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大家在百忙之中，夜晚都抽空來聽這個講座。這個講座呢，我的計劃是這樣

的，第一種我要講這個內容，這個課程的內容是三部份的。第一部份就是介紹《十二

門論》，整本論的這個宗趣，這個結構與內容，一般的梗概，內容的大概情況。那麼

第二部分呢，就是在《十二門論》裏面，《十二門論》呢，一共是十二門的，一門即

是一品，「十二門」即是十二品。

這樣就選取其中的兩品精講，那麼其餘十品呢，就不用我講的，因為大家用你的

智慧與你的既有學養，就可能了解到這個意義了。那麼萬一，你說理解上有困難的時

候呢，我就寫了這本書，這本書叫做《十二門論析義》，這個「析」字，就是「分

析」的「析」字，造個「斤」字（與）造個「片」字，一樣的，這個用棣書的寫法。

這裏頭是將《十二門論》，每一門都應該是比較清晰的那樣做了分析，把這個含義，

透過含義去分析，不只分析，它還每一門後面，每一節每一節呢，我是將它譯了做語

體文，這即是裏面既有分析，又將原文，文言的原文，即鳩摩羅什法師的原文譯了做

語體了。

那麼基於這兩個原因呢，就不需要我全講，亦不想麻煩大家由頭聽到尾，聽「十

二門」。這樣，如果我只是講三個內容呢，即是說選取其中的第一品，我們叫做〈觀

因緣門〉這品，與第十品叫做〈觀作者門〉，加上我的「題解」那部分，這三部分，

完成之後的時候呢，我很有信心大家可以看得懂這本書。這樣，至於你不想買我這本

書呢，不想買也可以的，只看我的講義吧，我的講義又有三部分。不過，如果你初初

不買都好的，因為這個原因呢，就可能是你對這門學問沒興趣，那麼沒興趣就不需要

花一百一十元買本這樣的書了。

但是，如果你聽過兩、三回之後呢，兩、三會之後呢，就覺得我可以聽下去的，

這個時候呢，我就奉勸這些朋友，他都是買一本好些，因為既然你對這本《十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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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是有興趣的話，你聽了兩門是不夠味道的，這樣不夠味道的時候，你要自己看完

其餘那「十門」的時候，得花一百一十元去買。

你說：「這本書是你作的，你自己推銷！」這樣，我可以講給你聽，這本書雖是

我作的，但是我一毛錢都沒有放進袋的，即是你買書的錢呢，我不會放一毛錢進我袋

裏，我是免費的提供給法相學會與志蓮圖書館印這本書的，我是沒有受過一分一文錢

的。其他書呢，在台灣的書呢，我是有稿費，但在香港印這些書，就是這套書，香港

我有些書有稿費，有些書沒有，這套書我是沒有稿費的，即是說你買與不買了，同我

一樣，即我是一樣的。不過呢，我剛剛講過了，為你自己好處的時候，經過兩、三會

之後，如果你對這種學問是可以繼續探索落去的時候，這樣我想都值得你花一百一十

元買這本書了。我要講的地方就這麼多了。

這樣，今日就開始講第一節了，就是你手上的講義，講義呢，這就是第一講作

者，作者是我寫下去而已，其實不用我講的，因為大家聽《十二門論》之前聽過《中

論》的，麥先生講的《中論》，有哪幾位是聽過麥先生的《中論》的？是麥國豪先

生，有沒有人聽過？請您舉手，這都很少人啊，我的計劃是不講這位作者的，只得兩

三位朋友聽過，那就是說我們全部是新人來的，新人的時候呢，這位作者豈不是我要

講多一點。

這位作者叫龍樹，即《十二門論》的作者叫做龍樹，龍樹在梵文裏叫做

N g rjunaā ā 。N g rā ā 即「N－ā－g－ā－ r」，這個字呢，就代表龍，N g rā ā 是

龍，N g rā ā 就是龍了。 rjunaā 即「ā－r－j－u－n－a」，這個「 rā 」兩字，這個

「a」字是兩頭用的，即是N gā ā「N－ā－g－ā」，這個N g rā ā 是龍，但「ā－r－j－

u－n－a」， rjunaā 是梵文的樹的解釋。這樣本來沒一條橫線在前面的，本來大家都

沒有的，就是說「N gā ā」是沒有的，「 rjunaā 」都沒有的，那麼N g rjunaā ā 這兩個

字合起來就應該「N－ā－g－ā」又「ā－r－j－u－n－a」，應該兩個 double「a」

了，這兩個「a」字，這個「a」字讀「啊」音，即 double「ā」了，既然間是將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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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ā」字重複了兩次，因此我們寫的時候就寫一個「ā」了，本來兩個「ā」的，

「N gā ā」一個，「 rjunaā 」一個，但是呢，顯示它是一個長讀，就是說將這個「ā

啊」音是讀 long「ā啊」，有這個長音讀了，N g rjunaā ā 將個「ā啊」（音）拉長

了，這樣顯示它是長讀法呢，這樣「ā」字上面有一劃，「ā」字上面有一劃，是不是

有一劃啊？

這樣，凡是梵文（字母 a）上有一劃呢，是代表長(音）「ā」，沒有一劃就讀短

（音）「a」，因為這些音有些長有些短的，這樣就變了 N g rjunaā ā 。（龍樹菩薩）

大概是公元 150年至 250年的人來的，這個 N g rjunaā ā 就在印度的南方出世的，他

的袓籍呢，是印度的最有學問的人。最有學問是四種種姓裏面的，叫做婆羅門種姓。

最有學問！就好像在歐洲都是，歐洲在黑暗的時代裏面，直至到現在文明時代，把握

教育的牛耳呢，就是教會。

香港都是的，香港我們佛教起步太遲，人家百年前的基督教，百年前的天主教，

一早就辦教育，所以香港的名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都是基督教與天主教，因為它辦

學啊！它辦學啊！而且辦了百年。那麼佛教是近三四十年才辦學的，這樣以這三四十

年的辦學的這個功績，與人家百年以上的功績，這就相差太遠了。這所以，我們佛教

就沒有名校，最老的名校就是在跑馬地，是不是跑馬地啊？在政府大球場掃桿埔的黃

鳳翎中學就最老資格，但是黃鳳翎中學拿不到最好學生啊，就是你現在與港九的華仁

（書院），港九華仁（書院）是天主教的，與這個聖保祿男女校的基督教比，是無得

比的，即人家拿一級的學生，你拿三級的學生。

這樣都好，現在三級的學生，李國寶說給多些錢它，是培訓些好的師資，與增加

好的設備，減少那些堂數，那些教師與學生的比例呢，增加到一間學校十班就十五個

教師，那些名校就十四個，這是我亂講而已，未必是真的啊！你自己查一查，你一查

就夠了。那個精神就是這樣，即你教的那些學生是級數低的，就給多些教師教，為甚

麼啊？難教啊！如果是名校教的，我想，老師亂 一番，那些學生都拿「噏 A」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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吧？在那些教第三級的學生，教師用雙倍的精力去教都拿不到「A」的，因為那個質

