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獨影境、帶質境、性境講了。這樣，現在就要解釋一下三自性。三境講了之後，

就講一下三自性了。三自性這種這樣的思想，是唯識宗很重要的一部份來的。怎樣叫

做自性呢?自性者本質，即是唯識家認為這個世界上，一切那些事事物物就它的本質

來講，只是三類而已。哪三類呢? 

第一類，叫做 計所執自性。 就是到處，這處、那處，各處。計是計較，因為徧 徧

到處計較，無事不計較，所以結果他就生起很多執著，就執一些事物出來。本來無那

件事物的，他都執出那件事物。屬於哪一類呢? 完全由我們妄執出來，這些的東西就

叫 計所執自性。例如，本來每一個個體，每一個有生命的個體，都是色、受、想、徧

行、識這五堆零件組合而來的，但是我們人人就覺得有一個我，硬要執著有一個我。

這個我在佛家來看，就是不存在的。完全是由於我們到底計較，無那件事物，執那件

事物，執出來的。這個是 計所執自性。執著有一個實的我，徧 (是) 計所執自性。如徧

果你知道這個我是五堆零件組合而成，好似很多零件組合而成一部汽車一樣，是這樣

而已。如果你是這樣理解，就不是 計所執自性。這個就是如實的、真正的。如果你徧

執著有一個實我，這個實我的本質就是 計所執出來的，實我是執出來的。推而廣徧

之，如果座上有基督教、天主教、或者有回教徒，就請你們原諒我。因為我要舉例，

佛家要舉例。這樣，當你入了聖堂裏面，以為有一個神靈在這處，這位神靈根本不存

在的。這些叫做 計所執自性。本來就無上帝，你硬要執有一個上帝。這位上帝就是徧

計所執自性。那些老婆婆無知，拜那個「馬騮精」徧 (猴子)說齊天大聖，根本世界上

舊時未曾有過，現在亦未有過，未來都不會有的。這個「馬騮精」根本就無的。但是

有很多人拜它的，甚至拜到很靈驗的。就說這個「馬騮精」(猴子)是 計所執自性。徧

又例如，我們在黑夜裏行出來，見到一條「長長的」東西，我們被它嚇一跳，以為是

蛇。其實看清楚它，不是蛇來的，是一條繩。當我們覺得它是蛇的時候，這條蛇實在

不存在，這個叫做 計所執自性。但是那條繩不是 計所執自性，你以為是蛇的時徧 徧

候，那條蛇是 計所執自性。明白嗎徧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時候，以為有那件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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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是我們主觀創造出來的。這些都是 計所執自性。 計所執自性是空的，是空徧 徧

的、全無的，絕對的不在的，全無的。唯識宗的人這樣說，佛家經常講空，空甚麼?

空了那個 計所執自性。如果不是 計所執自性，你不要空它。徧 徧

第二種，依他起自性。他是其他的東西，意思即是指甚麼? 就指眾緣，眾就是各

種，緣就是條件。各種條件配合的一件東西，好似很多零件配合而一部汽車。依他，

依靠眾緣結合而產生出來的東西。這件東西的本質就是依他起自性。聽得明白嗎?譬

如那架汽車會行的，這架汽車會行的，如果你知道這架是汽車，是由各種零件做條

件，配合而成的，不是說永恆的。如果你這樣瞭解這架汽車，這架汽車是依他起自

性，聽不聽得明白? 如果有一個人，你執著這個人都是五蘊、五堆東西：色是物質、

受是那些感情、苦樂的感覺、想是那些概念、行是我們的意志、識是我們的認識力。

是五堆東西、五堆零件配合而成，好似那些零件配合而成一架汽車一樣。零件配合得

妥當，那架汽車就會行。那些零件配合得妥當，我們又會講話、又會食飯。零件一

散，那件汽車就壞，人的零件一散，就會死亡。這樣，如果我們真的執著有一個真的

我，這個我就叫做 計所執自性。但是我們不執著我，我們知道有生命的個體，會活徧

動、會動的，如果我們這樣去瞭解，所瞭解到這個有生命的假體。這個假體叫做依他

起自性，聽得明白嗎? 依他起自性。依著眾緣結合而生起這些東西，就是依他起自

性。再用剛才的譬如，黑夜出來見到一條「長長的」，以為它是蛇，這隻蛇是 計所徧

執自性。但是當我們一開著燈照一照它，見到整條繩子在面前，這條繩又不是無的，

它是依他起自性。他是甚麼? 他就是一條條麻，依著一條條麻的扭合，不止一條條

麻，還要那位工人扭起、那個絞繩的機械等，這些是他。這些條件一配合就會產生

繩。這個是依他起。那條繩就叫做依他起自性。好了，問題來了。 計所執自性根本徧

就不存在的，完全是我們怎樣?一廂情願以為它是的。依他起自性就不是，不是全無

的，依他是甚麼?是幻有，不是實有。假有、幻有，為甚麼說它假?明明是有，無錯是

有，現在是有，一會兒眾緣一散就無了。是嗎? 所以現在有不過是幻而已，是幻有。

計所執自性是全無，依他起自性就是幻有，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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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就是圓成實自性。佛家用，尤其是唯識家用圓字，是否當作圓形的解釋? 不

