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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是佛說論〉補充講義 

（釋圓悟 2017/07/23） 

 

講義，p.19： 

◎  學派分裂 

參見印順法師，《印度之佛教》，〈學派之分裂〉，pp.97～123。 

 

┌─上座系────┬──犢子部 
┌─聖上座部──┤       .└──說一切有部 

一味之佛教──┤      .└─上座分別說系…………上座分別說部 
└─聖大眾部…………大眾系…………………大眾部 

 

 

參見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部派分裂與大乘〉，pp.315～353。 

pp.347～352： 

 

 

 

 

 

 

 

 

 

 

 

 

 

 

 

 

 

 

 

 

從部派分裂的系譜中，理會出部派分裂的四階段，每一階段的意義不同。 

第一階段，分為大眾與上座二部，主要是僧伽（saṃgha）內部有關戒律的問題。…… 

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來說，從佛陀晚年到五百結集，再到七百結集，只是有關戒律，耆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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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與僧伽多數的諍論。…… 

大眾部是東方系，重僧伽的；上座部是西方系，重上座的：這是決定無疑的事實。 

第二階段的部派分化，是思想的，以教義為部派的名稱。…… 

在上座部中，分為自稱上座的分別說部，與說一切有系的上座部。 

說一切有部主張：「三世實有，法性恒住」。過去有法，現在有法，未來有法，法的體性

是沒有任何差別的。說一切有，就是這一系的理論特色。 

分別說部，依《大毘婆沙論》所說，是現在有者。認為佛說過去有與未來有，是說過去

已發生過的，未來可能生起的。過去「曾有」，未來「當有」，是假有，與現在有的實有，

性質不同。這就是「二世無」派。…… 

大眾部方面，也是這樣。初分出一說部、說出世部、雞胤部。……其次，大眾部又分出多

聞部與說假部。…… 

第三階段分出部派的名稱， 

如大眾部分出的制多山、東山、西山等部，都依地區、寺院為名。這是佛教進入一新階段，

以某山某寺而形成部派中心。 

在上座部中，分別說部傳入錫蘭的，名赤銅鍱部，赤銅鍱是錫蘭的地名。後分為大寺、無

畏山、祇園寺部，也都是依某山某寺為根本道場而得名。 

分別說部在印度的，分出化地部、飲光部、法藏部，傳說依開創這一部派的人而得名。 

在說一切有部中，分出犢子部，犢子部又分出法上部、賢冑部、正量部、密林山部（即六

城部）。犢子、法上、賢冑、正量，都依創立部派者得名；密林山依地得名。 

佛教中主要的思想對立，在第二階段，多數已明白表露出來。到第三階段，獨到的見解，

不是沒有，而大多是枝末問題。…… 

第四階段的部派分化，是說轉部。 

依《異部宗輪論》，說轉部從說一切有部中分出：「說諸蘊有從前世轉至後世，立說轉名」。

立勝義我，聖道現在，這也是依教義立名的。分出的時代，《異部宗輪論》作（佛滅）「四

百年初」。依阿育王於佛滅百十六年即位說來推算，約為西元前九○年。 

從西元前二○○年以來，成立的部派，大抵依地名、人名為部名；到說轉部興起，表示其

獨到的見解，成為十八部的殿軍。…… 

興起於南方的方廣部（Vetullaka）──大空說部（Mahāsuññatāvādin），展開了「一切空」

說，也是成立於西元前一世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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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雙方的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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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派佛教的弘化區 

 

 

講義，p.20： 

◎  十事非法 

《四分律》卷 54(CBETA, T22, no. 1428, p. 968, c19-23)： 

爾時世尊般涅槃後百歲，毘舍離跋闍子比丘行十事，言：「是法清淨、佛所聽，[1]應兩指抄食、
[2]得聚落間、[3]得寺內、[4]後聽可、[5]得常法、[6]得和、[7]得與鹽共宿、[8]得飲闍樓羅酒、[9]得

畜不截坐具、[10]得受金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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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印順法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p.37～38： 

