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中國的《易經》講，「翕闢」。中國的《易經》就認為「乾」和「坤」這兩

支卦是一開一合，一開一合的。「翕」便是合，「闢」便是開，即是一顯一隱，一顯

一隱。種子不是硬磞磞一粒放著的，因為它是無形無相的。譬如它起一個作用就如閃

光般閃一閃，一生立刻滅，這個「滅」字即是生滅，在一剎那裏面一生一滅，一生一

滅。你以前未聽過這些的，就會覺得很怪，是不是？如何一生一滅呢？

我們的生命裏面就是無數那麼多種子，這些種子整天都一生一滅，怎弄？佛家的

答案如何？你讀過三法印不？諸行無常嘛，一切有為法都是無常的嘛。種子是有為法

或是無為法？現在來了，記住。種子是有為法，不是無為法。只有真如自性才是無為

法，種子是有為法。凡有為法都每一個剎那一生一滅的，種子不能例外。你信不信我

們任何一樣東西，每一剎那有一生一滅？你信不信你的身體，每一剎那一生一滅？小

孩子就很難相信，但他一定要信。何解？小孩子現在三呎高，漸漸地便會變為六呎高

了，是不是？由三呎高的小孩子，變為六呎高的小孩子。現在問他，你有沒有變？有

沒有變？變。再問，如何謂之變？今年和明年不同，此謂之變，是不是？他現在一

歲，到了將來六呎高的時候，變了二十歲。一歲和二十歲的時候，不同樣子了，此謂

之變。如果都是一件豆腐那樣抱在手上，即是沒有變，是不是？即是變，有為法的特

點就是變。即是說，二十年裏面，他會變了。何謂之變？

二十年的開始和二十年的結束，不同的。是不是？這便是變了。再問他，是否我

現在一歲的時候，手抱，媽媽手抱著。到了二十歲的時候，我六呎高，如此便變了六

呎高，是不是？不是的，一年一年變的，是不是？即是說，把二十歲來被二除，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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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部分， 十年裏面，第一年和第十年已經變了，是不是？他分下去必如此嘛。但我

們再問他，一歲的小孩子就如一團粉，十歲的小孩子就有這樣高的，是否好像放「煙

花」(煙火)般「彭」一聲就變了？是不是？不是嘛，不是，即是說在十年以內，第一

年和第…，前五年和後五年吧，變了，是不是？即是說五年和五年，變了，是不是？

好了，但一歲和五歲顯然是不同的，是不是？即是說二歲半前和二歲半後，變了，是

不是？

現在講變，何謂變？原來的狀態滅了，新的狀態產生，此謂之變，是不是？何謂

之變？答案是什麼？原來的狀態變了、不見了，新的狀態出現了，此謂之變。即是說

所謂變者，原來的狀態滅了，新的狀態生了。即是說我們講到剛才的變，是五年變一

變，即是說在五年之內，舊的狀態滅，新的狀態生。又可以調轉說，在五年之內，原

來新的狀態生了出來之後，在五年結束的時候，那個狀態滅了，是不是？在五年之內

有生有滅，其實如果你說五年才一生一滅，你便是很蠢了。何解？年頭和年末是不同

的嘛，你養一個小孩子天天…。你養過小孩子不？年頭的嬰兒和年末的嬰兒相差很多

磅的，怎麼是同呢？即是在說什麼？一年之內，舊的狀態滅，新的狀態生，有生有

滅，是不是？ 

再推，你用數學，用微積分 dy/dx這樣繼續推下去。前一小時和後一小時，同

不同？一路推下去，一定是不同。如果是同呢，你便發覺講不通，數題會算不下去。

前一小時和後一小時，你已經是什麼？第一小時的時候的那種狀態，到了第二小時開

始的時候的那種狀態，已經滅了。一小時的頭的那種狀態，新狀態回來，到了一小時

末那部分的時候，那種狀態又滅。第二小時的那種新狀態又產生，第二小時完結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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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你承認不承認？你試想想，必然如此，不然不通。是不是？此即每小時有生有

