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是一個人如果自己的主張都不能把握，隨便附和別人的主張，我就不取這種

人。夠硬，你認為我不對，你又不敢殺我，你殺我，我便成仁，就利益於我。真是

的，毛澤東、江青對他都無可奈何，又不敢殺他。每個月還給他幾擔米，硬，夠硬，

這個人。熊十力也是硬的人，不阿附權貴，與馮友蘭不同。梁漱溟雖有思想，但他很

尊重熊十力。他認為熊十力的思想，他說：「當今之世，做哲學，熊十力已足夠，我

不需要去參加了，我是不及他的。」我在桂林見過梁漱溟先生，他自認敝鄉，他說在

哲學的修養，和熊先生相差很遠，差很遠。這很難得，說這話，他這樣的地位。（這

樣的人）找不到了，沒有別人了，找不到第二個。

現在後起的人，更加亂七八糟，看書也不多，不中不西的，西方的書就看得多，

中國的書就看得少，連古代的文言文也看不通。我見過有幾個（人）在美國哈佛（大

學），Yale，研究中國古代哲學，看中國古典的書也看不懂。還有一個笑話是這樣，

有個西人，在哈佛得到博士（學位）。我們叫他白先生，Burning在哈佛大學研究中

國文學，研究老舍，研究老舍，研究老舍的文學，取得博士（學位），哈佛，這樣，

你猜他怎樣，他研究中國文學，他不會調氣，用平上去入四聲，他說：「中國（文

字）的四聲最沒道理。」我問他如何沒有道理，讓他調給我聽，他懂得國語調「東，

懂，董，凍」（唸粵音），他說沒有道理，「東，懂，董，凍」（唸粵音），只是陰

平，陽平，上聲，去聲，最多加個「g」字，「t」字尾，「東，懂，董，凍，du」

（粵音）加個「t」字尾，就是「du」，這樣，那會有多呢？

1



還有九聲，他說曾經看到，中國的字有九聲，你用國語是調不到九聲的，調九聲

要廣州話才能調得到的。他說：「沒理由的。」我說：「怎麼會沒理由呢？只是你不

懂。你請我吃餐飯，我教你吧！」結果我就這樣教他，四個陽聲，四個陰聲，陰聲

者，就是振動次數多，而振幅不大，謂之陰聲。陽聲者，就是振幅闊，但振動次數不

夠多，就是陽聲。就這麼簡單。現在，例如九聲，中文系畢業不懂九聲，我知道有很

多，很多我的學生。還有，唐君毅先生死的時候，有一位院長自己寫了一對輓聯，去

輓唐君毅先生，連平仄都不懂，你們查一下，唐君毅一定會查到的，我就避免說他名

字了，一對輓聯。簡直都不會對對（聯），不會就不要作，不會最好不要作，是吧！

不懂的最好不要作。

很簡單的，四個陰聲，譬如個東字，「東，董，凍，篤」（粵音），這四個就是

陰聲，尖鋭的陰聲。四個陽聲了，「動，董，洞，督」（粵音），四個陽聲。「東，

董，凍，篤」，「動，董，洞，督」，還有一個半陰半陽的入聲，它又不是「篤」，

「東，董，凍，篤」這個陰入聲，「動，董，洞，督」的「督」字是陽入聲，還有個

半陰半陽的「讀」，「動，董，洞，督」的「督」字說偏一點就是「讀」，它又不是

「督」，如果再陽聲，就是「動，董，洞，督」，它又不是「督」。「讀」，半陰半

陽，二四如八，再加半陰半陽，就是九聲。廣州話任何一個（字）的聲音都可調九

聲。譬如你姓潘，「潘，盤，判，潑」，四個陰聲，「盆，叛，伴，撥」，四個陽

聲，有一個「撥扇」的「撥」，既不是陰聲「潑」，也不是陽聲「撥」，「撥」，

「撥」是廣州話才有的。你用北平話是調不到九個聲的，北平話連入聲都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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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話差不多入聲是「d」字尾，「t」字尾，「k」字尾，轉字，「g」字尾，

這些是沒有的。我們舊時在廣州，很容易（分辨）那些是旗下人，由滿州過來的，好

像王亭之就是由滿州過來的，一聽聲，我就聽到，「南面」，凡是北平話沒有「m」

字尾，凡我們廣州話「m」字尾，北平話就「n」字尾，「南面」，我們廣州話

「南」、「南」「nam」，「南」，如果北平話，「南」、「南面」，「南」

「nan」，不是「nam」，沒有「m」字尾的，「今日回南啦！」，「今日回攔

啦！」，這樣，「南面」就會唸「蘭面」，我們一聽就能聽到，「我吃個白欖」，

「我吃個白蘭」，是這樣說的。「好鹹呀」就會是「好閒呀」。好了，不說這些話

了。說回本文，你知道嗎？對於這個「空」的解釋，兩派，兩個不同的解法。

我的立場，就是用唯識宗的解法，就不用（另外）那個解法。來到這裡，我讀一

讀，需要解釋再告訴大家。《辨中邊論》的「辨」即辨別，「中」即中道，「邊」即

偏見。此論是解釋中道與偏見之論著，乃彌勒菩薩所造。論中有（偈）云：「虛妄分

別有，於此二都無。此中唯有空，於彼亦有此。是故一切法，非空非不空。有、無及

有故，是則契中道。」這首《辨中邊論》的偈頌，如果有人喜歡英文的，我可以給

你，因為《辨中邊論》已經翻譯成英文了，有英文本，有德文本，有法文本，《辨中

邊論》。再看下去，大乘佛教（的唯識宗）認為此世界及人生皆是由心變現出來的。

心有八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即五種 Senses，五種感覺，意識

Conscious，思維的，末那識，常常想着有個「我」，Manas，即是思量的解釋，常

常想着「我」，即是自我意識，無意識地執著有個「自我」。我們覺得有「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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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兩種：一種是有意識的執著，這個是我的，那個是你的，這種是意識上的執著。

