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樣我講得不清楚，你們想，可以這裏提出來。我上一堂講到第十二頁，因為這

位龍樹菩薩的生平，我們是沒有寫下去，這樣如果你要找這個資料，就可以看《中論

導讀》，就最詳細了，《中論導讀》那處呢，在「《中論》的作者」有一個介紹，就

將龍樹的一生，與那個注文裏面還有不同的資料，有不同的講法，這就比較清晰。

今日就看第十二頁，我們上一堂的「題解」，我們用了《中論》序，介紹「四

論」的特點，又用了《十二門論》序，都是僧叡的，介紹《十二門論》的那個內容。

這樣，《十二門論》的那個最主要的解法呢，就是說，它能夠「欲以窮其源盡其

理」，是把般若中觀的思想的源流與它的理論，透過「十二門」，十二段書，一門就

是一個主題，十二個主題去詳盡地介紹，這個就是僧叡的題解了。僧叡講《十二門

論》是講甚麼的，就是講般若中觀思想，「窮其源、盡其理」，只得幾句話。

這樣，「十二」的意思就是十二個主題的解釋。但是呢，他在文字上，他沒有講

清楚啊，就是僧叡，僧叡是甚麼時代的人呢？是一個六朝時代的人，六朝的時候呢，

就很主張的文體，是駢四儷六，用很美麗的文字寫的，受了三玄的思想，即是受了

《易經》，受了《老子》，受了《莊子》的思想影響的，與這個內容，與這個文章格

調影響的。

這樣往往喜歡用典的，讀來很鏗鏘的，但是呢，很難了解了，因為一用典，不知

道它暗示是甚麼，這樣讀下去就知道。因此，他的作品裏面要講清楚呢，就要有人註

解了，這樣我們引用吉藏的《十二門論疏》，是現在最權威的（注）疏，在中國人注

這個「三論」裏面呢，這個「三論」疏是最權威的，「三論」疏就是《中論疏》、

《百論疏》、《十二門論疏》，叫做「三論」疏。這樣「四論」呢，就沒有第四本

疏，就沒有《大智度論疏》，因為《大智度論》太大了，所以就沒有人做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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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家有興趣呢，就可以研究《大智度論》的，《大智度論》呢，你讀了「三

論」之後呢，《大智度論》是不難理解的，是很容易理解。這樣看《十二門論疏》，

就解（釋）甚麼叫做「十二」，甚麼叫做「門」，要解（釋）這些。他說，「『十

二』是一方之大數，治病通經。」「十二」是一個數目，是一個大的數目，不是細

的，「一、二、三」是細的，「十幾」就很大。這樣，有個字很難解，「一方之大

數」的「方」字很難解的，而在中國古字裏面呢，這個「方」字很多解法的。「方」

就（解作）方法，「方」還解甚麼？四方，方是方位了，很多解法的，這「方」又指

空間。

這樣，「一方之大數」呢，我都很難定這「方」字怎麼解（釋）了，如果我是將

它解（釋）呢，這個「方」字就解作，這個「方」是類的解釋，是類別。這個「方」

字呢，可以（解作）類別，「方以類聚，物以群分」，這個「方」字是類的解釋。哎

呀，寫錯了「防」，謝謝。類別，我想類別是一個正確的解法，因為「方」字有十多

種解法，於是我引用「方以類聚，物以群分」這樣來解這個「方」字，「方」是類的

解釋，「方」是一類一類的。於是呢，「一方」即一種分類，就是大數的分類。這樣

本來「十二」呢，在中國是很重要的一個數目來的。分類法，就是把時間分做十二

份，我們叫做「天干地支」，是吧？這個「方」字解作地，這個「方」字解作地，這

個「方」字本來解作地，地方地方啊！

這於是呢，就將這個地球繞 這個太陽而行的時候呢，它的自轉就分作十二部着

份，十二類，於是就有「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 戌、亥」，

是十二了，是吧！十二，這樣就將時間分作十二分，這樣解釋也可。這樣將個「方」

字解作分類，分作十二份，十二大份，就將「十二」這個大數，大數就將時間分作十

二份。這樣，將理論分作十二份呢，就是十二門了，將十二個主題，我剛剛講過了，

每一門就是一個主題。上一堂我們講過了甚麼叫「門」，「門」呢，這條途徑，進入

那個思想的途徑，我上次就引顏淵讚孔子說呢，「不得其門而入」，是嗎？「不得其

門而入」，「夫子長數仞，不得其門而入」，現在就十二個門口入去的，十二條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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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去。這個「門」代表呢，亦都是分類來的，分作十二大類去進入這個思想的本源，

即是「窮其源，盡其理」。

這個目的是甚麼呢？是「治病通經」，是「治病」，代表我們有漏凡夫有煩惱，

有煩惱之病，透過這十二門的主題的探索，可以把我們生命裏面的病，這個生命裏的

病就是煩惱，不是真的病痛啊！這個病呢，就是煩惱，把我們的煩惱醫治好它。「通

經」，因為你要醫治你的煩惱，你要透過釋迦牟尼（佛）的經教，這樣十二門，門是

通也，是吧？這個門是通進去的，這樣通入去經教，你能夠通入經教，就能夠治理生

命之病。這樣「十二門」就要來通經的，其實，直接來講就是通經，間接來講就是甚

麼？治病，透過通經來治病。為何是「十二」呢？這個「門」字就是通的解釋，通入

去，通暢無阻，這樣叫做「十二」，解了「十二」，這樣十二。這個「門」字怎樣解

釋呢？「門」呢，就代表枝的解釋，枝。「枝」是相對於「本」來講的，一本十枝

啊，本就是骨幹。

「枝」是甚麼？枝就是那些樹枝，枝是構成樹的組成部份，這所以呢，他說，

「『枝』謂支別，」這個「枝」字怎來的啊？是解這個序文啊，這個序文叫做「『十

二』者，總 枝之（大）數（也）。」是嗎？這樣就解「十二」，解「數」，又解衆

「 枝」，不是就為甚麼無端端（平白無故）有個「枝」字走出來啊？是跟前文啊。衆

因為這個《十二門論疏》呢，是解「序」啊，《十二門論》的序，這樣《十二門

論》序就講到這個「十二」的這樣觀念，又用到這個「枝」字，即（解作）一個部

分，這個「枝」字即是十二個部分。這樣「枝」字怎麼解呢？枝就是支別，是在一棵

樹的分支，這個「枝」是分也，這個「枝」啊，這個是分枝的解釋。樹幹，是由十

二，不一定十二個分枝，但是那些枝是構成主幹，於是呢，這個「枝」是分支了。樹

枝的「枝」是代表分支的解釋。

這樣怎樣分支啊？就將這個數目加起來解了，這樣即「十二不同也」，分支就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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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完整，就只是部分，即是有十二個不同的部份，這樣「十二不同」，即是十二個不

同的組成部份。即是哪個是「本」啊？上一堂講過了，「十二門論」全部叫做

「本」，是吧？就好像樹，整棵樹是本，這樣開作十二個部分，這個就是「枝」了，

加上十二門，這個就是「本」，開成十二個部分，這個就叫做「枝」。這所以十二個

不同的組成部分。這然後呢，每一個部分是「一科法也」，「法」是教法，是教法裏

面的一部分。「科」就是一部分的解釋。譬如政府裏面分作甚麼科，是嗎？分做，我

做科長，是吧？我做部長，這就是說整個政府分作若干科，若干部。這於是呢，每一

門就是一科之法，十二門就是十二科之法。「一科法也」，將那十二個組成部分呢，

就統一成為整個完整的教法。這樣還沒解完啊，再解啊！

他說，「藉十二科之研教」，「藉」就是依靠的解釋，「藉」就是藉賴，這個

「藉」字即依藉的解釋，「藉」即借的解釋，所以這個「藉」字讀作「借」的，讀作

「借」的，這個「藉」字，這個「藉」字呢，直情是借的（解釋），一樣是借的解

釋，這個「藉」字就是借。

借著這十二個部分，「科」是部分，十二個組成部份就叫做「藉十二科」。「之

言教」，這個言教就本來不是佛的言教，是誰的言教啊？是龍樹菩薩的言教，藉 龍着

樹菩薩十二個組成部份的言教，「開實相之妙理，通行人之觀心也。」用來開啟那些

真理，真實，「實」就是真實，「相」呢，就是真實的體，「妙理」就是微妙的理

論，是講及真實道理的那些微妙理論，用來開示出，開啟出那些真實的實體裏面的微

妙，「實相」即實體，開啟對這個實體，有關實體的微妙理論，就叫做「開實相之妙

理」。

「實相」是真理，實體，真理，真實體，宇宙的實體，在唯識宗是真如，這個實

體就是真如，實相就是真如，所以叫實相真如。實相即真如。這樣般若中觀呢，就叫

做實相，叫諸法實相。般若中觀的這個實體呢，就叫做諸法實相。一切存在的這個真

實體相，這個「相」字不是解作相狀，這個「相」字呢，性也，真實的體性，對這個

真實的體性，即實體，加以，這個微妙的理論把它開啟出來，加以開啟出來。就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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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個部分，就把宇宙的真實，宇宙的實體，它裏面的那些微妙的道理，是開示給大

