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淺談《楞嚴經．十習因》 

恒興法師 2016 年 9 月 9 日晚間開示於金佛聖寺 

 

略略提一下「十習因」，讓大家知道什麼習慣會招感什麼果報。這樣可以警惕

自己，不要養成一些不好的習氣。 

 

【云何十因？阿難！一者、淫習交接，發於相磨。研磨不休，如是故有大猛火

光於中發動；如人以手自相摩觸，煖相現前。二習相然，故有鐵床、銅柱諸事。

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行淫，同名欲火。菩薩見欲，如避火坑。】 

 

第一個淫習。淫是屬於火。淫習相交而產生摩擦，由摩擦而產生火、光。就好

像人用手相觸摸，一直搓手到手有暖的感覺。這會招感鐵床銅柱的果報。菩薩

看見這個就好像要避開火坑一樣。欲火。摩擦產生的欲火，欲念重的人，慾火

焚身燒毀自己的精氣神。修行人在靜坐的時候要恢復自己本來的精氣神。現在

這種習氣和我們修道的目的相反，消耗我們的精氣神，破壞我們的身體。所以

父母對我們的恩惠是非常大。我們的身體是父精母血所成，也是父母的化身，

是父母生命的一部分。所以我們要很感恩父母。如果這個欲念太重的話，自己

會消耗自己的精氣神，對修道有很大的損害。 

 

如果有淫亂的行為，就是不合法。那就會招感地獄的果報。銅柱鐵床的果報。

所以菩薩見淫欲就好像見火坑。所以修行的人更加要避開。這些小字是上人的

開示。大家有時間可以看。裡面是說經文的內容，上人沒有講很多，都是按照

經文的內容去解釋一下。對於欲念的念頭我們要好好的控制。當你有定力的時

候，欲念不容易生起。如果不好好修習定力，欲念就很容易生起。由於見到現

在的境而引出過去的習氣，那欲念就很容易生起。尤其是現在的社會。衣著有

簡單、暴露，更加對修行有障礙。 

 



【二者、貪習交計，發於相吸。吸攬不止，如是故有積寒堅冰，於中凍冽；如

人以口吸縮風氣，有冷觸生。二習相陵，故有吒吒波波羅羅、青赤白蓮寒冰等

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多求，同名貪水。菩薩見貪，如避瘴海。】 

 

第二個是貪，這是從呼吸上來說。互相呼吸的動作而有風，久了就成為寒冷的

堅冰，有冷的感覺。 

 

在地獄的果報就是吒吒、波波、羅羅、青蓮，赤蓮、白蓮。這裡是說地獄裡面

受罪的人的肌肉都變色了。這些吒吒、波波、羅羅是他們所忍受的冰冷的痛苦

所發出的聲音。是屬於水。利是屬於水。貪利益屬於水大。 

 

菩薩看見貪水，就好像看見有毒的海一樣。瘴氣是有毒的，有毒的海。 

 

【三者、慢習交陵，發於相恃。馳流不息，如是故有騰逸奔波，積波為水；如

人口舌自相綿味，因而水發。二習相鼓，故有血河灰河、熱砂毒海、融銅灌吞

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我慢，名飲癡水。菩薩見慢，如避巨溺。】 

 

第三是慢，這個慢心的確是不容易應付。有時候在不知不覺之中生起了也不知

道。大我慢就比較粗一點。微細的輕慢心，或者是認為自己做得很好，很有本

事，這些都有慢的成分在裡面。你自己比別人高的時候，那就是別人低囉。所

以這個慢心是很微細。是屬於水的，是愚癡的範圍。［慢習交陵，發於相恃］，

這是互相爭持。 

 

所以在地獄果報的相就是［騰逸奔波，積波為水］，就像人的舌頭去攪動牙齒，

津液就生出來，就有水了。在地獄的相就是，血河、灰河、熱沙、融銅，這些

都是屬於流質的，屬於水的形體。 

 

