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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次)還有小部分(內容)沒講完，對吧？這兩段(文字)雖然很少，但涉及的內容(卻)很

多，所涉及的內容有兩樣，(對於)初學的人會覺得稍為麻煩，但是必須要了解的，有兩樣事

情。這樣，我們講的時候，那兩樣事情就會講給大家知。那兩樣事情是什麼呢？(第)一樣，

是「六離合釋」，第二樣，是「八囀聲」。這兩樣事情都是初學的人會覺得很悶，但是讀佛

經時必須要懂(得的事情)。 

 

那我們先看一下講義上(那)篇序(的內文)，(從)最尾的第二段(開始)，對吧？我由頭一句

(開始，)再讀下去：「斯本彚聚，十釋羣分；今總詳譯，糅為一部」。「斯」即是「此」，

這一「本」書，「彚」，即是「分類」，十位論師(有)十本(著作)，對吧？十本論師(的著

作)，(根據)人來分開十本，(這是)就人(的分類)來說，對吧？(若)就這本書的效用來說，十本

(著作)都是解釋《三十頌》的，都是同為一類，這樣，現在將十本書，因為它(們)都是同為

一類，都是解釋《三十頌》，所以聚在一起，(這是)「彚聚」了，但是事實上是「十釋羣

分」，是(有)十位論師的解釋的，是分開的。「今總詳譯，糅為一部」，現在將十本書，

「糅」即是「混合」，混合編纂成為一部書。 

 

「商搉華梵，徵詮輕重。陶甄諸義之差，有叶一師之製」，這樣(為)一句。它說現在

呢，我們翻譯的時候，對於「華」文──即是我們中華的文字，以及「梵」──以及那些梵

文，兩者對譯時，我們曾經商量檢討過的， (已經)「商搉」。「徵詮輕重」，「徵」即是

「證明」，每一個意義，都證明我們中文所講的意義與梵文所講的意義是相符的，(這)就是

「徵」；「詮」就是「解釋」，(「徵詮」就是)證明，解釋。依著輕重的程度不同，而加以

證明、解釋，就是「徵詮輕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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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甄諸義之差」，「陶」，(是指)那些製造陶器的人，「甄」者， 那些製造陶器的人

將陶泥造成(一)個形(狀)然後用來燒，這樣就叫做「甄」。「陶甄諸義之差」(是指：)十位論

師所講的道理有很多不同的地方，(由於)那些講法有些不同，我們就好像那些製造陶瓷的人

製作他的作品一樣，將它製造成一個可以用得的作品出來，(這就是)「陶甄諸義之差」。

「差」，就(是)「不同」。「有叶一師之製」，「叶」字即是「同」字一樣的解(釋)，令我

們看起上來，好像(只是)一個人(製)作的那樣，「一師」即是「一個人」，「製」就是「製

作」，這樣於是就成為這本書，叫做《成唯識論》了。 

 

現在呢，他(窺基開始)解(釋)題目了：「『成唯識』者，舉宏綱旌一部之都目」。他說

「成唯識」這三個字，是「舉宏綱」，「舉」出──「宏」即是「大」，舉出整本論的大

「綱」。「旌一部之都目」，「旌」就是「舉」字一樣的解釋，本來「旌」字是指：

「旗」，現在將它當作動詞用，當「舉出」(的意思)，舉出「一部」，即是這一部書的「都

目」，「都」即是「總」、「大」，大的名稱；「目」者，「明」也，(所謂)「明目」，

「都目」即是(指)這部書的總名稱，叫做「成唯識」。 

 

「復言『論』者，提藻鏡簡二藏之殊號」，他(窺基)說又要加個「論」字是什麼理由

呢？「提藻鏡」即是表示：「藻鏡」的「藻」即是很有文采的，很有文采的文詞，可以令人

看起上來可以(作為)借鏡，這即是指什麼？(是)指這本(成唯識)論。「簡二藏」，「簡」者，

這個「簡」字當(作)什麼(解釋)？「別於」，用來別於經藏和律藏，因為佛家有三藏：經

藏、律藏、論藏。對吧？甚至有些人說四藏： 經藏、律藏、論藏、雜藏。但三藏(和)四藏

(的分法)以三藏(為)最普通，三藏之中，這部《成唯識論》屬於論藏。「簡二藏」，(之所以)

加個「論」字，即是(要)別於不是經和律這兩藏，告訴他人這是(屬於)論藏。「殊號」即是

「特殊的稱號」。這個「都目」與「殊號」剛剛相對，對吧？「都」是(指)「總的」，即(是

等於)英文的 general，「殊」即與英文的 particular(的意思)差不多。一總一別，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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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與「目」這兩個字，都是當「名稱」這樣解(釋)。因為那些文學家歡喜用這些字，兩

句之中，同一樣意義用不同的字，這些是文人的習慣，因為這篇序文──窺基法師(寫)的文

章──很好，所以有時候他就用文學家的姿態出現，所以讀起上來很有文采，(就是)這樣的

原因。 

 

現在(已把)「成唯識」(的意思)解(釋)了。這條題目(──「成唯識論」)，分開兩段來

解，「成唯識」已經解(釋)了，「論」也解(釋)了，對吧？他(窺基)現在又再(作)解(釋)，不

解(釋)「論」這個字，只是解釋「成唯識」這三個字：「『成』乃能成之稱，以成立為

功。」他說「成唯識」這三個字的「成」字，表示它能夠「成立」──把唯識的道理成立起

來，這樣就是「能成」(的意思)。「稱」即是「名」，「成」字，是表示這本書能夠⋯⋯這

本書(《成唯識論》)，或者是世親的《三十頌》，是能夠把唯識的道理把它成立起來，這就

是「能成」。「稱」即是「名」、「名稱」。它以「成立為功」的「成」字，「功」者，即

是「功效」、「效用」，這個「功」，即是英文「purpose」，這個「成」字以成立為功效

的，這樣(的意思)。即是說，世親所造的《三十頌》能夠把唯識的道理成立起來，這是「以

成立為功」。 

 

他(窺基)說「唯識」(這)兩個字，就(是)「所成之名」，唯識這種道理，就是被世親的

《三十頌》(所)成立(起來)的，「成」(這個)字，表示「能成」，「唯識」這種道理，表示

「所成」，明不明(白)？佛經裡面很歡喜用「能」、「所」這兩個概念，每做一樣事情總有

「能」、「所」，除非不是動作，凡是(做)一種動作，都有「能」、「所」，譬如現在我們

拿著一隻杯飲茶，(假設是)這樣，我就是「能」飲茶的人，對吧？那杯茶是被我「所」飲的

東西，對吧？唯識這種道理被《三十頌》「所」成立，而這《三十頌》就有力量「能」夠成

立那種唯識的道理，所以「成」乃「能」成這個《三十頌》的名稱，唯識是被它「所」成立

的道理的名號。然則，「成」字是當(作)「能夠成立」這樣解(釋)，「唯識」兩個字又是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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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解(釋)呢？「唯」者，是用來簡別，(這)個「唯」字是表示「簡別」，怎樣才叫簡別？

