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野弘元著香光書鄉編譯組譯

初期大乘時，行者策勵於修行波羅蜜

十一期，頁

9

ZNz口。，〈從部派佛教

到大乘佛教〉)所連

所以稱為「菩薩藏于

菩薩思想達到巔峰，，
9

-9

-H
佛X

過去世就稱為「菩驢」。一般認

為菩薩思想之所以出現，是

傳或佛跎論的敢發而來。

由於佛世時與佛滅後不久，

弟子們都曾直接見闢釋尊的行

誼，所以似乎沒有、必要撰寫闢於

釋尊事蹟的傳記。因此，原始佛

憎團規範的律與中，沒有任何

||釋尊官一說的經興興
出來的吧!所謂「菩薩」就是佛

部是以敘述釋尊的史實為目的?

大乘是以董臨思想為中心而開展

陀的候補者，而且佛陀的前身或

陸矗盤噩噩聾靈露露躍噩噩噩噩蘊噩噩露頭葾噩噩噩噩磁謹盤盤盤盤矗矗懿晶盔蟲懿溫飽磁泌變盤鐘輯錯鑽鷥淺攝戳證盛盤盤盤滋滋滋鋒設盛噩噩盤盤盤噩褻鞠擱峙雖曾蠅鄉親如搭檔給紛前命都噓聲盤盤噩噩噩噩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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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

菩薩思想

中斯大乘時，開始對菩薩與佛陀作思辨性、哲學性的探討

與驛

中國佛教則創設菩薩五十二階位?菩薩思想巳脫離原貌。

{專

如前章(編按:見本刊第七

喜釋
薩尊

、

期至中

唯有從其中常常提到佛在某時、

HH 出♀

)9
該表僅列

參見《釋尊的一生》的表格(賞

的社會背景

一一點輯鞏固中的佛傳資料
巴利語文獻中，曾記載佛陀

其
9

但這些微乎是依憑

中也有部分可能是後人更易增補

始經典中昕記載的佛陀事蹟

只如上述而已。然而，即使是原

存有關釋尊事蹟的文獻資料，就

弟子們的記憶而流傳下來的!現

9

釋尊與弟子們的事頤，以及當時

三藏的註釋番，雖然曾提到關於

至於其他典籍中，如在巴利

某地的一一言一行，才能片斷地得知歷凶同趴抖川出閏月山)。
史上的固有釋尊存在的這項事實。
佛陀宙醋，蹟的學考資料

原始佛教的經、律中有關佛
陀事蹟的記載，請參考抽著《釋

7頁凶

尊的一生》的附表(《親尊的生涯》
修訂版

巴利(南方上座部)經、律的淑賢
料?並不合其他部派梵、漠的

每年夏
9

記載釋尊成佛後四

9

短、律資料。另外，在巴利註釋
書等典籍中
十五年間

也請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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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居的場所

的

9

除經藏與律

與弟子們的事蹟，以及當時社會

文化環境等的資料

典外，也可見於經典註釋書等，

《本生經

《經集註釋γ 《長老偈

γ
註釋 γ

《長老尼偈註釋》、《增

例如《法句經註釋

註釋 γ

支部註釋》等。

資料，有相當多是散置在各部派

?因心

的律藏中。例如，釋草成道俊不
久，

持續數趨之久;於波羅
9

奈的鹿野苑中對五比丘的最初說

法(轉法輪);接引波羅奈城的

長者子等數十人出家也?

