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了，唯識宗在天台、華嚴來看是低的。不過，我們不應該依他(們)(的)講(法)，

所謂唯識宗的地位(呢)，就是最好還是依這個《解深密》。有根據，第三時了義之

教。依據太虛法師這個是可取的。唯識教依教為主中，教所成益，亦是處中；那麼好

了，其次呢，我們，你返去看。這個《成唯識論》的地位，《成唯識論》之中有幾點

是值得我們看看的。幾點是甚麼呢？我們要留意，天台和華嚴就批評唯識宗，批評唯

識宗是甚麼呢？就批評這幾點的，我們看看，第十七頁，第四行，你看看，  第四行

(講)甚麼呢？

       在性宗諸家，所謂性宗，即性相相對，唯識宗叫做相宗，華嚴、天台、禪宗等，

(包括)三論(宗)。那些大乘宗派通通叫做性宗，性相相對。那麼，所以性宗諸家主要

就是指天台、華嚴。「然在性宗諸家的學者，對於法相唯識宗義，都施貶斥」，都批

評，壓的，它怎樣壓呢？(這)個理由：「謂此宗所說，雖云唯識，卻不許真如理心隨

緣起滅，實於性相未融」，這一點舊時的人批評，尤其是華嚴宗。華嚴宗認為，宇宙

萬象的根源就是真如。如果無真如就無萬象，所以萬象之生起最主要的來源就是真

如。這種講法就叫做「真如緣起」。

唯識宗就不講「真如緣起」的，何解？唯識宗認為「真如」是無為法。無為法就

是沒有作用的，不會生起東西的。無為法的特點是不由其他東西生它出來。它只是做

質料而已，（它）自己本身不會起作用來生另一樣東西。所以真如不能生東西。 (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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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宗)就(不)講真如緣起。那麼，然則宇宙萬有的緣起又如何？它就說，離開每個眾生

的生命並無所謂宇宙。所謂宇宙者，人各一宇宙。人各一宇宙就(即是)每一個人的宇

宙都是由(那)個阿賴耶識裏面的種子來顯現的。有漏的種子就現出有漏的人生。有漏

的人生(的)內部就叫做人生，(那)個人生的外部就叫做世界。即是說由那些有漏的種

子顯現出有漏的人生、有漏的世界。無漏的種子就顯現出無漏的人生、無漏的世界。

這樣呢，性宗的人認為唯識宗不承認真如是緣起，(反而認為)（那個）真如是無

為法，緣起只是有為法。真如是性，法性，而這個宇宙萬象這些就是相現。現象界是

相，就性相未融，有所「隔歷」。隔（即）把「性」同「相」隔開，叫做「隔歷」。

隔開來逐樣講，叫做「隔歷」，所以性相未融了。而且呢，它說唯識宗「(且)雖（然

說）(明)中道，而空有隔歷」，空還空，有還有，不能相融，不相即的，它很武斷地

說「終至（於）墮於（空有）兩邊」，墮於空又墮於有了。它說，還有，「況立法爾

五性」，「法爾」者，就(即是)本來、自然而言。

自然而然眾生有五種種姓：一、菩薩種姓，一定成佛；二、聲聞種姓，一定不成

佛，成羅漢，入無餘涅槃而已；三、獨覺種姓，亦是成辟支佛，入無餘涅槃而已，不

能成佛的；四、不定種姓，可以隨緣或成佛或不成佛；第五、有種叫做無種姓，絕對

不只不能成佛，連到涅槃都不可能入的。法爾有五種種姓，它說這些就不是（就不

是）一切眾生皆可成佛了。(與)一切眾生皆有佛性這種宗旨有些不同了，這樣就同這

個《法華經》所講一乘，一切眾生都成佛的(就)不相融。其實人家這個《解深密經》

有一段，有兩段解釋得很清楚。那麼，這裏說唯識宗「不知皆成佛(道)之旨」，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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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眾生一切眾生都成佛（的）宗旨。

