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觀派，是嗎？中觀派在印度講了，那現在講在中國，是嗎？中觀派在中國，就

是由誰人開首傳來呢？就是由鳩摩羅什傳過來的，鳩摩羅什怎樣傳過來呢？原來龍樹

首創中觀派，就傳給他的弟子提婆菩薩。提婆菩薩就傳給一個叫做羅侯羅。有些人就

寫多一個邊旁(目字，即睺)的，羅侯羅是譯音而已。羅侯羅就傳給一個人叫做青目。

現在我們想讀，用中文寫的、翻譯的中觀派的重要書籍，那本《中論》就是這位青目

解釋的。我們現在讀那本《中論》的散文部份，就是青目的解釋。由青目就傳給莎車

國的王子，莎車國者即是現在我們中國的新疆省的一小部份地方，莎車國就是一個小

國。那個小國王子，這位王子的名字叫做須利耶蘇摩。莎車國的王子的名叫須利耶蘇

摩，由須利耶蘇摩就傳給鳩摩羅什。

鳩摩羅什這個人是怎樣的人呢？他的父親就是印度人，做生意，由北印度(進)入

到我們現在的新疆省天山南路的地方。這樣，當時天山南路有一個小國，叫做龜茲

國，不是讀「歸之」的，讀龜茲，龜茲國。去到龜茲國就生下一位兒子，生下鳩摩羅

什。一說就說他去到龜茲國，龜茲國王就讓公主嫁給他，他跟公主結婚，就生下了鳩

摩羅什。這個人自小很聰明，當他出了世之後，他的母親帶他回印度。曾經在印度學

小乘的佛法，後來又回去我們新疆的天山南路那裏，回去龜茲國的附近。即是現在維

吾爾族所住的地方。就在那裏跟莎車王子學龍樹中觀派的學問。即是說他這個人先有

小乘佛法的底子，再學這個中觀派的學說。因為他很聰明，所以一到了他中年的時

候，就懂得很多佛學裏面，各宗各派的道理，他差不多都能很廣泛地學會。就是因為

這樣，那位龜茲國國王當他是國師，非常之尊重他。他不只是國師的地位，感化龜茲

國的人民，附近國家的人民、各國想學習佛法的人，都走去龜茲向他學習。漸漸地，

他的名聲一直流傳，傳播到很遠，傳播到中國。

中國當時就是東晉的時候，北方就被那個苻堅統一了，南邊就是中國東晉。北面

就是苻堅，建立一個國家，就是所謂前秦了。苻堅在這處建立了前秦，統一了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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苻堅是相信佛法的一個人，因為他相信佛法，當時北方一位佛法的領袖就叫做道安

了。這位法師是道安法師，苻堅很信仰道安法師，時時在御花園裏面，跟道安法師一

齊坐車，遊御花園來聊天的。那位道安法師就聽聞西方龜茲國有一位鳩摩羅什，這位

法師是研究般若中觀很權威的，於是道安就乘便勸苻堅。叫他 (苻堅)派人去請鳩摩羅

什來中國，這樣苻堅就聽他話。就派使者去……當時苻堅的政治中心就在現在長安和

洛陽，長安就是現在的陝西西安市，洛陽就是河南省那個洛陽市。他的政治和軍事中

心都在這兩個地方，他就派人去找龜茲國國王，想接鳩摩羅什來中國。那位龜茲國王

(回應)說，「這位(鳩摩羅什法師)是我國國寶和國師，怎能夠讓你接去(中國)？」不可

以的，不答應(苻堅)。苻堅(知道龜茲國王)不答應，(他)是一個英雄主義的人，這個人

想統一中國，甚至發了八十萬兵想渡過長江打仗。他一聽見龜茲國這個小國的國王 (拒

絕)，(心想)我這般大國想請你那位學者來，你都不放行？(一怒之下就下令)派兵去打

他、滅他的國。滅了他的國，然後再接鳩摩羅什來，於是，就派了一個將軍叫呂光。

派呂光，這個是將軍來的，就派了幾千騎兵，不是普通步兵，因為現在他們是由

長安一直跑到新疆那麼遠的地方，(如果派)步兵幾時才可以到達？就派幾千騎兵。當

時呂光的騎兵是西北面的精兵，就派過去，叫他滅了龜茲國，接鳩摩羅什來。於是呂

光就帶軍隊去到(龜茲)，龜茲國當然就抗拒了。肯定不夠中國打的，是嗎？結果，一

下子就滅了龜茲國，殺了國王，俘虜了他全家的人。滅了國，俘虜了(國王)妻子，殺

了國王，就接了鳩摩羅什。但是呂光這個人就不是很重視佛法，他這個人是粗人來

的。只懂打仗。他見到這班和尚講佛法，派我帶幾千軍隊來那麼遠，來接這個和尚

去，你這個和尚(鳩摩羅什)到底有甚麼法寶呢？實在呂光當時是很不服氣的。這樣，

那時候就擒拿俘虜，如果計算，鳩摩羅什都是俘虜之一。不過，就是優待一點的。但

是，他在那時候，被呂光糟質(玩弄)一下，我們所知道他的待遇不是很好。同時有一

次就叫他騎癲馬。有一隻馬是很難降服的，癲的，他(呂光)就說：「你這個和尚那麼

有道德，你去搞好牠吧！」要鳩摩羅什騎癲馬，諸如此類。不過，幸好鳩摩羅什在那

次沒有摔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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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呂光就接了鳩摩羅什回中國。回中國(的路線)，就由新疆行到現在甘肅

