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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佛教史(9)                           101/ 5/ 7  釋清德 

聖典的結集 

一一一一、、、、有關有關有關有關結集結集結集結集的種種問題的種種問題的種種問題的種種問題                       《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自序、第一章 

    ((((一一一一))))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                                                                                             

    近代的佛教研究，特別是印度佛教，原始佛教的研究，受西方學者的影響，重視巴利語巴利語巴利語巴利語，

或者看作原始佛教的唯一用語。對於華文翻譯的經律，自然的不予重視。但我確信華文聖典─

─代表不同部派的經律，比之巴利聖典（屬於一派） 的單一性，應有更多的比較價值。從種

種華文經律與巴利聖典的比較，以窺見其次第發展的過程次第發展的過程次第發展的過程次第發展的過程。  

    原始佛教聖典原始佛教聖典原始佛教聖典原始佛教聖典，是以佛陀的三業德用為本源；以僧伽為中心，統攝七眾弟子，推動覺化

的救世大業。經弟子的領會，實行，用定形的文句表達出來，經當時大會的審定，確定為佛法，

聖典。 一般所說的原始聖典，是部派未分以前的，為一切部派所公認的。因為部派分化後，

不同部派，不同地區，不同時代的佛教開展中，從佛弟子（也有在家的）心中──經內心體證，

而適應當時當地，集成定形文句而傳誦於佛教界。所以佛教聖典，不應該有真偽問題，而只是

了義不了義，方便與真實的問題。 

 

(二)聖典集成的研究  

    流傳世間的一切佛法，可分為「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三類。 

「佛法佛法佛法佛法」是：聖典還沒有大乘與小乘的對立；在佛教史上，是佛滅後初五百年的佛教。

近代學者分為：「根本佛教」、「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原始佛教」的研究，是探求

「根本佛教」，理解「部派佛教」的線索；首先要對「原始佛教」時代集成的聖典，作一番歷

史的考察，理解其先後成立的過程。  

 



2 

((((三三三三))))聖典的來源    

    聖典的內容，有教說，有制度，有佛的生活實況。教說教說教說教說是佛的「言教」，法制法制法制法制有佛的「身

教」，這都從佛的內心表現出來；這表明佛陀的教化，是佛的三業德用。 

    佛法不只是佛說：以教說教說教說教說來說，佛說外，有弟子說，有弟子與弟子互相對論，有佛略說

而弟子廣為分別的，還有佛涅槃後弟子說的。所以『大智度論』說：「佛法有五種人說：一者、

佛自口說；二者、佛弟子說；三者、仙人說；四者、諸天說；五者、化人說」。  

    佛法不只是說的，也不限於佛的。但這種明智合理的看法，因離佛日遠的關係而變了。以

一切佛法為佛說一切佛法為佛說一切佛法為佛說一切佛法為佛說的見解，早在「第二結集」以前即有。從此，「如是我聞，一時，佛在某處

說」，成為契經的一定文句。 

    佛法是根源於佛陀的自證；而成為人間的佛法，是以佛為根本，以僧伽為中心，統攝七眾

弟子，而展開於人間的救世大業。  

    

(四)結集的實際情形    

    結集結集結集結集是合誦的意思。古代結集的實際情形是： 

    一、結集的形式，是僧伽會議。  

佛教界的慣例，凡僧伽的任何大事，是經大眾的如法會議（羯磨﹚而定的。上座在大眾中

上坐（如大會的主席）。舉行會議，通例請能處理僧事的一人任羯磨；等於在大會的主持人。

對於法律的論究，佛教一向是採取問答式的。 

       二、結集的過程，大致要經三階段：1.誦出；2.共同審定；3.編成次第：古代結集「錄

十經為一偈」，這樣能憶持「錄偈」就不易忘失，而達「聖教久住」的目的。  

    三、結集成的經律，賴專業持誦而保存：憶持經法的名「多聞者」或「誦經者」；憶持戒

律的名「持律者」。 

 

