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等法相，（他就）造（了一本）《阿毗達磨集論》，陳義賅廣（他所陳

述的道理很廣），大小兼被，是為法相學。二、（概）括《解深密（經）》、《瑜

伽》法門、詮（即解釋）《阿毗達磨經》（裏面）攝大乘一品宗要，造（了一本）

《攝大乘論》，（這本論）說理精微，唯被大乘（只是針對大乘的人來講的），（這

個）是為唯識學。然法相與唯識，祇是一個體系中之兩門，並非分成兩個宗派。」

此處以上講，由慈氏開宗傳給無著，「（然後）無著（的）弟子，今可考者

（有）二人。一為其弟世親（ Vasubandhu）」，第二個名師子覺，梵文

Haribuddha（Buddhasi haṃ ）。「無著以《集論》（即是《阿毗達磨集論》）

（傳）授（給）師子覺，使之作釋（吩咐師子覺作解釋），其功在於法相。世親

（對）於無著之學無所不受。所造（的）《五蘊論》，堪稱（為）古今最精簡之法相

典籍。」將來你們亦要看《五蘊論》這本書。

「但其貢獻之最大者，則在唯識方面。彼（即世親）初歸大乘，即受命（受他哥

哥的命令）為《攝大乘論》作（注）釋。後（來）又造（了一本）《成業論》，成立

業種子義（學說），使（到）因果流轉之說（即是生死輪迴之學說）從唯識學得

（到）有理論根據。（他）晚年復（又）匯（集）經、論奧義，造（了三十首偈名

《三十唯識》）《唯識三十頌》，（於是）唯識（學）之體系，始卓然樹立。」正式

樹立唯識體系就是世親的《唯識三十頌》。「《三十頌》在唯識學上之重要，可用一

（個）譬喻以說明之：譬如建造大廈，慈氏說《瑜伽論》，猶如建立地基，世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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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頌》，猶如樹立骨架（即一個鋼架）。十大論師之廣作疏（注）釋，祇是結磚

傅土之工作而已。」主要的是慈氏的《瑜伽師地論》和世親的《三十頌》。此處，以

上講由無著傳到給世親了。「世親弟子中，傳法相、唯識者有二大家。」第一家…。

「法相與唯識，是學問之兩門，非人徒之兩派，故合言之。」「一是安慧（法相

家），二是陳那（唯識家）。」但現在有一些人，歐洲有一些人，尤其是俄國

Stcherbatsky這個人他就分，他認為安慧那一派也是講唯識的，稱為真實唯識派，

陳那那一派就稱為虛妄唯識派。何謂真實唯識派？認為唯識的那個第八識是有無漏的

成分、真的，即是如來藏那一派，似如來藏的那一派。

唯識，我們現在講的唯識，就稱為虛妄唯識派；認為識是虛妄的。這種講法是不

妥當的。「安慧聞持極廣（他七歲便出家），著述亦多；於法相方面，曾將無著之

《集論》與師子覺之《釋論》，糅合為一（本）；又造《廣論》以（解）釋世親之

《五蘊論》；並（且）詳釋世親之《俱舍論》以為大乘法相之附庸（將《俱舍論》附

入法相）；法相之學遂達極峰（到了安慧就無可再過了）。

（對）於唯識方面，曾造《三十頌釋》（安慧，他又造《唯識三十頌釋》），為

唯識古學之宗。」為何說他是古學呢？他正式是傳統之正宗，所以說他是古學。但我

們現在所講的唯識是唯識今學，就不是正宗的。但你要知，正宗不一定是好東西；不

是正宗就不一定是壞東西。如果一定要正宗才是好東西，只有講什麼都有的，說一切

有才是正宗，講空不是正宗，講唯識更加不是正宗。「於唯識方面，（他）曾造《三

十頌釋》，為唯識古學之宗，十大論師之一（即他是世親死後唯識十大論師之一）。

安慧於弘揚自宗之外（即是弘揚法相和唯識宗之外），又造《中觀釋論》（解釋龍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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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宗的學說），以自宗見地闡釋龍猛密意（而由此書引起空有之爭論）。

