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人是好會…有些劣根性，你不是這樣呢？ 哈！有些人會搶手來買的。會這樣

的，很怪。送給他就會［隨意］丟了。是這樣的，人是這樣的。今日，現在還有很多

《金剛經》送，那麼現在有很多人有《金剛經》了。這個版本就印得［精］美些，甘

雪雄做很大功德，再印過這本《金剛經》。那麼，現在有一些在這裡。要如何銷呢？

我真是要有條件地推銷。還有二十幾本放在這裡。聞說下星期，是嗎？你們有些人要

過父親節。

學員：不是下星期。

羅公：不是？那是什麼時候？

學員：六月，暫時定二十六日。

羅公：嗄？

學員：六月啊！六月！

羅公：六月才父親節嗎？

學員：是啊！是啊！母親節過了。

羅公：那麼我就留起它。

我不是饞嘴，你請我吃東西，老實地講我都是吃兩件。吃兩件雞胸肉而已，老實

地講。要多吃一件，我也不行，會滯的。那麼，你們每人要夾三十幾元。我也送給你

們一本《金剛經》，讓你們不會太吃虧。那麼，你說就這樣送，我就是不送的。 好

了，我們看回這裡。十二支緣了，是嗎？十二支中，識。你看著這裡！識支、名色

支。你看那個表，識等五支。是嗎？看不看到啊？後面的表，識等五支，即是識、名

色、六處、觸、受，這五支。是生及老死二支的種子來的，即是將來第二世，生及老

死，那兩支的種子。今世已經 mark［標記］著它。

生及老死等兩支是前面的識、名色、六處、觸、受，這五支的種子所起的現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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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看不看得明白啊？生及老死合為一期生命就是你的來世。在此一期生命中，裡面

又起無明，無明又能引發業，生行。業呢？又能資助第三世苦果的種子。即是又生的

識、名色、六處、觸、受，這五支。如果那些果的種子，為貪等煩惱所滋潤。貪即是

愛和取所滋潤，又決定能生第三世未來的苦果。未來苦果現行期中又為後一期生命的

歷程。是嗎？

眾生從無始來之因果流轉相狀就是如此。此十二支中，無明支和行支，能引著即

是 mark 著，能引發即是 lock 著它、mark 著它，能引發識、名色、六處、觸、受，

這五支，mark 著它。 就決定將來所生的人趣、天趣、地獄趣、餓鬼趣等，善趣、

惡趣。然以此期生命未終，因為你今世未死。識等五支未曾得到潤澤，此五支尚未能

生現行果。故無明及行，這兩支只是能引，只是能 lock 著，就不能夠生。識等五

支，名為「所引」。即是被它 lock 著、被它引。愛和取、有，這三支就能生未來

果。所以，叫做「能生支」。你看看，「能生支」。生及老死二支對前面那三支，名

叫做「所生支」。

又十二支中，前十支就是因，你看看那個表。後二支是果。十因和二果一定不同

於一世，一個是現在世之十因；一個是未來世之二果。過去世之十因感現在世之二

果。現在世之十因引當來世之二果。故十二支中必包兩世，但因果關係則只有一重，

是為「二世一重因果」。非常周密，但是你要頭腦很冷靜才能夠看得掂。明不明白

啊？聽不聽得明白啊？嗄？你回去要認真看幾次才可以。佛家所講的生死輪迴就是這

樣，這是最了義的解釋。這個「二世一重因果」，現在全部到結論了，現象論的結

論。

此十二支，在理論上前支為後支生起的依藉。由有生故，便有老死。如果你沒有

生又怎會有老啊？怎會有死啊？由有有故，便得有生。如果沒有「有支」，怎麼會有

「生支」啊？即是說那些種子未被潤澤，又怎會出世呢？由有取故，嗄？有了那些煩

惱潤了，便得有有。由取就有有，由有愛故，便得有有。不！ 便得有取。有愛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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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取。由有受故，是嗎？便得… 嗯？由有受故，便得有愛。是嗎？不是便得有受。

由有六處，便得有觸。由有名色，便有六處。由有識故，由有入胎的識，就便有名

色。由有行故，即是前世業，便得有識。由有無明，便得有行。此乃理論上之次序，

但事實上可以幾支同時並存，不分先後。例如：識、名色、六處、觸、受，這五支［

是］並存的。在理論上有先後。那麼，所謂生死輪迴就是如此。那麼，以上就是現象

論。現象論把世界的形成和生命的來源，講了你知。

下面就講「真如」本體，就留給第二日講了，「真如」本體。你們有什麼問題

嗎？又一個階段了。上冊就是這樣了。普通講唯識講到這裡而已。下面那些不會講給

你聽，因為真如是很難講的。解行就更麻煩了。學員：可不可以請羅公講一些關於生

天的東西。我有東西想問羅公……

羅公！你上次是不是說那本書《瑜伽師地論》講生天的情形是很詳細的。

羅公：哪些？

學員：講生天的那些。

……「有支」就最難明的，是不是？但係由十二有支這種講法說起，和下冊真如

和因明放進裡面，連同唯識觀也放進去。這是我這本書特有的，你買第二本是沒有

的。所以，我今日再詳細將十二有支再講給你們聽。經過昨日簡略講過，今日再講…

…三個十二有支，是嗎？它這個第二種講法是不用種子講的，唯識就用種子講的。你

看看這裡，眾生由煩惱做「增上緣」。煩惱不是因，你一定要分清楚什麼叫做「增上

緣」？什麼叫做「因緣」？因緣就是直接產生一種現象；「增上緣」就不是，只是輔

助它、令它產生而已。眾生由於有煩惱，以煩惱做「增上緣」。於是，他的第六識的

思種子。第六識的思種子就作業，那思種子就作業。那麼作了業呢？業有些是善的，

有些是惡的。當他一作了業的時候，即刻好似一部電腦似的，這一樣東西，好似資料

打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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熏了入去，熏了入去第八阿賴耶識裡面，就成為一種什麼啊？業種子。即是說你

