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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那天我講的那篇序文，(大家)有沒有問題？因為這篇序文，是所有佛經注疏的序文中

最雄亮的一篇了，所以很多學唯識的人，差不多都(能)把它唸背下來，我也能夠把這篇序文

唸背(出來)。我們繼續講餘下的序文。那天講到第幾段？(聽眾答：十三頁呀，羅公。)十三

頁，對吧？如果(你們)無(講義)的話，居士林已印(發)那些講義給你們了，對吧？  

 

  (到序文的)第五段了，我們讀一下第五段的文(字)：「惟我親教三藏法師玄奘，(這個是

『奘』字來的，不知怎的很多人都把它讀成『莊』的呢？(若)你查一查字典，都是(讀)

『壯』字音的。但人人都讀(成)『莊』，很巧妙，對吧？(應該讀)玄『奘』。)含章拔萃，燭

榑景於靈臺；蓄德居宗，涌談漪於智沼。騖三輪之寶躅，逈晉金沙；澄八解之真波，遼清玉

井。忘軀殉法，委運祈通。冥契天真，微假資習。匪摛靈而顯異，(不要讀(成)『離』靈，那

是『摛』字。)固蘊福而延祥。備踐神蹤，窮探祕府。先賢未覿，咸貫情樞；曩哲所遺，竝

包心極。誓志弘撫，言旋舊邦。德簡帝心，道延天藻。遂此寶偈南贊，金牒東流，暢翳理於

玄津，蕩疑氛於縟思。(『思』字(要)讀(成)『試』，因為『思』字，如果一般地當作動詞

用，就讀『思』；當作名詞用(時)就(讀)『思』、『使』、『試』，我們廣州話就讀

『試』，(所以應該讀成)蕩疑氛於縟『試』。)穎標三藏，殫駕一人；擢秀五天，陵揜千古。

詎與夫家依驤譽，空擅美於聲明；童壽流芳，徒見稱於中觀云爾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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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段(的內容)是讚美他(窺基)的老師──玄奘法師。「惟我親教三藏法師」，「親教」(這)

兩個字，是從梵文(翻)譯過來的，梵文就叫作「鄔波馱耶」──Upadhyāya 這個字，有

「親近他(老師)的教化」這樣的意思。那麼普通(所謂)的老師，以前那些佛教徒的老師一般

有兩種，一種(叫) Upadhyāya，是(指)親教師，即是你歸依他，或者(是)跟(隨)他出家的，

出家以後都親近他的教化，(到)相當的時候才離開他，這樣，那些老師就叫作「親教師」。 

 

  第二種叫「教授師」，(梵文)叫Ācārya ，(音譯為)「阿闍黎耶」，又叫作「教授師」。即

是你到處去參學呀、聽他開示、受他教訓呀，那些(教導你的人)叫「教授師」。那麼他呢，

即(是寫)這篇序的作者──窺基法師，是玄奘法師度他出家的，所以他(窺基)稱他(玄奘)作

「親教師」。  

 

  本來「親教師」與「教授師」一般都是出家人用的名詞，但是(在)近代，就算不是出家人

也有用(這兩個名詞)，例如什麼呢？(在)我們清代末年，有一位佛教偉大的人物──楊仁山

先生，他有很多弟子的，其中的大弟子，就有兩個，一個是歐陽漸，即是歐陽竟無，另一個

是梅光羲。這樣，歐陽漸稱(呼)楊仁山，稱作什麼？稱他作「親教大師」，但他(楊仁山)不

是出家(人)，那怎樣能(把他)稱為大師呢？「大師」兩個字不一定是指出家(人)的，例如，

(在)我們清代初年，有一位漢學家學者──顧炎武，我們稱(他)作什麼？一般人都稱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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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師」的，對吧？「法師」(這名詞)一般是專指出家人，但「大師」就不一定是指出家

人。 

例如近代的章太炎，人們稱他作什麼？「樸學大師」，或者稱他為「國學大師」，他的弟子

稱他作什麼？(因為)他是杭州人，章太炎是杭州人，人們稱他作什麼？「餘杭大師」，不(直

接)稱他(的)名(字)，(一般)都是這樣的。 

 

  「大師」(這)兩個字不一定是(指)出家人，對吧？(在)以前「鄔波馱耶」和「阿闍黎耶」都

是那些出家人用的，但(到了)現在、現代就變了這樣，轉化了，因為現在世界變了，很多東

西都變了，對吧？例如，從前沒有人稱比丘尼為法師的，但現在男女平等了、平權了，對

吧？ 

因為點解呢？女首相都有出現了，所以現在我們也同樣把比丘尼稱作法師了。 

 

這樣，好像有些居士，(如)楊仁山，他的弟子稱他作什麼？他是安徽石埭人，(所以一般都)

稱他為「石埭大師」；或者(如)歐陽竟無，稱他(楊仁山)作什麼？「親教石埭大師」。歐陽

竟無的弟子們，稱他(歐陽竟無)作什麼？「親教歐陽大師」，或者「親教竟師」，連個

「無」字也不敢直稱的，像這樣之類。但現在這世界多少(已經有些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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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他(窺基)呢，稱玄奘法師作「親教三藏法師」。他說「含章拔萃」，「章」，就(是)

美，「章」即是美的意思，包「含」美德。 

 

  「拔萃」，「萃」即是聚，「萃」字作聚、一堆，這樣的解(釋)，即是(指)在一班人之中他

是「拔」──即是挺起來，與別不同的。(這是)「拔萃」。「拔萃」(是出自)《孟子》：

「出乎其類，拔乎其萃」，他(窺基)讚美他(玄奘)在一般的佛教學者之中，他含有美德，確

是與眾不同的，這是「含章拔萃」(的意思)。 

 

  「燭榑景於靈臺」，「靈臺」是心，叫做「靈臺」。(我們這)個心，叫做「靈臺」，(這是

出自)《莊子》的，(把)心叫「靈臺」。「燭」字呢？本來(是)名詞，(指)蠟燭，對吧？但是

現在當(作)動詞用，當作「照」(的意思)。  

 

  這個「榑」字與這個「扶」字，又(可以)通用的，與這個「扶」字通用的。古人相傳，(在)

東方⋯⋯(大家先不要拍照，不然會阻礙(我的)視線。)古人相傳(在)東方太陽出(現)的地方有

一棵大樹，叫做「榑桑」，所以現在的人(把)日本叫「扶桑」就是這樣(的意思)。那麼，這

個「榑」字與這個「扶」字(是相通的)。那個「景」字當(作)「光」，指「太陽」，「榑

景」者，指「太陽」。「燭榑景於靈臺」即是說那個心裡面猶如初出的太陽，非常之光亮，

這樣(的意思)。(這是)「燭榑景於靈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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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蓄德居宗，涌談漪於智沼」，「蓄」就是「積蓄」，積蓄很多美德。「居宗」，「宗」

