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點了。

聽眾：「待眾緣」了。

羅公：嗄？

聽眾：「待眾緣」了。

羅公：「待眾緣」了。

「決定」這兩個字，我們在散文就要加個「性」字才可以了，是嗎？「待眾緣」

了，「待眾緣」又怎樣？我們每一個人，你可能有成佛(的)「種子」，亦可能有(落)

地獄的「種子」，如果，何解不一齊生？即是同時成佛，同時落地獄，何解不會這

樣？因為「種子」的出現，不是憑空就出現的，要等待有條件，合「緣」的條件，條

件充足了，它然後才出現。

有些(人)，你萬劫之前做過(落)地獄的「業」，但因為你後來好好地修行，到了

現在(過了)萬劫了都未「受報」，就是因為你的「緣」缺了，入地獄的「緣」缺了，

你想入地獄，不論地獄也好、地獄、餓鬼、畜生，這「三惡道」，你一定要怎樣？臨

死的時候起惡念，然後才能(生去那裏)。臨死的時候你不起惡念，就無可能生「三惡

道」的。

如果你世世臨死的時候，都有一個人替你、教你：(要)念佛啊！那樣，或你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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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徒，有一神父替你(禱告)，教你不要起那些兇狠之心，現在你要回到上帝處或返

回天主處了，很慈祥地，即是你要無惡心，壓一壓低 (惡心)，你不能入「三惡道」

的。要給一個規律你，臨死的人必定昏迷的，在你昏迷之前如果你是善心，在昏迷前

的一剎那是善心的，就不能入「惡道」的，「惡道」先凍結；你在「善道」做一世，

到有機會的時候，你然後再輪迴落「惡道」的。

如果你是起惡心，你縱使起了一萬個佛塔、五萬間醫院，但臨死時起了兇狠的

心，起一個仇恨的心，你都無辦法，天、人都無辦法做，只可以最高級都是做鬼，做

那些、做那些不是很餓的、兩頭遊的那些鬼，「鬼道」。

「鬼道」有很多的，(有些好，有些好)有些很舒服的鬼的，是嗎？有些就很慘的

鬼，最多做鬼而已。是這樣。「待眾緣」，聽不聽得明白？「待眾緣」。因為你要

「待眾緣」，所以你現在還未成佛，你做了很多落地獄的「業」，所以你現在還坐在

這裏，都還未落地獄；是嗎？「待眾緣」。你要做甚麼功夫？在「眾緣」處做功夫。

你要在「緣」處做功夫。

「緣」即是條件，即是說叫你做甚麼？想某一種結果出現你創造條件就得了，你

想落地獄很容易，作多些惡業，臨死時起一個仇恨心，你就可以落(地獄)了，這樣，

製造條件，壞的條件，你要阻壓壞的條件，他教你這樣(做)。所以，講到倫理學，有

所謂「意志自由論」，有所謂「命定論」。佛家既非「意志自由(論)」，亦非「命定

(論)」。好了，你們休息一下，一陣再講。「種子」還差一種，講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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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第六義未講。

聽眾：講了「待眾緣」，講了「待眾緣」。

聽眾：「引自果」未講。

聽眾：「待眾緣」。

聽眾：還差「第六義」未講。

羅公：「第六義」未講。第六就是「待眾緣」…

聽眾：不是，「待眾緣」。

羅公：不是！不是！是第五，講了，對，已經講了。

第六、是「引自果」，即是甚麼呢？「色法」的「種子」只是引出「色法」的

「現行果」，「色法」即是物質現象，引生、引生回「色法」的「現行果」，「心

法」、「心法」即是「心」和「心所」，「心法」的「種子」只可以引生回「心法」

的「現行果」；只能引它自己的「果」，就不能引「他果」。即是「色法」不能引生

「心法」的「果」；「心法」不能引生「色法」的「果」，這個就是「第六義」了。

「種子」一定具備此六種特性的，缺少一種都不能成為「種子」。

所以，外道那些說「大自在天」，「上帝」那些，說(祂)可以產生萬物的，能夠

產生萬物的即是萬物的「種子」了，是不通的。還有，只能引「自果」，一因不能生

多「果」，一個上帝怎能產生出千千萬萬的森羅萬有的宇宙？一「因」不能生一切

「果」。「種子六義」已經講了。

其次，「種子」的「熏習」，「能熏」，「種子」的「熏習」，一講到「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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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就)一定有「能熏」、「所熏」，怎樣是「能熏」、「所熏」呢？我們的一切

