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很多是未聽前一部分的，又沒有書的。你們若想繼續了解，你就要設法，一是

借別人的來影印，一是設法托人在香港買這本書了。我就沒有帶來，這次回來因為我

的行李多，只帶了《解深密經》回來。帶了《解深密經》回來，昨晚夜就已經全部送

出了，《解深密經》也沒有了。在此處你付款買也沒法買得到，唯有影印了。

學佛就不一定要學唯識，不過你想對佛家的學理，能夠縱橫無礙，你就非懂唯識

不可。可惜現在這本書，你想買也買不到。你如果要買，你可托人去香港。幾個地方

有售，第一是百德新街的那間佛學書局，可以買到的。第二、你去九龍彌敦道的中華

書局，會有出售。第三、你去佐敦道法相學會有售，佐敦道法相學會那處平日都有

售。只有這幾個地方有售，還有一間青文書屋，在灣仔，可以買到。只有這幾間有

售。此處就沒有辦法了，我們此處想拿一些和大家流通都(不可行)，因為郵費太貴。

《唯識方隅》你在香港買，在佛學書局是港幣一百元一本。其他，你去其他地方買

…。去中華書局買是一百，其他你去法相，去其他地方買，就大概七十、八十元，差

了約二、三十元一本。因為那些書局，它要賺錢。它不賺，但要請店員也沒有辦法。

如果你要買的時候，就要組成一批，托人在香港買。

已經看過的，第一，(甲一)、前導，你一定要自己看看才行。〈前導〉你不看，

你不明白…。即是(甲一)那處，第一頁(《唯識方隅》第十一頁)(甲一)那處，你一定要

自己看明白才可以。不明白呢，你最好自己看看，因為我的文字已經是很淺的了。看

不明白，你就問問那些以前聽過的。你不明白呢，你看唯識再看下去，下面的你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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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明白。你唯識的道理不明白，你對佛經裏面所講的道理，你動不動一點兒你都要

請教人，要請問人的。如果你明白，你明白了唯識，不只你不用請問人，別人請問

你，你可以給他解答。〈前導〉那處大家一定要再看，(甲一)。(甲二)、諸行，第二

十二頁(《唯識方隅》第五十二頁)起是〈諸行〉。「行」字就讀作「杏」音；「恆、

肯、杏」；是名詞。如果這個字是動詞，就讀作「恆」音，行路的「行」。如果是名

詞，就有兩個音，一個人們讀作「航」音，你是那一行的「行」。譬如我是做建築那

一行，建築「行」，是不是？譬如我是做商行的，「行」。作為名詞，是作行為解

的，或作現象解的，就讀作「恆、肯、杏」，杏仁的「杏」字同音。

似乎你們不慣讀的，似乎中文好像是很「論盡」(費勁)那樣；但習慣了的，就不

會覺得「論盡」的。而且我們中國人應該要懂得多少，你們的眼光應該要放遠一點，

中國人在世界上有十多億人，十五、六億人。這十五、六億的人口，如果將來自己的

國家稍為強大多少，或散佈於世界上這十五億人，如果他們的知識稍高一點，很了不

得的。這些是我們的文字，我們不要以為在西洋人的地方，我們就要學西文了。如果

這樣，眼光便是太短拙了，我們自己這樣做，一個青年人這樣做，這個人固然是眼光

短拙，前途有限。如果你是家長教子弟，如果以為這樣，懂得英文，懂得外國文，他

便可以了。即是說，你以為你的子女將來打外國人的工，如此過世便算了，是不是？

這便是糟質了你的子女了，所以對中文應該要了解的。

我們看看日本人，去到那處他一定找自己的教師來教他們日本人的。你又看看猶

太人，去到那處他一定教他們的子女讀猶太、希伯萊文的。你以為日本人傻嗎？你以

為猶太人傻嗎？他們是世界上很聰明的人，是不是？ 現在世界上猶太人，世界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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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在何人手上？就是在他們手上。大企業，世界的大企業，歐美的大企業，三份一至

四份一在猶太人手上。日本人現在的經濟力幾乎侵蝕到美國，都是因為他自己什麼？

和注意他自己的文化很有關係。我們中國人所以對中文應該懂得一下，不要怕難。這

是一般閒談而已。

諸行，這個「行」者是作行解，即是活動，好像會行即指活動。這個「行」字是

作現象解，因為世界上的現象都是會動的，不會靜止的，所以一切現象都稱作諸行。

如果你不想讀「杏」音，讀「恆」音也可以，現在「恆、肯、杏」都差不多。

「行」，諸行。這個字即是相當於英文的那個字呢？英文的 phenomena，你們大家

記住，諸行即是 phenomena，現象。如此豈不是很難？不難，你讀英文都是要

的，phenomena。何謂 phenomena呢？譯作現象。phenomena和英文的那個字

reality是相對的。reality即是等於中文的實在，是不是？phenomena就是等於由這

個實在所顯現出來的東西。

此即是說，譬如我們這個世界，到底是否虛妄的呢？是否猶如水中之月，好像鏡

中花，根本沒有這一回事的呢？如果沒有這一回事的，應該全部都是假的了。應該一

輛汔車橫過，你撞過去也不會傷的了。沒有嘛。但事實上不是，是不是？火燒到來，

你會痛的，是不是？你死的時候，你會辛苦的。可見這個現象不是無的，既然不是無

的，便一定有實質了，是不是？譬如我這頂帽子不是無的，這頂帽子為何說它是無？

它是有實質的嘛，是不是？它是有實質的嘛。凡不是無的東西，就一定有實質。實質

的英文是 essential，實質。我這頂帽子之所以說是有不是無呢，就是因為我頂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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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實質的，那些毛來的。這張檯不是無是有的，為何這張檯不是無呢？因為這張檯

