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不能說太陽是無本質的，是嗎？無本質？你走去曬兩個鐘頭〔試試看〕，是

嗎？但孫悟空〔就算〕你唸一萬聲孫悟空，都不會有個孫悟空出來的，是嗎？所以，

如果那樣東西存在就必定〔有本質〕，所謂「存在」者，就即是有本質而已，所謂

「不存在」者，就即是說無本質，是嗎？只是說話不同而已，是嗎？所謂「存在」即

是有的，是嗎？「不存在」就即是無的。是嗎？那甚麼叫做有？「有」即是存在。甚

麼叫做「存在」？有本質的，本質即是實質。你不要以為 〔是甚麼〕，本質即是實

質。要承認凡是存在的東西都是有實質的。如果，還有，有實質的 就一定存在，是

嗎？有實質的東西都是不存在就很笑話的了，是嗎？即是有存在的東西必有實質；而

有實質的東西一定是存在。第一個問題我們解決了。

第二個問題，凡是有實質的東西、有本質東西一定有「屬性」，是嗎？譬如你

說，如果你無「屬性」，你不知道本質是有的，是嗎？譬如我說：這盅蓋是存在的，

但這個這盅蓋的本質我們不知道，是嗎？承認這個先。

聽眾：是。

羅公：只是看到它的「屬性」而已，它的「屬性」是甚麼？圓的、發亮的、摸下去硬

的、可以用來蓋茶杯的，這些就是它的「屬性」。是嗎？

「屬性」英文叫做 Attribute，本質叫做 Essential，有本質的東西一定有「屬

性」，你承認不承認？還有，「屬性」不是單獨存在的，必須依靠、依附著本質而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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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你承認不承認這點？如果我抽掉了「屬性」而說它是存在，這種東西就很虛渺

了。即是甚麼？說一切有部：這件東西得不得？得與不得是一個「屬性」而已，

〔若〕將它來當成一種實質，說世界上有一種東西叫做阿「得」，  何解我求職會

得？因為世界上有一種東西叫做阿「得」，那個「得」黏來我處，我就「得」了，阿

「得」走開了就不「得」了，這樣講的！是嗎？這樣就講到這裏了，不是！還未到，

講到這裏。有本質的東西必有「屬性」，如果無「屬性」我那裏知道有本質存在？是

嗎？還有，「屬性」必須要依附著本質才可以存在，如果它能單獨可以存在，那「屬

性」本身就是本質來的了。是嗎？

我們再進一步探討，沒有「無屬性」的本質，你承認不承認？連「屬性」都無，

你如何知道本質是有的？所以我們不妨說，世界上沒有本質是無「屬性」的，一定有

「屬性」的；沒有無「屬性」的本質。好了，倒過來我們有沒有膽量這樣說：無「沒

有本質的屬性」？應該是如此的，沒有本質的「屬性」，這個「屬性」沒有另外本質

的，而這個「屬性」是有的，這個「屬性」就是本質來了。是嗎？ 如果它是「屬

性」，它不會是無本質。

好了，我們中國的人，在魏晉南北朝，很喜歡「用」那些很文雅的名詞，就把本

質叫做甚麼？叫做「體」，把那個 Essential 叫做「體」；把「屬性」叫做甚麼？叫

做「用」，這樣就真的雅了，是嗎？令到那些不太懂文言的，看見又「體」又

「用」、又「用」又「體」，其實就搞到他們頭暈眼花， 牟宗三最歡喜又「體」又

「用」、又「用」又「體」那樣，他不肯講，他不肯這樣講「體」就是本質，「用」

就是「屬性」，他不肯這樣講，這樣講不夠雅，你明不明白？即是有「本質」必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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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性」，即是有「體」必有「用」，是嗎？倒轉來：沒有無「屬性」之「體」。是

