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位朋友，今日繼續講《十二門論》，我們上一堂講到第十九頁，即是「作者與

譯者」，今日繼續講第二十頁，就是說「譯本」與那個「注釋」。那麼這裏我們就只

交代了譯本，是沒有交代梵本的，因為大家知道大乘經是否結集是一個問題，小乘經

一定是結集。那麼，現在這本不是經而是論，論就有作者，作者是印度人來的，是

吧？龍樹菩薩，龍樹菩薩的作品一定不是結集了，因為第一，它是大乘的論，大乘經

都不是結集了，何況論呢。

這樣，至於大乘經是否結集是一個問題來的，有些人說可能是窟外結集。那麼，

大乘論就是解釋經的，那麼這一本論《十二門論》就不是解釋經的，它是宗經論，即

是將整個大乘般若經教的義理，透過龍樹菩薩的整理而發揮出來的，這樣它不是解釋

某一本經，所以它不是釋經的論。釋經的論，譬如好像《大智度論》，我們以前講過

就是解釋《大品般若波羅蜜經》，這就是解釋經的論了。

（《十二門論》）它不是解釋那一本經，是一本將大乘的義理就另外寫一本論去

相應的意思，這樣本來可能都是用寫作的方式寫出來的，因為它是公元第二世紀的時

候作品來的，即是第二世紀、第三世紀的作品，那時候已經用梵文寫成文字，就不是

好像小乘經那樣結集，結集之後用口唸背誦的，背誦了之後，若干百年才寫成文字

的，這就完全不同了，因為它不需要透過背誦的那個階段，一寫就寫成文字，那麼，

應該有梵本的，但《十二門論》是找不到梵本，《十二門論》是沒有梵本的，《十二

門論》是只有漢文譯本。

這樣，所以一開始我們介紹的譯本就是漢譯，是鳩摩羅什，鳩摩羅什的音是鳩摩

羅什婆，這個「婆」字不譯，這「va」的「伐」音，在中文沒有「f」音的，上一次

我們講過了，這樣就譯作「婆」了，鳩摩羅什婆，這樣，鳩摩羅什婆這個字就叫做童

壽，就是小孩子很長命的意思。那麼，譯的時候是公元 403年至到 409年，大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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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譯出來，因為鳩摩羅什在長安，我們上一堂講了是由姚萇的弟弟叫做姚興就出兵

