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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律法師佛學講座 - 楞嚴經(33) 

第三十三講 : 大佛頂首楞嚴經講義研究 (12) 

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 

  

《楞嚴經義貫》75 頁，中間，「經」「唐中天竺沙門般剌密諦譯] ，我們在

《楞嚴經講義》已經講過了，看來有點重複，但其實不然，因為這一本《義貫》

收集的資料相當豐富，用白話文來詮釋這一段《楞嚴經》傳譯的過程，更為精

彩跟豐富，它的內容收集得相當好，值得我們一窺究竟。註釋，「唐」：中國

的唐朝，其時約在唐中宗神龍年間（西元七○五－七○六）。唐朝其實是我們

佛教大興盛的時候，許多的祖師大德，也出自於唐朝。由於唐朝的皇帝都相當

的信佛，尤其武則天鼎力的支持佛教，使佛教在中國成為鼎盛時期，譯經，翻

譯的經本也多，後代的人就一直很有福報。 

 

底下說「中天竺」：這個「天竺」是古印度，分為東、西、南、北、中五區，

共有七十餘小國。諸位！其實，各個地區差不多都是這樣子，印度現在變成一

個統一；以前其實都是一小小一小小的一個國家。為什麼呢？因為都是用大

象、馬匹，或者是駱駝，在作為一種戰爭的工具，所以，它所有的範圍都很有

限，很有限。譬如說：迦毘羅衛國，其實，國家都很小，很小。像北印度有分

成十六個小國，迦毘羅衛國是其中的一個。因此，我們稍微有一點點觀念，現

在的武力強大；譬如說：以中國來講，以前戰國時代，我們分成了多少的小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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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秦始皇才統一中國。因此，以前的國家都是不大；但偶爾會擴得很大很大，

但是，時間都不是很長。譬如像成吉思汗；或者是凱撒大帝，有時候，會把國

土、版圖搞得很大，但是，慢慢慢慢又分裂、分化了。因此，一個大國要統一，

其實不容易的，非常困難的！這個印度當時候，就分了七十多個小國，最主要

是受限於交通工具、武器，武器。因此二千五百多年的佛陀那個時代，也是戰

爭不斷，也是戰爭不斷，生長在這個娑婆世界，就是要這種心理準備，沒有碰

到戰爭，太平盛世，算是我們的福報，又得人身，給了我們一次解脫的機會，

大家都要珍惜。 

  

「沙門」：義為勤息，勤息，也就是勤修戒定慧三學、以息滅貪瞋癡。所以，

戒為無上菩提本，應當一心持淨戒，戒是八宗共修，沒有一個宗派，說不持戒

律可以成佛的。定呢？有外道的定、有佛道的定，外道定，譬如說四禪八定；

佛道的定，像楞嚴大定，或者小乘的九次第定。那麼，慧唯有佛陀，佛陀是正

慧，外道是邪慧，不能了生死，也唯有佛陀的正慧，才能夠究竟菩提。所以，

這個學佛，一初發心就要對，不能弄錯方向。所以，我們常常接到電話，說：

哎呀！師父啊！我冤枉了走了十五年、二十年！這個難免的，因為沒有碰到大

善知識，當然路就走歪了，就會浪費很多的時間在相上打轉，後來才發現：喔！

萬法唯心現量，原來是心的問題。 

 

底下說：以息滅貪瞋癡三毒，諸位！這個息滅貪瞋癡，它很重要的，諸位要有

一個很正確的觀念，譬如說：我右手邊這個，念南無阿彌陀佛‥‥‥念南無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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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陀佛；可是，因為他心法沒有聽到，一直念阿彌陀佛‥‥‥他是真的很想用

功，也很想去極樂世界，也很想念佛，可是，一念佛，妄想意識，那個頑固的

意識，或者是欲望，它就一直來了，克服不了！左邊這個不念佛，可是，內心

裡面無貪、無瞋、無癡，這二個誰比較有修行？冷靜一下！這個拼了老命念佛；

這個內心徹底放下，無貪、無瞋、無癡，二個人誰比較能夠了生死？當然是這

個無貪、無瞋、無癡的。是不是？我不是說念佛不好，不是這個意思，念佛的

重點，也是在去貪、去瞋、去癡，我們要了解，這一句佛號，是方便，也是究

竟，為啥是叫做方便也是究竟呢？ 

 

