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一次就討論到這本《十二門論》的宗趣，即全文的旨趣，今日就繼續與大家看

第四段，即內容的結構，內容的結構就是說整本《十二門論》大概是怎樣安排的。這

樣，其實就是所有的佛經的正確安排就應該分開三部份的，第一部份我們叫做「序

分」，第二部份我們叫做「正宗分」，第三部份叫做「流通分」，通常是這樣的，通

常一本完好的結構的佛典應該有三分，三分即是三個部分，叫「三分」。不過，有一

些是很特別的，有些在特殊的情況下，可能沒有了一些的，譬如，好像《心經》，沒

有「序分」，又沒有「流通分」，一開始就「正宗分」，這樣，所以原則上是這樣

的，就未必是所有的佛典都「三分」具足。

這樣，《十二門論》就是一本「三分」具足的佛典，這就是它又有「序分」，又

有「正宗分」，又有「流通分」，不過它的「流通分」我們叫做「總結分」。這樣，

它有「序分」，「甲一」，十四頁，「甲一，序分」，「序分」就會講到一些前言是

與我的內容不是百分之百相應，就只是講了這本論的宗趣是怎樣，或者它的主旨是怎

樣，或者它的因緣是怎樣，這樣就是我們的序文。

這樣，「正宗分」就是這本論獨有的，其他論沒有的，或者其他經沒有的，這樣

是「正宗分」，即那套書裏面的正確內容，它自己獨有的內容，這樣是「正宗分」。

這樣，然後「流通分」呢，有時是做總結的，這個叫做「總結分」。這樣「序分」，

「序分」就是很短的，幾千字，「流通分」可能更短，可能一句都未定。那麼，有些

就不只一句的，譬如，好像在《雜阿含經》裏面有很多經的，成千篇的經啊，是吧？

《雜阿含經》裏面有成千篇經啊，每一篇經完的時候，有些都會有一個「序 (流通)

分」的，譬如，好像講到這個「十二緣起」，這樣講完之後呢，這樣於是所有佛的弟

子聽見就很開心了，歡喜奉行，就入到阿蘭若，即幽靜的地方，就修行，那麼沒多久

就證羅漢果了，這樣就完結了，這樣就很短的，即十來個字而己就做一個「流通

分」，這樣。那麼，這裏的「序分」與「總結分」，即「流通分」，也是很短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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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序分」就長一點，這個「總結分」就很短的，一般呢，「正宗分」就最長的，

因為這篇作品的最主要內容就在「正宗分」裏面。

這樣，《十二門論》的名叫「十二門」，即十二章書，十二個主題，這樣，於是

它的「正宗分」就是十二部分了，每一個主題，每一「門」就是一章，一個章節，於

是「十二門」就十二章節，這裏就開為「十二門」，這個是「正宗分」。那麼再看一

下，這樣開為「十二門」的時候，是哪十二門呢？這樣，我就將「正宗分」的圖表，

圖解就在第十五頁裏面，就分開了，變做三組的內容，因為雖然是十二個主題，但每

一個主題都可以總結做一個特點的。

譬如，好像「第一門」，我們叫做「觀因緣門」，「第二門」叫做「觀有果、無

果門」，「第三們」叫做「觀緣門」，這樣，這三個主題呢，如果我們用「三解脫

門」來分的時候，它就可以把它歸攝到「空解脫門」那處，所以叫做「空門」，它裏

頭都是講「空」的，那甚麼叫做「空」呢？這樣讀下去就知了，即是「緣生」、「無

實自性」去表達這個主題的，所以叫做「空門」。這樣，由「第四門」至到「第十、

九門」，就是「觀相門」、「觀有相無相門」、「觀一異門」、「觀有無門」、「觀

性門」、「觀因果門」。這樣，這些「觀」字就代表，這個「觀」就不是看的意思，

這個「觀」字即是與「中觀」的「觀」字一樣，就是代表考察的意思，我們考察一下

它，考察即是探索一下它，我們又叫做探究它，還有討論、探究這樣的解釋。

這個「觀」字，即是探究諸相、探究有相無相，乃至到探究因果關係，這樣一共

就是「六門」。這「六門」呢，如果是在「三解脫門」裏面，我們叫做「無相門」，

因為與「相」有關的，一開「第四門」就叫做「觀相門」。「相」呢，就是「有為

法」有四「相」，「無為法」有四「相」，「有為法」的四個「相」，這個「相」字

代表特徵的意思，四個特徵，如果在現象界之所以為現象界呢，它有四個特徵，就是

「生住異滅」的特徵，所有現象都有「生住異滅」的。如果沒有「生住異滅」就不是

現象，沒有「生住異滅」就叫做「無為法」。有「生住異滅」叫做「有為法」，「有

為法」叫做現象界。「無為法」叫做本體界，涅槃，涅槃界，本體界叫做「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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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那麼，這裏屬於「無相門」，「無相門」就是「空門」，「無相門」。

這樣，最後的「作者門」呢，與「三時有作門」與「生門」，這三門呢，我們叫

它做「無作門」。「無作」在《阿含經》裏面又叫做「無願」的，無所願求，因為

「空」、「無相」、「無作」是有關係的。因為，我們為甚麼會這麼多願求啊？我們

希望自己又發達，又希望怎樣怎樣，因為它是有發達之相，是吧？我就有富有之相，

富有天下，是吧？富有天下，就好像皇帝富有天下，富有天下，那麼聽到說是零的，

於是我就不做皇帝了，做了皇帝都沒有得益的，如果你說得益，那麼得益有甚麼益處

啊？有甚麼「相」啊？

這樣，所以你有所願求就有願求之相，一定有願求之相，願求之相的時候，它就

先有「相」要實在的，這個「相」是假相，不實在的，這樣你不會願求假的東西。這

樣，佛經針對人這種心理自我要求的時候呢，要破的時候，先要從「空」入，「空」

這種東西是不真實的，這種東西是隨緣的，這樣的時候，所有事物其實都是隨緣的，

本來緣有它就有，緣沒有它就沒有的，即是「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

如果是這樣的存在的時候，它就自己沒有自己的「相」，通通「相」都是虛假，

譬如我們見到綠的「相」，綠的「相」是虛假，是那些緣具備綠而己，我熄燈了，它

就不是綠色了。那麼，這些「相」都不真實的時候呢，第一，這個「體」是虛假；第

二，這個「相」就不真實，那麼你就不會去追尋那種東西了，追尋都沒有用啊，它

「相」又假的，「體」又假的，那麼你追尋些假的東西就沒甚麼意思了，所以，佛經

裏面要我們不要沉迷進我們自我的貪欲裏面與瞋恨裏面。瞋恨也是一樣啊，我瞋恨這

個人，要實在有個人被你瞋恨才有意義的，你瞋恨的那種東西是沒有的，是不存在

的，譬如，我說很憎恨齊天大聖，這樣就沒有意思的，因為這個世界根本沒有齊天大

聖，齊天大聖是在《西遊記》那本小說虛構出來的一個人物，這樣的人物你憎恨他有

甚麼意思呢？你不會憎恨他的，是嗎？你亦都不會沉迷他、擁護他，亦都不會反對他

的，因為他是虛構的人物。所以呢，沒有實體的，自然就沒有「相」，沒有「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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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你就不會盲目追求，於是，開做「三門」去讓我們破執的，原來(這樣)。那