去打呂光的後人，他在那個姑臧的地方歡迎這個鳩摩羅什來長安，這樣就住在一個地

方叫做逍遙園，住在逍遙園，這就在逍遙園譯這部作品。那麼是那一年是確實，因為

他來到中國的時候，由 403年到死的時候是 413年，那麼我們很肯定是 413年之前

翻譯的，所以就推測是 403年至 409年的這六年時間譯出，但是他不需要六年（譯

出）的，他可以很快，幾個月就譯好這部作品，我們不能確實考證他是哪一年譯好這

部作品。這樣就漢本是唯一的版本，就是說漢文的譯本是唯一，沒有了那個原本。

現在這個研究佛學的大趨勢呢，如果是有梵本的時候呢，這就應追尋到梵本，沒

有梵本就追尋到巴利譯本、或者西藏譯本，西藏譯本很重要，因為它照足梵本譯的，

不是好像漢譯那樣，漢譯的時候就可能意譯的，有些（是這樣），即使是玄奘法師，

有很多人說他是譯得最嚴謹的，但都有若干成份是意譯的。譬如，好像《唯識三十

頌》有梵本，因為《唯識三十頌》，我們發現了現在出土的時候，發現了有安慧的注

釋，這樣，安慧的注釋《唯識三十頌》，一定要將梵本的本身都寫出來的。

這樣，所以透過安慧的注釋就可以看到梵本，看到梵本就可以對照玄奘的翻譯

本，我們發現玄奘的很多的翻譯都不是一對一的那樣翻譯，不是一個字翻譯一個字

的，都是由梵文的意義轉譯到中文的時候、漢文的時候，是加添了一些東西，或者是

減省了一些東西。譬如，好像「由假說我法，有種種相轉。」這首頌的「由」字是沒

有的，沒有的，就是說在梵文裏面是沒有「由」字，「假說我假說法，有種種相

轉」，沒有這個「由」字，這樣，譯作中文少了一個字不行啊，那麼玄奘就加多了一

個字，「由」字，這只是一例，這個不是唯一的例啊，很多，很多都加添了。

這樣，現在的人的翻譯技術與古人不同的，現在的人翻譯通常就是百分之百依足

原本譯的，依足原本譯就讀不通啊，因為一種語言譯作另一種語言是很高技巧的，照

著一個字譯作另一個字是不通的，很多地方不通的，即我們讀到漢文是不知道講甚麼

的。這樣的時候呢，即由梵文譯作中文，我們一個字譯作另一個字不通了，那麼我們

2



怎樣處理呢？這樣通常我們是加一些東西進去譯的，不過加了之後的時候，我們用現

代的譯法就有一個括號括進去的，就是說這一個詞彙，或者這個字，或者這個語句是

我加進去的，因為我不加進去呢，你不知道它講甚麼，放了進去它才通達的，它才流

暢，這樣的時候就可以這麼譯，翻譯的時候是可以這樣的，這時候你一加了括號，就

是告知人家本來括號裏面的東西是沒有，現在有，現在有就幫助讀者讀通它的文句，

這就是說原文與譯文的差異就看得出來了。但是，古人是不懂這個方法的，古人就譯

自己的意思進去，與原文的意思是糅合在一起，就不知哪些是原文的，哪些是譯者自

己的意思加進去的，包括鳩摩羅什的譯文也一樣，包括玄奘都有這個現象，譬如，好

像「由假說我法」，本來這個「由」字是沒有的，應該 bracket這個「由」字，就

「假說我假說法」才對的。

那麼，舊時是沒有標點的，不只是括號這個標點沒有，逗號、句號、冒號、感嘆

號全部都沒有的，是吧？沒有標點，那些文字由頭到尾都沒有標點，你自己點斷句，

所以這種學問，叫做「句逗之學」。「句逗之學」，就將一些沒有標點的書，你自己

讀通它，你自己去標點它。那麼，我們的佛典都有很多這些資料，很多是這樣的，現

在我寫的《成唯識論述記解讀》，所看的資料就是了，很多都沒有標點的，有都錯

的，很多有標點，就是《大正藏》裏面的標點，或者是《續藏經》裏面的標點，那些

標點標錯的，頁頁錯的，即是每一頁最少有幾處錯，有一部份的資料是沒有標點的，

要你自己運用資料的人自己加標點，不過在我們的作品裏面，就給了新的標點，或者

我標錯了也不定，那些標點有些是我加進去的，它本來沒有的，所以第一步你要標

（點）好那些資料，然後讀通了那些資料，然後由那些資料去解釋《成唯識論述

記》，是經過幾個轉折的，所以我一日最多寫千多字，因為很多資料，要看那些資

料，要標出來，要放適當的資料放進去重解這本《成唯識論述記》，這樣就變得很困

難了，所做的功夫是很繁複，很困難。

這樣，在現代做佛學的學問呢，我剛剛說，如果有梵本就應該追溯到梵本，對一

下它，沒有呢，就巴利本、藏文本，這三種原典，那麼如果都沒有呢，這就漢文本都

好了。這樣，很多資料、很多書是沒有梵本的，譬如我所整理的書，大多數都沒有梵

3



本，譬如，好像《百論》就沒有梵本了，《中論》就有梵本，《中論》有梵本，《百

論》是沒有梵本的，《十二門論》，現在讀的這本書是沒有梵本。這樣，所以沒有梵

本的時候呢，有些人很叻的，就中文本，這樣就將中文改回梵文都可以的，就是這個

梵譯，怎樣梵譯呢？本來梵本是原本來的，是吧？不需要譯了，是吧？原來它《十二

門論》本來是梵本，譯作了中文，由中文再譯回梵文，這個作者（N. Aiyaswami

Sastri）Sastri，這個這樣的作者在 1954年從漢文本返轉來譯成梵文本來發表的。這即

是怎樣啊？即是《十二門論》很寶貴啊！是吧？因為《十二門論》現在任何英譯，任

何法譯，任何其他俄譯、日譯，你都要依中文，所以在世界上的文獻學來講，漢文的

佛典文獻是最豐富的，因為我們發現到的梵文版本是不多的，是很少的，藏文都很豐

富，藏文的文獻（都很豐富）。

後期的佛典很多沒有譯作中文了，因為玄奘法師之後還有義淨法師，義淨法師還

有宋代，即宋代的趙宋的施護，之後呢？不再譯經了，施護之後不再譯，最黃金時代

就是玄奘，玄奘之後還有偉大的翻譯家，就是義淨，唐代，唐代有很多很出名的翻譯

家，但唐代之後就是五代，沒有翻譯，跟 之後是甚麼啊？五代之後是甚麼啊？宋，着

趙宋，即時蘇東坡的那個時代，還有一兩個翻譯家，其中最出名的那個叫做施護，這

樣之後呢？宋之後就是元，沒有了，明、清都沒有了。

這樣，但是在文獻資料裏面，最豐富的就是漢，最多資料的就是漢文，但是，漢

文就不是第一手資料，因為我們不能夠擔保所有的翻譯都能夠與原本是一與一相應

的。這樣，因此就在現代的學術界裏面，我們盡希望拿到梵本，退而求其次就是西藏

本，小乘就是巴利本。不過呢，漢文本是唯一的版本的時候，漢文本都很珍貴，即我

剛剛舉例的，有些是只有漢文本，沒有其他的版本，譬如，好像鳩摩羅什所譯的龍樹

菩薩的作品，譬如《大智度論》就只有中文本了，是沒有其他作品的，現在我們讀的

《十二門論》就只有中文版本，沒有其他本了。

至於法相的作品裏面呢，《成唯識論》唯有中文本，《成唯識論》當中有少少就

是安慧的文獻，但是《成唯識論》不是以安慧為主的，是以誰為主啊？《成唯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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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知不知道啊？護法，是吧？護法為主，但是護法的解釋呢，即解釋《唯識三十

頌》是失傳了，沒有啊。這就是說，你要學唯識今學，唯識有兩派，一派是唯識古

學，一派是唯識今學，你學唯識古學有資料，安慧是屬於古學的那個系統，屬於「無

相唯識」。

唯識今學叫做「有相唯識」，如果你讀「有相唯識」，你一定要讀中文，你不讀

中文是不能夠讀「有相唯識」，因為「有相唯識」的梵本全沒有了，那些梵本只有中

文，因為玄奘法師帶回的梵本譯了中文，在中國譯完之後全不見了，十家注釋，十家

注釋沒有了，那就只有譯成中文了，這就是在全世界，現在的學術界上，要研究唯識

今學的作品，《成唯識論》與《成唯識論述記》這樣的資料是很珍貴的，因為是唯一

留下的資料。這樣好了，我們看看漢譯之後還有梵譯，梵譯的原因呢，就是因為它沒

有梵本，所以由漢文譯回（梵文）。

這樣之外，就日本人很叻（聰明）的，有兩個日本人的譯本，一個就是宇井伯

壽，這個宇井伯壽在很早的 1921年的時候，亦都由漢文譯成日文，就收輯在《國譯

藏經》裏面，《國譯藏經》有很多部份的，這個就是論部，有〈經部〉、〈論部〉等

等，就在〈論部〉的卷五裏面，將這本《十二門論》放在裏面了。這樣之外，他還有

評述的，他評論到這本《十二門論》的作品，用日文寫的，所以，坐上如果是懂日文

的時候呢，都可以參考一下日文的著作，因為日本人在這近百年來在佛學研究方面，

世界上是很有名氣的，有很多觀點是很突出的。

這樣，如果你懂日文的時候，能夠組織一個翻譯的小組，由英文譯作中文，或者

法文譯作中文，或者日文譯作中文，有很多的日本作品都未譯作中文的，但是所有中

國的名作通通都譯作了日文，因為他有的是人才，有的是時間，有的是金錢，要三個

條件具足。我們沒有打日本，日本卻打中國，中國近這百年被日本搞得 轉，「甲氹氹

午之戰」失敗之後就國勢日衰，所以日本人自己明治維新，蒸蒸日上的經濟，經濟就

可以影響到甚麼啊？學術。所以，在中國近這幾十年的佛學是走下坡，但這幾年呢，

國內就不走下坡了，因為有錢了啊，在大學裏面撥很多基金可以做一個研究所，佛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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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譬如南京大學有佛學研究所，中山大學有宗教研究所，那些人研究宗教就可

以在這裏做（研究的）職業，這就有新的作品出現了。因此，有錢的台灣人就利用國

內的學者，是吧？將一百種佛教經論的名著全譯了白話，譯了白話的作者，哪些是譯

者呢？哪些是作者呢？大多數是大陸學者做的，不是台灣學者做的，大多數（是這

樣），即是星雲（法師）那一套，星雲（法師）那一套就很參差的，因為它譯作白話

的時候，那些學者的水準有些有問題的，其他的我不批評，但是我的著作裏面有參考

他的作品的，譬如《百論》，《百論》，那個負責的人叫做昱強（強昱），昱強（強

昱）呢，頁頁都錯的。

所以，我沒有打算譯作白話的，就是我的作品，以前我不譯作白話的，因為我以

為我的作品，一般讀者可以看得通，《中論》我沒有白話，即沒有將原文譯做白話。

我第一本書譯做白話就是《百論析義》，《百論析義》之所以譯做白話的原因呢，我

在那個序都講明了，因為現在台灣把它譯做白話的那個譯者呢，是全譯錯了的，這樣

所以他全錯了的時候，我不能夠不將它譯做白話，即他對般若中觀的理解是有問題，

但他又拍心口（信心滿滿）去譯了，真是的！

那為甚麼星雲（法師）又不去改它呢？星雲（法師）都沒有能力改它啊，星雲

（法師）一個人可不可以通（達）一百本經教啊？是沒有可能的事，是不可能的，你

懂十幾本經教已經很叻（厲害）了，而且那些不是普通的經教來啊，是專家的作品來

的，是「中觀學」、「般若學」，這樣他不是專家，他改不了它，不知道它錯的，他

不知道它錯在哪裏啊！這樣所以，我就知道它錯在哪裏，因為我寫了《中論》之後，

我對「中觀學」比較通透，所以我就可以說這裏錯、那裏錯，因此就重新再譯過，將

它譯做語體。

《十二門論》都有語體，這本書有語體，即是一節論文解釋完了，然後我將它做

語譯，你看我的語譯有用括號的，就是說原本沒有的東西，我就不加括號，那些我加

有的內容就用括號括著它的，括著它表示甚麼？原文沒有的，是我放進去的，這個新

的譯法，那麼當你看到括號 的東西，就是錯了呢，罵我好了，就不要說龍樹菩薩，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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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說龍樹菩薩錯了，龍樹菩薩沒有錯，錯的是李潤生的錯，不關龍樹菩薩的事。這

是交代得清清楚楚的，用這樣的學術態度去處理文獻的，這個是應有的態度。如果那

個對文獻的處理不懂這一套的時候呢，那麼這個人的作品你可讀、可不讀，因為很多

東西搞錯了都不定，他不負責，他不肯承擔，應該錯就是你錯，不是那個原有的作者

錯，這樣的。

好了，除了這個，宇井伯壽很出名的，大家知道，宇井伯壽是日本的專家來的，

他不只懂般若中觀，唯識都懂的，這個人學問很豐富的，以前你又懂唯識，又懂般若

是很難的，很難的，有些人只懂般若中觀，不懂唯識，有些人只是懂唯識，不懂般若

中觀，有人兩方面都懂了，是很難得的，很難得。這樣之外，後來又過了十幾年，即

1930年，都很久了，七十幾年前了，這個羽溪了諦，羽溪了諦，他又將它譯了日

文，放在《國譯一切經》裏面，在〈中觀部〉卷一，這就是說有兩個日文譯本了。中

文有甚麼譯本啊？中文有一個，中文只得一個譯本，就是鳩摩羅什的譯本。但是，

《中論》就不同了，《中論》有三個譯本，中文的（譯本），《中論》有三個中文譯

本。有些經論有幾個譯本的，譬如，我們講的《維摩經》，這樣有幾多個譯本啊？不

只一個譯本，有三、四個譯本；譬如好像《楞伽經》，這又不只一個譯本了，有幾個

譯本。但是，《十二門論》就是一個（譯本），所以就很珍貴的，因為是唯一的，在

中文裏面的唯一譯本。如果有幾個譯本是很好的，怎樣好啊？你讀那本經或論的時候

呢，你打開那幾個譯本一齊讀，一齊讀就看出它們的某一個譯本是增加了甚麼，某一

個譯本是減少了甚麼。

這樣，最多譯本翻譯中文的就是《心經》，第二個就是《金剛經》，有很多，八

個譯本，《金剛經》有六個譯本，這樣就打開，六個譯本全都看了，八個譯本全都看

了，有些譯的全部是音譯，《心經》全部譯了字音，沒有意義的，這樣都有的，這樣

的時候就可以對你的研究是很有幫助的，去對一種新的學問研究、新的知識探索，幾

個譯本是很好的，如果沒有原本的時候，有幾個譯本是很好的。好了，譯本在中文得

一個，那麼然後注釋多不多呢？答案都是很少的注釋，這樣看一下，最初的注釋就是

吉藏法師的注釋。吉藏是甚麼時代的人呢？他是在隋代，即隋煬帝掘運河，造了條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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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由杭州一直去到北京的那條運河，開鑿運河那時候的人，吉藏法師。

