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何死法呢？名惡心死。臨死的那個意識都是含恨、兇狠的，惡心死。譬如什

麼？臨死「發忟憎」(煩躁生氣)，「我的仇還未報，我死了也要做厲鬼報仇。」你這

個是惡心死，你不要以為這樣才是天公地道。是的，是很公道，不過你下完地獄，做

完鬼才好再出來復仇。是不是？因為你惡心死嘛。譬如一個…。還有，他這個人殺人

放火無數的，但他臨死之前兩天，他放下屠刀。死的時候，有一個好的朋友為他助念

阿彌陀佛，就阻壓著他那些地獄的種子。是有的，但總是不出現得了。還要什麼？他

的莊嚴福報都不用，返回到地獄，他也不用返了，是不是？

譬如他是一個非洲人，移民來美國，將來他要回非洲坐牢。他在美國，美國人不

趕他走，他便在此處死，他還用回到非洲坐牢嗎？是不是？這是什麼？逃避。「這豈

不是取巧？」方便善巧。取巧是好的，最怕是惡的取巧；善的取巧就稱為方便善巧。

佛教我們就教我們這些。「那豈不是不公平？」有什麼不公平？他要下地獄的種子仍

然存在，不過他又剛剛遇到一些良師益友、好朋友，不知以前受過他什麼恩惠的。他

臨死的時候剛剛…，本來他是惡心死的，現在他變為善心死。

佛經講三種心死，善心死、惡心死，還有一種是無記心，不善亦不惡的，臨死的

時候意識既不是善亦不是惡，三種。臨死的時候不出這三種心，即是最後有知覺的意

識是屬於什麼？第一種，如果是善心死呢，佛經說他不能入惡道的。要不就是天，善

大的便是天，善小一點的也是人，不是天便是人。寧可他下一世做個短命種，十歲死

都是他的事，但總是他不能下惡道，因為他沒有這個緣。下地獄的緣他沒有，即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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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獄的中有身；你們稱為中陰身的；不起。善心死就有這種好處。

「不過，這便不公平了。」不公平都沒有辦法，凍結了而已，不是不公平。他拿

不到錢而已。剛剛進銀行拿錢，但電腦壞了沒法給他。有什麼好談呢，是不是？善心

死不能入惡道，記住。如此你很容易控制的了，你吩咐你的太太，「我臨死的時候，

你記住提醒我念佛。」這便可以了，是不是？「你不要哭。」哭便會心亂則會惡心死

了。是不是？如果是「你的兒子又小，你又死了。又什麼的。」那時候便會是生起煩

惱，如此你便變了起煩惱死。起煩惱死，做不了人、天的，最多是做鬼而已。如果他

惡一點的便落地獄，要不普通一點的便做餓鬼。

最重要是弄到他善心死。念佛是善嗎？念佛的心也不善，什麼才是善？只要他肯

念佛便可以，他的心肯留意聽你念佛也可以，都是善心死。善有大小的嘛，能夠不會

引起惡效果的，便謂之善。能夠引起善的效果，而不引起惡的效果便謂之善。善的

definition是這樣。你不用理會他「烏林林」(糊裡糊塗)，他不識字又「牛精」(蠻不

講理)又什麼的，總之臨死一刻剛剛有人對他說：「你現在死了，你都要念念阿彌陀

佛了，你生平又不肯念，你跟我念吧。」只要他肯，「好的，你念吧，我跟著你

念。」他真的會念，他便會善心死，惡道那些他會凍結了。「縱使千百劫，所作業不

亡」，是不亡，但你不知多少世才出現呢？起碼他現在先賺了頭注，你明白不？這一

世他不用下地獄。所以良師益友和助念就有這種好處。

同學：「何時解凍？」

教授：「她問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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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何時解凍？」

