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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二十頌 

第四講 

最尊貴的淨蓮上師講解 

講於新加坡 Orchid Country Club 

2013 年 5 月 20 日 

 

  喇嘛！各位居士大德！晚上好！ 

  上課之前，先問各位一個問題：你們為什麼要修行？有沒有常常問自

己：為什麼要修行？為什麼修行？為什麼坐在這裡？ 

  曾幾何時，一個不小心就走進佛門，多少世以來尋尋覓覓，好像要找一

個答案，不管是生命中的答案，還是生死的答案。就是修行這一路走過來，

好像都在尋找什麼，尋尋覓覓，到底想要找什麼？除了希望佛菩薩加持，希

望自己一切事業順利、家庭美滿、子女孝順、身體健康、長壽，還有什麼？

以外，你還在找什麼？這個一定是要的嘛，對不對？富貴什麼都一定要的

啦！除了這個之外，你們到底在找什麼？什麼才是修行的重點？你找到了

嗎？ 

  也許有人已經有答案了，就是為什麼修行？我要開悟成佛啊！就這麼簡

單！我要成佛！為什麼學佛？因為要成佛，所以我才學佛，對不對？標準答

案！ 

  那要怎麼成佛呢？開悟才能成佛嘛，對不對？為什麼開悟就能夠成佛

呢？到底什麼是開悟？見到了自己的真心本性嘛，對不對？見到了自己的真

心，自己的本性，才知道我的真心本性本來就是佛！這時候就成了佛了！ 

  所以成佛不是本來不是佛，現在就成了，本來沒有，現在有一個，叫做

成了嘛，不是，是它一直都在，它本來就是。本來我們的真心本性就是佛性，

一切眾生本來是佛！所以我們修行，其實就在找這個，找我們的真心本性，

這個才是修行的重點。 

  那為什麼找自己的真心本性這麼重要呢？因為它是一切的源頭，一切都

是從這邊開始出發的，一切法都是從這裡出生的，所以一定要找到一切法的

源頭，你才知道一切的宇宙萬有也好，一切的身心世界也好，都是從這裡幻

化出來的，就是所謂的「唯心所現，唯識所變」。本來是真心的，一念無明

就有了八識，再從八識變現出一切的身心世界，這個是我們念完「八識規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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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就很清楚的事情了。 