吉藏法師，這個法師本身不是漢人來的，他的祖先，阿爺是由西域來中國的，番

鬼佬（西方人）來的，番鬼佬（西方人）的後代，但是，他的中文很了不得的，因為

他幾代了，兩三代了，就好像澳門的甚麼？那些西洋人，即葡萄牙人，他們的中文還

叻（好）過我們，我們是「哦哦」聲的，「去去」聲的，他們不會的，發音很正的，

所以那些中國人自己的廣州音都講不好，他們就講得好，那些葡萄牙人，你不要小看

他們啊，他們講中文叻（好）過你，為甚麼啊？他們來住了幾代啊，因為葡萄牙佔領

了澳門有四百幾年，是吧？他們有很多代了，是吧？如果四百幾年，如果三十年一

代，已經十二代了，是吧？所以他們的樣子就怎樣？番鬼佬那樣，好像何鴻燊那樣，

但他們滿口都是中文來的啊，經歷那麼多代！但是，這個吉藏法師呢，他就沒有那麼

多代，來中國三代而已，但是對中文就很通達。

這個人學問又好！佛法裏面很多道理都通達的，這樣他寫了三本論是很權威的，

就是注釋三本論，一本就是《中論疏》，第二本就是《百論疏》，第三本就是這本

《十二門論疏》，那麼如果你去佛哲就買到《十二門論疏》，單行本，三卷，三卷。

這樣之外呢，還有個法藏法師，寫了本書叫做《十二門論宗致義記》，兩卷的，這本

現在都有單行的，都有單行的，我都有這本書啊，如果沒有這本書就寫不到《十二門

論析義》，就是我都看過這本書。這樣，《十二門論宗致義記》的作者是法藏，大家

懂不懂法藏是誰來的？他是不是般若中觀學派的？不是啊，他不是般若中觀學派的人

來的，他是研究《華嚴經》的專家來的，這個就是賢首法師，他是武則天時代的人，

寫了很多（關於）《華嚴經》的作品，最出名是現在我們一般人讀的《金獅子章》，

即將金獅子比喻十玄門，但他亦都研究《十二門論》的，他這個人對唯識很熟的，這

個人你不要少看他。

因為，在中國的宗派裏面呢，天臺宗是比較偏於《中論》的，偏於中觀的；華嚴

宗呢，比較偏於唯識的，它是中國的「有宗」，天臺宗是中國的甚麼（宗）啊？「空

宗」。但是，（法藏法師）他雖然偏於「有宗」，但是他仍然研究《十二門論》，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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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本注釋就是這本《十二門論宗致義記》，是將它的大意講出來，這樣。那時是公元

幾年呢？公元八世紀，七百幾年，七百幾年就一直都沒有人讀這本《十二門論》，有

一千二百年了，是沒有人摸過這本書，中間沒有人去做進一步的研究，這樣直至到民

國的時候，太虛法師重新講這部《十二門論》，中間這麼長時間，不只是這段時間般

若中觀沉寂了，唯識都沉寂，都沒人講唯識，唯識中間有一段有人講呢，就到宋代的

永明法師，永明延壽（法師）講過了少少，一直到明代有四大家講了，但都是講很膚

淺的唯識，他們對《十二門論》是沒有人研究。

這樣，到了公元 1923年，有一位法師，即是太虛法師，就寫了本書《十二門論

綱要》，其實《十二門論綱要》不是太虛自己寫的，他講《十二門論》，講了的時候

呢，有居士叫做善興居士，在武昌佛學院將它記錄起來，記錄起來就給個名給太虛法

師做作者，其實不是太虛法師執筆寫的，是別人的筆記而已，但是這個筆記很簡單。

這個筆記非常之簡單，如果你將太虛法師的《十二門論綱要》與我的（《十二門論析

義》）比呢，我是詳細很多的。這樣。那麼，這本《十二門論綱要》你找藏經是找不

到的，因為藏經是很早以前的作品來的，這樣就找藍吉富的《現代佛學叢刊》裏面，

是把近人的作品收輯進去，就將這本書收輯進去了，很薄的，幾十頁書而已。

這樣之外，《大正藏》有日本人的作品啊，《藏海》，日本人的作品，《十二門

論疏聞思記》，寫了這本作品，那麼現在《大正藏》裏面的「卷六十五」就有這本書

了，如果你要看日本人的作品，這本日本人的作品是否用日文寫的啊？是否用日文寫

的啊？你猜是不是日文寫的？不是日文寫的，中文寫的。古代日本的那些名作都是用

中文寫的，就是用片假名，那個平假名、片假名，是近代才流行的，但這個作者本來

唐代已經有了，但是他們做日文的著作，都用中文寫的，因為用平假名、片假名寫是

不流行的，那時不流行的，這樣你發現日本人的著作，藏經裏面的著作全部都是用中

文寫，這樣你找《卍字續藏》看到日本人的作品，《大正藏》的第六十五卷就有了，

日本人做的，就是用中文寫的。

這就是說，《十二門論》是沒甚麼人做研究，亦都沒甚麼人講，原因就是「般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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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觀學」是一種理論性的作品。中國（佛教）這千幾年是走這三條路，一條路就是中

國的玄學講「天臺」、「華嚴」；第二條路就是講「淨土」，不是中國的，印度來

的，由印度來的，但是簡單，只讀三部經就可以了，叫做「淨土三經」，沒甚麼理論

的，以信仰為主的。一是很抽象的玄學，一是很踏實的信仰。那麼，第三條路就是不

重視經教的，重視明心見性，啟動了你的生命本具的智慧的「禪宗」，不重視經教

的，經教是沒有用的，如果你是明白了經教的時候呢，就可以扔掉經教了，不需要

的。這樣，所以對唯識那些那麼難懂、難明的，般若中觀那麼深入的，理論性那麼強

的思想，就沒有人研究了，他們的智慧是不足以研究。

因此，到唐代之後叫做「三論宗」，即「般若中觀學派」叫做「三論宗」，為甚

麼叫做「三論」啊？三本論為主，《中論》、《百論》、《十二門論》，沒有人懂，

是吧！讀都讀不通！這怎麼研究啊？你常常去唸佛，唸佛號就可以了，怎麼懂？這就

沒有人去講它！更加沒有人去做注釋了！做了也不懂得看啊！但是這個世界呢，你中

國人不進步，但在外國的人很進步，英文的著作很多啊！關於《中論》的著作，即

「中觀」的著作很多，中國很少研究「般若中觀」的人，只得幾個人而已，中國人只

有幾個人是去研究「般若中觀」的，（研究）「唯識」還多一些，可以點到名的，研

究「般若中觀」的，有印順法師，之後呢，在香港的就是我與吳汝鈞先生，即是有作

品的，就是這麼多了，就這麼多人了。

但是，在外國很多思想家、很多學者、很多哲學家去研究這一門學問，所以，中

國人自己是要爭氣了，要發憤，在這方面要追到日本人，追到西洋人。我說的所謂西

洋人即是美國、英國、法國他們，他們的著作是很多，所以在這個時代不可以說佛學

在中國人的手裏，佛學不在中國人的手裏，因為中國那些人不爭氣，那些深（奧）的

東西不用心機去學。不用心機去學！他只懂唸佛，除了唸佛就一點也不懂。還有很壞

的一個風氣，這個風氣就是白衣不要說法，只是聽出家人說法的，但出家人不懂得講

啊！他找那一個出家人？你說太虛法師是唯一講《十二門論》的，還有沒有其他的出

家人去講《十二門論》呢？那麼你不聽居士說法，你去聽哪個法師講《十二門論》

呢？太虛法師已經死了這麼多年了，應該死了幾十年了。印順法師都沒有講《十二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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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啊，他都沒有著作，印順法師他都沒有寫《百論》啊。所以，當羅公去到加拿大