教授：「何時解凍？你再做惡業便解凍了。你第二世，第二世未必有一個善知識跟著

你的，你再作惡業便解凍了。」

同學：「…天主教…」

教授：「怎樣？」

同學：「她說好像天主教和那些神父會懺悔。」

教授：「是的，我並沒有說天主教神父懺悔不對，他是對的，他是很合理的。臨死替

他洗禮，臨死為他懺悔，這些很合理，可以讓他善心死嘛。其實宗教，我們

不要互相攻擊，很多東西都是相通的。他是好的，向神父懺悔是好的。不過

神父是否這樣解釋？我不知。在佛家來說，是。用唯識家的解釋，神父在你

臨死的時候，為你懺悔，是這樣解釋的，他不會入得惡道。除非呢他…。解凍

又怎樣？他下世是會做惡業的。今世有一個神父出現，下一生出世不會有一

個神父跟著你嘛。剛剛一個『飛頭』(流氓頭領)跟著你就『死』(不好)了。沒

有神父跟著你，只有一個『飛』跟著你就『死』，那時候便解凍了。是不

是？」

同學：「壞青年，壞青年…」

教授：「他不知道什麼是『飛』。」

同學：「香港話來的，『飛仔』即是壞青年。」

同學：「他說『飛頭』。」

教授：「善心死，記住，臨死的時候你念佛便可以。即是封了屋，先凍結那些惡道，

是不是？五趣中已經封了三趣，人、天任你去嘛，看看你是人或天而已，封

了三趣。如果要穩健呢，就找太太，預先教了她。你預先教了一些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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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喂，我死的時候你來吧。』是這樣的，他太太是這樣的。那些助什麼？」

同學：「助念。」

教授：「助念是嘛，是這樣的，是有用的。還有，臨死的時候，他念倒頭經。有人在

那處，他念念念呢，他的中有…，有時剛剛他的中有聽到，他起一點善心，惡

業一有凍結，他那個地獄中有、餓鬼中有便會死了，立刻人、天中有又起

了。有用。不過，你留待到三年才打齋，如此效力便會很微的了。惡心死就

不能上人、天的，記住。一定是。要不，惡重的就是地獄，不輕不重的就是

畜生，一點點的就是餓鬼。餓鬼也有很多種的，剛剛你做著土地廟的土地也

不錯。如果你遇著，你做著糞坑傍邊的那些鬼，你便慘了。同是餓鬼。如何

謂之惡心？一起嬲怒心，貪、瞋、癡中的瞋便是惡的。癡不一定惡，癡只是

迷茫而已。貪呢？有善有惡。貪得其所的是有覆無記，貪得不得其所的是惡

毒。譬如你臨死，你就「本來要佔有他那筆錢的，到現在我要死了仍未侵佔

到，真可惜。」如此，你這個貪便是惡的了，是不是？譬如你是這樣，我從

前見到一個女子，我真希望娶她為妻，但現在我死了仍未娶得，我真的很愛

她。又是貪，但這種貪並不是惡毒，這種是有覆無記的貪。有覆無記的貪也

不是好的了，不過亦不至於是惡。所以記住，最「棹忌」惡心死。」

同學：「…」

教授：「起一種惡毒的心而死。」

同學：「眼未閉上呢？」

教授：「嗄？」

同學：「眼不閉目。」

教授：「眼不閉是不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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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死不眼閉，死不眼閉。」