南傳錫蘭的（上座部系）赤銅鍱部（Tāmraśāṭīya）說：七百結集終了，為上座們所放

逐的惡比丘跋耆子（Vajjiputta）等一萬人，集合起來結集，名為大合誦──大結集，就成

了大眾部。 

然依漢譯的大眾部律──《摩訶僧祗律》，在七百結集中，承認比丘手捉金銀是非法的。

如東方跋耆比丘，否認七百結集的合法性，自行結集而成為大眾部，那末《摩訶僧祗律》

怎會同意比丘手捉金銀是非法呢？所以，赤銅鍱部的傳說，是不足採信的！ 

由東西雙方推派出來的代表，舉行論諍的解決，依律是有約束性的，東方比丘不可能

當時再有異議。而且，會議在毘舍離舉行，而跋耆是毘舍離的多數民族。放逐當地的跋耆

比丘一萬人，是逐出僧團，還是驅逐出境？西方來的上座們，有力量能做得到嗎？這不過

西方的上座們，對跋耆比丘的同意手捉金銀（或說「十事」），深惡痛絕而作這樣的傳說而

已。 

北方的另一傳說是：第一結集終了，界外比丘一萬人，不同意少數結集而另行結集，

名「界外結集」，就是大眾部的成立。將大眾部成立的時代提前，表示是多數，這也是不足

信的。依《摩訶僧祗律》說：經七百結集會議，東西方代表的共同論定，僧伽仍歸於和合。

在部派未分以前，一味和合，一般稱之為「原始佛教」。 

 

◎  阿難與迦葉 

印順法師，《印度之佛教》，〈聖典之結集〉，pp.56～58： 

一、大迦葉不滿意阿難的情形，歷時已久 

釋尊晚年，上首弟子舍利弗、目犍連先佛入滅，1其常侍佛左右，歷廿五年而不離，稱2逐3佛

轉法輪者，允推阿難。4大迦葉不慊5阿難，佛世已啟其機6，佛滅而其跡益著。 

二、舉經為證 

（一）《雜阿含經》（1139 及 1140 經） 

佛諭7迦葉以為眾說法，每以「有比丘聞所說法，不忍不喜」8為辭。 

（二）《雜阿含經》（1138 經） 

曾於佛前指責目連及阿難弟子共相論義，阿難告以「且忍，尊者！此年少比丘少智」9，

而迦葉竟以「汝且默然，莫令我於僧中問汝事」10答之。因眾以抑11阿難，辭鋒12咄咄13，

                                                 
1《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 18（大正 24，287a8-289c5）。 
2 稱：7.著稱；聞名。（《漢語大詞典》（八），p.111） 
3 逐：5.隨；跟隨。（《漢語大詞典》（十），p.887） 
4《長阿含經》卷 3〈2 遊行經〉（大正 1，19b27-c9），《中阿含．33 侍者經》卷 8〈4 未曾有法品〉（大

正 1，473a16-24、b19-c9）。 
5 慊（ㄑㄧㄝˋ）：滿足；滿意。（《漢語大詞典》（七），p.681） 
6 啟機：開啟機兆。（《漢語大詞典》（三），p.398） 
7 諭（ㄩˋ）：5.舊指上對下的文告或指示。亦特指皇帝的詔令。（《漢語大詞典》（十一），p.345） 
8《雜阿含經》卷 41（1139 及 1140 經）（大正 2，301a27-28）。 
9《雜阿含經》卷 41（1138 經）（大正 2，300b23-24）。 
10《雜阿含經》卷 41（1138 經）（大正 2，300b25-26）。 
11 抑（一ˋ）：3.強迫。（《漢語大詞典》（六），p.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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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知有佛在者。 

（三）《雜阿含經》（1143 經） 

偷羅難陀尼14不滿迦葉之先阿難說法，諷以「如販針兒於針師家賣」15。迦葉即廣顯證德，

於阿難及「尼眾中作獅子吼」16。 

（四）《十誦律》卷 40 

迦葉受窘17於尼眾時，即謂「我不怪汝等，我怪阿難」18。 

三、大迦葉與阿難於經律所顯示的個性差別 

蓋迦葉頭陀第一，嚴肅而好遠離，為耆年苦行者所重；阿難則多聞第一，和忍而樂化他，

為少壯悲解19者所資20。一則薄視女性，一則求度女人，個性不同，所見自難苟合21也。 

※  另參見印順法師，《華雨集》（第三冊），〈阿難過在何處〉，pp.87～114。 

 

◎  富樓那與迦葉 

一、律中記載富樓那帶五百比丘自南山來，並與大迦葉有結集內容的意見不合 

大法結集竟，尊者富樓那22引五百比丘自南山來。大眾告以「曇摩、毘奈耶結集已了，宜

共許此」！富樓那曰：「諸德結集佛法，自是。然我從佛得聞之法，亦當受持」。迦葉乃復

與富樓那共論法、律，唯內宿、內煮23等八事（《五分律》作七事24），富樓那謂釋尊制而復

                                                                                                                                                                  
12 辭鋒：謂文章、議論銳利如有鋒芒。（《漢語大詞典》（十一），p.507） 
13 咄咄：2.感嘆聲。表示責備或驚詫。（《漢語大詞典》（三），p.565313） 
14 印順導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八章〈九分教與十二分教〉，（p.566）： 

