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卷一之〈意地〉

各位同學！我們再繼續看《瑜伽師地論》卷一，〈意地〉方面的資料。有關〈意

地〉，它與〈五識身相應地〉都是一樣的，都是透過「五相」去分析，「五相」我們

已經講過了，然後它還有一個殊勝的方面，殊勝作用方面，這個它就提出有所謂十五

門，有關「意識」是比「前五識」的作用更加殊勝的方面。我們已經講了由分別所緣

一路去到現在的第十四與十五的死與生，死與生方面它就分了「內分」與「外分」

的。就是有關我們的生命的個體與我們生存的世界方面。我們上一課就講到臨終的時

候的那種狀況。大家看回應該是第十五頁，是嗎？是，F那裡，沒錯！即是「根沒頓

漸」那裡。上次我們講到「解肢節」，本節課就由「根沒頓漸」那裏開始。所謂

「根」就是死的時候究竟是不是六根具足而做一個分別的。如果是色界的眾生死的時

候，「色界沒時」，這個「沒」即是死亡的意思，「皆具諸根」。

因為色界眾生他們的福報是比欲界高的，所以他們基本上一生之中，不會出現那

些肢節被損害的狀況，所以他的諸根不會有斷壞的，但是我們欲界就不同了，欲界可

能撞車就斷了手，諸如此類，諸根就或者不具，這個就是「欲界沒時，隨所有根，或

具、不具。」有些是具有六根，有些是不具六根。這個就是色界與欲界的不同，何解

不講無色界？無色根，沒錯！無色界無「根」的，所以無色界不用講。跟著再講就是

死的時候，有些名稱的不同就象徵著往生的人，即是那個去世的人他的精神修養的層

面。「又清淨解脫死者，名調善死。」

如果是清淨與解脫就是代表著那個我執不再出現的，這些就特別指那些阿羅漢或

者是不還果的那些，解脫就特別指能夠脫離這個煩惱的束縛方面，就指解脫，這種聖

者的死就叫做調善死的。「不清淨不解脫死者，名不調善死。」即是死的時候，我們

大部分人都是充滿著一些煩惱的影響，譬如不想死，死的時候有很多依戀，這些充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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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煩惱，所以我們大部分人都是「不調善死」。還有「上、下捨相」，譬如「又將終

時」，即是臨終的時候，「作惡業者」，作惡多一些的人，「識於所依從上分捨」，

這裡所講的「識」是指「阿賴耶識」，「（阿賴耶）識於所依」，「所依」就是我們

的「根身」，因為是它執持住我們的「根身」，令到我們有種種的生命力，但是當它

開始捨離這個「根身」的時候，所以說「識於所依」，「所依」的「根身」就由「上

分捨」，即是由身體的上半部開始「捨」了，那些作惡業的人就出現這種現象。

凡是「賴耶」一離開某處地方的時候，大概就一節節地一路一路冷下去的情況，

他就由「上分」開始「捨」，意味著「即從上分冷觸隨起，」它一「捨」的時候就不

會有溫暖的感覺了，那個部分就沒有了溫暖的感覺，跟著冷的感覺就出現，「如此漸

捨乃至心處。」這樣一路「捨」到你這個心，這個「心」就是我們的肉團心，即是現

在我們所講的心臟，似乎就很接近我們現代怎樣界定死亡的時候，都是在心臟停頓的

時候界定的。它也是很接近，當它「捨」到肉團心的時候，這個就是叫做基本上就捨

離整個身體了。相反如果「造善業者」，「識於所依從下分捨」，就是從身體下半部

出現那種捨離的狀況，「即從下分冷觸隨起，如此漸捨乃至心處。」又是最後在心的

地方最後離開的所在了。「當知後識唯心處捨，」最後的識是指八個識裏面，最後的

這個「阿賴耶識」，只是在心裏面去離開我們的所依身，它在心裏一離開的時候，

「從此冷觸遍滿所依」了。

所以在這裏一離開，最後在這處地方離開的時候，這個離開最後的身體就會遍滿

什麼？冷的觸覺，冷的感覺。這裏就與我們現在的一般的現象都有一些出入，譬如這

個「冷觸」幾時完全捨離？佛教界一般的講法都認為是心臟停止之後，可能還要隔幾

個小時之後才能夠完全捨離的，就不是說心臟一停頓就整個「冷觸遍滿」，既然是這

樣的時候，當那個時候，如果對於屍體的觸動或者騷擾，可能都還會有少少感覺的，

因為他還未「冷觸遍滿所依」，可能對那個死者是有一些騷擾或者令他不舒服的。所

以如果可以的話，最好就盡量是令他可以安頓幾個小時，這樣他會可能走得舒服一

些，當然我們現在的條件未必可以容許我們這樣做，譬如你如果在醫院死的，人家很

快就要打包，最多就給你多一、兩個鐘頭，這些醫院都已經很好了，一、兩個小時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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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給你，有些如果是好一些的就可能幾個小時，但是大部分都是很短時間，都是需要

處理那具屍體了。

聽眾：這樣的情況如果死了之後，如果還未完全離開，沒有了知覺了，環境又不

可以讓你停留，這個時候如果告訴他，他會不會知道？講者：應該還是有一些感覺

的，還有一點點知覺的。聽眾：可不可以告訴他，這裡是醫院的地方，你一定會有這

樣的遭遇的。講者：可能他的感覺好些，因為那時還是「解肢節」的情況，還是應該

辛苦，你告訴他一聲，現在條件的限制，就叫他不要太過在意這些，這樣可能都對他

有幫助的，聽眾：老師，有些人死於非命？講者：死於非命？是！死於非命如果照它

的規律都是這樣「捨」的，即是可能是據說他已經是死亡，但是他真正是「阿賴耶

識」完全離開身體可能仍然是需要一段時間。聽眾：死於非命的人對他將來的生命會

不會有影響？講者：哦！即是說死的時候很不甘，是嗎？聽眾：或者是太突然，他都

沒有準備，或者很痛苦，死於非命。講者：有些人，據講一些有瀕死經驗講，都是說

他自己撞了車，或者他已經死了，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死了，都有，佛經都有這樣的

描述，就是很多當他死去之後，「中有身」出現之後，但有可能一兩日，他才真正

「意識」到自己已經死亡的。可能那個「中有」照一照鏡子，但那鏡子照不出他的形

體，因為他的物質很微細，與我們一般粗的物質不同，可能鏡照不到的時候，他看鏡

的時候就會知覺到，哦！原來我那時已經不是之前的身體了，那時才知道自己已經死

亡，但是一般來講他知道自己已經正在走這條死亡之路了，他應該就有心理準備，那

些就可能沒有心理準備的，突然之間很意外，突然之間死了，可能就要到「中有」出

現才知道。但是那些可能因為沒有心理準備而突然間死去，多數他應該是會不太甘心

的，如果是因為沒有心理準備是接受不到，接受不到的，或者他有很多東西還未處理

好，他又會牽掛多一些的。

即是煩惱的影響會大一點，最好是在臨終之前可以的已經處理好了所有東西，什

麼都安安樂樂地走，如果不是這樣，你還有一些牽掛，始終都會欠缺一些。就算是牽

掛，譬如你臨終還有一個親人未見到，有些人就說，醫生已經宣布他死亡，已經斷氣

了，但是幾個鐘頭之後，當親人來到的時候，他的屍體是有反應的，即是說它還是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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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捨離那個身軀，這些現象很多時都會見到的。聽眾：老師，「阿賴耶識」是沒有