「簡」即是「簡擇」，簡擇這東西，「別」開另一樣東西，這就叫做「 簡別」。譬如你去

到果檔，(那裡)有金山橙，有蘋果，又有提子，各種生果堆放一起在那裡，你(會)怎樣？你

去到要買的時候你會怎辦？「簡」(擇)，譬如我「簡」菩提子，(假設)我不吃其他東西的，

(所以)「簡」菩提子，就「別」於其他東西，即是(說)你取了菩提子，就將金山橙那些(東西)

推開(不要)，這就是「簡別」了，對吧？ 

 

(這)個「唯」字是用來「簡別」，怎樣「簡別」呀？這個世界，只是由(這)個識造成，

不是由其他的東西造成，這樣就是「簡別」，「簡」了(這)個「識」，除(去)其他的東西，

對吧？(這是)「簡別」。他(窺基)說「唯」字是用來「簡別」，「簡別」什麼呢？是「識」

來的，不是「識」以外的東西，就是「簡」；「識」字又怎麼解(釋)呢？(這)個「識」字當

「明了」這樣解(釋)，「了」；所謂「唯識」這兩個字，「唯」是(指)「簡」：「識」就是

(指)「了」，「以簡了為義」──這個意「義」就是「簡了」。 

 

講到這裡，就不能不說明一下，這個「識」字呢，(在)近代引出很多爭論，這個「識」

字，在梵文裡，梵文叫做「vijñapti」這個字，「vijñapti」這個字，原來(有)兩個意義，(第)

一個意義(是)，我認識一樣東西，(作)「認識」這樣解(釋)，第二個意義(是)，將一樣東西表

示出來這樣解(釋)，「表示出來」。即是說，「vijñapti」這個字，一方面可以譯做「識」，

對吧？一方面又(可以)譯做「表」。所以呢，因為它有兩個意義，所以在《(成)唯識論》裡

面，它就「簡」──那些翻譯的人認為應該要「簡」(擇)「識」這個意義，而不應該「簡」

(擇)「表」這個字的意義，所以譯做「唯識」，(而)不譯做「唯表」。但是在別的地方，在

哪裡呢？在別的地方，有一個「無表色」，佛家有一個名詞叫做「無表色」，「無表色」是

怎樣的呢？即是，譬如你受戒的時候，(那位幫你)授戒的師父問你：「你盡你的有生之日，

你不殺生，你做不做得到？能不能？」這樣(問你)。你就要好虔誠、好留意的(回)答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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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我能﹗」(當)你回答之後，(在)你的生命裡面就產生了一種東西，一種很有用的東

西，這種很有用的東西叫做「無表色」；「表」，就是「表示」，看不見的，但是有效用

的，因為你受過這個戒，(當)你一(回)答那位戒師說：「我能﹗」這樣呢，冥冥(之)中，令你

受了戒以後，(當)你見到有殺生的事，令到你都不想這樣做，有這樣(的效用)，或者(令你)不

敢做，有種這樣的力量，這種力量你看不見的，這個叫做「無表色」，又叫做「戒體」，對

吧？ 

 

你們受戒的時候，如果有這個「無表色」的話，你就(得)有「戒體」，如果你沒有這個

「無表色」，你(便)沒有「戒體」，受了(戒)都是假的，譬如你受戒的時候，跪著或坐著，

渾渾噩噩(的)，別人(戒師)問你什麼你都不清楚，那你這個人便沒有「無表色」了，對吧？

隔鄰那人會有(這「無表色」)，(若)他答得清楚他會(得)有，你呢，就沒有，所以，一個人若

不是很虔誠、很認真地去受(戒)呢，別人坐在這裡，你又坐在這裡，你沒有「無表色」的，

沒有「無表色」，(是)沒有什麼大用處的，最多好過不去(參與受戒)這樣罷了，對吧？所以

你如果不是真正很虔誠地去(受戒)的話，你不要驕傲，(因為那是)沒什麼用處的。 

 

那麼，「無表色」這個「表」字就是「vijñapti」，它叫做「avijñapti」──「無表」，

即是說，那些翻譯的人沒有譯錯，對吧？因為他懂得這個字又可以譯做「表」，又可以譯做

「識」，他經過選擇、檢討(後)認為(應該)譯做「識」比較妥當。你說他不懂(這個字)呀，他

只懂「識」(這個意義)，不懂「表」(這個意義)呀，這樣的話你就錯了，為什麼？他譯「無

表色」不如把它譯做「無識色」？對吧？他為何要譯做「無表」呢？可見那位翻譯的人是懂

(得)的。 

 

好了，這樣呢，(在)這個二十世紀初年，有一個法國人，(他是)一個法國的學者，(叫)萊

維士 (Sylvain Lévi )，(他)去尼泊爾，(他是)去研究哲學及考古的，(他)去到尼泊爾，發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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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用梵文寫的古書，就是安慧菩薩解釋世親的《唯識三十頌》，他看到唯識這個(梵文)

字，如果單是當它作「識」字解(釋)，應該用「vijñāna 」這個字，但他不用「vijñāna」

這個字，他用「vijñapti」這個字，「vijñapti」這個字，可見(是)著重「表」字(的意義)，

「唯識」(這個字)，應該譯做「唯表」才可以。而玄奘法師的翻譯，就(把「vijñapti」)譯做

「唯識」，(這)是錯的，(他)這樣(認為)，他有這樣的意思，但沒有明顯地講(出來)。於是，

有些日本人就受(了)他影響，這樣呢，(有些)中國人都說譯錯了，應該譯做「表」──「唯

表」，日本有些輕率的年青佛教徒，就這樣(認為)。這樣呢，我有一位朋友，叫做霍韜晦，

現在是在法住學會，他去日本留學的時候，就受了他(萊維士)影響，他(霍韜晦)將那本──

他也讀過梵文，他將那本安慧菩薩所造的解釋《三十頌》的書，將它翻譯成中文白話(文)，

(即是)用白話(文來)翻譯成中文，它(這本書)裡面談到應該要什麼？(在)題目(上)就沒有改(換)

