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日我講《瑜伽師地論》，是嗎？好呀！我們講《瑜伽師地論》了。你們一定要

找這本書，如果找到這本書之後呢，去影印或怎樣做，你自己去搞定它，沒有書是搞

不好的。這本《瑜伽師地論》是怎樣來的呢？現在講，這本書相傳就是這樣的，大概

是釋迦牟尼佛涅槃之後，約莫是九百年上下，約莫九百年上下，就有一位聖人，就叫

做無著。

這個人已經見道了，大家認為他是一個聖者來的，他這個人因為他有神通，就時

時在定中去兜率天處，就見到彌勒菩薩，就時時在定中上了兜率天向彌勒菩薩請教。

後來他覺得，不如請彌勒菩薩下來（人間）同人講些（佛法）。這位無著菩薩就在印

度的西北邊，在印度的西北邊，在一個健陀羅國，於現在印度西北邊接近阿富汗差不

多，健陀羅國，在那處有間好大的寺門，有幾百人，有幾百個比丘在這處修行。

無著菩薩這個人對修禪定就很注重的，所以這幾百人都是跟他主要是學禪定的。

於是他為了想利益那些一齊坐禪的幾百個比丘，他於是就請彌勒菩薩每晚夜就現身，

在那個講堂上現身來講些（佛法）。這樣就講了五部大論，五部好大的，五部論，講

了五部論，其中有部最大的，這套就叫做《瑜伽師地論》。這樣無著菩薩就將它記錄

成為一本大的書，流行在世上了，這是第一個講法，就說是彌勒菩薩在兜率天下來講

的，夜晚，午夜的時候，在寺門內現身說的，現在講的一說。

另外一說近來就有人說，這位彌勒不是兜率天的彌勒，而是人間的一個人，叫做

彌勒。就好像外國人，好多人叫做 John，有一個為耶穌洗禮的，又叫做阿 John，現

在有很多人叫做阿 John的，是嗎？這樣，我們不能說凡是叫做阿 John的都是還老

過耶穌的，不能這樣說，是吧？那即是說，好多人叫做彌勒，可能，無著有一個老師

又叫做彌勒，不一定是兜率天那個的，這是第二個講法，即是說這個是人來的，是無

著的老師，那即是將他人間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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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又有一說，一個講法，是怎樣的講法呢？它說，彌勒是釋迦佛當時的彌勒，

釋迦佛曾經授記給他，說他將來要成佛的，說他將來下一屆會成佛了，彌勒就是這個

彌勒。彌勒在生的時候說法，時時為那些世俗的人、為那些比丘 法，有些人，彌勒説

所講的話一路流傳下來，無著菩薩就搜羅，搜羅很多彌勒菩薩所講的話，那些人記錄

起來的，他將它們搜集，搜集起來成為幾本大的書。

如果這個講法呢，這個彌勒又是釋迦那個時候的彌勒了，又是那時的彌勒了。

無著記錄彌勒那些說話的意思就是搜羅很多彌勒所講的東西，搜羅全了，成為五部大

論。這樣，如果照這個說法，即是好像現正甚麼呢？唐朝，唐朝，唐三藏譯了很多佛

經，唐太宗為他寫了篇序文，叫做《聖教序》，唐太宗寫完之後，他就叫當時一個和

尚，這和尚叫做懷素，懷素禪師，叫懷素禪師就入宮裏面，入到皇宮裏面，皇宮裏面

藏了好多王羲之的字，他就叫懷素禪師進去找王羲之的字，將它用薄的絲綢，將它雙

勾，勾出那些字出來，就成為現在我們的字帖，臨在那本《大唐三藏聖教序》，講明

是王羲之書（寫）的，唐太宗的時候距離王羲之（在世有）百多年，又怎會找到王羲

之來寫《聖教序》呢？這顯然是甚麼呢？將舊時王羲之的字，將它集在一起，就是這

樣。那所謂《瑜伽師地論》等五部論，就是無著菩薩搜羅有關於彌勒所講的說話，搜

羅後將它分類編成五本書，就是這種講法，又通。這樣就三種講法了。

第一種講法，彌勒在天上下來講的。

第二種講法，彌勒是人來的，是無著的老師。

第三種講法，彌勒是釋迦佛時代的彌勒，無著菩薩不過將彌勒的遺教集合起來成書。

三種講法，第一種講法講得神怪了一點，第二種、第三種講法就都很接近，這三

種講法，哪種講法對呢？很難講的，你相信認為哪種講法妥當的，你就相信哪種。是

嗎？這樣，那麼這本書在當時，佛滅後，第九百年的時候流行於印度，流行於印度

呢，有幾位法師都是曾經學過，學過彌勒的《瑜伽師地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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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梁武帝這麼上下的時候，梁武帝和陳霸先，梁武帝先過陳霸先的時候，印度