感受的，只有「前六識」與「第七識」才有感覺？講者：是、是。聽眾：何解又有痛

苦？講者：沒有感覺那裏就是說，最後剩下的就只是「阿賴耶識」就是那個「捨

受」，但是「阿賴耶識」未完全走之前，那個「解肢節」仍然會令到他有一種不舒服

的感覺。聽眾：但是應該沒有「前六識」與「第七識」了？講者：那時那種明顯的

「第六識」沒有，那個潛意識還在的，潛意識還在，所以「解肢節」他應該還是有痛

的，還有些感覺是不舒服的。

這些譬如都涉及到一些器官捐贈問題，譬如在這些情況之下，對他的那個意願有

沒有影響？聽眾：有些人，變成有些人就不敢去捐贈。講者：這樣就要看你自己的意

向，就是如果你覺得你的身體有某些器官真是可以幫到別人，而你生前又很願意幫到

別人，你是透過一種譬如慈悲心，你會願意承受當時那種不舒服的感覺，而去令到其

他人得益，那些就真的要那個死者自己本身的意願，他真是想捐的，他就算雖然會可

能出現一些不怎麼好的感覺，但是因為始終是想幫人，他可能願意承受都說不定，但

是如果是未經過他同意而去做，就或者他到時可能覺得很辛苦，而會埋怨那些家人都

說不定，所以最好就是之前問清楚，他有沒有這樣的意願，如果有就替他做，理論上

如果他是自己心願想做，他是應該可以接受到那時的那種狀況的，這與他的意願有關

了。聽眾：會不會好像我們現在的不舒服？講者：他的不舒服是指身體的生理方面的

不舒服，因為那時很多細胞已經是破壞了，壞死的時候，我們的身體是會很不舒服

的，那個「解肢節」就是講這些。捐贈器官你始終是……聽眾：是否始終是放不下？

講者：並非只是放不下，而是整個身體的細胞組織已經是在破壞的時候，我們自然會

覺得不舒服，譬如我們在被病菌侵襲的時候，是身體的感覺，還未，因為那時他還未

完全離開，我們是全部離開之後就會「冷觸遍滿」，沒有了感覺，完全真是沒有感覺

了，但是它還未〔完全離開〕，還在執持這個身體，那多少還是有一些感覺的，不是

即刻離開了，因為，不是！如果是慢慢好像離開那個身體，但是與那個當我們判斷他

已經是斷氣了，死亡了，我們一般醫學上的判斷與真正是「阿賴耶識」完全離開身

體，應該還有一段時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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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這些經歷我們還未到，始終是我們看到有一些人的狀況而講出這些情形是這

樣。但是到時我們都是可以透過現在這裡的描述，我們將來自己有一些心理準備，或

者做一些很好的安排，這樣對自己，對家人都是一些比較好的處理。當然我們亦都要

知道，到時不要那麼執著當然就不會那麼痛苦，但是你做不做到就到時才知道，因為

事到臨頭，你才知道你自己是不是能夠承受這些難關，你看別人過，你覺得到時會很

容易過，其實未必的，你真是面對那個問題的時候，你才真正知道自己是否能過這個

關。以上是講述死就方面。接下來講「生」，這個「生」不是講我們下一世的生命，

而是下一世的生命開始之前還有一個中間的階段，這個就是講「中有」了。生是怎樣

的？首先我們要了解的就是「中有」的「方便身」，「方便身」即是一種過渡期，是

一種施設、假立的一種生命的形態，有二十二門那麼多，即是有二十二種狀況。首先

就是「中有」生起的因緣。

第一個，他何解會出現？「由我愛無間已生故，」因為臨死之前，當我們覺得我

的軀體快要沒有了，消失的時候，我們就會覺沒有東西抓住，好像生命沒有了依託，

那時候有很大的恐懼，跟隨著這個恐懼心的時候，那種我執的力量就很強，「由我愛

無間」滋潤之下，就令得我們希望再有一次生命的那種意願，就熏習我們「無始樂著

戲論（的）因」，這個「戲論因」其實就是我們無數世的生命不斷地熏習這些自我的

觀念，這些自我的執著等等。其實都是名言種子來的，這些種子熏習了之後，再加上

「淨、不淨業因（亦）已熏習」，這就是你生前的善業與不善業，這些也是配合作為

一個增上緣，就是哪一類的種子會出現？這兩種一個就是名言種子，一個就是業種

子，透過這兩個種子就是我們下一次的生命出現的一個主要的來源，主要的因由，所

以這個「彼所依體」的「彼」字，就是指那個「中有」了，「中有」依這個「我

愛」、「我執」，就需要有一個身體再次出現，所以這個「所依體」，「由二種因增

上力故，」「增上力」就是由它們作為一種條件，「從自種子」，「從自種子」就是

那些名言種子，它屬於哪一類的眾生將會出現的時候，那一類的種子就會產生一種活

躍的狀況，一有條件它就會出現了。「即於是處，」即是說在那個死的時刻，「中有

異熟無間得生。」即當你的那個「阿賴耶識」捨離前一生的那個身體的時候，「無

間」即那個過程很快，即刻就另一個異熟的「中有身」就出現，「無間得生」即是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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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頭死，那一頭的「中有」就出現了。而他出現的時候，其實是要經過那個名言種子

與業種子的滋潤之下才能夠出現這個下一期的身體，

第二門就講「死生同時」。「死生同時如秤兩頭，低昂時等。」就像一把秤一

樣，這邊有東西放下去的時候，另一方面就會翹高的，一個向下，一個就向上。「如

秤兩頭」，「低昂」即是一高一低是同時、同時出現的。第三門就是「具根」了，

「而此中有必具諸根。」這個「中有」是透過一種化身的狀況，因為這頭一死，他突

然之間出現，就是一種自身的變化所出現的一種身體，而這種身體如果是欲界或者色

界來講，他是有諸根的，就好像我們有肢體那樣的狀況的。

第四門是講他的相狀，「造惡業者所得中有（身），如黑羺光或陰闇夜。」這個

「黑羺光」就是像那些黑羊毛的一種很亮的光，一種光色，但是黑暗的，灰暗色的。

如果是在顏色上，就好像黑羊毛的那種光，或者像灰暗的夜晚的情況，「作善業者所

得中有，如白衣光」很鮮明的，很鮮亮的等等。「或晴明夜」，即是有光明的夜晚，

這個「中有」就大概是這種分法。即是如果有些人能夠看到「中有」的話，他看到他

的身光，大概就可以判別到，這個「中有」生前是作惡多還是行善多。什麼人會看到

呢？「極淨天眼（之）境（界）」。這樣就不是普通眾生可以看到的。「又此中有是

極清淨天眼所行。」如果「是極清淨天眼」，它是一種由禪定中所產生的一種超視覺

的狀況，這些「天眼」就不是普通的諸天所見的，普通諸天就不需要透過禪定，他一

出生就有這種天眼了，但是這一類天眼都見不到這些「中有身」的。是要那些聲聞或

者是菩薩，他們在深禪定之中，有這種「極清淨天眼」，他們才能夠見到這個「中有

身」。

第六門是講如何「離先我愛起現境愛」。「彼於爾時」，這個「彼」是指「中

有」，在那個時候「先我愛類不復現行」，「先我愛類」就是臨死的時候，對自我的

執著不是很強烈嗎？因為身體沒有了，但是現在又再有了身體，所以他對之前的那個

我執就開始沒有那麼明顯了，雖然他潛伏的意思是有這個我執，但是由於現在已經有

了所託的「身」，所以他那個我愛就沒有這麼明顯。因為「識已住故」。「識已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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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說有一個什麼？就是一個具有根的身體已經在那裏了。這個與我們的情況就是一

