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七個 stages。這本論，「論」的梵文是 straśā ，問答、解釋，此謂之論。因

為它又有十七地，所以這本書又名《十七地論》。《十七地論》，總共梵文就有一百

卷譯成中文，玄奘法師譯成中文。中國有兩個譯本，第一個譯本是不完整的，只譯得

一點點而已。玄奘法師花了很多時間把它整本翻譯了。現在的注釋，有幾家是很有名

的注釋，如果你想…。唐朝有三家很有名的注釋，現存唐朝的注釋。現代有一個，北

方有一個韓清淨做了一個注釋。我就把那三個注釋，唐朝三個和現代韓清淨的一個

(共四個)，把那三個捨短取長，編成一本講義，名為《瑜伽師地論傳釋》，用新式標

點，為它選擇。這樣，對學習《瑜伽師地論》的人應該是很有用的。好了，這本論，

你看看。「慈氏說」，「慈氏」即是彌勒，Maitreya，即是仁慈的意思。「無著

述」，當時是如何呢？有一個菩薩名無著，「無著」的梵文是 Asa gaṅ 。Asa gaṅ ，

「A」即是「無」；「sa gaṅ 」即是「著」。有一位菩薩，是已經證果的聖人。大概

是何時的人呢？大概就大約是我們漢朝的人，東漢、三國左右的人，即是耶穌出生之

後二、三百年左右的人。

他在小乘出家，後來學大乘，修空觀很有成就，有了神通。他在定中走去兜率天

見彌勒菩薩，把他的疑問來問彌勒菩薩。彌勒菩薩回答他的疑問，他便請彌勒菩薩晚

上下來，到他的一個廟，一個禪院，請他下來。如此，每晚的三更天，彌勒菩薩在大

殿上顯現。顯現時無著菩薩就在他旁邊，有聲音，有光明，看見他的形象。那些人中

福德大的全部看見。當時大概有四、五百個和尚，福德小的只是見到面，聽不到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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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或是聽到聲音，見不到面。福德更小的只是見到一團光；福德又小的或只是聽到

聲音，光也看不見。這些宗教的經驗，信不信就由你，是不是？天主教亦有很多講宗

教經驗的，例如聖德肋撒，她從修院逃出來的時候，除下那件修女衣，放在聖母像下

面，她走了出去。怎知人們都不知她走了，因為第二天仍然見到她出入，又擦地板等

等，但不見了那個聖母像。經過了很多年，不知道是十年、八年或是什麼了，有沒有

幾年？我看過她的傳記。她呢？「修女思凡」，凡是和她同居的，誰與她同居就誰

死，碰上都死。她自己發覺她是天主所佔有的財產，誰碰天主的財產，誰便不恭敬天

主，和偷天主的東西，所以必死。她本來出來是想要找她的男朋友，誰知那個男朋友

是Wellington公爵的外甥，她找不到。找不到呢，她心中覺得…。找不到曾經和

兩、三個人同居過，兩、三個人都死了。

後來她(覺得)不好了，縱使找到也不同居了，發覺自己是天主的財產，於是…。

當她在此情境時就碰到那個男子，碰到男子，那個男子當然很高興。當時那個男子已

經是騎兵的上校，很高興，想和她同居。她說不行，「你如果愛我，你便送我回到修

院，我不想你死。我和你同居你必死的，因為我是上帝的財產。」結果那個男朋友不

得已，便送她回到修院。從何處偷走出來的便從那處回去，一進去就見到聖母像回到

原處。聖母像走了出來，她脫下的衣服仍在那處。於是她便換了衣服，立刻穿回那件

衣服，回到堂吃飯，沒有人知道聖德肋撒出走。那個院長知，院長是很有修養的，只

有院長知有這麼一回事。現在的天主教徒必定相信，你信不信？你啊。我都信，因為

宗教的事有些是很奇的，是不是？超過一般人的想像，有很多東西的。他說這個是彌

勒菩薩下來講話是不出奇的，因為有很多天主教修士，他時時見到聖母的，夢見聖

母，聖母會和他說話。基督教就少一點，都有一些。那些苦修的人，常常都見到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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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佛教的那些西藏喇嘛，見到…。他修法，譬如修文殊法，他在修法的時候，文殊

菩薩和他說話，這些都不知有多少？

修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會和他說話，指導他你如何如何做吧，都不知有多

少？宗教的經驗是很難講的，如果你…。最好你不必信，但你不要一定否定，因為現

在的科學，科學家所做到的，都還是很幼稚。可能宇宙間還有很多東西是很神秘的，

科學還未知得到。如果你想找一個那些學者，對於這些宗教經驗來作了解的，我介紹

你看。不過中文本就沒有了，我看過一本有人翻譯為中文的，但英文本你在多倫多大

學找到有了，中文本譯作《宗教經驗之種種》。《宗教經驗之種種》即是種種的宗教

經驗，是誰做的呢？是詹姆士，詹姆士，James，是不是？詹姆士。詹姆士是美國最

偉大的哲學家。詹姆士(William James)，之後是杜威，Dewey，以後然後才到這

些。同時，詹姆士好像有一套大全集，那麼大套的，洋裝本本那麼厚的，五大套。你

去 Coles，你說買詹姆士的全集，他一定有得賣給你。如果你熟識多倫多大學的呢？

你去多倫多大學借，找那套詹姆士的全集，詹姆士的 works。找它，裏面有一個宗教

…，英文名稱必然是《Experience of the Religion》(《The Varieties of Religious

Experience》)那類，是不是？那套書，是這個一百年內最有名的、第一流的哲學

家，對宗教經驗的解釋。

他信有這種經驗的。我們不必批評他這種宗教的經驗。他最重要是講了《瑜伽師

地論》，無著菩薩為他 take notes，筆記，紀錄的，有一百卷。另外有幾部大論，

其中一本便是《現觀莊嚴論》，解釋《般若經》的。還有好幾種。還有一本是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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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剛經》的，又有一本《金剛經論》。還有兩、三本其他的，我省得講其他那些

