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分」與「見分」是不是同一粒「種子」生出來的？ 於是，自古那些菩薩，

那些菩薩就有兩派不同的見解：一派就叫做「相見同種」，一派就叫做「相見(別

種)」， 兩派。如果是「相見同種」說，就像甚麼？ (相)似禪宗的看法了；又像在哲

學上的所謂甚麼？「觀念論」的看法了。如果是「相見別種」說，「別種」即「各別

有種子」，就是甚麼？就好像「小乘」的那些「有宗」的看法了。又好像哲學上的所

謂甚麼？「實在論」的看法了。

       

你看看六祖，他在法性寺聽到印宗法師講《涅槃經》的時候，那些風吹動了那支

幡，是嗎？ 一個、一個僧人說風動，一個僧人就說幡動，這兩個都是「實在論」，

風是離開「心」之外，幡又是在「心」之外，「實在」的， 六祖說不是，是你的

「心」動。這就是甚麼？「觀念論」了，是嗎？即是「相見同種」了，是嗎？風動，

幡動，與你的心動是同一件事來的，「相分」、「見分」；「風動」、「幡動」，是

「相分」嘛，那個「心」見到它就是「見分」，如果只是我「心動」而已，那就是

「相見同種」了。如果說那兩個和尚一個說「風動」，一個說「幡動」，那就是「相

見別種」了。你不要小看他，你不要說他們兩個就弱了！不是的！他有他的立場的，

是嗎？講到這裏，時間夠了？是嗎？

聽眾 ：未呀！

羅公 ：未，先講多一種。

聽眾 ：九點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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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 ：在印度，那些菩薩討論過這個問題：佛有沒有說法？

釋迦牟尼佛有沒有說法？關於「佛有沒有說法」的問題就有兩派不同的菩薩，一

派說 ：佛沒有講話(說法)的，釋迦佛沒有說法的，不止沒有講，連出世也沒有出世

過。你們眾生的善根成熟；你們眾生的善根成熟，眾生的心「變」起，共同「變」

起， 因為共同善根成熟，共同見到有一個迦毗羅國(迦毗羅衛國 Kapilavastu )，有一

個王子出世；共同見到有一個王子出家；共同見到那個王子說法；共同見到那個佛入

涅槃。都是眾生的「心」共變的，是眾生的善根所變的，釋迦牟尼佛沒有出世，叫做

「佛不說法論」。這樣，這個不就是與六祖的那些甚麼？ 那些「心動」，是嗎？(那

些)講法同一口氣？(同出一轍)與六祖的後人改那首偈是甚麼？「本來無一物，何處惹

塵埃。」那些都是很鄰近的。

另外一派就(認為)佛有說法，無說法是不通的，明明講了這麼多的經了。 但是那

些說「佛沒有說法」的，他們說：佛是沒有說法的。何解呢？佛整日在「大定」，有

大的「定」，有大的「悲」，有大的「智」，佛整日在「定」中起「大悲心」，起大

智慧加持你們這些眾生，你們這些眾生剛剛成熟，他好像放電波那樣，你這個收音機

剛好接到他的電波，你自己覺得有個佛出世，他沒有走來，他加持你而已。 密宗說

這個講法又是對的，這個講法。 他用「大悲」加持你，用「大智」，他作「觀」就

行了。你就會見到有個佛了，你托他的大悲、大智做本質， 變起有個佛出世，見到

有個佛出家。這樣，(有)這些講法。人家明明有個佛出世，你卻要講到沒有出世，何

必多此一舉呢？是呀！但是他駁你：你這是不通的，你這是「小乘之見」，說是有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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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世，我們說沒有的，佛沒有出世的！但他們這些(講法)，小乘固然說有佛出世，大

乘講「唯識」的，兩派都有的，講「唯識」的人(也是)兩派都有的。

      

