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佛陀教育基金會                                                                           陳世賢 講述 

「學佛基礎進階班」課程                                                                    2013 年 8 月 

俱舍宗、成實宗大意 (一) 

壹、部派分裂的系統 

一、根本及枝末分裂 

(根據印順《印度佛教思想史》、《說一切有部為主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 

           一說部 

           說出世部 

                        多聞部 

大眾部     雞胤部       說假部 

                                 制多山部    東山部  

                                             西山部 

                                                         說大空部 

 

 

                                                 正量部 

                                    犢子部       法上部                  

                                                 賢冑部 

            上座(說一切有)部                  密林山部 

                                              

上座部                          說一切有部      說轉部       經量部 

                                    化地部        

               （上座）分別說部     法藏部 

                                    飲光部 

                                    赤銅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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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部的派系與論書 

(一) 有部的派系 

  東方：毘婆沙師     

                                (迦濕彌羅) 

             阿毘達磨論師 

                                 西方師 

                                 (健陀羅) 

   有部 

 
                             

             譬喻師                       經量部 

                                             （末計） 

(二) 有部論書的分期 

  1. 本源及獨立時期： 

    (1) 《法蘊足論》         

 (2) 《集異門足論》                     佛的及門弟子造 

 (3) 《施設論》 

 (4) 《發智論》，迦旃延尼子造 

 (5) 《品類足論》，世友造 

 (6) 《界身足論》                   後世論師造 

 (7) 《識身足論》 

  2. 解說時期：《大毘婆沙論》   

  3. 組織時期： 

    (1) 《阿毘曇甘露味論》，瞿沙造 

    (2) 《阿毘曇心論》，法勝造 

    (3) 《雜阿毘曇心論》，法救造 

    (4)  [《俱舍論》，世親造 ] 

    (5) 《順正理論》，眾賢造 

    (6) 《顯宗論》，眾賢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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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佛教不同於其它宗教的特色 

一、 思想上：「有業報」而「無我」⇒不斷不常的緣起中道 

(一) 佛教所破之「我」(ātman, 阿特曼)：  

   1.「我」=「常恆不變」的「自主支配者」。         

   2. 所破之「我」包括： 

       (1) 個我：身心機能的支配者 
                                      本質是一而常恆不變 
       (2) 梵 (大我)：終極的主宰者          

 

 (二) 佛教不破依止五蘊和合相續而成的假我 

 (三) 輪迴的主體：五蘊相續，不一不異，不常不斷，猶如燈燄。 

 

 

二、修法上：觀 (毘婆舍那；梵 Vipaśyanā、巴 Vipassana) 

佛教的兩種禪修方法體系 

 

止 

 (奢摩他) 

 

專注於某種概念（如

三寶功德）或心內影

像上 

1.外道亦修止 

2.可開發神通 

3.只能鎮伏煩惱，  

   不能斷煩惱 

觀 

(毗婆奢那 

毘婆舍那) 

觀察五蘊、十二處、 

十八界等等的「無

常」、「苦」、「無我」。

1.不共外道的修法 

2.能斷除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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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部派佛教的哲學重點：諸法分析 

一、「法」的涵義 

(一) 「法」（dharma）一詞在佛教中的涵義： 

1. 佛陀所教導的內容。 

2. 善行。  

3. 真理。 

  4. 法則。 

  5. 基本要素 → 由這些基本要素而構成宇宙萬有。 

  

 (二) 就「法」作為「基本要素」而言，許多佛教部派都認為，「法」具有「自性」（或「法

體」），是實有的，又稱為「實法」。 

    •《雜阿毘曇心論》說：「『法』者，『持』也，持『自性』故名『法』」。（大正 28，頁

870 下） 

 (三) 「自性」、「法體」 

梵 

文 
svabhāva=sva（自身）+ bhāva（性質） 

詞

義 

自身特有的性質 

本自固有的性質 

1. 自性用來分類 ( = 自相，svalaksana) 

2. 自性使自他區隔 

佛

學

涵

義 

3. 自性是支撐諸法之「作用」的基底 ⇒「法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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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法」之擁有「自性」（或「法體」），是自然如此的，不須待緣。 

  1. 《大毘婆沙論》卷 59：「諸法無因
、、

而攝自性，以不待因緣
、、、、

而有自體故」。(大正 29，頁

307 上) 

2. 自性 → 自己 (sva) 發生 (bhāva) → 不待因緣 → 沒有任何因素能造成自性的變化

（自性常恆）。 

(五) 譯為「自性」、「自體」的梵文還有 ātman，也就是「法我」。 

                              梵 

1. 婆羅門教的 ātman (我)             ⇒ 常恆不變的自主支配者 

                             個體靈魂 

 

   2. ātman 也具有「本質」、「特性」的意思。 

    《俱舍論》把 ātman當作 svabhāva 的同義詞來使用，意指「法」的作用變化背後不變

的基底或本質。 

二、兩種「我」(阿特曼) 