素是低了，因為他們升中時已經低的了。

在這麼短的時間要培養一個很標青、很出色的人才呢，不是不行，十個當中都可

有一個，但你說十個，十個都這樣就很難了。因此，在印度的時候也一樣，那個執教

育牛耳的就是婆羅門，就是婆羅門，這即是很有學問的。就是說他的家族是婆羅門，

他的出身是婆羅門，而且何況這個人是聰明絕頂，是過目不忘。所以呢，幾歲啊，幾

歲而已，三、四歲而已，他聽到 人背《四吠陀》之後，他都可以背得出，他只聽人别

唸，只不過講《四吠陀》，因為婆羅門教以《四吠陀》做他們的經典的，是吧？所以

如果尊崇《吠陀》，那個學派就是屬於學婆羅門的那類學派了。

就不止一個，婆羅門裏面都有很多的，譬如我們讀「因明」的時候，聲論師啊，

都是婆羅門的，還有吠檀多啊，這些固然是吠陀了，即是婆羅門教了。這樣，他在很

小的時候已經很聰明了，是能夠過目成誦的這種人。之外呢，他因為聰明絕頂啊，除

了研究《吠陀》經典之外，他還是能夠學些古靈精怪的幻術的，這樣就根據這個龍樹

菩薩的傳，在中文有這個傳的，在中文譯本裏面有這本《龍樹（菩薩）傳》的。

這樣，《龍樹（菩薩）傳》裏記錄他學了甚麼叫做魔術呢，那不是魔術啊！幻術

呢，就是一種隱身術，可以出入任何宮禁，出入都沒有人看到他的，不只他學到，與

他的朋友都學到。這樣於是就糟了，因為懂得這些古靈精怪的東西，行為上就產生偏

差了，這樣就根據在《龍樹菩薩傳》裏記載了在他年青的時候，與三個豬朋狗友就偷

偷地入了宮禁，就污辱了宮女，這樣宮女就懷孕，被皇帝知道了，不得了！於是大臣

獻計：「得了！我們捉住他！」那麼，怎樣捉呢？因為隱身術不知道哪裏來，哪裏去

的，來去無蹤的，來無蹤去無影的。這樣於是那些大臣獻計說：「他都不會飛天的，

都是踏足進來，踏足就地上有腳印，就捉到他了。」這樣於是灑了泥土在地上，埋伏

了那些軍隊，刀斧手，等這四個人進來的時候，地上就一個個腳印留下了，這樣呢，

埋伏了的那些刀斧手就一刀一斧地將他們斬成肉醬。那麼，龍樹豈不是死了？龍樹死

不了的，他這個人真叻（厲害）啊！他說想辦法！他要斬我的時候，我要怎樣呢？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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躲在皇帝身邊。

因為斬的時候，皇帝身邊的時候，那些人不敢斬，斬錯了不行啊！這樣就離開了

皇帝一兩尺，他的呼吸，皇帝就感覺不到，但是那些人最多斬三四尺遠而已，皇帝坐

這兒的時候，這些人這邊斬、這邊斬、這邊斬，他沒理由去隔壁那處斬啊！離開一尺

遠啊！那為甚麼不近一點啊？近一點不行啊！因為這呼吸！皇帝感覺到你啊，感覺到

呼吸，這個就是，這樣不行啊！這樣結果呢，他就死了三個朋友，這樣他就幸免於

難，就沒有死到。

這就是說，他都不是好人啊，年輕的時候不是好人啊！不過，不是好人的時候，

他就有感悟，他感受到過去所做的行為是錯的，這於是呢，就改過自新，皈依佛教。

皈依佛教的初時呢，就皈依小乘佛教的，這因為所有的大德在印度的大乘佛教的時

候，都不是由大乘入的，都是由小乘入的，這樣他亦都是由小乘入，但因為太聰明

了，沒多久就全部讀完了所有小乘經典，就覺得不足夠。這樣於是，他本來在南邊

的，我講過他是南印度人來的，寫著南印度人，南印度人。

於是（往）北方去拜師學藝了，就找那些大乘佛教，這樣在雪山那處，即是喜馬

拉雅山腳，就找到一些講大乘佛教的。這樣顯示了大乘佛教在當時北方先流行，慢慢

才流行南方，南方都是南傳的佛教。所以現在印度南方那些佛教用甚麼寫成的？巴利

文寫成的。巴利文是大乘還是小乘的？小乘的。小乘佛教。所以他要找大乘佛教呢，

於是就向北找，這樣在雪山找到一個老僧，就教他大乘，但教他大乘三、兩個月就已

經學完了，學完了就沒得學了。

沒得學呢，這個人就想作反了，他覺得，大乘佛教不外如是，小乘佛教也不外如

是，不如我創（造）一個宗教！這樣於是呢，他自己想創造一個新宗教，於是制定那

些戒律，又呢，制定那些袈裟，因為出家人有三種衣服的，這樣就制定一些他認為最

恰當的袈裟，這就打算創造一個新的宗教。新的宗教，就是將那個僧團，要破壞那個

5



僧團，要破壞僧團呢，破和合僧呢，其實就是五種忤逆之罪，根據佛教呢，破和合僧

會下地獄的，那個無間地獄，他如果是這樣破和合僧，他就會有無間地獄的罪。

這樣聞說當時在龍宮，即是海底，有些對大乘佛法很精通的一些這樣的學者，即

是出家人來的，悲憫他，於是就請他到龍宮，到海底教他大乘佛法，這就全通（曉）

了大乘佛法，還給很多經典他帶回陸上，於是他就覺得，啊！原來大乘佛教是很高深

的，不是我想像得那麼簡單的！於是就開始在南邊宏揚大乘佛法了。那麼，這個人就

很得意了，最先是外道來的，然後學小乘，向北邊學大乘，海底學大乘，又想作反，

這然後受到人感化，於是就宏揚佛法。但弘揚佛法會很容易嗎？很難的，這原因呢，

因為大多數人都不是信佛教的，在南邊，因為他回去南邊了，南邊的人不是信佛教

的，即大多數都不是信佛教的，即使信的也不是講大乘。

這所以你說要宏揚佛法呢，這就要兩條途徑：一是自己單打獨鬥的宏揚；第二種

就是利用皇權的力量去宏揚佛法。這樣在中國都是啊！中國佛法的宏揚呢，有些依附

權貴的，有些不依附的，大家知道在中國哪些學派（弘揚佛法）不用依附權貴啊？佛

教，禪宗就不依附權貴。其餘任何宗派都依附權貴，包括三論宗，譯三論宗的，在中

國譯三論宗哪個是誰譯出來啊？誰譯的？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就是皇帝派人去請他來的，在長安譯出來的，皇帝給很多錢，給了很多

專家，很多學者，組成一個翻譯的組織，這個翻譯的組織呢，是國家給錢的，這個就

代表般若中觀學派的。除了般若中觀學派，其他那些小乘的《阿毘曇》，包括呢，淨

土的《彌陀經》，通通是鳩摩羅什譯出來的，所以是政府培養的。另外呢，唯識，唯

識是誰譯那些經典為主啊？前者有真諦法師，後者有玄奘法師。玄奘（法師譯經書）

是唐太宗與唐太宗的兒子唐高宗給錢譯的，在譯場內（有）很多專家，這個譯場即是

翻譯的團體，在一個地方有很多人才在翻譯，這些人才都是很專門的，很多是貴族來

的，窺基是貴族，窺基是尉遲恭的家族的，尉遲恭是誰啊？開國元勳來的，秦叔寶、

尉遲恭是很大，第一把開國功臣來的，這樣他的子侄，這就很威（風）啊！這就是說

舊時出家很難的，原來，要皇帝批准你出家，而且呢，那些貴族出家，這樣所以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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窺基叫做三車和尚。

三車和尚不知是真的還是假的？這樣一車就是經書，一車就是酒肉，一車美女。

我想出家沒這麼厲害吧！真是我都不相信啊！但是人家叫他做三車和尚，這麼特別

的！真是！這不守戒啊！我懷疑呢，盡信書不如無書了，我想那些人詆毀了，真是他

太厲害了！鳩摩羅什譯經、講經與著經，是他認第二都沒有人敢認第一，可能那些其

他學派的人去扺毀他，但姑且他是否詆毀，我不理它，但他們是皇家給錢栽培他們宏

揚佛法啊！這麼宏揚啊！

所以呢，道家亦都希望皇帝給錢栽培那些人才與給機會它宏揚，使得鬥爭了，所

以在中國的幾次鬥爭，道教與佛教的鬥爭，鬥爭的時候佛教就輸了，你講慈悲啊！你

要不要輸啊？你肯定輸！這就被那些道教殺得片甲不留，燒掉那些經典，趕你去還

俗，放火將那些寺院全部摧毀了，所以佛教一與別人鬥爭就一定失敗！（為甚麼？）

你的心軟啊！你要慈悲！要對人好！人家對你不好啊！不但在中國，在印度也一樣失

敗，所以印度整個佛教消滅了，為甚麼？那些回教徒，你一就信回教，一就斬頭出

來，這樣那些人大量的去了西藏，在第十一世紀與第十二世紀，那些專家通通都去了

西藏，這所以西藏很多人才，佛教的人才。

這就不來中國，因為太遠了，因為喜馬拉雅山的另一邊就是甚麼啊？就是西藏，

這樣就去了西藏。因此呢，歷史反映出呢，你要一個宗教能夠發揚光大，有時候需要

籍著政治勢力的幫助。因此，龍樹菩薩要宏揚佛法，亦都希望能夠得到國家栽培，這

樣他就很忍辱負重，他就當兵，當御林軍，做皇帝的御林軍，這樣他有沒有殺人就不

得而知了。他去做御林軍，做了七年了，皇帝都不(認）識他，有一日，皇帝見到他

說：「啊，你很面熟啊！在哪見過呢？」這樣跟龍樹說。這樣龍樹說：「是啊，我給

你當御林軍，執干戈維和前宮，保護著您，七年都不識我！」皇帝就說：「啊，你這

樣難得啊！七年都保護我，這樣你有甚麼好處啊？你是甚麼人啊？這麼厲害！」他

說，「我是一切智人！」「一切，就是無所不懂了，是吧？」那個龍樹說：「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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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無所不懂！」「這麼沙塵（厲害），天上有甚麼事發生啊？你告訴我！」他說：