它說「滯於三乘方便之域」，只是認為甚麼？唯識宗認為三乘是實，一乘是權

嘛，它「未窺一乘真實之門，若果如此，怎樣反稱為顯了究竟之說呢？」，你還說了

義？那麼，現在唯識宗的人對這些解答就這樣：「現在對此疑難，大略地陳述唯識宗

之所見。」那麼，以下（就這個）他用唯識宗的見地來到做辯護的，你呢，我就不逐

點講了。你就要(回去)看看。（第一）下面那裏第一段，解答它說空有隔歷的，你要

留意這幾句，（由）第十七頁倒轉數上來第三行：「怎可貶之為性相隔離之說」怎可

說唯識宗所談之性相是隔歷！ 解答它不是隔歷的。這一段自己看囉。

第二，下面唯識所談之性相，是甚麼？你留意不即不離，性(與)相，性不即是

相，但是性亦不離相，不即不離。為何「不即」呢？性就是真如。相就是一切的有為

法。你說性即是相，「即」呢，好像華嚴宗那些太「即」得緊要的，很多問題的。何

解？它說，性即是相，行不行？不行的。如果性即是相呢，你大便出來的那篤屎就是

性。何解？那篤屎是相的，真如是性的。篤屎的實質就是真如嘛。那麼，你想證真

如，走去個屎坑處嗅下就證真如囉。所以性不即是相！是嗎？不即，是嗎？但是性又

不離相，甚麼都是這個真如。無為法是一切的宇宙的實體來的嘛，本體嘛，就不能離

開真如而有萬法，所以就不離。唯識宗就不即不離，所以叫做中道。而華嚴、天台太

過着重個「即」。

這樣，至到講「不即不離」，你看看它，有三門不即不離，你看一下：第一，第

十八頁，第二行，有「三門之不即不離」，不即不離是指三個不同的角度的不即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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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第一，隔兩行，即(是)第十八頁第四行，一、事理不即不離，事就(是)現象界，

理是指本體、實體，本體與現象不即，本體不能說即是甚麼？現象不能說即是本體，

是嗎？如果你說現象即是本體，就即是說那篤牛屎就是本體，是嗎？但（你）又不能

說現象離開本體。現象不即本體，又不離本體的。性宗的（呢）多數是講甚麼？不離

而已，好少講不即的。你看下讀《心經》，色即是空，「色」是現象，「空」就離，

(就是)真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但是呢，另外一面呢，色不即是空，空不即是

色，後面那兩句。現象不即是，你說它即是本體又不妥，你說它離開本體又不妥，不

即不離。那麼，事就指現象界，佛家所謂「事」和「理」。理就指本體。（咁你自已

睇啦）

事理不即不離，第二，事理不即不離。它主要說出的依據是甚麼？第十八頁倒數

番上來第三行:《成唯識論》的，「由前理故，此圓成實」，圓成實即是真如。「與彼

依他起」，依他起即是現象界。「非異非不異」，非異非不異就即是不即不離（囉）。

好了，那麼，第一，事與理不即不離。第二，第十八頁最後一行；事事不即不離，這個

杯是事，對嗎？那個錄音機亦是事，為何不即啊？杯還是杯，錄音機還是錄音機，怎可

說是即？所以不即。但是又不離，為何不離？不離就最難搞，難搞。這個杯的最後的那

個 Final Reality，最後的實在就是真如，這些杯是真如的顯現，而那個錄音機呢，又是

真如的顯現，就體論體同一真如，就不離。明嘛？這是事與事的「不即不離」。

那麼，這裏，在《成唯識論》(取)甚麼依據呢？第十九頁倒數番上來第五行，

《成唯識論》：「若依勝義，心所與心」呢，即是心王和心所。「非即非離，諸識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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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應知亦然。」八個識互相對待亦是不即不離。「是謂大乘真俗妙理。」講事事不

即不離。同時你劃起它這幾句。第十九頁第六行：「(其)所依的實體，」實體即是本

體，「既是真如一味，無有差別，」實體就無有差別。「故能依的事相，」事相即是

現象，「亦可說（是）彼此不離。」幾個字。明嘛? 聽得明嘛？偉哥？你是不是叫偉

哥呀？你姓甚麼呀?

