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你呢，不殺生就(對)那班人殺生都沒有興趣了，我都不會走過去了，這樣你的

心就是善心來的，是吧？你不願意了，「我去 人幹甚麼呢？好好的人家的生命為甚劏

麼 了呢？」這起了個善心，一起了善心，你也不走過去，你的「中有」起善心了，劏

(這時)你的「中有」就死了。那你死的時候，善心死的時候呢，第二個「中有」起的

時候就不會見那些東西了，是吧！會見到光明啊，或者見天的東西啊，或者見人間的

東西，你就免了下地獄，免了做餓鬼了，這所以說修行而免了。

你證得初果，證得「預流果」呢，就是地獄、餓鬼、畜生呢，你都不會生得去

的，就是這樣。不是說有一個人擔保你，不是說有個佛擔保你不用去，而是你怎樣

啊？你因為沒有妄見啊，見到這種東西連看你都不想看，你還怎會走近啊？不走近就

不生得，不生得就是你沒辦法入到惡道，就是這樣，這個道理就是這樣。就不是好像

世俗的人那樣，閻羅王賞你，起了善念就賞你，免你去(三惡道)的，並不是，完全是

你自己的那個善念的感召。

平時你肯修行戒、定、慧的好處就在此，到時就不起妄見，不起妄見你就入不了

地獄。縱使舊時殺過人有一萬家都好，你先凍結了，又做不了餓鬼，又做不了畜生，

做人是最差都做窮人，極其量窮而已，都是做人好過做鬼的，道理是如此的。好了，

鬼趣的一部分與地獄就是這樣的情形。其餘那部分呢？不是鬼趣，不是，鬼趣的另一

部分，與及不是地獄，是天與人，那又如何呢？不是！鬼趣的一部分，那另一部分的

鬼趣又怎樣啊？那些癭鬼啊？那些啊，鬼趣的第二部分了。是嗎？「如於那落迦，如

是於餘似那落迦鬼趣中生，當知亦爾，如癭鬼等。」(這個「癭」字)讀「鶯」又得，

讀「英」又得。

這說呢，「如」就是好像，好像呢，在那落迦處投生呢，就照上文所說的那情況

了。「於餘」，(解作)其餘的，其餘的甚麼啊？似那落迦的鬼，好似那落迦，好似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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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那麼苦的鬼。鬼，有些很沙塵(炫耀威風)的，很好的，譬如做鬼做到車公廟那個主

鬼那樣，做到車公那樣，你看一下正月那些人踴去拜他，踴去還神，你看多豐富呢，

鬼中之大闊佬來的，這些是啊！有些衰鬼就好慘的，那些蹲在街邊，等人家吐口水

啊，他就走近去嗅，等那些狗大便，他就走近去嗅，那些鬼就慘了，那些正是衰鬼

了。有些旺鬼又好厲害的，某某大王，甚麼甚麼啊，某某娘娘啊，那些是高級鬼了，

那些高級鬼都是屬餓鬼類啊。

學生：「那怎知他是鬼啊？」

老師：「是甚麼來啊？」

學生：「怎知他是鬼啊？」

老師：「那不是，會是人嗎？」

學生：「他說已轉了生啊！給人拜的啊！」

老師：「那些人拜鬼啊！那些人啊！天又不是在這處的呀！是吧！但是寄居在人間遊

遊蕩蕩的，那不就是鬼了(嗎)？寄居人間的鬼，惡有福德的鬼，這些(就是

了)，所以你現在又去甚麼還神啊，是不是還鬼願呢？」

學生：「可能是天界的呢？」

老師：「甚麼啊？」

學生：「是不是屬於天界的呢？」

老師：「天界不會走來做這些的，天界不會的，那些都是高級鬼，高級鬼，就是好像

黑社會的頭子差不多。」

學生：「那麼關帝呢？」

老師：「關帝都是高級鬼來的，但是現在很多都是冒牌關帝，那些鬼很多冒牌的，現

在的扶乩啊，好多(是這樣)，呂祖啊，就是鬼了。」

學生：「神打那些是不是冒牌鬼啊？」

老師：「甚麼？」

學生：「神打啊，神打上身那些啊？我常常以為羅剎啊，那些啊，我常常不信是神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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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是啊，羅剎，很強啊，力量很 的，羅剎專强 (門)住在哪裏？羅剎住在那些尖

頂的山峰啊，那些峰啊，怪石嶙峋的山啊，他專門在這些地方住的。」

學生：「他與鬼有甚麼分別呢？」

老師：「那是惡鬼來的！惡鬼，乞兒都有些很惡的，是嗎？那些惡鬼啊！惡鬼你得罪

了，他搞得你全身不舒服，所以 」⋯⋯

如果人就是怎樣呢？只有兩個答案而已，第一個答案，就是你的生命是無意中有

的，就好像那個炸油炸鬼，炸到那鑊油熱的時候，你見到油面上面有一個七彩的膜，

當這些油冷(卻)下來，這個七彩膜就沒有了。要不這樣，你無所自來，死的時候等於

那個油鑊裏的七彩不見了，又好像小孩子玩肥皂泡那樣，小孩子玩肥皂泡拿個吸筒，

找些肥皂(液)，一吹(就吹了)整個七彩的泡，陣子讓空氣吹一吹它，就「卜」地爆

了，沒有了。這樣，那個完全是物質做條件，偶然的現一下，一個這樣的情形，我們

的生命或是這樣。

如果不是這樣呢？就是叫做甚麼啊？將來還要有個去處了，是吧？就只有兩個情

形，你是認為哪一個比較合理一點呢？就選擇了，最難選擇的這個！人生的大問題

啊！如果是，你的選擇很重要的，如果你說人生是偶然的，你應該要怎樣啊？是要永

遠百世留芳？是不是啊？留來做甚麼啊？幾十年(後)你都完了。百世留芳啊，好像岳

飛那樣，讓人整死了，現在人人去拜他，他都不知道的，是嗎？人家拜你是人家的

事，你留甚麼芳啊？對他來說沒有實際的利益的，既沒有實際利益了，做好多善事都

沒甚麼大意義了。你想一下是不是？有些阿Q那樣，做好的行為都⋯⋯

那麼最好的行為是甚麼啊？最適宜是甚麼啊？最適宜是甚麼啊？秉燭夜遊，人生

一百年，都不要浪費了夜晚，夜晚都秉燭去遊樂，秉燭夜遊，盡情快樂。是嗎？放任

主義，只要呢，不會害到人，我就盡情放任快樂，甚至到害人都不那麼計較，為甚麼

啊？我都就要死了，是嗎？害你(是)你死你事了！我得到利益。有些人是這麼說的，

會這樣的，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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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你有一大堆身家(財產)，我想搶走你的，啊，你說沒有了，你沒有是你的