世親菩薩的弟子，再傳弟子叫做無性菩薩，就是主張「佛沒有出世的」；但另一

個世親的再傳弟子那位護法菩薩，他即是誰呢？就是玄奘法師的師公了，他說：佛有

出世，佛亦可以加持你，令到你見到有一個佛出世的。何解他又不可以化出一個佛出

來？出世、讓你托(他)來做本質(而)見到佛呢？難道佛連這個力量都沒有？佛可以

的，你說「多此一舉」，是多此一舉，無所謂，多此一舉又何妨？所以佛亦有出世。

「佛亦有出世」即是說佛亦有說法。但你們這些人聽，就不是聽到佛講那些，你要將

佛所說的法反映進你處，你自己的那些「種子」，語言文字的「種子」起，托佛所講

的做本質，你就聽到佛所講的經了。這即是說，同是佛說，佛所說的「法」是「無

漏」的，因為佛所說的「法」，是佛的「第八識」的「清淨識」所變的，是「無漏」

的。你是「有漏」的眾生，托他「無漏」的「法」做本質反映入來，「現」，用你

「有漏」的心現出「有漏」的佛法出來，佛經。

即是我們所讀的佛經是「有漏」的，釋迦佛所說的佛經是「無漏」的，所不同就

是如此，佛不是無說法。這個講法就同「相見別種」相似了。這個法，現在那一說

對？當然就是「佛有說法」這個對的，太過「觀念論」不好的。是嗎？何況佛，他加

持你又是有動作，變一個佛出來還不是一樣！是嗎？無所謂的，是嗎？這樣何解他有

說法，你一定要說到他沒有說法呢？這樣。這樣，這個以中國人來說，講「唯識」

的，就以「佛有說法」為正宗了。你不要以為這件事很簡單，問題很大的，如果「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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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說法(論)」，你一接受它，你就不用唸「阿彌陀佛」的了，六祖就是這樣，沒有

「淨土」的，無「阿彌陀佛」的淨土的。六祖呀！講甚麼？「唯心淨土，自性彌

陀。」，「阿彌陀佛」是你的「自性」而已，是嗎？「慈」、他說：西方「極樂世

界」有四個「門」，甚麼「門」？「慈」、「悲」、「喜」、「捨」，是嗎？你不用

「觀想極樂世界」的，你修慈心、修悲心、修喜心、修捨心，你就已經在你的心裏面

建立「極樂世界」的那四個門了，你自己的「自性」就是、就是「阿彌陀佛」了，不

用另外在西方的。

甚麼是觀音菩薩？「慈悲即是觀音」，你的心有慈悲的，你慈悲了，這樣你即是

觀音了，不是坐在「極樂世界」的，「喜捨(就)名為勢至」，「大喜」、「大捨」你

來修，就是大勢至(菩薩)了，這就是沒有西方淨土的。如果說佛沒有說法，即是亦沒

有「西方淨土」。你們這些人唸佛， 阿彌陀佛在大悲、大智、大定加持你而已，令

到你、令到你幻變起有個淨土而已，其實根本就沒有那個淨土的，是嗎？這樣講法

的。但如果照護法，玄奘，窺基的講法，確是有那個淨土的，何解呢？他說：他的

「第八識」，那個「有漏」的「第八識」已經毀滅了，那個新的「無漏」的「庵摩羅

識」出現了，「第八識」是變「身」、變「土」的，變甚麼「身」？變阿彌陀佛！變

報身佛！他的那個「第八識」，他那個「無漏」的「第八識」變起那個「西方淨

土」，即是他「變」起有的，他先「變」了，觀音菩薩又加進他那裏，與他一齊「共

變」，托他所「變」的、托阿彌陀佛所「變」的做「本質」，觀音菩薩「變」一個，

大勢至菩薩又一個，自古以來那些大德生去「極樂世界」的又加入「共變」。好像你

拿一億元出來開一家公司，阿甲又加一萬圓入去，阿乙又加十萬圓，成立了一家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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億元的大公司；托你這個大老板的鴻福，先拿一筆大錢出來，「極樂世界」亦不過如

