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說「猶如熟酥(乳)凝結之時。」這個狀況呢，這精與血結合的時候，好像那些

熟乳凝結。怎樣叫熟乳啊？那些，即是那些牛奶啊，打牛油的時候，攪拌牛奶的時

候，那些牛油凝結在一起那樣。或者那些牛油，牛乳用來做 cheese 那樣，就是結

了，凝結在一起。「當於此處，一切種子異熟所攝執受所依的阿賴耶識和合依託。」

「當於此處」，就在那一處，即這精與這卵結合在一起的那處，那處很少地方的，一

個針鼻(針孔)那樣的地方。

這說就在這處，我們那個阿賴耶識，這個阿賴耶識就攝入這處。阿賴耶識是一種

能力來的，是一種 power，一種能力來的，好像電一樣，那個電池在這，這電就攝

入電池處一樣。這個阿賴耶識是怎樣的阿賴耶識啊？「執受所依」，這個身體將來都

靠我們的阿賴耶識滲透之後支持我們的身體的，令到我們的身體能夠新陳代謝的這種

作用就是執受。阿賴耶識的這個意思即是這樣，如果你沒有這個阿賴耶識滲入你的身

體裏面，來到執受著你，就是滲透你，令你起知覺的。沒有呢？你就會死的了，你的

新陳代謝的作用就停止了。就正是因為有這個阿賴耶識滲透你的身體，就令到你的身

體有種生活的力。

「執受所依」即是滲入到你的身體裏面，令到你有起一種活力，這樣叫做執受。

「一切執受」，即由它而來的，執受所依的阿賴耶識。是「異熟所攝」的，將來第二

世的異熟的果報呢，都是靠它的，叫做「異熟所攝」的，而且這個阿賴耶識是含藏一

切有漏、無漏種子的。這所以叫做一切種子的，即是含藏一切種子的阿賴耶識，異熟

所攝的阿賴耶識，執受所依的阿賴耶識，是三個 adjectives，三個形容詞形容這個名

詞。你一讀(就會問)這為甚麼啊？這好容易的，三個形容詞來形容、修飾一個名詞而

已。有沒有問題啊？沒有吧？那時的阿賴耶識呢，「和合」，與他結合，不相違反結

合(就)叫做和合。「依託」，怎麼依託啊？阿賴耶識託它住在這裏，託它來做住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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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賴耶識寄託在它這處，滲透入裏面住在這處。而它呢？因為它也靠、依靠這個

阿賴耶識，因為有這個阿賴耶識滲透到它處，於是它有種活力，就不會死亡，叫做和

合依託，互相調和，互相結合，互相依託，那時這個阿賴耶識就入胎了。好了，這解

釋了和合依託，那又怎樣啊？是不是這阿賴耶識在這個「中有」處走了出來(而)飛入

它處啊？不是。你看這說「云何和合依託？」是怎樣和合依託呢？這個阿賴耶識與

它。

下面解答了，下面就「釋」了，「釋」又分兩段，先解「和合」，後解「依

託」，我們全部都解得很細碎就不要理它了，就只看「和合」，是嗎？「謂此所出濃

厚精血合成一段，與顛倒緣中有俱滅。」這就是說，那個父親的精與母親的血一合起

來的時候呢，那個時候呢，那個阿賴耶識，那個「中有」由這個阿賴耶識變的啊，那

時候，一是有個「中有」，二是有個父親的精，三有母親的血，三者具備。每一剎

那，這些有為法每一剎那都一生一滅的。

「俱」，(指)三種東西在那剎那裏面俱滅，一齊滅，一齊滅呢，一滅呢，第二個

剎那跟著又再起了。這樣「與滅同時」，就是這三種東西一齊滅的時候呢，「即由一

切種子識功能力故，」就由這個一切種子的阿賴耶識，阿賴耶識裏面含藏有那些功

能，功能即種子，由這些種子變起了，這種子力故，就於是呢，有些甚麼種子出現

呢？「有餘微細根及大種和合而生，」於是呢，有些種子，它呢，就快要變起那些五

根的了，它現在未變出五根，還是微細，一種很微小的物質，將來這種物質呢，就會

變出五根的，就是微細，微細的根即是未成形的根。

這大種，大種即是元素，那些 elements，這些 elements 就是甚麼啊？舊時不

知道有百多種的，就或者有「地、水、火、風」四種。這「地、水、火、風」的四種

elements 是由甚麼呢？是由阿賴耶識裏面那些變 elements 的種子起的，那種力變

起的。那些呢，就變起那些元素與那些物質生起了。「及餘有根同分精血和合摶

生。」以及呢，除了那些會變根的元素之外，還有其餘那些有根的，怎樣叫做有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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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有五根的，「有根」這兩個字即是身體，我們的身體有五根的，根就是器官，有

器官的，即是指身體，就是還有其餘的，我們變起身體的那類，同分即是那類，變起

身體的那類的甚麼啊？那類的精、血，我們的身體都是精、血變起的，這麼多東西合

在一起一齊生。「摶生」，(變)作一摶而生起了。這時候呢，那時候在這個剎那之

前，就父的精、母的血與這個「中有」就離行離迾了，是嗎？但這剎那，父的精與母

的血與那個阿賴耶識結合起來，合成一摶，「摶生」。「即於此時」，就在這個時候

呢，「說識已住結生相續。」就在這個時候，我們就說他投生了，託生了。「結

生」，怎樣結生啊？這一世的「中有」死了，第二世的那個胎兒又開始了，聯結起

來，就有第二世的生命產生了，就叫做結生。「相續」，一結生之後就連續下去了，

有一段新的生命了。

好了，這樣呢，聽得懂嗎？這裏(的內容)。這就結生了，於是在這個母親的肚裏

面就有甚麼啊？有了一個很稀薄的細如針鼻(針孔)的一個小小的胚胎了。這種呢，這

個時候叫做甚麼啊？這個時候呢，「即此名為羯羅藍位。」就在這個階段，即由那個

阿賴耶識與那個胎，與那個胚胎一結合的時候呢，那個胚胎得到這種新的生活力，就

漸漸長大了，吸收母親體內的營養而長大了，長大到呢，那就肯定要經過一段時間

了，是嗎？這段時間就叫做羯羅藍的階段，八個階段的，總共是，這個階段叫做羯羅

藍階段。那甚麼叫做羯羅藍呢？羯羅藍即是凝結。你看一下這個注，凝結，羯羅藍又

叫做凝結，又叫做薄膜，好像個薄膜那樣一點點的那個階段叫做羯羅藍。這個羯羅藍

是怎樣的呢？「此羯羅藍中，有諸根大種，唯與身根及根所依處大種俱生。」在這個

羯羅藍，這個凝結在一起一點點東西的裏面呢，就有諸根的大種。

「諸根」就是器官，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有這五根的大種即是元

素、elements，能夠造物質的內容的，那些諸根的大種。這些大種就由阿賴耶識那

些種子裏面變起大種的這些種子變起來的。「唯與身根及根所依處」，這些大種呢，

不會與另外的結合的，「唯」即只是，只是與這個身根，這個體就即是一點點東西的

這處。與這「根所依處」，那個根所住的地方，我們的根呢，我們的器官有兩種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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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分開兩種東西的。

