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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解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中的佛身論 

首先，對於《解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而言，此品最主要的目的是

在說明：如來所說成就所作事業。就如來之法身而言，是離戲論、無所為，

亦無所作。因此，所謂『成所作事』則是從如來化身救渡眾生的角度而言，

因此釋尊所說之法，不但是經律論的三藏系統，也是以釋尊的法深為所依之

化身。所以，以法身而起化身，使如來無所為而無所不為、無所作而無所不

作，讓眾生能依釋尊之教法，由聞而思，由思而修，由修而證，如是而名如

來成所作事品。 

另外，就筆者所知關於《解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之科判，現今存

有三：一、是太虛大師之〈解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講錄〉1中有對於此品

內容加以科判；二、是深浦正文在註解《解深密經》時，也有對於此品內容

的相關科判2；三、是觀空法師在還譯圓測之《解深密經疏》藏譯本時，從

書中所錄出之科目3。而筆者於本文之第二部分則另外抉擇此品之科判，此

一抉擇是以觀空法師所集錄的科目為主，另加以修改而成。 

釋太虛之科判是抉擇法身與化身為一類4，並且將如來所起心相來代替

如來圓滿受用身相。此代表釋太虛對於此品之立場：「以佛法身是體，化身

是用，化身依止法身，變現而起，作種種化身事業，如八相成道等。5」與

「此經合三身為二身：所講化身攝他受用身6」，而此將用受身攝於化身的

意涵，是在於：「由此化身之相變化而起，說有生起相；法身之相常住不變，

無有生起。若說法身亦有生起相，即落戲論。7」，因此釋太虛對於此品之

內容主張僅有法、化二身。 

而深浦正文之科判雖區分法身與化身，但其也有與釋太虛之科判相類似

之處，深浦正文之科判並沒有言受用身，而是以「如來攝化相8」來替代，

此也代表深浦正文不認為此品中有受用身的相關說明。並且深浦正文認為由

如來化身部分明三輪相：身輪相(即如來化身八相成道部分9)、語輪相(即如來言音

                                              
1 參見釋太虛，1937.b。 
2 參見深浦正文，《解深密經》，1974：15～16。 
3 參見《測疏補篇》，25～29。 
4 丙一  法化身相。參見釋太虛，1937.b：1～2。 
5 參見釋太虛，1937.b：19。 
6 參見釋太虛，1937.b：20。 
7 參見釋太虛，1937.b：20。 
8 參見深浦正文，1974：113。 
9 參見《解深密經》，《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708下，行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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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藏部分)與意輪相(即如來心生起相與有心、無心之分別10)，而此三輪的分別，可

能是深浦正文認為此部分的品文，是代表如來化身之身、語、意三部分而加

以分別，。 

至於觀空法師集錄圓測之《解深密經疏‧如來成所作事品》藏譯本所作

之科判，雖有關於法身、化身、受用身之分別，但其對於品文之分別過於詳

密，易使讀者迷失《解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之要旨。因此本文對於《解

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之科判，是以觀空法師所集錄的科目為主，另參

照是太虛與深浦正文之科判而加以修改如下： 

一、明法身相

無戲論、無所為 
解脫身與法身之差別 

二、明化身相 
如來言音差別 
契經 
四事、九事、二十九事 

調伏 
七相 

本母 
世俗相 
勝義相 
菩提分法所緣相、行相 
諦實、安住 
過失、功德 
理趣、流轉 
道理：觀待道理 
道理：作用道理、證成道理 
五相清淨 
一切智相 

七相不清淨 
道理：法爾道理 
總別 

自性相、彼果相 
彼領受開示相、彼障礙法相 
彼隨順法相、彼過患相、彼勝利相 

不共陀羅尼義 
釋尊說頌 

三、明如來圓滿受用身相

明如來受用身之心生起相 
明如來所行及境界差別相 
明如來等正覺等三種無二之相 
明如來為諸有情作緣之差別 

                                              
10 參見《解深密經》，《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710中，行 29～頁 710下，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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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如來法身與二乘解脫身之差別 
明如來菩薩加持之力令諸眾生身得圓滿相 
明淨土及穢土中何事難得、何事易得 

明依教奉持 

如此將《解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之品文分別，最主要是配合本文第一

部份之架構來分別探討如來法身之結構問題，並從中解析此品之論題焦點是

在於：聲聞乘等如何藉由如來言音差別與種種化身相，由聞法、獲解脫身來

轉依至如來清淨、圓滿法身的迴向結構。 

 

