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大智度論》裏面，就有一節講「十八空」裏面的無為法都是空的，有為法

空，無為法都空。這樣，他舉出的原因是無為法依有為法而有，有為法依無為法而

有，第一個原因。第二個原因就是有為法是用，無為法是體，體不離用，用不離體，

與唯識一樣。這就是說，般若中觀的「空」就等於依他起（性），又等於圓成實

（性）。

那麼，是否等於遍計（所執性）呢？這個答案是不等於，因為這個遍計（所執

性）是自性實無啊，遍計（所執性）是完全無體無用的，零的，零的東西就是零。這

樣，但是般若中觀是不講及這種零。這樣，唯識宗就講及零是龜毛、兔角，龜毛不是

緣生，龜毛根本沒有得生，是你的幻覺，你自己無中生有，你自己有你自己的概念，

這個是假的概念，這樣就不可以說是自性實有，這個遍計所執不能說是自性實有，但

它真是自性實無，那麼這一點就不相同了。

這樣，鄧生再問我，「三自性」就可以變做「三無性」，那麼「三無性」與

「空」有沒有不同呢？「三無性」，第一是遍計（所執性）的體，這種體在古人就叫

它做「相無性」；依他（起性）我們叫做「生無性」；圓成實（性）叫做「勝義無

性」。這樣，既然「相無性」，「相」即是體來的，這個「相」即等於性，即性無

性，即無體無用，那無體無用的事物即叫做遍計（所執性），它是無體的。

這個「性」是自性，它的自性是無體的，那種事物的自性是無體的，好像龜的

毛，兔的角，我們正在講的東西，這種東西就是我們講的自性，但是這個自性是無體

的，龜的毛是不可能做衣服啊！不可能保暖的，這樣它無用的，無用又無體的。這個

時候，無用又無體的東西，這個「性」就是那種東西，這就是說遍計了。

那麼，從積極的叫法是「遍計所執自性」，從消極的名稱是叫甚麼？「相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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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一樣的東西，一樣的東西的兩個角度去看。這個「相無性」就指無實自性的事

物，無體的事物，這處無實自性的事物是絕對自性實無的事物。那麼，般若中觀是沒

有講及到自性實無的事物。這樣另外呢，「依他起」，「依他起」就是「生無性」，

它自己不能自生的，「生無性」就是說那種東西它不能夠自生，所以是無性。它要怎

樣（生）？依其他事物而生，就不是依它自然生，這個「生」字是依自然而有的生，

這個「生」是自然而生，自然而生即自生了，是吧？非自然而生，非自然而生的事

物，它是無生啊，它都有無生的意思啊！

「無生法忍」就是這樣了，「無生法忍」即那種東西不可自然而生的，那種東西

要靠他生，他外又有他，他又靠他，他又靠他，無限地互相依待而生，這樣叫做「生

無性」。這個即是「緣生法」，這個即等於般若中觀的「空」，「生無性」是非自然

而生的事物。這樣，《中論》就破自然而生，破自生，破自生，破他生，破共生，它

就不是自生的。

這樣，「無生法忍」就是我們能夠證入這個「無生」的境界，而安住在境界裏

面，肯定事實如是，無所懷疑把心安住在此處，這樣的智慧，這樣的境界就叫做「無

生法忍」。「圓成實自性」，這個從正面講的，從無性那處看，它是勝義的境，

「勝」即殊勝，「義」就是被認知的事物，這種被認知的事物由無而顯的「體」。

「無性」不是沒有東西，是由無而顯的體性。「無」兩種東西：第一就無實我，第二

就無甚麼？實法。這即二空所顯，是吧？二空所顯的性。它不是沒有東西啊，二空所

顯的體。

這個「無」代表無兩種計執，無人執，無法執，所體證的境，所體證的義，義即

境，這個「義」字是境來的，義即所知境，這個就是境來的，境就是被我們認知的對

象。那麼，這個境是殊勝的，怎樣殊勝啊？聖人才能證入的，我們凡夫是不能證入

的。這樣，兩種「無」，兩種「空」所顯的性，所顯的體，這樣的看法，這兩種都是

「空」，等於般若中觀的「空」，依他（起自性）與（圓成實自性）等於般若中觀的

「空」。生無性與勝義無性都叫做「空」，那麼這個就叫做「三自性」，那個就叫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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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三無性」。依個「三自性」顯那個「三無性」，不是離開「三自性」有「三無

性」；不是離開「三無性」有「三自性」。你鍾意用消極的講（法）叫做「三無

性」，你積極的講（法）叫做甚麼？「三自性」，一樣，一樣的東西，不是兩種東西

來的。這樣，我們看了「三自性」、「三無性」，還有般若中觀講的「空」，就來到

到現在了，上一堂是講到「甲二、正宗分」，「正宗分」就分十二個章節，即十二

門，第一門就叫做「觀因緣門」，「觀因緣門」我們讀了很多頁了。

「觀因緣門」看一下，分開「丙一」、「丙二」、「丙三」，三部份，「丙一」

就用一首偈頌統攝了這一門的思想，叫「長行發起，頌攝諸義」。這樣我們講完了

「丙一」。那麼開始講「丙二」，「丙二」就「長行正釋」，長行是散文，就透過這

些散文再次正確的解釋頌文的意義，這裏頭分開四門，就是「丁一」、「丁二」、

「丁三」、「丁四」。

「丁一」就總列出內緣與內果，還有外緣與甚麼？外果，內外 緣與果法。那衆

麼，這是我們未講完的，這裏就等於我們的第四頁，我們的第四頁就講及到「丁一」

的散文的地方。這樣，然後分開很多部份，第一部份叫做「例釋外在 緣與果法」，衆

第二部份就講「例釋內在 緣與果法」，分開兩節。衆

這樣，第一節我們未講完的，第一節是講「外緣與外果」，我們講了三個例，一

個是瓶、盆的例，瓶、盆是果法還是緣啊？瓶、盆是果法，這種果法是無自性，是依

他來的，是甚麼啊？生無性的，是「空」的，這些是唯識，唯識一樣的，這樣就瓶、

盆的果法是「空」的。「空」不是沒有東西，是非自性實有、非自性實無。為甚麼說

非自性實有、非自性實無？因為是緣生，因為無自性是「空」。為甚麼無自性？因為

是緣生，靠甚麼緣生啊？就靠外緣的那些泥團、轉成、陶師、陶工，陶師的工藝，等

等和合，這些做因，這些做緣。（中觀的）因緣是沒有唯識那麼清楚的，唯識就會

（界定）甚麼叫因，甚麼叫緣，緣有四種因緣，是吧？因緣、所緣緣、增上緣與等無

間緣，分開四大類的。但是，它沒有，般若中觀的時代有沒有「四緣」啊？有！有四

緣，因為「四緣」不是唯識宗發明的，是部派的，這樣所以我們讀《中論》的時候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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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講「四緣」的，不過「四緣」都是假法，「四緣」都是空的，是沒有實的「四

