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次第广论 

中士道 10（十二缘起○1 ）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介绍「十二缘起」。帮助发起希望解脱的心量有两种方法：第

一种，是由思惟苦谛和集谛的内容，这个部分我们已经介绍过了。今天介

绍第二种方法，就是思惟十二缘起的道理。 
  什么是十二缘起呢？大家都很熟悉，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明色、

六入、处、受、爱、取、有、生、老死，它是环环相扣的，一环接着一环，

一个缘一个，构成了轮回的锁链，把我们紧紧锁在生死当中不得解脱。所

以，如果想要从轮回当中解脱，就要先了解它们是怎么形成轮回的，才能

够进一步的知道如何解脱。因此，我们首先要说明的是「十二缘起」的内

容，就知道它是怎么形成轮回，你想要解脱轮回，就知道用什么方法。 
  所以，什么是十二因缘呢？ 
  十二缘起的第一支，是「无明」。什么是「无明」呢？不明白事实的真

相，叫做「无明」。什么才是事实的真相呢？一切法本来无我，是事实的真

相。一切法，就是因缘所生法，指的不是无为法，是有为法，一切有为法，

它都是因缘所生的，只要是因缘所生的，就没有它的自性，因为因缘生、

因缘灭，所以没有它自己的自性，所以说是无我的、无法的，无我也无法。

可是我们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没有见到事实的真相，就会以为有我、有

法，而起了所谓的我执跟法执。这个「我」并不是真实存在的，因为它是

因缘所生，不管你是分析五蕴的内容、还是四大的内容，或者是三十二分、

或者是三十六分，不管你分成几个部分去分析它，你的身心的内容都是因

缘所生，只要因缘所生，就没有它的自性，因此说是「无我」的。五蕴，

就是色、受、想、行、识，这个色蕴不是「我」，是由四大的假合，四大也

是因缘所生；受蕴不是我，不管你生起什么感受，生起它马上就消失了，

一下苦受、一下乐受、一下舍受，所以它是会改变的；我们的想蕴也是，

一个妄念接一个妄念，它也是生灭的，我们不可能生起一个念头，然后它

就停在那里，不会消失，生起马上就消失、生起马上就消失，只要是生灭

无常的，它就是无我的，色、受、想、行、识都一样，都是生灭、无常的。

所以分析的结果，就是身心不是「我」，五蕴不是「我」，因为都是因缘所

生，这是事实的真相，一切有为法都是因缘所生，都是无常、生灭的，因

为是无常、生灭，所以是无我的。起了我执，会有什么过失呢？本来没有

「我」的，我们以为有「我」，以为有「我」之后会有什么过失呢？起了我

执，就会为「我」生起贪、瞋、痴、慢、疑……等等的烦恼，如果一切法

无我，你明白了，你的念念都是无我的，没有「我」这个念头的话，不会

执着有「我」的真实存在的话，你是不可能生烦恼的，因为没有一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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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贪，没有一个「我」要瞋，所以一旦起了我执之后，贪瞋痴慢疑，一切

