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隨便與一種，一種甚麼啊？「信等」，「信等」即是甚麼呢？善心所，善心所有

多少個啊？有十一個，是吧？十一個。哪十一個啊？看你讀不讀得到我聽。「信、

慚、愧、無貪、無嗔、(無癡、)輕安、精進、不放逸、行捨、不害。」是！挺聰明

的！隨便這十一個心所呢，都是善的，這個本質是善的，凡是與它一齊起的，它影響

到其他的東西都是善的，所以當我們的意識與這十一個善心所中，隨一個，就是隨便

一個一齊起呢，這個意識就是善的了。

我們的眼識起的時候，如果有一個「信、慚、愧 」等那些善心所，⋯⋯ (其中)一

個與它起呢，眼識都是善的了。這所以說「隨與一個信等的善法」，即(與)善心所相

應的那種分別呢，就是善分別了。聽得懂嗎？好了，(這是)「善分別」。「辰二、無

記分別」，我們起思想、起分別，而這種分別既不是善的，又不是惡的，是「無記」

了。是哪些呢？

「或威儀路、工巧處及諸變化所有的分別。」「威儀路」就指甚麼呢？「威儀」

這兩個字就指這四種東西：行、住、坐、臥。「行」，(就指行走)。「住」，(就指)

站著。「坐」，(就指)坐下。「臥」，(就指)躺著。那是不是只是這樣呢？都是諸如

此類，都是那種姿態，人的那種姿勢、姿態都叫做威儀。威儀怎麼叫做路啊？路者，

人人之所共行的。

我們除非不做人，做人肯定有威儀，是嗎？你不坐就躺，不躺就站，不站就走，

肯定是隨便一種的，沒有非走、非住、非坐、非臥，鬼啊！或者是 (鬼)，鬼也要走

的，是嗎？這所以呢，除非你不是人，你如果是人呢，你一定是常常在這條路上走

的，所以這威儀就叫做路。明白嗎？沒有特殊的意思的「威儀路」這幾個字，這個

「威儀路」有甚麼善啊？威儀無所謂善的，他站得很善嗎？他坐得善嗎？你說：「他

坐著想善的東西啊！」想東西想得善而已，不是坐得善啊！明不明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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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行、住、坐、臥」的威儀都是無記性的。「工巧處」，「工巧處」，甚麼

叫做「工巧處」啊？就是說那些藝術，藝術，技藝，藝術，學藝，包括甚麼呢？包括

音樂、雕刻、建築、鑄金等等這些技藝，或者是連學問都包括在內，學藝，所有一切

的學藝叫做工巧處。「工巧處」無所謂善惡的，是吧？譬如你說這樣，我現在會雕

刻，我現在會雕刻佛像的，這樣你信佛、拜佛就是善了，是吧！但是你那種雕刻術有

甚麼所謂善啊！是嗎？是無記的了，工巧，「工巧處」是無記的啊！「工巧處」、

「威儀路」。「求諸變化」，「變化」就是神通變出來的東西。神通變化，你想使

(用)神通教化眾生就善的，但神通不是善的，你的心善而已，是吧？

譬如說你有神通，有一個人，有一個善人很好的，他去到那處會被汽車撞到的，

但他好起善心，你幫他忙，在他將近走到汽車的地方，應該這條命就是會撞上了，你

用神通變出一隻狗，這隻狗纏著他咬住他的衣服，讓他跌倒了，這輛汽車過去了，

(他)車不死了，撞不上了，這樣就是神通了，是吧？

這善不善啊？這個心就是善，是吧！他救人的心是善，但變狗咬人，變出隻狗咬

人呢，這一幕善不善啊？這一幕無所謂善的，是無記的。這樣凡是這類與神通變化一

齊起的時候，這種分別都是無記的分別來的。好了，這七種分別講完了，是吧？下面

「子三」了，我們看一下，「子一」，你看一下第一百頁最後那行，「子一」就「徵

問」，假設個問，隔一行，「子二」就「釋」，解釋，解釋就將七種分別逐種解釋過

了。這現在「子三」了，現在到一百零七頁「子三」了，「子三」是甚麼？「結」

了，結束了。

「如是等類名分別所緣。」諸如此類(就是)「如是等類」，就叫做分別所緣。對

於所緣的 object就起思維分別了，就是這樣了。會解釋了嗎？這意識能分別所緣

的，是嗎？眼識會不會啊？不會！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前五識沒有一個

做得到的分別所緣，是第六意識做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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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識都有分別，不過它常常都死執的，第七識是吧？第八識會不會分別啊？會

不會啊？不會的，第八識機械的，好像個電腦一樣。這我們又看一下了，第六意識會

怎樣啊？看回九十九頁最後那一行。「又諸意識望餘識身」，望者，比較，與其他的

識身比較呢，就「有勝作業」，它有些很優勝的造作、行為的。哪些優勝法？哪些優

勝行為啊？「謂」，就是，就是甚麼啊？「分別所緣」，第一種，能夠對於所緣的

objects，它能夠起思維，起分別的，這樣講過了。

現在就講甚麼啊？「審慮所緣」，是嗎？「審慮所緣」是怎樣的？甚麼叫做「審

慮」啊？先先起了一個念，先先看到一種東西，跟著呢，然後詳細思慮它，這就叫做

審慮。重新思慮就叫做審慮。懂了嗎？

開始(的)思慮呢，我們不叫它做審慮的，就叫做分別而已，是吧！ (當)起了認識

之後，然後再重新(詳細思慮)，就是先起分別，然後重新、再重新考慮，再重新思慮

的，這就叫做審慮所緣。有些識只會分別，不會審慮的，是嗎？譬如第七識那樣常常

都分別(這)個「我」而已，它不會審慮的啊。如果會審慮又怎樣呀？漸漸地它就知道

(這)個「我」不是有的，是吧？就因為它不會審慮，你明不明白啊？現在講「審慮所

緣」了，看回一零七頁中間那處，「癸二、審慮所緣」分四段，「子一」到「子

四」。「子一、徵」，即假設一個問(題)；然後「子二、列」，列出有多少種；「子

三、釋」，就是逐種解釋；「子四、結」。「子一、徵問」。

「云何審慮所緣？」怎樣叫做審慮所緣呢？你看一下這個注，引這個《倫記》

的，「審慮所緣者，重緣前境思審緣故。」先前已經完了一種境了，是嗎？現在重新

審查，重新檢討來完成的，這就叫做思審緣故。(這就)徵了，問了，問過呢，跟著

「子二、列」，有多少種審慮所緣，審慮所緣有多少種呢？這列出多少種啊？「謂如

理所引」，「如理」即合理的，「如」是依照，「理」是道理，依照道理的，合理

的，即是合理的，就是由一種合理的思想引出來的審慮。「如理」，先前的那種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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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如理的，由這種如理的分別，跟著引出(這)個重新審查，這是如理所引。「不如理

