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護法就說兩種都有，現在你們呢？現在看回你們了，何解你們會聽唯識呢？因為

你們有了「本有」種子。所以那些種子起現行，自然你就有機緣，所以你們過來聽。

聽了之後你們的「本有種子」就起，一起的時候就再熏回去，熏回去，你回到家瞇上

眼睛一想，整套又可以再出現了。又起現行，越熏越熟，你今世因為你過去有這些種

子，所以你今世起現行，今世你之所以能夠這樣聽，是前世的種子起，前到幾時就不

知道了。起了之後，到你死了之後再投胎，下一世你一樣都有相似的情況，一樣是了

解這套東西，這樣會越熏越熟，結果你一定成佛。

何解你會這樣聽？因為你有「無漏種子」，如果你無「無漏種子」你是不會來

的。如果單是為求福的那些，他聽兩堂就走人了。所以為什麼講這些東西那麼少人

聽？因他無種子，無種姓。不通的，最初起的時候，你是不是要有「本有」的？是

嗎？不然沒有「本有種子」你怎樣熏？明不明白？我就講得最淺的，再淺我都講不到

了。

種子的種類就分兩種，種子有兩類，一類叫做「有漏種子」，它與煩惱，和

「貪」、「嗔」、「癡」的那些煩惱可以相結合，它亦沒有力量剷除「貪」、

「嗔」、「癡」的那類，「漏」，「漏」即是煩惱。一類是「無漏」，「無漏」即是

怎樣？它與那些「貪」、「嗔」、「癡」的煩惱勢不兩立，「貪」、「嗔」、「癡」

一起的時候，它不起，它起的時候一定壓下了「貪」、「嗔」、「癡」的種子。如果

是強的「無漏種子」就直接消滅你那些「貪」、「嗔」、「癡」的煩惱種子，我們

看，有兩種，現在我們先講「有漏種子」，「有漏種子」分四點來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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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點，「戊一、有漏種子與（我們的）第八識之關係。」第二、講這個「有漏

種子」到底是「善性」、「惡性」、「無記性」，是怎樣熏的？第三、「戊三、有漏

種子」就分兩類，「業種子」與「名言種子」到時再講。第四、講「有漏種子」又可

以分三類的，分兩類又得，分三類又得，不過普通分兩類都夠了。

現在我們先讀「戊一、有漏種子與第八識之關係。」「種子依（它的）德性」，

「德性」即是它的那個善惡的性格，就分為什麼？「有漏、無漏二類。」第一類，

「一切有漏種子，依於有漏第八識自體分；」「依」者住，住在「有漏第八識」的

「自證分」那裡，被那個「第八識」的「見分」就「攝」住它。「種子為能依」，能

夠住在那裡的。「第八識為所依。」被它，給地方它住的。它又，「種子（被）第八

識見分」緣它，「緣」即是當認識它。這裡，第八識的認識即是抓住它，持住它，種

子是第八識「相分」的一部分來的。

「相見皆依自證起。」「相分」、「見分」都是依它的「自證分」出現的。由

「自證分」一起，即刻就現出「相分」、「見分」，好像一隻蝸牛，「相分」、「見

分」好像隻蝸牛的兩隻角一樣，那兩隻角不離開蝸牛的頭的，蝸牛的頭現起兩隻角，

明不明白？所以你說「相分」、「見分」離開「自證分」的就不是的，「由是故說，

有漏種子離有漏第八識無別體。」不會另外有它自己的體質的。即是蝸牛的兩隻角不

會離開蝸牛的牛頭而另有本質的。

「所依」就叫做「體」，我們就叫做本質，「能依」我們叫做「用」，就叫做

「屬性」，即廣義來說，「相分」、「見分」都是「第八阿賴耶識」的屬性來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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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子就不過是「阿賴耶識」的「相分」來的，被「阿賴耶識」箝住而已。這樣種子與

「有漏識」，與「第八識」的關係是什麼？種子為「能依」，第八識為「所依」，是

嗎？種子是第八識的「相分」。是這樣，這一段就是講這兩句。種子是第八識的

「用」。種子是第八識的「相分」，種子是「能依」，第八識是「所依」。

這一段講這三種內容。聽不聽得明白？「有漏種子」固然是「有漏」的，「有

漏」裏面又再可以分幾種的，有善、有惡的，「有漏」的有「有漏善」，又有

「惡」、又有「無記」的，「無漏」的就一定是善的，「有漏種子，就其為有漏

（的）第八識所攝持而言」，就這點來講而言，我們應該怎樣？就是「即隨有漏第八

識，」「性」是隨「有漏」的第八識。因為第八識是「體」，種子是「用」，「用」

不離「體」。所以第八識是「無覆無記」性的，種子，所以第八識是「無覆無記」性

的，種子就應該是「無覆無記」性的，一方面來說，而且「種子隱而未現」，你很難

說它善、惡，「無善惡可言。」所以就這點來講，種子是「無記性」的。

如果就種子的本質來講，則本有法，本有種子，法爾，「法爾」即是自然，本

來，具有什麼？就變成了有「善性」、「惡性」、「無記性」三類了，就本質來講。

「諸行中既有三類現行法」，「諸行」即是現象界，現象界中既然有三類現行的東

西，就應該有三類的功能的。

所熏的種，種子的時候，如果它由善法熏下來的，令到生長的，那些種子就屬

「善性」的；由不善的現行法熏出來，令它生出來的，或者令舊有的那些長大的，那

些屬惡的，「不善性」的，由「無記法」熏入來的，新生的那些是「無記」的，舊時

的那些無記的種子亦受它的影響，那些也是「無記」的，所熏生的令它生長的，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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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無記」的，這即是說種子，這個時候，這個時候種子就是第八識的「屬性」，第