眾生，你讓他學很多的法門，他搞不來，所以，「阿彌陀佛」這一句佛號，就

是一個餌，讓你專注；可是，不是這樣子就停止了呢！一定要都攝六根，淨念

相繼，入三摩地，要很清楚佛在講什麼！意思就是：這一句佛號雖然是方便；

可是，它也是要把你引入三摩地的功夫，不是寫得很清楚嗎？都攝六根，淨念

相繼，怎麼樣？入三摩地啊，這不是寫得很清楚了嗎？太多人誤會了，認為說：

這一句佛號就念了，就念，也沒有開般若智慧，然後，也不知道方法，就認為：

我這樣叫做修行！不錯，這樣叫做結緣修行，也不算說壞事；但是，沒辦法成

就。所以，一個人一定要用大般若智慧念佛，念佛，於一切境界作得了主，能

於一切境界不再貪染，能破我執。因此，我們要了解、理解一個聖者的心態，

他是二六時中，心靜如水，他處理任何的事情，都不用個性、習氣，他都是用

慈悲，用般若智慧在處理。因此我們要了解說，佛這一句，佛叫我們要念南無

阿彌陀佛，第一個是方便；第二個重點，重點在：都攝六根，淨念相繼，入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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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地，就是要有正念，這一句就是貪瞋癡打不進去，答案還是一樣：要你無貪、

無瞋、無癡，全部集中火力，在這一句南無阿彌陀佛，所以，這一句南無阿彌

陀佛，它就是究竟！因此，這一句南無阿彌陀佛，是一個橋樑、是一個餌，還

是要讓你進入無貪、無瞋、無癡的境界。為什麼？要息滅它，才叫做修行。 

 

所以，我們一般人誤會經典，認為念念佛叫做修行，不是的！這個叫做結緣；

是徹底除掉內心裡面的貪、瞋、癡，從那清淨心出來的那一句佛號，叫做修行，

這樣叫做真的修行人。所以，不能說：我念這一句南無阿彌陀佛，可以存在這

些貪瞋癡，不可以的！因此，我們常常錯會了經典，用自己的意思來解答、來

解讀。 

 

翻過來，７６頁，「般剌密諦」：這是譯主的梵名，中文義為「極量」或者是

「極恭」，又，這個《大佛頂首楞嚴經》原來是藏在龍宮；這個龍宮，師父已

經解釋過了，不是海底下的龍宮，這是皇宮裡面的圖書館，典藏地方，派了守

衛，這是國家的寶典，不准帶出來的。龍勝菩薩（也就是龍樹菩薩之異名）。

這個龍樹菩薩也是被外道害死的，很有名的法師，但是，下場不是很好，因為

大家都嫉妒他的才幹。像近代也有一個，研究唯識的，但是，我們不能講，死

的時候，也是四十幾還是五十幾歲而已，研究唯識的，也是精通三藏的，但是，

後來也是中毒而死，中毒，聽說也是被人害死的。這個出名就是有點麻煩，他

知道你為佛教盡心盡力，但是，嫉妒他的，到底是佛道或者是外道，就不知道。

這個事情發生的時候，佛教界都很感傷，因為身體驗出來有毒，就喝個茶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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喔，死了！龍樹菩薩被外道害死；目犍連菩薩被外道打死，砸得稀巴爛！對不

對？近代這個研究唯識，我們不講他的名字，也是！ 

 

所以，這個有一點麻煩，出名，這個危險性就愈高，因此這個對佛教貢獻很大

的，或者轉大法輪的法師，變成他旁邊的侍者就要很注意了，要非常的注意，

因為你不知道人家懷的是什麼心，沒有是最好啦！是不是？這個就很難講，等

到要發現了，統統來不及了，來不及了！底下，說：龍勝菩薩到龍宮說法，見

龍藏中有此經，拜閱之下，嘆為稀有，這個拜閱之下就表示在陸地，絕對不是

在水中，所以，「龍宮」的確是個名詞。嘆為稀有，便將全經默誦下來，以利

益閻浮提眾生；出龍宮後，便將此經誦出，記錄下來，呈給王家，王家也把它

視為稀有之法寶，珍藏在國庫中，並且禁止傳到外國。 

 

