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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三乘共法 

 

壹、成就五乘人天功德而進修出世三乘共法 

三乘共法，是出世間法，1是建立在五乘共法的基石上的。 

如不備人天功德，沈淪在三惡道中，當然不能發心了脫生死。 

即使現生人間，如作惡多端，無慚無愧，害人害世，喪失了人性；連做一平常人都不成，

還會發心了生死嗎？所以成就人天功德的，才能修學出世間的三乘共法。 

貳、正說三乘共法 

五乘共法，上面已說過了，現在來敘述三乘共法。 

 

甲一、趣向解脫道 

乙一、動機 

 

一切行無常，說諸受皆苦；緣此生厭離，向於解脫道。 

 

壹、出離心是三乘法的根本 

出世間的三乘法，根本在出離心，要首先學習發起。 

貳、觀無常苦是引發出離心的因素 

（壹）肯定世間是苦，才會引發出離心 

世間的一切，是不永恒的，不徹底的，不自在的，也就是世間──眾生是苦的。肯定

了世間徹底是苦的，才會引發出離心。 

（貳）論述世間是苦的議題 

一、一般的感受經驗有三受，非唯是苦 

照一般的感受經驗來說，世間有憂苦的，也有喜樂的，也有不苦不樂無所謂的，這是

不能說人生世間都是苦的。 

二、從佛法的深義說一切是苦 

要知道，『世間是(p.134)苦』這個論題，是深一層的看法。 

佛在經上說：『以「一切行無常」故，「說諸」所有「受悉皆是苦」』。2 

（一）從遷流造作說一切行無常 

◎從表面看，雖有苦受，樂受，不苦不樂的差別； 

◎但深刻的觀察起來，就不能不說一切是苦。因為世間的一切，不問是身心，是器

界；是個人，家庭，國家：這都是遷流的，造作的。 

                                                      
1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增註本）》(p.206)：「什麼叫出世？就是超過和勝出一般世間（凡夫）

的意思。或是悟解真理的正見，或是離煩惱的無漏正見，都叫出世正見。在說明上，現在是

著重於勝義──真實義的知見。」 
2 《雜阿含》卷 17(473經)（大正 2，12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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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因緣和合所作的，所以說造作。 

⊙都在生滅，生死，成壞的過程中，所以說遷流。 

遷流造作的名為行（事象）。這一切行，都是無常的，不永久的。 

（二）從『諸行無常』說三受皆苦 

從『諸行無常』去看， 

◎那麼現前的憂愁苦惱，不消說是苦的了（佛稱之為苦苦）。 

◎就是一切喜樂，如財富，尊榮，健康，聰明……雖然感到了滿足，但到了變化的

時候，苦就跟著來了（佛稱之為壞苦）。 

◎就使是不苦不樂，平淡恬靜，既然不離遷流變化，遲早免不了苦。正像航行大海

中，爛醉如泥，但直向礁石危灘駛去，你說熟醉不知苦樂的旅行者，不是可悲哀

的嗎（佛稱之為行苦）！3 

所以從這一切行是無常的，不永久的，不徹底的，不可保信的觀察起來，就不能不

說『諸受皆苦』；不能不說：世間如火宅，三界如牢獄。(p.135) 

參、生起出離心才會向於解脫生死的大道 

（壹）由認識引發意欲養成出離的堅定志願 

修學佛法的，如有這種深切的認識，那麼無論怎樣喜樂，也不會留戀。就是上升天國，

盡情享受，也不感興趣。「緣此」就能發「生厭離」生死的決心。 

有了這樣的認識，引發這樣的意欲，從學習中養成了堅強的志願。苦哉！苦哉！這世

間不是安樂鄉；不但不能永久的住著，簡直一刻兒也住不下去。正像處身在火宅當中，

急於要逃出火宅一樣。這種厭離心生起來，成為堅定的志願，就會「向於解脫」生死

的大「道」，走上了脫生死的境地。4 

（貳）是否向解脫在於有無出離心 

沒有這種出離心，一切修行，一切功德，都只是世間法。 

有了出離心，那一切功德，就被出離心所攝導，成為解脫生死的因素，稱為『順解脫

分善』5。這就是說：這種善根，已成為隨順趨向解脫的因素了。 

                                                      
3 （1）《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85(T27，928a13-15)：「不可意諸行名苦苦，可意諸行名壞苦，