的烦恼，根本烦恼、随烦恼就跟着这个「我执」而生起了，因为我喜欢就

生贪，我不喜欢就生瞋，没有特别喜不喜欢就是愚痴的状态，「我」很了不

起，就是慢；「我」怀疑不信，就是疑，贪瞋痴慢疑都是因为以为有「我」

才生起的，一切的烦恼也是由「我」来的。一旦有了烦恼就会造业，生烦

恼就造业，造了业，因为业力就会轮回，所以「我执」是轮回的根本。但

是为什么会起我执呢？刚才讲了，因为无明才以为有「我」，不明白无明的

道理，才会以为有「我」，是因为无明，因此无明才是造成轮回真正的原因，

这就是十二缘起的第一支，「无明」，轮回就是这样开始的，一念无明开始

的。所以，推动轮回第一个缘起是「无明」。 
  有了无明，就会生起我执，生起我执，就会有烦恼，有了烦恼，就会

造业，所以推动轮回的第二个缘起是「行」。行，就是造业，有烦恼就会造

业，造作恶业就堕三恶道，造作善业就生三善道，所以是业力让我们轮回

六道，善业生三善道，恶业生三恶道，但是不论是善业还是恶业，都是我

们自己造的。这些曾经造的善、恶业，都到那里去了呢？我们曾经造的善、

恶业都到那里去了？到那里去了？如果造完业就没有的话，那将来就不会

受报，因为造完就没有了，可是它到底到那里去了？我们说善有善报，我

们曾经造的那个善、恶业到那里去了呢？它一定有嘛，但是不知道藏到那

里去了，它如果没有的话，造完就没有了，我们也不可能将来会受报，所

以它一定是藏到那里去了，它就藏在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当中，它不会消

失的，都藏到第八阿赖耶识去了，一旦造了业，就含藏在第八识，成为业

力的种子，等到因缘成熟，它就感果，善业的种子生善果，恶业的种子生

恶果，所以我们的第八识已经含藏了无量劫以来各种善、恶业的种子。这

些种子等到我们中阴身的时候，要投生的时候，这些业力的种子就会引导

我们去受生，善业的种子引生善道，恶业的种子引生恶道，这就是所谓的

「引业」，引导我们去投生的业，引生善道或者是恶道的这个业，我们称为

引业，所以中阴身会带着我们过去这个业力种子去投胎。在没有受生之前，

这个含藏无量业力种子的第八识，我们称为「因位识」，它只是含藏而已，

我们造了业，这个业就含藏到第八识成为未来业力的种子，造完就含藏在

第八识，没有感果之前它都在因位识；那在受生之后，就是引业引导我们

去受生、去投胎，看是善道还是恶道，在受生之后，这个第八识我们就称

为「果位识」，因为已经有了结果，是生善道还是生恶道，已经有了结果，

这时候业力的种子感果了，这个时候的第八识，我们就称为果位识，所以

十二缘起的第三支——「识」，它包含了因位识和果位识。在种子位的时候

是因位识，一旦受生就变成了果位识（这个识，指的是第八阿赖耶识，看

它是在因位、还是在果位）。 
  有了果位识，就由果位识中的种子生出五蕴身心，所以，十二缘起的

第四支，是「名色」。名色，就是五蕴身心，我们知道五蕴就是色、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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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识，这个色蕴，就是现在讲的「名色」的色，就是指色蕴；还有受、

想、行、识，它是属于心法。受、想、行、识是属于「名」，色蕴是属于「色」，

所以五蕴身心，就是十二缘起的第四支——「名色」的内容，就是指我们

的五蕴身心，色蕴跟受、想、行、识这四蕴。色蕴是色法，受、想、行、

识是心法，构成了我们五蕴身心。 
  有了五蕴身心，就生出六根，也就是所谓的「六处」，或者称为「六入」。

所以，十二缘起的第五支，是「六处」。六处，就是眼、耳、鼻、舌、身、

意这六根，我们称为六处或六入，进入的入。 
  有了六根，在面对六尘境界的时候，就会生起六识的作用，这就是「触」。

所以，十二缘起的第六支，是「触」。触，就是六根在面对六境产生六识的

作用。触，就是接触的意思，我眼根看到色尘，眼根看到色尘就接触；耳

根听到声尘，耳根接触到声尘，所以我听到了；眼睛看到色尘的那个当下

就是接触了，你的眼根跟色尘接触了，所以它才称为「触」。眼、耳、鼻、

舌、身、意，接触色、声、香、味、触、法，六根面对六境，这个接触，

就称为「触」。我们在看的当下，如果第六意识没有加进去的话，就是眼根

接触色尘，没有什么，后面就没有了，可是一般我们看了以后，就会马上

生分别，对不对？这就是说你的第六意识加进去了，你的第六意识在接触

的那个当下马上生分别，所以你的眼根接触色尘的时候，第六意识加入了

分别，你马上就知道你看到了什么；耳根接触声尘，加上第六意识的分别，

你就知道你听到了什么音声；鼻呢？就是嗅到了什么香气、或者是什么气

味；舌根，就是尝到什么味道；还有身体种种的身触、感觉，身体种种的

感觉，是属于触尘；第六意识，相对的是法尘境界。 
  所以，「触」接下来就是「受」。触、受是怎么生起的呢？就是根、境、

识三缘和合而生起的，六根面对六尘境界，加上六识的分别，因此就产生

触、受。所以，十二缘起的第六支，是「触」；十二缘起的第七支，是「受」。

因为我们在根、境、识三缘和合而生「触」之后，就有喜欢、不喜欢、没

有特别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三种受，第六意识分别了之后，你知道你看到了

什么，马上就有喜欢、不喜欢出来，这就是受，它由根、境、识三缘和合

而生触、受，接触了之后，第六意识分别，马上那个感受就生起了，一般

感受就是有所谓的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我们称为舍受），这就是缘起

的第七支——「受」。对于喜欢的就生起乐受，不喜欢的就生起苦受，没有

特别喜欢不喜欢就是舍受。 
  对于这三种感受，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喜欢的就生贪，就耽着难舍，