滅。其實何止每小時有生有滅，我現時未喝這杯水，量一量，假設是一百二十五磅。

喝完這杯水之後，我現在就喝了。我喝了這杯水之後，馬上是一百二十六磅。即是說

什麼？五分鐘你的狀態已經變了，是不是？五分鐘前和五分鐘後的狀態變了。即是說

在五分鐘內，我們的狀態一生一滅，是不是？ 再推下去又如何？未有此口(水)和喝了

此口，三秒鐘，已經是一生一滅。如是一路分下去，一定是什麼？每秒鐘的百分之一

裏面，狀態都一生一滅。再在每一秒鐘的百分之一的萬分之一，狀態都一生一滅。最

短的時間，在印度文 Sanskrit，稱作 ksa a(ṇ 剎那)。ksa aṇ ，每一剎那裏面，我們的狀

態，一種新的狀態出現，一出現立刻就滅。是要這樣講才通，不然解釋個「變」字便

解釋不通。個「變」字解釋不通，佛，釋迦老祖所講的「諸行無常」，你便沒有辦法

解得到，除非說是釋迦老祖講錯。無常嘛，如何無常？「無常」者變之謂也。何謂

變？新的那種狀態改變；舊狀態滅掉，新狀態出來。

每一剎那都生滅、生滅、生滅。如果詳細來講，每一剎那具備四種情況，不過他

此處簡單才用生滅。生、住、異、滅，這四種情況，稱作什麼？有為…，一切有為法

所具備的特徵，稱作「有為四相」。一剎那裏面，每一剎那裏面，一種新的狀態就出

現，此謂之「生」。一「生」之後並不停留的，立刻…。一「生」之後好像停一停那

樣，便謂之「住」。其實所謂停一停，它並不是停。當它停一停，便馬上在起變化

了，所以「住、異」是一同出現的。「生」便到「住、異」，「住、異」之後結束，

就是這樣。一「滅」之後，新的狀態又「生」，生住異滅、生住異滅、生住異滅，每

一剎那樣形成。我們的種子，每一粒種子…。你不要執著個「粒」字。每一粒種子，

每一剎那都生住異滅、生住異滅，生住異滅。簡單來講，生滅、生滅、生滅，此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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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生不息。我們中國的《易經》，「生生之謂易」嘛，生生不息。

何謂生生不息？中國儒家解釋得很籠統的，沒有佛家解釋得清楚。我們的視覺，

眼識，每一剎那都生住異滅，生滅、生滅、生滅。「我正在看東西，沒有生滅。」正

在看都在生、滅。當我正在望的時候，每一剎那生滅的。第一個剎那生，看見它。跟

著第一個剎那末，滅。第二個剎那又再生，跟著再看；第二個剎那你又滅。你生滅、

生滅、生滅。譬如這樣，一個人，好像我們眼識的種子，猶如燈塔閃光般，非常快

的。一齣快的電影，因為它太快而我不覺得。我們在看電影，看見一個老人家手拿煙

斗咬著、拿著煙斗，其實是把手拿開的。那裏是，那裏已經不知多少幅了，一幅這

樣，一幅那樣，一幅那樣，一連串打出來而已。即是說每一剎那裏面，一種狀態生

起，生起立刻就滅，第二種狀態就出現，我們是這樣地看東西的。眼識如此，耳識亦

如此，鼻識、舌識、身識、意識，通通一樣，每一剎那都不會停留，此謂之諸行無

常。凡是有為法，必具備這種性質。種子是有為法之一，所以種子每一剎那都一生一

滅的。「每一剎那一生一滅，那會不會沒有了？」生滅並不是等於無。那個燈塔的閃

光燈，整天閃閃，它會沒有了嗎，是不是？

即是說我們無始以來，我們的阿陀那識，生命裏面已經攝持有一種成佛的種子。

這種佛的智慧之種子，每一剎那無始以來都生滅、生滅、生滅、生滅。直到現在仍然

是生滅、生滅。生滅，但它沒有出現，要等到我們如何？修止觀修到成熟了，在止觀

裏面把煩惱壓著不起，然後那些由無始以來生滅、生滅的那些般若的種子， 有機會

爆發的時候，你便見道。當你見道的時候，都仍然在生滅、生滅的。眼識的種子如

此，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的種子也是如此。每一個見分種子如此，每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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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分種子如此。譬如我看見咖啡色，我所看到的這個咖啡色是相分。「沒有滅啊，整