  但是念完了，你有做到嗎？你有實證到嗎？或者是，你有真正的體悟到

一切的身心世界，是你自己所變現出來的嗎？它是如夢幻泡影，它是幻化的

嗎？你有這個體悟嗎？ 

  所以我們修行一定是先找到了這個源頭，才知道一切都是從這裡幻化出

來的。那至於幻化出來的身心世界，你就不要太在意了，對不對？因為它是

我們心識所變現的，它是假有的，是虛妄的，是如幻的，可是，我們卻是這

麼真實的活在我們的身心世界裡面。我們沒有那個覺醒，或者自覺說這個身

心世界是我自己變現出來的，因為一切看起來就是這麼真實，對不對？外在

環境這麼的真實，所以外在的環境好不好，影響我的心呀！所以我要讓我的

心比較順暢，那就是改變環境啊，是不是？住得不好就搬家嘛！再遠一點就

移民呀！可是，這樣可以改變你外在的環境嗎？還是很多人移民之後回來

嘛，表示移民不能夠解決問題，對不對？ 

  所以，我們對外在環境不滿的時候，我們會想到說它是我們心識所變現

的嗎？既然是我們心識所變現出來的外在環境，那我們去改變外在環境有用

嗎？它是我們心識所變現出來的，那我們想盡了辦法、費盡了工夫，改造外

在的環境，能夠改造成功嗎？如果我們的心識沒有改變的話。我們心識變現

出了外在的環境，我們心識沒有改變，它永遠變現的就是那個環境，對不對？

那你想盡辦法想要改變你居住的環境，有用嗎？ 

  同樣的，我們的身體，這個業報身也是業力的展現，也是心識的變現，

我們念過「阿賴耶識」就知道，阿賴耶識的功能是什麼？受熏、持種、根、

身、器，對不對？一切「受熏」，我們發完脾氣，熏到哪裡去了？不是發完

脾氣就沒有了嘛，就是熏回去自己的八識田，成為瞋恚的習氣的種子；然後

這個種子歷劫以來，不管你輪迴多久，這個種子都是一直保持不會壞失；然

後「根、身、器」，就是內在的根身、外在的器世間，都是你第八阿賴耶識

種子生起現行，所現出的身心世界。 

  受熏、持種、根、身、器，就是第八阿賴耶識它的功能，所以外在環境，

這個器世間，是我們八識所變現的，你什麼種子，你就現起什麼樣的世界來，

對不對？ 

  那內而根身，我們這個根身、業報身也是啊！也是我們心識所變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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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身體健康不健康、長壽不長壽，生什麼病，是要看醫生、吃保健食

品就可以解決的嗎？這個還是很重要，因為生病還是要看醫生，平常還是要

保養自己的身體，這個也都很重要，這個屬於「增上緣」。 

  但是，還有一個「親因緣」更重要！那個就是我們的種子，我們過去所

熏的種子熏到八識，你根身的種子是什麼樣的種子，是你過去自己熏進去

的，所以這一世所展現出來的你的這個色身，它的情況，好壞的情況，是我

們自己心識所變現的。靠外在的醫藥或保養食品、或醫生的話，它是增上緣，

可是我們自己的種子是叫做親因緣，它才是最主要的。 

  所以我們只是講究怎麼樣養生，從飲食，一定要早睡早起，然後就是一

定要運動，然後吃哪些保健食品，應該要做的都做了，這樣子你的這個部分

就完成了嗎？你的根身這個部分，這樣子做就足夠了嗎？我們知道它也不是

從根本下手。 

  所以生病，譬如去開個刀，然後老是開不好，然後就怪說醫生的錯，醫

生沒有把我開好，這樣對嗎？醫生也是增上緣，懂嗎？可是如果你心識沒有

那個病的業因，去現起你現在生病的這個，這個種子去生起你現在生病的這

個現行的話，你應該不會生這個病，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生病應該是往哪邊去找原因？因為你會生什麼病，也是你心識所

變現的五臟六腑生出來的病。所以真正的病因在哪裡？在你的心識的那些業

力的種子，不在外在，對不對？所以你想要真正的健康長壽、不生病，要怎

麼下手？從你心識下手對不對？你把你心識的這些種子都清淨了，它所變現

出來的業報身應該是都沒問題了，不需要保養應該也是健康長壽，對不對？

這才是從根本下手。 

  那同樣的，我們的眷屬和不和睦，夫妻常常吵架，就你怪我、我怪你，

怪來怪去，你怎麼會感得這樣的眷屬，包含感得你的父母，還有感得你的子

女，為什麼會成為一家人？有共業嘛！對不對？然後這一切外在眷屬，也是

你心識變現的。所以，夫妻吵架的時候怪誰？那是你心識所變現的來折磨你

的冤家，是怪對方老是跟你過不去嗎？它是你心識所變現的，你這個時候有

想到嗎？小孩不聽話的時候，你有想到這是你心識所變現的嗎？父母長年臥

病在床，你照顧到都快要失去耐心的時候，你有想到這個是你心識所變現的

嗎？一切的不順心，逆境現前的時候，你有想到那個是你過去惡業的種子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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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現行來了嗎？變現種種的境界來折磨你嗎？還是一切境界都是真實存在