八識的「屬性」，第八識是「無覆無記」的，就它這一點來說，我們，而且種子是

「隱而未現」，很難看到它善還是惡，就這一點來說，我們說種子，不論是什麼種

子，都是「無覆無記」性的。

但是種子將來會產生很多東西，即是說種子的本質，就種子的本質來說又有不

同，是什麼？有「善種子」，有「惡種子」，因為它會出現「善」的東西，出現

「惡」的東西，也會出現「無記」的東西。善、惡、無記都有。所以就種子的本質來

說，三性具備。這樣豈不是好像滑溜溜？是嗎？說它種子「無覆無記」又可以，說它

是分開三種「性」都得，豈不是好像矛盾？很詭辯那樣？那是你執著而已，凡事講說

話都是相對的，對於這點是這樣，對於那點是那樣，你對你父親你是兒子，但是你對

住你的兒子你就是父親來的，就所對不同，我們不要死板地看法，聽得明白嗎？你要

重新聽多一次你就明白，現在第一次你不要灰心，聽多一次，聽了之後，你會對你的

心。

因明不是邏輯，我的看法就不是。因明裏面有邏輯，它教你怎樣思想稱為邏輯。

但它又有辯論術，霍韜晦以為因明就是辯論術而已，它有辯論術。一方面是什麼？一

方面又教你怎樣去求知。好了，再看：「有漏種子」分兩類，這裏麻煩了！要小心這

裡。這裡不論你怎樣解釋生死輪迴，解釋什麼都靠這套理論了。「有漏種子復分二

類：一類、（叫做）名言種子」，一類叫做「業種子」。

好了，我在這裏講，什麼叫做「名言」呢？「名言」兩個字本來即是概念那樣解

的，但是概念種子在這裏不是這樣解，原來「名言」兩個字本來的意思就含有兩種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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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名言有兩種名言，「表義名言」，即是概念來的，概念會表示意義的，是嗎？

譬如講我牛，就是表示什麼？表示有兩隻角，有四隻蹄那些東西。是嗎？譬如我說

屋，就是給人住的那種東西，那種叫做「表義名言」。

另外一種叫做「顯境名言」就是指什麼？心與心所的「見分」，「眼識」是心，

「眼識」能夠見物，這種能夠見事物的那種力量叫做「見分」，叫做「顯境名言」，

何解？因為它能夠見到事物，那件東西能夠讓它見得到才能把那種東西「顯」出來

的。所以叫做「顯境」，能夠令那個 object 境，那個 object 顯現出來給它看的，那

種叫做「見分」，叫做「顯境名言」。這裡很㪐㩿（不通順）。你不怕的。

第二種、「耳識」、譬如就「耳識」來講，能夠聽東西的那種力量就是「耳識」

的「見分」，這種「耳識」的「見分」，能夠把所聽到的聲音顯露出來，所以「耳

識」的「見分」就叫做「顯境名言」，明不明白？「鼻識」能夠嗅味道，所嗅到的香

臭是境，我因為有個「鼻識」的「見分」能夠把那些香臭的味道顯露出來，所以叫做

「顯境名言」。

「舌識」能夠嗒（嚐）到鹹、酸、苦、辣，本來鹹、酸、苦、辣我們是不知道

的，因為有「舌識」的「見分」，那個「見分」一嗒（嚐）落去，黐落鹹、酸、苦、

辣處，即刻將鹹、酸、苦辣的那個真相顯露出來，所以「舌識」的「見分」又是「顯

境名言」。明不明白？

「身識」對於哪些是冷的，哪些是熱的，我們的「身識」一接觸下去，「身識」

的「見分」一接觸下去，就把它那些冷、熱、輕、重的狀態就顯露出來了。所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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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身識」的「見分」亦是「顯境名言」。

「意識」很多 idea的，「意識」的「見分」一上就將那些 idea 全部想出來，

「顯境名言」。「第七末那識」的「見分」執著那個「我」，因為它有個「見分」把

那個「我」，雖然是假的，但都顯出來，顯了一個假東西出來，「第八阿賴耶識」它

執持著那些種子，如果沒有了那個執持力，那些種子都不知道去了哪裡。

把那些種子的存在顯露出來。「顯境名言」。明白了嗎？當我們「熏」的時候，

一定要靠這些「名言」才能夠「熏」得到的，不是(只)靠「表義名言」，(亦)是要靠

「顯境名言」才能夠「熏」的。譬如我剛才問她，問這位雷太太，我說：你叫做什麼

太太？她說：我姓雷的。於是我聽到之後，剛才問，我本來現在不記得的，何解現在

我記得她姓雷？因為我剛才問的時候，她告訴我：我姓雷的。我一聽了以後就熏了入

去我的第八識裏面，就像打入電腦的資料，現在我需要的時候，一找，等於一按，那

資料就打出來：她姓雷的。明白了嗎？到明天或第二個禮拜我見到：雷太太，會這

樣。一有機緣就打出來，一刺激它就打出來。

這又要靠什麼？就是熏，熏就是靠什麼？靠「名言」。靠什麼「名言」？    第

一、 就是要靠「表義名言」。靠什麼？我問你，你說你姓雷的，表示你是姓雷，你

不是姓黃，不是姓張。將這個「表義名言」，你是姓雷的。一條輸運的管來的，聽不

聽得明白？由這個，由「表義名言」或者「顯境名言」來做運輸的管而熏入去的那些

種子就叫做「名言種子」，明不明白？詳細來講，即是由「名言」做管道所熏得來的

種子，其實什麼種子都是「名言種子」，不過「名言種子」有些活動的就叫做「業種

子」，有些種子就要靠「表義名言」才能「熏」到的。第六識的那些「概念種子」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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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表義名言」是熏不到的，無概念熏不到的。

但是「眼識」、「耳識」那些就不用「表義名言種子」的，「顯境」就可以了，

它看到就行了。是嗎？明不明白？聽不聽得明白？你一明白了之後，聽不聽得明白？

江漢林？你現在才來，嗄？聽不明白？

聽眾：明白。

羅公：明不明白？袁什麼？明白啦？不記得了，是袁美琴。我有時很奇的，即是鍾先

生有時在那裡住他自己都不記得。我有時都會這樣，我老婆叫做什麼名字呢？

一下就想不到。如果你現在問我，羅生你的電話幾多號？我現在真是不記得。

聽眾：這是什麼原因？這是什麼原因？

羅公：嗄？ 

聽眾：這是什麼原因？

羅公：有一種叫做「失念」，我們有一種「心所」叫做「失念」，「念種子」就是好

東西，記憶了，一問我，我的種子，我的電話是幾號我就講出來了，但是有一

種，有一種叫做「失念」，你一問我的時候，那個「念種子」不起，「失念種

子」起，「失念種子」是什麼？「失念」是一種這樣的東西，兩種混合的，不

是一個單純的種子，一是「念種子」，二是「癡」的種子，「無明」的種子，

兩種一齊起，「念種子」就被「無明種子」拖壞了，所以就想來想去都想不

出，就是「失念」種子。 

聽眾：「念種子」弱了？

羅公：嗄？ 

聽眾：「念種子」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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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念種子」它多了一個「癡種子」一齊起就弱了它。