移民的時候呢，他移民到哪裏呢？多倫多，但多倫多的人都排擠羅公說：「你是白

衣，我不借地方給你講經，我們只是聽那些出家人講經。」但是，那些出家人不懂講

「唯識」啊！聽的也不是很多人啊！因為甚麼啊？聽不到啊，不懂啊！聽羅公講的那

些都矇查查，因為他講的內容那麼深奧，他們真是（聽）膚淺的東西，要聽開示的，

我們永遠不會開示人的，我要別人開示我的，我不懂開示別人的，聽羅公講道理、講

理論的，這就不是開示的，那麼他們無辦法聽懂，他們還留有這樣的思想。

這樣，近來好一些了，近來不錯，更好笑的，講一些笑話給你聽，那麼在加拿

大，有些人知道我對佛學是有些研究，在 Calgary，我去那處演講過，我住在溫哥

華，又去溫哥華講佛學，我又去紐約，在紐約講過佛學。這樣，Edmonton，即加拿

大的一個省（的首府）， Alberta（亞伯達）省的一個首府，叫做愛文

頓，Edmonton，這樣就請我去講佛學，這樣講的時候，有些書、作品拿出來展覽。

他們說：「是否送給我們的啊？」負責的人就說：「不是，不是送給人的，要買

的。」那些聽 就說：「佛經還用買嗎？我們不買的，送的啊，沒人說要將佛經買賣衆

的。」用一套這樣的思想，就是說他不會掏錢去買一本作品來看的，他說你是傳教的

人，你應該印些佛典免費送給他們，這樣的啊！他不會掏錢去買的。那麼不掏錢去

買，誰去出版呢？雖然我不收稿費，但都要印（刷）的啊，是吧？這樣，所以是沒有

得送，全部買，如果你讀唯識都不肯掏錢買一本唯識（的著作），你讀《十二門論》

都不肯掏錢去買本《十二門論》，這樣，除非你的經濟是完全不可以負擔這種，那麼

我們是可以送給你的，是絕對沒有問題，但你有經濟能力，你飲少一餐茶就可以買一

本書，那本書是可以終生受用的，你都不捨得買，那麼這個人不配做一個佛教徒了，

更加不是做佛學。

所以，我覺得很笑話的，因為他那套思想是幾百年來累積的思想，他又不讀佛

經，他讀佛經又不讀佛學歷史，人家玄奘法師，這麼大的法師去印度，勝軍論師都聽

居士說法。在佛典裏面有個居士很叻的，男居士叫做維摩，女居士叫做甚麼啊？勝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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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人，是吧！他都不懂，勝鬘夫人都可以說法，為甚麼白衣居子不能說法啊？《勝鬘

經》就是勝鬘夫人說的，勝鬘夫人說的都是經，維摩說的都叫經，《維摩經》，《維

摩經》不是佛說啊，請大家注意！不是佛說啊！是維摩居士說而叫做經，請大家注

意！勝鬘夫人說。一個男居士，一個女居士。

在香港，這些思想很先進，就不論他是法師、居士，一樣覺得是合理的時候，我

們就去聽經，不理是誰說的，但是在外國原來不是（這樣）的，因為在外國是移民了

幾十年的那些舊的陋習是這麼得意的！好了，我們回到這處，這樣於是就有日本人的

著作了，中國人的著作就很少，因此我們的會能夠講《十二門論》都是很有意義，

《十二門論》呢，我想在香港都很少人講，可能我是唯一一個講《十二門論》的人，

更加沒有注釋，更加沒有著作，而我的這本著作是唯一的著作，在華人佛典裏面是唯

一的著作。

好了，跟著下面我們就正式講了，即「序論」講完了，所謂「序論」，你要讀一

本經教一定知道這些資料的，在哪裏拿資料？在哪裏有甚麼？我全部給你（答案）

的，那麼你自己就因應自己的興趣去搜集你要的資料和自己去研究了。這樣，下面就

是釋文，正式講，「釋文」講第一節就裏頭很多門的，「觀因緣門」，看看這個表就

知道了，看這個表，第幾頁？這個表就是第十四頁，《十二門論》分開三部份，這個

表，細的表，「一、序分」，是吧？第二就是「正宗分」，第三就是總結的「流通

分」。這樣，「序分」，現在我開始講「序分」了，我們看這裏，「甲一、序分」，

見到嗎？這個表是很重要的，因為我們有個表呢，就知道我們講到哪裏，知道裏面講

些甚麼。這樣第十五頁，看回這個表，我們正講的第一門叫做「觀因緣門」，見到

嗎？一至到十二，這一門就等於「空門」。

因為用「三解脫門」來分類的，頭三門就叫做「空門」，中間那六門叫做甚麼

啊？「無相門」，後面那三門呢，我們叫做「無作門」或者叫「無願門」，這樣的。

這個結構是這樣的，我們講的時候，一定透過「科判」去講的，以後大家，即以後你

們都可能去講佛經的，你有研究、有心得，我們會邀請你講佛經的，這樣你講佛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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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呢，（除了）佛經也包括論，一定用「科判」去講的，因為講「科判」就知道條

分理析，那段是講甚麼的？整個作品之間有甚麼關係的？這樣人家才能明白的。這就

不好像有些講者那樣，沒有「科判」的，由頭到尾講到下面的，這就不好了，這樣的

學習與講學的方法是不正確的。

好了，我們看「序分」，「序分」就分開幾節的，第一節就是「標示略解大

乘」，即講出「大乘」是甚麼來的，因為《十二門論》是屬於大乘，不是小乘。這

樣，第二部分就講造這本論的時候有甚麼利益，即造《十二門論》。第三部份呢，就

將這個大乘的意義詳細講出來，第三節將大乘的意義，不是，這個「釋得」，解釋大

乘的意義，就是講為甚麼要講大乘的意義。第四節就是大乘的涵義，大乘的涵義是包

括些甚麼，這是第四節。這樣，下面就是第五節，第二十五頁就是「結釋本論的旨

歸」，就是這本《十二門論》，它的中心思想是甚麼來的。那麼其餘就是補充來的。

這樣，我們講第一節，有五節的，第一節是「標示略解大乘」，講出這本論是解釋大

乘的，不是解釋小乘的。這樣就很簡單，他說，「今當略解摩訶衍義。」這樣一句，

見不見到啊？第二十一頁，它的原文，「今當略解摩訶衍義。」

那麼，「今」是指甚麼呢？《十二門論》是現在這本書，叫做《十二門論》，這

本論叫做《十二門論》，就是龍樹菩薩造這本《十二門論》，那麼，《十二門論》是

講甚麼內容的呢？它是應當簡單的解釋「摩訶衍」，大乘的義，這本論，這樣標示出

這本作品是略解大乘，略解。「摩訶衍」，「摩訶衍」的梵文叫做

Mah y naā ā ，Mah y naā ā ，「摩訶衍」就是 Mah y naā ā 的音譯，意譯就是大

乘，Mahā就是大，y naā 就是甚麼？乘，本來是四個音節的，但是，摩訶衍是幾個

音節啊？三個，是漏了那一個音節？這個「na」字沒有翻譯，「mahā」就是摩訶，

「衍」就是 yā，「y-ā」，「yā」，這個「na」字沒有（翻譯）。

這就是說，原來音譯都很得意的，不是完全譯的，譬如，我們的「菩提薩埵」，

這就譯「菩薩」，「菩薩」就省了兩個音節，本來「菩提薩埵」四個音節的一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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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譯做中文呢，中文就不鍾意這麼多個詞彙，不鍾意這麼多個音節，不鍾意這麼多

個 syllables，即本來那個詞彙裏面有四個 syllables，四個音節，它就可能要兩個或

者用三個，譬如「菩薩」就是四個音節的詞彙，（只）要兩個音節。「摩訶衍」本來

是甚麼？Mah y naā ā ，ma-h -y -naā ā ，四個音節的詞彙，就要了三個（音節）。

這樣就講「大乘」了，於是就引用吉藏法師的「疏」，剛剛就讀過了，那個「注

疏」只得兩三個，就是這個吉藏的《十二門論疏》是最權威的了，所以這裏引（用）

吉藏法師的「疏」。他說，「所言解者」，他說，「當略解摩訶衍義」，那甚麼叫做

「解」，「解」是不是普通的解釋呢？那麼他有特別的解法，這個「解」字有含意

的，這個含意是「破一切迷，申釋佛教，稱為解」，這個「解」字是這麼多含意的，

是將一切迷執全破除了，這樣將佛教，佛陀的教法，佛陀的教化，佛教不是一個

religion！請大家注意，十居其九佛教古代作品的「佛教」不是解作佛陀的宗教，更

加不是將個「教」字解作宗教的意思，解釋這個「教」字是教法，「佛教」是佛陀的

教法，佛陀的教法就是 teaching of Buddha，這樣的解釋。千萬不要以為是

buddhism，你不要將「佛教」（就）這樣說明是佛教的意義了，這樣就全錯了，不

是啊！不是啊！就是申明佛陀的教法。

那麼，佛陀的教法是怎樣啊？佛陀的教法是怎樣啊？佛陀是為甚麼成佛啊？佛陀

是為甚麼成佛啊？他觀甚麼成佛的啊？觀緣起成佛的啊！是吧！這樣，所以就講「緣

起」了，申（明闡）釋「佛教」即是將「緣起性空」的本義，破一切疑是破邪，申教

法是甚麼？顯正，破邪顯正，是代表（這樣）。這是唯佛創出的一套理論，這套理論

是佛教所獨有的，就是緣起法，緣起的理法，緣起的這個規律，一切法都是緣起的，

是佛所創的，佛所體會到的，佛所悟證到的。這樣，如果你悟不到緣起呢，就不能夠

成佛了，所以在《雜阿含經》就說「十二緣起」，「十二支」，「十二緣起」是十二

個 items，是吧？「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這樣一直到「生

緣老死」，十二個部份，十二支，支本身就是一份，十二個 items，是吧？每個

item就由前面引起後面的。這樣，不一定是十二個的，其實最主要是三個就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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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明緣行，行緣識」足夠了！「無明緣行」，「無明」與「行」是「集諦」來的。