省，即是近著玉門關附近，近著敦煌附近，到那處就聽聞到一個情報，說苻堅已經被

殺了。苻堅，前秦的皇帝苻堅被殺。他怎樣被殺呢？苻堅帶著手下，有過百萬精兵，

他統一了中國北方，黃河流域被他統一了。他更想統一長江流域，當時的東晉就在現

在南京建都的。他要走來滅東晉，就派了大概號稱八十萬兵，但是他的八十萬兵(之

中)，精兵固然是有，但是很多是烏合之眾了，是怎樣？是各民族的兵，要他轄下各民

族派人來到組織成大軍，來到打東晉。而且，他很驕傲。當時，道安勸他，不要打中

國。因為道安是中國人，他勸他(苻堅)不要打中國。(苻堅)差不多都聽道安的說話，唯

獨他勸他(苻堅)不要打中國，他(苻堅)不肯聽。(苻堅)不肯聽，道安當然是無辦法了。

那些人勸他，你打中國(需要渡)過那條長江，要過長江，在這邊，望不到那邊。他要

渡過長江幾十萬人都不濟事的。你猜他怎樣講？「我(有)幾十萬人、那麼多馬隊，一

人(有)一條鞭『劈落』(掉落)長江處，長江水都被我弄斷了。」這件故事(是)投鞭足以

斷流，這個人(是)這麼豪氣，無人敢勸他。怎知道他親自率領幾十萬軍隊，他不是由

南京對面打過去，他是由現在安徽省的壽春縣，準備在那處過河。因為那處大概距離

長江窄一些，準備在那處過河。怎知道去到壽春縣附近，就被東晉的謝安派軍隊，幾

位年輕人，謝安的子侄，中國總共得八萬兵。他(苻堅)有八十萬兵，但是中國那八萬

兵大概都是精兵來的。經過訓練的，苻堅那八十萬兵有很多是烏合之眾。結果，恰巧

他就「撞板」，就有一個中國人，原來在長江以北做將軍的，不夠苻堅打，就投降給

苻堅。這位投降將軍就帶著那些中國人，苻堅打仗又叫這個人，這個人叫朱序。

這個傢伙就拖累著苻堅，朱序將軍帶著一萬幾千兵，苻堅就推他(去前軍)，他(苻

堅)自己的精兵就在中軍，那些投降軍隊作先鋒，要朱序做先鋒。即是(苻堅)在後面督

著他要向前。東晉只有八萬兵要過長江，過河的是八萬兵，八萬兵不能集中在一點

的，當時東晉軍隊的長官，就(對前秦軍隊)說：「你們想我打，跟我決戰，你以為你

們一定贏的。那麼你們何不退後一哩半哩路，待我們上岸跟你們打。你們佔很大的優

勢的。你在這處，是嗎？前面就是水，你們先退一里，讓我們過來。過來之後，我們

打你們的話，會掉下水。你們退後，讓我們過來才可以打。」苻堅又認為是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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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答應東晉軍隊)，即刻下令軍隊退後，撤退一兩哩路。待他們(東晉軍隊)過來再

慢慢殺死。待他們過來再慢慢殺。於是，叫軍隊撤退一兩哩路，待他們過來再殺死。

正在他們(東晉軍隊)過河的時候，那位朱序做先鋒，正在退的時候，軍隊向後行，朱

序在後面大喊「敗了！我們的軍隊敗了，走啊！走啊！」前面那些先鋒(認為)敗了，

走了。後面的軍隊就會「人踩人」。幾十萬軍隊，自己踩死都(可能)有一半。就被那

個朱序在後面叫而已，他本來都是做先鋒，要去打仗的，(怎知)他叫撤退。撤退的時

候，那些士兵不知道為何事撤退。他們叫一叫敗了，「打敗了，走吧！」每個人聽到

就會先走為快，「人踩人」，踩死很多人。踩到很多人，那時候發命令，收拾不到

(場面)，軍隊一亂了就無辦法收拾。就這樣，就讓他們全部走了。你下命令叫他們不

要走，幾十萬人這樣做，苻堅都走了。你猜他怎樣？聽到風聲鶴唳，都以為晉朝那班

軍隊追來。聽到風聲，他們以為晉朝軍隊到了。聽到鶴叫，「呱呱」聲叫，就說晉朝

的軍隊到了。風聲鶴唳，都以為軍隊到了的一回事。因此苻堅從此就敗，一敗了就不

只是打敗那麼簡單，他下面那些長官離心，因為你戰敗了，是嗎？

這樣，怎知道當時有一個人叫做姚萇。這個人叫姚萇，他是做將軍的。苻堅手下

的一位將軍，所以講到這處，你們很多人是相信這些事，我講當時一件故事給你們

聽，兩件故事。苻堅就封這位姚萇，姚萇是他一位最信任的長官，但是他們是不同的

種族。所以不同種族的人太信任的，總是有些問題。他(苻堅)信任他，就封他做龍驤

將軍。龍驤將軍在當時的職位，就很高的。即是約莫等於集團軍的總司令，差不多

的。封他已經很好了，你猜他更怎樣？「我都是以龍驤將軍起家的，你小心。」這句

話好似讖語，他(苻堅)以前就是做龍驤將軍起家，現在做皇帝了。造反了。 現在⋯⋯

我封你做龍驤將軍，不容易得到，這個很珍貴的官職的，即是表示很信任他。你就要

小心，好自為之。意思即是從另外一個不吉祥的角度來看，就是甚麼？造反是嗎？你

都是這樣造反的，他一樣可以造反的。這樣是一個兆頭了。第二件事，當他一敗的時

候，那些烏合之眾的軍隊，離心離德。那個姚萇見到這樣的情形，就造反。他就追殺

苻堅，想殺苻堅。所以(姚萇)就四周去追他，搞到苻堅要怎樣辦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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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親信的人造反，於是，他又很相信這種事的，他相信讖語、童謠，時時就叫

人查一下，去聽一下小孩(唱歌)。古人很歡喜聽小孩唱歌，小孩唱歌時時就靈驗的。

就聽那些童謠，聽了童謠，其中有一句童謠，小孩唱：「帝登五將久長得」怎樣解

釋？皇帝走上五將，五將是山名，他一走上五將山，就怎樣？可以長久了。無問題

了。久長得。他忘記了是甚麼？姚萇。被姚萇得到它，姚萇只是追他，所以一(運氣)

