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導論

各位朋友！很高興今次又有機會為大家講《瑜伽師地論》。今年我們講這個題

目，大家都知道《瑜伽師地論》是一本很大部頭的經典，所以我大約會用約莫二十課

左右，即四、五個月左右的時間去講的，當然就不可以完全講完，但我是希望以大約

十年的時間講完一百卷的《瑜伽師地論》，當然中間停了幾個月不是很好，即是有時

大家可能會遺忘了，當在接續的時候就可能會有些問題，但是因為我自己時間上也不

能夠抽出整年的時間去講課，暫時只能夠在這一兩年裡每年抽二十課去講解，日後如

果時間上稍有鬆動的時候，我就會安排稍為長一些的時間，但是間中停幾個月也有好

處，就是我常常見到有些同學很勤力，很多經都去聽，但是其實卻沒有時間去消化，

去再重溫的。所以我就覺得，譬如可以星期一晚，我不講課的時候有其他導師可以講

其他的經典，大家又可以學習其他的經論。

但是如果沒有的時候也不要緊的，都可以利用一些時間去再重溫曾經學過的內

容，這樣其實得益可能就更加大，因為有時聽完之後就好像稍為有些印象，但是如果

不再溫習，那些東西很快就會忘失掉了，所以常常看，繼續地去溫習，很多重要的內

容就能夠記得到，我們都是這樣學習，這樣記，不可能一下子就識得全部，都是要透

過溫習，重複再重複去再學習，那些內容才能夠越來越熟悉。

尤其是《瑜伽師地論》的名相很多，可以說差不多是《百科全書》式的詞典，是

網羅了很多佛學的名相，所以對於很多同學來講可以說是比較難的一部經典。但是我

們要抱著一個心態是能夠學多少就學多少，總是學過都是會有益處的。聽眾：是不是

大乘佛教的經典來的？講者：是，沒錯，是大乘瑜伽行派的經典，對了。這樣大致上

就交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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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在這一期的講座，我能夠為大家講到〈五識身相應地〉、〈意地〉與〈有

尋有伺地〉，盡量吧，盡量希望可以講到。如果要講完，其中有一部分或者不能夠很

詳細地去交代，特別是有些譬如說有些關於印度當時流行的外道思想，很多可能現在

都已經不流行了，如果我們花太多時間去講，大家就會很辛苦，可以說益處可能亦都

不是很大，所以去到那個部分我可能就要簡略一些去講，但是基本上，我覺得對於大

家很重要的地方我盡量會解釋每一句名詞的意思，這是我會盡量去做的。

所以由於我希望講完一百卷那麼多，而又花這麼長的時間，當講解的時候亦需要

都交代的，就是我不可能將很多引申的問題去交代，我就只能夠在文字義理上的基本

意思講解給大家聽，盡量讓大家可以接觸這部經典各個方面的內容，從而有基本的認

識，這就是我希望達到的目的來的。所以在座大家對佛學研究很深入的同學若希望在

這裏再用研究式的了解，那就可能不是很符合你們的要求了。

我就希望大約在這十年的時間裡，將基本的意思去講解，所以就不會涉及太多的

問題的討論，因為如果討論那些問題時，一來大家在程度上未必可以跟得到，另外就

是亦不是有太大的必要，因為你現在只是希望透過這些課程的學習，知道《瑜伽師地

論》是大概講什麼東西，我就覺得我是需要做的就是這樣的目的，再深入一些，你們

要去找一些佛學更高深的老師去學習了。大致上就是這樣。

本課我就作為一個未講經文的內容之前，都需要有一些交代，就是這本論它的成

立與怎樣傳來中國的一些資料或者背景，都要為大家交代一下，因為你讀一本經論的

時候，其實都需要知道，這本經論大概是在什麼時候出現？有些什麼人去翻譯它？它

有什麼重要性？有什麼參考資料？

這些都是可以幫助大家，當你對這部經論有基本認識，又有興趣再深入一些了解

的時候，你可以根據這些資料自己去探索都可以的，我只是做一個引導的工作而已。

大家看看這個講義，你們的講義本來是應該分了一、二、三的，第一應該就是《瑜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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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成立的傳說，第一個標題。我們這一次講《瑜伽師地論》是會講玄奘法師翻譯的

一百卷的論典，這本論是彌勒菩薩講的，據說是彌勒菩薩講。

而翻譯的人就是很有名的玄奘法師了，他與這部論的一個很密切的關係，就是玄

奘法師之所以發心去印度求法，並且找很多經典，其中一個推動他發心去印度求學

的，就是這一部《瑜伽師地論》，當然他亦都很想學其他的經典，但是他願意去，願

意不惜種種的艱難都要去印度，其實最主要是他是想聆聽這部論的，我們知道他經過

差不多幾年的時間才能夠去到印度，而且旅途是非常艱辛，可以說差不多九死一生，

很艱苦才能去到印度，而去求得這本論，這就是他去印度遊學的一個最主要的一個原

因。

他在這個中印度摩揭陀國(Magadha)，那爛陀寺(N land  vih ra)ā ā ā 那裏，那爛陀

寺在當時的印度可以說是最高的學府，這個寺院有很多的學科，開了很多的學科去學

習，不但止是學佛學，而且還有很多其他哲學宗派的理論，他們裡面都有研究與探討

的，所以是網羅了當時思想界很多的主張，很多的哲理在裏面。都是要大學問家才能

在那裏授課、講學等等。

當時這位那爛陀寺的主持就叫做戒賢法師( labhadraŚī ，529-645)，這位主持大

概就接近現在的大學校長差不多的位置。他不但只管理這個寺院這麼簡單，其實是整

個學院如何培訓那些僧人，僧才等等的工作。玄奘法師去到那難陀寺主要是跟從戒賢

法師，戒賢法師是我們翻譯他的意思出來的，他的音是 labhadraśī 這個字，所以如

果照這個音譯就叫做尸羅跋陀羅，所以有些人名有些是用音去表示他的名字，有些是

用意思的。

譬如 laśī 就是「戒」的意思，戒賢。〔跟隨〕戒賢論師去聽這本論，戒賢論師

當時來講是接近 100 歲這麼大年紀了，這麼大年紀的老人家還有這樣的精力，這樣

的魄力去教玄奘法師這一部論，而且玄奘法師不是只聽一次，是聽了幾次，聽了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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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多，以玄奘法師的聰明才智，這麼博學，他都要聽三次，我們與他相差這麼遠，

我們基本上就要整天溫習了。所以你初時聽覺得很難，不識，就不必覺得很不自在，

不舒服，因為它本身是比較難的，而且有很多很多的名詞。

他聽了這部論之後，後來回中國就把這部《瑜伽師地論》的梵文本帶回中國，同

時它可以說是一部最完整的翻譯本來的，因為在玄奘法師之前其實是有部分的翻譯已

經是在中國流傳，但是玄奘法師因為見到它不是很完整，所以就想去印度學習整套的

《瑜伽師地論》，最後他達成了這個心願，就真的取得《瑜伽師地論》回到中國，並

且翻譯成中文。這樣我們中國人就很幸運，因為玄奘法師而能夠讀到這部論。《瑜伽

師地論》大概意思就是瑜伽師，即是一些修行者，他修行的時候所經歷的各種的境

地。大概就分所謂十七「地」，即是十七個階段。或者十七個階梯差不多上下的意

思。

所以這部《瑜伽師地論》，以前，即是玄奘法師翻譯之前，有一個名稱叫做《十

七地論》的，它就是講瑜伽師的十七個修行階段的意思。亦可以講是印度大乘佛教之

瑜伽行派。我們知道，印度的哲學宗派，佛教的哲學宗派在大乘思想來講，就有兩個

主要的學派，一個是中觀學派，一個是瑜伽行派。瑜伽行派有另外一個名稱，叫做

「唯識宗」的，早期就通常用瑜伽行派這個意思。

至於來到中國之後，中國人有時稱它做「唯識宗」，有時就叫做「法相宗」。法

相宗就是窮究宇宙萬有的各種現象，而與這些現象相配合的名詞，這就是它為何有這

麼多名詞，〔通過〕這些名詞，我們去了解生命與世界各個方面的東西，所以就叫做

「法相宗」，它是研究現象界的各種項目的，這就是瑜伽行派。印度就叫做瑜伽行

派，中國叫做法相宗或者唯識宗的一部根本的論書。瑜伽行派有所謂六經十一論，十

一論裡面最根本、最重要的，或者以它作為骨幹來講，基礎來講就是這部《瑜伽師地

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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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說這部論是彌 勒 菩 薩 傳出來的典籍，彌 勒 菩 薩他的梵 文的名

