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卷二之〈意地〉

我們繼續講〈意地〉裡有關死生的問題，〈意地〉除了五相的分析之外，還以十

五門去顯示它那種殊勝的作用。這十五門之中，最後就有關於死與生這兩方面的，而

死、生就再分所謂「內分」與「外分」，現在我們正在講「內分」的有情的那個生命

體；「外分」就是指那個世界。首先處理了這個「內分」，然後稍遲一些才講「外

分」，現在仍然是講「內分」，「內分」的有情生命就有死與生，「死有」我們已經

講過了，即是臨終的階段，這是有關死的方面。另外生就有兩方面的，一個就是「中

有」的生，另一個就是「生有」，「中有」、「死有」、「中有」已經講過了，現在

就到講「生有」。就是入胎，即是最初入胎，那個時候就開始叫做「生有」了。

我們已經講完了卷一的部分，即是第一卷，講到那個「生有」是怎樣見到父母而

起一個顛倒見，然後就入胎，入胎之後，入胎就是基本上根據父精母血而託這種東西

去投生的。我們現代的觀念就是什麼？精子、卵子的方面。精子卵子的結合就是入胎

的開始，所謂「入胎」，同時亦都講出，最初是託這種東西而生，最後亦都是託所謂

的「肉心」而走，這個就是第一個，「生有」的第一個部分。然後我們看卷二，現在

即是〈意地〉的另一個部分就擺放在卷二，就是再看看這個所謂「生有」它所具備的

那些種子的問題，即是它內在的潛能是包括了哪幾方面。首先就是透過所謂「五姓」

的劃分，「五姓」就是指這個「菩薩種性」、「聲聞種性」、「獨覺種性」與「不定

種性」，還有就是「人天種性」。在這麼多類的種性之中，首四種我們稱之為屬於是

有種性的眾生，這類「種性」是指他有一個能夠證得「涅槃」的那一種境界的人。

所以「復次，此一切種子識，」即是託生的這個「阿賴耶識」，其中是包括了一

些能夠「般涅槃法」的人，他是「一切種子皆悉具足」；這些「一切種子」即有漏的

種子與無漏的種子都是完全是具備的，這樣謂之叫做「具足」。但是有些五個種性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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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些是「不般涅槃法者」，就是譬如「人天種性」這些，他就不斷在三界中流轉

生死的，他一方面不是很大興趣去做所謂修道、證涅槃，另一方面也是他自己的內在

是缺這個三種菩提種子，三種菩提種子就是指三種覺悟的力量，就是「菩薩」那一類

覺悟力量，「聲聞」的覺悟力量與「獨覺」的覺悟力量，這些我們就叫做「有種性」

的眾生，或者他是具有這種無漏種子的那些有情。即是說，在這個「生有」裡面，

「生有」的眾生在一切種子識裡面，他們是三乘的種子都是具備的，有些就不是，他

純粹是有漏種子而沒有無漏種子。

聽眾：老師，想請問這些種子是不是不可以變的？

講者：種性嗎？

聽眾：即譬如那個眾生……

講者：如果他是無就不可以由無變有。

聽眾：永遠都不可以？

講者：不可以，如果照這個系統的講法就是，但是其他會不會變？是可以變的。

譬如他三種種子都具備，他就可能走向「聲聞」，就這樣個人解脫就算了，或者

他發大心，要想成佛的，那些就可能會轉向成佛的那條路向，那些就可能會改變。但

是亦因為不可以改變而出現了一些問題，可能有很多人有疑惑，就是如果我的種子識

沒有這些豈不是很弊？是嗎？但是其實我們也看到世間上都有很多人並不嚮往修道這

回事的，當然亦都有人喜歡，但是我們也看到有很多不一定是喜歡這一類的。這樣似

乎就是現象界裏面，有不同眾生的性向，有些是喜歡寂靜涅槃，有些是未必是喜歡，

他喜歡在生死過程之中有很多不同的經歷等等，有些他不一定是要走上那個解脫的道

路。當然佛教亦有些系統是保證我們所有眾生都可以成佛，也有這種講法，但是瑜伽

行派基本上是主張有一種決定的種姓。第二就是了解三界的種子的隨逐狀況，「隨

逐」就是隨逐住這個生命的狀況，「隨逐」這個有情的生命，隨著他所生處，即是生

向哪一個界域那裏，「自體（之）中」，這個「自體」就是現生，這一生的那個異熟

所感的那個自體，即是這種五蘊的身體，或者這種生命的形態，在這個「自體之中，

餘體種子皆悉隨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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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其他界趣的生命體的種子，其實都仍然是跟隨著這個自體而存在的，例如譬

如我們現在生而為人，人類的種子成熟，出現這個異熟的結果，但是我們生命中有些

地獄趣的種子，有可能存在的，天趣種子也可能存在，畜生趣的種子也可能存在，其

他「趣」的種子我們叫做「餘體種子」，即是其餘生命體的那些生命的存在的狀況，

都會「皆悉隨逐」，「隨逐」什麼？隨逐住我們的「阿賴耶識」或者這個「種子

識」，不會消失的，即一路跟隨著我們的自體，所以「是故欲界自體中」，譬如我們

現在處於欲界之中，在我們內在的生命裏面，亦都在有色界與無色界的一切種子，即

是我們擁有的東西仍然會跟隨著我們，這個擁有的意思就是我們本來就有了，本來就

具備的，這個我們叫做「本有的種子」。

這個三界六道的種子其實都是本有的觀念，跟隨著我們。「如是色界自體中亦有

欲、無色界一切種子」；如此類推，欲界的情況是這樣，如果假設我們現在是色界的

身體、生命體，在色界的狀況之中，仍然保留著欲界與無色界的種子在那裏，無色界

也一樣，「無色界自體中亦有欲（界）、色界一切種子」。既然有其他種子在內的時

候，變成我們這一生完結的時候，其他界趣就有可能性會出現了，隨著我們的哪一種

力量是強盛的，就會走向那個界趣了，繼續了解「明本有漸增長」的狀況。這個「本

有」就是這個生命出現了之後，出世之後，我們就叫做「本有」，出世之後叫做「本

有」，同時現在這個胎藏內部的增長情況，都可以包括在所謂「本有」的範圍之中，

有兩方面的，首先就了解那個「胎內增長相」。

然後再了解，去到第三頁的時候，就可以看到「明胎外所作事」，一個是在「胎

內」的，即是在那個胚胎裏面的形態的時候，這個就是在母親的肚裏，那種「胎內增

長」的情況；另外就是真正出生了，出生之後就是「胎外」的情形，這個「本有」就

包括了這兩方面，在「胎內（的）增長」方面，首先就「約種相差別（去）辨」，即

是在各個方面去看。其中就是「名色」的漸增方面去理解了。「又羯羅藍漸增長

時，」即是說這個最初的託生，那個父精母血的那個結合的時候，這個「羯羅藍」就

會漸漸增長、成長了，生長的時候一方面有「色」的成分，即物質的成分，另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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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有「名」的成分，就是精神方面，這個「名」主要是指什麼？「色」我們知道是物

