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好幾個解釋的，這個，我們要一個解釋好了，要窺基法師的解釋好了。一就，

我們看一下，「釋此文有兩個解」，是嗎？第一個解，他說「此文」，即是彌勒菩薩

這段文字啊，「乃總標四相」都是依種子建立的。這個呢，「此復二種」，又有兩種

不同的解法，這個。第一種解釋有兩種，「甲」，第一個，我們要這個好了，「《略

纂》云」，窺基法師造了一本書，叫做《瑜伽師地論略纂》。我這本書最主要就是依

他的。這樣解釋《瑜伽師地論》最權威的呢，就是窺基法師的《瑜伽師地論略纂》

了，現在好像都不見有得買那樣，沒有啊！整套《大藏經》那樣啊！不過這樣，《瑜

伽師地論略纂》我們雖然散買不到，這 在怎樣啊？《大藏經》可以單本書買得到现

的，三百元一本而已，是不是三百元一本啊？這處有沒有單本書買的啊？沒有嗎？慈

慧有得賣啊，單本書啊，譬如一百冊《大藏經》，我可以只買第三冊。

學生：「我看到有一套，新文豐那套《大藏經》可以。」

是啊，是啊，這處都有啊，你們買，你們香港的地方這麼貴啊，你們不熟不要整

套買啊！你要找整個房，半個房間來放它就麻煩！需要哪一冊(就)買哪一冊，貴(極)

有限的，是嗎？有很多呢，後面那一截，後面一套《大正大藏經》，即是一套《中華

大藏經》啊，一套叫《大藏經》那套呢，有四十本你用不著的！一百冊，起碼啊！你

如果真是學佛的話，有四十本你用不著。你不是真正好學的呢，更加用不著啊！是

吧！逐冊買，有這樣的好！是吧！新文豐(書局)有這樣好，可以買一冊。有很多確是

沒甚麼用啊，那些甚麼啊？某某禪師語錄啊，那些用來幹甚麼呢？是吧？那些甚麼某

燈某燈啊，《五燈會元》啊，一套《五燈會元》就夠了，用不著這麼多燈啊？是嗎？

之類。這樣呢，這樣你買一冊，有一冊裏面呢，窺基法師的《略纂》，有一冊，你查

一查這個目錄，是第幾冊就得了。

那麼現在的人呢，普通容易買的，擺放著有得買的呢，就是那套叫《論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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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師地論記》，不是叫做「論」，叫做「記」。《瑜伽師地論記》呢，就是那個

舊時有個高麗人，新羅人啊，那個遁倫法師造的，即現在韓國人，所以又叫做《倫

記》。一冊而已，你買一冊吧！《倫記》裏面呢，就整套窺基法師的《略纂》，吞

(佔)了八成，吞(佔)了八成，所以你買一套《倫記》呢，就裏面有八成是窺基 (法師)

的。不過呢，可惜我這套(書)還未出齊，如果我的(書)出齊了，買我這套(書)好得多！

不是說我叻(厲害)啊，不是！而是呢，他們沒有新式標點，我有新式標點，是嗎？他

們的那些科文沒有「甲、乙、丙、丁」寫的。那些比較，都不是多等用的呢，我然後

才放開它，不要！替你選擇一輪就便利很多！不過，現在可惜呢，我應該有十幾冊

的，現在出了兩冊，第三冊呢，我今日開首整理了，今日開首整理，今晚夜開首，開

工大吉！

窺基(法師)怎麼說呢，「《略纂》云：『一切處』者，三界九地。」欲界、色

界、無色界這三界，三界裏面呢，欲界就一地，色界分四地，無色界又分四地，三界

合起來就有九地，這就一切處，即是任何空間。「一切處」。「識相續」，「識」，

每個 生都有八個識，八個識而相續的，是指甚麼呢？連續而不斷的只有兩個識，一衆

個是阿賴耶識，第二個是末那識。但阿賴耶識就沒有藏種子的，不是！阿賴耶識就藏

著種子的，末那識就不藏種子的，所以這個識而又相續的，是指阿賴耶識。「識相續

者，謂第八識。」即是任何三界九地裏面，這個第八識裏面，這個第八識，第八識裏

面含藏很多種子。「一切種子」，就是第八識裏面的那些種子，那些種子是連續不斷

的，好像河流那樣，連續不斷的，每一剎那都一生一滅，一生一滅就連續無間斷的。

那甚麼叫做「俱行」呢？一齊活動，這個第八識就不斷生滅生滅這樣下去，連續；那

些種子呢，亦是跟著它每一剎那都生滅生滅，一齊並行的，兩者一齊行的。會解(釋)

了嗎？所以呢，有時候那些解(釋)呢，除非窺基(法師)沒有注(釋)，那些注很難解的

呢，一到窺基(法師)手上，他就搞定，他就叻(厲害)在這種。那就是說，「生、老、

住、無常」都是依據那些種子建立。上面是「總標」，下面是「別辨」了，說明了。

「由有緣力故，先未相續生法今最初生；是名生有為相。」這樣，來到這處要講給你

聽了，「生、住、異、滅」這四種相，即四種情況，就叫做有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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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為法都有這四相，記住啊！凡有為法一定不能免這四相的。這樣來到這就問