緣」。

那麼，在龍樹菩薩在世的時候已經有「四緣」，我們是怎樣知道的？因為我們讀

《中論》他破「四緣」，就知道在《中論》之前就已經有「四緣」了，這就是考證

了，即某些資料、某些觀念在怎樣的作品裏面出現的，這就大概知道這部作品在甚麼

時代，與另一個時代比較，它是在那些作品之先，那些作品之後，這就大概都知道這

個時間，就哪些思想概念在先，哪些思想概念在後，我們都是這樣作那樣的考證，就

在著作裏面，看哪一本著作有講這種東西，哪一本著作沒有講這種東西，這樣就知道

哪個思想概念在先，哪個思想概念在後。

這樣，第二個例子我們上一堂講過了，是講那些 布的，即很軟的棉布，這個是㲲

果法，是空的。「空」是甚麼意思啊？即無自性。為甚麼無自性啊？它是依 緣有衆

的。依甚麼 緣呢？依縷綖，即那些棉條，紡織的紗；還有機器，即機杼；還有紡織衆

的師傅，他們的工藝，等等做因緣，所以它無自性。這樣，第三個例子我們上一堂都

講過了，就是一個建造房子的例，造屋舍的例，屋舍是果法來的，這個果法是否有自

性啊？答案是沒有，它沒有自性是因為緣生，為甚麼要緣生啊？因為它需要待 和合衆

才出現。那待甚麼緣？用來整治地基、樑、有椽、泥、草等等，這些 緣和合，那間衆

屋才建成、才出現，所以那間房子，那個屋舍是無實自性，因為緣生，所以是無實自

性，所以叫做「空」。

這樣，我們今天就講第四個例子，他說，「又如酪、器、 搖、人功等和合，故鑚

有酥生。」「酥」就是果法，「酥」是奶（類）最有營養的，那些叫做「酥」，那些

奶製作的時候，製作到最有營養的叫做「酥」。「酥」再上是甚麼啊？還有沒有啊？

叫做「醍醐」，是吧？最高啊，這樣，「酥」是普通的，「醍醐」就最高。「酥」

啊，曹操都吃過了，一人一口酥啊，一盒酥的「酥」，那麼這個「酥」是果法來的，

因為與奶類，酪，酪即奶類，乳酪為最主要的物質製造的。那只有這個物質還不行，

還有容器，載 奶的那個盅，那個盤等等的容器。這樣，有容器還不行啊，還要將它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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攪（拌），有 搖將它攪（拌），這樣轉、轉、轉，那些輕的就浮上面，是吧？那些鑚

水份就沉在底，是吧？然後煉出最高的營養的奶製品。這些奶製品的製作是需要人工

的，人的工作、功勞所得，於是，乳酪、容器、 搖、人工，等等和合做因緣，就出鑚

現「酥」這個果法，所以這個果法是緣生的，緣生的緣故，所以它沒有自己的體。

它的體是甚麼？是那些由 緣和合幻現出的果法來的，這樣，因此這個果法是緣衆

生無實自性，是「空」的。這是第四個例。那麼，第五個例就舉那些芽菜發芽，發出

的芽的時候是果法來的，那這個果法有沒有自性？這個答案是沒有自性。這個果法之

所以能夠出現芽呢，肯定要有種子了，種子放 未必出芽的啊，那你需要有地、水、着

火、風、虛空等，時節、人工等等的緣，然後呢，才出現這樣的芽。這些種子、地、

水、火、風、虛空、適當的季節，還有人的功力等等做條件（而）和合，這樣，這些

因緣就具足了，那麼種子的芽就出現了。這樣，種子的芽本身無實自性，是由上面的

各種緣和合才能顯現，那麼它是緣生的，緣生就無實自性。

這樣，所以前面這段，整段是舉例，舉例來解釋外在 緣所產生的果法，所以這衆

些果法是無實自性，這些果法之所以是無實自性，是緣生的。這樣，既然是無自性，

所以給個名叫「空」，「空」就是無自性了。那麼，這裏就是「 緣所生法」，解這衆

個句子裏面分開兩部份解釋，第一從內解釋，第二從外解釋。那麼，上面是從外或內

解釋啊？上面是從外解釋，外緣與甚麼啊？與外果來講。這樣，第二節看回論文第三

頁，「 緣所生法有二種，一者外，二者內。」衆

那麼「外」講完了，「內」未講，這樣無論它「外」或者「內」，他說「一者

內，二者外」的時候，這個緣也是「一者外，二者內」啊，所以下面就講「內」了。

在《十二門論》的原文，他說「內在」，「內」即內在，內在的因緣，「所謂無明、

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與老死，」這些「各各以先支為因，

而得後支果法生起。」這樣，大家都懂了，這個就是「十二因緣」。《雜阿含經》的

「十二因緣」就不是只講「十二因緣」，最少講三種因緣都夠了，三支，講三支又可

以，講七支又可以，講九支又可以，講十二支又可以，十五支都可以，是佛方便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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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機就講不同的緣，不過最基本是三支，最基本就是初初的三支，即是「無明

支」、「行支」與「識支」。

「十二有支」，第一就是「無明」，第二就是「行」，第三是甚麼啊？「識」。

那麼，這個就是因來的，這個是甚麼？果來的，即是過去世你所作的業，就叫做

「行」。但是，作業不會無端端（意指無緣無故）去作業的，作業需要有基本條件，

有煩惱才會作業，那些煩惱統攝一個名稱叫做「無明」。其實不只「無明」的，「無

明」即是甚麼？「無明」即是癡心所，「貪、瞋、癡」的癡。其實，「無明」這個癡

是包括貪、瞋的，不過呢，不講而已，這樣激發起你的業，業就是「行」，這個就是

「行」，即是「行蘊」，這個就是「行蘊」來的，「行蘊」自己不會起的啊，「行

蘊」需要靠煩惱激發起的，所以這個「惑」，這個是甚麼？「業」，這個是苦來的，

生命是苦來的，「惑、業、苦」，這樣前面的兩種是因，後面的一種是果了，所以

「三支」就足夠了。

為甚麼足夠啊？這個就是過去的因，這個就是現在的果，有現在的果，它又可以

做因，它又可以產生甚麼？「無明」，是吧？它又可以有甚麼？「業」，於是又可以

有甚麼？「識」，是吧？這樣又是因果關係，即由前兩支做因，這個又可以做甚麼？

果，果又好像剛剛說又可以有「無明」，是吧？一樣可以啊！那麼這裏是兩世了，這

裏是兩世，這裏又是兩世，是吧？這樣「三支」就夠了，怎會用那麼多啊？「三支」

就足夠了！

所以在《阿含經》裏面說這「三支」是基本的，他說，到了「識支」，從「識」

而還不能過彼，就是「識支」之後所講的一切都不能超越了「彼三支」，下面還有些

甚麼啊？有「名色」，有「六入」，是吧？有「觸」、有「受」、有「愛」、有

「取」、有「有」、有「生」、有「老死」。他說，「由識而還，不能過彼。」這即

說從「識」後的這麼多「支」，都超越不到這「三支」，超越不到啊，這樣十二，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這裏有了。那麼，這個

