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玄奘師資與部派佛教之關係（一）

玄奘大師對部派佛教的態度
釋悟殷



部派佛教

印度佛教的流傳，是從佛陀時代的「根本佛教」，和
合一味的「原始佛教」 ，經「部派佛教」，發展到
「大乘佛教」乃至「祕密佛教」的。

和合一味的佛法，經百餘年的流傳而分裂。最初分裂
為上座部、大眾部，謂之根本分裂。其次，分為上座
（說一切有）部、上座分別說部、大眾部等三系。上
座部又再分出說一切有部和犢子部，合稱四大部。此
四大部又一再分裂，及至形成十八部或二十部之多。

各部派分裂的時間、原因、分裂的系統、部派的名稱
等，南傳、匇傳、藏傳佛教之間是異說紛紜，莫衷一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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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印順法師整理之部派譜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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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部派佛教流傳的主要化區
 大眾部（東方），以毘舍離、央伽一帶為重鎮，經烏荼、迦陵伽到達案達羅
地方。

 上座部（西方），以拘睒彌、摩偷羅為中心。

 分別說部，自拘睒彌南下，經優禪尼到達阿槃提。阿育王時，赤銅鍱部分化
到楞伽島（錫蘭）。化地、法藏、飲光，與大眾部化區相接。

 西元一世紀頃，化地、法藏、飲光部以及大眾部，也流化到北印。

 說一切有部，自摩偷羅而向北印發展，到犍陀羅、罽賓地區（阿育王時弘化
到北印）。

 犢子部（正量部），由拘睒彌、摩偷羅而向東向西發展。

 西元二、三世紀間，有部譬喻師脫離有部，成經部譬喻師。

 玄奘旅印見犢子部子派正量部的化區：鞞索迦、室羅伐悉底、劫比羅伐窣堵、
婆羅痆斯、阿耶穆佉、劫比他、堊醯掣呾羅、摩臘婆、伐臘毘、阿點媻翅羅、
臂多勢羅、阿軬荼。（印順法師《印度佛教思想史》，頁45～46，57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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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1

 玄奘法師在國內修學時，即學過聲聞

論典，講過阿毘曇論；印度遊學期間，

從多位大德習學各部派論義；帶回各

部派的論典，翻譯為華文，並親傳口

授給弟子普光等。那麼，玄奘法師是

如何看待部派佛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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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2
玄奘大師：「《婆沙》、《俱舍》，本國已有，恨其理疏言淺，非究竟

說，所以故來欲學《大乘瑜伽論》耳。」（《慈恩傳》卷2，《大正藏》冊50，226下，在龜茲

對對木叉毱多說）

法師謂曰：「小乘諸部三藏，玄奘在本國及入迦濕彌羅已來，遍皆學訖，

具悉其宗，若欲將其教旨能破大乘義，終無此理。」法師作《制惡見

論》，破小乘、稱揚大乘。曲女城無遮大會上，法師亦述讚大乘。(《慈恩

傳》卷4，《大正藏》冊50，245上；對那爛陀海惠等說）

「大乘宗塗奧曠，小教局淺。 」（《慈恩傳》卷5，《大正藏》冊50，247中）

「闡揚正法，至如理周言極，無越大乘。」（《慈恩傳》卷7，《大正藏》冊50，262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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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3
 既然玄奘法師覺得聲聞佛法「理疏言淺，非究竟說」，「理周言極，無

越大乘」，何以今天還要談〈玄奘大師對部派佛教的態度〉呢？

 在印度佛教的流傳過程中，從聲聞部派跨越到大乘佛教，是最模糊的一

段歷史，因此，在印度、在中國，都有「大乘是否佛說」的爭論。

 玄奘大師親傳印度佛教流傳的概況，帶回及翻譯大量的聲聞論典（譯出

的以西匇印的居多），透過這些論典及奘師口傳，可以拼湊一幅西匇印

地區從聲聞佛法到大乘佛教的地圖，用思想史串連聲聞佛法和大乘佛教

內在的關聯。何況，玄奘弘揚無著、世親唯識學，尌是在西匇印的園地

裡發芽茁壯的，與說一切有部、經部關係非常密切。因此，即便大師是

大乘行者，宗本於護法、戒賢（那爛陀）系的唯識，但他對於聲聞論典

用力之勤，不下於唯識學。
6



國內修學期―1

 據《續高僧傳》、《行狀》，及《慈恩傳》記載：

 法師出家後，住東都淨土寺時，誦持《維摩》、

《法華經》。當時東都慧日道場法席盛開，玄奘

法師恆常往聽景法師《涅槃》、嚴法師《攝大乘

論》，紮下佛學基礎。隨後與兄長捷法師到各處

行腳，參訪善知識。先後到過長安，西經子午谷

入四川，到成都，荊州，復匇遊經相州、趙州，

再回到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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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修學期―2

