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授：「他『快快趣趣』走人了。」

同學：「…」

教授：「嗄？」

同學：「他全學了，玩完了？」

教授：「是的。所以你不要以為自己很聰明，有時太聰明…。

即是你前世的業力只有一點兒，那麼快你完成了便收工的了。即如那些「菲

林」，你猛出力攪，本來別人可以要兩小時才播影完的，你猛出力攪，你這齣戲一個

小時、個半小時便做完了，所以要慢慢來。」你看看，一、由真如為體，由真如顯現

出它的屬性。它的屬性是無量那麼多個根本識，是不是？輪迴便是輪迴的那個根本識

去輪迴了。如此，在大眾部的經論裏面有了根據。

第二、說一切有部。佛滅後最正統的，說一切有。你不要以為講空才是正統，講

空不是正統，講一切有才是正統。即是現時所謂極端的實在論，說一切有部。在「經

藏中有阿賴耶之名」，但它不稱為阿賴耶識。到了後來，無著菩薩要建立阿賴耶識的

時候，他就引說一切有部所傳的經藏，說它也講阿賴耶識的。到底小乘人所講的阿賴

耶識是不是呢？有兩說，兩派。一派認為小乘人根本就不懂得有阿賴耶識的，而小乘

經裏面的阿賴耶識，是指那個五蘊和合的假體而已。斯里蘭卡的人是如此看法，呂澂

亦是如此看法。但那些講唯識的人，那些極端講唯識的人，他們認不認為呢？這不是

小乘說一切有部，雖然它不是講有一個阿賴耶識，但它提出阿賴耶這個名字，是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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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東西，不是無的。這件東西是什麼呢？一定是相當於唯識的人所講的阿賴耶識

才通，否則不通。我就站在此一看法，比較正統派的。我們看看，「《識論》（即是

《成唯識論》）亦論證此名應是暗指阿賴耶識方為合理」。

「今人」，這個是指什麼？有一些日本人，有一個斯里蘭卡人，把呂澂也包括在

內。呂澂早年是如此，現在晚年則不知了。「今人則謂此阿賴耶（識）名（是應該）

譯云窟宅」，阿賴耶識（譯為）窟宅，那個窟、洞，盛物的。「指眾生所住的世界而

言（即是五蘊所成的世界而言）；」無著和《成唯識論》，《成唯識論》所解，就說

它是什麼？「牽附（強）以成己說而已。」說他這些是真是解經而已。但下面那一個

是我的見解了，「然無著及《識論》之說，於理亦無矛盾」，我的見解。何解呢？

「蓋世尊本旨一方面否定眾生死後（他的）生命隨（著他的）形骸俱盡」。世尊謂此

屬於斷見，他否定「斷見，一方面（他）又否定生命永恆不變之（那種）常見。如果

在這個又否定斷見，又否定常見呢，「則許（許即是承認，就承認）有一個非斷

（亦）非常的阿賴耶（識），至為合理（也）。」所以我便站在此正統派之立場，因

為阿賴耶識每一剎那都變的，所以不是常；但它是連續下去的，所以非斷。佛家說非

常非斷，我們的生命非常非斷，這個非常非斷的東西不是阿賴耶識是什麼？它只是不

稱作阿賴耶識而已，它稱之為窟宅亦可以，它稱之為江漢霖也可以，稱之為 A也可

以，稱之為Alpha、稱之為 Beta也可以，是不是？

同學：「所以我覺得這個阿賴耶識稱作『我』也可以。」

教授：「稱作『我』也可以，但你要說明它是非常非斷的『我』。佛家所反對的

『我』。『無我』即是無那個常的『我』而已，非常非斷的『我』佛家是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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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的。「如是我聞」嘛，它都說是如是我聞，常常都很多『我』的。所以

