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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今日起，我會(把課堂)分開兩部份來講。前半段時間，我會講《成唯識論》以外的資

料，因為要先懂得外面的基礎資料，然後才能了解它裡面的內容；後半段(時間)，我(會)解

釋《成唯識論》裡面的文句。 

 

  現在呢，繼續上一次所講的(內容)。那天講到第二段，對吧？(關於)第二段有沒有問題？

大致上沒問題吧？如果有的話，(請)舉手，總之我(會)解(釋)到(令)你明白，我當是對學生說

話那樣，不明白的，我可以解釋到(令)你明白。那麼，如果沒有人有問題(提出)呢，我就講

第三段了。(大家有這份資料吧？) 

 

  第三段：「爰有護法等十大菩薩，澂情七(口+轉)，激河辯而贊微言。神遊八藏，振金聲

而流妙釋。淨彼真識，成斯雅論，名曰《成唯識論》，(或名《淨唯識論》。)義苞權實，陵

鷲嶽而飛高。理洞希夷，揜龍宮而騰彩。總諸經之綱領，索隱涵宗。括眾論之菁華，掇奇提

異。 

風起三量，而外道靡旗；泉涌二因，則小乘亂轍。故以儀天地而齊載，孕日月而融明。豈只

與潢河爭流，雷霆競響而已。」 

 

  這就是第三段。(這段)說明什麼呢？說明護法菩薩等十大菩薩，為《唯識三十頌》造注

釋。 

我們看一下：「爰有護法等十大菩薩」，「爰」字，普通(當)作於是、承接上文，它說：於

是，世親菩薩去世以後，就有十位大菩薩，十位大菩薩之中，主要的是護法菩薩，所以它提

出護法菩薩作第一位，其餘九名，慢慢再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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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說十大菩薩，「澂情七(口+轉)」，這個「澂」字，與這個「澄」字通用，好像被水澄

清了一樣，是動詞，把他的⋯這個「澂」字，指心意，把心意集中，即是不理會其他的東

西， 

把心意集中在那裡。即是集中(心意)。 

 

  「七(口+轉)」呢？這是學習佛經的一種常識，叫作「七(口+轉)聲」。「七(口+轉)聲」是

什麼呢？如果你們有我這本書(《述記刪注》)，你可以看一看這裡的注(釋)2，如果有這本書

的話⋯⋯不過現在這本書要再版才有，現在我家只有兩、三本，前兩天已經拿了去印刷，如

果大家想要(這本書)，(可以去)「佛學書局」查詢還有沒有。 

 

  第八頁，注(釋)2，這個「口+轉」字，是佛經裡才有的，這個字是當時唐朝的出家人(創)

作的，所謂「口+轉」聲，是將聲音來轉一轉，這些在語言(學)上叫語尾的變化，中國文字

沒有語尾變化的，英文的語尾變化很簡單，是動語，在後面加上「ing」，或在後面加上

「ed」，或在後面加上「s」，或在後面加上「sh」，英文不過是這樣簡單，但梵文就不同

了，每一個名詞，都有七個語尾變化，如果那個名詞做為主詞呢，(只有)一個聲，如果名詞

做為賓詞，主詞即是 subject，賓詞是 object，(如果是賓詞，)語尾就變成不同的聲。而這些

語尾變化有七種，語尾變化叫「(口+轉)聲」，例如什麼呢？譬如，我們現在所謂「人」，

梵文就叫作「puruṣa」，「人」，梵文叫「puruṣa」，如果做主詞就是「puruṣaḥ」，如果

它在句子中是做 object 呢，如果當作 direct object 就叫「puruṣam」，它要把「ṣa」加上

「m」作尾，「am」，像這樣(的發音)。 

 

  如果做第二種，當作 indirect object 之一種，它又(變成)「puruṣān」，讀起梵文上來，

那些字(的次序)可以掉亂的，當讀成「puruṣa」，就知道這個是主詞了，是 subject 了，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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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成「puruṣam」，就知道這是 object 了，所以那些(梵文的)字，位置放前放後也是可以

的。這樣讀起上來，聲韻叮叮噹噹的很好聽，你看電視上的印度人唸詩，唸得相當好聽的。

即是(梵文的)每一個名詞都有七個語尾變化的，這就叫「七(口+轉)聲」。 

 

  那麼，「澂情七轉」，即是說把他的心、把他的精神，集中在「七(口+轉)聲」，即是什

麼意思？即是說他很擅長於寫文章，對吧？寫文章寫得很好的，只不過是這樣的意思，(這

是)「澂情七轉」。 

 

  「激河辯而贊微言」，這個「激」字呢，「激」，(是指)將水拍激，令其向上升，這就叫

作「激」。本來「激」字的意思就是這樣，將水揚上、潑高，叫作「激」，引申當作激動。 

「激河辯」，「河辯」即是說他辯如懸河，他的辯才很好，等於像河流、河水一樣，那些瀑

布水流、很高的水流，辯如懸河一般滔滔不絕的，即是說他辯才非常好的，「激」動他的

「河辯」，「而贊微言」，「贊」者，助也，「微言」者，微妙之言，指佛經，這十位大菩

薩呢，他們的辯才非常之好，運用他們的辯才來解釋佛經，來補助佛經所說之不足，這就是

「激河辯而贊微言」了。 

 

  「遊神八藏」，「八藏」(是什麼)呢？印度早期的佛教，有所謂「大眾部」，對吧？「大

眾部」所結集到的佛經，有「八藏」，什麼是「八藏」呢？大乘的佛典，有經藏、律藏、論

藏、雜藏；同樣，小乘的經典，一樣有經、律、論、雜(藏)，這樣就是「八藏」。 

 