壞起上來，那些讖語都解釋錯的。是的，讖語都解釋錯的。舊時，陳濟棠做總司令就

解釋錯，怎樣「機不可失」……他以為那時候造反就可以，機不可失，就是飛機不可

失。……怎知他一說要造反，明天早上，那個空軍總隊長，中衛長，不是，黃光銳總

隊長，一早起床六點鐘，駕駛五十幾架飛機，直飛去南昌向蔣介石投降。那時候，機

不可失，一失了，幾十架飛機被人打，無了制空權。那他以為這樣就久長了，於是帶

著軍隊走上去五將山處，以為這樣將來可以復興。怎知道那位姚萇就包圍五將山，一

直把圈子縮小，就捉走了苻堅。搞到苻堅先將自己子女親手殺了，然後最後被姚萇捉

去。被他自己的部下捉了去，但是這個是他(苻堅)是他(姚萇)舊的上司，你捉了他又

怎樣呢？當然就不見他，叫人把苻堅拉去那間佛殿用繩勒死的。苻堅這位英雄就在五

將山被姚萇殺死了。姚萇一殺死苻堅(之後)，就擊敗了其他苻堅手下的(部隊)，自己

就據現在陝西省一帶，自己在陝西就建立國家，叫做後秦。因為後秦是姓姚的人建

立，所以叫做姚秦。

現在佛經裏面，姚秦鳩摩羅什譯就是這樣來的。即是後秦。到呂光接了鳩摩羅

什，就走到半路，到了現在涼州，現在甘肅省的中部，一聽到情報來到，說苻堅被

殺，姚萇已經建立國家做皇帝。那麼我這趟怎樣回去呢？姚萇跟我一直平排的，是

嗎？那怎樣呢？現在他做了皇帝，回去向他投降，抑或怎樣呢？吉凶未必、未卜的。

搞不來的，不如我都做(皇帝)，他都可以做，我都做。於是就據著現在所謂叫做姑

臧，現在甘肅省中部的地方，姑臧做國都，就稱甚麼呢？就叫做涼國了，自己稱皇帝

了，不回來中國了，他在那裏做皇帝，就如何處理這位鳩摩羅什。反正都是了，苻堅

叫我來到請你，現在苻堅都死了，你就留在這處，我安頓你吧！你亦不過是大俘虜

了，還有，那個龜茲國國王被殺了，他還有一位女兒，他有一位公主跟著來的，被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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虜了。不如我讓公主來嫁你了，你是和尚，你即管娶老婆，就下令要他跟龜茲公主結

婚。那麼結果就是和尚娶老婆，很多和尚都是這樣的。而且那時候是時勢(所迫)，他

(皇帝)要你結婚，你不能不結，是嗎？何止要他結婚，他(鳩摩羅什在)姑臧結婚、逗

留了，不讓他離開。直至到姚萇死了，在姑臧那裏有十幾年，到姚萇死了，他的弟弟

姚興即位做皇帝。

姚興就很相信佛(教)，就派人去涼州姑臧接鳩摩羅什，那時候呂光就放人了，送

鳩摩羅什回來長安了。回來長安(時)，(他)在長安很風光的。(姚興)又當他是國師，那

時候(他)做中國人後秦的國師。姚興固然是很相信佛，又很懂佛經。但是，他有一處

特別的，他認為鳩摩羅什那麼聰明，一定是聖人了，應該要留一些聖種才是的。就送

十二個宮女給他，皇帝送的、賜給他，結果，鳩摩羅什又接受了。即是連那位龜茲公

主計算了，鳩摩羅什有十三個老婆。所以，鳩摩羅什臨死的時候，人人說他破戒，那

他臨死的時候，很辛苦。他(臨)死的時候，對大家講：「我翻譯的佛經都是好的，但

是我的行為不是好，你們只要(視我譯的經)好似淤泥裏面產生的蓮花，你們就只可以

取蓮花，你們就不要那些泥。」之後，他就發一個願「我現在就發一個願，如果我翻

譯佛經是無錯的，對後人是有益的話，我死的時候，被火葬後，願我舌頭不爛。」發

了這個願，後來，他死的時候，將他火葬，他的舌頭真的無爛，便葬了在地下。傳說

是這樣，是不是就不得而知了。後來，墳場那裏，他骨灰所葬之地，還有一條舌頭、

那個心臟又無燒爛，在那條舌頭處，(生出)一枝好像蓮花般的花，生長出來。(有人)

挖開那處來看，發現原來那條舌頭生出，不得而知，是否巧合？查不到了。

聽眾：蓮花不在淤泥是長不到的。

羅公：蓮花照理(生長)在水裏的。就當然那朵花是好似差不多蓮花的樣子，現在旱蓮

花的，蓮花有很多種的。

那麼鳩摩羅什就來到長安了，來到長安就在逍遙園翻譯了佛經，就翻譯很多關於

般若和中觀的佛經。他所翻譯的(佛經之中)，最重要的經方面就是《大品般若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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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品般若經》就有二萬五千頌。他翻譯了一百卷。其次，又翻譯了一部叫《小品般

若經》，八千頌的《般若經》。再翻譯《金剛般若經》。這幾本都是講空，中觀宗所

依據的經都有被他翻譯出來。除了將這些(佛經)翻譯之外，他又翻譯甚麼？《法華

經》，整本《法華經》翻譯出來。又重新將《維摩經》翻譯，《維摩經》是以前有人

翻譯過，不過翻譯得不好，他重新翻譯。鳩摩羅什所翻譯的經之中，文章最好的、最

跌盪就是《維摩經》。在中國的佛經中，文章讀起上來最令人興奮的就是《維摩

經》。鳩摩羅什翻譯了很多經，還翻譯了甚麼經呢？除了翻譯了佛經之外，還翻譯龍

樹菩薩解釋《大品般若經》，那本叫做《大智度論》一百卷。他翻譯了這本經，這本

經相傳就是龍樹菩薩解釋《大般若經》的。但是，現在很多日本人考證，就懷疑這本

經，不是經，這本論，《大智度論》不是龍樹造的，可能是甚麼？後人，跟鳩摩羅什

差不多時代，北印度跟龜茲國附近一帶地方的般若學者造的。又可能鳩摩羅什都有份

參與的。不過，那些人以為那本論，都是依照龍樹菩薩意思來編的，所以就題為龍樹

菩薩造的意思。現在有很多人就是這樣看法。不過，無論如何，如果我們學習佛教大

乘的空宗，這本《大智度論》就是非讀不可的。這本書空宗的人非讀不可。如果你說

你一位佛教的學者的話，這本書又是非讀不可的。這本書不是很難讀，亦不是很簡

易。《大智度論》是解釋《大般若經》的，除了解釋《大品般若經》之外，它裏面的

內容很豐富，可以說它是中國所有講空宗的百科全書來的，有百卷之多。

除了《大智度論》之外，他把龍樹重要的著作，那本《中論》，即是《中觀論》

翻譯出來。中國人第一次看到《中觀論》，就是鳩摩羅什翻譯的，而且翻譯得相當好

的。他又把龍樹菩薩的另外一本書，就將《中論》的意思壓縮、縮小的，就叫做《十

二門論》。這本《十二門論》實在是《中論》的綱要來的，很簡單明了的一本書。我

看空宗的書，我想看空宗的書的時候，我就走去請教太虛法師，問他看哪一本書好

呢？他就介紹我看《十二門論》先，所以我看空宗的是《十二門論》的這本書。我的

很多學生看中觀宗的書，我都介紹他們看《十二門論》，不會很難看，而且很簡單。

還有，他翻譯了提婆菩薩所翻譯(口誤，應是所造)的《百論》。這四本論就中國講空

宗(之中)，是最重要的論了。這四本論：《大智度論》就是詳細解釋那本根本的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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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大(品)般若經》；中論主要是破小乘，就建立中觀，破小乘，同時建立中