的？我的父母真實存在，我的夫妻、對象、眷屬是真實存在，我的子女是真

實存在的？ 

  所以，八識規矩頌我們雖然念完了，但是你是不是真的在日常生活當中

去實踐它了呢？每天的境界現前，你是不是都想到它是我心識所變現的呢？

我心識如果沒有這樣的種子，我變現的應該是不同的身心世界，對不對？所

有的身心世界都是我自己心識所變現出來的。 

  不是有一個故事嗎？這故事很長，但是我們講重點就好了，大家一聽就

懂。不是有一個人到閻羅王面前去跟他 complain 說：你為什麼那麼殘忍！

設下這種種的，譬如說十八層地獄的話，當然是不只啦，你們念過那個「思

惟三惡趣苦」那個地獄苦就知道，那個地獄真的是很多的內容，然後不同的

折磨。所以這個人就去抱怨說：閻羅王！你不應該那麼殘忍！然後設這麼多

酷刑，又是上刀山又是下油鍋，然後百般的折磨這個地獄的眾生，你實在是

太不慈悲了！你應該要把它改得不要這麼血淋淋的，然後折磨到讓那個地獄

眾生都痛苦萬分，然後在那邊哀嚎什麼的。 

  那閻羅王二話不說，就說：來來來！我帶你去看，看地獄景象！我帶你

去啊！你所謂的上刀山下油鍋是怎麼回事，我帶你去看，走走走！然後說這

邊就是上刀山的地方。結果一看，沒有啊！什麼都沒看見！再走走走，說：

這就是下油鍋的地方，也什麼都沒看見。 

  什麼意思？你沒有那個業，你看不見啊！因為那個是地獄的眾生自己心

識所變現的地獄境界，它變現出種種的境界，然後再折磨自己，跟閻羅王沒

有關係，閻羅王是冤枉的，那個不是他設的啊！是我們什麼樣的罪業的種

子，變現出種種不同的地獄景象，然後來折磨自己，一切的身心世界都是自

己心識所變現的。 

  我們聽完這個故事就恍然大悟，你沒有那個業，根本就現不出那個景象

來，懂嗎？變現不出那個身心世界來，你沒有那個業報的種子就現不出來。

所以，你在哪裡，你的心識就變現當下的身心世界，每一個身心世界都是你

自己創造出來的。你的心如果是染污的，你就創造出穢土，你的心是清淨的，

你就創造出淨土，對不對？所以每一個當下，你是什麼心念，你就處在什麼

樣的身心世界。所以一切唯心，萬法唯識，一切唯心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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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明白這個道理非常重要，雖然理論我們講完，但是我們都做不到