聽眾: 姓源。

羅公：余，是嗎？

聽眾: 源，三點水個源。

羅公: 呢個名好難寫。

第三，就第十九頁倒數第三行；「理理不即不離，」這個杯最後的理體就是真

如，是嗎？真如。是不是？來到這裏，順便講你(聽)為甚麼說真如叫做理？真如是無

形無相，本體一定是無形無相，有形有相就即是現象界。是嗎？

真如是無形無相，無形無相的東西叫它做甚麼？叫它做物不是很妥，是嗎？叫它

做東西來得太俗，不如叫它做「理」啦！所以叫做「理」，用個「理」字來代表個本

體；「理理不失」，這個杯有杯的實體的，不能說它是空洞無實體的。這支筆(亦)有

這支筆的實體，杯的實體即是真如。這支筆的實體亦是真如。體即一，不離，是嗎？

理理不離，就叫做不離。理理不離呢，你看回第二十頁第二行，「理體原是一味，」

就「無(有)差別」的，都是真如。「故雖是色法的實體(性)」，色法即是物質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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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現象的（實在）本體、實體，實體、本體都是個  Reality 這個字，又名叫做實

在。隔幾個字，「亦無異於心之實性」。

實性即是實體。它這裏都夠(嘮叨)，個性字當(作)體字解的。亦無此心的實體。

心，隔離那行，「心（法）之實性」，實性即是實體，「亦無異於色之實性」。一

樣，真如實體都是一樣。好了，找回它的依據了。隔兩行，即是第二十頁，第一、

二、三、四、五、六，第六行：引這個窺基法師的《義林章》，怎樣說？他說：「諸

法上各自有理」，每件東西之上各有它的理體，這樣解。「各別內證」，你在那樣東

西上證，譬如你在四念住處證(真如)，你證到的真如，同你在四神足裏面證的真如，

都是同一個。但是證的時候（個）門不同，各別類，「內各別」，內即我們在定中各

別證，「不可言共」，不能說（是一樣的）。

但是「理一無二故」。成為真如之理是一無二。「亦可（以）名共(相)」。你說

名共又得，不名共又得。「理理不即不離。」那麼，再講的呢，（三個）三種不即不

離。是嗎？所以你性宗的人怎樣講怎樣「一乘」？點樣甚麼都差不多？（照他們所講

的），你成日諍論的，都是唯識宗裏面的一個波瀾而已。是這麼多了，你們自己回

去，你就看一下。就回去看到廿六頁，對你好有益的。慢慢看，你不要「走馬看花」

的看，「一唱三嘆」地慢、慢、慢慢看，越慢越妙。然後下一次呢就正式講這個《三

十頌》了。我今日因為一下忘記了，我以為三點鐘上完堂了。

人家呢，有團體的人就請我吃飯。這本書，有一個人，不知道他是，可能是兩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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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抑或一個人，又似，又似歐洲人，又似日本人，又似印度人。我都不知(道)，它

的名呢就叫做 Thomas，Thomas A，叫做 Thomas A Kochumuttom，這個是不是

日本名來呢？他這個人譯的，那本書呢，我就讀那本書名你聽。那本書是世親菩薩造

的，是梵文本。就幾種，七種世親菩薩(造)的著作，其中包括《唯識三十頌》，包括

《唯識二十頌》，包括《辯中邊論》，包括《成業論》，是世親的重要著作。最重要

的著作的那幾部，他譯了做英文，是從梵文處譯出來的。那它的書名就是《A

Buddhist Doctrine of Experience》即是經驗派的、經驗主義派的佛教文獻。那麼，

有無人想要這個？英文本，是梵文本譯出來的，（如果你英文好）有無人要？你要，

是嗎？要買香港無得賣，要去印度買。點呢，你要找個人，哪幾個要的？舉舉手，

一、二、三、四、五，五個人，五個人要。你又要的是嗎？你負責囉。你看看影(印)

多少錢，向他們收錢。他說影(印)成本抑或怎樣？

聽眾：成本囉。

羅公：成本影(印)它啦，全部成本都是世親的著作。我這是「孤本」來的，我這套，

 我是「孤本」來的！這樣你下星期還給我。下星期啦！

聽眾：影印多少分？

羅公：好了，我講回我的書了，《唯識三十頌》。你無這本(書)？你無這本(書)呢你

就借，你叫，托人幫你買一本。

聽眾：不用呀，我有多一本，我下次給他。

羅公：她好好人的，她做校長的。

聽眾：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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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Hong Kong ，HKU 畢業的，HKU (還是)中文大學啊？