所以我們記住，修行與成佛都要靠什麼？記住這句說話，condition，用那些很

強的緣來引起那些弱的種子，你就得了。你生了一個兒子，如果讓他在那些不知多少

飛頭學校裡讀書，他那些「飛頭」種子強，「飛頭」的緣強，引起你那些〔弱種

子〕，本來你的兒子很乖的，那些阿飛的種子很弱的，很乖的人一入到那間學校你就

死了！那些那麼強的、引起阿飛的緣，引起你的兒子的阿飛種子，把他那些本來很弱

的種子，引了出來，就成個飛頭！你看見兒子回來，整個「飛頭」那樣，看見他的梳

頭髮四四方方不知怎樣，你就會心都實了。

「強緣引弱種」。本來你的兒子不是很乖的，是嗎？但是你找到好的學校讓他讀

書，學校的先生很好的，一個先生教你 4-5個細路哥（孩子），好用心教你的，那些

先生又好的，你的兒子那種好的智慧，本來是很弱的，蠢蠢地而已，經過他讀了一兩

年，這麼強的緣，它的條件，把你那些好東西全部引出來了，整個都是好仔（兒

子），整個都是叻（聰明）仔，「強緣引弱種」，這是什麼？佛家的教育哲學，就是

用強緣來引弱種，譬如你一個人，你有聖人的種子，做聖人的種子，但是你也有做魔

鬼的種子，看看了，你用引起魔鬼的緣，你就變魔鬼，引發你做聖人的緣，你就變聖

人，看你是那一種人，很緊要了。

不過你是做了魔鬼之後，後來魔鬼挫折了，一路遇著善知識，遇著良師益友，或

者遇著一些有力量的人，把你那些魔鬼的種子挫折，（你就）令到你做聖人（應是魔

鬼）的種子就慢慢微弱，再遇著良師益友提攜你，就把你這種做聖人的種子〔增

強〕，你將來由魔鬼變回聖人。看要多少世。就是緣了。「強緣引弱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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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這裏，如果假設算命，算命靈的，算命有時好靈的，算到你實（一定）短命

的，你用強的緣引起你長命的種子，明不明白？為什麼？什麼會令到你長命？你衛

生，你就難死了，講衛生的人，衛生就是一個緣。是嗎？引起你長命的種子。還有適

當的運動是緣，每日你做適當的運動，是嗎？還有不要太過勞苦，會運用你的體力和

智力不要太過分，不要太過度，用這麼多的緣，你就會長命百歲。這樣你就會說那條

命不靈，算命佬不靈。其實他不是不靈，是你有辦法整到他不靈，是嗎？

所以很簡單的，短命的可以變長；很苦可以變得不太苦，苦的種子有頭腦的人有

辦法賺錢就解決了，你整天就掛住飲，拿著杯酒，就像那些紅番（土著）那樣，鬼

咩！天落金子給你嗎？你要怎樣？要懂一下，怎樣是生財之道，勤奮，勤奮，懂得生

財的知識，這些就是緣，就引起你那些有錢的、很弱的那些種子，即是說什麼？沒有

的，不用講看相算命，講到這一點，如果是聰明的人不用看相，不過，看看也好，也

不可不看一下，知己知彼，知道有什麼缺點就可以補救，相不可不看，命不可不算，

但不要信它，改造它，所以就要怎樣？造命，不要信命，要造命，命不好我們要做到

它好，造命。

就等於對天，我們要怎樣？孔夫子那些就要順天，其實孔子都不是怎樣順天，天

要怎樣？我們要樂天安命，要順天，孔子傳了兩代，荀子就要什麼？制天，控制天，

天就怎樣？天就你是善的給你福，我就是善，我就得了。我行善，你天奈何得我嗎？

你可以不給福我嗎？是嗎？制天，天即是自然就是天。順天就是怎樣？冷天我們就縮

起來，在山裏面開一個山洞，縮起來，不要出來，順天嘛！制天是怎樣？整暖氣，學

科學，發明科學，整暖氣，西方人最能夠制天的，中國人就順天的，開口就說要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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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樂天安命；西方人就要征服自然，要征服這個天。所以荀子講制天。荀子他簡直

是科學家的頭腦來的。

與其順天知天，整天順著那個天，整日思念著天跟著它走，「孰與」，即是怎好

得過制天？控制個天，控制這個自然，利用它，「孰與制天命而用之。」荀子這套思

想好，不知何解，我們中國人整天尊崇那個孟子，其實荀子好，荀子好。什麼？「以

其順天而思之」，整日思慕，思念天、仰慕天，「孰與制天」，「孰與」就是如何好

得過，如何好得過制？控制天？用它。

聽眾：孰字怎樣寫？

羅公：什麼？ 

聽眾：那個字怎樣寫？

羅公：「以其」嘛！

聽眾：孰字。

羅公：制得到它就制。

即是你養子也是，管得到就管，管不到就不要勉強，勉強就會搞出禍來的。所以

凡是講得出的都是兩面，沒有絕對。我們「名言種子」明白了？凡是種子熏習一定要

透過「名言」，看看它透過「顯境名言」抑或是「表義名言」而已。你看看，「名言

種子者」，即是能生起一切「相分」與生起一切「見分」的各種、各別的功能；種子

即是功能來的， function就是它，「以依名言而熏習生長，」就要依靠有「名

言」，然後它才可以再熏進來，「熏」什麼？「熏」了之後，未曾有的種子它熏那些

種子進去，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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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已經出現了的就熏回去，那些種子，原來有些其餘的種子未曾出現的，而是與

它「同性類」的就受它的刺激，而長大、而活躍叫做「長」，「熏令生長」，所以叫

做「名言種子」。即是應該整天「名言所熏」，透過「名言」所熏習得來的種子。聽

得明白嗎？如果你解給別人聽的時候，你就小心一些，初初你最好就說，你不要教

「名言」兩個字，除了「業種子」之外通通都叫做「名言種子」，這樣都可以。「名

言種子」後來那些人就將它來分作兩種，一種叫做「表義名言種子」，一種叫做「顯

境名言種子」，明白嗎？

這個「後」字不是「後」字來的，改了它，「復」，「復分二類」，「復分二

類」，「復」字來的。「詮顯」即是表示，「詮顯，義者境相」，即 object，

「境」加 object的相狀，「表義」，這個「義」字當境界那樣解。「義」字當境

界，表義即是「表境界的」，「表」它的 object的。「名言一詞，亦賅句、文」；

「名言」這個字，不只是名詞那樣解的，亦包括，「賅」即包括，

「句」sentence，「文」、字母，「印度「文」字用字母構成」。「文即字母」，

佛經裡文字當字母，「名」就是由字母組成的詞類，word。「句」是由詞類組成的

那些語句，即是要透過這些然後熏入去的。

現在我們讀書就是要靠這些「表義名言」熏進去來到「詮顯」，「詮顯」即表

示，「諸法」即事物。「名之功用殊勝」，所以就用了「名」，略了所謂「句、文」

就不講了。「名、句、文乃依聲上音韻屈曲假立，用以詮顯諸法的」。「故表義名言

者」，這個「表義名言包括自發名言及聞他人所發名言。」「自發名言」就是你自己

講話，「聞他人所發名言」。就是聽別人講的時候，這些就是「名言」，「故表義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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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即是能詮顯種種境相之名、句、文也」。其實我這個文字很論盡（不通順），應該