「我告訴你聽，可以啊！天上呢，是那些天人與阿修羅在打仗。」這樣他說：「你亂

車大炮（說謊）吧？又沒有憑證的，又沒有憑證的，你說打仗，你說甚麼都可以

啊！」他說：「不是啊，我是有憑證啊！不用多久，你就發現天上有憑證。」

這樣講了不多久，天上那些干戈就霹靂啪喇地掉下來了，那些手足啊，耳朵啊，

又全掉下來，這是不是神話就不得而知。那個皇帝就（說）：「是啊！果然是有憑證

的，有證據的，上面打仗啊！」（龍樹說：）「所以呢，你應該信佛教了。」於是皇

帝就信了佛教，當時上萬人，這個皇帝一聲號令，「我信佛教了！」所有大臣上萬

人，上萬個人全信了佛教。有段這樣的故事。又說這個人呢，我們現在說（他是）公

元 150年至 250年的人，（一般人）就是一百歲死了。

這樣根據西藏的資料，西藏的佛教史的資料，就是多氏佛教史，多羅那他佛教史

與其他佛教史都記載，幾個記載，有些說他八百歲，有些說他七百歲，有些說他六百

歲。六百歲！即是說西藏有很多「車大炮」的東西了，如果我們不用「車大炮」的名

稱，真是很誇張了！很多神話的東西，我們就不相信他是六百歲了。如果他真是六百

歲的時候呢，應該呢，玄奘法師死了，他都未死的，因為他公元 150年出世，就算

他六百歲，都要到了公元 750年，公元 750年是甚麼時代啊？是唐代武則天的時

候，是吧？就是與甚麼同時啊？與《六祖壇經》，與六祖同時，怎會是啊？

玄奘法師在第七世紀，六（百）幾年去的，公元六二幾（年），六三幾（年）去

印度的，那段時間已經死了很久了。但如果他是六百歲的時候呢，應該玄奘法師碰到

龍樹才對啊，碰不到啊！龍樹死了很久啊！這樣，而且玄奘法師寫了本書叫《大唐西

域記》都講及到龍樹菩薩的事蹟，即是死了啊！有事蹟、有廟了。這即是西藏說他有

六百歲是誇張的講法，所以西藏的東西，你不要相信它十足了，你相信兩、三成好

了，很多東西都是假的，不真實的，不真實的！除了這些經有梵本對西藏本一樣，那

些是可信，至於人物，他是甚麼時代，甚麼時代的人多數都不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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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作者都不正確啊，就是說某某人是作者，譬如說彌勒菩薩造的那本論，或者

說龍樹菩薩造的，或者說提婆菩薩造的，都假的。都不可能！有很多提婆菩薩所造的

論典呢，在西藏是密宗來的，提婆在世都沒有密宗，為甚麼會造些密宗的聖典在西藏

呢？這顯然西藏因為相信密宗的時候，任何東西都說是密宗了，任何東西都說，這個

是龍樹造的，是提婆造的，這個是彌勒造的，找最厲害的人造的，它就不會說是找我

造的，因為你又不知是何許人也，不寫你的名，要找最厲害的人的名。

中國人都是啊！是吧！都是找那個孔子造《十翼》，孔子將《易經》注那個《乾

文言》、《坤文言》，這樣現在有研究啊，多數不是孔子的，《乾文言》、《坤文

言》未必是孔子造的。一樣啊！世界上都一樣！很多偽的東西，偽的東西，它未必表

示沒有價值啊，是那些人硬是把作者埋沒了，找個出名的人，說這個是作者，這樣解

釋而已，不是說他沒價值啊！所以那些人聽見「這本書是偽的啊！」「嘩！怎搞的，

經都偽啊！」

它不是這樣的意思啊！那意思講的這個作者未必是經文的那個作者，可能是另外

一個作者，但不出這個名，出另一個名，一個出名的人，因為出名的人，他(能）流

通啊！你找一個鼠輩的（人）名，沒人讀的，給他都不要那本書，扔掉的，所以那些

免費書呢，印了都沒用啊！它是墊瓦煲的，煮飯煮完了放上去，這本書因為他不用錢

買，不珍惜它！所以我們出書不會免費送給人的。我有一次去 Edmonton 演講，都

不是一次，演講直落講，晚晚講，講了六、七堂，這樣他們說：「有沒有書送啊？」

我說，「沒書送。」我說，「買吧，你們買這些書吧！」他們說：「我們不買書的，

個個都送的，沒人買佛典的，所有佛典都送的！」這樣講啊！

這就是說他們先入為主，以為佛典就只是送的，以為送的。那個人啊，他不做

工，只花全部精神去寫佛典，他都要吃飯的，去印的時候，要給錢印的，那個出版商

不肯免費為他印的，這樣哪來這麼多的免費書呢？這些免費書呢，就是希望為了這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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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回向某某人做壽，這些（只）印舊時的書，他不會找人寫本新書，因為寫本新書，

他要不做事才寫得到啊！他不返工寫的啊！他沒有糧餉出的啊！是吧！

這樣他就一定找不到一個新的作品，他一定找舊的作品，以前藏經有的或者某個

不用給版稅的，是吧？那些沒版權的，這就免費印了這些。這樣，那些人得到這本

經，本來有些很好的經，很好的論，因為他不用錢買，用來墊沙煲甖撐，印了等於沒

印，印了都不看的經（書）啊，就是這樣了。這樣所以一定要找個名人寫的，說這本

書是他造的，即使那個作者都說，「我不要自己的名！」因為他真的為佛教的弘揚而

發心的啊！即使造了一本論，有時都不用自己的名，用一個另外出名的人名，就是這

樣，他的動機是好的。

於是呢，龍樹菩薩得到皇帝的信任了，這樣用國家的力量去弘揚佛法，於是大乘

佛法開始勢力膨脹。另外這個人辯論很厲害的，你看一下《中論》、《十二門論》都

是辯論的，用中國舊時的說話是戰無不勝的這個人，用毛澤東的說話就是戰無不勝，

所有人與他辯論都是輸清光的，那些人懷恨在心，所以呢，在《龍樹菩薩傳》裏面與

玄奘法師的《大唐西域記》，與西藏的佛教史，記載他的死呢，是很多種不同的記載

法，但歸納一句都可以講「不得善終」的。其中一、兩個故事是這樣的，其中有個故

事呢，他就是年紀老了，這樣個個都想咒他死，是包括那些小乘的人，大乘的人，外

道的人。

有一次，他問那些外道與小乘的人：「你想不想我死呢？」這些外道就說：「我

肯定想啊！」這樣於是他說：「好吧，你想我死，我就結束自己的生命吧。」於是他

自己自殺死了。有一段這樣的。另一段記載呢，就說他很善於保養身體的，年紀幾百

歲都好像後生仔一樣健步如飛，於是就帶挈皇帝都永垂不朽，皇帝都死不了，因為它

有長生不老之術。這個人有很多法術的啊！我剛剛說過了，因為他隱身術都懂了，長

生不老術肯定懂了，於是皇帝都幾百歲。這樣皇帝幾百歲，但皇帝的兒子不是幾百歲

啊，於是皇帝的兒子一個個的死了，孫也死了，很多代都死了。這樣死了。皇帝因為

他年輕，又生了新的兒子，生了個孻仔（么子），這個皇帝幾百歲了，這個孻仔（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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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都六、七十歲了，這孻仔（么子）就要死了，就對他的媽媽講，這個媽媽是年輕