在比丘尼中，偷羅難陀尼是問題人物。 
15《雜阿含經》卷 41（1143 經）（大正 2，302b16-17）。 
16《雜阿含經》卷 41（1143 經）（大正 2，302c12）。 
17 受窘：陷入為難的境地。（《漢語大詞典》（二），p.886） 
18《十誦律》卷 40（大正 23，291a17-22）： 

佛在王舍城。爾時長老摩訶迦葉，中前著衣持鉢，從耆闍崛山出入王舍城乞食。爾時偷蘭難陀比丘

尼，在大迦葉前趨行。 

大迦葉言：「妹！汝若疾行、若避我道。」 

即罵言：「汝本是外道，有何急事而不徐徐行？」 

大迦葉言：「惡女！我不責汝，我責阿難。」 
19 解：13.明白；理解。（《漢語大詞典》（十），p.1361） 
20 資：6.憑藉；依靠。（《漢語大詞典》（十），p.199） 
21 苟合：1.附和；迎合。（《漢語大詞典》（九），p.351） 
22 印順導師，《華雨集第三冊》（p.56）： 

當王舍城的結集終了，《銅鍱律》，《四分律》，《五分律》，都有富蘭那長老，率領五百比丘，從南方

來王舍城，與大迦葉重論法律的記載。這位富蘭那長老，《五分律》列為當時的第二上座。研考起

來，這就是釋尊早期化度的第七位比丘，耶舍四友之一的富樓那（說法第一的富樓那，應為另一人）。

富蘭那對大迦葉結集的提出異議，說明了王舍結集，當時就為人所不滿（這也就是界外大眾結集傳

說的初型）。 
23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六章〈部派分化與大乘〉，（p.323）： 

依《五分律》說：「內宿」是寺院內藏宿飲食；「內熟」是在寺院內煮飲食；「自熟」是比丘們自己

煮；「自持食從人受」，是自己伸手受食，不必從人受（依優波離律，要從別人手授或口授才可以喫）；

「自取果食」，「就池水受」（藕等），都是自己動手；「無淨人淨果除核食」，是得到果實，沒有淨人，

自己除掉果實，就可以喫了。這都是有關飲食的規制，依優波離所集律，是禁止的，但富蘭那長老

統率的比丘眾，卻認為是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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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迦葉則謂開而又制，終於各行其是25。26 

二、《僧祇律》所載之捨微細戒諍論，亦顯示出有千比丘於場外而沒有參與結集 

《僧祇律》則謂迦葉結集已，「喚27千比丘入」，因有捨微細戒之諍。28 

三、小結 

總之，五百結集僅為少數人之結集，當時即未能得大眾之同意，則無可否認者。29 

 

◎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 

印順法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研究的資料與參考書〉，pp.71～72： 

《五分律》，或作「彌沙塞律」，《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為彌沙塞部（Mahīśāsakāḥ譯

為化地部）的廣律。律本為法顯西遊時，在師子國（Siṃhala），即今錫蘭得來。直到宋景

平元年（西元四二三），罽賓化地部的律師佛陀什（Buddhajīva）來中國，才請他誦出；由

于闐沙門智勝譯；竺道生與慧嚴，也曾參與譯事。現本作三○卷，分為五分：一、「比丘律」；

二、「尼律」；三、「受戒等九法」；四、「滅諍法」與「羯磨法」；五、「破僧法等八法」，又

「五百集法」、「七百集法」。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題目中的「和醯」二字，意義不明；古代經目中，也缺

此二字。彌沙塞部，漢譯或作「彌嬉捨娑柯」、「彌嬉捨婆挹」。「婆挹」，雖可能為娑柯（sakāḥ），

或婆拖（vādāḥ）的誤寫，但與「和醯」的音相合。所以不妨這樣說：化地部的梵音，傳為

「彌沙塞和醯」，為古人所知。但「彌沙塞和醯部五分律」，被誤寫為「彌沙塞部和醯五分

律」，「和醯」二字，這才成為不可解說了！ 

 