『無我』兩個字，對『無我』不要誤解，不要認為凡是自己都無，是不是？

不是這樣解的。即是說，在說一切有部是有根據的。還有，上座部裏面，那

個論藏裏面，就有如此一個名詞謂「有分識」，有一個這樣的名詞。用「有

分識」這東西來到說明三有的原因；三有即是欲界、色界、無色界。

「分」字梵文和「因」字相同意思的。三有的因，即是說每一個眾生都有一個

識。這個識就是令到他輪迴欲界、色界、無色界三有的原因，這個不就是阿賴耶識

嗎？有分識，「有謂三有，分是因義。此識相續不斷，徧一切處（徧一切處即是無處

不在），故能為三有之因。」阿賴耶識即是這個有分識，亦即是上文所講的阿賴耶，

亦即是前面所講的那個根本識，不過它的名字不同而已。另外小乘裏面有一派名化地

部，化地部的那個論藏裏面，建立一個貫通三世的東西，由無始以來一路到現在都未

斷過的一個這樣的東西，那個名為「窮生死蘊」。「窮」即是什麼？由始至終都不斷

的謂之「窮」。「生死」，我們生生死死；生生死死常常變，但這東西是連續的，有

一樣東西，有一條線索。「蘊」就是一堆東西，是由眾緣和合而成的，即是

conditioned的 body，「蘊」。「此部將諸行」，諸行即現象，把現象分為兩種，

一種是「一念蘊」，即是每一個剎那都一生一滅的東西，一剎那過去便失去了。另外

一種是「一生蘊」，即是從生至死都連續的，一世都連續的，名一生蘊。始終一生

蘊，「始終」兩個字在佛經裏面即是這裏。這裏的一生蘊，於一期生死之後，還可以

再生的，直至最終解脫，解脫即達到涅槃為止。

你一天不入涅槃，這件東西一天連續的，此所以名為「窮生死（的）蘊」。

3



「蘊」者表示它是 conditional的，不是真的 reality來的。此處我們比較講得詳細的

就是呂澂的《印度佛學源流略講》。如此即是有這個根據了。另外小乘有一派名經量

部，經量部它又立了一個概念，名「一味蘊」。「一味」者即是什麼？由無始一路至

現在都不會有善有惡的，無記的，其性恆常不變的謂之「一味」。性質不變，即是指

無記，阿賴耶識是無記的嘛。然則所謂阿賴耶識者，亦即是一味蘊，亦即是阿賴耶，

亦即是根本識，名字不同而已。好了，下面結論。「慈氏、無著等依（據）有輪諸經

以建立阿賴耶識， 對（於）此等法相（此處法相即是指觀念、概念），必曾加以抉

擇（抉擇即是檢討）。」有些人這樣批評：「是的，佛家是要講現證的，在坐禪中驗

證到的。你這種講法是從歷史推究而已，從理論而已，不是現證。」

所以我便加了這一句，「學說有所承受，並不等於不由實證」，你怎知他沒有實

證？即是等於斯賓諾沙沒有講過那個「單子」是空的，你怎知他不懂？他沒有講而

已，沒有講就等於不懂嗎？是不是？譬如你滿身鈔票，你不吭聲，我便說你沒有錢，

窮鬼來的。不能這樣的。如果是這樣便不合邏輯了，你明白嗎？所以為何學佛的人最

重要是要學因明？他不講並不等於沒有，不講並不等於不懂，是不是？他不拿錢出來

給你看，並不等於他沒有錢。學唯識對這些是很嚴格的。「故說阿賴耶識的建立，亦

源於小乘（的）經、論。」就是有依據的。好了，我們總括上面，所謂唯識學是由這

麼多東西綜合而來的。第一、由雜藏，雜藏產生空輪、有輪兩種經。再由有輪經產生

大乘有宗，此即唯識宗、法相宗。還有，有一個解脫經，或那些解脫零落的經裏面講

及染污末那。這個等於什麼？第七識。成為大乘有宗的第七識。上座部裏面說一切有

部的經藏，裏面講及阿賴耶識的名字，轉化而成為唯識宗的阿賴耶識。說一切有部有

一個「無表色」，那天談過了，就變成阿賴耶識的種子，又入了唯識宗。說一切有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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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面分出來的經量部，經量部裏面的論藏講到種子。這個種子走了入唯識宗，便成為

唯識宗的種子說。

經量部又講過一味蘊，這個一味蘊走了入唯識宗，便成為阿賴耶識。化地部論藏

裏面又講到有一個窮生死蘊，這個窮生死蘊走了入唯識宗，又變成阿賴耶識。大眾部

論藏裏面說有一個有分識，這個有分識走了入唯識宗，又成為阿賴耶識。即是所謂唯

識宗，是綜合這麼多派，批判這麼多派，捨短取長而成的。但是如此，你不要以為他

沒有實證，你怎知他沒有實證呢？因為你要問他，他要告訴你嘛，實證的東西是講不

出來的，他要從歷史告訴你了。如此，由大乘有宗裏面就產生兩門學問，一門稱為法

相學，即是專解釋名詞的；另外一門是唯識學，建立一個唯識論的。如此，唯識的淵

源全部講了，其來源已全部講了。以上為（丙一），是唯識學的淵源。是不是？現在

講到（丙二）。有了淵源，（跟著）是發展了，是不是？「發展」者即是 develop。

它的 development如何？

教授：「什麼？沒有書？沒有書你便影印吧，沒法買得到了。如果要買，你要去百德

新街才能買到。」

對於唯識學發展之過程，現在講了。「上文說唯識學源於小乘（的）雜藏與論

藏」，是不是？此是就義理之本質，義理即是哲學，即是哲學思想；就它的哲學思想

之本質來講。如果就學說發展之次序，先有什麼？後講什麼呢？「其（即它）所採用

之名相（名相即是概念）（而言），則唯識學亦由小乘諸部宗義（宗義者即它這宗之

思想）遞變而成（遞變者就是依次變化而成）。何以言之？小乘說有者」，小乘人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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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講有的，亦有一些人講空的。小乘人那些講有的，就例「如上座部系統諸宗

等」，這些講有的就講成怎樣呢？

「雖復部派互異，然其執有實物，或執有外物所由組成的（那些）極微則同。」

凡是講有的，一定講這個世界有原子。佛經，佛的時代已經講原子的了。講原子講得

最早的，在歐洲是在二千五百年前，距今二千五百年前，耶穌出生前五百多年，希臘

那班人，希臘那班哲學家，就已經認為世界是什麼？世界是由地、水、火、風四種原

子造成的。所謂原子是把物質來到分析又分析，分至不可以再分的東西，謂之原子。

西方二千五百年前，剛剛又是佛的時代，講原子，它並不稱為原子，稱作極微，極之

微細的一粒粒東西。那些凡是講有的，一定要承認有原子的。不然，他如何能夠認為

這個世界是有的。把它來分，分到最後必然是有東西的，這有的東西是什麼？一粒粒

的那些東西。到了「龍猛、提婆（兩徒）出，（便）倡說空義以矯其弊（矯即是改

正，改正其弊病），於是有大乘空宗（出現）。」即是說最初是小乘有宗最流行，後

來漸漸發展至極端，物極必反，就有大乘空宗出現來到改革它的弊端。「然龍猛說

空，祇（是）破小乘師等之把外物執為定實」。「定實」是什麼？「定」者一定是如

此的；「實」者即是實在如此，並不是假的。「並非謂宇宙、（和）人生、體、

（和）用都無。」學佛的人開口講空，什麼都空呢。如果你空到連宇宙，「宇宙」即

是 universe；「人生」即是 life；「體」即是 essential；「用」即是 attribute。

如果你認為這些都是無，這樣地空便變了虛無主義了。佛就最「棹忌」這種觀

點，所以佛有一句話，在小乘經裏面說，它說：「寧可執有見如須彌山般大」，須彌

山被認為是最大的山。它說：「寧可你執著有，執著其分量如須彌山那麼大；不可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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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猶如一芥子。」不要讓你執空的見解，執著如一粒白芥子那麼小。它的意義即是什