的第八識裡是有了業種子。那麼本來已經有煩惱種子了，現在又熏了一些業種子入

去。那些業種子就藏在阿賴耶識裡，藏了在第八識裡面。那麼你藏了去之後，好似你

放了落電腦裡一樣，那資料可以一直雪存多久呢？「念念等流」，每一剎那、每一剎

那都連續連續等流。即是連續存在。不只連續存在，展轉相依。展轉即是互相，你作

業不只作一種業的，作很多業的。聽不聽得明白啊？我看你們不夠一半人明白，何解

呢？

因為你們以前聽那些［義理］，疏忽了。什麼叫做「種子」？什麼叫做「業」？

你茫茫然地疏忽了。那果報就是今日不明白了，有此因緣在。如是因就如是果，那時

候不疏忽呢？你今天就會明白。或者你那天缺一、兩堂，就是那兩堂是今日需要的。

你那兩日請了假。今天呢？請假為因，今天不明白為果。今天不明白為因，將來你就

不明白為果。將來都不明白，是嗎？我一望就知道了，起碼一半人莫名其妙。那麼，

業種子有很多的。

展轉相依，互相相資。資者資助。甲業種子會資助乙業的業種子。乙的業種子會

資助甲的業種子，互相資助。如何呢？就好似同聲相應、同氣相投。是嗎？臭味相投

的呢？就互相資助，等於社會上，好人就會和好人相結合。那些壞人亦會和壞人走在

一起，互相資助。那些種子和種子之間互相資助，本來未成熟互相資助而變成熟。是

嗎？本來它的力量很弱，譬如一個人吸煙，吸一口、兩口是很弱的，誰知道他們有些

朋友也是吃煙的，互相資助。你來給我一口，我來給你一口，日夜相轉。

結果大家的煙癮大到無比，漸漸成熟。那些種子就成熟了。那些業種子就成熟

了。那麼成熟就會爆出來，爆出來的就叫做「果報」。 那麼如何爆發呢？我不見了

一件衫，我想穿回它，但不見了……那麼，那些業種子成熟了，好了。成熟了就要

爆，一爆出來就叫做「果報」。有些果報，暫未能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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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你今世未死，等你死了之後才爆的。是嗎？即是你買票出閘，別人前面塞

著，那麼你怎過得呢？要那個人行開了，即是等於你今世死了，後一段才出現。如遇

前異熟果方盡，如果碰到前一段，即是你今世那一段。異熟果即是果報，你這一段人

生方盡。剛剛盡頭，死。那麼你如何呢？即此已成熟的業種子，那些已經成熟的業種

子就會爆發，就復能為「增上緣」。那些業種子又做「增上緣」了，感生後異熟果。

有一種感召力、影響力，令到後一段生命果報出現，這叫做「第二世」，異熟果，這

樣叫做「果報」。此煩惱、業和果，這三樣東西。

第一先起煩惱，由煩惱造業。造業呢？現在就受果。是嗎？真是的，［這是］連

續來的。皆是雜染法，都是不清淨的有漏法。雜染法即是有漏法，於是這三樣東西，

在佛經裡叫做什麼？煩惱雜染，業雜染、生雜染，煩惱雜染就是指引起你造業的煩

惱。是嗎？業雜染即是你所作的業和那些種子。生雜染［是指］你這一世生了、出世

了，生雜染。於是有漏的人生就由此建立。建立即是說明。就是這樣搞出來的有漏的

人生。至於你說什麼閻羅王！什麼牛頭馬臉！那些都是說給那些不識字的老太婆聽而

已。是嗎？如果你不是不識字的老太婆，你又走去說這些東西就真是醜了。

它說此三雜染有一個簡單的名詞，叫做「惑、業及苦」。煩惱雜染又叫做

「惑」。古惑的「惑」。業雜染就叫做「業」。後一段的異熟果叫做「苦」。「惑、

業、苦」、「惑、業、苦」，在苦的人生裡又起「惑」。起惑之後，又造業、又［有

］第三段苦。當你第三段那幾十年苦的時候呢？又起惑、又造業，又感生苦，永無止

境。那麼要如何止境呢？除非你勤修「止觀」。用你的智慧在「止觀」裡斷除煩惱。

煩惱不起就不作那些有漏業。有漏業不作就不會有那些苦果。

積累不斷，不斷這樣呢？一世少些、一世少些，到最後呢？很少了。一世少些、

一世少些，那麼要做到什麼啊？做到見道，這就叫做「預流果」。［那］就沒有那些

惡道，然後再修，修止觀的。再修呢？一定要修止觀的。你說想拜懺、求佛等，佛是

沒有辦法給你的。佛不是萬能的，那麼你要再來欲界一世。肯在那一世修行呢？連欲

界也不用生，那些是「一來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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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一世裡再修行呢？再修止觀呢？用你的智慧再斷煩惱，結果就「不還果」。