「種子」，平時就「眠伏」在那個「第八阿賴耶識」裏面，遇著那些「緣」具備了，

「緣」一具備時候就起「現行」了，一起「現行」的時候，就即刻「熏」回「第八

識」裏面，成為這個新的「種子」了，如是者，「種子」起「現行」；「現行」就

「熏」「種子」，「萬世不竭」。

我們的生命，就是由於我們的「阿賴耶識」裏面的那些「種子」起「現行」，

「現行」又再「熏」成「種子」。如是者一直下去。除非你做到怎樣？想辦法做到怎

樣？(令到)某一類「種子」、那些「煩惱種子」，令到它以後永遠不能夠起的，做到

這樣。怎樣永遠不能夠起？

一、令到那些「種子」的勢力已經殘，不能夠再起，完全不能夠再起，我們叫那

樣的「種子」已斷滅了、斷了。這樣，或者令到它，(因為)「種子」要待某種「緣」

才能起的，我們(就令它)永遠沒有這種「緣」，令到它這種「緣」永遠不出現，那些

「種子」就不能起，修行、所謂「修行」者，修行者就是在這方面做功夫，即是說怎

樣？把那些壞的「種子」將它的「緣」剝奪了它，阻壓它，讓它不能夠起「現行」，

不能夠起「現行」，「種子」就越來越弱，到最後的時候，那個勢力單薄到極的時

候，簡直無辦法起的時候，就叫做「斷」了，那些有，你想真正斷，只是扯掉它的

「緣」是不行的，一定要怎樣？除了扯掉它的「緣」；即是扯了它的條件；令到條件

的時時都不具備。除此之外，一定要將那些「種子」的勢力削弱，甚至到剷除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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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有些人是有一種力量，剷除他那些「種子」的，那些能夠剷除那些「種

子」的「力」叫甚麼？叫做「無漏」的智，如果我們有了「無漏」的智的「種子」

起，又能夠培養它，那個「無漏智」的「種子」一起，小則壓伏它不能起，多則永遠

壓著它不能起，永遠壓著它不能起了，即是叫做「滅」了。是嗎？你有些錢在銀行，

永遠你(都)不能取的，就等於沒有了，是嗎？能夠想做到這樣，是甚麼？

這些就要靠智慧，智慧有兩種，一種「有漏」、一種「無漏」，要求「無漏智」

然後才可以。而「無漏智」之中，又有兩種，一種是叫做「根本智」，無「相」的、

無「分別」的，一般所謂「般若智」就是指這種。真正斷「煩惱」要靠這種「根本

智」、「無分別智」；第二種是「後得智」，「後得智」，真正剷除煩惱不是「後得

智」，(而)是(用來)說法、度眾生(的)，是「後得智」。「後得智」雖然有阻壓「煩

惱」的功力，但真正斷除「煩惱」的要靠「根本智」，「根本智」出現，斷「煩惱」

時，不是一下全部斷清的，是逐點逐點除的，逐分、逐分(化)。

譬如這樣，(以)「欲界」的「貪」用來做例(子)，「欲界」的「貪」即是現在所謂

甚麼？男女的情欲，你想斷除男女情欲不是一下就即刻「頓斷」的，是要怎樣？是要修

「止觀」，修「止觀」。如果小乘就修「不淨觀」，這種「不淨觀」要用智慧來「修

定」，「不淨觀」的智慧修得多，你的男女情欲就弱了，只是弱些，弱一點而已。

所以我們將「煩惱」、任何的「煩惱」，我們分做九品：譬如男女的情欲叫做

「欲界煩惱」，「欲界煩惱」；我們就將「欲界煩惱」；「分別煩惱」就很容易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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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欲界」的「俱生煩惱」，與生俱來的我們分做九品，九品，如果斷了它的三、