順捨諸行名行苦。」 

（2）《中觀論頌講記》(p.468～469 )：「苦是什麼意義？「無常是苦義」。經說：『以一切諸行無

常故，我說一切有漏諸受是苦』。不如意、不愉快、不安定、不圓滿，都是苦；不但苦是

苦，樂也是苦，不苦不樂的平庸心境也是苦。苦上加苦是苦苦，這是人人知道的。快樂是

無常的，變動不居的。才以為快樂，一轉眼起了變化，立刻就失壞快樂而悲哀了，所以樂

受是壞苦。平庸的境界，得之不喜，失之不憂；然而不苦不樂是行苦。行就是遷流變易，

無常生滅的；在不知不覺間，走向苦痛。如大海中無舵的小舟，隨風漂流；船中的人們，

儘管熟睡得無喜無憂，等到船觸著了暗礁，船破人沒的悲哀就來了。所以，享八萬四千大

劫福報的非想非非想天的有情，在他泯除想非想的差別，住在平等寂靜的定中，沒有一般

的苦樂。可是時劫遷流，不斷的縮短他的生命，這也到底在苦的圈子裡。所以，苦諦是成

立於無常的。」 
4《大智度論》卷 23〈序品 1〉(T25，229c10-11)：「若觀諸法無常，是為真涅槃道。」 
5 （1）《大毘婆沙論》卷 7(大正 27，35b)：「問：誰決定能種此順解脫分善根？答：若有增上意

樂，欣求涅槃，厭背生死者，隨起少分施、戒、聞善，即能決定種此善根。若無增上意

樂，欣求涅槃，厭背生死者，雖起多分施、戒、聞善，而亦不能種此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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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離心是出世法的根本，口口聲聲說了生死的學佛同人，應反省自己，看看自己有沒

有這種心情。 

 

乙二、根性 

丙一、旁正二化 

 

隨機立三乘，正化於聲聞。 

 

