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些小說又學足的，你讀一下，回去揭一下羅貫中的《三國演義》。一揭開《三

國演義》第一回，就怎樣?第一首甚麼? 一首《西江月》和一首甚麼? 一首詞曲。佛經

用一些五言、七言的無韻的偈，梵文就有韻的，中文翻譯了無韻。我們看《三國演

義》就學了甚麼? 一開首就是一首詞，「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

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

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那麼一首。這首好似佛經開首的一首偈。

它就是《西江月》。跟 然後甚麼着 ?話說，話說即是甚麼? 便即是如是我聞，是

嗎? 話說甚麼，話說即是如是我聞甚麼，是嗎?「話說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

甚麼、甚麼的那樣講下去，這個原來即是等於甚麼，如是我聞一時佛甚麼。即是說這

類的佛經的體裁影響到中國。

當然那些文人、學士，那些甚麼「韓柳歐蘇」，那些高文人不會學這些的。大概

是「講故佬」(說書人)起稿，來到講故，他們會讀的，他便學習佛經了，是嗎?那

麼，佛經裏面漸漸發展下，又有詩為証，在這處就這樣，佛就重宣旨意，而說偈言。

這首偈很長的，我們讀若干句，看一看。本來就是很有韻的，是詩來的，長詩來的。

不過現在它就翻譯的，凡是翻譯詩，很難翻譯到有韻的。他就翻譯外國，近人就翻譯

外國的詩，真正翻譯到有韻的很少。

我讀過一篇從前清華大學，那個國學研究所，有一個人，那個所長叫做吳宓，是

在英國留學回來的。他翻譯英國詩，翻譯那些英國，(詩)竟然譯出有韻律來，五言古

詩竟然翻譯出有韻味的，。他又翻譯那個希臘那些長詩，哪些甚麼? 希臘不是有一些

長詩叫甚麼? 《奧德賽》講甚麼的?講 Odysseus 的， Odysseus 怎樣征服各島的那

些的長詩叫做……講那個 Odysseus 的王子的事，長詩。那吳宓居然用五言詩翻譯做

有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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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個叫蘇曼殊，這位和尚詩人。他翻譯那個英國拜倫的詩，他又翻譯一些五

言律詩，翻譯出有韻那樣之類。又例如：印度的泰戈爾，這個詩人了，拿過諾貝爾

獎，亞洲人第一個拿諾貝爾獎的詩人，印度的泰戈爾。泰戈爾有一本《飛鳥集》，好

似是他死了太太之後，他感情相當激動，就寫了很多詩，將它編成一集，叫做《飛鳥

集》，是一本(文)集來的。那麼《飛鳥集》的第一，《飛鳥集》有兩個人將它來翻譯

的，一個鄭振鐸，現在不知道死了沒有，暨南大學校長，鄭振鐸。鄭振鐸將它來翻

譯，現在商務印書館有得出版了，叫《飛鳥集》。第一首，他有很多首了，第一首用

白話來翻譯是怎樣意思的?他說那些飛鳥在我的窗前飛 飛 ，好似鳴叫一樣，鳴叫着 着

了一會兒，牠就飛去了，那樣就(是)一首詩了。

那麼我們這樣讀起上來無意義的。但是，如果它有韻就好有味道的，他用印度文

來到寫的。那麼，鄭振鐸他是這樣翻譯的。他翻譯就好似我這樣講。有一個人用五言

古詩來翻譯的，即是將我剛才那一句說話，即是飛鳥在我窗口面前鳴叫，又飛又叫，

飛完一回，牠就走了這樣。那個意思大概是用來甚麼? 表示他太太，在這一輩子裏

面，就和他結了婚，和他共同生活，後來又死了。

人生如夢，就好似那隻飛鳥在我的窗邊前，叫得很好聽，令我感受到很有情趣，

但是可惜牠現在又飛了去，這樣，大概是這樣了。這麼，有人用五言詩寫的，有些怎

樣翻譯? 他姓姚的，叫做姚華，這個國畫家來的。(他)這樣翻譯的，他翻譯那篇，他

說飛鳥在我窗面前鳴唱完一輪就飛走了，飛鳥去了之後，所見到只有甚麼? 只是見到

幾片黃葉飄了下來，隨風而飄，飄了下來。一飄了下來，一到地亦是寂然無聲了這

樣。他第一首這樣的，那他將它來這樣翻譯的。

，翻譯得就很跳脫了 。飛鳥在窗前叫鳴了，飛來復飛去，飛去之後，⋯⋯⋯⋯

甚麼都沒有了，只是幾片黃葉，隨風而飄，飄了下來。但是飄了下來，黃葉的本身，

一飄了落地，它就停止了。它自己去哪裏? 亦不知道，它自己都不所云的，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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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那他來到翻譯「飛鳥鳴窗前，飛來復飛去。」後面那節了，「黃葉了無言(另有