四品，我們就得甚麼？「一來果」了，斷到它五、六品我們就不用再；不是！這個，

這個，斷到它九品都斷除了，我們就怎樣？「不還果」了，這樣要逐品、逐品斷，

(至於)那些人一下「頓時」就這樣，「修」是必定的，「悟」的時候你可以「頓

悟」，「修」一定要「漸修」。就是《楞嚴經》都這樣說。

「修」的時候，你要逐品、逐品煩惱來磨滅它，磨滅它的時候是怎樣呢？一磨

滅，就一分一分地，大品裏面又有細品，即是一點點、(一)滴滴，每滅一分、每減一

分煩惱，減煩惱的時候，那些智慧，那些，那些「無分別智」出現了，滅一分「煩

惱」的時候，那種滅一分「煩惱」的那種「無分別智」叫做甚麼？「無間道」，「無

間道」，「無間道」滅了一分「煩惱」之後，跟著那個「解脫道」起，就享受那種

「啊！沒有了這種煩惱的情況就是這樣的」，「解脫道」。

如是者，時時這樣練習，練習就叫做「修止觀」了，時時練習練到差不多了，又

再對治第二種「煩惱」，又再「斷」了，「斷」的時候又先有個「無間道」，後來就

到「解脫道」了，如是逐分、逐分；逐點、逐點「煩惱」斷，是這樣斷。這樣，我們

(修習)這種智慧，我們要不斷「熏」；不斷「熏」；不斷「熏習」。初初時，我們

「無始」以來到現在，我們的「無漏智」都未出現過，所以我們那些「分別煩惱」與

「俱生煩惱」我們都未斷過，所以(只是)壓下，壓伏一下。

我們要怎樣？仍然要靠「修止觀」，在「定」中引發我們的 (智慧)，我們「修

6



觀」是用「有漏」的智慧去修觀，「修觀」修得多了，初時「修觀」就「比量」而

已，有「相」的，想的，要想的，「比量」，推論而已、推理而已，「修」得純熟的

時候就不用推理了，一「修」；一「觀」的時候，就直接感覺到、經驗到了，就「現

量」了，這樣就這種「有漏」的智慧行前，由「有漏」的智慧呼群引類那樣，就引出

那個「無漏」的智慧出來，由「有漏」的智慧引出「無漏」的智慧出來。

「無漏」智慧出現了，就在第一個剎那，就是「無間道」了。毀滅，它應該毀

滅、能夠毀滅那個「煩惱」。「無間道」之後就是「解脫道」，當「無間道」起的時

候，又「熏」回(「第八識」)；又將「無間道」的智慧再「熏」進去「第八識」處；

「解脫道」起的時候又再「熏」進去「第八識」處。今天這樣「熏」進去，明天再

「修」的時候又再出現，再出現又再「熏」入去。

那些原來有的、第一次出現的，那些叫做「本有」的「無漏種子」，再「熏」進

去那些叫做「新熏」的「無漏種子」那些「無漏種子」越「熏」就越強，越「熏」就

越強，由低級的「無漏種子」引起、引出高級「無漏種子」，如是者經過相當的修

行，由「初地」轉移到「第二地」，由「第二地」轉移到「第三地」，一路經(過)；

一路這樣「熏習」，「熏」到，我們修行由發「菩提心」那天起，我們就叫做「加行

位」(應是「資糧位」)的菩薩；「加行位」(應是「資糧位」)的菩薩經過一個，「加

行位」(應是「資糧位」)的菩薩修很長遠，歷劫修行，然後，在這個時候的這個階段

叫做「資糧位」，「資糧位」的菩薩「止觀」力量很微弱的，所以一定不能夠「見

道」的，我們在那個「資糧位」裏面，如果我們可以經無數「劫」，不是一世、兩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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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一世、兩世能進步多少？