天都是咖啡色。」其實不是，每一剎那一個咖啡色出，每一剎那末的時候便滅，生

滅、生滅。我這一頂帽，我前年買的時候都不知多新的，但現在整個斜了。為何會

舊？

這一頂帽我看到的是相分，每一剎那都生滅、生滅。生滅、生滅，再多過兩年一

直生滅下去，弄到街邊乞丐戴的那頂都比它好看。物質如此，人亦如此。一個一個

「朝為…」，我們讀古詩「朝為美少年，夕暮成醜老」。早上你還是一個美少年，晚

上你便衰老。就是什麼？剎那、剎那的變化。那不是很悲嗎？不用悲觀。你想它不

變，你便找一個醫生：「我欠缺什麼維他命？我想延長一點，你教我幾道板斧。」是

不是？你說：「醫生教我的也不夠用，怎樣？」你學學氣功嘛。學學氣功，起碼如你

做得好，你會延長十年、八年生命的。是不是？

或許將來科學發達，令到人類的平均壽命為五百歲也不出奇。可能到了我們孫子

那一代，我們的平均壽命可能是五百歲也不定。極樂世界的人之壽命那麼長，可能它

有不知多少科學家，可以弄至人們四十八劫也不死的，(可能)是這個原因。事事物物

都是眾緣和合才出現的，所以我們有無窮的希望。精神的種子，心的種子，每一剎那

生滅；物質的種子都是每一剎那生滅。好了，現在問你：「釋迦牟尼佛，他成佛了，

那個佛的身體，會不會剎那生滅？」找一個人回答我，你答我。釋迦牟尼佛。剎那生

滅嘛，如果他不剎那生滅，他怎會在娑羅雙樹那處入涅槃？又怎會被火燒到呢？是不

是？這個剎那生滅，你不要以為佛的身體就不滅，稱為金剛不壞身不滅，是不是？還

有，你說：「我生極樂世界，壽命四十八劫。」這次呢，四十八劫，第四十九劫你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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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了，是不是？即是第四十九劫你便必滅了，凡有為法有生者必有滅。如果你說有生

而不滅的，這個你就根本是不懂佛法。只有不生又不滅的。凡是不生然後有不滅，有

生就必定有滅。只有真如，即是你的空性…。在《心經》裏面，「是諸法空相」，這

個諸法的空性之相狀，「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 此謂之真如自性，不

生不滅。六祖悟道後說：「何其自性本不生滅」，是不是？他就體會到不生不滅的自

性。他不用…。不過不生便可以，不用說不滅的。不生就不滅的了，是不是？凡有生

然後有滅。種子的第一種性質，剎那滅。你說：「這豈不是很慘？」不慘，剎那滅才

是好東西。你現在是百萬富翁，當然是不想剎那滅。如果你現在是窮光蛋一個，這個

窮的狀態，你不知想它滅了多久？你整天想它滅，最怕是它不滅，是不是？它不滅就

弊了。 那些坐牢的囚犯，常常想剎那滅。你是有錢人，有著很多享受才不想剎那

滅，是不是？剎那滅不一定不好，最重要我們控制到壞的東西常常滅掉。

還有，我們有辦法控制的，佛家教你控制。如何呢？一切東西都無常，都剎那滅

了，豈不是悲觀？你是蠢材你才是悲觀，你控制到那些壞的東西全部滅清。那些好的

東西，如何呢？同樣滅的。不是，雖然是滅，但是剎那滅，佛並沒有說不連續。滅便

由它滅，只要它連續，你明白不？你不用生了兒子，生了孫而他不死的。孫生「塞」

(曾孫)，「塞」生「嘜」(玄孫)，一直生至連續，你的宗枝連續，你便永不斷了。是

不是？由它不滅，由得你兒子死，死了你有孫繼承，孫死了有「塞」繼承，如此你的

宗族才得繁榮。如果剎那不滅，那便停了。窮的便定是窮，萬載都窮；富的則永遠是

富；殘暴的人就永遠殘暴；良善的人就永遠良善，各不相關。這個還成世界？正是因

為剎那滅才是好東西，你稍稍想想，你回去參是否剎那滅才是好東西？如果是剎那不

滅，我就覺得很慘了。就如我，如果剎那不滅，我便整天站著，如此便弊了。所以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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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滅的時候不用怕，我們控制便可以，想辦法控制。佛教你修行，佛的修行就是控制