不用再回來欲界，在色界裡面證「涅槃」。得到「不還果」之後，在色界如果再修

「止觀」，你的異熟果就停，沒有了。因為「沒有因就沒有果」，那個灶裡面沒有

柴，上面的水就不會滾。識不識解這一段？那一日我解得很略，聽不聽得到？盧凱

欣。嗄？那現在這裡所講的就是什麼？你在這一世裡排列了種子，即是說…排這些種

子。生死流轉，大致上你已經明白了十分之一。是嗎？那我們再看，佛家為欲說明眾

生生死流轉現象，及說明有漏人生之緣起。

緣起即是起源，於是將惑、業、苦，將它們再開。本來惑、業、苦三支已經夠

了。開［展］到它們詳盡些，開成十二支、十二段。於是，叫做「十二緣生」；又名

叫做「十二緣起」、又名叫做「十二有支」。有即是存在，支就是階段，一段、一

段、一段。何解又叫做「緣生」？「緣起」呢？緣是依藉義，是依靠、憑藉。憑藉前

一段而產生後一段，好似憑藉你的父親而產生你。憑藉你而產生你的兒子一樣。

後支藉前支為緣而得生。後一段憑藉前一段做輔助、做緣。緣即是條件，而得生

起。從這樣的意義上，這十二段就叫做「十二緣生」。聽不聽得明白？如果你都是不

明白呢？你不如走去弘法精舍聽一下，聽下聖嚴［法師］講下佛更好些，是嗎？因為

他講［的］，你一定明白。何解又叫做「緣起」呢？前段為緣而後支得起，這樣就叫

做「緣起」。生者亦起也；起亦是生也。

此十二緣生依世而建立，建立就是說明。依什麼呢？依時間來到說明。前世一

段，今世第二段，後世第三段。依世而說明呢？有兩種說明：一種是「三世兩重因

果」。那天我寫了，今天不寫了。這是小乘的講法。如果你想看說明「三世兩重因

果」呢？你就走去查下《佛光大辭典》，查「三」字，「三世二重因果」查這一條。

它會很清楚講你聽，如果你想看簡單的呢？你隨便找一本葉文意的《佛學十八講》或

者找王聯章的《佛學講話》等等，你可以查一查，我這裡就不講了。我今天不記得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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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鏡，不緊要。我的眼鏡太多，所以遲一些也不要緊。

學員：我換了手袋。

學員：我帶了一些東西來而已。這幾支東西，羅公，你拿回去試下啦！

羅公：大乘呢？前一世，後一世，一重因果。前世為因，後世為果。這種是唯識宗的

講法。現在有些人講［學］，十個人講東西，九個人不識講第二種——「二世

一重因果」。你不信，你又去聽下。多倫多有很多機會聽，你可以去羅省聽。

要不你去香港聽。是嗎？香港都是法相學會的人先識講的。其他人都不識講

的。好了。前說是小乘，小乘裡面有說一切有部。你們現在認為什麼都空，一

切都是空的不是正統來的。一切都是有的才是正統，以往最正統的那一派叫做

「說一切有」。它說即是講，一切都是有的，不是空的。是嗎？現在滿口講空

的人，外行到極。部即是派，是它的義理來的。後說呢？即是「二世一重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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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二世一重因果」。講「二世一重因果」給

你知，就不講「三世二重因果」。

「三世二重因果」呢？你看一看就明白，你最好找王聯章的那本看看。葉文意的

那本太過簡單。好了，那麼，用「二世一重因果」來到解釋「無明支」、解釋那十二

段。十二段呢？第一段叫做「無明」。「無明」即是我們生命裡面的那種什麼啊？無

知、衝動、盲目的衝動，即“ignorance”，無知。與生俱來，我們就有一種無知，

就是佛家講的萬劫以來，無始之始以來，在我們的生命裡是一種原始的煩惱來的。無

明又名叫做「癡」。有些人說你都「癡」的！「癡」人來的，就是這個「癡」。

「癡」就是愚蠢的意思。

無明又叫做「癡」，貪嗔癡的「癡」，乃煩惱心所之一種。本支呢？那「無明」

有很多「無明」的。你眼識也有「無明」的，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每一

個識都有「無明」的。第七末那識都有「無明」的，是第八阿賴耶識沒有。那麼，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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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意識呢？ 又是有「無明」的。這裡所講的「無明」是什麼呢？是第六意識的「無