麼？執有不會有害處，執空最「棹忌」。執空可令至道德可以不守，戒律可以不要，

人生可以放縱，空嘛。執有則不然，歪一點也不敢，是不是？是有的，做錯了便有做

錯了的效果。龍樹講空只是破小乘那些執有執得厲害而已，不是認為什麼都無。「上

座部等（即是這些是執有的）在佛教史上雖然居（於）正統地位，但因蔽於執有，反

失（去）世尊說教（的）本意。龍猛談空，其說與大眾部系統」，上座部、大眾部

嘛，A okaś （阿育王）時的分裂嘛。「諸宗（大眾部系統的宗派）之傾向空義者關係

最深，在佛教史上雖非正統，但以其掃除一切封執（封執者，封即封閉；那種封閉的

執著），反深符世尊說教（之）本旨。所以龍猛（的）空義，不獨為空宗後學所稟承

（稟承即是接受），後來大乘有宗學者，對於龍猛（的）空義，亦拳拳服膺」。有

些，你那些沒有讀過中文的，何謂拳拳服膺呢？你便不懂得解了。陳玄初你懂不懂得

解？必定不懂，懂得就奇怪。如果你說懂得就「鬼上身」，有一隻斯文鬼上身；不懂

才是正常，因為老師並沒有教你。中國有所謂《四書》，是不是？《四書》裏面有一

本《中庸》，《中庸》裏面記載了孔夫子的一段話。

孔夫子讚美他那一個短命學生，最短命的學生顏淵。他讚美他，他說：「回也

（他說阿回，顏淵名回，他說阿回），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就是這一句

話，我就講講國文。他說：「回也，回也，得一善」，他得到一件好東西，他就會如

何？「拳拳服膺」，拳拳服膺（即是）努力。他讚美顏淵。他說阿回，「也」即是

啊，阿回啊。「得一善」，他學到一件好的東西，他就拳拳服膺。拳拳服膺，「膺」

即是 chest (胸)；「服」那是蓋著。得到一件好的東西，他便拳拳，兩個拳頭緊握，

緊握著恐怕它跑掉一樣。拳拳服膺是這樣解的，即是說…，以後引伸為什麼？對某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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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是最佩服的，覺得它最好，不捨得放棄的，便謂之拳拳服膺。明白嗎？懂得解嗎？

你譯做英文，如何譯法才好？英文不知要如何譯法了。你找到《華英四書》，看看它

如何譯法？《華英四書》有兩種譯本，香港人念的一種，是英國人翻譯的。另外有一

套書名《東方聖書》，將來我們法相學會，看來要募捐，捐一套《東方聖書》。現在

買新書也買不到，我看要托人去倫敦買舊書才能買到。《東方聖書》，有多少冊呢？

四十多冊，厚的。裏面有什麼呢？有中國的《四書》；五經中有《易經》、《書

經》，齊備的。那些子書有《莊子》、《老子》等等。印度的東西呢？有四《吠

陀》、有幾大冊《奧義書》，有什麼？有波斯教的經典，有拜火教的經典，有瑣羅斯

德教的經典，又有回教的經典，很豐富的。是一個德國人編的，這個德國人名 Max

Müller，馬克斯.. 繆勒，在Cambridge當教授的德國人。

同學：「那一套書是什麼名稱？」

教授：「《Sacred Books of the East》，你送來吧，你負責募捐吧。「Sacred」聖

也，《Sacred Books of the East》。」

同學：「知道是誰…」

教授：「編者是Max Müller，在倫敦，London的東方聖書會出版的。」

同學：「是什麼名稱？英文是什麼名稱？」

教授：「英文東方聖書會不知是如何？」

同學：「Far East，是不是？東方，Far East。」

教授：「East，Far East。不對，只是 East而已。」

同學：「East。East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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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你，如果你想知道是很容易的。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有錢你便能募捐到

錢。找亞亮。不用找，王文浩可以了。去多倫多大學圖書館，你找《Sacred

Books of the East》看看它的地址，把它取回來，寫一封信寄去。『我現在

想買這一套書，請問費用多少？』外國人一定回信給你的。這套書不可不

備。」

同學：「大概多少錢？」

教授：「我在香港，法相學會買了一套，很便宜的，一千多港元。在印度買的，翻版

的。印度那間，那一間？盧茵，那一間名什麼？那天我找不到那本書，你知

道不知道它的地址？你那本書有…。」

同學：「那裏有？這處有一本書裏面有一個咭的，是不是？有一個咭在裏面的。」

同學：「如果你用法相學會的名義買，可能會給你七折，可能會給七折的。」

教授：「不會吧，那間名為 Mo（Motilal Banarsidass）什麼的，即是那本出版

的。」

同學：「你以一個機構買有折扣便宜很多。」

教授：「你找找便查得到的了，印度專翻譯西洋書的。不對，是專翻版西洋書的，起

碼便宜一半。」

同學：「正版好或翻版好呢？」

教授：「當然是正版好，那用講。不是翻版，它是影印版。

你知道印度人的書，紙質不只差別人一倍，釘裝是別人三年才爛的，他年半便爛

了。印度人是這樣的。買這一套書吧，你們對用英文看的人最有用。那個學者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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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x Müller，他譯了一套《四書》，在《東方聖書》裏面有。和香港那班外國人讀

那些…，香港讀的那一套就是英國人譯的。」看回此處，「…拳拳服膺，觀無著造

（的）《順中論》」來解釋，無著造了一本書名《順中論》來解釋龍樹的「八不」的

意義，即是他很佩服龍樹。安慧，上文講有一個安慧論師，造《中觀釋論》，《中觀

論》是龍樹造的，他替其注釋。

「以解釋龍猛（的）密意可知。逮於（逮即是到了）空宗末流（就弊了，流入虛

無主義），不惟撥無萬象，竟亦撥無實體（把真如實體也撥無了，此謂之惡取空，又

稱為什麼？虛無主義。），實乖龍樹本旨（乖即是違反，反了龍樹的本意），故唯識

家稱之為惡取空。（不善了解空義，名惡取空。）慈氏（即彌勒，慈氏）、無著又矯

其弊（改正空宗末流之弊），建立大乘有宗（大乘有宗即是唯識宗）。大

乘有之所以異於小乘有（又異於）惡取空。（又如何呢？）以其有則說有（因為

大乘有宗那件東西是有的便說它有），無則說無（那件東西是有無的便說它無）；既

非如小乘上座部等執實之有，亦非如空宗末流惡取之空；故能遠離偏執，契合中道

也。」當然唯識宗必然自己說自己好，不用講的，是不是？好了，什麼是「有則說

有」？什麼是「無則說無」呢？你看看，「所謂有則說有者（何解呢？）：有實體

（即是 reality，我們不能否定的，是有實體。），有大用（實體所顯現出的各種

attribute；即是這個現象界是有的。即是本體是有；由本體呈現出來的那個用，現象

是有的。有大用。），故不應說一切都無（唯識宗的立場是這樣）；若實體、大用都

無，便墮頑空（頑空即是惡取空），則宇宙、人生無由施設（施設即是解釋；對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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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人生都無從解釋，全部都空掉），而一切皆無之論亦不（能）成立。」你說一切

