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種(？)叫做無知，這些無知的衝動，盲目的，盲目的衝動就表示他無知，我們

不斷有種衝動的，那麼這種衝動，我們可以體驗得到。你試一試，當你很靜、很靜的

時候，欲脫離開宗教的爭執，你不要理會是否佛講，你不要理耶穌有沒有講，你不會

理會孔夫子有否講過。

你自己體驗一下，你會覺得自己好似墮惡道，不斷有一種衝動的、是盲目的，無

理性的，有一種衝動力，衝動力起，尤其是你有些人生起嗔怒那時候，那種衝動力，

不到你冷靜的。你的生命裏面有一種這樣的衝動力，一種無知的衝動力。那麼這種衝

動力就是一切生命的起源，你可以叫它做生命的衝動。

德國那個哲學家 Friedrich Hegel受它影響了，就說生物的起源就由於生命的衝

動了。那麼這個，這種這樣的無明，就是我們這些生命的原動力，我們普通一般生命

的原動力。我們過去世一直造種種業，是一些甚麼令到我們這一世很好。我們上一世

裏面，上一世的生命裏面，我們不斷造……

譬如一個生命有一百年的壽命，在一百年裏面的……由出世，出世前我們不要計

算它，由出世起就已經計算，一直到他斷氣，生命終結，在這一百年之內，是無一個

時候是停了。無這種這樣無知的衝動，連續不斷起的，一起即刻滅，一起即刻滅，一

起即刻滅。有時候，睡覺的時候都是這種衝動力，睡覺的時候，那個理智甚麼都可以

停，但這種的生命的衝動力在內部，停不下來了。

原來，過去無始之始以來，都有一種無知的、盲目的生命的衝動，有一種生命的

衝動，就標誌出由這種衝動，就演變或者引發出我們貪心了，貪不到的時候，我們就

憤怒，嗔了。一，如果我們無了無知的衝動，我們不會有貪欲的，貪者愛，見到異性

有異性的愛，見到財，有財的愛，我們肚餓，有人送來一些東西來補充自己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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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是愛。

佔有的，索取、佔有，愛 這一件東西，好似不能自拔的，這種愛，由無明而產着

生愛著，著字即是甚麼？味著，那個愛字又加多個貪字，那個貪字，那佛家講的愛字

和耶穌基督的那個愛字不同解釋的，耶穌基督的愛是大公無私的愛那種，好似孔子的

仁那樣。但佛家解釋那個愛字，就當貪那樣解釋，貪愛，佔有性的。對一切種種味

著，不能自拔的。味者好似那隻馬蹄那樣，一踩，踩進泥潭那裏，被泥潭膠 ，著即着

膠著住，拔也拔不起。著者好似那些牽絆(黏著)，好似那隻小鳥飛著時，突然間被一

個網困住，困在網中。

因為有了無明，於是他就有貪，貪著、味著種種事物。貪不到好過貪得到，即是

沈醉了，是嗎？貪不到，惱怒了，憎怒了，抗拒，憎怒了。憎怒一起，就起一種破壞

性的行為了。貪、嗔等這些叫做煩惱。煩躁、惱亂這種東西一起，令我們身心覺得煩

躁，能令到我們的身心惱亂的。

那麼這種煩惱以無明為代表，如果無明不起，其他的煩惱就不起。無明者，煩惱

中的中心，用一個無明做代表，來代表貪、嗔等等其他那些各種煩惱，以無明來代表

而已。在我們無始以來，當這些無明的衝動、現行、重障，由於有前世，在前世的一

百年以內，不斷(有)這個無明衝動不斷起現，並未曾停過。因為有無明，所以就產生

行了，下面一切都是行，稱之為行為造作。

行者，行為造作。由於無明的衝動，就驅使到我們有種種行為。如果我們有身

體，就由我們的身體處發洩去打人。是嗎？所以你坐在這裏，迫過來這樣，那個衝動

一起，由那個身展現那個身的業力，是嗎？有時候用口了，用口來罵人，用口來講話

來到罵人、騙人、哄人，油腔滑調的來哄人等等，口的那個業力了。

那些無明領導著一大堆煩惱了，就發展成為行為了。由身體處出現或者由那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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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現，因為可以出現，由我們的意志出現，想一想都不可以嗎？是嗎？我想殺你，搶