離蘊計我 離開身心要素之

外另有「我」 

即蘊計我 把身心要素當成

是「我」  

 

 

 

人 我 

非即蘊 

非離蘊 

計我 

有和五蘊不即不

離、不一不異的實

在之「我」  

 

多數佛教部派   

      否定 

    (說轉部 

     犢子系 

     例外) 

 

 

兩 

 

種 

 

阿 

 

特 

 

曼 

 

法 我 

 

= 諸法之「自性」(法體) 

多數佛教部派肯定 

(一說部、說大空部

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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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派佛學之法我論所涉及的面向 

(一) 諸法假實的問題：各部派對於有部所立五位七十五法是否一一實有，看法不一。 如：

經部不承認「心不相應行法」和「無為法」實有。 

(二) 法體恆存與否的問題  被《成實論》列為部派佛學爭論議題之首。 

 

 

四、有為法之法體存在的持續度 

 

類型 內容 所屬部派 

 

法體恆有論 三世實有 

 

法體在三世遷流中恆存 
有部 

犢子系 

化地部末計 

法體多剎那論 
現在實有 

過去一分實有 

過去有為法如果尚未感果，

則仍保有法體 
飲光部 

 

法體一剎那論 

 

現在實有 
法體只存在於有為法現起

（現在）的一剎那中 

大眾部 

化地部本計 

赤銅鍱部 

經部 等 

法體非存在論 三世無體 法體在任何時候皆不存在 
一說部 

說大空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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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成實論》介紹 

一、作者訶梨跋摩（Harivarman）的年代 

     佛滅後九百年出世，處於中觀學派提婆和唯識學派世親之間。       

二、學思歷程 

(一) 訶梨跋摩出身於中天竺婆羅門世家，早年曾研習《吠陀》聖典。 

(二) 後在有部出家，研讀有部《發智論》，感嘆此論「支離害志」，因此花了數年的時間，

窮究三藏之旨意，其後並與有部諸師辯難。 

(三) 後受巴連弗邑（Pātaliputra,華氏城）的大眾部邀請，與大眾部共住，得以研讀大乘

典籍，並會通諸部之說，撰寫《成實論》，名震摩竭陀國。 

(四) 後與勝論派學者辯論而大勝，被奉為摩竭陀國的國師。 

三、對《成實論》之學派歸屬的諸種看法 

(一) 屬於譬喻師或經部 

      吉藏《三論玄義》說：「有人言：偏斥毘曇，專同譬喻；真諦三藏云：用經部義也。

檢《俱舍論》，經部之義多同《成實》」。 (大正 45，頁 3 中~下)   

(二) 屬於曇無德部 (法藏部) 

     吉藏《三論玄義》說：「有人言：雖復斥排群異，正用曇無德部」。(大正 45，頁 3 中) 

(三) 屬於多聞部 

《三論玄義》轉引真諦《部執異論疏》所言：「從大眾部內，又出一部，名多聞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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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聞部主]見大眾部唯弘淺義不知深法，其人具足誦淺深義，深義中有大乘義，《成實

論》即從此部出」。 (大正 45，頁 9 上) 

(四) 不屬任何特定部派 

  1. 《三論玄義》載：「成實之宗，正依何義？答：有人言：擇善而從，有能必錄，棄眾

師之短，取諸部之長」。(大正 45，頁 3 下) 

  2. 玄暢〈訶梨跋摩傳序〉說：訶梨跋摩「博引百家眾流之談」，所撰《成實論》乃「除

繁棄末，慕存歸本」、「志在會宗」。(《出三藏記集》卷 11，大正 55，頁 79 上) 

(五) 屬於大乘 

     主張者：開善智藏、莊嚴僧旻、光宅法雲 (梁代成實師)。 

(六) 具含大小乘 

     主張者：唐代南山道宣律師、宋代靈芝元照律師。 

★ 結論：《成實論》不是大乘論書；此論批判了主張「我空法有」的說一切有部，而主張

「法空」，具有「探入大乘」的中介功能。    

伍、《成實論》在中國的流傳 

一、翻譯 

      譯者為鳩摩羅什，於十六國時期（公元五世紀初）在長安翻譯。 

羅什弟子曇影將 202 品分為「五聚」：發聚、苦諦聚、集諦聚、滅諦聚、道諦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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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流傳 

(一) 南朝宋時，弘揚《成實論》的羅什弟子： 

  1. 僧導：為成實師壽春系的始祖。      

  2. 僧嵩：為成實師彭城系的始祖。 

(二) 南朝齊時，齊文宣王召請僧柔、慧次講述《成實論》，並令僧柔、慧次等諸師，將《成

實論》刪節為九卷。 

(三) 南朝梁時，《成實論》的宣講達於極盛，最著名者有三：光宅法雲、莊嚴僧旻、開善智

藏。陳代時，《成實論》亦大盛。 

(四) 北朝亦有彭城系的《成實論》研習者；其後隨著南北方學術交流，南方《成實論》之

學也流入北方。 

(五)《成實論》的講習在隋代後漸衰，到了唐初，雖仍有研習者，但研習風尚已衰頹。 

陸、《俱舍論》介紹 

一、作者世親（Vasubandhu）的出生地及背景 

    為健陀羅人，屬婆羅門種姓，為瑜伽行派祖師無著之弟。 

二、世親的學思歷程 

(一) 於有部出家。 

(二) 後受到經量部影響，採用經量部思想批判有部毘婆沙師，而造《俱舍論》一書。 

(三) 世親後來受到無著的感化而轉入大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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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俱舍論》的思想系屬 