家知道。這樣叫做「開實相之妙理」。「開實相之妙理」的時候呢，誰去了解那個實

相呢？我們的心了解啊，是嗎？這個是從客體講的，從主體講呢，就是「行人」了。

就是「行人」了，「行人」呢，不是行路的那些人，「行人」是修行的人，這個「行

人」，大家「行人」不要搞錯啊，（以為）「行人」就是行路的人，「路上行人欲斷

魂」，即這個杜牧的詩，是嗎？杜牧的詩，就是「清明時節雨紛紛」這首詩，「路上

行人欲斷魂。」不是這個「行人」啊！你不要搞錯啊！所以同一個詞語呢，但有不同

解法的，行人即是修行者。

修行者呢，他「觀心」，如果「觀心」是滯閉了呢，滯了，閉塞了，這樣就不能

夠觀察到真理了。是吧？這樣現在滯閉了心靈呢，要它通暢，這樣透過十二個主題，

就是它呢，它可以把真實的妙理能夠啟示出，使到滯閉的心靈呢，突然間會茅塞頓

開，這叫做通。把你的觀心，滯閉了的觀心，使其茅塞頓開，這叫做「通行人之觀

心」。這樣你才能說，主體心靈與客體真理彼此契合。一講真理就是客體，一講心就

是主體，只有主體去了知客體，不能客體去通達主體的，客體是被動的，主體是甚

麼？主動的，只有主動的掌握真理，真理不能夠掌握我們的。

所以在孔子說，「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道」是真理，是吧？「道」是真理

了，是主體的人可以把真理弘揚出去。但是，真理不能夠弘揚我們這個主體啊！所

以，唯識為甚麼叫「唯識」就是這樣的解釋了，講唯識就是強調我們的心，心是主

體。雖然呢，主客相應，但是，誰放在第一位，誰放在第二位，我們說心靈放在第一

位，真理放在第二位，因為你沒有清晰的心靈是不能夠契應實體的，所以，（主體）

心靈比客體（重要），主體心靈是比客體更重要！

所以第一句就講客體，這個《十二門論》可以把真理那種微妙的實況開啟。開啟

呢，開啟又如何？我不懂啊！所以進一步要我們，打通我們能觀的心靈，去契證這些

真理，這個作用就是這樣！這樣就解了「十二」，「十二」就是十二個部分，又暗示

了「窮其源而盡其理」，暗中已經解了這兩個字。這樣現在呢，這個「論」字未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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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十二門論》啊，「十二」解過了，「門」字，這處沒有解「門」字，他不是正

式解（釋），但都是解了，「門」是解作，支的解釋，支的解釋。「論」字未解，所

以要解「論」字，甚麼叫做「論」呢？「論之者」，這個「論」字，這個「之」字沒

有意思的。

「論者」這樣的解釋，所謂講到「論」呢，論就「釋論也」，是用來解釋，解釋

啊，釋即是論，論等於釋，是要來解釋這樣解的。那麼解釋甚麼啊？解釋下面了。解

釋這個「理」，解釋這個「源」，解釋思想之源與理論，解釋這個理論。論是用來解

釋的！這樣所以在佛典裏面，先有經，後有論的，經就是釋迦牟尼佛講的，解釋經文

的內容就叫做論。是吧？論是要來解釋的，用來釋經的，釋經叫論。所以我們上一堂

說，論有兩種，一個叫做宗經論，第二個是甚麼啊？釋經論，是吧？

其實這處呢，不是釋經的，雖說它是解釋而已，但它是宗經，它的解釋是宗經的

方法，就不是依一本經來解這本經，是依所有的道理，釋迦牟尼（佛）所有的道理一

齊講，所以它是宗經，就不是釋經的。這樣所以呢，解這個「論」字的時候呢，這個

「論」字是解釋這樣解的，這個「論」字是解釋，所以有幾個字一樣解（釋），譬如

這個「論」字了，還有呢？「疏」，是吧？「注」，都一樣解（釋）的。通常我們先

有經，於是就論去解經，這然後疏去解論，是嗎？將疏去解論，這然後呢，注去解

疏，這是一種解一種的，古代人這樣處理的。就說這本作品呢，論呢，「論之者」，

為甚麼要作解釋啊？為甚麼加以解釋啊？

因為上面的序文講，「論之者」，「欲以窮其源，盡其理」，所以要解釋了，如

果不加以解釋，就不能夠盡其源窮其理，不能夠。你之所以要詳細分開十二個主題去

處理真理的原因呢，就是那些真理不能夠窮盡，所以現在用十二個主題將它窮盡。這

樣，怎樣窮盡呢？這就要講了，「窮其理者」，不是，「窮其原者」，這個「原」即

等於這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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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原」是始源，是水的始源，就是這個，加上三點水都可以啊，好像我們的

《大智度論》的「度」是這樣子寫的，但是這個字通哪個啊？通三點水那個

（「渡」）。一樣！p ramitā ā、p ramitā ā、p ramitā ā這個是渡（的解釋），是嗎？

渡呢，《大智度論》不是寫三點水（的「渡」）啊，是寫甚麼啊？沒有三點水（的

「度」），這樣沒有三點水（的「度」）通不通啊？都通，這個（「度」）字即是有

三點水（的「渡」）。「原」字一樣，你可以加三點水都可以，水源啊，具體的講是

水源。這樣「窮其原」呢，這是「窮」甚麼「原」呢？這個「原」是甚麼呢？釋迦佛

證入的真理就是「原」了。但是，釋迦佛證入了真理之後呢，他的說法就不只講大乘

教的，他一樣講甚麼啊？小乘教。這樣，小乘教的「原」不是小乘啊！小乘的「原」

是大乘來的。

講這種思想，來看他怎麼講，他說，「窮其原者，」他說，「窮三乘之原也。」

「三乘」就是呢，當時流行的三種修行方法。一種呢，就是聲聞乘，就透過聽釋迦佛

講「四聖諦」，講「五蘊」，講「十二處」、「十八界」、「三科」，這樣去修行，

如果你這樣修行呢，就是聞釋迦之法修行而開悟呢，這叫做聲聞，聲聞就是聞聲這樣

的解釋。

這個「聲」是甚麼來的？為甚麼要講「聲」啊？為甚麼不讀「書」啊？為甚麼不

讀「經」啊？因為舊時是沒有「經」可讀的，舊時那些經的體就是甚麼啊？以聲為

體，釋迦佛講給你聽的就是經了，那些是語言來的，語言，這樣聽釋迦佛的言教，所

以我們用言教，言教就是聲了。聽釋迦佛的言教，言教就是聲來的，教是教法。所以

說呢，「諸惡莫作， 善奉行，自淨其意。」下面哪句？「是諸佛教」！「諸佛教」衆

是不是 Buddhism？不是啊！是 teaching of Buddha這樣解啊！「諸佛教」。所以

呢，teaching 就是這個「教」了，這個「教」就是 teaching了，聲聞就是這個

teaching了，聽見這個聲就是 teaching，我們聞釋迦佛的 teaching的教法。

所以呢，「是諸佛教」呢，「諸佛教」不是宗教，不是佛的宗教，是佛的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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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個「教」。言教又叫做教法。佛的教法，這樣叫做聲聞了。緣覺呢，就可以不聽

釋迦佛的言教，自己去覺悟的，獨自覺悟的。這樣，歷史上第一個聲聞（緣覺）乘的

證果人就是釋迦了，釋迦沒有聽過另外的佛講經啊！在這個世界。在這個世界，他自

己開悟的啊！他自己明白到緣起的法理而開悟的。緣起的法理就是甚麼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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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乃至到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乃至生滅則老死滅。這樣就開悟了！這就很快

