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印度就稱它做瑜伽宗，瑜伽宗的整個名字就叫做瑜伽行派。瑜伽行派這個名

字，Yoga，Yog c raā ā ，叫做瑜伽行。或者翻譯作瑜伽師，Yog c raā ā 這個字有兩個

意思的。一個就是修行瑜伽那類人，就叫做瑜伽師。所以有人又可以翻譯作瑜伽那

一派，加一個派，兩種解釋方法。所以，從前就稱它做瑜伽派。現在多數人叫瑜伽

行派，即是專修瑜伽行的那一派。瑜伽兩個字的意思是怎樣呢？原來 Yoga，瑜伽兩

個字就是 Yoga，Yoga的意思原來最初的意思，是牛軛。一隻牛耕田的時候，有一

條橫木「叉」(扼)牠的頸部，然後有一條繩繫著那條橫木，綁著牛來耕田。因為牛在

耕田的時候，要「叉」(扼)來綁著牠，然後牠才會聽話，不是的話，牠不聽話。將一

隻牛用軛來引申的意思是甚麼？即是控制到牠聽話，再引申就叫做相應了。相應者

即是說我們靜坐，把我們的心控制著，就將我們的心與真理相契合。這個相應是最

後的意義了，即是說我們澄心靜坐，跟真理相契合、與真理相應，這樣就叫瑜伽。

因為這一派最注重修行瑜伽，所以人們就叫做瑜伽行派。這種瑜伽行的字，跟今日

那些佛教徒對瑜伽派的看法是完全不同的。原來瑜伽行派，即是說這派的特別處，

就是著重修瑜伽行，原來是這樣的意思。中國人的看法，很多中國佛教徒的看法，

瑜伽派即是法相宗。整天都是講名相而已，你駁我，我駁你而已。這種看法實在大

錯特錯，其實在印度所有佛教各派之中，最著重修瑜伽的。那瑜伽兩個字是甚麼來

的？即是現在所謂禪定。他們最著重修行禪定，禪定這兩個字，只是講定而已，即

是心控制到很定、很靜，叫禪，不足以說明其意義。因為為何？我們修禪定的時

候，我們修瑜伽的心就很靜的時候，我們要用智慧去觀察。有定無慧就不算得上瑜

伽的，所以瑜伽包括定和慧。然則瑜伽兩個字，即是在佛教可以用其他名詞代替

的，就是指止觀。止就是禪，禪定；觀是用我們的智慧觀察。所以你現在只是用禪

定兩個字，就不能夠代表瑜伽行的意思的。而我們現在有很多人以為瑜伽是怎樣？

你就這樣坐著，就叫做瑜伽了。又是錯了，坐著是定，是禪而已，是嗎？有定無慧

是無用的，所以這個誤解在佛教徒來講，一定要矯正。還有一些，外道又有一個瑜

伽派，由婆羅門教所產生的印度六大派哲學之一，有一派叫做瑜伽派，這一派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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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重修禪定、修止觀。這個瑜伽派就除了修止觀，想達到最高境界之外，他們還

很留意我們身體的健康。所以這瑜伽派的入門功夫，是一定先做好自己的身體。做

好我們的身體，即刻就可以「翹起腳」(跏趺座)來到入定。一定有一些初步的功夫，

於是，有初步的功夫叫做健身瑜伽。健身瑜伽即是很多 posture，即是很多姿態，

有些就做眼鏡蛇那樣子，有些好似掘地那樣，是嗎？有些拜日的樣子，各種的(姿

態)，這些都是健身瑜伽，即是最初級的瑜伽裏面的一種姿態、一種 posture，是最

初級的。真正深入的瑜伽就是靜坐、修止觀的。不過現在修瑜伽的人，一般都是著

重健身瑜伽的那套，Hatha yoga，健身瑜伽。現在我們所講的瑜伽行派的瑜伽，是

指止觀，就不是指健身那些。好了，那講到這個瑜伽派。

瑜伽派在哪個時候開首有呢？瑜伽派在印度出現，約莫在公元五、六世紀，比

較龍樹出世的時候，約莫後了幾百年。為甚麼會有瑜伽派出現呢？它的契機是怎樣

呢？凡一件事出現肯定講契機的，瑜伽派出現的契機是如何呢？原來是這樣，最初

小乘佛教流行，小乘佛教都是(講)我空、法有，概括小乘佛教的共通性，就可以用這

四個字來代表。那個我，即是那個永恆不變的靈魂、靈體是無的，我空。法即是東

西，一切事事物物不是無的。例如，他們認為這個世界是甚麼造成？是那些極微造

成的，是那些一粒粒微粒子聚合而成，造成這個自然界、造成這個物質世界，這些

反而是有。那個我呢？那個永恆不變的靈魂反而是無的。那麼，詳細是怎樣的說法

呢？就不是我現在的論題，是嗎？如果大家想去研究，最好你將來找一本《俱舍

頌》，或者找人解這本《俱舍頌》，讓你知道。如果你《俱舍頌》都瞭解，你對初

期原始佛教以及部派佛教，即是小乘佛教，你都會有很深切的瞭解。你讀過《俱舍

頌》之後，你一定不會「浮浮泛」那樣認為這些是小乘，無用的。反而你更會覺得

學大乘的人都自愧不如，你會有這樣的感覺。那麼它都是講我空、法有，原始佛教

的時候已經是(講)這套思想了。

佛滅後，印度第一個佛教叫原始佛教，第二個就是部派佛教。當部派佛教的時

候，有一派上座部的系統裏面，有一派叫說一切有部，部即是派的意思，這一派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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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一切有派。你聽它的名字，已經知道它厲害了。除了承認「我」是無的，他們說