偏向經部，但在某些觀點上仍遵循有部毘婆沙師，為經部和有部學說的折中者。 

柒、《俱舍論》在中國的流傳 

一、翻譯 

(一) 真諦於南朝陳時翻譯《阿毘達磨俱舍釋論》22 卷。 

(二) 玄奘於唐代（651 ~654 A.D.）翻譯《阿毘達磨俱舍論》30卷。  

二、流傳 

(一) 真諦在翻譯《俱舍論》的過程中兼為弟子解說，譯成後由弟子慧愷（智愷）對當時成

名學士七十餘人講解，後又由真諦續講。 

(二) 其後道岳獲得真諦口述、慧愷筆受的俱舍論疏並加以研習，而闡弘《俱舍論》。 

(三) 玄奘門下普光、法寶、神泰為俱舍作註釋，成為俱舍三大家。 

(四) 唐朝以後，俱舍研習歸於沈寂。民國以後才漸有人研習。 



佛陀教育基金會                                                                       陳世賢 講述 

「學佛基礎進階班」課程                                                                  2013 年 8 月 

1 

俱舍宗、成實宗大意 (二)：諸法分析 

壹、「假」與「實」 

假 實 

1.依待他法構成  1.不待他法構成 

2.是組合物、相對概念、連續現象 

  

2.是究極的要素  

(色法是極微，心法是剎那心) 

3.能予以拆解 

 (分析到最後，假必依實) 
3.不能再予以拆解  

4.不具有自性  4.具有自性  

貳、色法 

一、色法種類 

(一) 《俱舍論》和《成實論》的色法種類 

五根 1.眼根、2.耳根、3.鼻根、4.舌根、5.身根 

五境 1.色、2.聲、3.香、4.味、5.觸  

 

俱舍論 

(11 種色法） 

無表色 

五根  1.眼根、2.耳根、3.鼻根、4.舌根、5.身根 
 

成實論 

 五境  1.色、2.聲、3.香、4.味、5.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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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種色法)  四大  1.地、2.水、3.火、4.風 

(二) 所據經文及解讀 

1.  所據經典：《雜阿含經》第 61 經： 

所有色，彼一切四大，及四大所造色，是名色受陰。 

（大正 2，頁 15 下） 

2.  有部的解讀： 

《大毘婆沙論》說：「四大」和「四大所造色」已囊括色法的所有範疇。(卷

127，大正 27，頁 662 下~663 上) 

                             生                  五根：眼、耳、鼻、舌、身 

‧四大 = 地、水、火、風              四大所造    五境：色、聲、香、味、觸 (=所造觸)        

            (堅) (濕) (煖) (動)                          無表色                                         

               (能造觸) 

  3.《成實論》的解讀： 

    (1) 《雜阿含經》第 61 經乃批判外道別立「空大」而成「五大」，故說所有

物質乃「四」大與「四」大所造。(〈色名品〉第 37，大正 32，頁 261 上) 

    (2) 色法的種類：(〈色相品〉第 36，大正 32，頁 261 上)  

                                                                            9.眼 

                                                                           10.耳 

             1.色                    5.地                       五根     11.鼻 

                2.香     生             6.水   生                           12.舌  

       四塵                   四大                 因四大所成法            13.身 

                3.味                    7.火      

                4.觸                    8.風                       14.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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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大」 

(一) 四大之假實 

 
1. 所據經典：《中阿含經》之〈象跡喻經〉 (《中部》〈象跡喻大經〉)： 

內地界 依賴堅性而成的身內積聚物，如：髮、毛、爪、齒……

地界 堅為自性 
外地界 身外之無常變易的堅粗物，如山岳大地 

內水界 依賴潤性而成的身內積聚物，如：膽、痰、膿、血

水界 潤為自性 
外水界 身外之無常變易的江河、海洋…等 

內火界 依賴熱性而成的身內勢能，如：消化之火、體熱 

火界 熱為自性 
外火界 身外之無常變易的火 

風界 動為自性
內風界 依賴動性而成的身內風息，如呼吸 

2. 有部的解讀： 

              實四大  堅、濕、熱、動  

      四大 

              假名四大  依堅、依濕、依熱、 依動 

  3.《成實論》的解讀 

             地大 = 依堅 (=和合物) 

      四大   水大 = 依濕 (=和合物)     ⇒ 故為假名 

             火大 = 依熱 (=和合物) 