  不過我們不要因為見到雜藏的「雜」字而看不起它，那些大乘經的來源，是從雜藏而來

的。這樣，大乘、小乘各有四藏，合計就有「八藏」。 

 

  「遊神八藏」，他把精神放在佛經的「八藏」，好像去遊歷一樣，即是說他對佛經很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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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 

這是「遊神八藏」。 

 

「振金聲而流妙釋」，怎樣「振金聲而流妙釋」呢？原來是這樣的，我們中國儒家的《孟

子》，孟子讚美孔子，他怎樣讚美呢？他說：「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

之也。」(這是)孟子讚美孔子(的說話)，他說孔子能夠將他以前中國所有的文化，能夠集其

大成，這樣呢，於是就有「集大成」三個字(的出現)，來源就是這樣。後來的人稱孔子為

「大成至聖孔子先師」，就是這樣來源。 

 

  那為何叫「大成」呢？是這樣解釋的：「集大成」，用音樂來譬如，譬如奏一支樂曲，開

始奏起樂曲的時候，先打鐘、擊鐘，先打起鐘聲，來發起這支樂曲，然後，鐘聲響起後，繼

續的八音一起發出，即各個音同時發起，即現在 do、re、mi、fa、so 那些(音)，打起鐘(聲)

之後就全部其他的聲音陸陸續續發(起)，然後這樣就組成了一支(樂)曲。每一支(樂)曲裡的每

一段就是一個小小的成就，「成」，(指)成就，到最後積起來很多小小的成就，整支(樂)曲

圓滿的時候，就擊「磬」了。 

 

  「磬」，儒家以前所說的「磬」，不是現在你們唸佛打的那個「磬」來的，而是用金石， 

用好像玉石般的金石製成，敲起上來很響亮的，那些是石來的，到了最後(那)支(樂)曲終結

的時候，就敲(擊)那個磬，來收回那支(樂)曲的音(聲)。那個磬是用玉石、石製成的，所以叫

「玉」；那個鐘是用金屬、銅製成的，所以叫「金」。 

 

  一支(樂)曲開首就敲(打)那個鐘，來發起這支(樂)曲的音(聲)，每一(樂)曲的每一節都有一

個小小的成就，到最後積集起很多小小的成就，就成為一個大的成就，(即)一支(樂)曲，這

樣整支(樂)曲就圓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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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樂曲圓滿的時候需要收回那些樂聲的，於是敲(打)那個磬，那個磬是用帶有金屬性質

的石製造的，(像這樣：)一個架吊起一塊這樣的東西，用鎚子這樣敲(打)那個磬，那個磬不

同於現在我們用的磬。敲(打)那個磬來收回(樂曲的)音(聲)，「金聲而玉振」，「振」即是

收，收回那些樂聲。這樣，樂聲收回，整支(樂)曲就圓滿了，這就叫大成，積(聚)很多小的

成就而得這支(樂)曲大的成就，這樣叫「金聲而玉振」。 

 

  這即是什麼意思呢？即是說護法等十大菩薩，將唯識的道理集大成，用來教導給眾生。振

金聲而流出微妙的注釋、解釋，流出來給予眾生，(這就是)「振金聲而流妙釋」。 

 

  「淨彼真識」，他寫《成唯識論》的目的是什麼？「淨」，這個「淨」是動詞，洗淨它，

即是英文的 purify，洗淨什麼呢？洗淨它的「真識」，「真識」是指無漏識。因為眾生若能

成佛，他一定有無漏識的種子，我們現在的無漏識只是種子，還未起作用，他只是將它洗

淨， 

不要被煩惱遮蔽，令它(的無漏識的作用)出現，「淨彼真識」，即是造這本《成唯識論》使

到眾生能夠把他的無漏識洗淨，即是不要被垢污來阻蔽了它，(這是)「淨彼真識」。 

 

  「成斯雅論」，於是寫成⋯「斯」者，(指)此、這個，於是寫成這本「雅論」，「雅」

者，正也，這本正論，就是指這本論，這是「成斯雅論」。那麼，「成」字，暗示(著)「解

釋」這個意思，(這是)「成斯雅論」。 

 

  「名曰《成唯識論》」，寫成這本書，叫作《成唯識論》，「成」者，有兩個解釋，第

一，助成，古人所說唯識的道理，說得未夠淺顯、還未很清楚，現在就助成去解釋它，就是

「成」，名字叫《成唯識論》，「成」字的第一個(解釋)就是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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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解釋呢，這個「成」字就是當作解釋的意思，解釋唯識道理的論，明白了嗎？這就

叫《成唯識論》。 

 

  又有另一個名(稱)，「或名《淨唯識論》」，這本書又有另一個名(稱)，叫《淨唯識

論》，意思是要洗淨我們眾生的(無漏)識的，叫《淨唯識論》。即是《成唯識論》有兩個名

稱的。這樣就講了這本書(的名稱的意思)了。 

 

  「義苞權實，陵鷲嶽而飛高」。釋迦佛說法，初期是在鹿野苑、舍衛國等地方；中期說

《般若經》的時候，就在靈鷲山。釋迦佛說《般若經》的時候，大部份是在靈鷲山， 

說《法華經》又是在靈鷲山。現在你們去印度旅行，你都可以去靈鷲山，爬上靈鷲山山頂處

走一走，我的朋友劉銳之曾經上過靈鷲山處，好像還拍過照片，你們不妨去朝聖，去印度參

觀一下。  

 

  你去過沒有？你去過了，這位去過了。 

 

