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你了解這些［概念］已經相當夠了。

學員：多謝羅公！

學員：多謝！……講「十二緣生」了。

學員：好啊！好啊！古人將「生死輪迴」，有些人分它做…佛自己，有時他跟人講，

他分七個階段，叫做「七支」。

有人、有時候，佛祖他歡喜分九段來講，就是九段、「九支」的緣生。最後，他

就講到「十二支」。「支」就是「段」，一段一段，一個階段。是嗎？十二個階段。

「緣生」就是怎樣啊？前一段做「緣」，就產生後一段出來。……

由你出世那天到現在未曾停過，你的「無明」。不止你出世的時候未停過，你在

胎裡面都未停過。不止這樣，你在入胎之前，那個「中有身」入胎亦未停過。那「中

有」是你前世死了才變「中有」的。你前世死的時候，那「無明」未停過。你死了之

前的前一世，一世人未停過。數上去，世、世、世、世、世……數上去，萬劫以前，

你已經有了「無明」。因為據佛教就承認萬劫以前，萬萬劫以前，你已經有你的生

命。

你的「無明」未曾停過。那麼，以這個「無明」為中心，貪、嗔、傲慢、害人什

麼等等。所有那些壞的勢力圍繞著一起，那些叫做「煩惱」。由於你前世數上去，你

一數上去，數不到最初的，只有由前世起數。因為你前世有很多「無明」，很多「無

明」又起貪、又作惡等等，就作了很多那些一是善業，或是惡業。如果你不是羅漢，

你所作的業都是「有漏業」，即是有煩惱的業。作了很多業，凡是一作業就一定有果

的。你不要以為沒有果。你 下個鼻都是作業， 下個鼻得的果是什麼啊？止痕！是你， 𢯎 𢯎

嗎？你放個屁有沒有果啊？你說：放個屁就整間屋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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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定有果的，不會沒有果的。凡是行為都有果的。業即是行為。業，梵文叫做

karman，譯做英文 behavior 或者譯做 action，業。業是怎樣起的呢？業有二種起

的。一種「無漏業」是由大悲大智推動的，那些是佛的智。你那些凡夫的業起是什麼

啊？由「無明」起，你沒「無明」你不作這些善業、惡業。做善業都是「無明」的，

有漏的就是「無明」。由「無明」…… ！這句要記了！嗱

你經常講「生死輪迴」，你不了解十二支怎了解「生死輪迴」啊？「行」，（粵

音）讀恆又得，讀杏又得。這個字如果是名詞，即是做 Noun，就讀「恆、肯、

杏」，杏仁個「杏」音。如果你作動詞用，當行路的，就讀「恆」。不過，現在就沒

有所謂了。以往的老先生，你讀歪一點，他就說你不識字了。但現家沒有所謂了，誰

人不讀歪啊？「無明」就緣，緣即是推動的原因，就產生了行為。行即是業來的。即

是前世起「無明」，前世作了很多業，這些業就是你今世受的。業，一作了業之後，

你前一世作了業之後，到你八、九十歲就會死了。

你看下你一世起了多少「無明」？譬如你九十歲，九十年起「無明」未曾停過；

九十年作業就未停過。那九十年所作的業就產生今世的果。今世的果未受得了呢？來

世再受。那些果是否有一個上帝或者閻羅王或者佛為你推些果出來呢？記住！不是

的！業自己會引起果的。那些業猶如打字機，那些字一打落去就有個果。好似電腦般

的，一按下去就有個字出來了。是你的業自己打個果出來的。

善的業就打出快樂的果、幸福的果；惡的業就打出那些悲慘的果。何解呢？因為

你作善業是想好的，所以果就是好。你作惡業是殘忍的、想別人衰，但是結果打出來

就是衰。但是打出來時不在別人那裡，在自己那裡了，第二世。所以，你害人呢？第

二世，你自己衰。那個詳細你想下就知了。那今世呢？這一世你怎樣呢？這是前世作

的業的果來的。你說：那我念下佛， 了它得不得呢？ 不可的！那些是賺錢，幫你抺

做功德而已，實在是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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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前世作了業，佛又怎會幫你 了那些業呢？佛哪有這空閒？就算抹得了，他都抺