壹、修出世法的根機有三乘的差別 

發出離心而修出世法的，根機並不一致。統攝來說，佛「隨」順聽眾的「機」感不同，

安「立」了「三乘」的差別。三乘是：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p.136)。 

貳、從釋迦佛法說三乘以聲聞為主 

（壹）依出世法門說三乘 

一、從特殊義說，三乘法門各別 

《法華經》等，從特殊的意義說：6佛為聲聞說四諦，為緣覺說十二緣起，為菩薩說

六波羅蜜。 

二、從通泛義說，三乘同觀甚深義 

其實出世法都是觀甚深義──四諦與十二緣起的。不過在菩薩道中，著重廣大行的六

波羅蜜多而已。 

（貳）依契經與根性說正化與旁化 

一、總標 ── 正化聲聞，旁化菩薩與緣覺 

在這三乘共法中，「正化」的是「聲聞」乘；菩薩與緣覺，可說是旁化。 

二、別明 

（一）依契經菩薩行者但僅一人 

因為在三乘共法的《阿含經》等，僅有二位菩薩：7 

一、未成佛前的釋迦菩薩，說法時已經成佛，是說法的教主，並不是受教者。 

二、彌勒菩薩，在釋迦佛的法會中，受記作佛。 

如果說佛說三乘，那麼當前的菩薩行者，只有這彌勒一人而已。 

六（十）波羅蜜，8那是古德（『先軌範師』9）傳來的本生談，也不知道是給誰說的。

                                                                                                                                                                      
 （2）《大毘婆沙論》卷 176(大正 27，885b-886a)：「若諸有情或但惠施一摶之食，或唯受持一

日夜戒，或乃至誦四句伽他，或須臾間修定加行而能種殖順解脫分善根。由此後時，雖

因煩惱造作種種身語意惡行，或作無間業，或復斷滅一切善根，乃至身中無有少許白法

種子，墮無間獄受種種苦，而得名為住涅槃岸，以彼必得般涅槃故。此中有喻，如釣魚

人以食為餌，置於鉤上，著深水中。有魚吞之，彼魚爾時雖復遊戲，或入穴中，當知已

名在彼人手，不久定當至岸上故。……」 
6《妙法蓮華經》卷 1〈序品第 1〉(大正 9，3c22-26)：「為求聲聞者，說應四諦法，度生老病死

究竟涅槃。為求辟支佛者，說應十二因緣法。為諸菩薩說應六波羅蜜，令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成一切種智。」 
7  這兩位菩薩，詳參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三章，p.126-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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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二）依根性緣覺也在少數 

緣覺根性，也並不太多。緣覺原是無師而獨覺的，是不用秉受教法的。 

但緣覺根性的大迦葉等，在釋迦佛出世說法時，也作了佛的弟子；總算在佛的聲聞

弟子中，有些是緣覺根性。 

（三）釋迦佛法特以聲聞乘為主 

所以專從此土的釋迦佛法來說，主要是聲聞乘。 

1、聲聞的意義 

在古代，聲聞就是佛弟子的通稱，也就是聽聞佛的聲教而悟道的。 

2、古德對聲聞的判教 

（1）天臺稱為三藏教 

有這種意義，所以天臺宗稱之為三藏教，因為這也有菩薩，不但是小乘的。11 

（2）賢首稱為小教 

賢首宗卻稱之為小教，因為事實上，是以小乘聲聞法為主的。12 

參、從一切佛法說出世通三乘 

從釋迦佛法的顯了邊說，雖然如此，如從十方三世一切佛的佛法來說，修學出世法的，

確有聲聞，緣覺，菩薩的三乘教法。 

 

丙二、三類性行 

丁一、樂行苦行 

 

解脫道遠離，苦樂之二邊：順攝樂行者，在家修法行； 

順攝苦行者，出家作沙門。 

 

壹、佛以中道譴責苦樂二行 

在佛的聲聞弟子中，也有種種的根性，先說在家與出家的二類。 

（壹）古印度社會極端的苦樂二行 

釋尊的時代，印度社會的風尚，正走上極端的路子。 

一、縱欲的樂行者 

有的是樂行者，就是縱欲的享樂主義者，這是大多數。大家在物欲的追求中，爭取，

                                                                                                                                                                      
8 十波羅蜜：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方便、願、力、智。 
9（1）先軌範師：經部而折中有部之學者。（詳參印順導師《印度之佛教》p.226） 

（2）唐．圓暉《俱舍論頌疏論本》卷 18〈分別根品二之一〉：「先軌範師(或經部，或大眾部，

軌範師也)。」(大正 41，922b11) 

唐．遁麟《俱舍論頌疏記》卷 16：「先軌範師者，舊云學瑜伽論者，名先軌範師也。」(卍

續藏 53，465c19-20) 
10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三章〈菩薩行：波羅蜜多〉p.140-143。 
11 天臺四教：藏教、通教、別教、圓教。 
12 賢首五教：小教、始教、終教、頓教、圓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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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受，為無窮的欲望所奴役。最極端的，有庸俗的順世外道，還有性欲崇拜的遍入外