甚麼？甚麼東西都是有的，這個有字當作實在的、存在的，不是假的，有的。這種

簡直是很極端的實在論。極端的 realism，是極端的。怎樣極端呢？它甚至講到甚麼

呢？我得一件東西，都是有一個「得」，那個「得」都是存在的。如果無那個

「得」存在，你怎樣可以得呢？你現在求職，求得。你現在證阿羅漢果，證得了。

有一個「得」，如果世界上無一個令你「得」的原理，你不可能得的。是嗎？所以

他們(主張)連「得」都有。「得」的反面就是「非得」，又有一個「非得」的。好

了，這樣(主張)已經很妙的。他們還有甚麼(主張)？三世恆存，過去的東西都是存在

的，一般我們的過去已成過去(是)不存在，不是的，過去的東西是存在。不過它隱藏

了，潛隱了而已。我們現在的東西顯現，過去是有，現在更加有。未來的有無？

有，未出現而已。如果無，怎麼還會出現呢？所以三世恆存，「三世恆存，萬有實

有」。在部派佛教之中，勢力最強就是這一派，最正統都是這一派。所以，現在我

們有很多講佛教的人，動不動講我們佛門，四大皆空。剛剛，就不是正統。如果正

統的佛教徒，說一切有部就(主張)「四大皆有」，萬有都是實有。所以，有人說那些

學佛的是空門更加「離譜」(不知所謂)，即是表示他們是甚麼？知識的貧乏。如果自

己學佛又說我們是空的，一切都是空，因為又是表示他們知識貧乏。照我的看法，

是表示他們知識的貧乏。如果對佛教史有些認識的人，斷斷不會講這樣的說話。好

了，當時說一切有部的勢力最大，說一切有部以外的各派，雖然是沒有說一切有部

極端，但是都是偏於有。

直至到佛滅第五個世紀，第五世紀將近完結的時候，那位龍樹即是龍猛出現，

就見到(當時佛教)執著太深，然後就依據《般若經》，就建立中觀宗來到掃除他們那

些所謂有執。掃除有執，就甚麼都講空。用空來到對付那些執著。其實龍樹之講

空，就只是破小乘人的那種執著，甚麼都是有的。如果一切都是空的，還何需你講

呢？你講空，不講省回一口氣更好，是嗎？講亦空、不講亦空，守道德亦空、不守

道德亦空，這樣叫做甚麼？(對)萬事萬物，心都淡了。這些只可以叫做虛無主義。但

是龍樹本意不是如此，是空那些執著，用空做手段來破那些小乘。那些執有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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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你不執有的，空亦放棄了。因為為何？你執著空一樣是執，本來就是如此的。龍

樹當時是非常好的。但是，我們知道矯枉就必過於正，龍樹以後……凡是一種學說

或者社會的制度，一直發展的時候，一定會發生毛病。這樣就發生毛病了，那些人

就執著一切皆空，舊時這樣的講法，執著一切皆空，就是本來用來做手段破執而

已。他們就不是的，每件事都要空的，那些就變相成為惡取空了。我那時候已經講

過，不過現在繼續講惡取空。惡者就是不善的，不善於取，取就是瞭解，不善於瞭

解空的道理。所以搞到流入虛無主義，這些叫做惡取空。惡取空是一種很大的毛

病，於是空就變了一種空禍。當時空禍泛濫於大乘佛教裏面。於是，到公元第五、

第六世紀間，就有一派瑜伽行派出現，就要矯正那些一切皆空、矯正惡取空那種思

想。這樣，它的思想是怎樣呢？空宗即是龍樹那派中觀宗的末流，就是一切皆空。

而瑜伽宗所提出的又如何呢？瑜伽宗所提出就是有則說有，瑜伽宗的特點，有

則說有，無則說無。有為、無為名有，我及我所為無。瑜伽宗的特點。那件事是有

的，他們就說有、就不說它無，有就說有。那件事是無的，就說它無，不說它是

有。很簡單的，雖說簡單，但是哪些事物是有、哪些是無？有為、無為就名有，有

為即是現象界，phenomena現象界；無為，本體，這個 reality。現象界以及本

體，不能說它是無的。我們身在一個現象界裏面，現象界不是虛構的，一定有實質

的，實質就是本體，所以有為和無為不能說它是無的，就名有。直至有人執著到實

有靈魂，執著我之後，就說那個身體是我所有的，我有很多東西是我所有的。我尚

且無，哪會有我所有呢？我和我所是無，無即是當作空解釋的。似乎是偏於有那方

面，所以人們就叫它做大乘有宗，就有這個名稱。

講到這處，我們將大乘的兩派來到比較一下，有一派就是中觀派，所謂的空

宗，一派就是瑜伽派，所謂有宗。我們用現代的眼光來看這兩派，空宗就有觀念論

的傾向，觀念論即是 idealism。有宗就有實在論的傾向，即是 realism。(它們)有這

樣的傾向，不是說他們簡直是，有這樣的傾向。因為為何呢？大家很多人都受過高

等教育的，如果他們是學文科，他們就會學過哲學概論。但是，如果座上有些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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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management、或者只是學 engineering的，他們在大學的時候就會無選這個哲

學。所以，我要將它們來到作比較的時候，就不能不講一講。在哲學上，有部份就

談到知識的問題，談知識問題那套哲學，普通就叫做知識論，或者叫做認識論。英

文 就 叫 做 Epistemology 。 Epistemology 又 名 叫 做 甚 麼 ？ Philosophy  of

knowledge，知識哲學。哲學裏面，有一個部門是這個，這個部門是研究甚麼呢？

大概是研究這幾個問題，第一，知識的來源問題。我們的知識來源是哪裏來？是先

天來的嗎？先天的理性帶來嗎？先天的理性對境起知識，抑或是後天的經驗呢？研

究知道來源的一個問題，研究知識來源一部份。知識的一部份。另一部份就是研究

知識對象的問題。即是我們的知識對象的本質是甚麼？這樣，研究這個問題的時

候，就要有兩方面的見解，大概有兩方面矛盾的見解。有些人認為我們所謂知識，

不過是我們的內心所存在的很多 idea、很多觀念。觀念放射出去，反映出來便是知

識。所謂知識者，完全是我們的觀念來的，不是實在的。這個世界種種事物離開我

們的觀念，根本不存在的。這些就所謂觀念論。觀念論跟唯心論不同，不過講觀念

論的人多數是唯心論的。唯心和唯物就是形上學的問題。這個觀念論就是知識論裏

面的對象。即是說我們所見、見聞、所摸到、所踢到都是我們觀念放射出來，並無

客觀存在的。我們讀一下中觀宗的書，讀一下《般若經》，我們就會發覺，我們不

敢說它們是觀念論，亦不能夠說它們是觀念論。但是我們會發覺它們很有觀念論的

傾向。因為他們說每件事都是空，就已經具有觀念論的傾向。不過跟小乘比較不同

是怎樣？小乘說一切有部，甚麼都是存在的，完全不是觀念論，完全是實在論來

的。另外一派知識對象之中，一派就叫做觀念論，是嗎？我們中國陸九淵那套理論

已經是觀念論。王陽明都帶有觀念論的色彩，簡直幾乎是觀念論。你看一下王陽

明，王陽明(認為)甚麼都是(唯)心。有人問他：「心生那棵花。你看它是自開自落，

你看到它開，它一樣是開；你看它落，它固然是落。你看不到它，它一樣是開；你

看不到的時候，花一樣是落。為甚麼你說每件事都唯心？」有人這樣問過，但是他

回答得很妙，但是他的答法不徹底。如果他現在在大學堂上考哲學概論，他這個答

法一定被老師罰的。你不要以為古人那些東西很妙，妙就在現代都不會合格的。但

是他的回答在當時真的很妙的，是怎樣呢？王陽明怎樣回答呢？心生那棵花，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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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它的時候，那棵花和你的心一齊生起了，「與汝心共生」，一齊生出來。即是

