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的一個字來的，是嗎？他實在叫做法藏，是嗎？他本來姓康的，「康居國」

人，「康居」，他的祖先「康居」，西域人來了中國。「康居人」，大概是現在阿富

汗的附近，阿富汗、伊朗交界差不多的地方那裏的人。他祖宗來中國做生意。那麼外

國人來中國，就把他的國家當姓了，所以就姓康。

那個名字，那個名字就很怪的，叫做「香象」，知不知道？有些人叫一叫他，又

叫他做「康藏」的，大概「香象」、「康藏」兩個字，那個音就相近，「香象」、

「康藏」這樣，是嗎？譬如香港，現在的人就(叫)Hong Kong，那個Hong，是嗎？

他「香象」，名字就「香象」，又叫做「康藏」。

後來就出家，就叫做法藏。很後才出家的，二十多歲才出家。廿幾歲，我不記

得，好似廿七、八歲正式受戒。那些人就講他，說他，「華嚴宗」的人很喜歡講假話

的。他(們)說他，說賢首法師早期參加唐三藏的譯場，翻譯那個譯場，參加他的翻

譯。就做些甚麼？「正義」的工作，做「正義」的工作，說他甚麼？唐三藏翻譯，集

體翻譯的，他就做「正義」的工作。

但這處明明是假的，那些日本，宇井伯壽那些就懷疑而已，宇井伯壽懷疑，覺

得，他計算，宇井伯壽替他計算，玄奘死的時候，法藏，即是賢首法師二十一歲，還

未出家。距離出家還有很多年，以玄奘那個譯場的規模那麼大，那些助理翻譯的都是

甚麼？都是大名鼎鼎的好像道宣之流的人物，怎到你一個廿一歲的法藏參加他的譯場

做「正義」？當時他都寂寂無聞，而且他(是)在家人，在家人固然是有，有人參加。

在早期，隋唐以前，很多在家人做傳譯的。

因為他那個法師，找到一個印度法師來翻譯佛經，他又不懂中國話的，但是有一

個西域的商人又懂中國話，又懂印度話，就「 」掹 (拉)他來，「 」掹 (拉)那個生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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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到做傳譯都有的。但這些都是在早期才有。到了唐朝，隋以後已經無了。隋唐以後