嗎？即是沒有「無用」之「體」。是嗎？倒過來說，有「屬性」必有它所依附之「本

體」，即是說，有「用」就必有「體」；有「用」必有「體」，沒有「無體」之

「用」。好了，有「用」必有「體」，「依他起」是「用」來的，是嗎？

總合整個宇宙都是甚麼來的？都是「依他起性」來的，是「現象界」而已。你說

看見太陽會發出的光線，這個都是現象而已，是嗎？山會高低不平地立在這裏，又是

現象，水嘩嘩地流，也是現象，整個世界的現象， Total 加起來，我們叫做「現象

界」，「現象界」者即是「屬性界」，可以說。是嗎？一大堆「屬性」，一大堆「屬

性」裏面，每一種「屬性」都可以追尋到一定有個「本體」。有一個「實體」，縱使

有甚麼查不到的「實體」，我們也可以用 X 或 A 來代表它有一個「實體」。可以

嗎？但是這樣，「體」與「用」是重重的，不是一重的，我們現在看見這件是紅色，

紅色是「用」，是嗎？甚麼是紅色？那張紙〔的〕顏色是紅，那張紙是「體」，是

嗎？這是一重「體」「用」了，紙是「體」，紅是「用」，再來，紙是甚麼來的？紙

是「用」而已，造成紙的那些纖維才是「體」嘛！

再進一步，纖維是「體」還是「用」？是不是最後的？不是，纖維是甚麼？是那

些碳水的原子造成的嘛！是嗎？纖維是「用」，是「屬性」而已。碳水的原子才是

「體」來的。講錯都說不定了！再來了，碳水舊時（在過去）以為它是「最後本體」

了，現在又說不是了，所謂一粒原子者，就是一粒質子，若干粒質子或者又帶有電

子，突顯那粒質子，旁邊還有很多電子圍繞著它。是嗎？好像地球繞日那樣，其實就

是這樣，我們以為一粒粒。其實不是一粒粒的，原子都是由多種東西造成的，原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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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這樣原子都是「用」來的，電子與質子就是「體」。

我們讀一讀王羲之的，有沒有讀過《蘭亭序》？陳懿恆你有沒有讀過？你有沒有

讀過？有那一句可以提醒我們的？舊時，我們說花開花落，風散水流，這些是

「用」，原子就是「體」，後來又說原子都是「用」，電子、質子就是「體」，現在

最近又發現了微子，甚麼「子」，如果是真的，那電子、質子都是「用」了，甚麼是

「體」真實不知了，這種東西。那些甚麼「微子」等等那些是「體」，我們讀一讀，

除非科學沒有進步，就是這樣了，最後就是微子了，如果科學繼續進步，我們會怎

樣？微子都是「用」，不知另一種甚麼「子」才是「體」。是嗎？這樣豈不是很虛

渺？正是希望它這種虛渺成現實，科學才在進步。如果不是就死硬在那裏了，那些所

謂微子就是盡頭了，沒有進步了。是嗎？那我們借這句，那一句？你講我聽，

聽眾：「後之視今」。

羅公：啊！都是你熟些，「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後來的人看我們的今天，等

於我們今天看我們的昨天而已！

不要以為我們今天的就真是絕對的真理，是嗎？這即是我們的「體」始終是怎

樣？我們只是看到目前的「體」，一路伸展，問題就來了，有沒有那個 Final Reality

呢？最後的，最究竟的實在有沒有呢？如果你說沒有又不是很通，還好像是虛無主

義。是嗎？你說有，我們又把捉不到，但把捉不到是一件事，誰叫你捉不到？是嗎？

不能說你把捉不到就等於沒有的嘛！譬如你喜歡這個女人：我追你，我想娶你做老

婆，追不上是你低能而已，你不能說沒有的，沒有的，她衰，是她不好。你不能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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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嗎？你把捉不到是一件事，但不能因為你把捉不到就說沒有。