             風大 = 依輕 (=和合物) 

 

 

(二) 「四大」之相離與否 
  1. 有部：四大共生，故不相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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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部的「極微」： 

                 能造極微：四大 
         極微                   
                 所造極微：五根、五境   

  2. 《成實論》：否認四大共生不相離。  

三、「五根」 

(一) 「五根」由「四大」和合而成。 

(二) 有部：五根實有。因為由四大和合而成的五根，乃是「所造」的「極微」。      

(三) 《成實論》: 五根由四大所造，故非實有，而是假名。 

(四) 綜合整理 

 

有部 成實論 

 四大 
實有 

(四大是能造極微) 

假名有 

(因為四大由四塵構成) 

  

 五根 

實有 

   (五根由四大構成  

   → 理性上可拆解  

      現實上不可拆解  

      [因為四大共生不相離]

   → 所造極微 → 實有) 

假名有 

(因為五根由四大構成) 

四、「五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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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色」 

  1. 有部對「色」的分類：20 種  (《俱舍論》卷 1，大正 29，頁 2 中) 

本  色  (4 種)  青、黃、赤、白 

顯色 

(12 種) 

差別色  (8 種)  雲、煙、塵、霧、影、光、明、闇 

形色 

(8 種) 
 長、短、方、圓、高、下、正、不正 

  2.《成實論》： 

    (1) 「色」是指「顯色」，即：青、黃、赤、白等基本色。 

    (2) 「形色」是「顯色」之差別，離開「顯色」則無法生起對「形色」的認識。  

(二) 「聲」 

• 《成實論》主張：由「四塵」成「四大」，「四大」相觸而有「聲」。 

數論外道 
「五唯」生「五大」  

  (五唯：色、聲、香、味、觸)  

 成實論  

「四塵」生「四大」  

  (四塵：色、香、味、觸)  

1.  《成實論》為何要將「聲」排除在根源性的色法之外呢？ 

    《成實論》答：「聲」和「色」等四塵很不一樣 ⇒「聲」剎那滅且非相續生，

不像「色」等四塵各自相續而生。 

  2.《成實論》如何得知「聲」從「四大」而生？ 

《成實論》答：根據觀察世間現象而得知，聲音來自器物的振動，器物由「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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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構成，故知「聲」從「四大」而生。 

 (三) 「香」  

    • 有部對「香」的分類：3 種或 4 種： (《俱舍論》卷 1，大正 29，頁 2 下；《順

正理論》卷 1，大正 29，頁 334 中)   

4 種 

 

好香：悅意的香氣          平等香：對身有所增益 

惡香：不悅意的香氣        不等香：對身有所損減 

3 種 

好香：能長養身的香氣 

惡香：能損害身的香氣 

平等香：沒有上述二種作用的香氣 

(四) 「味」   

  • 基本味有六種：甜、酢、鹹、辛、苦、淡。各種味和合而有無量的味道差別。 

(五) 「觸」    

   • 有部對「觸」的分類：11 種  

     (《俱舍論》卷 1，大正 29，頁 2 下、頁 8 下) 

能造觸 (4 種) 四大種：1.堅、2.濕、3.煖、4.動 

觸 

(11 種) 
所造觸 (7 種) 1.滑、2.澀、3.重、4.輕、5.冷、6.飢、7.

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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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無表業」 

(一) 「表業」和「無表業」的涵義 

表業 將內心所思表現出來而讓他者知曉的行為。 

無表業 

無法表顯內心所思、不能讓他者知曉的潛伏業

力，能使罪福積集、增長。 

     • 善、不善的「表業」 能生「無表業」。 

       無記的「表業」 不能生「無表業」。 

(二) 就身、口、意三業而論 

身業 身表業 + 無表業 

口業 口表業 + 無表業 

有 部 沒有「表業」和「無表業」的區別 

意業 

《成實論》 「非表非無表業」+「無表業」 

(三)「無表業」所屬範疇 

有  部 《成實論》 

 無表業 = 色法 

       (法處所攝色)      

 無表業 = 心不相應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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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法處所攝色： 

              六內處：眼、耳、鼻、舌、身、意 

    十二處                                       法處所攝色無表色 

              六外處：色、聲、香、味、觸、法     心所法 

                                                 心不相應行法 

                                                 無為法 

(四) 「無表業」的種類 

無表業的種類 涵    義 分類或舉例 

別解脫律儀 (戒律儀) 

靜慮律儀 

律儀 

(善律儀) 

能防惡之無表業 

無漏律儀 

不律儀 

(不善律儀、惡戒) 

不禁身、語之惡，為活命而

立誓行惡所形成的無表業。 

以殺生活命(如屠、獵)乃至

以綺語活命 

非律儀非不律儀 

(處中律儀) 

善律儀和不善律儀所不攝之

善惡業所生的無表業。 

如：布施、愛語、禮敬、

毆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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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業」、「果」之連繫 