明」。本支祇取與第六意識相應的，即是和第六意識聯結一起［生］起的。「相應」

兩個字，記住！譯做英文是 connected with，聯繫。

［本支］是第六意識相應的「癡」。這種「癡」最厲害的，能為增上緣，發動你

做那些有漏善業、惡業。例如怎樣呢？譬如你看見醫院叫人捐血，你的第六意識起

「無明」、衝動。那我就走去捐啦！［這］都是「無明」的。「衝動」啊嘛！於是，

供養捐血。供養捐血就是業。你的衝動就是「無明」，這是作善業。但［「無明」］

又會作惡業的！

一會兒出來後，看見別人銀包的凸了銀紙出來。這趟我拿了它，又起惡衝動。

「無明」做「增上緣」令你拿了別人的銀紙。這些業是作惡業。又會有一些無記的

業。譬如我鼻塞，要「嗯」，呻一下，這又是業。呻一下鼻都有業的，但這個是善還

是惡呢？呻一下鼻，你說是善；這算是什麼善？呻一下鼻也惡不出樣，這是無記的

業。那些「無明」發動一些業，這個「無明」指第六意識相應的「無明」，並非一切

的癡心所， 並非一切的「無明」都包括在內。此「癡」，這一個「無明」呢？復通

取種子及其種子所起之現行。

這個「癡」是指什麼呢？我們有「無明」的種子的，遇著機緣它就會跳出來，

起、衝動。 那麼即是由種子起現行。那麼，這個「無明」包括兩樣東西。一、包括

「癡」的種子，是嗎？「無明」的種子。二、包括由種子所起的現行。這兩樣東西，

他說來到這裡，我們看一看這一頁。一百八十七頁的那個表。不是，你們是第幾頁

啊？

學員：一八四。

羅公：一八四，是嗎？

學員：一八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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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一八四，新書一百八十七，舊的一百四十。那個表…

學員：一百八十四！

羅公：一百八十四。

「惑」字下面那裡，「無明支」，是嗎？通種現，通乎種子和現行兩樣的。這兩

支呢？這兩支東西就能引起後一段果報，不是直接「生」，「引」而已。引即是間接

引起，叫做「能引支」。聽不聽得明白啊？那麼，我們了解第一段。有漏生命的來

源，第一段就是「無明」。歐洲德國有一個哲學家叫做“Schopenhauer”。他就讀

了很多小乘的佛經，就拿了「三世兩重因果」的那個「無明支」來解釋生命的來源，

他說：「為什麼我們有生命呢？」他說：「由於我們無始以來，有一種生命的衝

動。」你覺得他講得好似很玄妙，其實你識得他在小乘那裡拿過去的。

很多西方的東西都是在中國拿的。叔本華，近代的大哲學家。一個叔本華、一個

黑格爾，這兩個都是大哲學家。黑格爾都是［如此］。黑格爾認為「何解這個世界一

直如此變化，那來源是怎樣呢？」那來源是有一個宇宙的大心。那宇宙大心叫做

“universal mind＂；大心，又叫做「大的理性」。

它叫做“reason＂，理性，不是我們普通說的理性。他說「大的理性」，那個

大心，你猜他是從哪裡拿來的？原來他…那些人的考究結果呢？原來他識很多神父，

他有很多當時的神父［是］清使。清朝的時候，那些神父來到中國，曾經將中國的

《易經》譯了過去。在中國學到《易經》，中國的《易經》就說這個世界的來源是什

麼呢？最初就是太極，他將那個太極改了做什麼？宇宙心，是嗎？那太極裡面含有兩

樣東西。

學員：陰陽。

羅公：太極生兩儀。…… 太極生兩儀。陰和陽。那陰和陽呢？它［《易經》］說不

是死的。那陰和陽是活動的。陰是一種很剛強的氣、氣力。陽就是一種柔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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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陽是一種很剛強的氣力。陰是一種很柔和的氣力。兩種力、兩種

