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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那天講到第 16 頁最後兩行，最後兩行說什麼呢？它說：「三十本論名為『唯

識』，藉此『成』彼名『成唯識』」。上文是(解釋)「成」，這裡是(解釋)「唯識」。這個

「識」是「唯」我獨尊的，「識」即是「唯」，  這個是持業釋。「成唯識」(怎樣解釋)

呢？這個「唯識」是指《唯識三十頌》；「成」── 這個「成」，是「唯識」的「成」，不

是別的東西的「成」，這樣就是(指)十大論師所造的論，即是這本(《成唯識論》)了，(所以)

叫「成唯識」。「三十本頌」，即是(指)世親所造的《(唯識)三十頌》，就「名為『唯

識』」，叫做「唯識」。「藉此成彼」，「此」，即是(指)十大(論)師(所造)的論，就「名

『成唯識』」，這樣就叫「成唯識」。這即是怎樣(解釋)？(「成唯識」即是)「唯識」的

「成」，是這樣解釋。 

 

「以彰論旨」，「彰」，是「明」、「說明」這本「論」的宗「旨」，(這是)「以彰

論旨」。好了，現在要講到(梵文文法的部分)了：「三摩娑釋依士立名，蘇漫多聲屬主為

目」。這裡(要)留心了，很繁複的。「三摩娑釋」即是六離合釋，如果用六離合釋來解釋

(「成唯識」)呢，就(用)依士釋 ── 依士釋即是依主釋 ── (就會解釋為)「唯識」的

「成」。這就是依主釋：「唯識」的「成」。那麼什麼叫「蘇漫多聲」呢？這個字不(認)識

也不要緊，不過如果你真的想出去演講的話，這個字你就要(認)識，如果不是準備出去演講

的話，這些不懂也沒關係，這些只是梵文的文法罷了。 

 

「蘇漫多聲」，梵文叫做 subanta，subanta 是指什麼呢？叫做「八囀聲」。「八囀

聲」者，怎樣叫做「囀聲」呢？「囀聲」即是語尾的變化。我們中國人(所用)的名詞沒有語

尾變化的；歐洲和印度的文字就有語尾變化。換言之，凡是印歐系的語言文字，都有語尾變

化，即是每一個名詞都有語尾變化。這件(關於語言文字演化的)事是怎樣？我們追尋(的結果)

是這樣：原來那些白種人，在太古的時候，住在中央亞細亞，大概(在)高加索附近一帶。相

傳是這樣。後來因為天氣變化，而住在那裡的人多數是畜牧(為生)的，水少了，草少了，不

能不遷移到另一處謀生，於是就發生了一件民族大轉移的事情了。怎樣轉移呢？有些人向西

行，一路經過現在小亞細亞，即土耳其一帶，去到希臘；由希臘再向西行，去到意大利及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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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一帶；再向西行，去(到)法國、西班牙；再向西行，就入(到)英國。於是這些人就發生了

什麼？語言(的演化)。發生了希臘語、拉丁語 ── 意大利與西班牙就是用拉丁語、法語、德

語、英語，(這樣就)發生了這個(語言)系統。另外一些人就向東行，去到現在伊朗一帶；去

了伊朗一帶後，再轉移向東南行，就入(到)印度；入(到)印度(後)，就征服了印度的土人。

(這些人) 一直入到印度，在印度河流域一路向東行，依著恆河一路向東，就征服了整個印

度，這些人叫做雅利安人，  即是印度的征服者，(他們)是白種人。另外有一些(人)向西南

行，入(到)阿拉伯一帶，  這樣(他們)就變了阿拉伯附近一帶的人。 

 

每一支(派)都有他們自己的文字、有他們自己的語言，(他們)都是來自同一老祖宗，

所有這些支派的語言呢，現在在語言學上叫做印歐系的語言。這個印歐系的語言都有語尾變

化的。入(到)印度那些人，他所用的語言就是什麼？古代的梵文。古代的梵文(在)後來漸漸

變(成)即是現在密宗唸咒那些悉曇文字那類，那些是古(代)的印度文；再慢慢(演)變就變成近

代那些叫做天城體的梵文，(印度文)是這樣變化的。所有這類印歐系文字，都有語尾變化

的，有些是動詞有語尾變化，有些是名詞有語尾變化；連名詞都有，英文就動詞(也)有，對

吧？現在(式的話)就加上「ing」，對吧？過去(式的話)就加上「ed」，像這類(語言)都是有

(語尾變化)，對吧？如果是印度文呢，印度古代文即是「省刻斯文」── sanskrit。sanskrit 文

就是(屬於)古代的(語文)，即是現在我們所叫的梵文了。它(這些)梵文有語尾變化，梵文的名

詞有語尾變化的。它的語尾變化，叫做「八囀聲」，「囀聲」即是語尾變化。在佛經裡我們

時常看到這四個字，叫做「音韻曲折」。 

 

我們讀佛經時常(會)讀到它說「音韻曲折」。(當)我們看到這四個字呢，我們就知道

所謂「音韻曲折」即是指語尾的變化。那麼語尾的變化是怎樣的呢？一般梵文的語尾變化，

(關於)名詞的語尾變化就有八種，叫做「八囀聲」。這個所謂梵文的語尾變化，即是等於英

文的「格」── case，(如：)主詞、賓詞這類的 case，梵文(有)八個(case)。這八個語尾變化，

第一個叫做「體聲」。大家不要認為繁瑣，(說：)「羅生，你講什麼？」因為我知道座中有

些人他會在(某些)佛教團體(裡)講佛經，對嗎？有這類人他很需要這種資料。第一種叫做

「體聲」，即是(指)什麼？主格。 

 

 

譬如你說：牛吃草。這個「牛」就是做主格，(它是)做 subject 的，對吧？(這)叫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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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我們一般叫做主格，在梵文裡叫做「體聲」。 一般在佛經裡有個(這樣的)例(子)，「體