  1. 有部和經部對於「業」、「果」連繫的不同看法 

   

   有部 

(三世實有)  

    過去業        直接生  

      ‖                        未來異熟果  

    有法體  

   

   經部 

(現在實有)  

    過去業        展轉生 

      ‖                        未來異熟果  

    無法體   相續  轉變  差別 

 

  2. 經部業論的重要概念  

 

相續 業力所依附之五蘊身心（或特指「心」）的不間斷。  

轉變 
「過去業」的影響，在身、心（或特指「心」）的不間斷中，

具有前後的變化。  

差別 

「果報」形成的前一剎那，此最後的「轉變」被認為具有

殊勝的生果功能，而特殊於之前的其它「轉變」過程，所

以叫做「差別」。  

  3. 經部對於從「業」  感「果」之過程的譬喻 

從業感果之過程 譬喻 

業因 種子 

相續、轉變 芽、莖、葉 

差別 (=殊勝的「轉變」) 花 

果報 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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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心、心所法 

一、心法 

(一) 「心」、「意」、「識」之釋義  

    《成實論》、《俱舍論》        唯識學派 

     心  阿賴耶識 

     意  末那識 

        心、意、識 

             ⇓ 

        體一而異名 

             ⇓ 

         皆指六識      識  前六識 

1. 《成實論》：心（citta）、意（manas）、識（vijbāna）乃指涉同一事實而有名稱的差別，

凡能攀緣境相、能產生認識活動的，就是「心」，就是「意」，也就是「識」。 

2. 《俱舍論》： 

心 （citta）= 集起  心能引起一切「心所」及「業」，如樹心之能集起樹皮和枝葉。 

意（manas）= 思量  心具有思量的能力。 

識（vijbāna） = 了別  心具有了別境相的能力。 

二、心所法 

(一) 釋義 

    「心所法」：指依「心」所起的種種心理現象或心理作用。又譯為「心數」。   

(二) 「心所法」之有無別體與有無相應 

  1. 有無別體：「心所」此一範疇，是否能夠被設想為脫離「心王」而有其獨立性？ 

  2. 「相應」的意涵： 



佛陀教育基金會                                                                       陳世賢 講述 

「學佛基礎進階班」課程                                                                  2013 年 8 月 

2 

    (1) 時平等：心、心所於同一剎那現起； 

    (2) 所依平等：心、心所同依一根； 

    (3) 所緣平等：心、心所攀緣同一對象； 

    (4) 行相平等：心、心所浮現相同的心像； 

    (5) 事平等：心和不同種類的心所各唯一物。 

               （反例：一心王伴隨 兩個 「受」心所） 

3.  有無相應：心王與心所，兩者之間是一種怎樣的活動關係？ 

          兩者「同時」而起？還是兩者「前後次第」而起？ 

               ⇒ 一念剎那中是否有多個心理作用同時發生？ 

  4. 不同之見解 

有部毘婆沙師 

《俱舍論》  

譬喻師 

《成實論》 

心、心所別體論 

 心、心所一體論 

（「心所」即「心」） 

心、心所相應論 心、心所次第生起論 

  5.《俱舍論》所載 有部之 46 種心所法 (分為六類)  

大地法（10 種）： 

於任何一念心起，必  

然伴隨之。 

1.受、2.想、3.思(能令心造作善、惡、無記的心理

作用)、4.觸、5.欲(希求的心理作用)、6.慧(簡擇的

心理作用)、7.念(於所緣境明記不忘的心理作用)、

8.作意(警覺、留意的心理作用)、9.勝解(殊勝之解，

能對境相予以印可，產生確定的心理作用)、10.三摩

地(令心、心所同屬一境的專注力) 



佛陀教育基金會                                                                       陳世賢 講述 

「學佛基礎進階班」課程                                                                  2013 年 8 月 

3 

大善地法（10 種）： 

於任何一念善心，必然

伴隨之。 

1.信、2.不放逸、3.輕安、4.捨(令心平等而無掉舉

的心理作用)、5.慚、6 愧、7.無貪、8.無瞋、9.

不害(不損惱他人之心理作用)、10.勤(精進的心理作

用) 

大煩惱地法（6 種）：  

 於任何一念染污心，必 

 然伴隨之。 

1.癡(無明)、2.放逸(不修諸善的心理作用)、3.懈怠

(於諸善法不精進的心理作用)、4.不信、5.惛沈、

6.掉舉 

大不善地法（2 種）： 

 於任何一念不善心，必  

 然伴隨之。 

1.無慚、2.無愧 

小煩惱地法（10 種）：

與 無 明 相 應 ， 單 獨 而

起，不結眾伴。 

1.忿、2.覆(隱藏自罪的心理作用)、3.慳(不肯作財

施、法施的心理作用)、4.嫉(對他人好事之嫉妒心

理)、5.惱(不聽他人勸諫而惱怒的心理現象)、6.害(逼

惱眾生的心理作用)、7.恨(在忿之後持續怨恨的心理

作用)、8.諂(曲意奉承的心理作用)、9.誑(欺詐迷惑

他人的心理作用)、10.憍(自傲的心理作用) 

不定地法（8 種）： 

 上面五種所未收攝的， 

 則置於此。 

1.尋(粗的思惟作用)、2.伺(細的思惟作用)、3.睡眠、

4.惡作(厭惡所作而起的追悔心理作用)、5.貪、6.

