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聽得明白了？這樣，「種子」叫做「因能變」，「種子」變起「現行」，就叫

做「因能變」，那個「現行」再變出「相分」、「見分」，就叫做「果能變」，這

樣叫做「能變」，明白了？好了，下面了，它說：「此能變唯三」，「此」，就是

「識」所變的東西，「識」所變的「相分」，「見分」了，這是「所變」，有「所

變」就必定有「能變」。是不是？此「所變」的東西，此「識所變」的東西，一定

有個「能變」，這個「能變」有幾多種呀？只有三種，「唯」即是「只有」，只有

三種，第一種、「謂」，這個「謂」即「就是」，就是「異熟」，「異熟識」。

「異熟(的)能變識」，「異熟能變識」。第二、「思量能變識」，第三、「了境

能變識」。「了別境」的「能變識」。它只是講「果能變」識，它懶得講「因能

變」。他這裏，是嗎？它直接講這是「識」來的，「異熟能變」呢，「異熟識」，

即第八「阿賴耶識」，「阿賴耶識」呢，何解會有「阿賴耶識」生起呀？

「阿賴耶識」有它自己的「種子」，是嗎？「阿賴耶識」自己的「種子」不斷

起「現行」的，由無始以來到現在未停過的，每一剎那都起「現行」的，無始之

始，數上去找不到起點，一路到現在，每一剎那，那個「阿賴耶識」的「種子」都

顯現而成為「阿賴耶識」。以後起不起呀？除非你成了「阿羅漢」，一日你未成

「阿羅漢」，一日那個「阿賴耶識」，那個「阿賴耶識」都不停，如果你是「大

乘」的呢，就到了「第八地」呢，你的「阿賴耶識」就停了，換過一個「識」，其

實都無換，即是說甚麼？(第)「八地」以前，那個「第七末那識」都執著「阿賴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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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說是「我」的，是自己的，一到「第八地」就不「執」那樣解而已。

所以「第八地」後就不能叫「阿賴耶識」，就叫做「異熟識」了，「八地」以

前當然亦可以叫做「異熟識」，但就多了個「阿賴耶」的名，「第八地」以後就不

叫做「阿賴耶」了，你可以叫做「異熟識」，「阿陀那識」，一路到了成佛了，成

佛之前一剎那，那個叫做「金剛心」，「金剛定」，「金剛定」的時候那些強烈的

「般若智」出現，燒毀了你「第八識」內的那些「有漏種子」，全部燒毀，那時

呢，你的「第八識」的「種子」被它全部燒毀了，「第八識」的「種子」被它燒毀

了，那「第八識」就不能「現行」了，是嗎？沒有了「第八識」，聽不聽得明白？

「第八識」自己藏著自己的「種子」嘛！

到了成佛前的一剎那，「金剛定」的時候，那些最強的「無漏智」出現，燒毀

了那些「有漏種子」，那些你未成佛前的「第八識」「種子」是「有漏」的，「有

漏種子」被它燒毀了，這即是說「第八識種子」被它燒毀了，是嗎？「第八識」的

「種子」燒毀了就沒有「第八識」了！是嗎？沒有了「第八識」，那時那個「無漏

智」就出現了，那個「無漏」，不是！那個「無漏識」出現了，那個「無漏識」本

來都已經有的，但它是「種子」不能起「現行」，那時，那個「有漏第八識」，被

它撞開了，那個「無漏識」就爆發了，那個叫做「第九識」了，那個「第九識」那

時才爆發，是嗎？以前就只是暗藏在裏面，就不爆發，這個「第九識」叫做「無垢

識」，「菴摩羅識」，「菴」就無，Mala (Amala-Vijñ na) ā 就污糟，「垢」，「無

垢識」，「菴摩羅識」，又稱它做「第九識」，《楞伽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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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這樣就成佛了？