「識」是果，還不只這個「識」的，應該是五種東西的，是吧？將這個「識」字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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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種東西，是吧？因為由過去世的「二重因果」，這個是過去，那個是甚麼啊？現在

的。

這樣有現在，現在不只有入胎的心識，還有成長的名色，「五蘊」，名色即是五

蘊，色就是「色蘊」，名即是甚麼？受、想、行、識這四個「蘊」，這些「蘊」要慢

慢成熟的，這樣成熟到六入，這「六處」即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這樣就

出世了，出世就接觸一切境，會感受快樂、痛苦了。這樣，你之所以感受是過去做的

業使到你這樣的，如果你過去做的善業多，這樣你的受就可能怎樣？樂多；惡業多，

於是就會苦多，「去日苦多」，是吧？這樣的時候就苦多，那麼所以這個是果來的。

但是，現世又作業的啊，是吧？這個業又作為因，這樣又有果，那麼這個因是現在

的，現世的。這個是甚麼？未來世，這樣叫做三世幾多重因果啊？兩重因果，那個是

過去世，這個是現在世，那麼這些會變成甚麼啊？這些全部是因。

「十二緣起」變成甚麼啊？它的果是甚麼啊？你流轉生死的生命，你流轉生死的

生命是無自性，是空的，你的生命是空的。為甚麼生命是空啊？你的生命果法就是這

「十二有支」做因，所顯現出來的因果關係。這樣就可以說了，請看第四頁，「二、

例釋內在 緣與果法」，就是講這種，他說，「內在因緣者，謂無明。」即這裏，衆

「行、識、名色、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各各以先支為因而得後支

為果生起。」以「無明」為因產生甚麼？「行」；這裏頭都有因果關係，以這個

「行」做因，產生「識」；以「識」做因，產生「名色」；「名色」做因產生「六

入」；「六入」做因，產生「觸」；「觸」做因，就產生「受」；乃至「生」做因，

產生甚麼？「老死」。

這樣，這裏大的三世因果，就每一支都有因果關係，這是第一。這樣所以每一支

本身都是無自性的，由此看，我們不讓前面的因出現就可以了，這樣我們就可以解脫

生死了，所以這個叫做「流轉觀」，如果我們不讓它出現，叫做甚麼觀啊？叫做「還

滅觀」。這就是說，如果「無明」滅的時候，就「行」滅，為甚麼啊？你沒有「無

明」做因，你產生不到「行」，「行」滅就「識」滅，因 你不作業的時候，你沒有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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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生命的這個「識」，這就足夠了。

足夠了！不過，再講多一些，就講到下面的沒有入胎的心識做因，就不能夠有

「五蘊」，未來生命的「五蘊」，沒有「五蘊」自然就沒有「六入」，沒有「六入」

就沒有東西去「觸」，沒有「觸」就沒有「受」，你感受快樂痛苦要有個「觸」境才

行啊，境都「觸」不到，那怎麼有感受啊？於是沒有感受的時候，這裏沒有「識」的

時候，沒有現世的「識」的時候，亦都不起「愛」，不起「取」，不起「有」。是

吧？那麼，不起「取」、不起「有」的時候，你沒有「生」，沒有「生」呢，來世就

不會「死」。這樣，所以每一支它都是無自性，是依待另一支而有，那麼你說有種東

西有啊，有「無明」啊！

這樣在溫哥華，我早在十年前移民溫哥華，那裏有一個牧師叫做龔天文，龔天文

就寫了很多文章，是佛學的文章，因為他在日本的大學，不知是京都大學，還是哪間

大學，是讀佛學碩士（課程），即是佛學碩士的畢業生，這個龔天文是牧師來的。這

樣，所以如果你是佛教徒說要宣教就請你讀一下神學，人家牧師去讀佛教的大學（課

程）取得碩士（學位），不過他這是讀歪詩書，他說有第一因，為甚麼？因為上帝是

世界的第一因啊！這個世界如果沒有了上帝，所有東西都不會產生出來的！這樣，他

說佛教一樣有第一因的，佛教的「無明」就是第一因啊，他說，「無明」才有

「行」，有「行」才有「識」，有「識」才有「名色」，「名色」產生「六入」，他

把它當做第一因，他不知道這個「十二緣起」不是這樣解釋的。

「十二緣起」是一個圈來的，這裏是「無明」，是吧？「無明」就有「行」，

「行」就有「識」，這樣乃至到「老死」，一個圈來的，其實處處做開始都可以的。

處處做開始都可以的！因為現在你站在一個甚麼位置啊？我們現在站在這個「識」的

位置，甚或站在「觸」的位置，或站在「愛」的位置，站在「取」的位置，或站在

「有」的位置都可以啊！任何一個位置（都可以），一個圈來的啊，任何都可以，不

過向前面追溯呢，如果我現在「有」，為甚麼會「有」？「有」即甚麼？有無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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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al，有未來生命的 potential，這個未來生命的 potential叫做「有」，即未

來生命的可能性，是吧？

為甚麼會「有」？因為你有「愛」、有「取」。為甚麼有「取」？因為你有

「愛」、有執，有愛執。「愛」是指甚麼啊？指我們對某一種的執，各種的執著。這

樣，「愛」的出現因為你有「識」，有「識」的出現呢，因為你過去世有甚麼啊？有

「業」，過去世有「業」，因為有煩惱。我們可以任何一點出發都可以的，就不是有

第一因的。搞錯了，搞錯了都可以拿到碩士啊，那麼日本大學都挺好讀的，這樣或者

他這個人心術不正都不定，他可能懂得都講錯了，不過我就不敢置評他甚麼原因，但

他表現出的就是錯了，他表現出，他講的佛學就是錯了！

佛學不是這樣講的啊！是不講第一因的，他硬要穿鑿附會將佛教的這個「十二緣

起」，「無明」緣「行」，「行」緣「識」，將「無明」放在第一因是不對的，是錯

得離譜。這樣，上個禮拜日國際台有一套電視劇是很好看的啊，是這個「National

Geographic」，那套資料是講「猶大福音」，有沒有人看過？「猶大福音」很緊

要，在基督教的思想體系裏面是很重要的一些研究文獻來的。因為我們讀《聖經》的

時候呢，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讀過《聖經》，我就讀過《聖經》，我有讀過《聖經》