雖然此經尚未傳到中土，但其威名早已為大家所知：曾有一位梵僧，梵僧就是

印度的出家人。見智者大師所立的三觀，就是三止三觀。那麼，三止三觀，這

個天台宗思想，我們講過了，空、假、中。而告訴智者大師說與他們國家的《楞

嚴經》之意旨相符合；於是智者大師便設了一個拜經台，西向拜經，但拜了十

八年，終未得見《楞嚴經》（到現在，天臺山的拜經台還在）。話說本經譯主

般剌密諦，依於願力，要利益中土之人，第一次身上藏著《楞嚴經》東來的時

候，被守邊界的官吏查獲，而不許他出境，這反而更激發了他宏法之願，更加

堅定，並且更加精進。他並想到了一個方法，可以將此經攜帶出境而不被發覺：

他用極細的白絹書寫此經；極細的白絹就是〔叠毛〕。然後剖開自己的肩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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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我們上肢，靠近這個肩膀的上肢，就是我們所講的手臂，手臂。將經文

縫藏在其中，你看看，那要流血、要很痛！是不是？ 

 

哪像現在啊？一片光盤，裡面的文字就具足，現在的網路無遠弗屆，現在的電

腦；反而現在人的修行，差以前的人太多！以前人法寶得來不易，所以，很珍

惜，拼了命的用功修行！現在的人得到法寶容易，反而忽略了它，吃不了苦！

你看，把這個手臂用刀子劃開來，把這個《楞嚴經》藏在裡面，然後縫起來。

等這個瘡口，就是傷口，平復之後，再申請出國，海關搜查無疑，才得航海東

來。大師在唐中宗神龍元年（西元七○五年）到達廣州，那時正好首相房融被

貶在廣州，房融便請大師，就是般剌密諦，住在制止寺，於是剖膊出經，把這

個手臂上再開一刀，再拿出來，全部都是血！譯成漢音，譯事完畢，便速回本

國。以前的印刷沒這麼發達，現在沒辦法阻擋了，太難阻擋了，除非你不拿出

來；拿出來，現在的網路、電腦，刻錄，一下子就ＯＫ了！但是，一千多年前

的事，這個就很偉大！他譯事完畢，便速回本國，以解除邊吏所受之難，因為

偷偷被帶出去，他要負責任。由於譯主藏經出國，國王因此罪責守邊之官吏查

緝不嚴，因此大師譯經完成之後，便速即回國，願以自身承當所有罪責。這種

精神讓人感動不已！ 

 

所以，我看到這些祖師大德，我也是把他當作是自己的模範來效法，效法玄奘

大師；效法般剌密諦這種為法忘軀。所以，有時候講經說法很辛苦、累的時候，

我都這樣勉勵：古大德都是用身命的，我們還不須要這樣子呢！所以，有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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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累了，就自己勉勵一下。因此，師父從小也是很有骨氣跟志氣的，說要完成

一件事情，絕不中途而廢，那麼，現在因緣具足，當然，我們就要去完成它。

說：大師如此冒險艱苦，乃至不惜身命榮辱，正是所謂重法輕身，所成功德，

不可思議；要是他今天重身輕法，誰要把這個手臂用刀子劃開來呢？要藏在裡

邊兒？這個舉動不得了！利益了中國後代的千秋萬世的子孫，都知道有這一本

《楞嚴經》。我國的眾生，均霑其法施之益。所以，說到佛教，台灣佛弟子就

一定要好好的感謝中國大陸的法師，和印度的法師，台灣佛教都是中國大陸傳

過來的；中國大陸是由印度傳過來的，因此，我們飲水要思源，飲水要思源。 

 

「譯」：般剌密諦法師所譯的，不是將原文譯成漢文，而是將梵音的經文，用

漢字拼出來，也就是所謂的「音譯」，例如「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如果不翻

譯，我們根本就看不懂。這個「摩訶般若波羅蜜多」一語，就是梵文的漢字之

「音譯」，如果是「義譯」，把這個義理翻譯出來，則為「大智度」，或者是

「大智慧到彼岸」。為什麼講「彼岸」呢？煩惱的眾生，姑且說是生死此岸；

沒有煩惱的清涼地，不生不滅的如來藏性，方便說是彼岸；但是，究竟義，不

論事相，論理上來講，沒有此岸跟彼岸。為什麼？生死涅槃等同空華，哪有此

岸跟彼岸？是因為不明了事理，迷了、卡了無明煩惱，才有此岸跟彼岸之分。

所以，我們要了解，什麼是方便語？什麼是究竟話？說：「摩訶般若波羅蜜多」，

叫做大智慧到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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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楞嚴經》雖經般剌密諦大師翻成漢字，但因只是譯其音，所以中土之