了。現在呢…，這本是最重要的，是唯識宗最重要的聖典。「慈氏說，無著述。為有

宗一切義理及觀行(修觀和修行)之依據，博大精深，允為宗極(為有宗之終極)。」

「宗極」者即最高之標準的意思。「極」即是標準，「宗極」即是最高的標準。「論

有五(部)分：第一、本地分」，〈本地分〉者即是資料。「以十七地(說)明境、行、

果，多談法相(義)。」第二部分名攝決擇分，是檢討批評的。「決擇本地分中深隱要

義，多談唯識。」唯識之淵源就在〈決擇分〉中來的。其餘三地只是附庸而已，並不

重要。

這套書的注釋，有唐朝窺基法師的略纂，《瑜伽師地論略纂》。其後唐朝有一個

韓國人名遁倫，他造一百卷《瑜伽師地論記》。另外有一個和尚名清素，他造《瑜伽

師地論義演》，這套並不完整。現代繼續研究《瑜伽師地論》最有名的是韓清淨，他

造了《瑜伽師地論科記》。都能夠買到的。《瑜伽師地論略纂》，將來我們一定要買

一套《大藏經》，《大藏經》裏面有。《論記》(遁倫記)，《大藏經》裏面又有，又

有單行本。清素的《義演》就沒有了，在《大藏經》裏面沒有。韓清淨的《科記》有

單行本，在台灣可以買到。這是一套。第二套重要的書是《顯揚聖教論》二十卷。它

是無著紀錄了《瑜伽師地論》後，用他自己的智慧，把《瑜伽師地論》做了一個

outline，做了一個綱要，成為《瑜伽師地論》的綱要，名為《顯揚聖教論》。「顯

揚」者即是發揮；「聖教」就是指《瑜伽師地論》，《顯揚聖教論》。這本，那些對

唯識的人修止觀，是一部很重要的書。但可惜現在研究此書的人很少，如果你們將來

想著作，或想寫博士論文。或想在英文好做工夫，最好你能夠怎樣？這個事業萬世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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朽，把《瑜伽師地論》來到翻譯。一百卷，譯得兩卷出兩卷，是不是？你如果是法相

學會的人，你譯了之後，可以用法相學會的名義為你出版也可以。無所謂的。又或把

《顯揚聖教論》來到翻譯。韓國有一個取得博士銜的，已經畢了業，前年在哈佛取得

了博士銜。是什麼？研究圓測法師的思想，主要是在於《解深密經》的注裏面。你可

以研究什麼？

〈在《瑜伽師地論》中所見的彌勒思想〉，寫一篇這樣的論文，作為博士論文相

當好。第二個是《顯揚聖教論》。第三個是《莊嚴論》，主要是講瑜伽戒律的，主要

是發揮戒律的。第四本是《辨中邊論》，這套是非常之扼要的書，很好讀的，又有很

好的注解。我介紹，看看它這處。佛家是很時興講中道的，但我們要知道，空宗的人

講中道和唯識宗的人講中道是有點不同的。那又如何？我現告訴你，空宗的人講中

道，有兩個範疇嘛，雙範疇嘛。一是無自性，是不是？這是空的，這件東西是不實在

的。萬物都是這樣解的。第二是緣生，眾緣和合才有這件東西的出現，這便是不空

了。無自性即是又名性空，它的實質是空的。緣起又名幻有，不是實有。在世界上對

一切事物的看法，就要通過兩個範疇來到看，不要執它是空。本來無自性，但你不要

執著它一定是無自性，因為因緣和合的時候，它便是幻有，有東西出現的。你不要執

著它是實有，如果執著實有便偏於緣起、緣生了，緣生或緣起。不要用緣生要用緣

起，眾緣和合而生起。如果你只是執著緣起而忘記無自性，就是什麼？就是偏於有

了。不偏於空，不偏於有，此謂之「中道」。明白嗎？

此謂之非空非有。為何說是非空？因為它因緣和合的時候便有東西出現，所以是

非空。為何說是非有？因為它雖然因緣和合而生起，但它是沒有實質的，不是真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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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所以是非有。非空非有，是兩個範疇合起來的。這就謂之「中道」。這個是空宗

的說法，空宗的這種說法主要是根據《中觀論》，我上文已經介紹過了。《中觀

論》，龍樹菩薩所造的，龍猛菩薩所造的《中觀論》。如果是唯識宗又如何？講唯識

宗呢，唯識宗是這樣的，唯識宗講的「中道」…。凡是「中道」即是非空非有的意

思，是不是？外境即是說識之外的境，離開我們的識之外那些 object，是沒有的。

但它不是說沒有這個世界，只是離開我們的識的世界是沒有的。外境是無，所以非

有。內識，內在的識是有的，所以非空，此謂之非空非有。外即是

external，external的 object是沒有的，是不是？是 empty的，所以非有。內即是

internal，internal的 vijñ naā ，識是有的，exist的，所以非空。明白嗎？這便是

「中道」。這個唯識宗的「中道」和中觀宗的「中道」(不同)。中觀宗即是空宗，唯

識宗即是有宗。明白嗎？你最要緊分得清楚。

同學：「何解呢？羅公，外境是無，即是識外無境。是否識外無境？」

教授：「識外無境。但識內有境，記住。『心外無法』者並不說沒有東西，但心內有

法。

人們只記得心外無法，而不知道心內有法，所以便消極了，就流於虛無主義了。

何謂虛無主義呢？是否講空便是虛無主義？不是。空有兩個範疇便不是虛無的了。記

住，所謂虛無主義是這樣的。即是一種思想，對這個世界全部都否定，認為這個世界

是假的、不實在的——第一。第二、這個是消極的，對這個世界取消極態度的，認

為是沒有希望的。我們做人和做這個世界，這個世界對我們是沒有希望的。具備這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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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條件的思想，便謂之虛無主義。記住，所謂虛無主義，第一、這個世界是假的、不

實在的，這個跟佛家差不多。第二是什麼？這個世界對我們是沒有希望的，沒有價值

的——第二。具備這兩個要素的那種思想，便謂之虛無主義。佛家不是虛無主義

的，它是虛無主義的一半，這個世界是假的。但它要什麼？好好地做，因為它緣生，

眾緣和合便生，好好地做好它。是這樣，還要你成佛。小乘人就快一點離開，但大乘

呢，他還要救世。明白了。

所以佛家的空宗，接近虛無主義，因為它對世界看得太淡；但唯識則不然，不看

淡。」《辨中邊論》，「辨」即是辨別；「中」就是中道；「邊」就是偏一邊的。

「慈氏本頌」，即是韻文，用一句句的詩，那些 stance；那些一行行的頌，那些

line。一行行的那些——慈氏的本頌。世親菩薩為它以散文來到注釋。「世親」者無

著菩薩的弟弟，有人說是同父的弟弟，有些人說是同母不同父的弟弟。現在到底他是

什麼弟弟呢？是什麼呢就不清楚，不過二人都出了家。以前的出家人是很「架勢」

(了不起)的，不像中國那些沒吃的才走去出家，不是這樣的，是不是？以前印度那些

出家很多是王子，就如很多西洋人，家中有人做神父會被認為是很光榮的。有些神父

很富有，譬如我們那個瑪利諾神父學校的賴神父，家中是很富有的，他走去出家，把

身家送給教會。所以他…印度以前那些王子之類出家，傳說是這樣。中國人則不然，

什麼都做不了，他才走去出家。那又有什麼好，所以被人看不起了。世親又出了家，

兩兄弟都出家，三兄弟都是出家的。

有一件這樣的故事，玄奘法師回來後寫了那一本書，名《西域記》，這本《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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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是世界名著來的，印度人最重視的。你去 Coles便能買得到，名《Records》