同學：「惡心死。」

教授：「他辛苦就眼不閉的了。辛苦就眼不閉，眼睛是張開的。窒息死那些便是眼不

閉的。」

同學：「她的問題是會否惡心死？」

同學：「她問惡心死的人是否眼不閉的？」

教授：「不是，不是一定的。惡心死是很容易分別的，他臨死含恨起一種兇狠心，或

恨心死，便是惡心死。起一種不合理的貪心死。他才知道，我們怎理得那麼

多。他投生為餓鬼是他的事嘛，是不是？不過你作為善知識，盡你做人之

道，『你念佛吧。』念佛的心必然不會是惡的，念佛…」

同學：「譬如他生前遭遇不幸，即是非常不幸，又沒有人肯幫他…」

教授：「那便含恨了。」

同學：「…他就含恨而死。那他又是…」

教授：「看看他有沒有惡道種子了，有惡道種子便先爆發。將來含恨而死是不合理，

為何在佛都是不合理？因為你前生不好，你原始帶來的罪惡令到你這樣，你

快點去懺悔。」

同學：「譬如…」

教授：「因為這個世界就是你來的，這個世界為何如此壞的呢？由於你壞。這個世界

是你生命的一部分，你希望不壞你得先做好，你來生自然是好。有時後半世

便會好，不用等到來生。惡心死不能生於人、天，記住。善心死不能夠落地

獄、餓鬼、畜生。惡心死不能夠生人、天。」

同學：「有一位聽眾想問你，如果鬱鬱而死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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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鬱鬱不樂地死。」

教授：「鬱鬱不樂而死就不一定是惡的。」

同學：「即是哀痛而死…」

教授：「哀痛死不一定是不樂的。不樂而已，不是惡。記住，苦樂和善惡不同。苦樂

和善惡，苦與樂是感受，善與惡是動機。」

同學：「即不是…。」

同學：「會否是一種執著？」

教授：「嘎？」

同學：「會否是執著？」

教授：「你不執著它苦，你怎做…人生是有苦，那你執不執？」

同學：「羅先生，我們講到個『死』字，生老病死，為何死是如此辛苦呢？死，生老

病死苦。死是否很辛苦呢？」

教授：「人生四種苦，名為生苦、老苦、病苦、死苦，四種苦。人生有四種苦，

『苦』字有四個。」

同學：「死的時候是否很辛苦呢？」

教授：「死的時候？有些是不辛苦的。有些不辛苦，有些很辛苦。」

死的時候為何會辛苦、會不辛苦呢？看你的生平了，和有時是積累，多次積累。

有時就這樣，你可以自己控制。譬如你時時做氣功，時時修禪定那樣。死的時候，好

像無疾而終那樣，心慢慢停，心慢慢地想睡覺了，睡覺了。很多持素的人，我就見過

好幾個，不過記不起名字了，他還會吩咐人為他先洗澡。之後，『我告假了，今晚便

去了。』他真的是一早便睡覺，睡覺那樣的。至於坐化那些，是聽說過但我未見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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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那些死，是否那樣死就不知了。不過據《六祖壇經》，他是晚上坐著的。有些行

善但亦很辛苦的。他一世人很善，但他很辛苦。他一味覺得有人告訴他，『你現在很

辛苦，你不要埋怨，時時…文殊菩薩說他明天去世。你因為多生以來，日積以來，做

過很多惡事，應該很長遠然後才成佛。但是你現在很短的時間你做到，你安心走

啦。』

有這種感覺的大多是見到一個說『我是妙吉祥』。有些死的時候很舒服，有很多

祥瑞的。我的一個師公歐陽漸，即是歐陽竟無，我是他學生的學生。他死的時候很辛

苦，他不知怎麼，很辛苦，他就看中醫不看西醫。臨死的時候很辛苦，『典床典蓆』

(在床上痛苦掙扎)很辛苦。有一個學生探望他，這個學生名王恩洋，你們看過他的書

嗎？王恩洋是一個很虔誠的佛教徒，他見到他：『老師，你太辛苦了，你不如求往生

吧。』他說：『是的，應該。』他很辛苦的說：『應該。』我和你一起念佛吧，好不

好？他說：『好的。』於是王恩洋走去拿了一個木魚，他念佛。到底他是念阿彌陀佛

或是念彌勒佛呢？我不清楚。總之他拿著一個木魚念佛，念念中便說：『老師，你跟

著我念吧。』好的，便念了。誰知跟著他念便沒有那麼辛苦了，跟著他念，念了幾十

聲，他都斷了氣，不知道。他這個是善心死，全靠王恩洋。

我又講一個，我有一個世伯，真有其事的。有很多人都知道這一個人，老人家等

人或許知道。從前有一個人跟隨孫中山搞革命，這個人名趙士覲，他的弟弟名趙士

揚，在美國死的。趙士覲(趙公璧)，他能夠在定中見到種種東西。他整天修法，修什

麼法呢？修個不動明王的法，很靈驗的。有人專醫精神病，那些人又說見鬼，又說什

麼的。什麼風水不好多病的，他一去就處理好。他修法，他為見鬼那些人修法。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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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他捉鬼捉了久。他捉鬼有一處不好，他用一種觀想力，做了一個那大陸來的五輪