啊！因為我們還會 complain，我的環境我不滿意，我就是想辦法去改變，對

不對？我的身體健康不順利，我有三高，還是什麼的，我想辦法去改變囉，

我的眷屬不和睦，我也想辦法改變囉。可是我們剛剛講了，你想盡了辦法改

變，效果好嗎？如果你不從自己的心識下手的話，它的改變是非常有限的，

只能說是增上緣，非常有限的，為什麼？因為它是你心識所變現的，你的心

識沒有變，你還是脾氣很壞，你想要每個人都對你笑瞇瞇的，是不可能的。 

  所有的惡境界都是你瞋心的習氣所現的，然後來折磨你的，懂嗎？沒有

真正的冤親債主啦，只有自己的業力啦，一切的冤親債主也是業力變現來折

磨你的，折磨你就是讓你受報。那折磨完了，受報完了，你的業就清淨了。

所以自己變現冤親債主，然後折磨自己，讓自己受報，然後清淨你的業障，

就這樣子。順境也是一樣，愛你的人、關心你的人，好朋友、好親戚、好子

女，好父母都一樣呀！是你善業所顯現的，然後受報嘛。 

  那我們就只要善業、不要惡業，那就看你，如果你過去造的都是善業，

那當然一切身心世界都是善的，你就活在淨土當中。可是，你過去你的心識

裡面有惡業，那請問它什麼時候報啊？它顯現出來你又不滿意，然後又不能

接受，又想怎麼辦，去報復它、去怎麼改善它，那它什麼時候報？如果你可

以接受、明白這個道理，歡喜受，都是自己心識所變現的，誰叫你過去自己

造惡業，那現在顯現的種種境界怎麼樣？讓你消業障啊！業障消完，你的心

順了，種子清淨了，你要再變現出惡境界也沒有了，因為惡業種子清淨了，

這樣明白嗎？這個才是從根本下手，這個才是修行的重點。我們就不會妄功

用，或者是白費力氣，費盡苦心想要改變我們的身心世界，那個是徒勞無功

的，效果很小啦，不是說沒有，因為你只是在改變你的增上緣，但是你的親

因緣沒有改變。 

  所以，我們從今以後不要再做這種傻事了，就是你自己變現出的身心世

界，你企圖去改變那個身心世界，白費力氣，沒有效果！你還是改變你的心

識才對，對不對？把你的業識，那個不好的都給它清淨清淨，你所變現的就

是清淨的身心世界了，這個才是從根本下手嘛，是不是？所以從現在開始都

可以忍受了啦！子女不聽話可以忍受，夫妻吵架可以忍受，都自己心識的變

現，OK 啦！活該啦！自己過去的惡業成熟了，現在果報現前了嘛，就給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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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一消就好了啦，也沒事。消完就沒有啦！你種子清淨了，它就不會再有了

嘛。 

  可是我們不明白這個道理，然後不能夠接受這個現實，然後還要互相折

磨，那就沒完沒了了，對不對？因為本來果報現前，你消完、你清淨完就沒

事了，可是你又不甘願、又不甘心，然後又發脾氣，然後又再繼續造新的，

舊的還沒報完，又再加上新的，然後你又不從你的心識下手，改變你的那個

瞋心的習氣，它還會繼續顯現不同的惡境界，然後來折磨你，然後你的瞋心

就越來越強、越來越強嘛，對不對？所以不明白道理的話，它就其實是想要

解決問題是比較難，因為你的心識沒有改變的話，那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的

有限。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研究唯識，就是一定要先明白這個道理，然後才知道

修行的重點在哪裡，不然你一直說我又念佛、我又持咒，也參禪、又打坐，

這些都是修行的方法，我還吃素，我甚至出家了！可是我如果不從心下手的

話，我只是注重一些修行的形式，那剛剛講的那些只是修行的方法，但是能

夠達到明心見性、開悟，見到我們真心本性的目的嗎？ 

  如果你還是在心外求法，然後去忙那些已經自己變現出來的境界，然後

又再忙著要改變那些境界的話，那你怎麼修行也不會有什麼效果，也見不到

自己的真心本性，因為你在自己所變現的身心世界裡面用功，懂嗎？沒有返

本還原，回到你的真心本性當中去明心見性。你做的修行，不管你是做什麼

樣的功課，如果達不到這樣的目的的話，你也是白費力氣，修了一輩子也不

會有什麼結果，因為你在自己幻化出來的那個世界裡面用功，沒有回到你的

真心本性來嘛。所以，我們今天既然想要好好地學佛修行，就一定要知道修

行的重點在哪裡，就是從心下手。 

  明白了這個道理，請問你要往生到哪裡去？有些是要到西方的，東方也

不錯啊，為什麼一定要去西方？我要到阿彌陀佛那邊，彌勒淨土也不錯啊，

不是只有彌陀淨土，雖然差一個字，彌勒跟彌陀差一個字，但是差很多，對

有些人來說。那明白這個道理，你想要往生到哪裡也都沒有問題了，對不對？

對不對？因為你要去的西方也是唯心淨土，自性彌陀，你的真心本性就是自

性的阿彌陀佛，你要去找什麼阿彌陀佛，對不對？也是唯心所現的，唯心淨

土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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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才說身心世界都是你自己創造的，我們的心跟阿彌陀佛同心同