(五)不斷結集的文證 

    當佛滅第一夏，王舍城舉行「五百結集」，一切經律都已結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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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傳統的傳說，模糊了結集的真實情況。其實，經律是在不斷結集中成立的經律是在不斷結集中成立的經律是在不斷結集中成立的經律是在不斷結集中成立的，經律自

身就有充分的文證文證文證文證說明：    

    一、『銅鍱律』「自恣犍度」說：「自恣日，比丘等說法，誦經者結集經，持律者抉擇律，

論法者相對論法」。 

    二、「四大廣說」是對新傳來的教說，勘辨真偽。1 在上座部系經律中，是依經、依律、

依法來審定。2 大眾部，重在「契經、律、阿毘曇、戒」──四者。 

    故知佛涅槃後，教界到處傳誦佛說；由誦經者結集經，持律者抉擇律，論法者論究法，經

律（論）才逐漸形成。在「四阿含」及「律部」原型凝定，為教界所公認後，仍不斷的傳誦，

於是部派的聖典，呈現了組織的，內容的，文句的種種差別。  

 

(六)經律集成的二大階段與兩大結集相合                           

一、經律集成的第一階段，王舍城結集：經與律，都有九分教的前三分。1111 經經經經的前三分，

與漢譯的「雜阿含」相當。2222 律律律律的長行，是世尊制的戒，依內容分為五篇，名「波羅提木叉」，

即「戒經」；律的祇夜，是僧團中常行的規制，初稱為「法隨順法偈」；律的記說，是「戒經」

的分別解說。 

二、經律集成的第二階段，毘舍離結集： 

1111 經法經法經法經法方面，集成五部：一、『雜阿含』，南傳名『相應部』；二、『中阿含』，南傳名

『中部』；三、『增壹阿含』，南傳名『增支部』；四、『長阿含』，南傳名『長部』；五、

『雜藏』，南傳名『小部』，這在各部派出入極大。 

2222 戒律戒律戒律戒律方面，「波羅提木叉」已完成「經分別經分別經分別經分別」；偈頌偈頌偈頌偈頌部分已成三部（犍度犍度犍度犍度部由此而集成）。 

這是這是這是這是部派未分以前部派未分以前部派未分以前部派未分以前，，，，經律經律經律經律的的的的部類部類部類部類，，，，為一切部派所公認為一切部派所公認為一切部派所公認為一切部派所公認。。。。    

 

((((七七七七))))原始聖典的部類：十二分教                         《原始聖典之集成》第八章 

結集後結集後結集後結集後，，，，由於文體的類別由於文體的類別由於文體的類別由於文體的類別為十二分教為十二分教為十二分教為十二分教：「修多羅」、「祇夜」、「記說」、「優陀那」、「伽陀」、 

「因緣」、「譬喻」、「本事」、「本生」、「方廣」、「希法」、「論議」。 

「修多羅修多羅修多羅修多羅」，義譯為「經」，是簡短的文句，為原始結集的通稱。結集後不久，由於文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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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類別，分化為二： 