質的形狀，初初結合就有物質的「色」的方面，至於「名」，「名」我們知道是精神

方面，是嗎？如果精神方面表現是為什麼？

聽眾：「受、想、行、識」。

講者：這麼快就有「受、想、行、識」？

聽眾：心跳。

講者：心跳？還未這麼快有心跳。

聽眾：「阿賴耶識」？

講者：是，「阿賴耶識」。

這個「名」最主要是講「阿賴耶識」，同時應該還有一個「末那識」的。不過這

裏就沒有特別提「末那識」，但是我們知道，「末那識」與「阿賴耶識」經常是在一

齊的，一起活動的，主要就是「阿賴耶識」，因為「阿賴耶識」是攝持「羯羅藍」。

「識」與「名色」，「名色」兩種東西「平等增長，（並）俱漸廣大。」即是一路它

們能夠作用的範圍慢慢增強，當然他仍然是很小，這個生命體剛開始形成的時候，當

然範圍仍然很小，但是開始慢慢、慢慢增長了「如是增長乃至依止圓滿應知。」「依

止圓滿」就是整個胎的形狀已經出來了，這個嬰兒的形狀已經出來。這個就是叫做

「依止圓滿」。

「依止」就是講我們這個生命。整個生命體的那個基本的形態出來了，這樣就叫

做「依止圓滿」。而這些是透過什麼元素而形成，當然亦都是說四大的觀念，「地、

水、火、風」這四個。「此中由地界故」，「地界」是一種堅硬的性質，「依止造色

漸漸增廣」。「依止造色」即是我們的身體，肉體的一種凝固的成分，開始會出現，

就是我們那些器官，種種的器官慢慢就會長成， 這個是由「地界」去支持這種東西

會出現。另外「水界」就是水大，水大就令到他「攝持不散」。即是內在很多的液

體，能夠凝聚著而不會散離的，「由火界故，成熟堅 。」由這個「火大」的緣故，鞕

令到我們很多東西都催生，諸如此類。「由無潤故」，「無潤」是配合「風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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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風界故」，「無潤」不是一種濕潤的，即乾燥的狀況。然後這個風界起，就令到

那些各別的「肢節」，分別「肢節」即是各人體的「肢分」「各安其所」，在不同的

位置之中就有一種增長、成長的過程。

這樣其實就要四大配合的，這個就是「名色漸增」的情形。「因用不同」。「又

一切種子識於生自體」「生自體」就是說，這個「自體」即是指生命，現在我們整日

講的「自體」就是指有情的生命， 但是這個「自體」的一路長成，我們就叫他做

「生自體」，其實這就是我們的「六處」，眼、耳、鼻、舌、身、意這六處，我們的

整個身體就慢慢地組成，對於這個一切種子識與這個「生自體」，即是這個自體六處

的「身」的關係是怎樣呢？「雖有淨、不淨業因」。我們知道，什麼自體出現就與我

們的業力有關，由淨業，即清淨業，或者善業，引致這種自體的出現，或者是不淨業

或者惡業，就牽引了這種因，這種因就是指有某種有情生命的那種本質要素，這種本

質要素我們叫做「名言種子」。

譬如構成我們人體來講，這種「生自體」六處、六根，六根的各別的狀況，就是

這些「名言種子」，但是何解會有這些人體的相狀出現呢？就是要透過那個業種子

了，由業種子的衝擊力或者刺激力，令到某方面的某種生命體的名言種子這樣出現成

熟，所以「雖（然）有淨、不淨業因」牽引我們這些生命體的出現，但是生命體的本

身是什麼？就是某種名言種子來的，我們叫這種「樂著戲論為最勝因」，「最勝因」

就是本質就是這些來的。這是「最勝因」。「樂著戲論」就是我們對世間的各種事物

都是有種種分別的執著，然後我們賦予了很多名言概念給它，叫這些叫做人道的種

子，或者畜生道的種子等等。

即最主要的成因是那些名言種子，但是，即是說我們這個生命的六處形態出現就

是這個名言種子，至於我們生在什麼種族（「生族姓」）裡面？你出身富貴的，或者

是貧賤的家庭之中，就是某些種族的話，「色」、「色」就是講容貌的方面，你生得

樣子是否五官端正，諸如此類；「力」、就是你的體力、能力的方面；「壽量」、就

是你長命還是短命，你會不會雖然有一個人的自體，但是你很短命，很年幼就夭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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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胎中就已經夭折了等等。這個就是壽命；「資具」就是你生存的各種條件的需

要，無論物質上或者精神上都需要各個方面去支持的，這些就叫做「資具」了。至於

這個「等」，「資具」等的果，這個「等」就包括了我們一般世間的譬如名譽地位，

我們的人際網絡等等的東西，都是我們這些屬於由「淨、不淨業為最勝因」所牽引出

來的果來的。現在你們能分到嗎？我們的業力就導致我們出生了之後，那種各別的好

與不好的狀況，但是我們的「生自體」，即整個生命的各種的質素，就需要以名言種

子為主因，「最勝因」就是主因，「業種子」就是我們是有種種不同狀況的表現，那

就是由業力所牽引出來的狀況。

所以我們的生命，整個生命體不外乎就是兩類種子，一類是名言種子，一類是業

種子，兩個組合而形成我們現在的情形。所以「因用不同」，就是這一類就是屬於那

種種子所引致，另一類就是另一些種子所引致等等。「凡聖見異」，在這些狀況之

中，凡夫與聖者的看法就不同，觀點不同。「又諸凡夫於自體上計我、我所，」在這

個「生自體」裡執「我」或者屬於「我」的東西，同時在這裏又「起我慢」，我總覺

得自己重要或者比其他人優越等等，這是「我慢」。但「一切聖者觀唯是苦。」但是

如果在聖者的角度來看，就不覺得自己很重要，而是覺得這些（「生自體」）全部是

苦的結果來的，這是「苦諦」來的，是我們很多不淨的業因所引致現在這種有漏的生

命體。一方面聖者了解無我的道理，另一方面亦都知道，現在種種世間的生命的狀

況，其實都是難以逃避那種所謂三苦、八苦的狀況，所以「觀唯是苦」。但是我們普

通人就不是，會覺得我們生命很重要，一切都以自我為中心，這個就是凡、聖的見解

之不同。

還有的差別，即不同的地方，就是「受」，那個「受」的出現，「又處胎分中，

有自性受，」「自性受」即是他在那個狀況裏面自然就有這種「受」了，但是這種

「受」不明顯，即是「不苦、不樂，依識增長。」這個「識」是指「阿賴耶識」，是

依附著「阿賴耶識」而出現這個「受」，而「阿賴耶識」本身也是這種這樣的「受」

來的，因為「阿賴耶識」就是無覆無記，是無記性就是一種不苦不樂的狀況， 所以

「唯此性受，」即是一種不苦不樂的那種「受」狀況，這種感受是「異熟所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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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異熟(識)所攝」的，這種處於「胎分」那種有情的生命體，至於「餘一切受」，