個「識」字，但它裡面(怎樣)改(了)呢？(在書)裡面說明(譯做)「唯識」是不對的，應該要(譯

做)「唯表」，這樣，(他創)辦了法住學會以後，很多新的青年(人)跟他學(習)，所以(他們)開

口就(說)「唯表」、「唯表」，即是以為我們中國以前是(譯)錯了，這樣(認為)。 

 

這樣，後來他(霍韜晦)這本書被日本一本雜誌，(這本雜誌)是講書評的，就評論(霍韜晦)

這本書，就說(什麼)呢？意思即是這樣：這本書是不錯，但是它將「唯識」一定要譯做「唯

表」，(即是)以為古人譯得不對這種講法，是未曾經過深思熟慮而說的，大意是這樣。 

 

然則怎樣才(是譯得)對呢？是否玄奘法師(譯的)不對而現代的人對呢？抑或現代的人太

魯莽、不對，是玄奘法師才對呢？大概現代一般公平的人就認為這樣：「唯識」的「識」字

不是玄奘法師譯錯，(在)玄奘法師出世的幾十年前，(在)梁武帝的時代，有一位真諦法師，

他亦(翻)譯過《唯識二十論》，他亦有(翻)譯過《攝大乘論》，(在)裡面也有「唯識」這個名

詞，他(真諦)都譯(做)「唯識」，即是說，這個(翻譯做「唯識」的)責任不在玄奘，而在真

諦；但在(與)真諦大約(同時代)的時候，(在)北方有一位叫做菩提流支(的法師)，(翻)譯了一



 7

本(書)叫做《大乘唯識論》，即是現在的《唯識二十論》，他又是譯做「唯識」，那麼(難道)

菩提流支又要負責？ 

 

好了，玄奘法師死了之後，唐朝又有一位三藏法師，叫做義淨法師，剛剛在印度留學回

來，他又譯了一套書，這套書是《唯識二十論》的注解，叫做《成唯識寶生論》，他又譯做

「唯識」，那麼，如果(把「vijñapti」譯做「唯識」)是錯的話，(難道)義淨又(與玄奘法師們)

一起(譯)錯？那麼即是四位三藏法師都是譯做「唯識」，而你現代的一兩個人就說他們錯

了，(應該譯做)「唯表」才對？這就顯然太輕率了，對吧？誠如那個(在雜誌寫書評的)人所

謂「未經深思熟慮」，為何(這樣說)呢？你會問我是否攻擊人？我絕不(會)攻擊人，霍先生

是我很(要)好的朋友，對吧？而他(的)法住學會請我去演講，我每個星期三都去那裡講書，

對吧？你說他是我學生，我說不敢當，對吧？ 

 

這樣(的情況)呢，不能不辨(明)，即是說這個「vijñapti」含有兩個意義，一個(意義)是

「識」──「了別」、「識別」；一個是「表」(的意)義。原來「唯識」(這)兩個字在大乘

經裡最初出(現)的就是(在)《解深密經》，《解深密經》怎樣說呢？《解深密經》裡面說：

「我說識所緣，唯識所現故。」它說：我(指佛)說呀，我們的識所了解、所認識的東西，只

是我們的識自己顯現出來的。這即是「表」──顯現(的意思)，即是這個字含有「識」(及)

「表」兩個意義。但是(若)我們讀一下這句「我說識所緣，唯識所現故」，(會發現)顯然是

著重(這)個「識」字(的意義)，對吧？(而)沒有太著重表顯(意義)的「表」字，所以，結論還

是(譯做)「唯識」比較好一點，(若)譯做「唯表」(就)不是很妥當。(所以)譯做「唯識」，明

(白了)吧？為何要這樣囉唆地講呢？因為這些重要的東西不能不辨(明)，對吧？ 

 

好了，我們解(釋)回(序文)這裡，「『唯識』所成之名」，(這)個「唯」字以「簡別」為

意義，「識」字以「了別」為意義。再解(釋)「唯識」(這)兩個字(的意義)。解釋上來好像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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囉唆，對初學(者)不是很(方)便，但你(要)知道座上不是個個都是初學(者)，你明不明(白)？

有些人的程度(是)超過讀研究院有餘的，(因此)我不能不這樣(詳細地)講，對吧？對初學(者)

本來不需要講這些爭論的，但是座上不是只有初學的人，有很多(人已具)有很高程度。 

 

現在即是先解「唯識」兩個字，它說「唯識」者，你看一下：「唯有識，大覺之旨隆；

本頌成，中道之義著。」它說「唯識」(這)兩個字，「唯識」這種道理，(是)大覺之旨──

「大覺」(是)指釋迦牟尼佛，是釋迦牟尼佛的宗「旨」；「隆」者，它說一提出「唯識」(這)

兩個字，我們是尊崇釋迦牟尼佛講唯識道理的宗旨，「隆」即是(指)尊重他，(這是)「大覺

之旨隆」，這就是解釋「唯識」(的意思)了，「唯識」的意思即是什麼？「唯識」的道理是

佛的意思來的。「本頌成」，「本頌」，即是(指)這本論的根本的頌文，即是(指)世親菩薩

所造的《唯識三十頌》。「本頌成」，它說世親菩薩用本頌作三十(首)頌來成立這個唯識(的

道理)，(這是)「本頌成」──用本頌來成立這個唯識(的道理)。「中道之義著」，(唯識的道

理)不外是顯示非空非有的「中道」。為何唯識(的道理)是表示非空非有的「中道」呢？理由

是這樣：識外面的境是「非有」，這樣就是「非有」；但是(這)個識並不是沒有，這樣就是

「非空」，非有非空就是這樣的意思，唯識家是這樣解(釋)。所以，用本頌來成立唯識，

「著」者，「明」也，不外是想表明非空非有的道理罷了，(這就是「中道」之義著)。 

 

好了，再分開解釋「唯」字及「識」字，「唯識」這兩個字。「『唯』謂簡別」，

「唯」字是「簡別」的意思，(選)取、簡(擇)這樣，撇除另一樣叫做「簡別」；「遮無外

境」，「唯」字的意義是「遮」、是「否定」，「遮」即是「否定」，否定什麼呢？否定外

境，即是(說：)識外的境是無的，是「否定」它(識外的境)、「遮無」它(外境)，其實「無」

字是不需要的，對吧？(但)因為它要造成四字一句，「遮無」那些「外境」，「遮」那些外

境、否定那些外境，說(出)那些外境是「無」的，(是)識外境無的，這樣(就是)「簡別」(的

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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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謂能了」，「識」是指我們每一個眾生所以能夠明了種種事物的作用、力量，