途中化導了

所以經興的
9

記

香光莊嚴門第七十二個已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 wvO
八六

巴利

。由於

9

壞敦國的陰謀等事，並且也有不

其次，

中也有相闊的記載，例如

間都@大般涅槃經》
《E

;在王舍城中，

頓婆娑羅為首的眾多在家信徒皈

尊在入滅前後一年多的

可見。

的片段性記述，在經典中仍隨處

形，雖然如此，

法，

佛教的宗旨是宜說信仰實修等教

跡，此外，

;度化舍利弗、目體連兩大

弟子與其徒阿根二百

兩年間所發生的事情，均彙集於

「受戒體度」叫中。
律藏中又記載闢於釋尊拜訪

、

出

ZH

關於這些內容，請參考前述

其他部分，

抽著《釋尊的一生》(一萬
凶Hb)
。

在

《長阿含@大本經》

及曾經住世而給予釋尊成佛授記

、阿那合牟

(預言)的昆婆尸佛、尸棄佛、

國比舍浮佛、
尼佛、

「過去七佛」。

，又因為

可孟華盛蠶蠱盤盤噩盤盤懿噩噩噩懿噩噩噩噩磁盤盤盟國

驢疆盔鞋鐘磁盤鼓鼓密爾重麗蓮務站霉頭頭戀麗聽冤蘊該認讓靈靈~

名

以

批

釋

家
一

以及釋尊晚年時提婆達多，破
9

佛

十

釋迦國、釋迦族子弟出家、給孤

含

外
尊

等

名為《大本經》(即《大譬喻

的三十二相八十種好。由於此經

就已略具雛型了，經中也列舉佛

所以或許此經完成時，釋尊傳記

該敘事與釋尊的傳記形式相同，

(列舉比丘、比丘尼的戒條)中，

《七佛父母姓字經 V; 而梵文是

《七佛經》、 《昆婆尸佛經》、

《長阿含﹒大本經》與其異譯本

昆婆尸佛更早數代，甚至十數代

經》)。附帶一提，律藏的「戒本」 成佛〈預言)的燃燈佛，就是比

』hbphlhH丸
thb
ast
』叫HE(《大本

以前的佛。

在了，尤其是最初給予釋尊授記

在七佛之前就已經有很多佛陀存

直到後世，一般佛弟子認為

含燃燈佛在內共有十八佛，加上

《小部﹒佛種姓經》中記載

的數量，依部派不同而有所差

回溯到燃燈佛，關於這之間佛陀

從過去七佛的首位昆婆尸佛

燃燈佛與過去七佛

的「法」。

經》)，所以可知是以偉大的譬喻

在末尾部分也有提到過去七佛。

「法」是相同的，皆是永恆真理

他的「法」與過去諸佛所說的

獨斷的。他宜說此經是為了闡明

人，因此釋尊所說的「法」並非

悟「法」'並將「法」傳給世

存在著許多偉大的佛陀，他們覺

經》，即欲顯示在他之前就已經

釋尊之所以宜說《大本

(過去故事)來敘述過去諸佛。

EGEhEHH
皂G白，《大譬喻經》)

巴利《大本經》(足三個自

過去七佛的記截

岳之

H以

是《長部》第十四經(日譯《南

下);漢譯則是

傳》冊。，頁仙。

傳》冊。，頁凶∞。以下;《漢譯南

關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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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這在說明要成為異於常人的

得以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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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佛則為二十五佛;大原部中說

出世部的梵文經典《大事》

偉大佛陀是如何地困難吧!於是
(足忌句
tEPH心-甘﹒泣。)、漢譯《佛

萬八干尊佛。

由於部派與文獻的不同，似

乎還有其他種種的說法。可見，

過去佛中，也許有一部分是史

根據釋尊傳記的敘述，而宣說釋

本行集經》中曾提出七佛以前有

實，但多半是虛構的吧!

近很多過去佛。

過去佛的數量
釋尊在身為菩薩的修行時

論》等書的敘述，則說有二十

的佛，而根據說一切有部《俱舍

卷一中，就說有多達四十億以上

與漢譯《佛本行集經》
?可-3)

產生

一般認為，佛教中開始著手

輯佛傳了!而且各部派較早成立

前，應該就已經有人開始著手編

釋尊的傳記，所以在部派分裂之

入滅以後，因為各部派都留存有

數量在梵文《大事》(』 hS 旬fEHF 彙整並撰述釋尊的傳記，是在佛

期，曾禮拜、受教過的佛陀，其

佛傅與菩薩思想的

九佛，但《華嚴經》(《六十華嚴》 尊在身為菩薩的修行時代，曾親
卷斗)則說七佛以前有二佛。
多佛的存在是根據各部派的

佛傳所說，釋尊在過去世的菩薩
時代，曾受教於成千上萬的過去

佛。又從菩薩的修行開始直到圓
成釋迦佛為止，必須歷經三大阿
僧祇劫，或四阿僧祇百干(十萬)
劫(巴利佛教的說法)的漫長修行

時間，累積眾多的善根功德，才

成道前的修行時代，

一、兩年內的事蹟為中心，從他

的佛傳中，大多是以佛成道後

可)除了上述內容之外?並在前

||《五分律@受戒法》(卷

年間的事.，化地部的「受戒健度」 事》等佛傳的範本。

不久到訪問釋迦族為止的二、

後、文將提及的大眾部系梵文《大

訪問釋枷祖國前後的數年為止，這

言附加了釋迦族的系譜與佛出遊
法藏部
-9

以

9

則記載著從佛出家成道到訪問釋

的佛傳。其中在漢譯佛傳的內容

9

則有的談到初轉法輪為止，

中，關於過去世的故事多為燃燈

世

迦族為止的記事，其中有出家前

在過
9

有的說到三逝葉皈依佛陀為止，

為止，或有記載到訪問釋迦國為

去世從燃燈佛處接受成佛投記的

如此一來，以律典「受戒鰱

止，這些都保存了「受戒鍵度」

也有的說到舍利弗、大迦葉出家

度」為核心而形成的佛傳，成為

成道因緣故事。

道等事，並敘述其成道前

佛授記釋迦成佛的故事，?關於現

及藏文譯本、巴利語中也有增補

種漢譯本與其部分梵文原本

己彙整成全面的佛傳，有十數

佛體的種糊糊

此一磊/半是依據律藏中的記述 9尤

四門、出家、成道等事

EI

其又以數述比丘出家受戒作法的

頁同川趴下)

的釋迦族譜、出家梭的修行與成

「受戒體度」中的故事(擅自自喻) 《四分律@受戒健度》(卷 22)
為主體。

釋當甘傳體蟬的騷、心

7

H川趴下;《漢譯南

大口叩 開 大 體 度 》 ; 日 譯

a

巴利律典的「受戒健度」
(《巴利律

《南傳》關于頁

傳》冊

記載著從佛成道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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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燈佛授記到三迦葉皈依佛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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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來的古老形式。