光你的錢，我沒有真的殺，法律不能裁制我的，我想一下都不准嗎？我是想殺他，怎

樣？是這樣的，有些人是這樣。想不到，他都要想的，很多人幻想、發神經都是這樣

來的。

由無明就發動，就產生種種身體上、語言上等等的行為，這些叫做行了。那麼索

取，在百年的生命裏面，無一秒鐘或者無一個剎那，那個無明是停止的，無一個剎那

的行為是停止。你又不要駁，你睡覺便停止，睡覺不就是發夢？發夢(是)你那個意識

發動。是嗎？

羅公：甚麼？

聽眾：？？？？

羅公：甚麼？不過有很多種自然的反應，意執才會殺人，那你殺人，會被人拉去坐

監，被人問吊，這些你知道了。他就是因為無明，他不會顧慮後果的，這些無

明的衝動。

正所謂無這個無明，他會很聰明的。他就是因為這個無明，所以他不會(顧慮)，

縱有後果，他都不會顧慮到。那麼，就算睡覺的時候，(無明)都還在這(作業)，「滋

卡滋卡」那樣，那個心都還在動，是嗎？發夢的時候，他的心，你以為睡覺，實在那

個無明會胡思亂想的，不會完全停的。那麼即是說他的一輩子，一百年，至到一百

歲，在百歲之內，它都未曾停過的。

如果你看那本甚麼，看海明威那本甚麼，《老人與海》。講那個老人睡覺的時

候，又發夢見到一隻獅子，發夢就打架。和人打架，或者發夢那些打架的，這些不停

的。我們都是的，任你說怎樣無煩惱，我很分寸、很分寸，發夢 的時候，你⋯⋯⋯⋯

甚麼都會做的。無明在那一世之內，不斷起行。那麼這些無明和行，都還有一種效果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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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效果就流傳在這個宇宙間，亦即是說這些效果就流傳在你的生命裏面。這種

效果叫做業力。這些東西待機發作的，好似你整天打麻將或者整天賭錢，每賭一賭都

有一種印象，有一種效果留在你的心裏面。去到將來，你現在就不覺，將來就一有機

會的時候，你就會大賭特賭，就會爆發的。總之你一有了行為，就是那些行為的影

子，全部積存在你的生命裏面。

待機而動，這一世都不到它動，那怎樣辦？第二世動，你知不知道你第二世是甚

麼人物？你看看你今世的行為怎樣，會差不多了。那些老和尚講：「欲知前世因，今

生受者是」。你想知道前世是怎樣，你看看今世怎樣就知道。「欲知來世果，今生作

者是」。你想知道來世，做神仙或者做餓鬼了，你今世做些甚麼，你就知道，是這

樣。

那麼講因果報應是這樣講的，他不承認、他不相信有一個閻羅王，閻羅王是那些

道教徒整天講而已，佛教徒不討論它的。因為(佛教)連神都不承認有，無神論就簡直

說沒有，更加不相信閻羅王了。真正的佛教是這樣的，由無明，由過去世的無明就引

起過去世的那些業，再將過去世的業，一百年完了，再積存一百年的業力。

在一百年之內的那些業力不能夠動作得，因為怎樣？他再前一世的業力引起的效

果未完，它無機會爆發，那待他的來世斷了氣，死了，他一死的時間，又有一條新的

生命又起來。那麼它怎樣起法？這裏就沒有詳細講，你要(我)講，我亦可以講給你

聽，還有介紹給你，我不負責任。我都可以講一講，介紹講給你們聽。

聽眾：講吧！

羅公：那講吧！很長的。這樣夠不夠長？

聽眾：不可以便第二堂。

羅公：我先講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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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在前一世，那一百年造所的事，那一百歲的壽命，一百年的生命所做的事，

