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慶祝佛陀誕生 2637年，成道 2602年，圓寂 2557年，
感懷三寶宏恩，南傳、漢傳、藏傳佛教三大傳承舉辦
國際論壇，相互對話，增進融合交流。

祈願常轉正法輪，利濟諸群生。

To celebrate the Buddha’s 2,637th birthday, 2,602nd 
anniversary of complete enlightenment, and 2,557th 
anniversary of pari-nirvana, and to pay tribute to 
the Triple Gems, the followers of the three major 
traditions of Theravada, Chinese and Tibetan 
Buddhism sponsor this forum to have dialog, 
integration and exchange. 

May the wheel of Buddha dharma turn 
forever and all beings be benefit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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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發起人 
堪布慈囊仁波切           

堪布慈囊仁波切於 1967 年蓮師殊勝日誕生，出生當天出現了一些吉

祥的瑞相。13 歲出家便開始修學佛法，在成就者 堪布噶瑪策滇仁波

切、尊貴的大司徒仁波切、法王如意寶晉美彭措等 20 多位善知識處

數年精勤努力學習顯密佛法，自此成為顯密經論解行具足的大學者，

是一位具格的上師，亦完成了許多著作，也是一位作家。

仁波切溫文儒雅、學養深厚，經常至各大中心教授密續，不但多舉經證教證；也佐以生動的事例譬喻，

說理嚴謹，遇有較困難處，更不憚煩勞，反覆說明。

仁波切在東、西方國家等世界各地弘揚佛法，並任菩提三乘林等世界各地般若林佛學會的住持，且

為現任印度智慧林佛學院院長，講經弘法近 20 年，培育了許多能弘揚佛法之眾多僧俗人才。

另外，還在青藏高原創辦了慈智學校，讓孤苦的孩子能接受教育，擺脫了文盲的命運；改變了他們

的一生，仁波切並長期推動慈善與關愛，以佛法教教育淨化人心、貢獻社會，不遺餘力。

The Originator 
Khenpo Tsulnam Rinpoche    
    Khenpo Tsulnam Rinpoche was on born on the auspicious day of Padmasambhava’s Birthday. 
Auspicious signs were observed on the day of his birth. Khenpo Tsulnam Rinpoche entered sangha at 
the age of 13 and studied under many accomplished gurus such as Khenpo karma Tseten Rinpoche, 
Ven. Kenting Tai Situpa Rinpoche, Khenchen Jigmey Phuntsok. He has since become an esteemed 
scholar in sutra and abhidharma studies of Tibetan tradition and a revered spiritual teacher. He is 
also an acclaimed author. 
Khenpo Tsulnam Rinpoche is kind and gentle. He often goes on teaching tours to Dharma centers 
around the world. He frequently cites from the sutras and uses easy-to-understand stories in his 
lectures. He is never impatient in explaining complicated teachings to students. 
Khenpo Tsulnam Rinpoche is now the abbot of many Dharma centers around the world such as Bodhi 
Tri-Cycle Society in Taiwan and also the Principle of Prajna Buddhist College in India. He also 
founded Cizhi School in Tibet for underprivileged children. His loving-kindness and philanthropic 
works have benefited m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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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緣起

堪布慈囊仁波切年輕時即經過三年三個月的閉關實修，閒暇之餘喜歡在各聖地閉關實修；並熱愛學

習研究南、北傳…等各傳承、教派的教義。曾多次率弟子探訪佛陀八大聖地、南傳佛教斯里蘭卡、

文殊菩薩漢藏道場五臺山等佛教聖地，追隨佛陀的足跡，探尋生命最初善的道途，穿越時空的界限。

這些實地啟悟的經驗，讓仁波切深深覺得─三傳佛教應該融合；互相學習與交流；團結才有力量。

尤其是佛教僅佔了全世界人口約 7%，如果還再分派別、互相排斥的話，那就會削弱佛教的力量，這

亦是「國際藏傳佛教研究會」的宗旨。

有鑑於此，堪布慈囊仁波切特發起舉辦「二十一世紀的佛法─國際南傳、漢傳、藏傳佛教論壇」，推

動三大傳承互相交流、融合與團結，堪布慈囊仁波切於 2001 年來台弘法利生，為了幫助更多的眾生，

學習中文、融入台灣生活。仁波切期盼透過此次論壇的舉辦，台灣佛教能夠提昇內涵走向國際化；

台灣佛教可以呈現豐富的多元性，從此再弘揚至全世界。

此外，堪布慈囊仁波切自謙此舉是拋磚引玉，希望將來能有更多單位，糾舉優秀人才，投注心力在

國際佛學論壇上，令一些誣蔑或醜化正信佛教的言論，

自動在陽光下煙消雲散。

Origination 
When Khenpo Tsulnam Rinpoche was young, he once entered 
a three-month meditation retreat. This experience led to 
his later fondness for conducting meditation retreat in 
holy sites. Khenpo Tsulnam Rinpoche is diligent in acquiring 
knowledge about teachings of various Buddhist 
traditions. He has led pilgrimages to Buddhist holy sites 
in India, Sri Lanka, China, and Tibet, etc. By following 
footsteps of the Buddha and accomplished saints, the 
pilgrimages were a spiritual experience for his followers 
who accompanied the Rinpoche on the pilgrimages as 
they were able to experience Dharma path without the 
limitation of time and space. Those pilgrimages were also 
an eye-opening journey for the Rinpoche too and he came to the belief that only with 
mutual understanding among Buddhists of different traditions, Buddhadharma may 
flourish. Unity brings power. Especially when Buddhist population is only 7% of the 
world population, division and discrimination will only weaken Buddhism. And thus is 
the International Forum of Tri-Tradition Buddhism. 
This is the goal of International Forum of Tri-Tradition Buddhism to provide a platform 
of dialogue so that Buddhists of the three major traditions will gain better mutual 
understanding, harmony and cooperation among one and another.  
Khenpo Tsulnam Rinpoche came to preach Dharma in Taiwan in 2001. He made an effort 
to study Chinese and adopt Taiwan lifestyle for the purpose of being able to reach out 
to more people. The Rinpoche hopes that this International Forum of Tri-Tradition 
Buddhism will also help Taiwan Buddhism to be internationalized and become more 
diversified. From Taiwan, may Buddhadharma shine throughout the world. 
Furthermore, Khenpo Tsulnam Rinpoche stresses this Forum is merely an initiation. He hopes 
that this Forum will attract more talented and devoted to the international dialogue 
of Buddhism. May all false accusation and wrongful narration about Buddhadharma 
van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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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壇引言人 鄭振煌教授

臺灣省臺南市人，生於 1945 年，台大外文系學士、政大新聞研究所

碩士。

現任：中華維鬘學會理事長、中華佛教居士會副理事長、淨覺僧伽大

學大乘研究所所長、新加坡佛學院資深客座教授、香港理工大學深圳

研究院客座教授、中華寶筏雜誌社長兼總編輯等職務。

長年於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中國大陸等國家講授佛法及

主持禪修營，籌辦或出席國際性宗教會議。

已出版書籍：《大圓滿椎擊三要演義》、《佛使尊者：南傳佛教第一人》、《心之旅承―中陰教授》、

《當修行者遇上大師》、《直指法身》、《藏密度亡經》、《修心與慈觀》、《心靜煩惱心熄》、《聖道

修習》、《武藝中的禪》、《何來宗教》、《法味》、《佛教在中國》等三十四部譯著；小冊子有《維摩

詰經的生命意義》、《正念與生命成長》、《不惜自焚身》、《禪修與心靈淨化》等十五種；另有佛法

教學CD及DVD、中英專文千餘篇發表於海內外報刊雜誌。此外，曾應羅馬梵諦岡之邀請，發表論文，

並為達賴喇嘛、顙東仁波切、悟明長老、了中長老、淨心長老等諸大師擔任即席口譯。

Forum Coordinator Prof. Cheng Chen-Huang 
Born in southern Taiwan in 1945, Prof. Cheng obtained his B.A. degree in Foreign Languag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nd M.A. degree in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He 
is currently the president of Chung Hua Amala Association, Vice-President of Chung Hua Lay 
Buddhist Association, Dean of the Institute Mahayana Studies at Ching Chueh Sangha University, 
senior visiting scholar to Buddhist College Singapore, visiting scholar to Zhenzun Institute of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and the editor-in-chief of Chung Hua Pofa Magazine. He travels 
around southeast Asia and mainland China in Dharma preaching tours, conducting meditation 
retreats and assisting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He is an acclaimed author of Dharma books and 
has been interpreter to many esteemed sangha members, including H.H. the 14th Dalai Lama, Ven. 
Master Liao Chung, Ven. Master Ching Hsin,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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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傳長老 簡介

強帝瑪法師

1957 年出生在斯里蘭卡南部的 Bodagama 小鎮

1970 年剃度出家

1980 年受比丘戒

1986 年完成佛教學士與碩士學位

1989 年來到台灣並學習中文

1990 年在松山佛學社免費教兒童英文並教導靜坐禪修

1992 年 ~ 迄今在台北佛陀教育基金會教導靜坐禪修

1995 年受命為斯里蘭卡駐台灣佛教代表

1998 年成立法輪兒童基金會，創辦法輪孤兒院

1998 年起至今陸續資助與成立 18 所蓮心幼稚園

1999 年創辦中華民國原始佛法三摩地學會

2001 年獲頒斯里蘭卡坎迪大學榮譽哲學博士學位

2003 年獲頒斯里蘭卡南部大學榮譽哲學博士學位

2004 年受任為斯里蘭卡可蘭尼亞藍蓮花寺住持

2005 年 ~ 迄今擔任斯里蘭卡總統國際宗教文化事務顧問

Mahatheros of Three Major Traditions 
Ven. Dr. Bodagama Chandima Thero 

1957   Born in Bodagama village, Matara District.
1970   Entered sangha. 
1980   Received Higher Ordination. 
1986   Obtained B.A. degree and M.A. degree in Buddhist Studies.
1989   Arrived in Taiwan to study Chinese.
1990   Teaching children English and meditation class at Songshan Buddhist Center
1992~Present Day   Meditation Class at Buddha Education Association in Taipei 
1995   Assigned as Sri Lanka Buddhist Representative to Taiwan
1998   Founded Dharmachakkra Child Foundation and Charmachakkra Children’s Home
1998~Present Day  Founded 18 Lianxin Kindergartens around Sri Lanka
1999   Founded Theravāda Samadhi Education Association in Taiwan
2001   Awarded Honorary Ph.D. in Philosophy from University of Peradeniya 
2003   Awarded Honorary Ph.D. in Philosophy from University of Ruhuna
2004   Ascended to the abbotship of Manelwatta Vihara in Kelaniya
2005~Present Day   Assigned as International Advisor to H.E. The President of the Democratic 
             Socialist Republic of Sri Lanka on Religious & Cultural Aff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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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光法師

1952 年出生於台北縣樹林鎮，中興大學統計系畢業、

          交通大學管理科學研究所碩士

1978 年依止聖雄法師於大雄精舍剃度出家

1980 年至 1982 年於十方叢林書院高研班參學

1983 年擔任大雄精舍住持，首開兒童學佛之風氣

1990 年成立佛教第一支童子軍於大雄精舍，擔任美國紐約大覺寺方丈

1991 年底當選第二屆國民大會代表（中國國民黨不分區）

1993 年擔任美國紐約莊嚴寺方丈

1995 年起接任台中中天寺方丈

1999 年接任美國佛教會會長

2000 年起擔任美國加州橙縣護國寺住持

2002 年悟明長老傳法明光法師（臨濟第 48 代），並晉山為海明寺住持

2003 年顯明長老傳法明光法師（天台第 46 代）

2005 年當選台北市佛教會第十三屆理事長

2007 年擔任澳洲墨爾本如意寺住持

2009 年蟬聯台北市佛教會第十四屆理事長

2010 年當選中國佛教會副理事長

目前還擔任 : 台北市觀音禪院住持、界佛教僧伽會弘法委員會主任委員、世界佛教徒友誼會

社會經濟發 展委員會主席等職務

Ven. Master Ming Kuang
1952 Born in Taipei; later studied Statistic at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and subsequently 
              received a M. A. degree in Management Science,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1978 Entered sangha under the guidance of Ven. Master Sheng Hsiung of Tahsiung Vihara
1980~1982   Studied at the advanced level in Shihfang Tsunglin Institute 
1983 Ascended to the abbotship of Tahsiung Vihara and began children’s Dharma class
1990 Founded the first Buddhist Boy Scout at Tahsiung Vihar; ascended to the abbotship of 
              Tachueh Vihara in New York
1991 Elected as a member of the Second Nationl Assembly 
1993 Ascended to the abbotship of Chung Yen Monastery in New York 
1995 Ascended to the abbotship of Chung T’ien Temple in Taichung
1999 Elected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0 Ascended to the abbotship of O.C. Buddhist Practices in California, U.S.
2002 Received teaching from Ven. Master Wu Ming as the 48th generation of Linji lineage and 
              ascended to the abbotship of Hai Ming Temple
2003 Received teaching from Ven. Master Hsien Ming as the 46th generation of Tientai Lineage
2005 Elected as the 13th President of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aipei
2007 Ascended to the abbotship of Ruyi Tempe in Melbourne Australia
2009 Re-elected as the 14th President of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Taipei
2010 Elected as the Vice-President of Buddhist Association of R.O.C.

Currently also served as the abbot of Kuan Yin Ch’an Temple in Taipei, Chairperson of 
Dharma Propagation Committee of World Buddhist Sangha Council, Chairperson of the 
Social-Economic Development Committee of World Buddhist Friendship Assoc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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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丹赤巴法王 

象徵宗喀巴大師父子三尊法座的格魯三大法座：甘丹赤巴、蔣孜曲傑

及夏巴曲傑三大法座。現任甘丹赤巴法王—日宗仁波切於 1928 年

出生於印度拉達克首府列城 (Leh) 附近的美索 (Matho)。後來仁波切在

拉達克的日宗寺座床。1947 年，仁波切滿 18 歲時由拉達克跋涉至西

藏。1950 年，仁波切入拉薩近郊的哲蚌寺學習。直到 1959 年，在尊

貴的法王達賴喇嘛離開西藏後，仁波切也回到拉達克。仁波切後來圓

滿了經論部分的學習，並獲得大乘佛學教育的最高等學位「拉然巴」。

成為拉然巴格西後，隨即前往下密院學習數年，初擔任維那，後成為下密院住持，數年之後卸任，

成為哲蚌寺洛色林僧院的住持，直到獲選為「蔣孜曲傑」法座持有者後才退休，仁波切目前是第

102 任甘丹赤巴法座持有者。自哲蚌寺退休後，仁波切始至海外弘法，足跡遍及世界，慈悲給予各

種顯密教授，在頂尖西方學府教育莘莘學子，甚曾遠赴南非弘法。仁波切在緊湊的行程外，仍精進

禪修進行多次閉關，包括一次在拉達克僻處圓滿的三年密續閉關。

His Eminence 102nd Gaden Tripa: 
Rizong Se Rinpoche Thupten Nyima Lungtok Tenzin Norbu 
Rizong Rinpoche was born in the Western year 1928, in Matho, Ladakh, a place very close to Leh.

When he was 18 years old (in 1947) he traveled from Ladakh to Tibet.  In 1950, he joined Drepung 
Monastery outside Lhasa and stayed there until 1959. 

In 1959, shortly after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had fled Tibet, he also escaped. At that time, 
when he came out of Tibet, he returned to Ladakh. Some time later he heard that in Dalhousie 
there was a good school, so he went there to continue with his studies. There he finished his formal 
sutric studies with the highest Geshe degree (Lharampa), and then went to the newly re-established 
Gyumed Tantric Monastery in Hunsur, Karnataka, where he stayed for some years.First he served 
as the chanting master (Umdze), and then became the abbot of Gyumed.

After acting some years as the abbot of the Tantric College he became the abbot of Drepung Losel-
ing. This position he held until he became the Jangtse Chöje, which leads, according to tradition, 
in alternation with the position of the Shartse Chöje, to the position of the head of the Gelugpa, the 
Ganden Tripa.

Since retiring from the position of abbot of Drepung Loseling, Rinpoche has had the opportunity to 
travel abroad, and has been requested by many students to give teachings. 
He accepted to be the 102nd Gaden Throne-holder, the head of the Yellow Hat Buddhist School of 
Tibetan Buddhism after His Holiness the Dalai Lama bestowed upon him the title on 26th October 
2009.  

(Original Reference: http://www.shedrupling.at/KC/eng/eng_spir/gelu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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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題

高峰論壇

擬定高瞻遠矚的目標，提出具體行動的策略

專題論壇

針對重大議題，從佛教三大傳承的觀點發表論文

佛法交流

提出各傳承的修持方法，利眾善巧，相互交流

Topics

Summit Discussion

planning future goal and practical strategy  

Panel Subjects

gaining perspectives of three major traditions on 
particular issues

Dharma Dialogue

exchanging experience of Dharma practices from 
different trad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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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 程 表

日 期

時 間 2013 年 3 月 30 日（週六） 2013 年 3 月 31 日 ( 週日 )

08:30-09:00 報      到

09:00-09:10 三傳法師誦經為世界和平祈福
三傳長老為臺灣及大眾祈福
 ( 強帝瑪法師、明光法師、甘丹赤巴法王 )

09:10-09:45
開幕典禮
南傳：強帝瑪法師 ( 斯里蘭卡總統國際宗教文化事務顧問 )

漢傳：明光法師 ( 臺北市佛教會理事長 )

藏傳：堪布慈囊仁波切 ( 印度智慧林佛學院院長 )

主題演說：佛法大海各取一瓢飲
鄭振煌教授 ( 中華維鬘學會理事長 )

09:45-11:15

高峰論壇：三大傳承如何融合與團結
南傳：Rev. Dr. G. Sumanasiri Thero

( 斯里蘭卡佛教暨巴利文大學宗教學暨比較哲學系系主任 )

漢傳：明光法師 ( 臺北市佛教會理事長 )

藏傳：堪千昆秋嘉辰仁波切 ( 直貢噶舉大堪布 )

專題論壇：佛教生命教育
『青年教育』

南傳：Dr. G. P. Sumanapala
( 斯里蘭卡可拉尼亞大學巴利文暨佛教研究所所長 )

『信眾教育』

漢傳：海濤法師 ( 生命文化基金會董事長 )

『僧伽教育』

藏傳：甘丹赤巴法王—日宗仁波切

11:15-13:30 午休時間 午休時間

13:30-15:00

專題論壇：佛法的教理行證
南傳：Dr. Rambukewala Gnanaseeha Thero

( 新加坡大悲佛教中心佛學講師、三摩地佛學會宗教顧問 )

漢傳：大寂法師 ( 大寂靜學會理事長 )

藏傳：堪布丹傑 ( 第 17 世大寶法王隨侍口譯 )

專題論壇：佛教禪法
南傳：Ven.Ujjota  ( 新加坡緬甸佛寺禪師 )

漢傳：慧門法師 ( 力行禪寺住持 )

藏傳：哈欣仁波切 ( 印度色拉寺拉然巴格西 )

15:00-15:30 休息時間 休息時間

15:30-17:00

專題論壇：佛陀的三轉法輪
南傳：Rev. W. Pannaloka Thero

( 臺灣國立中央大學哲學系博士生 )

漢傳：惠敏法師 ( 法鼓佛教學院校長暨東京大學文學博士 )

藏傳：格西滇津明就 ( 曲望格西 )
( 印度色拉寺拉然巴格西、臺北利生中心佛學講師 )

專題論壇：佛教藝術與象徵
南傳：Rev. Hingulwela Punnaji Thero

(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博士生 )

漢傳：魏炎順博士 (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教授 )

藏傳：雪歌仁波切 ( 四諦講修佛學會導師 )

17:00-17:20 閉幕典禮∕迴向

中英文同步翻譯：鄭維儀博士 ( 玄奘大學宗教系助理教授 )

                          吳茵茵講師 ( 台師大翻譯研究所博士班 )



13

國際南傳、漢傳、藏傳佛教論壇
International Forum on Tri-tradition Buddhism:The Buddha Dharma in 21st Century

Agenda
Date

Time March 30, 2013 (Saturday) March 31, 2013 (Sunday)

08:30-09:00 Registration

09:00-09:10 World peace prayer by sangha of the 
three Buddhist traditions

Prayer for Taiwan by Ven. 
Chandima Thera, Ven. Ming Kuang, Ganden Tripa Drichung 
Rinpoche

09:10-09:45

Opening ceremony
Theravada: Ven. Chandima Thera (International religious-
cultural advisor to Sri Lankan President)
Chinese: Ven. Ming Kuang (Chairman of Buddhist Asso-
ciation of Taipei City)
Tibetan: KhenpoTsulam Rinpoche  (Principal of  Sherab 
Ling Monastery)

Key note speech: A dipper of water out of 
the great ocean of Buddha Dharma
Speaker: Prof. Cheng Chen-huang (Chairman of Amala As-
sociation) 

09:45-11:15

Summit forum: The integration and 
unity of the three traditions
Theravada: Ven. Dr. Gallelle Sumanasiri Thero (Head of 
Department of Religious Studies & Comparative Philoso-
phy, Buddhist & Pali University of Sri Lanka)
Chinese: Ven. Ming Kuang (Chairman of Buddhist Asso-
ciation of Taipei City)
Tibetan: Khenchen Konchog Gyaltsen Rinpoche (Senior 
Khempo of Drikung Kagyu )

Topic forum: Buddhist life education
Theravada: Ven. Dr. G. P. Sumanapala Galmangoda (Direc-
tor of Postgraduate Institute of Pali and Buddhist Studies, 
University of Kelaniya, Sri Lanka）− Buddhist concept of 
education
Chinese: Ven. Hai Tao（Board director of Life Culture 
Foundation）−− Followers’ education
Tibetan: Ganden Tripa Drichung Rinpoche −− Sangha 
education

11:15-13:30 Lunch Lunch

13:30-15:00

Topic forum: Buddhist theory and 
practice
Theravada: Ven. Dr. Rambukewela Gnanaseeha Thera 
(Lecturer of Buddhist philosophy at Tai Pei Buddhist Cen-
tre. Chief religious advisor to Samadhi Buddhist Society, 
Singapore) -- Theravada Buddhism - The Practical Aspect
Chinese: Ven. Da Ji (Chairman of Maha Santi Society)
Tibetan: Khenpo Lodro Tengye  (Interpreter for HH the 17th 

Garmapa)

Topic forum: Buddhist Meditation
Theravada: Ven. Ujjota (religious lecturer of Burmese Bud-
dhist Temple, Singapore)
Chinese: Ven. Hui Man (abbot of Viriya Ch’an Temple) – On 
Hua-tou Ch’an
Tibetan: Hashen Rinpoche (Sera Monastic University, 
Geshe Lharampa) 

15:00-15:30 Tea Break Tea Break

15:30-17:00

Topic forum: The three turnings of 
dharma wheel by the Buddha
Theravada: Ven. W. Pannaloka Tero (PhD program student 
of National Central University)
Chinese: Bhikku Dr. Hui Min (Dean of Dharma Drum 
Buddhist College)
Tibetan: Geshe Tenzin Mingyur (Geshe Choe Wang) 
(Buddhist lecturer at Li Sheng Center)

Topic forum: Buddhist art and spiritual 
symbol
Theravada: Rev. Hingulwela Punnaji Thero (PhD program 
student of Hua Fan University)
Chinese: Prof. Dr. Wei Yen-Shun (Professor of National 
Taichu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
Tibetan: Zilkar Rinpoche (Spiritual advisor to Four Truth 
Buddhist Center)

17:00-17:20 Closing ceremony/dedication of merits: 
Khenpo Tsulnam Rinpoche

Chinese-English simultaneous interpreters: 
Dr. Cheng Wei-yi (Associate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Religions at Hsuan Chuang University)
Miss Wu Yin-yin (PhD program student of the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at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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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典禮 
南傳：強帝瑪法師 致詞

尊敬的長老法師！

各位法師！

善良的法友們！

大家吉祥如意，普兔塞樂奈！

在我們的佛教的歷史上，今天是個特別的日子，為了二十一世紀佛教的繼續進行，佛教的三種系統；南傳、

漢傳與藏傳佛教的四種佛弟子，一起來討論研究各系統的教育方式、修行方法與文化特色。

其實，現在人類已經提出了「地球村」之觀念，表示目前人與人間之關係比古代時關係還擴展至全世界，

以前我們有個習慣，就是說；「這是我們的家」，「這村莊是我們的」，「這個國家是我們的」，「我們是東

方人」，「我們是亞洲人」，「他們是不屬於我們的宗教」，「這是我們的宗教」等等，但是以「地球村」之

觀念來說的話，地球就是我們的家，地球是我們的村莊，地球是我們的國家，所以地球上所有人是我的家人，

我們的村莊人，我們國家的人。這樣的想法指示我們，二十一世紀並不是人類分開而生活的時期，是集聚生活

的時期，天下就是我們家，我們都是一家人。

雖然我們是一家人，但是這個家裡兄弟姐妹的某些生活習慣、吃的、喝的、玩的，都會不太一樣，這個

是很正常的，同樣，我們的這個社會上，每個人的生活習慣，宗教信仰，文化背景，說話的語言，都會不一樣。

這樣的話，我們如何生活在一起呢？這樣如何說明，二十一世紀不是人類分開而生活的時期呢？就是我們必要

互相了解，相互尊重。  

佛教認為，眾生皆有覺悟之可能性，在這說法上，沒有國家的分別，南方、北方、東方、西方之分別，

宗教的分別，南傳、北傳、藏傳之分別，誰能夠信佛學法，他們都可以得到內心的平靜。

我們信仰釋迦牟尼佛，學習釋迦牟尼佛所說的法，修行釋迦牟尼佛的覺之道，所以我們都是釋迦牟尼佛

的弟子。不過，長久以來，我們信佛的慧根，學佛的系統，修行的方法，生活的背景是不一樣，所以今天我們

能夠見到南傳、漢傳、藏傳佛教系統不同。

今天，我們三傳佛弟子在現場，是為了二十一世紀佛教的繼續進行，也是為了留給後代傳統的佛法，三

傳佛弟子，各提各的思想，互相討論，互相了解。我今天非常歡喜，我能夠來參加這個論壇會議，也非常感謝

這個論壇會議主辦單位的所有法師和居士們。為了佛教，我們三傳佛弟子的合作必要繼續進行，所以我建議大

家互相認識，互相了解，互相交流，互相學習，互相尊重，培養包容心，修養慈悲心，福慧雙修，增加智慧，

利益眾生。

為了二十一世紀佛教的繼續進行，將來我會在斯里蘭卡建立三傳佛教大學，所以我今天非常開心地邀請

三傳佛弟子，來到斯里蘭卡，在一個屋簷下，學習三傳佛教，互相學習，互相了解。

祝福大家，身體健康！吉祥如意！普兔塞樂奈！

Most Venerable Maha Sangha
Dear Friends in Dhamma

Today is special date in Buddhist history. The monks, nuns, laymen and lay women who are belong to Three 
Buddhist Traditions, called Theravada, Maha Yana and Vjrayana have gathered here to make a discussion on Buddhist 
Education, The way of Practicing and Cultural back ground which in each tradition.

Actually, In present there is the conception of ‘Global Village’ among the human. It shows that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world people is stronger than ancient period. Before, We have a habit to say ‘This is our house’ ‘This village is our’ ‘This 
country is our’‘We are oriental’ ‘We are Asian’ ‘They are not belong to our religious’ This is our religious’ ect. Actually, 
according to the conception of ‘Global Village’  ‘The globe is our house’ ‘The globe is our village’ ‘The globe is our country’, 
therefore all the human who live in the earth is our family members, our villagers, our nation. Such a conception shows, 
21st Century is not separation period. It is the time in unity. The whole world is our house. We all are one family.

Although we all are one family but the way of life fashion such as eating drinking playing, of those family members 
may be not equal. That is natural. And also The people’s life fashion, religion, cultural habits, languages, who live in our 
society also not similar. If it is so, How can we be live together? How can we say, 21st century is the time in unity? So we 
must understand each other and respect each other. 

The Buddhism has explained that every sentient being have got ability of awakening. In this point Human can 
not be separated as countries or religious or eastern or western or southern or northern or Theravada or Maha Yana or 
Vjrayana. The person who got knowledgeable believe on Buddha and who study and practice hard the teaching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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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南傳、漢傳、藏傳佛教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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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典禮 

漢傳：明光法師 致詞

佛 顯 異 像 感 召 王    善 解 善 行 聖 教 傳

譯 經 弘 法 功 德 偉    戒 為 無 上 菩 提 本

傳 授 大 戒 僧 養 成    勤 修 戒 定 悟 真 理

信 解 行 證 成 正 覺    佛 教 會 服 務 功 能

政 府 寺 院 之 橋 樑    團 結 佛 教 為 整 體

參 加 國 際 佛 組 織    團 結 世 佛 為 一 家

融 合 三 傳 成 一 體    感 念 佛 恩 信 願 行

勿 忘 初 心 圓 菩 提    常 觀 緣 起 體 性 空

於 諸 眾 生 大 悲 心    南 無 釋 迦 牟 尼 佛

Opening Speech
By Ven. Ming Kuang

The Buddha made miraculous manifestations to inspire the Chakravatins
Who understand well and practice well so that the holy teachings last.
The sutra translation and the dharma propagation have great merits.
Sila is the base of the Ultimate Enlightenment.
The transmission of great sila trains the sangha.
Diligent practice of sila and Samadhi leads to the realization of truth.
Faith, understanding, practice and realization achieve Right Awakening.
The Buddhist Associations have the function of offering service.
They are the bridge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temples.
We should unite Buddhism for whole interests.
We should join the international Buddhist organizations.
Unite the world Buddhism into one family.
Integrate the three traditions into one entity.
Develop faith, vow and practice in remembering the Buddha’s grace.
Forget not the initial motivation to fulfill enlightenment.
Always meditate on dependent origination and emptiness of essence.
Develop great compassion towards sentient beings. 
Namo Sakyamuni Buddhaya.

Buddha, any one can obtain inner peace.  
All we believe Buddha Sakyamuni. Study the teaching of Buddha Sakyamuni. Practice Buddha Sakyamuni’s path 

of enlightenment. Therefore all we are the disciples of Buddha Sakyamuni. But during last long period our knowledge of 
believing on Buddha, the system of studying and practicing Buddhism as well as the our life background are different. 
Therefore today we can see the Three kind of Buddhist traditions.    

To day disciples of three Buddhist traditions are gathered here the Buddhism in 21st century and also to remain 
traditional Buddhism to next generations. So today disciples of three Buddhist traditions bring up their idea and Buddhist 
customs as well as discuss and understand each other. Today I am very happy to attend this grate conference and also I 
would like to present my gratification to organizing committee. For the unity of Three Buddhist Tradition, I would like to 
make some suggestions; we must be unity by knowing, understanding, exchanging, learning our own Buddhist customs 
and traditions as well as respecting each other. Furthermore, we must train to tolerate, love and compassion to all 
sentient being and work together for the world benefits.    

For the progression on 21st Buddhism I will build up an International Buddhist University in Sri Lanka. It will be 
named as ‘Three Buddhist traditions University’. So Today, In this great occasion, I would like to invite you who represent 
three Buddhist traditions to come Sri Lanka and study Theravada, Maha Yana and Vjrayana Buddhism in one eaves. 

May you be happy and well
Buddha Bless you!

Ven. Dr Chandima Th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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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典禮 

發起人致詞   堪布慈囊仁波切

各位尊貴的長老、法師以及各位貴賓、各位來賓們：

大家好！感謝大家在百忙中抽空來參加今天三傳佛教論壇！

今天我非常的感恩及高興，因為是佛陀流傳下來的三大傳承，大家能

夠聚在一起，互相認識、彼此交流、談佛法、想佛法、為佛法。我們三大傳承都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

所以是一家人，像兄弟一樣，這感覺就像家庭聚會一樣的溫馨，相信佛陀看到我們一定也非常的高

興、歡喜！

這次論壇，是「國際藏傳佛教研究會」主辦的第二屆。三大傳承共同主辦，則是第一屆。也是台灣

首次舉辦。

這一次論壇的主題為什麼叫「21 世紀的佛法」？因為 21 世紀的佛法就是要融合與和諧，這次論壇主

辦的目的，就是希望三傳佛教能夠互相學習與交流；並期待台灣佛教能夠走上國際化；可以呈現更

豐富的多元性。我想：最重要的目的，是三大傳承要團結。

團結是一個力量，在此利用這個機會呼籲所有的佛教徒：請用慈悲與智慧的力量，大家站出來，為

了眾生的安樂，為了佛法的發展，更要團結，更要融合。

佛陀當年在菩提樹下證悟後，將佛法傳至北、南、藏等十方，不論佛法傳到各個不同的國家，雖然

各國的民俗、風情、文化的差異，而表現出有些不同形式上的外相顯現。然而佛法的精神都是一樣，

都不離開四法印，所以都是佛陀的教法。譬如說：南傳法師法衣是橘色、漢傳法師法衣是黃色、藏

傳法師法衣是紅色，雖然法衣的顏色不相同，但一樣都是出家人，都是學習三藏，實修三學的出家人。

佛教如果沒有融合與團結的話，就沒有力量。當然我們要尊重每一個宗教，因為每一個宗教都對眾

生有貢獻，大家都知道佛法非常的殊勝，但是佛教在全世界人口，僅佔了大約百分之 7 左右。主要

的一部分原因是：三大傳承沒有融合，沒有團結，沒有合作的關係。我希望透過這次的佛教論壇，

三傳能夠更融合、更團結，將佛法弘揚至全世界，利益無量的眾生，眾生皆能幸福美滿！透過佛法

的加持力量能讓世界更和諧、更和平，一切吉祥！

   祝願大家  身體健康  六時吉祥

                 法輪常轉  眾生離苦得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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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ocation Speech 
During the Opening Ceremony of the Three Lineages of Buddhism Forum
by Khenpo Tsulnam Rinpoche

Elders, Masters, Guests of Honor, and all guests: I offer you all my greetings, and thank you all for 
making the time to be here for the Three Lineages of Buddhism Forum.