有一位法師來中國，這位法師叫做真諦，真諦法師，真諦法師來到中國曾經將《瑜伽

師地論》的一部分，譯了一部分出來，就叫做《決定藏論》，不多，沒有很多，譯了

一小部分出來，叫做《決定藏論》，現在藏經處，還有這本書，但是譯得不好，因為

真諦法師他不是很懂中文，懂多少，不是很懂中文，所以他譯得，很多就這樣看很難

解了。直至到唐朝了，唐朝的玄奘法師，當然他學了《決定藏論》，又學彌勒的，彌

勒所傳的學說，流傳到中國的他也學一下，他就很羨慕彌勒的學說，尤其是很想能夠

將這《瑜伽師地論》能夠親自讀得到，於是他決定去印度取經。

唐玄奘法師去印度取經的主要目的呢，就是想翻譯《瑜伽師地論》的，結果讓他

真的去了印度，在印度留學了十四年，在路途上一來一往總共三年的時間，他花了十

七年的時間，就去印度拿了好多書回來譯了，就把《瑜伽師地論》一百卷全部譯了回

來，於是我們中國人然後有機會讀《瑜伽師地論》了。

這麼大部的書譯了回來之後呢，唐太宗就知道他譯了一本這麼大的書，就問玄奘

法師這套書是講甚麼的呢，玄奘法師就讚美這套書，說它差不多對於佛理無所不包，

唐太宗就想聽一下是講甚麼的，於是就請玄奘法師入宮裏面講給唐太宗（聽），唐太

宗在百忙之中都將時間來聽玄奘法師講《瑜伽師地論》，聽了有六個月，這可見那個

王者那麼不得閒，這麼忙都聽六個月，他肯定是聽得有味道了。

當他聽完《瑜伽師地論》之後，曾經對玄奘法師這樣說：「我初初以為佛法不過

是拜一下佛，請求他保佑，不過是這樣的，原來裏面有這麼多道理的，我現在才知

道，佛理真是無所不包的啊！」唐太宗當時講過這句話，這句話在《續高僧傳》有記

載的。

那麼這部《瑜伽師地論》的由來就是這樣。還有這部《瑜伽師地論》，講《瑜伽

師地論》的人是彌勒（菩薩），筆記的呢，就是無著菩薩，翻譯的呢？就是玄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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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整部翻譯過來。現在，世界上《瑜伽師地論》有幾多種文字的譯本呢？有幾多文

字的本子呢？梵文有多少（一些），梵文有多少（一些），現在梵文是不齊的，就在

尼泊爾國家圖書館裏面有多少（一些），但是不齊的梵文本。西藏文呢？全套齊全

了，《瑜伽師地論》。中國呢？又是齊全一百卷。有兩個譯本，一個是玄奘法師的一

百卷全本譯了，另外就是真諦法師譯了一部分，叫做《決定藏論》。日本人呢？最近

幾十年，曾經把那些在中國的藏經裏面，把重要的譯為日文的白話，日本的白話文

《瑜伽師地論》已經成套譯了，日本現在有一套用日本的白話譯的佛經，叫做《國譯

一切經》，那麼這套書你去日本，你就可以買得到，臺灣曾經將它來翻印，或者現正

去臺灣呢，或能買得到也不定，日文本裏面有日文的，如果你識日文的話，好容易看

（懂）。

中文本因為它用文言文譯，現代的人如果文言文的程度不是很好的呢，就很難全

部會解，不容易，不是說不行，如果太年輕的（人）就看得很辛苦了。如果你們有好

好的志願，真正想做功德的呢，你不妨用功讀《瑜伽師地論》，讀到它通順了解，將

它譯作白話，這樣將它普及，你的功德就真是大了！

這本書的好處是甚麼呢？是唯識宗的百科全書來的，固然它的中心就是唯識宗，

旁及其他各宗，所以說它，說這套書，古人讚它「事無不窮」，「事無不窮，理無不

盡」，說它， 它！根本甚麼都有的，雖然是以唯識宗做中心，其他空宗、小乘，裏讃

面都包含，包括在內。佛教有三套書可以當百科全書看的，哪三種呢？小乘的一套叫

做《大毗婆沙論》，這套書有資格叫做小乘的百科全書，二百卷，玄奘法師譯的，差

不多是小乘的百科全書。

第二套呢，大乘空宗的百科全書，就是《大智度論》，龍樹菩薩做的。《大毗婆

沙論》就是五百羅漢做的，《大智度論》是龍樹菩薩做的，是空宗的百科全書，雖然

以空宗做中心，但它旁及其他大小乘的，如果想研究大乘佛學呢，《大智度論》都應

該要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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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套呢，就是《瑜伽師地論》了，就以唯識宗做中心的百科全書。《大智度

論》有一百卷，《瑜伽師地論》又是一百卷。那麼成百卷書怎樣讀啊？不是很難讀

的，一百卷書還少過《辭源》，你買套《辭源》看一下，不是很難讀的，一百卷書，

譬如你學歷史，學中國歷史，你就少不免會讀一下《資治通鑒》，《資治通鑒》就大

過《瑜伽師地論》了。如果你說：「我現在教高級中學的歷史啊！」如果這個人這樣

說的話，這個人總會（縱使）不整套《資治通鑑》讀的話，都揭過啊，是嗎？不然怎

可教（高中的歷史）？怎會做高中的歷史教員啊？是嗎？

一套《資治通鑑》就大過《瑜伽師地論》了，你們不要怕，如果你讀過了《瑜伽

師地論》，你真是「事無不窮，理無不盡。」甚麼都有！好多疑問的問題，你在《瑜

伽師地論》裏面就解答到了。這樣，大家就好歡喜讀《瑜伽師地論》，而我呢，《瑜

伽師地論》一百卷，我准備將古人和現代人，古人和現代人解釋《瑜伽師地論》的

書，將它們選擇，選擇出了，就將它們集合起來，不是很好的不要，那些認為好的就

要它，就將它寫成一本講義《瑜伽師地論纂釋》，就是這本書，就是把唐朝到現在，

那些有關於解釋《瑜伽師地論》的，將它採集，太囉嗦的不要它，認為它有多少（一

些）不正確的不要它，那些講得好的統統都要，太過佶屈（文字艱澀 口抝 ）的，間中

我用現代的文言修改一下它而成這本書。

我准備，我預算准備是十二冊的，現在想想十二冊或不夠，或要十五、六冊都不

定，看看有沒有這麼長命能寫完它，因為如果你拿到我這本，差不多你就看了，看我

這本至少看了三、四家，至少看到四大家解釋《瑜伽師地論》的正文。解釋《瑜伽師

地論》由古到今大概有四大家。

第一位就是窺基法師，寫了本書叫做《瑜伽師地論略纂》，這個「纂」字，窺基

法師這套是最權威的了。第二個呢，就是一個新羅人做的，即韓國人做的，圓測法師

做的，哦！不是圓測法師做的，新羅人做的，那個叫遁倫法師，遁倫，遁倫法師，叫

做《瑜伽師地論記》，有得賣《瑜伽師地論記》，這套就搜羅當時的人的注釋，唐朝

那些人的注釋，搜羅得相當齊備，這是第二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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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家呢，就是唐朝很後期，有一位法師叫做清素，這位清素法師就用好淺顯的