其弟子有月官、德慧、增滿、勝軍等。月官（這個是最有名的）嘗在那爛陀寺與

空宗大師月稱辯難（辯論），月稱主（張）無自性義，月官主（張）唯識義，彼此往

復，歷時七年（辯論辯了七年）。月官弟子（有一個）寶稱，亦有名於時。德慧曾隨

順安慧疏釋《中論》以破空宗之清辨。增滿弟子（有一個名）勝友，同時師事護法，

兼傳安慧、護法兩家之學，亦疏釋《三十頌》，為《成唯識論》十大論師之一。此為

安慧一系之傳承。」以上是講世親門下安慧一系，現在此（一系之）學說傳了去西

藏，在西藏學唯識便學此一系之學說了。我們中國的是陳那，虛妄唯識這一派。

「陳那傳世親唯識、因明之學，著（了一本書）《因明正理門論》，建立新因明

（這個是邏輯家來的）；造《集量論》，（改）變古來識體二分（之）說（變）為三

分說；著述之多，不下百部。陳那弟子，今所知者有三（個）人。（第）一（人）為

護法（即是我們現在所宗的），唯識十大論師之首，為世親以後最偉大之唯識學者。

護法嘗著（有）《唯識三十頌釋》，將無著、世親（以後）諸家異義加以批判，一切

不正義及不備義悉予破斥，一切正義悉予安立（安立即是支持），遂集唯識學之大

成。

（第一個，第）二（個）為自在軍，祇知其為法稱之（老）師，他無可考。

（第）三為商羯羅主，傳陳那因明之學，著有《因明入正理論》。」將來講因明，劉

萬然說會講因明，他講因明正是依據這個的了。現在我們中國有《因明正理門論》、

《因明入正理論》中文都有。「護法門人可考者有親光、勝友、最勝子、智月、戒

3



賢、玄鑒、法稱七（個）人。親光作（了一本書名）《佛地經論》，為本宗談佛果之

依據（這套書譯得非常好，中國有）。勝友兼受業於安慧之弟子增滿，其事已見上

文。最勝子曾造《瑜伽論釋》，亦十大論師之一。智月亦（是）十大論師之一。戒賢

主持那爛陀寺，在護法歿（死）後，法稱興起之前，為大乘有宗一大宗師。玄奘西遊

印度，受學於戒賢，因此護法之學流傳於中國。玄鑒居士（又如何呢？）是護法晚年

弟子，持有《護法唯識三十頌釋》（之）草本（即是稿子），以授玄奘（他把之給了

玄奘法師，玄奘帶著回來弘揚。

法稱這個人我懷疑他不是護法弟子，我懷疑他是護法之再傳弟子，他的年齡及不

到做護法之弟子）。法稱年齡小於戒賢，戒賢歿後始顯於世；曾為陳那之《集量論》

作釋，反復詳略凡有七論（他用七本書來解釋陳那的因明）。」下一行，「於是唯識

與因明之間，別有所謂量論（建立一套量論）。法稱之時，佛教內部派別紛歧，互相

攻擊；外則（有）商羯羅等重整印度教義，博得大量信眾；佛教日被凌迫；法稱歿

後，其學亦（也）成絕響。」下一行，「此為陳那一系在印度之傳承。戒賢住世之末

後數年，陳那系之玄奘，已（經）返回中國，其翻譯及弘傳事業，如日麗中天，宗義

之弘播（傳），歷窺基、慧沼、智周三代而猶盛，流風餘韻直至會昌法難以後始衰；

因緣之盛，誠非法稱所能比擬。」可惜唐武宗滅佛，唯識宗的書籍被他全部燒毀。

「中土唐太宗貞觀年間，玄奘遊學印度，從戒賢受瑜伽奧義，又從玄鑒居士（獲）得

護法（之）草本（一個稿子），歸國後盛弘唯識（盛弘唯識的就是玄奘）。先是世親

造《三十頌》，未及作釋而卒；印土為之（作）疏解者有十大家。

於十家中，安慧直承世親，於訓釋言詞，最為可信；護法系出陳那，立義之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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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往往超過前賢。玄奘與其弟子窺基，糅譯（即是合而編譯為一本）十家（的）疏

釋，（他）於訓詁（訓詁即是解釋字句）多依安慧。」隔一行，「於義理（義理即是

理論）之抉擇，則以護法為指南，是曰（於是成為一本名為）《成唯識論》。故奘、

基之學（即是玄奘、窺基之學），亦可說是唐人之學，或中國唯識學（也可以），實

匯合陳那、安慧兩系學說而成一更周密之體系」，  「而《識論》（《識論》即是

《成唯識論》）一書（可說）是西方唯識學之總結，（是）東方唯識學之開宗。（我

是這個看法）」於是如何再分派呢？我們看看。「玄奘門下人才眾多，傳唯識者有窺

基、圓測、普光、慧觀、玄範、義寂，世稱（為）六大家，而以（窺）基、測二人影

響最大。

窺基助玄奘糅譯《成唯識論》，親承指授，編為《述記》，又別撰《唯識樞

要》、《唯識料簡》、《唯識別鈔》，抒發己意，以為羽翼（羽翼即是扶助，扶助

《成唯識論述記》）；著作百部，至今猶存二十餘種；其為陳那、護法一系之正宗，

定無疑義（所以窺基法師是陳那那一系之正宗）。圓測所撰章疏（圓測是韓國人），

今祇存《解深密經疏》及《心經疏》兩種。其《識論疏》早已散失，今存(《解深密

經疏》)輯本十卷，（輯本是什麼？在其他地方輯回來的，把他的東西輯出來。）書

中所記玄奘口義，燦然可觀；但亦時申異見，遂成別派。其餘四家有關唯識之著作，

悉已不存；今人雖下輯佚工夫，所得亦僅一麟半爪。」

再看窺基，下面。「窺基、圓測同出玄奘之門，二人見解大體相同；惟於玄奘所

未楷定者（楷定者即是定案的），則難免出入。窺基講學於慈恩寺，其門下為慈恩

派；圓測是新羅國人，其門下為新羅派。兩派學人，各據師說，稍有門戶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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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窺基弟子以慧沼、靈泰（二人）為著（首）。慧沼作（了一本書名為）《唯

識了義燈》，折衝禦侮，共（亦）楷定諸師異見，使慈恩學派得以光昌。靈泰作《識

論疏鈔》，保存窺基口義。慧沼弟子有智周、道邑、義忠等，智周作《唯識演秘》，

道邑作《唯識義蘊》闡發《述記》未盡之義。義忠作《唯識纂要》，今已不存。智周

弟子（名）如理，作《唯識義演》及《唯識演秘釋》，為慈恩派之後勁。自是（此）

以後，此學傳承，便不可考。」「玆綜合印度、中華兩方法相、唯識師資傳承，表之

如下：」一個表，系統表就是如此。今天講到此處，日後才講得多少便多少，講完

它。講不完，這本必定講不完的。我就回去之後，再回來就可以續講。再回來續講的

時候，我前天接到信，《唯識方隅》下冊；  上、下冊合本已經校對好了，現在上機

器便可以印刷，費用已經付了給它。

教授：「…就是三十幾頁？」

同學：「三十一。」

教授：「三十一頁。」

同學：「已講了。」

教授：「三十二頁了，無著。是不是？三十二頁，講到世親，是不是？無著的弟弟是

世親，此人是最重要的。是唯識宗的…，嗄？已經讀了，是不是？」

同學：「已經講完了。」

同學：「三十幾頁都講完了，窺基。」

教授：「哦，你們都不記下它的。」

同學：「三十七頁了，…之後了」

同學：「都說是三十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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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三十七頁（《唯識方隅》第五十頁）開始。」

教授：「那個…，嗄？」

現在應該印度的傳承，我應該已經講了，是不是？中國又如何呢？中國則玄奘法

師，去印度留學。印度留學，他所跟的是誰呢？跟陳那的弟子護法，不是，不是他跟

（護法），是陳那弟子的弟子戒賢，他在其處聽課。玄奘法師去到印度的時候，那戒

賢已有一百零幾歲了，他還跟他學。跟他學，大概玄奘法師在印度留學十四年，由最

初的學生，到了最後就變為那間最大之大學，  名那爛陀大學，或名那爛陀寺，在那

間寺當十個教授（之一），他是十個教授中之一個。滿了十四年，他便起程回中國。

回到中國之後，他就傳與很多弟子。傳與很多弟子，他所傳的弟子…。三十七頁

（《唯識方隅》第五十頁），玄奘，看看那個表。最大的弟子，年紀最輕；這幾個弟

子之中他年紀最輕，而又最強的那個弟子。那個人是誰？他本來如果他不出家，他便

是公爵來的。中國人有爵位，可以繼承爵位而出家的呢，是只有他一個而已。我們知

道唐太宗那班功臣之中，最大的功臣有兩個，和他一齊起事的，最大的功臣就是這兩

個將官，第一個…。和他一齊起事，最大的功臣將官是尉遲恭嘛，第二個是程咬金

嘛。是不是？他是尉遲恭的姪兒。尉遲恭封燕國公，尉遲恭的弟弟名尉遲忠，是在現

在的山西省鎮守為都督的。尉遲忠又是公爵，封開國公的。他有一個兒子，身子很

壯，相貌很好。玄奘法師看中他的兒子，大概運用唐太宗政治的力量，要他出家。

他當時出家，相傳有這樣的一段故事，他出家之後稱他為三車和尚。為何稱他為

三車和尚呢？「三車」即三輛車，何謂三車和尚呢？因為他出家的時候，唐三藏要求

他出家的時候，他就說：「如果你能夠答應我三件事，我便出家。」他的師父問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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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三件呢？他說：「第一、我要飲酒，你不能要我戒酒的。第二、我要女人，你不能