再者，關於此品所討論的『佛身(buddha-kāya)』，是指如來成就圓滿之身

而言。因此論述關於釋尊生身之殊勝與對於其法身之種種的考察，則稱之為

佛身論。佛身論的建構可溯自釋尊在世或其入滅後不久而逐漸形成的，當時

眾生普遍以為釋尊實為非常之人11，其肉體圓滿、清淨(具三十二相與八十種

好)，而其精神擁有種種之殊勝能力(具十力、四無所畏)
12。因此，就原始佛教

經典所載而言：所謂的法身，是指由經法與戒律所構成的『佛經身13』與釋

尊親自所宣說無漏五蘊功德法身－『五分法身14』，而此二者皆是釋尊將其

於見緣起寂滅性而所證悟15、所宣說的『真如法身16』之代表。因此，就其順

序而言，首先是釋尊證得法性法身，而後為阿難與眾弟子宣說五分法身，於

                                              
11 如《增壹阿含》中所言：「如來身者為是父母所造耶？此亦不可思議！……如來身者不可摸則、

不可言長短、音聲亦不可法則，如來梵音、如來智慧辯才不可思議，非世間人民之所能及。」，

《新修大正藏》卷 2，頁 657。 
12 如在《長阿含》、《中阿含》、《雜阿含》、《增壹阿含》中，都提及釋尊之肉身具有三十二

相、八十種好，而在《梵摩渝經》中則不僅說釋尊具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並且具備四無所畏、

八聲、十力之所謂十八不共法。如此來說明釋尊具備一切正法與不可思議之神力，來從事一切度

化眾生的工作。 
13 正如印順法師所言：「如來在世，以法、律利益眾生。法與律長在人間，如依法、律修行，也

就是見佛的法身了。」，參見釋印順，1992.c：20。 
14 印順法師認為：「聖者所有的無漏五蘊－戒、定、慧、解脫、解脫知見，並不因涅槃而就消滅

了，這是無漏身，也名「五分法身」。古代佛弟子的念佛，就是繫念這五分法身，這才是真正的

佛。沒有成佛以前，有三十二相好的色身，但並沒有稱之為佛。所以不應該在色相上說佛，而要

在究竟的無漏五蘊功德上說(不過，五分法身是通於阿羅漢的)。」，參見釋印順，1994.a：161～162。
但是平川彰認為：「在此「生身」之外雖然說到「法身」(dhamma-kāya)，但是指無漏的戒、定、

慧、解脫、解脫知見的五分法身。這是佛陀在證悟中得到的人格上的力量，這個力量也是一種法，

而且因為戒、定、慧都含有許多法，所以稱作「法的聚集」(法身)。但是因為佛陀也終將入於涅槃，
所以關於這法身世有為還是無為法，在後來的佛教中解釋產生分歧。」。參見平川彰，2002：291
～292。 
15 參見《雜阿含》：「如來應等正覺者，先未聞法能自覺知，現法身知得三菩提，於未來世能說

正法，覺諸聲聞，所謂四念處、四正斷、四如意足、五根、五力、七覺分、八聖道分，是名如來

應等正覺。」，《新修大正藏》卷 2，頁 186。 
16 參見《大毘婆沙論》中所言：「今顯此身父母生長，是有漏法，非所歸依。所歸依者，謂佛無

學成菩提法，即是法身。」，《新修大正藏》卷 27，頁 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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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涅槃前宣說佛經身做為眾生修習的依據。也因為對於釋尊法身的讚揚，因

而產生了相對應於無漏法身的有漏毀壞之身－色身。因此，關於《阿含經》

中所表現的法身觀即是指佛經法身，而五分法身則是指具體實踐的內容。而

釋尊與眾阿羅漢所示現的入滅相，是所謂的色身入滅。而對於後世的佛弟子

而言，釋尊所說的教法是永遠不滅、常住於世而不變異的17。 

也因為隨釋尊之入滅日遠，聲聞弟子對釋尊的解脫愈加感到與自己的修

證差距。因此造成在此思想演變的歷程中，對於釋尊崇拜的方式產生大致上

有兩種發展：一部分的聲聞弟子努力地追求可以取代釋尊的具體『偶像』，

以釋尊所宣說的「經法」與「戒律」為師，精進努力地修行，以獲致解脫為

目的；而另一部分的聲聞弟子則是對於釋尊的本生(Jātaka)事跡之不斷詮釋而

產生的，並且關於佛傳的傳承，在大乘佛教興起時，逐漸轉變成為菩薩成佛

的思想18。因此，依據前者的討論產生了關於『佛身論』的論題19；而依循後

者的討論則產生了關於『佛陀論(Buddhological)』的內容20。 

 