Today I feel very grateful and happy, because the followers of the three lineages that were 
transmitted by Buddha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come together, get to know one another, exchange 
ideas with one another, talk about Dharma, think about Dharma, and work for the Dharma. The 
three lineages are all students of Buddha Shakyamuni, so we actually are a family, like brothers 
and sisters. I feel that this is as warm as a family gathering and I believe that if Buddha saw us, he 
would certainly be very pleased.    

This forum is the second one hos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Tibetan Buddhism Study Institute, but it 
is the first co-hosted by three lineages in Taiwan.  

Why is the topic of this forum “Dharma in the 21st century”? It is because the Dharma in the 21st 
century should be united and harmonious. The purpose of holding this forum is so that the three 
lineages can learn from one another and exchange ideas with one another, and so that the Dharma 
in Taiwan can become more international, and present rich diversification. But beyond all that,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purpose is to create unity among the three lineages. 

Unity is power. Today, I would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appeal to all  Buddhists: With the 
power of compassion and wisdom, come forward, one and all! For the joy of all sentient beings and 
the flourishing of the Dharma, we should be more united and more harmonious. 

After his enlightenment under the Bodhi tree, the Buddha spread the Dharma in the ten directions, 
including the North, the South, and Tibet, and to different countries. Due to differences in customs, 
habits and cultures, the Dharma has manifested in different outer forms, but the spirit is the same; 
since none is separate from the Four Seals, they are all Buddha’s teachings. For example, the robes 
of the Theravada Buddhist monastics are orange, the robes of the Mahayana Buddhist monastics 
are yellow, and the robes of the Tibetan Buddhist monastics are maroon. Although the colors of 
their robes are different, they are all monastics. They are all monastics who study Three Baskets 
and practice Threefold Training.       

If there is no unity or harmony in Buddhism, our Buddhism will have no power. Of course, we have 
to respect all religions, because they all contribute a great deal to humanity and to the world. We all 
know that the Buddhadharma is supreme, but the Buddhist population accounts for only 7﹪ of that 
of the whole world. I think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is that the three lineages do not mix with each 
other, our relations are not united, and due to no cooperation. It is my wish that, through this fo-
rum, we three lineages can become more harmonious, more united, and spread the Dharma to the 
whole world, benefiting numberless sentient beings, and bringing all sentient beings happiness and 
well-being. With the power of blessing of the Buddhadharma, may this world become more harmo-
nious and more peaceful. May all be auspicious!     

I wish you all good health and propitiousness in the six periods of the day and night. May 
the Wheel of Dharma turn constantly and all sentient beings enjoy happiness and free 
from suff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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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三大傳承如何團結合作

依信徒人數及地域分佈，基督教、伊斯蘭教、印度教及佛教是世界四大宗教。基督教徒有

二十億，穆斯林有十三億，印度教徒有九億，佛教徒有三億五千萬。上座部、大乘、金剛乘是佛教

的主流，另有其他支派。三億五千萬佛教徒中，有一億八千五百萬人信仰大乘，分佈於中國、南韓、

日本、台灣、新加坡及越南。二千萬是金剛乘行者 ; 金剛乘是大乘的一支，盛行於西藏、蒙古、不丹、

喜馬拉雅山區。一億二千五百萬人屬於上座部，在下列國家中佔多數 : 斯里蘭卡 65%、泰國 94%、

緬甸 89%、柬埔寨 96%、寮國 65%-98%。1

但上列數據也不正確，如果有可能做人口普查，佛教徒的總數一定更高。世界人口有 16% 不信

宗教。歐洲和西方國家有 40%-50% 是非宗教徒 ( 懷疑論者、無神論者 )2。我有兩個理由，把他們歸

為隱性佛教徒，將來可能成為佛教徒。理由之一，佛教不是宗教。理由之二，沒有宗教信仰的人，

不相信無法驗證的超自然力量。佛教也不相信超自然力量，強調真理要由各人去驗證。再說，若有

人問非教徒他們傾向何種宗教，80% 以上的人一定會回答 : 佛教。很可惜的是佛教尚未有組織地去攝

受他們。十九世紀後，歐洲和西方國家雖然已有佛教中心成立，但也只能攝受移民佛教徒。

我們生活在科學世界，無法以科學證實的東西是不被接受的。佛教不是科學，但非常具有科學

性格。如果佛教界能去除偏見，不看輕對方，就能團結起來宣揚佛法，喚醒眾生的智慧。因此，全

體佛教徒都有責任團結一致，宣揚佛法，去除無明。

佛教三大傳承各自證明它們的歷史及教義真實性，互不相讓 ; 但愈是諍論，就愈分裂。但目前我

們迫切需要的，不是爭辯誰是誰非，而是討論如何團結合作，謀求 :

1. 保存佛教，保護佛教徒 ;

2. 大慈大悲弘揚佛法於全世界。

我們必須警覺到其他信仰破害佛教的威脅。在佛教國家裡，有很多激進組織正在摧毀佛教傳統，

並利誘佛教徒改變信仰。我們必須一齊努力，設計全球性的弘法計畫。我們必須知道佛陀及其弟子，

不是為佛教徒而傳法，而是為邪知邪見的人而傳法。因此，我們的責任是團結起來，專門為偏離正

法的人而弘法。

1 Wikipedia; Three Free Encyclopaedia (List of Religious Population) and www.adherents.com

2 Ibid. Religion

Rev. Dr. G. Sumanasiri Thero 

斯里蘭卡佛教暨巴利文大學

宗教學與比較哲學系主任

Head, Dept. of Religious Studies and Comparative 
Philosophy
Buddhist and Pali University of Sri Lanka

南傳發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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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要義

「異中求同」是近來最流行的一句話，非常適用於佛教。佛教每一個傳承各有不同的習俗、規

範、儀式及慶典。大致說，這些只是外在的特色不同。我們不能以外在的特色來論斷任何一個傳承

的優劣。外在的文化和宗教特色，應給予客觀的尊重，因為這些外在元素正是傳遞佛法、並使佛法

萬古彌新的「載體」。三大傳承的不同特色，主要是在表象，與文化背景有關，橘逾淮為枳。例如：

藏傳佛教的儀式，不適用於斯里蘭卡，反之亦然。佛教宗派的內在不同，主要是對於法的分析和演

繹不同。這些分析和詮釋不能解讀為破壞佛法 ; 相反的，最好視為了解佛法要義的努力，也是佛教學

者為了幫助別人吸收佛法而做的說明。學術研究不能當作是評估和接受「真理」的標準，因為學者

的詮釋可能會錯。因此，對實相的鑑定，應依循《羯臘摩經》3 及《大般涅槃經》的開示。上述外在

特色和分析詮釋的差異，其實就是佛教的要義所在，一切佛教傳承可以藉之團結無諍。為了三大傳

承的團結，必須強調佛教的要義。就佛陀的基本教法來說，三大傳承大體上是相同的，幾乎沒有差別。

四聖諦、八正道、緣起法、三法印 ( 無常、苦、無我 ) 和三十七道品，各傳承都相同。任何傳承如果

偏離了這些基本教義，就不是佛教。因此，外在和詮釋的差異，不足為慮，各傳承應平等看待。

目標的達成

證涅槃、止息苦是佛教的終極目標。根據上座部，成佛、證辟支佛或阿羅漢都可以滅苦，這稱

為開悟三法 ( 三覺 )。學佛的目的就是以其中一種方法來息苦。所以，就目標的達成而言，應無疑義。

大乘強調成佛高於證辟支佛或阿羅漢。因此，大乘行者發願行菩薩道以成佛，以菩薩理念來利他是

崇高的行為。就教理或實踐的層面來說，南傳佛教並不反對或牴觸大乘菩薩道。大乘行者認為南傳

阿羅漢只是自利的這種想法應該改變，因為從教理來看，阿羅漢果或道都不是完全自私的。不管什

麼法門，三大傳承都同意生命是苦的，而藉由證涅槃來結束輪迴就是苦滅和大樂。因此，就目標的

達成而言，三大傳承都相同。

佛教是殊勝的宗教

三大傳承都尊佛陀為唯一教主。佛陀不是神，也不是救世主，而是憑自己的努力得到開悟，並

引導眾生得到相同開悟的人。世界上有幾百種宗教，幾乎都根源於超自然力量的信仰 : 上帝、神祗、

精靈、魔鬼等。經典記載，佛陀出生為人，發展能力成為超乎尋常的人，他自稱為覺者 ( 正等正覺 )。

他不是救世主 ; 他自救並引導眾生修行同樣法門而救了自己。三大傳承共尊佛陀為教主。南傳佛教認

為過去有佛，未來也可能有佛 4; 同樣，大乘也接受 : 除了釋迦牟尼佛外，還有過去佛及未來佛。密乘

也同意此觀點。雖然各傳承有不同的修行法門，但所有佛教徒都是佛法的奉行者。佛教最特殊的一

點 : 佛陀不是神，也不是救世主。所以，佛教不是宗教。宗教的基本定義是相信有超自然的生命，祂

3 增支部 I 118: 「卡拉瑪人 ! 汝等勿信風說 , 勿信傳說 , 勿信臆說 , 勿信于藏經之教相合之說 , 勿信基於尋思者 , 勿信基於理趣者 , 勿信熟慮於因相者 , 雖說是與

審慮忍許之見相合亦勿予信 , 說者雖堪能亦勿予信 , 雖說此沙門是我之師亦勿予信之。卡拉瑪人 ! 若汝等只自覺此法是善 , 此 法是無罪 , 此法是智者之所稱

讚者 ; 若將此法圓滿、執取之即能引來益與樂 , 則卡拉瑪人 ! 其時 應具足而住之。」

4 大本經 ,DN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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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自己的意思來賞罰眾生。佛教主張自作自受，怎麼修就怎麼得 5。

息苦之道

不管修行的目標如何 ( 佛、辟支佛或阿羅漢 )，八正道是唯一途徑 6，它包含戒定慧三學。戒是

身語的紀律，居士五戒，比丘 227 戒，比丘尼 311 戒 ( 各傳承不同 )，用來規範身語二業。定是為了

淨化內心，目標是破無明得智慧。因此，就佛教的實際層面來看，三大傳承也有相通之處。

雖然可以找到這些相應的地方，但目前三大傳承還沒有適當的合作。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沒有

客觀的佛教研究計畫。不過很高興告訴大家，斯里蘭卡的大學從 1970 年起，在佛教研究課程中，也

介紹了大乘佛教，大大幫助了斯里蘭卡人瞭解全世界大乘佛法的修行，也促進了互相瞭解。上一個

世紀，有很多大乘僧尼在斯里蘭卡研習巴利文及佛學，並得到學位。斯里蘭卡的佛教學者也在研究

大乘的經典。同時，世界上成立了幾個國際性的佛學院、大學及研究機構，對佛教從事客觀的研究，

對於佛教傳承的團結貢獻很大。我們有責任去護持、鼓勵這些機構，強化它們的佛教研究計畫。泰

國朱拉隆功大學的教育課程也值得一提，對促進佛教傳承的合作將能發揮很大的作用。新加坡光明

山的弘法活動亦然，因為設立國際佛教大學是當務之急，它們所開辦的教育課程，不只可以弘法，

也可以促進佛教三大傳承的團結。為了這樣的統合計畫，佛教大學亟需聯結。

5 法句經 :Attavaattanonatho。大般涅槃經 :Attasranaanannasarana。

6 念處經 PTSMI55:「這是淨化眾生、克服愁苦、息滅憂痛、獲得正法、證悟解脫的直接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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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hree Buddhist Traditions Unite and Cooperate
Taking number of religious adherents and geographical expansions of religions into account Christianity, Islam, 
Hinduism and Buddhism are considered 4 world religions. There are 2 billion of Christians, 1.3 billion of Muslims, 900 
millions of Hindus and 350 millions of Buddhist. Besides other subdivisions, Theravada, Mahayana and Tantrayana 
are main Buddhist traditions in the world. Out of this 350 Buddhist, 185 millions are considered belong to Mahayana 
tradition which is highly practices in China, South Korea, Japan, Taiwan, Singapore and Vietnam. 20 million adherents 
belong to Tantrayana, a sub-division of Mahayana, mostly prevailed in Tibet, Mongolia, Bhutan and Himalaya region. 
Number of adherents belong to Theravada is 125 million. Theravada tradition is predominant in Sri Lanka (65﹪), 
Thailand (94﹪), Myanmar (89﹪), Cambodia (96﹪), Laos (65-98﹪)7.
Above figures are not actual figures. If possible to take actual census the total number of Buddhist must be higher. 16% 
of world population are nun-religious. In European and western countries 40﹪ to 65﹪ are non-religious (agnostics, 
atheist).8 I would like to admit them also as possible-Buddhist for two reasons. One is Buddhism is not a religion. The 
other reason is that what non- religious people don’t believe is supernatural powers those cannot be verified. Buddhism 
also has no provision to believe in supernatural powers but emphasis is on verification of the truth by individual. On 
the other hand, if non-believers were asked what religion they most prefer, definitely over 80﹪ would answer “it is 
Buddhism”. Unfortunate thing is that Buddhists have not organised to attract those non-believers to Buddhism. After 
19th century Buddhist canters have been established European and western countries. But mostly, those Buddhist centres 
are for the immigrant Buddhist.
Now we are living in the scientific world. Nothing would be accepted if it cannot be proved scientifically. Buddhism is not 
a science but very scientific in character. Therefore, it is possible to enlighten the world to the massage of Buddha and 
awaken to wisdom if we organize together without prejudice and discriminations. Therefore, it is duty of all Buddhist to 
get together and bring the massage of Buddha to avoid ignorance.
These tree traditions have been variously authenticated their historical and doctrinal authenticity and claim accordingly 
ones own superiority over others. One may argue either way. More we argue more we disunite. But pressing need at the 
time is not to speculate on differences but to speculate on how to unite and work together for
1. To preserve Buddhism and to protect Buddhist
2. To bring the massage of the Buddha to world on unconditional compassion
We must be aware of threatens enforced by other faiths against Buddhism. There are many active organizations in 
Buddhist countries to destroy the prestige of Buddhism and to convert Buddhist to other faiths. We must plan out 
possible means to bring the massage of Buddha to the world with cooperative effort. We must know, that the Buddha 
and his disciples in the past preached Dhamma not for Buddhist, but for those who were prejudiced and away from the 
path out of ignorance. Therefore our duty should be to unite and preach Dhamma focusing on those who are away from 
Dhamma.

Essentials of Buddhism

The current popular phrase “Unity in diversity” is very much applicable to Buddhist traditions in the world. There are 
diversity of customs and norms, rites and rituals, ceremonial practices in each Buddhist traditions. Largely, diversity 
characters are external features. Those external features are not the factors for considering inferiority of superiority 
of any traditions over the other. External characters (cultural and religious) are to be appreciated objectively. Because 
those exterior elements of Buddhism are the vehicle in which the Massage of the Buddha brought to light and kept the 
massage alive. Diversity characters in Theravada, Mahayana and Vajrayana are largely external features on surface 
looking. The external features are unique to a particular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cannot be applied in another cultural 
background. For instance Tibetan practices cannot be applied to Sri Lankan practices and vice versa. Inner differences 
among Buddhist schools are mostly on analytical and interpretational differences to the Dhamma. Those analysis and 

7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aedia (List of Religious Population) and www.adherents.com

8 Ibid. Religion in Eur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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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s should not be understood as efforts made to destroying Buddhism but better to be understood as efforts 
made to perceive subtle doctrine in Buddhism and how Buddhist scholars tried to explain doctrinal points for others to 
assimilate Buddhism. Scholarly interpretation should not be taken as the norm in evaluating and accepting truth. Scholars 
can interpret and analyse anything rightly or wrongly. Advices given in Kalama Sutta9 and Mahaparinibbana Sutta on 
assessment of reality are very important to follow by all in this regard. In between above mentioned external features and 
analytical and interpretational differences lies the essence of Buddhism that all Buddhist traditions unite without dispute. 
One essential thing for the unity of three traditions is to address and emphasis on the essence of Buddhism. Three 
traditions are essentially same and there is hardly any difference between Theravada and Mahayana with regard to the 
fundamental teaching of the Buddha. Four Noble truths, Noble Eightfold Path, Pticcasamuppada or theory of Dependant 
Origination, Tilakkhana (Anicca, dukkha , Anatta), and Bodhipakshika Dharma are same in all traditions. If any tradition 
away from these essentials hardly be introduce as Buddhism. Therefore external and interpretational differences should 
not be taken into account and should treat each tradition in equal ground.

Goal achievement

Ending of suffering through attaining Nibbana is the final goal of Buddhism. According to Theravada tradition ending 
of suffering can be achieved in attaining Buddhahood, Pacceka Buddhahood or Arahantship. It is call triple way to 
enlightenment (Trividha Bodhi). Purpose of Buddhist is to ending suffering either of these ways. Therefore, goal 
achievement is concerned there should not be confusion. Mahayana Buddhism emphasises on Buddhahood as supreme 
than other means and therefore followers of Mahayana tradition aspire to attain Buddhahood by practicing Bodhisatwa 
Wows. Altruistic norms related with Bodhisatwa ideal are highly appreciative. Canonically or practically, there is no 
objection or contradiction in Theravada Buddhism for Bodhisatva aspiration of Mahayana Tradition. Consideration 
of Theravada Arahanthood as selfish means by Mahayanist is to be reformed because there is no provision to consider 
that stage or the path as fully selfish, canonically. Whatever the means, all three traditions unanimously agreed life as 
suffering and ending of life through attaining Nibbana as the end of suffering and supreme bliss. Therefore, talking goal 
achievement into account there should not be confusion among three traditions.

Buddhism is Unique Tradition.

All three traditions unanimously accept Buddha as the only Master. Buddha was not a God nor a Saviour but one who 
enlightened in his own effort and guided others to the same enlightenment. There are many hundreds of religions in the 
world and almost all of them are rooted in the belief of supernatural being; God, gods, sprits, demons etc.
Canonically, he was born as a human being and developed his faculties to become an extraordinary human being; 
which himself called “enlightened One” (Samma Sambuddha). He is not a Saviour but one who Saved by himself 
and guide others to follow the same path and save themselves. All three traditions united in accepting the Buddha as 
the Master. According to Theravada tradition there were past Buddhas and possibility of having future Buddhas10. 
Similarly Mahayana Buddhism also accepts several Buddha’s in the past and Future in addition to Shakyamuni Buddha. 
Tantrayana Buddhism is also similar in this regard. Though different traditions are in practice, all Buddhists are followers 
of teaching of Buddha. Unique to Buddhism is that Buddha is not a God or Saviour. Therefore Buddhism is not a religion. 
Fundamental to religion is to believe in supernatural being who gives reward and punishment accordingly his will. 
Buddhism is something to be practice and gain result by oneself11.

Path to ending suffering.

Whatever the goal (Buddhahood, Pacceka Buddhahood, Arahanthood), path to goal achievement is only Noble Eightfold 
Path12. Path consists of threefold disciplinary system (Trishiksha – Sila, Samadhi, Panna). Sila is disciplinary in bodily 
and verbal actions. Buddhist lay community follow five precepts and monks and nuns follow Vinaya rules, 227 and 311 

9   AI188 : "Now, Kalamas, don't go by reports, by legends, by traditions, by scripture, by logical conjecture, by inference, by analogies, by agreement through pondering views, by 
probability, or by the thought, 'This contemplative is our teacher.' When you know for yourselves that, 'These qualities are skillful; these qualities are blameless; these qualities are 
praised by the wise; these qualities, when adopted & carried out, lead to welfare & to happiness' — then you should enter & remain in them.
10 Mahapadha Sutta DN 14
11  Dhammapada “Attava attano natho” Parinibbaba Sutta “atta srana ananna sarana”
12 Satipatthana Sutta, PTS M i 55 "This is the direct path for the purification of beings, for the overcoming of sorrow & lamentation, 
     for the disappearance of pain & distress, for the attainment of the right method, & for the realization of Unbin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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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pectively (Number may varied in each tradition), as their disciplinary code for restraining from bodily and verbal 
misconducts. Meditation practices for mental purification are in practice and aim their life at destroying illusion and 
obtaining wisdom. Thus practical aspect of Buddhism also conveys the unity of three traditions.
Even though such parallels are to be found, still have no proper cooperation among different Buddhist tradition.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is not having objective study programme about Buddhism. It is pleasure to admit that Sri Lankan 
Universities, since 1970, have introduce Mahayana Buddhist Studies to the curriculum of Buddhist studies and it highly 
helped Sri Lankan’s to know about Mahayana Buddhist practices in the world and for having mutual understanding. 
For last 20 centuries many Mahayana monks and nuns graduated in Sri Lanka on Pali and Buddhist Studies. Buddhist 
scholars In Sri Lanka have done researches on Mahayana Traditions and Mahayana text. During the last 20 centuries 
several international Buddhist Educational Collages,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centres have been established for objective 
study of Buddhism in several parts of the world. Those institutions have done tremendous services for the Unity of 
Buddhist traditions. It is duty of us to support and encourage those institutions to strengthen their study programmes. 
Educational programmes conducting by Mahaculalonkornrajavidhyalaya University in Thailand also a worthy mention 
institution that can be done tremendous service for the cooperation of Buddhist traditions. Initiations made by Kong 
Meng San Phor Kark See Monastery (Dharma Drum Foundation) in Singapore,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International 
Buddhist University is a time need and institutions as such can launch several educational programmes not only for 
propagation of Dhamma but also for unity of Buddhist traditions. Inter Buddhist university linkage is a pressing need for 
such unification programmes.
Buddhist texts are written mainly in Pali, Sanskrit, Chinese and Tibetan. Young Buddhist scholars both monks/nuns 
and lay scholars should be educated or provide facilities to learn those classical languages irrespective of the tradition 
they belong. Language barrier is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not only for not having proper communication but also for not 
having understanding other Buddhist traditions in depth.
We must be highly appreciated the steps taken previously for unifying Buddhist all over the world. The foremost 
important landmark event was, no doubt, the establishment of World Buddhist Sangha Council (WBSC), in 1966. 
It is time for such organizations pay their attention to find possible means to elect leadership (like that of Pope in 
Christianity), assisted by executive members representing each tradition, each country and prominent scholars, at least to 
face with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hallenges against Buddhism.
Finally,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to be mentioned is that though there were many Buddhist traditions in practice 
throughout the world so far no conflict aroused among Buddhist though having miner ideological debates on 
philosophical matters. Therefore unity among Buddhist is not a dream.

SUKHA SANGHASSA SAMAGGI 

HARMONY LEADS TO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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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光法師

2009 年蟬聯台北市佛教會第十四屆理事長

2010 年當選中國佛教會副理事長

目前還擔任：台北市觀音禪院住持、日月潭玄奘寺住持、

台北市大慈寺副住持、台中市佛教會理事、世界佛教僧

伽會弘法委員會主任委員、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社會經濟

發展委員會主席、臺北市童軍會理事。

漢傳發表人

從佛教傳入中國的緣起弘傳

暨佛教近六十多年在台灣的弘傳發展談三大傳承如何融合與團結

壹：

一、佛教傳入中國的緣起與弘傳

佛教究竟是在什麼時候開始傳入中國的呢？正確的時間由於年代久遠，史籍、民間傳說等資

料眾說紛紜，至今已很難判斷其中的真確性，但就目前已知的資料來看，早在東漢永平年間（西元

五八 ~ 七五年），中國就已出現了佛法僧三寶，而其中的僧寶是來自中天竺（中印度）的攝摩騰與竺

法蘭二位尊者。

根據文獻記載，在東漢永平年間，有一天夜裡，漢明帝夢到一個高大的金人從空中飛來，全身

還發出金色的光芒。明帝第二天便召集群臣，希望有人能解釋這個夢的意義。博學多聞的外交事務

官傅毅啟奏說：「臣聽說西方有一位得道的神，名字叫做佛。陛下所夢到的那個金人，想必就是佛

了。」明帝認同他的看法，也對這個「佛」心懷尊敬和憧憬，於是便立即派遣博士王遵、郎中蔡愔、

中郎將秦景等人出使天竺（即今印度）尋求佛法。很幸運地，蔡愔等一行人在大月氏國遇見了攝摩

騰與竺法蘭二位高僧，便邀請他們到中國漢地來傳法。

攝摩騰原本是中天竺（中印度）人，他的外表莊嚴優雅，精通菩薩乘與聲聞乘的各種經典，常

常雲遊四方，度化各地的眾生，竺法蘭也是中天竺人，據說他熟讀了數萬章經論等典籍，是天竺許

多學者的老師。

攝摩騰早就立志以宏揚佛法為己任，能將佛法傳到尚不識佛法之處，當然是他十分樂意的事，

而竺法蘭也和攝摩騰志同道合，於是他們便決定一起去中國弘法利生。

然而竺法蘭的學生非常不希望他離開故土，因此便極力阻止，不讓它離開天竺，竺法蘭只好挑

選時機避開他學生的攔阻，秘密起程，才順利地與攝摩騰結伴，跟隨漢朝使者前往中國。

他們一路不畏疲困勞苦與危險，以白馬馱著佛經、佛像以及舍利等聖物，度過了流沙荒野，歷

經千山萬水，終於長途跋涉來到了中國當時的首都－洛陽。

明帝看到使者群真的從西方迎來了佛的僧侶，相當的高興，對攝摩騰和竺法蘭等人更是非常賞

識，於是便盛情供養招待，並在洛陽城西門外建立精舍，即洛陽西廂門外的白馬寺，請他們住在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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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中國出現佛教僧侶的最早的記錄。

為什麼要將寺院命名為白馬寺？相傳是為了紀念當時攝摩騰、竺法蘭來華時，以白馬馱徑到來

的事蹟，所以因此而命名。白馬寺是佛教傳入中國所建立的第一座寺院。

翻譯《四十二章經》法傳至今

竺法蘭與攝摩騰來到中國之後，僅僅過了短暫的時間後，便能熟練地使用漢語；然而當時佛法

才剛開始傳入中國，未成氣候，並沒有多少人信奉皈依佛法。因此攝摩騰與竺法蘭只能將自己對佛

法的深刻理解隱藏在心裡，而無法對眾生進行宣揚傳述等弘法事業。

為了讓佛法在中國延續下去，在機緣成熟時得以開花結果，他們便開始整理翻譯蔡愔從西域帶

回的經書，《四十二章經》就這麼出現了。這部經典大約有兩千餘字，包含了四十二篇短篇經文，

是中國現存漢譯佛教經典中最早的一部，譯文風格平實、扼要，傳達了不少重要的佛法概念，直到

今天仍在佛教徒間流傳讀誦。

後來，中國佛教早期發展時的譯經事業，便是在洛陽白馬寺發展起來的。為了紀念這兩位遠自

天竺來華的高僧，如今在白馬寺內不僅有著攝摩騰和竺法蘭的墳塚，在清涼台上也有著他們的塑像。

那時候蔡愔還從西域帶回一尊釋迦牟尼佛跏趺坐的雕像，是阿育王旃檀佛像雕塑師的第四件作

品。這尊雕像被帶回洛陽後，漢明帝立即命畫師進行描繪，並將繪成的畫像安置在清涼台中，以及

顯節陵上，而舊有的雕像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在譯出《四十二章經》後，過沒多久，攝摩騰就在洛陽過世了；竺法蘭後來也圓寂於洛陽，享

壽六十多歲。

雖然不能順利在中國展開弘法事業，但因著攝摩騰、竺法蘭來中國的因緣，並且譯出《四十二

章經》，再加上蔡愔帶回來的佛像，使得這個時期的中國得以具足三寶，這不單是中國初傳佛法的

標誌，也是未來佛法興盛流傳於中國的重要開端。

譯經先驅安世高

佛教源起於印度，後來漸漸在中國生根茁壯，形成具有特色的漢傳佛教，大抵可以分為佛經傳

譯、形成學派、創立宗派等三個階段。佛教的經典卷帙浩繁，而且原典是用梵文書寫，沒有經過翻

譯的話，即使有心接觸的中國人，在語言不通的情況下可說是完全看不懂的。經典的翻譯讓佛法的

傳播有所根據，且可以保持品質不變地翻印流傳，是佛教奠基極為重要的任務。

由於地緣上語言學習之便，早期的幾位譯經師多半皆為印度、西域來華的僧人，本文所要介紹

的安世高，他是西域安息國人，身分還是高貴的王太子呢！

安世高率先譯介了不少印度小乘佛教禪類的經典，包括了《安般守意經》、《陰持入經》、《四

諦經》、《五陰譬喻經》、《轉法輪經》、《正道經》、《罵意經》等等，他的譯文風格平實質樸，

雖然在譯文品質、體例完善程度尚未達到後來譯者的成熟度，但是在傳達佛法要旨方面，已經做到

不失原意，精確妥當了。

安世高從小就聰明非凡，博學多聞，甚至還具有解讀動物語言的能力。因為這樣的才能，他在

還只是太子的時候，名聲就已傳遍了四方，大家都認為他以後一定會是個賢明的國王。沒想到他對

於世間的名位權力並不眷戀，因此當父親過世以後，他便將王位轉讓給叔父，從此出家修行，四處

雲遊。自此之後他的足跡遍佈西域各國，後來更在東漢桓帝建和二年（西元一四八年）來到了中國，

在很短的時間內學習漢語之後，便在當時的國都洛陽，從事譯述佛經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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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上輩子也是個修行人，今生應該要繼續傳揚佛法，度化眾生才對。」安世高曾在偶然

中跟人提起這件事。

漢人最早受大戒西行求法第一人 ~ 朱士行

根據文獻記載，中國最早落髮的出家人，是東漢時期的嚴佛調，但那時戒律不完善，嚴佛調未

能受比丘大戒。因此嚴格講起來，嚴佛調是形同沙門，還不能算是真正比丘僧人。一直要到曹魏時，

曇柯迦羅來到洛陽（西元二四九 ~ 二五三年），譯出《僧祇戒本》，並舉行授戒羯摩法後，中國才有

正式受比丘戒法的出家僧人，那就是朱士行。

朱士行，生卒年不詳（約西元三世紀），是曹魏時代穎川（今河南許昌市）地方人。他生性正

直堅毅，擁有遠大高潔的志向與節操，不論是遇到歡喜快樂還是沮喪痛苦的事，都不能動搖他的意

志和態度。早在相當年幼的時候，他就展現出過人的天賦才能，更難得的是：他並不以自己的能力

而自滿，而是有著離塵脫俗的想法。後來終於得以出家，出家以後，他就鑽入了佛教經典，潛心研讀。

早在漢靈帝的時候，竺佛朔就已經譯出了《道行經》，也就是般若小品經的舊譯本，但是譯文

的詞句過於簡略，前後文理無法貫通，不能周全地表達出經文的真義。朱士行曾經在洛陽講解《道

行經》，就覺得譯本的意旨疏漏，許多地方皆不盡理想，因而常常歎息地說：「這部經是大乘佛法

的重要經典，竟然譯得不徹底，義理難明，實在太令人遺憾了！我發願，即使必須捨棄身命，也要

遠去西域，尋找原本的經典。」

曹魏甘露五年（西元二六○年），朱士行便開始了他堅定求法的旅程－他從雍州（今山西永濟

西南）出發，往西渡越了沙漠流沙，歷盡艱辛，終於輾轉來到大乘經典的集中地－于闐國（今新疆

和闐）。他在這裡獲得了以梵文書寫的《放光般若經》，共計九十章，六十餘萬字，為了將這部寶

貴的經典早日流傳於漢地，於是他派遣弟子弗如檀（漢語譯為法饒），準備將此梵典送回洛陽，就

在弗如檀臨出發時，于闐國中許多聲聞學眾不知從哪裡得到的了這個消息，便飛快地將這個消息通

報于闐國王，並假造情報誣賴說：「這些漢地的僧人，竟然想要以婆羅門書當成佛教典籍運送到中國，

這必定會擾亂，迷惑當地人們對佛法的認識！」國王聽信了這些讒言，於是便立即下令，不准弗如

檀將經典帶回中國！任憑朱士行百般解釋，國王還是不願相信。士行哀傷，悲痛到了極點，於是想

出一個方法，以燒經來證明他所要送回中土的是正統佛典。于闐國王看到他說得鄭重，便也答應了，

隨即在殿堂的前面堆積薪柴，並點火引燃。

朱士行手捧經典，站在熊熊烈火前，向天發誓說：「如果佛教大法應當流傳漢地的話，這部經

典就不會被燃著；如果經典毀損，那便是業緣如此，我也沒有什麼話可說！」說完，他雙手一揚，

便將經典投入大火之中。

就在圍觀的眾人面前，不可思議的事情就這麼發生了！經典落入火中的瞬間，原本勢頭猛烈的

火焰竟然頓時熄滅，而那被傳為婆羅門教經典的經書，則是分毫無損，完好如初。這豈不是經書確

為正法，得到神靈護佑感應的明證嗎？

在場大眾見到這般景象，真的是眼見為憑，盡皆驚駭歎服，再也沒有人敢說這是異教經典，並

非佛法的偽物，自然沒有人敢再阻止將這部經典送去漢地了。弗如檀這才得以順利地將經書送回洛

陽，這年是太康三年（西元二八二年）。

朱士行有生之年，都沒有回到故土，而終老于闐，享壽八十歲。

二、經驗的啟示



27

國際南傳、漢傳、藏傳佛教論壇
International Forum on Tri-tradition Buddhism:The Buddha Dharma in 21st Century

