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一方面就接著舊年的講下去，這樣呢，我一方面就接續舊年的講下去，

是吧？這樣我會留二十分鐘至二十五分鐘，我由起頭跟你 習下去，因為有些温

人在中間接下來的，他不見到開始那截了。我為甚麼剛才看不到你呢？你不去

啊？就先接續啊！先後一截，然後再補前一截，是吧！因為甚麼呢？因為第二

冊比第一冊薄了很多，很快講完了，我沒(回)去，就講完了第二冊。同時第二

冊很悶的，你如果想聽第二冊呢，你要不怕悶才行啊，很囉嗦，很悶的。

但讀佛經呢，就好像讀其他的哲學書一樣，悶完一段時間呢，你就不悶的

了。是啊！那麼我現在夠鐘了，就先接續講，就講到二百三十頁，是嗎？即是

二百二十九頁起，最尾那行起，是吧？這個就是甚麼呢？二百二十九頁最尾那

行，那個 number 就是「子二」，「子二」是接著「子一」的，「子一」就講

甚麼啊？內分的生死，「子一」。

「內分生死」就指人啊，這個人的生死輪迴的狀況，內分生死，分即部分，一個

人生命有兩部分呀，一部分就是內分，自己這個體，一部分是外分，指他所住的環

境。那麼內分呢，就生死輪迴，但生死輪迴一定有個地方給他住的呀，這個叫做外分

了。這樣內分就有生死，外分就沒有生死的，是嗎？山河大地怎麼會有生死呢？但這

說外分雖無生死，但有成與壞，因為甚麼呢？佛教就好像印度的其他宗教一樣，都以

為這個世界最初最初呢，就是成，慢慢、慢慢呢，積累而成，形成，成了之後呢，就

於是有很多的眾生在住啊，就存在了很長的時間存在了，就叫做住。成住，住了之後

呢？由成而住，但是，經過很長的時間住，住即是存住在這，之後呢，漸漸就會壞

了，而且一邊住一邊就壞的。

到最後呢？這世界會毀滅的，就是空。這就是說我們眾生的個體就有生死，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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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住的環境雖然沒有生死，但它會有成、住、壞、空。因為「成住壞空」這四個字太

過長，所以這說甚麼啊？「成壞」了，免得講這麼多。外分的成壞了，好了，我們看

一下，外分的成壞，分二，「丑一」、「丑二」。

「丑一」就「結前問後」，結束前文，就問起後文。「丑二」就「對問解釋」，

對他所問的(問題作)解釋。那麼你們有沒有書啊？沒書嗎？沒書的一就買書，一就影

(印)書啦，是嗎？買不到的就借人家的來影(印)了。如果有呢，一邊有呢，就兩個人

寫吧，筆記是記不到的，是啊，因為我一定是讀這本文，解釋這本文的。

我們看了，先「丑一、結前問後」，結束前文的這句，「如是略說內分生死

矣。」「如是」即這樣，上文說了這麼多東西了，這樣已經說明了眾生的生命，內部

的生死輪迴講過了。「云何外分若壞若成？」「云何」即怎樣。「外分」即我們的環

境，我們所住的世界，我們所住的世界是怎樣壞法，壞了之後又怎樣成的呢。「若」

字當「或」字解釋，即英文的 or。「若壞若成」呢，這一句問，上一句結束前文，

下一句就問起後文了，「丑二、對問解釋」，解釋，裏面分兩段，「壬一」、「壬

二」。

「壬一、廣辨世間」，那麼你想看佛經呢，就要常常了解佛經的用語，譬如常見

的「廣辨」某某，「廣辨」某某，怎麼解釋啊？「廣」就是詳細，「辨」就是說明，

詳細說明這個世間。我這順便解釋一下「世間」兩字給你聽，怎樣叫做「世間」呢？

「世」字我們解作遷流不息就叫做世，遷流不息的，這「世」即時間，時間遷流不息

的，時間就是遷流不息的。我們現在，一會兒就成過去了，遷流不息，不停的，遷流

不停的這就叫做世，即時間的變遷叫做世。「間」即是中間，我們有很多事情呢，就

墮了進去那種遷流不息的狀況之內的，這就叫做世間了。墮了進去的就是間，合起來

的就是世間，墮入了一種遷流不停的狀況裏面的，就叫做世間。懂了嗎？記住記住

啊！佛家好、每一種東西呢，好歡喜這麼問的，這個定義是怎樣的， (譬如)「世

間」，哪個是世間啊？一定這樣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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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這樣問之外，還會問以甚麼為體啊，就是這個本質是甚麼呢，會這樣

問。其他那些哲學的學派沒有他這麼清楚，每種東西一定這樣問。還有呢，其

他的宗教，我看幾乎世界上的宗教都不會有這麼清楚的。這就「世間」，那麼

世間呢，我們知道甚麼叫世間了，世間有多少種類啊？這個世間有兩種世間。

記住，世間有兩種，一種叫做有情世間，有情就是 生， 生， 生，那些西衆 衆 衆

人把 生譯做甚麼？譯做衆 being， 生，有情，因為 生有情，情字就當作甚衆 衆

麼？認識力，他有認識力的東西，即現在所謂的甚麼啊？約略同所謂動物差不

多，或者有生命的個體差不多，這些叫做有情世間。那麼我們幾十人坐在這

裏，就是說有幾十個有情世間在這裏，明不明白啊？

第二種呢，就叫做器世間，如果你學佛的(就)要記了，這些名相。「器」就是件

東西來的，器具來的，這指甚麼啊？物質世界，物質世界或者自然界。佛經啊，你讀

佛經讀到「器世間」三個字呢，我們翻譯作現代語(就)譯做自然界，或者譯做物質世

界。器世間。器世間呢，有人不叫做器世間的，叫做器世界，器世界，這就世間有兩

種了。那現在就講外分的，即是指器世界，是吧？外分的成壞，現在「廣辨世間」，

詳細說明這個世間，即我們的環境，我們的自然界的狀況，裏面分兩點，「卯一」、

「卯二」。

「卯一」就「總標」，標者，舉也，一般性的叫做總，舉出這個世間。「卯二」

就「別釋」，逐點逐點解釋，有「總」一定有「別」，在佛經裏面，這個「總」即英

文的 generally，「別」就是 particularly。現在「卯一、總標」，標出世間有幾多

種，標出這個器世間是怎樣情況。這你看「謂由諸有情所作，能感成壞業故。」為甚

麼會有這個世界呢？佛經是這麼解釋的，你去讀地理書呢，地理書不是這樣回答你

的，你去讀其他宗教書，它不是這樣回答你的，佛經是這樣回答為甚麼有這個世界

的。為甚麼呢？如果是天主教的，就說上帝不喜歡，他太寂寞了，是吧？他喜歡光，

那就有光；他喜歡將這光與暗隔開，於是就即刻隔開了；他喜歡有一個像他樣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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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那於是即刻又在泥中做了個阿當，是嗎？啊喲，這個阿當太寂寞了，他又在他脇

