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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解佛經」與「開設講壇」 

──古文今譯非易 
高明道 

以漢文創造的修多羅──亦即古德

所謂的「偽經」或「疑經」──往往伴

隨有奇異的傳說，用意明顯在交代這些

典籍何以忽然出現。
1
天臺的重要文獻

《無量義經》
2
也不例外，相關故事則見

於南齊荊州隱士劉虬的《〈無量義經〉

序》。這篇序原收錄於梁僧祐所編《出

三藏記集》，裡面有兩句話說：「其《無

量義經》，雖《法華》首戴其目，而中

夏未覩其說。每臨講肆，未嘗不廢談而

歎，想見斯文。」
3
現任武漢大學哲學學

院教授、武漢大學宗教學研究所副所長

兼中國社會科學院佛教研究中心特邀研

究員的呂有祥選譯《出三藏記集》時，

將此處翻成：「《無量義經》這部佛經

的名稱，雖說在《妙法蓮華經》首卷中

曾經看到，但在中國並沒有見到其經文

內容，每當講解佛經時，未嘗不中斷講

說而嘆息，希望能看到此經經文。」
4
這

是有問題的，而待商榷之處非僅止於呂

氏在原文「每」前用合理的句點
5
，譯文

裡卻改成違背邏輯的逗點，也不單是呂

氏針對版本的問題在《題解》上聲稱：

「本譯注採用《大正藏》本，並根據《大

正藏》的『校記』，參照日本學者中嶋

隆藏的《出三藏記集序卷索引》加以校

勘。校勘的文字放在（）內……」
6
但實

際上將《大正藏》的「戴」字改為「載」

字，而未加括弧。
7
 

這些當然是瑕疵，不過更嚴重的問

題在於譯者的解讀本身，包括明文的誤

讀跟語境的忽視。前者乃呂氏將「首」

視為「首卷」。從句子結構來看，這樣

的詮釋不甚圓滿，因為「雖《法華》首

戴其目」、「而中夏未覩其說」呈現嚴

謹的對仗，都是「虛詞 + 專有名詞 + 副

詞 + 動詞 + 代名詞 + 名詞」的組合，

換句話說，「首戴」指「一開始就提」
8
。

至於不注意上下文的問題，先撇開「每

當講解佛經時，未嘗不中斷講說而嘆

息，希望能看到此經經文」裡有沒有翻

譯不妥的語詞，單就文字的描述來論，

可發現最起碼有兩個地方講得過於模

糊。第一個是：「每當講解佛經……」

意味著不管在講哪一部佛經，都會如

此。這顯然有語病。循前句可知，一定

是指講《法華經》，因為《法華經》才

提到《無量義經》。第二個問題在於「講

解」、「中斷」、「嘆息」、「希望」

的主體不明。這點或許可以從語言的習

慣突破。參宋沙門祖琇撰《僧寶正續傳》

第七卷《代古塔主與洪覺範書》：「噫！

予每讀至此，未甞不廢卷而痛惜也！」
9

元朝無外惟大《重刻〈禪源詮》序》：

「予每見南方此弊尤甚，安得人有是

書，一洗舊習，咸與惟新？興念至此，

未嘗不廢食而歎也！」
10
二處「未嘗不

廢」，主體都是「予」。如果把這個結

論套到呂氏的翻譯上，就等於《〈無量

義經〉序》的作者荊州隱士劉虬每次在

那邊講解佛經時，到某處就感慨得講不

下去。 

不過，上兩個例子的年代比南齊晚

得多，未必能引以為證，更何況古人的

理解也並非如此。先看看唐沙門道暹述

《〈法華經文句〉輔正記》上的一則解

說：「『每臨講肆』者，《名僧傳》云：

『基公欽竺道生講善於《法華》。雖有

二判，無以取決。』」
11
其中「基公欽竺

道生」，語義不明。《名僧傳》如今不

傳，不過道暹此資料大概並非直接參閱

《名僧傳》，而是繼承吉藏《〈法華〉

義疏》所謂：「《名僧傳》云：『基公

聽竺道生講善於《法華》。雖有二判，

無以取決。』」
12
問題是：現傳本《〈法

華〉義疏》這裡也應有錯誤，因為「基

公」指窺基。窺基（632~682）是唐朝人，

怎麼可能聽晉宋間竺道生（384~414）講

《法華經》？可見《〈法華〉義疏》的

「聽」跟《〈法華經文句〉輔正記》的

「欽」一樣有問題。依筆者拙見，這個

字原來應該是「歎」
13
，整句則說窺基讚

歎竺道生極善於宣講《法華》。總而言

之，古代注釋家看到「每臨講肆」，聯

想到的是以通達義理聞名的僧侶而已，

並沒有人主張講經說法者為劉虬。 

再進一步分析：呂氏將「講肆」看

成「講解佛經」，也就是一個對象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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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經」）的動詞（「講解」），便

