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果識…。如果你是一個普通的，不要說…。可能多倫多是很好的，如果在香

港，在其他地方，你入了一個佛教的會，不得了。每年的捐款，七月十四是盂蘭節，

這些都是荒渺無稽的事情嘛，是不是？佛是用來度那些蠢人的。啊！在盂蘭節大做水

陸（法會），是不是？一做呢，少則籌一百幾十萬，多則三幾百萬。

同學：「做水陸。」

教授：「收了那些錢，你去辦一間醫院是很好的，建一間孤兒院也很好。不是的，各

人藉著做水陸的時候，很多人在那處皈依。扮師父，（讓人）送錢給他。譬

如你是一個大和尚，在報章上就吹他是某某高僧。那些人就去找高僧來到皈

依，富有的少一點也要五百元。我知道香港有一個銀行家，每年去拜年，一

定送十萬元一張 cheque（支票），送一張恒生銀行的 cheque給這一位大和

尚。另外有一位…。嗄？」

同學：「何解？」

教授：「總之是有這樣的一個人，是女人。」

同學：「為何要送？」

教授：「笨，世界上有一些是很笨的。明知…，你知道嗎？世界上明知經常吸煙會致

癌，他亦照吸。世界上是這樣的。」另外有一個大富人，香港十名內的首

富，每年都一定送十萬元給洗塵法師。嗄？十萬元，必定的。一個女人，某

銀行家太太，每年送給現在的一位大和尚，不是洗塵。另外一個就送給洗

塵，現在不送了，他不送給洗塵了。因為洗塵搞出事了，有了精神病。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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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有了精神病，他就不送給洗塵了，就轉向送給那個了。」

同學：「…」

教授：「不過也好，他轉送給那個好，我都很讚許他。有一次送，好像送了八千萬，

建了一間不知是老人院或什麼院，建了一間老人院，八千萬元。我看過它的

圖則，那個和尚帶我去看過，某某人送了八千萬。好，我說好，是不是？此

事是這樣的。」

佛教徒現在自覺，覺悟了，已經覺悟了。以前不是的，專做死人功夫，不做生人

功夫。這樣，宗教和宗教之間，我們很多…。佛教徒的經典，手上有很多利器，如果

大家找一個人mark著邏輯來到鬧，他必定輸的，因為佛教徒最擅長於辯論的。是不

是？但是不好，爭辯最沒有用，是不是？你教兒子，你和他講道理，他不會聽。你拍

拍他肩膊給他一粒糖吃，「如此，如此。」之類，他便會聽你的話，是不是？好了，

我們看看《百論》。《百論》你讀不讀都可以，是不是？不過它有這些好東西，「是

為大乘的空宗」。即是有經又有論，合而成為一個稱作什麼？空宗，是不是？那個宗

派稱作什麼？sect，是不是？因為它是什麼？「以其空一切情見。」「情見」者即主

觀的見解，主觀情感的見解，「情見」。「封執」，「封」者閉也，一種封閉的執

著。

它破除封執來到顯示法性，「法性」即是 reality，即是什麼？實在。有沒有問

題？「故名空宗，亦名法相宗」。「法性者」，記住「法性」即是 reality，是不

是？「法性者」即是「宇宙之實體」。宇宙實體即是 final substance，最後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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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是不是？亦即是 reality。「即真如也」，佛家就稱為真如。「此宗又名中觀

宗，則從龍樹（猛）之《中觀論》得名。」因為《中觀論》是很有名氣的，所以把大

乘空宗又稱為中觀宗。最通行的便是中觀宗了，如此由空輪就產生中觀宗，空宗了。

另外，有輪就產生了唯識宗，有宗了。「無著、世親」，他們是兩兄弟來的。「遠宗

《深密》」，遠一點來講，他這個崇尚《解深密經》，《深密》即是《解深密經》。

《楞伽經》，「遠宗《深密》、《楞伽》等經」。「近承慈氏」，這一位就是慈氏，

現在這個像，這個便是慈氏。英文把梵文翻譯過來，稱作 Maitreya。「Maitre」即

作慈悲解，「ya」是表示這個名詞是作為 object的，便在後面加上一個「ya」字，

是在文法上的——Maitreya。Maitreya應譯作「梅呾利耶」才對的，但以前的譯

音，Maitreya 他譯作彌勒。大家以前讀作「Maiya」，「Maitreya」他讀作

「Maiya」，所以便譯作「彌勒」了。

現在的人很「離譜」（不靠譜），弄出一個大肚佛，弄出一個大肚和尚，說這個

是彌勒佛。彌勒佛又怎會是一個大肚和尚呢？這個比較建制，這個就是什麼呢？這個

就是日本京都那間廣隆寺，廣隆寺裏面有一個大概是唐朝時候的人彫刻，  木彫的，

這個像就是日本的第一號國寶，在藝術上日本人認為它是第一號國寶。我們把它拍了

照，找了一個寫油畫的人，請他把照片畫成這個相狀，但那個形狀就是唐朝的彌勒菩

薩之形狀。彌勒菩薩為何是這個樣子呢？這個樣子可能是那些唐三藏，三藏法師在印

度留學回來，所拿回來的彌勒像。唐朝的人就照著那個彌勒像刻成木刻，唐朝的彌勒

像一般都是這個樣子的。唐朝有很多韓國的留學生來到留學的，圓測便是其中一個。

他又把這個像照著做，拿回韓國。現在韓國你看看，大韓航空公司裏面不是有一個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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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像的嗎？那個便是這個像了。即是模仿，模仿日本那幾個像，那個像是蹺起一隻

腳，在藝術上名為支頣像。在造形藝術上，這個支頣像是很有地位的。就是坐著如此

托著（面頷）的，即是在想辦法來度眾生的意思。頤是這處，下巴謂之頤，以手指輕

觸著頤，輕觸著它——支頣像。

同學：「這個現在市面上賣的大概是…。」

教授：「這個呢，大家隨便看看。如果有需要的，可以拿回去。大家隨便看看，這個

就是正式的影本。隨便看看，大家傳閱，正正式式在那處拍回來的像了。誰

有需要的，拿吧。這些東西要流通，不要放在一邊，放在一邊發霉是沒有益

的。誰要？這個像是好的，這個像在廣隆寺可以購買到的，是明信片來的。

廣隆寺、…裏面有明信片，就是這一個像，這張是明信片來的。這個特別因為

是用來供養的，就自己拍照的。畫的那張不漂亮，那個像差得遠了，真怪不

得它是第一號國寶，你看這個像多美！正面拍的沒有這麼美。」

同學：「羅公，現在市面上人們所講的那一個大肚佛…」

教授：「唏，那個大肚佛。最弊的是那些寺門裏面都放一個大肚佛。…」

同學：「如何得會流傳呢？」

教授：「…以前有一個名布袋和尚的，布袋和尚他好像有一點點神通。

這個人又是很好的，人們便說他是彌勒的化身，於是漸漸地便用了他的像作為

彌勒像。所以有時候我們是中國人，我們真的要改。中國人的思想有時候是很籠統

的，很『求求其其』（不認真），差不多那樣子。中國人的思想，這點真是要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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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那個布袋和尚怎會弄出什麼的呢，是不是？譬如有些人傳說毛澤東是那一條豬婆