聲」用什麼例(子)呢？我們看一下第 21 頁，第 7 行，如果名詞是「體聲」的時候呢，如果

那個字，譬如梵文「puruṣa」這個字，這個即是《金剛經》裡的「我相、人相」的「人相」

那個「人」；「puruṣa」，即是「人」。有人(把它)譯做「人」，有人譯做「丈夫」，有人

譯做「士夫」，(都是)「puruṣa」這個字，(音譯是)「補盧沙」，如果做 subject、做主詞的

話，就是「puruṣas」。 

 

(到「八囀聲」的)第二種「聲」，叫做「業聲」。「業聲」(是什麼)呢？即是現在所

謂(的)賓格，(亦)即是英文的 direct object ── 直接受詞，就叫做賓格。那麼若果「puruṣa」

這個字用作賓格的時候，它就不是讀「puruṣa」，(變成)「puruṣam」(補盧衫)，補盧沙(是)

「puruṣa」，如果我們讀一篇梵文文章看到這個字，(當看到)它有一句有「puruṣas」這個

字，我們知道這個字是做主詞；如果我們看到它是 「puruṣam」，我們一看便知道它是什

麼？做一個 direct object ── 直接賓詞。那麼(我們懂得這些)有什麼好處？(我們學會了的話

便知道)那些名詞(的位置)可以調亂，(即是)怎樣？調(放)在(句子的開)頭或(結)尾都沒所謂

的，當我們一看到它是「ṣas」字尾就知道是做主詞，(若是)「ṣam」字尾就必然是做賓詞。

所以梵文，它不論寫信，造詩或記事，它(梵文)可以怎樣？(可以)將那些字(的聲調)排到有平

有仄、有高有低、叮叮噹噹，讀起上來(那些)聲音還比法國人(唸法文好聽)，現在法國人讀

書叮叮噹噹已經很好聽，對吧？(但)梵文還比它好聽，因為它(梵文)的字可以(放)在頭(或放)

在尾，(可以)隨意調(放)，甚至印度人用梵文唸詩可以用弦樂來配合的，正是因為它有這樣

的語尾變化，譬如「業聲」： 「puruṣam」。 

 

(我們) 繼續看。第三種叫做「具聲」。「具」即是(指：)「工具」，即是「用它來造

什麼」的意思，如果用來做「工具」，就不是 「puruṣam」了，(而是)叫做「puruṣena」(補

盧崽拏)，如果你看到那個字不是「puruṣa」而是「puruṣena」的話，你就知道是「用它做工

具」(的意思)。譬如我說，我「用」那個人去做什麼事，(要指出是)「用」他；譬如這個斧

頭，我「用」這個斧頭來劈樹，這個斧頭是屬於什麼？被我們「用」它做工具的，(這)就是

屬於「具聲」了。這是(八囀聲的)第三種：「具聲」。第四種，叫做「為聲」。這個「為」

字讀「胃」，我「為」他而怎樣怎樣。「為聲」等於英文在名詞之前加上「f」、「o」、

「r」：「for」，「為」他而做。譬如我「為」阿甲做這件事，阿甲就(要用)「為聲」。(用)

「為聲」的時候呢，它就不是「puruṣena」，(而)叫做「puruṣāya」(補盧沙耶)，如果你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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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經)寫上「puruṣāya」，你就知道它是「為聲」了。(到)第五種了，叫做「從聲」。「從

聲」，即是英文前面加個 from ──「f」、「r」︱「o」、「m」，梵文不用加的，(它)不用

加(上)那些介詞，它是將那個字的語尾音轉一轉就行了。譬如是「從聲」，這個「puruṣa」

是(用)「從聲」的話，就(應)怎樣讀呢？「purusāt」(補盧沙[多+頁])。這個字很特別的，(是)

唐朝那些和尚(創)作的， ([多+頁])字，「多」字旁邊加上「頁」字，幾乎你查一些普通字典

你(都)查不到這個字，(這是)「purusāt」(補盧沙[多+頁])。第六種，叫做「屬聲」。「屬

聲」(是什麼)呢？很普通，(等於)中文加個「之」字(或)加個「底」字；(若是)英文則是前面

加個「of」，(這)叫做「屬聲」。梵文叫做「puruṣasya」(補盧殺沙)，你一看「puruṣa」這個

字在(佛經)裡面有「puruṣasya」的話，這樣就知道是「屬聲」了。 

 

(問聽眾)：在日本有沒有得學這些？沒有吧？ 

 

第七種，叫做「依聲」，譬如「puruṣa」這個字若它是「依聲」── 這個字又是(創)作

的 ──「puruṣe」(補盧鎩)。(當)你看到它是「puruṣe」，你就知道它是「依聲」。「依聲」

即是什麼？即是中文的「在」什麼什麼，英文的「in」什麼什麼、「at」什麼什麼，這個(字)

就是叫做「依聲」。七種聲的語尾都(有)變化的，所以梵文難學(就在於)每個字都有七個(語

尾變化)，記(住)是很困(難)，你怎樣去記(住)？以前有位教授，我在中山大學做講師的時

候，有一位教授叫做陳寅恪，(他是)教育部派來的，我走去聽他講課，他懂梵文的，我就問

他：我們學梵文需要幾多時間？他說如果你想把它讀得通的話，一本普通的佛經，你(要)在

文法上能把它讀通的話，(若有) 每日兩小時(的)功夫，八年啦﹗他解釋為何 (要這樣長時間)

呢？他說只是記住那些尾聲、囀聲，你就(已經很)麻煩。 

 

