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種子」就講開「有漏種子」，「有漏種子」分兩類，一類叫做「名言種

子」，一類叫做「業種子」，是嗎？但是有些人將它來分三類的，怎樣三類呢？你看

看：兩派菩薩，有一派菩薩將它分成兩類，有一派菩薩將它分成三類。你看看：分三

類又怎樣？先看看，分成兩類那裡的結尾不是有個表？是嗎？「有漏種子」分兩類，

一類是「本有」的，一類是「新熏」的，「本有」，不論「本有」或「新熏」都分兩

類，一類就叫做「名言種子」，一類就叫做「業種子」，「名言種子」又分兩類，一

類叫做「表義名言種子」，一類叫做「顯境名言種子」，明白了嗎？

你一定要得閒將它來去看，看到它熟，一熟了你就進退自如，你看佛經，你什麼

都懂，顯教的你什麼都懂，密宗的當然就要他的師傅傳，但是你一讀熟你就知道，所

謂密宗就是一種方便而已，不是真實的，老老實實。不過我們對著學密宗的人就費事

得罪他那樣解。是嗎？明明它就是在婆羅門教那裡拿了人家的方式來到弘揚佛教而

已，是嗎？你說唸就靈了！你其實念阿彌陀佛一樣是靈的，唸《般若經》，你昨天

說，它是最靈的。唸《般若經》，是嗎？所以不一定是要唸密宗的咒是最靈的。

我們現在看，分做三類，這樣分三類，我們先看表，你看那個表：「有漏種

子」，先熏成「本有」、「新熏」兩類，是嗎？不論「本有種子」，不論「新熏種

子」，每種都分成三種，三類就是這裡，第一種仍舊叫做「名言種子」；第二種就將

「名言種子」裏面的開一部分出來，拉了出來，就叫它做「我執種子」。第三類就是將

那些「業種子」叫做「有支種子」，這三種分類即是前面的兩類實在是「名言種子」來

的，所謂有「我執種子」就是將「名言種子」分開來講而已，即是明明是一座大廈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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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開兩部份，這些叫做一開一合。我們明白了一開一合的道理，就沒有爭執了。

開、可以開成很多，一座大廈開成 100間房，合、你籠籠統統一間亦都可以算

數，都是那間大廈。這樣就開成三類。三類之中，「名言種子」依舊分兩類，「表義

名言種子」、「顯境名言種子」。「我執種子」就不分了。明白了嗎？那何解那麼論

盡呢？又要兩類又要三類呢？一般來說兩類就夠了，但是如果要解釋我們的人生，解

釋我們的，解釋我們的人生，人生之中是有你有我的關係，一解釋到這裏就有第三

種，就有「我執種子」就清楚一些，為什麼要有你與我之分呢？就是因為「我執種

子」在起作用。所以這個三類分法我以為是更好一些。

不過你要先要了解第二種，第三種就將第二種來間開的而已。是嗎？上文：看看

「戊四、有漏種子又分三類」，即分兩類亦得，分三類亦得，即是等於你打麻雀，你全

萬子又得，十三么都得的，都是那副牌來的，你不要以為這樣，所以法師講與我們講是

不同的，我們可以說打麻雀也可以，是嗎？怎樣都得。法師就不可以，他搭起那件祖衣

就不同了。所以你們聽法師講總是不明白，那些年青人聽我們講就明白就是這樣。

我們可以講得追女仔是如何如何都能講，法師是不可以講的。所以我們，我們在

佛堂不能講這些的，但是你記住，我們叫做學會，就不叫做佛堂，是嗎？所以鍾先

生，不是，桂先生對我講，他一對我講佛堂我就會撞火的。根本我們不是佛堂是學

會，那麼你又法相兩個字？又講佛教？佛教的法相，法相即是指哲學，「佛教哲學」

的學會，我們研究這套學問的學會，就不是叮叮噹噹的佛堂。是嗎？所以切不可認為

我們是佛堂。所以因為不是佛堂，所以黃敏浩起的稿，餚饌我都未收到，你們個個收

到，何解呢？我沒有收到。江漢林都收到了。你收到了？鍾兆亮都收到了，但是我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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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收到。

聽眾：可能是遠一些。

羅公：或者是遠些，或者，他沒事的，他的秘書比我核過稿，他以為我核過稿，看過

稿就不寄給我都說不定。但是羅志強都沒有收到。你又收到了？這樣，我看過

那個稿，所以他餚饌我都不改它就是這個原因，因為何解，佛堂就不能用餚，

我們不是用佛堂，所以我那天寫的時候，我幾乎想帶燒雞回來的。但是桂先生

叫要我不要。我見他老人家，我就順從他。記住我們不是佛堂，記住。將來如

果我們有了會所好一些的時候，有些年青人，我們說一個禮拜之中，我們一個

月之中，我們來這裏搞一次 party，在這裡跳舞，可以的！很好的，有什麼所

謂？那些教會都是這樣的嘛！最緊要合正軌就得了！佛都無反對人家跳舞的，

是嗎？你知道嗎？

聽眾：日蓮宗有的。

羅公：嗄？ 

聽眾：日蓮宗跳舞的。

羅公：係！直情應該如此啦！

聽眾：講完經就跳舞了，拿一把那些日本扇，我初初看到，哇！怎麼這樣的？

羅公：將來我們有會址，我們一定要做到這樣，完全要時代化，要 up-to-date，要

這樣才行。

聽眾：羅公，原來那天是不可以帶肉的？

羅公：沒有說不帶得，你可以帶。不過呢，如果整隻雞拿回來就不好看那樣解，你可

以斬開牠嘛！切開牠，無所謂的！記住，我們是學會不是佛堂，記住，不是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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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好了，講了那些，講回這些。

這個「有支習氣」，講開這個。分兩類，先了解「名言種子」與「業種子」兩

類。記住，你們要覆看才行，最緊要就是這兩類「種子」的分類，與這三種的分類也

是重要的。這樣「亦有將有漏種子分為三類者」。這是怎樣的？第一種叫做「名言習

氣」，不叫做「種子」，叫做「習氣」，現在講這些「習氣」，為什麼叫做「習

氣」，一會再解，第二叫做「我執習氣」，何解我們人會有「我執」呢？何解整天都

有個我的，這些是我的，那些是你的，就是有彼此之分呢？完全是「我執習氣」的作

用，「我執習氣」。第三、「業習氣」即是叫作「業種子」，為什麼又叫做「習氣」

呢？你看看就知了。

「習氣是種子的別名」，「種子」亦名叫做「習氣」，「言習氣者」：「習」者

就是熏習，「熏」者，即是那些資料打入去叫做「熏」，「習」者、多次多次叫做

「習」，多次多次那樣打進去，就叫做熏習。就是熏習。記住，那個「熏」字不要加

廿字頭，加廿字頭是錯。加個廿字頭的薰是香也，是形容詞。無這個廿字頭這個熏就

是打入去，熏入去，是動詞，很多人都寫錯的，葉文意前日 FAX一張東西，將我的

《金剛經》她重新又印，就 FAX來她寫了序文，她 FAX來給我看，我替她改了一兩

個字。我讀過文字學的，就很容易就錯了，廿字，一點點，葉文意是碩士來的，一樣

是這樣錯。是嗎？一樣錯。

昨天桂先生問我，這個「事」與「示」字，是嗎？以事慶祝，是嗎？是不是以事

慶祝？黃敏浩，以事慶祝。桂先生就問我，應該是表示的示抑或是事幹的事？表示的

示完全是動詞，verb來的，是嗎？如果係事幹的「事」就是兩個解，一是當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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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即是或者當什麼？affair那件事情，一係當，如果當事情來解就是 noun，但