的皇后，他說：「我老子都不知幾時繼位給我，我想都沒甚麼指望了。」他的媽就

說：「不怕，我教你吧，你去找龍樹菩薩，因為你阿爸之不死呢，是全靠龍樹教他

的，如果龍樹死了，這樣你爸就讓位給你，你一定很快就繼位了。」

於是那個太子呢，都不年輕了，都差不多要死了，於是就去見龍樹，就請求龍樹

幫他，這樣龍樹又遂他的願，又自殺死了，自殺死了呢，皇帝就很痛心，跟著死了，

於是皇帝的（孻）仔就做皇帝了。有一段這樣的事情。這樣又有些記載呢，這一個人

死不去的，譬如說你要殺我，你殺吧！給個頭你殺，那刀斬頭下來了，那個頭就身首

異處，但是呢，扔了頭很遠的時候呢，一會兒呢，這個頭又與身合起來，又翻生了，

這麼得意的！

這就無論如何呢，全部他的記載都是不得善終的，這情況就是這樣。這樣他之所

以不得善終也者，就是可能樹敵太多，因為他太厲害，太厲害就個個都想他死了。不

只他！他的學生也是一樣，他的學生是提婆菩薩，寫了本書叫做《十二門論》，不

是！對不起，寫了本書叫做《百論》，再寫了本書叫《廣百論》，都很出名的，很出

名的著作來的，都要被賊人在肚處拮了一刀，五臟全流出來死了。因為他們太厲害

了，因為辯論太厲害了，這樣那些人說，「你用口去破我老師的道理，就不如用我的

刀破你的肚了。」這樣。

這於是呢，這個龍樹菩薩就是這樣結束生命。那就是這個是一個很神奇的人，來

的時候神奇，去的時候神奇。就是這樣的。這樣作品都神奇，作品是講「空」的，他

講「空」是深入講「空」。好了，我們看了，他講「空」的時候呢，就建立一個學

派，叫做中觀學派。所以他寫了兩本很出名的書，一本叫做《中論》，第二本是現在

我們要講的這本《十二門論》。不過在香港與中國呢，講《十二門論》很少的，多數

都講《中論》，就是沒有甚麼人講《十二門論》。這樣，注釋《十二門論》呢，我想

除了太虛法師之後呢，這本書是唯一的作品，太虛（法師）有的，我（這）本書都

有，但是我（這）本書有的，太虛（法師）沒有。因為，譬如舉例，太虛（法師）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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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將吉藏的《十二門論疏》抽起寫出來，他不能夠將每首頌、每個論證，將那個論式

完全列出來。

那麼，我這本書就能夠做到這樣，我是很詳細的每一段每一段，一節一節的那個

論證是很詳細的羅列出來，是太虛（法師）之所以不能做的。與以前的人都（一

樣），以前的人，譬如好像賢首法師都寫過了。這樣近代就沒有人做了，因為唐代，

這或者我講下去才講。唐代就有注疏，最出名的注疏就是賢首法師、法藏法師。直到

近代（是）太虛法師，太虛法師之後就到我這本書，就是《十二門論》比較少人去講

與沒有人做注釋的。但是，《心經》啊，《金剛經》啊，那些就很多人做注釋了，唯

識都很多人講了。這樣所以我在序文裏講，我又會感嘆、慨嘆，慨嘆甚麼呢？

「三論」（宗）是一個很偉大的宗派來的，但是沒甚麼人研究「三論」，唯識反

為多人研究。不過相反呢，在西方社會裏面呢，很多人研究「三論」，即是講《百

論》，《十二門論》就有人研究，但沒甚麼著作，英文都沒甚麼著作，而《中論》很

多人注（釋），很多著作。但中國呢，《中論》都很少人去講與沒甚麼注疏。如果最

詳細的注疏，我想亦都是我那本《中論析義》，即是我就將整個「三論」全寫了，因

為早十年我就移民了去加拿大，我把我的精神放下去用五年時間，五、六年的時間，

這本書就是 2003年出版的，這本書，就是我退休的第十年，去加拿大的第九年出版

的。我寫「三論」的作品就有四套書，一套叫做《中論導讀》，前半部很重要的，因

為整個學派與整個精神都在前半部份，前半部不少的，有二百七十幾頁，只是講那個

「通論」，《中論》的「通論」，《中論》的「通論」呢，就是中觀學派的「通論」

在這全講了。

這然後第二套書呢，就叫做《中論析義》，就將《中論》的每一品，一共二十七

品，每一品都做分析了。這樣第三套書呢，就是《百論析義》，就是將《百論》由頭

到尾一共十品做分析。第四套書就是這套《十二門論》，《十二門論》公開的講座，

我是第一次講，公開，在學院裏面我就講過，在學院裏面，在研究院裏面，沒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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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仁研究所裏面我就講過一次，就對上幾個月講過一次。

另外，我對僧人（講過），出家人，在香港有一個叫做僧伽佛學院，沙田的，有

一個這樣的佛學院啊，叫做香港僧伽佛學院。佛學院呢，舉辦過一屆訓練，這屆訓練

呢，就是由香港給錢，香港的這個佛聯會給錢，由覺光法師為主給錢，這就招（收）

了十八個在大陸的出家人，他們是比丘來的，在沙田上堂，上了（課）三年，這樣在

舊年即是 2005年就完結，這個學院就邀請我講《十二門論》，我就又講《中論》，

又講《百論》，又講《十二門論》，這次呢，第一次講的時候不是對大家講的，是對

那些出家人講的。

第二次講，是在能仁研究所講，前半年。這樣今天呢，是第三次講，就在我老師

的組織，羅時憲先生所創辦的法相學會講，所以大家這次是第三次聽這本作品的。羅

時憲先生都沒有講過這本作品，因為香港根本很少人去做這個《十二門論》的研究，

就是這樣。好了，這個作者大概就是這樣，有甚麼問題呢？關於作者，本來我不講作

者的，一講就講了差不多一個鐘頭，因為將他的生平重要的地方講完了，憑我的記憶

的都講完了，有沒有問題？

好了，沒有，就看回題解了，題解裏面呢，我所引用的，不如不用也可以，大家

都有講義，不如不用浪費時間打（燈），因為很光啊。這處是引用一個僧叡的《中

論》序，我引兩種序，一種就是《十二門論》序，一個就是僧叡的《中論》序，為甚

麼會引《中論》序呢？因為《中論》呢，是「三論」的第一本論，最重要的。「三

論」又叫「四論」。那麼「三論」是哪三論呢？就是《中論》、《百論》、就現在這

本《十二門論》，這樣又叫「四論」啊，「四論」就加一本，這本叫做《大智度

論》，就變成「四論」了。在中國，三論宗不只講「三論」，是有第四本論的。所

以，這個僧叡的《中論》序裏面所講，亦都講四本論的。僧叡是甚麼人啊？僧叡是鳩

摩羅什的八大弟子的其中一位，他是與僧肇同時的，不過年齡比僧肇大，僧肇很年輕

的，不過年輕亦都早死，三十幾歲就死，僧叡年紀好點，長命一點，不過他們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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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僧叡不及僧肇，因為僧叡沒有一個獨立的作品，僧肇就寫了四本巨著，叫做《肇