譬如我的眼，眼裏面的那些視覺神經就叫做眼根。我們這像一個波那樣的這個球

呢，這個眼球就是根所依處，根所依處又叫做扶根塵，扶助這五根的塵，塵即是粗的

物質，扶根塵。唯與身根及根所依的那些扶根塵的大種，一齊生起，都是由種子變起

的。這樣，初初就一個針鼻(針孔)那樣，後來怎樣呢？一直下來又怎樣呢？後來就次

第生起了，(看)下面。「即由此身根俱生諸根大種力故，眼等諸根次第當生。」因為

他有了生活的力滲透進入了，他就新陳代謝吸收營養了。

「即由此身根」，就是由於他這個身根，全身啊，身根者，指全身的神經，指甚

麼啊？主要是指這個感覺神經與運動神經，遍佈全身的那些(神經)。身根，與這身根

俱生，一齊生起的諸根大種，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能夠變起各種根的那

些元素，那些大種，諸根大種。由於這些這樣的身根與諸根大種的功能的力呢，就

「眼等諸根」，於是呢，這個眼球，不是！視覺神經、聽覺神經，眼等諸根呢，漸

漸、漸漸呢，生起了，慢慢地形成了，就「次第當生」了。這就身根生了，不是，這

個五根就指這些神經而已。「又由此身根俱生根所依處大種力故，」又由呢，這個阿

賴耶識裏面呢，那些種子變起那些大種，變起些甚麼大種呢？根所依處的大種，即是

那些扶根塵啊，那些粗物質的大種與那個身根一起的，合在一起的大種，就「諸根依

處次第當生。」

這個「生」就指這八個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末那識、阿

賴耶識，這八個識。心所，心法即是心所，「觸、作意、受、想、思⋯⋯」等這些心

所，心法就是心所。這就是精神與物質兩者之間呢，同安危，大家「安」就一齊安，

大家「危」就一齊危，死就大家一齊死，這是為甚麼呢？這個精神要靠有了物質然後

它才有地方住；這個物質呢，又會受到精神影響。我們現在一般人只知道物質影響精

神，很少感覺精神影響物質的。精神影響物質很緊要的，那些憂鬱得多的人特別容易

生癌的，是嗎？整日憂鬱的人特別短命的，這個精神會影響物質的。精神影響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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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就支持精神，這樣呢，你靠我，我靠你，叫做互相依賴。依，你託我的支持，我

託你的支持，就叫做託。懂了嗎？所謂依託呢，一依託就共同安危了。

譬如你倆夫婦互相依託，兩個一齊行船過海呢，一個危險就第二個都危險了，就

互相依託。哦，不緊要，不要這個都可以了，無所謂。共同安危就名叫做依託。「由

心、心法依託力故，色不爛壞，色損益故彼亦損益；」這處解釋「依託」了，由於這

個心，即八個識與那些心所，依託它做我們身體物質的依託。因為有了這個心與心所

做依託，所以我們的身體的物質不爛、不壞，就新陳代謝的作用繼續進行了。「色損

益故彼亦損益。」但是，我們的那個物質身體有受損的時候呢，我們的精神跟著就

損。我們的物質身體好的時候，我們的精神就爽快了。「色損益」，這個物質有損、

有益的呢。「彼」就是指這個精神，這個心啊。「亦損益」，亦受損或受益了。「是

故說彼安危共同。」，就是這樣解釋了。好了，講到這裏就完了，講這個羯羅藍。

「又此羯羅藍識」，不是，「又此羯羅藍，」你最好就撇一撇下去(加上逗號)，

「識最初託處，即名肉心。」這又(說)呢，這個羯羅藍將來在身體處，慢慢(地)新陳

代謝呢，一路變化、一路變化呢，就在你的心臟那處，「即名肉心」，這個就是肉心

了，你的肉心呢，就是那個羯羅藍所在的地方了。「如是識於此處最初依託，」如是

的識，你的識，最初最初的時候，就在這處地方依託。就是先來了，是嗎？你的生命

都未起，你的識就在這處起了，就入這處了。「即從此處最後捨。」到最後你死的時

候呢，就在這處最後離開。「捨」是離開，最後離開你的身體。

以上呢，你看一下，論就是第一卷，論(文總計)就一百卷，這就講了一卷。下面

一直陸續講，講完這冊就是講兩卷了，就是講兩卷了，講完這冊就(這樣)，這裏總共

兩卷啊。我這套有五十冊，我不知道有沒有這麼長命，做得了多少(就)得多少，都不

要緊的，我死了第二個(人)來做，哦，我死了，你來做啊！你們年輕人啊，這些都是

社會性的，一個人做不完就第二個來(做)，第二個未做完，又第三個來，你讀過沒

有？《愚公移山》啊？這愚公移山，他死了就兒子來，這兒子死了，這個孫子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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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不懂啊？