有實質，所以它不是無，它的實質就是塑膠的或是木的。實質，實質是一層一層實質

的。

譬如這座大廈的實質，就是什麼？我們數得到的，那些板是纖維，是不是？那些

柱裏面的一枝枝的工字鐵，那些便是鋼鐵。再附於鋼鐵外面那些是士敏土，是不是？

這些便是實質。這個形狀，整幢坐立著的，這個就是什麼？現象來的。那些士敏土和

鋼鐵，那些是實質。即是說，這座大廈整座的模樣就是 phenomena；那些士敏土、

鋼鐵那些就是 essential，來到做大廈的。再進一步來看，鋼鐵也不是實質，不是真

的實質，比較的稱之為實質而已。比較於整座大廈，我們稱之為實質而已，其實鋼鐵

也是什麼？都是 phenomena來的，都是現象而已；都是諸行，都是現象而已。士

敏土都是現象來的，不是真的 essential，不是真的實質。

鋼鐵真正的實質就是什麼？那些鐵的原子。士敏土那些真正的實質是那些矽質那

些、石灰質那些、鈣，那類的原子來的，就是實質。這些鋼鐵，一件一件的鋼鐵；一

塊一塊的士敏土，這些都是現象，都是 phenomena而已，不是真的 essential。再

進一步看，鋼鐵的原子都不是實質來的，都不是真的 essential。那些鈣質，那些東

西，都不是真的 essential。真的 essential 是什麼？那些電子、質子才是真的

essential，是不是？才是…。科學家認為是最後的、最真正的，就是電子、質子，

是不是？佛家認為不是，電子、質子那些都不是。不可說的，最後的實質是不可說

的，稱之為真如，無形無相的真如。即是說，最後、最後的 essential，一路分到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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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們謂之什麼？稱之為實在，稱之為 reality。明白不？佛家就稱這個 reality，

即是稱這個實在，稱之為真如；稱其餘的現象，稱之為諸行，是不是？真如又名無為

法，記住。如果這些名詞你不懂得解，將來你看佛經便看不懂。讀般若，他不會跟你

解說的。所以現在有些人讀幾十年佛經，都弄不明白，就是他在這些定義處，這些

definition裏面，他不肯做功夫而已。有些做法師做了五、六十年，都不通佛法。你

明白嗎？因為他沒有學過，整天在盲坐。你以為坐便可以嗎？不可以的。有些念佛念

…。

我有一個朋友九十多歲才死，修行了八十年，一竅不通。她就以為真的可以生極

樂世界了，誰知她臨死的時候「暈陀陀」(腦袋發昏)，什麼世界也生不到。這個便是

曾璧山，你…，九十六歲死嘛，不也一樣。她這些真的很可惜，幾十年的人生，應該

事事很明了。一個人能活到九十歲，你說如果她把這些時間來到尋求真理，是不是？

尋求智慧，你說多好呢！康德，即是德國的一個哲學家康德，他說世界上最快樂的

事，和他所追求的事，就是什麼？就是尋求智慧。一個人活到九十歲都不怎麼有智

慧，真的枉她的一生。說起來好像很刻薄，事實上是。

所以我們中國人，儒家有一句話，孔夫子講的，「朝聞道夕死可矣」。他說只要

我們早上能夠了解，聽聞或了解真理，我們晚上死都值得。他的意思即是，一個人生

幾十年「矇查查」(糊裡糊塗)，多長壽也沒有用，不如壽命短一點而了解真理，有智

慧還比較好。你學佛，真正想容易尋智慧的呢，你最精明就是學唯識。我以往好勸人

先學唯識，但近來我見得先學唯識的人，多數半途而廢，因為文字太艱難，他不夠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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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力。所以現在我改變作風，就不勸人先學唯識，就勸人先學般若。因為般若空空靈

靈的，學了之後即是他可以有很豁達、很空靈的人生；這便著重講般若。

其實學佛學應該是三條路，三條路學佛，三條路都有經典。第一條路是最基本的

路，如果你打算做法師弘揚佛法，或打算成為一個佛學的專家。如此你應該要怎樣？

你走第一條路，先學小乘；第二是學空；第三就學唯識。每項花五年的時間，十五年

功夫，你就可以成為一個專家。最初那五年，你學小乘，學小乘又如何？五年之中讀

通兩本書和參考有關的書籍；一套是經，一套是論。經就是《雜阿含經》，現在我們

這處也有。啊，此處沒有？不怕，《大藏經》裏面有，不過《大藏經》裏面要看是很

難看的。以前大家想影印，我將來…，現在最好開始把這套《大藏經》我們本會影印

一套放在此處。整套經放在此處，那個想影印的，可以外借影印，把我們已經影印好

的那套，借出外面影印。失了也不打緊，是不是？他如果要看，他又可以在此處看。

這套可以看，自己的那套就不要借出，我們另外全套影印一套放在此處，凡是會員都

可以借出去轉影。這個不用開會也可以，做這種有益的事，或許委託王錫江先生…。

同學：「他是專家來的。」

王錫江：「現在沒有時間，現在很忙。」

教授：「有沒有時間？」

王錫江：「沒有時間。」

教授：「沒有時間，是嗎？給…吧」

同學：「現在要上班，公司很多事要做。這段時間，公司很多事要做。公司轉了制

度，上班有時時間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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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我認為找一個人拿去…。」