［菩薩見慢，如避巨溺］，上人說這個慢的習氣：我比你好，互相有一個恃強

好勝的心念，因此川流不息，互相爭持，要比別人好。過去生和今生這兩股習



氣互相牽引、鼓動，故此有這些灰河熱沙的果報。這是從慢而生出的因果。就

好像和癡水一樣。菩薩見到這個慢就，好像要避開巨溺。很多人小便的地方會

藏這尿，那氣味當然是不好。就是用這樣來形容巨溺。 

 

【四者、瞋習交衝，發於相忤。忤結不息，心熱發火，鑄氣為金。如是故有刀

山鐵橛、劍樹劍輪、斧鉞鎗鋸；如人銜冤，殺氣飛動。二習相擊，故有宮割、

斬斫、剉刺、槌擊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瞋恚，名利刀劍。菩薩見瞋，

如避誅戮。】 

 

第四是瞋，［瞋習交衝］而發起相忤。［忤結不息］，心就發熱了，而生出火，

［鑄氣為金］，金木水火土裡面屬於金。故此就有兵器了，［刀山鐵橛、劍樹

劍輪、斧鉞鎗鋸］，就像人含冤而殺氣飛動。 

 

［二習相擊］，就是說現世的瞋心和過去的瞋心互相鼓動──就是新的習氣和

舊的習氣互相鼓動。所以有這些種種攻擊的事。 

 

菩薩見到這個瞋，就好像看見被誅殺的境界一樣。自己在這個瞋的境界裡面要

快快地離開，不要被瞋的念頭傷害自己。這個念頭就像一把劍來刺自己。要避

開這個瞋心，當它是這些兵器。 

 

上人怎麼說呢？還是和經文一樣。新的習氣和舊的習氣，兩種習氣互相激蕩，

而產生種種的刑罰，斬斫或者鋸開，頭骨被打碎。這是說因為瞋恨心的念頭而

做錯事，墮落到地獄裡面而受的果報。菩薩見到這個瞋就要避開，好像見到這

些兵器，恐怕被這些兵器傷到自己的身心，所以要快快走開，不要被它傷害。 

 

【五者、詐習交誘，發於相調。引起不住，如是故有繩木絞校；如水浸田，草

木生長。二習相延，故有杻械枷鎖，鞭杖撾棒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

姦偽，同名讒賊。菩薩見詐，如畏豺狼。】 

 



第五種是欺詐。［發於相調，引起不住］，不停的安排去騙人，不斷的思考。

故此就有［繩木絞校］，就是問吊的器具。［如水浸田］，就好像水浸著田一

樣，［草木生長］。 

 

［二習相延］，新的習氣和舊的習氣互相延伸，所以就有［杻械枷鎖，鞭杖檛

棒］的懲罰。 

 

如來看到這些虛偽就像讒賊一樣。菩薩見到這些就當它們是豺狼，遠遠地避開。 

 

當自己看到這些習氣的時候，就要在沒有這些思想的時候，就好好控制，不要

等被它侵蝕了都不知道。這是欺詐的習氣。上人用虛偽，誘惑的意思，你騙我，

我騙你，互相欺騙，不停的做，用種種的手段，這些都是欺詐的行為。由於做

出種種的錯事，所以就有繩木絞校的刑具，就是用木頭和繩把人絞死。就是絞

刑，古時候有這種刑罰。現在有的地方也有，判死刑是用絞刑。先進的國家就

沒有了，通常在落後的國家都還有這些刑罰。就好像水浸田一樣，草木生長。

新的習氣和舊的習氣，互相增加延伸，所以越積越多，越來越濃烈，所以要改

就很難，所以在很輕薄的時候就要管好自己。否則就有鞭杖、枷鎖、杻械這些

種種的刑罰。已經做了、成了事實了，招感地獄的果報。 

 