strength，那兩種力呢？不斷摩擦。現在共產黨將摩擦那兩個字改做什麼呢？

鬥爭！是嗎？那兩種力不斷摩擦，叫做「陰陽相摩，八卦相盪」。這就產生這

個世界了。他說黑格爾又拿了［中國的］陰陽，這兩個概念回去。他說這個大

心，這個 universal mind 裡面含有兩種因素。兩種因素不斷摩擦，不斷摩擦

叫做「矛盾」，又叫做「對立」。不斷對立、不斷矛盾，結果就「動」了。這

個世界的動力就是這樣來了。［這］和《易經》一樣，又是在中國那裡拿的。

德國人最歡喜中國的東西，英國人都沒有那樣歡喜，甚至連打仗用兵，他都留

意中國的東西。我們中國的李鴻章曾經做欽差大臣，出使歐洲。去到歐洲的時

候，歐洲那個鐵血宰相。

學員：卑斯麥。

羅公：那個 Bismarck 請他吃飯和他聊天。那李鴻章問 Bismarck：「你以為我們中

國現在正是接受你們歐洲新的戰略、戰術。你們貴國有什麼突出的兵書講戰略

的，介紹我們。讓我們翻譯過來，教一下我們中國的人。」當時，卑斯麥請他

飲之後，卑斯麥介紹他去見威廉大帝。卑斯麥說：「我是一位政治家，我只會

做內閣總理。說到用兵呢？我們皇帝威廉大帝，他更厲害，很打得的軍事家，

你最好就問皇帝陛下。」於是第二日，那威廉大帝請李鴻章吃飯的時候，李鴻

章又……《孫子兵法》是世界上最好的戰略，你何需來我這裡學呢？這件事實

是真有這一回事，還有一事是真有其事。他請教卑斯麥說：「你們貴國很細幾

十萬兵已經足夠。我們中國這麼大豈不是要養幾百萬兵？這麼多兵如何養啊？

如果給你做我們中國的宰相，你有什麼辦法啊？」真是幾難搞的，毛澤東都要

養四百萬兵，最多的時候。卑斯麥說：「不用的，何需那麼多。不需要那麼多

兵，整［興建］鐵路！整［興建］到全國到處都有鐵路交通。集中一些軍隊在

幾個據點。哪裡有事，即刻調動軍隊用火車運去就可以了。慳［省去］好幾倍

兵的。一於回去築鐵路吧！」卑斯麥這樣說。所以，他李鴻章回到［中國］，

回到北洋大臣任內，即刻整［興建］鐵路。這是受卑斯麥［影響］。整［興建

］了幾多條鐵路啊？整［興建］了三、四條鐵路。第一條津浦鐵路，由天津直

去南京對開的浦口。第二條京漢鐵路，由北京直去到漢口。如果漢口真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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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隔兩省地方。他二十四小時內就已經調動幾萬軍隊去到。就是這兩條，那

麼厲害，還有一條是什麼呢？

學員：浙贛鐵路。

羅公：正太鐵路。由河北的正定通往山西的太原。

還有一條鐵路，在北京去到張家口，直去到綏遠，察哈爾綏遠。又整［興建］什

麼呢？又整［興建］鐵路，由北京經天津出東三省，經山海關。［這］都是他發動，

受卑斯麥的影響。那我現在是順便講而已。中國人很多東西［被］西方人拿去，拿走

我們的［概念］，但他們變化得很好，我們中國死板板［很呆板］。好了，看回這

裡。那裡明白啦，「無明支」。「無明支」包括兩樣，第一是種子；第二由種子起現

行。第二支，「行支」。讀「行」又得，照理應該讀「幸」。（粵音：行、痕、幸）

行為，即是業。由無明而起業，作業。即前支，前支即是「無明支」。這個「行

支」，即是前面的「無明」……

那些有漏的善業、惡業，那你會問：何解要加「有漏」這兩個字呢？「無漏」的

業唔會受苦果的，所以限於「有漏」的業。還有一些人主張「無漏」的業唔受報的。

所以，我們只講「有漏」的業。「有漏」的善、惡業，有沒有錯字啊？「有漏」的

善、惡業。此業，這種善業、惡業呢？就以第六識相應的那個「思心所」為體。剛才

講了，體即是本質。亦是通取現行以及那些現行所熏生的業種子。起了現行之後，熏

回那些種子。最先是業種子，哎！是思種子。由思種子起現行的業，現行的業又熏回

新的種子。

那麼，我們又看回那個表。「行支」，業來的。又通乎種子和現行，包括兩樣東

西的。這些東西，今世做了就間接引起第二世，不是直接引起。明嗎？由「無明」就

產生「行」。第三支就是「識支」。有了「無明」、有了「行」、又有了現行的「無

明」、 現行的「行」，這些「無明」和「行」熏了種子落去第八阿賴耶識裡面。是

嗎？這就變了「識支」。即由前面的「行支」所引的，由它引出。如何叫做「引發」

啊？「引」即是說什麼呢？和它相連屬、相連繫。「發」即是激發它，發動它。「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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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了即是激動「阿賴耶識」，明白嗎？那「阿賴耶識」原來有很多舊種子，很多有

關的舊種子就給它激動了。

哪些東西給它激動呢？它激動了那些能親生當來真異熟果的名言種子。它激動那

第八「阿賴耶識」，把第八「阿賴耶識」裡面的名言種子將來第二世直接產生第二世

果報的異熟果，那些名言種子。這個名言種子是「阿賴耶識」來的，所以叫做「識

支」。所以，「名言種子」這四個字之上，加三個字，你就更加了解。「第八識」名

言種子。加上「第八識」三個字上去。那就三樣了，好似三味 在此了，是嗎？那這餸

個「識支」將來一起就變了「中有」。

我們又看一下那個表。「識支」、「識支」、「識支」，總共五支的，現在講

「識支」。「識支」給什麼啊？給什麼引出來的？那「引」字可以當成控制的意思。

給那「無明支」和「行支」所引的。「無明支」和「行支」能夠引出那個「識支」出

來，是嗎？明不明白啊？「能引」、「所引」。「能引」即是 subjective 的或者

subjectively。「所引」就是 objective，objectively。明白了嗎？那三味在這裡了。

有了「識支」了，第八「阿賴耶識」那些第二世的名言種子的「菜式」被它控制住

了、刺激了。

於是，有機會就起了。幾時才有機會呢？要等你今世死那時候就有機會了。你死

了之後，世人所謂的「靈魂」。世俗上，所謂的「魂頭」起了，那「中有」起了。起

了就四處去，找地方入胎。一入了胎之後，那個所謂的「魂頭」就和父親的「精」、

母親的「血」一結合，就第二世的胚胎起了。第二世的胚胎初起的時候，經過很多個

階段。初初針孔的大小，慢慢地好似口水痰的大小，慢慢地一個紅棗的大小，再慢慢

地好似那些產房入住的公仔的大小，再慢慢地似蘇蝦仔的大小。那些模樣，那一個還

未成形的，叫做「名色」。「名」就是精神現象；「色」就是物質現象。有精神現

象、有物質現象結合在那個胎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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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名色」，那個「名色」是什麼來的？第八識那些「名色」的種子，被那個