是你又可以當 verb用的，當 do,做，那樣解。

譬如你說「以事慶祝」，我又考一考你們，考一考你們的中文程度，誰的中文程

度好些？我看胡蘭芬會不錯，我見她舊時做秘書時寫的東西都通的。胡蘭芬，譬如我

們寫封信，你接到那封信未？

聽眾：未。

羅公：未？黃敏浩就寫封信就告訴你們，我們於本星期六那天，兩點鐘起，是嗎?是

不是兩點鐘起？

聽眾：十點？十二點起。

羅公：十二點起到兩點鐘，我們來一個聚餐，因為那天就是我們二週年，本會成立二

週年的慶典，我們就是那天的那個時間裏面舉行聚餐，就以事慶祝，你說應該

寫哪個「事」？是表示的「示」，表示我們慶祝，抑或是「以事慶祝」？

聽眾：事情的事。

羅公：嗄？

聽眾：事情的事。

羅公：她說什麼？

聽眾：事情的事。

羅公：得，好嘢！（了不起），好嘢！所以我話你得。是嗎？

實，如果「示」都得，表示，我們表示慶祝，就好像怎樣？官家那樣，架子大

些，我做一件這樣的事，表示那樣也得，可以通的，但「以事慶祝」是我們做慶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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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即是英文 d-o do,那個 do字那樣解的，不錯！你的國文很不錯！可惜你沒有

時間禮拜四來聽我講國文。

這樣就講回這裡，這個「熏」字，記住，我們點香的那種就叫做「薰爐」，是

嗎？其實就是「熏爐」，應該是這個熏，熏香煙的爐，但是你寫廿字頭都得，香的，

那個爐子，薰香氣出來。現在廣東人叫做宣爐，不是那些人寫錯，不是宣布什麼的

宣，其實是搞錯了，其實是「熏爐」才對的，為什麼叫做「宣爐」？

外江佬就是舊時那些外省來廣東省做官，在那個客廳或者書房裏面放一個爐在那

裏，插些東西在那裡熏香，就熏香氣，叫做「熏爐」，外江佬讀那個熏字讀薰 (xun),xun),

(xun),xun)(xun),xun).「爐香乍熱法界蒙薰」嘛！外江佬就讀法界蒙薰，你讀那個熏字一唱起來

就不妥當了，唸讚，要讀 xun，所以廣東人是跟那些外省官，就叫做「宣爐」、「宣

爐」，xun lu「宣爐」其實就是熏爐，廣東人跟了很多外省人就跟錯了，譬如說，冚

唪唥（全部）那樣，什麼冚唪唥（全部）？嗄？冚唪唥（全部）呀！那些外省人，派

來廣州做官的就講什麼？叫通通，通通是什麼？合併攏，合、合、合、併攏，合埋一

起，合併攏了。

合併攏，合併攏，廣東人就叫做冚唪唥（全部）了。就變了雜語了！反而上海人

來到廣東就學廣東話，就叫做冚唪唥（全部）了！其實這句「冚唪唥」就是從他們那

裡來的。從他們那裡來的，從外省人那裡來的。這些之類。有些舊時有一個專研究廣

州這些一般口語的專家，在廣州我識得一個，現在都有兩個，現在香港電視台有個人

叫做什麼？朱維德，他有研究這類東西的，這個都知道一些的，以前有一個伯父（老

人家）研究得很透徹的，而且知道廣州的廣東話是非常之雅的，廣東話是很雅的，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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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外省的北京話（反而）沒有廣東話那麼雅的。

是呀！譬如這樣，譬如你陳繼儀行出街那樣，一個雜種鬼在那裏撩你那樣，你對

別人說：那班雜種鬼那麼鹹濕！不是！很咿咿唈唈在那裡，什麼叫做咿唈？都不知道

幾雅的！你以為「咿唈」這兩個字很俗？很雅的！是《詩經》的！「厭浥」、《詩

經》舊時叫做「厭浥」，「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經》的！（《詩

經．國風．召南．行露》）見諸五經的（詩、書、禮、易、春秋）。「厭浥行露」即

是說，一個詩人描寫，描寫的女子的口吻，那女子怎樣說？那條路好濕，她說：我早

夜都不是很想行那條路，何解呢？因為它濕，何解路會濕？因為露水太多了。

那首詩是這樣。沒有什麼講的。其實是象徵什麼？那條路不是很太平，有人撩你

的，有那些人的那樣。就用「厭浥」說那條路很濕。因為霧水多，搞到那條路濕那

樣。就叫做「厭浥行露」。這樣注，講起這個注釋家，是漢朝的那個毛公（趙人毛

公），是第一流的，他說：「厭浥者，濕（意）也」。那樣解的。所以有時廣東人講

說話很雅的。譬如你說這樣：嘿！他真的戇居居！你不要以為他講粗口呀！這個不是

粗口來的！不是粗口來的！戇居居即是「戇瞿瞿」，你明白嗎？有這個字的。

聽眾：羅公！「厭浥」怎樣寫？「厭浥」？

羅公：「瞿瞿」者，即是混混沌沌的，即是戇居居那樣，「瞿瞿」。「瞿瞿」有人寫

這個的，「瞿瞿」，「瞿瞿」這句出自莊子。這個出自《說文解字》，「瞿」

者即是神智不是很清，這樣就叫做「瞿瞿」。這個「瞿瞿」者，即這一個人初

睡醒的時候，什麼都沒有的就叫做「瞿瞿然」，「瞿瞿然」是怎樣？是莊子，

何解呢？莊子，你們聽過什麼？莊周發夢變蝴蝶，聽過這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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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未聽過。