通常地獄的果報是現在人間受花報，再在地獄受果報。在地獄出來以後，也不

是一下子就可以做人的。或者是做畜生、餓鬼，一層一層的做上來，直到餘業

沒有了，才可以出來做人。做人還是做劣質的人。不一定眼、耳、鼻、舌、身、

意都健全，或者身體不健康。所以有說「一失人身，萬劫難回」，一失人身，

墮落地獄就要很久很久才能再出來。所以警戒我們不要隨便造業，要小心管好

自己。如果可以管好自己就會有辦法，可以幫到別人。如果管不好自己，就幫

不了別人。自己都幫不了自己了。這些都是說種種地獄的果報。 

 

佛菩薩叫這些虛偽、姦偽、讒賊。「讒」就是不好的意思，一些不好的嗜好。

賊會偷你的寶貝，你要小心一點。但是你認識他就不怕。古德說「識得未為



冤」，你識得它，就不冤枉了──你知道它是賊，你當然會留意它；如果你不

認識，它是賊你都不知道，還跟它說說話，或者請它喝喝茶，被它騙了你都不

知道。如果你知道它是賊那就不怕，你會小心它，隨時盯著它，看它會不會偷

你的寶貝，看他有什麼目的有，有沒有歪的念頭。這些欺詐姦偽的行為叫讒賊。

所謂「饞言」，就是一些不好聽的話，講是講非，講人壞話，不實在的話。

「進讒言」，就好像奸臣向皇帝進言說對方的壞話及一些不真實的話，這就叫

讒言。菩薩見詐，就像看見豺狼一樣。欺詐的詐，奸詐的詐。這些不真實的，

歪的念頭就像豺狼那麼恐怖。所以我們要小心這些奸詐狡猾的習氣。 

 

【六者、誑習交欺，發於相罔。誣罔不止，飛心造奸，如是故有塵土屎尿，穢

污不淨；如塵隨風，各無所見。二習相加，故有沒溺、騰擲飛墜、漂淪諸事。

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欺誑，同名劫殺。菩薩見誑，如踐蛇虺。】 

 

第六［誑習交欺，發於相罔］。［誣罔不止，飛心造奸，如是故有塵土屎尿，

穢污不淨］，就好像塵在風裡面飄揚，看不到。 

 

［二習相加］，新的習氣和舊的習氣相加，令這種習氣不斷增加。誑言，就是

指虛妄不實的。所以在地獄裡邊就有［沒溺］，浸泡的意思，就是被高的浪所

掩蓋。［騰擲飛墜］，在很高的地方掉下來。［漂淪］，就是被大水所沖。 

 

打妄語，就是不真實、假的話，互相欺騙。你打妄語欺騙我，我打妄語欺騙你，

所以說無妄不止。妄的意思，是不真實的，假的話，無賴、污衊別人。這些習

氣會在我們內心中不斷來翻動、蠢蠢欲動──已成的習氣就會這樣。作奸犯科，

想占人便宜，想得到好處，就會有這些舉心動念。如果做錯了，得到地獄的果

報就會有這些塵土、屎尿、污穢不凈的刑罰。有很多的灰塵看不清楚，這些灰

塵隨風飄逸，就會在過去生和現生誑習的思想互相牽引，不斷增加，所以就有

了沒溺、騰擲、飛墮。被拋起又掉下來，這是飛墮。 

 



所以十方如來看這些欺誑的行為就像劫賊一樣。它來打劫，被明搶，不是偷偷

的在你不知道的時候做，而是在你知道的時候做，可以看見的搶。菩薩看這個

誑是你可以看得見的，是屬於粗的習氣，甚至有聲有色，很有聲勢的要攻擊人

的樣子。就好像踩到蛇一樣。菩薩看見這個誑就好像踩到蛇，有毒的蟲一樣，

要快快避開，不要和這些狂妄的人接觸，這些都是有毒的毒物。 

 