(第一卷)講完了，是嗎？這現在呢，就講這個第八識，阿賴耶識。阿賴耶識因為

它含藏一切種子，所以呢，又叫做一切種子識。你看一下，「戌二」就講「一切種子

識」。一切種子識，這一切種子識至於怎麼分科呢，你慢慢咀嚼了，是嗎？我只是解

這文就算了。

這處首先講，一切種子識裏面，有些人就具備，有些人的一切種子識就具備成佛

的種子，成阿羅漢的種子具備的，有些呢，具備成阿羅漢的種子與普通的一般做人的

種子，但是不具備成佛的種子，有些人呢，連到成佛的種子也沒有，成阿羅漢的種子

都沒有的這種人就不(能)證得果的。這個呢，如果，這裏就發生很大的問題了，是唯

識的這一宗就這樣講法，其它的各宗呢，有些就不談論這個問題。有些呢，就認為，

認為不對，認為個個眾生都可以成佛的，為甚麼有些成不了呢？認為這不對，就所以

呢，爭論很多的。這到底呢⋯⋯誰對呢？是有些眾生不能成佛的，不能證得果的對

呢？抑或個個都一定成佛的對呢？這樣將來你就要決擇了。

我只是給我的決擇讓你參考，我就說一定有些眾生不能成佛的，一定有些眾生連

羅漢都成不了的，我就認為這樣才對。這樣，有些人呢，就這樣駁(回應)：「豈不是

不平？不平等？」現象界的東西根本就是不平等的，是嗎？我是男人，你是女人，平

等嗎？我就老，你就年輕，平甚麼(等)啊？是參差不齊的啊，是嗎？樣樣都平等的

嗎？還有，那些人引經據典，認為呢，《涅槃經》講「一切眾生皆有佛性」，這樣有

佛性不就個個都可以成佛了？有佛性就等於成佛嗎？是嗎？

譬如世間這樣，個個都有資格被選為總統的，你又不做總統？是不是個個都(能)

做總統的？有佛性就是一定要成佛的嗎？還有啊，你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就個個眾

生都成佛了，這是很武斷的。為甚麼呢？這先問甚麼叫做佛性，一切眾生皆有佛性，

甚麼叫做佛性？現在我講給你聽，「佛性」兩個字(有)兩個不同的解釋的：第一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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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佛性是真如性的別名，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呢，即說一切眾生都以真如為最後的本

質。如果這解釋，就與成佛不成佛根本是兩回事，是吧？第二、第二個解釋，第二個

解法，「佛性」兩個字呢，是成佛的可能性。這如果照這個解釋呢，就個個眾生都有

可能成佛了，是吧？是啊！個個眾生都有可能成佛，但要說明會不會有些眾生有一種

障礙，障礙他永遠不成佛呢？他一定可能成佛，但同時他有些障礙，障礙他不能成佛

的，是嗎？要沒了才行啊。一切、個個眾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就一定要做到沒東西

障礙他成佛才行。你怎麼樣知道個個眾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你怎麼知道這些眾生之

中會不會有些永遠障礙他不能成佛的啊？是嗎？

譬如你說，個個人都會生孩子，是啊，個個人都有生孩子可能性，但會不會有些

人障礙了他整世都生不到孩子？是嗎？有這樣的可能性，不一定說他成的。同時呢，

佛自己解釋，佛自己解釋，在《解深密經》裏面解釋兩次，佛自己解釋兩次，怎樣解

釋呢？這說：「為甚麼佛要說個個眾生都有成佛的可能性呢？」他說這些說話是對那

部分眾生講的，有一類眾生叫做不定種性眾生，聽過嗎？不定種性？不定種性的眾生

呢，他是可以成佛的，不過現在他修小乘的果(法)，得小乘的果。佛想鞭策他，鼓勵

他，就說，對他們說：「你們個個都會成佛的！」佛是針對那些不定種性的人來說

的，佛說這些話的時候呢，那些沒佛性的眾生已經離席了。

舉個實例，《法華經》有一品叫做〈方便品〉，讀過了嗎？你讀過沒有？未 (讀

過)你就讀一下，你想的呢，就很容易讀的，你一讀就懂了，不用看注 (釋)的，拿本

《法華經》看，有個〈方便品〉，全本《法華經》最重要就是這一品，差不多懂了這

品，《法華經》就差不多懂了一大半了，你們個個都讀得到的，回去讀下啊，回去讀

下啊。這〈方便品〉裏面呢，就說佛啊，有一次佛，佛為了一大事因緣之故，就出現

於世。你們個個呢，這佛的大事因緣是甚麼啊？令到那些眾生個個都去成佛，他想這

樣。當佛說這個的時候呢，有些人啊，不能聽得入耳，已經證了阿羅漢果的那些人

啊，「個個眾生都成佛？我都證到果了，我都已經得了有餘涅槃了，怎麼成佛啊？佛

說的這些話都不知道是不是呢？」不聽了！退席，差不多有二、三千人退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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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說，佛說的一切眾生，個個眾生你們都可成佛，講這些話的時候呢，那些

不能成佛的人已經走了，那千多、那二、三千個，剩下的這班就個個都成佛的啦，是

吧？這所以呢，不能依據這「一切眾生皆有佛性」，就說個個眾生成佛的。如果你說

根據，根據佛曾經講過說「一切眾生皆有佛性」，你就說個個眾生都成佛呢，好！我

又說第二部經給你聽一下。

根據第二部經呢，佛怎樣講啊？眾生不但沒有佛性啊，連菩薩性都沒有，有些眾

生啊。你現在即刻可以看一下，一定有這本書，一定有這本書賣的，有本叫做《優婆

塞戒經》。有些眾生啊，連菩薩性都沒有啊，菩薩性都沒有，還有佛性？你看一下。

這所以呢，如果你說，根據佛說「一切眾生都有佛性」呢，說個個眾生都可以成佛

呢，我又可以根據《優婆塞戒經》，一切眾生都⋯⋯不是個個眾生都有菩薩性的，我

又可以根據這部經說有些眾生連菩薩都做不到的，成佛就那些菩薩才能成佛的啊！菩

薩都做不到，成甚麼佛啊？是嗎？

中學生都做不到，還(怎樣)讀大學？是嗎？這所以呢，你不能用，單是孤陋寡聞

那樣，單是「一切眾生都有佛性」這一句，就說個個眾生都可以成佛。好了，這樣所

以你最好 是依著彌勒菩薩的講法，你的第八識，一切種子識裏面，一切種子識即是还

第八識啊！第八識裏面是有成佛的種子的，你一定成佛。如果你是沒有的呢？你一定

不成佛。你也不用驚(怕)啊！

學生：「不能成佛的眾生會不會越來越多呢？」

眾生的數，如果照佛經來說，眾生的數是無量無邊，但這數目就一定的，不會多

了的。好啦，這看一下，「復次，」復次即是又，「此一切種子識，若般涅槃法者，

一切種子皆悉具足。不般涅槃法者，便闕三種菩提種子。」你也不用驚(怕)，咦？這

我沒有(種子)又怎算呢？有沒有這麼想啊？擔心嗎？不用擔心的！你坐得在這聽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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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有，因為甚麼啊？這本是⋯⋯是對那些有種性的人講的，是彌勒菩薩對那些有種性