1 長行長行長行長行部分稱為「修多羅修多羅修多羅修多羅」，相當於『雜阿含經』的蘊誦、六處誦、因誦。 

2 偈頌偈頌偈頌偈頌部分稱為「「「「祇祇祇祇夜夜夜夜」」」」。 

    3 稱為「「「「記說記說記說記說」的，是對於「修多羅」及「祇夜」， 

後來以分別或解答方式，闡明佛法意義；是以長行長行長行長行集出。 

集此三部分而成的『雜阿含經雜阿含經雜阿含經雜阿含經』；；；；被稱為「一切事相應教相應教相應教相應教」的根本。 

當時，不屬於（原始）結集的，傳誦廣而影響大的法偈法偈法偈法偈，主要傳於邊地邊地邊地邊地， 

通俗而易於傳誦的，被稱為「伽陀」、「優陀那」；不集入「四阿含」中。 

4「優陀那優陀那優陀那優陀那」是以感興語感興語感興語感興語為主的『法句』。 

5「伽陀伽陀伽陀伽陀」是以偈頌偈頌偈頌偈頌宣說法要的通稱。到此，五分教成立，就是「相應教相應教相應教相應教」及一分法偈法偈法偈法偈的

成立。 

此後承「記說記說記說記說」──分別、解答的風格，而又多為事的敘述事的敘述事的敘述事的敘述，，，，有本事、本生、方廣、希

法的成立。 

6「本事本事本事本事」是直說過去事， 

7「本生本生本生本生」是結合過去人事與現在人事，而成前後因果系。 

8「方廣方廣方廣方廣」是延續「記說」，即廣分別廣分別廣分別廣分別與廣問答廣問答廣問答廣問答。大乘經典被攝屬於「方廣」分。 

9「希法希法希法希法」是佛及聖弟子所有的希有功德。 

到此，，，，九分教成立九分教成立九分教成立九分教成立也就依固有的依固有的依固有的依固有的「「「「相應教相應教相應教相應教」，」，」，」，更集為更集為更集為更集為「「「「長長長長」、「」、「」、「」、「中中中中」、「」、「」、「」、「增一增一增一增一」，」，」，」，而完成而完成而完成而完成「「「「四四四四

阿含阿含阿含阿含」。 

    九分教的次第成立，是重於「法」的。 

原始結集時，屬於「律律律律」的有『波羅提木叉經』的集成，也稱為「修多羅」。 

到「四阿含」集成前後，「波羅提木叉分別」大體完成。 

這是部派沒有分化，九分教的時代；推定為第二結集第二結集第二結集第二結集時代時代時代時代。 

「「「「九分教九分教九分教九分教」」」」與與與與「「「「四阿含四阿含四阿含四阿含」，」，」，」，是同時發展是同時發展是同時發展是同時發展，，，，而而而而（「（「（「（「九分教九分教九分教九分教」）」）」）」）先先先先、（「、（「、（「、（「四阿含四阿含四阿含四阿含」）」）」）」）後完成後完成後完成後完成。 

部派分化後部派分化後部派分化後部派分化後，三藏聖典已不是九分教九分教九分教九分教所能該攝。 

於是成立「因緣因緣因緣因緣」、「」、「」、「」、「譬喻譬喻譬喻譬喻」、「」、「」、「」、「論議論議論議論議」，完成十二分教十二分教十二分教十二分教最後定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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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因緣因緣因緣因緣」，是制戒因緣制戒因緣制戒因緣制戒因緣，是出於「波羅提木叉分別」及「犍度」部的。 

11「譬喻譬喻譬喻譬喻」是光輝的事跡。「因緣」與「譬喻」，都通於契經，而實屬毘奈耶。 

「因緣」與「譬喻」是現前事；「本事」與「本生」是過去事。 

12「論議論議論議論議」（「優波提舍」是經經經經的分別解說「經分別經分別經分別經分別」），是上座部論書論書論書論書的最早形式。 

在九分教九分教九分教九分教時代，「阿毘達磨阿毘達磨阿毘達磨阿毘達磨」、「摩呾理迦摩呾理迦摩呾理迦摩呾理迦」（還有被稱為「毘陀羅」的廣分別廣分別廣分別廣分別）， 

已有獨立的特殊形式；「四阿含」集成後，更被重視起來。 

      佛教聖典的部類學，以「十二分教」為定論。 

    

二二二二、、、、教典教典教典教典的承先啟後的承先啟後的承先啟後的承先啟後    

((((一一一一))))教典的承先啟後 

１.佛法先有「法法法法（（（（阿含阿含阿含阿含））））與毘奈耶毘奈耶毘奈耶毘奈耶」的集出流通。 

２....西元前後西元前後西元前後西元前後，法的參究者： 

1.或著重聲聞行，著重於緣起法相有的分別，撰集為「阿毘達磨阿毘達磨阿毘達磨阿毘達磨」。 

2.或著重佛德與菩薩行，著重於緣起法性空的體證， 

即有「空相應大乘經空相應大乘經空相應大乘經空相應大乘經」的集出。 

３.西元二世紀西元二世紀西元二世紀西元二世紀： 

1.龍樹依性空大乘經，抉擇阿含與阿毘達磨，而撰「中觀中觀中觀中觀」諸論。  

2.同時，大乘經傾向真常、唯心，有『勝鬘』『涅槃』『楞伽』等經出現。  

3.在真常唯心大乘的發展過程中，一切有系的經師、瑜伽師， 

承受性空唯心大乘經，而撰述「瑜伽唯識瑜伽唯識瑜伽唯識瑜伽唯識」等論典。 

４.約西元五世紀西元五世紀西元五世紀西元五世紀起，從真常唯心的大乘中，更流出「秘密瑜伽秘密瑜伽秘密瑜伽秘密瑜伽」的續部。 



6 

     