講義，p.21： 

◎  中印法難 

印順法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邊地佛教之發展〉，p.426： 

阿育王（Aśoka）以後，印度開始了全面的動亂。佛教在政局動亂中，不免會遭遇困境，

有中印度與西北印度的法難傳說。 

                                                                                                                                                                  
24 《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 30（大正 22，191c19-192a5）。 
25 各行其是：按照各自認為對的去做。（《漢語大詞典》（三），p.180） 
26《四分律》卷 54（大正 22，968b27-c17）： 

時長老富羅那，聞王舍城五百阿羅漢共集法毘尼，即與五百比丘俱，往王舍城，至大迦葉所，語如

是言：「我聞大德與五百阿羅漢共集法毘尼，我亦欲豫在其次聞法。」時大迦葉以此因緣集比丘僧，

為此比丘更問優波離，乃至集為三藏，如上所說。彼言：「大德迦葉！我盡忍可此事，唯除八事。

大德！我親從佛聞，憶持不忘，佛聽內宿、內煮、自煮、自取食、早起受食、從彼持食來，若雜菓、

若池水所出可食者，如是皆聽不作餘食法得食。」大迦葉答言：「實如汝所說，世尊以穀貴時世，

人民相食，乞求難得，慈愍比丘故，聽此八事；時世還豐熟，飲食多饒，佛還制不聽。」彼復作是

言：「大德迦葉！世尊是一切知見，不應制已還開、開已復制。」迦葉答言：「以世尊是一切知見故，

宜制已還開、開已復制。富羅那！我等作如是制：是佛所不制不應制，是佛所制則不應却。如佛所

制戒，應隨順而學。」在王舍城五百阿羅漢共集法毘尼，是故言集法毘尼有五百人。 
27 喚：2.召請；招之使來。（《漢語大詞典》（三），p.364） 
28 《摩訶僧祇律》卷 32（大正 22，492c4-17）。 
29 《大唐西域記》卷 9（大正 51，923a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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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印度的法難，是熏伽（Śuṅga）王朝弗沙蜜多羅（Puṣhyamitra）的破法。《阿育王傳》

說到弗沙蜜多羅，「殺害眾僧，毀壞僧房」，並侵害到北印度的舍伽羅（Śākala）。《舍利弗

問經》，也有此傳說。法顯的《摩訶僧祇律私記》，也說到中天竺惡王的破法，「諸沙門避之

四奔，三藏比丘星離」。這一傳說，或不免言過其實，但弗沙蜜多羅，舉行婆羅門教的馬祭，

在當時流行的宗教中，從孔雀（Maurya）王朝的特重佛教，而轉移為重視固有的婆羅門教，

應該是可信的事實。失去了王權的支持，佛教從類似國教的地位而下降，會有被壓抑與歧

視的感覺，並多少有被壓迫的事實。依《舍利弗問經》所說：「壞諸寺塔八百餘所」，恆河

中流──中國佛教的衰落，也許就是邊地佛教越來越興盛的原因之一。 

西北印度的法難，就是臾那人（Yona）、安息人（Phalava）、塞迦人（Sakas）的先後侵

入。…… 

※  另參見印順法師，《印度之佛教》，〈中印之教難〉，pp.161～169。 

 

講義，p.23： 

◎  教授、教誡： 

參見印順法師，《印度之佛教》，〈聖典之結集〉，p.64： 

釋尊之教法，唯一達磨──「法」，貫攝義理，無非經也。以遮顯之相待而成，漸分流

為二：即法之行善以悟入真實者，曰教授，曰「法」；法之止惡以調伏妄念者，曰教誡，曰

「毘奈耶」（律）。 

「法」之與「律」，初非判然之二物，然釋尊晚年，此二者已大異其趣。教授之「法」，

即憶持釋尊斷片之開示，精鍊為定型文句，轉相教授，曰「句法」。此種種之句法，佛世已

有編次集合者，如億耳所誦之《義品》（八章或云十六章），即其一也。以文字為斷片之記

錄，容亦有之。 

其教誡之「律」，隨犯而制為定文，半月舉行布薩，朗誦佛制，即《波羅提木叉戒經》

是。 

 

講義，p.24： 

◎  論典的兩大學流： 

印順法師，《性空學探源》，〈學派之分流與毘曇〉，pp.102～104： 

佛弟子們所造的一切論典，我在《印度之佛教》中，把它分為舍利弗毘曇與迦旃延蜫

勒兩系。 

                        ┌─說一切有系─────────六分毘曇 

                        │       ┌─海南系───七部毘曇 

上座（舍利弗毘曇系）─┼─分別說系──┤ 

                        │       └─大陸系─┐ 

                        └─犢子系─────────┴─舍利弗毘曇 

大眾（迦旃延蜫勒系）─────────────────蜫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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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系的作風不同：毘曇是在《雜阿含》中選出幾個論題，如蘊、處、界、諦、緣起、