觀學說；《百論》是提婆菩薩專門著重破外道的。《中論》破小乘、《百論》破外

道，《十二門論》就把《中論》的精華，從十二個角度來解說。所以這三本書合起

來，《十二門論》、《中論》、《百論》這三本書合起來，你差不多可以把龍樹菩薩

的學說明(白)瞭(解)。所以後人在鳩摩羅什死了之後，鳩摩羅什那些後學就依據這三

本論，來到建立宗派了，就叫做三論宗了。即是說中觀宗，印度的中觀宗經鳩摩羅什

移植到中國來，就變成三論宗了。三論宗者就是中國的中觀宗。但是有人認為三本論

不足夠的，因為只是論來的，(要)包括佛經才可以，佛經之中，最重要就是《大品般

若經》，而《大智度論》就是解釋大品般若的。一拿那本《大智度論》出來，每一段

《大品般若經》下面都有一段接著解釋(經文)。所以，應該加上《大智度論》。那麼

經論就齊備了。那麼，於是就叫做四論宗了。

在中國所謂三論宗、四論宗，即是中觀宗來的。由印度移植到中國來，那麼以後

我們講一下中國，中觀宗移植到中國，以後我們講就不用中觀宗的名稱，就用三論宗

的名稱。這位羅什把中觀宗移植了過來中國之後，他的學問，羅什的弟子，相傳當時

有三千弟子，各地學者來跟他學習，有八百人。其中通順空宗的道理、通達空宗的道

理，有六、七十人，其盛況幾乎可以比得上孔子。自孔子以後，都無一個人能夠造成

的人才那麼多，鳩摩羅什後來有一個兒子的，我們只知道他有一個兒子，不過他的兒

子寂寂無聞，做一個小小的官。那麼鳩摩羅什的學問，當然傳給弟子了。他的弟子如

此多，真正得到他的真傳，而大家都公認，認為確是足以繼承鳩摩羅什的學問，就是

僧肇了。僧肇非常聰明，但是可惜，三十多歲就死了。僧肇有很多種著作，都是很簡

短的。他死了之後，人們將他的著作編成一本書，就叫做《肇論》了。如果有興趣，

我們就可以買《肇論》來到讀一下。不只中國人研究《肇論》，很多日本人都研究

《肇論》。還有世界上有一位澳洲的教授研究《肇論》，相當有心得的，那個人叫做

狄翁，在澳洲大學做教授的，現在退休了。那麼，現在中國來到講，就是剛才那位李

潤生是第一了。在目前，即是未死的人，他是第一了。台灣無人，他寫了一本書，台

灣的學生書店就請他寫了一本書，他寫那本書就叫做《僧肇》，現在有得賣的，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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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那間學生書店出版的。他寫得非常好，你們每個人都看得懂，(他)用白話文，很

流暢，而且很有邏輯，很 logical。香港就只得李潤生一個，稍為懂得《肇論》的…

…當然很多人懂得的，霍韜晦、江妙吉祥這幾位等，都曾經對《肇論》有看過或者有

研究，但是真正的深入研究，可以著書來發揮的就只有李潤生，他那本叫做《僧

肇》。希望一方面這本書是《中觀論》的精華，一方面是我們中國的國粹，所以這本

書不是很難研究，你們有興趣不妨去看一下。

那麼由僧肇一直傳，傳了幾代，就傳到隋朝一位叫做吉藏法師。吉藏法師就集三

論宗的大成，他寫了一本很重要的注釋，叫做《三論玄義》。三論者就是《中論》、

《百論》、《十二門論》。怎樣叫做「玄義」呢？一看以為甚麼玄妙的道理，不是

的。玄者遠也，即是未曾講過，很久之前，現在是稍遠的時間，把整本論、整本書作

一種鳥瞰來敘述。即是現在所謂甚麼？解題。即是揭開西人的書，一定有

introduction。玄義者就是 introduction，三論的序論，即是導論。即是你不要以為

它是導論，只有兩頁紙，它很詳細的。把整個三論宗的系統在導論托出來，所以很重

要的。《三論玄義》，《中論》、《百論》、《十二門論》，三本論的玄義。《中論

玄義》、《百論玄義》、《十二門論玄義》。除了玄義之外，三論的疏。《三論疏》

應該要寫開，《中論疏》、《百論疏》、《十二門論疏》。我們的書的 introduction

當然跟注在一起，無人不是的。因為古人的解題、introduction寫得太詳細，另外一

本獨立的書。三論的疏，三論的玄義，現在《三論玄義》、《三論疏》，你去佛學書

局通通可以買到。大概幾套書合起來，恐怕七百元可以了。他這幾套書，相當難看

(程度很艱澀)。吉藏文章不流暢的、很「 」㪐㩿 (不流暢)的。此人能深入、不能淺

出。本來(他)寫文章最好，深入淺出就好，他深入而不淺出。不是說不淺出，他用當

時的文字是很淺出。不過我們今日來看，就覺得他不淺出。這幾本論文，幾乎要人指

導才可以(看懂)的。

將來，王亭之準備出版《佛家經論導讀叢書》，其中有一本《中論導讀》。現在

我們中國欠缺一本白話文的，就是將《中論》來到導讀的欠缺。如果他真正成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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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人們很有益，用白話文來讀。他現在好似找李潤生來寫，李潤生寫的白話很淺、很