的人講的。你在這聽一下就走的，就難說了，如果你在這起頭就聽到現在的，都沒有

走了的，即是你肯接受的了，你肯接受了，你不會沒有(成佛種子)的，沒有的那些一

早就走了。「此一切種子識，」就是每一個人有一個第八識叫做一切種子識。這個一

切種子識呢，裏面就含藏很多種子的。「若般涅槃法者」，若是這個眾生，他能夠入

到涅槃的，涅槃呢，入得到涅槃即是有無漏種子了，是嗎？即可以證得菩提了。

如果他是有成佛的種子呢，他就證得甚麼啊？大涅槃，無住涅槃，是不是啊？如

果他只是有聲聞與獨覺的種子的呢，他就可以證得無餘涅槃。如果兩種種子都沒有的

呢，不能證涅槃。這「若般涅槃」，般涅槃即是入涅槃。如果他能夠入得涅槃的呢，

「般涅槃法」，即他能夠入涅槃的人，這個人能夠入涅槃的。他呢，就「一切種子皆

悉具足」，他就甚麼種子都具備。即說甚麼？他有成佛的種子，不是！有成佛的種子

或者有成羅漢的種子，或者有得大涅槃的種子，或者有得聲聞的小的無餘涅槃的種

子，亦有呢，這些普通的種子，亦有做人的這些普通種子，亦有做天(人)，生天的種

子，亦有入地獄的種子，亦有做畜生等的種子。他如果能夠入得涅槃的人呢，就不只

做人、生天的種子他會有，連入涅槃的種子都有，就是說，有漏種子與無漏種子呢，

都具備了。那麼，他這種人呢，大則成佛，小則成阿羅漢。「不般涅槃法者」呢，具

足者，即是具備，齊全，齊全。如果「不般涅槃法者」，如果他不能入得涅槃的人

呢，就「便闕三種菩提種子」，他就缺乏這三種菩提的種子了。

菩提者，正覺謂也。那甚麼是三種菩提啊？佛就是大菩提，是吧？又叫做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是吧！第一種。第二種呢，就是聲聞菩提，可以成阿羅漢的。第三

種，獨覺菩提。這三種菩提。如果他呢，不能夠入涅槃呢，他肯定三種菩提種子都沒

有。缺少一種，沒問題，還有兩種。缺少兩種都沒有問題，還有一種。三種都沒有就

一定沒有了，那麼這些人怎樣啊？這些人呢，就常常在三有處輪迴，不能入涅槃的。

那如果他是這樣呢，就當你成了佛之後呢，你就要怎樣啊？要乘願再來。乘願再來

呢，就常常做這種人的良師益友，或者做他的父兄來栽培他們。因為他們怎麼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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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到他修行人道，修行天道，令到他就是不要做罪惡而搞到入地獄做餓鬼。

這就是說，到了那些有菩提種子(的)那些眾生，當他們個個都成佛了，或者個個

都成了羅漢之後呢，剩下的就怎樣啊？總有一些是這樣的，這些人不成得的，不成得

佛，不成羅漢的，那時怎麼樣啊？那時你跟他說佛法沒用的，佛也不出來說佛法的，

佛說甚麼啊？講天道與人道，講耶穌與孔子那套，就不講釋迦牟尼那套了，總有一天

是這樣。所以有個牧師，與我聊天，有一次，就聊到了「將來釋迦之道有盡，而耶穌

孔子之道無窮。」這是啊，是啊，是吧？將來你乘願再來呢，你是做耶穌、做孔子而

已，你不做釋迦的，是嗎？為甚麼要來啊？不來行不行啊？如果不來，你就入涅槃

了，是吧！但是你會入涅槃的就不是佛了。佛是無住涅槃的，他不是真正入無餘涅槃

的。會解釋了嗎？這裏。下面了，就說明了，這裏你要了解了，下面這裏，「隨所生

處自體之中，」了解下面這裏，「隨所生處自體之中，餘體種子皆悉隨逐。」

先解釋這句，隨著你生去哪處，例如你生在人間，或者生在天上，譬如你生在人

間，這樣，自體就是身體，你的個體，自體，即你的個體，你的生命體，你的

individual。你的個體隨你生在天，或者生在人間，或者生在餓鬼中，或者生在地獄

中，你的自體，你生在哪處就有哪處的身體了。你的自體之中呢，「餘體種子皆悉隨

逐」，餘體即是你生在人間呢，這個樣子與生在天不同了。你雖生在人間，但是你的

一切種子識裏面呢，含有那些生天的身，天人的身體的種子的，跟著你的，在這處，

不過它不出現，潛伏在你的第八(識)、阿賴耶識處。就是說如果你呢，可以生到極樂

世界的時候，你現在未生，將來你會唸佛生西的呢，你現在正做人也好，你的第八

識、你的一切種子識裏面有將來你在極樂世界的身體這樣的種子的，不過要等你生了

去才會出現而已。出現，這個天身就出現了，「餘體種子皆悉隨逐」，隨逐即是跟著

你的。

「是故欲界自體中亦有色、無色界一切種子。」這說「是故」呢，即是所以呢，

你生在欲界就有個欲界的身體，你的欲界的身體裏面呢，你亦有色界的種子，亦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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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界的種子，跟著你的，隨逐。這所以呢，你如果將來生色界或者無色界呢，你一死