不會幫你 ！這樣不公道！［因為］你作了業是不是啊？根本那些業是你的，又不在抺

佛那裡，怎樣 呢？ 不了！你說：那我不用做供養了！老實地講一句：不用做！抺 抺

你說：那些寺門不就要收檔（關閉）？它實在應該收檔的（關閉）。是嗎？不過，如

果收了檔（關閉了），你走去遊都沒有地方可以遊，是嗎？你想去做一下（供養），

聽一下佛（法），都沒有地方（可以）聽到。以往都是靠這些寺門聽的，現在就有學

會［可以聽佛法］。

那麼，你說［改變］又得不得呢？想要改變一下又得不得呢？不是說絕對不可

以，我講你聽，可以的！不過，你想拿一些錢去拜懺，使（捐）一些錢就得（改變）

呢？就沒有這種道理，你自己造就得！用業抵消業，明白嗎？用業來抵消業。那後業

強過前業呢？它會輕輕影響番前者，這樣就得！何解呢？因為業有極重的、半重半輕

的、有些是好輕的，三個類別。極重的呢？那些［是］定業，沒有辦法的，連佛都搞

不掂。定業啊！哪些是定業、極重的呢？我講你聽：殺爸爸！殺媽媽！搞到人地 家冚

剷（殺光別人全家）！六國封相！這些以及…

佛，你殺他不到的，「出佛身血」，你可以令到佛的身出血。殺阿羅漢，還有殺

師長！你不要以為［輕］啊！如果你在我處聽法，［又］罵下［我］，我講你聽啊！

那日罵過的，你們個個都受報啊！你看一下，數一下，沒有一個不受報，那個未受報

的，必定是遲些而已。沒有不受報的，你計一下，你自己出過聲的那些人，你自己計

一下，沒有不受的。如果你受呢？你就因住（小心）。我是你老師啊！你知道嗎？不

是上等的業都很快［有］報應的。

你不要以為那麼簡單啊！因為你在我這裡聽法，我憐憫你們，然後才講你們聽

的。這個殺師長，胡亂罵辱那些長輩，那些定業［是］沒有變的。密宗的人說定業都

可以轉移，我不相信！這樣是有矛盾的，你說定業都可以轉移，你知不知道他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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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過邏輯。什麼叫做「定」啊？沒有得轉就叫做「定」啊嘛！轉得的，即是不「定」

啦！是不是啊？他都沒學邏輯，是嗎？所以，定業、最重的就［是］不能轉的。

第二種，未受業。前世做了的業，今世都不用受住。來世、第二世、第三世才受

的。那些好輕的，是嗎？那些［如此輕的］業呢？這種改變得啦！這些改變得啦！你

修心養性就可以改變了，那些輕業。順其勢呢？生就是來生，來生受的。前世造的

業，今世受。那麼還有一些呢？最輕這種業，不一定幾時受的。可能推到萬劫之後才

受，又可以即刻受，看你的機緣而定。

那麼即是說，我們可以講：定業有兩種，一種順後受業，一種順生受業。不定業

都有兩種，不定業就沒所謂順後受、順生受。是嗎？不定業，好輕的、好輕的，不定

業。那就看看你的業…定業是最重的，是嗎？定業裡面有些是順後受，有些是順生

受。第二種［是］不定業，輕的。不定業呢？念《般若經》、拜懺，這些就可以拖

延，拖著拖著就沒有了。那些叫做「行」。前世的作業，因為前世起無明，就作善業

或惡業。這些是有漏業。到你死的時候，前世死了…前世死了…

你一死的時候，未曾即刻有機會給你入胎的。是嗎？除非你生地獄啦！或者做鬼

啦！是嗎？或者生天啦！就［會］快些。你如果做人［或］畜生要很久的。那在這個

中間的階段，前世（下一世）就未出世，今世就死了。譬如你今天死，第二個星期才

有機會投生。你還有一個星期的過渡時期，這個時期是中間性的。「有」，「有」即

是存在。你的生命的存在，是中間那一段生命的存在。那個是中間的。那「中有」是

有身體的、有五蘊的。所以，［這］又叫做「中蘊」。

中間那五蘊，那五蘊以往是譯做「陰」字的。所以，叫做「中陰」。那些不識字

的人，就胡亂地搞，見到個「陰」字，不識得讀「蔭」（粵音）。這個「陰」字是一

堆東西結著的意思；即是「陰」是這樣解的，就讀「中陰」［粵音：音］。那中陰有

身體的，叫做「中陰身」了。所以，我講你知，凡是講佛法，開口就中陰身，閉口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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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陰身。將那「陰」字讀個「音」的呢？他講學，你不用聽了。最好叫他學下。是

嗎？好多人是這樣的。你有很好東西可以考起那些講師的。

不要講「中音身」，是「中陰」！最好你說「中有」，最文雅啦！英文譯做

middle existence，middle existences.死了之後，他的業力即刻起了。一起的時候

招集那些第八識的種子集中在此，形成他那個很虛幻的個體。我們看不到，普通用肉

眼看不到的。就要用天眼，或者將來科學發達會看到都不一定。現在有些研究靈魂學

的人就會拍照。你看過福爾摩斯偵探小說的作者叫做什麼啊？叫做什麼 Conan

Doyle［亞瑟·柯南·道爾］？

學員：Conan Doyle

羅公：嗄？

學員：Conan Doyle

羅公：他專門研究靈魂學的，他認為拍照可以拍到靈魂出來的。人將近死的時候，他

拍到好似有些東西從旁邊出來的，現在有很多人都拍到的。那麼，這個中陰是

有身體的。「中有」［的身體是］很稀疏的。稀疏到，他入你房間不用開門

的。

一滲就滲入去了，因為他都是用那些原子、那些分子組成的。那些原子［相］隔

得很稀疏的，即是說那密度“density”，那“density” 很疏，你那些東西的

“density”就密，因為他“density”疏，他在你旁邊的原子一滲就滲透入去，好似

「電」［般的］。

那些電子的“density”很疏的，鋼鐵的“density”好密的，那些電子一走近鋼

鐵那裡就會標過（穿過）去。那「中有」就是這樣，四處飄蕩，就找地方投胎。要怎

樣投胎法呢？你看《瑜伽師地論》就最詳細了。《瑜伽師地論》第一冊講那些投胎

的。那個「中有」身四處投胎，一投胎呢？普通要看是在欲界、色界還是無色界。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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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你是有…普通的人就不能投生色界、不能投生到無色界，就投生欲界而已。