你，這個地球有沒有這四相啊？有，地球是有為法，懂了嗎？西方極樂世界有沒有這

四相啊？有，所以西方極樂世界一樣是有為法。阿彌陀佛的身體有沒有這四相啊？他

的身體啊？有，所以阿彌陀佛的身體一樣是有為法。是嗎？那麼釋迦牟尼佛的身體有

沒有這四相啊？釋迦牟尼，二千五百年前的釋迦牟尼，有，釋迦牟尼佛的身體啊，是

有為相，是吧？好了，但那些經呢，就這樣說，小乘的經就這樣說，它說，佛就對大

家這樣講，佛臨涅槃之前這樣對大家講，他說：「我已經提示阿難幾次了，我就快要

入涅槃了。」阿難呢，被這個魔王，這個波旬控制了他，因為阿難都還未是羅漢，就

給魔王控制了他，遮蔽了理智，他不懂得請求佛：「你不要涅槃了，長期住在這

吧！」他說：「都沒有人請他了，於是我就捨壽了，是吧？如果他是請我呢，我就不

捨壽了，就可以長住在世間了。」是不是有這麼一段講法啊？這一段內容是否真的

呢？你估(猜)？用你的理智來判斷，不可能！是吧？因為凡有為法，有「生」者，必

有「滅」啊！是吧？長一點就可以！你說搞到幾多萬 ，幾多 都不滅的，不可能，刧 刧

最低限度在地球裏面不可能。在極樂世界是另一回事，可能那邊的環境，空氣好點，

種種都好點，好像可以長一點都不定，但都一樣是有「生、住、異、滅」四相，違反

這個理法就不行的。是嗎？這樣，所以讀經呢，我們就要用怎樣呢？(用)我們的理智

抉擇，不能盲目地就信。

這段這樣的說話呢，不過是釋迦牟尼佛涅槃之後，那些弟子就用來讚揚讚美這個

教主的，有這樣的事。是吧？經裏面有時候有很多矛盾，譬如你說，唸「阿彌陀佛」

求生極樂世界，這樣呢，就說很容易的。說易就很易，是吧？爭啊，有些人呢，主張

人唸「彌勒佛」求生兜率天，就於是呢，有些人呢，那個何美琪就被人罵了，「為甚

麼你不叫人生阿彌陀佛淨土呢？就叫人唸彌勒佛，生兜率天呢？」這樣，他說：「生

兜率天啊，第一，它還是欲界啊！第二呢，它都沒有極樂世界那麼好！彌勒菩薩的願

力就沒有阿彌陀佛那麼大啊！」他不懂啊！兜率天是欲界，我們是欲界的人，懂嗎？

欲界生欲界比較(容)易些。還有呢，我們想生「天」呢，一定要修「十善」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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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如果你修「十善」就可生「天」了，那麼你揀兜率天啊！是嗎？兜率天很難去

嗎？欲界天而已！是吧？以欲界人求生欲界天，而且呢，你敬禮彌勒菩薩的，這樣你

都不生？是吧？這一樣啊！你說，阿彌陀佛願力廣大，一唸就肯定生的！不是一唸就

生！為甚麼呢？有幾點：如果有人聽了阿彌陀佛的名號，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

若三日，若四日，乃至到若七日，現在「打佛七」的來源就是這樣啊！「其人臨命終

時，阿彌陀佛與諸聖 現在其前。」好了，不是實生啊！「是人臨命終時心不顛倒，衆

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這個條件就是心不顛倒。

怎樣叫做「顛倒」啊？我們讀過《瑜伽師地論》知道，一個人死的時候有三種心

情的，一種是善心死，是嗎？心不顛倒，最低限度要善心死才行啊！例如你唸著佛

死，入定時死，起慈悲心死，這樣才行啊！如果你含恨而死就不是善心了，恨是甚麼

啊？你們一讀過那些心所就知道，「隨煩惱心所」中有一個「恨」啊，是吧？「恨」

是那個「貪」、「嗔」、「癡」的「嗔」一部分，「嗔」是惡性的啊！如果你含恨而

死呢，有些人對你不住，你含恨而死呢，(生)「人」、「天」都不行！含恨而死，起

不善心死，「人」、「天」都不能(生)，何況極樂世界乎？是嗎？這所以呢，一定要

這條件，最低限度要善心死，善心死不一定不顛倒啊！譬喻甚麼啊？譬如婆羅門教的

善心死，他一味想著個梵天，你說他不善嗎？是吧？他觀想這個梵天接引他。善了。

那麼你說他顛不顛倒啊？顛倒了，是吧？在佛家來看，就說它顛倒了。怎樣才不顛倒

啊？種種事情都有個標準啊！「無常」的東西執為常，第一種顛倒，如果你執 你的着

靈魂是不滅的，你已經是顛倒了。「無我」，你執著有個我，又顛倒了！「不淨」，

你執為淨，就是顛倒了。「苦」的東西你執為樂，你就顛倒了。這叫做「四顛倒」

啊！要沒有這「四顛倒」！你說這個條件有多麼辣啊！是吧？

還有啊，只是這四個條件都還未得啊！這個極樂世界「眾生生者，皆是阿鞞跋

致。」懂不懂啊？甚麼叫做「阿鞞跋致」啊？得「無生忍」啊！即是說，你教理要通

才行！知道一切法都是無生的！得到無生的勝解。最低限度這個「忍」！如果照理，

「無生忍」這三個字呢，有廣義的解釋，有狹義的解釋。廣義的解釋，就是了解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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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理就可以了。狹義的解釋呢，即是要見道啊！你說這個條件那麼辣啊！都不是很

易啊！是吧？所以呢，拗頸(爭辯)的事就無謂，拗頸(爭辯)無謂。我不過順便講，我

不是說它難，不難！如果廣義的「無生忍」呢，你們個個都能，還有呢，你臨死的時

候找個人給你助唸啊，唸著佛死，就是善心死了，是吧？助唸，但是現在有時候，不

到你助唸啊，譬如你在醫院死，就不到你助唸了，醫院怎可給你助唸啊！不行啊！就

好像那個，我的一個朋友，他老媽死了，他就用這個辦法，他用錄音機錄下了，一直

(播)「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他長開了放在枕頭底下，她整天聽到唸佛

聲的，這個孔憲侶先生的那個老媽死的時候就是這樣了。都是辦法。好了，「由有緣

力故」，要「有緣」，緣即是條件，記住！緣就是條件。「先未相續生」的「法」，

法即是東西，以前未曾連續生的東西呢，「今最初生」，現在開始出現了。這樣呢，

「是名生有為相」，這些叫做「生相」，這個「生相」是有為法所必定具有的，叫做

生有為相。

「生、住、異、滅」這類叫做四種有為相，有為法所必具備的四相。他解釋這個

「生」，「生相」是這樣建立的，初初有種子而未出現成為現實，現在開始出現成為

現實的東西了，成為現行了，那時候的狀態叫做「生相」。是吧？「生」之後呢，就

「住」，「住」的時候就「老」了，「異」，「異」即是變「老」了。這講「老」

了，「生、老、住」，「老」即是「異」。「即此變異性，名為老相。」一生了之後

呢，就變化，那種變化的情景呢，叫做「老」。「老」的有為相，「此復二種，」他

說「老」的有為相呢，又有兩種「老」法，一種呢，就「異性變異性」，一種叫做

「變性變異性」。怎樣解釋「異性變異性」呢？變就一定變的，不會不變的！有為法

肯定變的！「變」有兩種變法，一種叫「異性」的「變異」，變異即是變化，「異性

變異」呢，就是怎樣啊？譬如你現在，你出世(時)就(好像)一團粉那樣，再過兩三個

月，你整個會爬來爬去，再過多幾個月，你會搖搖晃晃的行(走)了，都是你，連續，

但是變化了，異性啊！已經變化了，這種叫做異性的變異性。「變性變異性」呢，就

不同了，整個變了，怎樣變了啊？忽然間，他本來連續連續好的，是吧？忽然間染了

重病，就死了。「變性變異性」，還有呢，忽然間他就跛了，忽然間他小兒麻痹(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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跛了，都不是連續，忽然間整個狀態全變了，叫做變性的變異性。