同學：「我影吧。」

教授：「嗄？你可以，是嗎？學會可以出資。」

同學：「啊，不要緊。」

教授：「先影印第一冊，放在此處。第一冊完成之後放在此處。第一冊完成第一冊便

可以借出了，是不是？然後再影印第二冊。何解？因為整套《藏經》要買很

困難，根本在美洲是買不到的。逐冊買呢，更加麻煩。逐冊買，可以買得

到。在香港，你托人買，港幣三百元一本，你托人買。但你托人，別人是否

有空為你逐冊買呢，是不是？很麻煩。倒過來你買一整套，別人一個電話便

處理好；一個電話，派人付費便處理好。你逐冊買他還不送貨，逐冊買東西

…。所以我們為弘揚起見，逐冊來。你這個功德很大，你這做法比較你建一

間廟讓別人拜佛還大。因為你這種功德是可以成佛的，是可以得智慧的。」

同學：「《大藏經》，紅色那套。」

教授：「不用急的，逐冊來嘛，不用急。影印放此處，誰想影印的借給他外出影印，

是不是？又不會傷那本書。這些洋裝書去影印，是很傷書的。如果你影印十

套、八套就很傷的了。我影印一套放在此處，你歡喜便去影印。借出去的爛

了不打緊，爛了便補影回去，是不是？不打緊。」

好了，第一個方法就是這樣，讀一套《雜阿含經》；一本論就是《俱舍論》。此

兩本在這五年內弄通它，其餘那些小乘經，此兩本通了就任你如何看都可以。不過有

一個條件，當你讀這五年，花這五年功夫的時候，你要除了讀這本經和論之外，有三

件事你要做。第一、你要讀一本比較好的中國佛教史；第二、你要讀一本比較好的印

7



度佛教史；第三、你要好好地讀通什麼？讀通因明。學佛經不懂因明，你便會有很多

阻滯，要懂因明。幸好我們，由今天算起幾個月前，劉萬然就已經給大家講了因明。

大家如果都不明白呢，你就找我的《唯識方隅》下冊，我有整整…。我恐怕世界上講

因明講得最淺的，不是好只是淺，就是我的《唯識方隅》下冊。我已經寄了二十冊來

了，我一個月前寄海郵，我現在人已經到了此處，而那二十冊書仍未到。

現在我自己只得一本，我有兩本，一本存於此處，一本拿在手上。如此用那一本

呢？如果需要下冊的呢，胡蘭芬她反為有一本。為何她會有呢？她已經脫離本會的

了，為何她會有呢？原因是我年初幾，舊曆年初幾我接到她一封向我拜年的卡。於是

我省得回她一個卡，剛剛印好《唯識方隅》下冊和《解深密經》， 我就順手拿著一

本《唯識方隅》下冊和一本《解深密經》，拿一張紙卷起來，海郵寄去，大約舊曆新

年時寄去的。我沒有回覆她的卡片，只是寄了一本書，裏面寫著「收到賀年咭」，然

後寄了給她。到了昨天，她告訴我前天收到了。如果有需要，問她借來影印吧。很薄

的，沒有多少頁。我恐怕你看我的因明，不用老師教你都看得懂。即是如果由基礎做

起，花五年功夫。花五年功夫之外，最主要的是讀兩本書，一本是《雜阿含經》，第

二本是《俱舍論》。這兩本必讀通它之外，旁支讀三本，詳細的選擇三本書來讀，第

一、《中國佛教史》； 第二、《印度佛教史》；第三、一本因明的書。花五年功夫

如此做法，你已經有資格外出講小乘的經論。即是一個佛學專家的三分一，三分一個

專家，花五年。

再過第二個五年，你讀空，讀空宗的書。讀空宗的書就多了，雖然是多，不難。

就找什麼呢？讀幾本書，讀經，讀三本經，第一本是《小品般若經》，即是我講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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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對讀。第二本是《大品般若經》，很大的，四百卷書。那些冊，一整冊書，《大

