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蛇之類。

講起「業種子」，「業種子」有些是「受報」的，那些叫做「業道」，「受報」

的。有些就不「受報」的，只是「意業」就不「受報」的。縱使有「身業」、「口

業」如果是被迫的，或者是無知的，或者是失常性的，就不受「報」的。

這樣當你，不論你受「報」或不受「報」，你的「意業」一發動就即刻打進去，

擊發了那些「業種子」在那裏。這個「業種子」的本質是甚麼？ (只)是一個「思心

所」來的。那個「思想」打進去，這樣一打進去的「思心所」， (這樣的「思心所」

一打進去？)一打(進去)那個「種子」就兩面的，你可以方便些講就說「兩粒種子」打

進去。不是真的一粒粒的，即是一粒「種子」有兩面性的，我們暫時叫它做兩粒。

兩個「種子」打進去，一個就(是)「業種子」打進去，這個「業種子」將來是會

刺激那些「名言種子」。刺激甚麼呢？如果你救人的，是慈悲救人的，它刺激起，刺

激起那些甚麼？那些長壽的、安樂的、幸福的，那些那樣的「名言種子」，「名言種

子」一定是「無記」的，無所謂「善」、「惡」的，刺激了那些「種子」在那裏，你

將來是一個幸福的生命。

為何它會刺激？我那天講過了，同「空間」、同「時間」的，它就會刺激，就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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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刺激得到。這樣即是說「善」的「種子」， (「善」的)「業種子」，「熏」進去

「第八識」裏面，它又會刺激那些快樂的、幸福的「名言種子」。那些「名言種子」

因為它是「無記」的，它不是「善」的，也不是「惡」的，它是「無記」的，它「無

記」的力是弱的；「善」的、「惡」的力是強的。那些「無記」的「種子」，「名言

種子」受了那些「業種子」的刺激，扶助它就出現了，第二世一有空位它就出現了，

(就出現了)那個「異熟果」就這樣來的。

一面就是，譬如說：我殺了一個人，這個是殺人的「思心所」來的，雖然分三個階

段，只不過有輕、重之分而已，這個「思心所」是連續三個階段一齊，陸續打進去的，

很強的，這個「思心所」，這個「思心所」的那種「種子」有兩粒，每一個「思心所」

有兩個「種子」，可以說。一個叫做「業種子」，「業種子」會刺激那些「名言種

子」。

「善」的「業種子」刺激那些安樂、幸福的「名言種子」，令到它出現。那些

「惡」的「名言種子」刺激那些悲慘的「名言種子」，令到它出現。這些就叫做「善有

樂報，惡有苦報」。那個理論的根據就是這樣的，這樣 ;[就一面，因為它的「業」是強

的、活動的，所以它就有力量刺激那些「名言種子」，這就是「業種子」的作用。

它的另外一面，即是另外、另外一粒就是甚麼？那個「思種子」的本身，又是，

這是甚麼？是「思種子」的「名言種子」了。這個「思種子」帶有(「名言種子」)，

第二世也有「思種子」起的，就這一點講叫「名言種子」。即是說我們作一個

「業」，一打了進去的時候，(那)個「種子」是有兩面的，第一面叫做「業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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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受報，如果「業種子」是經過、透過「身業」、「口業」 (打入)的，就一定受

報，不透過「身業」、「口業」(打入)的就不受報。

另外一面就是「名言種子」，這個是「思心所」打進去就有一個「思」的「種

子」了，第二世又起「思」的嘛！這樣，這個「思種子」就叫做「等流果」。那個「業

種子」所得的「果」就叫做「異熟果」，明白嗎？即是說，您方便講就說一打就打進去

兩粒種子，其實是一粒種子的兩面性，一面就「異熟性」；一面就「等流性」。

就「等流性」來說，就是無所謂「善」、「惡」的，是嗎？就「異熟性」來說

呢，就「善」、「惡」的性(質)就很強了。亦有人說「等流性」都有「善」、「惡」

的，那個「思」是「善」的，它就「善」啦！這樣說亦通。這樣「名言種子」有那些

呢？「色」、「聲」、「香」、「味」的「種子」，譬如我見到白色，這個白色的

「相分」，即刻「熏」進去，成為甚麼？「白」的種子。來世一有機緣，這個「白」

的種子出現，來世見到白色。看見「黑」，那個「黑」的種子「熏」進去。第二世有

機緣，「黑」的；能夠有機緣見「黑」。見到「山」的種子，「熏」進去，第二世有

機會見山。

這些都是「無記」性的，無所謂「善」、「惡」的。顏色的「種子」、聲音的

「種子」，香、臭的「種子」，味道的「種子」、所觸覺「觸」到的，軟硬的、輕重

的「種子」，這些都是物質的「種子」叫做「色種子」。還有八個「識」起的時候，

每一個「識」熏進去，那個「意識」起，那個「意識」即刻又熏進去。成為「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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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言種子」了。是嗎？