不可能有這種事，都不知道多少人懂得梵文，是嗎？何須找一個(在家人)，那些出家

人懂得梵文都不知道幾多。而法藏法師並不，我們找不到證據說他懂梵文的。

那麼怎會找到你這個法藏？二十一歲都未夠，不過玄奘死那年，(他)二十一歲。

那無說他死那年，(法藏)就走去參加玄奘的譯場，這麼巧合的。又說他和玄奘意見不

合，就離開譯場。那麼當然不是玄奘死的時候了，是嗎？如果早一年，就得二十歲。

早兩年就十九歲，哪會讓十九歲、二十歲的一個年輕人，又未出家的，給你參加譯場

和那班老的飽學之士來到合作的。無可能的。而且唐以後，在家人參加翻譯的，就限

於「潤文」而已。

「潤飾」文字矣，「正義」這個，看他譯得那個義理有無問題這樣？不找在家人

的，當然是出家人的，這個「正義」不在出家人，就算是出家人，亦要「認真」 (相

當)有地位的才找的。好像道宣法師那些才找的，怎會找到一個十九、二十歲左右的

年輕人，找他來到參加「正義」，又未出家的，無此事的。無的，一定無的，宇井伯

壽就表示懷疑。望月信亨就簡直覺得他不可能這樣。

梁啟超就據望月信亨之說，就造《大乘起信論》(考證)，說根本無回事，根本無

參加玄奘譯場這回事。但是「華嚴宗」的人就最喜歡拿這件事來到講，見人就講，為

表揚而捧這個賢首法師場，用這兩件事來到捧，用這三件事來捧他場。第一件，就

(是)他曾經參加玄奘法師的譯場，和玄奘法師的意見不合，見解不同，離開譯場，一

用來盛談這件事。覺得這些夠體面的，這件事。

就等於香港人，某某人請我去家裏吃飯，我都不去，這樣之類，是嗎？一樣而

已，第一件他用來誇談的。第二件就用來誇大的，簡直，到今天來講，無人信的。武

則天，當時武則天執政，武則天就叫他在那個宮殿裏面說法，講《華嚴經》。那時

候，有位法師就叫做實叉難陀，就翻譯那八十卷的《新華嚴經》，他就真正在場了，

2



賢首法師就在這裏，做「正義」了，真了，那個時候他已經老了，做「正義」了。

那麼譯了之後，那個實叉難陀就不懂講經，不懂講中國話的，武則天就叫賢首法

師，叫他「你有份參加的，你一定很懂了。」你講這本經吧！這樣，叫他在宮殿裏

講。「講講下」(說法時)，這裏就真是笑話了，這件事，我就說他這些是「拍馬屁」

的。「講講下」(說法時)，那個大地震動了，地震了，大地震動，那麼於是賢首等即

刻走去報告給武則天聽，就說「你皇上有德了，弘揚佛法。」，是嗎？叫我們講這個

《華嚴經》，「講講下」(說法中間)，「大地六種震動」了，這樣，可見「天人相

應」了。

那麼「華嚴宗」的人最喜歡就是這樣，其實講這些話在今日來看是很醜的，不是

好的事來的。第三件，就說武則天請他(去)甚麼大殿裏面。那個甚麼殿，我不記得

了。叫他說法，它不知道甚麼殿。他就將「華嚴宗」那個「重重無盡」的那種道理講

出來，武則天在那裏聽，有兩位法師講經，武則天自己聽的，一個就(是)神秀法師，

神秀法師講經，就武則天在那裏聽。

那年神秀一百零八歲了，請他坐轎上殿。坐轎上殿，自古以來，和尚坐轎上皇帝

殿，他第一個。他老，一百零八歲，就叫他講，叫他開示。開示「禪宗」的法要，這

一個。第二個就是賢首法師，在這裏講「重重無盡」的道理，武則天就在這裏聽，聽

來聽去就不曉得。怎樣會「重重無盡」這樣？這樣，賢首法師就很聰明的，這一個

人。

他一望，望見那個殿，殿前有一隻金獅子，大概不是很大隻的金獅子，他即刻說

「請陛下叫人取四面鏡來」這樣。取四面鏡，那四面都是銅鏡，當然有一些大個的。

就叫他(們)在那隻金獅子的四面，每面放一個，這麼他說「請陛下來到看一看。」

「你望一望那個鏡裏面，那隻金獅子會盡不會盡？」那個時候，武則天一看，

「 ！」吓 (震驚)，真的是，這個宇宙真是「重重無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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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這個，其實金獅子只是得一頭，是嗎？就是因為以鏡為緣，就現出「重重不

盡」的金獅子。他說宇宙的道理又是一樣，我們一個「真常的心」，一個「心」，

「一心」是嗎？一起作用，就造出一個「重重無盡」的宇宙了。就這樣說《金師子

章》。那武則天說真是明白了，這樣。

他就於是將那番說話，就寫成一篇文章，寫了一篇叫《金師子章》。由後年起，

香港中學會考，每年就選了一篇賢首法師的《金師子章》，用來考考那些學生。那些

教佛經的教員，就「拗拗聲」(不太滿意)就說深。搞到又要反對，又說要怎樣。這

樣，那個賢首就一個好聰明，很厲害的人物來的，那麼當時武則天就以「聖皇」自居

了，自己以為自己是「聖皇」。

而當時有一班無人格的和尚就附屬在甚麼？附屬在那個壞蛋那裏，由那個出頭去

污蔑一班和尚，那個就叫做懷義了。那個懷義就住在洛陽那間白馬寺的，是一個和

尚。這個是武則天的「姘頭」來的，她不知怎樣，她就看中了一個懷義和尚。就叫這

個懷義和尚還俗，半還俗都是不還俗，那個人後來就，初初半還俗、半不還俗，後來

就她嫌那些人批評。那些很多人煩言嘖嘖的這些事，這樣，那她武則天亦很聰明的，

知道當然很多人在講話的，這個懷義不容易站得住，萬一自己死了，那些人「熔」

(傷害)懷義都有之(可能)。

那就於是想借軍功，讓懷義就帶兵出去立一立功。這樣就找了，就得找了，於是

找懷義不知做甚麼的上將軍。叫他帶一支兵，她以為那支兵打得北方的不知薛延陀甚

麼，還是回紇那類，那樣的一個部落，肯定贏的那個甚麼小國，她找一個(弱國)，找

他帶兵去打肯定贏的，然後才給懷義帶兵去，以上將軍的(銜頭)派他去，上將軍不就

是元帥，帶了一支兵浩浩蕩蕩，當然打贏了。

打贏了，回到來這樣，就很「巴閉」(威風)，大家都歌功頌德，那個懷義就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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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來的。他還了俗，更據住那間白馬寺，還領導了一批和尚在那，這樣的。這樣，她