                                              
17 如《增壹阿含》中所言：「我滅度之後，法當久存。迦葉佛滅度後，遺法住七日中。汝今，阿

難！如來弟子為少，莫作是觀，東方弟子無數億千，南方弟子無數億千。是故，阿難！當建此意：

我釋迦文佛壽命極長，所以然者，肉身雖取滅度，法身存在。」，《新修大正藏》卷 2，頁 125。 
18 印順法師認為：「在佛教中，有不同的佛陀觀，但正確的佛陀觀，到底是佛在人間，即人成佛。

「如來在世間，不言有與無；如來涅槃後，不言有與無」。凡真能獲得正見者，接觸到佛陀的生

命者，必然有深刻正確的體認，而離卻俗見與擬想。但庸俗者，忘卻了「佛身無漏」，以為佛陀

的飢渴寒熱，與自己一樣。佛陀的偉大在功德，但又遺忘了舍利弗「五分法身不滅」的明訓，因

此說「功德滿三界，無常風所壞」。以為佛陀的入滅，是灰身泯智的。這樣的佛陀觀，是照著苦

行厭離者自己的想像而複寫的，正確的佛陀觀並不如此。從本生談的啟示中，佛陀的因地，修行

菩薩道的菩薩，並不與俗見者所見一致。菩薩早已斷了煩惱，具有超越聲聞弟子的能力。所以正

確的佛陀觀，是證無生法忍菩薩，斷煩惱已盡；成佛斷習。這無生法忍菩薩，雖然隨機益物，但

成佛還是在人間。」，參見釋印順，《佛在人間》，2000.d：13～14。 
19 關於佛身論的發展，一直至龍樹的中觀學派建立以前，仍是以色身與法身之二身說為主。一直

要到AsaGga後「三身(Tirkāya)」的理論才算發展成形，參見鈴木大拙，〈楞伽經論佛之「三身」(中)〉，
1984.b：33。 
20 木村泰賢認為：「佛弟子的佛陀觀，大概可說是歸於即人間的佛陀，而視為超越人間的最高完

成者與最高解脫者。」，參見木村泰賢，《大乘佛教思想論》，195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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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佛身論的開展 

字辭釋義： 

就原始的法身 (Dharma-kāya (R?-{)、色身 (Rūpa-kāya $9$?-{)、化身

(NirmāNa-kāya 3=-0:A-{)、受用身(SaMbhoga-kāya =R%?-,R.-mR$?-0:A-{)之字義而言，所

謂的『法身』是由Dharma((R?)及kāya({)兩個詞複合而成的。就Dharma於梵語

中的語源方面而言：其是由具有「支持」、「維持」等意的動詞語根√dhR
所衍生出來的名詞，是指執持不變者21，而由此字義而轉變成為秩序、法則、

特性、規定、慣例之意22。因此由dharma的語源演變，可知此字義含有道德
規範或自然法則中所具備的可軌可則23、恆久本然的「理法」之意義24或可解

作為實在(reality)、法所由生之原則(law-giving principal)與法則的意思25；而

dhamma在巴利經典中，則有真理(truth)、教導(teaching)、道理(way)等意涵26。

就dharma而言，漢音譯為「達磨」、「達摩」、「馱摩」、「曇摩」、「曇

無」、「曇」，此字於漢譯佛典中，用例極多而且語意不一。而(R?於藏文中

的意義是指：現象(phenomena)、特性(property)，並且解釋為：能維持其自體者，

依據Vasubandhu所著之《注疏明論》通約為三種：規範、佛經、知識27。而

就kāya而言，其語根為√ci，於梵語中之含意是指：群(group)、堆(heap)、收

集(collection)、集合體(assemblage)與身體(body)28或系統等意義。就kāya而言，漢
音譯為「迦耶」，為積集、依止之意。而於Dharma-kāya中，此kāya意指人
格的概念，特別是在與「佛果」有關時為然29；另外{於藏文中的意義則是指