 

((((二二二二))))部派的大乘傾向 

東方的 1 大眾系大眾系大眾系大眾系 

西方的上座系上座系上座系上座系──2 分別說系 

3 犢子系 

說一切有系──4 重經的譬喻師 

5 重禪的瑜伽師 

    

((((三三三三))))初期大乘經的由來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ｐ1312~1315 

    一一一一、、、、諸天所傳授的諸天所傳授的諸天所傳授的諸天所傳授的：如懇切求法，諸天會將所曾聽聞的，說給菩薩聽。 

    二二二二、、、、從夢中得來的從夢中得來的從夢中得來的從夢中得來的：由天仙聖賢力所引起的夢。 

    三三三三、、、、從他方佛聞從他方佛聞從他方佛聞從他方佛聞：如菩薩專心求法，是會感得他方佛來說法的。 

    四四四四、、、、從三昧中見佛聞法從三昧中見佛聞法從三昧中見佛聞法從三昧中見佛聞法：般舟三昧──現在諸佛悉在前立。 

如無著從彌勒聞法，而傳出『瑜伽師地論』（「本地分」）； 

    五五五五、、、、自然呈現在心中自然呈現在心中自然呈現在心中自然呈現在心中：「陀羅尼」是憶持。 

世俗的聞持陀羅尼，是一章一段的憶持；念力強的能夠憶持不忘到下一生。 

大乘行者修廣大甚深佛法，修得大乘陀羅尼大乘陀羅尼大乘陀羅尼大乘陀羅尼，是以簡持繁以簡持繁以簡持繁以簡持繁，，，，豁然貫通豁然貫通豁然貫通豁然貫通；或譯為「總持總持總持總持」。 

成就念力的到下一生，有從來不忘的；有以因緣引發，得宿命智，恢復過去所知道的。 

 



7 

((((四四四四))))「初期大乘」最可信的經典              《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三章 

約自西元前五０年，到西元二００年頃，「初期大乘」經典從多方面傳出。 

1 起初或是小部，漸擴編成大部，如『般若經般若經般若經般若經』。 

2 各別傳出，後以性質相同而合編的，如『華嚴經華嚴經華嚴經華嚴經』的「華藏世界品，十地品，入法界品」。 

 

((((五五五五))))大乘是否佛說                                                〈大乘是佛說〉 

    佛世佛世佛世佛世，沒有後期的大乘經典，故大乘經非釋迦佛親大乘經非釋迦佛親大乘經非釋迦佛親大乘經非釋迦佛親口口口口說說說說。 

但菩薩道菩薩道菩薩道菩薩道（修菩薩行，下度眾生，上求佛果）的思想存在的思想存在的思想存在的思想存在， 

因因因因菩薩道菩薩道菩薩道菩薩道是佛法是佛法是佛法是佛法，，，，故大乘是佛說大乘是佛說大乘是佛說大乘是佛說。 

 

(六)大乘經大乘經大乘經大乘經論論論論的出現的出現的出現的出現                                                                                                                        《華雨集 第二冊》方便之道 緒言 p4~9 

經法的住持宏傳，出現了誦經者誦經者誦經者誦經者與論法者論法者論法者論法者，也就是經師與論師。大概說，大眾部系是重

經的，上座部系是重律而又重論的。 

論法者論法者論法者論法者，是僧眾內部對法義的論究者。論義，從修行的項目，擴展到佛法全體。對於佛

的應機說法，或廣或略，或同或異，或淺或深，加以分別、抉擇、條理，使佛法的義解與修使佛法的義解與修使佛法的義解與修使佛法的義解與修

行次第行次第行次第行次第，，，，有一完整而合理的體系有一完整而合理的體系有一完整而合理的體系有一完整而合理的體系，所以佛法是宗教而又富於學術性的。阿毘達磨論阿毘達磨論阿毘達磨論阿毘達磨論非常發達，