這樣呢，(到)第八種了，叫做「呼聲」。「呼聲」是不用在語尾上變化的，(但)是加

上語頭變化，加個「醯」字，(這是)「呼聲」。譬如「puruṣa」，它就變成「he puruṣa」，

直(接)叫的，即是現在你們唱歌，唱國語歌唱到中途不是有個「嘿」字(嗎)？(又例如)你叫某

人，你叫他做「嘿，某某﹗」這個就叫做「呼聲」。(「八囀聲」)知道一下都好的，對吧？

(這是)梵文(的)「八囀聲」。這裡「蘇漫多聲」，即是「八囀聲」。 

 

即是(說)「成唯識」這三個字在「八囀聲」裡 ──「成唯識」三個字合起來是一個名

詞 ── 就(是)「屬主為目」。「屬主」(的)「主」是(指)什麼？(是指)依主釋，對吧？「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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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即)是依主釋。即是「成唯識」──「之」，有個「之」字，(所以是)「成唯識之」；即

是說那個「論」字，前面有個中文「之」字；如果是英文，前面要加上「of」，對吧？(這

是解釋)「成唯識」。 

 

現在解釋「論」字，下面(說)：「『論』則賓主云烈，旗鼓載揚；幽關洞開，妙義斯

賾」，(這句是)解釋「論」字。它說「論」字呢，「論」(者)，(指)「議論」；「論」表示什

麼呢？「賓主云烈」，一「賓」一「主」互相討論；「旗鼓載揚」，有時(在)討論的時候，

好像對(付)敵人那樣，(對於)學理上的討論，一點情感也(不留)，不留情的，對吧？好像戰爭

(時)，打起戰鼓，拿起旗(桿)，就(去)衝鋒(陷陣)一樣，(這是)「旗鼓」。「載揚」的「載」

字是助語詞，沒解(釋)的，(這是)「旗鼓載揚」。「幽關洞開」，「關」是(指)一道門，對

吧？「幽關」是(指)很深的 ──「幽」者，「深」也──很深的門，「洞開」，「洞」者，

「通」也 ── 整個(門)打開。即是很深的義理都給我們講明白了，只要肯討論就(可以)，這

是「幽關洞開」。結果(這怎樣)呢？就(是)「妙義斯賾」，一種很奧妙的義理就(能)表示出

來，表示得很繁密，(這是)「妙義斯賾」。 

 

於是應該怎樣(解釋「成唯識論」)呢？(應解釋為)「成唯識之論」，(它)是依主釋，對

吧？「以教成教，資教成理」，用十大論師所造這本論的教訓來成立世親菩薩《三十頌》的

敎訓，以「教」來成「教」；再用世親菩薩的教訓 ──「資」(者，)即是「取」也 ──

「取」世親菩薩的教訓來成立唯識的道理，(這裡)有兩重(意思)。 

 

「成唯識」與「論」字的關係有兩重，第一重是持業釋(「即『成』是『論』，持業

釋也。」)：這本「論」有「成」立唯識的作用，就是「持業釋」。「以理成理，因理成

教」，用這本論裡面所講的道理，來成立唯識的道理，「是『成』之『論』」，就能夠

「成」唯識的「論」，如果這樣解(釋)就是「依士釋也」，就是依主釋了。   

 

這幾句話是很囉唆的，你們不懂得(、不理)解就罷了。這一段講出(了)什麼(內容)？

(就是)這個「成唯識論」的題目，我再將它用白話講：「成」就是「成立」，「唯識」(是指)

那種「唯識的道理」，世親菩薩造這個《三十頌》，就是「成」立「唯識」這種道理，而

「唯識」這種道理是佛的宗旨。即是說世親的《三十頌》「成」立佛所說的「唯識」的道

理，這就叫「成唯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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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你說「成唯識論」(又如何解釋)呢？這本論有成立唯識這種道理的「作用」的，

成立唯識的道理就是這本論的「作用」，這是持業釋了；又可以這樣解(釋)：這本論是成立

唯識「之」論，這是依主釋了。就是這樣簡單嘛!不過窺基法師講到這裡好像(有點兒)咬文嚼

字，文學家的用字每每都是這樣的，我們不能吹毛求疵，(因為)少少的東西就說他不對，對

吧？以上這段就說明(了)什麼？《成唯識論》本來就是什麼？(它)有一百卷的，(因為有)十個

論師，每個論師的著作有十卷，十乘十就是一百了。本來是(有)一百卷，現在將它壓縮成現

在的《成唯識論》的十卷。這段已講完了。 

 

下面那段，就說明他(窺基法師)自己作這本《成唯識論述記》。我們看第二十二頁。  

它說「基學慚融、愷，忝陪譯以操觚；業謝顏、游，謬厠資於函杖；屬諸雅吹(「吹」字讀

「趣」── 因為是名詞，不讀「吹」、「娶」，讀「趣」)，誠事濫竽；顧異良工，叨暉蘊

玉。凡斯纂叙，備受指麾，庶玄鑒來英，鏡詳幽致爾」。這段(是)說他(窺基)作這本《成唯

識論述記》的原由。  

 

我們看(一下)，它說「基」── (指)窺基「學慚融、愷」，說到「學」問我(是)很

「慚」愧的，對(於)什麼人來說慚愧？僧融，以及慧愷。他說我及不上鳩摩羅什的弟子僧

融，及真諦法師的弟子慧愷那麼聰明。即是怎樣呢？鳩摩羅什在長安譯經的時候，(他)那位

首席、領班的弟子叫僧融 ──「僧伽」的「僧」(字)讀「增」或「生」也可以。 (至於慧)

「愷」呢？真諦法師的大弟子叫做慧愷，又叫做智愷，這個不是天台宗的智愷，而是真諦法

師的(弟子)智愷，或者又叫做慧愷。真諦法師每譯一本書一定是自己講的，(他)講的時候，

慧愷將它用筆記起來，這個(就是)慧愷。 

 