還有一種是無意識的執著，常常都覺得有個自己，不理性的執著，那種執著就屬末那

識。有意義的執著，就是意識。這個末那識，我的解釋是，無意識的執著，認為自我

存在，只是覺得有個自我存在。第八個，叫阿賴耶識，阿賴耶即含藏一切種子。種子

即是功能，前七識的種子也包含在內。此八識統稱為心，佛家唯識宗的所謂心，就是

這八個識。

第二個宗不是這樣，第二個宗的所謂心，有時指本體。而每個識皆有其附屬作

用，怎樣的附屬作用呢？叫做心所有法，簡稱作心所。心所兩字的意思是什麼？就是

心的附屬作用，英文譯作 Mental factors，Mental 就是精神，「m-e-n-t-a-

l」Mental，Factors，因素、因子，心所。心與心所各有兩類，一類是清淨無漏的，

要見道後始略起作用，成佛後乃流行無礙。另一類則為成佛前處凡夫位的有漏心與心

所。有漏的心和心所又名「虛妄分別」。我剛剛解了。為什麼叫它們做虛妄分別呢？

因為佛家以為一切現象本來是不實在的，但我們卻偏執之為實在，這不實在的東西即

稱為「虛妄」，凡夫對此虛妄的東西起分別心，執著為實在，此分別心便稱為「虛妄

分別」。由虛妄分別而執種種事物為實有，尤其執我為實有。

所執的事物雖虛妄，但能執的心、心所卻不是沒有的，故稱為「有」 ;「有」即

是存在。宇宙間的山河大地、日月星辰，在佛家眼中皆是虛妄不實的，但眾生卻執之

為實有。山河大地固是虛妄，但能執山河大地為實的這種作用則並不虛妄。所以說

「虛妄分別有」。第一句。在此虛妄分別之上，實在的能取和所取，能取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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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ject，所取即是Object，是不存在的，故云「於此二都無」。佛家從認識角度說

明世界上的東西不外能取、所取兩種。能取即能了解的東西，所取即被了解的東西。

例如眼根能照見事物，故眼根為能取，色為認識的對象，故為所取。以至耳、鼻、

舌、身、意諸根為能取，聲、香、味、觸、法諸境為所取。阿賴耶識以末那識為根，

此末那識便為能取，所攝持的種子便為所取。這兩句比較深，你或可刪了不要亦得。

故這頌首二句之意為：虛妄分別是有的，但在此虛妄分別之上所執的實能取、實

所取二事都是無的。「此中唯有空，於彼亦有此」二句中，「此」即指虛妄分別，在

此虛妄分別之中，祇有空性存在。此「空性」與「空」不同。「空」是形容詞，指假

的、不實在的、無實質的；「空性」則是名詞，是指空的狀態，不實在的性質，亦可

釋為宇宙本體。此宇宙的本體不能用感官接觸，你們讀哲學的，要記住，凡接觸得到

的一定不會是本體，因為能接觸到的，一定有形有象，有形有象就是現象。所以，本

體一定不會是五官接觸的。凡夫的五識所接觸的，所謂五識即是眼識、耳識、鼻識、

舌識、身識，祇是由本體所顯現的現象而已。即是本體是體，現象是用。意識則可分

析為「有分別」與「無分別」兩種。「有分別」即有概念，「無分別」即無概念。無

分別意識即般若智，能生起無分別的意識，便可直接體驗宇宙本體，因此概念是障

礙，無分別則能撇除此障礙。

能修學至無分別意識生起時，才能真正把捉宇宙本體。第七末那識則是盲目的，

第八阿賴耶識是機械性的，故此二識均不能了解本體，能了解本體的祇有意識中的無

分別意識，但此種意識在凡夫位是不現起的，一定要從禪定中修習空觀，將我執，以

至對其他一切事物之執著次第撇除，「損之又損，以至於無」，徹底了悟能取、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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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非實在。在我、法皆空後，空的概念亦要撇除，故說「空亦是空」。最後，能了解

空的道理的智慧亦非實有，都是現象而已。這樣，撇除一切概念，直至最終豁然開

朗，無分別智出現，當下便證真如本體。此種以「空」來作手段，顯露出來的真實體

性，稱為「空性」。故在虛妄分別之上無實能取、實所取，其中祇有空性。

所謂虛妄分別乃空性顯現的「用」，空性乃為「體」。此虛妄分別是空性所顯現

的現象，並不是離開實體而存在。體與用兩者是不離的，猶如華嚴宗人所喜說的「水

不離波，波不離水」。水譬如體，波譬如用。而於彼空性之上亦祇有虛妄分別，故說

「於彼亦有此」。所以世界上一切事物，說其完全空，是不對的，因於空性上之虛妄

分別是有的，但執之為實在亦不對，既不能説之為空無，亦不能說之為實有，「是故

一切法，非空非不空」。為何說「非空非不空」呢？「有故、無故、及有故」。虛妄

分別是「有」故，但於虛妄分別上的實能取、實所取是「無」故。「及有故」者：謂

於空性之上有虛妄分別，虛妄分別之中又有空性，兩者互有故。若能於此徹底瞭解

「有、無及有故」，便能夠契合中道之義。這樣，先解釋了這首偈頌，以後你就懂得

「色不異空，空不異色。」的解釋了。現在到點（下課）了嗎？

講正文了，凡是看佛經，最重要的是掌握那些科判、科文，甲、乙、丙、丁那

套。因為有好多佛經，你若不掌握科文，是很難以理解的。若掌握了科文，就很容易

理解了。不過，科文有好多家，每一個注釋家的科文都有不同的方法。那麼，你就要

選擇一下。現在，你們看看甲三，釋正文，正式解釋正文。解釋正文，我會將科文分

成三科，乙一，乙二，乙三。乙一，你們沒有（書）吧，可惜我沒有帶來，你們聽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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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廣東話嗎？你是不是聽廣州話的呢？會聽廣東話的沒有問題。如果你是說普通話，