事，我人生幾十年，我不享受嗎？是吧？他會這麼說的，這就變得道德是毫無意義

了，我們的所謂價值觀就變得毫無意義了，是吧？如果你說法律會裁制你的，這樣他

的答案是怎樣啊？裁制是裁制那些傻仔(蠢人)而已！那些精仔(聰明人)會走法律罅的

啊！法律裁制不了的，是嗎？那麼，如果你是叻(聰明)到法律都裁制不了你的，又何

樂不為呢？你不為才是傻啊！是嗎？這樣這個社會裏面就人欲橫流了，是嗎？無所謂

父子、兄弟，夫婦固然是沒有了，是嗎？所謂甚麼道德啊？忠孝仁愛全部都是呃呃氹

氹(蒙騙欺詐)的，是嗎？所謂道德是用來控制那些庸才而已。如果這樣，如果是人生

沒有一個來歷，而死了之後都沒有一個去處的呢，如果不是這樣做就笨了，你想一想

是不是這樣？是嗎？但如果有一個去處的呢，就不是這麼說了，如果真正下地獄，那

怎麼辦好啊？真正做鬼啊要蹲在那些垃圾堆來嗅氣味做營養的，那時候這樣你就苦

了，還「苦過Dee Dee(意指非常痛苦)」了。

這樣就不同了，就是從功利來說，我們所謂講道德呢，就幾種講法的。講道德的

等級，第一個等級，就是問你：「為甚麼你要守道 啊？」不出幾個答案，第一個是徳

神意，冥冥中有個上帝，有個天主或者有個玉皇大帝之類，他的意思要我們做好人，

不做好人呢？關你到地獄，罰你，令到你死得有多慘就有多慘，所以呢就怕怕，要守

道德。神意是不是這樣啊？你是不是啊？好多是這樣的，怕！怕啊！所以有時候那些

信神的宗教都有這效用的，它嚇怕了很多傻仔，是嗎？神意說。

第二呢？不是神意。是功利，守道德就有功，有利益，為甚麼呢？守道德這個社

會不會壞，有功效，我是社會的分子，利益是大家均分的，所以我們要守道德。還有

啊，你死了，還有你的兒子在社會，你整壞了這個社會，你的兒子也是身受其害，所

以這是功利主義的道德。不是神意了，這是功利主義。但是，有一種人是這樣的，有

一種人啊，他說：「要有功有效，這些是傻仔講的，我這麼聰明的，法律又裁制不了

我，人生幾十年，講甚麼功啊！多少錢一斤啊？做了功績在社會上，我不要這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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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我現在作惡了，還不知道(比功績)大多少倍，我走私漏稅，賣白粉(毒品)，這

等等所得的不知道有那麼多！」

這利益你說有多麼厲害啊！你說我要做一個良好的公民，所得幾何啊？正是因為

做壞事，然後才有利，我還是做壞事好了，有些人是這樣的。啊！沒有人這樣的！沒

嗎？不知道有那麼的多啊！這個顯意識上，這張嘴說出來就沒有，滿口仁義道德，但

這個心是這樣的，這個潛意識是這樣的，很壞的，人呀！如果他遇 這種人有甚麼辦着

法呀？有甚麼辦法？神，他又不信了，是嗎？功利呢？他說我走得過呢，我這就是有

功，對得起自己，是嗎？我這樣才有利，那麼這怎麼辦啊？(對他說：)「你的兒子享

受啊！」他說：「我都不生孩子啊！」現在的人，你明不明啊？那你怎麼辦啊？有好

多人都是這樣的，很多不生孩子的人，有些是這樣的，這樣你怎麼樣呢？功利主義有

時而窮的，現在的西人除了信神之外，道德都是功利主義的道德。你說那些功利主義

與禽獸不同的，禽獸是沒有良心的。

這又更高級，但又更少的這種人，但是如果想一下，有一種人這樣 (說)：「良

心？良心多少錢一斤的？」我就(曾經)有一個人這樣問過我了，這個人現在多倫多，

(他說：)「羅生，你說講良心，良心多少錢一斤啊？根本虛渺的，你講(的)良心。」

有個人這樣說，現在還在多倫多，天天飲燒酒，八十幾歲都不死，天天飲燒酒，好酒

才喝？為甚麼啊？他移民移得早，一個月呢，他的老人福利金，一個月政府，加拿大

政府之所以這麼窮，給這種人每個月八百多元，無所事事，你跟他說做人講道德，他

說良心幾多錢一斤啊。

這種人是有詞窮，講良心他知道肯承認：「我沒有良心的。」這便是了。一路

(逐漸)高級的，所以還是佛家的比較好，這是怎樣啊？人生有個大悲心，這個良心，

但是呢，你不做事，你會下地獄，功利，功利。它也不用讓這個神束縛著你，所以講

倫理道德啊，好一些人。我這樣檢討過，我信佛不是學你們，不是學那些阿婆那樣信

啊！「佛保佑我啊！」那種，不是這樣，是經過一輪的檢討，想想還是它比較合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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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良心，它都講大悲(心)啊！還是很高級的良心，大悲心就是良心啊！講功利呢？

這種輪迴，這種不就是功利嗎？是嗎？你說神意，沒有了，神就沒有神了。但是神雖

說沒有了，我們一樣是諸佛菩薩都有加持力啊！都有一點點味道的。

那麼這三級的道德呢，都還不高啊！第四級的最高，「上德不德」，最高級的道

德！不講道德的。老子啊，「上德不德，是以有德。」所以真正有道德。「下德不失

德」，樣樣都講道德的呢，「是以無德」，這個啊，老子，他不是作惡啊！善的都不

去做了，何況惡的呢？超過善惡的範圍。「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

止。」我去守道德，根本是無我的。這個啊，「上德不德」，你讀《金剛經》啊，說

甚麼啊？這個甚麼啊？「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是嗎？應該要怎樣啊？他說，

「所有一切眾生之類，若卵生，若胎生，若濕生，若化生，」「若有色無色、有想無

想，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這樣呢，良心之最高的了，令到個個都成佛，是

嗎？這仍然是，最多都是甚麼啊？為甚麼要他滅度呢？因為他生死輪迴太苦了，所以

呢，要他修行，是吧？那這個就是功利了。

你要發起個大菩提心，要度一切眾生，這個就是良心了。那麼有沒有第四個啊？

有的，「如是滅度無量無數無邊眾生，實無眾生得滅度者。」不要以為我很架勢(厲

害)，令到你成佛了，這樣已經不夠高了。根本是甚麼啊？沒所謂眾生，沒所謂自

己，是一體的，這個就是甚麼？「上德不德」的境界了。是嗎？最高了！老子的「上

德不德，是以有德。」就是這樣，不是老子不講道德，不是這麼解(釋)的，這個最高

的道德。哎呀，我又說偏了。講到這，如是，那些那落迦如是了，這麼苦了。「於餘

是那落迦」，即那些鬼趣，鬼趣中對那種苦法好像那落迦那麼苦的，那些餓鬼啊，想

吃沒得吃的。

「當知亦爾」，也是，亦爾即是也是一樣了。舉例了，「如癭鬼等」，好像那些

那條頸細得很，有個大瘤塞住了它，現在的那些甚麼啊？生 cancer的那些，食道

cancer啊，都吃不了(東西)，這些與癭鬼差不多。「如癭鬼等」，那些大頭細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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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好了，那麼講了，「未一」講了「那落迦與鬼趣」的一部分，至到「鬼趣」的第