啊！都不用五分鐘就講完了，就是這樣開悟。這樣，所以釋迦是獨覺的，釋迦自己就

是獨覺的，他自己是獨覺來的，因為沒有人教他的。

就是說，暗示或顯現一種理，就是我們有足夠智慧去開悟的。又暗示一個道理，

「如來藏」是合理的。「如來藏」是合理的，就是在我們的心靈裏面就根本具有開悟

的智慧。那些人反對「如來藏」是沒有讀通佛教的思想。是否一定要聽佛說法才能夠

開悟呢？答案就不是的！釋迦佛都不用（這樣）。所以你，釋迦能有開悟的智慧，我

們都能有開悟的智慧。所以那些講般若的常常攻擊「如來藏」，我就為「如來藏」去

補救，雖然我是讀唯識，但是隨便攻擊人是不對的，因為在一個佛教的發展歷程之

中，看到「如來藏」這種是不可以攻擊的，它講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

就是說我們有能力去，有智慧可以能夠去證悟真理，這個是事實來的。這樣呢，

第二種乘呢，我們叫做獨覺乘。第三種就是菩薩乘，即那些發了大菩提心而修行的。

這三乘呢，「窮其源」，就是這三乘呢，聲聞不是源，獨覺不是源，菩薩都不是源，

原在哪處啊？一佛乘就是源！因為你以為菩薩乘即是佛乘呢，雖然是，但是菩薩乘的

最終目標不是菩薩啊，最終目的是甚麼？成佛！所以呢，就在《妙法蓮華經》裏面，

《妙法蓮華經》是經中之王，就講這種，如果你分作三乘呢，這個叫做權。如果你分

一乘呢，這個是實。所以有句話說，「開權顯實」，原來「開權顯實」就是窮其源

了。即是這種就是窮其源，是把釋迦（佛）所證的真理，是一切思想的源頭來的，能

夠窮盡這源頭。這樣所以，在讀下面就知道了，「窮其原者，窮三乘之原。」因為

「三乘」不是源！「三乘」是權教來的。是吧？

8



這個實教呢，就是怎樣啊？實教就「原唯有一佛之旨」，這個就是源了，一佛乘

的源。因為佛要教化菩薩，要所有 生都能成佛，所以開佛的知見，是嗎？開佛的知衆

見。開佛的知見呢，你用《六祖壇經》的解法，就是我們每個人都有佛的知見，我們

開示悟入，是吧？我開佛的知見，悟佛的知見，示佛的知見，與甚麼？入佛的知見。

開示悟入，全部是我們的知見，因為這個就是「如來藏」的講法了，因為所有佛的知

見就是與生俱來，我們都具有。「空」不一定是沒有那種東西啊！以為「空」呢，是

我們沒有成佛功能的「空」呢，這就錯了。「空」就只是緣生，無實自性，無自性這

樣解釋啊！相因待那樣解啊！這樣就相因待了，因為成佛的功能就相因待於煩惱心，

我在這個煩惱心裏面同時有甚麼啊？我們有成佛的知見，這就相因待啊！這就「空」

了！已經！不是一定由無生有的那種「空」！那些人是不通般若中觀，就是我現在講

的般若中觀就是破那種「空」了。

很多人以為般若中觀先全沒東西的，全空白的，要後來才有的，這樣的「空」，

這就不是啊！這個是他自己解的「空」。中觀不是這樣解的，中觀解「空」呢，凡它

的存在是無自性，怎樣叫做無自性啊？就依其他的東西存在，就叫無自性。依其他的

東西存在，他自己不一定等於沒有，等於零啊！如果等於零，依甚麼？零就依甚麼存

在啊？如果我說等於零，沒有東西才是叫做相依待呢，這樣我問你了，你本身沒有東

西，你可不可以做能依啊？不行啊！沒有東西怎麼依呢？是吧？有沒有所依啊？又不

行！沒東西就沒得依！沒得依哪有「空」啊？沒東西就沒得「空」！沒得依！連

「空」都沒有！

這樣所以永遠不可以說是沒東西的！就是你說你的智慧等於零，不行啊！不行

啊！你不要將老子那套「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來解中觀啊，這樣解是錯的，亦都

解錯老子，現在我不是講老子，我就不將老子詳細講了。老子那套甚麼叫做「萬物生

於有，有生於無」，他都不懂！根本！這樣所以千萬不要說「空」就等於零啊！在

《中論》裏面就有一品，就破這個「空」字等於零，這品就在《中論》的第二十四

品，叫做〈觀四諦品〉。所以《中論》呢，第一品固然重要了，即是〈觀因緣品〉，

但是有一品與〈觀因緣品〉一樣那麼重要的，就是第二十四品，叫做〈觀四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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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很重要！

〈觀四諦品〉呢，就是外道以為一切法「空」就等於零，龍樹菩薩就破它，

「空」不是等於零！如果「空」就等於零呢，一切有為法都不成立了，一切無為法又

不成立，一切世間法不能成立，一切出世間法都不能成立！因為零是不能夠緣起啊，

零怎可緣起呢？這個緣起一定有能依所依啊！相因待啊！沒有能所關係就等於零，這

就不行了。所以，因此呢，所謂「窮理」，就是窮三乘的源頭。這個源頭在哪？「原

唯有一佛乘之旨」。最高的真理就是使 生都能成佛的這種真理。衆

這然後呢，「權說有三」，「權」是方便的解釋。方便講三乘。方便講三乘，就

是講甚麼啊？聲聞乘、緣覺乘與菩薩乘，是方便講法，最終的思想的源流呢，這個始

源呢，佛教的始源呢，就是成佛！一定要講成佛！這樣，為甚麼一定講成佛呢？小乘

人不講成佛的！因為小乘人是甚麼？聲聞乘，與甚麼啊？緣覺乘，他們不講成佛，但

是不講成佛的時候就不究竟啊！怎樣不究竟呢？因為佛說一切 生平等啊！這樣一切衆

生平等，為甚麼這個悉達多太子可以成佛，叫做釋迦牟尼佛呢？為甚麼我又不能變衆

做釋迦牟尼佛呢？為甚麼我又不叫做李氏佛呢？這樣釋迦是那族的名啊，這樣，你是

張生就張氏佛，是吧？劉生就劉氏佛，王生就王氏佛才對啊！這為甚麼只是釋迦這個

聖人就可以成佛呢？其他那些各種姓氏，各種種族的人又不能成佛呢？如果釋迦是這

樣的理想，釋迦就不偉大了！釋迦不是一個偉大的學者。

為甚麼某些生命主體可以成就最高的覺性，覺性就是佛，其他的生命主體就不能

夠啊？無有是處啊！所以佛教的發展到最後一定是所有眾生成佛！這個就是本懷。究

竟是不是所有眾生一定成佛，這是另一件事。在佛的心裏面，佛的教化裏面，就要所

有 生成佛！是最高理想！好像你養了十個子女，你都希望每個子女成材的，是吧？衆

你沒理由只喜歡這個大仔成材，那些細仔就做乞兒，沒人這麼想啊！這樣所以佛也一

樣啊！為甚麼只限於他是聲聞，那個是緣覺，那些是菩薩，十地菩薩又如何？他都是

菩薩啊，他未成佛的啊！這樣所以，佛的本懷都要所有 生都能成佛！他不成佛，他衆

不爭氣而已啊！他不爭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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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唯識宗是講五種姓，有些 生不能成佛的，建立五種姓，不是從（佛的）本衆

懷出發講的，是從數理分類講，做學問的時候，就是做學問是很多角度去處理東西

啊，就是沒有了我，沒有這個情緒，沒有這個客觀情感的，純粹理上安排，純理性上

分類，所以可以分八大類 生。衆

但在我們主觀的心識裏面呢，我們希望八大類 生都同歸於一個歸趣，就是成衆

佛，所以窮其源，一定要講到成佛才行，一定要最高，所以佛教怎樣發展都要一定講

到成佛。小乘人說呢，大乘一佛乘說是錯的，即使大乘在口中不是佛所講，但是呢，

在佛的心中一定是大乘，不可能是小乘，小乘的最高宗趣都是變成阿羅漢、辟支佛而

已。佛的心沒有這麼狹隘，我是唯一的佛，大家都不可以成佛，不會這樣的！這樣你

說佛在世的時候，為甚麼在小乘經教裏面不講成佛的方法啊？因為「行遠，必自邇，

登高，必自卑。」是按部就班去理解，佛的有生的壽命的極限裏是講不到成佛這麼

遠，所以暫時未講到成佛的途徑與那個境界啊。

這樣，使到 生成佛的願望與成佛的那個境界，成佛的途徑，其實佛的心中一定衆

具足無餘的！所以佛教一定發展到大乘，一定發展到一佛乘，才是工作完滿。（若）

不是呢，佛教與基督教、與回教沒甚麼分別了，因為基督教、回教所有信徒，他都不

希望他變作造物主的。佛的本懷就是要所有人是完滿的覺者，是佛教之所以分別於其

他宗教的地方。所以這處呢，就是「窮其原」是講這些東西，就知道三乘之原是一佛

乘。這就是權說有三，原即一，都是成佛，成佛的道理是最高的！其他道理是次等

的。這處就解了「窮其原」，原來是三乘皆以佛為原！這種道理在《十二門論》裏面

顯示出來。

這樣另外呢，這處刪了一些，因為很長啊，所以我用了省略號，這樣下面還有另

一個目的，這論要將它解釋這些真理的時候呢，有兩個目標的，一個目的就是要能夠

窮思想之原，第二種就是盡其理，盡即是窮，窮盡一切真理，窮盡一切思想之原，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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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一切真理！窮即是盡，盡即是窮，一樣的！

