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派佛教

來牆之而起的小乘各部派，與傳

布於三國(中、韓、日)的大乘

佛教之根源，由此就可了解它為

何稱為「根本佛教」的原因了。

成為後世整個佛教的根本。又因

陀真實的佛法，而這真實的佛法

佛教」。因為這個時期存在著佛

尊及其弟子們的佛教稱為「根本

五百位阿羅漢比丘聚集在一起，

議(結集)，佛弟子中最優秀的

首都王舍城，召開了佛典編輯會

三個月雨季期間，在摩揭陀國的

成為佛教的根本。佛入滅那年的

總之，釋尊所說的「法與律」

站在觀念上，釋尊的敦法也是後

「初期佛教」'當中，也有人將釋

的佛教，稱為「原始佛教」或

自佛世時至佛滅後百餘年間

原始佛教的經典

又另外闡述「對法」(阿昆達磨)，而具備了經、律、論三藏。

在於部派除繼承原始佛教的「法」與「律」之外，

部派佛教與原始佛教相異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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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原始佛教到

「法」

「王金向城結集」。

釋尊晚年，舍利弗與目健連
兩大弟子在釋尊入減前一年相繼

去世，佛陀帶領五百位比丘自摩
揭陀圓的王舍城，朝著出生的故
鄉繼緝最後的弘法之旅。當時眾

多弟子中最為長老的摩訶迦葉
(大迦葉)，留意到釋尊將要入

滅，於是也帶領五百位比丘追隨

在釋尊隊伍後面，
而來到拘尸那揭羅

詢他是否知道釋尊的近況。這位

道從拘尸那揭羅前來，迦葉便探

附近的波婆城。那時有位邪命外

縛，從此可以隨性地為所欲為

現在我們終於脫離大沙門的東

管束，說這樣可以、那樣不行，

呢?犬沙門過去對我們事事嚴格

大迦葉聽到這些話，心想如

外道矢口道:「沙門喬答摩巳於

曼陀羅華，就是供養其遺體當中

果這種非法非律的言行橫流於僧

了，這難道不值得高興嗎?」

的一杖。」聽到這消息役，比丘

圍之內，則真實的「法」與「律」

週前入滅了?我手上帶回的這朵

們都非常震驚，並且騷動不安。

諸行無常的真理，知道無法改變

「法」與「律」。而後，由大迦葉

便決心無論如何要確立純正的

終將喪失?佛教必定滅亡，因此

事實而能忍住悲痛函，但是尚未覺

為釋尊的遺體舉行火葬。

其中，已經開悟的人因了知

悟的凡夫比丘們，卻如喪考她，

集數干名比丘並提案，為了使純

當葬禮結束，也葉就立刻召
年老的僧人看到這樣的情形，就

正的佛法存縮，必須結集釋尊所

寢食難安，悲嘆不已。當中有位

對他們說:「你們何必如此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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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的「法」與「律」。為此，推

問過全部報法，並將所聽間的都

得知佛陀前半生的說法，所以聽

部《四分律》等律典所記載的結

以下)、化地部《五分律 γ 法藏

V 二六

選通曉「法」與「律」的五百位

集說，皆談到結集釋尊所說的

過，從此便彙集了佛陀的一代說

了經、律、論三藏

文獻中

「法」與「律」一事。但後世的

法。另外，作為出家僧圓規範的

大乘經典也已經彙集。然而當時

一致贊同過

「律」，則由最通曉律、持律第

論藏還不存在，且經(法)典律

ω

9

與「律」'就此全部巴誦出、編

於是，佛陀一代峙敦的「法」

在，那就更不用說了。

才成立的大乘經，當時根本不存

的資料而已，至於佛滅五百年後

只不過是收集了「法」與「律」

9

更有記載連

有說第一結集時已彙集

的優婆離代表誦出，也獲得與會

也尚未收集整理成經藏與律藏，

以下;《漢譯南傳》冊四，頁以∞

利律》(日譯《南傳》冊囚，賈尼∞

的傳說，但古老而可信的有《巴

雖然開於第一次結集有種種

大澈的贊同而得以結集。

內容?全

銘記在、心。與會大眾對阿難誦出

9

阿羅漠，且預定三個月後在摩揭
陀圓的王舍城舉行結集。在獲得

與會大罪的同意後，便著手籌備
相關事宜。(日譯《南傳》聞目

ω
∞戶川趴下)