骨處拔一塊出來，拔一條 骨出來，這就整一下他，吹些氣下去，這就有個夏娃了，脇

是吧？這之類，其他宗教是這樣說的。

佛家說沒有，佛家說沒天主的、沒上帝的、沒神的，記住啊！佛家是無神

論的，正宗的佛家是無神論的。這是甚麼呢？為甚麼有世界呢？「謂由諸有

情」，有情即 生，是由於這些 生呢，「所作」，他造作出、造作出些甚麼衆 衆

啊？造作出那些業，業即行為，behaviour，造作出的行為。行為有多種啊，其

中有些行為能感成壞業的，能夠感召到令這個自然界成立，因為這種業能夠感

召到自然界成立的，所以有這個物質世界成立。又因為這種 生造了那種能夠衆

感召這個世界壞的這種業，因為作了這種業，於是將來這個世界會壞。這就是

說世界會成、世界會壞，不是由於有個神造成，更加不是由於有個佛造成，是

由於這些 生的業的行為。這行為呢，有些行為會令到，這些行為，有些行為衆

呢，這種行為一造了結果，會令到產生這個器世界的。

又有些行為呢，造了之後會令這個器世界毀滅的。因為這兩種業，能夠感召這個

世界成與壞的業，所以有這個器世界。總述，即總的一句，為甚麼有這個世界呢？就

是因為有些 生造了些業，有些業能夠令到這個世界成的；有些業令到這個世界壞衆

的。好，這就「總標」了，現在就「別釋」了，這樣囉嗦嗎？囉嗦些好啊！

學生：「那就有情先過這個世界出現？」

老師：「有情先過這個世間，是嗎？有有情，自然便有世間，這是答案。」

因為一有有情，這個有情肯定有行為的啊，你一出世，「啊」的一聲已經是行為

了，是吧？到你死的時候「 」一聲又是行為了，是吧！有你，便有你的行為；有㤯

他，便有他的行為。不是先有有情，這有情不會動的，後來就會動，有有情，就有

業。你說：「他不作聲啊，怎麼動呢？」他不作聲，(但)那些細胞會動的啊！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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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會吸氣啊！懂了嗎？先喝口水，挺好的茶，甚麼茶葉？這麼好，龍井？是嗎？龍井

之類，是吧？

「別釋」了，「別釋」分兩段，分兩大段，「辰一」、「辰二」。「辰一」講這

個世間怎樣壞，「辰二」呢，就講壞了之後這個世間又怎樣成法。這佛家就說人是死

了又會再生，這個世界壞完又會再成。現在講這個世間怎樣壞，「辰一、世間壞」，

又分二，「巳一」、「巳二」。

「巳一、略辨」，簡略的說明。「巳二、廣顯」，詳細的說明。「顯」與「辨」

一樣解(釋)都是說明。現在先「巳一、略辨」，聽得懂嗎？你沒有書？「略辨」分三

點，「午一」、「午二」、「午三」。

「午一」就講「業感差別」，業就是行為，作了一種行為會感召一種效果的，行

為不同，所得的效果不同，差別即不同，業感不同。現在「午二」呢，就「壞緣差

別」，世界會壞，壞的原因有很多種，這就講壞的緣不同。第三，「午三」就「劫量

施設」，這世界壞呢，不是說(有)一天「boom」這樣就壞了，而是慢慢地壞，壞了

之後呢，又經過好長的時間，空框框的沒有東西，又經過很長時間，空框框的那樣之

後，又慢慢地又成，這樣那些長的時間呢，長的時間就叫做劫。

「劫」，劫就是譯音的，譯音的，梵文叫做 kalpa，這個 kalpa，這個字呢，即

是說一個長的時間，很長的。「劫量施設」，這個長的時間叫做劫，這個劫的份量，

「施設」這兩個字(解作)說明，當(作)說明。看，你看「施」就是甚麼啊？施即是擺

布，如果詳細說「施」就是擺布。「設」即設立。擺布很多名詞、很多概念，設立很

多名詞來說明一件東西叫做施設，如果詳細解釋。如果是簡略解釋呢？說明(是解作)

施設。

現在我們看「午一、業感差別」，「業感差別」又分兩點來講，「未一」、「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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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一、標簡」，怎樣是標簡啊？佛經常常(用這詞)，標者，舉出一種東西，