皆空嘛，最吃虧的。

譬如你說一切皆空，你所講的一番話是空的，是不是？你所講的一番話是空的，

別人未必空。你一切皆空嘛。所以印度有一派人講，有一個哲學家講：「凡講得出的

都是虛妄的。」人們便駁斥他，你便是虛妄，首先最低限度你這一句話是虛妄。別人

虛妄不虛妄，是別人的事，你卻是虛妄。好了，你又會說，《金剛經》說：「凡所有

相皆是虛妄。」這又對不對呢？在邏輯上也是不對的，凡所有相嘛，都是虛妄。你

「虛妄」兩個字也是相來的，都是虛妄。不過你要解釋它，不是這個意思的，不是

「所有相皆是虛妄」；即是說真如空性就不是虛妄。由真如空性所顯現出來的東西，

都是不實在的。「虛妄」兩個字並不是壞的，是不實在的意思。「無則說無者：謂宇

宙實體（即是 reality，真如。宇宙實體）上有生滅相續之大用」。每一剎那都如閃

燈，每一剎那都一生一滅，一生一滅的。譬如現在你看著這一隻杯，你以為它不生

滅，其實你是錯的。

每一剎那這隻杯都一滅，滅了之後連續生，連續生立刻就滅，一生一滅，一生一

滅，是這樣變化的。「此大用，就其總相」，總相即是它的 total，它的 sum，它的

總和來講，我們稱之為萬象，又稱之為諸行，稱之為一切行。「就其別相而言」，就

每一件來講呢，我們可以說它是什麼？無數那麼多的識系。這個便是單子，無數那麼

多的單子。唯識宗比斯賓諾沙聰明，斯賓諾沙就說一個單子，好像一粒東西那樣，單

子。唯識宗就不說它是單子，說它是一個識的 system，一組東西，是眾緣和合而成

的一組東西。有漏的識系我們名之曰眾生，無漏的識系我們名之曰佛。由真如顯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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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無數那麼多眾生，無數那麼多佛。

「每一（個）識系（又）由八個識聚合（而）成」，不是一個單的。此處便是唯

識宗勝過斯賓諾沙的地方。組合而成，每一個識聚又有八個識聚，一個識系由八個識

聚組成。每一個識聚又分心王與心所。每一個心王、每一個心所又可以分析為相分、

見分等分，分作二分又可，三分又可，四分又可。此無數那麼多的相分、見分又由它

的種子而生的。種子能夠生起現行的活動，即是現象、現行。現行即是種子顯現的活

動謂之現行，即是現象。種子即是潛伏的功能；現行即是由潛伏的功能所顯現出來的

現象。現行…。種子能夠生起現行，現行剛出現，立刻又熏入阿賴耶識裏面，又成為

新的種子。又熏成種子，熏入去，猶如煙熏進白紙。「然則（而）萬象中祇有互相依

存而剎那生滅的現象」，即是宇宙…，這一句要留意，宇宙萬象之中祇有互相依存，

如何互相依存？互相依賴而存在的，不可以 independent而存在的；不可以獨立存

在，只有互相依賴而存在的。而且還要些什麼？這些現象不只是互相依賴才可以存

在。即是 conditional，互相依賴的，而且是什麼？剎那生滅的，每一剎那一生一

滅，一生一滅的。

「決無獨立（獨立即是不互相依存）而固存（即是永久不變謂之固存）的實我

（留意，沒有這個實我。亦沒有獨立而固存實的東西）、實法；若執有定實的我、

（和定實的）法，則是以無為有（沒有那東西你執它為有）；今說此諸識、（和）心

（王）心所、相（分）見（分）、種（子和）現（行）等等，本身既非實我、實法

（不是實我、實法），而在此等現象之上亦無實我、實法之（可）得，（如此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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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謂無則說無（此謂之無則說無）。」明白不？蔣太太，明白不？蔣瑞生，嗄？此處

明白嗎？讀到此處，徹底一點了。「（於有的地方）於有處不損減（不要說它是

無），於無處（我們不要增加）不增益（不要說它有），是名中道。」所以中道不是

「西南二伯父」（縱容態度的老人），兩個人吵架，硬是拗開一人一橛，不是。有的

地方，是實有的，你不要說它是無；無的東西，你不要說它有；此謂之合於中道。這

個講法又如何呢？如此便是講完了，這便要給你們解一段書。給你們解的一段，這一

段是唯識宗最重要的，我的《心經》就是拿它來解的了，很多人懂得解的了。

彌勒菩薩對無著菩薩講，講了一本論，名《辨中邊論》，只有頌文，只有偈頌，

並無注釋的，由世親菩薩為它注釋。這個《辨中邊論》，你想看又如何呢？有這套

書，窺基大師的注，非常好。你買一套《大藏經》裏面有的了。如果你認為自己的中

文程度不好，好像盧茵和陳玄初那樣呢。中文程度不好，你可以看英文本。英文本你

回到印度那間書局，可以買到《辨中邊論》。那本書名什麼？《世親菩薩的七種著

作》《Seven Treaties (Works) of Vasubandhu》，是 Vasubandhu的。那本書如

果有人要，你們有誰想要，我看看我的書架那裏有沒有？如果有呢，我可以借給你即

日影印了它。一冊書，和我這本書差不多大小。你可以影印，你可以…。不用，我拿

出來讓法相學會影印一本放在此處，誰要的把它 copy便可，是不是？這七種都是很

重要的著作。

七種，一種是《辨中邊論》，即是它解釋彌勒的《辨中邊頌》的。一種是《唯識

三十頌》，它的翻譯和韋達的翻譯有多少出入，因為它所根據的是另外一本。一個

《唯識二十頌》，還有一本《成業論》，還有三種我都忘記了。這套書是很值得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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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很便宜。劉萬然替我買的，買了十塊錢加幣。劉萬然錢也不收，送了給我，他送

夠兩冊。我就恰好把一冊拿回香港，把一冊留在此處。不過，此處的一冊不知放在何

處？如果找到，我星期六拿出來，可以放一本在此處。

對你們用英文學佛經的很有用。一開始便是這首頌，你可以看英文的這首頌。這

首頌文是怎樣的呢？「虛妄分別有」，看到嗎？第二句是「於此二都無」；你最好識

劃著它，「於此二都無」，最好是在旁邊劃上一條線。第三句是「此中唯有空」；第

四句是「於彼亦有此」。旁邊一頁，「故說一切法」，「非空、非不空」。隔一行，

「有、無、及有故」。隔兩行，「是則契中道」。八句頌，你要把它念熟的，學唯識

的人要念熟它。你看看，何謂之虛妄分別呢？你看我的注。「虛妄」者，即是不實

在，即是 not real，不是實在的。你不要以為「虛妄」二字是負面的，不是，是不實

在的意思；即是 conditional的，不是實的。「虛妄」者，不實之義；變幻義，即是

常常會變化的。

「分別」者，識之別名，即是心和心所之別名。那種不實在的心和心所。好了，

你看看。此句言什麼呢？虛妄識是有的。是不是？不實在的八個識和那些心所，不是

無的，是有的——有則說有。「於此二都無」。「二」，何謂「二」呢？「二」

者，「謂實（之）能取及實（之）所取」。實之能取，即是實的 subject；能取即是

subject；這個 real subject，實之能取。實之所取，實的 object。在這個識所……稱

作能取。被我們所分別的東西，就稱作所取。明白嗎？

「於此虛妄識上祇有似能取（之）相（狀）及似（乎是）所取（的）相（狀）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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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永無實（之）能取（的主體、亦無實之）所取（的客體）」。此二皆無，只有假