啊，因為我未唸佛學的時候，就讀過《聖經》的。

這樣，因為在基督教裏面的耶穌之所以釘十字架，因為十二門徒之中有個出賣

他，就是有個猶大告訴別人，這個耶穌，他走向耶穌：「Rabbi！」Rabbi就是先

生，是猶太話來的，他說先生，這就對了，這個是老師，就捉了他，捉了他之後，出

賣了耶穌的良心，為了不知幾十塊錢，五十塊錢幣就出賣了老師，後來老師被人拉

了，這樣他就覺得很對不起老師，就吊頸死了。在一般的《聖經》，即現在我們的四

福音，即是 St. Mark 、St. Matthew、St. John 、St. Luke，是不是有這四福音？在

這本《四福音》裏面，差不多本本都說他是衰人的，Judas是衰人，猶大是衰人，是

出賣老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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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後來有一本《聖經》，這可能不叫《聖經》，有本《福音》叫做《猶大福

音》。這樣，我們現在讀到耶穌釘十字架的時候呢，只是根據《四福音》而已，《四

福音》其實講耶穌死的時候，不只有四本《福音》講的，有幾十本《福音》講的。不

過呢，教廷是很威水的，教廷說要那一本就是那一本，就是說中國那些主教，昆明主

教如果他不點頭，要趕他出教會的，是吧？趕他出教會的啊！胡亂升做主教不行啊！

這樣，所以是沒有民主的，是沒有真正的宗教自由的！他嘴裏說是宗教自由，你不聽

話就捉了你，伽利略啊，那些科學家，scientists，個個都被捉了，就是說文藝復興

的初期。

現在呢，又說天主教如何威水，又說宗教自由等等，其實就是我有我的宗教自

由，你就是沒有宗教自由的，你亂講就不行了，所以他說哪一本《福音》是真的，哪

一本《福音》是假的，你不可以 query他的，你不可以懷疑他的。這樣，當時講耶

穌死的有很多作品的，有很多 storys，不過後來就選了我剛剛說的那四本，那四本就

講猶大出賣老師，衰人來的，這個罪人，所以，他的回報就是甚麼？就是死，就是

死，罪惡的回報就是死，那麼是他自己自殺死的。但是呢，當時的《福音》，在耶穌

基督死了之後四十年至六十年出現的，即是根據那套戲，即我們現在的 St. Luke、St.

John 、St. Matthew那樣的四福音，即是新約的四福音，新約不只四福音的，是

嗎？即講耶穌死的這四本《褔音》，就是《聖經》的這四福音，在耶穌死了不久出

現。

這樣，但是有些記載呢，耶穌死了一百八十年出現的，《猶大福音》就是了，

《猶大福音》的記載特別是怎樣推翻四福音的記載呢？就是猶大這個人不是真的想出

賣耶穌的，是耶穌叫他出賣的，為猶大翻案，為甚麼？因為沒有人捉耶穌，耶穌就不

會釘十字架，不會釘十字架，耶穌就不能用自己的生命去救贖所有的子民，不能夠釘

十字架又沒有復活這件事，沒有復活就沒有 resurrection，升天，是吧，沒有升天那

些人就不信耶穌。是啊！用生命犧牲自我去成就！這樣，學生去成就老師，學生去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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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這個罪孽，千秋萬世被人唾罵的，他是很慘的一個人，這個弟子啊！有段這樣的東

西，很出名，一個熱點來的，就是講猶大福音是一個熱點討論來的。這樣，世界上的

東西就不能夠單一地去講的，更加不能夠穿鑿附會的，那麼我剛剛說的那個牧師就是

穿鑿附會，穿鑿附會講甚麼？無明是第一因，其實就不是！不可以！「知之為知之，

不知為不知。」就不好亂猜測，其實不是的！

這樣，至於猶大是否那樣，我們不得而知，因為猶大福音的出現呢，原來據現代

的人考證是耶穌死了一百八十年才有，即後過四福音。這樣，又講到為何只挑選猶大

呢？又不挑選 Peter呢？Peter都很壞啊，三次否認老師，人家問「Jesus是否你老

師呀？」「不是！我不認識他！」Peter都這麼差啊！Peter 是第一個教皇，第一

個、第二個、第三個死得很慘的，都是被人害死的，又依附回教那些領袖，個個都死

於非命，不然怎會鬥爭得這麼慘啊？是吧！你讀一下回教歷史就知道了，他們都是打

出來的，是鬥出來的，那麼毛澤東學他們的歷史也未定，是打出天下的，他們個個都

（這樣），因為在中亞是一個鬥爭的地方，你鬥輸就弊了，所以昨日打死了十幾人、

幾十人，是吧？

昨日以色列那些飛機見到巴勒斯坦人就射殺，因為他們的生命是鬥出來的啊！是

打出來的，不是講佛教的慈悲，不是的，不是的，順我者就慈悲，逆我者就殺無赦！

殺敵，現在日日都殺啊，是吧！這樣。好了，我們不講這些了，因為這個「無明」就

講及到外教，其實一個佛教徒應不應該懂得外教的東西？答案是一定要懂得！因為這

個時代啊，這個時代不是只有佛教一種宗教，有三大宗教，最少是吧？那麼回教的東

西基本要認知，天主教、基督教你應該要懂得，你不懂得的時候，你就真是無知了，

這樣不行啊！無知不行的！就好像上一次劉生那樣，劉生他給我看那些資料，那個陳

耀南就是用基督教去攻擊佛教，陳耀南是香港大學的中文系教授，居然做教授的胸襟

也這麼窄，硬要扭曲佛教的義理，攻擊佛教，都有這樣的現象。

好了，這裏我們講了這些是因，是 緣，然後呢，每上一支做下一支的果，之外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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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我們的生命的來源是果來的。生命的來源，這部份是果，就以這兩支（「無