那些所謂「老」啊，有兩種變異的，那就是怎樣啊？我們就一定要怎樣啊？「異

性變異性」就無可避免的，「變性變異性」呢，我們可以防止了。你說，可不可以防

止啊？可以防止的，短命可以防止短命，變長命；窮可以防止窮，不變富都變小康

的。為甚麼啊？你記住！你不要信「命定論」啊！不要信命定！種種事情 緣和合就衆

生，條件具備就有果生，不是說這條命是排定了的！你可以造命的！為甚麼有些人

啊，會一時又說肺 cancer又死啊？又鼻咽癌又死啊？你不好相信命定會這樣死！你

怎樣啊？避免，凡是一種病的造成，一定有個條件造成的啊，你避免這些條件就可以

了，是嗎？懂嗎？第一就避免那些條件；第二呢，助成那些好的條件。所以呢，短命

的你可以變長命，可以續命。是吧？窮的呢，努力些做事，你會不變大富呢，都會變

小富。種種事都是 緣和合而生啊！在這個「緣」上做功夫，佛家的好處就是這樣。衆

排就是排定了，前世那些緣，那些種子已經排定了，但不是固定的，你可以改變的。

你在煲一煲粥，要煲五十分鐘才滾的，抽(起)一條柴，就要六十分鐘才滾啊。那麼你

說，怎樣抽啊？有抽、沒抽，都是排定的啊！是！會排定，在一定的範圍裏面是排

定，在範圍外裏面你計算不到的，多麼好的算命佬都計算不到的！

我們大概呢， 生呢，又有有漏界的眾生，又有無漏界的 生，我們這些凡夫都衆 衆

是有漏界的眾生，或者你用紫微斗數啊，又用四柱啊，幾乎你算得六、七成出來，你

可以排定了，沒變啦，但你算的是有漏界的 生，無漏界的東西呢，你算不到出來衆

的！就是這條河流是這樣流的了，那些水就是這樣流了，是啊！一定命定了，是嗎？

這水是這樣流法，但是如果有個人百厭(頑皮)在外面用一塊石頭「 」一聲 落去，揼 揼

整個局面搞亂了你的，你懂不懂啊？在這局外來搞一下呢，那麼你怎樣局外滲呢？這

個就是甚麼呢？在唯識宗就同意這種方法，可以許可你(這樣)，因為唯識宗許可這

樣，所以唸佛就可以有效。修密宗呢，都可以有效了。我們算的是有漏界的，是吧？

但是這毗盧遮那佛是無漏界的，你懂不懂啊？這觀自在菩薩是無漏界的。如果這個有

漏界的河流正在流著呢，在無漏界 一粒， 一粒紅棗核下去，整個河流就變化了，揼 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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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吧？那麼你用甚麼方法來與他溝通呢？要常常呢，他沒別的，他加持你啊，他的加

持力可以啊！這個條件就是這麼解釋了。

你想那些諸佛加持你呢，是嗎？最大的條件，一定加持你的，就是你發大菩提

心，你發大菩提心的時候，他一定要加持你的，你不請求他也加持你的。這樣呢，你

怎樣呢？你發了大菩提心，你守戒，你向他祈禱呢，他加持你的！還有，不只這些，

譬如觀自在菩薩會加持你，還有很多人要找功德做啊，你明白嗎？有些是小乘的人，

羅漢來的！他本來想入涅槃，他臨死的時候，忽然間有文殊師利那些(菩薩)警告他：

「你應該回心轉修大乘的！」那些已經成了羅漢了，他又不能入欲界，他要表現一個

入涅槃的境，實在他是不入涅槃的，他就躲到他的另外一個身體，我們看不到的，就

好像鬼神那樣。他功德不夠啊，他不能成佛，他要找功德做啊！你有人有苦啊，要求

他，他就妙到極，他要做功德來圓滿啊！是吧？這些啊，這些專門找好事做的，這些

啊，但是有一個條件就是，你不是發大菩提心的呢，你接受不到加持，他亦不會加持

你。

所以你說：「我很多錢啊，我要買甚麼啊！」枉啊！發大菩提心最緊要！那就是

說，我們不用信「命定論」的，不用信！那麼你想長命呢，就製造長命的條件，取消

短命條件，這樣你就長命了。那麼如何可以這樣做呢？你的智慧，你的智慧。而且有

些人這樣，「命定了啊！甚麼都(命定了)，還有甚麼辦法啊？」這個就是蠢材。很多

東西都命定！命定之中有一種，種種都命定，命定的東西很多，其中有一種東西，命

定的，命定甚麼啊？命定到它，命定的規律束縛不到它的，命定啊！命定有一種這樣

的東西，命定的範圍很闊的啊！闊得有種反命定的東西。這樣你說：「啊！會反的

啊！」甚麼沒有反的啊？現在講「變」的，甚麼都有反的！當你生的時候，你就是正

在死，是嗎？你現在有錢的，就是你正在窮，因為你有錢就不斷在用去啊！種種事都

有相反的因素啊！誰說沒有啊？命定的，就有反命定的，有一種東西(這樣)。甚麼叫

做反命定啊？這個無漏智，是吧！無漏智就是反你的命定的！無漏智固然是完全反命

定了，有漏的善慧都有力量反你的命定。這樣，你一明瞭這點呢，你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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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種種都是命定的！」這個人(這樣說)根本就是執著的。沒有命定。你說完全不