瞋、7.慢(輕蔑他人的驕傲心理作用)、8.疑 

6. 有部對於欲界心與心所俱起情況的看法： 

10 種大地法 

10 種大善地法 

不定地法之尋、伺 

(1) 欲界善心 

 [+惡作]、 [+睡眠] 

最少 22 心所 

最多 24 

10 種大地法 

6 種大煩惱地法  

2 種大不善地法 
(2) 欲界不善心 

不定地法之尋、伺 

最少 20 心所 

最多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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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睡眠]、 [+以下任 1 種：忿、

覆、慳、嫉、惱、害、恨、諂、誑、

憍、惡作、貪、瞋、慢、疑]  

10 種大地法 

6 種大煩惱地法 (3) 欲界有覆無記心 

不定地法之尋、伺  [+睡眠] 

最少 18 心所 

最多 19 

10 種大地法 
(4) 欲界無覆無記心 

不定地法之尋、伺  [+睡眠] 

最少 12 心所 

最多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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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舍宗、成實宗大意 (三)：道次第 

壹、《成實論》的「二重二諦」與「三心」 

一、「二重二諦」 

(一) 「二重二諦」的結構 

第一義諦          五陰實無，涅槃非無非實有 (法空)                    

       

                                     

二重二諦              真諦     五蘊、涅槃實有（法有） 

                                           

                 世諦                                              

                          俗諦     假名有  

(二) 《成實論》所謂「諦」的意義與分類 

 第一義諦：聖者所證悟之諸相寂滅的真理  

            真理(truth) 

                          世諦：適應凡夫之認知能力的道理  

「諦」                  

(satya)                  真諦：指「實法」 

            實在(reality)  

                          俗諦：指「假名」 

(三) 佛教為何不直接說「第一義諦」，而還要說「世諦」呢？ 

《成實論》認為，「世諦」必須建立的理由，乃基於： 

  1. 佛法的應機性： 

    (1) 不正見的凡夫聽聞「無我」道理，心生恐懼而不能信受佛法，因此「世諦」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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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和合相續說「有我」。 

    (2) 不正見的凡夫聽聞「無我」道理，錯解為一切都不存在，墮入「斷見」和邪見中，

因此「世諦」依五蘊和合相續說「有我」。 

  2. 佛法的次第性： 

「世諦」是佛法的教化根本。佛法的修持，首先必須建立業報輪迴的信念，相信布施

持戒能夠得到投生善處的果報。先以此調柔內心，然後再為他說第一義諦。   

  3. 佛法的中道性：  

     第一義諦說「無」                 非「常」 

                                                    ⇒ 中道 

     世諦說「有」 假名有、五蘊實有  非「斷」 

二、「三心」的安立 

(一) 假名心  執假為實       有人我 

     （將「假名」執取為「實在」的心靈狀態） 

                              無人我 

(二) 法  心   執五蘊實  

                              有法我 

（已析破假名但仍覺受五蘊為「實在」的心靈狀態） 

                                 無法我 

(三) 空  心  以涅槃為所緣 

                                 涅槃非無非實有 

     （見到五蘊盡滅之涅槃的心靈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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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重二諦的逐層超越：滅三心 

滅空心   

                                               ⇑            

                第一義諦 ――― 五蘊實無     空心 (滅法心) 

                                               ⇑ 

二重二諦                真諦  五蘊實有     法心 (伏滅假名心) 

                世諦                           ⇑                  

                        俗諦  假名有       假名心 

四、《成實論》的道次第 

                                  見 

     外凡             內凡        道            聖人 

 
              伏                  永                               滅 
              滅                  滅                               空 
              假                  法                               心 
              名                  心                               ： 
              心                  ： 
                   煖 頂 忍 世    須    須     斯     阿     阿    阿 
                            第    陀    陀     陀     那     羅    羅 
                            一    洹    洹     含     含     漢    漢 
                            法    向    果    向 果  向 果   向    果 
                                     
                           

                                                                  滅  無 
                                                                  盡  餘 
                                                                  定  涅 
                                                                  暫  槃 
                                                                  滅  永 
                                                                  空  滅 
                                                                  心  空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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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滅盡定 

 滅盡定的種類          特   徵           果   位 

  

   第八解脫 

  1. 滅心、心所法 

  2. 滅盡煩惱 

  3. 一切禪地中能得心空 

         阿羅漢果 

 1.慧解脫：得第八解脫， 

           而不能入第九次第定 

 2.俱解脫：俱得第八解脫  

          與第九次第定  

    