羅公：「莊周夢為蝴蝶」，是嗎？出自莊子這段東西。他說有一次莊周、莊子（约前

369—前 286），莊周發夢自己變成了一隻蝴蝶，飛下飛下那樣，啊！真是

「栩栩然蝶也」。那時我都不知自己是莊周，莊子，以為自己是蝴蝶，都不知

多快樂！「俄而覺」，沒過多久，他醒了，醒了之後，「則蘧蘧然周也」，

「蘧蘧然」見我不是蝴蝶是莊子，是這樣，「蘧蘧」即是一醒的時候，驚覺那

時那個心什麼都沒有的時候的狀態，「瞿瞿」，又「瞿瞿」。《說文解字》解

「瞿」即是神志昧昏叫做「瞿瞿」。所以你說他講戇居居，你說他是粗口？其

實都不知多文雅！廣州話很多很文雅的。

聽眾：「厭浥」怎樣寫？羅公？

羅公：嗄？

聽眾：厭浥怎樣寫？

羅公：厭浥是嗎？好似這樣，你查一查，好似這樣，我都不記得，我時時寫錯字的，

不知是不是這樣？「厭浥」，是不是呢？你去找本《詩經》，「厭浥行露」。

廣州話是很文雅的，你知嗎？北平話並不雅的。不過滿清在這裏統治 200幾

年了，那班人將它修理得很好，那樣而已。那些知識份子太多在這裡，那樣而

已。中國古代的音，就是最純正，最真正的，我們漢族的音，就是現在河南省

的音，中原嘛，河南省的人的中原音，除了河南省的人之外，誰保留得最好？

就是客家人，這裏有無客家人？你是不是客家？客家人的中原音，所以有很多

古詩，你用這些話來讀，讀得不起韻的，用客家話讀是很好聽的，你試一試。

聽眾：特別那些宋詞。

羅公：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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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那些宋詞用客家話讀。

羅公：嗄？你是不是客家人？

聽眾：我不是。

羅公：你不是。因為那些客家人是最保守的，你明白嗎？她連到 2000年前的發音她

還保存著，你試一試那些詩，《詩經》用客家話來讀就很有韻味的，還有你試

一試，有一個，舊時有一個，可惜，我真是很想把它來錄音，我相信現在這個

人死了，羅志強，潘雪芬認識他，崔時致，崔時致用客家話來唸那篇詩，唸那

篇「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嘆息」。他用客家話來

唸，真是抑揚頓挫，真是好。用廣東、廣州話讀都沒有那麼好。用北平話讀都

沒有那麼好，還是用客家話讀最好。

聽眾：讀幾句出來聽聽。

羅公：嗄？

聽眾：我不識的。

羅公：叫她念？

聽眾：我不識的。

羅公：你識不識？

聽眾：我在香港出世的。

羅公：你在香港出世那你就不是很會客家話了。客家話在那裏出世都帶住的。

聽眾：她都不識啦！在香港出世的。

羅公：幾好的，怎樣？「唧唧復唧唧」，就唸「唧唧復唧唧」，抑揚的。

因為廣東的文化發展得遲，到南北，即是大約 1500年之前或一千五、六百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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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北方那些蠻族，那些野蠻民族，即所謂匈奴，五胡的匈奴、氐、羌、羯、〔鮮

卑〕那些，侵略過來我們黃河流域，中原被她侵略了，那些北方的胡人的話就走來溝

雜了。我們那些正式的中原人就渡江了，渡江了。渡江後，有些就走了去南京附近一

帶，即江浙，在江浙就發展成為那些江浙話；但是有些一路行，向南行，就進來廣

東，所以之前廣東實在是中國的殖民地，那些官吏都是中原派過來的，就講那些中原

話，所以他保留了。

廣東的音，你現在讀詩，古代的古詩，用客家話來讀，那些音節是最調和的，其

次是廣州話都得，用北平話沒有那麼好的，就是這樣的原因。好啦，這些是我順便講

的。明解了，你在那裡就，你在那些法師處聽就沒有這些旁支聽，是嗎？是我們有個

年紀這麼大的，就隨手拈來都有很多這些資料，就是這樣。

「言習氣者：習謂熏習，氣者氣分」，即是好像熏了那些氣去，「分」者，這就

是無形無相的東西叫做氣，無形無相而有的叫做氣，又是叫做「氣分」，「雖無形

相，而勢用非無，」記住，你讀中文，讀到中文講到「勢用」兩個字，「勢用」兩個

字即是相等於現在的所謂「力」，「勢力」、「勢用」。是不是有人想來？

聽眾：那個黎太。

羅公：嗄？

聽眾：業主黎太。

羅公：哦。

聽眾：她不進來。

羅公：她看老人？嗄？她想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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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無形相，而勢用非無，」作用兩個字，不是！「勢用」兩個字當「力量」那

樣解，最好你譯做英文的 power，「勢用」兩個字英文直接是 power，有人將它譯

做 energy，有人譯做 power， 「勢用非無，故名之以氣分。」叫做氣分。由現行

的，那個現行的「識」，不論「眼識」、「耳識」，顯現的，一出現就熏習了，熏習

了那些，好像那些煙一樣熏習了進去「第八阿賴耶識」裏面，熏進去，一熏之後就得

了一種氣分在那裏了，所以叫做「習氣」。

這樣我再囉嗦一些解釋：「即現行識起時，」當現行識一生起的時候，它有一種

「餘勢」，一起了之後那種「餘勢不盡」，就繼續流行，就走了入去我們的那個「阿

賴耶識」處，「餘勢續流不斷，即此不斷的勢流，」它的勢用之流，我們叫它做什

麼？叫它做「習氣」。即是說你整天與那些畫家、藝術家一起，我們就說他熏了很多

那些藝術家的「習氣」，即是怎樣？整天跟那些藝術家交處的時候，那種顯現的現

象，就熏了入你的「第八識」裏面，就成為一種無形無相的一種這樣氣質了。「習

氣」。

諸「有為法」現行的時候，只要它是「有為法」，「無為法」是不能熏的，就因

為有些人說。佛家兩說，照印度的佛學來說，凡是「無為法」就是不能熏的，「無

為」嘛！「能熏」即是「有為」啦！只有中國有一本假的書，就叫做《大乘起信

論》，它就說「無明」可以熏落去「真如」處，即是「真如」接受別人熏了？那還不

是「有為」？「真如」又可以熏回去「無明」？那又是「有為」？他連那個

definition(xun),定義)都不清楚的，這個作偽書的這個人，所以現在有很多無知的人，就

奉《大乘起信論》，還很標準，我們那些頭腦清楚一些的都不用了。所以佛經有兩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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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人人當它是聖典一樣的，那些人應該淘汰了，一本就是《楞嚴經》，一本就是