頁色小以下;《漢譯商傳》冊四，
頁

這次會議是由首座長老摩詞
組葉擔任主席，佛所說的「法」

在大眾間前誦出。阿難
9

(經典)，由堪稱多問第一的阿難
為代表

在體尊後半生的二十餘年間，因
擔任侍者而聽間這段期間內的所
又從佛或其弟子們口中
9

矗蠻鐘麗麗麗麗麗聽聽麗麗露蘊盤盤盤盤靈童盟

噩噩還噩噩噩霞噩噩靄羈欄

的

集了，但據說該項結集並非文字
前就已存在，卻全部都依記憶

十五

六十，頁品品;《漢譯南傳》冊六

9

9

頁字。以下)

頁也∞以下;《漢

HUN。《大史》即自譯

口誦傳承到近代。因他們認為記

《閏傳》冊六十

頁

的記錄，而是保存在各人的記憶

憶是最確實的，不至於像書寫的

譚甫傳》冊六十五

9

中，此接至少三一、四百年間，都

典籍可能毀於水火，乃至於會被

9

在西元一世紀左右最早成立

來的三藏聖典與註釋書等，以僧

而將截至當時為止，口誦傳承下

法?為了使純正的佛法存婿，因

間出現異端，由於擔心會失去正

蘭卡國王瓦達伽摩尼時，比丘之

教的說法，在百元前一世紀斯里

發起書寫經典的風氣。依南傳佛

羅結集了三藏與註釋書，而且將

世紀迦膩色迦王時代，在迦濕彌

而說一切有部中流傳著，西元二

世紀時，已有大乘經典的書寫

個說法，因此可知在百元一至

經 V、《法華經 V等也傳承了這

《大口問般若經》

強調書寫經典的功德。後來的

的大乘經典《小品般若經》中，

枷羅(斯里蘭卡)文書寫記錄下

《大昆婆沙論》等刻寫在銅板

《金剛般若

來。(《島史》即日譯《商傳》冊

在印度各宗教中雪佛教最先

下層民眾看到或受到污捐等。

至於以文字書

但堪回疋
則是西元前一世紀以

9

後的事情了。

聖典的鞏固寫

9

但當時文字只使用於

釋尊當時的印度，似乎已有
文字存在

商賈買賣、貨幣與公文等而己，

並末將宗教與哲學的文獻寫成文
字。尤其是正統婆羅門教的《吠
、陀》聖典等，先於
釋尊至少五百年以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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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

9

根據佛減百年後

，有來自印

9

企圖糾正非法。耶會路迴招
9

法」 7於是回到西部故鄉招集同

比丘們受持違反律制的「十事非

?耶舍反對昆舍離城的

一次結集

巴達河流域擴及印度西海岸的德

釋尊遊行的地區更西部，是從組

山陣地區民眾的教化，這此一祖方比

另外還有富樓那也致力於西部海

行後即歸國而在該區推廣佛教，

度半島西部的摩訶迦鵲起，他修

狹小的範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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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並保存於王宮(參見《大唐
西城記》卷三)。由此可見

之前?印度本土的北方佛教，就
已經存在著書寫經典的風氣了。

，以及在何處傳承、一月又持等
歷史上並無留下任何記

9

，因為無法確知從佛世到佛械

(制定戒條)的地點，約略推
想出釋尊避歷的地區，
恆河中，游的摩揭陀圖，即現今印

一部分地區，如此稱顯

募數百名同志的地方，是比恆河

支流悶牟那河單偏西南方的西印

?由此可知那裡的因是佛教

的一大中、心。

關於佛減百年後，於昆舍離

《五分律 γ

《四分

城舉行第二次結集的記載，在

《巴利律 γ

律》等律典中，都是接續在第

次結集 之
l 後而記述下來的，如此

便足以肯定其確實為史實。在此

次結集中，由於出身昆舍離城跋

祇族的革新派背年比丘們，主張

與戒律有闊的十事是正確的，但

蠶蠱盤盤蠶蠱

靈靈靈

噩噩霧彌

鑫當局

噩噩噩亟噩噩蠢蠢鸝蠢蠢聽聽

靈靈噩噩

噩噩噩聽覆霾皇室

干

相對地印度中西部的保守派長老
利安各地的俗語來流傳。

中、西、北、南、東部等印度雅

借圓的根本因而

9

依據南方上

一百多年的阿育王時

卡，東則連連緬甸地區。也就是

展，兩從印度半島南部到斯里蘭

西自印度河下游往西海岸一帶發

遠及希臘;北至喜馬拉雅山地，

巴基斯坦延伸到阿富汗，

擴大佛教教團的幅員，即西北自

印度國內外九個地區傳教，因而

集。據說阿育王後來派還憎伽到

代，在首都華民城舉行第三次結

9

們，卻判定那十事全都是違反傳
統的「非法」
分裂為革新派的大眾部與保守派
的上座部兩大派。
根本分裂後，由於阿育王對

佛教的保護獎勵政策，使佛教擴
大傳揚到印度內外各地。之後，
這根本兩大部又各自再分裂?到
佛減三百年以後，便形成所謂十

八部或二十部的「部派佛教」。
因為各部派都以其佈教地區的民

9

所以佛教聖

眾日常用語來宜說

經典

使
9

一部分地區

說，由於阿育王推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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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便轉而以印度

