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強的，「貪」的煩惱了，是嗎？這個「貪」煩惱。如果他是冤枉死的呢，臨死的

時候，他就會很嬲(怒)的，是吧？好恨啊！譬如他被人迫得吊頸死了，死的時候他好

恨的，含恨的啊，那時呢，「貪」起完，含恨就是「嗔」了，是吧？「嗔」了！

「嗔」完又「貪」，「貪」完又「嗔」。

如果你是被別人迫你吊頸死的時候呢，你想一下你的情景會是怎樣啊？先是

「貪」，「這趟我死了！」不捨得死了，不就是「貪」了。這之後呢，「他是該死

的！他迫死我！」這就是「嗔」了，這雖然是他迫的，但我還是要死啊！又「貪」！

「貪」完又「嗔」，「嗔」完又「貪」，又「貪」又「嗔」，就是循環起的那樣。

這樣呢，那時候這些又「貪」又「嗔」的煩惱呢，就「潤生」了，本來生得沒這

麼迫切的，給這些煩惱來潤一潤它就生了，好像那些、那些 好像那些穀啊！那些⋯⋯

穀放在泥土裏，給些雨水潤一潤它呢，那些芽就生出來了。一潤(了)，那些第二世做

一世人的那些種子，那些叫做名言種子，記不記得啊？這些名言種子本來就呆呆鈍鈍

的、呆呆鈍鈍的，就要讓那些業種子來刺激它的。

那些業種子就固然可以刺激名言種子了，但那些業種子仍然是睡在你的阿賴耶識

裏面的啊！未醒覺的啊，一經過讓那些「貪」、「嗔」煩惱臨死時潤一潤它，就好像

那些雨水潤一潤那些穀芽，就發芽了，這就潤生，潤一潤那些業種子，那些業種子即

刻起來就刺激那些名言種子，一刺激那些名言種子，名言種子一成熟呢，到你一斷

氣，(這)個心房一冷的時候，即(你那)個第八識不變起你的身體了，離開你的身體，

這個第八識一離開你的身體的時候呢，即刻就變，在這剎那就變起一個「中有」的身

體了，這個「中有」的身體是化生的、突變的。

我們是胎生的，慢慢生長的，這個「中有」的身體就突然間出現的，是化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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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就是說臨死的時候，最緊要是(這)個「貪」煩惱，「嗔」也會(有)，不過最緊要

的是(這)個「貪」。這個「貪」煩惱一起呢，潤一潤那些業種子，就於是那些業種子

催那些名言種子出現了，就有個「中有」生叫做潤生。明白嗎？全靠它潤一潤啊！那

些業種子即刻就醒覺。潤生，那這些煩惱就潤生，最主要的呢，潤生的煩惱最主要的

是那個「我愛」，明白了？這樣，潤生的時候，臨死的時候呢，如果你是凡夫與聖人

呢，有些不同，如果是凡夫就好像好纏綿、好慘那樣，這樣覺得。

如果他是「預流果」呢，他初初仍然是有的，「預流果」已經是小乘的聖人來

的，仍然覺得就是好悲慘那樣，我這個「我」沒有了，這樣仍然是有的。但「預流

果」的長處是怎樣的呢？一起了這個「我愛」，即刻就想「這個我本來是沒有的，不

用驚(怕)的。」就起了個「無我」觀，將那個「我愛」 低㩒 (壓下來)了，「預流果」

就能夠這樣。如果那個高級點的聖人呢，那些「不還果」呢？不起的，沒有「我愛」

起了。沒有「我愛」起了，他就不會起一個欲界的「中有」了，他起一個色界的「中

有」，清清淨淨那樣。

這樣，所以那些眾生呢，與「預流果」的聖人，與「不還果」的聖人是不同的，

所以分三，「辛一」就「諸眾生」，「辛二」就「預流果」，「等」就是等甚麼啊？

等「不還果」，等「一來果」，是吧？「(辛)三」就講(這)個「不還果」了。

現在呢，「辛一」講「(諸)眾生」了，講一般的凡夫，就先舉出為甚麼有這個

「我愛」起。這個「愛」的因，「酉一」，然後「酉二」說明這個「中有」的出現

了，「中有」，你們現在人人叫「中陰身」，不要讀「中音」， (讀)「中蔭」，

「陰」，那個字是兩個音，是讀「蔭」，陰者，就是一堆東西那樣，所以叫做陰。因

為「中有」是講那「五陰」，新譯就譯做「五蘊」，舊譯就譯做「五陰」。這個「中

有」身都有個「五陰」的，有「色、受、想、行、識」五蘊的，有身體的，所以它

呢，有身體的所以叫做「陰」、叫做「蘊」，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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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讀)中蘊可以嗎？」

老師：「應該是中蘊身，應該是中蘊身的，應該就是中蘊，不要用這個身字的，是

吧！」「中有」，「中有」又可叫做「中蘊」。

學生：「中蘊是不是五蘊？不同的？」

老師：「不是！中間的五蘊。」

這是為甚麼呢？我們死的時候呢，就叫做「死有」，第二世出世的時候，第二世

入胎的時候叫做「生有」。他已經死了，生又未生，這中間的這段生，中間那段過渡

時期的生命叫做「中有」。有者，即存在的意思，中間的生命的存在叫做「中有」。

(先)舉愛因，然後明「中有」。

現在「酉一、舉愛因。」「又諸眾生命將終時，乃至未到惛昧想位，長時所習我

愛現行。」他說，那些眾生將近命終了，將近死的時候，那個時候呢，將近死的時

候，由開始將近死一直到 還有個精神的活動的，就會想東西的，有時起善念，有⋯⋯

時起惡念的，起了一會兒，不多久他就昏迷了。「乃至未惛昧想」，昏昏迷迷就有微

微地想啊，還未起個惛昧想，即是還未曾達到矇矇昧昧那樣的時候，當他達到矇矇昧

昧的時候，這個心就一定是無記性的。

未曾惛昧的時候就可能善、可能惡、可能無記，他的心(會這樣)。這未到惛昧的

時候呢，那時候就怎樣啊？「長時所習」，由無始以來一世一世，乃至到現在這麼長

的時間所熏習的，平時(習)慣了的那些「我愛」的心，愛自己的衝動心，那個時候

呢，就是將近臨死的時候出現了，因為他快將要死了，他就會覺得很悲慘了，這種

「我愛」的心就出現了。

你看一下那些人臨死的時候不捨得死的那種痛苦的樣子，是吧！現行。這樣，就

是因為他不捨得死，又有那些煩惱潤一潤那些業(種子)，於是那些業種子呢，在這個

第八識裏面的業種子就刺激起那些名言種子。這些名言種子結集，集中成一堆呢，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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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名言種子裏面有甚麼啊？有色蘊的名言種子，有受蘊的名言種子，有想蘊的名言種

