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宗分」呢，就看我們的表，即上一堂派的表，上一堂派的表(關於)「序分」

那處的五段講完了，全部講完了。那麼，「正宗分」就是分開十二門的，即由「乙

一」、「乙二」、「乙三」、「乙四」至到「乙十二」，這樣我會講兩門，即第一門

的「觀因緣門」與第十門的這個「觀作者門」。所以，陳耀南先生應該讀一下《十二

門論》的第十門「觀作者門」，陳耀南先生有些地方都對的，就是說在西方的民主、

科學發展在四百年來是超越東方的，這個事實。

但是，我個人的看法是民主與科學在西方不是完全靠宗教，因為西方的文化靠三

個支柱：一個就是希臘文化，講科學的，講哲學的；第二個文化支柱就是講議院政治

的，就是「羅馬法典」，即是羅馬的文化；第三個支柱就是基督教，即是基督耶穌教

的文化，其實在耶穌教文化未傳入西方的時候，其實都受到兩種影響的，希臘文化的

影響與羅馬的影響。

其實他不清楚就罵人家，但他又沒有講出，他以為基督教的文化開出科學與民主

是錯的。我們讀過歷史就知道了，黑暗時代教會怎樣抑制科學的發展，所有科學家都

要入監牢的，他又沒有說這種事，人家的文化支柱是三個支柱來的啊！這就是陳耀南

先生這樣講話就認真可惜，認真可惜！我認識陳耀南，我認識他，不過我與他不太

熟，因為大家考試，即大家是主持考試，這樣我認識他。

好了，這個「觀因緣門」裏面就是「乙一」，即這張表的「乙一」，「乙一」裏

面的「觀因緣門」分開「丙一」、「丙二」、「丙三」。見到吧！「丙一」就是先

「長行發起」，然後「頌攝諸義」，第一段；第二段就是「長行正釋」與「丙三、總

結本門」。這樣，「長行正釋」就分開「丁一」、「丁二」、「丁三」，這就是整個

科判了，這個科判很簡單，因為它不是很長，很短的一篇作品，所以有乙、有丙、有

丁，有三項。這樣，現在先看「丙一、長行發起，頌攝諸義」，那麼在我們的講義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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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就有了。這樣，先看「長行發起」這部份，「長行發起」其實是一句短句，就是

「初是因緣門」，「所謂」，就到這裏。

這個是一個散文，長行即是散文，就是說在未講頌文之前，用散文引出這個頌

文，這樣就叫做「長行發起」。他說，「初」是指初門，因為總共十二門，《十二門

論》有十二門，十二門就現在講初門了，初門是講甚麼門呢？就是「因緣門」，初門

就是「觀因緣門」，他沒有用個「觀」字，他譯的時候沒有譯這個「觀」字，「觀」

即時審查，我們考察，我們審察一切法緣生這種道理，這樣叫做「因緣」。

「門」就是一個部分，一章書，分開十二章書，每一章書叫做一門，一門學問即

一種(學問)的意思，「門」(指)一類、一種、一章那樣，這樣就是說，「因緣章」(與)

「因緣門」是一樣的，這樣第一門就叫做「因緣門」。這樣，「因緣門」講些甚麼因

緣呢？下面的頌文就點出「因緣」這兩個字。於是，「所謂」，即下面了，於是「頌

攝諸義」，用一首頌二十個字就把整個「因緣」(的)無實自性、空，就是說一切法緣

生、無自性、空這個意義就用一首頌將它統攝，這樣叫做「頌攝諸義」，用一首頌去

統攝所有的義理。那麼，這首頌怎樣講呢？這首很出名的頌了，這首頌還嚴格過《中

論》裏面的頌，他說，「眾緣所生法，是即無自性；若無自性者，云何有是法？」

這字面很容易解釋了，他說，眾緣所產生的事物，「法」是兩大類，一類就是有

為法，第二類是無為法；又可分為另兩大類，一是心法，一是色法；又可分為另兩大

類，就是內法、外法，這樣可以有三種分類。這樣眾緣所產生的事物呢，既然是眾緣

所產生的，就不是事物產生事物，又不是事物本身產生自己了，因為由緣所產生，有

外緣，所以眾緣所產生的事物，即是緣生法。

這個「緣」是因來的，這個「緣」就是因，這個「法」就是甚麼？是果來的，即

是因果關係，是吧？緣生法就是因果關係，就是以緣為因，以法為果。這樣「眾緣所

生法」，所以在唯識宗就叫「依他起」，「依他起法」，「依他起性」，性就是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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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這種事物的體是依他起，「依」就是因依，「他」就是緣，「依他起」這個「依」

字即等於緣，依緣起，「起」即生，所以「緣生法」，「法」即是性，眾緣和合所生

之法就是依他起法，一樣的，這個就是唯識宗所講。

現在那個是般若中觀講，所以般若中觀講「緣生法」與唯識宗的「依他起法」是

同一種東西來的，就不是兩種東西。不過，唯識宗叫這個做「有」，般若中觀叫做

「空」，緣生法是「空」法，是「空」的，但唯識宗的依他起是「有」。這樣「有」

呢，是代表存在的，譬如我們說火，火這種法是依眾緣和合所產生的，我們將這條柴

燒了(就)變成火，這樣你不可以說它「無」啊，「無」就將火把整間屋燒了，人都燒

死，「無」就怎會燒死？「無」就燒不死的！

那麼，所以唯識宗從這個「用」來講，所有緣生法都有「用」的！那些柴薪可以

將間屋燒了都可以，將條村燒了都可以，你不可以說「無」啊！你不可以說「無」

啊！這樣，所以唯識宗就叫依他起的法，即依他起性的法叫做「有」的法。

「有」的意義呢，即是說有「體」有「用」，因為一定有「用」，沒有「用」就

怎會有依他呢？依他，依其他的東西存在的時候，它一定會產生「用」，有「用」一

定有「體」，沒有一種「用」沒有「體」的！不行的！所有產生「用」的東西都有

「體」！那些海水能夠浸死(淹死)人，海水有「體」的；那些風將它吹進大海，那些

風是有「體」的。沒有「體」就不能夠發揮「用」的，所以常常說「即用顯體」，有

「用」就一定有「體」了！這樣，既然依他起有「用」的時候，有「用」的同時有

「體」，這樣所以叫做「有」。

那麼「緣生法」呢，叫做「空」。「空」與「有」是否矛盾的？你猜，這個答案

不是矛盾的，因為這個「空」字不是解作空無啊，空無是外道的人解釋的，是唯識宗

的「空」才叫空無。這樣的時候呢，般若中觀的「空」是指非自性實有非自性實無，

非實有，同時是非實無的，所以非實無的時候，非無即是「有」，是吧！這是兩面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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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個「空」字，「空」不是空無啊，「空」就是非自性實有與非自性實無啊，這

