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卷一之〈意地〉

我們已經講過「五識身」那一地了，已經開始講〈意地〉了。「意地」我們知道

是包括心、意、識三方面的，基本上就是「第六識」至「第八識」，它與〈五識身相

應地〉的情況一樣，都是透過五個方面，即是「五相」去對這個「意地」或者「意

識」作一個分析的。第一是「自性」；第二是「所依」；第三是「所緣境」；第四就

是心理因素的「助伴」；第五就是「作業」，這個「作業」與「五識身」之不同，就

是「五識身」的作業是比較被動的，是跟隨「意識」而去運作，但是「第六識」的

「意地」，特別是「第六意識」，它那個了別的作用是很廣泛，範圍很多，我們知道

是牽涉到一切法，自相、共相、過去、現在、未來等等的東西它都能夠作出理解的。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作業用就是「發業」，就是說，我們一切的善或者惡業都是由

它推動而引發出來。既然它是作業的一個很重要的力量，至於我們能夠取的可愛果或

者不可愛果，亦都是因為「意識」而引致的。還有一個就是它引發「前五識」生起它

們各別的了知的活動，這四方面就是作「意識」的作業的通相，即是一般，一般的情

況，就它一個比較殊勝的作業方面，就在最勝的方面再分析，分析就有十五門，即十

五方面去講，它相對於「五識身」來講，它是有殊勝的作業，它是很明利的，這個

「意識」很清楚知道自己做什麼，它有區分的作用的等等。

十五門裡我們已經講了「分別所緣」，「分別所緣」有七種分別，由「有相分

別」一路去到「不染污」的「分別」。另外第二門就是「審慮所緣」，「審慮」就是

詳細的理解分析，有些是「如理所引」，即是合乎正理的，不是顛倒的見解，有些是

「不如理所引」，不正確的，對事理的分析不正確，有些是「非如理非不如理所

引」。這是無記性的。這三方面是屬於「審慮（的）所緣」。這樣「意識」就是對我

們日常的所知各方面都有這些這樣的作用，有些是「如理」的，有些是「不如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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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這些之前我們在上一課已經講過了。本課就開始講第三門，大家看，你們應該

是第 11頁。

第三門是「醉」。講「醉」。這是特別是講酒醉方面的情況。「謂由依止性羸劣

故」，這個「依止」就是指那個自體，就是那個「意根」，這種「意根」它是「羸

劣」的時候，就是指他那個意志力不是很強的，這一種「意根羸劣」，大概意思即是

自制能力低，另外就是「不習飲故」，「不習飲」就是對於飲酒這方面他不是經常

飲，這樣謂之「不習飲」，意味著他的酒量不會很大，不是很能夠飲的人。另外就是

「極數飲故」，「極數飲」即是次數很頻密，經常飲的，飲到那個頻密的程度是很多

時候會出現「過量飲」的情況，所以說是「過量飲」。「極數飲」是指次數方面，很

頻密，「過量飲」就是量方面，可能飲很多杯「便致醉亂」。令到他們的「意識」處

於一種「醉亂」的狀況，「醉亂」的時候他的意念是分散的，不能夠集中，他是放逸

的，行為方面他不能夠很檢點的。我們很多時見到有些人醉了的時候就亂了性，會做

一些平時他不會做的行為，這些就是他放逸，或者失了理性，甚至乎嚴重些會去到嘔

吐，不省人事的狀況，這個就是「醉」。「醉」就是那個「意識」方面處於一種散亂

與那些放逸的狀況，即是說如果是飲醉的時候，那種是「意識」的狀況來的，主要是

「第六識」出現的狀況。

「第四門」就是一種特殊的情況，就是「狂」了，「狂」就是那種精神失常的情

形，「謂由先業所引」，即是與我們過去的業是有關連的，過去有些不好的業，引致

現在出現這樣的狀況，「或由諸界（的）錯亂」，「諸界」就是指「四大」，「界」

就是指那個「四大」，「四大」不平衡的情況之下，就有狂亂的情形出現。譬如我們

說，我們有些人在精神上是失常的時候，可能他的腦神經的分泌不一定這麼正常，漸

漸會導致那種精神分裂或者是抑鬱等等的狀況出現，這是屬於一種「狂」的方面的情

形，或者「由驚怖（而）失志，」即是因過度驚嚇的情形之下，突然之間那種神智是

失常的，譬如突然間見到有些人在你面前跳樓，可能太害怕而令你心智失常，或者是

一些接受不到的情況，或者親人突然之間意外死亡，諸如此類，你又見到那個經歷，

那種過程，這些就會令你會失常的情況出現，或者是精神崩潰的狀態，「或由打觸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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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末摩」我之前都提過，就是說我們的舌頭其中有一處地方很小的，小到好像

毛那麼細的地方，那裡是沒有「舌根」的，即是整條 （舌）都有這個味覺的，是脷

嗎？味蕾那些東西，但是有一處地方是沒有的，這處地方如果你拿針去刺它的時候，

它會致命的，會即時死亡的，這裡就叫做「末摩」，這是特殊的解法。另外「末摩」

亦有「肢節」的意思。據說我們人體裏面大概有，有些說六十四，有些說一百二十，

有一百二十或者六十四的「末摩」，這些叫做「肢節」，這些「肢節」在這些地方，

如果是「四大」，即是「四大種」任何一種增加，即不平衡的狀況的時候，它就會接

觸到這些「末摩」，這些「肢節」的東西，就會生起一種很強烈的痛楚的，甚至乎有

致命的這種狀況、現象。所以由於它會慢慢令到你死亡，所以就有一個叫做「解肢

節」。

大家都聽過「解肢節」了，是嗎？「解肢節」就會慢慢在某一些關節的位，或者

是穴位差不多上下，這些地方如果是在四大衝擊它多的時候，它會有致死與痛苦的現

象的，所以如果是致命的時候，一方面是「解肢節」，另外一方面又叫做「斷末摩」

的，如果「斷末摩」的時候，我們就會致命了，譬如我們有些人有癌症，如果你看一

些 x光片，會看到他們有些器官很多是可能是積了很多水，然後那個器官是慢慢壞，

腐爛壞。這些就是可能「四大」之中有一些隨一界增強的時候，就會令到這些「末

摩」或者某些「肢節」是遭受到損害，這樣慢慢我們就會出現死亡的這種現象了。在

「打觸末摩」（marman），即是有些特別的地方你是衝擊它的時候、擊打它的時

候，會令得有些人是會〔出現〕精神失常以及癲狂的狀況的。「或（者）由鬼魅所

著」，「鬼魅所著」就是被那些鬼怪所影響著或者操控著，都會引致癲狂的。現在我

們有時仍然聽到有些人說受了一些鬼怪的影響。是嗎？或者甚至是上身，諸如此類。

這一類都是會令至他出現癲狂的情況。「而發癲狂」。「癲狂」就是狂的方面了。就

因他的「意識」不是處於正常的狀況之中，這種情形我們都叫做「狂」。所以「狂」

不是「前五識」，是「第六識」的。

第五就是那個「夢」，「云何夢？謂由依止性羸劣；」這個「依止性羸劣」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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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他的身體虛弱，「或由疲倦過失；」或者很疲勞了，很疲累了；「或由食所沈