【七者、怨習交嫌，發於銜恨。如是故有飛石投礫、匣貯車檻、甕盛囊撲；如

陰毒人，懷抱畜惡。二習相吞，故有投擲擒捉、擊射拋撮諸事。是故十方一切

如來，色目怨家，名違害鬼。菩薩見怨，如飲鴆酒。】 

 

第七是怨恨。怨的習氣交嫌，而含恨在心，［如是故有飛石投礫，匣貯車檻，

甕盛囊撲］。就像的陰毒人，［懷抱畜惡］，身上有惡的畜生，隨時攻擊人。 

 

［二習相吞］，新的習氣和舊的習氣互相支持幫助，所以就有［投擲擒捉，擊

射拋撮］這些的事。 

 

故十方如來看見這些事情就好像見到冤家一樣，［色目怨家，

名違害鬼］。［菩薩見怨，如飲鴆酒］，鴆是一種鳥，據說很

毒，看見都中毒，這麼厲害；如果用牠的羽毛來做酒，一點點

都可以毒死人，可想而知這是多麼毒。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上人的開示。怨恨的習氣，你怨恨我，我怨恨你，交嫌就是互

相嫌棄對方，怨恨對方。有一種懷疑的心，而生出一種怨恨。

都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未必有這樣的事，他只是一種懷疑。

「怨」是屬於一種冤枉。要用一種事情去冤枉別人。比如人家沒有做過，卻跟

人說他做過。這就是冤枉他人。那被冤枉的人當然含恨在心。就好像小鳥的嘴

去啄東西，像啄木鳥啄東西。故此就有［匣貯車檻，甕盛囊撲］，所以就有飛

石地獄，投礫地獄用砂礫打人攻擊人。「匣貯」就是用四四方方的匣子裝起來。

「車檻」是運輸囚犯的車。「甕」是大瓦缸；把鬼放到大瓦缸裡面，放在火上



燒，這個鬼就煮熟了。這些都是地獄裡邊有種種的刑罰。在裡邊，呼吸是不自

由、又痛。［如陰毒人，懷抱畜惡］，就像一個陰毒的人懷抱著惡畜，懷裡有

一個惡的畜生，意思是形容一個人的陰毒。 

 

［二習相吞］，前生和今生的習氣互相吞啖，互相支持，這兩種習氣就會捆在

一起，看誰的力氣大──如果前生的力量大，就會受前生的果報，今生的力量

大就會受今生的果報。所以就有［投擲、擒捉、擊射、拋撮］這些種種的地獄，

被扔到很遠很遠的地方。總而言之，就是會讓這個受罪的眾生很痛苦。不斷的

受種種的刑罰。這些就不再說了。 

 

故此，十方如來看見這些怨的習氣、怨恨的行為就好像一個違背鬼，殺害。違

背人的意思將這個人殺害，故此叫做違害鬼。菩薩見到這個怨的習氣就好像喝

鴆酒一樣。鴆是一種鳥，這種鳥的羽毛非常的毒，這個毒酒人喝了一定會死。 

 

【八者、見習交明，如薩迦耶、見戒禁取，邪悟諸業，發於違拒，出生相反。

如是故有王使主吏，證執文籍，如行路人，來往相見。二習相交，故有勘問、

權詐、考訊、推鞠、察訪、披究、照明，善惡童子手執文簿，辭辯諸事。是故

十方一切如來，色目惡見，同名見坑。菩薩見諸虛妄偏執，如臨毒壑。】 

 

第八是見，［見習交明，如薩迦耶、見戒禁取，邪悟諸業，發於違拒，出生相

反。如是故有王使主吏，證執文籍。如行路人，來往相見。二習相交，故有勘

問權詐、考訊推鞫、察訪、披究、照明、善惡童子，手執文簿辭辯諸事。是故

十方一切如來，色目惡見，同名見坑。菩薩見諸虛妄遍執，如臨毒壑。］壑是

兩個山的中間，中間離開的，有一個坑，這個坑是有毒的，毒氣、瘴氣，淼淼

上升，這個就毒壑。這中國的高山大。就有很多這樣的狀況。當然山明水秀的

地方又不一樣。通常在潮濕的山間、有沼氣的地方就會有這種情況。 

 