二部分呢，我因為講另外的事講多了，就以後再說了，回去看看，看一下你會很明

(白)，你就不用常常去問人了，是吧！是這樣。好了，「鬼趣」一分與其它，裏面又

分兩段，「申一」、「申二」。

「申一」就說明「趣欲」，怎樣「趣欲」啊？將近他入「鬼趣」的時候呢，見到

些幻境，覺得幻境之後呢，那他就走進去，走進去那種情境中，走入了那種情境之後

呢，這個「中有」就死了，這鬼的身就立刻化生起了，這樣趣入。

然後「申二」呢，就講他「受生」了，正式投生做鬼了。「申一、顯趣欲」，這

「顯」字就是說明，說明他趣欲。「又於餘鬼、傍生」，讀「磅生」亦得，讀「傍

生」亦得，「人等及欲、色界天眾同分中將受生時，於當生處見己同類可意有情，由

此於彼起其欣欲，即往生處便被拘礙。」那麼這個呢，這句話「甩咳」(意指不流暢)

一點。這說，其餘那些「鬼趣」，就是前面說過的一部分「鬼趣」(的)其餘那部分

「鬼道」。本來六趣啊，是嗎？舊譯就譯作「六道」，「鬼趣」即是「鬼道」。其餘

的，「鬼趣」的另外一部分。「傍生」，「傍生」即是畜生，舊譯是譯做畜生。「畜

生」這兩個字就不怎麼好的，畜者，養也，養牠，因為畜生不一定有人養的呀，譬如

狗、貓，我們才養的，老虎，這誰去養呢？

這樣，所以譯做「畜生」呢，這個「畜」字不怎麼妥當，所以新譯，唐朝玄奘法

師譯「傍生」，這個「傍」(是)企人邊的「傍」，無企人邊的正式是「旁」，傍住人

類，傍住天，那些天人而生的，他自己沒有一處地方是他，他在人處，依附在人處而

生的，比如貓呀、狗呀、老虎呀、獅子呀，等等呢，都是在人間，人所住的地方，他

依傍住人所住的地方來生活的。

譬如那些龍啊，或者那些大鵬金翅鳥啊，那些都是依據，依住甚麼啊？依住「天

趣」，依住天來生的，這所以叫做「傍生」，傍住其他的類而生，依傍著其他人來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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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樣一般人讀「旁生」、「旁生」都沒甚麼所謂了，這個字音呢，就是畜生。

「人等」，就等了畜生那些，等那些甚麼呢？阿修羅啊，某某等。「及欲、色界

天」，以及「欲界天」、「色界天」都是一樣。「眾同分」，「眾同分」即類，類，

這個「眾同分」(當)作類的解(釋)。那類「中」呢？這就是那些「中有」，如果生在

「鬼趣」，生在「人趣」，生在「欲界天」，生在「色界天」的這些「中有」呢，他

「將受生時」，他將近要投生了，這個時候呢，他又怎樣啊？他見到一些東西，見到

些甚麼呢？「於當生處」，他見到哪處的東西呢？他見到他去投生的，他見到那處的

東西。

譬如一個鬼，譬如一個人死了，他的「中有」假使他是會生在美國的呢，他的

「中有」很快就見到美國的境界了。如果他死了，他應該生在非洲做蛇的，這樣他就

會很快地見到非洲的蛇窩了，見到那些東西了。「見當生處」，他所會去投生的那

處，(就)見到那處，就是他很快就去到那裏了。「見己同類可意有情」，見到與他同

類的，如果他是做狗的，他就見到狗的那類，如果他是應該做狗呢，他的「中有」就

與狗差不多樣子的，四腳爬爬那樣，大概都是(這樣)，他見回他同類的有情。「有

情」就是眾生啊，如果他應該是做人的，他就見到人這類。而且見到些甚麼？「可意

的有情」，「可意」即悅意，看到他(覺得)很歡喜的，令人悅意的眾生。他見到，他

一見到之後呢，他很有興趣了，這說「由此於彼，起其欣欲」了，於是對他呢，就很

歡喜，想與他在一起了。

因為這樣，於是他就走去了，「即往生處」，於是，這個「中有」就飛行去他所

應該生的地方了。一去到那裏呢，他就好像給東西困住了一樣，不能動了，「便被拘

礙」，他不能動，不能動呢，就是在這處死了，這個「中有」就死了。一死了之後

呢？他如果是做鬼呢，即刻化生一個鬼身出現了。那麼，這裏顯他趣欲，走近去，起

這個欲念。

現在「申二」呢，就「例受生」了，照例，照前面都講受生的情況啊，現在照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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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他怎樣受生的情況了。「死生道理如是應知」，這說一死一生啊，這個道理呢，就

是與前面講過的一樣的，是嗎？我們應該知道了，不要那麼重複講了。

那下文呢？就是了，這就講完了的，應該(是這樣)，是嗎？但是，我們人類呢，

就不是化生的，是胎生的，要進入母胎處，然後才出世的，其他的怎樣化生與我們暫

時沒甚麼關係，除非你死了生天，你就化生；或者你死了做鬼，你就化生；或者你死

了下地獄，你就化生。如果你死了，普通的我們都是，如果你不過不失(地)做人，你

做人都沒有做很多罪惡，雖無大善，亦無大惡，那你都是做回人比較多的，而且你現

在本身是人的啊！所以對人，人怎樣生呢，對我們變得關係密切一點，所以下文特別

講胎生的。

「廣胎生」，「巳二、別廣胎生」，廣即是詳細，特別詳細說明那些胎生的眾

生。「廣胎生」裏面又分兩段，「午一」、「午二」。「午一、中有攝」，講胎生那

些眾生的「中有」是怎樣的，那個「中有」是怎樣入胎的。「午二、異熟攝」，入了

胎之後就第二世了，「異熟」，異熟即是果報，第二世的果報叫做異熟。「中有」即

未出世之前的情況。現在先說如果他是胎生的呢，他未曾投生，那個「中有」是怎麼

樣的呢？下面(說)了。

「攝」即是屬於，屬於「中有」那一類。「午一、中有攝」，裏面分二，「未

一」、「未二」。「未一、入因緣」，他入胎的原因，為甚麼他能夠入母胎。然後

「未二」就說他入的時候怎樣入法。現在呢，「未一、入因緣」，因緣即是原因。

(「未一」)分二，「申一」就講這三種東西現前就可以入胎，這個條件。

「申二」就要沒(有)三種障礙，就是三種東西現前，又沒有三種障礙呢，他就可

以入胎。那麼現在，這說「申一、由三現前」，你看這哪三種？哪三種東西現前？這

說「又由三處現前，得入母胎。」這就是三種東西，這個是條件來的，都具備了，他

就可以入胎。「一、其母調適而復值時。」即他的母親的身體無病無痛，無特別的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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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調適」，(解作)調和安適。「而復值時」，而是剛剛她那個 因為她那個，⋯⋯