重；」「食所沈重」譬如可能指過量食，我們食得太多的時候，身體是會覺得有一種

沉贅的狀況與消化不良的感覺，有種沉重的感覺，這些就會令到我們昏昏欲睡，這些

就會是夢之前出現的因素。「或由於闇相作意思惟；」「闇相」就是譬如我們睡覺的

時候會閉上眼睛，我們眼前就會一片漆黑，這種就是「闇相」，我們順著這個「闇

相」而不想其他的東西，就會慢慢進入夢鄉，這就是「闇相作意思惟」。「或由休息

一切事業；」即你日常所做的一切在臨睡之前，你是要怎樣？要停止了，譬如你不要

過度思考，你過度用腦你就不容易睡得著，或者與別人聊天過量就會出現一種興奮的

狀況，也是不容易進入夢這種精神狀況。「或由串習睡眠；」譬如你經常在同一時間

睡覺，你就很容易入夢了；「或由他所引發：」「他所引發」即由其他因素所引起

的，這裡後面那個冒號（：）就是指下面這些因素，即由他，其他因素引起就是例如

以下所舉引起的情況：「譬如由搖扇」、搖扇是一種涼快的狀況，現在我們不用「搖

扇」，我們睡覺時會開冷氣（空調），在涼快而不悶熱這種狀況下就很容易睡得著，

很舒服的時候很容易睡得著。「或由明咒」，或者你由咒語的力量，譬如有些人喜歡

睡覺前的時候就念一念譬如六字大明咒等等，你經常重複這個咒語，就會令你的心慢

慢進入很平和的狀況，就很容易入睡，「或由於藥」，藥就或者譬如由安眠藥或鎮靜

你心神的藥，「或由威神」、「威神」就是另外有些神通力令你容易入於夢中的，

「而發惛夢。」「威神力」是有些人很多時可以在夢中可以見到佛弘法，大家有沒有

這樣的經歷？有些人有，是嗎？有些人是有見過的，見到佛與他說法。夢中也可以學

到東西的，或者有些啟示給他的。諸如此類。所以這些入夢就有很多情況，有些自身

所引起的情形，有些是其他的因素令致他入夢。所以在夢中所見的景象也是「意識」

的景象來的，不是前五識，因為不是真是你的床前是這樣的情況，而是你在「意識」

裏面，可能是你日常有一些生活經歷的片段重現出來，或者有其他的因素而出現那個

夢境，這是第五門。

這一門也是只有「意識」可以做到，「前五識」是沒有這種夢的。至於第六門就

「覺」。「云何覺？謂睡增者，」「睡增」即是過量，即是睡得太多的人「不勝疲極

故；」「不勝疲極」即是你平時是睡八小時就夠了，但你有時睡了 12個小時就反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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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感覺得更加累，是嗎？不是說你睡得越多就越精神，越舒服，有時過量了你反而就

覺得更辛苦，更累。那時你就要起來了，就醒覺。「有所作者，要期睡故；」「有所

作」即是你翌日有些事情要做，有很重要的事要做的時候，你可預先在睡覺前就告訴

自己，我明天或者要七點要起床，或者六點就要起床了。這裡有個心理時鐘，即是你

自己暗示自己翌日要幾點鐘起來，翌日的那個時間你多數都能起床的。當然現在我們

亦都可以用鬧鐘叫醒我們，或者由你家裡人做等等。如果你有所作，你的「意識」就

會告訴你自己懂得起床。還有就是「或他所引，從夢而覺。」或者是由其他人叫醒你

等等。這個「覺」就是由夢、在夢中的狀況轉移到什麼？一個醒覺的狀況，你又回復

到有種種知覺了。這個就是「覺」。

第七門就叫做「悶」，「悶」是心理上不是很暢快，有種鬱悶或有一種沉重的感

覺，呼吸不暢，諸如此類的情況。這些常常是因為「四大」不平衡或「四大」失調的

情形出現。「謂由風、熱亂故，」風界或火界不均勻的時候，也是會出現這些「風、

熱」的情形。「或由捶打故；」或者被人打，被別人重擊之下，你會有一種悶或暈的

感覺。「或由瀉故，」「瀉」即是腹瀉，肚屙（拉肚子），肚屙是什麼？下面舉一些

例，「如過量轉痢及出血」；「痢」指痢疾，腸道炎那些，或者拉肚子太厲害時，大

便裏都會有出血的情況，這是「瀉」的情況，「瀉」會令你的感覺有一種悶的。「或

由極勤勞而致悶絕。」如果你勞累過度，你亦會有呼吸不暢的感覺，或者胸口好像有

東西壓住你，這種也屬於「悶」，是令你煩亂不暢快的。

第八門是「醒」。「醒」與「悶」是相對的，他說「謂於悶已而復出離」。即是

這種「悶」的感覺不再有了，或者這種狀態不再有就叫做「醒」，這個「醒」與

「覺」是有些不同的，我們一般「醒」與「覺」就好像一樣。但是這裡的定義看來就

是你不再「悶」的狀況之下就叫做「醒」。這個「悶」有很大的可能就是，這種〔狀

況〕甚至乎去到「悶絕」，如果是去到「悶絕」的時候，你就是屬於昏迷的狀況了，

即是你大概接近昏迷，或者是昏迷的時候，那種〔狀況〕就叫做「悶」，去到「醒」

的時候，即是在這個「悶」、「悶絕」的狀況之後，你再甦醒，這樣謂之「醒」。所

以這兩個名詞是相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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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就是「發起身業（與）語業」，這也是「意識」的一種很強的作用，在「通

相」的時候已經有講了。「云何發起身業、語業？謂由發身、語業（的）智（審慮

思）」，這個智「（為）前行故」，「前行」即是說你做這個行動之前，你有一種心

智推動你這樣做，推動之前你有一個「審慮思」，這個就是「第六識」的「思心所」

它所發出的活動。你首先要有計劃的，你詳細審度過那個形勢，你應該要怎樣做是最

好，這個就是「審慮思」。「次欲生（決定思）故，」「次欲生」就是你計劃好之

後，跟著你就有一個決定想這樣做，即是有所作為，這種跟著就是「欲生」，你有這

種意欲要去這樣做法，我想這樣做。再跟住就是「次功用（發動思）起故，」「功用

起」就是「發動（這個）思」了，這也是意志方面的，決心要這樣做，現在要行動

了。跟住「隨順功用」，「隨順功用」就是「思」這個勢力的增上，「為先」為前

行，然後「身、語（的）業風」就轉了，即是說這種動力開始出現了，令得我們的

身、語業的那種「風」，「風」是指業力的意思，開始「轉」，即開始生起力量，由

這種力量令致那些「身業、語業」就出現那種行動。所以「從此（就）發起身業

（與）語業」。即是我們身體的行動，或者說話的行動等等，之前是經過「第六識」

的「思」的過程。有一個步驟，有一個經歷，然後再發動了這個行為出來。所以這個

也是一個很強的作用就是「第六識」的作業。我們經常做這個的，「第六識」牽起我

們的行為，這個就是第九門。

第十門叫做「離欲」，「離欲門」。「云何離欲？謂隨順離欲根成就故，」這個

「成就」我們可以看到有時叫做「成熟」的，「成熟」或者「成就」兩個名詞都可

以，隨順住「離欲」這個善根，它的「成熟」，「成熟」即是現行，條件成熟了，它

可以出現它那個力量了，這個成熟的時候，大概就是通「世間」與「出世間」的善根

的，我們世間的善根或者出世間的善根都叫做「離欲根（的）成就」。怎樣可以得到

「離欲」呢？

「從他獲得隨順教誨故，」「從他」即是透過其他人，譬如說一些善知識，或者

是老師，或者是一些好的朋友，他們知道一些怎樣成就善根的方法，能夠教導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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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我們知道，我們又能夠接受，順著這種教誨法去做，這樣慢慢就能夠離欲的。