邏輯化，你想知道空宗的道理，不妨看一下他那本叫做《僧肇》，很便宜的，三十多

元就買到。那位吉藏法師就集三論宗的大成，那麼在中國人來講，這個在歷史上就三

論的正宗了。另外有一個旁支又怎樣呢？三論宗的一支就走了入去華嚴宗。另外一支

就是傳到唐朝那位叫做法藏法師。他跟吉藏(不同)系統的，是另外一個支派的，就傳

到法藏法師。法藏法師就是華嚴宗的大師，但是他亦是得到三論宗的傳承的。法藏法

師當時就弘揚……在武則天的時候就弘揚《華嚴經》。而且當時唯識宗的勢力非常之

強，於是他就想找這一本三論宗的書，注釋三論宗的書來對抗唯識宗。於是他選擇了

三論之中，那本叫做《十二門論》，這本是很簡明的。他替它造注，注釋。那本注釋

叫做甚麼？《十二門論宗致義記》。《十二門論宗致(義記)》即是說它是正宗致，致

者即是理也，義理的解釋。本宗重要的義理叫做宗致。義記，怎樣是義記？原來就是

這樣的，中國人做佛經注疏，很歡喜用義記兩個字。尤其是華嚴宗的書，甚麼義記、

甚麼義記，為甚麼叫做義記？不用義記，間中都用一個記字，為甚麼？

原來因為就這樣的，魏晉以後，那些儒家的學者宣講五經的時候，宣講五經和

《論語》等書的時候，往往先準備一本詳細的講義，即是現在所講的講義，很詳細的

講義，這些詳細的講義叫做義疏。義即是義理、道理，那本經的道理，疏字就不是讀

「梳」，是讀「疏」(第三聲)。如果是形容詞是「它很疏的」。分析理順就是這樣解

釋。將它的義理分析理順，這樣就叫做疏。疏字就用記字，記字本來用記錄的解釋，

但是記字又當作疏字解釋。記就是疏也。記字可以當疏字的解釋，義記便是義疏。是

嗎？記字比疏字好用，疏字是分析，詳細分析，叫做疏。記字，除了有詳細分析的意

思之外，還有甚麼？我把前人很多所講的解釋，我現在記錄下來。用記字更好，所以

那些隋唐和尚造佛經詳細的注釋，都叫做記。例如，那位法藏法師造一本叫做甚麼？

《大乘起信論義記》。有人將它改成《大乘起信論疏》。唯識宗的窺基法師在《成唯

識論》造詳細的注釋，叫做甚麼？《成唯識論述記》。即是表示這本成唯識論的記，

不是他憑空造的，是他的老師唐三藏講的說話，敘述出來而造成這本記的。窺基有很

多書的注釋，都叫做甚麼述記、甚麼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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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三論宗另外一個旁支，那位法藏法師又造了一本叫做《十二門論宗致義

記》。但是這本書在學術上的地位，顯然及不上吉藏法師的《三論疏》那麼高的地

位。因為那《十二門論宗致義記》，他歡喜用因明的格式，但是他不擅長因明。所以

他所用的因明論式，時時都弄錯了。這樣，三論宗就傳到隋唐的時候，隋就有一位吉

藏集大成，但是可惜三論宗的學問傳到吉藏就停止了，無可以再發揮的地方。到了唐

朝，那位法藏法師造那本《十二門論宗致義記》，這本書很平凡，自此以後，因為唐

朝前半期就是唯識宗的盛行，掩蓋了三論宗。唐朝中葉、末葉，天台宗復興，人人學

天台宗，就無人向三論宗問津。所以，(三論宗)一直衰落。直至到唐朝末年差不多的

時候，唐武宗滅佛的時候，佛家很多重要的注釋，注疏散失了。剩餘那些(佛經)到了

五代，唐朝亡了之後，到五代的時候，連年有戰亂，於是那些注釋，舊時印刷(量)很

少。唐朝……五代已經有印刷，但是那些印刷……經就值得印刷，但是注釋那麼詳

細，還未曾有印刷，要靠手抄。那麼經過唐代末年、五代的時候，三論宗的吉藏法師

的注疏散失了，無了。到了宋朝的時候，幾乎無人研究。元朝無(人研究)、明朝無(人

研究)、清朝呢？清朝晚年之後，那位楊仁山，楊文會就得到日本人南條文雄的幫

忙，陸續(將)中國所散失的古代義疏拿回來，從東洋、日本拿回來。就在金陵刻經

處，將它們來到刻板流通。那麼，我們在今日非常之幸運，花多少錢就可以買齊《三

論玄義》和《三論疏》。不止這樣，我們可以買齊中國的三論宗注述，還有在印度傳

入西藏的那支中觀宗的著作，翻譯了作西藏文，現在還在西藏，還在那處。只要你能

夠讀一下西藏文，你就可以把它翻譯回來中國。現在有人造，金剛乘學會有幾個人學

西藏文。但是，可惜……可惜甚麼？誠如王亭之所講，只是懂密宗，不懂顯教。你以

為懂了西藏文又怎樣？翻譯那些咒語的修法儀軌，你就懂得；翻譯那些顯教，你根本

都不懂。是嗎？非常之可惜。

不過，以後我知道有一兩個人立志，想翻譯西藏那些中國所無的中觀宗的注述。

有兩個人，做不做得到呢？一個就是李樹榮了，一個是女生，叫做阮惠芳。他們就很

努力學西藏文，又很努力來到讀顯教的書，希望在香港兩個人之中，打五折都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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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造得出一部份，是嗎？大可以發展。如果各位上班的，都能夠生活得很安適，不妨

去做一下功夫。猶如寶藏，西藏有很多好東西的，無人翻譯。你翻譯出一本、兩本，

你在世界上都有名氣。很容易，現在那些甚麼名氣的，都是假的。你們真真正正打真

軍的，就要在注述那方面做事。你說我注述，不用翻譯，無錯，不用翻譯，你做注述

都可以。但是你知道……現在走去馬健記(書店名)看一看，一百本書中，你都不容易

找到兩本書值得我們看的。一百本書中，你找兩本值得看都幾難找。三論宗會復興

的，怎樣復興呢？要靠一些(懂)西藏文的人，再將由印度傳入西藏的中觀宗著作來到

翻譯。現在(有)那位叫做法尊法師翻譯的著作叫甚麼？翻譯了法稱論師(口誤：應是月

稱論師)的《入中觀論》了，以前無的，現在有的，還有《入中觀論》的注解，又翻

譯了宗喀巴的注解。又有了。但是，可惜還有很多種未曾有翻譯，那麼如何呢？如果

各位有志者，不妨去碰碰。這些是千秋不朽的事業，關於大乘空宗在中國講到這處為

止，就講了它的歷史，是嗎？但是，講了它的歷史，在中國的學說上有甚麼發展？休

息一會，十分鐘左右，再繼續講吧。它的歷史講了，它的義理待休息再(繼續)講吧！

先飲一口清水。

關於中觀宗在中國歷史部份講了，是嗎？現在就講它的義理了。講它的義理很簡

單的，為甚麼呢？因為印度的中觀宗開首就講八不，中國的三論宗，其中最重要的就

是《中論》，是嗎？《中論》一開首又是講八不，即是說印度的三論宗講八不，中國

的三論宗一樣講八不，那是相同，不用重複。第二，印度的中觀宗反反覆覆都講空和

中道，是嗎？在中國，吉藏法師那些人又是反反覆覆都講空和中道，一模一樣，不需

要另外講。第三，印度的中觀宗講二諦，真諦和俗諦。吉藏法師一模一樣講真諦和俗

諦。所以，不同的地方很少，但有一樣，印度人所少講的，而中國人吉藏法師那些人

講得非常之好，你在印度的注述裏都找不到那麼簡明的講法。那麼是那些？就是我介

紹他的五句三中。他把我們修行精神一直向上。一直向上進展的時候的那種狀態，就

分成五個階段。每個階段就納入一個範疇，即是五個範疇，即是五個階段。五個階段

之中，每一個階段，就用一個範疇來代表，所以叫五句。句就是範疇，category就

是範疇。五個範疇之中，其中有三句就是合於中道的，其他兩個範疇就是不合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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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的。有三句就是不偏，縱使偏都是少許的，那麼你一看就知道了。

