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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法忠疏》相关问题考辨

演真 a

【摘要】唐代唯识学者义忠的《大乘百法明门论疏》是《大乘百法明门论》重

要注释，约明朝前期随着《初刻南藏》的隐没，在历史中蛰伏了五百年之久。直到

1935 年，支那内学院重新校勘印行《百法忠疏》。不过由于年岁既久，乏人问津，

围绕《百法忠疏》的流传历史、支那内学院刊行本的来龙去脉，以及不同版本之间

的关系等方面，都有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借助相关史料的挖掘、分析才能廓清。而缩

印本《百法忠疏》内容编排的错乱，则需要通过不同版本的对比，以及文本分析，

才能重新厘定。此等问题都是笔者本文试图解决的重点。

【关键词】 百法忠疏；初刻南藏；洪武南藏；史料分析

一、问题之所在

《大乘百法明门论》作为唯识学入门的重要典籍，窥基盛赞其“总宏纲之极

唱”“纂义类之鸿猷”。 唐宋两代有关对此论的注疏极多，其中义忠的《大乘百

a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宗教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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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明门论疏》被宋代赞宁认为最为要当。a《百法忠疏》b在金代被首次收入大藏经，

不过现存《赵城金藏》缺佚此疏。明《初刻南藏》c再次收录《百法忠疏》。可惜

此藏印本传世极少，在历史上曾经隐没了五百年之久，《百法忠疏》也随之渐渐不

为世人所知。而后世海内外的官修、私刻其他大藏经均未收录此疏。直到 1935 年，

支那内学院刊印《百法明门论忠疏》，义忠的这部注疏才再次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因此，不论是就其注释内容的权威性，还是历史流传的稀缺性而言，义忠的《大乘

百法明门论疏》都异常珍贵的注疏。

尽管此疏重新问世至今已有七十余年，但是不论是学界还是教界对它的了解和

认识不够深入，进而因颟顸无知而产生了一连串的低级错误。其中，关于《百法忠

疏》在国内的流传历史，支那内学院刊行《百法忠疏》的前因后果，以及不同版本

之间的关系等等，可以归结为史实问题，通过相关史实的梳理不难廓清。

而像《中华大藏经》这样国家级修藏工程，竟然置《百法忠疏》原文内容于不

顾，编排错乱令人颇感意外。更让人费解的是，稍后几年的《洪武南藏》本《百法

忠疏》出现的错误与《中华大藏经》完全一样。目前，这个错误已经从纸质大藏经

扩散到电子藏经。如果及时不加以厘清，以后可能还会继续以讹传讹，导致谬种流

传。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以上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

a　《宋高僧传》卷 4：“《百法论疏》最为要当。移解二无我归后，是以掩慈恩之繁。于今盛行，勿过忠本。

所谓列群玉，贯众花，[5] 王装琼树之林，花缀 [6] 蜀机之锦。辈流首伏，声彩悠飏。况基师正照于太阳，忠也旁䘖

于龙烛。四方美誉，千里归心者，不可胜算矣。”(CBETA 2019.Q3, T50, no.2061, p.729c18-24)[5] 王【大】，玉

【宋】【元】。[6] 蜀【大】，浊【元】

b　 唐代的普光也曾经对《大乘百法明门论》注释，名为《大乘百法明门论疏》，为了与之相区别，本文将

义忠的《大乘百法明门论疏》为“百法忠疏”（据内院本《百法明门论忠疏》后记）。

c　 官方和民间都习惯称之为“洪武南藏”，不过学界对此有不同看法。吕澂称之为“初刻南藏”，据何梅

等人的研究，称为“建文南藏”似乎更合适。（见何梅、李富华：《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3年，第375-385页）而日本立正大学野泽佳美并不完全认同何梅等人的观点。（见[日]野泽佳美著，绥远译：《明

初的两部南藏——再论从 < 洪武南藏 > 到 < 永乐南藏 >》，《藏外佛教文献》，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年

第二编，第 449 页）同时，为了与 1999 年四川省佛教协会缩印本《洪武南藏》相区别，笔者下文中的《初刻南藏》

特指崇庆古寺藏本，目前由四川省图书馆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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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法忠疏》流传史考略

近代以来，首先有关《百法忠疏》流传历史的最早记载来自支那内学院刊本《百

法明门论忠疏》的尾跋。笔者即计划以此为切入点。内院本《百法忠疏》题记共有

两段，其一为：

右《百法忠疏》二卷，《天圣释教》始见著录，佚失将五百年，今

无意得之成都灯旭苾刍处。《宋僧传》云：义忠《百法论疏》最为要当。

移解二无我归后，是以掩慈恩之繁。于今盛行，称为忠本，所谓列群玉，

贯众华云云。玩绎是篇，信非溢誉，亟为校刊，以饷学者。a

此疏的校勘者在尾跋中主要记载了《百法忠疏》的著录、佚失历史，已经重获

此书的因缘，说明此书的文献价值非凡，并引用赞宁《宋高僧传》中高度评价了忠

疏的在《百法明门论》注疏中的思想价值。

而第二处题记主要记载了刊刻《百法明门论忠疏》出资者的姓名、施资金额、

各项花费的简目以及刊刻的时间、地点。

张韵初施资一百元、周邦道施资六十元 回向母杨往生极乐、吴鹤仙

施资三十元、梅伯纪施资一十元敬刻义忠《百法明门论疏》二卷，连圈计

字二万八千八百二十三个，扣洋一百九十元零二角三分一厘八毫，签条尾

叶功德书二十七部，实共支洋二百元整。

民国二十四年（1935）七月支那内学院识 b

校勘者这样概括《百法忠疏》的存佚情况：此疏首先被《天圣释教》著录，在

历史中沉寂了近五百年，又偶然从成都灯旭比丘处获得。上述尾跋共有两个层面的

a　（唐）义忠：《大乘百法明门论疏》，南京：支那内学院，1935 年，第 39b-40a 页。

b　 同上，尾叶刊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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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第一，促成《百法忠疏》刊印的两个重要人物：其一，此书的校勘者，也就