樣，我們平時未必可以「意識」到自己對自我的那種執著，是嗎？但是當生命遇到危

險的時候，我們那種保護自身的生命的「意識」就會很強烈，但是當我們的這種「意

識」不是很明顯的時候，我們就追求什麼？追求境界，境界的各種欲樂。所以現在這

個我愛境就開始沉沒，不是很明顯，但是對現境的愛，即現前、眼前的境界的那種愛

執開始又回復了，又出現了，就好像我們平時的情況一樣。

第七門就「同當生形」。「當生形」，「當生形」即「然於境界起戲論愛，」其

實就是虛妄分別，種種分別的愛執，就「隨所當生」，這種「隨所當生」就是隨著他

的業，他的業力，他應該生在哪一個界趣呢？「即彼形類中有而生。」譬如他是再生

在人趣的，他的「中有」就近似人形，如果是畜生趣，牠就可能是狗的形諸如此類等

等。所謂「當生」即是它快要出世的形態，其「中有」就類似那種了。

第八門，是講「中有」的眼就好像天眼那樣。即沒有障礙的，視線、視覺是沒有

障礙的，「又中有眼猶如天眼，」即是說當「中有身」出現的時候，他的眼就自然好

像天眼那樣，「無有障礙，」很多牆壁不能夠遮擋他的視線，同時他亦可以見到一些

微細的色，即是我們一般視覺看不到的微細的物質狀況，他是會看得到的。不過他的

所見，即是他能夠見的東西，「唯至生處」，「唯至生處」即是說他將會生在那個地

方的那種環境、那種狀況，他就會看到，意味著他不是遍一切境的，不是所有三界他

都能夠見到的，他主要是見到自己將要出生的那個方面的情景。第九門就是講他「身

往」的情形了，「所趣無礙」，即是說這個「中有」就好像有神通那樣，「如得神

（足）通，」可以穿牆過壁的，即是一般的物質是障礙不到他，他可以穿過很多物

質。另外，「所至」，即是他要去的地方，「亦唯至生處。」即是他將會出生的地

方，他好像有神通那樣可以去那個地方的。第十門就是「見己同類」，這裡也是指

「當生處」那些，「又由此眼，」這個天眼，「見己同類中有有情」，他會看到將來

與他同類的那些眾生的「中有身」，並且「見自身當所生處」，即是說其實是有個限

度的，某一個地方他才能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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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門就是講「行相」，他的狀況，活動狀況，「又造惡業者，眼視下淨，」

就是如果作惡業的「中有」，他所看到的東西是向下的，另外就是「伏面而行；」可

能他的「中有」的狀況是怎樣？可能平行那樣，其臉就向下，同時眼就是「視下」，

但是他雖然是「視下」，但是這個「下」本來如果出現這樣的情況，他所見到的應該

是三惡道境，本來是這是不好的境，但是他見的時候，他就有一種虛妄執著，覺得是

一個好的境，所以「眼視下」，但是那個「下」是淨的，「淨」即是殊勝，好的、勝

妙的東西。例如他不是殊勝、勝妙的，他可能不會去的，就因為他有一種虛妄分別，

以為是好，所以就衝了進去，走了進去。「往天趣者」就是向上的，即是臉望向上，

「往人趣者（側）傍」。就是一種平視或者是一種側望的樣子。這就是就一種「中

有」的那種活動的情形，就大概知道他是去善趣還是惡趣。當然不是我們一般人知道

的，都是那些修禪定很了不起，有天眼人才看得到。

第十二門是「生時分限」。「又此中有，若未得生緣，」「未得生緣」即是說他

有出生的障礙的，還有些條件的障礙，就會「極七日住；」「七日住」的意思是說，

大概七日的時限，這個「中有」就會再面臨多一次死亡，即是出生了之後，前一生完

了之後，跟住他的「中有」就出現了，「中有」出現之後，如果他在七日期間，他都

沒有出生的條件具備的時候，他這個「中有」就會再死一次的，如果「有得生緣，即

不決定。」「即不決定」即是他可能「中有」經歷三、四日的時候，他就有出生的條

件，他那時就入胎、出世，那就是「不決定」的。「若極七日未得生緣，死而復

生，」當他的「中有」完結之後，再重複多一次，再多死一次，又再生一次「中

有」，亦是「極七日住，」也是七日之中看你是否有條件去入胎等等。「如是展轉未

得生緣，乃至七七日住，」我們常常說七七四十九天就是投生的期限，就是這樣了。

「自此已後決得生緣。」「自此已後決得生緣」，就是多數的情況之下，應該就能找

到父母去投胎的，大部分，多數都是七日或七七日之間，他的投生的條件就應該會成

熟的，業力應該成熟而可以入胎，可以有下一期生命的開展。如果不是，就會每七日

就死一次，就是這樣的情況。

第十三門，「可轉生處」。「可轉生處」就是「又此中有七日死已，或即於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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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此類生」即是說他當生的那一類，視乎他的業力，他下一生譬如應該是要去

人趣的，他就會出現人趣的「中有」，或者他是受惡業的時候，他可能是畜生趣，就

出現畜生的形態，但是「若由餘業可轉中有種子轉者，」「中有（的）種子轉」，這

個「轉」是指轉變，可能透過其他的力量，令到這個「中有」轉變他要趣生的地方，

如果他可以轉變的時候，「便於餘類中生。」即是說，他本來是要去那個地方，現在

就轉去另一個種類了。所以這些亦都切合了佛經整日講的就是什麼？一些人死的時

候，要七七四十九日為他超渡，超渡就很多事可以做，主要就是誦經，因為誦經裡面

講的經文，其實你看那些經文你都知道，都是勸那些死者怎樣放下他對生前的執著，

當他能夠放下的時候，他就容易一些走，接受他現在死亡的狀況等等，亦都在經文之

中開啟他的善心，引發他的善心，所以很多時會令他本來要走去一些不好的趣，由這

些力量而令到他轉生去善趣的，當然要他的業力不是太強，那些如果他惡業是太強

的，那就可能誦經都沒有什麼大的力量的。但是如果他生前不善不惡，即善惡的力量

大概都差不多，如果你在他臨終或者死後的時間幫他做一些善業迴向給他，是可以幫

他轉生去一些好的地方的。

除了誦經之外，最好就是親人為死者持素，持素、放生，或者將他的物品拿去布

施，用他的名義去布施，捐給一些慈善的團體等等，這個就是以他的名義去做一些事

的時候，他就會獲得一些福報的，有些福業的。不過這些福業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大

概就是七份中，死者只能獲得一份，如果七分獲一，大概就幾多個 percent左右？

20個 percent都沒有，是嗎？十來個 percent左右。即是說你是可以幫他做一些

事，但那些只是一個輔助性的作用。因為他現在做不到了，你要幫他做，幫他做之

中，他又只能夠獲得一部分，剩下的那六分是誰獲得呢？就是做的那個人獲得的，即

是在生的人替死者做，那個人他是獲得這些福業的，但是因為他是願意迴向給死者，

所以死者是會得到一份，但是就不能夠得到全部的，全部就是做那個人得到的。所以

最好是怎樣？生前自己做，是嗎？死後等待別人做，第一你不知道你的家人會不會幫

你做，第二就算他幫你做，你亦只能得十來個 percent左右的福報，所以最好就是在

生之前自己做好一些善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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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假如你生前有善業的話，你死後都多數有人替你做這些功德的，你都可以