(《Buddhist Records pf The Western World》)，那本書就名《Records》，中國

人名《西域記》。唐三藏去印度留學十多年，回來見唐太宗，唐太宗吩咐他：「你把

你在印度的所見所聞，你紀錄起來交給我。」唐玄奘因為是皇帝下令的，他便做了。

如此，他口述，找一個文學家做和尚(辯機)的紀錄，文字非常美麗。但可惜此人後來

被殺頭死了，他大概和一個公主談戀愛，和唐太宗的女兒，被人發現了。發現之後便

走去那個和尚，即紀錄《Records》的那個人，搜查他的房間，發現了一個公主的枕

頭，立刻告訴唐太宗。唐太宗說：「這樣，拘捕他吧。」拘捕了他，當時便問唐玄

奘：「你有一個徒弟這樣做。」玄奘沒有辦法，只好：「明正典刑，殺吧。」便把他

拉去殺了，很好文釆，那個人名辯機，是敘述那本《Records》的。現時世界上有十

三種文字的譯本，英文、法文、德文、日文，什麼都有，俄國文都有，這本書是世界

很有名的書，印度把它翻譯回印度文。這個世親，不是，講錯了。「由下三(件)

事」，由下面三件事知道這本書的重要。

第「一、空宗談中道，有宗亦談中道。空宗談中道以《中觀論》為代表，有宗談

中道則以此論為代表。二、《中論》談中道，遮外 (道)小(乘)之有執以顯實體」。

「遮」者即是否定，否定、破了它。破那些外道和小乘執宇宙萬象為實有的那種有

執。破有執然後顯露真如實性，這個實體，即是指 reality，真如實性。「以遮作

表」，「表」者，正面描寫謂之表；「遮」就否定它。他不表的，只是遮的，「以遮

作表」。此論…，「遮」即是破，「以遮作表」。「此論談中道，遮(空宗末流之)惡

取空」，它破那些「惡取空」。何謂「惡取空」呢？那些接近虛無主義的，認為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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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什麼也沒有，什麼都是空的，什麼都是「空框框」的。那些唯識宗的人就批評這

種人，說他不善於了解空的道理。「惡」者不善；「取」即是了解，不善於了解這個

「空」字的道理，此謂之「惡取空」。那些唯識宗的人，彌勒菩薩自己就批評這些整

天講空的人，謂之「惡取空」。現在佛教徒講大乘的人，十人之中有九個是「惡取

空」，不可不知。

整天在講我們四大皆空，所以我聽到講四大皆空的人，我都不理睬他。第一、這

種人必定沒有學問，有學問的人不會滿口四大皆空的。何解？因為他「無料」(無能

耐)。講四大皆空，他：「這些都是空的，幹嗎講那麼多？」逃避了。四大皆空。第

二呢…。第一個是「無料」，四大皆空。第二、那種人不長進，流於虛無主義。這種

人是什麼？寄生蟲來的。如果是上了軋道的國家，這種人…，應該要排除這種人的。

這些蛀米大蟲，要來做什麼？那種是「惡取空」，禪宗人稱之為「頑空」。「頑

空」，空至頑劣的。「遮惡取空，以明體用之非無」。「體」即宇宙本體，即是

reality。「用」，本體上所呈現的什麼？那些現象不是無，不過是識所變的而已。

「亦遮亦表」，一方面遮，遮就是遮惡取空；表就表出其體用是和空宗不同的。空宗

是以遮為表，它就是「亦遮亦表」。第「三、此論法相賅備」，「法相」者即是…，

所謂「法相」二字即是對於宇宙萬有的解釋，便謂之「法相」。即是這個

字，dharmalakshana這個字，法相；很齊備。「始末井然」，「井然」即是很有條

理。

「大小乘(的要)義兼備，為法相學之根本。」有窺基法師的《述記》，寫得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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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你如果英文是好的，可以買得到。你只要找盧茵，那個什麼？印度那間的名稱是

什麼？(Motilal Banarsidass Delhi)你不是買過東西的嗎？你交給我的那本書，還在

我此處。它有一個目錄，有七種世親的著作，有七種。一本七種，一本五種，其中一

種是《辨中邊論》英文本。有英文本，你可以…。一本書，很便宜的，十多加拿大元

就可以買到。如果你們…，不妨買一種，幾個人合資，寄幾十元加幣去，一批買回

來。印度人是很什麼的，你去印度買書，差不多三天都不回覆你的，是不是？你那時

是不是？你想他快點回覆你呢，你就用什麼？用此處的名義去買，你說：「我們是一

個學會，將來我會介紹很多人來買書的。」他便會幫你快，「快快趣趣」，他想做生

意嘛，便快一點回覆你了。我們在香港，如果是學校到他處買呢，那些人會很快的，

個多月便寄到了。如果是私人買的，三個月還未寄到給你。印度人是這樣的。你看

看，這本論是很重要的。下面的那一本是《阿毘達磨雜集論》，這本書是專解釋名詞

的，解釋那些 terms的，是解釋名詞最重要的書。那些細節，你回去自己看看它，

我不讀了。下面的那一本是《五蘊論》，是入門的書，只是解釋五蘊的。何謂五蘊？

五蘊的內容又如何呢？非常淺易的。這本是研究法相唯識入門的書，差不多是研究唯

識的人，必應該讀過這套書的，《五蘊論》。

第二套呢？下面的一套重要了，《攝大乘論》。把《瑜伽師地論》裏面的精華選

出來，非常扼要。別人一百卷書的精華，弄出了三卷，這本論精要無比。中國有三個

譯本，英文未有譯本。所以如果你想出名，又可以把它譯做英文，很容易譯的。沒有

英文譯本，中文譯本有三個。無著作的，他請弟弟世親做注釋。這套書在中國中古的

時候，南北朝的時候翻譯出來，有人翻譯了出來。於是那些和尚和很多居士就拿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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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譯本，建立了一個宗派(攝論宗)。區區三本書可以建立一個攝論宗的，你可見這