簡即是除去第二種東西不講，這就是我現在只講這種，撇開第二種不講，這就叫做標

簡。那麼你呢，你就不要問：「羅生，你好像解釋國文一樣啊？」我不是解釋國文，

這些這樣的字眼是普通國文裏面沒有的，是佛經裏面特殊的，往往那些人覺得佛經難

看(懂)就是讓這些東西阻住了，是嗎？

如果掃除了這些，搞定了這些呢，你好(易的)，佛經不難看(懂)的。標簡。

「未二、釋由」，說明這個理由，釋由，解釋這個理由。現在就「未一、標

簡」，「若有⋯⋯」喲，這是正文了，我現在讀正文。

「若有能感壞業現前，爾時便有外壞緣起，由彼外分皆悉散壞，非如內分由壽量

盡。」(這)一句，很簡略的舉出為甚麼這個世界會壞。「若有能感壞業現前」，如果

那些 生，就是那個世界的 生，譬如我們這個地球上所有的 生，或者我們這個太衆 衆 衆

陽系裏面的所有 生，這些 生呢，所造的業，造了的業就是能感壞的業，能夠感召衆 衆

到令這個世界壞的那些業，那些業出現了。「現前」，他做過了，現前即現行。積

累，做了很多的業，舊時就未曾現前，現在現前了，我們作了業不是一定，就不是一

定現前的，是吧？

譬如有一個人偷東西，今天偷些，明天偷些，沒人知道的，會(這樣的)，做了偷

東西的時候，偷得多了，慢慢讓人注意到他呢，哈！原來他偷東西的！這然後呢，他

這種偷東西的行為就全部現前了，是嗎？那些 生平時做了壞的業，這些壞世界的衆

業，我們常常都會(做)壞世界的業啊！是吧？搞壞世界的，我們不知道而已，有時候

做了都不知啊，搞骯髒這世界，搞壞這個世界，沒有人在(的時候)，鼻塞了就隨地

(吐)口水的，是嗎？你去廁所，或者小便甚麼的，你懶得 水了，隨便就了事的這些冲

業都是破壞世界的呀！這些積累下來的破壞世界的業。

這約略舉了一些，有很多搞壞這個世界的業，就是現在的甚麼啊？現在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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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興的是甚麼？那些人，最近我有兩個孫去到美國都是學這種，學環保啊！

環保是甚麼啊？想阻止你搞壞世界的業，是吧？就叫做環保了。我們破壞這個

世界的啊！明明那些貂鼠很好的，你偏偏捉了牠 了來做甚麼啊？那些女人拿劏

來穿的 mink的大衣，這是破壞啊！這些就是壞世界的業來啊！好好的樹木生

長，砍掉了來蓋房子，這樣搞到山都光禿禿的那樣，這些就是壞世界，感召世

界壞的(業)。這現在環保是最好的說明，就是想阻止這壞世界的(業)，我們搞得

怎麼呢？搞得臭氧層也穿窿了，這些之類的，這些作了這些業，那些工業家造

成了這樣的能感世界壞的業現前，積累了之後一出現了，那種作用爆發了，這

就怎樣呢？

「爾時」，爾時即那時，這個「爾」字舊時讀甚麼？「ner、ner、ner」，

爾時不就是「ner」？那個「ner」字而已。「某某爾所」，「爾所」即那些，

「爾所時」即那些時。那麼我們「爾時」，即那個時候呢，便有甚麼啊？「外

壞緣起」，外即外邊的世界，外邊的世界壞的緣，緣即是條件，這壞世界的條

件慢慢出現了，起了。「由彼外分皆悉散壞。」由於這些緣，由於這些緣陸續

出現，這些緣就是那些業的效果了，就令到外分，即我們的環境，外分。「皆

悉散壞」，今日壞些，明日壞些，到最後整個壞掉了為止，壞掉了為止，散

壞。「非如(內分)」，那麼外邊的環境壞了就不同我們內部生死不同，內部的

生死就由有病啊、又有痛啊，這樣的，外分就不是(這樣)搞壞的，你搞壞一

些，他搞壞一些，大家一齊搞得這個世界壞了，這樣「非如內分由壽量盡」。

我們內分的生死(是)由於我們的壽量是這麼多，我們就死；外分就不是，外分

是由於 生破壞的力，這裏懂了嗎？我們現在二十世紀末，我們然後才發現要衆

講環保，你看一下這裏，千多年前已經說甚麼啊？環境的破壞令到這個世界會

壞，那麼這處是「標簡」。

現在「未二、釋由」，解釋這原由了，解釋這原由又分兩點，「申一」、「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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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申一、由恆相續」，「申二、由住決定」。為甚麼這個世界會慢慢、慢慢地

壞呢？由於恆相續，這個世界不是「boom」這樣出現的，也不是「boom」的一聲

就壞了。「恆相續」，連續、連續、連續的，恆相續，由於是恆相續，所以壞的話就

慢慢、慢慢地壞。

第二，由於「住決定」，為甚麼壞呢？不壞行不行啊？不壞不行，因為 生會造衆

些壞世界的業，所以肯定壞，壞就一定壞，不過就不是即刻壞，慢慢、慢慢壞，懂了

嗎？現在我們讀，「申一、由恆相續」，恆即常常，常常都連續不斷的，叫做恆相

續。「何以故？」承接上文，上文說甚麼啊？這些 生作了業會有壞的緣起，現在問衆

了，「何以故？」即是為甚麼，「由一切外分所有麤色四大所成，恆相續住，非如內

分。」為甚麼這個世界慢慢、慢慢地壞呢？「由一切外分」，所有我們的環境，外分

就是環境，由於所有我們的環境是物質造成的，那些物質是怎樣的？「所有麤色」，

麤色者，即那些整個山、整塊石那些，整個星球都是很麤的，麤即是很顯著的，這些

顯著的色就是物質，那些顯著的物質，這些物質是怎樣來的啊？就是四大所成，都是

由於四大的原子，即微粒子所成的。「大」，現在我們，你們學化學的，我們舊時學

化學呢，就只得九十多種，後來我們教書的時候就百多種，百多種原子、元素，現在

就越來越多的元素發現了。

當千多年前的時候呢，化學未曾很發達，在印度與歐洲的希臘都以為甚麼啊？元

素只得四種而已，是吧？一種是叫做甚麼啊？地、水、火、風。「地」不是說一幅地

啊，地者，堅硬性的微粒子。水者，就是濕潤性的微粒子。火呢，就是熱性的微粒

子。風呢，就是動性的微粒子。由於這四種微粒子不斷活動而組成這個世界，印度與

希臘都是如此。中國又怎樣啊？中國就不知為何多了一種，金、木、水、火、土，它

是這樣的，多了種「木」啊，中國，不過中國就沒那麼清楚的說明是微粒子。印度與

希臘就說明是微粒子，而且預想那些微粒子是怎樣的樣子，那些印度人啊！尤其是佛

教徒，他認為將那些物質一直分析，一直分析，分析到不可再分的時候呢，這些就叫

做極微，極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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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微即是極之微細的，極微即是原子，現在不是叫原子了，(叫)電子與質