再加一些善的增上力，倒過來，如果家人又不替他做這些超度，反而做很多不好的事

的時候，就會負累到這個人的，負累到死者，但也不是全部，也是承擔部分而已，所

以說某些「中有」後還有機會再轉，就是在這個時候，我們盡量幫他做一些事，令他

可以再去一些更好的地方，或者他本身已經去善趣了，如果再有這些福力的時候，他

那個善的界域就更好，他的福報更好。所以我們就不要誤解，以為在生做了不好的

事，死後有人幫你超度就可以，他不能幫你全部消解了所有的惡業，只能是部分的惡

業而已。同時，據說「中有」階段的聽覺，「中有」的根很利，那時你為他誦經，他

會聽得到那些經文的，而且任何語言的經文都聽得懂的，很厲害的。所以他沒有障礙

的，他的眼睛也沒有障礙，他的聽覺也沒有障礙，所以那時為他誦經，令他明白多些

道理，幫助他來生對那些道理的掌握與領悟都有幫助。聽眾：有沒有分析力？講者：

分析力嗎？哦！有沒有分析力？不過他那時是利根，他會有一種心開意解的情形，可

能應該不需要太過多的分析力，他直接就有一種透過感受的能力，如果他能夠接受的

話，他會感覺到那種經文的力量，經文的意義。

第十四門是講它的「異名」。即是「中有」有些什麼名稱呢？一般我們叫做「中

有」，但在佛經裏面，「中有」都有其他的名稱都是指這種東西的，第一就是「或名

中有，」「中有」就是「死、生二有（的）中間生故。」「死有」就是我們之前講的

臨終時的屍體，那個時刻就叫做「死有」，「生有」就是我們下一生，我們真正的下

一生出現的時候我們就叫做「生有」，但是由「死有」過渡到「生有」的時候，中間

的階段所出現的生命形態，那時就叫做「中有」，是一個短暫的生命型態。另一個名

稱就叫做「乾闥婆」、「健達縛」（gandharva），或者叫做「乾闥婆」，這個就是

那個梵文，gandharva這個字，你透過音大約就知道那個名稱何解這樣翻譯，這個

意思什麼？就是「尋香行故」，「尋香」的意思就是他會追尋一些香味，而去某些地

方的，這些香味就好像帶引他去一些出生的地方那樣，所以他會去找他將要出生的所

在，而那些所在的地方就有一種特殊的氣味，他會喜歡去那種地方的，即是說導引他

10



去那些地方，這樣謂之「尋香」，有時就直接名稱叫做「尋香」的。「中有」另一個

名叫做「尋香」的。另外，「香所資故」，即是以香去資益他的身體。

一般覺得，我們燒香就有「中有」或者鬼魂好像就有一種飲食那樣，食物，資益

他的身體，除了香之外，還有食物的那種香味他們都會感受得到的，能受用到的，譬

如用一些物品、食品去拜祭他的時候，那些「中有」嗅過之後，那些食物味道與精華

就沒有了，即是拜祭過祖先的食物通常就不再吃了，因為你會感覺到那個味道已經是

不同的了，完全變了味的，沒有了一般的鮮味。但是拜佛的那些又不同，拜佛就不會

有這些現象，所以很有趣的，即是說拜祭死者的食物通常拜祭完就不吃了，因為應該

已經沒有營養了，因為他已經吸收了那些能夠資益他身體的那些精華所在，所以我們

叫做「香所資故」。香就不只是燒香的香，也包括食物。第三就叫做「意行」，「意

行」即是「以意為依（而）往生處」。「以意為依（而）往」即是由那個、其實都是

那個意念，或者那個精神的力，令得他往生、出生的地方，但是他去的時候，他是要

用「身」去往的，即是說，「中有身」去，就不是由那個「心」去那個地方，但是這

個「身往」的時候，他背後是由那個「意」的勢力，令得他去那裏的，所以這種「依

意」就好像一種神通力，導引他去那個出生地，這個就叫做「意行」。這是其中一個

名稱叫做「意行」，這就是「身」隨著那個「意」走向那個出生地。「或名趣生」，

另一個名稱，第四個名稱叫做「趣生」，這個生就指「生有」，走向「生有」那個階

段，這個就是相對「生有」而去講，或者相對「生有」而起的，大概有這幾個名稱，

當然還有其他名稱，我們先學這麼多。

第十五門就是「三界有無」了。「當知中有，除無色界，一切生處皆有。」因為

無色界無物質現象，所以沒有「根身」的，但是欲界、色界都有這個「中有」。

第十六門就是「趣向相」。即是他走向那個生處的情況是怎樣的？又是分類，

「又造惡業者，謂屠羊、雞、豬等，」那些經常殺生的人，「隨其一類，」即是羊、

豬、雞等等的任何一類，「由住不律儀眾同分故」，「不律儀」就是說不符合戒律的

規定，譬如佛教的戒律規定我們不要做這些職業，是嗎？或者平時不要多殺這些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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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物，如果是經常做的，這樣就謂之叫做「不律儀」，不守戒的，「眾同分」即是

有一伙人與你一樣，都是這樣習以為常做這些事，這樣那些人將來就會成為你的同類

眾生，這樣就有一伙人會與你一樣，都會在那些地方出世的，這種我們稱為「眾同

分」。「同分」就包括了同界、同趣、同類、同形等等，總之大家相類似的形態，我

們就叫做「眾同分」，就好像人類那樣，人類始終都是有基本形態，大家都是叫做人

類的「眾同分」，「由住不律儀的眾同分故，作感那落迦惡不善業及增長已，」「那

落迦」即是地獄，感地獄趣。通常殺害的業，害命的業就多數是感地獄的果報的。

「作不善業及增長已」，「增長」即是這種力量不斷地加強，經常地做，「彼於

爾時」即是於這個「中有」階段的時候，「猶如夢中」，好像就在夢境裡面那樣，

「自於彼業所得生處」，即是根據他的業力所牽引要去到那個地方的時候，「還見如

是種類有情及屠羊等事」，就會再見到同類的眾生與再做平時經常做的事情。「由先

所習」，由他經常先世所做的時候，「喜樂馳趣」，平時經常做的就是他喜歡做的事

情，那時他就覺得是與生前那種做法是一樣的，差不多，「即於生處境色所礙」，這

個時候他整個身心就會受這種環境所束縛住，即是說他陷入這種境況之中。所以就

「中有遂滅」，「中有」在這個時候停止，停止的意思即是可能可以入胎了，入胎之

後就「生有續起」。「中有」與「生有」的分別就是當他能夠入胎的那一刻，那個時

候就叫做「生有」開始出現，「生有」出現的時候「中有」就滅了。「彼將沒時」，

即是這個「中有」將要滅亡的時候，「如先死有」，「如先死有」即是前一生，死有

的階段的時候，「見紛亂色」，作惡業的人就見到很多不正常的、怪異的情景，這個

時候那個「中有」死的時候，也是會見一些不好的景象的。

「如是乃至生滅道理，如前應知。」「生滅道理」就是那兩種的「因力」，一種

是「樂著戲論」，另一種是「淨、不淨業」的因，兩種因令得他是怎樣？死而復生。

他大概去什麼地方，就與他生前經常做的某一種業力是有相關的，但是死、生的過程

就會不斷地重覆，所以我們雖然說這一生去下一生，其實下一生之間的又經歷這個

「中有」的時候，「中有」死亡的時候，所經歷的情況也是一樣的。所以其實那個時

刻可能又經歷了幾次生死、生死的過程，所以是怎樣，似乎很可怕，很苦，死完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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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樣子。很短時刻的時候都要再死多幾次，輪迴、輪迴的苦就是這樣了。另外，第十