「行支」控制了之後，激發了之後，它起現行。「名色支」即是除了前面的「識支」

之外，所有第八識名言種子，以及除了後面那些五支，六處、觸、受等幾支之外，即

是那些有關的，第二世那個五蘊身體的種子凝聚於此，就叫做「名色支」了。即是立

立雜雜，有精神現象、有物質現象，那些名言種子聚在一起。那麼，這個「名色支」

在你這一世未死的時候，是未起現行的。要你死了之後，才起現行。你未死的時候，

前世是種子來的，控制著這些種子。

那麼，這叫做「名色支」，即是你一作了業，一方面控制著你阿賴耶裡面那些將

來投胎的識的種子；又控制著什麼呢？第二，將來你在胎裡變成一個公仔樣子的種

子，「名色」的種子了。那麼，我們又看回那個表。唯種子即是只［有］種子，［因

為］你未死。是嗎？死了才現行。那你一作業，即是你現在打人一拳作了業，三樣東

西、四樣東西在這裡，無明的現行、無明的種子、行的現行、行的種子，控制著你阿

賴耶識有關的種子，識。又控制著什麼呢？名色的種子。控制著，即是準備著很多菜

式，將來你一死就爆發。除了名色，名色就是渾渾噩噩的，初初受胎的時候，那一、

兩個星期就是名色。再過久些會怎樣啊？六處。眼、耳、鼻、舌、身、意，這六個地

方都具備了。

但是那時候具備而已，但現在你作業未具備，種子已經控制了、控制著。你一死

呢？那「六處支」就起了。即第八識中親生當來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那些

名言種子，又控制著。你一死，那些［名言種子］整堆爆出來。所以，佛家勸人「慎

莫作因」。一作業因，就會什麼呢？你就這麼多具備了。但你有了六處將來一定出世

的。將來出世接觸這個新的世界，這是將來的事情。但你現在作了業，未曾這麼快接

觸新世界。

但是你的種子會起，「觸支」的種子會起。這個「觸支」是指什麼啊？即第八識

裡面所含藏的，含藏個什麼觸啊？觸、作意、受、想、思，這五個叫做「遍行心

所」。每個識都有五個遍行心所的，即是每個識都有觸心所的。這個觸心所，這個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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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什麼的觸呢？眼識和眼識相連繫的觸，抑或耳識、鼻識、舌識、身識相連繫、相

應的觸呢？抑或和第六意識相連應的觸呢？抑或和第七識相應的觸呢？抑或和第八識

相應的觸呢？它這裡說給你聽，親生當來第八識等……第七識來的。

那些種子都擺在這裡了，這兩頁。我們又看一下，識等五支裡面，識、名色、六

處等五支，第三支了，是嗎？又是指種子，聽不聽得明白啊？難明些，是嗎？看多一

次！我講只可以講到這樣，再沒有辦法講得少。不過，你看多一次，你就容易明；不

明你看兩次！兩次不明，看夠三次！一次明多些，一次明多些。

下一支，這個受是什麼呢？即是第八阿賴耶識所含藏的那些什麼啊？受心所的種

子。這個受心所主要是第八識那個受心所。其餘的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

意識的受心所，都包括在種子。但是第七識就不包了。前六識那些業是無記的就包

括，善的、惡的就不包括。屬於第八識相應的。總共五支了。識、名色、六處、觸、

受，五支。這五段的種子，你一作業即刻它就控制著，待你死。那麼，所以你一死，

這些種子一起爆發就形成「中有」了。就是這樣形成的。

那麼我們看完這五支了，「所引支」。是嗎？它未能生起第二世，引而已。是

嗎？這樣導致後一段，起愛、起取，然後那些種子直接生第二世。好了。愛即是貪。

佛家講的愛不是好東西，和基督教講的愛，那意義不同。佛家那愛字等於貪愛，想佔

有的。即與第六識相應之下品貪心所。貪！第七識又有貪，前五識都有貪的。現在這

個貪指第六識的貪，和第六識一併起的。那些下品貪心所不是很厲害的，在心裡起微

微的貪。

怎樣下品呢？譬如：我們走過一間燒臘舖，覺得裡面的叉燒很美味，停下望一

下。好似沒有貪的，其實已經有一個下品的貪，買了它來吃都好啊！不過不是好顯

著，是嗎？你是一個正人君子，走過見到一個妓女扮得很漂亮，說她：這是一個妓

女。一方面說她是妓女，一方面心裡是貪。因為你又不起貪，又怎知道她是妓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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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你說：我見色不起淫心的，如果你不是起多少淫心，你根本不會見到她是色。是