可是後來成立的佛傳，則採

《普曜經》、《方廣大莊嚴
經》、梵文

用《長部﹒大般涅槃經》等經典
的記事，敘述從佛誕生、出家、

遊戲經》)||自過去世到訪問迦

hs~RE
IEE(《神通
又h

成道、轉法輸，直到入滅、分配

昆羅衛城為止。

《中本起經》||自佛成道

後到入減為止。本書是前述《修

行本起經》的續集，兩者合併可

成為一部佛傳。

《佛本行經》||自佛誕生

到入減後分配合利為止。

NE扎扎
EnRRE(
《佛所行讚》)||

《佛所行讚》、梵文
後文將述及的五部派佛傳，敘述

自佛誕生到分配合利，及至阿育

《佛本行集經》||集合了

內容自過去世到訪問迦昆羅衛城

屬於古老形式的佛傳，收錄
在《大正》第三、四冊兩本中，

王造塔為止，梵文本則至成道為

《過去現在因果經》||自
燃燈佛授記到舍利弗、目健連與
大迦葉出家為止。

《眾許摩訶帝經》||自釋

迦族系譜到三迦葉皈依佛為止。

本起經》或《佛本行經》、《佛

經》、《中本起經》、《太子瑞應

各部派的佛傳如《修行本起

為止。

《修行本起經》||自燃燈
佛授記到成道為止。
《異出菩薩本起經》||自
燃燈佛授記到轉法輪為止。
《太子瑞應本起經》||自

止

列舉如下

及阿育王出世與其造塔等事。

舍利為止的事蹟，有的甚至還提

止

等經典，之所以稱為
行》;
五、

其中
9

部的《

言之大

9

大莊嚴經》

)9

「大莊嚴」(本

(一名《方等本起》)，也就是

「方廣」(大乘)

起)為佛傳，
稱為「

一二、《佛生因韓》

回?所以

」相同?

9

「根本」

《大事》

尼藏(律藏)的根本?

、《凹陷尼藏根本》

「本行」(譬喻)，也就

四、《釋迦牟尼佛本行》就

降生的國韓(譬喻、過去故事

大問取部是將佛傳視為律典的
9

現已失傳，但因在漢譯佛傳中

二、說一切有部的《大莊嚴》

一部分。

知

去故事、佛傳故事)部分。由此可

大口問@大嘴皮》的譬喻(祖祖

||《巴利

hh
烏海仇叫Q
可hHHht可
bG丸札叫這已(《

經全名為

名

因此且有佛傳的意思。

月吧!

TS

一、《大事》大概是

尼

喻》)，是大眾都中說出世部的律

事》)

~

L-

「本起」、「本行」'正如其名，

漢譯為「本起」

。

指現存梵文的民主

是指擅自輸(過去故事)，因為「睦壹百
輸」(
」。又依據《
本經

9

個部派的佛傳而戚，

經》六十巷的接序問記載

彙集了
日H們
H

一、大回來部的《大事》;

生回

一切有部的《大莊

部的《

鵑》;
四、法織部的
牟尼佛

E巴

、J

九
w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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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下)的轉輪聖王，他們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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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佛傳是由律藏而來的。

具備了異於常人的三十二相等的
相好形貌，且如此偉人的出現似

因此，根據釋尊傳記題名上
的用語:「本起行「本行行

口抖抖，

「悉達多」(完

人為他占相，因具備三十二大人

釋尊初出生峙，由阿私陀仙

乎是相當受對期待的。

)9同時也

「生因韓」、「根本」等，表示佛
傳就是譬喻(過去故事

可見佛傳是依據律藏，特別是
「受戒篇」而來。

德，他在出生時就已真備了偉人

成目的者)。由於前世的善根功

性的文學作品，一如前堪，以彰

的相好儀表，今後一切事將得以

這些佛傳是一種譬喻(故事)