它這個是「識」，「意識種子」，不是，「眼識種子」，「耳識」聽到東西的時

候，一起的時候，「耳識」又熏了一粒「種子」進去，「耳識」的「種子」。於是，

「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六個「識」都有種

子。「末那識」成日起的，一起就「熏」；一起就「熏」，一連串「熏」之不了的，

第七「末那識」。「第八阿賴耶識」自己本身亦有「種子」的，連續在那裏，它不用

「熏」，它自己連續，連續，好像閃燈，燈塔的閃燈那樣，連續一生一滅，一生一

滅。這樣這些，這些我們叫它做「名言種子」。明不明白？

那些「業種子」如果一透過「身業」和「口業」就會強了，一定刺激那些「名言

種子」。那些，把那些甚麼？把那些「善」的「業種子」刺激那些美麗的、幸福的、

好的，那些「名言種子」。刺激它、推(動)它起，你來世極善的，你就是那些大菩

薩，地上大菩薩。你那些，你那些八個「識」的「種子」，與那些「心所」的「種

子」，那些一起，你就是一個菩薩來了，大菩薩。你那些「色」、「聲」、「香」、

「味」，那些美麗的「色」、「聲」、「香」、「味」、「觸」的種子一起，那個是

甚麼？「極樂世界」的那些，「報土」裏面的那些東西來的。

所以你講淨土就是甚麼？是那些好的「名言種子」。你修「善業」修得多，刺激

那些好的「名言種子」。這樣，一種「業種子」，一種是「名言種子」。明不明白？

「名言種子」，八個「識」的「種子」，與每一個「心所」的「種子」，以及那些

「色」的物質性的「種子」，物質現象的「種子」，「心法」、「色法」的「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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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還有「相分種子」、「見分種子」，一切的那些「種子」都是「名言種子」。

既然「種子」有兩種了，我們就要看看這兩種東西有甚麼不同了。第一、「業種

子」，「業種子」(具備)「有壽盡性(相)」，它刺激那些「名言種子」，刺激完就了

事了。即是說你作這個「身業」和「語業」，「受報」一次過就算了。

聽眾：那個刺激是在作「業」的一剎那，還是在將來受報的現行那個剎那？

羅公：受報的時候。

聽眾：受報的那一剎那？

羅公：一「作業」的時候，那種「業種子」特別活動的，是嗎？不斷刺激那些「名言

種子」。

聽眾：即是「作業」那一下？

羅公：由「作業」的時候起一路刺激，那些「名言種子」受到它刺激漸漸成熟。

聽眾：這儲存由造「因」到「作業」那中間的時間呢，那個儲存。

羅公：不斷被那些「業種子」攪動…

聽眾：即是兩種都要一齊存在？

羅公：是。到了有機緣時，那些「名言種子」就跳出來，「業種子」本身不用跳的，

「名言種子」才跳出來。

那個學生在這裏聽了很久，那個人站在那裏，現在剛剛才走，我還想叫他進來。

那些人覺得很奇怪的，我就歸究於那些學哲學的人的無知。那些教授也很無知，你不

要以為那些教授很了不起，第一，教授也有很多很無知，我說。我年紀這麼老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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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又不做教授。得罪他又如何？無所謂了。很多的確很無知！尤其是那些哲學教