子了，最細的微粒子是極微。那麼佛教有很多派的，有些派呢，認為五粒極微

在一起，就成為甚麼啊？大一點的，叫做子微，老爸生子，那些叫做子微。五

粒極微在一起，這樣五粒，一粒、兩粒、三粒、四粒、五粒合起來，現在叫做

分子，是吧？五粒原子結合叫做分子。有些派說不只五粒，五粒是錯的，平面

是五粒啊，立體就不只五粒了，立體要多少粒啊？你試試，想一下，平面就五

粒呀，東南西北中間(各)一粒，就是五粒了。立體是怎樣啊？上面一粒，下面

一粒，七粒原子成為一粒分子，即七粒極微就成為一粒子微，又七粒子微就成

為孫微，這樣的呀，再呢？一直七、七、七、七 這樣，為甚麼要「七」⋯⋯

呀？記不記得啊？我講過了，為甚麼要七啊？你沒聽過呀？為甚麼要七啊？為

甚麼要七啊？記不記得啊？最圓滿的，是吧！

七啊！你試一下，你試試找七個銀(幣)，找七個這種疊在一起，剛好結合

了，八個就不行了，七個就可以。你試試，六個又太少，八個又太多，就是七

個圓啊，所以那些人啊，那些宗教家認為這個「七」是最圓滿的數，是嗎？正

因 最圓滿，所以那些人死了投胎也要「七」，是嗎？你老爸死了的時候要做爲

「七」，是吧？這樣之類都是取個最圓滿的數，就是這麼解釋，中國都是啊！

舊時，《易經》有一句「七日來復」，那些事情的變化會回頭的，經過七日就

回頭了。

中國醫學也受這影響，認為你外感了，普通的如果不是有特殊的變化呢，

你一外感，(過)七日你就會好的了，真的啊！你試一下，你外感(的話)，你不用

吃藥的，外感啊，你不要讓它變症就好了，我只是感冒，你不要再受冷了，又

不要再吃滯了，如果你受冷了(又)吃滯了，就另外一種力量了。如果你就這樣

外感發熱，你呢，別吃滯了，不要冷了背部，不要 喝多點水，七日你包好⋯⋯

了，即「七日來復」，《易經》。七粒孫微就變了是甚麼？一直積上，就變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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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了。

這樣，這種講法就是甚麼啊？是小乘佛學裏面這麼說的。唯識宗的祖先就是彌勒

菩薩，彌勒菩薩就取小乘的講法，取了小乘的講法之後呢，他又再加以解釋，怎樣加

以解釋呢？小乘人就認為呢，一粒、兩粒的這些原子，這些極微是實的、永恆的，與

現在的科學一樣啊！那些微粒子不滅的啊！這個山會滅，太陽都會滅，但是這些微粒

子不滅的啊！佛家(的)小乘佛教也是說不滅的，這些極微不滅的。

這樣(就)實的，這個世界壞的時候呢，就爆炸，那些微粒子就飛滿虛空，

這個世界空框框了，慢慢、慢慢呢，由於 生的業力做條件，而那些微粒子就衆

互相衝擊，結果又結合，結合了又成為世界，就是這樣解釋啊！那麼這種小乘

就認為實的，好像唯物論的講法那樣，但是一到彌勒菩薩呢，他承認這種講

法，但是他加了一句：「這些是假立的。」假設而已，誰在世界壞的時候拿過

一粒粒的(極微)呢？不過我(在)理論上這樣假設，假設得也相當合理，未曾發現

他的錯誤，我們就說他對，所以就是假設的。那麼就是說，這樣的講法呢，所

謂極微，所謂原子等等都是假說而已。那麼假說是怎樣啊？可不可以啊？可

以，如果你一發現它有些荒謬、不妥呢，你就不妨改(正)，因為它是假說的

啊！彌勒菩薩就是多了這種。

那麼我們看了，好了，現在「由一切外分」，一切環境都是由於那些麤的物質，

這個「色」字當作物質的解釋，那些大件的物質，例如地球啊、山啊，這些。那些都

是「四大所成」，「大」就是 element，即是說甚麼？元素叫做大，為甚麼叫做大

啊？因為那些元素到處都有，這個範圍很(廣)闊的，所以叫做大。「大」有四種，當

然它不如現在科學那麼嚴密了，因為它是怎樣啊？千多年前啊！是吧！它而且呢，

「恆相續住」，這些微粒子常常都連續不斷的存在，不會壞的，那就是那些極微不

壞，世界即使變，但那些微粒子不變的，「恆相續住」。就「非如內分」，不是好像

內分一樣的，內分就是身體，我們的身體呢，常常會死亡、會 但那些不容易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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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個世界啊，而且那些微粒子不變化的。這樣好了，現在「申二、住決定」，住

者，即是存住著，存住著呢，有決定的時間，「住決定」。「由住決定」，這由住決

定的原故，所以為甚麼會有些世界好久都存在的，有些世界很短(時間)就壞了，為甚

麼會這樣呢？佛教說就是由於 生所作的業不同。衆

舉個例，例如呢，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呢，就這個世界有多長，他都不說

了，只是阿彌陀佛的壽命都四十八劫。一劫就等於我們的世界一成一壞那麼長

的時間，但是現在我們住的這個世界呢，釋迦牟尼佛亦不過八十歲而已，為甚

麼這麼短呢？這個時間啊，這個世界存在的時間長短呢，完全是由這個 生的衆

業決定的，是怎樣決定的呢？你一下子就不要跳，你慢慢就知道了，是吧？你

想現在呢，今晚就全知道了，這樣就不行的啊，是吧？這你看一下，現在先講

這個器世界，這個器世界，這個自然界，存在的時間先決定，「又感成⋯⋯」

上面就講由於 生有感召到壞世界的業，這個世界就壞了，那這處講甚麼啊？衆

由於這個世間，我們這些 生呢，作了種業能夠感召這個世界成的，這些業就衆

是甚麼啊？感召到這個世界將來成的(業)，在佛家是這麼說，是吧？

這看一下，「又感成器世間業，此業決定能引劫住，」這種業呢，積累

了，這些 生積累很多這些令世界成的業呢，就會衆 (被)這種業力的支持，令到

這個世界一劫一劫的住，很長啊！long long time 這樣存在。這業有多少就感召

多少，就「不增不減」的，懂不懂啊？好了，我們又看一下「酉二、(簡有情

數)」，「若有情數，時無決定。」 生呢，有情數了， 生的壽命的時間無決衆 衆

定的，有些兩歲就死了也不定，有些一百歲都不死，但是我們 生所感的世衆

界，這個物質世界呢，大家共同在一起是時間決定的。

「所以者何？」這要解釋了，「簡有情數」又分三點，「(戌一、)標」，「(戌

二、)徵」，徵者，就是反問，然後「戌三、釋」，就是解答。「若有情數，」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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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 生裏面的時間是不決定壽命的。「所以者何？」為甚麼這樣呢？為甚麼這個世衆