種子而已。譬如鼠疫流行，如果不是剎那滅便慘了，那些人便死光了，鼠疫永遠不滅

便弊了。所以你不用怕無常，無常是好的。如果是永恆不變的，我們永遠成不了佛。

正是因為它無常，我們會成佛。壞的可以變好，窮的可以變富，最好的了，剎那生滅

最好。你以前常聽人們說無常，弊了。你不用怕，是你自己執著而已，是不是？兩邊

而已，這邊是壞，那邊便是好的了。夜深即是距離天亮(不)遠了，近了。種子的第一

種性質，剎那滅。懂得解不？你想了解種子，把這首歌念熟便可以，這首偈。

第二是「俱有」，這個呢？你以前很多人…，我相信你們有一半人以上未聽過俱

有二字，全個名稱是「果俱有」。先解釋何謂俱有？「俱」，即同時，同一剎那，同

一點鐘，同一時間謂之「俱」。「俱」嘛，他倆俱在此處，即是他倆同時在此處。

「有」，佛家的「有」字作存在解。同時存在，即同時於此處。何謂之…？其實它

「果俱有」，何謂果俱有？講到此處要停一停，因果，我們常常講因果，尤其是講佛

學的人整天講因果。你又去考考老師的，你們學生不妨考考老師。「因果是因在前，

果在後呢？或因和果是同時的呢？老師請你給我講講。」如果答不通，你以後不要聽

他講，必然犯錯。我有一次在新亞研究所，那天講果俱有。有一個現仍在當高級講師

的博士，名李天命，你們大家不知有看過他的書不？現在的小冊子有一本講存在主義

的，李天命。他是在Columbia獲得博士學位的，在美國Columbia。

他說：「為何因果會是同時的？佛家最不通。」

我說：「你才不通。」我便說他：「你一味執著西洋科學，你眼光放開西洋科學的包

袱來看看其他才行。」因果有兩種，一種是異時因果，因在先而果在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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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為異時因果。

例如：春天下種，秋天收獲。春天下種是因，秋天收獲是果，因先果後。是不

是？你現在讀書是因，將來你成為一個大科學家。你現在為群眾服務，做政務工作，

將來人民選你為大總統。因和果，這些謂之因果異時，異時因果。你記住，普通講因

果都是異時因果。佛家認為異時因果這些是很粗淺的，真正深奧的因果是同時因果，

因與果是同時的。何謂同時因果呢？

很簡單，你見過那些童子軍，或你見過童子軍去野餐，用三枝棍交叉起來。在三

枝棍之頂，一枝、一枝、一枝，三枝棍交叉，此處用繩繫起來，此處吊一個煲，下面

燒火，便能夠煲滾水，是不是？這個架，這個三叉架，拿走一枝，另外兩枝便會掉下

來，是不是？每一枝都要靠另外兩枝來支持它，這一枝不跌便是果，那兩枝支持著它

是因，明白不？拍照的三叉架又是，同時因果。兩個乞丐，冷的時候很凍，沒有地方

讓他們睡，只得很少地方。過了兩天，甲乞丐依傍著乙乞丐的背部，乙乞丐又傍著甲

乞丐的背部。兩個人，如果甲乞丐走開了，乙乞丐便整個跌倒。即是在說什麼？甲乞

丐之不跌是果，乙乞丐支持著他是因。倒過來，乙乞丐不跌是果，甲乞丐支持他的力

是因。因果同時的，是不是？我們拿一枝蠟燭點著個火，燒是因，發熱、發光是果。

燒與發光同時的，是不是？燒為因，發光為果，發熱為果。倒過來，發熱、發光為

因，燒為果，如果不發光、不發熱，燒便停止。

因果同時，兩面、凡是互為因果的事，一定是因果同時的。佛家講因果有兩種，

一種是異時因果，異時因果又如何？今世你作善，死後你生天。今世你作善是因，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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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生天是果，謂之異時因果，這些亦稱為異熟因果，異時、異熟。另外一種是同時的

