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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四講: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研究(83)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楞嚴經講義》５５１頁，昨天我們講到一念不覺生三細，就是無明不覺生三

細；我們今天要講[辰二、境界為緣長六麤。]這個六麤就是凡夫所面對的、看

得到的、接觸得到的，所謂麤就不是菩薩的境界。底下，５５１頁，經文：「如

是擾亂，相待生勞。勞久發塵，自相渾濁，由是引起，塵勞煩惱。」「如是」

就是表示第三細妄現境界的那個時刻，也就是我們昨天講的：真如→無明業相

→轉相→現相，現相的這個時候，如是，就有了虛空、世界、眾生。所以，「如

是」就是境界相能所不斷的時候。如是擾亂，「相」就是互相；「待」就是對

待，也就是說互相對待的意思，也就是妄境會引起這個妄心，因為無明業相是

八識相分，會引起轉相──八識的見分，這個能所一產生，就叫做互相對待。 

 

生勞，這個生勞，顧名思義叫做疲勞，也就是說叫做分別心，也可以說執心外

實有，而引起第七意識。這個生勞就是六麤的智相，智相；那麼，這個智相，

千萬不要誤解說是智慧之相，這個剛好相反，智相就是了別相，對境有分別染、

淨。所以，這個智相是名詞，但卻不是智慧之相，是了別的作用，叫做生勞，

這個就是六麤裡面的第一個麤相，叫做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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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久就叫做相續相，因為第七意識它叫做恆審思量，它是相續不斷的，它不會

斷的，它是勞久，勞久就是第二，六麤裡面的第二相，就是相續相。發塵，這

個發塵就是第六意識了，計我，或者是我所，叫做執取相，執著的著，取著的

取。那麼，自相渾濁呢？這個自相就是自心相渾濁，這個是計名字相，因為第

六意識計名字，循名著相，顛倒特甚，所以稱為自相渾濁，這是第四相：計名

字相。由是引起，由是就是由前面的三細和四麤，所引起的起業相，引起這個

「起」就是造業了。由是這個「是」，就是由前面的無明三細，還有六麤的前

面的四麤：智相、相續相、執取相、計名字相，這個四麤所引起的造業叫做起

業相；塵勞煩惱就是業繫苦相，逃不掉的，如是因，一定得如是果。 

 

再解釋一下：當無明業相產生了轉相，轉相產生了現相，而現相化現出世界、

虛空和眾生的這個時候，如是的境界相非常的擾亂，互相對待，為什麼？妄境

引起了妄心。這妄境引起了妄心，會引起第七意識執心外的實有，產生了了別

作用的生勞智相，這個勞久了，它就一直相續，勞久不斷，第七意識的恆審思

量相續不斷，而繼續的引發出第六意識就發塵，這個發塵就計著我、我所有，

這個執取相從來就沒有停止，第六意識！自相渾濁，為什麼會自相渾濁呢？因

為第六意識計著名字，循名著相，顛倒特別的殊甚，所以，計名字相。由是引

起造種種的業，由無明三細、六麤前面四麤，引起了種種的起業相，因此塵勞

煩惱，這個是業繫苦，逃不掉的！總共六麤的麤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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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註解，[如是指法之詞，即指境界相，從無而有，因異立同，由是空、界忽

生；]「界」就是器世間。[復因同異發明，而無同異之眾生，亦相繼而生；如

是藏識海中，]這個藏識海中也可以稱為業識，業識。[境風擾（動也）亂。]

境風擾動。[相待者：互相對待，由妄境引起妄心，即為緣之意，]這個緣之意，

乍看之下還看不太懂，這個「緣」就是外緣，緣之意就是外緣所對之意識心，

這樣看就更清楚。由外境引起妄心，即為外緣所對之意識心。[以境界之相，

為生七轉識之像。]為什麼叫做七轉識呢？因為它會轉動第八意識，也就是海

浪所引起的，統統在大海水中，會引起擾亂之相，所以，為生七轉識。 

 

[生勞：即引起第七識，創起慧心所，]「創」就是建立起。這個「慧」千萬不

要當作是智慧的慧，這個慧心所是分別心的意思，有正慧還有邪慧，邪慧就是

惡知見，正慧就是正念，所以，這個有分邪跟正的。如果是正念，那麼，這個

分別心是好的；如果是惡知見則邪慧，就撥無因果。所以，這個創起慧心所，

[對境分別染淨，執為心外實有，不了自心妄現，起智分別（智即慧心所），

轉生勞慮，故曰「生勞」。即第一麤智相，屬俱生法執。]俱生就是先天的、

與生俱來的，人一出生，他就具足有對法上的執著。[論云：依於境界，分別

愛與不愛是也。] 

 

[問：「前轉識]也就是轉相，前面不是三細嗎？無明業相、轉相、現相，這個

就叫做轉識，就叫做轉相，能生現相。前面的轉識，[緣境界相，]境界相就是

現相。[智相，亦緣此境，]同樣是境界相，那個智相，這個麤相的智相，六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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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麤智相，也是緣境啊，亦緣此境，[二者有何差別？」答：「轉相緣境，]

這是三細的境界，是菩薩的境界，[是第八識見分，精明之體，但如明鏡現像，

不起分別；]那個時候還沒有強大的分別。[智相緣境，]而這個六麤的第一麤

智相，它是緣這個外境，[不了唯心所現，]唯心所現，簡單講：它已經建立能

所了。所以，[執有定性，]這個定性的意思是：肯定外在的境界是絕對實在的，

不知道相妄，不知道性真，也不知道緣起就是空性。所以，定性就是實性，認

為外在的山河大地、日月星辰、花草樹木，每一件統統是真實性的，叫做定性。

所以，執外在的境界為實在性，就開始[分別染淨，]也就是[即屬分別事識」。]

分別事識，這個事識就涉及到事用，就是造作的意思，身、口、意的造作，統

統以分別心來開始造作，叫做事識，這個事識涉事用，涉到種種的作用。 

 

[勞久：即第七識，恆審思量，相續不斷，勞慮經久，故曰「勞久」。即第二

麤相續相，屬分別法執。]分別法執就是後天的，後天的。[論云：「依於智故，

生其苦樂覺心，]起念相應不斷，[起念相應不斷故」是也。] 

 

[發塵：即第六識，周徧計度，取着轉深，]周遍計度是什麼意思？意思就是：

所有的四周圍，時間、空間無一時無一刻所發生的事情，沒有一時一刻不執著，

叫做取著轉深，[計我、我所，發生染着塵念，故曰「發塵」，即第三麤執取

相，屬我執俱生。論云「心起着故」，起着與發塵義同。自相渾濁者：即第六

識，依前顛倒所執相上，更立假名言相，循名執相，顛倒特甚，]什麼叫做假

名言相呢？任何一種東西，你就把它命名，譬如說這是玫瑰花、這是百合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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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菊花、這是紅菊、這是波斯菊，就開始一直命名。每一個人緣起的假相，

你、我、他，就安上一個假名，安上一個假名，而這個假名卻不是固定的，大

家都可以共用的。那麼，假名執著習慣了，我們還誤以為這個假名它就是實際

性的；但是，這個假名其實是空無自性的。所以，更立這個假名言相，循名執

相。 

 

為什麼這個難破？佛講的：所有的眾生，二種事情最難破：一個叫做音聲跟語

言；第二、最難破的就是每天發生的事情，這個叫做涉及到事用，沒有一個不

顛倒。為什麼語言、音聲這麼難突破？是因為從小到大，我們就是依靠這個長

大的，從牙牙學語，學你我他、學阿貓、阿狗，小貓叫、小狗跳、小狗叫、小

貓跳，那個幾個字一直學‥‥‥他就根深柢固的，很難突破的！所以，你講他

是猪，他會生氣的；你講他是佛，他會高興的；你講她說：你長得像觀世音菩

薩！她會很高興。你說：你長得像母夜叉！她就生脾氣，她認為：這個名字是

真實的，就是我的！ 

 

但是，不知道說這是假名言相，循名執取、執相的，所以，這個顛倒是非常難

破的！[以致心水渾濁不清，故曰：「自相渾濁」。即第四麤，計名字相我執

分別。]《起信論》說：[論云：「依於妄執，]分別假名言說相，[分別假名言

相」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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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是引起，塵勞煩惱者：由是是字，遠指無明三細四麤，]無明三細，還有六

麤的前面四麤。[從迷入迷，妄上加妄，]所以，所有的眾生，沒有一個迷迷，

迷中加上迷又迷，妄再加妄，繼續妄。所以，太多人寫信來，要師父解他夢中

之境，我都跟他講：白天已經是作夢了，晚上所作的夢，那個是夢中之夢，不

要做太多的解讀，放下就是。譬如說他在夢境裡面過了一條橋，然後在遠方聽

人家誦經，請問師父！這代表什麼？這個沒有代表什麼，就是妄上加妄，也不

需要取著。[近指計名字相，由此引起諸業，即第五麤，起業相。論云：「依

於名字，循名取著，造種種業」]諸位！全世界沒有一個眾生可以離開名字相，

因為他是依靠這個而活的，強大的名字的意識心，太強了！[是也。塵勞即是

煩惱，煩惱有染汚、擾動二義，喻之]比喻之。[如塵如勞。共有八萬四千，約

未起身口屬惑，]「惑」就是業因，造業的因。[已起身口屬業，]就是業緣，

那麼，將來就一定會遭受到業果，所以，業因、業緣、業果，因、緣、果逃不

掉！[今由惑引起身口，造一切業，業因既成，業果隨至，]業果隨至，如影隨

行，業如影隨行。[無可倖免也。]倖免就是意外的免去災害。所以，與其求佛

保佑我們；當然，這是好的心，最重要的還是要諸惡莫作，諸惡莫作，再來念

消災延壽藥師佛，這才對的！諸惡莫作，眾善奉行，這個時候來念阿彌陀佛，

求生極樂世界，這個時候才對的，不是一邊造業一邊念佛。 

 

[問：「麤境未成，安得遽有身口？」]這個麤境未成，意思就是：這個麤的境

界還沒有形成，怎麼會講到有身跟口呢？[答：「語雖約從初起次第而談，理

實無始，]意思就是說：說法的時候，必需從剛剛開始的，像三細的無明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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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講，講到六麤的智相，講到起業相、業繫苦相，它必需有次第而談；理實

無始，這個道理其實是從無始來談的。[豈真未成麤境之前，]哪裡是真的說未

成麤境之前，[而絕無身口哉？細境中既有根身，當有身口，且論]而且《大乘

起信論》，[亦約從初起，]初起就是業相，無明業相。[亦須於第六中，方成

身口。]到第六方成身口，就是執取相。[疏釋起業，]起業相。[明用身口，]

說明是用身口才能夠造業。[若必執第六]就是執取相，[方有身口，則前相憑

何起業？而執取等，憑何計我我所哉？]這個「我所」就是我所擁有的，只要

有「我」，就一定有我所擁有的，一定的！所以，我所是一定附帶在一個我執

上面。所以，憑何計我我所？而這個我我所談最多的就是《阿含經》，《阿含

經》打開，到處都是我我所。[語雖有序，]講話雖然有次第，是為了解釋方便，

解釋方便，當然由次第來解釋。就像師父昨天畫的那一張圖表一樣，解說一定

要這樣子，能所一定要有一二三四，要不然怎麼解釋啊？對不對？絕對真如，

絕對真如沒東西可以談，就像禪宗上台：什麼是禪？雙手一擺，下課！為什麼？

沒有東西可以談啊，沒有能所，談什麼東西？絕對真如。所以，語雖有序，[而

意須圓活，]而我們這個意需要圓活，不可以拘泥，[不宜泥也。」]「泥」就

是不可以拘束。 

 

看佛經、看註解也必需要活；不過這個活的先天條件，就是要真實的智慧，要

不然活得太過了，那不行！活得不如法，那個不是真活，那就活得變成死掉了。

所以，那個「活」字背後要充滿智慧。所以，現在的人沒開悟，這個時候講經

說法，他就認為：我講法很活！就講得統統讓大家掉入那個知見坑裡面，統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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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知道，統統不知道，大家跟著這樣做，就死得很慘！所以說：講經說法一定

有功德嗎？這可不一定，要看你怎麼講？要看你怎麼講？所以，有時候這個法

師，一句話可以救一個人、可以救一個家庭、可以救一個社會，甚至可以救一

個國家。因為如果大師級的、大智慧的人講話，突然‥‥‥以前的皇上，聽到

這個高僧的一句話，他就會改變政策的，對人民愛物慈悲，他本來很暴躁、很

憤怒的，聽了高僧一句話會轉變方向，這一句話可以救整個國家，叫做一言以

興邦，一言興邦。一言也可以喪邦，你講錯一句話，也可以喪邦！對不對？ 

 