要我戒除女色的。第三、我要吃肉，你不能要我戒肉的。你答應我這三件事，我便出

家。」唐三藏，他的師父說：「其他人不可以，你可以。如此，你出家吧。」他要求

答應他此三項便出家嘛，於是乎便答應了他。當時唐太宗是他的世伯，亦容許他。還

這樣，自從他出家之後，故意抬高了他的地位。唐太宗說：「法師常常到朝廷見我，

你出了家，以後不用勞煩法師了。法師老了，你代表法師來見我便可以。」如此即是

代表什麼？自從他出家之後，唐太宗想見玄奘，不用直接去找了，找窺基作為代表便

可。有這樣的一個人，如此奇怪行蹟的人。說他的相貌很好，整個人很軒昂，很高大

的，因為他是混種的，他不是純粹中國種的。凡是姓尉遲的人都是混種的，混種的人

體形更大。有這樣的一件故事。當時那些老前輩，有一位老前輩名道宣，道宣法師。

這位道宣法師人人稱道宣律師，戒律非常嚴明的，他看不起窺基的。「你不過有勢力

而已，又聰明而已，你的戒律不好。」他不怎看得起窺基。

自從唐三藏死後，這位道宣法師走了去終南山，在半山處自己結一個茅蓬，自己

修行。每天他很奇怪，每日都有一個人，一個穿著得很華麗的人…。有幾個穿著得很

華麗的人拿了些飯，拿了一些很好的飯，必然…。他過午不食的，早上將近到中午的

時候，天天送飯給他吃，飯不知多好的。但也不知道他們從何而來，不清不楚的，後

來他說這些是天人來的。後來知道他，問他是什麼？「你是何人？」他說：「我是天

人來的。」他最後像天使那樣。有一日，這個窺基便帶著…。他每出行的地方，必定

帶著廚子做肉；他是吃肉的，這便是一車。還有一車妻妾，他的女人。還有美酒，最

上等的美酒。如此便是三輛車，整天跟著他的。他去到終南山腳，他想想，道宣法師

在上面，這位也是老前輩，我應該探望他的，於是他便去探了。他去探望，他當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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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帶著那三車上去，是不是？因為是老前輩，他怎敢帶著那三車污穢的東西上去，於

是他便自己走上去。他和幾個隨從走上去，幾個侍從一起上去。上到去見到道宣，道

宣留著他聊天。和他聊天，吃飯的時候將到時。他過午不食的，道宣見到他又不離

開，留著很健談，吃飯的時候又到了，想想不如留他吃飯吧。「我每天都有人送很多

東西，很好的飯來給我吃，不如你留下，吃了才離開吧。」「好的，我就留下吃

吧。」誰知過了午也沒有人送來，那些人不送來。不送來，他想想：「肚子餓了，我

還是離開吧，回去享受那三車東西吧了。告辭了。」那個道宣沒有辦法，那些人又不

送飯來，又已經過了時間，自己也不吃了，於是送他離開。那些人剛離開後，飯便送

來了。道宣心中以為必定是他的戒律不好，太污穢。是不是？

所以那些人便不送來，但他雖然如此，但過午我自己也不能吃的。於是他問天

人：「為何你如此晚才送來，我已經過了午。你又不早點送來，有一位大法師在此

處，我本來想留著他一起吃的，你又不送來。現在過了午，我也不能吃了。」那個天

人你猜他如何？「我剛才來不了。」他說：「三十里的天兵圍繞著，我這些普通的天

神，沒有辦法衝得入。這位大乘菩薩在此處。」他說三十里的天兵圍繞，毫光閃閃，

沒有辦法接近。然後那位道宣法師，「那位吃雜（葷）和尚如此厲害。」此事講了出

來，人們便稱他為三車和尚。到底一個如此好的和尚，為何會這樣的呢？我都不怎麼

信此傳言，是不是？而且玄奘法師的戒律是很好的，他怎會讓他的徒弟這樣子呢，是

不是？但相傳有一次他去五台山，山西五台山的人請他講經，他便去了，帶了那幾輛

車一起去。到了快上山的時候，剛剛過橋。他有很多隨從，因為他是公爵兒子。有一

個老人家在看，一邊看一邊說：「真的好啊，真的好啊。」剛說完好便跟著搖頭。他

就坐在車上，見到那個老人家很莊嚴地站在旁邊，聽到老人家在讚他，又聽到他「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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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真的好啊。總是差了一點，有這三車子東西。差了，這三車子東西真是差了。」

他聽到老人家這樣講，便想一想：「都是他對，讓別人如此批評，何必呢？好的，不

要這三車子東西，從此不要。」這樣便從此吃齋了，又不近女色了，從此以後不飲酒

了。據說有這麼的一回事，此事亦是神話，是不是？未必如此的，不過是人們講他，

講作這樣而已。這個窺基…。

同學：「羅公，終南山在中國很有名，是否因為道宣而有名？」

教授：「不是。終南山有很多道士，道宣固然在此處亦有名，而且它是近著長安最大

的山，上面山頂被雪封著…。」

同學：「終南山如此有名，它是否…」

教授：「…它是昆崙山的一條主脈來的。」

同學：「並不是為道宣而有名。」

教授：「嗄？」

同學：「並不是為道宣而有名。」

教授：「不是，不是為道宣。道宣…」

同學：「…」

教授：「有關但不只是，後代很多道士都在終南山。」

同學：「它很有名。」

教授：「很有名，終南山。有一些打功夫的，亦有終南派，終南山。

終南山是昆崙山的一支嘛，昆崙派就是住在終南山的，不是真的在昆崙山，是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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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終南山。」好，講了。這個窺基著作，和尚之中其著作最多，不過可惜他很早便死