稱，Maitreya，這個字，「彌勒」並不是一個很準確地譯到它的音的意思，但是我

們還是通稱叫做「彌勒」。據講，他現在就是在欲界天，欲界有六道，六道其中一個

天趣，天趣有一個界域就叫做「兜率天」，兜率天就分內、外院的，彌勒菩薩在內

院，內院是一個很適合修行的地方，外院就是玩的地方，遊樂的地方，是享受的地

方。如果你有些同學發心想去兜率天就要記得是去內院，而不是去外院，外院就只是

遊玩的。

據講，根據《觀彌勒上生兜率陀天經》（《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兜率陀天》）那

裡講，佛在世的時候，彌勒菩薩就涅槃了，然後跟著就上了兜率天，他大約在兜率天

經歷的時間有四千歲。四千年之後他會降生在我們的人間，但是我們知道時間是相對

的，我們人間的四千歲與天上的四千歲是很不同的，天上的四千歲大概等於我們人間

的大約 56 億年這麼上下，即是還有一大段時間他才下來人間。彌勒菩薩就說是繼釋

迦牟尼佛，釋尊之後會降生在我們這個世界的，所以他叫做「補處佛」，或者叫做

「後補佛」，即他是候任佛來的。現在他在兜率天還是菩薩的身份，將來幾十億年之

後他就會來人間成佛的。就像釋迦牟尼佛在我們這個世間成佛那樣，到時他成佛的地

方就是叫做「華林園」，龍華樹下，釋迦牟尼佛在那裡成佛？菩提樹下成佛，他是在

龍華樹下，都是一個樹的名。

三會度生，即是三會說法，即是三個大型的說法的場合，然後度無量的眾生，講

到億萬的眾生，聽完彌勒菩薩說法之後就會得道的。轉法輪，即是講很多的道理，這

三次度眾生這個法會，佛教就稱為「龍華三會」，就在龍華樹下三度說法，度無量眾

生。就是在《彌勒上生經》、《下生經》就有詳細講這個情況了。所以彌勒菩薩是屬

於一個淨土的信仰，他的淨土在哪裏？就在兜率天內院那裡，都是屬於我們欲界的界

域來的。很多淨土是超出三界，但是這個淨土是在欲界，所以既然在欲界的時候，它

應該與我們眾生的關係比較密切一些，因為我們是欲界眾生，他最明白我們欲界人的

心態，所以信彌勒淨土就比較上可以講是很容易修持，很容易可以達成的一個信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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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所以曾經有很長的時間，在印度、中亞、中國、日本與韓國等等的地方，都曾經

流行這個淨土信仰，譬如我們去日本、韓國的地方遊覽，都會見到很多彌勒的佛像，

彌勒菩薩像，就顯示這個信仰曾經是非常流行，當然現在也是流行的。歷史上譬如我

們在中國晉代的時候的道安法師（312－385），唐代的玄奘法師（602－664）與近

代的、比較接近我們的太虛法師（1890－1947）這些，這些大德都是彌勒菩薩的信

仰者，他們信彌勒菩薩，以及他們的修持是以生兜率天作為他的目標的。這就是講天

上的菩薩，亦是一位候任佛。由於他將來會在人間成佛，所以與我們有一個很密切的

關係，亦都可以講與我們這裏的眾生是有緣的，佛教說有緣就是這個意思。

據講佛涅槃後的 900年，900年大概就是公元的四、五世紀左右，彌勒菩薩就

曾經降落，即是由天上下降我們人間，在中印度的阿瑜陀國講堂，阿瑜陀國大約在接

近恒河一帶的地方，那裏無著菩薩有一個講堂，那個國境，彌勒菩薩降下來人間就是

為無著菩薩講五部大論，其中一部就是《瑜伽師地論》，是五部論之中的其中一本，

《分別瑜伽論》，這部《分別瑜伽論》我們中國沒有翻譯出來的，大概一些學者估

計，它的內容可能是比較接近《解深密經》的第六品，那個〈慈氏菩薩品〉，講止觀

的方面，這個「分別」，「分別」即是講解，講解「瑜伽」是什麼的一回事。瑜伽就

是講什麼？修禪定、得智慧這方面的內容。〈分別瑜伽品〉、《分別瑜伽論》大概可

能是〈分別瑜伽品〉，《解深密經》的〈分別瑜伽品〉那的一節的內容。

另一部論就是《大乘莊嚴經論》了，又是瑜伽行派論述一種菩薩道，菩薩道的精

神，它的道理與怎樣莊嚴大乘的一些義理。第四本是事《辨中邊論》，最主要是講中

道的思想，唯識的中道思想。第五是《能斷金剛般若波羅蜜多經論》，這是解釋《金

剛經》的，這些就是世稱「彌勒五論」。所以與藏傳的彌勒五論又有少少出入，不是

很相同，但有些是相同的，但它是多了什麼？《辨法法性論》與《現觀莊嚴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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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大家傳的彌勒五論就有些不同，但是在我們中國流傳的所謂「彌勒五論」就

是指這五部論。這都是依中國的資料來講。至於陳朝、南北朝的時候，陳朝的真諦法

師就譯這本《婆藪盤豆法師傳》，「婆藪盤豆」，這個是音譯來的，就是世親的音

譯，Vasubandhu這個字，婆藪盤豆就是講世親法師傳。在世親法師傳其實都有講

無著的，其實據《婆藪盤豆法師傳》講，其實無著都是叫做「婆藪盤豆」的，兄弟幾

個都是叫做「婆藪盤豆」，不過後來為了區別他們，大家就再用了其他的名稱。

入面有介紹到，介紹這部《瑜伽師地論》的一個重要人物，亦都是瑜伽行派的一

個創立者之一，就是無著菩薩（Asa gaṅ ），其中他有講述無著菩薩的一些生平的事

蹟，亦都牽涉到這本論是怎樣出現的，所以我們引這段文字給大家看看。無著菩薩雖

得小乘空觀，本來無著菩薩是修學小乘，在小乘出家的，據講他是在說一切有部出

家，有些說是正量部出家等等，總之他曾經是學過小乘部派的阿毘達磨

(Abhidharma)的種種論典，所以他很熟悉那些法相、那些義理。

他有學小乘怎樣修空觀的方面，但是小乘的空觀與大乘空觀有一些出入的，所以

他是「意猶未安」。即是他心想應該不只是這麼多，即是修小乘空觀的時候，他覺得

應該不是限於這樣的境界，所以「謂理不應止爾，」即應該不是限於這樣的境界，

「因此乘神通。」因為他的禪定修得很好，所以他有一種神通力，可以在定中怎樣？

去兜率多天，即是兜率陀天，「諮問彌勒菩薩。」請問彌勒菩薩怎樣修這些空觀。

「彌勒菩薩為說大乘空觀。」教他怎樣修大乘空觀。小乘空觀與大乘空觀主有什麼不

同？大家知不知道？基本的？我們一般常識上知道，小乘空觀是講人空；是嗎？

大乘空觀應該是什麼？一切法空。彌勒菩薩應該是教他這個：不只是人空，連一

切法空也教了。教他修這個大乘空觀之後，〔無著〕就「還閻浮提」，「閻浮提」是

指我們這個世界，「如說思惟，」即是依照彌勒菩薩的教導去思考空觀是怎樣修的。

「即便得悟，」能夠明白了，「因此為名，名阿僧伽。」「阿僧伽」也是音譯，就是

括住的梵文那裏的 Asa gaṅ ，這個，就是 Asa gaṅ 這個音譯。至於它的意思就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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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著」，「無著」我們知道是什麼？「無住」、「無執」、「無著」這些，就是大