版本為紅葉)」，黃葉就無說話講了，隨風而飄了。

就飄落在地了，黃葉怎會自己知道自己在哪裏的? (「飛落知何處?」)在哪裏? 不

知道的，人世不過如此的那樣之類。有些翻譯得很好的，我還有一首的，大家不妨看

看。有一首，其中一首，我很欣賞他這一首，他又是如何? 他說那些水，講那條河一

路這樣流，在那個兩岸之間那樣流過的。那麼一條河水，它就對那個岸這樣說了。這

樣，他說我現在就偶然經過你那裏，那些水對那兩岸這樣說。他說我一來到，都不停

留，我就要走了，大概這樣。

他說當我將去，未逝去的時候，不是，他說那個岸就對那些水這麼說，那些水一

路流了，那個岸對那些水這樣說，他說我在這裏，你們這些做水的，一陣不斷的這樣

流，無一刻作停留。一過，一來就即刻走了。他說我很誠懇這樣對你們這些水這樣

講，你將去未去的時候，留下多少痕跡在我的身上，讓我以後還有你的印象了這樣。

那麼這首詩是這樣講的，所以說姚華翻譯得好。

這首詩真好，「纏綿岸語水」。那個岸對那些流過的水這樣說，它很纏綿那樣對

它這樣說，「一逝吾何尋」，逝者去也，你一逝去，我怎樣能夠尋回你回來呢?不可

能的這樣，沿岸將希望你臨走的時候，留下將去的痕跡(「願留將去邊」)，這些痕跡

「深深印予心」。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了。一首意境那麼好的詩，如果翻譯得真的天

衣無縫，間中有幾首翻譯得好好。沿岸與水好像他和他太太的結合，現在你就死了

去，我去哪裏尋你，都尋你不到。你就留下多少痕跡留給我心上了，真的太好。

所以說譯文，好難譯到有韻的。他這個無韻的，我們讀他幾句，夠鐘未? 但是它

就是很長的，「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爾時世尊」，凡是佛經最多爾

時、爾時，即是那時。「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這些叫做重誦。重複性

的，以前講了的說話，重複性，後來影響到宋代那些唱彈詞，宋代以後那些又彈、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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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那樣和那些甚麼? 唐末以後那些變文。敦煌那些變文，就是模仿這些體裁了。