不想远离，所以这个时候就产生所谓的「不离爱」，不想远离的，我们称为

「不离爱」；对于苦受，我就希望赶快把它丢掉，对不对？所以对于苦受就

想赶快离开、赶快远离、赶快逃离，这个时候就产生「乖离爱」。这就是十

二缘起的第八支，就是「爱」。这个「爱」，就是「不离爱」跟「乖离爱」，

最主要是这两种，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爱」，不只是对顺境、乐受所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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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离爱，还包括了对逆境、苦受所产生的乖离爱。喜欢的，就希望永远

不要分开，那个是不离爱，跟贪相应的；不喜欢的，生瞋，希望赶快远离，

这两种爱都是十二缘起第八支的「爱」的范围。 
  有了爱，就产生取着，所以十二缘起的第九支，就是「取」。有了爱，

就产生取着，所以就有第九支的「取」。「取」有四个内容，这个取，不但

内在取着以为有一个真实的「我」，这个我们称为「我语取」，内在恒审思

量，执八识见分为「我」，内在执着有一个「我」的真实存在，这个我们称

为「我语取」，就是对「我」的取着，以为它是实有的，然后执着的不得了，

我们每个人都对「我」非常的执着，这个就是「取」，就是「我语取」。还

自以为自己的主观见解是对的，这个叫「见取」。对自己的见解，为什么称

为主观见解？那是由「我」来的啊，我的看法、我的想法、我的见解……，

这个都属于见取，我们每一天的观念都是见取，只要那个「我」还没有去

除，都还以为有一个「我」是真实存在的，只要我们还有我执（对「我」

的执着叫做「我执」），我们所有的观念都是由「我」来的，那个就是「我

见」，就是我的见解，就是现在讲的见取，也就是五不正见的那个「见取见」。

称为主观，是因为这个见解是由我来的，不是完全客观的，是主观的，是

由「我」而生起的种种见解，所以它称为见取，称为主观的见解，而不是

客观的见解。一直要到这个「我执」去除了，那你所说的种种的见解，跟

佛法里面经论所说的道理相应的时候，而且你表达的时候，你在说的时候

是没有「我」的观念在里面的，没有很坚固的执着说：「我这个看法一定是

正确的！我是对的！你是错的！」不会跟人家争执，只是宇宙事实的真相是

什么样，他把它表达出来这样而已，观念里面没有「我」的执着在里面，

这时候的见取见才去除，这时候才没有见取。那个我语取也是一样，除非

你对「我」的执着已经打破了，明白一切法无我的道理，本来没有「我」，

根本没有「我」的存在，这个时候就没有我语取了。没有我执，所生起的

种种见解，跟佛法相应的正知正见，这个时候就没有见取。要不然，我们

就是错把一切禁戒当作教条来守，这个时候就称为「戒禁取」。像无益的苦

行，你遵守这个禁忌、或者是规范，但是并不能达到解脱、或者消除业障，

不能达到这种种的目标，或者是很正确地累积功德，很正确地消业障，都

没有办法达到这样的功效的时候，只是守一些没有真实利益的一些禁忌、

或者是规定、规则这些，我们都称为「戒禁取」。每天面对色、声、香、味、

触这五欲也不断不断生起欲求，这个称为「欲取」，这就是我们每天面对色、

声、香、味、触这个五欲，我们要不断不断地去追求它来满足我们的欲求，

这个称为「欲取」。看到喜欢的，就想占为己有，或者是听到好的也希望，

每天都耽着在这个五欲之乐当中，这个都是属于「欲取」。 
  那就是这四种「取」：我语取、见取、戒禁取、还有欲取，这四种取使

我们的身口意持续造业，而引发后有。所以，十二缘起的第七（十）支，

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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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发后有，就有生。所以，十二缘起的第十一支，是「生」。 
  有生，就有老死。所以，十二缘起的第十二支，是「老死」。 
  所谓的「生」，就是前面讲的，五蕴形成了我们叫做「生」，生了之后，

五蕴每天、每一剎那、每一分、每一秒都在衰败，这个叫做「老」。到最后

五蕴分散的时候，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死」。从有五蕴的生，到它不

断不断地衰败，一直到最后五蕴分散，这个就是生、老、死，事实真相是

这样，我们就知道它是因缘所生，所以其实没有一个「我」在生，也没有

一个「我」在老，也没有一个「我」在死，「我」根本不存在。所以，其实

事实的真相不是有一个「我」，每一天在不断不断地衰老、不断不断地步向

死亡，然后最后总有一天「我」会死亡，从出生到老、然后到死，并没有

一个「我」，它只是五蕴因缘的聚散而已，五蕴的出生，然后不断不断地衰

败，一直到它的分散的一个过程，其实并没有一个「我」的真实存在，只

是五蕴因缘的聚散而已。聚，就是有，就是生了；散，就是死了，所以事

实上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这就是十二因缘的内容。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有问题可以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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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请问师父：人是怎样形成的？谢谢！ 
  答：父精、母血、中阴身三缘和合而成胎，就这样形成的。也是因缘