要聽我說會有點問題了。是嗎？乙一，乙二，乙三。

乙一，就解明能觀智。當你看佛經的注疏時，明某某，顯某某，辨某某的時候，

這個動詞的解釋就當作說明。說明能夠修空觀的智慧，明能觀智。然後乙二，辨，辨

即是明，明所觀智，Object，境、境，境是指 Object。能觀智是 Subject，這個是

主體，所觀的境。然後呢？第三，顯，顯即是說明，所得的果。這樣，佛經很喜歡這

樣的，每一件事一定問它的境、行、果。所謂境，是指所對的對象和目標。行就是實

踐，有了目標，如何去實踐，實踐有沒有效果，效果如何，就是果。好多好多佛經都

是分境、行、果來作解釋的。現在解釋《心經》也是分境、行、果。乙一，現在先說

乙一，說明能觀的智。能觀的智，你們看一下。「觀自在菩薩」，行深，觀自在菩薩

應該加個 Comma，一撇，「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一撇，Comma，「照見五蘊

皆空」，一個Comma，「度一切苦厄」，一句。

好了，這位觀自在菩薩呢，自古以來，（有）兩個不同的解釋。一個解釋就說，

這位觀自在菩薩是觀世音菩薩。作這樣解釋的理由，它說西藏有一個譯本的《心

經》，都說這個是觀世音菩薩。怎麼說的？它說有一個時候，釋迦牟尼佛在靈鷲山，

用他的神力加被觀世音菩薩。觀世音菩薩就受到了佛的加被的力量，於是他從定而

起，從定而起，對舍利子講這番說話，這是一個說法。《心經》呢，我們中國舊時，

就有六個譯本。但現在，我所知道的，有第七個譯本，就是什麼呢？就是在《明報月

刊》發表過的，就是中文大學的教授劉殿爵，他將英文譯本重譯成中文，而這個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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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本，就是一個英國人 Edward Conze將藉在梵文的地方譯成英文的，他重譯，這

只是在《明報月刊》發表過，在以後他沒有繼續印了。

另外，又有一個臺灣人，在臺灣大學教過書的，這個人在日本取得博士（學位）

的，在日本研究佛學取得博士的，這個人叫做葉阿月。台灣的人改名好奇怪，叫阿

月，月亮的月，他又藉在梵文處譯成白話的中文。這樣，總共，還有其它譯本我未曾

見過，就不知道了。即以我所見的（譯本）就有八個，還有一些，一定還有的。這

樣，有些譯本就好像我們這本一樣，沒有說是觀世音菩薩，只是說觀自在菩薩，沒有

肯定說是那一個。但是，有些譯本就說明在靈鷲山，釋迦牟尼佛加持觀世音（菩

薩），觀世音（菩薩）就是這樣說《心經》。那麼，理由是很充足了嗎？但有人說不

是，有人說不是，這本《心經》根本不是觀世音菩薩說的，而是佛說的，是佛說的。

那為何有觀自在菩薩在說呢？這個觀自在菩薩是第三身，佛說，即是佛這麼說，

如果你是觀自在菩薩呢，你這個觀自在菩薩，就會修行很深的般若波羅蜜多。當這位

觀自在菩薩在修行很深的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他就會照見五蘊皆空。那麼，這番說

話就是佛說的，而不是觀世音菩薩說的。但是，那七、八種譯本之中，明明有幾種

（譯本）說明是佛在靈鷲山說的。佛在靈鷲山加持觀世音菩薩，讓他說的。而你又說

是佛說的，不是觀世音菩薩說的，豈不是違反原經？是嗎？那麼，另一些人就答，說

釋迦牟尼佛加持觀世音菩薩這番話，是後來的人加上去的。

因為佛經裏面，有很多是後來加上去的，有很多是沒頭沒尾，是後人加頭加尾進

去的。所以，是加上去的，靠不住的。第一個理由就是這樣了。第二個理由是最確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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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以我就根據這個理由。第二個理由就是，這本《心經》除了最後的那些咒語之

外，完全是在《大般若經》內抄出來的。將來我會告訴你，那一句是在那一處，整段

的在《大般若經》的第幾卷處抄出來的。這樣，既然是在那處抄出來的，即說結集這

部經的菩薩，他認為《大般若經》裏面呢，這段最精要，所以就抽出來了。就說這一

段是般若波羅蜜多的心臟來的。所以這樣。既然是這樣，那麼就依據《大般若波羅蜜

多經》就最可靠了，但《大般若經》是這樣說的，釋迦牟尼佛就對舍利弗這樣說，怎

樣說呢？

他說，如果你是觀自在菩薩呢，你修行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你就會「照見五蘊

皆空，度一切苦厄。」一直這樣讀，跟著都是，「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

即是空，空即是色，」跟著他說，「受不異空，空不異受，受即是空，空即是受；想

不異空，空不異想，想即是空，空即是想；行不異空，空不異行，行即是空，空即是

行；識不異空，空不異識，識即是空，空即是識。」然後跟著，「舍利子！是諸法空

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一直不不不⋯⋯然後，「是故空中無色，無

受想行識」，「是故空中無色，空中無受，空中無想，空中無行，空中無識。」這然

後，「舍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増不減。」一直下去，然後是

什麼呢？

「無眼處，無耳處，無鼻處，無舌處，」一直十二處逐處數，「無眼界，無耳

界，」無某某⋯一直這樣數下去，到最後，「無無明，」亦無某某，無某某，一直到

「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直到這裏為止，《大般若經》。《大般若經》裏面有

一品，就叫做，有一品叫做〈觀照品〉，就是在這裏抽出來的，並將它簡化，「色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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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別人「受不異空，空不異受，」它將這幾