此。

這樣講法，去到「極樂世界」處，見到蘋果拿來咬，確是有的，不是沒有的。是

嗎？說「黃金為地」，他所說的金，確是有客觀的金的，如果照這樣說。何解？他的

那個「第八(識)」、「無漏第八識」裏面變金的「種子」就變得出金沙的了，是嗎？

變「七重行樹」那些變樹的「種子」就變樹了。這樣就有一個客觀性的，那班「極樂

世界」的那些佛與菩薩「共變」的世界，你「新熏」，你生去，你就托他做本質。你

也一起變，這樣，那個佛，他這樣講法就連「九品往生」都解得通的，阿彌陀佛那個

就無所謂「九品」的，你們這些人程度不同，就看到有「九品」而已。

同是一個人照相，有九級的照相機，你這個是最貴的幾萬元一部的 Leica  機去

拍， 一拍出來整個玲瓏浮凸不知多靚的，你這個普通的 Canon  機，拍出來的時候

不太好但也過得去；他又差一點，那個，是嗎？一陣最差的拿一個  Box  (相機)，用

三十元買一個  Box，影了沖印出來矇矓不清，你說他有九個不同的人嗎？不是九

個，都是同一個人，但相機就有九種不同，是嗎？這樣就「九品往生」了，是嗎？托

不一樣，所托的「本質」是一樣，所變的又不同。是嗎？同是那個月亮照下來，一個

很澄清的湖水，西湖之水之所變(映)起的，很美，如果那氹是牛尿處出來，那見到的

月亮就不知變成甚麼了。是嗎？那些流動的水，月是渾化一堆，這不關月亮的事，是

你的水氹不同，所以有「九品往生」，就是這樣。這樣還有，他可以解釋為「地上菩

薩」就生他的「報土」，「地前菩薩」就生他的那個「化土」了。他有力量變「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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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就一樣有力量變「化土」的，這樣就可以未「見道」你都可以生「化土」啦！這

樣就變成老少大小一齊都可以行，照他這個講法就(是這樣)。如果你說甚麼都沒有

的，是他「加被」你而已！這樣搞法，就變成那些未「見性」的人都差不多免問了。

這件事，如此解釋都是怎樣？有「本質」的。是嗎？

所謂「極樂世界」是有「本質」的；佛有沒有說法？佛有說法的，有「本質」

的。這樣，我們見到佛說法的時候，我們見的時候，見到佛的時候，有「眼識」見，

「眼識」的「見分」起，「眼識」的「見分」起時亦挾帶了「眼識」的「相分」，那

個「相分」一起，我們的那個佛的形像「相分」一起，就托那個佛所「變」的佛做

「本質」，我的「阿賴耶識」裏面的、「變」起那個佛的「種子」，「變」起我的

「第八識」所「變」的「有漏」的佛；「第八識」變起佛之後，我的「眼識」又再

起，托「第八識」所變的佛做本質反映進來，我的「眼識」見到那個佛，見到佛的那

個「相分」有它自己的「種子」的，因為它有自己的「種子」，所以那種東西是有

的。這樣就(叫做)「見相別種」，是嗎？有「同種說」，有「別種說」，「別種說」

就好似「實在論」那樣，「同種說」就「觀念論」的。

這樣到了玄奘法師，所以中國人真是了不起，那些印度人爭了幾百年的東西，來

到我們中國人手上，我們就搞定了它，很多東西就是我們搞定的。玄奘法師用四句

「偈」就搞定了它。印度那班菩薩爭論了三幾百年，玄奘法師用四句偈就搞定了它。

就變成，玄奘法師講：「三境說」了。 (性境不隨心，獨影唯從見，帶質通情本，

性、種等隨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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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法師他說：「境」就是「相分」，我們的「相分」有三種的，一種就叫做