那個母親的身體的卵子成熟的時候，叫做值時。這個第一個條件，他然後可以入胎。

「二、父母和合，俱起愛染。」第二個條件呢，他的父親與母親結合，大家起一種愛

欲，就有性的行為，起愛染，這個第二個條件。

第三呢？就「(三、)健達縛正現在前。」「健達縛」即是「中有」，這「中有」

剛剛就去到那處，看，去看他，正現前。這三個條件具備，他就可以入胎。那是不是

三個條件具備就一定入胎呢？都未必，還要沒有三個相反的條件，沒有三種障礙。

「申二、無三障礙」，就分兩段，第一，「酉一」就標列出那三種障礙出來，然後

「酉二」就逐種解釋，逐種障礙解釋。

現在「酉一、標列」，「復無三種障礙，謂產處過患所作，種子過患所作，宿業

過患所作。」這三種。「所作」即是造成。沒有三種障礙，哪三種障礙呢？第一種障

礙就是「產處過患所作」，由於她的，「產處」即指她的那個生殖器，或者指她的子

宮等，有疾病，「過患」指有問題，由於她的生殖的功能有問題而做出的過失，要沒

有(這些)，如果有呢？(就會)阻礙他，不能入胎了。

第二就「種子過患所作」，種子呢，就指父親的精子與母親的卵子。這個種子，

這個種子呢，這個種子有問題而做出來的，做出障礙。第三，「宿業過患所作」，即

前生，「宿」是(指)前生，前生的業令到他入不了胎的。這三種造成障礙，那麼這三

種呢，這三種障礙，如果沒有這三種障礙，然後又三種條件現前，他就可以入胎的。

這樣現在呢，甚麼叫做三種、三處現前呢？甚麼叫做三種障礙呢？這逐種解釋給你聽

的。

這「酉二、別釋」，又分三段來解釋，「戌一、產處過患」解釋，這就是生殖機

能的有問題(的)解釋。然後「戌二、種子過患」，指這個父精母血有問題的，過失。

「戌三、宿業過患」。現在就「戌一」，講這個「產處過患」，「產處過患」分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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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講。我們看一下，「亥一、徵」，「徵」即是問，假設外人問。「云何產處過

患？」怎樣叫做產處過患？有問題呢？有過患呢？然後「亥二、釋」，解釋了。「謂

若產處為風熱 之所逼迫。」癊

第一種可能，第一個可能，這個「產處」，即那個生殖的器官。「為風熱 」，癊

或者呢，「熱」就是發炎了，「風」就是她有問題了，那些神經啊，抽搐啊，痙攣

啊，等等這個「風」了，給這種「風」、「熱」，「 」即是甚麼？痰 ，痰 即是癊 癊 癊

裏面那些或者膿啊，或者那些之類啊，給那種東西逼迫，這個(是)一個可能。

第二個可能呢？「或於其中有麻麥果。」或者呢，這個母親的產房裏面有些一粒

粒的瘜肉，那些麻麥整個一粒粒的東西，或者好像那些 cancer，或者甚麼果啊，或

者整個果在那處的。「麻」就好像一粒粒芝麻，一粒粒的東西那樣，「麻」是這樣。

或者「麥」是整粒瘜肉在裏面，在這個生殖的器官裏面的，這是第二個令他不能入胎

的可能，就是過患了。

第三呢？「或復其門如車螺形，有形有曲，有穢有濁。」或者呢，這母親的子宮

啊，就好像「車螺形」，即是螺絲形的，不能夠載著那些精液的，裏面呢，那有特別

的形狀及曲的。「有穢有濁」，或者呢，裏面有那些膿啊，發炎而滲出那些膠狀的液

(體)啊，這些叫做穢濁，或者有些這樣的，這個是第三個可能。有這幾個可能就造成

過患了，他雖然有「中有」，(但是)都不能入胎了。

下面「結」了，「如是等類產處過患應知。」這說諸如此類，這個她的生產的地

方呢，是有過失，令他不能入胎的，我們應該知道。未必是這樣多，這說「如是等

類」，如此類推的，那麼這些呢，以上就說「產處過患」。現在「戌二」就講「種子

過患」，裏面又分三點來講了。「云何種子過患？」怎樣叫做種子過患呢？有過失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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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下面答了，「謂父出不淨，非母；」或者這樣，這個父親呢，就有這個精液流

出，而這個母親呢，沒有她的卵子的津液，這就不能成胎了。「或母，非父；」或者

這個母親有那些津液流出，這個父親的精液沒有流出，又不能夠入胎的。「或俱不

出；」或者他的父母都沒有精液流出。「或父精朽爛；」，或者這父親呢 精朽⋯⋯

爛，或者這個父親的精子沒有(這)機能的，沒有生殖機能的，就是那些 那些無種⋯⋯

的。是吧！「或母；」或者這母親呢，是這個機能腐壞了的。「或俱。」或者父母都

一樣生殖機能都腐壞了，有病啊，或者裏面有症候的。那麼這些叫做種子過患，就不

能生，雖有「中有」在面前，他都不能入胎了，不能投胎了。

現在很多人說呢，就用甚麼神力啊，又甚麼加持啊，又說可以啊，如果照《瑜伽

師地論》呢，是不可能的，這緣不具備是不可能的。「亥三、結」了，「如是等類，

(種子過患應知。)」諸如此類，現在所舉的例(子)呢，就不過舉個model而已，不只

是這樣的，這些都是屬於種子的過患，我們應該知道。這樣就講了種子過患了，那麼

還有呢？「宿業過患」，前生的業令到他不能夠投生的，這樣下面了，「宿業過患」

又分三段。

現在先「徵」，即假設外人徵問。「云何宿業過患？」怎樣叫做宿業？前生的業

(怎樣)令他不能入胎呢？下面答了，答呢，就分很詳細的了，是嗎？

這分三點，所以詳細。「亥二」就答，「釋」即是答了，答呢，分三點來答，

「A一」、「A二」、「A三」。「A一」呢，「無相感業」，怎樣「無相感」啊？

那個做父親的，前生的業能夠感召到做你的父親，而這個兒子的業又感召到他做你的

兒子，要父子的業相感，他然後可以成為父子的，(若)不是呢，不能成為父子的，無

那種相感的業。然後「A二」呢，「有感餘業」，或者這「中有」呢，他有 入了⋯⋯

胎他都會死的。「感餘」即是其他人做他的父母的。或者你這個做父親的呢，你的業

不感召得到他做你的兒子的，你是感召到別人做你的兒子的，這樣就不能夠入胎的

了。「A三」呢，就「感異宗葉」，「宗葉」即是宗族，那個「中有」呢，他不做這

族姓的兒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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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你是姓陳的，他是要(做)族姓李的兒子的，他不做姓陳這族的兒子的，這樣