嗎？所以，下品的貪，我們起了都不知道。你看一下，「行支」的種子就是業種子。

識等五支的種子，識、名色、六處、觸、受，這五支。這些種子就是名言種子。什麼

叫做「業種子」？什麼叫做「名言種子」？識了嗎？如果不識，你快點查返，今晚

夜，不要遲，查返前面，什麼叫做「名言種子」？什麼叫做「業種子」？如果你那個

定義不清楚，你以後永遠搞不掂。我這裡不再覆述，什麼叫做「業種子」；什麼叫做

「名言種子」給你聽。

因為你讀唯識，很需要互相連繫，好似你學數學裡面的幾何一樣。第一條定理，

跟著第二條，第二條跟著產生第三條。你中間不見了兩條，你整課幾何的考試不要都

得了。不見了一段，所以你要連續落去才可以。又有業種子、又有名言種子，有了這

兩種種子。有了這兩種種子就決定當來所生的善、惡趣了。這些種子就決定將來究竟

生在人或者天，善趣。地獄、餓鬼、畜生，惡趣。是由這些種子決定的。由你自己那

些「行支」作的業，作的業所控制、所引發的那些識、名色、六處、觸、受的種子。

此時，即是你還未死的時候，作了業而未死。

此時識等五支，為是種子，未起現行。即是未有機會就起，何解未起現行啊？以

此其異熟果，猶未終結故。以是因為。因為你一期的果報，即是異熟果還未能終結、

未死的緣故。要待命終時，要等你死，死了起那中有而已。那中有都死了的時候，那

個時候業種子及名言種子已經為貪等煩惱所滋潤。你臨命終的時候，起個貪煩惱。你

的中有臨死的時候，亦起貪煩惱。那些煩惱一起，猶如水一樣，潤澤了你那些業種子

和煩惱種子。

它們就會標（爆發）出來。那麼，來到這裡，何解說臨死的時候，就會有那些貪

的煩惱起，潤澤你的業種子和名言種子；以及識、名色、六處等名言種子？臨死的時

候一定起貪，一定起的！好快地都會起一起的。縱使一槍打死你，你會說：那麼沒有

貪啦！沒有得潤了。一樣有得潤，我舉一個例：印度的聖人甘地，被人行刺，被人一

槍打落去的時候，他即刻叫一聲：上帝啊！叫一聲就是起貪，死了今次，搞不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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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叫上帝來救我才可以了。是嗎？這就是貪了，是嗎？好快！拍！就斷氣了。

譬如捉你去打靶（槍斃），你說你不起貪，一路拉你去，一路起貪中。你不知別

人在你後面，在你個腦處一槍打爆你。你說：不起貪。你都發覺自己死了，好快，一

定有起貪！你說：那麼我睡著了心臟病發而不知，到他死的時候沒有完全不知。有一

點醒覺，不醒覺怎會死。不過一醒覺的時候，那個心一 住［很揪心］，不能動。那乸

個時候，沒有完全不知道的。不只如此，你平時都有貪。平時貪貪埋埋的貪種子整落

去（熏回去），到那個時候又會潤澤的。必定有給些貪煩惱你，所以這些叫做「愛

水」。你作了些業給貪愛的水一滋潤了，它就好似泥土裡面那些穀種給水一滋潤，它

就出芽了。

那麼一滋潤，你看括弧解個滋潤，貪等煩惱現行的時候，臨死的時候，貪等煩

惱，好悽涼啊！我就死了。那些貪煩惱起的時候就熏生，即刻就熏出貪的種子。這些

貪的種子就潤澤那些業種子了，同時熏發給「行支」的業種子和「識支」的有漏，有

漏的名言種子，你平時起貪，這些都潤的，先潤著。那些業種子給貪種子潤澤、增

長，增加長大，這樣叫做「滋潤」。如果你將入涅槃就不是了，沒有了貪心。你修

觀，用你的智慧知道人生不是好東西。我現在舒舒服服入涅槃了，不起貪，所以不會

引起後有的。那樣，一［旦］給愛水滋潤了，然後那些業種子威勢更強。它威勢一

強，它就發動那些名言種子。那些識、名色、六處、觸、受的那些名言種子，這些名

言種子受了雙重的助力。哪雙重啊？業種子的引發力和貪等煩惱的滋潤力。而且，你

又死了。有空位了，又有空位可以標（爆發）出來。

所以起現行，那堆種子一起標（爆發）出來。譬如穀、麥等種子藏於地中，地是

阿賴耶識。有土壤、有肥料以保養之，須雨水滋潤，始能勾萌甲坼（種子發芽時外皮

裂開）。能為潤緣，使此業種子盡其增上功用，並使此名言種子能夠生起現行者，即

其命終時對於自身，對於你自己和對於你的境界所起的下品貪愛，起了你都不知的下

品貪愛，貪煩惱。那些煩惱一起就潤你那些業種子，能作潤緣。而且，能作潤緣的煩

惱不只貪，不過以貪為最厲害。貪、嗔、癡都可以，故以貪為代表。於是起了一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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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貪，我們這個好緊要的關鍵。即於此下品貪愛裡面，立為「愛支」。建立，建立即