羅公：成佛了！那時候，那個「識」出現了，那個「無漏第八識」出現了，就成佛了。

反而有問題那些人爭論了，「金剛心」起時計成佛呢？抑或是「金剛心」的時

候摧毀了第八，那個「有漏第八識」之後那個「第九識」出現才成佛呢？有些人就

爭(論)，有些說「金剛心」時都已經成佛了，有些說不是，要下一個「剎那」才是，

這些爭論就無謂的，是嗎？這些爭是無謂的，明白了？這樣呢，這個「異熟」呢，

即是「有漏第八識」。

一到成佛時就連那個「異熟識」都剷除了，沒有了！那些「有漏」的，「有漏

識」完全沒有了！那時生命大「革命」了。我們的生命有幾次大「革命」：第一次

「革命」，就是「發菩提心」；是嗎？以前就渾渾噩噩，現在發了「菩提心」，  你

是「資糧位」的菩薩。第一個轉變了，是嗎？那時「革」了一次命了嘛！一「發菩

提心」一路修行「戒」、「定」、「慧」，到了相當純熟了，「煖、頂、忍、世第

一法」，之後引出那個「見道」，「無漏種子」第一次出現，又來一次「革命」

了，以後是「聖人」了，是嗎？

你發了「菩提心」之後由非「菩薩」變為「菩薩」，一「見道」之後由凡夫變

為聖人，又一次「革命」了，一路修行，修到「第八地」的時候呢，這個大「革

命」是怎樣？以前就有「我執」的，那個「第七識」，以後就無「我執」的，無

「我執」就不能叫做「阿賴耶識」，叫做「異熟識」，而且「第八地」叫做「阿羅

漢」，沒有了「我執」了，就叫做「阿羅漢」，「大乘阿羅漢」了，「第八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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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一到「第八地」，「阿賴耶識」不存在了，「阿賴耶識」的名不能用了。第

二、是「阿羅漢」了，「大乘阿羅漢」了，第三、「無漏種子現行」，「有漏種

子」被全部壓服了，有，仍然有，但不「現行」，這樣不「現行」的有又怎樣？幾

時才無？「金剛心」時才清掉它，「金剛心」就是熄滅那些「種子」。到「金剛

心」時來一次最大的「革命」。最大的「革命」之後那個「無垢識」出現，就成佛

了。全部「革」了，沒有得「革」了，幾多次「革命」呀？「發菩提心」一次，

「見道」一次，「第八地」一次，成佛(前)， 「金剛心」一次，四次大「革命」。

這樣知道我們的心的層次是怎樣？

心的層次，最底層呢，無所不伏，無乎不在的，這個就是「真如」，「真如

心」，「真如」，「真如」是「體」來的，有「體」必有「用」，「用」的顯現就

是那堆「種子」，那些「有漏種子」、「無漏種子」就是「用」，那些「有漏種

子」、「無漏種子」呢，有「種子」必有「現行」的，其中的八個「有漏識」的

「種子」呢，無始以來就「現行」。「現行」，「現行」有八個「識」，那八個

「識」都是「用」，每一個「識」都有「心所」，又是「用」，「用」即是「屬

性」，這樣就一重「體、用」了，第一重，「真如」為「體」，一切「種子」為

「用」，是嗎？再由「種子」為「體」，八個「識」的「心」與「心所」為

「用」，是嗎？

「種子」為「體」，「現行」為「用」，那「八個識」之中呢，「阿賴耶識」

是一個關鍵，是嗎？它含藏那些「種子」，所以我們說，「阿賴耶識」為「體」，

其他的七個「識」和那些「心所」的「種子」為「用」，然後，又「種子」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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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起出來的七個「識」現行為「用」，「體」、「用」重重，明白嘛？這