                                              
21 印順法師認為：「法dharma從字根dhR而來，有「持」－執持不失的意義。」，參見釋印順，《以

佛法研究佛法》，2000.a：105。 
22 參見早島鏡正，〈仏陀觀展開の基調〉，1994：403、422。 
23 《成唯識論》：「法謂軌持。」，《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1。 
24 參見元弼聖，〈原始佛教的佛陀觀〉，2000：122。另參見M. Williams，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1999：510。 
25 參見鈴木大拙，〈楞伽經論佛之「三身」(上)〉，1984.a：37。 
26  Habito認為在巴利文獻中，唯有藉由釋尊才能基本地瞭解dharmakāya，參見Habito，〈On 
dharmakaya as ultimate reality：prolegomenon for a Buddhist-Christian dialogue〉，1985：233、參見

Habito，〈The Notion of Dharmakāya：A Study in the Buddhist Absolute〉，1986：350。 
27 參見張怡蓀，《藏漢大辭典》，2003：825～826。 
28 參見M. Williams，1999：274。 
29 鈴木大拙認為：「此「身」(kāya)係屬佛陀所有，此即是本質上內在的構成「佛果」者，如無之，
則佛陀即全然失去存在。」，參見鈴木大拙，1984.a：37。另外，其認為：「關於「身」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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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人身的敬詞30。而就『法身(Dharma-kāya)』之字義而言，梵文中之含意主

要是以有依於真理、法性而形成的聚集體31，即是以法為體，是教義的聚集。

另外，於藏文中(R?-{主要之含意是以斷證功德以達究竟的果位身32。因此吾

人依上述之說明而可知：所謂的法身是指由正法所成就之身，此字於經典中

的含意是用來形容釋尊對於無上真理的體悟而成就的無量功德體33。這是因

為釋尊是圓滿覺悟正法的聖者，所以法身之一語，成為說明釋尊之所以為佛

的依據。雖然『法身』中冠以有形的『身(kāya {)』之含意34，但釋尊之法身

並非是俗人一般肉眼可見的形體，而是一種藉由比擬來讓眾生瞭解的詞彙
35。並且，法身所表(佛的身份)是佛和法完全一體，這裡的法是構成佛教本質

的絕對真理36，也是一切存有的內在智慧37。 
另外，就原始的『色身(Rūpa-kāya $9$?-{)』之字義而言，在梵文中rūpa

係由rūp(造形)之動詞語根變化而來，具有「有形狀」之意涵。又rūpa是由rū(壞)

                                                                                                                                     
開始有清晰的闡述者，似乎是以無著(AsaGga)及其先驅者為首之瑜伽行派(Yogācāra)為濫觴。」，

參見鈴木大拙，1984.a：39。 
30 參見張怡蓀，2003：118。而黃雪梅認為：「法身，梵文是dharmakāya。關於"kya"「身」，佛音
論師的解釋是可以指人的身體或是任何一種狀況總稱。因此，當「身」用指佛陀時，可以說是佛

陀的肉身，也可以說是代表佛陀言說教示的總稱。法身的概念和意義，隨著佛教歷史的演進，而

有不同內容的展現。到大乘唯識時期，則發展了佛具有三身之說。」，參見黃雪梅，〈初期大乘

的法身觀—以早期漢譯般若經為中心〉，1993：137。 
31 參見M. Williams，1999：510。Habito，1986：350。 
32 參見張怡蓀，2003：830。 
33 即Harrison所謂的Body of Truth、Cosmic Body、Absolute Body，參見Harrison，1992：44。另鈴

木大拙認為：「法身不但是哲學上的用語，而且它提到身(kāya)，關連到佛性(Buddhahood)；換句

話說，法身為佛所有，構成佛的內在本質，沒有法身就沒有佛。這類似基督教神性(Godhead)的觀
念。法身又名自性身(Svabhāva-kāya)，自性清淨，如如不動。自性身是佛的絕對相，常樂我淨遍滿

佛法身。」，參見鈴木大拙，〈論佛的三身〉，1991：96。 
34 印順法師認為：「『身』是khandha－犍度，『聚』的意思。但在後來，khandha都被寫作skandha
－『蘊』，……戒身等五身，就是『五蘊』。」，參見釋印順，1994.a：161。另印順法師又言：
「蘊是skandha，犍度是khandha，梵語小不同，但都是類聚的意思。」，參見釋印順，《說一切有