本書內容之豐富。你不要少看它只有三卷，「只有三卷而已」，它三卷就非常充實。

如果你學唯識又兼格修行的，我以為你讀這本論比讀《成唯識論》更好，比《成唯識

論》更簡單扼要。但可惜譯文比較深了一點，不能不稍為遲一點再看它。《辨中邊

論》就容易讀，因為它有一個很好的注釋。看看，《二十唯識論》。《二十唯識論》

又如何呢？世親菩薩，即無著的弟弟。無著的弟弟初時學小乘，他這人非常聰明，寫

了一本在小乘裏面非常有價值的書，名為《俱舍論》。現在還有梵文本，英文本未

有，如果譯作英文便非常好了，外國人一讀了便了解。

中文有兩個譯本，《俱舍論》是世親菩薩，他出家。小乘人有兩大派，有些講

空，有些講有，他在有宗那處出家。在他出家之後，他又學其他宗，他此人並不專學

一宗的，先學有宗，跟著學其他宗。於是他又如何呢？想把有宗的學理來作一個總檢

討。想作總檢討，你一定要走去小乘有宗的大本營裏面，學習一輪才可以。譬如你有

一個人想把天主教的思想來作一個大檢討，你在加拿大學一百年也沒有用，  你在美

國學一百年也沒有用，你要去羅馬，在羅馬捱十多年，是不是？把它的那一套讀通，

你然後才有資格講嘛，不然你那有資格講呢？人們會說你是信口雌黃，是不是？於是

他走去有宗的大本營學習，有宗的大本營當時是在那裏呢？在 Kashmir(克什米

爾)，kashmir(羊毛的一種)，Kashmir(克什米爾)。現在印度有一個地方名克什米

爾，Kashmir，印度和巴基斯坦整天在爭那一片土地。在 Kashmir那個地方，世親就

跑到那處，那處是小乘有宗的大本營。小乘有宗它裏面有一套書名《大毘婆沙論》，

是很重要的。這部論只准人到它那處學，不准人抄出外面的。出入都守著，檢查得很

嚴格的。於是世親跑去學習小乘有宗的那套《大毘婆沙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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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有二百卷，玄奘法師之所以說他偉大呢，他譯出了二百卷，小乘講有宗的。

所以佛家你不要以為只是一味講空，它什麼都有。所以整天講空的，根本這種人不止

沒有學問，簡直是鄙陋。《大毘婆沙論》，中文都有二百卷了，是小乘有宗的一本百

科全書，即是等於唯識宗那一套《瑜伽師地論》同樣的地位。他走了去學，學成之

後，當時有一個大學者，是一間大學院的總教授。那個人是最有學問的，是一位羅

漢，是已經證了果的阿羅漢。他時時向他問難，提出很多問題，弄到那個院長，即是

那位羅漢，有很多問題答不到。覺得為何這個人如此奇怪呢？它是這樣講的，說他入

定去觀察。一入定，發現這個世親是一個大乘菩薩來的。於是他便請世親來，說：

「你要離開了，你不能留在此處，你不是學我這一套的。你不走，整天跟我辯難，我

們很多虔誠的信徒，他們會害你的。」宗教時時會殺人都什麼的嘛，他認為你是魔

鬼，他會殺你的。你和他的意見不同，他會殺你的，宗教不論東西都是如此。他說：

「你快點離開。」於是他被人識破，離開了。

離開之後，他的記憶力很好，或許他暗中抄下也不定，他離開了。離開之後，他

每天循環去各地方，講《毘婆沙論》，扼要地講《毘婆沙論》的道理。他每天寫一首

偈，即是每天寫 one line，四句。每天講四句，每講完的那一天，就寫一首偈。結果

漸漸地他做成了一大套書，名《俱舍論頌》，頌文。《俱舍論》頌文寫好了，他是一

個文學家，很好文章的。他就把那一套書，很莊重地找一隻大象，整套書放在象上

面，把大象簪花掛紅送去迦溼彌羅，送去 Kashmir那處。「我世親把你那一派的道

理作了一個總檢討，做了一本書，現在我送來了，請你指教。」那班人就歡喜到了不

得，「我們的同學如此出色，我們不讓拿出去的，  他居然記憶起來，宣揚我們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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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的道理，現在寫成一本這樣好的書送回來，好到極了。」大家這樣想，不過在大家

高興到極的時候，那個院長，那個總教授知道了，拿著它來看，看完之後，他對那班

人講：「你們先不要那麼快歡喜，它裏面暗中隱藏很多表面上發揮我們的一套，暗中

表示著他是懷疑的。你看看它，它把我們的道理講完，在下結論的時候，它便傳說什

麼的。他說傳說即是不信了，傳說。

即是說，譬如聖德肋撤說她出走、走回去，有這種奇績。你如果加上一個傳說如

此，即是表示你怎樣？你不肯定嘛。他常常講一段就傳說什麼，每下一個結論就傳說

什麼的。如此，那個教授就說：「你們不用歡喜，他加了這幾…，不知多少傳說什麼

呢，即是表示不信任我們這套教理的。你們最好是大家籌一筆錢，即是籌一筆稿費，

使人送去給世親。」他說：「請他以這筆錢作為稿費供養你，請你注釋，詳細注釋拿

回來。」他說：「一旦詳細注釋他便要解釋何謂傳說，他要給你解釋。到時你便知

了。」於是那班人籌了很多錢，使人送去給世親。世親就寫了一個注釋，名《俱舍釋

論》。即是現在我們沒有《藏要》，如果有《藏要》裏面有《俱舍釋論》。這樣他便

寫了一個《俱舍論》的注釋，《俱舍頌》的注釋，送了進去。送了進去呢，大家迎

接。一看原來講的都是傳說而已，有很多人都氣憤到極，其中有一個年輕人(眾賢)，

二十多三十歲，學問最好的。「不行，我要為我的…貢獻我的生命，我要駁倒他。」

這樣他便要去找世親辯論。印度人辯論是很重要的，拼命的。立下、定下約，定下生

死約，幾乎是這樣的。你辯論輸了割舌，或被糞淋那樣的。

他要找世親辯論，一邊找一邊寫書來反駁他的《俱舍論》。現在譯了，二百卷，

名《俱舍雹論》。「雹」看天上落雹，落雹，地上的禾便會被它砸爛。《俱舍雹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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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是我好像落雹一樣，把你的《俱舍論》砸爛，名《俱舍雹論》。…(眾賢)追他(世