這個［見習交明］，［如薩迦耶］，就是邪見，執著五蘊假的色身當作是真的。

［見戒禁取］，就是在戒律上沒有正確的認識、正見。［邪悟］是指他所悟的



是邪悟。通常開這些邪悟的人的本身他的思想都是不正確的，招感了一些邪的

覺悟。 

 

我們看看上人怎麼說。第八種的習氣是［見習交明］。這個見事見解的見，你

對事情的見解，你如果用得對了就幫助你自己清醒；你如果用得不對就偏了，

就造孽了，這就是見解。見解本身沒有正確或者不正確，正確的見解就好，不

正確的見解就令自己墮落。［薩迦耶］這是梵語，中文是屬於身見。 

 

「見」有五種：身、邊、戒、見、邪；身見、邊見、戒禁取見、見取見，還有

一個邪見。 

 

「身見」，就執著有身，執著我這個身體是我的，一切都是我所有的，執身、

執物。執這個色身、物質的身體。 

 

「邊見」，就是不合乎中道，它落於兩邊，不是有就是沒有，不是沒有就是有。

或者執斷，或者執常，他說「人死如燈滅」，人死了以後就什麼都沒有了，沒

有前世，沒有來世，沒有輪迴──那做什麼都可以，沒有因果嘛──這些人就

會有一些這些的見解。就是執著斷見。「執斷」，就說人死好像燈滅一樣，沒

有鬼魂，沒有來世。「執常」，就說來生會做人，再來生也還會做人，不會去

做畜生，做人永遠都會做人，做畜生永遠都會做畜生，常嘛。 

 

「戒禁取見」，就是非因計因，不是那個因，他就當成是那個因。就好像我們

以前說印度有一些持牛的戒、持狗的戒，就學牛或學狗的樣子生活。這些就是

戒禁取見。 

 

「見取見」，就是非果計果。剛剛是非因計因。現在是非果計果。這個「見取

見」，他執著得到又執著、執著又執著、執著又執著，非常的堅固。他有這種

見，我見太深。這個見本身不對了，他還有執著這個見，就是見上見、執上執。

意思就是形容它的堅固。這種執著太堅固了，所以叫做邪見。 



 

［邪悟諸業］，是他有一點明白、聰明，但是他悟的道理都是邪的，不是正當

的。［發於違拒，出生相反］，他種種的也都是違背他自己的意思，有一些是

違背別人的意見。要麼拒絕別人，要麼被別人拒絕，互相的相反。不讚同別人

的意見，總是提出相反的理論，總是不讚成別人。你說一，他就說二；你說二，

他又說回一，要麼就是說三、四。總是對別人抗拒，不接受別人，這是違拒。 

 

［如是故有王使主吏，證執文籍］，這些帶有審判的事情。對自己的見很堅固

的執著，就生出了王使主吏，這個閻王的使者。「主吏」就是某個部門的主管，

官吏，好像城隍啦。或者就去陰間對質──人質或者是物質，看看他對不對─

─有生死簿、善惡錄作證據。在經上就有善惡童子記錄人的一生，善事會記下，

惡事也會記下，什麼事都記。到時候見到閻王就會拿出來做證據，對質一下。

「證」就是拿出一些什麼證據。「文」就是文籍。「籍」就是簿、本子。［如

行路人，來往相見］，就好像一個行路人，來來去去，去去來來，互相都看得

見。這就是現在的法官、法庭、庭官、庭長去審一個惡人。 

 