麼，「十二門」就是依這個「三解脫門」安排十二個主題，去探究這十二個主題的，

當我們完全將這十二個主題完全了解的時候，這樣就證入諸法實相，或者最少證入，

或者是接受了大乘的思想了。

這樣，於是全篇《十二門論》就開成十二個主題，十二個主題又分做三個大的段

落，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全是講「空」的，第二個是講「無相」，第三個是講「無

願」，「無願」又叫做「無作」，這樣叫做「空解脫門」、「無相解脫門」與「無願

解脫門」，這樣就是全篇的結構了。這樣，開始是「序分」，然後「正宗分」又開做

「三解脫門」，「空解脫門」又三門，「無相解脫門」有六門，「無作解脫門」有三

門，這樣，於是就整個「三解脫門」了，完成了然後就做個結論，這個叫做「總結

分」。那麼，這個「三解脫門」是否大乘所獨有的？這個答案就不是，在原始佛教已

經講「三解脫門」了，這樣，從這點我們看到龍樹菩薩所做的《中論》與《十二門

論》都是依足原始佛教的思想發揮的，可以說是把原始佛教的思想與大乘般若思想的

一個融合來的，就不是只說大乘的，是從基本的佛教思想來帶出大乘的，這樣。那麼

你會問，這「十二門」的每一門是講甚麼呢？這樣我就不會講了全部「十二門」，這

個原因就是我就不想講一、兩年，我只想講三個月而已，我的計劃就講十二堂(課

程)，不是「十二門」。

這樣，於是我們第一件事就了解這「十二門」每一門講甚麼，是吧？這樣，然後

了解這「十二門」每一「門」講甚麼的時候呢，我就選其中「兩門」是詳細講，然後

的其餘「十門」呢，如果你有興趣就買本書，去看完那「十門」。這樣，我就不打算

去講裏面那「十門」了，因為你有足夠的智慧能力去看其他的作品了，因為那本書很

厚的，那本書有六百幾頁的，所以要講六百幾頁的書，就要超過一年，不是十幾堂的

時間，是用百幾堂的時間，譬如「一門」用八堂，這樣就超過一百堂了，這樣就用很

長的時間，所以就不打算去講全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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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有些經教可以講完全部的，譬如說，你講《唯識三十頌》，你不可以不講

完全部的，因為你只講中間幾首頌沒有意思的，因為它整個結構來的，整個「唯識

相」、「唯識性」、「唯識位」是有關聯的，就不能夠是抽一兩節講的。這樣，但是

講「空」呢，「空」其實用一句說都可以的，就是我剛剛說的那句話，就是一切法，

它是緣生、無實自性、中道空，這樣就講完了。這樣，所以你讀那些禪宗的語錄呢，

很得意的，有些禪師一上堂的時候呢，他真是上堂的，用個「堂」字啊，因為禪宗是

有個法堂的，是吧？即那個說法與那些聽 大家溝通的地方，禪宗是沒有這個大雄寶衆

殿的，我們普通有大雄寶殿的，它是沒有的，不需要大雄寶殿。

這樣就在法堂與那些聽 見面，那麼有些禪師呢，在法堂與那些聽 見面呢，講衆 衆

了兩句話就走了，講兩句而已！是吧！還有些是不講的，一上來就即刻下去了，無言

就勝有言，不講的，那麼，「禪」就是這樣的，講多講少沒有關係的。因為甚麼要講

那麼多呢？因為它最主要不是將知識記起來啊！最主要呢，就是你自己的自性裏面的

佛性，開悟的啊，你自己套(取)出那些知識出來，知識不是外來的，知識是內發的，

這個字很緊要啊，這兩個字是重點，那個禪師上堂說我不是講外來的知識，我講的是

內發的知識，內發的知識是沒得講啊，這就即刻下堂而去，這樣就講完了啊！

這樣，你能夠開悟你的自性，你自己了解真理，知識就是你內發出來的，「我固

有之」，即好像老子，不是，孟子所說的，我自己本來就有的，「非由外鑠」，這個

「鑠」字應該讀「卓」(音)的，「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不是由外面反射出來給我

的，如果由外面反射出來，我們的知識是假的，這些不是真知，你只是將幾個名相記

起它而已，記起它有甚麼意思啊？記起它沒有意思的啊！你完全是自己啟動了這種智

慧，這種智慧是從你自己的本心、本性流露出來的，那些是真知灼見！講幾句名言，

很好聽的話，記住幾句名言，好聽的話，沒甚麼用的！沒甚麼大用！

這樣，因此就有些佛學不是在講的，不用講的；有些就可以講一下，講一下就全

部講完；有些就不用全部講完，講一兩節就可以了。這樣，《十二門論》是屬於哪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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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剛剛說過《十二門論》就要講的，因為不是全部好像禪宗那樣從自性發動出來

的，它不是這樣，它用唯識宗的講法是要「多聞熏習」的，「多聞熏習」不合禪宗

的。我們讀佛學呢，我們研究佛學都要知道這個學派是怎樣的，那個學派是怎樣的，

不一定是一個原理就可以適應了所有的佛學，如果是這樣，你就不通佛學了。

大家都知道，佛學是對機的啊！對某些人用甚麼方法，對另一人有另一種方法，

如果你對佛學的了解越深，你就發現他不同的學派有不同的講法，所以呢，就講唯識

的時候，我們的特點就是「多聞熏習」，越講得多就越好！如果禪宗就不用這麼多

了！這麼多有甚麼用啊？在儒家都不用太多的，所以孔子說，「君子多乎哉，不多

也。」不需要太多，太多東西是沒有用的！不需要太多。那麼，有些就可以講多一

些，唯識那類就是了，「多聞熏習」，有些就不用太多。

這樣，《十二門論》這類就不用太多的，般若中觀不用講太多的，因為它本身是

一個，用牟宗三先生的講法，其實它是一個「套套邏輯」來的，「套套邏輯」即是

說，它在一個大前提推出一切法的，這個大前提就是我們剛剛說，「緣生、無實自

性、中道空」，這句話就是大前提，它是分析地真的，它這句說就是真理來的。那

麼，用這句話做大前提看一切法都是「空」的，這樣就不需要逐種東西看，你自己可

以做，不需再找人講完的，這樣。所以，我們全了解這個「十二門」固然好，但不了

解都無所謂的，因此《十二門論》，我選兩節，即「兩門」去講，那麼，其餘的「十

門」，你自己去看，如果你有興趣的自己去看，你買本書看，你沒有興趣就放下它，

放下它就可以了，將來有興趣就再拎起它，種些種子下去啊，用唯識的講法是種下種

子，那些種子機緣成熟的時候，它會開花結果，機緣不成熟呢，可能你不是這類的根

器，你會放棄了般若中觀，你會看法相唯識，或者你放棄法相唯識，看甚麼啊？淨土

啊！或者你放棄淨土，入「禪」！因為我不知道你的根器怎樣啊，如果我是佛的時候

呢，看一下你，就知道你的根器是甚麼了，於是選取最恰當的教材來教你，但是我沒

有這種力量啊！

我沒有這種力量，因為我現在講的話適合給幾十位朋友一齊聽的，這樣就肯定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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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因為每一個人自己的根器是不同的，那麼就不能選取一種正確的教材去對逐個聽