是这两处题记的作者为谁？其二，此书底本的提供者灯旭比丘又是何人？第二，此

书在历史流传过程中的两个重要的时间：其一，《百法忠疏》何时首次进入经录？

所谓的《天圣释教》为何？校勘者在题记中的观点是否准确？其二，《百法忠疏》

大约何时隐没？又是什么因缘被重新发现？内院本《百法忠疏》的刊印与《初刻南

藏》的发现，何者在前？何者在后？

（一）再论内院本《百法忠疏》之校勘者

国内学者高山杉怀疑内院本《百法忠疏》尾跋的作者是吕澂 a，但是并没有提

供令人信服详细论证。笔者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在吕澂的《南藏初刻考》一文找到

若干线索：

戊寅春，内院分建于蜀，设访经科，师以属之释子德潜。是年秋，

于崇庆古寺得旧本，钞目摹样，寄归勘之，赫然明南藏初刻也。秘笈隐沉，

既已五百载矣。b

参照内院本《百法忠疏》末尾的刊记和这段引，二者在语言风格和行文习惯等

方面都颇为相近。另外，这两段文字中都提及“五百年（载）”这个重要时间要素。

《初刻南藏》的雕版完工不久，永乐十三年（1413）即遭火灾，因此，该藏纸本留

世极为稀少。1938 年，支那内学院蜀院c派德潜法师寻访佛教经典。得益于他细致

的调研，吕澂确定崇庆古寺所藏的明代大藏经即《初刻南藏》。因此，吕澂“秘笈

隐沉，既已五百载矣。”d

a　 五明子：（高山杉）：《学问的“新殖民地”》：“在《洪武南藏》中，发现了久佚的唐代唯识宗名著

义忠撰《百法明门论疏》，支那内学院很快将其刻板刊出（义忠1935），在尾跋（似是吕澂所作）中提到……”详见：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5066228/。

b　 吕澂：《南藏初刻考》，《内院杂刊》入蜀之作第四，1938年。详见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

第 56 册 , 2006 年，第 353 页。

c　 笔者随顺支那内学院西迁江津后，金陵刻经处所印经典落款自称“支那内学院蜀院”。

d　 初刻南藏在永乐十三年（1413）年遭遇火焚，至民国二十七年（1938）被再次发现，中间五百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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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百法忠疏》在被《初刻南藏》收录之前，一直在中国北方流传。a其后，

《百法忠疏也可能继续在唯识学者中流传过一段时间，但佚失的具体年代不明。因

此，1935 年，b内院本《百法忠疏》的校勘者在尾跋中说此疏 “佚失将五百年”。

考虑到无论是内院本《百法忠疏》刊行在唯识学界，还是明代《初刻南藏》确定在

当时社会都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笔者认为内院本《百法忠疏》尾跋出自吕澂之

手的可能性极高。

另外，同时期北方著名佛教学者周叔迦在撰写《百法忠疏》的提要过程中的参

照本正是支那内学院所刊行的《百法明门论忠疏》：

此疏久佚，日本《东域传灯目录》中载之，《至元法宝勘同录》中亦著录，

是曾收编于金元藏经，今得之于四川，疑即《金藏》之残帙。卷端有疏序，

原题窥基撰。勘其文实是序王，或出于窥基疏，或即是义忠作，后人误题

耳……《宋僧传》誉之曰：《百法论疏》，最为要当。移解二无我归后，

是以掩慈恩之繁。于今盛行，勿过忠本，列群玉，贯众花，玉奘琼树之林，

花缀蜀机之锦，辈流首伏，声彩悠扬。信夫。c

很明显，周叔迦的这条提要基于内院本《百法忠疏》尾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

修正和补充。内院本尾跋认为《天圣释教录》首次著录了《百法忠疏》。而周叔迦

补充了日本的《东域传灯目录》（1094）d以及《至元法宝勘同总录》（1287）e

a　 吕澂：《南藏初刻考》，《内院杂刊》入蜀之作第四，1938年。详见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

第 56 册 , 2006 年，第 358-359 页。

b　 根据内院本《百法明门论忠疏》尾叶的落款“民国二十四年七月支那内学院识”，可知此书刊记写于1935年。

详见（唐）义忠：《大乘百法明门论疏》，南京：支那内学院，1935 年。

c　 周叔迦：《释家艺文提要》，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561 页。

d　《东域传灯目录》：“《百法论玄赞》一卷 ( 基撰疏阙本云云 )　　同论疏一卷 ( 光撰 )　　同论疏五

卷　　同论古迹一卷 ( 太贤 )　　同论疏一卷 ( 泰师 )　　同论疏一卷 ( 圆测 )　　同论疏一卷 ( 潞府义忠溜州沼公

门人 )”(CBETA, T55, no.2183, p.1157b23-29。)

e　 《大元至元法宝勘同总录》：“《法苑义林西玩记》六卷 大慈恩寺翻经沙门窥基撰 《百法论疏》二卷，

潞府沙门义忠撰《万善同归集》三卷  智觉禅士延寿述 上三集十一卷同帙 兹字号”详见（元）庆吉祥：《大元至元

法宝勘同总录》，《碛砂大藏经》，第 119 册，北京：线装书局，2005 年，第 438 页。蔡运辰：《二十五种藏经目

录对照考释》卷中》编号为108：“《百法论疏》二卷 唐 义忠撰，《金藏》：稷，《至元》：兹。”详见蔡运辰：《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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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关《百法忠疏》讯息。而在《百法忠疏》底本来源及其历史评价方面，周叔迦