「學慚融、愷」，我的學問比較(起)僧融及慧愷就(覺得)慚愧了。雖然我是慚愧，但

是我也去做，「忝陪譯以操觚」，「忝」者，「辱」了，侮辱的「辱」，或「污辱」了；當

(作)「污辱」(解)，污辱了我的職務。我的職務是什麼？「陪譯」，「陪」即是「幫助」，

「幫助」我老師玄奘法師翻「譯」這本書，(這是說)我(窺基)「陪譯」。「操觚」，「操

觚」是(指)什麼？執筆(去)寫。即是說(是)他(窺基)執筆(去)寫的。「觚」 是(指)什麼呢？(在)

古代沒有紙(張)，我們中國人，在東漢的時候才發明紙(張)，東漢以前沒有紙(張)的，沒有紙

(張)怎麼辦？用版，或者用木版，一塊方形的木版，這些叫做「觚」。 有時候不用木版就



7 

(會)用什麼？用竹簡，好似兩把這樣闊的，用竹簡；或者用那些方形的，這些叫做「觚」。

「操」即是拿著，他(窺基)這裡(說得)很謙虛，但實際上是說什麼？這本書(是)我幫我的老師

譯的，對吧？(窺基說)我污辱了我的職務，這是「忝陪譯以操觚」。  

 

「業謝顏、游」，他將他老師(的地位)抬得很高，孔夫子最高級的學生就是顏淵，對

吧？寫文字最好的就(是)子游；他說我的事業(相)對(於)孔子門下的顏淵與子游，我就讓(給)

他(們)了，「謝」即是我「讓」(給)他(們)了、我就不及他(們)了。 這即是說什麼？他老師

(與)孔子(是)一樣的，只是他不行而已。是這樣(的意思)，對吧？(這是)「業謝顏、游」。 

「謬厠資於函杖」，我很荒「謬」地參加幫忙我老師翻譯這本書，「資」者，(所謂)師資、

師資。前一輩的就叫做「師」，由老師將學問傳給他，而他又可以傳給(別)人的，那些叫做

「資」。 現在叫做「師資」，(所謂)「前師後資」── 在前的為之「師」，繼承他(老師)在

後的就叫做「資」。「謬厠資」，這個「厠」字，當(作)「參與」解(釋)；「厠」者，

「列」也，「參與」。本來全班人在一起，我就插入去、列入去，我做什麼？做「資」、做

他的學生，又繼承他(的學問)，(這是)「謬厠資於函杖」。 

 

那麼怎樣叫做「函杖」呢？ 現在的人稱(呼)老師做某某夫子「函杖」，「函杖」(有)

兩個解法，(因為)「杖」字(有)兩個解(法)，一說要(用)這個「丈」才對，(另)一說認為不

對，要這支「杖」，(這是)「函杖」的兩個解(法)。「函」(者)，即是「容」也，(指)「容

納」。那麼怎樣是「容納丈/杖」呢？古代(是)沒椅(子)坐的，每個(人)只有一張蓆，即是好

像現在的法師禮佛叩頭那張(拜)具一般大小， 如果你坐(下)的時候就鋪(開)那張蓆，你就坐

在那張蓆上面，那張蓆有多大呢？三尺三(寸)長，三尺三(寸)闊，(正)方形的，那不是很闊

嗎？不是，古代的尺寸與現代的尺寸不同，即是好像中國尺與公尺是不同的，對吧？你不要

以為三尺三(寸)就等於現在英尺的三尺三(寸)，不是這樣(理)解的，(而是用)古代的三尺三

(寸)。 

 

這樣呢，老師的位(置)在這裡，老師就坐這裡，學生的位置就在前面，老師的位(置)

與學生的位(置)相隔大約三塊蓆，三三歸九(又)三三歸九，即是九尺九寸了，對吧？舉大(約)

數就叫做一丈，中間可以容納得一丈，老師與學生之間不是迫住(一起坐)的，中間容納一丈

空位，就叫做「函丈」。因此那些學生叫老師就稱「函丈」，即是說我曾經到你那裡上課，

坐在你面前相隔一丈的位置，這就叫「函丈」。 但第二種解(法)就認為不是這樣解(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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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杖」應該是(指一)支木棒、棍，古代教學生的老師(會)拿住一支棒(來)指揮、指手劃腳的，

那支(捧)叫做「教杖」，不知是否有些學生不聽話他(就)會(捧)打下(來)？這種事(情)就不(得

而)知了，不過拿住一支這樣的棍來上(課)，這也不出奇的，很多教師都拿著一支東西來指劃

的，用來指呀、劃呀，那支(棒)叫做「杖」。 「函杖」那個「杖」，不是說它(有)一丈長，

一支杖(是)沒有多長的，老師與學生並不是(相)隔一丈這麼遠，剛剛(相)隔一支杖(的距離)，

老師把那支杖兩頭揮都不會揮到……  (錄音中斷)   

 

 (這叫)「函杖」，對吧？他(窺基)說我很荒謬地參與做我老師的學生，(這是)「謬厠

資於函杖」。「屬諸雅吹，誠事濫竽」，從這件故事(可以了解)：從前(在)春秋時代，齊國

一位君主最歡喜(聽)別人吹「竽」── (這個字)讀「於」或「如」都可以 ── (這「竽」是)用

一排竹(造的)，用來吹的，一排竹，用手(指)按著那些(竹)孔來吹。齊國有位國王很歡喜別人

吹竽，就叫了一班人吹竽，(這班人)裡面有個人實在是不懂(得)吹(竽)的，他參加(是)為了討

生活，別人吹(竽)他又跟著去吹(竽)，那他裝弄一下(別人就)以為他(懂得)吹(竽)了，這就叫

做「濫竽充數」了。 「濫」者，即是(指)他根本沒有這種資格，(但)勉強去做，(這是)「濫

竽」；(只不過是)「充(砌)」(足)夠「數(量)」而已。(這是)「濫於充數」。後來這位齊王(說)