，我是沒有這種能力，這樣，所以因應某一個主題，於是選取那個主題的適當教材衆

是被一般人學習，只可以是這樣。所以就不全講「十二門」，只講兩「門」，這樣不

全講「十二門」，我說你要自己看啊，自己看呢，最好是知道那「門」講甚麼，就是

沒看之前，知道它裏面講甚麼，這樣你才決定選不選它來讀。那麼，於是下面的這部

份就逐種講了，就先講〈觀因緣門〉，我會講的，〈觀因緣門〉本身我會講，本身會

選講。

這樣，〈觀因緣門〉就包括兩部份，第一部份就是「序分」，「序分」在第一

「門」，「序分」講甚麼呢？「序分」就講到甚麼叫做「大乘法」的，所以叫做「摩

訶衍大乘義」。「摩訶衍」，這個這樣的詞彙是鳩摩羅什音譯出來的，因為「摩訶

衍」，Mah y naā ā 是梵文來的，Mahā就是「摩訶」，y naā 就是車乘，就是(指)大

乘，Mah y naā ā 就是大乘，它就不叫做「大乘義」，它叫做「摩訶衍」。「摩訶衍」

呢，即是定義甚麼叫做「大乘」，這樣你自己研究「大乘」呢，那麼你要知道「大

乘」是怎樣解釋啊，是吧？這樣原來真正權威的解釋「大乘」呢，就在《十二門

論》，龍樹菩薩的定義。這個是很權威性的定義啊，解釋「大乘」的意義，誰是最有

權威的呢？是龍樹菩薩最有權威，因為第一個偉大的思想家去介紹「大乘」出來的，

那麼，所以這個最偉大的思想家就是龍樹菩薩，所以龍樹的《十二門論》是界定甚麼

叫做「大乘」。

這樣，然後介紹「大乘」的時候，就在〈觀因緣門〉裏面開始，介紹完了就入正

文，正文就分開兩部份，第一部份就用一首頌將整個「空」的含意，與這個《十二門

論》、《中論》的整個宗趣、主旨表達出來的，一首頌。這首頌是這樣讀的，他就

說，「 緣所生法，是即沒自性；若無自性者，云何有是法？」衆

這樣，就與《中論》另一首頌是相對的，一樣是這麼的重要，《中論》就說，

「 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有一首這樣的頌，那麼這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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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頌就在《中論》裏面界定甚麼叫做「空」的。這一首頌是《十二門論》所界定甚麼

叫做「空」的，但是意思都是一樣的。但是呢，這一首頌裏面還好過《中論》啊！因

為《中論》呢，「 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空；」即是所有 緣和合所產生的東西，就衆 衆

叫做「空」；「亦為是假名，」「空」就不是自性實有，但亦不是自性實無啊，它是

假名「有」，於是「亦為是假名」，亦都是假名「有」的，這樣，一方面自性

「空」，一方面假名「有」，於是，自性「空」就非實有，假名「有」就非實無，非

實有、非實無叫做「中道」。那麼，這首頌的重點就是「中道」與這個「空」字，但

是呢，沒有解釋到甚麼叫做「空」啊，但是這首頌解釋到甚麼叫做「空」啊，「空」

的意思就是無自性，因為《中論》裏面，剛剛我念的那首頌是沒有用「無自性」啊！

這首頌就正式告訴你甚麼是「無自性」了，看看他說，「 緣所生法，」這種事衆

物，它是透過 緣和合才出現的，譬如這朵花，這朵曇花一現的曇花，曇花有曇花的衆

樹幹，曇花的樹葉，曇花需要的泥土，需要陽光、需要水份、需要適當的溫度，這些

緣，這些緣全具備了，這朵曇花才會開的，還有季節，是吧？很多條件。這就是說，

曇花是無自性的了，曇花是沒有自己的自體啊，因為曇花之所以能夠開，或者滅，都

是由外在的曇花的 緣決定的，它自己決定不到自己，那麼自己決定不到自己，就是衆

沒有它自己的實體了，沒有自己的實體叫做「無自性」。這樣「無自性」呢，這個是

一個很長的術語，我們簡化它用一個詞語解釋叫做「空」，而這個「空」字就不是解

作沒有東西，「空」就是無實自性，「自性」即自體，它沒有自己的自體的，就叫做

「空」，這個定義就是「無自性」，沒有實法的。

•這樣，為甚麼「無自性」啊？那麼它之所以「無自性」呢，是因為「緣生」

故，所以「無自性」，緣生。這樣，所以三個觀念是一樣的，「空」就是無自性，

「無自性」就是緣生，由於緣生就使到它無自性，無自性簡化了叫做「空」。

這樣，「空」不是沒有東西啊，「空」的意思只是它沒有自性，它不是等於零

啊！所以「空」是有兩個意義的，第一個意義就是非自性實有，因為「無自性」就是

非自性實有。「非實有」是甚麼實有啊？它的自體不是實有的，但不只是這樣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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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自性實有，同時呢，是非自性，「自性」是修飾語來的，adverb來的，自性地

實有，非自性地實無，你說「無」都不對。你說「無」都不對，譬如舉個例，火，那

麼火有沒有火的自性呢？是沒有火的自性，因為這個火可能是氧氣與氫氣兩者之間結

合爆炸出來的，可能是電爆炸出來的，就很多緣使到有火，這樣，所以火自己不可以

自己存在自己的。凡是有自性的東西，它有個特點的，凡是所謂有自性的東西，就是

非緣生。

「非緣生」有三個特點：第一是自有的，自有就「非緣生」了，自己存在自己，

自有，自己存在自己的，自有；第二呢，它是不可以分割的，獨有的，有了之後呢，

譬如我們的自性，自性可以解作自性有、自性無兩種，自性有就自有、獨有與恒有

的，那麼世界上就沒有這種東西的，世界上找不到一種東西是自己有自己，獨自有

的，恒常有的。那麼，這張 是不是「自有」的呢？不是的，這個講壇、這張 呢，枱 枱

由一些人種了樹木鋸了它，這樣又 開它，由設計師設計了它，有工匠做它出來，這鎅

樣它就不是「自有」。

那麼「獨有」，是不是「獨有」啊？不是獨有的，你可以拆開的，你可以這塊板

與下面這塊板是不同的「體」來啊，這隻腳又是不同的「體」，又可以下面有轆的，

這就是它有個組成部份了，是由五六種東西合起來才存在的，所以它不是「獨有」。

那麼，這張桌子它存在了，可不可以恒常地存在呢？這個答案是不可以的，如果可

以，它就永遠不會爛了，是吧？還有顏色不會變化的了，但是它的顏色常常變化啊，

即是初買的時候，它是很淡色的，但是你擺了十年八載呢，它的顏色就深刻了，就是

受了氧化的緣故，變了色的，那個形態是縮水了的，之類，或者以後發脹也不定，這

就看天氣的變化，客觀環境的變化，它有各種各樣的變化，譬如一個大的壓力是這

樣，如果用十個大的壓力呢，它就變了一個餅來了，它不可以站起來了，因為它不可

以支撐兩個大的壓力啊，你有十個大隻佬坐上去就即刻倒下了，它的形態都不是這樣

了，這就不是恒有了，不是恒有了，這樣，所以這張 不是自性有了。那麼，自性除枱

了「自性有」之外，還可以自性無啊，「自性無」就調轉，它自無的，它是自己沒有

自己的，它呢，就是獨無的，恒無的，不過，世界上的東西就很容易舉一種「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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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但是很難舉一種「自性有」。譬如可以假定一種「自性無」，圓的方，它是自

性無，圓的方是自己沒有自己的，就不是說先有那種東西存在，存在了之後就變作不

存在，不是這樣的，一開始就沒有了，世界上有沒有一種東西它又是圓又是方的啊？

那麼就不用這個(例子)。

這樣就講佛教常用的，佛教用甚麼啊？龜毛，是吧？佛教常用「龜毛兔角」，

「龜毛兔角」就是自性無，龜的毛呢，它不是龜生些毛出來，那些毛突然間沒有了，

不是這樣啊！它根本就是沒有「龜毛」這種東西！它是自己沒有自己的，它不是靠

「有」而變成「無」的，它是獨無的，這個「龜毛」沒有組成部分的，都沒有

「體」，怎麼會有組成部分，它有「體」才組成啊，都沒有「體」！那麼「龜毛」就

永遠無了，不可能突然間變做「有」，這樣「無」，就永遠無下去的，不可能變做

「有」啊！

但是，世界上有些「無」可能變做「有」的，由「無」開始慢慢變做「有」的，

譬如一個小孩子，他說話，用語言的那個能力，初初 BB仔生出來，他會哭而已，不

會講話啊，如果那個 BB仔一出世就會講話，你還驚怕過他啊，他是怪胎，是吧？這

樣不行啊！但是他不懂講的時候，長大了就懂得講話了，由無變得有了，這樣就不是

無自性了，這樣不是無自性，它不是無自性。所以，自性實無、自性實有都是無

「體」的，講「空」就是說，「空」的時候，就是世界上無所謂自性實有、無所謂自

性實無的，它不是實物來的，自性實無都不是實物來的，因為「龜毛」，沒有一種實

的「龜毛」，沒有一種實的「兔角」，沒有實的火。

火，我們舉例火，火就是非自性實無、非自性實有，火這種東西，剛剛說的

「火」字，「火」為甚麼非自性實無啊？我們說這個「火」就是將一些氫氣與一些氧

氣燒著了，一剎那「篷」的一聲，就是火，那麼它是非自有的，因為是氫與氧構成

的，它是非獨有的，它可以由很多的成分組成的，有氫、有氧，等等組成的，非恒有

的，即是說不是恒有的，那些火燒了就不再燒了，是吧？所以它是非自性實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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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呢，火不是自性實無啊！火可以燒了這間屋啊！自性實無的東西呢，它是自