他又不能夠在你這裏投生的了。這樣現在就總說了，「A一、無相感業」，無相感的

業，裏面有「B一」、「B二」，我們不要分得這麼零碎，就這樣讀下去了。「謂或

父或母，不作、不增長感子之業，或復俱無。」這就是說，這個「謂」字即就是，就

是甚麼呢？「或父或母，」或者他父母兩個人之中，或者他父親，或者他母親，做甚

麼啊？他的父親、母親？或者他父母親中 便有一個，有一個甚麼啊？随

「不作、」他沒有做，他生平沒有做過，沒有做過甚麼啊？沒有做過「感子之

業」，就是他沒有做過能夠有子的業，或者他這個人很孤僻的，都是沒有兒子相的這

種人，(長)成個孤寒格的，他這種人就沒有兒子的了。「不作」，不作感子的業。或

者「作」而「不增長」，「作」就只作一次這麼多，不繼續「作」。「增長」即是作

了又作，作了又作。

這就是有些很孤僻的(人)，他是怎樣啊？見到小孩子就憎的那類，可能是這類，

是嗎？有些這類人的，見到小孩子就討厭的這樣，或者這樣不作感子的業，諸如此類

的，我不過是姑舉其一而已，是吧？或者父親不作、不增長；或者母親不作、不增

長。「或復俱無。」或是父母兩個都作了無子的業，兩個都不作有子女的業的，如果

這樣呢，他就入胎不成了。「或彼有情，不作、不增長感父母業。」或者呢，那個投

生的這個「中有」呢，他生平都沒有做過感召到一個有人間的父母的。「不作」，或

者「作」一下，沒有增長，沒有繼續作，這樣他呢，這種人是很難入到胎的。

那些不能入胎的做甚麼？化生了，做鬼了，善業就做天(人)了。沒這些感召他入

胎的業，「不增長」，「不作不增長」這些感有父母的業。譬如他呢，兩個父母都很

長命的，而你這個「中有」是感召甚麼啊？要孤零零的，自小就無父無母的，他不作

那些父母感召他的業，那麼他就又入胎不成(功)了，聽不聽得明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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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又這樣，「A三」？「A二」了，「有感餘業」，他感召第二個做他父親，

感召到第二個做他母親的，這樣呢，或者你這個做父母的感召到第二個做他(們)兒子

的，不感召到他這個做他兒子的，這又不成了。「感餘業」，我們看一下，又分兩

段，「B一」、「B二」。「或彼父母，作或增長感餘子業。」或者他的父親，他的

父親或者母親，作就作了，作了之後還增長了，作完又作，作甚麼啊？「感餘子

業」，感召到第二個人做他(們)的兒子的，不是感召你做他(們)的兒子的，這樣你又

入胎不成了。「或彼有情，作及增長感餘父母業。」或者那個投生的「中有」呢，他

作過業了，作過這種業了，作過有父母的業，又增長啊，作完又作啊，但他不是感召

你做他的父親啊，他感召第二個做他父親啊，這樣呢，感其餘的人做他父母的業，那

麼你就入不了胎的。

那我們看這裏，照這麼說呢，你與你的兒子，或你與你的女兒呢，你們能做父子

呢，就非常之 避免了、要避免很多障礙才能成功的，所以呢，父子之間所以應該⋯⋯

要珍重啊！這關係呢，就是這樣了，不是偶然的，是很難得的。好了，現在「A三、

感異宗葉業」，「宗葉」即是宗族，他這個投生的眾生是能夠感召到自己在第二個宗

族投生的，不是感召到在你這宗族投生的。「或感大宗葉業。或感非大宗葉業。」或

者呢，你這個是貧寒之家，而他這個「中有」的業是感召甚麼啊？大宗葉的，很多人

口又很富貴的，他感召到(這些)，這又入胎不成。「或感非大宗葉業」，或者你是大

宗葉，你有大把兒女，又大把身家，而他這個呢，這個是寒鬼來的，他呢，又入胎不

成的。這就「(亥三、)結」了，「如是等類，宿業過患應知。」這說諸如此類呢，就

是前生的業過患障礙了。

這以上呢，我們讀過了的是甚麼啊？「未一」了，是嗎？入胎的原因啊，入的因

緣。那麼有了原因，他就入胎了，入的時候怎樣入法啊？這就說怎樣入法給你知(道)

了，入的相狀了，他入胎的時候(的)那種情況了。下面了，先是「(申一、)牒(具

緣)」，佛經裏面用(這)個「牒」字呢，讀「碟」，讀「疊」都行的，我們廣州人普通

就讀「碟」，是嗎？廣州人呢，廣州本地人就讀「碟」，如果那些廣州旗下人呢，在

14



北方來的那些捕屬的人就讀「疊」，為甚麼啊？因為旗下人與捕屬的人，廣州市有兩

種(人)，(廣州)人有兩種的，一種叫做捕屬，一種叫做司屬，你不要寫某一部分的

「部」啊，捕屬，這個是「捕」字來的，捕屬，廣州人啊，廣州如此，其他那些省會

都是如此的，捕屬，一種叫做司屬，兩種人的。

我們在廣州出世呢，我們是司屬，好像那些甚麼是捕屬呢？寫文章的那個王亭

之，那些是捕屬了，是嗎？捕屬是怎樣啊？他在北方過來，他的祖父或者父親呢，就

是浙江人、江蘇人，來廣州做官，做官就死了，他的兒女就在這裏，不回鄉下，那麼

他這種人就沒鄉下了。有鄉下呢，就每個縣就分做好多個司的，某司、某司的有好幾

個司的，即現在的所謂區、鄉那樣。他都沒有鄉下的，那這些就叫做甚麼啊？捕屬，

怎樣叫做捕屬啊？沒鄉下的那些人口誰去管啊？是這個巡撫衙門，即是省長衙門裏面

呢，有一個官員，那個官員即是等於現在的警務司差不多，這個官員就叫做巡捕，巡

查、捕捉盜賊的，即是公安，公安司來的。那個巡撫衙門，即是省長衙門，這裏面，

下面有一個叫做巡捕的官，這巡捕官手下有很多那些差人的，拉人啊，捉人啊，捉賊

啊，這樣管理的，在沒有警察之前是這樣。那麼，如果你沒有鄉下的那些人呢，這個

戶籍又怎樣啊？你要去那處了，這人口在那處有你的登記，這些叫做捕屬。

那些有鄉下的呢，你就返鄉下，在你的鄉下有戶籍登記了。這有甚麼用啊？很有

用啊！有用啊，你考試啊，你如果有七、八歲呢，你就可以去你的縣政府裏面考甚麼

啊？學宮，每個縣有個學宮，即是孔子廟。那處呢，你可以報名去考試啊，普通呢，

就一年考一次，這些童生啊，考一次呢，你一考考到呢，你就叫做童生，你呢，就好

(有氣)派的了，小學畢業啊，即是舊時等於童子試，叫做童子試合格。你就穿件藍布

長衫出來，黑面白底的白布底鞋，這就像個讀書人一樣了，穿青衣啊，穿那件藍布

衫。

這樣你一考到童生呢，有些是這樣的，有些考童生，年年都考不到，考到六十多

七十歲都考不到，那他已經有孫子了，這他就拖著孫子一起去，阿公與孫子兩個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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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童生，考的時候呢，這個孫考到了，那個阿公考不到啊，都有這樣的，是嗎？有些