龍托世的，要不你在毛澤東時代弄出一條豬婆龍吧，是不是？大陸是這樣傳說的嘛。

沒有的。他說有一種龍名豬婆龍，好像豬那樣的龍，人們說毛澤東是豬婆龍出世的。

又說蔣介石是烏龜精托世，說蔣介石出生的時候，他的媽媽以前專門與和尚當義工。

蔣介石的媽媽在寧波雪竇寺，專替和尚做義工。雪竇寺是很美的，在寧波雪竇寺做義

工，她想做功德，那些和尚有一些袍、襪破爛了，她為他們義務補破。天天在那處做

義工，天天在那個放生池，那些寺裏面有一個放生池，讓人放魚、放烏龜。有一隻大

烏龜，很大的。他媽媽有一天坐在放生池傍邊，替和尚補破襪、補破衣。她有了身

孕，剛剛那天她作動要生孩子。那天那隻大烏龜死了，人們便傳說他是烏龜精托世，

世界上的事都是這樣傳說的。而剛剛共產黨要渡江之前沒有多少日，在焦山，即是京

口過一點。南京往西（東）一點不是有一個鎮江嗎？鎮江那處有一個焦山。鎮江在長

江口對面望過去是望不到的，中間伸出了一條陸地，就如香港那個監獄那處，香港有

一個赤柱，赤柱就如一條柱般伸出去的。它在長江、鎮江的旁邊，像一條柱般伸出

去，伸出去的那一座山名焦山，在焦山那處過江是近一點的。你不要以為那些烏龜，

它們是很聰明的。它們要過江，烏龜過江。一隻老龜先爬，第二隻小龜咬著老龜的尾

巴，第三隻又咬著那隻龜（的尾巴），一連串地渡過整條長江。一萬幾千隻烏龜一齊

渡江，我並沒有見到，不過有很多人就確確實實說是有這一回事。是老鼠過江，兩回

事嘛。即是國民政府設計的時候，一回是老鼠過江。老鼠過江是那一處，那處有一座

炮台，南京的東邊。那處不知什麼炮台？」

同學：「江陰。」

教授：「嗄？江陰，是不是？江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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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江陰。」

教授：「江陰那處，老鼠過江，你有沒有聽過這件事實？ 」

老鼠過江，一隻大老鼠先游，第二隻老鼠咬著那隻老鼠尾，一連串整條長江被它

們橫過了，老鼠過江。老鼠過江之後沒多久便共產黨過江了，陳毅過江了。很奇，天

象很奇怪。天象很奇怪，你多讀一點書，經驗多一點，你便會對很多東西都相信。譬

如什麼呢？耶穌出生又有多少粒星，又如何，這些都是可信的。三王來朝，這些都是

可信的，這件事並不出奇。好了，說回…。不知何解我會說起這些事。還有那些掃帚

星的出現，是很靈驗的。我親眼見到，共產黨從南京一路過來，一路掃來廣東的時

候，掃帚星出現。晚上三時的時候，約二、三時出現。我走上天台看，一粒大星，一

條尾巴長長地在閃爍著，由東北面一路走，走得很慢閃爍著。一會兒看見在這邊，一

會兒又看見過了那邊，望上天邊又好像…。譬如那邊是天邊，大約等於一格，那些柜

一格左右，那條尾巴在閃爍著，那些彗星，那些掃帚星。果然沒多久，共產黨的軍隊

由東北一路掃到廣東。你說靈驗不？民國元年，清朝讓位，又是掃帚星，彗星出現。

這些奇怪（的事），你不要說是那些看相算命，全部『離譜』的，有這些事情，你經

驗多一點你就知道有這一類事情的了。」

好了，看看這裏，「無著、世親，遠宗《深密》、《楞伽》等經，近承慈

氏」。彌勒是誰？釋迦牟尼弟子之一。釋迦牟尼，你看看這本經都大約知道他的情

況。釋迦牟尼在世的時候，彌勒先死了。他死後，釋迦牟尼對人說，說他先死，他是

誰呢？「他是我的後補人，繼承人。將來在這一劫完了之後，他便成佛。他現在先死

了，往兜率天住在當地。將來我涅槃之後，你們這些人如果想親近彌勒的，就可以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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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勒佛之名號。只要你持十善，死後你便會生在彌勒菩薩面前。在將來彌勒下生成佛

時，你就會跟著他下來的。有這麼的一回事，所以有很多人念彌勒佛。我的師父太虛

法師又是念彌勒佛的，他不是念阿彌陀佛，是念彌勒佛的。我也是修彌勒淨土的，王

聯章也好像是修彌勒淨土的，是不是？」

同學：「是的。」

教授：「他是修彌勒淨土的，很多人修彌勒淨土的。王聯章的師父果通法師又是修彌

勒淨土的。」

可能印順法師，台灣人，亦是修彌勒淨土的。你不要以為只有念阿彌陀佛求生

西方，何解呢？為修彌勒淨土比較生西方容易。如果生西方呢，西方是報土。正式的

西方極樂世界，是要你見了道才能生得的。如果你是未見道的人，只可以生於他的化

土。化土還要有他那個條件才能生，要平時念佛，臨死的時候還要…。「臨命終時，

阿彌陀佛與諸聖眾現在其前」，他會現在你面前。

有一個條件，「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彌陀佛極樂國土」。你說，

臨死的時候你不顛倒，你說有多難。如果你是生 cancer（癌）呢，就「典床典蓆」

（輾轉反側）。你是肺炎死的話，吸氣吸不順，是不是？內傷死呢，你就痰頂。怎能

讓你心不顛倒？但是彌勒淨土就不同，兜率天，只要你念，條件是你要守十善，是不

是？守十善，其實你什麼都要守十善的嘛。往生彌勒淨土沒有那麼多條件。而且你是

欲界，他又是欲界，容易往生。極樂世界並不是欲界，你沒有那麼容易往生。是這

樣，這句說話是印順法師講的。因為印順法師講這些話而被台灣的法師追擊，打，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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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亂說話。對的，印順法師講得很對。大家約定所有寺門不請印順法師去講經，即是