無的，火不是自無的！獨無的，它是單一體來的，火不是獨無的存在，火可以由無火

到有火的，所以火不是恒無的，如果熄火了，還可以死灰復燃都行的，是吧？所以火

是有作用的啊，這樣怎可以自性實無？所以亦非自性實有，亦非自性實無，這樣我們

就叫火是「空」的。嘩！原來「空」字這樣解釋啊！所以佛教裏面最難解的那個字就

是「空」了，佛教的道理與其他外道的道理很多地方相同，譬如，好像輪迴相同，但

是有些地方完全不相同，就是講「緣起」是不相同，因為釋迦牟尼佛之所以叫做釋迦

牟尼的原因呢，他是釋迦族的聖人的原因呢，就是他創出一種叫做「緣起」之說，是

其餘的學派所不能了解的，這樣，所以他創出「緣起」之說呢，「緣起」就是空了。

「緣起」，我剛剛說的「緣起」就是甚麼？因為一切法「緣起」，所以是無自性，由

於無自性，所以叫做「空」，是同一種東西來的。是同一種東西來的！由「緣生」做

條件，就使到它無實自性，由「無實自性」就簡化它叫做「空」。

這樣，所以佛教就叫做「空門」，「空」的思想，「空」的哲學，佛教是講

「空」的，無論你是哪一個學派，沒有一個學派是不講「空」的！因為佛教的基本理

念就是講「空」，「空」就是無實自性，是無自性。為甚麼叫「無自性」？因為緣

起，緣生，緣生即是緣起，緣生即是緣起，緣生是指那個果，探索它怎樣來的，這樣

是「緣生」。「緣起」呢，就從它的因，就出現的果，所以叫做「緣起」，是同一種

東西來的，生即起，起即生，生起，生起，我們(理解)是同義的。

這樣，問題是甚麼叫做「緣生」呢？那麼再講多一些，「緣生」呢，在原始佛教

的「緣生」呢，一般是好像我們剛剛舉例火的「緣生」一樣，是 緣和合產生它的，衆

不過，般若中觀的「緣生」就不是這麼狹義的，般若中觀講的「緣生」呢，那種事物

凡是相因待就叫做「緣生」了，「相因待有」。甚麼叫做「相因待」啊？因者，好像

那張蓆一樣，這個框框就是一張蓆，這個人就睡在蓆上，依蓆而有的，因者，依也；

待，又是依，依待它，依待那種東西，譬如好像我剛剛說「火」，就依待氫氣與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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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炸變做火，這是有所依的，有所依待就叫做「因待」。

這樣，任何東西如果它是依另一種東西存在的時候呢，就叫做「緣生」，是否別

人生它不重要，是有依待，譬如說「火」，火有甚麼特性啊？火有甚麼相啊？火有熱

相，火是「體」來的，熱是甚麼？是「相」來的。這樣，我們所認知的對象呢，有

「體」有「相」的啊，如果形而上學說，「體」、「相」、「性」、「用」四種東

西，任何東西拎出來都可以(分辨)「體」是甚麼來的，「相」是甚麼來的，「性」是

甚麼來的，「用」是甚麼來的，任何事物都可以這樣，「體」、「相」、「性」、

「用」，簡化叫做「體、相、用」，再簡化的是「體」與「相」。

世界上有沒有無「體」之「相」啊？沒有的！有沒有無「相」之「體」啊？是沒

有的！這樣，所以任何的「相」都是無自性，都是「空」的，為甚麼啊？譬如熱，不

用說，一熱就是「空」的，熱是「空」的，因為熱不可能是自性實有、自性獨有、恒

有。為甚麼它不可以獨有、自有、恒有啊？因為它要靠甚麼？「體」，它要依待火這

種「體」才有熱，它失去了所依，它都不能存在的，那麼，不是我們制造那些熱的，

不是制造那些熱的，不是我們制造那些熱出來的，它的原理不是沒有熱，現在我要制

熱出來，不需要的，它的存在(是)因為相必依「體」，那麼這個熱就是「空」的，熱

就是緣起了，熱就是緣起了，熱是怎樣的緣起啊？這個定義是凡相依待就叫做「緣

起」。

這樣，熱是要依火而有，離火無熱！這樣講熱就是「空」了，那麼掉轉呢，火，

我們剛剛說，它是從生成的緣起的那部分，即是由氧氣，還有甚麼啊？氫氣，「呠」

一聲爆炸，combine，走到一起了，combustion，燃燒，因為氫可以燃燒的，氧可

以燃燒的，透過燃燒，combustion，就產生 energy，產生熱的 energy，產生了，

那麼這個火出現的時候呢，從這個角度呢，它就是生成的。但是，我可以不從生成去

講火的，我說這種火的時候呢，一有火就不能夠離開一種東西的，不能夠離開甚麼

啊？熱這個相啊，沒有熱這個相，還有沒有火啊？沒有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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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可以藉著火的「體」，可以看到它是依相有的，這樣講「緣起」都可以

啊！這樣講「緣起」是高級的講法，廣義的講法，就是相因待的角度來講，因為不是

所有東西都是生成的，有些東西不可以生成的，不是生的，譬如我們說「真如」。這

樣，唯識宗不講「空」，不講「空」，只講「真如」，常常講「有」，不過，唯識宗

的「有」與般若中觀的「有」是不一樣的，請大家注意！要很仔細每一個宗派所講的

「空」都不一樣的，那麼我提出的這點是一個核心的問題，就是提醒大家，所以整個

佛教很難解的是甚麼？是「空」這個字，是很難解的，因為不同的學派，它有不同的

解釋啊，不可以混在一起解的，所以佛經很難讀的啊，因為那部佛經是屬於甚麼學

派、甚麼時代出現的，那些文字都不同解釋的，那些文字，「自性」這個詞都很多解

法的，有些就將「自性」講到大過不赦，十惡不赦的，大惡來的，一執著它就不行

的，落地獄等等；但有些將「自性」捧到是好東西，成佛要靠它！那麼，究竟這是好

東西還是壞東西？你不可以一概而論的，在不同的學派有不同的定義，不同的解釋

的！整個「自性」是甚麼呢？是不同的學派有不同的講法，不是那種來的，是兩種東

西來的，你要好小心啊！我們讀佛學讀到這些要很小心！

這樣講回這裏，講「空」的時候呢，唯識宗講的「空」不是等於般若中觀講的

「空」，「真如」呢，唯識宗不講「空」的，唯識宗叫做「有」的，但我們講般若中

觀的時候，我們的「真如」都是「空」的，我們的「真如」，講「真如」是「空」的

就在般若經裏面講的，般若經的這個「真如」之所為「空」呢，這個「真如」即是涅

槃，「真如」即是涅槃，即涅槃來的，我們叫做十八種「空」裏面的「無為空」，

「無為空」。這樣，「有為空」很容易了解，「有為」，現象，所有現象都是甚麼？

都是可以產生，生成的現象，生成。但是，「無為空」、「無為法」呢，都叫做「無

為」了，「無為」有甚麼相啊？「無為」的相就是無生、無住、無異、無滅。「有

為」的相就是有生、住、異、滅的。這樣，所以「無為法」怎樣「空」啊？那麼有人

提出「無為法」為甚麼叫做「空」啊？他說「有為空」就懂啊，因為「有為法」是緣

生的，是生成的，所以就是「空」了，它自己不會自己出現的，它要 緣和合才出現衆

的。那麼，「無為法」本來就存在的，為甚麼「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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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龍樹菩薩在《大智度論》就解過「無為空」，他說有兩個原因是「無為