［二習相交］，這種過去生和現在生的習氣互相為主為重。現在生的重，就現

在生的為主；過去生的重，就過去上的為主；互相的相交。 

 

［故有勘問權詐、考訊、推鞫、察訪、披究、照明］，「勘問」也就是審問。

「權詐」，這些種種的權巧方便，就是法官有的時候要用一種詐騙的手段來審

問案件；在地獄裡面有這種情況。「考訊」，考察、審訊。「推鞫」，「推」

就是大官司、訴訟，法官察言觀色，看人的臉色、看他講的話，推問內容──

現在有測謊機就最好了，你講真話還是講假話都可以測出來，有這些科學的儀

器，沒有測謊機就看人的樣子、臉色去審問了。「察訪」，派人去調查。「披

究」，仔細的這個案子究竟是怎樣的。「照明」，就好像用鏡子去照這個事情。 

 



［善惡童子手執文簿，辭辯諸事］，所以這期間，在地獄裏又有善惡的童子手

裏拿著簿子，拿出他平日記錄人的善惡的簿來證明，你想狡辯也狡辯不了；什

麼時候說過什麼話都全部有記錄，都有證據，這個罪人是沒有辦法狡辯。 

 

［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惡見，同名見坑］，因為這個，所以十方一切如來，

看見這個惡見，就像見坑一樣。這個見是一個坑，將你埋葬到深坑裡面，令你

墮落到深坑裡面。所以如來看見這些習氣就給它起一個名字叫做「見坑」。除

非你不掉到裡面，你掉下去了就不容易上來了。［菩薩見諸虛妄偏執，如臨毒

壑］，菩薩見這個虛妄、偏執就好像毒壑一樣。有毒的懸崖峭壁、山壑。菩薩

見到這個惡見、虛妄的偏執，這些的情況就好像見到一個有毒的懸崖，在邊緣

上那麼危險。所以要快快避之則吉。在這個世界落這種邪見的人是非常的多。

所以有種種的所謂旁門左道。就算在我們佛教裡面都不一定是沒有的。對佛教

沒有正確的認識都會墮落到這些邪見的坑裡面。 

 

【九者、枉習交加，發於誣謗。如是故有合山合石、碾磑耕磨；如讒賊人，逼

枉良善。二習相排，故有押捺槌按、蹙漉衡度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

怨謗，同名讒虎。菩薩見枉，如遭霹靂。】 

 

第九是［枉習交加，發於誣謗］，所以就有［合山合石，碾磑耕磨］這種的報，

就［如讒賊人，逼枉良善］。［二習相排］，就有［押、捺、搥、按、蹙、漉、

衡度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見到怨謗就像讒虎一樣。［菩薩見枉］，

就像遭遇霹靂、打雷一樣。 

 

看看師父怎麼說。［枉習交加］，「枉」就是冤枉，就是含冤莫伸。這是指本

來沒有做壞事，但是被政府或者被別人說他做了壞事，或者是被別人冤屈，本

來是沒有偷東西，但是他說你偷。這冤枉，就是不直，不是正直，這個不是真

正的講道理。或者你是被人冤枉，又或者你冤枉別人，這都是「枉習」。你被

人家冤枉，這宿世的枉習碰到一起的時候；如果沒有這個宿業，那就是新生出

來這種冤枉的業。看哪一個強，就受哪一個。如果沒有就沒有，如果有就要去



受。［發於誣謗］，誣就是誣蔑、誣賴，沒有這件事又說有這件事；謗就是誹

謗，對這個人不好的一件事。你沒有做的，他說你有做；你沒有偷東西，他說

你有偷；你沒有殺人，別人說你有殺；甚至給你栽贓，故意做出一些證據出來，

令你受罪，這叫「誣謗」。 

 