所引」，第二種，由這種不如理的思想做先行，然後才重新檢討，不如理所引。第三

種，「非如理亦非不如理所引」，那種既非如理亦非不如理的分別、思維，然後引起

審慮的。

這就列了三種，是吧？審慮所緣有三種。現在逐種解釋了，「子三、釋」，分

三，逐種解(釋)了。現在先解「如理所引」，「如理所引」又分兩小段，「寅一」、

「寅二」，「寅一、釋」，解釋；「寅二、結」。現在先「寅一、釋」，「釋」又分

二，「卯一」、「卯二」。「卯一、依離諸見辨」，「見」，就是用我們的智慧，我

們的智慧活動，活動了之後而起一個執著，這就叫做見。第一就是依著離諸見辨，第

一就解，怎樣如理呢？第一種「離諸見」，沒有種種執著的，這是如理。

有執著就如不如理啊？不能如理了。依據有沒有執著，有沒有執著那種成見來

(實)行的，離諸見。「辨」就是說明，依離諸見來說明。「見」有多種啊！是吧？有

些甚麼啊？「邊見」，是嗎？「見取(見)」，是嗎？「邪見」等等。「卯二、依得二

智辨」，「離諸見」就寬點，「得二智」就窄點了，二智者，這裏指甚麼啊？指那些

無漏智啊！無漏智(有)兩種，一種叫做根本智，一種叫做後得智。有這兩種智慧還不

是如理？是吧！現在，「卯一、依離諸見辨」，辨就是解說。

分二，「辰一」，怎樣離諸見啊？第一種，將這個「見」呢，分作兩種。分作兩

種，一種叫做「增益執」，一種叫做「損減執」，「見」不外(乎)這兩種。沒有那種

(東西)硬說有，就是執。明白嗎？現在「依離諸見」來說明，「依離諸見」說明又分

開兩小段，「辰一」、「辰二」。「辰一、不增益」，如果增益呢，就是「見」了，

是嗎？這 在「不增益」就是離「見」了，是吧！「辰二、不損減」，「不增益」现

呢，都還容易做，「不損減」就很難了，現在那些學佛的人呢，一味的由得他啦！由

得他啦！不用理他，這麼容易的，是嗎？應該不能由得他的，你(就)不由得他，你這

就難了。你明不明白啊？說「空」就容易，是吧！說「有」就很難了，說「空」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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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啊！沒啊！還用說嗎？是嗎？

「有」是有，怎樣「有」法，人家會一直追問你的，是吧？等於畫畫一樣，畫人

就很難畫的，畫鬼就容易了，是嗎？因為沒有鬼讓你去對(照)的啊！是吧？我的這個

是這樣的，打個圈，是嗎？有兩隻眼，看不到(其他)的，只是看到兩隻眼而已，鬼是

這樣的了，沒有得駁(斥)啊！你畫人就不是了，是嗎？是吧！就是這樣，「不增益」

都還容易啊！「不損減」還更難，是吧！這就是現在說「空」容易，說「有」就難。

「(辰一、)不增益」，「如理所引者，謂不增益非真實有如四顛倒，謂於無常常

倒，於苦樂倒，於不淨淨倒，於無我我倒。」這些就叫增益執了，舉例而已，舉了四

個例子而已，還有的啊！所謂「如理所引」呢，例如這樣，就是，就是甚麼啊？第一

種叫做「不增益」，如果你增益呢，「增」就是增加，「益」就是硬是多了在這。

這怎麼樣呢？「不增益非真實有」，那些東西不是真真正正有的，你硬要加到

有，這就叫做增益了。是吧？就是你沒病的，硬要說你有病，這不就是增加了？增益

了，是吧！對於那些不是真實有的東西，硬要加上去，例如呢，你見到一條繩就硬要

強說是蛇，是嗎？一樣是增益執啊！例如甚麼呢？

「四顛倒」就是增益執了。怎樣「四顛倒」啊？「顛倒」就是沒那種 (強)說(有)

那種(東西)，就是顛倒。「謂於無常常倒」，就是，「四顛倒」就是這四種，對於無

常的東西偏偏執著它，說它是常的。譬如我們的生命是無常的，偏偏我們以為它是常

的。(這)個人死了，那個精神活動都已經變化了，但你偏偏執著有一個永恆不變的靈

魂，這個就是甚麼啊？增益執了。

我們人的意識啊，就是會想東西的，但是我們古人就說甚麼啊？人有三魂七魄，

硬要說成三個魂，說成七個魄，這不就是增益了？其實我們的意識而已，是吧？哪有

三個魂這麼多呢？更加不會有七個魄啊！謂於無常的東西，偏偏說它常，譬如一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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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法都是無常的，我們偏偏以為有很多東西是常的，顛倒了，這樣是顛倒了。第二種