個「空」字是這樣解釋，非自性的有、非自性的無。這樣的時候呢，非無，所以就是

有；非有，有是實有，那麼唯識宗都不說實有的。唯識宗都不說緣起法是實有，譬如

說我們心是緣起法，心法不是實有的，如果你執心是實有的時候，就是法執，《成唯

識論》講的啊，依他起不是實有的。

這就是說，唯識宗與般若中觀講到緣生、講到依他的時候是一樣的，是完全一

樣。不過，你說誰講得透徹一些呢？這樣就唯識宗講得透徹一些，因為有一種真的自

性實無的，唯識宗講到這種就是「龜毛兔角」，沒有靈魂你執有靈魂，那麼這種就是

真的自性實無了！而這種(在)般若中觀沒有講到，有一種是自性實無的，凡是緣生法

都是不可能是自性實無的！這樣唯識宗就發現一種法是自性實無的，就是遍計所執的

法是自性實無。這就是說，這一種是般若中觀沒有講清楚的，唯識宗比般若中觀更清

楚，而這兩個學派不是矛盾的！若是矛盾，是自己的人挑撥矛盾，還有中期的般若中

觀學派有若干的論師與唯識的論師產生拗撬，就不是龍樹菩薩與提婆菩薩的思想與唯

識思想的矛盾。

相反，唯識的大師是為提婆菩薩與龍樹菩薩做注釋的，譬如安慧，大家都知道他

是唯識宗的大師，是吧？他為龍樹菩薩的《中論》做注釋，護法為提婆菩薩的《廣百

論》做注釋，(這就)表示不矛盾了，我能為你的宗派做注釋，我與你肯定不是仇人

了，是仇人就怎會替你注釋你的作品呢？所以根本他們兩派不是矛盾的！不過立論點

的時候，在方法的處理上是有差異，就像我剛剛說「有」與「無」的問題，講存在的

批判，唯識宗就是用「三性」來批判，般若中觀不是用「三性」去批判，是用「空」

去批判。這樣，「空」的時候就不夠細密，只是「空」是不能夠細密，即種種都非自

性實有、非自性實無的時候呢，就看不出一些絕對是有「體」有「用」的東西，有些

絕對是無「體」無「用」的東西，一視同仁了，有「體」有「用」又是「空」，無

「體」無「用」又叫做「空」，這樣就是不能夠細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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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密」就是說，無「體」無「用」一類，有「體」有「用」的一類，現象一

類，這個現象所依的實性一類。這樣，唯識宗就(將他們)分作三類了，那些絕對的無

「體」無「用」叫做「遍計所執(性)」；那些相對地隨緣而生有「體」有「用」的事

物叫做「依他起(性)」緣生的事物；有一種就是由透過「二空」來證入諸法實相，不

能說的、不能夠透過語言概念講的，這樣般若中觀都承認諸法實相是不能說的啊！我

們叫做「圓成實(性)」。

那麼，「圓成實(性)」與「遍計所執(性)」這兩大類是般若中觀沒有講的，是唯

識宗發展出的一個新理念，這就是說唯識宗批判存有事物的真假是比般若中觀細密

的。不過，唯識宗有個缺點，這個缺點就是有兩種東西建立，一種是建立「阿賴耶

識」，第二種是建立「種子」，這個是它的缺點，這個就是metaphysics，這個就是

玄學。般若中觀沒有玄學的，它不需要建立任何東西，譬如說，眾因緣所生之法，不

是玄學來的，是經驗的事物啊，是經驗界內的事物啊，這樣，所以眾緣所生之法的時

候，既然是眾緣所生，即是沒有「體」了，是吧？所以下面第二句說，「是即無自

性」，「是」即是此，這個「是」即是此，此是指甚麼啊？指眾緣所生之法就是

「是」了，「是」這個字是一個 pronoun ，是一個代名詞，就是指前面所講的那種

眾緣所生之法。那麼，這種法既然是眾緣所生的時候，它是無實自性，無實自性即說

非自性實有、非自性實無。

「無實自性」有兩個意義的，無自性即非自性，但這個自性開作兩種的，一是實

有，第二是實無。這個「自性」是形容詞，或者是副詞，不是自性地實有，不是自性

地實無。這個「自性」又可做名詞，名詞是怎樣？因為它的梵文是

svabh vaā ，svabh vaā 看看有沒有「h」，svabh vaā 有「h」，我漏寫「h」，漏寫

「b」字，svabh vaā ，這個是「b」，還有長(音)「ā」，svabh vaā ，沒有錯了，前面

長(音)「ā」在這處，svabh vaā ，這個是自性。

甚麼叫做「自性」？以前講過了，那種事物不是緣生就是自性，不是緣生的，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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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是它自有的、它獨有的、它恆有的。如果它「有」，就是自有的、獨有的、恆有

的。如果實「無」呢，就是甚麼？自性實有的事物消滅了，消滅了就變為自無、獨

無、恆無，那種事物，自無、獨無、恆無的那種事物就叫自性實無了，那麼自性實無

即等於零了，等於零了。這支筆是否自性實無啊？不是啊，它不是等於零啊，它可以

當飛鏢會鏢死人的，鏢中了你的穴道整個人倒在地下的。那麼它是有「用」了，凡是

有「用」的事物，都有「體」，都不是自性實無，所以，般若中觀講的「無自性」，

就是這兩種了，「無自性」是一個很正確的講法，凡是緣生法，它都一定無自性，因

為「自性」就是非緣生的。

這樣，因為「自性」有三個特點，就是自己存在自己的，「有」即存在，自己存

在自己，自有；它沒有組成部份的，獨自存在的，這塊黑板不是自己存在自己的，如

果沒有人做這塊白板，這塊白板不會存在，是吧？這塊白板不是獨有的，這塊白板有

條邊，有隻腳，有個架，有白板本身，它由很多部份合成的，所以它既不是自有，有

人造它，第二，又不是獨有，有組成部分，又不是永遠存在的，在某個空間、某個時

間，它自然不存在的，不是恆常地有，這樣叫做「自性」。如果「無」就將它轉變

了，將個「有」字變成「無」了，這樣將個「自性」變成副詞都可以，它現在是名

詞，就是那種事物。

這就是說，「自性有」與「緣生法」是矛盾，如果自性有就不需要緣生，如果緣

生就不是自性有，因為自性有是這樣的。緣生有就是怎樣的？非自有、非獨有、非恆

有。所以，「自性有」與「緣生有」，我不講個「實」字了，現在不是「實」的，緣

生有是剛剛相反的，這個就非自有、非獨有、非恆有。

因此，「自性有」與「緣生有」的事物就不能夠並存，是兩個矛盾的概念，如果

這個存在，那個就不存在，如果這個不存在，那個就存在，此真彼假，彼真此假，是

個這樣的觀念。那麼，因此這樣的觀念，所以眾緣所生之法，這個法就是無自性，因

為緣生之法是甚麼啊？是緣生(而)有。自性，就自性有，那麼緣生有就不是自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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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於是緣生有就是無自性有，是無自性。無自性呢？有兩個意思，剛剛我說，一

個是「無」即非，就是非自性實有，但同時是甚麼？非自性實無，多數人就漏了這

個，多數人(認為)它是無自性即是沒有東西了，這樣就全錯了！不是啊！這個不是龍

樹菩薩的思想。

很多讀《中論》的人與講《中論》的人都錯，他漏了非自性實無，你只是講非自

性實有，不講非自性實無，只講一半，一半是不及格，是不應該合格，就是他講《中

論》講錯了，還有他們很驚(怕)一些又懂「唯識」的人又懂「中觀」的人去講「中

觀」的，很驚(怕)，還有誤解以為講「唯識」的人不懂講「中觀」，包括現在印順法

師門下的弟子就是這樣，他們自己不懂「唯識」，印順法師懂「唯識」，印順法師的

弟子不學「唯識」，所以講的時候，很多就漏了這個「自性實無」，是有這一個缺

點。還有一講「唯識」，他講的「唯識」錯的，是不對的，這樣就很弊(糟糕)了，你

不懂那種，你怎麼知道人不對啊？你研究過，你花十年八年研究過，你才好說人家不

對，你又沒有研究過，你說我們這一派不講「唯識」的，所以你就不對，這樣不行

啊！你不講就不一定不對啊！

這樣我們看看，這首頌文是很重要，就是緣生之法是無實自性。那麼，然後「無

實自性」，第三句是沒有用的，「若無自性者」是重複了甚麼？第二句，是吧？那些

無自性的事物呢，叫做「若無自性者」，如果那種事物是無自性的呢，這樣就是提出

了一個假言的命題，這會怎樣啊？「云何有是法？」這是怎樣有那種事物呢？怎樣可

以有那種事物就是如何？它怎可以是自性實有呢？它怎可以是自性實有呢？自性實有

就是不空了，是吧？自性實有就是實有，就是不空，怎可以是不空？這就是怎樣啊？

這即是空，是吧！

這個「云何有是法」即怎可以是不空呢？怎麼可以是不空的時候呢，這個否定語

句改了反詰語句表達，這就是說它不是不空的，不是不空即是空了，這樣「云何有是

法」即它就是空。這樣就是給我們三個觀念走在一起了，第一個觀念就是「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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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第二個觀念就是「無自性」，第三個觀念就是「云何有是法」，怎可以是不