乘《般若經》經常講的內容。「無著」大概就是這個意思了。

對於所有東西都不執著的，這樣謂之「無著菩薩」，這是他的名字，就是因為他

學了大乘空觀之後，無所得、無所執而因此有這個名稱。「爾後」，即之後，「數上

兜率多天」，他經常想上去，經常上去兜率多天，「諮問彌勒大乘經義。」意思是

說，他除了學大乘空觀之外，他還去請問彌勒很多大乘經的道理，「彌勒廣為解

說」，「廣為解說」即是詳細地為他講解，「隨有所得。」「隨有所得」是講無著菩

薩本身，當他聽得明白，有一些領悟之後，就「還閻浮提」，回到我們這個世界，

「以己所聞為餘人說。」將自己所學得的、所聽聞到的道理為其他人去講解，「但是

聞者多不生信。」但是大部分人聽後，卻不大相信他說是彌勒講的。或者你只是托彌

勒的名講而已，其實是你的意思來的。

無著菩薩他「即自發願」，他自己發心，生起一個願望：「我今欲令眾生信解大

乘。」當時因為印度大、小乘並行的時候，有很多人信小乘，不信大乘，有些人說大

乘不是佛說的。當時思想界仍然沒有很確立這個大乘的思想，所以有些人還是未相信

大乘的，但是無著已經由小乘轉信大乘，亦心知大乘道理的可靠性，所以他很希望其

他眾生都能夠信奉或者理解大乘的道理，所以他就發願：「唯願大師下閻浮提」，這

個「大師」就是master，彌勒菩薩，一般在佛經稱「大師」，常常是指釋迦牟尼

佛，這樣你要看一看上文下理，你這裏講的「大師」是彌勒菩薩。

希望你下來這個世間「解說大乘，令諸眾生皆得信解。」「彌勒即如其願，」彌

勒菩薩十分慈悲，很多時你向他有什麼祈求他都多數會滿足您的所願。所以無著菩薩

有這個如此好的心願，所以彌勒菩薩亦都「即如其願，」「於夜時下閻浮提。」他點

出了時間就是夜晚，晚上下來，「放大光明，」以前的晚上是很黑暗的，不像我們現

在，他來到這裏「放大光明」，「廣集有緣眾。」這個「有緣眾」即是有緣聽到大乘

經的人，有心學佛的人，這些是有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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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說法堂」，「說法堂」即是剛才講的在阿瑜陀國的講堂，就是平時無著菩薩

說法的地方，在這個地方就「誦出十七地經。」這裡似乎就是，我們說《瑜伽師地

論》，我們叫做《十七地論》，但是彌勒菩薩下來講的時候，是根據一部經叫做《十

七地經》的，我們知道經就是佛說的，然後解這部經才叫做「論」，所以「隨所誦

出」，即是首先他念出了這部經文是講什麼，然後就「隨解其義」，解釋這個經文的

道理，解釋的時候，因為這麼長，所以「經四月夜，」經四個月的夜晚，連續地「解

十七地經方竟。」才完全講解。

其實也很快，四個月的夜晚大約有多少日？一百多日，我們人間就是一百多日，

就講完了《十七地經論》。「雖同於一堂聽法。」但是雖然大家在同一個講堂聽法，

「唯無著法師得近彌勒菩薩。」無著菩薩因為他的定力好，他能夠因之前都已經聽過

彌勒菩薩怎樣講了，所以他能夠親近彌勒菩薩，在他的附近將彌勒菩薩所講的內容記

錄下來，其他人「但得遙聞」，即是各人因果不同，有些人只能夠離得遠遠地聽到彌

勒菩薩講法，「夜共聽彌勒說法，晝時（即白天）無著法師更為餘人解釋彌勒所

說。」他夜晚講完之後，白天就回到天上。但白天的時候，無著菩薩亦都很關心那些

人，擔心他們聽不明白，於是他在白天時就再為他們講解，「因此眾人聞信大乘。」

因為見到彌勒菩薩親自下來講，亦自己親耳聽聞，再加上無著的再解釋，大家都

了解到大乘的道理。另外還說，「無著法師修日光三摩提。」有一種定叫做「日光

定」，「三摩提」即是 sam dhiā ，這個字的音譯。這個日光定，「如說修學，」即

是有人教他這種日光定，然後他跟著修學之後就「即得此定，」「即得此定」即是他

能夠掌握這個定怎樣修，「從得此定後」，當他能夠掌握這個定之後，「昔所未解悉

能通達。」之前他不能明白的道理，現在透過這個日光定令他能夠全部明白了。

所以如果修得這種定真是很好，我們很多經論都可以明白了。但要有很好的機

緣，有些菩薩去教他這種「日光定」。「有所見聞永憶不忘。」他曾經聽過、理解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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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以後都能夠不會忘記。在佛教有這種講法的，對於經義能夠完全掌握，不會忘

記的，我們普通人聽完不久就會忘記了，或者剛下課就不記得了都有之，但是這些人

不是，有這種定力的支持，他的記憶力很強的，可以記得很好的。「佛昔所說華嚴等

諸大乘經」都能夠「解義」。華嚴經是很不可思議的境界，他都能夠了解，「彌勒於

兜率多天，悉為無著法師解說諸大乘經義。」

即是不止《華嚴經》，很多大乘經，「法師並悉通達，」即是無著菩薩都聽完之

後都能夠理解，並且能夠「憶持」，「後於閻浮提造大乘經優波提舍。」「優波提

舍」就是論的意思，解釋經的那些論，他造論的時候，他主要是「解釋佛所說一切大

教。」「大教」主要指大乘的經教。無著菩薩有很多自己的著作，這本《婆藪槃豆法

師傳》主要就講出了《瑜伽師地論》怎樣流傳在世間，另外亦介紹了無著菩薩，他的

學養是非常深厚的，他有名師的指導，而且他這個人也很慈悲，有一個很大的心願，

就是願意為眾生講解很多大乘的經義。

他自己的禪定也修得非常好，因為它本身就是瑜伽師，修禪定很了不起的，而修

禪定很好的人，他在明白經義方面又會有個很大的助力，這就是《婆藪槃豆法師傳》

講解的這些，傳說這部《瑜伽論》的成立就是這樣。至於唐玄奘法師他寫有《大唐西

域記》，將他的經歷，譬如在印度西域各國，各地的風土人情，並且他曾遇到過什麼

重要人物等等，都是有記錄的，這是《大唐西域記》，其中有關阿瑜陀國的那方面，

他是有一些這樣的講法，他說，「城西南五六里，大菴沒羅林，」這是一個果樹林來

的，這種菴沒羅果樹，我們中國就沒有這種果樹，據形容它大概就好接近檳榔的果。

「有故伽藍，」「伽藍」即是那些佛寺，精舍、佛寺，「是阿僧伽」即是無著，

「唐言無著」，我們中國人叫他做無著菩薩。「請益導凡之處。」在這個地方，在這

個伽藍裏面，是無著菩薩以前曾經請彌勒菩薩，為利益眾生、導引眾生而下來的地

方，「無著菩薩夜升天宮，」他晚上上升天宮，「於慈氏菩薩所，」彌勒菩薩有另外

一個名稱叫做「慈氏菩薩」，在他那個地方「受《瑜伽師地論》」，受即是聽聞，

「《莊嚴大乘經論》」、即是《大乘莊嚴經論》，「《中邊分別論》等，」即是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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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講的彌勒五論，他在上升天宮的時候就曾經聽過了。然後白天出定以後，就「為

大眾講宣妙理。」即真諦法師是在唐玄奘翻譯之前譯的《婆藪槃豆法師傳》的時候已

經這樣講。後來玄奘法師的《西域記》也是這樣講，是嗎？

大家都有很類似的講法。即是說《瑜伽師地論》應該就是慈氏菩薩，即是彌勒菩

薩他所講的。另外，因為無著菩薩自己有一本論，剛才我們說過，他造了很多「優波

提舍」的，解釋了很多經典，其中一個很重要的論就是這部《顯揚聖教論》，《顯揚

聖教論》主要是講解這部《瑜伽師地論》的，特別是將《瑜伽師地論》重要的地方去

做一個整理、組織、勾畫那些重要的內容，但是在整理之中，他又不是每一地去講，

他有另一套系統去講解，但是這個系統是與《瑜伽師地論》的內容互相有關連的。

所以如果我們可以讀這部《瑜伽師地論》，又可以讀《顯揚聖教論》，就會很容

易貫通裡面的道理，所以《顯揚聖教論》是一個很重要的參考書，我們讀《瑜伽師地

論》的時候，其中有一個「歸敬序」，印度或者西藏人他們很多時候當他們造一些著

作，造那些論的時候，他們常常都在開首的時候會有一首偈頌，去敬禮三寶或者諸佛

的，因為通常他們都很謙虛，覺得不是他們自己個人的能力可以講解到這些經典的。

其實是要三寶加持的，以及佛菩薩的加持，令他有能力將這些如此深奧的道理講

解以及寫出來，所以很多時他們會在論文之前就會造一個「歸敬頌」，就有一首偈去

敬禮諸佛的。在歸敬頌裡面我選擇了其中幾句給大家看看，不止這麼多的。「稽首次

敬大慈尊，」「大慈尊」就是慈氏菩薩，「稽首」即是敬禮，但是因為這首偈是第二

段，他之前是要敬禮誰？是敬禮佛的，然後第二才是敬禮這位慈氏菩薩，這是候補佛

來的，是嗎？

這樣，順序就應該先敬禮釋迦牟尼佛，然後就敬禮慈氏菩薩。所以是「次敬」，

即是第二位要敬禮的人就是慈氏菩薩，慈氏菩薩「將紹種智法王位，」「種智法王

位」就是說，他快要成佛了，一切種智，「一切種智」即是無上菩提，圓滿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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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快要繼承這個「法王位」了，「無依世間所歸趣，」「無依世間」就是指我們世間