顛倒呢，第二種增益執呢，就是怎樣的？「於苦樂倒」，好多東西「苦」的，我們偏

偏以為快樂，在佛家這個「苦」字是廣義的，即是不舒服、不美滿的解釋。對於我們

的生命呢，佛家來看是不美滿的，不是很舒適的，我們偏偏沉迷在我們的生命裏面，

就以為快樂。這樣於「苦」的東西偏偏說它快樂又是一種顛倒，這種顛倒也是增益

了，不是真實的這種樂，我們硬要說是樂。

「於不淨淨倒」，我們的身體、五臟實在都不是很乾淨的，不是很清淨的，我們

覺得這不知有多麼乾淨，是嗎？尤其是對自己的身體，對別人就怕了，是嗎？見到旁

邊的人有臭狐，你快快的避之則吉，是嗎？但如果你自己有臭狐呢，你自己會嗅一

嗅，聞一下也不定，你會不會呀？自己的就覺得，本來不淨的東西，他都硬要加個淨

的意念上去，增益了它，不淨淨倒。

「於無我我倒」，人生是無我的，沒有一個主宰，偏偏以為我們有一個主宰的

「我」，硬要加上去的，叫做我倒。舉了四個例，這四個例叫做四顛倒。記住啊！佛

經裏面常常用「四顛倒」這幾個術語的。這樣，這「四顛倒」就是增益執了。那麼損

減執是怎樣的呢？明明有的，硬要損減了，明明有的，就減了它，這是損減執。你看

一下，「辰二、不損減」，「亦不損減諸真實有如諸邪見，謂無施與等諸邪見行。」

「亦不損減」，那些真實有的東西，我們偏偏要損減了它，說它沒有。

說它沒有的，例如哪些呢？那些邪見。邪見是哪些啊？不信因果，就不信那些

「善」能得到樂報，「惡」能得到苦報，不信這些，這叫做邪見。那些邪見是怎樣

的？舉例了，「謂無施與等」，「施」是(指)施捨，有些人呢會說：「你施捨東西給

人沒有功德啊！沒有好處的啊。」這樣是吧？在佛家來說，你施捨的行為將來會引到

很快樂的、幸福的報應的，但有些人就(認為)哪裏有呢？ 笨揾 (騙人)而已。「無施

與」，就是無施與的功德的。施捨、給予。無施捨，給予別人是沒有功德的，這是一

種。「等」是等甚麼啊？等甚麼呢？「即管殺生吧！不會有報應的。」(這些邪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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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家就認為殺生是有報(應)的，(但有些人會說：)「哪裏有報呢？騙人而已！」這

類，這些是邪見，這些邪見是屬於損減見了。

這以上呢，不增益，不損減呢，是依據甚麼啊？ (是)「依離諸見辨」，是嗎？

「卯二、依得二智辨」，如理得到「二智」的那種審慮呢，就是善的，如理的「得二

智」，分二，「辰一、法住智」，「辰二、出世智」。「法住智」與「出世智」這兩

個名詞呢，有種種不同的解釋的。現在我選擇了，我引了三種，不過選擇一種最普通

的、最權威的，我說給你聽。「法住智」呢，就是根本智，不是！不是！即是後得

智。後得智。「出世智」呢，就是根本智。「法」就是佛家的經教，了解經教或者能

夠著述，這樣呢，這些就是法住智。

「出世間智」呢，無概念的、無分別的那種根本智。「或法住智如實了知諸所知

事。」如其實在去了解我們所應該知道的東西。那麼這些肯定有概念了，法住智是有

概念的後得智來的。第二種呢，「辰二、出世智」，「或善清淨出世間智如實覺知所

知諸法。」或者呢，那些善的而又清淨的出世間智，出世間智肯定是善的，是吧！善

出世間智，不過不是，清淨的出世間智，清淨就是無漏了。善的，又善又清淨的，這

個指甚麼啊？那些羅漢的出世間智。如果普通的出世間智呢，它就叫做清淨的智。

羅漢呢，小乘最高的了，羅漢的無漏智呢、的根本智呢，就叫做善，加多個

「善」字，不用這麼執著的了，又好的、又清淨的智，這個就是指，清淨就是無漏的

了，這種無漏智是指根本智，說它出世間啊，超過世間啊，用善清淨的出世間智。

「如實」，「如實」者，依照實在情形去了解，了解甚麼啊？我們所應了解的情形。

「覺知所知諸法」，這個就是根本智了。根本智是了解甚麼啊？了解真如的，了解這

個空性的。這說完了，「結」了，「如是名為如理所引」，上文所說的那些呢，就叫

做如理所引了，由這如理的分別(而)引起的了。如理所引說過了，不如理所引又如何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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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二、不如理所引」，「與此相違，當知不如理所引。」「此」就是上文所說

的如理所引。「與此相違」就是與如理所引相反的呢，就叫做不如理所引了，這不用

詳細說(明)了。第三種了，「丑三、(非如理非不如理所引)」了，既非如理亦非不如

理的分別，由這種分別所引起的審慮。「非如理非不如理所引者，謂依無記慧審察諸

法。」「依」就是依據、依靠，依靠甚麼啊？無記性的慧，不是善的慧，也不是惡的

慧，用無記性的慧去審度、去審慮，去重新審慮其他的東西，審慮所應該審慮的法，

法即是東西，審慮的東西。會解了嗎？

「(子四、)結」了，「子四」了，「如是名為審慮所緣。」以上所說的就叫做審

慮所緣了。這就解釋了「 慮所緣」了，意識的第二種優勝的業。第三種優勝的業是䆺

甚麼呢？是它才會的，第二個是不會的，第二個識不會的，「醉」啊！喝醉酒了是生

理的事啊，生理就影響心理啊，你喝醉酒的時候，那個心理啊，令你的精神暈陀陀的

啊，醉啊！「醉」了，「云何醉？」甚麼叫做醉呢？怎樣叫做醉呢？「謂由依止性羸

劣故，或不習飲故，或極數飲故，或過量飲故，便至醉亂。」 怎麼你沒有啊？你沒

有這書啊？

「謂由依止性羸劣故，」「依止」就是指身體，身體啊，你的身體是我們的心靈

所依的、所住的地方，依止即是住，我們心靈所住，住在我們的身體啊，由於我們的

身體。「性」，性就是情形，我們的情況，我們身體的情況呢，「羸劣」，「羸」

者，弱，「劣」，「羸」是弱，「劣」也是弱，「羸」即瘦了，「劣」就是弱，沒有

力就叫做劣，「羸」就即是瘦削，「劣」即是無力。你的身體好就(能)飲多些啊！你

看北方大漢喝酒，整碗白乾那麼喝的。你廣東人喝一下，廣東人(身體)那麼細小，喝

一碗就(醉得)陀陀擰了。北方人常常幾碗地(喝)，那些山西大漢啊！整大碗白乾喝

的，好厲害的白乾，點火燒得著啊！是的啊！現在(有)好多(酒)都燒得著(火)啊！玫瑰

露都燒得著啊！你去街市買些玫瑰露倒下去啊！熊熊燃燒啊！

「依止性羸劣故」。「或不習飲故，」他不慣喝酒的，他現在又學別人喝，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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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醉了！「或極數飲故，」「極數」，數即多次，極就是多次，飲了又飲，飲了又飲