現在的科技發達，這個法師，這個法師講了一句話，大家照著這樣子，死守那

一句話去做，不會活用，不知道背後是充滿智慧的用，所以，可能會扭曲法師

的用意，或者是語意，回去就照這樣做；可是，修了一陣子以後，沒什麼感應、

沒什麼訊息，就開始牢騷、抱怨，對佛沒有信心。這個有時候法師度眾生，沒

有講清楚的時候，會害死眾生，會害死眾生的！因此有一個法師上台講《地藏

經》，說：這個地藏王菩薩是屬陰的，要晚上才起來辦案，所以，你們誦《地

藏經》的時候，最好是凌晨一點！我的天啊！說地藏菩薩是專門管理陰間事

的，那陽間事又是歸誰管？所以，他教出來的徒弟，都是半夜一點起來誦《地

藏經》，起來誦《地藏經》，誦到她老公氣到不行，說：你們學佛的都是瘋子！

瘋子。有一次來請示師父說：您對這個見解怎麼樣？我希望地藏王菩薩加被

我，所以，我就凌晨一點起來誦《地藏經》。我跟她講：那你白天呢？萬一發

生什麼事情，白天地藏菩薩沒有辦的時候，你怎麼辦呢？這個老菩薩一聽，有

一點善根、慧根、菜根、佛根、菩提根，聽了還滿順口的說：嗯！講得也對啊，



 

-9-Poweredby 牟尼佛法流通網 

白天發生事情，地藏菩薩怎麼保佑？佛突破時間、空間，哪有一定幾點誦什麼

經的？對不對？ 

 

所以，以前人家‥‥‥師父沒有開示以前，大家都說誦楞嚴咒一定要早上五點

到七點，多少的大乘的法師都跟他講，說超過早上八、九點、十點，下午更不

能誦楞嚴咒！對不對？為什麼？這法師一句話，徒弟也不懂，就聽。我就跟他

講，居士來問我說：師父啊！我上人講，超過早上七、八點說不能誦楞嚴咒。

我就跟他講：你知道楞嚴咒幾點講的嗎？那是午齋完了，佛敕文殊師利菩薩持

楞嚴咒去救阿難，那個時候是下午講的啊，超過八點不能念，為什麼佛自己念？

他才：啊？這樣子喔！所以，這個不知道那個典故、不知道它的淵源，就亂說

一通！佛教會倒就是倒在這樣子，想到什麼，自己講什麼；想到什麼，完全不

管佛的感受是什麼，說法也不合佛義，不符合佛義，把無量眾生帶進自己的知

見裡面。 

 

所以，師父重複講說：講經說法是不是一定有功德呢？那不一定！把無量無邊

的眾生，帶到自己的陷阱的知見裡面，沒有一個出得來！對啊！所以說：本來

法師要救人的，因為經教不通，心性不明，結果是害人！講這一句話什麼意思？

就是所有的法師上台要弘法，要非常的謹慎，一句都不能講錯，你底下你怎麼

樣的去幽默、放輕鬆，那是你個人的行為舉止；可是上台，你就代表佛，要十

足的準備，你才可以上來的，沒有十足的準備，是不能上台講經說法的，這個

說法可不是開玩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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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說：語雖有序，而意須圓活，不宜拘泥。諸位！把《表解》請出來，六○

頁，三細六粗，這個特別特別的重要，特別的重要！諸位！看六○頁的右上邊，

（一）依真起妄，依真起妄──覺非所明，因明立所，所既妄立，生汝妄能，

無同異中，熾然成異，異彼所異，因異立同，同異發明，立無同異。 

 

覺非所明，真如絕對不是你能明的境界，真如是絕對；所以，畫那一條虛線就

是沒有辦法，只要有能所，就緣不到真如。 

 

因明立所，因為妄明，而立一個所明，因此在這個真如緣不到的時候，突然非

明不行，就造成就一個妄明，就是無明，這個無明就產生微細的業相，業相就

是八識相分。這個時候還不是粗的境界，我們稱為混沌未開的那個時候，用中

國話來講：混沌未開，懵懵懂懂，陰陽還沒有分開的時候，就是這個時刻來談

的，非常非常的微細。 

 

再接著：所既妄立，生汝妄能，這個叫做能見相，就是所謂的轉相，轉相就是

八識的見分。 

 

無同異中，熾然成異，就是世界相；異彼所異，因異立同，就是虛空相；同異

發明，立無同異，就是眾生相，而這個世界、虛空、眾生加起來，就叫做現相；

那麼，業相、轉相、現相加起來就叫做三細。為什麼叫做細？不為凡夫所覺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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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細，凡夫根本無法覺察，凡夫是對粗糙的境界，就是底下：（二）依真起

妄，依真起妄。這個依真起妄，粗糙的境界，凡夫都可以對治得到。如是擾亂

是境界，相待生勞，就是心境對立而生勞相，這個就是智相；勞久了就是七識

的思量，叫做相續相；發塵──六識著境，就是執取相，執取相。自相渾濁，

就是妄生計度，就是計名字相。由斯引起塵勞煩惱，就是由惑造業，就是起業

相，有業因、業緣，那你苦果就一定逃不掉的。起為世界底下至真有為法，叫

依業受報，就是業繫苦相。所以，由斯引起塵勞煩惱，這個是起業相，起業相，

其實塵勞煩惱就是業繫苦；但是，它後面就發揮得更多。由斯引起塵勞煩惱，

底下是敘述什麼是塵勞煩惱？起為世界底下至真有為法，依業受報就是業繫苦

相了。 

 

諸位！無明不覺生三細，看左邊，無明不覺生三細，三細就是：一、業相，二、

轉相，三、現相。什麼是業相？業相，無明的業相怎麼來？覺非所明，因明立

所，覺非所明──性本之真覺，非是所明之境（以自具妙明故）。因明立所─

─因明──因欲加明之故，遂轉妙明而為能明之無明。立所──由無明故，遂

將真覺，立為所明之妄境，無明妄覺合之為業相。二、轉相──所既妄立，生

汝妄能──所明之業相，既已妄立，復由無明妄力，遂將本有智光，轉生汝能

見之妄見，是為轉相。第三、叫做現相，現相有現出世界相、虛空相、眾生相，

所以，世界加虛空加眾生等於現相。這個世界，說：無同異中，熾然成異，無

同異中，「同」是指虛空，「異」是世界。看左邊的虛線，以世界之異相未成，

虛空之同相是不顯的，所以稱為無同異中。看右邊，同是虛空，異是世界，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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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無同異中就是業相之中，就是業相。什麼是業相？就是第八識的微細相。

世界相的底下，熾然成異──熾然──火盛貌，此處是顯現之義（無明薰動的

力量）。二，左邊，成異──轉相之能見，復以業相為所見，看到的，能見是

妄，所見也是妄。其奈業相晦昧空中，把真空轉為晦昧的空，所以，不是真空。

無物可見，而此能見，定欲見之；能見定欲見之，為什麼定欲見之？動念，一

定就會化現境界，能所不斷。如是顯現境界，而成世界之異相矣。虛空──異

彼所異，因異立同，「異」就是不同，不同彼所異的世界。因異立同──因為

不同的世界，而立有一個相同的虛空。好！諸位看，異（不同）彼所異（世界）

──不同彼熾然所成之異相世界。因異，因為不同的世界，而立一個相同的虛

空，因對異相之世界，而立同相之虛空。諸位看左邊，眾生──同異發明，因

此復立，無同無異。同異發明──虛空之同，世界之異，一同一異，形顯發明，

形顯發明。有了虛空、有了這個世界，人類就會演化出來。因此復立無同無異

眾生之境──眾生形貌各異，故曰非同。眾生知覺本同，故曰非異。 

 

在這裡，你不得不承認，佛是一個大覺悟、大智慧的人，在這個世界的形成也

是這樣子，我們這個地球，不是一開始就是這麼大，我們這個地球，在這個宇

宙當中的循環當中，噴出來的這個區塊一塊一塊‥‥‥它是撞擊在一起的，撞

擊在一起的，那麼，撞擊在一起，金屬會往下沉，重的會往下沉，往下沉，然

後那個密度比較沒有那麼微密的就會往上浮，往上浮。所以，這個地球的創建，

它是一直撞擊‥‥‥撞擊以後一直很大，慢慢慢慢加大，這個地球慢慢慢慢加

大。慢慢加大的時候，那個撞擊因為是高溫之下，高溫，這個高溫高達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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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度，所以，那個時候沒有人，而地球的形狀也不是這樣子，撞擊的時候，地

球的形狀絕對不是像我們這樣，繼續撞擊、繼續旋轉‥‥‥繼續撞擊就繼續旋

轉。然後那個地球在高溫之下，岩石、岩漿一直噴出來，整個地球全部都是熱

的，慢慢慢慢的冷卻，慢慢的冷卻。岩石本身它就有水氣，因為地水火風遍布

整個宇宙。所以，岩石撞擊以後，它會產生這個熱氣，熱氣，水氣就會慢慢上

升，慢慢上升以後，經過幾百萬年，這個水氣慢慢慢慢凝聚，飄到外太空，因

為地球有引力，引力就把它引住、扣住，也就是攝受住。所以，地球一開始的

外圍，沒有一滴水的時候，外面慢慢慢慢增加，全部都是烏雲密布，很深很深

厚的雲層，地球，當它一滴水都沒有的時候，突然引力到達一定的力量，外面

的雲層，水滴到達重量不可承受的時候，開始落下來，落到地球的第一滴水。 

 

落到地球的第一滴水的時候，這個水一碰到這個火，岩漿的火，這個加速氣化，

加速氣化，這個水碰到岩漿，嘁～～～氣化得更厲害，把那個水繼續釋放起來，

繼續釋放出來，整個地球因為攝、引力的關係，外面都是雲層，一直下，下了

七十萬年到一百萬年，形成了海洋。所以，形成了海洋，這時候你看看這個海

洋的水是鹹的，是因為岩石，碳酸鈣，你到海水，用的時候它是鹹的。這個地

球創建來的時候，它就是沒有生物、沒有植物，沒有生物也沒有植物，這個時

候，我們的天空全部都是ＣＯ2，所以，你在五十億年前看的地球，跟我們現

在是完全不對，它一天轉動只有六個小時，它速度很快，地球年輕的時候，很

快，你看到的天空完全都是火紅色的。為什麼天空看到是火紅色的呢？因為是

充滿著二氧化碳，ＣＯ2，慢慢慢慢的這個因緣具足，慢慢的從海底產生藻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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藻類會製造，你只要有機物，接受陽光，它就會變成有機，單細胞就會複製，

就會變成多細胞，慢慢的藻類釋放出空氣，就是氧，氧慢慢的取代，地球慢慢

吸收二氧化碳，那時候不適合人住，吸收二氧化碳，再釋放出氧，吸收二氧化

碳，再放出氧。 

 

所以，我們的天空會慢慢慢慢的轉，由紅轉成慢慢的藍，慢慢慢慢改變，沒有

顏色，再慢慢慢慢變成藍色的天空。你今天看到藍色的天空，是因為帶有Ｏ2，

帶有氧氣，它會燃燒的，所以，你看到的虛空是藍色的，是因為空氣當中有氧

氣，有氧氣。那麼，植物再繼續演化，製造大量的空氣，大量的空氣，大量吸

收二氧化碳，這時候是最快速的演化，吸收二氧化碳，再變成氧氣，這氧氣繼

續充滿，氧氣繼續充滿。 

 

所以，剛開始就是虛空，就是剛開始就是世界，世界，佛真是大智慧，剛開始

就是世界，接下去用一個同相的虛空，再接下來就是演化的過程，才有變成眾

生。所以，你看到這個佛陀所講的業相、轉相、現相，你不得不向佛陀下跪頂

禮！為什麼？他真的是一個大覺者，那個時候什麼科學也沒有，能夠把整個世

界的演化完全符合科學。我們的世尊，這可不是普通人，我還是看了很多的科

學、天文，科學、天文。不過佛講的是大概，師父講的這個就是演化的過程。 

 

好！底下，六一頁，境界為緣長六粗──一、智相──如是擾亂，相待生勞。

二、相續相──就是勞久。三、執取相──就是發塵。四、計名字相──就是



 

-15-Poweredby 牟尼佛法流通網 

自相渾濁。第五、起業相──由是引起塵勞煩惱。哪一些塵勞煩惱呢？第六、

業繫苦相──就是起為世界，靜成虛空，虛空為同，世界為異，彼無同異，真

有為法。這個有為法就是業繫苦相。所以，我們的業其實是無形的，其實沒有

能造，也沒有所造；其實沒有能受，也沒有所受。為什麼？一切都是妄。所以，

我們這一輩子，沒有佛法就是苦得很冤枉，苦得非常冤枉，苦沒有出頭天，我

們的苦沒有出離的一天，因為沒有智慧，拚死命的將苦當作樂，把這個虛妄的

苦一直追求，就當作是樂，暫時的寄託的樂。所以，生命當中沒有佛法的日子，

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眾生把這個緣起緣滅、業力所影現的假相，誤認為是

快樂、執著的境界，這是非常悲哀的！ 

 

