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我們用「空門」，即「空解脫門」、「無相解脫門」與「無願」或者「無作

解 門」呢，即三解脫門，它屬於第一解脫門，就是「空解脫門」。脱

那麼，中間的第四、五、六、七、八、九，這六門是屬於三解脫門裏面的「無相

解脫門」。這樣，剩下的十、十一、十二最後的三門呢，就是「無願」或者叫做「無

作解 門」。這樣，上一堂就講及到「空解脫門」的內容，我們講了，這樣就開始講脱

及到「無相解脫門」，即第四門，我們亦都講了。這樣第五門，我們未講的，是吧？

第五門。第三門就講「觀相門」，「觀相門」即說有兩種相，一種相是標相，即說宇

宙存在的事物是兩大類，一類就是叫做現象，我們叫做有為法；另一類是本體，我們

叫做無為法；整個存在就是有為法與無為法的存在，其餘就是不存在。

這樣，那個有為法的現象有它自己的特徵的，這個特徵叫做標相，叫做相，叫三

有為相，或者叫做四有為相，四種有為相就是「生、住、異、滅」。如果三有為相就

是「生、異、滅」，「生、住、滅」，這個「異」字不要了，「生、住、滅」。這

樣，就是說如果現象界一定有「生」、一定有「滅」的，在「生」與「滅」當中就起

變化，我們勉強叫做「住」，其實是「異」，（每個）剎那都是「異」，每個剎那，

下個剎那不同上個剎那的存在。

這樣，至於這個非有為法，即我們叫做無為法的，無為法即本體界，無為法就是

又有四個標相或者三個標相，就是「無生、無住、無異、無滅」。這樣，「觀相門」

就講及那些「相」，講及那些「相」，從那些「相」，就是不實的相，無實在的

「生、住、異、滅」的相，所以證明有為法不是自性實有。那麼「無為法」呢，又是

無住，沒有實的「無住」，（沒有實的）「無生、無住、無異、無滅」之相，所以

呢，由四種相所呈現出的無為法呢，亦都非自性實有。這樣去破，透過「相」去破那

個「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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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第五門呢，都是「無相門」，都是「無相門」，即無生門有三門，「無相

門」是很多的，一共有六門的，這樣它叫做「有相無相門」，這豈不是與前面一樣，

這樣又不是啊，它與前面雖然大家都有個「相」字，但是，講法是有些不同的，因為

「無相門」是指沒有實的「生、住、異、滅」，這樣證實沒有實的有為法。但是，第

五門，「觀有相無相門」就不是，是講「相」，那種「標相」究竟與那個「法體」誰

先誰後呢？是講及到這種。所以就分開三個部分，A的部分就是如果先有「標相」的

話呢，就不能夠顯示一切法了，這是為甚麼呢？先有「標相」的時候，這個「標相」

與那個「法」是兩種東西了，是吧？甚麼叫做先有？即未有「法」之前，先有「標

相」的。

這就是說「標相」與「法」是兩種無關聯的東西，那麼，無關聯的東西怎樣能夠

用「標相」去顯示這個「法」呢？「法」是法體，「法」是存在的事物，因為所有存

在的事物，我們上一次都講過了，有「體」，它一定有個「相」的，不只，還有

「性」，還有「用」，不過現在不討論「用」的問題，不討論「性」的問題，只是討

論「相」與「體」。世界上沒有一種東西是無「相」之「體」，亦都沒有一種是無

「體」之「相」，有了「相」一定有「體」，有了「體」一定有「相」。這樣，如果

「相」在「法（體）」先，這就不行的，「相」在「法（體）」先，即「相」與「法

（體）」是兩個沒關係的東西。

我們人執自性實有的，即說「相」是自己存在自己的，「法」是自己存在「法」

的，這樣就不需要「標相」顯示這個「法」了。因此呢，如果是先有「標相」的時

候，就不能使到一切「法」存在，不能夠使到這個「標相」標顯那個「法」。這個

「不能相」呢，就是說「相」字是動詞來的，「相」就是使到一切法具有相狀存在，

這樣叫做「相」。「相」這個字是動詞，「相」本來是名詞，但是名詞都可以作動詞

用的，那麼這個在語法上是名詞當動詞用。這樣，說先在「法」之前有「標相」不行

了，那麼如果在那個「法」之前沒有「標相」，又行不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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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他說在「法」之前沒有「標相」都不行，那怎麼解釋呢？在「法」之前沒有

「標相」，那這個「法」是以甚麼「相」存在呢？在「法」之前是沒有「標相」，這

樣的時候呢，這個「斯無標相」，這個「法」本來就沒有「標相」，後來才有「標

相」的，這樣就「法」不用「標相」了，因為這個「法」是可以與「標相」分開的，

「法」在先，「標相」在後。「標相」在先，「法」在後，不行！調轉也不行！

「法」在先，「標相」在後都不行，那麼如果「法」在先，「標相」在後，即是先無

「標相」了，這個「標相」亦都不能顯示這個「法」，這樣都不行啊！這樣，於是他

的第二個論證，第二類的論證，第二大節的論證就是 B的論證，就是先無標相不能相

一切法，先有標相又不能相一切法。

這樣，然後第三大部分就是「能相所相，自性都無」，既然兩者之間本來是互

相，兩種東西相依相待才能存在的，那麼現在不相依相待，「法」之前可以有

「相」，「相」之前又可以有「法」的，兩種東西是各自獨立。各自獨立的時候呢，

就是說「法」是不需要依「相」有，「相」又不需要依「法」有，那麼世界上沒有這

種東西的，世界上的存在，有「相」一定有「法」，有「法」一定有「相」。

這樣，於是「能相」是指甚麼呢？「能相所相，自性皆無」了，變了（這樣）。

「能相」是指甚麼呢？「能相」是指「生、住、異、滅」那些「能相」。「所相」就

是「生、住、異、滅」所描述的所顯示的這個現象。那麼兩種完全沒有關係了，這樣

於是「相」與「法」都無自性去顯示這種，顯示「相」無實自性，「法」是無實自

性。那即是怎樣啊？即是「相」一定要依「法」有，「法」一定要依「相」有，你依

我有，我依你有的，不可以離開「相」有「法」，不可以離開「法」有「相」。

這樣就要怎樣有啊？要彼此相依，凡是相依，我們上個禮拜講過了，那個「緣

起」的定義，或者「緣生」的定義，凡有相依待就叫做緣起，不一定生成的，不一定

生成的！那個「體」是依「相」的，「相」是依「體」的，這樣就沒有「相」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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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亦都沒有「體」的自性。甚麼叫做「有自性」？自性不用依人的，我自己存在自