《大乘起信論》，一經一論兩本，這兩本東西十足十是假東西來的，但那些人就無

知，當它是聖典。

聽眾：很多都引用的。

羅公：嗄？ 

聽眾：很多門派都引用這兩本書的。

羅公：是的！

聽眾：很多！

羅公：是的！尤其是天台宗和華嚴宗、禪宗。

聽眾：很多！很多！

羅公：禪宗。我的學生跟我學的，差不多沒有人講《楞嚴》，《起信》的，只有那個

葉文意，我對她最不高興就是這件事，講《楞嚴經》，你怎樣識？老實講你葉

文意亦不識講《楞嚴經》，你怎識講？是嗎？你又要講，凡經你都要講，幾多

好講？《楞伽經》你又不去講？你又不夠膽（沒膽量）講《楞伽經》，《楞伽

經》是真的，你講《楞嚴》！現在還在講。所以她應該不要講《楞嚴經》，講

《楞伽經》，《金剛經》那麼多經好講，為什麼你講《楞嚴》？所以她不知

道，她由講《楞嚴》那時起，一直有很多津煎，很多津煎，何解？

聽眾：什麼叫津煎？

羅公：她背師門，她在我那裏學習，而她一定要講，她為了自己出風頭起見，就要講

《楞嚴》，她由講《楞嚴》之後起，她一直多阻礙，以前非常順利的，她以後

都不會順利的。她不會順利的，是呀！她不會順利的，我知道。你試試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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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落斜坡，不會順利，除非她認真要懺悔才行。我對她講，罵一罵她，如果

她當面被我罵，我當面罵過她，她就支支吾吾，支支吾吾，她回去又再講了。

這個她自己自受的，一定是自受的，

聽眾：為什麼這麼多人學這兩本東西呢？

羅公：沒什麼，因為它適合中國人那種籠統的思想，你看看《楞嚴百偽》那篇東西。

聽眾：我知道。

羅公：是嗎？

聽眾：我知道。我看過。

羅公：誤中國人學佛，誤了千幾年。

聽眾：呂澂寫的。

羅公：是了。恆道就被我說她，葉文意介紹恆道認識我，我就說葉文意好講《楞嚴

經》。恆道搭嘴，原來她也是講《楞嚴經》，她以為我說她。

她說：羅公，其實《楞嚴經》不過是後些出現而已，不能因為它後些出現就說它是假

的。

我說：那裏是說它是後出現就是假？

現在如果它是真的，現在出現它都是真的。是嗎？我說凡是古代的經，哪一本是

真正在印度譯出來的，由誰譯的，全部是查得到的。大藏經裏面的那些《經錄》，

《大唐內典錄》，什麼「錄」每朝代都有《經錄》，人家某年、某月、某個法師、在

哪個地方、奉政府，奉詔，奉皇帝的詔譯那本經。有根有據的，即是說，等於你買了

一幅地，你在香港買幅地，有田土廳的那一張印蓋了下去那張東西給你的，不是怎樣

證明那幅地是你的？《楞嚴經》與《起信論》沒有的，說它是私人翻譯，私人翻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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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假？是呀！有田土廳的證據的那一幅地證明你確是真的嘛！你沒有的，誰知你是怎

樣得來的？你說是你的，誰知你是不是偽造？是嗎？

我說：你要明白這一點，你是大學畢業的，我知你是 Stanford學 psychology

畢業的，你學 psychology或者你學得很好，這些是屬於文獻學，這些東西你不識

的！我怕什麼！我七十幾歲，我怕你一個小姑娘？你不識的，這些東西，她不敢出

聲。她那天晚上本來準備聽我講課的，那天晚夜她都不來了。我要這些學生來做什

麼？她如果說，那個恆道都是羅公的弟子就夠麻煩啦！好彩她不來！如果她在那裏聽

一年半載，你真是想不認她是學生也不行。她聽幾堂就無所謂，她聽眾來的！是嗎？

好了，我們看回來。

那些「有為法」現行的時候，就能夠熏了那個「氣分」，即是續流的餘勢，就投

入它的「第八識」裏面，就「成為此識」將來會出現的「種子」，所以你今世的東西

熏入去來世也會出現的。何解今世你這個人很剛強那樣的？因為你前一生一定是有一

種很剛強的行為熏了進去。所以你今世是一個剛強的人。如果你前生都是偷呃拐騙，

你這一世一定是偷呃拐騙的那類人的。好了，得了，走入第八識。

就成為此個識，譬如你「眼識」、「耳識」熏了進去之後，第二世再生起的時

候，〔就成為〕勢用的力了，所以那些「種子」叫做「習氣」。即是說「種子」這個

名，「種子之名」，對它將來生現行來講，對它，不是，對它能夠熏進去的，熏它進

來的那些舊的現行來說，「種子之名」就望它將來所生的現行，而叫做「種子」，

「習氣（這個）名」，望、「望」就是對，對什麼？對那些，對那些能夠將它熏進來

的那些現行的東西來說，就說它是別人的「習氣」，其實「種子」與「習氣」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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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而體實同」。

「體」即是本質，名不同，本質是同的，明不明白這一段？好了，現在講了，分

了兩種分類了：第一種「名言習氣」了，即是「名言種子」，但它只是將分類分兩類

那些「名言種子」裡切一段出來而已，「名言習氣亦名（叫做）等流習氣」，「等流

習氣」，何解叫「等流習氣」？就是果與因相似的叫做「等流」，前述，「即前述名

言種子之一（部）分」。「一分」即一部份。因為佛經裏面的部分費事寫「部」字，

就寫「一分」就算了。就「準前」、「準」即是依照，依照前面的義理，亦可將這個

「名言種子」分為「表義名言種子」，這個「表義名言種子」亦叫做「表義名言習

氣」。又分做。將那些「顯境名言種子」又叫做「顯境名言習氣」，二種一樣的。是

嗎？「名言種子」分了大部分就是這樣了。

將它拉出來的那些就改個名叫做「我執習氣」。「我執習氣」。什麼叫做「我執

習氣」？內容是這樣，謂第六識與第七識這兩個識，第六識與第七識的「見分」，不

是「相分」，第六識與第七識的「見分」有時會執著有個「我」的，第七識就整日執

有個「我」了，第六識有時也執的，它這個執著有我的這個「見分」，那個執著，這

個執著有我的「見分」一起，一現行的時候，這樣即刻就熏入去「第八識」裏面，成

為一種什麼？它的「見分」執著有我的「見分」的「種子」了，這種叫做「我執種

子」，又要叫做「我執習氣」了。「我執」有兩種，一種叫做「俱生我執」，識得解

嗎？與生俱來的，不是靠學東西學到的。

譬如你這樣，一個人沒有讀書的，他出世之後沒多久就覺得有個我了，這是「俱

生我執」，有些叫做「分別我執」，他聽別人講：人是有三魂七魄的，那個我就分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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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份，叫做三魂，將你那個我分做要七份，叫做七魄，經人這樣解，學的那些東西，