就那個講故佬，講完一輪，他就拿一個箏來到唱，唱那些文字多數是七言詩那樣

的，那些詩就是模仿這些的了。你看他，「世雄不可量，諸天及世人。一切眾生類，

無能知佛者。」下一句了，「佛力無所畏，解脫諸三昧，及佛諸餘法，無能測量者」

這一句。那這處怎樣解釋? 不是說佛的力是無所畏，不是這樣解釋的，佛所有的「十

力」，有十種力，十力，即是熊十力那個十力，就用這個名來改的，佛的十力。那麼

十力是哪十樣東西?我都不記得了，你查佛學辭典，就有這個佛力了。

無所畏這個是一成了佛之後，有四種東西不怕的，四種無所畏。那麼你又是查佛

學辭典，甚至到你查普通的辭源，它都有的了。解脫，佛家有三種定，叫做「三解脫

門」，解脫門又叫「三三昧」，以前我講過一下了。三種三昧，三種定是得解脫之

門，所以叫做三解脫門。這個解脫是指這個三解脫門。

諸三昧即是還有其他的各種定，三昧即是定。三昧這個字是譯音，Sam dhiā ，梵

文，sam dhiā ，譯就譯作三摩地，新譯就是三摩地。舊譯就略了那個尾音，就是三

昧，即是定那麼解釋的。那麼講到這裏，我講一件故事給你聽一下。王安石的笑話，

王安石一輩子人，他王安石這個人鬧很多笑話的。他很歡喜用……人家古人對那個字

怎樣解釋看法，他就別出新意(裁)來解釋，此人解釋五經都是這樣解釋。他有《五經

新義》，是嗎?甚麼都要有他新的解釋看法。那麼例如，這個就是解釋這個字，王安

石信佛的，蘇東坡反為無他那麼相信。

人人都以為蘇東坡信佛，王安石未必是信佛，不然，王安石信佛，虔誠過蘇東

坡。蘇東坡一方面就是信佛，但一方面不主張佛教的。蘇東坡，你讀一讀蘇東坡的文

集，你知道了。那他別出新意來解釋三昧兩個字。他知道三昧是三種定了，大家都學

過入定，他說入定的時候，甚麼都不多想，就好似昏昏昧昧那樣，昏昏昧昧那樣的。

三三昧，三種昏昏昧昧，那樣的情況就叫做三三昧。人家的譯音，你怎樣拆開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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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你解釋，你可能就會來理解? 有人叫做約翰，約就約定，是嗎? 翰就文翰那

樣，這樣解釋的話，那麼便哪裏都不用去? 是嗎?王安石是有一些這樣的笑話的。這

個王安石的笑話，這樣那麼博大的文學家，居然是鬧一些這樣的笑話，他又很信佛

的。他很歡喜講文字學的，講文字學又鬧笑話，他解釋那個笑字，笑字應該這樣寫。

但是，蘇東坡和其他宋代的人寫那個笑字，很歡喜這樣寫的，他將這撇寫了下

去，那麼變了一個犬字，是嗎。宋代的人寫一個笑字，竹下面一個犬。這樣，好了，

那個篤字，就是竹下面一隻馬，是嗎?人家這個形聲字是這樣的。但個篤字就從那個

竹字得聲，王安石將人家的形聲字就解釋做會意字。

他就說以竹來到策馬，就叫做篤了。他那樣講，用一枝竹來到鞭打那隻馬，這樣

篤過去了。人家不是這樣的，他這樣解釋，以竹來策馬就叫做篤，是就是別出新意

的。好了，蘇東坡很聰明的，見到他這樣解釋。蘇東坡又不便得罪他，他說……蘇東

坡又怎樣跟他開玩笑? 又不是當他的面的，他就是在第二些人裏來到開玩笑。

蘇東坡更鬧笑話，鬧得更慘，蘇東坡的文字學一定是很「水」 (差勁)的，他怎

樣? 以竹來到策犬，不知有何好笑?蘇東坡然後鬧笑話，他自己寫那個笑字就是這樣

寫的，他的便是竹字下面有一個犬的。他說你王安石解，就以竹策馬就叫做篤，我蘇

軾是寫那個笑字，竹下面一個犬，就以竹來到策那隻狗，不知有何可笑? 並無可笑，

以竹策狗而已。其實他更糊塗，是嗎?蘇東坡，所以舊時那些文學家，你不要以為大

文學家很了不起。

大文學家那些小處，很多笑話，我都是順便講的，諸三昧。解脫各種三昧，及佛

諸餘法。以及佛所獨有其餘他所獨有的，法字當東西那樣解釋的。無能測量者，我讀

下去了，「本從無數佛 ，具足行諸道，甚深微妙法，難見難可了」。一句了，「於

無量億劫 ，行此諸道已」，那個已字當之後那麼解釋。「道場得成果，我已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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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如是大果報，種種性相義， 我及十方佛，乃能知其事。」一句。是法，是字當