空？這即是「空」！這即是「空」！這就是說，「空」這個意義就等於無自性！

為甚麼事物會無自性啊？就是由於緣生的原故，所以無自性，這個就是將果去溯

因，從果出現了「空」，這個結論是「空」，「空」就解釋為甚麼「空」？因為無自

性就是「空」了，然後再問為甚麼事物會無自性啊？因為緣生，所以無自性。這樣就

用果去推因。但是，這首頌就不是(這樣)，是由因去講果的，是吧？因是所有事物都

是緣生的，由緣生的原故，因此無自性，無自性就不能自性實有了，不能自性實有就

不能不空了，不能不空即是要空了，這樣所以叫「空」。

這樣，「空」就等於甚麼？非實有、非實無，那麼這裏就沒有強調非實無，在這

裏(是這樣)。不過，在《中論》裏面有一品叫做〈觀有無品〉，就是講「非自性實

有」(與)「非自性實無」。「觀有無」(的)「有」就是自性實有，去考察事物自性實

有呢，或是非自性實有呢；「觀無」，它是實無呢，還是非實無呢，去考察這兩種，

考察的結果就叫做「空」，這個「空」就是一方面非自性實有，同時一方面非自性實

無，是《中論》的精神所在。

如果你不讀，這個就是《中論》裏面的第十五品叫做〈觀有無品〉，是不能掌握

「般若中觀」的精要義理所在。那麼，在這裏它都是很精要的，但在文字上沒有顯出

「非自性實無」在這個地方的這首頌，不過，這首頌有個好處，好處就是將「緣

生」、將「無自性」、將「空」這三個基本的理念扣在一起，它的好處。

在《中論》裏面找不出一首這麼清楚的頌文，在釋文(就)有。在《中論》裏面與

它相近的就是「眾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有個「空」字，「亦為是假名，亦是中

道義。」這樣，它有「緣生」、有「空」，但少了一個理念，那個理念叫甚麼？「無

自性」沒有講啊！這首頌就很重要了！但是在這首頌的字面上沒有「空」字，字面上

沒有「空」字啊，字面上有「緣生」，即眾緣所生，有「無自性」，但就漏了「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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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這樣，有沒有一首頌是齊全的？答案是有的，《十二門論》的〈觀作者門〉，以

後我們會讀的，這另一首頌就有齊了三個觀念的，一方面講「緣生」，一方面講「無

自性」，一方面是講「空」，這樣就很好了！

這樣就很好了，於是我們講「般若中觀」的人是在文獻上將三個觀念能很清楚地

列出來了，這樣我們講到那處就再提(示)大家。不過這首頌都很重要啊，雖然沒有拈

出個「空」字，「云何有是法」就含有「空」義了，「云何有是法」在修辭學上是一

個反詰語，反詰語的意思是怎可以不「空」，怎可以是「有」，怎可以是自性實有，

怎可以是不「空」，這樣就是「空」了，它含有這樣的意義。

這樣我們看了，所以這一門叫做「觀因緣門」，那就觀一切法都是緣生，一切法

緣生就是無自性，就是無自性就沒有它的實體，「云何有是法」，既然無自性即沒有

實體了，不是自性實有了。那麼我們看一切法都是這樣看，一切法都是這樣，應作如

是觀，這一品就是講這個道理，講一切法是緣生的、無自性，所以就是「空」。

好像我們過往很多個禮拜都講了「空」是甚麼？是佛教任何一個宗派都要接受

的，它是共法來的，所以唯識根本是接受，不過唯識解的「空」字是有自己的解法，

與「般若中觀」的解法不同，不過整個義理裏面是不矛盾，因為自己有自己的定義，

相反，唯識講的「空」稍微或者與原始佛教講的「空」有很多相近，因為原始佛教裏

面都有「無」的意義，這個「空」有「無」的意義，那麼「般若中觀」它有沒有

「無」的意義？它這個「無」的意義，不過它只是「無」甚麼呢？無實有的，它都有

這個「無」的意義，不過這裏指明了它「無」自性實有與「無」自性實無，它都有

「無」的意義。

那麼，唯識宗的這個「空」字就解作無體無用，它將個「無」字強調了「無

體」，還強調了「無用」。這樣在原始佛教的《阿含經》講的「空」就是無我、無

常、無實體，這樣的「無」。大家都有「無」的意義，它是一個不清晰的界定，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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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中觀」與「唯識」很清晰地界定「空」就是甚麼？無自性，為何無自性？緣

生。這樣就比《雜阿含經》進步了很多，就是 well-defined，每一個 term都well-

defined，很清晰地界定。

老實講，這種在陳耀南講得對了，是超越了儒家，儒家很多沒有定義啊，儒家不

是種種都有定義的，甚麼叫做「仁」？甚麼叫做「義」？甚麼叫做「禮」？很多都沒

有定義，還有呢，儒家不重視邏輯的，沒有邏輯講的。但是佛家很重視邏輯的，講

「因明」啊！不過有一派，就是印順法師那一派，是不重視「因明」，不懂「因明」

就說「因明」沒有用，所以印順法師講的東西很多都對的，但亦都講錯了很多，是不

重視「因明」，這個是大缺點。怎可以不重視「因明」啊！「因明」講邏輯、講思維

方法的啊，思維方法都不重視，重視甚麼呢？

那麼他很簡單，說「因明」很難學啊！因為只是一個「真唯識量」已經花了很多

時間，講來講去都不清楚，這樣他說「因明」沒有甚麼大用，這樣都可以！這樣都可

以！這樣是個事實，「真唯識量」是很多人不明白，但就不因為它難學、不明白，就

不重視！因為「般若中觀」有一部分的中期學派是反對「因明」的，但不是所有「般

若中觀」(學派)都反對「因明」的，清辯就不反對，月稱就反對，月稱反對是傻人，

不可以反對的。

因為根本龍樹菩薩思維的時候，有一套邏輯思維的，有一套邏輯思辯的方法，不

過你不懂、你不了解而已，我是了解它的，我可以將整本《中論》裏面的思維方法在

我的「導讀」、「導論」裏面寫清楚，我將它怎樣思想的，現在所有的西方學者都在

做這種事，將龍樹菩薩怎樣思想的，他怎樣辯論的，他有一套方法的，那套方法你不

懂就不能說不重要，它很重要啊！不過在這《中觀論頌講記》裏面不講出來罷了，你

不懂講出來罷了，人家懂得講啊！ 

所以我寫《中論》全部有論證的，就超越了他們，超越了那些不懂的，全部都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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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講出來，錯就知道錯，對就大家知道對，這樣多好！對就對！錯就錯！是與這個時