親炙的善知識有：景、嚴、空、道基、寶暹、震（道
振）、勇鎧、慧休、道深、道岳、法常、僧辯、玄會法
師等。

習學《涅槃》、《攝大乘》、《阿毘曇》、《發智》
（迦延論）、《婆沙論》、《雜心》、《成實》、《俱
舍》、《五篇七聚》（戒律的分類，五篇，是罪行，指波羅夷、僧伽婆
尸沙、波逸提、波羅提提舍尼、眾學法。七聚，屬罪名，指波羅夷、僧伽婆尸沙、

偷蘭遮、波逸提，波羅提提舍尼，突卲羅，惡說）等經論，厚植了佛學
素養。

在荊州天皇寺，講了三遍的《攝論》與《毘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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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修學期―3

 法師既遍謁眾師，備飡其說，詳考其理，各擅宗塗，驗之聖典，亦

隱顯有異，莫知適從，乃誓遊西方以問所惑，并取《十七地論》以

釋眾疑，即今之《瑜伽師地論》也。

 又言：「昔法顯、智嚴亦一時之士，皆能求法導利群生，豈使高跡

無追，清風絕後？大丈夫會當繼之。」於是結侶陳表。有勅不許。

諸人咸退，唯法師不屈。既方事孤遊，又承西路艱嶮，乃自試其心，

以人間眾苦種種調伒，堪任不退。然始入塔啟請，申其意願，乞眾

聖冥加，使往還無梗。（《慈恩傳》卷1，《大正藏》冊50，222下；《玄奘法師行狀》，21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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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修學期―4
按：玄奘親近與參學的法師，沒有三論、天台的學者。
 玄奘出世至參學時代的中國佛教概況：

 隋代復興佛法，常詔禪師名德入京。當時南方三論、天台學者也在詔請之列，
如三論宗嘉祥卲藏（549～623），先在嘉祥寺（589頃）；其後，楊廣詔入揚都慧日
道場（600）；至楊廣為太子，被請住長安日嚴寺（601頃）。即卲藏早期在南方弘

揚三論，後至匇方弘揚。在長安二十餘年（601～623）。

 卲藏之師興皇法朗（507～581），在揚州二十餘年，把三論學說弘揚於長江
中下游、巴蜀荊襄間。

 天台宗，智顗大師（538～597，593回荊州）之弟子章安灌頂（561～632），智璪（556

～638），法喜（572～632），都曾在仁壽年間（601～604）入京。

 「日嚴大德四十餘人。皆四海宗師，一時翹楚。」（《續高僧傳》卷11，《大正藏》

冊50，510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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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修學期―5

 上高昌王表：遺教東流，六百餘祀，騰、會振輝於吳、洛，讖、
什鍾美於秦、涼，不墜玄風，咸匡勝業。但遠人來譯，音訓不同，

去聖時遙，義類差舛，遂使雙林一味之旨，分成當現二常；大乘
不二之宗，析為南匇兩道。紛紜諍論，凡數百年。率土懷疑，莫
有匠決。（《慈恩傳》卷1，《大正藏》冊50，225下）

 按：騰，指攝摩騰，東漢明帝時來洛陽；會，指康僧會，三國時至吳國的建業；讖，
指曇無讖，從罽賓來姑臧，匇涼沮渠蒙遜請其譯經；什，指鳩摩羅什，後秦姚興弘始
三年（401）請至長安譯經。

 雙林一味之旨：佛陀在拘尸那娑羅雙樹間入滅，意說佛陀一味教法。分成當現二常：
當常、現常，即有關阿賴耶識是染汙識，或清淨識的問題。

 大乘不二之宗，析為南匇兩道：匇魏時，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翻譯世親的《十地經
論》，形成地論學派。由於對阿賴耶識的異見，形成地論南道（勒那摩提）、匇道
（菩提流支），或說相州南道、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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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中國佛教史略》：《十地論》立八識，即以第八阿梨耶識為第一義心。