這樣。「或過量飲故，」他的酒量都沒有這麼多的，他飲過量了，那就會怎麼樣啊？

就影響到這個精神，由身體影響到這個心了。「便至醉亂」了，於是就醉了，一醉就

亂來了，是嗎？就隨街舞手蹈腳了，見過嗎？舞手弄腳的，甚麼都有的了，喝醉酒。

「癸四」了，就是第四種優勝的業了，第二個識做不到的，是這意識做得到的。「云

何狂？」「狂」就是發癲，狂，「謂由先業所引故，或由諸界錯亂，或由驚怖失志，

或由打觸末摩，或由鬼魅所著，而發癲狂。」

「狂」就是癲狂，這癲狂是怎麼來的呢？「謂由先業所引」，有一種癲狂就是前

世的業所招的，變得今世是一個癲癲狂狂的人，有些是這樣。第二種是怎樣啊？「或

由諸界錯亂」，「界」是指甚麼？「地、水、火、風」，我們的身體是由「地、水、

火、風」(組成)，中國人叫做甚麼啊？「金、木、水、火、土」五行啊！印度人叫做

「地、水、火、風」四大啊！中醫說五行不調就會甚麼的啊？五行不調會發狂的啊！

「火」大太強了，五行中的「火」太強呢，就會燒得癲狂了。印度的人也說四大的

「地、水、火、風」那個「火」大，那些火極微太多呢，你就會發燒，燒得厲害呢，

你會發狂的，是嗎？

「謂由諸界錯亂」啊，本來很平衡，「地、水、火、風」平衡就沒事的，「火」

大強呢，你會發燒、會發狂；「水」大強呢？你就會怎樣啊？痰多，風濕，重；是

嗎？「風」大強呢？就暈，會暈；「地」大強又會怎樣啊？身(體)重墜，是嗎？

「地、水、火、風」錯亂，不能平衡。

「或由驚怖失志」，「驚」呢，太驚怕，驚之後會發神經的啊，驚呢，驚了之後

會發神經的啊，有很多呢，驚了之後整個會懵了。「或由打觸末摩」，「末摩」呢，

你譯做甚麼啊？死穴啊！現在你看那些武俠小說，就說甚麼？一手點進那個甚麼穴，

整個啞了；或者點一點哪個穴，整個不會動；是嗎？或者一點穴會發癲狂；或者一點

穴就死。你信不信啊？都不定啊，有時候真的會死啊！譬如說這裏有一個穴，如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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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按一下會死的；有些啞穴，真是點了一下就整個啞了，會啞的，會。「末摩」即死

穴，讓別人打中了，點中了。

「或由鬼魅所著」，鬼上身。那麼，這幾種原因而發癲狂了，這是意識，這四種

了，四種優勝的業。好了，說得這麼快，歇一歇，不然講到沒東西可說了。我本第二

冊是(說)發夢的，我們現在夢是哪個識發的，第六意識發的，前五識發不了(夢)的，

第七識不會發夢，第八阿賴耶識都不會發夢，是第六意識發夢的。夢。

「云何夢？」怎樣叫做夢呢？「謂由依止性羸劣，或由疲倦過失，或由食所沈

重，或由闇相作意思惟，或由休息一切事業，或由串習睡眠，」這個(「串」字)不要

讀「串」啊，(要讀)「慣」啊，慣了，他做慣了，這個音是「慣」啊！即是 心邊竪

(旁)加上個「貫」，這個是通用的。「由串習睡眠，或由他所引發——如由搖扇，或

由明咒，或由於藥，或由威神，而發昏夢。」「或由依止性羸劣故，」「依止性」是

甚麼啊？會不會解(釋)啊？身體的情況。「劣」，軟弱，是吧？身體弱會發夢的，是

啊！

學生：「羅公，我見過一個人睡覺了，會講話的。」發夢啊！發夢會說話的！都是

啊！都是第六意識啊！說話是第六意識啊！凡是發夢，凡是說話都是第六意識

的啊！是啊，第六意識指揮這個身體說話。「或由疲倦過失，」太累了也是會

發夢的。「或由食所沈重，」食滯(消化不良)了，食滯(消化不良)會發夢的，

食滯例如甚麼啊？吃上火的東西太多也會發夢啊，吃多些大頭菜，你就會發夢

了，那些榨菜呀，你吃多了就發夢了，吃多些洋蔥，你就會發夢了。

學生：「吃齋不能吃洋蔥的。」

老師：「我不是吃齋的，我是說甚麼人都好，吃多了洋蔥，吃洋蔥就會發夢了。(吃

多了)洋蔥會發夢的，吃多呀，多就會(發夢)了。」

「或由闇相作意」，「作意」者，想東西。「闇相」就是想那些黑闇的東西，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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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作意。「或由休息一切事業」，甚麼事都不幹，甚麼都不幹就懶洋洋那樣，又容易

發夢的。「或由串習睡眠，」本來一日睡七小時，或者八小時都夠了，他睡了整個晝

夜那樣呢，都不需要睡那麼多的，他又睡那麼多，這樣就在 上發夢了，串習睡眠。牀

「或由他所引發」，由第二個(原因)造成發夢，甚麼是他所引發呢？下面說明，

下面是解釋「他所引發」的。「由搖扇」，天氣熱的時候，有人在你的扇上，在你的

腦後一直這樣搖啊搖的，會引起你發夢的，你睏了，一睏了就會發夢。「或由明

咒」，有些人唸咒的，「明咒」就是咒語啊，他唸咒語會造成發夢的，唸咒語，好像

用咒術來催眠你一樣。「或由於藥」，給藥你吃，給那些躁(上火)的藥給你吃，就發

夢了，我都試過一次。「或由明咒，或由於藥，」是嗎？用藥。

「或由威神」，「威神」就是神通，那些有神通的加持你，令到你發夢，他可以

令到你發夢的呢，那些有神通的人啊！威神。「而發昏夢。」令到你昏昏然發夢了。

這樣呢，這夢也是第六意識的，會夢，會睡，又會覺了，醒覺了，是吧！這個「覺」

字有人讀「覺(拼音：jiào)」，睡覺，睡覺就是這個「覺」了。他說「云何覺？」甚

麼叫做睡醒覺呢？「謂睡增者不勝疲極故，有所作者要期睡故，」這個「要」字讀

「邀」。「或他所引從夢而覺。」

「謂睡增者」，「增」就是增加了，睡得多了，譬如你七小時夠了，你睡了八小

時、九小時，睡覺睡得增加了就會累了。「不勝疲極故，」所以他就會醒了，自然

(醒了)，這是第一種會「覺」的原因。「有所作者要期睡故，」這個「要」字呢，就

是約定，譬如我明天一早八點鐘要去做事的，我就自己約定自己：「我七點鐘就要醒

的了。」這就是「要期」，臨睡(時)自己告訴自己聽，叫做下暗示，「要期睡故」。

「或他所引」，或者人家弄醒你，「他所引」。這樣呢，你就會「從夢而覺」了。

「癸七、悶。」悶也是，悶者，悶有兩種：一種是有心悶，好像很悶那樣，很不

舒服，半不醒人事，叫做有心悶；一種叫做無心悶，悶，無心悶是甚麼？整個暈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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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好像麻醉了全身那樣，叫做無心悶。悶又名叫做悶絕。「云何悶？謂由風、熱亂