此字解釋，佛經入面的此字當是字解釋。

此法，即是這種東西，是法。是法不可示，即是不能夠用語言來講給別人知，不

可示。「言辭相寂滅」這兩句話，那些佛教徒時時引用的，「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

滅」，佛教徒時時用的這兩句。「諸餘眾生類，無有能得解」。一句。「除諸菩薩

眾，信力堅固者，諸佛弟子眾，曾供養諸佛。一切漏已盡」，那個漏字就指煩惱。

「住是最後身，如是諸人等，其力所不堪」。這裏一句。這處即是說除了佛之外，佛

的最深奧那個道理，這些其他的人，任你怎樣修都不能夠理解的這樣。

「假使滿世間，皆如舍利弗」，舍利弗是他的弟子中，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向他

發問了，所以他說假使充滿這個世間，個個人都好似你舍利弗那麼聰明，「盡思共度

量」，找來全世界的舍利弗，大家在這裏想，大家在這裏思量，大家在這裏量度，度

量。這個度量，是讀度量的。就「不能測佛智」。一句。「正使滿十方，皆如舍利

弗，及餘諸弟子，亦滿十方剎」，這個剎字讀剎，讀剎都得，就當世界那樣解釋的。

「盡思共度量，亦復不能知」。又一句。「辟支佛利智」，辟支佛就是一種不用跟佛

去學習，而自己會悟道的這類人，他這類那麼聰明的人，他將來證到的果，叫做辟支

佛。

「辟支佛利智，無漏最後身。亦滿十方界，其數如竹林，斯等共一心，於億無量

劫。欲思佛實智，莫能知少分」，那個分字讀分的，少分即是小部份，一小部份。一

句。「新發意菩薩」，「新發意菩薩」即是初發心修行大乘的那些菩薩，「新發意菩

薩，供養無數佛，了達諸義趣，又能善說法，如稻麻竹葦，充滿十方剎，一心以妙

智，於恆河沙劫，咸皆共思量，不能知佛智」。一句。即是諸佛智是很厲害，你甚麼

人都不能夠瞭解它的，諸佛智。

「不退諸菩薩」，那些將近成佛的菩薩，就不會退轉的那些菩薩，就(是)不退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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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不退諸菩薩，其數如恆沙」，恆沙即是恆河之沙，「一心共思求，亦復不能

知」。這裏一句。又「告舍利弗，無漏不思議，甚深微妙法，我今已具得」，那個具

字就是具備，齊全，完全，完全得到了。「唯我知是相，十方佛亦然」。一句。「舍

利弗當知，諸佛語無異」，這兩句即是說，佛說舍利弗你應該知道的，佛光無數那麼

多世界，無數那麼多世界之中，有無數那麼多佛。

雖然佛是無數那麼多，他所講的道理都是一樣的，他所講的說話都是無分別的這

樣。「諸佛語無異」，他說諸佛的語無異，「於佛所說法，當生大信力」，因為諸佛

都是講那類說話的，所以你舍利弗對於我現在講的這樣說法，你應該要相信了，「當

生大信力」。世尊……下面，這麼以上都不重要的，下面這幾句最重要的，這篇文章

下面這幾句文字，就是全篇的中心思想來的。

「世尊法久後，要當說真實」，這兩句怎樣解釋?世尊成了佛之後，說很多法

了。說了法，現在說了很久，說了很久法之後，怎樣? 現在要把我真實的意思講給大

家知道這樣了，以往……那個意思即是說，以往我所講的那些說話都是權宜的，都是

引人入勝的，我講權宜的話，已經講了幾十年。現在我要把一些真實的說法講給你知

道了這樣，「要當說真實」。下面了，下面句句重要的這裏，「告諸聲聞眾，及求緣

覺乘，我令脫苦縛，逮得涅槃者。佛以方便力，示以乘教」。

聽眾：三乘。

羅公：「示以三乘教，眾生處處著，引之令得出」。這幾句(是)中心了。

那麼這幾句是怎樣解釋? 他說告諸……佛教有所謂三乘，三乘。乘即是車了。三

乘即是三種車，一種叫做聲聞乘，世界上有一類人，他(們)就是很篤實，但是不是很

聰明的，他要聽，要剛剛遇 佛出世說法，這類人聽見佛說法，他就聞到佛說法的聲着

音，聲聞即是聞到佛說法的聲音。他不是依己來修行的，這樣不可以自度。因由自度

而證得阿羅漢果，可以入涅槃的。這類人叫做聲聞乘了。那他說我現在講給那些聲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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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已經得阿羅漢果的，即是能夠證到涅槃的那類人知道。「即及求緣覺者」，第二

種人，叫做獨覺。

梵文有譯作緣覺。獨覺乘又如何?這種人相當聰明，很聰明的，但是那個慈悲心

不得廣大。那麼他這種那麼聰明的人，他不用靠佛的說法，他在那個世間裏面，他發

現到人生是無常，世事是無常，而眾生又無一個實的我，那麼因此他就摒棄世務，而

去生起一個出世的心去修行。自己修行，不需要別人指導，結果由此而見道。

見道，他就觀……當他修行的時候，他觀這個十二因緣的道理而悟道的。因為他

觀十二因緣的道理而覺悟的、見道的，所以叫做緣覺。因為他不需要靠佛的，所以叫

做獨覺。那類人亦可以證阿羅漢果的。

聽眾：羅公，講一下十二因緣來聽聽。

羅公：嗄?十二因緣，我先讀完這一句吧。好嗎?