這樣我們一重一重地，有「用」必有「體」，有「用」必有「體」，「體」、

「用」、「體」、「用」，我們相信一定有一個最後的 Final Essentials。是嗎？那

些宗教家說 Final Essentials 是甚麼？神。神不過是一個 X，一個符號來的而已。我

們叫它做「圓成實性」不就是一個符號來的？如果你「執」著有個硬崩崩的圓的，或

者怎樣，這就是「遍計所執」，你知道，這只是我們一個假立的一個〔名相〕，我們

知道有一個「最後的實在」，我們的信念上有一個「最後的實在」，我們用一個符號

來給它，這個符號叫做「圓成實性」，這樣你就不是「執」了。你明不明白？因為

「圓成實性」這幾個字就是「依他起性」，不是「遍計所執性」，如果你執著有個硬

崩崩的好像太極那兩條魚那樣的「圓成實性」，這樣你就是「遍計所執性」。明不明

白？與「圓成實性」。是嗎？虛無，是嗎？但斷斷不是我們見到或摸到的那個樣子。

那個「圓成實性」是整個宇宙的「本體」，一定遍於宇宙的，我們所知道的一定

遍於宇宙的，所以「遍」。每種東西都變的，這個宇宙的最後都依靠它了，它一變就

不得了！我們幾百人都在這條船裏，這條船一反就不得了，一反就不得了，所以這個

「圓成實性」一定是不變的。「成」、所以宗教家都說上帝要不死才行的。其實宗教

家很聰明的，你明不明白？他們對你們蠢人講，我就這樣說了，他對你們的蠢人說上

帝是有頭有腦的，會有樣子的。其實只是對那些蠢人講的，其實他們怎樣？他們相信

這個宇宙是有個實在的，整個宇宙的五花八門都是這個「實在」所顯現的「屬性」而

已。其實這樣，那些以色列人很聰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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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佛教呢？

羅公：還不是一樣！佛教還不是一樣！佛教說那是外道，我就不是這樣說了，我就說

是一樣的而已。是嗎？你佛教就搞得定麼？甚麼？

聽眾：掉下一張紙。

聽眾：他說你掉下一張紙。

羅公：哦！你佛教講得通，印度教一樣講得通，你說上帝是有頭有腳的那就難通，如

果你說這是無乎不在的「最後的實在」來的，有人這樣說的，那個誰就是這樣

說的？史賓諾沙就是這樣說的，這是「最後的實在」。

同時現在講神學都有所謂「泛神論」的 Pantheism，「泛神論」認為那神不是

坐在那裏的那個樣子的，不是會賞善罰惡的，這個神是無乎不在，是「宇宙本體」來

的，這就是佛教的「真如」！印度教叫它做「梵」，不過我們佛教的人很難說，如果

你，我現在不做法師就一定這樣說了，如果是法師就說那是外道！是嗎？一定是這

樣，他是要這樣，不能不是這樣，是嗎？即是我們出去飲杯酒吃吃肉無甚所謂，如果

身為法師，出去飲杯酒吃塊肉就很難搞，很難看的了，是嗎？時勢如此。這樣那個就

叫做「圓成實性」。那個可以說甚麼？你們不要以為我這樣說，我可以說這是個無乎

不在的神來的，你叫它做神都可以的，不過我們不叫它做神，叫它做「法身」，佛的

「法身」而已，又叫它做「圓成實性」，又叫它做「自性涅槃」，又叫它做「空

性」，因為它是「無形無相」，所以叫它做「空性」。

那種東西才是真的，其他種種都是假的，都是「依他起性」，假的，它是真的，

所以就叫做甚麼？「真如」了。「真」者、不是假的，「如」者、不變的，時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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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萬年前也是如此。怎樣叫做「如此」？不是說一種四方那樣，一種圓那樣，