人沒學過梵文的，還是看不懂，所以須要再加以「義譯」。梵文，大家都沒學

過嘛，這裡有沒有人學過梵文的？看得懂嗎？大家都沒學，沒辦法！所以，不

翻譯，我們真的是沒辦法！所以，我們以無比的感念、感恩的心，崇拜、頂禮

這一些受盡苦難的祖師大德，為法、為眾生犧牲了身命，來完成傳法的工作，

師父也願意效法他們。經烏萇國沙門彌伽釋迦譯語註釋「烏萇國」：在北天竺，

也就是阿育王的園苑所在，玄奘的傳記裡面稱之為烏仗那。 

 

７８頁，「彌伽釋迦」：翻譯為能降伏。能降伏。我們能不能降伏自己呢？降

伏自我，是修行人一輩子的功課，這個就是六祖講的：若真修行人，不見他人

過；若見他人過，自非卻是左。意思就是：別人不對，是別人的因果，我們批

評、毀謗他，變成我們的因果，愚笨的人、愚癡的人，把別人的缺點變成自己

的因果，是太不值得了！那麼，你說：那對方的缺點都不說，行嗎？那要看情

形，譬如說：我們這個僧團，是不是？你出一個比丘會鬧眾的、會不守規矩的，

那麼，做師父的人，能夠靜靜的說：不去看他的缺點嗎？我們這裡是團體啊，

你個人的缺點不影響到僧團，還算其次；但是，如果說：你的缺點嚴重的影響

到團體，這個不行！所以，這個還是有時空性的，要看情形的。 

 

譬如說：同一個公司，或者是同事，彼此間都有個性，他也不是很壞，但是，

那個個性，你就拿他沒轍，那就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了，反正就是同事了，

你拿他也沒辦法！學佛的人，個性都很難調伏，何況說外面的世間人？你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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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團體裡面，你會發現，那個頭腦像水泥這樣子，改變不了的！也不用講別人，

講講自己也差不多這樣子，差不多這樣子！所以說：易容易，易心難，要改變

這個面貌很簡單，是不是？去割個雙眼皮；去填個鼻子；打幾針玻尿酸，明天

看起來就挺漂亮的！可是，內心裡面的習氣要改變，這個就難了！這個就不是

說你做個小針美容，去拍一拍化妝水就ＯＫ的，你怎麼拍還是一樣的，那內心

裡面的無明、煩惱、習氣，可是要真功夫才有辦法！你要有心理準備，現在情

緒都控制不住，還是色身是健康的時候呢！臨命終，你哪裡有辦法呢？現在都

被無明、煩惱、習氣牽著走，再加上臨命終病苦，保證你作不了主的！諸位！

往生是現在的事，現在就要好好的訓練這一顆心，把它訓練能降伏貪、瞋、癡，

變成無貪、無瞋、無癡的清淨心，用這個清淨心來念佛。 

 

「譯語」：也就是將梵音翻譯成中文。經羅浮山南樓寺沙門懷迪證譯註釋「羅

浮山」：在廣東省廣州東方博羅縣西北之羅浮山脈中，長二八○餘公里，高峰

四百餘座，為嶺南的名勝，寺院道觀頗多；其中之寶積寺、龍華寺、資福寺、

東林寺、南樓寺等五寺，已經在明朝洪武二十五年（一三九二年）併入延慶寺

（見明代陳璉撰《羅浮志》）這是講羅浮山。「懷迪」：唐代僧，循州（廣東

惠陽）人，初住羅浮山南樓寺，博通內外典籍，並就梵僧學梵文。神龍二年（七

○六）菩提流志譯《寶積經》的時候，奉詔入經證義，以前都是‥‥‥「奉詔」

就是皇帝的命令，奉天承運，皇帝詔曰，電視看久了也不錯，也會背二句，這

八個字，宣！然後，打開聖旨，然後，底下統統要跪著接旨。所以，以前的人

常常假傳聖旨，假傳聖旨，那個聖旨，一講就力量很大，譬如說：我們的法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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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是我們的當家，他在管理大眾的時候，說：你們要怎麼樣‥‥‥這樣力量小；

如果他加一個：師父說！哇！力量就會差很大，明明早課不起來，就說：師父

說要早課！他就要起來，聖旨就是有這種力量。是不是？但是，也有很多人假

傳聖旨，古代都是這樣子。 

 