那些他觀察十二因緣，自己覺悟，那麼這類人叫做獨覺，叫做緣覺乘。那我現在

又講給那些求緣覺乘道理的人知道，他說聲聞乘和獨覺乘是兩乘了。

還有一乘，叫做菩薩乘，即是大乘，那些慈悲心廣大的，他不願意單獨出世，他

亦不願意成為一個普通阿羅漢果。他要和佛一樣，換言之他要成佛。他這類人是有發

起大的慈悲心，為了救渡眾生而去修行，那他這類人將來修行，將來當他證得涅槃的

時候，他不入涅槃的。他要回入世間裏，做一個活活的聖人的，這類人，那類人就是

菩薩乘的人。總共三乘，他說這類人就是甚麼，除了聲聞、獨覺之外，還有一類人，

而這三類人都是甚麼? 「我令脫苦縛，逮得涅槃者」。

都是我令他，我說法化度他，令他脫離這個苦海，脫離生死輪迴的苦海，而能夠

將來，逮者及也，能「於逮得涅槃者」這樣。即是這三乘的人，我現在講給這三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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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知道，那麼即是講哪些東西給他知道? 講下面那四句道理給他知道，「佛以方便

力，示以三乘教」，他說佛過去說法了幾十年，佛說法了三十幾年，講來講去，講那

些都是方便的法門，方便者即是說不是完全真實的，我不過是方便你的意思，方即是

方法，便者就是便利，我過去所講的東西，不過是引人入勝，假設種種手段，假設種

種方便，來引大家入勝而已。當我想引人入勝的時候，於是我就假設有所謂，這些就

叫做聲聞乘，依 修行會成阿羅漢的，那些叫做獨覺乘，不用佛向他講，他都會成阿着

羅漢的，又有一些叫大乘，他的慈悲心廣大，將來會成佛的這樣。

佛過去所講說有三乘，他說我過去所講說有三乘，即是說有兩乘的人就不能成佛

的，是嗎?菩薩乘就成佛的，聲聞乘將來得羅漢的果，他「溜人」(走)了，走去出世

了。那些獨覺乘他悟道之後，他入得涅槃，他就「扯人」(離開)，是嗎?那就無了一

個眾生了，眾生徹底無了。

剩下那些菩薩乘的人將來成佛了，我過去是這樣說的，他說我這一種這樣的講

法，不過是一種方便、手段，引誘那些人已而，所謂那些修行聲聞的，會成阿羅漢，

會證得涅槃都是假的，你們以為現在證得涅槃了，都是假的。是我釋迦牟尼耍手段，

耍一種方便法門，引你們現在入而已，你現在要聽大乘那一套。

現在聽我這一套，聽我那套，聽我那套甚麼?一切眾生個個成佛的。為甚麼當時

又說你依 我修行，就得阿羅漢果着 ?因為你們這些人的根性太劣了，又(擔心)你們(因

為)成佛會害怕起上會不相信，怕嚇壞你們。所以我假設說有一些羅漢可以成的，讓

你依 修行，因為你無大志。即是等於說，你可以做總統的這樣，如果這樣說，他就着

嚇怕了，你跟他最好就講你可以做，你將來可以做得警長的，或者做得一個警司的這

樣之類，那就努力去做。

那麼等你做到警長，做到警司的時候，他說給你知道，你不止(這樣)的，不過我

當時欺騙你，說你做得警司，你都可以競選總統的這樣。到現在，佛在當時說叫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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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聲聞的道就可以做羅漢，這些是方便來的、手段。其實過去有幾個菩薩，他們能成