所生，父精、母血、加上中阴身投胎（就是神识），三缘和合而成胎。 
 
  问：请师父上人慈悲开示，如何由生、老死再连续无明，及其它的因

缘而形成轮回呢？ 
  答：这个我们还有明晚、后晚再详细说明，它有一个表，我们明晚、

后晚会，我们今天只是介绍什么是十二因缘的内容，详细的内容还有很多，

很精采的内容，明晚跟后晚两个晚上我们会继续地介绍，还有怎么来修习。

我们不是说希望解脱轮回吗？怎么藉由思惟十二因缘能够达到解脱轮回，

平常怎么样来练习这个法门，我们都会介绍，今天只是知道什么是十二因

缘的内容就好了。 
 
  问：师父好！阿弥陀佛！请问六境是什么？ 
  答：色、声、香、味、触、法就是六境，色、声、香、味、触、法。

色尘，眼根所见的叫做色尘，就是色境；耳根听到的是声尘。你问六境，

就是六尘境界的意思，六境，就是六尘境界。就是眼相对的是色尘；耳根

相对的是声尘；鼻子，香尘；舌，味尘；身，触尘；意，法尘。所以，我

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相对的，我们刚才说「触」，它接触的就

是六尘境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这就是六境。 
 
  问：「第六意识」又是什么呢？ 
  答：第六意识是分别了知，就是管分别了知的是第六意识。我们一共

有八个识，有前五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第六意识就是我

们现在讲的第六意识，它是管分别的；还有第七末那识，它是我们执着的

来源，第七识末那识就是翻成「染污意」，我们为什么会有对「我」的那个

执着呢？就是第七识的作用；第八识，就是阿赖耶识，它含藏无量劫以来

的种子，全部都含藏在我们的第八阿赖耶识里面，所以第八阿赖耶识它有

能藏、所藏、还有执藏，就是因为它有这三个能藏、所藏、跟执藏的功能，

所以它又称为「藏识」，就是「含藏」的这个藏，我们叫做「藏识」，它的

来源就在这里，就是因为它能够含藏无量劫以来的这个轮回的种子。我们

所有过去造业的那个业力种子都到那里去了呢？就是都含藏在第八阿赖耶

识，成为未来的种子。这种子什么时候生起现行呢？外缘来牵动这个种子，

你外在的因缘成熟，这个种子就生起现行，生起现行以后就是造业，这个

造业的种子又回熏到第八阿赖耶识，成为未来的种子，所以我们每天六根

面对六尘境界，再加上第六意识的分别、第七识的执着，所以第八阿赖耶

识，这些含藏的种子不断不断地生起现行，因为你每天碰到不同的外缘，

所以它就牵动我们第八阿赖耶识的种子，不同的种子，然后生起现行，我

中士道 10  十二缘起○1  6



们就叫做说：「果报成熟了！」、「我今天在受报！」怎么会受报呢？就是种子

生起现行了，这个种子是你过去造，譬如说，你今天召的是不好的报来说，

今天好不顺啊，又是挨骂、又是碰到这个不顺心、那个不如意，这就是你

过去曾经造的那个恶业的种子，现在碰到这个外缘，它感果了，这个种子

生现行，这个外缘去牵动你这个种子，让它生起现行，你今天就碰到种种

不如意、不顺心的事情，它是这样来的。所以我们刚才说，你过去造的业

力到那里去了呢？它一定是藏到那里去了，它就是藏在我们的第八阿赖耶

识当中，成为未来感果的那个业力的种子，它没有感果之前就叫做「因位

识」，因为还在「因」，还没有感果，所以它含藏在第八阿赖耶识的时候，

我们称为「因位识」；感果之后，就称为「果位识」，这就是什么叫因位识、

什么叫果位识，还没有感果，叫做因位识；感果了，已经感果了，所以叫

做果位识。那个「位」，就是它在什么位，它在因位？还是在果位？还没有

感果，就是在因位；感果了，就在果位，这就是因位识、果位识这个名称

的来源。 
 
  问：我们有多少个意识呢？ 
  答：我刚才回答了。（谢谢师父！）就是八个识，前五识、第六识、第

七识、第八识，一共有八个识。我们今年的年尾，十二月份会讲《百法》，

一开始讲「心法」，就是讲这八个识，到时候会详细说明，现在只能很简单

地来说明一共有八个识。 
 
  问：我是活生生存在的，我有各种感觉，除非我死了，不然怎么说「无

我」呢？ 
  答：他有一个「我」，然后活生生的，而且每天有各种不同的感觉，这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五蕴身心都是因缘所生，你所谓的「我」，因缘所生，五