將「臨」當作「當」解。大部頭漢語詞

書上，「講肆」列有兩個義項：一即名

詞──「講舍；講堂」──，一為動詞

──「講論肄習」。
14
定義動詞的模式是

典型的 ab > ax by，衍生出來的概念就

變成「講談論議」
15
兼「學習」。這樣的

理解不但跟呂氏大不相同，與詞典本身

的書證也不相應：《晉書·范汪傳》「汪

屏居吳郡，從容講肆，不言枉直」和「學

習」了無關係。詞典的界說顯然不圓滿。

遍查中土釋氏典籍，可以發現古人有「臨

講」一起用的例子，看來表達動作，如

宋沙門志磐撰《佛祖統紀》第十二卷《諸

師列傳．四明法智法師法嗣．廣慈慧才

法師傳》中說，慧才「年十三，進受具

戒。往學於四明，性識昏鈍，常持大悲

呪，願學通祖道。忽於夢中見梵僧長數

丈，脫袈裟，與披之，呼曰：『慧才！

盡生記吾！』翌日臨講，豁然開悟。前

後所聞，一時洞曉。」
16
這個感人的故事

裡的「翌日臨講」大概可以譯作「第二

天，正當他師父說法的時候」。同書第

十五卷《車溪卿法師法嗣．牧菴有朋法

師傳》「每臨講，不預觀文」
17
，大約指

「有朋每次要講經說法時，都不事先把

經論的本子拿出來看看」。第十八卷《月

堂詢法師法嗣．悅菴淨惠法師傳》「每

臨講，見疏記援引儒典，則止而不讀，

謂其徒曰：『此外書也，宜自觀之！』」
18
可以當「他每次講經時，注釋裡碰到作

者引用儒家典籍時，就不會把這些文句

念出來，反而跟他徒弟說……」解。各

例「講」字近於「講書」、「講經」的

「講」義，指講解典籍文字、思想方面

的知識，以便傳授相關學問或學說。 

以上所列沒有「肆」字的出處，都

是隋唐以後的典故，未必適合解釋劉虬

的《〈無量義經〉序》。所幸，陳朝沙

門慧達的《〈肇論〉序》裡有句「達留

連講肆，二十餘年，頗逢重席，末覩斯

論」
19
，古人為之作注。參唐釋元康撰《〈肇

論〉疏》：「『達留連講肆，二十餘年』

下，第六、宣明序意也。『留連』謂『不

離』也；『講肆』謂『講席』也。《說

文》云：『講，習也。』《左傳》云：

『講，謀也。』《周禮》云：『司市常

以陳肆辨物。』此謂陳設物產為肆耳。

令
20
謂講說之處。陳設几席，事如肆也。

自講已來二十年也，亦可聽講以來二十

年也。『頗逢重席，末觀斯論』者，頗

亦曾逢重席，末後方見此論耳。『重席』

者，漢帝令諸儒講論，勝者奪劣者席。

戴憑獨坐五十重席，時人曰：『說經不

窮，戴侍中也！』」
21
這段注釋講得很詳

細，連「講肆」」為什麼叫做「肆」的

來歷都分析出來，而且也察覺到有句子

可以用兩個不同的角度來理解──「自

講」與「聽講」。另外還有一部宋曉月

寫的《夾科〈肇論序〉注》，用不同的

立場來闡述：「梁普通年前，達麼未到

此土，只有名相講席，故云『留連講肆』

也。『頗逢重席』者，『頗』訓『多』

也。序主多遇奪席明師。『重席』者，

後漢帝每朝正日，令戴憑侍中與諸儒論

經，勝者奪席而坐。憑勝其日，奪五十

餘重。時人語曰：『論經不窮，戴侍中！』

『末覩斯論！』者，序主謂前二十餘年

雖多逢明師，末後披此四論，句句深達

佛理，與前名師不同。」
22
 

上引二注，都把「講肆」當名詞，

指傳授學問的地方。很顯然，這也是一