顯釋尊的偉大為目的。對佛教徒

五口司司。

(佛陀)的「三一乘」

若對佛陀加以考察，當然會

涉及他過去世的善業，並發展成

喻E)的佛傅，
敘述過去故事(臂一 -

9

在闢於佛陀的論組方

9

也從「一世界一佛」發展起

此外

或佛陀前生故事的本生經等。

由

」的思想，也就是

倡導宇宙的東西南北、四維上下

刊右每個世界

度公認的偉大人物，包括在精神

就與眾不同的特殊人物。當時印

是為了要強調佛陀的偉大吧!由

無法成為佛陀。這種說法大概也

這是聲間弟子最高的悟境，相對

經典中)。

在的多佛思想(此說法出現於漢譯

皆有一佛，就會有無數佛同時存

9

方面的三界大導師佛陀，以及在

產生多佛思想後，那麼，身
此便產生了聲閱、辟支佛(緣

。一般人只能證得阿羅漠，

覺

世俗社會方面以德統一全世界

來說，都深信釋尊是位從一出生

244nHd444nHlt

-----,

tt

經@化城輸口問》所記載的:「願

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我等

薩，只限於釋迦佛前生的釋迦菩

'戒指過去六佛與燃燈佛的前

與眾生，皆共成佛道(無上菩

為佛陀候補者的菩薩，也可能變

而這些菩薩與佛陀一樣是擁

成是無旦旦無邊的存在，進而演變
生

提)」 o

9

成任何發菩提心入佛道修行的

有特別資質的排凡之人，佛傳中

菩薩的體諒鵬附體

人，都可以成為菩薩。

出現的菩薩大多是此意諷。
但由於多佛思想，卻潰變成
凡發菩提心深入修行?即使是一

就轉化
9

般人也能成為菩薩，因此，
夫眾生有所隔闋的菩薩

成非常親切的生命體，而且也出
現了發願作菩薩的佛教徒。
由此而產生了大乘菩薩思

如前面章節所述，所謂菩薩

有客體性菩薩與主體性菩薩?前

後者則如大乘

9

佛教中所說，本著白許為菩薩的

行到怎樣的階段才是真正的菩薩

自覺以從事。修行。但是，到底修

一切竅生都能證得無上菩提、圓

「菩提心瞌睡乙

呢?所謂「菩薩」

'於是，大乘佛教逞讀變成以

一

現在多佛聽
一般認為主張現在他方世界
的多佛思想固定大原部，在大眾部

系中說出世部所屬的梵文《大事 V
(鼠忌倒可
EHFT 可圖在)中，有「供

養現在他土多佛」一語，叉上座
部系中經量部也認可十方世界有

十方諸佛。這些思想都由大乘佛

教所吸收了。

、磕J

成佛果為目的，這也就是《法華

香光莊且廳門第七十二期〕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w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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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提到的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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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略桶，

經》

、願性

實邁向圓成無上菩提的階段。此

也規勸他人力

9

者、

缸片Eg

?)，大概意指一心轉向唯

乘的修行階段吧!

問世的「

段，也就是:

一、初發心;

-7 久修習(久發意

昆跋致);

三、不退轉(阿惟越致，阿

)-9

其次，在初期大乘中最早期

?可

(JH
缸片片自1
自Jh

階段也稱

本著救拔眾
9

本願下，開始佛道修行的階段，

二、願性行(

前的階段。

行布施、持戒等蓄業。這是興起

心孝養九父母、

香光莊嚴門第七十二期〕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 wvO
九四

「覺有情?

相心阿姆包括各種不同階段的人吧!

《大

覺悟的人等。

如發菩提心而朝向正
人，以
之?

自性

、J

鐘撞撞噩噩極圈

碰撞撞蠍翩翩鸝軍車輛輛盟軍需俏麗權盤噩噩噩蘊蘊盈盈部長議草草包

梵文

受其影響的《佛

!l

將釋迦菩薩的修行階段分為

9

」

三、順性行(自己 og2.)，

(22

'並隨順踐履六波羅
蜜等的修行階段。
四、不起轉行

以

tbh叫
v
h
(』
間
tb
h 門泣。戶

中

「四性

盡
9

L一

的

、順性行、不咱也轉行(或稱轉
性行)。

，一、自性行(
日起修行者本性善良
9

四

例

四、一生補處
(mEZ
立 t

HEEF缸，或灌頂位每月出的叩押在。
立缸片

這「凹階位」中前

」中的接三個

發心、久修習、不還轉)大概相當
於前述「四

記錯「十地」的語詞，雖然它們

佛本行集經》等佛傳中，就有
(《大正》冊∞'頁司山間)、《道《行

般若經》卷八(《大正》冊∞9頁

MCE)，又可參考

「十地」的說法早已存在。不

拉宮)、《大明度經》卷五(《大 未具體標出個別的名稱，但仍表
正》冊?頁

接下來也介紹初期大乘的

期大乘「十住說」更為古老吧!

《大事》的「十地說」大概比初

、廣

姓);九、王子位;十、灌頂。

恆，八、生韓(決定生瞌

'六、具色(且(見妙相)函，

三、華飾;四、明輝;

一、難登;二、結慢(結意)，，

》的「十地」

標出「十地」的名稱。

《大口開般若經》卷十九(《大正》過，梵文《大事》卻具體地
冊曲，頁出∞口)。

或許由前述的「四階位于

再開展起接文將說明的十惜位，

即一初期大乘經提到的所謂「十住」
或「十地」的菩薩階位。

然而，將菩薩的修行階位分
「十地」的說法，在大乘以前
各部派的佛傅，中就已出現了。例

γ

如《修行本起經》、《太子瑞應
本起經》、《過去現在國果經

~

(願性行、順性行、

第凹的一生補處位會就是現居兜

率天，來生決定成佛的最高位菩
。所謂「一生補處于意指將
於下一生遲補佛位。

「小品」系的般若經典中記
載四階位的有《小
品般若經》卷八

香光莊嚴門第土十二期〕民國九十一年斗二月 70 九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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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V(鼠忌制 fEHFT旬﹒叫小)，但這並

、初譚心;一一、

「十住說」:一

其次

世回一說「十住」(已缸中

9

(《大正》冊囂，買主甸的)、 《菩薩

哥哥叫同志的經典有《菩薩本業經》

非指釋迦菩薩的修行階位，而是
說明一般的菩薩階位。

治地;一二、應行(進學);四、
(方便具足);

地

業經》、 《菩薩十住經 γ

(片叫苟且JH戶
m 已) ;七、難勝

(立冉冉曲之間m
內H
自)
門9六、具色

扒

HE

頁合會以下)、

《菩薩嘍

、出口、出口以下、哥們以

《十住斷結經》卷一以下

σ 眼下)、

趴下)、卷四七

(頁

(《大正》冊

EE

59

以下了梵文

(草

頁∞古扯下)、卷

小。小的)、《八十華嚴》卷十六

主 EN

《六十華嚴》卷八(《大正》用?