界的存在是時決定，而眾生的壽命就不是時決定呢？解釋了，下面「釋」，「由彼造

作種種業故，或過一劫，或復減少，乃至一歲。」這說由於「彼」，彼是指那些衆

生，他造作種種不同的業，就令到他的壽命有些很長，有些很短。「或過一劫」，有

些就長到整劫的。「或復減少」，有些是少些、少些。「乃至一歲」，有些是少到一

歲就死了，有些 生真是一歲就死了，有些甚麼啊？浮游衆 (生物)啊，是嗎？一出世不

久就死了。我們養的狗，十三、四歲就死的了。人呢，有些很長命，百多歲；有些

呢，一歲多就死了，是嗎？有些短得這樣的，完全是業的決定。

這樣，講到這裏，我就順便講個旁支，有些人就常常走去算命，看一下自己多少

歲死，算來做甚麼啊！他如果是業決定了，你要死就是死了，更倒楣啊，你知道了之

後，是吧？你不知道還快快活活，你知道就要死了，你就倒楣了，加快一點，對吧？

沒用的。你說造風水，風水不是原因，令到你長命、短命，而是你的業做原因。你除

非改變你的業，如果定業就沒有辦法改的，有些學密宗的人就說連定業都能改，這樣

我就不相信，既然能改又怎可說是定呢？定者就是不能改之謂呀！對嗎？就是說，所

以佛家教人家，看相的見到人下巴兩邊尖、沒肉，就說你五十多歲以後就肯定死了，

是吧？那怎麼樣啊？那些不知所謂的就說甚麼啊？「留兩撇鬍子啊！留兩撇鬍子填起

它呀！」這怎麼行啊！是吧？這個很蠢的。

有很多禪師，這些禪師就教人，轉你的業啊，是吧！他說由於你的心，過去世你

的心又殘忍，你前半世的心又殘忍，對於那些動物，你沒甚麼同情心，由於這不同情

的心，由於這種心而引起的業呢，會感召到令你短命的。你想要長命呢，並非長兩撇

鬍子就可以，也不是將你家的門口改過來所能做得到，還是改變你的業，業是甚麼

呢？他教你戒殺放生，多做點好事，那麼這個就是了。不過好像對定業都沒辦法了，

那些不定業呢，你後半世會不好的呢，前半世做一下(好事)都會改變，有時候那些災

害就大事化小，小事化無，(這)就可以的，定業就沒辦法。現在有一個人，在溫哥華

住的，叫做馮馮，有沒有人聽過呀？他都知道一些，他說一個人倒楣，他會改變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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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運的，他說，但是經過他看到這種就要出現的就沒辦法改了。他說他見到啊，他

真能預見未來的，他有些天眼的，你將來怎樣死法，他會看到，他如果能看到的，你

沒辦法改變了，他還未曾看到的，你可以改變了。都對的，他這個講法，就說他看得

到，這業已經排定了，沒辦法！他還未看到的，這業還是不定，不定的時候，你還可

以想想辦法。

好了，現在講「午二」，「午一」讀過了。「午二、壞緣差別」，令到這個世界

壞的，緣就是條件，有種種不同叫做差別，差別即是 difference，不同，分二，「未

一」、「未二」。「未一、出三災」，這個世界之所以壞呢，是三個條件促成它壞

的，三種災害：風災、火災、水災，三災。「未二、明災頂」，這個災到哪裏是頂點

呢，譬如這水災，水災起到哪裏是頂點不再上的呢？風災，那些風颳到哪裏為止就不

上的呢？這樣說明這個災頂。那麼這些你就不要問我啦，我照講給你聽而已，我不負

責解答的，是吧！我只是告訴你聽，這些經(書)是這麼說的。

現在，你看了，先「出三災」，「出三災」又分三點，「申一、略標」，「申

二、列式」，「申三、簡非」，簡即是簡除，除去那些不合理的，不妥當的講法，就

叫做簡非。「申一、略標」，簡略地舉出，「又彼壞劫由三種災。」這個世界有很多

的大劫，一個劫叫做甚麼？成劫。第二個劫就是住劫。第三個劫就是壞劫。第四個劫

就是空劫。「又彼壞劫」，為甚麼這個世界會走到壞劫呢？

「由三種災」，由於三種災害發生了，所以這個世界就壞。哪三種？「略標」，

然後「申二」，「列式」，將那三種災害就排列出來給你知，解釋給你知了，「酉

一」、「酉二」、「酉三」。「酉一」就是水災，不是！火災。「酉二」，水災。

「酉三」就是風災。信不信就由你啦！你要合理的解釋啊！是吧？火災是甚麼啊？現

在的人解作甚麼啊？我有一個朋友叫做馮公夏，他怎樣解啊？他說火災者，就是核子

爆發啊！又合理啊，核子爆發「bang bang boom boom」就是火災啊！你以為真

是個火酒爐點著了這麼小的火嗎？那些火好厲害的啊！令到這個世界 滅就毁 (這麼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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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肯定這個世界的核子爆發，好像我們用望遠鏡看到的那些世界壞的時候，爆炸