般中國佛教典籍的用法。舉例來說，梁

《簡文帝法寶聯璧序》中「遠命學徒，

親登講肆；詞為憲章，言成楷式」
23
，每

句後二字都是名詞；梁釋慧命《詳玄賦》

中「藉五部之流輝，蒙四依之睠錄；陟

講肆以開愚，託禪林而遣欲」
24
，每句第

二、三兩字一律構成名詞詞組；唐法藏

集《〈華嚴經〉傳記》第五卷《書寫．

釋德圓傳》中「周遊講肆，妙該宗極，

欽惟奧典，希展慇誠」
25
及宋道通述《華

嚴法相槃節》中「夙附真乘，窮居講肆」
26
，每句三、四兩字，皆為名詞詞組；唐

沙門彥琮撰《唐護法沙門法琳別傳》之

「備踐法筵，周遊講肆」
27
與五代錢儼撰

《建傳教院碑銘》之「由是國王大臣延

首丹丘之講肆，城邑聚落傾心金地之道

場，則智者之化人，其利博哉」
28
，「法

筵」、「講肆」、「道場」，無一不是

名詞。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出三藏記集》

第八卷收錄的僧叡法師《〈毘摩羅詰堤

經義疏〉序》有句話說：「自慧風東扇，

法言流詠已來，雖曰講肆，格義迂而乖

本，六家偏而不即。」
29
呂有祥把它翻作：

「自從智慧之風吹到東方，真理之言流

布傳誦以來，雖然開設講壇，但生硬的

比附和解釋背離了本質，六家的解釋都

偏頗而不合原意。」
30
用對象限定（「講

壇」）的動詞（「開設」）來迻譯「講

肆」，譯法跟前例一致，且同樣忽略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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仗的句型。呂氏假平行並列的動詞「流

布傳誦」來表達「流詠」，但實際上「慧

風東扇」與「法言流詠」都是「名詞 + 副

詞 + 動詞」結構，也就是「流」描述「詠」

的過程是分歧的。至於「雖曰」的「曰」，

呂氏則置之不理。當然，此句有其困難

度，從古人的處理已可看出，因為尚傳

古籍引文，都曾改動──即《〈十二門

論序〉疏》：「叡師《〈淨名經〉序》

云：『自慧風東扇，講肆流詠已來，格

義迂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與吉

藏製《〈中觀論〉疏》：「睿師云：『自

羅什未度之前，講肆流詠已來，格義迂

而乖本，六家偏而不即。」
31
──，用「講

肆」來取代「法言」，當作「流詠」的

主體。這應該反應唐人的語感。唐《法

琬法師碑文》「時臨講肆，亟陟香筵」
32

句也是非常有力的佐證，不但說明「講

肆」跟「香筵」相呼應，是名詞，且更

顯示「臨」並非副詞「當」，而是和「陟」

對仗。因此，「每臨講肆」也許可以理

解為「像竺道生他們，每次到一個公開

闡釋佛典的場所講《法華經》時」，而

「雖曰講肆」則大概意謂「法義表述如

此分歧，雖然說是專門教授佛經、應該

頗具權威的講堂裡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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