子，有行蘊的名言種子，有識蘊的名言種子，(這些)都有，有無量這麼多的名言種子

集在一起，一齊爆發出現。那時候就成為一個個體了，形成一個 individual，一個個

體，是一個中間存在的生命了，這個就是「中有」了。這個「中有」之所以起呢，就

是因為他前面不捨得死，由那種煩惱潤一潤這個業種子刺激而成的。

學生：「那些種子不爆發又怎樣啊？」

老師：「不爆發啊？如果種子不爆發他就是阿羅漢了，他涅槃了，最怕你爆發啊，你

不爆發就好了，是吧？」

這就「酉二、明中有」，這個「有」字當(作)存在的解釋，exist，中間的。「由

此力故」，由於甚麼的力啊？「我愛」潤生的力。「謂我當無」，這個煩惱一起，一

潤，他就「謂我當無」，他自己(這)個意識未惛沈，他自己就說：「這個我沒有了，

這個我沒有了！」於是怎樣啊？更加愛自己了，是吧？「便愛自身」了，由此就牽

引，由此為緣，眾緣和合就產生(這)個「中有」了，就產生甚麼啊？兩樣東西，兩個

層次，第一就是「中有」，第二呢？這個「中有」去投生的啊，投生的，「生報」

了。兩個層次，「生報」就是第二世投生，「中有」是過渡時期的「中有」。

現在一般人所謂甚麼啊？那些、那些、那些所謂魂頭啊，某某啊，就是這些「中

有」，有些人死了不久，幾個「七」見到那個鬼回來走(動)啊，那些都是「中有」來

的，是嗎？有時候晚上見到甚麼啊？黑黑的那樣，一塊東西(像)一個人那樣，或者見

到一個人穿白衣服的那些呢，那些(是)「中有」來的。好多的「中有」，到處走的，

你關了門都擋不住的，你關了鐵門，他那個「中有」的身體啊，凡是物質的身體都有

個甚麼啊？有個密度的，是吧？(這)個 density，(這)個「中有」的 density，(這)個

密度呢，很疏的。

譬如說我們的「電」，「電」也是電子來的，都是一粒粒的，但那些電子的凝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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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很稀疏的，你(就)是鋼板都好，鋼板都是用鋼鐵的原子造成的，但原子與原子之間

就離得很開的，那些電子在原子與原子之間的孔隙處一滲就滲過去，所以就可以過電

了，是不是這樣解釋的？我不記得了，我這些(是)六十年前讀的，五十幾年差不多六

十年了。那時候，在中學讀書的時候呢，好像先生是這樣說，是不是這樣講呢？現在

啊？

學生：「你這麼久都記得！」「我的記性出名的，你得罪我，三十年都記得你，是

啊！我好記性出名的。」

學生：「這個中有的物質來源是怎樣的呢？」

老師：「甚麼啊？」

學生：「中有的物質來源是粒子，粒子的來源是怎樣啊？」

老師：「都是由微粒子做成的，因為它稀疏。」

學生：「是怎樣來的呢？」

老師：「怎樣來啊！你的那些微粒子是怎樣來的？你啊？中有，你與其問中有的微粒

子怎樣來的，不如問一下你的微粒子是怎樣來的，不是更好嗎？」

微粒子就是最細最細的粒子，佛家叫它做極微。極微呢，就是每一粒極微都是一

種能力來的，這些能力是無形無相的，無形無相的潛力就叫做種子了。這些種子潛伏

在你的第八阿賴耶識裏面，那些極微的種子一起就成團極微了。是嗎？現在科學家都

說一粒、舊時就說一粒粒的，是嗎？現在就說甚麼啊？舊時就說原子是最細粒的了，

現在說不是了，是吧？是電子了、質子了，是吧？帶陽電的就叫做質子，是嗎？帶陰

電的那些就叫做電子了。

電子與質子原來不是真的死板的一粒粒東西，而是一種電的單位來的，是吧？這

是能力來的，能力無形無相的，所以有些科學家論物質，這個物質可以能夠放射能力

出來的，是嗎？它現在(是)一粒原子那樣，一擊破它，令到它一放射(就)變成能力

了。能力一凝結了，又可以變成一粒粒的微粒子。微粒子放射之後又變回無形無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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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這個叫做甚麼啊？質能互變啊！是吧？這所以佛家⋯⋯

我就最不喜歡用科學來到(解釋佛法)，因為我不是科學家，我不喜歡用、我不同

張澄基，張澄基常常要用科學來解釋佛法的，我就不是(這樣)。佛法就是佛法，不用

向科學處乞靈的，是吧？他說在第八識裏面有無數那麼多的種子，極微的種子一起作

用就成為極微了。(極微)猶如那些電子，一種電能，這個電能的顯現就成為這個電子

了。由此，那個業種子的力，這個影響力就令到那些色蘊、受蘊、想蘊、行蘊，那些

種子就起現行了。

這色蘊的外表就有顏色、又有(形狀的)感覺的，那麼裏面是甚麼來呢？裏面就是

極微啊！裏面每一個極微都有極微的種子，那些極微種子起(現行)就成為極微，用來

充實這個宇宙與我們身體的內部。那些色、聲、香、味、觸的種子一起呢，就現出這

個色、聲、香、味、觸的形狀，就用作我們身處的外部了。於是，內、外都是由(這)

個種子造成的，這由此就建立中有了。就是因為有這樣的原因，所以佛呢、佛家要

說，建立(的意思)即說，是嗎？

這建立為甚麼是說呢？不是亂講而說(就)叫做建立啊！這「建立」兩字呢，「建

立」兩個字呢，是佛家那些講哲學的人(說的)，「建立」兩字，佛家講得相當好的。

「建立」本來是說、這麼說啊，這是不是亂講都叫做建立呢？不是！「建立」，實在

是一種假設來的，在梵文裏面「建立」兩字與「假設」兩個字是通用的。假設，假設

不是亂假設的，是嗎？

譬如我見到你那樣，我假設我(是)你老爸一樣，這樣是不行的，亂假設不行的，

是有個理由才能假設的。這怎麼樣才是有理由呢？例如：地球上面不是有很多經線、

緯線的，是嗎？你見過地球上面的那條經線、緯線了嗎？你見過了嗎？沒有！那即是

沒有了，是吧！有沒有啊？沒有的，你找不到的，你找出來看一下，全部是假設的，

是吧？這樣假設地球上東面幾多條，西面幾多條，團團圍住，又說有幾多條緯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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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

又假設甚麼呢？英倫，那個甚麼啊？Greenwich格林威治，是嗎？那個說第

一，格林威治不是有條坑嗎？你看那些書都有的，世界第一條經線啊，是吧？都是假

設的，那裏有經線呢？那有人見過、摸過這條經線呢！那條倫敦的，哦，不是，英倫

的那條都是假設的，是假設的。這樣亂假設可以嗎？不行啊，亂假設(不行的)。假設

的都確是有用的，有好多問題呢，好棘手，好難解答，一假設了之後，好容易能夠解

決問題，解答問題的。這樣有這種效用的，這樣的，就是有效用，有實際效用的假設

就叫做建立。

佛家呢，最高明的就是這個「建立」的兩個字了。從前香港不就是有一個哲學家

叫做唐君毅，他最欣賞佛家，(他說：)「佛家那『建立』兩個字真的好啊！」他說：

「科學家都是甚麼啊？都是建立啊！」那這個、這個，地理上經線、緯線是建立的。

還有啊，打(颱)風的時候呢，這個某某先生在哪處，是嗎？某某小姐距離香港多遠，

是嗎？是不是真的有個甚麼小姐啊？如果你以為真的有這小姐，你就是癲了啊，是

嗎？是建立的！明不明白啊？那為甚麼要這樣建立啊？因為建立了之後，確是有好

處。為甚麼啊？一說某某先生距離香港有多遠了，你就知道防備的啊，(颱)風還有多

久就會到了。

這樣如果不建立又怎樣啊？不建立我就亂摸了，是吧？建立了而有實際效用的，

是很便利的。這樣，這種假定，這種假設就叫做建立。很厲害的這種建立，譬如你叫

做甚麼冠蕾，是不是(姓)謝呢？是不是？(是姓)葉，是甚麼來的？你以為閻羅王釘了

個牌叫做葉冠蕾，這樣你就出世的嗎？是不是啊？都是建立而已。是吧！

你的爸爸生了你，為你假立一個名字叫做葉冠蕾，如果你爸爸那時不喜歡呢？都

是建立的，是吧？這樣，由此建立「中有」，為了解釋我們人生的道理，就於是假立

一個「中有」。這樣說才說得通啊！不然你講不通啊，懂不懂啊？這既然是假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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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就不是真的，世界有甚麼是真的？甚麼東西是真的？你說啊，甚麼是真的？你說