空」，一個原因呢，由於「無為法」是依待「有為法」有的，如果世界上沒有「有為

法」呢，就沒有「無為法」了，就好像大乘，大乘依小乘講的，如果世界上沒有小

乘，就沒有大乘了，一樣的，一樣，所以大乘是「空」的，大乘的「空」是名稱而

已，「無為法」是「空」的名稱來的，因為有「有為法」，所以有一種與它相反的東

西，因為剛剛說「有為法」有甚麼特點啊？是有「生、住、異、滅」的，但是世界上

有些東西是沒有「生、住、異、滅」的啊！那麼，所以就不可以叫這種做「有為法」

了，所以勉強叫這種做甚麼？叫做「無為法」，「無為法」有別於「有為法」而成

立，因待「有為法」，它因待，相因待，因為「無為法」要依那些「有為法」而有，

這樣就是無自性了，那麼無自性叫做「空」，所以它的定義就不是說生成的那種東西

叫做緣生性空啊，凡是相因待，所以「無為法」都是「空」，是這樣解釋啊，這位龍

樹菩薩的特別定義，這個是很廣義講「空」的定義啊！那麼第二，第二都是相因待，

因為「有為法」呢，相因待就「有為法」，「有為法」我們叫做「有為空」。「有為

法」是「用」來的，譬如火是「有為法」，火有「用」的，是吧？能夠燒死人的啊，

能夠燒了間屋的，它有「用」的，凍的時候，有火會變暖，它有熱的氣的，所以「有

為法」是「用」來的。

這樣，「有為法」是「用」呢，「無為法」就是「體」來的，就是「體」要依

「用」有，但是調轉，「用」亦依「體」有。那麼現在呢，「有為法」的「體」是依

「用」(而)「有」這個角度都是相依，這個「依」是甚麼？「體」(與)「用」相依，

這裏是「體」(與)「相」的相依，剛剛我說「體、相、性、用」啊，這就是說，這樣

於是還有「體」(與)「用」的相依，譬如說，這個火都是有「用」的，這個「用」是

能夠燒東西啊，是吧？能夠燒東西的，這樣，所以那個「體」都是假的啊，「體」

呢，是依「用」有，「體」依「相」有，這樣，所以「無為法」的「體」依「有為

法」的「用」有，這就不是說由「有為法」產生了「無為法」啊，它不是這樣解釋

啊！這就是說，「緣起」呢，不一定是產生的，產生是指一種緣起，是很多種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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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很多種緣起的，因為事物的相因待呢，是很多情況相因待的，好像剛剛所講，

「體」與「用」相因待，「體」與「相」相因待，「相」與「用」又相因待，是吧？

很多相因待的。所以，這個寧瑪派講「緣起」的時候呢，講「四重緣起」，一種叫做

「業生緣起」，即我們講火生起那種；一種叫做「相待緣起」；一種叫做「相礙緣

起」；一種「相依緣起」。四種「緣起」。如果我們講「般若中觀」，不只四種，我

們講八種「緣起」，就是說「體用緣起」、「體相緣起」、「主體與客觀緣起」，那

個「名言與對境緣起」，很多種「緣起」的，不只一種「緣起」。那麼，這種就是我

們研究「般若中觀」的發現來的，這就是說寧瑪派都很厲害啊！我都很欣賞他們啊，

在中國人講「緣起」，沒有人這麼講的，他是讀了《中論》，他不發現《中論》講

「緣起」並不是一般人的講法。

這樣，讀書有幾種讀法的，一種是照字面照讀，第二呢，你在現有資料、文獻之

上，很多人沒有發現的東西(而)你發現了，這種就不是多聞熏習就可以的，就是內發

了，禪宗就要求這種，禪宗就希望你自己在內心出現一些真理，這個真理本來就具足

在世界上的，用英文就是 discover，是由你 discover的，凡是你 discover的東西

呢，那種是真的屬於你的，正確的真理，永遠不會再走入迷途的！因為是由無到有的

出現。

這樣，原來在佛學上很多東西都等我們 discover的，那麼你能夠在讀書裏面，

讀經裏面，讀論裏面，是發現，發前人之所未發呢，這樣就是讀佛學的效益所賜了，

你拜讀佛學的效益所賜，那麼這種就等於禪宗的「悟」，「悟」就是這樣，即「悟」

不是老師告訴你聽，是老師不告訴你，你自己發現的，這就是你的心得了。這樣，到

這裏的時候，我就差不多將《中觀》裏面所講的「空」介紹完了，其實就是這麼多東

西了，其實讀《中觀》就是我剛剛講這個小時裏面的東西，全懂了，就蓋上書可以

了，它是沒甚麼特別東西的。

因此，牟宗三先生就說它是一個 tautology，它是一個 tautology，我剛才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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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套套邏輯，套套邏輯是英文的一個詞語叫做 tautology，這個英文是

tautology，tautology這種是主題，大前提是包括了結論的，涵攝了結論的，這樣

就是說，我們從緣生、無實自性，一切法都是非自性實有、非自性實無，涵攝了所有

般若中觀的研究對象，都是「空」，一切法「空」！

一切法怎樣「空」啊？一切法都是緣生的，包括涅槃都是緣生，包括無為法是緣

生，那麼，無為法緣生就不是原始佛教的定義了，是吧？原始佛教無為法怎樣緣生

啊？因為都沒有「生、住、異、滅」的，怎樣緣生啊？原來它的緣生的定義就是相因

待，相因待有的緣生，這個新定義，新的定義，是般若中觀的定義，是與原始佛教的

定義不一樣，與唯識宗的定義不一樣，所以唯識宗講的東西與般若中觀講的東西不一

樣的，不一樣是否矛盾呢？不一樣亦都不是矛盾。

那不一樣都不矛盾？因為唯識宗的「空」是解作無的，空無的；般若中觀的

「空」就(解作)無自性，不同的定義，那麼不同的定義的時候，講的結論好像在字面

上矛盾，但是含義上不矛盾，這個含義上不矛盾，因為般若中觀講的「空」呢，就只

是緣生、無實自性的解釋，唯識宗講的「空」是無體無用的「空」，都不同解釋的。

這樣，所以唯識宗講的「有」，般若中觀講「空」，這兩個學派所講的是同一種東

西，都一樣，大家一樣，所以「空」即「有」，「有」即「空」，(就像)古龍小說。

因為，我鍾意這麼界定，你鍾意那麼界定，大家的界定不一樣啊，這個定義不一

樣啊！那麼不一樣，但我們倆是好朋友來的，口頭上大家你罵我，我罵你，但實質上

我們沒有罵，我們大家都一樣，我們大家看的真理都一樣，不過，我所建立的名言與

你所建立的名言是不一樣而已，我用個「有」去建立，你用個「空」去建立，所以，

佛教裏面很多矛盾的東西，但落在高手裏面都可以將它融會貫通，叫做甚麼？叫做會

違，違即相反，contradiction，將很多 contradictory 的那些理論，在一個高境界裏

面呢，它是完全不矛盾的，完全不矛盾即是一致的，它互相合乎一致性

的，consistent的，它具有 consistency，中間是沒有矛盾的，之所以沒有矛盾是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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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用不同的語言去講同一種東西。那麼，我們讀佛典就是要醒察到這種，醒察到那些