因果，眼識見物，眼識能見之力是因，那件事物被我見到是果。那件事物能夠被我見

是因，令我見到是果，同時因果。好了，種子又如何？種子當它不起作用的時候，它

就如睡著。譬如有一個種子，我們用「實心」的來代表種子，用「一畫」來到代表一

剎那。無始以來，由無始之始，即是沒有起點的。

在哲學上有很多東西是你要承認是沒有起點的，譬如宗教家的神，祂便是沒有起

點的。佛家原始的種子是沒有起點的；真如怎樣來？沒有起點的。無始，不知多少

萬、萬、萬劫之前，我們的生命裏面已經攝持著一種成佛的種子，在那些無漏種子中

強的般若智裏面。但它在多少萬、萬世裏面，每一世都是什麼？每一剎那生出現，立

刻就滅，生即滅，一生之後一滅。到了第二個剎那再生，第二個剎那完又滅，生滅、

生滅、生滅、生滅、生滅， 萬劫、又萬劫、又萬劫，我們那些無漏種子都生滅、生

滅、生滅，沒有機會爆發——無漏智的種子。到了我們見道，當你見道的時候，那個

般若智的種子就在一個很強的定裏面，在第四禪裏面爆發出來。當它爆發的時候，我

們稱之為現行，寫個「現」字。現行，當種子成為現實東西的時候，我們就稱之為現

行。「現行」而形成現象，「行」就活動，顯現活動了——現行，appearance。種

子是 function，它是 appearance。種子呢，到了你見道的時候，你的般若智之種子

爆發，在定中爆發、現行。當它爆發、現行的時候，你便能夠體會，直接把捉到宇宙

之本體，真如自性。現行，一剎那現行。到了第二個剎那，這個剎那末呢，種子又滅

了，那種般若智又滅了。到了第二個剎那，下一個剎那，那個種子，下一個種子又

生，繼續生。繼續生，又出現，又再見道了。即是當你們正在見道的時候，都是霎

時，剎那、剎那，猶如閃光那樣現的。譬如你見道，見了半小時，見的那半小時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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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有多少百萬幅那樣現。當你現在：「我見道見了半小時，我現在出定了。」當你

剛出定的時候，那些種子又停了，又變了像是這樣，如沉睡一樣。到了你第二天又再

入定的時候，它又再爆發。當種子爆發的時候，我給你解釋「果俱有」，種子是因，

現行是果，明白不？在一剎那裏面，種子是因，現行是果，因果同在一剎那存在。好

像種子是一種燒的能力，猶如種子是一種電的力，那個是發光的果。每一剎那，電，

電子和它的光是同一剎那存在的，因果同時。因果同時，明白不？一定要用…，我們

如何見道？將來如何成佛？一定要用種子解釋。種子有一個特點就是，因果同時的才

是種子。當它起現行，起作用的時候，一定要因果同時。異時因果那些是異熟因果，

那些不是用來解釋種子的。可以因果同時的——果俱有。是深了一點，你慢慢想想

吧，體會一下吧。兩種性質，現在停一停，先看看兩種性質有沒有問題？如果有問

題，講第三種就只有白廢功夫了。第一、剎那滅，第二、果俱有。

同學：「剛才聽到你講，我有一個問題。你把因果譬喻為一張凳，即是有一種用種子

的看法，就是因果同時。一種看法。另外一種異時因果就是先有因然後才有

果，有因才有果即是有延續性的。一個是 series 性的，一個是 parallel

的。」

教授：「series有兩種，現在很快便接續講第三…，講第一種。」

同學：「即是還未講完。」

教授：「講完之後，我講完六種，你才讓我講那一種異時的，同時因果而又連續

的。」

同學：「我就是問你這種。」

教授：「異時連續的，不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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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不是，我的意思是這樣。即是同時的因果，即不是大家 exclusive的，即不

是…。即是如果是同時因果這類，就不可以是異時因果。」

教授：「但它是同時因果，又異時因果…。」

同學：「同時因果又可以做到異時。」

教授：「是，是這樣。」

同學：「complement。同時因果，一個因，一個 complement。」

教授：「它是的。它不是兩種東西，而是好像同是一件東西，這面就同時因果，那面

又是同時因果。這個東西都有兩面。」

同學：「即是…」

教授：「不是，你這樣解就很勉強。」第三，第三個性質。第一種性質沒有問題的

了，種子是剎那滅的。第二種是因果同時，可以因果同時的。你跟著問我：

「因果不同時，可不可以呢？」如你們剛才站起來問，答案是可以，不過它

一方面是同時因果，另一方面又是異時因果。何謂異時因果？異時因果有兩

種，一種是這裏解釋的。另外一種是解釋什麼？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解

釋輪迴的。現在是解釋種子的。如何異時因果呢？我剛才畫的圖畫得太小

了，我現在把它來放大。我們無始以來有一些般若智的種子，你甚至說有一

些殺人的種子都可以，總之是種子。第一個剎那是這樣，它便是一生一滅

了，是不是？當它生的時候，便整粒都在此處，是不是？當它滅的時候呢？

它便沒有了，是不是？雖然它是沒有了，但兩個剎那是連續的，series嘛，

連續的嘛。第三個剎那又是連續的嘛。當它這個種子，種子是一種 energy

的。記住，科學家說 energy是不滅的，種子亦是不滅的。當這種種子一生，

出現的時候，猶如閃光般一閃。跟著一縮、一收，就好像滅。滅即是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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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顯，一顯一隱。當它一隱的時候，它是能力不盡的，是不是？於是牽引