「性境」，「性」者「實」也，有實質的「境」，即是有「本質」的，有「本質」

的，那個「相分」，那個「相分」後面有個「本質」，那個「本質」又另外有一個

「種子」變起「本質」，另外，「相分」又另外有一個「種子」變起「相分」，兩重

的，「性境」，一個「本質」。譬如我見到那個人，這個人有「本質」的，這個人的

「本質」是甚麼？我的「阿賴耶識」裏面能夠「變」起這個人的「種子」、那堆「種

子」，「變」起這個人的「本質」，你不要這樣問：你「變」而已，你「變」他，他

沒有「變」，但我沒有說他沒有「變」。他先「變」起一個他，然後我的「第八識」

托起他所「變」的他做「本質」，「變」起一個「我變」的他，明不明白？這個是他

的，不理了，這個不寫了，我的「第八識」所「變」起的那個他做「本質」，然後，

那個「本質」有了，我的「見分」，「見分」；「緣」一具備，「見分」起了，「見

分」一起就挾帶上那個「相分」起，「相分」一起，那個「相分」就一定與那個「本

質」相似的，反映，把那個「本質」反映入「見分」，我的那個，不是！反映入去

「相分」，那個「見分」就見到那個「相分」了，這種這樣的「境」就叫做「性境」

了。有實在的「本質」，又有一個「相分」，這個「相分」各有「種子」的，那個圈

代表「種子」，「本質種子」；「相分種子」；「見分種子」，這一種這樣的「相

分」就叫做「性境」了，這樣叫做「性境」了，這段叫做「性境」了，叫做「性境」

了，原來「性境」是兩重的，聽不聽得明白？聽不聽得明白？「兩重性境」。聽不聽

得明白？「性境兩重」。

這種就叫做「獨影境」了，同是一粒「種子」的。那個「見分」自己幻變出一個

「相分」出來，譬如現在我的心想，想我的媽媽，怎樣、怎樣。其實我的媽媽是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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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的，我的心想，想的時候我「意識」的「見分」幻變出我媽媽的「相」在那裏，

同是一粒「種子」。「獨影境」、「獨影境」就「相見同種」的；「性境」是「相見

別種」的；這是玄奘法師的見解。還有一種是「見分」、「相分」，「相分」，這種

「境」就是「帶質境」了。「帶質境」又怎樣？譬如你黑夜起來，黑夜起來去厠所，

行到冷巷(過道)見到有條好像蛇的東西，你以為它是蛇，你的眼見，其實是你的「意

識」見而已，見到那條東西，以為是蛇，你見到一條蛇，是嗎？其實你看真並不是

蛇，那是一條繩來的。那條繩的「相狀」，(是)客觀性的，另外有「種子」的，但你

(卻)看成是蛇，那條蛇是你自己的「恐怖心」變出來的，是嗎？那條你所見的蛇的

「相」是有那條繩做「本質」的，由「本質」反映去到「相分」，那個「相分」裏面

被你的「見分」見到，你的那個「見分」自己變起的「相分」，與這個「相分」不符

合的，這個就叫做「帶質境」，帶有本質，但它又不是「性境」，就叫做「帶質

境」。「相分」與「見分」又「同種」又「別種」，這個你自己幻變的「相分」與

「見分」同一粒「種子」，但是原來後面又真的有那條繩的「相」的，那個是另有

「種子」，就是「別種」了。是嗎？有「同種」，有「別種」。明不明白？聽不聽得

明白？這樣，玄奘法師就造了一首偈了，將它寫出來，怕不怕？怕不怕？五分鐘？

聽眾：不怕。

聽眾：當然要寫完。

羅公：「性境不隨心」；這個「心」指甚麼？指「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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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境」、它自己有「客觀性」的存在的，這個就是「性境」了，它有一個

「本質」決定這個「相分」是怎樣的，不由我們的「見分」隨便亂想的。「性境(就)