「遠離彼障故，」「彼障」即是我們加行，即是我們努力去修行的時候有一些障礙，

但這些障礙可以透過那些教誨法，慢慢我們是可以離開這些障礙的。譬如我們修行的

時候，我們想修一些善法的時候，我們會有一些障礙的，譬如一些障礙，譬如是我們

一般的習性，平時喜歡熱鬧，喜歡玩，你修行會比較辛苦的，這些就是障礙了，這些

不容易、不容易去實踐，或者你在修定的時候會容易出現惛沉、掉舉這些，這也是障

礙來的，但就有很多教法教我們怎樣離開這些障礙，遠離這些熱鬧的狀況，或者是如

何遠離惛沉、掉舉，令我們可以成就智慧與定力等等。還有就是「方便正修無倒思惟

故，方能離欲。」「方便正修」即是有種種的方法，清楚種種的方法，知道怎樣如實

或者無顛倒地作意思維，是能夠幫助我們在欲望之中得到「離欲」，或者在這些缺點

之中，可以「離」，可以放棄這些缺點，這是第十個「離欲門」。也是由那個「意

識」去發動的，是嗎？「意識」去了解這些教誨法，知道怎樣謂之「離欲」，這又是

它的作用。

第十一門是「離欲退」。即是你在「離欲」的過程裏，或者就是在一個實踐過程

之中，你是會有退轉、退步。「云何離欲退？謂性軟根故」，「軟根」即是他的志性

比較鈍的，一方面不容易理解一些道理，或者實踐方面的領悟也不夠等等，或者是那

些「性軟弱」的時候，亦都是他的自制或克制能力不夠，意志不夠堅強等等，這些就

是「性軟根故」。同時，「新修善品者」就是初學的人，初學的人怎樣修這些「善

品」，「善品」包括戒、定、慧等等內容。特別在定中修行的時候會「數數思惟彼形

狀相故，」「數數思惟」即如果他「離欲退」的時候，本來你去修定是應該有一個專

注一境的思惟，思惟你在定中應該要理解的東西，但是你在定中反而思惟了其他東

西，譬如思惟了一些男女的感情事，或者是五欲的境，譬如想一想最近哪一套戲好

看？或者明天吃些什麼東西？或者那些菜餚好吃等等；哪家酒家比較好吃等等，諸如

此類，這些就是五欲境。這就顯示你未離欲，未厭離等等的欲。如果你在定中整天思

惟這些「形狀相」，就表示你是一種退，「離欲退」。並且「受行順退法」，「順退

法」即是隨順著這種勢力你是跟著會退步的，退步是什麼？第一就是不尊敬法，即不

重視這些教法，另外就是放逸，是嗎？不好好地檢討自己的行為。還有，對於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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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惱的見解有很堅固的執著，或者有增上慢，另外就是在定中是不能夠體會到定中的

苦、樂的功德，有些人就會說，修定的時候覺得很沉悶，也不知道修來做什麼，當他

覺得好像沒有什麼意思的時候就會退，是嗎？

這個他應該要知道，這個修定的作用為何？其目的是什麼？何解要修？修的過

程，怎樣修法會出現效果等等他要清楚，修的時候才會朝著那個方向或者步驟而得到

成果的。如果不是這樣，他做著做著就會覺得很沉悶，不知道自己做什麼。這樣修定

是為了什麼？聽眾：理解法。講者：理解法？如果理解法不一定要修定。聽眾：增長

智慧。講者：令到智慧生起，這是其中一個。但是修定主要的目的是什麼？專注？

是，沒有錯。最緊要就是培養我們專注，專注的能力與統一心神的能力。因為我們平

時你不修定就是怎樣？整個心都是散亂的，想東想西，現在我們修定的時候就是收攝

你散亂的心，令你的心朝向一個目標、一個對象等等，是鍛鍊我們的心智集中，這個

就是修定的最主要的目的。如果你說我修定不知道要做什麼，即是你連這個修定的目

的是做什麼你是不知道的。另外慢慢你應該會在心神集中的時候，慢慢體會那種喜樂

的狀況，是嗎？同時有各種的知覺能力會有提升等等。這個就是你在定中慢慢會見到

的功效，如果你見不到功效，你一定是「順退法」了，你一定是沒有一種力量去繼續

支持你做這件事。

聽眾：何解心靜的時候會有一種喜樂？講者：這個喜樂的心就是當你的精神在一

個專注而集中狀況的時候，你沒有其他的障礙影響的時候，你的內心處於一種平穩的

時候，慢慢你的身體基本上就是透過「四大」的調和，即你的呼吸調和的時候，你慢

慢身體會放鬆，然後你會有一種快樂、喜悅的感覺就會漸漸湧現的，這個就是那個

「喜樂法」之所以會出現的情形，你就是在一種放鬆的狀況，平穩、平和的狀況之

下，你就會慢慢出現這種喜樂。但是這個喜樂都是一個過程之中，其實漸漸連這種喜

樂都要平息，達到一種最深切的靜的，最深切的正定的。但是這個過程其實始終應該

是很愉快的，即是修定要修得很愉快，如果你修定修得很悶，就肯定不會持續下去

了。聽眾：這樣定的境界可不可以說是「不思善、不思惡」？講者：「不思善、不思

惡」就是在某一個過程下，即是你初時你很容易受一些不同的想法影響，你就可以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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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停止那個……聽眾：喜樂是一個步驟，變到那個「不思善、不思惡」？講者：不

是！不是！可以講我們是首先要穩定了我們的意念，你那時就可以用「不思善、不思

惡」，即是不想這麼多東西，不想一些正反等各方面的東西，慢慢就令到它平穩之後

與呼吸調暢之後，它就會出現那種喜樂的情形，這種心神就更加集中。然後再進一步

的時候，當你這種狀況已經很平靜的時候、很穩定的時候，你可以在這個這麼平穩的

狀態之下，你重新客觀一些去思考一些問題，思考一些道理，那時你就可以更深入地

去鍛煉你的智慧。

所以定、慧，定、慧是可以互相影響的，或者定、慧雙修就是這樣，但是你首先

要定，即是你先集中了精神，然後再進行一些思考，這些思考你就會深切一些。這個

「離欲退」就是說，如果你有一些好的修法，你在進行中時忽然間不做，你這樣就屬

於「離欲退」。「離欲退」也有很多方面的問題，有些障礙，或者你是對某一些東西

不了解等等，就會令到你「受行順退法」了，「受行順退法」是因為你「煩惱所障

故」，是嗎？你煩惱的力量強過你修善的那種意願。另外就是「惡友所攝故」，就是

你有一些惡知識，那些不好的朋友，他的邪見所影響你，或者你受他的影響，你就會

覺得沒有必要這樣修，諸如此類。所以就「從離欲退」了，即是說，本來是應該朝向

「離欲」去做功夫的，現在你在「離欲」那裏退轉，這個就叫做「離欲退」。即是

說，你是向，你是想進步或者是想退步，也是你的「意識」去決定，是嗎？所以第十

門與第十一門都是「意識」去做一種決斷的。

第十二門，「斷善根」，這是第十二門，「斷善根」分幾方面，第一方面就是那

個「斷善根」的因緣，第二方面就是講那個現行與種子，去了解所謂「斷善根」的那

種不同的狀況。實際上，善根是不可以斷的，善根只能夠令它不現行而已。但是「不

善根」可以斷，佛教的看法，實際上是善根永遠不會斷的，現在所講的「斷」，其實

只是說它沒有力量、沒有條件令得它出現而已，但是「不善根」有機會是可以斷的。

如果你的智慧去到最圓滿的狀況，你是有能力去斷那些「不善根」的，「斷善根」是

首先我們要知道「斷善根」的因緣。「云何斷善根？謂利根者，」這裏是說，一些

人，他這個人是一些聰明的人，「利根」，他不是一些蠢鈍的人來的，所以他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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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上品諸惡意樂現行法故，」「成就上品」就是，這個就是最極惡、「上品」即