即是其他你感覺苦樂的那一種明顯的狀況，「或異熟所生，」「異熟所生」就是我們

的宿業，過去世的業因所引致的，「或境界緣生」，或者現在現前接觸的景象，而令

到我們生起這種苦或者樂的狀況。但是在那個胚胎的時候，這種狀況就不明顯的，所

以它主要是一個「自性受」，即是隨著「阿賴耶識」的那種受的情況，它就是一種這

種不苦不樂為主。直到那個胎兒漸漸慢慢成形，其的苦樂才開始明顯的，最初就不是

很明顯的。「又苦受、樂受或於一時從緣現起，」「從緣現起」，即是某種條件之下

令他就會出現這種狀況。「或時不起」，即苦樂我們不是整日持續一路苦或者一路樂

的，隨著緣，某些條件，令到我此刻生起這個苦，或者生起這個樂。這個就是生命體

慢慢長成的時候，他會出現的各種狀況。但是現在主要就是那個「自性受」，即不苦

不樂那種。至於種子，它具備很多種子在裡面，這些種子是屬於本來就有，還是一種

生起的力量呢？

所以「新舊」的「舊」就代表本有的種子力，本來具備的，我們稱這種為「本

有」的種子，如果是新的，就叫做「新熏」的種子，「種子體」，可以有「種子

體」，即「阿賴耶識」裏面所含藏有各種種子體，「無始時來」，即無數世以來「相

續不斷（絕）」。我們具備的種種有情界，或者眾生界，或者各種世界的那些種子，

一路都具備在我們的生命之中的，含藏於生命之中，所以說「無始時來相續不斷

（絕）」，就是指這種「本有種子」的情況本來就具備了。「性雖無始有之，」這種

這樣的種姓，即是種子力量，「無始時來」已經具有了，但是「然由淨、不淨業差別

熏發，」即是說要透過我們一些作用與活動，令到這些本有種子有一種活躍的情況，

或者成熟的狀況，即是要透過我們的行為，思想、行為，要令到某一些本有的種子激

發它的一種潛在的力量，然後「望數數取異熟果，」「數數取」即是不斷不斷地取這

個五趣或者是六道有情眾生的那些異熟果、異熟的果報。即是說在不同的生命體，在

整個流轉的過程裏面，不同的生命體就透過這些業，業是一種生起的力量，刺激原有

的、本有的種子，令到某一些生命的出現，而這種生命出現了之後，可能又有另一種

生命再出現，這樣我們稱這種為「數數取異熟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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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異熟果」就包括這兩方面，有情的生命與世界，我們身處的世界，都是屬

於異熟果來的。「說彼為新」。「新」即是新起的狀況。但是實際上它是不是新起

呢？不是的，它是一種本有的潛能現在條件成熟了而可以出現，是這樣。但是為了分

別有一些本有的種子，它已經有一種熏習力令它出現，同時有一些本有的種子一路都

沒有條件令它出現，又可以做一些分法，是嗎？就是有些本有種子是一路潛藏在生命

中，沒有發揮過作用的，但是有些是它曾經出現過的，曾經產生過作用，那些我們就

叫做新熏的種子，實際上都是由本有種子而來的，所以「說彼為新」而已，意思是

說，含義上它本來就有的。「若果已生，說此種子為已受果。」但是它在業所影響的

種子的作用之下，它的影響力去到什麼時候才完結？就是當它出現的果報的時候，

（就叫做）這個種子就稱為已經受了、承受了它業力的結果，我們稱這種為「已受

（的）果。」「由此道理，生死流轉，相續不絕，乃至未般涅槃。」由於這種狀況不

斷不斷地每一生都出現，直到我們能夠證涅槃為止，如果我們都未能夠證涅槃，他就

繼續怎樣？

繼續這樣流轉下去，繼續是這樣的規律出現，生命與世界。這是種子的新舊，即

本有、新熏的問題。然後是「三時報業」。「三時報業」是講述這些需要承受結果的

種子在什麼階段的時候會出現果報？有些是會先出的，有些是後出的等等。這些就叫

做「三時報業」。「又諸種子未與果者，」如果有一些行為我們做了之後，它的果報

還未出現，我們就叫做「未與果者」，這種出現果報的情況就是，「或順生受」，

「順生受」的報就是說，我們這一世完了之後，下一世就會出現結果了，即是說很快

就會出現，這一生完結，跟著就出現，這樣就叫做「順生受」。有些就可能要隔很多

世，或者隔幾世才出現，那種叫做「順後受」，即是隔幾生的，甚至很多生之後才

有，但是有些是現世就已經受的，我們稱那種果為「順現受」， 所以這裏就有三種

階段的一種結果，這個最先的，現在這一生已經在受的，另一種就是什麼？「順生

受」，是下一生的，還有再後一些的，就叫做「順後受」，分三個時期。但是如何決

定它們的先後？就是有些定業，所以有些業一定會感果的，那些會先出。 如果定業

而受果的，就一定是一些「故思業」，「故思業」的意思即是說，經過你自己意志的

決定而去做這個行為，如果凡是經過自己的意願是要這樣做的，意志要這樣做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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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那這些是必定受果的，我們叫這種做「定業」，因為一定會牽引果報。

但是如果有些不是故意去做的，可能有時無心去做的，那些就不屬於「故思

業」，那些不屬於「故思業」的其感的業報是不定的，那種就是「不定業」，即是說

「故思業」是一種比較重的業，即是你自己決定要這樣做的，你想要這樣做的，但是

如果不是故思業，就不一定是這樣，那種業力就會比較弱一些，所以不一定是即刻會

受果報，所以他說，「又諸種子未與果者，或順生受或順後受」，即是說隔幾世才

受。「雖經百千劫」，「百千劫」即是很長的時間過程都不會怎樣？都不會消失的，

即是這些業力是不會消失的。「從自種子一切自體復圓滿生。」這一句主要就是講

「順現受」，如果是「順現受」的時候，我們現在是哪一種生命的狀況，就是那一類

的種子，由那一類有情生命的名言種子，得到這個自體的圓滿的生，「圓滿生」就是

整個完整的生命的狀況出來了，這個已經是一個現世受的結果來的，異熟的果報，但

是其他的果，其他未受的果報的種子怎樣呢？

「雖餘果生要由自種，若至壽量盡邊，爾時此種名已受果。」即是說這裏的其他

種子、其他的果如果未生的時候，它都需要等待到我們現在這一期的生命的自體壽量

完結之後，它才有機會出現果報。即是說，你不會今世做人，突然間變成做豬或者狗

等等，你一定要這一世完結了，才有另一期的另一種生命形態出現。所以「壽量盡

邊」，這一期的果報完，才會有另一種可能性出現，「爾時此種名已受果」。我們這

一期已經出現了「順現受」的時候，這一期的業報已經出來了，所以這一種我們就叫

做已受的果，「所餘自體種子未與果故，」即還未出現果報，那些就「不名已受

果」，不能夠叫做「已受」，它是「未受果」來的。何解要現在講這些內容？主要是

因為說「阿賴耶識」裏面有很多類的種子，這麼多類種子又包括了這麼多類有情生命

的狀況在裡面的時候，我們如何保證這一期生命不會隨時改變？就一定要在這個「順

現受」的階段，這一堆種子完全受了果之後，其他的才有機會出現它的那個果報，那

些我們就叫做「順生受」或者叫做「順後受」的果。

主要就是分所謂三時的不同與三種報的不同。「又諸種子即於此身中應受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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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譬如這一世，這一世所受的異熟果，「緣差不受（果），」「不受」即是說不