的眾生，世間眾生沒有依靠，無依靠就是在生死苦海之中去飄蕩、漂泊，好像沒有一

種依靠，生命的依托、依靠一樣，他是我們世間的人所應該歸趣的，即是皈依、投

向、趣向的意思。

如果我們歸趣了佛，即是講我們皈依了，是我們眾生應該歸依的所在。皈依有歸

向、依靠的意思，這個「歸向依靠」就與我們世間一般的歸向依靠不同，我們一般世

人依靠的，是依靠什麼？小時候依靠父母，依靠老師教導我們不同的知識，到你成長

的時候，你可能依靠丈夫，老的時候就依靠子女等等。但是現在為什麼要依靠佛呢？

依靠他做什麼？譬如大家歸依，可能很多在座的都已經皈依了三寶，皈依的意思就不

是我們一般生活上的依靠，而是我們理想生命的歸趣，是我們那個理想生命的方向是

依靠什麼？

依靠這個三寶是令我們、導向我們去光明的境界，本來我們是無明、無知，是

嗎？現在令我們得到智慧，開拓了生命的光明的境界，另外歸向什麼？有智慧之後你

明白各方面的真理，各方面的真實，世間的真實是「苦諦」、「集諦」；出世間的真

實是「滅諦」、「道諦」等等。這裡導引你，導引你走向真理，還有導引我們什麼？

向善之路，是會不斷地改善我們自己的生命的質素，令我們生命的境界一路一路提

升，一世比一世進步。

全部這些都是當我們去到一個很圓滿的時候，就是整體的所謂「覺悟」，「佛」

就是覺悟的意思，覺者，這是我們希望歸向他、依靠他，希望他作為我們生命的指

引，作為我們的導師，所以「無依世間所歸趣，」我們不是靠佛供養我們的生活，而

是他是我們的明燈，他是我們生命的指引，我們依靠他的指導、引導，作為我們人生

的一個準則，或者作為我們的榜樣去學習，這就是「無依世間所歸趣」的意思了。亦

都是我們皈依三寶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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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裡有很重要的一句：「宣說瑜伽師地者，」無著菩薩說，講《瑜伽師地論》

的人是誰？就是這位慈氏菩薩，無著自己這樣講的。所以西藏說《瑜伽師地論》的作

者是那個？是無著，但是無藏菩薩本身當他寫《顯揚聖教論》時，就在偈頌裡面已經

講明不是他講的，是慈氏菩薩講的，所以我覺得中國的資料反而是比較準確一些。如

果根據《顯揚聖教論》所講。

「昔我無著從彼聞，」我以前，我無著「從彼聞」，這個「彼」就是指慈氏菩

薩，我跟慈氏菩薩，聽聞過他講《瑜伽師地論》，「今當錯綜地中要。」我現在應該

怎樣？綜合，「地中要」即是講「十七地」裡面的一些很重要的道理，我將它綜合、

整理、組織，「顯揚聖教慈悲故，」《顯揚聖教》這個聖教，一方面是講《瑜伽師地

論》所講的道理，但是《瑜伽師地論》裏面，其實就引了很多佛陀所講的經典，所以

這個「聖教」是指佛陀在世的時候，講了很多《阿含經》裡面的那些道理，去「顯

揚」這個聖教，即是講佛陀的教法，而《顯揚聖教》亦都是除了這個道理之外，還顯

揚這個佛陀的慈悲，就是利益眾生，將很多道理講解給我們知道，令到我們可以趣向

這些境地。

「文約義周而易曉，」這是無著講自己造《顯揚聖教論》的時候，他用了很扼要

的文字，但是文字雖然是簡單，卻是很有概括性的，那些道理是齊備的，亦都令到其

他人容易了解，因為《瑜伽師地論》有整整一百卷那麼多，要詳細了解它很難，但是

《顯揚聖教論》將《瑜伽師地論》綜合了二十卷左右，用另外一個系統來表達，所以

他是「文約義周而易曉，」這裡就是一方面講《顯揚聖教論》的重要之處，另一方面

亦帶出了《瑜伽師地論》的講者是彌勒菩薩，除了無著在「歸敬頌」這樣講之外，另

外有一個叫做最勝子（Jinaputra），最勝子是印度十大論師，就是世親之後，我們

知道世親寫了一本書叫做《唯識三十頌》，《唯識三十頌》世親沒有註解，但是印度

當時就有十個大學問家就紛紛為世親菩薩解這部《三十頌》，這個最勝子就是解《三

十頌》十大論師的其中一位，他有一部著作就叫做《瑜伽師地論釋》，解釋《瑜伽師

地論》的，這個印度人去解釋《瑜伽師地論》，他解釋的時候也是如無著那樣，有個

「歸敬頌」的，裡面是這樣講的，「敬禮天人大覺尊，福德智慧皆圓滿，」這是敬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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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這是敬禮佛，因為「福德智慧皆圓滿」，福德智慧都圓滿，我們才稱為「無上的

覺者」，「大覺者」，「無上文義真妙法，」很精彩的道理，很深的奧義等等。

這就是敬禮法寶了，法寶方面。首兩句是敬禮佛寶，第三句敬禮法寶，「正知受

學聖賢眾。」「正知」即是如實去學習、理解，接受這樣的訓練的那些「聖賢眾」，

依教修行的「聖賢眾」。既然是「聖賢眾」，他一定體會到真理、證悟到真理了，這

個是指僧寶了，所以開首、開始的四句，第一首偈就是敬禮三寶，大家在座有些同學

是已經是受了菩薩戒的，菩薩戒的其中一個要求是什麼？就是每日起碼是禮拜三寶一

次，要用起碼四句偈去讚美三寶，用哪四句偈去讚呢？

這一個其實就很好了，所以很值得大家去記一記，如果你每日都要用偈頌去讚

佛，以這個最勝子的敬禮三寶是相當不錯的，一方面他講出了佛、法、僧三寶的很重

要的意思、含義在裡面，另外透過這四句，你已經可以很簡單地去禮敬三寶。亦都在

這麼簡單的幾句之中啟示我們，可以朝著這個目標，佛、法、僧這三寶的指引，令我

們將來能夠圓滿我們自己。他的第一句是禮敬三寶，接下來第二句，是「稽首無勝大

慈氏，」這是敬禮，敬禮這位慈氏菩薩，「無勝」是指一個不可超越的意思，無上的

意思。「普為利樂諸有情，」這個「普」字就是圓滿的意思，完全地，完全地是為了

利益所有的眾生，意思是說，沒有一個眾生會遺漏的，這樣謂之「普為」。

因為釋迦牟尼佛曾經對彌勒菩薩講，告訴他，說他（佛）涅槃之後，世間的眾生

就交託給你了，你要照顧他們，照顧他們的時候，除了需要照顧已經皈依三寶的佛弟

子之外，那些不信佛的你也要照顧，所以是「普為」一切眾生，就是圓滿地為所有眾

生，為利樂眾生，〔雖然〕他們不信三寶，但他有另外一種方式去照顧、幫助他們。

信三寶的有另外一些方法去教導他們。總之都是以利益安樂眾生為一個目標。我講了

這個佛的慈悲、菩薩的慈悲，「廣採眾經真要義，」「廣採」、「廣」又是一個周遍

的意思，在各方面將所有的經，將眾多經典的那些重要的地方去搜集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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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說五分瑜伽者。」這一句又是，最勝子這一句也是講，他蒐集了這麼多經典