略了「句、文」，「名」就「名」了，就算數了。

即是英文的那個 word 字，word，「第六意識緣」，「緣」者攀緣，這種「表

義名言而熏生」的那些種子，這些叫做「名言種子」，即是「意識」的「見分」取

境，即是了解那些 object的界線，「一方面熏生見分新種子於賴耶（識）中」，另

一方面「若此意識是五俱意識外（的那些）之散心意識」，則它的「見分」隨著那些

「名」，一聽見那些「名」即變現那些識心善惡的相狀，或者變現那些「有覆、無覆

的相分」的相狀，自己變現來到「緣」它。

最後「緣」的時候就熏了那些種子去「阿賴耶」裏面，另一方面，「若此意識是

五俱意識外」，嘿？如果我們的「意識」，是「五俱意識」就沒有想東西的，直情印

下去的，這樣就很簡單的，靠那些「顯境名言」一印，印入去就得了。如果「表義名

言」，就是這樣的，譬如這樣，我與鍾先生講話，譬如我說：今天天氣好不好？如果

他說：今天天氣？大概是 20 度而已。

假設他這樣答我，我就聽聞他的那些「名言」了，是嗎？我聽聞他那些「名言」

的時候，就要兩方面的作用了，一方面就是聽了他說「20 度」這些聲音，是嗎？一

聽到「20 度而已」！一聽到聲音之後，我們就在「意識」裏面就變起些什麼？變起

那個「20 度」是嗎？就不是他的聲音來了，就變起「20 度」這個抽象的概念了，一

變起之後就熏進去，明不明白？明白了？我們就看這裏。

「第六意識緣（這種）表義名言而熏生（之種子），名曰名言種子」，「即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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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分取境時」，當我們的意識的「見分」了解那種東西的時候， 一方面，它就分成

兩方面工作的，一方面就熏生「見分」的新種子入「賴耶」中，我的「見分」一起，

「第六意識」，譬如他對我講話，我「第六意識」的「見分」起，就聽東西了，那個

「見分」一起的時候，那個「見分種子」就即刻打入去了，成為「見分種子」了，聽

不聽得明白？成為它自己的種子了。

一方面了，熏進了賴耶裏面，第二方面它還有第二種工作，另一方面，「若此意

識是五俱意識（之）外（的那些）散心意識」，即不是定中「意識」，不是現量的，

「則其見分」隨著名言，隨著聽到的說話的那些概念，那些名言就在他心裏面變現

出，是不是變現出一些似物質的樣子？如果它是心就變現出心的樣子，他講的是善

的，就變現出善的東西，他講的那一種東西是指惡的東西就變現惡的東西，他講的是

「有覆無記」的東西，我們就變現出「有覆無記」的東西。

他講的是「無覆無記」的東西，我們就變現「無覆無記」的「意識」的「相

分」，譬如就像剛才他告訴我是「20 度而已」，我就變現出什麼？「20 度」那種東

西。變現了之後，在「意識」裏面，這個「意識」的「相分」，我們就緣它、了解它

做「相分」了，在那種「相分」就知道 20 度了。

只是一個抽象的概念而已，「亦非別有種子」，不是別有種子的，不要另外有

「20 度」，沒有「20 度」的種子的，是我們的「識」變起「20 度」，「20 度」這個

抽象的思想而已，「故但隨見分熏成自見分種子」，所以，熏下去，跟著就我自己的

「見分」，就熏成「見分種子」，沒有另外的「相分」種子的，「不能別熏成相分種」

子。「相分種」。這樣的話，那時候那個「見分」與「相分」就是同一個種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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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此意識是定中意識」，就不同了，「則其見分亦隨（住）名變現（出）相

分」；一樣變。此「相分」不論有本質無本質，必不與「見分」同種子，何解？因為

它「是現量所證之性境」。「故得藉見分之力，而熏生相分種子於賴耶識中」。假如

這樣講，但這個是很深的，這幾句你不明白不要緊，因為定中與不是定中那些東西是

很麻煩的。

「相分與見分別種」。各別有種子，如是者，這些就叫做「名為（叫做）表義名

言種子」，「意即（憑）藉表義名言而熏生之種子也」。已經解了。靠「表義名言」

做管道而熏進去的，以「表義名言」為管道是「增上緣」熏生的種子，聽得明白嗎？

「緣的名言」，能緣的「名言」能夠攀緣「名言」，又能夠發出「名言」的，必定要

憑藉什麼？「資」就是憑藉，「尋伺」，這個「尋心所」、「伺心所」「尋伺」只是

第六識有，所以「表義名言種子，唯是意識心、心所（的）相（分）、見（分）」，

是「相分」、「見分」種子的一部分來的，「表義名言種子」，只是第六識才有的，

「顯境名言種子」，即是「見分」來了，就「謂能了境之前七識心、心所（的）見

分」來的。

「前七識」的心、心所的「見分」，當它了它自己了的境的時候，「不依能詮之

名言，」就不需要靠那些能緣的「表義名言」「亦能熏成種子」；「此類種子謂之顯

境名言種子」。即「前七識心、〔心所見分〕。」所了解的境的時候，就「不依能詮

之名言，」就不需要靠那些表義的「能詮」的名言，「亦能熏成種子（的）；此類種

子謂之顯境名言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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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前七識心、心所之見分了別諸境時，一方面就熏生自己的見分種子於賴耶中；