諸位看！一、智相──如是擾亂，相待生勞。如是擾亂──如是境界相，復於

識海（業相）當中，吹動風浪，即境風擾亂。相待生勞──妄境與妄見，互相

對待，引起分別作用（愛與不愛）而生勞。諸位！這個愛跟不愛就會殺人、放

火，世間人愛跟不愛，男女朋友談判不成，你就可以看到死多少人！報章雜誌

常常刊的，開車撞死她，用汽油潑、點火，送她一根火柴棒！再來就砍她，女

朋友跟他分手，連女朋友的爸爸、媽媽統統死，統統死！砍死女方的爸爸、媽

媽，連女朋友都砍死！這個愛跟不愛就會造成悲劇，悲劇。而生勞相，就是第

七識，屬於俱生法執的。諸位！如果沒有學佛，三種事情絕對逃不過：一、名，

二、利，三、色，不是貪名就一定貪利；不是貪利就一定貪色。現在人把自己

弄得很勞累，晚上不睡覺，傷肝；飲食大小餐，傷胃；好色不斷，傷腎，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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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眾生，眾生。二、相續相──勞久──就是第七識恒審思量，相續不斷，

因勞慮經久而不休，遂起苦樂覺心故。屬於分別法執。 

 

第三、執取相──發塵──即第六識周徧計度，取著轉計，周徧計度就是無一

時、無一刻、無一個空間不執著。所以，你在公司行號，一定會看到對立；你

在學校團體，老師跟老師也會產生磨擦；你就算佛教的團體，也會引發不同的

看法、不同的教派、不同的修持法；但是，記住！佛門會比較少，因為至少有

佛陀的慈悲跟尊重。所以，佛門裡面再大的衝突，還不至於像世間人黑道的火

拚，我從來沒看到說淨土宗火拚禪宗，沒看到！我從沒聽過淨土拚鬥禪、禪拚

鬥華嚴的，還沒看過這樣子的，若是如此就太嚴重了，還不至於這樣。所以說：

佛教會有爭執；但是，還不至於像外面的黑道這樣子，那就太嚴重了！對不對？

底下，所以，即第六識心周徧計度，取著轉深，計我、我所，發生染着塵念故。

屬於俱生我執。 

 

第四、計名字相，哇！這個是最難破的！自相渾濁──依前面所執相，假立名

相，復循名執相，諸位！眾生很悲哀，名相是人類自己創立出來的，而自己執

著，然後割捨不下，這個是人類最悲哀的地方！諸位！哲學家講：玫瑰花是香

氣的，無論你用任何的名詞，它都是香，你講這個「玫瑰」，如果是一朵香玫

瑰，諸位！你用任何的假名，這一朵玫瑰是香的；你一個人有修行、有德行，

不管你用讚歎、毀謗，他身上仍然是有德行，就像這一朵玫瑰一樣。所以，我

還是要告訴諸位：不需要在意名詞、名相。對不對？有一個歌星、影星，那個



 

-17-Poweredby 牟尼佛法流通網 

周刊、雜誌把他罵得很難聽，他一下子看不開，跑去自殺，還死了二、三個，

跑去自殺！這個就是在假立的名相上轉不過去。如果他今天有學佛，稍微冷靜

一下，對不對？要怎麼亂寫是人家的自由啊，是啊，看圖就任人家寫啊！對不

對？底下，假立名相，復循名執相，顛倒特甚，以致心水渾濁不清故。屬於分

別我執。 

 

第五是起業相──由是引起塵勞煩惱──由前面四粗之惑，引起身口，而造七

支之業，所以屬於起業相（此處煩惱作業看，以未起身口屬惑，已起身口屬於

業故。）第六、業繫苦相──起為世界，靜成虛空，這後面會講。因上惑業之

因，而成依正苦樂之報，故云起而有動有相之處就是世界，靜而不動，無相之

處，即成虛空。虛空為同，世界為異──虛空為同，世界為異，就是前面三細

當中，同相異相所發生之現行也。彼無同異，真有為法──彼細境中之同異發

明，而成立無同無異之眾生。即是此處之真有為法──眾生與業果。 

 

好！看《講義》；這個三細六粗特別的重要，所以，這個光盤做出來的時候，

這三細六粗，這二頁統統要放進去。５５３頁，底下，經文：「起為世界，靜

成虛空，虛空為同，世界為異，彼無同異，真有為法。」真有為法就是眾生還

有業果。說：起為世界，這個就是世界相續；靜成虛空，虛空為同，這個就是

虛空；世界為異，彼無同異當中，真有為法，這個就是眾生的業果。所以，世

界相續、眾生相續、業果相續，就是真有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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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註解：[此確答滿慈所問。前四句，答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後二句，答諸

有為相（即眾生業果）。從性覺必明起，乃展轉敍其來源耳。由依性覺，妄起

無明，因此無明，發生三細，復緣境界，而起塵勞，惑業妄因已成，依、正苦

果斯現。故云：起成有相處，]就是起變成了有相之處。[則山河大地，而為世

界；靜而無相處，則空廓虛通，而為虛空。空不動搖，是故曰靜，此依報之世

界，本不離前之細境。言此虛空，即為前同相，所發之現行；此世界，即為前

異相，所發之現行。汝問：云何忽生山河大地？即由是而生也。]就是由三細

轉變而來。 

 

[彼無同異，真有為法者：此答諸有為相，亦明不離前之細境，]也是上面，[與

上四句，文法不同。上是指後即前，]上面那一段，是指後如同即前，這是六

麤，是由三細所引起的。[此]這一段，[是取前顯後，]取前面的三細，顯後面

的六麤。[取彼細境中，同異互相形顯，所發明無同無異之相。]就是眾生。[以

成此眾生業果，真有為法。此正報眾生業果，亦前細相所發之現行，]現行就

是根身、器界、種子，也就是世界、眾生、業果。[即第六麤業繫苦相。]到最

後你逃不掉的！ 

 

[《論》云：「以依業受報，不自在故。」為業繫縛，而墮五陰三界]這個五陰

也可以叫做牢獄，色、受、想、行、識，把我們的本性困住了；或者是三界的

牢獄，就是欲界、色界、無色界，這個統統叫做牢獄。所以，每一個人其實都

關在牢獄裡面，任何一個人，無法擺脫色受想行識的牢獄，我們的靈性被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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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色身裡面，如鳥在‥‥‥經典裡面：如鳥關在籠中，沒有自由份。我們的

本性就是被關在五蘊裡面，如果不明心、不見性，我們完全隨業而轉，就完全

沒有自在之份！為什麼要學佛？就學得心靈的一份自在，快樂的過日子。三界

就是欲界、色界、無色界。[二獄之中，無由出離，不得自在。]業就是不自在。

[汝問：云何忽生諸有為相？即由是而生也。] 

 

[交光法師云：但約萬法初成一周，]萬法初成一周，這是一個段落。[而說忽

生矣！]突然產生。５５４頁，[又約修時逆斷，]修行的時候是逆流而斷。[顯

此次第，權說]方便說，[初成次第，]修行要逆流而斷，顯此次第，是權巧方

便，初成次第而說，三細，接著六麤。[令觀順生之次第，易於開悟。而不至

迷悶；了逆斷之次第，]我們清楚明了可以逆斷的次第，[易於修證，不至僭亂

也。]這個「僭」叫做越份，不會超過自己的範疇，你有多少能力，做多少事

情，有次第下來，逆流而斷，次第的斷。[又當知經自無明，]就是這一句。[以

至麤境，多用能所，上下連持者，令知能所，]還好我們昨天有發那一張。[乃

生萬有之端，行人於真妄分明之後，一念頓絕能所，]諸位！這個就是目的，

叫你認識能所，不是叫你著能所，是叫你頓絕能所，這個「絕」就是斷，但有

能所，皆是戲論。[可以把定萬有，]當體即空，[坐還清淨本然，]這樣你《金

剛經》就不會誤會了，《金剛經》你就看得懂了。為什麼講：離一切相，即名

諸佛？如來者，即諸法如義。眾生也是如來，眾生，你如果遇到那種很不講理

的人，他會一直〝如〞（無理取鬧）又一直來，一直來又一直〝如〞，他也是

〝如來〞，他就是一直來一直〝如〞，一直〝如〞又一直來，講也講不聽，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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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定他，難道不是〝如來〞嗎？一直〝如〞又一直來，一直來又一直〝如〞，

那種人也是〝如來〞，只不過那種〝如來〞實在很嚴重！[所謂：「但離妄緣，

即如如佛」矣。初初之忽生竟。] 

 

底下，[卯二、後之相續（分三）。辰初、世界相續。二、眾生相續。三、業

果相續（辰初又分三）。]相續。那麼，一開始講世界相續，這宇宙的形成，

科學家有科學家的解讀，有自己的一套思想理論；那麼，我們佛經也有一些佛

陀的說明，[巳初、生能成四大。]的原因，怎麼來的。還有，[二、生所成四

居。]怎麼來的。最後就[三、結成種相續。今初。]諸位看經文，５５４頁，

第一個講風大怎麼來的，經文：「覺明空昧，相待成搖，故有風輪，執持世界。」 

 

科學家講的風，是認為地球轉動；或者是熱、冷所引起的轉動，也產生風；溫

度差也會引起冷、熱的轉動，所以，這個風。所以，我們最清楚的，這個地球

的風，就是由地球的轉動所產生的風，所產生的風。那麼，佛所講的這個風，

會歸到我們的心。底下看佛怎麼講風怎麼來的？我們有一首歌是：風從哪裡來

～～～現在看看這個風從哪裡來？說：覺明空昧，第一個「覺」就是真覺，真

覺之體；這個「明」就起這個妄明。 

 

所以，這個《楞嚴經》，它每一個字它都有解釋。「覺」是真覺之體；「明」

是起妄明，變真空成為頑空，而且是晦昧，晦昧就是昏暗之相，叫做晦昧。意

思就是：真覺之體起妄明，變真空成頑空晦昧之相。底下說：相待成搖，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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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相，就是妄明，前面講的：妄明以晦昧，我們想要能明，就妄明，以晦昧，

怎麼樣？明昧相待，互為傾奪，就是妄明與晦昧相待成搖，就互為傾奪，所以，

搖就是變成搖動的風，搖動的風。所以，佛陀把這個風大歸結到無明，無明就

像一陣風，來無影又去無蹤，這個就是佛講的：無明從哪裡來？就是從覺性妄

動來，覺性妄動來。 

 

故有風輪，所以，成為搖動的風輪，來執持這個世界。為什麼執持世界？你沒

有風輪來鼓動，地球不會轉的。知道嗎？你沒有風，地球它不會轉的。地球由

這個太陽引力跟拉力達到一種平衡了，沒有辦法飛出去，也沒有辦法靠近太

陽，那就一直循著一定的軌道自轉還有公轉，加上這個風助緣。所以，地球當

時候轉動，諸位！地球當時候轉動，一天六個小時，速度很快，慢慢慢慢的轉

動，地球的形狀慢慢慢慢成為橢圓形。以前的地球的形狀是很不規則的，我們

地球形狀，你要觀想一下，那是很不規則的岩石，岩石，你去爬山看到很多岩

石；你不要以為地球是圓的，地球以前不是圓的，地球以前就是台灣話講的有

稜有角的，國語我不會講，就是圓的、扁的，呈不規則形狀，然後轉動，再繼

續風化，轉動，再繼續風化‥‥‥是經過風的雕刻，才變成今天地球的形狀，

經過幾十億年的風化，轉動、風的雕刻，就變成今天；風的雕刻、雨的雕刻、

雨水的雕刻，是這樣子一直轉動的。 

 

底下，[上依真覺，妄起無明，而成輾轉虛妄之十相；]十相。[此由無明妄力

熏變，而成地、水、火、風之四大。世界雖由眾生業感，推究根源，亦由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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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心而起，]所以，佛講的是究竟義，風就是由無明妄心而來的；而世間講的，

站在相上裡面講的，為何有相，他不知道，無明的業力，這科學家他根本就不

懂！所以，科學仍然有不究竟、不圓滿的地方；但是，可以解釋某一種時空所

演化出來的知識性，讓人更容易了解。所以，佛法借重著科學，讓人家會覺得

佛法的偉大。[四大依無明而有，世界由四大所成，故交師科為能成四大。] 

 