語言是虛假的，所有語言都是方便施設的，你可以叫做 Yama，我叫做生，一樣的，

是吧？Fujiyama又叫做 Fuji生，一樣，我們彼此沒有矛盾的，我鍾意叫做 Yama，

你鍾意叫做生，有甚麼所謂呢？大家的名言不一樣。所以，名言不是實相來的，名言

是方便，不是究竟來的。

佛法呢，要證入究竟，證到你的本心本性，把你的善良的本心本性將它啟動出

來，這個是我們的根本。那些語言是不重要的，語言是方便我們了解知識的，這些知

識都不是外來的，知識本來就存在，亦都存在你的心中，這個就是佛教的最終精神

了。這樣，於是一種就了解了，這是一種了，他說，「 緣所生法」，這個就是了，衆

緣生之法，是吧？好像火。這樣，「是即無自性」，緣生之法是非自性有，是吧？它

不是甚麼？不是自有的，好像火不是自有的，不是獨有的，火不是獨有的，火不是恒

有，無自性了，同時亦都非自性實無啊，同時呢，火不是自性實無，不是甚麼？獨無

的，不是恒無的。

這樣一講「無自性」就包括兩塊，請大家注意了，一個就是非自性實有，同時是

甚麼啊？非自性實無，這樣的講法就正確了，這樣叫做中道了，但這裏沒有用「中

道」這個詞，但這裏用「自性」這個詞，與剛才我們說的《中論》就沒有用「自

性」，但有用「中道」，但這裏就沒有用「中道」，有用「自性」，這兩首頌就各有

自己的意義，各有好處。這樣，於是它沒有自己的自性了，他說，「若無自性者」，

若那個事物本身都沒有自己的自體，這樣「云何有是法？」怎麼可以說這種事物是實

有與實無呢？「云何有是法？」云何說自性實有呢？但同時包括云何是自性實無呢？

是包括兩種的。

「云何有是法？」云何說自性實有呢？但這裏就沒有詳細講「云何說自性實

無」，其實應該包括「云何是自性實無」，這樣就中道了，這樣就中道了，那麼，

「云何自性實無」，這個就是「空」了。這就是說，緣生法，因為，一切法緣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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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所以無自性就是果，「無自性」這種果法亦可以用另一個(說法)，「無自性」就

是無自體，所以就叫做「空」。於是，「空」、「無自性」與「緣生」是同義詞，是

一樣的解釋。這樣，於是在「第一門」裏面就把全本論的宗旨，透過一首頌顯示出

來，這樣了解了這個宗旨就全本《十二門論》，不只《十二門論》，包括《中論》你

都了解了，你就完全了解了。

這樣，所有講「般若中觀」的人都不能離開這首頌，這首頌是很重要的頌，「般

若中觀學派」裏面有很多首頌很重要，這首頌是很重要的頌之一。這樣。那麼下面

呢，這一門裏面呢，下面還會詳細講其他東西的，「B」就是下面論證來的，根據一

切法，一切「 緣所生法，是即無自性」，這個大前提，然後就推出下面所有的東衆

西，推出甚麼？論證下面就推出下面了，「內在諸法，外在諸果，俱不可得，都實無

自性。」他要推出這些。「內在諸法」，甚麼叫做「內在諸法」？「內在諸法」是生

命之內的法，叫「內在」，我們的生命就是怎樣啊？是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

色，生死流轉，是吧？你生命的流轉是「內在諸法」，與你生命流轉有關的東西是

「內在諸法」。這樣，「外在果法」就好像是甚麼？瓶盆那些，是外在諸法，好像

瓶、盆、樓宇、山河大地，一切外在你的生命的事物。

這都是「俱不可得」，「俱不可得」就是完全不能夠用現量去證成它的存在，亦

不能用比量證成它的存在，這樣叫做「不可得」，「不可得」是無實自性可得，「不

可得」就是無自性了，就是無實自性可得。無實自性可得就怎樣啊？你要得一種東西

的時候，只能透過兩個途徑，一是現量得，一是比量得，「不可得」就是現量固不能

得，即拿它不起、見它不到、聞它不到、嗅它不到的，透過甚麼？五根都不可以與它

有接觸的，或者是透過意識都推證不到它存起，這樣就叫做「不可得」了。「不可

得」就是指自性不可得，自性怎樣不可得啊？自性透過現量不可得，透過比量不可

得。這樣，所以「不可得」是有一個途徑的，「不可得」的途徑呢，第一是現量的途

徑不可得；第二是比量的途徑不可得。因為事物的得與不得呢，一是現量，一是比

量，不可能有第三種。我拿起支筆，這樣的得是甚麼得？現量得，因為觸境，是吧？

我用身根去怎樣啊？去把觸的，所以是現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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譬如說，下面的火車，火車，我現在看不到火車啊，但我知道這是火車，我聽到

火車聲，轟轟聲，轟轟聲呢，就是透過如果有火車存在，就發現轟轟聲就有火車了，

所以透過這個耳根接觸到轟轟聲，就推出了甚麼啊？有火車，推出有火車，剛剛說火

車存在這個是甚麼量啊？是比量，比量。但是，這輛火車有沒有自性啊？沒有自性，

火車的自性是比量不可得的，火車的自性固然是現量不可得了，這樣叫做「不可

得」。所以，有些人讀書呢，「不可得」他不懂解釋的，因為他原本就不懂解釋「現

量」、「比量」，又不懂解釋哪個字啊？是「自性」。「自性」，剛剛說火車的自性

不可得，火車的自性是現量不可得，火車的自性是比量不可得，這樣就說火車不可得

了。

這樣，其實佛教是很嚴格的啊！佛學是很嚴格的！不過，有陣子譯文譯到這樣的

時候呢，那些人讀的時候就不了解，或者是沒有人教他，講清楚他的理念，如果講清

楚就很合情合理的，佛法永遠在世界上都不會消滅的，因為它代表一種真理，除非你

不明白，你越明白越會追尋它，它常常伴 你，你不能拋棄它的。這樣，下面所討論着

的就是講「內發」，好像我們的生命，生命就執有「神我」，實的「神我」，實的

「十二緣起」，「外發」就實的那個瓶，實的那個盆，實的山河大地，等等俱不可

得，它的自性，它的自性不可得，就不是說沒有盆，不是說沒有那個瓶啊，那個杯就

是瓶了，怎麼沒有啊，他不是指這種啊，這種是指你執它有甚麼啊？有個實的自性，

這個自性是不可得的，所以，俱不可得的時候呢，所以無實自性，它都是實自性不可

得。

這樣無實自性的時候呢，於是就歸結到一切法空了，包括甚麼法啊？包括有為法

空的，無為法、涅槃是空，還有「我」是空的，「我」體都是空的，它都是緣生的，

都是性空的。所以四個字「緣生性空」，或者四個字呢，變成「緣生無實自性中道

空」，八個字，是嗎？「緣-生-無-實-自-性-中-道-空」，九個字都可以的。簡單的

一個「空」字就可以了，但是就這麼一個「空」字，你不懂解釋啊，是吧！那麼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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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字擴展叫「性空」這兩個字，兩個字就你不知道怎樣解釋「性空」啊，「性