塔。他觀想把他人的鬼捉了，「你聽話不？不聽話把你放進塔中，拿到大海沉掉。」

這做法不好，總之動不動用…，本來修法…。密宗修法有四種，一種名為息災法，

「息」是休息的息，「災」是災難，平息災難的，名為息災法。消滅災難，譬如他病

了便為他醫病，息災法。

第二種是增益法，希望我增加福壽，增益法。息災、增益。第三種是降伏法，東

密就用這個來降伏的。你那些餓鬼，我降伏你，用咒力來降伏你，讓你動不得。還有

一種是誅滅你，誅滅、殺死你。普通有四種，東密則有三種，息災、增益、降伏。他

修法的時候師父所穿的衣服也不同，息災法普通是穿白衣的，增益法穿紅(黃)衣。不

是，東密就多了一種名愛敬法。息災、增益，愛敬即是供養的法，穿紅衣的，紅袈

裟。東密第四種是降伏法。

趙士覲專用降伏法，降伏法穿藍衣或穿黑衣，降伏法不是穿藍便是黑。事事是相

應的，而他只是降伏，最後他用到不動明王。修一個不動明王，他極靈驗。他時時都

閉上眼在定中都見到不動明王，有時是不動明王和他講話。他做得太多，修降伏法修

得太多。好了，到了他臨死的時候，精神維繫不住，那些來報仇，那些鬼來報仇。他

怎樣呢？他趙士覲染了肺癆，他是我的世伯，得了肺癆。現在患了肺癆就沒有問題，

以前戰前，日本人侵略中國之前，得了肺癆是一件很大的事。內傷得了，吃飯都要走

開的。他得了很深的肺癆，不能治癒，醫生也沒有辦法。他晚年出家，是虛雲的徒

孫，虛雲有一個弟子名觀本法師，他是觀本法師的徒弟，同時他修密宗是在香港居士

林修密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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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臨死的時候，以前天天修不動明王，天天念千遍不動明王咒。臨死的時候你猜

他怎樣呢？忘記了如何念不動明王咒，發呆了。不動明王咒有十多句，是長一點的。

如果是六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咪吽」那些是很容易，不動明王咒是長一點的。他忘記