另一方面，此見分心又變」，又變出「彼諸境之相分」於心前，熏彼「相分種子於賴

耶中。此乃依心、心所見分了境之作用而熏成種子，」即是只是靠「見分」，帶它入

去，「實不依名言」；所以名為「名言種子者，見分雖非名言，然能顯了所緣之境，

有似於名言之能詮顯諸法；故就譬喻立名，名此等見分（叫它做）為顯境名言」。我

剛才解了「見分」也叫做「名言」，叫做「顯境名言」。

「意即依（據）顯境名言所熏成之種子也。」「依表義名言而熏成種子，唯第六

（意）識有之。」「依顯境名言而熏成種子，則通前七識皆有之，」「以了境作用通

於前七識故。」至於第八識，則不能自熏，第八識不能夠熏的，但能受餘識之熏種子

進去而已。我再講，即是說，「名言種子」者，就因為它要靠「名言」然後才能夠將

那些種子熏進去的，所以叫做「名言種子」，其實應該叫做什麼？靠「名言」做管道

而熏生、熏成的種子，這裡聽得明白嗎？

所謂「名言」就有兩種：一種叫做「表義名言」，「表義名言」即是英文那些

words，那些 noun, pronoun呀，verb，preposition 等等這些，其實這些內容，不

過是概念來的，如果嚴格來說，所謂「表義名言」就是概念來的，是嗎？這就是一種

了,叫做「表義名言」；第二種叫做「顯境名言」，能夠看下去那些境，很明顯能夠

看得到的，那些叫做「顯境名言」，那些「顯境名言」即是，前七識，八個識中，前

七識的那些「見分」來的，聽得明白嗎？「眼識」的「見分」、「耳識」的「見

分」、「鼻識」的「見分」，這些「見分」叫做「顯境名言」，因為它有「顯境」的

作用。明白了嗎？「名言」有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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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我們的種子熏入去的時候一定要靠這兩種「名言」做管道的。做 channel

的，然後才能夠熏得入去的。聽得明白嗎？這樣，當我們的「眼識」、「耳識」、

「鼻識」、「舌識」、「身識」、這五識，與那「五俱意識」，看到境界而熏習的時

候，就不用靠概念的，不用靠「表義名言」的，就靠什麼？靠「顯境名言」，那個

「見分」一看下去，一看下去就透過這個「見分」的力，譬如它看到黑色，它透過這

個「見分」的力就把那個黑色的形象就打入去，打入去因為何解？一見到黑色的時

候，就有一個黑色的「相分」現在我那裏，那個「相分」即刻就 press 入去，打入去

了，成為這個黑的種子，白的種子，那些就是這樣就熏成了。

靠那些「顯境名言」做帶路，就將它一熏就熏入去了。明白了嗎？但是如果是那

些抽象的東西就不是的，就要靠那些「表義名言種子」，一聽到，譬如或者一聽到

20 度，或者黑得很靚的這個「靚」，就要怎樣？要靠它這個「靚」的，「20 度」這

個概念，我們的「第六意識」裏面就再現出這個概念，就將這個概念熏入去。就要靠

那些「表義名言」，要靠概念，沒有概念就不行的。那些比較抽象的東西。明不明

白？

聽眾：都是這個「五俱意識」？

羅公：嗄？

聽眾：都是這個「五俱意識」？

羅公：嗄？

聽眾：這樣是不是「五俱意識」？

羅公：「五俱意識」與前五識一樣，但是那些「五後意識」或者「獨頭意識」就不是

了，抽象了。那些「五俱意識」熏的時候，那個「相分」一熏入去成為「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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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種子，「相分」、「見分」是各別種子的。但是如果是那些，那些「表

義名言」熏入去的時候，那個「相分」是抽象的，它沒有形狀的，所以它是怎

樣？沒有自己的種子的，是一個「見分種子」，「見分」自己幻變出來的。聽

不聽得明白？這些你們只是明白一些，你不會很明白的。你回去要再看看我這

個，而且我亦講得很㪐㩿（不通順），你查辭典什麼的都要靠你領會的，你無

辦法講得你〔明白的〕。自古以來至到我為止，都無人可以講得認真清楚給你

們聽。聽不聽得明白？ 

聽眾：「表義名言」是一種概念來的，無境的。沒有這個境界打入來，這個就叫做

「表義名言」。

羅公：是。「表義名言」，是的。

聽眾：打入來第八識只有是一種概念，沒有一種現象的境界。

羅公：是。沒有的。

聽眾：但是這個「顯境名言」就不同了。

羅公：「表義名言」就不同，「了義名言」（顯境名言）就不同，「了義名言」（顯

境名言）直接打入去，有件實物打入去。

聽眾：有個境界打出來，這兩個所謂的時候，「表義名言」與「顯境名言」，是不是

這樣解釋的？

羅公：是這樣解。

聽眾：我就是這樣理解，是不是我就不知。

羅公：是、是，是這樣解。

聽眾：即是「顯境」的就是由「見分」直接打入去的？

羅公：是，「顯境」是「見分」，由「見分」打入去的，「表義」的，除了由「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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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打入去之外，還要有個概念，自己變起個概念。

聽眾：「見分」變起那個「相分」，再由那個「相分」打入去？

羅公：是，是這樣熏法的。

「有漏種子」有兩種，一種叫做「名言種子」，一種叫做「業種子」。「名言種

子」是怎樣？名言有兩種，一種叫做「表義名言」，即是概念來的，什麼「名、句、

文」那些我都不要了，就是概念來的。

第二種叫做「顯境名言」，就是「前七識」那些心的「見分」和心所的「見

分」，這樣我們的種子，我們整天說，我們見到很多的東西會熏入去我們的第八識裏

面，就叫做熏習，當你講熏習的時候，別人會問你，怎樣熏法？你就要用這套東西講

給人聽了。

怎樣熏呢？透過這兩種「名言」做管道，做一條輸運的管，做一條輸運的管，然

後這樣輸入去我們的「第八識」處的，如果那種東西是有形有相的，「前五識」：

「眼識」所見到的顏色；「耳識」所見到的聲音；「鼻識」所嗅到的香臭；「舌識」

所嚐到的味道；「身識」接觸到的那些冷、暖、輕、重，這些觸覺，這些有形有像的

東西，就只是靠什麼？靠「了境名言」。是嗎？

即是「顯境名言」，那個「顯境名言」一看下去你處，接觸你，就以那個「顯境

名言」做幫助的力，即「增上緣」，作為管道，你一接觸就將你的形像打入去，打了

入去「阿賴耶識」裏面，「眼識」的「相分」，成為「眼識種子」，「眼識相分種

子」，「耳識」的「相分」成為「耳識相分種子」；這樣將來一有緣一具備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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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件許可，它就打出來，怎樣打出來？那個「見分」起的時候，挾帶住它，黐著它，