吧，你說真的，甚麼叫做真的？你以為你是真的？你就一堆細胞而已！哪有個你啊？

是吧？拿你去 房處 開一塊塊，全部是細胞而已，哪有你啊？哪有真的！沒真！世劏 劏

界上甚麼叫做真？真假，一味地與人爭辯哪些是真，哪些是假，這個人已經是有些問

題的了。是吧！

這由此假立「中有」，假立若不好，另外假立好的，當然了，如果你假立不要這

個「中有」，我要「某某」，要「x」，你挑得還比它好的，那應該用你那個，就把

佛經裏面的「中有」扔掉它，是吧？假立而已！所以佛法之所以不障礙科學，就是這

樣，不障礙學術的發展，你講得比他好的，就用你的，而且佛經裏面好多都是在外道

處拿回來的，好多都是⋯⋯

這由此建立這所謂「中有」，就建立一個「中有」這個概念來解釋我們由今世到

第二世的道理。這樣由今世到第二世呢？第一個層次就是甚麼啊？「中有」。「中

有」結束了之後呢？這個「中有」到處去找機會投生的啊，一找到機會投生呢，就叫

做「生有」了。你死的時候叫做「死有」了，「死有」與「生有」中間那段就叫做

「中有」了。生報了，那個「生有」出現的時候就是你的正式報應了，今世做的業，

來世的報應了，會解釋了嗎？

好了，這就有「中有」了，那當這「中有」還沒死，而這個「我愛」正在起的時

候，這個情況又是怎樣呢？你看一下，眾生就是這樣了，是嗎？眾生就是甚麼啊？不

捨得死，由不捨得死就變得有「中有」，是嗎？如果他是聖人又怎樣呢？小乘的聖人

是怎樣呢？他會這樣了，他說「預流果」，這說「若預流果及一來果，爾時我愛亦復

現行。」如果他是小乘修行已經修到證得「無我」，即是體驗到、證得到「無我」的

道理了，這他就入「預流果」了。

一得了「預流果」之後，因為他常常都觀「無我」的「預流果」的人，所以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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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會學我們那樣覺得死是很慘的。如果他是「一來果」呢？更加(會這樣)，「一來

果」那些去一下，一往一來他就成「阿羅漢」了，是嗎？那是更加定一些的。那他又

如何呢？如果他是「預流果」、是「一來果」，他又怎麼樣呢？

「爾時我愛亦復現行。」你不要以為他是聖人啊，這兩種聖人啊，「預流果」聖

人與「一來果」的聖人臨死的時候，那種「我愛」心也都起的，他都不捨得死的，但

是與我們不同，怎樣不同法呢？「然此預流及一來果，於此我愛，由智慧力數數推

求，制而不著。」這就是他的長處了。「然」就是可是。「此預流果」，就是這個

「預流果」的聖人。

「及一來果」，及「一來果」的聖人。「於此我愛」，他對於這種臨死時的「我

愛」，他先起「我愛」，一起了之後，他自己知(道)：「我現在起我愛了。」「由智

慧力」，他因為平時修慣了那種「無我」觀啊，由這種智慧的力啊。「數數推求」，

因為他未死之前，已經，數數者就是屢次屢次。推求者，就是推論他這個道理，到臨

死的時候呢，一起(這)個「我愛」，他立刻就推求過，推求又推求，在想，想啊，推

求就是(想)。「制而不著」，因為他有一種這樣的智慧，就把那種「我愛」的煩惱制

住了，令到他不起了，這樣他就不驚(怕)。

「預流果」與「一來果」(的聖人)死(的時候)就是這樣的。怎麼樣制得住啊？他

用那些智慧制住那些煩惱啊，令它不起，怎樣制啊？他形容給你聽。「猶壯丈夫與羸

弱者共相角力，能制伏之。」讀「角」，讀「較」都可以的這個字，是嗎？他說好像

一個很強壯的男子與一個羸弱者，與一個很瘦弱的人打架。「共相角力」，好像你看

電視的兩個日本人，大塊頭的人在整個壓下去，見過沒有啊？「共相角力」，那個惡

的就制伏那個弱的。

那就是說甚麼啊？那時候那些「預流果」的聖人呢，那種「無我」的智慧強啊，

制伏了那些「我愛」了，明不明白啊？他說，「當知此中道理亦爾。」他說我們應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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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那大塊頭與弱的人打架，肯定是大塊頭贏，這個聖人那種「無我」的智慧與那

種「我愛」打架，就肯定是他那種智慧打贏的。「亦爾」即也是一樣。這樣，「預流

果」與「一來果」就這樣了。

如果他是「不還果」呢？又怎樣啊？他全沒有欲界煩惱，死了之後最多在色界做

一世人，做一世色界的人而已。那些呢，那就是男女之欲都沒有了(的)那種人。「若

不還果，爾時我愛不復現行。」如果他證得「不還果」的呢，「爾時」即那時，那時

呢，即他臨死的時候，那種「我愛」不再起的了，不起啊，不起「我愛」啊！舊時起

呢，未證果時就會起，現在證了果，他不再起了，那時候他一點也不驚(怕)，所以那

些人死都死得很安詳的，有好多人死的時候(死得)很安詳的。

這有一個故事，我要講給你聽，你看一下宋朝那些理學先生裏面有一個程子，是

嗎？程子有兩個程子的，一個大的程子(是)阿哥，就叫做程顥，即是程明道，這個弟

弟叫做程頤，人稱作程伊川，是吧？程顥呢，即是程明道很快就死了，短命的。但他

弟弟就很長命，因為他長命，所以他修養的時間就長，所以他的修養特別好，臨死的

時候，他與那些「不還果」的死法差不多。他臨死的時候，身體很弱了，病重了，但

他很安定，他的弟子就看(望)他的老師，那些弟子知道老師快死了，很多人去送老師

的終啊！就見到他很弱了，但是還很清醒。

這樣，其中一個大弟子就問他：「老師啊！現在是你吃緊的時候了。」即是叫他

保持著正念，「你吃緊了！」這樣(的意思)。程伊川就答，你猜怎麼樣啊？他說：

「吃緊便不是了！」他還這樣，他說：「要吃緊就不對，我不用吃緊的。」你說他多

定啊！這些「不還果」的人，死的時候呢，就有些這樣的情形。如果你們學到死的時

候是這樣死都挺好的。好了，這跟著就死了，是嗎？一有昏迷就死的了。死的時候，

「辰二」，「死相差別」了，臨死的時候，那種情況，那種相狀是有很多種不同的。

你看一下，分作四點，「巳一」到「巳四」。「巳一」就講「解肢節差別」，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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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者即是那些竅穴啊，那即是關節啊，關節與那些竅穴。現在那些人點人家脈啊，那

