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走出來吟詩，他說：「無月無燈夜自明啊！」那些鬼界的情況：無月，看不到

月亮；又無燈的，但是明的，光的，那光是怎樣？陰闇夜那樣。如果作惡業的「中

有」見不到太陽的，見不到這些。「亥二、(作善業者)」作善業的人的「中有」是怎

樣的呢？「作善業者所得中有，如白衣光或晴明夜。」他的「中有」好像穿白衣服一

樣，現在很多人見到鬼都是穿白衣白褲的，大概那些鬼都是投生人間的，都不是入地

獄那些，而我們見到的鬼，穿黑衣的鬼特別惡的，穿白衣那些良善一點。是嗎？你見

過鬼沒有？有好多人見過啊，穿件白衣那樣，反光出來的。

「或晴明夜」，你看他的境界與他自己看到的，好像月亮很晴明的夜晚那樣，就

是八月十五那麼美的晴明夜，他的境界是這樣。那麼他的相狀是這樣了。現在「戌

二」了，就「明」，明就是說明，這「為境」了，他是那種東西的 object，就是用

哪類眼才見得到它。「又此中有，是極淨天眼所行。」這些「中有」呢，普通我們的

眼看不到的，為甚麼有些人見到啊？大概他前世的天眼遺傳，那些眼陰陰的人會見到

的。我認識有一個醫生，他常常在醫院裏診症，見到那些病床上多了個人坐著，其實

就沒有的，他知道那是鬼。

有一個醫生啊，很多人認識這個醫生的，為甚麼他會見(到鬼)呢？是遺傳，有些

(人)前生有天眼的，這一世死呢，這天眼就遺傳，有些就遺傳。科學就講那些人的細

胞的變色體的遺傳。佛家亦講遺傳，(是)前生的種子到今世仍然有些還未盡，還可以

起一下。是要天眼才看得到！而且是甚麼啊？不是普通天眼看得到的，(是)極淨的天

眼，就是那些聖人的天眼才容易看到。

普通的天眼都是看不到的，你叫馮馮的那些天眼都看不到「中有」的，如果他看

到，就不知道有多少的「中有」了，到處有。我們現在坐在這，就不知有多少「中

有」在這了，「中有」還多過人啊，差不多，尤其是那些污糟邋遢的地方，那些廁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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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那些垃圾堆呀，堆滿「中有」的這些(地方)。

學生：「為甚麼在這些地方？」

老師：「那些專門要吃它，去嗅，嗅，嗅那些味道，是啊！你一到『中有』的時候就

嗅那些味道了。」

學生：「有些『中有』不是喜歡香的嗎？」

老師：「香固然好啊！但有些不喜歡香啊！它喜歡臭味的！」

哎！人呢！很巧的，有些人就歡喜，你知道嗎？人人都是歡喜花，歡喜果的味，

但是有些人就是歡喜臭味，「海外有逐臭之夫」啊！是吧？沈香、檀香就人人都所

愛，但海外有逐臭(之夫)，那處有臭味就跟著去那處嗅。

我們啊，就要嗅蘋果味，是嗎？嗅香水味。如果有人說有大便在這，我們就趕快

避都避(之)不及，但是如果牠是狗的時候，這就好極了，牠吃呀！你知道嗎？那些小

孩蹲著大便，那些狗在旁邊等啊！那些小孩大便完了，它熱辣辣的，牠就快點上去吃

呀！牠當吃魚翅！狗吃小孩的大便不就是等於我們吃鮑翅一樣(嗎)？

眾生不同啊！是有這些不同啊！你們人人都怕那些細菌的啊，我認識有一個人，

有些人都認識他的，海外的人就識的了，在廣州叫做甘師爺。啍，他呢，有一次我見

他打麻將，他很喜歡打麻將，他打麻將肯定要提起隻腳，提起腳都無所謂，他又不穿

襪子，又不穿襪子，又要提起隻腳，都無所謂，他提起他的腳而已。

他不是(這樣)，他一邊打牌，一邊左手打牌，右手就在搓著腳趾縫，搓完呢，他

就嗅。真是！我是看不過他，因為他叫做甘師爺，我說：「甘師爺，這是甚麼味的

啊？你一直這樣嗅。」你以為他怎樣啦？他說：「這是炸草菇的味啊！」哎呀！難為

他這樣形容，將些草菇來炸的味，很難的，這些是 (細)菌來啊！香港腳那是好弊(糟

糕)的啊！他說有炸草菇的味，他就一邊打麻將，一邊這手(搓腳趾)。我說你們不要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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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打(麻將)啊！這隻隻(麻將)牌他都摸過，是吧！有種這樣的人！是啊！是有些這樣