明」、「行」）做因，這三支做因，以這兩支做果。這樣，這個果法有沒有實的果法

啊？這個答案是沒有，因為全靠上二支（「無明」、「行」）做因產生的，現在世的

五果（「識」、「名色」、「六入」、「觸」、「受」）是依待過去世的（「無

明」、「行」）二支而有，所以它無自性，無自性即是現在的果法，即現在你的生命

是空的，因為它無自性，它為甚麼無自性啊？因為緣生。

這樣，未來世的出世（「生」）與死亡（「老死」）的生命是果法來的，這些果

法是無自性、空的，它為甚麼無自性、空啊？因為它待現在世的（「愛」、「取」、

「有」）三支做因、做緣而有的。這樣，所以這些果法又是空的，那麼你的生命在現

在是這樣的，我們的生命在今世就得到這種東西，這種東西就是果來的，另外這三種

東西是互動，這些互動，未來的果就是這兩種東西。那麼，今世的生命是緣生、無自

性、空；他做的業亦都是緣生、無自性、空；他招的果又是緣生、無實自性、空，這

個就是內在的因緣、內在的 緣是無自性，還有內在的果法是無自性，去解釋這種道衆

理。

那麼，去解釋這種道理的時候，吉藏（法師）就將這些十二有支重新講解，因為

他沒有解釋清楚，即《十二門論》的剛才那一段他未有解釋清楚，這樣我們再看一下

吉藏的《十二門論疏》怎樣處理那些資料。這樣，吉藏的《十二門論疏》就說，「所

言各各前因而後果生」（者），前面還有哪句？各各的緣在先，然後生起的果在後，

這樣。那麼就解釋這句了，為甚麼呢？他說，「十二支相望」，即這十二支你看我，

我看你，相望即相對來說，相對它的關係來講叫相望。「皆前因後果」，都是前面作

因，後支作果，前支對後支來講呢，前支是後支的因，後支是甚麼？前支的果，這裏

十二支，每一支是這樣看，是一種看法。

這樣，第二種看法呢？就是「三世論之」，將它分做過去世、現在世、未來世，

是吧？三世來討論它。「則二因五果」，前面這兩支叫做因，「無明」、「行」是

因；「五果」：「識」、「名色」、「六入」、「觸」、「受」，這五個果，「二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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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果」。又呢，這個就是過去、現在世的關係，又呢？現在的因與未來果就叫做「三

因二果」，哪「三因」？「愛」、「取」、「有」，現在世為因，得到「生」與「老

死」未來世的果了，這裏全解釋了。

這樣，然後「二分論之」呢，如果你將它兩份來看呢，「則七支前分為因果」，

二分即分開兩份，這一部份就分開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

六、七，七了，是吧？還有另一部份，「二分論之」啊，分開兩份，就是說過去與現

在是一份，現在與未來一份，這「二分論之」呢，這樣的時候，「則七支為前分因

果」，即前面的七支是前分因果。「前分因果」即是甚麼？「二因五果」，是吧！這

樣，下面就「五支為後分因果」，「五支」即是「愛」、「取」、「有」三支為因，

「生」、「老死」二支為果了，那麼這個表就解釋完了。

那麼讀書就是這樣了，就是這段文字，你自己畫個表，不用老師教你的啊，它自

己帶你去解釋的，這樣以後就不用找老師了，你自己讀就可以了，我就是這樣讀的，

我的方法就是這樣，我給你一個方法，這個方法就是將它（劃）分了，這樣這段書就

解釋完了，很清楚啊！如果你就這麼讀呢，你讀一世都不懂啊！你背書都不懂啊！所

以，這些圖解呢，是很重要的，讀唯識學那些資料的時候，你要用圖畫出來，一畫就

明白了，就我現在畫出來就明白了，因為它會帶你去解釋的。這樣，除了唯識是如此

之外，還有一種就是「因明」更要（這樣），「因明」一定要畫出來，你讀書的時候

就畫了它，就做札記，做筆記，這個筆記就不是真的要告訴別人你記起了，就是你一

面讀，一面做圖解，就使到那段文字掌握在你手中，是吧？掌握在你手掌上，即這個

圖，我這樣畫出來就整段文字在我的手掌裏面了，就完全了解了，百分之百了解，你

就這樣看了記在腦裏，你不是百分之百啊，看不到它的關係啊，這個關係，畫了圖解

才能看到關係的，這樣。那麼，這一段講完了，「丁一」就講完了，這樣跟 下面的着

這個表就是科判的表，這樣講完了「丁一」。這樣就「丁二」，看下面的「丁二」，

「丁二」就是「破內外果法」。

那麼，剛剛（講了）「破內外因緣與果法」，「列」而已，「列」了出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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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正式破啊，都沒說「宗」，未有大前提、小前提、結論那樣的破，未有啊，即介紹

這些道理而已，介紹而已，人家不相信「空」的啊！人家以為種種都有自性啊！這

樣，你相信有自性，我告訴你無自性，那麼你說有自性，我說無自性，這樣口說無憑

啊！這就一定要甚麼？論證，是吧？證明給你看它有無自性，它是否「空」，不是講

的，不是用來講的，是要論證的！要辯論的！要破邪的！破邪來顯正！破邪的時候就

要邏輯，到這裏呢，我們都未用過邏輯，是吧？這樣下面就有邏輯了。這樣，於是第

二就是「丁二、破內外果法」，「破內外果法」先破內果法，說它無實自性的，外果

法亦無實自性的。這樣看一下，看前面的文字是我寫的，他說，「前半頌言」，「衆

緣所生法，是即無自性；若無自性者，」就是甚麼？「云何有是法？」

這樣的時候，前面的那首頌，我們只是講了第一句，「云何有是法？」前面的

「 緣所生法」講過了，但是未講到「是即無自性」， 緣所生之法無自性就要破，衆 衆

因為人家說有自性啊，你說無自性，這是嘍打（意指撩起爭論），是吧？嘍（撩）外

道打，嘍（撩）小乘打，這樣你嘍打（意指撩起爭論）的時候，你要武裝起來，武裝

不是拿支戟，不是拿支槍，是用你的理性分析，是吧！你的邏輯拿出來。這樣，所以

他就說上文用了五個例解釋外法，依外緣證明這些外法是無自性的，又用「十二有

支」去解釋甚麼叫做內法，內法是依內緣證明是無自性，這樣是六個例，一共六個

例，這裏是一個例，內法有一個例，外法有五個例，就是瓶盆、 布、房子、芽、㲲

酥，五個例，是吧？加上這個甚麼，六個例，這六個例去解釋「 緣所生法」的涵衆

義。那麼現在呢，再用五個「破」去解釋為甚麼無自性，用五個「破」來釋次句「是

即無自性」。這樣，原來看看古人寫文章，先寫一首頌，是吧？那首頌是統攝了所有

義理的，那麼後面呢？用散文去逐句頌解釋，先解第一句頌，然後就解釋第二句「是

即無自性」，為甚麼說「無自性」，它的這個原因。

這樣，下面就用五個「破」了，五個「破」就是：「A」就是「略破自性」；

「B」就是「順破三性」；「C」就是「破外『以他性故有自性』的辯論」；「D」就

是「破外『因他故有自性』的辯論」；「E」就是第十二頁，「結餘諸法亦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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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這樣，其實在表上繼續列五段的，不過不用了，這個綱領都夠了，所以更多的