傳

所

9

經歷

全世界，並且在印度產生支派，

而成為十八部或二十部。

如此一來，在佛滅後

9

逐漸整理成接近

一百年或二百餘年，

合經與律藏等

今日所見的型態。佛教雖然在後

部派體、律的組織結構，

一致、類似的情形看來，顯

然在部派分裂之前各部派教興就

已經作了基礎上的整理，因此，

各部派的經、

所差盟(而已。或許那是由於部派

闊的分蟬，或聖典轉譯成各地語

磁盤盤盤蠢驢鸝璽蠢驢鑫靈靈鸝鑫證鸝蠶蠱盤盤盤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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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所說的「法?但並未整理成
「五郁、四阿含」的刑晶體。

一般認為今日的「五部、四阿含」

(阿昆達磨)

?因此在佛輛三至四百

，還慚分組整

派傳下完整的阿含短。至於漢譯

9

只不過剛好整理

「四阿含」則是每一阿合經都分

屬不同的部派

後合稱為「四阿含」而已，彼此

之間並不像巴利阿人已經如此統

明治以後發現巴利阿合經

即可出來的。現存的原始經典有

現將這兩種傳承經典
9

與密切相關了。
四阿含」

洲協會

9

戶口昂的開
〉∞戶
5(UF
J

(3oEEZEE 勻。立即可血口)

J
吋嘉明。心目。言。譯按咽司〉皂白為日本亞

開Ea凶
FH
R
叩門

的〈漢譯四阿含〉(=已開早已

最早的研究成果是如崎正治博士

係幾乎已經徹底研究了，而其中

阿合作比較，至今兩者的對應關

我國(日本)學者便將它與漢譯

毫無遺漏而完整
9

經》中，此外再也無其他任何部

己譯為日文並收錄於《南傳大藏

地傳承下來，在我國(日本)也

||「五部」

南方上座部的巴利阿合經

一(頁已同)。

「巴利五部(五阿含)」與「

各部派都已經具備了完

9

整的經、律、論三
總之，原始經典阿會經的原
，大概於部派分裂以前，經過
-7日或二百年的時間，才漸次成

來探討它的成立。

9

。因此，趴下試著依據現存

的阿合經等

雖然由阿難誦出全部
9

如前所爐，

次結集時

巴利五部(南方上座部所傳)

(北方部派所傳)

二、《中間合》共六十卷二三三經(說一切有部某派所屬)

一、《長部》(《長尼柯耶》)共三十四經 一、《長阿會》共三十二卷三十經(法聽部所屬)
二、《中 部 》 共 一 五 一 一 經

一一寸的《雜阿含》共五十卷土三六三 (根本說一切有部所屬)

《本事經γ

《生經》等

》共五十一卷四八一經(所屬部派不明)
四、《增一間 AE

mw
《則譯雜阿會》共十六卷三六四經(近似前者，但有若干差異)

一
-T《相應部》共五十六相應

四、《增支 部 》 垃 二 法 乃 至 十 一 法

wv

了用

雜聽||《法旬經 γ

包大

含乘

許多近似巴利註釋書中所記載的

事屢
見

不正確，即使到了今天也還有些

記中

故事，令人相信它比其他阿含經

類含

部分尚未確定?如表一中《別譯

事阿

成立得晚，但仍無法找出線索判

中增

雜阿合》與《增一阿含》所屬的

故一

定其所屬的部派。

其《

豆、《小部 》 共 十 五 部

屬的部況，自古以來中國與日本

E聞

部派，便有種種說法而未有定

便有研究指出其所屬部派，但都

V

的

的略輯)。隨役，赤沼智主口

(3屆)，內容更

(吉思 EHSd教授的《漢巴四部

四阿含立照錄》
為詳細。

漢譯各阿人已經
並未明白記載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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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表一中未列出的阿含

以下說明「五部、四阿含」

《

《經集》、 《法句經》、

經》、《本生經 γ

《長老尼偶》等有名的詩偈集經

γ

漢譯《長阿含》收集的是篇幅最

興。其中，

中經典的形式。巴利《長都

出，包含數十部經的《單卷雜阿

畏的經典;巴利《中部》、漢譯

以詩偈來唱誦的，且為巴利《相

諸經，尚有二世紀由安世高譯

含》與《增一阿含》。此外，個

《中阿含》是篇幅，中等的經典;