代的思維掛鈎(相扣)。所以，現在我們不能再不懂「因明」、不懂邏輯了，不能啊！

這是中國的一個大缺點，中國人的大缺點！所以，陳耀南這樣就很對了，陳耀南就說

中國人是不重視定義。所以，這裏就很清楚定義，界定甚麼叫做「無自性」，緣生就

叫做「無自性」，「無自性」就叫做「空」。

這樣，這個定義是這麼清楚界定的。所以中國很多偉大的東西失傳，它是不懂得

用邏輯的方法將它們輯好，將它們系統地將它排列好，不懂啊！不能夠綱領條目的那

樣清清楚楚地排好，因為沒有邏輯的頭腦就不懂得排了，這樣。所以，陳耀南有部分

(這樣)，一個人講的東西有一部份對，有一部份不對的。我們不能因人而廢言，就是

說他的一生裏面有很多貢獻，譬如印順(法師)，但是他講的理念有一些，不是百分之

百的對，可能錯的，不過他真的貢獻，我們承認他的貢獻，我們肯定他的貢獻，我們

景仰他對佛教文化的貢獻，但他的缺點我們都要知道。

如果(他的)缺點不知道的話，你永遠都超越不了他，永遠都不進步的，那麼我們

永遠不會希望後一代人是差過前一代的。這樣，所以我們讀佛法都一樣，我們希望以

前講佛法的人，他有缺點的地方，以後講的時候，可以使到這些缺點可以排除了，這

樣。那麼，下面就是引用一些資料將頌文的意義講得清楚一些的。第一，我想引用了

《中論》的〈觀涅槃品〉裏面，〈觀涅槃品〉裏面也是講個「空」字。

因為甚麼要講「空」字啊？因為在這首頌沒有正面講「空」啊，雖然在第四句

「云何有是法」即是「空」，但它沒有講啊，欠個「空」字，所以在〈觀涅槃品〉裏

面，我就引用青目的釋文，他說，「一切法於一切時，一切種類皆從眾緣生，」所以

是「畢竟空」，「故無自性。」這樣，青目就將三個觀念放在一起了，見到嗎？第

一、緣生；第二、空；第三、無自性。

這樣，你發覺為什麼講《中論》的時候，常常都講「無自性」的，因為「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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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是「中觀學派」的基本理念來的，破任何都要加上「無自性」，那怕是「無

生」、那怕是「無滅」、那怕是「非一」、那怕是「非異」、「非常」、「非斷」、

「非來」、「非出」等等，都是講「無自性」的「非」，都是本身破它「有自性」。

破它「有自性」，「非生」是非有自性的生，不只是破「生」，「生」沒有得破

啊，緣生法就是「生」，你說「緣生法」的啊！你怎樣破啊？緣生法就正在「生」，

你說「非生」、「非滅」，是吧？「非常」、「非斷」，你自己說緣生法怎麼會沒有

「生」啊？這就是說，他說破「生」的時候，破自性「生」而已，要加個「自性」，

即使《中論》沒有加「自性」，你自己都加進去解釋，你不加就不對了。

因為根本龍樹菩薩就是講「生」！ 龍樹菩薩在一處地方講「生」，另一處地方

講「非生」，這是為何啊？自相矛盾？自相矛盾是龍樹菩薩有些不對，他的不對不是

因為自相矛盾，他是沒有講得那麼清楚，他以為你明白，以為你個個都是聰明人。

我說「非生」，即是非自性的生；我說「非滅」是非自性的滅；我說「非常」，

是非自性的常；我說「非斷」，是非自性的斷；我說「非一」，是非自性的一；我說

「非異」，是非自性的異；我說「非來」，是非自性的來；我說「非出」，即去，就

是非自性的去。全部有個「自性」的啊！但他全部沒有講到！所以呢，做注釋的人與

龍樹菩薩在另一個地方就講「自性」。

當他沒有講「自性」的時候，我們讀他的書要怎樣啊？要將他有講「自性」的那

個「自性」拎了加進去，這樣你就聲入心通了，這樣就不用別人教了，你自己做自己

的老師，你就看通了所有龍樹菩薩的資料，這樣就一定要加上這個「自性」 。這

樣，於是青目就解釋了，他說，一切法是從眾緣生的，一切法包括了所有的事物，包

不包括「真如」？這個答案是包括，包括。

「真如」為甚麼都是緣生法？就是說《中論》的「緣生」是與其他學派，還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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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佛教與唯識通通不同。凡是相因待就叫做「緣生」。所以「真如」是無為法，無為

法是相因待有為法，因為有相因待的原故，所以「真如」都是緣生，但唯識宗在這不

肯講緣生的，請大家注意！唯識宗是將「真如」叫做非緣生法。那麼，唯識宗講的

「緣生」與般若中觀講的「緣生」是否一樣？不一樣，不一樣的。

我們讀書就是要這樣，知道這個學派用的詞語與另一個學派用同一個詞語是否一

樣，我們先要做這種(研究)，不要看見同一個(詞語)就以為一樣，不是啊！是有不同

點的，同一個詞語在甲學派這樣解釋，在乙學派就未必那樣解釋的。同時在一個學派

裏面都有不同啊，譬如講「唯識」，如果你有聽我講《成唯識論》就知道了，「見

分」、「相分」，安慧說它是依他起，但是護法、陳那說是依他起，哦，不是，安慧

說它是甚麼？遍計所執，護法、陳那說它是甚麼？依他起。

同一個學派啊！都是「見分」、都是「相分」啊，那個評價不一樣！所以硬將

「唯識」開了兩個學派，一個是古學，一個是今學，古學叫做甚麼？「無相唯識」，

今學叫做甚麼？「有相唯識」。當時有沒有這樣的名稱啊？沒有的，後來加進去的，

後來寫歷史的人將它分辨的，因為講同一樣東西，但講的結果不一樣的，他不是否定

「見分」、「相分」啊，安慧都講「見分」、「相分」啊，陳那都講「見分」、「相

分」啊，但他們對「見分」、「相分」的評價是居然不一樣的！

這樣，我們讀書就很麻煩了，世界上的東西沒有那麼容易的，你說麻煩(就)任何

東西都麻煩；如果你覺得不麻煩，任何麻煩的東西都不麻煩的！ 這就是你的心境！

就是你自己的心境，就是你自己的態度，對事物的態度，還有你的自信，你夠不夠客

觀，這樣的。這樣麻煩就種種事都麻煩，做人就是麻煩的，不過你不可以不做人！這

樣解釋而已。

那麼，因此這個「眾緣所生法」，所謂「眾緣」就是任何東西相因相待存在的事

物就叫做眾緣所生。那麼，這個相因相待的事物包括一切時的相因相待，包括一切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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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的相因相待，一切空間、時間、品類等等的一切相因相待。這樣，上面的「於一切

時、一切種類」都是描述甚麼啊？相因相待的緣生的情況，是修飾緣生，既然是從眾

緣所生的時候，所以是「畢竟空」，這樣，如果任何事物是緣生，這個答案就是任何

事物是「畢竟空」，這個就是甚麼？《般若經》裏面的最終精神。

《般若經》裏面就是講一種東西，就是「空」字，「空」就是沒有例外的，沒有

例外就沒有一種東西不「空」的，是包括有為法與無為法都是「空」，有為法是

「空」，無為法、真如都「空」，是沒有東西不「空」的，沒有東西不「空」叫做絕

對空，「絕對」這兩個字就是畢竟，畢竟是(指)絕對，畢竟，絕對是「空」的。

那麼絕對「空」呢，甚麼叫做「空」啊？「空」就是無自性，所以絕對「空」即

絕對是無自性，這就三個觀念走到一起了。這三個觀念即與前面一樣，一切法從眾緣

生，即第一句「眾緣所生法」；故無自性，即第二句「即無自性」；故畢竟空，即是

甚麼？「云何有是法」。

那沒有第三句啊？第三句重複第二句啊，是吧？因為可能字數關係，那就將第二

句、第三句重複了，「即是無自性，若無自性者」，重複了，是吧？將前面的第二句

再重複了。這樣又看到會通了，就是說，《中論》所講的東西與《十二門論》所講的

東西一樣，完全一樣。那麼除了這一品之外，還有一品，我剛剛說〈觀有無品〉是很

重要的一品，是吧？於是我又引《中論》的〈觀有無品〉。

這樣，〈觀有無品〉說，若言「眾緣中有性，是事則不然；性從眾緣出，即名為

作法。」這是本來的頌文。那麼，你不懂解這個內容，所以我加些字進去，使到我一

讀就懂得解釋的，加了就變成「若眾緣中有實自性」，這句「眾緣中有性」，如果眾

緣和合所產生那種事物，你說有自性的話，「是事則不然」，這樣是不對的，一方面

你說眾緣所生，第二方面你說它有實自性，這樣是錯的。那麼加了就很容易解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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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為甚麼錯呢？「(因彼自)性(若)從眾緣出」呢，你說的那些自性，又說是眾緣