是，圓字當作周遍。周遍者即是無處不在、無時不在。那麼就叫做圓。圓者遍也，到

處都有它的。成者就是成就，不滅的，成者確是成就，不會滅的，就叫做成。又遍、

又不滅，實(是)真實的，一件這樣的東西。你說這件東西是甚麼? 這個就是宇宙的本

體了。每件事物都是依他起自性，為甚麼呢? 這座大樓是依甚麼來造成? 是依那些鋼

筋、三合土、各種木料等，這些是他。由這些「他」的條件配合而成這座大樓。這座

大樓是依他起自性。如果你執著這座大樓是實有，你就變了執著，就是 計所執自徧

性。你知道這座大樓是假有的，你所知的就是依他起自性。再進一步，拿一條柱來解

釋，那條柱是三合土和鋼鐵造成。三合土者，你以為三合土是實嗎?三合土都不是實

的。是將一些石等物料打成粉，石是甚麼?  鈣質、石灰質那類東西，根本無三合土

的，是嗎?如果你執著有實三合土，這個三合土又是 計所執徧 (自性)。如果你知道這

個三合土是假的，是由那些石灰質造成，這個時候你去瞭解它，你所瞭解得到的 (三

合土)是依他起自性。還有，那個鐵裏面，你猜鐵枝是不是真實存在?如果你執著它是

實的，那條鐵枝就變了 計所執自性。如果你又知道鐵枝都不是實的，鐵枝都是鐵的徧

分子排列組合而成，不是實，是幻有而已。那麼你所瞭解的鐵枝，是依他起自性。即

是說那些分子才是實的?再進一步問，如果你執著那些分子是實的，一樣是 計所執徧

自性。為甚麼? 分子都是那些原子排列(而成)，原子是實，分子是假的。如果你瞭解

分子都是幻的，那時候，你所瞭解的分子就叫做依他起自性。如果你執著分子是實，

你所執著的分子是 計所執自性。分子不是實了，原子是實嗎徧 ? 舊時說是的，原子是

實的。科學家就以為這樣，當時是二十年前。但是佛家說不是的，都是依他起自性。

總有一天，我們知道到底原子是甚麼東西造成的。今日我們不知道，明天會知道的。

不過我們未知而已。我們不如不要說它是圓成實自性，這個都是依他起自性的。明白

嗎? 現在我們清楚一些了，是由那些帶陰電的電子，是嗎?和帶陽電的質子，兩種東

西(造成)。 好似太陽系是這樣造成的。電子、質子然後才是實的，原子是假的東

西。知道它是這樣。這樣應該是實吧! 佛家就說你以為電子、質子才是實的，你都是

一廂情願，都是甚麼? 計所執自性。總有一天分析到，因為科學經常進步的。總有徧

一天，知道那些電子、質子是由甚麼造成的。那時候，你就知道舊時所執是 計所執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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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即是說如此類推，推下去，凡是有形、可以看得到，有質可以摸得到的東西，

通通是依他起自性。依他起自性，這個世界好似全部都是假的，他說無錯了，這個世

界就是假的。整個世界就是幻有的。幻有的話，我們就不用理會，又不是的。幻有不

是不用理會，那架汽車幻有的，不如你撞一下它，看一看有沒有問題?會被撞死，即

是幻有都有作用的。是嗎?所以學佛的人開口又是講空，四大皆空，甚麼都不用理

會，哪些人根本就不懂佛(法)，是嗎?最好就你去撞一下汽車，你講說它空。空不是

這樣的空，空者就是幻有……

(眾人討論聲音)

羅公：你有一個思念起，你覺得不想它，甚麼都不想的時候，這些很小，有小小的東

西想。那個時候，心已經覺得很舒服。舒服一會兒，念頭一來，我不想它、我

不想它，一會再想，當它好似一個人，不要想。那些是甚麼?再講是輪迴的原

理了。在講輪迴的原理之前，我們先瞭解名言種子和業種子。先瞭解了，然後

可以解釋生死輪迴的。

以前我們講種子的分類，只是講了兩種，是嗎?講了有漏種子、無漏種子，現在

來到這處，就講種子又有兩種。即是分類，又是第二種分類法。一種叫做名言種子。

第二種叫做業種子。名言種子又怎樣呢? 名言即是概念的差不多意思，即是這件事，

我們見到宇宙、見到這個世界，其實就一個、二個的名言，在我們的阿賴耶識現出來

的。 在未出現之前，就是種子。一出現之後，是甚麼?現實出現的名言。所以一切的

事事物物的種子，都叫做名言種子。即是一切物質現象及精神現象的種子，都叫做名

言種子。名言種子之外，有一種叫做業種子。即是當我們作一個業的時候，即刻熏一

個種子入去。譬如，業即是行為，behavior或者 action。當我們起一種業的時候，

這種業即刻熏入去阿賴耶識裏，成為一個種子。即是說，我現在做醫生，我醫治一個

病人，我現在醫治他或替他做手術，那我這些行為，我一連續替他做手術，一連續很

多幾小時的功夫，每一個剎那的形狀都熏進去、打入去阿賴耶識裏，成為一個業種

子、行為的種子，一連串打入去的，但是當業種子打入去的時候，連帶還有很多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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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齊打入去的。例如甚麼? 我替他造手術，見到他躺在(手術台)，一個睡著的形狀又

