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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懷瑾先生的正版書籍 

 

 

 

 

有人問我﹐既然一年前（2012 年 10 月 19 日）就離開了老古

公司﹐也離開了太湖大學堂﹐為什麼還在忙﹖到底忙些什麼﹖ 

難怪許多人都問我同樣的問題﹐因為我常婉拒親友們的邀約﹐

理由永遠是“最近很忙”。 

說了不少次很忙之後﹐當然引起親友們的好奇。他們說﹐這

麼大的年紀﹐到底忙些什麼啊﹖ 

其實忙的不止我一個人﹐而是四五個人﹐有時更是六七個人。

我自己每天工作至少五六個小時﹐年輕的幾位﹐工作時間更長。

大部份時間是忙著訂正南老師的書﹐而且是已出版過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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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因為東方出版社要重新出版﹐在編輯校對的過程中﹐正好

配合修訂書中原來的錯誤部份。這也是我多年來想做而無時間做

的事。 

為什麼要做這種事呢﹖說來話長﹐先說一個《論語別裁》的

笑話吧﹐大家自然就明白了。 

《論語別裁》這本書﹐是 1976 年出版的（我並未參加工作）。

出版不久有一天﹐發現書中唐太宗的長孫皇后﹐竟然印成了獨孤

氏﹐於是我連忙去問老師。 

我說︰“老師﹗唐太宗的皇后不是長孫皇后嗎﹖為什麼《論

語別裁》裡說是獨孤氏呢﹖” 

老師的回答真妙﹐他說︰“我也不知道。” 

由老師這句話﹐大家就可以知道﹐老師書中雞零狗碎的問題

真不少。但是卻掩蓋不了書中那雄偉的氣魄﹐無邊廣闊的視野﹐

瀟洒自在的信手拈來﹐令千千萬萬的人陶醉﹐而且愛不釋手。 

老師讀書之多﹐令人難以想像﹐日久天長﹐不免會張冠李戴﹐

把《紅樓夢》裡的話﹐說成《西廂記》中的﹔把古書的“左衽”﹐

說成露右肩之類（中間少說了一句話）。因為古書的“左衽”是

說邊區落後沒文化人的服裝﹐向左掩襟﹐與漢人的右衽相反。可

是現在左衽﹑右衽﹑中衽都有﹐太多了﹐不能說他們沒文化啊﹗

所以就變通說法了。 

另外﹐在《原本大學微言》中﹐老古版本引用古書﹐竟漏了

一大節﹐居然過了十幾年﹐最近才被讀者發現﹐難怪學院派的學

者們﹐常批評南老師沒學問﹐不算學者。在這方面來說﹐老師當

然比不上學者們的學問高。 

歸根究底來說﹐南老師的講錄出版﹐當初都是一群熱心的同

學們﹐東拼西湊而成的﹐在那個老師帶領的無中生有的情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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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無責任編輯﹐也無專業校對﹐反正先出版再說﹐如要等到十全

十美﹐恐怕永遠出不了書。 

現在我所說的訂正老師的書﹐是因為市面上流通的書很紊亂﹐

擅自刪改的﹐不負責任的﹐充斥於各處﹐我們希望加以檢查訂正﹐

以減少今人及後人查考的困擾。 

說到書中的錯誤﹐還有一個重大的原因﹐就是聽講的同學們﹐

都認為老師講的絕對正確無誤﹐所以並未查對資料。真是一群糊

塗學生﹐怪不得老師不承認大家是他的學生。 

後來經過 10 年 20 年﹐大家才體會到﹐老師也會記錯﹐也會

有口誤。有趣的是﹐查資料時﹐網絡上很多是“南懷瑾說的”﹐

而分明又是錯的。可見網絡上的資料﹐也是認為老師不會錯的人

鋪上去的。 

1990 年﹐我奉老師之命﹐到上海復旦大學﹐為了出版《論語

別裁》這本書﹐與出版社的責任編輯陳世強會了面。當時大陸的

批孔揚秦文化﹐尚未完全停擺﹐而臺灣方面的書籍﹐仍有“共匪”

“毛匪”之類的字眼﹐並且有兩岸對峙的語句。 

當時我只說一個修改原則﹐就是不適合簡體字版的言辭﹐可

以刪除﹐但不可改動或增添。 

這本簡體字的《論語別裁》﹐出版後我沒有看過﹐聽說錯誤

不多﹐改動也少﹐可能與陳君工作嚴謹有關。復旦後來又出版了

很多老師的書﹐我也都沒有看過﹐只是接到很多讀者抱怨的信和

改錯的信。 

這使我想起出版界一句流行的話﹐“無錯不成書”﹐這句話

還真有些實在﹐因為沒有錯的書太少太少了。不過﹐更改原著的

原意﹐是絕對不可原諒的。 

還有一件必須說一說的事﹐就是前人的詩詞﹐老師常有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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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個字的情形﹐認為比較更貼切。現在查對資料時﹐常發現版