了，他都不知念了多少十萬遍的了，到臨死的時候忘記了不動明王這條咒。你不要以

為「我念大悲咒很熟了」，你臨死的時候，你可能記不起如何念大悲咒也說不定。所

以西藏人念修法一定是念心咒，念大悲咒他最多是念七遍，念完七遍大悲咒之後，每

一遍大悲咒就用六字大明咒來替代它，「唵嘛呢叭咪吽」如此便算一遍了。他忘記了

念，見到他整天吐血，痰有血便吐出來，吐得整張床都是。他就見到一些鬼，拿著

泥、拿著草猛地塞進他的口，他便嘔吐出來。這是他的幻覺，其實不是，他咳時起了

一個幻覺。

我有另外一個世伯姓梁的，梁智廣，是他的老朋友，大家是日本同學，跑去探望

他。見到他：「為何你如此狼狽？」叫他一聲，他又名趙公璧。他說：「公璧，為何

你如此狼狽？那麼多血！」他說：「不是，那些並不是血。」他說：「那些泥，那些

青草，那些鬼猛塞青草進我口中，很辛苦。你來到坐在此處，那些鬼才走開了，全部

站在那處。到你走後又來炮制我的了，你不要走，你什麼的。」梁智廣說：「不是，

那些是血來的，怎會是泥呢？你起幻覺而已。你一生修行，現在才起這種幻覺。你快

點修不動明王，快點。不要說那麼多，快點念不動明王咒，快些念吧。」「我記不起

了，你帶著我念吧，教我念吧。」一世都修不動明王，臨死才記不起念不動明王咒，

又忘記了。梁智廣不是修不動明王的，但他：「我又不懂，我只懂得念南無阿彌陀

佛。要不你念阿彌陀佛吧，我和你一起念，好不好？」他說：「也好。」於是梁智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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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說：「念吧，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只念了十多聲他便斷氣了，趙公

璧。這便是善心死，他不能落惡道的。

無記心死又如何？無記心死就要計算了，就要找電腦來到計算才行。看他生平一

世那樣多，多作善或多作惡？如果是作善多於作惡，便必然是先出現人、天；作惡多

於作善，便必然是先出現三惡道，這個是無記心死。多數是無記心死，臨死的時候，

迷迷懞懞地死，最後的意識都是迷迷懞懞的。我恐怕，問問醫生，無記心死是否佔百

分之九十以上？

同學：「…心臟病死的…」

教授：「突然的，都不知道死的…」

同學：「…病死的…」

教授：「…那些多數都是無記心死。」

同學：「…記不起。」

教授：「那些就要找電腦計算的了。記住這個，學佛的人有些有此等情況出現。有人

說：『那人臨死了，你念佛有效嗎？』效果不在於他能否生極樂世界，而是

為他封了惡道之門。」

同學：「他現在五十多歲人，他臨死，兒女為他守禮，如此情況又如何？」

教授：「這又無所謂的，你有何辦法呢？他都不由自主了，是不是？」

耶穌臨死的時候，人們硬為他戴上一頂荊棘的帽，不然他又什麼嗎？那些人要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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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便釘你，你…嗎？這是沒有辦法的。仍然是看他的心，如果他信仰不堅的，他不會

起惡的心。『所以，念數十年佛也沒有用的，都是洗禮吧，一於洗禮吧，不信佛

了。』如果是這樣，他就和佛教無緣，但他仍然是善心的呢？同樣可以生天。信奉耶

穌教，基督教、天主教的，同樣可以生天。在佛家看來，這個耶穌不過是大梵天王的

化身而已。他所謂天主，不過是大梵天王而已。是不是？無所謂的。但他如果是：

『佛教是最衰的，這也救不了我，我一於信天主了，讓他來救我。』如此，最低限度

都只是無記心而已，是不是？都有作用的。

不過他同樣是臨死時被人『糟質』(欺負)，都是沒有自由，是不是？即是說他福

不夠，他都不夠，最低限度是沒有自由。自由是福來的。」「剎那滅」、「果俱

有」、「恆隨轉」，我把這個解完。「恆」即是連續不斷。「隨」即是跟隨著，後一

剎那的種子跟隨著前後一剎那的種子出現。「轉」——出現，恆隨轉。即是說你一

萬世之前殺過一隻雞，這個殺雞的種子每一剎那都跟隨轉。你今世生在美國，你的殺

雞種子就跟隨著你的生命在美國。你第二世生在莫斯科，你那個殺雞的種子就跟著你

去投奔那裏。除非你有辦法凍結了它，兩個(辦法)，一個是凍結。

因為如果你修小乘，修到預流果，你已經凍結了地獄、餓鬼之門，以後都不會

生。如果你修大乘初地見性，地獄、餓鬼完全凍結。到了第八地以後，不只凍結，連

你那些功能都消除。所以是不怕的，問題是什麼？戒、定、慧，實修就可以，只懂得

口講沒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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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這是否來世…那些，他就可以修到第四地便自己…，或是要…」