的。假的 subject、假的 object有；實的 subject、實的 object是無的。懂得解嗎？

於此虛妄分別的現象之上，並無實的主人與實的客體。「此中唯有空」，「空」就是

指 emptiness，即是指真如、空性。「此」就是此虛妄分別的「此」，「此」字是指

虛妄分別。你看我的注，「此句意謂此虛妄（分別的）識（之）用上」，  這個虛妄

分別的識只是一種用而已，是 attribute來的；是真如空性之 attribute，用而已。此

虛妄分別的用之上。「但有離所取及能取之（的那個）真如。真如是虛妄識之實體

（實體即是 reality）；真如要以空（這個真如要以空）為門…」門即是手段；空即是

空觀；要以空觀為手段，然後得顯露出來。門即是手段，以空觀為手段然後能夠顯露

的，所以稱為空性。真如又名空性，即是由空觀所顯露出來的真如實性。

這個空性簡稱為空，不是處處凡是「空」字都是這樣解的，不過在此處就是這個

意思。「非空無義」，不是空無的意思。這便懂得解了。虛妄分別的識是有的，第一

句。第二句是什麼？這個虛妄分別之上，並無實的主體，subject；和亦無實的客

體，object；「於此二都無」。「此中唯有空」，此種虛妄分別的現象之上，裏面只

是潛伏著一個真如實體在其中。明白「此中唯有空」嗎？下面解第四句，「於彼亦有

此」。「於彼」，「彼」是指真如實體。於彼真如實體之上，亦只有虛妄分別的識之

用。即是這個真如實體之上，只有虛妄識之 attribute，之用，沒有其他東西。此有

…，「於彼亦有此」的「有」字是作不離解，不離開。於虛妄分別之上，並不離開實

體；實體之上亦不離開虛妄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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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即是理解為空，《心經》是不是？「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異空」，這

個「不異」即是不離； 「色不異空，空不異色」。懂得解嗎？「此中唯有空」，

「於彼亦有此」。「故說一切法」，得一個結論。所謂一切法，不論什麼東西，即是

宇宙萬有。

「一切法者，謂有為法」，有為法即是什麼？ conditional 的。無為

法，unconditional的。有為法即是現象界，無為法即是本體、實體；合而成為一切

法。「有為法即虛妄識，亦即諸行；以諸行唯是識故；無為法即空性真如」，合而成

為一切法。所以一切法非空、非不空，不能認為它是空無。這個「空」字不作真如

解，是空無的意思。不是空無的，為何認為它不是空無的？有體有用。亦非不空，幻

的。「由虛妄識（的）用及其所依之空性體是有，故（所以）說非空。由（於）無實

的所取（的 object）、（亦無實的）能取（的 subject）」，所以說非不空。明白

嗎？「有、無、及有故」，這個是文法上要這樣讀的。有故、無故、及互相有故，是

這樣讀的。這個梵文的文法，你讀過佛經這些是最拗口，於是就氣死那些秀才了，記

得不？「有故」作何解？一個「故」字貫通上面，即是有故、無故、及有故，是不

是？「有」、「無」、「有」三字被它貫通，「意即『有故、無故、及有故』。」此

句懂得解了。「言『有故』者」，何謂有故呢？謂虛妄分別的識是用來的，是有的。

「有故」，即是虛妄分別的識是有故。「無故」，虛妄分別之上並無實的所取、

能取故，此二者之體性故。「體性」即是實質的意思。「言（第三個）『有故』者，

用中有體，體上有用（明白嗎？），體用不離」，是這個意思。「此『有』字是互

有，即（是）不離之意」，即是第三個「有」字是這個意思。「是則契中道」，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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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 point of view來觀察宇宙萬物，你便合於中道；「契」者合也；合中道了。懂

得解不？這個是唯識宗最重要的一首偈，這個是聖典中的聖典，是這樣看宇宙萬物

的，聽得明白嗎，潘雪芬？

同學：「羅公，印順法師所判的虛妄唯識是否從此處理解而來的？」

教授：「是的，有點關係。」

同學：「判那個虛妄唯識是從此處來的？」

教授：「虛妄唯識並不是說唯識宗虛妄。」

同學：「我知道。」

教授：「他著重解釋那個虛妄識。」

同學：「即是以此來判教。」

教授：「是的，沒有錯，是這樣。不過印順法師對於這一部分的學問很空疏，是不

是？」

同學：「他又要用…。多數我看他的作品，好像是用般若來觀察。」

教授：「對般若，他亦不得徹底。因為他對《現觀莊嚴論》不怎做功夫，太過偏空，

印順法師。

不過他總是這一百幾十年來的大德，這一百幾十年和尚之中，他是幾個中之一。」

同學：「都算是現代高僧。」

同學：「羅公，我想請問他最大的成就是那一方面？」

教授：「誰？」

同學：「印順法師。」

教授：「印順，最大的成就呢；你講學問，是不是？就是在和尚之中，他能夠透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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術進化的思想，來到解釋佛經。和尚一般都不肯用此種方法，但他肯。」

同學：「你如何批判他的《妙雲集》呢？」

教授：「《妙雲集》是有沙亦有金，大概是沙金參半。」

所以我認為單是《妙雲集》已經出版了的前四十本，找不到五本真正有價值的，

最多是八分之一是有價值的。所以現在台灣的人視它為金科玉律，自稱為妙雲派，這

個真的是固步自封，他自稱為妙雲派。何解呢？《妙雲集》裏面三分之二是印順法師

四十歲以前的作品，完全是未成熟的嘛。

你看一個作家的作品，要看他成熟時候的作品才是。只有後半部分才是，但它大

部分是前面的。他晚年就了不起了，晚年有幾部書就了不起了，一本《中國禪宗

史》，日本人對他五體投地。有膽講是什麼？人人講禪宗，現在那些和尚，尤其是那

些賺錢的和尚，他們聽到我便會盛怒了。他怎樣呢？都還相信禪宗是釋迦牟尼佛晚

年，在靈山會上，大梵天王來到獻花。釋迦牟尼就拈起那枝花微笑，謂之拈花微笑。

這些簡直是神話而已，是不是？那有這一回事，現在人人信以為真。印順法師能夠擺

脫不講它，這確是卓越。居士不講並不是出色，是不是？和尚能夠不講才是卓越，是

不是？」

同學：「他不講而已，他並無反對。」

教授：「直接地說禪宗史裏面沒有它的，即是說這傳說是沒有地位的，是不是？

他還有提到傳說是這樣，傳說即是不信了，是不是？還有，人人都說禪宗一個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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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傳到第廿八個菩提達摩來（中國），印順都不講這一套嘛。直言禪宗是中國人