聽眾：中文大學。

羅公：Chinese U。(也是)一樣的，現在。

抄起個地址，不過，印度人你(要)知（道），你向印度人買書呀，哼！幾個月都

不(答)覆你的。這樣，唯識是講唯識道理的。世親講唯識的就有兩部，兩部書，一部

就是《唯識二十頌》，是二十首頌文，頌就(是)四句一首頌，英文它叫做 Stanza，二

十首 Stanza。二十首頌呢，一般人相信這樣，《二十頌》因為它是解答七個問題

的，所以說是「破」方面的，不是很重要的。但是《三十頌》就重要了。建立這個唯

識的系統。《三十頌》。所以雖然它文字不多，但它是一個綱要，以後講唯識的都是

依據（着）它這個系統。那麼，這個唯識呢，那三十首頌，如果有書的請你看看第二

十八頁，二十八頁，二十八頁呢有一個圖，有一個表，就將全個《三十頌》來到將它

來分析的，那你看看個表：《唯識論分科全圖》。

這個《唯識三十頌》的分科，先分開三部分，第一部分，就「明唯識相」，說明

唯識的相狀。那個識的相狀，(那)個識所變出來的東西的相狀，唯識相。即是唯識所

變出來的東西，能變和所變的現象。相狀啦。第二，就「明唯識性」，性者實質，即

英文的 Essentials，實質，(那)個「性」字作實質解。第三，「明唯識（的）位」。

「位」即是階段，即是 Stages，依著唯識去修行，由初發菩提心至到成佛所有歷程

的階段叫做位。全部就分三。那麼，三十頌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呢），就二十四首

頌，「明唯識相」。「明唯識相」裏面又分兩部分，再分兩部分。略標和廣釋。廣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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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詳細，標者舉也，簡略地舉出，和詳細地解釋。略標（呢），就分三部分，標，

「釋難破執」，當解釋外人的「難」，「難」即是質問，外人質問你，解答釋難，就

破外人的執著。第二部分，就「標宗歸釋」，標者舉也。舉出他自己的中心思想，中

者，中心思想（思想）。把一切東西就歸納返落到「識」那處。第三部分，就「彰能

變體」，「彰」者說明，同明字一樣解。

宇宙萬物是識所變，識就是能變，這個能變出宇宙萬物的那個識，那些識，那些

識的體相是怎樣的呢？(那個)能變，能變宇宙萬物的識。這樣就略標，標出這三樣。

標了之後就廣釋，廣釋就分三部分。「明能變相」，第一部分就說明這個能變的識的

相狀。能變的識的相狀有幾多種呀?有三種：第一種叫做「異熟能變」，異熟即是果

報。我們的生死輪迴的果報是由我們的識變出來的。能夠變這個，變出我們的這個果

報，我們的果報體。能夠將個果報體變出來的那個識，即是現在所謂第八識。這個第

八識叫做異熟能變識。能變出我們異熟的生命，我們的異熟世界。就是它變的，第八

識。

第二個是思量能變，日日夜夜成日思量着有個自己，有個自我，有個  Self 的。

成日思量着，成日思想着個我，成日量度着個我，這是第七識，能變識，所謂有我，

即（由它所變出來，即）思量能變識。第三個就(叫)了境能變識，(那)個境就是指甚

麼？指色、聲、香、味、觸、法，六種境。了境，能夠明了那六種境的能變識，相對

六種境就是這六個能變識，叫做了境的能變識。即是甚麼？眼識、耳識、鼻識、舌

識、身識、意識，那六個識。那麼就八個了。「異熟能變識」是第八識，「思量能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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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是第七識。了境能變識就(是)前面那六個識。此六個識就正式是唯識的相狀了。