這種事的，世界的東西！那考到童生之後呢，你就有資格去府縣考那些叫做童子試，

就是童生，考到童生呢，你就去這個府，七、八個縣裏面(組成)一個府，一個知府管

轄的，這府裏面又有間孔子廟，叫做府學宮。在府學宮裏面呢，在府裏就由那個省的

提學司巡迴來這裏考的，在你的府裏考，他來到考，考取合格了，你就叫做秀才，又

叫做生員，生即是學生，員者，即半生半員那樣，叫做生員，一般叫他做秀才。這考

了成為一名秀才，就已經是在鄉下裏面很架勢的了，已經是吧？做新襟差不多了。如

果你考得秀才呢，就去省，跟著去省處考，省的就叫做貢院，即現在廣州中山大學那

處的貢院，去那處的貢院就由中央政府派一個主考，特別派一個主考來考你，很嚴重

的了，這個考(試)就叫做鄉試。

這樣，全省的秀才才有資格考，一考考到了，廣東省(只有)五十三名而已。全省

(就)三年考一次，這省(級)的考試就三年考一次，話說是三年，實在平均兩年就一次

了，為甚麼呢？皇帝大生日又來一個恩科，又多考一次；皇太后大生日又叫做恩科，

又多考一次，這樣之類。至緊要皇帝不要死，皇帝一死呢，這三年就沒有得考了，這

樣之類啊，皇帝剛剛新皇帝登位，這又來一次恩科，這樣平均下來就兩年一次差不

多。一考考到就叫做舉人了，等於現在大學畢業差不多了，舉人了。舉人之後呢，就

去會考了，集中在中央政府那處，在(那)個禮部，現在叫做教育部，舊時叫做禮部。

在禮部那處呢，全國會考，考得到呢，所謂進士了，全國三百幾名而已，全國的精英

啊，三百幾名，三年考一次，是吧？平均就兩年考一次。那麼這些你不要以為沒有

用，這很有用的，這個戶籍啊，你去報名一定要拿個戶籍的啊，寫明的，寫明你是哪

個籍的，譬如你是廣州南海縣，南海縣有八個司，你就一定是這八個司的人，才有資

格去南海的學宮那處考試的啊。

你說：「我不在這考，我去番禺考。」番禺會推你走的，

(會問：)「你是哪處來的？」不讓你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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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你呢，那些沒有戶籍的捕屬的呢，就另外，另外在廣州給機會他考試的了，

那麼這些叫做(捕屬)。我們自小就笑那些人：「你這些捕屬仔。」這樣，捕屬仔很聰

明的，捕屬仔啊，因為甚麼？因為他都是文化之家來的，所以他就是欺負我們司屬的

人，我們就會時常打那些捕屬仔的。搞革命的那班人，跟孫中山搞革命的那些啊，很

多是捕屬仔啊，朱執信是捕屬仔、胡漢文是捕屬仔、汪精衛也是捕屬仔。哦，那些捕

屬仔好 因為甚麼啊？書香家來的啊，是吧？有些呢，就是甚麼呢？這些軍隊的，⋯⋯

滿清入關派些軍隊，由將軍帶著駐守廣州，噢！那些就惡了，那些滿州仔啊，那些、

那些、那些也是捕屬仔啊，那些很惡了。那些，那些人呢，就沒那個「碟」字的音

了，「疊」，我們比如講：「拿碟蝦餃給我啦！」他不會講：「一碟蝦餃。」的，

「拿『疊』蝦餃給我啦。」這樣的，一碟，是嗎？

我們說：「怎樣啊？你好不好啊？你近來怎樣啊？」

他就怎樣？「你近來『典』啊？」這樣的，他是這樣的，他就是沒個「m」字尾

音，凡「m」字音呢，他就「n」字音的。

這我們常常說的，譬如「今日啊，吹南風了。」這樣 (他說：)「今日吹『蘭』

風。」這樣「蘭」啊，沒有「m」字尾音的。你現在北平話都沒有「m」字尾音了，

都是「n」字尾(音)的啊，沒有的，沒「m」字尾音的。這個沒有「m」尾音，好多

沒有「g」字尾音的，所以從前呢 我又說個笑話給你聽，讓你醒一下腦，從前的⋯⋯

旗下人，如果有旗下人在座，我都不過，現在所講的就是廣州人傳說的那種笑話而

已，與我無關啊。他就諦(嘲笑)那些旗下人，諦(嘲笑)那些(說話)沒有「m」字尾音的

人。那些人呢，捕屬人，那些做軍人的就很粗很惡的，這些人他們住的地方啊，旗下

人住的地方，如果你不是旗下人，你在那處過的話，你就快點低下頭過，你不要兩頭

(張)望，你兩頭(張)望呢，他就即刻打你的了，他說：「看『過來』(甚麼)呀！」「看

『過來』(甚麼)啊！」他說他，那些人就撲出來一人一拳打你，打到你 (像)甚麼似

的，這麼厲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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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他很惡的，時時欺負人，這樣那些人在旗下街附近開的雜貨舖就很受氣

的，他每買一種東西，在臨走時就拿來吃，吃過才走的。這樣，那些人說這件故事來

諦(嘲笑)他，他說有一個人，他就是當兵的，原來當兵的，他休班，他就想去買東西

煮飯吃，煮飯吃。他想煮東西吃，這煮東西吃呢，一個人是要喝口水的呀，滾水呀，

那麼他呢，(煲)滾水是要用柴燒的，他就省下那些柴，省下那些柴，那又怎樣呢？他

就拿個碗，拿個錢(幣)，舊時的一個穿孔錢(幣)，買東西可以(用)一個穿孔錢(幣)了，

買個餅一個穿孔錢(幣)，一個穿孔錢(幣)一個餅了。那麼他呢，拿著一個錢(幣)，拿著

一個碗走到那間雜貨舖，「買甚麼啊？」(店員)這樣(問)，「我要買麵豉。」(他)這樣

(回答)。他買麵豉，這樣(他又說：)「我說錯了麵豉，麻煩你拿回麵豉，給過些麻醬

我吧。」為甚麼他要這樣啊？揩過了那些油啊！所謂「揩油」就是這麼來的，揩了些

麵豉，你的麻醬又不敢給少了他，這樣拿了(麻醬)。

拿了之後呢，當你拿了之後呢，看見人家有些鹹欖呢，甘草欖擺在那呢，

「啊，」他這樣說，「這處有鹹『蘭』！」「鹹『蘭』」這麼說，這樣他讀「鹹蘭」

的啊，「鹹蘭，找粒嗒一下。」嗒一下就(說成)「得一下」，他說：「這處有粒咸

『蘭』，等我拿個來『得』一下才行。」這樣他就拿了一個鹹欖吃，吃的時候人家倒

了麵豉給他了，那他就拿了，走兩步(又)走回頭，「好鹹啊！這些『蘭』！」「飲啖

茶」他會說成「飲『彈』茶」，「飲啖茶」說了「飲『彈』茶才行」，這就走去斟一

大杯水來飲。飲完之後出來了，走到門口，「這水不滾，肚疼添！」，「肚疼添」，

「肚疼添」，他就「肚疼添」，這樣不行，要找廁所，「麻煩你給張草紙我吧！我要

去廁所。」人家又要 就是這樣子諦⋯⋯ (嘲笑)他的，他這「飲啖天」。有些這種東西

的，就講一下那些音啊。好了，說回這裏了，就說回這裏了，「若無如是三種過

患」，「牒」，牒即是複述，「申一」是「牒(具緣)」，或者讀「碟」，牒者，即是

repeat，複述。「若無如是三種過患」又有「三處現前」呢，他這個「中有得入母

胎」了，那入的時候怎樣入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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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看一下，「申二、別辨相」，分別說明他入胎的時候的相狀了，裏面分五點，