句簡化成什麼？「受想行識，亦復如是。」將它簡化了，既然是這樣，《心經》即是

釋迦牟尼佛對舍利子說的。就不是加持觀世音菩薩所說的。這樣，你又會問了，那位

觀自在菩薩是怎樣來的？

觀自在菩薩不就是觀世音（菩薩），觀自在是什麼？那個名字，你們讀過《大悲

咒》，《大悲咒》，「南無阿唎耶，南無阿唎耶，婆盧羯帝爍鉢囉耶，菩提薩埵婆

耶，摩訶薩埵婆耶」，南無即是皈依大悲勝觀自在菩薩摩訶薩。這句。那麼，這裏即

是說，觀自在菩薩，固然可以解釋為觀世音（菩薩），即時《大悲咒》所說。但是，

在《大般若經》裏面，那位觀自在菩薩不一定是觀世音菩薩，是一個普通名詞。我們

學文法，你們學英文的時候，學文法一開始就講 Noun，講 Noun 的時候，有

Common noun，是不是？有 Proper noun，是不是？如果你說這位是觀世音菩

薩，這個是 Proper noun，是有一位菩薩的名字叫做觀自在。但如果這個觀自在菩薩

的觀自在的名字是Common noun呢？你又怎樣（理解）？

人人都可以做觀自在菩薩，只要你肯修行，修空觀修到自在便可以了。普通到什

麼時候修空觀修得自在呢？好像，你修一下，我又修一下，這樣自在不自在呢？這樣

算不算得自在呢？這樣是不算的。要到第八地菩薩，第八地菩薩才能修空觀修得自

在。為什麼呢？不是説你坐到第八地菩薩的位置上就修得自在了，而是你修空觀修得

自在之後，你就叫做觀自在菩薩。這樣即是說那些修空觀修得很純熟的那些菩薩，那

些菩薩修空觀，修般若，尤其是，其實般若即是空觀，修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他所

修的般若波羅蜜多，並不像我和你所修的般若波羅蜜多那麼淺，那是甚深的般若波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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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多。當一位觀自在菩薩，當他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他就會，會什麼呢？

會照見五蘊皆空。如果你譯過就會是：那位觀自在菩薩修行甚深的般若波羅蜜多的時

候，他就會照見五蘊皆空。

那麼對《大般若經》，我們知道應該是第二種說法才對，這是 Common

noun。你們可以試試，你們在家或在寺門內有《大藏經》的，揭開《大藏經》，翻

到哪裡呢？翻到《大般若波羅蜜經》，六百卷那套，揭開看一品叫做〈觀照品〉，

〈觀照品〉裏面（有的）。這樣，我就交代了觀自在菩薩，我的意思是一個普通名詞

來的。這番話是釋迦佛說的，他說當一位菩薩修行甚深的般若波羅蜜多的時候，他

能夠照見，這個照見，很多人解釋這個「照」字解得很妙。所謂「照」字，就是好像

居高臨下照下去，好像太陽照在大地上，「照」字意思是什麼？它不是靠普通概念推

理的，而是用無漏的無分別智，好像太陽照在大地一樣，直接體驗到的，不是靠推理

的，直接體驗到的。體驗到什麼呢？體驗到我們的生命，我們五蘊所做成的生命是不

實在的、是空的。

那麼這五蘊，本來這五蘊就是，在原始佛教來說，五蘊是指我們的生命。每個

人，將我們的生命體，分析成五堆東西，就叫做五藴。原始佛教說無「我」，那個

「我」是沒有的，因為將我們的生命分析起來就是五堆東西，並不是有一個「我」。

那即是說，五藴只是用來解釋我們的生命，在原始佛教（是這麼說的）。但是到後

來，到後來呢，原始佛教之後就到部執佛教，部執佛教興起的時候，就將這個五藴推

廣，不只我們的生命由五蘊組成，整個世界，整個世界都是五蘊組成的。但是這樣，

整個世界雖然是五蘊組成，但是整個世界的現象雖由五蘊造成，至於本體，五藴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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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在內的）。就是說到部執佛教的時候，將五蘊擴大到整個現象界。五蘊，你們