條目我就不再列出來了，因為你讀書（時）都可以列到的，我已經分好類了，我已經

分了 A、B、C、D、E、F、G，所以我這本書寫作是方便人讀的，就是全部很清楚

的，條目很清楚的分類了，這樣你手裏有個科判，科判就好像捉魚有個網那樣，一網

就打盡，它們彼此文字的關係就看得很清楚的。

這個就是分析著作的時候的一種方法來的，這樣你讀書都要懂這種方法，你的札

記就是一大段書你分了它，這段講甚麼，那段講甚麼，這樣整段書的意義你就掌握

了，就完全明白了。這樣，分開五段「破」，第一段「略破自性」，無實自性，因為

「 緣所生法，是即無自性；」這就要「破」自性了。那麼，這一段就「破」自性衆

了，這個文字怎樣講呢，他說，「如是內法如十二因緣，外法如瓶、 諸法皆從 緣㲲 衆

生，從 緣生故，豈非是無實自性耶？」衆

這樣，它本來沒這麼長的，這麼長是我加到這麼長的，因為我不加你不清晰，現

在讀了就明白。因為原文就是「如是內因緣、外諸法，皆從 緣生，從 緣生故，即衆 衆

非是無耶？」這樣先解釋「如是內法」，就好像十二緣起這些內法。「外法」，好像

上面的瓶、那些 布、那些酥、那些舍、那些芽，等等這些諸法。「皆從 緣生」，㲲 衆

每一種內法或者外法都是從 緣和合所產生的。因為它從 緣和合所產生，這樣豈不衆 衆

是無實自性呢？豈不是的「豈」就非非是無生，非非是無實自性的，非非是即甚麼？

即是，就是是，雙重的否定，是吧？double negation。

本來呢，「豈非是無實自性耶？」這個是疑問句來的，疑問句的時候，它的形式

是疑問，實質上是否定句，否定它非是無實自性，這否定它非無實自性，就是說它是

無實自性，兩個否定，一個「豈」字是否定，一個「非」字是否定，這樣兩個否定即

是一個肯定，兩個否定是一個肯定，這個就是邏輯地講；語氣來講呢，兩個否定是強

過一個肯定的，即是加強語氣來講，加強語氣說它無實自性。這樣，怎麼知道加個

「豈」字啊？原來很多疑問句的修辭學上的方法，它不用「豈」字的，但這意思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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豈（否定）。

我以前講過一個例子，那些人嫁女，嫁女有一對對聯的，是吧？那對對聯就是講

心中要講的東西，譬如說，對聯「敢謂素嫻中饋事」就對頭，對尾是甚麼？「也曾攻

讀內則篇」。那甚麼叫做「敢謂素嫻中饋事」？這樣照字面解釋，你們聽過沒有？聽

過就不用寫了，誰未有聽過？這樣，他一開始就敢膽說素來都醒目，素嫻即很叻，中

饋事就是管理家務的事情，那麼這裏就也曾攻讀過《內則》那篇（章），這樣現在都

沒有人寫了，現在嫁女都沒有人寫了，現在沒有了，你見到會被人罵的。

這樣照字面解釋，我膽敢說我自己的女兒很叻，素嫻即素來擅長於，這個「嫻」

是擅長於，「中饋事」是處理家務的事，但她亦都也曾讀過書的，讀過《內則》篇

（章），這些書（是）古代的在家女子要讀的書。那為甚麼你這麼膽大說你的女兒這

樣叻啊？你女兒回家（嫁人後）不懂管家你就死啦，我敢膽說我的女兒對管理家務是

大拇指的。其實，這個句子不是這樣解釋的！其實這個是問號，其實中間有個「豈」

字的，上面有個「豈」字，即與這個一樣，「豈」字，我豈敢說，即我不敢啊，這個

「豈」即不，不敢，我不敢說，我不敢說我的女兒對處理家務是大拇指的，我不敢說

這種，不過，我敢講一種是真實的，就是她讀書，讀書的，這樣說才通啊！

這樣，所以這個「敢」字就不是解敢，是解不敢啊！那麼，現在也是，你看一下

佛經，佛經是一樣的，因為翻譯到中文的時候就一樣了！這裏「即非是無實自性」，

那麼如果你不要個「豈」字呢，「非是無實自性」，那即是有自性！是吧？你不加個

「豈」字，「即非是無實自性耶？」即說你不看這個「耶」字，「即非是無實自

性」，這就是「非」、「無」兩個字即肯定有，即有自性，這樣是有自性嗎？他的意

思就是豈真是無自性嗎？就是這樣。那麼，其實這個「豈」字加進去就是不非是無自

性，不非即肯定是無自性，是吧？這就是說，豈不是無實自性呢，「豈不是無自性」

就真是無自性了。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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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有三個否定，三個否定，前面的兩個否定即肯定，肯定是無自性，這樣用一

個詰問的方法，用修辭學上詰問的方法，這樣使到它真是無自性，即與這一樣的，就

不敢，是個「不」字，不敢說她對「中饋事」是很熟習。那麼，這裏就「無實自性」

是他要表達的意思，是一種否定句，「無實自性」，前面又是否定的否定，顯示它、

強調它真是「無實自性」的。

這樣，這裏我們可以變做一個三段論式，大前提，「如果內法」，他說，「諸內

法外法」，即諸內果法與外果法，這個「內」字下面都有「果」字的，諸內在果法與

外在果法如果是有實自性呢，這個「內法」中間加個「果」字在上面，「外法」又是

加個「果」字，已經加了，就是說諸內在果法與外在果法如果是有實自性呢，就應該

怎樣啊？有實自性就不能夠緣生，則不應從 緣和合所生。為甚麼？上一個禮拜講過衆

了，因為「緣生法」與「自性實有之法」是不能夠並存。甚麼叫做「自性」？自性事

物是非緣生，它自有的，緣生是非自有的，是吧？因為「緣生法」是非自有的，因為

靠緣而有；「自性法」是非緣生的；「緣生法」是待緣而生。

所以，譬如說這個是 A，那個一定是非 A，是吧？因為這個「自性法」是非待緣

而生，我們叫它 A。待緣而生的時候，你可以調轉它的，你可以當它非 A也可，調轉

它就容易些，這個非 A，「緣生法」是 A，「緣生法」是待緣而生，是 A了，是吧？

「自性法」是非待緣而生，請大家注意這個「非」字，是非待緣，這個是待緣，是矛

盾的，就是說自性的法與緣生的法是矛盾詞來的，如果它是自性的法就不能緣生，是

緣生的法就怎樣？不能自性。

這樣，所以這個大前提就是講這兩種矛盾的觀念，他說，諸內果法與外果法如果

是自性實有，即這個，是吧？自性實有的時候就不應該待緣而生了，是吧？不應該待

緣而生。那麼現在呢，經驗告訴我們小前提，內果法與外果法，內外果法都是待緣而

生的，都是這個來的，都是待緣而生。所以待緣生，有 A，所以是非 A，非A就不行

了，非非 A，所以是非非 A，所以結論就否定後項就否定前項，所以結果呢，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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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諸內外果法皆無自性」。