所產生，因為你講的那些自性可以從眾緣出，那麼從眾緣出呢，「即應名為 (所)作

(之)法」，這樣就應該叫做眾緣和合所產生的事物。這樣，你以為自性是可以從眾緣

和合所產生的事物，這樣的時候就不叫做自性了。這樣，你講的眾緣和合所產生的自

性，就不是自性。

因為呢，「應名為所作之法」，「所作之法」是所被產生的法啊，被產生就不是

自有了。是吧？因為「自性」是自有的啊，這樣你一方面說它是眾緣和合所產生，一

方面說它有實自性，這樣你自己是有矛盾的。這即是你的頭腦有矛盾的，你的頭腦

說，這個杯是眾緣和合所產生，又說它有杯的自性，這樣是錯的。

那是為甚麼？因為眾緣和合所產生就是無自性。因為「自性」是自有、獨有的，

自有就不是作法，不是眾緣和合所產生的法。「作法」即是眾緣和合所作之法。這就

等於「聲是無常，所作性故。」一樣，是吧？「所作性」是玄奘法師譯的，是吧？

「是即名為作法」這個就是甚麼？這個鳩摩羅什法師譯的，一樣的，是一樣吧！

因為眾緣和合所作之法就是等於「所作性」。「所作性」是被人作出來的事物，

這個「性」就是事物。這樣，所以一切緣生之法，既然是緣生，你就不要說自性實

有，你說自性實有又說是緣生呢，這樣是自相矛盾。是「作法」即是緣生法就不可以

自性實有，是自性實有就不可以怎樣啊？是緣生之法的。那麼，這裏將兩個觀念的矛

盾點提了出來，就是我所引的這段，就知道你的頭腦清晰了，不可以同時說他眾緣和

合所產生，又同時說它有自性，這樣是不行的，這樣是錯的。

這裏「即應名為所作之法」，「即應名為所作之法」即說不能成為自性了，是

吧？「所作之法」不能成為自性，這就是說從眾緣和合產生的自性不能成為自性。

這就使到對方怎樣？使到對方自相矛盾，是吧？「自相矛盾」在因明學上叫做甚

麼？自語相違，就使到自語相違，使到眾緣和合產生的自性是非自性，使到不能自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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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說，就是矛盾了，這使到他自己矛盾。這就是說，所有從眾緣和合產生的事物都不

能夠叫它甚麼啊？自性。如果你叫它自性的時候，這就變成作法，這個自性就是作

法，自性是作法的(時候)呢，即自性不是自性！如果你叫它自性呢，它就不是自性，

是無自性，這樣。

那麼，這裏就引了龍樹菩薩在另外的，即《中論》裏面兩品的解釋，姑且到此。

這樣，下面再引吉藏法師的《十二門論疏》，吉藏有很多偉大的作品，《十二門論

疏》是偉大的作品之一，因為這個中國人是注釋般若中觀的疏就叫做「吉藏三疏」。

因為「三論宗」是以三本論做依據的，三本經教做依據的，這個就是「教門」。

禪宗就不依任何的經教，叫做「宗門」，是吧？只是以佛教思想理論去依，但不

以某一本論、某一本經依的，這樣叫做「宗門」。「宗門」相對「教門」來講的，那

麼「教門」呢，三論就是「教門」，依三種教來建立，哪三種教啊？就是《中論》、

《十二門論》與《百論》，而吉藏法師就逐部頌做疏，由《中論》有《中論疏》，

《百論》有《百論疏》，《十二門論》有《十二門論疏》。

這樣，現在下面這段就引《十二門論疏》，這裏吉藏《十二門論疏》就解了，逐

個字解釋了。因為頌文就是「眾緣所生法，是即無自性；若無自性者，云何有是

法。」這樣就先解釋緣生了，「眾緣所生」的這個「眾緣」者，解釋「眾緣」了，是

「四支百體語其因也。」這是指四肢，這個「眾緣」包括我們的人體，人體是法。

「語其(因)」是構成身體之因，身體之因是果，我們的身體透過哪幾種因來構成

啊？是四肢，四肢包括我們上面的兩肢，即兩隻手，還有甚麼？兩只腳，這樣就四

肢。這個「四支」的「支」字現在的文字怎麼寫啊？加個「肉」字邊旁，因為古字就

不那麼清楚的，現在我們這樣寫「四肢」。他就是這個「支」，假借字，還有其他的

我們的器官，包括我們的眼、耳、鼻、舌、身等等，各種的器官，這裏有一百個體，

不止一百個，因為你的器官只是汗孔都不止一百，只是你的手臂都不只一百種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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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這麼多孔在裏面，這麼多汗孔在裏面，是吧？這麼多毛囊，那怎只有一百呢？一

千億都有啊！這樣的時候，這一百種體來構成的，構成的一百種體，即是一百種緣去

構成你的身體，這樣，於是語其構成身體之因，就叫做眾緣。

「眾緣」怎樣？你身體的眾緣就構成你的身體之因，就等於四肢百體就是因，四

肢百體對你的軀幹，對你的身體，對你的根身，它就是因，這樣「眾緣」即是因。那

甚麼叫做「眾緣所生法」呢？這是果，是吧？眾緣所產生的事物，這樣他說，「所生

之果法者，正是彼七尺之身軀。」它本來沒有這麼長的，是我加進去，它正式是「所

生法者七尺之身。」

「能生之法」就是甚麼？四肢百體做因緣。「所生之法」是七尺之軀。這個通常

「應門七尺之童」，是吧？因為舊時的七尺沒有我們現在這麼高啊，我都沒有這麼

高，我只得五尺多啊，七尺很高大，姚明這麼高，但是古代的七尺不是等於現代的七

尺啊，大家注意了，七尺是普通人身高的七尺。我去看過秦始皇那些兵馬俑很矮小

啊，不是很高大，舊時的人很矮小的，這樣它又說八尺之軀，是吧？八尺之軀原來這

麼矮的，比馬還細小，那些馬不是我們現在的賽馬那麼大隻，那些馬很細小的，這樣

就古代的尺是與我們現在的尺不一樣。

這樣，這個就是我們的果，那麼就解釋了「眾緣所生法」。那甚麼叫做「是即無

自性」呢？這樣就逐句解的，「是即無自性者，義果體從四肢百體眾緣所生。」他

說，「緣會而成」，「緣會而成」這就是說，我們的七尺之軀是由四肢百體各種的因

會合而成。所以「緣會」呢，所以中國有個宗派叫做「緣會宗」，就是初時我們的

「三論宗」未成立之前，中國人對那個「空」字不懂解釋，於是有「六家七宗」出

現，「六家七宗」是否好東西來的啊？不是好東西來的，全解錯了，是吧？將人家印

度的「空」字解得全錯了！

這樣，有些叫做「緣會宗」，有些叫「即色宗」等等，這樣的時候，他就解「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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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這樣，緣會宗呢，「緣會」其實不錯啊，緣會宗的「緣會」真的不錯，即是眾