道13，以男女交合為大樂，看作解脫生死的妙法。 

二、禁欲的苦行者 

相反的是苦行者，就是禁欲的克己主義者。這如各沙門團，當時的出家外道。最極端

的，是耆那教徒。14他們過著極端的苦行，有的不穿衣服；有的冷天臥在冰上，暑天

曬在太陽下；或者睡在荊棘上。吃的，有的不吃熟食，專吃野菜水果；有的喝水；有

的服氣。戕賊15自己(p.138)的身心，被看作神聖的修行。 

（貳）佛法以智化情的中道行 

一、樂苦二行不能引導到解脫的境地 

釋尊初轉法輪，首先揭示了不苦不樂的中道行。認為極端的樂行與苦行，都不能使自

己的身心正常，不能引導到解脫的境地。 

二、唯有遠離苦樂二行才能引向解脫道 

所以佛的真「解脫道」，是「遠離」那「苦」行與「樂」行「二邊」，而保持那中道的

──以智化情的生活。 

克制自己，而不可戕賊自己；受用維持生存所必須的享受，而不可放縱。 

唯有這樣，才能引上解脫的正道。 

貳、適應苦樂二行而有在家與出家 

佛以中道行為正鵠16，而當時的根機，是有偏苦偏樂傾向的。適應這不同的根性而引導

他，所以聲聞弟子，就有在家與出家二類。 

（壹）在家與出家的同異 

一、生活方式不同 

在家與出家，主要是生活方式的不同。 

二、信仰，修行，證悟上是相同的 

當時，佛為大眾說法， 

有的聽了法，或者悟了真諦，就自願歸依三寶，作佛的在家弟子。 

有的聽了法，或者悟了真諦，就自願隨佛出家，作佛的出家弟子。 

在信仰，修行，證悟上，在家與出家，是沒有差別的。 

（貳）二眾的差別皆由性情及生活好尚的不同 

那為什麼有的自願在家，有的自願出家呢？這就是由於性情及生活好尚的不同。 

一、順攝樂行者，在家修法行 

所以，佛為了隨「順攝」受「樂行者」，有在家弟子。他們照樣的夫妻兒女，還是從

政，從軍，農工商賈，過著「在家」的生活。如頻婆沙羅王，末利夫人，須(p.139)達

                                                      
13（1）唐．窺基《成唯識論述記》卷 1：「復有外道，名波利呾羅拘迦，翻為遍出。遍能出離，

諸俗世間，即是出家外道之類。」(大正 43，245a23-25)  

（2）五大外道即數論、勝論、離繫、獸出、遍出，各有十八部之末派，本末總計為九十五種。

（《佛光大辭典(一)》，p.126） 
14 尼乾子即耆那教，其主張：相對主義；靈魂及原子說；輪迴和業論；修苦行；重視道德倫理。 
15 戕賊：摧殘，破壞。(《漢語大詞典(五)》p.215) 
16 正鵠：正確的目標。(《漢語大詞典(五)》p.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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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長者，質多長者，黎斯達多17大將等。雖過著在家生活，卻「修」學佛的正「法行」，

如三歸，五戒，定，慧等。只要有出離心，雖過著豐裕的生活，但不礙修行，一樣的

了脫生死。 

二、順攝苦行者，出家作沙門 

一方面，為了隨「順攝」受「苦行者」的根性，有出家弟子，多數是從出家外道處轉

化來的，如五比丘，摩訶迦葉，三迦葉，18舍利弗，目犍連等。他們慣習於出家，過

著嚴肅的生活：少欲知足；不畜錢財；不近淫欲，這才自願作「出家」的「沙門」。

沙門是梵語，勤息的意思，是各種出家者的通稱。 

三、出家亦有樂行根性，在家亦有苦行根性 

◎但這是大概的分類，如動機不純，或被動的出家者，就有樂行根性的。 

如佛回到故鄉，釋迦族的年輕子弟，大批來出家， 

如阿難等，19精神上就與大迦葉等不同。 

◎同樣的，在家弟子中，也有過著嚴肅生活的。20 

（參）在家與出家只要有出離心，依法修行，皆能解脫生死 

總之，順樂行的在家也好，順苦行的出家也好，只要有出離心，過著不過分縱欲，不

過分苦行的中道生活，都是佛的聲聞弟子。依法修行，都有證得聲聞道果，解脫生死

的可能。21 

 

丁二、獨住共住 

 

此或樂獨住；或樂人間住。22(p.140) 

 

壹、出家眾的兩種根性 

在這出家人中，也有不同的根性，表現不同的風格。 

（壹）獨住的無事比丘 

「或」者是愛「樂獨住」的，名為無事比丘（阿蘭若比丘）。他們住在山林曠野，塚間

                                                      
17

 （1） 《十誦律》卷 14：「波斯匿王有二大臣：一名尼師達多，二名富羅那。」(大正 23，101b16-17) 