不隨心」。這個「心」是指那個「見分」，聽不聽得明白？「性境不隨心」。幾種東

西「不隨心」，「種子」，第一，「種子不隨心」；它自己有「種子」，不跟你的。

「種子不隨心」。第二是甚麼？「性」不隨心，「三性」不隨心。譬如我看見的東西

是「惡」性的，我很「善」的，我見它很「善」，但那件東西是「惡」的，我都沒有

辦法轉移(改變)的，「性境不隨心」。

獨影、「獨影境」全部隨著那個「見分」一個「種子」的，獨影、這個「獨影

(境)唯從見」，跟著那個「見分」同一粒「種子」的，「獨影唯從見」；「帶質通情

本」，「帶質境」通於兩部份的，第一、「情」，這個「情」指甚麼？指「見分」，

「見分」起了「妄情」，「情」即「妄情」；指「見分」，這個「見分」；「本」，

就是「本質」。「帶質境」這一截；這個「帶質境」，這一截的「帶質境」一方面，

這一截就通乎妄情的「見分」，另外的這一部份就通乎「本質」，「帶質通情本」，

兩頭擔的，聽不聽得明白？你都幾聰明的，嗄？「帶質」，這個是「帶質境」，一方

面「通乎妄情」，一方面「通乎本質」。即是「相分」有三種，這樣劃(分)更好，一

個本質劃了出外面，這個「相分」。「性境不隨心」。即是被「本質」決定了它；

「獨影唯從見」；即是跟著「見分」的那粒「種子」的； 「帶質」呢？兩頭擔的，

(「帶質通情本」)，一方面與「妄情」相結合，一方面「通乎本質」，兩頭擔，兩面

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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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句，這句不要理它了，慢慢你就瞭解了，「性、種等隨應」。「三性」：

「善」、「惡」、「無記」，「三性」；「性境」：「善性」、「惡性」、「無記

性」都同樣是不隨「心」的。「不隨心」。「種子」不隨心，各有「種子」的。

「等」是「等」甚麼？「等」：「三界」、「九地」，你是那一「界」，那一

「地」，它自己獨立的，不是隨心的。就是這個難明(白)些，「性」與「種」你都容

易(明白)。「獨影」又如何？三種東西都是跟著「見分」的，「性」是「從見」；

「從見」、「種」亦是「從見」；「三界」、「九地」亦是「從見」，這樣就叫做

「獨影唯從見」。「帶質通情本」，「帶質境」的「性」、「三性」亦通乎「妄情」

與「本質」，即根本是兩重性格的，「三性」，本質可以是「善性」，但你看的，這

一截與「本質」的「性」相似，都是「善性」，這一截，你如果是惡人，這一截是可

以與你的惡性相似的，通乎「情」、「本」，兩種，「性通情本」，「種子通情

本」，怎樣「種子通情本」？這個「種子」與這個有關的、相似的，這一截「種子」

同這個有關的，「通情本」，「種子通情本」。

「等」、「三界九地」「各隨(應)」，這一截「三界九地」與這個「本質」一

樣；這一個「三界九地」與這個「本質」一樣，與這個「見分」一樣，「通情」、

「妄情」一樣。「帶質通情本」。「性種」等「隨其所應」，都「通乎情本」，識解

了？這句不識解不要緊的。「識不識(解)」？黃教的人，是嗎？主要就是駁斥，辯

論。

聽眾：他亦都是駁顯教的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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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駁顯教的理論，他不肯……。這位「格西」是顯教的，這個博士是全世界最難