些竅穴，與那些甚麼啊？那些神經聚集在(一起)的關節，就是那個橫膈膜那處，這處

啊、這處啊，肚臍下面啊，與及那些手骹(關節)和腳骹(關節)，那些骨關節，那些骨

與骨之間那處，臨死時呢，覺得好像要脫落一樣，解支節，好辛苦！全身都會好痛

的。你不用驚(怕)，肯定有的，肯定有的，你們死都有的，你死、我死都有的。解肢

節，你是人肯定有解肢節的痛苦，很高級的聖人才會沒有。你看一下「解肢節」，分

兩段，「午一」、「午二」。

「午一、標簡，」標就是舉出來，舉出怎樣解肢節，簡就是甚麼啊？(簡)別開，

有些人沒有的，有些眾生沒有的，但我們人是有的。沒有的不一定是很好，那些天子

就沒有了，(生)天沒有的，地獄沒有的，天沒有就好啦，地獄沒有就弊 (不好)了。

「午二」就「辨類」了，舉出(這)個類，同是解肢節，都有輕有重的。你看一下，

「午一、標簡」，「又解肢節，除天、那洛迦，所餘生處一切皆有。」

「解肢節」，即是臨死的時候，那些肢節好像想(脫)掉了一樣很痛的，那時候除

了生天的與生地獄的，地獄處沒有的，那洛迦即是地獄。除了天與地獄呢，其餘的眾

生都有的，那就是說我們人間都有的，那為甚麼呢？你去問彌勒菩薩吧，我就不明解

了，他(是)這麼講。

好了，「午二」，「辨類」了，解肢節的種類了。又分兩段，第一就是「標」，

標出，標列，列出有多少種；第二呢？跟著解釋，「隨釋」。「此復二種」，這個解

肢節的狀態有兩種：一就是重，二就是輕，有些很重很辛苦，有些很輕微的。這就解

釋了，為甚麼有些重、有些輕呢？重又重得怎樣呢？輕又輕成怎樣呢？下文解釋了。

「未二、隨釋」，「重謂作惡業者。」一句，那些生平作惡業的呢，他解肢節的

時候，這個痛苦是重一點的。所以有些人說：「你死啦！你作了那麼多(惡)業，你死

都死得辛苦啊！」就是這樣。那些作惡業多的(人)，臨死的時候，會解肢節的痛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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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的。輕呢？「輕謂作善業者。」那些生平行善多的(人)，解肢節都會有的，(但)

輕一點。但是呢，北拘盧洲，佛經不是講四大洲，講過了，是吧？北拘盧洲，北面的

北拘盧洲，北拘盧洲就不論你善與惡，總之就是很輕的解肢節。我們又不是北拘盧洲

人，我們是南贍部洲人，我們不理他那麼多了，是吧？好了，以上解(釋)了「解肢

節」，講完了。

「巳一」就講「解肢節」，是嗎？「巳二」呢，「根具不具差別」，臨死的時

候，人是有五根的，有六根的啊，物質的就五根，連意根就是六根。人有五根或六根

的啊，死的時候，死了，這樣那個五根、六根還在不在啊？「或具、不具」，給人斬

了一段死就「不具」了；如果整個、整條死屍在的才斷氣的就「具」了，是嗎？你看

一下，「根具不具差別」，「差別」就是不同。「又色界沒時，皆具諸根。」我們的

世界有欲界、有色界、有無色界。如果你是色界的人，「沒」即是死，色界的眾生死

的時候，臨死的時候呢，那五根具備的才死的。「欲界沒時，隨所有根或具、不

具。」欲界就不是了，隨著他所有的根呢，有時候死時這個五根還在，有時候給人殺

後斬了一截。那你說：「我生天呢？」天(人)都會被人斬了去的。

你生忉利天就是好厲害了，是嗎？剛剛那些阿修羅，帶著那些阿修羅兵與天帝釋

打仗，你就讓阿修羅兵一劍斬了你隻手，你就沒有這隻手了，再斬了你的頭，頭都離

開你的身體，那時候就怎樣啊？不具了，都不能得全屍，死的時候不能全屍死了。你

不好以為生天就好過癮啊，不是的，你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你啊，生天享受

了，那些阿修羅兵打到你處，會殺了你的頭的。那如果在欲界的人死呢，隨其所有多

少的根，有時候死時全屍而死的，有時候不全的，不見了一截。

「巳二」，哦，「巳三」了，「調善死不調善死」，怎樣叫做調善啊？臨死的時

候，這個心好靜，即起善念而又很靜的心叫做調善心。調者，調順；善者，這個心

(是)善心，有兩種。死的時候啊，「又清淨、解脫死者，名調善死。」怎樣叫做清淨

啊？怎樣叫做解脫啊？淨啊？怎樣叫做解脫啊？清淨者，就指那些「阿羅漢」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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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羅漢」死。「阿羅漢」呢，譬如他這個「阿羅漢」三十歲就已經證得「阿羅漢

果」了，那麼他三十歲的時候呢，他一入定就證得涅槃了，但他的身未死啊！他仍然

可以出定，那這種涅槃呢，即雖然可以證得涅槃，但他的身體，這個殘餘的身體還沒

死就叫做有餘依的涅槃，簡稱叫有餘涅槃。

這個譬如他壽命是八十歲的，他三十歲已經證「阿羅漢果」了，他三十歲就已經

清淨了，是嗎？他證得「阿羅漢果」了啊！入得到涅槃啊！但他不過是有餘涅槃而

已。到了他八十歲才壽命終了，到八十歲那年，他真正死了，那時候他入無餘涅槃

了，就正式解脫了，明了嗎？那些清淨解脫死的呢，叫做調善死，懂嗎？你死的時

候，調善死、不調善死啊？都挺難調善死的！都挺難的！都可以的，不是說不行，難

一點而已。「不清淨、不解脫死者，名不調善死。」「不清淨」者，即仍然有煩惱，

有煩惱，還有煩惱障啊！「不解脫」是入不到涅槃的那種死就叫做不調善死。

「巳四」了，「識捨所依差別」。「所依」就指身體，身體，依就是住的意思，

身體呢，就是我們精神所住的地方，所以我們叫這個身體做所依。「捨」即是離開。

這個「識」是指甚麼呢？指這個第八阿賴耶識，第八阿賴耶識離開你的身體，其實所

謂離開就是不變起你的身體了。那條死屍(是)那些人共業共變的，他已經不變的了，

不過這是俗語來說，就說他離開，我們一般講他的阿賴耶識離開他身體，是吧？

「捨」即是離開，離開這個身體的時候，有幾種不同的離法的。

你看一下，「午一」，捨所依身體呢，先講這個「漸次捨」，不是就突然的這樣

捨去的，(是)慢慢地離開的，慢慢地離開呢，最後又怎樣離開呢？「最後捨」，明不

明白啊？現在先講這「漸次捨」，漸次捨呢，即是漸次離開這個身體的那個第八阿賴

耶識。「(又將終時，作惡者)識於所依從上分捨。即從上分冷觸隨起，如此漸捨乃至

心處。」這個標準就是如此，不是個個一定都是這樣的，我問過醫生，醫生說不一定

這樣的，有些很多例外，不過一般都這樣。他說又將命終的時候呢，如果平時都好事

多為的，作惡業多的呢，他的第八阿賴耶識呢，就從這個頭頂先離開的。這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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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識從上分冷觸隨起」，(這)個頭先冷，這個頭先冷，一直冷、冷、冷到這個心