等於很多和尚約定不要請羅先生來講話。同樣的。不過這種人必定衰的。我引用明朝

的那個布袋和尚之幾句說話，有一種惡人，「再過數年，你且看他」，再過幾年，你

再看他你便會知。

好了，大家看看。無著是已經入了初地的菩薩，見了道的。他常常在晚上入

定，白天他教化弟子，晚上他入定，常常到兜率天見彌勒。他請彌勒下來演講，彌勒

答應了他。每日三更天的時候，在大殿中，他有四、五百和尚，大家見到彌勒在那處

演講。有些人看到彌勒坐在那處放光演講，有些人聽到聲音見不到彌勒，  有些人看

到彌勒但聽不到聲音，有些人只是見到一團光，就得看你的福德因緣的高低而定。於

是有些人解釋，有一個日本人這樣解釋，他說大概這種講法，他說我們不要說宗教的

事， 我們從社會進化來到看，大概無著會見到彌勒，又請彌勒下來演講。他怎麼說

呢？可能當時那些幻燈術已經發明了。幻燈，他說必然是無著找人畫那些幻燈片，用

燈光打在牆上，猶如一個彌勒在那處一樣。那些人迷信，「嘩，彌勒菩薩來了」，人

們便崇拜了。即是說彌勒下來演講，就是什麼？這段故事我們不必理。這段故事表示

什麼呢？表示當時已經有一種幻燈術的發明了，有人這樣講。當然這是很刻薄的，尖

酸刻薄的，是不是？我是不信他這種說法的，不過他人如此說，我又講給大家知，這

又不必信他。

好了，所以宗教的經驗很奇。即是說那個聖德肋撒，這個修女在西班牙一間天

主教修院修行，她凡心一動，她想離開。她穿著修女袍，在聖母（像）前放下袍，跳

牆離去。聖德肋撒（的故事）是這樣的，走了去跟誰？走了去找她的情人，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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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ington公爵的外甥嘛，那個是一名騎兵上校。走去找他，找來找去都找不到。

她沒有食物可吃，沒有地方可住，需要賺錢來生活，結果就嫁了人。嫁給誰誰便死

去，嫁給誰誰便死去。一連嫁了給幾個知名人士，嫁得到的他都死。當時她便說了她

是上帝的財產，誰和她結婚便是誰盜用了上帝的財產，必定死，所以誰黏上她都死。

她的心很灰，覺得自己這樣很沒有意義，但又想找回她的情人。結果讓她找到了，找

到了情人。她的情人見到這樣，「好極了，現在我和妳同居。」是不是？大家共同生

活。她覺得此事不行，「我是上帝的財產，誰碰到我便是開罪了上帝。因為我愛你，

我不想你死，你快點送我回修院。」怎樣求她也不肯，她一定要回到修院。結果惟有

送她回去。

送到她回去修院已是晚上，她是晚上翻牆出來的嘛，她晚上又從那裏翻牆回

去。你看聖德肋撒，有她的傳記的。翻牆回去，她是很虔誠的。她離開的時候，在聖

母（像）前面（祈禱）。回去後又向聖母像祈禱，誰知見到她的衣服，那件袍仍在那

處。她放在那處的，那件袍仍在那處，這麼奇怪呢？她（當時）穿著俗服的，立刻換

了衣服，穿回那件袍，住在那處。沒有一個人知道她離開過，只有那個院長知道這件

事。那個院長大概有多少神通，他是很虔誠的，他知道有這回事。除了院長之外，其

他人都不知道。原來每日上班下班工作，仍然見到她在那處，但只是不見了那個聖母

像。不見了那個聖母像，那件脫了下來的袍，就不在那處。她走了之後，獨是不見了

那個聖母像。第二天早上仍然見到她在那處工作，抹地板什麼的，在工作。那個院長

見到如此奇怪，聖母像不見了。觀察一下，這件事奇妙了。他便思索，便知道了這樣

的一回事，但不吭聲。到了她回來的時候，穿上了袍回到房間住，亦沒有人知道她從

外面回來。她回來的時候，那個聖母像也在原處，第二天早上聖母像整個站在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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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那個聖母像仍在西班牙的那間修院。我有一個朋友，在新亞書院當講師的，他是

天主教的一個很虔誠的教徒，他在西班牙研究神學，他拍了那個像的照片給我。他就

說這件事是真的，這件事在西班牙人人都相信是真的。「你信不信？羅公。」他是我

的後輩，稱呼我羅公。我說：「我信。」他問：「何解你都信？」我說：「這件事很

平常。你是一個很虔誠的人，同樣是可以做得到的。」

而且那個聖母，所謂「聖母」的來源，等於中國人相信觀音是女子，他就信聖

母，相同的，是不是？耶穌又不是佛那些，彌勒那些的化身而已。今天化身是彌勒，

明日也可以化身為基督嘛。除非這個世界是沒有一個來源，沒有一個真實的來源，如

果有一個真實的來源，有什麼不可以化現出來的？不過我相信，我現在都信這些的。

耶穌可以醫一些盲人令他可以重見光明，我都信。不過我的信法是並不相信他是上帝

的兒子，我相信他是佛菩薩的化身。好，我們看回這裏，他說他請彌勒下來演講，講

了五部大論。其中最大的一部是《瑜伽師地論》，《瑜伽師地論》有一百卷。唐三藏

去印度留學的目的，就是想翻譯這部論。「等」。依據《瑜伽師地論》就造了什麼

呢？他自己造了一本《顯揚聖教論》，這部論只有中國有譯本，梵文沒有了，西藏文

都沒有了。這本只有中國有，最寶貴。第二本是《唯識三十頌》，現在講唯識重要的

三十首詩，「是為大乘有宗」。為何稱為大乘有宗呢？「以其建立」，這裏「建立」

二字改了它為「說」，解說。這裏「建立」作解說，因為它解說「種種法相」。「法

相」者一切事物的形狀。

「解釋宇宙、人生道理」，有他便說有，無他便說無，不會一切他都說是空，

亦不會一切都說是有。現在（解釋）什麼謂之有體？什麼是有呢？唯識宗的人，所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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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有，所謂之無，是什麼意思呢？我就注明告訴你，「有體有用名有」，唯識宗的人