的時候，火災了。

水災者，那些、那些、不是真是那些河流的水啊！這個世界溶啊！消溶啊！好像

火山的溶岩那樣，熱辣辣的漿啊！水災，水者，是指那些流質的。風災呢，是指那些

氣體，熱的氣體，現在我們很多甚麼啊？很多恆星啊，太陽都是那種極熱的氣體來

的，風災。火災，「一者」，「酉一」了，「一者、火災，能壞世間從無間獄乃至梵

世。」

這說火災呢，我們的 生所住的地方，那些會給火災傷害的呢？無間獄，衆

最低的地獄叫做無間地獄，即所謂經(書)裏的阿鼻地獄，阿鼻就是無間，就是

那個地獄裏的人呢，沒有間歇的，常常都苦到極的，一丁點時間歇一歇都沒

有，這就是無間地獄。無間地獄起，一直至到甚麼啊？其他地獄，高級一點的

地獄，再到我們人間，都給火災( 滅毁 )。再到甚麼啊？須彌山，須彌山側邊的

四大天王天都給火災 滅。忉利天，帝釋所在的地方，須彌山頂又給火災毁 毁

滅。一直到甚麼啊？忉利天，夜摩天，那個閻羅王住的地方，這個夜摩天又毁

滅。兜率天，彌勒菩薩所住的地方，一樣是給火災 滅。毁

這樣，曾經有一個人問，他問哪一位法師啊？他問印順(法師)抑或是誰呢？「譬

如我們修彌勒菩薩法，我生了去彌勒菩薩那處，到那時彌勒菩薩又還沒來呀！這個世

界又壞，那些火又燒爛了整個兜率天，那怎麼辦啊？」那位法師這樣說：「壞是壞外

院而已！內院不壞的。」那麼為甚麼外院會壞，內院又不會壞呢？這樣我真的不懂，

我不會解釋了，這樣就是了，不過有個人這麼問過，有個又這麼答過。就壞到哪裏

呢？兜率天，兜率天再高一點的呢？化樂天。

再高一點的呢？連魔王所住的地方，那個他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是那個魔王住

的啊，天主教的所謂撒旦啊，就這個，但他在佛經裏面就是那個他化自在天天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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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你修行好好的，(但)他就要搞一下你的呀！你作壞的，他就贊成你的，不搞你

的，你做(得)好，他就搞你的。他化自在天也給火災 滅，再高呢？甚麼啊？到了甚毁

麼啊？初禪天，火災能不能滅？初禪天(是)大梵天王住的地方都 滅，初禪天都給毁 毁

滅，就是大梵天王住的地方都毀滅了。火災啊！到此為止。第二禪天能不能啊？不能

滅得到。火災 滅，彌勒菩薩說火災就不能 滅得到第二禪天的。如果你怕火災毁 毁 毁

呢，你就修定修到第二禪，死了(就)生第二禪天，你就不怕火災，核子能爆發(就)不

關你事，對吧？從無間地獄起，一直至到梵世間，就是大梵天王所統治的那個地方，

梵世間，梵世即大梵天王所統治的世間。

「酉二、水災」了，水災又厲害一點，「二者、水災，能壞一切乃至第二

靜慮。」火災燒壞了，還有那些燒 的炭在啊，那些炭又給水災都衝掉了，水燶

災能破壞一切，直至到甚麼啊？第二靜慮，第二禪天都給水災 滅。「酉三、毁

風災」了，「三者、風災，能壞一切」，甚麼都給吹掉了，那些風很大的，

「乃至第三靜慮。」第三禪天都給它 壞了，那就是你修毁 (定)到第三禪(天)，那

時候都不得了。這個問題就這樣了，在那處又沒死，那怎麼樣呢？搬去哪處

呢？你搬去第二個世界，第三禪？不知道了。所以我說你不要問，你不要讓我

解答才行，這些我只是述(說)給你聽而已，是吧？

好了，「 (申三、 )簡非」，簡就是除去，這個「簡」字即英文的「 keep

from」，撇開，有些地方不能壞得到的，水災、火災、風災都壞不了的。在哪處

啊？你看「第四靜慮無災能壞。」你修禪修到第四靜慮，死了之後就生在第四禪天，

就是這三災都壞不到你所住的地方。「又彼諸天身與 殿俱生俱沒故，」這沒有另外宫

的世界啊，第四禪天，那個宮殿黏著他的，他走到哪，宮殿就走到哪，跟著他走的，

風災、火災來的時候，他去別處呢，他走開呢，他就避開了，連他住的宮殿都避開

了。「俱生」，生就是出現。「沒」就是隱。「更無能壞因緣法故。」「因緣」即是

原因了，因緣法，再沒有其他原因令他壞的。這樣，如果你害怕這些(災害)，最好就

生在第四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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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禪天就哪些人生的呢？那些外道呀，修禪定，修到第四禪的就可以生

了。那麼佛教徒又怎樣呢？佛教徒就兩類人能生第四禪天的：一類是修小乘

行，修到證得不還果，就未成阿羅漢，他就死了，那他還差一點啊，未成羅

漢，他還要輪迴，那麼他就不再在人間輪迴，他就生在了第四禪天裏面。第四

禪天裏面又有五個天，第四禪裏面有五個專為那些小乘不還果而設的，那五個

叫做淨居天，五個淨居天，那些修淨行的人所居住的，那五個淨居天裏面呢，

就是哪些甚麼(人)啊？證得第三果，證了不還果的人又未(證)得阿羅漢果，他就

在那裏修行這一世，在那裏證阿羅漢果的，這叫做淨居天。很大神通的這些淨

居天人啊！

釋迦佛出遊四門，那些人又變了死屍(被)抬著；有些又見到人病了，搖搖

晃晃都走不穩的這些，這些是淨居天(人)在變啊！那麼這淨居天呢，小乘的

人，不還果就生在淨居天。還有，有一些你們還不能生的，第四禪天的中間

啊，很(廣)闊的第四禪天，中間就有一個國土，那個國土就是我們這個、我們

所住的那個第四禪天的中間呢，就有一個國土，這個國土雖然寄居在第四禪

天，但是無漏的，不屬於世間的，不墮世中的，是無漏的，是釋迦佛的報土，

就是釋迦佛的報身佛，即是毘盧遮那佛就住在這裏教化 生的。衆

那些 生呢，就普通的見了道，見了道之後呢，你發願想生去，你就生了。如果衆

你未見道呢？你不能生的，這理由是甚麼呢？見道者，即是你的無漏種子初起出現。

你沒見道呢，就是說你的無漏種子沒出現過。而那個世界是無漏種子所變的，所以

呢，你與我都生不到，今世生不到，今世很難生到，除非你見性、見道，不過今世很

難，我就肯定不行，你可以也(說)不定，是吧？這懂了嗎？第四禪天就無災能夠壞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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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那麼現在上文的「未一」就講了，是吧！「未一」就講了「三災」了。現