房。明白了嗎？最後這個心房還暖暖的，如果這個心房都冷了，就第八識完全離開

了。這「從上分」，(指)上半截由這個頭頂一直先冷的。「如此漸捨」，如此這樣漸

漸冷，一直冷到這個心房。

「未二」，就「從下分捨」，即在下面那截先離開的。「造善業者識於所依從下

分捨。」「所依」即這個身體。造善業多的人呢，這個第八阿賴耶識在他的身體就從

下部先離開。「即從下分冷觸隨起，如此漸捨乃至心處。」就是從腳部漸漸冷、漸漸

冷、漸漸冷，一直冷到這個心房，那麼到最後這個心還有點暖，這個心還暖呢，即是

這個第八識都還未離開他的心臟，那最後呢，就離開他的心臟了。

「午二、最後捨」，「當知後識唯心處捨。」他說我們應該知道，最後最後的阿

賴耶識呢，只是由這個心(臟)離開的。「從此冷觸 滿所依。」當它一離開，這個阿徧

賴耶識一離開心臟之後呢，從此之後全身冷卻了，這個冷觸啊，全身都冷掉了，所依

啊。「 滿所依」，那些冷的觸覺，你摸他全是冷的了，所依就是所依的身體了。這徧

以上呢，就講「死」，講完了，休息兩分鐘吧，然後講「生」，是吧？不過講「死」

講「生」，三藏十二部經裏面最詳細就是它了，事實，他照事實描寫而已。

學生：「是不是會引伸他將來去哪一道呢？」

老師：「大概他在下分捨，如果善趣的，多數在善道的，是嗎？在下分先冷的是不是

善趣呢？那麼在下分先冷多數是人、天的，多數是人、天的。」不用計較它那

麼多的，至緊要你自己問心無愧就可以了，是嗎？「上捨」、「下捨」有甚麼

所謂呢？是吧！

學生：「羅公，殯儀館那些南嘸佬，說會去哪去哪的，有沒有邏輯啊？」

老師：「哦！那些靠不住啊！靠不住的，那些是賺錢而已！那些南嘸佬！」

學生：「他有沒有根據的？」

老師：「沒有，有甚麼根據呢！」但是，凡是那些沒有根據的東西，大家都信了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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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得靈(驗)了，你懂不懂啊？好像約定俗成那樣啊，大家都信有那樣東西，那

樣東西就會靈(驗)的了。

學生：「他會說去人道，去天道的呢？」

老師：「他亂說而已！不過大抵臨死的時候呢，好多都看得到的。有好多老人家，那

些老法師都看到的。是吧！譬如臨死作餓形那樣，『嘻嘻 her her』那樣的，

這些多數是去餓鬼道的。臨死很安詳的呢，那些肯定是人、天(道)的，是嗎？

臨死時兩頭捵(打滾)的呢，那些多數是畜生道了。」

學生：「cancer那些人呢？」

老師：「cancer，有些都好，有些就捵床捵席(在床上打滾)的，但有些都很安詳的

啊！」

我認識一個 cancer死的，很安詳的死，是啊，有很多人認識她的，這個，這個

潘柏曼的太太啊，她(有)cancer，人人都說 cancer很辛苦(地)死，她偏偏一點辛苦都

沒有，死的時候很安詳的死。(這)都不是一定的，有些就很辛苦，有些很安詳。我所

知的呢，歐陽竟無啊，(這)一世學佛的了，他臨死呢，他為甚麼死就不知，但臨死很

辛苦，就可能是 cancer，他那時有八十多歲了，可能是 cancer死，他死的時候很辛

苦。

他有一個學生叫做王恩洋，大概很多人讀過他的書了，王恩洋就走去問候老師，

就看，看見歐陽竟無很辛苦，就是臨死喘氣的時候很辛苦，那他就講，他說：「老師

啊，現在你這麼辛苦，不如唸一下佛好不好啊？」歐陽竟無平時沒怎麼唸佛的，他

說：「都好啊！」本來歐陽竟無唸的，他唸甚麼佛我就不知，不知他唸阿彌陀佛抑或

唸彌勒佛。於是，那個王恩洋走去拿了個木魚，就與他一句句唸佛，唸了十幾聲，他

就死了，唸了十幾聲(佛)，他就很安詳地死了，一點痛苦都沒有，他呀，可能是

cancer，但他無事呀。cancer死都不一定很辛苦的，其實舊時的人死很多是 cancer

死的，不過是不知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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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那些睡覺時死的呢？」

老師：「對啊，很多睡著覺死的，睡著的時候死，不過他一樣，臨死的時候一樣會有

昏迷的。」

學生：「有我愛嗎？」到最後的那剎那他都會的，都會的，除非他是聖人，不是就肯

定會的。

學生：「譬如那些不知道甚麼事自己就死掉的呢？」

老師：「那個時候，他會到最後的時間，都要由未昏迷入昏迷的，很短的，這個時間

很短！很短的時間都有我愛起的。驚的啊！一驚的時候就我愛現行了。」

學生：「若是預流果在這情形之下，他的無我觀未起就死掉了。」

老師：「說不定啊，他的中有就即刻起無我觀了。」

學生：「哦！中有會起。」

學生：「羅公啊，有些人是給車撞死的，當場撞死的，那麼這些(又怎樣)呢？」

老師：「將死未死，未昏迷的，他都會驚(怕)的。」

學生：「當場撞死啊？」

老師：「當場撞死就當場一 那，死啦！這樣！那時候就我愛現行了。很短的。」有刹

的，那個時間一 那很短的啊！肯定有的。如果真正的那剎那都沒有，「我刹

愛」都不起的，那是聖人才有的。那些「阿羅漢」啊、甚麼的才有的，一般是

有的，「死啦！這樣就死了！」這已經是潤生了，那時候已經是(這樣)了。

學生：「那些人臨死牽掛著孩子又是怎樣啊？」

老師：「兒女就是我所啊！先是這個是我所有的兒女，一樣是煩惱，薩迦耶見啊，這

個叫做。」

學生：「羅(先)生，有些人說 」⋯⋯

老師：「那些我認為他沒甚麼根據，他以意為知而已，講得最詳細的就是彌勒菩薩講

的這個，是吧？」

凡是我們說話呢，最緊要的是甚麼啊？三種有依據的，否則不要信，更加不要

講。哪三種依據啊？第一，就是現量，親眼見，親耳聞，親口嚐到，第一這個叫做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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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就是我們的經驗直接經驗到的，我們可以信，又可以講的。