七門就講「中有唯是化生」。「又彼生時，唯是化生，六處具足。」即他六根具足

的。這種是他的業力，令到他的諸根在當「中有」出現的時候就已經具足這種形態

了。第十八門講「趣向心」。

「復起是心而往趣之，」他再有一些心態令到他走向那條路的，那條是什麼路？

是「業道」，由業驅使他走那條路。「謂我與彼嬉戲受樂，」我與那些「眾同分」一

起玩，大家有共同的習性，共同的喜好，大家一起喜歡玩這些東西，「習諸伎藝。」

或者做某一類的東西，「伎藝」譬如大家喜歡去賭錢的，大家就一起玩，是嗎？諸如

此類，喜歡飲酒的就一齊飲，諸如此類。「彼於爾時顛倒，」起了顛倒心，「謂造種

種事業及觸冷、熱。」「造種種事業」就是視乎他生前喜歡玩哪些，他還會繼續那種

的做法，另外「觸冷、熱」，現在特別是指那些惡業眾生，如果他是感「那落迦」的

業，即地獄的業報，他會「觸」到這些「冷、熱」的情況，我們知道地獄的情況有些

是非常之熱的，熱到死，有些是凍到死等等，但是如果是一般的正常的狀況，我們見

到這些的時候，我們應該是會怎樣？避免進入這些狀況之中，是嗎？

但是因為他這時候是顛倒，他就會出現一種情況，會不由自主走向這些地獄的境

界，而走向的時候是自願走去的，是他的業力帶引他去的，所以是一種顛倒，顛倒

心，而他的業力會令到他走向這些地方。「若離妄見，」如果你沒有顛倒見的話，

「如是相貌尚無趣欲，」即是見到一般六道的境相我們都不會有一個貪戀的心，不會

想去的，「何況往彼。」即是想去的心都沒有，何況真是走向那些境界入面？「若不

往彼，便不應生。」如果不去那些地方，就不會出現那種生的狀況，但那個時候要有

正見，要不受妄見的影響才能夠做得到。「如於那落迦，如是於餘似那落迦鬼趣中

生，當知亦爾，」前面的那一段就講「那落迦」的情況，如此類推，其他譬如感那些

鬼趣的眾生，他那種情況大概也都是差不多，亦是一些經常所習的喜好的東西，而令

他趣向那些地方。「如癭鬼等」。「癭鬼」就是一些我們說是一些鬼類的眾生，他的

頸有一個大瘡的，就障礙他飲食，那些餓鬼很多時都得不到他所需要的飲食，他的慾

望不能夠得到滿足的，就算很基本的生存於望都得不到滿足，所以我們叫「鬼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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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個狀況，就是說他是有這種生理的象徵是會這樣，他不能夠吃東西的，或者有些

說它們有些喉嚨很窄，窄到連食物都通不過的，諸如此類。

「癭鬼」就是說裏面有東西障礙他，令他不能夠進行飲食，「又於餘鬼、傍

生」，「傍生」即是畜生、「人等」，即是五趣眾生了，「欲、色界天眾同分中，」

欲界的天或者色界的天，他們都有一些同類的情況，好或者不好的狀況，「將受生

時，於當生處見己同類可意有情，」他見到那些鬼他都覺得很可愛的，也不會覺得很

難看的，因為他們有一種顛倒，顛倒令到他們會喜歡那一類有情，然後就與他們一起

了。「由此於彼起其欣欲，」因喜歡就起一種欣樂，「即往生處，」一往生去那些出

生的地方就「便被拘礙」了，在那個時候就被它束縛住，這樣就不能走了，去到那裡

就走不了。「死生道理，如前應知。」那個生死的狀況就如之前我們描述過的情況，

現在又再重複那種過程。第十九、二十門就是講入胎的情形了。首先就是講「由三處

（的）現前」，「又由三處現前」，即是三種條件具備了，「得入母胎」。第一就是

「其母調適，而復值時。」意思即是說，他母親的身體應該是當時是沒有病以及頗健

康的，如果是健康的狀況，她就可以受孕的，這樣就謂之「值時」了。另外是父母

「父母和合，俱起愛染。」並且他的父母是要起一種「愛染心」，有一種交合的情

況，第三就是「健達縛正現在前。」即是這個「中有」亦要當時剛好在那種處境之

下，他剛好也在前面，在那種環境之中，這樣就起碼要有這三種條件，他才能夠入母

胎。

第二十門講「無三障礙」。還要「復無三種障礙，謂產處過患所作，種子過患所

作，宿業過患所作。」什麼是「產處過患」？「謂若產處為風熱 之所逼迫」；「風癊

熱」即是風邪令到身體發熱，而有一種好像痰的，分泌黏液差不多上下的東西，就會

令得那個生殖器官受影響的，這是指母親。「或於其中有麻麥果；」「麻麥果」大概

是指那個地方有好像某種果實的東西，障蔽著受孕的地方。我想這個可能接近我們現

在講那些子宮生瘤或卵巢生瘤，這樣就會妨礙受孕的。「或復其門如車螺形，」意思

應該是指子宮那裏不夠寬大，是一種很多屈曲的狀況，又是令到那個胎兒不容易在那

裏生長的。「有形有曲，有穢有濁。」即是說這個生理方面不是很好。「如是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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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產處過患應知。」這裡即是說母親受孕的生殖器官那裏出現問題，這種就叫

「產處過患」。

其實即是現在我們所講的不孕的象徵，或者很容易難產的那些情況，就是這種

「產處過患」了。「種子過患」就是「謂父出不淨非母，或母非父」。種子過患是說

透過父精母血，以前就說父精母血，現在我們知道是精子、卵子，即是說，如果父親

出的精子是不好的，亦都不容易受孕的，這種我們叫做「種子過患」。這些「種子」

就不是等於我們的名言種子、業種子，而是講這種能夠令得胎兒成孕的那些精子卵

子，那些我們叫做「種子」。有些是父親方面出現問題，有些是母親方面出現問題，

「或俱不出」，或者兩個都不能夠有這些精子、卵子的產生，「或父精朽爛，或母，

或俱。」即是說精子不能夠成孕，或者是卵子一樣，「如是等類（的）種子過患應

知。」即是說，父母的緣，或者父母的條件都很重要，是令到那個「中有」能不能夠

出世或者是投胎的一個條件來的。

第三就叫做「宿業（的）過患」「謂或父或母不作、不增長感子之業，」「不

作、不增長」即是說他們不做一些能夠令到他們能夠生養兒女的一些業，譬如我們現

在很多是可以透過避孕或墮胎等等，這些就叫做「不作、不增長感子之業」，現在我

們的香港有很多這些人，大部分都不要 BB（嬰兒），不要下一代的。這就是我們現

在的共業，就是比較傾向走向這個「不作、不增長感子之業」，當然一般都是喜歡有

孩子的，但是現在是趨勢多了，多了一些人是「不作、不增長感子之業」。這樣要出

世就艱難了，如果大部分人都是這樣的時候，「中有」就很難找父母出世。「或復俱

無」；或父親或母親，現在「俱」就是父母了，兩個都不作的，「或彼有情不作、不

增長感父母業；」或者是那個「中有」本身，他自己亦都不作一些「感父母業」的情

況。譬如他自己都不想投胎，諸如此類。而他有能力他不投胎的話，他可以作這些

「不感父母之業」。聽眾：那個「中有」有沒有那個能力不入胎？講者：「中有」有

沒有能力？有些「中有」有能力不入胎的，「中有」有如果快要入涅槃，他可以不入

胎的，因為有些他入涅槃，他剛好這一世的壽命剛好有盡頭的時候，他還差一點點不

入涅槃，他就要在「中有」處入涅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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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那些「中有」就不會入胎的，是！「中有」可以入涅槃的。他都是一個生