   第九次第定 

  1. 滅心、心所法 

  2. 煩惱未盡 

  3. 唯依非想非非想處 

      身證之阿那含果 

   能入第九次第定 

   而不得第八解脫 

貳、道次第概說 

一、外凡階位 

(一) 斷煩惱所依之定 

  1. 最起碼的定力：  

有部 《成實論》 

初禪前的未到地定 欲界定 

  2. 不依「非想非非想處定」：因為此定乃定多慧少，慧力微劣，不能依此定力進一步斷

除煩惱。 

(二) 修「觀」： 

  1. 依於定力修習「身、受、心、法」四念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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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方法： 

    (1) 觀察自相： 

       A. 「身」：觀察色法：五根、五境、法處所攝色。 

       B. 「受」：觀察「受」心所。 

       C. 「心」：觀察六識。 

       D. 「法」：觀察上述除外之所餘一切諸法。 

    (2) 觀察共相：即「身、受、心、法」皆具「非常、苦、空、非我」之相。 

二、內凡階位：「四善根位」 

(一) 名相解釋： 

  1. 「煖」：行者在此階位能燒煩惱薪，有如聖道之火燃起前的烟，故喻之為「煖」。  

  2. 「頂」：行者在此階位的時間不久，有如待在山頂上，若無障礙便繼續往前達至下一階

位，若有障礙則退回「煖」位。 

  3. 「忍」：行者在此階位能安忍而永不退墮。 

  4. 「世第一法」：行者在此階位達到世俗有漏法中的最高境界，於下一剎那進入「見道位」。 

(二) 所觀內容：四聖諦之十六行相。 

三、「見道位」 

    見道的內容與心念數量： 

          有部        《成實論》 

       見四諦得道 

       (共十五心 

  第十六心入修道位證初果 

       見滅諦得道 

      (心念數量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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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部：想要滅苦，必須現觀： 

(1) 苦本身； 

(2) 苦的產生原因 (集)； 

(3) 苦的滅除 (滅)； 

(4) 滅除苦的方法 (道)。 

⇒ 藉由現觀「四聖諦」而得道。 

2.  《成實論》：見到諸法盡滅的寂滅相 (滅諦)，才斷除執我之心與煩惱。 

四、四向四果 

(一) 須陀洹向：即「見道位」之聖者。 

(二) 須陀洹果：斷盡三界見惑之聖者，最多七有欲界人天往返。  

  • 十種基本煩惱與見修二斷之關係 

                                      見苦所斷 

                          見所斷      見集所斷 

1.  貪、瞋、癡、慢                   見滅所斷 

                                      見道所斷 

                          修所斷 

  2. 疑、五見      見所斷     

 • 煩惱分為九品： 

  1. 上上、2. 上中、3. 上下； 

  4. 中上、5. 中中、6. 中下； 

  7. 下上、8. 下中、9. 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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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一品修惑： 

界 地 煩惱種類 品數 

欲界 五趣雜居地 貪、瞋、癡、慢 九品 

初禪地 九品 

二禪地 九品 

三禪地 九品 

 

 

色界 

四禪地 

 

 

貪、癡、慢 

九品 

空無邊處地 九品 

識無邊處地 九品 

無所有處地 九品 

 

 

無色界 

非想非非想處地 

 

 

貪、癡、慢 

九品 

  • 欲界九品修惑可滋潤七番欲界人天往來生死。  

    上上品：滋潤二番生死。 

    上中品：滋潤一番生死。 

    上下品：滋潤一番生死。                          

    中上品：滋潤一番生死。 

    中中品、中下品：合潤一番生死。 

    下上品、下中品、下下品：合潤一番生死。 

(三) 斯陀含向：斷欲界第一品修惑乃至斷第五品修惑者。 

(四) 斯陀含果：斷盡欲界前六品修惑，只剩一番欲界人天往來生死，故又稱為「一來果」。 

(五) 阿那含向：斷欲界第七、八品修惑。 

(六) 阿那含果：斷盡欲界九品修惑，不再投生於欲界，故稱「不還果」。 

(七) 阿羅漢向：斷色界初禪第一品修惑，乃至無色界非想非非想處之第九品修惑的無間道。 

(八) 阿羅漢果：斷盡三界一切煩惱而得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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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心不相應行法 

• 《俱舍論》所列舉之有部 14 種心不相應行法：  

1.得、2.非得、3.同分、4.無想果、5、無想定、6.滅盡定、7.命根、

8.生、9.住、10.異、11.滅、12.名身、13.句身、14.文身 

   釋名：此類法不像色法之具有質礙，不像心法之具有認識作用，也不像心所法之與心相

應，而有所造作，故稱「非色非心不相應行法」。 

一、和「業」有關：「得」、「非得」、「命根」 

(一) 「得」：指有情在自身相續中「獲得諸法」或「得到諸法而不失去」的作用。 

(二) 「非得」：指有情在自身相續中「不獲得諸法」或「得到諸法後又失去」的作用。         

• 有部：「得」、「非得」→實有。 

  譬喻師、經部、《成實論》、《俱舍論》：「得」、「非得」→非實有。 

(三) 「命根」：是使有情生命在一期之間得以存續的原理。 

  1. 有部：為了使「煖」和「識」能夠被維持，以成一期壽命，故別有命根，命根實有。 

  2. 經部、《成實論》、《俱舍論》：「業」才是維持「煖」和「識」以成一期壽命的原因，

命根非實有。  

二、範疇分類的原理：「同分」 

(一) 「同分」：可據以進行範疇分類的共相，又分為「有情同分」與「法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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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實有與否： 