第二呢，就是比量，甚麼叫做比量呢？第一這個邏輯沒有錯誤的，推理必然是這

樣的，這是科學的結論，我們要接受。現在呢，學佛的人很多寧可接受些神神怪怪的

東西，倒是他不接受科學，這個就是失掉了佛經的本意了。因為甚麼啊？科學所用的

是很精密的比量來的，這麼精密的比量，你都不接受？

譬如說這個有病，比喻你這樣，你咳(嗽)了，就應該驗一下這個肺，驗到這個肺

有問題，有沒有 TB的可能，你就要打肺針，是吧？這個就是比量，是如此的。你不

是(這樣)，有些人找人唸咒，拿聖水來吃，這些就 這些拿聖水來喝就會好的嗎？⋯⋯

是嗎？是有些有時精神治療會好的，百中無一的這些。唸咒，為甚麼你不信科學啊？

走去信咒啊？是吧？你說：「呀！我信科學，我想唸一下咒來請它來加持。」這樣也

對的，是嗎？就是當它是一個增上緣，這是對的，未嘗不可。但你好像西藏人那樣，

有西醫都不去看啊，就走去找個喇嘛來跟他「鈴、鈴、鈴」來醫(病)呢，這樣就大可

不必，是吧！我們要接受比量，所謂比量就是邏輯，合乎邏輯的結論，還有甚麼啊？

精確的計算所得的得數、結果，我們必須要接受的這個比量。

第三呢？佛家就叫做聖言量，現在用現代來說就是甚麼啊？就是專家的報告。你

修養，我們有很多問題(解)答不到的，就不要聽這個喃無佬講一下，那個齋姑又怎麼

說，我們一點也不要聽他們這些。我們去翻譯(佛)經，有很多聖人的，譬如龍樹(菩

薩)靠得住的，他講的我們接受他；譬如彌勒(菩薩)怎樣講，他靠得住的，我們接受

他。其他的我們不必接受，看一下有沒有根據，沒根據的東西就存疑不論。這些在佛

經裏叫做聖言的量，就是真正是聖人的說話，可以用來做依據。在世俗呢，聖言量就

叫做甚麼啊？專家的報告。

譬如你說這座大廈穩固不穩固呢？你問：「羅先生，(這座大廈)穩固不穩固

啊？」我說的都是假(不可靠)的。你問一下這個老人家這座樓穩不穩固啊，你不必

17



問，因為他不是專家。明不明白啊？你應該找個工程師去看一下，讓他量度一下穩不

穩固，這個專家的報告是聖言量了。現在有很多人呢，有病，他不去找西醫，他打電

話去溫哥華，去問那個馮馮，這些是不合(乎)科學的。

應該找個西醫，找個專家，如果你懷疑是 cancer，你就找個 cancer專家；你懷

疑肝病就找個肝病的專家，讓他給你詳細檢驗，給個報告你，這些就是聖言量。是

嗎？你不是，你說：「我問一下他又何妨啊？」行！你見到報告之後，你再打電話去

問一問馮馮，用來參考亦未嘗不可。但你連西醫都不找，就走去找馮馮，這樣真是到

死了你就不甘心了，叫做悔之莫及了，不對的這種事。好了，講回這裏，先講

「生」。我也怕死的，常常講死的。

學生：「你不用怕了，羅公。」

老師：「我不是預流果，我肯定怕死了！你不怕嗎？你都怕的！」

這講「生」了，「寅二」就是「生」了，先假設一個問(題)，然後答。「卯一」

問了，「云何生？」怎樣才叫做生呢？「生」也是意識的作業來的。

下面是答了，「卯二」，答是分兩段，第一就略答，「略」，「辰一、略」，

「辰二、廣」，「廣」就是詳細。「辰一、略」又分二，「巳一、標所由」，「標」

就是舉，舉出一個人會死(是)為甚麼會死。

「巳二、釋得生」，不是！「標所由」就是講為甚麼他會生，是吧？「巳二」就

是「釋得生」，解釋怎麼樣才能得生。這樣「標所由」呢，就是英文那個甚麼啊？

why，是不是啊？「釋得生」呢，就是英文的 how，是吧？(解釋)怎麼樣生法。現

在，(解)釋「標所由」，這說「由我愛無間已生故。無始樂著戲論因已熏習故，淨、

不淨業因已熏習故。」由於這三個原因，所以就決定你雖然死了，(但)一定會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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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由於「我愛」，臨死的時候那種潤生的愛，明白了嗎？「無間」即前一個

剎那還有那個「我愛」生，生完之後我就昏迷，昏迷了，現在我就死了，中間都沒有

東西間開的，已經生了，這就是第一個原因了。第一，為甚麼會生啊？第一由於他潤

生，他不捨得死啊，是嗎？有「我愛」。第二，由於甚麼啊？「無始樂著戲論」的

因，無始以來我們的生命裏面具備這種因素，這種甚麼因素啊？「樂著戲論」的因

素。怎麼樣是「樂著」？「樂著」即喜歡。

「戲論」是笑話。怎樣叫做喜歡笑話啊？我們很喜歡笑話的，其實我們常常，在

佛家來看呢，我們常常在這個笑話裏 轉的，是吧？氹氹

你看，你是年輕的人，你走去讀書的時候，你是女同學見到某個男同學，你又歡

喜了，那個男同學見到女同學歡喜了，看上去又說好像是愛情神聖啊，深一層看這些

是甚麼啊？這些是虛妄啊，那個是甚麼來的？那堆細胞團而已，是吧？他(她)的肉，

你那個愛人的肉與割下來的豬肉檯上的肉，差得有多遠啊？是不是啊？不就是一樣的

肉！你說：「她(他)很美呀！」那塊面皮而已！一個痘皮婆與一個楊貴妃，兩個剝開

那塊面皮，不就一樣豬肉的顏色！

但你偏偏見到那個就愛了，見到個痘皮的你又怕了，這個不就是虛妄，是吧？人

生就是在一個虛妄中 轉，忽然是愛，忽然間就會憎的，是吧！愛之不成就會恨，氹氹

恨完了又會發生一種不好的行為。這人生就是簡直是笑話來的！在佛法來說啊！所謂

人生，一愛一恨，甚至到甚麼做生意啊，打仗啊，或者是甚麼，總之就是在(這)個笑

話裏 轉，你信不信這樣啊？氹氹

我們會(認為)這樣好啊！那樣又不好啊！好與不好能差多遠啊？莊子講過一句

話，我們的人生就好像那個馬騮公餵馬騮一樣，舊時甚麼呢？莊子一段《狙公賦

芧》，那個養馬騮的阿公，一個老人家， 日餵馬騮，就對馬騮說：「我早上給三毎

粒。」那些橡子，就好像栗子那樣，早上每個給三粒，晚上就給四粒，就是朝三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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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不是嗎？(「朝三暮四」)就是這樣來的。於是那些馬騮發惡了，「不是！朝四暮