就由那個懷義出頭，就「 」掹 (拉)一批和尚。那位和尚就作一本偽經，偽的佛經，

「假野」(假東西)。那本叫做《大雲經》。《大雲經》，作出來的，那班和尚作的。

那批和尚這樣？總之由懷義去找的，找到那個(就是)。

不過能夠寫、偽作出這本《大雲經》的呢？這個人都非同小可的文章 (寫得)好

好，學問有學問，有文章之徒。故《大雲經》講甚麼？說釋迦牟尼佛就不知道在王舍

城那裏，就說一個甚麼？就說一個「月光童女」，是嗎？替她授記，說「你來世就去

支那國做國王這樣。」釋迦牟尼佛吩咐的，你第二世「轉輪」，去中國，來中國，

「支那國」，做女皇帝，做國王這樣，替她「授記」。那麼就作一本這樣的經出來。

這樣，於是武則天當然認為它是真的，當然問過賢首那類，誰敢說它(是)假的？

他們這班人有無份都不知道。總之無人敢說是假的。這樣，於是武則天就以為是「聖

皇」了，佛吩咐我來到做皇帝的。那麼，於是等到賢首法師講《新譯華嚴經》的時

候，剛剛，就當然遇 剛剛陝西地震，何須講，是嗎？剛剛遇 地震，他那班人就走着 着

去上表給武則天，說他感動到，說她「聖皇御世」，弘揚佛法，感動到「大地震動」

了。

這樣，上表去賀武則天，無聊的，這些事。然後，武則天就回覆，那個詔書，很

美麗的詔書，一篇很美麗的駢文。如果你歡喜駢文的，不妨找這篇文章讀讀它。就說

近來朕「遠承授記」，遠承釋迦佛的授記，朕就現在統御這個天下，這個中國，不自

量力就是姑且盡我的微力來到弘揚佛法。

居然感到「大地震動」這樣。這樣，賢首法師那班人有這篇詔書，或者好似有些

有印的，商務印書館出版那本甚麼？任繼愈造那本《中國佛教史論集》，《中國佛教

史論集》，任繼愈。他有，好似有節錄她這一段詔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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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那個任繼愈就太過一味「抵」(批評)，「抵」那些人，「抵」佛教徒，「抵」