授，科學教授都無知，第二那些(甚麼)這個博士，那個博士的，也多數是很無知的，

這些人。

他覺得你在這裏講佛教哲學，講佛經，就覺得很奇怪的，是嗎？但是你講基督教

聖經他又不覺得奇怪了，都「戇居」的這種人！是嗎？你說他是不是「戇居」？這種

人實在是惡佬就去打他兩巴掌就對了。你不要以為很良善，佛教就一味「忍辱」的，

不是的。

你看看，我講兩件事，講儒家和佛家你聽。太史公作《史記》，一本書就二千幾

年的價值，歷史書上沒有人能夠超過他。那些人說他「一書上下二千年」嘛！那一

本，那一個人造的一本歷史書能夠拍(比)得上？不要說超過，《史記》太史公的，拍

(比)它都無辦法拍(比)得上他的嘛！是嗎？太史公造的《史記》有段甚麼？凡是那些

對社會有大影響的，尤其是好人，一定給他做甚麼？(一定)做個「列傳」的嘛！是

嗎？你猜是造甚麼傳？《游俠(列)傳》。

《遊俠列傳》「遊俠」是甚麼？多數是那些不務正業，四處遊，即是好像日本的

那些「浪人」那樣四處遊遊蕩蕩，並且結合起一班人，對抗政府，替別人報仇，即是

現在的那些教父，美國的那些教父，中國的青幫、洪幫之類，青幫領袖、洪幫領袖那

類，「遊俠」不就是這類人麼？是嗎？太史公他有膽替他(們)做「列傳」，剛才梁麗

香說太史公都有鬰結，真是鬰結了。其他人怎會肯替這些人做「列傳」的，這種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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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來說就正是「賤種」嘛！他替他(們)做「列傳」！即是說明甚麼？世界上你一，

世界上的事有些是不可理喻的！你明不明白？

你執正說是「聖人之道」來治理國家，但都是有偏差的嘛！那些君主，那些人。

有偏差的時候，有些是很冤枉的嘛！受屈、受冤枉時你怎樣？唯有怎樣？找些遊俠來

(替他)出氣！去到美國就找「教父」，是嗎？找「教父」幫忙！那些美國的「教父」

就這樣，有時也有些仗義的行為的。你受了別人的甚麼(冤屈)，我替你(我替你、我替

你)報復他！法律，有些是這樣的！尤其是美國那類社會，沒有錢打官司你一定死

(輸)，是嗎？有錢打官司的大把錢的，死都打成生(的)！

就是一個這樣的社會，美國社會就是這樣的。其實香港也是這樣的了，有錢人去

打官司就時時扭得轉，無錢的就死實啦！如果判了。那麼怎麼辦？你說社會的正義，

有時正義何在？不能不用那些甚麼？遊俠那種人了，那些教父之類，為一部份的人出

氣就只有那種人了，仗義替人伸冤就只有那些人了。

所以太史公造《史記》，他要給回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那些「遊俠」，《游

俠列傳》。《遊俠列傳》佛教是慈悲的，但是發展到密宗發展的時候，它怎樣？除了

佛、菩薩之外，還有不知幾多，那些「明王」、「金剛」。那些「明王」又怎樣？凶

神惡煞的。那個「毗盧遮那佛」，在「摩醯首羅天」處成佛，那個「摩醯首羅天王」

走來見他，祂不信，不信「毗盧遮那佛」講的東西，「毗盧遮那佛」無辦法講得通，

這班菩薩都講他不通，結果怎樣？「毗盧遮那佛」化身，化成一個「不動明王」，左

手抓住一條繩索，誰不聽話的就綁；右手抓住一把劍，周身出火，左腳一腳踏落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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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醯首羅天王」處，右腳踏住「摩醯首羅天后」處，(問他：)你服不服？不服就這

樣，你服就放你。結果「摩醯首羅天王」要服了，我要歸依你「毘盧遮那佛」了。到

最後都要服了。

所以太史公作《史記》，都要作《游俠(列)傳》。《遊俠列傳》佛教發展到「密

宗」的時候，那些「婆羅門教」復興，就向佛教來到壓迫了，那些回教徒又時時殺那

些佛教徒。所以有一種思想的反應了，用慈悲對你都搞不定的，就要用甚麼？用「金

剛」來對你了！「不動明王」來對你了！凡事都思想、有個背景的嘛！

講到這裏，我順便講給你聽，章太炎這個人就很傲骨的，這個人。蔣介石先生，

(叫他)他的母親葬，改葬，想請章太炎(做個)做個墓誌銘。章太炎他不肯，(他說：)他

母親有甚麼好講？有甚麼給我講？別搞我！若他肯做，你知嗎？那個蕭甚麼與蔣先生

找那塊風水，找他母親的風水(地)，結果這個老蕭做了省府主席。章太炎如果肯寫，

替他母親做篇墓誌銘，不送回一百幾十萬都假的了！是嗎？一批有百多二百本已經被

人買光了…

聽眾：那天你說的那本？

羅公：是呀。這本。

聽眾：《百科全書》

羅公：《百科全書》裏面，《百科全書》，它全部抽了《百科全書》那些(內容)出

來， 將它來，得。得、得，我會、我會。將它來到合篇，合篇一本，慳(節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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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夫。