出家人就會懂得解釋了，有些新成員聽是不懂得解釋的。要不要給你們解釋一下五蘊

呢？要不要解釋五蘊給你們聽呢？不用了。

這樣，「空」我已經解釋清楚了。是吧。有時當形容詞用，即 Empty，英文講

法，就是不實在的，沒有實質的。台灣那位葉阿月將這「空」字怎樣翻譯呢？他完全

不用「空」字，在他的譯本裏，「照見五蘊皆空」，他能證到五蘊都是沒有實在的自

體的，他完全沒有用到空字，現在很多新一派講佛經的都是這樣。佛經裏面講現量，

他用什麼來代替呢？他用知覺來代替，那個「空」字就用沒有實在的自體來代替。不

過，我極不主張這種講法，很反對這種講法。別人一看就懂，即是以後都要看你那些

了。你明白嗎？若是再看藏經就不懂了，因為藏經是用「空」字，而不用沒有實在自

體的，沒有人是這樣翻譯的。這樣就害死那些（看這種譯本的）人，他們定要看你的

著作，再看回第一手的佛經，他便看不懂了，實在是害人不淺的。

一味要新的，但是卻新到這個樣子，是不行的。但是，有些人卻說好，這樣才是

好東西，現在那些新派的，一味用新名詞來代替，搞得亂七八糟，現在好多是這樣

的，你看看「大學程度的佛學講座」，看過了嗎？你去一些齋菜館門口看看，就有

「大學程度的佛學講座」（宣傳單張），他們會找來一些沒有資格教大學的人來講，

你自己都沒有資格教大學的，你卻寫上大學程度的講座，你害不害羞呢？是吧？你去

看一下什麼普善齋、寶妙齋門口就貼著這類東西。還有什麼呢？甚麼叫做「佛教的新

生命」，那麼，別人的豈不是舊的呢？他們根本不知是不是佛教徒，我肯定地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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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甚至還沒有皈依，我認識他們，有些是我的學生。這樣，你就是新生命，別人經

歷了幾十年的就不可取嗎？真是豈有此理！ 

是啊！所以我說這些人不知人間有羞恥事。好了，不要太新。然則，你想引人入

勝的話，就怎樣呢？用回舊的經文，用注釋，注一、注二，在注釋內用白話，用很新

的文字來解釋（經文），這就沒有害處了，縱使解釋錯誤，你解釋錯了，別人亦可更

正。你如果連經中文字也翻成現代語，這樣就弊不可勝。那個霍韜晦就常常主張要新

的，有一次，我跟他說，一味追求新的，連那些經文字句也改掉了，是會害死人的，

這樣是不對的，只可以用舊的東西，用新的文字解釋它。他答他也主張這樣，用新的

文字解釋舊的，沒有變動那些舊式的文字，他也這樣說，但他的學生卻不這樣說，那

些新的（面孔），好多是他的學生，有些就是我的學生。

好了，「照見五蘊皆空」，這「照見」的大概意思，就是現量觀照，現量觀照，

大家會解釋現量了嗎？會了嗎？你會不會解現量？有沒有人需要解釋現量的？沒有。

因為我們想了解事理，就一定需要有知識。這個廣義的知識，我們講的知識兩字，狹

義的知識普通指概念的知識，廣義的知識就連感覺都包括在內的，佛教的知識是廣義

的。知識當然是形容什麼呢？是形容 Knowledge，佛教認為，這個知識佛教叫做

量，量，知識，佛教稱知識為量。為什麼叫做量呢？量字不是度量的解釋，量者量度

的意思，量者量也。我們的知識去看東西的時候，好像用一把尺去量度一匹布，量度

一下差不多。我們的知識去看東西一定會有個結果，看到有多少，猶如用一把尺去量

布，結果量到幾多尺，我們一定要知道，所以佛家叫知識為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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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有三種，叫做三量。三量的第一種，叫做現量。什麼叫做現呢？「現」含有三

個意義，叫做現。一是現在，不是過去的回憶，是現在看到的，第一，現者現在。

（第二，）「現」是顯現，（第三，）不是迷迷糊糊的，包含這三個現的意義，這種

知識含有這三種意義的，這種知識就叫做現量。例如，我的眼睛看到粉藍色，好清楚

的，現在看到的，在我的面前看到，好明顯的看到，所以我看到這幅東西的時候，我

的這種知識就是現量。好了，如果你問，這個東西是粉藍色，粉藍色不就是一個概念

嗎？如果你說它是粉藍色，這個就不是現量。明白嗎？這個是什麼呢？是比量，是推

理。沒有概念的現量，現量是沒有概念的。

普通的現量，我們平時生活上那五官才有現量，差不多（是這樣）。五官的現

量，還要我們的五官看東西的時候，第一刹那才是現量，第二剎那已經不是現量了，

為什麼呢？譬如我看見，一眼看向那處，看到這幅粉藍色的東西，當我第一剎那看到

的時候，我只是看到一幅這樣的東西，好像照相機在照相一樣，是嗎？會不會？我問

你會不會思慮、想？會不會想它是什麼顏色呢？會不會想呢？不會。第二個剎那才會

想，第一個剎那是不會想的。不知道這個是什麼顏色，也不知道這個是藍色的或紅色

的，通通都不知道，只是好像照相機照相一樣。那個時候，在心理學上就叫什麼呢？

叫做純粹感覺，又叫做純粹的經驗。第一個剎那才有的，一到第二個剎那就沒有了。

第二個剎那我們會怎樣呢？這個是什麼顏色呢？這樣東西我以前好像見過，好像

很熟悉的這種顏色，叫做什麼顏色呢？尋求（答案）了，是嗎？只尋求一會兒，這個

叫做藍色，藍色有很多種，這種是淺藍，又叫做粉藍。是這樣想的，會想很多個剎那

連續的，要好多個剎那連續想，經過很多個剎那之後，判斷了，無疑了，確是粉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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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黃、不是紅，決定了，是（這樣）了，沒有錯了，是粉藍色。那就是，第一個剎