成為論書的代表，取得了與經經經經、、、、律律律律的同等地位，總稱為三藏三藏三藏三藏。 

等到「大乘佛法」興起，又依大乘經造論依大乘經造論依大乘經造論依大乘經造論。如龍樹論，是南方經師及北方論學的綜合者。

無著、世親等論書，淵源於說一切有部的經師及論師，更接近阿毘達磨論者。「大乘佛法」時

代，論義論義論義論義特別發達，在論究抉擇法義論究抉擇法義論究抉擇法義論究抉擇法義外，也面對梵文學的興盛，印度教教義的發達，而負起

評破外學評破外學評破外學評破外學，，，，成立佛法自宗成立佛法自宗成立佛法自宗成立佛法自宗的任務。 

佛法的宗派宗派宗派宗派，大多是從證從證從證從證（修持經驗）出教出教出教出教的。 

總之，佛法在「佛弟子對佛的永恒懷念佛弟子對佛的永恒懷念佛弟子對佛的永恒懷念佛弟子對佛的永恒懷念」中，誦經者、唄塱者、論義者、瑜伽者，彼此

不斷的相互影響，而從「佛法」到「大乘佛法」，又從「大乘佛法」演進到「祕密大乘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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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七七))))印度佛教思想的分判                             《華雨集四》契理契機之人間佛教    

                            五期五期五期五期                                三系三系三系三系                                                四期四期四期四期                                                        三期三期三期三期                                天臺四教天臺四教天臺四教天臺四教            

      聲聞解脫─┐                  （根本佛教根本佛教根本佛教根本佛教） 

                ├─────── 佛法  ──────  佛法          藏教   

      聲聞分流─┴                  （部派佛教部派佛教部派佛教部派佛教） 

      大小兼暢 ─┬性空唯名論──初期大乘初期大乘初期大乘初期大乘佛法佛法佛法佛法─┐                  通教       

                  |                            ├    大乘佛法 

                 ┌虛妄唯識論─┐              │ 

      菩薩分流   │            ├後期大乘後期大乘後期大乘後期大乘佛法佛法佛法佛法─┘                  別教       

                 ┴真常唯心論─┘                                  圓教 

      天佛一如 ─┴──────  秘密大乘秘密大乘秘密大乘秘密大乘佛法佛法佛法佛法  ──  秘密大乘佛法        

    

三三三三、、、、補充教材補充教材補充教材補充教材────────華文聖典華文聖典華文聖典華文聖典的內涵特色的內涵特色的內涵特色的內涵特色    

((((一一一一))))現存三大語系的佛法                                 《佛法概論》第二章 第二節 

１.流行於錫蘭錫蘭錫蘭錫蘭、、、、緬甸緬甸緬甸緬甸、、、、暹羅暹羅暹羅暹羅的巴利文系巴利文系巴利文系巴利文系；這是上座分別說系銅鍱部所傳的聖典，屬於聲

聞三藏。 

２.流行於中國康中國康中國康中國康、、、、藏藏藏藏、、、、青青青青、、、、蒙蒙蒙蒙的藏文系藏文系藏文系藏文系； 

十二世紀才開始翻譯，正當印度後期的雅語佛教時代；所以偏重大乘，特別是密教的

經軌。 

３.流行於中國內地及朝鮮中國內地及朝鮮中國內地及朝鮮中國內地及朝鮮、、、、日本日本日本日本的漢文系漢文系漢文系漢文系； 

從東漢末到汴宋初，經九百年的長期翻譯，成為五千卷大藏。 

初由西域介紹而來，所以早期譯典，與西域佛教有密切關係。 

現存三大文系的佛教：巴利文系代表初期（印度佛教）， 

藏文系代表後期，漢文系漢文系漢文系漢文系的特色在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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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虛大師「三期說」的教判，表示佛法分流與發展的全貌      