德，你就創造出了西方極樂世界嘛！共業所成，你跟阿彌陀佛的共業共同成

就的西方極樂世界，也是你自己心識所變現的啊，有沒有？只是你們是同心

同德，所以同時顯現西方極樂世界。其他的淨土也都是同理可證，所以從心

下手，你想要往生到哪裡都沒有問題，因為心能夠現起一切的世界，不管是

什麼淨土你都去得了，是不是這樣子？你只要跟那個淨土同心同德，你當下

就現起那個淨土了嘛。你要現在現可不可以？也不反對啊，O.K.啊！所以要

往生到哪裡並沒有什麼困難，是不是？所以修行找到這個源頭很重要，才不

會盲修瞎練、白費力氣。 

  所以，禪宗才會說「不見本性，修法無益」。你沒有見到你的真心本性

之前，你修任何的法沒有什麼利益，沒有什麼益處，為什麼？就是盲修瞎練，

你會心外求法，然後在外面的，就是我們剛才講的身心世界的改造做了很多

的工夫，想要改造自己的身心，因為他沒有見性，所以他不知道他的身心也

是自己心識所變現出來的，他只是猛要改造自己變現出來的那個身心世界而

已，所以這樣用功就是白費力氣。所以沒有見到我們的真心本性之前，還真

正的很難用功。 

  禪宗有一句話，就是「悟後起修」，你開悟之後才是真正的修行，之前

都不算數的，就是盲修瞎練，效果不好，白費力氣，妄功用行，又達不到明

心見性的效果。所以也不是說那些修行的方法就不重要，所有修行的方法都

很重要，只是你有沒有把握重點，所有修行的方法都是希望幫助你見性的，

可是你心外求法，然後很精進地用功，也達不到這樣的目標，所以就是心才

是修行的重點，要不然聽起來好像都是否認那些，好像那些都不重要，那個

你又落在空邊了嘛，然後你很執著每一種修行的法門，你又落在有邊了嘛。

所以你要很不執著地，然後把握重點，心是重點，然後怎樣？修學任何的一

個法門，很快速就成就了，這個才是重點。 

  好，相信大家都聽明白了，現在就是什麼境界都不怕，對不對？都是自

己心識所變現的嘛，要不要費心去改造？不用！逆來順受，歡喜受，這樣就

解決了。然後從哪裡下手？從自己的心識下手做工夫就對了，看看還有哪些

習氣，貪瞋癡哪一個比較重，對不對？還有哪些煩惱，哪些習氣，自己要修

養自己的那個……，自己的那些過去自己熏進來的這些煩惱、業力、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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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要去做一些調整的工夫。所以境界來的話，我就自己先調心，把我的心