緣會合，這就是「空」了。這就是說緣會宗的用詞是不錯的，「他生緣會更難期」，

這個「緣會」，眾緣會合。這樣，就由我們的四肢百體，眾緣會合構成的這個體，這

個體就是無自性的體。

那麼，這個是怎樣無自性的體呢？他說，「由因緣會合而成者，豈有其自有、獨

有、恆有真實之性耶？」這樣就用「性」字，這個即自性，這個「性」字是

bh vaā ，svabh vaā ，他不譯個甚麼出來？sva，只是譯 bh vaā ，但我們了解是自性，

一講「性」字就是自性。這樣，既然由眾緣和合所產生的，它怎會有自性呢？那甚麼

叫做「自性」啊？有獨有、恆有，自有的叫「有自性」。

那麼，眾緣和合所產生的法，它就不應該有獨有、有自有、有恆有的「自性」。

那這個句子「豈有自性耶？」它是修辭的表現而已，這個正式的含義是怎樣啊？就是

不有自性的意思，是個否定判斷來的，「豈有自性耶？」就是不有自性的。那為甚麼

用問號啊？問號是使到聽眾，那個聽者是自我反省它是否有自性。這樣就不鍾意勉強

你接受它是無自性，你自己判斷它是否有自性，好像你對子女，他就只是嬉戲，不求

讀書，這樣你就說：「你有沒有出息？」這就是說他沒有出息啊，但你不鍾意說他沒

有出息，因為你不想損害他的自尊啊，這樣你就只問一下他，你這樣有沒有出息啊？

你問他有沒有出息，即是說他沒有出息啊！衰仔！

那麼，修辭學上可以這樣做的，因此我們讀經教一樣，讀經教的時候，它有時的

問是假問的，不是真問的，是修辭學上的問，修辭學上的問是反問的語句，反問其實

是我心中否定你的，說你不對了，通常是修辭學上(是這樣)。那麼，我想我們讀書的

時候，我們知道這個句子是真正的問還是假問，如果它不是真正問的時候只是修辭學

上的問，它有這種反問的格，它只是反詰語，它是格來的，反問的格。修辭有很多方

法，每個方法叫做格，某格某格某格 這就反詰語，反詰語目的不是問，它不是請⋯⋯

問你。所以，如果真的請問你是沒有邏輯真值的，譬如說：「請問你由這裏怎樣去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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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咀呢？」那麼這個句子，這個是疑問句子，這個句子可不可以說真與假呢？這個答

案是既不能講真亦不能講假，因為只是一個反問語句，反問語句是沒有真假的，原來

有些句子是沒有真假的，因為我不懂，我請教你了，哪有真？哪有假呢？哪甚麼句子

才有真假？那些叫做陳述句，陳述是照事實講出來的，陳不是陳舊的意思，陳即是說

的意思，陳情表的「陳」，講實情，陳情的「情」是實情。

陳述語句，這些語句，這些陳述語句英文叫做 descriptive language，簡單語句

的一個 statement，凡是有 statement都有真假的，因為把真相講出來、描述出

來，這樣陳述語句才有真假的，那些問的語句沒有真假的。但是這個句子，現在的

「豈有自性耶？」有沒有真假值？有的，所以它不是真的疑問句，它只是用修辭學上

的疑問的形式去表示一個否定語句，否定語句是：那沒有自性的，那是沒有自性的。

將它轉化成為一個陳述語句，陳述語句有兩大類：一類是肯定的，一類是甚麼？

是否定的。這樣通常是否定的，這個是否定的，與前面的「云何有是法？」這個是用

肯定，肯定是空，是吧？但這個是否定的，即否定它是有自性，它是沒有自性的，所

以它是用反詰的形式，用反問的修辭學上的方法去顯示一個否定語句的陳述語言，所

以是有真假值的，因為它是否有自性？有自性與沒有自性是矛盾的，它是有真假值

的。這樣，下面解釋了甚麼叫做無自性，無自性即無實自體，因為無實自體的原因是

眾緣和合所生，緣會，由因緣會合故，所以無自性，是解釋了「眾緣所生法，是即無

自性」。這樣下面，「若無有自性，云何有是法。」要解釋這裏，這樣又說，「若無

有自性，云何有是法者」，這個句子的「法」就是果法，「云何有是法」就是怎可以

有果法，怎可以有自性的果法？

這樣就解釋了，「此緣生的果法，既無自性，即無有真實的身軀與果法的存

在。」即用剛剛前面的那句，譬如「七尺之軀」，它是法，這個是果法，這個果法是

怎樣來的呢？是由四肢百體所組成的，四肢百體所組成呢，所以這七尺身軀無實自

性，無實自性即無真實的果法存在。這樣，它之所以無真實的果法存在，「是故藉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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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因緣，然後存在。」藉就是依，或者是借的意思，依借這個頭的部份，依借腳的部

份，這些這樣的四肢百體的因，然後才存在。如果沒有了頭，沒有了足，沒有了四肢

百體，還有沒有七尺身軀啊？就沒有了。這樣就不是自己存在自己了，它不能夠自

有，是吧？七尺身軀不可自己有自己，七尺身軀沒有獨有，七尺身軀非恆有，因為七

尺身軀要靠四肢百體存在，它才存在，這就不是自有了。這個七尺身軀是由四肢百體

組成的，這個頭、四肢，它的身體，這個百體是它的組成部分，是它的

components，有組成部分合成的那種東西的，好像這支筆有東西合成，有蓋合成

的，有筆合成的，有底下這些顏料合成的，離開了這些顏料那就沒有這支筆。這樣，

所以這個七尺身軀是非自有、非獨有，所以無自性。

還有，是非恆有，他現在就是 20歲，但過了兩年，或者下一剎那他就死了很多

細胞，他即刻變，即刻變。如果不變他就不行啊！不變的時候，六磅的 BB仔長不大

啊！他只是非恆有才能長大。如果他不變，他三歲時六磅，他一百歲都是六磅；他三

歲不會講話，這個 BB仔永遠不會講話；他三歲不會吃飯的，他飲奶的，他一百歲都

飲奶，是吧？他三歲不會走路的，那麼這個 BB仔永遠都不會走路；他三歲不會講

話，這個 BB仔永遠不會講話！

所以，恆有不是好東西來的啊！《中論》說，「以有空義故」，緣生就有可能

「一切法得成」，「若無空義者」，一切法不成就啊！「一切法不成」，「空」原來

是好東西來的！在我們的意識上，「空」有甚麼好啊？甚麼都沒有？其實全錯了！

「空」就恭喜你了！「空」就可以轉弱為強！「空」可以解決所有的困難，是吧！

「空」呢，由愚變智慧，是好東西！不過亦都有不好的，由智慧變愚，不過是由你自

己掌握的！因為這個緣在裏面啊，你掌握這個緣，你知道用這些緣就向好的發展，你

培養的逆緣就向下面墮落的。

那麼，你上升又是由你自己掌握的緣決定的，你墮落又是由你自己掌握的緣去決

定的。這樣，決定就由你自己了，因為佛法就相信你做了善行的時候就得福報的，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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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是緣來的，你做了惡行又是緣，是墮落的。學生：「這即是因果一樣啊？」是因果

一樣啊！因果決定的。但是，這些作善、作惡是由你自己決定，作善即你心識起的時

候，是永遠與「無癡」、「無瞋」、「無貪」等等相應，這樣你就培養那些善緣了；

你作惡即永遠與「貪、瞋、癡」相應，是吧！這樣你就培養那些逆緣了。

但是，你與「貪、瞋、癡」相應好呢？還是與「無貪、無瞋、無癡」相應好呢？

這樣由你自己決定，你自己可以做自己的主宰，所以就由緣決定，就不是自性決定。

所以，般若中觀就說，「以有空義故，一切法得成。」很好的這兩句話，是很好的，

「空」是好東西！這樣就知道我們的軀體是沒有實自性，我們的手足因緣存在，所以

「即悟此身緣起性空」。

請大家注意！「即悟此身緣起性空」，這就是說，將我們剛說的那句「云何有是

法」，即等於甚麼啊？「空」，是吧？即是此身是「空」，即是此身非自性實有，這

個就是「空」。不過，在文字表層上沒有用這個「空」，所以我總覺得遺憾，即這首

頌不夠十全十美，這含義上就是緣生、無實自性、「空」是扣緊了，在意義上是扣緊

了，但文字上沒拈出個「空」字，沒有用到 nyatśū ā， nyaśū 這個字梵文沒有用到，

這樣是很可惜的，這首頌有美中不足的地方。

不過，在我們讀其他的作品裏面與吉藏的作品裏面已經用個「空」字去解釋，這

樣就很清楚了，這個就是講「空」。那麼下面就引其他的經論去支持講「空」的這個

道理，這樣吉藏法師就用《華嚴經》，他說，「故《華嚴經》云」，本來沒有《華嚴

經》這幾個字，是我加進去，「故云，觀身實相，觀佛亦然。」他說《華嚴經》呢，

我們去考察我們的身體的真實狀態、真實狀況，如果了解呢，亦都了解佛。這是怎樣

解釋啊？下面 bracket解釋了，這個意思就是說，彼此因緣所生，無實自性，畢竟空

的意思。

這就是觀察我們那個甚麼啊？那個七尺之軀是無實自性的，是因緣和合所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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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這樣就知道佛的那個色身一樣是甚麼？無實自性啊，你不要以為佛是有自性啊！