啊！原來有個我，我是可以分做三魂七魄的，那些是什麼？哪些是後天學到來的，那

些叫做「分別我執」，由分別而起的。

好了，講到這裏，我就介紹你這樣東西，「我執」就是最棹忌的，我們不能證涅

槃就是因為有「我執」，我們除了佛教之外，學什麼最無「我執」呢？就是儒家孔子

的學說，最沒有「我執」，最少，怎樣無？「俱生我執」就全部有了，「分別我

執」，孔子是沒有「分別我執」的，孔子叫人們「毋我」，「毋意，毋必，毋固，毋

我。」（〈子罕四〉）不要執著自己的「我見」，但是「俱生我執」孔夫子不能夠

除。他沒有教人們去除「俱生我執」，「分別我執」就無，除了孔子之外還有哪一個

是沒有的？老子都沒有的。

孔子、老子都沒有。所以中國人的儒、釋、道三教都有些道理的。《道德經》裏

面是沒有「我執」的，他還這樣說：「人之大患在於有我身」。一個人最大的禍患就

是因為有了我自己的身體，有了身就麻煩多，如果我能夠修養，修養到離開我們自己

的身，無身的，我們就沒有患了。老子這樣講。這樣老子都沒有「分別我執」，但是

「俱生我執」仍然有一些。除了老子，除了道教，除了儒家之外，還有哪些沒有呢？

基督教的「我執」最重，整天講靈魂，靈魂就是「我」來的，「我執」重，那個「分

別我執」很重。基督教、天主教、回教都是這樣，最重。

所以有人這樣主張，說佛教的出世氣味太深，我們做人只是取佛教不行，就應該

是怎樣？世間法的那方面太缺乏，因為當時佛在世的時候，印度的社會太簡單，所以

佛就沒有留意講教你做人。但是現代社會是一直進化的，社會越來越複雜，我們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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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做事就要講究了。所以單是一味學佛是不夠的，除非你是做和尚，在深山處修

行。你出離都不夠，做菩薩，菩薩不是和尚，菩薩都是居士身來的，如果你是菩薩，

你就要出來應世的，佛教裏面的學理，少了這類內容。應該加些什麼？應該加一些世

間的倫理在這裏。

世間的倫理加什麼最好？去回教徒處搞？《可蘭經》那裡拉進來補充行不行？太

野蠻、太霸道，不適合。基督教好不好？天主教、基督教好不好？「我執」太重。最

好還是儒家孔夫子。所以很多，章太炎那些，歐陽竟無、王恩洋那些都主張以儒家之

學來補佛家之不足，修行、做人處世的那方面是儒家，求更高的解脫是佛家。章太炎

這種講法最好。最好了。我的思想都是跟他這條路走，梁漱溟差不多都是這樣。

不過梁漱溟與章太炎有些不同是怎樣？章太炎是怎樣？他就認為佛家的就是最

高，儒家的是前一截，就是這樣，就沒有分，沒有說現代先需要什麼。梁漱溟就不

是：目前我們急需要解決的就是社會上的問題，人生的問題，所以做人做事比較去求

修養，學佛求解決更加重要。所以梁漱溟主張先講儒家，所不同就是這樣講。這樣，

我的看法是梁漱溟太過偏於入世一些，還是章太炎的好些。

如果你們是文言文稍為好一些，就有胡蘭芬那樣上下的文言文程度都可以了，我

介紹你看這套書，有人在台灣，或者託人去台灣買，有人在香港就在香港買，那套書

就叫做《人生學》（王恩洋 1897～1964），三冊書的，裏面分的內容，內容分三部

分：一、講儒家的學理，<儒學大義>，他將儒家精要的地方簡單告訴你；第二就叫

做，他的意思是，你學什麼都先學曉做人，如果你做人都不會，什麼解脫都是假的。

儒學；跟住就是<解脫道論>第二部，你做人都做得到了，再進一步尋求更高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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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這樣就看你是哪一種人，兩種人了，一種人是你想尋求更高的理想的，慈悲心不

是很重的，不是想救世的，想求自解決的，你就修小乘法的解脫道，你可以修小乘

法；如果你有大慈悲想要救世的，你就要學大乘，<大菩提論>。分三部分。

聽眾：王恩洋寫的。

羅公：王恩洋寫的，這個作者。你買了嗎？

聽眾：我在圖書館影印了。

羅公：影印了？好啊！幾冊？

聽眾：很厚的，一冊過的。

羅公：一冊的？舊時出版過，現在精裝的就是一冊，平裝就三大冊，好東西，不過講

得好迂腐，你不要學他那麼迂。即是他的大意是很對的。他是怎樣呢？他是根

據，他是梁漱溟的學生，在梁漱溟那裏聽課，梁漱溟在北京演講，講過的東西

那個專題叫做「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其中王恩洋走去聽，走去聽之後就跟梁

漱溟學習。這樣梁漱溟，王恩洋他原來就有儒家的底子，他就想學佛。梁漱溟

就說：你如果學佛你跟我不行，我只知道大旨而已，你真正要學佛我介紹你，

你去南京跟歐陽竟無學才行。於是梁漱溟就介紹他去南京，就拜歐陽竟無為老

師，住在支那內學院，跟隨他一學就學了四、五年，就將他所得的就寫成這本

書，這本書了。這本書你們要讀，有得賣的，台灣有得賣，我知道一定有。如

果怎樣，你們去圖書館有得借？是怎樣的？

聽眾：很舊了。

羅公：很舊？

聽眾：很舊了，我借出來那本書都霉了。

18



羅公：好像我這裏都有，我好像有，不是，這裏無，好像在那裏有，Hamilton那

裡。家裡有。聽眾：等我看看圖書館那裏還有沒有在那裡。

羅公：如果沒有，買得到的，你去買，你分冊買，你去佛學書局，去王玉嬋那裡實有

得賣！

聽眾：買不到的。 

羅公：嗄？

聽眾：買不到的。

羅公：你買過嗎？嗄？

聽眾：第三、四冊就有。

聽眾：因為現在分散了出版，分開一冊一冊去出。

羅公：<大菩提論>就有。

聽眾：我有這麼大部的一冊，本來就精裝的，一本過。

羅公：綠色的，平裝的無的。

聽眾：好像我屋企都有，王恩洋的。

羅公：這套東西好。

聽眾：硬皮的。

羅公：嗄？

聽眾：你的是平裝？圖書館那本書是硬皮的。

聽眾：只是出了第三、第四冊，第一、第二冊是沒有。

聽眾：書面是綠色的。

羅公：即是<儒學大義>與<解脫道論>沒有，剩下<大菩提論>。

聽眾：剩下<大菩提論>。就整天說未出版，未出版。其實是出版了，或者是斷了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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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在大陸就一定是絕了版，台灣的人將它來翻版的，沒有的，其他人，<大菩提