即是有男女情慾的。如果你是修定呢？修到很好的，你就可以投生色界。修初禪

修得好，你就生初禪天。修二禪修得好，你就生二禪天。如果你修無色定修得好，死

了之後就沒有「中有」的。「無色」，生在無色界是沒有「中有」的。生在色界就有

一個很定的「中有」。現在的人，所謂道教徒的升仙大概是色界。普通一般的就是欲

界。那麼，欲界呢？欲界有人趣、有地獄趣、有畜生趣、有鬼趣，亦欲界都有天的，

有天趣。

那麼，因為各趣不同，有些趣就是胎生的，要入胎的；有些趣就是化生的，不用

入胎的。如果他不用入胎的有哪些呢？天，不用入胎的。鬼，不用入胎的。地獄，不

用入胎的。如果你是做鬼，那會怎樣呢？你一定是死了之後，就起「中有」。那「中

有」就到處飄飄蕩蕩的，很游離的。飄蕩得差不多了，就覺得好疲倦，看到有個地

方，我都要休息啦！坐在那裡或者躺在那裡休息。

不過，休息的時候，那「中有」就死了。死了！一［旦］死了即刻他的識神就變

起了一隻鬼了。所以，我們見到那些鬼呢？那些多數不是鬼來的。見到的那些是「中

有」來的。真正的鬼呢？我們不容易見得到的。真正是鬼，它的樣子不是人般的樣

子。那我們見到的，譬如有時候有些人的眼是很怪的，走到黑黑的地方，眼陰陰的人

見到馬路邊有個人有上半身，沒有下半身的。有些見到的人有下半身，沒有上半身。

那些……忽然間人在牆角，明明見到它在行路，縮到牆上不見了。那些是什麼來的？

那些是「中有」來的。四處找地方投生的。譬如：他應該做鬼，［但］他「中有」未

死。「中有」，如果他……

有些「中有」頂天立地的，著白衣、光光茫茫的，那些「中有」是會生天或者做

人；做人都是富貴之家的，決定性的。做人都是英雄或者是那些很有事業的那一種。

那些細細的或者打 飛過的，灰灰色的、白白的、灰灰的，你有時候見到有人著白衣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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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褲，記住灰灰色的那些是中等。這些做鬼變了中等的鬼。

高級的鬼很惡的，譬如什麼啊？關公！這些都是高級的。這些高級的鬼，別人會

建廟的。那些建廟的，高級的鬼就會來了。剛剛好，它接收。它有一夥嘍囉跟著它。

它就在這裡做大王、做大哥，你一班友找它了，就好似黑社會的。所以，你現在…好

似香港沙田那個車公廟。車公就是不知道什麼鬼做了車公。車公像在那裡，但那個未

必是車公，可能是你的外公也不一定。剛好你的外公死了去做高級鬼，在那裡享受。

那他就是托你造車公的身而生了，就變了這樣子。

那麼，這是高級的鬼。中級的鬼就普普通通的；那些低級的鬼就很慘的。低級的

鬼沒有吃的。別人吐口水，他去舔。別人的垃圾崗，他去嗦（鼻子用力吸的意思）。

鬼是用鼻來吸東西來吃的。鬼不是用口吃東西的，它是吸氣的。所以，你最好就不要

去那些燒肉舖，買叉燒的那些。那些佈滿了那些低級鬼在那裡吸氣的，以及人有兩

種；一種是走運中的人，他們有些放射的［光］。那些鬼就怕的，不敢靠近你身。如

果你是走衰運的、有病痛的，那些放射力不夠；或者你就快死了，過幾個月就會死

了，就沒有放射力的。

那些鬼就走來吸你的氣。那些鬼爬上你身吸你的氣，嗦你的氣的。真是有人會給

鬼壓的。鬼壓床，有些人不是，被手壓著心也會的。普通的，有些人是被鬼壓。那些

低級的鬼就是這樣。總之，你連廁所都不要入，廁所！垃圾堆！那些燒臘檯！那些賣

雞、賣鴨的地方，那些地方就最多鬼的，那些低級鬼。中有多！

學員：買了燒肉豈不是被它們嗦［吸］過了？

羅公：必定啦！他會嗦［吸］的。你估很厲害嗎？所以，有些人…你試下！關帝

誕！你那些燒肉就是香的。何解啊？關帝惡爺！

那些「中有」以及那些低級鬼不敢過去犯它的燒豬，你明不明啊？所以，你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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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帝抬回來的，切開的燒肉還是香的。你試下那些人拜山，拿死人的那些豬肉、雞，