者，他能夠「居」「宗」師的地位，「宗」即是「宗師」。他(玄奘)有宗師的地位，他能夠

說法，說得非常之好，「涌談漪於智沼」，他的辯論好像滔滔不絕，像個池沼，「沼」即是

「池」，好像在池沼裡面、水源裡面滔滔不絕地涌出來，(這是)「涌談漪於智沼」。「智」

慧之池「沼」，他的智慧水源滔滔不絕的，即是指他說話說得很好。 

 

  「騖三輪之寶躅，逈晉金沙」，本來(這)個「騖」字，我們中國(人)依據《說文解字》(的)

解(釋)，(解作)「亂馳」，(這)就叫做「騖」；騎著馬亂跑，就叫做「騖」，本來是這樣的

(解釋)，但這裡不是當作亂跑(來)解(釋)，(而是)當一直地跑這樣解(釋)。「騖三輪之寶

躅」，即是(指)跟著「三輪」的足跡。那麼「三輪」是指什麼呢？(是)指佛的身、口、意

──釋迦世尊的身業、口業、意業都能夠降伏邪魔外道，好像古代那些兵器(裡)那個「輪」

一樣，(這就是)「三輪」。 

 

  現在，我們所謂的「輪」，我們看見人們拿著一個細細的「輪」，以為這個就(是)叫「法

輪」，不是這樣的﹗「輪」是古代的兵器，很大座的，大家打仗的時候，要找人拉拖這個

「輪」，一直轆過去、向著敵人壓過去，好像(等於)現在坦克車的用法。那些「輪」，如果

那「輪」轆到過來，(是)勢不可擋的，它是一種古代最厲害的兵器，叫作「輪」。現在的人

弄到很小型的(可以)拿著(在手)的(所謂「輪」)，都是(用來)象徵的。這個「三輪」(是)指佛

的身業、口業、意業──它能夠降伏(外道)那些邪說，所以稱它為「三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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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騖三輪之寶躅」，「躅」即是「蹤跡」，他(玄奘)跟著「三輪」的蹤跡，即是(指)什麼？ 

(指)佛所到處說法的地方他都去到，(這是)「騖三輪之寶躅」。 

 

  「逈晉金沙」，「逈」即是「遠」。遠遠地「晉」到──這(個字)是「晉朝」的「晉」，

對吧？這個「晉」字與這個「進」字通用的，與「進步」的「進」字通用。好像你們拜壽

(時講的)「七秩晉一」，「八秩晉一」，這是「晉」(的意思)。這個「晉」字與「進步」的

「進」通用。「逈晉金沙」，遠遠地進到「金」河，「金」河者，就是印度北部釋迦佛涅槃

(之地)附近的一條河，叫做「金」河。「逈晉金沙」即是說遠遠地去到釋迦佛涅槃的地方。 

 

  「澄八解之真波，遼清玉井」，他(窺基)說他(玄奘)的心很定，「八解脫」，是定的名稱， 

(這要)你自己查字典：內有色觀諸色解脫、內無色觀外諸色解脫、淨解脫(身作證)具足住、 

空無邊處定、識無邊處定、無所有處定、非想非非想處定，以及滅盡定，這八種定加起來，

叫做「八解脫」，你不用(想得太複雜)，總之(知道)是八種定就是了。 

 

  如果你要詳細查(一下它們的解釋)，你(可以)找(那)本《佛學大辭典》查一查。在這裡我順

便介紹一下(那些)佛學辭典。(關於)佛學辭典，(在)世界上最有名的就是日本(人)望月信亨那

本佛學大辭典(按：《望月佛教大辭典》)，但(在)我們中國、在台灣，星雲法師請了一班人

將《望月(佛教)大辭典》的內容全部抽取了(出來)，近代中國所有而日本所無的(內容)便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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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了(一)些入去，於是編成了一本叫做⋯⋯叫什麼呢⋯⋯(聽眾答：《佛光大辭典》。)對﹗

《佛光大辭典》。這套後來居上，固然好，但(整套書)太大，像這樣大。(至於)現在，我有

一位舊同事，叫：吳汝鈞，他編了一冊，不過賣得很貴，(約要)四百多(至)五百元一冊， 

他(所編的那本)不能說沒缺點，但是相當便利，(尤其)對於初學的人，我讀過，很便利、很

簡單，原來它是什麼呢，它主要的⋯⋯不知(道)說得對不對，如果說得對的話，它主要(是)

參考日本那位佛學家，叫：中村元，中村元有(一)本很好的、很簡明的佛學辭典，他(吳汝鈞)

差不多把中村元那本辭典的好處都汲取了，再加上中村元(那)本辭典所無的(內容而)去編

(錄)，初看起來覺得這麼細本(的辭典)有什麼用呢？不過再看看，這(本辭典)相當好，所以我

都介紹(給)你們。你們初學的人，如果你覺得(讀)《佛光大辭典》太麻煩的時候，或者(讀)

《望月(佛教)大辭典》(但)你不懂日文的時候，為免麻煩，這本(吳汝鈞編的)辭典(是)可用

的。 

 

  「八解」，你自己查一查辭典：「八解脫」，即是八種定。「澄八解之真波」，即是說他

(玄奘)很定、定力很(足)夠。 

 

  「遼清玉井」，「遼」即是「遠」的意思，遠遠地走到「玉井」，「玉井」是什麼呢？是

釋迦牟尼佛還未出家的時候，與提婆達多競技射箭，他(釋迦牟尼佛)一放射，(便)連(環射)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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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箭)靶，那枝箭就插了入那個井的地方，那個井就是釋迦佛競技(時射出的)那枝箭插了

入去的地方，後來那處(地方涌)出(泉)水，(所以)一般稱它「玉井」。 

 

  釋迦佛涅槃以後，印度佛教分裂到異說紛紜，又有外道侵擾，弄得幾乎「玉井」也濁了，

對吧？他(玄奘)就遠遠地──「遼」──澄「清」這個「玉井」，這即是什麼意思？(這是說)

連釋迦佛競技的地方他(玄奘)都去到，(這是)「遼清玉井」。這「遼」字是一個副詞，即是

「遠遠地」。「清」字是動詞。(這是)「遼清玉井」。  

 

  「忘軀殉法，委運祈通」，他(玄奘)忘記自己的身體，「軀」即是「身體」；「殉」者，

為它而死，就叫做「殉」。「殉法」，(即是)為了佛法而犧牲了自己，(這是)「忘軀殉

法」。 

 

  「委運祈通」，「運」者，自然的流行為之「運」，「委」託了，把他自己一生的幸福委

託了、把自己的生命委託了，(這是)自然的，即是說他不顧生命，把他的生命委託在這個自

然的運行。「祈」即是「求」，他求「通」，求能夠把佛法「通」到中國來，(這是)「委運

祈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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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冥契天真，微假資習」，「冥」者，即是「合」的意思，「契」，亦是「合」也。本來