自

一部分是佛世時就

別譯出的單譯經在整部「四阿含」

應部》與《增支部》所引用的最

古老經典。此外，也有比起其他

《相應部 γ 漢譯《雜阿含》
是將數千百部篇幅較短的經典，

四部毫不遜色的古老詩倡，但也

γ

《增一阿含 V除現存的經典外，

依人物與教理等分類而構成﹒'巴

中也非常多，甚且《中阿含

還有更早譯出但現己俠失的。這

9

經》、〈本生經 V、《譬喻經》與

經典皆有漢譯本，如《法句

很多相當於巴利《小部》的

各部頓的糊糊聽

的新經典。

有一部分當可視為佛械後才成立

則是將與法數有闖的數千百部篇

此一一個別的經典中，有相當多現在 利《增支部》、漢譯《增一一附合》
仍以單本譯經的形式流傳著。基

幅較短的經典

分類為一法至十

於前述情形，阿合經仍有不少細

部的問題尚未解決，此外就殘本
不符合以上分類的經典，則
口力曾發集起巴

、

、""

聽露噩噩畫圈

鑫靈靈靈露露露雷轟轟靈靈蠶獨麗靈靈靈

富麗露露頭富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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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在梵語與藏文譯本中，也
多少存在著一些個別譯出的阿含

藏)。巴利《小部》中包

《小部》(或

經殘本。

了

佛傳一類的經典等，但不似巴和

《小部》那般齊全。然而，例如
《法句經》，不僅保存於巴利藏，

還有漢譯、藏文譯本，在梵語、

俗語(健陀羅語與梵語的俗語)中
也都可以發現，但這四或五個部
派的《法句經》都不完整。
總之，縱然包含於「五部、
四阿含」中的經典，大多傳承了

佛陀所說的「法」，而可想見的
是，在長達或二百年時間的分

間分類整理經典所

了若干的改變。其

類整理過程中，這些經典多少有

關國

使用的方法有下列幾種﹒.

一、將經典依法數與偈數華
理.，
二、依所說的內容條日作分
類.，
三、定義經典的語旬，並詳
加解釋篇幅較短的經典﹒'

四、整理教理與修道法，使
之體系化。

在佛世時弟子們就已採用這

(阿昆達磨藏)。「論藏」成立的

時間是在部派分裂以後，而各部

派原則上都傳承了經、律、論三
藏聖典。

即使論藏的成立是在後世，

但一般認為阿含經的整理、研究

是在部派分裂之前，甚至是佛世

時就已由弟子們開始進行了。如

前所述，佛陀的敦法是由「法」

與「律」所構成，因而對這敦法

法」(阿昆達磨)也很發達，因此

面，研究「法」(經典)的「對

而完成經典的分類整理。另一方

多註釋經典的《中部》、《增支

見於阿含經中，特別是在包含許

法」、「對律」這兩個語詞也屢

(阿昆違磨與阿昆昆奈耶)。而「對

此)一方法，佛滅後更是積極運用， 的研究便稱為「對法」與「對律」

成立了具哲學書地位的「論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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雛型吧!

尚未成立，所以應該是指論典的

這個階段因為正式、獨立的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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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中更是出現頓黨。
又在何合經與律藏中可見到

「持法者、持律者、持母者」的

有關論典雛型的文獻?雖不

品珊童問。

另外，在《小部》的十五部

事經》、

經中，具體闡述「業報說」的有
《天

《擇一月喻
Y經 《所行藏經》

。其中「持法者」是指擅長

存在於漢譯經藏中，但巴利聖典

道》、《

的兩書一樣，是在部派分裂以後

比丘，

憶持「法」(經典)

比丘，「

型。它們在定義語句時，使用了

才附加上去的，將原始經典阿含

《佛種姓

(音譯「日得迦」)的比丘。所謂

阿凹陷達磨式的定義法，教理的組

經的大部分內容，

經》等。或許這些經典也與前述

的「母」是綱日或要點之意，由

織系統也完全是阿因此，連磨式的，

派分裂以前，還是比較恰當吧!