積存了那些業力，就會產生一個識。這一個識是甚麼？今世的開始，如果你做人，就

會投胎。第一個剎那，你入胎的第一個剎那，叫做識，識即是神識，你的神識入胎。

在胎裏開始，即是你開始成胎兒，叫做識。那麼由行到識是怎樣來的？中間的這個，

就要講這個叫做中有了。有即是存在，有就是存在，存有，凡是佛家的有字，你可以

十分之八九，你可以當存在那樣解釋。

所以這個中間的存在，那怎會說中間的不存在？我這一世就死了、沒了，我來世

譬如做人的。譬如我現在做人的，阿媽又未生下我，那麼中間又怎樣？連胎都未入，

是嗎？譬如我現在死，我投胎去他家裏，做他的兒子這樣，但是他又未洞房花燭，那

我中間便兩頭都不到岸，我死了，是嗎？

聽眾：是否即是靈魂？

羅公：不是。

聽眾：佛教無靈魂的，是嗎？

羅公：佛教不講靈魂的，因為靈魂是永恆不變的，這個中有會變的。你可以說他無資

格叫做人，那麼那邊兩頭不到岸又怎樣？他說不是的，有一段中間的存在的，

即是中間的生命存在的。那個就叫做中有。那麼中有又怎樣的？看一下你生去

哪一界？它承認，它說有五趣的，即是生命環境是有五種。這一種是天，天

趣，即是好似天主教、基督教那些，死了之後，生去上帝那處、天堂那處，那

些叫做天趣。它承認的，它不反對它那個天趣的。那麼如果我們是善的，你就

會入天趣。

如果你是惡的，就入三惡道，叫做三惡道。怎樣是三惡道？一就叫做地獄，這個

即是天主教、基督教那些煉獄甚麼那樣之類，那些地獄，總之，所謂地獄者不是一定

有一處(叫)一個地獄，即是極之慘的生命的地獄。譬如你生在非洲那些這樣無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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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些殺人如麻，那些便是地獄了，生在柬埔寨，你未死了，將來死了在萬人塚，

和那些將死未死的放一起，便是入地獄了。地獄不是真的有一個框，這個叫做地獄

的。地獄兩個字就不是說地下監獄，不是那麼解釋，那些人翻譯得不準確的，地獄兩

個字，梵文叫做 Naraka，Naraka。Naraka就翻譯作甚麼？苦具。各種苦都具備

的、應有盡有的這樣解釋。即是說極悲慘的生命現象。

是這樣解釋的，那麼為何譯作地獄？因為大家可能舊時 (認為)中國有這樣的思

想，地下有一個監獄就這樣之類，他們就將它來譯作地獄，Naraka之類，Naraka

就是苦具。如果你作惡業的多，惡多於善，就一是 (墮)地獄(道)，我們思想叫地獄

了，苦具。苦具兩個字難讀了，一是(墮)餓鬼(道)，叫做鬼，那些無得吃的。餓鬼，

即是那些幽靈，整天在那些馬桶吃大便，或者那些溝渠邊，悄悄食人的痰涎。我有位

朋友叫做趙超，比我年長，不知你們在座有沒有人認識他？此人做過孫中山的衛隊長

的，叫做趙超。比我年長二十多歲的，比我年長三十歲的。我認識他的。有一次，我

在曲江跟他一齊去飲茶。

跟他去飲茶，行過一些燒臘檔，他一手就「 」拉掹 着(我)，「這邊，這邊，這

邊，這邊行」，那我們就行過這邊。那麼行一行到那邊，行去那邊，

(他又說：)「這邊，這邊。」又有一條路，去飲茶那條路，就沿兩旁行，(羅公問：)