（2）《十誦律》卷 45：「波斯匿王信佛法，王子祇陀居士、給孤獨、尼師達多、富羅那等皆信

佛法。」(大正 23，323a14-16) 
18（1）《佛本行集經》卷 40〈44 迦葉三兄弟品〉：「優婁頻螺聚落，其中有三螺髻梵志仙人居止，

第一所謂優婁頻螺迦葉(Uruvilvā-kāśyapa)為首，教授五百螺髻弟子，修學仙法，為匠為

導，最在前行；第二名為那提迦葉(Nadī-kāśyapa)，復領三百螺髻弟子，為首為導；第三

名為伽耶迦葉(Gayā-kāśyapa)，復領二百螺髻弟子，為首為導。合有千人，隨彼兄弟，修

學仙法。」(大正 3，840c11-17)  

（2）《增壹阿含．5 經》卷 14〈24 高幢品〉(大正 2，622a24-b8)。 
19 詳參：《增壹阿含．5 經》卷 15〈24 高幢品〉(大正 2，622c12-624b8)。 
20《佛法概論》(p.214 )：「難提波羅，是一位貧苦的工人。他為了要養活盲目的老父母，所以不

出家，卻過著類似出家的生活。」 
21 詳參：印順導師《華雨集》第四冊，p.100-102。 
22 詳參：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四章，p.200-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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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樹下宿，或者是簡陋的草庵。吃的，穿的，都非常清苦。不願與大眾共住，免得

人事煩心。甚至不願意乞化，不願意說法。這類獨住比丘，都是自利心重，急於修習

禪觀的。 

（貳）人間住的僧團生活 

此外，「或」者是愛「樂人間住」的，名為人間比丘。這是大眾和合共住，不離僧團；

大都住在近郊，經常遊行人間，隨緣在人間教化。雖還是一樣的精勤修行，但過著集

體生活，與社會保持密切聯繫。佛教的發展，主要是人間比丘的功德。 

貳、人間住與獨住應以世尊的身教為榜樣 

（壹）世尊亦示現人間住與獨住 

如釋尊常與弟子共住，遊行各國，教化眾生，是人間比丘的榜樣。23 

佛也曾獨處三月，修習安那般那，便是獨住的榜樣。 

（貳）不論獨住與大眾住，都應附合佛法的真義 

依佛法的真意義來說，獨住，是要內心離煩惱而住；否則怎麼安靜的環境，也還是妄

想散亂。反之，如心地安靜解脫，獨住也得，大眾住而人間遊化也得。24 

（參）小結 

但在學者的根性偏好中，顯出二大類不同；這也近於獨覺與聲聞的不同風格。(p.141) 

 

丁三、信行法行 

 

或是隨信行；或是隨法行。 

 

壹、通於在家與出家的兩大類 

（壹）或是隨信行；或是隨法行 

這又是兩大類的根性不同，是通於在家出家的。 

在聲聞弟子中，「或是隨信行」的，是鈍根；「或是隨法行」的，是利根。 

（貳）信與智但可偏重，不可缺少 

一、信智不可缺少的理由 

信與智，是學佛所不可缺少的功德。 

有信又有智，是佛法與外道（基督教等）的最大差別。 

信是情意的，智是理性的，學佛的要使這二者，平衡進展到融和。 

                                                      
23（1）《雜阿含》卷 29（807 經）（大正 2，207a）：「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欲二月坐禪，諸

比丘勿復往來，唯除送食比丘及布薩時。爾時、世尊作是語已，即二月坐禪，無一比丘

敢往來者，唯除送食及布薩時。爾時、世尊坐禪，二月過已，從禪覺，於比丘僧前坐，

告諸比丘：若諸外道出家來問汝等：沙門瞿曇於二月中，云何坐禪？汝應答言：如來二

月，以安那般那念坐禪思惟住。…」 

（2）詳參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890 提及《諸佛要集經》有「佛三月燕

坐」之說。（或參《諸佛要集經》，大正 17，756b 以下。） 
24 參見：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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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無慧之信，增長愚癡』；『無信之慧，增長諂曲』。25 