明了種種事物的力量、能了的力量；「詮有內心」，這個「詮」字當「表示」解，表示內心

不是無的，心外的境是無，但是我們內心不是無；心外的境不是有，是「非有」，內心非

無，(即是)「非空」，(這是)「詮有內心」。 

 

如果(是)這樣，(當)解(釋)到六離合釋(時)：「識體即唯，持業釋也」，解釋到這裡，今

日就為初學(者)舉出一個難題，但是如果你是初學(者)的話，你必須必須接受，即是(應該)必

須必須了解，不是接受，是了解(才對)，這個(必須了解的)叫「六離合釋」。(讓我)看看我這

(本書)裡有沒有注(釋)⋯⋯以前有注(釋)，這裡就沒有。 

 

(聽眾：)19 到 20 頁呀，羅公﹗ 

 

第 20 頁，對嗎？如果有書的話，你就可以看第 20頁⋯⋯第 19頁最尾那行，有書的

就(可以看一看)，沒有書的都(可以)聽得明(白)的，沒有書(只)有講義，(都)聽得明(白)的。 

 

你有沒有書呀？有書？你又不帶來？帶來(上課)好呀。你寫東西寫在書頭，便利很多的

啊。 

 

有一種叫做「六離合釋」，梵文的文法、梵文的 grammar，裡面有一種這樣的東西，

這種東西是怎樣的呢？當兩個名詞合併成一個名詞的時候，就有六種格式，兩個名詞，有時

將兩個名詞獨立的、離開的，「離」即是(指)「獨立」──當獨立(的使)用；有時將它併合

用，(這樣)一離一合之間總共有六個不同的格式，就叫做「六離合釋」，聽不聽得明(白)？ 

 

那(「六離合釋」)是怎樣的呢？第一種叫做「持業釋」。「業」是指「屬性」，兩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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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中，一個名詞是主體，其餘一個名詞是屬性，這樣(當)兩個名詞合併，就用這種格式，這

種格式就(是)今日⋯⋯你如果讀過一下英文，讀到 Form 2 (程度)，你就一聽(到)就很容易(了)

解，兩個名稱合併當成一樣東西，這種所謂持業釋，就是這樣：一個形容詞，即是英文(的)

一個 adjective、一個形容詞，再加一個名詞、一個 noun，這樣就組合成一個複詞，這種格

式就叫做「持業釋」。例如什麼呢？譬如你說：「紅梅」。「梅」是(指)「梅花」，「紅」

是(指)「紅色的」，「紅梅」，「紅」是形容詞，對吧？梅花(的)「梅」(字)是名詞；一個形

容詞加上一個名詞，即是(把)兩個詞組合成一個叫做複詞，對吧？這樣(組合)的時候，這種

(就)叫「持業釋」，為什麼叫「持業」呀？「業」即是「屬性」、「性質」，這個「梅」(是)

持有「紅」這種性質的，這樣就是「持業釋」了。聽不聽得明(白)？凡是一個形容詞加上一

個名詞(而)成為一個複詞的話，這種格式叫做「持業釋」。 

 

你會問(懂這些)有什麼用呀？兩個字──「紅梅」，(如果你)指明(是)「持業釋」，即是

「紅」是屬性，「梅」(就)是那件東西的主體了；如果你說，有時候兩個名詞是不同的，兩

個名詞(指的)不是同一樣東西，譬如你說，中國有本書叫做《論語》，如果你用「持業釋」

來解(釋)，(這)個「論」字就當(作)形容詞，「語」字就當(作)名詞，「討論東西的語言」，

叫做「論語」，對吧？(這樣)「論」字及「語」字的意義是合埋一起，但是你可以(把兩個字)

離開(理解)，「論」是「論」，「語」是「語」，「論」就是「議論」，「語」就是「語

言」，「議論」以及普通的「語言」，叫做「論語」，這樣(的)解(釋)也可以的，這樣就不

是「持業釋」了，對吧？如果這樣的解(釋)，應該是什麼？「論及語」這樣才對，對吧？但

是有時候「論及語」的「及」字可以略去，將它合併成一個複詞。這樣呢，現在(在)中文(文

法裡)叫什麼？叫做「異義複詞」，對吧？所以呢，有時候你讀佛經，讀那些(注)疏，譬如：

「持業釋也」，(這樣的說明會)省下很多議論，「識體即唯，持業釋也」，即是(說)「識」

本身有「唯」的作用，(這就是)「持業釋」，不用(再)解(釋)得這麼詳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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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叫「持業釋」，聽得明(白)嗎？(到)第二種，叫做「依主釋」。兩個名詞之中，

兩個名詞，兩件東西，但其中一個是主人，叫做「依主釋」，(現在)舉個例，譬如你說：

「中國人」。「中國」是一個名詞，對吧？(它是)一件東西，「人」又是一件東西，「中

國」不是等於「人」啊，如果(用)「持業釋」，(如)「紅梅」，這個「梅」就是「紅」的，

(兩者)是(指)同一件東西，但這個「中國人」──「中國」是「中國」，「人」是「人」，

不過這個「人」的國籍是隸屬「中國」這樣解釋罷了， 對吧？(像)中國人、英國人，也是這

樣，對吧？譬如這個講堂──「居士林講堂」，即是表示這個講堂是隸屬居士林，對吧？是

兩樣東西來的，「居士林」是「居士林」，「講堂」是「講堂」，不過這個(講堂)是隸屬它

(居士林)所有，這(就)是「依主釋」。「依主釋」一般在中文的文言文(中會)加⋯⋯ 

 

(錄音中斷) 

 

⋯⋯如果(是)白話文，就用中國「底」人，(用)英文，就是加「of」，「of」 什麼什

麼，將那個主(詞)放在(句)尾，對吧？譬如說，「香港的地方」，(便是)The land of Hong 

Kong──「香港之地」，(這)是兩個(詞)，但兩個之中，一個是主(要)的(詞)，(另)一個(詞)

是被它(主要的詞)所有，這種叫做「依主釋」，聽得明(白)嗎？譬如你一看兩個名詞，(它說

明)這個是依主釋也，一看你便知道、就很了解(它的意義)，或者它說持業釋也，它就可以

(令你)了解，不用勞勞叨叨說太多。明不明(白)？ 

 

(到)第三種了，這裡有沒有講？(第)一，依主。「依主釋」又有另一個名叫做「依士

釋」，有人(會)譯做「依士釋」。(到)第三種了，叫做「有財釋」，「有財(產)」，以前的人

譯(法)和現代的人的譯法不同。譬如有一個人，他很有錢，是財主來的，(這)即表示什麼？ 

這個主是有財的，對吧？這種東西是(擁)有(另外一)種東西的，譬如什麼呢？「學者」，

「者」就是那個人，這個「者」是有「學」問的，對吧？我又找個(例子)測(試一)下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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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一個年青人來測(試一)下，譬如你說：「佛教徒」，「佛教」是一個名詞，「徒」(又)是