親)，走了去(秣底補羅國)。總之他來到此處是為了避他，避了幾年地躲避他。為何世

親如此呢？他覺得一個青年人如此努力，如此有勁，他覺得這個青年人很可愛。你和

他辯論，令他輸掉，「糟質」(欺侮踐踏)了他無謂。但辯輸給他又全面失敗，是不

是？最好是不辯論，是不是？不辯論就大家齊起，(於是)掉下了他走了。誰知，大概

世親這個人是有點神通的，他知道這個人跟著便會死了。三十歲左右他起病，追不到

世親，到了他將死病重都見不到世親。他於是把那套書，寫了一封信給世親。這種學

者真的了不起，現代很少這種學者。唐三藏把那封信譯了。

那封信的內容講，「他說你在我處學習，在我們那一宗學習，學了之後，你就引

外面的道理來反駁我們祖宗遺留下來的這套理論。對於你此種做法，我感到非常憤

激，我要保衛我們的正義，所以我要找你辯論。但可惜我怎樣找也找不到你，現在我

已經起病，恐怕我病得很重，恐怕會死了。我現在呢，如果我死了，我便使人拿著我

這封信，把我的那套書拿給你，希望你批評我這一套書。我這套書是反駁你的，希望

你批評、檢討一下。」這個人的名字是什麼呢？這個年輕的人是眾賢論師。那些認真

聰明的人很快死的。死了，他死了，那些人便把他那套書拿給世親，世親便接了他那

套書來看，看了之後…。

他接了那套書的時候，看見《俱舍雹論》，他說：「不用，不需要打我那一套

書。」他說：「他有宗，他說的也是正理來的，他順著他祖宗的正理，這個人是很值

得欽佩的。」他便刪去了《俱舍雹論》這幾個字，就改為《順正理論》，他順著他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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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祖宗遺留的正理。我的《俱舍論》不值得打，不需要你打的。如此便改為《順正理

論》，現在《大藏經》裏面稱為《順正理論》八十卷，便是這一套書。你說他寫了一

封信給世親又這樣，這種做法。這種人，現在很難找到這類人了，是不是？這類人可

以比得上我們中國有一個什麼人？羊叔子。

三國的時候，有一個人名羊叔子，他替東吳做大都督，帶幾十萬兵來保衛北方。

抗衡著北方的晉朝，北方的魏晉，由魏到晉。北方晉朝的大都督姓杜，一個學者名為

杜預。現在我們研究《左傳》必定要讀他那套書的，杜預。羊叔子又是一個文學家。

二人隔著長江守著，二人你不打過來我不攻過去。他要怎樣呢？「我要待他死了，走

了才打過來。」他這個呢：「我又不過去，我一天不死，他也不會打過來的。」大家

這樣地守著，甚至於聽到北方的杜預不大精神，那個羊叔子使人送幾瓶酒給他。你說

友好不友好呢？以前的人是這樣的，他人送禮給你，要立刻開了來作享受。現在很多

人也是這樣的，你送個禮給他，很多都當面拆開來看的。以前中國人是這樣的，你送

酒給他，他立刻喝；你送東西給他吃，他立刻拿來吃。以表示信任你，你送東西給

我，我歡喜便立刻吃了。羊叔子立刻拆了酒來喝，不對，杜預立刻拆了來喝。於是那

些秘書等馬上制止他，「你喝了，它把你毒死又怎辦？」他告訴他們，他拿了去喝。

毒藥的「酖」字是否這樣寫？

同學：「『酉』字加『沈』字減去『水』字傍。酒毒。」

教授：「是的，沒錯。這個是不是？是否『水』字傍？酖毒嘛，是否『酖』？」

同學：「那邊像個『酒』字。」

教授：「這樣是嗎？這個。哈，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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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在那邊。」

教授：「啊，這邊，是不是？」

他說：「豈有酖人羊叔子。」

不會的，世界上沒有一個羊叔子把毒藥給人吃的，立刻拿著酒來喝嘛。你說，現

在那有這類人呢！這是千古佳話。世親和眾賢可以媲美這件事的了。好了，看看。世

親就改了書名，就因為世親改了它，那本論便大流行。所以外國的人和印度人在當時

人人都學，除了學《俱舍論》還兼學了他的《順正理論》。外國人翻譯又除了翻譯

《俱舍論》，還翻譯了他的《順正理論》。中國人也要把它翻譯了。如果不是世親如

此改了它，那本論恐怕會消失了，是不是？世親就享有大名，他整天批評大乘，他不

信大乘。他的哥哥就學大乘，導師。學唯識。世親就不相信唯識，批評唯識，去到那

處都罵唯識，批評唯識。於是，他的哥哥對他無可奈何，他的辯才又好。於是有一次

他的哥哥裝病，通知世親說：「我現在病重，最好是請你來，我想見你最後一面。」

世親見到哥哥說病重，便去了。去到之後，把他留在宿舍住，不馬上和他談話。讓他

住在隔壁房間，找一個人念大乘經，念那本《華嚴經》〈十地品〉，《十地經》，念

《十地經》。世親無聊了，晚上有人念經，他一路聽，聽到他念《十地經》就想一

想。真是湊巧，他想都是大乘偉大的，聽了《十地經》覺得是偉大的。自己一味只在

小乘那麼狹隘，整天批評人，都是不應該的。

第二天見他哥哥的時候，「哥哥，我知道你快沒命了，你不用的了，你會轉好

的。」他說：「我知道我過去的錯誤，我不應該批評大乘。你要不要我割舌以贖罪

呢？我整天在罵大乘。如果認為需要，我割舌以贖罪，作為辯論輸了給你。」那個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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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說：「你傻了嗎？不用這樣。你用你的舌來罵大乘，現在要你的舌來宣揚大乘，這

才是嘛。」他說：「好的，我皈依你，你當我的老師吧。」便跟著哥哥學。那個哥哥

就吩咐他：「你昨晚聽到《十地經》，我現在吩咐你替《十地經》作注釋。」於是世

親菩薩…。當然他是不怎麼認識大乘的，他的哥哥便教他，把《十地經》的內容教

他。教了他之後：「我現在教了你，你做注釋，你的文章很好。」世親便做了《十地

經論》的注釋，稱之為《十地論》，現在的《大藏經》裏面有了。南北朝的時候，那

些人把它譯為中文，譯了，名《十地論》。那個人是誰？菩提流支。

有些人認為這個人即是菩提達摩，太虛法師便說他是，有些人則說不是。菩提流

支把它翻譯為中文。翻譯為中文之後就產生了一個宗派名地論宗。這本《十地論》來

到中國產生了地論宗。同時又有人，南方的真諦法師，梁武帝的時候，就翻譯他哥哥

的那本《攝大乘論》。那本《攝大乘論》又不只是他哥哥做的。世親作了《十地論》

的注釋之後，他哥哥教他學唯識，可能特別為他寫一篇唯識綱要的書，  就像我這本

《(唯識)方隅》那樣的書，稱為《攝大乘論》，即是上面那本。是用作教弟弟的講

義。教完他之後，他說：「好的，你為我作注釋。」於是世親便造了《攝大乘論》的

注釋。世親初學大乘就寫了兩本書，一本是《十地論》，一本是《攝大乘論》之釋。

《十地論》譯為中文，在中國成為一個宗派，名地論宗。地論宗一路傳到唐朝，結果

便變為華嚴宗，擴大了。南方的真諦法師在梁武帝的時候，就譯了那本《攝大乘

論》。《攝大乘論》譯了出來，那些和尚又依據他這部書成立一個宗派，稱為攝論

宗。後來攝論宗到了唐朝…。唐朝攝論宗有一個人，學攝論宗的人，一個是玄奘法

師，他認為攝論宗也不怎麼妥，要親自去印度留學，玄奘法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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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一個學地論宗又兼學攝論宗的人，叫做圓測法師，即是這個韓國人。他沒