」日起通達「母」

於「對法」(阿昆瑋磨)的綱要搞

只是不似論書那麼精微。
漢譯《解脫道論》(巴利佛教某服

》等正

有述說過去二

、

《小部》十五部經中的《無礙解

~

「持律者」是指專於受持律典的

、d

如前所述，《小部》的十五

趣聽靈靈靈靈麗麗華靈

廢盤磁露露亟鑫撞騙鑫輛輛蘊麗麗蠢蠢驢

事

為「母」(論母)，所以，所謂
」就是指熟習於觀察、

的論書)在引用《無礙解道》

「阿岡比曇日于可見已將它們視為

分析「對法」的比丘。

。可是，

《義釋》兩書的文句時，記起

「持阿昆曇」

也有將巴利文的「持母者」漢譯

---,

部經中，雖然包含相當今/比巴利
峙，卻將之形式化與通俗化，例

然而在整理、研究阿含經的階段

這種形式化、通俗性研究的

具體事相上的通俗性說明而已。

有南方

于以及親屬法藏部的《舍利

一切有部的「漢譯七

座部的「巴利七

才完成了論藏。現存各部派的論

段發展，耗費二百年左右的時間

一步經過初、中、接期三階

，而且繼這種研究之後，

制式化，就是所謂阿岡比達磨論書

其他四部與漢譯「凹阿含」單古
如在解釋較理性的語句時採用

或岡樣古老的經典，但其中

老

「阿昆達磨式的定義」?這並不是

9

也有不少可視為論書的雛型，及

國應各種高低根機對象的佛說教
而是對同一語句採取固定的

9

總之，一酸是以通俗性且較

法

前文中已多次提及，釋尊說

一義的敦法，
一口向深的韓起說，

國果的十二鵲起說，這只是從國

」血(

《舍利弗阿昆曇論》似乎是

一口世兩重 弗阿凹陷曇論》 o

低層次的立場，來看待阿合體中

在各阿合中是最後成立的。

典。這些經典帶有部派的色彰，

做述業報說等通備性教義的新經

都
9

法是因應對象的智慧、根機而解
說的，所以，上自第一義的深奧
乃至初階層次的教法

9

包含著盟鞏固多樣的內容。阿含經

「巴利七

「漢譯七論」的名稱既不相呵，

果業報的立場所作的通俗性說
明

兩者也無直接闢連，而是個別成

之所以不屬於低層
次的小乘說法，使

崇高立場，而成為阿昆連磨式與

但如此日失去釋尊觀急上的

是基於這個理由。

一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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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一

七

(2〉 σZEF白宮自「旦叩門間內眉目。肉片官相

、、J

容之間的差異?並予以反駁。

V

漠、巴七論與《舍利弗阿昆曇論》

等的比較研究?也由我國(日本)

學者進行。現在「巴利七諭」業

因此要與「漢譯七諭」比較
9

已譯出並收錄於《南傳大藏經
中

就容易多了。

另外，一般認為七論是歷經

初期、中期、投期，共費時約

鐘靈靈靈富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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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漢譯七諭」由於在名稱上類

切記是血的問耳目已
-戶
J口
P∞HR哥
A哥
h。譯按

〈說一切有部之阿昆達磨文獻〉

從初期到接期各個不同階段的論

似，使得不詰漢文的西方學者，

局〉的."為英圈《皇家亞洲學會聽誌》

「巴利七諭」與說一切有部

興。雖然稍顯繁雜，但將兩者列

僅依題名便說兩者的七論是對應

立的，但漠、巴兩種七論都包含

表如表二。

之
E 司令)的
(KNmwtb內h
~o
Ay
E
c
FhNQHR叮

《口問類、論》
七、《發智論》

略稱) 一文中，具體指出兩者內

的，因此高楠順次郎博士便在

自閥

巴利七論(

56-

誌d

一、《集異門論》
身設蘊

、《界自身論》

識施法

一、《 法 集 論 》
三、《 分 別 論 》

~，'
日開

、""這正
~.4
E閱

~多h

A:.

一一一 、 《 人 施 設 論 》
四、《論事》
五、《界說論》
六、《鹽論》
七、《發趣論》

J、

露頭哥哥

盤盤噩噩靈童

噩噩靈靈

四三二
--L

、巴闢回比達磨七論

[表二 l

至三百年的時間，直到西元前

《雜阿昆曇心論

教理綱要書《阿昆曇心論
V

。在細節上，初期論書包含了

後期論書的某些成分。因此?以

中期論書的一兀素，中期論書也有

(〈EZZEFC)
《俱舍論》等諭

下將對阿昆達磨三個階段的特擻

V 與世親

世紀左右才成立的。

書，之後，又有很多綱要全面與註

接著，在西元、初年以後撰著

了七論的註釋書，與綜合性基

作概觀說明。

前述整理研究阿含經的四種方

初期的阿昆達磨，

疏等著作問世。另外，與經量部

BB)所作的
月

集、整理阿昆達磨教理的綱要

2

相闊的綱要書，則有四世紀前後

γ 固定 訶梨跋摩(因向

書。巴利佛教中，作為七諭註釋
書與綱要書的《清淨道諭

一、將譜法依法數分類;