聽眾：這樣小的字。

羅公：你就辛苦些，我們不緊要，是嗎？因為放大那些字，就兩冊那樣利害了，是

嗎？兩冊豈不是貴了？它現在已經三十五圓一冊了。本來我做這本東西，我都

打算(看看)有誰要，是有多的，但是沒有辦法，因我認識的人太多，送得這個送

不了那個，唯有你們要影(印)時，買不到要影(印)時，唯有我借給你們影(印)。是

嗎？免得要剪貼，你就要剪貼了，因為你看不到這麼小的字，是嗎？好啊！這

套東西真是好！很好。每一部份都是一個專家造的，一個專家造的。

聽眾：即是《百科全書》每一部份都有一個專家？

羅公：好了不起啊！我說中國人看它好過看《大英百科全書》。

聽眾：羅先生可以借給我影(印)嗎？

羅公：借給你？好了，你第一個，就送給你啦！人家定下的。

聽眾：不好，不好！

聽眾：又是大陸的那本《百科全書》？

羅公：甚麼？

聽眾：又是大陸的那本？

羅公：是。

聽眾：「宗教哲學」嘛？

羅公：兩套都是好東西。你讀哲學還有這樣，哲學有兩大冊的。

聽眾：對呀。

羅公：你將它來剪貼，那一家的哲學就全部剪下來，(屬於)那一家的就貼上去，每一

家的，都是那類專家造的，你明白嗎？借那本東西來講而已，借「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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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宗」來講而已！因他已經將我想講的東西寫下來了，我就照他說的講了！

但他們的人說要讀的嘛！不過我就不會騙他們，我都是照這部書來講而已。你

可以買本書來講的，我叫了他們買了。他們今天去法住學會，我知道法住學會

還可能有幾本，或者被人買光了也說不定，這三批書來了全部賣光了。我叫黃

玉嬋上去問，黃玉嬋同商務印書館的人熟的。都說沒有了，三批都賣清了，不

知為何很好賣的，這本書。那些學佛的稍為想看佛經就買。還有那些甚麼人

買，那些不是佛教徒都買。那些不是佛教徒，那些基督教、天主教徒的那些。

聽眾：用來比拼嗎？

羅公 ：甚麼？

聽眾：用來比拼嗎？基督教，天主教徒的那些？

羅公：他們一定要比較宗教嘛！

聽眾：對，比較。

羅公：它們神學院一定有這科的，比較宗教。尤其是天主教，那些神學院一定讀佛

經。

聽眾：瑜伽那些。

羅公：都讀的，都讀的。好了，這本書相當好。講回我的東西。講到那裏？「謂異熟

思量及了別境識」，是嗎？「阿賴耶識」講了沒有？

聽眾：「阿賴耶識」的三相，「因相」。

羅公：講了。「初阿賴耶識」，第一個，第一個「異熟能變識」，「初」，即是第一

個「異熟能變識」，就叫做「阿賴耶識」，這個「阿賴耶識」有「三相」。即

是三個 aspect，即是三個方面，即是同一個「阿賴耶識」，從三個不同的角

度來到看它，是有不同的看法的，有「三相」。第一、「三相」者，第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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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相」。