[此風大。覺明空昧者：乃由真覺之體，已起妄明，遂將真空變成頑空晦昧之

相。相待成搖：即明昧相待，]這第一個「明」是妄明，第二個是晦昧相待，[互

為傾奪，而成搖動之風。世間諸風，不出妄心蕩動所感，可見風大之種，乃是

無明妄心，一念之動相耳！]所以，佛講的才是究竟。 

 

５５５頁，[動蕩不已，積而成輪，故有風輪，執持世界。而世界最下，全依

風輪，而得住故。風力極大，而有執持之功能，如海上輪船，重而不沉者，因

有風鼓之力所持故。《俱舍論》云：「謂諸有情，業增上力，世界最下，依虛

空，空輪之上，有風輪」是也。] 

 

５５５頁，底下是講地大，５５５中間這個經文，這一段是講地大；風大產生

了，地大的產生，也是離不開堅固的執著心。諸位！風大是由無明的妄心來的，

而地大是什麼？地大是由堅固執著來的，堅固執著來的。來看底下這個經文，

經文：「因空生搖，堅明立礙，彼金寶者，明覺立堅，故有金輪，保持國土。」

因空生搖，因為這個空昧覺明，怎麼樣？明昧互相的傾奪，生搖，「搖」就是



 

-23-Poweredby 牟尼佛法流通網 

風，這四個字是形容前面那一段的風。因為空昧覺明，而且明昧相傾，而生搖

動的風。底下要講這一段，堅明立礙，「堅」就是堅固的執心；「明」就是堅

持的妄明，還是離不開妄明。這個執心還有妄明，立地大的堅礙之相。所以，

這個地大的堅礙之相，就是沒有智慧心所產生的；有了智慧心，你會洞徹色即

是空，就無所謂的地大，所有的色、地大，全是堅固的執心，堅執的妄明，一

定要看；但是，卻透不過去，又不用智慧看，所以，只好看表相，結暗就變成

色，而不知道色當體就是空。 

 

所以，色其實是無相，我們因為結暗為色，變成有相，因此透不過去，就變成

地大堅礙之相。彼金寶者，金寶者是指地最堅硬的，金寶就是如同地了，這金

屬的意思，土跟金，這個就是地大種，這地大形成了。我們這個金寶，像我們

這個地上挖下去，都是金銀財寶，這個金寶者就是堅硬的地，金寶者就是地大

種。明覺立堅，依無明還有妄覺所立堅礙之相，堅礙之相。他說：故有金輪，

因為堅執不休，積而成輪，故有金輪，保持國土，這個金輪就是地，地大。所

以，這個地大怎麼形成的？ 

 

再講一遍，底下先解釋一下：因空昧的覺明，明昧相傾，而生搖動的風，這個

堅固的執著心，還有堅執的妄明，因此立地大堅礙之相，比喻地大種之金寶，

依無明妄覺所立堅礙之相，因為心堅執不休，積而成輪，所以有金輪保持國土，

這個是地大，還是由堅固的無明來的、執著心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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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大。孤山法師曰：]孤山法師是宋代僧，為天台宗山外派大師，以師隱居

孤山，位於浙江杭州西湖西北隅之島嶼，一個島嶼；世稱為孤山智圓。這叫孤

山法師曰。[土與金皆堅性，俱屬地大。因空生搖者：因空昧覺明，明昧相傾，]

妄明晦昧相傾。[已生搖動之風，此牒風大。]這一段，這四個字是講風大。[堅

明立礙：乃屬地大；此大由堅固執心所成，堅執妄明，欲明晦昧之空體。其奈

空體，卒不可明，由執心故，遂乃結暗為色，而立地大堅礙之相。世間地大，

不出妄心，堅執所感，可見地大之種，乃是無明妄心，一念之堅相耳！] 

 

[彼金寶者，又為地大之精，地性堅礙，莫過於金。]底下，[明覺立堅者：則

指依無明妄覺，所立堅礙之相，如癡情化石之類。]意思就是：一個人太過癡

情，愛到死去活來，愛到幾乎兩眼無神，每天都是想他，每天都是想他，梨山

癡情花，癡情。這個癡情，將來就像死人一樣的，每天都想他，心中唯一的是

他，後來就化成石，叫做癡情化石之類的。所以，在《楞嚴經》裡面，一切植

物也是由動植物所轉化而來的，有時候，在《楞嚴經》裡面講：那樹木也是由

有情可以轉化過來的。底下，[堅執不休，積而成輪，故有金輪，保持國土。

而世界一切國土，皆依金剛輪，而得住故。如密部所說：「地大最下，有金剛

際」是也。]金剛際就是金剛邊際是也。 

 

底下講５５６頁，經文，這一段是講火大，而火大是風跟金相擦，擦，擦出火

花，你們聽過「擦出火花」嗎？擦出火花就是風吹過金輪，風金相擦，摩擦產

生火光，很好記！是不是？很好記。說：二個人感情不錯、印象不錯，擦出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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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所以，你這樣就記住，記住這個火大種是互相摩擦的。底下，經文：「堅

覺寶成，搖明風出，風金相摩，故有火光，為變化性。」「堅」就是堅執妄覺

所立的金寶；既然已經成了，這講前面的，前面這個是指地大。前面的堅執妄

覺所立的金寶──就是地大，既然成了，那怎麼樣？再接著呢？搖明風出，就

是搖動妄明之風大又出、復出。前面是地大，堅覺寶成是地大，搖明風出是風

大，地大、風大二個一摩擦，叫做風金相摩，風是動性的，金是堅性的，相摩，

故有火光為變化性。 

 

[此火大，依前風、金之所轉生。堅覺寶成者：堅執妄覺，]所以，佛把地水火

風仍然會歸心性的妄覺妄明，統統由這個而來。意思就是：如果你有智慧，你

透視過地水火風其實就你的本體，根本就沒有什麼山河大地。堅執妄覺，還是

妄覺所產生的火大。[所立之金寶既成；此句牒前地大。搖明風出者：搖動妄

明，所感之風大復出；此句牒前風大。風金二大，即為生起火大之因。] 

 

[風金相摩者：風性屬動，金性屬堅，一動一堅，相摩相盪，故有火光之功能，

而為變化之性質。變起世間，一切萬有，世間諸火，不離妄心，摩盪所成。可

見火大之種，乃是無明妄心，一念之熱相耳！火無持含之輪用，但有變化之功

能。]這個很重要！所以，你看到這個火，它就到處都變化，所以，哪裡有因

緣，哪裡火就現！是不是？[至後所成四居，]就是四種居住之處，有山啊、林

啊等等，後面有講，四種居住的地方，還有洲啊、潬啊等等。[功方顯著，與

前後三輪，]前就是風輪跟地輪，後面就是水輪，那麼，這裡講的是火輪。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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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三輪，[相待轉生，]意思就是：地水火風它是相待，就是這些在變化，用現

在的名詞就是說：整個宇宙，其實就是地水火風在轉變而已，沒有真實性，沒

有我相、人相、眾生相、壽者相；沒有山河大地、沒有日月星辰，統統是這五

大在變化而已；從佛的角度來講，而這五大統統是如來藏性，你妄執、你妄明、

你妄著，這四大就變成好像真實的，看不破，看不破；看得破，所有的地水火

風空，都是你的本體；你所有的本體，就是地水火風空，而本體所顯現的相，

其實是沒有東西可以執著，你不知道地水火風空是你的本體顯現出來的假相，

那你拚了老命，在地水火風空所轉變的日月星辰、山河大地、花草樹木，一直

轉變、一直攀緣，而忘了你的本覺，這個就是由本覺引發的無明業相，就是這

樣子來的。相待轉生，[俱帶無明妄心之相。應按本宗發明，勿取外教所說，

反晦經旨。]我們要用佛的角度來解讀這個《楞嚴經》。 

 

５５６頁，中間經文，底下是講水大，水大怎麼產生的？經文：「寶明生潤，

火光上蒸，故有水輪，含十方界。」這個寶就是金寶，金寶之體是明淨的，這

明它就能夠生潤，譬如說五金碰到熱的時候，我們煉金的時候，高溫加下去，

金塊就變成液體的。現在也是一樣啊，任何東西、有色法的東西，加熱，統統

變成熔化了。你像那個岩漿，岩漿碰到空氣，對不對？它就變成堅硬的，冷卻

就變成堅硬的。這個岩漿在高溫之下，你看，地底的岩漿，火熱的岩漿就變成

液態，液態就是水大。所以，這個金寶之體是明淨的，明就能夠生潤，潤就是

水的開始。所以，五金一碰到熱氣，它就出水。火光上蒸就是火大上蒸，往上

蒸，就變成有水輪，含有十方界，這是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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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水大，依前金、火之所轉生。文雖不帶心相，義亦無明，妄力所致。寶明

生潤者：金寶之體明淨，明能生潤，如五金之屬，遇熱氣而出水也。火光上蒸

者：即火大之光，上蒸於金。鬱以成氣，氣以成水。]昇華、蒸發以後，叫做

鬱以成氣，蒸發以後形成了一個氣，氣多了就變成水。[如南風之天，萬物多

蒸]這南風是指南方吹來的風，就是北半球的南風溫暖和煦；又稱為薰風，薰

習的薰；或者是叫做凱風，凱旋路那個凱，叫做凱風；薰風，或者是凱風，或

者叫做南風，那南風吹來清涼～～～大概在講《楞嚴經》，我隨便講的，你姑

且聽一聽就好，我也是猜的，不然「夜來香」怎麼會這麼唱？那「南風」吹來，

是不是？大概是引用《楞嚴經》的吧！如南風之天，萬物多蒸[而出水也。以

寶明映以火光，蒸潤為水。世間諸水，不離氣積所感。可見水大之種，]５５

７頁，５５７頁，[乃是無明妄心中，金、火二妄，]金、火二妄，是不是？就

是世界初成。[蒸潤所成耳。] 

 

[蒸潤不息，積而成輪，故有水輪，含十方界。]含十方界。[如《華嚴經》所

明，諸世界剎種，]剎種就是無量三千大千世界，諸世界無量三千大千世界。[皆

依香水海住是也。] 

 

第三行，[按本經，世界地大依水輪，水輪依金輪，金輪下有火輪，火輪下有

風輪，風輪下有空輪。空輪依無明妄心，晦昧所成；無明依本覺，無明是不覺

之相，]諸位！你回去以後，自己拿一支筆寫一下，寫一下：最上面，世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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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最上面寫：地大，畫一個圓弧線，底下又寫水大；再畫一個圓弧線，是金

大；再畫一個圓弧線，火大；再畫一個圓弧線，風大；再畫一個圓弧線，底下：

空大，火底下是風，再底下就是空；空，再畫一個圓弧，就是無明的妄心，無

明的妄心再畫一個圓弧，最下面寫個：本覺。好！那麼再看下來，你就知道什

麼輪什麼輪，看得很清楚了！世界初成──地大，再來水，再來金，再來火，

再來風，再來空，再來無明妄心──本覺，這個就是按照本經所成的，畫一下，

自己了解一下。[究竟不離本覺之性。足見世界始於真妄和合之心，而識藏不

離如來藏，若離如來藏，悉無自體故。]所以，[前會四科，融七大，一一無非

如來藏性，此四大，即為能成世界，萬法之本，無明又為能成四大之本也。] 

 

５５７頁，講[巳二、生所成四居。] 經文：「火騰水降，交發立堅，溼為巨

海，乾為洲潬。」火騰就是火性，火性是上騰的，我們看火在燒，它是這樣往

上的。水降，水性是下降的，你噴水當然是往下降。火性上騰，水性是往下降

的，這二種一交叉，交發立堅，立堅就成為器世間了，器世間。立堅，諸堅硬

的成為器世間。那麼，低窪處，溼為巨海，低窪處有水的地方，溼處為巨大的

海，這是低窪的地方。那麼，乾燥的地方、凸出來的地方高處，乾為洲潬，這

個「洲」就是比較‥‥‥以我們現在的來講，就是比較大的島、陸地，「潬」

就是現在所講的小島，用沙組成的一個小島，或者是岩石，一個小島，水中的

小塊的陸地，叫做渚，也叫做潬，或者叫做洲。所以，這個「洲」就是比較大

的陸地，「潬」就是比較小的。有的人認為，洲潬是講同一種東西，其實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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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居，陸居的地方。所以，這洲潬，有的人講說：那個是同一個地方。所以，

有的人註解寫得不太一樣。 

 