故；或由捶打故；或由瀉故，」遇風熱就會暈倒了，中風呀！是嗎？所謂中風了，現

在新人物叫做腦充血。是嗎？舊時的老人家叫做中風。「或由捶打故；」讓 人打傷别

了腦(部)，整個不醒人事。「或由瀉故，」瀉得厲害就會暈了。「如過量 (轉痢及出

血；)」所謂瀉是怎樣呢？兩種瀉，一種過量轉痢，屙痢，過量，屙得太厲害，過量

轉痢。或出血，或者腸胃裏面出血，出血太多就會暈了。(「或由極勤勞而致悶

絕。」)

「癸八、醒。」「云何醒？謂於悶已而復出離。」悶絕之後又醒來了，出離了。

那麼，這個是第八種殊勝的業了。第九種，發起身業、語業，意識作業就叫做意業，

由意業指揮我們的身體活動呢，就成為身業了，指揮我們的語言，指揮我們發音的器

官、的語言器官就成為語業了，語業又名叫做口業，都叫做語業的，口業沒那麼好

的，口是吃東西都可以啊！是吧？應該語業。

「云何發起身業、語業？」怎樣叫做發起身業、語業呢？「謂由發身、語業智前

行故，次欲生故，次功用起故，次隨順功用為先身、語業風轉故，從此發起身業、語

業。」好了，云何發起身業、語業呢？怎麼說意識會發起身業與語業，是怎樣的說法

呢？下面解釋了。「謂由發身、語業智前行故，」先有我們的智慧，就是吃啦！這個

功用，這個動作啊，功用知道了，產生動作叫做功用。「次」，產生功用不是馬上就

活動的。

「次隨順功用為先身、語業風轉」了，再其次呢，就隨順，即是不會阻礙的，隨

順的，隨順甚麼啊？隨順那種功用為先，就是那種功用先行，這身業、語業的風，我

們要推動這身業要有甚麼啊？這個「風」是指(運動)神經啊，風，也有語言的神經，

這個神經、動作，叫做風。

「轉」，轉動，於是發出身業或者語業了，這是第九種業。第十種業了，第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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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是離欲，它能夠把欲界食、色的欲可以離的，他肯修行就能了。「云何離欲？」怎

樣叫做離欲呢？「謂隨順離欲根成熟故，從他獲得隨順教誨故，遠離彼障故，方便正

修無倒思惟故，方能離欲。」這意識怎樣才能離欲呢？就要這樣，「云何」兩個字當

作英文的 how，怎樣才可以離欲？這樣就可以離欲了。

「謂隨順離欲根成熟」，根者，指善根，根器，善根。「隨順離欲」，這種根能

夠令到他離欲的，助成這個離欲的，那些善根成熟了。這個善根是甚麼來的？第八阿

賴耶識裏面那些離欲的種子啊！是吧？那些離欲的種子，第八識裏面的(離欲)種子已

經成熟了，這是一個原因。只是這樣都不可以的，還要甚麼啊？一個(原)因不行的，

至少兩個原因的，加多一個是甚麼啊？「從他獲得隨順教誨故」，在他人，那些是甚

麼啊？那些是良師益友，在那些良師益友處獲得，獲得甚麼啊？「隨順」，隨順的，

輔助他的，隨順離欲的教誨，他教你，有人教你，這樣至少兩種就可以了。跟著呢？

如果多一種就更好了。

「遠離彼障故」，還要這樣啊！「遠離」，(指)離開，沒有了，沒有了甚麼啊？

「彼」，即是離欲，離欲的障礙，有些東西障礙你離欲的，譬如你剛剛想離欲，有一

隻狐狸精在旁邊搞著你，離鬼離馬呀！(這樣怎麼離啊！)是吧！你說：「我不想吃這

麼多東西了。我都想吃齋了。」但偏偏隔壁就燉狗肉，還給你一碗，那你怎麼辦啊？

有彼障離欲的障礙，有障礙就不行了。是嗎？(要)沒有這些障礙。或者又要這樣，

「方便正修」，有方法有便利，正正確確地去修行。

修行的時候呢，「無倒思惟」，不要顛倒去想東西，甚麼叫做「顛倒」啊？那

「四種顛倒」啊！「無常」你說常，是嗎？「無我」你說有我，這是顛倒了，無倒思

惟。那這麼多條件，至少兩個以上，是吧？「方能離欲」，這樣然後才可以離欲的。

好快喔！是吧！快不快過頭了？我以為現在就不必查《康熙字典》了，因為⋯⋯

這本書是有價值，但是不需要了，你查甚麼呢？最好你買那一本，台灣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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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中書局那本，正中書局那本《形音義大字典》。《形音義大字典》，這本(是)一個

文字學家叫做高雄俊的兒子做的，這個人世代都是研究文字學的，相當好的這本書，

相當新式的，新得來呢，又新又古，這本書相當好。現在你去哪兒有得賣呢？去彌敦

道，彌敦酒店，就是普慶戲院隔壁的那條街，有一間叫做正中書局，或者叫做集成書

局，那間店舖有得賣了，不過要差不多四百多元一本啊，好厚的，這麼厚的，那本

(書)相當好。你們如果看佛經呢，查文字呢，這本就夠用。如果你普通用的，不用這

一本的，普通的你去商務印書館買一本《王雲五大辭典》就可以了。

《王雲五大辭典》它用四角號碼來檢視，好像英文那樣，模仿英文用

「A、B、C、D⋯⋯」來顯示，用四角號碼，好用啊！用四角號碼，是嗎？幾十塊一

本，一百幾十元一本，這麼厚，不行嗎？一百幾十(元)，《王雲五大辭典》相當好

啊！全部將它譯過來現代語，不用古語，相當好啊！其他的我覺得都不是 只是這⋯⋯

兩本，我覺得比較完美一點。

《辭源》沒甚麼大用，就是看那些成語和那些典故而已，就是看典故，詞語就不

夠用了，是嗎？我覺得《辭源》沒甚麼大用。這本反而有用，如果真的呢，這兩本都

嫌不夠用呢，那本呢，(就)夠了，叫做《中華大詞典》，台灣出版那本就好了，十幾

冊的這麼大套啊！《中華大詞典》，這套《中華大詞典》是甚麼呢？照理(來說是)目

前世界上最好的中國詞典。它是，這套是完全在日本那處的《中和大辭典》翻譯過來

的，世界上最好的中文字典是日本人做的那本《中和大辭典》，台灣(人)將它來(翻)