一起出現了。當你看不到那棵花的時候，那棵花與你的心一齊沉寂了。你的心與那

棵花的關係就是這樣。當你看到它的時候，它就跟你的心一齊出現，你的觀念出現

的時候，它就出現了。當你看不到它的時候，你那些觀念就沉寂了，silence，它那

棵花一樣是沉寂的。你看不到它的時候，它是不是沉寂的？對你來講，是沉寂。那

你說它這個答案，如果在大學考試這樣回答，如果你做老師，你給不給予他合格？

肯定不合格的，但是他(回答)是很妙的。有時候，他雖然是不合格，但是很妙。有時

候，有些事不是要很合邏輯才可以的。他這一套簡直不合邏輯。牛頭不對馬嘴，如

果用邏輯來講，人人問我看不到那棵花的時候，它是不是存在？你就說你看到的時

候，它跟我(一起)生，(與)我的心一齊出現。我看不到的時候，它(跟我的心)一齊沉

寂。答案根本就不是，是不是牛頭不對馬嘴？有人說他厲害，真的妙極！連到章太

炎先生都說他妙極！這個世界的事很難講，

我就很歡喜講一講題外的話，我順便在這處講。有時候，有些事很不合邏輯

的，人人說它妙、說它好，我講一個例子。我有一個老師就叫做陳洵，是很有名氣

的，作詞(方面)很有名氣的。在一百年內，在廣東作詞，他最有名氣，叫陳述叔，陳

洵。你們的老師王亭之恐怕就會認識這個人，有沒有教過他就不知道，但是他會可

能認識這個人。我在中山大學讀書的時候，他是做教授的，就講詞。你猜怎樣呢？

他那一科叫做講南北宋詞，就剛剛講到那篇「楊柳岸曉風殘月」。講到這處，我有

一個同學問我，這一位同學曾經在祟蘭中學教過書，這個人現在還在。我知道他移

民英國，但是他有沒有回來，我不知道。他休息的時候，陳述叔就拿那頂卜帽，放

在那處，拿錶出來看一下，除下眼鏡，拿手巾抹，我們整班學生包圍著他，我那位

同學問他：「陳老師，『楊柳岸曉風殘月』怎樣的好呢？你一味說它很好，怎樣的

好呢？」(陳述叔)即刻起身，指著他：「『楊柳岸曉風殘月』，你都說它不好？你有

甚麼資格來選讀我這科？」嚇到我那位同學連退幾步， (陳述叔)「篤著他鼻哥」(指

著他的鼻)，於是大家都在喝彩，知道是好的。其實，在今日的人來看，經常講教學

法的時候，如果他在師訓班讀書、這樣的教法，如果有一位視學官來看他，看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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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教法，這個教員肯定不合格。所以有時候好的東西，中國人就覺得好東西就

是超乎邏輯之上的，都講不出。「楊柳岸曉風殘月」，你對這樣都說不好？我見過

兩個人是這樣，一個是這樣，第二個叫做楊廣庵(音)，他很年老了。相傳他是廣東一

百年前的學者，很有名氣的，叫做陳澧，陳澧的學生楊廣庵(音)，他在嶺南大學做中

文系主任。你猜他講甚麼呢？他講《詩經》，他開那科叫詩經研究。詩經研究，他

講到〈蒹葭〉那篇詩，他根本就不懂講的，他亦無講， 「蒹葭蒼蒼，白露為霜。所

謂伊人，在水一方。」真的好啊！不斷搖頭。學生就問他，你知道嶺南大學有很多

學生是讀英文系的。是嗎？有些就是美國化，見到他講很好了，不斷搖頭。「楊教

授，怎樣好法？」「很好！很好！講不出來的好。」這個(回答)即是好似中國佛教禪

宗的(作風)很相似，最高的境界，這些無人知道的，楊廣庵(認為)好到講不出之類。

再講了，他們那些所謂觀念論，一切都是由我們的觀念拋出去的。不是真正有

客觀存在。當然，觀念論中，有些稍為傾向、有些是極端的，是嗎？好似陸九淵那

些是很極端的。陸九淵(認為)理不過在吾心的，世界上的真理都是在我的心裏面、我

們的觀念。跟觀念論相反的，就是實在論。我們所見到的山，是離開我們的知識而

可以存在的山，我看不到山，山一樣是這樣，我看到的山，山不會(因我而有所)增

加，是實在的。我見到的人，我走開了，這個人都是活動的。並不是我的觀念拋出

去，阮文良(音)的觀念，就成了一個阮文良，不是的這樣。這樣是所謂實在論，叫做

realism。其實兩派都是偏的，不過我將這兩派來講，大乘空宗中觀宗是很明顯有觀

念論的傾向，小乘佛教大部份都有實在論的傾向。而說一切有部就是一個極端的實

在論。中觀宗有這樣的傾向，我們不能……龍樹無這般厲害，但是龍樹以後那些惡

取空，簡直是極端的觀念論者。唯識是否……瑜伽派又怎樣呢？有實在論的傾向，

或者不止有實在論的傾向，簡直是現在的新實在論。新實在論是怎樣呢？新實在論

的定義有很多的，實在論認為我們知識所見到的東西是實在，但是小乘那種實在

論，就是甚麼呢？實在論之中，有所謂素樸的實在論，即是怎樣素樸？即是簡直好

似常識，小孩子的常識、老太婆的常識一樣，見到山便有一座山，見到水確是有一

杯水，你說它無？很樸素的。素樸、樸素一樣，素樸的實在論。完全以我們的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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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識作依據，這個是不足取的，好似甚麼？小乘的說一切有部，簡直是素樸的實在