論》，是嗎？就是《物不遷論》、《般若無知論》、《不真空論》、《涅槃無名論》

這四本，這四本呢，我們叫做《肇論》。

《肇論》，有哪位朋友聽過《肇論》啊？沒人，這樣下次我有機會就講《肇論》

給大家聽，就是《肇論》。不過我有時候我都引一下《肇論》，因為《肇論》在中國

人當中，是除了《六祖壇經》之外呢，是最偉大的著作，就是說《六祖壇經》是第一

本最偉大的著作，第二本中國人的著作就是《肇論》，你可以知道它的重要性了。這

樣看一下，這個僧叡是鳩摩羅什的弟子，即是他幫手譯經的，即是他都有譯《中

論》、《百論》、《十二門論》了，《大智度論》他有份翻譯了，即是因為整個僧團

裏面有個譯場了。

譯場，我剛剛說是皇帝甚麼啊？給錢啊，姚興，姚萇，那個姚秦啊，後秦啊，這

個國家叫後秦。後秦呢，不是秦始皇那個後秦啊，是一個胡人統治中國，他是胡人來

的，他是「五胡亂華」那幫賊匪來的，不過他對佛教就很有貢獻，因為他來了中國之

後呢，受到中國文化的感染，於是就大力弘揚佛教，這個後秦。這個後秦，所以又叫

做姚秦，因為他這個皇帝是姓姚的，姚興與姚萇兩兄弟做皇帝，他們請鳩摩羅什法師

由西域來中國，在姑臧這個地方，「姑臧」一個很深的字，姑臧這個地方，來中國。

其實呢，符堅已經是很欣賞這個鳩摩羅什了，但是苻堅由於在肥水之戰，大家都

知了，打敗仗，是吧！於是在逃走的時候被人殺死，被那些部下殺死，這所以呢，這

個鳩摩羅什去到姑臧就停下了，沒有來中國。

後來，姚興才派人請他來，這樣就在中國譯經，譯過《中論》、《百論》、《十

二門論》、《大智度論》、《金剛經》、《心經》、《彌陀經》等等，很多書，很多

書都是他譯的。這樣，他的弟子裏面就有這兩個名，很出名的，僧叡與僧肇，這個

「肇」，都是很出名的弟子，因為他幫手譯《中論》的時候呢，然後譯了《中論》之

後呢，因為鳩摩羅什是他老師，所以就叫他：「你寫一篇序（文）吧！」有時候很得

意的，這個老師著作一本書都不寫序（文）的，去找這個弟子寫序（文）。

14



所以我呢，也一樣，當我老師羅時憲先生，他寫了一本書，叫做《成唯識論述記

刪注》，他也不寫序（文），就叫我寫序（文）。這樣你發現呢，羅老師的第一本，

即是《成唯識論述記刪注》第一冊，那個序文是我寫的。一樣！一樣！鳩摩羅什他自

己譯了《中論》，自己不寫序（文），叫個弟子寫序（文），這樣羅老師不寫（序

文），叫我寫一樣，完全一樣。

於是，這個序文講，他說，《百論》、《中論》、《大智度論》、《十二門論》

四者，這四本，用幾個字去讚嘆它們，「真若日月入懷，無不朗然鑒徹矣。」它們這

四本書好像這個太陽那樣，太陽就照入我心中，這個「懷」字即（指）「懷抱」，即

（指）心中，照進讀者的心裏面，很澄明的那樣，「無不」就是無一個字，無一章

書，無一節書，不是不明朗的，本本書、章章書、句句書都這麼明朗。明朗得好像怎

樣啊？「鑒徹矣」，好像鏡一樣，「鑒」是鏡的解釋，鏡有甚麼（作用）？有照的作

用，把這個真理，把各人心中所了解的真理，好像一個鏡一樣很明徹地照射出來。

就是說，把在我們人的心中所了解的真理，可以透過這四本論，很清晰地、很明

朗地，是照射出來的。這個「鑒」呢，是照的解釋，這個鏡的力量就是用來照，鑒

照。「徹」，徹底，好像由水面看到水底那樣澄明，所以「鑒徹」，就把真理照耀出

來了。那麼，這四本書的偉大處就是這樣了，把真理好像鏡一樣，是把真理照射出來

了。那麼，這四本書為甚麼這麼厲害啊？講甚麼的啊？再回頭看，他說「《百論》治

外閑邪」。《百論》這本書呢，就「治外」，外是外道，用來對治，這個「治」字應

該讀「遲」（字音），對治那些外道，叫做治外。

因為外道說有「神我」啊，有甚麼甚麼啊，假的，虛假的東西，又說「梵我一

如」啊！這樣，佛教就認為他虛假的，是邪見來的，「實我」啊，「神我」啊，那些

是邪見來的！於是，就對治外道的邪見，這所以於是叫做閑邪。這個「閑」字多數不

懂解釋的，因為這個「閑」字與我們現在的講法不同，閑者，限也。「閑」這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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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用來限制這樣解的，是制止這樣解的。所以在《易經》裏面呢，孔子說「閑邪存

其誠」，這個就在《易經》的文言裏面。

這個反應出了，當時的人是講玄學的，當時的人是甚麼人啊？他是公元五世紀的

時候，在六朝的時候，在南北朝的時候，是流行的玄學。玄學講甚麼？玄學是講《易

經》，講「易」、講「莊」、講「老」，講「老莊」、《易經》的。他就是引《易

經》的，這個僧叡就引《易經》了，「閑邪」，「閑邪」就出自《易經》的《乾文

言》，叫做「閑邪存其誠」。「閑邪」就是把邪惡的東西禁制住它，就是我們佛教的

「貪瞋癡」禁制住了，不要起「貪瞋癡」了。

這樣，要保存我們的「誠意、正心、修身」，這個「齊家、治國、平天下」，這

個「誠」。這個「誠」，誠就是誠意，《大學》裏面講過的「誠意」，後來孔子死了

的時候，孔子的那個孫就（著）作了《大學》。誠意，誠者，無自欺也。甚麼叫做

「誠」啊？根據《大學》講，不是！是曾子（著）作《大學》，孔子的學生曾子

（著）作《大學》。他講到「誠」是不要騙自己的，誠。

這樣，我們人就時時都自己騙自己的，你有邪惡的思想，就自欺欺人，自欺欺人

就是不誠。「誠」就是不騙自己，這樣不騙自己就不騙人了，是吧？如果你騙人的時

候，（就）先騙自己才騙人，怎樣理解啊？因為你以為，你自己講的東西要別人信

你，所以你騙人。但你明明細心想，你講假話人家不會信你啊，人家不信你，你都相

信人家信你，你是不是自己騙自己啊？所以我說，要欺人者，一定先自欺。這句是真

理！如果不自欺，一定不會欺人的！怎樣才不自欺啊？不要起邪念啊！

「邪」，在中國人叫邪念。在佛教叫「貪瞋癡」煩惱。這個「閑」字是束縛制止

它，將它制約。這個「閑」字，怎樣解釋？我剛剛講了，閑者，限制住它，規範住

它，禁止它，不要讓它起，這樣「閑」啊！所以用「門」拿些「木」。所以這個

「閑」字是通這個「闌」，在古字通這個「闌」。「闌」就是限制它，拿個闌不讓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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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來，這隻豬，這隻羊限制牠，不能夠超越這個農場。那麼他的意思就是這樣。

所以「閑邪存誠」是出自經啊！這個「閑邪」即是用《易經》，就是《百論》

說，那些外道的異端邪說，《百論》就破它，等它不好流行，叫做閑邪。那些異端邪

說限制住了，不好讓它流行，一流行就破它，徹底地破，這所以破數論啊，破勝論

啊，這樣。在《百論》裏面了，很多地方都是破外道的，就不是破小乘的，而是破外

道為主。這樣所以如果你能夠破了外道，外道的「真理」呢，即那些邪惡的思想就不

流行了，就將真理照耀出去了，這所以我們讀了《百論》，就好像日月入懷，朗然鑒

徹了。這樣解釋就很清楚了，你發現我的解書方法與你們的有些不同，我由上面解下

去呢，不好的，先由大處看這四本書有甚麼作用，這然後返回逐本再講，逐本有個特

色，這樣《百論》的特色就是這樣，破外道。

就是換句話，《百論》要來做甚麼的？要來破外道的，是吧？不過他寫得很文縐

縐，引經據典，引那些甚麼啊？引那些「三玄」的學問，叫引經據典。這樣《中

論》，就「斯文袪內以流滯」，很難解的啊！因為他用的文字，「斯文」就是這篇文

章，這本作品，這本作品是甚麼作品啊？《中論》。我加進去的。這怎知道是《中

論》啊？因為這是《中論》序（文）啊！不用講，就是《中論》啊，因為這是序文來

的，那本《中論》書的序文來啊！這所以呢，就這麼一段文字你不會解，但是加了

《中論》就會解了，加《中論》就很容易的，因為是《中論》序，前面我都寫明是

《中論》序了。

「斯文」即是《中論》這本作品。「祛內」，這個「祛」即除去的解釋。除去。

「內」，「內」字怎麼解啊？相對於「外」來講，外是外道，內是內典，祛除內典裏

面那些，那些甚麼啊？那些阻滯的思想，那即是甚麼思想啊？小乘思想，沒錯了。這

就是說，大乘思想肯定通暢無礙了！那麼小乘思想有「執」啊！一「執」的時候呢，

很多滯礙，「執」就礙了。就是說內在的思想有些執礙，執滯的地方，執著與滯礙的

地方。執者，著也；滯者，礙也。所以祛除啊！內部的，即是佛法內部的那些執著滯

礙。所以「內」呢，內者，即佛法這樣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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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菩薩地持經》說，「菩薩求法，當於五明處求。」這樣，是哪「五明處」