自己產生出來的，這才是對嘛。但和尚不肯講，是他一個講而已，現在星雲都不肯

講。這對禪宗是拆台的，一講這些話，整個戲台都拆掉。但他有膽拆掉那個爛戲台，

去建立一個新戲台。你不拆掉那個爛戲台，如何可以建立一個新戲台？印順晚年最了

不起是這本禪宗史，和他晚年考究那些大乘佛教的起源。不是有一本這樣的書嗎？

《大乘佛教的起源》，晚年最精的著作，他有膽說大乘佛教是進化而來的。和尚這樣

講是了不起，我們講則不稀奇，是不是？他是和尚。如此說法，即是你說什麼《法華

經》，什麼經，什麼神聖。如果據他的講法，都是後人結集又結集的。他的成就便是

這樣。他繼承太虛法師，太虛法師本人有此意思，太虛法師不夠膽說。但你要知，太

虛法師的時世，他這樣講人們會打死他的。已經想打死他的了，打他不死而已。印順

法師這個時候，到底社會是進步的，是法治的，沒有人敢打死他。」

同學：「進化了。」

教授：「進化了。」

同學：「進化了，這些是學術的…。」

教授：「是的。」

同學：「此謂之學術的研究。」

教授：「這是，印順法師是。人們無知的時候，一味捧虛雲，虛雲那裏值得崇拜。你

看《虛雲全書》都沒有，沒有什麼特別好的東西，我都找不出什麼好東西。

整套虛雲的，找不出半冊好的東西。但印順法師我就找到一大疊好東西，晚

年的著作部部皆好，四十歲後的著作沒有一部不好。」

同學：「虛雲沒有著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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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虛雲…」

同學：「…是岑學呂的著作而已。」

教授：「三個人為他作的，一個是岑學呂，我的鄉里來的。你認識岑學呂？」

啊，你不識岑學呂，你認識有一個…。盧華堅的師父，你認識不？盧華堅的師父

是姓呂的，姓呂的師父的父親名呂燦榮，是不是？我很熟識呂燦榮的，在市政府當師

爺，見到他便稱呼他呂師爺。他很怕我們稱呼他為呂師爺的，他歡喜別人稱呼他為呂

秘書，但我們就不稱呼他為呂秘書。以前的人很怕別人稱呼他為師爺的，但從前的人

稱呼秘書為師爺的。大部分是呂師爺替他寫的，是的，呂師爺能寫文章的。一部分就

是岑學呂替他寫，岑學呂是我的鄉里。另一部分就是湯雪筠替他寫的，即是那位融熙

法師，融什麼啊？融熙，融熙法師寫了一部分。他沒著作，他寫封信也不通的，是不

是？但他打坐很好，整天不出定也可以，打坐很好。他人很聰明，戒律也相當好，很

好。但他講的話就找不到半部好東西。所以他…。

講到第一流的和尚，這一百年來我所知的，第一流的和尚，第一個首推的是太虛法

師，無疑的了。第二個就是太虛的師父，被北洋政府氣死的。不過他的修養都未到，可

以被人氣死。和尚被人氣死就奇怪了，是不是？他如何呢？袁世凱時代，用了一個人名

薛篤弼為內務部長，薛篤弼是基督教徒。所以凡是宗教最好以為…，最好沒有了宗教。

佛教我就不承認它是宗教。有宗教都是弊的，必然互相摧殘。薛篤弼是內務部長，他是

基督教徒，他要什麼呢？他認為拜神、拜佛那些通通是迷信，要破除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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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又如何？由內政部擬了一個〈全國寺廟管理條例〉，寺門都要管理。這種人根

本不認識民主，他還居然當上民主政府的內務部長。你江漢霖有一間屋，我政府要來

管理也是不對的。別人的寺是一個團體，你為何政府要擬一個條例來管理別人，別人

不會管理嗎？要你內政部來管理嗎？廟，說別人迷信，這些是關帝廟，那些是什麼

廟，迷信。別人歡喜迷信嘛，別人有迷信的自由。民主時代裏面，凡是一個國民，我

有迷信的自由。是不是？我迷信但我沒有害你嘛，你不讓我迷信嗎？是不是？即是等

於有一個人，放屁之後他要自己嗅的，你不能說不准的，是不是？我歡喜。他又要管

理別人的廟，所以全國寺廟管理。你猜他怎樣？他說拿了很多錢，你明白不？那些用

不著的，歷史上沒有考據過的東西，全部把它充公。他認為是好的，他把那些錢拿來

辦學，把寺產、廟產用作興學。薛篤弼這個人並不壞，這個行為並不壞，很清廉的。

不過他就偏於基督教，他是基督教徒。就要把全國寺廟的財產，由政府管理。統一收

入，把錢拿來辦學。

太虛法師的師父是寄禪，做詩做得很好的，只有八隻手指的。他燒掉了兩隻手

指，自號八指頭陀。一生只有幾件衣服穿著，別人送錢給他也全部拿出來，他這個人

不會保留的。八隻手指，號八指頭陀，詩很好。他說：『這還得了嗎？』，他便號召

要組織全國佛教會，中華佛教總會。要維護寺產。他自己代表，全體佛教徒便推舉他

去見薛篤弼。薛篤弼最初不見他，後來他一定要見，見他與他爭論，說他不對。以前

北洋的官是很惡的，相傳是打了他一巴掌，一巴兩巴打他。這種人都可以做官的！作

為部長，別人來見他，他卻一巴二巴打人。現在的人覺得此事不合理，把此事隱藏了

不講而已。他被薛篤弼打嘛，但你又不能說想打他。打完他兩巴掌便走了入去，『不

跟你講。』走了入去。你八指頭陀又如何？氣到極，回去便起病，便死了。是這樣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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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他此人值得第一流的，即是他那種所為值得第一流，是不是？太虛和他的師父，