「冥」者，是(指)「沒」，冥沒冥沒，(這)個「冥」字，(用)「沒」(字代替)都可以的，與它

通用，(兩者)都是 m (這)字母的韻，古代的那些拗(音)，即(如果)那個聲母相同的話，很多

(字)都可以通用的，(那)個「冥」字與「沒」字，都是ma 這個音，所以「冥」字(亦可)當

「沒」字(用)，「沒」者，即是什麼？好像你們游泳(時)整個人沉了入水，就是「沒」了，

對吧？那麼，當你(與某)一樣東西(結)合起來，就好像「沒」了入水一樣，所以你們證真如

的時候，你證到真如空性的時候，那時候，就是你的智慧與真如是分不開的，就好像「冥」

──冥證真如，就好像一個人「沒」了入水一樣，「沒」了入水時，水與你分不開，對吧？ 

打成一片了。「冥」證真如，這個真如與你打成一片、與你的智慧打成一片，所以「冥」

者，「沒」也。「冥契」，「契」即是「合」，「契」合「天真」，即是自然的真理，

「天」即是「自然」，(這是)「冥契天真」。即是說他(玄奘)聰明到極(點)，他與真理時時

「冥契」的。 

 

  「微假資習」，他稍為學習一下便懂了，很聰明，「微假」，「假」即是「假借」，

「資」者，「取」也，「取」一下資料，「微」微的取一下資料，時時學習一下，他便懂得

很多東西，(這是)「微假資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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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匪摛靈而顯異，固蘊福而延祥」，他(窺基)說他(玄奘)去印度，沿路有很多奇蹟、很多

「靈」蹟，例如給賊(人)綁起來想殺(了他)，結果(賊人)又放走他；走到沙漠缺水的時候，又

出現了一位老婆婆講給他聽哪處能找到水(源)，(結果)他又找到水(源)，諸如此類的，你讀一

下他的傳記，(會發現有)很多「靈」蹟的。他(窺基)說他(玄奘)「匪」，「匪」，是(指)「不

是」，「匪」即是「非」、「不是」的意思；「摛」者，「舒」──舒布、展示開來，他並

不是故意展(示)出、舒布出那些「靈」蹟出來給人看的，(所以說)「匪摛靈而顯異」。

「顯」是「顯示」。 

 

  「固蘊福而延祥」，「固」即是「實在」、「固然」。實實在在(的)，「蘊」者，「含

藏」，含藏很大的福德，所以招致很多「祥」──吉祥的事情了。「延」即是「招致」， 

招致那些吉祥的事情，(就是)「延祥」。 

 

  「備踐神蹤，窮探祕府」，「備」者，即是齊齊全全，「齊備」(的意思)；「踐」者，是

「去到」；「神蹤」，即是「神靈的蹤跡」，即是說釋迦牟尼佛生平、生前的一切的蹤跡他

(玄奘)都去到。 

 

  「窮探祕府」，「祕府」即是「秘密之府藏」，即是什麼？指教理。對於佛家的教理，他

(玄奘)能夠「窮」極「探」究，(這是)「窮探祕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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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賢未覿，咸貫情樞；曩哲所遺，竝包心極」，「先賢」(指)「以前有賢德的人」，

「未覿」，「覿」是「見到」，前代的人所未見到的東西，他(玄奘)通通都見到，由他去到

印度的那爛陀寺，(他在)那裡住了很多年嘛，(這是)「先賢未覿」。 

 

  「情樞」者，「情」即是「心情」，「樞」即是「樞紐」，「情樞」者，即是指他的心、

他的心情，(因為當時他)什麼都學得到，所以(他的)心非常之舒服。「貫」即是「貫通」、

「貫徹」，他的整個心靈，(使)他想學的事情都能夠貫徹圓滿接受，(這是)「咸貫情樞」。   

 

  「曩哲所遺」，「哲」者，(指)那些「有智慧的人」，「曩」即是「從前」；從前那些哲

人所遺漏的──「遺」即是「遺漏」了，古代的那些哲人所遺漏了的，「竝包心極」，

「包」者，「包含」了，這個「竝」字即是這個「並」字，「並」字的正字(寫法)應該是寫

兩個「立」字的，(這個)「竝」字篆文是這樣，這是個「立」字，兩個人一拍(走在一起)就

(變成)「竝」了。篆書就是這樣寫，到後來變(成)了什麼？「立」字。這個「立」這樣寫，

就變成這樣了。後來愈寫愈離譜了，於是這裡(畫成)一劃，再離譜一點是(在)這裡，兩個都

很離譜。文字的演變(就是這樣的了)。 

 

  「竝包」，兩個人一拍(走在一起)變成「竝」，現在變了什麼(意思)？「並且」(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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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哲人所遺漏的東西，他(玄奘)的「心極」，「心極」即是指他的心，他心裡面已(經把往

哲所未聞之奧義都)包含了，(這是)「竝包心極」。 

 

  於是(玄奘)學(習)成功了(之後)，「誓志弘撫，言旋舊邦」，他的願力是要(從印度)取經回來

中國，他誓願的意志、實踐，(這是)「誓志」(的意思)，「弘撫」，即是回來(中國)弘揚佛

法，「撫」即是什麼？「安慰」、「撫慰」那些想求佛法的人，(這是)「弘撫」。 

 

  「言旋舊邦」，「旋」即是「回轉」、返來我們中國──「舊邦」，「邦」即是「國」， 

返來我們故國、舊的國家。這個「言」是助語詞，沒有解(釋)的，即是好像英文的「do」

字，「do」(跟著)什麼什麼(字)，沒有解釋的，「言」字(也是一樣)沒有解(釋)的。「言旋舊

邦」，「旋」即是「回頭」、「返來」，(這是)「言旋舊邦」。 

 

  「德簡帝心，道延天藻」，他(窺基)說他有道德，(指)玄奘法師。「簡」者，本來是「簡

擇」的意思，但現在(用法)變了，不是這個解釋，(本來)「簡」字與「簡擇」的「簡」字是

一樣的，與剔手邊這個(「揀」)是一樣的解釋。本來是簡擇，(字源)是怎樣的呢？原來是(出

自)《書經》，它說，湯(這個人)，「簡在帝心」，(意思)即是說(連)上帝也選擇、簡擇他作

君主的，即是上帝的心都「簡」──認為商朝的那個湯(各方面都)好，(所以)就選擇他(來)統

治萬民，本來是這樣(的意思)，叫「簡在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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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在這裡(的)用(法)，是「德簡」，他的道德，「簡」了皇帝？不是。那即是(指)什

麼？是皇帝「簡」了他(玄奘)，這個「簡」字即是英文的 passive voice，(是)被動式的用

法，而不是主動式的用法，那(「簡」)變(成)了什麼意思？「感動了」，他能夠感動了皇帝

的心。 

 