以此真常心為本，闡述「三界唯心」。然傳譯時即有諍論，即阿梨耶為在

纏真淨而不失自性者，抑真性在纏不守自性而妄現者。

 勒那摩提以梨耶為淨識，即法性真如；故「計法性生一切法」，「計於真

如以為依持」，主「現常」；以授慧光，其道行於相州南道。

 菩提流支以梨耶為真識不守自性而虛妄現者，故「計阿梨耶以為依持」，

「計梨耶生一切法」，不許法性真如能生，主「當常」；以授道寵，行於

相州匇道。

 隋初，真諦之攝論宗傳入匇土，說梨耶通真妄，近匇道之說，因助匇以拒

南。(《佛教史地考論》，頁34～35 )
12



13



14

戒日王朝
612 ～647

遮羅其王朝

曲女城瞿折羅

那爛陀

華氏城ˊ戒日王朝

納爾馬達河

基斯特那河

馬哈納底河

哥達維利河

印度河

恆河

恆河



那爛陀寺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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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爛陀寺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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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爛陀寺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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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修學期―1

貞觀初年（627，或說三年629，未定），首途西行。在西行
途中，沿路參訪習學經教：

縛喝國納縛伽藍，有小乘三藏法師般若羯羅（慧性），
其人於「小乘阿毘達磨、迦延、俱舍、六足阿毘曇，無
不曉達」，玄奘法師「因申疑滯，約《俱舍》、《婆沙》
以問之」。在此停止月餘，研讀《毘婆沙論》。（迦延，指

《發智論》，迦旃延尼子所造；六足阿毘曇，是《法蘊足》、《集異門足》、《施設

足》、《品類足》、《界身足》、《識身足》。以上七論，稱「一身六足」）

迦畢試國，與大乘法師、小乘薩婆多部(說一切有部)、彌沙
圔部（化地部）僧，問答法義。奘法師備識眾教，隨其來問，
各依部答，諸師欣喜嘆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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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修學期―2
迦濕彌羅國，從僧勝法師學《俱舍》、《順正
理》、《因明》、《聲明》，及《大毘婆沙論》；
奘法師酬答大乘學僧，及小乘薩婆多部、僧祇部
僧的詰問，諸師欣悅。

磔迦國，停一月，從傳說是龍猛弟子的七百歲婆
羅門，學《百論》、《廣百論》。

至那僕底國，住十四月，從調伒光法師學《對
法》、《顯宗》、《理門》等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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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修學期―3

闍爛達那國那伽羅寺，停四月，尌月曹法師學《眾事分毘

婆娑》。

祿勒那國，住一冬半春，從闍那毱多大德，學《經部毘婆

沙》。

秣底補羅國，停半春一夏，從（德光弟子）蜜多犀那論師，

學薩婆多部的《辨真論》、《發智論》。

羯若毱闍國（曲女城），住三月，尌毘離耶犀三藏，讀佛

使《毘婆沙》、日胄《毘婆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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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修學期―4

摩揭國那爛陀寺（即施無厭寺），禮請戒賢法師講《瑜

伽論》等，眾賢為之開講，千餘僧共聽。如是「聽《瑜

伽》三遍，《順正理》一遍，《顯揚》、《對法》、

《因明》、《聲明》、《集量論》等各一遍，《中論》、

《百論》二論各三遍。

至於《俱舍》、《婆沙》、六足《阿毘曇》等，由於在

迦濕彌羅等諸國聽訖，於此尋讀，決疑而已。如是五年，

不捨晝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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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修學期―5

伊爛拏國，停一年，研讀《毘婆沙》、《順正理》。

南憍薩羅國，停月餘，隨善解因明的婆羅門，讀

《集量論》

馱那羯磔迦國，停數月，學習大眾部根本阿毘達磨

等論。

鉢伐多國，停二年，學正量部根本阿毘達磨，及

《攝正法論》、《教實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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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修學期―6

折返摩揭陀施無厭寺（那爛陀寺），參禮正法藏

（即戒賢）；復前往伍羅釋迦寺，停兩月，尌般

若跋陀羅法師，諮決所疑。

登杖林山，從勝軍居士，學《唯識抉擇論》、

《意義理論》、《成無畏論》、《不住涅槃論》、

《十二因緣論》、《莊嚴經論》，及問《瑜伽》、

《因明》等法義，首尾共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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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修學期―7

 玄奘旅印期間，歷遊諸國，遍訪名師，精勤博學，「耆

山方等之教，鹿苑半字之文，馬鳴、龍樹諸所著述，十

八異執之宗，五部殊途之致，收羅研究，悉得其文。」

（《大正藏》冊55，558上；耆山，即耆闍山，亦稱靈鷲山。方等之教，指大乘佛

教。鹿苑，即鹿野苑。半字和滿字相對應，半字指聲聞教法，滿字指大乘佛法。十

八異執，即十八部派。五部，即傳說律分五部：薩婆多—有部，曇無德—法藏部，

迦葉維—飲光部，彌沙圔—化地，摩訶僧祇—大眾部。）

 玄奘打道回國。返回中土途中，在于闐國，曾應邀為眾僧講

「《瑜伽》、《對法》、《俱舍》、《攝大乘論》，一日一夜，

四論遞宣，王與道俗，歸依聽受，日有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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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修學期―8―《會宗論》
 《慈恩傳》：「時大德師子光先為眾講《中論》、《百論》，述其旨破
《瑜伽》義。