啊？「明處」即是學問的解釋，「明處」即是學問。甚麼叫「明處」啊？「明處」即

是英文裏的甚麼「 logy」、甚麼「 logy」，甚麼「學」，甚麼「學」，是嗎？

「logy」即是「學」，「學」這樣的解釋，即五種學問，一種是甚麼？聲明學、因明

學、工巧明學、醫方明學與內明學。「內明」，這個「明」字是（解作）學問，內

明，內明即是佛教自己內部的學問，佛學，內明即佛學。

這處說「祛內」，即是說祛除了佛學裏面的甚麼，他沒有說明啊，這樣我加了進

去，那些執著滯礙。這「執著滯礙」是我估（計）出來的，但估（計）都要有依據

的，祛除佛學裏面的執著的時候呢，就可「以流滯」了。「滯」即阻滯、不流通，使

得思路流通了，這「流」字是動詞來的，「滯」就形容詞變了名詞。那些有滯礙，不

流通的地方，透過這「祛內」的功夫，使到它流暢無阻。大乘佛法可以流暢無阻，就

要靠甚麼啊？《中論》。

為甚麼流暢無阻啊？如果你執「實我」，執「實法」呢，就滯礙了，很滯了，不

能暢通了。如果你知道一切法是「畢竟空」呢，所有諸法都是「緣生」，「無實自

性」，「中道空」呢，這樣你就無所執著了，就不會滯礙，就通暢無阻。因為一切法

都是「空」的，「空」不是沒有東西，一切法都是緣生，無實自性的，這樣就無所

執，無所滯，這樣就通暢了。這樣《中論》就是講這種，整本《中論》就講一個字，

「空」字，「空」字，就講這個「空」字。

這樣就了解將內典裏面的滯礙處，都得以通達流暢無礙了。這樣，所以《中論》

很重要了，這麼重要的時候呢，所以如果你讀《中論》呢，「真若日月入懷，無不朗

然鑒徹矣。」「朗然」是修飾「鑒徹」的。「朗然」，甚麼「然」、甚麼「然」呢，

等於英文一個文法裏面的 adverbial clause，是 to modify後面一個形容詞或者動

詞。所以，甚麼「然」、甚麼「然」，是一個修飾語來的，修飾語即是當 adverb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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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adverbial clause ，修飾動詞那個「鑒徹」的，中國語法一樣有這些詞，這些設

計。這樣，第三本了，他就說「《大智釋論》之淵博」，所以你真的讀了，就真是

「真若日月入懷，無不朗然鑒徹矣。」一樣的！句句都加進去了，句句都一樣的。

那麼，甚麼叫做「大智」呢？「大智」的全名叫《大智度論》，叫《大智度

論》。這本書叫《大智度論》。這本書就是論來的，他解釋「大智度」的，「大」

呢，等於大品，「智」呢，等於般若，「度」呢，等於波羅蜜多。但是鳩摩羅什（法

師）呢，「波羅蜜多」這個「多」字不譯的，本來梵文這個「p ramitā ā」，這個

「tā」字不譯的，不譯的，就叫「波羅蜜」。但到了玄奘法師就全譯了，全譯了「波

羅蜜多」，因為本來「p ramitā ā」是有個「tā」字啊，但是，鳩摩羅什（法師）就因

為太長了，不如就譯少了一個，所以就叫做「度」。這個「波羅蜜多」就代表

「度」，這個「度」字呢，是「渡」字的假借字，即是渡過彼岸，即是解脫了。

這個「般若」呢，是智慧的解釋，但這個不是普通智慧，是無漏、無分別的智

慧，不是我們的智慧。所以呢，僧肇有篇文章是《般若無知論》，「般若」是不能夠

構成知識的，無知的，不懂知東西的，不知道東西的。這樣不知道甚麼啊？不知道有

相、有執著的東西，它就不知的。大家都無相、無執的，就「鑒徹」，就用這個字，

用「照見五蘊皆空」的「照」字，照徹一切法，就不用「知一切法」。

因為普通「知」呢，就「惑取之知」，是有煩惱與執著的「知」，它沒有的，這

種「知」是沒有的，這樣叫做《般若無知論》，取這個名都很犀利啊！是很特別的

名，因為個個都以為有知識才好啊！偏偏說沒有知識的這種學問，這就個個都讀一下

為甚麼「般若無知」，取這個名都與別不同啊！這個名很特別啊！這樣，《大品般若

波羅蜜經》，這是經來的，這本經呢，就叫做《大品般若波羅蜜經》。因為《般若

經》就分很多種的，有些「小品」，只得八千頌；有些「中品」，（有）一萬八千頌

的；有「大品」，（有）十萬頌的，這麼大的。這就是說有廣本，有略本了，廣本叫

大品，略本叫小品，有些更小，小到只有二百六十字的，這是《心經》的一個精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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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吧？是《（大）般若經》的精（華）。

「心經」這兩個字呢，就是心要，就是精華，心即是心要的解釋，即是精華，就

是在《（大）般若經》裏面取其精華。這樣有些三百頌的，就是《金剛經》了，三百

頌都很少啊！剛剛說「小品」都有八千頌啊！羅時憲先生寫了《八千頌般若經論對

讀》，就將《現觀莊嚴論》（與）《小品般若經》對讀了。這樣，《現觀莊嚴論》是

論來的，是解《小品般若經》的。

現在呢，《大智度論》是論來的，是解釋《大品般若波羅蜜經》。這就是說《大

品般若波羅蜜經》，「大品」就是意譯來的，「般若波羅蜜」是音譯，這應該就《大

品般若波羅蜜經論》才對啊，正確的名啊，但是他又不用這樣的音譯，就將「大品」

就叫做大，「般若」叫做智，「波羅蜜多」叫做度，論，「經」字省了，就是這本書

呢，是解釋《大品般若》的，不是《大般若（經）》啊，是《大品般若》，請大家注

意。因為《大般若經》是所有「般若經」的總匯，是吧？六百卷，是吧！裏面分十六

會，齊全了！就是《心經》又有，《金剛經》又有，《小品般若經》又有，《中品般

若經》又有，《大品般若經》又有，全部都齊了！

這樣所以當玄奘法師譯完《大般若經》，玄奘法師都沒（力）氣了，沒多久就涅

槃了，因為他把整個生命的力量全放進去做這套大書，把整個生命投入去做，所以一

讀《大般若經》，我們一定要記得玄奘法師，他那種對佛教的熱誠。這就《大智度

論》，《大智度論》因為它是論，釋論，它是解釋經的論。因為論就兩種，一種叫做

釋經論，一種叫做宗經論。論啊，有兩種，一種叫做宗經論，它就是論來的，是菩薩

所做的論，著作，叫論，這些論呢，是依經為宗趣所作的。你可以舉一本宗經論嗎？

可不可以啊？我剛剛舉了四本，其中有三本是宗經論。你舉一本出來聽啊！

學生：「《百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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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論》是的，還有呢？《中論》是的，還有呢？《十二門論》！對了，沒錯