唐太宗很敬重他(玄奘)，他一回來(中國)，唐太宗要他還俗，要玄奘法師還俗，(打算)即刻給

他三品官的職位，唐朝的三品官(是)很高的(官職)，清朝的三品官(是)很低的(官職)，唐朝的

三品官，(等於是現在)部長級(的職位)，(這是當時的)三品官(地位)。(唐太宗)想要他(玄奘)做

大官，他(玄奘)不接受，(這反而使唐太宗)更加敬重他，(這就是)「德簡帝心」。「帝」是指

「唐太宗」。 

 

  「道延天藻」，(在)玄奘法師翻譯了很多《般若經》的時候，(太約)正在翻譯《般若經》的

時候，他請求唐太宗替他寫一篇序文，於是唐太宗，據說⋯⋯(不要，不要再拍照了，這會

阻礙我思考。大家不要再拍了。因為我看(到你們拍照)便忘記了講到哪裡。) 

 

  (說到)「德簡帝心」，據說(那篇序文是)唐太宗親自替他(玄奘)寫的，(因為)他(唐太宗)想求

功德，(這樣)就替他(玄奘)寫了一篇序文，即是現在的什麼？你如果去西安旅行，去到西安

市那個碑林那裡，你就會看到這個碑，(不，)看到兩個碑，兩個碑都是將唐太宗(寫的)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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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文刻了上去，(其中)一篇是褚遂良寫的(字而給)刻上的；(另)一篇是集(合)的，(集合)當時

王羲之(寫)的字，剪貼後勾出來的，(一般都)說是王羲之寫的，當然王羲之已經死去很久，

對吧？不過(是)將他(寫過)的字勾出來。現在很多人寫《聖教序》，(在)我們民國(時期)有幾

位──(在)北方，(在)廣東(比較)少，北方有幾位書(法)家，以寫《聖教序》(而)聞名的。  

 

  那麼，「道延天藻」，「藻」即是文藻、海藻，那些海藻很美的；海藻很美的，文章也是

很美的，所以，將「藻」字當作「文章」(來)解(釋)。「延」是「招致」，招致到──他(窺

基)說三藏法師(由於)有道德，(因此)招致到唐太宗替他寫序文，(這是)「道延天藻」。 

 

  「遂此寶偈南贊，金牒東流」，「遂」即是「於是乎」，「寶偈」即是《唯識三十頌》。

「南贊」，這個「南」字真的難(去)解(釋)，自古以來這個字是難解(釋)的；它說是從西邊來

東邊，怎會是「南」呢？對吧？「贊」者，(指)「到」、「去」、「來」，「南贊」，即是

「南來」？於是很多人去(對這個字)作解(釋)，(有些說法是)說印度在中國的西南面，總之西

南都叫作「南」了，它(《唯識三十頌》)由印度走到來中國，即是「南」來了，這樣就是

「南贊」(的意思)。有些人甚至說這(解釋)不對，這個(「南」)字是錯的，「寶偈『西』贊」

才對，它(《唯識三十頌》)由西方來的嘛，所以(說成)「寶偈『西』贊」，(認為)這樣才對。 

 

  「金牒東流」，「牒」者，用銅等(物料製)作成一塊一塊的，即亦是指《(唯識)三十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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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偈南贊」就是指世親菩薩所造的《(唯識)三十頌》。「金牒東流」是指什麼呢？是指十

大論師替它造的注釋，(之前是)「寶偈南贊」，(現在)「金牒東流」是(指)向「東」邊「流」

過來，(這就是)「金牒東流」。 

 

  於是，「暢翳理於玄津，蕩疑氛於縟思」，「暢」，「通」也，「翳」，是指常常「閉

著」、「閉塞」，本來(有)很多道理在當時(是)想不通(的)，(感到)很鬱結、想不通，現在

「暢」達了，(「暢」作)動詞(用)，「暢」那些「翳理」於「玄津」，「玄」妙的「津」， 

「津」字，當(作)「經論」(來)解(釋)，「津」字，本來是「碼頭」的意思，(指)用來渡河的

地方，即是現在的碼頭，「玄」妙之「津」不就是指「經論」？「玄」妙的碼頭，對吧？就

是「經論」了。他(窺基)說經論裡面的道理很多解不通的，他(玄奘)能夠暢達，(這就是)「暢

翳理於玄津」了。 

 

  「蕩疑氛於縟思」，「思」，即是「思辨」、「思想」。「縟」者，(指)「繁雜」。當時

把佛法從印度傳入來(中國時)，各家各派的思想(都)不同，非常之繁雜的，繁雜到令人無所

適從，對吧？他(玄奘)呢，「蕩疑氛」，「氛」，即是「氣氛」，「疑」是「懷疑」，各種

不同的說法，令到人們滿肚懷疑，充滿了懷「疑」的氣「氛」。「蕩」，即是「掃蕩」，掃

「蕩」人們懷「疑」的氣「氛」，有很多以前解(釋)不來的(經論的道理)，他(玄奘能夠)解

(釋)得到，(這是)「蕩疑氛於縟思」。「思」即是「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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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頴標三藏，殫駕一人」，「頴標三藏」有兩個解釋，第一個解(釋)：「三藏」，就是指

「經、律、論」，對吧？「頴」者，我們種(植)的一棵禾的頂端處，叫做「頴」，即是指什

麼？很高的舉起來，這是「頴」。「標」者，「舉」也、「舉起」。「頴標三藏」即是說什

麼？把經、律、論「三藏」的道理說得很透澈，翻譯也(有)很多，這是「頴標三藏」(的第)

一個解(釋)。   

 

  第二個解(釋)：「三藏」者，朝廷(內)所有的人都稱他(玄奘)為「三藏法師」，因為他的道

德高，好像禾頂那樣「標」起來，(所以)人人都稱他做「三藏法師」，這樣又是一個解釋。 

(這)兩個解釋，到底窺基法師是(用)那一個解釋呢？(只有)窺基法師才知道，兩個(解釋)都(解

得)通，對吧？(這是)「頴標三藏」。 

 

  「殫駕一人」，又是(有)兩個解釋。「殫」者，「盡」也。「駕」即是那架「車」，有匹

馬拉著車，即「駕」著車去，「殫駕」者，即是駕車走到盡頭，不(到達)盡頭不停(下來)，

這樣就叫「殫駕」。 

 

  「一人」又(是)怎樣(的意思)？只有他(玄奘)一個人，因為本來有很多人一起與他去印度取

經的，怎知去著去著，去到葱嶺(時)，只剩下三數個(人)，(那)三數個人去到葱嶺(時)還要爬

鐵鍊的，我們中國的西部，(即)帕米爾高原那裡，那個(山)嶺種了很多葱，(有)很多天然的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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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裡，叫「葱嶺」。一上到葱嶺，普通的是用一條大鐵鍊連接著，劃(分)了一級一級(的