那沒有概念，純粹感覺，純粹經驗。第二個剎那起呢，有沒有概念？有，有概念，有

Concept，概念叫做 Concept。在心理學上，那些心理學家對我們這樣說，當我們

當下認識一樣東西的時候，最初只是有 Sensation，Sense，感覺，第一個剎那是感

覺。第二個剎那以後呢？就成為什麼？

第一個剎那你不會知道我知道一些東西，第二個剎那就知道我知道一些東西了，

那時候叫做是什麼？Perception，是嗎？Perception。當你 Perception一起的時

候，你就知道自己見到這樣東西。第一個剎那，Sense，是沒有Meaning的，是

嗎？沒有意義的，一到 Perception 的時候，開始想有意義了，到最後形成一個

Concept，這是顏色，這是藍色，這個是概念。概念者，即事物的共通性質。藍，藍

有多種的，把各種不同的藍，將它們的共通性抽取出來，就叫做藍。是嗎？明白了？

經過一種手續叫做什麼？Abstraction抽象，共通性，這樣那時就有 Concept了，一

有 Concept，我們就會在 Concept上打轉了，想想想⋯⋯想來想去，會將那些

Concept互相交疊，那樣便形成思想了。是不是這樣？

這樣，第一個剎那就有現量，現量就沒有概念的，一到第二個剎那起，就有概念

了。當你有概念的時候，你看東西的時候，那個概念，譬如我以視覺來看東西，第一

個剎那視覺看東西的時候就是現量。第二個剎那就起概念，是不是這樣呢？那時候，

視覺會不會起概念的？你答我，不會，視覺不會起概念的，起概念的是意識，大腦內

的意識起概念，那是大腦內的意識。所以起概念是不關視覺、不關聽覺、不關五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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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就是説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這五個識只有，只有什麼？只有現量而

已。現量是沒有概念的，不會起概念的，起概念要第二個剎那以後，那個意識起活動

才會有概念。那當你起概念的時候，就會推理、推論了。譬如我第一個剎那看見它，

都不知道它是什麼顏色，第二個剎那我們就會推理，尋求，會 Search，尋找，這個

東西我以前見過，是差不多了，這是什麼顏色呢？叫做藍色。

好像邏輯一樣，我從前見過這些色叫做藍色，是嗎？這個是前提，然後跟著，現

在我所見到的形狀也是一樣，所以這個色叫做藍色。然後，好像三段論式那樣，想完

後再檢查有沒有錯，沒錯了，是藍色。是不是要經過這些手續呢？你不要駁我：「羅

生，那有這麼累贅呢，我見到沒有這麼累贅的。」是你感覺不到，快得極了，因為你

的腦子很健全，如果你的腦子遲鈍，真是會寫得出的，你之所以不覺得，是因為你的

腦子相當健全，實在是經過很多手續的，好像去銀行提款那麼多的手續，不過它快到

極，這種如此快的，將概念交疊的，那時將概念交疊，就叫做比量。比者，比較，我

們推理的時候，將那些概念來比較。比字，作推度解釋，比較、推度所得來的知識，

叫做比量。

好了，現在很多人要用現代語來解釋，那又如何呢？古老的現量和比量（如何翻

譯）呢？現量譯作感覺，或者知覺，應該用感覺，知覺沒有那麼好，知覺應該是

Perception，感覺就不是，或者譯做純粹經驗，你說好不好呢？沒有不好的，你讀過

心理學就知道這個叫做感覺，沒有概念的，這些叫做純粹經驗，是沒有概念的，讀過

心理學的才會知道，若是一個阿婆又怎會知道呢？是嗎？不會知道的，就會連累她

了，所以就不如用回現量。用現量，那麼如何解釋它呢？實證的知識，或者感覺，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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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純粹經驗，那麼她就會明白了，是吧！這樣多好啊！比量是什麼？推理，是推理，

比字作推度的解釋，那現在就稱為推理，用英文也可以的，推理的英文是什麼？

Reasoning，推理。第三種叫做聖言量。我現在越講越多題外話了，怕不怕呢？越講

越多題外話，你得益更多啊！是吧！

如果我將這本《心經》和你們一句一句照着講說，很容易，一小時我講兩課都可

以，是吧？你們聽先生講課，最重要聽這些課外的東西，任何教授，胡適之也好，魯

迅也好，當你聽他們講課的時候，你不要聽他解他的學說，聽他偶然所說的旁支，那

些就是在他的書上找不到的，每每就是他的板斧，那些就是他自己的心得。聽教授講

課，最重要就是留意他題外偶然所說的話，往往他如何做學問的秘密方法，就在這處

泄漏讓你知道。第二樣就是留意他寫出的參考書，是哪一本書。有時每個教授會有兩

三本他（做研究）最基本的書，他在有意無意之間會把那些書寫了出來，你拿來看一

下，看看他的講義，和他這本最接近的，越看越接近他說的那一套的，他的那套（學

問）你就完全知道得清清楚楚。

所以，有很多教授最介意別人拿去他最基本依據的書。我以前好像講過給你們聽

的，以前有一位教授，我讀大學的時候，我是讀中文系的，我的系主任姓古的，叫做

直，古直，很有名的，箋註大家，他所寫的一本《阮嗣宗詩箋》和《陶淵明詩箋》，

當時都很好，現在你想找回一本這麼薄又這麼好的，也不是容易找到。還有一本解釋

鍾嶸《詩品》的詩箋，我們現在讀的那本是陳賢杰做的，古先生那本做得好，但可惜

他的為人古板，古呀！中華書局想跟他買版權，他卻不賣，他要自家出版。他的家叫

做層冰草堂，他的書叫做《層冰草堂藏本》，若他把書交給中華書局，讓書局付錢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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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給他出版，不就乾淨俐落了嗎？為什麼（他不這麼做）呢？是那個我執太重了。