道支等，對一一法的自相、共相、相攝、相應、相生等，加以深細的分析；以「法」為對

象而作繁密的分別，叫阿毘曇。從六足、《發智》到《俱舍》、《正理》等，都是這個作風。 

蜫勒，依《智度論》說，在印度也是有大部典籍的，只是沒有傳到中國來。現存大藏

中的《四諦論》，引證有「藏論」，這即是『蜫勒』（「蜫勒」，此云篋藏），所以可約略考見

它是以四諦為組織的。要約而不事推衍；對一切佛法，最初就有整個的組織。《成實論》的

四諦分章，也是這一系的作品。我們現在都把它包括在廣義的毘曇中來考察。 

又，從一切有部分出的經部，不信毘曇為佛說，誦有自稱為佛說的摩怛理迦，這是解

釋經（法）的。但不是逐句注釋，是對結集的經典，考察其大綱要義，明教意，通血脈，

示宗要，性質與毘曇不同。這也是聲聞學者的一種論述，現在也把它包在廣義毘曇中。 

又《瑜伽師地論》，雖說是大乘論典，但其中除〈本地分〉的菩薩地與抉擇分外，其餘

各地各分，都是以經部義而折衷於一切有部與分別說系的，不出聲聞藏論議的範圍，我們

還是把它放在這裡順便說明（大乘不共義，別談）。《發智》等毘曇，有部說是佛說的；『摩

怛理迦』，經部也認為是佛說；這雖有其傳承上的某種淵原，以今論之，明白是佛弟子的製

作。 

 

講義，p.27： 

◎  上座傳統的古義： 

參見印順法師，《性空學探源》，〈阿毘曇之空〉，pp.152～153： 

「假名有」這名辭，佛世時就已經有了，不過後代各宗各派的解說有著很大的不同。

且先談談一切有部的解說。他們對於假有偏重在和合假。他們說：一一法的自性是真實，

自性和合現起的一切現象活動才是假有。因他們只注重這和合假，所以其假有範圍很狹小；

別的部派說的假有法，有許多在有部看來是實有的。佛說假有的本義，如說五蘊和合所以

無我，我是假有；如是推之園林等法，亦復以和合故是假有法。這可說是佛法假有的基本

觀念。時代略後所說的，如經部等，說有為的一分與無為法都是假有的，擴大了假有；其

假有的定義，自也非「和合假」所能範圍的了。有部固守古義，不變其「和合假」的思想，

這從《大毘婆沙》所表現的看，是很顯然的。《婆沙》第九卷敘述「有」的三種主張；第一

種說： 

然諸有者，有說二種：一實物有，謂蘊界等。二施設有，謂男女等。 

實物有就是蘊等一一諸法的真實自性。施設有就是諸法自性和合施設的和合假有。這

可說是有部對「有」的根本思想。第二種主張，分為相待有、和合有、時分有三種；這三

種有，是攝一切有不盡的，因為可疑，暫且置之不談。第三種主張，分為五種有，論云： 

有說五種：一名有，謂龜毛兔角空花鬘等。二實有，謂一切法各住自性。三假有，謂瓶衣

車乘軍林舍等。四和合有，謂於諸蘊和合施設補特伽羅。五相待有，謂此彼岸長短事等。 

此中第二實有，就是諸法自性的「實物有」；而將「施設有」約有情與無情分別為和合有與假

有兩種。所以，有部最初主張的「有」，還是實有與假有的兩種；不過在假有上約各種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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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義，安立各種不同的名字而已。《大智度論》所引說的有，大體還是這樣。 

 

 

Steven Collins, On the Very Idea of the Pali Canon , Journal of the Pali Text Society 15 , 1990 : 

pp.89-126. 