的人，人有各種的。好了，這是要那些極淨的天眼，是指甚麼啊？羅漢啊，那類這樣

的天眼，好定的，在定中啊！修定修得很好的。

所發生的是甚麼啊？極淨的天眼！「所行」即是所見得到的。那即是我們普通看

不到的，不過有些人有遺傳就看得到了。我有一個朋友，是我的很前輩的人了，如果

他不死呢，就一百歲了。這個人叫做趙超，很多人問起都認識的，他做個孫中山的警

衛隊長，趙超，你聽過這個人沒有呢？我在曲江(的時候)，間中兩三個月中都與他喝

一次茶的，他呢，與他飲茶就遭殃了，跟他一起走，飲完茶走出 ，一陣子就拉著我来

(說：)「這邊、這邊、這邊！」一陣子走著走著他又(說：)「那邊、那邊、那邊！」

這樣我問：「你幹嘛啊？」「鬼啊！」這樣(他答)，「哪有鬼呢？」「哎呀！你的眼

見不到！我見到啊！」

他不是嚇人的，他真是看到這些東西的，他凡是經過那些燒臘檔，他肯定拉開你

的，(他說)在那些燒臘檔裏面蹲滿了那些鬼嗅那些味道的。還有那些甚麼啊？那些劏

雞呀， 雞 鴨，那些水盆雞拿出來賣的，那些雞皮呀、雞毛呀，不就堆起在下面劏 劏

了，那些地方佈滿了那些鬼。那些鬼就在吸那味道，那些雞屎味，那些甚麼的，(都)

吸那些味道。那些甚麼豬肉鋪的扔到下面的豬血的桶啊，甚麼啊，那裏就佈滿了那些

鬼了，猛吸的。所以呢，他說他一世都不吃燒臘的，他說(他)看到的燒臘檔裏面佈滿

了(鬼)在那處。這個你問一下很多人，趙超啊。

學生：「白天都有嗎？」

老師：「白天，中午他都是這樣，他不怕的，那些鬼，到處走的這些鬼。」

好，你看一下，講完這一行，「戍二、明為境」，先講了「申三」。「申三，彼

愛欲」，你一做(「中有」)，你一變了做「中有」的時候，你就忘記了前世了，那就

是甚麼啊？得意忘形了。一做了「中有」，如果你是做狗，將來呢，你的「中有」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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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狗那樣的差不多了，一團那樣，這樣黑麻麻的一團那樣，黑狗那樣。那你呢？忘

記前世了，你就見到甚麼啊？見到與你同類的黑狗，你就同牠玩了。「彼於爾時，」

彼即是這個「中有」，爾時就是那時。他就在那時呢，「先我愛類不復現行；」他臨

死，前世臨死之前的「我愛」煩惱不再起了。是嗎？

「識已住故。」因為他的那個第八識已經變起了那個「中有」了，已經住在這

「中有」裏面了，不記得以前那截了。「然於境界起戲論愛。」他雖然不記得以前那

截，「然」就(解作)可是，可是他對於那種境界，他所見到的新境界呢，又起一種戲

論的愛了，虛妄的笑話那樣。當他如果會做狗的呢，見到那些狗，(就會)與那些狗一

齊玩了。如果他是做雞的呢，他就見到很多雞，就與那些雞一齊“吱吱嘎嘎”地玩

了，他見不到人的了，他只是見到(自己)那類的了。起愛欲。這講他的形狀了，那麼

「中有」的形狀是怎樣的形狀呢？上文講他的光線，如黑羺光，如白衣光，(就)指他

的色身的光亮，這處講他的形狀了。

「隨所當生，即彼形類中有而生。」隨著他所應該生去哪類，做甚麼的。如果他

應該生去做餓鬼的呢，他的「中有」就好像餓鬼差不多的樣子。如果他(的)「中有」

會生去做畜生的呢，他的這個「中有」也是四腳爬爬的那樣。如果他是生去做，來生

應該做豬的呢，這「中有」就好像一隻豬那麼鈍的。這樣，如果他是生去做老虎的

呢，「中有」就好像老虎差不多的樣子。隨著他「所當生」。

學生：天人呢？

老師：甚麼呢？

學生：生天呢？

老師：生天就好像天神那樣啊！是啊！「即彼形類的中有而生」

學生：但有些說似過去生的形態啊？

老師：(好)似來生的形態。

學生：但有些說會似他上一生的形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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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甚麼啊？