兩師徒。其次，稍為有一點瑕疵，第二流的就是印順、寶靜法師的師父，即是覺光和

尚的師太公，諦閑法師，偏。

還有一個第二流的是印光法師，太偏於淨土。他叫人略略讀讀經教便好了，不要

太深入研究。佛法偉大到極，非我們凡人所能夠了解，尤其是學唯識，入海算沙如何

能算得到？不如什麼？老實念佛，早點去西方極樂世界。這種人，根本一個國家是不

需要這種人的。這個世界是需要你去改造世界的嘛，你否定了這個世界，要去西方極

樂世界。這簡直是對這個世界來講，此謂之虛無主義了。所謂虛無主義者便是這樣

的，否定本體，否定現象界是存在，和覺得現世沒有希望。具備這三個條件，便謂之

虛無主義。印光法師其實就是虛無主義，如果讓我選，第二流我也不會把他放上去。

不過在客觀點來講，他可以勉強作為第二流的，因為他人格好、戒律好；但他的思想

則簡直無用；文章好。除了他們幾個，就到什麼？第二流的，法尊法師。法尊，他的

譯品多。但他的譯品，文字就差到極了，多產譯家，但求多產。修改好一點行不行？

他的書沒有一本你可以全本由頭到尾看得通。你讀過的《菩提道次第論》，你讀過後

半部分，相信你會感覺有些地方你不知他在說什麼。」

同學：「弘一入不入流？」

教授：「弘一入流，弘一是第二流。戒律好，淨戒律是不行的，淨戒律是不行的。」

同學：「弘一本身是一個文學家來的。」

教授：「嗄？」

同學：「是一個文學家來的，弘一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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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教書的，在淅江教圖畫。」

教授：「教畫的。」

同學：「不是，他本身是一個文學家來的。」

教授：「是的，他稱不上是文學家。」

同學：「…文學家…。」

教授：「教員，教員。」

同學：「不只教員。」

教授：「他那方面文學出眾？沒有什麼，沒有什麼。你說他是戒律家是可以的。」

他的文學怎樣？就是那幾首歌而已，是不是？那幾首歌是什麼？你唸給你聽，

『紛，紛，紛，紛，紛，紛，紛』，七個『紛』字，『紛、紛』，『惟落花委地無言

兮，化作泥塵』。這幾首最有名的歌，即是這個宇宙都是亂紛，紛，紛，紛，紛，只有

掉下來的花——『惟落花』。『委地』，一掉在地上；『無言』，它不吭聲的；掉在

地上便化作泥塵，結果是『化作泥塵』。此句即是什麼？對世界徹底心淡，是不是？對

世界徹底心淡的意思而已。弘一，為何他如此出眾？我告訴你。他有幾個學生…。

他如此出眾有三個原因：第一、他有幾個學生。最重要這幾點；一個學生是豐子

愷，食長齋，人品很好，寫圖畫。他的圖畫是從弘一處學的，寫了一本《護生畫

集》，很動人。《護生畫集》，我們應該存一本在此處的，很感動人的。曾經有幾個

人是我所認識的，因為看了他那本《護生畫集》而食齋。因為看了那本《護生畫

集》，看完之後不肯食肉，有一些這樣的人。一個豐子愷。一個夏丐尊，教數學最有

名的，不對。教修辭學和文學最有名的，在上海。夏丐尊，作了一本《文章作法》，

23



全國都用它為教本的。第三是劉薰宇，數學很好的，教數學非常有名的。

一個章克標，辦什麼？開明書局的，辦了幾間，章克標。章克標翻譯日本的書翻

譯得非常好，章克標是文學批評家來的。還有一個有名的記者，…。有五個弟子撐起

著他，他能夠令這五個弟子都受他感化。還有，當那個八指頭陀要爭寺產、廟產的時

候，要組織一個中華佛教總會的時候，那班長老人人都看不起太虛法師，說太虛法師

不似和尚模樣。說他穿了袈裟，太虛法師是革命黨，跑去上海搞革命，穿企領西裝。

那些和尚說他不僧不俗，就看不起他。但弘一呢，他說：『我要推舉太虛法師為代

表，因為你們人人都不敢吭聲，太虛肯吭聲，而且他能寫。』寫一封書給中華佛教總

會，『我要推舉太虛法師，我要推舉太虛為執行委員、理事。』弘一一封信出去，大

家捧太虛，他自己不出席。他守戒律守得很嚴，他的文學只是一般，字則很清，字寫

得很清。說是認真好的，還算不上他。不過，他以人格勝，肯守戒律，人們稱他為弘

一律師這幾個字，他是當之無愧的。他始終不是第一流的，是第二流。第一流的，和

尚只是太虛法師。八指頭陀之所以能夠列於第一流，是因為他被人氣死這件事，這一

點。是這個原因而已。其餘沒有，沒有誰值得第一流。現在的更加『烏厘馬查』（亂

七八糟），現在的和尚除了印順，還有那個特別好的呢？都是出風頭、『攪攪震』

（胡鬧）。」

同學：「老師，呂燦榮有沒有出過來講經呢？」

教授：「嗄？」

同學：「呂燦榮。」

教授：「呂燦榮沒有出來講經，只是寫文章而已。他替虛雲寫完，又為月溪寫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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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的完全是呂燦榮的文章，你認識月溪不？萬佛寺長頭髮那個，全部是呂師

爺寫的。」

同學：「是嗎？」

教授：「是的。不過你要知，月溪是舉人，前清中過舉人的。」

同學：「當時以前他的文筆很好。」

教授：「好，寫得好。彈得一首好的古琴，他是彈七弦琴的，彈得很好的。他很富

有，但他只吃一點點而已。我們上去坐，他們…，你猜如何？他拿一條布襪，

裏面有些木蚤。他捉了出來，全部揚出來。」

我問他：『為何你不殺它？』

他說：「它也是求生而已。」

他說它也是求生而已，揚了它出來。你看他的那條襪帶都有一隻木蚤的，可見他

身上也有木蚤。這個人是…，不過有一個執著，可能他想引起人信佛。他的遺囑是最

怪的，胡百全律師替他做遺囑，胡百全律師的舅爺做師爺，黃繩曾為他寫遺囑。你猜

是什麼遺囑呢？另一部分的遺囑是他死後屍體不要燒掉，亦不要把它下葬，要為他保

留真身，不要化。結果便留了下來，縮為一小個矮矮的。現時屍體留在萬佛寺，你看

過不？屍體，像一個娃娃那樣——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他說他有四間樓（房子），四間（楝）樓，不是四層！四間樓和萬佛