路)，要(把鐵鍊)挽在手，(若)一不小心跌下來，什麼(生命)也沒有了。那些人見到這樣(的情

況)，都離開了，只有他(玄奘)一人上去，過了葱嶺後只剩下他一個(人)。「殫駕一人」，即

是人人都離開、返回去了，只是剩下他一個(人越)過了葱嶺，結果去到印度，(這是)「殫駕

一人」。這是(第)一個解(釋)。 

 

  第二個解(釋)是(來自)日本人的一個傳說：在唐太宗死(去)的時候，唐三藏在(他)旁邊，這個

是事實。唐太宗是在玉華宮死(去)的，唐三藏只是在玉華宮翻譯《大般若經》的，唐太宗死

(去)的時候唐三藏是在(他)旁邊，這個是事實。但是日本人有個傳說，說唐太宗臨死(的)時

(候)很辛苦，(於是)叫玄奘法師來，即是(叫玄奘法師)坐在床邊，玄奘法師就坐了在床邊，唐

太宗要把(自己的)頭枕在玄奘法師的大腿上，⋯⋯   

 

(錄音中斷)  (45:52 至 46:06) 

 

  如果你說不是(這樣)，那班日本留學生(說)的傳說不會(是)胡亂說的，對吧？(他們說得)對

(的話)，中國怎會沒(有這樣的)傳說呢？這有兩個可能(性)，第一個可能(性)：那位日本留學

生很尊重玄奘法師的，因為尊重(他)到(了)極(點)，於是編了一個神話式的故事出來。堂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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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皇帝要死的時候(怎會)都要找一個法師坐下，(把自己的頭)枕在他的大腿上死呢？在中國

人的看法，(這)就不大可能，所以都是那位日本留學生編造出來的，(這是)一個(解釋)。  

 

  第二個解釋是：不是(編造出來的)，可能(這)是真的，日本的(留)學生不會說謊，(而)中國儒

家的人有點不歡喜佛教，若果將這件事說了出來，好像(會)令到佛教太得益了，對吧？(因此

他們認為)不如將這件事埋沒，第二個可能(性)就是這樣。(這是)兩個可能(性)。 

 

  「殫駕一人」，「駕」即是(指)皇帝死(去)的時候，稱之為「駕」，「殫」者，又可以當

(作)「死」(這樣去)解(釋)，(「殫駕」即是)「皇帝死(了)」；「一人」是指「皇帝」，皇帝

稱「唯一的人」。即是說皇帝死(亡)，都是枕在(玄奘的)膝蓋上死的。可能是說這個故事。

這樣(的解釋)對不對，又要問窺基法師才知(道)。(這是)「殫駕一人」。 

 

  「擢秀五天，陵揜千古」，「秀」者，即是「美好的」；「五天」，印度叫「天竺」，印

度(可以)分為五部份，即「五印度」──東、南、西、北、中，(稱為)「五印度」。「五

天」即是「五印度」。「擢秀」，「擢」即是「拔起」，因為唐三藏晚年在印度最高的學

府，叫「那爛陀寺」，做十大教授之一，而且當時的印度王──戒日王，請他舉行了一次

「無遮大會」，「無遮大會」即是指什麼？辯論會，(這是)任人發問的，(戒日王)就為他(玄

奘)設(了)一個「無遮大會」。他(玄奘)就(運)用因明，立(了)一個唯識的論式，(經過)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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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沒有人敢挑戰它，有這麼(的)一回事。他(玄奘)立這個論式的時候，我們現在在藏經裡

也能找到這個論式。近人呂徵寫了(一)本書，叫《因明入正理論講解》，(書)裡附了一篇文

章，附錄的(這篇)文章是解釋當時玄奘在無遮大會裡所立的因明的論式，大家可以參考它。

他(玄奘)在五印度已經是很露頭角了，大家(已經)認為他是菁英了，(這是)「擢秀五天」。   

 

  「陵揜千古」，「陵」者，(指)「在上面」、「凌駕」；「揜」，即是「掩蓋」；「千

古」的學人，他(玄奘)都幾乎能夠凌駕(在他們之上)，這就是「陵揜千古」。 

 

  「詎與夫家依驤譽，空擅美於聲明」，窺基法師(這個人)很受到其他宗(派)的人的憎惡，他

動不動就批評人，「詎與夫家依驤譽」，「詎」是(指)「難道」，難道「與」什麼？「家

依」是梁武帝與陳霸先的時候，(在這)梁陳之間有一位印度(來)的三藏法師，叫真諦；真諦

有另一個名，叫「家依」；「家依」即是真諦法師的別號。 

 

  「詎與夫(家依)驤譽」，「驤」者，好像(一隻)馬跳起來，(這樣叫)「驤」，即是舉起。

「譽」者，即是「名譽」。古代的法師，在玄奘法師以前，(他們翻)譯佛經，對於語言文字

的講究，「聲明」即是「語言文字的學問」，即是現在所謂的什麼？你們學(習)的那種叫

linguistic，或者叫 philology 那一類，語言文字音韻之學叫「聲明」。古代譯經的法師們，

是以家依三藏法師最(為)講究，當然他不及玄奘講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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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詎與夫家依驤譽」，(即是說：)難道我們的老師好像家依三藏那樣「空擅美於聲明」，

說他(家依)對「聲明」(雖然)很了(得)，(已經)很好的了，但(認為)都不及我老師(玄奘)，(所

以說)「空擅美於聲明」。古代講唯識(學講得)最好的是真諦了，他(窺基)一下就寫出「空擅

美於聲明」，即是(說)他(真諦)所譯的作品都不夠好。「空擅美」的「擅」字，作「專」

解，專美「於聲明」，以為「聲明」是(真諦)專美的了。(這是)「空擅美於聲明」。 

 

  「童壽流芳」，「童壽」，就是(指)「鳩摩羅什」。鳩摩羅什，(是)Kumārajīva 這個

字，意譯為中文，應該譯做「童壽」。「流」就是「流播」；「芳」者，(指)他的「芳

名」。它說：難道他(玄奘)好像鳩摩羅什傳播芳名，「徒見稱於中觀」，「徒」即是「不

過」，不過(是)對「中觀」有點研究吧，我的老師(玄奘)不是這樣偏(於一邊)的﹗(窺基跟著)

再說什麼？那些在古代研究唯識(學)的(人)，沒有人不惱火，那些研究空宗的人、研究中觀

的人，各個都會惱火的，現在如果你們座中有人歡喜「應成派」的《中觀論》，或者(諸如

此類的)，讀到(窺基這樣寫時)怎會有不惱火之理呢。 

 