樣了解之後，「此能變為三」，第一就「異熟識」，「第八識」，「阿賴耶識」，

第二、「思量識」，「第七識」，整天「思量」着那個自己，第三、「了別境」，

這個「境」指甚麼？「色」、「聲」、「香」、「味」、「觸」、「法」，那「六

塵」，「了別」，明了、辨別，整日明明了了地辨別「六塵」的「境」，那個「前

六識」，這樣怎樣叫做「異熟」，怎樣叫做「思量」，怎樣「了別境」法，就留待

以後講了，因為何解呢？

本來那個「識」是「渾然一體」的，是嗎？裏面包括能夠見東西的那種力量，

以及「所見」到的「影子」都在「識」裏面，這個明白了？那個能夠見東西的部分

呢，就叫做「見分」。明白了？那個「影子」呢，裏面有個「影子」的，就叫做

「相分」，識解了？聽得明不明白？不明白就趁現在問，後面的那些(同學)聽不聽得

明白？聽得明白？聽得明白？這樣呢，其實都是一個「識」，裏面包含兩種東西那

樣解。是嗎？我又問你，「相分」與「見分」，是不是一人在一邊？好似一盞燈照

落那幅牆處，這盞燈是「相分」，那幅牆，那幅牆是「見分」，一人一個位置，是

嗎？是不是？

聽眾：不是！

羅公：有「相分」的地方就有「見分」在，有「見分」的地方就有「相分」在。

因為「見」與「相」呢，還有，你說見到東西，一定見到那些「相」的，是

嗎？所以如果無那個「相」在，你不能叫做「見」，是嗎？所以有「相」的地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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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見」的地方，明不明白？所以呢，《楞嚴經》就有「七處徵心」，「心」是

在內或在外？《楞嚴經》的「七處徵心」，是在佛經裏面拿(出)來輯(集)下來的，是

嗎？你們《楞嚴經》的那位愍生法師，我的朋友，他好辛苦寫了一篇甚麼，有無看

到？在《佛教月刊》，駁、辯這個甚麼？《楞嚴百偽》。

聽眾：〈楞嚴百偽辯〉

羅公：是，〈楞嚴百偽辯〉，看過沒有？怎樣呀？如何呀？

聽眾：立場不同。

羅公：這樣，「辯」一下都好的，是嗎？

「辯」一下都好的，不過他的〈楞嚴百偽辯〉就等於一個五歲大的小朋友同三

十歲的人打架一樣，差得太遠了，即是所「辯」的東西「辯」得太遠了，有好多

呢，是不能上(用來)做辯論的，例如這樣說：《楞嚴經》這麼多大德都相信，是嗎？

這樣你都說它「偽」？這些不能講的，大德相信就不能說它是「偽」嗎？是嗎？舊

時的女子要纏腳的，你明不明白？紮起隻腳的，那時候人人都說要纏腳的，一百年

前的人，如果不纏腳的女子就是賤格的了，這樣即是說，人人都說了！全國人都說

要纏腳就對了，不纏腳就不對了，(難道)纏腳就對了？

真理的東西不是多人舉手就對的，對就是對，不對就是不對！是嗎？往時所有

聖人、賢人，中國大部分、十分之九九的聖人、賢人都主張要忠君的，是嗎？那個

君主要你怎樣就怎樣，君要臣死，臣不死是為不忠。是嗎？但是現在革命了，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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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聖賢講的都不(一定是)對的，從前呢，男性的社會，女子怎可以，比丘尼，怎可