經無數「劫」，(經過)多少萬萬千千的生死，然後那個「止觀力」一路增長，一

直增進，然後入「加行位」；「加行位」的特點是怎樣？那種「有漏」的「慧」很

強；「有漏」的「定」都很強；「有漏」的「定」都很強；「有漏」的「定」已經到

了隨時可以進入「第四禪」，在「第四禪」裏面引起那個「有漏」的、高級的「有

漏」的「慧」，這個高級的「有漏慧」就那四種了：「煖」、「頂」、「忍」、「世

第一法」。這種是很高級的智慧，還是在「第四禪」裏面，一點雜念都沒有。

那時用「有漏」的智慧先行，引出他那個「無 (分別)根本」的、「無漏」的、

「無分別智」出現，(一出現時) ，「無分別智」一出現的時候，好像「大地平沉」那

樣，全部所有的「概念」統統沉沒，一無所有，但又不是無，那時、那時「能知」、

「能觀」的「智」，和「所觀」的「境」不可分，「所觀」的「境」是「無形無相」

的，這個就是「真如」。勉強說他「所觀」的「境」，我們勉強叫它，叫它做「真

如」。「能觀」的「智」我們勉強叫它做「根本智」。其實打成一片，「能觀」、

「所觀」打成一片；那時是好像「萬物與我為一」的(那種)狀態。

這樣，由「發菩提心」至到現在這樣，那種「根本智」出現的那一剎那，是經過

一個「無量劫」即一個「阿僧衹劫」，不是一世、兩世的事。你說：這樣豈不是眼眉

毛長？是嗎？這樣搞法怎麼行？於是；於是就有「密宗」的產生了，(說)我這裏有辦

法，即身就可以成佛！不止「即身見性」，跳、三個「無量劫」一世就完全跳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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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如果照「唯識」來說，「即身成佛」只是怎樣？你已經「第十地」最後的那一

世就可以，現在是不可能的，不通嘛！無始以來這樣多的「煩惱」，如何可以「一世

就全部搞定」？是嗎？還有，要修很強的「止觀」才行，你只是「唸咒」、「修觀」

這樣做就可以了，這樣釋迦牟尼佛不用講這麼多，(何須講)三藏十二部經了！就教條

「咒」就全部搞妥了！是嗎？自然，你是明智的人就不會相信「即身成佛」這套東西

的，不過用來勉勵一下人就可以。

而且你真的修到「第十地」，一定是「即身成」啦！是嗎？難到還等第二時？釋

迦牟尼佛已經出世了，他還不「即身成佛」？他還等第二世嗎？就這樣(說)亦通的。

如果你是「已經證」到「第十地」。你說：這樣搞法就「眼眉毛長」了！於是有些人

就走「密宗」了；有些人就走「淨土」了；不如過去「極樂世界」了。

但問題是這樣，你怕甚麼？你想做功德嗎？救眾生嗎？你修行，修「六度萬行」

然後才可成佛的嘛！你走去「極樂世界」無機會給你修，你見完阿彌陀佛之後你一樣

要走回來修，去打個 Round 而已，是嗎？一樣要回來，「極樂世界」誰要你救濟？

上天也無用，所以生天也無用。

所以，遇著那些真是環境使到他無辦法「廣修六度」的，就勸他快快趣趣去修一

下淨土，是嗎？或者修行等於做生意買燕梳(保險)，是嗎？這樣就修一下淨土，這樣

是好的，是嗎？你說如果只是修淨土，唸阿彌陀佛，年富力強時候只是走去唸阿彌陀

佛，阿彌陀佛看見你們這些懶蟲，哎呀！他會收你？這樣即是鼓勵人懶了！這些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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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這樣看法，就是「淨土法門」的毛病了，不是不好，「淨土法門」是好，我也唸；