己就叫做「有自性」。我自己不能夠存在自己的，就沒有自性。如果離開這個

「體」，有獨立的「相」，那麼這個「相」就有自性了；離開這個「相」，有自己的

「法」，這樣就有自性了，那麼上面的兩段說不可以的，他先否定了。這樣就說這兩

種東西不是獨立的，它是你依我，我依你的，由此知道我們的「體」就好像甚麼啊？

好像我們的「地」那樣，地極微，「相」就好像地有堅性，是吧？沒有一些地的極微

是沒有堅性的。這就是說「體」一定要依「相」有，堅性一定要依地有，離開了地就

沒有堅性。這樣，所以讀《心經》，《心經》說「照見五蘊皆空」，於是呢，「色不

異空」，「色不異空」即是說，「色」要依「空」有的。

調轉呢，「空不異色」，是吧？當它「色不異空」的時候，即說「色」是體來

的，是吧？「空」是相來，於是這個體是依相有的。那麼，這個「空相」是否獨立存

在啊？答案是「空相」都不可以獨立存在，即是第二句，「空不異色」，這個「空」

不能離開個「色」獨立存在，這個「空」都要靠個「色」。這就是說，堅的這種相都

要依靠甚麼啊？地極微而有的。水這個體要有流濕相，水這個體離開流濕相，沒有

水，流濕相離開那個水，亦都沒有流濕相，這樣就兩種相依了，相依的定義就叫做無

自性，就叫做緣生。

因為，龍樹菩薩講「緣生」呢，就不是原始佛教講的那個這麼單純的，它就是凡

一切法相依相待就叫做「緣生」，這個是他的定義，我們讀《中論》，讀《百論》，

讀《十二門論》一定要掌握甚麼叫做「緣生」，是一個很深入的一個問題來的，這樣

所以在第五門裏面就「相」與「體」，「體」即是法，「相」與「法」相依，就顯示

「能相」無自性，「所相」無自性，「所相」就是體，「能相」就是這個相，都無自

性。這樣，一切法都不能離開「體」與「相」的，這就是說，有為法不能夠離開

「生、住、異、滅」，無為法不能夠離開「無生、無住、無異、無滅」。這就是有為

法與有為法之相不是自性實有；無為法與無為法之相都不是自性實有，這樣就表示一

切法不是自性實有的，因為一切法都不外乎這兩類啊，一是有為法，一是無為法。

4



這樣，於是第五門是講這種道理了，第五門就全部這個道理講出來了。這樣，第

六門都是講「相」，第六門分開兩大部分，A部分就「能相」、「所相」，你說自性

「同一」不可得，你說自性「別異」又不可得，這就是說，既然「體」是不離

「相」，「相」又不離「體」，那麼你說「體」與「相」是一種東西，可不可以呢？

這裏就論證一種東西是不可能的事，不可能一樣的，你說「相」與「體」是一，是自

性同一的，是不行的！自性別異又不行！那麼，自性同一為甚麼不行呢？自性同一

的，「相」與「體」自性同一為甚麼不可以呢？

那麼，這個答案都很簡單的，自性就是那種事物的本身，「相」就是事物所顯現

的形態，形態不是物的體，譬如，這張桌子是體來的，它的相是怎樣啊？相是顏色來

的，這些顏色來的，黃色，如果這個「相」與「體」是同一，我說拿張 來，這樣你枱

可以不說拿張 ，拿張黃來都可以啊，是吧？這樣不行啊，拿張黃來就不行了。這枱

樣，所以你將個「相」，我只需要「相」而已，就不需要那個「體」，這你就要講

「相」，就不能夠講「體」，即這張物體它是甚麼「相」，你就說黃相就行了，就不

能夠說書架來的，不行的，於是它就不是一種東西來的，是兩種東西來的。這樣，自

性別異又不行，自性別異是離開了黃，有這張桌子，離開了桌子又有黃，這樣就不是

的，離開桌子沒有黃。

這就是我們剛剛說的《心經》，我說「色不異空」，「色蘊」與「空」是兩種東

西來的，兩種東西來的，你說「色蘊」即是「空」呢，那麼「色蘊」即是「受蘊」，

即是「想蘊」，即是「行蘊」，即是「識蘊」，是吧？因為不只是「色蘊」是「空」

啊，還有些東西「空」的，那個「想蘊」都是「空」，「受蘊」都是「空」，「行

蘊」都是「空」，是吧？那個甚麼？「六識蘊」都是「空」啊。如果「色蘊」即是

「空」的時候呢，這就即是有塊石頭放在你的心，石頭是「色蘊」，它是「空」啊，

那麼你的心識，叫做「識蘊」，這個「識」，「色 」的色是哪個？石頭的「色 」藴 藴

是這個「色」，我們的心那個「識」是哪個識？這個「識」，是吧？如果「色蘊」與

「空」是一呢？於是「色蘊」是等於「空」，「空」是等於「識蘊」，「色蘊」是等

於「識蘊」了，是吧？是吧？所以不是一的，「相」是相，相是有超越性的，它有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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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性的，但是，這個「法體」不是普遍有的，所以，「能相」、「所相」自性同一是

不行的，是不可能的事。

這樣，「能相」、「所相」自性別異可不可以啊？這樣更加不行！這就是說，

「空」與「色」不是兩種東西來的，「空」就在「色」裏面，是吧！「色」在「空」

裏面，它既不是同一，又不是別異的，這樣的存在，所以這個「觀一異門」，你說

「一」又不得，你說「異」又不正確，這即是怎樣呢？無自性就正確了，無自性就你

依我，我依你，你依我，我依你，即是《心經》的「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

空，空即是色」。這樣的讀法就很通透的，如果你能夠了解「般若中觀」，你就一定

能夠了解《心經》，你不懂「般若中觀」，你未必了解《心經》的，即是這些道理你

可能不了解，你不了解為甚麼講「色即是空」，要返轉來講「空即是色」，你一定不

明白的。如果這樣的讀法一定明白，因為通透，讀書要通透，這個是第六門了，「一

異門」是講「相」與「體」的關係。這樣，第七門就是「有無門」了，「有無門」，

「有」呢，就不等於《中論》，《中論》有一品叫做〈觀有無品〉，不是一樣的，是

兩種（不同）的。

「有門」是指「生、住、異、滅」這四種東西呢，一些是屬於「有」的相，

「生、住」這是「有」的，使到你存在，「異」呢，使到它不存在的，使到變異了，

「滅」呢，直情無體了，這個是「無」，兩種相來彰顯它的存在，兩種相來彰顯它的

甚麼？壞滅，這樣叫做「觀有無門」了。記不記得這個「觀」字怎樣解釋？這個

「觀」字叫做考察，考察那兩種相，一種是叫做「有」相，一種是「無」相，考察這

些，於是就要論證了，論證「有」相與「無」相，你說同時有固然不能，異時別離亦

都不得，這就是說四種相裏面，你說「生、住」這兩種「有」相，與「異、滅」是同

時存在的，這樣是不能的。

同時（存在）怎樣不能啊？那種事物「有」就不可能「無」，「無」就不可能

「有」，是吧？它有「有」相的時候不可能有「滅」相，如果「有」相即「滅」相，

那麼即是有沒有呢？即它存不存在？這樣，於是它不能同時存在。那麼可不可以異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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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啊？異時存在都不可以的，他說，異時即兩種分開的，分開有「生、住、異、