那我們先看第一點。「酉一、起趣欲」，他呢，起一個欲想，想走近去，起個欲念想

走近去，你看他怎樣啊？怎樣起法了。「彼即於中有處，自見與己同類有情為嬉戲

等。」他呢，就是見到甚麼呢？就是在這處，在「中有」這處，見到呢，他不見到另

外一些的，見回他同類有情的眾生。譬如做狗的，他呢，就見到做狗差不多樣子的眾

生；如果是做人的呢，就見到人的眾生，眾生、有情。「為嬉戲」，大家在一起玩，

大家在一起無聊啊，在一起聊天的那樣。

這樣，他見到這種情形呢，「於所生處起希趣欲。」他見到這處，他就會這個

「中有」去到那處了啊，這他就會想走近點，走近點了，走近去，起個這樣的欲念

了。這第一，起欲念，想走近去，走近那些同類那處，然後呢？起個顛倒的想了，即

是不如實的思想了，起一種，起一種荒謬的思想了。這樣，裏面分兩段，第一就

「標」，第二就「釋」。「戌一、標」，「彼於爾時，」「爾時」即是那時，這個

「中有」呢，就在那時「見其父母共行邪行所出精血而起顛倒。」他呢，去到那處，

見到父母親兩個有交合的行為，就是父親母親都有精液走了出來，他看在那些精液處

呢，大概好像那些狗聞到香味那樣，就起一種顛倒覺，起了幻想，起顛倒即是起了幻

覺。那麼起了幻覺呢，怎樣的幻覺呢？

下面說明了，「(戌二、)釋」。「起顛倒者：謂見父母為邪行時，不謂父母行此

邪行；乃起倒覺，見己自行。」他見到父母在一起做一種性的行為的時候呢，他不說

(認為)父母在做，他呢，自己撲近去，覺得自己去做那樣。「不謂父母行此邪行」，

就覺得(是)自己，起(了)幻覺，自己走近，「見己自行」。那麼，「見行」的時候又

怎樣啊？如果這個是女性的形呢，她就憎那個母親，就希望這個母親離開，自己撲近

父親那處；如果他是男性的呢，不是，如果他是男性的呢，他就撲近這個母親，希望

這個父親離開；如果她是女性的呢，她就希望這個母親走開，她撲近她的父親那處。

這樣，他一起幻覺之後呢，他就起貪愛了，起愛念了，這個「貪愛」就是欲界煩惱，

即是情欲了。下面「標」與「釋」了。「見己行已，便起貪愛。」覺得自己走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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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參與其事，就於是呢，這個心情起個愛念，很緊張那樣了。這樣呢，那又怎樣起

愛念緊張呢？

這你看一下，「亥一、(起貪)」「若當欲為女，彼即於父便起會貪。」這說如果

他將來會是做女子的呢，她就對於她的父親，撲近父親處就起一種情欲了。這個「會

貪」，會即是交合，起交合的情欲了。「若當欲為男」呢，如果他將來會做男子的

呢，「彼即於母(起貪亦爾)」，對於這個母親呢，起一個交會的貪愛了。這之後了，

「亦爾」即也是一樣。「亥二、生欲」，那麼起了這個貪之外呢？「乃往逼趣」，他

呢，就走近去，如果這個是做男子就逼近這個母親；如果做女子，她就逼近這父親

處，「乃往」(解作)逼出去。「若女於母，欲其遠去。」想這個母親(遠)去，走開。

(「若男於父，」)若是男的對於這個父，想這個父親走開。「心亦復爾。」這個

心亦一樣起個妒忌心。這樣，當這個時候他又怎樣呢？「生此欲已，」一起了這種欲

念之後。「或唯見男，或唯見女。」於是呢，他起幻覺，他憎那個父親在這的時候

呢，他就不見到父親；如果她是女子的呢，她就憎那個母親在這，她就不見到母親

了。起幻覺。「或唯見女」，「唯」即只是。「如如漸近」，如如者，即是走近些、

走近些、走近些，漸漸、漸漸地，如如即漸漸那樣，漸漸，漸漸接近了。

「如如漸近彼之處所，」處所即是地方，漸漸逼近那處地方了。「如是如是」，

這處就費事講了，就這樣這樣的。「漸漸不見父母餘分，」漸漸呢，見不到這父母的

第二部分了。「唯見男女根門」，如果是女子呢，做女的就只是見到男子的生殖器

官。根門(是生殖器官)。女子呢，就只是見到父親的生殖器官了。「即於此處便被拘

礙。」就在這個時候，在那處，就是變得不能動了，不能動就死了。「死生道理如前

應知。」就在這處不會動了，一不會動，他的「中有」就在那處死了，就是給它控制

了，「礙」，障礙了，不能走動。這他死的了，是嗎？這個「中有」死了，死的時候

怎樣啊？又起幻覺了，臨死的時候，很快起了幻覺，這又怎樣呢？你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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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五、)妄聞見」他臨死的時候呢，這個「中有」臨死的時候呢，是起一個虛

妄的、荒謬的，聽到些荒謬的東西，又見到些荒謬的景象了，妄聞見。那麼這種人所

見的荒謬東西，就看他的福薄抑或有福了。如果他有福，所起、所見的虛妄東西與無

福的(比較)又不同了。你看一下「(戌一、)薄福(者)」怎樣，「若薄福者，當生下賤

家。」如果是福薄的呢，他一定投生，投生在那些下賤家的。「彼於死時及入胎時，

便聞種種紛亂之聲，及自妄見入於叢林竹葦蘆荻等中。」這說他呢，福薄那種人呢，

他死的時候，不論是這個人死或者那個「中有」死，「中有」都會死的，這人死的時

候又是見這樣的東西；「中有」臨死的時候，一剎那又見到些這樣的東西。

將近入胎的時候，都見到這種幻覺，起個這樣的幻覺。他起幻覺的時候呢，「便

聞種種紛亂之聲」，那種嘈雜(聲)，那些噪音，如果福薄就聽到那些噪音。「及自妄

見入於叢林」，於是呢，突然間他忘記了一切，覺得自己走進了叢林處一樣，或者走

進了蘆荻草處那樣，好像給東西困住了那樣，這於是就困住在這，他就在這死了。如

果有福的又怎樣呢？「(戌二、)多福者」「多福者當生尊貴家。」這他生尊貴家的那

些人又怎樣呢？「彼於爾時，」那個「中有」在那個時候呢，「便自聞有寂靜美妙可

意音聲，」他呢，自己聽到有些很靜的聲音，靜的聲音，很美妙的聲音，很悅意，悅

意即是可意的，很悅意的聲音。「及自妄見昇宮殿(等可意相見。)」起幻覺，覺得自

己走上去那些漂亮的建築物，那些宮殿，好像走了上去那樣，有一種可意的、悅意的

境相，這個「見」字讀「現」，悅意的相見，這個「見」是(解作)出現。

那麼，「中有」投生呢，就是做了「中有」之後直至到他投生那個階段的情況

呢，就是這樣的情形了。這所以呢，那些西藏喇嘛呢，他就有個「中有」救度法，驚

(擔心)著呢，如果是生在尊貴之家還可以啊，還好；(如果)剛好生做豬狗牛羊又怎麼

辦啊？他就要教人家修那些中陰救度法了。(這)是怎樣的中陰救度法呢？在生之時就

修，你現在可以買本(書)看一下就知了，是吧？如果在生之時他沒有修呢？死了之

後，你請那些喇嘛給他唸經、唸咒了，來到加持他了。加持他呢，那些喇嘛如果是有

道德的呢，他就會唸咒修法的時候就會放光啊，那個「中有」見到光明，如果落在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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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的「中有」呢，他本來見到很恐怖的東西呢，忽然間見到光明就令他的心起很清淨