 

在這篇論文裡，我要討論、處理一個議題，巴利聖典在上座部佛教史與文化中的形成與

角色的問題。 

作者認為：應擯棄「巴利文聖典等於早期佛教」的概念，並將佛教的起源過程與不切實

際的關係，移到一個正確地對焦且實際的歷史觀念。 

巴利文聖典――指的是一份獨特而確切的權威性、封閉的經典目錄，被公佈為佛陀說法

之歷史性記錄――應被視為該教派的產品，是公元一千年的前幾世紀在錫蘭大寺派僧眾的正

統化策略的一部份。 

什麼樣巴利字眼可以相對應「canon」？有三個主要選擇：巴利文字本身，傳統上有著「大藏經」、

「三個籃子」的意思，和最重要「佛說（佛陀的話）」的概念。 

無疑地在佛陀時代，藏經並沒有固定下來。作者同意 Lamotte 的說法：「所有經典按照三

種歸類的分法……個別以教說(經)、生活規範(律)和論典(論)為對象」。最終，tipiṭaka（三藏）

這個詞被理解為確定和內容不會再增加的藏經。 

在佛說的觀點，被佛教所採用有兩個方式。其一被採用的，如同現存於南傳教乘中被廣

泛使用，是指佛說。儘管事實上，在結集中始終包含許多顯明非佛親說的（例如在佛前或佛

後，由其他僧侶宣說）。 

公元前一世之前，佛教的經典是以口傳形式保存著……。除了阿育王的碑文所提到名字

並仍現存的經典外，我們對那些（未被阿育王碑文提及的）經典是否確實存於阿育王前，且

被背誦出完全沒有概念。 

傳統佛教記載在公元前 3 世紀，巴利經典被傳遞到錫蘭，隨著論典的傳承，在那裡又重

新用口誦的方式來保持。在公元前 29 年到 17 年間，當瓦嗒嘎馬尼王統治錫蘭時，經典和論

典被書寫下來。 

在《錫蘭的巴利文獻》中提到，沒有人可以估計，在光明寺所寫下結集的三藏與其論典

和流傳至今我們現有的三藏與其論典兩者的相似度有多少。其實，我們所能推斷聖典的特定

和最終文本的最早時期是在佛音論師的時代。 

我們認知的巴利藏真正重要性並不在於此藏中的某一特定文本，而是在於此傳承擁有佛

說的明確教義。所以在藏經中，巴利藏也應被視為用巴利文著述的藏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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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聞為本師資同脫 菩薩傾向的聲聞分流 菩薩為本的大小兼暢 如來傾向的菩薩分流 如來為本的佛梵一體 

佛世～佛元百年 佛元百年～佛元 5 世紀 佛元 5 世紀～佛元 8 世紀 佛元 8 世紀～9、10 世紀 佛元 9、10 世紀 

一、佛世： 

教授（法）、 

教誡（律）、 

佛的大行大果，化世的事

業 

 

二、佛滅後： 

1.第一次結集： 

法：修多羅、祇夜 

律：修多羅（戒經）、祇夜 

2.佛元百年： 

法：四阿含 

律：經分別、法隋順偈 

論義：阿毘曇、蜫勒 

1. 西北方：論藏發達 

說一切有部：發智論 

經部：摩呾理迦 

重推演，闡述世間集、滅

上流出很多阿毘達磨 

聲聞道中心；側重緣起生

滅相，諸法皆有 

 

2. 南方：雜藏→大乘藏 

大眾、分別說系 

重攝取，讚仰佛陀行果

上，流出摩訶衍經 

佛道中心，側重緣起寂滅

性，一向常空 

南方：案達羅王朝 

北方：貴霜王朝 

中印：笈多王朝準備復興

梵文運動 

出現梵我化真常、唯心等

新經典 

代表人物：龍樹菩薩 

反對： 

北方：《發智》、《婆沙》之

實有、瑣碎 

南方：批擊執理廢事的方

廣道人 

以緣起義貫通空有、現空

無礙之中道觀 

洗練後期大乘經思想：真

常、一乘、唯心 

代表人物：無著師資學系 

總攝說一切有系三學說： 

重禪瑜伽師、經部師、論

師 

立三性： 

空：遍計所執（虛妄生滅

心） 

不空：依他起（緣起自相

有）、圓成實相（真常不空） 

 

出很多嚴密的大乘論，企

圖修正、淨化後期大乘經

義 

 

 

北方：瑜伽師與咒師交

流，出些雜密（事部） 

南方：真常論者的聖典

中，密咒的成份增多 

真常大乘佛教者，有意在

真常、唯心、一乘的基礎

上，史佛法更梵化、神秘 

採用婆羅門復興之方法： 

總攝大乘空有的成果，融

合世俗的迷信、習俗，甚

至房中術 

流出四部密教： 

事部： 

行部： 

瑜伽部： 

無上瑜伽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