考的博士，就是西藏博士了，這句話是羅素講的。他要你們這些人，全部要你

(熟讀)七本書，七本書任問，任人問你那七本書的內容，很辛苦的，七本書，

你看電視說考「格西」？

聽眾：是。

羅公：很難考的，你甚麼博士都沒有這麼難考。有七本書，都是大書，整部《俱舍

論》，只是一本《俱舍論》都考到你頭都痛了，《雜集論》、《俱舍論》，這

兩本都是大書。好了，我們講回我們的東西。講到那一句？「異熟」、「一切

種」，「一切種子」已經講了？是嗎？「種子」的分類都講完了？

聽眾：講了。

羅公：「種子」中的分類，最緊要是「名言種子」與「業種子」，講了沒有？

聽眾：講了。

羅公：講了？這樣就「種子」、「種子」講完了，大概。

聽眾：正在講「熏習」。

羅公：甚麼？

聽眾：正在講「熏習」。

羅公：「種子」到甚麼？

聽眾：正在講「熏習」，「種子」的「熏習」。

羅公：「種子」的。

聽眾：今堂說講。

羅公：今堂好像是由你們講的！由誰說好？

聽眾：都是你講好。

11



羅公：「種子」的「熏習」。

聽眾：我講？誰講？

羅公：自己舉手，你講？講啦！講、講、講、講，你講好不好？

聽眾：不大好。

羅公：你講，大聲講，要大聲才可以。

聽眾：「所熏四義」就有四種，第一種就是「堅住性」。

羅公：詳細講，甚麼叫「所熏」？

聽眾：「所熏」即是「被熏」的那個，

羅公：「被熏」的那個，是甚麼來的？

聽眾：那個是「第八阿賴耶識」，這樣就有四種意義，這即是說，「阿賴耶識」來

說，它自己本身一定要是、始終都是要同一類不斷地相續的，不會變異為第二

種的，

羅公：不好！你出來寫上黑板。一、是甚麼那樣，考「格西」都是這樣的。

聽眾：考「格西」。

羅公：「所熏」的四義：一、逐一義講，

聽眾：第一種叫做「堅住性」，就是始終來說，都是「一類相續」的，不會有變的，

如果沒有這個意義就不叫做「所熏」了，這即是說，它顯出了「前七識」與

「色法」它都是會有轉移的，因此說不可以作為「所熏」之處了，因為「第八

識」不是成日會變異的，這樣所以「第八識」就可以做「所熏」之處了，

羅公：你未曾解釋「堅住」兩個字，怎樣叫做「堅住」？

聽眾：「堅住」即是不斷相續不會變的就叫「堅住」。

羅公：是，沒有錯。Steady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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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很穩定的意思。

羅公：穩定的。

聽眾：這樣，能做「所熏」的必定要是「無記性」的，這樣，我們知道「第八阿賴耶

識」來講，本身屬於「無覆無記」的，它無所謂「善」，無所謂「惡」的，亦

不會阻礙我們「成道」的，因此來講，一定是要「無覆無記」的，這樣才可以

做「所熏」的。如果是這樣講法的話，就顯出了一切「善法」與那些「污染

法」，(就)它本身來講，因為它的勢力是比較強的，因此來講，它就不可以容

納到其他的「法」了，即是說，(做)「所熏」的時候，必定是要「善」又可以

接納，「惡」又可以接納的，因為(以)「第八識」它本身來講，它無所謂

「善」，亦無所謂為「惡」的，因此來講，它可以接受到「善法」、「惡

法」、乃至「無記法」，所以能做「所熏」就必須要是「無記性」的。羅先

生，是不是這個意思？

羅公：是呀。

聽眾：第三就是說，可以做「所熏」的，就必定有「可熏性」，這即是說，決定它要

「自在」而不是它本身很「堅密」的，即是一定要很稀疏才能做得到有這個

「可熏性」的。第四就是說，要與「能熏」是可以合作的，即是說「能熏」與

「所熏」必定要同一個時間的，同一個身而不相離的。否則，如果不是，很容

易那因果關係就(很容易)搞亂了，即是說甲作業的時候，就可能會乙「受報」

了。如果不是同一個時間的話，因此來講，(它一定要)「能熏」和「所熏」就

一定要是「和合性」的。這些就是「所熏四義」了。

羅公：是，「所熏四義」無錯，「同和合」是大家合作的？

聽眾：是大家合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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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同一起的？

聽眾：同一起的。如果不是就會甲造「業」，(變為)乙「受報」了。

羅公：有沒有問題？「所熏四義」？即是可以做「所熏」的，(能接)受外面那些「現

行」的東西「熏」那些「種子」進去的，可以又「受」別人「所熏」的，一定

要具備這四個條件，有沒有問題？

聽眾：第三點的那個「自在性」是甚麼意思？「可熏性」提到「自在」那兩個字，那

本書都有的，自在。

羅公：即是本……，可以「受」得「熏」的。

聽眾：可以「受」得「熏」的。

聽眾：甚麼叫「自在」？

羅公：嗄？

聽眾：「自在」？

聽眾：即是可以自由地「受熏」。

聽眾：自由地「受熏」？

聽眾：可以自由地「受熏」。

羅公：是，它可以自己是一個獨立體，不是說有一個「我」，有一個「主宰」那樣，

即是它是能夠「容受」的，可以「容受」的、不抗拒的。

聽眾：我看過一本書，它講那個「八識」的那個「心所」。

羅公：是。

聽眾：那個「遍行心所」，它說。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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