  「義苞權實」，「義」就是義理，這本《成唯識論》裡面的義理，「苞」，這個「苞」字

同包含一樣(意思)，包含「權、實」兩方面的教理、教義。在印度古時的大乘佛教徒，他們

都認為佛所說的經，有些是不了義的，「了」，是明了，即是有所保留，不是明明白白講給

你知的，那些叫不了義的經，於不了義的經，佛是權宜地說的，事實上意思不是這樣的，這

叫作「權教」，對吧？ 

 

  另一種呢？了義的，明明白白的，是一，就講給你知是一；二，就講給你知是二，有，就

講給你知有；無，就講給你知無，很坦率地講給你知的，這些就叫了義經，叫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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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說這本《成唯識論》裡面的義理，包含權教裡所說的道理，亦包含實教裡所說的道理， 

這是「義苞權實」。   

 

  「陵鷲嶽而飛高」，「陵」即是在它上面，意思即是什麼？佛說法是在靈鷲山，他好像飛

高飛到靈鷲山上，整個靈鷲山都看得很清楚，好像坐在飛機上看下去一樣，也好像一隻鳥看

下去一樣，很清楚，對於權教、實教的道理都說明得非常清楚的，(這就是)「陵鷲嶽而飛

高」。  

 

  「理洞希夷」，「洞」字，就是通，「洞」是一個窿、一個洞，即是通過的意思。它說這

本《成唯識論》所說的道理，通到「希夷」，「希夷」是什麼？指真如，為何「希夷」是指

真如呢？因為我們中國從前有一本《老子》，對吧？《老子》認為「道」──天地萬物最後

的本質，就是「道」，《老子》這樣說。他說「道」(是)視之不可見，用眼看是看不到的， 

聽之不可聞，我們想聽一下「道」，也是聽不到的，他用「希夷」這兩個字來形容「道」。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想用手來找取「道」也是找取不

到的，「道」就是這樣。 

 

  所以，《老子》用「希」、「夷」、「微」三個字來形容「道」，於是，窺基法師就借用

它，用「希夷」兩個字來形容真如本體，「理洞希夷」，即是說《成唯識論》的道理能夠帶

引眾生去了解真如，這是「理洞希夷」。 

 

  「揜龍宮而騰彩」，相傳是這樣說的：龍樹菩薩之所以發現大乘經，有很多經是從龍宮那

裡發現的。(人們)說龍樹菩薩有大神通，走入海上龍宮──龍王所住的地方，龍王所住的地

方藏有很多大乘經典，例如《華嚴經》這些都是，他在那裡讀了這些大乘經典，因為他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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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大菩薩，記憶力非常好，他(從龍宮)出來後誦回那些大乘經典，例如《華嚴經》等，以

及其他的《般若經》，都是龍樹菩薩誦回出來的，說起上來好像很(有)神話(色彩)，對吧？   

 

  但是近人怎樣去解釋呢？近人有很多解釋，我介紹兩個解釋給大家，第一個解釋是章太炎

的說法，章太炎怎麼說呢？他說梵文的「龍」字，與「象」字，是同一個(梵文 nāga)字，

「龍」與「象」是同一個(梵文)字的，他說龍宮不一定是(指)海上的龍宮，那些大象所住的

地方，亦可以叫作龍宮的；宮，也不一定是皇帝的宮殿才叫作宮，人所(居)住的地方也叫作

宮，(所謂)宮室。那麼所謂龍宮者，只不過是象窟嘛。即是說龍樹菩薩好像一位探險家，去

到象所住的地方，發現了很多別人藏起來的大乘經，就拿取了出來宏揚，他(章太炎)說這很

奇怪嗎？因為有很多外道的人說大乘經靠不住，哪裡有什麼龍宮，他們說龍樹菩薩從龍宮拿

出來(的大乘經)，一定是他偽造的﹗另外小乘的人又說大乘經是靠不住的，不是佛說的。章

太炎主張大乘經是佛說的，於是他說，在龍宮發現即是說在象出入的地方──象窟，發現大

乘經的，很出奇嗎？現在很多探險家都在山崖屋那裡發現很多東西的。這是章太炎的說法。   

 

  第二種說法，是說印度的北面，即是大約在二千年前，在印度的北面──北印度，有一個

龍族，這個民族的族名叫作龍族，龍族的人所住的地方，在那裡取得大乘經，所以就叫作龍

宮，這樣解釋。這是呂徵先生的解釋。其餘還有很多種解法，不過，不是不合理，就是有意

毀謗。  

 

  那麼龍宮即是指什麼？指大乘經。「揜龍宮而騰彩」，「揜」即是掩蔽、遮蔽，怎會遮蔽

大乘經呢？即是說所有大乘經的義理都給它掩蓋了。「騰彩」，(指)彩色，「騰」者，飛

起、舉起，「揜龍宮而騰彩」，這是讚美它(《成唯識論》)的。 

 

  然後再繼續讚美它，「總諸經之綱領，索隱涵宗」，「總」字，我們中國最古(老)的字典



9 

是《說文解字》，對吧？《說文解字》，最古(老)的。《說文解字》是怎樣解釋「總」字？ 

它說「總」者，聚束也，什麼叫聚束呢？在古代(農家)收割，把我們收割到的禾，原本(那些)

禾是散開的，(現在)將禾一束束的綁起來，聚合起一扎，(把)一堆禾聚起來綁住它，這就叫

作「總」，一札一札的禾就叫「總」，(「總」)有二種用法，一是(當)作動詞，將禾綁起

來，就叫「總」；第二個解釋，(已)綁起來的一札一札的禾，(當作)名詞，就叫「總」。這

裡是作動詞用，「總諸經之綱領」，把所有經(典)裡重要的道理，現在將它好像束禾般總合

起來，(這是)「總諸經之綱領」。 

 