以出書？是嗎？但現在呢，男女平權了，那個比丘尼出來講講話，誰不被稱為法

師？恒道都稱法師了！是嗎？時勢不同了，是嗎？你不能說：不能呀！以前都無人

稱法師的！你現在(將)比丘尼稱(為)法師是大逆不道了！怎可以？是嗎？(所以，即

是)又引證、引那個羅香林做證，即是將羅香林講的東西(做證)就很權威了，說羅香

林、羅香林都這樣說了，這就失去了辯論的。

聽眾：未必對的？

羅公：嗄？

聽眾：未必對的？

羅公：對，羅香林講的話(亦)未必對，是嗎？

羅香林講「對」的未必對，是嗎？猶如毛澤東講對的也未必對一樣，是嗎？你要

從邏輯上和考據的證據上，來論(辯)才行。所以他未曾懂得辯論，即未曾得到辯論的那

家(規則)。不過他有一點是值得我們佩服的，他一向，他是楞嚴王的徒弟，他都不維

護，誰來維護《楞嚴經》呢？所以他這種衛道的精神是很值得欽佩的。即是等於莫斯

科，你明白嗎？共產黨都已經被解散了，是嗎？但是，十月革命的紀念日，仍然有幾

千人走去紅塲那裏，大喊要恢復共產主義，是嗎？要恢復社會主義。我講回我這個，

「相分」、「見分」，有「相分」的地方就有「見分」，心在何處呢？「見」同

「相」，「見」在內呢，那個心在內，在內、在外，抑或在兩(個之)間等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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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呢，都是，在內亦不對，我們的「見」，譬如我現在見到東西，那個

「見」，在我腦內不對，如果在腦內應先見腦了，對嗎？如果是我們「能見」的心

在腦外呢，我的腦又如何知道它「見」呢？是嗎？所以推(敲)來推(敲)去，唯有這個

最對，你見東西，你「所見」的地方就是你「能見」的地方，所在的地方。有「能

見」的地方便有「所見」，記住呀！有「所見」的地方便有「能見」。就無錯了，

無錯了。你覺得是不是？有「所見」的地方就有「能見」；如果無「能見」「見」

它，它又怎會成為「所見」呢？是嗎？

所以那個「所見」的影子裏面的任何一個角落都有「能見」。有「能見」，

「能見」是無形無相的，是嗎？有「能見」，「能見」在那裏？「能見」就在「所

見」那裏。這樣「相分」就是「能見」，不是！「相分」就是「所見」。「見分」

就是「能見」，明白了？這個，最基本的，非明(白)不可的。好了，這樣本來就已經

夠了，佛講的都是將我們的知識分成「相分」、「見分」而已，於是呢，就發生一

個問題了，當我見東西時，我們自己知不知道見東西的呢？

你答我這個問題。當你的「眼識」見到隻貓的時候，你的「眼識」知不知道自

己見到貓？應該知，是嗎？如果不知就很離譜了，你怎樣見？是嗎？你自己都不知

道見，是嗎？這樣即是說，「相分」、「見分」之間呢，有些作用，自己知道，是

嗎？是嗎？好像那個女人抱著一個小孩子來吻他，那個小孩子用來譬如說是「相

分」，那個做媽媽的譬如說是「見分」，吻他了，吻那個小孩子了，當那個媽媽吻

那個小孩子時，不可能不知道自己正在親吻那個小孩子的，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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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信不信？一定自己知的嘛！這種「自己知」的作用是有的，這個自己知的作

用實在是怎樣？是在「見分」裏面的，即是那個媽媽親吻那個小朋友，那個媽媽一

定知道自己正在親吻小孩子，這種「知道自己親吻小孩子」的這種力量，是在那個

媽媽那裏的嘛，是嗎？所以自己，所以我們知道呢，那個「見分」看下去「相分」

處呢，那個「見分」一定自己知的，這個自己知，這個「自己知」的這種作用在

「見分」裏面，不是在「相分」那裏的，明不明白呀？好了，這樣於是呢，那位陳

那菩薩，將那個「見分」，即「自己知」的那種作用劃分了出來，明不明白？都是

在「見分」裏將它劃分了出來，改了一個名給它聽，就叫做「自體分」，或者叫做

「自證分」，何解叫做「自證分」呢？

自己證明自己是見到嘛！所以叫做「自證分」，同時呢，這個「自證分」他這

樣解釋，當一個「識」由「種子」，譬如我們的「眼識」，或者我們的「耳識」，

未曾見到東西，未曾見到東西時的那個「眼識」，這個「眼識」的「種子」在我的

「阿賴耶識」內藏著，到了那些「緣」的條件具備了，例如有光線了，又有件東西

在前面了，我的那個「眼根」又沒有壞，各種條件具備的時候呢，那個「眼識」就

出現了。那隻眼，即是說在「阿賴耶識」內的「眼識種子」呢，馬上就起作用了。

這樣一起作用呢，就由「種子」變成「現行」了，是嗎？這個「現行」呢，這個由

「種子」變成「現行」呢，這個「現行」的「眼識」本來是渾然一體的，一起的時

候應該是渾然一體的，但是同時即刻變出那個「相分」、「見分」出來。雖然變出

「相分」、「見分」，但是同時又是一體的，是嗎？

這樣這個「一體」的「體」就是「自證分」來的，所以「自證分」又叫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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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分」。這樣即是說，我們可以在理論上，我們可以這樣說，「眼識」的「種