「如此」即是存在的，一萬年後亦是存在的，這樣就叫做「如」。這樣於是那些人，

有些人就說人人都有一個「真如」了，是嗎？「真如」是一味的，你的「真如」就即

是我的「真如」，我的「真如」又即是釋迦牟尼佛的「真如」。這樣就叫它做甚麼？

佛的「性」，「性」者，「體」也，佛的本質。佛的本質不就是我們的本質？這樣即

是個個都有佛性了。

名目諸多，那個神會和尚加多兩個字，叫做「本源佛性」是嗎？那本《楞嚴經》

更離譜，造了個甚麼？「妙明圓心」，直情好似道士的道經那樣的「妙」，又「妙

明」都無所謂，都是不大好，如果用個「明」字，非明非不明的嘛！本體應該是這

樣。「妙明圓心」就講「圓成實性」的「圓」，「妙明圓心」幾個字就直情是道教化

的了！還有，現在整天講，我都很少講「真空妙有」，「真空」就無所謂，「妙有」

二字怎來的？「妙有」二字是《道經》來的！「妙有」呀！認為這個世界是由那個

「道」顯現出來的，那個「有」與普通的「有」不同的，「有」即是存在，是妙的，

「妙有」即妙到「非有之有」，有到不有的！這樣才「妙」嘛！如果有到硬崩崩的就

不「妙」了。

「妙有」兩字，不是佛經的，是那些玄學家的，你去一下圖書館揭開一本《文

選》，《文選》裏有一類叫做＜賦＞，＜賦＞裏面有一篇，是孫綽造的，孫興公造

的，叫做《遊五臺山賦》，（應是《天臺山賦》）記著，你找《遊五臺山賦》（應是

《天臺山賦》），一揭開第一首序，你猜他怎樣說？「太虛遼廓而無閡，運自然之妙

有，」說這個茫茫太空，遼廓、空空洞洞的，一點障礙都沒有的，就像「真如」那

7



樣，「運自然之妙有。」它不是死的。不是空空洞洞等於死的，會運行的，「運」些

甚麼出來，「運」些很自然的、不是人造的，是甚麼？是不是有？有得來是不是那隻

杯？好像那隻豬？不是！是有得來是妙的，「運自然之妙有」，如何運法？「融而為

川瀆」山川、河流那樣的，都是這個「妙有」融出來的，「結而為（江）山阜。」它

又會凝結的這個「妙有」，就凝結就呈現成為山崗，那些石，石的崗那樣；「妙有」

兩字，人家孫興公是晉朝的人，他那篇＜賦＞是遊《天臺山賦》，就提出個「妙

有」，以後佛經的注疏就成日講有「真空妙有」、「真空妙有」，原來那個「妙有」

就是那裏講的，還有一個名叫做〔甚麼〕？一下我就記不起。「眾生」甚麼，或者是

甚麼？有個名在佛經很流行的，是那裏講的？道教的那本《太平經》講的，《太平

經》裏面有的，佛教很常用的。

聽眾：是不是一人得道，雞犬昇天？

羅公：嗄？甚麼？不是，《太平經》是甚麼？

聽眾：于吉。

羅公：于吉！好似《太平經》有兩本，于吉有一本《太平清領書》，張角又有一本，

好像是于吉那本有，不是就張角那本有，其中一本有，有一個名詞佛家很常用

的，很多都是，嗄？你查一查，我一下就記不起。還有是那些你們打坐治病，

甚麼病，「伊」，那樣念，不知那裏病又「阿」是不是會那樣醫病的？小止

觀，那裏來的？道教徒的陶弘景的！佛教亦有，用聲音來治病都有，但是甚麼

〔音〕醫甚麼病；甚麼治那些病，是當時陶行景，陶行景是誰？是道教南宗的

大師嘛！所以魏晉時候，很多佛教的東西是借用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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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依他起」，「圓成實」已經講了。「依他起自性（就）分別緣所生。」

我講「圓成實」怎樣？「於彼」，留意那個「於」字，「彼」是指「依他起性」，

「圓成實」與「依他起」是有關係的，是於「依他起」之上有存在的。即是一個「本

體」在「現象界」裏面存在的，「於彼」。但是與「依他起性」有一點種不同，常常

都遠離前性，它本身不是一個「實我」、不是「實法」來的，遠離「實我」、「實

法」的那種「遍計所執性」的。「三性」就講完了，未講完，很快講完了。「此」就

「圓成實性」，與「依他」的「依他起性」，你說它「異」又不對，你說「不異」都

不對？何解呢？

譬如說這座樓，這座大廈是「無常」的，這座大廈亦是「無我」的，是嗎？「眾

緣和合」而生的這座大廈嘛！，所以沒有「我」的，這座大廈又是「無常」的，這樣

你說，這座大廈如此「無常」的，與這座大廈是「無我」的，是「一」或「異」呢？

是「異」抑或「不異」呢？「異」就離開的，「不異」就是不離開的，這座大廈是

「無常」的，同時這座大廈又是「無我」的，這樣，這座大廈是「無常」，這座大廈

是「無常」的，這座大廈的「無常性」，與這座大廈的「無我性」，到底是一？是離

開的兩件東西？抑或是一件呢？這個結果你說它異，兩件東西離開的，怎樣離開呢？

無常又是這座大廈，是嗎？無我都是這座大廈，你說它離開？離開這座大廈，兩個都

是在這座大廈裏的，怎樣離開呢？所以非異、非不異，你說它「無常」即是「無我」

又不行，「無常」的東西不一定「無我」的，是嗎？不是！「無我」的東西不一定是

「無常」的，是嗎？譬如「真如」都是無我的，「真如」不是「無常」的，是嗎？所

以說這座大廈的無常與無我，不能說它「異」亦不能說它「一」，也不能說它「不

異」。是嗎？這樣，當你說，本來在邏輯上，就有一個排中律，沒有中間性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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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是甲，要不是甲或是非甲，怎會是非甲、非非甲呢？是嗎？