滅」這些相，這個「生、住」如果離開「異、滅」之相的時候呢，這樣就不是那種事

物了，那些相各自離散，是沒有關係，完全沒有關係。

但不是啊，「生、住、異、滅」彼此有關係啊，因為前面講了這個「相」與

「體」怎樣啊？這個「體」呢，「一」又不行，「異」又不行的，這樣的時候，就不

能離開這個「體」講「相」的。那麼，如果「生、住、異、滅」可以分離的時候呢，

它就可以離開這個「體」了，這樣其實是不能離開這個「體」的。

所以呢，「生」相與「異、滅」相，你說它同時有是不行的！異時有都不行！都

不行的，異時有都不行的！這樣，討論到這個問題，就是「觀有無門」了。這樣，第

八門「觀性門」，這一門就等於《中論》裏面的〈觀有無品〉，甚麼叫做「性」呢？

「性」是指自性的解釋。我們上個禮拜（提及），自性是一種存在，那些人執著就有

存在的，它是怎樣存在啊？它是自有、獨有、恒有的存在，這樣叫做「自性」，這樣

叫做「自性」。

那麼，那些人執「自性」有兩種執的，一種執實有的「自性」，有些執實無的

「自性」。實有的「自性」即是自有、獨有、恒有的。實無的「自性」即是自無、獨

無、恒無的。這樣，這兩種都是不能存在的，這樣就要證明，在這一品裏面證明，實

有的「自性」（與）實無的「自性」都不可得，所以，中觀學派的「空」叫做甚麼

「空」？叫做「中」甚麼「空」啊？加一個字，「中道空」，沒錯了。

為甚麼叫做「中道空」？因為破兩種東西的，第一，破「自性」實有，同時破甚

麼啊？「自性」實無，那這裏就是破這兩種了，就是證明實有的「自性」與實無的

「自性」皆不可得，證明實有的「自性」與實無的「自性」都不能存在。這樣，所以

《肇論》就有這一句名句，它說「物從緣生故不有，緣起故不無。」物，所有事物，

它是從緣生的，所以呢，「故不有」，「故不有」不是說它不存在啊，它不是自性實

7



有這樣的解釋啊，「物從緣生故不有」。那麼，無為法是不是緣生啊？這個你要答我

的，是不是緣生啊？無為法？這個答案，在唯識宗呢，無為法不是緣生，在原始佛

教，無為法不是緣生，但是，「般若中觀」的無為法是不是緣生啊？是！這個你要肯

定的。

「般若中觀」的無為法是緣生的！因為它緣生的定義是怎樣啊？是相因待的定義

啊，這個緣生的定義，是相因相待叫做「緣生」，相因待的意思，因為有為法相因待

於無為法而有，無為法相因待於有為法而有，無為法是「體」，有為法是「用」，是

「體」不離「用」有，「用」不離「體」有，這樣講的，所以他講的緣生、緣起是甚

麼啊？是廣義講的，不是狹義講的，在原始佛教講的是狹義講的，在唯識講的是甚麼

啊？狹義講的，這樣就「物從緣生故不有」。「故不有」就是我們現在要破的這個

了，不是自性實有，同一物，同一事物，因為相因待有，所以無自性，不是自性實

有，「故不有」，所以不是自性實有。那麼這個緣生呢，就站在那個物的「體」講它

是緣生，從這個「體」講，這個是果來的，從果來看，從物的果來看，它要靠個因，

靠個因存在，所以它自己不是實有，它待因而有，凡果待因而有。

從因看呢，這樣就叫做緣起了，因為這些因具備了，好像我們製作花瓶、水瓶，

水瓶裏面有那些陶土，有水份，有工匠，有燒窯的窯，有火，這些因全具備了，於是

就燒出了個水瓶出來。這樣的時候呢，從那個果看，就是一切物的果，從這個果看，

它是緣生，所以不是自性實有。如果自性實有，就不需要有因生了，這個果不需要待

因生了。這樣，從這個因看呢，這個因即那些陶土，那些水份，那些工匠，那個窯，

生窯的火，（它們）存在而使到瓶燒成。

這樣，既然有緣生這回事了，集合了所有的因就可以顯示出這個果，既然有這個

因去生些東西出來，它怎麼可以沒有東西啊？這樣所以說緣起。緣起是從因講的，這

是從因講的，既然你說緣起，既然有因去生些東西，這樣呢，「故不無」，所以不是

自性實無了。不是自性實無，從緣起、緣生，事物的因果關係，所有的果待因而有，

所以它無自性，無自性的有，它不是自性實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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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不是自性實有是否等於零？又不是零啊，不是零，只要你說明緣生，緣生

就要找回這個因出來，找回這個因，從這個因看，即是緣起了，是吧？從這個因看，

這個因就變起些東西出來，既然這個因可以變起些東西，怎可以是零啊？怎會是零

啊？肯定不是零。這樣，所以事物是從這個因看的時候呢，既然有產生事物的因，這

樣就不是零了，零就不能做因的，零就怎會做因啊？所以從這個因，它有因所生的，

那麼所以就不等於零，不是等於零就非自性實無，所以不無，不無就不是實無，不是

自性實無。

這樣，所以不有不無就是「中道空」了，所以「空」不是等於零啊！很出名的這

個僧肇的《肇論》，《肇論》，因為他的師父是鳩摩羅什，他幫鳩摩羅什翻譯了經，

於是就做了幾篇出名的論，一篇叫做《物不遷論》，一篇叫《不真空論》，一篇叫

《般若無知論》，這個是《不真空論》所講的，「物從因緣故不有，緣起故不無」，

這個「不有不無」即我們現在講的，即我們講的〈觀性品〉。實有的自性，這個就是

甚麼啊？不有，不有就代表我們不可得；實無的自性，即是這個無，又是不可得。

「不可得」，即是說從邏輯推不出來，另外就是經驗，經驗不到它的，這叫做「不可

得」。

所以，講「般若中觀」常常說不可得，「不可得」是指經驗掌握不到的，推理推

不出的。推理推出是這樣，就是非自性實有，同時非自性實無，是「中道空」，這

樣。那麼，第二大節就是論證，如果沒有緣起的存在，沒有緣起的存在，即是有甚麼

存在啊？是自性存在了，是吧？有緣起就無自性，有自性就無緣起。這就是如果沒有

（緣生），若非緣生，如果世界上一切法不是從緣所生呢，這樣一切法是不存在的。

如果不是從緣生，一切法是不存在的，這是為甚麼呢？一切法從緣生才能存在，

不從緣生是不能存在，那麼關於這個論點呢，在《中論》有一品，就叫做〈觀四諦

品〉講這個道理的，即在《中論》裏有些講的東西在《十二門論》再講的，再講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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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個方式再講，通常我 知你在《中論》的那一品相近的。這樣，就是在《中論》吿

裏面的〈觀四諦品〉討論這個問題，一切法如果是沒有「空」呢，是沒有一切法的。

舉例，譬如我們現在是凡夫，我們不是佛來的，那麼如果不是緣生的，你永遠不能成

佛了，永遠不能成佛，因為非緣生即是自性實有了，自性實有就是說你是凡夫，你就

永遠是凡夫，是不能變做聖者的，不能變做聖者了。

那為甚麼我不是佛，但將來又會成佛啊？正因 有緣生，正因 緣生，怎樣緣生爲 爲

啊？在唯識宗講得很清楚了，如果你要成佛的時候，你要有五個階段的，你先發了菩

提心，入了「資糧位」，入「資糧位」到將要證真如的時候，你會進入「加行位」，

有「煖、頂、忍、世第一法」，破掉了那個甚麼？所取空，即說破了實的所取，變成

了解所取空，又破了實的能取，即是連「識」都破了，那八個「識」都不是實有的

啊！這樣，於是你就「加行位」激發起你的無漏智，那時候你就證真如了，那時你是

「見道位」，「見道位」又再透過十地修行，初地至到第十地，這樣你就成佛了。這

樣就是緣生！你透過「戒定慧」的修行、修持，經過五個階位，三個無量劫，轉凡夫

而為聖者，就是緣生！

如果不是緣生，凡夫就永遠是凡夫，佛就永遠是佛，凡夫不能變佛，更加，蠢材

連讀書都沒有用了，都不會變做聰明人了。因為你自性實有是蠢了，蠢就永遠蠢下

去，聰明就永遠聰明下去，今日不懂解釋《十二門論》，你永遠不懂得解釋，因為自

性實有啊！你有就實有，無就實無，自性實有啊！因為講自性是有無一齊講的啊！有

就自性實有那些東西，無呢，就自性實無！即現在你不是佛啊，你沒有成佛的功能

啊，那麼你永遠沒有成佛的功能！這樣，「三身」、「四智」你沒有，現在是吧？這

樣無就恒無，是永遠沒有「三身」、「四智」，那麼你怎樣成佛啊？

普通法一樣！譬如這個地方，譬如沒有火，這樣如果不是緣生呢，就永遠沒有火

了，你冷死了都沒有火，溫度跌到零下一百度，都沒有火來讓你取暖。所以，不是緣

生的時候，一切法都不能夠存在，這個世界是一個怎樣的世界啊？是一個死寂的世

界，是不懂變化的！這個世界之所以能夠變化，就全靠它是「空」，所以「空」是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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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佛教捻住「空」這個永恒的真理，這個世界之所以能夠不斷地演進，不斷地