「識」是甚麼諦啊？甚麼諦？不是「道諦」，「識」是「苦諦」！「苦當知，集當

斷」是吧！

這樣，這個就是流轉觀，因為，「無明緣行，行緣識」，「識」即是苦的生命開

始了，苦的生命開始了的時候，他又可以有無明產生，他又可以做業，又來下一代、

下一世、下一生的甚麼啊？識。那麼，這個就是「苦集滅道」的時候，是「苦諦」與

甚麼的關係？與「集諦」的關係。但是，這個是「流轉觀」，還可以「還滅觀」的

啊！「還滅觀」即是「無明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你要使到「無明滅、行

滅」，就是甚麼？就是「道諦」，修行「三十七道品」，這樣然後到「識滅」了，這

是涅槃了，涅槃是甚麼來的？甚麼來的？是「滅諦」。

這樣，原來這「三支」就是「四聖諦」，所以這個思想就是講「緣起」，「四聖

諦」就是「緣起」的。「十二緣起」又是「緣起」，這個是佛教特有的，佛教講「緣

起」的。其他宗教不講「緣起」的，其他宗教講甚麼？創造神，佛教不需要（這

些）。佛教講「空」，「空門」，你墮入「空門」，墮入「空門」都很好啊！不過你

墮就弊（不好）了，你不懂「空」啊！「空」就是非自性實有，非自性實無。

於是，吉藏就說，為甚麼我們要解大乘義呢？因為大乘是三世諸佛都要成就一切

生！那麼，小乘可不可以成就一切 生？小乘的目的不是成就一切 生！小乘的目衆 衆 衆

的是要甚麼？自我解脫啊，涅槃啊，有餘依涅槃，無餘依涅槃是最終的目標。那麼，

大乘不是講「有餘依涅槃、無餘依涅槃」啊，大乘要甚麼？不住生死涅槃，不入涅槃

的，是吧？這樣，所以為甚麼你這麼傻、這麼笨啊？有涅槃都不入啊？這麼笨呢，原

來因為成佛的時候要自渡渡他，大乘一開始就講利他的，不是利己，離開利他沒有大

乘！大乘的本意就是利他！

這樣，所以要利他的時候，就不可以入涅槃！你入涅槃，誰去教導 生啊？誰去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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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渡有情啊？所以，過去佛如是不入涅槃，要渡生！現在佛，即釋迦牟尼佛，又是要

渡生！未來佛，即是大家，你們，包括我，這樣都要渡盡所有眾生！那麼，實際上不

可以渡盡所有眾生的，但是做不做到與理想是另一件事啊，在行為現象上不可以渡盡

所有眾生，但是你的本懷，在你的意願上是渡盡所有眾生，分不分得（清楚）啊？因

為你要立一個大志！你立了大志，你就會向 目標，人生的目標進發，如果沒有了這着

個崇高的目標呢，那麼你一定不會向這個目標走的，你一定沒有大成就。

這樣，所以一個佛教徒雖然說不可以將所有的 生渡盡，不過，這個要做你生命衆

的指標，向 這個指標走！這樣，所以他就說，這本作品《十二門論》是申明三世諸着

佛的本意，這個本意是渡生，所以在此，因為要申明三世諸佛的本意，所以要講「大

乘義」，不講「小乘義」，即說這個是吉藏他揣摩龍樹菩薩的意思。這樣，要解釋為

甚麼要講「大乘」不講「小乘」，第一個原因，因為三世諸佛要渡生，所以要講「大

乘」，不可以講「小乘」。

第二個原因就是「大乘」的教法是究竟真實的教法，至高無上的教法！但「小

乘」呢，是方便的教法，不是究竟的教法。那麼不是究竟的教法，兩者之間，你學究

竟的教法好？還是學方便的教法好呢？這樣學究竟的（教法）才是好的！為甚麼？

「大乘」是根本，「小乘」是枝末，根本就是究竟，枝末就是方便，如果兩者之間，

只懂枝末、只懂方便，就不可以懂那個究竟的，不可以懂根本的。但是調轉，如果你

懂根本呢，你的枝末自然會懂得，這就是說，你讀「大乘」明白的時候，「小乘」就

能夠明白。你只讀「小乘」，不讀「大乘」呢，你就「大乘」不明白，就永遠不明

白。這樣，所以學人如果得本，即「大乘」，根本的教法，「即亦得末」、「即亦得

權」，那麼這個就是枝末與方便，「權」是方便，即開權顯實的「權」。

那麼，這些就是掌握根本的道理，就能夠掌握方便的道理了，因此，龍樹菩薩在

這本《十二門論》是偏講「大乘義」，不講「小乘」的原因就在這裏，這樣，所以在

《十二門論》一開始就說「略解摩訶衍義」。那麼跟著的問題，為甚麼要略解啊？下

面有解釋了，跟 有問題來了，要略解，為甚麼不詳解？「大乘」那麼多（涵義），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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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麼解得盡啊？因為太多就不能解得盡，所以略解。這樣第二節呢，就是說明做論的

利益，這裏就是《十二門論》原文來的，這就是說，吉藏的疏不是原文來的，那些是

疏文。那麼，括號裏面的那些就是原文了，下面是原文了，他說，「問曰」，即龍樹

菩薩假定外人問：「解摩訶衍者有何義利？」他說，現在你將《十二門論》講解「摩

訶衍」的大乘義理，那麼講解「大乘摩訶衍」的義理有甚麼好處啊？義利即是好處，

對 生、對自己有沒有好處。衆

這樣，龍樹菩薩就講了，「答曰」，他說：「摩訶衍者，是十方三世諸佛甚深法

藏。」他說「摩訶衍」是大乘，是十方三世諸佛所演說出來的很深奧的道理、教法的

寶藏。這個「法」就是教法，教法代表真理，真理的寶藏。那甚麼叫做「十方」啊？

甚麼叫做「三世」啊？「三世」大家知道了，剛剛講了是過去、現在、未來。甚麼叫

做「十方」啊？就是東、南、西、北，還有東北、東南、西南、西北與上、下。

這樣，一個代表時間，一個代表甚麼？空間。哪個代表時間啊？三世。哪個代表

空間？十方。沒有錯！一切時空的諸佛所講的教法裏面，最深奧的真理的寶藏就是

「大乘」了，即「大乘」的教法含藏三世的時間、十方的空間，所有佛所講的甚深的

真理收藏的地方。這樣，教法是有對象的，能說者是諸佛，所聽教法的人就是這個根

器，不同根器的 生，這樣所以聽大乘教法的是甚麼 生呢？他就說，「為大功德利衆 衆

根者而說」的，那些鈍根的人是不能夠學的，鈍根。

這樣中國人呢，就是說從唐代到清代的一千三百年，個個都變了鈍根，都沒有人

讀，沒有人讀《十二門論》。這是為利根者說的，不是為那些蠢人說的，蠢人不行

的，這就如果你聽得懂《十二門論》，由第一堂聽到最後一堂都聲入心通的時候，你

就不是鈍根，你是利根來了，因為鈍根聽一下就走了，他不會聽，因為他聽不懂，坐

在這幹甚麼啊？所以是給利根的人來聽的。這樣還有，佛教說你能夠聽佛法，都要有

福氣啊，除了智慧之外，還要有甚麼啊？福氣！所以，我們修這個資糧位，有兩種資

糧，一種叫做甚麼？福德資糧；第二種是甚麼啊？智慧資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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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剛剛說的利根是甚麼啊？是智慧資糧，有這種資糧才行！下面還有福德資