文字來解釋《瑜伽師地論》，沒有甚麼特殊創見，但文字淺顯，這本來對我們好有利

益的，但是可惜不齊了，散失了，現在剩下幾本，本來幾十本的，剩下幾本，在哪處

有呢？有一套書叫做《宋藏遺珍》，裏面收了這套書。

最近臺灣，近這十年、八年，臺灣那間新文豐書局，曾經將《宋藏遺珍》影印

了，裏面就有清素法師的《瑜伽師地論義演》，《瑜伽師地論義演》是很淺，但可惜

不齊。這樣，古代就四（三）大家，（其中）一家不齊的。

近代又怎樣呢？近代最有名氣的研究《瑜伽師地論》，最有名的就是從前北京那

位韓清淨了。韓清淨花了幾十年心血來研究《瑜伽師地論》，在北京為學生講《瑜伽

師地論》，就寫了一本書叫《瑜伽師地論披尋記》，很好、很有價值，但是可惜文字

太深，初學的人非常之難讀，現代的這套。

那麼，計古代的呢，窺基法師一家，遁倫法師一家，清素法師一家，加上近代的

韓清淨一家，就這麼四大家。我呢，我是不成家的，就將四大家的著作解釋，捨短取

長，「纂」，我說明是「纂釋」，不是我作的，「纂」，「纂」即是集合起來，教給

你的，就是慳了你們的功夫，你就可以，初學不用看四冊、四大家的書都可以，看我

這本呢，差不多四大家的精華都巳經在這了。

同時我還加了新式的標點，新式標點，沒有標點，你真是很難看的，一有了標點

就為你解決了一半的難題。又將它分科，將它分析，整套書將它分科、分段、分章、

分節。分段、分章、分節是完全依照韓清淨的（分科）去分，都不是我的，我修正一

下，修改一下它。那麼這套書，我相信你研究《瑜伽師地論》，對你應該有好大的幫

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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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不信的話，你在這處請一套《論記》看一看，比較一下，你看《論記》於