3
/30

Sum
m

it forum
: The integration and unity of the three traditions

高
峰
論
壇
：
三
大
傳
承
如
何
融
合
與
團
結 

1. 帝夢金人迎請高僧佛法入中

東漢明帝夢金人 召集群臣解夢意 傅臣啟奏西方佛 派遣蔡愔三大臣

出使天竺尋佛法 大月氏國遇高僧 攝摩騰與竺法蘭 禮請二僧入中國

白馬馱經不畏辛 長途跋涉到洛陽 明帝見僧真歡喜 白馬寺建誠供養

翻譯四十二章經 佛法弘傳至如今 西域帶回佛雕像 帝命畫師描繪奉

佛法僧三寶具足 漢傳佛教始開展 佛顯異像感召王 善解善行聖教傳

2. 西域太子安世高僧洛陽譯經

佛教源起於印度 五百年後入中國 佛法弘傳需經譯 西域安息國太子

聰慧博學安世高 不戀世間名位權 出家修行弘聖教 東漢桓帝抵中土

短期學習通漢語 國都洛陽譯佛經 安般四諦正道經 譯經弘法功德偉

3. 漢受大戒西行求法朱士行者

西元二百四九年 曹魏僧曇柯迦羅 洛陽譯僧祇戒本 舉行授戒羯磨法

受比丘戒朱士行 曹魏時代穎川人 生性正直志高潔 離塵脫俗得出家

潛心研讀佛經典 洛陽講解道行經 譯本意旨有疏漏 發願捨身去西域

尋找原經真義理 曹魏甘露五年時 開始堅定求法旅 雍州出發往西渡

行越沙漠歷艱辛 來到大乘于闐國 獲得梵文放光經 九十章六十萬字

擬將寶典傳漢地 聲聞學眾有異見 假造情報誣國王 波羅門書當佛典

運送中國會擾民 對佛正法生迷惑 王令不准將經帶 百般解釋王不信

士行想出一個法 請求燒經來證明 堆積薪材點火燃 朱公捧經對天誓

佛教大法傳漢地 經典不會被燃著 說完將經投入火 猛烈火焰頓熄滅

經典無損好如初 眾人皆見不思議 佛經寶典得順行 弗如檀圓成師願

太康三年抵洛陽 朱公八十于闐寂 戒為無上菩提本 傳授大戒僧養成

勤修戒定悟真理 信解行證成正覺

貳：

一、佛教近六十多年在台灣的弘傳與發展

台灣光復後，國民政府於民國三十八年播遷來台，許多中國大陸僧侶跟隨著政府團隊也來到了

台灣，起初先駐錫在日本統治時期所興建的寺院，如台北市十普寺、臨濟寺、善導寺等，後來則隨

順因緣至各處成立念佛會、精舍、講堂或開山建寺，舉辦念佛、誦經、禮懺等共修，共修中則隨緣

開示佛法，這是大陸僧侶來台弘法與民結緣的開始；有些僧侶會借用鄉鎮公所禮堂舉行佛學講座，

利用電台廣播弘法，或印行佛教刊物介紹佛法，逐漸地台灣百姓就有機緣從大陸僧侶聽聞佛法，而

皈依三寶，成為佛弟子，再經過一段時間的薰修學習，有些三寶弟子，發道心，跟隨師父剃度為僧，

隨師學習一些時日後，到佛學院進修或接受三壇大戒的傳授習禮，而正式成為僧侶。

僧侶的養成成為弘揚佛法的生力軍

長老法師們的講經弘法，領眾共修，為信眾排憂解惑，家庭中，喜慶的祝福勉勵，喪哀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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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禱，這些緣事皆能引導大眾增進對佛教的認識，從信佛進而學佛，而成為正信的三寶弟子。很多

長老在開山建寺之後，也舉辦佛學院培育僧才，而中國佛教會早期每年一次在某大寺院所舉行的三

壇大戒會為佛教僧伽體係建立了很好的僧倫戒制，有沙彌、沙彌尼戒、比丘、比丘尼戒暨菩薩戒，

合為三壇大戒。另佛教在家信眾，則有優婆塞、優婆夷戒，有三皈、五戒、菩薩戒等。除此還有受

持一日一夜清淨生活的八關齋戒。根據統計自民國 41 年在大仙寺舉辦第一屆的三壇大戒以來，至今

約有二萬多僧侶受過三壇大戒。至於參加三皈五戒菩薩戒會等，應有數百萬人之多。

佛教會與其功能

佛教目前在台灣應有二千多寺院團體，每個縣市的佛教寺院團體，大都會加入當地佛教會。如

台北市佛教會現有 120 幾個寺院團體。至於全國性的佛教會最早為中國佛教會，中國佛教會創立於

民國元年，在南京，民國三十八年該會隨著政府來台，於民國三十八年復會，迄今已有六十多年歷

史，第一、二屆理事長為章嘉活佛，第四屆為白聖長老，第五屆為道源長老，第六、七、九、十屆

為白聖長老，第十一、十二屆為悟明長老，第十三、十四屆為淨心長老，第十五、十六屆為淨良長

老，第十八屆為圓宗長老。早期中國佛教會下分台灣省佛教分會，其下再分各縣市佛教支會，後來

台北市、高雄市改制成為院轄市之後，即成為台北市分會、高雄市分會，而自民國 87 年台灣省政府

虛級化之後，則所有各縣市佛教會皆直屬中國佛教會。最早全國性的佛教團體除了中國佛教會之外，

還有中華佛教居士會。在民國 78 年人民團體法開放之後，則全國性佛教團體如雨後春筍，一個一個

誕生了。

如：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中華佛教護僧協會，中華佛教僧伽會，中華佛教傳佈協會，中華佛

教青年會，中華佛寺協會等。

佛教會扮演政府與各寺院團體的橋樑，政府的政策政令透過佛教會向寺院團體傳達，而寺院團

體的建言需求可透過佛教會向政府表達。佛教會發揮團結佛教寺院團體為一體之功能。

世界性佛教組織

因為有全國性佛教會的存在，自然有參加國際性佛教組織的機緣。如中國佛教會、中華佛教

居士會、國際佛光會中華總會等皆是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的團體會員。世界佛教徒友誼會創立於西元

一九五○年，創始會長為 Malalasekera 博士，

會址在斯里蘭卡可倫坡，西元 1958 年，世佛會創立八年後緬甸的 Hon.U.Chan Htoon 於

Malalasekera 博士之後當選主席，總部便遷移到緬甸首都仰光，西元一九六三年，緬甸革命之後，

Hon.U.Chan Htoon 與其家人請求泰國代表接掌全部世佛會的事務，而總部也隨之轉移至泰國曼谷。

由於泰國政府的重視與護持，於一九六九年第九屆大會上決議泰國曼谷成為世界佛教徒友誼會總會

永久會址，泰國蓬碧司邁迪庫爾公主當選世佛會泰國總部第一屆會長。目前會長為瓦那納西博士。

世界佛教徒友誼會每兩年召開一次大會，每年召開幹部及執行會議。該會有十五個副會長，八位執

行委員及十幾個委員會。當今我國有佛光山滿和法師，中華佛教居士會榮譽理事長黃書瑋博士擔任

副會長，游祥洲博士為執行委員，中華慈善功德會洪玉綉理事長為婦女委員會主席，中國佛教會副

理事長明光法師為社會經濟發展委員會主席，世佛會目前全世界有 37 國 140 個團體會員。其開會皆

以英語為主，世佛會下設世界佛教友誼青年會為子會。

世界佛教僧伽會，為第二個具有悠久歷史的世界性佛教組織，創立於西元一九六六年，會長

為斯里蘭卡蘇拉達法師，會址在斯里蘭卡可倫坡，其組成成員為世界各國僧侶，第一屆大會於西元



29

國際南傳、漢傳、藏傳佛教論壇
International Forum on Tri-tradition Buddhism:The Buddha Dharma in 21st Century

3
/30

Sum
m

it forum
: The integration and unity of the three traditions

高
峰
論
壇
：
三
大
傳
承
如
何
融
合
與
團
結 

一九六六年，在可倫坡召開，第二屆大會於西元一九六九年在越南召開，之後該會即停止運作，直

至第三屆大會，經由我國中國佛教會理事長白聖長老倡議四處奔波，於西元一九八一年在台北圓山

大飯店召開世界佛教僧伽會第三屆大會，公推白聖長老擔任會長，並通過會址遷至台北。白聖長老

連任第四屆會長，悟明長老擔任第五屆暨第六屆會長，了中長老擔任第七屆暨今第八屆會長。

自悟公長老擔任會長以來，末學即擔任青年委員會主任委員，前後有三屆，今第八屆被推舉為

弘法委員會主任委員。世界佛教僧伽會每四年召開一次大會，每二年召開執行委員會議。該會副會

長有 24 位，委員會有 10 個。參加會議的成員有南傳漢傳及藏傳之僧伽。

世界佛教徒友誼會暨世界佛教僧伽會對於團結世界佛教融合三大傳統宗派有很大的貢獻。

二、經驗的啟示

抗戰勝台灣光復 中華民國三八年 國民政府遷來台 大陸僧侶蒞寶島

駐錫寺院建道場 念佛誦經或禮懺 帶領共修宣法音 聞法喜皈禮三寶

更發道心剃為僧 弘揚佛法生力軍 三皈五戒菩薩戒 一日一夜八關齋

沙彌比丘菩薩僧 三壇大戒建僧倫 白河大仙寺首開 至今有僧兩萬多

在家佛子數百萬 台灣寺院兩千多 縣市都有佛教會 全國則有中佛會

民國元年南京創 至今已有百年史 三十八年台復會 迄今逾越一甲子

中國佛教會尊長 前一二屆為章嘉 白聖道源繼其後 悟明淨心再淨良

今十七屆為圓宗 居士團體組織名 中華佛教居士會 民國七十八年後

人民團體法開放 佛光護僧佛僧會 傳佈青年佛寺協 皆為全國佛團體

佛教會服務功能 政府寺院之橋樑 團結佛教為整體 參加國際佛組織

世界佛教友誼會 世界佛教僧伽會 團結世佛為一家 融合三傳成一體

叁：

佛教三大傳承應如何融合與團結

一、應鼓勵三大傳承之寺院團體加入各縣市佛教會。

二、各傳承佛教舉辦大型法會活動，可邀請其他傳承佛教團體參加。

三、聯合舉辦慶祝佛誕節活動，或為國家息災祈福為世界祈和平大法會。

四、舉辦寺院四眾或佛學院師生互訪交流參學等活動。

五、舉辦三大傳承佛教學術論壇，如是如是！

六、踴躍參加世界性佛教會議或活動。

七、感念佛恩，勿忘初心，常觀緣起。

肆：

結語

一、佛教一家

二、法界一如

三、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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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千昆秋嘉辰仁波切

1946 年出生於藏南的扎日，喜瑪拉雅群山中最為神聖的一

座山，亦是勝樂金剛的壇城。由於共黨的入侵，1960 年離開西

藏。1962 年，進入大吉嶺的西藏學校就讀。1963 年，由格魯

派的上師拉多仁波切授與沙彌戒出家。1967 年，進入瓦拉那西

鹿野苑的西藏學院就讀，由第一世卡盧仁波切剃度並授與比丘

具足戒，1976 年畢業時，獲得阿闍梨學位 ( 與哲學碩士相等 )。

並自第十六世大寶法王獲得大手印重要法教，之後去閉關。三

年閉關期間，曾在瓊嘎仁波切的指導下研修大手印五支勝道、那洛六瑜伽法、著名的《一意》

論釋，和吉天頌恭尊者所彙編的大乘教法。1982 年，在美國華盛頓成立一個西藏禪學中心，並

到世界各地弘法。除了講法外，還翻譯藏密的聖典：四加行、吉天頌恭尊者的上師相應法供養

短軌、吉天頌恭尊者的四座上師相應法、尊勝的直貢頗哇法、文殊師利、金剛亥母、上樂金剛

等本尊法儀軌及施身法、幻身等法本。最近堪千仁波切出了本新書「是起點，也是終點：《寶

藏諫論》」為直貢大善巧法王，第二世瓊贊法王著作《寶藏諫論》的注釋。

二十一世紀的佛法        

悠久、甚深的佛教歷史

歷史上的佛陀，在二千六百年前出現在我們這個世界上，當他還是一介凡夫時，早在無數劫之

前就開始了他的精神修道。在他的累世當中，遇到了許多佛與上師。他知道每個眾生都想要平靜、

快樂，並遠離痛苦。以這種了知與以悲心和智慧為基礎，他開展出菩提心，以致於能完全造福、利

益他人。一生又一生，他持之以恆地圓滿了菩提心。

釋迦牟尼佛，就我們今日所知，出生時是位王子，被命名為悉達多。他的父親淨飯王，是北印

度相當有權勢的國王。身為王子，他有充分的機會學習、獲致當時的各種學識與技能。他娶耶殊陀

羅為妻，生下了一子。集財富與權力所有的優渥條件於一身，他卻見到那麼多貧苦的人，他察覺到

輪迴本質的真相。

住在父王宮殿高牆內的悉達多王子，過著養尊處優的生活，周遭盡是美好的事物。他盡情地享

受這一切，直到有一天，見到一位老人、一位人、和一具屍體，他對人生的無常以及隨之而來的悲

傷感到迷惑，當他問到為何會如此時，被告知老、病、死是人人都會發生的事——這個無法讓他開

懷的答案。直到後來，他見到一位走路時洋溢著祥和的僧人，深受感動。他毫無執著地拋下王國，

去尋找存在的世間實相（世俗諦）與究竟實相（勝義諦）。

在找尋存在實相的過程中，佛陀歷經了尋訪、面晤許多上師的艱難。在樹下與洞穴中禪修，他

藏傳發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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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驗到甚深的入定狀態。最後，在六年後，他在菩提迦耶的菩提樹下，證得了究竟實相。然後，他

說出：「我已找到這般無染的甘露—深奧、全然寂靜、離於言詮、本初明光、與不變本性。」於是

他宣稱：「我已證悟，證得了離於苦及苦因的究竟狀態。」

從那時起，佛陀轉動法輪—以四聖諦為基礎的完整法教，藉由四聖諦的修持能讓人臻至佛果。

四聖諦是佛陀法教的骨幹，它界定了輪迴與涅槃的因果關係。佛陀的法教無一不存在於四聖諦的架

構當中。四聖諦也可歸納為二諦，即世俗諦與勝義諦。

佛教並非自創或是文化，而是一種揭示宇宙真理法則的方法。佛陀以他無盡的智慧，了悟一切

現象的真相，而這個真相也同時存在於輪迴與涅槃之中。在四十五年中，佛陀教導、完整解說了一

切現象的緣起本質，即整個宇宙是由因、緣所構成的。

在佛教中，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心非常複雜、深奧、且不可限量。同時，心也非常簡單

—心既不存在、也非不存在。心是意識，而非固體，因此心不能用機器或設備來衡量，心只能用菩

提心來衡量，這就是佛陀所示現的。事實上，心是快樂或痛苦的主要來源，每個眾生都有揭顯菩提

心的潛能。為了要知道這一點，佛陀教導了諸多次第的完整佛法。他傳下了漸道，以清淨粗重與微

細的心念遮障，來揭顯菩提心的圓滿本性。

佛陀對每個眾生的智慧與悲心是沒有分別的、遍滿的。因此，他的法教是為了利益一切，沒有

個人信念、信仰、或文化的差別。每個眾生都想要離苦，沒有人喜歡痛苦，連最小的昆蟲亦然。相

對地，每個人都想要獲致平靜與快樂，不管短暫或究竟，依個人的癖性與根器而異。但是，迷惑的

心製造出輪迴中一切的苦因。相反地，菩提心本身就是涅槃。因此，選擇痛苦或快樂，全操之在己。

有一個佛陀曾說過的偈頌，教導我們如何將佛法的修行與生活結合在一起，就是：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是諸佛教。」

這個簡單又甚深的偈頌，包含了佛陀所有的法教。上座部（共通乘）的傳承強調諸惡莫作是修

學的基礎，並以止、觀的修行來修心。在大乘的傳承中，方法一樣，但加上了對菩提心修行的強調，

即智慧與慈悲的雙運。在大乘金剛乘的傳承中，一切的修行皆是行善、去惡，並以生起次第和圓滿

次第來達成修心的目的。為此，我們可以看到所有的佛教傳承在其修行中都融會了相同的價值。

在這個偈頌中所教導的修行，構成了所有佛教傳承都奉行的三學，即：

一、戒（道德）

二、定（禪定）

三、慧（般若）

律藏來自佛陀遍知的智慧，戒律是了解與修持佛法的基礎，因為律藏詳細地解說了日常行為的

實際運用、和避免不善的念頭與行為。當我們持守戒律，才容易生起禪定與智慧。

佛陀的所有信徒，不管他們追隨的是共通乘、大乘或金剛乘的傳承，在僧院的體制中，正法常

存是非常重要的。一般來說，最起碼，是必須要持守五戒的。

戒非常重要，它是所有佛教傳承的根本修行。偉大的上師，吉天頌恭曾說過：「在大乘的修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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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律是不可或缺的。」換言之，佛法的修行與戒律是不可分的。而且，根據吉天頌恭的說法，持戒、

菩提心、和金剛乘同樣重要，皆是獲致證悟的速道。

吉天頌恭在其著名法教《一意》（Gong Chig）中提到：「律藏中的不善，絕不可能是金剛乘中

的善。」( 戒律中不允許的，金剛乘中不可能允許 ) 他還說：「所有覺受必須與佛陀言教相符，除此

無他。」由於佛陀是證悟者，佛陀的智慧無盡且圓滿，無論他教導的是什麼，都是離於錯誤與迷惑的。

因此我們對證悟之因的了解與修持，尤其是禪修之道，都必須與佛陀的言教一致。

在三種傳承的信徒情境中，都必須皈依佛、法、僧。我們都是追隨同一導師法教的師兄弟姊妹，

有著相同的目標、也就是出離輪迴。因此，相互的尊重、了解與合作是不可或缺的。

每一個傳承都有不同的特色，不同的方法，但是都是眾生離苦得樂的方法。過去時代 因路途遙

遠之故，彼此不容易交流，現在時代、科技發達、交通方便、世界通達，我們三大傳承彼此更要交流，

現在 21 世紀地球無國界，已經變成一家人，我們三大傳承不分種族、不分國界、不分教派，今後要

融合、要團結，為了佛法未來的發展，我們一定要融合。

在二十一世紀，不管科學與科技再怎麼進步、發達，都不可忽視快樂與痛苦的成因。在這點上，

我們可以看到佛陀的訊息適用於每個人。舉例來說，不管個人親近或隸屬於哪種信仰、哪種教義，

都可以修持五戒。這全是因為五戒乃是以慈、悲為本，它是一種教育性質的信仰，是我們需要學習、

思維、與身體力行的。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將會知道五戒是否有意義。

科學與科技強而有力，擄獲了全世界的注意力，也帶來很多新發現與新發明。今日對教育的注

重，是注重科學與科技，而全球通訊、交通的便利已經讓全世界一目了然。這一切提升了生活的方

便與品質，但同時，也讓道德的重要性不被重視。不管是在精神生活或世俗生活、在個人生活或普

遍的社會中，道德都應該被強調，成為平靜、和諧的根基與必要條件，道德是一種與生俱來的生存

模式。整個社會的結構是奠基在緣起之上，一旦道德崩壞，我們將會面對社會中層出不窮的混亂與

問題。我們唯有依循道德，別無選擇。我們不能強迫或命令平靜與和諧的出現，絲毫不管平靜與和

諧的成因與條件。很可悲地，道德在現代教育體制中卻是失落的一環。將生命中全面的道德價值、

慈悲納入教育體制中，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它們是社會中平靜、快樂的成因。持咒、唸誦祈請文、

修法等都是善行，但它們卻不足以解決我們今日周遭的混亂。唯有透過研讀與修持來了解佛法，才

能成為個人與社會的喜悅、和睦之因。 

如同前述，佛陀法教的大原則適用於每個人與整體社會，無分信仰體系。事實上，從因果關係

的觀點看來，這關乎平靜之因與痛苦之因。行十善將會導致和諧與快樂。相對地，涉入十惡將會導

致迷惑與痛苦。這個意思並不是要每個人都成為佛教徒，而是說這個原則能讓每個人在自身的信仰

與社會體系中，毫無扞格地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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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ism for the 21st century 
Buddhism has a long and profound history.

Khenchen Konchog Gyaltshen

The historical Buddha appeared' in our world 2600 years ago. The Buddha started on his spiritual path many countless 
aeons ago, when he was just an ordinary person. Throughout his many lifetimes, he met many buddhas and teachers. He 
saw that every sentient being desires to have peace and happiness, and to be free from suffering. With this realization 
and based on wisdom and compassion, he cultivated the Mind of Enlightenment, so that he could fully serve and benefit 
others. Life after life, he continued to perfect the Mind of Enlightenment.

The Buddha Sakyamuni, we know today, was born as a prince.

He was called Siddharta.His father, Suddhodana was a powerful king in northern India. As a prince,he had every 
opportunity to study and acquired all the knowledge and skills at the time. He married Yasodhara and had a son. He 
possessed all the excellent conditions of wealth and power, yet he saw that there were so many who were underprivileged. 
He perceived the reality of the nature of samsara.

Prince Siddharta was surrounded by all the beautiful things and lived a very blissful life within the walls of his father's 
palace. He enjoyed much happiness until one day he saw an aging man, a sick man and a corpse. He was puzzled by 
the impermanence of human life and the grief that came along with it. On asking why this is so, he was told that aging, 
sickness and death happen to everyone, an answer which failed to satisfy him. Until sometimes later, he was moved by a 
sight of a monk walking absorbed in peace. Without attachment, he renounced his kingdom to seek for the relative truth 
and ultimate truth of existence.

Through the course of finding the truth of existence, he endured great hardship seeking and meeting many spiritual 
masters.

Meditating under trees and in caves, he experienced profound deep states of equipoise. Finally, after six years, he 
achieved the ultimate truth of enlightenment under the Boddhitree in Bodhgaya.

He then uttered:

"I have found such undefiled ambrosia which is profound, of  total peace, free from elaboration, of pristine luminosity 
and unchanging nature".

Thus he declared 'I am enlightened, the attainment of absolute state free from suffering and the causes of suffering."

Since then, he turned the wheel of Dharma, complete teaching based on the Four Noble Truths, which through its practice 
enables each and every individual to achieve Buddhahood. The Four Noble Truths is the framework of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It defines the causality of samsara and nirvana. There are no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which are not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Four Noble Truths. These Four Noble Truths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two truths namely, the relative 
truth and the absolute truth.

Buddhism is not an invention or culture, but the way to uncover the law of the universal truth. With his infinite wisdom, 
the Buddha realized the reality of all phenomena and this reality is within both samsara and nirvana. For 45 years, he 
taught and fully explained the interdependent nature of all phenomena, that this whole universe is constituted within the 
dimension of causes and conditions.

In Buddhism, the mind is a very important subject. The mind is very complex, profound and infinite. At the same time, 
it is very simple - it neither exist nor non-exist. Mind is consciousness and is not a solid matter, so it cannot be measured 
by machines or equipment. It can only be measured by the enlightened mind which was what the Buddha did. As a 
matter of fact, it is the main source of happiness or suffering. Every sentient beings has the potential to reveal the mind 
of enlightenment. To comprehend this, the Buddha taught the Dharma, complete with its many layers. He taught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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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gressive path to purify the gross and subtle mental obscurations to reveal the total nature of enlightened mind.

The Buddha's wisdom and compassionate mind is impartial to every sentient beings and all pervasive. As such, his 
teachings is for the benefit of all, regardless of faith, belief or culture of the individual. Every sentient beings desire to be 
free from suffering. There is no one who appreciates suffering, even a small insect. On the other hand, everyone desires 
to achieve peace and happiness, either temporary or ultimate, depending on the mental inclination and capacity of the 
individual. Yet, the confused mind creates all the causes of suffering in samsara. Conversely, the enlightened mind is 
nirvana itself. So, the freedom to choose between suffering and happiness is within the power of individual.

There is a well known quotation from the Buddha, which teaches us how to incorporate the practice of the Dharma in our 
lives. It says:

"Avoid all unwholesome deeds, 
Engage in all wholesome deeds, 
Totally tame your mind, 
This is the Buddha's teaching."

This simple and profound saying constitutes all the complet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The Theravada tradition 
emphasize on the avoidance of unwholesome deeds as the basis of training, and the taming of the mind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shamatha and vipassana. In the Mahayana tradition, the approach is also the same with added emphasis on 
the practice of boddhicitta, which is the composition of wisdom and compassion. Within the four classes of tantra of the 
Vajrayana/Mantrayana tradition, all are totally on the practice of virtue and avoidance of non-virtue, with the taming of 
mind accomplished through the generation and completion stages. From this, we can see that all the Buddhist traditions 
incorporates the same values in their practice of the Dharma.

The practice that is taught from this saying forms the Three Trainings, which all the Buddhist traditions follow. They are:

1. Shila (morality),
2. Samadhi (meditative equipoise), 
3. Prajna (wisdom awareness).

The Vinaya arises from the all-knowing wisdom of the Buddha. It is the basis for the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f 
Buddhism, because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s of daily conduct, and the manner to abstain from non-virtuous thoughts 
and actions are described in detail. When we have the disciplines of Vinaya then the practice of meditative concentration 
and wisdom awareness will flow easily.

For all the followers of the Buddha,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they follow the Theravada, Mahayana or Vajrayana tradition, 
the monastic system is very important to maintain the continuity of the Teachings. In general, at very least, the Five 
Precepts needs to be practiced.

The Vinaya is so important. It is the foundation practice of all the Buddhist tradition. The great teacher, Jigten Sumgon 
once said, "In the Mantrayana practice, moral ethics is indispensable". In other words, the Dharma practice cannot be 
separated from the Vinaya. Also, according to Jigten Sumgon, the practice of Vinaya, Boddhicitta and Vajrayana are 
equally appreciated and practiced as a highway for enlightenment.

In his famous Gong Chig teachings, Jigten Sumgon said, "The non-virtue in Vinaya, cannot be virtue in the Mantrayana", 
and also what is not allowed in the precepts will not be allowed in Vajrayana. "All the experiences must be in accordance 
to the Buddha's words and nothing else." Since the Buddha is enlightened and his wisdom is infinite and perfect, whatever 
he taught is free from mistake and confusion. So our understanding and practice of the causality for enlightenment, 
especially the path of meditation must be congruent with the Buddha's word.

Within the context of the followers of the three traditions, all take refuge in the Buddha, Dharma and Sangha. We are 
all Dharma brothers and sisters following the teaching of the same teacher, with the same goal, which is to be free from 
samsara. Therefore, it is indispensable to have mutual respect, understanding and cooperation.

Each lineage has its own specialty and different method. These methods are taught to help sentient beings to be free 
from sufferings and attain ultimate happiness. In the past, communications are very difficult due to the long distanc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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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Now, the technology is highly developed and transportations have also become very convenient.  
You can travel to anywhere in the world easily. So, we can have more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among three great 
lineages.  Nothing can really separate countries on the earth. We have become one family. The three great lineages should 
get together no matter what races, or countries or religions we belonged. We should all merge together and unite together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Buddhism.

In the 21st century, no matter how advanced or powerfu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y be, the universal cause of happiness 
and suffering cannot be ignored. In this regard, we can see that the Buddha's message is applicable to everyone. For 
example, the Five Precepts can be practiced by all alike, no matter which faith or creed one may adhere or belong to. 
This happens simply because they are based on love and compassion. It is an educational religion that we need to study, 
contemplate and engage in the practice. Through this process, we will come to know whether it makes sense or no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s powerful. It has captured the attention of the world. It has brought about many new discoveries 
and innovations. The emphasis of education today is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long with the ease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has led to the flattening of the world. All this has brought much convenience and 
quality of life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little emphasis on the importance of moral ethics. Whether in a spiritual or 
secular life, moral ethics should be stressed as the foundation and requirement for peace and harmony, in the life of 
the individual or society at large, it is an innate mode of abiding. Whole social structures are based on interdependent 

existence. When moral ethics degenerates, 
we encounter increasing confusion and 
problems in our society. We have no other 
choice but to follow. We cannot force 
or order peace and harmony, without 
regarding the cause and condition for it. 
Sadly, this has become the missing link 
in the modern education system. It is 
crucial to include the values of morality, 
love and compassion in all aspects of life 
because they are the causes for peace 
and happiness in the society. Chanting 
mantras, saying prayers and conducting 
ritual are virtuous act, but they are not 
sufficient to solve the confusion around 
us today. It i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harma through study and practice, that 
will be the cause for joy and harmony to 
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As mentioned earlier, the principles of 
the Buddha's teaching is applicable to 
individuals and the society as a whole, 
regardless of their belief system. As a 
matter of fact,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causality, there exist the causes of peace 
and the causes of suffering. The practice 
of the Ten Virtues will result in harmony 
and happiness.  On the other hand, 
engaging in the ten non-virtues will result 
in confusion and suffering. It is not saying 
that one should become a Buddhist but 
the principles can be applied by everyone 
within their own belief and social system 
without any confl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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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cturer of Buddhist philosophy at the Tai Pei Buddhist Centre. 
Chief religious advisor of Samadhi Buddhist Society, Singapore.