也基本沿袭了内院本《百法忠疏》尾跋中的说法。a

对《百法忠疏》和《初刻南藏》之关系了解如此之深，对《百法忠疏》认识如

此透彻，其人的尾跋又成为周叔迦这样大家撰写提要参考的范例。在民国时代，恐

怕只有吕澂一人？而且，吕澂在《南藏初刻考》中对《百法忠疏》有专门论述。b因此，

笔者认为内院本《百法明门论忠疏》的校勘者和尾跋作者即为吕澂。

（二）《百法忠疏》首次著录考

 义忠撰写《大乘百法明门论疏》年代不明，日本学者结城令闻在《唯识学典籍志》

中将其含糊地定为初唐。c笔者在研读此书的过程中发现，吕澂认为《百法忠疏》

首次进入经录，始于“天圣释教”。而他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应该来自《赵城金藏》

中的《天圣释教总录》。《天圣释教录》是北宋天圣五年（1027），译经僧人惟净

等人编纂大藏经目录，不过早已亡佚，而其简目——三卷本的《天圣释教总录》则

被保存于《赵城金藏》中。d

笔者核对 20 世纪《赵城金藏》被发现的历史，1933 年，上海僧人范成在广胜

寺发现了这部珍贵的藏经，但是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它的历史渊源。1934 年，支那

内学院的蒋唯心对此藏进行了系统实地调研，并将此次考察的报告书——《金藏雕

印始末考》发表在《国风》杂志上。e次年，金陵刻经处则推出了此书的单行本。f

种藏经目录对照考释，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 年，第 284 页。童玮：“137.《百法论疏》二卷 （唐）义忠撰，

赵城：（稷）（缺失），弘法：兹。”详见童玮：《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北京：中华书局，1997 年，第 110 页。

a　 周叔迦怀疑内院本《百法忠疏》的底本即《金藏》之残帙的推断，失之草率。蒋唯心在吕澂的指导下对《赵

城金藏》进行调查，其调查报告《金藏雕印始末考》于1934年 12月 16日，发表于《国风》第5卷第 12号。次年1月，

金陵刻经处再出单行本。如果内院本《百法忠疏》的底本即系《金藏》残卷，吕澂等人岂会不知？ 1935 年 7 月才刊

行的《百法忠疏》尾跋岂能只字未提？

b　 吕澂：《南藏初刻考》，《内院杂刊》入蜀之作第四，1938年。详见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

第 56 册 , 2006 年， 第 358-359 页。

c　 [ 日 ] 结城令闻：《唯识学典籍志》，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85 年，第 385 页。

d　 方广錩：《天台教典入藏考》，《藏外文献第五册》，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8 年，第 403-404 页。

e　 蒋唯心：《金藏雕印始末考》，《国风》第 5卷第 12 号，南京：钟山书局，1934 年 12 月 16 日。

f　 蒋唯心：《金藏雕印始末考》，南京：支那内学院，1935 年 1 月单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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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欧阳竟无的回忆，蒋唯心在《赵城金藏》研究方面的所取的得成果，得益于吕

澂的指导。a而且，吕澂自己也可以肯定吕澂本人对《赵城金藏》也颇为稔熟。b

从《天圣释教录》和《赵城金藏》相关史实的来看，吕澂断言“《百法忠疏》

二卷，《天圣释教》始见著录”的依据只能是《赵城金藏》中所收录的《天圣释教

总录》。而笔者检索过现存《天圣释教总录》，但未见有关《百法忠疏》的任何消

息。考虑到《赵城金藏》在抗战期间遭遇的曲折历史，c也许吕澂当年所看到的《天

圣释教总录》中载有《百法忠疏》信息的部分已经损毁。

不过，《百法忠疏》直到宋代才首次被著录的观点确实有很大的局限性。事实上，

早在唐朝会昌年间，义忠的《大乘百法明门论疏》已经引起了来长安游学的日本僧

人圆仁 (793-864）的注意，d并被他收入《入唐新求圣教目录》（847），携回日本。

《入唐新新求圣教目录》中有关《百法忠疏》的信息如下：

《百法论显幽抄》十卷 ( 沙门从方述 )

《大乘百法明门论疏》一卷 ( 沙门义忠撰 )

《百法疏抄》二卷 ( 上下 章敬寺沙门择隣 )

……右件法门佛像道具等，于长安城兴善、青龙及诸寺求得者，谨

a　 欧阳竟无：《得初刻南藏记》：“秋一住院垂三十年，善内外明，孜孜以诲人。学生蒋唯心就之学，慨

然启迈往之志。二十四年（1935）两游晋，初访太原，出雁门访大同云冈，无所获。后栖赵城，粗粝陋室月余，得识《金藏》

源委。承秋一指示，作《金藏始末考》，而后千数百年《金藏》之真庐明白于天壤。”详见欧阳竟无：《得初刻南藏记》，

《内院杂刊》入蜀之作第四，1938 年。详见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 56 册 , 2006 年， 第 352 页。

欧阳竟无回忆蒋唯心调查《赵城金藏》的时间为民国二十年（1931），笔者怀疑他记忆有误，因为 1934 年 12 月，蒋

唯心的《金藏雕印始末考》已经在南京《国风》杂志上发表。那么，他可调查金藏的时间必然在民国二十年（1931）前。

另外，根据蒋唯心本人的记述，金藏的调研始于1934年秋。详见蒋唯心:《金藏雕印始末考》，《国风》第5卷第12号，

南京：钟山书局，1934 年 12 月 16 日。

b　 吕澂：《金刻藏经》，《吕澂佛学论著选集》（三），济南：齐鲁书社，1991 年，第 1441-1446 页。

c　 任继愈：《中华大藏经总目》序，“三、赵城金藏的抢救和修复”，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10页。

d　 圆仁开成五年（840 年）阴历八月二十日（公历 9 月 19 日）进入长安城市，在长安共四年又十个月。正

好见证了会昌法难的整个过程。见 [ 日 ] 圆仁原著，小野胜年校注， [ 中 ] 白化文等修订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