論。極端的素樸實在論是不足取的。在哲學上確是不足取的，但是瑜伽派又如何

呢？瑜伽派不是素樸的實在論，它有實在論的傾向，我們無必要說它是在實在論裏

面屬哪一類呢？我們只可以說它是新實在論。新實在論跟素樸的實在論所不同的，

大概……我又不是講哲學，我不是專門的哲學家，是嗎？不過我所知的是常識來

的，大概對於這個世界，我們用這樣的直線來代表世界的真相。這個是扯旗山(太平

山)、太平洋的真相是這樣的，我們用直線來到代表。但是，當我們看到扯旗山，當

我看到太平洋的時候，並不是就是看到它的。如果是素樸的實在論，就會以為我們

看到，就是真的看到它們原來的狀況。但是新實在論不然。……怎知聽的時候，風

一吹……這些希臘形式的柱、羅馬形式的藝術家就會看出它怎樣美麗？明白嗎？這

些是歐洲式的建築或者是美洲式的建築，那些柱是希臘，這個希臘形式的柱或者羅

馬形式的柱等等。大概他是一個土木工程師來看，他會看到它的力度是怎樣；如果

地產商來到看，他看一下甚麼？拿去賣賺到幾多錢？同是一個客觀的東西，但都是

我們主觀的看法。

唯識，不是，這個瑜伽派簡直是新實在論。例如這樣，講一段話，舉兩個例

子。大家都讀過《六祖壇經》，《六祖壇經》裏面記載這件事。六祖得到衣 之鉢

後，他去到廣州，去到現在光孝寺那裏，去那處聽人講經。當時有一位法師叫做印

宗法師，在講《涅槃經》。他就走去聽，附近還有幾位和尚在那處聽，怎知聽到半

途的時候，風一吹，那個佛殿的幡就「叮叮噹噹」的(被)吹動了，那塊幡動了，這

樣，一個和尚說：「風動。」是嗎？不是，一個和尚說：「幡動。」另外一個和尚

說：「風動。」六祖就「唔抵得」(不認同)，他說：「不是風動，又不是幡動，是你

的心動。」是嗎？非風動，非幡動，是仁者的心動。仁者即是你仁兄的心動。是

嗎？是否觀念論？六祖是徹頭徹尾的觀念論。你看一下《六祖壇經》裏面，這首他

所悟道的偈，本來有八句的，但現在我們讀那本，給宋朝以後改一次、改兩次，結

果大概改了四、五次，只剩下四句。即是我們站在那四首來到看，他跟神秀(比較)，

神秀那首偈簡直有實在論的傾向，他怎樣呢？「身是菩提樹」，身是否有實在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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傾向？「心如明鏡台」除了身之外，還有心。心又是存在，身存在，還不是實在

論？更要「時時勤拂拭」，還要時時拿「雞毛掃」之類去掃清潔，心要找「雞毛

掃」去掃，身要找清涼的東西來到掃一掃，洗滌我們的身。「能拂拭」的物亦是實

在論的。「莫使惹塵埃」身上那些塵埃又存在的，心裏面那些煩惱塵埃都是存在

的。因為它們是存在的，所以要掃除乾淨。它們不存在的，何須掃除呢？是嗎？好

明顯就有實在論的傾向，五祖說他未得，即是五祖是觀念論者。我們站在佛教來

看，五祖當然是很高級，但是假如我不是佛教徒，假如我是基督教徒，(用非佛教的)

看法，(五祖)只不過是觀念論者。那個老師是觀念論(者)，巧合這位學生是講實在

論，所以不讓他合格。是嗎？這樣的解釋。假如我不是佛教徒，我一定是這樣的看

法。不過，不是的，我是佛教徒，可惜我明白，我是這樣的看法，都是五祖厲害。

是嗎？好了，一到六祖，整套觀念論就搬出來了，「菩提本無樹」是嗎？雖然他不

是講菩提樹，是譬喻。但是你看他的語氣，簡直是觀念論的語氣。「明鏡亦非台」

簡直是那種觀念論的霸氣出來。「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他的霸氣凌人，那

種甚麼的霸氣？簡直是觀念論的霸氣。你讀一下。其實，所謂禪宗，它有很多事都

是……即是在我們今日看來是觀念論化。

好了，現在講空宗、禪宗就是觀念論，但是如果在印度來講，瑜伽宗不是純粹

觀念論。流行於我們中國的瑜伽宗就怎樣呢？舉一個例子來看，譬如我見到這個杯

子，這個杯子是我……他不肯講這個杯子應該存在，很小心的，不多願意這樣講

的。他只可以講這個杯是我的識所現出來的，識所變的。我的識所變的。你如果問

他，我被人問過，我亦這樣答過。他問：「這個杯子，你摸到它，你又可以用它來

飲(水)，我拿著它又可以用它來飲(水)，門口那位阿伯又可以拿著它來飲(水)。這一

個杯子一樣可以(用來)飲(水)。那它是否客觀存在呢？你又說它是你的識所變。」我

是講瑜伽宗的人，我怎樣答他呢？我的答案一定是這樣答，我無說那個杯……我只

是說我所見到的杯是我的識所變，我無說識所變的杯有無實質，我識所變那個杯有

無實質，我無講。你的問法，你問得很不得體，一定會這樣答。」那麼即是說我要

承認我所看到的杯，是我的識所變，但是我的識不是憑空變一個杯子，我在這處見

9



到一個杯子，轉到這邊就見不到杯子。好明顯，這個杯子有一個實質的，是嗎？它

是不是有實質呢？瑜伽宗，最低限度的傳入我們中國的這一派的答案就是有的，這

個實質叫做本質，我們眼所見的顏色，是有本質的。耳所聽到的聲音亦是有本質

的，鼻聞到的香臭都有本質。當然世界上有些人、有些事是有本質的，有些東西是

無本質，譬如我閉上眼晴來想孫悟空大鬧天宮，想這幅圖畫出來，當然是無本質，

但是我們真正在看「馬騮戲」(猴子戲)時候，那些猴子在跳來跳去的時候，這些猴子

是有本質的。有些有本質、有些無本質，即是承認是有本質的。不過，這個豈不是

完全是實在論了，又不是完全。它是新實在論，即是說那個杯不是無，不過是我所

見到的杯子，就不能離開我的知識而存在的。那個實在的杯子猶如那個人坐著，我

所見的杯子就猶如我拿照相機來看它，我所看到的就是那個人的實質反映入來的影

子。我並不否認有一個實質的存在，這個影子不能離開我的照相機而存在。所謂一

切唯識，他們是這樣的解釋，就承認有一個實質，簡直是甚麼？那套新實在論。它

大概又不完全是，這處它是不純粹，又傾向去觀念論多少。又怎樣呢？這個實質是

甚麼呢？如果在小乘人來講，這個實質就是甚麼？是一些微粒子，舊時叫極微的，

一粒粒完整的極微，還小過針鼻眼幾百倍的極微，而成的一堆堆，而造成這個物質

世界。這樣就是完全的實在論了，素樸的實在論。但是他們又說，我見到這個杯子

是有本質，我來分析我見到這個杯子是怎樣的。第一，我們的眼識起，即是我們的

視覺起，我們的視角在怎樣的條件下起呢？第一，我的視覺神經無壞；第二，有光

線；第三，有相當的距離，太遠的我們看不到，太貼近我們看不到，適合的距離等

等之類。最重要，還有這個杯子出現的因素，那麼多種東西，這些(是)條件，這些條

件都能配合。少一個條件都不能，一配合，我們就能發現這個杯影子的存在。這個

叫做甚麼？Image，影子、影像來的。這個影像存在，我們的視覺，即是我們的眼

識只是看到杯子的形狀。我們見不到它，是立體抑或平面呢？是立體還是平面，這

個是我的眼識不知道的，眼識完全是好似機械那樣，照相機替你拍照，它不知道你

是平面還是立體的，同一樣道理，我們的視覺看到那個杯子，不知道它是平面還是

立體。如果我們知道是立體的時候，是我們的意識起分別，這個是平面還是立體

呢？這個是立體的，然後說它是立體的。眼識看不到它的，當我見到杯子的時候，

只是一幅影像。一幅影像，如果我敲一下它，是嗎？聽到甚麼？耳識又起，耳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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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聽到「框框」的聲，「框框」這個聲音，亦是我們耳識裏面的影子，同一樣的