呢，那些種子就出現了。這說「如是」，「如是色界自體中亦有欲、無色界一切種

子。」這「如是」呢，即這樣呢，色界的人身體裏面，他亦有欲界身體的種子，亦有

無色界身體的種子的。同一樣道理，「無色界自體中亦有欲、色界一切種子。」同一

樣道理，你生在無色界的時候沒有身體，不要以為沒有，你現在沒有，但你那個一切

種子識裏面呢，你含有甚麼啊？色界與欲界的種子的。即說你現在的第八識裏面，已

經有天的種子，亦有地獄的種子，亦有甚麼啊？如果你將來可以生極樂世界的，你有

極樂世界的種子，看你修行哪一種，就哪些種子出現。說明那一切種子常常跟著你

的。這樣你將來有空的時候讀一下，你知道將來會怎樣，我為甚麼會生在那處，為甚

麼有、沒有生在那處的因緣啊，全部自己明明了了的。好，繼續，「又羯羅藍漸增長

時，名之與色平等增長，俱漸廣大。」這「又羯羅藍」，「羯羅藍」又是甚麼呢？甚

麼啊？記不記得啊？

學生：「是不是胎啊？」

老師：「胎啊！最初成胎的那些一沱好像鼻涕那樣一點點的那些。」

羯羅藍裏面初初就一個針鼻那樣，一滴膠水那樣，是嗎？漸漸地，漸漸脹大、漸

漸脹大，漸漸就成塊鼻涕那樣，是嗎？再漸漸地就凝結了，凝結了好像一個紅棗、一

粒花生米那樣，大粒花生米那樣實實的。再慢慢增長、增長，增大了呢，就好像甚麼

啊？像個公仔(娃娃)一樣。再漸漸地，有眼啊，有眼、有耳、有鼻。再漸漸地就五官

齊備，是嗎？五官六腑全部齊備的，會(這樣)。

這個「羯羅藍」漸漸增長，即漸漸長大增長的時候呢，為甚麼他會增長啊？第

一，因為他母親的身體內供給他營養，是吧？他吸收了營養。第二，他有了那個一切

種子識，有個阿賴耶識入了胎支持他的，所以他能夠新陳代謝。那個「羯羅藍」漸漸

增長的時候呢，「名之與色平等增長。」「名」就是指精神現象。「色」是指物質現

象。人有精神，也有物質的啊，這說呢，「名」與「色」都是平等，平衡的，一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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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那個初初入胎之後呢，一入了胎呢，這個「中有」一撲撲到他的爸爸或者

媽媽處，就攝入了，這個「中有」就死了，一死呢，那個一切種子識就攝入那個胎

處。攝入了胎的時候呢，這種精神呢，精神的現象就變了矇矇昧昧了，是嗎？漸漸

呢，慢慢增長，慢慢增長就清楚了，到了他那個公仔有眼有鼻的時候呢，他居然會動

手動腳。

你見過了吧？那些女子有孕的呢，那個小孩到差不多大的時候呢，手掌那麼大的

時候呢，你試過沒有啊？會動的， 呀，這手 腳 的，很調皮地在 的這樣，為甚撑 撑 撑 撑

麼？他漸漸增長啊，一直在(長)大啊，精神亦增長，物質亦增長了。為甚麼叫做名

啊？精神是無形的呀，但是有名啊，所以叫做名。這個「名」是指精神現象，「色」

是物質現象，平衡地這麼增長。

如果不平衡呢？這就弊了！白痴了，是吧？這個「色」增長得厲害，這個「名」

不平衡增長呢，這個肯定是白痴的了，是嗎？如果這個「名」增長得厲害，這個

「色」不增長呢，這個又是怪人了，一個公仔(娃娃)那麼小，但鬼咁老積(意指十分老

成)的，變成那種人了。這平等增長，即是在正常狀態之下，就平等增長的、平衡

的。「俱漸廣大」，一直一直，漸漸廣大。「如是增長乃至依止完滿。」一直大、一

直大、一直長大，大到甚麼啊？大到這個身體五官四肢完全具備，叫做依止完滿。

「依止」者，即是身體啊，身體完滿。「完滿」，完滿即是完全，完滿，那些英國人

譯的「完滿」這兩個字，譯做 complete。我們不要將「完滿」兩個字解得它好像很

神秘那樣，完完全全的解釋而已。

問題是這樣了，你會問：「為甚麼這麼怪的呢？本來就一個針鼻(針孔)那樣，或

者一沱鼻涕那樣，為甚麼慢慢地漸漸成了整個人呢？」事實是如此，為甚麼呢？道理

又何在呢？這個答案呢，自然就是甚麼？因為有這個一切種子識，有個阿賴耶識支

持，所以他不斷新陳代謝，固然是(這樣)。但是，這個阿賴耶識是精神作用而已，這

個物質為甚麼又會這樣呢？本來沒骨的，漸漸他又有骨的呢？是嗎？本來滑潺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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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甚麼又會有骨頭具備呢？為甚麼呢？都要解答的。這裏解答這個問題了，「應知此

中由地界故，依止造色漸漸增廣。」

這說我們應該知道，我們的身體呢，有四種元素，現在就百多種了，舊時就說四

種。一種呢，就叫做堅硬性的，叫做地元素，這些微粒子，地的微粒子。一種呢，濕

潤性的微粒子，就叫做水大，水大種。一種呢，就是熱性的微粒子，就叫做火大種，

是嗎？叫做火大或者火大種，element，佛經裏面叫做大，又叫做大種，又叫做界，

界限街的那個「界」。

佛經裏面譯這個 element，常常譯做界的，有地界、水界、火界、風界，有(這)

四種元素。「應知此中由地界故」，有個地、地的元素，懂了嗎？界是元素。這樣

「依止造色」，那個身體，依止是身體，那個嬰兒的身體，漸漸增廣了。那個母親吃

了東西，所吃的東西有「地、水、火、風」的微粒子的，於是他就吸收了，吸收了營

養，這個胎兒就增加了地界在這(身體)了。甚麼叫做造色呢？色即是物質，色啊，色

又當作顏色的解釋，又當作物質的解釋。現在當作物質的解釋的時候呢，這個「色」

字呢，所謂物質有兩種，一種就是四大種。物質呢，就不出兩種：一種就元素來說，

就是四種元素，有了元素呢，就造出些普通物質出來了，這些普通物質就是由大種所

造出來的物質了。這個大種所造的色呢，就簡稱「造色」。明白了嗎？

這舉個例子，譬如這個東西，這支東西，是甚麼做成的啊？這說「地、水、火、

風」四種元素造成的，就它的元素來說就是四大種，但四種大種結合了，造成了這支

這樣的東西呢，這支東西叫做甚麼啊？大種所造出來的物質，叫做大種所造之色，簡

稱作大種造色，又簡稱造色。聽不聽得明白啊？這說我們「應知此中」，此中即是這

裏，看佛經看到「此中」這兩個字(即指)這裏，這裏。

「由地界故，」因為他有了那些地的元素，有種堅硬性的元素。「依止造色漸漸

增廣。」「依止」即是身體，他身體上，裏面那些大種所造物質漸漸長大了。那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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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補充下去，在媽媽處的營養物給他吸收了，依止增廣了。「由水界故，」又有呢，