調好，外面也就順了，為什麼？外在境界隨著我的心識轉，我的心識轉了，

外在的境界也轉了，這個才是從根本下手。不是從外在看怎麼樣去改造，那

個沒有用，因為你的心沒有改變，這樣懂嗎？ 

  所以我們從頭到尾才會說修行就是一個人的事情，就是你的心的事情，

你把你的心擺平了，所有的身心世界都擺平了嘛，我們的自性現前，然後就

成佛啦！本來就是佛，那現在可以現前，為什麼？因為我們的心已經調整

到、恢復到我們的真心本性，我們原來的佛性現前，就是佛了！那還有沒有

什麼問題？對佛來講有沒有問題？沒有問題嘛！佛居住的是什麼？淨土

啊！身心世界都是清淨的，有沒有問題？沒有問題啊！ 

  所以修行不是要改造別人，是要改造自己的心，所以永遠不要從外面去

找原因，到外面去找原因，都是你的錯！你不孝順！你不聽話！你跟我唱反

調！都不是喔！都是自己心識所變現的，我們剛才講，現在應該很清楚了。

一切的惡境界都是你自己過去惡業所顯現的，現在來什麼？種子生現行嘛！

要不然你要什麼時候報？我們剛才問了，你過去惡業要什麼時候報，就是這

個時候報啊，不然你要什麼時候報，它不會自己就……噢！我過去造的惡

業，它自己就清淨了，沒有，你一定要受報才會清淨啊。什麼時候受報？就

變現種種的境界來折磨你，就受報了嘛，越苦報得越快，所以就越高興，這

樣應該是有堪忍性了。 

  病得越重，我越高興，應該是這樣嘛，而不是怪醫生不好啦，護士態度

不好，又是什麼，這個醫院怎麼樣，那個怎麼樣，不是喔！不是喔！搞錯重

點囉！改變自己的心識下手才是重點，因為我們很快就往外面去找原因了

啦，習慣從外面找原因、找答案，其實所有的原因、答案都在自己的心識。

你無量劫以來熏了多少的東西在你的八識田的種子，身心世界的種子，它現

在不斷不斷地現行，種子生現行，遇到外緣它就出來啦，遇到外緣就出來啦。

今天一切很順──善業成熟了，不順──惡業成熟了，都是因緣果報的展

現，沒有一樣不是，除非你不相信因果。相信因果，就是你沒有造的不會報

在我身上嘛，所以報的時候我一定心甘情願，我怎麼會 complain 呢？我自己

造，自作自受嘛，對不對？ 

  所以學佛要講到說真的深信因果真的很難，看你有沒有做到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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嘛，你境界來的時候你做不到，你就是不相信因果，哪一樣事情不是自己做

出來的？那你為什麼不能接受呢？為什麼到外面去找答案呢？還不是沒有

相信因果嘛，對不對？相信因果的人不管什麼境界來，就是都是自己的問題

嘛，哪裡是別人的問題呢？那才是相信因果嘛！自報自受，趕快消完就沒有

啦，很好啊，趕快來啊，對不對？因為一切要清淨才能成就嘛，那是不是要

趕快？趕快報，趕快報，快快報，報完我的業識清淨了，我就是現淨土了，

身心世界都清淨了。 

  所以自己過去造的業，現在又不甘願要受，想盡辦法躲啊、閃啊、避啊，

對不對？那請問你那些要什麼時候報？不報完的話，你很難成就耶！因為你

一修行障礙就來，一修行障礙就來，請問你怎麼成就？所以是不是要越快越

好？趕快消、趕快報、趕快還、趕快了，就成就啦！怕什麼？結果我們都是

怕受報。 

  過去殺生，現在不要生病，哪有這麼好的事情！殺生的果報就是短命，

誰叫你斷人家的命，當然自己的命就要減一點，這是很公平的事情啊！所以

沒有一件事情不是果報的展現，你如果真的相信因果，你就是心平氣和的接

受了嘛，沒有什麼討價還價的空間，也沒有什麼好商量的，就很甘願受就對

了嘛，都是自己造的，沒有造不會報在自己的身上。 

  造了以後也別想躲，就一定要受報，不然因果（就不是）不爽，是不是

這樣子？那既然要報就早一點報，對不對？就好像欠債，當然是早一點還債

比較好，誰喜歡過著欠債的日子？這個欠情債、那個欠命債，這樣活得也不

順暢，乾脆趕快還。 

  所以就一定要做到心甘情願，才是真正相信因果，然後這個時候才是真

正用功，沒有用錯了地方，從自己的心識下手用功才是修行的重點。 

  好，那這幾個晚上要討論的，其實就是獄卒的問題，獄卒知道嗎？地獄

裡面的那些獄卒，就是來折磨那些地獄眾生的。所以它討論的重點就是有兩

個重點：第一個重點就是說，這些獄卒是真實的有情？還是不是真實的有

情？ 

  然後第二個問題是：它是屬於哪一道的眾生？它是屬於地獄的？還是不

是屬於地獄的眾生？這是大前提，是說它是真實的有情，有情眾生，它是真

實的有情眾生的話，那它到底是屬於哪一道？雖然它目前好像是在地獄道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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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對？地獄的獄卒，可是地獄的獄卒，我們看它有鐵狗、鐵烏鴉，那個叫做