道理。這個「框框」聲音的本質本根就不是「框框」，它根本是甚麼？空氣的波動

來的，哪裏有「框框」呢？是嗎？所以本質是有，但並不是「框框」。本質是有，

而且這個「框框」的聲音，跟我們所見這幅圖畫的杯子有甚麼關係呢？不知道，眼

識和耳識不知道的，是要憑甚麼來(判斷)？要靠意識，將眼識所見到的這個杯子的形

狀，和「框框」這個聲音，這兩件事，都是兩部份的，兩種不同類印象的經驗。即

是那些 impression或者 experience，將兩種經驗或者兩種印象合併，來綜合了它

們。就在我們的知識裏面，將它們來組織成，我們起執著，說它是有一件東西。這

件東西的聲音可以是「框框」聲音，看的話是可以看到藍、看到白，這個完全是意

識將兩方面的印象綜合。如果我們再摸一下它是硬的，我們所摸到它是硬，又是一

個影子，是觸覺的影子。它的實質不是無，影子又是要意識將它收過來。這件東西

摸下去就是硬的，看下去就是藍的、白的，敲一下這個(杯子)是「框框」聲音的一件

東西。其實是不是一件東西，我們就不知道。說它是一件東西，完全是我們的意識

來綜合的而有的。所以「唯識所變」，變的就是這個。

至於它的實質是怎樣呢？這個實質是那件東西的自身，那件東西的自身。我們

知道不到的。德國哲學家康德(認為)，「物之自身」，thing in itself，這個 thing in

itself是不可知的，我們不可知道的。我們只知道甚麼？由那個 thing in itself刺激

到我們，反映入我們的知識裏面，成為一種現象，我們所知道只是現象。唯識宗也

是一樣，瑜伽宗又是一樣。物的自身，又叫做「離言自性」。離言自性即是一種自

性，自性即是自身，是離開言，言即是概念、言說。離開概念、離開我們的觀念，

物的自身，我們不能直接知道，但是我們可以體會到。我們看到的，譬如我們看到

這個杯子，我們說它是杯子，這個杯子是一個語言現象。而且我們說這個東西叫做

杯子，不過是我們的意識把很多方面的印象，將它們來到綜合，即是言、觀念、概

念。言即是觀念、概念。至於這個杯子是怎樣的？我們不能直接知道得到。不能直

接知道，是我們如何推知它是有？但是我們說它是有，這個是實在論。因為如果是

無，我們一味說杯子、杯子，它就會(隨時)出現了。但是它就不會出現了，一定要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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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裏才出現的，即是說它有一個決定性的本質在這裏。那件事物有本質，那個本質

就在一會兒再講了。就這一點來講，它就變了是新實在論。而且還跟康德那些(理論)

很接近的。所以，你們看佛教，有些人說佛教是玄虛的，玄之又玄；瑜伽宗並不會

玄之又玄，非常之實在的。

好了，我就講到這裏，即是說甚麼呢？瑜伽宗跟中觀宗比較，瑜伽宗，我就說

它有實在論的傾向，而且跟現代的人所講的新實在論是最接近的。但中觀宗就有觀

念論的傾向，當然，禪宗的觀念論的傾向更強，不過中觀宗仍然有觀念論的傾向。

好了，瑜伽宗的大概情形就講了。

那麼講到瑜伽宗的創立人，如果一個虔誠的瑜伽派的信徒，他們就會怎樣說？

他們說：「公元前五、六世紀的時候，在印度的西北面，有一個叫做阿踰闍的國

度，印度西北面的一個國度，裏面就有一位修士，這位修士就叫 asa gaṅ ，翻譯做無

著，翻譯的意思叫無著。a就是無，sa gaṅ 是著，無著。他這個人早年在小乘出家，

後期他去其他各派參學。曾經在大乘學派參學，他大概學過一下中觀宗。他就修空

觀，就已經……他修空觀，就修得不是很順利，後來，得到兜率天那位彌勒菩薩的

加被，密宗所謂加持。(彌勒)現身來到指導他，於是他得到方法，修空觀成功就見道

了。即是見了道，見道之後，他就有相當的神通，時時有一些難以解答的問題，他

入定，在定中就上去兜率天請教彌勒菩薩。那麼，彌勒菩薩是一個甚麼樣子的人

呢？彌勒菩薩這個人大概是在釋迦牟尼在世的時候，是有一位和尚、一位比丘，即

是一位出家人叫做彌勒。Maitreya，這個人，Maitreya 即是慈，仁慈的意

思。Maitreya翻譯作慈氏，所以彌勒菩薩，這個彌勒是音譯，Maitreya應該翻譯作

慈氏。他是一個和尚，但他這個和尚對於一般小的戒律，他不太理會的。所以小乘

的人說他不太守戒律。這樣，有一次，釋迦牟尼就對人們講，將來我還未涅槃，這

位彌勒就會先去世。他去世了之後，就生去兜率天，在兜率天裏一直挺，就挺到我

涅槃了之後。我涅槃之後，我所說的法得以流行，一直流行經過正法、像法、末法

之後，最後我所說的法在這世界滅了、無了。之後，這個世界已經改變了面目，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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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新的狀況、一個新世界生起了，那時候的樣子跟現在的樣子不同了。那時候，這