命體來的，不過是短暫的生命體，有些人是「中有」那麼短的時間他都來不及入涅槃

的時候，他就剛好出世的時候入涅槃都可以的，即刻入涅槃，那些叫做「生般」，即

是即刻生就入涅槃的，有種聖人我們叫做「生般」（upapadyapa-parinirv yinā ）。

聽眾：會死嗎？講者：會死，那些叫做「無餘依涅槃」，如果他不再投胎，那些人就

了生脫死了。就可以在出世的時候了生脫死都可以的，所以有些「中般」，「中般」

就是講「中有」時入涅槃，「生般」即是出世之後，他只是差少少時間而已，但是他

都需要有一個過程。不知！總之他還有一些煩惱未斷清，差一點點煩惱未斷，他最主

要是「我執」的煩惱，還差一點點，如果完全斷了「我執」就不再留戀這個生死界的

生命。但是他還差一點點未搞定，他還需要多一段生命的時間，令得他可以完成這個

入涅槃的過程。聽眾：一下跳到中有身，飛了去的。講者：有，有這個情況的。聽

眾：是否跟著光走？講者：不是跟著光走，如果他是，他有很多類的，即是入涅槃有

很多類，總之有很多種情況，有些就不是經這種情形，是可以跳級那樣走都可以的。

有些是要逐級、逐級也有的，即是有很多種不同的形態，因為眾生無邊，有很多種不

同形態，大概就歸納了這麼多種。

所以有些是「不作不感」這些父母的業的。「或彼父母作及增長感餘子業；」即

是說如果他不是避孕的話，「或彼有情作及增長感餘父母業；」即是大家要眾緣和

合，配合的時候，這樣條件配合之下，他就可以入胎了。「或感大宗葉業；或感非大

宗葉業。」「大宗葉」就是指那些出生在那些大家族裡面，社會地位高，是屬於尊貴

的家庭，家族很興盛的，以前就是這樣，你是大家族，在社會上的地位是好一些的，

同時眷屬有很多，即是大家庭，眷屬多包括了你有很多僕人用，很多財產，諸如此

類。如果是屬於這一種狀況就叫做「大宗葉」，如果不是這樣，家族是人丁單薄的，

就叫做「小宗葉」。或者是社會地位不夠高，那些就叫做感「小宗葉」。「如是等類

宿業過患應知。」即是你感哪一類父母，或者父母可以配合你形成這種所謂入胎的過

程，都要配合，所以就由這三方面。「若無如是三種過患，（而）三處現前，」即是

講剛才講的三個條件具備的時候，就應該可以「得入母胎」了。這樣入母胎之前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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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父母起顛倒愛」的，這是第二十一門。

「彼即於中有處，自見與己同類有情為嬉戲等。」一樣了，都是在那些地方。

「於所生處，起希趣欲。彼於爾時，見其父母共行邪行」，「邪行」即是他們在交合

的時候，「所出精血而起顛倒。」在父精母血方面他就起一種顛倒心，那個顛倒心是

怎樣？下面就去描述這種顛倒了，「謂見父母為邪行時，不謂父母行此邪行，乃起倒

覺」，「倒覺」即是顛倒覺，「見己自行。」本來就是父母交合，但是他那個時候起

顛倒見，就會不覺得是父母正在是做這件事，而是覺得自己參與其事，自己做，「見

自行已，便起貪愛。」在這個過程裏面就會起一種愛欲的心，男女情慾的心，「若當

欲為女」，「當欲為女」這個「當」即是未來，未來如果她是生而為女性的話，「彼

即於父便起會貪」；她會將父親作為一種貪愛，將父親作為一種愛戀的對象的。「若

當欲為男，」如果他下一生將要成為男性的話，「彼即於母起貪亦爾。」他會對母親

起貪的。

這裏似乎就與我們父子，或父母與子女的關係之下，在佛經來看都是一種顛倒的

關係，即是如果我們這樣入胎都是顛倒，你不是當他們是父母，你是當為一種愛戀的

對象。所以這些都頗接近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講的戀父情意

結、戀母情意結，而他講的那個就不只是入胎、胎中的情況，出了世之後少年期都會

有的，甚至成長期都會有的，就是這種情意結潛伏在我們「潛意識」裏面，到我們成

長後都有這種情形，這個很接近佛經所講的，但佛經主要就是講我們入胎之前起這種

心，「乃往逼趣，」「逼趣」即是想擁有這個愛戀的對象，「若女於母，」若將來她

是生而為女，他/她對於母親是生起一種妒忌心，「欲其遠去；」本來三個人，但她

就其中想排除他母親出去，「若男於父，」如果是男性，對他父親來講，他的心態亦

都一樣，「心亦復爾。」意思是說，他貪戀他母親的時候，他就想他的父親離開那個

現場，諸如此類這樣的心態。「生此欲已，」當他生起這樣的欲念的時候，「或唯見

男，或唯見女。」因為他排斥了母親或者父親之後，他眼中只是見到他自己喜歡的對

象，如果女就見到父親，男就見到他的母親，那時只是單一個對象，「如如漸近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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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所，」一路一路就趣向那裏，「如是如是漸漸不見父母餘分，」父母其他的身體部