看不懂的時候，你看我這本，你就看得懂了。那麼，關於《瑜伽師地論》的注釋就這

樣了。那現在我要解一下甚麼叫做《瑜伽師地論》？這個題目，這個題目又如何解釋

呢？現在我解（釋）了，先解釋一下甚麼叫做「瑜伽」。「瑜伽」，「瑜伽」此字的

梵文是 yoga，英國人讀它做 yoga 的，梵文 yoga ，yoga 譯做甚麼呢？相應，譯做

「相應」，相應，相應兩字是甚麼呢？含有兩個意義，英文的 corresponding，相

應，corresponding ；又呢，connecting ，聯繫，含有這樣的意思。

那麼 yoga 這個字最初是甚麼呢？最初的意思原來是「牛軛」，後來就引申作

「相應」的解（釋）。「牛軛」，甚麼叫做「牛軛」呢？一隻牛，你想牠乖乖地耕田

呢，你要怎樣呢？找些曲的木，這樣的，像個叉一樣的，叉住牠那條頸，之後綁住

牠，那時候你在後面趕牠就聽話了，「牛軛」，如果你不拿那個軛叉住牠的頸呢？牠

不聽你話的。

牛的力氣很大的啊！牠力雖大，你一叉住牠的頸，拉住那條繩，牠不會了，同時

貼著牠的鼻，那樣牠就聽話了。那個「牛軛」，這即是說意思如何呢？就是說我們的

心啊，我們的心就等於好像一隻牛一樣，很不聽話的，但給一個軛一叉住了，那個心

就乖乖的，那個心就好像一隻牛啊！就乖乖的好聽話了。

那意思就是甚麼呢？我們心不聽話呢，我們打坐的時候，用一些東西來控制住那

個心，那個心就乖乖地聽話了，即是把我們的心控制住了，這樣的解釋而已。由「牛

軛」的意思變現為「相應」，那麼控制住了心就是相應了，我們坐下來靜靜的，那個

心一點都不散亂，這樣就是甚麼呢？與真理相應了，是這樣的意思，相應，叫做

yoga 。學 yoga 呢，本來是「相應」的解（釋），在印度各宗各派，印度各派的，

不論是佛教和外道，都很注重坐禪的，現在所謂坐禪，坐禪，即是說很注重瑜伽的，

很注重 yoga，所以 yoga一字不止是佛教的字，婆羅門教又是修 yoga的，各宗各

派，除了一派唯物論之外， （全部）幾乎都修冚嘭唥 yoga的，都坐禪的。

7



那麼佛教呢，亦不免坐禪，而且佛教有很好的 yoga 的方法，除了佛教之外呢？

留意 yoga 的有一派，就叫做 yoga 派，yoga 派，一派外道叫 yoga 派（瑜伽派），

現在那些甚麼呢？都很多人去學呀，打倒掟（身體倒立）呀，又運氣那些呢，那些就

走了那條路了，走了氣功那條路了，印度的氣功叫做 yoga，其實 yoga就是坐禪的

解（釋）。那在佛教裏面的 yoga，不止是「相應」這麼簡單的，即所有與「坐禪」

有關的方法都叫做 yoga 。

這個 yoga在佛教裏面有廣義、狹義之分，有廣義的 yoga，有狹義的 yoga，廣

義即是意義很廣闊的，那是甚麼呢？所有一切佛經和佛經裏面所講的道理，依著佛經

去修行，由修行所證得的果，即是說不論大乘、小乘，所有教、理、行、果，統統叫

做 yoga。這樣你會問：「為甚麼這麼奇怪呢？yoga是相應，那與教、理、行、果有

甚麼關係呢？」答案就是有關係。為甚麼呢？佛教即佛的 teaching，佛的教訓，佛

的教訓就與真理相應的，不是憑空來的，是嗎？教和理相應的，依著佛的教訓去修

行，佛教徒依著佛的教理去修行，所以修行就與教相應的，明了嗎？

由依著教修行，就會證果的，這教與果又相應。那麼理呢？理和教又相應固然是

這樣，我們修行要依著理去修行的，理又與行相應，依著理修行可以得果，這個理又

與果相應。那麼行呢？行又與教相應，行與理相應，剛剛說過了，依著這個行可以得

果的，行與果相應。 （全部）這四種都互相相應的，所以廣義來說，佛教裏面冚嘭唥

所有一切那些教、理、行、果都叫做瑜伽。

狹義呢？這個意義比較窄的呢？所謂瑜伽是指甚麼？是指佛家各宗各派都要修的

止觀，或者叫做觀行。修觀和修行，這種修觀的行為和修止觀，止觀叫做瑜伽，即是

說瑜伽者，即止觀，瑜伽就是止觀，狹義的。那我們現在這《瑜伽師地論》，這個

「瑜伽」是廣義的呢？或是狹義的呢？廣義亦得！狹義亦得！不過主要就是狹義的，

主要就是教你如何修止觀。明了嗎？「瑜伽」兩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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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師」，一加個「師」字就有一番說話要講了，「瑜伽師」的梵文字

「yog c raā ā 」、「yog c raā ā 」，「yog c raā ā 」的「yoga－ c raā ā 」兩字是兩個意義

的梵文，第一個意義是老師，譯做「師」，譯做「teacher」或者譯做「master」，

「yog c raā ā 」譯做「yoga master」，即教止觀的老師，但「 c raā ā 」這個字的第二

個意義（是）「修行」、「行」、「修行」，當「修行」的解（釋），「修行」、

「修行」即英文的 endeavour，修行，即修行的解（釋），所以「瑜伽師」這個字

（詞）在梵文「 yog c raā ā 」舊時我們中國人就譯做「瑜伽師」，即「 yoga

master」，教人修禪定的師父，教別人修止觀的師父。

但是西方人就多數將那個「 c raā ā 」譯做「修行」，「yog c raā ā 」譯做「瑜伽

行」，明白了嗎？在當時無著菩薩那些弟子，那派人，那些人稱它做甚麼呢？稱它做

「瑜伽師派」，「瑜伽師派」，或者簡稱做「瑜伽派」，或者叫做「瑜伽宗」，但又

有人譯做甚麼呢？叫做「瑜伽行派」，亦得。

所以現在你讀一下近人的書，就不叫做「瑜伽派」，叫做「瑜伽行派」的，瑜伽

行派即是瑜伽派，亦即是瑜伽師派。我就不主張用「行」字，（用）「師」字，因為

瑜伽師，即是常常坐禪那種人，坐禪有相當效果的這種人叫瑜伽師。

日本人（的做法），歐洲人怎麼譯他也跟著怎麼譯，那些歐洲人譯做「瑜伽

行」，瑜伽行的人即是常常坐禪的那種人，坐禪有相當效果的這種人叫瑜伽師。日本

人喜歡跟著歐洲人的譯法，歐洲人譯做瑜伽行，日本人又跟著瑜伽行。而我們中國的

所謂新人物，那些新一派學佛的人都跟著日本叫瑜伽行派，甚至到連我的學生王聯章

寫的東西都要跟著，害怕別人說他不夠新呀！那樣又叫做瑜伽行派了，那個霍韜晦又

是瑜伽行派了。

我見到這樣，間中（有時）我寫的時候，亦都用一下瑜伽行派了，其實呢，用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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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師，尤其是在這本書裏面。所以《瑜伽師地論》如果照西方人的譯法是《瑜伽行地

論》了，就是依著瑜伽去修行的那些地，明白了嗎？瑜伽師又叫瑜伽行，指人來說叫

瑜伽師，指事來說叫瑜伽行。

「地」是甚麼呢？「地」是階段，階段，我們走路是一個個階段的在地上走，不

然就跌倒了，我們依著（地）而行（走），沒有地，我們怎麼行（走）呢？瑜伽師所

行的地，修瑜伽行的人所行的地，這就是《瑜伽師地論》。

「地」字當（作）甚麼呢？當（作）地下的解釋，本義就當（作）地下的解釋，

引申來說，應該當（作）甚麼呢？都是當（作）階段，一段一段的，所以那些英國人

是譯做「stages」，階段。「Yoga Master Stages」。「瑜伽師地」或者「瑜伽行

地」。

「論」，這本論不是佛說的，而是那些菩薩做的，佛的弟子做的，就不稱作經，

稱作論。這部論是講甚麼的呢？是講那些修行瑜伽的人一段一段的階段，所以叫做瑜

伽師的地。如果以我們的分析是甚麼？瑜伽的師，是嗎？那個老師是瑜伽的師。地是

甚麼的地呢？是瑜伽師的地。甚麼的論呢？不是第二種論，是瑜伽師地的論。

（你們）會不會解釋呀？這個是題目了，那麼瑜伽師有甚麼地呢？瑜伽師地總共

有十七個地，十七個地，所以《瑜伽師地論》又叫做《十七地論》，題目就解釋完

了。這樣，你們就要找這本書了，沒有這本書要怎樣講呢？是嗎？實在只有這處可以

買得到，我這一本是這處買的，你買別的也可以，買《倫記》吧！你去好多地方買得

到，不過《倫記》一買就要買一套，想買一冊是不行的。

好了，這個作者呢，你看一下這個，這個就是彌勒菩薩的像，這個彌勒菩薩的

像，現在藏在日本京都那間廣隆寺裏面，是木刻的，相傳是唐朝的時候留到現在了。

這樣，人人現在以為那個大肚腩的是彌勒佛，那不是，那個是布袋和尚，那些人說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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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彌勒化身而已。這個彌勒的像，這個才是，這個像是唐朝的人是用這個像的，是明