[上文依無明而成四大，此科依四大而成四居。四大之性，雖各相違，實則相

濟，如火性本屬上騰，水性本屬下降，]下降。[一騰一降交互發生，立諸堅礙，

而成器界。卑]就是低窪。[濕之處，積水而為巨（大也）海；]巨大的海。[乾

燥之處，環水而為洲潬。]這個洲潬，這個「潬」字其實是水邊的沙渚；這個

渚就是三點水，再一個者，類似記者的者。沙渚，這沙渚就是等於沙灘，沙灘，

這個「渚」就是水中的小塊陸地。所以，這個洲潬就是海中的小陸地，四面環

水，所以，環水而為洲潬，簡單講就是海中的島，直接講就是這樣子。[蓋海

非獨目於水，]海不是獨見於水；「目」就是見，不只是看到水。為什麼呢？[以

注水]怎麼樣？[之巨坎，]「坎」就是低窪地。[為水居眾生所依處。]你這個

海看下去是水，把這個低窪地方注滿了水；「坎」就是低下處，那個是水居眾

生所依處，所有的魚類啊，大魚、小魚、蝦，全部都住在那個地方。[《灌頂》

云：「浮土可棲曰洲，]這個地方，浮出來的土地；可棲就是可以住人的，這

個棲，曰洲。這個不只是住人，一切動物、植物都所依靠這個。[聚沙堪住曰

潬。」]水中的小陸塊，由沙或者是岩石構成的。[即四大部洲，為陸居眾生所

依處。] 

 

翻過來，５５８頁，經文：「以是義故，彼大海中，火光常起，彼洲潬中，江

河常注。」這個在告訴你水跟陸，這個水陸二居，水火交互發生。以是義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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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解釋一下：以是義故，彼大海中，這海水本來是水，為什麼？海水，水性裡

面有火，火光常起。彼洲潬中，這個地，怎麼樣？江河常住，這地中有水，你

看！水中有火，這地中有水，表示二種不相礙，並不是你富樓那講的水火不相

容；佛陀講的：這水跟火是同時存在的，地跟水也是同時存在的，但看時空。

底下，註解，[首句以水陸二居，是水火交互發生之故，可以驗其氣分。彼大

海本注水之處，不應有火，以不忘火之氣分，故火光常起；彼洲潬本質礙之地，

不應有水，以不忘水之氣分，故江河常注（流也）。]就是常流。 

 

底下，經文：「水勢劣火，結為高山，是故山石，擊則成燄，融則成水。」佛

真是了不起，這個水的勢如果劣於火，就是火比較強，怎麼樣？結為高山，就

噴出岩漿，岩漿冷卻就是高山了，太厲害了！水勢若劣於火勢，水勢劣火就是

火勢比較強，就是推出岩漿，冷卻以後就變成高山。是故山石，擊則成燄，山

石擊就是有火燄產生，岩石二個一擊，它就有火燄，因為它是岩漿，帶有火；

可是，你把它融化又變成水，融則成水，你只要把高山岩石加溫，它就變成水，

岩石加高溫，三千度、四千度，它全部都變成岩漿，你看佛這種智慧真是驚人！ 

 

[此山居處。山亦水火交發之堅相。水勢若劣於火勢，火勢若勝於水勢，則水

隨火之力，結之而為高山，如熬水為鹽，堆積如山，足證水亦可結。是高山亦

水火所成之故，下亦驗其氣分，所以山石，擊之則成火燄，]為什麼？[不亡火

之氣分；]這個「亡」就是不忘。[融之則成為水，不忘水之氣分。]也是不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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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之氣分。[如煉五金之礦，悉皆成汁。]哪一種金銀銅鐵，高溫統統變成水、

變成汁。 

 

經文：「土勢劣水，抽為草木，是故林藪，遇燒成土，因絞成水。」這個你不

得不承認佛是大智慧的人，真是一針見血，都是地水火風在轉變而已。這土勢

若劣於水勢，土勢若劣於水勢，抽為草木，「抽」就是長高，有這個因緣，草

木因為借重水抽高，就變成草、變成木。是故林藪，這個念藪ㄙㄡˇ諸位！這

個木聚集了很多就叫做林，木多，多木叫做林，我們稱為森林森林，森林就是

很多樹木。這個「藪」是草原地帶，很多的草聚在一起叫做藪，ㄙㄡˇ三聲藪，

林藪。遇燒成土，這個草木燒了就成灰，如果加一個「灰」更清楚，燒成灰土，

那你就更清楚了。放一把火燒了，就變成灰土，草木都是這樣子，變成灰土，

又回歸到地大。這個草木因為含有水，一絞，絞就是扭緊，我們喝的藥草就是

這樣，一絞碎就變成水，因絞成水，要不然你喝那個青草怎麼來的？一絞，青

草的水就跑出來。因絞成水，就是扭緊它，因絞成水。 

 

[此林居處。林藪亦水土交互所成。土勢劣於水，土隨水而成潤，抽拔而為草

木。以是草木不忘水土氣分故，林藪遇燒，便成灰土，因絞則成汁水。此即不

忘水土氣分之明證也。木多為林，草多曰藪。] 

 

５５９頁，[已三、結成種相續。] 經文：「交妄發生，遞相為種，以是因緣，

世界相續。」「交」就是交互，「妄」就是妄心、妄覺、妄境，這個交互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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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覺、妄境發生了，遞相為種。交互發生，遞相為種，以是因緣，世界相續，

就是交互妄心、妄覺、妄境發生，遞相為種，以是因緣，世界相續。[此結成

相續。交是交互，妄即妄心、妄境。]有能見的妄心、所見的妄境，這個麻煩

就大了，能所不斷。[以心、境互妄，輾轉相生。]從妄生妄。[初以妄明，而

成空昧，明昧相傾，]第一個「明」是妄明；第二個「昧」是空昧，就是晦昧。

妄明空昧，空昧就是不是真空，是頑空。妄明加上空昧，妄明就是妄覺，相傾，

[搖動而生風大；]接下來，因為堅固的執著加上妄明， [次以堅執妄明，而生

地大；次以風金相摩，]摩擦。[而生火大；]所以，人相摩擦也會生火大，嗓

門一變大，火氣就上來了，也是火大。二個人摩擦，一摩擦，嗓門大起來，火

氣就上升，火氣就上升，講不到幾句就開始火冒三丈了，就是這樣。[再以金

火相蒸，而生水大。故有能成四大，乃交妄發生也。] 

 

[遞相為種者：指所成四居，以水火既滿，而為洲海之種；更降水勢以從火，

結為高山，而水火復為山石之種；復降土勢以從水，抽為草木，而水土乃為草

木之種。故有所成四居，乃遞相為種也。]因緣具足就是這樣子，互相為父母、

子女、孫子，下輩子換過來，換他父親，換你變成是他兒女，就互相為因緣。 

 

[以是因緣者：即以是四大，交妄發生，遞相為種之因緣，則有依報世界，成、

住、壞、空，終而復始，相續不斷。此之相續，即相續初之忽生，起為世界，

靜成虛空之麤境耳。一自忽生之後，輾轉相續，若不破迷成悟，返妄歸真，永

無清淨之日也。初世界相續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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諸位！佛在經典裡面講，這個只要沒有碰到佛出世，沒有一個人可以停止痛

苦，沒有一個！除佛出世，唯除佛出世，才有辦法讓眾生止息痛苦、止息輪迴。

所以，諸位！你聽到這個正法以後，了解萬法都是地水火風所構成的，均是生

滅，沒什麼東西可以執著，當體即空，放下生滅、放下假相，用那一顆真心，

就解脫！也沒有解脫的執著，說：我已經解脫！又變成束縛，解脫，知道就好，

能感受，知道就好。所以，諸位！學佛有多麼的重要！初世界相續竟。好！今

天因為師父有定，定位到５７０頁，所以，需要有一點稍微進度，好！休息十

五分。 

 

(中間休息) 

 

諸位！難的部分，我們就把它解釋得清楚，那麼，這一些文字上比較簡單的，

就不需要用太長的時間。那麼，我們明天因為沒有課，所以，今天就必需告一

個段落，要告一個段落。所以，今天稍微辛苦一下；但是，也不會很長，很快

就放你們回去，放心！５５９頁，上面講的是世界相續，底下講的是[辰二、

眾生相續（分三）。巳初、六妄成就。二、四生感應。三、結成相續。今初。]

翻過來，５６０頁，經文：「復次富樓那，明妄非他，覺明為咎。」 

 

富樓那！「明」就是：你想要了解眾生相續嗎？妄，就是性覺必明這個原因來

的，並非他物，意思就是：富樓那！你想要明了眾生相續的原因，並沒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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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出自於覺變成妄覺，就是性覺必明這個問題，這個妄就是性覺必明，妄為

明覺，並非他物，就是妄覺。所以，覺明為咎，就是妄覺妄明，這個就是眾生，

為眾妄的根本。無論是前面所說的世界相續，它也是妄覺妄明而起；無論是後

面所說的業果相續，還是妄覺妄明所引起的，都是由性覺必明，妄為明覺，才

引起世界相續、眾生相續、業果相續。所以，整句的意思就是說：富樓那！你

想要明了眾生相續，並沒有其他的原因，統統來自於性覺必明，妄覺妄明，這

個就是一切的過錯。就是在真覺上加一個明字，這個為咎，這個問題就是出在

這個地方。 

 

看註釋：[此先標妄本。於已說世界相續之後，重復次第告滿慈云：欲明眾生，

亦從妄起，並非他物，此妄亦是性覺必明，以為過咎耳。因此妄覺妄明，乃為

眾妄根本，前之世界，後之業果，]相續，前之世界相續，後面的業果相續，[均

由此忽生，]就是妄覺妄明，[由此相續也。]諸位！若見性，萬法歇即是菩提，

沒有任何的生滅，體全部都是空，沒有任何的能所，佛性顯露出來，山河大地

應念化為無上知覺。 

 

諸位！５６０頁，中間經文，經文：「所妄既立，明理不踰；以是因緣，聽不

出聲，見不超色。」這什麼意思呢？因明立所，所既妄立，這個明理不踰，這

個「明」就是能見的見分，轉相的意思；「理」就是業相，無明的業相。能見

的見分緣不到，緣不到真如，卻緣到無明的業相，能見的見分緣到無明的業相，

這個「理」就是無明的本體。這個業相現前，為能見見分所緣，變成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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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踰，「踰」就是沒有辦法超過這個業相的範圍。意思就是：你只要是業力轉

來的，那麼，你絕對束縛在業力的範疇裡面，超越不了它。以是因緣，因就是

業相為因，緣就是轉相為緣，以這個業相為因，以這個轉相為緣，因此你的聽

的覺知，無法超出幻化的業感的音聲；見，眼睛的見，無法超越幻化所認識的

業感的色、色塵。再講一遍：所既妄立，明理不踰，這個所既已妄立，就是無

明的業相既然成立，能見的見分與無明的業相這個理就無法超過，意思就是：

能見、所見就完全被束縛在業力。以是因緣，以是業相為因，又以這個轉相為

緣，聽的覺知，無法超出幻化的業感的音聲這個聲音，沒有辦法！那麼，所見

的，也沒有辦法超過業力所幻化出來的色塵。簡單講：一個無量無邊的智慧，

如來藏性，就變成很小的範圍讓你活，讓你過日子，就是業力卡住。 

 

[首句承上，因有覺明之無明，]因有覺上加一個明的無明。[遂立業相之妄所，]

就是妄處。[同前因明立所。所妄既立，明理不踰：同前生汝妄能；明即轉相

能見分，]加一個「之」，語意更清楚，轉相之能見分。[理猶體也，即業相之

本體。]業相其實沒有體性，是方便說，是假體。[以見分欲明業相本體，業相

本不可見，見分定欲見之，終不能超越業相之範圍。此二句俱屬妄心，以見分

所見，但是業相晦昧空，]不是真空。[尚未涉境。]境的前面加一個「麤」就

更清楚。尚未涉及到麤境，這意思就是：仍然在細境裡面。 

 

[以是因緣：是業相為因，轉相為緣，]以是為因，以業相為因，轉相為緣。[以

此因緣，自心取自心，]為什麼？為什麼自心取自心？能緣的心是你的心，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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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所緣的境還是你的心啊！[非幻成幻法，]本來是實法，究竟解脫；現在把

這個幻‥‥‥本來是沒有幻，變成幻法了，虛幻。[遂結暗為色。]為什麼叫結

暗為色？因為不曉得空，不曉得色即是空，所以，把這個暗處誤認為它就是實

體的色法。[所聽不出聲塵，所見不超色塵，此二句即現相，隨其五塵，對至

即現；見聽屬心]眼見、耳聽是屬於心。「該」就是包含，[該覺知，即轉相；

聲色屬境該香等，]當然這包括鼻子的香。耳朵的聲、眼睛的色，當然就包括

鼻子的香。[即屬現相。不出不超，俱是心被境局之相。]一切眾生都是這樣子，

活在相上；活在小小的範圍內；活在自己生命的觀感內；活在自己的感受內；

活在自己的無知的圈圈內，這個就是眾生！[此之聲色，唯是惑現，尚非業招，

猶是本識中境界相也。] 