所謂有即是說「有體」即是有本質。「體」即是有「本質」。「用」即是屬性，有本

質亦有屬性的東西，我們便謂之有。無體無用呢，例如什麼？龜之毛、兔之角、齊天

大聖，這些無的東西，我們便謂之無。無體無用的這些便謂之無。這個請大家記住，

唯識宗裏面所謂有，是有體有用，「名有」。所謂無，所謂空，所謂無，是無體無

用，「名無」。它「力矯」，矯正，它盡力矯正「空宗末流之弊」，所以稱為有宗，

「故名」。「但此宗說有，乃空後之有，不同上座部」，上座部即是小乘之一部。

「不同上座部等執為定實的有」，決定有。大乘唯識宗的人所謂有是指什麼？是眾緣

和合的幻有之有，依他起性；和宇宙本體之有是圓成實性的有。就不同於小乘，小乘

則是硬磞磞什麼都是有。「故不惟不背於《般若經》及龍猛說空本意，反順成之」，

還助成它。

「又此宗辨析一切法相」，「一切法相」者一切事物之現象。令學者「了

知」，「了知」即了解，「法相皆無自性」，而不過是「見其為實體之顯現」。「及

了知此無自性的法相」，「無自性」即無實質，很簡單。「唯是諸識所變」，都是我

們的識變出來的。「而諸識即實體上之用」，我們的識就是真如實體上的用。真如就

是所有眾生之識的實質，「故亦名法相宗」。相者一切法之相狀，或一切法之體相的

意思。普通法相是「指現象界而言」，真如當然是指本體。「復有瑜伽宗」，名為瑜

伽宗，Yog c ra sectionā ā ，瑜伽宗，又稱唯識宗等。「即從慈氏之《瑜伽論》及世親

之《唯識三十頌》立名」而改名的。好了，講到此處，我們看看這裏，「佛法入中國

後，國人又建立」了很多宗，中國人自己立的。「天台宗、華嚴宗及禪宗」這三宗都

是我們中國人創立的。你說禪宗並不是，是達摩祖師。達摩祖師是一個禪師，他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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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禪，那有這麼多事情呢！現時禪宗的那一套，全部都是六祖以後的人弄出來的。六

祖的思想，一方面是承繼印度，一方面是中國人的思想來的。所以禪宗，現代學者除

了幾個迷信的、食古不化的法師之外，都承認禪宗是我們中國人獨創，印度所無的。

因為禪宗的思想實在是什麼呢？般若思想，一部分是佛經的般若思想，加上儒家的思

想，儒家那些倫理思想， 再加上道家那些虛無的思想，再加上南北朝那些玄學思

想，混合的結果就成為禪宗。所以禪宗一般都承認是中國人創立的。

「天台宗」，我講到天台宗。「天台宗出自龍猛」，依據龍猛的書。「羅

什」，這個鳩摩羅什來到中國，就把宣傳龍猛的思想帶入來中國。「是龍樹、羅什的

系統，是空宗之支流」，即是說所謂天台宗，可以說是空宗的支流。華嚴宗的前身是

地論宗，地論宗是依據一本書名《十地論》。《十地論》就是唯識宗的那位大師世親

菩薩解釋華嚴宗的〈十地品〉之一篇論文來的。它依據它來建立地論宗，後來地論宗

一路發展，發展到唐朝就稱作華嚴宗。它是由地論宗…。「華嚴宗（是）由地論（宗

和）唯識演變而成」的。「亦是無著、世親（，即是有宗）之餘裔」，「餘裔」即是

子孫而已。「禪宗（的初祖達摩祖師）初祖達摩教二祖慧可」，教他用「《楞伽》印

心，  六祖（在《壇經》裏面）說三身、四智（與）及（講）含藏識，則本諸唯

識」，完全是根據唯識的。「五祖以《金剛（般若）經》教六祖，六祖又（歡）喜談

般若」。這即是六祖的思想，即是亦說禪宗的思想，是淵「源於空宗」。至於禪宗常

常說不立文字，所謂不立文字是空、有兩宗都有講到的。空、有兩宗講佛法講到高處

的時候，它有所謂「廢詮談旨」。如何廢詮？「詮」是以語言來到解釋就謂之

「詮」；「旨」者就是那個道理最深奧的本旨。講佛法講到最高的，就是廢除語言，

直接體會那個精妙的道理，謂之「廢詮談旨」。又「勝義離言」，「勝義」即是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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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理；是離開說話的，說話講不出的。是這樣「之意」。「從任何角度言，皆不能

越出空、有兩輪之範圍」。

所以我們想讀華嚴、讀天台，一定是要麼懂唯識，要麼懂般若，不然你的思想

便變得沒有淵源了。有了空、有兩輪之後便產生了空、有兩宗。空、有兩輪的書我已

經介紹了，空、有兩宗的書又如何呢？我又介紹，空、有兩宗的要籍我來介紹。空宗

最重要的書，一本最根本的書，《大智度論》一百卷，是龍猛菩薩解釋《大品般若》

的。

《大品般若》在中國有幾個譯本，最好的是玄奘法師的譯本，其次是鳩摩羅什

的譯本，即是羅什的翻譯。Edward Conze認為最遺憾的一件事就是他不懂中文，即

是讀中文不是怎麼讀得通。他認識一點但未能讀得通，所以他不能夠讀到《大智度

論》，成為他最遺憾的事。龍猛解釋《大般若經》的第二會，即是《大品般若》，

「引用經文而逐段加以解釋。內容博大精深。據傳此書前三十四卷對（於）《般若》

第一品之解釋全譯無缺。從第二品起，則僅擇要譯出。」即是說一百卷之中前三十四

卷是完全譯的，三十五卷以下只是擇要譯而已。「此書現僅存漢譯。近人有（懷）疑

此書非龍樹（猛）所作者，然無確切之證據。」此是最重要的。其次也是最重要的，

都第一流的，《中觀論》。《中觀論》，我們看看。「龍猛造頌」，《中觀論》有

論，有注釋的。「龍猛造頌，青目（一個印度人名青目）作釋。「破空執以顯中道實

相」，實相即是實性，即是 reality。「龍猛學說有破有立，然（祇是）以破為主，

以破為立耳。」此書只有漢譯，「共二十七品，其中二十五品則以破他的方式出現。

有吉藏（法師的注）疏。」好了，這個《中論》，這個又是重要的，一流一的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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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級的書，但是可以作入門的書，就是《十二門論》一卷。我學空宗的入門便是