朝以後才用大肚佛的。大概唐朝的法師在印度帶過來的，和玄奘法師在印度帶彌勒菩

薩的像回來的。大概就是這個像，這個是不穿衣服的，（因為）印度很熱的。

現在真正的彌勒像就有兩種，一種是西藏人修法的時候用的，那些鎏金的佛像，

這處好像有的，有嗎？彌勒像的首戴著五智冠，五佛冠，戴了五佛冠，兩隻腳垂下

的，不蹺的，因為他當來下生（的）時候， 備下生凖 ，費事蹺腳，所以彌勒佛像普通

就不蹺腳的，現有蹺腳的密宗那些彌勒菩薩像，有些蹺腳的，那隻手是這樣的，兩隻

手寶珠，兩隻大指和食指，拈著好像一粒珠一樣，這個叫做寶珠印，兩隻手結一個寶

珠印。兩隻手這樣，彌勒菩薩的兩隻手就是這樣了，右手結的寶珠印輕輕向外，左手

好像逗著一樣，即是他說法時的那種狀態，兩個寶珠印一合起就是說法印，釋迦佛說

法、彌勒佛說法的時候的那個姿勢，彌勒菩薩的印是這樣的。那些密宗的人修彌勒的

法，念彌勒的大咒時候就結這個印。

觀想彌勒菩薩，那個彌勒菩薩的樣子也是這樣的。西藏的大喇嘛畫像的時候，也

是用這個印的，都是畫成那對手是這樣的，因為他說法的形狀，這個說法印。彌勒菩

薩的相普通（有）兩種，一種就是天王身，好像天王一樣，好靚的，有瓔珞、五佛冠

這樣，那手結印，結的印之中，每一粒寶珠都拑住一枝花，這枝花從後面繞過來，繞

過了手 ，吊起上面，兩朵龍華樹的龍花，好像蓮花一樣的，這個印是這樣，每隻手踭

拿著一枝花，那枝花在後面繞過。有嗎？沒有，沒有。《唯識方隅》有沒有？《唯識

方隅》那個就是。

那個天王身的像是這樣的，這個是比丘身的。印度的比丘，平時熱的時候，他的

衣服放了下來，本來比丘是披著袈裟的。彌勒菩薩相傳，就說在釋迦佛的時候，好邋

遢（隨便髒亂）的，好邋遢（隨便髒亂）的，連衣服都不穿的，說他不多守戒律，你

看一下《彌勒上生經》，優波離是這樣說，問釋迦佛：「您釋迦佛！」叫他一聲。

「世尊啊！為甚麼您說那位彌勒比丘的威儀不是很好，戒律又守得不是很好，為甚麼

您會說他當來成佛呢？」你看《觀彌勒上生經》。

11



這個像就是比丘（身），邋邋遢遢（隨隨便便）的，那件衣服又 起了，這個像掹

就是唐朝的人的像，大概是那些日本留學生來中國留學帶回去了。那這個像就叫做支

頤（思惟）像，就不是結說法印了，「支頤」，一隻手結說法印，這樣，結說法印，

就托著腮，即表示他想東西，如何救度眾生呢？這個叫做支頤（思惟）像，很有名

的，這個是日本的第一號國寶。

學生：「羅公，這個是不是想出來的？他畫的時候，構造是不是靠想像出來的？」

羅公：「肯定靠想像，凡佛像都是靠想像的，誰會見過呢？」

學生：「不是呀，釋迦佛也有人見過啊！」

羅公：「初期刻腳板而已，所以佛去過哪裏，就在哪裏整個大腳板，就說佛的腳踩過

了。其實不是！即是表示那隻腳板，表示釋迦佛到過那裏，是這麼解釋。」

斯里蘭卡有個佛的腳跡，這麼大一個腳板，佛的腳哪有這麼大隻啊？是嗎？舊時

初期就沒有，在佛的時候，那些雕刻都還不是十分進步，未刻得很漂亮，不容易刻得

好像釋迦佛那樣，所以釋迦佛到的地方，那些人崇拜到整兩隻腳的形狀鑿在那處，這

樣表示佛到過這處了，佛跡了，一造了佛跡，那些人其實當時造了佛的腳跡，表示佛

到過而已。

後來的人就變成迷信了，就以為佛的腳真是這樣大踩了下去，變成這樣，佛何必

要這樣做呢？是嗎？你造成這麼大的腳幹甚麼呢？是嗎？無謂啊！所以在當時未曾有

（佛）像，很後，佛滅後很多年的時候，然後那些人才流行造佛像，雕刻進步了，用

石來刻，後來用石刻，進一步就用木刻了。

現在的經就傳說有一個天壇像，釋迦像在世的時候，有一個天壇像，這些只是這

麼說，那個時候哪有木刻刻得這麼漂亮啊！或者木刻都有，木刻容易，石刻就難，是

嗎？不過這個日本第一號國寶，你再找也找不到第一流的古董，叫做支頤（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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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彌勒菩薩像。