 

底下，５６１頁，經文：「色、香、味、觸，六妄成就，由是分開，見、覺、

聞、知。」外面的六塵出現了，所緣的這個境出現了，能緣的心就一定會產生。

[色、香、味、觸，該攝聲法，]色、香、味、觸，六妄成就，由是分開，見、

覺、聞、知，那麼，色、香、味、觸，該攝聲法，當然也包括聲音。[六種妄

塵，成就麤境，不同上二句，聲、色之細境也。]聲、色是描寫三細裡面的細

境。[由是麤境已成，即法生故，]法生[種種心生，遂於一精明之體，]本來是

同一個精明之體，現在[分開]了，眼只能[見、覺、聞、知（該嘗齅二精）六

用。]「該」就是包括、兼，就是見、聞、覺、知、嘗、嗅六用。[如下文所云：

「由明暗等，二種妄塵，黏湛發見。」見精映色，結色成根（眼根），乃至第

六，由生滅等，二種妄塵，黏湛發知，]黏住了光明體，發出了妄知。[知精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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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我們本來的清淨心就映在這個法。[攬法成根]就變成[（意根），故曰分

開。元依一精明，分成六和合也。]本來是同一個本性，現在因為帶有少分妄

的見精，卻變成分開來，見有見精、聞有聞精、嘗有嘗精、嗅有嗅精、觸有觸

精、知有覺知精，就變成六精，又變成六和合。元依一個精明，就是本來是同

一個本性；但是，因為帶了妄，又由境界──色、聲、香、味、觸、法，引開

來見、聞、覺、知、嘗、嗅等等，分成六和合。 

 

底下是[巳二、四生感應。] 經文：「同業相纒，合離成化。」這個合；同業

相纏就是相類的聚在一起，這一定的道理。人生人，不會人生畜生、人生昆蟲，

同業當然就相纏，有人類的業感，投胎成人類；有畜生的業力，就變成畜生，

叫同業相纏。合離成化，「合」是對「成」講的，這個是濕化類的，由濕，濕

度的濕。那麼，「離」是對「化」講的，這個「離」最主要是脫離舊，而變成

新，這是厭舊喜新，脫離舊有的，變成新的。所以，這個同業相纏就是物以類

聚；合離成化，合對成，離對化。[此總標。由上根塵既具，引起四生繫縛。]

胎、卵、溼、化，胎生、卵生、溼生、化生，繫縛就綑住了。[溫陵戒環法師

曰：]這是宋代的僧，僧，越人，宋代僧，越人，就是現在越，越南的那個越。

宋代僧，越人，越就是浙江紹興人，住在溫陵開元寺，世稱為溫陵大師。溫陵

戒環法師曰：[同業即胎卵類，因父母己]「己」就是自己。[三者業同，]就是

類似，沒有業同，沒有辦法聚在一起。[故相纒縛而有生，合離即濕化類，]

就是濕生還有化生之類的。[不因父母，但由己業，]不必借重父母。[或合濕

而成形，即蠢蝡也。]就像蟲一樣，蟲，春天的蟲；或者是蠕動，身體會屈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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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動那一類的。[或離舊]離開原有的。[而託化，]他處，就變成新的，就像天，

或者是下地獄。[如天獄等。] 諸位！往生天道，一剎那之間就轉現天人身；

如果你造十足的惡業，一剎那之間到地獄，立刻就受苦，沒有停止的。在經文

當中，[成對合言，化對離說。] 

 

底下講這個人道的投胎，經文：「見明色發，明見想成。異見成憎，同想成愛，

流愛為種，納想為胎，交遘發生，吸引同業，故有因緣，生羯羅藍，遏蒲曇等。」

解釋一下：人道，見有光明，見明色發的意思就是：在人道要去轉世投胎的意

思是什麼？是見有跟自己有緣的光線，其他沒有緣的父母都是暗的，有緣的就

有一點光線，見有光明這個光線；色是引起你發就去投胎的心。見有光線；所

以，這個明色就是光線，見有光線，而引發投胎之心。明見想成，這個光線顯

現這個妄境，顯現的時候，因為就起了妄惑，這個想就產生了，你只要動念，

就去投胎。這個父母親有因緣了，這個亮光一現、妄境一現，就起惑，想就成，

動念就到，去投胎轉世。異見成憎，異：女對母親是恨的，子對父親是成恨的，

同類是相恨的。如果是子對母就愛，女對父也是愛，異性相吸的。 

 

所以，來到這個世間，不是感恩來，要不然就是報怨而來。所以，這個小朋友

一出生，很奇怪喔，有的小朋友出生就很乖，你怎麼講怎麼乖，不必教，讀書

讀得好好的，就一輩子都不需要父母親的操心。有的人是來報仇的，怎麼講怎

麼不聽，你怎麼講，他總是有理由，父母親也講不過他，你愈講，他就跑得愈

遠，離家出走就愈久。所以，這個是來報怨的。所以，這個時候，父母親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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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解業力的問題，業力的問題。所以，前世如果有結善因、善緣，就來報恩的；

如果是結惡緣，一出世，你們就是仇人了，你也是逃不掉！為什麼？弄到最後，

兒子殺母親，弄到最後，女兒砍死父親！對不對？看到報章雜誌，老一輩的都

是這樣講：早知如此，一出生就先把他掐死了，哪還留著讓他砍死老父、老母？

偏偏就是無法未卜先知啊！對不對？這兒子出生以後，哇！還請親戚朋友吃麻

油雞、麻油飯，卻沒料到這兒子以後會砍死父母，是養來殺害自己的！還辦得

很豐富的請人家，說孩子出世了；或者是做百日；或者是周年慶，就這樣子。 

 

所以，你要生什麼兒子，或生什麼女兒，你作不了主的，那只有求佛菩薩了，

求觀世音菩薩。以前有人求觀世音菩薩說：不信佛者，不生我家。每天都求，

你要不信佛的，千萬不要來做我的兒子或者是女兒。真的！不信佛，你來我這

裡做什麼？就這樣子。所以，父母親的因緣跟兒女的因緣，這個很難講，無量

無邊的時間演變而來的。 

 

所以，異見成憎，同想成愛，流愛為種，流注這個想愛，這就是種，納想為胎，

納受此想愛，就變成胎。所以，你有想要去投胎，就是了。交遘發生，吸引同

業。所以，在座諸位！男人如果每天都想女人，那換句話說：女人的子宮就是

你的住址，因為你很喜歡。你很喜歡男人；簡單講：你每天想的都是那種事，

換句話說：你跑不掉女人的子宮。那麼，女人每次想的都是男人，那麼，就是

跑不掉男人的重要的地方，就是所謂的男人，你想的都是這件事情，你就是離

不開男人。男人跟女人一交遘，你就會想男人，女人就會想男人，男人就會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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女人，那麼，這個就會產生受胎。所以，交遘發生，吸引同業，吸引同業，就

是共業，共業。所以，故有因緣，生羯羅藍，羯羅藍就是父精母血，就是我們

所說的受精卵，變成有滑潤，凝聚的滑潤。這個是指七天內，羯羅藍是指在受

胎的那一點，受精卵，七天內。如果是十四天，稍微成長一下，稍微成長，猶

如瘡形，就像瘡，長瘡形，叫做遏蒲曇，遏蒲曇就叫做皰，遏蒲曇等，這個叫

做皰，左邊一個皮，右邊一個包，這個念皰ㄆㄠˋ這個皰就是佛經講的：十四

天，十四天，那就是我們醫學上所講的受精卵。 

 

諸位！這個受精，它在醫學上是這樣講的，母親每一個月，大概有三天到七天

的排卵期，就是黃體激素期，那麼，這個時候如果有男女結合，父親的精子會

通過子宮頸、子宮，一直來到輸卵管，來到輸卵管。輸卵管它本身就像一個棒

球的手套，這個卵巢噴出去就像投棒球投出去，這個輸卵管接住了這個卵，接

住這個卵，然後慢慢的回到這個輸卵管。所以，父親的這個精跟母親的卵，它

是在輸卵管結合的，然後在這輸卵管起鞭毛作用，細胞開始分裂、變化，一直

運送，經過十天到二個禮拜，一直到子宮，而子宮這個著床，著床的時候，它

這個會出血，這個出血跟月事的血不一樣，也就是少量的血，而且是鮮血，一

點點的鮮血，就著床，著床，這個時候就開始孕育，孕育。那有的人著錯了，

就子宮外孕，整個輸卵管，這輸卵管變成成形，就在那邊著床，這個孩子慢慢

慢慢大的時候，到有一天容不下的時候，輸卵管會爆掉，爆掉，就出大量的血，

大量的，子宮外孕，出大量的血，因為著床的位置錯誤。那麼，在子宮裡面就

慢慢長大‥‥‥這個在《大寶積經》、《大集經》都有談到，受孕以後，一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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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三七、四七、五七、六七，這《大集經》講得很清楚，佛經裡面都有講

這個。 

 

底下，５６２頁，[此於四生中，獨詳示胎生之人道者，欲令人知所從來也。

又眾生受生，而胎生欲愛偏顯故。前六句擧親因，中二句明助緣，後三句結成

胎。見明色發，明見想成者：合轍云：中陰身投胎時，其無緣處，大地如墨，

惟於父母有緣處，見有一點明色發現，以妄心見妄境，故曰：「見明色發。」

中陰身乘光趨赴，明見妄境，遂起妄惑，而欲想便成，故「明見想成」。] 

 

[異見成憎，同想成愛者：男見父，女見母，皆為異見，則成憎；男見母，女

見父，皆是同想，則成愛。流愛為種，納想成胎者：流注此想愛，於父精母血

之中，為受生種子，納受此想愛，於赤白二滯之內]赤白二滯就是父精、母血，

父精、母卵叫赤白二滯之內，[得成為胎，上屬親因。交遘（合也）發生，吸

引同業：父母交合，乃為助緣，因緣和合，所以發生。吸引同業者：以父母之

緣，吸引過去同業而入胎，如磁吸鐵相似。] 

 

[交光法師云：「上以己纒父母為同業，此以父母吸己為同業。」]注意！這個

很重要的，以己纏父母為同業，就是今天來轉世投胎，是你纏著父母，因為它

的業是相同，是你依著父母，所以，你纏著父母。所以叫做不必怨歎，不必怨

歎，長得漂亮、醜；高、低；健康、病；聰明、智低能，諸位！都沒有什麼怨

恨的，也沒有什麼怨歎的，因為那是你的業來的，是你的業纏住父母，父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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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借著結婚而有你，而你是依據你的業看到你的緣來的。所以如果說：父母生

我們，是很勉強的，說自己生自己，是很正確的，因為自己由業力來轉變，只

是藉著父母的同業，藉著這個因緣來轉世。因此自己的業因、業緣、業果，自

己承受。所以，好的因緣，父母親的ＤＮＡ非常好，就投胎，遺傳因子就非常

好，在科學裡面講叫優生學；可是，不是每一個人都可以投胎那麼好的，對不

對？就要看業識、業的福報，看你怎麼轉？你沒有福報，你也投不進去啊！ 

 

你說：我想投胎台灣首富人的家！你投不進去啊，沒有因緣！對不對？譬如以

我來說，能投胎到朗飼家裡，有一餐沒一餐的把我養大，這樣就算很好了，至

少沒把我生得奇形怪狀的啊！對不對？我們就很感恩了！所以，這個也不能怨

恨什麼。所以像我，我都很滿足，我長得‥‥‥對不對？小而巧、小而好、小

得剛剛好，這多麼可愛，有時候自己感覺還不錯啦，父母長我們這樣子，對不

對？剛剛好就好，不必長得太高大，長那麼高大，腦筋不靈光有什麼用？對不

對？像我個子雖小，但是短小聰慧，矮個子也沒什麼不好，這也是自己的業來

的。 

 

所以，看了佛經，知道不用怨歎，真的！沒有什麼好怨恨的，這是你自己的業

來的啊！不然你如果那麼厲害，怎麼不去投胎當美國總統的兒子？對不對？沒

辦法，你的因緣就這樣子啊！喔！學佛以後，很能夠知命、認命，而懂得天命，

自己很能夠解脫自己，沒有什麼好怨恨的，這個就是你的業，認命比算命好，

重要！是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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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此以父母吸己為同業，父母吸過來。[故有因緣者：由投胎想愛為親因，

父母交遘為助緣之故，生羯羅藍，]就是七天。[遏蒲曇等，]就是十四天，二

七就十四天。[遂有胎相，前後差別。] 

 