把它一起拉出來。這樣，即「色」、「聲」、「香」、「味」、「觸」的種子就是這

樣熏入去。就靠「顯境名言」帶它就得了。

但是如果是那些概念的、抽象的，只是靠，就要靠什麼？靠「表義名言」了，怎

樣靠「表義名言」？一聽到之後，我們的「第六意識」，只有「第六意識」才有「表

義名言」的，一聽到你說，譬如你說「科學」兩個字那樣，於是你那個「意識」裏面

就變成一個影子叫做「科學」，即是一個「科學」的 concept，概念，一變起這個概

念，這個概念憑藉著「意識」的「見分」的力打入去，於是我們的「第八識」裏面就

存有「科學」這個概念了。

是這樣熏習進去的，明不明白？就是這樣簡單，講起上來就很簡單，一麻煩，你

看那裡，我自己都講不通，很難講的，因為所用的名詞。明白了嗎？第一種「名言種

子」就是這樣熏入去的。這即是說，你一出世，今世熏了這麼多的「名言種子」，第

二世出世，一出生，一睜開眼的時候見到顏色，就是你今世的那些，由「眼識」熏進

去的那些「名言種子」帶出來了，你將來你在第二世，你入學讀書的時候，先生教你

的那些這些禮，那些是義；那些是規矩等等是什麼？是你今世的那些「表義名言種

子」打進去，又打出來，即是說先生無可能教你知識，先生是增上緣來的，刺激你，

刺激你讓你將前生的那些「名言種子」打出來，所以無所謂叫做知識，知識就是記憶

來的，前世的記憶再走出來而已。一走出來之後，你再將它來整理，再將它來磨練又

打入去，又厲害一些了。

第二世再彈出來就更加了不起，好像一打入去又打出來，就愈整愈精，愈整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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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想成佛就要這樣，想教育好那些兒女又是靠這樣了。你想修行、修定也是靠這

樣。這樣第一種就是「名言種子」，你知道了？所以「色」、「聲」、「香」、

「味」、「觸」，以至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是這些變的，有時是幾種種子一齊便起

一種東西，譬如我們一見見到一個山那樣，有多少「名言種子」？那個山，我們上到

山就見到山，嗅到好多花香，是嗎？又摸一摸山，這樣有多少現象？

眼所見的顏色得種子，一種了；那些風呼呼聲，聲音的種子；山裏面的雀仔吱吱

喳喳又是那些聲音的種子；花香，香的種子，如果你找一口水飲那樣，味；摘個蘋果

來吃一下，味，摸到那個山，觸，這麼多種的種子一齊出現，山不是一個單純的山。

還有，即是說，很多種子一起出現就成為一件東西，所謂一件東西實在並無一件東西

的，只有多樣合成的。

我們看到的這個山是由這樣多的種子一齊集合。沒有一個山，實在所以山是什

麼？空的，山是空的，沒有它的本質的，「無自性」的，你懂得唯識就連「無自性」

都空得到。這樣叫「無自性」。全部都是種子，一堆種子一齊起，一熏起上來都是各

有各的，我們拿著金山橙吃，金山橙也是空的，為什麼是空的？

見到的是顏色，嚐到的是酸味，各有各自己的種子，那個「緣」相同就集中到一

起，「緣」破壞了就沒有了，你放得久一些，爛了的時候，發爛了就不能吃了，就沒

有那些香味了，那些荔枝你擺兩天，那些香氣全部變了，好的東西沒有了，種子不出

現了，壞的，又餿又臭東西又出現了。還有，多種種子可以共同產一種果，我們明白

了，多因產一果就得，一因生多果就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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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多因生一果呢？譬如我吃一個金山橙，舔一舔它是酸的，何止酸味？裏面還

有些果糖的味，糖，是嗎？又有酸，這麼多種種子一齊出現，然後才嗒（嚐）到金山

橙的味道，很多種子共生一果的，明不明白？這樣，所以因果道理我們就明白了。原

來所謂「空」原來是這樣「空」的。「名言種子」明白了？

第二種我們要看「業種子」了。「業種子」了，我們多世以來我們的「第八識」

裏面排列了不知多少種子，「業種子」，看你的「業種子」是選擇「名言種子」了，

即好像我們入了去一個大飯廳裏吃 buffet，什麼都有，你如何選擇？選擇這種動作就

叫做「業」，action，「業」。看你怎樣選了，那些「業種子」作了業之後馬上就成

為一個「業種子」，而且「業種子」之後，這種「業種子」刺激那些「名言種子」，

善的「業種子」刺激那些快樂的「名言種子」，令那些「名言種子」活潑，一有機緣

就發出來，成為一個幸福的一世。

那些惡的「業種子」就刺激起那些痛苦的「名言種子」，一有機會，譬如有母親

生的，或有人養的那些苦的「名言種子」爆出來了。所以同由一個母親生，那些兄弟

有些是養不大的，幾歲就死了，有些是發達做大闊佬（富人），有些作反，被人拉去

打靶，都有之。完全是怎樣？你自己的那些「名言種子」，被那些「業種子」刺激，

這樣，因果的道理就是由這樣解釋。

所以輪迴是怎樣解釋的？你講般若是解不通的，怎會輪迴？什麼都空，空又怎會

輪迴？你讀整套六百卷的《大般若經》沒辦法交代到你聽，何解會有生死輪迴？不對

你就改到它對，思想是自由的，你說它不對你就改到它對。譬如講這個商店，你說人

家虧本，不好，現在你來做經理，你就搞好它，你自己可以搞好它的，你認為它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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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就修正它，而且唯識就是這樣，佛祖講都很籠統的，一代一代地將它來修正而已。