因為有了那些水大的元素，水的元素。「攝持不散。」就令到那些物質不散，因為

有，就是你的那些糯米粉，你加些水混合攪拌就成團的了，是嗎？如果沒些水混合，

這些粉讓風一吹就全部走掉了。是嗎？因為有水界，水的大種，所以我們的身體呢，

那些東西聚在一堆了。不只聚在一堆，還有血，有血、有屎、有尿了，是吧？攝持

者，即吸攝著不散。「由火界故，成熟堅 。」暖啊！是吧？暖的，因為有暖呢，就鞕

慢慢容易生長了，有火(大)就成熟。火呢，就會燒東西的啊，燒硬那些東西啊，我們

為甚麼骨頭會硬啊？初初沒有骨頭怎凝結啊？這些火大的功用令到它，令到那些大

種，令到地的大種，結成一塊那樣就是骨頭了。

他有他的一套講法，是嗎？現在的醫學就是科學的醫學，是嗎？我們中國舊時的

醫學是甚麼？是玄學的醫學，用五行來解釋的，是吧？印度的醫學呢，又是甚麼啊？

用四大來解釋，與中國那些用五行來解釋差不多，是嗎？因為舊時科學未發達是這樣

的了，他也解釋得通的這樣。現在中醫都解得通的，與印度的解法不相差得太遠。

譬如中醫是這樣，發燒是為甚麼啊？這五行中失去了平衡，「火」這一行啊，盛

了就熱啦！是吧？這個、這個，為甚麼身體常常又重又那個呢？為甚麼又生骨刺呢？

為甚麼呢？「土」啊，「土」這一行，「土」多了！這個身(體)就重贅了。「水」多

呢，就會甚麼啊？痰多了，是嗎？這之類⋯⋯印度也是一樣，佛經裏面與中國那些中

醫的講法差不了多遠。不過這中醫呢，我們中國就五行，用五行來解釋，他(印度)就

四行，是嗎？「地、水、火、風」就這四行。

「由無潤故，由風界故，就分別肢節各安其所。」這為甚麼我們的骨頭，兩個、

兩支骨頭是分開的呢？這節在這處，這節又在裏面呢？為甚麼又不一根竹那樣連在一

起呢？要分開，甚麼力量令到它分開呢？這說由於兩個原因，「由無潤故」，由於那

些水大不潤它這裏。「由風界故」，還有一種風的動力，令到擋住了骨頭，一些就擋

在這邊，一些就擋在那邊，這中間就空了。就「分別肢節」，所以那些肢節就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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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令到那些肢節各安其所了，腳骨的肢節就走到腳骨處，頭臚的肢節就走到頭臚

處，各安其所了。這套是甚麼啊？他引用印度的那套醫術來解釋的。會不會解 (釋)

啊？這樣呢，這裏就解答了甚麼啊？為甚麼那些骨節又會分開啊，為甚麼那些血肉又

會⋯⋯為甚麼五官六腑又會分開啊，這就用這樣的來解釋了。是吧？

總之呢，你讀《瑜伽師地論》，你讀多幾次呢，覺得它好像百科全書那樣甚麼都

有的。下面了，這個講種子了，記住啊，種子，種子大致來分呢，就有兩種：一種叫

做無漏種子，這無漏種子呢，大的令你成佛，小的呢，令你成獨覺，或者獨覺的羅

漢，或者成這個聲聞的羅漢。第二種種子是有漏種子，有漏種子就令你甚麼啊？輪迴

三有的，個個都有，不是！有漏種子是個個(眾生)肯定有的。為甚麼啊？如果沒有

的，他不會坐在這裏了，坐在這裏的肯定有有漏種子，這個是有漏世界呀！無漏種子

就不是一定有的，不過你在這坐得這麼久呢，都有的，彌勒菩薩講啊，如果不是呢，

聽見了就會討厭的了，走人了。如果不是呢，聽幾天，聽著聽著都有點興趣那樣呢，

只要有點了，他就有無漏種子了。可以判斷的，這有個尺度讓你判斷這個人有沒有無

漏種子的。大家就是覺得聽起那些佛法，所說的出世間的法都高興的呢，就一定有，

看看是大還是小。

還有，有慈悲的種子呢，就是人家受痛苦，他會同情的，這樣呢，即是有慈悲心

的呢，就有無漏種子的了。這你們座上的人，我找不到一個是沒慈悲的啊，不會沒有

的，是吧！這個你也不要笑，也有些人會沒有的，有些人很兇狠的，是嗎？這樣，所

以你不要擔心，你這些人聽見說，有些人說：「眾生無佛性的，不能成佛的。」他就

驚(怕)，死要駁他，其實他是甚麼？那個潛意識裏面驚(怕)自己沒有。是不是啊？就

是告訴你聽，你有沒有同情心啊？如果你說我都有的，這樣你就有了，是嗎？這樣，

世界上有沒有人沒有的？沒有同情心？你怎麼知道啊？有些、有些茫茫太空裏可能有

個世界，有些眾生沒有同情心都不定的，你怎麼知道呢？

譬如那些耶穌教講的那個撒旦就沒有同情心的了，有沒有的？撒旦有沒有同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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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啊？有同情心他就不會常常搞人了，是嗎？這之類的啊，所以不用驚(怕)的，不用

驚(怕)是暫時不必爭論這些。那麼我們的種子主要兩種：一種(是)有漏種子，一種(是)