那麼，第二部分就是「正辯唯識」，辯者，個辯字亦是說明（咁解），辯說，正

式辯說這個唯識的道理。然後，第三部分，就「通釋妨難」，個難字讀(爛)，當質

問，即是講我們講道理講到那裏有些妨礙了。為何妨礙？因為別人發生疑問，質問你

叫做妨難。妨礙你講下去，就質問你。「通釋」，搞通它，解答了它，「釋」就解

答，解釋它，通，就它不通，現在搞通它。就是「通釋妨難」。那麼，「難」有兩種

難，人家外人，你講唯識，人家外人質問你，有兩種質問，一種就甚麼？違理難，你

講話唯識，明明見到許多東西的，你為何全部說是識呢？你硬要講是識就不合理，違

理。違背，違背正理。第二就是違教，佛的經教會違反。這樣它要解答。這樣全部就

是這麼多，整個《唯識三十頌》。《唯識三十頌》整個(分析)之後，就將（個）內容

分成（咁多）(這幾部分)。好了，現在我們看，第一部分我們先讀的就是甚麼？「明

唯識相」裏面的略標那裏，是嗎？略標那裏，第一那裏就「釋難破執」，釋難破執，

是嗎？現在我們看一下，那個一字那裏，「釋難破執」，現在解釋。

「釋難破執」有兩句頌文，《唯識三十頌》有兩句頌文，「由假說我法，有種種

相轉。」這兩句頌文。這兩句頌文就是釋外人的難、質問，破外人的執著。那麼這兩

句如何解呢？「由假說我法」，它解答。外人這樣問：你講唯識的人說甚麼都是個識

變的，他說呢，你說樣樣都是識變，那你是否也是識變呢？你在說話，你是不是識變

的？我現在我問你的那個「我」又是不是識變？佛成日講，佛經裏面一開首揭開就

「如是我聞」有個「我」。阿難尊者結集經典時候呢，就「如是之說」是我親聞佛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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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有個「我」。在經裏面，忽然間講有某個人叫舍利弗，某個人叫做目犍連。這

麼多一個、二個都是主人翁，個個都是 Person 來的，個個都是人來的，這麼多人你

說全部是唯識？對嗎?於是，如果唯識，應該沒有這些人，這麼多人，又有舍利弗，

又有目犍連，又有迦葉，又有迦旃延，這麼多！唯識？這麼多！這些都是  Person，

一個二個我，主人翁，都是主人翁。

那麼又說是唯識？這個是第一個，這麼多我。是嗎？第二，佛就整天說法，一成

了佛之後說甚麼？說四諦，苦、集、滅、道四諦。四諦就是法囉！你又說唯識？又有

些東西叫做苦諦、有些集諦、有滅諦、有道諦，那你又說所有都有識？還有，佛又講

五蘊：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識蘊。識，你說唯識，則只有識蘊而已，還有那四

蘊呢？只有識？這麼多法，法即是東西，又說有十二處，十二樣法，又有十八界，十

八類法。這麼多法。有時佛又說入涅槃。涅槃又是法。有時又說有真如，真如又是

法。這麼多法，（即是說）你又說唯識？即是說，世界上不知幾多我。

又不知幾多法。你一腳全部踢開就說只有 (一)個識？(只有)一些識，如何可通

呢？外人這樣質問。就答，答甚麼？答他的質問，破他執著，如何破他甚麼執著？你

們這班人質問，因為你有我執，執著有實我，所以這樣問。

就因為你有法執，你執著有種種實法。所以我現在要解答你，破你的執。破執又

怎樣呢？「由假說我法」，就我和法本來(都)是無的，本來是無的，因爲那些眾生執

著有實我，執著有實法，無始時來一直執，執到現在。佛為了要度你們這些眾生，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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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你(們)那些眾生離開這個妄執，脫離生死(輪迴)的苦，證得無餘涅槃。為了度你，