在「未二」，就說明災頂了，水災的頂在哪裏？不再標過了，風災的頂又在哪裏呢？

你看一下「復有三災之頂」，看到嗎？哪裏是三災頂啊？「謂第二靜慮、第三靜慮、

第四靜慮。」這怎樣解釋啊？第二靜慮就火災犯不到啊！是吧？那就是火災的頂了，

火災在這下面了。第三靜慮呢？水災犯不到啊，這就是水災的頂了。第四靜慮呢，就

是風災都犯不到啊，這就是風災之頂了。三災之頂，明白嗎？你想看佛家，信不信就

由你，生死輪迴是怎樣，與這個世界的成壞是怎樣呢，這《瑜伽師地論》就最詳細的

了，是吧！

那麼「未二」讀過了，「未一」、「未二」合起來就是甚麼啊？「午二」是吧？

「未一」、「未二」合起來就是「午二」壞緣的不同，「壞緣差別」。現在「午三」

了，就講甚麼啊？「劫量施設」，說明這個世界、一劫一劫的說明了，又分兩點來說

明「未一」、「未二」。

「未一」就說明甚麼啊？「此世間」，就是我們現在住的這個欲界，等

等。然後「未二」就講「梵世」，大梵天王所住的地方，就是初禪天那處。現

在講我們，「此世間」，即現在你與我住的世界。劫是講 時間不是一定⋯⋯

的，舊時的哲學家與科學家以為時間是 absolute，絕對的啊，就是說在我們香

港的一點鐘，滴滴滴那樣的一點鐘，拿去第二個星雲都是一點鐘，都是這麼多

的時間，再拿去別處都是一點鐘，absolutely，絕對的，絕對時間的啊！

舊時的哲學家科學家都是這樣啊！然後空間又是絕對的，我們法雨精舍是

幾多呎，這麼多呎呢將它搬到第二個星球、第二個星雲都是這麼多呎，是嗎？

都是這麼大，這樣啊，再拿去好遠好遠的銀河系裏面的最尾的那個星，都是這

樣大的，這是嗎？absolutely都是甚麼啊？那個 space是絕對的啊！絕對時間、

絕對空間，連到那個科學的祖宗 Newton 都相信時間絕對，空間是絕對啊！誰

知道愛因斯坦(研究)出不是的，是相對的，是吧？時間是相對的，不是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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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就是怎樣啊？在我們香港的一點鐘呢，這時間呢，若在第二個星球可能

是啪的一聲，這樣而已，是吧？這樣的啊！

那個 Russell，那個 Bertrand Russell，英國哲學家寫了一本書叫做《相對論

的 ABC》，是吧？他說，他作了一個故事說，如果有一個人在地球上造了兩支

獵槍，兩支鋼鐵的獵槍，放下一支在他家，就拿著另一支坐火箭，這支火箭一

射就射到那個星雲，那個星雲的運轉速度還快過地球的幾千倍，去到那處，速

度不同，這時間也不同。這樣去到逛一逛，一個禮拜而已，就思念回家了，就

於是又坐火箭回到地球，回到家，誰知沒有人認識他，那些小孩個個都不識

他，走到家，他原來的家人全部都不存在，問起( 人告知别 )原來全死掉了。再

問一下舊時的一支槍放在哪裏呢？槍在哪裏啊？這於是就找，找回了他的一對

獵槍，手拿著一支，就找回另一支，怎知道手拿著的一支還是新的，因為一個

星期而已啊，誰知另一支已經爛了，那些鋼鐵已經腐爛了，這時間已經過百年

了，是吧？

這樣時間就是相對的了，又說空間是相對的，他還說我們的世界是原子造成的，

原子與原子之間有個距離的，他說如果有辦法將那些原子一壓，(就)壓縮了，我們這

個地球就約略等於 California的那些大蘋果差不多。這就是說我們，我們坐在這還小

過一個針孔，是嗎？這就是說甚麼啊？空間也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現在的科學家

才這樣說，我們舊時中學不會的，我們小時候寫字寫在紅字格，「上大人孔乙己」，

最初就(這樣)。再進一步就寫甚麼啊？「王子去求仙，丹成上九天。」你寫過了嗎？

你沒有？你寫過啦！是啦，你寫過的，你這麼老，肯定寫過！你寫過啦！「王子去求

仙」，這個王子去求仙煉丹，煉成(就)上九天，這樣「丹成上九天」。「山中方七日

世上已千年」，他只進山七日而已，回到來就已經有千年了。這就是說甚麼啊？時間

是相對的。我們中國人是真的聰明啊！誰知道那些印度人還更聰明一些，更早！他說

甚麼啊？相對的，時間是相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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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一下，講這個世界的那些劫是怎樣設立的。「又此世間二十中劫壞。」怎