５６３頁，底下佛經講到受胎裡面的子宮發育的，[《俱舍》云：胎中凡有五

位：「一七]就是七天。第一個七天，[名羯剌藍，]這個是翻譯的音的不同，

羯剌藍。中國話叫做凝滑， [此云凝滑（父精母血，凝聚滑澤。）；二七]就

是十四天。[名頞部曇，此云皰（猶如瘡之形，未生肉故。）；三七]二十一，

三七，二十一天。[名閉尸，此云輭肉]軟肉就是[（凝結猶如輭肉之形）；]

軟肉，我們一般看到的那種小小一塊的赤肉，一點點，軟肉。[四七名羯南，

此云硬肉（肉漸堅硬）；五七]三十五天，剛剛四七，二十八，五七，三十五

天。[名缽羅奢佉，此云形位，]或者是長四肢了，[亦云肢節（生諸根形，四

肢骨節。）。此擧二而略餘三。《大集經》更有：六七]四十二天，就有長[名

髮毛爪齒，謂四種漸生。七七名具根位，]七七，四十九天，四十九天，具根

就是全身，就有一個雛形，人的形狀跑出來了，[謂諸根具足故。]意思就是說：

受胎以後四十九天，就變成一個小小的小朋友；出生以後叫小朋友，在胎中裡

面叫小小小朋友，大概一個大拇指大，如果你看過醫學，大拇指這麼大，大拇

指，慢慢慢慢的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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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３頁，經文：「胎、卵、溼、化，隨其所應。卵惟想生，胎因情有，溼以

合感，化以離應。」胎、溼、卵、化，這個是業果，隨其所應，卵惟想生，就

是卵生是因為亂想不定所產生，這個想就是業因，想生就是業因，因為亂想不

定，這個就是卵的業因。胎因情，這個情有，諸位！這個情是很重要，就是情

執。為什麼會投胎而變成胎生？就是情執不斷，有，就是親愛迷戀之情。溼以

合感，合就是以聞香貪味，附合不離而感。化以離應，這個離就是離開舊有的，

喜歡新的，所以，離此託彼而應，叫做化以離應，化生是以離──離開舊有的，

而迎接新的。這化以離應就是厭故喜新，離此託彼而應，應就是應彼，離就是

離此，離此應彼，這個就是化生。諸位！胎生、卵生、溼生、化生，這個是業

果，而怎麼來的呢？隨其所應，都有的業因，卵的業因就是亂想不定的想生；

會變成胎生是因為親愛迷戀之情的情執；那麼，用溼來合感，是因為聞種種的

氣味，有的聞香、有的聞臭而跑過去；化以離應，為什麼會變成化生呢？因為

喜新厭舊，所以，離此託彼而應。 

 

[此例示四生。首二句擧果由因。胎、卵、溼、化，皆所感之業果，情、想、

合、離，皆能感之業因，故胎卵溼化四生，各隨其能感之業因，應之以業果。

卵生惟以亂思不定之想，感而有生；胎生乃因親愛迷戀之情，所以成有；溼生

乃以聞香貪味，附合不離而感；]在佛經有一段故事，說有一個沙彌很喜歡喝

牛奶，他變成對這個乳味非常的執著，沙彌。他每天都喝這個乳味，已經貪著

變成執迷了，他死了以後變成牛奶蟲，牛奶蟲。有一個阿羅漢，證阿羅漢，有

一次在用餐，用餐，隔壁的這個比丘看到：咦？這個乳、乳酪裡面，怎麼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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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隻小蟲在蠕動？那證阿羅漢果的，他有大神通，他本來要拿起來，他說：不

用不用！這個前世是沙彌，因為執著這個乳味，太嚴重的著迷，所以，離不開

這個乳味，死後變乳酪裡面那個蟲，離不開那個乳味。所以，貪著這個味道太

嚴重的時候，沒有辦法脫離！底下，說：以聞香貪味，附合不離而感；[化生

即以厭故喜新，離此託彼而應。四生具緣，有多寡之不同，卵生具足四緣，父

緣、母緣、自己業緣、]再加上溫度，[再加暖緣。]這個卵生沒有溫度不會活

的，你到北極去，這個就很難了，要受胎就很難，但是，一定要有媽媽的溫度，

沒有溫度不能活。[胎生具父、母、己業三緣。溼生但業、暖二緣。必假日光

暖氣之緣也。化生惟業緣矣。] 

 

５６４頁，[巳三、結成相續。] 經文：「情想合離更相變易。所有受業，逐

其飛沉，以是因緣，眾生相續。」這個是講結成相續，說：情想合離，更相變

易，不是永遠做人的，胎生；也不是永遠想的卵生；也不是合感；也不是永遠

是離化，不是這樣子的，胎、卵、溼、化會變化的，更相變易。所有受業，逐

其飛沉，飛就是善業，善業往上飛，往上飛，靈魂往上飛。所以，諸位！你行

善，你學佛以後，縱然你沒有念佛，因為一心行善，你臨命終的時候，靈魂一

直往上飄，因為業很輕。所以，人還是善良比較有底子，如果你想要死後，你

的靈魂到一個快樂的地方，就千萬不能造業，一點都不行！所以，逐就是隨其

飛沉，「隨其」底下加二個字：業因，逐就是隨其業因，善業就飛，惡業就沉，

以是因緣，眾生相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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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註解：[情想合離：有情皆具，各從多分，而先受報，皆依業因感召，而

應之以四生也。更相變易者：更字平聲，或情變為想；或想變為情；或合易而

為離；或離易而為合，]四生變來變去，[互相更改，彼此變易，種種不定。] 

 

[所有受業，逐其飛沉者：論四生所受業報，並非另有主宰。逐即隨義，其指

業因，皆隨業因，所以應之業果，若善業則飛升，惡業則沉墜。情想合離，皆

有善惡之分，是以升沉之果，必隨善惡之因。末二句因緣有遠近，遠則無明為

因，業識為緣；近則情想合離為因，父母己業，暖、溼為緣。四生轉換，三界

升沉，生死長縛，輪轉不休，故有眾生相續。二眾生相續竟。]所以，諸位！

六道輪迴轉來轉去，誰也沒有永遠的贏家，暫時生天，有一天就會下來，所以，

不究竟。因此記得！好好的念佛、好好的行善、好好的求生極樂世界。 

 

[辰三、業果相續（分三）。巳初、業果指本。二、業債酬償。三、結成相續。

今初。] 經文：「富樓那，想愛同結，愛不能離，則諸世間，父母子孫，相生

不斷。是等則以，欲貪為本。」富樓那！同想成愛同結，愛，執著在一起就不

能離。則諸世間，父母子孫，相生不斷。是等則以，欲貪為本。欲就是男女。

[此明業果，本於自心之貪。貪惑為煩惱領袖，亦即諸業根本，貪之範圍雖廣，

以貪欲為最。吳興曰：欲貪通乎四生，]意思就是：四生都有貪欲。[今正約胎

生言之。又胎生復通，今多就人倫辨之，]就是這一段是講人。[以其易見故也。

想愛同結，愛不能離者：謂同想成愛，]同想就是我想你、你想我，我多麼的

想念你，你有多麼的想念我，二個糾結在一起，就是這樣，想來想去，糾纏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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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成愛。[乃為結縛之因。何以故？由想愛既深，如膠似漆，不能捨離，所以

深結生緣；]你會轉世投胎，就是如膠似漆。 

 

所以，我告訴你：在佛教、佛經裡面講的，就是夫妻太恩愛的，不好修行，太

恩愛的，實在愛到死去活來的，然後我希望下輩子再嫁給你、我希望下輩子再

娶你的，那就很難，很難解脫生死，因為太愛對方了，太愛對方了！有的人愛

到實在是‥‥‥她這個先生老到額頭上都有星星了，上將也沒有長那麼多；這

個女孩子八、九十歲了，哇！臉上都是地圖，一看，台灣、台灣海峽都在這裡，

都可以找得到，臉上都是地圖（斑），（斑），還是很愛很愛很愛！這眾生不

學佛，很難！ 

 

所以，深結生緣，[則諸世間，父母子孫，遞代相生不斷，是等皆以欲貪為本。

欲貪即指受生時之想愛；因同想則成愛，因愛則生欲，因欲則受身也。]所以，

諸位！這一句是重點，因為有男女的欲望，你就一定去受生，轉世你逃不掉！

所以，貪著於男女，換句話說：你下輩子一定回來投胎！所以，學佛的人，要

把這個男女的欲看淡一點，看你的時間跟空間，如果你有家庭，那你就要衡量

一下，比較不會變成怨偶。是不是？[擧世之人皆然。]  

 

經文：「貪愛同滋，貪不能止，則諸世間，卵、化、溼、胎，隨力強弱，遞相

吞食，是等則以，殺貪為本。」諸位！貪愛，就一定會有身命，有這個身命，

都一定要滋養這個色身。貪不能止，則諸世間的卵生、化生、溼生、胎生，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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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強弱，遞相吞食，是等則以，殺貪為本。[由有貪愛，必有身命；既有身命，

必同滋養。彼此皆欲滋養身命，所以貪不能止，但知滋養，不顧殘忍，勢必殺

害生靈，食彼身肉。則諸世間四生之類，隨其力量，以強欺弱，弱肉則為強食，

大鳥喫小鳥，大獸喫小獸，大魚喫小魚，大蟲喫小蟲。遞相吞食者，]更相吞

食。[如夏天蛇喫老鼠，]冬天蛇在睡覺，這老鼠就吃蛇。[冬天老鼠喫蛇之類。

是等則以殺貪，為其根本。] 

 

５６６頁，經文：「以人食羊，羊死為人，人死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類，死

死生生，互來相噉，惡業俱生，窮未來際。是等則以盜貪為本。」[溫陵曰：

「不與而取，]不與就是沒有允許，你就拿，殺生害命也是一樣。[及陰取皆盜。」]

陰取就是私下取，不經他人允許就取。[故以人食羊，不與取也；羊死為人，

互來相噉，陰取也，]陰取就是非理而取。[皆為盜貪。吳興謂：「殺貪未論酬

償先債，盜貪約過去於身命財，非理而取，故互來相噉，以責其盜也。」]解

釋一下：吳興謂：殺貪，在殺貪這一段裡面，還沒有論及果報如何來酬償，以

及到底是什麼業因；「先債」就是先前的業因，「債」就是以前的債命，先前

的業因。殺貪這一段，還沒有論及未來的果報，以及前世的業因，「先」就是

前世的業因、前世的命債。而盜貪是就過去於身命的財產等等，非理而取，非

理就是沒有經過他的允許。所以，互來相噉，以責其盜也。 

 

[以人食羊：承上貪求滋養，則以人食羊。羊豈甘心，為人食乎？而宿業既畢，

則死而為人，食羊之人，人豈世世得為人乎？而惡業既成，則死而為羊，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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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轉換，徵償舊債，互來相食。所謂喫他八兩，還他半觔。何獨人之與羊如是，

乃至十生之類，死而復死，生而又生，展轉報復，互來相噉。由斯惡業，與生

俱生，寃對相值，窮未來際，報復不已，是等則以盜貪為本。] 

 

諸位看底下，５６７頁，[《正脈》問：「世教論殺，惟以忿爭殺人為重；]

就是世間教化人家的聖教；這指世教，不是佛教。世教要講到這個殺，只是說

因為忿怒或者爭奪，而殺人為重。[論盜，惟劫竊財命為重，]竊就是盜，財，

或者盜命為重。[而食肉不與焉，]不與就是並沒有說、說明得很清楚。[似得

輕重之宜；]好像世間法講的輕重恰到好處；得宜就是恰到好處。[今經何獨論

其輕，]為什麼這個《楞嚴經》只論到吃肉這個輕，而反而遺漏了殺人的重罪

呢？ [而反遺所重乎？」] 

 

 [答：「此有二義：一以輕况重義：蓋此方世教，急於止亂，且圖養民，故惟

斷現亂，而不禁食肉；今經欲絕生死，]諸位！《楞嚴經》是要成佛的，所以，

他講得特別的嚴格。所以，欲絕生死，[須斷生緣，]就是需要斷到六道輪迴的

生──受生之因緣。[故極至食肉，]連微細的食肉，[皆併斷焉。]一併斷除吃

肉。[若悟輕者，]如果說體悟到吃肉輕，[尚為生死之緣，則重者]就是殺人，

或者是為財賣命，譬如說：我給你錢，你去殺人！主謀拿錢、拿金銀銅鐵給你：

你去殺人！那麼，這個是重罪。所以，重者就殺人，[不言可知，]不必講，當

然就是比吃肉的罪更重了！[非反遺於重也。]並不是說反過來殺人重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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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况真慈平等，均為奪命，有何輕重，且約現生食肉，似不為禍亂，若約

隔生酬債，則禍亂亦均，更待下義詳之。] 

 