的要義之後，他就將它分成五個部分去講解出來，知道《瑜伽師地論》的內容的組織

就是五個方面，所以我們叫做「五分瑜伽」，裏面分成五分。在這裏面亦顯示出由無

著到之後大概百多年的最勝子，即是印度的十大論師，當時他們仍然是相信什麼？彌

勒是《瑜伽師地論》的說法人，所以他們在「歸敬頌」的時候就會講這個，「略說五

分瑜伽者。」然後又講出無著是註解的人。

「歸命法流妙定力，」這個「歸命」又是敬禮的意思，禮敬，禮敬這位具「法流

妙定力」的無著，無著有一種定力，剛才我們講過他有一種日光定，對經義很清楚地

掌握，不會忘失，另外，後來下面講他也是有一種叫做「法光定」，這個「法光定」

又是對這個法義有一個很清楚的了解，所以在這個「歸命」裏，就是「歸命」無著有

這種能力，有這種妙定力「發起無著功德名，」無著有這樣的功德，能夠記憶，記憶

經論，這種這樣的能力，「能於聖者無勝海」，眾多的聖者，「引出最極法甘露。」

將最好的、解脫的甘露法門，指引出來，「 受美音自滿足，」「 受美音」是指無飡 飡

著本身，他在這些文義的理解方面，自己亦得到精神上的滿足，滋養他的精神的生

命。這是講什麼？他就能夠得到法喜與法樂了。在學習之中，尤其是當他能夠得到這

個「法光定」與「日光定」的時候，他對於文義能夠很清楚地掌握，能夠利益他自

己，但是除了自利之外，他「復為饒益諸世間，」還要利益其他的眾生。這個世間不

是講這個世界，而是世界中的所有眾生。「等注無窮字花雨，」用很多的美妙的文

字，「榮潤牟尼如意樹。」「牟尼」是指寂靜的意思，但亦都指沙門，即修行人，這

個修行者是沉默的修行者，因為印度人覺得，真理是不可說的。

體證真理的人反而是講不到出來的，所以「牟尼」就是指一個能夠了解真理，證

悟到真理的人，但是他將這個能夠證悟真理的人，他們那些種種的道理能夠顯示出

來，就好像將這一棵樹，能令它能夠很茂盛。這亦是講一個道理方面，怎樣可以透過

無數的文字，將這個解脫的法門顯示給眾生去理解。但是這首偈最重要的，就是講出

「五分瑜伽」的講解者就是彌勒菩薩，另外無著菩薩就將它來註解，很清楚地顯示出

來。

15



另外，最勝子就說，無著菩薩他本身是「位登初地」，他已經是初地菩薩了，即

他已經是證道的人，同時他能夠證「法光定」，這個「法光定」即是放大法的慧覺，

「大法」即是那些大乘的教法，而「光」，即「法光定」一方面「法」就是法義方面

的道理，至於「慧光」即是智慧的光明，彰顯了這些道理出來，在定裡面，這些道理

很清楚地顯示在他的腦海中，這種就叫做「法光定」。他證這種法光定並得到大神

通，有些神妙的力量，「事大慈尊」，曾經是奉事過或者是請益過慈氏菩薩，同時就

請菩薩講這部論，這是最勝子方面的資料這樣講。

根據上述的資料，都是講由彌勒菩薩講《瑜伽師地論》，而無著菩薩造出種種的

整理，組織、綜述那樣。這些就是作為佛教徒他們所相信的一些資料。當然，亦有一

些學者他們未必這樣相信，當他沒有宗教信仰的時候，他是不會相信由天上的菩薩來

講這本論的，認為其實都是人間的學者去造的，不過是要託一個佛教徒所信仰的菩

薩，在我們現在來講亦有很多學者會這樣講的。但是如果作為三寶弟子，我們就會比

較傾向相信有一位彌勒菩薩所講的《瑜伽師地論》。

至於無著菩薩，他就是印度瑜伽行派的祖師，是創立的人，因為雖然彌勒菩薩講

《瑜伽師地論》，但是真的在世間始創立一個學派就是無著菩薩，他是北印度犍陀羅

國的人，犍陀羅大概在現在的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帶的這個地方，現在那個地方很

亂，但是無著就在那個地方、在那裏出世的，他與他的弟弟世親菩薩，兩個都是印度

佛教史上很重要的人物。據《婆藪盤豆法師傳》說，他們大概應該就是印度的笈多王

朝的後半期的人，那個朝代，所以他們的出生的年代應該大概是在公元四、五世紀左

右的時間。無著的年份大概是在 400 至 470左右，世親似乎是比他小二十歲左右，

所以無著菩薩與他的年紀相差頗遠。玄奘的《大唐西域記》亦說是佛滅後九百年的人

物，時代很接近。

《瑜伽師地論》這些書是法相唯識的思想根源，亦都是六經、十一論，尤其是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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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論的一個根本的論典，這個可以說是由無著菩薩介紹出來的。唐玄奘去印度之後，

又有另外一個法師去印度求學，他就是義淨法師（635－713），也是唐朝法師，他

在他的《南海寄歸內法傳》亦講過，「瑜伽畢學，體窮無著之八支，」「瑜伽畢

學」，即是瑜伽行派，如果你要做到學懂這一派的道理，即是畢業差不多上下，你就

應該要怎樣？

「窮盡」，即是理解，能夠深入地去掌握無著的八部著作，這樣才可以叫做畢

業，這樣有很多，有八部著作。當然他的八部著作，根據義淨法師講，其實有些是世

親的，但其中有幾本重要的，譬如無著的《攝大乘論》、《顯揚聖教論》、《阿毗達

磨雜論》這些，就是很重要的書了，亦都是「八支」裡面的之一。這些我們一方面是

大概知道無著是什麼時代的人，他的重要性在哪裏，他就是瑜伽行派的創立者。另外

他有幾本重要的書籍，亦可以講如果我們要深入理解瑜伽行派的思想，無著的這幾本

論著我們都應該要掌握的。

當然還有阿彌勒五論，世親的哪些？世親還是「千部論主」，他有很多部著作，

但是大概綜合了他的〔思想〕的大概都只有十幾部書，這些經典如果我們能夠讀通

它，基本上可以叫做大概掌握了瑜伽行派的思想體系了。《瑜伽師地論》的翻譯者是

玄奘法師，他大約是公元 600年至 664年的人，是唐朝時的一位很出色的法師，亦

可以說他是我們中國最卓越的佛典翻譯家。中國人的佛學其實是由印度移植過來的，

所以是一個外來的宗教文化傳入我們中國，既然是外來的文化，它的語文及各方面都

是不同的，所以我們中國人要理解的時候，其實要透過很多翻譯師將佛典翻譯成中

文，然後我們才能夠理解，所以翻譯人的功勞很大，因為他介紹了另外一套文化思想

進來我們中國。所以在歷代來講，去評價這些法師的功績，很多時是將譯經是排第一

的，因為他引介了這個思想，令我們其他國家的人能夠理解。

所以玄奘法師在這方面的功德很大，他翻譯了很多經典，他除了一方面是一位譯

經的重要人物之外，還有的，他是印度護法（Dharmap laā ）系唯識宗在我們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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奠基人物，因為瑜伽行派它的發展在印度都有幾百年的時間，在發展的過程中，亦有