論>一定銷得，另兩冊銷不出，尤其是<解脫道論>誰去買？無人買的。你們

不妨看看。

「（我執）習氣」、即是第六、第七識才有的，第八識沒有「我執」的。「前五

識」亦無「我執」的，第六、第七識執有我的時候，那些「見分」，那個「見分」一

起即刻熏入去就成為「我執習氣」，何解有人、我之分？就是因為有這個「我執習

氣」，如果你消除了「我執習氣」，你就沒有人、我之分了。這樣就兩種了，「我執

習氣」。第三種就即「業種子」，「有支習氣」，為什麼「業種子」叫做「有支習

氣」呢？就好似賣弄名詞那樣，但是沒有辦法，兩個菩薩所用的名詞不同，「有支習

氣亦名叫做異熟習氣」，又叫做「業種子」，「即業種子」。「有」，是指「三

有」：欲界、色界、無色界叫做「三有」，「支」者，佛經裏面的「支」字當「因」

字解的，是「因」那樣解。「分」是一部分那樣解，現在當「因」，「有支者，三有

之因。」「三有之因」就是「業」了，由有支，不是！「有支習氣」有兩種，一種叫

做有漏善的「習氣」，無漏的「習氣」會不會是「有支」的？不會的，是無漏的。

是有漏中的善的「習氣」，善的業，就可以引生什麼？人。例如什麼？「無記」

的業，你撩一下鼻那樣，這都是業，是「無記」的，拗拗痕那樣，那些不受報的。甚

至你放個屁那樣，你都不受報的。除非你故意忍住個屁走去佛壇處才放就受報。你念

念下經，忽然間「嘣」，都不受報的。「無記」的。即是說什麼？不可不知的這件

事！你看你開車，有些人是該死的，他自己想自殺嘛！有些人想自殺的，你揸車很小

心，但他撞過來，他想死，你怎樣？受不受報的？那些人不知道的就說：不得了啦！

我踩死那麼多蟻，將來受報。那裡受報？那些「無記」的業不受報的，你很小心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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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你不是，你沒有動機想撞死人的！不受報的。你撞死一百個都不受報的。

但你是有意，你說「不受報」，〔有意去做〕那就受報，是嗎？「無記」的業不

受報的。還有，「名言種子」都是「無記性」的，善與惡的「種子」是「業種子」才

有善、惡的。有漏，可愛業種子，「由此二種有支種子」，就令到那些異熟果善趣與

惡趣不同了。「善趣」就是人天，「惡趣」就是地獄、餓鬼、畜生，它即是能招異熟

果之「增上緣」來的，那麼怎樣叫做「異熟」呢？即是由善惡的因，「業」了，所生

總別二種無記的果。

什麼叫「總果」？世界的叫做總果，例如你江漢林，你前世做了些「業」，你生

在這個地球上做人，這個做人是你的「總果報」，「別果報」是什麼？你的身體就是

「別果報」，明不明白？「總果報」大家都相同，但是「別果報」可能是不同，「總

果報」大家都好，大家都生在美國，但是別人做煤油大王，你個別報，人家的別報是

煤油大王，你的別報是乞兒，大家都是美國公民是嗎？但別人是煤油大王你卻做乞

兒，這是「別報」不同。「總報」相同，但「別報」不一定同，是嗎？所以總別二種

報的。所以我們知道。

聽眾：這個總別二種報是不是依、正二報？是不是依、正二報？

羅公：是是。

「我執習氣及有支習氣，（並）非離名言習氣而別有體性」，「體性」即本質。

「但以（其）取義邊不同」，「取義」者，即 aspect，它所取的 aspect，它所取的

角度不同。所以「別立稱號。若依此分類，則有漏種子之差別，略如下。」我就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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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最好，連何解有彼此之分都可以解釋得清楚一些。這樣「有漏種子」就分這三

類。

還有些你是要記的，「業種子」是「有受盡相」的，受一次果報而已，「名言種

子」是「無受盡相」的，無窮的。我們講一些「無漏種子」。「無漏種子」就分四

類，我們分四點來講，不是四類，分四點來講，戊一到戊四，戊一、現在先講，「無

漏種子與賴耶之關係」。那些種子被「阿賴耶識」含藏住，裏面有些「有漏種子」，

有些是「無漏種子」，「有漏種子」直情是與那個「阿賴耶識」大家都是有漏的，無

所謂了，「無漏種子」就不同，「無漏種子」的那些「種子」是無漏的，但是「賴

耶」是有漏的，那它們的關係是如何呢？

「有漏種子」是「賴耶」的一部份來的，「無漏種子」不能說它是一部份，因為

是一個「有漏」，一個是「無漏」，我們看看：「能得三乘道之眾生」，「三乘」就

是聲聞乘、獨覺乘與菩薩乘，菩薩乘即是大乘，「道」就是智慧，能夠得到三乘的智

慧的那些眾生，「法爾有能生無漏現行之功能」，功能即是「種子」，法爾即是什

麼？自然而然的，naturally，自然，他具有能夠生起現行的那些的功能的，功能即

是 function，即是「種子」，亦即是 power，「是為無漏種子」。這些叫做「無漏

種子」。

此類「種子」為什麼叫做無漏？「自性清淨」，它的本質是很清淨的，就是「與

賴耶性別」，因為它是「自性清淨，賴耶是有漏」的，所以它與「賴耶」的那個「性

質」，那個 nature不同，是不同的。「賴耶是有漏」，所以不同。「但無始以

來」，數上不能尋到起點，一直到現在，這些「（無漏種子）依附在賴耶自體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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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自體分」即「自證分」。藏在那裏，依附在那裏「前滅後生」，前一剎那一