譯了，幾千元的，是嗎？千多元是嗎？

學生：「兩千多(元)。」

老師：「兩千多(元)，是吧？買了它吧！分期付款吧！分十個月付款，這樣，他不

用，有些人要的，譬如那些小孩拿不出的，你拿不拿得出這麼多啊？拿得出就

可以，拿不出就分期付款呀！個個月供三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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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不買的這套書，這套現在目前世界上最好的佛學辭典，星雲法師最好的是編

了這套佛學辭典了，這個真是不朽了！他就真是，他怎麼呢？他在體育館裏面怎樣的

打燈，怎樣的排場，那些是不算是怎樣的一回事，他的不朽的傑作就是編了那套《佛

光大辭典》，真是好東西啊！這種東西啊！

我是「百彈先生」，彈多過讚(美)，很少讚人的，我都讚他的這種東西，我都介

紹了很多人買了，有些人在加拿大就托人在這買的很多。丁福保那套就不行了，那套

落後了，那套你不要多拿來賣，沒人買的，快要，你不要存，即管擺一套就好了，存

貨就不要存了，這套書沒用的。

學生：「那套便宜很多呀！」

便宜很多，但是便宜沒用啊！是吧！便宜只得便宜，貴也貴得其所啊！會離欲，

是嗎？又會離欲退，離了欲又會退啊！退回了。你們不要以為現在離欲了，離欲會退

的啊！你看一下，「癸十一」，又是意識的，這個意識會離欲又會退的。「癸十

一」，一百二十一頁，「云何離欲退？」為甚麼離欲又會退呢？

「謂性 根故，新修善品者數數思惟彼行相狀故，受行順退法故，煩惱所障故，輭

惡友所攝故，從離欲退。」由於這幾個原因呢，你雖(然)離欲，(但是)你會退的。第

一是甚麼啊？「性 根故」，他的根器太軟弱了，就是換了善根太薄弱了。「 」輭 輭

啊，不能堅強啊！「新修善品」，初初修行的人，善品即善法，種類，品即是種類，

初初修那些善的東西，的品類，善的品類的東西，就是依佛法來修行之類的。「數數

思惟彼行相狀」，數數者，(指)想一下，一陣子又想一下，今日想一下，明日又想一

下，屢次屢次。數數者即是甚麼？就是英文的 several time，多次地，多次地「思

惟」，思惟甚麼啊？

「彼行」，那些行為的相狀，你想一下吧，那些行為的相狀即是甚麼啊？就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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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戲院的三級片那類東西啊！那些行為啊，那些就是男女做愛那類行為的相狀，

年輕男子常常想這些東西的啊。

「數數」，屢次想那些東西，一想那些東西，你就會退了，就會退了。「受行順

退法故」，「受」就是接受，譬如你現在本來好好地皈依三寶，一陣子又走去盧勝彥

處灌一下頂啊，這之類的受行，受即是接受，行即是去修行，接受那種修行，「順退

法故」，會令你退的那種東西。或「煩惱所障故」，煩惱不好的，常常貪嗔癡起的，

這些是障礙你的。還有呢，「惡友所攝故」，遇到那些不好的朋友，一味拉你(做)這

種，一陣子又推你(做)那種，是嗎？那些惡友所攝，這樣你就會怎麼樣啊？「從離欲

退」了，雖然是離欲了，但你會退轉了。第一百二十三頁，「癸十二」，第十二種優

勝的業，「斷善根」，這「斷善根」是哪個識斷的呢？第六意識。

第六意識會斷善根的，你修行修得很好，那善根會斷，斷了可以續的這個善根。

「斷善根」就分兩段，「分二」，「子一、徵」，假設這個問，然後「子二」，解

釋，「釋」。「子一、徵」，「云何斷善根？」怎樣會斷善根呢？「子二、釋」，就

答了。分兩段回答，「丑一、辨由」，「辨」就是說明，「由」就是因由，說明這個

斷善根的因由讓你知道。然後「丑二、料簡」，「料簡」就是檢討，檢討，檢討、批

判就是料簡了。

現在「丑一、辨由」，「謂利根者成就上品諸惡意樂現行法故，得隨順彼惡友

故，彼邪見纏極重圓滿到究竟故，彼於一切惡現行中得無畏故，無哀愍故，」這幾個

緣由就「能斷善根。」這「斷善根」的呢，很少是那些蠢人的，對蠢人反而不容易斷

善根，那些聰明的人才容易斷善根的，叻仔啊，那些叻唔切(強出頭表現自己)的。這

「利根者」，那些利根的人。

「成就上品諸惡意樂現行法，」成就甚麼啊？成就那種現行法，就是現出來的，

即不是種子，由種子顯現出來的東西就叫做現行，英文叫做 appearance，現象，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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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顯現的東西，這個現行法。這種現行法是甚麼啊？「惡意樂」，意樂就是意欲，

不是好的東西的意欲，就是不好的、動機不良的東西。「惡意樂」，有個不好的意

圖，惡意樂，意樂就是意圖了，惡的意圖，這種惡的意圖現(起)了，現(起)了。

「上品」的就指那些惡到極的，就是甚麼啊？不是說買隻燒鴨吃一下，或者借了

人少少錢不還啊，不是這麼簡單的，是上品的，那些甚麼啊？害人的，害到別人沒得

吃啊，或者中傷別人，令到人家很難受的東西啊，這些啊，殺人放火那些啊，之類的

上品的意圖，這個惡的意圖。

「成就」，確是有的，出現了，有些這樣的東西，成就，不是假的，不是想想而

已，真是成就了，做了，不是，真是有這樣的意圖的，成就。那些利根的人有惡的意

圖的，這個呢，就是斷善根的原因之一了。「得隨順彼惡友故」，又得到了專門隨順

他的甚麼啊？隨順他斷善根的。

「彼」就是指上品諸惡意樂的現行法，這個「彼」字是指(這樣)，專門那些朋友

啊，專門隨順(說)：「好東西啊，你這樣做對極了！」有些人是這樣的，你作惡就專

門替你喝采的，是嗎？「我要殺了他！」「好啊！你真的好棒喔！你有本領殺他。」

這之類的隨順彼的惡友。

「彼邪見前極重圓滿到究竟故」，「邪見」即不信因果，不信善法能生樂果，不

信惡法能生苦果，是吧？不信世間有阿羅漢，不信有所謂三寶等這樣的邪見，是嗎？

「纏」，纏是甚麼？煩惱，煩惱的別名，那些惡的、上(品的)，那些邪見的煩惱。

「極重」，份量很重。「圓滿」，怎樣圓滿啊？不是說小小的，十足來的。「到究

竟」，從頭到尾，徹徹底底的這樣，如果他這樣呢，又是斷善根的原因之一了。

「彼於一切惡現行中得無畏故」，「惡現行」即做出來的惡事，現行即出現的，

做的，做出來的，做出來的惡事呢？「無畏」，做完一次他都不會後悔，越做越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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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樣，這無畏者，做完了完全不會反省，更加越做越狼，越做越狼的那樣。「得無畏