這些盡甚麼理呢？這樣要解了，他說，「盡其理者，」他說「上令三乘徙轍，今

令六道 生迴宗。」「迴宗」就是一佛乘。這處就是回應了盡其理，就是把這個道理衆

窮盡了來表達分析，這個目的就是使到「三乘徙轍」。「三乘」即是說，使到那些修

聲聞乘，修獨覺乘，修菩薩乘的人就不要以為得到做大菩薩了，得到做阿羅漢了，得

到做甚麼啊？那個辟支佛，就最終究竟了，不是啊！使他們改變這條路，這個「轍」

就是路的解釋。這個「轍」是甚麼轍呢？這個車轆走過地下留下的痕跡叫做轍。改轍

即是改路，將那個痕跡表示路。所以「望（視）其轍亂，見（望）其旗靡」。

我讀過一句呢，是出自，我不知是《戰國策》還是《國語》了，出自《左傳》，

沒錯，出自《左傳》！「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這樣就見到這條路的時候

呢，行錯了，原來三乘是不對的，要改路！改路的時候，改甚麼路啊？是使到改一佛

乘之路。一種。這裏是講聖人啊！三乘是指聖人啊，就是你證到阿羅漢的時候，這不

是終結的啊！要回小向大！你修初地、二地、三地菩薩要繼續修下去啊！十地都未完

啊！還要甚麼啊？成佛才是啊！這樣叫做「三乘徙轍」。這樣，我們不是這個境界

啊，我們流轉生死，六道輪迴的人。現在呢，令我們，「今令六道 生」，「六道衆 衆

生」相對於三乘的聖者。我們不是三乘聖者，地上菩薩才是三乘聖者。我們叫做地前

菩薩，大家是菩薩啊，不過菩薩加個「前」字，他加個「上」字，這樣就不同了。

這樣，地前菩薩呢，是六道輪迴的 生。「迴宗一佛乘」，你六道這樣流轉，無衆

了期啊！於是呢，就叫我們趨向一佛乘，這叫做迴宗一佛乘。「迴」就是轉個頭來，

回頭是岸的「回」，是吧？所以回頭是岸的「回」沒有撐艇（部首）的，但這個沒有

撐艇（部首）與有撐艇（部首）一樣通的。古書，古書是一樣的，返轉來的，返轉頭

宗於一佛乘，這個一佛乘是我們的宗趣，這叫做窮其原。

「窮其理」是甚麼？窮盡三乘之理，還有甚麼啊？流轉生死的人，窮盡成佛之

12



理，三乘的人呢，窮盡甚麼啊？成佛之理。這樣叫做窮理。好了，這樣所以強調這部

《十二門論》是講一佛乘的。「此論既釋一乘」，他說這本《十二門論》是解釋一佛

乘的。他說，「三乘六道」，九道的 生，九道的 生都能「同成佛也」，都能夠一衆 衆

齊成佛。「九道 生」呢，現在解了，這種解法叫做夾注釋解法，就是你不用查字典衆

了，我用「九道 生」呢，三佛乘加六道，就是九了，這樣是九道了。本來呢，本來衆

呢，「十界」的，還有甚麼界啊？還有一界就是佛，佛道，是吧？加上佛道就是十界

了。叫做四聖六凡，是吧？四聖六凡。這處「九道 生」呢，就有一道不用講的，為衆

甚麼啊？因為佛道不用講，佛道就是釋迦牟尼（佛）與所有諸佛，就是希望大家能夠

進入諸佛世界而已，這樣所以不用講了，就講「九道 生」。衆

這樣，使到九道的 生，即說三聖六凡都能夠同時成佛，這個就是窮其理。又衆

「窮其源」，這就是重新講過了，就是將剛才的那段說話從另一個角度總結它這樣

說。他說，又「窮其源」是指甚麼，「斥聖惑也」。「窮其源」呢，斥即是除去，

「聖惑」就是把你成聖的時候，妨礙你成聖的那些煩惱，將它消 了。「盡其理」毁

呢，「破凡迷也」。我應該這樣解，「窮其原」呢，是對聖人講的，聖人呢，因為聖

人他有煩惱是不能夠成佛，這樣妨礙他成佛，這叫做「聖惑」，「聖惑」就是聖人的

迷惑。聖人的迷惑就是小乘、聲聞、緣覺有迷惑的，這個迷惑叫甚麼障啊？甚麼障

啊？所知障，沒錯了！破所知障，叫做窮其源。

因為佛呢，不只是去盡了煩惱障，是嗎？連所知障都去盡，這叫做斥。「斥」是

破斥這樣的解釋。「斥」是將它排除了，妨礙你成佛的那些煩惱，叫做「聖惑」，聖

人之惑。你已經是聖人了，因為你已經沒有煩惱，你沒有煩惱障，但你有甚麼啊？所

知障啊，所知障就叫做聖惑。這處破所知障，使到能窮其源。「盡其理」是使到破凡

夫的迷執，凡夫有迷執，執「我」！那個「聖惑」就執甚麼啊？執「法」。執

「我」，執「法」，這樣「盡其理」就是（破）凡夫的迷執。這樣就一個執「我」，

一個執「法」。這樣，能夠「破凡迷」呢，凡夫的迷執呢，就即是「悟不凡」了，使

到開悟那個不凡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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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又呢，能夠「斥聖惑」呢，就使到「悟不聖」，開悟了不能進入聖境的這個

境界，將它破了，將那些所知障破了，這就叫做「悟不聖」。這樣「即令悟不凡、不

聖」，那「凡」與「聖」是相對的，是吧？於是呢，超越了凡，超越了聖。這樣下面

呢，「令悟不凡、不聖」，就是「令悟不生死，不涅槃等也。」因為涅槃與生死又是

兩執。因為呢，那些三乘的聖人，他就執生死，驚（怕）生死，是吧？驚（怕）生

死，這樣佛就講這些道理，使他知道生死不需要懼怕的。因此呢，到大乘去講「不住

生死涅槃」，「不住生死」就是不生死了，能夠進入這個不會驚懼生死的境界。但

是，凡夫是驚（怕）自己沒有生命了，驚（怕）涅槃，凡夫沒有「我」就不行！於是

呢，「不涅槃」，就是說不會執著涅槃。這樣呢，破凡夫，使到他不會生死；破聖

人，不會入涅槃。

破三乘的聖人，因為三乘的聖人就快點入涅槃，他不驚（怕）涅槃，所以希望自

己能快點入涅槃。相反就驚怕生死，不敢留於生死，這樣對聖人來說，使到他不驚

（怕）生死，所以使他不要欣趣涅槃。對凡夫呢，凡夫就只喜歡生死，不喜歡涅槃，

就要知道生死不是好東西來的，流轉生死永無出期的，涅槃才是好東西。這樣對於這

兩種的 生的講法剛剛調轉了，剛剛調轉，一種呢，就是喜歡涅槃，怕生死；一種衆

呢，就是不喜歡涅槃，他流轉生死裏面。這樣對凡夫呢，就是流轉生死，告訴他流轉

生死不好的，應該欣悅涅槃才對，這個是對凡夫講，對迷執講。對聖惑講，就是甚麼

啊？生死不用驚（怕）的！涅槃呢，不要進去，你不要入涅槃，入涅槃是不對的，一

入涅槃就不能翻身。就是說這些道理了，這叫做「窮其源，盡其理。」這種是第二種

解法。

這樣還有第三種解法，原來這麼多種解法的啊！他說，「又窮其源，斥內迷也；

盡其理，破外執也。」他說這個「窮其源」就把「內迷」，「內」是甚麼來的？對佛

教的理論叫內。對外道的理論叫外。是嗎？這樣對佛家的理論呢，你不了解，所以要

窮盡其源去了解它。對外道的執著，你迷執的時候要破斥它，不要給甚麼啊？被外道

的理論影響你！這樣就是「盡其理」。「盡其理」就要來破外道的。「窮其源」就是

甚麼？通透佛家自己的道理，通透佛教的道理叫窮其源；破斥外道的迷執叫做盡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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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盡其理。

這就是呢，整本《十二門論》就是要提出一佛乘的思想，成佛就最高。成佛最高

呢，又有三個層面的講法，就剛剛的三個層面了。三個層面，第一個層面就是，完全

（分）開做，將這個聖者與那個凡夫講的，希望聖者與凡夫都趣向同一成佛這條大

路。第一層講法。第二層講法呢，就是讓聖者不要驚懼生死，要成佛，應該普渡所有

生；對凡夫說，體會到生死流轉是可悲的，應該修行欣趣涅槃。第三個講法就是對衆

內對外講的，對內就是窮盡佛理；對外破斥外人的邪執。這樣分開三個角度講，其實

這《十二門論》是不是好像吉藏說的那麼多內容呢？這又未必，吉藏呢，我想他就強

加添了他自己的很多思想進去了，我們讀那本《十二門論》的時候，你就發覺到未必

好像吉藏（所）說那麼完美的。這個是我補充的。

跟著下面呢，我再講一下這個第三段，就是這《十二門論》，為甚麼要做《十二

門論》呢？已經做了《中論》，又要做《十二門論》呢？有沒有搞錯啊？做這麼多

啊？這樣就要解了。  這樣僧叡的序，返回講僧叡的序，他說，「論之者，欲以窮其

源，盡其理也。」回應前面了，他說，為甚麼要窮盡那個真理呢？窮盡思想的淵源與

一切真理呢？下面僧叡自己講，「若一理之不盡，則 異紛然，有惑趣之乖；」他衆

說，如果一種理論講得不夠透徹，這樣於是呢，就各種講法紛紜，不能夠統一。「衆

異」，即各種不同的說法。「紛然」就是紛亂，不能統一了。這樣是哪些紛亂啊？就

是說，聲聞乘有聲聞的講法；緣覺乘有緣覺的講法；就菩薩乘有菩薩的講法，都不知

道跟誰說好了，這種都不知道跟誰說好，這就紛亂不堪了，異說紛紜了。所以這裏應

該「窮其源」，全部三乘呢，都是權化，要開權顯實，實法就是成佛，這就不會紛亂

了。

因為釋迦牟尼佛依你的不同根器，開一佛乘做三乘，開三乘不是依真理開，是依

甚麼啊？ 生的根器而開的，這樣就千門萬戶也可以。因為千門萬戶是不同途徑，是衆

適應不同 生的根器，講這個道理。所以一定要「窮其理」。如果你不「窮其理」就衆

變得 說紛紜了，這於是有甚麼危機啊？有「惑趣之乖」，「惑」即迷惑，「趣」是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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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方向，這樣於是呢，「乖」是一個危機，一個錯誤的途徑，使到你進入那個不同