记校注》，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338-46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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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录如前……承和十四年月日入唐天台宗请益传灯法师位圆仁上。a

《入唐新求圣教目录》不但交代了圆仁访求义忠《大乘百法明门论疏》的地点，

就在长安城内的寺院，而且记录的具体年代为“日本承和十四年”也就是唐宣宗大

中元年（847）b。因此，吕澂认为《百法忠疏》直到宋代才首次被《天圣释教录》

所著录的观点显然仅局限于中国人所撰写的经录。如果将日本人所编写的汉文经录

也纳入考察范围，那么，他的判断显然就不符史实了。

（三）《百法忠疏》入藏简史

义忠的《大乘百法明门论疏》自问世后，似乎一直以单行本的方式流通。唐代

僧人从芳还专门对其进行过注解，即十卷本的《百法明门论显幽抄》。c日本天台

宗僧人圆仁在长安访得两部著作，并将它们带回日本。《百法忠疏》在宋代已经成

为《大乘百法明门论》所有注释书中最为盛行的版本。赞宁盛赞《百法忠疏》对《大

乘百法明门论》注解精当，纠正了窥基《大乘百法明门论解》对“二无我”诠释烦

琐的弊端。d

义忠的《大乘百法明门论疏》在宋代的影响之大，从《宋史·艺文》中也可略

a　[ 日 ] 圆仁原著，小野胜年校注，白化文等修订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附录《三、入唐新求圣教

目录》，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2007 年，第 549-560 页。

b　[日 ]藤岛达朗、野上俊静： 《中日韩对照年表》（原名《东方年表》），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 1983年，

第 76 页。

c　 其书原有十卷，目前残余三卷。近来有人将从芳误认为宋代人，中华电子佛典协会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CBETA)也称《百法明门论显幽抄》为“宋从芳述”，不知其依据为何。但是，笔者查证圆仁的《入唐新求圣教目录》，

而《百法明门论显幽抄》赫然列在之列。同时，《百法明门论显幽抄》是对《百法忠疏》的注解。因此，从芳断然

不可是宋代人，只能是唐代人。《入唐新求圣教目录》：百法论显幽抄十卷 (沙门从方述 )」(CBETA 2019.Q3, T55, 

no.2167, p.1083c1)。另外日本学者小野玄妙和结城令闻也都称从芳为唐代人。[日 ]结城令闻：《唯识学典籍志》，

东京：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85 年，第 390-391 页。[日 ]小野玄妙：《 佛书解说大辞典》 第九卷， 1935 年，第

166 页，第二栏。

d　 《宋高僧传》卷 4：“未及五年，又通二经五论，则《法华》《无垢称》及《百法》《因明》《具舍》《成

唯识》《唯识道》等也。由兹开奖弟子繁多，讲树别茂于枝修，义门旁开于关窍。乃著《成唯识论纂要》《成唯识论钞》

三十卷、《法华经钞》二十卷、《无垢称经钞》二十卷，《百法论疏》最为要当，移解二无我归后，是以掩慈恩之繁，

于今盛行，勿过忠本。所谓列群玉贯众花、王装琼树之林，花缀蜀机之锦。辈流首伏，声彩悠飏。况基师正照于太阳，

忠也旁䘖于龙烛。四方美誉，千里归心者，不可胜算矣，传持靡怠。”(CBETA 2019.Q3, T50, no.2061, p.729c1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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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一斑：

法深《起信论疏》二卷

忠师《百法明门论疏》二卷

萧子良《统略净住行法门》〔一九〕一卷

元康《中观论三十六门势疏》一卷 e

根据现有资料来看，《百法忠疏》在金代被首次被收入大藏经，后世称为《赵

城金藏》。f不过，根据蒋唯心调查报告后所附的大藏经简目可知，当时《赵城金藏》

中所收录的《百法忠疏》已经佚失。g继金藏之后，明《初刻南藏》再次全文收录《百

法忠疏》。h明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命天下明德僧人在蒋山寺点校藏经。明

惠帝建文年间，完成了《初刻南藏》经板的雕刻工作，则存放在天禧寺。永乐十一

年（1413），天禧寺发生火灾，《初刻南藏》的经板受损。由于《初刻南藏》从雕

版存世时间不足二十年，导致该藏的印本极少传世。i而此后中国历代所修藏经，

诸如《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嘉兴藏》《乾隆藏》《频伽藏》，包括海外的《高

丽藏》《缩刻藏》 《卍正藏》《大正藏》等均未发现收录《百法忠疏》。因此，《初

刻南藏》所收录的《百法忠疏》几乎成了历史的绝唱。

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由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华大藏经》第 100 册第三次

收录了义忠的《大乘百法明门论疏》。1999 年，四川省佛教协会利用现代扫描、

排版技术，重新出版缩印本《洪武南藏》，《百法忠疏》被编入该藏第 205 册。

2010 年，根据中华佛教电子协会（CBETA）4 月制定的“历代藏经遗珍拟收录典籍

e　 （元）脱脱等撰：《宋史》卷 250，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5182 页。

f　 《百法忠疏》收入《赵城金藏》，千字文：稷。详见《赵城金藏总目录》，北京：北京图书馆，2008 年，

第 455 页。

g　 蒋唯心：附《广胜寺大藏经简目》：“《百法论疏》二卷，义忠撰今缺”。详见蒋唯心《金藏雕印始末考》，

南京：支那内学院，1935 年，第 34 页。

h　义忠的《大乘百法明门论疏》位于《初刻南藏》千字文的法八—法九，即现在四川省佛教协会版《洪武南

藏》No.1368，第 205 册，第 230-291 页。

i　 日本学者野泽佳美不同意吕澂的《初刻南藏》经版全部在天禧寺的火灾中被毁的观点，认为相当一部分

经版被《永乐南藏》所承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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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单”a显示，该会已经计划将义忠的《大乘百法明门论疏》电子化。同年 11 月，