[二者絕本止末義：蓋凡一切殺盜，究其深本，多起於食肉，如八萬釋種，遭

瑠璃之殺，]這是波斯匿王的太子。它這個過程是這樣子，琉璃王他是波斯匿

王的太子，有一天回到釋迦族的地方，釋迦族的地方準備給佛講經有師子座，

師子座；而這個師子座，這個琉璃王就跑去坐在佛要講經的那個座位上，座位

上，就被呵叱了，因為他的母親是婢女，是婢女，所以就呵叱他說：你這個婢

女所生！因為婢女，他的母親是婢女，假冒公主嫁出去波斯匿王，假冒公主，

所以，其實她是個婢女。就罵：你婢女所生之子，如何可以坐如來的師子座？

他這個一呵叱，他（王）憤怒，這個琉璃王就記恨在心，就說：如果我有一天

繼承王位，就把你殺到片甲不留！因此他父親傳位給他以後，琉璃王就帶兵攻

打釋迦族，攻打釋迦族，在經典裡面記載是殺到血流成河，把釋迦牟尼佛那一

族統統滅掉，還有把那五百個宮女佔為己有，還玩弄她，這個宮女不從的時候，

統統把她斷手斷腳，這個琉璃王把那個宮女統統斷手斷腳，丟到糞坑裡面去，

斷手斷腳！後來世尊就為這個宮女‥‥‥後來，這是後來說法，大家都得天眼

淨，都生天，五百個宮女都生天。那麼，這個琉璃王因為殘暴無道，殺了釋迦

族很多很多、好幾萬人，就像經典記載，就血流成河，把五百宮女斷手斷腳，

很殘忍的！後來佛陀就授記他，說經過七天以後，這個琉璃王會死，然後他這

個軍隊、國家會滅亡。結果有一天，他開這個像慶祝會那一種快樂，跟士兵開

這個類似同樂晚會慰勞，結果那一天暴風雨又急又大，又來得快，這琉璃王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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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就死了，全部的士兵統統被池水淹死了，淹死了，這個就是琉璃之殺。知道

吧！這是簡單講的，就這樣子，這故事講得還滿長的。 

 

[世人但知近緣罵詈，不知遠因，起於食魚之寃。故此方不長太平，緣太平恣

意食噉，人之享福者，福終禍起；畜之酬報者，報盡為人，皆帶殺寃，遂成亂

世，乃至殺人無量。故佛斷食肉，乃聖智深遠，拔本塞源之意。經云：「世間

欲免刀兵劫，須是眾生不食肉。」外教]就是外道。[君子，]非佛弟子。若是

對佛法未能深信通達者， [未能信達者，勿輕非毀矣！]千萬不要輕視佛所說

的道理，也不要毀謗聖人的言論。 

 

那麼，在這裡就有其困難度的地方，譬如說有一個居士，他說他是生長在這個

島嶼，那島嶼統統是捕魚，他問師父說：我現在聽您的錄音帶，我想學佛，也

想吃素，而我們這個島嶼沒有素食，沒有，不知道怎麼辦？他們要蔬菜，要坐

船去大島補過來，他說很困難，這個就是很難的地方。在沙漠的地方沒有草菜；

那麼，高原的地方也沒有草、沒有蔬菜水果；再來，南極跟北極，也很少這種

東西。所以，能夠吃素，還得要有很大的福德因緣，還能接受，你去南傳看，

他不吃這個的，所以，還得要北傳，想要成佛的《楞嚴經》，大家能接受。那

現在吃素也很困難，為什麼？水果有農藥、蔬菜有農藥，什麼統統是農藥！如

果是有機的，那一天我還問一下，說有機的比無機的（有農藥的）、平常的蔬

菜貴幾倍？貴三倍，有的貴四倍，真的！現在景氣不好。本來我一開始也是想

說：這個有機的弄給法師、工作人員吃，這不是很好嗎？可是一問，那個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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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別人二十塊，他一百、八十，爸爸買不起，沒辦法，有機的四倍貴，沒

辦法！ 

 

底下，５６７頁，[巳二、業債酬償。] 經文：「汝負我命，我還汝債，以是

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生死。」剩下二頁就結束了，５６８頁，[上科明業果

之本，此科論相續之因。首句約殺貪說，負者欠也。應有四句：汝欠我命，汝

還我命；我欠汝命，我還汝命。二句約盜貪說，亦有四句：我欠汝債，我還汝

債；汝欠我債，汝還我債。]現在人可不是這樣子，現在哪是這樣子念？對不

對？你欠我命，你還是要還我命；我欠你命，是絕對不會還你命的，還要殺掉

你！對不對？我欠你債，絕對不會還；你欠我債，是一定要還！現在哪有會這

樣子，欠來欠去？那是講因果來講的。[以是命債，惑業為因，現行為緣，雖

經百千劫，怨對相遇，酬償不已，]所以，夫妻有的吵得不可開交，這個就是

怨偶，一對怨偶。所以，這夫妻很奇怪，太恩愛沒辦法修行，太愛他了！是不

是？如果怨偶，二個夫妻吵到不行，也沒辦法修行，還真難拿捏！[由此相續，

常在生死苦海，不能出離。] 

 

５６８頁，經文：「汝愛我心，我憐汝色；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纒縛。」

諸位！有結婚的人，或者是年輕人談戀愛的時候，看看這一段真的不錯，不錯！

你愛我心，我憐你色，這個「色」：女色。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纏縛。

所以，佛經講的、菩薩戒講的：寧近毒蛇，不近女色。這個就是！因為女色害

人百千劫，毒蛇咬人一生世，毒蛇咬人，死了就不過今生今世；女色害人；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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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女的就是指男的，男的就是指女的，百千萬劫！所以，佛在菩薩戒裡面講：

寧近毒蛇，不近女色。這個為什麼？就是《楞嚴經》講的：你愛我心，我憐你

色，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纏縛。在座諸位！你現在如果沒有感情的這個

問題，哇！恭喜你，恭喜你，我要去極樂世界，束縛不了我，纏不上，纏不上，

任何事都纏不上。二個夫妻分居了，很不恩愛，先生在台北住，太太在高雄住，

太好了！對不對？為什麼？你不用憐我色，也不用愛我的心，對不對？纏縛在

一起只有死路一條，有什麼好？修行重要！所以，有時候很難講，就是說福禍

不定，有時候夫妻愈吵架，有時候變成好的修行因緣；有時候恩愛也變成修行

的增上緣，就變成這樣子，很難講！ 

 

底下，[此約欲貪說。首二句影略，亦應有八句：汝愛我心，我愛汝心；汝憐

我色，我憐汝色；憐亦愛也。上二彼此心好，下二彼此色美，]像俊男啦、美

女啊，現在就是樣子。[更有四句，心好色美合論：汝愛我心，我憐汝色；我

愛汝心，汝憐我色。以是愛憐，惑業為因，現行為緣，經百千劫，想愛同結，

誓不分離，由此相續，常在愛欲纒縛，不得解脫。]諸位！你看小說，男女的

這個小說，自古以來寫多少小說，都有關男女。你看電影，多少的電影都是為

這個，都是為這個，多少的愛情電影片，羨煞了多少的少男少女，多少！偶像

劇都是這樣子。對不對？像韓劇或者台灣的偶像劇，都是這樣子，生死的根本，

生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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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８頁，倒數第三行，經文，[已三、結成相續。] 經文：「惟殺、盜、淫，

三為根本，以是因緣，業果相續。」[此承上，負還不休，常在生死；愛憐不

捨，常在纒縛；並無他故，惟是殺、盜、淫三種貪習種子，以為根本。以是因

緣：即種子為因，現行為緣，因緣相資，故有業果相續。若眾生聞此，力除貪

習，則根本既盡，枝末自枯，有何業果之可言哉？] 

 

[《指掌》問：「業果相續，與眾生相續，有何差別？」答：「業果相續，即

依眾生開出，]有眾生，他才有業果啊！[但眾生相續，惟約受生一念；]眾生

相續是因為有受生那一念，才會來眾生相續。[業果相續，統約歷劫積習，積

習既深，而輪轉莫停，一念之差，而變易無定，若果能頓絕一念，]不生，[漸

治積習，則變易可定，]可止，就是可以止息，[輪轉可停矣！要知眾生不離業

果，業果不離眾生，為成兩益，]成就兩種利益，所以，[故各言之。」合前眾

生相續，即是詳明真有為法。三業果相續竟，併前四正明生續竟。] 

 

最後[寅五、雙關結答。] 經文：「富樓那，如是三種，顛倒相續，皆是覺明，

明了知性，因了發相，從妄見生，山河大地，諸有為相，次第遷流，因此虛妄，

終而復始、」富樓那！如是三種，顛倒相續，皆是覺明，就是真覺而起妄明，

真覺而起妄明，「明」就是妄明。明了知性就是妄明的無明，起了妄明無明的

了知性，妄有了知之性，而這個了知性卻是無明，就這麼簡單，就是無明不覺

生三細。因了發相，因為妄有之性，就是無明不覺，妄明之無明，因了發相，

因為有無明的了知性發相，就妄見了，從妄見生，妄見就是麤惑，麤惑。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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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大地，從妄見生，而生出山河大地的麤境。從妄見生，這個就是細惑；山河

大地，這個就是麤境。從妄見生，細惑演變到麤惑，所以，從妄見生就變成了

麤惑，變成麤境，是從妄見生。細惑是三細，妄見就變成麤惑，那麼，山河大

地就是麤境。諸有為，有為就是生滅，次第遷流，因此虛妄，終而復始。 

 

[此文躡前三種相續，結答相續無別法，即續彼三種忽生；又躡前三種忽生，

結答忽生無別法，即生此三種相續，意乃雙關。但忽生中，先生虛空，次世界，]

５７０頁，[後眾生，未曾明言業果，乃合業果於眾生中，具足三種。相續中

明言世界、眾生、業果，未曾明言虛空，乃合虛空於世界中，亦全無缺漏也。

無論忽生相續，皆不出世界、眾生、業果三法。] 

 

[首二句牒上相續，次四句推究妄因。山河等五句，以明忽生相續之現行。佛

呼滿慈告言：如是前來所說，世界、眾生、業果三種相續，乃是顛倒之相，從

真起妄而有。故曰：「皆是覺明」。即於真覺而起妄明；明了知性：指妄明之

無明，了知性即妄有了知之性。]不是真知。[因此妄了之無明，]意思就是：

妄有了知性其實就是無明。[發生業轉現之三相，此明了知性二句，即無明不

覺生三細是也。]從妄見生，從細轉向麤。 

 

[從妄見生者：乃從細向麤，而成麤惑麤境，妄見即麤惑，山河下即麤境。生

字雙連上下，]如果[連上乃麤惑生，惑即事識見分；]事識見分不同於微細，

這對外境，外境的分別。[連下由惑生則境生。汝問山河大地，諸有為相，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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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發生？]就是由惑而生，次第遷流。[即由是而生也。次第遷流者：世界則成、

住、壞空，眾生則更相變易，業果則彼此酬償，亦皆因此虛妄，妄有相續，終

而復始，循環往復，無有止息。因此虛妄：此字乃指覺明明了知性，]覺上加

明，妄為明覺。此妄明了知之性，[意謂不獨三種忽生，]就是世界忽然生、眾

生忽然生、業果忽然生，就是[由是而生；即汝問云何次第遷流，終而復始，]

也是因為妄覺妄明。[亦因此虛妄，而得相續也。]所以，總歸一句就是那一句，

什麼？性覺必明，妄為明覺，總歸一句就是那一句，性覺必明，妄為明覺，就

是這一句。[初正答初問竟。楞嚴經講義第九卷終。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第二

冊終。] 

 

今天耽擱了大家一點時間，因為這個《楞嚴經》拖太久了，如果不定下一個段

落的話，就會一直延長，也不曉得何年何月何日才能講得完？所以，有時候，

有時候會稍微時間拉長一點點，師父對不起大家！但是，如果有一個進度，就

很好，很好！如果沒有進度，它就會一直停留，一直講題外的話也不行，所以，

設定一個進度。因為今天的文字很簡單，今天的文字、義理的發揮，除了三細

六麤比較困難一點，其他的這些地水火風的產生、世界相續、眾生相續、業果

相續，這個文字其實都不是很困難，要自己看其實也看得來，何況我們在《義

貫》裡面還有白話文，我們會再瀏覽一遍。所以，對義理深的，我們發揮；對

義理比較淺的、看得來的，就不需要用那麼長的時間，師父會斟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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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抱歉，耽擱大家時間，請合掌，願以此功德，消災在座諸位法師、諸位護

法居士大德，迴向本講堂消災點燈以及亡靈牌位拔度者，上報四重恩，下濟三

途苦，若有見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樂國。願生西方淨土中，

上品蓮花為父母，花開見佛悟無生，不退菩薩為伴侶。好！諸位請站起來，向

佛三問訊，一問訊，再問訊，三問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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