(《大正》冊旦，頁。。叫

下)

頁

路經》卷二以下(《大正》冊 Ha9

59

(ZEES 創口自).， FU們
KH
)、《菩薩十住經》(《大正》

斷結經》等古老的大乘經興中都

仿古);九、王子位

「十住」的經曲(

σ阿
} 拉叩阿拉)。
(自

h
H 開]可品;
(阿拉宮〈
閃
)十、灌頂

ZBEE
(」

(包白片」但可
HH)'八、生緣

四、明輝(呂立品);五、廣心

二、華飾(旬出個苟且串串色古);冊

二、結意

、難登(門自己身各自); 十住行道口已(《大正》冊言，頁

十

有數述，而《華嚴鱷》則記載華

階位。

「十地說」記載在梵文《大

的「十地說」

「十地」階位之前是「十住」

《十住

為

生貴.，

頂(一生補

子

六、正、心(成就宜心);七、不

十

還轉;八、童由于九、法
位

處)。此「十住說」在《菩薩本

子

重量

廠懿懿磁盤盤E

噩噩噩噩噩鸝磁盤顫顫顫

盤盤隸還盤鹽歷盡量

頁
/\

王

團

A。H坐
)寸。
可﹒

E、
=(
。但也全〈山
副〈入法界晶〉'

轉、第十灌頂(一生補處)，皆各

第三應行(進學)、第七不退

大乘「十住說」的第一初發心、

四、一生補處(灌頂)，與初期

意;二、久修習;三、不退轉;

中提出「四階位」:一、初發

述，《小品般若經》之類的經典

《大事》「十地說」的第四明輝、

名稱，例如，第三地和第五地與

事》「十地說」類比而相對應的

十、法雲地。其中也有可與《大

地;八、不動地;九、善慧地;

勝地);六、現前地;七、遠行

四、焰慧地;五、極難勝地(難

垢地;三、發光地(明地);

子位、第十灌頂與前者的第四生

較，則後者的第八生韓、第九王

梵文《大事》「十地說」相比

若將初期大乘「十住說」與

各相互對應，所以可能是「四階

貴、第九法王子、第十灌頂，似

一、歡喜地;二、離

戶。，頁 33)

、梵文《十地經》

《八十華嚴》卷三四(《大正》冊

(《大正》冊。，買去掉以下)、

在《六十華嚴》問卷

「十地說」之一

第七難勝，似乎是相對應的。

說」'即

為後世採用的是華嚴的「十地

然而，大乘十地說法中最廣

佐證可以決定其先後。

吧!關於這點似乎也沒有明確的

地將「十住」簡化為「四階位」

位」開展為「十住」，或者逆向

乎是分別相對應的。所以可以推
測兩者有直接或間接的關聯，可
惜沒有具體資料可資證明，不
過，或許是受到部派佛教的影

響，才產生初期大乘佛教的「十

住說」吧!
又因為前面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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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比華嚴「十地」的階位還低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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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的修行階位，並將十信設置在

三位說」'「十住」是最下位

~v口
h
Ew
Kd、
叩H
門M
戶 -R
(bb巳
b
J
SEV 宵。口門出口

，而整理成所謂菩薩

的聖者，法相宗「四十一位說」

多。依照中國佛教天台宗的「五

修行的五十二位階位，這唱片說法

開甚至認為「十住」是未達單位

也就

9

期大乘「十住說」的第一初譚心

菩薩最高的階位，這是分別與初

的菩薩行，直到第十法雲地則為

然後開始力行布施波羅蜜等利他

是在第一歡喜地時發起菩提、心，

形成一個完整的階位系統

也是從菩薩修行的起點到終點，

其次，華嚴「十地說」本身

這些都是極為錯謬的說法。

為中國佛教所衍生，與《華嚴經》

到最後成佛為

弗如五十二階位所說的「十住位」

位?可見這是菩薩的最高位，並

住說」中的第十權頂住等問佛

「十住」

發心到第十灌頂(一生補處)的

一切階位，全都只在第一初

9

大乘「十位說」主張，從菩薩修

菩薩的修行階位方面，初期

的凡，天，就原本的階位說來看，

十住之前，又在十地之後成立了

「十住」，更揭示

個
十

《華嚴經》本身卻未必將十行、
十迴

而

無關。

譯按:近藤晃曜校刊本)等經典與

•

、十行、十迴向、十地為一系

一「

之梭的文獻中，都採用華嚴「十
地說」為主。

一

《華嚴經》中除了提及華嚴

、圖J

「十地說」之外?還談到前面提

/偉、、

及第十灌頂(一

)相對應

的。所以?「十地說」與「十住
絕非修行的上

了「信行者」(信解者)。此「信
」尚處凡夫位，一日一登上第
一初譚心就入了聖位?可見從這

地」、「二地」等詞，而未具體

列出十地的個別名稱。另一種有

具體名稱，即:一

;三、八入地區，四、
見地;五、

」一開始的初發心住就被

視為聖位菩薩。而〈入法界日叩〉

七、已辦地;八、辟支佛地;