淡的，沒有味的。那些中有和鬼一直吸那些氣，吸都猶自可，最怕噴番它的東西出

來。哎！噴番它的東西出來給你，你真是嘆啊！你就麻煩了！是嗎？那些「中有」，

「中有」差不多就變鬼，是這樣變的，化生的。地獄都是化生的。去到一些地方覺得

好慘，左右又有火燒、又有水、又有…搞不掂了，很累、很驚怖。好醜怪的地獄身，

不是這樣的。地獄身，你不要管我怎樣見啦！ 

好似一隻蝸牛般的，兀兀下的。這個是古代的名人，好似蝸牛般的，這麼醜怪

的。不是人的樣子的，不過那些定業很重的才落地獄。你想落地獄都不能的，你的識

變起地獄的。你沒有那麼重的惡業……方便起個「中有」，如果你平時無端好吃豬肉

的，又平時開豬肉舖的，你是養豬的，你做畜牧的，你是養豬的，總之與豬為伍多

的，你那時候起了幻覺都是覺到豬多些的。你個「中有」去到就見到豬，或者見到肉

身就好歡喜。嘩！這個豬真是好靚啊！

那個時候，你好似出了神似的，就扯入那「中有」了。剛剛好那隻豬有胎，你的

識神就入了那豬胎了。你第二世就做豬了。做豬就會讓人 ［宰割］。是嗎？有些就劏

是這樣，看到隻豬，但他見到不是豬，他起幻覺的，他看到一個裸體很美的女人，那

麼美啊！他走去欣賞，欣賞到他出神，整個人得意忘形撲了過去，怎料撲了過去，他

以為它是楊貴妃，實在這個是豬 （母豬）來的。乸

他撲過去，便入了豬胎。剛剛那個胚胎，還未有精神作用。好似你們天主教說

的，仲未有靈魂的。他就入去，入了去就要做一世豬。是嗎？那麼，「識」。最初投

胎的「識」，即「中有」入胎的識。那個「識」入胎了，入了胎呢？以「識」為緣，

而產生「名色」。「名」就是指精神作用，即是五蘊中的受蘊、想蘊、行蘊、識蘊。

「色」就是物質現象。

有精神、有物質，即是說你一入了胎就好似針鼻般的大小，還細過針鼻的。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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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母親的卵子以及父親的精子一結合，這個就是識。你的識神走了進去，那就是

「名」。只有一丁點兒，「名色」。不過「名色」是很闊的，最初還細過針鼻，過多

一個禮拜，它會一直變大的。過多一個月它就好似一沱口水痰般的、一沱漿糊般的大

小。過多三個月，它形成了整個公仔般的，好似產房裡面的標本一樣，成個公仔。因

為它有了精神的作用，好似基督教說的有了靈魂。它又有了物質。

精神、物質互相影響，他一直長大。大…大…大…大到十個月都期滿，九個幾

月、十個月，整個大了，要出來了。這就是那種自然的力，在那母親的胎處推出來。

這個階段叫做「名色」。這兩段（無明、行）就是過去的，是嗎？前世啊嘛！這個現

在［生］的，「六處」。「名色」就好似一沱鼻涕般的，慢慢發展，到了三個月之

後，三月、四月、五月是媽媽的胎裡面就有眼了。你看那些公仔有兩個窿的，有鼻

了。眼、耳、鼻、舌、身以及他有少少意識活動。眼、耳、鼻、舌、身、意，這六根

的活動，叫做「六處」。舊譯就譯做「六入」。

「處」呢？十個月期滿出來了，接觸這個新的世界了，「觸」。那個蘇蝦仔（嬰

兒）在媽媽那裡爆開個胎，走出來了。就是那一秒鐘……「觸」，「觸」之後……

「觸」之後就是感受。初初出世是渾渾噩噩而已，漸漸［長］大了，感受。如何感受

啊？捉他入去，拍拍聲叫，覺苦了。 暖他，他會很舒適。在媽媽的懷裡，他覺得很温

舒服了。捧他離開，他覺得不舒適，起「受」。有苦樂，苦樂之覺，漸漸分明。

即是說由一歲到六、七歲，或者一歲到三、四歲，苦、樂、不苦不樂。初初只是

受而已，到了六、七歲以後，就起什麼啊？舒適的受就貪愛；對於那些不舒適的受就

憎惡。由受起愛，初初七、八歲只是愛，愛吃、愛飲，愛什麼呢？到了十三、四歲就

愛異性。你的子女讀書，一到十三、四歲，他就會和那些女同學…男子就會和女同學

好，女子就和男同學好。愛，一直到十三、十四、十五，一直長大一直愛，愛的結果

呢？就去追求。追求、追求、追求呢？取。　那麼結果呢？付諸行動，取。「取」之

後呢？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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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者，即是三有：欲有、色有、無色有。來生看你生在哪一「有」，那種子已經