初五百年──小行大隱時期……  巴利語系屬此 

    中五百年──大主小從時期……  華語文系華語文系華語文系華語文系重於此 

    後五百年──密主顯從時期……  藏文語系屬此 

 

(二)華文聖典的內涵                                 〈華譯聖典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 

華文佛教，在印度三期佛教中，重於中期；即以菩薩乘為本，前攝聲聞乘，後通如來乘。

在這世界佛教發展的時代，值得特別的重視；因為惟有從華文聖典的探研中，才能完整的理解

佛教的內容。 今從教典教典教典教典來說： 

一一一一、「、「、「、「阿含阿含阿含阿含」：四阿含全部具有。『中含』與『雜含』，屬於說一切有系；『長含』屬分別說

系；『增一含』屬於大眾系。雖沒有巴利語系那樣的保有完整的一家專籍，但有其長處（兼收

並蓄，最適於比較研究）；而藏文系則全缺。  

  二二二二、「、「、「、「毘奈耶毘奈耶毘奈耶毘奈耶」：藏文系只是有部新律；巴利語系只有赤銅鍱律；而華文聖典中有：  

        大 眾 系 的──────────────   摩訶僧祇律 

                   ┌─化地部的───────   五分律 

                   ├─法藏部的────────  四分津 

       分別說系－─┼─飲光部的────────  戒本 

                   └─銅鍱部的───────    善見律論 

       說一切有系－┌舊的──────────  十誦律 

                    └新的──────────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犢 子 系 －──正量部的──────── 二十二明了論 

三三三三、「、「、「、「阿毘達磨阿毘達磨阿毘達磨阿毘達磨」」」」：這本是上座系三大派（分別說、說一切有、犢子）所共信的。藏文系

只有六足的『施設足論』一分，與晚起的『俱舍論』。巴利語系有七論。  

華文聖典，雖特詳於有部有部有部有部，而實通有諸家的阿毘曇： 1.屬於有部有部有部有部的有：六足論、『發智』

與『婆沙論』、『阿毘曇心論』（及釋），大成於對抗『俱舍』的『順正理論』『顯宗論』。 2.屬

於分別說系分別說系分別說系分別說系的有『舍利弗阿毘曇論』，這是貫通南北傳阿毘曇論的唯一要典；而『解脫道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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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巴利語系『清淨道論』的異本。 3.屬於犢子系犢子系犢子系犢子系的有『三彌底部論』、『三法度論』。 4.西元

三、四世紀起，出入於有部、經部而有取捨從長的綜合性論典，有著名的『俱舍論』，有影響

中國佛教極深的『成實論』。 

依此看來，初期三藏，雖不曾受到中國佛教主流的尊重；但文典豐富，實為研求聲聞學派

的分流，以及從聲聞而流衍為菩薩藏的有力文證。 

 

四四四四、「、「、「、「性空大乘經性空大乘經性空大乘經性空大乘經」」」」與五五五五、「、「、「、「真常大乘經真常大乘經真常大乘經真常大乘經」」」」：：：：  華文系的聖典，極為完備，與藏文系相近。 『般