分他看不到了，「唯見男女根門。」只是見到生殖器那裡。「即於此處，」當這個

「中有」來到這個生殖門的時候，就在這裏就「被拘礙」了，他去到那裡就跑不掉

了，「死生道理，如是應知。」即是那個時候就「中有」沉沒，「中有」死了，然後

「生有」就出現了。

所以這個是講我們眾生很多顛倒，無明顛倒而受生的，不過這個講法在中國的倫

理思想就很難接受，是嗎？所以佛經講這一類，我們中國人不是很接受的，同時還是

會有批評的，不是很認同有這樣的情況。但是是不是事實是這樣？這樣就要能夠看到

入胎過程的人才知道是不是這樣了。第二十二門是講「薄福多福」的情況，「若薄福

者，（即福薄之人）當生下賤家。彼於死時及入胎時，便聞種種紛亂之聲，」聽到聲

音是不好的，比較吵耳，諸如此類。「及自妄見入於叢林竹葦蘆荻」，叢林、竹葦、

蘆荻」都是普通的植物，意味著他是生在一些普通的家庭，不是大富之家諸如此類，

或者地位比較不高的家族。「若多福者（即福報好一些的人），「當生尊貴家。」

「彼於爾時，便自聞有寂靜美妙可意音聲，」聽到一些令人很舒暢的一種音聲，「及

自妄見」都是虛妄見的，就見「昇宮殿等可意相現。」即是見到一些富貴的景象。這

些就是「中有」趣生的時候，出現的二十二個特殊的狀況。

如果真是這樣，苦不苦？如果是這樣，苦還是樂？真是苦的，如果真是這個情

況，生命的過程就應該真是很苦的，就算有福報，你都是苦的，生完又死；死完又生

等等，每次死的時候都會害怕的，又害怕一次，又再來一次等等。總之很多顛倒分

別。聽眾：老師，那麼菩薩又怎樣？也要投生，雖然他們都是菩薩，但是他們都是

人？講者：但是菩薩是要看他的修養程度是怎樣，如果他的修養程度未夠的時候，他

仍是會處於一種這種狀態之中的，但是如果他那個修養是夠的話，他會應該能夠克服

這些顛倒，他就不是隨業而生，他是依著他的願而生的，因為生有幾種，我們一般就

是隨著業而去生的，那些我們就只能不由自主了；另一種就是隨願的，他的業力已經

超越了這些，不會有這些顛倒，但是因為他為了要在這個世間與我們一起「眾同

分」，如果他是異類的眾生，我們如何能夠與他一齊？

18



他都要回來做我們的父母，或者做我們的子女等等，或者做我們的朋友，諸如此

類，他在這些身份之中來幫我們，他就要明知有這些苦難他都願意，願意入胎，這種

就是依願而生的菩薩，如果是能夠依願而生的菩薩，他的修養是很高的，一般發心的

菩薩他的修養還未夠，他仍然會有這種顛倒，不過因為他背後有這些大願支持他，他

選擇的時候，他應該會比較有多一些的理智，即是無明沒有這麼重，但是他未必能夠

克服這種顛倒，因為菩薩都有愛欲心的，都未完全擺脫所有男女情慾的，如果有男女

情慾仍然會遇到這些情況，仍然會在這些狀況之下生起愛戀。聽眾：這樣人沒有了這

一方面的情慾，他就不會受生了。講者：是，所以菩薩都要留一點點情慾的，故留煩

惱就是這樣。他不能夠完全無煩惱，如果他連欲界少少煩惱都沒有，他就與這個界域

絕緣了，他就很難與我們這些眾生發生關係，他太清高，太清高與我們俗世的人就很

難一齊很難相處，你看看有些人是比較清高的，我們都不大敢與他接近了，是嗎？何

況他那些清高程度很純淨的眾生，我們普通人是接近不了的，所以他一定要降低自

己，起碼表面上要降低自己的層級，他內裏就應該是可以保持的。

但是菩薩就有很多種，有些只是初發心的菩薩，他還有一大段時間要修的，是

嗎？那些人他是有一個方向，但是他未必有能力抵抗這些顛倒的情況，但應該會慢

慢、慢慢地減低他的無明的，到有一日他的無明能夠克服到這些問題的時候，他就可

以依願、依願而出世了。就不會經歷這些顛倒，那些就是隨願受生了。這個也是我們

努力的目標，是嗎？都是我們希望學佛法或者是行菩薩道的人，這個都是其中一個目

標，希望自己將來不是隨業而受生，而是隨願，我與哪個眾生有緣？我想做他的子

女，諸如此類。

聽眾：即是可以有一個選擇？講者：是，可以有選擇，他可以自由地選擇，但是

他如果還是受業力的影響，他就未必有這個能力，但是因為他始終如果平時都是與多

些人結善緣，始終他都是與父母緣或者與家庭的的緣是會好一些的。即是家庭應該會

比較有溫情，父母會特別關愛他，或者兄弟的感情會好，這樣通常菩薩就會出現這個

情況。即是家庭的緣是會好的，另外在社會上也有很好的人緣，很多人去幫助他，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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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他，諸如此類。這些通常是他之前有修這些善緣的人，他再投生通常都會碰到這些

比較好的情景。

聽眾：其實我們生死了這麼多次，對我們實在有沒有什麼幫助？講者：沒有的，

因為你都不記得了，你不記得你之前的重重覆覆，所以輪迴就是這個模式不斷不斷地

繼續，除非你有正見，你改變了你的無明的狀況，如果你無明的狀況沒有改變，你就

是這樣繼續、繼續。聽眾：這樣修行有用嗎？講者：修行就是要改變這種模式，就是

你的無明煩惱要減少，你才能夠改變，即是你這個 pattern不改變，你就永遠繼續是

這樣，但你一改變其中一些成分，煩惱的成分減少，無明的成分減少，你的那個生的

過程就不同了，那個性質就會有些不同。聽眾：改變質。講者：改變質的時候，同時

也會改變方法的，即是這種方法，這種輪迴的情況，你應該不會再出現這種對父母起

邪行的情形。

假設這種情況是這樣，你到時就不像一般人、普通人去投胎的情形，同時，薄

福、多福你都不在意了，因為你是視乎你與哪個眾生有緣，你就可能要專門要生那些

貧窮的家庭都說不定，你就幫助那個家庭，諸如此類。就不一定是選擇富貴的家庭去

生的。這就是你的意願，與某些人的關係是什麼程度，如果你覺得很緊密的程度，你

就可能願意，就算他是貧窮的家庭，你都會去投生。諸如此類。接下來就要「明生

有」。因為現在「中有」就已經入了胎，「中有」已經講完了。

現在就開始了解這個「生有（的）根本生」的狀況，有兩門。第一「明識支最初

依託」。「爾時父母貪愛俱極，」「貪愛俱極」即是真正的交合是父母，不是那個

「中有」，「中有」只是妄見自己參與其中，「最後決定各出一滴濃厚精血。二滴和

合（之後就）住母胎中，合為一段，」「合為一段，猶如熟乳凝結之時。」就像我們

現在吃那些乳酪差不多的狀況，「當於此處，（與）一切種子、異熟所攝、執受所依

（的）「阿賴耶識」和合依託。」即是說我們現代講的精子、卵子，或者是以前講的

「父精母血」，當它是凝結成為一團的時候，此時「阿賴耶識」就進入這裏，與這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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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乳凝結」）一起結合了。

「云何和合依託？」「謂此所出濃厚精血合成一段，」即合成一團，「與顛倒

緣」，「顛倒緣」即是起一個愛染心，那個「中有」在當時就是怎樣？滅的，即是死

亡，「與滅同時，即由一切種子識功能力故，」即是「阿賴耶識」的功能力，「有餘

微細根」，由這個「阿賴耶識」一入了這個「父精母血」的時候，它下一生的那個功

能就開始展現了，就開始出現，就「有餘微細（的）根」，即是它將會出現哪一種生

命形態的那些根，那些「根身」的功能開始發揮了，另外「大種和合而生，」有些大

種，譬如四大種那些，有些是做那個什麼？「淨色根」，有些就是做「扶根塵」那

些，那些感官諸如此類。「（以）及餘有根同分精血和合摶生。」「有根」即是其他

的肢體，肢體方面的東西，都會由這個精血的和合，一路一路慢慢地由一團很小的慢

慢、慢慢發展成熟，混為一團，這樣謂之「摶生」，混為一團的意思。

那個「生有」就是這樣的。跟著是「諸根依此次第當生」了。「於此時中，說識

已住」，「住」即是住在胎中了，入胎了，同時「結生相續」，這個「結」是指煩

惱，由煩惱而令到他趣向下一生，因為他的「我執」，「我執」、「法執」令到他需

要下一期的生命，所以「結生相續」就是由煩惱又讓他有了下一期的生命，這種這樣

的延續的狀況。「即此名為「羯羅藍」（kalala）位。」「羯羅藍」我們知道是由梵

文翻譯而來的。這段 kalala，此「羯羅藍位」，我們稱這一段的時間，即父精母血結

合，與「阿賴耶識」結合的這段時間，就叫做「羯羅藍位」，這樣就開始講這個胎藏

的五位了。入胎還未出世，胎藏的時候也有不同的階段，其中第一個階段就是這個

「羯羅藍位」，在這個「此羯羅藍中，有諸根（的）大種，」「唯與身根及根所依處

大種俱生」。

開始就主要是造這個身體的，造這個身體的那些根，那些物質，那些色法的種子

就開始出現它們的功能，慢慢形成一種生命體，「即由此身根俱生諸根大種力故，眼

等諸根次第當生。」（慢慢、慢慢）漸漸地就出現一種感官方面的、六個感官漸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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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出現了，「又由此根身」、此「身根俱生根所依處大種力故，」這又是以「身