有機會去印度，唐三藏回到中國的時候，他本來是唐三藏的師弟，就拜師兄為老師，

成為玄奘門下的一派。這本書…。世親皈了大乘之後，作了很多書。大概他的著作有

近一千種，故稱千部論師。他晚年的時候，就作了兩部很重要的書，一套是《二十唯

識論》。「二十」者即是什麼？twenty lines，二十首詩，是專解答唯識的難題。當

時的人對唯識提出七個問題，詰難唯識論。世親解答這七大難題，就寫了一套書名

《二十唯識頌》。現在英文有譯本，你可以去那個印度人處買得到，《二十唯識

論》。到了他晚年的時候，將死之前就寫了《三十唯識頌》。這個《三十唯識頌》即

是 thirty lines，thirty stances，三十首偈，講唯識的道理，這套是最重要的了。

《三十唯識頌》世親呢…。《二十唯識頌》世親有自己注釋，《三十唯識頌》世親都

未注釋便死了。八十多歲，未注釋便死了。死了之後，或許是他故意，死了之後有十

大家替它做注釋。

玄奘法師去印度留學，把十大家的注釋拿了回來。回來之後，他晚年想翻譯，翻

譯了《三十唯識頌》，但未翻譯十大家的著作。到了他將近晚年，便要翻譯那十大家

的解釋，《三十唯識頌》的注釋。選定了四個人，都是最標青的，當時他最突出的弟

子，(神昉)、(嘉尚)、窺基、普光，他們四個是當時最有名的。誰知這個窺基是最霸

道的，窺基法師，他人做和尚呢…。相傳而已，但我並不相信。說他是不持素的，又

有女人的，又喝酒的，他是不怎守戒律的，我並不相信。玄奘法師戒律這樣好，他怎

會縱容他的徒弟這樣子呢，是不是？這個傳言是人們毀謗他的。他又如何呢？如果他

不出家他是公爵。現在你們常常在講的尉遲恭，唐太宗不是有一個功臣叫尉遲恭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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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遲恭是他的伯父，他的爸爸是尉遲恭的弟弟。尉遲恭被封為公爵，他的爸爸亦被封

為公爵，代州都督，即現在山西省北部代州。窺基法師的父親是代州都督，開國公，

公爵，如果他不出家就世襲公爵。但他又如何呢？玄奘法師到了晚年，就想找一個繼

承人，即是找一個接班人。他覺得普光那些全部都不對勁，要另外找一個，找一個年

輕的。

有一天，他在田間碰到一個年輕人，一個貴族的年輕人，很多跟班跟著他的，很

魁梧，體型很大的，窺基法師。一看他的相，「如果我得到這個年輕人作為我的徒

弟，我帶回的那套書便可以有寄托了。」於是他便：「你查一查這個年輕人，看是那

一家人，待我找他出家才好。」玄奘法師，唐太宗是很敬仰他的，運用了唐太宗的壓

力，要想迫窺基出家。他自己在未迫(窺基)之前走去找他的父親，找窺基的父親，

說：「我想你的兒子出家。」大概他的意思即是說，「唐太宗都有意思讓我找一個年

輕人作為繼承人，你不讓兒子出家， 我對唐太宗一說，你真的是…，你都是要送他來

出家的了。」即是這樣。窺基的父親…。窺基並不是中國人種，他是混種的，是和匈

奴人混種的。所以那些混血兒是特別聰明的。耶穌也是混種的，耶穌你認為是純種的

嗎？混種。那父親：「沒有問題，你法師要讓他出家，我同意。但要他自己願意才可

以。」「那你請他出來，我和他說吧。」於是…。

當時窺基十七歲，叫窺基出來。「法師想找你出家做徒弟，你願不願意？」窺基

便憤然，即很不高興地說：「如果答應我三件事，我便跟你出家。」玄奘便說：「你

說，那三件事？」他說：「第一、我要不斷女色的。第二、我要飲酒吃肉的。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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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寫作什麼都自由的， (不是。)第二飲酒，第三是吃肉。你答應我三件事我便出

家，我家中很富有。」玄奘法師，《高僧傳》是這樣講的，他說：「其他人不可以，

但你可以。我答應你，你出家吧。」他說：「好，我跟你出家。」跟了他出家，唐太

宗知道了這件事，大概他是已經得到唐太宗默許的。吩咐玄奘法師，他說：「法師，

你老了，整天你『頻撲』(忙碌)上朝，每譯一本經你親自拿來見我。不用了，你不用

見我了。以後你讓窺基代表。你有什麼要見我，你讓窺基來代表你便可以了。」這樣

便做成了他的地位，他是皇帝指定的代表人。所以中國有爵位的人而出家，唯一的便

是他。而且事實上，中國和尚沒有一個有他那麼聰明的。什麼問題到他手上便能解

決，他這個人解答到。當時選著窺基，窺基便對玄奘說：「十家的著作注解，逐家來

翻譯。人家後人看到十家不同的講法，他人如何取材呢？待你法師仍在生，以你的智

慧把那一家，每家的那些內容你認為它不怎麼對的不要，認為那一個講法是最好的，

你取了它。捨短取長，把十家混合而編釋為一本書，確保後人有所遵從，只有你才能

做得到的。我主張這樣。」

如此，玄奘法師認為：「不可，這是很多聖人的著作，我把它來如此處理？這樣

做是太大膽的，不可。」他說：「你這個膽量也沒有？我就主張這樣，我不做了。讓

我的三個師兄做吧，我不做了。」玄奘本是想栽培他的，他便說：「好的，好的，既

然你有此想法，做吧。」窺基：「這樣，請開三個師兄，我一個人和你做。他們三個

阻礙著，不行的。我要和你兩個人，一對一。」即是他看不起他的幾個師兄。「來

吧。」於是唐三藏又答應，藉口請開一個，藉口又請開第二個，結果就請剩他一個。

如此便一對一翻譯，把十大家混合而成一家，文章非常好，取名《成唯識論》。下

面，即是《唯識三十頌》的注釋，就是這樣的。你看看我這個注，《成唯識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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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玄奘、窺基」他兩師徒。「糅譯」，「糅」即是糅合、混合的意思。「印土釋