了，五十一歲便死，五十一歲便死了。他的著作多，而且所有的問題，很難解決的，

一經他的手，他都解答到。所以學唯識的人，最重要是那一本呢？是十大論師所作

的，世親《三十頌》之注釋。十大論師之注釋，是經過玄奘和窺基二人，合而加以編

譯的。而且窺基此人是很霸道的。最初翻譯那十本注釋，是準備逐本翻譯的。請四個

人幫忙，其中一個最後輩的是窺基。大家一起開始翻譯的時候，他就建議，他說：

「十大家的注疏，家家見解不同，令到後人無所適從。你玄奘法師有如此道德、有如

此學問，你何不把它十本合為一本。那一個問題那一個講得最好的，取他的不取其

他。如果數家都是同樣好的，便數家排列在一起。只有你才有這個資格做，以後沒有

人有此資格做，不如這樣做吧。」

玄奘法師便說：「這個事情太大了，我不敢這樣做。而且那十大家都是當時在印

度最有名氣的學者，我不敢這樣做。」他說：「你不敢這樣做，我當然沒有辦法，但

我有權辭職。」好像胡蘭芬辭職那樣，是不是？他說：「我有權辭職，我不從。」還

有三位師兄，四位師兄，他說讓那三位師兄做。他說：「這三位師兄做便對了，逐點

翻譯是適合（他們），我不是這種人才。我就要如何？另外有我的見解。讓給那三位

師兄，我不做了。」玄奘法師是極不願意讓他不做，如此便：「不要，你做吧。」他

說：「好的，你如果讓我做，第一你答應我不要逐本翻譯，捨短取長混合來編譯。」

這種翻譯法今天稱為編譯，從前稱為糅譯，（糅」）讀作「鈕」或「柚」，即是把它

來混合的意思，糅譯。把十大家的注釋糅合為一本，名《成唯識論》。他答應了，答

應了他：「糅譯吧。」他說：「還有第二個條件，請三位師兄離開，我和你二人譯，

他們三人不合適。」玄奘：「如何？你三位師兄如何處理？如何使開他們？」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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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嗎？如果是這樣，就讓他們三位來。不然便是我和你。」即是他嫌這些人阻礙著

他。玄奘：「好的，我答應你吧。」

假設了很多好禮貌，又請這個去做什麼重要的事，又請那個，結果請開了他們三

位。他要和師父一對一翻譯，整本《成唯識論》主要是他執筆的，所以他的文字很

好，人們讚美他。近代有一個熊十力讚美窺基的《成唯識論》，因為是他執筆的，說

他…。四個字一句，很整齊的，氣魄很大的，說他「譯筆宏整」。他做了之後，譯了

之後，他譯了四字一句，四字一句，文字很美麗，幾乎像有韻的詩那樣。他說他「運

語沉雄」。那些著作中可以當得上這八個字的，真的是只有窺基的文章而已。不過他

的文章有時很深奧難懂，是這樣。於是他…。他譯了之後，老師一邊譯一邊給他解

說，他便把之筆記起來，成為一套書名《成唯識論述記》。這套《成唯識論述記》是

我們中國人學唯識之金科玉律，學唯識的人一定要奉之為最標準的著作。我們看看，

窺基之後，很巧合地和窺基相對，第二個最出色的弟子圓測，圓測即是現時的韓國

人。圓測的著作又很多，圓測是同時和窺基爭為第一的。

玄奘法師有很多講經是不讓外人聽的，而窺基又霸道了一點，要師父一對一給他

解說。聽了之後，他要代師父講這本書。他的師父亦故意做成他的地位，自己不講，

吩咐窺基來，自己一對一給他解說；講完之後讓他去講，是這樣的。誰知，相傳是這

樣，圓測沒有機會聽，他在陝西西安的大慈恩寺。將來你去的話，大慈恩寺裏面有一

間翻經院，就是當時唐三藏翻譯《成唯識論》的地方，唐三藏在此處為窺基講。那個

圓測相傳付款給工人，每一次他講時，圓測就躲在旁邊的房間聽。我看此傳說又是故

意詆毀圓測而已，圓測那用做此等事。如果他…。但是這樣，是不讓他聽的，窺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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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一對一的，很難講，相傳他是在偷聽的。聽了之後，又著了一本《成唯識論》的

注疏，也很有名，但現在遺失了。聽完之後，窺基還未出去講，…。他（玄奘）有兩

個大弟子，窺基就住在慈恩寺，和他住在一起。

另外有一間比慈恩寺還要漂亮的，名西明寺；他讓圓測住的，圓測是在西明寺住

的。誰知窺基仍未在慈恩寺開講，圓測便已在西明寺打鐘打鼓，謂圓測法師講《成唯

識論》，圓測法師講《瑜伽師地論》。兩套都是這樣，圓測法師先講，搶先一步講。

窺基則沉著氣說：「隨便他說吧，次次都讓他先講，我不講了。」然後玄奘法師吩咐

窺基過來，他說：「你有你講，他有他講。我此處大弟子有六、七個，真正傳得唯識

的，只有你一個，你才有這個福氣。其他的人不能傳得到的，我的弟子中能夠傳的只

有你一個而已。」真的靈驗了，現在窺基千多年後，只有窺基的著作完整，其他的著

作，沒有一個是完整的，他這個人的福氣夠好。窺基之後，主要傳給慧沼，又是有很

多著作。

慧沼和靈泰，慧沼正統的我們就知道有智周、一個道邑、一個義忠。智周正統傳

的傳到如理。如理已經差一點了。如果你要知道一般對這幾個人的批評，將來你讀我

的《成唯識論述記刪注》， 《述記刪注》裏面李潤生寫了一篇序，在那篇序裏面把

每一個人的著作，他用一、兩句話來到批評。

如此，我們看看。「自唐武宗會昌法難」，唐武宗會昌年間，因為唐武宗聽了宰

相的說話，宰相是信道士的。唐武宗下令要毀滅佛教，所有各寺門要改為道觀，改為

道士觀。所有銅鑄的佛像，通通溶掉以鑄錢。所有佛像不要，全部消毀，所有佛經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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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毀，稱為法難，佛法的災難，會昌年間。中國有三次法難，一次是在北周，北周武