了！我剛剛說四本，只有一本《大智度論》不是宗經論，其他都是宗經論。這樣之外

呢，還有甚麼經論啊？釋經論，現在這本就是釋經論，《大智度論》。這樣，你發現

書是《大智度論》，你不知道講甚麼的，就是《大智度論》這本是甚麼啊？釋經之論

啊，他沒有講這個「經」字的，但你應該知道有「經」字的意思，它是很淵博的，他

說以《大智度論》的淵博程度來講，所以「真若日月入懷，無不朗然鑒徹矣。」一樣

的！所以它很廣博的，因為將《般若經》裏面每一節都詳細講。

不過，實際不是啊，這本《大智度論》，在前半部是寫得很詳細，但後面呢，是

很簡略的，我們很懷疑鳩摩羅什法師譯這本《大智度論》的時候呢，是節譯本，不是

全譯本。全譯本沒理由前詳後略的啊！我們讀《中論》都不是前詳後略的，每一品都

很平均的，沒理由前面就很詳細的講，後面就求求其其（隨隨便便）的講。這就很可

能呢，因為它一百卷啊，鳩摩羅什法師譯的時候，可能不只一百卷，譯了這麼多，不

如快點譯完它吧，所以後面很簡略，前面就很詳細，這本書就很重要了。三本了。

這樣第四本了，我們現在講的這本了，《十二門論》呢，它的特點是甚麼呢？就

「觀理之精詣」，它能夠觀照真理的精密與高詣的境界。「精」即是精微，「詣」就

是造詣，「詣」字就是到達一個地方，叫做「詣」，所以我們造詣，這個「造」字讀

「糙」（字音），「造」，我造門拜訪你，是嗎？就是我到你屋企去探訪你，叫做

「造(門拜訪）」。「造詣」呢，好像登峰造極的「詣」，「造極」怎樣解釋啊？達

到極點，是吧？這個「詣」字就是到極點。

這樣就是說，講真理來說，這本《十二門論》可以精微達到登峰造極的境界，這

叫做精微造詣。千萬不要讀「造紙」（音）！千萬不要！告訴你聽，我以前有個老師

就是讀「造紙」（音），使到我永遠記得這個老師。他是專家來的，莎士比亞研究的

專家，他寫中文美到極，但是讀中文差到極！就是「造詣」，他懂「造詣」啊，番鬼

佬出身，就是番書仔出身，研究英國的詩學，很厲害！莎士比亞，講莎士比亞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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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但是他的中文就是這樣了，即是「造紙甚深」，真要命啊！這就是說，讀中文

呢，不可以看這個字去讀啊！不可以啊！明明這個「造」字都不是讀「做」（音），

明明這個「詣」字，其實不是讀「紙」（字音），這樣才糟糕！

這樣所以你不會讀、不會解這個字，先查字典了，才好讀啊，因為很多字，很多

個讀法，不是就這樣讀的，好弊的啊！就好像剛剛說的「治外」都不是讀「字」（字

音），讀「慈」（字音）啊，不過呢，個個都讀「字」（字音），姑且我都讀「字」

（字音）了，未必是見到字就那樣讀的，這樣。這本《十二門論》講這個真理，講到

很高的境界，這麼高的境界，於是你了解它呢，「真若日月入懷，朗然鑒徹矣。」這

樣講完四本書的那個特點了，這樣然後總括「尋斯四者」，去「研尋」，這個「尋」

字不是去找啊，去研究啊！這個「尋」字，這個「尋」字很多解法的，這個「尋」字

呢，在這呢，你不要（理解為）找這四本書就找到「日月入懷」啊！全錯了！這個

「尋」字即是研尋，研究啊，要進入這四書去研究，有所得呢，就好像日月進入到心

裏面，了解到所有的真理，通透了所有的真理，這樣解釋。

這個「尋」字，有時解作一陣間（一會兒）這樣解的，所以我們讀一下陶淵明

（的）「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桃花源記》啊，《桃花源記》不知大家讀過沒

有，《桃花源記》啊，我唸最尾那一句，後面那兩句，「尋病終。後遂無 」「南⋯⋯

陽劉子驥，高尚士也，」這然後呢，就「尋病 」這樣還有很多段的，「尋病終。⋯⋯

後遂無 」他「欣然欲往」，就是說「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欲往，未⋯⋯

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者。」

這個就是很出名的《桃花源記》，我們小學三年班讀了，我現在記得了，我記憶

力很差的，我告訴你，我常常記憶力很差的，但到某些東西，我記憶得很清楚的，選

擇性記憶，那種東西真的很重要，我就記得這種東西的，但其他東西就水過鴨背了，

在街上我碰見你，我就知道（認識）你，但我未必記得你的名，一樣，一樣啊！因為

我記得你的名與不記得你的樣（貌）一樣啊！所以這個「尋」字呢，亦可以叫做尋

求，因為佛典有尋求伺察，尋求；又解作探索，都叫做尋；研究都叫做尋；沒多久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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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尋；所以「尋」字很多解法的。

因此每個字在字典的意義，全給你這麼多，但在這麼多的意義中，只有一個意義

用（合用）。現在，這個「尋」字不是解（作）尋求，這個「尋」字是研尋，去研啱

究，去研尋。如果你去研尋這四本書，這就使到你獲益良多，好像「日月入懷，朗然

鑒徹。」這樣獲益良多。好了，第一段，於是這個題解先講四本書，就是說《十二門

論》是「四論」的其中一本，這「四論」都很重要的，它的特點呢，又破外道，又破

小乘的，講道理就講到最高深的，重點就是這樣。

下面呢，又引另外一篇作品，叫做《十二門論》序，又是僧叡的作品，鳩摩羅什

（法師）的弟子。這樣就要解《十二門論》了，他說「《十二門論》者，蓋是實相之

折中，道場之要軌。」這樣前面講一句說話，「《十二門論》觀理之精詣」，一句說

話，這樣就太少了，不夠啊，都不知他說甚麼，所以下文呢，詳細的講《十二門論》

了，講《十二門論》就不用《中論》的資料了，就用回甚麼？《十二門論》的資料。

這些是學問來的啊，以後到你講書的，因為不是永遠都我講的，你都可以講啊！

你研究了十多年，你可以講《十二門論》啊！我就講幾年以後，《十二門論》我不講

的了，就是你喜歡看這本書就看吧！大家都可以講，不需要靠我講了，我講其他都可

以啊！就不需要常常都找一個人去講的，越多人講就越好！不需要我，所以《中論》

我都沒有講。《中論》，我請麥先生去講，麥國豪先生，因為他能夠聽過我（講

課），他是我的學生啊，他在志蓮（淨苑）跟我學佛學，他在香港大學跟我讀佛學

啊，這樣他應該有資格去講了，我說他有資格就有資格了，這本書是我寫的啊！他講

得不錯啊！這樣所以不一定要我講的，你們都可以講，是吧？所以我不會全講了，留

下「十門」我不講，這樣你們講完那「十門」吧，或者「讀書會」去研究那「十

門」，這樣也可啊！不需一定要我講。

但你要有方法！你聽我講書呢，最好就學我的方法，不只是學我去解那些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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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解呢，就是幫你去了解，但我用的方法對你有用的時候，你就學了這個方法，因