品般若經》，又是把它來到對讀。如果你的英文是過得去的，都有中學畢業差不多水

平的英文，又有耐性查查字典的，你就看那一本吧。那處藍色那本，Edward Conze

那本《Large Sutra》，英文可以看那本。那一本在此處都有出售，是美國 California

大學出版的，不過它就貴一點，印度翻版的就便宜一點。經，第一本是《小品般若

經》，你只要星期六來到我處聽的話，你就會明白。

第二本是《大品般若經》，不用別人給你講的，你自己讀而已。《小品般若經》

讀通便自己可以讀《大品》的了。第三本是《金剛經》，但讀《金剛經》，切記、切

記，你不要買市上那些《金剛經》的講義來讀，你不懂的。你要讀《金剛經》呢，要

不你找…，這處就沒有了，讀英文本 Edward Conze 譯的《金剛經》。要不你讀中

文的呢，你就讀我那本。再要不是你就讀早一點的，是什麼呢？在《大藏經》裏面，

找那些唐朝的人之注釋來到讀。

現代人注釋的《金剛經》，只有兩本你可以買得到而是你可以讀的。兩本，一本

就是我的那本，一本是印順法師那本《般若經講記》。我的那本是偏唯識那邊的，印

順法師就偏空宗那邊的。其餘那些，買不到的有一本，現在已沒有版了，你去北京也

買不到，是韓清淨講《金剛經》的語錄、講錄。韓清淨那本買不到了。現在能夠找得

到的，第一是我的那本；第二是印順法師的那本。這兩本，我的那本更不用錢，你可

以去佛學書局，托人去香港佛學書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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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印順那一本是否在《妙雲集》裏面？」

教授：「是的，在《妙雲集》裏面，《金剛經講記》。單行本還有售。」

如此你便《金剛經》都了解，這便是三本。你可以先讀《金剛經》，讀完《金剛

經》才讀《小品》，讀完《小品》再讀《大品》。經就是這幾本，必讀的。論就難讀

一點，不過如果你在五年小乘的基礎上，你讀得通。讀一本什麼呢？一本是《大智度

論》一百卷，《大藏經》裏面有。你讀完《大品》、《小品》，你一定能讀通它的，

你不用怕它深，因為這套書大。《大智度論》之外，還有一本《中觀論》。《中觀

論》，《大藏經》裏面有《中觀論》的疏。第三本呢…。

《中觀論》是早期講空的，龍樹菩薩的。第三本是後期講空的，《入中觀論》，

又名《入中論》。《入中論》是法稱，不對，是月稱論師造的。這兩本你要通的。還

有一本論…，《大智度論》、《中論》，還有一本是《現觀莊嚴論》。這本你讀《小

品》的時候，對讀你已經認識了。這幾本你花五年的時間來做了它，你可以是一個佛

學的專家的三分二專家了。五年左右吧，你可以通了。第三部分，第三個五年，你就

讀唯識。讀唯識，經就有三本經，一本是《解深密經》、一本是《楞伽經》、一本是

《華嚴經》的〈十地品〉，不用整套讀的，〈十地品〉已經可以了。三本經。

論就大套了，論就是《瑜伽師地論》，一百卷，第一本。第二本是《成唯識

論》。第三本是《雜集論》，「雜」，雜貨舖的雜，第一個雜字；第二個是集合的

「集」，《雜集論》。《大藏經》裏面有，裏面還有疏，有很好的《雜集論疏》。最

主要就是讀這幾本，其餘的你喜歡瀏覽的話，你隨便看。這便夠了。如此你便可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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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很完整的佛學專家，花十五年功夫。

這是第一條路，即如你在美國上帝國大廈，在地下逐層上；猶如上塔，逐層上。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上一層所見的境界又有點不同，多上一層所見到的東

西又不同。十五年功夫便可以。只能夠讓年輕人，老年人絕對不能行這一套，他都未

行到一部分， 他便要去極樂世界了，怎辦呢，是不是？這個是第一個辦法，最基本

的，第一種。第二條路就由中間接下去，不讀小乘，直接讀般若。花幾年讀般若，花

五年讀般若，不過這種是要信念很夠的人才可以。因為般若的理論講得很空空靈靈，

是不是？年紀輕的人，他是不怎麼信的；年紀大對佛教有一點信念的人便適宜了。如

此就花五年學般若，學完般若再花五年學唯識。再回頭看小乘，有多餘時間看小乘。

這個是第二條路。第三條路是坐直升機的辦法，猶如你想欣賞帝國大廈一樣，你坐直

升機到天台，先下到天台，(然後)逐層往下看。這個辦法又如何？先學唯識，再學般

若，再學小乘。如此，這條路……再學般若，再學小乘。如此，這條路只適宜於學問

有根底，而且曾讀過相當多世間那些哲學書的人，就走這條路，很快，很快。花五年

左右讀通唯識，再花兩、三年讀般若，再花兩、三年讀小乘，省下你五年功夫。但這

種只是能夠給那些學有根底的人，才可以省五年。我以往都是用唯識的辦法，叫人先

講唯識。但跟我這樣學的，成功的人很少，大抵三個人左右做得到。一個是李潤生，

做到；第二個是霍韜晦，做到；第三個做做下，而他現在要去賺錢了，就是王聯章，

這三個作嘗試。

做得真真正正，做得好的就是李潤生了。其餘的都做不到，葉文意等等其他的都

做不到，但不過都算是有一點效果。初期我是這樣，第二期我就改變作風，試試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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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這三幾年我改變作風，讀般若，不講唯識。因為很多人說我「整天在講唯識，唯