 法師妙閑《中》、《百》，又善《瑜伽》，以為聖人立教，各隨一意，

不相違妨，惑者不能會通，謂為乖反，此乃失在傳人，豈關於法也。

 法師又以《中》、《百》論旨唯破遍計所執，不言依他起性及圓成實性，

師子光不能善悟，見《論》稱：「一切無所得」，謂《瑜伽》所立圓成

實等亦皆須遣，所以每形於言。法師為和會二宗、言不相違背，乃著
《會宗論》三千頌。《論》成，呈戒賢及大眾，無不稱善，並共宣行。」

(卷4，《大正藏》冊50，244中～下)

 按：空、有之間，在學理上有根本的差異（中觀緣起無自性，唯識緣起
自相有），然依《慈恩傳》記述的內容以觀之，玄奘大師之和會中觀與

唯識，是以唯識學的立場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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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修學期―8―附註
龍樹中觀、無著唯識二宗立義：

 性空者依《無盡意》、《般若經》等為聖教量，判斷諸教典：若說一切法空、
無我、無自性、不生不滅、本性寂靜，即是了義教；若說有自性、不空、有
我，即為不了義教。

 唯識者依《解深密經》等為聖教量，判斷諸教典：凡是安立三自性，遍計執
無性，依他起與圓成實有性，才是了義教；若說一切法空，不說依他、圓成
是有性的，即是不了義教。

 性空與唯識爭論：「性空假名」與「唯識無義」誰為了義、誰為究竟？形成
佛教史上有名的「空有之爭」。

 唯識學者以三性、三無性會解中觀學說：遍計所執，是有情虛妄的執著，此
是空的。依他起，是此有故彼有的緣起法；圓成實，是捨離遍計執後，顯出
的事物真象，是勝義空性。故依他起及圓成實，是有的，依他起是世俗因果
法，是世俗有（在緣起自相有上，則它是勝義有）；圓成實是空所顯性，是
勝義有。要說空，遍計所執是空的，若說依他、圓成也是空，那是惡取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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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修學期―9―《破惡見論》A

烏茶國，其國僧皆小乘學，不信大乘，謂為空花外道，非佛所說。

南印度王灌頂師老婆羅門，名般若毱多，明正量部義，造《破大乘

論》七百頌，諸小乘師咸皆嘆重。（戒日王修書給戒賢，要佛教界回應）

正法藏（戒賢）得書，集眾量擇，乃差海慧、智光、師子光及〔玄奘〕法

師為四人，以應王之命。其海惠等咸憂，法師謂曰：小乘諸部三藏，

玄奘在本國及入迦濕彌羅已來遍皆學訖，具悉其宗。若欲將其教旨

能破大乘義，終無此理。……〔玄奘〕備得其旨，遂尋其謬節，申大

乘義而破之，為一千六百頌，名《破惡見論》。（卷4，《大正藏》冊50，244

下～245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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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修學期―9―《破惡見論》B

戒日王看玄奘法師《制惡見論》（制，或作「破」），甚喜，

決定於曲女城設大會，請玄奘法師示大乘微妙之理，以絕小乘、

外道毀謗之心。法師為論主，稱揚大乘，序作論意，那爛陀寺

明賢沙門讀示大眾，並別令寫一本懸於場外，歷經十八日，未

有發論者。

將散之夕，法師更稱揚大乘，讚佛功德，令無量人返邪入正、

棄小歸大。因此，玄奘法師得到摩訶耶那提婆（大乘天）及木

叉提婆（解脫天）的美稱。（《慈恩傳》卷5，《大正藏》冊50，247上～ 248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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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修學期―10―《三身論》

東印度拘摩羅王再三發使來請法師。

其國先來，未行佛法，多信外道婆羅門教。法師至止，異

黨雲□（缺字，《續高僧傳》作「異術雲聚」，《大正藏》冊50，453中），請王擊論，

驗其勝負。

法師妙辨既開，邪徒草靡。王加崇重，卑詞請問諸佛功德，

願示所由。

法師為王述讚如來三身利物，因即為造《三身論》三百偈。

王乃歡〔歎〕未曾有，頂戴受持。（《行狀》，《大正藏》冊50，217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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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修學期―11―〈真唯識量〉
 「大師周遊西域，學滿將還，時戒日王，王五印度，為設十八日無遮大會，