後於廣州府與一梵僧（大概就是彌伽釋迦）共譯出《大佛頂首楞嚴經》十卷。

「證譯」：就是證義，為譯場上擔任證明梵文文義之職稱。據《佛祖統紀》卷

四十三記載，古時候的譯場，除了譯主之外，另設有八項職稱，各司一項職事，

「證義」就是其中之一。任此職者，坐於譯主之左，於譯主宣讀梵文之前，跟

譯主共同評量該梵文文句之義；又於漢譯之後，核對原梵文之義，而判定該譯

語是否得當。這個就是證譯師的職事。「證」就是一定要確認，證明梵文跟中

文義理是相通，才下筆的。經菩薩戒弟子前正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清河房

融筆受台灣受菩薩戒的弟子很多，非常的多，像我們高雄就有菩薩戒會，當然，

我們就恭喜，能受菩薩戒。但是，就前一個禮拜的問題，受菩薩戒以後，能不

能煮葷食給老公吃？這是一個自古以來到今天，重複的一個問題，我還是這樣

子呼籲：要受菩薩戒前，應當衡量自己的因果、因緣，就是說：你受菩薩戒的

因緣到了沒有？要這樣子的自己衡量。所以說：這個實在是很困擾的一個問

題！ 

 

註釋「菩薩戒」：為大乘之戒法，依梵網菩薩戒則有十重、四十八輕。菩薩戒

通在家、出家。《梵網經》云：「欲受國王位時，百官受位時，應先受菩薩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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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鬼神，救護王身，百官之身。」那麼，這是《梵網經》裡面，我們出家眾

半月半月誦戒，每次都會念到這一段。房融遵受佛戒，所以稱為菩薩戒弟子。

又，菩薩戒一般漢傳所用的戒本，大致有三種：一、《梵網經》菩薩戒：如前

所說，含十重、四十八輕，此戒本雖通在家、出家，然而一般都是用在出家的

戒場上。所以，我們受菩薩戒，都是用十重、四十八輕戒，講堂都有印出來，

而且還印得挺莊嚴的！二、叫做「瑜伽菩薩戒」：含四重、四十三輕戒，這個

瑜伽菩薩戒，在台灣很少人用。出自彌勒菩薩所說《瑜伽師地論》本地分中菩

薩地。第三、「優婆塞菩薩戒」：含六重、二十八輕戒，全台灣省的居士，統

統用這一本，六重、二十八輕戒。 

 

師父以前也受邀請，講過優婆塞菩薩戒；當然，這個優婆塞就包括優婆夷了，

優婆塞是男眾；優婆夷就是女眾。有時候受戒，佛弟子，不講清楚，他有時候

還是笨笨的，譬如說我念：我弟子某某優婆塞。然後，那女眾她也是這樣念：

我某某弟子優婆塞。我說：優婆塞是指男眾！你知道嗎？有那個佛弟子單純到

什麼程度呢？有一次，我在授八關齋戒，八關齋戒要念：我弟子某某，師父就

方便，我就念說：我弟子慧律。結果整場都跟著我念，我說：啊？哎呀！這實

在是‥‥‥阿彌陀佛！「我弟子慧律」，是說用我代表一下，我說：你們要念

自己的名字啊，怎麼這樣子？他們也這樣念呢：我弟子慧律。我說：你叫慧律

嗎？要念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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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念到自己的名字，問題又來了：師父！那我是要念法號呢？還是要念俗家

名？我說：你念法號，有一點類似出家，就念俗家名啦！她說：喔！那我的名

字叫做寶珠，我們家姓歐陽，寶珠，那麼，我的先生如果姓孫的話，就孫歐陽

寶珠。我說：不用念那麼長啦，二個字啦：我弟子寶珠就行了！所以，有時候

教他們受戒，還會碰到一些問題。含六重、二十八輕戒，出《優婆塞戒經》然

而依本經，則欲受戒者，須依止比丘僧，於六個月中淨四威儀，此師僧於六月

中觀察許可後，方令於二十僧中受此六重二十八輕菩薩律儀。諸位！在目前這

個時代，沒有人這樣做過，你要叫一個居士來，這樣觀察六個月；受戒還要二

十個比丘僧，才跟他授菩薩戒，目前沒有了！目前你報名受菩薩戒，來就跟你

授，只要五官端正，無不良嗜好，就授戒。所以，現在沒辦法說一個一個來觀

察，因此，這個資質良莠不齊。 

 

