的報，我們修行就有這樣的報。如是這樣的，那

麼總之宇宙萬有裏面，件件事物都有始、有終，有死、有滅的，不是「噗」一聲就不

會出現的。「本末」，本就開始，末就結尾，「究竟」(本末)者是由頭到尾都有的。

那麼為甚麼世界上一定有「十如」，無「十如」不是更好? 這種道理都不是普通人所

能瞭解的。

「唯佛與佛。乃能窮盡究竟者」。那麼講到這處，「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

偈言」。這樣，爾時即是那時，即是講到釋迦佛，講到這處，那個時候佛講到這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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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想重宣此義，他把他剛才所講的大番道理，重新講一講。重新講就不是用散文來

講，用詩來到唱出來這樣。於是，就作成一首詩了，「而說偈言」，偈即是韻文、韻

語。

我們中國後來有那些甚麼?章回小說，是不是受它影響?講一講，講到甚麼? 譬如

《封神榜》，姜子牙就結婚，娶了一個老婆，娶了老婆，就不知道因甚麼事情，做樣

樣事都不成功就被他老婆罵了，罵了的時候，他就說這些女人真的「 」髝髞 (煩厭)，

真是囉嗦了，這樣說他老婆了。說他老婆之後，他即刻又唸了幾句詩了。唸了幾句甚

麼詩? 就「青竹蛇兒口」，不是，即是那種甚麼? 即是有詩人作了一首詩，就這樣

的，「青竹蛇兒口，黃蜂尾上針。兩般由自可，最毒婦人心」。這樣。他就這樣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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