受那個果報，「緣差」的意思就是緣缺，出現的條件有阻滯。這樣就謂之「緣差」或

者叫做有相違，這個「差」是代表著一種相違的意思，意思即是說這些種子它出現的

條件有阻力的時候，就令得它不能夠出現的，這樣叫做「緣差不受果，」如果它的緣

是缺的，或者是有一種阻礙力令他不能夠受果，我們相信這一類就是叫做「順不定受

業（所）攝」了，我們說，如果是「順現受」，「順生受」，即很快會出現果報，那

些我們叫做定業，定業攝，但是如果那一類種子出現的狀況可能會有很多阻力的，它

的緣不會很具備的，它大部分是屬於一些「順不定受業」，凡是「不定受業」，正如

我們剛才講，他不是故意去做的，或者是經過很深刻的思考才去做，可能只是一些無

心之失等等的業，或者是隨意去做而已，他不是很堅決地一定要這樣做法，這一種我

們稱之為「不定受業」，至於講所謂「攝」就是說什麼？是「攝屬」這種業力之中

的。

「然此種子亦唯住此位。」這個「此位」就是講「順現受位」了，「順現受

位」。「此種子」就是講我們現在出現生命的狀況，「是故一一自體中，」即是有各

別的五蘊的身體，「皆有一切自體種子。」「皆有一切自體種子」就表示它其實是除

了自身種子之外，還有涵攝了其他的生命的狀況的種子，都跟隨著這個「種子識」在

這裡，將來有機會的時候，當它的緣具備時，它就會出現那種自體了。另外，對於這

種自體，究竟我們對他是生起貪的染著或者是一種離欲的狀況？亦都再有一些分析，

「若於一處有染欲，即說一切處有染欲。若於一處得離欲，即說於一切處得離欲。」

這個「一處」就是指所生的自體，譬如某一個界趣的眾生，所生的自體，當你對某一

個界趣所生的自體起我愛或者一種我執的時候，其實就是表示了你在其他的界趣裏面

都會起了這種我執的，若於一處，即是現在你是哪一種生命體，而能夠離欲，離欲即

是離開那種我愛、我執的狀況時，亦都表示你能夠在很多界趣的生命體裏面可以得到

離欲，即是不執著的意思。換句話講，總之我們有什麼？有我執，就自然會在一切處

流轉了，直到我們能夠離欲，或者離開我執之後，這樣才能夠在三界六道裏面得到離

欲。另外就是再於種子的「三品」方面去看它們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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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於諸自體中所有種子，」即是說這一期的生命包含著很多類的種子在裏面，

其中可以根據它是屬於善、煩惱，或者是不隸屬於煩惱那一方面去劃分，如果是那些

種子是屬於「煩惱品所攝」的，「煩惱品」即是令到我們的身心有一種擾動的、惱亂

的，這些是我們稱之為「煩惱品」，總之是令到我們的身心不能夠得到安寧，這種力

量我們就叫做「煩惱品」，而因為這種是令得我們身心不安寧，所以就叫做「麤

重」，又叫做「隨眠」，如果是「麤重」就是指它的性質方面，這種煩惱品是一種粗

重的性質，另外，因為這種煩惱的力量亦是隨逐住我們的生命體，不斷地潛藏，不斷

地潛藏在我們的生命之中，所以叫做「隨眠」，這就是隨逐著我們的生命，並且眠伏

於我們的生命之中，當然是指眠伏於「阿賴耶識」裏面，即是那些染污的，染污的種

子與煩惱有關連的種子，我們都稱它們為「煩惱品」，又叫做「麤重」，亦叫做「隨

眠」，至於「若異熟品所攝及餘無記品所攝」的種子就只是叫做「麤重」，而「不名

隨眠」。「異熟品」就是指一種結果，將會牽引的一種結果，那一類的東西所攝，這

個包括了我們的什麼？

剛才我們說，生命之中有所謂「六道」的種子，很多世界的種子，這些都是屬於

我們「異熟」的果報來的，這些果報出現的時候，我們就不再劃分它是善或者惡，而

全部稱為「無記」，所以凡是「異熟品」，由你的業力所牽引的那些名言種子出現的

那種果報，那種異熟的狀況，這些全部都屬於無記性的，但是那些本身是屬於一種染

污的性質，是有漏的性質的時候，我們都叫它做「麤重」，但是不叫它做「隨眠」，

「隨眠」即是說他潛伏著我們的生命之中，當有機會，它就會出現並發揮力量，但是

當這些「異熟品所攝」的種子出現了之後，它並不會有再牽引多一次力量，所以它就

不再叫做「隨眠」，但它叫做「麤重」，因為「麤重」令得我們的生命不清淨，所以

它不叫做「隨眠」是因為它不再有生起煩惱的力量，這種就叫做，這種異熟品與煩惱

品的不同，就是煩惱品會再出現，再出現，但是異熟品是引生一次的結果之後，就不

會再有引生煩惱的力量。還有一些與這兩種的性質不同，就是叫做「善法（的）

品」，「若信等善法品所攝種子，不名麤重，亦非隨眠。」「信等」是包括什麼？大

家記不記得那些什麼「善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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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的心理力量等等，那些善法的「品」所包括的那一類種子就不叫做「麤重」，

因為他不會令到我們的身心是一種染濁的狀況。「亦非隨眠」，它亦都不會生起一種

煩惱的力量，所以都不會叫這兩個名稱。「何以故？由此（善）法生時，」即當這些

善法的力量出現的時候，「所依自體唯有堪能，非不堪能」。這種「堪能」即是說它

有一種能力，有一種力量，它可以對抗煩惱的，凡是它能夠對抗煩惱的時候，我們就

不再叫它做「麤重」或者「隨眠」，它能夠克服煩惱，甚至乎可以怎樣？消滅煩惱，

將來當這個善法的力量不斷培養增長的時候，煩惱的力量就會漸漸地慢慢消減，所以

由於它有這種能力對抗煩惱，所以我們不叫它他做「麤重」亦不叫它做「隨眠」。所

以「阿賴耶識」所攝的種子裏面，其中就有可以分為這三品了，就是「煩惱品」、

「異熟品」和「善法品」。當然，「善法品」亦都可以包括無漏種子在內，有漏的善

法固然可以包括在內，無漏的亦都可以屬於善法品裏面，「是故一切所依自體，」

「所依自體」即是由異熟果報所感的五蘊身體，「麤重所隨故，」即是種種煩惱的力

量就跟隨著它的，「麤重所生故，」「麤重所生」即是指什麼？「異熟品」了。

因為它是某種異熟的結果出來的。「麤重所生」與「麤重自性」其本質就是一個

什麼？有漏性的、染污性的，因此「諸佛如來安立為苦。」我們所感的六道的生命，

諸佛就叫這些是屬於苦諦的結果來的。「所謂由行苦故」。「行苦故」就是由諸行，

諸行的那種變化遷流，隨緣而出現這些這樣的生命的苦惱的狀況，所以聖者觀這些就

一切行苦，就是諸行皆苦，諸行就是種種生命的現象，或者是世界的現象，一切皆苦

就是指這些「行苦」。但是這一段最主要是講述種子是哪三品所攝，然後種子又有很

多個名稱。「又諸種子，乃有多種差別之名」。有很多同義詞，都是講種子的意義，

譬如「所謂名界」，有個名稱叫做「界」，「界」都是指種子，譬如很多時叫做什

麼？「十八界」，「眼界」、「意識界」等等，這就是講那個因，這種視覺能力的出

現，它的主要因素是什麼？就是那個種子。另外是「名種姓」，「種姓」是說明它屬

於哪一種類別，「名自性」，即它的自體屬於什麼呢？自體可能是分根據它的特質，

而賦予一種所謂自體的特性給它，但是我們知道，這種特性其實是一種假立的、施設

的，這個叫做「自體」；另一種叫做「因」，「因」就即是能夠產生某種結果的，我

們叫做「因」，「薩迦耶」，「薩迦耶」就是講「我」，但是這個「我」是怎樣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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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即是由這個虛偽的「身」而來的，「虛偽身」是指什麼？指五蘊和合的「身」，