三！」他說：「早上給四粒，下午就給你三粒吃吧！」見到這班馬騮發惡，於是這個

老人家(說)：「這不用發惡啊，不如這樣吧！早上給三粒，晚上給多一粒，四粒

了。」於是那班馬騮就非常高興了。現在我們俗語的所謂「朝三暮四」，不是我吧？

「朝四暮三」就是這樣來的。

這個莊子就批評了，「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他說：「你們這些傻仔，這個

名都沒有改變啊，實在四和三不就一樣？(相加)都是七啊！」「朝四暮三」與「朝三

暮四」不就是一樣啊？忽然間你就發嬲，忽然間你不知有多高興，自己找自己來搞，

人生不就是這樣，是吧！一個部落那處，一個小國，這個小國就叫離，就捉了那個公

主，就捉了那個女兒回來，那個公主很美，叫做離姬，是嗎？這樣回來(後)，那個晉

國的君主見到她這麼美，就立刻找她收了做妃，後來就不只做妃了，是嗎？還收了她

做夫人，坐正了。

他說：「當這個離 給人捉了的時候，日日姫 (都)哭了，回到去都不知怎麼辦好，

哭啊！」後來呢，她就做了夫人。啊！吃就吃最好的東西，穿就穿最好的東西，享受

到的一切都是最好的。那時候她就後悔了，為甚麼我那麼傻呢？當初我又(會)哭呢？

這樣，其實你哭也是這樣，不哭也是這樣。他說這些是我們在這個感情的一種虛妄，

人生就是在一種虛妄的感情裏面 轉，就是這樣，「名實未虧，喜怒為用。」不過氹氹

如此。

他說我們人生啊，早上剛剛哭完了，到晚上我們做個好夢呢，我們就不知有多高

興了。人生始終都是人生，忽然就高興到了不得，忽然又嗚嗚地哭，這些不就是虛

妄？人生啊！就是如此的了，所以我們這個有漏的世界，有喜有怒有煩惱的呢，就叫

做有漏。這個有漏的世界就簡直是笑話，就叫做戲論。是吧？說笑的，簡直是戲論。

「樂著戲論」，戲論本來就不是好東西，但我們個個都喜歡戲論，誰不喜歡呢？是

嗎？明明那些音樂一奏，就奏起些樂曲，你們大家就「哄哄」聲地出去跳舞了，舞

20



了，不亦樂乎的舞了。忽然間「啿」一聲就沒有了，不就是一樣啊？是嗎？燈紅酒綠

的時候不知有多麼高興，戲論啊！一到曲終人散的時候，你就寂寞啊！你知道嗎？你

在燈紅酒綠的時候，很高興的時候呢，已經含有曲終人散的那些寂寞在這處了。那時

候，你就忽然覺得高興到了不得，忽然又覺得寂寞無聊。

在佛家看來，這些是甚麼？戲論啊！但我們偏偏樂著戲論，明知道是這樣，我們

都樂著戲論。你樂不樂呢？你都樂啊，你老實了，那些初級的聖人一樣會樂著戲論。

好了，這「樂著戲論」即是這有漏世界的人生與這個有漏世界，就叫做樂著戲論。這

個世界，有漏人生與有漏世界的原因就叫做樂著戲論的因。這個因就是甚麼？就是你

的第八阿賴耶識裏面，將來出現變起你的有漏人生與有漏世界的種子，明不明白啊？

這種無始以來的這種種子，無始以來呢，最初就不知何時起已經有了，有了之後呢，

你做一世人呢，在這世又熏入阿賴耶識裏面，好像那些菲林(底片)那樣攝了進去，到

第二世又放映出來，放映出來又熏進去又放出來，一直這樣就生死輪迴。一直這樣，

就每一世呢，就熏進去，熏就好像那些煙熏在那張白紙一樣，那些煙是紅的，熏得是

紅；煙是黑的，熏得是黑。「熏」，「習」即是多次多次，屢次屢次的熏。

無始(以來)那些樂著戲論因呢，已經熏習了，熏習了(就)全部睡在那個阿賴耶識

裏面，就要靠甚麼啊？靠那些業種子刺激它。這個第二了，「無始樂著戲論因已熏習

故。」那麼這個即是叫做名言種子了，明白嗎？即是所謂甚麼？柏拉圖所謂甚麼呢？

原型觀念，這些叫做名言種子，這些柏拉圖叫做原型觀念。我們的阿賴耶識裏面有不

知那麼多的名言種子，有些是入地獄的名言種子，有些是上天堂的名言種子，有些是

做闊佬(富豪)的名言種子，有些是做乞兒的名言種子，甚麼都有，看一下你的業種子

(如何)刺激它。

善的業種子就刺激那些好的，惡的業種子就刺激那些壞的。這樣第一的原因，為

甚麼有來世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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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由於你前世的那種「我愛」已經起了，潤澤那些業了，潤澤那些名言種子

與業種子，令到它活躍了。

第二，這名言種子多生以來已經熏習了，排列在一處了，好像你入到廚房一味一

味菜的材料已經擺在那處了，就看你拿哪些了，是吧？

第三，「淨、不淨業因已熏習故。」你前世已經修行善法就是修行那些淨因，淨

的業種子；你偷扼拐騙、姦淫邪盜呢，就做成了不淨的業種子，已經熏了。

這三個原因呢，決定你有來世，會不會解(釋)啊？還有啊，還未夠鐘啊。

「巳二」，一有了這個，這個上面解(釋)「何故得生」，下面就解(釋)「怎樣

生」。「彼所依體，由二種因增上力故，從自種子即於是處中有異熟無間得生。」這

本來已經有個「中有」了，是吧？不，不是！本來沒有「中有」的，他死而已。

現在講這個「中有」起了，因為那些名言種子與業種子一刺激了，他就有來生

了。但你說是有來生啊！要有個老豆(父親)才生得你啊，你要做人(就)要有個老豆(父

親)生你的啊！老豆(父親)又沒有，阿媽(母親)又沒有，但你死了，這樣你怎麼樣呢？

有一個過渡時期的中間的階段了，是嗎？那這中間我生天又會有嗎？都有的，生天都

有中有的。(只)是生無色界就沒有中有，生無色界，一死就生無色界了，沒有中有

的。

「彼所依」的「體」，阿賴耶識，它生命所依的那個阿賴耶識，或者說他的身體

也可以，是吧？不過主要是阿賴耶識，你說他身體都包括阿賴耶識的，為甚麼啊？

色、受、想、行、識的「識蘊」就是阿賴耶識，狹義來說，彼所依體是指阿賴耶識；

廣義來看是指五蘊體。這說「由二種因增上力故」，由於兩種原因的增上力，增上即

是扶助、影響，由於兩種原因的扶助力、影響力，哪兩種原因啊？名言種子與業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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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這於是呢？「從自種子」，它呢，阿賴耶識裏面，它自己的每種，色蘊(是它)自

己的種子起變色蘊，受蘊的種子起變受蘊。「即於是處」，是處即是他死的那處，譬

如你在門角落死，就在門角落處，是處即此處，就是死的那處。「中有異熟」，有一

個「中有」的異熟，異熟即是果報，中間的果報。「無間得生」，即刻就生，化生，

就這樣，那些種子一爆發就生了，這裏會解嗎？

那如果他在這時候呢，如果他真的很重惡業就沒甚麼辦法補救了。如果半善半惡

呢，很容易了，那時候你給他唸經或者甚麼呢，就在這個時候啊，這「中有」一生，

剛剛無間得生的時候，那時給他唸經或者甚麼呢，最有效了。

學生：「羅公，有句話說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老師：「唉，那些，你不要講那些。那些是講修養而已！那時候哪有屠刀給你放下

啊？死了，那時侯，是吧！還立地成佛嗎？」「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句話是

那些禪宗的人說的，禪宗的人怎樣說呢？只要你肯改過，你就會將來一定成佛

的。你以為放下把屠刀就會立即成佛嗎？那裏有這麼著數(便宜)的啊？

學生：「那麼改過都會回憶他的罪業啊，他會不會回憶的呀？」

老師：「回憶都不怕啊！他向善了呀！從此改過呀！不怕！但不是說即刻真的立地成

佛。」所以禪宗的人講的東西講得太過了，你以為放下屠刀就即刻成佛了，哪

有這麼著數(便宜)的？那些汪洋大盜做了一世，到了八十歲收手了，那不就是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怎麼)得了？是嗎？不是的！