現在去到韓國，你找彌勒菩薩像，就沒有的，沒有大肚腩那些（像），全部都是

這樣的像，你去到韓國，你想看一下模仿這個支頤像，大小一樣模仿的，你去尖沙

咀，尖東區有一間大韓航空公司，進去大韓航空公司有一個金色的像，好像一個人那

麼大，就是這個像，模仿這個支頤像，金（色）的，是用銅來做的，不過沒有這個漂

亮，這個漂亮。

那現在的這個像是這樣的，那些人去日本影了（相）回來，在日本可以有得買，

在廣隆寺，廣隆寺那個很漂亮，比這個漂亮，但是側面，供養佛沒有人用側面的吧，

肯定用正面的，是嗎？而且半截身的，哪有人供佛用半截身呢？肯定用全身、正面全

身的。

那個，但是側（面）的特別漂亮，這個你去廣隆寺買就是側面的，好漂亮的。我

這個是那些人在他正面影的，影了回來就走去找一個大陸來的畫家，油畫家，影了之

後，我把照片給他叫他放大，現在這個放大，現在在我的家裏供養著，這個就是法相

學會的財產了，掛了在我家裏，我就將它影了，有這件事。

那麼這《瑜伽師地論》，有關這個「緒論」我就已經講了。是嗎？好，現在看一

下內文了，這個就是玄奘法師，這個譯者大家都知道了，是吧！下面的科判你們看

了，如果你有，沒有的就⋯⋯

這個科判，科判者，即是分科了，即 analyse，將整本書 analyse，那麼這科

判，佛家對那些經書甚麼的，科判是最正了，科判就是韓清淨的科判，我就拿了韓清

淨的科判，沒有全依照它，大概改了它千分之一，即是它有很多太微細的我不要，

我現在的仍然是微細，我還想簡化一些，不過現在已經印製第一冊了。如果將來再版

的話，我有兩件事要做的，第一，再版的時候，將那些科判簡化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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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把那些文字再淺（顯）一些，將那些文言盡量白話化，做得多少是多少。

這樣，這個是科判，整冊書將它來分析，就這樣。科判佔了很多頁，哦！整疊科判

啊！這麼大疊的科判，這麼大疊。大家最好，你如果有書的時候，學一下看佛經，你

不要樣樣都靠老師才行，靠人不是辦法的，要自己看，自己看當然要懂文言文，不懂

的話你就要補習一下國文了，沒有別的辦法，是吧？你學一下看書，有誰要的，最好

能夠現在記著先拿了。你可以學一下看經，我訓練你們看經。

第一頁，你在這揭開看，第一卷，彌勒菩薩說，唐三藏沙門，沙門就是出家人，

三藏都了解的，都通（曉）的，就叫三藏沙門，又叫做三藏法師。這個玄奘，不知何

解？玄奘的奘（粵音壯）字，那些人讀慣了玄奘（粵音莊）。玄奘法師奉詔譯，你看

到「奉詔譯」這幾個字，你不要小看它，「奉詔」兩字很重要的，是不是捧封建啊？

是不是捧保皇帝啊？不是！奉詔譯即是有證明這本書翻譯不是假的。

有「奉詔譯」即是說當時記錄了，是有一個譯場，是政府支持他的，這樣，而且

很可能譯了之後，會將那本書呈上一本給皇帝。那麼這奉詔譯的用處是怎樣的？等於

你買了一幅地，那張契，有田土廳的那張契，即是證明這幅地是你的。因為不是奉詔

譯就產生很多問題，例如《楞嚴經》就沒有奉詔譯了，私人譯的，所以現在的人說它

真假有問題。

這樣現在搞得有個人叫做呂澄，呂澄先生，這個是我老師來的，他寫了一篇叫

《楞嚴百偽》，他舉出一百一十幾點說這本書，在《中國哲學》第四卷、第十四卷才

對。有些人很嬲（憤怒）了，這麼好的書，你說它偽？我聽到最近就由愍生法師反

駁，聽聞而已。一有奉詔譯就沒有人敢說偽了，即是說你張契(約）有田土廳的印，

誰敢問你？如果你沒有呢？就有問題了。那個韓清淨原來是他科（判），我就沒有照

足他的，所以加上了「原」字（韓清淨原科），我只是學習，我就不是著作的，所以

我「學」（羅時憲學）。你看一下，那本《瑜伽師地論》就分作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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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叫做「本地分」，本地分者，即是講資料的，那些全部是資料來的，未

曾判斷的，未曾檢討的資料，本地分。本地分裏面就有十七個地，十七個地，「本地

分」是全部書裏最重要的部分，就有十七個地。十七個地之中，第一個地叫做「五識

身相應地」，五識就是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叫做五識。甚麼叫做身啊？

「身」字表示「眾數」，即英文那些 plural number加個「s」在尾，五識有五個，

是多數，所以加個「身」字。那些名詞，如果是眾數的就加個身字，「五識身」。

「相應」，怎樣與「五識身」相應啊？即是這一地所講的東西都是與五識有關

的，這「相應」兩字，譯做英文，那些人譯 connected with，connected with 即是

有關的，即關於五識身相應。有些西人譯做 regard with ，即關於，即關於五識身

的。

「地」，這個地在十七地之中，就是第一地，第一。這樣，你們先學一下看書，

一開首，那些佛經裏面多得很，你看一看「初發論端，以六門辨析」，辨者就是明

也，說明，解釋。

第一，「敘所為」，就是敘述為甚麼彌勒菩薩要說這部《瑜伽師地論》，「所

為」，為了甚麼說。

（第）二，「彰所因」，彰即明，彰即說明，明也，說明這本《瑜伽師地論》產

生的因由。

（第）三，「明宗要」，宗要即是中心思想，扼要，扼要的義理，說明這本書的

中心思想。

（第）四，「顯藏攝」，那個「顯」字與「明」字、與「彰」字一樣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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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都是「說明」的解（釋），說明這本書在經、律、論三藏是屬哪一藏，