打入去。他叫痛，叫痛的形狀又打入去，痛的那種情形又打入去。我替他用藥的情形

又打入去，整堆無量無邊那麼多種子一齊打入去。其中業種子，每一個剎那就有一個

業種子就打入去。當一個業種子打入去的時候，就有無數那麼多的名言種子，整堆一

齊打入去。即是名言種子就有很多，業種子就很少。即是種子有這兩種。

名言種子和業種子的關係又怎樣呢?原來是這樣的，譬如現在我是醫生，替人做

手術，這個是業。這個業就行為來講就叫做業種子。但是我這個行為的活動、動作的

形狀來講，就叫做名言種子。即是同時一個動作，一方面就它的本質來講，就是名言

種子；就它的功用來講，就叫做業種子。明不明白? 其實一粒種子，業種子有兩面

性，其他的名言種子就無兩面性的。只是一面而已。好了，種子有兩種，一種叫做名

言種子、一種叫做業種子。名言種子和業種子的情況，有一點很顯著的分別就是甚

麼? 名言種子就是無受盡相，這個是很重要的。相者是它的情況，是無受盡的，怎樣

無受盡呢? 譬如現在我見到白，即刻這個白的形狀打入去，成為白種子。將來這個種

子一有機會，又打出去就有變白色。這個白一打出來，即刻又回來，又成為白的種

子。一有機緣又打出去，又是白。萬劫都是一出一入，無受得盡的。名言種子的特點

就是無受盡相，相者是它的特徵，它的特徵是受不盡的。業種子就不是了，業種子就

是怎樣呢?那些業是，譬如打人或者替人做手術，這些業的種子一熏入去第八識，阿

賴耶識裏面，種子就熏在那裏。它一有機緣，它一熏下去的時候，就跟甚麼類的東西

臭味相投呢?如果殺人、放火的那些業種子，就跟死亡、燒毀東西、流血，或者哀號

那些事物，總之控制著那些種子，種子與種子之間(互相)控制著。一有機緣，它就會

催促那些悲慘的種子，推動它起現行。所以多作惡業，悲慘的事物就會出現。並不是

一個閻羅王來到計算你(的業報)，而是那些悲慘的事物連串出現。你殺人未必在第二

世被人殺，你今世殺人的業，第二世可能被石頭壓死都說不定。總之是悲慘而言。這

些業有一次，那些名言種子推動出去就算了，它再打入來就跟你無關係了。所以受

報，惡善受一報，一次性的，除非你再作善，作惡業受報，又是一次性的。你入地獄

都一次性，都無第二次。因為種子推動一次(出現)，再回來就跟(它)無關係了，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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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受盡相。這個作業的種子就會一定受完，即是已經建立輪迴原理的一部份了。譬如

他殺人，將來不是一定被人殺，或者被大石頭壓倒，或者沉船，沉落海裏被鱷魚咬死

說不定。那條咬死你的鱷魚未必是你殺死的人。因為為何? 鱷魚是以動物為食的。牠

無所謂找誰來食，你給牠一隻豬，牠一樣照食，人一樣照食。這樣是一次過，這種業

是一次過。你被牠吃完之後，我很慘了，這種很慘、新的慘跟你舊時殺人、放火的業

無關係的。所以你受報，不論你是善業還是惡業一次過(受報)，有受盡相。但是那些

名言種子就是來來去去無壽盡相。明白嗎? 那你基於這些原理，好了。總知有兩種

了。你一世一連串做善業或惡業，就把善的種子或惡的種子，不斷熏入去。那些善的

業種子一熏入去，就控制著那些幸福的、快樂的名言種子。那些善的業一熏入去，就

控制著那些種子，種子控制種子，控制著那些安樂幸福的名言種子了。要視乎你將來

甚麼緣起了。如果惡業的緣先起，那些善的、快樂的就被壓在後面了。如果善業種子

強、先起，就是那些快樂先出現了。先出現有無規定，無絕對的規定，視乎哪一類種

子強。譬如你殺業的種子強，你殺人的時候，很兇狠的，真的想取人性命的，這種的

殺業很強的，肯定先出現。這種種子的活動力最強的。如果你說我都不是想殺人的，

迫著我不殺不可的，是很弱的，那些就先放置著。那麼你還有很多業的，譬如你前半

世被人迫你殺了人，幾次被人迫你殺幾個人，然後你在後半世就很懺悔。當你一懺悔

的時候，(有)懺悔的業種子。你懺悔的時候，(認為)我不應該做這樣的事。現在我(卻)

做了，現在我很悔恨，那麼這些又有名言種子，又有業種子。一打打入去，如果你很

誠懇懺悔的，是很強的，洗心革面是很強。這樣的時候，這些懺悔的業種子，所控制

那些好的名言種子先出現。

講到這處，除了業影響之外，在死的時候，就視乎你善心死還是惡心死。善心

死，那些慘的名言種子會弱了，即是說那些惡的業種子，被那種善心蓋過，就可能變

了凍結。但是一定受報，視乎幾時受。凍結、凍結，一直凍結，凍到差不多，你就變

成了阿羅漢，(受報)免問了，那些種子就會枯壞了，是有一個這樣的辦法，但是你修

行就是這樣。這樣就基於作這個善業或者惡業，控制了那些種子。講到這處，臨死的

時候，找人們念經有沒有效呢?如果他都昏迷了，你怎樣念，他都聽不到，無甚麼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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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還未昏迷的時候，清醒的時候，刺激起他的良心，良心一起就是善的，他不能