蕴的假合。活生生的存在，有各种感觉，感觉是什么？感受嘛！对不对？

什么是五蕴？色、受、想、行、识，我每天活生生的存在，有各种感觉，

它是那一个啊？受蕴嘛！感受啊！有种种感受啊！有时候高兴、有时候快

乐、有时候悲伤、有时候苦闷、有时候痛苦、有时候生烦恼。请问你种种

的感觉感觉完了，它还是一直存在吗？我现在很痛苦，这个痛苦是永恒存

在的吗？它不会消失吗？会不会消失？我刚才快乐，现在又悲伤了，我刚

才快乐到那里去了？我现在好苦、好苦，它会一直苦下去吗？它会不会消

失？会啊！等一下就不苦了嘛！所以不管你那一种感觉，一般我们就说五

种受，苦受、乐受、忧、喜、舍，一般就是说有五种感受，不管你是苦受、

还是乐受、还是忧愁、还是喜悦、还是没有特别的感受的时候，那个就是

舍受（不苦不乐受叫做舍受），所以我们每天的受，都没有离开这五种感觉

的范围，重点是：你种种的感受它会消失吗？会消失，对不对？会消失就

说明它是生灭的，生灭、生灭，痛苦生起、消失，快乐生起、消失，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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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生灭，生灭就是无常的，对不对？无常就是无我的，所以就无我，你虽

然活生生的存在，有各种感觉，可是还是无我的，不是有一个「我」活生

生的存在，然后每天都有各种不同的感觉，那可见「我」是存在的，「我」

是真实的，因为是生灭法，它就是无常的，无常就是无我的。 
  所谓的「我」，你就一定要合乎「我」的定义。什么叫做「我」？就是

独一无二的，全世界只有这个，没有第二个 copy 的，就是独一无二的，那

个是「我」的第一个定义。第二个定义，是永恒存在，这个才合乎「我」

的定义，永远存在，永恒存在，不会消失的，不会生灭，它不是无常的，

那个才合乎「我」的定义，不然感受是「我」的话，我的快乐的感受消失，

那「我」也跟着消失吗？对不对？所以生灭法，它就不能够合乎「我」的

定义，因为它会消失，我会消失，那「我」就不见了，我会随着我的种种

想法消失，我会随着我的种种感受消失，或者是随着我这个身体种种的变

化消失。身体种种的变化，就是说我动一个手术，把我的肝拿掉，那是「我」

的肝，我的肝拿掉，「我」是不是跟着肝也就一起拿掉了，是吗？不是嘛！

所以你身上不管是五脏六腑，还是从那个皮肤开始，发毛爪齿皮，一共三

十二个分，我们不净观不是把身体分成三十二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是生灭、

无常的，所以每个部分都是无我的，所以它加起来还是无我的，所有生灭

无常的部分加起来，它还是生灭无常的，还是没有办法构成一个永恒的

「我」，然后它不会消失的，它是永恒存在的，找不到这个东西，懂吗？色、

受、想、行、识，它全部是生灭无常的，找不到那个真实的「我」存在，

可以让我的色、受、想、行、识永恒的存在，没有，没有办法。你的身体

出车祸，断了一个手，「我」也跟着我的手一起消失了吗？一起断了吗？不

是嘛，对不对？所以只要是生灭无常的，它就是无我的，这样明白什么叫

「无我」吗？ 
  以为有一个「我」的真实存在，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支，就是「无

明」。所谓的「无明」，就是不明白它本来「无我」的道理，以为有一个「我」

的真实存在，这个就是无明。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听经闻法？为什么要学佛

修行？就是希望能够明白「无我」的道理，因为它非常重要，因为它是轮

回的根本，是我执的根本，一切烦恼的根本，所有的根本都在以为有一个

「我」的真实存在，你这个根本没有根本把它解决掉的话，你就是学佛修

行再久的话，都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因为你都是绕着那个我执，然后不断

不断地生烦恼，生烦恼就造业，有业力就轮回，所以我执的观念如果没有

被打破，就是无明如果没有被破除的话，这个错误的观念如果没有被破除

的话，那就会永远永远的轮回下去，因为无明就会以为有一个「我」，有我

就生烦恼，有烦恼就造业，有业就轮回，所以你想要解脱轮回，除非你打

破对「我」的执着，只要你明白了本来没有「我」，这个轮回就不存在了，

懂吗？所以轮回也是生灭法，轮回的自性也是空的，轮回根本不存在，它

怎么会存在？就是因为无明，以为有「我」，有「我」生烦恼、造业，有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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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轮回，这个都是生灭、无常的，都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想要解脱轮回，