得很厲害。玄奘法師他都「抵」，他說他整天，他說他這個雖然是修行，但是他整天

顧 做政治活動的這樣。連到那個皇太子生一個兒子，幾時出世，他都清楚的。有人着

懷疑他(太子兒子)不養得(養不大)，唐三藏都清楚，就走去見那個太子，(他)就說要幫

(忙)他(太子)養大，叫他(太子兒子)皈依我這樣，做我徒弟了這樣，當然養得大這樣。

講出這樣的話、這樣的事。很難免的，做政治活動。不過當時無它這個懷義所找 這着

班人那麼「離譜」(不符常規)，搞到作偽經來到要捧武則天的場。講到這裏。

那個世親菩薩，婆藪槃豆，Vasubandhu，這個人就寫，作這個《十地論》，他

寫《十地論》的動機是這樣的，這個世親，他初期，他(們)三兄弟的，同父不同母。

三兄弟，大的那個叫做無著，叫做 Asa gaṅ ，無著，第二個就世親，Vasubandhu，

世親，第三個(是)師子覺，師子覺這個梵語，我不記得。師子覺，這個師子那個字，

三兄弟。三兄弟都是 Gandh raā ，犍陀羅即是 Gandh raā ，Gandh raā 國，即是現在

阿富汗南部。是當時，是大月氏人來的，所統屬的。

不過他就可能不是大月氏人。那他在那裏，首先，他阿哥出家，就在「小乘」，

在有部出家，薩婆多那裏出家。出家之後，後來就學「大乘」，修「空觀」而「見

道」的。那麼他就「見道」之後，當他「見道」的時候，他就領 五百人，就在一個着

那些禪院，這些大的寺院，在那裏修「止觀」，修「定」的，修「禪」。這樣，相傳

他這樣，他，兩說的，一說說他在「兜率天」請了一個「彌勒」，「彌勒佛」，請了

「彌勒菩薩」下來他那個禪院處，在大堂裏說法。

那些人就見到，即是好似用法術那樣，那些人見到有光。見到有聲，聽到有聲

音，有些人又見到有光，又看到一個人形，聽到聲音；有些人看到有人形，看到光，

聽不到聲音；有些人就聽到聲音，看不到人形；有些人就只是看到一團光；什麼都聽

不到這樣，聽不到聲音。不過，這些傳說是不是，我們當然不必理會它的。那麼他請

「彌勒菩薩」就說了五本大論，說了五部論。其中最重要的，《十七地論》，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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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師地論》。這本書，中國是一百卷，另外再有幾本細的論，那他，中國人就傳

說，就說是「彌勒菩薩」講的，他筆記的。但是西藏人就說它是無著造的，不過總之

就是出自無著的手，出自他手的。

那麼，那個非常之浩瀚的《十七地論》，即是《瑜伽師地論》，《十七地論》，

因為它分做「地」，十七個，十七個 bh miū ，即是十七個 bh miū 。它那個梵語，那

個地叫做 bh miū ，十七個。那麼，在這裏講，就很多人跟 他修「大乘」。那當他着

弘揚《十七地論》的時候，他那個弟弟世親，就造了這個《俱舍論》，在小乘處，那

本叫做 abhidharma，Abhidharmako a- straś śā ，這部書現在在印度有梵文版本，有

的。

我寄信去印度，買了一套梵文本回來，現在有。好完整的，那本書是「小乘」

的，但是那套是集「小乘」的大成。那他一方面就弘揚《俱舍論》，在一方面他就反

對「大乘」。反對(它)，反對它，反對這個mah y naā ā ，反對「大乘」，不相信「大

乘」的，「大乘」不是佛說，就反對。

那麼，而他名氣大到很大，因為他這本書，這本講「小乘」，這本論組織非常嚴

密的，很有名氣。那個他哥哥，那無著覺得他這樣，自己的弟弟反對他的，反對他的

學說的。這樣，他的辯才非常之好，你想說屈服他都不容易，他就說病，說自己病

了，病得很重，叫他弟弟來看他，相傳是這樣。他弟弟看他的時候，他叫他弟弟住在

這裏休息。

就在那個房間隔壁，在旁邊那裏，就找一個人，就在那裏讀《十地經》，這本

《十地經》是《華嚴經》的一部份來的。《華嚴經》的一部份，「十地」講那個

十，Da abh mika S traś ū ū ，讀《十地經》，誦《十地經》。那世親在隔壁聽到，聽到

之後，突然有所感觸，就覺得「小乘」都是狹隘的，是「大乘」比較偉大。那麼，自

己作了一輪反省，反省之後，經過一晚不睡，在那裏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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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他就對他哥哥說，我想到我過去那樣打擊「大乘」，都是錯誤的。他說很

後悔了這樣，他哥哥說不要緊，你過去可以打擊「大乘」，你現在可以讚美「大

乘」，你跟我學習吧。那麼於是他就跟他哥哥，跟無著學習。那麼當然是無那麼簡單

的這個經過，無這樣小事，以前的學者無那麼簡單的。總之，我們知道那次之後，他

就跟他哥哥學「大乘」。

他哥哥就吩咐他兩件事。第一件，第一，他說你既然是由這本《十地經》，而引

起你轉向「大乘」，最好，你替這個《十地經》做注釋，做解釋，解釋《十地經》。

第一就解釋《十地經》。第二，就特別為他寫，給一本論來教他，那本就是《攝大乘

論》。把「大乘」的學理做一個貫攝，做一個綱領，貫攝成一個綱領。

《攝大乘論》，特別用來，他特別寫來教他弟弟。那他，無著就吩咐他，他說

「你就看了兩本，一本經、一本論，做注解，做注釋。」那於是現在有所謂《十地經

論》就這樣來。《攝大乘論》又是他做注釋。他一注釋了《十地經》之後，傳到來中

國之後，就打開這個「華嚴宗」的門。一方面，他造《攝大乘論》的注釋，在印度就

打開「唯識宗」，「瑜伽宗」這一派。這兩本書就非常之重要的書。這本書很簡單，

但非常之扼要。

這樣，我們推「華嚴宗」來源，就一定要推上「地論宗」，「地論宗」的來源就

是因為有翻譯《十地論》。為什麼他會翻譯《十地論》？就是要推源世親了，做這個

《十地論》了。那所以華嚴宗照理應該，如果不是數典忘祖，應該以世親為遠祖。那

個遠的祖先，應該是這樣。這個第一階段，世親造《十地論》，第一個階段。到第二

個階段，就是中國了，傳來中國了。菩提流支和另外一個了，勒那摩提等譯了《十地

論》。

他們一譯《十地論》之後，那些人跟，這個第二個階段，中國有了。那麼中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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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十地論》，接 那些人研究《十地論》，就所謂「地論宗」了。因為當時的經論着