  「童壽流芳，徒見稱於中觀」，即是等於我經常說：我最討厭月稱論師那些東西了﹗(像這

樣)之類。有很多人聽到(我這樣說，)都很嬲我的。我說我最不高興的就是「應成派」的東西

了，(我相信)座中都有這類人，不過你不高興是你的事，學唯識(學)的人就是如此。(這是)

「童壽流芳，徒見稱於中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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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爾」，即現在的「之嘛」、「啫」(的意思)，(這句的意思是：)「徒見稱於中觀」

「啫」，還要加上「而已矣」──「罷了」，即是「只不過是這樣罷了」，(這是)「而已

矣」。我有一個朋友，(他)現在已死了──韋達先生，(他)讀到這裡(說)：哎，怎麼他(窺基

說得)太過(火)了，「云爾」已經很(有足夠的語氣了)，還要(加上)「而已矣」？﹗韋達先

生，(是)他翻譯《成唯識論》(成英文)的，當時他(韋達)聽我講(到這裡)，他說他(窺基)太過

(火了)點。 

 

  窺基法師是這樣(子)的，他(有)浩然之氣，他這個人不顧一切的。近代(的)歐陽竟無，又學

了他(窺基)那樣，你估一下他是怎樣的(人)？孫中山死了，人人都造(了)很多輓聯去悼(念)孫

中山，人人都把孫中山褒揚得很厲害，對吧？只有一兩個人是有點挖苦孫中山。歐陽竟無送

了一對輓聯給孫中山，我(現在)寫給你(們)看那對輓聯(的內容)，「並世而生」：我(歐陽竟

無)與你孫中山同一個時代生存；「分河而飲」：你(是)搞革命(的)，我整(理、研究)佛經，

(這是)「分河而飲」，你(並)不是(特別)優勝過我，(只是)各有各的優勝，(這是)「並世而

生，分河而飲」。輓聯的下聯，是說他(孫中山)荒唐──「小盜移國，大盜移心」，這(句)

好像是(出自)《莊子》。「小盜」「移」人之「國」，把別人的國(家)整個偷了去，那些不

過是小賊罷了，那些是大賊？(能夠)把你的「心」「移」了去的，那些就是大賊。他說：我

歐陽竟無要(做的事情是)有關於世道人心的，我要把古代的佛法重興，要「移」人之

「心」，你孫中山搞革命的(只不過)是(要)弄跨清朝，不過是「小盜」吧。對吧？即是(歐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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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無)說他(孫中山)荒謬。他這類人是怎樣？他(歐陽竟無與窺基)一脈相承，像窺基那樣──

「詎與夫家依驤譽，空擅美於聲明；童壽流芳，徒見稱於中觀云爾而已矣」。 

 

  好呀，這對輓聯真是好呀﹗我說(在)孫中山的哀思錄裡(收錄)的輓聯，我發現只有兩對(輓)

聯最好，他(歐陽竟無造的是第)一對，還有章太炎(造的)那一對(輓聯)，也是好的，不過今天

不是講他，所以不花時間(講)了。 

 

  好了，講完了(序文的第五段)。 

 

  到下面了，第六段。(此段)是說明翻譯《唯識三十頌》及《成唯識論》的緣起、因緣及方

式。 

大家有沒有(講義)？(大家)都有影印(本)的講義了嗎？ 

 

⋯⋯(錄音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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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彙」字)其實讀(成)「類」也可以的，字「匯」字「彙」，很多廣州人都(把「彙」字)讀

(成)字「類」，即是與「類」字是一樣(的)解(釋)。「斯本彙聚，十釋羣分；今總詳譯，糅為

一部。(「糅」(字)，讀「黝 」(的音)可以，讀「耨」(的音)也可以。)商搉華梵，徵詮輕重。 

陶甄諸義之差，有叶一師之製。『成唯識』者，舉宏綱旌一部之都目。復言『論』者，提藻

鏡簡二藏之殊號。『成』乃能成之稱，以成立為功。『唯識』所成之名，以簡了為義。唯有

識，大覺之旨隆；本頌成，中道之義著。『唯』謂簡別，遮無外境。『識』謂能了，詮有內

心。識體即唯，持業釋也。識性、識相皆不離心，心所、心王以識為主；歸心泯相，總言唯

識。『唯』遮境有，執有者喪其真；『識』簡心空，滯空者乖其實。所以晦斯空有，長溺二

邊；悟彼有空，高履中道。三十本論名為『唯識』，藉此『成』彼名『成唯識』；『唯識』

之『成』，以彰論旨，三摩娑釋依士立名，蘇漫多聲屬主為目。『論』則賓主云烈，旗鼓載

揚；幽關洞開，妙義斯賾。以教成教，資教成理，即『成』是『論』，持業釋也。以理成

理，因理成教，是『成』之『論』，依士釋也。」 

 

  這是(序文的)最後一段了。這段是講《成唯識論》的內容，以及(說明)《成唯識論》的題目

是怎樣(去)解(釋)。 

 

  「斯本彙聚」，「斯本」(的)「斯」即是「這」，「這」一「本」書，是「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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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者，類也，(指)「分類」，分開一本一本(不同的種)類，「聚」集一起，(這是)「彙

聚」。 

 

  「十釋羣分」，(有)十大家(論師)，各人造各自的(對《唯識三十頌》的)注釋、解釋。(這是)

「十釋羣分」。 

 

  「今總詳譯」，現在呢，將十本(十大論師造的注釋)混在一起，詳細的將它譯出來，「糅

為一部」，「糅」即是「混」、「混和」、「混合」，混合成為一本。 

 

  那麼當時(玄奘翻譯《成唯識論》)的經過是怎樣的呢？我們知道的是⋯⋯當時玄奘法師覺

得解(釋)《唯識三十頌》(時若)太公開來(翻)譯(的話)，就不是太方便，於是選擇了四個人，

(在)他的弟子之中(選了)四個最高級的弟子做助手，來(協助)翻譯，翻譯什麼呢？翻譯那十大

家(論師對《唯識三十頌》)的注釋，本來(是打算)逐家翻譯的，(後來)選了四個人，普光法師

等四人是當時最出色的，最年輕的是窺基，大家選定了他(窺基)做助手。(至於)窺基，提出

了兩個問題，第一：他說(若有)數個人做助手，這麼多人的意見，一國三公，很難搞的，(關

於)義理(上)的問題，大家一起研究，你(有)一個意見，我(有)一個意見，(這樣是)翻譯不到

(的)，他(窺基)說不如這樣吧，我不參與了，要不你(們普光法師等)三人(來翻)譯，我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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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說要叫我(幫忙翻譯)，那(就)請開他們三人，等我來與老師你兩個人一起寫(翻譯)，

(其他的人要)全部請開，只留下(我)一個。(這是)第一件(事)。 

 

  唐三藏說(這件事)很難辦(到)，因為已約了他們幾位來，又要趕走他們三人，怎可以呢？

(窺基聽到就說：)那麼讓他們三人來吧，我走了。唐三藏說：不可以，你不能走。(並說：)