法。也就是:

《俱舍論》等，在中國也徹底地

由佛立日(即皇島晶宮的自)於西元 《成實論)，該論與《婆沙論γ
五世紀前半葉所作，之後也出現

二、將諸法依條目區分;

究與阿含經(法)

阿間比

9

初期的阿昆達磨完全是在論

體系組織化。

四、將較理與修行法們予以

三、作語甸的定義說明;

研究了。

二論，可以

期論書，六與七論則屬後期論

說均屬初期論書，四與五論係中

與漢譯七論中的

大致說來，土文表列的巴利

許多綱要書與義疏等。
說一切有部方面，則直到西

元二世紀前後才有諭藏註釋書
《大昆婆沙論》二百
卷的成立，還有在
四至五世紀問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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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變化的「

」分為色(物

，但

所」血(「心不相應」的用語及概

體、本質)卻是不會變化而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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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本意亦即在此。

質)、心(心的主體)、心所(心的

它只是如前述的是指心開惜的狀

，而且經典

常存的，

此，或許是為了與外道作論事。

蘊、

體恆有」'

一切有部更進一

客觀性存在。

屬性)、心不相應(促使心及色還

中將一切「法」作

此便漸漸失去功用，因為與阿含

麼」的存在論題，也納入討論的

尊所禁止的「有什麼行立志什

但到了接期的阿昆達廳，已將釋

並無「
9

相較起來，這裡冊說的一切法範
圓更為廣泛。
叉，

「法

能心?並非此處所說的不生不械的

L一

流變化的力量)叫並再予以組

---,

達磨〈
但是到了中冊，由於當峙對
有關心與色等諸法作全面性的探
、深入，因

」方面，各部

另外也標立了不生不滅的

9

O

派間有種種不同的說法。阿含經

而就「

L-

此在阿目比達廳中也加進了經興所
未宣說的新用語。較理的解釋與
用語在概念上的規定，也迴盟(於

嚴格，成為與阿舍的經說、詞句
。這可說

9

己樟離了「對法」的意義?也意
味著邊離了本來的佛說。
再進展到接期階段時，涉及
時間、空間的關係論已擴大

至也論及諸法的存在問題，將生

本

---,
處

言，可說是種墮落。

範疇，如此一來，就佛教原貌而

之事了。

場，該是因應時機而興起的如法

仰實踐，官一說應該回歸釋尊的立

是逐漸興隆。

精進，又彼此協力合作，僧圓於

師」。如此分別依其所長而各自

貶抑為「小乘」'並

昆達磨的部派佛教

興起的初期大乘運動，將這些阿

有害無益。那麼，西元初年前後

反佛說的存在論題，可以說更是

佛者來說，卻無此必要，尤其違

但對以信仰實踐為中心的一般學

學研究者而言，有很大的助益，

嚴謹的概念規定，這些成果對佛

對諸法的分類、用語等，又作了

對佛教作了詳細的學問研究，而

說法;專精於禪定的就稱為「禪

「法師于以教化為專職，對民眾

經、律、論三藏聖典的人就成為

專可不同的領域。例如，精通

僧圓的成員予以分工，使其各自

師」、「禪師」等語詞，這是將

師」、「律師」、「論師」、「法

說一切有部的新律中，有「經

家僧圓所應肩負的僧伽機能。在

遵守嚴謹的戒律，也常常善盡出

大乘所宣告的是一種墮落。他們

然而，部派佛教並非如初期

依然保持著，且興盛不衰。

的僧伽'迄今兩干數百多年來，

上座部，生活如釋尊時代般純粹

著。特別是斯旦蘭卡等地的南方

世紀為止，某些部派都依然存續

至到佛教在印度本土滅亡的十三

寺院與僧徒數目都比大乘多，甚

七世紀的玄寞時代，小乘部派的

不論在五世紀初的法顯時代，或

乘興起後，大、小乘仍然並行。

僧人的印度遊記看來，即使在大

從法顯、玄獎、義淨等中國

簡要來說，阿昆達磨論書是

強調佛教本來的信

關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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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摩詰