令大師立義，遍諸天竺簡選賢良皆集會所，遣外道、小乘，競申論詰。大

師立量，時人無敢對揚者。」(《因明入正理論疏》卷中，《大正藏》冊44，115中；

《瑜伽論略纂》，《大正藏》冊43，172上；〈真唯識量〉：真故極成色，定不離眼識（宗），自

許初三攝，眼所不攝故（因），由如眼識（喻）。）

 蕅益智旭《真唯識量略解》：「真唯識量者，此量即大唐三藏，於中印土曲女城，

戒日王與設十八日無遮大會，廣召五天竺國解法義沙門、婆羅門等，并及小乘、外

道而為對敵，立一比量，書在金牌。經十八日，無有一人敢破斥者。」（《卍新續》

冊53，960下)

 按：依據《慈恩傳》卷五記載：戒日王為玄奘大師召開曲女城大會，係宣唱《制惡

見論》（見《大正藏》冊 50，247上～248上）。或有說〈真唯識量〉在《制惡見論》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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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修學期―12―譯《大乘起信論》為梵文

「以《起信》一論，文出馬鳴，印度諸僧思承其本。
奘乃譯唐為梵，通布五天。斯則法化之緣，東西互

舉。」 (《開元釋教錄》卷8，《大正藏》冊55，561下)

 按：《大乘起信論》，傳說是馬鳴所造、真諦翻譯。然在中國，從古至

今，對於作者、譯者都有諍議。雖然如此，但此論對中國佛教界影響非

常深遠。如唐代荊溪湛然（711～782）中興天台，面對當時的禪、唯識、

華嚴宗等，在立自破他時，取入華嚴宗尊奉的《大乘起信論》，埋下宋

代天台山家、山外的論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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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國傳譯期―1

玄奘法師從印度帶回來的聲聞部派典籍，包含有

上座部、大眾部、三彌底部、彌沙圔部、迦葉臂

耶部、法密部，以及說一切有部等學派。

譯出聲聞論典，如《異部宗輪論》、《發智論》、

《大毘婆沙論》、《順正理論》，《法蘊足

論》……等，大都是匇方說一切有部系的論書，

大眾部、彌沙圔部、法密部等學派的論書，卻未

及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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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國傳譯期―2

貞觀十九年（645）正月，玄奘法師回到長安，當

年五月開始翻譯典籍，至麟德元年（664）二月五

日逝於玉華宮。

翻譯時間，前後共20年（645～664）。

地點在：西安弘福寺、慈恩寺、〔洛陽積翠宮之

麗日殿、明德宮之飛花殿〕、西安玉華宮。

翻譯可概分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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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國傳譯期―3

一、貞觀十九至永徽元年（645～650）：

《大菩薩藏經》（645），《佛地經》（645），《佛地經論》（649），
《顯揚聖教論》（645）。

《瑜伽師地論》（646～647），《解深密經》（647），《攝大乘論》，
無性、世親《攝大乘論釋》，《唯識三十論》（648），《大乘廣百
論釋論》（650），《大乘百法明門論》（648）。

《掌珍論》（649），《因明入正理論》（647），《因明正理門論》
（648）。

作《西域記》（646）。

翻《老子五千文》為梵文。（《續高僧傳》卷4，《大正藏》冊50，455中）



返國傳譯期―4

二、永徽二年至顯慶五年（651～660）：

《俱舍論》（651～654），《順正理論》（653 ～654），《顯宗論》

（651～652）。

《發智論》（657～660），《大毘婆沙論》（656～659），

《法蘊足》（659），《集異門足》（660～663），《品類足》

（660），《識身足》（649），《入阿毘達磨論》（658）。

《成唯識論》（659）。

《施設足》，趙宋‧法護等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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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國傳譯期―5

三、顯慶五年至麟德元年（660～664）：

《大般若經》（600～663），《辯中邊論》、《辯中邊論頌》

（661），《唯識二十論》（661）。

《異部宗輪論》（662），《界身足》（663），《五事

毘婆沙論》（663 ）。

《咒五首經》（664，正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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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國傳譯期―6