無漏種子。無漏種子當然很高貴啦，我們先不必談它。我們姑且談一談有漏種子，有

漏種子之中呢，主要就分作兩種，記住了，啊！記住種子是兩種，有漏種子分兩種，

一種呢，無記性的，善惡無記的，無記性的一種，無記性的，主要是無記性的，大部

分是無記性，這樣間中有些善性都有，不過主要是無記性的。

那些種子主要是甚麼種子呢？色、聲、香、味、觸、眼、耳、鼻、舌、身、意，

眼、耳、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的種子，這些呢，叫做名言種

子。為甚麼又叫做名言種子啊？又不叫做狗種子，又不叫做貓種子？為甚麼叫做名言

種子呢？你暫時不必理會，是吧？理得多就麻煩，只(要)知道這種是名言種子。眼耳

鼻舌身意，色聲香味觸法的種子就叫做名言種子。

名言種子呢，主要有兩種特性，一種特性就是甚麼？主要的就是無記性的，不是

善性、不是惡性，而是無記性的，以無記性的為主，有些人說完全是無記性的，第一

種特性。懂了嗎？第二種特性，被動的，它的力量不能、沒甚麼活力的，被動的。即

是說甚麼啊？如果將宇宙萬物分為陰陽兩性呢，名言種子都是陰性的，陽性是主動的

啊！是嗎？這總之是被動性的一種。平時呢，這種被動性的種子呢，全部睡在你的一

切種子識裏面，你的阿賴耶識裏面，差不多都不會動的了，很鈍的，沒人扶助，它不

會起來的這種，就是不會出現的，那就要甚麼啊？給一種強的、有力的種子扶起它，

推動它，它然後才出來了。那麼，一定另外有些種子有主動性的，強烈的，有力量

的，這些種子是甚麼啊？這些就是你所作的業的種子。

這種所作的業種子呢，主要就是甚麼啊？善性與惡性的，當然無記性的都有，無

記性就無力的，可以不計(算)的了。非善則惡(的)這種種子呢，這種業種子，甚麼叫

做業啊？業者，造作的解釋，記住了，造作，業的定義是造作。「甚麼叫做業呢？」

人家問你，(你就回答：)「業就是造作。」你如果是讀英文出身的呢，這個「業」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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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啊？行為，behaviour，行為，或者甚麼啊？action，業，造作。會造作的，它

本身已經是厲害的了，是嗎？名言種子就是鈍胎的，沒人扶它都不起來的。這個又怎

樣啊？造作的，常常動的，業是常常動的啊，行為，打人、罵人、踢人，是吧？吃東

西、咬人這些都是行為來的啊！行為就肯定動的，剛好的性質與甚麼啊？與名言種子

相反。名言種子就沒有人推它都不會動，業種子呢？它推人的，陽性的、剛強的，很

強烈的，為甚麼這樣強烈啊？因為它呀，不是善就是惡。

那個無記性呢？渾渾噩噩的。它這個呢，不是善的，好的，因為善就是好的啊！

惡，縱使惡，它也是厲害的。是不是啊？善，可以留芳百世；惡，可以遺臭萬年。這

些渾渾噩噩的呢，既不留芳百世，亦不會遺臭萬年。所以呢，業就是強的，懂了嗎？

一種名言種子，一種業種子。名言種子與業種子，這兩種種子是怎樣來的呢？怎樣來

的呢？先天性的，有些，無始以來有這種東西在這了，本來有的有些，有了本來有

呢，慢慢出現了之後呢，就熏入來的。

例如我見到紅色，這個紅，這個紅色即刻打入到我的阿賴耶識裏面，就成為紅的

種子。看見綠色，打入來成為綠色的種子。這樣的時候呢，看到黑色，又有黑的種

子。你看到人家打架的形狀，有打架的形狀的種子。你看見花開花落，有花開花落的

種子的印象打入了你(阿賴耶識)處。這樣呢，這些種子打了很多進去，這很簡單的，

你今日一日，一日十小時，我算你一日十小時活動，這十小時裏面就不斷打很多東西

入你(阿賴耶識)處，是吧？

你這個第八識好像一部無形的電腦，你不斷把資料打入電腦處，只要呢，一有機

會呢，你一撳掣呢，那些種子就衝出來了，電腦的資料就爆發出來的了。怎樣叫做撳

掣啊？你臨睡(前)呢，吃多點梅菜，是吧？你就會怎麼樣？整晚發夢，是嗎？整晚發

夢呢，又見這樣又見那樣的。這些東西是甚麼啊？走了出來，在意識，在意識裏面的

東西走了出來。不只這樣哦！你今世一打打了所有東西進去呢，一到來世呢，那發夢

呢，就好像甚麼啊？今世打進去就好像做電影的那些菲林 (底片拍)攝了，第二世(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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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世完結了，即是這一套戲收檔了，第二套上演了，那些菲林 (底片)就是今世攝

(影)了的，一幅一幅的這些東西呢，這些叫做名言種子，聽不聽得明白啊？

但是名言種子呢，不會，單是菲林(底片)不會上演的，你要搞它才行啊，搞它是

行為來的呀，一定要「業」，而且呢，你看見了人家穿的衣服是紅的，他有了紅的種

子了，這個紅的種子出來是怎樣的？一堆紅的那樣，肯定不只穿紅衣服，或者開紅

花，或者只見到這樣的東西，穿紅衣就是「業」了，行為了，是吧？開紅花都是有

「業」的，都是與「業」有關係的，你不種那棵桃花怎麼開呢？是嗎？都要「業」。

所以呢，那些名言種子就全部都在等你的業種子帶動它出來了。就好像你吃 buffet

那樣，懂嗎？一碟一碟擺著的那些名言種子，看你的享受了，你去拿了，你拿到成為

一碟，那碟就是你那一世了。那些業種子。

名言種子就好像那個打字機一樣，業種子呢，等於你的手指按，按下去哪一個，

那一個就會打出來了，懂不懂呀？這樣，種子有兩種。業種子又怎樣啊？普通就身

業、口業的種子，只是意業的種子很弱的，意業就只是想一下而已，想一下都不行？

是嗎？身業與口業就不是這樣說了，口業是會跣死人的啊，你說人一句閒話就累死別

人一家都會有之的，是嗎？身業就會拔鬼槍來打死人都有之的啊，所以呢，身業與口

業就最厲害了。意業，想一下而已，譬如我想殺死你那樣，想一下都不可以嗎？想而

已，我沒有殺了你呀。是吧？所以呢，主要就是甚麼？三業之中呢，身業、口業，一

做了身業、口業呢，如果你無意做呢，不要緊的，你無意做啊。是吧？

剛剛你開著車，那個傻佬剛剛撞出來，你已經好小心了，撞死他了，這個是他抵

死、該死，他的業力令他要死的，借你的駕車為緣而已，是吧？你沒有，你沒有罪

的！因為一定要有動機才有罪的。你車死了他，他走出來，(車)撞死他，你的罪，不

會有罪！總之是名言種子(的)一幕驚險東西入來的。但是呢，如果呢，一隻小鳥沒甚

麼，你硬要捉住弄死牠呢，你的罪惡就大過你無意(車死人)，你有意弄死隻小鳥，你

的罪過還大過無意車死一個人。明白嗎？是不是應該這樣啊？這個「業」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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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呢，一定要甚麼啊？有動機，有結果，這就然後才受報的。單有動機，沒有結