落惡道，效果就是這樣。就不是說你真的拿起甚麼一直念，就會有甚麼特別，而是刺

激起良知。刺激起良知的時候，那些悲慘的報應就凍結，凍結就變了甚麼?他一起了

中有，凍結了就不會起惡道的中有。不起惡道的中有，他的中有就會這樣，如果他來

世做人，他的中有就好似人差不多那樣子，那個中陰好似人那樣子的。如果中有是善

的中有，臨死的時候的中有，是灰白色的。如果是惡的，起的時候，是灰暗色、灰黑

色的，所以你見到些魂頭，收的魂頭，那些是中有來的，(若)是灰黑色，你就要小

心，對你不利都說不定的。如果穿白衣，好似白光的，他不會害你。如果他(生)畜道

的，做狗的，他的中有跟狗差不多樣子，不是跟人一樣的，跟那個趣相似的。救度不

救度呢? 即是理由就是這樣。它的局勢是這樣的，譬如他是一個人做了相當惡業，雖

然做了一些善業，但是都無補於事的。這麼他會一直做鬼了，或者會做畜牲。而你，

這個是他的範疇、他的系統了，你在他的外面。譬如你修法，修行得很好的，你又很

虔誠，你的定力又很強。你的定力、願力都很強，這樣的時候，以你的定力作觀的時

候，你作觀的時候，剛剛他的中有起，你干涉他，明不明白? 即是好似那些聲波，你

用一種力去干涉他，令到他的中有……譬如你令到他的中有會見光，或者你替他念

經、念咒，那個中有聽見你念經、念咒，如果當他見到光、或者聽到念經、念咒，平

時他都有一點善根、善因，他一想起，如果他跟著你念，那個惡道中有就會死了。這

個惡道中有死了，即刻善道中有起，那他就不會落三惡道。所以，如果你就是要修法

或者念經來到超渡他，是可能介入到他那裏。怎樣能介入呢? 他做是他的事，互相影

響。為甚麼會影響呢? 我根本都不認識這位高僧，你找一個高僧來，我根本跟他無關

係的。都是真如的顯現，還有一件事。你是一水波，那個是一水波，明不明白?都是

那些水顯現出來的。他的電波強的時候，你的電波被他的電波(干涉)。他的(電波)強

的時候，就會干涉你了。這個就是所謂念經超渡和修法超渡，是不過如此的。

所以以上就是名言種子和業種子的關係。名言種子和業種子的關係，就變了這

樣。普通就是十二段。

聽眾：羅公，想問你一些題外話，剛講了中有。那些所謂治鬼，道家(治鬼)，不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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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我是聽到有，是否真的治到鬼?或者讓到他(鬼)無機會輪迴，即是有這樣

的現象嗎? 不知道……

羅公：無機會輪迴，阻壓一下他，相當時候都可以(輪迴)。

聽眾：有些治靈魂……

羅公：要有一個條件。他的輪迴和不輪迴，這個時候是輪迴抑或開始可以輪迴，不一

定可以阻壓一下，如果業力決定的時候就去輪迴了。佛都無辦法的。道家就說

有辦法，是嗎?

聽眾：是的。

羅公：如果照唯識講，定業，佛都無辦法，何況茅山師傅?是嗎? 密宗就說定業都可

以，唯識宗就不相信，定業不可能的。如果定業都可能的，佛令到這個世界無

戰爭了。這裏應該變天堂了，為甚麼這裏不變呢? 難道佛不夠慈悲嗎?種子出

現的時候，他就講了，一個人當他壽命將盡的時候，最重要視乎他生平的哪種

業最強? 那些業，如果是善業多、善業強，那些業種子就存在阿賴耶識裏，就

未曾很活躍。就要怎樣呢? 要待他臨死的時候，就起一種害怕自己死、怕死和

愛惜自己「我要死了，慘了」，這種愛，自我之愛。這種愛水是潤澤那些業種

子，業種子唯愛水所潤澤，就活潑起上來，就催促那些名言種子去出現。就推

動那些名言種子出現，這樣叫這種做甚麼呢?那些愛水，愛的煩惱之水，就潤

澤它的業種子。於是，它的來生就會開始了、會爆發了。這樣之後，雖然是愛

自己，都無能為力的。結果就昏迷了。昏迷之前，就視乎他是善心抑或惡心，

善心就不能落惡道，惡心就不能在人天。雖有業都凍結，這樣，又有最初善

惡，到最後就昏迷了。一昏迷的時候就是無記。無所謂善惡，那時候不計算

了。無記一昏迷的時候，「曚查查」(神識昧劣)，那麼最先他的頭頂或者腳先

冷，當他頭頂或腳冷的時候，即是說他的阿賴耶識已經不變他頭頂、不變腳

了。即是阿賴耶識收縮那樣，到最後頭尾都不變了，阿賴耶識還在變這個心

房，到最後那個心房都冷卻的時候。那個時候就表示阿賴耶識不變，連他的心

房都不變。即是說這條就是死屍了。這條死屍就是無阿賴耶識的，他的阿賴耶

識不變這條死屍。那麼，那條死屍是誰人變的? 大家共變的，社會人士共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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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變不能夠持久的，所以死屍在沒多久就要腐化、腐爛。當他的阿賴耶識