帝法難…。

「…所存無幾。入宋以後，僅有（只有一個和尚，這位）延壽（禪師，是禪宗和

尚）作（了一本書名）《宗鏡錄》，（對）於法相、唯識（之）義（理）尚能詮釋

（解釋），但（此人只是解釋，而）已無所建樹，祇用作宗門（宗門者即禪宗，禪宗

自稱宗門，稱其他的為教下。祇作宗門）借鏡而已。現在一套很重要的書，如果你是

專門研究中國學問的，有一套書名《宗鏡錄》便是這一套了。你想讀禪宗的東西，必

須讀《宗鏡錄》。如果《宗鏡錄》也未讀過的人，他講禪宗，你不如把時間省下去飲

茶，就無謂去聽了。即是等於講唯識的人，連《成唯識論述記》也不讀的，你就可以

省一點。

好了，到了元朝末年，「元末中國大亂，唐人章疏盡失，本宗殆無人修習（沒有

了，只有密宗而已）。明代天台宗學者（明代天台宗有一個人名）智旭（音『昱』或

音『哭』），兼治法相、唯識（他是天台宗的學者兼研究法相、唯識）；（除此之外

還）復有（一個）普泰、（一個）明昱，（此二人）亦（羨）慕慈恩之風（這便是三

個人了，普泰、明昱、智旭三個人，明朝此三人都稍有研究唯識）；三子（三個人）

皆有著述。惜唐疏不存，義無憑準；雖不免管中窺豹，祇見一班，然其態度之開明，

與用功之勤，亦足欽敬。」明朝此三人值得我們景仰，我現在…「管中窺豹，祇見一

班」。有些如果是在加拿大讀書的，你就會不懂此幾句話。那些豹的身體是花班班

的，整隻看很漂亮。但豹是很兇惡的，你看牠的時候，牠一爪抓過來你便被牠抓死。

所以一個人就把豹捉了，用箱子載著牠。你想看牠就要如何？在箱子弄一個洞，伸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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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管，在管裏面看那豹點。但你在管裏面看箱中之豹，沒有辦法看得見整隻豹的，是

不是？所以時時看到一班、二班，「班」者即豹之班紋，一塊、二塊的，所以說…。

這個是國文的問題而已，「管中窺豹」，「窺」即是偷看；在管裏面偷看那隻豹。

「時見一班」，時時都見到什麼？見到一塊、二塊；「班」者班點。「管中窺豹，時

見一班」，所以自從這八個字流行了，人們又如何？謂之「管窺」、「管見」，即是

我看到了多少而已，謂之「管窺」，又稱「祇可以見一班」。就是這樣，人謙虛便如

此說法，其實是「管中窺豹，時見一班」這幾個字而已。

這樣，唯識已經衰落了，是不是？明朝這幾個人想復興，但找不到窺基和圓測的

注釋，所以雖用功很勤，但仍沒有甚麼效果。到了清代又如何呢？清代前半部分，清

代二百七十多年天下，前二百年差不多沒有人講唯識。有一個居士稍為講講，寫了

一、兩本書，但沒有甚麼用。到了清代末年就不同了，你看看。「清代末葉」，有一

個人名楊文會，這個人很了不起的。這個人又很奇怪，沒有人敢開罪他，視他為大菩

薩。現代的大菩薩，此人真的是大菩薩。他從未皈依…；所以有些人說一定要皈依一

個法師，楊仁山，沒有人敢說他不是一個大菩薩，他沒有皈依過，他自性皈依。在他

那一個時代，他覺得沒有一個法師值得他皈依的，「我直皈依菩薩，直皈依龍樹，不

需要皈依這些法師。」所以現在有些法師說不皈依是不行的，楊仁山就沒有皈依了。

還有，楊仁山的大弟子歐陽漸，歐陽漸亦從未皈依過的。他說：「我那用皈依你這

些？我直皈依彌勒、無著、世親、玄奘、窺基，這些是我的老師。我那用皈依你這

些？」所以人們問我不皈依行不行？初初幾十年，二、三十年前，我會說皈依是好

的，現在我也不是了。都是要什麼了，因為值得皈依的法師太少。你看現在美洲，我

帶人去受戒，都是去找敏智的。假如敏智死後，如果有人問我皈依，我就會說你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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皈依可也。為何如此呢？你那些出家人自己妄自菲薄嘛，你自己不精進。我們看看，

「有楊文會者，博習內典（內典，佛經又名內典。內者內部，即是專門研究心性之

學，謂之內典），特尚華嚴宗學（他最注重華嚴宗的）。而彼宗（華嚴宗；華嚴宗有

一位大學者澄觀）澄觀所作（一本）《華嚴疏鈔》」一個書櫃要兩大格才能放得下他

這套書，他的書差不多有一套《辭源》那樣大的。《華嚴疏鈔》，是華嚴宗的百科全

書來的。他因為讀《華嚴疏鈔》，就見到…。

「時據唯識義闡釋經文（時時依據唯識的道理來到解《華嚴經》）。楊氏覺

（得）有探究唯識之需要。」後來，楊文會這個人是很怪的，他不考試的。清朝本來

可以考試做大官，他不考試，他不喜歡滿洲人。他在上海，幼時在上海。他是安徽

人，走了去上海，歡喜讀那些奇書，不歡喜讀那些寫八股文章的。又歡喜和教會的牧

師來往，和牧師、神父來往。結果從神父、牧師處學懂英文，他是認識英文的，楊文

會，是那些神父、牧師教他的。他又懂得讀基督教的聖經，他這個人又懂得讀西方歷

史。中國的書，他歡喜讀一些奇奇怪怪的書。因他好讀奇書，所以把佛經也讀了。讀

了佛經之後，他說：「這些是我生平最值得皈依的。」然後自己信佛。

自己信佛之後，當時的曾國藩之兒子是欽差大臣，出使倫敦，即是駐英國的公

使，大使，要找一個人當參贊。曾國藩的孫（長子）名曾紀澤，他是不認識英文的，

要找一個認識英文的，能看一些公文或什麼的。於是，不知那人介紹了他，介紹楊文

會給他。他很高興，便帶了楊文會去倫敦，作為公使館的參贊，即是現在那些跟著大

使做事的人。因此時時和學者來往，和政界來往，認識了當時日本有一個人，名南條

文雄。（去日本，）在 Cambridge讀書，他研究佛經的，拿到博士銜，認識了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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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楊文會和南條文雄做了朋友。南條文雄就問楊文會：「你將來有何打算？你大可

以做官，可以飛黃騰達的。」他說：「不是，我快將辭職了，我要回去弘揚佛法。」

「弘揚佛法，你弘揚什麼呢？」於是他說：「我看了很多書，有很多書是引用唯識

的。它都沒有注釋，找不到窺基的注釋。我想搜羅看看能否找到？我想回去繼續研究

唯識。」南條文雄說：「你們中國才全部遺失了，我們日本每部都保存著。」所以中

國人呢，中國人是會消毀東西的。日本人則很保守，「唏，我什麼都有。」但當時的

印刷術不是很好，他說：「我可以幫你忙，你需要什麼？如果有呢，有人刻了版，

我就走去買了，寄回中國給你，你留下地址給我。如果沒有呢，我替你找人抄，抄完

寄給你。我一於幫你忙。」他說：「既然如此，我提早辭職離開。」便回了中國，回

中國就拿了…。

他家中有一間大屋在南京，他把大屋捐出來，很大間的，不知是否在南京公園

路？我去過，那間屋很大的，約有六、七千呎地方。他把大屋捐出來賣佛經、刻佛

經，名金陵刻經處。現在你想買佛經，你寫信給它買木版的，大家記住。這樣，他便

自己一人在那處講經，他並未皈依過而他講經。當時講經，他在那處有兩個招牌，一

個是金陵刻經處，另外一個招牌是祇洹精舍。祇洹精舍是用作講學的，金陵刻經處是

賣佛經的。他在祇洹精舍自己講經，講《大乘起信論》。當時找人教什麼？找人教英

文，要學佛的人最好也學英文，也學梵文更好。

譬如找到誰？找到蘇曼殊，那位詩人蘇曼殊，他教梵文，又教英文。那時是什麼

呢？太虛法師在他那處讀書，太虛法師是楊文會的學生。所以現在那些不知所謂，沒

有學識的就說居士講經，出家人是不可以去聽的。太虛法師就是楊文會的學生，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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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是一個沒有皈依的，沒有皈依過和尚的居士。這便是祇洹精舍。祇洹精舍教了一批