佛的那個軀體一樣是緣生，一樣是空，一樣是無實自性，他的意思就是這樣，所以

呢，大家都是畢竟空。這樣就講完了這個內法，它是藉 《十二門論》用我們的七尺着

之軀這種內法，去舉出個甚麼啊？緣，還有舉出個甚麼啊？果法，兩種都是「空」

的。這樣，於是這個世界存在的東西不只是內法，不是只得你的身體，還有山河大

地，還有外法，於是就講了外法。他說，「內身既已」，他說我們內在的七尺之軀是

緣生的，是無實自性的，是畢竟空的。「外舍亦然」，外在的房舍，即是山河大地、

房舍。「亦然」，亦然即亦是這樣，這個「然」字是這樣，亦是這樣，亦是這樣即怎

樣啊？亦是緣生！亦是甚麼啊？無實自性！亦是甚麼啊？「空」！這樣。

那麼你發現他解釋得很好啊！因為他講到因，又講到果，又講到緣生，又講到無

實自性，又講到「空」！這樣講完我們自己本身的那個軀體的緣生、無實自性、

「空」之外，又講外在的世界，這個器世界又是緣生，又是無實自性，又是「空」。

這樣，我們發現這個解釋是很好的，即我個人覺得是很好，不知道你覺得好不好了，

我就覺得他解釋得很清楚的。

好了，大家有甚麼問題呢？這一品最重要就是這首頌了，如果這首頌懂得了，下

面不讀也可以的，下面不用聽我講書都可以，你下一堂可以告假。這樣，我們的「乙

一」就是分開「丙一」、「丙二」、「丙三」，「丙一」是講完了，「丙一」是講

「長行發起」與「頌攝諸義」，「諸義」就是我們的那個果法是依因法而有，於是果

法是「空」的、是無實自性的，包括內法，包括外法，包括一切法，一樣。

這樣，然後「丙二」是「長行正釋」，用散文講了，這即是《十二門論》很少頌

文了，只得十幾二十首頌文，不是很多，這就講了一首，其餘那些全部是散文來的，

沒有頌文。這樣就「丙二、長行正釋」，「長行正釋」你看到這個表，這個表開作四

大段，是吧！就是「丁一」、「丁二」、「丁三」、「丁四」。這樣，「丁一」就是

「總列內外眾緣與果法」，這就是說將內的眾緣、內的果法、外的眾緣、外的果法都

「空」。那麼「丁二」呢，就是「破內外果法」，這樣將內法說它緣生、無實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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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外法亦都是緣生、無實自性、「空」。「丁三」呢，就是「別破內法以顯無

生」，這樣本來講完了，就再開一段破內法的，就顯示它無實自性生。

這樣，然後「丁四」就總結甚麼叫做「空」。這樣全部講「空」、講「緣生」、

講「無實自性」，那麼這裏就最長了。這樣，然後「丙三」就很短的，總結本末，幾

句說話就好了。那麼，然後我們看回「丁一」，這就是「總列內外眾緣」與「總列內

外果法」，論文就是這樣說，「眾緣所生法有二種：一者內，二者外。眾緣亦有二

種：一者內，二者外。各各先因而後生。」這裏是一句。這樣，這裏的「眾緣所生

法」是回應前面頌文的第一句，是嗎？第一句是「眾緣所生法，是即無自性。」

這樣的時候，這個「眾緣所生法」是哪些呢？這樣就列出來了，那麼有兩種，兩

種即是兩大類，一種眾緣所生法是內法，即內在的眾緣所生法；第二種是外法，即外

在的眾緣所生法。這樣，既然眾緣所生法是兩類東西，一類是因法，一類是果法。那

麼，眾緣是因法還是果法啊？眾緣是因法。所生法是果法還是因法啊？是果法。

這樣就先講這個因，那麼「眾緣亦有二種」，即說因法又分二種，一者內在的因

法，內部的眾緣；二者外，第二就是外在的眾緣，外在的因法。這樣，然後由內法就

產生內果，內法之果；外法就產生甚麼？外法之果。他說，「諸果法」，即由內法所

產生的果法與甚麼？外法所產生的果法，「各各先因而後生。」這種果法先有因，然

後才有果的，無因就無果了。

那麼，這是時間上的因呢？還是非時間上的因呢？他沒有講。用「般若中觀」的

講法應該是即時因果的，就不是時間上，是同時因果。因為，異時之後就因不成因

了，因為過了時候它怎樣做因啊？這支筆的蓋與這支筆的體合做這支筆，要同時存在

的，這個蓋存在與這個(筆)桿的存在要合成才行的。

如果這個蓋在一百年前存在，這支筆桿是現在存在的，這支筆就不存在了，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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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因了，是吧？要成為因就要同時存在才能成為因。這個是絕對的意義講的。但

是，相對地講就不是這樣，就可以因在時間之先，果在時間之後，但是這樣講是不夠

透徹的，好像你的阿爺，或者太祖公，他是因，有你的存在，你與你的曾祖不同時

的，但他都叫因，但這個因不是直接的因，因為是曾祖父生下祖父，祖父生下你的父

親，父親生下你，這麼多代我們都尊稱他為因，是吧！一般人是這樣講。

所以，因果是有兩種講法，一種是同時因果，一種是甚麼？異時因果。但是在中

觀學派裏面就因都沒有自性因的，果亦都沒有絕對自性的果。如果有自性的因，因不

能做因，因為與果是兩件事，有絕對自性的果，它不需要因。

因為逢是自性是自有的啊！自有怎會需要因啊！這樣，所以你發覺因果都破了，

在中觀裏面破了因，一方面講緣生、講因果，但一方面又破了因果，就讓你知道因都

不是有實自性，果亦都不是有實自性。有自性是不行的，有自性是因中有果，或是因

中無果，因中有果不能成為因果，因中無果又不能成為因果，是不可以的！

無自性是可以的！無自性是可以的！有實自性是不行的，有實自性就不能成為因

果。既為因果的時候，是非一非異的，因與果是非一非異的。你說「非一」，如果因

與果是「一」的時候就因與果全倒亂了，是因即果，果即是因，這就不需要因了。對

不對啊？那麼你說「異」呢，「異」又不行啊！「異」就因是因，果是果，是完全沒

有關係，兩個獨立的體，兩個獨立的體完全不產生關係，沒有關係怎樣叫做因果啊？

因果是因果關係啊，是吧？因果是關係來的啊，這樣各自獨立就不能有關係，所以因

果本身一定是無自性，一定是「非一」，同時「非異」的，這樣可以「雙非」的，一

與異可以「雙非」的。

好了，這裏的頌文講過了，下面就解釋頌文，哦，不是頌文，是這段論文。這

樣，先「例釋外在眾緣與果法」，因為這裏「總列內外眾緣與果法」，於是先講

「外」，第二節再講「內」。這樣，看第四頁(的)「例釋」，用舉例解釋內在的眾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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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內在的果法，是吧？先分開兩節，還有第三。那麼，現在先看「外在眾緣與果