一不變，一離開他的心房的時候，就是一剎那，馬上有一個化身的，不是胎生

的，是化身的中有出現。突然之間起一件事物，如果他是善業比較多的，是人

天的中有，天的中有是光明燦爛。人的中有是灰灰白白。如果是地獄餓鬼畜生

好似炭頭那樣。你看看，如果看到他是炭頭那樣，不妨……他讓你看的話，就

跟你有多少關係，你可以超渡一下他。你看不到的話，就是完全無關係，你超

渡不到的。那麼，如果你見得到的，「整 」蛊 (作弄)、超渡他都可以，不過力

很微。他一離開心房那剎那，就是那個中有身起了，他就投胎了。他投胎投去

哪裏呢? 完全由於他在過去世起的煩惱，由煩惱令到他作業。由貪的煩惱令他

殺人、取人錢財，或者不是由煩惱，是由慈悲心去作很多業，好的業，我們看

是這些了。這樣，我們凡夫都是不要講慈悲那些了，講一下無明的煩惱，貪、

瞋、癡那些，由貪、瞋、癡那些心驅使我們去作善或不善業，這個階段是前世

的，叫做無明了。無明者不只是一個無明，以無明為首的那堆煩惱集團。即是

前世都被那堆無明的集團，煩惱的集團，驅使我們做很多業。由無明這個集團

的驅使，我們就怎樣? 行了，行即是業，behavior，行即是業。無明就作業

了，就是這一世由無明，這一世幾十年不斷起無明，不斷作善業或者惡業，都

是有漏的業。於是，(作)有漏的業，(到)我們就死，怎樣死法，這裏不講了。

就起一個中有，怎樣起法就不講了。

我們用口講了，起了中有之後，譬如現在你是一個灰灰白白的一個人中有，你就

到處去飄流，人的中有，在我們精神分析來講，人講仁義道德，這個都是等於一件禮

服而已，是嗎? 其實禮服裏，都是污穢不堪。這樣，他一變了中有的時候，他已經是

忘形，所謂甚麼禮教，他都忘記了，就是到處飄盪。有少少神通的，為甚麼? 因為他

有身體，有五根的，他的身體很稀疏的。即是他的密度很疏，他的 density很疏的，

他連鋼板都可以滲透入去的。即是不用掩門，鐵門他都可以滲過去的。那麼，這個中

有四周去，他有少許天眼，天眼只是看到甚麼呢? 跟他有關的事物，他就見到。跟他

無關的事物，他見不到。如果他跟你是無緣的，你是很好的人，他是壞蛋的，他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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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你，他只是見到那些壞蛋。如果他是應該做豬的，他見來見去都是見那類。他見

不到牠們是豬，他見到牠們很美麗的，他見到那類。好似你們那些很美好的家庭，他

見不到的。他見到同類的事物。又見到……譬如他的緣，決定了他是在一百里之內投

生，他只是見到一百里之內的事物。如果他是可以生到兜率天的，可以見到兜率天

的，可以走去兜率天。那他的中有到處飄盪。如果他是人，最特別的就見到人類男女

行房，他就在旁邊看，即是好似現在看甚麼電影之類。在旁邊看，愈看就愈高興，高

興到極的時候，他就緊張，他緊張又怎樣呢? 如果他是女的，即是他是陰性的，她就

歡喜那個男子，就想那個女子離開了。那麼，她是幻覺那個女子不見了，於是她就撲

向那位男子裏，她起一個幻覺，一撲向(男子)，她就在那處死了。而在那時候、稍後

或者之前，即是之前或者那個時候，巧好那位男子的精子和女子的卵子還存在，未死

的，那時候的精子就是男子的阿賴耶識的相分變，那個卵子就是女子的阿賴耶識的相

分變，兩個交涉，精子和卵子。他這個(中有)死，他的阿賴耶識馬上就變了精子和卵

子相合的那個個體。即是說那個胚胎形成了。那個胚胎形成是三個人共變的。爸爸變

精子，媽媽變卵子，他變集合體。那麼，就形成胚胎了。於是，胚胎就有了生命。那

個生命就是他了。那麼就經過十個月的營養，如果有毀壞的條件，他在胎裏就會死

了。如果無毀壞的條件，他就順利地出世。

聽眾：那麼毀壞的條件，墮胎都算是毀壞的條件?

羅公：甚麼?

聽眾：墮胎都算是毀壞的條件? 墮胎。

羅公：墮胎是嗎?

聽眾：都算是毀壞的條件。

羅公：是的，毀壞的條件。墮胎在他來講，墮胎跟撞車都是差不多的，都是無了他。

是嗎? 至於墮不墮胎的善惡，就是那個墮胎人的事。

聽眾：不關他事。

羅公：是的，不關他事，你墮他胎，他等於汽車(撞車)，爆炸一樣，小產了，就等於

這樣的。至於誰人下藥墮胎，醫生替人墮胎，是另外的業、是另外一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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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那麼他又會再變中有?

羅公：嗄?

聽眾：他又會再變中有?

羅公：他死的時候，即刻又有新中有。但是有些無的，有些修行修得很好，他在胎裏

死，他一死就起一個中有，那個中有又知道的，如果他平時是修行的，那時候

的無漏心一起，他會證到入涅槃的。

聽眾：這樣都可以嗎?