讀這本了，那些字你自己看吧。這本是二級的書來的。第三本《般若燈論》，這本書

勉強你說它是二級，這本書是二級尾三級頭的書，比較《十二門論》次一點。何解？

應該是很重要的，但是譯得不好，難解。

下面一本是《掌珍論》，這本是一流的書。我認為它是一級的書來的，很簡單

扼要，但你不能一開始便看它，一定要你先看懂《大智度論》，先看懂《般若經》然

後才可以看《掌珍論》。還有一本是《入中觀論》，又是和《掌珍論》同樣重要的。

以前的人不夠福氣，就看不到這本《入中觀論》，但我們的福氣就好了，因為《入中

觀論》已經有了中文的譯本。現在你只要花數十塊錢，三數十元，你去台灣就可以買

到這一本書，甚至在香港佛學書局都可以買得到。…所以它和《掌珍論》一類都是一

流的書來的。還有就是那本《現觀莊嚴論略釋》，即現在我們讀的那一本。這本…如

果你不讀《現觀莊嚴論》，你根本不可能識解《般若經》。《大品般若》如果沒有

《現觀莊嚴論》，你如何能解得到呢？《大品般若》你已經解不到，《般若十萬頌》

你更加茫無頭緒，所以必定要《現觀莊嚴論》。就說當時無著走去兜率天，請彌勒下

來，其中亦說這本《現觀莊嚴論》的。

我們看看，本頌就是慈氏菩薩造的。釋論，這本頌是解釋《大般品經》第一

會、第二會、第四會，三會解說的，解釋得好。以境、行、果「綸貫經義，若網

（之）在綱」，為諸《大般品經》之指南，或為讀《大般品經》之指南。「昔在印

度，此（頌）為大乘空、有兩宗共依之聖典。其影響力遠在龍猛《大智度論》之

上。」「釋論（就可惜差劣）是譯者憑師說編譯。譯文頗艱澀。」「艱澀」即是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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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不易讀。這個是空宗第一、一流的書，這本《現觀莊嚴論》是第一之第一。你若

果《現觀莊嚴論》也未讀過呢，你就千萬不要說：「我都懂得空宗多少。」連這一句

多少你真的都不要講，讀過《現觀莊嚴論》（才可以）。但可惜中國的法師除了印順

法師之外，沒有一個認識《現觀莊嚴論》的。你看看，你不信，立刻見功，你走去問

問，拿一本去請教法師，「這本書如何解呢？」你請教他一下。沒有一個認識，你說

那些人是如何不長進呢。現在的佛教大居士，誇誇口的又是不認識。那個王亭之是最

「牙擦」（自吹自擂）的了，他不是有一段東西，他說我送了一本…。

我把《現觀莊嚴論略釋》編成講義，我都不是送給他的，他介紹一批學生來到

我處聽課，他的學生在我處取了一本，請我簽名送給他的老師，那便送了給他。他在

那處…，有沒有人看到他那一段？他說：「如果我早一年看了你的書，我便可省下很

多功夫了。」你想想，王亭之都是前年才得到這本書。但你知嗎？外國人 Edward

Conze，我恐怕三十年前他已經開始整理這本書了，你說中國多落後呢。我們來吧，

下面那本《順中論》，這本是第三級尾的書，讀不讀無所謂。下一本你可以作二級書

讀的，《中觀釋論》，是一個唯識家解《中觀論》的。即是等於什麼？找一個基督教

徒來解孔夫子的書那樣。但你要看這一類書，何解？最低限度他客觀一點。「安慧依

有宗（的）義（理解）釋《中觀頌》密意」。「空宗清辨之徒（不服）」，那些正統

空宗的一部分人嬲到極，由此產生非難。「空有之爭（可以）由此書引起」，這本書

引起大爭論。

你知，凡是社會上是這樣的，這種人整天都多人罵的，不是很好的人便是很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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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是不是？整天人人都罵他的，或是人人都捧他的。因為人人都知道他的名字

呢，這種人不是流芳百世就是遺臭萬年的了。它這本書能夠引起一個大風潮，幾百年

的大風潮，你認為它這本書是否很有價值呢？但是可惜譯得不好，那個惟淨，宋朝的

一個不懂中文的和尚，印度和尚譯的。可惜。

那又怎樣？不讀嗎？最好是你認識西藏文，西藏有譯本。如果不認識西藏文，

你有相當程度的時候，慢慢地讀都勉強讀得到。我曾經發願，如果暫時還未死的話，

我都想攪（研究）一下這一本書，這本是一本很有價值的書。《百論》，我剛才不是

介紹過嗎？這個《百論》之〈破神品〉，你自己看吧。這本是二級的書來的。《中觀

論》在一、二級之間。下面了，有一本《廣百論釋論》，是唯識宗之護法菩薩解釋空

宗之《廣百論》的。這本書非常好，如果按我的看法，我認為它是一流的書來的。一

流的書沒有多少本，你看看空宗一流的書，一本是《大智度論》，是不是？一本是

《中觀論》、一本是《掌珍論》、一本是《入中論》、一本是《現觀莊嚴論》，是不

是？和《廣百論釋論》。《中觀釋論》在一、二級之間，我都不提了。是那麼多本

書。你研究有（空）宗的哲學，你只要能夠看它這幾本書，再看完《大般若經》，你

便已經是一個專家來了。你要花多少時間？如果你是閒著不用工作，大概四年左右，

短多少是四年。如果你是要工作的，十年、八年吧。是這樣。這個空宗的書，我就介

紹了。大家留意，最重要，bibliography（參考書目）一定要留意，凡是每做一門學

問。這樣，我今天談這裏就談這麼多，是不是？我留在此處一會兒，大家有什麼問

題，可以討論一下。你可以問我有關的問題。

教授：「講來講去，講了那麼多次了，你還只講得個目錄，怎樣呢？你不要以為，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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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是很重要的。」