法」，這樣看論文，即這《十二門論》的文字，他說「外在內緣者」，是外在，不是

內在，外在的。不是，對不起，「外在內緣者」，這個「內緣」是寫錯字，是「外在

眾緣者」才對的，這個「內」字我可能寫錯，你們有沒有書在這裏？要看一看這個是

不是「外在眾緣者」才對，「因緣者」才對，「外在因緣者」這個「內」字應該是

「因」字。「外在因緣者」，沒錯了，外在的因緣是甚麼呢？這個「內」字是「因」

字，「內緣」這個字是錯的，劃了它，是「因緣」。內在的因緣是哪些呢？因緣之前

一定是果法，甚麼是果法呢？瓶是果法，盆是果法，甚麼是瓶、盤的因緣呢？他就

說，「如泥團」，一塊泥搓成一團那樣，它就是構成水瓶的因緣了。

「又轉成」，因為要有個甚麼啊？一個做的模，用條繩綁住了，用腳踩著它會轉

的，於是放些泥進去會有個窿了，這樣是叫「轉成」，「轉成」是做那些甚麼的？泥

土做器皿的時候那條繩來的，使到它轉動，使到那個做陶土、泥土，中文叫做甚麼？

可以叫做？不知道叫做甚麼？那個模啊？甚麼胚？拉胚是吧？拉動那個胚做一個模拿

去燒的。這樣就是將一塊泥放在那就會轉，轉就使到它圓，它圓了就拿去燒實了，燒

實了就加些釉進去，加這個「釉」，釉彩的「釉」上釉，對吧？上釉又再燒，但是這

個模型，即這個胚的模型要有個轉的東西才能做得成啊，我們用手搓不夠圓啊，那麼

這條繩呢，使得它轉動的這條繩叫做「轉成」，這個是緣來的，

這樣，還有個師傅在做啊，那個陶師，即做陶土的師傅，等等，還有他們的工

藝，工藝好(與)工藝不好，我們就做出三角不規則的，但那個陶師可以做得很靚的，

這些工藝的活動等等，這些緣和合了，這樣然後產生瓶啊、產生盆啊，這些果法就生

出來了。這樣，於是舉例了，舉了果法是瓶、盆這些果法。因法就是甚麼？泥團、轉

成、陶師等等。這樣，於是瓶的存在、盆的存在是有所依待，依待個因得來，依待那

些泥團，依待那個甚麼？轉成，又依待些陶師，還有陽光、水份、燒窯等等，很多很

多的因決定有的，如果沒有因就沒有瓶、沒有盆，這樣所以沒有實自性了，瓶、盆是

沒有實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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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就可以變作一個論證了，這個論證是如果瓶、盆等外在果法，如果是自性實

有呢，這裏「自性實有」，「則」有下面這樣的，「則不必因待泥團、不必因待轉

成、不必因待陶師等工作外緣和合而生」，即不需要待緣和合而生了，那麼這些是待

這麼多緣所生！這樣其實不是啊！那些瓶、盆不待緣是生不到，那麼所以小前題是現

在眾緣和合才生那些瓶、盆，這樣由此我們知道瓶、盆等那些外在的果法是非自性實

有了，這就是說「空」了，但他沒有這個「空」字。

這樣，你發現裏面有「緣生」義、有「無實自性」義，齊全了，即是「空」義，

因為無實自性就叫做「空」。這樣，「緣生」又用一個很嚴格的詞語就是「相待」，

待緣而生叫做「緣生」。「今由外緣和合而生。」待緣而生，這樣。這樣，於是就提

出外在的因法是被外在果法所依，所以外在的果法是無實自性，一被它所依，即它是

緣生了，它需要依緣而生，所以它無實自性。

那麼這個論文很長的，這是第一節，那第二節是舉另外的例子。這裏是另外的例

子，另外的例子我就不再用三段論式去講「無自性」，這個例子就是說，「又如縷

綖」，「縷綖」即是那些布的纖維，一條條織布的紗，「機杼」就是那個甚麼？那個

織布機，是吧？還有呢？「織師」，就是說能夠織布的那個織女，這樣他們的工作藝

術等等和合了，才有 布產生，「 」是一種布來的，一種很幼㲲 㲲 (細)、很軟的布，在

古代印度就說這種布是上等的布，叫做「 」，很喜歡用「 」，《中論》常用㲲 㲲

「 」，《百論》用「 」，不，《十二門論》用「 」，《百論》用「 」，《中㲲 㲲 㲲 㲲

論》很少用「 」。這樣，於是「 布」這種東西是緣生，是依甚麼生的？依前面㲲 㲲

(說 )的縷綖、依機杼、依織師等等眾緣和合所生的，所以它無實自性，所以它

「空」。

「空」不是沒有東西，是沒有自性而已，就叫「空」，它是非自性實有的意思，

不是說沒有東西，它有用的，用可以是保暖的，可以遮(擋)太陽，可以使到身體不會

受傷的，所以它是非自性實有，同時是非自性實無。這樣，第三段就說，「又如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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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這個果法是屋舍，這個因法呢？很多種東西，第一「治地」，「治地」是平整

地盤，因為要起一間屋，這個「舍」就是屋舍的意思，「屋舍」，這個「舍」就是屋

的意思，要建一間屋，所以就平整地基，所以叫「治地」，「治」就是整理的意思，

整理地基。這樣然後呢，「築基」，整(理)好地盤之後就築一條高出上面的叫地基。

這樣，然後建造些樑，這個「樑」字怎樣寫啊？現在寫有木字邊(旁)的，古代就沒有

的，姓梁的「梁」字，姓梁的「梁」字本來是解作高粱的，是那些五穀的「粱」，但

在古代隨便用五穀的「粱」去代表「橫樑」，即是棟樑的「樑」，這個「樑」字就是

有木字邊(旁)的「樑」。「椽」，「椽」是甚麼呢？「椽」就是這間屋(架 屋頂的結着

構木條)，就這間屋，那麼這些地方就叫做「椽」，「椽」是垂直的，那麼「樑」

呢，這條就叫「樑」，橫著的，在裏面看，中間那條「正樑」，是吧？那麼這些叫做

「椽」，橫著的叫做「樑」，這樣微斜的叫做「椽」。

這樣，又需要透過運作泥、草，再加上人工的活動，那麼舊時的屋是泥做的，是

嗎？那些草就放上去，所以就說「迨天之未風雨，徹彼桑土，綢繆牖 。」所以未雨户

綢繆。「未雨綢繆」是甚麼？打風下雨的時候拿些草來綁實東西，是吧？未下雨就綁

好它，將它綁(結)實了，用草、用泥綁(結)實它，因為舊時的建築很差，不是現在那

樣，所以要未雨綢繆。這是《詩經》講的「未雨綢繆」。

那麼這些就是緣，這樣全齊備了，全和合了，「故有舍生。」所以屋舍做好了。

屋是果法？還是因法啊？果法。那麼這些椽、這些樑、這些泥、這些草是甚麼？是因

法。那麼，離開這些椽、樑、草、泥，是沒有那間舍，這樣，那間舍是緣生的，所以

它是無實自性，所以它是空的。我們叫屋是空的，屋空就不是沒有啊！屋空只是沒有

一種東西，沒有甚麼？是無自性，是非自性實有，就不是沒有屋。

這樣，般若中觀是這樣解釋的，就不是沒有間屋。那麼，我們修行的時候有沒有

佛果證啊？有！但它是非自性實有，它又是非自性實無。我聽過很多說般若中觀是沒

有佛果證，這樣不行啊！沒有佛果證的時候，這即是自性實無，不行啊！一樣間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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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空，空不是沒有間屋，是有屋的啊！有屋，它是無自性的，它是可以住的，可以

擋風擋雨的，這樣才對啊。那麼，下面有「D」、有「E」，這樣我們下一堂才講

了，今日就講了四頁。多謝你們！不用客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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