變化，就是因為「空」，「空」是緣起啊，緣生的道理，就是因果的道理，無量的因

果關係構成這個宇宙，佛教在這處是很聰明的，很有智慧的，釋迦牟尼佛這個很有智

慧！如果這個世界沒有「空」，這個世界就是死寂的世界，好像月球一樣，是不能夠

有人的，它沒有人就永遠沒有人，沒有氧氣就永遠沒有氧氣，沒有水份就永遠沒有水

份，這樣完全是個死寂的存在。

所以，這一段就強調了，就論證如果非緣生，即不「空」，即自性實有，這樣

「則無一切法」。那麼，這裏初初你不了解就實有好，全部都有了，不是的，原來不

是甚麼都沒有，你不生得，也不死得，既不能生亦不能死，一個這樣的存在。那麼，

實際不是這樣，這樣的存在不是的，這個世界的存在是互為因果，互相推動的存在，

這個就是緣起了。這個是第八門。

這樣，第九門就討論到因果，有沒有實的因果呢？因果是不是自性實有呢？這就

討論這個問題了，這裏頭呢，都是講「相」有關的，這裏是「空相」，下面講的是

「空相」，前面講那些是「生、住、異、滅」之相，這裏講「因果相」，都是全部講

「相」的，即是說從第五門，第七、第八、第九都是講「相」的，前面所講的那些就

是「四相」、「八相」，後面講的那些就是「空相」，再下面就是「因果相」。這樣

「因果相」，世俗諦的因果關係呢，這個論證是宛然而有的，很清晰很具體的相，是

存在的，在世俗諦，譬如我們剛剛說，那些陶土加水份，加窯來燒，那麼這些為因，

產生瓶，這個是果，這個是因，因是很多的，很多的。

這樣在世俗諦，因果是宛然而有，很清清楚楚地明確地，宛然即是明確地，它是

存在的，因與果是明確的，因（是）見到的陶土，見到的水份，見到的窯，見到被火

燒，這樣燒完就拿出來，它就叫做瓶了，這樣是很清楚的。但是呢，在第一義諦，第

一義諦來講呢，因果都無實自性的，因與果是無自性的，這些叫做因的時候，這些陶

土、水份、窯、火，相待於瓶叫做因；那個瓶相待於這三種東西叫做果。如果沒有了

因，就沒有了果；調轉沒有了果，雖然有陶土、有水份、有窯都不叫做瓶的因。現在

11



這個杯裏面的水，我們不叫做瓶的因，因為它不是用來搓那些陶土來燒個瓶的，它即

使有存在，它都不叫做因。

如果離開那個瓶而都可以有因的時候呢，這樣離開那個瓶，叫那些非因做因了，

那麼現在不是因來的啊，這個陶土的水份不是因，不是因就都不是因，還有很多東西

不是因，還有泥沙不是因，空氣不是因，離開這個不是因都可以叫因呢，這個非因都

可叫做因。但是，我們一般的俗諦不是這樣的，就只限這些東西叫做瓶之因，其餘那

些不是叫做瓶之因的。所以，這一段就講及到在第一義諦的這些因與果不是實有的，

是相待的，相待於果就叫做因，相待於因，叫它做甚麼？是果，它不是自性實有的。

這樣，同一種東西，在世俗諦的看法是這樣這樣，在勝義諦是另外一種東西，它不是

這樣的，因果是沒有實的自性。沒有實的自性，這些所有的因，與這些果，它們是自

性「空」的，它們是「空」的，它們的因果關係都是「空」的，這種關係都不是實有

的。

那麼，這個在原始佛教裏面很少講到這麼深入，原始佛教所講的因果關係好像實

有的，好像我們，譬如說，「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此生故彼生，此滅故彼

滅。」乃至以「無明」為因，而有「行」這個果，以「行」為因，而有甚麼？「識」

這個果，以「識」為因，而有甚麼？(有「名色」的果，以「名色」為因，）有「六

入」的果，以「六入」為因，有甚麼果？乃至「生」為因，有甚麼？「老死」的果，

等等。那麼，在《雜阿含經》裏面就說，「此法常住，佛或出世或未出世此法常

住。」即原始佛教認為因果關係是實有的，好像實有這樣的意念，沒有講清楚，還

說，佛出世故然有這些因果關係，佛不出世都有的。

但是，在般若中觀學派裏面就說，佛這樣講就世俗諦講的，世俗諦講的是宛然有

的因果關係，在證入勝義諦的時候呢，是沒有實的因果的，是因待果而有，果待因而

有，乃至到無為法待有為法而有，有為法待無為法而有，這個就是「體」（與）

「用」了，這個是「體」（與）「用」的關係，從因果關係進到「體」（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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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關係。因此呢，因果關係的本身都是一個緣生性空的，這四個字，「緣生性空」就

教你「緣生、無實自性、中道空」，講過了，即是一個「空」字也可以，你說「性

空」兩個字亦可以，你說「緣生性空」四個字亦可以，你說「緣生、無實自性、中道

空」，都可以，都是那種東西來的。

那麼，有時候我們用圓滿的講法，有時候用簡略的講法，就這樣講「空」呢，就

是簡略的講法，「緣生性空」是中等的講法，講到「緣生、無實自性、中道空」，就

是詳盡的講法，都是一種東西而已。這樣，因此這個因果關係，因果關係的本身都無

實的自性，因為因的本身待其他而有的，因的本身固然是待果有，而每一種因亦都待

另外的因有，因上又有因。

這個「因」，這個陶土又待其他的因，那麼整個世界是怎樣啊？是一個相依相待

的關係網來的，一個網來的，一個關係的網來的，就不是存在是孤立的存在，是一個

用英文講的 interdependent的存在，你 depend on me，你 depend on我，我

depend on你的，所有存在都是一個互為相依相待的存在，這樣的存在。

那麼，這樣講到的《華嚴經》就講得最透徹了，「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就是講

相因相待，一的存在，這個果是待一切法做因，一切法待因，因為一個網絡那樣，交

織成它的存在，所有因果、因果、因果互相交織變成這樣的存在，因此我們叫做「因

陀羅網」，是吧？「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一即一切」呢，一個事物的存在，它

就反映了一切存在它的自身裏面，叫做「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呢，就是一切事

物，是由一個事物都可以影響了它們的。嚴格來講，你將一毫子扔入海水裏，就是

「一即一切」，扔一個入海水裏，就一切存在受了整個宇宙山河，地球的宇宙山河受

到影響了，這個太陽系受到影響了，這個銀河系受到影響了，整個宇宙受到影響，因

為「一」就影響「一切」，因為它是這樣交織的，在道理上是這樣交織的，在道理上

互為因果，這樣的存在。

那麼這一品呢，這一品沒有講到「一即一切」，我就是說在《華嚴經》裏面把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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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道理發揮得淋漓盡致，我不是說《十二門論》發揮到這樣啊，沒有說到這裏啊，範

圍就是我講的這麼多了，剛剛我說的「一即一切」是甚麼啊？利用了甚麼啊？利用

《華嚴經》裏面的講法來顯示，顯示出「般若中觀」的道理是甚麼啊？是相契合的，

不是兩套道理。

這就是說，《華嚴經》的道理都是「空」所展現出來的，如果你不從「空」講，

是不能講《華嚴經》這套「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的講法。好了，這前面全部講

了「相」，全部講了「相」，那麼下面呢，講這個「作」、「無作」，「無作」，

「無願」，就是沒有一個立心去做一種東西，沒有立心去做一些東西，這樣，「無作

門」。

「無作門」就是一個「觀作者門」，那麼我們會講的，我們選了第一門與第十

門，第十門，你看看這一門講甚麼，這一門我將會再詳細講，他說，這一門是破「我

執」的，原來將「我執」破的。所謂「我執」是包括甚麼呢？包括一、常、主宰的

「神我」，puru aṣ ，puru aṣ 是梵文來的，就是「神我」，puru aṣ 就是數論派裏面

說，世界上的存在呢，有一堆「神我」，無量那麼多的「神我」，有個自性一，「神

我」為多，那麼這個「神我」就是靈魂了，世界上很多靈魂存在，他以為我們每個衆

生都有個靈魂，都有個 puru aṣ ，都有個「神我」。

那麼「神我」是怎樣呢？它是「一」的，它是沒有組成部分的，它不可以切開兩

塊的，這個「神我」是「常」的，它現在是「神我」，永遠都是「神我」，它不能由

「神我」變成不是「神我」，不行的，即是執自性了。「自性」就是甚麼？自有、獨

有、恒有，獨有就是「一」了，恒有就是「常」了，是吧？它是自有、獨有、恒有，

那麼沒有東西產生這個「神我」的，這個「神我」存在就存在了，不需要產生的，不

需要有東西產生的，它自己就存在的，這樣。

另外呢，「神我」之所以叫做「我」呢，就因為它有主宰的作用，主宰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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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了，因為「我謂主宰」，在唯識宗的《成唯識論》界定甚麼叫做「我」啊？

「我」呢，就是主宰的解釋，最少主宰自己，自己主宰自己，所以講「神我」的時候

一定講自由意志的，自由意志就是主宰了，你自己鍾意怎樣都可以，你做好人亦可

以，你不鍾意做好人，做壞人又可以，任你自己揀，自己主宰。那麼，一講到靈魂的

時候，一定有講到主宰性的，如果沒有主宰就不能夠講「我」了，所以一講「我」就

一定有主宰，主宰性。這樣，通常有些人認為有靈魂，你不問他，不知道甚麼叫靈

魂，人講靈魂，他又講靈魂而已。但是，你問他一定答你的，你問他有沒有靈魂，他

說有，有的時候，這個靈魂是「一」還是「多」？他說是「一」的，那個靈魂不可能

變做兩個的。這個靈魂現在有還是以後無呢？他說不行的，永遠有的，那靈魂能不能

夠有自由意志？一定能夠，它鍾意做甚麼就做甚麼的。

這樣，通常都有這三個特點的，就是一、常、主宰的。那麼再問他，這個靈魂可

不可以造業呢？他一定說能夠，因為有主宰，怎樣主宰啊？主宰是從造業角度講的

啊，我做好人又可以，我做壞人又可以，我幫你又可以，我害你又可以，是吧？我做

善業又可以，我做惡業又可以，我做無記業又可以，是吧？它一定能夠造業的，你不

問，他不懂答你的，你問他有沒有靈魂，他說有的時候呢，你這個靈魂能不能產生行

為啊？造業用現代語言即是產生行為，有 action的，好像拍電影那樣 action的，產

生行為。那麼，產生行為之後再問你，你感不感覺到快樂與痛苦的這個靈魂？這個答

案是一定能夠的，一定能夠。如果這個靈魂不能夠造業，這個靈魂是不能夠感受苦

樂，那麼這個靈魂要來做甚麼啊？那麼有靈魂與沒有靈魂是一樣的啊！是吧？因為外

人呢，外道常常都記住有「我」，因為「我」，這個「我」是用來受用一切法的，這

個「我」是用來受用所有的存在，因為有「我」去受用的啊！

如果這個「我」是不能受用的，那麼這個「我」是存在與不存在就全沒有意義

了，所以外人呢，所以外道一定執那個「我」能夠是受者的。這是加多兩個觀念，一

個就是作者，所以叫做「觀作者門」，是吧？作者；第二呢，受者，一定的。這樣就

變了五個含義了，一、常、主宰、作者、受者，最少有這五種，最少啊，那麼可能還

有其他的東西，我們的思維啊，還有各種的特性。但是，他不知道剛剛的講法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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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相矛盾的啊，他不知的。怎樣矛盾啊？譬如說你是作者、受者啊，你說你是常的