譬如，我們這樣看，世界上的事物都是有生有滅的，是嗎？譬如我們說：「世界

上甚麼事物都是有生有滅的。」這便是生滅了。所謂有生有滅是指甚麼？是指人人都

知道的常識來講而已。誰人不知道世界的事物有生有滅？做皇帝都會死，這個地球總

有一天會毀滅的，這個太陽那些熱力放射，一直放射至幾多萬年之後，這個太陽都會

滅亡的。哪會有生而不滅的事物？凡有生的事物，一定有滅。那麼所以他說這些(道

理)是世俗人人都知道的，而且佛家教人，對那些不是很瞭解佛法的人，就用這些道

理講。世界上每件事物都有生滅的，每個人都知道認識的。完全是甚麼？在二諦，在

真諦和俗諦，二者之間，完全屬於俗諦的範圍，常識來的，有誰人不識？小孩子都認

識的。所以世界上每件事物都是有生有滅，這些完全是屬於世俗的方面，叫做單者偏

也，偏於俗諦，跟真諦無關，單俗，是偏的，這是第一句，不合中道的。第二句，你

們佛家講不生亦不滅，是嗎？不生不滅是真諦，是嗎？但是，可能是真諦，偏於真，

所以這個完全跟世俗無關的，世俗誰人知道不生不滅？只有你們佛家入觀的人，修觀

的人才知道不生不滅而已。這些叫做甚麼？單真，又不合中道。你說生生滅滅固然是

不合中道，你以為你說不生不滅就合於中道嗎？一樣是偏，偏於真諦，聽得明白嗎？

你說要義理，這個就是義理了，最重要是這樣。五句三中，三論宗最重要就是五

句三中，印度人都無講得那麼清楚。兩個都不合中道，假生假滅，生滅，生生滅滅，

全部都是俗，世俗常識。但是現在我說假的，是生滅，但是假的，已經傾向真的那

面，是嗎？假的即是不了，是嗎？但是不是全部「不」，是嗎？中道，就是中道了，

偏於俗諦的。叫做俗諦中道，聽得明白嗎？是否叫做徹底了？未可以，即是我們的精

神一直向上的時候，一直向上那樣發展，還未可以。就要怎樣？生滅就是太粗淺了，

那不生不滅就是真實的，但是兩者都偏。那麼假生假滅，這樣兩面都不偏了，但是仍

然是偏向俗諦。那麼生滅是假，不生不滅是真？因為你有生滅，所以他對你的生滅就

說是不生不滅，你的生滅都是假的。不生不滅都是假的，明白嗎？這樣，於是再發

展，連不生不滅都是假的，假不生假不滅。是嗎？這樣是中道吧！但(只)是中道偏一

13



些真諦，明白嗎？

多了一個不字，這個就叫做偏於真諦，叫做真諦中道。足夠了嗎？講到這處，我

們的心想到這處，應該停止嗎？不是，(應該)再進，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就是甚

麼？不能說，要怎樣？講便不對，是嗎？講不出的，非生滅、非不生滅。這句叫做甚

麼？最高的境界了。那這句叫做甚麼？二諦，將二諦綜合來說明中道，這個是真中道

了。不可說的中道，你講出的都是以毒攻毒而已。都是用手指來指月而已，把道理講

出來。你說二諦合鳴這四個字，都是得一個「講」。連這句說話都不要，體會它那個

非生滅、非不生滅那種境界。生滅的概念亦無，不生滅的概念都無。凡有概念全部偏

的，撇清撇清，那時候所有我們的概念沉沒，讓我們的智慧直接把捉這個生命的實

在。明白嗎？是否還高過那些「阿差」印度人講那些？我認為更妥當些。尤其是修觀

的時候最好，這些是用來修觀的。譬如你修觀，修止的時候，就把心澄清了，不思

考。但是心不思考的時候，你的心再不想的時候就會「走」(不集中)，你就要找東西

想了。思想就是修空觀，修空觀要怎樣修？觀想世界上每件事都是有生有滅，小牛就

出生，小牛長大一定會死。是嗎？那棵花有生，結果那棵花一定會死。你的父親、你

的母親有生的，但是他們兩個一定(會)死。你自己呢？有生的，你自己一定亦死。坐

在西方說法的那位阿彌陀佛，有很長壽命，(有說)他有四十八劫(壽命)，第四十九劫

(時候)，他要死，是嗎？無不死的。凡有形有相的事物必死，看他怎樣死而已。死不

是說一定要斷氣那樣死，滅後都是死，整個太陽系都會死的。凡有生就一定會死。這

麼觀，觀到這樣，就得一個結論了。觀的時候就是活動。剛才甚麼都不想就是止；一

直那樣想就叫做觀。觀想得到的結論就是甚麼都是生滅的，無不生滅。不用說那麼多

了，只有生滅。那時候就停了，你說它是不是止？止又不完全是止，只是停著。每件

事物都有生滅這句話，你說他觀，他又無觀了，停下來了。那時候很親切領略這個意

味，超過語言文字之外，那時候是止觀雙運了。明白嗎？

體驗，令你體驗。第一個階段，那時候體驗到甚麼？體驗了單俗的道理，第一重

道理，單俗。想到這處，保持一切都是有生有滅，看你保持了多久？一會兒你的心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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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散去了，一會兒你就會想「今日股票怎樣呢？」之類，會這樣的，你搞不來的，是

嗎？那麼你就要怎樣呢？馬上就要把持著，又修止了，止到心很靜的時候，又(開始)