如眾所周知，初期大乘經典
輕、

》、《法華經》、《無量
?闖將這些思想彙整、

他諸多著

他所著述的《大智度

以及
9

初期大乘的學說，可見於前
9

體可彙整
9

(見表三，頁

》(《佛教要語

以下間)發表
NU

9

等各特觀上的差異處

述經典輿論書中，。若列舉部派佛

以

論》

曾發集的，則有龍樹的《中論》與

般

5日)。關於這點

頁
9

過了

9

、中期大乖的不同課題

說「大乘」時，應該區別為

初期大乘與中期以後的大乘。將

原始經典作學術上研究的部派阿

昆達膺，是已經喂失原始佛教的

主體性||信仰實踐，而成為無

生命且徒具形式的客觀性學術研

究。初期大乘的本意正是要導正

這項缺陷，回歸原本以信仰實踐

為中心的高層次佛教，不過中期

大乘則轉而將初期大乘的教說，

作哲學性詳密探討的客觀性研

究。從這點來說，中期大乘又失

區靈靈靈靈靈靈靈蠢蠢驢盤盤盤鹽鹼噩噩輛轎閥混輛轎羈彈輸電蠶蠱盤盤廠噩噩蠢蠢驢露蠶蠱盤盤盤盤驅鸝鸝盤盤盤盤盤驅蠶蠱盤盤噩噩鑫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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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另外闢

9

處，在於部派除繼承原始佛教的
」盟(「

、論三藏。從這個意義

述「對法」(阿昆達磨)，而具備
了輕、
部派的特徵可以說就在

9

有
ω 基礎知論》

、

所

"if
~

「對法」的論一書，同峙也可看出

將部派佛教視為較位階教怯的原

為了匡正阿昆達磨部派佛教的缺
陷，

初期大乘佛教因此而興起。

下
的

」一

~

為

一-，

因

司引
aa

部派佛教
一、以證得阿羅漢為目的的聲閣思想(聲閉乘)。

ll

(菩薩乘)。

「空」的態度(空)。

行菩薩之願行，自顧赴惡趣(鸝行思想)。

(有)。 依般若智慧而無執著

三、勤力於脫離業報輪迴之苦(諜報思想了

「有」

救濟眾笠、淨化社會的利他主義(大乘)。

!l

一一一、為自我的解脫而修行的自利主義(小乘)。

四、拘泥於 文 旬 ， 執 著 於 事 物

以信仰實踐為主，理論只是實踐的暴礎(

部派的哲學最為興盛。大乘佛教

派哲學為苦，而佛教中也以小乘

當時印度的思想界，固定以六

的論說，分別是小乘的昆婆沙說

佛教的學說，舉出了四種代表性

精采、殊勝的學說。當時外道對

更成為全印度各哲學論說中最為

童在家、大眾性，隨界崇高(監義的在家佛教)。

為了對抗並超越它們，不得不樹

(說一切有部)、經部說(經量一部)

窄化的佛教(窄化的出家佛教)。

g

豆、偏重理論，與實踐無關的理論居多(瑋論性)。
六、層出家、專門性

而成為學問佛教，因而可稱

9

去了初期大乘信仰實踐的主體
性

為大乘的阿因此達磨。

立理論性的哲學學說，因此，中

O

與大乘的中觀說、瑜伽行說(唯

)

期大乘的學說不僅限於佛教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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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論、認識論(量論、因明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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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說)，這些都是指小乘部派與