識的人常常辯論的。學佛要般若才行，要深般若才行。」我說：「好的，我就講般

若，看看你們這些滿口講般若的人，是否真的懂般若？」你以為般若易讀嗎？般若的

書最多，是不是？現在沒有人敢講了，在香港沒有人敢講般若了。以前的人就要般若

才行，什麼的，現在沒有人敢講了。他看見什麼？他只看見《大品》便已經眉頭皺

了，一百卷。再看什麼？《大般若經》的那個《般若十萬頌》四百卷，讀它天天在佛

前讀，我恐怕都要讀一年。只是念不要解，我恐怕都要念一年才能念完。現在那些

人，沒有人敢講了。我說：「你說般若嘛，你讀吧。」是不是？沒有了，現在沒有人

敢講了。我就一方面令那些人閉上咀，你說我整天在講唯識嘛，我現在就講般若。現

在我出的書，般若還多一點。讀般若，讀完般若再讀唯識，或再讀小乘。中間落墨，

是不是？間中我又兼用這個方法。

對於有一種人，整天講原始佛教，動不動便說大乘佛教只是後起的，要原始佛教

才可以。我說：「好的，讀《雜阿含》吧。」你以為滿口講原始佛教，買幾本那些西

洋人做的原始佛教思想論那些讀讀， 這便是懂原始佛教嗎？懂原始佛教，第一你要

讀通《雜阿含》。除了讀通《雜阿含》之外還有三《阿含》，這些便真的是原始佛教

了，談何容易啊。所以我現在講什麼？在香港，這幾個月回去講什麼？我講《雜阿

含》。王亭之讓我介紹人為他編那本佛經導讀，第一本我便建議是《雜阿含經導

讀》。找誰呢？找黃家樹編。就是如此了。好讓那些人滿口說…。現在大學裏面有很

多的，又說原始佛教，又說什麼的。我看他們這樣，如果幾本《阿含經》都沒有讀

過，你都沒有資格講這句話，最低限度你要讀過《雜阿含》。《雜阿含》有四冊書，

印順的那本都有三冊，很難讀的。佛經中最難讀的，嚴格來講就是《雜阿含》。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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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以為原始佛教的書容易讀，讀《雜阿含經》…。古代的經，有一些專解釋經的論，

那些稱為摩呾理迦。《雜阿含》有一本摩呾理迦，是什麼？《瑜伽師地論》第八十四

卷以後，是解釋《雜阿含》的。如果你想看《雜阿含》，你不看《瑜伽師地論》八十

幾卷以後那部分，你根本是隔靴搔癢，是不是？我便這樣指(導)那些人，不過那些人

是做不到的，沒有人能讀通那個…。

我知道現在香港讀得通的是黃家樹，稍為讀得通，真正讀過的。台灣就是印順法

師。印順法師那本經論，如果讀…。現在今天中國人來講《雜阿含》，而不能讀通印

順法師那本《雜阿含經論合編》，讀不好它的話，就沒有資格說是原始佛教的東西。

你說是否很難呢？你看看。此處有沒有印順那本？還沒有。如果那套書讀不通，是很

難的。如果各位真的想學佛的呢，想要花十五年功夫學的呢，你最好是先學《雜阿

含》、《俱舍論》。自己看吧，《雜阿含》我沒有機會講的了，沒有機會給你們講。

《雜阿含》是很悶的。去香港學吧，香港有兩個地方有《雜阿含》講。我這次回去很

成功，第一是什麼呢？那間妙華精舍，專設一個《雜阿含》講座，講《雜阿含》。雖

然那個講的人對《雜阿含》都不是十分通，只是陳瓊璀負責講，不是十分通。但她就

近可以問李潤生，就近可以問黃家樹，又可以寫信問我。難得是她那間精舍，她的師

父肯設一個科目來講。第二個便是王亭之那班弟子，現在正籌備錢來到編佛經導讀，

而在其中預算出兩本書，出兩冊書來做《雜阿含經》導讀的。已經請了黃家樹編，而

且給他四萬元稿費。將來就印行了，已經印了，已經有了。本來如果不是我回去，他

就必然是又《金剛經》、又什麼什麼經的了。剛剛我回去一指，就指他第一本是《雜

阿含》。所以我覺得我這次回去，相當滿意。現在我講了這個讀的時候，大家以前未

讀的，大家就最好把《唯識方隅》影印，買就不能在此處買得到。借別人的影印，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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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一路讀下去，現在我就在四十幾頁呢？