觀。豈不是很苦？不苦，第一次、二次苦而已，觀到第五、六次之後，好似做電影那

樣出現，你不用想的，(它自動)會一幕幕出來的。是嗎？到最後又會到止觀雙運那樣

停下來。我們普通是這樣修止觀。這些叫做隨順止觀，不是真止觀。怎樣才是真止

觀？你(打)坐，直至由初禪進入第二禪，由第二禪進入第三禪，第三禪進入第四禪。

在第四禪中觀，你就會見道了。是否到第四禪才叫做止觀？不是，初禪已經叫做止觀

了，不過，見道就要第四禪，才是見道。不是說第四禪一定見道，不過見道一定是在

第四禪。記著，現在有些人說，「啪」那樣又說真道。

昨天又有人這樣問我，有一個人問我，不知是不是有一位在座，那個人不肯說給

我聽是誰人。有一個人叫做……都無所謂講他的名字了，時時跟他們那班人的，邵家

茂、容超榮，時時跟這班人聚餐的。上次便請我去跟他們聚餐，其中有一個姓謝的先

生，不是，(是)姓吳的先生，學習很多事物的，又懂儒家、又懂……甚至飛都飛得起

的。他跟隨那位Maharishi，學過會飛的。還可能又學特異功能，拿著一個蘋果和吸

管，集中精神一插，吸管不斷的，直插穿那個蘋果的果心裏面。他都這樣試過。不是

我看見他那樣，是他告訴我。不過，我相信他(說真)的，是嗎？這件事他欺騙我很無

聊，是嗎？欺騙都欺騙別人，欺騙我有甚麼用呢？我亦不會請他食飯，連食飯都不會

請他的。茶都未必請他飲。他無需欺騙我。所以我相信他所講的是真的。而且特異功

能，你只要有信念，是要絕對相信的，是可以做到的。一塊木頭、磚頭，你相不相信

我用手指插穿它？你一插插進去，手指「穿」(受傷)了。但是你要這樣不知道可不可

以，一定插不進去的，(連)紙都穿不到的。特異功能就是一個信念而已。拿那些油豆

腐，正在煎的油豆腐，你直接拿來吃，他更叫我試，我不敢試。你只要想「它不會燙

傷我的、不會燙傷我的。」你直接拿上吃都可以的。那時候說話的是吳少宗，學拳那

位吳少宗，他說這樣就可以了。於是，(叫我試)，我說不要這樣，我拒接。萬一手指

被燙傷怎麼辦呢？他說他試過，那他就問我，有一個人跟他說，說聽過我講書的，又

不知道是否你們座上的，他不肯講。他說：「他(那個人)見了道的」，於是，這位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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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問他「你見了道，有無神通呢？」那個人說：「見道不需要那些神通的。我有漏

盡通便可以。天眼通、天耳通那些不需要的。所以我無。只是有漏盡通的。」漏盡

通，「鬼知道你」(誰會知道)？是嗎？自己才知道的，但是天眼通、天耳通，人們可

以考驗你。於是，他就問我：「你相不相信他見道呢？」我就(答)各有各的見解，我

的見解，我不相信香港目前有一個人已經見道的。因為見道是怎樣條件可以見到呢？

尺度是有的。因為為何呢？你在香港找一個入第四禪的人是很難找到的。入到第四禪

不是等於見道，不過見道一定在第四禪的。再講修止觀，我們修止觀，未曾入到初禪

的那些叫做隨順止觀。隨順止觀，經常修行，有一天，不知道哪一天，但是有一天，

普通的話，如果你日日修止觀的話，甚至到只修觀，不修止，不出三個月，你一定有

的，必定有的。無的話，我不相信，每日肯用一個小時來到修。或者早在三個月之

內，總有一天開始，在四十分鐘以後，(打)坐了四十分鐘之後，你全身的氣就起，現

在的人叫做氣，佛家不叫做氣，叫做輕安觸或者輕安起，道家那些輕安觸，多數是丹

田，佛家的多數在頭頂。由頭頂集中，集多些，今日多些，明日多些，後日又多些，

漸漸地全身充滿了一種很輕快安穩的感覺。自己的身體就好似一個橡皮那樣，充滿一

切暖水那樣情況。那個時候叫做輕安遍滿一身。由那秒鐘起，你就叫做入了初禪，現

在的人無標準的，「戇」(傻的！)，我說他無標準是讀書小。讀多些，他就有標準。

輕安充滿一身就叫做入初禪，未曾入初禪，即是輕安未遍滿之時，身體就會動

的。動又怎樣呢？整個好似觸電那樣，「劈瀝啪喇」那樣，各種不同。有些的頭就搖

搖擺擺，如果頸部不是幾正常的，就不斷那樣搖擺幾次，搖擺回原來位置。臀部坐得

久，他的腰骨不是很舒服，他就會動了，搖搖晃晃。你看一下達賴，你看電視看到達

賴嗎？達賴一直說話，一直搖擺的。記不記得？西藏人講話、講經，他們一直講，一

直那樣擺動的，他們習慣了，因為為何？因為腰最害怕「屈血」，擺動一下不會「屈

血」。這樣，未曾入初禪之前，輕安未曾遍滿一身，就會不知其所然，總之是一直擺

動。有些你盤坐之後，那個膝頭彈，一直彈動，好似跳動。有時候，你會覺得幾「過

癮」(有趣)，它就會壞事了，他就會隨之走了。「砰砰砰」那樣走了，走到你不能修

止，除非你出定。你在葉文意那裏，有些人經常在廳會這樣走的。這些叫做甚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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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好事。又有些就是運轉河車了，那些叫做初禪的近分。未入初禪，初禪近分就有這