使用者已经可以在新版的电子佛典集成阅读、使用《百法忠疏》。需要注意的是

CBETA录入《百法忠疏》所采用的底本为四川省佛教协会倡印的缩印本《洪武南藏》

的第 205 册。b而该本《百法忠疏》的缺陷，笔者会在下文详细介绍。

2010 年 7 月，北京大方广华严书局、北京华严古籍文化研究院、北京华严慈

善基金会组织的华严修藏团队获得重修《洪武南藏》版权。据媒体报道 2019 年 3

月 23 日，重修复原《洪武南藏》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但是，笔者从华严书局

相关人员处证实，3 月份修复并出版的部分为《大般若经》，其中并不包括《百法

忠疏》。c

（四）内院本《百法忠疏》底本之谜

关于明代《初刻南藏》的发现与《百法明门论忠疏》刊行之间的前后因缘，国

内学者高山杉认为支那内学院发现《初刻南藏》，乃至其中的义忠《大乘百法明门

论疏》在先，而刊印《百法明门论忠疏》d在后。e笔者仔细爬梳、核对了相关史料后，

发现他的考察和结论值得商榷。

关于支那内学院发现初刻南藏和刊行《百法明门论忠疏》的时间先后问题。根

a　 《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新闻电子报》“历代藏经遗珍拟收录典籍清单”：“洪武南藏 梵本大悲神 [ 咒 ] 

洪武南藏 华严经疏科 20 唐 澄观述 宋 净源重刊洪武南藏 大乘百法明门论疏 2 唐 义忠述 永乐北藏 宗门统要续

集 20 宋 宗永集 元 清茂续集详见《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新闻电子报》第 132 期，2010 年 4 月。网址 http://cbeta.

org/data/news/201004/index.htm

b　 根据“CBETA 历年各项作业成果统计表”及“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CBETA) 简史（下）”详见 http://

cbeta.org/result/statistic.php 及 http://cbeta.org/node/4944。

c　 笔者根据孔夫子旧书网上重修《洪武南藏》的书影所提供的联系方式，试图与该团队取得联系，并告知

之前《中华大藏经》本、《洪武南藏》本《百法忠疏》的错误，但她表示自己对此并不清楚，建议我联系其他人。笔

者，后来从另外一位老师那里获得了该项目对外联系的负责人之一，并告知了笔者事情的原委，希望重修《洪武南藏》

可以避免前面藏经的失误。

d　 （唐）义忠：《大乘百法明门论疏》，南京：支那内学院，1935 年。

e　 五明子（高山杉）：《学问的“新殖民地”》：“ 直到抗战时期，才在四川崇庆县上古寺发现全藏印本（李

际宁 2002：153—154）。发现者是支那内学院的研究员德潜法师……在《洪武南藏》中，发现了久佚的唐代唯识宗

名著义忠撰《百法明门论疏》，支那内学院很快将其刻板刊出（义忠 1935），在尾跋（似是吕澂所作）中提到……”

详见： https://book.douban.com/review/5066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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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支那内学院刊行本《百法明门论忠疏》的尾叶刊记的落款，a很容易确定该书雕

板的精确时间为1935年 7月。然后，再来确认支那内学院发现《初刻南藏》的时间。

早在 1934 年，崇庆上古寺藏有明版大藏经的消息已经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同年，

著名书法家于右任闻讯还曾经来到古寺题字留念。但是，支那内学院数年之后才启

动对古寺藏经的调查工作。1938 年春天，支那内学院为躲避日军入侵而内迁重庆

江津之后，设立访经科。德潜法师受院长欧阳竟无委派着手对古寺大藏经进行考察，

并抄目录图样，寄回支那内学院蜀院，经吕澂的鉴定，确认此藏即为明代的《初刻

南藏》。b

也就是直到 1938 年，支那内学院才确定崇庆上古寺所藏的大藏经为《初刻南

藏》。调研结束后，德潜法师c、欧阳竟无d等人都分别发表文章纪念本次调查成果。

吕澂也公开发表对《初刻南藏》研究成果。e

另外，吕澂自述，高山杉整理《我的经历与内学院发展历程》也可以佐证支那

内学院内迁江津的时间为 1938 年：

1937 年 11 月 , 抗日战争不利 , 南京形势紧张 , 我一家随内学院西迁

四川。次年 (1938) 5 月 , 内学院在江津东郊成立蜀院 ( 解放后即以为本院，

改名为中国内学院 ) , 我家移住院内宿舍 。f

a　（唐）义忠：《大乘百法明门论疏》，南京：支那内学院，第 39b-40a 页。

b　 吕澂：《南藏初刻考》：“戊寅春，内院分建于蜀，设访经科，师以属之释子德潜。是年秋，于崇庆古

寺得旧本，钞目摹样，寄归，勘之，赫然明南藏初刻也。秘笈隐沉，既已五百载矣。”吕澂：《南藏初刻考》，《内

院杂刊》入蜀之作第四，1938 年。详见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第 56 册 , 2006 年， 第 353 页。

c　 德潜：《检阅崇庆古寺明藏记》》，《内院杂刊》入蜀之作第四，1938 年。详见黄夏年主编：《民国佛

教期刊文献集成》第 56 册 , 2006 年， 第 365-366 页。

d　 欧阳竟无：《得初刻南藏记》《内院杂刊》入蜀之作第四，1938 年。详见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