好了，我設法藉其他理由來請走他們三人。(最後，是玄奘)單獨與窺基一對一翻譯的，所以

(《成唯識論》)翻譯得這麼好就是這個原因，窺基的文章(功夫)好。 

 

  第二個問題來了，他(窺基)說(有)十家(論師)，(但)各家的意見不同，(而)後人、後輩的智慧

不是很好，怎樣去抉擇？他說：我認為趁著老師你還在，(應該)替他們(先)作抉擇，(若老師)

認為(某些意見)不是太對的，撇下它不要；(若老師)認為(某些意見)是好的，採(取)它。大家

(的意見)一樣的好，(便)把他們並列在一起。捨短取長，合成一部，讀起上來像是(在讀)一部

(完整的)書。他(窺基)說我提出要這樣(的要求)。玄奘法師說這樣不可以啊，那些(論師)全部

都是大菩薩，這樣做法不可以。他(窺基)說：不可以？我的主張就是這樣，(不可以的話我)

不會參與(翻譯)了。他(的用意)是這樣(的)：(若)令到後人無所適從，不如你(玄奘)替他抉

擇，說給他聽誰對誰錯，不對的便撇了它。結果，玄奘法師(經過)思考後，(便答允：)好

了，照你(意思)辦了。兩項(要求玄奘)都聽他的意思，(後來)弄出了這本(《成唯識論》)出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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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各家(論師)之中，十大家之中的護法(的思想)比較精(密)，所以(在《成唯識論》著者的)提

名是「護法等菩薩著」，(「等」的意思是)其餘還有九個人(的思想)。 

 

  那麼，(關於)這件事，窺基法師在另外的一部書，叫《唯識樞要》，(在這本書)裡面(窺基)

將它說出來。大概因為這件事，令到同門對他(窺基的做法)都(感到)不是太高興，他這個人

(卻)不理會這麼多，為什麼呢？他(窺基)是你們現在讀書讀到的那位尉遲恭，(窺基)是尉遲恭

的姪子，尉遲恭的父親叫尉遲宗，(他)是代州都督，(是)開國公爵，如果(窺基)不出家，(便)

是世襲公爵，所以他那種格局是(與別)不同。 

 

  所謂「居宜氣，養宜體」，(所以)為什麼他的文章(好像)長江大河呢？第一，他是以這種身

份而(出家)做和尚；第二，他學問好，又聰明。他不是純中國(人的)血統，他是匈奴與中國

人混種的，他姓「尉遲」，「尉遲」者，是以前匈奴的子孫的一個部落，叫「尉遲部」，

(當中)有一個尉遲部的大人，這人是酋長，這個尉遲部的大人後來歸化了中國，(在)唐太宗

起義的時候有一個尉遲部的人，叫阿「恭」，(即)尉遲恭，字敬德，(他是)跟(著)唐太宗帶兵

打仗的。唐太宗(身邊)最大的功臣有幾個(人)：程咬金、 尉遲恭，講打仗的就是這幾個

(人)，(尉遲恭)是其(中之)一。所以他(窺基)比較趾高氣揚，就是這(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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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到這裡，我們知道為什麼唯識宗(的發展在)窺基法師死了以後便一路衰落，我們要了

解，古代佛法各宗的宗派，很多都有政治背景的，鳩摩羅什的政治背景，就是姚興，姚興保

護他、弘揚他，所以他弘揚得這麼好。 

 

  (至於)真諦，即那位家依三藏，他(在)梁武帝的時候去到金陵，梁武帝是歡喜《般若

(經)》、歡喜《成實論》那類(經論)，對家依那套唯識(學)不是太(喜)好，同時因為不久梁武

帝被兵變(而)死去，餓死了，那位家依法師就(變成)流離失所，所以他所傳的(學問)，很多都

散失了，(所以)不是弘揚得很好。 

 

  到了唐朝(時)，唐三藏(從印度)返來(中國)，(他的)政治背景是什麼？唐太宗和他的功臣，

(像)尉遲恭，(及當時)譯經的首相叫房玄齡，(他)做監譯官。房玄齡、杜如晦、李義府(等)， 

整班功臣貴戚(都為玄奘)做(政治)背景。 

 

  好了，唐太宗死了後，唐高宗，(在)初期，直至玄奘法師死去，都很尊重玄奘法師系統的

人，(到了唐)高宗的晚年，武則天專權，武則天專權的初期，都仍然很尊重這些(玄奘法師系

統的人)，但後來(當)唐高宗死去後，武則天一權在手，她要自稱女皇、自稱皇帝，她很(相)

信佛(教)的，她見到唐太宗在位時，當時人人都說唐太宗是聖王，(那時)有玄奘法師來弘揚

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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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自己亦以為自己是聖王，亦要找一位大法師來弘揚佛法，當時她(去)找，但很難找到一個

像玄奘(這樣有)份量的(法師)，結果找到一位義淨法師，所謂「唐三藏」，(指)玄奘三藏是一

個，義淨三藏(是另一個)，中國人(一般都這麼稱呼這兩位的)。(武則天)找了義淨，但義淨這

個人與玄奘法師的作風不同，玄奘法師願意與官僚的人應酬，義淨法師不會的，義淨法師謹

守戒律，他(義淨)說他出家人與你這些什麼達官貴人決定不來往的，他這人就是這樣的(作

風)。這樣就變成武則天想發揚他都不能，即是說他這類人不聽話。當時只有一個什麼呢？

因為當時很多人認為武則天，即是從道德上認為她是不以為然，(所以)不想招惹她，甚至她

想(找)的神秀──「北(宗)六祖」神秀已經百多歲了，她請神秀到金鑾殿上說法，神秀說過

一次便介紹他的師弟，他讚(身在)南面的惠能很厲害，妳(不如)請他來吧，我老了。他(神秀)

介紹惠能(給武則天)。武則天曾經幾次派人去請惠能六祖(來)，惠能六祖說：我不可以(來)，

我們南方的人又多病，不可以(來)的。(結果請了)三次，六祖都不願意去。六祖、義淨這些

(人)都是相當清高，這些(政治的)東西不要找我，我有我弘揚佛法，不關妳事，妳做官，執

政權是妳的事。就是這樣。 

 

  (武則天認為)這班人沒有一個聽話的。唯獨是那位賢首法師，當時還是居士，在唐高宗晚

期(賢首)還是居士，當時有人說他曾參加玄奘法師的譯場，(但)絕不是事實，(因為)玄奘法師

的譯場怎到你一個居士參加？(當時有)很多人材，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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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他(賢首到了)唐高宗晚年，不對，(應該是)武則天執政的時候，(武則天)然後叫賢首法