同學：「我想你解說解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為何這兩個名詞是通呢？如何

通呢？」

教授：「『三界唯心』是出自《華嚴經》，就是剛才那幾句，『三界唯心』。

『萬法唯識』呢，就是唯識宗的人，主要是根據什麼？《解深密經》。《解深

密經》〈分別瑜伽品〉，這句是『諸識所緣，唯識所現』。不過這樣，『三界唯心』

你要分開來解。中國人解釋個『心』字大概是這樣。『心』，中國人解釋個『心』字

大概有此四處。中國人講佛學解釋個『心』字有這四種，第一種是『肉團心』，即是

生理上的一塊肉，一團肉，是那一個心。都是那一個字，citta，『質多』這個字是梵

文的 citta，『肉團心』。有時那個『心』是指『肉團心』，有時是指『了別心』。

『了』即了解，『別』即辨別；能夠了解事物，辨別事物的。這個是指什麼呢？眼

識、耳識、鼻識…，眼識——視覺、耳識——聽覺、鼻識——嗅覺、舌識——味

覺、身識——觸覺、意識——思想，和末那識——時時執我的，這個稱為『了別

心』，能夠明了事物的，明了境界、辨別境界的一個『了別心』。

還有一個心是『集起心』，是指第八阿賴耶識。為何稱作集起呢？『集』即是

積集、堆積。積集很多種子，物質現象的種子、精神現象的種子。在我們的生命中，

我們見到一座山。它說就是我們變山的那些種子在我們的第八識裏面起作用，所以我

們見山。我們見到河流，是因為我們的第八識裏面有變起河流的種子，它出現所以我

們見到有河流。物質現象的種子。為何我們會思想呢？因為我們有能夠思想的種子，

17



這種種子一起，我們便會思想。為何我們會有感情，有喜怒哀樂的感情呢？因為我們

的第八識裏面有喜怒哀樂的種子，  一刺激，遇著刺激，喜怒哀樂便出現了。刺激就

是緣，緣具備便出現了。積集很多一切一切精神現象和物質現象的種子，能夠令到種

子起的。起現行，『行』就是活動，『現』者現實，現實的活動，令到種子起現實的

活動。可以嘛？ 起現實（的活動），『現行』。這個『集起心』，即是第八阿賴耶

識，第八識。還有一個名為『真常心』，這個是真如，真如本體，圓成實性，名為

『真常心』。

中國人所謂『心』有這麼多個說法的。唯識宗的『心』是不講『真常心』的，

講『肉團心』、『了別心』、『集起心』，尤其是著重『集起心』。講『心』的時候

多數是指這個『集起心』，不講『真常心』的，但華嚴宗整天講『真常心』。所以華

嚴宗和唯識宗常常爭拗，說華嚴宗講『真常心』是不合理的。華嚴宗的人反駁唯識

宗，說：『你們低級，不夠高級。常常講這個『集起心』，在世俗中打滾，我的才是

真常的。』『真』者不是假，『常』者永恆不變，有一個這樣的心。

但唯識宗認為『心』是不會真常的，何解呢？你說它真還可以，你說它常是不

通的。『常』，不變才謂之常嘛，你的心會生起種種現行，怎會稱作『常』呢？是不

通的，你班人簡直是連邏輯也不懂。真的，華嚴宗的人連邏輯都不懂。我的看法亦認

為華嚴宗的人的思想都是要不得，一句話。用三個字批評他，就是『要不得』。所以

天台宗的人的思想有沙有石，你一定要把他的沙石撇走，然後才有用，我的看法是這

樣。真正的佛法，大乘佛法就只有兩派，空宗、有宗。空宗就般若、中觀，經就是

《般若》，論就是《中觀》等，這個是我們服膺的。有宗呢？唯識，《解深密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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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論》、《瑜伽師地論》這些，我們應該奉它為正宗。

如此，只有大乘空、有兩宗，兩宗都好，隨便一宗也無所謂。其次，天台、華

嚴你不能鑽進去的，鑽進去我認為是『死症』（沒有前途）來的。你懂得空宗、有宗

之外，兼看一看還可以，投進去必『死』（沒有希望）。如此，你會說：『你太過於

刻薄了。』講到學問就沒有父子的，是不是？講感情就什麼都可以，我不吃讓給你吃

也可以。但講到思想，講到嚴格的理智，沒有父子，父子也不能夠和會的。所以學

佛，學大乘有空、有兩宗，小乘就無所謂了。小乘句句都是真的，是不是？那有假

的。這樣我便很容易抉擇了，學大乘，或是學小乘『快快趣趣』（很快）得涅槃。如

果你說不是的，我有很大的悲願，這樣你便學大乘。大乘不出兩門，空宗、有宗兩

門，隨便入一宗都可以。不知何解，其實空宗的義理我都很熟，人人都認為我只講唯

識的，沒有說我講空宗的，真氣憤。我寫空宗的書也不少，我講的也不少，人們是如

此的奇怪，連到王亭之都說我只是講唯識的。我解釋《現觀莊嚴論》和解釋《金剛

經》，這兩本書他也大讚的，他還是如此說。他的理由是什麼？他說是唯識宗的人，

法相家來解他們空宗，是特別清楚的。這樣他都要把我推到法相宗。」

同學：「因為你唯識宗知名度高嘛，知名度高所以人們…」

教授：「可能是這個關係。」

人們又漸漸地認為我是歐陽漸的弟子，那一套什麼書就說我是歐陽漸的弟子。

其實歐陽漸是我的師公，你說是弟子亦可以，就是什麼弟子呢？未教過的弟子。我的

老師是陳竺同，是歐陽漸的弟子，但我皈依是皈依太虛法師的。而我在讀研究院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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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以前中國是沒有博士的，戰前是沒有博士的，讀碩士已是最高的了。我讀碩士的

時候，畢業的時候，就找誰呢？校外委員是呂澂。呂澂就是我的校外委員，他是評我

的畢業卷之校外委員。畢了業，以前的論文要送到教育部的，教育部一定找一個專家

審查之後才讓你畢業的，你猜他送去給誰審查？送去給歐陽漸審查。歐陽漸批回來大

罵我那篇論文，罵了一輪。你說這個是一被他罵了一頓的老師。他罵呢，並不是沒有

道理的。罵，他罵了還好，被他罵了一頓。他罵，那篇論文他審查的意見是這樣，他

說：『我現在看這篇論文，文字很清晰，見解很客觀和有一點兒是古人所未談過的，

不失為一本小心（，不知是小心什麼）的著作。』這是讚的，應該是讚的。

好了，跟著便罵了，一直罵。『但作者本人只是懂中文，不懂梵文、不懂西藏

文、亦不懂巴利文，所以他把佛經來作比較，是沒有十足的根據，不能成為定論

的。』這件已經罵得相當透了，講得多好也吧，不能成為定論，你都沒有力量把梵文

拿出來比較。但我又可以反駁他，你老師又懂嗎？你不又是不懂，是不是？你又有如

此大的名氣。你可以我又不可以嗎？我可以這樣反駁他的。但他罵是聲音大的，你知

道的了。這是一個罵。

第二個罵就是，他說我的論文說佛教的偈頌多數是五言，是受中國五言詩的影

響。佛教還有很多偈頌，可能這是翻譯佛經者自己創立之體裁了，我說因為中國都沒

有三言詩的流行。還有，有些偈頌是六個字一句的，中國沒有六言詩，所以這些是譯

經的和尚創作了這種體裁。他罵了，他說作者的常識不夠。哈，他說我 common

sense不夠。他居然有膽說中國沒有六言詩，中國何嘗沒有六言詩？他都未讀過中國

的六言詩。是有的，但只有很少的。那些六個字一句的詩只有很少的。王安石有一、

兩首，不成體裁的嘛。不過我就講得中國沒有六言詩，又是抵罵的，有一首你都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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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沒有的嘛。他直接說我的 common sense不夠。