羅公：都可以的。在中有入涅槃的。

人就是這樣入胎。如果他是(生)地獄或者甚麼，地獄的中有，(是)很苦，覺得他

這條路很苦、黑暗，整個身體都不自在。一直行，行到很累、很累，很累的時候，疲

倦到極，要休息。很苦，一休息的時候，中有就死。中有一死的剎那，地獄身體變

起。地獄身體就變起。就是這樣了，地獄的身體變起，要等到那段地獄生命完結，地

獄生命比我們長的。這樣，如果他度不度到?要視乎他(業)的強弱。即是電波而已，

控制不控制到?如果是地獄，就是這樣變起。如果是餓鬼，就變鬼，餓鬼有很多種

的。有一些很寫意的餓鬼，那些餓鬼怎樣呢?恰巧你們這些鄉下人在建築一間甚麼

廟，正中他們下懷，你們弄一些神像，又有鬍鬚、又有甚麼，他們的中有去到那裏，

覺得這處幾「爽」(舒服)。他們的中有就死，就托那個有鬚的菩薩的樣子作形狀來變

化，變了一個叫做神。所謂神者就是高級餓鬼，在鬼界裏面，是高級餓鬼，它們的樣

子是差不多的。它們去到那裏，你就建築廟，它就據著那間廟，好似山頭主義。還有

一些無福德的「鬼仔」(小鬼)，走過來依附它了。你就做「大阿哥」(大王)，統率那

班「鬼仔」(小鬼)。那班「鬼仔」(小鬼)出去「搵食」(工作)來供養你，即是黑社會頭

子那樣。那些「鬼仔」(小鬼)散在各處都有的，那些溝渠、廁所到處都有的，不過你

見不到而已。你現在房間睡覺，有時候，它們都會進來看一下你的。如果你們兩夫妻

行房就對了，它們走進來投胎。是嗎? 找「路數」(途徑)投胎。鬼就是無明了。有些

做「鬼仔」(小鬼)就被鬼管。有些餓鬼專在垃圾堆吃東西，有些餓鬼，我們吐飛沫，

有些專門吃飛沫的。有些這樣的鬼。還有些生(腫)瘤，那些叫做「奀鬼」(瘦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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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整個頸部生大瘤的。吃東西吃不下的，這些「奀鬼」是正式餓鬼。有一些是這

樣的。鬼有多種，鬼又怎樣呢? 它的中有一死，即刻化身一個鬼，鬼的形狀，是它的

第八識的名言種子變。地獄、餓鬼，如果是畜生又怎樣? 畜生普通就會走去……譬如

他整天最歡喜狗的，見到狗就好的，他死了時候，巧好他又作一番善業的，那麼他見

到那些母狗。他見到母狗在那裏，他不是見到狗，是見到很美麗的事物，只是「很漂

亮、很漂亮」那樣，中有就死了。如果巧好有母狗在這處的時候，你就在這處看，他

見到以為人那樣，入狗胎了。畜生是如此了。如果生天呢?生天就是普通，視乎是甚

麼天? 如果是欲界天，欲界天就有天女的，他見到天女很美麗的，對那個天女很醉

心。(覺得)她很美麗、很美麗的時候，就好似出神那樣。而剛好那個時候，又要那位

天女的福氣到的時候，應該是有孕的。她覺得好似有一種特殊的感覺，而你一見到

她，就生天了，那個中有就沉沒了。天女覺得有孕那樣，經過小小時間，她覺得要生

產了。覺得要生產的時候，覺得她身體上面，懷抱裏有一個「公仔」出現，很快就長

很大了。整個人身那樣，天會發生的。在欲界天就是如此。如果是色界天，中有去

到，(看到)山水都很美麗。最好就入定，是嗎? 你一入了定之後，那個中有就死。他

就在這個色界天就生了，就這樣受生。

那麼，由前世的無明集團產生業，善惡的業。而業到你死的時候，產生這個識，

是阿賴耶識。那個中有到處行，行到看到事物就沉沒，就死了。一死的時候，阿賴耶

識就攝入那個胚胎那處，阿賴耶識就入胎。入胎的神識，是今世的開始了。神識在胎

裏，經過四、五、六個月，五官具備了。就有五根了，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

根，有感覺的。胎兒很歡喜在媽媽的胎裏「撐 撐 」吓 吓 (動手動腳)，六根俱備。叫六

處，又叫做六入。六處都是今世的名色，不是，漏了一個名色。投胎的識之後入了

胎，那個胎最初就好似一個針鼻那麼小，你不要以為他似針鼻很小，裏面有兩樣東

西，一就是名，精神作用；二是色，物質現象。那個針鼻那麼大小的東西，就有精

神、有物質。名色，這個名色慢慢發展，發展到變到整個「公仔」。再到最後，就是

六處了。陸續有種子出現了，六處就是六根俱備了。十月懷胎期滿，跟新的世界見面

了，觸了。跟新的世界接觸了。其實，這個新世界的接觸，這個新世界都是他的阿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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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識的名言種子起的。一接觸之後，經過兩、三歲的時候，初初的苦樂感覺不分明

的。一團「粉」那樣，漸漸大的時候，苦樂分明。苦的，他會怕了；樂的，他會高興

了。之後，於是產生甚麼? 覺得樂的，他會愛了；苦的，他固然怕了。產生愛了，愛

就會追求了。愛之心切，就取了。這個又是業來的。取的結果，有了。有即是三有，

來世的三有種子已經被它控制。一直追求那些美聲、美色、好的事物，一追求的結

果，就是作業。又作業，一作業又是新的業，這一世的業又成為業種子了。這些業種

子就決定來世會怎樣。一有了這樣 (業 )之後，就待你來世一死，中間就略

了，understood，生，來世的生。生的結果，就是死了，有生必有老死。在一生與

老死之中，不斷又起無明，由無明不斷又起行，又到第三世，是識了。由識到第三世

的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死。生跟老死之間的時間，又起無明、

又起行，第四世的識、名色、六處，又永遠地循環。就是流轉輪迴了。完全是甚麼?