Dr. Rambukewela Gnanaseeha Thera  
新加坡大悲佛教中心佛學講師 新加坡三摩地佛學會宗教顧問

南傳佛教 – 行證觀點

摘要 :

這篇文章的目的，是澄清上座部佛教的實踐應用的觀點。南傳佛教是依據早期佛教教義而開發

的，此法主要記錄在巴利文經典。根據南傳佛教的整個宇宙是建立於緣起的理論。因此，整個宇宙

都沒有獨立存在的本質。一切都是無常的，苦的和無我的。由於這種性質，世界上每個人都遭受生、

老、病和死的苦。為了擺脫這漫長的痛苦，一個人必須開展他 / 她的精神機能。發展過程分為三個

階段 : 戒、定和慧。這三個階段是相互關聯的。第一階段是指道德行為的發展，第二個是精神上的訓

練及第三個是實悟的開展。簡單的說這是南傳佛教的行證觀點。

南傳佛教無非是系統化的闡明記錄在巴利文經典中的早期佛法。南傳佛教宇宙觀包含五蘊，那

即是

Rūpa- 色 ( 身體和外在的物質世界 ) 

Vedanā - 受

Saññā - 想

Saṃkhāra - 行

Viññāna - 識 1

五蘊是指人對於宇宙裡的精神和物質方面的感受。整個宇宙都在按照緣起的理論 (paṭicca-
samuppāda)2 而存在。理論上，萬事萬法依因果關係而存在，並無獨立存在的事物。由於這種性

質一切在瞬間中改變。這就是所謂的無常 (anicca)3。因為一切都是無常的，所以一切都是苦的

(dukkha)4。由於一切都是無常和苦的，因此萬法無我 (anatta)5。那麼整個宇宙也包括人類經歷生、

老、病和死，這就是所謂的痛苦 (dukkha)。苦的最主要原因，是因為執著或緊抓五蘊不放，並以

此執著我、我所有 (etaṃmamaesohamasmiesomeattā) 和我的心識 6。緊抓不放或我執無非是渴愛

(taṇhā) 的表徵，所以造成苦的原因主要是渴愛 7。因此，為了毀滅痛苦 (dukkhanirodha)8，必須

根除渴愛。這種滅盡渴愛的狀態被稱為涅槃，要實現涅槃 9，行者需依循中道 10，它包含三個階段：

sīla– 戒、samādhi– 定和 paññā– 慧 11。持戒律是佛道中達成涅槃的出發點，簡單說這意味著克制個

人身體上和言語上的行為 12。持戒在於遵守五戒、八關齋戒、十戒、比丘和比丘尼等戒律 13，以此持

南傳發表人



37

國際南傳、漢傳、藏傳佛教論壇
International Forum on Tri-tradition Buddhism:The Buddha Dharma in 21st Century

3
/30

T
o

p
ic fo

ru
m

: B
u

d
d

h
ist th

eo
ry a

n
d

 p
ra

ctice

專
題
論
壇
：
佛
法
的
教
理
行
證

戒的基礎 , 行者就可以進入下一個階段，稱為三摩地。為了達到此目地，建議行者們運用一個名為止

的修行方法。14

總共有四十個修止的法門推薦給行者們。15 慈悲觀 (mettā)，不淨觀 (asubha) 和念死觀

(maraṇasati) 是常見的基礎禪修前行。16 應按照行者性行而選擇適合的禪修法門。依人的性格可歸納

為六種性行。

Rāgacarita–貪行者Dosacarita–嗔行者Mohacarita–痴行者Saddhācarita-信行者Buddhicarita–

覺行者 Vitakkacarita– 尋行者 17

例如，不淨觀適合給貪行者修行，慈悲觀給嗔行者，和出入息呼吸法給痴行者。這樣一來，一個人

必須由四十個法門選擇其中之一，並以此為止的修行方式，修止的主要目的是為了發展成一心不亂

的狀態。18

一旦行者獲得律儀和心理上的訓練，他 / 她能適當的洞察到宇宙的真正本質，即是無常、痛苦和無我。

這種洞察宇宙本質的修行被稱為毘鉢舍那 ( 內觀 )19，由此修行法門了解五蘊、緣起和四聖諦等法，

並得進入尊貴的佛道，可證得如下四果 :

Sotāpatti– 預流者 ( 音譯 : 須陀含 )Sakadāgāmi– 一來者 ( 音譯 : 斯陀含 )Anāgāmi- 不還者 ( 音譯 : 阿

那含 )Arhant- 無學者 ( 音譯 : 阿羅漢 )20

通過行證四道及四果，修行者根除以下染著 :

Sakkāyadiṭṭhi – 我見

Vicikicchā - 疑

Sīlabbatapurāmāsa - 儀式和禮節的執著 Kāmarāga – 欲染

Paṭigha – 嗔恚

Rūparāga – 色貪

Arūparāga – 無色貪

Māna – 傲慢

Uddhacca – 掉舉 
Avijjā – 愚癡 21

以上這些被稱為十纏 (dasasaṃyojana)，能使人們墮入輪迴。一旦行者們經過運用佛道和果

(maggaphala) 的修練，根除這些十纏後，行者將不會再次轉世到世界任何地方，這就是所謂的涅槃，

它是佛教最終的目的。

Theravāda Buddhism – The Practical Aspect
Abstract

“The objective of this article is to clarify the practical aspect of Theravāda Buddhism. Theravāda Buddhism was developed solely 
depending on the early Buddhist teachings mainly recorded in the Pāli canon. According to Theravāda the whole world is governed 
by the theory of dependent co-origination. So the whole world has no independent nature. Everything is impermanent, unsatisfactory 
and essenceless. Due to this nature of the world everyone has to suffer from birth, old age, disease and death. In order to get rid of 
this unending suffering one has to develop his / her spiritual faculti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includes three stages as morality, 
concentration and wisdom. These three stages are inter-related. The first stage refers to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behaviour, the 
second to the mental training and the third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al understanding. This is in brief the practical aspect of Theravāda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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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End Notes

1     Vinayapiṭaka, Vol. 1, PTS., p. 10 
2     Dialogues of the Buddha, PTS ; P 120
 3    Majjhimanikāya  Vol III, PTS, pp. 217 – 272
4     ibid.
5     ibid.
6     Etaṃ mama esohamasmi eso me attā, ibid. 
7     Vinayapiṭaka, Vol. 1, PTS.
8     ibid.
9     ibid.
10   ibid.
11   Dīghankāya, Vol II, PTS, p. 81

Theravāda is nothing but the systematic interpretation of early Buddhist teachings which are recorded in the Pāli canon. According to 
Theravāda the world of experience consists of five aggregates viz. rūpa – physical body and the external material world.
Vedanā - feelings
Saññā - perceptions Saṇkhāra - dispositions Viññāna - consciousness1

These five aggregates refer to the mental and material aspects of the world of experience. The whole world exis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 
theory of dependent
 co-origination (paṭicca-samuppāda).2 As to the theory, everything is related to other things as causes and effects. There are no 
independent things in the world. Due to this nature everything changes moment by moment. This is called the universal theory of 
impermanence (anicca).3 Because everything is impermanent, everything is unsatisfactory (dukkha). 4 As everything is impermanent 
and unsatisfactory, there is no anything permanent in the world (anatta).5 So the whole world including the beings is subject to birth, 
decay, disease and death. This is called suffering (dukkha). The main reason for suffering is the attachment to or grasping the five 
aggregates as I and mine (etaṇ mama esohamasmi eso me attā) and as my soul.6 Grasping or attachment is nothing but craving (taṇhā). 
The main cause of suffering is craving.7 So craving should be eradicated in order to destroy suffering (dukkhanirodha).8 This state of 
the destruction of craving is called nibbāṇa.9 To achieve nibbāṇa, one has to follow the middle path10 consisting of three stages viz. 
sīla – morality, Samādhi – concentration and paññā – wisdom.11 The moral training become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Buddhist path 
to nibbāṇa. In brief it means the restrainment of physical and verbal behaviour of the person.12  The moral training can be obtained by 
observing five precepts, eight precepts, ten precepts, rules for monks and nuns etc.13 On the basis of moral training one can proceed to 
the next stage called Samādhi. For this purpose, a method of meditation called samatha is recommended.14

There are forty subjects recommended for the practice of samatha meditation.15 The compassion (mettā), foulness (asubha) and death 
(maraṇasati) are common to all as the basic preparation for meditation.16 The particular subject of meditation should be selec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ersonality type of the followers. There are six characters among the people viz.
Rāgacarita - Dosacarita - Mohacarita - Saddhācarita Buddhicarita Vitakkacarita
lust character
hate character delusion character
- faith character
- intelligent character - thinking character17

For instance, the subject of foulness is suitable for lust characters, compassion for hate characters and in-and-out breathing for delusion 
characters. In this way one has to select a subject out of forty in order to practice samatha meditation. The main purpose of samatha 
meditation is to develop one- pointedness of mind.18

Once the practitioner gets the moral and mental training, he / she is in a position to understand the real nature of the world viz. 
impermanence, suffering and soullessness. This practice of insight into the real nature of the world is called vipassanā meditation (insight 
meditation).19 In this practice one has to understand the five aggregates, dependent co-origination and four noble truths etc. and is able 
to enter into the paths and fruits of the noble path viz.
Sotāpatti - stream winning Sakadāgāmi - once returning Anāgāmi - non-returning Arhant - arhantship20

By attaining the four paths and fruits, the practitioner eradicates the following defilements :
Sakkāyadiṭṭhi
Vicikicchā
Sīlabbatapurāmāsa - attachment to rites and ceremonies
Kāmarāga Paṭigha Rūparāga Arūparāga Māna Uddhacca Avijjā
- sensual pleasure
- ill-will
- attachment to trances of material plane
- attachment to trances of immaterial plane
- conceit
- mental distortion
- ignorance21

- personality view - doubt

These are called ten fetters (dasasaṇyojana) which bind the people to the existences. Once these are eradicated through the paths and 
fruits (magga- phala) the person will not be reborn anywhere in the world. This is called nibbāṇa, the final aim of the Buddhist path.

12   Visuddhimagga, ed. B. Saddhatissa, Sri Lanka, 1914, p. 6 
13   op. cit., pp. 10-11
14   op. cit., pp. 62-63 
15   op. cit., 81-83
16   ibid.
17   op.cit., 79-81
18   op. cit., p. 62
19   op. cit., p. 338
20   op. cit., pp. 391 -392 
21   op. cit., pp. 519-520
PTS – 巴利文社， 倫敦  Pali Text Society, Lon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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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歷 :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佛學博士 

經歷 : 大寂靜學會導師、大寂靜學會理事長、生命電視台弘法

師、中壢圓光佛學院教師、中壢圓光佛學院輔導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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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壇經》中「般若三昧」思想之研究

摘要

本文從佛教修學的觀點來看「般若三昧」的問題，先了解《六祖壇經》兩種版本對它的定義之後，

把它追溯到《大般若經．第十五會靜慮波羅蜜多分》的大架構來做比較。

從中可以發現不同時期的佛法在面對同一個修行概念時，往往有不同的詮釋方法。在了解不同

的觀點後，筆者嘗試解釋差異所發生的原因。在把這些差異點抽象出來後，可以獲得一些共同點。

無論如何，共同點與差異點都能讓我們了解般若三昧之修學法，在不同的經典時代背景中，能有如

何或多或少的同異點。

學界研究成果大多是研究《壇經》的版本問題，這首先由日本學者發起，後來胡適的研究在國

內引起軒然大波，引發研究《壇經》的熱潮，支持或反對胡適之言論者，比比皆是。但這些研究都

沒有觸及本文所要討論的思想議題，甚為可惜。

尤其「般若三昧」一詞，不僅乏人問津，甚至有許多佛教學者都沒聽過。所以如果能把這個專

有術語交待清楚，並尋求出般若經系之聖教量之支持後，再比對傳統中一些修行觀念，那麼就能把

此一詞彙非常鮮明且成功地襯托出來。

惠能般若三昧直接與《大般若經》的精神相關，一者強調六識在六塵中無染無雜而自由自在 ; 另

一者強調能入色、無色定而不入，停留在欲界積集菩提資糧。兩者皆承認在日常生活修行的重要性，

日常生活本身就是道場，不須有特別的晏坐、經行，但也不排斥晏坐、經行，一切的動就含有晏坐

與經行了，這是大乘精神的極致表現。

在未來研究發展方面，可與原始佛教的「根律儀」作一比較。根律儀使六根收攝於內，與般若

三昧讓六識出六根、到六塵中自在無染，兩者剛好正相背反，故非常值得作一比較研究。

【關鍵詞】: 般若三昧、六祖壇經、惠能、靜慮波羅蜜多分

漢傳發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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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bout the thought of “prajñā-samādhi” in 
The Platform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Abstract

This paper views “prajñā-samādhi” form the point of Buddhist practice. After understanding its definition in two editions 
of The Platform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we trace it back to big framework on section 15 in Mahā-prajñāpāramitā-
sūtra and compare with each other.

Within it, we can find different method of explanation when facing the same practice idea in different era. After seeing 
different viewpoints, I try to explain what reason caused difference. After abstracting these different points, we get some 
common points. Anyway, common points and different points both let us know how to practice prajñā-samādhi and how 
many common or different points are there in times background of different scriptures.

There are almost edition problems of researching The Platform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in the results of academic 
circle. This was caused by Japanese scholars first, and Hu-Shi’s research affected a lot in home country. The men 
supporting or opposing his claim were found and seen everywhere. But it’s a pity that all these researches don’t touch the 
thought topic on which this paper wants to discuss.

Especially the term of “prajñā-samādhi,” not only no one is interested in it, but also many Buddhist scholars have not 
listened to it. If we can explain this term clearly, seek the support in Mah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and compare some 
practice ideas with Buddhist tradition, then this term will be appeared very obviously and successfully.

Hui-Neng’s prajñā-samādhi is related to the spirit of Mahā-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the former stresses six consciousnesses 
are free and not polluted in six objects, the latter stresses we are able to enter rupa-dhatu-samādhi and arupya-dhatu-
samādhi, but we don’t do it, we stay in kama-dhatu and collect bodhi sambhara. They both admit the practice importance 
in daily life, daily life in itself is the practice place. Neither needing meditation nor walk, but it doesn’t exclude meditation 
and walk, because all move include meditation and walk. This is excellence in Mahayana’s spirit.

About the research of future development, we can compare it with “protecting organs” of Early Buddhism. Protecting 
organs makes six organs stay inside, it is opposite to prajñā-samādhi, because the latter make six consciusnesses free and 
not be polluted. So it is worth to research.

Keywords: prajñā-samādhi, The Platform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Hui-Neng, dhyāna-pāramitā

一、前言

「般若三昧」一詞出現於《六祖壇經》，但是它的思想內容正好與原始佛法的「根律儀」對立，

也與阿毗達摩的世界觀相反，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雜阿含經》處處講六根要往內收攝，般若三昧

卻允許六識於六塵中無染而來去自由，1 般若三昧如此的觀點，正是希望行者在平常生活中就用心修

行，當下就是道場。但《攝阿毗達摩義論》指出必須從欲界心往色界心與無色界心的方向去，以達

到出世間的目的。這些相異點就是促使吾人進行研究的動機。

1「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見《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卷 1，《大正新脩大藏經》，略符 T，T48，no.2008，p.351，a29-b1。



41

國際南傳、漢傳、藏傳佛教論壇
International Forum on Tri-tradition Buddhism:The Buddha Dharma in 21st Century

本文先說明何謂惠能的「般若三昧」，並對照《大正藏》中的敦煌本與宗寶本。接著將焦點轉

到《大般若經》，觀察其與般若三昧的關聯性，這關係到惠能的詮釋具不具有聖教量的支持。

本文的研究方法有點像聖嚴法師 < 六祖壇經的思想 >，他既考察《壇經》中的般若思想，又考察

其中的《涅槃經》、《維摩經》《菩薩戒經》、《法華經》、《華嚴經》、《觀無量壽佛經》、《大

乘本生心地觀經》等思想，2 這主要是針對不同經典中的相同觀念而呈現出的研究方法。本文亦復如

是，雖然沒有進行這麼多不同經典的比對，但主要還是在處理思想層面的問題。

二、學術研究成果

《六祖壇經》的學界研究成果，多如汗牛充棟，不勝枚舉，但主要的傾向或焦點總是在其版本

的考證上。這樣的研究傾向有點可惜了這部《壇經》，因為《壇經》中富有很獨特的佛學思想，與

傳統阿含、阿毘達摩，乃至般若、瑜伽等思想，都有很大的不同。如果一直鑽研在版本之考據，而

忽略浩瀚的思想，是捨本逐末了。這一點，聖嚴法師做到了，他說 :「學術界的版本考證問題，本文

也不加以論述。本文所想討論的是《壇經》的思想內容。」3 本篇論文只對版本問題稍作介紹。

大陸學者楊曾文整理出壇經的版本，歷來有六種 :4

(1)《壇經》祖本 (2) 敦煌原本 (3) 惠昕本

(4) 契嵩本 (5) 德異本和曹溪原本 (6) 宗寶本

(2) 又可分為敦煌古本與敦煌新本，前者為日本人矢吹慶輝到大英博物館，把斯坦因發現的《六

祖壇經》( 斯 5475 號 ) 攝影成照片帶回日本校寫，後來編入《大正藏》第四十八冊。而敦煌新本又

稱為敦博本，在敦煌博物館 77 號中，由任子宜發現並保存。此本與斯坦因發現的是同源異抄本。學

界根據 (2) 而推論有 (1) 的存在。

(3) 是日本學者在京都的興聖寺發現北宋初由 昕改編的《壇經》，此本亦可稱為興聖寺本。(6)

是社會上最流行的版本，乃僧宗寶據當時流行的三個《壇經》本子的改編本。

宇井伯壽的《第二禪宗史研究》，對上述各版本進行綜合考察，認為最早的版本是寫於唐宋之

間的敦煌本。5 日本學者中，最早研究《壇經》的是松本文三郎的《金剛經和六祖壇經的研究》，他

是少數能顧慮到思想的學者，他認為《金剛經》對初期禪宗影響很大，惠能因此經而開悟。6 後來他

又寫了 <《六祖壇經》之研究 >，認為《壇經》是南宗祖師傳法給弟子的證明，他們只把此書授與特

定的弟子，以示印可。7

鈴木大拙於一九三五年在石川縣大乘寺發現惠昕本系統的另一種《壇經》，他稱之為大乘寺本，8

後來依此本出版了《韶州曹溪山六祖師壇經》。9 在台灣方面，最有名的考證要算是胡適的研究了，

2 釋聖嚴，< 六祖壇經的思想 >，《中華佛學學報》，第三期，1990.04，pp.149-163.4

3Ibid.，p.150.

4 楊曾文，<《壇經》敦博本的學術價值和關於《壇經》諸本演變、禪法思想的探討 >，《敦煌新本六祖壇經》，第一版，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pp.276-298。

5 宇井伯壽，《第二禪宗史研究》，東京都 : 岩波書店，1941。

6 松本文三郎，《金剛經和六祖壇經的研究》，京都 : 貝葉書院，1913。

7 松本文三郎著，許洋主譯，<《六祖壇經》之研究 >，《佛光學報》，台北市 : 佛教文化服務處，n.5，1980，pp.219-266.

8 楊曾文，<《壇經》敦博本的學術價值和關於《壇經》諸本演變、禪法思想的探討 >，《敦煌新本六祖壇經》，第一版，上海 :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p.190。

9 鈴木大拙編，《韶州曹溪山六祖師壇經》，東京 : 岩波書店，199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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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興起一連串對《壇經》的論爭，事實上，胡適本人就是一個很受爭議的人物。他寫了三篇文章，

< 壇經考之一 >、10< 壇經考之二 >11 及 < 荷澤大師神會傳 >，12 可惜他預存無神論的立場，再加以「捉

妖、打鬼」之動機，13 雖然他保證其研究方法是客觀之考據學，但我們實難以相信其結論是客觀的。

胡適博士的結論是《壇經》成於神會或神會一派之手，並給予神會既褒又貶的讚美 :「南宗的急

先鋒，北宗的毀滅者，新禪學的建立者，壇經的作者，⋯這是我們的神會。在中國佛教史上，沒有

第二個人有這樣偉大的功勳，永久的影響。」14

反駁胡適最成功的應是印順法師，他對於胡適這種讚美感到反感，其 < 神會與壇經─評胡適禪

宗史的一個重要問題 > 就說到胡適筆下的刻薄，「有時刻薄得出乎常情」。15 印順此篇文章的成功

就在於他根本推翻了胡適的結論─《壇經》成於神會或神會一派之手。印順撰寫此文前先完成了著

名的《中國禪宗史》，對於全體禪宗的演變了然於心，所以可以比胡適視野更遼闊的看待神會一系

的演變，印順的評論一語道中了胡適的問題 :「他雖然找到了有關神會的作品，( 民國十九年前 ) 還沒

有見到東山門下與雙峰的禪書，對南嶽、青原門下，也沒有認真的去認識一下。這樣孤立的、片面

的研究，⋯⋯，再也沒有記得禪宗裡還有別人。」16

印順經過文獻學縝密的研究後，推翻胡適的結論，而認為 : 一、《壇經》決非神會或神會門下所

造。二、神會門下補充了一部分─壇經傳宗。17 事實上，民國以來對《壇經》版本的考據著實不少，

諸如錢穆的 < 神會與壇經 >、18< 讀六祖壇經 >、19< 略述有關六祖壇經之真偽問題 >、20< 再論關於壇

經真偽問題 >，21 蔡念生的 < 談《六祖壇經》真偽問題 >，22 此不再一一說明。前人一直圍繞在《壇經》

的版本，非關本文處理的思想問題層面，但作為一篇論文，還是把版本問題交待一下。

三、般若三昧在敦煌古本與宗寶本中的對照

惠能大師所開闡的般若三昧乃以一切法「無所得」23 為基礎而發揮，般若系的修法若無「無所得」

為基礎，將難以達到「了無罣礙」。由於惠能受《金剛經》的影響極為深遠，故說 :

若欲深入法界入般若三昧者，直修般若波羅蜜行，但持金剛般若波羅蜜經一卷，即得見性，入

13 胡適，《胡適文存》第三集，台北市 : 遠東，1983，pp.125-126。14 胡適，< 荷澤大師神會傳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台北市 : 大乘文化，n.1，1980，

p.74.

15 印順，< 神會與壇經──評胡適禪宗史的一個重要問題 >，《無諍之辯》，七版，臺北市 : 正聞出版社，民 77，p.95.

16Ibid..

17Ibid.，p.93.

18 錢穆，< 神會與壇經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台北市 : 大乘文化，n.1，1980，pp.81-108.19 錢穆，< 讀六祖壇經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台北市 : 大

乘文化，n.1，1980，pp.155-163.20 錢穆，< 略述有關六祖壇經之真偽問題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台北市 : 大乘文化，n.1，1980，pp.205-213.21 錢穆，

< 再論關於壇經真偽問題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台北市 : 大乘文化，n.1，1980，pp.225-233.

22 蔡念生，< 談《六祖壇經》真偽問題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台北市 : 大乘文化，n.1，1980，pp.253-260.

23 所謂無所得，《大智度論》卷十八 (T25，p.197b):「諸法實相中，受決定相不可得故，名無所得。」「決定相」不可得即為無所得，這種說法可溯至《雜

阿含經》，經中處處可見佛陀問弟子們 :「若無常，苦，是變易法，於意云何 ? 聖弟子於中見色是我，異我，相在不 ?」諸弟子們皆會回答 :「不，世尊。」

( 詳情可見第 30~32 經、第 261、264 經 ...... 等等 )「相不在」即是肯定「決定相不可得」，只不過《雜阿含經》將「相不在」的原理指向「無常」，般若經

系則將「決定相不可得」的原理指向「無所得」。因此，從原始佛法邁向初期般若佛法的發展，乃將「無常」的基礎轉為「無所得」，以無常故，無所得

可得，非無所得故，無常可得，這種前後的邏輯性 (logicality) 不可混肴。在《大般若經》中處處可見菩薩以「無所得」為善巧方便而修一切行，如「以無

所得而為方便，應修習十想 : 謂無常想、苦想、無我想、不淨想、死想、一切世間不可樂想、厭食想、斷想、離想、滅想，如是諸想不可得故。以無所得

而為方便，應修習十一智 : 謂苦智、集智、滅智、道智、盡智、無生智、法智、類智、世俗智、他心智、如說智，如是諸智不可得故。以無所得而為方便，

應修習有尋有伺三摩地、無尋唯伺三摩地、無尋無伺三摩地，三三摩地不可得故。以無所得而為方便，應修習未知當知根、已知根、具知根，三無漏根不

可得故。以無所得而為方便，應修習不淨處觀、遍滿處觀、一切智智、奢摩他、毘缽舍那、四攝事、四勝住、三明、五眼、六神通、六波羅蜜多、七聖財、

八大士覺、九有情居智、陀羅尼門、三摩地門、十地、十行、十忍、二十增上意樂、如來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十八佛不共法、三十二大士相、

八十隨好、無忘失法、恒住捨性、一切智、道相智、一切相智、一切相微妙智、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及餘無量無邊佛法。」(T07，p.7，c1~19)

2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T48，p.340a。

10 胡適，<《壇經》考之一 -- 跋《曹溪大師別傳》>，《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台北市 : 大乘文化，n.1，1980，pp.1-10.

11 胡適，<《壇經》考之二 -- 記北宋本的《六祖壇經》>，《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台北市 : 大乘文化，n.1，1980，pp.11-28.

12 胡適，< 荷澤大師神會傳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台北市 : 大乘文化，n.1，1980，pp.2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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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三昧。24

蓋《金剛經》重視「無住」25 的概念，正與惠能的思想息息相關，般若三昧正表示無住的工夫

─無住無去無來 26，鳩摩羅什 (Kumārajīva) 譯的《金剛經》講 :

諸菩薩摩訶薩應如是生清淨心，不應住色生心，不應住聲香味觸法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27

相續地保住「不住」，就是處於三昧中了，六祖結合這種觀念而在他一生的弘法中大大地發揮。

由於本論文是處理思想的問題，直接引用《大正藏》的兩種版本，一者為敦煌古本，二者為宗

寶本。敦煌本的全名是《南宗頓教最上大乘摩訶般若波羅蜜六祖惠能大師於韶州大梵寺施法壇經》，

蓋經體的主幹乃惠能大師在大梵寺的說法內容，由弟子法海記錄下來，是目前最古老的版本。宗寶

本的全名為《六祖大師法寶壇經》，這是較為流行的版本，為後人改編與增添不少。

本文就以這兩版本互相對照來探討「般若三昧」的問題。

惠能談般若三昧，除了從《金剛經》入手外，他還提到一重要觀念，即「本心」之觀念，本心

必須以智慧照之，才能明見，如果不識出本心，縱使有外善知識，也無法現證。經云 :

若自心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即有教授，汝若不得自悟，當起般若觀照，剎那間萬念俱滅，

即是自真正善知識，一悟即知佛也。自性心地，以智惠 (應作慧 )觀照，內外名 (應作明 )徹，識

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是解脫，既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悟般若三昧即是無念。28⋯⋯敦煌本

若起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雖有教授，一剎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善知

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本解脫，若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即是無念。
29⋯⋯宗寶本

這段引文基本上是在講說凡夫容易生起雜念妄想，一開始踏入佛門時需尋求善知識以求解決之

道，但真正的關鍵乃在於自悟，若不自悟，外善知識費再多的唇舌也沒用。六祖這種自力的思想也

出現在一些大小乘佛經中，如《雜阿含經》的「緣自覺知」30、《華嚴經 . 十住品》的「即自開解，

不由他教」31。行者雖然知道真正的善知識是自心本性，但工夫如何培養呢 ?「當起般若觀照，剎那

間妄念俱滅」，「般若觀照」即是惠能的實踐手段，藉著「觀照」，妄念即能當下被消滅，因為「觀照」

以「般若」為體 32，它的作用就是「蕩相遣執」33，妄念是一種窒礙不通的「相」，故只要一起觀照，

所有種類的相都將被除遣殆盡，何況妄念只是其中一種。因此，心中有所邪執妄念，只要起般若觀照，

25「無住」實為現象之共性，此共性的基礎仍然在於「無常」，《大智度論》:「無住三昧者，是三昧名無住三昧，住是三昧中，觀諸法念念無常，無有住時。」

(T25，p.399c)26Ibid..

27《金剛經》，T8，p.749，c20~23。

28《六祖大師法寶壇經》，T48，p.340c。

29Ibid.，T48，p.351a。

30詳情可見《雜阿含經》第848經 :「聖弟子念於法事:謂如來說正法律，現法，離諸熾然，不待時節，通達涅槃，即身觀察，緣自覺知。」(T2，p.216，b17)另外，

如一 0 五經中，「仙尼出家見法，得法，斷諸疑、惑，不由他知，不由他度，於正法中心得無畏。」(T2，p.32，b20) 類似「不由他」的經文復藏於《雜阿

含》第 212、277、288 經 ...... 等等。

31 在《八十華嚴 . 十住品》中，每一住都強調菩薩的自力性，「欲令菩薩，於佛法中，心轉增廣，有所聞法，即自開解，不由他教故。」(T10，p84，b6~12)

32《大乘義章》卷十 (T44，p.669a) 依《大智度論》立三種般若義 :「三種般若，出大智論，是外國語，此翻名慧，於法觀達，目之為慧，慧義不同，一門說

三，三名是何 ? 一、文字般若 ; 二、觀照般若 ; 三、實相般若。...... 言觀照者，慧心鑒達名為觀照，即此觀照，體是般若，名觀照般若。」另外，據《肇論》

(T45，p.213a)，觀照般若既能照事，又能照理 :「觀照般若，照事照理故。」

33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臺北市 : 臺灣學生，民 81，頁 13，「般若經之融通淘汰，蕩相遣執，是無諍處 ; 其依此蕩相遣執而示顯的諸法實相，畢竟空，

亦是無諍法。」時下臺灣相當盛行南傳的內觀法門，其原理仍在於以般若觀照來蕩遣一切，因為觀照是用，其體為般若，只要一起觀照，必得動用般若。

內觀就是以此原理而收身心舒暢之效，從這裡可看出，任何的法門或宗派，其基本的運行原理是能共通的，因為只要人有所修行，他必定要使用固有的先

驗結構，而先驗結構是每個人都平等擁有的，都是與生俱來的。在修行的過程中，不管人們以任何的法門修習，同樣都動用了這先驗結構，而先驗結構的

運行原理是相通的，故我們可從此一觀點而洞見八萬四千法的公理或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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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能馬上回到自心本性，自心本性的特質乃清淨、潔白、順暢無礙⋯⋯等等。

惠能進一步以「識本心」而斷言「則是解脫」，惠能沒有接受過小乘思想，因此他說的解脫當

屬大乘解脫。然而解脫在大乘佛法裡的定義非常嚴格，必須經過無量劫的修行，不斷累積無數的菩

提資糧 34，不斷迴向一切智智後 35(sarvajña-jñāna)，才可得證無上正等正覺。雖然惠能說「此法門

是最上乘，為大智人說」，36 但頓悟後之解脫，不應是佛果。宗密於《禪源諸詮集都序》中認為，

上根利智者聽聞真法，頓悟即證佛果，37 這種說法有待商榷，因為他所引證的原典《華嚴經》與《圓

覺經》，文中顯示行者剛發心或正在道上觀行，此時頓至佛果，於理上或許可圓頓說，於事上真的

與佛無異嗎，乃未可知。

這裡將前面所引之經文，作敦煌本與宗寶本之比對 :

版本 敦煌本 宗寶本

一

若自心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即有教

授，汝若不得自悟，當起般若觀照，剎那

間萬念俱滅，即是自真正，善知識，一悟

即知佛也。

若起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雖有教授，

一剎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即至

佛地。

二
以智惠 ( 應作慧 ) 觀照，內外名 ( 應作明 )

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徹，識自本心。
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

三
若識本心，即是解脫，既得解脫，即是般

若三昧，悟般若三昧即是無念。

若識本心，即本解脫，若得解脫，即是般

若三昧，即是無念。

吾人將此二版本分作三部分來比較，第一部分中，相差最多的是 : 敦煌本作「一悟即知佛也」，

這是《楞伽經》如來藏 (tathāgata-garbha) 的思想 38，為什麼 ? 因為「一悟即知佛也」的意思是 : 一

悟則知自己的佛性不異於佛陀，這原是從成佛的可能性立說，完全符合印度原來的如來藏思想 39; 宗

寶本中卻出現「一悟即至佛地」的說法。由於宗寶本較敦煌本晚出，且相傳是由弟子們修改過的版本，

可見日後弟子為顯自宗的優越性，增補得太超過了。關於宗寶本「一悟即至佛地」的說法，《圓覺經》

34 如《大般若經》卷 592(T5，p.1065a):「菩薩方便善巧，先習上定，令善純熟，後起下心，還生欲界，修集無量菩提資糧。」

35 如《大般若經》卷 592(T5，pp.1062b~1063c):「若諸菩薩摩訶薩眾，勸有情類受持三歸，彼諸有情住三歸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迴向趣求一切智智，

......，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方便勸導諸善男子善女人等，嚴淨佛土，成熟有情，彼善男子善女人等，安住此已，即持如是所集善根，迴向趣求一切智智。」

36《六祖大師法寶壇經》卷 1(T48，no.2008，p.350，c12-13)。

37「逐機頓者，遇凡夫上根利智，直示真法，聞即頓悟，全同佛果。如《華嚴》中初發心時，即得阿耨菩提 ;《圓

覺經》中觀行成時，即成佛道。」見《禪源諸詮集都序》卷 2(T48，no.2015，p.407，b22-25)

38《入楞伽經》受《勝鬘經》的影響而說 :「...... 以如來藏是清淨相，客塵煩惱垢染不淨。大慧 ! 我依此義，依勝鬘夫人、依餘菩薩摩訶薩深智慧者，說如來藏

阿梨耶識 ......。」(T16，p.557a) 楞伽經系的如來藏已混合著阿賴耶識思想了，對此印順導師曾作一簡要的說明「如來藏法門，弘通於 ( 由 ) 東 ( 而 ) 南印度 ;

阿賴耶緣起說，弘通於 ( 由 ) 西 ( 而 ) 北印度。各別的發展，而又結合起來的，是 (《勝鬘經》開端 )《楞伽經》的「如來藏藏識心」。但中國禪者，並不注

意《楞伽經》的賴耶緣起說，而重視聖智自覺的如來藏性。」(《中國禪宗史》，印順著，正聞出版，民 60，p.20)「如來藏」思想的淵源可溯至部派佛教，

如《大毘婆沙論》敘述分別論者的思想 :「彼說 : 心性本淨，客塵煩惱所染汙故，相不清淨。」(T27，p.140b) 又如銅鍱部的《增支部》中，也有「心性本淨」

說，詳見《增支部》< 一集 >( 南傳一七 . 一四 ~ 一五 )。故大乘的「如來藏」說是有歷史淵源的，是教理漸漸演變而有所側重的產物。

39 研究如來藏思想，在經典方面有《勝鬘夫人所說經》、《大方等如來藏經》、《不增不減經》、《大般涅槃經》、《如來興顯經》、《大哀經》、《大法鼓經》、

《央掘魔羅經》、《大乘密嚴經》...... 等等，在論典方面有《究竟一乘寶性論》( 堅慧造 )、《佛性論》( 世親造 )、《大乘法界無差別論》( 堅意造 )...... 等等。

以上參考楊惠南著，《禪史與禪思》，東大出版，民 84，p.25。在印度經論中已有顯示眾生身心中即具備如來的種種功德，如《大方等如來藏經》:「一切

眾生雖在諸趣煩惱身中，有如來藏，常無汙染，德相備足，如我無異。」(T16，p.457c) 但這仍只顯示眾生的內在潛能，並非說眾生已經是佛，也就是說，

眾生本質上 (essence) 是佛，在現象上仍未成佛，仍要努力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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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出現了「眾生本來成佛」40 的主張，但經過金剛藏菩薩進一步加以問難後，佛只以「非為正問」41

貶斥回去，仍沒正面面對此一棘手的理論問題，到底眾生是否本來就是佛，此一問題亦是一深刻的

哲學問題，極待解決，否則，宗寶本的頓悟即至佛地之立論就脆弱而經不起責難了。

第二部分大致上沒什麼問題，第三部分中文字表現的風格有點不同，敦煌本比較樸素─「若識

本心，即是解脫」，言下之義，必須要迴心返照才算是解脫 ; 但宗寶本繼承著第一部分「一悟即至佛

地」的率性風格而說「若識本心，即本解脫」，一貫地具有「本來就是成佛」、「本來就是解脫」

的瀟灑作風，這是南禪的本色。

四、惠能之般若三昧與《大般若經》靜慮波羅蜜的關聯

「般若三昧」一詞在般若部裡頭完全沒有出現，只能在釋經論部、瑜伽部、律部與密教部發現，

其中《大智度論》為《大品般若》的釋論，關係最為密切，可惜的是，它所討論的方向與惠能所發

揮的方向不盡相同 :

舍利弗還以空智慧難須菩提言 :菩薩住是三昧取是三昧相得授記耶?須菩提言 :不也，何以故?三

事不異故，般若不異三昧，三昧不異般若 ;般若不異菩薩三昧，菩薩三昧不異般若 ;般若三昧即是

菩薩，菩薩即是般若三昧。若三昧菩薩異者，諸佛授其記，不異故無授記。42

引文討論的是菩薩是否因為有三昧而得授記的問題，須菩提則以「菩薩、般若、三昧」互相不

異而解決之，如果菩薩能漸得三昧，則三昧與菩薩為異，二者互異的情況下，諸佛才有向菩薩授記

的可能，因為菩薩漸得三昧，漸入無上正等覺之位，故諸佛加以授記。問題是 : 菩薩從本以來就在三

昧，三昧即是菩薩，菩薩即是三昧，不可分割，故也沒有授記的可能性了，達到了「授記性空」，

這是般若的性格。

密教部出現較多「般若三昧」的字眼，可惜它只是一種手印─般若三昧手，較無理論意義。瑜

伽部與律部的「般若三昧」則與惠能的思想無關，是關於菩薩修慈悲的方法 43。

因此，真正要在經中探索惠能所說的含義，並不能照文字來找，而需以大方向為主，尤其是般

若經系，影響惠能思想至深。如果分析惠能「般若三昧」這個詞，般若與三昧在般若經系中是分別

獨立的兩個波羅蜜，即般若波羅蜜與靜慮波羅蜜，惠能卻將兩者放在一起而形成其特殊的思想，其

40 見《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善男子 ! 此菩薩及末世眾生，修習此心，得成就者，於此無修亦無成就，圓覺普照寂滅無二，於中百千萬億不可說阿僧

祇恒河沙諸佛世界，猶如空花亂起亂滅，不即不離無縛無脫，始知眾生本來成佛，生死涅槃猶如昨夢。」(T17，p.915，a16~21)「眾生本來成佛」這一命題

可與天台與華嚴的「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作一比較，天台認為三者「同格互具」，即一具其它二者 : 心具眾生與佛，佛具心與眾生，眾生具心與佛。華

嚴則從「三位一體」立論 : 三者同為自性清淨圓明體，本無差別。( 參見《法藏》方立天著，臺北市 : 東大出版，民 80，p.182) 這顯現了個事實，中國三大

宗對於「成佛」有著急切的渴望，希望當下就能直登佛地。有趣的是，這又可與密宗的「即身成佛」說作一比較，如空海的《即身成佛義》(T77，p.381b):

「問曰 : 諸經論中皆說三劫成佛，今建立即身成佛義有何憑據。答 : 祕密藏中如來如是說。問 : 彼經說云何。答 : 金剛頂經說修此三昧 ( 謂大日尊一字頂輪王

三摩地也 ) 者，現證佛菩提。若有眾生遇此教晝夜四時精進，現世證得歡喜地，後十六生成正覺。又云，若能依此勝義修，現世得成無上覺。」故知禪宗、

天台、華嚴與密教對於「成佛」有相同急切的渴望，只是採取的手段與策略不同罷了。

41見《大方廣圓覺修多羅了義經》:「世尊!若諸眾生本來成佛，何故復有一切無明?若諸無明，眾生本有，何因緣故，如來復說本來成佛?十方異生，本成佛道，

後起無明，一切如來，何時復生一切煩惱 ?...... 善男子 ! 但諸聲聞所圓境界身心語言皆悉斷滅，終不能至彼之親證所現涅槃，何況能以有思惟心測度如來圓

覺境界 ! 如取螢火燒須彌山，終不能著，以輪迴心，生輪迴見，入於如來大寂滅海，終不能至，是故我說一切菩薩及末世眾生先斷無始輪迴根本，善男子 !