二、因根性不同，初學時信與智不免偏重 

佛法說信智一如，26但在學者的根性來說， 

有是重信的，一切以信為前提而進修的； 

有是重智的，一切以智為前提而進修的。 

所以雖然究竟的目標一致，但下手時，信與智不免偏重，形成了佛弟子的二大類。 

貳、二類行者的特性 

『行』，是由於一向的慣習而造成特性的意思，如『貪行』，『瞋行』等。27 

（壹）信行人的特性 

所以，隨信行是個性慣習於信順，一切隨信心而轉的。 

這類根性，如遇到了佛法，師長只要叫他怎麼做去就得了。他並不想追求所以然，怎

麼說，就怎麼信，怎麼行。這類根性，切勿給他詳細開示，說多了不但不感需要，有

的反而(p.142)糊塗起來。真是『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28。這主要是親近善知識，依

師長的教授而修學的。簡單直捷，提起便行，從修習的經驗中，漸長智慧。 

（貳）法行人的特性 

可是法行人就不同了，他是一向慣習於理性（法）的，先要追求所以然，打破沙盆問

到底。聽了師長的教導，要加上自己的觀察，推求，參證經論。有了深刻的理解，這

才深信不疑，精進修學。這類的根機是利根，因為法行人，更有引導人進修的能力。 

（參）小結 

這二類根性，都是信智不離的，但不免偏重。不但初學的如此，就是證了果，也還是

個性不同的。29 

 

丙三、同修出離 

 

                                                      
25（1）《大般涅槃經》卷 36(大正 12，580b18-20)：「若人信心無有智慧，是人則能增長無明。若

有智慧無有信心，是人則能增長邪見。」 

（2）《大毘婆沙論》卷 6(大正 27，26c17-21)：「復次為止諂曲及愚癡故，謂波羅衍拏是婆羅

門種，雖有智慧而闕淨信，無信之慧增長諂曲，為止彼諂曲故說信為頂。新學苾芻是釋

迦種，雖有淨信而闕智慧，無慧之信增長愚癡。為止彼愚癡故說慧為頂。」 
26 印順導師《學佛三要》(p.191)：「如聞慧的成就，含攝得信根──於三寶諦理決定無疑，即是

信智一如的表現。」 
27《解脫道論》卷 3〈分別行處品〉（大正 32，412a20-28）分析性行(cariya)有十四類。 

《清淨道論》(底本，p.108-110)則分為貪、瞋、癡、信、覺及尋六類行者。 
28 此句之「由」字，按《論語．泰伯》有聽命、照著辦之意。（《古代漢語詞典》p.1896） 
29（1）《雜阿含．936 經》卷 33(大正 2，240a27-b5)： 

「復次，摩訶男！聖弟子信於佛言說清淨，信法、信僧言說清淨，於五法增上智慧，審諦

堪忍，謂信、精進、念、定、慧，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乃至隨法行。 

復次，摩訶男！聖弟子信於佛言說清淨，信法、信僧言說清淨，乃至五法少慧，審諦

堪忍，謂信、精進、念、定、慧，是名聖弟子不墮惡趣，乃至隨信行。」 

（2）《大毘婆沙論》卷 54(大正 27，278a-280b)；《俱舍論》卷 23(大正 29，122b-c)。 



第四章、三乘共法 

123 

雖復種種性，同修出離行。 

 