就要明白无我的道理，只要明白没有「我」，就不会生烦恼，没有烦恼就不

会造业，就没有轮回，轮回就断了。 
 
  问：请问法师，如何能让第八识不续藏种子呢？ 
  答：你不回熏，它就不会续藏。我们刚才讲，第八识含藏种子，这个

含藏每一个种子都是你自己熏回去的，都是你自己熏进去的，你现在造一

个业，它就含藏在第八识，怎么样让你的第八识不续藏种子呢？就除非你

不再存盘了，好像计算机你不再存盘，你不再输入，它里面就没有档案了，

你看你有什么办法让你的第八识不要继续熏种子进去呢？ 
 
  问：师父，无明是第一因吗？有何异同？ 
  答：无明不是第一因，我们说无始之始，没有开始，没有结束，像一

个圆，圆周，你没有办法说这一点是起点，这一点是终点，没有办法，所

以无明不是第一因。第一因就是它有开始，你可以说出来这一点是它的开

始，这个是第一因，但是无明不是第一因。 
 
问：请问师父，从果位修、因位修的差别在那里？是不是要依止一位真正

得证的上师？谢谢！ 
答：有从果位修、也有从因位修的。如果你能够依止一位真正得证的上师，

那当然是很好。因为我们不同的法门，有的是从果位来修，有的是从因位

来修，从小乘到大乘无量的法门，它有从果位、也有从因位的，不同的法

门都可以，就是看自己，看自己的根性或者是因缘。 
 
  问：尊贵的净莲法师，请慈悲开示，若是非佛教徒或是不受三归依的

人，是否可以修习净土法门，往生西方吗？ 
  答：可以，可以的。你们常常去助念的，他也不一定是佛教徒，你叫

他跟着你念阿弥陀佛，你也相信他很诚心念，你们也很诚心助念，他应该

也可以往生成就，不是这样吗？可是他可能生前没有归依过，没有归依三

宝，没有三归依。南无阿弥陀佛，这样有没有归依？我念「南无阿弥陀佛」，

我有没有归依阿弥陀佛？（有）对啊！所以有人说是要教人家念四字洪名、

还是六字洪名呢？「阿弥陀佛」就没有归依，「南无阿弥陀佛」就归依了，

南无，就是归依的意思，所以对那个没有三归依的，你可以请他念「南无

阿弥陀佛」，他等于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他就归依阿弥陀佛，你如果教他

念「阿弥陀佛」，那就没有归依。 
 
  问：如何帮助神智不清的人念佛求生西方？ 
  答：神智不清的人就很难，你们修净土的也知道，往生那一念神智清

不清楚，就是关键到他能不能往生成就，你如果你念一辈子的佛，但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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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终的时候是陷入昏迷，神智不清的话，你还是没有把握能够往生成就。