教授：「不一定的。因為修到第幾地，要不是他自己知，要不就要一個最低限度和他

同等的然後才知。你一定要批評他，不是說不可以，看得到的。如果他入

定，你知道他都入不了定的。這即是說入不了初、二、三、四禪了，他這一

世便永遠不會見道，我們就可以批評他。但如他都可以入到第四禪，此又當

別論了。如果他入到第四禪，他就一定是見道？這又未必，外道那些道長都

可以入到第四禪的，婆羅門中印度人，很多婆羅門人都可以入到第四禪。第

四禪要他修觀的時候般若智起。他的般若智起不起呢？我們不知，他才知。

但我們不用理他，他是初地便由他初地吧，他不是初地便不是初地。他不是

初地，我們不需要菲薄他。他是初地，我們又不需要特別多叩兩個頭，是不

是？你有問題？」

同學：「羅教授，你好。在那麼多次演講，你講到關於修止觀，止觀的修行是先修

止。修止有了點功夫之後，你便修觀。假如修觀的時候，這個人在修觀了，

他沒有一個真正經典作為指標，或沒有一個方法作為指標。他會否在修觀的

時候是胡思亂想，想著一些無謂的東西。」

教授：「不是一定會，有可能會，有這個可能性。」

同學：「假如對一個剛剛學這個方法的人，他會怎麼做呢？他是否要一面修，一面要

參考經典呢？」

教授：「說不用是假的。最主要是禪宗，以前的古人有『冬禪夏教』之說。」

我引一段《解深密經》，《解深密經》裏面有一品是〈分別瑜伽品〉，這一品是

專教人修止觀的，是大乘經裏面修止觀的最高峰。(佛告慈氏菩薩曰：「善男子！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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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菩薩法假安立，及不捨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願，為依、為住，於大乘中修奢摩他、

毘鉢舍那。」)我默不到，我大約把它寫出來。它有一段，『慈氏』即是彌勒。它說

彌勒菩薩，他問釋迦世尊。它說…。(注：爾時慈氏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菩

薩何依何住，於大乘中修奢摩他、毘鉢舍那？」)在一個法會裏面，彌勒菩薩對釋迦

世尊這樣說。他說：『世尊，一個菩薩何依何住？』第一個問題，何依？依據什麼？

以什麼作依據？何住？『住』者住於那處，即是保持立場。每一個人都有一個立場

的，佛教徒有一個佛教徒的立場，是不是？共產黨有共產黨的立場，各有各的立場。

他說一個人，一個菩薩，當他想修止觀的時候，以什麼作為他的依據，不是亂修

的，要有依據。『何住』，他要保持一個什麼立場不變？這樣在大乘佛學裏面去修奢

摩他，『奢摩他』即是止， amathaś ；『毘鉢舍那』就是觀。止，止觀從前小乘人稱

為禪，稱為『靜慮』。『靜』即是止；『慮』就是思慮，即是觀。他說一個菩薩依據

什麼，要保持什麼立場，而在大乘佛法中修止和修觀呢？問釋迦世尊。

佛便回答，後面是佛答。佛答，『善男子』，稱呼他一聲，稱呼一聲彌勒。一個

菩薩要什麼作依據去修止觀呢？『法假安立』，『法』是指佛經、經典、經法。這些

經法你不要執著，只是佛假立以作開示眾生的。『法假安立』即是假安立的法，這個

『假安立』是一個形容詞，一個 adjective，是形容那個『法』字的。因為印度人常

常把個 adjective放在名詞，noun的後面。『法假安立』即是佛是為方便善巧假立

的經典。『法假安立』，這個要如此讀『法假安立為依』，以佛所說的經典為依據。

『及不捨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願』；『三藐三菩提願』即是菩提心，不捨棄菩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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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住』，為立場。他的立場是要不捨棄三藐三菩提心，『為住』。他說保持著此二