空」即自性空、體空，你可以變四個字，就是甚麼啊？「緣生性空」，「緣生」，告

訴你聽為甚麼它無自性，變成「緣生性空」。「緣生性空」又擴充，這個「緣生性

空」就是包括無實自性，講「自性」是兩種，一是自性實有，另外是甚麼？自性實

無，這樣於是就擴充九個字，就是「緣生、無實自性、中道空」。「中道」顯示甚

麼？非自性有，還有非甚麼？非自性無，所以中道，這樣就圓滿了。這樣，然後從一

切法是包括有為法、無為法，包括我法，這裏包括三種：有為法空、無為法空，我體

都空的，一切有為法、一切無為法，一切我體都是「緣生、無實自性、中道空」，這

樣就齊全了，那麼於是一切法都是空的。這樣，一切法怎麼是我剛剛說的幾句話呢？

因為世界上的存在是三種東西的存在，一個是主客的存在，主是我，客就是甚麼？客

就是那個有為法，一就是無為法，於是，有為、無為與主體我都無實自性，這樣就宇

宙萬有了，不只，是萬象，宇宙萬有都無自性！那麼，於是一切存在都是透過「緣

生、無實自性、中道空」演譯出來。

這個演譯呢，是一個必然地真的演譯，必然地真的演譯，我們叫做 tautology，

恒真的演譯。恒真呢，永遠真，不可能有例外不真的，就是說，世界上沒有一個小小

的存在是自性有的。沒有一個小小的存在是自性有的，所以在《般若經》裏面用三個

字代替它，就叫做「究竟空」。「究竟空」即是「畢竟空」，畢竟是代表究竟的意

思，究竟是沒有例外的，在意義上就究竟，在用詞上我們叫做「畢竟」，甚麼叫做畢

竟？究竟的解釋，究竟是沒有一個小小的例外有，「有」是代表甚麼？「有」是自性

有，亦都沒有小小的自性無。這樣，所以般若中觀裏面所講的「空」呢，就是所有佛

教都要依它的，這個我們叫做，在佛學裏面這個叫做「共法」。

無論大乘，無論小乘，大乘裏面無論是唯識，無論是般若，無論是如來藏，小乘

裏面所有一切法，都要接受這個「空」，都要接受的，你不接受就不是佛法，你說它

「有」就不是佛法了，那麼所以從這點呢，般若與唯識是一致的，在意義上一致，用

詞不一致，大家所用的詞語不一致，但這種共法，一切法是緣生，相因待而有的時候

呢，這種講法是一致的，這個意義是一致的，用詞未必一致，意義是一致。這樣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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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唯識宗講「阿賴耶」，這是共法還是不共法啊？是不共法，這個就是不共法了，

不共法就只有唯識自己講的，其他學派不講的。

這樣，所以《中論》所講，《十二門論》所講的是共法來的，無論是任何一個派

系，都不可以背離它的，即講是否唯一的佛理呢？這樣它又不是唯一，但這個是基礎

來的，你不可以背離基礎，你背離基礎就好像建一座大廈在沙灘之上，建一座塔在沙

灘上那樣會倒下的，這個基礎就是緣起，就是空，就是無實自性，因為是共法，它不

是不共法。這個「法」字是教法，這個「法」字是代表 teaching of Buddha，這種

教法呢，因為這個「法」字很好解的，大家知道事物叫做「法」，dharma這個字有

幾種解法，那麼我們講的「共法」是所有佛教共同的教理，叫做「共法」。好了，第

一門講完了，第一門以後我們再講，現在講給你聽這一門裏面講這麼多東西。

那麼，第二門呢，叫做「觀有果無果門」，這個就容易些了，「有果無果」，要

證明「因中有果」是畢竟不生的，「因中有果」是不能夠存在；「因中無果」亦不能

存在；「因中亦有果亦無果」都不能存在。要破這些東西！要破啊！因為要破「因

果」的時候，那麼明明佛教又講因果的，這樣現在講「因中有果」又不行，「因中無

果」又不行，「因中亦有果亦無果」又不行，這樣要「因中非有果非無果」又可以

了，這樣調轉了。那為甚麼呢？為甚麼呢？「因中有果」又不對，因為世界上一是

「因中有果」，一是「因中無果」啊，這樣，「因中有果」又不行，「因中無果」又

不行。這樣，就好像這個杯裏面，它一是有水，一是無水，這樣杯中有水，你說不

對，那麼杯中無水都不對，這就怎樣才對呢？

這是怎樣解釋呢？這是兩個矛盾詞啊，違反了邏輯上的 law of excluded

middle，排中論，是吧？因為在思維法，即說在西方的思維邏輯規律裏面有三個規

律的，一個規律叫做 law of  identity，叫做同一論；第二個叫做 law of

contradiction，叫做矛盾論，或者叫做 non-contradiction，叫做不矛盾論；第三條

規律叫做 law of excluded middle ，把middle exclude了它，這即是說，一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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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無，一是有果，一是無果，就不能同時有生果，同時無生果的，因為這張 一是枱

有橙，一是無橙。那麼有橙又不對，無橙又不對，那就怎樣才對？這樣好像違反了邏

輯的三條規律的其中一條叫做 law of excluded middle ，因為我們知道那種事物，

「A」加個「非 A」等於「1」的，這條規律叫做 law of excluded middle ，不需要

再加其他東西了，一是「A」，一是「非A」，就一定對，是包括了所有的了。

譬如，世界上的顏色，一是白，一是非白，它一是白，一是非白，這樣你不可以

說它又不是白，又不是非白，這即是怎樣啊？這即是怎樣啊？一是有果，一是無果，

這樣你有果又不對，無果又不對，有、無都不對，這即是怎樣啊？好了，你答我的問

題了，答得出嗎？如果你答到的，黑板上全有了。

學生：「是否相依待？」不是相依待，相依待更進一步。

學生：「是否自性？」對了！是自性啊！原來他說的因果是自性的因果啊，他說自性

的因裏面是沒有自性果的，不是，自性的因裏面有自性果是不對，自性的因裏

面沒有自性果都不對，因為根本無自性。無自性的時候呢，你說有自性的果，

與在因中有自性的果是不對，在因中沒有自性的果都不對。

因為世界上根本沒有實自性的因，亦沒有實自性的果，你怎麼樣講都出錯，開口

就錯，開口錯是你執有實自性，因為根本沒有自性！你說自性裏面有因，自性的因在

自性的果裏面，你說自性的因不在自性的果裏面，都全錯了，因為根本沒有自性的

因，亦都沒有自性的果。那麼，你說自性的果在自性的因裏面，不對，自性的因不在

自性的果裏面，亦都不對，這樣所以不對，因為根本沒有自性啊！但這個字面上沒有

講明沒有自性啊！這樣才難搞啊！這樣，所以一開始讀般若中觀就搞定了無自性，所

以我們第一首頌就講「無自性」，所以我說這處很重要，「 緣所生法，是即無自衆

性」，沒有自性，你說有自性，果有果的自性，因有因的自性，你說自性的因在果裏

面呢，不是，自性的果在自性因裏面呢，是錯的，自性的果不在自性因裏面呢，又是

錯的，因為這個世界根本沒有自性！你亂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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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解釋的！原來(這樣)！這就是不可以用兩個符號去代它，其實剛才那個是三