根」為重點的，因為現在是構造身體的時候，由這個「身根」而有各種的「俱生

根」，即是天生的各種器官，種種的「大種力」，「諸根依處次第當生。」「根依

處」就是那些「扶根塵」，譬如我們眼的「淨色根」，要眼球等等的東西，這些是

「扶根塵」，這些我們叫做「根依處」，「根依處」就比較明顯一些的，就會接跟著

出現，即是由微細的物質開始，然後就再怎樣？再有一些明顯的「根身」出現。

「由彼諸根及所依處具足生故，名得圓滿依止成就。」「依止成就」即是他的

「根形」已經成就了，譬如那個人形，胎的人形已經出現了，這樣謂之「根形」。

「圓滿成就」，這個「成就」的意思就是如果我們成就的時候，他這種狀況就保持在

這裏，這個「根身」一保持的時候，大概就保持幾十年的，假如他能夠順利出世就成

為人等等，這種「根身」就會維持一段、一期的生命，這種我們因為他經常會出現，

相續出現，這種我們叫做「依止成就」。即是這個「依止」的「根身」就已經能夠怎

樣？經常現行，就叫做「成就」。

「又此羯羅藍色心心所」即是三種東西，色法、心法與心所法，「安危共同，」

即是如果物質或者生理方面是好的，精神也會比較健全一些，大家互相怎樣？「安危

共同」，「故名依託。」這個「依託」的意思就是這樣。「由心（與）心所依託力

故，色不爛壞；」即是現在由另一方面就是那個精神的力或者生命力又執持著這個身

體，這個「根身」，令到這個「根身」不爛壞，意思即是與我們死的時候，「阿賴耶

識」一路一路捨離我們的身體，我們的「根身」就跟著一路怎樣？「爛壞」了，如果

「阿賴耶識」不執持我們的「根身」，我們的「根身」就開始「爛壞」，現在因為有

「阿賴耶識」再執持「根身」，所以這個色身就不會「爛壞」的，直到「阿賴耶識」

捨離身體為止。所以識的損益，即是無論在損害的狀況，或者被資益的狀況之中，

「彼亦損益；」即是說，物質方面是損益的時候，精神方面亦有相對的損益的，因此

就說他們是怎樣？「安危共同」了。

「安危共同」就是物質與精神互相影響，互相支持，當然在佛教來講就是精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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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就比較緊要一些，因為「阿賴耶識」的力量是最重要的，即是令到這個「根身」

不壞的很重要的因素來的。「又此羯羅藍（中），識最初託處，即名肉心。」這裏就

是識最初託的地方就叫做「肉團心」，但是這個肉團心是說，因為我們之前講就是由

那個父精母血結成好像乳酪狀的一種東西，這個就是識最初託的地方，亦都在這個地

方，據講這個就是那個「肉心」，「如是識於此處最初託，即從此處最後捨。」最後

「捨」肉心就是講這個，究竟是講我們心臟，還是最後還原的那個？

這裏就似乎出現一個問題，有一點好像覺得不得很一致，因為這個「肉心」，一

般我們說這個「肉心」就是指我們的心臟，是我們最後捨離的地方，但是他這裏就說

我們「最初託」的那個地方又叫做「肉心」的，但是那個肉心其實是一種好像黏液的

狀況，但是這裏就是說這裡是「最初託」，「即從此處最後捨。」這樣究竟「肉心」

是不是有兩種東西？是講心臟還是講精血和合那個謂之「肉心」呢？還是兩個都有？

這個我就不是很肯定。暫時就覺得這個……

聽眾：會不會先出現了心臟，那個時候「阿賴耶識」才入去？講者：未！心臟在

那個時候還未形成的，聽眾：那個時候還未形成，我意思是說，心臟出現了，才有

「阿賴耶識」入？講者：未！因為根據剛才講，就是說父精母血一凝合的時候，那個

即是「識託」的地方來的，現在他是說這個地方就叫做「肉心」，所以就覺得有些不

是很一致，但是他最後「捨」那個「肉心」，就沒有理由去再去、還原去原來的地方

的！所以我就覺得這裏講的「肉心」有少少問題，究竟這個「肉心」是有兩個意思？

一個是我們肉團心的意思，另一個意思就是什麼？精血和合的時候又叫做「肉心」，

可能是這樣，但是如果兩個是完全一樣，就似乎覺得不是，因為讀下去就好像不是。

聽眾：因為聽講「阿賴耶識」是無形無相的，譬如我們說「阿賴耶識」在我們身體的

哪裡？一般的老師就會講你根本找不到，因為無形無相的，無需一個地方，何解這裡

又講需要有……講者：如果講「阿賴耶識」的範圍就很大了，可以涵蓋我們的「根

身」，執持我們的根身，即整個身體涵蓋住的，並且它還執持那個器世界，即是整個

精神力量都涵蓋住山河大地等等的東西，這個宇宙，我們所生處的宇宙它都涵攝，如

果講它的範圍就很大的，就不會只是限於那個肉團心，這是講最初入的地方，「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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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就是講最初入的地方與最後「捨」的地方，問題是，這個「肉心」是不是有兩個

意義？我現在就不是很肯定。聽眾：是需要依托在我們的身體裡面。講者：即是由一

點開始，由這裏開始發展成一個「根身」，但是我們的「根身」完整了之後，我們最

後走，又是在一個地方走的，那個我們也叫做「肉心」，剛才那個又叫做「肉心」，

現在問題就是我還未搞清楚，這個「肉心」是不是兩個名稱都可以的？

聽眾：我們不是生與死的那段時間，即是中間有生命的那段時間，「阿賴耶識」

在我們的哪裡？講者：我剛才不是講就是遍覆整個「根身」與器世界？聽眾：即所有

處？講者：是所有處。對了。你整個生存的世界就是「阿賴耶識」支撐住你的，那個

就是「阿賴耶識」，充分展開的情況，但它最初入胎就是那個「肉心」，問題就是最

初入胎與最後捨生，那個「肉心」是不是同一種東西？這裏我就還未搞清楚，看看大

家找一些資料看看。好！今課到這裏。

聽眾：可能是細胞？那一團東西是細胞？講者：可能是都說不定，是！可能是細

胞來的，沒錯，可能是那個也說不定，但是因為經典通常就說是「肉團心」，「肉團

心」我們印象是一團，好像心臟的一團那樣，但是你講那個也可能對的，可能就是你

講的那個也說不定，因為當時沒有這個名詞，可能是那個 nucleus，或者我想這個可

能真是其中一個答案之一。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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