分為所謂古學、今學，即是就時代上去劃分，比較早期的、後期一些，因為早期、後

期他們思想上有也有轉變，有演變，所以會與之前是有些不同的，所以就會分所謂今

學，玄奘法師是屬於護法那一系的人物來的，即是他信奉的是唯識今學的思想，所以

其實他基本上是宣揚瑜伽行派或唯識宗的思想，但是宣揚之中他有些傾向，就是傾向

這個唯識今學的方面，即是護法系統的。我們知道護法的思想最主要是表現在《成唯

識論》裏面，《成唯識論》很能夠顯示玄奘法師所信奉的就是護法系的思想。所以他

是我們中國唯識宗或者中國法相宗中的奠基人物，另外，他亦是中印交流、文化交流

方面他是一個很實際的推動者，他在印度的地位很崇高，同時他亦將中印文化的交流

方面，發揮了一個在外交上，交通史上，他發揮了很大的貢獻。

他的生平我就不講了，我估計大家都對玄奘法師很熟悉，我就不花時間去講了。

但是我就很推薦大家去閱讀慧立（664年以後）法師所寫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師

傳》，因為玄奘法師很多時間留在大慈恩寺譯經，所以大慈恩寺的三藏法師就是指玄

奘法師，裏面很詳細地說他生平的事蹟，他求學的過程，他後來在中國怎樣去成立唯

識宗與翻譯經典等等，甚至他往生時的種種祥瑞的情況都寫得很精彩，文字很優美，

很值得大家去閱讀。

還有《續高僧傳》道宣(596～667)法師的，《續高僧傳》講到唐代的時候，唐

代的法師亦都講到這些。這些資料都是可以大家去參考的，我就不花時間講了。但是

我引一些《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的一些資料，令到大家對《瑜伽師地論》有再深入

一些的認識。其中就講到，玄奘法師去到印度那爛陀寺的時候，「法師在寺」，這個

「寺」字就是講那爛陀寺，因為他跟隨戒賢法師去學習，曾經「聽《瑜伽》」，這是

《瑜伽師地論》三遍，頭尾聽三遍，他聽的時候他不是聽中文而是聽梵文，是嗎？而

且，第一我們很佩服戒賢（ labhadraŚī 、529-645）法師，這麼大年紀，有精神為玄

奘法師講一百卷的《瑜伽師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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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玄奘法師自己本身學養已經很夠，又精通很多語文，但是他都願意很虛心去

聽三遍那麼多，我們估計聽三遍並不是一個短時間，他分開幾年去聽，所以我們很有

限的知識與有限的時間，但是我們希望盡量地去跟前賢去學習，我們雖然未必能夠聽

到三遍那麼多，但是能夠盡量聽得多少就聽多少，因為能夠聽都是一個很重要的機

緣，因為我們要與未來佛有相應、有關連，我們早一些學習他的那一套道理，將來如

果大家上兜率天，再聽一些很熟悉的東西很快就明白，另外還有一種意義，如果你再

向世間行菩薩道的工作，你不生天上，你生人間，但是你一路學，你將來在龍華樹

下，因為龍華樹下三度說法，第一度說法就是那些已經學了很多年的那些就首先成道

的，到第二度說法，再差一些的，然後就是第三會。

還有，如果你一路學，到時你可能不是第一會說法得道，你可能是幫彌勒菩薩，

他下來人間的時候，你是幫助他輔導、教導那些人，好像一個 tutor（導師）那樣，

即是一個教授講那些很重要的東西，另外有一些 tutor 幫他講解一些比較次要一些

的，那些容易與人別人溝通那些，到那時你可能是做這種工作的，你早些學懂，早些

明白，早些得道，你將來就不是龍華樹下第一會說法、第一會聽法而得道的人，而你

到那時可能是幫彌勒菩薩指導那些人亦說不定，所以我們應該自己努力。

所以玄奘法師很虛心、很留心地聽三遍。不止聽《瑜伽師地論》三遍，「《順正

理》一遍」，《順正理論》也是與《瑜伽師地論》一樣大篇幅，有八十卷；而且裏面

討論的東西更加複雜，要知道部派佛教討論各派系的思想，裏面的思辨力更強，非常

深入的，基本上比《瑜伽師地論》更難，但是他聽了一遍，即是他不排斥小乘的思

想，根本上，大小乘的阿毗達磨基本上是一脈相乘的，你熟悉小乘的阿毗達磨其實亦

幫助你理解大乘的經論。《顯揚論》、《顯揚論》即是無著的這個，綜合《瑜伽師地

論》的那部，另外就是「《對法》」，《對法》就是《大乘阿毘達磨集論》的另一個

名，很多時叫做《對法》，因為阿毘達磨有一個名稱叫做對法，傳統是這樣稱。唯識

宗通常講「對法」就是指無著菩薩的《大乘阿毘達磨集論》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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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聽一遍，《集論》也是相當難的一本論典，其實亦都是解釋《瑜伽師地論》

的，是將《瑜伽師地論》很多名相，它又有另外一套方法去再組織、再講解的。所以

如果我們想理解《瑜伽師地論》裏面的那些名詞，深入一些去掌握，一方面要透過

《顯揚聖教論》，另一方面也要透過對法，即是《雜集論》、《集論》，就幫助我們

理解很多名詞的各方面，大家不要小看那些名詞的作用，語言的能力是很重要的，每

一個名詞你掌握了之後，它就在你的生命中發揮一些力量，你想想，如果你之前還未

有讀過四諦的道理與你現在讀過，是不是有不同？

你理解的那些東西就有不同，你看世界的方式也不同，由於你看世界的方式不

同，你的行為、生活方式也會不同的。所以語言，我們不要怕這些名詞，我們不要拍

這些名詞，你能夠多少就學多少，但是你每學通一個名詞，其實它就在你的生命中能

夠發揮一些力量的，譬如你不識「無我」與你認識了「無我」後，你的執著是否就減

少一些？一定是會這樣，所以我們不要害怕那些名詞，而是當我們學的時候就要有一

些方法，這麼多名詞我們怎樣搞？我們盡量在我們的腦海中，很像一個什麼？

我們就好像電腦那樣，很多 file，很多檔案，這些名詞是與這些有關的，當你生

活上面對一些問題的時候，哪些名詞是可以幫助你去處理一些問題的時候，你就在那

裏抽一些內容出來，就好像那些藥櫃那樣，執什麼藥？它們有很多種藥，每種藥的性

質、特性分類得很清楚，當你配藥的時候，你是什麼病就配什麼藥，我們學名詞也是

這樣用，我們需要用，需要掌握的時候就在那裏取一些，我們學的時候自己就要盡量

用這樣的方式，電腦的 file（檔案）的方式，或者那些中藥的處理的方式，就是這樣

去運用，這樣你慢慢積聚得多的時候，你那個用途就越來越廣泛，你會用得多一些

的，你初時就覺得很難，初時不懂得怎樣分類，就會覺一個個名相，一個名相都未搞

妥就有另外一個名相出現，覺得很難，但是如果你用這種方式去看它，其實你就不用

太擔心，你識得多少就多少，你能用多少就用多少。但是你要明白，其實每一個名詞

對我們的生命影響很大，你知道一種道理，接著你生命的境界又開闊出來一些，開拓

了新的領域，你要用這些角度去看一些東西，這就是一個幫助來的。所以我們最要緊

是不要覺得學名詞是一種負擔，如果有負擔你就學不下去，你會覺得，這個名詞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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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很大的幫助，但是你也不要給壓力自己，我讀不懂，怎麼辦？或者很辛苦，怎麼

辦？

你就不要這樣，你要用一個放鬆的心情去學，就是總之你多一些時間去溫習，慢

慢熟習，聽多一些就熟習一些，我們都是這樣學習的，當初十二因緣都不記得，記不

住每一支，但是漸漸地讀久了就很清楚十二因緣是怎樣的，這是靠慢慢熏習，是嗎？

所以玄奘法師學習對法，「對法」也是非常多名詞的，與《瑜伽師地論》一樣差不

多，又是要有一個很有組織的演繹方法，他還有學《因明》、《因明》是佛教的辯

論、邏輯、甚至認識論方面的著作，這是訓練我們的思考方法，因為我們學習時有一

種思考方法去把握那些道理，是會有很大幫助的。

同時佛教的論典裏面，有很多時是論證一些東西的，論證的時候採用一些什麼方

法，我們能夠掌握，就能夠幫助我們讀通那些典籍，「《聲明》、」聲明論是印度的

所謂修辭學，或者語文學方面，語文很重要，譬如如果我們懂得梵文、藏文、如果中

文好，就能幫助我們讀經典，你基本語文好，很多意思你可以大概掌握，當然每一個

名詞它都有一個特定的意思，但是其他連貫上的意思你就可以容易一些去掌握，同

時，譬如你將來有機會去弘法的時候，你講解的時候，你運用語言的能力又會好一

些，譬如你講話會流暢一些，能運用多些詞匯去表達你的意思，這個也是聲明學的一

種力量。玄奘法師邏輯思維又可以，修辭學方面又可以，是嗎？

其實我們是需要很多這方面的配合才能夠掌握這些道理的。還有「《集量

論》」，《集量論》可以說是因明學的大成，是集大成的論著，但是裏面有很多講認

識論方面的內容，但是也有邏輯推理的方面，這些你要看到《因明》、《聲明》、

「《集量論》等論各二遍，」不是一遍，是「各二遍」那麼多，所以很多同學們有讀

《因明》，不是想著一次，一次就不會清楚掌握，也是要聽完再聽，就可以把握到，

玄奘法師是聽兩次的。「《中論》、《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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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觀學派，中觀學派不是唯識思想，但是玄奘法師也去學，這兩部論讀了「各