文献集成》第 56 册 , 2006 年， 第 351-352 页。

e　 吕澂《南藏初刻考》，《内院杂刊》入蜀之作第四，1938年。详见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集成》

第 56 册 , 2006 年， 第 353-364 页。

f　 吕澂：《我的经历与内学院发展历程》，《世界哲学》2007 年第 3 期，第 78 页。此稿源于 2007 年 3 月

初 , 青年藏书家徐雷辗转购得佛学家吕澂先生 (1896-1989) 在 1959 年秋所写的一份材料 ,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

研究所高山杉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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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如高山杉所认为的那样，金陵刻经处刊行《百法明门论忠疏》是在 1938

年发现《初刻南藏》后，也就是迁入四川江津之后，那么，其刊本尾叶的落款应当

为“支那内学院蜀院识”，而不应该是 “金陵刻经处识”“金陵刻经处研究部识”

或者“支那内学院识”。 a

综上所述，事实相当明显。1935 年，金陵刻经处刊行《百法明门论忠疏》之

时，支那内学院尚在南京。1938 年，支那内学院迁入江津建立支那内学院蜀院后，

才展开对古寺藏经的调查，直到同年冬，才确认崇庆古寺所藏明版大藏经就是在历

史上沉寂了五百多年的《初刻南藏》。

笔者分析高山杉之所以认为支那内学院发现《初刻南藏》在先，刊行《百法

明门论忠疏》在后的主要原因，可能是被吕澂《南藏初刻考》中《百法忠疏》的图

版 b所误导。因此，想当然地认为，支那内学院刊行义忠的《大乘百法明门论疏》

的底本直接来自《初刻南藏》。事实上，关于内院本《百法忠疏》的底本来源，吕

澂在刊记中说得很明确是成都一位叫作灯旭的比丘所提供。c而据上文《百法忠疏》

在历史流传的史实来看，支那内学院 1935 年所刊行《百法明门论忠疏》d所据底

本的源头却指向《初刻南藏》。那么，灯旭比丘其人与明《初刻南藏》之间又存在

什么关系？

为此，笔者检索了四川崇庆显的相关史料，并在其中发现若干线索。据崇庆县

文史资料显示：1929 年，为了抵制当地土豪劣绅对庙产的觊觎和侵占，由崇庆县

佛教协会组织，上下古寺出资创办明心小学。古寺小沙弥灯宽、灯旭正是明心小学

的第一期优秀毕业生，后升入四川佛学院继续学习。e此外，20 世纪九十年代，古

a　 高山杉：《内学院刻本刊记拾遗》，收于《上海书评》，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

forward_2801719。

b　 吕澂：《南藏初刻考》，《内院杂刊》入蜀之作第四，1938 年。详见黄夏年主编：《民国佛教期刊文献

集成》第 56 册 , 2006 年， 第 358-359 页。

c　（唐）义忠：《大乘百法明门论疏》，南京：支那内学院，1935 年，第 39b-40a 页。

d　 内院本《百法明门论忠疏》尾叶的落款为“民国二十四年七月支那内学院识。”详见（唐）义忠：《大

乘百法明门论疏》，南京：支那内学院，1935 年。

e　 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委会：《民国时期崇庆县佛教概况》，《崇庆县文史资料选辑》第 7辑，1989 年，

第 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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寺住持灯宽本人口述，他人记录的一些材料，a也可佐证灯旭于崇庆古寺出家的僧

人。自明心小学毕业后，进入成都四川佛学院 b。

而《初刻南藏》恰好就在灯旭出家的崇庆古寺。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作

为古寺僧人的邓旭，当然最可能接触《初刻南藏》。这也正是 “成都灯旭苾刍”

之所以会拥有崇庆古寺《初刻南藏》本《百法忠疏》的原因。吕澂从灯旭处得到《百

法忠疏》后，1935 年 7 月印行该书时，但并不清楚此书的底本来自《初刻南藏》。

因此，近代最早从《初刻南藏》中发现《百法忠疏》的人既不是支那内学院的德潜，

也不是吕澂，而是崇庆古寺僧人灯旭。 

三、《百法忠疏》之版本

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而言，目前《百法忠疏》的版本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

写本。历史上，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中保存了若干《百法忠疏》的手抄本。国内学

者马德认为敦煌博物馆藏第 83 号以及上海博物馆第 60 号写卷的内容都属于义忠的

《大乘百法明门论疏》，而且出自同一位抄经者的手笔。不过由于中间有缺失部分，

因此，这两个写卷在文本内容上并不连贯。c笔者根据马德所整理的这两个写卷的

录文，并参照洪武南藏本《百法忠疏》，确定 83 号写卷的内容属于 “法处所摄色”

之五门分别中“影质有无”以及对二十四不相应行法的“释名”，而 60 号写卷的

内容则是对“不相应行法”的种类差别的介绍。从《百法忠疏》整体内容和科判来

看，这两个写卷所比重都很低。再者，这两个写卷都是草书字体，需要借助其他版

本《八法忠疏》进行识别，对于唯识学义理研究者来说，其价值并不是很大。

a　 灯宽（住持）口述，施权新记录《古寺轶事》，《崇庆县文史资料选辑》第9辑，出版年代不明，第13-15页。

b　 笔者查证此 20 世纪 30 年代四川佛学院的历史，虽然因为资金匮乏，四川佛学院的办学时断时续，地址

也曾经从文殊院，迁往十方堂，但一直在成都市区。详见政协成都市青羊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少城文