滅，即刻後一剎那又生起，一直連續好像燈塔那樣一閃一閃地一直閃，「前滅後

生」，「展轉傳來」，一直一生一滅、一生一滅。

無始具備以來到現在都未曾出現過，藏在「賴耶」裏面，「以至於今日。無漏種

雖依附於賴耶，然、」「然」即可是，「不為賴耶之所緣」，它不給賴耶所箝住，

「賴耶」的「見分」只是「緣」住、鉗住那些有漏的「種子」，「無漏種子」是不受

它控制的，「即不為」。如果被它箝住就是它的「相分」了，即是「有漏種子」被那

些「阿賴耶識」的「見分」箝住，就即是「阿賴耶識」的「相分」了。

但是「無漏種子」不被它所箝，所以它不是「阿賴耶識」的「相分」。何解它箝

它不住？何解它不是它的「相分」呢？何以故？即為什麼呢？理由就是這兩個：一

「無漏能（夠對付）有漏，對治有漏的」，對抗有漏的，「有漏見分弱，賴耶受它影

響，」不是！「有漏見分弱，無漏種子（的力）強」，因為它會對付有漏，變成「心

弱境強」了，「心」即是「阿賴耶識」弱，而那個被它箝住的那些「無漏種子」，它

所箝住就是它的「境」了，它的 object，那些 object比它還強，怎能夠這樣？你一

個小鐵鉗，讓你箝住整噸的鐵，你怎樣箝？是嗎？你個鐵鉗仔只可以箝住一粒東西就

可以，是嗎？「心弱境強」，所以不行。

所以「賴耶」的「見分」不能夠箝得到，不能夠「緣」得到那些「無漏種子」，

這是誰講的？《瑜伽師地論》倫記所講的。第二、「賴耶以末那識為根」；「賴

耶」、「阿賴耶識」用「末那識」做「根」，「末那未轉依時」，即是未成佛，當他

未成佛的時候，那個「末那」還未轉依的時候，那個「末那識」就有「人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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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了；執「我」的，那個「賴耶受其影響」，結果就怎樣？那個「根」的雜染又影

響到「識」的雜染，「而成為雜染」，它一「雜染」，什麼叫做「雜染」？

「雜染」是被兩種東西束縛住的，叫做「雜染」，一種被那些什麼？被那些「有

漏種子」拖累了它，叫做「麤重縛」；第二種就叫做「相縛」，被它的那種「相分」

束縛了它，我們看東西時時被「相分」束縛住的。小孩子看電視，看得很爽的時候，

整個聚精會神的時候，那個精神都被它束縛了去，全被吸引了。明不明白？「相

縛」、有漏的東西，有漏的「見分」一定有「相縛」，「為境界相所束縛，不得自

在」。「若緣無漏，即（應該）無相縛」；無漏的。所以它有「相縛」。所以它不

「緣」無漏的。又是《瑜伽倫記》講的。

但是古代有些論師中有些人說，那個「阿賴耶識」亦「緣」那個「無漏種子」

的，但這個不是正義，我這裏不用它。這段就是講什麼？「無漏種子」與「阿賴耶

識」的關係是怎樣？「阿賴耶識」寄存了在，不是！「無漏種子」寄存在「阿賴耶

識」的「自體分」裏面，但是雖然寄存在這裏，「阿賴耶識」的「見分」是整天

「緣」住、即是箝住那些「有漏種子」，它箝不到那些「無漏種子」，因為「無漏種

子」太強，「阿賴耶識」就弱，弱的鉗箝不到強的東西。

同時，有漏的東西是有「相縛」的，如果它攀緣無漏就變成無「相縛」，「阿賴

耶識」的「見分」有「相縛」，所以不是那一類。所以它不會，即是說，「無漏種

子」只是寄存在這裏，即是你有一個夾萬，你只是放加拿大幣而已，但是他寄存了馬

克在你那裏，明白嗎？是在你那裏，但不是你的。明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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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又「無漏種子又分三種」，「無漏種子」可分三種，第一種、「生空無漏

種子」，「生」是眾生，即是我，我們修觀的時候觀我是空的，這種我們觀「我是

空」的時候，普通都是用我們「有漏意識」去觀，我們一觀到純熟，我們在定中就覺

得這個「我」是無的，這個時候，那個「我執」就不起了，「我執」不起時，那個無

漏的「生空無漏種子」一起的時候，一跳出去就不覺得有「我」的，覺得沒有那個

「我」的，空空洞洞那樣的，何解會有這種感覺呢？

那種叫做「生空」，「生」就指「我」，人的「我」，空了「人我」的「無漏種

子」，「第二種，法空無漏種子」，一切法都是沒有執著的，「法空無漏種子」，即

是你們唸《心經》「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法空」的「無漏種子」

出現了，第三種「俱空」，「眾生空」、「法空」，一齊「空」的「無漏種子」是最

強的，「無漏種子」就是這三種。「即（是）能生菩薩及佛果（的）無漏法之種

子」。

「俱空無漏種子」就即是這一種，連到什麼？「相分」，「生空無漏種子」與

「法空無漏種子」都是智慧的「種子」來的，「見分」來的而已，但是「俱空無漏種

子」就連「相分」，將來你生極樂世界變起的極樂世界都是這個「俱空無漏種子」變

的，能夠生菩薩的果與佛的果。一切那些報土、無漏的世界都是由這個「俱空無漏種

子」變的。阿彌陀佛變起這個極樂世界就是阿彌陀佛的「俱空無漏種子」變的；你以

後生在極樂世界都要你的「俱空無漏種子」變的。

所以說，你都未見道，你整天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你死，你以為真是阿彌陀

佛來接了你去？你生極樂世界嗎？你是生不到的，但是你不要對別人這樣說，是生不

25



到的，除非你見道，你想見道你要修般若，修唯識都得。修般若，修唯識見道。見了

道，那個見道的時候起首，那種「生空無漏種子」出現，「法空無漏種子」出現，

「俱空無漏種子」出現，那種「俱空無漏種子」加入阿賴耶，（不是。）加入阿彌陀

佛那裏變起一個極樂世界。這樣你才可以的。

如果這樣，豈不是很心淡？我以前這樣，直接講，講到有一個叫做施剛信。他

說：哎呀！羅生，我不聽了，我舊時都很信的，現在我聽到這樣，好像我都無得生

的？我聽了你講之後更弊！我就說你：這樣你不要聽了！就有些這樣的事。如果這樣

豈不是就沒有希望了？又不是，你生不到極樂世界，你生彌勒那裏，那是有漏的，彌

勒會接你的，他會接了你去彌勒那裡生。還有，極樂世界是報土，阿彌陀佛能夠變報

土他亦可以變化土的，他有化土，即是一間大學有附屬中學也有附屬小學的，你在他

的化土處先修行，然後再所謂「下品往生」，那些都是化土的，在那裏到差不多了就

轉去報土，一樣得，不用灰心，不用灰心的。

如果這樣，極樂世界無漏報土難生一些，不如生彌勒佛的兜率天容易一些？彌勒

佛的兜率天照理容易一些，因為他是欲界，我們也是欲界，欲界生欲界容易一些，是

嗎？它是無漏的，你是有漏的人生無漏的，又要生他的化土先，就不如直接了當在這

裏生兜率。台灣的印順法師就因為寫過一篇文章去演講，就說生兜率天比生極樂世界

容易，修行最好就生兜率天還好一些。全台灣的大法師全體反對他！全體反對印順，

抵制印順，叫大家不要聽他這樣講。但是印順講的對的，所以那些法師很無知的。那

些法師很無知的。

好了，看回這些。看回「智種與識種」，「智」即是一種決擇力，「識」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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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智」是「心所」來的。「智」即是「慧心所」來的，即是說，那個「識」是