個彌勒就下生就成佛，好似我這樣成佛。當時，他的境界還比我現在更好的，他說

哪些人如果想將來見到彌勒成佛。你可以現世觀想這個彌勒菩薩。觀想他的樣子、

觀想兜率天那種美妙的境致。稱念彌勒菩薩的名號，只是你是一位善人，因為生天

一定要守十善。只要你是一位善人，你死了之後，彌勒菩薩就會加被你、接你，令

你在兜率天出現，令你生兜率天，做兜率天的彌勒座下的民眾了。那個時候，你就

會有很長壽命，待到彌勒下生成佛的時候，你就會跟隨他一齊下來。釋迦牟尼佛就

對大家這樣說法，這本經叫做《觀彌勒上生兜率天經》。那麼，現在你們有位朋

友，何美琪醉心於彌勒，經常勸人念彌勒的。同時，有甚麼事幹，她就問彌勒，好

似覺得有彌勒加被她那樣的。有一本這樣的經，當佛講這番話的時候，有一位很(注

重)講戒律的人，(持)小乘戒律很好，優波離尊者，持戒律很好的一個人問佛：「彌

勒這個出家人，戒律又(守)得不好，經常『拉拉得得』(渾渾噩噩)那樣，為甚麼你講

到將來是他成佛呢？」釋迦佛就解釋給他知道，即是大人物不拘這些小節之類。如

果你們要看的，我今日不是講這個問題，你們就看《觀彌勒上生兜率天經》，如果

你們要，那位何美琪就是我 student，她印了幾百本，不知道叫誰出錢印了很多，

逢人便送。我(跟她)說，不要逢人便送，(假如)剛剛送了人，別人不喜歡就拋掉，你

更「弊」(壞)。你要問一下他歡不歡喜，歡喜就送。如果大家歡喜，一本小小很精美

的，問她拿。我可以叫她拿幾十本出來送來。即是說這個彌勒在當時是一個現實的

人。他在釋迦牟尼還未涅槃就先去世，就說他去世之後，就生在兜率天。兜率天就

分了外院、內院，他住在內院，內院裏面，差不多他是教主兼天王那樣的職位，即

是他是主持，即是甚麼？賴達舊時就學了他那套政教合一，就這樣搞出鬧劇。另

外，有一個外院，外院就是有天的福，但是不是學內院的人那樣修行。這樣，相傳

無著有甚麼問題就去請教他。請教他之後，他覺得世界上有很多事，當時的人執著

空、一切皆空，執著得太厲害了。他就請彌勒每晚夜降於人間講學，請他來講學，

彌勒答應了。就在每夜晚上，就落來講了五部大論。五部大論中，第一部就是《瑜

伽師地論》，一百卷，是瑜伽宗的根本典籍。第二部，中國相傳就叫做《金剛般若

論》，就把《金剛經》解釋成二十七主題來解釋的，即是好似我寫那本《金剛經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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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差不多，我是根據《金剛般若論》。但是，中國傳入就說有(《金剛般若論》)，

西藏傳入就說不是，無《金剛般若論》，就是《現觀莊嚴論》這書。那麼這兩本，

到底是《金剛般若論》，抑或是《現觀莊嚴論》。《金剛般若論》是早期傳說，

《現觀莊嚴論》是晚期傳說。當然早期傳說比較可靠些，因為《現觀莊嚴論》是晚

出的。《金剛般若論》，還有所謂《辯中邊論》。《辯中邊論》、《金剛般若

論》，這一說就說《分別瑜伽論》，這本教人修行瑜伽，不過(現在)中國、世界上無

了這本書，《分別瑜伽論》、《辯中邊論》。各家的相傳有些不同，有些人就傳是

《王法正理論》、《大乘莊嚴論》等五部大論。他(彌勒)只是講而已，無著就將(他

所講的道理)記錄，流行於世上了。這五部大論之中，我們現在起碼有了四部可以看

得到，今人……於是就流傳了，於是瑜伽派就奉彌勒為初祖，第一祖了；無著為第

二祖了。

到無著就把他的學術傳給世親，無著的弟弟叫做世親。這個世親就是第三祖。

一到世親就把整個瑜伽派的學理組織成很周密的系統，所以真真正正把瑜伽行派學

說組織成很周密的體系的功勞，就是世親。這個人，有位歷史家叫做多羅那他，這

個歷史家叫做 T r n thaā ā ā 。他是世界上最權威的那本《印度佛教史》，很多國家都

有譯本的那位 T r n thaā ā ā 著作的。據這個人的說法，他就說佛法在學問方面傳到世

親，就是博大精深。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了，他(T r n tha)ā ā ā 這麼稱讚他(世親)。他

(T r n tha)ā ā ā 就說世親有四大弟子，第一個弟子就叫做安慧。安慧就把世親所講的說

話，一個年紀很小，七歲就出家的，很年老才死，所以他就可以時常跟隨世親，世

親的所有學問，他都能夠承繼得到。據西藏人的講法，他(安慧)是世親的嫡系弟

子。不過，我就對他(安慧)有一些懷疑，似乎安慧不是世親直接的弟子。可能安慧

的老師是世親的弟子，他的老師叫德慧，德慧是世親的弟子。所以現在那本《大中

國百科全書》裏面，講一個瑜伽行派的歷史，它都說安慧是德慧的弟子。不過，我

現在照最權威的說法，世親(第一位弟子)是安慧。世親有另一位弟子，(但)安慧就盡

傳世親所有的學說。第二個叫做陳那。陳那只是傳唯識和因明的。安慧傳不傳唯識

呢？都有傳(唯識)，不過安慧所傳的唯識，現在的西藏人叫無相唯識。即是講，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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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派就講唯識，講唯識而傾向於空那方面，無相，即是傾向於觀念論那方面，唯識

觀念論，所以叫無相唯識。陳那就傾向於實在論方面，西藏人叫做有相唯識。瑜伽

宗最主要的學說只是唯識，世親死了，唯識已經分成兩派了。無相唯識接近觀念

論，有相唯識接近實在論，是嗎？這個陳那除了講唯識之外，他是一位邏輯家，我

們知道印度有一套邏輯，在釋迦佛未出世的時候，已經有一套邏輯的思想。印度六

派哲學之中，有一派叫做正理派。這一派最擅長於邏輯的。正理者即是邏輯的解

釋。這樣陳那，這個正理派就是講邏輯，到了彌勒講這個五部大論的時候，那個時

候，大家辯論的風氣很盛行。於是彌勒就時常都在五部大論中，間中就採正理派的

意見來到講邏輯。不過他不叫它做正理，叫它做因明。萬事萬物都有其理由、有其

原因，所以邏輯者不外說明其主張事物的原因而已，所以叫做因明。那麼彌勒菩薩

講《瑜伽師地論》已經喜歡講因明，已經採外道的因明。到了世親的時候，更加喜

歡講因明，而且他有因明的著作。世親弟子之中，除了傳唯識之外，亦兼傳因明就

是陳那。陳那一出現，世親死了之後，陳那就把佛家傳統所講的邏輯，又把外道的

正理派所講的邏輯來到集合。集合了，就寫了兩大本價值非常之高的，講邏輯的

書，早期就寫了《正理門論》。他已經用到外道的名稱引入了佛家，即是邏輯的入

門，實在很深奧的，不是入門的書，《正理門論》。到了他晚年又寫了一本，晚年

那本更加成熟了，寫了一本叫做《集量論》。集合，量者亦是指邏輯來的，邏輯和

知識，《集量論》，量即是當知識的解釋，簡直是知識論。這兩本書是印度邏輯，

尤其是佛家講邏輯的最重要的書。我們唐朝的玄奘法師去印度留學回來後，就把

《正理門論》翻譯出來，他不止把《正理門論》翻譯出來，他把陳那的學生，那個

人叫做天主(商羯羅主)，人名叫做天主，把天主所著的叫甚麼？《入正理論》翻

譯。入正理，即是正理論的入，即是讀了它之後，即是正理論的 ABC，正理論。於

是，中國由那個時候起，就有系統印度的邏輯傳入。那麼應該影響了我們中國人的

思想，影響我們中國人的頭腦很邏輯才是。為何呢？科學的發展、科學的進步都是

靠邏輯，但是我們中國就不能，真是可惜！我們中國對於邏輯論，春秋戰國的時

候，有所謂名家，公孫龍這些人稍為講一下邏輯，到了漢朝的時候，都還有些人講

邏輯。最不好的是那位漢武帝，他聽董仲舒的說話，就罷黜百家，所有的各派的東

西……做開博士所有……傳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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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唐太宗、唐高宗的時候，玄奘法師在世的時候，勢力很強，弟子幾十人，