具備了。因為你取、作業了。有了的結果呢？它不講這麼多，一直有、有、有。有到

你壽命盡呢？你就死了。死了之後，又起「中有」。那「中有」又走去投生。是嗎？

「中有」投生的結果，你又出世了。那麼，「有」為緣就「生」了。「有」為緣就會

「生」了。你來世生了，就算你八百歲才死。始終你不免一死的，不免老的。

「生」，一有了「生」呢？以「生」為緣，你就一定有「老」、有「死」。就

「老」和「死」的中間很長的階段，你就不斷起「無明」，又不斷作業，是嗎？那就

是「無明」、「行」了。「行」呢？又到你第二世死的時候，你又投胎了，又是

「識」，那六段循環不已，這就叫做「生死輪迴」。這一段是現在世的；這兩段是未

來的。有三世的，是嗎？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這就是三世了。三世啊！三世的

因果是怎樣啊？

前世是因，現在世就是果。［這是］一重了。現在世的因就引起未來世的果，［

這是］第二重了。就是兩重因果了，叫做「三生兩重因果」。這種講法就是原始佛教

以及小乘佛教講生死輪迴的道理。一到大乘呢？大乘就分空宗、有宗。空宗就照小乘

一樣講法，但是加一個字，它是「空」的、「幻」的。有宗即是唯識宗就另外一個講

法了。唯識宗的講法是怎樣呢？就是稍後我們看到的講法，就是「二世一重因果」。

這是唯識宗的講法，和原始佛教的［講法］不同。不過一般人就用我這種講法，

如果真正講唯識的就要「二世一重因果」。明不明白啊？佛家的輪迴就是這樣講法。

是嗎？現在的人整到死了去遊地獄，在十殿閻王逐殿過，遊到最後就判你。你生平講

大話（說謊）就判你勾舌根，做了什麼惡事就落油鑊。這些所有東西就是要來什麼

呢？是印度，因為印度有很多文盲的，他對那些文盲，給他們講這些道理，他們不明

白的。他說最好跟他們講有個閻羅王要怎樣對付你了。那是最好這樣講的，這些都是

不了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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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我們了解「三世兩重因果」之後，我們可以看唯識的「二世一重因果」。

！你看啦！是啊！有二種兩講法，如果有人叫你講，你怎樣啊？你講這種（三世兩嗱

重因果）啦！是嗎？「二世一重因果」是要他懂唯識，然後才可以講到。講了義就是

要「二世一重因果」；講普通的就是「三世兩重因果」。跟住看了，「丁三」是嗎？

「十二緣生」，眾生由煩惱為增上緣。什麼叫做「增上緣」？［你們］應該識了，是

嗎？

煩惱做…不是！煩惱做「增上緣」，於是他就作業而造作那些善業或者惡業，一

作的時候就熏了種子入去第八阿賴耶識裡面，好似你去受戒，當你受戒的時候，你戒

師問你：「你盡你的壽命不殺生，你做得到嗎？」你就要答：「能！」一答能，你作

了一種善業。一答的時候，這種善業即刻好似火焰熏入張白紙似的。熏了一些種子，

那些業種子。這些業種子就藏了在你第八阿賴耶識裡面，念念等流。怎樣念念等流

啊？

念念者，每一個 那、每一個 那。念，即是 那。心念一起，這麼短的時間，刹 刹 刹

一念一念地落。等流，前一 那的業種子滅的時候，即刻引伸後一 那的業種子，因刹 刹

為業是能力來的，能力是不滅的，前一 那剛剛完，即刻引起第二個 那的業。等刹 刹

流，等即是前後相似，連續流落去。那麼，這些業種子可以流傳萬劫都不滅。你一作

了業，萬劫你都要去受的。

念念等流，展轉相依，不是只是說前一個業引起後一個業的種子，不是這樣簡單

的。資者，影響相助、扶助。兩個業種子一起，甲的業種子扶助乙的業種子，乙的業

種子扶助甲的業種子。大家都是惡的業種子就互相呼應而更加厲害。如果一善一惡的

業種子，或者有多少調和性。大家都是善的種子就相得益彰，互相資助，展轉相資。

因為它展轉相依，所以它以漸成熟。怎樣叫做成熟啊？它有東西相資，資助其成

熟。那麼，到它成熟了之後，要怎樣啊？如藉前異熟果方盡，得此已成熟之業種，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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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為增上緣，感生後異熟果。它說如果「藉」，就是剛剛碰到。如果剛剛碰到前面那