是命定嗎？又不是！你這個庸庸碌碌的人就是命定的！大善大惡呢，命定不到。好

了，看回這處，「老相」，「由有相似生故，」就「立異性變異性。」就是解釋「異

性變異性」，前後剎那相似的這樣。「又有不相似生故，」就建立這個甚麼啊？

「立」即是建立，「變性變異性」，前後不似，譬如現在突然跌跛腳了，這就「變性

變異性」。譬如有一個人這樣，突然中風了，這之類就「變性變異性」了，懂不懂

啊？

這樣，解釋「生」、「老」，解釋過了。「住」了，「即已生時，唯生剎那隨轉

故，名住有為相。」即「住有為相」是最短的，就是當你種種東西已經生了的時候，

只是一剎那「生」而已！這樣沒了嗎？就沒得「住」了嗎？有得「住」啊，你這一剎

那「生」，最低限度你「住」這一 那啊，這一剎那就「住」了，跟著一「生」的時刹

候呢，跟 這剎那就是「住」了，這種情景呢，叫做「住有為相」。「住」了之後，着

到最後一定是「無常」的，是吧？其實呢，每一剎那都「無常」啊，那就是「無常」

有「一期無常」，又有「剎那無常」的。「生剎那後剎那不住」，一生了之後呢，即

刻住一個剎那，第二個剎那不住的了，這樣「剎那不住」，這種情景呢，叫做「無常

有為相」。好了，下面總結了，「如是即約諸法分位差別，建立四相。」「如是」，

即是這樣呢，我們就是啊，「約」是依照，是依照「諸法」，是那些事事物物。「分

位」，分就是時分；位者，就是方位，叫做分位。那怎樣叫「分位」呢？最好用英文

這個字「occasion」，分位即 occasion，或者 case，是依據那些精神現象的某一個

occasion，或者物質現象的某一個 occasion。「差別」，差別即不同，不同的

occasion，分位差別即是不同的 occasion。如果「occasion」這個字呢，嚴格譯做

中文呢，應該譯做特殊情形，是嗎？就建立這四相的。

這樣，「四相」講過了。所以，《瑜伽師地論》的內容，就是一點都沒有籠統

的，每一種，細微的，他都講得清清楚楚的。這樣呢，建立了「三世」，是嗎？建立

了「四相」，好多事情可講的了。還有說，佛家常常都說甚麼啊？種種東西都是 緣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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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而生，是嗎？甚麼叫做「緣」啊？「緣」又要建立，於是建立了四種「緣」，有

四種「緣」了。「緣」，緣者，譯做白話呢，就是條件，凡是一種東西都出現呢，一

定要(有)適合出現的條件。你看了，緣「又有四緣」，有四種緣，一件事情的出現

呢，有四種不同的條件。「一、因緣」，即是主要的緣，「因緣」就是因素，最主要

的緣。「二、等無間緣」，「等無間緣」呢，「等」就是連續，「無間」就是中間沒

有東西隔開。即是這樣，你現在去尖沙咀(碼頭)過海，入了一元二角進去，你就(從)

站著的(位置)過了。如果你站著不過呢，後面那個就不能過去了。就是說，你要讓位

給後面那個，後面那個才能過得了，是吧？這樣呢，同一樣道理，我現在，忽然間想

吃蘋果的，忽然間第二念呢，我想吃雪糕，當我想吃雪糕的這個念頭起的時候，一定

要想吃蘋果的念頭停了讓位的。「讓位」的這個識，前一個識讓位給第二個識，是

吧？前一個意識是想蘋果的，要停了，讓位給第二個識，想雪糕。前一個對後一個來

講，就叫做等無間緣。「等」就是連續，「無間」就是中間沒有東西間開，「緣」就

是條件，要讓位。「等無間緣」，懂不懂啊？

第三就是「所緣緣」，這個「所緣緣」的字呢，兩個「緣」字，是吧？第一個

「緣」字是動詞，當(作)認識的解釋；第二個「緣」字呢，當(作)條件的解釋。

第二個「緣」字就是名詞，第一個「緣」字就是動詞，「所緣」的「緣」，是

吧？它所認識的東西，它所認識的對象，它所認識的 object。這個 object又是必需

的條件，如果沒有那種東西在，你見不到那種東西的。所以呢，當我們，當我們見到

前面，我的眼識是見不到鬼的，當我們的眼識的前面呢，見不到有鬼在呢，你說見到

鬼呢，你就虛妄了，是吧？你說：「我意識幻想的啊！」這還不是虛妄？你的意識幻

想甚麼都可以啊！這個「所緣」是一種條件之一，即是你沒有對象，你不能說看到，

一定有對象的，「所緣緣」，是吧？你說：「我無分別智起了，證真如啊！」這樣，

沒對象了吧？「真如」就是對象了。是吧？「所緣緣」。

第四是「增上緣」，增上者，即是輔助。有強烈的力量輔助你的，就叫做增上。

使到你的力量增加，使到你向上發展的，有種這樣的輔助力，這種輔助你的東西，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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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增上緣。這樣記住，「緣」就不出四種，有兩點我們應該要知道的，「心」與

「心所」的出現呢，一定要「四緣」具備！「四緣」具備，四種「緣」都要具備了，

才可以出現的。譬如我說，我的眼，我現在閉著眼，這個眼識不起了，我現在睜開

眼，這個眼識起了，看到紅色了。這樣一定要四個「緣」具體，第一，「因緣」，能

夠見到東西的可能性，見到東西都有種可能性的，一種功能，一種 function啊，才

可以見到東西啊，這種能力，見到東西的能力，我雖然閉著眼，但見到東西的能力有

的，這種見東西的能力，就叫做眼識種子。種子叫做因緣。第二，要有甚麼啊？「等

無間緣」，我現在閉 眼而已，剛才我看的時候，就看燈的，未閉著眼之前看燈的，着

那麼我初初是看燈的，現在我睜開眼不看燈了，閉上眼就不看燈了，我現在看這裏

呢，就要甚麼啊？剛剛看燈的取消，我然後才看到紅的，是嗎？

這個呢，我剛剛看燈的眼識，就叫做等無間緣。雖然是歇過，但是中間無間的。

那麼我現在看紅色了，這樣一陣間看這邊，看綠色，這樣，這個看紅色的就叫做等無

間緣了，讓位給我看綠色。這樣，「等無間緣」可以隔很長(時間)都可以的，我現在

看著紅色，一陣呢，我睡覺了，不看東西了，睡兩個鐘頭，睜開眼，看不到紅(色)

了，或者仍然看到紅(色)，或者當他看不到，看不到，看到黃(色)，這樣，即是說甚

麼啊？前一 那，不是，前面那截雖然是睡覺，但是睡覺之前是看紅啊，這樣看紅的刹

眼識就是等無間緣，懂不懂啊？「等無間緣」，中間可以歇一個鐘頭又可以，歇八個

鐘頭又可以，歇到甚麼啊？歇五百 都可以。明白嗎？為甚麼呢？譬如我現在修定，刧

修到甚麼啊？修到空無邊處定，甚麼都沒有，覺得空空如也，甚麼都沒有的，入定，

入了這種定，我就死了。不是，入了這種定，入了這種定呢，跟著我就死了，死呢，

我就生在無色界，生空無邊處天，壽命五百 。生空無邊處天其實甚麼都沒有的，不刧

要生空無邊處天，都還有個空無邊處。生無想天，甚麼都不想的，前六識就全停了。

我現在就還在想東西，這樣入定了，入了無想定了，入無想定即刻就死了，生無想天

了，壽命五百 。刧

我一出定了，出定的時候需不需要這個「等無間緣」啊？說了肯定要這個「等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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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緣」的，這個「等無間緣」在哪處啊？五百 前，我入定的那一剎那的那個識。聽刧