者，以法假安立為『依』，以不捨棄三藐三菩提心為『住』。

如此在大乘佛法中去修止和修觀。即是說最重要兩件事，以經教為依。和什麼？

不要放棄菩提心。不要放棄菩提心什麼呢？菩提心很什麼？《金剛經》有一句就是

了，『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

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如是滅度無量無數

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這個便是發菩提心。

依照著這個去觀，不捨棄三藐三菩提心為住，為他的立場。如此，保持這兩點去

修，所以一定以經教為依。不過經教，經有多種，有了義經，有不了義經，你要找那

些了義經為依據。沒有問題了。

同學：「羅先生，《大智度論》是不是…呢？」

教授：「不是。《大智度論》是解釋《大般若經》裏面的第一部分。一百卷，這部論

很難讀，但現在很容易了，印順法師曾經重新標點過。你們如果想讀《大智

度論》，設法請人去台灣，有些人印來送人的。那本是印順法師自己標點

的，他老人家標點必定可靠，是不是？而且印順法師最精於此論，《大智度

論》。」

同學：「現在想先宣佈，因為其中有些人覺得累，想休息。又寫紙條給我，又如何

的。讓大家休息五分鐘，五分鐘好了，因為我們沒有多少時間。然後回到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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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再講…。」

最好你抄了首偈，「剎那滅、俱有，恆隨轉應知，決定、待眾緣」，「決定」整

個名稱應該是什麼？「性決定」。「性決定」，善、惡、無記，決定不移的。即是說

種子，如果是善的種子不會忽然變了惡的，惡的種子不會忽然變了善的。一個前一剎

那是善的種子，它產生後一剎那的果，一定是善的種子。前一剎那的種子，善種子，

產生後一剎那的善種子是果。後一剎那的種子是善呢，產生第三個剎那的種子，又是

善的，前後剎那。還有，善的種子起善的現行，善的種子不會產生惡的現行。即是

說，你般若的種子，不會產生打架、殺人那些東西的。

善、惡和無記的性質，都決定不變。如何不變？前剎那的善種子，產生後剎那的

善種子。同剎那的善種子，產生同剎那善的現行。前剎那的惡種子，產生後剎那的惡

種子。同剎那惡的種子，產生同剎那惡的現行。善、惡之性，決定不變。所以佛跟據

這一句偈，如果你做下一個殺業，你這個殺業是惡的，永遠不會變。你念那聲佛，這

個念佛是善的，你以後永遠保持這點善的。此謂之「性決定」，最淺的了。種瓜一定

得瓜，種豆一定得豆，種瓜不會出豆，種豆不會出瓜，「性決定」。所以向人解釋儒

家，都可以通的。《易經》：「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不

過這種解釋是很籠統的，記住最好你不要用。

同學：「如此會否無法翻身，譬如我是惡的，我想變善，我永遠都是惡，我便…」

教授：「你這個惡種子永不翻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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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我很壞，我想著做好人，便永遠都…」

教授：「你…，嗄？你殺人的種子始終是殺人的種子。但你除了有殺人的種子之外，

你亦有般若種子的。你的般若種子一起的時候，便壓倒你殺人的種子，是不

是？壓倒則有之，把你的惡的種子凍結了便可以。譬如你有殺人的種子，整

天想殺人。但你皈依之後，你讀佛經，整天發大菩提心，整天在發慈無量

心。慈無量心一強的時候，你殺人的心便弱了，但並不是說你殺人之心的種

子沒有了，不過全部被那些慈悲的種子出現，阻壓著你。即是好像你迫上車

般，人人都遇著一個大個子，總是迫著你，總是上不得車那樣。他又惡又力

大，你沒有辦法。如整輩子都被人阻著一樣，這便翻身了，是不是？」

同學：「你的意思即是譬如不是做羊而是做馬，它想翻身為人的時候，不是很難翻身

嗎？」

教授：「很難，一做了羊做了馬便很難翻身。但你要知它為何要做羊？為何要做馬？

由於它…。做這個貪、瞋、癡的瞋心重，殺業重的那些，然後才可以落地獄

的。如果個癡，愚癡心重，這個人『懵閉閉』(糊塗)的，這種人不懂道理的，

專做那些不懂道理、無理性的事。如此這種便做畜生，做牛做馬，是不

是？」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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