有作思惟從有心起，皆是六塵，妄想緣氣，非實心體，已如空花，用此思惟辨於佛境，猶如空花復結空果，展轉妄想，無有是處。善男子 ! 虛妄浮心，多

諸巧見，不能成就圓覺方便，如是分別，非為正問。」(T17，no.842，pp.915，b15~916，a3)

42《大智度論》，T25，p.373，c17~24。

43 如《究竟一乘寶性論》「諸菩薩摩訶薩修行大悲，住無限齊世間，常利益眾生，證得第一常波羅蜜果應知，是名諸菩薩摩訶薩信及般若三昧大悲四種修行。」

(T31，p.830，a15~18) 與《佛說菩薩內戒經》「今受般若三昧法，何謂三昧法 ? 菩薩三昧慈哀念一切十方諸天人民，父母兄弟妻子，怨家債主泥犁薜荔畜生，

諸在厄難勤苦及人非人、薩和薩，皆欲令解脫勤苦，得出生人道，奉行六波羅蜜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是為菩薩三昧法。」(T24，p.1030，c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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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般若置於三昧前，與《大般若經》的般若波羅蜜為餘五波羅蜜之前導，44 若合符節，加上《大般

若經》中第十五會是專門探討靜慮的一會，也就是在以般若為前導下，如何培養般若意義下之三昧。

凡此種種，與「般若三昧」有異曲同工之妙。事實上，第十五會的內容確實深符惠能所說般若三昧

的宗旨。故底下就此品來探討其與惠能般若三昧的異同。

惠能立說的一個轉折點在於從「般若三昧」轉入「無念」，前面曾經談過，惠能把「般若三昧」

直接等同於「無念」，遂使論題轉進另一新領域。以下之討論為何沒有放到前面，是因為無念與《大

般若經》的說法相近，放在這裡討論，較為適切。

 

敦煌本 宗寶本

何名無念 ? 無念法者，見一切法，不著一切法，

遍一切處，不著一切處，常淨自性，使六賊從

六門走出，於六塵中不離不染，來去自由，即

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45

何名無念 ? 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為無念 ;

用即遍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但淨本心，使

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去自由，

即是般若三昧、自在解脫，名無念行。46

惠能首先以「見一切法，不著一切法」來釋「無念」，重點就在於「不著」的工夫，如《大般若經》說 :

菩薩摩訶薩雖能現入四無色定，而不味著四無色定及此所得勝妙生處。47

菩薩是有能力入四色定與四無色定的，但入而不味著才是其特色，《大般若經》認為聲聞、緣

覺二乘之修行者多易陷於其中而不自拔，如同凡夫耽溺於五欲之樂而不自知。能入四無色定，必能

依此而在命終得生四無色界天，一旦生於四無色界天，要成辦無上菩提就遲了，因為四無色天的壽

命都極長，且根機轉鈍，無法疾證一切智智，故佛應許菩薩捨掉勝妙的寂定安樂，還受欲界下劣身心，

這才有辦法速疾積集菩提資糧，以得迴向一切智智，這種速得無上菩提的技巧稱為菩薩的「方便善

巧」48。如《大般若經》中說 :

舍利子白佛言 :世尊 !何緣如來應正等覺，許諸菩薩摩訶薩眾，捨勝定地寂靜安樂，還受下劣欲界

之身 ?爾時世尊告舍利子。諸佛法爾。不許菩薩摩訶薩眾生長壽天，何以故 ?⋯⋯由斯遲證所求

無上正等菩提，是故如來應正等覺，許諸菩薩摩訶薩眾捨勝定地寂靜安樂，還受下劣欲界之身，

不許菩薩摩訶薩眾生長壽天，失本所願。49

「還受下劣欲界之身」的目的是因為能速滿一切智智，到得佛地。一旦受欲界身，勢必得動用

44「布施等五波羅蜜多，亦復如是，與諸善法欲，趣無上正等菩提，要因般若波羅蜜多以為前導。」見《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卷 351(T06，no.220，p.804，

a20-22)

45《六祖大師法寶壇經》，T48，p.340c。

46Ibid.，T48，p.351a。

47《大般若經》，T7，p.1056a。

48「方便善巧」令善薩疾得一切智智 (sarvajña-jñāna)，「是諸菩薩摩訶薩眾入諸勝定寂靜安樂，方便善巧受欲界身，於諸勝定亦無退失，是故菩薩摩訶薩眾

不超三界亦不染著，方便善巧受欲界身，饒益有情親近諸佛，疾能證得一切智智。」(T07，p.1060，a9~14)

49《大般若經》，T07，p.1057，a7~17。另一段文亦相關於此，「爾時滿慈子問舍利子言 : 何緣如來應正等覺，許諸菩薩摩訶薩眾入四靜慮、四無色定，不許

菩薩摩訶薩眾久住其中心生染著?舍利子言:勿諸菩薩摩訶薩眾於四靜慮、四無色定，心生染著生長壽天，是故如來應正等覺，不許菩薩摩訶薩眾於四靜慮、

四無色定心生染著久住其中，何以故 ? 滿慈子 ! 若生欲界速能圓滿一切智智，生色、無色，無斯用故。」(T07，p.1059，c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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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根，六根觸六塵，乃生六識 50，善惡就在根觸塵的剎那而決定，修行也就是在善調「根觸塵所生

識」，就因為欲界有此一特性，故能令菩薩速集菩提資糧，色界與無色界卻欠缺欲界中這一完整的

特性，欲界的「弊」反成菩薩道的「利」。《壇經》中的「使六識出六門，於六塵中無染、無雜，來

去自由」，使六識在六塵中自由自在，卻不會因為自由自在而沈淪於五欲或世間的聲光享受，只要

六識在自由的過程中恆時保持清淨，恆時保持無染，這就是一種禪定，即「般若三昧」。其實，這

種詮釋進路的禪定是般若系的大乘佛法所一貫肯定的，小乘佛法重視打坐，屬全然靜態的定，大乘

佛法認為把「理」掌握住了，動中亦是在定，動靜隔膜就消失了。

發展「動中定」除了追求理論上的普遍性外，還有歷史的因素，阿育王 (Aśoka) 為了使佛教成

為國教，希望教團中能有人到邊疆去傳法，無奈大家樂於禪定，故發展出一套令人信受的新禪法，

勢在必行。因此，大乘佛法的主動接引眾生，在接引的「動」中就在修禪定，有著此一歷史背景。51

惠能闡述的「般若三昧」大致與《大般若經》的精髓相符，同樣肯定在充滿五欲的欲界中修行，

只不過惠能從頓教法門立說，是故缺了中間一大段工夫的培養，就直說「六識在六塵中自由自在」，

這種乾脆性，原是曹溪門下一貫的作風。52《大般若經》則嚴謹地從「修集資糧」的角度，說明菩薩

在欲界修行能夠加速成佛的旅程，缺少了惠能「自由自在」的風格。

五、結語

這篇論文主要釐清般若三昧在《六祖壇經》中的真義，進而延伸至《大般若經．靜慮波羅蜜多分》

的研究，可得一清晰的結論 :

惠能般若三昧直接與《大般若經》的精神相關，一者強調六識在六塵中無染無雜而自由自在 ; 另

一者強調能入色、無色定而不入，停留在欲界積集菩提資糧。兩者皆承認在日常生活修行的重要性，

日常生活本身就是道場，不須有特別的晏坐、經行，但也不排斥晏坐、經行，一切的動就含有晏坐

與經行了，這是大乘精神的極致表現。

在未來研究發展方面，可與原始佛教的「根律儀」作一比較。根律儀使六根收攝於內，與般若

三昧讓六識出六根、到六塵中自在無染，兩者剛好正相背反，故非常值得作一比較研究。根律儀使

欲惡不善法不再漏入，以便能運起無常觀，證入「一切諸行皆是無常滅壞法」，以無常、厭離故，

能離欲解脫。般若三昧則深符中觀的「無住義」。兩者從「無常」與「無住」取得共視，以其共相

皆是「變」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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堪布羅卓丹傑

曾至拉薩學習西藏語言與文化，並於佛光山叢林學院研

習漢傳佛教。18 歲追隨創古仁波切出家，得法名噶瑪

羅卓丹傑，後至創古智慧金剛佛教大學學習，2003 年

榮獲創古仁波切授與「堪布」（教授師）稱號。

近年來，擔任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創古仁波切等

上師的隨侍口譯。

現專事佛法教學，與藏、英文佛法口譯、筆譯工作。譯

作有：《報告法王，我做四加行》、《法王教你做菩薩》、

《相信，你就是！》、《四加行、請享用》等書。

藏傳發表人 3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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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歡喜心

這篇文章不是一篇論文，因此結構並不嚴謹。同時，也不是一篇深研比較各宗各派解行（教理、

行證）差別的文章，我只是站在一個現代學佛者的角度，一個身處台灣社會的一般人的角度，同時

加上一些自己過去在中國佛教、藏傳佛教當中比較個人狹隘的經驗和故事，試著對於藏傳佛教或者

整體佛教在當代社會的弘揚發展上，做一些心得分享。

全篇文章大致的架構會是，首先簡略地講述藏傳佛教，尤其是噶舉派的解行內容。藉由這一點，

接著回溯佛陀，比對現代。同時，簡略談到當代佛教發展的正向面和一些比較急迫的問題面。針對

問題面，我想藉由自己親近第十七世法王噶瑪巴的一些經驗，來做討論。最後在結語中，說明了我

寫本篇文章的目的。

藏傳佛教的教理行證

噶舉派的祖師帝洛巴大師曾經說：「遠離一切能執、所執，就是見（教理）之王。無散即是修（行）

之王。不刻意而自在即是行之王（行）。無希無懼即是果之王（證）。」這段話承襲了佛陀開示的精髓，

也就是「一切不離心」。因此，如何能夠遠離一切能執、所執？就是直觀自心本性。於心性中安住，

就能無散，於心性中自在不刻意就是行，最後，心性光明圓滿體現，就能遠離希懼、無有罣礙。

這樣的傳承一直延續至今。在藏傳佛教中，為了幫助學子在理論上遠離能執、所執，同時在經

驗上實際體驗遠離能所二執的無散和自在，分別透過了佛學院與閉關中心這兩大體系，完整地將教

理和實修的精髓做了一定的保存和延續。圍繞著這兩大核心，在藏區，乃至之後到了印度、尼泊爾、

不丹等喜瑪拉雅地區，依不同傳承、不同上師的心意，建立出不同規模的組織和建築群。

以我出家學習的創古寺為例，創古仁波切在尼泊爾成立了兩所閉關中心，也在尼泊爾南無布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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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上和印度瓦拉納西成立了佛教學院。寺院的宗旨，即是世親菩薩所說的：「佛正法有二，謂教證

為體，有持說行者，此便住世間。」藏傳佛教寺院的目的就是住持佛教，延續佛陀教、證二法的傳統。

過去和現在

如果往回看，我們回溯到佛陀的時代，可以看到佛陀的大部分教法，多是以問答的方式做講說。

當時並沒有佛學院的建築，也沒有特別的閉關中心。佛陀時常端坐在林間、樹下，或者托缽行走到

某個村落，在某個村民的家中，遇到人們的提問，給予不同的回答。這些智慧的結晶成為了浩瀚的

藏經，成為我們教、理、行、證的依據。

這些問答不只發生在古代的佛經當中，在我們現實生活當中，也常常能夠聽到。對佛教有興趣

的人，剛開始會問一些知識類的問題，例如常聽到朋友問我：出家可以結婚嗎？佛教徒可以吃肉嗎？

你為什麼要穿裙子呢？什麼叫做北傳、南傳呀？我對佛法有興趣，可以建議我先讀哪一些書籍呢？

當基本知識的架構清楚後，許多人開始深入佛理，他們會問的問題例如：我覺得佛教中慈悲的

觀念很好，請問什麼有法門是我可以修持的？我很喜歡《心經》闡述的空性的道理，空性和現代物

理談到的一些觀念很接近，請問該如何解釋？ 

在教、理的學習和思維的基礎之上，有些人開始實修，並且應用在生活當中，他們會問：佛教

的思維和禪修的練習，讓我的心平靜許多，我應該如何保持，如何在生活中、工作中去應用、實踐

佛理？我禪坐的時候，心情能夠平靜，但是回到了生活，又開始煩亂，請問我該怎麼辦？現代西方

很多科學機構，或者著名學府，都在討論大腦和心智方面的主題，許多仁波切也被邀請去做實驗，

請問佛教的理論，或者禪修的方法能夠在現代的教育體制中，起到什麼作用？

以上知識類和義理類的問題，我將它們對應到所謂的教和理，實修、應用類的問題，我則歸類

到行裡面。

傳統與現代結合的正面發展

由於網路科技的發達，許多過去求法上的困難，多少得到了紓緩，弟子們不再需要像以前一樣

長途跋涉去求法，許多知識類、義理類的問題，在 Google 上通常能夠找到不錯的答案。現在，許多

身處尼泊爾、印度寺院當中的上師，也慈悲透過網路直播、網站等，幫助學子培養正知、正見。在

台灣，一位朋友說道：「現在真是幸福，打開電視 24 小時都有法師在說法。」

至於實踐、應用類的問題，需要靠以自身做實驗才能獲得解答。現在各地禪法興盛，許多上師

廣開方便門，不用成為佛教徒也可以修持基礎禪法，幫助現代人的身心得到了安樂。例如《世界上

最快樂的人》的作者，也是我親近的老師之一的明就仁波切，在亞洲各地，包括台灣北、中、南每

年定期推廣次第的「開心禪活動」，除了許多老參弟子參與之外，新面孔的學生愈來愈多，年齡層

也逐年降低。

就像當年佛陀跟弟子直接接觸，提供問答的機會，現在，藉由網路的便利，學習佛法和向上師

請益的機會，的確是增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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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觀察到的一些問題

然而，在許多好的發展的同時，我也發現到一些問題。

首先，我看到很多普羅大眾被初入佛教的高門檻給嚇到了。進入佛教的門檻很高，尤其是藏傳

佛教，深奧的名詞術語、豐富的見解觀點，加上富有藏族文化意象的比喻，讓人有些眼花撩亂，反

而使人不明白真正的意思是什麼。《語言本能》一書中提到：「理念是一個物件，句子是一個盒子，

而溝通就是運輸。」如果我們手中拿到一個盒子，但是卻不知道如何打開它，那麼裡面的物件，也

就不可能被取得出來使用。佛教精采的教理寶藏，全都被包在各種語言、比喻的盒子裡面。我們需

要一個有智慧的解經者，他的工作不是過度包裝，而是打開包裹就好。

再者，現在這個消費至上的年代，許多佛教徒也容易帶著消費的心態前來學習佛法。這是什麼

意思？台灣地方小，在這樣有限的市場裡面，各宗各派為了鞏固信徒，只能不斷推出各種新的點子、

新的產品來吸引大家，結果很多珍貴的法門，變成便宜的商品包裝出售。信眾爭先恐後前來聽法、

接受灌頂，就好像四處收集各種精美的禮品，一個個帶回家囤積起來，但其實自己打不開，也不知

道如何使用，有時還會批評別人的禮品不好看，不是正版。最後的情況是，信眾都被寵壞了，變得

更挑剔，更有分別心，這其實是很痛苦的。

上述的兩個問題，我歸類為信眾教育上的問題。見、修、行、果都被擱置一旁，不但沒有超越

能執、所執，執著反而更深；沒有無散，反而更散亂；沒有自在，反而更罣礙。

這樣的問題之所以產生，跟傳法者，也就是僧團本身息息相關。因此，第三個問題是我從自己

身上去做的觀察。身為一個僧人，一個弘法者、翻譯者，我時常覺得：大眾會被嚇到或者寵壞，很

大一部分源自於傳法者的迷失。這不是指傳法者的素質不夠好，或者知識程度不夠，事實上，藏傳

佛教傳統教育培育出來的學生，普遍素質都不低。我指的迷失是跳脫不出一些既有的框架，換句話

說，被卡在當下的安適寶盒中，沒有宏觀地回顧過往，前瞻未來。

跳出框架需要智慧，而其關鍵在於利他的熱情與歡喜。然而要能跳出框架的先決條件，是必須

自己站穩，必須在規律、穩定、法度的理性基礎之上，才能有所超越，因此，戒律的穩固是重要的。

我想這就是佛陀戒、定、慧三學的架構核心。

行佛事業者：噶瑪巴

在自己學修佛法的過程中，我接觸到一些人、事、物，讓我得到許多啟發，也讓我看到希望，

或許以上的問題，是可以逐步得到解決的。其中影響我比較深的，是第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因

此我想分享一些故事。

噶瑪巴今年 28 歲。很多人問我，他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我說撇開許多標籤，例如法王、轉世者、

時代雜誌年度風雲人物，或者未來的宗教領袖等等頭銜，他，是一位很平實，同時對佛法充滿了熱

情和創造力的年輕人。名號和地位帶給他極大的責任，一路走來，我看到他如何平衡自己，不斷地

在佛陀的教言、歷代噶瑪巴的語錄中鑽研，充實自己，同時也努力在紛擾的現代世間當中實踐教法，

並且將自己的感受，以大家聽得懂的語言毫不吝嗇地分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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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基本面：皈依、修心

法王很強調佛法的基本面。記得在法王召開的首屆噶舉大會上，當時各地噶舉教界長老全都到

齊，那是一幅有趣的畫面，法王當時才 20 出頭，英挺地端坐在 70、80 歲的諸山長老的上首。第一

天法王就談到：「現在很多人都在弘傳甚深的教法，例如大手印、大圓滿，或者甚深空性等等，可

是卻連最基本的皈依三寶都沒做好。」接著又說到：「現在佛學院當中，大經大論固然重要，但最

根本的皈依、修心的學處，更要注重。」之後，法王制定了學院當中皈依、修心的課程，而且他的

多次公開課程，也都環繞著皈依、修心這些主題講說。

佛法要和自身經驗做連結

為法王翻譯是一件充滿喜悅的事情，這份喜悅不是因為聽到了某個深奧、從未聽過的新鮮法教，

而是突然聽懂了以前習以為常，誤以為自己已經很懂的句子或內容，經過法王真誠的解釋，因此和

自身的經驗產生了連結，因此而感動。法王幾乎在每次課程中，都會提到慈悲心的重要，也都會提

到他自己小時候的故事：「我三、四歲時，人還在家鄉，當時牧區經常需要宰殺牲畜，有一次看到

村民們正在殺牛，心中生起很強烈的悲憫心，到現在那幅畫面都歷歷在目。後來我進入了佛門，學

習佛法，依止很多上師，但是我覺得，再多造作的學習和思維，都比不上年幼時那一念自然、真實

的悲心。」法王時常鼓勵學生，修學佛法的時候，要和佛法產生連結，要從自身的經驗上去發掘，

這樣才會有所感動。有了感動，佛法才會有效用。

僧眾的溫故與知新

每年年底，法王都會親自前往菩提迦耶，帶領大眾舉辦噶舉大祈願法會，與會大眾有上萬人，

僧尼二眾約六千人。這不只是一個祈願世界和平的活動，藉由祈願法會這個平台，來自尼泊爾、印度、

不丹，甚至海外各個噶舉道場的僧眾，都能有一次溫故知新的機會。

首先是「溫故」，或許可以說是整頓。法王帶領祈願法會的初期，做了幾件事情：統一噶舉祈

願法會唸誦儀軌，統一僧團服裝與約束規範，同時推廣素食。這段過程從 2005 年開始至今，過程是

讓人感動的，是有效率的，同時迴響也是很大的。很長的一段時間，法王埋首於律典和歷代噶瑪巴

的教言等藏文文獻，由於他懂中文，他同時也參考很多中文佛教文獻，例如義淨論師的《南海寄歸

內法傳》，當中記載的那爛陀佛學院的僧團制度，有很大一部分成為了現在藏傳噶舉教派僧團制度

的核心。他殷切希望藏傳僧團能夠了知律法，甚至親自將《南》書譯成了藏文。

在這個基礎上，他親自指導僧眾縫製戒衣，統一僧服的顏色尺寸，親自以分解動作帶著僧眾合

掌、跪拜、行走，他也親自斷肉吃素，針對這一點，他除了從宗教的角度解釋之外，也大量吸收和

分享環保的觀念。法王這樣親力親為，廣泛地對僧眾的食、衣、住、行予以關切，逐漸得到了僧眾

的共鳴。記得當年噶舉各道場中，自願領受比丘戒的僧眾破紀錄地增多，有條件的寺院也開始植樹，

落實垃圾分類，甚至部分寺院自動成立喇嘛環保隊，自動定期在寺院周圍拾撿垃圾。

除了溫故之外，我覺得「現代管理知識」是整個傳承組織之所以能夠穩定向前邁進的核心。祈

願法會組織剛剛開始籌備的時候，法王親自將許多組織章程、人事分配表、祈願工作 SOP、會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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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等等充滿現代管理專門術語的文章，逐一翻譯成藏文，並且製作成投影片。多次的籌備會議，都

是由他親自主持，為組織的執事僧眾解釋每一個流程的意義。記得當時一位大堪布聽完之後跟我說：

「SOP、5W2H，怎麼比中觀還難呀！」當時的會議很熱絡，大家都被法王的熱情所感動，雖然聽不

太懂，但心中似乎都在想：「雖然現在不懂這些方法，但是為了祈願世界的和平，以後慢慢可以做

到的。」

結語

藏王赤松德贊曾經針對藏傳佛教的「見」和「行」兩方面制定了準則。見的方面，要依循的是

龍樹菩薩的甚深緣起中觀見；行的方面，要依尋的是靜命論師的律法和菩提心的傳承。緣起法則，

是萬法的實際情況，是當代人類應該關注的重要課題。不害他人的如理行儀，和積極地慈悲利他的

菩提心的實踐，更是現在這個充滿苦難、紛擾的世界，急迫需要的行動。

佛陀的教、理、行、證不能成為一個死的制度，或者是呆板的理論。整體佛教各宗各派的教育

體系，例如佛學院、閉關中心，或者成立於現代社會中的各個中心、寺院、道場之所以能夠源遠流長，

重點在於弘法者，也就是我們自己的熱忱和歡喜心是否啟動，是否在轉動。不然，再好的見解觀點，

再多的佛教知識，再棒的禪修技巧，也都無法引起共鳴，重點是，自己的生命將無法受益。

佛陀的法教，是初善，中善和後善，

意思是：一個行者在修持旅途上的每一個階

段，生命都能有所得益。《瑜伽師地論》解

釋道：「初善者，謂聽聞時，生歡喜故。中

善者，謂修行時，無有艱苦，遠離二邊，依

中道行故。後善者，謂極究竟離諸垢故，及

一切究竟離欲為後邊故。」

我相信，啟動了聞法的歡喜心，一切善

就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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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 W. Pannaloka Thero 

斯里蘭卡國籍 南傳佛教出家

學歷 : 學士及碩士學位在 Peradeniya 大學 斯里蘭卡

        台灣國立中央大學 哲學系博士候選人

3
/30

T
o

p
ic fo

ru
m

: T
h

e th
ree tu

rn
in

gs o
f d

h
a

rm
a

 w
h

eel b
y th

e B
u

d
d

h
a

專
題
論
壇
：
佛
陀
的
三
轉
法
輪

南傳發表人

佛陀初轉法輪經

摘要

傳統上，上座部佛教徒認同《轉法輪經 (Dhammacakkappavattana)》是佛陀宣說的第一部經。

該經包括主要教法『四聖諦』和通達覺悟的實証之道─『中道』。然而，學術研究主張，該經不一定

是佛陀宣說的第一部經，而且其中的某些內容可能是後人添加的。研究人員所提出的疑問題主要是

關於兩個方面 : 歷史真實性和內容可信度。在處理這些問題上，本文研究了本經的巴利文典籍以及其

相對的漢文與梵文譯本，關於佛陀的初轉法輪，傳統內部和跨傳統的文獻資料都支持上座部的立場。

【關鍵詞】: 轉法輪經、『四聖諦』、史實性、比較研究

引言

「苦」就是指人類的苦處，是佛教『四聖諦』教法的其中之一，也是上座部佛教的基石。『四

聖諦』(catthariariyasaccani) 是闡述苦的現象、苦的集起、苦的滅盡及滅苦之道，上座部佛教的學眾

和巴利文文獻都接受 : 此教法是佛陀在覺悟後第一次說法的《轉法輪經》中所宣講的內容，這部經同

時被結集編入了巴利聖典的經藏和律藏之中。其中，《相應部》的「諦相應」裡收錄了兩篇，而《律藏》

的「大品」則有一篇。不過，在這些經文中都沒有提到這是佛陀第一次宣說的經典。當我們研究經、

律等聖典文獻資料並依之構建佛陀覺悟及生平事跡時，則似乎顯示了佛陀在波羅奈國 ( 今瓦拉納西 )

鹿野苑對五比丘說法是他最初的教導。著名的《相應部 ‧ 轉法輪經》中記載 : 這是對五比丘的教導，

而其內容即是『四聖諦』。《律藏》「大品」中的版本與《相應部》版本內容是相同的，不過，前

者提及佛陀與五比丘見面時的情形。

即使巴利文獻和上座部佛教徒接受佛陀的初轉法輪記載於《轉法輪經》中，不過上座部佛教的

研究人員們仍質疑其歷史真實性和內容的可靠性。要解決現存經典內容的真實性和可靠性，我們需

要檢視上座部佛教文獻，並查閱其他佛教教派的文獻資料。

在以下的章節中，首先，我會對這初次說法的意義及其內容做一個簡短說明。其次，談一談學

者們就本經所提出的的一些具爭議性的觀點。最後，在對上座部內傳統文獻和漢譯阿含經與梵文的

跨傳統文獻做一番比對檢証之後，我會提出研究的結論，亦即 : 現有的證據都証實了上座部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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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及意義

上座部佛教對《轉法論經》的教義及歷史價值給予高度的評價。這部經英文翻譯成 "Setting 
in Motion the Wheel of the Dhamma( 轉動法輪 )"1，因此，被認定是佛陀弘法生涯的第一次說法。

巴利聖典中好幾篇經文都提到這是佛陀在波羅奈國的鹿野苑對五比丘的教導 2，教導他們要遵循

『中道』與『四聖諦』法。中道是相對於自我縱慾及自我折磨兩種極端的宗教修行趨向而建立的，

『四聖諦』即是「苦聖諦」(dukkhasacca)、「苦集聖諦」(dukkhasamudayasacca)、「苦滅聖諦

(nirodhasacca) 和「苦滅道跡聖諦」(dukkhanirodhagaminipatipadasacca)。『中道』就是指「八正

道」3。本經內容大要如下 :

1. 佛陀在波羅奈國的鹿野苑對五比丘宣講此經

2. 否定了自我縱慾及自我折磨兩種極端的方式

3.『中道』即是「八正道」

4.『四聖諦』即是指苦、苦的原因、苦的止息和滅苦之道

5.「三轉十二行」是體証真理的教法

《相應部》中對『四聖諦』的詳盡敘述表示出基於此的教法是建立在一個廣大的背景之上。也

就是說，『四聖諦』的教義不是歷史上某個人物獨有的覺悟，只要是獲得解脫真理的任何人，他們

覺悟的內容都是相同的，不會因不同的時間或空間而有不同 4。佛陀之所以被尊稱為圓滿正覺者就是

因為他覺悟了這些真理 5。上座部佛教的這個觀點為佛陀初次說法的意義帶來了光明。

雖然沒有人質疑『四聖諦』教法的意義，但正如今日所見的，有關本經的史實性及內容的可靠

性的諸多質疑頻頻被提了出來。在接下來的部分，我們就來處理這些難題。

史實和內容的問題

有關本經傳統地位的問題，可以看得出是從兩個方面提出來的，一個是歷史真實性，另一個則

是內容可信度。一位上座部佛教的早期研究人員─里斯 ‧戴維斯─在他的本經譯本前言中寫道 :

過度評價本經的史實價值是困難的。但毫無疑問地，所有佛教徒接受古老傳統的看法而認同本

經的內容是正確可靠的，我們真確的得到了一個結論 : 一位偉大的印度思想家和改革者 ( 即指佛陀 )

首次成功地弘傳了他的新理念 6。

於此，戴維斯對本經的史實價值提出了他的懷疑，但在內容方面他認同傳統佛教的看法。然而，

RichardGombridge 在內容方面則不同於里斯 . 戴維斯，他不認同傳統的看法而對本經內容持懷疑的

態度。正如他所說的 :

當然，我們並不真的不知道佛陀第一次講道說了什麼 ...... 它甚至已令人信服地證明了經典的語言

主要是一組公式及辭句，除了已建立的教說之外，這些絕對是不言自明的 7。

面對這些傑出學者們所提出的問題，我們可以轉向探討兩個對我們有利的方向 : 一個是對上座部

1 Bodhi, Bhikkhu,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Wisdom Publications, Boston, 2000. p.1843
2 Saccavibhanga and Ariyapariyesanasuttas in MajjhimaNikaya
3 Bodhi, Bhikkhu, op.cit.,p. 1843ff
4 Ibid.,P .1839
5 Ibid.p.1854
6 http://www.buddhadust.org/buddhistsuttas/rd_bs_2.htm
7 Gombrich, Richard. Theravada Buddhism,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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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傳統 --- 包含聖典文獻在內 --- 進行檢視，以弄明白本經的內容 ; 另一個是比較對讀現存的漢譯阿

含經、律藏以及梵文等的相對於本經的其它版本。第一種方法馬哈希禪師 8 已嘗試過，但還沒有人試

過用第二種方法來回應巴利經典內容的史實性和可靠性之問題。在下面的章節中，讓我們來看看這

兩個方向的探討。

巴利聖典文獻

關於佛陀第一次說法史實性之疑問，我們可以檢視巴利聖典中不同的幾篇經典，探索有關本經

及其事件的相關參考文獻而從中得到答案。對於此，我們可以舉《中部》裡的兩篇經文 :《諦分別經》

(Saccavibhangasutta) 和《聖求經》(Ariyapariyesana) 來說明。《諦分別經》是轉法輪經的宗經論，

它開宗明義就提到 :