  「索隱涵宗」，「索」即是探索，隱微的道理都把它探索出來。「涵」即是包含， 包含

了什麼？包含了佛家重要的宗旨，這個「宗」是指中心思想，它把佛家的中心思想都包含

了，(這是)「索隱涵宗」。 

 

  「括眾論之菁華」，「括」即是包括了所有，各種論的有優點的精(即「菁」)華，(《成唯

識論》)取了它(各種論)的優點。 

 

  「掇奇提異」，「掇」者，拾也。拾起那些珍奇的東西，將它拿起，把那些奇異的註，特

別提起它，(這是)「掇奇提異」。 

 

  那即是什麼意思呢？辯論非常之好，它說「風起三量，而外道靡旗」。「三量」，佛家認

為只有三種知識是可靠的，除了這三種知識之外，(身為)一個大乘佛教徒是不應該接納的， 

「量」即是什麼？知識。現在的人譯作 knowledge，(即是)「量」，我們的知識好像是用尺

量度一塊布那樣(而來)，這就叫作「量」。  

 

  正確的知識叫「量」，不正確的知識叫「非量」；「量」，就是正確的知識，「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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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不正確的知識。 

 

  大乘佛教的「空」、「有」 兩宗，都是很注重知識的正確性。(若是)非量，一定不要(接

納)的。 

 

  那麼「量」有幾多種(類)呢？它說「量」有三種：一種叫「現量」，「現」者，現前的、

現在的、很顯現的，我們不相信也不可以的，實實在在放在我們眼前是這樣的，這些叫「現

量」，即是現在所謂的「實證的知識」，實證的，不需要談理論的，譬如我見到黃，就是見

到黃；我見到黑，就是見到黑，我們不能說見到黑就說是見到黃，見到黃就說是見到黑，不

能指鹿為馬，現實是如此的，這種知識就叫「現量」，即是實證的知識。它(佛教)說實證的

知識，我們一定要接受的。 

  

  第二種，(是)「比量」，「比」，是比較、推度，那麼是否胡亂地推度呢？不是，要合(乎)

邏輯，或者是能用數目計算出來的，確是如此的，這樣，用正確的推理所得到的結論，我們

要接受的，這些叫「比量」。 

 

  第三種，叫「聖言量」，大家不要覺得這是題外話，這不是題外話，你將來讀佛經，(若)

無這些基礎的概念，你讀佛經是讀不來的，對吧？或者(會)讀歪了，我現在講給大家聽，都

是很嚴格地講，不是泛泛之言，如果你們拿著這些知識，將來讀佛經(就比較容易)。 

 

  「聖言量」，又名「至教量」，那麼「聖言量」是怎樣的呢？世界上有些東西，我們用實

證是看不到的，用邏輯來推論，或用數學來計算是計(算)不到的，在這種情形下怎麼辦呢？ 

有些先知先覺的人，只要我們認識得到、知道他們真的是聖人，他說給我們聽是這樣，我們

就要接受他，這些叫「聖言量」，又名「至教量」，「至」，即是最高，最高的教訓，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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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知識。 

 

  這「聖言量」自然是指佛說(的話)，及那些大菩薩說(的話)，但我們在今日(把它)引申為什

麼？我們不能不信「聖言量」的，譬如你說：你有沒有生 cancer 呀？那麼你就要找一個(有

關)cancer(方面)的專家，(待)他幫你檢驗過，如果他說：對呀，你有 cancer 呀﹗這樣你仍是

不信的話，那你就很危險了，他那個科學的報告，其實就是「聖言量」。「聖言量」應該是

這樣(解釋)，(這是)廣義的解釋，對吧？ 

 

  這「三量」，我們要接受的。但是，雖然我們要接受，有很多人認為所謂「三量」實際上

(只)得兩量，為什麼？他們說：沒有的，沒有所謂「聖言量」的。為什麼呢？(到底)是否

「聖言」？是真聖人所說，還是假聖人所說？你怎麼知道？你一定要先找(出)證據，證明這

個確是真正的聖人，(那麼)他(所)說的你才(應該)相信嘛，難道張老三、李四胡說八道的，他

(卻宣稱自己)說的是聖言了，(例如)他說在夢中聽到佛說給他聽的，現在說出來給你聽，(難

道)這樣你也相信？對吧？這樣的話，(判斷)是否聖言要靠什麼？靠「比量」來推度，所以

「聖言量」實在是「比量」中特殊的一種，你(要)證明它是否聖人所說還是要靠「比量」， 

所以很多人說，應該不要「聖言量」。 

 

  那麼二種(之中)哪種(比較)好呢？我都認為在今日科學昌明的時候，不要「聖言量」，對

吧？「比量」就是了。 

 

  「風起三量」，它說這個論(《成唯識論》)裡面所運用的知識，都是這「三量」得來的知

識，「三量」好像風一樣地起，裡面尤其是用比量、用因明，每一句都可以用整個邏輯的論

式寫出來。「風起三量」，破外道就用這個方法，「而外道靡旗」，「靡」者，(指) 傾倒下

來，外道與你打仗的那支旗傾倒了，這又是用了一個典故，順便也講一下：在春秋時代，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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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國家，都是現在山東的地方，一個是齊國，一個是魯國，齊國欺負魯國，於是打起仗

來，打仗的時候，有個人，大概是姓曹，(叫)曹劌，他走去見政府，見那些當權者，他說我

想參加，我有辦法，我(想)參加去打仗，於是(政府)給了他機會去參加；(他)去了做軍師、做

顧問。 

 