比《華嚴經》

「十地說」

9

「大口附般若」

」系中無名的「

、不退轉、一生補廳的情形。

「凹陷位」||初發意、久發

也提到「小品般若」系經中的菩

此外

三乘址(通的「十地說」 o

9

六、離欲地;

中提出的菩薩修行階位，

的韓故吧!
然而

「十地說于一種是只有稱「一

「大口用般若」系諸經記載了兩種

9

尚未成立?或者還未被廣泛使用

的菩薩階位?而且華嚴「十地說」

峙，普遍仿佛用初期大乘「十住說」

是由於〈入法界日用〉

九、菩薩地;十、佛地等，這是
之

「十住」而非「十地」呢?或許

、

9

，兩者應是個別獨立的修

行體系。

早也只以初期大乘

一提，《華嚴經》之類

「十住說」
「十地說?這點

從該經的主要章節〈入法界品〉

〈入法界日用〉不但列出「十住說」

為菩薩的修行階
並且又在「初
9

」之前設置

一「

九九
香光莊嚴門第七十二期〕民國九十一年十二月 WVO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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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同於初期大乘「十住說」與

如此，在《大口附般若經》中

地說」

9

以及三

一一乘共通 共有未列出具體名稱的無名「十
一、二地表

與其認起就是華嚴「十地說」'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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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fNuf) 、

」出現於《大口問般若經》
(《大正》冊?真

《放光般若經》卷四(《大正》冊

說」，但在該輕的註釋論典

日軍聲闖一嘿，八地是緯覺乘9九盟( 龍樹的《大智度論》中，則似乎

」視為

地

《大日開般若經》提出

《大口用鹼若經》的無名「十地」

巷中，也有將華嚴「

《大般若經》六百

將無名的「十地說」詮釋為華嚴

七(《大正》冊∞

、韓覺二乘階位較低，佛、菩
薩的一乘(大乘)是處齡最高的

等經典之中。而一

地說」在《大口問般若經》

體分階段的說
階位。然而

9

(《大正》由?頁甘心口)、《放光

法，未何必是說佛道修行的進程而

十

」，還似乎合理

夫位的但階聖者

內

不如說相當於大乘初期十地的初

容

凡夫菩薩，所以菩薩並非全都是

就

(《大正》闊∞'頁

。

期大乘「

分的，因為菩薩當中亦有緊鄰凡

說

地

十(《大正》冊泣，頁色。們 l
主甸的) 乘。雖說此三乘都是聖者，但聲

十地則代表菩薩乘(佛乘)的大

T
小聖位以前的凡夫位，三至七地

0

下)、《大智度論》聲四九!五

?頁吐血以下)、《光讚經》卷

'-

甚至有時也指

又
名形

頁串串以

說

-----,

地

、d

十

"""
的

位居於聲閩、韓覺之上的。

無情

9

中
9

L一

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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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讚經》卷七(《大正》

賈志學)等經興中都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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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三乘一共通的「十地說」

9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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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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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因為在《大品般若經》成立

去佛。當十方佛思想產生之後，

思想以後，截至當時為止，一直

三、從部派佛教中產生大乘

發心乃至灌頂住的菩薩。

修行的佛位候補者，包括仍在初

許多佛，並且也存在著無數正在

其中記載著現在十方世界中存在

的梵文佛傳《大事》(「可.主)。

佛思想的，是大軍部中說出世部

現存文獻中，最早敘述十方

十方佛思想

從凡夫菩薩開始為出發點的。

故事，從此菩薩未必局限於被選

闡述中逐項了解

為釋尊成道前或其過去生的菩薩

出的特定人物，而菩薩的修行是

都尚未問世，當時雖有菩薩「四
是專指釋迦菩薩，傳記中敘述這

一、在各部派的佛傳中，認

階位說」，但很可能因為初期大

位菩薩所踐行的菩薩善業，這些

時，《華嚴經》與華嚴「十地說」

乘「十住說」的其體名稱還未出

菩薩善業將使他成為被選定的特
殊偉人。尤其釋迦菩薩在燃燈佛
座下時，首次得到成佛授記後，
佛傳便視之為與眾不同的人物。
二、佛傳中又回溯到釋尊在

燃燈佛前的本生故事，述說釋迦

佛傳中佛的候補者就普遍化了，

被視為客觀性存在的菩薩，就轉

菩薩曾經親近承事成千上萬的過

佛傳並且進一步宣說菩薩的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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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過程可以從下列

的變化中看出，且

佛教與大乘佛教等宣說菩薩思想

有不同的論述，這些可以從部派

代，還依各部派、學派、宗派而

有關菩薩的詮釋，除了依時

菩薩思想的變遲

現，所以才沒清楚列出內容吧!

••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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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研究一切，

從客觀性立場
9

」與「十
甚至連十地之前的
9

凡夫修行時代都涵蓋在內了。

了菩薩五十二

經失去菩薩純粹的主體性了。

國佛教，

、四十一位的修行階位，

相較於初期大乘佛教視為自

「十地」盟(「十

、主體性的聖位菩薩，此時的

體化了?