故」，就是多次做。「無哀愍故」，「哀愍」就是同情心，一點同情心都沒有，連世

界上一些人受苦，他會覺得爽的啊！你覺得不覺得啊？

啊！舊時的暴君啊，你受苦他就覺得爽了，你看一下那些羅馬人，是嗎？舊時的

羅馬人啊，將那些奴隸要他怎樣啊？鬥！一人一把刀，這個殺了那個，這個(就)好

啊！這就喝采了，那個被殺的(就)拖了那條屍(體)去了，這樣用人來鬥卒，是嗎？鬥

人就鬥鬥卒，還有甚麼啊？讓人來喂老虎，是不是啊？將這些人在那個鬥獸場處放隻

老虎出來，等老虎來咬，逐塊逐塊地咬死他，那些人就拍掌了、喝采了。

舊時的羅馬人啊，那些是甚麼啊？無哀愍心。他說這樣的呢，能斷善根的，斷善

根者，令到你沒機會在這一世裏面不能夠再恢復回好好地修行的。不過你們座上都不

會有這麼厲害的人啦！呀，那裏會有極品這麼厲害的？沒有的。所以你不用害怕了，

你們沒有一個是這樣的，不過你不要以為世上沒有這種人啊！有的，有的。好了，這

就說了斷善根的因由了，下面就料簡了，檢討一下了，斷了又如何呢？會不會又續回

呢？這就檢討一下了。一百二十六頁，「丑二、料簡」了，檢討一下，斷了又有甚麼

奈何沒有呢？

分兩段，「寅一、舉一切」，「舉」，舉出甚麼啊？所有一切全列了出來，甚麼

善根啊？這裏所謂善根就這三種：無貪、無嗔、無癡。「無癡」即是智慧了。「無

貪」呢，就是見到可貪的東西而不貪。「無嗔」呢，就是 「無貪」就是很廉潔，⋯⋯

「無嗔」就是仁慈，是嗎？這三種叫做三善根啊，這樣三種一齊計(算)叫做「一

切」。「寅二」就是「簡所取」。這「一切」是怎樣的呢？「無貪」、「無嗔」、

「無癡」就是善根，這個「無貪」、「無嗔」、「無癡」就是現行的來說，又有「無

貪」、「無嗔」、「無癡」的種子呀！怎樣叫做「一切」，連現行、連種子一起算，

全講了，明白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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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寅二、簡所取」，簡別開，簡就是別開，別開甚麼啊？現在不是說一切，

(這樣) 訴你，不是說連種子都斷了才叫做斷善根，現在我這裏講斷善根呢，就是指吿

斷了這個現行的善根，不出現而已，這個種子都還有的，因為有種子，所以就可以續

回，如果種子都沒有了，就不能續了。你看看「舉一切」，連種子、現行都舉了。

這說「此中種子亦名善根。無貪、嗔等亦名善根。」「此中」即是這裏，這裏

呢，「善根」兩個字呢，就包括兩種：第一就包括甚麼啊？「無貪」、「無嗔」、

「無癡」這三善根的種子，這個種子都叫做善根，就是這三種的種子都叫做善根，由

這些種子所現出來的現行呢，「無貪」啦、「無嗔」啦、與「無癡」啦，「等」是等

這個「無癡」，這三種現行呢，又名叫做善根。

那就是善根者，包括六種東西，是嗎？「無貪」、「無嗔」、「無癡」、「無

貪」種子、「無嗔」種子、「無癡」種子，這就六種了，(這)一切都叫做善根。現在

「寅二」了，就簡別開，那就不是一起來說，斷開了，這個種子不斷，如果種子都斷

了就沒得救了，現在所講的呢，就只是斷這現行，那三種東西不出現而已，不是說種

子都沒有了。就是「簡所取」，現在「取」是取甚麼？取它的現行而已，斷善根不是

連種子都斷的，明白了嗎？「但由安立現行善根相違相續，名斷善根，非由永拔彼種

子故。」

所謂斷善根呢，「但由」，「但」即只是，只是由於「安立」，「安立」即說，

講，講啊，是講，說及、講及，講及甚麼啊？「現行善根相違相續」，「相續」即是

甚麼啊？個體，individual，英文的那個個體，或者 person，「相續」兩字就是人。

為甚麼人叫做相續啊？人是「色、受、想、行、識」這五蘊連續不斷的就叫做人了，

所以人的身、人的個體，每個人的 individual呢，又叫做相續。聽不聽得懂啊？「善

根相違」，與現行的無貪、無嗔、無癡這三種善根相反的那種人的相續。現行的、現

行的善根相違而已，不是講種子。「安立」就是說及，只是說及這種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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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斷善根呢，只是說及與現行的無貪、無嗔、無癡相違的那種人來說而已，才