學生：有些說似他上一生的樣子。

老師：那麼你信彌勒(菩薩)還是信那個講的(人)呢？

學生：不是啊，真有些人這樣說的。有些人像他們的父母。

老師：那個『中有』，他嗎？你自己起幻覺，其實他不是這樣的，而且你看到這，可

能他來世做回人的，如果不是呢，他就見到一團黑麻麻的，他見不到你的。

學生：那麼『中有』就不記得前生的東西？那麼家人呢？

老師：不記得了，好像你發夢的時候，你記不記得你未發夢時的東西啊？

學生：那他的家人(就)不記得了啊！

老師：不記得了。

學生：那給他做法事唸經唸咒不就不行了嗎？

老師：不能的！不能的！

你找認真的高僧，他入觀，定力夠的。你在殯儀館找那些「鈴鈴啷啷」的(人)唸

是無效的。你找那些定力很夠的高僧，他唸經的時候入觀，入觀的時候呢，就他的

「中有」會感覺到，你一入觀的時候呢，你請佛加持它。你明白嗎？譬如你請觀音菩

薩加持他，請他加持他，這樣就這個(要)很虔誠的，修養很好的，這樣呢，就藉 觀着

自在菩薩的力，就加持這個「中有」。

這個「中有」正是很黑暗的時候呢，他會見到一道光明那樣，令那一道光明那

樣，他如果平時都還有多少(一些)善心的呢，他就會起善心。

或者你，有人在唸經的時候，他忽然間見到光明之後，他聽到人家的唸經聲，那

他生前如果都有多少(一些)善根呢，一聽到人家的唸經聲，他可能跟 一起唸，跟着 着

一起唸呢，他如果是畜生的「中有」，他就死了，死的時候就再起一個新的「中

有」，就是人的「中有」了，那個時候就可以救渡得了他，到他投生以後就救渡不到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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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就要你這個超渡他的(人)很清淨才行。那些找「鈴鈴啷啷」的，開間南嘸館

的，那些你找他是找事搞而已，那些是不行的，就講這些了。

學生：那就省錢了啊！

老師：省不省是你的事啦！

那看一下，「即彼中有而生」，那講到這裏，「申五」、「申六」、「申七」、

「申八」就留待以後再說了。下一次放假，幾時開首 「中有」啊，一起了這個⋯⋯

「中有」之後呢，他未起「中有」之前呢，他先起那種「我愛」，就不捨得死的了，

他不捨得是一件事啊，他死又是(另)一件事來的，是嗎？他死，他一死的時候呢，就

在他死的剎那，在這剎那，這個「中有」就起了。

那為甚麼那剎那的「中有」會起呢？就是因為這個第八識裏面呢，這個阿賴耶識

裏面，有了那些變起「中有」的，變起「中有」的種子。以前呢，就因為他前一世的

生命阻礙了它，就不能夠現行。他現在呢，他一死了，這個第八識就不變他的身體

了，不變這個身體呢，那些種子不就有機會了，明白嗎？這好像你不站起來，我就沒

辦法坐得上這個位，他現在站起來了，走出去了，就即刻佔了這個位置了。

於是呢，那些「中有」的種子就一齊爆發了。那怎麼樣一齊爆發呢？這個「中

有」有身體的，變他的身體的種子一齊爆發，變起(「中有」的)身體。他的「中有」

呢，是有精神的作用的，那些變起他精神的種子一齊爆發，變起他的精神的作用。於

是這個「中有」呢，又有精神，有心的活動，又有身體，這樣就起了「中有」了，是

嗎？那時候呢，這個「中有」不記得以前那截了，為甚麼會不記得呢？

這很簡單地問一下你，當你發夢的時候，你記不記得未發(夢)那時的情形啊？你

試過沒有？現在發夢，你記不記得未發夢那時的情形啊？你知不知道你現在是發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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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知道嗎？你這都不會答？Yes或者No啊？譬如你現在發夢，現在懨懨欲睡的發