每個都是飽學之士。怎知道唐高宗的晚年，就信任了那個武則天。武則天這個人整

天想做女皇，她見到唐太宗極盛的時候，有一位唐三藏玄奘法師。她要做女皇時

候，她又想找一個像玄奘法師在外地取經回來，結果當時她找到一個義淨法師來捧

起。結果義淨跟玄奘相差很遠，結果就做不到甚麼很大的(盛)事，發揮不了很大的影

響力。同時，有一班很壞蛋的和尚捧武則天，就偽造一本假經，就是大雲天女的甚

麼經。(此經)就說釋迦牟尼佛在當時印度遇到一位天女，(天女)就來頂禮釋迦佛，釋

迦佛就授記，預先授記她：你將來會去支那國……支那國即是 China。你會去支那

國做女皇怎樣怎樣，令到天下人民(生活)得很好，怎樣怎樣。這樣很明顯是假的。唐

朝的人……六朝隋唐都是的，造假書很拿手的。(那班和尚)就造假經來捧武則天場，

現在這本經，你們都找得到。那麼當時就是這樣，當時又是這樣。當時的人捧武則

天就造一本《大雲天女請問經》。那些道士就跟和尚鬥法，他們又怎樣？他們又造

多一本假經出來，現在《藏經》裏面有這一本道經，叫做《老子化胡經》。老子是

太上老君，晚年就騎著一隻青牛，經過函谷關一路向西入流沙，流沙即是沙漠，不

知所縱。我們以為不知所縱，原來他就走了去印度，去教化那些胡人。釋迦牟尼就

受了他教化，所以就創立佛教。(這個)意思即是說佛教只是我們道教的一個支派而

已。即是說很多(偽經)。大概唐朝人的偽經最多，《老子化胡經》都是唐朝以前造

的。唐朝人造那本《大雲天女請問經》，固然是偽(經)，但在當時還有很多偽經。現

在有很多人考證(《大雲天女請問經》)是不是偽(經)，我現在只是介紹出來，講給你

們聽聽，我不是主張要說這本經一定是假，免生是非。大概當時，現在一般學者以

為，人人所講的《楞嚴經》就是唐朝的人偽造出來。還有一本《玄覺經》又是偽造

出來的。論呢？大概不是唐朝(開始偽造)，是唐朝之前已經開首偽造。唐朝亦偽造一

本《大乘起信論》，又是偽論。一本叫做《占察經》，佛家教人好像扶乩那樣，(用

來)占察吉凶的。《占察經》又是偽的，還有一本叫做《釋摩訶衍論》是偽的，又說

是龍樹菩薩造的，這本徹頭徹尾又是偽的。很多偽經，那麼為甚麼(有這麼多偽經)？

現在有很多人相信它們，到處都講這些經呢？大概人們對於考證的功夫來得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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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見古人說這本經是「好 」嘢 (好)的，於是就跟隨著相信。本來香港一向無人敢說

《楞嚴經》是偽的，我是無名英雄，我就將我在能仁書院當哲學研究所所長的時

候，我就見到人們那麼重視《楞嚴經》，我就在那本《中國哲學》，大陸有一本雜

誌叫做《中國哲學》。《中國哲學》的第十一期抑或第十幾期，我不記得了，在裏

面有一篇是呂澂造的，那篇叫做甚麼呢？〈楞嚴百偽〉。他提出百多點(指出)《楞嚴

經》是偽造的，有些證據很足夠，有些證據不是很足夠，那麼即是提出百多點，就

叫做〈楞嚴百偽〉。我見到人們……我就最不歡喜《楞嚴經》，如果座上有人很歡

喜《楞嚴經》的，就請你原諒我。《楞嚴經》的思想籠統到極，很籠統。我的看

法，中國人的思想在宋以後渾渾沌沌，那本《楞嚴經》就難辭其責。因為見到這樣

的情形，我就費事口講，就將他(呂澂)那篇文章影印幾十份，每個學生都給予一份。

其中的大概，有很多人都未見過，很多滿口講《楞嚴經》的都未見過這些。因為有

些學生就見到他們師父多講《楞嚴經》的。香港以前有一個人叫做楞嚴王，叫做海

仁法師。海仁法師拿著本《楞嚴經》就講，人們都說他說法說得很好。我聽過，但

不知道他講甚麼。我不懂，我程度不夠，聽不來。這麼，他有很多徒弟，很多有權

威(的人是)他徒弟。這麼，我見到這麼權威，我就隨便找一些學生。其中有些學生就

是皈依(楞嚴王)，是楞嚴王的徒孫來的，他們就拿來給他們師父看，他們師父就七竅

生煙。這些文章是洪水猛獸。因為為何？大概在香港初期，在佛教裏面，有兩個(人)

就是洪水猛獸，一個是金剛乘的劉銳之，居士傳法，(被)當為洪水猛獸。一個就是羅

時憲，我說這本是偽的，那本經是偽，這個說法是不可以的。這些說話不能錄影，

如果你想聽真說話……

瑜伽宗的學說，一到武則天當政的時候，她就最崇拜兩個和尚，兩個法師。一

個就是禪宗的神秀法師，即是甚麼？「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台」當時武則天當政

的時候，神秀已經超過一百歲，她使人請神秀進入她的宮殿裏說法。坐轎而上殿講

禪宗的道理，武則天很信仰佛(教)。她又相信一個和尚，這個和尚就是華嚴宗集大成

的人，這個就是賢首法師。這位賢首叫做法藏，武則天就尊他，把他叫做賢首。她

在學理上最信仰賢首法師。剛剛賢首法師就「行運」(好運)，武則天請他去宮殿裏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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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剛好遇上地震，於是那些人們傳說，賢首法師很厲害，有道德了！他說法時