你們吹得這麼好，我(要)逐個地聽一下你們吹，於是這個(不懂吹竽的)人就走了。(有)一回這

樣的故事。 

 

他(窺基)說我不過是「濫竽」充數而已，(是他)自己謙虛(的話)。「屬諸雅吹」，

「吹」者，即是(指)吹(奏)，「雅」者，即是什麼？正當的、很雅的，一種很雅的吹……這

個「吹」字是(指)「吹奏」， 叫我一起參與去吹奏，我真是「濫竽」了，是這樣的意思。

「顧異良工」，「顧」者，「念」也。我念什麼呢？念那些「良工」，「良工」(有)兩種解

釋：第一個解釋，「良工」就(是)指他的老師玄奘法師，「良工」者，原來有一件這樣的故

事：從前有一個人叫做王良，(他)很善於駕車的，駕車(即是)駕那些馬車，古人是駕車打獵

的，駕車是怎樣的呢？好像那些羅馬的戰車，一個人拿著那條馬韁，(控制)馬臂，鞭(打)那

隻馬來(使牠)跑；另一個(人)就拿(弓)箭來射那些禽獸，(因為是)打獵嘛。那個駕車的人(與打

獵的人是)很有關係的。(當時)有個人叫王良， 有人介紹他幫國王造打獵的車，於是國王叫

人(測)試一下他，看他(駕車技術)行不行，那人就去(測)試(他)，那麼這個駕車的人 ── 王良

──就依正規矩駕車，他本來是駕得非常之好，(但)那個(測試他)的人整天都射不到一隻禽

獸，(後來)返去報告給國王知，他說這個王良是天下的、正式的賤工，不能用他﹗(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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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應該是)不能用他，於是這個王良就請求(國王)，說再給我一次機會吧，或者我會成功

的!於是(國王說)好的，我再給你一次機會，(國王)叫回之前那個打獵的人測試他，王良到了

那日(，表現)就不同了，本來一般(一次)打獵(只)得三數隻禽獸，那天打獵時他(王良)駕車駕

得非常巧妙，那些禽獸怎樣跑，他就順著(牠們)，這樣一日就射得十隻禽獸，(打獵的人)回

來就報告，這個真是天下的良工，  即是說這個是好東西呀!「良工」(這)兩個字就是這樣的

(出處)。於是，那個王良應該得到一份差使做，(但)王良(拒絕)不做，不屑(去)做，他說我依

正規矩來駕車，你那位(負責)打獵的人一隻(禽獸)也射不到，(當)我出古怪來對付那些禽獸，

你就(可以)一日打到十隻，這樣的職務我不做了!(有)一回這樣的事。「良工」就是這樣來，

他(窺基)用(了)典故。 

 

「顧異良工」，他說我現在念(及)自己與我老師這個「良工」是不同的；(我)「叨暉

蘊玉」而已，我不過是「叨」他的光，其實一切好東西都是我的老師的，「叨」者，即是

「非份獲得」，「非份」(指：)我本來沒有，現在我獲到。「暉」即是「光暉」，我「叨」

我老師的「光暉」。「蘊玉」，我的老師是什麼？好像含藏了「玉」一樣的。「蘊玉」是怎

麼解(釋)呢？從前有句話，從前有位文學家，叫做陸機，他寫了一首賦，他怎樣說呢？「石

韞玉而山暉」。他說如果山裡面的石頭裡藏有玉，(整個)山都會光亮(起來)，(這是)「石韞玉

而山暉」。 這「韞玉」就(是)表示他老師好像藏有玉一樣這麼好。他說我「叨暉蘊玉」─

─我只是「叨」我老師「蘊玉」那種光「暉」而已，我寫這本東西(《成唯識論述記》)就(是

像這樣)。(這是第)一個解(釋)。 

 

第二個解(釋)，「叨」字不是當(作)「非分獲得」解，「叨」字，與這個「韜」字通

用；「韜」字是「藏」的意思。他說我與我的老師不同，我的老師是「良工」，我念(及)、

檢討我自己(是)與我老師不同，我老師「藏」有很好的光「暉」，而且好像山裡面含有

「玉」一樣這麼好的。「叨暉」是指他老師，「蘊玉」又是指他老師，這是第二個解(釋)。

兩個解(釋)任你怎去(運)用。至於真正是怎樣解(釋)你要去問窺基才知道了，對吧？(這是)

「叨暉蘊玉」。 

 

「凡斯纂叙，備受指麾」，「凡」就是「所有」，「斯」就是「這些」，「所有這

些」；「纂」字是指「集(合)」，我所集合的很多語句、道理，(這是)「纂」；「敍」，即

是「敍述」。即是我在這本《(成)唯識(論)述記》裡面所敍述的東西，是「備受指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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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者，「齊齊備備」叫「備」；(是)「受」我老師「指麾」寫的，不是完全出自我個人

的意思。這個「麾」字，與這個「揮」字通用。「備受指麾」(指：)我完全受我老師指揮而

寫的。這是用來增加他這本書的價值(而說)「備受指麾」。 

 

「庶玄鑒來英，鏡詳幽致爾」， (這個)「庶」字呢，「庶」者，「冀」也，即是「希

望」；我寫這本書，(是)希望那些「來英」──「英」即是「精英」，「來」就是「將來」；

我寫這本書(是)希望未來的精英「鏡詳幽致」，「鏡」即是「借鏡」── 拿我這本書做借

鏡，借鏡來得到那些「幽」──「幽」者，(指)「很深奧的」，「致」，是(指)那些「旨

趣」、「義趣」── 即是「道理」。(所謂)「趣致、趣致」，(這是)「義趣」。「鏡詳」(即

是)借「鏡」我這本書而能夠去「詳」細了解這種「深奧的義趣」罷了；「爾」字，即是現

在的「罷了」，或者「罷」。 這個「爾」字與一隻耳的「耳」字通用，(即是)「罷了」(的

意思)。(若用)廣州話即是「啫」──「鏡詳幽致啫」。  

 