一個名詞，(加在一起就是)「佛教徒」，你認為它是持業釋呢？抑或是依主釋呢？抑或是有

財釋呢？「佛教」，(這是)一個名詞，「徒」，佛教的徒弟，(這裡有)兩個名詞，你說它是

持業(釋)呢？抑或(是)依主(釋)呢？抑或是有財(釋)呢？你答得出(來)就是(代表)你真正明白。

妳試一下(回)答，什麼？ 

 

(聽者答：)依主(釋)。 

 

依主(釋)，對嗎？對。(因為是)「佛教」的「徒」，對吧？這個「徒弟」是隸屬「佛

教」，不是隸屬基督教，對吧？(所以是)依主(釋)，你不能說它(是)有財(釋)，這個「徒弟」

有「佛教」，這樣(的解釋)不可以。(這是)第三種，「有財釋」。 

 

(到)第四種了⋯⋯(關於)有財釋還有(補充)，我這本書(裡)舉了一個例(子)，譬如「佛

陀」──「buddha」這個字，譯做什麼？「覺者」，對吧？很多人(弄)錯了的，(說：)「佛

者，覺也」，這是不對的，(應該是：)「佛者，覺者也」，「佛」是「buddha」、是「覺

者」，(而)不是「覺」，對吧？如果(譯做)「覺」字，(應)譯做「菩提」。「佛」是「覺

者」；「菩提」譯做「覺」，(兩者是)不同的，對吧？英文的「buddha」是照著譯音(來

譯)，「覺」的英文譯做什麼？「enlightenment」。「enlightenment」(即是)「覺」、「覺

悟」，(與「buddha」是)不同的。所以現在很多人錯而不改，(常説：)「佛者，覺也」，對

吧？在多倫多有一位醫生，我說話的時候，不知怎的他插嘴(說)「佛者，覺也」之類的，我

說你(這樣)就錯了﹗你(還這樣)沙塵﹗「佛者，覺也」？「佛」是「覺者」，不是「覺」。 

 

你說(這是)古人說的，古人就不會錯嗎？古人放(的)屁都是香的嗎？對吧？所以學唯識

就是(要學)這種(態度)，斬釘截鐵，沒得任你拖泥帶水。譬如「佛」，(是譯做)「覺者」，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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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是有財釋，對吧？這個「者」是有「覺」的，對吧？ 

 

好了，第四種，叫做「相違釋」，這個「相違」不是指兩個(詞)矛盾，不是這樣解(釋)

的，(而)是各自獨立，(是)各自獨立這樣(理)解，各自獨立，叫做「相違」。那(即)是怎樣的

呢？這個很簡單，如果(在)英文就(是)加個「and」字在(詞與詞的)中間，加個「and」字，

(在)中文就(是)加個「及」字，譬如你說，「桃李」，這個是相違釋，「桃」還「桃」，

「李」還「李」嘛，對吧？(這個)意思即是(指)「桃樹」以及「李樹」，或者(指)「桃花」及

「李花」，(在)中文，應該是「桃」及「李」，但我們時常將它們合埋(一起)當(做)一個複

詞，所以(就)是「桃」及「李」；在英文，應該加(上)「and」字在這裡，這是「桃李」(的

意思)。(在)中文時常有(用到)的，(如：)「門戶」。「門」還「門」，「戶」還「戶」，對

吧？「門」是指那個(門)框，「戶」是指那個能開掩的東西，(這是)「門戶」。(還有例如：)

「乾坤」，對吧？「乾」還「乾」，「乾」在上面，「坤」在下面，對吧？你不能說它是持

業釋，如果是持業釋，(便解釋成)「乾即是坤」，對吧？如果(是)依主釋，便(解釋成)「乾的

坤」，對吧？它現在(是)相違釋，「乾」是「乾」，「坤」是「坤」，即是「乾及坤」；我

們經常講的「天地」，我們不能說成「天之地」，對吧？又不能說「地是有天」，(這樣)不

能，一定是「天」是「天」，「地」是「地」，這個是「相違釋」。 

 

第五種，叫做「鄰近釋」，這個很少用的，怎樣叫「鄰近釋」呢？譬如你說：(我)問

你，譬如歐陽寶都，是住在銅鑼灣某一座大廈，叫做什麼大廈？ 

 

(歐陽寶都答：)灣景樓。 

 

灣景大廈。別人問他你在哪裡住的時候，應該(回)答、嚴格地(回)答：我住在灣景大廈

幾多樓，對吧？但是有時是這樣的，(當)你說(住在)灣景大廈。別人怎知灣景大廈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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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歐陽寶都應該)說什麼？(在)維多利亞公園(居)住──即是(靠)近維多利亞公園(居)住，他

可以這樣(回)答，那樣你就懂了，對吧？(這)不是很正確的，只是(接)近，一丈又是(叫接)

近，十丈又是(叫接)近，五十丈都是(叫接)近的嘛，(這)不是很嚴格、很正確的，但他(回)答

灣景大廈(本來)就是很正確的，(不過，他回)答灣景大廈別人就不(會)明白(在那裏)，但是(當)

他說(靠)近維多利亞公園(居)住，就知道一定是(在)附近，所以呢，他(回)答的時候，他說：

(靠)近維多利亞公園(居)住，(靠)近公園(居)住。 

 

即是說，譬如你說「近公園住」，這個「住」字(是)動詞(但)當名詞用──動名詞，

「近公園住」，「住」是一個動名詞，動名詞(在)英文叫做「gerund」，對吧？「近公

園」，應該加個「近」字，如果(是)英文，應該加個「near」；或者是「住在公園」又怎樣

呢？(若是)切切實(實)的就加個「at」字，對吧？如果在裡面呢，就(是)「在公園」，對吧？

應該是這樣。但每每人們都略去了(「在」字)，(只有)「公園住」，這樣就罷了，印度的習

慣就表示「近」，為何印度會這樣呢？原來這些是語言學上一種特殊的情景。 

 