所以神智不清的人，我们帮助他的话，也是只能够助念，他如果当时是神

智不清，我们还是一样帮他助念。我们上一次讲中阴身的时候也讲过，他

神智不清是临终的时候神智不清，但是他进入中阴身之后，他有相似的天

耳通，有没有？他也能够听到你帮他助念的那个佛号，他也一样能够忆念，

可以忆念起那个佛号来，所以我们还是一样帮他助念，就是这样子帮助他

就可以了。 
 
  问：什么是五蕴？ 
  答：我们刚才解释过了。 
 
  问：请师父上人慈悲开示，弟子还不明白因位识及果位识的内容，并

请师父再细说十二因缘法它们之间的关连，师父可否多以例子来说明十二

因缘法，弟子顶礼。 
  答：因位识、果位识我们刚才已经又讲一遍，相信你已经听明白了。

详细说十二因缘法，我们明后天还要详细说，所以敬请期待。 
 
  问：请问法师，临终最后一念有关于如果一个人他这一生做了很多善

业、善事，但是他临终堕落恶道，因为他临终起了瞋恨念，那以因果论来

讲，这是不是符合因果的逻辑呢？ 
  答：符合啊！他恶业先成熟啊，懂吗？就是他临终起了瞋恨，我们说

生烦恼就造业，那他生前一定也有很多的瞋业，临终看你是善的业先成熟、

还是恶的业先成熟，虽然你做了一辈子的善事，可是你还是多少有一些过

失，就是很微小的恶业可能还是有，所以临终如果说瞋恨心起来，或者是

恶业先现前的话，那可能会先生到三恶趣去，但是并不表示这就不合乎因

果的逻辑，我们刚才也讲了，你过去造的善恶业的种子全部含藏在第八识，

那哪一个先感果，那就看外缘，外缘让你起瞋恚心，那就是瞋恚的业先成

熟，可是你那些善业还含藏在第八阿赖耶识没有消失，因缘会遇时，果报

还自受，所以将来因缘成熟的时候，就是有外缘来牵引这个善业成熟感果

的话，它也一样能够得到善报，所以就是看因缘，什么样的因缘让你感果，

是善业先成熟、还是恶业先成熟，就是看你外缘的牵动，是牵动你善业的

种子成熟、还是恶业的种子成熟，这绝对是因果论，没有违背因果的，不

能看眼前。 
 
  问：他是个好人，可是临终的一分钟的坏念就堕恶道，那么如果一个

坏人造恶，可是他临终生起善念，就不用受恶报吗？ 
  答：没有啊，将来还是要受，一定要受的，赖不掉的，就是看哪一个

先成熟这样子。我们也看了很多助念，让那些恶人也能够往生成就的例子，

中士道 10  十二缘起○1  10



这样的例子也是很多，就是他为恶多端一辈子，但是临终他有那个因缘遇

到善缘，有人提醒他，或者是教他来念南无阿弥陀佛，他很诚心地念，也

很忏悔他这一世所造的所有的恶业，结果他也是往生成就，也有这样的例

子。 
 
  问：法师慈悲，请法师慈悲开示：诸法实相无我，没有真实存在，那

我们所造的业力、善恶种子是否也无我？能如何做到在受报的当下，安住

无我？ 
  答：我们说，我们所造的善恶业的业力种子都含藏在第八识，善恶业

的种子或者是善恶业这个业力，它是真实存在的吗？你所造的善业、恶业

它是真实存在的吗？我们刚才讲过，真实存在就是它不会消失的，叫做真

实存在，懂吗？真实存在就是不生不灭，叫做真实存在，生灭无常的都不

是真实存在，因为它会变，它生起就消失、生起就消失。我们所造的善、

恶业它会永恒存在、不会消失吗？那我们忏悔就没有用了嘛，忏悔它不会

消失，你忏什么忏？都没有效了嘛，就是因为业的自性也不可得，业的自

性也是空的，所以我们忏悔才可以把它忏干净，就是因为它也是生灭、无

常法，它也是因缘所生法，所以我们不用担心，业的自性也是空的，只要

你真实忏，它都能够清净，因为它是生灭法，你造善恶业，这个是生灭法，

你从造业到受报，这个都是生灭法。 
  怎么样做到受报的当下安住无我呢？就是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不怕

了，受报的当下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在受报，这个种种果报的自性也是

空的，所以也没有什么可怕的，再怎么严重的果报都没有什么可怕的，因

为它是生灭无常法，它是无我的，自性是空的，我——受报的人，自性也

是空的，所以受报的「我」不可得，所受的果报不可得，所以都没有什么

可怕的，所以我们如果有无我、空性的智慧的话，我们就能够很勇敢地面

对一切的果报，业障现前我们都觉得它不是很可怕，业障的自性、一切障

碍的自性、所有的业的自性都是不可得的。 
 
  问：祈请净莲上师慈悲开示，忏悔是否能够忏除第八意识的种子？忏

悔的意义是什么呢？谢谢上师。 
  答：可以忏除第八阿赖耶识的种子，可以藉由忏悔把它净除，这个也

是我们希望忏悔达到最好、最好的功效跟目标，就是希望连种子都把它忏

干净，所以我们才会说，你问说忏悔的意义是什么？什么叫忏悔？就是说

你不但承认自己错了，而且痛改前非，下定决心我以后不要再犯，所以「忏」，

是忏过去已经造的，然后发誓以后不再造，这个是重点，不是经常忏、然

后经常造，经常造、经常忏，忏了再造、造了再忏，那个就不是忏悔的意

义了，忏悔的意义，就是已经造了、来不及了，我只有忏过去，那我一定

要下定决心，不要再造第二次，不要再错第二次，有很诚心要改过、悔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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忏是忏过去，悔是悔改，不要再重新造同样的错，这样子就能够清净第八