刺劍林，你們都念過「思惟三惡趣苦」的地獄的苦，各種地獄。那有一個刺

劍林，就是後面那個鐵狗一直追一直追，那個地獄的眾生就一直跑一直跑，

看到前面有樹的話就往上爬，一爬那個刺就往下刺，他往上爬的時候，那個

刺就往下刺，刺得他遍體鱗傷，然後他往下爬的時候刺又往上，所以他往上

爬也刺得遍體鱗傷，往下爬也是刺得遍體鱗傷。那這個追他的鐵狗，它是狗

啊，狗不是應該屬於畜生道，對不對？所以就有人討論說它是畜生道，然後

生到地獄去折磨這些地獄的眾生的。 

  還有一種烏鴉，一種鐵之烏，就是鐵的好像烏鴉的鳥，它專門吃眼睛、

心，還有肝，所以那些地獄的眾生，就是眼睛被鐵烏鴉這樣子啄，就這樣子

把他眼睛就吃掉了，把他的心吃掉了，肝吃掉了。請問這個鐵鳥，它不是也

是屬於畜生道的嗎？它怎麼會生在地獄當中呢？還有所謂的牛頭馬面，對不

對？好像應該是屬於畜生道的。 

  這個就是要討論這些墮地獄的，包含獄卒，還有這些鳥、狗，它到底是

屬於哪一道的？它是真正的屬於地獄道嗎？像這些獄卒的話，就是專門去逼

害或者是逼惱這些地獄的眾生的，有沒有？就像那個號叫地獄、火燒地獄，

這些獄卒就會把這些地獄的眾生趕趕趕，趕到一個大房間，然後全部都趕到

那個房間裡面之後，瞬間起火，然後開始燒，裡面就：啊！就開始叫、號叫，

所以有號叫地獄，然後有大號叫地獄，裡面鬼哭神號，叫得很淒慘。 

  請問這個趕這些地獄眾生的獄卒，它是真實存在的嗎？然後它是屬於地

獄所攝的眾生嗎？你們認為這些獄卒是哪裡來的？剛才聽完了前面半段，獄

卒是從哪裡來的？獄卒是真實的獄卒嗎？它是真實存在的嗎？不是？那這

些獄卒是哪邊來的？心識所變現的？Yeah！Bingo！答對了！對啊！ 

  這些獄卒就是地獄的眾生過去的罪業所變現的，就是我們剛才講的，你

的瞋恚心，然後就變現出那個境界，然後來折磨你，現在也是一樣。地獄的

眾生過去的那個惡業，變現出種種的獄卒，然後來逼惱他。所以這個獄卒也

不是真實存在的，是地獄眾生心識所變現出來的。不然你說他過去造的這麼

多地獄的惡業，什麼時候成熟？就是要這樣折磨才受報，才能夠清淨嘛！才

能夠成熟嘛，對不對？ 

  所以一切的地獄景象，也是眾生自己心識所變現的，我們沒有造地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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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看得到看不到地獄？看不到地獄呀！我們沒有那個業啊！所以生在同樣