Tathāgatena...bārāṇasiyaṃisipatanemigadāyeanuttaraṃdhammacakkaṃpavattitaṃ..
yadidaṃ–imesaṃcatunnaṃariyasaccānaṃācikkhanā.9

本經記載佛陀是在波羅奈國的鹿野苑轉動了法輪，並且教導了『四聖諦』法。在經文後半部，

長老舍利弗闡述了苦聖諦和苦滅道跡聖諦 10。

《聖求經》則敘述了佛陀探尋覺悟的經過，經文中記載了 Sahampathi 梵天請求佛陀宣說佛法

以及佛陀到鹿野苑為以前的學友 ( 即五比丘 ) 分享他的發現。討論的內容顯示出與《轉法輪經》有密

切的關係 11。值得注意的是，相應於本經的漢譯《中阿含》第 204 經《羅摩經》中提到，佛陀否定

了的兩種極端而宣說了尋求真理的『中道』，亦即「八正道」:

五比丘 ! 當知有二邊行，諸為道者所不當學 : 一曰 : 著欲樂下賤業，凡人所行 ; 二曰 : 自煩自苦，

非賢聖求法，無義相應。五比丘 ! 捨此二邊，有取『中道』... 趣於涅槃，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

是謂為八 12。

此外，經文中提到了覺悟的體証是通達『四聖諦』13。《中部》第 85 經《菩提王子經》是另一

個佐証資料，確証了佛陀的初轉法輪是在波羅奈國的鹿野苑為五比丘說法 14。

除了經藏的證據之外，巴利律藏也提到佛陀在波羅奈國的鹿野苑為五比丘初轉法輪。在「大品」

中所敘述第一次說法的情形和《相應部 . 轉法輪經》的內容大致是相同的 15。從以上種種上座部佛教

文獻中都支持佛陀在波羅奈國初轉法輪的跡象來看，傳統佛教認定佛陀初轉法輪為一歷史真實事件

可以說是具有充份証據的。

比較對讀研究

有關佛陀在鹿野苑宣說什麼內容的問題，我們可以在相對於巴利聖典《轉法輪經》的漢文及梵

8 MahasiSayadaw, Dhammacakkappavattana Sutta,1998,
http://www.vipassana.com.my/eBooks/DhamaCak.pdf
9 http://www.tipitaka.org/romn/
10 Ibid.; Chinese Parallel《分別聖諦經》T1,467
11Nanamoli, Bhikkhu&Bodhi, Bhikkhu, The Middle Length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Wisdom Publications,
Boston, 2005,pp.253-268; Chinese parallels《羅摩經》T1,775c《本事經》T17,67a
12.T1,777c25
13.T1,778b10: 五比丘 ! 若時如來出興于世 ... 彼如是定心清淨，無穢無煩，柔軟善住，得不動心，修學漏盡智通作證。彼知此苦如真，知此苦習、知此苦滅、

知此苦滅道如真。

14 Nanamoli, Bhikkhu&Bodhi, Bhikkhu,op.cit.,p.706; Chinese parallel at T22.74
15 Vinaya I. 10-12 (Pali Text Society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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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經典中找到答案。此外，這些收錄了相對經文的漢文及梵文文獻資源是分屬於不同部派的傳誦 16。

這些不同傳誦的經典中的相同經文段落都有相同內容，這証明了上座部經典記載的內容是可信的，

並且，這也對於經文的史實性提供了經典的依據。由於篇幅有限，讓我們粗略的檢視以下的比較表，

看看各個經典中有關初轉法輪的內容。

比較表

語  言 內  容

二極端 『中道』 『四聖諦』 三轉十二行

巴利語 (03)

1. SN.V.420 是 是 是 是

2. SN.V.424f 是 是 是 是

3. Mahavaggapali 是 是 是 是

漢語 : (06)

1. T2, 109 是 是 是 是

2. T2, 110 無 無 是 是

3. T99.379 無 無 是 是

4. T125.19.2 無 無 是 是

5. T22[17] 是 是 是 是

6. T22, 104B[18] 是 是 是 是

梵文 : (02)

1. Lalitavisatara[19] 是 是 是 是

2. Mahavastu[20] 無 無 是 是

    

由此表中，我們可以觀察到第一部巴利經典中核心的教導內容。其中，『四聖諦』都出現在在

所有版本的經文中。所有的漢譯版本 ( 裡頭包括了經和律 ) 提到了『四聖諦』和「三轉十二行」。「三

轉十二行」表示圓滿體証『四聖諦』。有三篇漢譯經文和梵文本的《佛說普曜經 (Lalitavistara)》記

載了佛陀否定兩個極端而建立了『中道』的教法。

我們從這樣的比較中可以得知，佛教今日現存的巴利文及漢文兩個主要經典系統，就佛陀初轉

法輪的核心內容上都顯示出明顯的相似度。至於史實性，佛教各部派傳誦的經典也顯示出 : 佛陀的確

是在波羅奈國的鹿野苑為五比丘宣說了『四聖諦』及『中道』等教法。17 因此，比較對讀不同佛教

系統的經典提供了依據，並確証了第一部《轉法輪經》的史實性及內容可信度。

結論

在前面的章節中，我們對上座部經典文獻做了簡短的檢証，隨後並對讀相應於《轉法輪經》的

漢文及梵文經典。我們可以了解到，不僅巴利經典主張『四聖諦』和『中道』是佛陀初轉法輪的教

法內容，乃至其他如說一切有部、大眾部、法藏部、說出世部等部派系統也都是相同的主張。對巴

16 N.J Smith, has found seventeen versions extant in Chinese, Pali, Tibetan and Sanskrit.See:The 17 Versions
of the Buddha’sFirst Discourse, http://archive.org/
17.Ibid.



58

3
/30

T
o

p
ic fo

ru
m

: T
h

e th
ree tu

rn
in

gs o
f d

h
a

rm
a

 w
h

eel b
y th

e B
u

d
d

h
a

專
題
論
壇
：
佛
陀
的
三
轉
法
輪

利經典的史實性及內容可信度提出質疑的學者們並沒有查閱 ( 尤其是 ) 中國現存的經典以檢驗其言論

的正確性。當我們深入探究相對的漢文及梵文經典，我們就可以了解，這些言論是有問題的，而上

座部佛教所主張─初轉法輪含攝『四聖諦』教法並且是歷史上的真實事件─則是可以接受的。

參考資料

1. Gombrich, Richard, Theravada Buddhism: A Social History from Ancient Benares to Modern Colombo, 
    Routledge, London, 2002.
2. MahasiSayadaw, Dhammacakkappavattana Sutta,1998,

http://www.vipassana.com.my/eBooks/DhamaCak.pdf 
http://www.cbeta.org

Dhammacakkappavattana Sutta
First Teaching of the Buddha
Abstract

Traditionally, the Theravada Buddhists accept the Dhammacakkappavattana sutta (the discourse of turning the dhamma 
wheel) is the first discourse of the Buddha. This text includes four noble truths as the cardinal doctrine and the Middle 
Path as the practical path for enlightenment. However, the academic studies maintain that it is not certain whether this 
was the first discourse given by the Buddha and its certain contents might have been added later. The problems raised by 
researchers are related to two aspects, historicity an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content. In addressing these issues, this paper 
has looked into the Pali canon and parallels of this discourse extant in Chinese and Sanskrit. The examination conducted 
over the intra-traditional and cross traditional literary sources support the Theravada position as to the Buddha’s first 
turning of the dhamma wheel.

Key words: Dhammacakkappavattana sutta, Four Noble Truths, historicity, comparison Introduction

The cornerstone of the Theravada Buddhism is the concept of suffering (dukka). Suffering is recognized as the human 
predicament and the doctrine of four noble truths (catthari ariya saccani) formulates the symptoms of suffering, its 
origin, cessation, and the way to cease. The Theravada Buddhists and the Pali literature accept that this doctrine was 
given by the Gautama Buddha as his first teaching to this world in the famous discourse called Dhammacakkappavattana 
sutta.  This text contains both in the Sutta pitaka and the Vinaya pitaka of the Pali canon. In the section of Saccasamyutta 
of the Samyutta Nikaya contain two versions and another in the Mahavaggapali of the Vinaya pitaka.  However, inside 
the text, it is not mentioned that this is the first discourse. Once we construct the enlightenment story and career of the 
Buddha from the records found in the sutta and vinaya literature, it seems that the discourse given to the five ascetics 
at the Deer park in Benares is the first teaching. The famous Samyutta Nikaya version titled ‘Dhammacakkappavattana 
suttam’  reports that this was preached to five ascetics and the four noble truths were the contents. The version included 
in the Mahavaggapali  is identical with the Samyutta Nikaya version while the former narrates the Buddha’s meeting with 
five ascetics.
Even though the Pali literature and Theravada Buddhists accept the first turning of the dhamma wheel by the historical 
Buddha is recoded in the Dhammacakkappavattana sutta,  the researchers of Theravada Buddhism have cast doubts 
about its historicity an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contents. To settle the issues of historicity and the validity of contents in 
the discourse as found today, we need to make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Theravada literature first and then to see other 
literature of other Buddhist
traditions reflect.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s, first I will make a brief note 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irst discourse and its 
content within Buddhism and then will turn to the challenging views of the scholars on this discourse. Finally, following 
an examination into the intra traditional literature of Theravada and cross traditional literature extant in Chinese Ag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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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anskrit, I will reach the conclusion that evidence available confirms the Theravada position.

Content and Significance

The Theravada tradition holds the Dhammacakkappavattana sutta《 轉 法 輪 經 》with high esteem for its doctrinal 
significance and the historical value. This text has been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s Setting in Motion the Wheel of the 
Dhamma. 18 So, it is taken to be the initiation of the Buddha’s teaching career. Several discourses of the Pali canon 
mention that this teaching was conducted for the five ascetics at the Deer Park of Benares.19 For these five ascetics, the 
Buddha had taught to follow the Middle Path and the Four Noble Truths. The middle path has been set against the two 
extremist religious trends of self-indulgence and self-mortification. To name the four truths, the truth of suffering (dukka 
sacca), truth of its origin (dukka samudaya sacca) , truth of cessation (nirodha sacca) and the truth of path (dukkha 
nirodhagamini patipada sacca). The middle path is a designation for the truth of the path that is composed of eight 
factors.20 To summarize the whole content in the discourse:
i.  The Buddha preached this discourse at the Deer park of Benares
ii.  Denial of two extremes: self-indulgence and self-mortification
iii.  Middle Path: Noble Eightfold Path
iv.  Four Noble Truths: suffering, origin of suffering, cessation of suffering and way to ceasing suffering
v.  Three phases and twelve aspects of realization the truths
The detailed treatment of the four noble truths in the Samyutta Nikaya indicates that doctrinal foundation based on 
them has been established against a universal background. That is, the doctrine of four noble truths is not a particular 
realization by a historical person but the content of realization is common to anyone who gains the liberating truth 
irrespective of time and space differences.21 The very reason to call the Buddha as Perfectly Enlightened one is just 
because his awakening into these truths.22 This view brings into light the doctrinal significance attributed to the first 
teaching of the Buddha by the Theravada tradition.
Though no one questions the doctrinal significance of the four noble truths, questions are raised as to the historicity of 
the text and the extent of the contents as seen today. In the next section, let us address these difficulties.

Problem of historicity and contents

The problems raised with regard to the traditional position of this discourse can be seen from two directions, one is the 
historicity of the discourse and the other is the extent of its content. An early researcher of Theravada Buddhism, Rhys 
Davids, in the introduction to his translation of this discourse writes: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estimate too highly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this sutta. There can be no reasonable doubt 
that the very ancient tradition accepted by all Buddhists as to the substance of the discourse is correct,  and 
that we really have in it a summary of the words in which the great Indian thinker and reformer for the first 
time successfully promulgated his new ideas.23

Here, Rhys Davids raises his doubt about the historical value of the discourse but he agrees to the tradition as to the 
content. Going further to Rhys David’s agreement to the tradition as to the content of the discourse, Richard Gombridge 
is skeptical about the content of the discourse. As he puts:

Of course we do not really know what the Buddha said in his first sermon ... and it has even been 
convincingly demonstrated that the language of the text as we have it is in the main a set of formulae, 
expressions which are by no means self-explanatory but refer to already established doctrines.24

In encountering the problems raised by these eminent scholars, we can turn to two directions which would be of help 
to us; one is implementing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Theravada tradition inclu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to gain a picture 
how the discourse and its content has been referred to; other is to make a comparative reading into the versions of 
the discourse extant in Chinese Agama and Vinaya and Sanskrit versions. The first method has been tried by Mahasi 

18 Bodhi, Bhikkhu, The Connected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Wisdom Publications, Boston, 2000. p.1843

19 Saccavibhanga and Ariyapariyesana suttas in Majjhima Nikaya 20 Bodhi, Bhikkhu, op.cit.,p. 1843ff

21 Ibid.,P.1839

22 Ibid.p.1854

23 http://www.buddhadust.org/buddhistsuttas/rd_bs_2.htm

24 Gombrich, Richard. Theravada Buddhism, 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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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yadaw25 but the second has not been tried with the purpose for responding to the issues of historicity and reliability of 
contents in the Pali discourse. In the following sections, let us examine these two directions.

Pali canonical literature

Concerning the doubt about historical actuality of the first discourse of the Buddha, we can build an answer by looking 
into different discourses in the Pali canon to trace references to this discourse and event. In this case, we can cite two 
discourses, the Saccavibhanga sutta (Analysis of Truth) and Ariyapariyesana sutta (The Noble Search) of the Majjhima 
Nikaya. The Saccavibhanga sutta is a canonical commentary on the Dhammacakkappavattana sutta and at its beginning 
mentions:

Tathāgatena ... bārāṇasiyaṃ isipatane migadāye anuttaraṃ dhammacakkaṃ pavattitaṃ ..
yadidaṃ – imesaṃ catunnaṃ ariyasaccānaṃ ācikkhanā.26

The discourse records that the turning the wheel of dhamma by the Buddha was held at the Deer park of Benares and four 
noble truths were elucidated. In the latter part of the discourse, elder Sariputta elaborated the truth of suffering and the 
truth of way to cease suffering.27

The Ariyapariyesana sutta  narrates the Buddha’s research for enlightenment. The discourse records that on being 
requested by the Sahampathi Brahma to preach the dhamma, the Buddha visits the Deer park to share his discovery with 
his former friends, the five ascetics. The contents discussed show a close relation to the Dhammacakkappavattana sutta.28 
It is noteworthy here the Chinese parallel of the Ariyapariyesana sutta mentions that the Buddha preached the middle 
path composed of eight factors by denying two extremes for truth seeking:

五比丘 ! 當知有二邊行，諸為道者所不當學 : 一曰著欲樂下賤業，凡人所行 ; 二曰自煩自苦，

非賢聖求法，無義相應。五比丘 ! 捨此二邊，有取中道 ... 趣於涅槃，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

定，是謂為八。29

Further, the text mentions that the Enlightenment experience was that realization of the four truths.30 The Bodhiraja 
Kumara sutta of the Majjhima Nikaya  is another reference that confirms the Buddha’s first teaching was given to the five 
ascetics at the Deer park of Benares.31

In addition to the sutta pitaka evidence, the Pali Vinaya pitaka  also maintains that the Buddha conducted his first 
discourse to the five ascetics at the Deer park of Benares. The Mahavaggapali account of the event of first sermon is 
similar to the Samyutta Nikaya version of the Dhammacakkappavattana sutta.32

The indications to holding the first teaching by the Buddha at Benares within the Theravada literature can be considered 
sufficient evidence to agree to the traditional position on the first turning of the dhamma wheel as an historical event.

Comparative Studies

To the question, what did the Buddha teach at the Deer Park, we can find an answer by going through the parallel texts of 
the Pali Dhammacakkappavattana sutta. They can be found in the Chinese Tipitka and in Sanskrit. Moreover, the parallel 
recorded in the Chinese and Sanskrit sources belong to various sectarian traditions.33 The inclusion of the same text with 
identical contents among these different textual traditions confirm that the first discourse and its content recorded in the 
Theravada canon can be empirically verified. Further, this provides textual support to confirm the historicity of the text. 
Due to limited space, let us have a rough look at the comparative chart to see the contents of the first discourse recoded in 
various texts.

25 Mahasi Sayadaw, Dhammacakkappavattana Sutta,1998, http://www.vipassana.com.my/eBooks/DhamaCak.pdf

26 http://www.tipitaka.org/romn/

27 Ibid.; Chinese Parallel《分別聖諦經》T1,467

28 Nanamoli, Bhikkhu & Bodhi, Bhikkhu, The Middle Length Discourses of the Buddha,  Wisdom Publications, Boston,

2005,pp.253-268; Chinese parallels《羅摩經》T1,775c《本事經》T17,67a

29 T1,777c25

30 T1,778b10: 五比丘 ! 若時如來出興于世 ... 彼如是定心清淨 , 無穢無煩 , 柔軟善住 , 得不動心 , 修學漏盡智通作證。彼知此苦如真 , 知此苦習、知此苦滅、知此

苦滅道如真。

31 Nanamoli, Bhikkhu & Bodhi, Bhikkhu, op.cit.,p.706; Chinese parallel at T22.74

32 Vinaya I. 10-12 (Pali Text Society Edition)

33 N.J Smith, has found seventeen versions extant in Chinese, Pali, Tibetan and Sanskrit.See: The 17 Versions of the Buddha´s First Discourse, http://archive.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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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son Table

Language Contents
2 Extremes Middle Path FN truths 3 Phases-12 Aspects

Pali:(03)
1. SN.V.420 Yes Yes Yes Yes
2. SN.V.424f Yes Yes Yes Yes
3. Mahavaggapali Yes Yes Yes Yes
Chinese:(06)
1. T2,109 Yes Yes Yes Yes
2. T2,110 No No Yes Yes
3. T99.379 No No Yes Yes
4. T125.19.2 No No Yes Yes
5. T2234 Yes Yes Yes Yes
6. T22,104b35 Yes Yes Yes Yes
Sanskrit:(03)
1. Lalitavisatara36 Yes Yes Yes Yes
2. Mahavastu37 No No Yes Yes

Here, we can observe that the core teaching of the first Pali discourse, the four noble truths, has appeared in all the 
versions taken into consideration. All the Chinese versions (here including both Sutta and Vinaya) mention the four noble 
truths and three phases and twelvefold aspects of the four truths. The three phases and twelve aspects indicate the perfect 
understanding of the truths. And three Chinese versions and Lalitavistara record the denial of two extremist practice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middle path.
What we can learn from this comparison is that the main two textual traditions of Buddhism today exist, Pali and 
Chinese, both show remarkable similarity as to the core content of the Buddha’s first turning wheel of the Dhamma. As 
to historicity, the texts belong to various sects of Buddhism show that the Buddha had given the doctrine of four truths 
and middle path at Benares to five ascetics.38 Thus, the comparative reading into different Buddhist traditions provides 
evidence to confirm the historicity and extent of contents attributed to the first discourse wherein recorded the first 
turning of dhamma wheel.

Conclusion

In the previous sections, we have made brief examination into the Theravada canonical literature followed by a 
comparative reading into Chinese and Sanskrit parallels of the Dhammacakkappavattana sutta. We can learn that not 
only the Pali version maintains that the four noble truths and middle path as the doctrine in the first sermon of the 
Buddha but also other sectarian traditions such as Sarvastivada, Mahisasaka, Dharmaguptaka and Lokottaravada also 
have maintained the same position. The scholars who question the historicity and reliability of content in the Pali text 
have not looked into the Chinese (particularly) to examine the validity of their remarks. Once we go into Chinese and 
Sanskrit parallels, we can see that these remarks become questionable and the Theravada position that the first wheel 
turning of the dhamma includes the four noble truths and is a historical event becomes accep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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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敏法師 

現職︰法鼓佛教學院 校長 (2007 迄今 )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教授 (1999 迄今）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主任委員 (1998 迄今 )

學術專長︰瑜伽行派、禪定學、梵文、人文與科學通識、佛

學資訊

學歷︰日本國立東京大學文學博士（1992）

經歷︰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教務長兼代理校長 (2006/1/25-7/31)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教務長 (2000/8-2006/7)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共同學科主任 (2000/8-2006/1)

國立台北藝術大學 - 學生事務長（1994/9-1997/10/15）

法鼓山中華佛學研究所副所長 (1994-2007)

漢傳發表人

佛陀初轉法輪、二轉法輪、三轉法輪說了什麼？

－從印度佛教思想史的角度淺介－

前言：請轉法輪

根據佛傳文獻之源頭「律」部，佛陀放棄無益苦行而受用飲食，修行四禪（三昧）而覺悟。之

後，觀察到貪愛執著於我的眾生，難以接受「緣起無常、無我、涅槃寂靜」的妙法而七日（或說是

二七、三七、五七）躊躇默然，例如《五分律》卷 15 所說：

佛食已，前到樹下三昧七日，過七日已從三昧起。作是念：我所得法甚深、微妙、難解、難見、

寂寞、無為。智者所知，非愚所及。眾生樂著三界窟宅，集此諸業。何緣能悟十二因緣、甚深微妙

難見之法？又復息一切行截斷諸流、盡恩愛源、無餘泥洹，益復甚難？若我說者，徒自疲勞，唐自

枯苦。爾時世尊欲重明不可說義。而說偈言。

我所成道難，若為窟宅說；逆流迴生死，深妙甚難解。

染欲之所覆，黑闇無所見；貪恚愚癡者，不能入此法。1

因而不想為眾生說法。當時，梵天（印度人所信仰的最高神）恐怕眾生因此迷惑、造業而世間

長衰，永處盲冥，於是請求佛陀慈悲說法。2 佛陀觀察世間各類根機眾生猶如各種蓮花，雖萌芽於污

1 CBETA, T22, no. 1421, p. 103, c6-18。類似的記載，《增壹阿含經》卷 10〈19 勸請品〉：「一時，佛在摩竭國道場樹下。爾時，世尊得道未久，便生是念：

「我今甚深之法難曉難了，難可覺知，不可思惟，休息微妙，智者所覺知，能分別義理，習之不厭，即得歡喜。設吾與人說妙法者，人不信受，亦不奉行者，

唐有其勞，則有所損。我今宜可默然，何須說法！」 (T02, no. 125, p. 593, a24-b1)

2 (CBETA, T34, no. 1718, p. 99, a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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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水中，仍然有可能出於污泥、污水而不染，開花結果。故說偈︰「先恐徒疲勞，不說甚深義，甘

露今當開，一切皆應聞。」 由此確立為眾生說佛法的決心。3

佛陀的說法名為「轉法輪」(dharma-cakra-pravartana, dhamma-cakka-pavattana，bod chos 

'khor bskor ba)。對於「法輪」，說一切有部的論書《阿毘達磨發智論》（以下簡稱《發智論》）卷

18 定義是：「云何法輪？答：八支聖道。」4《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以下簡稱《婆沙論》）卷

182 則更詳細討論：「問：何故名法輪？答：此輪是法所成，法為自性，故名法輪。如世間輪，金

等所成金等為性，名金等輪，此亦如是。有說：此輪於諸法性能簡擇、極簡擇、能覺悟、極覺悟、

現觀作證故名法輪。有說：此輪能淨聖慧法眼，故名法輪。」5，「尊者妙音說曰：學八支道展轉和

合一時至他相續中轉，故名法輪。此八支道見道位勝，是故見道，獨名法輪。」6 《阿毘達磨順正理論》

卷 67 也提到：尊者妙音以「世間輪有輻、轂、輞」的譬喻來說明為何八支聖道為法輪？「尊者妙音

作如是說：如世間輪有輻、轂、輞，八支聖道似彼名輪，謂正見、正思惟、正勤、正念，似世輪輻。

正語、正業、正命似轂。正定似輞，故名法輪。」7 其中，「輻」是車輪中湊集於中心轂上的直木，

譬喻八支聖道之「正見、正思惟、正勤、正念」等四支；「轂」是車輪的中心部位，譬喻八支聖道之「正

語、正業、正命」等三支；「輞是」車輪的外框，譬喻八支聖道之「正定」一支。

對於「轉法輪」的時間起點，《發智論》卷 18 則說：「齊何當言轉法輪？答：若時具壽阿若多

憍陳那 (*ājñāta-kauṇḍinya; Aññata-Kondañña) 見法。」《婆沙論》卷 182 則論述其理由如下：

問：何故復作此論？答：前雖顯法輪自性，而未顯作用。今欲顯之，故作斯論。

有說：為止摩訶僧祇部說法輪，語為自性，彼作是說一切佛語，皆是法輪。若謂聖道是法輪者，

則菩提樹下，已轉法輪，何故至婆羅 斯方名轉法輪耶？為止彼意，顯法輪體，但是聖道，非

佛語性。若是佛語者，則應菩提樹邊為商人說法已，名轉法輪。何故後至婆羅 斯國乃言轉法

輪耶？

故知：爾時令他身中，有聖道起，方名轉法輪。法輪，聖道為體故。說齊阿若多憍陳那見法，

名佛轉法輪。

說一切有部記載摩訶僧祇部（大眾部）認為「法輪」是以「語為自性，彼作是說一切佛語，皆

是法輪」，不同於說一切有部主張「法輪」是以「（八）聖道為體」，因為阿若多憍陳那見法（聖

道），不然佛陀於菩提樹邊為商人說法時，則已經可以名轉法輪，為何需要等到婆羅 斯國鹿

野苑之時，阿若多憍陳那見法（聖道）才名轉法輪？

但是對於上述說一切有部的論書認為：「云何法輪？答：八支聖道。」，日本平川彰（1915~2002）

教授的《印度佛教史》（1974）「第三節  佛陀的生涯」中，則認為是「苦、集、滅、道」，其說

明如下：「佛陀的說法名為「轉法輪」，即佛陀在波羅奈對五位修行者說遠離苦樂兩種極端的中

道 (majjhima patipada)，及苦、集、滅、道「四聖諦」的教法。首先證悟法的是五比丘中的憍陳如

(Aññata-Kondañña)，他成為佛陀最初的弟子，之後其餘四人也悟了法而成為弟子，這時佛教的教團

(saṃgha，僧伽 ) 就成立了。之後佛陀又接著說「五蘊無我」的教法，五比丘依此得到阿羅漢的證悟。」8 

3《五分律》卷 15：「爾時，世尊默然受之。即以佛眼普觀世間，見諸眾生根有利鈍，有畏後世三惡道者，有能受法如大海者，有若蓮華萌芽在泥出水未出水

不污染者。而說偈言：先恐徒疲勞，不說甚深義；甘露今當開，一切皆應聞」(T22, no. 1421, p. 104, a4-9)

4 (CBETA, T26, no. 1544, p. 1018, c6)

5 (CBETA, T27, no. 1545, p. 911, b20-25)

6 (CBETA, T27, no. 1545, p. 912, b1-4)

7 (CBETA, T29, no. 1562, p. 709, a24-27)

8 平川彰 (1974:44)



64

3
/30

T
o

p
ic fo

ru
m

: T
h

e th
ree tu

rn
in

gs o
f d

h
a

rm
a

 w
h

eel b
y th

e B
u

d
d

h
a

專
題
論
壇
：
佛
陀
的
三
轉
法
輪

我們從如下《三轉法輪經》所說，是以苦、集、滅、道「四聖諦」作為「轉法論」的教法。

一、《佛說三轉法輪經》：示轉、勸轉、證轉

根據三藏法師義淨奉制譯《佛說三轉法輪經》，有如下的敘述：

如是我聞：一時，薄伽梵在婆羅 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

爾時，世尊告五苾芻曰：

汝等苾芻！此苦聖諦，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汝等苾芻！此苦集、苦滅、順苦滅

道聖諦之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苦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知，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苦集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斷，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苦滅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證，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順苦滅道聖諦是所了法，如是應修，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苦聖諦是所了法，如是已知，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苦集聖諦是所了法，如是已斷，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苦滅聖諦是所了法，如是已證，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此順苦滅道聖諦是所了法，如是已修，於所聞法如理作意，能生眼智明覺。

汝等苾芻！若我於此四聖諦法未了三轉、十二相者，眼智明覺皆不得生，我則不於諸天魔梵、

沙門婆羅門一切世間，捨離煩惱，心得解脫，不能證得無上菩提。

汝等苾芻！由我於此四聖諦法解了三轉十二相故，眼智明覺皆悉得生，乃於諸天魔梵、沙門婆

羅門一切世間，捨離煩惱，心得解脫，便能證得無上菩提。」

爾時世尊說是法時，具壽憍陳如及八萬諸天，遠塵離垢得法眼淨。佛告憍陳如：「汝解此法不？」

答言：「已解。世尊！」「汝解此法不？」答言：「已解。善逝！」

由憍陳如解了法故，因此即名阿若憍陳如 ( 阿若是解了義 )。

是時地居藥叉聞佛說已，出大音聲，告人天曰：「仁等當知，佛在婆羅 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

廣說三轉、十二行相法輪，由此能於天人魔梵、沙門婆羅門一切世間，為大饒益，令同梵行者

速至安隱涅槃之處，人天增盛阿蘇羅減少。」由彼藥叉作如是告，虛空諸天四大王眾皆悉聞知。

如是展轉於剎那頃盡六欲天，須臾之間乃至梵天普聞其響，梵眾聞已復皆遍告廣說如前，因名

此經為三轉法輪。

時五苾芻及人天等，聞佛說已，歡喜奉行。 (CBETA, T02, no. 110, p. 504, a4-b22)

《阿毘達磨法蘊足論》卷 6〈10 聖諦品〉則說：「一時，薄伽梵住婆羅 斯仙人論處施鹿林中。

爾時，世尊告苾芻眾，此苦聖諦。若於如是未曾聞法，如理思惟，定能發生眼智明覺。此苦集

聖諦，若於如是未曾聞法，如理思惟，定能發生眼智明覺。此苦滅聖諦，若於如是未曾聞法，

如理思惟，定能發生眼智明覺。此趣苦滅道聖諦，若於如是未曾聞法，如理思惟，定能發生眼

智明覺。

復次，苾芻！此苦聖諦，以通慧應遍知；若於如是未曾聞法，如理思惟，定能發生眼智明覺。

此苦集聖諦，以通慧應永斷；若於如是未曾聞法，如理思惟，定能發生眼智明覺。此苦滅聖諦，

以通慧應作證；若於如是未曾聞法，如理思惟，定能發生眼智明覺。此趣苦滅道聖諦，以通慧

應脩習；若於如是未曾聞法，如理思惟，定能發生眼智明覺。



65

國際南傳、漢傳、藏傳佛教論壇
International Forum on Tri-tradition Buddhism:The Buddha Dharma in 21st Century

3
/30

T
o

p
ic fo

ru
m

: T
h

e th
ree tu

rn
in

gs o
f d

h
a

rm
a

 w
h

eel b
y th

e B
u

d
d

h
a

專
題
論
壇
：
佛
陀
的
三
轉
法
輪

復次，苾芻！此苦聖諦，我通慧已遍知；若於如是未曾聞法，如理思惟，定能發生眼智明覺。

此苦集聖諦，我通慧已永斷；若於如是未曾聞法，如理思惟，定能發生眼智明覺。此苦滅聖諦，

我通慧已作證，若於如是未曾聞法，如理思惟，定能發生眼智明覺。此趣苦滅道聖諦，我通慧

已脩習，若於如是未曾聞法，如理思惟，定能發生眼智明覺。」9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24〈6 分別賢聖品〉則歸納為「此苦聖諦，此應遍知，此已遍知」之「三

轉」：「云何三轉、十二行相？此苦聖諦，此應遍知，此已遍知，是名三轉。即於如是一一轉時，

別別發生眼智明覺。說此名曰：十二行相。」10

隋代智者 (538-597) 說灌頂 (561-632) 記之《妙法蓮華經文句》卷 7〈釋化城喻品〉則將此「三

轉」稱為：「三轉者，謂示、勸、證」11，也即是「示轉、勸轉、證轉」的用語。並且根據《大智度

論》及《婆沙論》的說法，認為因為「眾生有三根故」，《妙法蓮華經文句》卷 7〈釋化城喻品〉：

「何故三轉？諸佛語法法至於三，為眾生有三根故，《大論》及《婆沙》悉作此說。問：初為五人，

云何作三根耶？復有八萬諸天，何故無三根？為生三慧、三根、三道故。」12 還提到：「為聲聞三轉，

為緣覺再轉，為菩薩一轉。何故爾？由根利鈍，此一往說耳。通方例皆三轉。」13 這是有「聲聞三轉，

緣覺再轉，菩薩一轉」區別。

隋代吉藏 (549-623)《法華義疏》卷 8〈7 化城喻品〉根據《成實論》之聞、思、修「三慧」的

「由淺轉深」次第，不同於說一切有部（婆沙宗）是為適應「上、中、下」三種根機的對象，「問：

一轉既生四行，則生四法忍、四法智、四比忍、四比智，生行已足，後二轉更何所明？答：成論師云：

初轉生聞慧，次轉生思慧，後轉生修慧。依婆沙宗為三根人，故有三轉。初轉上根即悟，生於四行，

乃至三轉下根人悟，亦生四行。今三根合論，故有十二行。若廣開之，便有四十八法輪。初轉四行，

謂見道十六心。餘二轉各為十六，合四十八也。又初轉生未知欲知根，次轉生知根，後轉生知已根。

又初轉生見道，次轉生修道，後轉生無學道。依釋迦趣鹿苑說法，天人但證初果，宜用前約三根人

釋之。若依大通智勝說法，皆悟羅漢，宜用三根、三道二義釋之。」14 

二、《大般若經》：第二法輪轉

《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卷 12〈43 無作品〉：「爾時諸天子虛空中立，發大音聲，踊躍歡喜，以