不聽得懂啊？「等無間緣」可以幾百 都行啊！就是說如果呢，假使科學進步到一個刧

人他死了，臨死的時候他正在想東西，或者他正想 這個耶穌，死了，死了就將這條着

死屍放在雪櫃，到了或者通電，或者甚麼的，他就翻生了，一翻生就見到很多東西，

他見到很多東西的時候，他不就有一個識嗎？這個識的「等無間緣」是甚麼？在哪裏

啊？

學生：「死之前一剎那的東西。」

對了，死之前，十年前，臨死時的那剎那的那個意識，這個意識就是「等無間

緣」。懂不懂啊？所以「等無間緣」就好像可以很長的！是嗎？這點我們要知道的。

好了，第三，還有一點你要知道的，一陣講完了這些，才講那些。「等無間緣」、

「所緣緣」，大家知道了。

第四，叫做「增上緣」，輔助你的，這樣，怎樣「增上緣」啊？譬如我(視力)是

散光的，看東西懵查查(模模糊糊)的，但我的眼識確是起的，走去眼鏡舖，配一個散

光眼鏡，這就看到玲瓏浮凸，看清楚了，這個眼識就很清楚了。以前未配眼鏡的眼識

就糊糊塗塗的，這就要靠甚麼令我的眼識這麼清楚啊？你講我知吧，靠這個眼鏡，這

個眼鏡叫做「增上緣」，懂不懂啊？明白嗎？你做生意沒有本錢，有人在投資，你居

然做起來了，撈起了，這個投資就是你的甚麼啊？增上緣啊！懂不懂啊？「增上

緣」。你本來不靚的，我不是說你啊！本來不靚的，但是呢，你就去找個化妝師，同

你姿姿整整(化妝打扮)之後呢，整個(像)大明星那樣的樣子，是吧？是甚麼啊？那個

化妝師是你的「增上緣」，懂不懂啊？好了，「增上緣」呢，你不要以為「增上緣」

就肯定是好東西啊！「增上緣」有兩種，一種就是正數啊，正，positive，助成你的

「增上緣」。一種呢，減弱你的那些 negative。那麼，怎樣助成你的啊？你現在在

種花，是吧？人家呢，給你灑水，給你放植物的維他命進去，令你的這棵花快速地長

大，這些就是「增上緣」了，是吧？這些「增上緣」是 positive，是正的，助成你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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棵花的。但是，我不通氣(情理)，在你的這棵花側邊燒東西啊，有個人喜歡拜神的，

常常在那側邊燒元寶，你那棵花就(被)得罪了，葉全 了為止，就是甚麼啊？負數的燶

「增上緣」。懂不懂啊？

譬如你說想長命，你種種事情都講求衛生，早眠早起，是吧？吃東西有節(制)，

這些就是甚麼啊？是你的正的「增上緣」，令你長命的正的「增上緣」。如果你晚晚

(每夜)打麻將，夜夜捱眼瞓(睏了不去睡覺)，做功夫就過度，這些是甚麼啊？是你負

數的「增上緣」，不只不令你長命，還短命些。懂不懂啊？所以呢，講到這處，又是

不要信命定！在「增上緣」上想辦法，你呢，這個是你的好朋友，是吧！你呢，人家

老爸遠涉重洋去了，剩下這個仔，你時時教導這個仔要做好人做好事，將來呢，這個

仔成功呢，你是這個正「增上緣」。是嗎？如果你想害他老爸都很容易啊，帶他的仔

去那些黑墨墨的舞廳啊，帶他，教他去食白面(毒品)啊，這就真的祖宗三代都得罪了

你啊！是吧？這些細路(小孩)一樣好高興的啊！這些負的「增上緣」。懂了嗎？我們

中國的老子啊，就很歡喜用負的「增上緣」，「將欲取之，必先與之。」我想拿你

的，我偏偏要給你；「將欲弱之，必先 之。」搞弱你呢，就搞到你 到了不得，搞强 强

得你呢，天怒民怨的時候呢，你自然就倒了，負的「增上緣」。

「緣」不外四種，這四種呢，你就怎樣啊？你想怎樣呢，就在「增上緣」做功

夫，在「增上緣」做功夫呢，培養些好的「增上緣」，你自然就好。這樣你說：「這

樣命定？」命定，哪有命定啊！其實就沒得定！命定了，我有一種東西叫做智慧，這

種智慧就打破命定，我們有智慧都是命定的啊！就是命定呢，我可以打破命定的！懂

不懂啊？所以我呢，我就識子平(八字)那些的，看相我也識的，我都不信這種！我信

了佛之後都不信這些！根本我就可以造命，在有限的範圍。

你說要有七、八百歲不死的，這就不能了，但一百幾十歲不死啊，很容易的！很

容易的！危險的東西，不平等因就避免，是嗎？衛生一點，不要傷害你的身體，這樣

就會長命了，是嗎？如果想有錢呢，你就勤力做事啊！你說：「這樣我這條命是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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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都搞不定呢，請救兵，找無漏界，無漏界請救兵。這些呢，密宗這些就派用場