「攝」即是哪一藏收進去的，當然是論藏了。

（第）五，「解題目」。

（第）六，「釋本文」，第六部分然後就是解釋的了。

那麼現正我們看一下，彌勒菩薩為甚麼做這本《瑜伽師地論》。第一，「敘所

為」者，印度當時有一位菩薩，叫做最勝子，最勝子這位菩薩就做了一本書，叫做

《瑜伽師地論釋》，解釋這本《瑜伽師地論》的，現在這本書有整套西藏文。中文

呢？玄奘法師譯了第一卷，在藏經裏面有這本《瑜伽師地論釋》，就釋有十番兩緣，

即是一孖就有兩 ，緣即原因，一孖就兩緣，十番就是十次兩緣，「今為取五」，現缘

在我老羅只是拿了五個，就不拿十個這麼多，我嫌十個就嫌它囉嗦了一些。

第一，一「為聖教隱沒者重開顯，未隱沒者倍興盛；」為了使到佛的聖教未曾隱

沒的重新開顯，顯字就是讓人了解，已經隱沒的重新開顯，未隱沒的能夠加倍興盛。

第一。「及有情界中有種姓者出生死，無種姓者離脫惡趣。」那些眾生，所有眾生

界，有情界即是眾生，眾生界裏面那些有種姓，有種姓即是甚麼？有成佛的無漏種子

的，種姓是指成佛的無漏種子，有成佛的無漏種子能夠，不是，有無漏種子不一定成

佛，能夠成佛或成羅漢的無漏種子的出生死。無種姓呢？唯識宗認為有些人沒有種

姓，不能成佛的，亦不能成羅漢的，那些無種姓的就脫惡趣，不用在地獄、餓鬼出

生，能夠脫離惡趣。（這是）兩緣了，一點一撇（；）之前一個緣，一點一撇（；）

之後第二個緣。

第二，「為捨無見及有見故」，為了利益眾生，有一種眾生執著一切都無的，要

捨棄這種無知，有些人執著甚麼都是有的，就令他捨棄那些有見，即是令眾生立於中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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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為成就菩薩姓人，唯依大教， 於諸乘文義、行、果生巧便智，斷徧

障得果，自他俱利；及二乘、無姓，亦依大教，各於自乘文義、行、果生智斷伏，得

自乘果，離惡趣故。」

第三就說，為了那些甚麼呢？為了那些成就菩薩姓的人，即有種姓的人，令這種

人「唯依大教」，依大乘的經教，就能夠「 於諸乘」，諸乘即是甚麼？大乘、聲聞徧

乘、獨覺乘。「諸乘文義」，文義即是清楚那些文字和義理。

「行」（就是）修行，「果」就是他所證的果，對於文義和行能夠生起一種巧便

的智慧，巧妙便捷的智慧。這樣因此能夠斷障，斷除所知障，煩惱障。「得果」，證

得佛果，這樣於是他能夠自他俱利了。

那麼，那些只是甚麼呢？只是聲聞乘、獨覺乘不能學大乘，沒有大乘種姓的人怎

麼樣呢？你看，「及二乘」，那些聲聞、獨覺乘的人，「無姓」，還有一些無種姓的

人，那又怎樣啊？他亦可以「亦依大教」，亦依著大乘的經教，「各於自乘文義行

果」，各人就他本身的姓，「生智」，對於他自己那乘的東西生起智慧。

如果他是聲聞乘、獨覺乘呢，就斷除煩惱；如果他是無種姓的，就暫時壓伏煩

惱，「斷伏」。「得自乘果」，各人得到他自乘所應得的果。「離惡趣故」，雖然是

無種姓的人，都可以離開地獄、餓鬼的惡趣。

第四，「為執 邪教不信大乘者」，對這種人，「及於深理種種意趣迷亂誹毀着

者」，他說有一種人對於深奧的義理他不懂，不止不懂還隨便誹謗，「令生信解

故」，令他生起信解，令他了解之後起信。

（第）五，「為顯三性有無及世間、道理、證得、勝義四法門故。」「三性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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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呢，大家如果你聽過淨達法師講，講甚麼呢？講《唯識三十頌》的呢，你就知道

甚麼叫做三性了。「三自性」，知不知道啊？有誰（知道）？學生：「遍計所執性、

依他起性、圓成實性。」對了！沒錯了！

「三性有無」，「遍計所執性」就是無的，是嗎？「圓成實性」就是有的，「依

他起性」就是幻有，就不是真有，「圓成實性」就是真有，有些有，有些沒有。「三

性有無」以及甚麼？「道理」有四種，一種「世間」，「道理」，「證得」，「勝

義」，「四門」，會不會解呢？這個？這四種沒有講，因為《唯識三十頌》沒有的，

是嗎？那就沒有了。

這樣，我順便在這講一講給你聽，你們現在常常聽佛經說「二諦」，常常說有

「二諦」，這些「世俗諦」，那些「勝義諦」。「二諦」怎麼來的？龍樹菩薩這樣

講，龍樹菩薩他說：「世間的真理有兩種。」

你聽一下，世間的真理有兩種，一種就叫做勝義諦，又名叫做真諦，這種真諦是

甚麼？是那些懂得佛理的人才可了解的，如果你教人讀佛經，你教那些懂得佛理的

人，應該將真諦教給他知道。那甚麼叫做真諦呢？真諦者，即是說這個世界裏面，眼

所見，耳所聞等等一切的東西，都不外是眾緣和合，偶然而來的，那些緣一散了，這

些東西就不存在了，是不是這樣講啊？

這樣，所以種種東西，我們眼所見、耳所聞的種種東西都沒有一個永恆不變的實

質，是不是這樣解（釋）呢？這個沒有永恆不變的實質就叫做「無自性」，是嗎？聽

不聽得清楚啊？如果他們未能解釋清楚給你聽呢，或者你瞌眼 （打瞌睡）沒有聽，瞓

你現在就可以補聽了。有沒有聽啊？聽明白了嗎？

這樣就叫做無自性，甚麼叫做自性？一種永恆不變的實質。沒有的，就叫做無自

性。沒有了，為甚麼會見到啊？眾緣和合的時候就出現，那些緣一散就沒有了。好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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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整個人在這裏，都是要眾緣和合，然後你就出現的，到了幾十年後，那些緣一散，