聽眾：「因相」、「果相」寫過了。

羅公：「自相」者，它本身的主要的狀態。「自」即是它「本身」，「相」者「狀

態」，它自己本身的主要的狀態，就是甚麼呢？它主要的狀態就是「藏」。主

要的狀態是一種「藏」的作用，是嗎？「藏」的作用有三個意義，第一就是

「能藏」。

聽眾：第二就「所藏」。

羅公：講了嗎？能夠「藏著」所有「有漏」、「無漏」的「種子」。

第二就是「所藏」，一切「種子」都隱藏在它的裏面。一切「種子」都隱藏在

「阿賴耶識」裏面。所以「阿賴耶識」就是一切種子所隱藏之處，就是「所藏」。第

三就是「執藏」，整句叫做「我愛執藏」，「我愛執藏」。

怎樣「我愛執藏」呢？所有眾生，不論牠是蛇、蟲、鼠、蟻，或者他是佛，大菩

薩，都有八個「識」，都有八個「識」。我們，如果我們是眾生的話，我們的「第七

末那識」呢，那個「第七末那識」有四個「煩惱心所」，時時跟著它起的。

一個是「我癡」，「癡」者「無明」。因為那個「無明」，本來「無我」，因為

它有「無明」而覺得有「我」，這種就叫做「我癡」。第二就是「我慢」，因覺得有

「我」了，自己的心「高舉」，「我慢」。第三、「我見」，是嗎？「見」者，

「見」者，是「慧心所」的別名。我的「慧心所」整天覺得「推求」，有個「我」，

即是「執」著有個「我」。「我愛」，「愛」即是「貪愛」，因為覺得有個「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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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就成日「貪愛」著那個「自己」。這四個「煩惱」。

其中那個「我愛」，「第七末那識」的「我愛」，整天「愛著」那個「自己」。

其實那個不是它(「自己」)，那個不是「自己」來的，是嗎？那是「阿賴耶識」來

的，整天抱著「阿賴耶識」，對住「阿賴耶識」，成日「藏著」，好像攬著它，抱著

它那樣，覺得它好，「愛著」它，「愛著」它，「執著」它，覺得那個是它「自

己」，「藏護」著它，這個「藏」即「保護」著它。好像一個媽媽保護著她的愛子一

樣，「我愛執藏」。

這樣，這個是凡夫的「第七末那識」才有的，如果他的「第七末那識」能夠將那

個「我愛執藏」除去，他就叫做「阿羅漢」了。「阿羅漢」與凡夫的不同之處就在此

了。還有，那些外道人入「無想定」，所有「前六識」都停了不起的。那些阿羅漢入

「滅盡定」也是「前六識」都不起的。大家都「前六識」不起的。那麼「阿羅漢」入

「滅盡定」，與那些外道入「無想定」又有甚麼不同呢？不同就是這一點了，「阿羅

漢」入「滅盡定」的時候，那個「第七識」不停的嘛，「第七識」裏面無「我愛」。

而那些外道入「無想定」，他的那個「第七識」仍然有個「我愛」。有個「我愛」，

所以他們就凡夫也可以做得到，沒有那個「我愛」，就要高級的聖人才做得到了。

這樣，那個「阿賴耶識」含有三個「藏著」的意義，記住，三個「藏」的意義最

緊要是第三個「我愛執藏」。「能藏」、「所藏」都無所謂，「我愛執藏」這個意義

最緊要的。這樣，「阿賴耶識」它本身自己的任務，就是能夠「藏著」那些「種

子」。讓那些，和「第七識」「執藏著」它，所以叫做「藏」。就這點意義，我們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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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做「阿賴(耶識)」。(它是)「第八識」的「自相」，就這點意義，我們叫它做「阿

賴耶識」。「阿賴耶識」梵文叫做  layaĀ ，( laya-vijñ na) layaĀ ā Ā 即是「藏」那樣

解。這樣就是「阿賴耶(識)」，即「第八識」有「三相」，第一相就「自相」，從它

的「自相」這一點叫它做「阿賴耶識」。

還有，「阿賴耶識」除了「自相」，除了有它的「自相」之外，還有它的「因

相」，還有它的「果相」。是嗎？先講它的「果相」，它的「果相」就是它專門負

責，負責管理我們的「果報」的，差不多。因為我們普通人，我們講過，有沒有

(講)？有沒有詳細講給你們聽？

聽眾：已經講了。

羅公：已經講了？

聽眾：是。

羅公：當我們作了「業」的時候，一作了「業」的時候，記不記得？作業的時候？要

怎樣才受「報應」？三步曲：第一步、「審慮思」，「業」的本質就是「思心

所」來的。第一步、「思心所」，不是凡「思心所」動一動都受「報應的」，

並不是，一定要三個階段完成才受「報應的」。第一個階段叫做甚麼？

聽眾：「審慮思」。

羅公：「審慮思」，即是「動機」，我要這樣做，我想這樣做，「審慮」，「審

慮」，如果無「動機」、無「審慮」，受不受「報應」？

聽眾：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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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不受的。所以有些人不懂的就說，行街那個人踩死了蟻如何是好？你又不是有