了。淨土宗，淨土呢，你要臨終結算才有得講啊。密宗呢，你唸一下那些甚麼啊？

「六字大明」啊，甚麼「千手千眼」那些啊，尤其是好像「準提咒」那些啊，隨時都

很靈的！為甚麼會靈啊？在你的界外的地方拉一種勢力，你與它相應呢，就拉過來

了。

好了，(時鐘)達五(二十五分)了，看了，要有四種「緣」，讀完它吧，這處。

「又因緣者，謂種子。」真正「種子」才是「因緣」。這樣，唯識宗講「因緣」就是

指種子，其他宗不是啊，不可不知啊！譬如你說，普通啊，在小乘或者其他宗就是這

樣，這棵禾是果，那粒穀種是「因緣」，那粒穀種是因緣，那些灑水啊、肥料啊，這

些是「增上緣」。物質現象呢，就兩種緣就夠了，「增上緣」與「因緣」就夠了。精

神現象呢，就要「四緣」具備，是吧？那就是說，那粒穀種是因緣了。唯識宗就說不

是！穀種不是因緣！那棵禾的種子才是因緣。穀有穀的種子，那粒穀的種子出現的時

候，它就是穀。禾的種子出現的時候，它就是禾。真正的「因緣」是甚麼啊？是種

子。那粒穀種啊，那粒穀呢，是世俗上假立的「因緣」而已。這(乃)至到呢，為甚麼

會這樣呢？你就學唯識才會明白了。如果我今日講，又要整堂講了，不過我告訴你

聽，唯識宗講「因緣」，就「種子」是「因緣」。其他各宗呢，就說是甚麼啊？那粒

穀種就是這棵禾的因緣；那些玫瑰花的種子就是那棵玫瑰花的因緣；你父母的種族的

遺傳呢，你父母的精子、卵子呢，就是你成立的「因緣」，等等。唯識宗說不是，這

些都是連續的事象的變遷而已，真正的「因緣」呢，就是「種子」才是。這就是「因

緣謂種子」。「等無間緣者，謂若此識無間，諸識決定生，此是彼等無間緣。」「等

無間緣」是怎樣啊？「此識」，即譬如我現在看燈的眼識。「無間」，我現在不看燈

了，我現在看這本書了，看書的「識決定生」，讓位給它決定生，「此識決定生」，

「無間」就是中間無間隔。「此是彼等無間緣」，這樣呢，這個看燈的眼識就是看書

的眼識的等無間緣了。懂不懂啊？懂了吧！「等無間緣」。

「所緣緣」是甚麼呢？「所緣緣者，謂心、心所所緣境界。」我們的「心」，這

八個識與心所，那些甚麼？「觸」、「作意」啊，那些心所，一定有他的所緣，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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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認識的境界，緣就是認識，境界就是 object，這些境界呢，就是所緣的緣，一方

面是它所認識的，同時它是條件之一。懂不懂啊？「增上緣者，謂除種子餘所依，如

眼及助伴法望眼識。」甚麼叫做「增上緣者」呢？除了種子之外，除了種子之外呢，

其他都叫做增上緣的，實在是(這樣)。這樣，然則「所緣緣」都是「增上緣」了，

「所緣緣」都是「增上緣」之一來的，但是它叫做「所緣緣」了，就不再叫做「增上

緣」了，就是這樣解釋而已。懂了嗎？「等無間緣」其實都是「增上緣」，不過它已

經叫「等無間緣」了，就不用另外叫了。這就除了這些之外呢，其餘呢，「所依」，

它要依靠它而助成它的，例如「眼」，這個眼根，即視覺神經，眼根。「及助伴」，

助伴是那些心所。「望眼識」，「望」即(指)對於，對於這個眼識呢，都是助成這個

眼識的，這樣這個眼根與那些助伴呢，都是眼識的「增上緣」了。聽得懂嗎？懂了

嗎？眼識就如此了，「所餘識亦爾。」其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末那

識、阿賴耶識，「爾」就是一樣，如此，亦如此。

講了「四緣」，是吧？哦，未講完！「增上緣」未講完，還有兩句。「又善、不

善性能取愛、非愛果。」他說還有，善性的行為，即善業；不善性，即惡的行為。

「能取」，「取」就是招，能招，可愛的，即是快樂的果，與非愛的，即是痛苦的

果。這意思即是甚麼啊？善的行為可以做增上緣，令到你來生呢，產生快樂的果。惡

的行為做增上緣，令到你來生，產生苦的果，是嗎？是增上緣來的，不是因緣，善得

樂報，惡得苦報，這些是增上緣。懂了嗎？所以呢，你得閒呢，已經懂了的這本《瑜

伽師地論》，你得閒就讀一下它啊，又不用熟讀它啊，看一下之後呢，你以後讀佛經

啊，你非常之容易。懂不懂啊？有沒有讀啊？有沒有回去溫一下？六十七(頁)，講

「善」的，是嗎？講「善」的，我們看一下，講「善」呢，六十一頁那處，六十四頁

那處呢，這講「善」的東西，有些經呢，就只講一種，是吧？「或立二種」，這

「立」字就當(作)安立的解釋。「安立」這兩個字在佛經裏面就當作說。有些經呢，

就說兩種善，即是將「善」的事情分成兩種。「或立三種」，有些呢，就將「善」的

事情分類，分成三種。「或立四種」，有些呢，就說四種。「或立五種」，「或立六

種」，「或立七種」，「或立八種」，「或立九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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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是說，我們就不要執 「善」一定有幾多種，「善」有幾多種呢，就是佛在着

經裏面安立的，安立的，設立的，就是等於那些地理學家安立，在這個地球上安立幾

多條經線，幾多條緯線，是吧？安立而已。這樣，如果一了解這種道理呢，他認為適

當，講幾多種就是適當，他即管這麼說，沒有哪一種叫做最適當，是吧？在某個情

形，講兩種就叫做適當，(或)三種就適當。有時候呢，詳細的呢，需要呢，他講十

種，八種才是適當。這樣現在呢，「或立九種」，是嗎？我們現在看，有些經論呢，

就說有九種「善」的，一種叫做「方便善」，「方便善」，講過了，是吧！現在應該

講「十種」了，是吧？「至十」，十種了，十種呢，很多不同的立法(的)經論，就總

共有五種，五種「十」是嗎？「午一」到「午五」，我們看一下「午一、約方便

辨」，怎樣叫做「方便」呢？佛經裏面時時有「方便」這兩個字，這樣我現在就順便

解釋一下「方便」兩個字給你們聽。

分開兩方面來解釋，第一，我先解釋「方便」這兩個字的意義，「方」就是方

法，「便」就叫做便利，「方」(與)「便」合起來就是一種便利的方法，是方法來

的，不是最後的究竟目的來的，這個不過是甚麼啊？方法，達到目的的方法而已。懂

了嗎？那麼這個第一點，解釋了「方便」兩個字了。如果講得，有時候講「方便」兩

個字，粗俗些來說，你可以說是甚麼啊？手段，是吧？手段，不是目的，對吧！第一

項講了，第二項呢？這要留意了，一講到「方便」呢，就與真實相對了，方便即是不

真實，是嗎？真實不是等於方便。這樣，我們不要執著「方便」以為當(作)真實。譬

如你教仔，你教仔，你說：「你要勤力讀書啊！勤力讀書呢，你將來啊，你是一個全

世界第一流的工程師來啊！或者是第一流的醫生來啊！」這樣如果阿仔問到：「可不

可以啊？」你就告訴他說：「肯定可以的！」是嗎？是不是真的可以啊？有些啊，讀

書讀到半途病死亦有，是吧？讀著書呢，因為他的資質不適宜於學工程，不適宜於學

醫的，這樣他就不能不去學甚麼啊？學藝術，學文學，都有！是吧！那就是說，你對

這個仔說，你勤力讀書就做一流的工程師，一流的醫生呢，這樣呢，這句話就不是真

實的，是吧？但(雖說)不真實，這有它的價值啊！如果他的兒子聽他話呢，他會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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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書啊！是吧！那麼，這種叫做方便了！是嗎？