是一個假的生命體，假合的生命體，因為他是很多東西組成的，然後我們很多都在這

個生命體之中執它為一個永恆不變的自我，所以「薩迦耶」本身的意思就是講指那個

「虛偽身」，其實他本身是可破壞的，會破壞的，但是我們不明白他的性質，以往往

就執他為一種所謂的〔「我」〕，這就是「我執」的來源，就是叫做「薩迦耶」。另

一個名稱叫做「戲論」，種子又叫做「戲論」，「戲論因」，是嗎？「戲論因」就是

指那個「名言種子」，是能夠分別的，會出現種種的妄見的，這個就叫做「戲論」。

又叫做「阿賴耶」，「阿賴耶」原來的名字有一種貪愛的意思。還有一種叫做

「取」，「取」、它是屬於我們所取的東西，種子，我們「取」什麼呢？種子會取一

些果的，當種子能夠經過一種培養、潤澤的過程的時候，它就會慢慢生起一種結果，

是嗎？

一般就見到種子生果的過程就是這樣。所以現在這裏都是大致有這樣的意義，就

是說會「取」某一種結果的，就是某一種種子得到滋潤之後，得到培育之後，會形成

某種結果，這個就叫做「取」。「取」另外叫做苦「苦」，「苦」就是一種異熟的結

果的出現，所謂「苦果」就是某一種異熟果的出現，這就是一種有漏的結果，有漏的

異熟，這些都是由種子而來的，還有一種叫做「薩迦耶見所依止處」，這個就是染污

的我見所依的地方，也是「我慢所依止處。」既然有「薩迦耶見」，即是有「我見」

之後，自然就有種種與「我」相關的煩惱會一起連續出現，這就是由這種「身見」而

有這種煩惱了。「如是等類差別應知。」即是種子這麼多種名稱，我們見到他分成了

很多類，很多的名詞，都是在不同的角度或者在不同的性質之下賦予它們這些名稱

的，簡單講就叫做種子就可以了，大概是總括了一種能生某種結果的力量，但就他生

的力量的各種不同的類別，我們可以賦予它們這麼多種名稱。種子又有「轉捨轉得」

的情況。

「又般涅槃時，」即是證涅槃的時候，離欲的時候，「已得轉依諸淨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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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行者」就是那些修行人，實踐的聖者，已經得到「轉依」，「轉依」就是轉變

「阿賴耶識」裏面那些種子的內涵，本來它們是「麤重所依」的，是嗎？「麤重」為

自性，但是現在就會轉成為純淨的，或者清淨的性質，所以這裏就說，那些淨行者，

即是那些聖者，「轉捨一切染污法的種子所依，」「染污法」就是我們剛才所說的煩

惱法、異熟品那一類，然後「於一切善無記法種子，轉令緣闕，」「轉令緣闕」，即

是令它不能夠引生那些果，引生結果出來，這裏的「善」應該是指那個有漏善，因為

要令它的「緣闕」，令它出現那個條件不能夠成熟，不能夠成熟即是令它的結果不能

夠產生，所以這裏應該是指那個有漏的「善」，有漏的「無記法」等等。

然後「轉得內緣自在。」「轉得內緣自在」就是指一些純善的種子，無漏的善法

種子，只要它自己有一個自由或者一種自在的力量，令到這些善法種子可以隨意出現

而產生它的結果。譬如佛有所謂「三身」的，是嗎？有報身、化身等等，這些報身、

化身所出現的結果，譬如在淨土之中所現的佛身是純善無漏的身，是嗎？這些就是

「內緣自在」，是隨意令到他內在的這些善法種子出現它的那種影像，出現他的形象

出來，所以「轉捨轉得」就是講那些已經證得涅槃了，那些正行者就是捨離了「阿賴

耶識」裡面那些染污成分，「麤重」成分的種子，然後甚至乎有漏的善與無記法的種

子都要捨棄，然後就轉得這個純淨的、純善的那些名言種子在內，這樣才能夠將來譬

如成佛之後，可以做很多利益眾生的事，也是要靠種子的力量的，但是這些種子力量

就是善法的種子力量。

這一段，這一大段就比較難一些，是講那些種子的理論與種子的分類，何解要講

呢？首先就是我們在胎藏裡面形成生命體的時候，那些「阿賴耶識」而已經包含了這

一切的種子在內了，所以生命的開始，其實我們亦都要了解我們內部還有這些東西

的，但是哪些東西會出現，或者在我們這一生中令某一些重要的種子，令它慢慢產生

的力量，就視乎你對這些種子的了解，知道怎樣去培養某一類的種子，這樣你才能夠

轉化自己的生命。所以它與這個胎藏的增長是有關連的。然後我們再看這個胎藏的增

長的情況。首先就是這個「時分差別」。「又於胎中」即是當「羯羅藍位」慢慢開展

的時候，大概就要在母親的肚裏面要「經（大約）三十八（個）七日，」這樣即是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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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個星期，然後「此之胎藏，一切支分皆悉具足。」然後那個嬰兒，胎裡面的那個

小孩子的身軀慢慢就形成了，「從此已後復經四日，方乃出生。」這裡大概是多少

日？照計算三十八個七日，是嗎？38 X 7就是 266，他說還要過多四日，我們再加多

四天就是 270 日，270再除，譬如當 30 日為一個月，即是多少？

聽眾：九個月。

講者：九個月。

即是大概是九個月左右，那個胎藏的肢分就完全具足的時候，就大概是經過九個

月左右。「如薄伽梵於《入胎經》廣說。」「薄伽梵」世尊有很多經典都講入胎、胎

藏的狀況的，譬如大家可以看《大寶積經》，裏面都有講〈佛說入胎藏會〉，看看這

些資料都會有講及到這些問題。「此說極滿足者。」「極滿足者」即是說這個胎藏的

發展是經過這麼長的時間才能夠圓滿的，大概是在我們現在所講的足月的嬰兒。「或

經九月，或復過此。」甚至乎再多一些，不止九個月，可能十個月等等，這些我們叫

做屬於「極滿足者」，大概就是我們現在一般所說的足月出生的嬰兒。「若唯經八

月」那些，就「此名圓滿，非極圓滿。」 八個月都可以了，都是胎藏成長都叫做圓

滿成長，不過就不是叫做很充分，很充足，所以就是「非極圓滿」。如果只是在七個

月或者六個月，那些我們就叫做「不名圓滿，或復缺減。」即是說這些成長都未完

全，未完整的，大概是不足月的那些。至於「資長差別」，「又此胎藏六處位中」，

「六處位」，是什麼？因為在這裏，我們將要很快看到，他講胎藏就大概有八個階

段，叫做「胎藏八位」，「六處位」就是在其中八個位，即「胎藏八位」裏面有兩個

位它的「六根」是具備的，其實即是最後那兩位，讀下去就知道了。

「六處」即是「六根」已經具備了，已經長成了。「由母所食」，即是由母親所

吃的食品裡面的那些營養，「生麤津味而得資長。」一方面有一種食物的味道，另外

有食物的營養而令到胎兒得到生長了。「於羯羅藍等微細位中，由微細津味資長應

知。」即是那個胚胎慢慢形成的時候，主要就是靠母親的食物，所吃的東西是能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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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益的。至於「住位差別」是講胎藏的八位。「復次，此之胎藏，八位差別。」即八