等。這些理論學說是中斯大乘所

聲間依四諦敦法，只求自身脫離

佛教誨聲間乘而輕蔑之。

中期大乘的阿昆達磨學說。這些

鑽研的，都不應視為初期大乘的

且權者勝於前者。聲問是聽了佛

羅漢而未必成佛。菩薩是發菩提
心?修波羅蜜行，自覺而成佛
者，所以菩薩是從一開始就以成
佛為目的。由此可看出聲間(小

乘)與菩薩(大乘)的差異。而
且，大乘以菩薩乘自居，輯部派

9

眼於自我的苦樂業報。而菩薩從

9

菩薩不像小乘那般厭離生死

「自未得度先度他」的誓願
此

9

，而是把自

己的苦樂安倍置之度外，

濟苦難的眾生，

界，並以此願行為中心而積極踐

履。這點即是聲聞輿菩薩在聽度

與心念上的根本差異。

因

主回辜者

二、業報思想與願行思想

學說在學術上可謂精深詳密，卻

三界輸組的苦迫，希望能獲得無

、

一、聲問乘興菩薩乘:大乘
分為「

L一一

覺」、「菩薩」、「佛」間里，而

中將

性川此致o

成為議題的

9

階位論、佛身論、佛土論、涅槃

起、圍成實)/三無性論、修道

耶識)論、三性(過計所執、依他

識(前五誠、意識、求那誠、阿賴

(我空)/法無我(法室)論、八

論、佛性(如來藏)論、人無我

哲學性論述有:菩薩論、菩提心

中期大乘時期

與一般民眾的信仰實踐無直接關

緯

t{

係

團

為小乘聲聞的八正道僅教說，自我

以利他救濟為終極關懷。大乘認

薩的根本敦法則在六波羅蜜，是

諦、八正道，乃是完成自我;菩

一種敦法。聲間的根本敦法是四

人，與社會大眾共同邁向解脫的

義;「大乘」則是救拔岡遭眾

乘」'是以個人一己得度為教

益，所以當然有資格接受世間的

會教化世人，給予人一瞄德、利

供養與受人尊敬的聖者，由於他

「應俱」，也就是有資格接受別人

遭社會。「阿羅漢」的意義為

的，修行者不會不指導、教化周

的一切是相輔相成、共存共榮

緯起的理則，就會了解社會人生

利己的獨善者。因為透過四諦與

滿解脫的聲聞阿羅漠，並非僅求

佛教則說「一切皆空」，因為認

執著、拘泥態度。相對地，大乘

理一切問題時，常表現「有」的

又從大乘的角度來看，小乘在處

「有」、「無」視為研究的課題。

釋尊禁止處理的存在與實有的

磨的周密哲學理論，但其中也將

部派佛教研究的，是所謂阿昆達

況，才會引發這類的批判吧!

教中有形式化且疏於教化的情

→)、小乘與大乘 所謂「小

解脫的項目，因此不夠圓滿，應

尊敬、供養。

四、「有」與「空」:雖然

該要再加上布施與忍辱等利他救

羅漠視為利己、獨善者，是大乘

大乘不僅駁斥「有」、「無」等

性)，所以是「空」。如此一來，

為所有的存在皆無自性(無固定

方面不當的批評、責難。這或許

存在的討論，且在日常態度上，

就這個意義來說，將聲聞阿

是由於大乘運動興起時，部派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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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依八正道而圓

然而，實際

乘菩薩的修行道。

濟的法門，因而以六波羅蜜為大

•.

9

說，即使大乘中提及的理論，也

一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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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執著

具備無窒礙、法爾自
:在部派佛教中，詳

學說等的研究，

排一般民眾所能理解的
9

在家的區別，

家為中心的。在家修行方面'

，那是吻合

9

9

、禪

叫《但舍論》將萬法分一立位，即

{譯註〕

是實際落實於日常生活中的。

義諦修持，而且它並非理論性

」為至上、

、智慧也同樣品

9

持戒、

粹出自慈悲心的一種布胞需已。

不期待布施的果報

、受者、施物一二輸，也

施，是三輪體空的「

「波羅蜜」究竟、

居

即所謂「無所得空」的理
並

9

、自由自在的生命態度，亦即

」的瀟灑解脫，

而將此視為佛教的究極目標。
五、理論性與實踐性:部撤

學術範疇，而且對信仰實踐來說

寺內經間而從事經典探究的出家
，因而與民眾有所疏離。阿
回比達磨的教學，

一義諦的崇高立場。
皮之，大乘佛教則無出家、

施
心「

佛教對存在的論題等展開了嚴密
，而且都派之間彼此

有不少是為了與實踐無闢的理論
，如此反而妨礙了信仰與
，使佛教難以振興。為了除

此弊霄，大乘強調篤實的信仰與
，更勝於無用的理論與學

中

其

一「

「色」指物質;「心」意為精神作
雕婆沙論》去

假法。「無為法」'《阿雌達磨大

滅，無因無果，得無為相，是

「若法，無生無

用的主體;「心所」係與心相應

而同時存在，為種種複雜的精神

無為義。」五位可再作分類為七

問中譯本為藍吉富主編，《佛教要

作用;「心不相應」這種法與

是心或色，卻是依心、色等法的

語的基礎知識》'《世界佛學名著

十五法。

分位而假名以立，即無客觀的實

譯叢》第一一一冊(台北縣 華字，民

..

叫凶)，頁山以下。

編者按:本文為水野弘元著《佛教

的真髓》一書之第十章，文中明體

字為其發表於《大法輸》雜誌之原

文，伯宋體字為結集成書後的補述

內容。本書中譯本將自香光書鄉出
版社出版。

望有一天美夢成真。真正造成困難的並不是這些外相，而是存在你我內心裡的空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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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悲的領悟 γ 史帝夫/羅絲梅瑞著，法園編譯群囂，頁血，法耘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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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受人羨慕、受人關愛，不斷地在尋求能滿足我們的經驗。我們的念頭大都沈迷於幻想中，期

因為我們認為當前擁有的不夠好。所以就不斷地在視覺、聽覺、味覺上尋求更大的刺激與更好的伙伴。

大部份的入心中都有非常強烈的貪欲，主導與左右了我們大部份的生活。同樣地，許多的不滿足皆是

圓圓圓圓

物與之相應，只是思想中的分位

、心、色都不相應合，所以不能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