所以在地獄，就有［合山合石］，被山壓住。「合山」就是四面都有山把你夾

住；「合石」就是或者四面都是石頭，大的石頭將你夾在中間，夾成像肉餅一

樣。［碾磑］，就像被車碾過一樣。［耕磨］，盡是誹謗別人的人就會受這種

耕磨的罪罰，磨就是來回的磨這個人的頭。［如讒賊人］，這個誣謗就像讒賊

人一樣──讒就是剛剛講的讒言，就是不是真正的事情，用一種歪曲的心說一

種不是真實的，不真實的事情。［逼枉良善］，欺負人、冤枉、逼害良民一樣。

說的話不正確，讒賊人。 

 

［二習相排］，前生的這種業障和今生的這種行為，合起來互相排斥、排遣，

看誰能勝，哪一個勝就先受哪一個的業報。故此在地獄就受這些種種的刑罰，

有［押捺搥按］。這個「押」就是將人壓住。「捺」就是把是按住。「搥」就

是打。「按」就是按下來、按低。「蹙漉」就是把罪人放在袋子裡面壓，擠出

血水。「衡度」就是稱一下、衡量一下，有斗量稱一下，就是衡量一下這個事

情。這些種種的懲罰就會發生。 

 

［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目這個怨謗就好像讒虎一樣。不好的，不正確的去

傷害別人。因為這樣十方一切如來給它起一個名字叫「讒虎」，比老虎還要厲

害。［菩薩見枉］，就像遭遇霹靂一樣，打雷、閃電，被雷劈一樣。這個修行

的菩薩他不敢錯因果，所以見到冤枉就好像見到霹靂那麼厲害。 

 

【十者、訟習交諠，發於藏覆。如是故有鑑見照燭，如於日中，不能藏影。二

習相陳，故有惡友、業鏡火珠，披露宿業，對驗諸事。是故十方一切如來，色

目覆藏，同名陰賊。菩薩觀覆，如戴高山，履於巨海。】 

 



第十訟習，看看師父怎麼說。第十種［訟習交諠］，「訟」就是打官司，互相

告狀；告狀，就要請律師。這訴訟，它這種的罪過是什麼呢？就是「藏覆」，

就是互相都沒有真的，大家都不是真的──你說你有道理，我說我有道理，公

說公有道理，婆說婆有道理。譬如兩夫婦去打官司，離婚這樣的官司，丈夫又

說太太怎樣怎樣，太太又說丈夫怎樣怎樣，互相數落對方的不對；但其實兩個

人都沒有一個對。如果有對的，就不會離婚了；如果有一個對方不對，但有包

容、原諒那就沒事了。兩個人你說你有理，他說他有理，於是就要找律師了。

好像覺得這個律師沒有飯吃，讓他打打官司，這個律師就不會餓死了。這樣無

事生事，是是非非就生出來了，沒事找事，這樣才可以賺到錢，生活才有著落。

那麼律師就說好吧，幫你們打打官司吧，這樣就有生意做了。這樣就是律師的

責任，幫別人打官司或者幫別人辯護。打一堂要 50 萬或者 100 萬，或者 200，

或者 3 千、5 千，那就看案子價值如何，是什麼官司了。訴訟，互相請律師來打

官司。「交諠」，這個諠是熱鬧的意思。你說你的有理，我說我的有理。 

 

［發於藏覆］，為什麼要打官司呢？就是互相都不坦白，都帶著假面具。你帶

著假面具，將假面具一掀開就穿了，一講道理。現在的官司通常都有這種現象，

律師做到都不想做了。兩個人都不是說真話。都不知道要怎麼幫他們打贏。跟

他辯護，但是他都不講真話，那還怎麼辦呢。這個世界就是這樣。你騙我，我

騙你，騙一頓飯吃。都是藏覆，明明都沒有道理，硬說有道理，要找一些事情

來做。 

 