候，大地震動，這些當然是剛好遇上地震而已。這樣，賢首法師的思想都是中國化

的，武則天一當政以後，那些華嚴宗得勢了。瑜伽宗的人一樣是可以講學，問題是

有，各有各講學。直至到唐明皇，唐玄宗，唐明皇的時候，因為寵愛楊貴妃搞出天

下大亂。安祿山造反於前，於是史思明造反於後，以後就藩鎮之亂，你打我，我打

你。整個中國就陷入去軍閥割據的時代，再沒多久，稍為平定一些，那時候就遇著

一位唐武宗統治，(他)就相信那位宰相李德裕的話。李德裕就最信仰道教的，最憎惡

佛教。他(唐武宗)就聽李德裕的說話，就下令毀滅佛教。所有佛像，那些銅佛像都要

來銷毀，用來鑄錢。佛經，寺院內的通通不要，銷毀。所有和尚要改宗，改為信仰

道教。這樣，於是就叫做甚麼？唐武宗毀佛，一次了。沒多久，唐朝滅亡。五代出

現了，梁唐晉漢周，不斷互相攻打，十年之間，幾次大戰。這樣各地的佛經，那些

大德所著的章疏、注疏燒毀無餘。唐瑜伽宗那些著述全部蕩然無存，全無了。一直

到宋朝，一到宋朝的時候，經過這麼久的戰亂，宋朝便安定了。各宗都恢復，但是

有兩宗無法恢復，一個就是三論宗，即是中觀宗傳來中國的，無法恢復，因為那些

主要的著述燒毀了。第二就是瑜伽派，無了。那麼其他各派，天台宗、華嚴宗、禪

宗，尤其是禪宗興起。整個佛教就是禪宗的天下，這樣禪宗好的就很空明，很好

的，但是遇著狂禪指天篤地那些，亦很得人怕的。你看現在香港有很多，佛經都讀

不來的，他們就說：我們禪宗的，不立文字。最容易騙人，不用文字。六祖都不識

字的，他們說：如果你們學這些經教，那些名相最無用的。你們都認識的，你們都

有人認識一個人，有人都聽過我演講，四圍宣傳說他見了性，他說：不用學，我都

聽過羅先生講經，不知幾多名相，我們不用的，那我就可以見道了。我已經見道

了。有這樣的人，我奉勸大家，在香港裏面，如果有人說自己見了道，你一定不要

相信。有人說自己未卜先知，說你的未來都能夠清楚知道，你就不要相信。很多這

樣的人。這樣，直至到清代末年，然後在日本拿回那些章疏回來。然後到民國以

後，瑜伽宗才恢復，中觀宗又在西藏傳過來，又有復興之勢。

講到這裏，講回陳那。陳那的唯識和因明，他的唯識和因明就傳了給護法，護

法大概是瑜伽宗後期，一位博大精深的學者。護法就傳給一個老人家叫做戒賢。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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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就是唐三藏的師傅。唐三藏去到印度見他的時候，他已經一百多歲了。戒賢就把

這套瑜伽，陳那那套系統的瑜伽傳給玄奘。玄奘一方面就傳陳那護法的唯識，另一

方面他又傳安慧的唯識。玄奘，(傳)另外一支，安慧有一個徒弟，叫做勝軍論師，是

居士來的，勝軍居士。勝軍居士又是玄奘法師的老師，玄奘法師有很多老師，所以

玄奘法師一方面傳安慧的學問，一方面又傳護法的學問。(玄奘法師)返到來中國，一

方面他把彌勒的五部大論中的三部翻譯出來。同時，他將陳那的老師世親晚年思

想，用很簡單的韻文寫出來，叫做《唯識三十頌》。世親晚年寫了一部《唯識三十

頌》。《唯識三十頌》，四句一首頌，三十首頌，就把整個瑜伽宗的精要，唯識的

思想就很有體系說出來。世親死了之後，很多人將《唯識三十頌》來解釋，直至玄

奘去印度留學的時候，就將那些印度流行的解釋《唯識三十頌》的書，搜羅了十種

回來，搜羅了拿回來中國，準備逐種逐種來翻譯的。不過，在當時有一位法師(叫)窺

基法師。這個就是我們世代相傳，唐朝有一位叫做尉遲恭，是尉遲恭的侄子。這個

法師不是純中國的種族，凡姓尉遲的都不是中國種族的。尉遲(這個姓氏)就是匈奴人

和中國人混種的。這位窺基法師就跟玄奘法師出家，是最聰明的一個。如果他不出

家，他會世襲父親的公爵，他父親是開國公，他就會繼承公爵身份。中國人以公爵

身份出家，唯一就是他。他出家之後，因為他很聰明。玄奘法師翻譯那十家的注

釋。《唯識三十頌》的注釋，那十家的注釋，就找四個人做助手。四個人都懂得梵

文的，四個人來翻譯。怎知道窺基法師就勸玄奘法師：我勸你不要逐個逐個翻譯，

我勸你將那十大家捨短取長，綜合成為一部。以你的眼光來到選擇，將來來到合編

成一部書。這樣，後人就可以遵循。如果你將十家各別來翻譯，只可以讓人參考，

後人就無所適從，到底哪一家才對？當時，他(窺基法師)這樣提出，玄奘法師就不敢

答應這件事，茲事體大，不敢做。窺基這個人很豁達，既然你(玄奘法師)不造，那我

辭職了，就由那三位師兄造。他們三個人都造，不用我來，無謂阻礙。玄奘法師就

幾乎想選擇他做繼承人。但是他居然這樣，就無辦法，好了，就照你說話做，將它

(《唯識三十頌》注釋)來編譯成一部。(窺基法師：)那我第二個要求，那你就請那三

位師兄離開。我跟你(玄奘法師)兩個人來造。他(窺基法師)就在這處那麼多議議論論

(哪裏)不妥的，即是他看過(《唯識三十頌》那十家注釋)，他認為破碎肢離，我跟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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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不是的話，就讓給他們三個。一是我跟你，一對一。玄奘就想：好吧！結

果，借其他題目給他們(三個徒弟)，派了那三位徒弟做其他事。單獨就跟他(窺基法

師)做翻譯。他們就將十種注釋，將世親《唯識三十頌》的十種注釋就糅成一部，總

共十卷。本來沒有這種注釋，各別十卷，他將它們糅成一部總共十卷。即是現在世

界其他國家無，中國獨有的，這本就是《成唯識論》。《成唯識論》一出，照我的

看法，集唯識宗的精華，不在印度人，而是我們中國人。是我們中國的玄奘、窺基

兩師徒(造)，印度之所無。為何印度無呢？印度的民族性跟中國的民族性有一些不

同。中國的民族性很喜歡綜合，各家不同，總之就搞到它們舒舒服服，集在一起互

不矛盾，中國人最擅長這種事的。但印度人就很偏激的，你是空，我是有，我就駁

你。現在我們瑜伽宗，就有兩部大書，一本就是最基本的《瑜伽師地論》一百卷，

這本書就猶如建大廈的那個地基，打了樁、打地基。而《成唯識論》就是把它建到

屋頂。所以這兩本書不可不讀。而這套的傳承就是這樣了。直至到尾了，一個人是

不是有呢？就成了問題。現在有很多不同的講法，大概其中最可靠，比較可靠的一

種，所謂彌勒者不一定是兜率天那個人，可能……而且經過很多人的考據，當時印

度的北方，就確是有一位學者叫做彌勒，彌勒論師。彌勒論師這個人就是瑜伽派的

先驅，而無著可能是彌勒論師的弟子。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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