世親《三十頌》者十大家之文，而以(其中一個名)護法為指南(以一個為主)，故題云

護法等造(這本書是護法等造)。論引六種經、(引了)十一種論。」裏面就分為唯識

相、唯識性、唯識位。「相」是現象，由我們的識所變出來的宇宙現象，「相」。

「性」者實體，這個 reality；唯識的實體即是真如。唯識位，「位」即是階

段，stages，修行唯識的階段，「位」，和「地」字的解釋差不多的。它用三部分來

到解釋，「成立」即是解釋，解釋唯識的道理。

所有一切不正當的義理、不完備的義理，入到《成唯識論》更無安立餘地，所有

都被它全部批評了。這本書「博大精深(微)，於斯觀止。」講佛家的書博大精深，實

在是到此為止。「唯識學至此，遂達極峰。」所以真正唯識學，與其說是印度人的，

不如說是中國的玄奘、窺基。「窺基於參糅之餘，將玄奘所傳口義」；「口義」，即

口授相傳的；「參以己意」編成一本書名為《述記》，亦是最有名的。《成唯識論述

記》，學唯識的金科玉律。我又曾經把《述記》來到注解，準備十冊，現在出版了三

冊。第四冊被印刷商…，交了給他印，給了五千元訂金，它結業，結業連我的稿也遺

失了。可幸我還有稿的一大部分，有一點不齊全，我就要補回，今年下半年回香港便

會付印。「《述記》不盡之義，則別(另外)為《樞要》」。《述記》是敘述老師的講

法，他自己的心得便是《唯識樞要》，另外有《唯識別鈔》，「以補充之。故欲通此

論，必讀《述記》等書。」跟著有一套《百法明門論》，這套是講唯識的入門書，和

《五蘊論》一樣是入門書來的。另外一套書是《成業論》，「成」就是解釋，「業」

就是業。王聯章，他快來到了。他就是研究這個，他的碩士論文就是研究《成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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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你看看，你想解釋業力。佛家常常講業，karma是怎樣的呢？你一定要看這本

書。你看看，「世親造。談業種子。有此論，然後種子義完備，而因果流轉(「因果

流轉」即是輪迴)之理得以解釋。

又大小乘學人皆應持戒：戒有戒體；戒體之解釋亦應(該)依據此論。」所以這本

書如此重要。以上是正面唯識的那些論，部部都是重要的，學唯識不可以不讀的。下

面那些是比較次要一點。《現觀莊嚴論略釋》，即是現在我們講的那本《現觀莊嚴

論》，是以有宗世親、無著那班人的思想來解釋般若，解釋空宗的《般若經》。另外

有一本《集量論釋略鈔》，是翻譯西藏文，講邏輯的。另外有一套《集量論略解》，

又是解釋《集量論》的。又有一套《觀所緣緣論》，又是玄奘譯的，又是講唯識的小

書。再有，下面有一本《佛性論》，這部書是講什麼是佛性的。以上是有宗的書。不

過只有一套《佛性論》，有人懷疑不是真諦譯的，是中國人偽做的，有人這樣講。是

不是呢？我相信並不是偽做，是真的。以上介紹了全部的 bibliography了，介紹了

講唯識的。以後就講到什麼？唯識這個詞的意義。先喝一口水，一段嘛。講到此處，

認識了嗎？沒有問題嗎？沒有問題。

同學：「羅公，現在《唯識二十頌》和《唯識三十頌》都是世親菩薩造的。現在所流

行者多數都是《唯識三十頌》，《唯識二十頌》很少人講…。」

教授：「有，有人講。」

同學：「…對此兩個，《三十頌》和《二十頌》有何差別？」

教授：「《二十頌》是解答難題的，《三十頌》是正面建立一個 system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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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對唯識的解釋。《二十頌》是難題。」

教授：「是的。所以《唯識三十頌》重要。《唯識二十頌》…。《唯識三十頌》是包

括了《唯識二十頌》的。所以…」

同學：「它已經包涵內面有，都是已經有《唯識二十頌》的內涵，所以少一點人講

《唯識二十頌》。」

教授：「是的。」

同學：「多數是《唯識三十頌》，《唯識二十頌》很少有人提。」

教授：「…佛經的意義本來是很簡單的，即是離開識之外，什麼也沒有，本來是這

樣。」

但因為有人提出了唯識是譯錯了，要譯作唯表，這就產生了這個問題，所以我才

加上了這一段。「識」者，這個「識」字本來是作了別解的。「了」就是明了，

「別」就是辨別，「即是眾生所有的瞭解(和)辨別之力」，這種力就謂之「識」。

「『唯』是遮遣之詞」，「遮遣」即是否定其他，只有他自己而已。《成唯識論述

記》，即是窺基所造的這部書，它這樣說，它的第一卷是這樣說，「『唯』遮境有，

執有者喪其真。」這是第一句。第二句你看下一行，「『識』簡心空，滯空者乖其

實。」窺基的文字很雄壯、很雄亮、很美麗的。好的，我解這兩句。「『唯』遮境

有」，如何遮境有呢？「遮境有」者即是遮遣…；「遮遣」即是否定。否定什麼呢？

否定離開我們的識而獨立存在的 object，的境，離開我們內在的識而獨立存在的

境，他否定這種境，並不存在。這種境是不存在的，離開識獨立的境是不存在的。但

你要留意，由識所變，在識之內的境是存在的。如此，「『唯』遮境有」。「執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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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其真。」如果你執著外面的境，離開識的境是有的呢，你執著它便是「喪其真」