最猛利、最強烈，如此謂之叫做「上品」。「諸惡意樂」，「意樂」即一些不好的意

願，令到它現行，「現行法」就是它一定是背後有煩惱的力量，令它現行這些惡的

「意樂」或者惡的意欲的。即是說他出現一種、成就一種極惡的業，一種行為，但是

我們知道，能夠成就一種最惡、最極惡的人，他通常都不是一些小的業，而是可能是

經過他的深思熟慮，經過他種種的策劃才能夠做到一些極惡的惡行。譬如是什麼？現

在那些恐怖行為，是不是經過很多策劃才可以做得到？即這些行為並非是那些簡單的

行為，是經過很周密的思考才能夠實現的，所以這些人他是利根的，在惡的方面他們

也是厲害的，想得很周到的，所以他會成功惡業，現行法就是講這些意樂出現的時

候，其實就是有些煩惱的出現，他背後的那種煩惱的勢力，令到這種惡業出現。

但是當極惡的意樂現行的時候，就表示他那些善根是被壓伏，不能夠出現，所以

這裡的「成就」就是指那些善的種子，善根基本上就是那些種子來的，這些種子是並

未被損害的，所謂善「種子未害」，這種情況我們叫做「成就」，意思即是說還在，

還在我們的「第八識」裏面，不過它現在的力量不能夠出現，因為有一個極惡的意樂

出現了，令得到這些善的力量沒有條件可以出現。這些是其中一個；第二，這是一個

因緣來的，即是說你惡勢力的因緣很強了。第二「得隨順彼惡友故，」「隨順彼惡

友」即他有這些同類心態的人一齊做這些惡事，是嗎？大家聯群結黨去做這些事，

「隨順」即大家認同要這樣做的，大家想方設法去做的，等等。這就是隨順著那些他

這個圈子的朋友，或者是那些相識的人去做這些惡事。這個就不是「因」，是「緣」

來的，這是一種「增上緣」。他去接觸那些人，與那些人一起去做。

另外「彼邪見纏極重圓滿到究竟故，」「邪見」，這是一個不是正當的行為，一

定是一些不正見背後導致你會這樣做，所以這個「邪見纏」，「纏」就是指現行，當

煩惱力量出現的時候，我們叫它為「纏」，「極重」就是指一個很強烈的意思，即是

上品，上品的「纏」與「圓滿」，「圓滿」的意思就是這種煩惱的力量，那些不善根

的種子是不能夠被他壓服、不能夠損減的，這種叫做「圓滿」。然後去到究竟，究竟

就是這些力量出現，去到最極致的表現。當它最極致表現、即究竟的時候，它就會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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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那些善法被壓伏著而不能出來，這也是從現行方面去講。「彼邪見纏極重圓滿到究

竟」。這些「極重圓滿到究竟」都是一些詞語去描述這種邪見現行的時候，那種嚴重

的狀況，極致的狀況等等。這也是因緣來的，這是因。「彼於一切惡現行中得無畏

故，」還有，他做這些惡業的時候，即是惡業現行的時候，他的內心是怎樣？他不覺

得有問題的，不認為是過錯，當他去損害別人、打擊別人、或者壓迫別人的時候，別

人在痛苦之中，他卻不覺得自己錯而有內疚的表現，或者有恐懼的表現。當他的內心

作惡而無畏的時候，他還會繼續做的。是嗎？

另外就是「無哀愍故」，即是說，被他損害的眾生受到極大痛苦的時候，他還可

能是很洋洋得意，很開心，諸如此類。這些就是「無哀愍」的表現。當他「無畏」、

「無哀愍」，他就不會反省，而且會繼續作惡去。這種我們叫「斷善根」。即是說，

他的善的勢力雖然在他的生命之中，但是由於他的惡的力量這樣強，所以他沒有機會

能夠有現行的時候。我們就說他一點善的表現都沒有，我們叫他做「斷善根」，但實

際上他的善根種子是「未永害」的，他總有機會能轉回善的。佛教看一個極惡的人，

我們說他是「斷善根」的人，實際上他還有機會是可以轉善的。但是表面上來看，他

就是一個極惡，或者我們覺得他是不可救藥的人。但是實際上他還是有善的力量在內

心中的，這種叫做「斷善根」。另外是「約現種明斷差別。」即是從現行與種子的狀

況去了解它那個不同的情形。「此中種子，」「此中種子」即是說善的方面，因為

「亦名善根」，即是說之前，「先世」即是過去世，曾經都熏習過一些善業的種子，

同時他本身亦都有些本有的善種子在的，這種我們叫做「善根」。在種子的那種潛藏

的力量方面，我們可以叫這種做「善根」。

另外在「無貪、（無）瞋等」現行法，「無貪、無瞋」或者「無癡」這些善法現

行的時候，我們也叫這種做「善根」。所以善根有兩方面，一方面是指它潛在的向善

的能力，另外一種就是現在已經出現的那種善的表現，那種我們叫做善根的現行，一

種是種子的狀況，一個是現行的狀況。即是說一個已經實現了，一個是潛伏的階段，

所以就算他沒有現行的善根，我們仍然說他有潛在的善根，種子是有的。「但由安立

現行善根相違相續，」但是由於因為我們要區別現行與潛伏之不同，所以在「現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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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相違」，即善根不能夠出現那種相續的狀況之下，我們就稱那種狀況為「斷善

根」，實際上他並非「斷善根」，只是「非由永拔彼種子故。」「永拔」即是這些種

子力量永遠剷除的，謂之「永拔」。所以「斷善根」只是現行上「善根」不能表現出

來，我們就稱他為「斷善根」，實際上並不是指「永拔」這種善法種子而叫做「斷善

根」。既然他不是真是種子勢力完全剷除的時候，他就有機會「續善根」的。所以第

十三門就講「續善根」的方面了。「云何續善根」？即是善根可以再次生起的，這樣

就謂之「續善根」。「謂由性利根故，」這也是要他是一個思考力很強的人，都是聰

敏的人，這樣叫「性利根」。

這些人都會有反省力的，只要他能夠深刻去反省，他是會有改變的。所以當他

「見親朋友修福業故，」如果他見到一些人修福之後，得到一些好的結果，或者他能

夠受到一些教訓之後，他會反省自己的所作所為，而有一種向善的心再次萌發的。或

者是「詣善丈夫聞正法故，」或者他那個尋找到，或者去到一些善知識那裡，聽聞了

一些正法對他能夠有啟發、他有感受，這樣他就會轉變，「因生猶豫證決定故，還續

善根。」「因生猶豫」即是說當他聽到這些道理，又看到一些現實的狀況之後，他會

自己思考，會再去判斷自己應不應該這樣做。當他判斷到自己的所作是不對的時候而

有了一個向善的心，重新再起一個正見的心的時候，他是可以再續善根的。即善根能

夠再次生起，所以「斷善根」與「續善根」是相對的，兩個相對，「斷善根」固然是

要由意志力，那個「意識」的力量，「續善根」亦要有「意識」的力才能夠產生。然

後第十四、五門，即是最後的兩門，就涉及生與死的過程，這個過程與我們的「意

識」也有很大的關連，所以我們的「意識」不但止是我們生時或死時都發揮一個很大

作用。所以我們要好好地了解這個「意識」。這裡分兩方面，分生與死兩方面去講

解。第一就是「明內分（有情）死生」，「內分」即是有情，即是我們的「內身」。

因為通常是分這個身體作為「內」，然後外面的世界作為「外」，「內分」與「外

分」就是這樣分。或者一般說主、客，主就是我們的「內分」，客就是我們的「外

分」，有情即是眾生的死生，第一就是明「死」與「生」兩方面。

首先講死的方面。「總標列六種死」，六種死的情況。譬如「云何死？謂由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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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故，」「壽量」即是這一生的壽限已經去到盡頭了，你就會捨命，你就會死亡。