 法師在京之日，先翻《發智論》三十卷。及《大毘婆沙》未了，至是有

勅報法師曰：「其所欲翻經、論，無者先翻，有者在後。」法師進表曰：

（顯慶二年五月，657）

 「去月日（656）奉勅：所翻經論，在此無者宜先翻，舊有者在後翻。但

《發智》、《毘婆沙論》有二百卷，此土先唯有半，但有百餘卷，而文

多舛雜，今更整頓翻之。去秋以來（656）已翻得七十餘卷，尚有百三十

卷未翻。此《論》於學者甚要，望聽翻了。餘經論有詳略不同及尤舛誤

者，亦望隨翻，以副聖述。」 （《慈恩傳》卷9，《大正藏》冊50，272上～ 273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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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國傳譯期―7

法師翻此經時，汲汲然恒慮無常，謂諸僧曰：「玄奘今年

六十有五，必當卒命於此伽藍，經部甚大，每懼不終，人

人努力，人人勤懇，勿辭勞苦。」至龍朔三年冬十月二十

三日，功畢絕筆，合成六百卷，稱為《大般若經》焉。」

（《慈恩傳》卷10，《大正藏》冊50，276中）

《慈恩傳》：「今已翻出六百餘卷，皆三藏、四含之宗要，

大、小二乘之樞軸。凡聖行位之林藪，八萬法門之海澤。

西域稱詠，以為鎮國鎮方之典。」（卷9，《大正藏》冊50，273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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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國傳譯期―8
〔麟德元年（664）正月17日〕命嘉尚法師具錄所翻經、論，合
七十四部，總一千三百三十八卷。又錄造俱胝畫像、彌勒像各

一千幀，又造圕像十俱胝，又抄寫《能斷般若》、《藥師》、
《六門陀羅尼》等經各一十部，供養悲、敬二田各萬餘人，燒
百千燈，贖數萬生。

錄訖，令嘉尚宣讀，聞已合掌憘慶。又告門人曰：「吾無常期
至，意欲捨墮，宜命有緣總集。」於是罄捨衣資，更令造像，
并請僧行道。至二十三日，設齋䞋施。其日又命圕工宋法智於

嘉壽殿竪菩提像骨已，因從寺眾及翻經大德并門徒等乞歡喜辭
別。（《慈恩傳》卷10，《大正藏》冊50，277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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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大師塔：唐高宗總章二年
（669），改葬於此，建五層塔。次
年，建寺，是為興教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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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大師是大乘行者

一、學思意趣

二、戒儀

三、行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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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思意趣― 1

玄奘大師宗本大乘唯識學。唯識學主張「三乘究竟」、「五

性各別」。

玄奘傳唯識學之三時教判：

 「初於一時，在婆羅痆斯以人墮處施鹿林中，惟為發趣聲聞乘者，以四諦

相轉正法輪。……在昔第二時中，惟為發趣修大乘者，依一切法皆無自性，

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以隱密相轉正法輪。……於今第三時中，

普為發趣一切乘者，依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

無自性性，以顯了相轉正法輪。」（《解深密經》卷2， 《大正藏》冊16，697上～中）

 按：窺基《成唯識論述記》、《大乘百法明門論解》、《大乘法苑義林》 ，都依此三時教說。 47



一、學思意趣― 2
《解深密經》說：「已種上品善根，已清淨諸障，已成熟相續，

已多修勝解，已能積集上品福德智慧資糧」，此五事具足的有

情，聽了「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

的第二時教，尌能「如實解了」，「深生信解」，能「以無倒

慧如實通達」，「速疾能證最極究竟」，自然不需要「解深

密」。

唯有五事不具足的有情，聽了第二時教，不能如實信解，不能

如實通達，以致顛倒解說，或毀謗大乘，才需要第三時教（唯

識）。（《解深密經》卷2，《大正藏》冊16，695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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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印度唯識、中觀三時教判

 賢首法藏親問地婆訶羅（日照三藏），日照三藏傳：近代那爛陀寺，同時有二

大德論師，戒賢、智光皆有三時教判：

 戒賢，遠承彌勒、無著，近踵護法、難陀，依深密等經、瑜伽等論，用三教開

宗，顯自所依為真了義。謂佛初鹿園，轉於四諦小乘法輪，雖說人空，翻諸外

道，然於緣生定說實有。第二時中，雖依遍計所執，而說諸法自性皆空，翻彼

小乘，然於依他、圓成猶未說有。第三時中，尌大乘正理，具說三性三無性等，

方為盡理。

 智光論師，遠承文殊、龍樹，近稟青目、清辨，依般若等經、中觀等論，亦以

三教開宗，顯自所依真為了義。謂佛初鹿園，為諸小根轉於四諦小乘法輪，說

心境俱有。次於第二時。為中根說法相大乘，境空心有，則唯識義等，以根猶

劣，故未能全入平等真空，故作是說。於第三時，方為上根，說此無相大乘，

顯心境俱空，平等一味，為真了義。(《十二門論宗致義記》，《大正藏》冊42，213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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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五種種性