段生命剛剛死了，異熟果盡了。而此已成之異熟業，而你今世做了那些會引起來世異

熟果的業種子，這種業種子就能做「增上緣」就引起那些名言種子，引伸後一世的異

熟果。後一段生命的異熟果，那即是三個階段了。

由前世的煩惱，你前世作業引起今世的異熟果。這種煩惱、業、苦，這三樣東西

是否好東西來的？不是！不是好東西來的。皆是雜染法，即是有漏的東西。雜染即是

有煩惱雜染的，不是純潔的，即是有漏的。因為這三樣東西都是雜染的，所以我們叫

它做什麼啊？那些煩惱，我們叫它做「煩惱雜染」；那些業叫做「業雜染」；來世的

生命叫做「生雜染」。有煩惱雜染、有業雜染、有生雜染，於是有所謂「人生」。於

是有漏的人生，由此而建立，就是這樣來的。

此三雜染有簡稱呼，又簡稱為「惑、業、苦」。煩惱又叫做「惑」；業雜染叫做

「業」；所引伸的後一段異熟果叫做「苦」。那麼，所謂「惑、業、苦」即是煩惱雜

染、業雜染、生雜染。識不識解啊？識解，看完下一段才休息。佛家為欲說明眾生的

生死流轉的現象，流轉即是輪迴，生死輪迴的現象。及說明有漏人生的緣起，它佛家

將惑、將業、將苦，將它開成十二段，十二支就叫做「十二緣生」。十二段裡面，前

一段為緣就產生後一段。

所以，緣起。那個「起」字當作「生」解，就緣起。亦名叫做「十二有支」，有

即是存在，生命的存生。支就是階段，生命存生那十二段，叫「十二有支」。緣是依

藉義，即是憑藉。憑藉前一段產生後一段；後支藉前支為緣而得生，故名「緣生」。

前支為緣而後支得到生起，所以又名叫做「緣起」。「緣生」即是「緣起」。此「十

二緣生」是依世而建立。世者，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是依三世而建立的。建立

即是「說」，它有「三世二重因果」及「二世一重因果」兩說。

前說，即是三世；前說是小乘說一切有部（小乘以往有一派，正統派叫做「說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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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有部」）的義理。後說是唯識家的義理。在佛學中，二說各有其地位；然二說比較

則後說之理論較為周密。茲依《識論述記》，依據《成唯識論述記》述二世一重因果

的義，敘述二世一重因果的道理。以後我就把二世一重因果的道理講給你知。那麼，

我們就休息前講到這裡。休息之後，再講多少。聽不聽得明啊？

這樣叫做「生死輪迴」了。簡單啦！就看唯識宗的講法。「二世一重因果」，只

是講前世、後世而已。前世為因，後世為果。第一支「無明支」，如果小乘說前世那

麼「無明」是籠籠統統的，但你看它這個很嚴格的。「無明」即是癡，貪瞋癡的癡，

乃煩惱心所之一。本支，即是這個「無明支」，無明有很多種無明的，但這個無明是

指與第六意識相應的無明的支。即是和意識一齊起的無明。

這種癡、這種無明就能夠做「增上緣」，做「增上緣」就引起、發動，發動即作

業，就不是它直接產生，不過，它發動做「增上緣」撥起那些業，發動那些有漏善業

及有漏的惡業，所以，這個無明主要是和第六識相應的無明，並非所有癡、所有無明

都包括在內，此癡復取種子以及由種子產生將來的現行，即是前世的癡種子以及前世

的癡的現行，這個叫做「無明支」。有了「無明」，「無明」做「增上緣」，就令其

作業，「行支」。即前支所發動的有漏善業和惡業，那麼這種業的本質是什麼呢？此

業與第六識相應，和第六識相應的「思心所」來的。

即是五個遍行心所中，那個「思心所」，是第六識相應的「思心所」，不是和第

二個識相應的「思心所」為體，體即是本質。亦通取現行以及由它所熏出來的種子，

即是這兩支都包括種子、現行。不過，第一支和第二支有些不同。第一支就是先種子

而起現行，是嗎？第二支就講它的現行以及由現行所熏的種子，是先現行而後種子，

是嗎？聽不聽得明啊？複雜了些，是嗎？不過，不明白都不要緊。

不明白的，你明原始佛教那些都得的，是嗎？第三，「識支」。即是由前支為所

引，前支即是行支，由它引發的，引發出什麼東西出來啊？能親生當來真異熟果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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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種子，引發那個當來的，即是前世造業引發今世的那個異熟識，真異熟果。親生當