他說：『三言詩為何沒有？作者連到入門的《三字經》都未讀過。』『人之

初，性本善』，在我來計這些不是，這些不是詩來的，這些是給小孩子讀的，那裏是

詩呢。他說：『連王應麟《三字經》都未讀過。』這樣地罵，可以駁他的。我罵人也

是學他的，王聯章又學到我的，傳了三代。歐陽漸傳給我，我就傳了給王聯章。就是

這樣罵了。還有，我就讚你說：『作者盛讚唐朝翻譯的那些議論文，以《廣百（論）

釋論》等和《成唯識論》為例。』他說：『作者未有說明為何唐朝這些譯文如此好？

並不是玄奘法師一個完全好和高明，而是得力於他那一班很有學問的助手。』他數出

來，他說：『例如誰跟誰，作者卻舉也不舉，埋沒了他們。』罵了一番，說我只是讚

玄奘譯得好。他說：『你玄奘之所以譯得如此好，與他的助手是很有關係，他們都是

當時飽學的學者。作者簡直都不把他們當為一回事，只是讚玄奘。』諸如此類地被他

罵，罵了一輪，然後最尾那句：『既然作者肯如此做，在現時都甚為難得，姑與合

格。』只是姑與合格而已。所以你說我不是歐陽漸的學生又不行，你說是就是一個姑

與合格的學生來的。

很多人就不敢說出來了，你被人如此地罵怎會講，我卻是這樣才『得戚』（得

意）。被他這樣罵過…，你又（試試）被他罵一罵。你連罵都未有人這樣罵你，我就

有人這樣罵我。即是等於章太炎，人人以為章太炎很敬重他人，有些人不敢講。我去

拜候章太炎，你猜章太炎在那處如何見我呢？章太炎正在大便，章太炎他是在書房大

便的。他有一個便桶，是一個桶來的，好像一張凳的模樣。他在便桶上坐著，有背靠

的，因為他腰骨痛，要挨著它才行。他需要一小時以上的時間去大便的，因為他吸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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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他每朝早大便要坐上一個多小時然後才能大便完的。如果你找他呢，他這人是

很不羈的。你不來是你的事，你來找他，他接見你，他坐著大便。拿來一張矮凳放在

旁邊，『你們坐吧。』和你閒談。他就坐著大便，距離幾尺。他很健談，閒談間他便

忘記了大便。所以說他是癫的，人稱他章瘋子。我見章太炎，我去蘇州，特別去蘇

州，由南京坐火車去上海途經蘇州。我在蘇州下車，在蘇州住一晚，目的是兩件事，

一是拜候章太炎，第二是看看蘇州的花園。啊，蘇州的花園真的講究，你看《紅樓

夢》的小說，看到的佈置都是幻想，你真正看到真的是…。」

同學：「一流。」

教授：「你去過了嗎？那些真是一流，真是世界所無。去了兩小時，去到那處，都有

好處。」

但我不是章太炎弟子，他沒有收我為學生。好了…。我還有一事是問了他的，他

答。《孟子》的『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都是音樂的樂，單獨一個人奏音樂而

享受快樂——『獨樂樂』，是不是？『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如果是年輕人

就會被它氣死。『獨樂樂』，一個 single man，一個一個人單獨；『樂』，奏音樂

或是自己奏，他不是自己就是請人奏音樂。那個是 king，他對 king講的。他說：

『你一個人坐著請人奏音樂。』（『樂』字）這個是 verb來的，奏音樂。『樂』，

很快樂，這個是 adjective。一個人坐著，請人奏音樂，你在享樂。另外一種是『與

人樂樂』，與大家一同奏音樂來到享樂。兩個 case，兩個情形。第一個情形，一個

人享受；第二個是大家享受。『孰樂？』，『孰』即是誰，那一個快樂一點？大家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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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音樂快樂，或是你一個人享受快樂呢？問那個 king嘛。我們讀呢就要這樣讀，

『獨樂樂』，音樂，music，單獨人享受。『樂』、快樂。『與人樂樂』，和大家一

起作音樂，享樂。『孰樂？』那一樣快樂？我問他，他說這樣呢…。我問：章先生，

這個『樂』字作為動詞應該讀作『坳』的，『肴，咬，坳』是去聲的。音樂的『樂』

字呢，『肴，咬，坳，岳』是入聲的，音樂的『樂』是入聲的。快樂，『落平，落

上，落去，落入』又是入聲的。如此是三個聲調不同讀音的。這個『樂』字作為名詞

就讀作『岳』音，音樂嘛，music讀作『音岳』嘛。

這個『樂』字是愛好音樂，享受音樂，應該讀作『坳』的，等於英文的『like』

字差不多的嘛。我一個人歡喜或欣賞，作『欣賞』解，應該讀作『坳』的那個是動

詞。我認為應該讀作『獨坳岳，與人坳岳，蜀落？』這樣才對的，為何老師偏偏又要

教人讀作『獨落落，與人落落，蜀落？』猜章先生怎答？他說：『你說得也對，你是

否讀英文出身的呢？』這樣問我。我說：『我曾讀過英文書院。』他說：『這些是用

外國文法來解釋中國的。如果用中國人呢，就要讀作獨落落，與人落落，蜀落？你用

外國的方法，你可以讀作獨坳岳，與人坳岳，蜀落？不過它有點肉麻。』他說：『不

過如果你這樣讀呢，就有點肉麻，是不是？』他又不否定你，他說如此讀法，你覺得

是否有一點肉麻呢？這也是。中國人就要讀作『獨落落，與人落落的』，他這樣說。

我是問過他，請教過他此事。」下課了，…。

…送一些東西布施給你們這些大德、這些羅漢、這些法師，是不是有功德的呢？

是不是會有產生福的呢？他說：「是的，你布施，送一些東西出來給人，當然是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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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好的。」我問他：「如果是福，何時才起？」我問他這個道理，「我現在送