心踩死它，你特意一腳踩死它就受「報應」的。如果你是無心的，無事的，剛

好牠在你的腳底過，踩死了。不止是殺死隻蟻無「報應」，就算殺死個人都無

「報應」。你開車，很小心開車，有儍佬碰過來自殺。那你怎辦？難道你又要

「受報」？是嗎？當然不受報應的嘛！在法律上都無罪的。

這樣，佛家講「報應」亦是看(動機)，無「動機」所殺，即不受「果報」的「報

應」，最多是你的性格上有些問題那樣解而已。這樣，第一要經過第一個「審慮」，

第二呢，這個「思心所」，「審慮思」。第二、決定。「審慮」都無罪過的，亦不會

有功德，亦不會有罪過的，「審慮」，我想一想都不行嗎？是嗎？我沒有做嘛！是

嗎？要決定，「思」即是「意志」，記著：「思」字不是「思想」，佛經裏的「思」

字，又名叫做「思惟」，佛家的「思」字和「思惟」不是作「思想」解的，是當「意

志」解。記住，「意志」。即是英文的 volition，(wolition)「意志」。

聽眾：V。

羅公：不是！不是W，是 V、V，對，我讀錯！volition,是了，沒有錯，或者叫做

will，will，這個「思」，「審慮」的結果是「決定」了，我一於是這樣做

了。

已經有些問題了，不過還是未有「罪」或者有「德」，有「功德」的。這兩個就

屬於叫做「意業」，只是「意業」是不受「果報」的。不受「異熟果報」的，只是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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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你的性格。「業」好造成你的良好性格，不好就造成你壞性格，是那樣解而已。

如果你第三步呢，「發動」，或者叫做「動發」，「發」即是「發出說話」，發

出命令，譬如你說：「喂，你替我殺了他」！或者你做、你做皇帝，或做官說：「殺

了他」！「發」，發出語，語言。「動」者，你的身體親自起動作，拔劍、拔槍。

「發」、「動身發語」。這個時候呢，這個就是甚麼？「發語」就是「口業」了，

「動身」就是「身業」了，由「意業」透過口或者透過身體，有罪了。如果你是

「惡」的，有罪了，如果你是「善」的，就有功德了。這樣，你一知道這些，那些甚

麼「果報」是如何，你自已就知道如何解決了。不用、不用去問別人了。

聽眾：何解「意業」不受報？「身業」要受報？

羅公：嗄？

聽眾：何解「意業」不受報？一定要發動才「受報」？分別在那裏？

羅公：即是，分別嗎？

聽眾：何解一定要發動才「受報」？

羅公：我只是想而已，我沒有做，無行動，我沒有影響到你。我只是想殺你，但我沒

有殺到你。是嗎？這樣就變成與你有甚麼關係？，我想一想可以嗎？我憎恨

你，我想殺你，但我沒有殺到你。是嗎？

聽眾：為何要做了才受報？

羅公：甚麼？

聽眾：為何要做了才受報？原因在那裏？

羅公：原因是嗎？「不受報」者，是不受來世或者將來報應的報，他「受報」受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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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我剛才講了，你的性格就會不好。是嗎？