夢了，一發夢你記不記得你未發夢時的情形啊？

學生：「不記得了，代入去了。」不記得的！所以呢，當你一起這「中有」的時候就

好像夢境那樣的，不記得這生前的事了。是嗎？

學生：「但有時發夢都記得的啊！」

是啊！那就「中有」都記得啊！如果他是那些「不還果」或者地上的菩薩的「中

有」呢，他記得啊！他入胎，他知道現在正入胎；他出胎，他知道現在正出胎的。不

記得是說我們一般人不記得，好像我們發夢的時候不知道發夢前的事的。那他呢，這

個「中有」沒起之前呢，他就起「我愛」的，是嗎？不捨得死啊，「我愛」啊，那時

候一起了「中有」之後呢，因為他不記得以前那截的事了，他就不會起(這)個「我

愛」了。但對於這個「中有」所見的境界，他會愛了，愛那種境界。怎樣起境界(的)

愛呢？他普通就是這樣，如果他是天(人)的「中有」呢，他就會見到些很美妙的境

界。

如果「無色界」的天呢，就沒有「中有」的。那就是說，天有三種，有「欲界」

天、有「色界」天、有「無色界」天，「無色界」天就沒有「中有」的。「欲界」天

呢？他就會見到那些天女了，見到那些天女很靚呢，他的心就起愛念，一起愛念的時

候呢，他就會走近天女那處，走去天女那處呢，這好像出了神那樣，這個「中有」就

在這死了。

當這個「中有」一死的時候呢，他第八識變起天身的種子呢，就起作用了，就變

起那個，入那個天女的胎了。這個天女忽然，當這個時候呢，這個天女覺得自己的心

情好像有一點變化那樣，好像覺得有個小孩，會有個生命在她的身體裏面那樣，這樣

就在天女入胎了，如果是「欲界」的就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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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色界」呢？就沒有男女情欲的，那他就看見很漂亮的風景，那些風景很美

妙，又聽到些聲音，那音樂的聲音很好聽那樣，覺得很清淨那樣。那麼生「色界」的

人呢，就時時入定的，平時生前一定入定的，那就去到那處見到，他一樣不記得生前

的境界啊，這去到那處，啊！這麼美妙，在這入定就不錯啊！那他就在這處入定，

「色界」的就這樣了，那時候對於這個境界起愛念了，如果生天就這樣。

如果生人呢，他那個「中有」到處飄蕩，到處飄蕩呢，他如果是富貴的呢，他看

見那些好美的地方，好舒適，這樣他就走去，走進去見到他的父親與母親呢，他就起

愛念，對這境界起愛念，於是他入胎了，如果他是人就是這樣了。是嗎？如果他是那

些餓鬼的呢，那他就見到很黑暗的地方，很恐怖的，即是很冷清清那樣，覺得很恐

怖，很伶仃那樣的感覺。

餓鬼有兩種的，有胎生的，有化生的。如果是化生的呢，那個餓鬼的「中有」很

疲倦很疲倦的就瞌眼 那樣，那「中有」就死了。這個「中有」一死的那剎那，這餓瞓

鬼的身就出現了，就不是我們人(類)的樣子了，這個「中有」與我們人(類)有一點相

似，有時候(這樣)。如果他是鬼的「中有」，鬼與人都是差不多的樣子啊。

鬼不過有很多種鬼的，有一種叫做癭鬼，或者讀「鶯」字也行，讀「英」字也

行，那個、那個，這個可以讀「鶯」，又可以讀「英」。癭 (鬼)呢，那些頸(部)的

瘤，那條頸生大瘤，就逼得那條食管很細很細的，就吃不到東西了，很餓的這些鬼

啊！這些(鬼)樣子很醜的，那個頭很大，那條頸很細，又起了個瘤，好多這樣的鬼

的。我們所謂見到的鬼呢，都不是真正是鬼來的，很多是那些「中有」來的，好像人

差不多樣子的，多是「中有」來的。真正的鬼，那些餓鬼很醜怪的，有些(這樣)。

學生：「鬼還記不記得『中有』的事？」

老師：「不記得了，他的『中有』就不記得前生的事，他做了鬼之後亦不記得『中

有』時候的事，等於我們發夢的時候不記得發夢之前的事一樣。」那只有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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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呢？那些小乘人修行修到「不還果」以上的就記得，那些(會)記得；大乘