的道路了。「惑趣之乖」，「惑」就迷惑，「趣」就趣向，這就過失了，「乖」是過

失，於是使到你迷惑了方向，迷惑了宗趣了。就是說，你不知道這個目的地了，如果

我放你去一個郊野，你不知道目的地，你向東行、向西行、向南行，你完全不知道

了。

這樣，因此當你在八仙嶺迷途的時候，發現到甚麼啊？有「惑趣之乖」，你都不

知道怎樣下來，根本那處全部都是山野，迷失了方向，這樣就火燭肯定燒死你，所以

香港的八仙嶺常常都有人迷途，亦都燒死過人，因為甚麼會燒死啊？就是惑趣，我們

的趣向哪裏去不知啊，不知哪裏去，這樣你亂撞不行啊，亂撞就處處都火頭，這樣就

超越不了那些火的範圍，這樣就會燒死人了。

這樣源流呢？你不窮盡又怎樣呢？他說，「一源之不窮，」如果一個源流不能夠

窮盡呢，「則 塗扶疏，有殊致之跡。」其實一樣的解釋，這個「 塗扶疏」，這個衆 衆

「塗」等於這個「途」，這個「塗」字呢，生靈塗炭的「塗」，這個，這樣寫法，它

是等於這個「途」，迷途知返的「途」。「扶疏」呢，就是那些樹木遮住了，很茂

盛，叫做扶疏，所以有個詞語叫甚麼啊？枝葉扶疏，是吧？那些樹葉很多，全遮滿

了，這樣「 塗扶疏」就是很多途徑被樹林遮住了。這時「有殊致之跡」，「殊致」衆

即這條路，路，這路呢，「殊」就「理一而分殊」，是不同的解釋，「致」呢，那條

路的終點。

就是說，如果這條路被那些樹木全遮住了，這就有很多不同的道路，不知道通達

到甚麼終點，有這樣的危機了，這叫做「殊致之跡」。「殊致」就是不同目的地的小

徑。這個「跡」就是路徑。有很多路徑，不知道通達到哪處，這個「致」是通達，

「殊致」就是不同的通達的目的地。這樣，如果條條大路通羅馬就好了，但他不是通

到羅馬一個目的地啊，通去很多目的地啊！這樣你就不知道走哪一條路了。但是「窮

其源」的時候就不怕了，「窮其源」就把最終那點顯示出來，你走條條路都可以，只

有向著甚麼啊？向著這個終點走，都能夠到達終點。這個終點就是甚麼啊？成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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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正修小乘法，無所謂啊！你修到差不多，你都會向著成佛這條路走就可以了。你

譬如證了阿羅漢，不要緊啊，回小向大就可以了，是吧！我證了辟支佛，不要緊啊！

我迴轉向著佛這條路走就可以了。

就不要永遠跟著阿羅漢那條路走！如果跟著阿羅漢那條路走會怎樣啊？沒了你自

己啊！為甚麼？因為阿羅漢最終目的是甚麼啊？先是有餘依涅槃，再進入甚麼啊？無

餘依涅槃，無餘依涅槃就沒有了自己啊！這樣你就不能度（ ）生了！同理啊，結很衆

多緣的，多生多劫的父母兄弟，永遠都不能去度他，你自己入涅槃走了，同理多生多

劫的父母兄弟朋友，你就放下了。

佛說慈悲，不忍心這樣做的！這樣所以佛就告誡那些阿羅漢回小向大，你要成

佛！成就一個生命的主體永遠做 生的良師益友！所以佛教本來生命的宗趣是消極衆

的，轉向了積極的方面去講。因為甚麼消極啊？因為小乘人的生命最終的目標就是終

斷了，終止這個生命的，好像阿扁那樣終止國統啊，要終止它啊！但佛最後就說，不

要終止它，你不要入涅槃啊！

在龍樹菩薩寫了一本很重要的書，叫做《菩提資糧論》，在裏頭三番四次告誡我

們啊！不可以入涅槃啊！你不可以證入涅槃啊！你要了解涅槃，沒所謂！但不要

（證）入，不要取涅槃，不要取，用這個「取」字，不要進入涅槃！因為一進入涅槃

就沒得救了！是沒了你！沒了你自己！

沒有你就怎樣啊？不能夠保留你的生命去完成佛的境界！你的生命終斷了！就不

能夠成佛了！而且這樣不能成佛，是永遠不能補救了！在流轉生死，六道輪迴的時

候，仍然有你的生命，你還有機會甚麼啊？成佛！你入了無餘涅槃就永無成佛的機

會！所以，龍樹菩薩是很強調叫人不要入涅槃的。有個這樣的講法啊。這樣所以呢，

我們要窮其理與窮其源，能夠盡其理了，能清楚知道我們生命的方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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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再用回「有殊致跡」，這樣「殊致跡」有甚麼不好呢？他說，「殊致之不

夷」，他說那些不同目的地，這樣不要夷平它呢，這個「夷」即平，即是說破除這樣

的解釋，破除各種目的地呢，破除各種目的地呢，如果你不是這樣做呢，這個「夷」

就是平也、破也。將它夷平，不同的途徑夷平它。

如果你不夷平它呢，「乖趣之不泯」，如果你違反這個方向，這個「趣」就是方

向，「乖」即是背離了方向，這些錯誤你不去消除它呢，就是說「殊致」你不消除，

「乖趣」你不消除了。「大士之憂也」，「大士」是一位菩薩，哪位菩薩啊？是啊！

龍樹菩薩！龍樹菩薩就憂心的，最憂心的！龍樹菩薩擔心呢，就是 生修行者「殊致衆

不異，乖趣不泯。」「殊致」，這個「致」是目的地，各種不同的目的地，你不消除

它，不統一它。

「乖趣」是趣向、方向，這種錯誤方向，你不消除它，是「大士之憂也」，「大

士」就是大菩薩，「大士」即是梵文的甚麼？菩薩摩訶薩，是吧？大士，這個菩薩摩

訶薩就是大菩薩，大菩薩的憂心啊！既然憂心呢，「是以龍樹菩薩」，菩薩即是大士

了，因此龍樹菩薩「開（欲）出（離）者之（所）由路（徑），作《十二門論》以正

之。」

「開出者之由路」即是：「開」是開啟。「出者」就是欲出離這個生死苦海的

人。「之由路」，他所走的路，就是開一條正確的途徑給他看到，使到他能夠把錯誤

的途徑矯正過來，這樣叫做「由路」。「開出者」就是出離生死者，出離迷惑者那些

所行的路。那個「由」字是行的解釋，這個「由」字是行的時候呢，這樣有沒有典故

啊？這樣肯定有啊！在《孟子》就說，孟子有個「由」字，孟子他說，「仁，人之安

宅也；義，人之正路也。」

他把仁義相對，仁就安宅，要來住的，把這個心安心在這個慈悲心；路就是走的

正確的途徑。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這樣，他說那些人就很差了，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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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安宅而弗居，」「曠安宅而弗居」，（應該是）「曠」字，就「舍」，這個