史资料》第 9辑，1996 年，第 120-121 页。

c　 马德：《敦煌草书本义忠 <大乘百法明门论疏卷下 >初识 》,向群、万毅编：《姜伯勤教授八秩华诞颂

寿史学论文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 年，第 362-3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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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敦煌写卷外，日本也两部写本《百法忠疏》，其一藏于龙谷大学图书馆，

即《金泽文库》本，为乌面线装一册，封面签条题名为“大乘百法明门论疏”，扉

页上中盖有“132763 昭和 16.10.29”菱形乌章，右下加有赤字“龙谷大学图书”印

章。正文首页题名“大乘百法明门论疏 潞府开元寺沙门义忠”。楷书字体，每页 7

列，每列字数不固定，平均在 16 字上下。页码编号仿照筒子纸，前后两页为一个

计数单位。此抄本据说为镰仓时代（1185-1333）的作品，但具体年代不详。另一件，

藏于大津西教寺，a具体情况不明。

第二，刻本。《初刻南藏》法八九帙的《大乘百法明门论疏》是目前国内最早

刻本《百法忠疏》。该藏原为四川崇庆古寺所有，1952 年，因为历史原因交由四

川省图书馆保存至今。近代以来，该疏的单行刻本则以金陵刻经处 1935 年 7 月刊

行的《百法明门论忠疏》为始。内院本《百法忠疏》全一册，宣纸线装竖列，每页

12 列，每列 19 字，校勘精良，同时将《大乘百法明门论》的论文补入，便于阅读，

是国内流传最广，影响的版本。

第三，印本。《百法忠疏》的铅印本极少，笔者看到的是青岛湛山寺印经处流

通的铅印本，题名为《大乘百法明门论忠疏》，封面盖有椭圆形“青岛湛山寺图记”

的印章，正文首页则有红色方形私章印记。数列繁体，每页 13 列，每列 31 字。其

印刷年代和数量均不详。b湛山寺本《百法忠疏》除个别字与内院本稍有差异，正

文内容高度一致。笔者判断湛山寺的《大乘百法明门论忠疏》的底本很可能就是内

院本《百法忠疏》。

第四，缩印本。1996 年中华书局出版《中华大藏经》的第 100 册，以及 1999

a　豆瓣上一位昵称为“酒药女佛”说：“此外日本还有两件镰仓时代的抄本，在金泽文库和大津西教寺存，

参见野沢佳美《明代大蔵経史の研究》第 63 页注 25. 写本何时传到日本不清楚，高峰了洲 40 年代对义忠疏有讨论，

看不到，或许当时已经注意到写本。”详见 https://www.douban.com/note/644972079/。笔者了解到《金泽文库》

即龙谷大学图书馆藏本。至于大津西教寺的藏本从未听闻。

b　 中国佛学院图书馆藏有此书，根据此书的私章印记和成绩表，可以确定此书在 1957 年前已经出版。不过

因为版权和隐私问题，笔者此处暂不能展示此书的图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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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四川省佛教协会缩印本《洪武南藏》的第 205 册 a所收录的《百法忠疏》都属于

缩印本。《初刻南藏》为经折装，每折六列，每列 19 字。b《中华大藏经》将原

藏的 12 折页缩印为一页，每页分上、中、下三栏，每栏 4 折。c而《洪武南藏》

将原藏四个折页缩印为一页，分上下两栏，每栏排印了原藏的两个折页，中间以黑

线分界。以上两种影印本《百法忠疏》都将原藏卷首五折的“玄奘法师译经图”缩

印为一栏。d

四、影印本《百法忠疏》e 编排错乱之评议

上世纪 90 收录的《百法忠疏》f均以声称以《初刻南藏》为底本，g而且二

者对原藏折页的编排顺序所犯错误均相同。笔者怀疑二藏的编辑者也许没有亲眼目

睹原藏，只是拿到了四川省图书馆提供的照片、胶卷之类复印件。因此，《中华大

藏经》本《百法忠疏》的排版错乱，并没有引起后来《洪武南藏》编辑者的注意，

因此重蹈覆辙。h不过鉴于二者所犯错误完全相同，也不排除四川省图书馆收藏的

《初刻南藏》本《百法忠疏》的页码排列本身有误。此疏被四川省图书馆视为镇馆

之宝，并不轻易示人，笔者也未曾亲见其庐山真面目，因此，还不能妄下断言，只

能留待日后再考。

由于《中华大藏经》本和《洪武南藏》本所犯错误相同，加之中华佛教电子协

a　（唐） 义忠：《大乘百法明门论疏》，《洪武南藏》第 205 册，成都：四川省佛教协会，1999 年，第

231-291 页。

b　 见附录一

c　 见附录二。

d　 见附录三。

e　 笔者所说的《洪武南藏》特指，四川省佛教协会于 1999 年重新影印版。

f　 下文简称缩印本忠疏

g　 见此疏校勘记，（唐） 义忠：《大乘百法明门论疏》，《中华大藏经》第100册，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第 227 页下栏。

h　 四川省佛教协会缩印本《百法忠疏》之排印混乱，详见下文“三、影印本《百法忠疏》编排错乱之评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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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CBETA）的电子佛典集成以及今年文化出版社出版的重修复原《洪武南藏》中