故若欲依此經而傳授菩薩戒，恐非易事，所以，成觀法師也有這種感觸，我看

到說要經過六個月的觀察，我就認為這個沒辦法！我們要出家的比丘就要這樣

子，像我們僧團就要觀察，不是學歷高就代表一定出家順利，雖然你念到碩士，

還是要觀察的。說來個碩士、博士，我們就急著要剃度，師父不會這樣子的，

了生死無關於學歷的，廣欽老和尚人家的生死自在，那跟學歷有什麼關係？高

學歷有一個好處，也就是文字上他比較有基礎，所以，他是一把很利的鑰匙！

所以，出家就是要好好的觀察，好好的觀察，不是說學歷高，來就剃度順利，

因為這個是佛門重要的一個階段，要好好的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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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下，因此智旭法師在《優婆塞戒經箋要》中說：此經中既無開緣，所以最好

授與「通途（之）五戒、並《梵網經》、《地持經》」，《地持》就是《瑜伽

師地論》中之《瑜伽菩薩戒本》，這是相同的。所以，《地持》等戒，就是《梵

網經》、《地持經》等等。這個《地持》，也就是《瑜伽師地論》中的《瑜伽

菩薩戒本》，這完全是相同的。除此三種戒本以外，又有「地持菩薩戒」；其

實這與前面所述的第二項「瑜伽菩薩戒」同是出於《瑜伽師地論》的「菩薩地

品」，兩者內容大致相同，所以可視為「瑜伽菩薩戒」的別本。 

 

「前正議大夫」：「前」，就是先之義，曾任的意思。「正議」，也就是正諫。

正議大夫，如同現在的監察委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官名，為從唐朝開

始設立的宰相的稱號。宰相。唐朝的宰相有三：１﹒中書令（掌「中書省」）

２﹒侍中（掌「門下省」）３﹒尚書令（掌「尚書省」）。這個「省」跟我們

現在的省完全不同！基本上，中書省負責決策，門下省負責審議，尚書省負責

執行（因此尚書省就有如現在的行政院之各部會）。像台灣，行政院就分各部

會。是不是？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則是於「三相」之外，皇帝再派一個更

親信的官，去跟「三相」共議政事。「同」，就是協同。「平」，就是平議（評

議）。就是討論的意思。「章」，就是彰顯。「事」，就是政事。要有績效啊，

彰顯政事，就是這個政務要推廣下去，要落實啊！也就是，在此位者，其職掌

為協同（幫助）中書省以及門下省的宰相一起辦事，以使政事更加彰顯就是（有

績效）。以前也是講績效的。其實等於是督責中書以及門下二省的上司。這個

算是宰相裡面最大的！家裡的人，世間啦，如果有一個人出到這樣子的官，可



 

- 14 -             Powered by 牟尼佛法流通網 

不得了！這是有權力又有實力的，這個是實權在手的。這是原本的意義。後來

演變成：若在相位的頭銜上如果沒有加上「平章事」三個字，就是要有績效啊，

平章事，對不對？「章」就是彰顯；「事」就是政事，他是真的實權。就等於

是有名無權的閒缺，所以，這個「平章事」，就是等同實際的權力在掌握中，

不是講假的，是真的！所以，要加「平章事」。尤其以宋朝為然。 

 

所以知道本經之「筆受」者房融乃是當朝的宰相。不得了！「清河」：是河北

省清河縣，在鉅鹿縣東，為房融之故里。「房融」：其子房琯，也曾經為宰相；

實在是很厲害！這個祖先也不曉得去葬在哪一個地理位置，爸爸跟兒子都是宰

相，這個可不得了！是不是？一個家庭，久久出一個宰相都不得了；父子倆都

是宰相，喔！真了不起！不過，這個也是世間法，沒啥好羨慕的！房融之事略

係出自其子房琯所作之《房融傳》。「筆受」：也是譯場職司之名，秉筆確定

文字，然後下筆。《楞嚴經正脈》言此為潤文之人，潤文就是：我們讀慣了中

文；像宗喀巴大師寫的《菩提道次第廣論》，藏文把它翻譯過來，我們讀起來

就有一點艱澀，那個流暢度，跟我們漢文的流暢度還不太相同。你要看過《菩

提道次第廣論》就知道，看起來這個氣，不像漢文這樣起承轉合，一氣呵成，

也就是把譯文潤飾得更為文雅、暢順。暢順。所以，這個潤文人還是很重要的！

以上我們經前十門告一個段落，告一個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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