說它「斷善根」的，明斷善根。「非由永拔彼種子故」，並不是說永遠拔除了那些種

子，令到它以後都不會起那樣。如果這樣呢，最大都是今世不續回了，第二世都有機

會續的，是吧？或者呢，今年不續，明年(也)會續的，所以不拔除種子，就可以續

的。好了，講了「續善根」吧！「癸十三」(第十三)種，斷了善根呢，這個意識是那

麼厲害的，它又會續回善根的。這說「云何續善根？」怎樣續回善根呢？「謂由性利

根故，見親朋友修福業故，詣善丈夫聞正法故，因生猶豫證決定故，還續善根。」

「續善根」呢，也要那些利根的人才會的。蠢人啊！蠢人不會斷的，但他也不會續，

蠢人啊！

聰明的人呢，他又會斷，又會續，所以聰明不一定是很好啊！好了，我們看回這

句，這說「云何續善根？」怎樣才可續善根呢？「謂由性利根故，」那些聰明的人，

他利根的話，想想自己錯了，就會改變了，利根。第二呢？「見親朋友修福業故，」

見到些人家修那些有福、得福的業，他就想：「他這樣做，人家都不是蠢的，我都要

做的。」這樣。或者呢，「詣善丈夫」，那些善人，善丈夫。「聞正法故，」聽到他

講佛的正法，他會悔改。還有呢？又可以這樣，「因生猶豫」，猶豫者，懷疑啊，自

己懷疑，懷疑。

「正決定故，」因為懷疑而想，想了，推證，證就是用邏輯來推證，決定知道自

己這樣做不對，改變作風，正決定故，他就會怎麼樣呢？還續善根，善根續回了。這

「斷善根」、「續善根」今天講到這裏，它這裏呢，那些人最歡喜聽的是下面，就是

「死」，今天不講了。

「死」，怎麼樣死法的，你看一下裏面，你看看它這樣，「癸十四、死生」，先

講「死」，後講「生」，分二，「子一」、「子二」。「子一」就說明「內分的生

死」，甚麼叫做內分呢？就是眾生、眾生的生命叫做內分，內分。「子二」就「明外

器成壞」，「子二」就說這個物質世界的生死，物質世界就不叫做生死的啊，生就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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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成，死就叫做壞，這個自然界的成與壞，即是世界的成壞。這先講眾生的生死，然

後再講這個世界的成壞。現在「子一、明內分生死」，因為佛家認為這個世界就叫做

依報，即果報。

這樣呢，而有句話，佛家有一句格言叫做「依正不二」啊，依報與正報分不開

的，是吧？我們不能夠離開這個世界而做一個獨立的人，這個世界與我們的生命，我

們可以說這個世界就是我們生命的一部分來的，所以呢，就叫做內分，我們自己會

動，生命內的那部分。這個世界呢，不過是我們的外分來的，依正不二。

先說「內分生死」，內分的死生，內分的死生呢，又分兩段，一段呢，「丑一、

別辨死生」，別辨者，即各別的，分開來說明「死」，眾生死(是)怎樣死，生(是)怎

樣生，別辨死生。講生死呢，佛家講生死的呢，講得最清楚的呢，所有經論裏面就這

一部最清楚的了，其他經都有講，但沒有講得那麼清楚。

「丑二、總顯流轉」，總合說明流轉即是輪迴，前一段生命為因，後一段生命是

果，後一段生命是果之後又做因，又成為因，這第三段(生命)就是果，第三段生命又

是因，第四段(生命)是果，這一段一段這樣下去呢，就叫做流轉。這種這樣的情形就

叫做流轉。「丑一、別辨死生」，又分兩段，「寅一」先講「死」，「寅二」再講

「生」。

「寅一」講「死」，又分兩段，「卯一、徵」，先發問，先問。然後「寅二」，

啊！不是，「卯一」是「徵」，「卯二」呢，就「釋」，解答。你們那些沒書看的聽

不聽得懂啊？沒書看的，要不就買書，要不就影(印)，不然你聽不懂啊，有時候會(這

樣)。現在「卯一、徵」，「云何死？」怎樣叫做死？怎樣死法，這就答了。

「卯二、釋」，解了，答了，釋即是解答，又分兩段，「辰一」、「辰二」。

「辰一、死類差別」，死的種類的不同，「差別」即不同，不同的種類叫差別，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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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種類。「辰二、死相差別」，死的情狀，(這)個相狀，死的時候好多種死法不

同樣的，死的時候的樣子的不同。現在「辰一」，死的種類的不同了，「死類差

別」，又分兩點，「巳一」、「巳二」。

「巳一、略」，就是先簡單地講一講，然後「巳二、廣」，「廣」是詳細地講。

現在就「巳一、略」，「略」又分二，「午一」、「午二」。「午一、(致死因緣)」

先講致死的原因，令到他、令到一個眾生，他能搞到要死的原因何在。「午二、將命

終心」，將近死的時候，那時候的心的狀態，心理狀態。現在「午一」了，致死的原

因，「致死因緣」，「因緣」即是原因，又分二，「未一」、「未二」。「未一、總

標舉」，舉出致死的原因。

然後呢，「未二、別解釋」，原因有很多種啊，逐種解給你聽。現在我們看「未

一、總標舉」，「謂壽量極故而便致死。」這壽量就這麼多了，它就要令到他死的

了，這樣總講，下面呢，分開來 了。死有很多種的，「未二、別解釋」，各別解説

釋，又分兩段來講，「申一」、「申二」。「申一、別分三種」，將它來分呢，分作

三種死。「申二」呢，就「攝為二種」，三種呢，將它又簡單化了，就變作兩種。現

在「申一、別分三種，」「此復三種，謂壽盡故，福盡故，不避不平等故。」死的原

因分作三種，第一是「壽盡」，這前世的業力，前世的業力決定了今世是多久就會死

了，那麼這個就是壽盡故。

(第二是)「福盡故」，他享福享完了，是這麼多的福了，他前生的業力所引出這

麼多(的)福，就應該攤開，假設攤開八十年享完的，誰知他急匆匆地享完了，四、五

十歲就享盡了那些福，到了他 年就孤寒到極，食都沒有得食，這就死了，福盡就會晩

死，會提早死的，所以呢，你有福不要享盡，享盡福，享盡榮華會提早收檔(死)的，

福盡就會死，就是年未盡(但)福盡了就會死，或者呢，縱使不死都會飢餓，這樣福盡

故，第二種是「福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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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種是「不避不平等」的因，不平等因即是危險，不避危險就會死，例如甚麼

啊？隨便開快車啊，這個、這個，總之是危險的東西，他去做危險的東西，縱使你壽

未盡都會死的，你不要恃著我有命啊！這樣不是的！都會死的，因為甚麼呢？人類的

共業決定危險的限度到了這樣的，未到壽盡都會死的，這樣的危險程度就會死呢，這

些是共業決定，你的福是多少是你自己的自業決定，所以不能恃著這種東西。

「不避不平等」的因，危險的因你不避會死的，這就是那些非命死的，撞車啊、

等等，總之很多啊，冬泳浸死了，甚麼啊，那些西 (方)人玩危險(遊)戲啊，都會死

的，是嗎？不避不平等因。

「申二、攝為二種」，將這三種一濃縮了，就變了兩種，「當知亦是時、非時

死。」這三種呢，可以分做「時死」、「非時死」。「壽盡死」就叫做「時死」，

「福盡」與「不避不平等因」呢就是「非時(死)」。這就是前世的業決定了時份，這

個時間是這麼多了，到時才死呢，壽盡死呢，就叫做時死。譬如，你的前世(業力)決

定你一百歲的，一百歲才死的就是合時才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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