(這段) 解釋完了，對吧？(這)整篇序，如果你真正想學唯識，或者將來可以講佛學的

人，就(要)將它來唸熟，(這)裡頭其實包含很多東西，不是這麼簡單，對吧？這樣，講完(序

文)之後，我就開首正正式式講這本論了。 (在)講的時候，就真的要請毗盧遮那佛加持才可

以了，現在就開首(講了)。真的要請祂加持。我們開始講(這本論)了。祂自然會加持我們，

(當)我們講(的時候)，大家聽(的時候)，祂也會加持你們(去)聽。 

 

我講給你們聽，《解深密經》(裡)有句話(這樣)說，有個人問佛，他說怎樣才能得到

佛的加持呢？佛說：佛經常加持著你們，問題是你們是否接受、能否與他相應罷了，只要你

與他相應，你就接受到他加持了。我們現在講(這本論)的時候(或)留心聽的時候，他一定(會)

加持的，一定會令到我們順順利利 ── 來聽(時)順利，(聽完後)回去(也)順利，這很靈驗

的。 

 

糟糕﹗要把這本論寫出來了。「成唯識論」這幾個字我們已懂得解(釋)，「述記」又

如何呢？「述」的意思是什麼？我是「述」我老師的意思，不是我自己發明的，(這是)

「述」。「記」字又怎樣解(釋)呢？(有)兩個解(釋)，我們中國最古的字典是《說文解字》，

《說文解字》解(釋)「記」字(是怎樣)呢，它說：「記」者，「疏」也。「疏」，即是「分

析」，或者「疏通」。將它裡面的道理分析，好像要疏通它，它不通，令到它疏通，即是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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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分析」解。這「疏」字作形容詞用(時)讀作「梳」，(如說：)「它很疏的，很密的」，

(這時應)讀「梳」。如果作名詞用，讀「[試個切]」…… 

 

(如：)分「疏」你所請求他的東西，講給他聽，(讀)「[試個切]」。所以後來那些臣子

寫(一些)文書給皇帝，就叫做「疏」(音：[試個切])，(叫)「上疏」。那些禮佛的人向佛有所

請求，他寫下來，叫做「疏」。「記」者，「疏」也。「疏」是什麼呢？「詳細解釋」就叫

做「疏」。第二個(解釋)呢？「記」者，(指：)「記錄」。我聽完我老師說的內容後現在

「記錄」下來，這樣的意思。「記」字包含兩個解(釋)的。 (這是)「述記」。  這樣呢，我

們正式解(釋)它的內容了。如果有書的(人)，就看書；沒有書的，我寫出來給你(看)。有書的

(人，)請你看(第)59 頁。很快了，不經不覺這本書我們已(讀)過去了(有)58 頁了，對吧？你

不要以為我講得慢。有書的(人)就(請看第)59 頁。如果沒有書的，不要緊，我寫出來。 

 

(某人：)已影印了給他們。已給了他們，對吧？這裡也影(印)出來了？ 

 

那些「甲乙丙丁」叫「科判」，你自己慢慢看。「科判」者，即是「分析」，將全本

書來分析。現在，我就讀它的本文。開首有一首偈(，或說)一首頌，這首頌是怎樣的呢？

「稽首唯識性，滿、分清淨者。我今釋彼說，利樂諸有情。」 這首頌是護法菩薩等十大論

師，(當)要寫這本《成唯識論》的時候，先歸敬佛，即是好像我們講(經)前，我(也)先禮佛一

樣，他(論師們)先讚禮這個佛。「稽首」：「稽」者，「到」也；「首」者，「頭」也。我

的頭(拜)到佛腳那裡，叫「稽首」；將我的頭接(觸)地，以頭接(觸)地，即是叩頭了，(這是)

「稽首」。「稽首」什麼呢？「稽首」那類人──「者」。「稽首」那類「者」，那些

「者」呀？這裡的文法不是中國的文法，這個是印歐文法，「稽首」那些「者」，「者」即

是那類人，什麼「者」呀？「清淨者」。  

 

「清淨」，即是能夠一塵不染，很清淨的，我現在「稽首」、叩頭來敬禮那類人，那

類什麼(人)？那類「清淨者」。什麼(是)「清淨者」呀？「滿清淨者」──很圓滿的、全部

的。「滿」──「很圓滿的」清淨者，即英文的 complete；完完全全清淨的── completely，

完全清淨的。「分清淨者」，「分」，即是「部分」，(即)英文的 partly ──一部分；一部分

清淨的。「全部分清淨的」是誰？佛。「部分清淨的」呢？那些菩薩(們)。對吧？ 它說我

現在敬禮佛及敬禮那些菩薩(們)。「滿清淨者」就(是指)佛，以及那些「部分清淨」的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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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 

 

對於什麼(來説叫)「清淨」呀？對「唯識性」能夠滿分清淨。這個「唯識性」就是八

囀聲裡面那個「依聲」，(這)個「依聲」又叫做「於聲」。將「我稽首敬禮」那類人，那類

什麼人呢？對於「唯識性」能夠得到「滿清淨」及對於「唯識性」能夠得到「部分清淨」的

人，我敬禮他，不是敬禮別的人；對於「唯識性」能夠完全認識得清楚的，與及那些得到部

分認識清楚的，我都(對他們)敬禮。明不明(白)？那怎樣叫做「唯識性」呢？(這)個「性」

字，當「實質」解(釋，或)「實體」。凡遇著「性」字，多數當(作)「實體」解(釋)。「唯

識」是指什麼？佛家(裡)那些講唯識的(人)說這個世界是唯識所變、唯識所現，那麼這個唯

識所現的世界是否好像完全沒有東西的呢？不是，它(這個世界)有實質的。這個實質叫做什

麼？普通一般人叫(它)做真如，這個世界的實質叫做真如，又叫做空性，又叫做法界，又叫

做法性，有時叫它做佛性；現在那些西洋哲學家叫它做本體，又叫它做實在，即英文的

reality ── 實在。「於唯識性」，它說那類人對於這個世界的實體，能夠「滿清淨」，即是

說能夠完完全全證得(這個世界的實體)，這個(就是指)佛。 以及有些菩薩對這個世界的實體

能夠部分證得，即是證得不是很清楚，都是證得，但不是很清楚，這樣就叫做「分清淨」。 

 