師出家，賢首法師叫康藏，(武則天)叫他出家，叫他出家(之後)就稱他作「賢首法師」。賢

首法師非常之圓活，他的圓活比玄奘有過之而無不及，與(當時)那班政治家關係非常之好， 

所以華嚴宗一時興盛，他最討厭唯識宗的，那時候窺基法師已經死去，武則天一執(掌政)權

便大殺功臣，你明不明白？(因為)那(些)功臣阻礙她的政權。那些唯識宗(系統的人)是以功臣

作(政治)背景的，(於是)被她(武則天)壓倒，而華嚴宗(因而)興起了，(這是因為有)武則天女

皇做政治背景(故)。 

 

  但是，賢首法師很奇怪，(若)在儒家的角度去看，(雖然)我不算是儒家，但如果站在儒家的

立場(看這件事)，就一定不以為然，他(賢首)之所以出家，是(因為)武則天叫他出家；賜(給)

他名稱──「賢首法師」，又是武則天賜給他；請他入金鑾殿說法，講《金師子章》，又是

武則天叫他(去的)。這樣，到了武則天晚年，很多人去倒武則天，賢首法師(也)參加政治活

動，他也去倒武則天，(若站)在儒家(立場)，當然是不以為然，不過，我們(是)要知道當時佛

法各宗的興衰和政治背景是很有相當的關係的。 

 

  現在人人都說唯識宗不合(符)中國人的思想，三論宗又不合(符)中國人的思想，所以就不

(能)得(到)興盛，華嚴宗和天台宗就合(符)中國(人的)思想，這不過都是片面之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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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我們講多兩句，(因為)時間就到了。 

 

  「今總詳譯」，總合來詳細(翻)譯，就「糅為一部」了。 

 

  「商搉華梵」，「商搉」即是「商量」；「華」是「中文」；「梵」者(指)「梵文」。(這

句是指)翻譯的時候，商量一下那些字句。 

 

  「徵詮輕重」，「徵」者，「問」也，「徵」即是「徵問」；「詮」就是(指)「解釋」；

「徵詮」合起來(的)解(釋)是：酌量哪些輕、哪些重，(這是)「徵詮輕重」。 

 

  「陶甄諸義之差，有叶一師之製」，「陶」與「甄」都是(指)什麼呢？古代製作陶器，即

現在(的)燒陶瓷，製作陶器的時候，又叫「陶」，又叫 「甄」，「陶甄」者，即是「衡量製

作」。「諸義之差」，十大家各個義理各個有不同，大家都在衡量它。「差」即是「不

同」。 

 

  「有叶一師之製」，這個「叶」字與這個「協」字通用，「十」字(在左)邊，(右邊加上)三

個「力」字，(就是)這個「協」。「協」者，(指)「同心協力」；「協」者，「同」也。

「協」字的古字是這樣寫的──「叶」，這是古字來的。「有叶一師之製」，有同於一個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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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的製作一樣，即是做到他這樣，十大家的義理混同一部，讀起上來好像一本(書)、一個人

著的，好像一氣呵成，「之製」，「製」即是「著作」。 

 

  「『成唯識』者，舉宏綱旌一部之都名(目)」，「成唯識」這三個字，舉出了這本論裡面

的大綱，「宏」者，大也。 

 

  「旌一部之都名(目)」，「旌」者，本來是(指)「旗」，好像舉起一支旗，(現在)這個

(「旌」)字作動詞用，舉出這一本論的大名，「都」者，大也。「都名(目)」即是「總

名」，這本書的大名、總名。「目」者，名也，(所謂)「名目」。(這是)「旌一部之都

目」。 

 

  「復言『論』者」，「成唯識」所以叫「論」，是「提藻鏡」，「藻鏡」是什麼？古代的

鏡是用銅來造的，(在)鏡(的)後面有些圖案，很漂亮的，那些(是)文藻，花碌碌的，「藻鏡」

者，即是指(那)鏡(有)很好的文彩，拿著「藻鏡」來照，(意思)即是這本書──「提藻鏡」， 

為何(這本書)叫「論」？(因為這本書)把很多義理討論過了，好像(能)給人借鏡一樣，(這本

書)好像鏡一樣照到(很多討論過的義理)。 

 



32 

  「簡二藏之殊號」，「簡」者，(指)「別於」；「二藏」即(是指)「經藏和律藏」 ；(「簡

二藏之殊號」即是：)「用來別於經藏和律藏的特殊名號」。「論」是一個特殊的名稱，(是)

用來別於經藏和律藏。 

 

  「『成』乃能成之稱，以成立為功。『唯識』所成之名，以簡了為義」，這個「成」字，

即是(指)能夠令它(「唯識」)「成立」；(亦)即是解釋它，令它成立。「稱」即是「名稱」。 

「以成立為功」，它的「功」用──「功」即是什麼？效用、即是 purpose。(它)以什麼為

效用、功效呢？成立這種(「唯識」)的道理、解釋這種道理，為「功」。 

 

  「唯識」兩個字，是被我們「所成」、所解釋的義理的名稱，「以簡了為義」，為什麼用

「唯」(字)？「簡」即是「簡除」，這(句的)意思是(指出)「唯識」只有「識」，其他東西是

沒有的﹗這樣子。「簡」除了其他東西，只有「識」。「識」字，當「了別」解(釋)。

「唯」(字)，用來「簡」別、「簡」除其他東西，「識」字，當「了別」解(釋)。以這樣(的

解釋)為(正確的意)義。 

 

  「唯有識，大覺之旨隆」，「唯有識」這個道理，(即：)其他東西沒有的，只有「識」是

有的，這是佛的意旨，「隆」者，「高」也，(這)是佛的大的意旨來的，佛說的「萬法唯



33 

心」，將「心」字改了，這裡說「唯有識」，沒其他東西，這講法，是佛──「大覺」即是

「佛」，是(指)釋迦佛，是釋迦佛的宗旨來的。 

 

  「本頌成」(是指：)世親所造的《(唯識)三十頌》，是《(成)唯識論》裡的根本。「本頌，

成」，「成」即是「解釋」，解釋什麼？「成」立「大覺」，成就釋迦佛所講的「三界唯

心」這樣的宗旨。這樣，「本頌」用(了)三十(首)頌來「成」立它。 

 

  「中道之(義)著」，令人了解「識」以外的東西是空的，而「識」是有的，這樣就不偏於

空，不偏於有，就合於「中道」了。於是「中道之義著」，「著」即是：「明」也，(就)

「明白」、「明顯」了。 

 

  好了，下面關涉到文法的東西留待日後才講，因為(我)已經講了整整一個半小時了，我已

經補回五分鐘了，對吧？(今天)講不完，因為內容這麼多。 

 

  (大家)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可以)趁著現在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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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問題(的)可以離開了，現在你們要(去)吃飯。 

 

  有問題的可以現在問。    

 

 

 

 

 

 

 

 

 

 

 

 

<第三講>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