來真異熟果，那些名言種子。這些名言種子在阿賴耶識裡面，實在是阿賴耶識的一部

份來的。所以，叫做「識支」。這個「識」是阿賴耶識來的。

那麼，即是前世因為有無明就作業，作了業就控制住規定了我阿賴耶識裡面，那

些來世的種子。那麼，第四支「名色支」。即是除了前面那支，前面那支即是當來、

未來，當來即是未來，第八識的名言種子，以及除了去其餘那些什麼啊？下文那個六

處、觸、受等種子，除了這些種子之外，所有能夠生起來生的異熟果的五蘊。

無記即是不是善的、不是惡的五蘊的色、受、想、行、識的那些名言種子，那

麼，為什麼又叫「名色」呢？「名」是五蘊中非色的，即是不是物質的四蘊，受、

想、行、識的四蘊的種子，色即是色的種子，那麼即是說「名色支」都是種子來的，

前世造了業就規定了、mark 住那些阿賴耶識裡面的種子以及「名色」的種子，mark

住了，是嗎？不止，還有「六處支」。「六處支」即是什麼呢？第八識中能夠親生未

來眼等六根的名言種子，都是種子。來世一作了業就 mark 住，即是 lock［鎖定］住

那些種子。

那麼，「觸支」了。這個觸是什麼啊？不是前七識的觸，是第八識的觸。第八識

是識來的，凡識都有心所的，第八識只有五個遍行心所，是嗎？記不記得啊？一個觸

心所、一個作意心所、一個受心所、一個想心所、一個思心所。那思心所就是起造作

的，第八識的思心所。不是！［它］是第八識的觸心所。那觸心所的種子，何解它不

控制住第七識？它不控制的，第八識叫做「無覆無記」；第七識是「有覆無記」的。

果報一定是「無覆無記」，所以除去了。

那麼，還有個「受支」。即是第八識中…和第八識相應的那個什麼啊？「作意、

受、想、思」中的受心所。親生當來第八識等異熟無記受的名言種子，和前面觸的名

言種子一樣的道理。就除去第七識相應的受，因為第七識相應的受是「有覆無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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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以上那五支，即是識支、名色支、六處支、觸支、受支，這五支，皆是能生未來異

熟果的名言種子，即是來生會產生來世那一段生命。

現在已經 mark 定了，此五種種子就憑藉行之中的業種子做增上緣，mark 住

它，lock［鎖定］住它……明不明白啊？難明些了。想一想吧！不明白不要緊的。你

前世 lock［鎖定］住這些種子，那麼前世的時候，即是今世。由今世、來世，兩世

講的，它 lock［鎖定］起了種子之後，那又怎樣呢？今世就會起愛的。起了愛之

後，又熏番愛的種子，愛即是貪，「愛支」。

即是與第六識相應的下品貪心所，即是不是很厲害的貪心所。那麼，行呢？你看

這裡講得遴迍（不清晰）些。行支的種子就是業種子，識等五支。識等五支即是什麼

啊？識、名色、六處、觸、受，這五支。［五支］的種子都是名言種子。這個業種子

和名言種子都是藏伏在第八阿賴耶識……的名言種子， lock［鎖定］起它…….所引

起的「中有」都死了，那些業種子及名言種子就是已經為貪等煩惱所潤。

好啦！現在講到…要講這個「潤」給你知了。怎樣叫做「潤」呢？譬如你今世作

了很多業，這些業 lock［鎖定］起很多名言種子，但是這些種子……搞什麼啊？讓

你潤一潤。潤呢？就給一些煩惱的水就潤這個業種子。怎樣是煩惱的水呢？你臨死的

時候，你覺得很辛苦……

會死了這一趟，不得了。那個我就快沒有了，慘了這一趟。那你起個貪心所，又

想了起煩惱。「我死了之後，又不知怎樣呢？家裡又不知怎樣呢？」總之，很多煩

惱。這些煩惱一起就猶如水潤澤了你那些業種子，於是那些業種子得到煩惱的潤澤就

活動了。活動到怎樣呢？躍躍欲試。等到你一斷氣，那些業種子就有機會做手腳了。

即是這些賊來到你家裡，等到你一躺下睡眠時，他們就動手了。「起」，那個時候才

起，就叫做「潤」了。臨死之前「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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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會說：「他一下子就死了，他哪有潤到啊？」你不知道而已，他臨死的時

候，很快地潤一潤。必定不捨得死的，是嗎？覺得好慘的，一個人臨死覺得好慘就煩

惱、愛，這叫做「潤」了。那個煩惱滋潤，一潤熏生貪等煩惱的新種子，同時又熏發

行支，即是他今世所做的行支的業種子，以及識和它所 lock［鎖定］住的什麼啊？

識、名色、六處、觸等。這些種子受了它刺激又增長，這就叫做「滋潤」了，［

或］「潤生」了。然後，那業種子的威力給它一潤，那威力就強起上來，就發動［那

］些名言種子。名言種子受雙重的助力，業種子的引發力和貪等煩惱的滋潤力，而且

他又死了。有空位可以出現了，於是遂起現行了。譬如穀、麥等種子，藏於地中，有

土壤、有肥料保養它，亦須雨水滋潤，始能勾萌甲坼。

能為潤緣，使此業種子盡其增上功用，並使此名言種子能生起現行，即是命終時

對於自身及境界所起下品的貪欲，不捨得死。能作潤緣，但是能作滋潤的緣的煩惱不

止貪一種，不過貪是最有力的，為勝。故以貪為代表，即於此下品貪愛之上，就立為

「愛支」。此支亦通取種子及…通取現行及其所熏的種子。［這］就［是］下品貪

啦！

下品貪之後，跟著越貪越厲害，就［是］「取支」。即前所說第六識相應上品的

貪心所，以及其餘一切煩惱，一堆搞在一起，就立為「取支」。此亦通取現行及所熏

之種子。那麼，這個「愛支」、「取支」不只講現行，還講它所熏之種子的。搞了這

麼多支之後，就是「有支」。「有支」即是前面所說的行、識、名色、六處、觸、受

那六支，那六支給愛和取所潤之後，就活動了。即是那六支就決定能感生當來苦果，

就定了。即行支的業種子能夠感異熟果，餘五支的名言種子能夠感它的等流果。怎樣

叫做「異熟果」，怎樣叫做「等流果」呢？業種子是善或惡的，能夠感召無記的名言

種子。性質不同的、異類而熟，叫做「異熟果」。「等流果」就是怎樣呢？

那些名言種子通通都是無記的，將來產生番無記的果，叫做「等流果」。等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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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後相持，流即是同一類；等流果即是同類的果。於此已被滋潤之六支上，立為「有