為這個方法是「以指點金」的，好過拿黃金！拿「點金術」，這個「術」是高過黃金

的！所以你聽（老師）講（課），做一個學生，你要求學問呢，不是求老師的學問，

是求老師的方法，請你記 這件事。這個方法，我的方法不一定是十全十美，但總是着

會提供某些適當的方法，適合你用的。

如果不適合你呢，你就將它 adjust，適合為止，就是這樣。現在的方法就是，

講「四論」講完了的時候，現在講《十二門論》，《十二門論》找直接的資料，所以

跟著轉入《十二門論》序裏面所講。《十二門論》序講啊，《十二門論》是講甚麼

呢？他說「蓋是實相之折中」，「實相」是真實的，「實相」是真理啊，真理。他說

可以講得是，「蓋」就是（指）可以講得是，「實相」是真理的標準，「折中」是

（當作）標準的解釋，折中。

這樣，你可不可以舉個例，這個「折中」就是標準呢？我可以舉一個例，我舉

《史記》的例，《史記》呢，誰作的啊？司馬遷，就寫了其中一篇呢，叫做《孔子世

家》，寫完《孔子世家》呢，就有篇《孔子世家讚》，《孔子世家 》裏面就用「折讃

中」了，他說「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

夫子，可謂至聖矣！」「折中於夫子」，「折中於夫子」就是以孔子做標準。

「中國言六藝者」，「言六藝者」，討論六藝，「折中於夫子」，夫子就是孔夫

子，所以「可謂至聖矣！」孔子，所謂最高的聖人。這個就是《孔子世家讚》裏面的

資料了。這樣，「折中於夫子」呢，就以孔子的理論做標準，講六藝的人，以孔子的

理論做折中，「折中」就是標準。現在就是這麼解釋了，實相，甚麼叫做真實啊？真

實就是以《十二門論》所講的「空」做標準，因為解釋甚麼叫做「空」啊！「空」就

真實！不「空」呢，就不真實！

所以這實相就是真實，「空」的理，就是講「空」，就是講「空」理者，以《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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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門論》、《中論》做標準的。這個標準就是怎樣啊？這個標準是，一切法，諸法是

緣生的，是無自性的，是中道空的，這樣做標準。一切法。它之所以真實呢，諸法實

相，就是一切法是緣生，無自性，中道空，所以說是以這個「中道空」做實相的標

準。這樣依著「空」的實相修行呢，所以（是）「道場之要軌」了，修行的地方

（的）重要的途徑，就是說做一個重要的途徑，「軌」是軌跡，就是那輛汽車，那輛

火車，地下鐵的那條軌跡，向 這樣走，走到哪？走到修道之場，修道之場就是甚麼着

啊？實踐啊！成佛實踐，你能夠依這個《十二門論》做途徑，可以達到甚麼啊？修行

成佛的目的地，道場的目的地，可以達到修行成佛的目的地。

這樣就知道這本書重要啊！它指正路給你，達到甚麼啊？道場，修行成佛！釋迦

牟尼佛坐道場（修行）時，在哪裏坐啊？在菩提樹下睹明星悟道啊！七七四十九日睹

明星悟道，這個道場。這樣你現在跟著《十二門論》去修行呢，就是道場了，這條路

就通去道場，好像釋迦牟尼佛做悉達多太子未成佛前，在菩提樹下道場修行成佛一

樣。修行成佛是怎樣成佛啊？（怎樣成）佛？有沒有人知道？觀甚麼成佛啊？十二

的，也是，對了，「十二緣起」，沒錯了！很聰明啊！觀「十二緣起」成佛啊！

觀「十二緣起」就是講「緣起」了，現在講「緣生法」，《十二門論》又是講

「緣生法」，又是講「緣起」，「緣起法」的特徵是甚麼啊？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無

故彼無，此生故彼生，此滅故彼滅，乃至到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

入，（六入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乃至生緣老死，等等，這個就是「緣

起」。這個就是「十二門」。這樣，你依釋迦牟尼佛未成佛前的悉達多太子都是依這

個「空」的「十二門」的思想，「緣起」的思想去成佛。

這樣，《十二門論》就提供這個「緣起」的思想，那麼這個思想是指導你修行成

佛坐道場的，就不只是「講」字的！是實踐的。前面呢，就從「理」講，就是「真實

之折中」，從「行」講，是「道場之要軌」，所以佛教就全部都不是「空口講白

話」！全部都要來甚麼啊？修行！這樣，如果你要修行，修行的時候不懂「般若中

觀」，不懂「空」呢，是沒得修的！最多呢，你就成阿羅漢而已，都要「空」一種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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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阿羅漢「空」甚麼啊？」空我！「人我空」！但他不能成佛，因為「法我」未

「空」，有法執。這樣，如果真正徹底要成佛，就要「法空」、「我空」，「二

空」，所以「真如」是「二空所顯的真如」。好了，這處就指出它的重要了。

下面序文又講，第三，就《十二門論》又叫「十二」啊，為甚麼叫「十二」呢？

這樣要解（釋）才行了，所以我又引它的文字，序文說「『十二』者，總 枝之衆

（大）數（也）。」「枝」是甚麼呢？「枝」是代表組成部份，是將各個組成部份的

總數就是十二了。這即是怎樣解釋啊？因為《十二門論》是分開十二門、十二品的，

每一品就是甚麼？組成部分。這樣「十二」就所有組成部分的總數，是嗎？這個組成

部份叫做「枝」。這整個重心叫做甚麼啊？叫做「本」，是吧？

「枝」與「本」相對的，將十二枝合起來就是一本了，這本叫做《十二門論》，

是吧！所以「十二」這個名呢，就代表一個本，即是「十二門」這一個「本」裏面

呢，分作十二個枝分。這個「枝」是分的解釋，這個「分」字讀「份」（音）。我不

寫了。就是說，合「十二門」而成此論了，此論是「本」，「十二門」就是每一門就

一個枝，一個枝就好像樹枝那樣撐出去，這中間的就是「本」了，這《十二門論》整

本就是這個樹幹。這「十二門」呢，就是十二隻甚麼啊？十二個樹枝，是吧？撐了出

去，這樣就可以遮蔭了，可以在樹下遮蔭了，如果沒了，光禿禿的那樣都遮不到蔭

了，所以這個「枝」都很重要的。

這個「門」呢，這個「門」字怎麼解呢？他說，「『門』者，開通無阻（滯）之

稱也。」這個「稱」呢，即名稱，「門」是一個名稱，名稱是代表它打得開的，可以

通入去，沒東西阻隔的，叫做「門」。所以呢，「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

韓愈有一句名句，他說「愈之所謂」，「愈之所謂」，「愈」就是我韓愈的所謂，

「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

「望」之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這個「門」就是門徑，因為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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淵就讚美孔子，他說，「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就是這個「門」了，

夫子的牆這麼高！「夫子牆」多高啊？「數 」高，多少為一 啊？八尺為一 ，有仭 仭 仭

百尺高了，數 。但「不得其門而入」。所以，韓愈很出名的《答李翊書》，韓愈有仭

篇文章答李翊的一封信，這封信就說，「愈之所謂」，就是我韓愈所講，「望孔子之

門牆」，但「而不入（於）其宮」，沒辦法走進去那個室裏面，宮室裏面。

這個用典就是用《論語》的，這個是《論語》的，這個韓愈的名作，以前我們中

學讀的這本書，不知大家讀過沒有？很出名的書，很出名啊！又其實呢，他用典啊，

一個「門」字，一個「牆」字，「門」呢，就是可以入門了！入「門」的時候呢，就

可以了解入面的真理了。他的意思就是這樣，「十二門」就是十二個途徑，通入去了

解「諸法緣生，無實自性的中道空」，他給你一條途徑進去。孔子的學問太大，所以

顏淵說，我都不知由那條門徑進入，現在就拿這個意思了，可以通，無滯地通到這個

學問的地方了。

這樣「十二門」就是十二個途徑，可以通去了解甚麼啊？「緣生」，「無實自

性」，「中道空」義了，這樣所以他用這個「門」了，是「門」這樣的解釋！這個稱

謂的這樣解釋。這個「論」呢，甚麼叫做「論」呢？這樣逐個字解釋啊！《十二門

論》，「十二」解完了，這個「門」解完了，就是說十二個途徑進入去了解龍樹（菩

薩的）學理。「論」呢，「『論之』者」，他說論這種東西呢，這樣解釋。他就說，

「欲以窮其源，盡其理也。」就能夠把那個思想的淵源與理論加以窮盡，這樣解釋，

就是用文字將思想的淵源與思想的理論，窮盡地分析，就是「論」了。

這就是這一篇的作品，即這一本作品就將佛家講「般若」，講「緣起」，講

「空」，這些思想能夠「窮其源盡其理」地分做十二個途徑，使到你進入去的，了解

它的。一篇這樣的作品。下面呢，就是吉藏解《十二門論疏》了，時間夠了，我本來

說今日講五、六頁的，但由於講這個作者，一講講了大半個鐘頭，所以遲了一點，向

大家道歉了，好了，我們今日到此，大家晚安！

-完-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