一個總經理，「智」是一個總經理手下的一個能幹的人馬而已。應該就是那個「識」

是更惡些，是嗎？有漏世界就是這樣，「識強智弱」。無漏世界就不是的，「智強識

弱」。怎樣呢？即是這樣，「識強智弱」就好像什麼？一個皇帝很了不起的，好像毛

澤東那樣，他很大權的，你在下面做事，什麼都是聽他說話的。只有你聽他說話，沒

有他聽你說話的。「識強智弱」。但「智強識弱」就不是了。好像諸葛亮輔助阿斗那

樣，什麼東西都是諸葛亮決策，你阿斗乖乖地聽他講。是嗎？「智強識弱」就是這

樣。

無漏的「識」是「智強識弱」；有漏的「識」是「識強智弱」，「智」、我們有

漏的「識」，前五識是無「智」的，所以是機械的，第六識是有「智」的，那個叫做

「慧心所」，第六識的智，有善的智，不是！第六識的「慧」有「善」的、有「惡」

的，有「無記」的，如果是無漏的「慧」，我們叫它做「智」，不要叫它做「慧」，

叫做「慧」都得，純善的「無漏慧」。第六識是有「智」的，第七識有「慧心所」，

整天執著那個我，沒有「我」，偏偏執有「我」，這個是「惡慧」來的，「有漏第七

識」。

但無漏的「第七識」就沒有了這個「惡慧」，就有一個「善慧」，是「自他平

等」的慧，「第八阿賴耶識」就無慧的，所以機械的，但是一修養到成佛，「第八阿

賴耶識」有「慧」的，「第八阿賴耶識」的「慧」叫做「大圓鏡智」，「大圓鏡

智」，「第八阿賴耶識」是「識」，「大圓鏡智」本來是依附在「阿賴耶識」那裏

的，它不叫做「阿賴耶識」，叫做「庵摩羅識」，但是什麼行政，全部都是「大圓鏡

智」做的。這個是諸葛亮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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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末那識」的「慧」就不是「我執」了，「我執」都是「慧」，但是有漏

的，有漏的「第七識」有個「我執」，無漏的「第七識」有一個智，不是叫做「我

執」，叫做「平等性智」，是「自他平等」的，是「慧心所」來的。第六意識如果是

有漏的，有「善慧」、有「惡慧」、有「無記慧」三種慧跟它走。無漏的第六識裏面

有一種叫做「妙觀察智」的慧，比那個第六識更加強。我們普通有漏的前五識是沒有

「慧心所」的，成佛之後修養的結果，前五識都會有「慧心所」，這個「慧心所」就

叫做「成所作智」，明白了嗎？「轉識成智」不是說一變，變出來一個「智」，那

時，它那個「識」起的時候，就有個「無漏智」的「種子」跟住它一齊起現行，就是

這樣。

這樣我們看這裏：「不論生空無漏種子」，或者「法空無漏種子」，或者「俱空

無漏種子，皆有智種與識種之分」。「有漏位識強智弱；在一個識聚之中」，「識

聚」者，一個「識」加上「心所」，叫做「識聚」，「以識為主，智是別境（心所）

中之慧」。「祇為其相應法之一」。只是它的部下而已。「無漏位中」，在無漏的情

況裡，「智強識弱」；「在一個智聚中」，我們不叫它做「識聚」，叫它做「智

聚」，因為「智強識弱」；「正智是主，（那個）淨識及（其）餘淨心所則為其相應

法」而已。「正智與淨識、淨心所各有其自種子」的。各人、各人有自己的「種子」

的。這樣，這個講法是《佛地論》裡講的。這裡明不明白？

今日這個就講到這裏，我們現在就休息一陣，放一個 break，break完之後就講

這個「八囀聲」。這樣對於「種子」的東西，你們就應該識得七七八八了，是嗎？對

於人生與生死輪迴等等，應該比較透徹一些了。有一個「種子」這些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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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八轉識」是不是「轉識成智」？

羅公：嗄？

聽眾：「八轉識」是不是「轉識成智」？

羅公：什麼事？

聽眾：轉「八識成智」？

羅公：不是！不是！不是！「八囀聲」是一種語言學來的，梵文的語言學來的。是讀

梵文的時候才留意的。看看有幾多個人，替我影了這一段給他們。這一張，這

一張而已。這張也影。你們占卦最好就朝頭早起身，最好就每日不要超過兩

支，有人問你占卦，你就說好！明朝替你占，明早來。或者你告訴我，我明朝

起身再替你占（卜）。朝頭早起身替他占（卜）。沒有什麼雜念，叫他明天早

上起來就想著，不要想亂事，想著現在他替我占卦了。想著這樣。

聽眾：我都是朝上占（卜）。

羅公：嗄？

聽眾：剛才佛學會的那個雷澤輝是朝早占的。一早占的。準不準？

羅公：準不準就要將來才知道。將來一定有結果好好，但目前就不得，目前一定是

的。你們聽到那些「種子」明不明白？

聽眾：羅公，可不可以阻你一分鐘？

羅公：問我什麼？

聽眾：橫豎未講，麻煩你替我解釋這個「九五」我聽？你告訴我就可以了。

羅公：「萃、有位無咎，萃卦，萃者聚也」，那些東西聚到一堆，有位，有權的，這

個人，無咎，無災害的。「匪孚」，但是有些東西不是很有誠意的，「元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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貞」你由始至終都會一直守得住的這件東西，「悔亡」，有些會後悔的事，以

前，過去有些事會令你後悔的，但是現在沒有了。

聽眾：ok，謝謝。這個變卦。

羅公：不要看變卦。

聽眾：不是，這個是變的。它根本是之卦。請你等我一會，很快。

羅公：看本卦就好了，變卦無什麼大關係，變卦是將來遙遙的事。

聽眾：不是的。這個反為是變卦。

羅公：看本卦最緊要。

聽眾：本卦是這一個，你等我一會，等一會。

羅公：本卦不好，你變卦好好都是假的。

聽眾：你等一會，等一會。

羅公：本卦好，你變卦將來不好是將來的事。我小心提防就可以了，是嗎？最緊要是

本卦，本爻。

聽眾：本卦是動工爻？看動工爻？

羅公：什麼？是，本卦本爻，那個卦有六個爻的，看看哪一爻。是，變了爻。所以我

不主張用錢，要用竹籤就是這樣。

聽眾：其實剛才那個是變卦，是本卦「六五」，本卦「六五」。

羅公：一路有……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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