現在講「業種子」，「業種子者：業是造作，」造作即 action，或者

behavior，造作，行為、造作，「由意識造作善惡等業所熏生之種子，名（叫做）

業種子。」「意識」、做作，我們雖然令到手動，但是真正令到手動是我們的「意

識」，是嗎？那隻手是機器而已，發動就是那個「意識」。所以「業種子」完全是

「意識」的，由「意識」做作，作善業或者惡業。

一作的時候即刻熏那些種子進去，熏生了種子，「業種子」，這樣「業種子」是

怎樣的？本質是什麼來的？「意識」相應的「思心所」，我們的「意識」起的時候，

一定有那五個「遍行心所」跟着它一齊起的，一個是「觸」，一個是「作意」，一個

「受」、一個「想」，一個「思」，「思」即是現在所謂意志，英文叫做 volition，

或者叫做will，我要怎樣做？我要怎樣做？我的心，這個叫做「意志」了。

與「意識」一齊起的那個「意志」，那個「思心所」，這個「思心所」一起，就

造作行為了，當他造作行為的時候，它就指揮那個身體，是嗎？他依靠那個身體做工

具，殺人他都要用手開槍的嘛！身體；「語」、或者叫做發命令、或者鬧人，是嗎？

「語」。

「意」自己活動，三種，「思心所」依著身、語、意這三種東西就造作出「業」

了，一造作出「業」，一就是「善業」，一就是「惡業」，一就是「無記業」，一作

業的時候，那種業即刻就由「意識」做管道，那個「顯境」，那個「表義名言種

子」，「意識」，那個「表義名言」的那個「意識」的「見分」做管道，就熏入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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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識處，熏自己的「思種子」在第八識中，這個「思心所」的種子一熏了之後「有二

種功用」，功用兩種，一種是「能生自現行」；它的「思心所」熏入去後將來生起的

是「思」，生起自己的「思」的現行，就此方面言，仍然是名言種子而已，是嗎？

那個「思種子」產生「思」，「思」的現行就熏「思種子」，在這一方面來說，

這個「業種子」是「名言種子」，不名叫做「業種子」。就這個角度；第二個角度來

看，「能助他無記名言種子」，它一熏了進去之後有很強的力，影響到與它一齊睡在

那裏的，「阿賴耶識」裏面的那些「無記性」的「名言種子」，或者苦的，或者樂

的，都是「無記」的「名言種子」，刺激它，令到那些「無記性」的「名言種子」一

有機緣就爆發起現行，就這方面來講，我們叫這粒種子做「業種子」，不叫它做「名

言種子」，即是同是那個種子而已。是嗎？從一個角度來講，它叫做「名言種子」，

從第二個角度來講，它是「業種子」。

舉一個例：譬如現在我殺了隻雞，這是一個「業」了，是嗎？這個「業」是

「思」來的，「思種子」怎樣？我要殺牠。一殺了雞的時候這個「思心所」就打了進

去，成為「思心所」的「名言種子」。但是它打入去之後，這粒種子很活躍的，它刺

激起那些「無記性」的那些很弱的「名言」、其它的「名言種子」，那些是什麼？刺

激起那些「無記性」的，「無記性」的種子它刺激它，刺激哪些呢？

例如有些受苦的「名言種子」，有些被別人殺的「名言種子」，有些被人拉去坐

監的「名言種子」；有些是整天被人欺負的「名言種子」，它只是刺激那些「名言種

子」，特別刺激那些「名言種子」，何解它不刺激那些做皇帝的「名言種子」？我殺

雞的業為什麼不刺激做皇帝的「名言種子」？為什麼不刺激我生西方極樂世界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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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種子」？為什麼不刺激我生天或者做大闊佬的「名言種子」？何解？那個理由就是

這樣：凡是空間，有親密與不親密，明不明白？人也有親疏嘛，事物都有親與疏的，

什麼叫做親？直接碰到的就是親，是嗎？間接的就是疏了。

怎樣叫做直接？直接是個空空洞洞的名詞而已，怎樣叫做直接？時間相

同，time 相同、空間相同就親了，是嗎？你同你母親住的，你與阿媽當然是親，難

道你與南極的那個漁夫親嗎？是嗎？空間相同，同在那間屋住的，是嗎？同空間的

親，同時間出現的親，難道薛仁貴會同你親嗎？是嗎？當然是與你在一齊在這個世界

上同時空的比較親嘛！即是說那些「業種子」；你殺雞的種子打入去，你估它與什麼

東西親呢？

與它同時的，它熏入去的同時間的是殘忍，是嗎？殘忍，那些殘忍的種子被它刺

激了，殺雞的時候，那隻雞痛苦，痛苦的那些種子，那些「名言種子」就被它刺激到

了，如果你殺人，都要受很多壞的東西牽連，所以那些殺人放火那些惡業的「名言種

子」，那些「業種子」專刺激那些坐監，拉上去斷頭臺，或者那些壞蛋的、不好的種

子全部都被它刺激，將來你第二世的時候，這些東西就特別活躍，跳出來，成為怎樣

的一世？那些悲慘的一世，就是這樣就叫做惡業受苦報了，就不是有一個佛整你的，

佛是無可奈何的，佛亦無辦法赦免你，你自己的閣下的事，誰叫你做？但你又不信上

帝，何解？

上帝亦可以赦免你的是不合理，他不要，全部是你自己，所謂閻羅王，所謂什麼

牛頭馬面，都譬喻你那些業而已。你死的時候，那些業力盡的時候，你第二世會那麼

苦，你估真的是那些牛頭馬面如此得閒走出來搞你嗎？所謂牛頭馬面亦都是你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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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所謂閻羅王者亦都是你自己的業。明白嗎？所以你拜閻羅王無用的，你作好業就

得了，一味叩頭佛保佑你都沒有用的，你怎樣？你作好業就得了。

為什麼那些人不肯改？第一，講那些你又不明白，尤其是那些文盲，你講他怎會

明白？所用的名詞他又全部不懂的，是嗎？他怎麼明白？    第二、 現在你們聽，你

們就還明白一些，其他那些不來聽的都不明白的，沒有多少人明白，是嗎？第一個是

無人明白，第二他亦不想那麼多人知，你明不明白？如果個個都知，湛山寺就沒有人

去了，你明不明白？誰給他幾千元整一個牌位？誰簽香油？沒有了！我做好事就可以

了，是嗎？佛都無可奈何的！拜他也沒有什麼大用的，你做好就可以了，死啦！那個

山門就不是叫做山門了，叫做關門了！是嗎？所以他不肯講。

第三，他也不識得講，那班人不識的，怎識？這些要讀很多書才看得明白的！不

要說講得出！那些所謂法師讀了幾多書？讀得書多他肯不肯出家？你去問他？譬如蔣

樹新你的先生讀了很多書，他肯不肯去做和尚？他不會的！你肯不肯去做師（尼）

姑？他自己搞不掂才去做嘛！那些搞不掂的人，生活都搞不掂，搞這些這麼周密的學

理？不是拿來混嘛？是嗎？如果這樣又不同，如果假使說，你如果能做到的，每個月

的薪水與省長差不多的，只要你去研究，那就大把人去的，但不是呢！是嗎？所以就

怎樣？神父好些，為什麼？他有間修院去，他有《聖經》學校收容他，好一些的。

佛教沒有的！沒有的！所以佛教那些人出了家之後，做喃無，找到幾個信眾就怎

樣？要自己整一間東西，什麼精舍了，什麼大慈精舍，這間就叫做什麼白雲山精舍等

等，漸漸就整到你一忽（處）我一忽（處），你說你好他不好；我又說我好他不好，

搞成這樣，佛教就是這樣。結果就搞到佛教滅亡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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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當時的佛教滅亡都是有原因的。是嗎？結果搞到社會攻擊你，唐朝那些人，