的人呢，那些地上已經見了道的就(記)得。

學生：「叫親人燒這燒那給他的是嗎？」

老師：「哦！那些不一定是餓鬼來的，不一定是鬼來的，有些是那些『中有』來的。

有些是『中有』。」

學生：「叫親人燒東西給他呢？」

老師：「燒東西給他都拿不到的，應該拿不到的。」

怎樣拿到呢？就是普通燒東西是拿不到的，就是那些密宗的，和那些做功德的，

你找這些人。他是這樣的，就這麼燒些東西給他(是)沒用的，他如果是那些學密宗的

人呢，修密宗的法呢，他就要觀想的，他修法的時候會觀想，用觀想力。用觀想力

呢，譬如他拿一把米站著，他就觀想，觀想那些米一直會變很多食物，那些食物足夠

讓那些鬼享受。

他在觀想，他觀想的時候呢，一定是他自己的力量不夠的，他呢，請觀世音菩薩

加持他。當他觀想的時候呢，他請觀世音菩薩加持他，或者請那些明王啊、甚麼的加

持他。那個時候呢，雖然那些是米來的，或者那些是紙來的，那個修法的人觀想那些

是很多糧食的。

就同時用這個咒力加持他，他就請那些菩薩加持他，於是有種加持力，就令變

起，就令到集中精神，就是那時候有了定力，那個修法的人與他所請的菩薩的加持

力，互相交感就令到那隻鬼呢，見到那種東西，就托那種東西做質，做本質，就反映

入他處，他就覺得很多糧食，很多寶物，就是這樣。

這樣你普通的 便唸一下，隨便唸一下呢，那個加持力不夠呢，就不行的。所以随

呢，如果你找，尤其是這樣，你一個人的加持力有限，如果你找整班人一齊唸呢，就

這麼多人的加持力了。是嗎？所謂加持者，就是加一種力量來支持他。如果那個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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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是一個很有德行的，他入觀很好，定力很強的時候呢，他就會變起一種這樣的幻

境，那鬼見到的幻境。

那就是這樣，這你修四臂觀音法，譬如現在，中國人就放焰口，所謂放焰口的那

個法本就是將四臂觀音的那個法改的，那些人啊，元、明(朝)間的人將它改了，其實

那個法本與觀音的法本差不多的。這他呢，他修四臂觀音法的人呢，他普通是這樣修

的啊，譬如你現在也可以的，譬如你現在這樣觀想，如果你，觀想有幾種方法的，觀

想你前面有一個觀音在這，觀想你前面有一個觀音在這，這觀音是你變的。

或者你不觀想前面有一個觀音，觀想你的頭頂有個觀音坐著，也可以，你觀想你

自己變成了觀音都可以。可以自己變成觀音的，觀想你自己變成觀音，普通是這樣變

的，密宗，觀音有個字的，有個種子字的，觀音的種子字就是這個字了，你現在很多

(能)找到這個字呀，就這個字啊！一個月光，裏面一個金絲的這個字，觀音菩薩的種

子字就是這個啊！這個怎麼讀啊？這個(讀赫利)「hr  īḥ 紇唎」，「hr  īḥ 紇唎」這個

字。如果你用英文來讀呢，「hrih」、「hrih」，這個「h-r-i-h」。「hr  īḥ紇唎」，

就是很吉祥的解釋，這個觀音菩薩的種子字啊！

譬如這樣，譬如你想自己變觀音是這樣的，你一定是你受過觀音灌頂的，受過觀

音法的灌頂才這樣做，觀想自己的心胸有一個月，有一個月光，這月光裏面有一個

「hrih」這個種子字，這個種子字呢，放光啊，一變變成了觀世音菩薩。

普通觀世音菩薩就是這幾種觀音菩薩而已，有幾種觀音啊？一是有四隻手臂的觀

音；一是沒有四隻手臂的坐在蓮花上的觀音；現在我們中國人見到的白衣觀音，如果

是印度或西藏就沒有白衣觀音的。最基本的觀音就是四臂觀音，那處佛龕有得請的，

這四隻手臂的四臂觀音是最根本的觀音。這樣呢，你觀想他，觀想這個(種子)字放

光，就變成了觀音在你的心口處裏面。再(觀想)他放光呢，令到你變成，你變了觀

音，這樣的時候呢，你變了觀音啊，是你自己的識變的啊，這樣你就請唸那個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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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的咒。「 召」啊，即是咒語有四個字啊，就是現在那個放焰口的時候，那鈎 鈎