漚鉢羅華、波頭摩華、拘物頭華、分陀利華而散佛上。作如是言：「我等於閻浮提見第二法輪轉。」

是中無量百千天子得無生法忍。

佛告須菩提：「是法輪轉，非第一轉、非第二轉。是般若波羅蜜不為轉、不為還故出，無法有

法空故。」15

對此經文，《大智度論》卷 65〈43 無作實相品〉討論：「諸天聞般若，大歡喜踊躍。諸天身

輕利根，分別著相，知有輕重；聞般若波羅蜜畢竟清淨，平等實相，大利益眾生，無有過者，是故

9 (CBETA, T26, no. 1537, p. 479, b25-c18)

10 (CBETA, T29, no. 1558, p. 128, c7-10)

11 (CBETA, T34, no. 1718, p. 99, a3-4)

12 (CBETA, T34, no. 1718, p. 99, a8-11)

13 (CBETA, T34, no. 1718, p. 99, a6-8)

14 (CBETA, T34, no. 1721, p. 572, a7-20)

15 (CBETA, T08, no. 223, p. 311, b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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踊躍歡喜，起身業、口業，持供養具蓮華等，供養於佛，作是言：「我等於閻浮提見第二法輪轉。」16

並有如此之問答：「問曰：初說法令人得道，是名轉法輪，今何以言「第二法輪轉」？若以佛說名

為轉法輪者，皆是法輪，何限第二？答曰：初說法名定實一法輪，因初轉乃至法盡，通名為轉。是

諸天見是會中多有人發無上道、得無生法忍；見是利益，故讚言「第二轉法輪」。初轉法輪，八萬

諸天得無生法忍，阿若憍陳如一人得初道；今無量諸天得無生法忍，是故說第二法輪轉。今轉法輪，

似如初轉。」17

對於「轉法輪非一非二」的觀點，《大智度論》接著說：「轉法輪非一非二者，為畢竟空及轉

法輪果報涅槃故如是說，是則因中說果。「法輪」即是「般若波羅蜜」；是般若波羅蜜，無起無作相，

故「無轉無還」。如十二因緣中，說「無明畢竟空，故不能實生諸行等；無明虛妄顛倒，無有實定，

故無法可滅。」說世間生法，故名為「轉」；說世間滅法，故名為「還」。般若波羅蜜中無此二事，

故說「無轉、無還」。「無法有法空故」——「無轉」是「有法空」，「無還」是「無法空」。」18 

三、《解深密經》的三轉法輪：三時說教

根據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三章　初期大乘佛法」、「第一節  初期大乘經的流布」，開

頭部分有提出：「西元前一世紀中，大乘經典的傳出，從內容的先後不同，可以分為「初期大乘」

與「後期大乘」。初期與後期的分別，是有經說可據的，如《解深密經》的三轉法輪：初轉是（聲聞）

「佛法」；二轉與三轉，就是「大乘佛法」的初期與後期。」19 並且說明：「大概的說：以一切法

空 sarva-dharma-śūnyatā 為了義的，是「初期大乘」；以一切法空為不究竟，而應「空其所空，有（也

作「不空」）其所有」的，是「後期大乘」。20

其相關經文，若將玄奘漢譯之《解深密經》與菩提流支漢譯之《深密解脫經》對照，則如下表

所示：

玄奘譯《解深密經》 菩提流支譯《深密解脫經》

爾時勝義生菩薩複白佛言： 爾時成就第一義菩薩白佛言：

世尊，初于一時在婆羅 斯仙人墮處施鹿林

中，惟為發趣聲聞乘者，以四諦相轉正法

輪，雖是甚奇、甚為稀有，一切世間諸天人

等先無有能如法轉者，而于彼時所轉法輪，

有上、有容、是未了義、是諸諍論安足處所。

世尊，如來初成應正等覺，于波羅奈城仙人

集處諸禽獸遊處，為諸修行聲聞行人，一轉

四諦稀有法輪，世間一切沙門婆羅門天人魔

梵無能轉者，若有能轉，依法相應，無有是

處。

世尊，在昔第二時中惟為發趣修大乘者，依

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

性涅槃，以隱密相 21 轉正法輪，雖更甚奇、

甚為稀有，而于彼時所轉法輪，亦是有上、

有所容受、猶未了義、是諸諍論安足處所。

世尊，此第二轉法輪，說上法相，可入法相，

分別彼諸不了義修多羅，為住大乘眾生，說

于諸法無有體相，諸法不生，諸法不滅，諸

法寂靜，諸法自性涅槃，稀有之中，複是稀

有。

16 (CBETA, T25, no. 1509, p. 517, a13-18)

17 (CBETA, T25, no. 1509, p. 517, a18-27)

18 (CBETA, T25, no. 1509, p. 517, b11-20)

19 印順 (1988: 81)

20 印順 (1988: 81)

21 玄奘譯「隱密相」為菩提流支譯所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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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於今第三時中普為發趣一切乘者，依

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

性涅槃無自性性，以顯了相 22 轉正法輪，第

一甚奇、最為稀有，於今世尊所轉法輪，無

上、無容、是真了義、非諸諍論安足處所。

世尊，此是第三轉法輪，為住一切大乘眾

生，說諸法無體相，不生不滅，寂靜，自性

涅槃，善說四諦差別之相 23，希中稀有，無

人能入，無人能對，無人能諍，更無有上，

更無有勝，了義修多羅無諍論處。

若將藏譯與玄奘之漢譯部分對照（目前沒有梵文本可以利用），則如下所示，有下線處表示，

藏譯與漢譯之重點對照處，其間差異可參考注記 21-23。 

藏譯《解深密經》（’phags pa dgongs po nges 
par ’grel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第七品勝義生菩薩品（don dam yang dag ‘phags 
kyi le’u）

玄奘譯《解深密經》

Saṃdhi-nirmocana-sūtra

/de nas bcom ldan ‘das la byang chub sems dpa’ 
don dam yang dag ‘phags kyis yang ‘di skad ces 
gsol to/

爾時，勝義生菩薩複白佛言：

bcom ldan ‘das kyis dang por yul bārānsī drang 
srong smra pa ri dags kyi nags su 
theg pa la yang dag par zhugs pa rnams( 正 入

乘者 ) la 24 ‘phags pa’i bden pa bzhi’i rnam par 
bstan pas( 四諦教 ) chos kyi ‘khor lo ngo mtshar 
rmad du byung ba/ sngon lhar gyur pa’m/ mir 
gyur pa sus kyang chos dang ‘thun par ‘jig rten 
du ma bskor ba gcig tu rab tu bskor te/ bcom 
ldan ‘das kyi chos kyi ‘khor lo bskor ba de yang 
bla na mchis pa/ skabs mchis pa/ drang ba’i 
don rtsod pa’i gzhi’i gnas su gyur pa lags la /

世尊，初于一時在婆羅 斯仙人墮處施鹿

林中，惟為發趣聲聞乘者，以四諦相轉正法

輪，雖是甚奇、甚為稀有，一切世間諸天人

等先無有能如法轉者，而于彼時所轉法輪，

有上、有容、是未了義、是諸諍論安足處所。

bcom ldan ‘das kyis chos rnams kyi ngo bo 
nyid ma mchis pa nyid las brtsams/ skye ba ma 
mchis pa dang/ ‘gags pa ma mchis pa dang/ 
gzod ma nas zhi ba dang/ rang bzhin kyis yongs 
su mya ngan las ‘das pa nyid( 一切法無自性性，

不生不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性 ) las brtsams 
nas theg pa chen po la yang dag par zhugs pa 
rnams( 入大乘者 ) 25 la stong pa nyid smos pa’i 
rnam pas( 說空性相 ) ches ngo mtshar rmad du 
byung ba’i chos kyi ‘khor lo gnyis pa bskor te/ 
bcom ldan ‘das kyi chos kyi ‘khor lo bskor ba de 
yang bla na mchis pa/ skabs mchis pa/ drang 
ba’i don rtsod pa’i gzhi’i gnas su gyur pa lags la /

世尊，在昔第二時中惟為發趣修大乘者，依

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

性涅槃，以隱密相轉正法輪，雖更甚奇、甚

為稀有，而于彼時所轉法輪，亦是有上、有

所容受、猶未了義、是諸諍論安足處所。

22 玄奘譯「顯了相」為菩提流支譯所無。

23 菩提流支譯「善說四諦差別之相」為玄奘譯所無，但玄奘譯有「無自性性」。

24 藏譯“theg pa la yang dag par zhugs pa rnams la”（正入乘者）， 漢譯「唯為發趣聲聞乘者」，漢譯的「唯」與「聲聞」是藏譯所無。

25 藏譯“theg pa chen po la yang dag par zhugs pa rnams la”（入大乘者），漢譯「唯為發趣修大乘者」，漢譯的「唯」是藏譯所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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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om ldan ‘das kyis chos rnams kyi ngo bo 
nyid ma mchis pa nyid las brtsams/ skye ba ma 
mchis pa dang/ ‘gags pa ma mchis pa dang/ 
gzod ma nas zhi ba dang/ rang bzhin kyis 
yongs su mya ngan las ‘das pa nyid las brtsams 
nas( 依於一切法無自性性，依於不生不滅、本

來 寂 靜、 自 性 涅 槃 性 )/ theg pa thams cad la 
yang dag par zhugs pa rnams( 入 一 切 乘 者 )26 

la legs par rnam par phye ba( 善分別相 ) dang 
ldan pa/ shin tu ngo mtshar rmad du byung 
ba( 極為甚奇、稀有 )’i 27 chos kyi ‘khor lo gsum 
pa bskor te/ bcom ldan ‘das kyi chos kyi ‘khor 
lo bskor ba ‘di ni bla na ma mchis pa/ skabs ma 
mchis pa/ nges pa’i don lags te/ rtsod pa’i gzhi’i 
gnas su gyur pa ma lags so//

世尊，於今第三時中普為發趣一切乘者，依

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

性涅槃無自性性，以顯了相轉正法輪，第一

甚奇、最為稀有，於今世尊所轉法輪，無上、

無容、是真了義、非諸諍論安足處所。”

  若將藏譯部分，對照 John Powers(1995) 的英譯則如下所示：

藏譯《解深密經》（’phags pa dgongs po nges 
par ’grel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
第七品勝義生菩薩品（don dam yang dag ‘phags 
kyi le’u）

Powers, John (1995). Wisdom of Buddha: 
the Saṃdhinirmocana Mahāyāna Sūtra.  
Berkeley:Dharma Publishing.

/de nas bcom ldan ‘das la byang chub sems dpa’ 
don dam yang dag ‘phags kyis yang ‘di skad ces 
gsol to/

Then the Bodhisattva Paramārthasamudgata 
said to the Bhagavan: 

bcom ldan ‘das kyis dang por yul bārānsī 
drang srong smra pa ri dags kyi nags su theg 
pa la yang dag par zhugs pa rnams( 正入乘者 ) 
la ‘phags pa’i bden pa bzhi’i rnam par bstan 
pas( 四諦教 ) chos kyi ‘khor lo ngo mtshar rmad 
du byung ba/sngon lhar gyur pa’m/ mir gyur pa 
sus kyang chos dang ‘thun par ‘jig rten du ma 
bskor ba gcig tu rab tu bskor te/ bcom ldan ‘das 
kyi chos kyi ‘khor lo bskor ba de yang bla na 
mchis pa/ skabs mchis pa/ drang ba’i don rtsod 
pa’i gzhi’i gnas su gyur pa lags la /

“Initially, in the Vārānasī area, in the Deer Park 
called Sages’ Teaching, the Bhagavan taught the 
aspects of the four truths of the Āryas for those 
who were genuinely engaged in the [Śrāvaka] 
vehicle. The wheel of doctrine you turned at 
first is wondrous. Similar doctrines had not 
been promulgated before in the world by gods 
or humans. However, this wheel of doctrine 
that the Bhagavan turned is surpassable,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refutation], is of 
interpretable meaning, and serves as a basis for 
disp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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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藏譯為“theg pa thams cad la yang dag par zhugs pa rnams la”，漢譯「普為發趣一切乘者」，漢譯的「普」是藏譯所無。

27 藏譯為“shin tu ngo mtshar rmad du byung ba”（極為甚奇、稀有），漢譯談第三時教的殊勝性，用了「第一甚奇、最為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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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om ldan ‘das kyis chos rnams kyi ngo bo 
nyid ma mchis pa nyid las brtsams/ skye ba ma 
mchis pa dang/ ‘gags pa ma mchis pa dang/ 
gzod ma nas zhi ba dang/ rang bzhin kyis yongs 
su mya ngan las ‘das pa nyid( 一切法無自性性，

不生不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性 ) las brtsams 
nas theg pa chen po la yang dag par zhugs pa 
rnams( 入 大 乘 者 ) la stong pa nyid smos pa’i 
rnam pas( 說空性相 ) ches ngo mtshar rmad du 
byung ba’i chos kyi ‘khor lo gnyis pa bskor te/ 
bcom ldan ‘das kyi chos kyi ‘khor lo bskor ba de 
yang bla na mchis pa/ skabs mchis pa/ drang 
ba’i don rtsod pa’i gzhi’i gnas su gyur pa lags la /

“Then the Bhagavan turned a second wheel of 
doctrine which is more wondrous still for those 
who are genuinely engaged in the Great Vehicle, 
because of the aspect of teaching emptiness, 
beginning with the lack of own-being of 
phenomena, and beginning with their absence 
of production, absence of cessation, quiescence 
from the start, and being naturally in a state 
of nirvāṇa. However, this wheel of doctrine 
that the Bhagavan turned is surpassable,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refutation], is of 
interpretable meaning, and serves as a basis for 
dispute. 

bcom ldan ‘das kyis chos rnams kyi ngo bo 
nyid ma mchis pa nyid las brtsams/ skye ba ma 
mchis pa dang/ ‘gags pa ma mchis pa dang/ 
gzod ma nas zhi ba dang/ rang bzhin kyis yongs 
su mya ngan las ‘das pa nyid las brtsams nas(依

於一切法無自性性，依於不生不滅、本來寂靜、

自 性 涅 槃 性 )/ theg pa thams cad la yang dag 
par zhugs pa rnams( 入 一 切 乘 者 ) la legs par 
rnam par phye ba( 善 分 別 相 ) dang ldan pa/ 
shin tu ngo mtshar rmad du byung ba( 極為甚

奇、稀有 )’i chos kyi ‘khor lo gsum pa bskor te/ 
bcom ldan ‘das kyi chos kyi ‘khor lo bskor ba 
‘di ni bla na ma mchis pa/ skabs ma mchis pa/ 
nges pa’i don lags te/ rtsod pa’i gzhi’i gnas su 
gyur pa ma lags so//

“Then the Bhagavan turned a third wheel of 
doctrine, possessing good differentiations, and 
exceedingly wondrous, for those genuinely 
engaged in all vehicles, beginning with the lack 
of own-being of phenomena, and beginning 
with their absence of production, absence of 
cessation, quiescence from the start, and being 
naturally in a state of nirvāṇa. Moreover, that 
wheel of doctrine turned by the Bhagavan is 
unsurpassable, does not provide an opportunity 
[for retutation], is of definitive meaning, and 
does not serve as a basis for dispute. 

結語

以上是從印度佛教思想史的角度來考察，佛陀「轉法輪」、「三轉法輪」、「第二法輪轉」、「三

時說教」的開展簡歷如下：

「轉法輪」是佛陀在波羅奈對五位修行者說遠離苦樂兩種極端的中道 (majjhima patipada)，及

苦、集、滅、道「四聖諦」的「三轉法論」的教法。對於「法輪」的定義，說一切有部的論書認為：

「云何法輪？答：八支聖道。」這可能與尊者妙音以「世間輪有輻、轂、輞」的譬喻來說明八支聖

道為法輪的論點有關。此外，說一切有部記載摩訶僧祇部（大眾部）認為「法輪」是以「語為自性，

彼作是說一切佛語，皆是法輪」，不同於說一切有部主張「法輪」是以「（八）聖道為體」，因為「阿

若多憍陳那見法（聖道）」。

中國隋代智者將此「三轉法論」的教法」稱為：「示轉、勸轉、證轉」，並根據《大智度論》及《婆

沙論》的說法，認為因為「眾生有三（利、中、鈍）根故」。隋代吉藏 (549-623) 根據《成實論》提

出：「初轉生聞慧，次轉生思慧，後轉生修慧。」這不是為適應「利、中、鈍」根機，反而是聞、思、

修「三慧」的「由淺轉深」次第。

3
/30

T
o

p
ic fo

ru
m

: T
h

e th
ree tu

rn
in

gs o
f d

h
a

rm
a

 w
h

eel b
y th

e B
u

d
d

h
a

專
題
論
壇
：
佛
陀
的
三
轉
法
輪



70

《大般若經》敘述：今無量諸天聽聞般若波羅蜜畢竟清淨，平等實相，得無生法忍，是故說第

二法輪轉。今轉法輪，似如初轉。根據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分為「初期大乘」與「後期大乘」

的思想差異：前者以「一切法空」為了義，後者以一切法空為不究竟，而應「空其所空，有其所有」。

其經典根據出自《解深密經》的「三轉法輪」的三時說教：初轉是（聲聞）「佛法」；二轉與三轉，

就是「大乘佛法」的初期與後期。

參考文獻：

《大正新脩大藏經》與《卍新纂續藏經》的資料引用是出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 簡稱 CBETA) 的電子佛典系列光碟 (2011)。 引用《大正新脩大藏經》出處是依冊數、經號、頁數、欄數、

行數 之順序 紀錄，例如： (T30, no. 1579, p. 517, b6~17) 。

平川彰 (1974)。《インド仏教史》上卷。東京：春秋社。

印順 (1988)。《印度佛教思想史》。台北：正聞出版社。

Powers, John (1995). Wisdom of Buddha: the Saṃdhinirmocana Mahāyāna Sūtra . Berkeley:Dharma Publis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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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尊貴的薄伽梵導師釋迦牟尼佛，很久以前累積了三大阿僧祇劫的資糧而成佛，之後為了虛空般

的有情眾生，降臨到世間，宣說初、中、末三轉法輪等八萬四千法門，歸納起來為三藏經典，也就

是教、證二法輪中的經教法輪，而後世尊示現涅槃。

四百年後，龍樹菩薩來到人間，透過無數的正理，解釋了《大般若經》的直接所詮—空性，而

著作了《中觀理炬六論》，透過教理則成辦空性而著作了《集量經》。

世尊示現涅槃九百年後，無著菩薩來到人間，他為了能謁見慈氏彌勒，在十二年的修行後，終

於得以拜見彌勒尊顏，他依靠自己的神變，到了兜率天，於天界的晨間，即是人間 50 年期間，受教

於彌勒尊前，承接了彌勒五論的教授，他圓滿通達一切經論的內涵，隨後，為了調伏人間的所化機，

彌勒賜予他彌勒慈氏五論，令人間如太陽般的世尊教法得以興盛。

龍樹與無著兩位菩薩，在世間開創了深見、廣行二大車軌，所以稱兩位菩薩為二大車乘。我們

可以看出深見、廣行的傳承是非常清淨，這麼殊勝的傳承，是如何傳下來的呢 ?

甚深的深見傳承，從世尊傳到文殊，文殊傳到龍樹、月稱等等，廣行的傳承是世尊傳到彌勒，

彌勒傳到無著菩薩等等。深見、廣行這兩大傳承，到現在為止，從未中輟過，就像這樣，那瀾陀佛

學院的大師們的教語是清淨的，他們所傳的法也是清淨的。

那深見和廣行的差別是什麼呢 ?

所謂深見就是空性見或是證悟空性的智。所謂廣行，就是從未入道前下士夫的道次第，以及出

離心、大悲心、慈悲心、菩提心等等，除了空性見之外所有的道次第，都是廣行。以藏傳的觀點來

看，是有三種傳承，即前兩種傳承加上修行加持的傳承。修行加持的傳承，是從金剛持傳到帝洛巴、

那洛巴等等傳下來的。

二、教證二法輪

世尊宣說殊勝的法輪為何 ? 是經與道任何一種，是法輪。一般法輪分類為二 : 一為教法輪，二為

簡單解釋三轉法輪的內容

格西滇津明就（曲望格西）

十一歲開始學習藏文，十八歲於南印度“色拉寺”出家。

二十多年學習《五部大論》，於 2003 年初得到寺院「拉然巴

格西」的地位。2003 年 5 月，應台北利生中心邀請來到台灣，

開始學習中文。2006 年底，用中文在利生中心教授經論，並

按照次第開示了一系列佛學課程，包括：講述「攝類學」、「因

類學」與「心類學」的《理路幻鑰》以及說明各宗派不同見

解主張的《四部宗義》等。

藏傳發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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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法輪。雖然四部宗義中，各派對法輪的主張略有不同，但是以中觀的觀點來解釋法輪即如前所說。

教法輪包括八萬四千個法門，若予分類，則有兩種 :

一種是以所詮來分為三轉法輪 ; 一種是以時間先後來區分為三轉法輪。

以時間先後來分的三轉法輪，舉例如下 : 初轉法輪是世尊在鹿野苑對五比丘宣說四諦法輪 ; 中轉

法輪是世尊在靈鷲山宣說的《般若心經》; 三轉法輪是《解深密經》。

以所詮來區分的三轉法輪為何呢 ? 主要直接宣說四諦和聲聞不共的經是初轉法輪 ; 主要直接宣說

空性和大乘不共的經是中轉法輪，主要直接宣說如唯識所主張三性無有諦實善辨之大乘不共的經是

三轉法輪。以所詮方面來區分三轉法輪是周遍的，這個是以中觀的主張來解釋三法輪。解釋經論的

要義時，必須把各個宗派的主張和修行的次第，基、道、果等分辨清楚，不可混為一談，否則，不

但沒有幫助，反而誤導了自己和他人。舉例來說 : 一方面說業與習氣所安放的處所是阿賴耶識，一方

面又講無自性的空 ... 等等，這表示並未透徹瞭解佛法的要義，因為承許阿賴耶識的宗義師，並不承

許無自性的空，此二主張是相違的。

證法輪為何呢 ? 證法輪就是所有的道都是證法輪，簡單的分類為 : 智慧和方便二種。

三、解釋初轉法輪

初轉法輪主要的所詮是四諦十六行相和十二緣起，《解深密經》中勝義生白佛云 :「世尊初於一

時，在婆羅尼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唯為發趣聲聞乘者，以四諦相轉正法輪，雖是甚奇，甚為希有，

一切世間諸天人等先無有能如法輪者，世尊彼時所轉法輪，有上、有容、是未了義，是諸諍論安足

處所。」婆羅尼斯仙人墮處，施鹿林，是世尊初轉法輪的處所。唯為發趣聲聞乘者是說，宣說四諦

法輪的對象是聲聞、獨覺種姓者。

以四諦相轉正法輪是以四諦十六行相，包括十二緣起，轉正法輪是宣說。雖是甚奇、甚為希有，

是說非常奇妙、非常希有。一切世間諸天人等先無有能如法輪者，是說之前都沒有人宣說過如此殊

勝的法輪。有上、有容、是未了義，有上就是有比這個更超上的經，有容是指這個論點容易受到敵

對者的諍論，因此是未了義經。這是以唯識的主張來詮釋初轉法輪。又經云 :「具壽舍利子對世尊說 :

世尊 ! 菩薩摩訶薩當如何修行般若波羅蜜多 ? 世尊云 : 舍利子，此處所說的修行，是指菩薩摩訶薩當

於----色即空性而修行。」對於上面的經文解釋如下:舍利子問世尊如何修波羅蜜多?世尊答，舍利子，

此處所說的修行是指 : 菩薩摩訶薩，將我們的色蘊，苦諦的部份，視為空，這樣的修行即是修波羅蜜

多。《現觀莊嚴論》對那段經文解釋為 : 修行及諸諦，佛陀等三寶，不耽著 ...。修行及諸諦意思是說，

修行就是修道 ( 並非見道、修道之修道 )，諸諦包括四諦十六行相，佛陀等三寶不耽著，就是皈依三

寶等，不貪著。

除此之外，佛陀初轉法輪提到「知苦、斷集、證滅、修道。」以我們的痛苦來講，可分為兩種 :

即身、心二種的痛苦。身之苦，因為是依靠色蘊之故，可以以藥物等來消除 ; 內心之苦是依心識的苦

受之故，無法以藥物等物質來消除，必須以清淨的智慧消除，因此之故，通達無我的智是非常的重要。

一般痛苦分為三種即 : 苦苦、壞苦、行苦三種。苦苦，是在身心上真正的苦 ; 壞苦，是一產生的當下，

就是有漏的樂受，但將成為苦受 ; 行苦是有漏的近取蘊，它不算是真實的苦，但它作為壞苦和行苦的

基礎，因為是痛苦的話，一定是苦受，所以，有漏的近取蘊不一定是苦受，例如 : 我們有情的色蘊。

苦諦和痛苦有何差別呢 ? 痛苦一定是受的體性，苦諦不周遍苦受，例如 : 六道眾生的色蘊，是苦諦但

不是苦受。苦諦的意思是什麼呢 ? 就是業與煩惱導致所產生的蘊。佛陀在初轉法輪時，提到了苦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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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四個行相 : 無常、苦、空、無我。有漏的蘊作為有法，是無常的行相，剎那性故。是苦惱的行相，

隨業與煩惱而轉之故。是空的行相，他的體性不成立邪魔外道所捏造有我之故。是無我的行相，不

成立自性有我的體性之故。

法稱菩薩在《釋量論》第二品中提到，「具有輪迴痛苦的的蘊」，意思是說輪迴者具有的蘊是

苦諦，因此，誰也不想領受痛苦，想要得到快樂的想法是一致的，斷除痛苦必須以了知痛苦為先行，

因為，不能了知痛苦，就不能消除痛苦，所以，世尊初轉法輪當中提到 :「此是苦，汝應知。」我們

不想要痛苦，但是卻一直在領受苦，正如被生、老、病、死洶湧之波濤不斷的衝擊著，被三苦所折

磨，卻對輪迴樂此不疲，像這樣的原因為何 ? 因為，無明令眾生愚痴，所以，緣無我視為有我，緣

非樂視為樂，緣不淨視為清淨，緣事物視為常法，以這樣的顛倒識等等，所引起的貪、瞋、痴、慢、

疑等等之煩惱，造成很多的惡業，這些都是痛苦的淵源，且它們屬於集諦。因此之故，為了斷除緣

苦諦執持為顛倒的諸多顛倒識，而宣說了苦諦的四個特色 ( 四個行相 )，就是無常、苦、空、無我。

例如 : 為了斷除我執而宣說了無我，為了斷除常執宣說了無常。

佛經云 :「諸行無常，有漏皆苦，諸法無我，涅槃寂靜。」意思亦如前說。我們要斷除我執，為

何要有通達無我的智呢 ? 因為我執是輪迴的根本，且是所有過患的源頭，所以，脫離輪迴一定要以

證悟無我的智，來對治輪迴的根本我執，通常佛教徒重視無我的智，也是如此。

法稱菩薩在《釋量論》中也提到 : 觀修慈心和悲心等等諸方便法，並不能斷除我執，因為慈心、

悲心跟我執，不是緣同一個所緣，執持的方式是直接相違的，凡是任何智跟我執，不是緣同一個所緣，

執持的方式是直接相違的話，確定不能斷除我執。原因如下 : 證悟無我的智和我執是緣同一個所緣，

執持的方式是直接相違的，因此之故，修證悟無我的智，就能斷除我執。

一般四部宗義及各宗義師對無我的主張略有不同，譬如 : 有部、經部、唯識宗、中觀宗等等他們

所主張的無我，也有粗、細的差別。

有部 ( 毗婆沙宗 ) 承許無我有粗細兩種 : 粗品補特伽羅無我，是常、一、自在空。細品補特伽羅

無我，是能獨立實質有空。細品無我和細品補特伽羅無我是同義，他不承許法無我，他和經部所主

張的無我是相同的。

唯識宗所承許的補特伽羅無我，跟經部、有部所承許的無我是一樣的，但是他承許法無我，他

所承許的法無我，是能取、所取異質空的空性。

中觀自續派所主張的粗、細的無我和上說三宗派所主張的沒有差異，他所承許的法無我，是一

切法諦實空的空性。中觀應成派所承許的補特伽羅無我和法無我各自都有粗、細二者 : 粗品的補特伽

羅無我，是補特伽羅自己能獨立實質成立空。細品的補特伽羅無我，是補特伽羅諦實空。粗品的法

無我，是所取、能取異質空的空性。細品法無我，是補特伽羅的施設處 -- 蘊，諦實空的空性。以上

是簡單的介紹四部宗義的無我和法無我。

然後，痛苦的因—集諦是如何呢 ? 簡單分類為二 : 業與煩惱的集諦，業分類三種 : 福業、非福業、

不動業。《阿毗達摩集論》中提到，煩惱及煩惱增上所生諸業，就是煩惱的力量所產生的業。福業 :

能引投生人道業和能引投生欲界天道的業。非福業即能引投生地獄、畜生、餓鬼三惡道之業。不動

業即能引投生色界、無色界之業。煩惱集諦，可分為 : 六根本煩惱和二十隨煩惱等等。以上所說，業

與煩惱是六道眾生痛苦的源頭以及流轉輪迴當中所有過患的根源，是非常明顯的。

初轉法輪中，所提到的苦諦及集諦也包括了十二緣起，緣起為何呢?十二緣起中的無明、行、識、

愛、取、有六者是屬於集諦，從明色到老死緣起六者是苦諦。輪迴中的六道眾生，以自己所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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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緣起中的無明我執作為動機，累積了之前所說的福業、非福業及不動業任何一種，這業習氣安

放在意識上，始終以愛、取、有三種來滋潤它，因此投生於三界之中，不斷的受苦。一般所說的緣

起和十二緣起的緣起，意思略有不同 ; 十二緣起的緣起是依靠因而生的緣起，例如 : 依靠種子而產生

的幼苖、枝幹、花、果實等等，此是觀待體性的緣起。

世尊在初轉法輪時，宣說集諦有四個行相 : 因、集、生、緣。業與煩惱集諦作為有法，是「因」，

一切的過患依你而生之故。是「集」，所有痛苦的因素都包括在集諦當中之故。是「生」，能產生

非常猛烈痛苦之故。是「緣」，是若干痛苦的緣之故。

斷除集諦所得的結果，又是如何呢 ? 滅諦的體性是斷除任何一種所知障和煩惱障的擇滅，滅諦

有名言的滅諦和勝義的滅諦兩種，名言的滅諦，凡夫也可以得到，但不能得到勝義的滅諦，因為勝

義的滅諦是達到了聲聞緣覺菩薩聖者以上才能到，這二者中，真正的滅諦是勝義的滅諦。以聲聞修

行者來說，聲聞見道才開始得到滅諦，因為他由見道才開始能斷除遍計的煩惱，此聲聞見道者徹底

斷除所有煩惱的同時，他遠離輪迴，得到解脫，當時，稱他為暫時涅槃。

涅槃也是屬於滅諦，涅槃的意思是遠離煩惱且止息煩惱，獨覺的聖者亦如是。涅槃，分有餘跟

無餘二種涅槃。有餘涅槃，如 : 具有有漏蘊的阿羅漢所擁有的滅諦。無餘涅槃，如 : 淨土中阿羅漢相

續具有的滅諦，《般若經》中所說的涅槃，如前二者再加上究竟涅槃。究竟涅槃為何呢 ? 徹底斷除

一切所斷所得到的滅諦，就是究竟涅槃，相續具有他的就是佛，所以，佛的滅諦稱他為究竟涅槃。

滅諦的行相 ( 特色 ) 有四個 : 滅、靜、妙、離。擇滅作為有法，是滅的行相，斷除痛苦的離繫果

之故。是靜的行相，斷除煩惱之離繫果之故。是妙的行相，利樂的解脫之故。是離的行相，所斷不

復返的解脫之故。四部宗義當中，承許滅諦的體性是勝義諦者僅中觀應成派，其他的宗派都承許他

是世俗諦，雖然有許多的理由，但由於篇幅的關係，在此不多贅述。

如前所說，要斷除苦、集二諦，得到滅諦，須依止道諦。在此略述道諦附說五道，道的體性是

被不造作的出離心所攝持的智。五道分類為 : 聲聞五道、獨覺五道、大乘五道。聲聞道分為二種 : 聲

聞凡夫道及聲聞聖者道二者，聲聞凡夫道，是聲聞資糧道及聲聞加行道 ; 聲聞聖者道，是聲聞見道、

修道和無學道。獨覺的道亦如是。大乘凡夫道，是大乘資糧道、加行道二者 ; 大乘見道、修道分為十

地 ; 大乘無學道是佛地。因此，聲聞、獨覺、大乘三乘的見道、修道、無學道都是道諦。這個當中，

聲聞、獨覺無學道是阿羅漢的本智，大乘無學道就是遍智智。

世尊在初轉法輪時，宣說了道諦的四個行相 ( 特色 )—道、明、行、出。現證無我的智作為有法，

是道的體性，通往增上生的解脫之道之故。是明的行相，煩惱的對治之故。是行的行相，通達心究

竟本質的智之故。是出的行相，能使痛苦不復返的對治之故。有了道體性的安止、勝觀、四無量心、

五眼六神通、慈心、悲心、菩提心、三十七菩提分法等無數的道，修行者可以將之統攝成方便和智

慧二種來修持。

如何修行呢 ? 例如 : 聲聞、緣覺二種姓者為了得到解脫而實修了四無量心等，累積了很多福德資

糧，但只觀修方便法，不能得到解脫，須修習證悟無我的智，因此，四無量心等福德資糧是方便，

證悟無我的智是智慧，當以智慧方便雙運而修，才能得到解脫的果位。大乘種姓者，修習大悲心和

菩提心，累積了許多福德資糧，但僅僅如此，並不能得到佛果，還須有菩提心等方便法及證悟空性

的智雙運而修，才能成就佛果。正如月稱菩薩在《入中論》提到，「大悲心與無二慧，菩提心是佛

子因。」原因即此。不論作世間與出世間的事，必須智慧和方便雙運來成辦，譬如說，我們不論作

什麼事，先要依靠想作的心，以及觀察、抉擇的智，如是而行，則能成辦一切事，換句話說，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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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是方便，觀察抉擇的智是智慧。一個人，不論是修行或是作任何事都須依靠自己所擁有的智慧