「真實」是甚麼真實啊？想他成人長進，這種就是真實了。明白嗎？「方便」就

與「真實」相對的。好了，「或立十種，謂有依善、無依善、聞所生善、思所生善、

律儀所攝善、非律儀非不律儀所攝善、根本眷屬所攝善、聲聞乘所攝善、獨覺乘所攝

善、大乘所攝善。」將它分為這麼多種，十種。「有依善」，這個「依」是怎樣啊？

有所為而，有所求而去做好事的，這些叫做有依善。例如你做了這種事情呢，想，這

個目的呢，不是純粹想做善事的，這個目的想有多少報酬的。例如你幫忙，你的意

思，故意給恩惠別人，希望別人報答你，叫做有依善。例如你捐錢這樣，你捐些錢出

去的目的是想人家給你多少(一些)名氣，社會上就說你是「善長仁翁」了，你有這個

目的的，有所為而為的，這叫做有依善。「無依善」呢，無這樣的目的的，直情是想

為了做善而去做善的，這叫做「無依善」。「聞所生善」，「聞所生善」呢，因為聽

聞佛法，就而去修行，由聽聞佛法而去修行所穫的善，就未曾達到見道的，仍然是有

漏的，未曾達到無漏的，即不是無漏的，聽聞說經裏是這樣講的，他就照修可也，是

吧？就未達到清淨無漏的境地的，這叫做聞所生善。例如甚麼呢？你以前甚麼都不懂

的，現在你讀了一本佛經，你懂了，你就有一種智慧了，是吧？這種叫做聞所成的

慧，這種叫做聞所成的慧是善的，這些就叫做聞所生善。即是從聞法所生的善。

「思所生善」呢，就比較最高級一點的，不只聽聞佛法所生的善，而且經你消化

過的，這個也是智慧來的，這種善的智慧叫做思所生善。為甚麼？聞、思、修啊，為

甚麼他不講「修所生善」啊？「修所生善」在下面這些，「根本眷屬所生(攝)善、聲

聞乘所生(攝)善、獨覺乘所生(攝)善、大乘所生(攝)善」，他就撥到這處了。「修所生

善」。「律儀所生(攝)善」，律儀者呢，律儀即是戒律、規矩，你守戒律的行為叫做

律儀所生(攝)善。那麼，有沒有不律儀所生善的啊？不會的，不律儀就不會善的啊，

是吧？所以呢，只有律儀所生善而已。但是，有一種甚麼啊？「非律儀非不律儀所生

(攝)善」，有！既不是戒律來的，亦不是違反戒律的，又不是作惡的，它是善的，這

叫做非律儀非不律儀所攝善。「所攝」即是屬於，屬於這類的。這樣，好了，這處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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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與你們抉擇一下了。「根本眷屬所攝善」，先解釋「根本」與「眷屬」這兩個詞。

「根本」者，那種東西就是主，主要的。「眷屬」呢，就是附屬在一起的，叫做眷

屬。懂了嗎？「根本眷屬所攝善」呢，這處呢，自古以來有四種不同的解法，你看一

下第六十八頁，第一、二、三、四、五、六，第六行，「根本眷屬所攝善者」呢，就

有四解的，我這裏就寫「三解」，為甚麼呢？其中第四解與第二解相同的，所以呢，

你改了這「四」字都可以，你不改它亦可以，懂不懂啊？它解釋就有四種，但有兩種

解(法)相同的，這就實得三種。這樣，實得三種呢，三種就太煩了，我與你抉擇一

種，我抉擇第三種給你，第一、第二呢，你以後程度好點了，你自己研究，是吧？我

與你抉擇是三種。

我們修定的時候呢，這個呢，這個「根本眷屬所攝善」呢，就講修定的情景來

的，我們修定呢，普通啊，普通的所謂講「定」呢，就是不外是九種定而已，記住

啊，九種定而已。第一就是初禪；第二是第二禪；第三是第三禪；第四是第四禪。這

個叫做四禪。四禪之外呢，還有四種無色定，就空無邊處定，識無邊處定，無所有處

定，非想非非想處定，叫做四種無色定。這就總共八定了，這八種定之外呢，還有一

種呢，叫做滅盡定。滅盡定是甚麼？完全知覺都停了，這種滅盡定。這就不外這九種

了，「定」就(這樣)。那麼入定的時候呢，入定的時候怎樣呢？例如，甚麼叫做初禪

呢？初禪呢，就是你在修定了，學修定了，學修定呢，學到你的輕安啊，充滿在你的

身體，全身都輕快安穩了，是吧？那時候呢，很多人就起誤解的，以為是見道了，有

些人啊！實在不是！如果見道就不覺得，不覺得這個叫做輕快安穩的啊！很空靈的那

樣，沒有概念的啊！你那時呢，你的輕安充滿著身體，明明是有概念的，我現在很爽

啊！這個「爽」就是概念了。我現在啊，很輕快的，「輕快」就是概念了。這即不是

見道了！這樣呢，這個身體輕安充滿了，這之後呢？你就會怎樣呢？就入了一種這個

心不亂的，這個心啊，完全不亂的，間中呢，將近這個心想亂了，想亂了，這樣呢，

即刻有一種思想察覺，就壓低了，這樣那時候呢，就叫做初禪了。好了，真真正正的

輕安充滿之後呢，你就入了初禪，就叫做初禪的根本。每一種定有根本，又有⋯⋯那

麼，在未曾得初禪的時候是怎樣的啊？未得初禪的時候呢，你會啊，你要怎樣啊？你

要用方法來控制你的心，控制你的心呢，就令到你的心不亂。當你要控制你的心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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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呢，你要用很多方法了。譬如怎樣啊？有些人就喜歡數著這個呼吸，