個階段，「何等為八？」第一是那個「謂羯羅藍位」。另外一個叫做「遏部曇

（arbuda） 位」；「遏部曇」是由梵文的音照譯出來的；讀一讀這八個名：另一個

叫「閉尸（peśī）位」；「鍵南（ghana）位」、「缽羅賒佉（pra akhaś ）位」、去

到這個「缽羅賒佉位」，我們一般講的胎藏五位就講前面這五個。如果再加上下面那

三個就總共叫做「胎藏八位」，跟住就有「髮毛爪位」、「根位」、「形位」，總共

八個。

先列舉了這些名出來，然後跟住是下面每一個位的一些解釋。「若已結凝，箭內

仍稀，名羯羅藍」。「羯羅藍」就是說父精母血結合、和合之後，那個叫做「羯羅

藍」，當這兩種東西凝結為一起的時候，這個時候表面上就是形成一團，但是入面

「箭內仍稀」，就是裡面的那些物質仍然是那種稀薄，或者很微細的東西，還未形成

一些很具體的東西，這個時候我們就稱之為「羯羅藍位」。「若表裏如酥（酪），未

至肉位，名遏部曇」。「遏部曇」就是當這個凝固的物體，慢慢在裡面開始與外面都

是半凝固的狀況，這種就叫做「表裏如酥（酪）」，即是說內面與外面都差不多了，

但是還未去到一種形成胎兒的那種肉質的階段，這個時候我們稱之為「遏部曇」。

「若已成肉，」即已經有肉質出現的時候，但是「仍極柔軟」，那個時候就叫做「閉

尸」。「閉尸位」。

如果是肉質開始「堅厚，稍堪摩觸」，可以觸摸到胎兒的肢體、身體，那個時候

就叫做「鍵南」；「即此肉摶增長，支分相現」，「支分」即是那些四肢、手腳出現

了，那時就叫做「缽羅賒佉位」；開始有頭，有手腳等等出現了，「從此以後，髮毛

爪現，」。漸漸地頭髮又出現，指甲等等的東西都有了，那些就叫做「髮毛爪位」；

「從此以後，眼等根生，名為根位」。漸漸地六官、六個感官都出現了，這個就叫做

「根位」，「從此以後，彼所依處分明顯現，名為形位」，「彼所依處」即是那些

「扶根塵」之類，那些感官全部都很明顯出現，這個就叫做「形位」了，去到這個

「根位」與「形位」，即是最後這兩個位，是不是「六處」已經具足？所以我們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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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那裏，「又此胎藏六處位中」，「六處位中」這個就是明顯的，胎兒的樣子已經

明顯地完全出來了，但是如果「羯羅藍」，即前面的幾個位，就屬於叫做「微細位」

了。那個胎兒的樣子還未明顯的，所以大約胎藏的八位就是這樣分八個階段。再講有

一些胎藏的不同的狀況就是「變異差別」了，首先是總說。

「又於胎藏中，或由先業力，」即是由它過去世的業力所牽引，「或由其母不避

不平等力所生隨順風故，令此胎藏或髮、或色、或皮及餘支分變異而生。」大概的意

思就是說，第一就是自己過去世的業力所牽引，另外就是他母親，「不避不平等力」

即是說在胎兒的保養方面不是做得很好，即可能有些是會妨礙胎兒的成長，她沒有盡

量避免，我們稱這種叫做「不避不平等力」，「所生隨順風」即很多是依風而起的，

即是指那個「風大」、「風界」而出現這些現象，就令到那個胎藏裏面無論是他的毛

髮、膚色等等會出現一種變異的狀況，所以這幾句主要就是總說，總說胎藏會有改變

的，「別釋」就是會逐個解釋如何變異的情況。譬如「髮變異生」的時候，「謂由先

世所作能感此惡不善業」；這種變異的狀況，就是或者有一種畸形的狀況，或者是一

種不是很好的狀況，這些是與過去世一些不好的業有關。還有就是與它的母親的飲食

習慣也有關連，「由其母多習灰鹽等味」，「灰鹽」可能是那些比較鹹的東西，或者

是醃過的東西，這些加工的食品。如果是比較多吃這些食物的時候，「若飲若食」，

即無論它是食物或者是飲料的時候，都會「令此胎藏髮毛稀 」。那個「 」字你們尠 尠

能否出到？有沒有這個字？有？有這個字？得。即是那個胎藏的毛髮不是很多。是因

為與他母親的飲食習慣有關係的，亦都與自己過去世的業力有關。

另外「色變異生者，謂由先業因，如前說；及由其母習近煖熱現在緣故，」與母

親的生活習慣亦都很有關係，「令彼胎藏黑黯色生」。如果嬰兒的膚色是比較黑的，

亦都與它母親的生活上多一些接觸熱的環境或者是接觸寒冷的環境有關的，如果經常

在熱的環境中，那個胎兒就會比較黑色的，如果母親是「習近極寒室」，即冰凍的地

方，他的胎藏就會「極白色生」，「又由其母多噉熱食，」如果它的母親食過多熱

食，就會「令彼胎藏極赤色生。」即是母親吃什麼就是與嬰兒有直接的關連的，譬如

是太鹹、太熱、或者太辣，諸如此類的東西都會影響胎兒的生長，「皮變異生者，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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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宿業因，如前說；及由其母多習婬欲現在緣故，令彼胎藏或癬、疥、癩等惡皮而

生。」這裡講如果有皮膚病的話，就與這些有關連。

「支分變異生者，謂由先業因」，一樣的，「及由其母多習馳走跳躑威儀；」即

是可能母親懷孕的時候，還跳跳紮的時候，這也是「不避不平等」了，是嗎？或者坐

車太過顛簸，諸如此類都會影響胎兒，即是說這些是屬於「不避不平等（的）現在

緣」。「令彼胎藏諸根支分缺減而生。」可能會影響到他的四肢是不全的，這都是相

當嚴重的情況。這個就是胎藏變異的情況。另外就是「倚向差別」。你們是出了「備

向」還是「倚向」？

聽眾：「備」。

講者：「備」字？應該改成「倚」字。

「男女住相」有些不同，如果胎藏是女性的話，那個胎兒是女性的話，就是在母

親的「左脅」，即腋下，我們叫做「左脅」，「倚脊向腹而住」。即是在母親的左

面；如果是男孩，就是「於母右脅，倚腹向脊而住。」即是以位置的不同，大概辨別

到他是男性還是女性的胎兒等等，現在，現在就不用了，現在照片（超聲波）就可以

了。「母苦逼」了。「又此胎藏極成滿時，」「極成滿」即胎兒圓滿時，「其母不堪

持此重胎，」那個胎兒很重，胎兒太大的時候就「內風便起（發）」，又是有風界出

現，「生大苦惱」。即媽媽很痛苦，快要生產的時候，就出現這個「母苦逼」的情

形，這個就快要出胎了，這裡講胎內的情況。跟住「明胎外（的）所作事」。首先是

「明漸次所作事」。「又此胎藏業報所發（的）生分風起，」「生分風起」，就是快

要出世了，就來這個世界了，在這個世間出現。「令頭向下，足便向上，胎衣纏裹而

趣產門。」即是說這個胎藏有胎衣包住他的，然後趣向那個產門那裡，「其正出時，

胎衣遂裂，」裂開之後「分之兩腋。出產門時，名正生位。」即是他走出了母親的

「產門」那裡，這個時候我們就叫他做「正生位」。正在出生的那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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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後就是「漸次觸生分觸」，「生分觸」，這是指出生之後了，「（出）生分