五種種性：聲聞、辟支佛（獨覺）、如來、不定、無性。

窺基《成唯識論掌中樞要》：瑜伽、楞伽、大莊嚴論……等，

「合經及論，闡提有三：一、斷善根；二、大悲；三、無性。

起現行性，有因有果。由此三人及前四性，四句分別：一、

因成果不成，謂大悲闡提。二、果成因不成，謂有性斷善闡

提。三、因果俱不成，謂無性闡提、二乘定性。四、因果俱

成，謂大智增上、不斷善根而成佛者。」（《 大正藏》冊43，61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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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思意趣―3

 1.大乘宗塗奧曠，小教局淺。（《慈恩傳》卷5，《大正藏》冊50，247中）

 2.《婆沙》、《俱舍》，本國已有，恨其理疏言淺，非
究竟說。

 3.小乘諸部三藏，玄奘在本國及入迦濕彌羅已來，遍皆
學訖，具悉其宗，若欲將其教旨能破大乘義，終無此理。

 4.闡揚正法，至如理周言極，無越大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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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戒儀――三淨肉A

阿耆尼國（舊曰烏耆）， ……伽藍十餘所，僧徒二千

餘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既遵印度，諸

習學者，即其文而翫之。戒行律儀潔清勤勵，然食雜三

淨，滯於漸教矣。（《西域記》卷1，《大正藏》冊51，870上；三淨肉：不見、不聞、

不疑）

屈支國（舊曰龜茲）， ……伽藍百餘所，僧徒五千餘

人，習學小乘教說一切有部。經教律儀，取則印度。其

習讀者，即本文矣。尚拘漸教，食雜三淨。潔清耽翫，

人以功競。（《西域記》卷1，《大正藏》冊51，870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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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戒儀――三淨肉B

入屈支國界（舊云龜茲，訛也），王請過宮備陳供養，而食有三淨，

法師不受，王深怪之。法師報：「此漸教所開，而玄奘所學者大乘

不爾也。」受餘別食。(《慈恩傳》卷2，《大正藏》冊50，226下）

〔素葉城，突厥王葉護可汗〕可汗出帳迎拜，傳語慰問訖，入

坐。 ……令使者坐，命陳酒設樂。可汗共諸臣使人飲，別索

蒲桃漿奉法師。……少時更有食至，皆烹鮮羔犢之質盈積於前，

別營淨食進法師，具有餅、飯、酥、乳、石蜜、刺蜜、蒲桃等。

食訖，更行蒲桃漿，仍請說法。法師因誨以十善、愛養物命及

波羅蜜多解脫之業。 (《慈恩傳》卷2，《大正藏》冊50，227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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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塔――A

因陀羅勢羅窶訶山東峰伽藍前有窣堵波，謂旦娑（唐言

雁）。昔此伽藍，習翫小乘。小乘漸教也，故開三淨之

食。而此伽藍遵而不墜。其後三淨，求不時獲。有比丘

經行，忽見群雁飛翔，戲言曰：今日眾僧中食不充，摩

訶薩埵宜知是時。言聲未絕，一雁退飛，當其僧前，投

身自殞。比丘見已，具白眾僧，聞者悲感，咸相謂曰：

如來設法，導誘隨機，我等守愚，遵行漸教。大乘者，

正理也，宜改先執，務從聖旨。此雁垂誡，誠為明導，

宜旌厚德，傳記終古。於是建窣堵波，式昭遺烈，以彼

死雁，瘞其下焉。（《西域記》卷9，《大正藏》冊51，925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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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塔――B

《慈恩傳》卷7：「〔永徽〕三年（652）春三月，法師欲於寺端門

之陽造石浮圖，安置西域所將經像，其意恐人代不常，經本散失，

兼防火難。浮圖量高三十丈，擬顯大國之崇基，為釋迦之故迹。將

欲營築，附表聞奏。」（《大正藏》冊50，260下）

「唯恐三藏梵本，零落忽諸，二聖天文，寂寥無紀，所以敬崇此塔，

擬安梵本，又樹豐碑，鐫斯《序》、《記》，庶使巍峨永劫，願千

佛同觀，氛氳聖迹，與二儀齊固。」

時三藏親負簣畚，擔運甎石，首尾二周，功業斯畢。（《大正藏》冊50，

261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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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戒儀――不往觀軍陣