我都唸佛；我都唸「彌勒如來」的，我唸。這個第一是甚麼？去一去不要緊，是嗎？

「欲界」去，「欲界」出，再生回來，有甚麼要緊？是嗎？但是你不能因此而停了經

教不看，事幹就不做。如果這樣就沒有甚麼用。

這樣，「熏」、「能熏習」、「所熏習」，結果是「業」。先有「種子」起「現

行」，起了「現行」之後，「現行」能夠「熏」再回去成為「種子」，「現行」是

「能熏」，「種子」是「所熏」。至於其他，這些就留給你自己看了。「能熏」有四

個，可以做「能熏」的，一定要具備四點特點，「能熏四義」，是嗎？可以做「所

熏」的，一定又有四個特點，就叫做「所熏四義」。有沒有？

聽眾：有。

羅公：試一試你們，下一課你們講給我聽，你們講給我聽。

「能熏四義」、「所熏四義」，你們講。你們講給我聽。你們新來的比丘尼，不

用你們講，以免令你難為情；你們這些舊的(學生)，看看到時找你們講。講「能

熏」，一個講「能熏四義」給大家聽，一個講「所熏四義」給大家聽。回去看熟它，

我叫誰來講不知道的，我會拿個銀(硬幣)出來拋一下，看(找)誰講。不要「丟架」(失

禮)，是嗎？會講才行。

「能熏四義」、「所熏四義」你(自己)看。我現在只講兩種「熏」。先解「熏

10



習」兩字的意義你們聽，「熏」者，好像那些煙「熏」落那張紙處，紅的煙「熏」下

去那張紙變紅，黑的煙「熏」下去變黑，「熏」。「阿賴耶識」就猶如白紙，「熏」

進來紅(色)，「善」的東西「熏」入去就「熏」出「善種子」，「惡」的「種子」

「熏」進來就「熏」出「惡種子」。

「善種子」起「善現行」，「惡種子」起「惡現行」。「熏」是怎樣？「熏」，

我先講了兩種「熏」，一種是「相分(熏)」，一種先，一種叫做「見分熏」，我那本

書沒有這麼詳細講的，一種是「相分熏」。當我們的「識」一起的時候，我們的一個

「識」，每一個「識」都有它的「見分」與「相分」。是嗎？

上次講過，有些人將它分成三份：「見分」、「相分」、「自證分」；又有些人

將它分成四份：「見分」、「相分」、「自證分」、「證自證分」。不過，分四份又

好；分三份又好；分兩份又好；最基本的還是兩份的，何解呢？「相分」是被我們看

到的，「見分」是我們能夠「看東西」的那種能力，這樣「自證分」不過是「見分」

裏面的、自己證明自己的作用，是嗎？

所以「見分」可以廣義的包含了「自證分」的，「自證分」亦不過是「自證分」

裏面的、自己的內部作用而已，所以，「證自證分」與「自證分」都可以攝入「見

分」裏面的，一個「見分」包含了「自證分」與「證自證分」了。這樣，當我的「眼

識」一起的時候，如果我的「第八阿賴耶識」裏面是有「眼識」的「種子」，我一出

世的時候，那個醫生替我開了眼，那時就叫做「眾緣具備」了；於是我的「眼識」就

生起了。「眼識」之生，你知道嗎？「眼識」之生，「不由自生」，「亦不由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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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亦不是「共生」，亦不是「無因而生」，這個「因」就是「種子」了。「種

子」在那個「阿賴耶識」裏面就爆發出來，當「種子」將爆發而未爆發的時候，有一

個特別敏感的「心所」，就叫做「作意心所」，特別敏感的；每一個「識」都一定有

五個這樣的「心所」，叫做「遍行心所」，一個叫做「觸」、一個叫做「作意」、一

個叫做「受」、一個叫做「想」、一個叫做「思」，這五個「遍行心所」無論何時，

任何一個「識」起，都有這五個「心所」跟著它一齊起的。

當我，當「眾緣具備」，我們的「眼識」有機會生起時，首先(好似)有一個敏感

的「心所」，就叫做「作意心所」；那個「作意心所」首先催促那個「眼識」的「種

子」，令它起，同時又催促甚麼？「作意」、「受」、「想」，不是！「觸」、

「受」、「想」、「思」，其他的「心所」，催促它一齊起，即是刺激它，令它也一

齊起，一起的時候，它自己也跟著一齊起。

這樣一起的時候，至少六種東西一齊起；六粒「種子」一齊起：「眼識種子」一

粒；「觸」、「作意」、「受」、「想」、「思」，這五個「心所」的「種子」一齊

起，六個一齊起，一齊「照」出去，是嗎？每一個「心所」起的時候每一個「心

所」；每一個「識」起的時候都一開為二，「能看」的「見分」，「所看」的「相

分」，一開為二。

好了，來到這裏有問題了。「相分」與「見分」是同一粒「種子」呢？抑或是各

有一粒「種子」呢？關於這個問題我稍後再講。現在暫時先當它(有)兩粒，當它(是)

兩粒。「見分」有「見分種子」；「相分」有「相分種子」，但不一定的，有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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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分」與「相分」同一粒「種子」的。