但佛家所用的方法，它就認為「非」就可以，「是」就不行，所以全部排斥，排

開它，「雙非」可以得。兩種都「非」，即是這兩個概念都不用的，就可以，而且它

是辯證的，辯證法的，兩者可以「雙非」，辯證法裏面矛盾是可以統一的，形式邏輯

就不行。所以用「非異」，佛經裏面時時用「雙非」，叫做「雙非」，佛家的思想

上，當兩種東西的關係；當兩種東西一比較的時候，一定多數用「四句料簡」，記不

記得？「四句料簡」，「料簡」即是批判，用四個範疇來批判它，叫做「四句料

簡」。第一個範疇、如果兩件東西，第一個範疇，譬如甲、乙兩件東西，譬如常與無

常，我與無我那樣，不是，這個常與我，四個範疇又怎樣？是甲而非乙，是乙而非

甲，是甲亦是乙，非甲亦非乙。兩種東西一比較可以是這樣，這個叫做「四句料簡」

嘛！凡是兩種東西的關係一定不出這四個範疇的。

譬如你說出家人與比丘尼，將它來〔分〕四個範疇，第一個，是出家人而非比丘

尼，是嗎？即是男出家人，有些人，是比丘尼而不是出家人，沒有的，是比丘尼而非

出家人，沒有的，是嗎？這個缺的，四句之中，可以缺的，即是沒有這個的，第二

句，第一句是有，第三個，是甲亦是乙，沒有的，不是，又是出家人，又是比丘尼，

是嗎？不是，一個甲代表出家人，是嗎？嗄？乙代表比丘尼，是甲，是出家人而非

乙，就是非比丘尼，這是男比丘了，即這種是有了，即四句之中它是第一句，是嗎？

第二句：是比丘尼而非出家人，無的，是嗎？沒有的嘛，沒有第二句，第三句：是甲

亦是乙，是出家人而亦是比丘尼，就多了，是嗎？非甲亦非乙，非出家人亦非比丘

尼，你們這些就是了。對嗎？一定是其中有一個落入四句裏面的。這樣，你想將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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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西相配來分清楚，就寫「四句料簡」來批判它。

如無常等，「等」甚麼？「等」就是「無我」，譬如人生，又「無我」的、又

「無常」的，又「苦」的，這個「無常」、「無我」、「苦」，都是我們的人生。到

底這三種東西是「一」還是「相離」的？是獨立的？抑或是同一樣的那件東西來的？

這樣它就用「雙非」了，「非異非不異」了。「圓成實性」和「依他起性」的關係，

你說它「異」又不行，如果你說它「異」，那證「圓成實性」的人就沒有了「依他起

性」了，是嗎？你說它「不異」，「依他起性」不就即是「圓成實性」，是嗎？狗屎

是「依他起性」，「真如」是「圓成實性」，這樣豈不是狗屎即是「真如」？是嗎？

不行！雖然你可以說，來到這裏就要分了，我們讀《維摩經》有一句話，那個維摩居

士問到彌勒菩薩口都窒了，講「真如」，是嗎？維摩居士不是說「一切法皆如也。」

是嗎？

一切東西都是「真如」來的，「至於彌勒亦如也」，你彌勒佛都是「真如」來

的。這句話是對的。你說他對不對？在某個角度來說它對的，從第二個角度來看他就

不對。是嗎？如果從「體」、「用」相對，是對，彌勒是「用」，「真如」為

「體」，對了。但你離開「體」、「用」來說，普通一般地講，你說彌勒佛即是「真

如」，見到彌勒的人有很多的，若彌勒未涅槃之前，那時人人都見，那就個個都證

「真如」了？彌勒去乞食，那個惡人見到彌勒，那個惡人就證「真如」了，何解？他

見到彌勒，彌勒就是「真如」嘛，是嗎？又不通，是嗎？所以要看甚麼角度看。看甚

麼角度，那些法師，那些菩薩就往往在經，經文裏，舉出經文。坐吧！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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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以甚麼為「體」呢？即是「本質」是甚麼？有四種不同的講法嘛！是嗎？一