了一些東西去。你這些法師，我現在送一些東西給你，我應該有福，這個福何時開始

有效？」即是你那張期票何時可以取錢？我的福何時才開始有效？我現在送了嘛，何

時開始有福呢？挺難答的，是第二世？或是多少世呢？或是立刻有呢？那個法師是這

樣答的：「是的，你送了一些東西給一位法師，那位法師用你的東西的時候，那個時

候你開始有福。」是對的。他說為什麼呢？那件東西是你的識所變的，你送給那位法

師。但這個法師亦見到的，這件東西法師亦有份變的。你不送給他，各人各變出一件

衣服。現在你送給他，你所變的衣服和他所變的衣服交涉，  即如兩條光線合在一起

那樣，互相起交涉，於是就發生了關係，但這關係並不深切。因為發生了關係，你的

福是差不多已經註定了，有的了。但何時才開始呢？當你這位法師穿你這件衣服的時

候，就在那一個剎那。那一個剎那，  你的種子所變的衣服和他所變的衣服，就剛剛

一對，那個時候你的福開始了。即是說你的福之種子，由那個時候在你的第八識，在

你的那個「集起心」裏面成熟了。所以如果有些子女送東西給你，你要…。供養父親

是有福的，你不要放在一邊不穿。你想他有福，你就穿了它。他人送東西來，他應該

是有福的，你最好是吃了它，就不要不吃，你說是不是？  所以你請我喝茶，我是一

定去的。來吧，吃東西。先吃東西。

一會兒二時左右，我們有一個這個法相學會舊的發起人，他在台灣回來，他是

王聯章，即是這本書為我寫那篇序的那個王聯章，他回來走走。他對唯識都相當熟

的，我的學生之中，對唯識熟的，在目前來講有三個，三個半人吧。一個就是李潤

生，他是很純粹的。第二個是霍韜晦，都過得去，不過他的東西就太新一點。第三個

都算是王聯章了。還有半個是何美琪，這個只算是半個，但現在發展得最好是她。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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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問，她還只算是半個。王聯章又能寫又能講，不過他現在心急於工作賺錢。他在

Royal Bank工作，本來是在唐人街分行做那些什麼？信貸部分的經理。現在把他調

到台灣的台灣分行，因為加拿大的 Royal Bank要在台灣設一間分行， 要找些中國人

去，就把幾個中國人調了過去，他王聯章是被調過去之一。當然去到台灣，人地生疏

就很忙，學問就必然是荒疏了一點。他這次回來，我們一會兒…，他的舊朋友請他吃

飯。我就讓他來講話，向大家講話。他很會說話，那張咀巴是相當好的。他就說沒有

時間備課，他仍未至於不用備課便可以隨口便講，亦未至於如此。所以他不大想講一

個專題，如果是和大家談談話，座談一下就可以。我就說好吧，他說二時多到。二時

到呢，我就讓他和大家座談一下，因為他研究唯識亦有點經驗。他研究佛家的業研究

得相當好，他有一篇碩士論文是專講世親菩薩的業，那篇文章寫得很好。一會兒他來

了。

同學：「就講業吧。」

教授：「嗄？業。」

同學：「就以他這個主題來講吧。」

教授：「一會兒他來到。聽聞你對業很有研究，最好請你給我們講一講。現在整天在

講作業，作業嘛。好了，我先開始，我開始講這些。在香港來講，研究業的

他是最好。」

同學：「這樣就以此為題目。」

教授：「嗄？」

同學：「以此為專題吧。」

教授：「你去問他吧。好了，現在我講…。講到那裏？第幾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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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第十頁。」

教授：「第十頁。」

同學：「第十六頁。」

教授：「十六，是不是？是的，沒有錯。」

第十六頁（《唯識方隅》第 28頁），空宗的論我已經介紹了。記住，一定要留

意那些參考書目錄，西洋人所謂的 bibliography，是重要的。你研究一門學問，你

沒有這一套東西拿在手，即是等於你去旅行沒有地圖一樣。來，看看，研究論，有宗

最重要的是那些論。經就不過是一個根據而已，把經裏面的意思發揮就是靠論了。論

之中最重要的是《瑜伽師地論》一百卷，是最根本的論。有什麼解決不到的，要翻查

它去找答案的。所以人們稱這本書「時無不窮，理無不盡」，就是這樣，一百卷。唐

三藏去印度留學的目的，便是想翻譯這本論，結果讓他留學成功，翻譯了，現在中文

有。世界上這本書就有什麼呢？梵文本有了，有西藏文譯本、有中文本、有日文本。

未有英文本，法文本、德文本都未有。如果你們有機會就不妨把它譯成英文，洋洋大

觀一百卷，好像一套《辭源》那麼大，一百卷。我就搜羅了它的注釋，準備把它一百

卷來做注釋，做講義，準備大約十二冊左右，  我現在出了第一冊，第二、第三、第

四冊都已經有人mark了，說他要出錢印了。第二冊的稿已經有了，第三冊的稿亦已

經有了，但我仍未校正，我暫時不敢給他。我現在回去印第二冊，明年年頭希望印第

三冊。這套便是《瑜伽師地論》。

瑜伽師…。瑜伽即是什麼？本來的意思《瑜伽論》名為 yogā，yogā 是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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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yogā梵文的意思就是那些牛的軛，那些牛，那隻牛犁田不是有一個叉叉著條頸

的嗎？那個稱為軛，「車」字傍一個「厄」，牛軛。即是說…。yogā本來是牛軛的

意思，為何是牛軛呢？即是說那隻牛是不聽話的，你想它聽話又如何？找一件東西叉

著它的頸，它便聽話了，它便做工作了。人的心如牛一樣，不聽話的，你要有辦法來

叉著它，控制著它，你的心便可以做出很多事來了。所以便是 yogā，如此便引伸

了。本義是一個牛軛，引伸是什麼？control你的心，引伸來講便是控制你的心。再

引伸就是相應，即是 corresponding，靜坐當處，把我的心和世界上的真理

correspond，相應，是這個意思。靜坐把心…，靜坐澄心，把我們的心和真理相

應，此謂之 yogā。即是修止觀，即是坐禪。那些修行止觀的人，便稱為瑜伽

師，yog c raā ā 。yog c raā ā 有兩個意義，第一個意義是譯作什麼？瑜伽行，即是修瑜

伽的那種行為，便謂之 yog c raā ā ，瑜伽行。同時有第二個意義是瑜伽師，作

teacher，yog  teacherā 或 yog  masterā 解，就是這樣，yog c raā ā 就是瑜伽師。大

抵我們中國以前玄奘法師都是譯作瑜伽師，現代那些歐洲人和日本人就歡喜譯作瑜伽

行。其實那個 c raā ，含…如一，就當作行為…

-完-

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