本很多﹐可見自古以來都有人更改別人的文句。所以什麼是原版﹖

真難為了後人﹐害得那些專研考據的學人﹐一輩子所考據的﹐只

有幾個字而已。 

囉嗦了一大堆﹐我們這一群老師不承認的學生﹐就是天天忙

著老師的書﹐希望整理出一套正確的善本﹐使讀者們有據可查﹐

而所謂的正確﹐是指內容正確﹐是老師的原意。當然啦﹐也只是

盡力而為﹐只能算是比較正確罷了。 

一般說來﹐簡體字的版本﹐自 2008 年﹐北京東方出版《小言

黃帝內經》起﹐之後所有老師的書﹐東方在付印前﹐都經過老師

這裡校審過的﹐應該屬於正確的版本。現在大家除了忙著校正老

師的書之外﹐也在編輯南師的年譜﹐這個工作牽涉時間久遠﹐頗

為不易﹐但雖費力費時﹐也是必須要做的事。 

拉雜了一篇﹐仍然文不盡意﹐留待以後再說吧。 

 

 

南老師親自撰寫的《禪海蠡測》（1955 年）﹐很少有人看過吧﹗

那本書不能算是白話﹐所以多數人看不懂﹐自然流通就不太普遍了。 

其實﹐這本書也不能算是古文﹐只不過言辭有些古典而已﹐

卻因此不能廣為流傳﹐實在是一件憾事。由於大家古文程度的退

步﹐所以許多來向南老師求教的人﹐太半未曾看過《禪海蠡測》

這本書。 

好幾年前的一天﹐有一位呂老闆（松濤）﹐前來見南師﹐並自

稱看過《禪海蠡測》。老師聽後當即雙手擦眼﹐呂君不解師意﹐

卻問道﹕“老師眼睛不舒服嗎﹖”老師回答說﹕“我是刮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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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意思是說﹐你能看《禪海蠡測》﹐我對你當然刮目相看啊﹗

當時在座的人都笑了起來。呂老闆是哲學系畢業的﹐程度當然不

一般。 

為什麼現在又提這本書呢﹖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白話翻譯

的《禪海蠡測》﹐最近就要由“東方”出版了﹐書名就叫《禪海

蠡測語譯》﹐而翻譯的人正是在下我。 

請大家不要誤會﹐以為我在吹牛自捧﹐其實﹐我只是趁此機

緣﹐說明一下奇特的經過罷了。這本書是 1976 年就完成的﹐1977

年南老師也已審閱訂正完畢﹐但卻拖到 38 年後才出版﹐而且是先

印簡體字版﹐真夠奇怪的。 

說起來要從 1975 年開始﹐那年秋天﹐從美國來台灣的一位天

文學博士﹐向南師求教。此君學禪有年﹐但《禪海蠡測》一書﹐

他只看懂了一半。 

說看不懂這本書的人很多﹐但看不懂又奈何﹗而且﹐所看懂

的一半﹐也只是認識文字而已﹐不是內容。 

於是南師就有了想法﹐他說﹐頂好翻譯成白話﹗ 

當時的我﹐好像吃了熊心豹子膽﹐居然答應做這件工作﹐真

是不可思議﹐因為我並不是學古文出身的﹐只是稍有涉獵而已。 

豈知工作開始後﹐才知道太不容易﹐因為這不但是一本份量

極重的文化典籍﹐還是一本參禪用功的指導﹐所以其中遣辭用字

就極需斟酌了。後來更在工作進行三分之一時﹐南師認為不夠白

話﹐只好再重新開始﹐捨棄一句一句翻譯﹐而改用意譯﹐與原句

不必相對應。 

反正折騰來折騰去﹐最後總算完成了這本書的翻譯工作。而

最有趣的是﹐老師在 1977 年閉關之中審閱書稿時﹐忽然心有所感﹐

就在《關中記妄》中﹐寫了一段自我讚美的話﹐太有意思了﹐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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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錄如下﹕ 
 

1977 2 23

44 22

 
 