又做甚麼？趙先生，怎搞的？(他說：)你看不到而已，我看到很多鬼在這，他說凡是

每個燒臘檔就一定有很多鬼在這處的，那些鬼「猛」(狂)在那處聞、吸那些氣味。他

這樣說的。現在很多人都見到這一種這樣的東西的。很多人見到的，它說這些是餓

鬼、地獄，餓鬼，畜生：狗、貓、老鼠那些，蛇、老虎那些(都是)畜生，甚至那些海

上動物都是畜生來的。

這些叫做三惡道。一世人之中作惡多於行善，肯定去這三類。並不是有一個神，

並不是有一個閻羅王打下去？而他的業力牽引，就是變成這樣的生命。作善那些就是

天道，善多於惡的就是天道。善惡均等的，(就是)我們了，人不能說不作惡的，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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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無作惡的，是嗎？你自小以來形成一世的行為，很檢點，入正廟的。被人指證他，

說他曾經 「扯」住祖母的辮，胡亂的拉扯。結果搞到入正廟都不入得。掹

他說他小時候 「捉」祖母那條辮來亂拉扯，這樣的行為都可以正廟那樣之類。掹

善惡均等，就顯現成的生命，就是人間的生命，所以人間就苦樂參半的。那麼當他一

世死的時候，他就怎樣？譬如我現在六點正，我的心臟就停了，當我的心臟一停的時

候，那個醫生亦走來說，宣佈他死了這樣，就在於他(心)停了，死了，那就在那一秒

鐘。他這一段生命就結束，第二段生命就應該起的了。

但譬如他剛剛好做人，他的業力驅使他做人，他投胎去到歐陽寶都那裏做兒子，

例如投胎去做兒子，但現在歐陽寶都，太太未曾在這讓我入胎，是嗎？那麼怎樣能夠

去做到他的兒子？他不要緊的，他有一段中間的生命現象，是飄飄忽忽的。如果你有

天眼，即是天眼者，我們的意識好似催眠術，可以望到，或者有種人，可以有天眼

的。雖然不是很多這樣的人，現在內地那些甚麼人，特異功能的有天眼，可以看到很

多東西的。

如果你有天眼，你可以看到的，好似煙那樣，生起一種這樣的現象，好似煙那

樣。一團好似氣體那麼差不多的樣子，是一種能力的聚集，那個能力的集團來的，就

是到處飄盪。到處飄盪，他有一個臨時的身體，一團那樣。所以現在的人，見到鬼、

古靈精怪，那些魂頭那些。

有眼可以看東西，有鼻可以聞東西，有口但不能吃東西，他就聞，聞到香的那

樣，那些香的東西他聞到的。那這個中國人點香，死了人點香的起源是這種傳說起源

的。拜神用香。那麼就到處飄盪，他飄盪(時)見到很多東西的，他所見的東西，視乎

他的業力牽引他。如果他的業力整輩子都是鬥雞走馬的，他的飄飄盪盪的時候，中有

見那些雞、狗，鬥雞、鬥狗，再見到這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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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會見到一個孔子廟、那些東西，是嗎？他不會見到天堂的，因為他整輩子都