「舍」即是剔手旁的「捨」啊，「舍正路而不由，哀哉！」這是《孟子》，《孟子》

很出名的，這句名句啊！「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他說「仁」是我

們最好的居所來的，這個「仁」，所以「居仁行義」啊！我們是吧？「居仁」就是仁

是我們的居所來的；「義」呢，就是行的，這條路是行（走）的。如果「曠安」，這

個「曠」是動詞來的，「曠安」，這個曠就荒曠了，荒廢了，就是沒有人住，空置

了。「安宅」，（指）一個很安樂的大宅。你就空置了它，這個「曠」是動詞來，

「曠」是曠課的「曠」啊，就是上堂呢，我不上堂了，我們叫做曠課，曠課就是放棄

了上堂的這個機會，叫做曠課。「曠」呢，曠野的「曠」，沒有人的地方的「曠」，

就是放棄了安宅，很平安的安樂窩。

「弗居」的「弗」就是不也，這個「弗」與「不」（同義），古字一樣讀的！這

個「弗」字呢，與「不」呢，我們現在讀呢，就（讀粵音）「fat1弗」，「弗」，這

個「吧」（音），（與這個）「不」，大家的（音）韻一樣的，但是古字呢，古音

呢，不但呢，這個（音）韻一樣，這個聲音一樣，原來在古代的「b」音呢，都讀作

「f」音的，即是說呢，古人不懂讀這個「不」（音）的。不是，我講錯了，我調轉

講了，古人不懂讀這個「弗」（音）的，他只是讀這個「不」（音）的。

古人啊，原來這個「弗」字呢，不會讀的。那為甚麼不會讀呢？因為掌握我們的

發音器官呢，他掌握不到這個「f」的發音，「f」的發音呢，我們叫做唇齒摩擦音，

它有個名稱啊，這個名稱叫做唇齒摩擦音。這個「b」音呢，我們有個名稱啊，我們

叫做雙唇爆發音。

這樣，古代人因為唇齒摩擦音很難發（音），所以現在讀英文呢，有人讀到這個

「f」音，都讀不到這個「v」，讀不到這個「v」啊，因為這個「f」呢，是唇齒摩擦

清音，這個（「v」是）唇齒摩擦濁音，讀不到這個濁音，因為中國母語沒有這個音

啊，這樣所以經過訓練呢，才讀到這個「variety 」，這個「var」字（音）很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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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variety」的「v」音很難讀的。

這樣因為舊時中國人發不到這個「f」音的，他只是發這個「b」音。這就是說

呢，古人這個「弗」字呢，都仍然讀「不」字（音）的，於是呢，「弗」（與）

「不」一樣同音同義。我們現在呢，「弗」（與）「不」就同韻，是不同聲，但是

呢，古人都同聲，又同韻又同聲，這個原因就是古人發不到這個「f」（音）。所謂

古人即是甚麼啊？我具體告訴你聽，是唐（代）之前，唐代之前的音呢，是發不到

「f」音的，是沒有「f」音的，只有「b」音、「p」音，是沒有這個（「f」音）

的。而且，這個「b」音都不是這樣讀的，是清音，即是 vocal cord不振動。這是一

門專門的學問啊！這門學問叫做聲韻學。這樣，如果你讀大學讀過聲韻學呢，就知道

聲韻學的發展，它是有一個，聲韻學呢，那些語言好像人一樣有生滅的，在不同的時

代有不同的出現，有不同的生成，有不同的熄滅，有不同的變化。所以，生住異滅這

個規律呢，可以應用於一切有為法，是包括語言一樣（如此）。

這裏，我沒有騙你啊，是有例證的，這個例證呢，「佛」呢，我們現在叫佛，初

譯，在中國譯的時候，不是叫做佛的，譯做「浮屠」。「浮屠」，漢明帝的弟弟叫做

浮屠老子並伺，即他又拜那個老子，又拜釋迦牟尼佛。那麼「浮屠」即是甚麼啊？

「浮屠」都是「f」音啊，我們不理「屠」了，讀這個「浮」，讀「 f」音，「浮

屠」，「浮屠」即是 buddha ，「浮」就是「bu」了，就是「bu」。這樣，為甚麼

這個「buddha」譯做「浮屠」啊？為甚麼不讀「寶屠」啊？buddha就 buddha 才

對啊！「寶屠」才對啊！為甚麼要「浮」呢？讀「f」音呢？這個「b」音不可以嗎？

這樣 訴大家聽，漢朝的時候呢，是唐（代）之前了，漢朝讀「浮屠」，不是讀吿

「浮屠」的，是讀「buddha」的，是讀「buddha」的，這個「f」音呢，是讀它作

甚麼啊？「b」音。這就全對了！「弗居」即是「不居」，這個「f」音不讀「f」，

是讀甚麼啊？「b」音。「浮屠」的「浮」字不是讀「浮」音，是讀「bu」音，是讀

「bu」音，很清楚啊！如果你讀佛學呢，是對一個研究中國語音的人，是提供很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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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很珍貴的文獻資料。所以，那些聲韻學家呢，中國的聲韻學家呢，很多是比丘來

的，是出家人來的。

前年呢，講一個故事給你聽，香港有個很有錢的人啊，是旭日集團的主席楊釗，

他在深圳召開一個佛教教育會議，他知道我前年剛剛在加拿大回來，他就邀請我出

席。在我出席的時候呢，他叫我講一些東西，出席的時候講話，我講出一個很重要

的，就是中國那些出家人，他們不只是懂佛法，是同時精通某些學問的，有些對詩是

很有研究的；有些他就對聲韻學很有研究的；有些對文字很有研究的。所以我有個主

張，就說佛教教育不只是出家人學敲經唸佛，亦都不是只懂佛法的，他都可以做律師

的，他都可以做文學家的，他都可以做聲韻學家的，他都可以做教授的，他都可以研

究文字學、聲韻學、訓詁學，各種學問的，那些出家人很開心啊！很開心啊！他知道

出家人不只有一個途徑，出家是教育，僧團教育，我們過去千幾年是甚麼啊？是違背

了本來出家人那個應有的方向！本來出家人可以有很多方面的全面發展啊！好像那些

神父、牧師那樣，有些是做教授、有些是做老師、有些研究法律、有些研究心理學、

有些研究 counselling 等等的，但是那些出家人不是這樣啊！不懂這樣啊！你見過出

家人是牧師沒有？沒，沒有。

這樣所以只是懂老師訓導的東西，搞得怎樣啊？老師就只是懂《楞嚴經》，告訴

他的弟子說，你通《楞嚴經》就可以了，你不要讀另外的東西啊。那個是淨土(宗）

的，告訴他的弟子說，這是「淨土三經」，你讀懂它，徒弟你不要讀其他啊！這怎麼

可以啊！僧伽教育怎麼可能啊！就是這樣了，這樣出家人的視野怎樣開展呢？歷史告

訴我們，舊時不是（這樣）啊！是這樣的！很多（出家人）都是專家來的，守溫和

尚，很出名的聲韻學家叫守溫和尚，是中國第一流的聲韻學家。所以和尚不是一定只

是弘揚佛法，固然他可以弘揚佛法，但除了弘揚佛法，在學術上還有很多偉大貢獻

的。這樣那次的會議（的）出家人覺得很開心，亦都講了我心裏頭我要講的東西。

好了，講完這個「弗」字了。「曠安宅而弗居」，「弗」是不的解釋，就是說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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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有好的安宅，有很好的屋企，但是不懂在這居住啊。就是說他們甚麼啊？殘忍對

人啊，常常將我們的心靈啊，在那個戰場上與人鬥爭，是嗎？一日不鬥死你都不開

心，這樣的做法。「曠安宅而弗居」。第二呢，「舍正路而弗由」，這個「由」字，

我要解釋一下這個「由」字。「舍」就是放棄，這個「舍」等於剔手邊那個「捨」。

舊時沒有寫別字的，同音的寫下去就可以了，這個「舍」字即是「捨」，捨棄了正途

你不走，就是說你不行仁義，這樣不居仁行義，不能夠居仁行義，哀哉，最悲哀不過

了。這樣解釋了這個「由」，就是這個了，現在這個「由」字講完了。「開欲出離者

之由路」，「由路」就是可以走的路，這個「由」字不是解作「從」，是行的解釋。

這個「由」字，就是這個「由」，「舍正路而弗由」。

這幾句說話是很好的，這個孟子所講的與佛教所講的一樣，一樣，佛教都是這樣

講啊！因為仁義就是慈悲啊！都是慈悲安心啊！是吧！一樣的，完全是一樣的！這樣

不過呢，講法不同。這樣就「欲」，使到那些想出離的人給一條正路他走，因此就要

作這部作品了，「作《十二門論》以正之。」是矯正錯誤的路向，就要作《十二門

論》了。在這個時候呢，這個旨趣，全篇的旨趣，全論的旨趣，就是僧叡再講了，他

說，「正之以十二門」，他說要指出這個途徑呢，就要用十二個內容，十二個主題來

給一個正確的途徑去行。這樣，用十二個主題去處理這個正確途徑呢，有甚麼好處

呢？就將這個好處講了，「則有無兼暢，事無不盡。」於是，「有無兼暢」，就是對

任何東西是存在，任何東西不存在，都能夠兼顧到，都能夠暢達到，這就表示甚麼

啊？

因為很多人執，有些執實有，有些甚麼啊？執實無。「有無兼暢」呢，就是你執

實有呢，我能夠破你實有，是嗎？無呢，如果你執實無呢，我能夠破你實無。就是用

「中道空義」，他就是透過「中道空義」，去破斥自性實有，破斥自性實無，就使到

有無的道理呢，是暢達無礙。（執）「有無」好不好啊？請（問）大家，不好的。

「有」是指那些執自性實有，種種（事物）都自有、獨有、恆有的。「無」都不好

啊，「無」呢，種種（事物）都零，種種（事物）都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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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有兩執，一個叫做有執，一個叫做甚麼？空執、無執，這樣是不能夠契應中