阿赖耶识的恶业种子，业力的种子，都因为你真忏悔，把那个业力的种子

都能够净除，当然最重要能够净除，还有加上我们刚才讲那个空性的智慧，

你知道这些业力的种子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它是生灭无常的，你才能够真

正把那个种子从第八阿赖耶识彻底地净除。不但要忏过去，还要悔改将来，

不要再造，同时还要明白业的自性也是空的，这样你才忏得干净，连那个

业力的种子都能够完全的拔除，这个就是真忏悔。 
 
  问：法师，阿弥陀佛！如何破无我？请师父开示，谢谢！弟子合十。 
  答：如何破无我？如何破我吧？你有没有写错啊？如何破我执吧！如

何破我执，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要明白「我」不是真实存在的，在佛法

里面有很多教我们怎么样破我执的法门，从声闻小乘到大乘都很多，什么

空观、假观、中观，或者是用分析的方法，或者当下观空，很多很多不同

的法门，都可以教导我们怎么样去破除对我的执着，就是明白它本来无我

的道理。 
 
  问：师父，因为基督教是说人是由泥土造成的，佛教是说父精、母血、

中阴身和合而成，师父，我不明白第一个人类是怎样形成？请师父开示，

谢谢。 
  答：这个在很多经论有讲到人是怎么来的，就是光音天的天人飞到地

上，飞到这个世界，本来是游玩，但是因为吃了地味，他飞不回去，太重

了，听说这个地味就是盐巴，盐巴会让我们的身体变重，光音天的天人，

色界天光音天的天人来到我们世界游玩，结果吃了太多的地味飞不回去，

这个经论上是这么说的，人类就是从这样子开始的。 
 
  问：请问法师，平时如何修学弥勒佛的法门，生兜帅天，见弥勒佛？ 
  答：平时如何修？如果你发愿往生兜帅天的话，也是一样断恶修善，

多学习有关唯识的，因为那边是在讲唯识，所以现在多熏习有关唯识的，

不论是百法、还是成唯识论、唯识二十颂、三十颂、八识规矩颂，如果你

可能的话就多学习有关于唯识的道理，有了这样的见地，再加上你断恶修

善这些种种的功德，再加上你一心发愿，就是发愿希望能够往生兜帅天，

如果你平常行善累积功德的功德回向，把它回向能够生兜帅天，还有多忆

念弥勒佛的名号，这些都能够帮助你能够往生成就。 
 
  问：修习弥勒法门要学唯识学吗？ 
  答：尽量，如果还没有学明白就往生了，也能够到那边继续学习，也

O.K.，尽量有机会多学习有关于唯识。 
  问：尊贵的净莲上师，阿弥陀佛！在地藏经里世尊所提的佛，「如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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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华目如来，其佛寿命四十劫」，请上师开示，佛的寿命怎么会只有四十劫

或六万劫呢？ 
  答：它这个不是说佛的寿命只有四十劫或者是六万劫，这是说他发愿

以来到成佛的时间。 
 
  问：请问师父，佛法最难修是断十恶业、修十善业，因为这个社会是

个龙蛇混杂的社会，太善良很难生存，请问师父的意见。感恩！ 
  答：我的意见：不同意！不能因为社会是龙蛇混杂，你也要跟他们一

起变坏，没有这个道理，因为你学佛修行，断十恶业、行十善业其实不难，

其实不难，只是你有没有下决心要行善，其实你十恶业不断的话，果报还

是报在自己的身上，你行十恶业还是要受恶的果报，造业的果报，所以你

跟他们一起坏的结果，还是自己受报。所以，我们第一步学佛修行，就是

要断十恶业、行十善业，这样我们才能够果报愈来愈好，然后利用愈来愈

好的机会、因缘，能够让我们的修行更能够很顺利的一直到成就。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大家都背得很熟，所

以「诸恶莫作，是诸佛教」，佛教的第一步，修行的第一步；然后才众善奉

行，第二步；第三步更重要，自净其意，连善、恶都不执着，为什么？善、

恶的自性是空的，善、恶是二元对立，是分别执着来的，所以连善、恶也

不要执着，那个才是真正的清净，让我们的心恢复清净心，就是拿去所有

善恶、是非的对立，让你的心达到平等、清净，这个就是佛教所有修行的

内容。所以，我们不但要这么做，还发愿要度一切龙蛇混杂的众生，让他

们都能够开悟成佛，这个才是佛弟子应该做的事，而不是跟他们同流合污，

所以我们要发菩提心，发愿度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早一点能够断恶修善，

希望这个社会能够早一点合谐，那就要靠各位菩萨的努力，因为大菩萨愈

多，那个磁场愈好，社会就愈和平，人跟人之间也都是和睦相处，造恶业

的机会也愈来愈少，因为依报随着正报转，各位正报殊胜了以后，外在的

环境自然也跟着你们的正报转，外在的环境也会变得是非常好的居住环境，

人心也会跟着你们的菩提心，各位的发心影响他们的心，因为你们发心的

心念，菩提心的心念就会每天这样传播出去，那就是好的磁场、慈悲的磁

场，他们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心也变得非常的柔和、非常的善良，就是因

为你们慈悲的磁场已经影响到他们的心境，所以他们的正报也转了，外在

的依报也跟着转，这个才是我们佛弟子应该尽到的责任。 
  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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