與狗、馬為伍，他再見那些東西。如果他殺人、放火那些，他所見到那些是很悲慘的

狀況。普通一個現實世界那些周圍的悲慘狀況，他偏偏會快過火箭，就會好似分子的

運動，分子的運動很快的。我們一、二、三那樣數數，他已去到菲律賓，它那些分子

就一彈就會彈到的，如果沒東西阻礙就這樣。

它很快的，他就要去到那些悲慘的地方，專看一些悲慘的東西。如果他是善的，

他會見到天堂的狀況。如果你是行善，你又真的相信基督教，他就會見到一些天使接

你，會見到這些東西的，它承認的。這樣，如果你念阿彌陀佛，又行善的，你會見到

那個阿彌陀佛接你那樣的，你見到一片光明。如果你是專門作惡的，會見到悲慘黑暗

的境界的，那麼於是你那個臨時的生命，那個中有就到處飄盪，和你有緣的事物，和

你有關的東西，你就會見到，

和你無關的東西，你見不到的。譬如他是應該做人的，他就會到處飄盪。譬如他是做

窮……他的業力驅使他做窮鬼的，他就見不到那些「闊佬」(有錢人)之家，盡見那些

窮潦的那些東西。

那他就到處飄盪了，如果他剛剛遇 那個人結婚，或者有人是已結了婚的夫婦，着

你一遇到對，恰巧遇到他，他兩個夫妻，就起一種性行為的時候，他這種中有，會有

天眼在這處看。他一看，看到之後，因為他生前都有一種貪愛的淫欲的心，他一看就

等於那些人在那些低級電影院，看那些古惑的電影那樣，他覺得很有興趣，愈看愈起

勁，愈看愈起勁，就好似欲火焚身的那樣，整個出神好似「墜」下去了、撲下去那

樣。

那個時候，如果剛剛那個男子的精子無壞，而女子的卵子無壞的時候，剛剛那個

精卵完整的時候，他就看不到精和卵，他只是看到那處很安樂的，很舒服，就整個人

撲過去那處。一撲過去，他那個中有就死了，沉沒了。他那個中有那種能力，就攝入

那個胎兒那處，胚胎那處了。即是說那個新的生命，本來只是父的精和母的卵，他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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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一種力量在那處，他的生命力加入在那處，那麼就變了三樣東西。

三樣東西就即是說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具備，精神的現象亦具備了。這種講法，

我只是介紹的，我無辦法證實給你看那個生命。「羅先生，你拿證據來。」我說無

的，我說明無的，我無的這樣，信不信由你。你叫我講，我就即管講，我都很怕講那

些東西。

叫你拿證據來，就弊(不行)了。那麼他一沉沒了，就於是有一個生命了，物質的

條件和精神的條件具備，他就一直發展了。發展到……當他剛剛看到興高采烈，撲下

去的時候，因為他那種神識走了入去那個胚胎那處，那時候叫做識。由過去的無明和

行的驅使，你今世入胎的第一個責任，叫做識。

那麼識之後，就在那個母胎裏面了，渾渾沌沌那樣在那個母胎裏面了。到了一、

兩個月，或者兩、三個月，你問醫生和問護士那些人這樣事，在裏面就五官都未備，

有很微細的精神現象，又有一點物質現象在那處，像一塊粉(團)那樣的。

即是好似那些人小產，那些「死胎」都是一塊那樣的，那些就叫做名色。名者，

指精神現象，當他有名，找不到那塊東西出來的時候。色就指物質現象，顏色的色

字，當物質現象那樣解釋。即是入面的精神現象和物質現象，那麼五官未備的。但是

這個階段經過大概三、四個月都有。

羅公：有無三、四個月？

聽眾：無。

羅公：無嗎？

聽眾：那些一、兩個月。

羅公：一、兩個月而已是嗎？那麼名色之後，慢慢經過一、兩個月了那樣，第五個階

段了，叫做六處。舊譯就譯作六入，那個入字不通的，應該是六處。六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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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耳、鼻、舌、身五種感官、五種神經。