不多，一有了這本書，就認為是最寶貴的書，就成立一個宗派，「地論宗」了。而一

開首，「地論宗」就分為「南道」和「北道」，南、北兩派，因為它兩個老師翻譯。

兩個翻譯者，他們兩個意見不同，一個就在洛水之南，一個就洛水之北。洛水之南的

就「地論宗」的「南道」，洛水之北的就「地論宗」的「北道」。那麼後來，這個第

二個階段。

那後來，「南道」、「北道」，「北道」就衰亡了，剩下「南道」，還流傳。那

麼「南道」流傳，為甚麼？其實「北道」的菩提流支，就比較合世親的意思，「南

道」就不太合世親的意思。它現在研究的人都公認的。不過在中國就那麼奇怪，「南

道」就流行，「北道」就無那麼流行。為甚麼？它適合中國人的胃口，「南道」的講

法。認為那個「第八識」，它當時叫做，就譯作 layaā ，laya，這個「梨耶識」，

「第八識」是「清淨」的，是「清淨」的。

「北道」菩提流支認為「第八識」是「染污」的，那麼我們看看這個消息，中國

人的思想，「第八識」即是我們的「心」，即是我們的「心」和我們的「性」。中國

人自周朝以來，都是覺得我們的心善的多，當然有些人是主張講我們的「心性」是

「惡」的，但是多數是主張「善」的。孔子、孟子他們覺得人人都可以做「堯舜」

的，即人人可以做「堯舜」，即是人人可以成佛。那麼它和中國人的思想，其實很多

吻合的地方。

所以它「南道」就流行，「北道」的勢力弱，漸漸就消跡、停息了，「南道」流

行。「地論宗」就剩下這一派，這一派在今日來看，如果客觀點來看，是不合世親

的，不合世親的意思。以日本人那個宇井伯壽，他就說恐怕它已經不真實了，這個第

二個階段。第三個階段，就是到智儼了。智儼，智儼禪師，他一方面就繼承杜順和尚

那種「法界觀」，一方面就繼承「地論宗」的「南道」。這樣就於是，到「華嚴」，

一到智儼手上，那個「華嚴宗」已經具備雛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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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智儼很多著作的，他那些著作和後來的唐朝的「華嚴宗」，很多一致的地方，