就這樣，兩軍對壘的時候，齊國打起鼓來，準備衝鋒，準備交戰了，於是魯國的軍隊準備走

去應戰，他即刻叫住：先不要打﹗(任)由(齊國)他打鼓，過了一會，齊國的人見魯國的人還

不攻打過來，再打一陣鼓，準備衝(擊)，這個曹劌又叫：還不要，先不要動﹗(魯國的人)又

不起動，齊國的人(感到)不耐煩，第三次打鼓了，於是曹劌說：這趟打了﹗(於是兩國)就打

(起上來)，結果(因為)齊國的軍隊已經(感到)不耐煩，對吧？打三次鼓也打得累了，準備衝出

去(時)你(魯國)都不來(迎戰)，那種士氣已經漏洩了，魯國那班人覺得第一次沒機會去(迎)

戰，第二次(也)沒機會去(迎)戰，(到了)第三次一有機會就拼了命去打，結果呢，就打贏了

(仗)，齊國的軍隊只好離開，以前中國人打仗是用戰車的，好像羅馬人打仗時用的戰車的模

樣，戰車上豎起(一)支旗，那些(魯國的)人就說(齊國的人被)打敗了，(於是)就走去追(他

們)，曹劌就說先不要追，那又怎樣呢？他先走下來觀察一下齊國的軍隊那些戰車，在地上

輾過的那道(車)坑，再遠遠地看一下那些齊國軍隊戰車上的旗(幟)，他看見齊國軍隊的旗(幟)

已經倒下了，「靡」了，倒下了，再看一下(車)坑(即)那些(車)轍，(看到已經)亂了，即是説

(齊國軍隊)走的時候走得亂，不是很有規律，即是說(轍痕)不是有直(線)這樣，他一看見便說

(齊國)這趟真的(被)打敗(了)，他說：追﹗結果(魯國)就打贏了這場仗。那些(魯國的)人回來

就問他(曹劌)，為何你這麼有把握呢？他回答，齊國的人打鼓，一鼓作氣，第一輪打鼓那個

氣(勢)很盛，再而衰，第二次打(鼓)呢，氣(勢)已漸漸開始衰弱，三而竭，第三次打鼓，實在

氣(勢)已盡，到了這時我們去(攻)打他們，我們正是氣壯的時侯，他們的氣(勢)已經完全洩

了，所以我們持氣(足)夠了，就打贏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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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魯國的人)繼續問他(曹劌)，為何你又要走去看一下那道車徹呢？(曹劌)說：我怕這是他

(齊國的人)引我們到他們埋伏的地點，(若是這樣)那怎麼辦？我看到(齊國軍隊的)旗(幟)已經

倒下，以及車轍混亂，(這代表他們)唯恐走避不及，這樣(齊國軍隊)就真的(被)打敗，所以我

有把握打贏這場仗。這處(《成唯識論述記》)就引用了這個典故。 

 

  即是說佛教與外道鬥爭的時候，「靡旗」，旗(幟)也倒下了，即是說用他的辯才、辯論，

他用「三量」，而風之起，令得外道的旗(幟)也倒下，(這是)「外道靡旗」。 

 

  「泉涌二因」，辯論一定要講理由，這個理由就叫作「因」，對吧？同是一個因，譬如我

與他辯論，我講一個原因給他聽，我所講出的原因，就叫「生因」，能夠生起他的智慧；他

聽到我舉出的原因，他認為是對的，他就了解我所講的內容，這就叫「了因」。 

 

  同是辯論，大家(各自)舉出理由，在主動講出理由的人這方面(來看)，這個理由叫「生

因」；聽到這個理由而了解的，就叫「了因」。「二因」者，(即是)「生因」及「了因」。 

 

  在因明(學)上所講的「因」，有「生因」、「了因」，(關於)這個呢，你們日後讀因明就

會了解(這)「生因」、「了因」了。  

 

  「泉涌二因」，他與外道辯論(所)舉出的理由，好像泉水在地下涌出來一樣，滔滔不絕

的，「泉涌二因，則小乘亂轍」，令到小乘的人打敗仗，好像(戰敗時車)轍混亂(的情形)一

樣，(這是)「則小乘亂轍」。 

 

  既然這麼好，所以「故以儀天地而齊載」，所以《成唯識論》所說的道理，就可以法、取

法，「儀」字，當(作)法字解(釋)，取法、效法天地一樣，天地是不會垮掉的，《成唯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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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所說的道理，是取法──像天地一樣──「齊載」，即年載(音：宰)，天地的壽命是無

窮的，(這是)年載(的意思)；《成唯識論》所說的道理與天地一樣，千年萬載都是合理的， 

(這是)「儀天地而齊載」，不要讀成齊「載」(音：再)，不是指載起它，這個「載」字是名

詞，是年載。 

 

  「孕日月而融明」，「孕」者，(指)含藏，含藏日月，即是什麼意思？「日月」用來代表

智慧、象徵智慧，含藏智慧而「融明」，日月都是(光)明的，令到光明融合似的，這是「孕

日月而融明」。   

 

  「豈只與潢河爭流，雷霆競響而已」，「豈」即是難道，難道只是與「潢河」爭流，「潢

河」即是天上那條銀河，叫「潢河」，它不是指世間這些河流，(是指)天上的河流──銀

河， 

可以與天上的銀河爭流，不只與普通的聲音(競)爭、競賽，「而與雷霆競響」，不只如此而

已，(這是)讚美《成唯識論》裡面所說的道理，所以說它(能夠)千年萬載都合理的。 

 

  我都是想講完這首序(文)才講本文，今日還是先講完這首序(文)比較好，對吧？我們讀一

下、欣賞一下佛教那些註解的書前面那些序(文)之中，最雄亮就是這篇了。 

 