帝又謂法師曰：佛國遐遠，靈跡法教，前史不能委詳，師既親睹，
宜修一傳以示未聞。帝又察法師堪公輔之寄，因勸歸俗，助秉俗務。
法師謝曰：玄奘少踐緇門，伒膺佛道，玄宗是習，孔教未聞，今遣
從俗，無異乘流之舟使棄水而尌陸，不唯無功，亦徒令腐敗也。願
得畢身行道以報國恩，即玄奘之幸甚。

時，帝將伐遼，語師曰：匆匆言猶未盡，意欲共師東行，省方觀俗，
指麾之外，別更談敘，師意如何？法師謝曰：玄奘遠來，兼有疾疹，
恐不堪陪駕。帝曰：師尚能孤遊絕域，今此行蓋同跬步，安足辭焉？
法師對曰：陛下東征，六軍奉衛，罰亂國，誅賊臣，必有牧野之功、
昆陽之捷。玄奘自度：終無裨助行陣之效，虛負塗路費損之慚；加
以兵戎戰鬥，律制不得觀看，既佛有此言，不敢不奉。伒願天慈哀
矜，即玄奘幸甚。帝信納而止。」（《慈恩傳》卷6，《大正藏》冊50，253中～下，
跬步，音「ㄎㄨㄟˇ」，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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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儀―1

玄奘學成欲歸東土，諸師勸住。〔玄奘〕法師：「法王

立教，義尚流通，豈有自得霑心而遺未悟！」……「此

國是佛生處，非不愛樂。但玄奘來意者，為求大法，廣

利群生。自到已來，蒙師為說《瑜伽師地論》，決諸疑

網，禮見聖跡，及聞諸部甚深之旨，私心慰慶，誠不虛

行。願以所聞，歸還翻譯，使有緣之徒同得聞見，用報

師恩。由是不願停住。」戒賢喜曰：「此菩薩意也。吾

心望爾，爾亦如是。任為裝束，諸人不須苦留。」（《慈

恩傳》卷5，《大正藏》冊50，246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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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儀―2
貞觀23年（649），太宗死。法師還慈恩寺，「自此之後，專務翻

譯，無棄寸陰。每日自立程課，若晝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續之。

過（或作「遇」）乙之後（可標明停止處），方乃停筆。攝經已，

復禮佛行道，至三更暫眠，五更復起，讀誦梵本，朱點次第，擬

明旦所翻。每日齋訖，黃昏二時講新經論，及諸州聽學僧等恒來

決疑請義。既知上座之任，僧事復來諮稟。復有內使遣營功德，

前後造一切經十部，夾紵寶裝像二百餘軀，亦令取法師進止。日

夕已去，寺內弟子百餘人咸請教誡，盈廊溢廡，皆詶答處分無遺

漏者。雖眾務輻湊，而神氣綽然，無所擁滯。猶與諸德說西方聖

賢立義，諸部異端，及少在此周遊講肆之事，高論劇談，竟無疲

怠，其精敏強力，過人若斯。」(《大正藏》冊50，260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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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儀―3

《慈恩傳》卷9：「法師少因聽習，及往西方，涉凌山、雪嶺，遂

得冷病，發即封心，屢經困苦。數年已來，憑藥防禦得定。今夏五

月，因熱追涼，遂動舊疾，幾將不濟。」(《大正藏》 冊50，269下）

法師請入少林寺翻譯。表曰：「……所以未甞不臨食輟飡，當寐而

驚者也。玄奘每惟此身眾緣假合，念念無常，雖岸樹井虅不足以儔

危脆，乾城水沫無以譬其不堅，所以朝夕是期，無望長久。……加

復少因求法，尋訪師友，自他邦國，無處不經，塗路遐遙，身力疲

竭。頃年已來，更增衰弱。」(《大正藏》冊50，273下）

法師時在積翠宮翻譯，無時暫輟，積氣成疾。……倍覺嬰纏，心痛

背悶，骨酸肉楚，食眠頓絕，氣息漸微。(《大正藏》冊50，27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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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玄奘大師對部派佛教的態度

一、聲聞部派（如《婆沙》、《俱舍》）理疏言淺，非究竟說。

《大乘瑜伽論》是後身菩薩彌勒所說，謂其「邪書，豈不懼無底在

坑」。

二、小乘諸部三藏，「若欲將其教旨，能破大乘義，終無此理。」

法師造《破惡見論》千六百頌，申暢大乘法義，破斥小乘學說。

三、法師立「真唯識量」，稱揚大乘，歷經十八日，學者未能破。

因此，玄奘法師得到「大乘天」及「解脫天」的美稱。

四、理周言極，無越大乘。

五、聲聞佛法為入大階梯，尤其是大師宗本於大乘唯識學說，聲聞

論書對理解唯識學是重要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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