會怎樣？變死尸了，是嗎？不是人了，已經，所以你呢，無自性，無永恆不變的實

質。你如是，他、她、他、她，所有個個（都如是），包括了我，是吧！全部的人都

如是的！無自性，無自性又名叫做「空」，是吧，「空」，種種東西都是無自性的，

是空的，都是眾緣和合才有的。這個「空」的道理就叫做真諦，叫做勝義諦。是不是

這樣說啊？這樣，如果你對那些懂得佛理的人，你就應該用勝義諦，用真諦來教他。

如果那些人不懂佛理的呢？就怎樣呢？不懂佛理的人，你就不要和他說這些真諦，你

就要和他說世俗諦，世俗人都（認）識的那類見解。

這個世俗諦，種種東西都是用有形有象可見的和他說，講到他樣樣都了解，就點

化他說：「你那個我是沒有實質的，不只那個我沒有實質的，種種東西都沒有實質

的。」這樣講下去，用世俗的說話講，這些就叫做世俗諦。明白嗎？這樣，你對那些

真的不能夠很明白佛理的人，就用世俗諦去跟他說。這就是二諦，好多東西有二諦

了，好了，二諦又怎樣呢？他說：「二諦的每一種諦都有四級的，都有四級的。」

這個，上面說的就是勝義諦，即真諦。我們是世俗人，不是勝義。下面才是世俗

諦，這邊是勝義諦。俗諦呢？本來就沒有那個「我」的，但是你人人都執著有個實

「我」，是嗎？本來實法是沒有的，你又執著它是實法。沒有那樣就執著那樣，這些

只是世間的見解，那些蠢人給無明遮住了才會有的。那麼這些叫做甚麼？俗諦。是世

間的世俗諦，最淺的世俗諦，簡直不合理的這類，「世間世俗諦」。執著有種種東西

是實的，就是世間世俗諦，勝義有沒有份呢？沒有的，勝義沒有它份的，最低級的，

世間，勝義裏面沒有世間的東西。高一點就叫做「道理世俗」了，世俗就是世俗諦，

世俗諦就是世俗諦了，但是它確是有些道理的，就不是世間那些文盲都所認識的那麼

簡單，這些叫做道理世俗。那些執著有實我、實法的叫做「世間世俗」，例如是甚

麼？

執著見到黑的地方又說有鬼，手壓住心口不能動的，就說有鬼壓了，這些就是世

間世俗。是嗎？至到道理世俗是甚麼呢？那些科學家講這個世界怎麼來的，這個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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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例如這個粉擦不是真有的粉擦，這個粉擦是甚麼？不外那些原子排列成這樣而

已，整堆原子，實在是沒有粉擦。現在原子又是甚麼？不是真的有整粒原子的，裏面

就有一個原子核，側邊有很多電子繞著它，即是有些電子，中間主要就是質子在這

裏，帶陽電的，側面繞著它的電子，帶陰電的，繞著它，只是這樣，那即是這個粉擦

不外是一堆電子、質子，是這樣而已。

整個地球也是如此，講很多道理出來，這些就是道理，叫做道理世俗，仍然是世

俗，但它卻是有道理的，道理世俗。這樣道理世俗對不對呢？是對的啊！科學家講的

東西不是不對啊！道理世俗，那麼在勝義諦有份嗎？有，給它一點地位，就叫做「世

間勝義」了。雖是勝義，但它不是真正很厲害的勝義，比較世間人所講的，又說有實

這實那的，高級一點而已，超過世間世俗就叫做世間勝義。即是這一級高過那一級，

道理世俗即是世間勝義，聽不聽得明白？這樣就高一點了，是嗎？科學、哲學這些

了。現在講唯識的是哪些啊？都是道理世俗而已，是嗎？如果你真的體驗到唯識，就

高級一些了，如果只口頭說的話，不過是道理勝義啊！

再高一點的呢？世俗就世俗了，但他真是體驗出來的。即是甚麼呢？四諦、十二

因緣這些，那班羅漢確是體驗出來的，不是憑空說的，是有證得的，有證（得）的意

味的，有實證的意味，但是，講得出的都是很粗淺的，都是世俗，叫做「證得世

俗」。證得世俗在勝義諦裏面更加有地位了，它這個是怎樣的呢？證得世俗是勝過道

理世俗了，就叫做甚麼？叫做「道理勝義」了，比較那些道理世俗是勝一籌了。

道理勝義。那麼，這個我舉個例子，這個舉個甚麼呢？實我實法，執著有實我、

實法的，這些就叫做「世間世俗」。「道理勝義」是甚麼呢？五蘊、十二處等，甚至

滿口講唯識的，這些都是世間的，這個即是這個來的。「證得勝義」例如是甚麼？四

諦、四諦、十二因緣，這些真是有班人證出來的，證得世俗、道理勝義，這樣聽不聽

得明白？難明一點了，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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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仍然是證得啊！但仍然講得出的都不是最高啊！那就是甚麼呢？世俗諦之中最

高級的了，勝義的世俗，講甚麼？涅槃、真如、佛性這些，真如、佛性之類等等，這

些是勝義世俗，最高級的了，世俗諦之中它最高級，但在勝義諦裏面還不是最高級，

因為還講得出，還說得出真如，所以是甚麼？證得，是證得，是比較「證得世俗」高

級一點，「證得勝義」。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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