明白嗎？層冰草堂是他的，他不肯，不肯讓書局幫他出版。

章太炎也是這樣，《章氏叢書》，商務印書館書局給錢找他出版，他也不肯。王

維以前的前一任叫做章什麼呢？邀請他出版那套《章氏叢書》，願意幫他出版，他不

肯，不肯那又怎樣呢？結果他讓西寧堂印刷，跟他印刷得很漂亮。為什麼呢？他說商

務印書館的字粒印刷不漂亮，他要木板刻的才覺得好，西寧堂肯找些很漂亮的字。你

可以去圖書館，新亞硏究所的圖書館，你找那很大的一本叫做《章氏叢書》，刻得很

漂亮的，好像宋刻本那麼漂亮的，浙江省立圖書館印的，最初是西寧堂，西寧堂後來

改做浙江省立圖書館。有些人是很古板的。他很歡迎我們去他的家作客，他總是會拿

西餅、咖啡招待我們，我們坐多久都不會生氣的，但他最怕我們進入他的書房，因為

他常常打開他的書做箋註，他不想他的學生知道他用哪幾本基本的書。

我又覺得挺奇怪的，有辦法，對付這些老先生很容易的，你對付其他人，好像現

在的生意人，你去探望他們，好容易的，進屋見到他的工人，就送些金錢給他。你可

以試試，去喝茶的時候，另外打賞 Tips（小費）給侍應，你下次再去的時候，他就

會記得你，他會記得你姓什麼。你去陸羽飲茶就會這樣，你沒有給小費，問他要座

位，他會說沒有位子的，如果你給過兩次小費給他，他會馬上給你安排座位，如果都

有人坐了，他就請別人幫忙移動一下，擠出位子出來。錢很重要，是啊！那時，我去

他的家坐，他的工人就倒茶給我們，我們叫這工人做四姐，我跟她說：「每次都要妳

倒茶給我，真是沒說的。」然後就拿出一張鈔票，放到她的手中，她准會說：「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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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不用了！」她一邊說不要，一邊就放進口袋裏。這樣，我們試過給她一兩次小

費，每去幾次才給她一次小費，無所謂的，我們去到那邊不知多麼受她歡迎。

我們都熟絡起來了，等古先生出去上課，我們都知道他在幾點鐘上課，然後去他

的家，那個四姐肯定歡迎我們的，我們會請她吃東西的。在那時，我們會問三問四，

她什麼都會告訴我們，連古先生什麼時候跟老婆吵架都說了。那我們就問她：「古先

生的書房為什麼那麼怕別人進去看呢？」她就答：「他是怕别人翻他的書。」「那我

們進去看看可以嗎？」「你們不要翻亂了就可以了。」原來他做箋註做得那麼好，你

猜猜他靠的是什麼，靠兩套書，三本，一套是你去圖書館會找到的，做箋註不可少的

這套書，《經籍纂詁》，阮元做的《經籍纂詁》，做箋註必需要參考這套書的。假如

你們想做箋注的，最重要是用上這套書，要買也很便宜的，如果你讀中文系的，這套

書不可不買，我估計約二百元一本，裏面每一個名詞都引用最初見於何處，作何解

釋，不用翻原文去找了。

第二套書不容易買，但仍然能買得到，去台灣能買得到，《佩文韻府》，在圖書

館有的，肯定找到，如果連這套書都沒有，那麼便叫這間圖書館關門大吉好了。《佩

文韻府》，用韻的，譬如初字，什麼初，什麼初，凡是古人用過什麼初，什麼初的，

出自何處的。第三套呢，現在最難買得到，如果你一見到有呢，就不妨買了它，《淵

鑑匯函》或者讀《淵鑑類函》，是什麼呢？分類的類書，分類的百科全書，中國舊式

的分類百科全書，凡是古代的東西，它都會有的，舊時的文學家用典肯定用這本書

的。原來你這麼看，古先生這麼博學，就是憑這三本書。但現在，你可以節省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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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買一套書叫做（《聯綿字典》），圖書館會有，現在有得買，是毛澤東的老師做