住」以前的凡夫菩薩也成為研究

中，修學者的修行階位從三賢、
四普根

的對象，而且還將「十地」

七方便凹的凡夫位

起，以至見道、修道、究竟位問

「十住」誤解為何一

菩薩修行也
e9

的聖者都詳加闡述

的修行階位，更將「

經脫離了原本的面貌。

。此時的菩薩思想已

從初學的凡夫位直至究竟的佛果
位為止，都以整體而客觀的態度
來加以探討。這樣的菩薩研究已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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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為主體性修行者本身了，這點
顯現出當時對菩薩的看法與前代
截然不同。可是在所謂原始大乘
的盟釀時期，修行者對其身為菩

四、到了初期大乘時期，

熟的大乘經典出現了，
的初期大乘「十位」

因此，
9

「十地」菩薩，

位菩薩。
本來精神

五、之後中期大乘，

一一「

題噩噩盤誼頭頭頭認

豆豆磁豆豆矗讀聽聽極噩噩噩直屬

通盛軍侵甜苦蹤姐姐動

L一一

在五世紀中葉左右，中國佛

γ

《菩薩理瑤本業經》

教陸繪出現了《仁王般若經
《梵網經 γ
等偽經，其中敘述菩薩階位包含
十信、十住、十行、十迴向、十
地、等覺、妙覺等五十二位，這

是梁、陳時代都採用的佛教論

原本《華嚴經》中，雖也提

9因

十行與十迴向也未必就是修行階

實際上，其他的印度大乘佛

9

「十住說」就不再見於

的五十二階位說，時唐以後天台

向、十地、等覺、妙覺等一系列

所謂的十信、十佳、十行、十迴

加了十信以及等覺、妙覺，成為

由於中國偽短的成立，道增

為菩薩的修行階位了。

經論，從此就只採用「十地說」

行以使

說的十地，在華嚴「十地說」流

向?而十住相當於大乘最初期所

教經論，完全未提及十行與十迴

位
三
wv-O

宗、三諭宗、法相宗、華嚴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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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的階位說，而

此，十住與十地是

位階，但都是單獨的陳述

到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

E兄

祖師們全都採用這種階位說。但

這種說法與《華嚴經》及印度大

乘佛教完全無關，是思辨性阿昆

達磨式的中國佛教產物。

如上所爐，菩薩思想因時代

與部派、學輯、宗派的不同而有
種種差異。

來論說菩薩，說一切有部認為釋

迦菩薩從開始修行，

的最高階位為止都是凡夫，正如

所謂「三十四、心斷結成道」同之
，他們主

9

大眾部系財主張主口

陀，否則都不能稱為聖者。
相對地

薩是已離煩惱繫縛、跳脫輪迴流

趣的輪迴道，所以，不同於一般

四

彌勒菩薩，以及中期大乘以後的

意譯為蘊、單、回蒜、分段

o

9

E
中t
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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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書由梵文寫成，共分一一一篇。第

皂H白是對自)的略稿。
(足急札f
叫bh

漲佛教的重要典籍。為《大事牌

問《大事》(是 EPhshH固
E定
)印度部

一體度。

將向類之法，聽為一個篇章，即為

佛典中

相當於

「口臣，或47
人所用之「章」

山體度是佛典中分別篇章的名目。

門譯註

是「分段生死」間。

易生死?有別於一般人的輪迴

投生的;佛菩薩的應化身是「變

凡夫的生死|是依善惡業報而

自身的悲願，而往來於三界與惡

身，因為佛菩薩的應化身是依其

事實上應將他們視為佛的應化

至、地藏、虛空藏等菩薩即是。

例如觀世音與文殊、普賢、勢

拯救眾生而停留在菩薩階位的?

備成佛資格卻不願成佛，寧願為

外，菩薩中也有已完成修行、具

「應身佛」或「化身佛」阱。另

內救拔苦惱眾生的，就是所謂的

大乘中，成佛後仍在輪迴界

應身備與化身佛

地藏、虛空藏等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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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的人，如所謂「菩薩發願赴惡
于認為菩薩是出於悲心而願

生惡輪船苦界、教拔憂惱眾生的聖
者。大乘佛教探用了這種「願生
說」。《大般泥一但經》提出「大

悲間提」間的菩薩說，指出他們
國意圖拯救無數苦惱眾生的大悲
願力，而始終無有成佛之日。
這正是自大乘佛教初期起，
所闡述的文殊、觀音、勢至、

賢等聖位菩薩(應化身)，他們不
「上求菩提」'卻

為「下化眾生」的救濟活動而挺

身入世終不成佛，與之頭似的，
還有將於來生成佛的一生補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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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佛時代行菩薩道的事蹟。第
問《六十華嚴》、