子」，當它「眾緣具備」的時候，它就變成「現行」的「眼識體」了，這個「現

行」的「眼識體」就是「自證分」，就是「自體分」來的，「眼識」的「自體

分」，這個「眼識」的「自體分」即刻就變出那個「相分」、「見分」出來，明不

明白？一剎那之間，一剎那之間做這麼多功夫(作用)的。一剎那，那個「眼識」「種

子」標出來，變成「眼識」的「自體分」，就是同時的那一剎那，那個「自體分」

一開二，變成「相分」、「見分」。明白了？

這即是說，我們這樣呢，「眼識」的「種子」是「眼識」的潜能，潜伏的功

能，一變，變出那個，一起「現行」的時候呢，就變出那個「自體分」，這個「自

體分」就變出那個由「潜能」所變出來的「現行」了，是嗎？明白了嗎？這個「現

行」(唯)「自證分」是「體」，一「體」開兩「用」，那個「自體分」是「體」，

「相分」、「見分」是「用」，明不明白？「體」即是「本質」，「用」即是「屬

性」。聽得明白嗎？這樣即是說，照這樣講法呢，這個陳那菩薩這樣講法呢，就 (即

是)每個「識」有三分了，「相分」、「見分」、「自證分」，最美滿了，三分。

譬如當我聽到「咣」！這樣一聲，那裏「咣」！這樣一聲，本來我有個「耳

識」的「種子」，但無聲音我就不能起作用，「咣」！這樣一聲響起，那個「緣」

具備了，於是我的「耳識」的「種子」在「阿賴耶識」裏面就爆發出來，一爆發出

來變成「現行」，這個「現行」(就是)就是「自體分」來的，明不明白？這個「自體

分」一起呢，即刻變成「相分」、「見分」，「相分」就是「咣」的聲音，「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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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就是能夠聽到「咣」一聲的那種力量，當一聽到的時候，當那個「見分」聽到

「咣」一聲的時候，自己又知道自己聽到「咣」一聲的，結果就是(這樣)，是嗎？這

樣即是說，那個「自證分」不止是那個「相分」、「見分」的本質的「體」，同時

亦是「相分」、「見分」的結果來的。明不明白？那個結果就是它證明了，就它的

證明，就它的結果來講，就說它叫做「自證分」，是嗎？就那個體質來說，就叫做

「自體分」。明不明白？

聽眾：羅公，但有時，我有個問題：我們有「相分」有「見分」，但我們未必知道，

我們見到的那樣東西，即是譬如說，剛才有架巴士行過的聲音那樣，我們未必

會留意得到，即是說，是有聲，即是有「相分」，我們亦都有「見分」了，即

是我們有「耳根」。

羅公：那個巴士的聲音不是「相分」。

聽眾：何解？

羅公：巴士的聲音反映落你的「耳識」入面，那個影子。就是「相分」。

聽眾：即是如果是在這個情況之下，有「相分」、有「見分」，但我們也不知道我

們是聽到有巴士聲的。

羅公：有沒有結果先？聽不聽到先？ 

聽眾：應該聽到。

羅公：你答我聽不聽得到先？

聽眾：但我們譬如說無留意到。

羅公：你不留意，但是有許多是不留意都做得到的，是嗎？無留意，你不留意，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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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了，你做了。

聽眾：但是這樣就變了不自知了？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羅公：即是無概念嘛！我們知不是一定要有概念才知的。明不明白？知事不是一定  