這樣，可以畫個圖的，大前提是諸內外果法如果有自性，如果是有自性的話，就

會是怎樣啊？就不應該待緣而生，是吧！即是不待緣，不待緣（生）的。有自性，這

個是大前提，所有有自性的東西都是不待緣的。小前提，現在內外果法是從緣生，緣

生是否待緣？即待緣了，即在這裏，現在我們有一個緣生法，這個緣生法，現在這個

內外果法，內外果法就說它是從緣生的，這是待緣生，待緣。

好了，這即內外果法就在哪？不待果法之外存在，是吧！那麼，你看看內外果法

與有自性的關係，這樣內外果法還有沒有自性啊？內外果法呢，我們（用）直 （表竪

示），那麼直 的東西它有沒有斜線啊？沒有，就看出內外果法是無實自性。如果在竪

裏面就有自性了，現在離行離迾（指偏離行列）走到外面，這樣就無自性了。這樣，

所以它是一個邏輯推理來的，因此，我們看到龍樹菩薩雖然沒有講到因明，但是其實

在用因明的，其實完全在用因明，他的思想就是因明來的，這因明就是「如是內、外

果法皆待緣生」，即這裏的「內、外果法皆待緣生」。這樣，因為它從 緣生故，原衆

來是緣生的，這樣待緣生呢，「即非是無自性」，所以它不是有實自性的，是吧！如

果有自性呢，就不待緣生，它現在內、外果法待緣生，所以它是無實自性。這個內容

就是講否定後項，則否定前項，就是邏輯，不過這裏的邏輯是不講出來的邏輯，因為

這樣的思想能力是所有人都有的，不需要上學讀書（學到）的，你生出來，一講你就

接受了，是天賦予我們的。

這樣，如果你說讀般若中觀是不需要推理的時候，你就不能夠這麼明確知道這一

段文字是破自性，是有邏輯地破，你會不知道的，這樣你的信心就不強，你的分析就

不清晰了，所以，我們說你讀唯識，你一定要懂因明。如果你不是讀唯識，（而是）

讀般若中觀都要學些邏輯的，因為它本身就是邏輯推理的，不過很多那些講學的人自

己都不懂邏輯，所以他不敢將大前提、小前提、結論很清晰地羅列出來，他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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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西方學者、現代學者個個都好像我那樣的，很清晰地告訴你知的，全列好

大前提、小前提、結論。如果誰告訴你不需要的，好像舊時的那個月稱那樣說不需要

邏輯，不需要因明，不要聽他講啊！他 笨的（意指令人損失）！累死（意指拖累）揾

你的！因為（難道）不需要有邏輯頭腦都可以讀到《中論》嗎？都可以讀《百論》、

《十二門論》嗎？是無有是處！不是的，他自己由於不懂，由於講的人不懂，他驚

（怕）你問。你自己判斷吧！本來有邏輯結構的，那個人叫你不用看的，不用理的，

這個人就累死（意指拖累）你。所以，現在講「中觀」、現在講「唯識」是不可以不

懂邏輯的！你不一定要用因明，你可以用西方邏輯，你可以用中國邏輯，還有印度邏

輯，都可以！隨便是理性分析的，可以列得出來清清楚楚的，列出來越清楚越好！你

用數學計出來更好！就是這樣。那麼，這個就是「略破」，「略破」就是一切緣生之

法，既然是緣生，凡是緣生都無實自性，這樣，所以就說緣生之法是無實自性。

「無實自性」用一個簡單的字代表它，就叫做空，「空」是一個簡單的詞語，

「空」的定義就是無自性，至於為甚麼無自性，就告訴你它是緣生，緣生是無自性的

原因，它之所以無自性是由於它是緣生。這樣，第一節講完了。那麼第二節呢，就是

「順破三性」，「三性」呢，講「自性」就可能分作三種東西，一、講自性就是它本

身，譬如說這支筆有自性，那這支筆自身就有自性了。那麼，這支筆外面的其餘自性

呢，這個盒又有自性，那麼在筆來看那個盒，那個盒叫他性，這兩種放在一起，叫做

亦有自性亦有他性，叫做共性。

這樣將自性分開三種東西的，這個自性的本身就叫做自性；自性講其餘的自性，

叫做他性；自己部分的自性就與其餘的自性合在一起呢，就叫做共性。這樣叫做三

性。那麼，這個「三性」請大家注意了，不是剛才我們講的那個「依他起自性」的那

個「三性」，不是那個「三自性」。所以讀書要小心點，這處講「三性」，那處又講

「三性」，「善、惡、無記」又是「三性」，在佛教裏面有很多「三性」，所以你們

聽到「三性」，不要亂搭嘴，要問清楚他是講甚麼的「三性」，你不可以隨便答別

人，因為你未必知道他講的「三性」是哪個「三性」，這樣。

19



好了，於是〈觀因緣品〉就再講「三性」了，他說，「若諸法自性無有」，就是

說諸法無有自性的意思，就是自性無。這樣，「他性亦無，自他共性亦無。」這就是

自性之無，變了他性亦無、共性亦無，那麼這個是結論來的。這樣，只有結論不行

的，要有原因才行的，這就是有結論，有大前提、有小前提才行，所以下面寫出了原

因，寫出了大前提、小前提。「何以故？」這個就是修辭學了，修辭學提出了一個問

題，提出了一個假（設）問，提出一個提問去吸引你，那是為何呢？這是為甚麼呢？

他說，「因依他性，故無自性。」

他說，第一要講破自性，為甚麼會是無自性呢？因為你所講的自性，它在經驗界

上依其他的他性存在的，這好像芽，「芽菜」的「芽」，你說有自性，我問你：「芽

菜是怎樣來的？」那麼你說：「依豆而來的。」「那麼豆有沒有自性？」他說，「有

自性！」這樣就算了，你說豆有自性，我不理你，你說豆有自性，我不駁（斥）你。

我現在駁（斥）你的是「芽」的本身，這樣你說「芽」有自性，那麼豆不叫做自性

了，「芽」去望那些豆，豆叫做「他性」。這樣，「芽」要待豆而有，這「芽」的自

性要待豆的自性而有，那麼芽菜的「芽」是無自性。為甚麼啊？因為那個「他性」，

那些豆的他性是被待，它是緣來的，那麼「芽」就待緣而有，芽菜就待他性為緣而

有，這樣芽菜就無自性了。芽菜無自性呢，再轉過頭來看豆，豆都無自性！因為豆又

待其他東西而有。還有是相對的！怎樣相對啊？你說豆是他性，有自性才有他性，無

自性就無他性了，現在的「芽」就無自性，這樣與「芽」相待的他性呢，就不可以叫

做「他性」。這就（像）你叫爸爸，因為你有個兒子才叫爸爸啊，是吧？當你的兒子

是假的，你沒有兒子的，你不可以叫做爸爸，你沒有資格叫做爸爸。

這樣破的，很利害啊！先假定有他性，假定有被待的他性，這樣然後把能待的無

自性，能待的無自性呢，能待與所待是相對的，能待的無自性，那個所待的不可以叫

做他性，自性沒有了，他性也沒有，怎會有共性啊？這就是說，你叫做爸爸，你要有

個兒子才能叫做爸爸，沒有個兒子的時候呢，你不能叫做爸爸，兒子也沒有，爸爸也

沒有，你與他是沒有父子關係，你們不能叫做父子。一樣的。完全一樣的！這就是說

自性待他性有，當沒有了自性，他性不能叫做他性。沒有了他性，沒有了自性，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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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共性。