的地獄，看到同樣的地獄景象，那個就是共業。這些地獄的眾生有相同的共

業，所以變現出相同地獄的景象，相同的獄卒，相同的鐵鳥、鐵狗，全部都

是自己罪業所變現出來的景象，它都不是真實存在的，包含地獄的景象都不

是真實存在的。 

  所以，就有不同的部派討論這個問題，第一個討論的就是，這個獄卒是

真實的嗎？如果是真實的，它是屬於地獄道所攝的，還是其他的畜生道，還

有那些獄卒，是不是鬼道的眾生去幻化到地獄，然後去折磨這些地獄的眾

生？然後這個獄卒本身，它是不是屬於地獄？如果它是屬於地獄的話，它應

該跟地獄的眾生一樣有共業，對不對？它應該會受苦。可是這些獄卒有沒有

受地獄的苦？沒有啊！它去逼害這些地獄的眾生，那你說它是不是屬於地

獄？如果同屬於地獄，應該是相同有地獄的業，應該互相逼害，而不是我來

逼害你，然後你看到我就很害怕，地獄眾生看到獄卒就很害怕，可見它的業

不同嘛，對不對？所以這些獄卒是不是屬於地獄的眾生呢？聽起來又好像不

是。 

  所以從明晚開始我們討論，它就是有不同的，所謂的大眾部、正量部，

他們是主張地獄的有情眾生是真實存在的，然後唯識學家怎麼樣反駁。 

  然後第二個──說一切有部，他主張地獄的眾生不是真實存在的，但是

那些獄卒是怎麼化現的呢？是這些地獄的眾生心識之外，地獄眾生因為過去

所造的這些惡業，這些惡業的力量去幻化出這些獄卒，但是它又在心識之外

去幻化的，不是唯識──自己心識所變現的，不是，心識之外再去幻化出不

同的地、水、火、風，然後幻化出各種的不同的獄卒，還有鐵鳥、鐵狗。這

是第二種說法，就是說一切有部他們的說法，是罪業所變的，但是不是自己

心識，是心識之外再變現出這些不同的地、水、火、風所構成的這些獄卒等

等，還有這些鐵鳥鐵狗之類的。 

  第三派叫做經量部，他們也不承認這些獄卒是真實存在的，他也說是過

去惡業業力所熏成種子，是業力的顯現，過去的惡業熏成種子，然後現在種

子生起現行。這樣好像聽起來很像唯識的說法，對不對？過去的惡業熏成種

子，種子變現出這些獄卒、鐵狗、鐵鳥等等。 

  可是它跟唯識最大的不同是什麼？這些種子熏到哪裡去了？因為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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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講過小乘他是只講到前五識、第六識，第七識、第八識，他是不承認有

第七識、第八識。那唯識是說這些惡業的種子熏到第八識了，受熏、持種，

對不對？可是經量部的，他說是有一部分熏到了色根，有一部分熏到了心

識，就是識種。我們之後會詳細講，我今天只是講一個大綱，就是明後兩晚

我們到底要講些什麼內容。 

  所以它跟唯識最大的不同，就是它這些種子是熏到哪裡去了？它既然沒

有第八識，那熏到哪裡去？那欲界跟色界，它就可以熏到色根，因為色根比

較穩定，欲界跟色界都有這個色身，所以我就熏到色根，我那個種子就可以

熏到那裡，藏在那裡。 

  可是無色界怎麼辦？無色界沒有色根，無色界的眾生沒有色身，那我熏

到哪裡去？我就熏到識種裡面去。那個「識」就是心識，前念後念相續，前

念識跟後念識是相續的，那這個識種是相同的，所以我可以受熏，我的種子

就熏到我那個識種裡面去。雖然它是前念後念相續相續的，可是它可以持

種，所以它的說法是這樣子。所以它就是所謂的色心互持種子，這些種子熏

到哪裡去呢？有些是熏到色根，有些是熏到識種，所以它是色跟心可以互相

持這個種子，這個就是經量部它的說法。 

  那當然是唯識他們講的是最圓滿的，一切都是自己心識所變現的，那為

什麼心識能夠變現這些種種的地獄的境界呢？包含了獄卒，還有這些鐵鳥、

鐵狗，這所有的內容都是過去所造地獄的惡業熏成種子，這個種子含藏在第

八識，那現在這個種子成熟了，所以就變現出了種種地獄的景象，這個才是

最正確的。 

  所以從明晚開始，我們就看唯識學家怎麼樣破，從大眾部、正量部、說

一切有部，還有經量部，他們種種的說法，有一些辯論，那我們就明晚開始

介紹，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 

  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