聽眾：即是「名言種子」？

羅公：對了「名言種子」嘛！是嗎？「報」就報在「名言種子」，譬如我想殺你，又

想殺他，又想殺她，這樣呢，我不用受「報」，來生我不用被人殺的。

我想一想而已，我(並)沒有殺到你，但是，你會覺得好像甚麼都不用受報？

「想」，何解「想」不受報？不受因果，來世的因果的「異熟果報」，是受甚麼？是

受那些叫做「等流果」的「報」。

甚麼「等流果報」？我整日想殺人，想一次、想兩次，想一次一個「名言種子」

打入去，想兩次就兩個「名言種子」打入去，想一萬次就一萬個「名言種子」打入

去。這樣即是我滿肚子都是「想殺人」的「名言種子」，你明不明白？這即是說我的

性情就會很兇惡的。雖然我來世不用受「被人殺」的「報」，但我來世是個很兇惡的

人。明不明白？這樣從廣義來說都受了「報」了。

聽眾：即是我做一個動作有三個過程，我做三個過程何解會有個「業種子」？何解會

有「業種子」？

羅公：「審慮思」都有「種子」，但是它是「名言種子」。「決定思」都有「種

子」，但是「名言種子」。都是那粒「種子」，是嗎？它不成  action，不成

behavior，你明不明白？成為一種 action 一定已經(行動了)。你自己個人即

是這樣，你自己放屁，關上房門來放屁，別人理不了你的嘛！是嗎？你只是養

成了「放屁」的習慣而已，但你在課室「呯呯嘭嘭」放屁又不同了！影響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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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寧了！是嗎？這樣即是你影響公眾安寧，就會令人討厭你的嘛！但你關上

房門在家放屁，是無人理你的嘛！都是不大好，隨處放屁都不是很好，雖然不

是很好，但沒有整污糟整個社會嘛！整污糟你自己間房而已。是嗎？明不明

白？它的報，不是說不受報，是「等流果」的「果報」，但這個是「異熟果」

的「果報」，來生會有東西對付回你的，但這個只是自己想而已，你將來出來

沒有東西對付回你的，是那樣解而已。都是那個「種子」來的，是嗎？

聽眾：是不是因為它那個勢力強些？它那個。

羅公：它這個形成「善」、「惡」，是嗎？這個也有「善」、「惡」，但那個

「善」、「惡」力很微的。這個就影響別人。你明白嗎？

聽眾：影響別人，為何影響人要受「報」？

羅公：我殺你了！我真正殺還不影響你？想殺你，我沒有影響你，我真正拿刀殺你就

影響你了！不止影響你，也影響你媽媽！你媽媽不見了一個兒子！你怎麼辦？

還不影響？即是影響了社會。

聽眾：影響了整個社會之後那「業種子」更加會形成？

羅公：那個「種子」強，明不明白？

聽眾：「名言種子」和「業種子」的分別就是強、弱的問題嗎？

羅公：強、弱的問題，「名言種子」很弱的，自己不能起作用的，這個強的，(可以)

起作用的，就是這樣。

聽眾：就像你剛才所講，如果很多、很多、很多「名言種子」進了去，那個影響力都

可能等於……

羅公：影響你自己。

聽眾：都影響到「異熟果」了，因它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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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間接，你做事，形成壞的性格，第二世你是一個兇惡的人，就好容易會真正殺

人，你明不明白？但這一期你真正殺人是第二步的事，不是直接，你明白嗎？

indirect 的，不是 directly，是嗎？明不明白？這樣，如果當我們作一種行

為，「思」，發動語言或者發動身的時候，就變成有「社會性」了，又很強烈

了。這種這樣強烈的行為馬上就打了一種勢力、一種印象入去我們的「第八

識」裏面，打了進去之後就成為一顆「種子」。

那個「種子」是兩面性的，那個「種子」，打了進去成為一顆「種子」，那個

「種子」是兩面性的。第一、殺人，他自身的，殺人的「種子」。第二、它會引起被

殺的，不是一定「被殺」，或者被人劏都不定，或都被人吊都不定，看你的情形如

何，總之就引起那些不幸福的東西。

至於為甚麼作(「惡」)的「業種子」就一定會引起痛苦的「果報」呢？何解不引

起快樂的「果報」呢？我殺人嘛！應該在第二世引回殺人的「果報」才是，為何會被

殺呢？這個答案是這樣：殺人，你一個殺人的「種子」進入裏面，有兩個作用的，你

這粒「種子」，第一、你都會殺人，你會不會？你性情兇惡。第二、你會可能被殺，

或者被劏。或者，不是一定是那個人殺你，譬如我殺你，第二世未必你殺回我的。何

解？可能你第二世你都成佛了，你都不會殺我了，豈不是我白殺了你就很著數？是

嗎？不是的，我今世殺你，可能第二世被戰爭的原子彈炸死都說不定的，或者被人折

磨死都說不定。

總之就引起一些苦的東西。因為你殺人的時候那種印象是甚麼？那些人流血，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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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流血「種子」又打進去，這些流血的「名言種子」打進去。你殺他的時候呢，令

到他輾轉痛苦，這種輾轉痛苦的東西又打進去。還有那個「影響力」，譬如你有一個

母親，影響你的母親餓死，沒有飯吃。這種東西牽連到很多東西的，這些一切一切的

有。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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