佛的，其餘的人不能成佛，都是我的手段。

其實我的真義是甚麼? 無三乘的，三乘是騙人的。不是真實，只有一乘而已，一

乘是甚麼? 個個成佛這樣。那麼這種就在思想史上來講，它很明顯即是說甚麼?進步

了的思想，是不是呢?佛在這裏這樣講了，「佛以方便力 ，示以三乘教」。佛用一種

權宜的手段，開示給你知道，說有三乘的教讓你可以修，依 來修的這樣，我這樣講着

的目的是引人入勝而已。

他說怎料到你們這班人依 我的說話去修，個個都執著，以為我就成了羅漢就夠着

了，夠本了。那些就以為我是辟支佛，我不需要成佛，我都走人了。他說「眾生處處

著」 ，處處起執著，以為真的成了羅漢就會入涅槃，就了事了這樣。他說我現在要

講真實話，講給你聽，「引之令得出」。我現在再進一步引誘你們，令你們脫離這種

執著，走向成佛之路，這幾句說話就是全篇的中心思想。

亦是整本《法華經》的中心思想，這種思想，這幾句道理，叫做「開權顯義」。

開就是解開、打開，打開、解開，說給那些人知道，過去所講的都是權宜的。權即是

權宜，現在要顯露出我那個真實的意思出來，顯露出真實意思。所謂三乘，就是一

乘，以個個都成佛，然後才是佛，「三乘是權，一乘是實」。這幾句所謂，將來一九

八四年起，那些會考的，座上有無一些教會考班的那些教佛學那科的，就有這一課書

的嗎? 選了這一課，選了不過刪了一些偈，成為散文的。那麼你們教的，那他們就變

了要留意這本了。

(十二)因緣，佛家認為我們的生命，由無始之始一直搞到現在，又由現在起一直

搞到無終之終。我們的生命都不會斷缺的，如果……除非我們修行，修行將我們生命

的狀況改變就有之。斷滅就不會的這樣。那麼由過去起，數到現在，由現在起，一直

數到未來，那麼無窮、那麼長遠的，在一個那麼長遠的時間裏面，我們又死又生，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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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又生，又死又生，永無窮盡那樣生生死死。那麼這種情形叫做生死流轉。生死流轉

者，即是由第一段生命，百歲。

譬如第一段生命是一百歲，做一百歲人。在一百歲人裏面，我們不斷起，起一種

無明。起一種無明，怎樣叫做無明?無明是一種盲目的衝動，無理性的，盲目的衝

動。不斷有一些盲目的衝動，不停那麼起，由於有一種盲目的衝動的原故，就其他跟

隨 貪、惱怒、嗔這些等等的，那些壞的、這些所謂煩惱擾亂我們身心的東西出現着

了。即是惡的勢力出現，那麼由於無明和貪、嗔那些惡勢力、煩惱出現，就會令我們

造業了，這個(是)行為了。一有了行為，就留下一種效果在我們生命裏面。到我們死

了，這一世死的時候，這種業所遺留下來的效果，這些所謂業力，又發動。發動就牽

引出我們第二期的生命了。

於是，我們又有乙這一段的生命了。那麼甲的生命是因，乙的生命就是甲的生命

的果了。那麼，於是有第二世了，在第二世，假設他又是一百年這樣，他在一百年之

內，就不斷起無明的，又不斷造業，又不斷起煩惱，由無明引起煩惱來，煩惱而造

業。於是，到了第二世死的時候，由第二世所造的業的影響力又牽引它，又得第三世

了，那麼一來乙是因了，丙是果了。如是者，丙又是因了，引起第四世的果了。如是

者，丙又是因，如是者，永遠永不窮盡，這種永不窮盡，前因引後果的狀態，好似一

條河流那樣，前能引後，後又繼續前，這種這樣的狀況就叫做生死流轉。

有些人就譯作生死輪迴，好似一個車輪那樣輪轉。那個生命輪迴這個字，實在不

是很正確的，因為輪迴就是那個車輪會回頭的，其實它這個不是回頭的，一路向前，

好像一個螺旋形，好似那些螺絲型、螺旋形一直那麼向前流轉那樣的，無窮盡的流

轉。應該就用生死流轉，就不要用生死輪迴的。

迴即是回轉，回轉頭，怎會回轉頭，是嗎?那麼這種生死流轉的狀況是怎樣得來

的?我們怎樣知道呢? 這樣就是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裏修道，修道的時候，當他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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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而成佛之前，當他悟道之後，成佛之前，他用他那個智慧來觀察人生的真實的相

狀，他就發覺人的生命都是生死流轉的，永不窮盡那樣。過去不能找到它的起點，以

後亦永無終點的。那麼這種情形，他就用十二段來到解釋它。

即是用十二個，十二段來到表示它，那麼將十二段就叫做十二因緣，十二個生死

輪迴的狀況，那十二段就叫做十二因緣。為何叫做因緣? 因緣即是原因來的，前一段

做原因就引起後一段，後一段做原因就引起再後一段，再後一段做原因又引起更後一

段，一段一段那樣下去，無窮那麼長的一段一段，他截出十二段說明，那就叫做十二

因緣，又名叫做十二有支。

有即是存在，即是生命的存在，生命的存在，支即是段，生命的存在本來就連續

不斷的，不過理論上，要將它來分段說明，這樣叫做十二有支。即是十二段生命存在

的階段，那麼所謂十二有支就是這樣了。第一段，叫做無明。明就指智慧，無明偏偏

和智慧相抗拒的，我們眾生的生命之中，有一種力偏偏和我們的智慧作對的，當它這

一種東西一起，智慧被它壓低的。如果你的智慧不夠力量，你不制得著它……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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