因為你有執著，(所以)就借住你的執著來同你講。

就姑且講一講有這個舍利弗，那個阿難，等等的假說有種種我，就假說有五蘊，

假說有十二處，有十八界，通通是假立的，假說，不是實有，是假立的，假說。由於

佛為了度眾生，所以假說有種種「我」，假說甚麼種種「我」？假說某個人證得一來

果了，某一個人又證得預流果了，某一個人又入了涅槃了。種種我，假說種種我，又

假說種種甚麼？有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等)假說。由於假說種種我，假說種種法，

為何佛那麼多事呢？（為了度眾生）。由於你們班人執著有種種我、執著種種法，佛

不過是借著你們的話來到解答，破你的執著。所以呢，你們這些人講有「我」有

「法」，你就是執著。佛跟著你們講有「我」、有「法」，他是假說。明不明(白)？

就由於佛要假說「我」，為了度眾生假說有種種「我」，這個預流果，那個是一

來果，這些是初地菩薩，那些是十地菩薩，這麼多個「我」。假說有種種法，這些叫

做五蘊，這些是十二處，那些是十八界，假說有種種「法」。由於要假說有種種

「我」、種種「法」，於是呢，佛一於要這樣說，你一聽(佛)（他）講的時候，你個

心裏面就生起種種「我」的相狀，就生起種種「法」的相狀，有種種「我」的相，有

種種「法」的相，在你的心裏面生起。明不明白嗎？「轉」，轉就生起（，生起）。

由於假說種種我，假說有種種「我」的相，假說有種種「法」的相，於是呢，你那些

聽法的人呢，就有種種我的相生，「種種」，在個心裏面有種種「我」的相狀生起，

有種種「法」的相狀生起。好了，佛就這樣。你們那些眾生又如何？佛講我就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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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眾生執著有我又如何？就解答，眾生執著有我你(以為)是實嗎？都是假說。不

過，他們與佛不同的地方是，佛就明知個「我」是無的，為了度你們所以要假說有種

種「我」，假說有種種「法」。

你們這班眾生見到事事物物，見到識所變的東西，你就執著有種種「我」和執著

有種種「法」，你所執有種種「我」，所執有種種法「法」，你(以為)是實有的麼？

都是一樣是假說的而已。這樣由於眾生就執著有種種「我」，執著種種「法」，於是

那些眾生雖無佛出世，(覺得有個)「我」，（又總覺得有種種法）。佛教徒那些人所

講的種種「我」是甚麼？預流果、一來果、阿羅漢果、十地菩薩、又舍利弗、目犍連

（那些，）佛教那些。眾生所執著的種種「我」是甚麼？執著有靈魂啦，是嗎？就執

著有甚麼？魔鬼啦，執著（有個專作怪的我，那個魔鬼，）又執著有個創造天地人的

「我」，叫做甚麼?叫做上帝啦，是嗎？

那些人，那些無知的婦人呢，她就執著有甚麼？有金花娘娘啦，甚麼齊天大聖

啦。眾生是執著這些。那麼就不是假說嗎？一樣是假說。(而且還)假得緊要。因為都

找不到（個）實質的，還不是假的？

佛所講的種種法，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甚麼四諦、十二因緣，這些法。眾生

所執的法是甚麼？這些是原子，那些叫做能，這些叫做山，那些叫做河，這些叫做太

陽系，那些叫做地球，這些實法。這些都是識所變的，都是假說的。不論眾生又好，

佛又好，由於假說有種種「我」，假說有種種法，於是那些佛教徒也好，那些眾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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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心中都覺得有種種「我」的相狀，種種不同的「法」的相狀生起了！解得了。

那麼解答了（個）「難」了，是不是？破了他的執著了。

好了，讀完這句之後，這兩句之後呢，我們看回三十三頁了，我是這樣跳、跳、

跳來講啦，你今晚回家就在上面一路睇番落來，就全部看，就全部看完囉。因為我不

跳就一年都講不完，是不是？如果你不看完，那麼你都不記得。「釋難破執」，是

嗎？（看得明嗎？）「本論的教旨，已如序說中所明，是說於識心之外，沒有固定的

我(和)法。然而眼見世間有人、畜等等有情；」有些這樣的眾生，就是「我」囉。

「有可見可聞等色法；」就甚麼？有些可見得到，可聽到的色。色法即物質，物質現

象。「以及我們了別慮知的心法；」即是精神狀況，精神現象，「都好像是有實

體。」實體即實質。有實的那些甚麼？實體，實體即是英文的 Entity，有實質的。

「但這些不可名為實我，不可名為實法，不過依於因緣假似的現象而已。就於那

人畜等有情來觀察一下，（沒有實我的，）沒有實我的那個東西。」「大凡名之為我

的，其意義」是甚麼？這裏留意，「大凡名之為我的」呢，一般人所謂我呢，「其意

義」是甚麼？(那)個我的意義，「有常一主宰者，(和)有自在作用者」。世人所謂

我，有甚麼？所謂我，即是一個主人翁、主宰。主宰，即是等於甚麼？靈魂啦、主

宰。這個主宰(是)常的、Permanent 的、常存的、不變的。一的、整個不可分割的。

一個常的、一的主宰，有這樣的主宰。這個常、一、主宰，是指我的體，有體必定有

用，有自在作用，我有作用的，自在(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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