糧，這就下面再講。這樣，就「末世 生，福薄鈍根，雖尋究經文，然不能通達。」衆

大乘要有相當的福氣，如果末世的 生，「末世」，因為佛教說法的時候，分開三段衆

時間：正法時代，像法時代，末法時代，這樣他就認為當時龍樹菩薩講這個《十二門

論》是接近末法時代，其實就不是末法時代，應該是像法時代才對。因為正法時代一

百年，像法時代五百年，那麼釋迦牟尼佛滅度之後六百年，龍樹菩薩就出世了，他正

是出世在像法時代的人。

這個「末法」就是指，可能指未來都不定，就不是指當時的 生，那麼這個講法衆

都未必對，只是鼓勵他們：「啊，現在到了末法時代，你們快點學（佛）吧，你不學

就走寶了！」這樣的鼓勵性說法。相反，我看現在的人是聰明過以前的人，最少我們

比一千年前的人是較聰明，最少我們比唐代到清代的佛教徒，我們比較聰明，因為他

們不能讀《十二門論》、《中論》，我們可以讀《十二門論》、讀《中論》，而且沒

有人教《十二門論》、沒有人教《中論》，我都可以讀通了！我是比他們聰明啊，因

為如果不聰明呢，沒有人教我怎會讀通啊？我就看吉藏（法師）的書，我看印順法師

的書，我就可以寫這麼多關於《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的作品，這樣我們

是不是比他們聰明呢？你說吧！

那麼，所以你不要聽見有人（說：）「現在是末法時代！」以為我們是沒甚麼福

德的，我們的根器很差的。不要這樣！不要妄自菲薄，你應該說我們很有福氣！又有

機會讀「唯識」，有機會讀「中觀」，有機會修行，我們要這樣看的！那些佛典說末

法時代怎樣怎樣，是激將法而已！就是要激（發）你，讓你發憤圖強啊！就不是你的

智慧真的這麼差，不是你的福德真的這麼薄，不是的！我們不應妄自菲薄，我們常常

說我們聰明過古人，這才對！

其實，我真的覺得大家都很聰明的，不會蠢過舊時，我們只有聰明過舊時。好

了，這裏指末世時代的 生的福很薄，是鈍根，這樣尋找研究經文（就）不能夠通衆

達，於是我有責任造這本經，造這本論解經，於是，「故我」，龍樹菩薩悲憫此等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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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使到（ 生）能夠開悟，使得能夠光大解釋如來無上的教法。衆 「無上的大法」，

「無上的大法」即是甚麼啊？大乘的教法，大乘的教法當中以甚麼為主啊？以緣起為

主，緣起是一個，以前講過了，是共法來的，不是不共法，所有大乘小乘都要講緣

起，你不懂緣起，你就不能讀大乘，亦不能讀小乘， 所以緣起是共法來的，因此龍

樹菩薩體會到 生福薄，所以悲憫 生，希望 生能夠開示悟入 生，於是將如來無衆 衆 衆 衆

上的教法，將它擴大，將它光大，將它加以解釋。

這樣，要將佛的基本教法加以擴大，加以光大，加以解釋呢，所以，選取的教材

就選「摩訶衍」的教材，就不選甚麼？小乘教材。這就解釋為甚麼《十二門論》要第

一句就是「當略解摩訶衍義」，就講清楚「摩訶衍」有幾個好處，因為講教法真理是

最高的，第二呢，它是根本的，懂根本自然懂枝末，第二就是當時我不講大乘教法的

話，那些 生永遠都不知佛的精神旨趣，所以他們就福薄，他們不能自己讀經，所以衆

要透過這些論做甚麼啊？去解經，所以作本《十二門論》將大乘經教，佛講「般若中

觀」的那套理論清楚地演譯出來，叫做光大，叫做闡釋，將它加以光大闡釋是利益所

有 生，就所以造《十二門論》了。這是第二節。衆

那麼，第三節就是「釋得解大乘義」了，如果得到「大乘義」有甚麼好呢？就問

了，「摩訶衍」這些經教是無量無邊那麼多啊，不只是一本《心經》，不只是一本甚

麼啊？《金剛經》，一本《大品般若》，一本《小品般若》，不只這麼少啊，還有很

多，因 玄奘法師譯的《大般若經》有六百卷，很多，六百卷，只是看六百卷都看了爲

你一生。這樣，於是就無量無邊了，「不可稱量數計」，「不可稱數」，這個「稱」

字讀「秤（音）」，秤一下就是這個「稱」字，這就是說，他的數量不可以算數、計

得出的。他說，「直是佛語尚不可盡」，他說即使我們用釋迦牟尼講的時候都講不了

那麼多，用佛的語言都講不完這麼多，他說，你怎麼能夠解釋大乘教義啊？「 汝復况

求解釋其奧義？」

那就不只是（這樣），佛典講這個大乘的教義都要六百卷，那麼現在你要解釋

啊，解釋用六百卷不夠啊，你用十倍吧，十倍（就）六千卷。這個原本的教典，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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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都有六百卷，這就是說玄奘法師譯了的，有沒有是玄奘法師未譯的呢？不知道

啊，是吧？那麼現在龍樹菩薩只是將六百卷的《大般若經》拿出來，不是這樣啊，是

解釋裏面的文意啊！解釋就是不是要十倍那麼多啊？是吧！

譬如《心經》有二百六十個字，解釋《心經》用二千六百個字夠不夠啊？不夠

啊，羅公寫了一本書解釋《心經》，那本書足有一百頁啊！這樣你就可以計到了，如

果（解釋《心經》）二百六十個字，需要用一百頁，一百頁有幾多字？差不多萬多

字，是吧？萬多字。那麼有六百卷，這樣就乘六百都不止了，因為六百卷啊，不是

《心經》，一卷有多少字？一卷有幾萬字一卷的啊，是吧？這樣要乘幾多倍啊？那麼

他就說，假設是質問了，你講大乘經，大乘經無量那麼多，不能夠秤一下有多重，不

能夠量度一下有幾多句說話，是佛自己講都講不完那麼多的，佛說甚麼啊？「我講的

經典好像手中的甚麼啊？這麼多的樹葉，我所未講的道理有幾多啊？那個樹林那麼

多！是吧？」這是佛自己說的，佛都說講不完那麼多，佛說大多數都沒有講，我講得

很少，是手中的樹葉那麼少，整個森林裏的樹葉那麼多，我都未講到。佛自己都這麼

說啊！

你還說解釋奧義啊？解釋奧義即要很多篇幅的啊，那麼你怎樣做啊？於是呢，

「 復解釋况 演散其義？」要求去解釋這個奧 呢，它裏頭的含意，還有演繹闡釋它的藴

含意，這個「散」即是打開，打開即是分析，將它演繹、將它加以分析那個含義呢，

那怎麼可以做到啊？你有什麼能力那麼厲害啊？佛都說講不完！佛都說自己講的是手

中的樹葉那麼多，整個森林裏面的樹葉都未講，這樣你還那麼大膽講「摩訶衍義」？

這個是他自己假設問龍樹菩薩，即是龍樹菩薩自己（責）難自己而已，不是真的

有問。我們寫作通常是這樣的，我們假設一個人責 自己，是吧？那麼就回答他。這駡

樣，於是就答了，「答曰：以是義故，我初（只）言『略解』。」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呢，只是你沒有看，我說「今當略解摩訶衍義」，八個字，我沒有說全講（解）所有

大乘經教啊，我只是說略解大乘經教的教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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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所以，正因為這句話就對了，因為佛自己說講不完這麼多，不可稱不可量那