  1. 有部：實有。 

  2. 經部、《俱舍論》：非實有。       

三、和禪定有關：「無想果」、「無想定」、「滅盡定」 

(一) 「無想定」：滅除心、心所法的禪定，屬第四禪，為外道所修、凡夫所得。 

(二) 「無想果」： 

  1. 乃修得無想定者所獲的果報，能於死後投生至色界第四禪天的「無想天」。 

  2. 投生「無想天」的後果：於五百大劫的時間中不起心念，在無想天果報將盡時，才生

起心念，然後墮入欲界之中。 

(三) 「滅盡定」：亦為滅除一切心、心所法的禪定，唯佛及阿羅漢、阿那含聖者所證得。 

 • 上述三者之假實：  

   1. 有部：三者皆實有。 

  2. 經部、《成實論》、《俱舍論》：三者皆非實有。 

  • 《成實論》主張： 

   1. 根本沒有所謂凡夫所得的無想定，無想定仍有微細難以覺察的心、心所法，凡夫是

無法滅除心、心所法的。 

2. 無想天仍有微細心識活動。 

3. 滅盡定應屬「無為法」所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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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和變化有關：「生」、「住」、「異」、「滅」 

(一) 有部的主張： 

  1. 有為法在一剎那中具足「生」、「住」、「異」、「滅」四相。 

  2. 四相實有。    

(二) 譬喻師、經部、《成實論》、《俱舍論》： 

  1. 四相乃是就一期生命中五蘊的變化而說，出胎時名「生」，相續時名「住」，衰變時名

「異」，命終時名「滅」。 

  2. 四相乃是表述五蘊的變化相狀，並不能脫離五蘊而獨存，皆非實有。 

五、和語言有關：「名身」、「句身」、「文身」 

  1. 「名身」：指名詞。 

     「句身」：指句子。 

     「文身」：指 a、i、u 等字母。 

  2. 有部：三者實有。 

  3. 譬喻師、經部、《成實論》、《俱舍論》： 

     (1) 三者的本質為「聲」，應屬於「色法」。 

(2) 三者依聲而立，故非實有。 

伍、無為法 

一、擇滅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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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解釋：藉由智慧揀擇四聖諦所獲得的煩惱除滅之境界。 

(二) 涅槃實有與否： 

  1. 有部：涅槃實有。 

  2. 譬喻師、經部、《俱舍論》：涅槃非實有。因為涅槃乃是五蘊滅盡或煩惱滅盡的狀態，

就像是燈火熄滅一樣，離開五蘊和煩惱的滅盡之外並沒有獨立的涅槃之體。 

  3. 《成實論》：涅槃在「世諦」中實有，在「第一義諦」中非實有，但也不是「無」。涅

槃作為修行者所企求的終極目標，不能是「虛無」。如果目標是「虛無」的話，那麼就

沒有解脫這一回事；如果目標不存在，還有誰會願意克己勵行來追求它？ 

二、非擇滅無為 

(一) 解釋：由於「緣闕」之故而使有為法不現起的無生狀態，此無生狀態並不是經由智慧

的簡擇力而來。 

(二) 實有與否： 

  1. 有部：「非擇滅無為」實有。 

  2.《成實論》：不立此法。 

  3. 譬喻師、經部、《俱舍論》：「非擇滅無為」非實有。 

三、虛空無為 

(一) 「虛空」分為兩種： 

  1. 有為虛空：乃緊鄰物體的空間或空隙，屬於色法，眼能見之，雖不障礙他物，卻被他

物所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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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無為虛空：不屬色法、不可眼見、有絕對的無礙性，能夠容受一切物及其運動。 

(二) 「虛空無為」的假實： 

  1. 有部：實有。 

  2. 經部、《成實論》、《俱舍論》：非實有。 

 

◎ 諸法假實比較圖： 

 有部 

毘婆沙師 

經部 成實論 俱舍論 

 

(1) 無表業實

有 

V 

（屬色法） 

X 

（屬「思」差

別） 

世諦實有 

(屬心不相應

行) 

X 

（屬「思」差

別） 

(2) 有獨立的

心所範疇 

V 贊成和反對

者皆有 

X V 

(3)「得」等 14

種心不相應

行實有 

V X X 

 

X 

(4) 3 種無為法

實有 

V X 涅槃：世諦實

有；第一義諦

非有非無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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