三遍」，即是他相當重視《中觀論》的，不會因為他學唯識就不理中觀講什麼，我們

有中觀的基礎去學唯識就比較好些的。除了大乘思想，另外就有「《俱舍論》、」世

親的《俱舍論》是小乘的阿毘達磨，「《婆沙》」即是《大毗婆沙論》，又有 200

卷那麼厲害的典籍，「《六足》、《阿毘曇》，」「六足」即是什麼？「阿毗達磨六

足論」是以《發智論》作為一個根本，另外輔助的解釋，又有六方面，也是阿毗達磨

的一些很重要的論典。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玄奘法師除了《瑜伽師地論》聽三遍之外，其他小乘、中觀

學派、唯識自己本身的理論，阿毗達磨、小乘阿毗達磨也可以說是全部精通的，各方

面的學問都齊備，「已曾於迦濕彌羅」，「迦濕彌羅」即是現在的喀什米爾的地方那

一帶，「諸國聽訖，」因為玄奘法師遊歷印度的時候，每經過一個地方，他都會學習

當地的學問，去請問當地那些有研究的人。所以《俱舍》、《婆沙》、《六足》這

些，之前在他遊歷諸國的時候已經聽過了。現在來到這裏，再來到那爛陀寺，他也是

只是與戒賢法師再「尋讀決疑而已。」「尋讀」即是再溫習，並且就有些地方他還未

清楚的，而去請教戒賢法師，這個全部是屬於我們叫做什麼？

這些是「內學」，即是佛典方面的知識，除了佛典之外，他亦「兼學婆羅門書、

印度梵書」。婆羅門教的其他外道的典籍，他都有讀，譬如《梵書》這些，是有關什

麼祭祀儀式，或者宗教神秘的方面的東西，他都有學習的。所以他是學貫中西，同時

當時在印度流行的各種學術思潮，他都是很用心去學習，這就是作為我們一個榜樣，

第一相信大家都很擔心，《瑜伽師地論》這麼大部，我們怎樣去讀完它呢？都是以玄

奘法師、戒賢法師他們作為我們學習的榜樣，我們盡量去學習，盡量去講解，我們學

也是學很少，但是我們千萬不要以為學少少就已經很滿足，學無厭就不斷可以有進

步，很快就覺得夠了，那你的進步是有限的。

由此一段，我們可以看到玄奘法師很博學，博學多聞，精通內外學的典籍，但是

22



在當中，你會看到他很重視《瑜伽師地論》。而法師他譯出了很多經典，譯出了七十

五部經，以卷數來計算就有一千幾百卷那麼多，簡單介紹過翻譯者就是玄奘法師。第

二個部分，你們的講義有個「二」的，前面的《瑜伽論》成立的「一」就沒有了，你

們自己加回去。第二個部分就是解題方面，即是《瑜伽師地論》，它這個名稱的意思

是何解呢？通常那些經典的題目多多少少是表示了它的內容的性質，所以我們很多時

講解經論的時候都需要有一個步驟，就是要講解經題或者論題，大致上雖然大家未讀

全部的文義，但是大概亦可以知道它是想講些什麼，這樣謂之解題。這本論叫做《瑜

伽師地論》，梵文的名稱是 Yog c rabh mi- straā ā ū śā 這個字，但是這個名稱是有兩個

講法的，一個是 yog caraā 這一個，另一個就是 yog caryaā 這個字，後面這就是瑜伽

師，前面那個是瑜伽行，yog caraā ，瑜伽行，yog caryaā 這個就是瑜伽師。所以中

文譯《瑜伽師地論》的時候，就似乎是採取了後面的那個意思，即《瑜伽師地論》那

個。

至於音譯，中文就只是將它的音譯出來，就叫做瑜伽阿闍那（阿闍梨），阿闍那

讀國語音比較接近一些，是不是阿闍那？其實 yog caraā 就是 yogā加 caraā 這個

字，連在一起的，所以「阿闍那」這個字其實就是 caraā 這個字。另外剎丹那（論的

梵音），這個如果是粵語音就很大距離，如果國語音，剎丹那，是這樣嗎？就接

近， straśā 就與這個國語音比較接近，這個「論」，瑜伽行，bh miū 是「地」的意

思，這樣叫做「瑜伽地」，應該是「瑜伽行地的論」，如果第一個是《瑜伽行地

論》，第二個就是《瑜伽師地論》，可以嗎？

分開兩個，如果不跟音來讀，意譯就是《瑜伽師地論》，這是玄奘法師這樣譯

的，這本論就是廣釋，廣釋即是詳細，通常「廣」的意思即是詳細地去解釋瑜伽師，

即是那些修行人，修行實踐的人，所依、所行的十七地。「所依」即是他依靠一些什

麼去實踐？他的實踐的內容是怎樣的？或者實踐的境界是怎樣的？就有十七地，十七

個階段，所以這部論的另一個名稱就叫做《十七地論》，而十七地裡面其中有一地很

重要，就叫做〈菩薩地〉，佔了很大篇幅，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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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這一部論基本就是大乘論來的，所以他都要發揚這個菩薩的精神，菩薩的實

踐。另外「瑜伽」這個字就是 yogā，yogā這個字就不用音（意）譯去翻，不用意譯

去翻就因為這個字有很多意義，玄奘法師就有一個翻譯理論就叫做五不翻，有五種情

況不翻，不翻那個意思就是如果那個字是含有很多種意思，他就不翻譯，譬如「般

若」這個字，就只是音，不譯為「智慧」，因為這種智慧不是我們普通的智慧，它還

有很多意思。「瑜伽」這個字也是一樣，因為有很多種含義，所以他不翻譯出來，就

只是照 yogā這個字，譯為「瑜伽」。

但是亦有個意思我們可以用中文去掌握，就大概是叫做「相應」，「相應」這個

字有一致、和合的意思，但是瑜伽早期，如果我們用一些比較具體的譬喻去掌握它，

它大概是一種好像「牛軛」的意思，牛軛就是那些農夫控制那頭牛，就有些工具套上

牛頭，然後控制牠的行動。瑜伽這個字很多時用「牛軛」去象徵，即是代表著我們怎

樣控制我們的心念，在控制之中，即調校、調控之中，令到我們的心與真實的境去相

應，如果不是，我們就會有很多妄想、妄念，不能夠對應那些真確的境。所以瑜伽那

個相應的意思，大概就有一種控制的意義，怎樣調控我們的內心，與那個境符合，相

符的意思，這樣就謂之叫做相應。當然相應有很多個層面的相應，除了與那個真實的

境相應之外，還有行為上的相應，與效果相應，與教理相應等等的內容。

既然是相應，就兩種東西要配合，自然就有一個什麼？有一致、和合，怎樣去配

合的意思。瑜伽簡單大概就是這樣講。《玄應音義》這本論也是一種詞典式，就是翻

譯，在佛典翻譯裡面很多名詞，它的音與意思是怎樣？我們可以透過這些詞典去查那

個意義。裏面也有解釋這個「瑜伽」是什麼意思的，瑜伽這個字是「此亦云相應」，

如果是中文亦都可以譯為「相應」的意思，是什麼「相應」？是一切乘，「一切乘」

就是講三乘或者五乘，五乘的眾生，「境、行、果」等等的所有諸法。

「境」就是我們所了解的對象，這個對象一般是指我們所應該知道的道理，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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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之後，它就會指引我們的行為，這些行為與道理就相應了，如果你是符合道理的