部為主的論書與論師之研究》，1992.a：173。 
35 鈴木大拙認為：「比喻地或形而上地說，每一個人都可說是三身的所有著，但在佛上，三身的

理論充滿著宗教意義，並且在大乘佛教發展上扮演重要角色。這裡要注意以身(kāya)取代佛的說

法，現在佛教學者都說三身(Trikāya)，而不說三佛(Buddhatraya)，這不只是術語改變，它有更深的

意義。追究其原因，身(kāya)具有較綜合性的價值，而佛暗示不只一個體，三個佛的身分令人想到

三個不同的和分離的個體，但三身只意謂一個人格具有三個相。三身的概念裡，我們找到系統化

的思想，《楞伽經》是邁向這種理論系統化的重要里程碑。」，參見鈴木大拙，1991：116。 
36 參見鈴木大拙，1991：104。 
37 參見Habito，1985：235。神林隆淨認為所謂的法身即是修瑜伽者(yoga)自身所呈現之實相，參見

神林隆淨，〈法身に就いて〉，1958：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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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動詞語根轉變而來，含有變壞、變化之義38；而$9$?於藏文中的意義是指：

形態、事物的形狀和表現。於經典中，所謂的色身是指四大和合所成就的有

形質之形體39，即世俗人眼中之肉身。這是因為釋尊諸身中，凡夫僅能見色

身而已；而相對於釋尊的法身而言，則因其為真理所聚集之特性，所以凡夫

是無法真正目睹釋尊之法身。印順法師依此而認為：「然佛的所以被稱為佛，

不是色身，而是法身。由於佛的正覺，體悟正法，所以稱之為佛，這才是真

正的佛陀，佛的生身，火化而留下的身分，稱為舍利。佛的法身，證入無餘

般涅槃界，而遺留在世間的佛法，不正是法身的舍利嗎？40」。 

而所謂的化身(NirmāNa-kāya,nirmāNika-kāya 3=-0:A-{)是指「變化之身」之意，

就梵文中之NirmāNa而言，其字根√mā是計量(measure)、變成(form)、展現(display)

的意思41，而其字首nir是出自(out of)、來自、從的意思42；而 3=-0 於藏文中的

意義是指：幻象、變化之意43。因此所謂的NirmāNa-kāya(3=-0:A-{)，於大部分

經論中都譯為化身、變化身，其所指的是由佛身幻變成的人、物和現象。而

化身一詞的產生是由於釋尊的法身無形無相，不能成為眾生感官和理智所能

覺知的對象，並且是處於眾生的心識所不能識知的境界。所以，眾生只有經

由釋尊的化身，才能夠覺知釋尊的存在，並且和這絕對身溝通。其次，化身

不是一成不變地出現在我們眼前，要覺知釋尊之化身存在還要視個人的根性

和能力而言44，這是因為釋尊是以變化之身出現於世俗之間，並沒有固定的

形體或模式來應對。鈴木大拙認為：化身的觀念是很有意義的，相對的分別

世界和真如的絕對價值(只有真如智慧能到達)顯然有別，佛性的本質是法身，若

佛只停留在法身，世間的救度遙遙無期，因此佛必須放棄他原來的來到人

間，化作眾生可想像的和可接受的形相45。 

                                              
38 參見M. Williams，1999：885。 
39 張怡蓀解釋藏文中色身之含意是：由于有緣福德資糧究竟圓滿，面對一切淨及不淨所化眾生應

現利他有貪報身及無貪化身的兩類身形。參見張怡蓀，2003：2499。 
40 參見釋印順，1994：79。 
41 參見M. Williams，1999：556。 
42 參見鈴木大拙，1984.a：38。 
43 參見張怡蓀，2003：1689。 
44 鈴木大拙則主張：「化佛的存在可以兩種方式理解：一是從佛本身的立場，佛的慈悲心禁不住

他採各種可能的手段救度眾生；二是從有最眾生的立場，他們希望由佛菩薩得到各種可能的幫助。

這相互關係使這世界充滿應化化佛(Nirmita -nairmāNika Buddhas)。」，參見鈴木大拙，1991：114
～115。 
45 參見鈴木大拙，199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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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受用身(SaMbhoga-kāya,SaMbhogika-kāya =R%?-,R.-mR$?-0: A-{)，或譯為報身與