些人結一個手印啊，是嗎？他普通觀想，觀想呢，你的頭頂，你自己變成了觀音，你

這觀音的頭頂呢，有一個紅色的「阿」字，「阿」，不是，有一個紅色的「唵」字，

就是我們普通讀「ang」的「唵 ong」，紅色。那個喉處，喉嚨那處，有個「阿」

字，「唵」、「阿」，白色的「阿」字，這個心口呢，有一個藍色的「吽」字。

「唵」「阿」「吽」三個字，由這「吽」字，放一道藍色的光，一直去到 你⋯⋯

這樣觀想，觀想觀音菩薩在這個報土裏面坐著，你呢，那道藍光一去，直去到他的蓮

花處。你唸這個的時候，「咂」一聲的時候，那光就飛出去，「吽」的，一直「吽」

的時候，剛剛(這)道光就合在蓮花的座上。當你說「bon」的(一聲)時，他就很慈悲

地答應你，來你那處，然後「吽」一聲呢，他就來，不是，「bon」一聲呢，就答應

你來，來呢，很快的，那些眷屬就跟 他，來到你的頭頂那處。這就是兩個觀音了，着

一個是你變的，那個是他本身的。

你說「吽」一聲呢，他就走入你那處了，到那時呢，就是你與觀音呢，不是兩個

了，(是)一個合一了的，這樣呢，你就變了那個觀音了。這樣如果你集中這樣(觀)想

法的時候呢，那些鬼呀，來到見到你呢，就是見到觀音來的，(就)見不到你的，那些

鬼神見到你就是見到觀音在這。這樣你那時候就作觀，作觀來加持他，就觀，你觀甚

麼啊？譬如你觀，觀很多東西都可以的，你隨便拿朵花，你觀它千葉蓮花都可以啊，

變(啊)！那些鬼神就見到它是千葉蓮花。

那個，那些西藏喇嘛教你甚麼啊？獻曼達呀。獻曼達呢，就將那隻手整成四人抬

蠟燭那樣，你有沒有？四人抬蠟燭的那隻手啊？那個獻曼達的印啊，是象徵甚麼啊？

中間兩隻手指就象徵(這)個須彌山，側邊這四隻手指就象徵四個大洲圍繞著這個須彌

山，即是我的心變起這個世界，將我所變起的世界來供養觀音菩薩。

這樣，不過在未請他來就先供養啊，是吧！普通就(這樣)。這就是說變世界都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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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的，這普通就變甚麼啊？變起些食物，變起很多食物，他就將那些食物撒出去了。