這個第三階段。這樣，到了第四階段了，就唐朝了。這個法藏和尚了，亦即所謂賢首

法師。那當賢首法師在……賢首法師就(在)唐太宗初年出世，人人，他自己的人就傳

說，說他(在)玄奘翻譯佛經的時候，他參加他的譯場，但是今日那些人看就說他不可

能。因為玄奘法師死的時候，他就只有二十一歲，又未出家，怎會容許他參加譯場，

這些是誇大之詞來的。

那麼，不過事實他後來出家之後，他得到那個女皇帝武則天的信仰，所以他的勢

力非常之大，掩蓋過各宗。他這個人，每處都和唐玄奘法師所傳的「唯識宗」，每處

都是用一種，即是取一種對抗的態度的，那麼是不是為何會？為何他一定要對抗「唯

識宗」這樣？很簡單的。第一，在思想上，他是繼承「地論宗」的，適合中國人的思

想。中國人的，中國的文化，所有外邊來中國的(文化)，傳入來中國的思想，一經過

若干時候，一定是「中國化」的。一定「中國化」的。而且有種向外抵抗，抵抗外來

思想的性格的中國人。例如漢代，我們舉一個例子。後漢的時候，佛教就傳入中國。

佛教傳入中國，中國本來無甚麼大的宗教的。因為佛教傳入來中國的那個時候，

很多人信佛的。但是就在那個時候，東漢的時候，就有一個張天師出現。他在江西的

龍虎山那裏修道，他自己以為得道，那麼得道。這樣看他修道，他就建立一個宗教，

他建立宗教就找回中國以前的思想來到作根據的。他「夾硬」(強行)「拿」(利用)着

「老子」，其實他這套理論和「老子」簡直無甚麼大的關係的。

不過，「拿」(利用) 「老子」，他曾經注過《道德經》，注「老子」的《道德着

經》。他所講，他的作風、他的所作所為，和「老子」簡直無甚麼大關係。「老子」

不會搞這套的，他就用符、用劍、用印，這套東西，「老子」就根本無這套東西。那

他就建立所謂「道教」了。那當時有些人，未必是他，可能是他那堆人，曾經偽造了

一本經，叫做，「夾硬」(強行)偽造一本經出來，說這本是「天書」來的，《太平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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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書》，簡稱為《太平經》，就建立「道教」。

其實他的「道教」那套理論主要在《太平經》(那裏)來的，不過，《太平經》有

些人不信了。你說它，即是那些一般民眾就信，信「天書」而已。但那些學者就不信

「天書」的。那你要對付那些學者，於是就抬出那個「老子」，抬出來了，這樣就於

是有所謂「道教」。我們這樣看，「道教」固然是中國文化，到了那個時候，有建立

新宗教的可能，固然是。但是還有一個原因，我們不能忘記的，就是因為佛教而傳

入，中國人就建立一個宗教來對抗外來的佛教。

「道教」，由此張道陵創立了一個「道教」後，以後那個「道教」就一路和佛教

為難了。直至到今日為止，仍然是和佛教為難的。它暗中就在佛教上「 」攞 (取)很多

東西，但是，表面上，它一定和你對抗這樣。那麼，東漢的時候，佛教傳入，就有張

道陵等的「道教」來抗拒佛教。直到了魏晉的時候，魏晉南北朝的時候，佛教的，佛

教的「大乘」，「空宗」，就鳩摩羅什那班人傳入來中國。

「有宗」，就菩提流支這班人傳到來中國。這樣，好了，它就「空宗」，因為它

講「空」的，甚麼它都要掃清的，而中國又有「老子」、「莊子」這套理論，和它合

得來。所以就不致於發生很大的抗拒的作用，只是甚麼？只是「融會」，「融會」就

是用「道教」來解釋佛教，就當時用「道教」來解釋佛教，叫做「格義」。所謂「格

義」者，用「老莊」思想來解釋佛家那個「空」的道理，這些叫做「格義」。

即「格義」就「融會」了，但是它對「有宗」、對「唯識」，對那些就不同了，

不是取「融會」的態度了，是取抗拒的態度了。「地論宗」就是在印度的「唯識宗」

來，它要一種「中國化」的「唯識宗」，中國人自己造一套，來到抗拒你在印度來的

「唯識宗」，「地論宗」。在後漢，就佛教傳入中國，中國就有「道教」來抗拒。魏

晉南北朝，有「唯識宗」傳入來中國，中國就有「地論宗」來到抗拒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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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唐代初年，唐太宗的時代，唐三藏，唐玄奘在印度留學回來，大量傳入這個

「唯識宗」，印度那種「唯識」的思想，於是賢首法師，法藏和尚，他就負起中國舊

時那套，繼承「地論宗」那套，他要抗拒你新由印度傳入來的「大乘佛教」。其實就

是這樣。那麼，但是你想抗拒唐玄奘那套義理，(他那套)多麼周密，那個系統那麼

大，你抗拒談何容易？假如不是武則天執政，「華嚴宗」就無那麼快崛起來，那麼昌

盛的。而剛剛那個時候就有一位女皇帝出現，由武則天執政，武則天執政，她手下就

有很多和尚的，替她捧場。她就利用那些和尚，利用那些佛教徒。

這樣，我們就看看它，唐朝的最盛的時候，就唐太宗，是嗎？太宗的時候，視為

寶貝的，就是唐玄奘在印度回來，大家當他是「生佛」一樣，來到崇拜他。好了，太

宗死了之後，唐高宗這個人昏昏迷迷的，這個人，唐高宗的晚年，武則天已經差不多

執政權了。到了唐高宗死了，武則天就大權在握了。大權在握，她自己視為「聖人」

了，認為她「順天應人」，認為出來統治中國，認為統治天下。這麼那些和尚就適應

她的口味，就造了一本《大雲經》了，偽造一本《大雲經》，就說這本經都不知道幾

時譯過來的。無的。

-完-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