壹、不以種性論結果但以發心論結果 

上面說到，發出離心的，有聲聞，緣覺，菩薩；有在家的，出家的；有獨住的，人間住

的；有信行人，法行人。「雖」然有這「種種」不同的根「性」，表現的風格不同，只要

他真能發起出離心，就「同」樣的能「修出離行」，達到解脫生死的目的。 

貳、所有對立皆因以自已為主而造成 

一般人，總以自己的個性，自己的偏好去衡量一切，而不知學佛（這還是(p.143)共三乘

的）是有不同類型的。 

（壹）例舉種種對立的情形 

一、信行人與法行人 

這才重信的，把專究法義的法行人，看作不修行，而自己才是利根。 

重視慧解的，把重信者的信行，看作盲修瞎鍊（這可能是盲修，要看師長的教導怎樣）。 

二、獨住比丘與人間比丘 

又如有的偏重山林，讚美精苦的生活，甚至說：『行必頭陀30，住必蘭若31』，輕視人

間比丘。 

而遊化人間的，又每每輕視獨住比丘，說是自私自利。32 

三、在家與出家 

又如在家與出家的，也常因觀點的不同而互相輕毀。 

過去，佛教是偏重出家的。不問是否能適合出家的生活，是否能少欲知足，是否對利

養心與眷屬心，能不太染著，大家來出家了，而多數不合於出家的性格，這才僧格低

落了。不是爭名利，便是圖享受。打著弘法利生的招牌，實際是爭地盤，打天下。或

者攝受徒眾，爭取信眾，造成與佛法無關的派系惡果。 

也許做在家弟子，還適當得多，可以多修集些功德呢！33 

（貳）為免對立應尊重他人認識自已 

總之，學佛是有不同根性，不同風格的，所以應尊重別人，更應該認識自己。 

 

乙三、法門 

 

                                                      
30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203)：「釋尊適應世俗，起初也大致相近，只是不

採取那些極端的苦行。釋尊在世，釋尊涅槃以後，佛教的出家眾，羨慕這種生活方式的，著

實不少，被稱為「頭陀行」(dhUta-guNa)。「頭陀」，是修治身心，陶練煩惱的意思（或譯作

「抖擻」）。」 
31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p.200)：「阿蘭若(araNya)，是沒有喧囂煩雜的閑靜

處：是多人共住──村、邑、城市以外的曠野。」 
32 參見《摩訶僧祇律》卷 35(大正 22，510a-b)。另見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

第四章〈阿蘭若比丘與（近）聚落比丘〉，p.211-212。 
33 印順導師《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四章〈教內對立的傾向〉p.184-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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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說解脫道，四諦與緣起，甚深諸佛法，由是而顯示。 

 

壹、四諦緣起是出世法的總綱 

先來說明出世三乘共法的總綱。「佛說」的法門，雖然是隨機說法，無量(p.144)無邊，

但歸結起來，所說的「解脫道」，不外乎「四諦與緣起」法門。離開了這，是沒有出世

佛法的。 

（壹）略述四諦與緣起 

一、四諦 

（一）諦的含義 

諦，是不顛倒，所以也有確實的意思。 

（二）苦集滅道的含義 

佛的出世法門，是以苦，集，滅，道──四者， 

正確的開示了人生世間的特性（苦）； 

世間苦惱迫切的原因（集）； 

說明超越世間，消除一切苦迫的境地（滅）； 

以及達到滅除苦惱的方法（道）。 

佛的出世法，主要是以四諦來說明的。 

（三）小結 

佛法是信智相成的，決不說信了就可以得救。我們必須認清人生的苦迫性，苦痛的

原因，這才能從消除苦痛的原因中，體驗真理，而得到解脫，不再受無限生死的苦

迫。 

二、四諦與緣起的關係性 

說到緣起，並非與四諦各別的。 

（一）苦集即緣起的流轉 

主要是從苦迫的現實，而層層推究，尋出苦痛的根源，發見了苦因與苦果間，所有

相生相引的必然軌律。這就是：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

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病死。34這是典型的十二

緣起說，實在就是苦與集的系列說明。 

（二）滅道即緣起的還滅 

緣起，是說這些（苦，集等），都是依緣（關係，條件，原因）而才能存在的，發生

的。所以可從因緣的改變中，使他消解而達到解脫，這就是滅(p.145)道二諦。 

（貳）三乘共法的說明，以四諦為綱，兼說緣起法門 

所以，在下文的說明中，以四諦為綱，而同時說明了緣起法門。 

貳、大小乘四諦緣起觀的同異處 

（壹）大小乘同緣四諦緣起觀甚深法 

一般以為：四諦與緣起，是小乘法。不知大乘的「甚深諸佛法」，也都是「由是而顯示」

                                                      
34 《雜阿含》卷 12（293 經）（大正 2，8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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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的。 