啊，這樣好了，受者，你一是受快樂，一是受痛苦，一是不苦不樂，但是，你試過你

的快樂是永遠常的快樂呢？沒有啊，你能夠有受者就不常，常是沒得受的，今日你開

心，因為以前你沒有中過六合彩的，現在你中了三千萬，前幾天（六合彩）有三千

萬，這樣於是呢，這是無常啊，你未中六合彩變了中六合彩三千萬，所以你覺得快樂

了。

這個快樂是由不快樂變了快樂來的，不快樂變了快樂的時候呢，這就是無常，這

就是無常，世界上是沒有人永遠快樂的！亦都沒有東西永遠是痛苦的！你牙痛，這樣

你受，受牙痛，你的牙痛不是永遠牙痛下去的啊，固然看醫生，醫生打了針就止痛

了，或者是拔了牙、脫了牙，你不脫牙，這隻牙慢慢地都不痛的啊，因為這隻牙自己

蛀光了就不同了，連那個神經都蛀死了，還痛甚麼啊？這就是樂不會常樂的！苦不會

常苦的！你落地獄的苦，受完這麼多劫就不苦了，回來這個世界的，是吧？這樣就是

說，如果有受者，這就不是常了，但是講的那些人不知道啊，他是主觀地猜測，我有

靈魂，這個靈魂是一的、這個靈魂是常的、這個靈魂是主宰的、這個靈魂是感受苦樂

的、這個靈魂能夠造作的。造作就不是常！作者，作者怎樣常啊？現在射箭，射箭就

一箭射過去的時候呢，就由未射箭，到射箭了，射完變了又未射箭，怎樣常啊？常怎

會射箭啊？常不懂射箭啊！我坐 ，現在怎樣射啊？不動怎樣射箭啊？常是不能射箭着

啊！常又不能作啊！是吧？作一定無常！作一定無常！這樣，所以他說的那些特性是

完全彼此矛盾的！不過他不知道，為甚麼不知道啊？因為這些特性不是百分之百從經

驗得到，他就是東拿一些東西，西拿一些東西，這樣合起來假施設有個「神我」存

在。

佛教是先破這個「我」，世界上沒有「神我」的，所有的「神我」都全錯了！因

為所有的「神我」全部互相矛盾！是一、常，就不能夠是作者！不能夠是受者！它就

是緣生！你能夠射箭的時候呢，很多緣才能夠射箭的，又有弓，又有箭，又有箭靶，

又有風，又有空間，這樣多的條件下你才可以射箭，這些條件少了一個，你都射不到

箭！所以不是實有的。這樣，〈觀作者門〉就是討論這個「我」，破這個「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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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這個「我」，就是破凡夫這個「我」，即連這個創造主、創造神都破了，都破！這

樣，所以如果你與基督教的人辯論，要贏他呢，你一定要讀〈觀作者門〉，一定要

讀，這裏破兩種「神」，造物主，大自在天，大自在天即是「摩醯首羅」這個

字，Mahe varaś ，這個字中文譯作「摩醯首羅天」。因為，造物主這種觀念不只是

基督教有的，不只是回教的人有的，我們知道世界上有三大宗教，一個是佛教、回

教、基督教，就是基督教與回教有講造物主，有講靈魂，有講「神我」，但是，佛教

不講，要破，這樣佛教就很大不同了！

但是這個造物主，這樣的觀念，即創造神就不是基督教、回教獨有的，在印度裏

面九十六種外道就有一種外道，就是「大自在天」的外道是認為這個世界、這個宇宙

是由這個「摩醯首羅天王」所創造的，這個「大自在天王」，就是「摩醯首羅天」所

創造的，那麼這一品就是破「摩醯首羅天」。這樣，除了「摩醯首羅天」，還有另外

一個創造主，因為印度人有很多派別的，有人將造物主叫做「摩醯首羅天」，有人就

用另一個，叫做「大梵天」，「大梵天王」，有時候不加這個「王」字都等於王的，

因為「大梵天」即是「大梵天王」。那麼，「大梵天王」叫做 Mah -brahmā ā，

「大」就是mahā，brahmā就是「梵」，梵天，那個領袖是創造宇宙的。

這即是印度人有兩派的，出名的兩派，還有濕婆，這裏沒有印到，都是創造宇宙

的。這就是說，在印度有很多創造宇宙的講法，這就中國人都有啊，是吧？幫中國人

創造宇宙的那個是誰啊？女媧煉石補青天就創造這個宇宙。這就是全世界的民族都會

有這種觀念的，這個最高的神，神是創造宇宙的。這樣，但是佛教是最特別的，你說

有創造宇宙的神，我說沒有！連靈魂都沒有！就好像與其他宗教不同了，與其他宗教

不同。相反，為甚麼中國人這麼接受佛教啊？因為中國人的思想，儒家，尤其是不講

宇宙的，不是，就是說沒有那些宇宙的神，即是沒有創造宇宙的神，儒家沒有講神創

造宇宙的啊！人呢，又不講靈魂的，我們不講靈魂的啊，死了之後有沒有靈魂啊？我

怎會知道啊！未知生，焉知死呀！我不講這種的啊！怪力亂神，我們不講的啊！是

吧？「子不語」，《論語》裏面的「子不語怪力亂神。」這個神，不講神，包括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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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一個是造物主，第二個是「神我」，這樣儒家都不講的，所以這個是東方文化的

特點，所謂東方文化就是中國的文化，中國的儒家文化、道家文化，還有印度的佛教

文化，他們都有很大的共通點，在這一品就全講了，儒家與佛家相同的地方，不講造

物主的，相反是要破的，破到體無完膚的，整整有十個八個論證說它不對的，這一點

有錯，那一點有錯，講到（造物主）都差不多是錯的。

這樣，所以我們選了這一品，我們不是與別人撩打（撩起事端），不是撩打（撩

起事端），我們亦都不會與基督教的人講，但是我們佛教徒自己坐下（思考）對於這

個問題呢，是要徹底了解，不要被別人的宗教搖動我們的思想，這是最重要的！我不

是說撩打（撩起事端）啊，大家學了都不要隨便罵人，因為他有宗教信仰好過沒有宗

教信仰，一個有宗教信仰的學校比一個沒有宗教信仰的學校，一般來說那些學生都是

乖一些的，不信的話，你自己觀察一下，你自己觀察一下。那麼，我們不需要攻擊別

人的宗教，不過在我們佛教自己的立場呢，我們不要搖動我們自己的思想啊，但是這

個世界上這麼多種思想，那麼多種講造物主的思想，我們要對這個問題，那麼多種靈

魂的思想，我們要徹底明白，我們是吧？這樣你才能產生正信啊！這樣，所以我們選

了這一品去講是很（適）應這個時代的，很（適）應這個時代的，我們對這個問題是

徹底了解，希望（這樣）！這樣，於是這一品是破這些，破「神我」，破造物主，這

個造物主就是創造宇宙者。那麼，這個方式是分開幾節的，「A」，「A」節，先從

「苦」來（解說），從「作」，「苦」，先破，「苦」是經驗，大家的經驗，那麼，

「苦」是自己造苦呢？還是他人造苦呢？或者是自己與他人合起來一起造苦呢？或者

「苦」是沒有因自己出現的呢？全破了，全部都不對的！

「苦」不是自作，「苦」不是他作，「苦」不是共作，「苦」不是無因作，這一

段先這樣破的，破了。這即「苦」是怎樣啊？是緣生！是緣生！不是自作，不是他

作，不是共作，不是無因作，根本沒有實自性的「苦」！因為，如果「苦」有實自性

就不行啊！「苦」有實自性，你醫不到「苦」啊！

甚麼叫做有自性啊？剛剛我說，就是自有、獨有、恒有，「苦」是獨有、恒有，

恒有怎樣醫啊？恒有就沒得醫啊！如果「苦」是恒有就真的不行啊！不行啊！剛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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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牙痛的苦不是恒牙痛啊，即使你不用看醫生，即使你坐在屋企由痛等到不痛為止，