  我們看一下第四段：「在昔周星閟色」，這個(「閟」字的音)讀「秘」可以，讀「閉」也

可以，「至道鬱而未揚。漢日通暉，像教宣而遐被。」這個「被」字(要)讀成「鼻」字，

「遐被」。「譯經律義，繼武聯蹤。多覿葱右之英，罕聞天竺之秀。音韻壤隔，混宮羽於華

戎。 

文字天懸，昧形聲於胡晉。雖則髣髴糟粕」，讀(成)糟「膊」(或)糟「拍」也可以，「未能

曲盡幽玄。大義或乖，微辭致爽。鴻疑碩滯，霧擁雲凝。幽絢屢彰，其詳可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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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段說些什麼呢？佛經傳入中國，歷代都有翻譯，但是，始終因為文字(的原因)，印度

文字與中國文字不同，就不容易表達原意。 

 

  「在昔」，即是在從前，「周星閟色」，(「閟」字，音)讀「秘」(或)讀「閉」也可以，

這個「閟」字，與秘書的「秘」、神秘的「秘」通用，又與閉塞的「閉」字通用，「周星閟

色」即是怎樣呢？ 

 

  相傳，釋迦牟尼佛涅槃的時候，天地都暗起來，有十二條白虹(出現)，很光亮，這些白虹

是祲氣來的、妖氣來的，而正式(在天上的)星星都被那些白虹、妖氣所(遮)蔽，(這是)「周星

閟色」，「閟」者，作閉字解。  

 

  「至道鬱而未揚」，「至道」即是最高的道理，即是指佛家的道理；「鬱」者，(指)鬱

結，鬱結了起來，不能夠顯揚了，「揚」即是顯揚，不能夠顯揚了，這個「至道」者(是)指

大乘的義理，對吧？ 

 

  在印度及中國，佛涅槃後，(「至道」)鬱結而不能夠顯揚，直至到什麼情況呢？「漢日通

暉」，對中國來說，漢朝(時)的那個「日」發光，即是什麼(意思)呢？原來，相傳東漢明帝

的時候，永平年間，漢明帝造了一個夢，⋯⋯(錄音中斷)(夢見一位金人，其頭上有光環。) 

那光環很光亮，像日(太陽)一樣，在宮殿飛行，於是他(漢明帝)醒了後，就問(身邊的)人，到

底我造的夢是什麼意義呢？於是，那位太史，或者(叫)傅毅；(當時)有一位文學家，(叫)傅

毅，就對他(漢明帝)講，這是西方的聖人，所謂佛，你陛下所造的夢可能就是見到他，於是

漢明帝立刻派人去西方，去求佛法，結果，派了人去到中央亞細亞，未到印度，即(到了)現

在中國新疆的西部，帕米爾高原以西，中央亞細亞的地方，去到那裡，靠近阿富汗(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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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阿富汗一帶(以前)是月氏國，月氏，「氏」，不是讀「士」，讀月「支」，去到將近到

月氏國的時候，或者進入了月氏國也說不定，(在那裡)找到兩個和尚，一個(叫)(迦)葉摩騰，

(另)一個(叫)竺法蘭，接(走)了這兩個和尚返來中國，那兩個和尚帶了一些佛經、佛像，用一

隻白馬來馱著，馱著那些佛經、佛像返回中國，這樣，當時漢明帝建都在河南省的洛陽，

(想)要給個地方招待他們，於是建了一個官舍來招待他們，漢朝的官舍叫作「寺」，於是建

了一間「寺」來招待他們，以後，寺門的「寺」就是這樣的來源，當時那間寺叫「白馬

寺」，因為是他們用白馬馱(著佛)經而來的，所以叫作「白馬寺」。 

 

  於是他(漢明帝)叫人翻譯佛經，說他在小乘經裡選了四十二章經翻譯成中文，所以叫《四

十二章經》，但是這種說法是否可靠呢？現在有兩種意見，一種以梁啟超為代表，(認為)這

件事全部是假的，靠不住，漢明帝時候不可能有佛經傳入中國，要到東漢末年，漢桓帝、漢

靈帝的時候，佛經才有翻譯，(所以)《四十二章經》的翻譯是假的。於是，很多學者都相信

梁啟超的(這種)說法。 

 

  但是稍後(時間)，有一位(學者)叫湯用彤，湯用彤先生寫了一本書，叫《漢魏兩晉南北朝

佛教史》，這套書在世界上是相當(有)權威(性)的。他認為(有關漢明帝的說法)可能是真事，

不只漢明帝時有和尚來到中國，這可能是真事，而《四十二章經》的翻譯都是真的，不過現

在我們在《大藏經》看到的(《四十二章經》)就不是(當時的)，(現在)這些是經過後人修飾

的，《四十二章經》的翻譯這回事是有，但不是我們現在讀的這本，(現在這本是)經過後人

篡改的。 

 

  大概湯用彤的說法，我認為是可信，梁啟超所講的，太過誇張了點。即是說當時翻譯《四

十二章經》，(是)有(這回事)，而且不只那個時候⋯⋯還有，漢明帝造夢見到佛，有人會解

釋給他聽這是佛，即是說佛教已經流入了中國，不然的話那個人怎會(回)答(那是佛)呢，對



17 

吧？不過有些古人是這樣的笨，有人會(回)答漢明帝說那是西方聖人叫「佛」，即是說佛教

已經(傳)來了中國，不然那人怎會(回)答(是佛)呢？ 

 