「而便致死。」這種「壽量極故」而死，「此復三種：謂壽盡」而死或者是「福盡」

而死；「不避不平等故（死）」等等。「當知亦是時（與）非時死」的分別。即是前

面所講的三種之中，有些是屬於「時死」，「時死」即是合乎自然規律的，你到差不

多時間你就會走向死亡了，有生就必有死，這是必然的規律，如果你是到那個時刻

死，死得其時的時候你就叫做「時死」。「非時死」就可能是枉死了，你應該未到死

的時刻而死，那些叫做「非時死」。「或由善心，或（者）不善心，或（者是）無記

心。」還有三種分法，就是善心死、不善心死、或者無記心死。這裡就有六種了。是

嗎？

下面再有「次第別解」。即講這六種情況如何。第一在「壽盡死」的時候，「壽

盡死」是屬於「時死」，即合時而死等等。「云何壽盡故死？猶如有一」，「猶如有

一」即是有一個人，「隨感壽量，滿盡故死」，「隨感壽量」即是說他這一生人，譬

如我們一般人類七十歲左右就死了，大概七十歲或者七十歲左右的時候死，你其實是

屬於什麼？「壽量滿（盡）故死」了，即是說一般的情況，正常的情況，你就是大概

這個歲數你就是死亡，這種我們叫做「壽量滿盡故死」。而這種我們叫做「時死」。

如果一般人是七十歲死，你八十幾歲才死，那你就屬於叫做「笑喪」了，一般你就比

別人長命一些，你就更加是「時死」了，另外就是第二種的「福盡死」及「不避不平

等故死」，這兩個屬於「非時死」。前面這三種之中有些是屬於「時死」，有些是屬

於「非時死」，怎樣分法？就是「壽盡死」是屬於「時死」的，另外那兩種就叫做

「非時死」。「福盡死」死是怎樣的？「猶如有一資具闕故死」。

「資具」方面是指食物方面、衣服方面或者藥物方面了，譬如他飢寒交迫而死的

等等，這個就是「福盡」，即是他生存所需要的資具已經缺少了，缺乏了，他得不到

的時候，他就無法維持生命，這種我們叫做「福盡」而死。即是他的福未去到他壽命

盡的時候，他就已經不能夠再享受一些世間的東西，世間的物品了，如此因此而致

死，我們叫做「福盡」而死。餓死、凍死這些都是屬於「福盡」而死。或者是他有病

而得不到他所需的藥物而死，這些都是「福盡」而死。即是本來他應該是未至於致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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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但是因為他不能夠得到、享有這些資具所以而死了，這些就是「非時死」。「云

何不避不平等」？「不平等」即是不調順的意思，不調協的意思，「如世尊說：九

因、九緣」，「九因、九緣」是可以合稱的，「緣」與「因」有時在佛經裡有時是相

等的意思，有時是有不同的意思的，這樣你根據它意思的脈絡，文句的脈絡來掌握它

究竟是在講「因」還是講「緣」。或是「因緣」，都是同等意義，現在講的這個因緣

其實是講「因」，「因」等於「緣」，在某些條件之下，會出現這種「不避不平等故

死」的狀況。「未盡壽量而死」，「不避不平等」又是了，本來「壽緣」未盡的，但

是現在因為其他的因素而令致他身亡的。這樣就有九種：第一是「食無度量」；「食

無度量」這裡指過時，即太長時間才進食，或者是太短時間之內又再食，諸如此類。

這樣就是在時間上或者在量的方面沒有節制，沒有規律的，這樣叫做「食無度量」而

死。

「食所不宜」，「食所不宜」可能是吃了我們人體不能夠接受的東西，譬如中毒

等諸如此類就是「食所不宜」。「不消復食，」或者譬如說剛吃了不久，還未消化完

你又再食，譬如很多人晚上吃完沒多久又吃宵夜，不斷食也是會加重我們身體機能的

負荷，往往會令到我們壽命短促的；「生而不吐」，「生」是指那些把未煮熟的食物

吃進口裡，亦是很容易引起疾病；「熟而持之」，是指已經煮熟了的東西，但是吃的

時候可能過快，或者是啃死諸如此類。我們有時都見到有些人有這些現象。「熟而持

之」，這樣大概就是「熟而持之」的情況。「不近醫藥」，就是說他有病而不能夠就

醫服藥，或者有些人食藥的時候，不跟著那個醫生的指示去服藥，譬如現在很多時食

藥有一個叫做所謂週期，你可能要服四個星期的藥才能完成一個療程等等，但是有很

多人就不是，覺得自己在這個療程的中間，可能自己覺得開始好轉了，跟住自己就停

藥，停藥之後那個病又復發，或者更加嚴重，這種我們叫做「不近醫藥」，或者是在

他的生活條件之下，在這種環境之中沒有這些醫療的服務等等，這個就是「不近醫

藥」的情況。

第七就是「不知於己若損若益」，或者不是很清楚自己，對於自己是有益還是有

損害，這是屬於無知的方面。譬如有些人食什麼？吃減肥藥過度，令到身體衰弱；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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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服用軟性藥品等等的東西，對於哪些對自己有益或者有損害不清楚而這樣做。第八

就是「非時、非量行非梵行」。後面的「非梵行」、「行非梵行」，其實就是連貫了

前面「非時」與「非量」兩個名詞的。「非時」即不是那個時刻，不是那個適當的時

候，而你「行非梵行」，「非梵行」是指男女的性慾方面。譬如你在吃得很飽的時

候，或者你有病的時候，你仍然是進行「非梵行」的時候，就對你的身體有很大損

害。第九就是「非量」，「非量行非梵行」就是你性慾過度，這些男女的染著太犀利

的時候，這些也是對身體構成一種傷害的。但是這些全部，即是剛才舉的那幾個例，

「此」，「此」即是前面講的那些，「福盡」與「不避不平等故死」這些，總名叫做

「非時死」。「壽盡死」、「福盡死」、「不避不平等故死」，就是這樣劃分。這樣

六種死的其中三種，另外有三種就是在三性的方面去劃分的，就是善性、惡性、無記

性去分。所以他就說在「善、惡心死」那方面就「約善惡法辨」。即是去分析。

譬如說「云何善心死？」一個人死的時候，他的心理狀況、精神狀況是處於善的

心態，就是叫做「善心死」。「猶如有一」，有一個人，他「將命終時」，「自憶先

時所習善法，」如果當時他的記憶還是很清晰的，他能夠記得他在生的時候曾經所做

過的種種善的行為，這是很好的，如果自己當時還能夠很清醒，能夠記得自己所做的

善法，這是最好的。「或復由他令彼憶念。」或者當時他的神智不是很清楚，或者有

些人或者他的記憶力已經衰退，但是有些人會提醒他，譬如提醒他以前曾經幫過我等

等，令他回憶起他過去曾經做過的善事，「由此因緣，爾時信等善法」，「信等善

法」即那些善心所，信、慚愧、無貪、無瞋、無癡等等的一系列善心所，就會「現行

於心」，因為他自己記得，或者聽到別人的一些感激的說話，那時他的內心很欣慰，

亦相信善能令到自己開心，也令得他人亦得益，那時候這些善的心所或者心理現行於

心裡，心裡出現這些善的心態，「乃至麤想現行。」「麤想現行」即是很清晰明白

的，這種做過的善的行為或者過程、經歷等等，在內心很清楚地出現的那種景象，或

者記得做過些什麼善事，那回善事等等，這種我們叫做「麤想現行」，「麤想」就是

一個什麼？很明利清楚的景象。何解要有這樣的善心？

這亦都是與種子熏習與業力影響有關連的，如果你臨死的時候，你內心出現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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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這種善的力量現行的時候，他就會帶引一些、一堆的善的種子一齊生起，很快就