支」。即是說那六支受了「潤澤」，就叫做「有」。這樣「有」的條件具備了，

「生」了，那個「中有」出現了。「中有」生了，「中有」生到「中有」死了之後，

第二世「生」了，「生支」。即是前期生命終了，即是從「中有」初托母胎那一 那刹

起，那些曾經被愛、取所滋潤的識、名色、六處、觸、受，這五支種子就起現行而形

成你第二世的生命。

後期五蘊的生起，這就［是］「生」。一直「生」直至到現行果衰變之前，在此

現行果相，建立為「生支」。來生的「生」，一有「生」就有「老死」。第十二「老

死支」，後期五蘊現行果衰變，由「生」變「老」，由「老」而壞滅。「老」及

「死」，即從此五蘊現行果衰變以後至到命終的那個分位，即那個階段裡，總立叫做

「老死支」。

那麼，十二支就讀完了。這個十二支，你就好難讀的，是嗎？但是，就是最精［

萃］的，這十二支。你了解了小乘的十二支之後，有空就拿著它來想下想下，結果你

就識了。十二支，這就叫做「生死輪迴」。不論大乘、小乘，它都講完了。這裡一個

階段了，「現象界」的東西講完了。

這本書如果用新式的講法，第一叫做「諸行」。行即是「現象界」。「諸行」即

是什麼呢？在哲學上來講叫做「現象論」。跟著就講「真如」，「真如」即是本體，

就［是］「本體論」。第三，我就講「解行」。「解」就了解；「行」就是實行。了

解的方法和實行的方法。這樣就叫做「方法論」，即是我這本書有「現象論」、有

「本體論」、有「方法論」。「解」就是求知的方法，「行」就是修養的方法。一個

人在修養之前，就要求知。求知之後，必須要修養。

所以，先解後行。「解」就是什麼？知識的方法。「行」即是修養的方法。其實

我這本書的格局是相當完備的，不過材料就有時候不是很完全。是嗎？初初得上冊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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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下冊。後來，我返去整（寫）了下冊了。整（寫）了下冊，「真如」講了啦！

「解」呢？「解行」呢？即是「方法論」呢？「解」呢？我就拿了整套因明介紹給

你。「解」之後就是「行」了。「行」呢？我已經教了你。

第一，發菩提心。第二，如何修行。跟著，教你修「止觀」。但是我講修「止

觀」的時候，上一年因為時間的限制就沒講「修止」，只是教你「修觀」。因為「修

止」是很普通的，我就沒講。如果我將來再印這本書，我會加回這一章，還會教你

「修止」。這樣就很齊備了。我現在所用的文字，我都仍然嫌它深了些。如果我再

版，已經有人訂了，那位呂榮光已經訂了。

他說：「你有沒辦法將它再改白話一些，可以嗎？淺一些吧！」

我說：「整本改為白話就很難了，其中有些將它改為不文不白是可以的。」有些改下

他說：「那我又來印了它吧！」

我說：「現在別人這一千本［《唯識方隅》］都未曾散得去。你又印？我又沒有時間

改著。明年再算啦！」因為明年再算，所以

他說：「我有一些錢想做下好事啊！」

我說：「那印第二本啦！」

他說：「那不如印《金剛經》啦！」

我說：「那要快些推晒（贈送）《金剛經》出去先了。」所以，一送就送一百幾十

本，送給高先生。讓他拿去台灣和東南亞。但是現在我這裡還有［《金剛經》

］，那麼就盡量想辦法送給人。但是送書給人［是］很弊的。人有一種劣根性

的。不用錢的東西，他看完就丟了它，他不知道寶貴。要錢的，便宜的，它又

不值錢。所以，在香港我一發怒，反正都是...［看完就丟］。我一於刮錢（收

費），你不要以為我不刮錢（收費）的！收［來的］錢，我將來一樣吃了它。

是嗎？我［這些話］對著佛、菩薩都講的。刮錢（收費），是嗎？

他說：「賣什麼啊！」不是！我吩咐它，吩咐佛學書局和慈慧佛學中心。我說他們想

賣啊！他們說有很多人拿的。

我說：「你要一百元收足。一百元之中，給你五十元。」你不要以為我［會］收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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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

我說：「你不要［這樣］，你一元也不能收少。如果他真是想有心學東西的呢？他不

會在意這一百元。」是嗎？

我說：「我明年更會起價的。」書局：「那《金剛經》呢？別人送的。不要［收費］

了吧？」

我說：「不用，你也要問他拿回三十元。三十元之中，給十五元我吃，你要十五

元。」是嗎？還有那本《（法相）集刊》，《集刊》明明別人出錢［印］的，

我說：「我刮錢（收費）的。你第二次…如果你怕就不要捐給我了。」是嗎？那麼，

不知道是賣十元還是十五元一本呢？［它］有一個報價在這裡，

我說：「要收美金的。」人又好識有些…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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