這樣你入觀的時候呢，就不只是你的力量了，因為你與那個真的觀音合一了，那即是

這個觀音布施他了。這樣呢，那些鬼呢，就會覺得有這些東西了，這就是他用(這)一

種這樣的加持力就有效的。如果你就這樣買些金銀(紙錢)燒了，就只是浪費錢了，沒

用的，是嗎？譬如你在殯儀館請個人「咦咦哦哦」那樣，一邊談天一邊嗑瓜子，一邊

唸經之類呢，根本就沒效的，沒甚麼效的。

你真是要請那些認真的，那個心很清淨的，他入觀來加持呢，這就有效了。這樣

又要他未死的，將近死了，這個「中有」未曾投生才能夠啊！如果「中有」投生了，

你怎麼樣啊？你做功德都沒用的，與他結一下緣而已。如果做功德，這個「中有」，

這個「中有」未投生就不同了，這個「中有」到處飄蕩呢，你找一個有定力的，有道

行的人呢，唸經同時入觀，這樣來加持他呢，這個「中有」飄飄蕩蕩，很恐怖的時

候，如果是鬼道的「中有」，很恐怖的時候他會忽然見到光了。那麼這個光是怎樣來

的呢？你這個加持他的呢，就觀想放光來照他。

那他呢，就托你放光的，你的光做本質，反映入他的第八識處，反映在鬼的第八

識處，哦，鬼的「中有」的第八識處，那於是他見到光了，見到光呢，就會覺得舒

服，那時候呢，他如果生平都有點善根呢，他這個「中有」就死的了，就死了，就是

覺得舒服的時候，這「中有」就死，這「中有」一死呢，就另外一個即刻啊，這同一

那，這剎那的舊「中有」死，這新的「中有」即刻就生。刹

這個新「中有」生呢，就不會是鬼的「中有」了，因為他臨死的時候，他見到光

啊，見到光呢，就會起了善念，就入不了鬼道的了。那他呢，就可能是人的「中有」

了，可能是天的「中有」，是人的「中有」。這樣的時候呢，他的業力是應該做鬼

的，那又怎樣啊？這些是凍結了的，慢慢等他做完人，生完天啊，才來受這鬼的(業

報)。這就是這個「中有」的規律啊，差不多就是這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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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那個餓鬼見到光了，另外的餓鬼見不見到呢？」

老師：「他就見到，另一些見不見到呢，我就根據依書講述而已，是這麼講給你聽，

另一些見不見到，你就問一下彌勒菩薩才行啊！」

應該收到，就是這樣，如果你那個 喲，不要說佛教的，講一件故事啊，我們⋯⋯

元朝不就是有一個人叫做趙子昴嗎？趙子昴畫馬畫得很厲害的，他有一次呢，就集中

精神想那隻馬，甚麼都不想，(只是)想那隻馬怎樣畫，他家裏的人進他的書房呢，見

到隻馬在那，原來他的書房沒馬的，因他一精神集中呢，這個定力集中呢，他會變起

了隻馬，幻變出這隻馬出來。

那就是你用這加持力，用這咒力，或者你自己道德好，不用咒也行啊！或者你自

己的加持力，或者咒力，就你觀想放光呢，那個「中有」就會見到光了。見到光，那

如果它見到光呢，如果平生種了些善根呢，它見到光呢，它就起一念的，就是不會起

惡心，不會起憎恨的心呢，這個「中有」死了，臨死的時候，不起惡心就不會墮三惡

道的，這樣就最差都是做人的「中有」了，是吧！就是這樣了。

是，助念是最好的，助念的時候，他的「中有」一起的時候，他就是臨死的時

候，他不會惡心死啊，這就是先封了三惡道的門。這如果他的「中有」(是)人的「中

有」，你在唸著經呢，是會有光的，這譬如你，你集中精神，你會有影響力的。這還

有一件事，那個寶姑就(認)識甘思莊的父親，寶姑就(相)熟甘思莊，甘思莊就與我是

同班同學，她的父親是甘炎民，是從前國民政府，廣東(省)有個第四艦隊，他是第四

艦隊的參謀長，海軍少將來的。

他就與一個密宗的阿闍黎很熟，這個密宗的阿闍黎就叫做馮達庵，哦，不是馮達

庵，哦，沒錯！這個不是阿闍黎，這個人常常修密法的，這個人呢，大家去查一下，

都有這個名(字)的，叫做趙士覲。你有沒有聽過啊？專門捉鬼的趙士覲，是香港的那

個黎乙珍的徒弟來的，趙士覲。趙士覲呢，就在修毘盧遮那佛密法，在一個密壇裏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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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他鎖了門，關住了門不讓人進的，他修法。這剛剛甘炎民就去找趙士覲，找趙士

覲，想找他聊天，那個工人就告訴他，他在裏面修法，你坐著等一下。

於是，他恃住與他是老友，修法而已，他又不是很信，「修甚麼法呢？等我進去

叫他才是啊！」這樣就走進去，走進去見到關了那道門，他就推開門看一看，一看到

不是趙士覲在那裡，見到個戴了五佛冠的，整身光芒的，見到個這樣的直情(簡直)是

毘盧遮那佛的樣子，這因 趙士覲當時修法呢，他修十八道啊，他就修毘盧遮那佛爲

法，觀想自己，金剛薩埵也是戴五佛冠的啊，他不知是觀想自己是毘盧遮那佛呢？抑

或觀想自己是金剛薩埵？這樣他一見到他呢，都不是(趙士覲)，整個菩薩在這，這麼

奇怪呢？又不敢進去啊，等了不久，趙士覲修完法走出來了，「你在裏面做甚麼？不

見你呀？」他說：「我在裏面坐著修法啊！」「哪裏是啊？」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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