麼多教義，這樣佛都講不完，所以，我解釋它又分析它，又演繹它，這就肯定不能全

部了。這樣，因為不能全部將它演繹出來，因此，開始的時候我只是說「略解」，不

是廣釋，略解「摩訶衍義」，不是廣釋「摩訶衍義」，因此只是略釋，不是廣釋，廣

釋暫時做不到。這樣就真的做不到啊！因為龍樹菩薩也曾嘗試解釋《大品般若經》

的，那本論叫甚麼？叫大甚麼？《大智度論》，《大智度論》都解不完《大品般若

經》，就一本而言，《大品般若經》。

《大品般若經》，《大智度論》都解不完（它），前面很詳細，後面就怎樣？很

簡略，都解不完，一本都解不完，何況《大般若經》六百卷呢，是吧？真是沒辦法做

到啊。所以，這個就不是釋經了，不是將經文一句一句解釋了，因為《大智度論》一

句句解釋的，甚麼叫做「十八空」？逐種「空」解釋的，是吧！但是，《中論》不是

這樣做，《十二門論》不是啊，《十二門論》就大概凌空講的，這樣就可以了，凌空

講就所以是「略釋摩訶衍義」，不是一句句解釋，因為他解不了那麼多，要略解，略

說，就不是一句句地解釋了。於是，交代了這部作品是講「大乘」的，講「大乘」就

不能詳細講，只是略講，把握這個奧義，深奧的道理闡釋出來，就不是廣釋，略解而

已，不是廣釋，這樣。那麼跟 又問了，你說「摩訶衍義」這麼重要，那甚麼叫做着

「摩訶衍義」呢？

這樣第四大節，「正釋大乘」，這個涵義就是正式講解「摩訶衍」是甚麼，於

是，「問曰：何故名為摩訶衍？」你說佛的教法以「摩訶衍」是根本的，以「摩訶

衍」是甚麼？究竟的，那為甚麼究竟的經教、教義是叫做「摩訶衍」呢？這就是說

「摩訶衍」怎樣解釋？答曰：「摩訶衍者，於二乘為上，故名大乘。」他說，「摩訶

衍」我們叫做「大乘」呢，原來比較來講的，他說「於二乘為上」，就是對二乘來

講，它是超越了二乘。「二乘」即是甚麼？對，即是小乘。為甚麼小乘叫做「二乘」

呢？因為小乘有兩種乘，一種是聽佛說法而開悟的，這種叫做甚麼乘？叫做聲聞乘；

第二種是甚麼啊？第二種叫做緣覺（乘）或者獨覺（乘），這樣叫做二乘，這即是小

乘。所以「二乘」不是大、小二乘，叫做大、小三乘，講「三乘」，「會三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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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吧？不是「會二歸一」。這樣，大、小三乘，不是大、小二乘，二乘就只是小乘而

已，因為聲聞乘，這個「聞」字就讀作「問」（音），做名詞，這個「聞」字就讀作

「問」（音），（聽）聞佛的音聲，即聽佛說法，而去修行悟道的。

但是，緣覺就不需要聽佛說法了，佛自己本身是緣覺的，佛本身不是聲聞，佛本

身是緣覺，為甚麼？因為佛都沒有佛教他的，即這個世界的佛，即是悉達多太子，沒

有一個佛教悉達多太子的，悉達多太子沒有佛經讀的，在這個世界上，所以他是緣

覺，不是聲聞了。這樣他就說，對二乘來講，他是超越了二乘，叫做「上」，「為

上」即是超越，超越了二乘，「故名大乘。」所以超越了二乘的真理的教法，就是大

乘真理、大乘教法。

這樣，吉藏（法師）的疏裏面說，「諸佛所行之道，（本）不可說，說其為大，

或說其為小，就（相）對於二乘叫做小。」佛的教法叫做大呢，因為相對小乘的小，

所以叫做大，所以強稱佛乘叫做大乘。本來沒有大小二乘，如果世界上只有大乘教

法，那麼大乘不是叫做大乘，大乘就叫做佛說的，就沒有所謂大乘，但相對於小乘來

講，它超越了小乘，這樣，所以這種佛乘，佛乘即是大乘，就給個名叫做大乘了，所

以就是一佛乘，佛乘。這樣三乘呢，將這個佛乘叫做菩薩乘的，是吧！這樣於是三乘

就是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但是歸入到究竟呢，就是佛乘，佛乘裏面開出三乘，

這個意思就是本來沒有大乘的，但是因為佛講到聲聞、緣覺的道理，於是將菩薩乘的

道理就相對聲聞乘、緣覺乘就高級一些，這樣所以叫他們做小乘，我們叫做大乘了。

這樣，所以小乘人不承認大乘的，「為甚麼叫我們做小乘？我們都是佛說教我們

道理的啊！」那麼他們不承認的。這樣，大乘就是因為相對小乘來講，就叫小乘，就

抬舉自己叫大乘而已。這樣，所以這個第一重意義是「於二乘為上」叫做大乘，這個

建立大乘的名稱是站在甚麼而講啊？站在相待而講的，這樣叫做「從相待明大」。大

乘有七個意義的啊，這是第一個意義，這個第一意義就是最權威的意義，為甚麼？是

龍樹菩薩自己講的，所有大乘的根本就在這裏，你亂講的，你都沒有依據，你亂講甚

麼叫做大乘，但龍樹菩薩自己講大乘，就這樣解第一個意義。這樣，第二個意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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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說：「諸佛境界是最遠最大最究竟，今依諸佛所說的甚深的實踐的教法。」這種教

法呢，「（彼教法）譬如車乘」一樣，佛的甚深教法就（像）坐 這車乘，就能去到着

那處，所以這架車乘就叫做「大」了。這樣，佛的境界，你要達到的時候，你要聽佛

的教法，佛的教法就好像一輛車那樣，你要乘坐這兩車，是吧！乘上一輛車，佛有很

多車啊，有些是大乘的車，有些是小乘的車，有些是中乘的車，是吧？但是，你乘坐

小乘的聲聞車，就去不到諸佛甚深的究竟實踐教法的道理，去不到的！

這樣，但是乘坐佛乘、菩薩乘的車呢，就使到你達到甚麼啊？諸佛最遠最究竟的

境界，因此這些經教就好像一架車，就使到你能夠去到佛的境界。這樣，所以這架是

大車，不是小車，這架是大巴士，不是小巴，那麼叫這部大巴士叫做大乘。這樣，

《妙法蓮華經》都有講三種乘，是吧？一種是甚麼？一種是羊所拖的車，一種是鹿所

拖的車，一種是白牛的車，牛所拖的車，是吧？所以牛所拖的車是代表甚麼啊？佛

乘。這樣，你坐牛所拖的車就去到佛的究竟境界；你坐鹿、小鹿所拖的車、小羊所拖

的車，去不到佛的境界，去到甚麼境界啊？去到阿羅漢的境界，還有去到甚麼啊？

辟支佛的境界，去不到大涅槃、大菩提的境界啊！

佛的境界，諸佛的境界是最遠、最究竟是指甚麼啊？指兩種東西，一種就是大涅

槃，這個是「體」；第二是覺，這是「用」，是吧？大菩提。這些境界，你坐架鹿

車、坐架羊車去不到的！要坐架牛車才可以去到，所以這輛牛車就大，相對鹿車、相

對羊車，它是大乘，它是大乘那就去到了。這樣，於是上面的講法就是「所至明

大」，所到的境界大，那個境界是甚麼境界？佛的境界，佛陀的境界，即是這個境

界。到這個境界，你坐另外的車去不到這裏，你要中途下車，去不到的，永遠去不到

的！即我現在到下面坐車，去飛機場是去不到的，這要去青衣轉車，是吧？或者是調

轉去南昌站轉車，等等，是吧？你直坐地鐵去不到啊，但是如果你在青衣（站）一上

車就可以去到了，這輛車就是這樣。

這個是第二種「大」，第二種「大」是從所至的目的地是「大」的，所至的目的

地是譬如而已，是這兩種是直說。這樣，第三種「大」呢，這些車是誰坐過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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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諸佛大人已乘大涅槃、大菩提乘」的車來的，因為他已經證大涅槃、大菩提，

他以前坐過了這樣的車去達到這樣的地方，是他們諸佛大人所坐的車，「諸佛大人乘

是車」。「乘是車」得到大涅槃、大菩提的時候，不是自己受用啊！還要來怎樣？

「化度（一切）有情」，所以叫這輛車做「大」。因為佛，他以前坐過的車去到大涅

槃、大菩提，那麼這輛車還要不要啊？還要啊！還要的，為什麼？還要利用這輛車接

引所有的 生，所以這輛車，他自己坐過，坐過還要載些甚麼啊？有情上來，是吧？衆

讓你亦都去到甚麼啊？大涅槃、大菩提。

這樣，於是佛自己坐過這架車，乘這架車，乘這架車是因為渡 生，所以這架是衆

大車。所以，吉藏（法師）就解釋了，他引《法華經》，他說，「佛自住大乘」，佛

自己坐的啊！「自住大乘」就是佛自己坐的大乘車，坐的大乘車的目的是用來渡生

的，拉些 生上來，走到哪就拉上來，帶他到大涅槃、大菩提的果。這樣，《大般涅衆

槃經》，《大般涅槃經》的「佛乘涅槃船」，他就不用車，用甚麼？用船，一樣而

已，是吧？佛自己都坐涅槃船，坐涅槃船還帶 生坐，使他到涅槃彼岸。衆

這樣所以，這第三種是「能乘之明大」，因為坐大乘這架車的人呢，佛自己坐

的，所以這架車特別大的，因為佛自己也曾坐過這架車，得到大涅槃、大菩提，所以

坐上這架車去怎樣？渡所有 生，全拉上來坐，如果他肯上來，就請他上車，是吧？衆

就帶領他們（證）到大涅槃、大菩提，自己也曾達到的境界，希望 生也能達到，這衆

是第三點「大」，這架車是大的，是大人所坐的車，這架是佛所坐的車，佛自己坐的

涅槃船，佛自己坐的大乘車，自己坐的大乘車。

這樣，第四點了，他說，「能滅除 生大苦，」就「與」，「給與 生大利益之衆 衆

事，」所以「名彼教法為大。」這樣，因為這輛車不只是車來的，是教導 生的，那衆

麼教導 生的作用呢，是兩重作用，第一重作用就是使到 生的大苦，透過這架車可衆 衆

以消除它，又給 生無盡那麼多的利益，所以這架車叫做大車。原來這架車是可以離衆

苦得樂的車，離苦的那種「苦」是 生的大苦，那麼大苦，聲聞乘、緣覺乘沒有苦衆

了，是吧？那這個是小苦來的，是吧？那還有沒有苦呢？如果有苦，就坐架「聲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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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就搞定了，為甚麼坐架「大乘車」呢？這是「大乘車」就滅除了所有的苦。這