    要有概念的。有時無概念都知事的，

聽眾：即是完全自己就。

羅公：當你聽到時，你知不知道「聽到」？

聽眾：不知道。

羅公：你不知道，你怎樣聽到呢？嗄？你不知道「聽到」，你怎樣「聽到」呢？你

    說聽到東西，這樣即是你知道你「聽到」了嘛！

聽眾：即是「意識」到時就「知道」了。

羅公：「意識」到，這個是「第六意識」的事，就「耳識」裏面，「耳識」裏面都

聽到的，你知不知道，你所謂「知」，「意識」得到「知」，是有概念的

「知」，明不明白？有 Concept 的「知」。而「耳識」、「耳識」的

「知」，就無概念的，是感覺的「知」，感覺的「知」。

聽眾：即是那種知，自己就未必是

羅公：知，但是無概念，無概念，感覺無概念，是經驗，即是經驗到，你明不明

 白？你不要用「知」，是「經驗到」，是嗎？那個「經驗到」都叫做「知」，

   明不明白？

聽眾：即是未必自己察覺得到，都叫做知？經驗到都是知？

羅公：經驗到都是「知」了。

因為「前五識」是沒有一個概念的「知」的。有概念的「知」是「第六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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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的，經驗，經驗下去，這樣「眼識」的「知」叫做「見」，明不明白？「耳識」

的「知」就叫做「聞」，「鼻識」的「知」就叫做「嗅」，「舌識」的「知」就叫

做「嚐」，「身識」的「知」就叫做「觸」，「意識」的「知」，普通我們指的

「意識」的「知」，你所講的「知」，是「有概念」的「知」，「眼識」、「耳

識」、「鼻識」、「舌識」、「身識」無概念的，第六「意識」「知」的時候，第

一剎那「知」都是無概念，第二個剎那就有概念了，那個「知」字的範圍很闊的，

那個「知」字，(能)經驗到都叫做「知」，經驗到，只是「第六意識」才有「概

念」，「前五識」是無概念的，第七「末那識」都無「概念」的。第七「末那識」

衝動，第七「末那識」的那個「知」是「衝動」，都是「經驗」來的。那種「衝

動」的經驗。第八「阿賴耶識」都叫做「知」的，第八「阿賴耶識」的「知」是甚

麼？「攝持」。「攝持」著。就叫做「知」。這樣即是說「眼識」起的時候呢，

「眼識」自己，你不要用「知」，是「經驗到」，見到那幅東西，即「經驗到」(落)

那幅東西處。

聽眾：經驗就是概念嗎？

羅公：不是，經驗是無概念的，純粹的經驗無概念，純粹經驗之後才起概念，當我

   們見，見到一幅東西，第一個剎那呢，一見的時候呢，這個「眼識」的「種

  子」，就起「現行」，一起「現行」的時候，開成兩部份。一部分是那幅東

   西，那幅東西是怎樣來的呢？

就是把那幅客觀東西反映入來，那幅東西，那幅東西，這個影子，這個  Image

是在我的「眼識」裏面的，這幅東西就叫做「相分」，當那幅東西入來的時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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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能夠經驗到它的，明不明白？經驗到它的，我們「經驗到」，我們叫做「知