若』、『華嚴』、『大集』、『涅槃』、『寶積』五大部都是部帙龐大的。 華文聖典的特色華文聖典的特色華文聖典的特色華文聖典的特色：１.華

文的種種異譯，一概保持不同面目；不像藏文系的不斷修正，使順於後起的；故從華文聖典，

可明了大部大部大部大部大乘教典的次第增編過程；可知西方西方西方西方原本的先後大有不同，也可知次第的演變。

２.在兩晉以前傳譯的，華文的大乘經，與西域佛教特別有關；在中國佛教界造成深厚的佛教

核心思想，如：菩提留支譯的『十地論』，『楞伽經』。  

  六六六六、「、「、「、「中觀中觀中觀中觀」」」」：與藏文系的中觀相當不同。 1.華文所傳為初期的，特別是龍樹撰述的論典；

如『般若經』釋的『大智度論』，『十地經』釋的『十住毘婆沙論』；都不只是深理的中觀，而

且是廣明菩薩大行的。 2.後期的中觀，即瑜伽系興起後，龍樹後學的論典；華文僅有清辯的

『般若燈論』，沒有藏文系那樣眾多的學派；而堅慧的『入大乘論』，無著的『順中論』，表示

從中觀向瑜伽的行進。  

  七七七七、「、「、「、「瑜伽瑜伽瑜伽瑜伽」」」」唯識唯識唯識唯識：華文非常完備，有『十地論』，『攝論』，『成唯識論』三大家。 藏文

系以安慧派為主，近於華文的攝論家。 而華文正統的唯識家，是以護法為主的；『成唯識論』

代表了陳那、護法、戒賢，這一學系的大成，為華文聖典之寶！ 與唯識相隨行的「因明」，

比起藏文系，陳那、法稱的作品，傳譯得不完備；這表示中華民族性不重視邏輯，不重視言論

的諍辯；這也限定了過去中國佛教論師派，不能占有主流地位。  

  八八八八、「、「、「、「祕密瑜伽祕密瑜伽祕密瑜伽祕密瑜伽」」」」：事部（日本稱為「雜密」）、行部的『大日經』，瑜伽部的『金剛頂經』，

華文都有傳譯。而無上瑜伽部，因受時代限制（即無上瑜伽盛行時，中國陷於衰亂的狀態中），

受性習限制（淫欲為道的法門，不能為中國知識分子所信受），故不傳。而藏文系聖典中，充

滿秘密瑜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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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敘述中，可知華文系的聖典，雖以中期大乘為主；而教典的傳譯，不限於中期；因

晚期的佛教，已有了頭緒；初期的佛教，有豐富的傳譯。 所以從華文聖典去理解，向前攝取

巴利文系的聲聞三藏，向後參考藏文系的晚期中觀、無上瑜伽，那末印度佛教一千六七百年的

發展全貌，也就是流傳於今日世界的三大文系佛教，可能獲得一完整的、綜貫的、發達而又適

應的真確認識。  這不但是印度佛教史研究的目標，也應是協調溝通世界佛教，取捨從長，發

展為適應攝導現代世界佛教的目標！ 

 

(三)大正大藏經(正編)(1～55 冊)  

    ((((一一一一))))經藏經藏經藏經藏    

1.阿含部 2.本緣部 3.般若部 4.法華部 5.華嚴部 

6.寶積部 7.涅槃部 8.大集部 9.經集部 10.密教部 

    ((((二二二二))))律藏律藏律藏律藏︰︰︰︰11 律部    

    ((((三三三三))))論藏論藏論藏論藏：：：：    

    12 釋經論部 13 毗曇部 14 中觀部 15 瑜伽部 16 論集部。 

((((四四四四))))中國歷代諸大師的著述中國歷代諸大師的著述中國歷代諸大師的著述中國歷代諸大師的著述︰ 

17 經疏部 18 律疏部 19 論疏部 20 諸宗部 

21 史傳部 22 事彙部 23 外教部 24 目錄部。 

 

((((四四四四))))佛法總綱佛法總綱佛法總綱佛法總綱與修學次第與修學次第與修學次第與修學次第    

1 四諦 

世間┌─苦苦苦苦(果)：身心(八苦) 

        └─集集集集(因)：惑 → 業 

出世間┌─滅滅滅滅(果)：滅惑、寂滅 

      └─道道道道(因)：三學、八正道 

                    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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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成佛之道》章節次第 

1.歸依三寶       

2.聞法趣入 

                    法門法門法門法門                                                                                                    發心發心發心發心                        目標目標目標目標                            修學內涵修學內涵修學內涵修學內涵    

3. 五乘共法    共下士道  人天乘        增上生心  生人天    三福業：施、戒、定 

      4  4  4  4. 三乘共法    共中士道  聲緣乘   出離心    解脫生死  三學：戒、定、慧 

5. 大乘不共法  上士道   菩薩乘    菩提心    成佛      六度：施、戒、忍、 

定、進、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