名言種子和業種子的作用。那麼這個就是名言種子的業種子的解釋，甚麼都解釋得

通。你一不立種子，就有很多東西都解不通。立種子就解釋通了。

譬如這樣，他父親做了省長，他父親的山墳都不同的，那個山手又怎樣好? 那個

明堂又怎樣闊?是嗎?後面的來龍又怎樣? 特別不同的。這個(地方)風水發達了。荒謬!

為甚麼? 他的祖宗山墳，是他整個家族的阿賴耶識那些名言種子共同變起的相分、世

界。他因為他家族的業比較好，大家將來的名言種子都是好的，所以他的名言種子

好，他父親的山墳都漂亮、開朗一些。他人的相頭都特別敦厚品好；他的業如果不好

的，肯定「雞胸狗肚尖頭、下巴尖削，頭頂尖」，是嗎?祖宗山墳風水都是名言種子

跟業種子的關係。你想說有錢買甚麼山放置下去，不可以的。你買得到而放置到下

去，即是你有這樣的福才可以。你的家族要有這個福德才可以。如果你的家族無這樣

的福德，你放了下去，不用多久，別人就會在那處開一條路或者怎樣，自然會破壞了

你的風水了，就是這樣，不到你(決定)。所以，從前好似那個范純仁，好似不知道是

不是，宋朝的。范仲淹的兒子? 還是孫子呢? 他見到那些風水師，說那處有一座山，

一下葬去就會很差的。那些人的(先人)葬下去，都是「弊」(變差)的。那個山煞氣很

厲害的，他自己的遺囑說，我死了自己葬下去。我祖宗至我都是積德的，不會有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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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如果被別人安葬了下去，反而有問題都說不定。我死就葬下去那裏吧! 這個(范仲

淹的)兒子，因為這個人生前，有很多田地，他收穀時，經過別人的地方，遇著別人

地方發生飢荒，他即刻將兩船的穀，全給飢民吃吧!回到來，父親問他收了多少穀? 他

答收了兩船穀。那麼現的穀怎樣處置? 我做善事，已經施捨了。這個人是范純仁，不

知是范純仁?還是他的兒子。結果他就葬下去，那座山向著他(山墳)的石頭，全部都

崩塌清光。有福的人不怕，是嗎? 為甚麼?他的種子鎮壓得住，所以你時時念佛或者

持戒的人，別人說風水不好，你住就無事，你走就有事。他不會變差的，他不會自己

搬入去。但是你故意入去的，我不怕的，無問題。所以那些僧道、甚麼煞氣，這些人

住下去都會「衰」(變差)，他建廟就無事了。建廟、建禮拜堂就可以了，耶穌可以鎮

得著、關公會擋得住，是嗎? 為何風水不好? 風水不好，就是對著那些尖頂、煞氣對

著你。有些叫做羅剎鬼，專門是那些高的、尖的山石崎嶇不平的地方居住，你正對它

一定「衰」(差)。它經常在你這處經過，是嗎? 今日不作弄你，一個不會作弄你，總

有一個會作弄你。今日不作弄你，日後作弄你。你捱不著的。但是如果你建築一間關

帝廟，它拜那些關帝。可能它更會做關帝的手下都說不定。是嗎? 所以不同的。如果

你時時又持戒、又無作惡行，人們說不好風水的(地方)，你去住，你無事。你會無

事，所以風水隨便甚麼都可以。你故意跟它鬥就無謂。是嗎? 你不是很夠福氣，你跟

它鬥不來的怎麼辦呢?但是你就不用特別去找好風水。你只要有積德，你自然便好。

風水不是無，但是你硬要「收賣」就不行。 

(面)相不好，有人就說最好下面削去兩撇鬍鬚，不可以，一樣不可以。行善就可

以，譬如我短命，我去占卜一下，說我五十多歲就要死，算命都說你要死。保證你不

死都可以，兩件事(你做了)就不死了。第一，你不殺生，不殺生，減少殺業。第二，

你修大慈三昧，慈悲喜捨。修這個慈無量心，又怎樣修呢?入定的時候，人們就觀那

些、觀這些，你就觀甚麼呢?你這樣觀的，我們無量(以來)那麼多生生死死，每一世

生死都有父母、每一世生死都有妻子、每一世生死都有兄弟，生死無量，所以每一個

眾生，無數那麼多眾生，幾乎無一個不是自己過去的父母、兄弟、妻子。縱使他害你

的，即是等於那個兒子無知。他來打父親幾拳，你不用怪責他的，因為他無知，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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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於你那個憎恨心無，撇除、撇除的，那麼就保持了一個慈祥心。這個都是我們的父