這本書當時雖然已經南師審訂完畢﹐但老古出版社剛成立﹐

只有古國治和李淑君二人支撐﹐他二人還要負責給老師護關﹐又

要照顧東西精華協會的事務。而其他幫忙的同學﹐只能業餘前來﹐

所以出版的事就擱下了。 

後來老師出關﹐又忙著講課﹐1979 年又忙著籌辦十方書院……

一直忙到 1985 年又去了美國﹐大家早把這本書稿忘得一乾二淨﹔

直到 2012 年老師辭世後﹐在臺灣的追思紀念會上﹐陳世志學友提

及此事﹐才又將書稿找出來。 

但在印製的過程中﹐又有藏密人物的翻譯問題﹐政體變革問

題﹐都需要核實﹐因為古今說法不同﹐繁簡用字也不同﹐一波三

折﹐這本書命運實在多舛﹐不過﹐雖花費了一年時間﹐現在終於

完成了。 

感謝東方出版社編輯方面的認真和辛勞﹐以及許多同學朋友們

的參與校核資料﹐大約在 4 月中旬﹐可以與讀者見面了。謝天謝地﹗ 

 

 

說到修正南師講記的書籍﹐古國治老同學已經加入修訂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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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並且從他整理的兩本書開始了。 

為什麼連老古的書都需要修訂呢﹖最根本的原因是﹐在老師

帶領同學們奮鬥的過程中﹐專業人少﹐多數是業餘熱情效力老師

的﹐連最重要的校對工作﹐都沒有專人負責﹐因為沒有錢﹐請不

起。 

就拿“人文世界”來說吧﹐那是 42 年前（1971）的事了。雜

誌只賣八元一本﹐可是統一公司的林蒼生先生立刻送來四萬元贊

助。這四萬元可以印一萬本了﹐而我們只印了兩千本。好在無人

要稿酬（老師也不要）﹐靠這筆款項才得以繼續出版。林先生後

來對老師的文化事業捐助不斷﹐前幾年看到林懷民的一篇文章﹐

才知道林蒼生早年還是一個文藝青年呢。 

五年後（1976）古國治奉老師之命成立了老古出版社﹐當時

只有他和李淑君二人﹐另有三兩個同學﹐都是外行的年輕人抽空

來幫忙﹐大家都沒有薪水。 

又過兩年多（1979）﹐古國治結婚了﹐要找工作賺錢養家﹐

才離開老古﹐投入職場。此時老師也結束閉關﹐開始管理老古﹐

又辦了十方書院﹐在這段時間內﹐老師曾請過一個專業校對。 

老師在六年後（1985）赴美﹐老古公司由陳世志負責﹐直到

1988 年才離開。在他負責的三年之中﹐出版了很多書﹐老古轉虧

為盈﹐是他的功勞。但是有些書﹐不免有欠缺嚴謹之處﹐需要仔

細訂正。舉例來說﹐《易經雜說》這本書﹐原是蔡策整理的﹐在

陳世志離開前匆忙印行﹐後來只得煩請易學專家閆修篆老友義務

幫忙﹐仔細訂正修改有五六次之多﹐才在意義方面減少差錯。 

再說老師的課程﹐包羅學問實在太廣﹐有時必須專業知識才

能校對﹐這也是困難之處﹐不是文字好就能整理講記的。我整理

老師不少講記﹐常常遇到有費解之處﹐需再三考量﹐以免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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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所整理的老師的書﹐都是經過老師過目的。有一次

老師說﹕“不必看了﹐你怎麼對自己沒有信心啊﹖”意思是說﹐

我寫的沒有問題。我回答老師說﹕“不是沒信心﹐是不願負責”。

我心裡想﹐老師看過後﹐如仍有錯誤﹐那就不是我的問題了。 

其實﹐我是沒有信心的﹐因為學養不夠﹐有時很難確定老師

講的真正涵意所在。如果是一篇文章﹐除了字句外﹐還有字裡行

間的深意﹔如果是整理講話錄音﹐那就更加麻煩了﹐常會把意思

弄反。 

現在有許多人很有自信﹐又熱心想與大眾分享﹐就把錄音整

理成文字公諸於世﹐卻不知道大家正在替他捏把冷汗呢。 

還沒有說完﹐下次再說吧。 

 

 

上次說到整理老師的講記常有錯誤﹐在早期最重要的一個原

因就是﹐我們這些糊塗學生﹐都認為老師講的絕對不會錯﹐所以

沒有去查核資料。 

其實﹐由於老師腦海中的資料太多﹐太複雜了﹐免不了時有

張冠李戴﹐人事倒置以及口誤的情況發生。又因為大家都是義工﹐

沒有專業訓練的背景﹐自然會產生誤差。 

最可笑的事就是﹐現在網路上查資料﹐有些竟然是出自南懷

瑾的書﹐而偏偏就是老師的口誤。 

老師講課時常引用古人的話和詩詞﹐又因為老師對於作詩是

優等之中之優﹐所以也常將古人的詩改一兩個字﹐認為比較更貼

切﹐所以就變成引用錯誤了。 

其實古詩詞的流傳﹐常有不同版本﹐費大勁考據出來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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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能說大概不錯罷了。 