果不受報。那麼有結果而無動機又怎樣啊？例如是甚麼呀？他已經發了神經，發起神

經呢，拿著支棍子亂舞，無意中扑死了你，他這是甚麼？他根本不是想殺了你的，是

吧？那麼這些有結果而無動機呢，只是一幕驚險鏡頭會這樣的，不會讓你(被)殺的，

不會讓別人殺了的，有結果而無動機。還有啊，就是思覺失常，神經失常(的果)報很

輕的，簡直不用(受)報的，有些(是這樣)。

還有，被迫，譬如迫你要你殺了你的老婆，不然就殺你一家的了，這樣你怎樣

啊？沒辦法了，殺了老婆好過累死一家啦，沒辦法了，這(果)報也很輕。如果你是真

的無心呢，連(果)報也不用受的，就是一場、一場惡夢那樣就了事的這些。所以呢，

你不要以為，有些人問：「這我踩死那麼多木虱怎麼辦啊？我壓死了那麼多木虱。」

這怎麼說牠呢，牠該死呀！這些木虱借你做緣來壓死牠而已，你又不是想殺牠，是

嗎？而且牠咬你，咬你的這些木虱、狗虱是危害人類社會的，你為維護這個社會的清

淨安寧，殺牠就是殺牠了。

彌勒菩薩說這還更有功 啊！彌勒菩薩啊！你讀一下，你們有沒有人講《瑜伽菩徳

薩戒》啊？有沒有啊？沒有，那個李樹榮在講《瑜伽菩薩戒》呀，在太空館抑或是在

甚麼中心之類，對嗎？說得挺好的，聽到人說(這樣)，不妨聽聽他怎麼講啊，是吧！

這之類的，就是那說起的兩種種子：一種名言種子，一種業種子，明白了嗎？種子只

有兩種而已。但有人就分三種，分三種，怎樣分三種呢？就分為有一種我執種子，常

常執著有個「我」的這種我執的種子。那就是種子有三種了，一種是名言種子，一種

是業種子，一種是我執種子。那我執種子實在是名言種子的一種而已，他說是，沒

錯，我執都是名言，執著有個「我」，這個「我」不就是名言(嗎)？但是，這個我執

害事太大了，我執的罪惡太大了，特別抽出來強調它。

這所以呢，這些種子就分為三種，第一種是名言種子，第二種是業種子，第三種

就是我執種子，聽得懂嗎？種子呢，亦叫做習氣。記住了，習氣。這就是我們今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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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世都好似熏進去成為這種習氣，第二世這種習氣就出現了，所以種子又名叫做習

氣。會不會解釋啊？那這樣我們要記了，種子有兩種或三種，記不記得啊？如果你不

記得呢，你以後讀佛經，你渾渾噩噩的啊！這樣我告訴你要記的，你記住、記住，你

就記住它。

又一切種子，又一切種子識，即是阿賴耶識了，「於生自體雖有淨、不淨業因，

然唯樂著戲論為最勝因。」這就是說我們，假使我們今世死了，第二世的身體是甚麼

生的啊？是我們的一切種子生他出來的啊！這又一切種子呢，對於生自體，對於第二

世的時候，生你的身體出來呢，就要有甚麼因的啊？有兩種因的，一種甚麼因啊？業

因，是嗎？業種子呀！業因。業就是甚麼啊？甚麼是業啊？有淨業，有不淨業。怎樣

叫做淨業啊？善業叫做淨業。善業與無覆無記的業叫做淨業。不淨業呢？有覆無記的

業與惡業。這兩種呢，都是業種子，淨、不淨業的因。

因即是種子了，淨、不淨業的種子，你第二世之所以出現呢，就由於今世或者前

世剩餘的那些淨業或者不淨業為因，刺激那些名言種子令它起。如果剌激起豬的名言

種子，你這一世就是豬了。如果刺激起生忉利天的名言種子呢，你就生忉利天。如果

你刺激起生做人王的種子呢，你就做人間的王。就這麼簡單啊，是吧？如果刺激你那

些做窮鬼的種子呢，你就一世，第二世是窮鬼的命了。

這所以呢，淨、不淨業因固然要有，第二種因是甚麼啊？業種子有了，還要有甚

麼種子啊？答我呀，喂！還有甚麼啊？除了有淨、不淨業因之外，這些是業種子，還

要有甚麼啊？哎呀！你幹嘛啊？還有甚麼啊？名言種子啊！名言種子啊！這些名言種

子是甚麼啊？令到我們生死輪迴見到很多東西，五花八門，忽然間見到牛頭馬面，忽

然間又見到極樂世界，忽然間又見到馬，忽然間又見到汽車，這些全部都是名言種子

出現的，令到我們顛顛倒倒者，都是名言種子，所以這名言種子叫做樂著戲論。

令到我們時常見到，樂著即是愛樂，又愛這種，又愛那種。樂著些甚麼呀？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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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那些無用的東西，在佛家講這是無用的東西，是嗎？你說你好架勢的穿得很美，

在佛家看這些是戲論而已。是嗎？但你戲論是戲論啊，你樂著它呀，就不知有多高興

啊！你穿起件漂亮的衣服，你肯定很高興的了。

譬如你，當你現在買了輛新的 Benz 車那樣，在佛家來講(是戲論)。這些東西，

你是做皇帝的也是戲論、笑話，是嗎？是這樣的，「樂著戲論因」你聽得明白嗎？這

即是兩種因，是吧？那種因最強啊？令到你的生⋯⋯令到你生你的身體哪種因最強

啊？名言種子啊！「然唯樂著戲論因為最勝因。」是吧！你的身體都是這個名言種子

變出來的啊！是吧？業種子就推動這名言種子出來而已，懂了嗎？你第二世的身體之

(所以)成功呢，之(所以)成為這個身體呢，是兩種原因造成的。

一世，你今世所作的業所成的那些業種子。第二，多生以來印入來的那些名言種

子。那些業種子，到你一死的時候，那些業種子就刺激那些名言種子「要起啦！起

啦！」這樣起。那些善的業就催促那些甚麼啊？美妙的名言種子。那些惡的業就催促

那些悲慘的名言種子。這所以「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道理是如此的。這種，雖然

有兩種，但是造成你的身體呢，不是業造成的啊，業催促的啊！就名言種子造成的。

聽得懂嗎？第二世之所以所得的身體呢，就是名言種子重要些。再了，「業習氣」

了，下面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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