在語言學上，我們中文(文法裡)有些叫做「介詞」，對吧？「在」什麼什麼，「近」什

麼什麼，(這)個「在」字、「近」字(就是「介詞」)；英文又是有「介詞」，叫做

「preposition」，preposition 是「in」什麼什麼、「near」什麼什麼、「on」什麼什麼，

(而)梵文是沒有介詞的，那沒有介詞又怎知(它的意思)？它(梵文)更清楚，(雖然)沒有介詞。

在(梵文的)語尾，在那個字(詞)的最尾部分，它來一個變化，那些叫做「語尾變化」，譬如

說「近」什麼什麼，它不用「近什麼什麼」，譬如「近」公園──「公園」這個字，我不知

梵文怎樣寫，譬如「近」公園，它(梵文)加上什麼？公園「ga」，你一看到「ga」字，就知

道是「近」(的意思)，對吧？如果「在」公園裡面，或者(是用)公園「sa」，一看到它用

「sa」就知道是(指)在公園裡面，它(梵文)不用介詞的，所以梵文是沒有介詞，那沒有介詞

怎麼辦？近什麼什麼，它在語尾處──譬如公園住，在公園的語尾加上「ga」、「sa」(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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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可以。這樣即是說一個介詞，加上一個名詞，(兩者)合併，成為一個複詞，這就叫做⋯⋯  

 

(錄音中斷) 

 

⋯⋯「念住」。「念住」是怎樣的？「四念住」是什麼來的？「四念住」是我們修行時(用

來)修觀的，那怎樣(是)修行時的修觀呀？我們打坐的時候，打坐不是(要)變(成)死物，什麼

東西都不想時，集中精神，(只)想一樣東西；或者什麼都不想，那個時候就叫做修「止」，

修「止」譯做英文叫做⋯⋯(你們有)很多讀英文出身的，譯做英文叫做「concentration」

──集中精神。但是只是修「止」(是)不可以的，還有一樣東西(要)說給你聽，修止是永遠

不能見性，記住呀﹗有些人教你修(行)：不要想東西呀，這樣就可以了。如果你是初學就可

以，如果你以後都是這樣，即是說你以後都不會見道、以後不會見性。見性必定要修

「觀」，(是)「觀」呀，「觀」是怎樣的？譯做什麼？如果你(把「觀」)譯做英文，(應該)譯

做「insight」，「i」─「n」─「s」─「i」─「g」─「h」─「t」，「內在的觀照」，

(這)就是修「觀」，修「觀」是可以見性的。 

 

好了，小乘人一開首修(止觀)就要修「四念住」，怎樣修「四念住」呀？你打坐，譬如

你數息，數到呼吸(變得)很微細、很微細，心很定、很定的時候，如果你以後這樣(修)下去

(是)沒有大(作)用的，(以後)一定要怎樣？觀﹗怎樣觀呀？普通(的是)觀四種東西，第一，叫

做什麼？「觀身不淨」，觀我們的身體不是很純淨的，看起上來很好，或者你看起上來(覺

得)身體很可愛，但其實你(身體)的裡面(如)腸臟可能有屎有尿，身體內的腺體裡可能有些(像)

口水痰一樣，很惡心的；當你死了的時候，與牛肉枱、豬肉枱上的那些東西(肉)差不多，(這)

不是很好的東西(來的)，觀(這)個身不淨──自己的身不淨，別人的身亦不淨，全世界人的

身也不淨，所有動物的身都不淨，既然(這)個身不淨，我們(就)不要太貪戀我們這個身；這

樣是用來對付我們的貪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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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觀法，就是用智慧，對吧？這種叫做「wisdom」──智慧，那(「念住」)應該是

什麼？「念住」者，應該是譯做什麼？「依慧而住」──「依」著我們的智「慧」去

「住」，「住」即是什麼？入定，依著我們智慧而「住」在定裡面，這樣叫做「慧住」才

對，應該是「依慧住」，對吧？但是梵文不用「依」字，「依」字即是「at」、「in」這些

字，(在梵文裡)是沒有的，這樣應該是(用)「慧住」才對，對吧？(因為是)用智慧去觀察嘛。

但是，沒錯，(是)要依智慧，但這個智慧的出現要有一個先決條件，(那)是什麼？如果你這

秒鐘想(這)個身是不淨，第二秒鐘你就想著：呀，今日邊隻馬(狀態)好呢？第三個刹那又返

回來(想)現在這個身是不淨，第四個剎那又想今日個股市如何呢？(若)你這樣修行的話，就

永遠不會成就的，對吧？那麼應該要怎樣呢？要前一秒鐘(這)個心是想什麼，到前一秒鐘完

結了，第二秒鐘起的時候，就要(像)與前一秒鐘扣上鉤，明不明白？前一秒鐘是想「身」，

第二秒鐘(繼續)想「身」，(把前後兩秒的心)鉤連著，「(令前後二秒的心)鉤連著(的)」這種

作用就叫做「念」，英文叫做「memory」──「念」，對吧？用「念」來(把前後二秒的心)

鉤連起來。(到)第三個剎那，不要讓心飛了去另一處，又(要讓它)與第二個剎那鉤連起來，

靠「念」的力(量令心)一直連續(下去)，你可以訓練到在整個小時的(禪)坐，(讓心在)整個小

時都(能夠)鉤著，一直緊鉤著，(心)不會走了去。這個(「念」)的作用是什麼？用「慧」是不

能夠的，「慧」是能夠思考這個身，但它一樣會想股票，又會想馬，你想馬是要靠「慧」

的，所以一定要靠「念」來掛鉤，明不明白？聽不聽得明白？這樣呢，所以要「依」靠這個

「念」來「住」在定的，所以叫做「念住」──「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

常」、「觀法無我」，本來以上的「觀」是(指)「慧」，但是(若)沒有「念」來掛鉤，

「慧」就會四圍走，所以是「依念而住」，所以它不叫做「慧住」，但是它的本質是「慧」

來的，對吧？所以(說)「依念而住」──是依靠那個「念」來維持這個「慧」，令這個

「慧」(能夠)一直連續下去，所以就不叫做「慧住」，(而)叫做「念住」。(這)就(是)「依念

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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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念住」難解(釋)的地方就是這樣。這個是「鄰近釋」，本來(「四念住」)的本質

是「慧」，但是它要依靠「念」而住，即是好像剛才說歐陽寶都他在灣景大廈住，我們怎樣

說呢？(他在)維多尼亞公園住，對吧？近維多尼亞公園住，就是這樣。這些叫做「鄰近

釋」。能夠(了)解嗎？回去能夠(把這些)解釋出來嗎？不怕的，有機會的話你講給人聽，(這

是)最好的，因為(若)你明天要講，今晚就要準備，(當)你一經過這樣的準備，你一世都會記

得，所以最好你自己來(辦)一個講經會、研討會之類的，(演)講一下，輪流來講一下是最好

的，我們以前是(用)抽籤的，為什麼(要這樣)呢？譬如你排定今日阿甲(講)，明日(到)阿乙

(講)，阿甲今日看了，(到)第二日阿乙講的時候他(阿甲)不去看，(是會這樣的，)對吧？(所以)