說，說為即是叫做「愛支」。此支亦通取現行及其所熏之種子。那你看看那個表，愛

的支通乎種子與現行。……

有潤澤的力了，有時候這個「取支」，有些人很厲害的；有些人不是很厲害。譬

如說有支槍在那後腦處打落去，這個「取支」沒有那麼厲害，「愛支」就肯定有的。

「取支」就怎樣呢？即前所說第六識相應的上品貪，初初時怕死，越來越不捨得死

了。及其餘一切煩惱，不只貪了，其餘跟著起了。嗔心所都會的，例如怎樣啊？臨死

的時候，起怒惱。「唉！那醫生真衰啊！現在搞成我這樣！這一趟醫不好了，該死的

醫生！」起了嗔心，這個嗔心一樣是被愛潤澤。相應那些上品貪心所，及其餘一切煩

惱，立為「取支」。這種「取支」又通乎現行和種子。這兩種愛水、取水一潤，那些

名言種子爆發了。一爆發，那些種子集中起個「中有」。到那個「中有」起的時候，

集中入胎。那你看看愛、取，看那個表。通乎種子和現行，它這些就是什麼呢？能直

接生起第二世的！是嗎？

這世一死直接生起那個「中有」。「中有」一死直接生起第二世的個體。這叫做

「能生支」。有了這些「愛支」、「取支」就「有」了。「有」是什麼啊？第二世的

識、名色、六處、觸出現。「有」啊！「有」即是存在的意思，生命的存在，第二世

的生命，「有」。即前說行、識、名色、六處、觸、受，那六支。那六支給愛和取所

滋潤，決定能感生未來的苦果。即「行支」的業種子能夠感異熟果，其餘那五支的名

言種子就感生那些同類的等流果，連續的果。於此已經被滋潤那六種支的種子上，建

立它，叫做「有支」。還未出現，將出現的只是種子。

那麼，齊全了！「能引支」——無明、行。「所引支」——識、名色、六處、

觸、受。及愛、取，這對是「能生支」。還有「有支」，十種東西具備即十味菜具

備，出來吃了。是嗎？「十因」了，十個因了。所謂「因果」！「因果」！過去的，

即是今世的或者前世的十因，產生未來第二世的二果。過去世的十因產生現在世的二

果。現在世的十因產生第二世、未來世的二果。生死輪迴解釋到這裡已經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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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有」之後，「中有」起了。那個「中有」死的時候，又有一個「有」。那

個「有」產生第二世。第十一「生支」。前期生命終了，那就「生」了。「生」由哪

一日起計［算］呢？由那個「中有」初托母胎的那一 那起。那些曾經被愛和取所滋刹

潤過的，那些識、名色、六處、觸、受，這五支的種子遂起現行、爆發，好似炸彈爆

發的。這五個現行，即後期五蘊生起，五蘊即身體。後期的身體生起，這個生起，由

那一條鼻涕的大小一直到他出胎，一直到他一百歲死了。

直至此現行果衰變。譬如他九十歲起首，病了。病下病下，病到一百歲就死了。

直至他九十歲起衰變，一直到他一百歲斷氣。這個時候，叫做什麼啊？未斷氣之前，

即是未老、未衰之前，是「生支」，還在生長中。病到不能動就已經是什麼啊？老

死。那麼我們看看那個表，「生支」。「生支」是什麼啊？只是指現行，免得理那些

種子了。當然它亦有種子的，不過那些種子和我們沒有關係。有生就有老死，第二世

的老死。後期五蘊的現行果，衰變就老了。到最後死亡了，就死。

此即五蘊現行果衰變以後，直至到命終，總合為叫做「老死支」。那十二段完

了。在你生和老死中間那幾十年裡面，你又怎樣呢？起無明、行、識等五支，一直這

樣控制又產生第三段，第三段裡面，你又產生第四段，永無止境。不會老死而止，

「所生支」，就是業果。過去十因產生現在二果，就一重因果了。或者你講現在十因

產生未來二果，又一重因果。這樣合為二世一重因果。講生死輪迴最周密就是這樣

了。這種講法對於那些字都不識的，最好你不要這樣講。你講下「上帝」……

十二支中，識、名色、六處、觸、受，這五支就是生和老死兩支的種子來的，是

嗎？它一爆發就變老死了。生及老死二支，即是前面識等五支的現行的果來的。生及

老死合為一期生命，第二世。在此一期生命中又起無明，無明又能發業，行。業又能

夠資助苦果的種子，即是未來果，第二世的那些。第三世所有的識、名色、六處、

觸、受，這五支。苦果種子為貪等煩惱所潤，生愛、生取，這兩支。又決定能夠引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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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世的苦果，生「有支」。未來苦果現行期中又為後一期生命的歷程，即是生及老

死。眾生從無始來，因果流轉的相狀就是如此。

此十二支中，「無明支」及「行支」能引發，引發即是控制著識等五支。決定當

來所生的善、惡六趣。然以此期生命未終故，識等五支未得潤緣故，此五支尚未能生

現行；故無明及行二支，名叫做「能引支」。識等五支，名為「所引支」。愛、取、

有，這三支能夠直接產生當來的果。當來的果即是生及老死，故名為「能生支」。生

及老死兩支，對於前面的三支，故名為「所生支」。又十二支中，前十支是因，後二

支是果。十因、二果就定不同世。留意啊！

一定不同一代的，十因就是前世，二果就是後世，定不同世。過去十因，過去世

十因就感召了現在世二果。現在世的十因能夠引出當來世的二果。故十二支中，必包

兩世；但因果關係則衹有一重，是為二世一重因果。那個表，明白了嗎？ 從理論

上，前支為後支生起的依藉。由有生故，你有了生一定就有老死。由有有故，行等六

支的種子為貪等煩惱所潤，這就叫做「有」。便得有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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