它都會不痛啊！是吧？這樣，所以苦不是永遠苦下去的，所以「苦」不一定是自作，

不是他作，不是共作，亦都不是無因作，由 緣產生的，討論到這個問題。衆

第二節呢，就討論到大自在天，有人相信說「苦」是由大自在天所造的，去懲罰

那些 生，其實很多宗教都是這樣，你侮辱了上帝，上帝懲罰你，讓你受苦，讓你受衆

一下苦，所以《聖經》裏面有記載甚麼啊？「挪亞方舟」，是吧？懲罰了這全世界的

人，是吧？讓你們死清光，死剩只有一男一女、一隻雄性的馬、一隻雌性的馬、一隻

雄性的狗、一隻雌性的狗，是吧？每種一對，其餘的就全部掃（除）了，這麼惡的

啊，上帝會震怒的，這個就是甚麼啊？人格化，personification，是吧！將上帝人格

化，所以這種宗教的神叫做甚麼啊？叫做人格神，將這個神，人格化了。我們的某某

格、某某格，將這個神，本來有神格的，但是這個神格會嬲（怒）的，會發嬲（怒）

的，嬲（怒）到不可遏止的，於是就 personify這個神，透過人格化了的神，那麼基

督教本來就是一個人格化的神，神會震怒的，嬲（怒）的。

這樣，但是佛不會嬲（怒）的啊！佛不會嬲（怒）的，佛不會懲罰你的，是你自

己懲罰自己，因為我們講到「業論」的時候呢，由於你做壞事，你做了惡業，惡業將

來招引這個苦果，由你的惡業產生了。佛是不懲罰你的，你怎樣對不住佛，你怎樣藐

視佛，佛都不會懲罰你的，他太好人了！所以佛教徒就太好人了，所以當回教徒一去

印度就殺了（他們），印度教沒有滅，但是佛教滅了，因為太好人了，你慈悲啊！殺

了你啊！

這樣，所以走到西藏，所以那些高僧全部去到西藏，這即是十一世紀、十二世紀

回教入侵這個印度的時候，佛教就滅跡了，佛教就沒有了，這樣，不只是沒有了，西

域的佛教亦都沒有了，所以你去絲綢之路的時候，你會感慨良多，甚麼高昌古城，怎

樣繁榮，玄奘法師在說法，現在全部是泥土來的，當時那些富庶的、繁榮的國家，全

部變了焦土，那些回教徒全殺了那些人。所以，回教是一個很令人驚（恐）的一個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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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有說，有一個回教徒讀聖經，現在被人追殺，他研究聖經，你相信回教就不可以

中途不相信，你的思想、信仰的轉變不可以啊！

我們的宗教轉移是很普通，因為一個基督教徒慢慢會信了佛教，是吧？一個天主

教徒，很多轉了佛教的，但是呢，回教徒信了佛教就不行啊！會被人追殺的啊！這麼

令人驚（怕）啊！就是他們的宗教是這麼可怕的宗教來的。所以，宗教是人創造出來

的，自己創造一套死的東西去困擾自己。所以，佛教可以說不是宗教，是吧？佛教是

非宗教非哲學，這個是歐陽竟無先生的講法，佛教不是等於一般的宗教，因為這個宗

教的定義，歐陽竟無先生是怎樣定義啊？有創造神才是宗教，沒有創造神不是宗教，

佛教都沒有講創造神的，這就攻擊創造神，沒有創造神，所以要破這個「大自在

天」，說這些「苦」呢，大自在天不能把「苦」創造給我們的，乃至到「大自在天」

不能創造宇宙萬有，這樣在第二段詳細講。

這樣，第三段就歸結，所以「苦」不是「神我」自己創造的，亦不是「大自在

天」創造給我們的，又不是「大自在天」與神我合起來創造的，亦不是無因無果，突

然間「苦」就出現了，不是的！這樣講的，所以就很透徹，這一品是值得我們細味的

這一品，大概用六堂的時間去講這一品，所以這一品是「無作」，「無作門」即是

「無願門」，所以講與「作」有關，與「願」有關的，願求，就是求些東西，求生、

求有、求作 這些。這樣，第十一門呢，就叫做「觀三時門」，從三時，過去、現⋯⋯

在和未來講有沒有實的因果。

這樣，就分開兩節，第一節就證明「先因後果」、「先果後因」與「因果同時」

都不能成立的，那麼「先因後果」這個是先，「先果後因」這個是後，「因果同時」

就一齊，在前、在後，就一齊都不可以的。因與果的關係，你說一個在先，因在果先

不可以！果在因先又不可以！因果同時都不可以！都不可以！這是為甚麼呢？好了，

舉例，譬如我們一般看陶土在瓶之先的，一般是吧？因在果先，但我告訴你，當未出

現瓶的時候，這個陶土不是因來的，這個不是因來的，那些泥土是因嗎？那些泥土不

一定做瓶的啊，那些泥土造屋都可以啊，我說造屋的因都可以啊！這樣，如果那些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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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又是瓶的因，又是屋的因，這就一間屋即是瓶，那怎麼通啊？一間屋不是等於瓶

啊，你說是吧？這樣，所以在果法之前有個存在的因嗎？沒有，因不存在的，所以，

「因在果先」不可以！那麼，「因在果後」不可以嗎？更加不可以！「因在果後」就

是說，先有這個瓶後有陶土做因，那怎用陶土做因啊！這個瓶都已經存在了，不需要

這個因啊！這樣「因在果後」又不可以。

「三時」，一是在前，一是在後，一是同時。這樣又說，最好是因與果同時，這

個陶土與瓶是同時，瓶與陶土同時，不是啊！這些陶土呢，不可以載水啊，一倒水進

去就吸走了，給杯水載著就不行了，但這個瓶是載水的啊！（用來）飲水都可以啊，

是吧？那怎會同時啊？那怎會同時！如果同時的時候呢，在這個瓶裏面，我捏一下，

那些泥土就會怎樣？捏一下就鍾意甚麼樣就捏出甚麼，我鍾意捏個公仔又可以，我捏

隻狗又可以，那些泥土任你捏的，任你造的，叫做甚麼性啊？叫做可塑性，所有泥

土、陶土都有可塑性。

這樣，表示一個 BB仔，一個細路仔（小孩子），我們教學的時候，教這個細路

仔（小孩子）讀書，這個細路仔（小孩子）讀書有可塑性的，可塑性即是我教他好又

可以，教他壞又可以，大家教壞他，縱容他，盡量縱容他。所以要害人家的孩子，那

些後母，蠢的就打到孩子要死（很厲害），那些聰明的後母就怎樣啊？縱（容）得孩

子要死（很厲害），縱（容）得要死（很厲害）還更陰功（可悲）！即是鞭策他，荼

毒這個細路仔（小孩子），還比（打）他更殘忍，因為你對這個細路仔（小孩子）惡

的時候呢，你就培養這個細路（小孩子）的獨立人格，你縱壞他呢，他就完全沒有人

格！倚賴你，是吧？所以，可塑性，這個瓶是沒有可塑性啊，燒成了，這個瓶怎麼會

捏成狗的樣子呢？不行的啊！那怎麼可以（因果）同時啊？

這樣，所以「因在果先」又不可以，「因在果後」又不可以，「因果同時」又不

可以，「因果同時」，我們就不需要因，果同時有了，這個瓶已經有了，你與我同

時，我何必（依）待你啊？我何須依靠你啊？這樣於是，如果是自性實有的話，「因

在果先」不能，「因在果後」亦不能，「因果同時」都不能，（這一節）講到這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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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很高深的道理啊！那麼這一節是講這些的，都不能夠成立！那麼「B」點就破，