學生，教了的一批學生之中，有幾個是很有名的。第一個很有名的是譚嗣同，變法的

六君子之一，譚嗣同。譚嗣同就是在楊仁山處學佛經，懂佛經的。學了一點之後他讀

大乘經，讀了之後，認為一個菩薩要出來做事的，要出來救世的，不能夠關在經院來

修行的。

他讀《般若經》，讀《華嚴經》，讀那些，於是走去見老師，見楊仁山。他說：

「我都是要入世救世，現在這個世界太亂了。老師以為如何呢？」楊仁山就鼓勵他：

「你是對的，這個正是大乘菩薩的精神。你去吧。」「那又做什麼好呢？我在想現在

挽救中國，都是要從政治方面著手，你認為如何呢？」他說：「是的，亦需要政治，

各方面都需要。既然你對政治有興趣，你去搞政治。」他便於是：「我走了，我去

了。」「好的，你去吧。」「這樣，我跟了你這麼久了，走政治是很危險的。萬一我

有危險，在危險關頭，我如何安心呢？」問他的老師。老師：「唏，很簡單。六字真

言，有什麼處理不了，你總是念著這六個字便可以。」「那六個字？」他說：「南無

阿彌陀佛。什麼處理不了，你就念南無阿彌陀佛，這便可以了。」「還有沒有其

他？」「沒有了。」「這六個字什麼都包括了。」於是他便叩頭給老師，離開了。離

開後便去了跟康有為，和梁啟超那一班人做朋友。

康有為變法，帶了他進北京，介紹他給光緒皇。光緒皇見到他，他都沒有（經

過）考試，立刻封他為四品京卿，一做便是四品官，於軍機處行走，和梁啟超幾個人

一起。他是年輕人，太銳氣。光緒皇常常著急，今天又變一樣，明天又變一樣，

「bum bum」聲地推出變法命令。不夠一百日，就推出了幾十個變法命令，弄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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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無所適從。

那班老人家乘機講他的閒話，那些閒話傳到皇太后跟前，皇太后就出面出力，

壓。壓，光緒皇不服，誰知光緒皇用了一個「衰神」（壞蛋）。所以用人不可不慎。

用了「衰神」，光緒皇當時練兵，他找誰練呢？找到了袁世凱，袁世凱是四品官，吩

咐袁世凱在北京附近一個火車經過的地方名小站，在小站練幾千兵。請日本人做教

官，請一班日本軍人在該處做教官，日日在此處練兵。讓他練了一年多，便已經練了

幾千人。練了幾千人，雖然他只是四品官，他還有一個總督，直隸總督榮祿。榮祿相

傳和慈禧太后不知有何關係？榮祿是北洋大臣直隸總督，袁世凱是他的手下，他想表

現一下自己，於是對皇帝說：「我練兵已練成，將來國家會強大了。你們請皇太后和

皇帝來親自檢閱我的軍隊吧。」於是吩咐袁世凱，讓他找一個日子，在天津操練軍

隊，操給皇太后和皇帝觀賞。那個袁世凱又如何？事事看風使艃，見到光緒皇變法，

又信用譚嗣同，又信用康有為。他跑去找康有為，拜康有為為老師；袁世凱此人。

康有為認為這個真是好學生，他已經是四品官了，比自己的官還要大，他來拜我

為老師，而且有兵權，對了，將來或許可以用得著他。誰知此人是大壞蛋，他一方面

巴結康有為，想透到光緒皇，康有為介紹此人好，如何如何。一方面他又巴結他的頂

頭上司，那個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榮祿，希望…，榮祿那條線是皇太后嘛。他想兩條線

並行，由康有為那條線走是皇帝，榮祿那條線是走皇太后，兩條匯合將來便正好，他

的數很好。是譚嗣同那些人心急，發動…。光緒皇又心急，現在想變法，事事被皇太

后阻著，「阻頭阻勢」， 於是他們和光緒皇商量，「這次有機會了，幾時幾日皇太

后和皇帝一起到天津閱兵，練兵的大臣是袁世凱，康有為的學生。不如請康有為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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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凱，又光緒皇親自喚袁世凱進來吩咐他。」你猜喚袁世凱做什麼？「你（指揮）

閱兵，你是總指揮官，是你練的嘛。大家閱完兵之後，你就命令軍隊護送皇太后回

來，你便走去對皇太后說：『請你回去多多休息，另外找一個地方讓你在此養老。』

你就保護皇帝返回京城。如此皇帝便可取回大權，把皇太后軟禁了，如此這次變法便

會成功。」

照理袁世凱肯這樣做，他捉拿皇太后回去，他便會是大功臣，是不是？誰知他不

做，他這個「衰神」，他乘夜坐火車走出去…。光緒皇傳他入北京當面吩咐他，他承

諾給光緒皇。他乘夜坐火車走去天津，找直隸總督榮祿，通知榮祿。他出賣了康有

為，出賣了皇帝。他說：「皇帝親自吩咐我，閱完兵之後，強硬用武力把皇太后強送

到另外一個宮殿那處，不讓她入京。吩咐我關起她，此事我不敢作主。雖然是皇帝吩

咐我的，但我是跟隨你的，我現在向你請示。」榮祿：「你不要動，你一於聽我的

話。我立刻通知皇太后。」於是榮祿立刻叫了一輛花車，當時由天津去北京。他坐的

那輛花車，現時仍在那處。

去北京通知皇太后有這麼的一回事，於是皇太后：「豈有此理，你是我的兒子，

你卻這樣做，想關起我。」立刻吩咐太監一百人，把光緒皇關在瀛臺，四周都是水，

中間一個島。北京，在北海那處有一個瀛臺，有三間屋，把光緒皇關在那處。吃就沒

有好東西吃，病又沒有好醫藥，關在那處，弄至光緒皇生病。便對人說光緒皇病了，

要養病。當時是想弄死光緒皇的，後來於是拘捕人，要拘捕康有為，誰知康有為跑到

了東郊民巷的日本大使館，請求政治庇護。日本人庇護他，送了他去天津，再由天津

去了日本。跟著譚嗣同和梁啟超幾個被人包圍，還可以走的。譚嗣同還可以走的，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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嗣同不走嘛，他說：「我死，我不走。我要作為人們的一個榜樣，讓我們的民眾看