觸」了，「所謂眼觸乃至意觸。」在胎藏的時候，那個胎兒主要是「生觸」而已，即

六個「觸」之中只有「生觸」而已，但是來到這個世界的時候，出胎之後就開始就有

其它全部「觸」都具備了，「眼觸」到「意觸」都具備了，我們叫這個時候就叫做

「生分觸」，這個就是出生之後，那些「六觸」已經具備了，這樣就出世了。「次復

隨墮施設事中，」「施設事」即是世俗的各種人生的過程必定經過的東西，「所謂隨

學世事言說。」「世事言說」即是說，我們很小的時候就要開始學習如何與人接觸，

怎樣與其他人相處，你會教那些孩子見到人要叫人，有些動作反應等等，這些都是

「世事」來的，「言說」就是見聞覺知，對世間、其它世界各方面的東西有種知覺的

表現，這個就是小時候學很多世事與言說。

「次復耽著家室，謂長大種類故，諸根成就故」了。這就是少年之後一路到成

人，就開始有一些什麼？戀愛的意欲了，是嗎？追求異性，要成家立室了，這些就開

始有家庭負擔等等的東西。這個就是「次復耽著家室」，並且「諸根成就」了，整個

身體已經去到一個成熟的階段，已經充分圓滿發展了，「次造諸業」，「諸業」就是

「謂起世間工巧業處」，「工巧業處」就是種種謀生的事業，在各行各業，你有某方

面的專長或者技能，這個就叫「做業」，這個「業」就與我們一般的善業、惡業，它

也屬於「業」的一類。但是如果要感果報，感好與不好的果報，就要與那個甚麼？與

煩惱有關的，作為增上力才可以這樣，一般做一些動作都叫做「業」的，所以我們為

了謀生而做一些事業，這些就叫做「工巧業處」，我們叫這種都是叫做「造業」。

「次復受用境界，」「受用境界」就是「所謂色等，若可愛、不可愛」的境。

我們現生中的受用有很多種境界，因為我們衣、食、住、行各方面都有種種的需

要，有些是「色等」，是什麼？「色、聲、香、味、觸」那些受用境界，「受此苦、

樂」之後，「謂由先業因」，為「先業」所引了， 「或由現在緣」，或者現在的境

界的緣，「隨緣所牽，或往五趣，或向涅槃。」這個就是講我們整個生命，一般大概

就是這樣，一般的人生經歷就是這樣，由嬰兒去到成長的階段，當然有求學的階段，

然後就有什麼？做世間的種種的事業，然後成家立室，然後培養後代等等，然後就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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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我們一生的過程。這一生中做了很多事之後，它就隨著這一生的緣所牽引，就「或

往五趣，」「五趣」即是繼續流轉生死了，就去不同的世界，出現不同的生命；「或

向涅槃。」或者有一些他能夠明白那個生命的轉化的意義與方法，他可能在這一生他

會做種種的修行或者轉化的實踐，令到他可以走向涅槃的。但是如果不能走向涅槃的

那些，他們可能大部分沒有機會聽聞正法而繼續處於一種無明、惑業的狀況，他們就

會繼續流轉生死等等，這一段就一方面講我們一生一般的過程。但人生的過程之中，

最後的終結有些是繼續流轉五趣的，有些就是會走向涅槃的。這就視乎你生命所走的

方向，即你選取哪一方面的方向？然後再「明於餘有情作四種緣」。

對於其他的眾生，你又作為一種增上緣，「又諸有情隨於如是有情類中，」很多

類眾生，我們接觸很多人， 「自體生時，彼有情類於此有情作四種緣，」我們相對

於其他的眾生，我們之間的關係就是，當我們這一期生命的自體出現的時候，其他的

有情類，他們對於我們現在這種有情的生命，他會作四種的增上力的：第一是「種子

所引」、第二是「食所資養」；第三是「隨逐守護」、第四是「隨學造作身語業

故」。首先他舉出四方面：第一方面的「種子所引」是什麼？就是「初謂父母精血所

引」了。引致你入胎的生命，所以父母是為你的生命能夠出現世間的一個增上緣，是

嗎？這個就是父母與你的之間的關係就很密切了。

另外，第二叫做「食所資養」；「次彼生已」，即當這個人出世之後，「知其所

欲，方求飲食而用資長。」這個亦是與你的父母，與你的父母有關，就是當你出世之

後，他們是為了要保育你，他們會提供很多飲食方面，或者噓寒問暖等等，就是關懷

你的起居飲食各方面的東西，這個也是你成長的時候的必要條件來的，因為我們人類

似乎要經歷很長的時間自己才能夠比較獨立，尤其是在兩、三歲的時候，大部分的生

活基本上都要父母的照顧才能夠成長的。

這個就是提供飲食資養的方面。第三就是還要「隨逐守護」；即不只是給他食物

就可以了，還要守護他，照顧他，「次常隨逐，專志守護，」擔心他可能影響跌跌碰

碰，或者有些危險的動作，「不令起作非時之行及不平等行。」知道他在哪一方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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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要看著他等等。這些主要就是你的父母或者你的家人， 「次令習」，然後，

最後那個就是「隨學造作身語業故」。「次令習學世俗言說等事」。這裡就包括了其

他人，除了父母會教導你「言說等事」之外，你學校裡的老師，你的朋友、同學等

等，他們都會教導你，甚至你長大了之後，你的同事、你的上司等等，諸如此類，他

們都會與這些有關的，都會令你對這個「世俗言說等事」會越來越熟習的。

「由長大種類故，諸根成熟（就）故，此復於餘，此復於餘。」由我們長大之

後，以及「諸根成熟（就）」，成為一個成人之後，之後我們又會對其他人做他們的

增上緣了，所以我們靠上一代的父母保育我們，令我們長養之後，然後到我們成長之

後，我們對下一代又做同一樣的事，如此無間相續下去就是「此復於餘，此復於餘」

了。即是一代一代地衍生下去，世世代代都隨著很多人在我們一生之中幫助我們很多

方面的，令我們可以在衣、食、住、行與我們的知識學養等等方面能夠幫助我們，或

者成就我們，所以眾生都是在一個很密切的關係之下，就互相、互相作為一種增上，

互相支持，互相幫助等等，亦都由於這種緣故，大乘佛教就提及到，當我們能夠得到

成就的時候，我們就要成就其他眾生。是嗎？因為很多世、很多世無數的眾生都曾經

是扶助過我們，幫助過我們，同時我們想像一下，亦不可能只有我們自己一個人就可

以完成整個生命的過程的，這裡將整個生命的大概講過了。

最後 B的部分就講「觀空而得盡漏」了。這裏是講死生裡面「如是展轉」，「展

轉」即是說一路一世世地流轉，「諸有情類無始時來受苦、受樂」，「受苦」即是在

這個過程之中，當然我們有苦的經歷又有快樂的經歷，但是「未曾獲得出苦（與）樂

法」；出離苦與樂的法，意思即是超離、超越這個苦與樂的那種方式、途徑，即是說

我們不知道什麼是離苦的方法。「乃至諸佛未證菩提，若從他聞音及內正思惟，由如

是故，方得漏盡」。諸佛未證得他的圓滿覺悟之前，都要透過聽很多人的教導，「從

他聞音」以及自己「內正思惟」，自己的內心去思考那些各方面的道理，透過這些方

法才能夠得到漏盡的，即是將染污方面的染污力量完全消除，「如是句義，甚為難

悟，」「如是句義」就是說以下那些很難理解的，「謂我無有」，即是說無我的道

理，我們一般人不容易去掌握、理解，「若分」這個「分」是指死、生的情況，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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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若誰」指種類方面，「若事」，「事」就是體性，這些都是與生命相關的東