「唯識性」這三個字，是「依聲」、「於聲」，即是對於「唯識性」能夠得到「滿清

淨」或者「分清淨」這兩類人，我敬禮他(們)。懂得解(釋)吧？懂不懂？你不要解(釋)錯，怎

樣(是)解(釋)錯？我現在敬禮那個「唯識性」。「唯識性」不是這樣解(釋)的。我只是敬禮那

些對於唯識性能夠證得很清楚的人，以及，證得雖然不是很清楚，(但)他都是叫做證得，我

都敬禮他。 聽得明(白)吧？ 

 

所以，「稽首唯識性」的「性」字，你不要加一撇(逗號) ，若加上了一撇(逗號)就麻

煩了，對吧？要(一)直(連)讀下去的，「我稽首對於唯識性能夠得到滿清淨及部分清淨的

人」，(要像)這樣，(這是)敬禮 。敬禮完它就開首講了。「我今釋彼說」，我現在解釋──

「彼」即是(指)世親菩薩 ── 說這個《唯識三十頌》，(即是：)我現在就解釋世親菩薩的

《(唯識)三十頌》。為什麼我要解釋它呢？「利樂諸有情」。我為了對 ──「有情」是「眾

生」── 得到利益，「利(益)」他，「樂」即是(指)「安樂」，令眾生得到安樂。這「利樂」

兩個字本來是形容詞，現在當動詞用 ──「利樂」那些眾生，我的目的就在此。 這樣就敬

禮完了。因為印度的經論一開首就一定先敬禮，有些人敬禮文殊菩薩，有些敬禮釋迦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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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敬禮三寶，總之就多數先來一個敬禮。開始解釋(下文)了，你們(學得)多麼快，對吧？ 

 

好了，下面就是幾位大論師說明作這本《成唯識論》的目的。第一個，是安慧菩薩

說，十大論師之中，有一個叫安慧菩薩。到這裡我要講給大家聽，世親菩薩是一個(把)唯識

(學)集大成的人物， 世親菩薩的門下，有四位大弟子，四位都是了不起的人物。第一個叫

安慧，最正統就是安慧；但我們中國人現在所講的唯識(學)是否(繼承)安慧呢？有一部分是

安慧，大部分是護法(而)不是安慧。真正完完整整的安慧的唯識學，傳了去哪裡呢？後來傳

了去西藏，現在西藏人所講的唯識學就是安慧的唯識學。 因為安慧是世親菩薩門下比較保

守、比較親近的弟子，所以安慧所講的東西(學問)，就(是)最保守，看安慧的東西，就差不

多是(與)世親一樣，所以人們叫(安慧的唯識學為)唯識的古學，即是保守派。 

 

唯識(學)的另一派，(即是)傳入我們中國(的)玄奘法師那一派，就不是安慧這一派，雖

然亦有安慧一派的東西，(但)主要是(依)護法菩薩，護法菩薩(的唯識學)是一種比較進步的學

說。所以現在(有)很多人爭論，(在)歐洲、日本有很多人說我們中國的唯識(學)並不是真正世

親的唯識(學)，西藏那些(唯識學)才是； (他們的意見)是這樣，其實就無所謂。我們(作)的

一個判斷是這樣：西藏所傳是安慧系(統)的唯識(學)，就是(屬於)保守派，叫做「唯識古

學」；我們中國所傳的(護法系統的唯識學)是進步派，就(叫)「唯識今學」。 

   

好了，(世親的)第一個(大弟子)是安慧。第二個大弟子叫做陳那，陳那是佛教因明(學)

的集大成的人物，這個陳那改革了印度的(傳統)因明(學)，大家相傳說什麼？(説)這個陳那也

是十地菩薩。陳那(是)專門宏傳世親菩薩的唯識以及因明的義理；安慧對世親的學說無所不

包，什麼(學說)也宏傳，(而)陳那專(門宏)傳唯識及因明(學)。第三個(大弟子)呢？叫做德

光，專門宏傳世親的戒律學，講戒律。現在西藏講戒律的(人)都是根據德光的講法。第四個

(大弟子)呢？叫做解脫軍，專門(宏)傳世親的般若(學)，現在所傳的《現觀莊嚴論》的第一部

註釋就是解脫軍造的註釋。他是專(門宏)傳世親的般若之學。  

 

這就是(世親的)四大弟子。四大弟子之中(宏)傳唯識(學)的是陳那，對吧？陳那有個弟

子叫做護法，這個(人)就是《成唯識論》十大論師的主要人物。護法，專(門)宏揚唯識(學)。

(繼)護法之後，(他)傳了給他的一個弟子，叫戒賢；戒賢就是唐玄奘的老師，玄奘法師去印

度留學，就(是)跟(隨)戒賢學(習)唯識(學)。護法的兩大弟子，一個是戒賢，另外一個(是)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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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叫做玄鑑居士。(關於)這個玄鑑居士，在護法的晚年，(他)臨死的三年，專(門)在佛(陀)

成佛那棵菩提樹旁邊的地方(居)住， 每天都不離開那裡，(這樣)住了三年，他(就是)在那裡

死的。那麼在他臨死的時候有一本《成唯識論》的草稿本，臨死(前)就交了給玄鑑居士，(並)