抽籤是最好的，今日(是)阿甲，明日(又是)阿甲，(阿甲)會抽(回自己)的，(因為是)抽籤嘛，

(像)攪珠一樣，(這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從前當我在中山大學讀書的時候，中山大學有一個

醫科，醫科(裡)有兩個德國人，一個是做醫科主任的德國人叫西雅，做內科的有另一個人，

叫柏醫生，那位西雅幫柏醫生考試，他教內科的，那整本的內科(書)這樣的厚，他考(試)的

時候，他(會)預先把題目給你，一給就給一百幾十條題目給你，(給)你看的，你弄懂那一百

幾十條題目，你也幾乎懂得整本書的內容了，他預先把題目給你的。考試的時候怎樣呢？他

不用你交卷，他也懶得改卷，(他)叫你坐著，譬如你(們共有)三十個學生，他(有)三十夥珠

(並寫有)號數，即是有三十張紙，寫著你(們)三十個名字。好了，他坐了下來之後，譬如現

在輪到你考了，(他便會說)麻煩你行出來自己拿一夥珠⋯⋯不是，(那些珠寫著的不是考生的

名字，)這些是題目的號碼，有一百條題目就有一百夥(珠)，現在輪到你拿了，他(已把珠的

次序)攪混了，他很公道的，麻煩你自己拿取(那些珠)，於是(這樣)就有一百條題目，你拿取

到那一條(題目)就講那一條，(但)你怎知道會取了那一條？所以那些(要考試)的人要把一百條

(題目的內容)全部都讀過，所以那時出身於中山大學醫科的畢業生很有才幹的，他(們)真是

經過這門功夫(訓練)，不通過(考試)是不行的，每本書都要(經過)這樣(的訓練)，他(西雅)說

他那時在柏林大學都是這樣考試的，老師都是這樣考他，他現在將這套(方法)照板對付自己

的學生。這個辦法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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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這種叫什麼？叫「鄰近釋」。「鄰近釋」是第幾種呀？第五種？ 

 

(聽眾：)到第六種。 

 

現在應該(到)第六種？對嗎？到第六種，第六種最容易，叫做「帶數釋」，「帶」一個

「數」字在一起，(就是)「帶數釋」。「帶數釋」者，附「帶」一個「數」目，日本人改名

(的時侯)最歡喜(用到)，如：田中義「一」，對吧？(這)就表示他(是)第一，什麼什麼「二

郎」，加上「二郎」，(或)什麼什麼「二」，即是一個字帶一個數字，譬如我叫歐陽寶都，

譬如他是(排行)第二的，如果以前的人就(會叫)寶都二，這即是表示他是第二的，或者叫做

什麼？譬如你寫(一)幅東西(如：字畫)給他，「寶都二兄雅正」(這樣寫)，加上「二兄」，

「兄」，這個「兄」是什麼？加一個數目的，第二的，(所以是)「二兄」。現在你們經常都

這樣，她是「大姑」，即是他是第一的，她是「三姑」，她是「六婆」，這個呢，都是「帶

數釋」，這個很容易(了解)，(在)書裡面(就會是)「開宗明義第一章」，(就是)「第一」，對

吧？譬如《論語》，我們讀《論語》(讀到)<學而第一>，對吧？即是<學而>這一章是第一章

來的，這些叫做「帶數釋」，懂了吧？(關於這)「六離合釋」。 

 

好了，講回這裡(序文)了，已解釋「六離合釋」了，(這)要記一下，你們如果真是學佛

的就要記(住)。明朝的人學唯識，他(們)把那些唯識的入門書選了八種出來，叫做「相宗八

要」，其中一種就是「六離合釋」，他(們)認為學唯識宗、學相宗(時)，「六離合釋」是很

重要的。 

 

好了，講回本文了：「識體即唯，持業釋也。」「唯識」(這)兩個字，「識」為主，有

一種屬性是「唯」，唯我獨尊，就是「唯」，他(窺基)說這個就是「持業釋」，即是「唯

識」(這)兩個字，這兩個名詞合併(後)，是「持業釋」，這(樣)就清楚了，這就解釋了「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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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這)兩個字了。 

 

(到)下面：「識性、識相皆不離心，心所、心王以識為主；歸心泯相，總言唯識。」它

解(釋)了「六離合釋」之後，這幾句話是接著解(釋)「唯識」這個兩字的意義而已。它說

「識性、識相」，「性」字當(作)「體」字解(釋)，(即)「essential」──識的「本質」，

「性」是(指：)「自性」、「本質」，識的本質是什麼？阮惠芳，妳懂嗎？什麼？識的本質

是什麼？是銅？抑或鐵？識的本質是什麼？ 

 

(答：)真如。 

 

真如，識的本質就是真如。識的「性」──識的「本質」雖然是真如，但(這)真如是誰

的真如？是識的真如，對吧？所以用「識」這個字。「識性」是不離識的，「識」亦叫做

「心」，(這是)「識性」。「識相」，由這個識現出這個宇宙萬有的「識相」，都是識來

的，是「識所現的相」。「識性」，即是本體，「識相」，即是現象界，「皆不離心」，都

是(這)個「識」。「心」字當(作)「識」字解(釋)，「皆不離心」，所以就是「唯識」了，對

吧？ 

  

我們每個眾生除了有八個識之外，還有很多「心所」，對吧？學佛法，除了要知道「六

離合釋」外，還有一樣最難搞的，令初學的人(感到)最難搞的，是那幾十個「心所」，那些

「心所」最難搞，現在有些不知所謂的、新學的，學了兩本小冊子的就呱呱叫，說佛家所說

的「心所」不及現代的心理學，現代的心理學比佛家的「心所」高明得多了﹗(既然如此，)

你又學佛？你又不只(是)去學心理學？佛講「心所」的目的不只是(要)講心理學，(而)是想解

明這個「識」，對吧？是有個新鮮熱辣的講者是這樣說的，(這人)在不在這裡？(是)陳天華

聽完後講回給我聽的。這些是什麼？讀完小冊子出來呱呱叫，現在的人，(有)很多新鮮的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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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畢業出來的就是這樣，他讀了一些科學，讀了一些心理學，就自作聰明。 

 

那八個識不是孤立的，每一個識，都有一個集團，有很多附屬作用，那些叫做「心所有

的作用」，又叫做「心所有法」，簡稱叫做「心所」，那位 Edward Conze 將它譯做英文(為)