（貳）約偏重的意義而有差別說明 

一、小乘重苦集，大乘重滅道 

約偏重的意義說： 

小乘法著重於苦與集的說明；大乘法著重於滅與道，特別是滅的說明。 

二、雖有偏重但大乘不曾離開四諦與緣起 

（一）舉中觀瑜伽二宗為例 

就以大乘的中觀及瑜伽二宗來說： 

中觀者對於空性，瑜伽者對於緣起，都不曾離開了四諦與緣起一步。 

（二）舉《勝鬘經》為例 

經上說得好（《勝鬘經》）： 

小乘是有量的四諦，有作的四諦；大乘是無量的四諦，無作的四諦。35 

（三）舉《涅槃經》為例 

又說（《涅槃經》）：下智觀緣起，得聲聞菩提；……上上智觀緣起，得佛菩提。36 

（參）小結 

佛法不出四諦與緣起法門，只是證悟的偏圓，教說的淺深而已。 

 

                                                      
35 （1）《勝鬘獅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法身章第八〉(大正 12，221b17-c11)：「若於無量煩

惱藏所纏如來藏不疑惑者，於出無量煩惱藏法身亦無疑惑。於說如來藏如來法身，不思

議佛境界，及方便說心得決定者，此則信解說二聖諦。如是難知難解者，謂說二聖諦義。

何等為說二聖諦義？謂說作聖諦義，說無作聖諦義。說作聖諦義者，是說有量四聖諦，

何以故？非因他能知一切苦、斷一切集、證一切滅、修一切道。是故世尊！有有為生死、

無為生死，涅槃亦如是，有餘及無餘。說無作聖諦義者，說無量四聖諦義。何以故？能

以自力知一切受苦、斷一切受集、證一切受滅、修一切受滅道。如是八聖諦，如來說四

聖諦。如是無作四聖諦義，唯如來應等正覺事究竟，非阿羅漢辟支佛事究竟，何以故？

非下中上法得涅槃。何以故如來應等正覺，於無作四聖諦義事究竟？以一切如來應等正

覺知一切未來苦，斷一切煩惱上煩惱所攝受一切集，滅一切意生身，除一切苦滅作證。

世尊！非壞法故，名為苦滅，所言苦滅者，名無始、無作，無起、無盡，離、盡、常住，

自性清淨，離一切煩惱藏。世尊！過於恒沙不離不脫不異不思議佛法成就，說如來法身。

世尊！如是如來法身，不離煩惱藏，名如來藏。」（參見：印順導師《勝鬘經講記》p.210-220） 

（2）《勝鬘獅子吼一乘大方便方廣經》（大正 12，221b21-26）：「說作聖諦義者，是說有量四

聖諦。何以故？非因他能知一切苦、斷一切集、證一切滅、修一切道。是故世尊，有有

為生死、無為生死，涅槃亦如是，有餘及無餘。」之對應文句，《大寶積經》卷 119〈勝

鬘夫人會第 48〉（大正 11，677a2-5）為：「作聖諦者，是不圓滿四聖諦義。何以故？由

他護故，而不能得知一切苦、斷一切集、證一切滅、修一切道。是故不知有為無為及於

涅槃。」 
36 《大般涅槃經》卷 27(大正 12，524a28-b9)：「若有人見十二緣者即是見法，見法者即是見佛。

佛者即是佛性。何以故？一切諸佛以此為性。善男子！觀十二緣智凡有四種：一者下，二者

中，三者上，四者上上。下智觀者不見佛性，以不見故得聲聞道。中智觀者不見佛性，以不

見故得緣覺道。上智觀者見不了了，不了了故住十住地。上上智觀者見了了故，得阿耨多羅

三藐三菩提道。以是義故，十二因緣名為佛性，佛性者即第一義空，第一義空名為中道，中

道者即名為佛，佛者名為涅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