西，我們就不容易了解它那個真實的狀況，或者另一些講法就是「我亦都非」，

「非」即是沒有，不存在，不是實有，「若分、若誰、若事」都不實在的，這些最主

要就是講，這一類的語句，這些句義就是主要講我們的生命不實在的那種狀況，它是

一種緣起的、無實體性的那些講法，這些語句是很難明白的，而這些語句最主要就是

講兩種道理，一種就是「我」與「法」都是什麼？

「空」，不實在，「空」不是無， 不是不存在，而是對於這個「二空」的道

理，我們是很難明白，很難掌握的。但是我們要令到生命的那個染污有漏的狀況能夠

完結、終結的話，我們要透過觀空才能夠得到這個結果的，最後，其實它最後總結了

我們要觀「二空」，是嗎？「人空、法空」我們才能夠得到「漏盡」。但是之前長篇

大論講了這麼多「內分」出現的時候，其實都已經講出那個生命體是什麼？就是緣起

無實自性，要很多條件的具備才能出現這個生命，生命的狀況，這個生命出現了之

後，他能夠持續或者長養，亦都是要經過很多條件具備才有的，所以在這些現象中就

是「人空」與「法空」，

聽眾：回頭問一個「名色」的問題。

講者：是。哪個「名色」？

聽眾：那個「阿賴耶」與「末那」不是說早已經定了嗎？但是我上網看，馬來西亞那

裡有個人追穿山甲，追到去到山洞，就用煙熏死了穿山甲，到她嬰兒出世的時

候，那時已經快要生了，生了那個嬰兒出來，他整身都是鱗片，好像一隻穿山

甲的樣子，此時此地，究竟那個「阿賴耶識」是那個穿山甲？還是最初那個…

…

講者：哦！你意思即是說有一個人，她的胎藏差不多已經成熟，然後她就殺了一頭穿

山甲。

聽眾：是了。

講者：然後那個嬰兒出世的時候就有很多鱗甲樣的皮膚。這個……

聽眾：這到底是哪一個「阿賴耶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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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者：如果你說的這個情況，似乎如果就是根據它這個過程，人類出生的過程，就是

之前某一個眾生要入胎而出現這個狀況，但是你說他剛好出現那個是鱗狀的皮

膚？

聽眾：是。

講者：皮膚出現像穿山甲的那些狀況，這個究竟……時間上有好像不吻合，是嗎？

聽眾：是呀！

講者：同時似乎混亂了另一種眾生，因為穿山甲是另一種眾生，之前入胎是另一個眾

生。

聽眾：是呀！入胎時最初已經決定了。

講者：對、對！

聽眾：那個時代應該是歸哪個呢？

講者：但是問題就是那個眾生是否剛好這麼巧合出現？

聽眾：兩個都有因緣囉！

講者：兩個都有因緣？但是他出來時是不是人的狀況？是人的嬰兒？是人體？但是皮

膚就不是我們一般人的皮膚，那個人，譬如那個女人平時是喜歡殺穿山甲，是

殺來吃還是怎樣？

聽眾：她是那些馬來西亞人，我想都是殺來吃。

講者：即平時都是吃這些的？

這個可能與她平時的飲食有關，就是我們剛才說的「變異生」那段，可能她平時

吃慣了那些野生動物，我們知道現在有很多細菌的變異等等，這是與他母親的業有

關，但是問題在於，我們之前講入胎的時候，不是講過有很多「眾同分」嗎？就是說

同類的「眾同分」，大家習性是相同的就喜歡走到一起，這樣才會入胎，所以可能他

母親也是這樣，那個投胎的眾生也是喜歡搞這些東西的，可能殺這些野生動物等等，

所以他就會選這一類母親來投胎，再加上他母親譬如也是殺了穿山甲，整日吃穿山

甲，所以就會令到胎藏會出現這種變異的狀況，如果這樣解釋就比較不違反那種規

律。如果不是就似乎就混亂了另一種眾生，但是我估計其實是在父母子女在習性上大

家相類似，他才能夠成為緣，令到他們大家會在一起。而且他們的生活習慣，或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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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性所好的東西都會有這些相類似的，就令到他們出現這種結果。

聽眾：都是「阿賴耶」是最初的那個？

講者：應該是最初那個。

因為如果是時間上，應該是不吻合的，因為照他入胎的時候，他的種子識已經是

確定了，他是這一類人體的生命，就不可能出現穿山甲的生命的，就只是說，可能他

令到某一些胎藏的「支分」出現了變異而已。

聽眾：會不會是巧合？ 

講者：但是可能將來那隻穿山甲又要找其他到緣來與他大家有一些關連，可能又是另

一生了，那些就要怎樣？那些就要「順生受」或者「順後受」那些了。

今天我講的課比較難一些，因為有很多種子，這是理論的部分，所以我們現在可

以看到，《瑜伽師地論》一路講的時候，有些是很實際的例子，我們看到例子可以知

道生命的狀況，但是講這些具體例子之外，它還會提出很抽象的理論給你們知道，這

些道理或者規律是怎樣的？你就要掌握那些規律了。這些例子可以很多，現實世界有

些例子，譬如你剛才講的就是其中一種很特殊的例子，但是那些規律是怎樣？我們最

要緊是要掌握這種規律，這種規律應用在我們很多不同種類的投生的狀況或者死亡的

狀況等等，所以我們有難（深奧）的部分就是現在要講出這種道理的規律，各方面我

們要掌握，至於具體的例子就可能林林總總有很多了，因為現實世界有很多種這樣的

情況，我們可以試一下怎樣應用這些例子，在這些規律之中看看會否出現有什麼特

例，當然我們都會有特例的，因為它不可能講述很多這樣的情況，只能歸納大部分的

狀況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讀的時候，其中的艱難部分我估計就是應該在這些道理的方面，規律的

方面，至於具體的事例就不是很難的，那些都是我們一般的常識，或者是一些我們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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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能夠明白的例子。我們本課就剛好講完這個「內分」的死生。但是在「意識」的

十五門的殊勝力量那裏，那個死生的方面就還有涉及到「外分」的成壞，就是那個器

世間它的出現，它的那個轉變的情況，就是與我們的生命是息息相關的，因為生命體

與環境是不能夠分開的，是嗎？所以，但是因為唯識宗所講的世界，是依附我們的心

識而出現的，所以當他講世界的時候，他就不是講一種完全客觀的世界，而是講與我

們大家眾生的心識、素養或者質素有關的那一種生存的狀況。

即是說，我們是哪一類精神質素的人，就會處於某一種環境之中，所以它的「外

分」又不能夠離開這個「阿賴耶識」的，所以何解「外分」的那個器世界會與「意

識」的力量有關連呢？就是因為「意識」是令到這個世界呈現的一種力量的來源，就

是「阿賴耶識」支持這個世界，我們大致上先有一個理解，即理念上就是，這個世界

的出現與我們的心識是有關連的，所以是擺在這「意識」的十五種力量之中的其中之

一種，其中之一。何解是這樣？就因為是「意識」所令它呈現出來。然後我們再慢慢

逐步理解世界的出現、轉變等等，甚至乎所謂什麼世界末日究竟是好還是不好等等的

東西都是有關連的。下一課再繼續講這些內容，這一課先講到這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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