現在我姑且講它「相分」有「相分種子」；「見分」有「見分種子」，即是說一

起的時候，那個「見分」；那個「作意心所」就催促那個「眼識種子」起「現行」，

又催促其他的「心所」的「種子」起「現行」，一起(「現行」)的時候，是誰起？是

它的「見分」起「現行」，是嗎？「見分」起「現行」；但有「見分」必然有「相

分」的，當「見分」要將起未起的時候，它就挾帶著那個「相分」一齊起，因為如果

無「相分」一齊起，他就見不到東西的，即是見不到東西的，這個叫做「所緣緣」，

無「所緣緣」，那個「見分」是不能起的，一定挾要帶著那個「所緣緣」，「所緣

緣」就是「相分」，一齊起。

這樣那個「眼識」就兩粒「種子」起了，一粒「見分種子」起；一粒「相分種

子」起，是嗎？「觸」、「作意」、「受」、「想」、「思」那些也是了，都是兩粒

「種子」起了。這樣，一起的時候，那個「見分」一起的時候，即刻，一起作用的時

候，即刻「熏」了一個「見分」的「種子」，「熏」了入「第八阿賴耶識」裏面，第

一個剎那「熏」了入去，那個「見分種子」起的時候，就是「種子」彈出去變「現

行」，是嗎？

一變了「現行」之後就馬上又再「熏」入去，成為一粒新「種子」，這樣就一剎

那，一剎那。一「熏」了新「種子」，那個新「種子」到第二個剎那，不是！一

「熏」了入去那「種子」就滅，到第二個剎那又生了，一生起馬上又彈出去，又看；

一看的時候馬上又縮(「熏」)入來，又成為新「種子」，這新「種子」一「熏」入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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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刻滅，一滅又引出第三剎那的新「種子」，那新「種子」又彈出去，彈出去(後)又

再「熏」入來，所以我看你、看東西時是一幅、一幅、一幅、一幅的，不是單純一條

線直落的。是這樣、這樣、這樣，這樣。

因為我這樣一幅一幅去，所以我看你是會變的，會變的。看見是一幅一幅的，每

幅不同。因為每幅不同，所以我們有「動」的感覺，其實沒有動，是一幅一幅的，沒

有動。我們中國人說：「飛鳥之景，未嘗動也。」是對的。無動的。世界上無「動」

這會事，每一剎那都沒有動。

這樣當它「熏」入去，是嗎？第一個剎那一起，起「現行」，那個「見分」一出

現，即刻「熏」入去，成為「種子」。第二個剎那(的)這個「見分種子」又伸出去；

又起「現行」，又(再)「熏」，瞪大眼望你那時，已經不知有多少次出出入入，出出

入入了。這樣豈不是很兒戲？世界就是這麼兒戲，如幻嘛！這樣才叫做幻嘛！這樣才

是「不可保信」嘛！這樣才是「不可靠」嘛！是這樣的了。

這樣，這個「見分」就這樣「熏」，一出(就)即刻自己「熏」入去，一出(就)自

己再打入去，這種叫做「見分熏」了，明不明白？「相分」又怎樣？「相分」是死物

來的，「見分」就靈活的，「相分」不能夠自己「熏」的，那個「見分」打它出去

「見」它的時候，那個「見分熏」的時候，它跟著「見分」同時「熏」入去，憑藉著

那個「見分」來「熏」入去，明不明白？這個叫做「相分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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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其實都已經是同時啦？

羅公：嗄？

聽眾：同時啦？

羅公：同時、同時。

聽眾：「見分」，即是你挾帶著那個「相分」去「熏」的嘛！

羅公：是。

聽眾：根本不是兩種東西，其實只有一種。

羅公：怎樣只有一種？

聽眾：即是因為它同時嘛！

羅公：雖然同時，但都是兩種。

聽眾：即是同一粒「種子」，我意思是說，是嗎？

羅公：同是一粒「種子」，是，同是一粒「種子」。

有些是同一粒「種子」，這個稍後另外再講，「見分」、「相分」是一齊打入去的。

(又是)一齊打出去的，一齊「熏」，「見分」有「見分熏」，「相分」有「相分熏」。但

是一齊「熏」，而且這樣，那個「相分」是比較被動的，「見分」是比較主動的。

所以那個「相分熏」要靠「見分」帶它入去的，透過「見分」的力量的扶助力做

「增上緣」，「相分」然後才可以「熏」，這即是說，當我看到藍色；看到他穿藍色

的衣服時，我的眼識的「見分」就看到它藍色，當我的眼識的「見分」起的時候，挾

帶那個藍色的「相分」一齊起，一齊起，一齊起之後，我的「見分」一起就即刻

「熏」入去成為一個新的「見分種子」，那個藍色的這個「相分」，就憑藉我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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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分」做「增上緣」；做扶助的力，跟著一齊「熏」入去，成為新的「種子」。這

樣，這個就是「相分熏」。「相分熏」是要被動的，要靠「見分」的扶助力然後才能

夠「熏」的。

這樣對於「熏習」，就是還有「能熏四義、「所熏四義」你們要自己看而已。其

餘都沒有什甚麼大問題了。是嗎？對於「熏習」的意義，好了，對於「熏習」，就是

「熏成種子」。「熏成種子」現在有問題了，剛才講到「相分熏」、「見分熏」，是

「相分」有「相分」的「種子」；「見分」有「見分」的「種子」，是嗎？但是不一

定是如此，好了，現在講了，「相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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