故此地獄裡就有［鑑見］，「鑑」就是鏡。生前喜歡打官司，喜歡做罪惡，等

到地獄的果報現的時候，這種的業障就招感到就有個業鏡台；這業鏡台，你生

前的所作所為就在那裡現出來，就好像電影一樣，一幕一幕的顯出來，自己就

是主角了。［照燭］，就像燈燭，一點亮就沒有地方藏了。［如於日中，不能

藏影］，就好像日中，不能藏影一樣。白天的時候影子就跑出來了，想藏都藏

不了，就好像中午太陽一照，影子是沒有地方可以躲藏。 

 



［二習相陳］，有前生的習氣業障和今生的業障互相的陳列出來。故此就有［

惡友、業鏡、火珠、披露宿業，對驗諸事］，所有在地獄裡面有惡友來投訴你

的罪過，有業鏡台和火珠來照，無論前生做過什麼罪業，都可以現出來。你不

承認嗎？不承認，就拿出證據給你看看，證明一下──不單是惡友，乃至你的

家庭眷屬他們都會出來作證。 

 

所有［十方一切如來，色目覆藏，同名陰賊］，因為這個十方如來看到這個覆

藏的行為，這種的習氣就給它一個名字叫做「陰賊」。菩薩見到，［如戴高山，

履於巨海］，要很小心了。這種覆藏就好像頭頂著高山一樣，在大海裡面游泳。

你說又怎麼可以出來呢？是很難出來的，沒有法子出來的。所有菩薩不打官司

的。 

 

今天講到這裡。大家有什麼問題嗎，可以提出講一下。 

 

卍      卍      卍 

 

有法師問：法師，昨天你提到你沒有人緣，但是和鬼比較有緣。我們聽經一般

都用上人的錄音帶聽，那這樣不是鬼也可以一起來聽嗎，你有其他方法跟我們

分享嗎？是用錄音帶，還是其他方法？ 

 

興法師回答：那個時候是一九八五或一九八六年的時候，很早期，當時沒有錄

音帶，慈興寺沒有上人的錄音帶，但是有上人的書本。市面上當然是有錄音帶，

但是香港慈興寺，就算是佛教講堂都沒有上人的錄音帶。有一次我想從萬佛城

請上人講的《華嚴經》的錄音帶回去，當時他們說太多了，沒有那麼多錄音帶

就沒有請到；後來他們也想到辦法了，就陸陸續續地寄一些來慈興寺，那才有

了上人的錄音帶。以前我是用本子去複述──坐著拿著上人的書來念，好像唸

書一樣，但是口語化一點，像講話一樣的。星期六晚上有居士來的時候就會有

人，但是平時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沒有人來的，那我就對著空間講，對著空氣說



──所以我就說我和人沒有什麼緣，和鬼有緣，就是這樣的意思。不是我有什

麼辦法叫那些鬼來聽經，不要誤會！我都不敢這麼做！ 

 

你們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慈興寺是「很猛的」，有很多眾生，而且它們也很

好客，很調皮的。經常有一些人上去慈興寺以後，它們就會和他們開心一下，

玩一玩遊戲──就讓一些居士都害怕了。結果後來有人覺得這樣下去不行，就

寫信給師父求救。說完後沒多久，師父就說：「沒關係，沒事的，那是一些祖

先來的。那以後就安靜了一些。」我當初到慈興寺的時候也有聽說過這些故事，

所以在心裡面當然也有一些陰影啦，那我就用了一個方法保護自己，怎麼樣保

護自己呢？等人都走了，沒有人了，做早晚課當然要上香啦，全部的香爐都要

上香，上香的時候，就對著祖先牌位的地方說：「約法三章，跟你們打合同啊，

你們不要嚇我，你嚇我，我就走了！那就連香都沒有人給你上了！」那就真的

他們都沒有嚇過我，很平安的，大家都很 OK，大家相處得都挺好，幾十年都沒

有什麼特別。 

 

興法師：明天是最後一天。明天晚上還有講法。想聽一下大家的心得。大家可

以預備一下。由於人多最好就簡單，不要太長篇大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