有這樣的力量，刺激它跟著有一個條件出現，或者有一種勢力令他湧現一種善的種

子，這些善的種子，因為你這一生已經去到什麼？最後的終結的時候，你這一生的種

子已經完結了，但是你下一期生命的種子究竟哪一些種子是先出現？就視乎你臨終時

候的心理狀況，如果你當時心裡是充滿著善的念，善法的念的時候，就會推動一些善

的、善法的種子，令得你在下一生有一種很強烈的力量湧現或出現，所以你臨終是善

心死的時候，你下一生下惡趣的機會是很微的，多數是會生善趣，因為你推動了一些

善法的種子有了一個湧現的機會，尤其是如果你很明利，剛才說的「麤想」，「麤

想」現行，你很清晰、很清楚地知道的時候，那種刺激力會更強。所以你臨死的時

候，你就盡量一方面要放下自己的執著，放下你現在這一生，雖然你依戀著很多人或

者是很多的事物，譬如財產、名譽、地位等等，或者擁有的東西，那時你都要盡量放

下，另外還要想多一些與善有關的東西，不好的東西就盡量不要想，想一些善的，這

樣令你內在那些善法的種子能夠有多些機會可以出現。這裡有些是自己的緣，有些是

他人的緣，他人的就是增上力了，幫助你回憶那些善的事情。同時，很多如果是善心

死的人，由於他在生的時候行善比較多，你會見到他在臨終的時候多數會有很多人照

顧他，很多人去探望他等等。他死的過程都不會太辛苦的，這個亦是他行善的一種結

果來的。一方面在現生出現的結果，有些是下一生很快會出現的一些情景。這個就是

善心，臨終階段的時候出現的善心。

然後「若細想行時」，剛才說「麤想」，「麤想」即是很清楚明利的，那個「意

識」還是很清晰的，但是去到「細想行」的時候，那個「意識」的清晰力已經很低

了，開始進入什麼？昏迷的狀況了，那時任運昏昧，那時就是「細想行」了。「細

想」即是不清楚的，那些景象已經開始不清楚了。然後就是「善心捨」了，你之前想

起很多的善念，現在都已經開始消逝了，那時候就「住無記心」，因為其實你的所緣

境處於不清楚的時候，你的心已經是處於一種「捨」的狀況，不苦不樂，「捨」的狀

況。尤其是很多人臨終的時候是昏迷的，就是這種情形了，但只要他昏迷前是善心

的，他就有種力量令到善的種子出現。「所以者何？彼於爾時，於曾習善（亦不能

憶），」即是說他之前所做的種種善業已不能夠憶念，「他亦不能令彼憶念。」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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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床邊都不能夠講到給他聽，告訴他曾經是怎樣的好等等。至於不善心死就與善心

死相反的，「猶如有一命將欲終，」快要終結的時候，「自憶先時串習惡法，」回憶

自己之前所作所為，那些不好的東西，「或復由他令彼憶念。」或者其他人再講給他

聽，你之前曾經如何對我不好等等，或者在他臨終前罵他，諸如此類，指責他、埋怨

他，諸如此類，就會令他生起一種悔疚的心，那時他的內心一定是不會欣慰的，是

嗎？通常一定多數是很後悔，「彼於爾時，貪、瞋等俱諸不善法現行於心。」這些不

好的情景會令那些不好的勢力亦都再重現在他眼前，當他重現在眼前的時候，又會刺

激那些不好的種子在下一生就會出現。

如果他有悔過的心當然好些，如果他沒有悔過的心而再重現這些景況，就會令到

他那些惡法的種子跟住就會即刻湧現。「乃至麤、細等想」、「麤、細等想現行，如

前善說。」「麤、細想」的那種狀況就好像善心死的情況一樣，即是初時就很明利

的，慢慢就到捨心，是嗎？任運惛昧的時候就是「捨心」出現了。「細想行」的時候

就沒有善、惡的分別了，但是之前的善、惡分別就很決定性地大部分決定他下一生是

什麼情況。跟住再「約苦樂」去分解、分辨他的情形。「又善心死時，安樂而死。將

欲終時，無極苦受逼迫於身。」本來「善心死」都有經過剛才講「解肢節」的情況，

因為那時候你的「四大」一定是失調的，但是有些人當他就算「四大」失調時都會很

安樂的，譬如大家同樣都是因癌症而死，有些人就算癌症也不是很痛苦，只有些微不

舒服，但是有些人癌症卻很痛苦，同一種病，那個情況有很大的不同。或者有些人病

的時候有很多人服侍他，照顧他，很關心他，令到他舒服一些。有些人病的時候就沒

人理他，或者令他更難受，諸如此類。

這樣大家的際遇很不同，或者感覺也很不同的。所以善心死的人安樂而死，「將

欲終時，無極苦受逼迫於身」。「惡心死」的人「苦惱而死」，那時他的內心是更加

亂，更加苦惱，「將命終時，極重苦受逼迫於身。」一方面解肢節會痛一些的，另

外，他自己的心理上，亦因做過很多錯事的時候，已經沒有辦法挽回，亦因為有很多

遺憾的時候，他的精神方面也是很痛苦的。「約受果前相辨」。「受果前相」即是他

受那個異熟果、異熟果報，那個報應之前是有些徵象的，這樣叫做「前相」，「又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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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死（的人）者，見不亂色相；」「不亂」就是他所見的景物就不會有些很怪異的景

象，都是正正常常的樣子，「不善心死者，見亂色相。」即是見到很多不尋常的東

西。這樣謂之叫做「亂色相」。「無記心死」，「云何無記心死？謂行善、不善者，

或不行者，」「無記心」是那些善又不是多做，惡也不是多做的，既沒有什麼大的功

德，沒有什麼功德，也沒有嚴重的過失，普普通通那樣，一般人都可能是這種，因為

一般沒有做太多的善業，也沒有很嚴重的過錯，這些多數都是「無記心死」。

「將命終時，」一方面自己不能夠記得自己做過什麼好事，也不會記得有什麼惡

事，因為並沒有什麼惡事去做過。又「無他令憶」的，他人亦記不到他做過些什麼好

或不好的事，「爾時非善心非不善心死。」這樣他死的狀況是「既非安樂死，亦非苦

惱死。」一般人死的狀況都是這樣的。一般安安分分的那些，大概都是「無記心

死」。聽眾：這種人會怎樣？講者：沒有什麼特別，即是不會見到他比其他人特別

好，但也不會比其他人差，我們就叫這種做「無記心死」。「善心死」就是安樂而

死，即是他死的時候，你會覺得他的福報很大的，而且又沒有很大的苦痛，但一般人

就有些痛楚的情況。聽眾：無記心死會去善趣還是惡趣？講者：視乎他剩下的力量是

強還是弱，如果他潛藏的力量，即是之前，看他之前，前世的那些是善多還是惡多，

如果是善多就善的力量先出，如果惡多就是惡的力量先出。如果你這一生你傾向某方

面多，這樣那方面的力量先出現的機會是最大。如果你這一生人都沒有什麼特別，平

平穩穩的，那就要視乎再前一生的狀況。善心、無記心與惡心，三種心的狀況就是這

樣了。然後就「隨義雜說」，就有八個方面（有八門）。即是善心死與惡心死等等，

他們那個死的過程，亦還有下列的情形再作一個補充。

「又行善、不善補特伽羅」，「補特伽羅」即是眾生，「將命終時，或自然憶先

所習善及與不善，」剛才已經講了，「或他令憶。」不論他是善還是不善，總之是

有，自己記得或者別人告訴他，「彼於爾時，」即是當時命終的時候，「於多曾習力

最強者，其心偏記，餘悉皆忘；」即是說他做得那個善事是最強的力量，或者是惡業

最強的力量，他就會特別記得的，那個是記得很清楚的，「其心偏記」即是集中在那

裏想。通常都是會的，因為如果是特別善或者是特別惡的行為，我們都會印象深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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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的，是嗎？那就是「其心偏記」的情形。「餘悉皆忘」其他的普普通通的事就不會