  其實(在)西漢末年，真真正正鐵一般的事實：西漢末年，漢哀帝的時候，我們中國人已經

知道有佛經(的出現)，怎樣知(道)呢？月氏國的使者來中國，中國人就與這使者應酬、交

際，那個大月氏的使者就唸佛經，口授給中國人，這件事(有)正式歷史記載，《二十四史》

有證據可考的，但梁啟超卻說，對呀，佛教(的存在)中國人可能在西漢時已經知道，但佛經

的翻譯就不可能呀﹗ 

 

  (而)湯用彤(採取)折衷(的態度)，漢明帝造夢(見佛這件事)是很有可能的，造夢(這回事)人

人都可以造的，對吧？亦且已經有人知道有佛教(的存在)，當時請了兩位和尚選(取)四十二

段經(文)來(翻)譯，(這件事)很奇怪嗎？應該有(這件事發生)的，大概(這是)可信的。 

 

  「漢日通暉」，就是漢朝漢明帝造夢見到金人，其頭上好像有日光、光環，「通暉」，

「暉」者，光也，那個光輪入夢以後，佛法自始(傳)來中國了。 

 

  來到這裡，我就寫一首詩，(這詩)很難在其他地方見得到的，(是)王國維的《詠史詩》，

他認為(在)漢明帝的時候，中國人已經知道有佛(的存在)，而且佛像亦已(傳)來了中國，他這

首詩怎樣說呢？ 

 

  (這首詩是)王國維的；王國維是一位歷史(學)家，他說：  「惠光東照日炎炎 」，佛教的

教理一直向東(方)發展，由印度向北走，到中央亞細亞，即現在阿富汗一帶的地方，以前叫

大月氏國，在那裡再向東(發展)，(這是)「惠光東照」，「日炎炎」，好像日光一樣非常之

厲害，他說那時「河隴降王 」，那些匈奴人住在黃河，(即)現在甘肅省隴西那裡，那些匈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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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那裡向中國人投降，要求中國嫁一位公主給他們，結果中國選了昭君那些(公主)給他

們，「河隴降王正款邊」，「款」，即是靠，這是「款」，(匈奴人)走來中國萬里長城的門

城處敲打說：喂，(我們)投降呀﹗「正款邊」，(指)到邊疆處要求投降；「河隴降王」是在

西面的(地方)，在甘肅近新疆一帶，他(王國維認為)匈奴人必然是受到佛教的影響，而且一

定已有了佛像，而且《二十四史》中有記載這件事說，中國人派兵(攻)打匈奴，打贏了

(仗)，得到一個匈奴人所祟拜的金人，這個金人，一般人以為可能是釋迦佛的像，它(《二十

四史》)有(記載)這件事。 

 

  「不是金人先入漢」，他(王國維)說如果不是金人先前(已)來到中國，「永平誰證夢中

緣」，漢明帝永平年間，誰人(能)證明你所造的夢(中那個金人)？必然是佛像先(要傳)到中

國，對吧？ 這首《漢桓帝》相當好。 

 

  「漢日通暉」(之後)，「像教宣而遐被」，它說那時候已經不是正法(時代)了，是像法時

代了。像法時代，就是「像教」，(這是第)一個解(釋)；第二個解(釋)，「像」，是(指)佛

像，「教」，是(指)佛經，(這是)第二種解(釋)。第一個解(釋)是(指)正法、像法的像法。 

 

  (這)二個解(釋)之中，第二個解(釋)比較好一點，「像」是(指)佛像，「教」是(指)佛經，

佛像、佛經都「宣」了，(即)宣明了，大家都知(道)了，「而遐被」，「遐」即是遠，遠遠

地被及我們中國了，「被」者，及也，及到我們中國了。 

 

  「譯經律義，繼武聯蹤」，由此之後，即漢明帝以後，西方的出家人陸續(到)來(中國)翻

譯佛經，「律義」，這個「律」字與「述」字是通用的，「律」者，述也；「譯經」，翻譯

佛經，述這個佛教的義理，「繼武聯蹤」，「武」者，步也，一個出家人來了，另一個又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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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繼步(而來)，「聯蹤」，(指)蹤跡，一個剛來了另一個又到，即是說那些蹤跡聯結一起

前來，(這是)「繼武聯蹤」，(即)很多出家人陸續來中國。 

 

  但是，「多覿葱右之英」，那些來(中國的)出家人不是正式的印度人，是「葱右」，

「葱」即是葱嶺，(即)現在新疆省與中央亞細亞交界的山嶺，叫葱嶺，那個嶺裡面有很多葱

的，(這是)葱嶺；葱嶺之右，即是什麼？中央亞細亞的葱嶺，「右」，西邊叫作「右」，東

邊的叫「左」，葱嶺之西的，即是中央亞細亞的那些精英而已，都不是正式印度的(出家

人)。「覿」者，(指)看見；那些來到(中國)，被我們看到的出家人都是葱嶺以西的精英。 

 

  「罕聞天竺之秀」，「罕」即是少，很少真的聽到有(從)天竺來的(出家人)。「英」與

「秀」是一樣(的)解(釋)。 

 

  那為何叫「天竺」呢？原來「印度」，古代又叫作 Hindu ，又叫作 Indu ，這個 Indu、

Hindu 呢，這個音，譯了作中國(話後)呢，最早叫「身毒」，真不知道為什麼會用這個字

呢？「身毒」。Indu，譯作「身毒」。初期叫「身毒」，後來叫作什麼？「天竺」。「天」

這個字讀「In」，「Indu」不就是「天竺」？譯音而已，很多人當「天竺」作「天上」解，

這樣就完全錯了。「Indu」是譯音。後來到了唐朝的玄奘法師去印度留學回來後，說那(讀)