吩咐玄鑑居士(說：)如果以後有人想看我這本書呢，就(要先)拿(出)三両金，才可以給他看；

但是如果你認為將來有個人他會宏揚我的學說的話，你就要將這本書送給他。後來玄奘法師

去敬禮菩提樹的時候，(遇)見這個玄鑑居士，(玄奘)於是問他拿護法論師的《成唯識論》的

(草)稿(本)來看，他(玄奘)看了之後，與玄鑑居士傾談(過)，而且玄奘法師當時的名氣很大，

玄鑑居士就說：我承受護法菩薩的囑咐，如果有人值得拿(走)這本書，就送給他；你(玄奘)

現在準備回去你的祖國宏揚唯識，我就送這本書給你，你帶回去吧﹗ 於是玄奘法師帶了護

法菩薩的這(草)稿本回來(中國)。總之它(護法的唯識學)是一種進步的學說。 

 

現在安慧怎樣說呢？他說：「今造此論」，他說我現在作《三十頌》這個註釋 ──

「此論」，即是指《成唯識論》；「為於二空有迷謬者生正解故」，(「今造此論」)是為了

什麼呢？是為了令那些人生起正確的智慧，「解」即是(指)「智慧」、「見解」，令他(們)

生起正確的見解、正確的智慧。令哪類人生起智慧呀？令那些對「二空」有「迷」── 完全

不了解；「謬」── 雖了解而錯誤了的那類人。「二空」是(指)什麼？ 

 

第一，「二空」即是「二無我」。佛家認為任何一個眾生都沒有一個永恆不變的(有)

主宰(性)的我、主人翁；永恆不變的主人翁，叫做「我」，(這個「我」，)任何一個眾生都

沒有的，這個「我」即是指什麼？指靈魂。  現在的西(方)人譯做「soul」，(即是)「靈

魂」。(這「我」、「靈魂」是)沒有的﹗(這)叫做「人無我」，又叫做「生空」──「生」

即是(指)「眾生」──眾「生」的我是「空」的就叫做「生空」。 

 

第二(種)是「法無我」，不只(是)人(空)，「法」即是指「(一切)事物」，一切事物都

不會有一個永恆不變的主體、實體，這樣就叫做「法無我」，又叫做「法空」。他(安慧)說

有一類人對於「人空」及「法空」(若)完全不懂的就叫做「迷」──「迷」而不懂；另一類人

雖懂(得)一些(「二空」的道理)，但有錯誤──「謬」，「謬」即是「錯誤」，雖懂(得)一些

而錯誤的、「謬」的；我是為了那些對於「二空」或「迷」或「謬」那類人，令他們生起正

確的「智(正)解」，所以我造這本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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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令他們生起「正解」？(難道)沒有「正解」不可以嗎？再進一步，他說「生

解為斷二重障故」，為什麼要令他們生起「正確的智解」呢？因為生起智解，他就可以剷除

那兩種很「重」的「障」了。哪兩種(「障」)呀？ 

 

(第)一種叫做「煩惱障」，以「我執」為中心，以及與「我執」有關的那些煩惱，(它)

形成一個煩惱的集團，這個煩惱的集團就會令(到)我們怎樣(呢)？(令我們)生死輪迴、令我們

不能證得涅槃。 這種煩惱集團是障礙我們證(得)涅槃的，叫做「煩惱障」。「煩惱」即是

「障」，是持業釋。 

 

第二種「障」，(會)障礙我們成佛，障礙我們得大菩提，那些叫做「所知障」。「所

知」即是指真如；對於我們應該知道的真如(有)「障」礙，令我們不能完完全全地了解它(真

如)，(這)就是「所知障」。對於真如不能完全證得即是說不能成佛，即是障礙我們成佛的；

不能成佛是因為沒有大菩提，這即是說，「所知障」是障礙我們得大菩提的。「煩惱障」與

「所知障」這兩種(「障」)，學佛是為了剷除這兩種「障」，如果你想剷除「煩惱障」的

話，將來你就(會)成阿羅漢；如果連「所知障」都剷除掉，你就(能)成佛、得大菩提。「生

解」，為什麼要令那些眾生生起智解呢？為了令他(眾生)斷除這兩種「重」的「障」，為什

麼是「重障」呀？ 很重的，令我們在生死輪迴的河流中，經常壓著我們，(是)一種重擔，

(因為有)這兩種「重障」。 

 

講多一句吧，如果要走的(可以)先走，沒所謂的。「由我法執，二障具生。若證二

空，彼障隨斷」，它說如果一個人能夠……不是，如果這個人有「我執」「法執」，由於他

有「我執」與「法執」，就「二障具生」了，這兩種「障」，即「煩惱障」與「所知障」，

「具」即是「一齊」，「一齊」「生」起的，完完全全生起的。那麼怎樣才不會生起？「若

證二空」，「證」即是「直接體驗到」，如果他能夠「直接體驗到」「人空」與「法空」的

話，就「彼障隨斷」了，「彼」即是「那些」──「那些障」；「隨」即是「跟著」；「跟

著」就「斷」除了。(今天)就(講到)這裡，好吧？是否很容易(理)解？(它的)邏輯扣得非常之

緊的，如果你真的想懂(得)唯識的話，最好把它來唸(一下)。唸一下吧。有沒有問題呀？ 對

於我所講的(內容)有問題的話，就請你現在問，沒問題的話可以自己走了。   

 

(聽眾：) 羅生，你說梵文是 sanskrit 還是 pali？梵文就是 sansk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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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 pali 就不是(梵文)？ 

 

巴利文就不是(梵文)，巴利文就是巴利文。巴利文(是)與梵文相對的。 

 

 

 

 

 

 

 

 

 

 

 

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