出第二個剎那之種子生的出現了。當第二個剎那的種子一閃光、一出現、一

生，一生之後馬上就滅。當它生而將滅未滅的時候，它有一種牽引的力量，

因為它種子之能力是不滅的，它又牽引第三個剎那的種子生了。第三個剎那

的種子一生之後立刻滅。當它一滅的時候，又牽引第四個剎那的種子生了。

如是者謂之生生不息，生又生、生又生。如此前一粒種子，前一剎那的種

子， 以前一剎那的種子為因，這個是因；後一剎那的種子便是果。後一剎那

的種子是果同時又是因，是不是？果同時又是因嘛，望前它便是果，對後便

是因了，又是因又是果；因果。當它一生便立刻滅，當它將滅未滅的時候，

便牽引第四個剎那。如此，果又是因了，因又產生果了，如是者萬劫不復。

即是說你的無漏種子，你的般若種子是在無始之始的時候，具備了那種種

子。每一剎那生滅、生滅、生滅，前一剎那是因，就引起後一剎那是果，此

謂之因果異時。這一剎那如果它起現行，一個人到了你見道時，當你見了

道，你又如何？譬如這一剎那見道了，你又如何？這個是因，這個是果，因

果同時。這一剎那呢？這一個又是因了，第二個剎那又滅了。因果一起滅，

如此又引伸第三個剎那，這個是因，這個是果。第二個見道了，連續多個生

滅。有沒有問題？即是因果異時，因果、因果、因果、因果。因果同時呢？

因果、因果。明白不？是這樣了結的，可以…。還有一個圖詳細一點的，不

過這個簡單一點。要解釋見道的時候，為何連續那麼多個剎那呢？還有，再

解釋佛，佛經，小乘佛經有講，「縱使千百劫，所作業不亡」，是不是？

「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小乘經就有這幾句偈。何解？譬如我現在殺

一個人，這個是因。殺了一個人，立刻熏了一個殺人的種子。這個是異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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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這個殺人的種子，一剎那、一剎那、一剎那一直地…。到了一有機

會，那個殺人的種子爆發的時候，天人處受地獄的果報，這個就是異時因

果，又名異熟因果。是這樣才解釋得到。總之你用種子解釋，對佛家的義理

是無往不利的。你聽得明白不？

同學：「是一種雞和雞蛋…」

教授：「嗄？」

同學：「即如雞蛋那樣，雞蛋已經是如此了。」

教授：「是的，是的。差不多，差不多這個譬喻。」這一點是第三點意義，稱作什

麼？「恆隨轉」。「恆」，大家看到不？第三個…。第一個是剎那滅，第二

個是果俱有，是不是？「剎那滅、俱有」。第三個意義是「恆隨轉」。這三

個字好像是很難解的；「恆」，即是連續不斷。這即是 series，連續不斷

的。「隨」，後一個剎那的狀態跟隨著。「隨」即是 follow，跟隨著前一個

剎那的狀況。而「轉」即是生起；後一個剎那的狀態，跟著前一個狀態出

現；「轉」即是出現。「恆隨轉」。種子是不滅的，每一剎那都跟著前一剎

那的，前一剎那的狀態出現、出現、出現。譬如他做了一件入地獄的業，這

件事便「棹忌」(糟糕)。「恆隨轉」，我成佛便被它阻礙？ 我不怕的，由它

隨轉，最重要它不出現。你明白嗎？你銀行裏面存有一百萬，如果你拿不到

的呢，和沒有是差不多的。如果永遠都凍結了你，即是你永遠沒有而已。你

自己騙自己說：「我有一百萬。」一百萬，你可以使用不？以後永遠凍結，

是不是？可以用辦法永遠凍結了你那些入地獄的種子。凍結得到，為何凍結

不到？如果你說入地獄，並不是說入地獄便入得到的，做了很多惡的業，交

織然後才入到的。你說：「我從今發大菩提心，我抱頭痛哭來到發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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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一點兒犯戒的事我也不做。我常常禮佛，請佛、本尊來到加被，我勤修

到極。」當你修那些善的業強到極的時候，就阻壓著那些惡的種子。有的，

它是存在的，但它不能起作用，不能浮現。即是你找一個…，你弄些紅色，

弄些黑色。把它來一起一伏，一起一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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