同學：「四十二。」

教授：「四十二，是不是？」

同學：「我們這一本書是四十二，你那本可能…。」

教授：「我這本又不是，是嗎？八識總論，是不是？」

同學：「是，(丙二)那處。(丙二)那處。(丙二)、八識總論。」

教授：「這樣吧，我由諸行開始講。即是再回去一點，對大家會有益一點，溫故而知

新。記住，記住，你真的想了解…。你不必出外對人講，你真的想了解佛經

的話，你一定要讀唯識。先讀般若不是辦法，那條路長遠。先讀小乘經，條

路就更長遠。你留心著唯識，你會有很大的好處。曾經有人試過成功，李潤

生這樣試成功，霍韜晦這樣試成功，王聯章總的也不錯，都可以這樣。」

由諸行起了。因為我這本書全部分為三部分，分為三部分的。第一部分是…。除

了緒論之外，內文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講諸行，即是現象論；專講現象界的，現

象論。第二部分是講真如，即是佛家的本體論。真如即是本體。第三部分是解行，

「解」即了解，如何去了解，即是解的方法，了解的方法；「行」是修行的方法。你

不要以為沒有修行的方法，我有一個修行的方法在此處的。解行即是實踐論。如此即

是全部書分為三部分，第一是現象論——諸行；第二是本體論——真如；第三是實踐

論——解行。現在我就先從諸行開始再講，以前那部分你自己看，補回都未為晚也。

現在諸行，你看看(甲二)。如此我就變了冗贅一點來講，很嚴格、很冗贅一點來講，

讓大家讀一句了解我一句。分三點來到講諸行，(乙一)是講現行；(乙二)是種子；(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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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緣生。現行，「現」即是現象界裏面，即是諸行裏面，我們大致可分為兩類，

現象界裏面的東西。第一類是看得到、見得到有形有像的，可以直接把捉得到的，那

些稱作現行。現行，如果譯為英文是 appearance，顯現的東西。第二是種子，即是

一種潛伏的能力。這個世界我們看得到的、現行的東西，在未出現之前已經有了潛伏

的能力， 有機會時它便會爆發出來顯現的。那些潛伏的能力就稱為種子，好像譬如

什麼呢？譬如一棵禾，那粒穀的種子，將來可以出禾的。即是一種潛伏的功能，潛伏

的能力就謂之種子；顯現的作用就謂之現行，現象界不外兩種東西而已。第三段，第

三部分我就講緣生。那些種子為何又不全部變成現行呢？為何現行又不會縮回去變成

種子呢？理由何在呢？就要條件。一個潛伏的能力之所以顯現而成為現實的東西，一

定要有一個條件才可以。

譬如那串炮杖，「澎澎澎」地爆發，都要我們用火炙一炙它。被火炙它作為條

件，然後它會「澎澎澎」地爆發。即是種子顯現而成為現行，是要有條件的。猶如那

粒穀種是可以變禾的，但是要有條件才能變，要有什麼？要有人耕田，有農夫、有

水、有肥料、有泥土，這些便是條件。緣就是條件，一遇著緣，它便成為一種新的東

西，有一種現實的東西出現了。譬如一個小孩子，只要他的健康是正常的，他都可以

做成什麼？將來可以做成一個工程師、或做成一個好的醫生、或做成一個政治家。具

備的，但要看他是什麼條件了。要什麼？第一、他要有很好的家庭教育為條件；第

二、很好的社會教育；第三、他有很好的老師教他；第四、學校、設備很好。如此他

的學問便能成就，他便可以成為一個工程師、或是一個醫生，要緣。緣生，「生」者

生出來，要有條件具備，它便生出來。一種種子潛伏著，遇著條件具備，它便馬上產

生效果出來了，這種便稱作緣生。我們看看…。佛家就用這三部分來說明現象界。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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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先講現行。(乙一)、現行。現行分作五部分來講，(丙一)至(丙五)。(丙一)、諸

行共相。「諸行」即是所有現象之共通的相狀。「共相」即是共通性，共通的性質。

凡是現象都有這種性質，共通的。(丙二)、就是講那八個識。(丙三)、八個識之中我

特別講其中的那個阿賴耶識。(丙四)、特別講那八個識之中之第二個末那識。(丙

五)、我們講八個識之中所剩下未講那六個識。這便講了那幾個識。現在我們講(丙

一)、諸行之共相。諸行之共相，「諸行」即是現象。世界上一切現象，一定有兩種

共通性的，兩種共相的。

第一種是無常的，不斷變化的，不會永恆不變的。現象界沒有永恆不變的東西，

你找找看那一件東西是永恆不變的。那個山會不會永恆不變？不會的，漸漸地會被人

磨掉變了平地的。太陽會不會永恆不變？不會的，太陽不斷放射能量出來，多少萬年

之後，太陽的能量全部放射出來，科學家說這個太陽便會毀滅。一個人，人生不過一

百幾十年，他會死的。無常的，是不是？無常即是時時變遷的。無常，是不是？無

常 ， 從 一 個 角 度 來 看 說 它 無 常 ， 英 文 譯 作

impermanent。impermanent，permanent即是永恆，它「 im-」即是不，是不

是？是無常的。從這一面看是無常，這件東西，從這一面看是無常；從那一面看是什

麼？謂之變，無常就會變。亦變，英文是 changeable，會變的。即是無常的、變

的，這個無常和變是一切現象的共通性。如果不變又常的，有沒有這些東西呢？只有

什麼？那個本體，佛家謂之真如，是常的。無為法，常的。涅槃，常的。我們修養到

證到涅槃，就走進一個永恆的世界，常的。如果是宗教家，便說上帝是常的，是不

是？如果你是中國的老子，便認為道是常的，是不是？謂之常道，「道可道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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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這個是常的，這個是本體來的。佛家的真如便是常的，又稱無為法。如果它是