種狀態。到了你不要執著覺得「爽呀」(興奮)，你就永遠入不到初禪。你要知道這種

是我的幻覺來的，這時候你怎樣？整個身體放鬆，好似那些「番鬼佬」(洋人)學瑜珈

那樣，relax，一味這樣，令身體放鬆、放鬆，放鬆到某程度，你就不動了。那個時

候，輕安就充滿了。肯定的，一定會經近分的，一充滿的時候就是初禪根本，以前叫

做近分。即是甚麼？大學預科或者先修班，後來你正式入到大學了。那就是正式入初

禪了。

由初禪到第二禪的時候，又有一個近分「劈啪」，有時就見到「靴」(象聲詞，

形容快速)，或起一個幻覺，好似坐火箭那樣「標」到很高，到頂後又走下來，那一

下子你不知道，你會發神經的，所以說學禪定要有一個人來提點你。最重要告訴你要

有心理準備，遇著「坐火箭」那樣「標」上去，又急墮，你就告訴自己，我這樣是心

理現象，我不用害怕的。那麼便無事了。我有一個學生在葉文意那處坐，坐了幾好，

突然間見到一條眼睛蛇，將他這樣咬。幸好，他的心定，他說(那蛇)咬自己不到，實

在牠怎會咬得到你？假的，哪處有真蛇呢？有些人見到老虎，有些人見到鱷魚，想咬

你，你就會怯。這個幻象來的，根本無那件東西。如果你都害怕，你就觀想自己有一

個佛在頭上便可了。譬如你是受蓮花生灌頂，就觀想蓮花生在頭頂；受過四臂觀音灌

頂，你觀想你的頭頂有一個四臂觀音坐著，放光照著你，好似一個磁力罩那樣圍繞著

你。它(那些幻象)不能衝破到你那個罩的，如果你害怕，你就一坐下去先觀想，是

嗎？這樣，這些叫做甚麼？未曾入到初禪之前，有止有觀的叫做隨順觀、隨順止。到

了你入初禪之後，輕安起，遍滿的時候，你就是正式的(修)止了，那時候你的心不亂

的。那時候的觀就叫做觀了。以前叫隨順觀。到二禪、三禪、四禪都是叫做止、叫做

觀了。那麼你到了第四禪的時候，你的觀直接好似親歷其境那樣，那時候，見道必定

是第四禪。第二、第三禪都不可能，一定要第四禪的。

所以，那些人說(自己)見道的，你就考一考他。他說甚麼都知道的，還有一個女

人。以前甚麼都不懂的，又說聽我講過，一定不會是這一班的。聽我講過書的，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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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不得入耳，那個學生說甚麼都不懂的。那她就跟他學，他就很禪的，修禪宗的，不

立文字的。不用文字的，那位女人就跟隨他學，怎知道跟隨他學了幾個星期，先有心

通，你拿一本經，只要你把經的中心道理講給她聽，問她這本經是講甚麼的？她不知

有多少議論滔滔，可以解釋你聽的。幾乎是見道那樣的威風，這位先生這樣講我聽。

我說：這樣，你最好這樣問她，她說甚麼都懂得，你叫她解釋甚麼叫做自性？甚麼叫

做差別？叫她解釋。我預先解釋給你聽，自性跟差別相對，是兩種解釋的方法。一種

解釋方法是印度的解釋，即是因明論述上的宗，宗因喻的宗，宗裏面那個主語

subject，叫做自性，那個 predicate(謂語)就叫做差別。她說甚麼都懂，你問一下她

懂不懂？是嗎？第二種解釋，自性是指本質，差別是指它的屬性。這個就容易解釋。

但它容易解釋，她一味靠自己看的，她未必瞭解。她聽我講的，她一定懂得解釋。我

就解釋他聽，自性就是本質，差別就是它屬性。體就是本質，用就是屬性，我時時都

這樣講，但她聽了無多久就走的，未必懂得，聽過就未必記得、未必懂得。我叫那個

老吳，你就考一下她吧！他就想考一下她懂不懂，看她是否真的見性。我說：假的，

不用問了。見了性的人，學問都很好的。現在有些人入定入到幾乎有神通、有學問，

不可以的，都不是見道。馮馮那些通通是假的，那些是小小神通的，這些不是見道。

見道是這樣，總之我在這個世界上，我未聽過一個見道。連我一位師父太虛和尚，我

都不相信他是見道，那位大名鼎鼎的虛雲和尚，我就斷定他不是見道。如果誰人說你

是見道，我就考考你。考考你，我就不是亂出題目考你，我拿著一本經，見道的人應

該懂得，麻煩你解一解釋我聽。你都解釋錯了，即是你都未見道了。是嗎？很簡單

的。

好了，講回這裏，修止觀的時候，你修觀的時候，第一步，每件事都有生滅，觀

有生滅，觀到得結論了，每件事都有生滅的，不會不生滅的。如果是隨順止觀，會不

會有生滅呢？如果隨順止觀就無所謂了，如果真正(入)初禪的時候，修止觀都會很貼

切的，好似真的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親歷其境那樣的，輕安起了之後(是這樣的)。

如果第四禪(的時候)，直接是現量的，好似實證那樣。所以見道一定在第四禪。那麼

到了一切都是生滅了，觀到如此純熟的時候，再進一步了，生滅是偏於俗的。我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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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要再進一步來觀，先觀生滅了，入定的時候，觀生滅了，再進一步，生滅都是俗

諦。這些都是世俗常識所見的，不是真正的真理。真正的真理是不生不滅的，生時亦

不生，未生者不生，已生者不生，生時亦不生，龍樹的解釋是很清楚的。不生不滅才

是真的，生生滅滅都是假的。觀了，觀了之後，再進一步了，不生不滅，只有保留不

生不滅，每件事都不生不滅，在那時候，你又會達到止觀雙運。那麼你的歷程進一步

了，你不要這麼快，修第一步，到這處再進一步，以後一入觀的時候，先到第一級，

再到第二級。你一熟練了，好似(看)電影，不用傷腦筋的，好似那些概念一直(自動)

上映的。再進一步，遲些是第三了，俗諦中道，生滅固然是俗了，不生不滅是真了。

那麼，真和俗是「離行離隙」(有距離)，不生不滅，如果無生滅，哪裏有不生不滅？

所以，不生不滅，都是偏的。只有假生假滅。我們確是見到事物是有生有滅，那朵花

會生出，那朵花會滅的。那你完全否定，不生不滅？是嗎？變了又不太合理，所以我

們知道它有生有滅，但是假的。

假生假滅。一加一個假字，就是中道了。是嗎？一到中道但是偏於俗，這個叫做

俗諦中道。又這樣觀假生假滅，觀到止觀雙運，假生假滅。再進一步，生滅是假，不

生不滅又是真嗎？一樣是假的，都是概念來的，假不生假不滅。到最後，就是假不生

假不滅都是假的，都是概念來的，凡有概念的都是虛妄的，全部不要。非生滅、非不

生滅，把生滅的概念拋走、把不生不滅的概念拋走，亦把這兩個概念都拋走，連這句

話都拋走，一直拋走到無可再拋走的時候，那時候就證入那種離言的境界，就距離見

道差不多。(但是)都未必是見道，還有一些概念，是嗎？一有概念就不可以了，所以

禪宗的人就說「一落言詮就成戲論」。言詮即是概念，一有概念就是笑話，就不是真

的。這個是我們中國的三論宗，這套「五句三中」是真的很好了。我學修空觀，我最

歡喜用這套，你們不妨試試。我說印度那些都不及我們中國這一套。這套是吉藏法師

搞出來，是嗎？所以你不要以為我們中國的佛學不行，中國人的學說是可以的。不過

中國人講的文字比較籠統，知乎者也，那些比較籠統一些。同時，講話時時用那些甚

麼？那些玄學的名詞、那些黃老之言，那些道家的名詞，時時都用這些。那麼搞到我

們頭緒紛亂。這麼三論宗的義理，講了五句三中，都無甚麼可說了。那些非生滅、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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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生滅，還可以講甚麼？是嗎？我們現在就結束了中觀宗在中國了，講完了。下一節

就講瑜珈宗。那麼有甚麼問題可以(提出)？有無問題？

聽眾：無。

羅公：無嗎？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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