無漠、叫喊譯本。

置之手才完成現在的形式。此書尚

煜法、頂法、忍法、世第一法，是

住 gEE
指修有漏善輝以制伏煩惱，

--E 停心觀、則相念住、總相念

措述釋尊在 燃 燈 佛 與 其 他 過

篇，介組菩薩(指釋尊的前生)上生

《大方廣佛華嚴經》的異譯本。《六

指觀自諦與修十六行相而達到無漏

9

兜率夫的撞撞，及其決定投胎、降

十華嚴》為東晉佛獻跋陀羅所譯，

一篇

生、山山城，最後於菩提樹下成正覺

又稱「舊華嚴」、「一曾經」

《八十

聖位的四種修行階位。

「二一道于是小乘佛教的修行階位，

一般見道、修道、無學道合稱

「新華嚴?「庸經」

無學道指進

0

債、心調和的修行階位。四善根

等事。第三一篇述及諾大弟子的本

華嚴》則為唐代{貴又難陀諱，又稱

《八十華嚴》為

生，但主要內容可說與自利律《大

開唯識的法相宗採用「四十一位

邊無所學之位，此處可能作者認為
9

即十住、心、十行心、十迴向、

o

說」

無學為最高究竟的，因此而說耳九

晶》相間，是有關釋尊最初傳道與

十地、妙覺。其中將天台宗的「十

竟位」

9

i|

先以有

λ 究竟的最高悟境，日

佛教僧圈興起的記載。因此

信」包含於「十住」中的初住，

們釋尊未圳工菩提樹下以前

儘管

《大事》書中有關加入僧圈的敘述異

「等覺」包含於「十地」中第+地圖

漏智斷除下八地的修惑;坐於樹下

9

於其他典籍，且絲毫沒有關於「律」

滿成就時，故不再別立。

金剛座即將成道時，生起無漏智

，因此應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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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的記載，卻仍然被認為隸屬於律

開聲聞乘進入見道位眼前的士一一間里

以八忍、八智、九無閣、九解脫等

此書的編輯雜亂而
不統

與「自善棋」合稱「七方便」。三賢

[6]

長時 間 禮 ， 經 多 位 編

聽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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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大乘涅槃經譯本中重要者如中

間歷來漢譯涅槃經有大、小乘兩

縛，而後成佛。

三十四心斷盡見蔥、思惑等煩惱結

國位而不能成佛。

礙，終致失去成佛的時機，、永止於

有惰，所以此等菩薩為願力所拘

生無量無邊，更有畢竟不能成佛的

願度盡一切眾生才成佛，但由於軍

異稱。佛應眾生根機，化現而說

則稱為化身。也有說應身、化身乃

現的佛形身，稱為應身;非佛形身

身也有不間的說法。有說佛應機而

佛身之說頗為紛歧，因此應身、化

香光莊嚴【第七十二期】民國九十一宇十二月 V-O 六

國東晉法顯所譯的《大般泥洹經》

0

《大般涅槃經》，又稱《大涅槃經》、

說的法身常住等諭旨，是四部四阿

的種種事蹟，但缺少大乘涅槃經所

一沮經》o此經主要敘述世尊入瀰前後

譯的《大般涅槃經》，又名《方等泥

者有《長部﹒第+六經》與法顯漢

的業因，而有一定限度的壽命、形

輪迴六道中的凡夫，隨其前生所造

的生死，為「變易生死」的對稱。

間「分段生死」是指迷界凡夫所受

而言。

一口;稱為化身，則係就由本身化現

法，稱為應身，乃就應眾生根機而

大乘涅槃經內容述及法身常住、軍

舍中篇幅最長者，也是暸解釋迦牟

說，所以稱為「分段」

小乘涅槃經有諸多異譯本，相近

生惡有佛性、闇捏成佛等論題的大

尼佛入滿史實的絕佳史料。

死」是指阿羅漢、辟支佛與大力喜

等，而最完全者則是曇無識所譯的

乘經典。

開「應身」、「化身」指佛菩薩由悲

薩等已出三界者的變易身，這個果

明闇提有三

一 、斷善根闡提，指

其中「闡捏成佛」的論題裡，說

《大晶涅槃經》，即《北本涅槃經》

不能成佛的極惡眾生。

願所蕪諱，為教化救濟眾生而變化

報身是因悲願之力而改蟹，不被三

「變易生

捏，法相京即據菩薩闡提而立大悲

示現各種形相之身。由於經論分別

0

闡捏，闡述大悲菩薩曹大惡心，鞏固

..

行，直至無上菩提。

能叫以此身迴 λ 三界，長時修菩薩

界內分段身所眼，因此身命無阻而

其發表於《大法輸》雜誌原文，仿

的真髓》第十二麓，文中明體字為

編者按:本文為水野弘一兀著《佛教

鄉出版社出版。

中譯本於九十一年十一月由香光書

宋體字為結集成書後的補述內容。

門審訊叫
~

社出版。本書作者從體溫牟尼鶴的一生

中的自本人物

到佛教歷史的發展，以及各時期的主要教義等，皆作概要性的介紹，

9

是…本極其參考價值的佛法概論。

zm
得出初期大乘佛教最符合佛陀的精神，並檢視中國與

電話 :(5)也

V-O 七

9

童自末附索引，且提供讀者更豐富的閱請資訊。

9

歡過讓者助印、請間。意者請洽安慧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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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EU

傳真 :(5)也

Mac
臣。

日本佛教的流蟹，擇討佛教的真髓。本書引文出處與部分佛學專有名詞，皆以譯註增補資料習並州以附錄簡介書

灰，針對佛教發展的過程主令察每一時期的佛教特色，

成與任務等，探舉出佛教的實質內容在互匠，精要在阿會經，而原始佛教重視信仰、實修則為佛教的中心。其

首先，作者就佛教起源考察佛陀的根本主張，及其與其他宗教、哲學的異同，教化的內容與方法?僧伽的組

同時也提醒請者一信仰與實修的重要性
9

日本學者水野弘一兀閉著、書光書攤編譯組翻譯的《佛教的真髓》一書，已於九十一年十一月由香光書鄉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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