韓愈（768 年－824 年）那些人要怎樣？要詆毀佛教，唐武宗（李瀍 ,814－846）要

消滅佛教是何解？就是看你班人不是路嘛！越來越不是路嘛！這樣你看，「業種子」

明白了？我講「業種子」，這裡你看看，第二種「能助他無記名言種子，令起現

行。」「就此方面言，則名為業種子，不名為名言種子」。

為什麼那些「名言種子」一定要「業種子」刺激它才起呢？你看看：「以無記性

之名言種子」，那些「色」、「聲」、「香」、「味」的種子是「無記」的，那些

「名言種子」它的作用微弱而又羸劣，即是沒有什麼力量，「無記性」沒有什麼力量

的，就非有資助不能自己起現行，就必定要作用強烈的「善性」或者「惡性」的「業

種子」做「增上緣」刺激它，始能生起自己現實的現行的果。故善惡的「業種子」，

不為能夠生自己的現行，即是生起自己的「名言種子」做因緣，而「且有助他無記種

子令（它起）現行」。

即是做「增上緣」令它起現行的功用，一粒種子有兩種功用，    一、 它是「名

言種子」，是做將來出現的因緣，二、就是做「增上緣」，刺激它那些「無記性」的

種子，「就其生自果邊」，仍名叫做「名言種子」；「就其助他生果（那）邊」，邊

者，aspect，角度來說，就「立一個業種子的名稱」。所以，「故業種子體即名言種

子」。

那個本質就是「名言種子」來的，「其體雖一」，都是「名言種子」，「而功用

有別」；即是一粒「思種子」上，「有望自」、即是對，對自己，望它，對其他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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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兩種功用，這裡明白了嗎？「又同一思種子，就其為業種子（那）邊言」，「邊」

即是方面來講，它就怎樣？它「受果有盡」的，你做了一次殺人放火，第二世受了地

獄果或者怎樣，受完就盡了，即感一次的「異熟果」，感了一次「異熟果」之後，就

不會再招果了。

「就其為名言種子邊言」，它生果無窮的，它這個思心所打入去，一有機會一出

現的時候就成為「思種子」，「思種子」重新熏入去，「思種子」是無窮的，「以其

體恆隨轉」，它的本質、它的種子體時時都前一剎那跟住後一剎那恆隨轉，種子六

義。就「每一遇緣，便（能夠）起現行」，「現行起時復熏新種子，新種遇緣，又

能」起現行，故此一個「思種子具有二相」：    「一、 有受盡相」，即它做「業種

子」方面來講，就叫做「有受盡相」，「相」即是特徵，有受盡的特徵；二、「無受

盡相」，即就它是「名言種子」來講，它有不盡的特徵。

「又名言種子，通八識聚，諸心，八個識，」「聚」即是 group，八個

group，所有的心、心所的種子都有「名言種子」，而且通乎善、惡、無記三性的，

「業種子」就不是了，「局限於第六識之思心所」，而且限於「善」、「惡」的，

「無記」的太弱，不能夠做那些「業種子」。「以此思心所造作力勝」，因為它不是

「善」就是「惡」，「能驅役心、心所」，有作用「驅役」人，令他作「善」、作

「惡」，「無記性者，勢力微弱羸劣，無助他之功用」。「業種子」就明白了？這裡

就講得淺了，你一了解「名言種子」、「業種子」，你不止生死輪迴你了解了，何解

你住的屋子風水那麼好？你住的屋就是你第八識的「相分」來的，你第八識的「相

分」，是怎樣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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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間屋，你那些好的莊嚴華麗的種子起現行而成為你的那間這樣靚的屋，這

樣，阿甲就是這樣了；阿乙的那間屋他買了之後，都是被人家拆的，譬如開路，你就

被人整（破壞）了去，好好地整了都沒有的！何解會這樣？就是他的種子不好，他前

世的「業種子」不好，刺激被別人家整爛的種子。所以講給你聽：風水不是沒有，是

你的識的「相分」來的，你的識「相分」，如果你找風水佬，靠八卦那些整是沒有用

的，你想改變你的作風就可以了，不用靠風水佬，但是這樣，你看看亦無礙的，遠水

難救近火，風水是前世積來的，我今世已經，我做好事，不趕得切（來不及）的嘛！

你就不妨找風水佬去整一下，整一些又得。

即是告訴你，你懂得種子、兩種種子的道理就頭頭是道，別人說你，要不要找風

水佬？答他：不用了！不問了！都可以。明白嗎？算命也是一樣的道理，種子的排列

算到了，你能改嗎？能改，就怎樣？在你的「業」那處改，你短命嗎？製造條件，是

嗎？最好是怎樣？戒殺，不殺生，你短命就因為前生殺生多而來的，你今世不殺生，

又不用說像季先生那樣連碰過的麵都不吃，不用這樣的的，你是不殺生就行了。是

嗎？

所以現在季先生不同了，食碟邊菜，我昨天見到他已經在人家牛肉河〔店〕那裡

食粉。是嗎？是要這樣才得。佛沒有叫你碰一下都不要，佛只是叫你不要殺牠。你明

白嗎？「差別」、「差別」即是不同的種類，有兩種，有兩種，本有的，新熏的，本

有的又分兩類：有「名言種子」、「業種子」，新熏種子都分兩類，「名言種子」、

「業種子」。「名言種子」又分兩類：一種「表義名言種子」，一種叫做「顯境名言

種子」，很清楚。明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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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就講這麼多好了，再多就搞不斷定了。break（小息）之前就講《唯識方

隅》，break之後我就講一講那個梵文的八囀聲，因為你看佛經，時時都講第幾囀，

你就要知，「六離合釋」就講過了，是嗎？我講八囀聲，break 之後我就講那

個，break之前我就講《唯識方隅》。我現在講種子了，現在唯識已經講到最深處的

了。就是講種子。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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