見，他變法不成，如何處置那些人？我死，一個人不重要。」他對梁啟超說：「你要

走，將來得靠你鼓吹變法。你一定要走。」結果…。梁啟超當時是不想走的。他說：

「不行，我們二人不能一起死，隨便一個死。」他說：「我死。死是很光榮的，那個

不死的還不及他。你快點走，我要…，此事由我來做。」後來被拉去殺頭，拘捕在監

中。你猜他和誰最好呢？他和那個鏢師，北京一個鏢師名王崑崙，那人開了一間鏢

局，人們運貨、運錢，給他幾百兩銀，他就自己親自騎馬帶隊，配著一把大刀。大刀

王崑崙，名王五，大刀王五嘛，很有名的。他一把刀可以敵幾十人的，他自己騎著匹

馬，和幾個徒弟押著貨，押著錢，幾乎沒有人敢碰他的，最響亮的鏢局。此人是看不

起那些官吏的，他只看得起譚嗣同，和譚嗣同非常要好。後來大刀王五是怎樣死的？

莫不知所蹤…。

同學：「他始終未有人對…，被那些人…」

教授：「其實聽到有人說他劫獄，想劫譚嗣同出來，被人亂刀亂箭殺死的。」

譚嗣同被拉入監，拉入監看來這次必死的了，便日日念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

陀佛。日日這樣念，念到宣佈要拉出刑場，殺了。拉出去了，他仍大聲地念，一邊被

拉出去一邊念南無阿彌陀佛。去到刑場要休息一會才殺的，要中午十二時才殺頭，一

早便拉去的嘛。有一些家人等等拿東西給他吃的，開了鎖讓他來飲酒吃東西的。譚嗣

同被拉出去，那些人問他：「你需要什麼嗎？」大概是沒有人去祭他，他是湖南人，

大概沒有人拿酒肉給他吃。如此便開了鎖，「你想怎樣？」他說：「你拿紙來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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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走到半路他才…，一路念佛。念、念、念，念到半路他不念了，哈哈大笑。那

些人問他，那些拉他押他的人問他：「你快將死了，為何你如此好笑呢？」「唏，你

快點念佛吧，念阿彌陀佛，快將死了，要繼續念不要停，哈哈大笑幹嗎？」你猜他怎

說？他說：「我有心救世，無意生西，我再來。」是這樣的。這便不念佛了，是這樣

的。去到了刑場，問他要什麼？他說：「拿筆來，拿張紙來。我要寫一首詩。」寫了

四句詩…。寫了一首，我記得它四句，是八句詩。「望門投止思張儉」，漢朝有一個

人因為黨禍，到處被人捉拿。見到那一個家門，他便走去借宿了，有些人怕事都不敢

收留他，此人名張儉。「望門投止思張儉」。

同學：「寫下來。」

教授：「嗄？」

東漢時候黨錮之禍，弄到他到處走。捉拿他，他望見別人的家門，便走去借宿

了。這家不收留他就走去另一家，「望門」便是這樣。「思張儉」即是代表什麼？你

康有為、梁啟超走了出外，你們是很辛苦的，你「望門投止」，猶如以前的張儉一

樣。即是我很思念你們，「張儉」是指康有為、梁啟超二人。「杜根」亦是漢朝一個

黨禍的人，他被人拘捕，他本來是可以自盡的。別人說他：「你不如自盡吧，你被拘

捕是沒有什麼好處的。」他說：「我不要，我要忍著死，希望忍到有人來到殺死那些

太監，我就再出現。我為了這個社會，為了國家，暫時不死，忍著不要那麼快死。」

他表達了：「我本來可以自盡，希望在監中，希望還有一日，可以推翻皇太后。」

——「忍死須臾待杜根」。「我欲（自）橫刀向天嘯」，現在要被殺了，那把刀已

橫放在我脖子上。我對著那把刀向天嘯，「嘯」即是吹口（哨），即現在那些吹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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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欲（自）橫刀向天嘯」。好了，康有為走了。康有為是他老師，他很尊重