所收录的《百法忠疏》皆以四川省佛教协会所掌握《洪武南藏》资源为底本。因此，

为了避免无谓的重复，笔者仅以《洪武南藏》本《百法忠疏》为例，来探讨其内容

编排错乱的原委。

第一，笔者研读《洪武南藏》本《百法忠疏》中对五位法“随标别列”的七门

分别部分时，感觉前后文义艰涩不畅。好在该书第 235 页交代了对“随标别列”以

七门分别：一、释句义，二、出体性，三、辩假实，四、三性分别，五、界地有无，

六、有漏无漏，七、问答料简。但顺着笔者顺着此书编排内容将各门分别列出确则

显示：一、释句义、二、出体性、三、辩假实，六、有漏无漏，七、问答料简，四、

三性分别，五、界地有无。这明显与前文安排的顺序存在抵牾。更为令人大惑不解

的是在该书第 239 页赫然写着“上来辩界地有、无门讫。第六有漏、无漏者”，而

根据该书内容“五界地有无”部分却被安排在七门分别的最后，即本书第 241 页，

因此，按照本书的编排顺序，在“六有漏无漏”分别之前决定不能将属于后面的“五

界地有无”分辩结束。

当然，以上都是从义忠本人所列科判分析着手，推断《洪武南藏》本《百法忠

疏》的内容编排有误。事实上，感觉此书这部分内容有问题，主要是因为按照这种

编排顺序，此部分内容根本难以贯通。

为了彻底廓清上述内容的正确顺序，笔者以日本龙谷大学收藏的手写本义忠《大

乘百法明门论疏》为主要参照标准，并佐以内院本、湛山寺本《百法忠疏》，锁定

《洪武南藏》本《百法忠疏》的内容编排错误主要集中在第 239—241 页。 a按照

义忠《大乘百法明门论疏》文本内容，第 238 页下栏左末句“第五无为中”后，其

正确的编排顺序应当为：第一，跳接第 240 页上栏左“初五唯假，依真如故……第

二心所中遍行、别境俱通三性，善十一法唯是”本栏结束后，顺接本页下栏右的“善

性非无记……第三色中五根香味触，唯是无记，内五尘”，再顺接本页下栏左的“中

a　 见附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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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声两种据表言之……五无为中虚空、非择灭，性唯无记，相通于善，余四”本页

结束。再顺接第 241 页的上栏右“唯善。上来辩三性门讫。第五界地有无者……此

善十一亦通非系，教理极成，六”，顺接本栏左“烦恼中，瞋唯欲界，余遍界地……

此十一种色亦通”，本栏结束。

第二，倒接第 239 页上栏右“非系。第四不相应行中灭定一种，非界地摄……

又此上三位于因位”，再顺接本栏左“中八九十地及七地已前，二乘异生并地前位

通……第四不相应行中异生性、无想事、无想定，唯是有漏，灭定”本栏结束，顺

接本页下栏右“一种唯是无漏，余通二种……若诸教种缘虑最胜，即此心法与彼为

体。若诸教中”，顺接本栏右“有法若具四二一切，即心所初二位而为彼体……若

有见无见，有”本页结束，顺接第 240 页上栏右“对无对，即法处色而为彼体……

问忿等依他假，百法别开数；长等亦依他，一种齐开数”结束。  

第三，跳接第 241 页下栏右“答心所能缘虑，能缘数别开。色法虑义乖，无能

不开数……问忿等依一处，能缘数别开。五见能虑齐，如何不开数”，顺接本栏左

“答忿等相乖殊，所以别开数。五见推求等，相同不开数……问恶见依惠假，或五

或无量。不害无瞋假，或一或无量”。

五、小结

笔者通过对相关史料以及《百法忠疏》文本的仔细考订，廓清了以下几个问题：

内院本《百法忠疏》的相关问题。近代中国首次从《初刻南藏》中发现《百法

忠疏》者为四川崇庆古寺僧人灯旭。吕澂偶然从灯旭那里获得此疏后，立即着手对

其进行校勘。因此，支那内学院 1935 年 7 月于南京刊行《百法明门论忠疏》，其

底本的源头即来自《初刻南藏》。不过，彼时吕澂并不知道他使用的底本就是《初

刻南藏》本。因为崇庆古寺藏经被确认为《初刻南藏》在数年之后。1938 年春，

支那内学院由南京内迁江津，建立支那内学院蜀院，设立访经科，启动对古寺藏经

的调研工作。直到 1938 年冬，才最终确认此藏即为《初刻南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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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法忠疏》首次著录的时间。吕澂认为宋代的《天圣释教录》首先著录《百

法忠疏》。事实上，早在唐代日本僧人圆仁已经在长安访得义忠的《大乘百法明门

论疏》，并携回日本，详见圆仁《入唐新求圣教目录》。

《百法忠疏》入藏问题。就目前的文献史料来看，《金藏》是最早全文收录义

忠《大乘百法明门论疏》的大藏经。不过已经佚失。可惜国内现存《赵城金藏》千

字文稷帙已经佚失。《金藏》本《百法忠疏》的具体样貌无从得知。目前收录《百

法忠疏》全文的最早藏经是《初刻南藏》。而后国内八九十年代的《中华大藏经》

《洪武南藏》本《百法忠疏》皆来源于此。

各种版本《百法忠疏》关系及评议。就笔者现在所掌握的文献资料而言，《百

法忠疏》的版本可以分为写本和刻本（印本）两大系统。其中敦煌写本《百法忠疏》

系草书残卷，抄写年代不详，辨识难度较高且篇幅很小，对推动唯识学义理研究的

意义不大。日本保存的写本《百法忠疏》，特别是龙谷大学藏本，系楷书字体，容

易辨认，内容完整无缺，是难得的善本，据传属于镰仓时代的作品。

而刻本（印本）系统中，《初刻南藏》本《百法忠疏》是目前历史最早的版本，

也是内院本、湛山寺本《百法忠疏》的祖本。上世纪90年代影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

本和《洪武南藏》本也均采用《初刻南藏》本《百法忠疏》为底本，但是内容编排

错乱。而后，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所制作的电子佛典集成所收录义忠《大乘百法明门

论疏》也以《洪武南藏》本为据，重蹈覆辙，学者不可不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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