跟方便，更何況想要得到增上生，更是如此，總之，在經論中所強調智慧和方便雙運的要義也在其中。

總之，初轉法輪的所詮—四諦，包括 : 染污品和清淨品。染污品當中，有因集諦和果苦諦，清淨

品當中，有因道諦和果滅諦。染污品這兩個因果就是流轉輪迴的因 ; 清淨品這兩個因果是趨入於遮除

輪迴的因。因果確定有四個，能束縛的因是集諦，所束縛的果是苦諦，能解脫方便的道諦，所得的

果是滅諦。在這個階段依著修行的次第。簡單的說，首先要思惟輪迴總與別的過患，而後產生想要

遠離痛苦的心，這心產生的時候，會開始思惟究竟能不能遠離痛苦 ? 那痛苦到底有沒有因緣 ? 那個

因緣是常還是無常 ? 就會開始觀察集諦，如此觀察的時候，在十二因緣中瞭解業與煩惱二者是苦因，

之後，便會對他產生想要斷除的心，因為如此將現見能斷除集諦之故，要使他現行，必須在心續當

中依止並且薰習道諦，如此才能得到滅諦。例如 : 病人在一開始想瞭解自己的病情 ; 之後，會想要斷

除病因，接著想要從病中解脫，於是會想要求醫治療。《寶性論》云 :「知病離病因，取無病修藥，

苦因彼滅道，知離觸修等。」意思即如上說。

四、解釋中轉法輪

世尊在中轉法輪時，從色到遍智之間，宣說一切法自性空，依據《解深密經》中如何宣說呢 ?「世

尊在昔第二時中，惟為發趣修大乘者，依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以

空性相轉正法輪，雖更甚奇、甚為希有，世尊彼時所轉法輪，有上、有容、猶未了義，是諸諍論安

足處所。」第二時中是指時間，惟為發趣修大乘者是指其所化機是中觀派，依一切法皆無自性，宣

說一切法皆無自性，無自性生，無自性滅，從無始以來都自性清淨，自性涅槃即一切法完全止息自

性成立，以空性相轉正法輪意思是宣說了一切法自性空的體性，雖更甚奇是指非常奇妙、非常可貴，

有上、有容、是未了義，有上就是有比這個更超上的經，有容是指這個論點容易受到敵對者的諍論，

因此是未了義經，這是以唯識的立場來解釋中轉法輪。

可是以中觀自續派的立場來看了義、不了義，了義經和不了義經的區別如下 : 了義和不了義的差

別是，了義是勝義諦，不了義是世俗諦，了義、勝義諦、法性、究竟法性、法印、真如性、中觀都

是同義詞，前述名相在經論中雖然用的名稱不同，但皆同義。不了義是世俗諦，世俗諦就是除了空

性之外的一切法皆是。了義經和不了義經的差別，雖然各宗派的主張略有不同，但是以中觀的立場

來講，了義經和不了義經的差別就是，主要直接所詮空性、大乘不共的法，是了義經。主要直接所

詮世俗諦，未堪能如字面所述者為不了義經。主要直接所詮空性，堪能如字面所許的經是了義經。

經部、有部的宗義師們，承許初轉法輪是了義經，唯識宗的宗義師們承許初轉和中轉二法輪是不了

義經，承許三轉法輪是了義經，如《解深密經》所說。中觀自續派的宗義師們承許，初末二法輪一

定是不了義經，中轉法是了義經和不了義經二者皆有，中觀應成的宗義師們主張，中轉法輪一定是

了義經，三轉法輪一定是不了義經，初轉法輪有了義經和不了義經二者。如前簡單的分類，是希望

大家瞭解了義、不了義的差別。

古代的大成就者對於中法輪、《大般若經》在數量上有不同說法，有說十七種，有說九種的，

但是最主要的是，所有《大般若經》的核心就是廣、中、略三種經典，而且大家所熟悉的就是《般

若心經》。五濁時代的凡夫無法直接學習《大般若經》的內容，但是可以透過二聖六莊嚴那爛陀佛

學院的大成就者們的法要，而學習瞭解《大般若經》的內容。廣、中、略般若三頌的直接所詮是空性，

間接的所詮是廣行的道次第，這是依龍樹及彌勒菩薩的教授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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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經》當中，世尊提到一切法是緣起性，所以，一切法自性空。故在此先解釋緣起，一般

所謂的緣起是說，因自己的成份而成立法，是緣起的意思，可以分為兩種 : 一種是觀待體性的緣起和

名言安立的緣起。觀待體性的緣起，例如 : 依靠種子而產生幼苖，依因而生果，依火而生煙，依雲而

生水 ; 此為觀待體性的緣起。依名言安立的緣起即觀待長而安立為短，觀待大而安立為小，觀待彼岸

而安立為此岸，觀待好而安立為壞，觀待多而安立為少，必須以彼此觀待的方式方能成立。例如 : 此

岸與彼岸的狀態，大家都認為此岸、彼岸都存在，你去尋找此岸在哪 ? 彼岸在哪 ? 一定會從自己的

立場去選擇，此岸在這裡，彼岸在那裡，但是以對岸的人來說，你的彼岸變成他的此岸，你的此岸

變成他的彼岸，到底誰說的對呢 ? 這兩個人辨認出來的都沒有錯，這彼岸跟此岸只是名言上存在的，

其因為何呢 ? 有智者應多多去思惟此互相觀待的狀況，就能理解一切法只是名言安立的，理解了一

切法只是名言安立的，就能理解一切法都是緣起性。瞭解了一切法的緣起性，就容易理解一切法自

性空的狀態。

薄伽梵在《稻稈經》云 :「諸比丘，若見緣起性，即見法，若見法，即見佛。」他的意思是，見

緣起性，即通達緣起性，通達緣起性之人即能通達空性，通達空性者即能通達佛果。如果只是將緣

起看成是因果緣起，那麼就無法以緣起來成立一切法自性空，因為因果緣起不周遍一切法。例如 : 我

們自己存在的方式如何呢 ? 我們是依靠自己的五蘊、自己的名言而存在的，依靠自己的五蘊，大家

都已了然於心，不須多加解釋。依自己的名言，或名言安立的意思為何 ? 若未取名字之前，無法成

立自己是王先生、李小姐，必須依名字才能成立這個人的存在。所以未取名字為「陳先生」，誰也

不能辨識出「陳先生」來，表示那個人未成立「陳先生」。又如 : 蓋好的房子，隔為兩個一模一樣的

房間，未取名為臥房或廚房之前，誰也不能辨認出臥房或廚房，這表示說要成立臥房或廚房，也是

要依名言才能成立。同樣的道理，可以依此類推一切的法，都是如前所說，依靠名言而存在的，所

以，名言安立，分別假立意思都是一樣的，只是用詞不同而已。以這樣簡單的道理推論一切法的話，

最起碼一切法都是依靠名言安立的，所以，沒有任何的法可以不依靠任何法而單獨存在的，故一切

法都是觀待任何其他的法而成立自己，叫做緣起。

是緣起的體性之故，更不是自性成立而單獨存在的。諦實成立和自性成立的意思為何 ? 不依靠

任何的法，從自己方面成立自己的體性或從自己方面成立為單獨的自己，如是成立的話，就是自性

成立或諦實成立，故說任何法的體性上，根本沒有不依任何法而從自己方面能成立的單獨法，所以，

一切法的體性是自性空。世尊在《大般若經》云 :「一切法緣起性故，都自性空。」龍樹菩薩在《中

觀根本慧論》云 :「眾因緣生法，我說即是無，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不從因緣生，未曾有一法，

是故一切法，無不是空者。」他的意思是說，我宣說的所有一切法都是緣起法，他的原因是一切法

都是自性空的意思，也是因為一切法都是依靠名言安立，瞭解如前所說的那個智，就是中觀的道，

因此，未曾有一法非緣起。因此，未曾有一法自性非空。如果一切法不是緣起的話，眾生所領受的

痛苦、無常、苦苦都不存在了，龍樹菩薩《中觀根本慧論》中提到 :「若不從緣生，云何當有苦，無

常是苦義，定性無無常。」意思是說，如果不是緣起的話，又如何有痛苦呢 ? 所宣說的無常、苦苦，

若諦實成立的話就不會存在了。

我們的五蘊，雖然不是我們自己，但是依靠他而安立我們自己，五蘊不是補特伽羅，色蘊也不是，

受、想、行、識一個一個分開的話，就會發現五蘊不是補特伽羅，正如 : 馬車依靠馬車的支分而安立

為馬車 ; 它的支分如 : 輪、軸、軛等等。非馬車容易瞭解，最起碼最小單位的微塵，依靠自己的聚體

四大元素安立為微塵，三時 : 過去、現在、未來。未來也是依靠現在而安立為未來，過去也是依靠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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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而安立為過去，故沒有現在就沒有過去跟未來。以上是以易於瞭解的譬喻來說明一切法是緣起的

原因，以這樣的道理來成立一切法都是緣起。依名言而存在的一切法為緣起性，這是周遍一切的法，

因此宣說了一切法的體性，是自性空及諦實空。

空的意思為何呢 ?「空」並不表示不存在，此段所講的「空」其本質就是勝義諦，世尊在《心經》

宣說了 :「照見五蘊皆空」，意思是說，觀自在菩薩徹底洞悉五蘊都是自性空。自性空的相反為何 ?

不依靠任何的法從自己方面成立，稱為有自性或有諦實，總括而言這二者根本不存在，但誰將之視

為諦實有、有自性，「以無為有」?二我執將之執持為有諦實及有自性，如何執持呢?我執緣補特伽羅，

執持為諦實成立，法我執緣蘊，執持為諦實成立，補特伽羅是我執的所緣，補特伽羅諦實成立是我

執的執持境，蘊是法我執的所緣境，蘊諦實成立是法我執的執持境，雖然，二我執的所緣境是存在的，

但二我執的執持境—二有我是根本不存在的。因此所有的眾生，自己擁有的二我執，執持的方式即

如上說，例如 : 以我們自己的我執來講，他緣我們自己，執持為諦實成立的有我，我們自己是自己我

執的所緣境，自己諦實成立是自己我執的執持境，同理，我們自己的所緣境—自己是存在的，但是

我們自己我執的執持境—自己諦實成立是不存在的。所以經論當中所提到的二有我，稱他為所破的

我，我們修行者，緣我們自己的蘊跟我們自己，先觀察是否諦實成立，我們瞭解到蘊於我們自己諦

實不成立的話，破除了二我執的執持境—所破的我，才瞭解到二無我，瞭解了在蘊和補特伽上二無

我，就是證悟空性。

《入中論》云 :「慧見煩惱諸過患，皆從薩迦耶見生，有了知我是彼境，故瑜伽師先破我。」意

思是說知道所有煩惱一切的過患，依薩迦耶見我執而生，由於了解我們自己是我們自己我執的所緣

境，所以，瑜伽師觀察名言上存在的我，並破除了我執所捏造出來的所破的我。再次強調，經論當

中提到有兩種我，一個是名言上存在的，正如我們自己一般，另一個是二我執所捏造出來的二有我，

這二有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此二者不可混為一談。因此經論中提到二我執是輪迴的根本是非常明確

的。根據月稱菩薩《入中論》中云 :「最初說我而執我，次言我所則著法，如水車轉無自在。」我們

想要斷除二我執，一定要先破除二我執的執持境—二有我，破除了它，就能了解二無我，同時在心

中生起證悟空性之智。

此空性智，是被菩提心所攝持，就是六度當中的智慧波羅蜜多，我們依止他而修行，要徹底斷

除二障、成佛，根據《般若心經》中云 :「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佈，遠

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這個非常重要的原因為何 ? 我們光是觀修四無量心、慈心、悲心、

菩提心、布施、持戒等等方便法，就不能斷除二障，世尊也宣說了如上所說的方便法，都是為了生

起智慧波羅蜜多而宣說，根據寂天菩薩在《入菩薩行論》中提到 :「如前諸支分，佛為智慧說，故欲

息苦者，當生般若慧。」意思就是之前所說的布施、持戒等方便法，為了生起般若慧而宣說，因此

欲求消除痛苦者，都要生起般若慧。

總之，沒有空正見，也不能得到解脫，根據寂天菩薩在《入菩薩行論》中提到 : 有人問曰 :「見

諦即解脫，見空性何為。」意思是，如果通達四諦能得到解脫的話，云何說空正見 ? 答曰 :「何故經

中說，無此道無覺。」意即，原因是什麼呢 ? 佛陀在經中說，沒有如此的空正見，就不能得到三乘

任何的菩提。

以上所說，都是中轉法輪直接所詮—空性的略釋，接下來《大般若經》間接的所詮廣行的道次第，

歸納起來為《八事七十義》，例如 :《般若八千頌》第一品講遍智，第二品講道智，第三品講基智。

彌勒菩薩依《般若八千頌》，解釋廣行道次第而著作了《現觀莊嚴論》。八事為何呢 ? 就是三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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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行、法身。七十義為何呢 ? 就是能表遍智的十法，能表道智的十一法，能表基智的九法，圓滿

加行的十一法，頂加行八法，漸次加行十三法，剎那加行四法，果法身的四法。

簡略的說，聲聞、獨覺種姓者，從聲聞、獨覺資糧道到未證得阿羅漢之間，主要修行三十七菩

提分法，而得到各自的羅漢果位，三十七菩提分法為何呢 ? 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

七菩提分、八聖道支，這是聲聞、獨覺種姓者主要的所修。

大乘種姓者的界限及種姓者如何修持呢 ? 界限為任何在相續中具有大悲心的眾生至佛地之間，

如何修行的呢?如阿底峽尊者所說的，一開始修知母、念恩、報恩、慈心、悲心、增上意樂、菩提心等，

如此逐漸的實修，就能入菩薩資糧道，其中在心中產生了大悲心，就可以成為大乘種姓者。大悲心

是緣一切眾生，恨不得他們離苦得樂的心，有了大悲心，就容易得到菩提心。菩提心可分為兩種 : 造

作的菩提心及不造作的菩提心，在得到不造作菩提心的同時，即入菩薩資糧道。菩提心的意思是為

了救渡一切眾生，想要得到佛果的心王。造作、不造作菩提心的差別是，所緣及執持境是相同的，

但是雖得到了造作的菩提心，尚未入菩薩的資糧道，得到了不造作的菩提心同時，入菩薩資糧道。

在寂天菩薩《入菩薩行論》中提到，菩提心分二種，這二種都是真正的不造作的菩提心，此二

者即為願菩提心和行菩提心兩者，還有其他的說法為世俗菩提心和勝義菩提心，世俗菩提心即如前

寂天菩薩所說的菩提心二者之任何一種，勝義菩提心即現證空性的大乘聖者智。

我們任何修行者，得到了不造作的菩提心的同時，就成為菩薩資糧道者，資糧道分為上、中、

下三品，依此逐漸的修，得到緣空性的止觀雙運三摩地時，由資糧道轉移加行道，加行道分四 : 暖、

頂、忍、世第一法，依著這樣的次第來修，得到現證空性智的同時，轉移到大乘見道，彼時稱之為

大乘聖者。從見道開始斷除所有遍計的煩惱，從見道至七地之間，逐漸的斷除俱生的煩惱，徹底斷

除所有俱生煩惱時，由七地菩薩轉移到八地。從八地開始逐漸的斷除所知障，一直到十地完全消除

所知障的同時，究竟涅槃而且得到四身的果位。

順帶一提，佛教徒都重視止觀雙運的修行，要如何成辦安止和勝觀呢 ? 從《辨中邊論》所提到

成辦止觀的方法，及《阿毗達摩集論》與《經莊嚴論》中宣說的成辦止觀的方法兩種，《辨中邊論》

中成辦止觀的方法就是有五過失及五過失的對治八斷行。所謂五過失，即三摩地加行時的逆緣—「懈

怠」，進入修行三摩地時忘失教誡的「忘念」，正行時「昏沉、掉舉」，昏沉、掉舉時「不作行」，

遠離昏沉、掉舉之後，心專一於所緣時，現前「作行」對治。八斷行為何呢 ? 信、精進、正念、作行、

希欲、輕安、正知、平等捨。懈怠的對治有四，其後每一個過失的對治各一，共有八個。為了遮除

不樂於修三摩地的懈怠，必須生起其對治—「輕安」，要生起輕安就必須生起三摩地的「精進」，

要生起精進，就必須生起希求三摩地的「希欲」，要生起希欲，就必須生起見到三摩地的功德而生

「信」，不忘失三摩地所緣的「正念」，要有觀察有沒有產生昏沉、掉舉的「正知」，昏沉、掉舉

現前時「作行」思惟，遠離昏沉掉舉的時候，心安住於本然真實的「平等捨」。

在《阿毗達摩》與《經莊嚴》中所說的九住心為何呢 ? 內住、續住、安住、近住、調伏、寂靜、

最極寂靜、專注一境、平等住等九。內住是心依止於佛像等任何一種所緣，安住修三摩地。續住是

持續同一個所緣，安住修三摩地。安住是當心已從先前的所緣渙散的時候，使心再度專注於先前的

所緣，安住修三摩地。近住是令所緣逐漸增廣，安住修三摩地。調伏是修三摩地時若生起昏沉時，

透過思惟三摩地的功德，來產生修習三摩地的興趣，心能持於所緣上，安住修三摩地。寂靜是修三

摩地時，若生起掉舉時，透過思惟渙散的過患，來止息不喜歡修習三摩地，心能持於所緣上，安住

修三摩地。最極寂靜是修三摩地時，若生起貪心和憂愁時，令其馬上止息，安住修三摩地。專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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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是透過認真的方式，讓心能如己所想要地安住於所緣上的三摩地。平等住是任運而成，心能完全

如自己所願的安住於所緣上的平等住三摩地。我們達到了第九住心—平等住時，稱他為欲界的三摩

地，我們達到了平等住三摩地時，雖得到了三摩地，但尚未得到安止，真正得到安止的徵兆為何呢 ?

修行者緣一個所緣，想要安住多久就能夠安住多久，而且身心被輕安所攝持的話，就是得到了真正

的安止，同時得到上界的心。

三摩地和安止的差別在於有沒有得到輕安。成辦安止的過程中，不可以強烈的觀察對境所緣，

否則的話會變成成就安止的障礙。成就安止之後，必須要觀察所緣，若不如是，則不能得到「觀」。

止和觀這兩個心，心所是相同的，觀是智慧，抉擇的心，有抉擇的能力，止是三摩地。在止的基礎上，

繼續觀察自己的所緣，在觀察的情況下，身心被輕安所攝持，就能夠得到真正的勝觀。一般的安止、

勝觀，並不代表是「道」，世親菩薩在《俱舍論》中說 : 安止是佛教徒和外道共同的功德，安止和勝

觀被增上三學所攝持為助伴，就是佛教徒該修的安止和勝觀。安止分 : 道體性和非道體性兩種。道體

性的安止稱為無漏的安止 ; 非道體性的安止就稱為有漏的安止。

五、解釋三轉法輪

雖然第三法輪有許多部經，此次是解釋《解深密經》。在《解深密經》中薄伽梵說 :「一切法皆

無體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對唯為發趣一切乘者，以善辨相轉正法輪，第一甚奇、

最為希有，世尊於今所轉法輪，無上、無容，是真了義，非諸諍論安足處所。」薄伽梵對想要進入

一切乘的修行者說，一切法皆無體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以遍計無自性、依他起

及圓成實是有自性，而宣說了這麼奇妙希有的法，所以是無上，沒有比這個更超上的經了，無容是

說如字面的意思，不會受到敵論者的諍論，是了義經，非諸諍論安足處所是說，因為你對遍計執、

依他起及圓成實三性，對其有無自性好好的分辨，無有不隨順，所以不會受到敵論者的諍論。

一般《解深密經》有十品，從定釋甚深品到文殊請問品等十品，其中的九品都是唯識宗的主張，

以基、道、果的安立為主要制定。聲聞聖者請問品，是辨別三法輪是否為了義經或不了義經的主要

關鍵。

《解深密經》的內容為何呢 ? 第一問答品，是唯識宗 ( 唯明宗 ) 主張一切法以唯明的體性，而制

定其真如性。第二問答品，是制定了乾慧派們不堪思想的勝義諦的行相。第三問答品，是宣說二諦

是體性一反體異。第四品主要制定阿賴耶識。第五品制定了三性。第六品制定了經論的了義、不了義。

第七品主要制定了安止和勝觀。第八品主要制定了菩薩的十地。第九品制定了遍智、法身等的安立。

總之《解深密經》的主要所詮即如前說。

以第一問答品的內容來說，世尊宣說一切法以只是唯明的本質，成立了法有我的空。那「明」

是什麼呢 ? 是我們的心識，心識有根識及意識兩種，根識就是眼、耳、鼻、舌、身等五根識，根識

分心王、心所二種，心所有各種不同的分類，因為內容繁多，在此不多解釋，意識也有如此分類。

簡而言之，所有心識都有自己的所緣境，所以一切法都是執持自己主要心識的體性，故，一切法唯

「明」的本質。承許這樣主張的宗派，稱為「唯明宗」，唯明宗和唯識宗同義。

唯識宗主張一切法唯心的本質，其原因何在 ? 因為他們承許「境」和「有境」二者，在阿賴耶

識上依一個習氣甦醒導致境和有境同時產生，所以主張唯心的本質。舉例來說，我們眼識看到了漂

亮的花朵時，當時的眼識和花朵是同一體性，雖然花朵不是眼識，眼識也非花朵，此二者是依靠之

前所安放的一個習氣甦醒之力同時產生的。所以，當時的花朵是，只是自己眼識的體性，故唯識宗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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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朵非外境實有，因為他是能持自己眼識的體性之故。色處是唯眼識的體性，香處是唯鼻識的體性，

以此類推即可了知。

接下來簡單的解釋第二問答品的內容，乾慧派無法思量勝義諦的意思，一般雖然乾慧派也有自

己的宗義，他們也會觀察、分析對境等等，但是他不能了解對境的究竟實相，故稱為乾慧派。唯識

宗所承許的勝義諦，與中觀派所說的勝義諦，名詞是相同的，但是對於勝義諦的體性，彼此間有很

大差別，例如 : 唯識所承許微細的法無我，所取、能取異質空的空性是唯識所承許的微細法無我的體

性，但中觀派只承許這是粗品法無我的體性，而且承許了世俗諦的體性。這二宗派所主張的所破也

有差別，所取、能取異質成立，是唯識宗微細的法無我的所破，中觀派承許這是粗品的法有我，是

粗品的法無我的所破，一切法自己是執持自己的明瞭，跟執持自己的明瞭同一體性，因此之故，一

切法自己跟執持自己的心非異質，非異體性，所以是異質空的空性。這樣的空性，乾慧派是無法理

解的。

《解深密經》第三品，宣說了二諦是體性一反體異，二諦是同一體性的意思，舉例來說，色法

是世俗諦，他的空性是勝義諦，這二者同一體性的原因是，因為色法是自己跟執持自己的量二者是

一的體性，非異，因此之故，色法自己的體性和執持自己的量是異質空，所以色及執持自己的量是

同一體性，這個道理可以類推至聲、香、味、觸、法，如此可以理解二諦是同一體性。同樣的，中

觀派也承許二諦是同一體性，依據《般若心經》當中提到 :「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

是色。」這句話就是指出了二諦是同一體性。

第四問答品宣說了阿賴耶識，在此順便講唯識宗的定義及分類 : 不承認外境實有，並主張自證識

是諦實成立之說大乘宗義的補特伽羅，就是唯識宗的定義。唯識宗、唯明宗同義，分類有唯識真相

派及唯識假相派二者，唯識真相派又分三種 : 所取、能取無二派，半卵對開派，種種無二派。假相派

分二 : 假相無垢派及假相有垢派。雖然假相派不承許阿賴耶識，但一般我們的解釋是依真相派的解釋

承許阿賴耶識。一般意識 ( 心王 ) 的主張有不同的幾種，有承許九種，也有承許一種，但是佛教徒承

許六種或八種。唯識所主張的阿賴耶識，是在中觀派所承許的六識之上加上末那識及阿賴耶識。透

過阿賴耶識的所緣、行相、體性、特色四項來解釋，他的「所緣」是色等五處，眼、耳、鼻、舌、

身五根以及習氣。他的「行相」就是，他顯現出如上所說的五處等，既不能通達也不能引生定解，

因此之故，自己「體性」是無覆無記的。他的「特色」是他的周圍，受、想、思、觸、作意只是和

五心所相應，這是在《三十論》中提到的。

成辦阿賴耶識的有教、理二種 : 依教而成立阿賴耶識，例如《阿毗達磨大乘經》中說道 :「無始

界是諸法處所，故諸有情得以得涅槃。」無始界就是從無始以來所擁有的阿賴耶識，是所有善、惡

等習氣的處所，因此之故，所有一切的眾生就可以得到究竟涅槃，有了阿賴耶識，就有成佛的機會。

如上經云 :「諸法一切種智者，是意識阿賴耶識，故我對你們宣說阿賴耶識」。阿賴耶識是安放一切

種子的處所，稱為一切種智者。

《解深密經》云 :「取生意識深及細，諸種子如瀑流般，視為有我不堪為，如童子智我不說。」

意思是說取生的阿賴耶識，他的體性非常深又細，如瀑流般的一切種子，一直流注在阿賴耶識上，

如童子般的無智者視為有我，因此，我不對他們宣說阿賴耶識。《楞伽經》中說 :「識是阿賴耶識，

執我是末那識。」最主要無始以來，不斷流下來的就是阿賴耶識，執我就是緣阿賴耶識執為有我，

故稱為末那識，末那識的所緣境是的阿賴耶識。舉例來說，我們自己的末那識緣自己的阿賴耶識執

為有我，所以，末那識就是我執，就是煩惱。雖然成辦阿賴耶識的經教有很多，在此只提出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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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來稍作解釋。依理而成立阿賴耶識的經論很多，但是在此僅依《集教經》及《集量論》來詮釋，

首先，若無阿賴耶識，身不可取生。第二，不能從無始而有。第三，種子不可能有。第四，業不能有。

第五，身不可能有受。第六，不可能有無識定 ( 滅盡定和無想定 )。第七，意識不可能有。

第一個正理 : 若無阿賴耶識，如何身不可取生 ? 如果沒有阿賴耶識，就沒有末那識，我們只是依

靠六識是不可能投生到下一世的，因為阿賴耶識是前世業的異熟之故，因業力導致才能銜接到下一

世，銜接的當下他是存在的，六識是依內蘊及外境這樣子的作意導致所產生，這世臨終時六識就不

存在。

第二個正理，不能從無始而有的原因是，若無阿賴耶識，我們的前續無法從無始就有，因為六

識是一世一世以各自想要看到等等的因緣而生之故，所以，不是從無始以來不斷延續下來的，故若

不承許阿賴耶識，就不能說眾生是從無始以來就有的，因此必須承許阿賴耶識。

第三個正理類似第二者，故不多贅述。

第四個正理，若不承許阿賴耶識，就沒有善、惡等等的種子，因為是無阿賴耶識之故，理應如此，

因為阿賴耶識是所有種子存放的基礎之故。

第五個正理，若無阿賴耶識，就沒有身心的感受，因為所有身心的受，依著任何抉擇的分別而生，

因為抉擇的分別也是顯現出種種的形相，引生出身心的感受來，若沒有阿賴耶識的話，各個抉擇的

分別就不能顯現出種種的對境來，所以若無阿賴耶識就沒有身心的感受。

第六個正理，若無阿賴耶識就不可能有無識定，無識定有兩種 : 無想定和滅盡定。無想定就是凡

夫能修的，滅盡定是聖者以上才能修。何以若無阿賴耶識就不可能有無想定 ? 因為入無想定時，遮

止了所有的心識—受等等，故入滅盡定時，也沒有六識，因此，若無阿賴耶識，入無想定和滅盡定時，

身心二者就會分開了，沒有了阿賴耶識，也沒有六識，就如同死了一般。第七個正理，若無阿賴耶識，

就不能投生，因為沒有阿賴耶識，我們就得依意識而投生下一世，生命即將臨終時，意識是中斷的，

是不能銜接的，我們承許投生到下一世，也要承許有阿賴耶識才行。

第五問答品宣說了三性的內容，三性就是遍計執、依他起、圓成實。遍計執是無自性成立，圓

成實及依他起二者都是諦實成立或自性成立。遍計執一般分類為存在的遍計執及無存在的遍計執二

者，無存在的遍計執為何 ? 如顛倒識施設假立的二有我般。存在的遍計執就如虛空、共相等等。虛

空及共相是自性不成立的，若緣他執持為自性成立的心即為顛倒識。所有的事物是依他起，這都是

必須依靠因緣而生，無因緣就不會生，故必須依賴其他的因緣稱為依他起。圓成實就是空性，空性、

勝義諦、法性、法界、究竟實相都是同義的。

第六問答品宣說了了義、不了義的內容，以《解深密經》唯識宗的立場如初、中二法輪是不了

義經，原因何在 ? 初轉法輪宣說三十七菩提分法是諦實成立及外境實有，事實上三十七菩提分法根

本不是外境實有。中法輪宣說了從色至遍一切智之間都是無自性，事實上一切法都非無自性，因此，

初、中二者都是不了義經，三法輪宣說了對於三性及一切法，很清楚的分辨其是無有自性，因此是

了義經。

第七問答品宣說了安止和勝觀，安止和勝觀前已說訖，故此不再贅述。

第八問答品宣說了制定菩薩的十地，即初地至十地之間菩薩的聖者道，菩薩聖者他們所修的深

見 ( 空性見 ) 與中觀派的空性見有所不同，但是修廣行的道次第並無差別，空性見的差別前已說訖。

第九問答品宣說了遍智、法身等的安立，一般清淨二障究竟的法身，就是法身的意思。佛身有

不同的分法，但是簡單來講有色身及法身二種，色身又分圓滿報身及化身二種，法身又分智慧法身

3
/30

T
o

p
ic fo

ru
m

: T
h

e th
ree tu

rn
in

gs o
f d

h
a

rm
a

 w
h

eel b
y th

e B
u

d
d

h
a

專
題
論
壇
：
佛
陀
的
三
轉
法
輪



82

及自性法身兩種，智慧法身是遍智智，自性法身是無住涅槃—究竟涅槃。

在百忙之中，有這個機會來淺釋三法輪的要義內涵，只是如大海中的一滴水般，其中用字遣詞

若有不周全之處，或有任何的瑕疵，請多包含指教。

附錄 : 藏傳佛教維護佛教正法的實況 : 各個寺院的出家僧眾學習的情況，在此為大家作一個簡介，

幾乎都是從開始出家後的三、四年時間，先學習經部、有部的主張，第三法輪的內容—唯識的主張，

再學習中觀自續派，中觀應成派，依著這樣的次第學習大約十六、七年才能學完四部宗義的內容。

再來研究世尊的四部律典的要義—出家戒，以及世親菩薩的《俱舍論》，也要繼續不斷的複習

五部大論，總共大約學習二十年以上才能畢業。一般出家眾一開始先出家，再來受沙彌戒，再受比

丘戒。

七歲到二十歲受沙彌戒，二十歲以上才可以受比丘戒。沙彌戒所遵守的戒條有三十六條，其中

最主要的是不殺、不盜、不妄、不淫、不酒五戒。比丘戒所遵守的戒條有二百五十三條，其中最主

要的就是四根本墮罪再加上酒戒，四根本墮罪是妄語、偷盜、邪淫及殺生，無論任何比丘若犯了四

根本墮罪中任何一條，就不能算是比丘了。在寺院日常生活中每隔十五天，所有僧眾一起在大殿修

「布薩」自我檢討。

每年夏天修「結夏安居」。在寺院中有些僧眾一生都在閉關，有些八年、十年，最起碼三年以上。

有些上師不辭辛勞不斷的教學，有些上師當寺院的管家，照顧僧眾。

總的來說，所講的戒律有七種別解脫戒，這都是依據古印度律師功德光所著作的《根本律經》，

此經是佛宣說的四部論典的釋文，四部論典即「律分別」、「律本事」、「律雜事」和「律上分」。

以三大傳承各個傳承的戒律來講幾乎都是一致的，只是修行的外觀、儀表略有不同而已。三大

傳承戒律的淵源是依據聲聞十八部任何一種所主張的戒律，十八部為何 ? 說一切有部七部、大眾部

五部、上座部三部、正量部三部等十八部。藏傳的戒律依說一切有部所承許的戒律。

出家一定是內心具足戒律，而不是外表有沒有穿出家的衣服，而且珍貴是內心有沒具足世尊律

藏所提到的十五個功德，而不是以寶座的高低以及名號來鑑定，若以有沒有穿出家的衣服或寶座的

高低這樣的態度來看待，那就有很大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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