這樣，「三性」就全破了，那麼他中間有個理論的，一步步的理論的，這樣所以

說，「因依他性，所以叫做無自性。」因為你說的自性是待他性才有的，他不待他就

根本不能存在，這是經驗來的，這個就是緣生。原來你的自性就是緣生，因為既待他

性就是緣生，緣生就是無自性，你那個叫做自性的事物，果法原來是待他性而有，即

它是緣生，緣生的時候，它叫做自性，其實不能叫做自性，因為它是緣生法，非自

性，你所講的自性，其實就不是自性，這樣。

那麼，然後那個他性又待自性而叫他性，沒有自性，亦沒有他性。這樣，然後沒

有自性，亦沒有他性，所以就沒有共性了。這樣，下面叫做「自性既無」，第六頁，

哦，第七頁，這樣「則他性與共性亦無。」這樣，裏頭有幾多段的論證？三段，第一

段論證「無自性」，第二個論證無甚麼？「無他性」，第三就論證「無共性」。

這樣，看論證，將剛剛的資料分做三段，所以「A、破自性」，「破自性」很簡

單的，他說，「外所執的瓶的自性如果是實有呢，這樣就不是緣生了，彼自性就不應

待水、土的他性而有。」那麼這個你可不可以否定它？不能否定啊！它事實上的分析

是這樣啊，因為有自性的東西是不待緣生的。那麼，如果你說那個瓶是有自性，就不

待那些甚麼緣啊？水、土、人工那些他性而有的，這完全是定義來的，它這個是定義

來的，這個定義你我破不到的。

這樣，小前提呢，（是）經驗來的，他說，「今瓶之自性，它是存在。」這個

「自性」不是真的自性，是假定你說的「自性」，這個是「體」而已，必需待水、土

等等的所謂他性而有。那麼，這個小前提是經驗還是一個非經驗呢？是分析還是經

驗？因為經驗到的，個個都看到花樽是怎樣來的啊？是用水、土這些你說的他性出現

而出現的，即待緣。這樣就是說，小前提是經驗地真，大前提是分析地真，是吧！這

樣兩個「真」，兩個「真」呢，小前提與大前提有甚麼關係啊？是否定後項，大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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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說這個後項「彼自性不應待他性有」，現在呢，「瓶待他性而有」，是吧，這樣否

定後項。

在邏輯上，否定後項就是否定前項，前項說瓶是有自性的，那麼現在瓶是無自性

了，所以，結論就是「故外所執的瓶自性決定非有。」那麼，這樣的論證的名稱叫做

「歸謬法」，大前提是假定有自性的，大前提是「外所執的瓶」，如果，「若實

有」，這是假定有自性，是吧？有自性。這樣然後呢，怎樣謬啊？謬在下面，如果有

自性呢，就應該不待 緣有，不待他性有，它就應該不待他性有。衆

這樣，小前提就講出它不能不待他性，就使得它與後項矛盾，這樣小前提，瓶的

自性是一定需要待他性，以水土做他性，這個就是謬，小前提就是謬。小前提是謬

呢，前面的假定就不能站得穩了，先假定有自性，現在站不穩，所以無自性，這樣是

結論，所以，所執的瓶的自性是決定非有，不能存在的。那麼，這樣的論證都是劃個

圈的，即劃些圖，這個圖這樣劃，第一，如果瓶與盆等世界上的事物是實有自性呢，

是（不）需要有他性，有自性的時候一定（沒）有他性。這就是說，瓶如果有自性，

它就以水、土等等做他性，是吧？有自性一定有他性。

這樣將自性就斜著劃，小前提，如果瓶的自性呢，沒錯了，它不是他性，它是不

待他性，如果有自性就不需要待，就不待，是吧，不待他性，不需要等，就不待他

性，凡是有自性的東西，不需要依待他性。這個就是大前提：所有有自性的東西都不

需要依待他性。小前提：瓶的自性需要依待他性，即瓶的自性在這，這個瓶，這個圈

就不待他性，外面待嗎？外面就待他性了，是吧？待他性，這即是瓶待他性。那麼瓶

這種東西呢，既待他性，我們看看它與自性的關係，還有沒有自性啊？無自性，自性

在不待他性的地方啊，這樣，現在瓶是待他性的啊，所以瓶是甚麼啊？無有自性，看

到的，瓶就在自性外面出現的，就變成這樣，因此就看到瓶是無自性的，這是第一。

這樣，第二就是「破他性」，看一下，諸法他性如果是實有的話，一定有他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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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呢，諸法就不應該無其自性。因為呢，他性與自性是甚麼？相對的存在，有自性

才有他性，無自性就無他性了，因為是相對的。有體才有用，無體就無用，有能立才

有所立，無所立就無能立，是吧！因為大家相對地講，不是說能立就是所立，不是

啊，有這種東西，有大才有小，有小才有大，是一樣的，相對的啊！這樣呢，現在證

明諸法無自性，無自性可得，這樣就沒有相對。那麼沒有相對呢，所以，「故知他性

亦非實有。」這個圈一樣劃的，大家自己劃了。這樣，「他性」破了，再破「共

性」，即是叫自他性。

這樣看看，如果諸法的共性實有，這都是假定的，都是歸謬啊，先假定是有自性

的，這樣就將它分析了，這樣，「則合成這個共性的自性與他性不得非有」，這個

「有」字，「非有」的「有」字，後面那處看不清楚，「不得非有」。這就是說，如

果有「共性」，一定要有自性及甚麼啊？他性的意思，用簡單的語言，但這些語言就

是簡潔或者邏輯清晰的語言，所以讀起來就不好讀的，但在腦裏明白了就很清晰的。

這樣，小前提上文已經知道自性非有，又論證到甚麼啊？他性非有，這樣就否定後項

了，否定後項就是否定前項，所以知道諸法的共性實非有，是破三種東西的，這三種

東西統統都依那段文字，《十二門論》的文字列出來的，每一句說（的）話都找到線

索，在上文找到線索的。

好了，今日講到這裏，有甚麼問題？如果沒有呢，我們下個禮拜再見，好！再

見！不用客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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