母、都是我們的妻子，我們還要去度他們，還不會憎恨他們。我們對他們要保持一種

慈祥的心、慈愛的心。當我們想，想的時候就要觀，觀到我們都是要對他們保持慈愛

的。不需要再想下去，就保持那種慈愛的心境。那時候即是止觀雙運。這個叫做慈無

量心。對無量眾生，而修慈心，叫慈無量心。慈無量心、悲無量心、喜無量心、捨無

量心。你一修慈無量心，你本來是尖的，下面自然就變了補回，不加長二十年壽命，

都加十年壽命。肯定的。差不多是這樣的，譬如你短命，你肯運動，講衛生，增加十

年。打坐、修禪定，(增加)十年。如果一個人肯運動，日日打一下太極拳或者做一下

瑜伽，又再打一下坐，肯定多二十年。你(本來是)五十歲死，變了七十歲。如果你再

修一下慈三昧，又(增加)十年。幾好的，明明五十歲，你問子平師，(說你)五十歲就

死了。你就十拿九結，多三十年。

聽眾：破他招牌。

羅公：不是破他招牌。破不到的，他算得到你的命是該如此，不過你補救。補救是可

以得的，補救是甚麼? 種子。做強的業種子來沖擊你這個名言種子。即是算

命、看相，一切都是如此，用種子來到解釋。你修密宗又用是種子。用種子現

行來到解釋。

好了，所謂由種子現行，就講到甚麼? 這個輪迴的原理，是否還有一課?是嗎? 下

星期還有嗎? 

聽眾：下星期四放假，無了。

羅公：下星期無了。有無。

聽眾：下個星期休息。

羅公：休息一個禮拜，再下一個禮拜?

聽眾：是的。

羅公：再學新的主題? 不是這個，這個停了。

聽眾：這個完了。

羅公：所謂叫完了，不是的話再講三個月。這些課題不會完的。不過，如果大家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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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剛剛是到此為止。是嗎?

聽眾：再多講些唯識好嗎? 因為我們想多學唯識。

羅公：嗄?

聽眾：我們想多學唯識的理論。先休息多一個禮拜。

羅公：想學唯識，你便看我的《唯識方隅》。最淺白是我這本，而且最正宗的，緊守

家法的。不會溝雜第二家。

聽眾：羅公，找一堂教我們學看佛經，入門應該用甚麼方法?即是有甚麼竅門。你可

以教一下我們。

羅公：看佛經的入門。

聽眾：九號都有另外一個 topic(題目)，我想差不多完了。

羅公：看佛經的門就這樣的，猶如學打功夫。不要今日學太極，明天就學打詠春，後

日就打洪家。那你一輩子都打不到好功夫。你一是歡喜詠春，你就先學成詠

春，再學其他參考。是嗎? 佛經亦是一樣，讀佛經，整個佛經系統只是得幾個

系統。一個小乘佛教的系統，一個大乘空宗的系統，一個大乘唯識宗的系統，

一個密宗的系統。如果你想學密宗的系統，當然要找顯教裏面，大乘空宗或有

宗的系統，有些基礎。否則你變了「喃嘸佬」，是嗎? 你有一些基礎。譬如你

瞭解唯識的種子，原來就是這樣的。你修行密法，還可以增加你的信心。

這樣，即是顯教不可不學，不可不學顯教就變三件事了。一小乘，二空宗，三就

有宗。你看一下在哪裏入?如果你由小乘先入，就不是幾經濟。譬如你學小乘學幾

年，再學一下大乘的空宗又幾年，不學有宗、不學唯識，我算你幾年加幾年，不是幾

經濟。即是由基礎撐上去，然後先學小乘，再去學空宗，再學唯識。就在學空宗差不

多的時候，兼學密宗，可以。由下而上。這個起碼是六、七年的功夫。第二條，就是

坐(用)直升機由上而下，由上面下去，先學空宗，學成空宗，再學小乘。或者你不學

空宗，就由唯識下去，先懂唯識，然後學小乘。那你學空宗或學唯識，學了這兩套學

說。如果你真的肯認真看書，一年就懂得多少，兩年就過得去，三年就很純熟。學空

宗，現在學空宗，似乎更難學。因為很少入門的書，空宗的話，你唯有是讀甚麼 ?

16



《小品般若經》了，可以找我那本《(八千頌般菩經)對讀》。《金剛經》不夠用，

《心經》更加不夠，《小品般若經》足夠。讀完《小品般若經》之後，讀《入中論》

或者《中論》，那麼就足夠。你讀《小品般若經》，很勤力都要年多(才有成)，《中

論》亦要年多才可以，三年。如果學唯識的，就找我那本(《唯識方隅》)作入門，那

本有境、行、果都有了，用它作指針。讀完我那本，都有七成瞭解的時候，你讀了三

次就有七成瞭解了。有七成瞭解的時候，唯識的書任你讀。最好讀我那本書的時候，

同時讀那本《解深密經》。這樣，讀我那本，和《解深密經》都讀了，所花(時間)不

過年多、兩年的時候，那你已經是悠遊地懂得很多道理了。有餘閒的話，你拿一本

《瑜伽師地論》，迫自己看懂去。我那本書連到因明都教你，中間有一部份有因明

的。因明本來沒有甚麼用的，都可以學一下因明，一個周密思想的方法。好了，就夠

了。過時了，是嗎? 無所謂。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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