道的真理。這就是他要講《十二門論》呢，是講中道的真理，中道的空義，來破執實

有，破執實無。所以，實有實無好像兩個甚麼？山那樣阻擋我們的成佛之道。所以排

除它，使到通暢這條路，不是通暢於實有實無啊！是排除實有！排除實無！通向哪處

啊？是成佛的大路。這樣的解釋啊。這樣呢，「事無不盡」了，這樣所以事情呢，

「事」是現象來的，事。「事」的相反是甚麼啊？是「理」。「理」是理體，是真

理，是本體。事是現象，這樣所以一切現象都能窮盡了，一切現象都窮盡了，就是甚

麼啊？一切法空！是吧？一切事就是一切緣生法，事是現象來的，諸行來的，諸行無

常！是吧？

知道一切諸行無常，叫做甚麼啊？事無不盡！是沒有一個小小的現象是實有的！

是並沒有一個小小的現象是甚麼啊？實無的。這樣叫做事無不盡。「事無不盡」，

「無不盡」些甚麼啊？無不窮盡的甚麼啊？中道空理，這樣的解釋。這很難解啊！很

難解啊，因為「事無不盡」你不能照（字面）解的，事情沒有不盡，這即是怎樣啊？

你會說這即是怎樣啊？「事無不盡」一定要解作一切現象都是非自性實有，都是甚

麼？非自性實無。一定要這樣解釋。那麼，為甚麼要這樣解釋啊？這樣解釋就要一定

讀通了整本書才能告訴你為甚麼啊！通（透）了般若中觀才能告訴你為甚麼！這樣

「事盡於有無」，要再解（釋）了，就是說現象，透過非實有，透過非實無來窮盡

它。這即是甚麼啊？即是《般若經》裏面的叫做甚麼啊？叫做畢竟空。甚麼叫做「畢

竟空」啊？是沒有一個小小的事物不空的。

「空」是不是沒有東西啊？不是啊！「空」是中道空，非自性實有，非自性實無

啊，每一個小小的事物，它都是非自性實有，同時是甚麼？非自性實無，這樣叫做畢

竟空。「畢竟」是絕對的解釋，沒有一個例外。好像蘇東坡，「畢竟西湖六月中，風

光不與四時同。」「畢竟」啊！這個「畢竟空」，用「畢竟」這兩個字，是絕對地！

絕對地空，沒有一些是不空的。這樣你暫時不懂解釋這個「空」字，不緊要的，我們

讀下去就懂了！讀下去這本《十二門論》是解「空」的，我暫時就講給你聽，非實有

非實無叫做「空」。於是呢，能夠「窮盡有無」呢，就是說知道一切現象都非自性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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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非自性實無呢，這樣有甚麼好處呢？它的好處就是這樣，「則忘功於造化」，照

字面解就是造化的功勞就忘記了。這樣甚麼叫做「造化」啊？你造化一場，造化啊！

「造化」呢，造物主就是造化了，是吧？因為一般人以為這個宇宙呢，或者這個世界

呢，是有個造物者去造的。

這樣，在印度裏面有很多這種講法的，有些說這個世界是由梵天做的，有些說這

個世界是由誰做啊？由大自在天做的，有些說這個世界是由甚麼？韋紐天造的。這就

是有個造化的造物主啊！去創造這個世界。這樣，你知道非自性實有，非自性實無就

不會相信這種了，是放下這個世界是由一個造物主創造的這種看法，可以放下了，這

叫做「忘功於造化」。「忘」者，無。「功」就是功勞。上帝創造宇宙萬有的功勞可

以放下了。放下就表示不會執著有創造神，就是你不會執著有創造神了。「造化」，

造化，造化是創造主，造化，創造就叫做造化。

所以《紅樓夢》有首詩，他說「造化本無方，云何是應住？既從空中來，應向空

中去。」很出名的這首詩。是誰作的呢？在《紅樓夢》裏面，就那個人就肯定是曹雪

芹作了，但曹雪芹說在紅樓夢裏面出現不是說曹雪芹作啊！他說呢，賈寶玉的姐姐探

春作的。賈寶玉有兩個家姐啊，一個叫做探春，有個探春，就作了這首詩，造化沒有

一個方所，這樣「云何是應住？」這就住在哪裏呢？如果住就住在空間啊，這樣沒有

空間又怎樣住呢？所以「既從空中來，應向空中去。」是隨緣而來，是隨緣而去。

《紅樓夢》裏面有很多佛教的思想啊！這首詩就是很明顯的佛教思想，用「造

化」這兩個字，用「空」來「空」去，這個「空」字。不過呢，曹雪芹是否真的了解

「空」字呢？我都懷疑他不是完全了解「空」字，可能大家了解「空」字比他了解更

深也說不定！因為甚麼呢？因為曹雪芹，在清代的人對「空」字的了解多數懵查查

（不清楚）的，都是執空無的「空」，不夠我們清楚的！因為我們對「三論」深入去

研究，所以對這個「空」字比他清楚的。所以不需要妄自菲薄啊！很多事情你是比以

前的人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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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這樣我們不會執 這個宇宙是由造物主創造的，就不會了，因為非自性實着

有！非自性實無！如果是造物主創造，我問誰創造造物主啊？是吧？這樣造物主能夠

創造萬物，又要有人造造物主才是啊，這樣有人造造物主的時候呢，他就不叫做造物

主了。那些牧師怎樣講上帝存在啊？我很，因為我在基督教學校畢業的，他說，你見

到的這張 都是有人創造啊，是木匠創造啊！這隻手錶那麼精巧，於是有個手錶匠創枱

造了！這個宇宙很精巧啊，又有進化又有退化，為甚麼會進化退化這麼微妙呢？進化

論的背後呢，其實是上帝啊！不過他不記得問一句，上帝是這麼微妙，那麼上帝是誰

作的呢？誰創造上帝？他又不問啊。

他的論證是所有東西都有作者的，任何存在、任何現象都有作者的，但到最後那

個就沒有作者了，他自己存在自己。這樣自己存在，那為甚麼不可以他們全部都是緣

生的呢？如果照理是緣生啊。這就是說的錶有錶的作者，大廈有大廈的創造者，這張

有 的創造者，這樣上帝都有創造者才對啊！這樣才合理啊！否則他犯了一個過枱 枱

（失），叫做不平等過。如果說有創造者也不行啊！為甚麼啊？有個無窮過。這樣佛

教（以）這兩個過破盡天下所有的學理，破盡了天下的所有學理。

所以《十二門論》就是破造物主啊，就是破造物主啊！原來佛教裏面呢，我們不

會公開去破別人，但我們自己知道造物主這個觀念是錯的，我們讀〈觀作者品〉，我

就選了〈觀作者品〉，就知道了如果要講造物主的時候呢，是有矛盾的，是思想上有

矛盾。這處就「則忘功於造化。理極於虛位，則喪我於二際。」如果你能將道理講到

盡頭的時候呢，在哪處是盡頭啊？「虛位」，「虛」就是緣生，將一切道理歸到最後

的中道空義呢，這叫做「理極於虛位」，「虛」就是空，是嗎？空。「空」不是沒有

東西啊！是將這個道理用一個中道空義去考察一切法，這叫做「理極於中道」。這樣

於是可以無我了，於是可以「喪我於二際」，可以破「我」，破我用兩個邊去破，這

個「際」是邊，邊際。對破「我」有兩個邊際，執「我」有兩個邊際，一個執（有）

個「我」是甚麼執啊？是實有的執。

第二個呢，實無的執。都是邊來的，都是邊來的，都是際來的，邊際啊！這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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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道啊！中道呢，這個「我」是非自性實有，同時甚麼啊？非自性實無，這樣就無執