記得了，就會特別記得那些，不論是善或者惡。「若俱平等曾串習者，」即是說既不

善也不惡，一般一般那樣，「彼於爾時，隨初自憶或他令憶，唯此不捨，」這樣就視

乎他那時還能夠記得些什麼東西多一些了，之後就「不捨（起）餘心」、「不起餘

心。」這就是死的時候哪一類先起，就與他哪一類最強有關，或者他特別記得哪一種

東西，那一方面就令到他有一種力量。

第二「明死因」那裏，就是「彼於爾時由二種因增上力故，」兩種「因」因的增

上力，「而便命終。」一種我們之前講過了，「謂樂著戲論因增上力」，「樂著戲

論」是一種虛妄分別，這種名言種子作為一種增上力，以及「淨、不淨業」即是善、

惡業「因」作為一種「增上力」，這兩種「因」，一種就是「名言種子」，「淨、不

淨業」那個是什麼？「業種子」，是嗎？以這兩種作為因，「二因」，死的時候就有

這兩種力去刺激那些，由這兩種（名言種子、業種子），如果他當時是「其心偏記」

某一種極善或極惡的因，就刺激他內在的那些「色法」與「心法」的「名言種子」出

現，這些「色法」與「心法」是什麼東西呢？就是三界那些界趣，「六趣」的那些

「根身」、「器界」等等的種子，那時候就視乎他的業因了，他的業因代表虛妄分別

的程度，就刺激起「阿賴耶識」裏面某一些的界趣的「根身」與「器界」，某一類的

種子會特別強的，譬如他由善業將來再感人身的時候，人趣的色法、心法名言種子就

會有一堆種子特別活躍，然後順勢就會跟住出現下一世它的力量，如果是惡業種子，

就可能會令到它那些餓鬼、畜牲的那些「名言種」，能夠感餓鬼、畜牲的「根身」與

「器界」，那些「名言種」的那種力量就會活躍了。所以「明死因」的時候，怎樣去

感取那些異熟果報，就是在這兩種因。

至於「善惡相」，就是「受盡先業所引果已」的時候，「先業所引」就是他之前

這一生所做的行為，會引些什麼果？這也是能看到有些徵象的，「若行不善業」，會

「受盡先業所引果」。這一生所感的異熟果已經完結了，但是在這一生之中，譬如我

們是「行不善業」的，「當於爾時」，即臨終的時候，「受先所作諸不善業所得不

（可）愛果之前相，」就會感召到或者感覺到之前所作的種種不善業，所感得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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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愛果」的一些徵象了，這即是說，這種徵象是與他之後所感到的界趣、根身有關

的，他將來去哪種界趣，就是會有些前相已經出現了，即大概的徵象會出現。但是他

自身就好像在夢中，因為他此生還未有完，只是快要完，他就感覺在夢中「見無量種

變怪色相。」有很多怪異的狀況出現，「依此相故，薄伽梵說：」即是世尊曾經這樣

講，「若有先作惡不善業及增長已，」之前常常作惡的，這種力量亦很強的，不斷增

強，「彼於爾時」，在臨終的時候，「如日後分」，「日後分」即是太陽將下山的時

候，「或山、山峰影等，」見到前面有些山，或者山峰的影象等等，出現那種「懸

覆、遍覆、極覆」的狀況。

「懸覆」就是下品的惡業，不是很嚴重的惡業；如果是「遍覆」，就是中品的惡

業；「極覆」是上品的惡業。「懸覆」可能就是見到那些山懸在空中那樣，如果是

「遍覆」，就是可能是遍滿了，遍滿整個境，如果是「極覆」就好像有種壓迫感那

樣，好像快要罩住自己的那種情況，這些叫做「極覆」。你大約會在那個時候見到這

些不好的景象的，那時你就會很害怕的。「當知如是補特伽羅」，如果見到的情況是

昏昏暗暗的情景就當知他是「從明趣闇。」「明」就是講善趣了，你在善趣是有光明

的，但是如果是去惡趣的時候，就代表一種昏暗的情況，黑暗的狀況。「從明趣闇」

就是由善趣走向惡趣，就叫做「從明趣闇」。相反，從暗去趣明，就是由不好的地方

去一處比較好的地方，這樣就叫做「從闇趣明」。如果是修善業的人，「若先受盡不

善業果」，之前那些不好的果你已經受了，而你亦繼續修善的話，「與上相違」，即

與之前的「不善業」是相反的狀況，你就不會看到這些景象的，「當知如是補特伽羅

從闇趣明。」不但止不見到這些山影的情形，可能見到很多光明的景象，美妙的景象

等等。有些人臨終會見到這些特殊的情況的。這樣你大概心裏有數，你是應該怎樣？

會「從闇趣明」。因為跟著你的那些種子就已經開始湧現了。

所以那些前相就會出現，或者有些人生淨土，不只是在六道之中，如果生淨土可

能會見到一些淨土的景象都有的。「辨差別所以」即是他們的不同。「此中差別者，

將命終時，猶如夢中」，好像在夢中見到的怪異情形，「見無量種非變怪色可意相

生。」「非變怪色可意相生」就是善那些，那些善的人會見到這樣的情形。「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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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不善業者」，「上品」即是極惡的，極惡的不善業，「彼由見斯變怪相故，」即之

前見到的怪異狀況會令到他「流汗毛豎」，毛骨悚然的，成身 汗的；「手足紛飈

亂，」因為他害怕；以致「手足紛亂」；「遂失便穢，」而且有些會害怕以至失禁

的；如果見到有些人臨終是這樣的情況就不是好現象。「捫摸虛空，」外面明明沒有

東西，他好像想抓住一些什麼東西，這種情形是一些反常的景象。「翻睛咀沫，」譬

如眼睛反白以及口流口水等等，即是他自己不能夠控制自己了，「彼於爾時有如是等

變怪相生。」很多失常的狀況出現，這種就是「上品不善業」所出現的情形。「若造

中品不善業者，彼於爾時，變怪之相或有、或無，」即未必這麼嚴重，或者是沒有出

現這些情況，或「設有」，「設有（但）不具」。即就算有也不是完全，可能只是其

中一、兩個徵象而已。但是如果說極惡的，就會很多種徵象都會出現的。這就是那種

善、惡相的差別。跟住就是在了解那個「潤生相」。「潤生」就是講怎樣令到下一期

的生命的種子滋潤而出現的現象。「又諸眾生將命終時，乃至未到惛昧想位，」「惛

昧想」即是完全停止了感覺，「長時所習我愛現行。」「長時」即是這麼多世、無數

世，都經常都是有種種的俱生的「我愛」，俱生的「我執」，那時候就特別現起了，

雖然你現在是處於一種無知覺之中，但是你的潛意識的那種「我執」在那時仍然是現

行的，即是對自己的那種貪愛，那種執著。

「由此力故，」由這種「我愛」的執著，「謂我當無，」死了！我現在就快要死

了，生命快要完結了，沒有了，沒有的時候會很害怕，就算你是讀過佛學，你到時候

都會很驚恐，你識與不識到那時自然都會驚恐，這樣就「便愛自身」，因為你一方面

不習慣突然間沒有了身邊的東西，失去了自己的依賴了幾十年的身體，雖然這個是機

器，但是你跟隨了如此之久，你總是有依戀的，你會不捨得的，同時沒有了你就很害

怕，也不知道接下來會怎樣，這樣你就會「愛自身」，即你很想自己繼續存在，這種

就是我執的表現了，「我愛」，「我愛」的現行。由有這種意念，你就會「建立中有

生報。」即是說當你死的時候，我們叫做「死有」，到下一期生命出現之前，那個

「生有」，即是你出生、出世的時候，那個叫做「生有」，這個死、生之間，這個階

段我們叫做「中有」，你由死有，這種「我愛」的滋潤，滋長這種「我執」，就會令

到你那種「中有」會出現的原因。即是你仍然想有一個生命體，雖然你下一生的生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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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具足，但是你希望不要什麼都沒有，所以就有「中有」的生報，由這個愛念而有。