他，視他如崑崙山那麼高的。第二個是大刀王五，他最佩服是最有義氣的是王崑崙。

一個去了，一個還留下來；一個去，一個留，二人對我來說都是很親切的，猶如肝膽

一樣的——「兩崑崙」。我一生最佩服這兩個人，一文一武；是這個意思。有些人

認為不是這個意思，「崑崙」指奴，以前的人稱奴為崑崙奴。你康有為就去了，我就

留下等死，二個都是光緒皇的奴，臣奴。光緒皇是一個很好的君主，想變法。你康有

為亦是他的奴，我譚嗣同都是他的奴。現在失敗了，你就走了，我在此等死——

「兩崑崙」，兩種人。到底他的意思為何？不請楚。

同學：「他自己才知。」

教授：「嗄？」

同學：「他自己才知，譚嗣同自己才知。」

教授：「什麼？」

同學：「譚嗣同自己才知。」

教授：「要他才知何解。」

同學：「本來他是能夠出走的。」

教授：「寫完時間到了，便殺了頭。」

同學：「本來譚嗣同是可以出走的，他總是不肯走而已。」

教授：「他不走，他說他要示範。示範，確是要拿些血讓民眾看看，  好讓加深民眾

的印象，來推翻清朝，來到變法。譚嗣同，他最歡喜讀《華嚴經》的。」

同學：「六君子，最有名的了。」

教授：「嗄？」

23



同學：「六君子是最有名的了。」

教授：「六君子，是的。第一個是譚嗣同。」

譚嗣同是楊仁山學生。還有第二個，真正傳楊仁山學問的，是歐陽漸。歐陽漸現

在一般人稱他是這五百年來的唯識大家。何止他是唯識大家，五百年來，我看恐怕不

只五百年，一千年來講佛學的，都還是歐陽漸。唐朝以後，五代以後，沒有人了。從

五代到現在，佛學家只得一個歐陽漸。太虛法師呢？太虛法師的事業就好，學問不及

歐陽漸。好了，我們看看。「因隨曾紀澤出使倫敦，獲識日本（佛教）學者南條文

雄，得其助力， 從日本取回《識論述記》（《識論》即是《成唯識論》）、（和取

回那本）《因明大疏》」。我走了之後，劉萬然就講《因明大疏》，如果是想學唯識

的，不妨讀讀因明。因為因明…，因為唯識的書很多都用因明的格式來到寫的。「雕

板流通。楊氏臨終，囑其弟子歐陽漸、梅光羲，重弘法相唯識。同時有樸學家章炳麟

（章炳麟即是章太炎）、沙門（沙門即是出家人，太虛），稍後則有（一個北京的）

韓清淨，亦通此學（亦都了解唯識）。」

此外尚有梁漱溟，中國人第一個在大學教唯識的，就是梁漱溟。第二個是周叔

迦，此人現仍在世。周叔迦仍在生，有九十歲了，未死，周叔迦，但其學問並不是很

純粹。第三個是呂澂，去年死了，九十幾歲死了。歐陽漸以後，學問最豐富就是呂

澂，但可惜此人並不虔誠。他是一個學者，不虔誠的。王恩洋，這個很虔誠，但學問

只是一般。歐陽漸兩大弟子，一個學問好到極，但是不虔誠，就是呂澂。一個虔誠到

極，學問不及呂澂，王恩洋。王恩洋很虔誠，每朝早起來念一篇《菩薩戒本》，什麼

都不做，先念《菩薩戒本》，然後才吃早餐的，王恩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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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那本《菩薩戒攝頌》是他作的，是不是？」

教授：「嗄？」

同學「《攝頌》是他作的嗎？」

教授：「《菩薩戒攝頌》不是他作的，是以前的人作了，本來是翻譯的，是印度一位

月官菩薩造的，人們就翻譯它。

他拿回來歷代相傳。日本人相傳，他是從日本人的書裏面找出來。《菩薩戒攝

頌》是他拿回來提倡的。他又沒有去，沒有人替他授過戒的，他不過是自己在彌勒菩

薩面前受戒而已。但他每朝…，你們初一、十五就誦《戒本》，他每朝什麼都不做，

先念《菩薩戒本》。他人很好，我見過他。食長齋，不結婚，他的生活跟和尚一樣，

但他不做和尚。他又…，這個人很怪。」「…等，其人或尚存於世，或生（死）未

詳，故未論及。」「此五人（太虛等五人）於法相、唯識之復興，各有貢獻。」下面

是我們對此五人之批評，「歐陽漸主持南京（那間）支那內學院，韓清淨創立（北京

那間）三時學會於北平； 皆欲遠紹（紹即是繼承，他想遠遠繼承）那爛、慈恩學

風」。那爛者就是那爛陀寺，唐三藏在印度讀書那間，在印度當教授那間。慈恩便是

窺基大師講學的慈恩寺，現在你有機會去西安，希望你都去慈恩寺看看，看看唐三藏

翻經的那個翻經院， 值得看看。你有沒有去過？

同學：「我去過…」

教授：「去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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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但是很久以前，十…」

教授：「有沒有去過有雁塔的那間寺？」

同學：「記不起。」

教授：「大雁塔的那間寺。」

同學：「是的。」

教授：「大雁塔的那間寺，那間慈恩寺，窺基法師就在那處，慈恩法師就是窺基。你

去過了，是嗎？」

同學：「我七三年。」

教授：「西安，去碑林和去慈恩寺，兩處地方是值得去的。碑林，你有沒有買到一些

碑（帖）回來？」

同學：「有。」

教授：「有，是嗎？」

「皆欲遠紹那爛、慈恩學風，著述既多，弘傳亦廣，有『南歐北韓』之譽。歐

（即歐陽漸）撰（造一個）《瑜伽（師地）論序》（序，整本書之編序）、（又造了

一個）《唯識抉擇談》、（又造了）《唯識講義》、（又造了）《楞伽疏決》」，又

造很多經論的序，又編了一套《藏要》。「韓著（了一本書名）《十義量》、《集論

別釋》、《瑜伽論科記》，（這兩個人最了不起）往往能言慈恩、新羅之所未言（慈

恩就是窺基，新羅就是圓測），能補唐賢之所未備，其價值非五代以後之內學論著所

能比擬。歐陽漸弟子熊十力（這個中國這一百年，大家都認為他可以稱得上哲學家的

人，熊十力），初從師學（跟歐陽漸學），篤守唐人家法；後期思想轉變，依附儒學

以自建體系，於法相、唯識舊說保留一（部）分（之）外，雜取禪宗、空宗、天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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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賢首（宗，賢首宗即是華嚴宗）、周易、老莊、宋明理學、（和西方的）進

化論、創化論、（和）辯證法等義趣、冶以一爐（即是一爐共冶，可稱一品鍋），以

作《新唯識論》。」造了一本書，這本書很有名《新唯識論》。

同學：「我們昨晚都有看它。」

教授：「嗄？」

同學：「昨晚都有看它，《新唯識論》。」

教授：「是不是？」

同學：「是的。昨晚這個…《新唯識論》。」

教授：「兩本，《新唯識論》。」

同學：「二十五元一本。」

教授：「是線裝本，是不是？」

同學：「不是，是平裝本。」

教授：「平裝本，五十多元？傻的。」

同學：「兩本。」

教授：「兩冊的，是不是？」

同學：「昨晚季先生說想買的，是不是？」

教授：「如果是十個、八個就不妨買它。五十多元！」

同學：「我都想買的了，還是新美元價。」

同學：「美元，還要加郵費。」

同學：「貴過了頭，太貴了。」

教授：「《新唯識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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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蓋自大乘有宗學說始入中國，南北朝時此土（此土指中國）即有地論、攝論兩

宗成立，其義相（義相即是它的思想體系）已稍異於西方（這個西方是指印度）；唐

代玄奘、窺基盛弘護法等唯識今學之後，即有賢首、澄觀等成立華嚴宗與之抗衡；清

末民初以後，法相、唯識捲土重來，熊氏又建立新唯識學與之相抗：彼方（彼方即是

唯識的方面）弘傳印土學說，此則建立中土新宗，古今如是；熊氏之新論，殆時代之

產兒耳。彼之新論，固可視為大乘有宗之新瀉也（瀉即是瀉出來的，所以是大乘之支

流而已）。」以上講了它的傳承，傳承全部講了。下面就正式講唯識，先開始吧。我

回香港後你們自己看看，看看呢！讓我回來後和你們重新再檢討一下。我回來的時候

…，我未返到就可能《唯識方隅》的下冊已經印起的了。我們看看下面，上文（甲

一）是前導，前導者即是英文所謂 introduction，緒論而已，下面是本文（甲二），

先講諸行。諸行，「行」即是現象界，亦即是有為法…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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