了，便失去了真相。懂得解嗎？馮麗麗，懂得嗎？何解「喪其真」？

下面，下一行。它又云：「『識』簡心空，滯空者乖其實。」，「簡」字和

「遮」是同一意思的，簡除。「簡心空」者，「心」是識之別名。識即是心，心即是

識；即是眾生的識謂之心。這個心雖然是一種無常的東西，無常的法。而「且待緣始

能生起」，一定要各種條件具備然後它才能生起，「緣」就是條件。但雖然是待緣而

生，「然不是無」，它並不是無，它只是幻有。「故唯識一詞，祇(是)遮(「遮」即否

定；否定)離(開)識(而)獨立存在的世界。」它否定一個這樣的世界。「並不否定宇宙

萬象」，它不是否定這個宇宙裏面的各種事物。「及其體之存在」，及實體，並不否

定這個世界的實質，這個真如的存在，他是不能夠否定的。如果把實體存在也否定，

就變了什麼？虛無主義了。不過只是「不離識而已」，不能夠離開我們的識而存在

的。唯識二字懂得解了。現在又發生一個問題了，「又若單言『識』」，「識」字梵

文是有兩個字的，「一(為)Vijñ naā 」，Vijñ naā 這個「jñā」字在英文是沒有這個音

的「na」。Vijñ naā 。「乃眾生之了別(的)力，即(是)眼(、耳、鼻、舌、身、意)等八

個識(是)。「識」的第二個字是 Vijñ ptiā ，不是「Vijñ p-tiā 」而是「Vijñ p-diā 」，這

個讀「d」音，Vijñ ptiā 。這個 Vijñ ptiā 就具備有「了別」和「顯現」兩個意義的。

現在唯識的那個「識」字是 Vijñ ptiā 而不是 Vijñ naā 。如此即是唯識的「識」字具備

兩個意義的了。「而『唯識』一名 (在 )梵語為 (加了一個為字 )Vijñ pti-m traā ā ；

m traā ，Vijñ pti-m traā ā ，唯識。「唯」字即只是，only的意思。m traā 即是什麼？

Vijñ ptiā 你 可 以 譯 作 consciousness ；  m traā 就 是 only ， 所 以 可 以 譯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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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ciousness only，唯識。唯識亦可以說成唯識顯現的意思，是不是？

「今人」，這個是指我的學生。我罵他，霍韜晦，他這一世不興呢，就是弄錯了

此事。「今人(有)以為 Vijñ pti-m tra(ā ā 這個)應譯『唯表』，而菩提流支(即是譯《十

地論》那個)、真諦(即是譯《攝大乘論》那個)、玄奘(即是譯《成唯識論》那個「這

三個」)、義淨(即是玄奘法師之後那個義淨法師)，(這)四位三藏法師皆誤譯為『唯

識』者」。霍韜晦這樣大膽。「此乃未經深思熟慮而輕下(判)斷(語)者也。」這個只

是我罵學生而已。「且如」…。那個「表」字他不知道譯做「表」，怎會不知呢。

「且如」一個字。「avijñapti-rupa」這個字，玄奘法師把這個字譯做無表色，即是

他知道「vijñapti」這個字就是「表」的意思。你說玄奘譯錯？他又知道這個字可以

譯做「表」的，是不是？「豈不知 vijñ ptiā 有『表』(字的意)義」呢？這便是錯，你

霍韜晦就比那四位三藏法師聰明？誰會信呢，是不是？所以他真是太大膽了，是不

是？我最不高興他就是此事。「是知於此譯『識』」，在此處就譯「識」。「於

彼」，於無表色的「表」字就譯「表」。「(必定)有所抉擇」，即是有所檢討過；

「抉擇」即是檢討過。

如此，所以「唯識」者的意義就是這個解法了。一方面是「唯識」，唯了別，一

方面是「唯表」。好了，現在「唯識」的意義，「識」的意義，全部了解。現在我們

講唯識的歷史，唯識有一個淵源、源流。「源」者水源；「流」者它的流派。「分

三」。唯識的淵源是出自那些經的，是出自什麼經呢？是出自佛經裏面一部分的經，

那些人在經裏面取出部分內容，把它擴大。(丙二)就說唯識學發展，初時萌芽，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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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到最高峰的狀況。(丙三)就講他們師徒的傳承。來看了。「(丙一)唯識學之淵

源」，又分四點，(丁一)、(丁二)、(丁三)、(丁四)。(丁一)、所依的經。我現在說

它。我認為唯識宗所依的經是出自古代佛經的「雜藏」。第二、唯識宗就說了我們除

了那六個識之外，有一個第七識。第七識之建立，  建立有一個第七識是和另外一種

經有關係的，一種名「解脫經」有關係的，在那處來。(丁三)、唯識常常講種子的，

就建立這種種子學說。種子之建立和小乘論藏經是有關係的，我指它出來。(丁四)、

第八識之建立，即是阿賴耶識的建立，又是和小乘有關的，我又點它出來讓大家知

道。現在，(丁一)說明它所依的經論是出於雜藏。

講到此處，我們要知道釋迦牟尼涅槃之後，他的大弟子名迦葉，他恐怕釋迦牟尼

佛的學說漸漸會遺失。於是得到政府的幫助，在一個地方，在一個山裏面，邀請五百

個長老。五百個長老，他不要年輕人，凡是長老都是霸道的。那五百個都是長老，在

做什麼？會誦。便謂之結集。為何謂之結集？為何不用編輯？為何用結集？不能用編

輯二字，它不是寫為文字的。他找一個人，「你在何地方聽佛講話？你現在說出

來。」於是那個人便：「如是我聞」，如是這部經是我親自聽聞的。佛在某某地方，

如何如何地講，對那些人這樣講，誦出來。誦出來，那個主席就是迦葉。迦葉就問大

家：「他有沒有弄錯？如果你認為他是弄錯的，你發聲，提出主張。沒有就不用吭

聲，默認。默認就即是承認了。」即是等於現在的人開會，有反對的就發聲，是不

是？沒有反對的便視作為你同意便通過的了。

他是舉行一種這樣的儀式。如此便一步一步，「接近了一步，大家沒有異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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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說三次，沒有異議便作為通過了。」以後這本就稱作什麼經，以後你們傳吧，照此

傳播。你是懂的，他不懂你懂，請他找你，你就給他唸，又讓他給你唸，認為 okay

沒有錯了，你便可以了。你又傳給另一個，那種便稱為法師，那種便是如此。「法」

即是那些經，能夠唸誦經出來的那些老師便稱為法師了。這樣那些一本、兩本、三

本，所有的經集合，那些便稱為經藏。「藏」即是 basket，藏著那些東西的，經

藏。另外，釋迦佛有很多戒律的，訂下很多戒律，這些戒律為何訂下？那條戒律訂了

之後，發生過什麼問題？又找那些熟識戒律的人，請他誦出來。誦出來，大家沒有問

題，便這個是什麼律，那個是什麼律。這個是比丘尼的戒律、這個是和尚的戒律，這

些是什麼戒律。如此又集合了，這個稱為論(律)藏，你就去傳吧。有人想受戒呢…。

不是，律藏。想受戒便找你，你便稱為律師，能夠唸得出那些戒律的。你想受戒便找

一個律師為你受戒。是這樣的。律藏，另外有些…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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