道」，「知道」，如果不「知道」，即是你沒有「經驗到」，你「經驗到」的這個

「知道」，這個「經驗到」，就叫做「見分」，「眼識」的「見分」，當你「經驗

到」的時候呢，不會否定自己「經驗到」的，這樣就是自己的經驗的時候呢，自己

知道「經驗到」的，自己經驗到，我們用個廣義的「知」字，這個經驗不會否定自

己的經驗的，這就叫做「知道」，這個就是就這個本質上來說叫做「自證分」，這

個「自證分」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證明有這個「自證分」，第一、這個「自證分」

一起的時候呢，一定有個結果，不是！那個「見分」見落(看)那個「相分」的時候，

一定有個結果的，這個經驗一定有個經驗的結果的，這個經驗的結果呢，即是說自

己覺得「經驗到」，你不要用「知」字，覺得「經驗到」這件東西的，那是結果來

的，就是「自證分」了，有這種作用，這個「自證分」。同時，這個「眼識」種子

一起的時候，是未曾分開「相分」、「見分」的，一起的時候，一起的時候即刻

分，未分的時候是渾然一體的。

聽眾：叫做本質嗎？

羅公：本質，這就是「自體分」了，「本質」就是「自體」。

這個「自體分」就是後來的「自證分」了，即是後來證明了它的作用了。所謂

一開二就是那個「自體分」開而為二，明不明白？

那個「自體分」開而為二，這樣即是說，將這部分自己，自己感覺到的，感覺

到自己的經驗的這個作用，就叫做「自證分」或者「自體分」，因為如果無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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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了離行離列那樣，「相分」與「見分」，你說，譬如說：有「相分」的地方就有

「見分」，這樣即是說(它們)同在一個地方了，渾然一體的，「相分」與「見分」。

「相分」、「見分」渾然一體，都有一個渾然一體的東西的，這樣，這個就叫做

「自證分」了，這個譬喻是這樣，譬如有個人在這裏，人在這裏，這個人叫做「本

質」，這個客觀性的本質，我這面(塊)鏡照下去它處，那個「本質」的影子反映落鏡

處，那個鏡面處，反映進那個鏡面處，那個「公仔」 (影像)，成為一個「公仔」，

「公仔」叫做「相分」，這個鏡面是有力量，把這個「公仔」的樣子反映、反射出

來的，這種力量叫做「見分」，這個「相分」與「見分」都在一塊「鏡面」裏面，

那個「鏡面」包括那個「公仔」，同時又包括能夠顯現「公仔」的力，是嗎？都在

這塊「鏡面」處，這個鏡面就是「自證分」，它見，那個「鏡面」就是甚麼？(其)實

就是那個「影子」和那種「能見」的力所在的地方，同時，你這個，這個力量能夠

現出那個公仔出來的結果又在鏡子裏面，所以這個鏡面叫做「自證分」，亦即是

「自體分」。這個就是「三分說」，就是講「識」的，分「三分」就是最美滿的，

因為你說「相分」、「見分」，就好像「離行離列」中間沒有甚麼聯繫那樣。

「相分」與「見分」。好了，那個「相分」被那個「見分」見到，而有一個

「自證分」去證明，證明甚麼？證明那個「見分」見到那個，「相分」那這個

「見」，這個「自證分」，(這)個「自證分」證明那個「見分」，那由誰去證明那個

「自證分」呢？一定有一個內部作用證明那個「自證分」無錯才可以，內部的作

用，即是那個「自證分」的內部作用，自己知道自己是證明(作用)。這樣，這個叫做

甚麼？叫做「第四分」，「證自證分」。這即是說一個「自證分」裏面，自己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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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互相聯(繫的作用)，你證我，我證你的作用的，有一個「證自證分」，證明這

個「自證分」無錯，(這樣)豈不是有個第五個？

「證證自證分」？不用，因它是內部作用，「證自證分」證明那個「自證分」

無錯，「自證分」倒轉過來反證「證自證分」無錯，不需要「第五分」。譬如說，

普通(通常)一個人照相，一面鏡(子)，不過我又不會畫畫的，不用了，講就得了，畫

畫(我)畫不來，我不會畫圖畫的，譬如他在這裏照相，這個叫做「本質」，我們一面

鏡(子)，一面鏡(子)，這面鏡(子)，這個是「眼識」、或者「耳識」，這面鏡(子)用來

做譬喻那個「本質」，這個「本質」反映進我面鏡(子)處， 就(現出)整個那個人的樣

(子)，這面鏡(子)就是我們譬喻是那個「眼識」，那他的樣子走了進來「眼識」裏

面，是嗎？在那鏡子裏面，明不明白這裏？這即是說那鏡子有本領把他的相(樣子)變

出來，是嗎？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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