音不正(確)，應該譯作「印度」，「Indu」這個字的音，應該譯作「印度」，一直相傳到現

在就用「印度」(這譯名)，就是這樣。(這就是)「罕聞天竺之秀」。 

 

  那些所譯的經呢？「音韻壤隔」，「壤」者，地也。地理隔遠，印度的音韻與我們中國的

音韻不同，因為地理的不同，因為地區不同，所以很阻隔，(這是)「音韻壤隔」。 

 

  「混宮羽於華戎」，「宮羽」是什麼？本來是音樂的聲音，現在(的)音樂普通的有七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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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有半高音、半低音，還有很多(音)，一座鋼琴整列(都是音)，舊時中國弄來弄去，初期

都只是得五個音而已，宮、商、角、徵、羽，五個音而已。叮叮噹噹，弄來弄去，只有五個

音而已。 

 

  那麼宮、商、角、徵、羽是怎樣的呢？不是讀宮、商、角、徵、羽，即是現在的什麼？

do、re、mi、so、la，沒有 fa 字音，沒有 ti 字 音，(只有)do、re、mi、so、la，只有這麼

多的音而已，叫作宮、商、角、徵、羽， 這些指音樂，現在引申當音韻。 

 

  「混宮羽於華戎」，把那些音韻混亂了，「華戎」，(指)那些葱嶺以西來譯經的大師

(們)，他(們)都不是真正從印度學完返來，(只)是西方的胡人走到來中國，(他們)譯出來的

經，半似中文，半似胡文，所以你讀東漢時譯出來的經，譯得你沒辦法讀得到，譬如「波羅

蜜多」，它譯作什麼？「度無極」。「無極」兩個字，有很重《易經》和道教的意味，「波

羅蜜多」(的意思)是「到彼岸」而已，怎會「度無極」呢？所以(當時)很多東西都不對的。 

 

  「佛」，最初譯作什麼？最初譯作「 buddha」這個字，「buddha」這個字，最初譯作

什麼？「浮圖」。譯作「浮圖」都不錯，因為「浮」字，古代音讀「bu」，「浮圖」就讀作

「bu」「dha」，對吧？ 

 

  現在的人用錯(這個字)：你做了什麼善事就「勝造七級浮圖」，將「浮圖」當作「塔」(的

意思去理)解，就完全錯了。「浮圖」是佛陀「buddha」。 

 

  後來，又不譯尾音，「佛陀」的「佛」字，古代讀「bu」，「bu」「ddha」，「佛

陀」，本來這樣就很好，不過它又把「ddha」字略去，只(譯作)「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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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就是「音韻壤隔，混宮羽於華戎」。「華」就是中國，「戎」就是外國；西方的外族

叫做「戎」。(這是)「混宮羽於華戎」。 

 

  「文字天懸，昧形聲於胡晉」。它說我們中國的文字與西方印度的文字，有天地的遠隔， 

(像)天與地的相隔，(這是)「文字天懸」。 

 

  「昧形聲於胡晉」，字形和字聲，一個(是)「胡」，一個(是)「晉」，「胡」者，西方的

地方通通叫做「胡」，對吧？「晉」即是(指)我們的中國。(這是)「昧形聲於胡晉」。 

 

  它說「雖則髣髴糟粕」，好像彷彷彿彿，不是很清楚所譯出來的經的道理，(那麼)所得到

的是什麼？佛家的「糟粕」，「糟粕」即是什麼？把米用來造酒的滓子。所得到的「糟

粕」、渣滓，彷彷彿彿得到佛家的渣滓，「未能曲盡幽玄」，不能夠很委曲(地)盡量把佛家

幽深玄妙的道理說得出(來)，(這是)「曲盡幽玄」。 

 

  所以呢，「大義或乖」了，佛家的大的義理，有時候(會)「乖」，「乖」即是違反，大義

違反了。 

 

  「微辭致爽」，「爽」就是錯誤，(把)佛家一些很微妙的說話，他弄錯了，真是弄錯得很

厲害的，例如什麼呢？以前大乘經時時有這幾句話：「瞻仰世尊，目不暫捨」，即是指世尊

說法的時候，那些弟子們個個都瞻仰著世尊，眼都不眨一下，望著他，很留神的。你猜它將

來譯作什麼？「各各努目視世尊」。瞪起雙眼來望著佛，「各各努目」，努起雙眼，好像發

惡一樣，「各各努目而視世尊」，這樣(譯)的話(意思)就差得遠嘛。 

 

  後來到唐朝就譯得好了，「瞻仰世尊，目不暫捨」，(譯得)多好呢﹗大概以前(的翻譯)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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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這樣。 

 

  「大義或乖，微辭致爽」，所以令人發生很大的疑惑了，「鴻」即是大，大的疑惑，令人

產生。「碩」也是大(的意思)，那些執滯，很多的執滯，很多滯礙，很多疑惑，「霧擁雲

凝」，那些疑惑多得像霧擁出來那麼多，亦好像雲一樣形成、堆凝、凝結在天上，沒辦法解

得開，這是「雲凝」。 

 

  於是結果怎樣？「幽絢屢彰」，「絢」者，(指)文采，那些絲織的布很有文采就叫做

「絢」。 

 

那些很微妙、很幽深、很深奧的佛經，「屢彰」，屢次屢次都(把它)譯出來，只是譯得不好

罷了，「其詳可畧」，說到這樣就夠了，無謂把那些話說得太多，總之譯得不是很好就是

了。 

 

  好了，今日時間到了。 

 

  好了，bye bye。 

 

  大家回去吃東西了。 

 

 

 

 

<第二講>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