大約一兩年前﹐老師看到一篇文章﹐其中有一句“助紂為虐”

的話。老師立刻說﹕“不是助桀為虐嗎﹖什麼時候變成‘助紂為

虐’了啊﹖我小時候唸的書都是‘助桀為虐’啊”。 

我當時就回答老師說﹕“我小時候唸的可是‘助紂為虐’”。 

其實夏桀與商紂王都是暴虐的人﹐不管是助桀或助紂﹐都是

一樣暴虐﹐意思都一樣嘛﹗大家習慣不同﹐言辭有別而已。所以

看老師的書﹐能注重涵義才是重要的。 

關於老師書的問題﹐到了 2005 年開始﹐就大大的改進了。具

體的說﹐是從《莊子諵譁》這本書開始的。 

2005 年﹐我秉承老師的意旨﹐到了廟港﹐開始整理老師講的

《莊子》。從 2005 年﹐直到 2012 年老師辭世﹐這七年間﹐總算

把老師所講重要的典籍都完成了整理﹐大多數已出版。 

在這個時期﹐得力於不少同修同學的助力﹐才能減少錯誤﹐

完成工作﹐所以天下許多事不是一個人可以做成的。又因為其中

的許多不確定﹐隨時可以得到老師的解答和教導﹐工作才得以順

利進行。新書在大陸的簡體字版﹐起先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後來改在北京東方出版社陸續出版﹐都是老師選定的。 

90 年代初期﹐老師在香港看到“十方”雜誌有關“唯識”方

面的文章後﹐特別打電話給我﹐老師說﹐不可以整理他所講的唯

識。 

老師為什麼這麼說呢﹖當時我也有點納悶﹔我猜想﹐唯識學

是一個很嚴重又重要的學問﹐老師在對大眾講這個課時﹐大概是

方便說法為主﹐所以﹐總說是唯識研究﹐不是講解。這就更說明

老師對文字﹐對學術的慎重和嚴謹了﹐哪像現在的人那樣自信﹐

那樣自滿。老師常常告誡大家﹐小心﹗不要以好心得惡果。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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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終沒有整理老師講的唯識﹐當然主要原因是能力不夠﹐更重

要的是﹐老師沒有許可將他的錄音變成文字﹐所以我才會聽到唯

識就頭昏。 

 

 

說到唯識的問題﹐以我的淺顯了解和個人的想法﹐老師注重

的是對佛法修證方面的印證﹔因為老師一生是專注在修﹐在證﹐

在教化。 

老師所教的修法﹐可不只是理論的﹐而是他自己先做過實驗﹐

是閉關專修過的﹐所以是過來人﹐才能教人﹐才能對人指導修法。 

同時老師的教化﹐並不只局限於佛法﹐而是包羅許多許多﹐

都是互通互補的。很多人說老師不是學者﹐這話也對﹐因為學者

是講學理的﹐講理論的﹐講得頭頭是道﹐但是能否實踐﹐能否活

用學理﹐就不一定了。 

但老師是重視實踐的﹐學問再好不能應用也是白說﹐就像有

人說得一手好菜﹐卻不會做﹐那有啥用﹖古人說﹕“說食不飽”﹐

會說不會做﹐沒用﹗ 

但是﹐唯識名相太多﹐不先知道是不行的﹐可是容易陷入名

相之中轉來轉去﹐最後變成一個唯識學者﹐反而偏離了修行。所

以﹐一般研究唯識的﹐多半成為學者。倒是有些出家人反而會與

修持配合研究。 

熊十力是有名的學者﹐早年梁漱溟請他到北京大學講唯識﹐

他卻講他（熊）自己的《新唯識論》。梁漱溟可不只是一個學者﹐

當然就對熊不客氣的指責了。 

梁先生 20 歲前原是一個學佛的人﹐本來想出家的﹐但考慮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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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方面﹐才決定不走出家之路。所以他對唯識的了解﹐並不只是