現象界的東西，是諸行，一定是無常的。好了，有些人認為這樣，「我們學密宗，學

到這個金剛不壞身」，你信不信？身是現象界來的嘛，身必定無常的，怎會有金剛不

壞的呢？所以我們學過唯識的人，聽到我們可以練到金剛不壞身，我們「疵」一聲笑

他，這個人根本是不懂，是不是？但我們要這樣，我們知道別人不懂便好了，你就不

要指著別人說：「你不懂」。我們無謂如此，不懂就讓他不懂吧，與你何干？他不懂

你會肚子痛的嗎？是不是？你便隨得他不懂吧。如果他是容氣的，他請教你，你便

說：「沒有的，沒有金剛不壞身的。」除非他不是「身」，是不是？其實密宗所謂金

剛不壞身是指什麼？實在是指真如，真如是金剛不壞，是不是？但學密宗的人不知，

不知它是暗指真如，以為我們修行，真的修到金剛不壞身。

還有些這樣的笑話，有一個喇嘛，說是會轉生的。這個喇嘛名甘珠喇嘛，我都見

過他一次面，和他吃過一餐飯。他在台灣死了，死後他的徒弟…。佛教徒裏面都有一

些是很差勁的，他有一個徒弟就把師父的屍體來到燒，火葬。火力又不夠，用柴、用

檀香來到燒。你如果拿到火葬場，噴些汽油渣，什麼都燒掉了。他又不是，他自己

燒，用柴、用檀香來辟臭味。燒死屍是很臭的，要拿檀香來辟的。那些火力又不夠，

就燒到他的師父如燒豬那樣「紅噹噹」。那些人說：「為何你把師父燒成這樣？」他

說：「不是的，這個是金剛不壞身嘛。你看我師父，燒也燒不壞的。金色啊，紅到紫

色、金色，金剛不壞身。」如此地說。如此地說，只有兩種人是會這樣講的。我們學

唯識的人知道，第一、他可能是一個騙子，準備騙別人的錢。他利用那條死屍，他燒

那條死屍燒得不化，乘機利用它來騙錢。第一個可能。 所以我們看見這樣，不只不

捐錢給他，還要怎樣？你捐錢給他，助長作惡。你不要以為有功德，助人作惡不只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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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功德，還會有罪過，是不是？譬如有人向你借錢，他借錢回去作為父母的醫藥費，

當然你借給他是有功德。讓他借來吸毒，你就如何？助長社會的罪惡而已，是不是？

你那有功德？你還有罪過，是不是？所以我們不是隨便借的，我們見到這種事，我們

就停著，不只不要幫他忙， 隨時見到不對勁，你還要去報警拘捕他才對，是不是？

這才有功德的嘛。

何謂功德？對己對人都有利的，才算是有功德。「功德」兩個字即是英文的

merit，福利、功德。對己對人都有利的才是功德。對己有利對人沒有利的；不害

人，只要你不害人，雖然不能稱作功德，但也沒什麼害，是不是？但對人有害對己有

利的，你便不是功德，是罪惡的了，是不是？你助長別人做犯罪的勾當，你是罪惡來

的。這樣，那個說是金剛不壞身的，我們這些學唯識的人，知道你們學密宗這班人根

本是「烏林林」(糊裡糊塗)，胡亂騙人，是不是？

最近香港有一位大法師開示，教人念佛。你可以找到這本語錄來看，不過這位法

師的行為很好，我就不想講他的名字，他沒有學問而已。他教人念佛，「我們念佛只

是口唸是不行的」。對的，只是口唸不對，不行。他說還要什麼？「我們的意識集中

來到念的。」對的，我們的意識集中去念。譬如我念南無阿彌陀佛，我們的意識要想

著南無阿彌陀佛的嘛。一會兒我念南無阿彌陀佛，那個意識卻想了去看球，那個時候

你便變了無用。對的。他說：「只是意識還是不行，要用第七末那識念佛才行，末那

識是在很深的地方。」有一半是對的，末那識所在的地方是很深的，但末那識不懂念

佛，末那識只是執著那個我而已。怎會有末那識念佛呢？他還要這樣，只是末那識念

佛還是不行。他說：「我們最深奧的、最高的是阿賴耶識。我們要阿賴耶識念佛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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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這便不對了，阿賴耶識怎會念佛的呢，是不是？阿賴耶識猶如一部電腦，機械