種，在未講，這種叫做「四重出體」，唯識宗用「四重」來舉出它的「體」的，經文

的「出體」唯識宗用「四重」，天臺宗就沒有用「四重」，只講「出體」。天臺宗通

常講「五重玄義」裏面就「名」、「體」、「宗」、「用」、「教」。天臺宗一開首

講本經，天臺宗的法師一開首經就一定講「五重玄義」的，「玄義」即是甚麼？即是

那個導論，亦即是導讀，亦即是緒論。玄義你不要解得它神秘，「五重玄義」即每講

本經之前先講那部經的緒論，Introduction，那 Introduction分做五重來說的。

第一、講名，即本經，第一就釋名，譬如《妙法蓮華經》，《妙法蓮華經》的名

又如何解法，釋名，第一就釋名。第二、就是出「體」，天臺宗的法師一定是第一義

中「以聲為教體」，是嗎？一定是這樣，即以聲音為「體」。經書全部是以聲音為實

質來的，「出體」，舉出它的本質叫做「出體」。第三、就是「顯宗」，這本經以甚

麼為「宗」？是嗎？即是〔中心〕，「宗」者，中心思想而已，「宗」，祖宗的宗。

第四就「用」，「作用」的「用」。第五就「教」，這是即是甚麼？五時八教，它裏

面屬甚麼「教」？是嗎？「名」、「體」、「宗」、「用」、「教」，這樣來說緒

論。

唯識宗呢？「出體」就不是第一義中，聲為教體，這樣說的，一定用「四重出

體」的。「四重出體」的第一重就叫做，開首第一重就叫做「攝相歸性」，「相」者

「現象」，「性」就是「本體」，一切現象界的東西都是由一個「真如本體」顯現

的，所以，不論豬屎、牛屎、鑽石、黃金，統統都以「真如」為「體」，「攝相歸

性」，一切都以「真如」為「體」。煩惱亦以「真如」為「體」；慈悲亦以「真如」

12



為「體」；佛的身體亦以「真如」為「體」；魔鬼的身體一樣以「真如」為「體」。

攝一切相狀入去，「收攝」者，概括全部，全部概括了一切現象界的東西，統統概括

入「本體」裏面，一切以「真如」為「體」，這樣一切都是「真如」了。這樣，一瞭

解這個就可以解釋這個甚麼？這是根據甚麼？根據《維摩經》那些了，「一切法皆

如」也，甚麼者是「如」了，「彌勒亦如也」。

莊子又怎樣說？我們讀一讀莊子，「道在矢溺、道在瓦礫、道在螻蟻。」就是這

樣了。這個就是「攝相歸性」，「性」就「本體」，「相」就現象，第一重了。這樣

甚麼經都以「真如」為「體」。不止佛經以「真如」為「體」，基督教的經一樣以

「真如」為「體」。是嗎？

第二、「攝境從心」又得，「攝境歸識」又得，「攝境從心」或者「攝境歸

識」。撇開「本體」不說，只講「現象界」，「現象界」之中，一切現象都以那個眾

生的「阿賴耶識」做根源，是嗎？這樣一切東西都是「唯識所現」。所以撇開「本

體」不說，一切現象，一切境界，一切色、聲、香、味、觸的外界的東西，這個

「心」即是「識」，攝一切境歸入那個「識」，這樣就「一切唯識」。

來到這裏，我再講這個了，第一種「出體」，「攝相歸性」，「真如」，一切法

以「真如」為「體」；「攝境從心」或者「攝境歸識」，就「一切唯識」，一切都以

「識」為「體」，都是對的。是嗎？但是都是「不了義」。何解？所有事物都以「真

如」為「體」，即是說當我們去小便、去大便就是證「真如」了，那些屎屎尿尿都以

「真如」為「體」的，這樣那裏講得通？所以第一種是「不了義」來的，是嗎？在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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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度來〔說〕它是對的，但只是「不了義」。

第二種就是「一切唯識」，我們吃飯了，我們食「識」了，是嗎？我們痾尿了，

即痾「識」了那樣，豈不是很笑話？都是「不了義」，是嗎？都是「不了義」，「一

切唯識」，如果「出體」是「不了義」來的。

第三，又把「識」這個根源撇開不講，種種事物是「識所變」，把「識所變」的

來說，那個「識」不講，這即是甚麼？第三重「出體」了，第三重「出體」是「攝假

從實」了，「假」的東西，在「識所變」的現象之中，是有「假」有「實」的，怎樣

叫做「假」，怎樣叫做「實」？有它自己的「種子」顯現出來的就名之為「實」，

「假」者，是由「識所變」的東西，「現象」。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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