個符號，要這樣的，「自性」用「T」字(代表)，這樣是錯的，不是等於一的，因為

同時有「自性」，同時有「A」；同時有「自性」與「非 A」，那麼這兩種是不矛盾

的。但是，「非 A」與「A」才是矛盾，加多了進去就不矛盾了，所以加了進去就不

矛盾了，所以加了進去就不等於一了，它是多了一項進去，多了含義，多了個「自

性」的含義，它就不矛盾了，這兩個詞未必是矛盾，可以兩個都假的。

因為呢，「A」與「非 A」就不能兩個假的，「A」與「非 A」不是兩個假的，

當「A」真，「非 A」一定假；當「A」假，「非 A」一定真。但是，這兩個就不是

了，當「A」是真，它都一樣是假的，這個「T」假啊；那麼當「A」是假的時候呢，

這個「T」又假，這樣就都假，都假就兩個假的走在一起。那麼，我剛剛說當這個

「A」假的時候，這個「非 A」是真的，「非 A」是真的，但是這個「T」又假啊，這

個真(與)那個假合起來都是假，即兩個都是假。當這個「T」是假的時候，前邊又

假，後邊又假的。

這樣，當你以為自性實有的因與自性實有的果不存在的時候，於是，因中有果是

假，因中無果都是假，因為那個果不可能是自性實有的，所以這兩塊東西不矛盾的，

這兩塊東西的組成部分有一個矛盾，但這兩塊永遠是大家假，所以這兩塊都假。有個

日本人，叫做 山雄一，他說佛教這麼得意的，般若中觀，他說，因中有果又假，因梶

中無果又假，這樣就違反了邏輯啊，所以佛教這裏說的因中有果、因中無果不是普通

的邏輯，是本體邏輯的出現。這個日本專家痴線的，邏輯哪有本體邏輯與現象邏輯的

呢？邏輯是方法來的，思維的方法，他不知道加多兩塊東西進去啊，你用一個符號代

了自性實有叫做「A」，那個自性實無叫做「非 A」，是不對的，是代少了，你用的

工具少了，你對邏輯的認知就不能深入，即 山雄一的邏輯是不夠我的熟，我不熟梶

啊，我已經很水皮了，即對現代的邏輯很水皮，但我都能夠用現代邏輯的思維方法去

掌握了般若中觀的思想。

23



所以般若中觀，你一定要讀邏輯去理解它的，你不讀邏輯，你怎麼解釋因中有果

有錯，因中無果又錯？因為它背後是有邏輯思維在裏面的，就知道這兩塊是不矛盾

的，是學般若中觀最難的地方，就不是「空」字難，是背後的邏輯思維難，因為你不

能夠運用現代新的邏輯思維去處理那些東西。所以，佛法裏面呢，所有的佛法在不同

的時代都有意義的，因為時代賦予了它新的元素將那個理念更加清晰。所以，我常常

相信現在不是末法時代，現在不是末法時代，現在對這個佛法，我們的了解比前人是

更深入的、更清晰的、更明確的。那些經論就常常說我們是像法時代、是末法時代，

是甚麼時代，是激勵你而已，你好好的學佛法，就是這樣的解釋，就並非說你的時代

是末法時代，不是的，我覺得我們的智慧，我們對佛法的理解是越來越清晰的，是舊

時沒有這麼清晰，現在更加清晰，現在我們有新的方法、新的知識掌握釋迦與諸大德

所體證的真理。

那麼，這章書就是講這種了，就是「因中有果」就破它，「因中無果」又破它，

「亦有果亦無果」又破它，那麼「非有非無」我就不破了，即不執了，完全無執就不

用破了。這樣，第三門就是「觀緣門」，「觀緣門」是怎樣呢？就是從因法去證明，

證明甚麼呢？是自性不生，去證明這個，一切法不可以自性生的，透過因法來證明。

那甚麼叫做「自性不生」呢？這就包括下面，如果自性有生呢，就幾個方法有生，第

一呢，「四緣」去生，「四緣」即是甚麼？即說因緣、所緣緣、增上緣、等無間緣，

有「四緣」都不能生有實自性果。

「非緣不生」，如果沒有「四緣」更加不能生！有「四緣」都不能生，是吧？有

「四緣」不能生有自性的果法，沒有這個「四緣」，這就更加不能生。這樣，「諸緣

不生」，我們用「四緣」裏面的某幾緣配合亦都不能生，即一切法不能有自性的生。

這樣，於是透過這些論證，歸結到「果從緣生不可得，果非緣生亦不可得。」那麼，

果一是從緣生，一是從非緣生啊，為甚麼兩種都不可得呢？一是從緣生，一是從非緣

生啊，不可得的原因就是由於它無實果，無自性實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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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無自性實果的時候，怎麼可以從緣生？更加不能從非緣生了。因為，那些

緣生的果就可能是緣生，緣生的果就是無自性的緣生無自性的果，他不反對。但是，

有自性的果從緣生就反對了，你說有自性的果從非緣生又反對，這最後的地方就是不

要執有自性。這樣，所以讀般若中觀常常記住，這個時候講因果，講任何東西，你加

個「自性」進去就冇走雞(意指有把握)了，就全講通了，這個精神就是這樣，因為第

一首頌就是這樣告訴你。但是，說完了之後，他又不講「自性」這種東西了，這樣又

破因又破果，又因中有果，又因中無果，果從有緣生又不行，從無緣生又不行，從非

有非緣生又不行，但是他沒有說明這個果是甚麼果啊！但是，你要知道他所講的是人

執它有實自性的果，你不要忘記這種，如果你不忘記，讀中觀學派所有的經論就很容

易了。你一忘記了，你就朦查查(模模糊糊)，你看到如入五里霧中，令到你糊里糊

塗，明明我見到我種棵樹是生些蘋果出來的，為甚麼無果啊？明明都有果啊！不好不

記得呀！那棵樹的果不是他要破的果啊，你吃著的那個蘋果不是他要破的那個啊！你

吃著的那個是無自性啊，他破的那個是執有實自性啊。

這樣，你加了(「自性」)，你破那些所有的因、所有的果、所有的緣，都是加了

「自性」進去，他只是破「有自性」的，那些「無自性」與我相應，何用破啊！你一

了解「無自性」，根本不用讀《中論》了，不用讀《十二門論》，燒了它也行啊！但

是，你執「有自性」要讀爛它，將本書讀到爛為止。所以，孔子讀《周易》呢，「韋

編三絕」，因為舊時那些書不是一頁頁的，是一條竹簡一條竹簡的，那些竹簡用甚麼

綁著啊？用牛筋綁著，這樣讀完之後就那麼捲著它，這樣打開又讀，讀完又捲起它，

捲得多就全斷了，那些牛筋啊，那個叫做「韋」，孔子讀《周易》，讀爛了那些牛

筋，爛了三次，表示他勤力，將它翻了很多次，捲起了。

所以一卷書，怎樣叫做一卷書啊？因為那些竹簡捲起一執一執的，那就拆了拿出

來，這樣是卷了，最後還捲起來，好像吃豬腸粉那樣，吃一條豬腸粉，叫一卷書，讀

一條豬腸粉，就讀一卷書，那麼每一卷書裏面都是竹簡來的，那些竹簡用牛筋綁住。

這個是第三門。這樣第四門呢，「觀相門」，那麼剛剛的那三門，我們叫它做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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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它做「空門」，一切法空啊！這樣下面就講「無相」了，所以第四門叫做「無

相」。「無相」這一門又分開兩個重要的部分，第一部分就是從法相去破法體的，從

法相，法是事物的相狀去破事物的體。這樣法相有甚麼「相」呢？有為法有四種相，

第一種是生相；第二種是住相；第三種是異相；第四種是滅相。這樣破「生、住、

異、滅」，這樣就證明有為法是不可得的，因為有為法是依相有的，無相就沒有有為

法。「相」都無自性，何況這個「體」呢？是吧？於是呢，這個有為法依「生、住、

異、滅」四相，而「生、住、異、滅」四相，每一種相都無自性的，那麼，你依這個

無自性，有這個有為法的「體」，怎可以真啊？怎可以變成自性實有啊？

「生、住、異、滅」四相都無實自性，這樣，這個有為法就無實自性，因為「能

依」依「所依」，「所依」都無自性，「能依」怎可以有自性啊？即一輛汽車，構成

汽車是那些鋼鐵、塑膠、機器啊，鋼鐵、機器、塑膠、燈，等等都是無自性，將一大

堆那些零件，無自性的東西構成一輛車，那輛車怎會有自性啊？那麼一樣了，那輛車

依那些零件構成的啊！這個「法體」依「法相」構成的啊，那個「法相」是無自性的

時候，這個「法體」是不能有自性，那麼有為法是不能有自性。

這樣，無為法都是無自性，因為無為法都有「四相」，那「四相」是甚麼？叫做

「無生、無住、無異、無滅」，這「四相」都是無自性的，那麼這個無為法靠無自性

的「四相」，這個無為法怎可有自性？所以一樣，真如都無實自性，涅槃都無實自

性，因為涅槃都靠甚麼啊？「無生、無住、無異、無滅」，靠這些無自性的相而來，

所以涅槃都無實自性。這樣，「觀相門」是這樣破的，一破(就)全破了，因為破有為

法與無為法，由相去破這些。

夠鐘了，好了，我們今日講到這裏，講到第四門，慢是慢了點，不過慢一點讓你

更加清晰明確了解甚麼叫做「空」啊。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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