的。

《聯綿字典》，它在這幾套書裏，所有的聯綿詞都抽了出來，編輯成辭典，這幾

套書就算沒有，也搜羅到這裡，所有聯綿詞都在這裡，什麼是聯綿詞呢？你們是不是

讀中文系的？你不是嗎？你讀哲學。如果你讀中文系的，這套書更加要買，《聯綿字

典》，什麼叫做聯綿詞呢？聯綿詞，古代有很多兩個字一句的，兩個字一個詞的，兩

個字之中，有些是雙聲，有些是曡韻，譬如，雙聲就譬如什麼？例如逍遙，逍遙，疊

韻，xi o yáoā ，都是那個「ao」字，「x-i-ao」xiao，「y-ao」yao，「ao」字是個

韻母，凡是兩個字的韻母相同，就是疊韻，即是兩個重疊。譬如逍遙，就是連綿詞

了，疊韻連綿詞。

還有一些雙聲的連綿詞，例如什麼？厭浥，譬如厭浥，《詩經》有「厭浥行

露」，現在廣州話有說别人依揖的，依依揖揖的，依揖是什麼？依揖者，濕也，現在

有人說咸濕，濕也，《詩經》。廣州話很古老的，依揖即是厭浥，《詩經》裏有一首

詩，是寫女人講的，「厭浥行露」，好濕啊，那條大路好濕啊，「豈不夙夜」，難道

我早夜不想走這條路嗎？「謂行多露」，因為這條大路太多露水了，太濕了，所以我

不走了。那些注解是什麼呢？本來很簡單的，路太濕，所以不走了，不想走了，那些

注解是這樣解釋的，它說那些地方有好多游女，即是那些喜歡四圍游逛的女子，而那

很多的狂徒，即現正的那些飛頭，好多的狂徒在路上撩那些女子，所以詩人就寫了這

首詩，就叫〈行露〉，那篇《詩經》的詩。

20



你們讀中國文學，如果《詩經》都沒有讀熟，全讀熟了就不必，起碼也要讀熟三

分之一，如果《詩經》未能讀熟三分之一，真為你可惜，為你可惜，不是說你不好，

只是為你可惜，這麼好的東西，怎麼好法呢？譬如你有一個愛人，去游泳，穿游泳

衣，拍了一張照片，送給你作紀念，你又想題字，若你能借用《詩經》的詩多好呢！

這幾句，《詩經》是怎樣的？「蒹葭蒼蒼」，那些蘆荻草青青綠綠，「蒹葭蒼蒼」，

「白露為霜」，已經秋天了，那些白露已經凝結成霜了，「白露為霜」，「所謂依

人」，所謂我所相依的那個人，「在水一方」，在隔一條水的另一邊。你若題寫了這

幾句，會有多好啊！譬如你去送別，這幾句，送別的詩，「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

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涕泣如雨。」這樣的詩句，現在的詩人是做不到的。

「之子于歸」，即是那個很好的人，她現在要回家了，譬如一個女子或后妃，要

離開那男家，回去女家了，失意而去，那些詩人替她不值，怎樣寫呢？他寫「燕燕于

飛」，那些燕子在飛，「差池其羽」，那些羽毛好像剪刀一樣，飛呀飛的，參參差

差，「差池其羽」，那些羽毛，「之子于歸」，就是在這個時候，那個人要回去外家

了，離開夫家而去外家，「遠送于野」，那些對她好的人遠遠的送她到郊外，在郊

外，她已經上車離開了，送行的人都不離去，「瞻望弗及」，一直在看著，直到看不

見她，「瞻望弗及」，還要「涕泣如雨」，還是不捨得她。「楊柳依依」，從前，過

去的時候，那些楊柳依依，依依者，一方面是綠色的，很青綠的，令到我不捨得它，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現在我再回到這裡的時候，已經不像舊時

那樣楊柳依依了，「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落雪，那些雪紛紛飛下，那些一直

飛下來，寫景。現在的人，很難寫到這樣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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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到底還是中文系的前輩學生，不是前輩教授，我沒有教過中文，未正式

教過中文，我是中文系出身的，可說是前輩的老學生，我認為（是這樣）。好！真是

好！我們中國古人的遺產真是好啊！好了，別說太多其他了，這樣你找教授，一定要

知道他哪兩套最基本的（參考書），那一位教授都會有的，你不要辯駁沒有的、不用

這些的，他肯定有一些基本的東西。譬如錢穆先生，錢穆先生，你知道他有幾套書是

最基本的，章太炎先生的（書）是他最基本的（參考書），他最佩服的是章太炎，章

太炎之中，章太炎好多書的，有些是說佛學，他不要這些，他要的是《文始》，《章

氏叢書》有一套叫《文始》，就是說文字的源流的《文始》，和一套什麼？《檢

論》，批評那些古代的學術思想，錢穆先生幾乎像唸課文一樣唸的《檢論》，個個都

有幾套基本的書。

你如果問我：「羅生，你講佛學有那些基本的書？」有什麼基本的書？ 我可以

告訴你，我是最坦白的。你能夠學我，用這幾套基本的書，已經很好了。最基本的是

一本《成唯識論》，但我不講《成唯識論》的，我講其他的基本就是《成唯識論》。

你現在聽我所講的，我最喜歡的是講般若，其實我不是這樣，我的功夫不是般若，人

人都說唯識名相多，般若那些較空靈，都覺得好，我就說般若。如果，你看般若看得

比我多的，我就很佩服你，若是你看得不比我多，就不要在我面前講般若。我是這麼

做的，其實我的底子是唯識。太虛法師都是這樣，太虛法師說八宗平等，我親自問過

他：「八宗平等，那豈不是互相矛盾？」「唯識是最基本的。」太虛法師說唯識是最

基本的，其他的都需要用唯識去解釋它，我親自問他，他親自說的。他書上是不會這

樣寫的，如果他這麼寫，那誰會服他做八宗領袖？啊，原來你想吞沒其他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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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講回這裡，什麼叫做聖言量呢？有時候，一般人不能得到這種知識，要靠

聖人才能體會到的，這樣的時候，我們唯有聽聖人如何去說，他所說的，我們要相

信，只要證明他是真正聖人，我們就可相信他了，那麼這種就叫做三量。其實，聖言

量大可不必要的，尤其是在現代。聖言量也是比量，為什麼？你要先證明他是不是聖

人，如果他都不是聖人，胡亂說的，好像盧勝彥那樣的，那是死症啊！是吧。你要推

斷那個是不是聖人，不就是比量嗎？所以，聖言量是不需要的。但有時候，聖言量又

有它的好處，陳那就取消了聖言量，但是現代的佛學家，兩個大的佛學家，都是主張

要聖言量的，太虛法師很尊重聖言量，歐陽竟無認為需要聖言量，要恢復聖言量。陳

那說不需要，是因為陳那的時代需要和外道鬥爭，所以這樣。這個時候是需要聖言量

的，理由是什麼呢？聖言量即是現在的專家報告，專家的報告、專家的意見，可以說

是專家的判斷。

譬如，我有沒有 Cancer？你不能自己體會得到，你用你的現量，能知道你有沒

有 Cancer嗎？你用你的比量知道有沒有 Cancer嗎？你要找一位專家，專家說你沒

有，即是聖言量說你沒有，專家說你有問題了，你已經幾乎是第二期了，你要相信

他，如果專家的報告也不相信，自己亂來的，你就死定了。是吧！這座樓的力量夠不

夠？你不要問看門口的那個人，你要問那個工程師，是嗎？那位工程師就是聖人。聖

人有這樣的解釋，所以現代，太虛法師和歐陽竟無說現在一定要相信聖言量，因為什

麼呢？現代有很多不屬於佛教的聖言量，即是科學家的報告判斷，你說全部都要經自

己的比量結果才相信，你不妨比一下，這個宇宙是球體的，還是直線的，你又去比較

一下，愛因斯坦說的我不相信，我要⋯⋯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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