學生：「我就是不明白啊。」禪宗那些人說的話每每很誇大的，誇大，不能很著實。

學生：「顯教的？顯宗又怎樣？」

老師：「禪宗都是顯教的啊！不過它禪宗那套是另外一種講法。是！禪宗是另外一種

講法！」

學生：「唯識呢？」

老師：「唯識有唯識的講法，我現在講的是唯識的講法。」我不講禪宗的講法，因為

禪宗的講法，我說他有危險性。譬如「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個意思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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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過自新就前途無限了，一定會成佛的那樣。「立地」即由現在起向善就一定

會成佛了，不是說現在就成佛。密宗就說「即身成佛」，修密宗的法就即身成

佛，哪有這麼著數(便宜)呀？

學生：「金剛乘呢？」

老師：「金剛乘都是啊！我都是金剛乘的弟子啊！舊時金剛乘不就有劉銳之與我一

齊，一齊學東西的啊！他與我同年，我那本《唯識方隅》誰出錢印的？就是金

剛乘的阿闍黎呂榮光出錢印的，你買一本吧，一百塊才有得買。」凡事都要甚

麼？第一，現量我們要信的；第二，就是比量我們要信的；第三呢，聖言量我

們要信的。但是，聖言量還要先檢討他是不是真聖言，有很多假聖言的啊！有

很多假聖言的啊！現在有很多人作經出來的，那個盧勝彥作經的，他會作經

啊！

學生：「蓮花佛再世嗎？」

老師：「是啊！他說他是佛來的。」

好了，這樣講了，就詳細講下面的。「廣」，「辰二」，「廣」了，又分二，就

「總明五趣生」，五趣即是五道，「天、人、地獄、餓鬼、畜生」。那現在又說「六

道輪迴」，六趣即六道，六道即六趣，又多了一個「阿修羅」，「阿修羅」實在是天

趣的一部份來的，所以呢，普通來講就是五趣。「總名五趣」即總合五趣來說。五趣

計起來有四種不同的生：卵生、胎生、濕生、化生。「巳一」就總合五趣來說，「四

生」一齊講。「巳二」就「別講胎生」，特別講胎生，因為我們是人，人就是胎生

的，所以特別詳細講「胎生」。「巳一、總明五趣」，又分二，「午一」、「午

二」。

「午一」就先講個「中有生」，我們的今世死了，來世未起，真正的來世未起，

中間有個「中有」，「中有生」。「午二、異熟生」，來世的生，正式來世的果報

生，異熟即果報的解釋。現在「中有生」，「中有生」又分兩點，「未一」、「未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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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一、有色界有」，有色，有物質的眾生一定有「中有」。那麼哪些是有色界

啊？「欲界」有物質的，色就是物質，「欲界」有物質的身。「色界」呢？初禪天、

二禪天、三 天、四禪天有沒有物質啊？有，都有物質的，但「無色界」就沒有物質禅

的。所以呢，「有色界」裏面的眾生就一定有(「中有」)，他死之後一定有「中

有」，但「無色界」就沒有物質的，死了就沒有，「無色界」沒有(「中有」)。

現在先講「色界」，「未一、有色界有」，先講「有色界」，不是講「色界」，

即是「欲界」與「色界」，裏面分八點來講。現在第一點，「申一、彼生時」，(指)

哪個時候生，死了多久他才生這個「中有」。死了多久「中有」(才)起啊？你看看，

答了，「申一」，八點，我們逐點看了。

「申一、彼生時」，彼是指這個「中有」，「中有」哪個時候生的，我這世現在

要死了，這「中有」幾時才生，是不是一年才生？兩年才生？「生」，你看一下，

「即時生」，同一剎那生，這剎那死，這剎那的「中有」就生。這說「死生同時」

的，「時」是指那剎那，就是那剎那，那剎那死，即那剎那一離開這個心房，就那剎

那，這個「中有」就起了，它一定要「化生」才行，「胎生」不行。「如稱兩頭低昂

時等」，稱即那把稱，那個天秤，好像這個天秤的兩頭，這頭低了，那頭就高了。

同時的，這邊低一寸，同時那邊高一寸了，昂就是昂高，低就是壓低，「低昂」

的時間是相等的，相同的。這就「彼生時」，「中有」生的時間就是死的剎那。「彼

根形」，第二了，「彼」就是這個「中有」，「中有」的這個「根」，即五根，有沒

有五根呢？有的，有五根的。它的形狀是怎樣的？這個「中有」，現在又說「見鬼」

甚麼的，你可以自己勘 ，見到哪些呢？你見過沒有啊？沒有啊，好多人見的。這個吓

「中有」的根，即五根，有沒有五根呢？有的，有五根的。

好多人見的，好多人見過鬼的，不過有很多是「中有」來的，不是真鬼，真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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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見得到。你看一下「中有」怎樣的，講它的五根呀，「而此中有必具諸根。」這

個「中有」五根具備的，不只五根，六根都具備，連意根都有的啊！有眼、有耳、有

鼻、有舌、有身，還有意根。「必具諸根」。那個形狀又如何呢？「酉二、形」，又

分開說了，第一就講它的形狀了，分別講它的形狀，那些「中有」的形狀怎麼樣。

第二，「戍二」，就說明用甚麼識你才看得到的，你想看那個「中有」要怎樣才

看得到。「境」，object，境就是 object，它做 object要做甚麼的 object，要用甚

麼的力量，甚麼的眼，然後才看得到它。現在看「戍一、別辨相」，就分開了(說明)

這個形相，有些是做惡業的人的「中有」，第二呢，就是做善業的人的「中有」。

「亥一、做惡業者」，做惡業的人的中有是怎樣的。這說「造惡業者所得的中

有，如黑羺光，」(這個「羺」字)讀「耨(nau6)」又得，讀「儒」又得，「如黑羺

光，或陰闇夜。」那些平時都是作惡業多過作善業的這種人，他所得的「中有」就

「如黑羺光」，那些初出世的小羊，小羊呀，那些綿羊呀，黑麻麻的黑綿羊呀。

黑，就是我們現在的甚麼啊？我們穿的皮衲不是有些黑胎膏嗎？黑綿羊的捲的黑

蘿蔔絲，那些黑麻麻的毛，好像一隻(黑)綿羊那樣黑麻麻的，黑的綿羊，黑毛的綿羊

那樣，就讓光反射出來，光光的，黑色的，所以見到(的)鬼多數黑麻麻，如黑羺光。

「或陰闇夜」，它的感覺又怎樣啊？我們人(類)看到它，若是用天眼看它是黑羺光。

它自己看到的呢？不是說白日它看不到我們，它見不到太陽，好像陰闇夜，好像夜晚

有月色的陰陰闇闇的夜晚那樣，所以鬼界是這樣的。所以有一隻鬼吟詩，吟(了)句這

樣的詩，它見不到太陽，(是)陰闇夜，好像夜晚有月色的，陰陰闇闇的夜晚那樣，所

以鬼界是這樣的。所以有一隻鬼吟詩，吟(了)句這樣的詩，舊時有一隻鬼，它走出來

吟詩，它說「無月無燈夜自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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