你用個「空」去破了一切法，說它是先因後果不可以，先果後因是不可以，因果同時

也不可以，一切法是空的，如果「空」呢，沒有存在一切法的。這樣再問你，「空」

是不是實在的？那麼這就破了，你用「空」去破一切法，這個「空」本身都無自性，

都不是實有的，都是相待的，那麼這裏就等於《心經》，《心經》，為甚麼要在「色

即是空」之後一定要加了甚麼？「空即是色」！

「空即是色」，講這句話的目的何在？就是說，能破一切法的「空」都是無自性

的，都是緣生的，都是緣生，它不是獨立存在，它是相依這個「色蘊」，「色蘊」的

「空」依「色蘊」存在，「受蘊」的「空」依甚麼存在啊？依「受蘊」存在，「想

蘊」的「空」依甚麼存在啊？照答吧，依「想蘊」存在，是吧？「行蘊」的「空」依

甚麼存在啊？依「行蘊」存在，「六識蘊」的「空」依甚麼存在啊？依「六識蘊」存

在，沒有「六識蘊」就沒有「六識蘊」的「空」！

所以，「空」本身不是自性實有，所以讀《心經》，你一定要問那個講者，為甚

麼講「空不異色」之後還要講，不是，「色不異空」之後還要講甚麼啊？「空不異

色」，一定要問，「色即是空」之後為甚麼還要講「空即是色」，那個講者應該講給

你聽，他不講給你聽呢，我就說不要去聽了，因為不圓滿，就是講的人不圓滿，一是

他不懂，一是他太懶，那麼如果你聽呢，你應該提出來討論，它就是這裏，就是告訴

你破「空」，能破的這個「空」，都要破，能破的這個「空」都要破，就是《般若

經》裏面的兩個字，叫做甚麼「空」啊？「空空」。「空」都無自性，這個「空」

呢，是一個mention這種東西叫做「空」，「空」這種東西，這個「空」是代表甚

麼啊？無自性緣生。

這個能破之「空」本身是緣生無自性的，adjective，這個「空」的本身都是空

的，這個「空」的本身，我們不再分析這個字，就是你用這個方法，這個「空」的這

種東西，這種東西，它是「空」的，這個「空」是有意義的，就是緣生無自性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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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空」的本身都是緣生無自性的，就是指這裏了，就是「B」，就是「B」，就

是「正破能破之空」這部分，這本身亦是緣生性空、非自性實有、非自性實無，就叫

做「空空」。

這就叫做「空空」，十八空裏面有一個叫做「空空」的，這種空，空的本身都是

「空」的，都是「空」的，那麼這一門就是第十一門了。這樣，第十二門就是破生

門，各種生的形態，它是分開兩節的，「A」節呢，因為一切法，一切經教都是分開

三分，一個是「序分」，一個最後的那種叫做「流通分」，由後面的那種是甚麼

「分」啊？叫做「正宗分」，是吧？那麼這段裏面就有「正宗分」，「A」是「正宗

分」，「B」呢，「總結分」，就是「流」甚麼？「流通分」。這樣，這個「正宗

分」，諸法如果是自性實有呢，那麼，「則三時無生」，如果諸法真正是自性實有

呢，那麼就過去無生、現在無生、未來都無生，是吧？世界是死寂的，這就是說要破

了，他分三個角度去破，他說，將三時分開作已生、未生、生時，三時。

這樣，如果真的已生的事物，已經生了呢，就不需要生了，他說「已生而生是不

可得」，「未生而生又不可得」，未生，未生你說自性實有，未生是永遠生不到的，

因為你說自性實有，自性實有就已經生了的東西，它就不能再生，自性實有就生了，

就永遠生了，是吧？不生就永遠不生！那麼，它已經生了，已經自性生了的時候就不

需要再生。那麼未生，自性未生的時候，就生不到了，因為未生就永遠生不到啊！因

為有則恒有，無則甚麼啊？恒無的，這樣，所以未生也是沒有生到。「生時而生亦不

可得」，生時亦都不能生，因為世界上沒有生時的，生時即前面就已生，後面又未

生，叫做生時。

生時是一種假法來的，甚麼叫做「生時」？生時就是現在的時候生，現在的就是

過去生了，未來未生，生時是一點來的，這個「點」是沒有 dimension的，這個

「點」是不佔空間的，不佔時間的，是吧？一點，我們數學的一點，幾何的一點，這

個「點」有沒有厚度的？是沒有的，這個「點」是假定一縱一橫的相交處，相交就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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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幾多啊？沒有得計算，是吧？是沒有東西的，沒有 area，沒有 dimension的，沒

有長、闊、高的。有一條線， 佔不佔有空間？是不佔的，幾何學上不佔空間，當這缐

條線移動就變成面，是吧？一條線這麼長，移動，這個面積 area，當 area移動，它

變了 cube，變了一個立體，是吧？

這樣，至於說這個「點」，這個「點」就是直線的相交，這個「點」交了幾多

啊？是沒有的，它是完全不佔任何東西的。這樣就「生時」，「生時」就生的時候，

即表示甚麼啊？表示那種東西生，這個是「已生」，那個是「未生」，這一點就是

「生時」，「生時」是一種假立的情況，前面就是「已生」，後面是甚麼？「未

生」，那個剎那，那個剎那佔不佔時間？不佔的。這樣，如果「已生無有生」，「未

生亦無生」，「生時」是不能離開「已生」、「未生」，「已生」、「未生」都無生

了，「生時」亦無生了，他的論證就是這樣了，他的論證就是這樣了，那麼這個就是

「觀生門」，透過「三時」去講沒有自性的「生」。

「生」是假法來的，剛剛我說「生、住、異、滅」不是實有的，在唯識宗說它是

不是實有啊？唯識宗都說它不是實有，唯識宗叫它是甚麼法啊？記不記得？有沒有人

知道？它是「五蘊」裏面的甚麼「蘊」？你告訴我，它是「五蘊」裏面，「色、受、

想、行、識」，「五蘊」，是「行蘊」，沒錯了，王生很熟了，「行蘊」。

這樣，「行蘊」裏面有兩種「行蘊」，「心相應行蘊」，「心不相應行蘊」，那

麼是屬於「心相應行蘊」還是「心不相應行蘊」呢？「心不相應行蘊」。這種「心不

相應行蘊」就是假法來的，沒有體用的，即沒有體，沒有體。那麼唯識宗挺醒目的，

真是（這樣）！即「生」在「五蘊」裏面的哪一「蘊」？這一「蘊」的體、相、性、

用怎麼樣？它有沒有體？沒有體的，沒有體的，所以沒有實「生」的，這樣就與「般

若中觀」一樣了，講到這種（道理），不過方法不一樣，但是結論一樣。因此，我讀

「般若中觀」，我又讀「唯識」，我覺得兩套學問是完全沒有矛盾的，完全一致的。

那些人讀出矛盾呢，可能他或是有一種不熟（悉），一是讀「般若中觀」不夠熟

24



（悉），一是讀「唯識」不夠熟（悉）。你兩種都讀呢，觀其會通，知道兩種學問是

一種東西來的，不過是對不同的（根）機，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講法，這樣的意思，

並不是兩套矛盾的學問啊！

現在的人讀「般若中觀」，個個都以為「唯識宗」與它是矛盾的，包括印順法

師，那麼，印順法師有很多方面都很偉大的，但是印順法師將「唯識」貶低，抬高

「般若中觀」，我覺得不能夠苟同，即是我不能夠苟同，我是覺得大家都偉大的，不

可以說「般若中觀」偉大過「唯識」的，不可以的！不是這樣的，是不通唯識，你讀

通唯識不會這樣的。那麼，如果你「般若中觀」又通，「唯識」又通的時候，你就有

膽識講這句說話，有膽說不是的，它們思想是一致的，不過講法有點不同，對不同的

（根）機，在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表述，要這樣才是，這個就是使佛教自己不要內

訌，花費我們的精力去內訌是很不智的所為來的。

好了，這一品「A」的部分，這個「正宗分」完了。那麼「B」的部分就是「流

通分」，記不記得「B」？本來我沒有寫的，後來我都漏了，我就加入了「總結

分」，「總結分」就是一切無生，總結到（這樣），一切無生即是畢竟空寂，所以一

切無生。一切無生是否不存在啊？事物是不是（不存在）？不是啊！請大家記住，一

切無生就只限無自性的生，那些緣生是有的。無生，你執自性生是無，那些非自性

生，那些緣生是有，那些因果的生是存在的。

這樣，讀「般若中觀」的人說一切無生是沒有的，成佛又沒有的，修行又沒有，

錯得很厲害啊！不是啊！有佛可成的，有淨土，有實的淨土可以生，亦都有佛可成，

亦可自己變現淨土的，這樣才對！不過，這個淨土本身變現出來的時候，成佛的果

呢，它都是無自性的，這樣的意思，並不是不能成佛啊！並不是沒有淨土可去啊！有

淨土的，可以生在淨土的，這樣才對。所以，如果你讀「般若中觀」，讀到錯呢，即

是讀到叫做甚麼「空」啊？叫做「惡取空」，就弊（糟糕）了，不過你跟我讀「般若

中觀」就永遠不會讀到「惡取空」了，因為我常常提醒你，「空」呢，不是等於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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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是等於甚麼啊？剛剛 去了，非自性實有，同時下面的一句很重要，非自性實抺