聽眾：差一樣，是嗎？

羅公：嗄？

聽眾：差一樣。

羅公：是。眼即是他未有視覺，但視覺神經發展中，眼、耳、鼻、舌、身，身即是指

他的知覺和運動的神經，這五種神經。加上他那個精神活動，小孩子會動的，

會在那處(胎裏)會踢他媽媽那樣，是嗎？就會有精神的活動，那麼就六樣東

西。眼、耳、鼻、舌、身、意，六樣具備叫做六處。來到這處，我們就知道無

明和行是過去的，過去世的。這個就是現在世的，識、名色、六處。六處具備

之後，大概是十個月左右，期滿了，是嗎？那麼這個六處在裏面已經四、五個

月了，是嗎？

聽眾：不止。

羅公：不止嗎？那麼經過幾個月的發展，他就出世了。出世的時候，就跟新的環境接

觸了。觸，接觸這個新的環境了，觸了。那麼這個觸，由出世一路到大概兩、

三歲，渾渾噩噩和這個世界接觸，就把這個新的世界的印象就吸入去。

那麼之後，到了四、五歲，一路到……由四、五歲，一路到十二、三歲，那麼長

的時間裏面，他因為接觸這個新的環境，有苦、樂的感受了，他有很明顯的苦與樂的

觀念，受了。如何叫做苦？如何就叫做樂？在過去初初的時候，你就一團糟的，不是

幾明朗的。

一(旦)苦樂的感受一起，就明朗了，大概是三、四歲一路到十一、二歲，受。因

為經過那麼長的時間，那個苦樂之感明朗了，於是，就對於一些好的事物，他就愛

了。愛即是貪愛了，對於舒服的東西，他就愛了。味著了、沉醉了，對於那些樂的東

西的沉醉了，叫味著。

對於苦的東西，起不起愛呢？他對於苦不起愛。他愛甚麼？那些苦去了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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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他愛那種無苦的東西，不愛了。十三、四歲以後，一路至到十六、七歲，那個愛之

中，好食的東西他又愛，美好的顏色他又愛，愛之中最重要的，我們人間最重要的就

是對於異性的愛。

對異性的愛，十三、四歲以後，他的親情發動就起愛，愛食、愛色，再大一點，

愛名、愛財。其實愛名、愛財都是附屬而已，主要就是愛食、愛色，他為了達到食與

色的目的，然後才愛名，不是(的話)愛名來做甚麼？要一個虛銜要做甚麼？因為有一

個虛銜可以達到食和色的目的而已，是嗎？所以，食和色的愛作天生的。有了愛之

後，十五、六歲之後，就一路就到他九十九歲，在百歲之內，這一段期間，就不斷是

取了。追求可愛的東西，在他追求的時候，不斷起行為。

殺人甚麼都會，因為追求金錢就殺人，是嗎？追求權力就是會打仗，發動戰爭不

外以愛做原動力，愛權力的。因為不斷愛，愛只是心去愛的，取就是建之於行為的。

有了，有就是甚麼？有是指生命的存在，來世的生命的存在已經具備了條件。造了很

多業，這個有者指由取所造的、由愛和取所造的業。這些業積存在這處了，取和有是

同時的。一路向外追求，一路積存很多新的業力，就是有了。

那麼這邊是現在世的，有到九十九歲的時候，那個生命滅盡了。又死了，人就死

了，那個軀體就死了，那個業力存在了。在那個生命內，因為生命有業力的存在。那

麼死了之後，就跟 起一個中有，那個中有又有機會，又去投生了。如果他在那一世着

裏面，行善的話，他生天堂。如果生天堂就化身，如果你(生)天堂，它就有幾種化

身。如果天都有一些有情欲的天，就叫做欲界天，如果你生在欲界天。

那些天子就有男、有女的，那麼你生在欲界的天，你去到，那個中有去那裏飄飄

盪盪，去到欲界那處，看見到天女這麼美的，真的好了這樣。當你望到那個天女「暈

陀陀」(神魂顛倒)的時候，你又沉沒了在這處，一沉沒的時候，當你沉沒的時候，那

個天女就有一種特殊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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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自己好似有了孕那樣，那麼經過相當時期，那個天女自己感覺到，會有一個

兒子要出世了，不過這個時候她就突然之間，就會覺得她那個膝頭上面，這些當然是

神話式的是這樣講。你會它意，就不用要直接解釋，在她那個天女的膝頭上面好似有

一團光明那樣，很可愛，那個天女覺得那團光明很可愛。她再看清楚一點，看清楚一

點，原來是一個小孩子在處。

那麼於是在天界，就有一個小孩子就出世，漸漸地就變了大人，他就是天上的

人，變做天人了。那個天人在那……那個天人一樣是輪迴的。今世的業力就令到他做

天人，天人縱使他的壽命長過我們五百倍，但五百零一幾歲就無了，到時他一樣都是

死。死的時候，又再起那個中有，這樣的。

聽眾：夠鐘喇。(時間到了)