如果你沒有，譬如那些阿羅漢沒有，就不會再有「中有」了。如果你的「我愛」完全

斷除就沒有這種「中有」的。「不受後有」就是這樣，但是我們往往不能這樣，因為

我們習以為常，都是有一種自我的觀念，到時就會建立這個「中有」的生報。

「若預流果及一來果，」如果有些聖者他已經是曾經了解過真理，體證過真理，

對於那個無我、無自性、空等等的東西他體會過的，知道這個「我」實在是不應該執

著、是不存在的，但是那個時候他的「我愛」仍然是會現行的，預流果與一來果那個

「我執」仍然有的，俱生我執仍然現行，但是「然此預流及一來果，於此我愛，由智

慧力」，因為他生前是有智慧的熏習，有些無我智曾經出現過的，所以「數數推

求」，他知道不應該是這樣的，但是這個先天的力量很強，他又不是很容易去壓制到

它，但是勉強可以制伏一些，「制而不著」，他不是很執著這個自我，可以有壓制的

情形，但是「猶壯丈夫與羸劣者共相捔力，」即是說他要與它對抗這種「我愛」的力

量，他要用智慧力與它角力、對抗，那就視乎哪種力量大一些，如果他的智慧是較強

就可以制伏這種「我愛」，「當知此中道理亦爾。」始終一般凡夫這個智慧力不夠，

所以臨終就通常有這個「我愛」，不會怎樣與它角力了，你自然就想這個生命再繼續

的，「當知此中道理亦爾。」「一來果」我們知道是什麼？「預流果」、「一來果」

都是會在欲界再生的，欲界還有生的機會的，但是如果去到「不還果」，「不還果」

就不再來欲界了。但是「不還果」還未完全斷除這種「我愛」，所以「爾時我愛不復

現行。」這個「我愛」是欲界的「我愛」，色界、無色界「我愛」仍然是存在的，所

以欲界的「我愛」他不會再貪戀，但是「不還果」他還有再後期的生命，他就會出現

色界、無色界的「中有」，或者在「中有」的時候，跟著就般涅槃都可以的，視乎他

在哪個階段般涅槃。聽眾：如果那些人臨死前都好想成佛，不想再墮入三界，不想再

做人，這樣他們又算不算有個貪？他們不是愛著自己的生命，而是愛著成佛，這樣又

如何？

講者：如果你是有個成佛的意念，或者意欲，這個意欲就是因何事你要成佛？成

佛的目的做什麼？長生不老？還是為了什麼？如果你先要明白，你想成佛是為了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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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你為了什麼？聽眾：很多佛教徒就是想解脫。講者：解脫不一定要成佛的！阿羅

漢都可解脫，如果你只是為了解脫自己的生死，想了生脫死阿羅漢就最快了！如果成

佛你就不只是為了生脫死，你是有一個更大的目標就是什麼？救度眾生，利益眾生就

是你的目標。聽眾：老師，之前講的那些死境界，在經裏面有沒有講那些境界是黑白

還是彩色的？講者：黑白、彩色應該會有的！有些說光明的，光明就一定不是黑白

了，不是灰色的，很美麗的，景象很美麗的，諸如此類。或者很黑暗的，就顯然是有

色彩的差別了，應該不只是灰色。聽眾：譬如「第六識」的夢，夢的境界……講者：

夢都可以見到很靚的東西的。聽眾：其實是不是彩色，如果是佛經來講，即是好像有

些人演繹是你修行的那個情況是去到哪裡，有些人未到那個 level的境界通常那些夢

是黑白的，但是能夠去到再高些，去到較高的時候，那些夢是會是很 colorful的，我

想……

講者：很明顯講有色彩、無色彩就沒有，但是那些描述的語句是有色彩的。聽

眾：有色彩？講者：是，所以我就覺得是有的。這些是普通人都可以見到的，即如果

他是善根強的，他是可以見到的，或者不一定要臨終才見到，臨終見到就更加好，因

為他的前相好，表示他的前相好，但是平時你都見到，如果你能夠持續這種情況，你

死的時候多數都能夠見到的，是嗎？即是你更加保險。聽眾：要努力修行。講者：

是，要努力了！沒錯了。即是令到這種景象可以持續，這種前相可以持續，如果你未

到死之前你都可以見到這些，那就更加好了，即是已經開始現行，有些相狀現行，這

樣你臨終只要你繼續能夠持續這樣，你能夠保持一定機會是很高的。聽眾：老師！如

果沒有了自我的貪愛，是不是就不會有「中有身」？講者：問題是你沒有自我貪愛，

你是屬於哪一種？

譬如你剛才說，我其實是有成佛的意願的，我是有一個偉大的理想在背後支撐我

繼續輪迴的，這樣你就會願意再有「中有」，但是這個「中有」不是由你的欲念驅使

而有的「中有」，而是你為了一種目標，一種理想你繼續去生死輪迴，因為生死輪迴

之中，你可能可以學了很多東西，可以幫到很多人，你就會覺得，輪迴之中你會有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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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你願意承擔這個苦，在承擔這種苦之中，你成就自己，成就他人，這個就是你要

成佛的目的，正如你剛才說你要成佛，你就是這樣去繼續，如果你說，我不是這樣，

我只是了生脫死，你就不需要發成佛的願，你就發阿羅漢的願。聽眾：這樣就不會有

「中有身」了？講者：是，不會有了。「不還果」的情況是這樣。「不還果」因為去

到他死的時候還未到阿羅漢的境界，這樣他仍然會有「中有」的，不過因為他的修行

已經去到很純淨，大約快要到一種很純淨的階段，只是差很少，由於他的心念如此純

淨，精神素質很好，所以欲界已經與他絕緣了，他不能夠再入欲界，因為欲界是比較

低劣的境界來的，所以「爾時我愛不復現行。」主要是指欲界的「我愛」，就不是指

色界或無色界。

即是說，「預流果」、「一來果」他們是在死的時候，他們知道有這個「我愛」

的現行，但是他的智慧力未必能夠制伏它，所以他仍然要再來欲界，欲界受生。不還

果就可以制伏欲界的「我愛」，但是還未完全剷除，還差一點我執，大概如果是那些

聖者就這樣分的。阿羅漢果當然是智慧已經有力量，能壓伏或者斷除了所有我執的煩

惱。這樣就「不復現行。」接著還要了解臨死的時候「解肢節的」狀況。我們剛才講

的「末摩」的情形。就是「四大」觸到這些「末摩」的時候，會慢慢致死的。「解肢

節」的情況「除天、那落迦，所餘生處一切皆有。」「天」指天趣的眾生與地獄趣，

「那落迦」即是地獄趣，因為這兩趣的眾生因為他們死了之後就隨即化生的，他們就

不需要經過什麼入胎於父母的過程，所以他們不是需要「解肢節」的，即時化生。為

什麼「那落迦」不用「解肢節」呢？我們普通人都要「解肢節」，那些如此大惡業的

人反而不用「解肢節」？因為他隨即下去就要「恆解肢節」，即經常處於「解肢節」

的狀況，所以他們不需要這個經歷，即刻就之後一路都是「解肢節」。「天」就不

是，「天」是因為去到福報更高的地方，他們也不需要「解肢節」的。

「所餘生處」即是其他，譬如「人趣」、「鬼趣」，「旁生趣」這些，其他的

「趣」就有「解肢節」的情形。一切皆有，即是五趣，除了只有這兩趣，其他那三趣

都有「解肢節」的。或者加上阿修羅，如果六趣就加上阿修羅，都有「解肢節」的。

「此復二種：一、重；（與）二、輕。」「解肢節」的情況就有重的「解肢節」與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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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肢節」，「重（就是）謂作惡業者；輕（就是）謂作善業者。」我們知道如果

是「解肢節」時候的感受是很痛苦的，當然是那些作惡的人，那些過渡比較輕鬆、容

易的，就是那些行善業的人，而「北拘盧洲，一切皆輕。」「人趣」中，我們是「南

贍部洲」，還有一趣、還有一個人類的界別就叫做「北拘盧洲」，「北拘盧洲」的福

報也是很好的，接近天趣的，所以他們的「解肢節」就很輕微，不是很強烈，我們

「南贍部洲」的「解肢節」就有重有輕了，就視乎我們的業重，善業多還是惡業多。

其他的我們下一課再講。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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