寺是別人交給他的，這些便是他生平的財產，這些是法產來的。他說：『這個法產在

我死後，由我的姪兒代行管理。待我再轉世的時候，我會出家。我會出家，會有因

緣，我便會取回這些產來到弘揚佛法。』寫了一個這樣的遺囑。胡百全就說：『這樣

25



如何能夠立下遺囑呢？』如此便和黃繩曾商討。黃繩曾說：『為何你認為他不能？他

沒有違反社會的東西，他亦沒有犯法。他的遺囑是交給他的姪兒代行管理，為何不

能？是他說他將來轉世回來出家，再出家，這些東西是他得來的，他自然有因緣會回

來管理，便會從他姪兒承受回這些產業。你怎知他不可以？或許到時真的，他有什麼

顯靈也不定呢，你不能否定他的。你根據什麼法律來到認為他不可以這樣？』他說：

『是的，照著寫吧。』所以他的遺囑是這樣的。黃繩曾說：『羅先生，你認為笑話不

笑話呢？他這樣地弄。』我便說：『那便存放在胡百全律師樓那處吧。』於是他便這

樣（安排），但人們就批評他，這是變相的父傳子嘛。明白嗎？他沒有兒子，讓姪兒

成為承繼子。這些錢、法產，人人不動，由他的姪兒代管理，不就是給了兒子，給他

的承繼子。

管理至他第二世回來取，沒有得第二世回來取的嘛。第二世你如何證明你是前世

的月溪呢？即是不用給，你明白不？人們說他都不知有多聰明。就是這樣，月溪。我

所知的和尚就是這幾個，後有來者則不知了，不知了。現在我所知是衍空法師就有大

志，他的師父聖一法師之戒律是很好的，但可惜學識不是怎麼樣，不懂學理。

真正這個時代，他要做一個領袖不怎麼行，覺光亦不怎麼行，永惺亦不怎麼行，

沒有。將來領袖，做僧界的領袖，現在我看不到，在香港也看不到。性空，現在的所

謂衍空，即是那個所謂誰？譚博文，說了捐五千元到這處，也不見他。見雷響不見雨

下，和尚是不應該這樣的，我回去便會問他的了，他是我的學生。我就懷疑是否趙國

森等人讓他先不要付，趙國森在此我亦會這樣講的。為何你不去他那處收呢？他說了

付的。他的太太是倫志文，是影星，是不是？電視明星。兩夫婦一起出家，先生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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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尚，太太做了尼姑。先生跟了聖一，太太跟了宏勳，同日出家。我問他：『為何你

出家？』他說：『我見到佛門的出家人太不像樣了，我要出家，我要做一個標準的出

家人。』『有大志。』我說：『好的，我很贊成你出家。我初初以為你避世，現在原

來你既然…，如果你真的有大志。我認為是好的，值得出家。』而改名為衍空。這個

就是他送的，那個框框便是他送的。」好的，我們再講這個吧。那首偈懂得解不？

「虛妄分別有，於此二都無，此中唯有空，於彼亦有此，故說一切法，非空非不空，

有、無及有故，是則契中道」。唯識宗的人解《般若經》就是用這個解法。解了這一

首，是不是？結論是，「故慈氏、無著所說之有，乃空後之有，亦即透過龍猛所說空

義之有；此乃如理如量而說（『如』者依照；依照理，依照份量而說），與小乘之執

有為定實者不同。

故就歷史發展之次第言（來到講），大乘有宗乃經過空宗洗禮後之新有宗（而不

是小乘那些有宗）；而唯識之學，則又抉擇大乘有宗義理而建立者（即是唯識是大乘

有宗之精華）。其關係如下圖：」小乘有宗，由小乘有宗物極必反，而弄出一個大乘

空宗。而再由小乘有宗和大乘空宗，兩種相合而產生大乘有宗，即所謂唯識宗。從唯

識宗裏面分為專解釋名詞那派的法相學；和專解釋唯識道理那派唯識學。這便說明

了，它的淵源、源流都講了，是不是？與及其發展也講了。現在講到什麼呢？講到它

的傳承。傳承又如何呢？佛滅後第九百年，即他涅槃之後第九百年的時候，第九個世

紀，有一個論師…。我把它的神話全部撇除掉，總之我說有一個人，有一個學者，一

個論師，會著作的。

這個論師，這個Maitreya，這個人即是這個，我們供奉的這個。說他如何從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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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天下來的這些我不講了。「在中印度阿踰闍國（的一個）講堂（裏面），為其弟子

（他的弟子之中以）無著（為首）（等），  （他）依據大乘有輪經典講說佛法奧

義」。我這個講法是受印順的影響。「無著結集（他老）師（即是慈氏之學）說，成

為五部論典：（第）一（部）、《瑜伽師地論》，（第）二（部）、《大乘莊嚴

論》，（第）三（部）、《辨中邊論》（即是剛才我們講的那本），（第）四

（部）、（名）《分別瑜伽論》（中國未有譯本），（第）五（部）、（名）《金剛

般若論》（解釋《金剛經》的，即是我依據它來到解釋《金剛經》的那本）。」但西

藏的傳說則說不是，那五本，不是《金剛般若論》，是《現觀莊嚴論》。到底是《現

觀莊嚴論》或是《金剛般若論》呢？這個便不清楚了。

那個「無著承慈氏之教，廣造諸論，以弘傳（揚其祖）師（之學）說，（於是此

派）是為大乘有宗，或（又稱為）瑜伽宗（稱為 yoga school）。」「然慈氏之學，

廣大精微。就其廣大（那方面來說）邊言（這個『邊』即是 aspect，就其廣大那方

面來說），則《瑜伽》一論（即《瑜伽師地論》），並（普）被五乘學人（不只大乘

的人，大小乘、五乘的人，它都顧及到的），令各依自（他自己那）乘（的）法，修

自（己）分（內之）行，得（到）自（己所應得的）乘果。（例）如聲聞乘人依論中

所說聲聞乘法，修學聲聞乘人分內應修之行，得阿羅漢果等（等）。」「就其精微邊

（那方面而）言，此論正（式）被（即是針對）大乘學人，令（到他對）於諸識之

境、行、果，皆得（都能夠）善巧（即能夠很巧妙地了解），勤修大乘行，證（得）

大菩提果（即是佛果）。」這幾句說話，我是依據歐陽漸的《瑜伽師地論》之序講

的。「無著廣（廣即是推廣，推廣他老師）慈氏之意，於瑜伽一宗之學…」

-完-

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