的，它怎會念佛呢？為何堂堂的大法師會這樣講呢？就是不學無術。不過這個法師是

道德很好的，他雖然是不學無術，但這個人都對社會很有益的，我們都崇敬他，是這

個意思。

那些又說什麼金剛不壞身，這個荒謬。還有，說把那些死去的人燒，燒出一粒粒

珠。那些是身體上的膠質，那些骨和身體上很多膠質。那些鈣質，那些 calcium，被

火一迫，太大的火力，那些東西便會全碎了，calcium全部變為粉狀。那些火力不大

不小，大約是七、八百度，或是六、七百度左右，那些鈣質和那些膠質就會凝結。被

火力一迫就會凝結，成為一塊東西，好像一顆魚眼核。好像我們吃魚的魚眼核那模

樣，一粒粒的，有些是一塊的，有些大至像一粒冰糖那模樣，那些是人體遺骸之一

種。人體遺賅梵文，印度梵文是 ar raś ῑ ，「 a-r -raś ῑ 」，譯為中文就譯作舍

利。 ar raś ῑ ，中國人譯經，譯音常常把別人的尾音「ra」、「sa」略掉，如此它就譯

作舍利。 ar raś ῑ 是什麼？遺體、遺賅、屍賅，並不是一個特別的東西。燒了它便剩下

這些，其餘的便變了灰。那些膠質和燒剩的骨頭就稱為 ar raś ῑ ，舍利。那些有道德的

人，我們可惜他死去了，就把他的遺骸，即是他的舍利，拿了出來。拿了出來就做了

一個塔，很美的，大的如一間屋那麼大，小的就做一個暖壺那樣。一個塔就盛載著他

的舍利，作為紀念他，是這個意思。它的意思即是等於中國大陸毛澤東死去，把他的

屍首製了放在當地。又如從前國民黨在孫中山死後，把孫中山的屍首放在當地。又如

那些埃及人，那些帝王死後把他們製成木乃伊，以作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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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之謂舍利，舍利不過如此而已。是否永恆的呢？很容易答的，凡有形有相的東

西都是現象，現象是諸行之一，一定不會永恆的。為何會沒有了呢？將來地球毀滅的

時候，縱使它仍放在此處不動， 地球毀滅的時候核子爆發，整個地球都毀滅了，你

的那粒舍利不一起毀滅嗎？從前有一個喇嘛從西藏回來，帶回很多舍利。人們去到叩

頭供養他， 給他十塊錢，他便給你兩粒舍利，西藏的喇嘛死後燒成的，我就拿了兩

粒。人們說舍利是金剛不壞的，我就好奇試一試，把一塊玉石放在那處，把一粒舍利

放在玉石上面， 再找一塊玉石放於其上，拿著大鎚「bum」一擊，整粒(舍利)粉

碎，那有不壞！沒有。所以金剛不壞，凡現象界沒有金剛不壞的東西，是不是？說練

成金剛不壞身，是一種譬喻；即是練到你入了涅槃，你便不再現起這個身體了，和這

個宇宙的實在一致了。那個時候宇宙雖然不斷變化，但這個實在，這個 reality是不

變的，這個真如是不變的。真如就是你，你就是真如，你沒有一個個體了，此謂之金

剛不壞身。是這個意思，並不是弄成一個娃娃模樣，金剛不壞。如此阻礙別人的地

方，有何用處，是不是？諸行的共相，第一是無常，第二是無我，我們先講無常。看

一看，(丁一)、無常。「諸行是一切有為法之總稱」，諸行又稱一切，又稱有為法。

「為」即是造作，凡是現象界的東西，都不是本然有的，是要各種條件配合造作

出來的，由條件造作它出來的。「有為」，有這種造作的。造作了它出來之後，它又

造條件來造作其他東西的。這種東西謂之有為法。「法」字作何解？「法」字是作東

西解。有為的東西，即是現象。懂得解嗎？有為法的總稱，凡有為法都稱作諸行。

「相當於今人所謂現象界」，一個現象我們稱之為現象，英文是 phenomenon。現

象界是多個，所有現象都包括在內，便稱為現象界；加上一個「界」字。英文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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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enomenon了，稱為 phenomena。「行」字，為何稱作諸行呢？「行」字作行

解，遷流。「遷」是會遷移的、會變遷的、會流動的，不是永恆的。是遷流的意思、

不固定的意思，「義」字即意思。「有為法纔生即滅」，剛才一「生」出現，它立刻

「滅」的，你信不信？凡是現象界的東西，一「生」出現，立刻就「滅」的。一會兒

我才講。「不稍息住」，不會停息的，一生就一滅的。「念念之間前滅後生」，

「念」者即是一剎那，一念那麼短的時間。一念並不是作紀念解的，一個念即是一個

最短的時間，好像我們的心之念頭起那麼短的時間。一念之間。念念之間，每一剎

那，每一剎那都什麼？「前滅後生」，前面的狀態，以前的狀態立刻滅掉，後來的狀

態，馬上新狀態，馬上生起。好像遷移流動的，所以謂之行。

為何「念念之間前滅後生」呢？譬如我們種一棵禾…。你看看別人發芽菜，今天

放一些豆下去，用水浸著它。明天看看它如何？已經不同了，出了芽。後天看它，這麼

長，可以吃了。那粒綠豆。如此即是說，一日之間舊的狀態不見了，以前一粒豆浸在水

中；第二日生出芽，生出芽的那種狀態，那種 state；和浸在水中的那種 state，那種狀

態，變了。舊的狀態變了，新的狀態出現了。是否真的要等到第二天然後才「卜」地出

現了？不是。前半天還浸著水，後半天已經有細小的芽生出來。即是半日之間，舊的狀

態滅了，新的狀態又出現了。其實不用半日的，一小時前和一小時後已經變了，你信不

信？你信嗎？一小時前的舊狀態滅了，一小時後的新狀態又出現了。如果假使你是聰明

的，你便會知道。如何呢？前一分鐘的時候和後一分鐘是否變了？即是說，一分鐘前的

舊狀態滅，一分鐘後的新狀態出現了。再把這一分鐘分為六十分一，一秒，即是說什

麼？一秒鐘前的狀態和一秒鐘後的狀態變了。再把這一秒鐘分為一…。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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