了，這樣就無執了。這樣如果你用一個中道空義去窮盡一切法呢，這樣你將「我」是

自性實有的邊執，與「我」是自性實無的邊執，都可以破到無有餘，無有餘韻了，這

叫做「喪我」。「喪我」是破「我」的解釋，「喪我」不只是破「我」的實有，同時

破甚麼啊？「我」的實無都要破。這樣破「我」實有，那幾時破「我」的實無呢？幾

時需要破實無呢？如果你執自性實有的時候，你不可以證真如，是吧？因為一有實

「我」就不能證真如。

這樣破了自性實有，幾時破自性實無呢？這樣破自性實無，成立業論的時候要

破，因為如果沒了這個我，誰流轉生死啊？都要有個主體啊，生命主體啊！這樣，所

以你要建立輪迴理論的時候呢，一定要將自性實無的「我」要破，所以這裏「喪我於

二際」是很有目的啊！就使到你一方面了解流轉生死，一方面去了解到還滅，是嗎？

流轉生死與還滅都要完全了解，這個叫做甚麼啊？「喪我於二際」。再到下面，「然

則喪我在乎落筌」，這很難解的文字。「喪我」即破「我」了，你要破「我」呢，這

個方法就是要「落筌」，「落」即棄也，「落」即放棄了，這個「落」字很多解法

的，這個「落」字很難解的在這處。「落筌」就是將那個籮，將那個捉魚的籮放棄

了。

那即是甚麼啊？因為出自莊子的叫做「得魚忘筌」，是吧？莊子有一個故事，就

是說你要捉條魚呢，你一定要放棄了那個魚籮，才能捉到條魚。因為一個籮呢，那條

魚可以入（但是）不能出啊，這樣魚游進了籮，於是吊起了籮，就捉到這條魚了。這

樣你以為捉到了條魚嗎？你捉不到這條魚的啊！那條魚入了魚籮，這個「筌」叫做魚

籮，就是我們很小（的時候），舊時香港的水清啊，你放一些麵包皮進竹籮裏面呢，

你放（竹籮）進水裏，那些魚就游進去吃麵包皮了，游進去了，就游不出來，這樣拿

起這個籮，就捉到魚了。

現在就不行了，現在的水污糟邋遢啊！捉到了也不敢吃！這樣你要得到這條魚的

時候呢，「得魚忘筌」，如果你要得到這條魚，要放棄了那個竹籮才可以，這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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魚忘筌」。這處呢，他說，「喪我在乎落筌」，他說如果你要破「我」的時候呢，就

要放棄這個筌才可以，這是比喻甚麼啊？比喻呢，於是「喪我」去比喻「破我」。

「落筌」就譬如「空」，是吧？你用「空」就可以破「我」了，如果你能夠了解

「空」就可以破「我」了。「空」是手段來的，透過這個手段，這樣於是就沒有了我

執，沒有了我執，就掌握對「我」的真理的正解，對「我」的真實了解，你能夠掌

握。

如果你不懂「空」呢，是不能夠正解，「空」就好像放棄了竹籮一樣，這樣就了

解到「我」的實際存在是怎樣。但是另一句呢，就說「筌忘存乎遺寄」，「筌忘」即

是落筌，你要放棄了這個竹籮。這樣呢，「在（存）乎遺寄」，在乎你把寄托的東西

遺棄了它。這就是甚麼啊？這就是你如果要掌握真正的「空」呢，就要（把）「空」

都放棄了。就是怎樣啊？要了解「空」亦是空，這就是了！這樣你要破「我」，你要

掌握真正「我」的含義，就要先了解「空」，用「空」去破「我」。但是呢，你了解

「空」的時候不是真正破到「我」，如果執這個「空」呢，還有執這個「空」，不

行！所以這個「空」的本身都要破了。怎樣破？用「空空」去破啊！用「空」本身都

「空」去破！

那麼這個道理呢，就是用「空空」去破「空」，用「空」去破「我」。用「空」

去破「我」者，就舉了例，好像莊子「得魚忘筌」的這個例子，用「空空」去破那個

「空」呢，就好像筌本身，你都不要執實，你才可以放棄這個筌，這個籮，你執這個

籮的本身，你要放棄了它，這樣你才忘得了筌，忘得了籮。如果你常常拿著這個籮，

就忘不了這個籮，你常常執實這個魚籮，這個魚籮就沒辦法放棄了，你沒辦法放棄這

個魚籮就拿不到這條魚。就是說，你不懂得「空空」，是不能夠證解「空」，不能夠

證解「空」，就不能夠甚麼啊？破「我」。是這樣的意思啊！是三重的，三重用莊子

的道理去講的，「得魚忘筌」，「得兔忘蹄」。

「得魚忘筌」，你要得到這條魚，第一件事就要將這個籮扔了，但你扔這個籮的

時候呢，這個籮都有很多東西組成的，有竹、架組成啊，你的竹、架完全不要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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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一條竹都不要，一條架都不要！這樣你才能將這個籮放棄了。如果你仍然執著構

成竹籮的那些的組成部份的時候，你都放棄不了籮啊！是吧！你都放棄不了籮。

這樣即是呢，用「空」去破「我」，如果執這實的「空」，不行啊！破不到

「我」！回過頭呢，反為墮入空執！墮入惡取空執！這樣，所以你要不墮入惡取空

執，所以再進一步，將這個「空」都破了，將這個「空」都破了呢，這就「空空」。

這就是說，《十二門論》是講破三種東西，第一，破「我」，第二是破「法」，第三

是破甚麼啊？破「空」的。用「法」的「空」去破「我」，用「空空」去破「空」，

因為「空」是「法」來的啊，變了（法）啊，是嗎？是個概念來的，是吧？你要

（把）概念都破了才行，這樣就徹底了。這樣，如果用莊子呢，就逍遙了，這樣就無

拘無束了，是自由自在了，又叫安樂了，是吧？真正的安樂！要這樣！這樣就究竟

了。這樣於是，「喪我在乎落筌」，「落筌」即是忘筌，就是說用「空」去破

「我」。

「存忘」即是破這個「空」。「存乎遺寄」，「遺寄」就是遺棄了去寄托的語言

概念，即用這個「空空」去破「空」。第一個用「空」去破「我」。第二個用「空

空」來破「空」的。這樣到那時呢，「筌、我兼忘」，就是「我」又破了，「空」又

破了。「始可以幾乎實矣」，這樣就差不多是證入諸法實相了！原來它整個宗趣就是

這樣了，是有個步驟次第的。是吧！

這樣就讀下面那一段了，下面這一段是我寫下去的，因為上面那一段實在太過抽

象了，我現在這樣跟你們講，我自己的作品裏沒有解（釋）啊。因為我自己解的時

候，就寫過一段書解了，那段書就是按，那些按就是我寫的了。我就說，「此論旨在

破邪顯正」，（用）來破邪執，（用）來顯正理的，「開導有情」，指導那些 生，衆

使到他呢，「趣入涅槃」，他能夠進入最高的真理境界。這樣趣入涅槃的時候呢，需

要「兼遮自性實有與自性實無」，是將自性，自性，那種事物有自己存在自己的，就

是叫做自性。這樣，實有的自性要破，實無的自性都（要）破，實無的自性是無東西

啊。因為自性是甚麼啊？是那種東西自己存在自己，有則恒有，無則恒無的。自性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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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代表呢，是自有、獨有、恒有的存在，或者無也可以，就是自無、獨無、恒無，就

叫做自性。

所以自性是形容詞來的。所以開做自性實有，就是自性自有、獨有、恒有。自性

實無就是自性無，即是自無、獨無、恒無。這樣叫做自性。自性是形容 。形容它一词

是有，一是無，有就恒有，無就恒無。大多數我們這樣想的，多數我們（認為）這塊

黃金是實有的，是完全有的，是不會變化的，是沒有東西組成它的，這樣的！有人執

種種都沒有的，人死如燈滅！當你死了（就）等於零了，零的時候呢，就自己沒有，

獨自無，永遠無！這樣所以般若中觀的時候，就是兼破兩種的，兼破自性實有，兼破

自性實無，兩種都破就叫做中道。

中道空，這個是「空」啊，「空」字是代表無自性的解釋。無自性是無兩種東西

啊，是無自性實有，與無甚麼啊？自性實無。這叫做中道空，這叫做中道。如果你只

說實有，或者實無呢，這就不是中道。中道的時候呢，實有不對的，實無是不對的。

這個時候就是說，如果你能自性實有與自性實無相破，兼破呢，這就可以達到三種

「空」。一種就是「人空」，「人空」，「人空」即「人我空」。與「法我空」，第

二種就是「法我空」。

「空」就一種「人空」，一種「法空」。原來破「我」呢，就是等於破「人

空」、「法空」啊。因為這個「我」字呢，兩種「我」啊，一種是「人我」，第二種

是甚麼啊？「法我」啊。破「我」是破兩種東西啊，就是人我執（與）法我執， 到逹

（破）人我執呢，叫做人空。破法我執呢，叫做法空。還有「空空」，「空空」就是

全部破了，就是說用「空」去破人與法，用「空空」去破「空」。這樣。這樣所以就

達到諸法實相，你能夠證入了，一方面是破諸法實相，同時破創造神論的第一因義。

創造神論就是甚麼啊？「忘功於造化」。「造化」就是創造神論。「忘功於造化」就

是破創造神論，破第一因義。就是這部《十二門論》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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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門論》整部論就是三種道理，就是「人空」、「法空」、「空空」。是四

種道理！因為這三種就與證入了實相與破創造神論相關。所以這段書呢，因為這位僧

叡的解（釋）是用了一段玄學的文字，但大家讀的時候一定不懂，一定不懂！因為裏

頭用的比喻，那些全部都不知說甚麼，但我現在用現代的文字講了，這就很具體了，

清楚地告訴你知，但是用了按語這段文字，你就可以自己解了前面一段抽象的文字

了。這樣，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處了。多謝！不用拍掌，不需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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