一個行為，就會引生一個好的結果，所以「行」與「果」又相應，「境、行、果」等

等的法都會有互相關連的，互相有一個一致的配合，這種就是叫做「相應」了。其中

的「境」就是講我們的一切所緣境，一切所知的對象。當你一講境的時候，一定會有

心與它對應，所以當講境時，其實另外含有一個意思就是心與境怎樣配合、呼應，這

個就叫做境的相應，這就包括了我們怎樣理解這些道理，這就是境，譬如你讀《瑜伽

師地論》，《瑜伽師地論》裡面的道理就是我們要知的境來的。

「行」就「謂一切行」，種種的實踐，包括我們學習的過程，此「行」就要與

「理」相應，理就是教理、真理等等配合，所以又有「行」的相應。行為如果你有一

個正行，正確的行為一定有正知去指導我們，正知在那裏來？又是道理、教理方面，

指導我們應該做些什麼？不應該做些什麼。由正知而能夠有正行，行為是正確的，好

的我們有好的結果，有效的結果，有效用的結果，這個就是那個所謂「果」了。

「境、行、果」就是講這些，正知、正行與結果。

至於在佛教的修行實踐，最後的果就是講三乘的聖果，大、小三乘，就是菩薩

乘、聲聞乘、獨覺乘，三乘的聖人所得的功德，所得的果。「此果位」，由於「果」

是在高的階段去顯現，顯現的時候就有種種的功德，這種功德就是他們的成就，那些

聖者，他們實踐修行之後，所得到的聖果，這些聖果顯現種種善的功德，好的功德就

要互相符順，符順就是與他的理解是相關的，即是說有正確的理解、正確的修行然後

得到什麼？好的結果。這種我們就叫做「果的相應」。

所以「境、行、果」相應就是互相配合的，就有一個一致的意思，和合一致的意

思，因為我們某一種成就，譬如將來得到聖果的成就，是要透過緣起而得的，眾緣和

合的，你不能只是單修行，你要明白道理去修行，即是有這個基礎，然後才得到這個

相關的、好的、相關的結果，盲修瞎練會不會得到勝果？這個果應該就會有偏差的，

所以我們要了解，譬如講瑜伽，主要是講「境、行、果」怎樣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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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最勝子有個《瑜伽師地論釋》，裏面有講，「謂一切乘境行果等所有諸法，

皆名瑜伽。」與《玄應音義》一樣，《玄應音義》的資料就是在《釋論》那裡找出來

的，「一切並有方便善巧相應義故。」「一切」就是講「境、行、果」等等，或者是

三乘各方面都有它的方便，「方便」即是努力實踐的方法，「善巧」是與他對應的，

與他相關的，這些人，這些性格傾向，或者這種品質的人，用這些方法就比較合適

他，這些就叫做「方便善巧」了。即是說，不同的人我們要有不同的方式去教導他、

輔助他。

這樣又要會相應，即配合他的傾向，心性的傾向，他的喜好，如果你用的那套方

法不適合他，他也不喜歡，你就輔助不了他。所以就有什麼？方便善巧，這些方面即

是在教導方面又要有相應，即是教的人與學的人大家要互相配合，所以總義就是以

「瑜伽師地」為名，「瑜伽師地」就是一個相應，教授等等的意思，《瑜伽師地論

釋》亦講有四種瑜伽，四種相應的方面，就是「境瑜伽」、「行瑜伽」、「果瑜伽」

與「教瑜伽」，「境、行、果、教」四方面，在境方面就是講一切所對的境，就是我

們所知的內容。

其實是講我們應該知的東西，在知時候，我們要達到一種「無顛倒性」，即是正

確地理解，「不相違性」，不與他的講法有違背的，「能隨順性」，不相違，你學習

以後，你會隨順了一種結果，會帶引你去了一種結果，趣什麼？「趣究竟性」，即是

一種圓滿的境地，所以「與正理、教、行、果相應，故名（境）瑜伽。」所以「境瑜

伽」其實範圍很闊的，應該是包括了「教、理、行、果」幾方面，都叫做「境瑜

伽」。

因為它們都是我們所知、所應該知的內容，所知的境。但是將「教、理、行、

果」全部總括在「境瑜伽」來講的時候就太過空泛、廣泛，所以就再分出來，各別再

分出來的時候就有「行瑜伽」了，「謂一切行」，即一切實踐努力的方法，「更相順

故」，「相順」即是同一些東西相符的，這就是要與佛教的因果規律要相符了，你這

樣做應該會達到這樣的效果，這樣就謂之「相順」，「稱正理故」，符合正理，「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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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教故」，他是跟隨著這個正教去學習、去努力，然後就「趣正果故」，即是你這樣

實踐，到最後你會得到好的結果，這樣謂之叫做「行瑜伽」。其實它一樣是與境相

應，與果相應？是嗎？「果瑜伽」，「謂一切果，更相順故、合正理故、順正教故、

稱正因故，」即是「果」與「因」相應，「因」是什麼？就是「境」、「行」那些種

種的學習，現在就得到結果了，就謂之「果瑜伽」。所以就「果瑜伽」本身來看，仍

然會怎樣？與境相應、與行相應、與教相應，最後的教相應就是一切三乘的聖教，聖

教包括很多東西，佛陀的教法，是概括三乘的各方面，也是「稱正理故、順正行故、

引正果」，那些就叫做「教瑜伽」。其實即是「教、理、行、果」四方面都是互相相

應的。

至於「師」這個名詞，梵文叫做阿闍羅，即是 c ryaā ā 這個字，漢音有時叫做阿

闍梨，阿闍梨即是對應這個梵音，阿闍梨，或者是阿闍利耶，利耶即是 rya這個字。

如果將比較細的音譯出來，就是阿闍利耶，簡單就是阿闍梨，「阿闍梨」即是上師、

教授師的意思。譯名詞的意義就叫做「軌範師」，即是指導你，軌範一般是指行為方

面，尤其是戒律方面，應該怎樣做的，「正行」、你的實踐項目方面，還有教授，教

授道理給你了解，其實即是教授師，或者叫做「軌範師」，而作為老師就應該是「教

誡學徒」，教一些他應該知道的東西，你要告訴他如何去正確地理解。「誡」通常是

從反面方面看，即是你不應該做的東西，他要告訴你不應該做。所以「教」是一個正

面的意思，你應知的，他會講授給你知道；「誡」就是你不應該做的，不應該學的那

些，他會告訴你，教誡你。所以是兩方面的，教人以道的人，那些就叫做「師」。老

師或者叫做瑜伽師。另外一個意思就是講觀行的人，即是實踐瑜伽的人，修止觀的人

就叫做「瑜伽師」。

我們已經講了什麼叫做「瑜伽相應」，「師」就是老師。綜合瑜伽師兩個名詞，

它大概是有兩個意思的，第一就是「三乘（的）行者」，無論你是修小乘或者大乘，

由聞、思、修等等，「次第習行」，跟住步驟一路學，「如是瑜伽」，「瑜伽」就是

境、行、果，「隨分滿足」，這個「分」是指類，你是哪一類人，哪一種人，你會隨

住你這一類得到滿足，譬如你是小乘人，就跟隨你小乘的心性，你就得到你想達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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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如果你是大乘的人，也是「隨分」而得到你的滿足，「展轉調化諸有情故」，

大、小乘的聖者，他們學完之後很多都是想再貢獻出來的，只不過是小乘的聖者他是

有限度地去度眾生，大乘的聖者就無限地去救度眾生，他們都會將他們所學的「展轉

調化」，即教導其他眾生。這些人我們都是總稱叫他們做「瑜伽師」，即是「三乘行

者」。

總之，你是聞、思、修的學者，你都可以叫做「瑜伽師」，這是一個普遍一些

的，一般性一些的意思，但是如果再有圓滿一些意義的瑜伽師，就要如來才叫做「瑜

伽師」了，這個就是最高標準的意義了。因為「證瑜伽圓滿」，「境、行、果、教」

全部圓滿，「隨其所應」，隨著眾生的需要或者他的品性，「持此瑜伽，調化一切聖

弟子等，」「聖弟子」有大、小乘的弟子，「令其次第修正行故」，令他逐步地得到

真確的實踐，這樣，這個人就叫做「瑜伽師」。

瑜伽師最高的體現就是如來，但是如果一般我們在聞、思、修已經開始學習，開

始可以教導人的時候，又叫做「瑜伽師」，你識得止觀的，可以修止觀的，你又可以

叫做「瑜伽師」。可以嗎？所以有廣義的與狹義的瑜伽師的意思。兩種意義之中前

義，即是第一種「三乘行者」的瑜伽師，「（通）名為瑜伽師」。但是後面那個，即

第二個意義，就只有如來才叫做「瑜伽師」了，《瑜伽師地論》的「瑜伽師」這個名

詞我們就大概解釋了，至於「地」與「論」的意思我們就下一課繼續講解，我們今課

先講到這裏。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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