的(善)念，這樣「中有」就死了。

這「中有」一死的時候呢，譬如他是做豬做狗的「中有」呢，他一死了之後呢，

他死的時候(是)善心死了，不是惡心死，善心死的就不會落(在)惡道的，這樣他可能

就是人間的「中有」了，可能是天的「中有」了，他是這樣來救度他的。這樣呢，這

不一定要喇嘛才能的，是嗎？你給他唸經也一樣可以的，你找這些顯教的出家人唸一

樣可以的，是嗎？這就是基於這個原理呢，就所以呢，現在很多人在臨死的時候呢，

就怎樣啊？最好找人助唸了，將近斷氣的時候就找人助唸啊。

天主教呀，基督教呀，臨死的時候也是找個神父、找個牧師，最有效就是這種東

西。是嗎？如果他死直(僵硬)了之後呢？就沒那麼好的了，不過都好，這個你所請的

就真是要大德，有道德的，因為他要靠他唸起來(會)發光的，如果你找的那些一邊剝

瓜子，一邊唸的那些呢 我見到啊！我在殯儀館見到有些一邊唸，一邊剝瓜子吃的⋯⋯

都有，那些呢？真是白浪費錢了。那些啊！你找些老和尚，有道德的，長年平時都是

有修養的，平時都是吃齋的，這是有效的，這種就是依據這樣的原則是有效的。是

嗎？

學生：「西藏那些靈童是甚麼原理啊？」

老師：「那些甚麼？那些靈童嗎？」

學生：「 」⋯⋯

老師：「哦，他那些投生的啊！是嗎？」

學生：「那些就是他還會回來的。」

哦！那些，那些轉生的啊！你講的(這些)轉生的他啊。轉生呢，我們解釋的有兩

種：一種、西藏喇嘛呢，就作了一種轉生法，他(們)就說是佛教下的，是不是佛教下

的呢？這個我們不必理他，是吧？總之他是有種轉生法。他這個人如果死了之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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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轉生的呢，就靠他(在)生前修這個轉生法。如果你有大的德行呢，就不用修(轉生

法)都可以了。如果你是普普通通的呢，就要修這個轉生法。修這個轉生法呢，他就

說依據這種，依據他這個原理是可以轉生的。這樣轉生之後呢，他挺聰明的，這些就

是靈童了，再來人間的。有些呢？自小不怎麼學又會講話，這很會古靈精怪的都會有

的，有這回事的。現在都有這回事的，好多都有這回事，不一定佛教才有的，其他的

都有，宗教的東西很奇怪的。

這是一種，第二種呢？這所謂轉生的呢，所謂靈童呢，是這樣原因的：轉生是一

種方便。因為甚麼呢？一個師父一死了，幾個大徒弟就會爭，爭權，於是呢，那些做

師父的，就免得、免得那些徒弟爭權，他就說：「我會轉生了。」這是挺好的辦法，

是怎樣的呢？他臨死說：「我轉生，我一定再來度眾生的！」他肯定交代了，「我向

東面投生。」或者「向西面投生。」這麼說。

譬如我這樣說：「我向東面幾多百里之內，我投生，這個時間呢，三個月內我就

投生。」這交代了。「或者四個月內我就投生了，這樣呢，我死了，四個月內，你去

東面幾多里路，你就去那些(有)小孩的(家庭)尋找，尋了就會找到我的了。」這東面

又有這麼多(地方)，又幾個月的時間，很多小孩子出世的。這樣他呢，如果沒有，沒

小孩子出世了，「哦！師父還未曾轉生噢！」這樣一句就了結了。就等遲一點吧！這

樣找個大師兄問一下，叫他入定問一下，到底甚麼時候才可以，這樣他又出噱頭(意

指花招)的啊！這些啊，是吧？這些是出噱頭(意指花招)的，我以為是出噱頭。這樣

呢，如果他是找到了，剛剛只有一個小孩子出世，西藏的地方人口很少的，剛剛有一

個男孩子出世，這個還不是嗎？這就抱了回來。

抱了回來呢，你知道嗎？找當地最好的保母來服侍他，最好的醫生來看護他，最

好的中醫都一樣是醫生啊，來看護他。養大了他之後呢，找最有學問，最好的教師來

教他，教導他十幾歲，十四歲就正式登座，叫做坐床。哪有不好的呢？營養充足，好

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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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如果有幾個小孩子呢？又怎樣呢？」

他如果只得一個(小孩)就是這樣了。如果是有兩三個(小孩)又怎樣啊？他將師父

剩下的東西放在一處，給些假的又混在一起，給他們幾個去認。那些小孩，好彩(好

運)的(就)一拿拿到的就是師父的唸佛珠，他這是逐步淘汰而已，那些拿錯了那些假東

西的就淘汰了那些了。

學生：「這很兒戲啊！」

是好兒戲的！是好兒戲的！他就是這樣，免、免責，免打啊！大家都承認了，大

家啊，有這麼多人看著啊！是他找到了師父的那串珠，很多人都抓不到的，是他抓到

了，還不是他嗎？這樣，曾經有個好幾個的事。好了，「異熟」了，這「中有」死了

之後呢，就投生了，這新的第二世就出現了。這樣下面呢，就叫做「異熟攝」了，攝

者，即屬於，屬於異熟，異熟即第二世的果報了，異熟(即)果報了，正式果報了。

裏面分兩段，「未一、約自體辨」、「(未二、)約他緣辨」。「約自體辨」呢，

即他自己本人的身體，自體，自體即是他本身的身體，來到說明。現在，「未一、約

自體辨」就分四點，「申一」就說他「入胎(位)」，胎生的時候怎樣入胎。「申二、

住胎(位)」，入了胎之後在胎裏住。「申三」，期滿了(就)「出胎(位)」。「申四、增

長(位)」，一直長大。現在看「申一、入胎位」，「位」即是階段，階段，入胎那個

階段。

「入胎位」又分兩點，「總標」與「別釋」，我們不用理，一直讀下去，「總

標」、「別釋」不用。「酉一、總標」，這說「爾時」，當這個「中有」被拘礙著，

困住，要死了，那時候又怎樣呢？這說「爾時」，就是這個「中有」將近要死的時

候，「爾時父母貪愛俱極，」那時候，那個父親和母親呢，那個性愛最高潮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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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就會怎麼樣呢？「最後決定各出一滴濃厚的精血。」到最後呢，父親就會出一滴

濃厚的精，母親就出一滴濃厚的血，這「血」字不一定是(解作)紅的血，是津液的解

釋。「二滴和合住(母胎中合為一段。)」，一精一血呢⋯⋯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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