「1、2、3、4⋯⋯」這樣數著呼吸。有些人呢，就想著前面一個月光，是嗎？有些人
呢，就想著有個佛在前面。有些人要想這個佛坐在他的頭頂。有些人呢，搞來搞去都

搞不定呢，這個心硬是亂的時候，他就看這個心了，叫這個心：「你亂吧！我看你怎

樣亂！」你這樣看它呢，看著心怎樣亂呢，你這個心就不亂了，你會(這樣)，你不看

的時候，它又亂了，會這樣的。

這樣，用種種的方法，用種種的便利的方法來控制你的心，令到你的心能夠入定

的，當你運用這些種種的方法的時候呢，你就會有一種很特別的情景產生，你就不要

驚(怕)，要(這樣)。驚(怕)呢，你就一下神經病都有份了，怎樣呢？這樣例如，覺得在

頭上好像有條蛇一條線那樣兩邊走，兩邊走那樣；有時候忽然間見到山根那處啊，忽

然間好像「啪啦」(一聲)，好像爆炸那樣，那些火花，紫色的火花，看到了你不要驚

(怕)啊！是這樣，你說這些這樣的(是)幻象就可以了。是吧？有時候呢，覺得那些氣

呢，一道熱力在肚臍下面走，走就走過後面，跟著這個尾龍骨上去，這就繞著來走，

是吧？有時候呢，就幾條一齊那樣，在身上一圈那樣，七、八條的在身上繞，繞住，

好像七、八條電光在身上繞，都不定，你不要驚(怕)啊！當你的方便，即未入到定的

時候，未入根本定的時候呢，有這些，甚至到有時會這樣的啊！忽然間呢，覺得你自

己「 」的這樣 上去的，無比那麼高！倒掟了，又「嘩」的走下來，這樣，你如果㗾 飈

是遇 這樣的情形呢，你不懂的呢，你一驚着 (怕)的呢，就會以後失常了。你會失常

的，因為我有朋友(這樣)，我有個朋友，他出了本書，這處有得賣的，寫書寫得相當

好的，都不可謂程度很差了，但是呢，就是因為這樣的事去找神經病醫生，不可不知

哦！這樣他(的氣) 了上去再落下來，他驚飈 (怕)起來了。

那麼有時候，有些呢，見到那些好像老虎啊，獅子啊，好像龍那樣張牙舞爪地想

撲向你，嚇得你甚麼似的，這些全部是幻覺。你說：「這些是鬼整你啊！是神整你

啊！」那有這麼多鬼神整你啊！你自己的幻覺！懂不懂啊？是吧！這樣，這些在方便

的時候有這種出現的，但入到根本呢，沒有了，很寧靜了，懂不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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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候好像觸電那樣「霹靂啪啦、霹靂啪啦」這樣。有些還跳，會跳出來的，譬

如你坐在凳上，一不小心就「bong bong」那樣，如果這張凳四、五吋高的，你就

死了，跳了，這因 甚麼啊？因為兩個膝蓋，兩個膝蓋的神經抽搐的時候呢，他這樣爲

坐，那就「bong bong」這樣了，一下不小心移了出去，如果你的凳(有)一尺高，這

樣就整個(人)照頭衝下去(掉到)地上，那時就真的麻煩了，那時是吧？所以你有時候

真的要防避的。一到根本的時候呢，沒事了。這樣，如果你由初禪上第二禪呢，將近

由初禪轉入第二禪呢，這你怎樣啊？又來一次了，「霹靂啪啦」震動了，好像這樣

啊，哈哈，震動了，那麼震動完之後呢，就冷靜了，冷靜了的時候呢，你入到第二禪

了。由第二禪過第三禪又來(這樣)了，即是每一種定呢，都有甚麼啊？有方便，方便

即是加行，方便的加行，又有根本，在方便加行的時候呢，就有些古靈精怪的東西出

現，所以有些人就告訴你聽，自己一個人學定呢，就認真很小心，最好就跟 師父，着

有甚麼事情就告訴他，他會給你搞定它，是的！

但是，今天不用都可以，舊時沒有這麼多書看的，是吧？你不跟 他呢，搞出事着

呢，你就⋯⋯

現在這麼多書，很多書看啊，這樣，你遇到有這樣的毛病，你就這樣控制它，遇

到第二種毛病呢，你又用第二種辦法來消解它。這樣，有時候你走出去學啊，不如看

多幾本書還好些，是吧？這樣，方便與根本，我們學定的時候呢，根本的時候固然是

善的，這九種定都是善的，善的。九種定呢，每種都要有方便的啊，方便的時候都是

善的，這樣呢，叫做方便所攝善，根本所攝善，我就選擇這種，(在)幾種之中。懂不

懂啊？其他那些呢，費事講那麼多了，嘥(浪費)時間！另外這三種，先(這樣)。「根

本眷屬所攝善」呢，在文法上你要這樣讀的，「根本所攝善」與「眷屬所攝善」。

「聲聞乘所攝善」，即是那些屬於小乘的修行的一切善法。「獨覺乘所攝善」，那些

獨覺，那些獨覺乘的人修行的呢，所修的善法。「大乘所攝善」，即是大乘所修的六

度萬行，就叫做「大乘所攝善」。這就總共十種，即有些經論就分十種。分十種的

(經論)很多的，又有些這樣分十種，「又立十種，謂欲界繫善，初、二、三、四靜慮

19



繫善，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繫善，無漏所攝善。」總共十

種。「欲界繫所攝善」呢，即是我們欲界的人所修的善法。是吧？欲界包括甚麼啊？

最低的呢，就是「地獄」。與所謂高一些的呢，「餓鬼」，是嗎？再上一些呢，就是

「人」，是吧？「人」。與「天」，是嗎？「天」。那些「畜生」呢，就附屬在

「人」「天」的，不另外的。「天」呢，有些附屬在「天」的，叫做「阿修羅」，是

吧？「阿修羅」。這樣欲界就包括這麼多，記住啊！「天」啊，「天」不是全部在欲

界啊！欲界就只得六個「天」，就叫做「六欲天」。六個欲界的「天」。因為「天」

有三十幾個的啊！「天」啊，「天」呢，我們一數呢，數出了三十幾個，那些經論的

分法呢，有些出入的。普通的呢，「天」呢，就「四大天王天」；比「四大天王天」

高一些的呢，「忉利天」；(比)「忉利天」再高些的呢，叫做「善分天」，又叫做

「夜摩天」；又比它高一些呢，「兜率天」，又叫做「知足天」，即彌勒菩薩那處；

再高一些呢，「化樂天」；再高一些呢，「他化自在天」。這樣總共有六個。這六個

「天」呢，都有男女情欲，有飲食的情欲，即是飲食男女之欲，這叫做六個欲界天。

再高一些呢，即這六個以外再高一些的，就沒有飲食男女之欲了，有物質身體，這個

就是甚麼啊？有好幾個解釋的這個，我們要一個解釋好了，要窺基法師的解釋好了⋯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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