羅公：夠鐘喇。(時間到了)我再寫這一句了，死了之後，又生了。生起之後，一樣又

要老，又要死，又老死。在生與老死中間，就不斷起無明，又行，行又識，又

這樣下去，輪轉無窮，這種叫做十二緣起。

(《法華經》)：「爾時」。凡佛經，讀佛經，記得讀佛經，講到爾時，那個爾字

即是那，那時而已。「爾時大眾中」，有，有。那時候，那個集會裏面，那些眾人之

中，「有諸聲聞」，有些小乘，聲聞乘的人。聲聞乘的人不得漏盡的，漏盡即是甚

麼？煩惱。漏是煩惱，煩惱已經盡了，那些證到阿羅漢果。例如哪幾個？例如：「阿

若憍陳如等千二百人。及發聲聞辟支的佛心的比丘」。

聲聞即是小乘有兩種，一種叫做聲聞乘，一種就叫做獨覺乘。聲聞乘證的果叫做

阿羅漢，獨覺乘證的果叫做辟支佛。辟支佛即是獨覺那樣解釋。辟支就是單獨，佛就

覺悟，單獨覺悟就是辟支佛。他是觀十二因緣，即是有一類聰明人，他不用聽佛說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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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己在這個世界裏，觀察世事的無常，他自己就能夠斷煩惱，證得阿羅漢果。

那類阿羅漢就比較那些聲聞的阿羅漢聰明一點的。所以叫做辟支佛。有一些這樣的

人，章太炎他就說，老子就讀《道德經》，他說這個人是一個見道之人，所以他一定

至少就是羅漢。

但是，可不可以叫做佛這樣？他又說不可以，他說我們讀過《道德經》，覺得他

那個慈悲心不夠廣大的。無很硬(堅實)的這個慈悲心，不夠廣大。慈悲心不得廣大，

那麼怎會是佛嗎？這些是小乘的羅漢來的這樣。

但是中國無佛出世了，不會是聲聞乘的羅漢，那麼是獨覺來的，辟支佛來的。章

太炎這番說話，他在哪裏講的？章太炎那本語錄，叫做《菿漢微言》。《菿漢微言》

講，《菿漢微言》裏面有一段，他就說是辟支佛，他還說那個陶淵明，他就讀陶淵明

的詩，一毫煩惱都無的。

這個一定是辟支佛來的。又是章太炎講的，他為甚麼要這樣講？他是不是迂腐？

他不是迂腐，他有他的道理。他即是說真理是公共的，不是佛教專利的。印度的佛教

的人可以證得真理，我們中國人一樣可以證得，他站在這樣立場。你不要以為他章先

生那麼厲害，但是佛教徒就罵他了，是嗎？你不要以為他……即是說這樣。

好似他這樣的講法，西洋那些叔本華，都可以說他證得小乘的辟支佛那類，不過

章太炎就無講了。他說大乘的，他就說甚麼？他說莊子是地上大士，已經見道的大

士，如果不是見道的大士，寫不到《齊物論》這樣的文章的，這樣。

那他還講了，魏晉那些玄學家和宋明那些理學家，不少是果上的人物來的。他說

那些發聲聞乘的心，和那些證到辟支……發心或者修行想做辟支佛的，或者發心的那

些比丘和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他說這些人，「各作是念」，各人都起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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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那麼他們的念又怎樣，是即此也，各作此念，即是下面所講的僧尼，僧尼，他就

這樣說，「今者世尊，何故殷勤稱歎方便，而作是言」。為甚麼世尊，今天世尊，釋

迦世尊，他為甚麼那麼殷勤來稱讚，佛說法(是)一種權……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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