樣，原來苦有兩類，因為最主要的苦是甚麼啊？是流轉生死苦。這樣，流轉生死有兩

種苦，一種叫做甚麼苦啊？一種叫做「分段生死」；一種叫做甚麼「生死」啊？「變

易生死」。那麼，他們可不可以滅盡了所有的苦啊？不可以，他只可以滅一種苦，那

種苦叫做甚麼啊？叫做「分段生死之苦」。但是，他有種苦滅不到的，那種苦啊？那

種「變易生死苦」滅不到的，那麼「變易生死苦」誰滅啊？靠甚麼滅啊？靠佛所準備

的大乘車，坐這架車呢，一方面就可以滅了「分段生死苦」，還有滅了「變易生死之

苦」，由這樣就說「滅除 生大苦」。衆

原來這很有含意的！因為兩種苦，一種是「變易生死」，一種是「分段生死」，

這樣，因此就把「分段（變易）生死」都滅了。「與大利益事」，那麼他們有沒有大

利益呢？有啊！這個利益是甚麼啊？利益就是涅槃，是甚麼涅槃？對了，有餘依涅槃

與無餘依涅槃。這樣，但是有餘依涅槃、無餘依涅槃，無餘依涅槃的時候，你就灰身

滅智了，你不可以渡 生啊！但是呢，大乘的佛的境界就可以無盡的生命去渡 生，衆 衆

所以這個「大利益事」就是指成佛之後，用無盡的生命去渡盡一切 生，這樣的利益衆

就要靠大乘的車乘才能到達，小乘車乘不能到達。

這樣，這兩句話是有針對性的，「滅 生大苦」，即是除了滅「分段生死」之衆

外，還能夠滅「變易生死」；「大利益」呢，除了我們得到有餘依涅槃、無餘依涅槃

之外，還可得到大菩提、大涅槃，這種涅槃在唯識宗叫做甚麼涅槃啊？叫做不住生死

涅槃，所以這種利益是最大的，坐這架車就可以到達了。這樣，於是這個是第四種

大，吉藏（法師）就說這是「效用明大」，有兩個效用，滅大苦，（與）大利益，這

兩種，有了，「與」，「與大利益事」，就是給一個最好的利益大家。

那麼第五種了，他說，「又彼車乘是觀世音菩薩、得大勢」，即是大勢至（菩

薩），就是得大勢」即是大勢至，這個「至」字即是得，兩個譯法不同了，「大勢

至」即是得大勢，得者至也，至者得也。又呢，「文殊師利菩薩、彌勒菩薩等諸大士

之所乘故，」這架車就是以現在的未成佛的大士都在坐的，因為他們是怎樣坐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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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們已經邁向甚麼啊？邁向大涅槃、大菩提的目的地了，正在乘坐，所以從這個角

度又叫做「大」，他說，「如是大士所乘故，故名為大。」那麼這個「大」呢，是從

甚麼角度講呢，「從因中之人明大」，「因中之人」相對於甚麼人啊？「果中之

人」，是吧？剛剛說佛所坐的大乘，所坐的佛是一個大人來的，大人覺的大人，這處

就除了大人外，大士都坐的，大即是大菩薩，這些菩薩即是一生補處的大菩薩，好像

彌勒佛就跟著釋迦牟尼佛成佛的啊！

他們都坐的這架車，這樣以一生補處的菩薩都在坐，那麼你不坐，你就很笨了，

是吧？觀世音菩薩又在坐，大勢至菩薩又在坐，彌勒菩薩又在坐，文殊菩薩又在坐，

那麼你不坐？放棄坐這架最大的車去邁向大菩提、大涅槃的境界，你中途下了車，這

就很傻了。這樣，所以從因地的菩薩的角度去講「大」，就不是那些阿羅漢，那些小

乘的人坐的，是那些大士所坐的，所以叫做「大」，這個是第幾點啊？這個是第五

點。這樣第六點，他說，「又以此乘能探究窮盡一切諸法的邊底，故得名為大。」這

架車是要來探索真理的，探索些甚麼真理呀？探索窮盡一切法的最後的底蘊，即究

竟，究竟的真理，透過這架車就可以探索，好像探險那樣去探索，那些真理渺茫到極

的，但是坐上這架就使你探索到最後的、最窮盡的真理，所以這架車是大乘了。

那麼，這裏吉藏法師就說：「般若一度能窮源盡理，照無不周，般若一度既爾，

一一諸度亦然。」他就說，因為大乘講甚麼啊？講「六波羅蜜多」，是吧？六種波羅

蜜多，那麼最後講的般若是不是最高的？般若波羅蜜，「一度」的「度」字是波羅蜜

多，這種方法，即到彼岸的方法，即有六種到彼岸的方法，只是般若到彼岸的方法能

窮盡一切真理的，叫做「窮源盡理」，把一切真理的淵源能夠窮盡了，這樣好像光一

樣，「照無不周」，好像光一樣照射到所有的真理，沒有一點真理是照不到的，這個

般若波羅蜜，這「一度」是這樣了。

這樣，何況「一一度」你都掌握了，因為大乘不只是講「般若波羅蜜多」啊，還

講甚麼波羅蜜多啊？還講「布施波羅蜜多」、「持戒波羅蜜多」，還有「精進波羅蜜

多」等等，「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加上甚麼？「般若波羅蜜多」。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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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般若波羅蜜多」講了，那其餘的「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的五種波

羅蜜多加進去，所以就很大了，這樣，所以這是「此從功用明大」，上面從效用去

講，現在從功用去講「大」，這個是第六種。

最後一種，他說，「又如《般若經》中，佛陀自說：『摩訶衍義，無量無邊。』

以是因緣，故名為大。」佛自己說，「我所講的是大乘（教）法。」他說，《般若

經》中佛自己說：「我所講的摩訶衍義，我所講的是大乘教義。」這些大乘教義為甚

麼叫「大乘」啊？因為量大，是無量無邊的教義，這個教義本身是無量無邊的，這個

教義本身是無量無邊的原故，所以肯定「大」了，是吧！

佛自己說的啊！佛在《般若經》裏面這樣講的。那麼，這個就從教法本身講的，

於是第七「此（從）依經廣說為大。」因為依經文所說這是「大」，經文就說這是

「大乘」！這樣就依經文所講，佛所說的教義是無量無邊的，這個義理是無邊的那麼

多，無量無邊那麼多的，這些就是「大乘」教（法）了。這樣，於是講「大乘」不是

後人推崇它，他說，佛經自己說這些教法是大乘教法。

這樣，所以有七個意義叫做「大乘」，那麼以後有人問你甚麼叫做「大乘」啊？

這樣就舉這七個意義就是「大乘」。這樣，這個「大乘」就有經有依據，是《十二門

論》，出自《十二門論》，沒有人敢質疑它的，因為它權威啊！那些人講「大乘」不

夠權威性，因為這個世界上講佛理，最高的是釋迦牟尼佛，第二呢，龍樹菩薩，沒有

人（比得上他們）了，這個世界！但是你說彌勒菩薩也叻啊，但彌勒菩薩不是親自講

啊，要透過誰來講啊？透過無著菩薩去講啊！無著菩薩境界夠不夠龍樹菩薩啊？不夠

龍樹菩薩啊！

所以界定「大乘七義」呢？這篇文章是一個很重要的作品！如果你寫文章講「大

乘」，你可以引（用）它，是沒有人敢 query 你的，因為這個文獻很重要！好了，

這樣除了它之外還有沒有人講「大乘」呢？告訴大家，還有很多人講「大乘」，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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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下個禮拜就將後來的「大乘」的定義介紹給大家。那麼今日到此，過了時間，不

好意思！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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