無，不是沒有東西啊！不是沒有東西，佛不是說無佛可證啊！是有佛可證啊，不過，

這個「有佛可證」的「證」呢，是非自性實有的證，即不要執有，不要執有不是等於

無啊，這裏很重要啊！這樣，但是讀「中觀」的人，很多人讀得不徹底，他自己讀

「般若中觀」都讀到不徹底，常常不記得後面的一句，他常常記住破自性有，他不記

得破自性無啊！

所以，「觀有無門」說明自性有要破，自性無都要破啊！自性無你不破是不行

啊！這樣你就很正確了，你就如實進入「般若中觀」，你就不會有「邊見」，你破自

性實有是「邊見」來的，要同時破自性實無就不是「邊見」，這樣就正確了，這樣是

「正宗」。甚麼叫做「般若中觀」的中道？中道是非自性實有，同時非自性實無，非

自性實無是假，假有，它是有的，加個「假」字，假有。

所以呢，《中論》裏面有「空、假、中」，「 緣所生法」，佛說：「我說即是衆

空」，但「亦為是假名」，假名有是非自性實無，非自性實無同時非自性實有，叫做

「中道空」，這樣，「是則契中道」，契合中道，要「空、假、中」，「三諦」。

「三諦」，「三諦」的「中」不是諦來的，其實是天臺宗另外創一套「三諦」，只是

有「二諦」而已，講「空」的時候叫做「第一義諦」，即是「勝義諦」；講「假」的

時候，這個叫做「世俗諦」，如幻如化，即是《金剛經》，「一切有為法，如」甚

麼？「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這個假觀。所以，《金剛經》不是

說沒有啊！說「有為法如露亦如電」，「如露亦如電」，「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

電」，是「六如」，所以明代有個很出名的畫家叫做「六如居士」，是誰啊？是誰？

唐伯虎，唐寅，「六如居士」，「六如」，這六種，這六種叫做「六如居士」。

這樣，所以你讀經一定要讀得透徹，不要不記得了一種，不過，如果你聽講經全

面的人，他會時時提醒你的，你不會執「空」的。但是，那些不善巧講「般若中觀」

的人呢，就會連累你的，他常常說破自性實有，就不記得要破自性實無，這樣就弊

（糟糕）了，於是就說沒有這樣，沒有那樣，樣樣都沒有，不是的！樣樣都沒有是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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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是與一切科學現象完全不矛盾的，「般若中觀」完全不矛盾，完全是相

應，其實這個方法完全是 scientific method，因為講一切法是緣生，還不是

scientific？完全是 scientific。

好了，我就講到這裏，今日就講到這裏。哦，還講多一種，第六項，「作者與譯

者」，「作者」講了，是龍樹，是吧？N g rjunaā ā ，這樣，我們的第一堂講了大半

堂，是講龍樹。那麼，另外一個呢，「譯者」，鳩摩羅什，要不要我講啊？不用了，

大家都知，鳩摩羅什譯經的時候，他是中國的四大譯家之一，四大譯家是哪四個啊？

第一個就是鳩摩羅什，放在第一，最有名的，第二個呢，玄奘（法師），玄奘（法

師）之前，真諦法師，第三個是玄奘法師，第四個是義淨法師，這四個就是最偉大的

翻譯家。

這樣，他是甚麼人呢？他的爸爸是一個丞相來的，就是丞相的兒子，但他的爸爸

後來去了一個地方叫做龜茲，龜茲不是讀（音：）歸之，龜，這個「龜」字很難寫

的，我都不知道筆順有沒有錯，這樣寫的這個「龜」字，很難寫，好像日本字那麼

寫，這個「龜茲」不是讀（音：）歸之，讀（音：）溝池國，有點麻煩，是西域裏頭

一個當時很強的國家，因為他的爸爸很靚仔的，這樣龜茲國的皇帝很欣賞他，就把女

兒嫁給他，就生了這個鳩摩羅什，鳩摩羅什呢，叫鳩摩羅什婆，正確來說，音譯（是

這樣），不過譯少了，不過他的媽媽後來當他幾歲就出家了，出家了就帶他回印度，

於是在印度長大，就學了很多種佛法，之後又再回去龜茲國，這樣在龜茲國，他的舅

父等等，又把女兒嫁給他，嫁給了鳩摩羅什，所以他結過婚的，這個鳩摩羅什。

那麼，當時在中國就有人說，西方的龜茲國有個很偉大的佛學家叫做鳩摩羅什，

就告訴在中國的一個很出名的皇帝，這個皇帝就叫做苻堅，聽過這個名字嗎？派大軍

去打東晉的，後來就被人（打敗），苻堅打東晉，那麼東晉就大敗（苻堅），在淝水

之戰，是吧？被人大敗，當淝水之戰之前就派了一個大將呂光，就去龜茲拿鳩摩羅什

回來，但是，這個呂光去到龜茲國，就打龜茲國，那麼龜茲國肯定不夠他打了，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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捉了鳩摩羅什回來，捉了鳩摩羅什回來的時候，就聽聞苻堅大敗，於是他就留在西

域，在西域有個地方叫做姑臧，這個字很得意的，這樣的寫法，是姑臧，姑臧即是叫

涼州，「匹馬戍涼州」的涼州，在涼州這處，那個人的名叫做呂光，不是呂榮光，是

呂光，香港有個呂榮光。

這樣，苻堅大敗之後就被手下殺了，被人殺了，苻堅被殺了之後，有個手下叫做

姚萇做皇帝，姚萇沒多久就死了，就傳位給了弟弟叫做姚興。那麼，姚興又派人去涼

州，即是姑臧，要求將鳩摩羅什請到長安，這樣當時，這樣當時呂光已經死了，死了

十多年了，死了之後的後人抵擋不了姚興的軍隊，於是就將鳩摩羅什送回到長安。

那時是公元 401年，他由 401年逗留到 413年，在這十三年裏面就譯了很多

經，這就是中國第一個偉大的翻譯家，這個本來是胡人來的，本來亦是印度人，在龜

茲國長大的，這樣，所以他結過婚的，說他在龜茲國被迫結婚的，這樣到晚年譯的經

別人懷疑說，「你都不守戒律的！可不可以啊？」他就發個願，他說，「如果我譯的

經不能依原本的意義一樣呢，我死就死了，如果我譯的經真的符合原意呢，我應該變

了蓮花的。」這樣，所以他死了的時候，他可以將舌頭變了蓮花。

這樣，所以有個成語叫做甚麼啊？很會講話的叫做甚麼啊？舌燦蓮花，是吧？就

是他了，就是這個人了，這個很古怪的人，他受了戒律，後來晚期，姚興又找人嫁給

他，又要逼他還俗，所以，不是在中國文化大革命逼和尚還俗，原來在中國舊時的和

尚都被迫還俗的，這個皇帝的力量這麼可怕的！你想出家都不一定能出家，皇帝不鍾

意出家，皇帝要他的女兒嫁給你，那麼你不與他的女兒結婚就不行啊！要他的妹與你

結婚、要他的女與你結婚，這樣就沒得收（科）啊。那麼，鳩摩羅什就是一個出現這

樣一生的人，那麼古怪！

所以他要發這個願，「我是譯這些經，這些經教不會因為我的行為上守戒律不能

清淨而影響我譯經的，我譯經純粹是依梵本的經譯出來的。」有個這樣的故事。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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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他譯了很多很偉大的作品，我們常常讀的，剛剛說過的《金剛經》是他譯的，這

本《中論》是他譯出的，這《十二門論》是他譯出的，《百論》是他譯出的，《大智

度論》是他譯出的，《摩訶般若波羅蜜經》是他譯出的，《法華經》是他譯出的，是

吧？還有甚麼啊？那個淨土宗的《阿彌陀經》，是吧？隨口也說得出十幾二十種經，

這樣他影響中國很大啊！「三論宗」的始祖，「天臺宗」的始祖，「淨土宗」的始

祖，這麼多始祖啊！因為你依他的經去修行，這樣在中國是很偉大的學者。在中國

呢，兩個學者很偉大，一個就是玄奘法師，玄奘法師是中國人，第二個就是鳩摩羅

什，印度人。

這樣就講完了這個譯者了，下面就講其他的注釋等等，這就很快講入正題了。好

了，我們到這裏，我問一問大家，下個禮拜十七號是公眾假期，大家覺得需不需要休

息？還是繼續講書？誰沒有時間聽書的？聽經的？不如等我休息一次吧！就是不好讓

他們沒有得聽，好了，我們休息一個禮拜！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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