學者論點。 

有一個居士對南陽慧忠禪師說﹐想要寫文章解釋佛經。禪師

即命人端來一碗水﹐內放七粒米﹐碗上放一雙筷子﹐並問居士﹐

這是什麼意思。居士說不懂。 

禪師即說﹐你連我的意思都不懂﹐你還能懂佛的意思嗎﹖ 

熊十力這個著名的唯識學者﹐他的心得著作《新唯識論》﹐

引起了太多的爭論﹐因為他是學者﹐所以他的了解與論點﹐與實

際的佛法修證﹐定有偏差﹐也因為文字無法具體表達修證的確切

含意之故。 

也就是這個原因﹐南師不願將他講的唯識整理成書文﹐因為

聽和看對人產生的效果是很不同的。所以方便講解和淺顯說明如

果成為文字流傳﹐會產生偏差甚至誤解。至少這樣做違背了老師

的意願。 

老師也曾說過﹐要重新講唯識﹐那是三﹑四年前﹐老師在餐

桌上對張尚德老師說﹐“我不久要講唯識﹐到時候你來聽吧”。 

可是在老師最後的三年﹐領導大家研讀唯識時﹐卻用了《王

肯堂成唯識論證義》這本書。 

南師看過很多古來講解唯識的著作﹐認為王肯堂所講解的比

較好﹐也說明王是個講求修證的人﹐所以悟解與學者就是不同。 

王肯堂是明朝人﹐進士出身﹐更是一個著名的醫生。許多醫

生都接近佛法或道家﹐醫屬於生命科學﹐唯識也好﹐佛法也好﹐

醫學也好﹐都是對生命﹐和生命的一切活動有關的﹐所以這些研

究﹐就列入了生命科學的範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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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懷瑾文化』獨家繁體版發行﹐『白象文化』總經銷 

◎ 六月出版﹕ 

1/ 《孟子與盡心篇》 南懷瑾 講述 

2/ 《南師所講呼吸法門精要》 劉雨虹 彙編 

3/ 《東拉西扯 — 說老人﹑說老師﹑說老話》 劉雨虹 著 

4/ 《雲深不知處 — 南懷瑾先生辭世週年紀念》 劉雨虹 編 

◎ 七月出版﹕ 

5/ 《禪海蠡測》 南懷瑾 著  

6/ 《禪海蠡測語譯》 南懷瑾 著/劉雨虹 語譯  

◎ 八月出版﹕ 

7/ 《金粟軒詩集》 南懷瑾 著/林曦 注釋  

 

『東方出版社』獨家簡體版 

◎ 六月出版﹕ 

1/ 《孟子與盡心篇》 南懷瑾  講述 

2/ 《禪海蠡測語譯》 南懷瑾 著/劉雨虹 語譯  

3/ 《東拉西扯 — 說老人﹑說老師﹑說老話》 劉雨虹 著 

◎ 七月出版﹐南懷瑾著述﹕ 

4/ 《禪海蠡測》 

5/ 《論語別裁》 

6/ 《原本大學微言》 

7/ 《孟子旁通》 

8/ 《老子他說》（初續合集） 

9/ 《南懷瑾講演錄﹕2004-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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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易經雜說》 

11/《易經系傳別講》 

12/《中國道教發展史略》 

◎ 已出版﹐南懷瑾著述﹕ 

13/《孟子與公孫丑》 

14/《孟子與離婁》 

15/《孟子與萬章》 

16/《莊子諵譁》（上下） 

17/《列子臆說》（上中下） 

18/《老子他說》（續集） 

19/《我說參同契》（上中下） 

20/《小言黃帝內經與生命科學》 

21/《人生的起點和終站》 

22/《瑜伽師地論﹕聲聞地講錄》 

23/《維摩詰的花雨滿天》（上下） 

24/《禪與生命的認知初講》 

25/《答問青壯年參禪者》 

26/《漫談中國文化 — 金融‧企業‧國學》 

27/《廿一世紀初的前言後語》 

28/《南懷瑾與彼得聖吉》 

29/《Tao and Longevity》（《靜坐修道與長生不老》英文版） 

30/《Basic Buddhism》（《中國佛教發展史略》英文版） 

以及 

31/ 《禪門內外 — 南懷瑾先生側記》 劉雨虹 著 

32/ 《南懷瑾與金溫鐵路》侯承業 著 

33/ 《點燈的人 — 南懷瑾先生紀念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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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書店出版社』獨家簡體版 

◎ 六月新書﹕ 

 1/ 《太極拳與靜坐》 南懷瑾 講述 

◎ 已出版﹕ 

 2/ 《南師所講呼吸法門精要》 劉雨虹 彙編 

 3/ 《雲深不知處 — 南懷瑾先生辭世週年紀念》 劉雨虹 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