「mental factors」，「mental」即是精神的、心的；「factors」即是因子。譬如我(的)眼

識，除了眼識之外，還有很多的「心所」──(關於)「心所」慢慢再講。除了識之外還有

「心所」，識叫做「心王」，「心所，心王」，識就是「心」(「心王」)，除了「心王」之

外還有「心所」，它現在說，「心所」也好，「心王」也好，雖然是兩種東西，但是「以識

為主」，以「心王」為主，所以說「唯識」就(足)夠了，不用(說)「唯識及唯心所」這樣累

贅，明不明白？以「心」為主。這樣一來，就「歸心泯相」，所有一切東西都說它是心(的)

變(現)，就叫做「唯心」，「心」亦名叫做「識」，就(是)「唯識」，把一切事物歸屬於

「心」，這樣(就是)「歸心」；「泯相」，(把)一切相狀，「泯」者，滅也，我們不理它，

當(作)它(一切相)只是心的顯現，一說到心，其他的相(我們都)不去理會，到了我們證到心的

本體──真如──之後，一切相狀都不見有，「泯」除一切「相」，「泯」者，滅也、忘

記、忘也。(這是)「泯相」。「總言唯識」，所以總合叫做「唯識」。 

 

再解(釋)「唯」字：「『唯』遮境有，執有者喪其真；『識』簡心空，滯空者乖其

實。」這對駢文很好。他(窺基)說「唯」字的作用，是用來做什麼？「遮」──即是「否

定」，否定心外的「境」界是「有」，即是說沒有的，心外的境界是沒有的，「唯」是

「遮」那些「境」(是)「有」，如果「執有者」，就「喪其真」，有些小乘的人，或者外

道，(若)執著心外的境是有，他就喪了真實，不得如實了，「喪其真」了，所以，「唯」字

是用來否定心外的境(是有)。 

 

「『識』簡心空」，這個「識」字，用來簡別於──這個「簡」字當「別於」(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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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於」有類人說心都是空的，它說其實(這)個心不是空的，(這是)「『識』簡心空」。 

 

「滯空者乖其實」，這個「滯」字當「執著」解(釋)，如果你執著(這)個心都是空，你

就違反──「乖」即是「違反」，違反實際的情形了。(這是)「乖其實」。 

 

這即是說(明)什麼？「『唯』遮境有，執有者喪其真」，這句是講「非有」，對吧？外

境非有；「『識』簡心空，滯空者乖其實」，即是內識非空，對吧？這就叫做「非有非

空」。所以(序文)說「所以晦斯空有，長溺二邊；悟彼有空，高履中道。」它說所以呢，

「晦」──即是「不明白」；「晦」者，「暗」也；不明白「空有」──境是空，心是有；

對於境是空，心是有這個道理，(若)你不明白，你就「長溺二邊」了，即是你沉了下去，

「二邊」即是(指)執空及執有，(這樣)就沉了去空執及有執。 

 

「悟彼有空」，「悟」即是「了解」，了解什麼「有空」？「悟」這個識是「有」、心

是「有」，境是「空」，(當)了解心「有」境「空」，你就「高履中道」，你就走上、踏上

不偏不倚的「中道」了，所以，(這樣就是)「高履中道」。 

 

「三十本論名為『唯識』」，它說世親菩薩所造的《唯識三十頌》，這個根本的論──

頌文是論的根本，叫做「本論」，就「名為『唯識』」，我們就叫它做「唯識」。 

 

「藉此『成』彼」，憑藉這個十大論師的注釋──「此」，「『成』彼」──成立、助

成這個世親的《三十論》的道理，助「成」它，(這是)「藉此『成』彼」，「名『成唯

識』」，這樣就叫「成」這個「唯識」。十大論師的著作，是成立世親的著作；而世親的著

作是成立佛所說的唯識(的)道理，(這是)「名『成唯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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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呢，「『唯識』之『成』，以彰論旨」，所以這個「成」是指什麼？是「唯識」的

「成」，這個成立是(指)什麼的「成」？不是唯物的「成」，是「唯識」的「成」，這樣(就

是)「唯識之成」，(是)有「之」字的，「唯識」當(作)一個名詞，「成」又當(作)一個名

詞，兩個名詞合併，這是「六離合釋」裡的哪一個「釋」呢？你們說一下，坐第一行(的

人)，沒有什麼好處，但又很有好處，對吧？是什麼「釋」呢？是持業釋？抑或依主釋呢？

抑或是有財釋？來，回答一下吧，他說什麼？ 

 

(聽眾答：)依主釋。 

 

依主(釋)，是嗎？對。「唯識」的「成」，對吧？這個(是)依主釋──「唯識之成」。

這樣來「以彰論旨」，表明這個「論」的宗「旨」是唯識的成。 

 

「三摩娑釋依士立名」，「三摩娑(samāsa, 合)釋」即是「六離合釋」，「六離合」的

梵文叫「殺三摩娑」(ṣaṭ-samāsāḥ)，它說在「六離合釋」裡，這個「唯識之成」，是依士

釋來的，(所以說)「依士立名」。   

 

那麼「蘇漫多聲」是(指)什麼呢？要留待下一次講了。我剛才講，初學佛經(的人)，除

了(要學)唯識之外，其他小乘的(內容)你都要學，(有)兩樣東西是難(學)的，(第)一種是什

麼？「六離合釋」，(這已)解決了，殊不(困)難，第二種是什麼？「八囀聲」──「蘇漫多

聲」。 

 

今日就講到此為止，「三摩娑釋依士立名」，解(釋)到這一句，對吧？「蘇漫多聲」是

什麼來的？如果你有書的、勤力的，不妨今晚看一看我(本書裡的)這個注，(關於)「蘇漫多

聲」。這個「蘇漫多聲」梵文叫「subanta」(八囀聲)，「subanta」即是什麼？八種語尾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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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這是)「蘇漫多聲」。 

 

下午，若有人想聽(關於)密宗的(內容)，(是)講東密的，(在)下午，我們這裡有一位在日

本學(習)密宗學得相當好的，他又是居士林的人，他(會)講這個⋯⋯這個什麼⋯⋯ 

 

(歐陽寶都答：)真言宗的介紹。 

 

真言宗的介紹，即是介紹東密的內容給你知，下午二時至三時三十分。 

 

(某人：各位我有些事情要宣佈一下，因為本來「佛學講座」的第三課是由高永霄先生

講<數息的研究>，但因為那一次衍空法師時間不夠，借了他那一堂，所以這樣現在這一

堂⋯⋯) 

 

 

 

 

 

 

 

 

 

 

 

<第四講>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