樣叫做「中劫」啊？有大劫、有中 、有小劫，到底小劫刧 (有)幾年啊？中劫(有)幾年

啊？個個有不同的講法，印度裏面各派，各宗教都不同，只是佛教裏面都有十種、八

種的講法，就麻煩你自己查佛學字典了，我就沒辦法講這個了。不過，普通的所謂一

中劫指甚麼啊？這個世界由開始成立，一直至到壞(就)叫做一個中劫。懂了嗎？大概

是差不多這時間，二十個中劫，不是，一個叫做大劫，是嗎？一成一壞，這現在二十

個中劫就壞，中劫就小一點，那麼多大啊？多少時間啊？這各個講法不同，你查詞典

(裏的)「中劫」。這就是世界壞呢，不是一下就壞的，經過二十個中劫慢慢地壞的。

壞了之後呢？二十個中劫空，空框框，中劫。那些小乘人說原子散開了，爆裂散開

了，就二十個中劫成，壞了之後，空了之後，由於 生的業力，那些原子結合了，經衆

二十個中劫，這個世界又成了。這個世界成了之後又怎樣啊？「由二十個中劫成

矣。」成矣即是成了之後，成了之後(就)住，存在。「如是八十個中劫。」八十個中

劫就叫做甚麼啊？假立為一個大劫，就是一個大劫就(等於)二十個中劫。這所謂的刧

數，就是這麼說，這麼解釋的。

好了，這就指我們的這處，就是我們人間的計法，我們欲界的計法。如果你生在

初禪天又不是這樣計法了，相對的啊！時間是相對的啊！你看一下，「未二、梵世

間」，大梵天王所統治的那處的時間的計算法，分二，「申一」、「申二」，「申

一、總標」，「申二、別辨」。「申一、總標」，「又梵世間壽量一劫。」你想長命

(就)要去那處生才行，「壽量一劫」。

於是有兩個人的解釋了，一說就梵世間的那些人的壽量一劫，這說明是壽

量啊！就是那些 生的命長啊！一個解釋。第二個解釋就說這世間，這個梵世衆

間的梵王所統治的那處，那個物質世界的壽量一劫而已，不是說那些 生一衆

劫。兩個解法，那麼這種解法就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這些怎麼知道啊？

你最好就去問彌勒菩薩。「此最後壞。」梵世間，這個世界其他的地方都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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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它最後才壞的。最初世界成的時候，它是最初成立的，不只這樣，我們

人間的 生呢，最初就是由初禪天的大梵天王打發他下來的，最初的一個人衆

啊，剛剛與天主教(相)似。佛家認為呢，天主教的天主就是大梵天王啊，他認

為世界是他創立，人間的人是他先打發下來的，「亦最初成。」

「當知此劫異相建立。」這說我們應該(知道梵世間)不是我們人間的那

樣。「相」就是方式，「異」就是不同，(異相即)用不同的方式來解說，建立

的。就是可能它的一劫就長過我們很多了，相對的啊。現在「申二」了，「別

辨」，「別辨」又分三，分三。「酉一、梵 天」，這說初禪天最少有三個，衆

一個就是梵 天，梵就是大梵天王，那個衆  Brahmā，梵就是 Brahmā，即大梵天

王。現在有很多的藝員去泰國拜那個四面佛，那些泰國人就說是大梵天王的化

身來的，大梵天王。那個大梵天王呢，所統治的地方有三個天，第一個就是梵

天， 者就是民 ，即衆 衆 衆  people，大梵天王所統治的那些民 所住的地方，那衆

些人民所住的地方。

第二呢，就是「梵前益天」，大梵天王手下的官員所住的，在大梵天王前面，替

大梵天王服務，令大梵天王受益的，即大梵天王手下的官吏住的。第三就是「大梵

天」，祂是這麼怪的大梵天，祂不喜歡人家與祂住的，祂要一個人住一重天的，官吏

都走開，要住另外一個天的，這叫做大梵天。下面「酉一、梵 天」，「謂梵 天，衆 衆

二十中劫合為一劫，」這麼長命，這麼長的，祂二十中劫，不是，我們二十中劫是祂

的一劫啊，你想長命你就生在那處，多爽啊！是吧！我們二十中劫，祂才一劫。「即

依此劫施設壽量。」這些民 的壽量就是這樣，就是說甚麼啊？我們的二十中劫，他衆

壽量就死，那些人才死。

「酉二、梵前益天」，大梵天王前面替大梵天王服務的那些人，「梵前益

天四十中劫合為一劫，即依此劫施設(說明)壽量。」「酉三、大梵天」，「若

20



大梵天，六十中劫合為一劫，」這大梵天王長命得這樣啊！「即依此劫施設壽

量。」那麼以上就是「巳一」，就「略」，簡略解釋這個世界的成壞，然後後

面就「巳二、廣顯」，就是再詳細說明。那些就留待日後，我就與你們溫習一

下前面那些，溫習一下前面那些，你就不用溫習也可，你與他都很勤力，你兩

個肯定會相當 佛教的知識你會相當豐富，會很決定相當豐富，你也是啊，⋯⋯

一、二、三，最難得，好了，我先喝一口水。有沒有第一冊啊？不是，開首那

冊有嗎？這麼多某某概論、某某淺說，啊！看了之後就嚼嚼聲說，以為他是懂

了，其實差得遠呢。

凡是讀書(就)要讀些大部頭的書，小冊子，小冊子，那些西方人叫它甚

麼？那些叫做走 short cut，走 short cut 的人很多，很多那些教授在外國回來，

去了幾年而已，走 short cut 就拿了個博士(學位)，回到來就大講特講，其實都是

去到也是讀那幾本小冊子，很多，很多是這樣。

好了，揭開，我就與你們溫習第一，一開首那裏，如果你想學，你就真的要找書

才行啊！你知道嗎？香港開埠以來，未曾有人講過《瑜伽師地論》的，是法雨精舍第

一次講啊！人家不肯，這麼大套的書，人家不肯這樣講的，講書的那些(人)也是一樣

走 short cut啊！快快地講《地藏經》、《阿彌陀經》，那樣就完結了，是嗎？功德

圓滿了這樣，他怎肯講那些幾十卷書的？不肯的。這你們讀一下，正讀本文，不要理

那些科判，因為有時候科判反而礙事的。這讀本文，第一，第一頁「本地分中五識身

相應地」，這個，《瑜伽師地論》總共分作十七個地，「地」是甚麼啊？那些修行

人，那些修止觀的人，一直由開首修，一直修一直進步，一直進步，其中就有十七個

階段，這個「地」啊，梵文叫做 bh miū ，bh miū 西方人譯做 stages，階段，階段。

這樣，其中一個階段就是「五識身相應地」，「五識」就是眼識、耳識、鼻識、舌

識、身識，這五識，單數就叫做識， 數呢，就加個「身」字，就好像英文那樣，單衆

一個就不用加，如果多過一個就加「s」或者「es」，這個「身」就是這樣，身即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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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一堆那樣的解釋。有很多人就解錯了，以為「五識身」的五識與身有關，其餘就

與身無關，這樣不是的，他解錯了，古人解錯了，唐朝很多人解錯。現在呢，那些人

不會錯了，現在只要是讀過一些英文的人，你告訴他知道，他就懂這個「身」字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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