應身，是指「享受、享樂之身」的意思，在梵文中SaMbhoga一詞係由字根
bhuj所構成，其意為食用、享用(enjoyment)，而若依其字首之sam，意為共

(together)、集合一起的意思46；而=R%?-,R.於藏文中的意義是指：財富、物資或

利用、享受等，另mR$?-0 於藏文中的意義是指：圓滿、完備之意義，因此

=R%?-,R.-mR$?-0 於藏文中是意為物資圓滿、條件具足。是故，所謂的

SaMbhoga-kāya(=R%?-,R.-mR$?-0:A-{)一詞應是說明由於諸佛經多生多劫之修行

而得之果報，從而此身亦是菩薩摩訶薩所受用的果報(Recompense or Reward)47。 

另外，關於五分法身(無漏五蘊paJcānastravaskandha 9$-3J.-GA-1%-0R-s)而言，所

謂的五分法身是指：戒身(5=-OA3?-GA-{)、定身(+A%-%J-:6B/-IA-{)、慧身(>J?-<2-GA-{)、

解脫身(i3-0<-PR=-2:A-{)、解脫知見身(i3-0<-PR=-;J->J?-3,R%-2:A-{)。這是由戒而生

定，由定而生慧，由慧而得解脫，由解脫而有解脫知見。因此，就五分法身

而言：戒身、定身、慧身三者是就其因而受名，解脫身、解脫知見身二者則

是就其果而付名，然此五身者均為佛之功德，是以此五法而成就佛身，故稱

之為無漏的五分法身48。 

 

各時期對於佛身的看法： 

在初期佛教經典－《阿含經》中所提及的法身觀，是素樸地指稱釋尊所

開示、演說之『法(dharma)』的具體內容，並且在《雜阿含》中提及「五分法

身」的存在49；而到了部派時期，因對於釋尊的愐懷與其本生故事的演說，

                                              
46 參見M. Williams，1999：1178。 
47 參見鈴木大拙，1984.a：37。 
48 而若依求譯：「五分法身名解脫，梵音云毘尼木叉。涅槃解脫，梵音云木叉也。」，參見《相

續解脫如來所作隨順處了義經》，《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718。而慧遠於《大乘義章》中對此
解釋道：「何故律教得名毘尼？亦有兩義：一、能詮於毘尼之行，從其所詮，故號毘尼；二、能

生於毘尼行德，從其所生，故稱毘尼。言木叉者，此名解脫，解脫有二：一者、無為；二者、有

為。無為解脫直名木叉，有為解脫名毘木叉。是故《相續解脫經》言：涅槃解脫名為木叉，五分

法身有為解脫，名毘木叉。」，《新修大正藏》卷 44，頁 468。 
49 《雜阿含》中言：「阿難！彼舍利弗持所受戒身涅槃耶？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知見身涅

槃耶？阿難白佛言：不也！世尊。」，《新修大正藏》卷 2，頁 176。而這正是在原始佛教經典中，
首度出現的「五分法身」觀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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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逐漸形成生身與法身相對的觀念；如此的觀念，到了初期大乘經典中加上

了空、般若、一切智的思想，更進一步的演進為大乘佛教的法身觀：在

Nāgārjuna的《大智度論》中有強調父母生身相對法性身等的二身說；到了前

期如來藏經典則繼承初期大乘以理法為法身本質而開展之如來藏法身觀；到

了大乘瑜伽行派時期，經由彌勒、AsaGga、Vasubandhu的發展，已複雜地理

論化成法身、報身、應身，或者法身、報身、化身的三身說。換言之，原始

佛教、部派佛教及大乘佛教根據教法所開展的法身說思想，給予後世大乘瑜

伽行派奠定其三身說的重要基礎。因此，關於法身思想的發展是有其一貫的

理路可循的，因此，吾人若仔細考察原始經典中能見到的法身觀念，將可尋

求到大乘法身觀的根據以及最初形態，進而探索出部派、初期大乘至大乘瑜

伽行派對於佛身論演進的種種關鍵。 

首先，關於釋尊在世時，是否就已有佛身之相關探討的問題？在原始佛

教經典的《增壹阿含》中所提及的佛身觀是言：「釋師出世壽極短，肉體雖

逝法身在，當令法本不斷絕，阿難勿辭時說法。50」，這似乎是一切佛典中

的法身問題的啟發點。也由此可知，關於法身思想的提及與論述，是來自於

佛弟子們對於釋尊入滅後，所面臨的種種問題的思考，亦即可說是原始的法

身觀根源於佛弟子對於佛入滅的解釋。 

歷史上的釋尊是以其崇高的人格與其藉由正覺解脫而演示的諸法

(dharma)51來度化眾生的，因此佛弟子將其視如神人般的敬仰讚美，如而在此

經中的論說，雖言如來身是父母生身但有其不可思議之處，明白地肯定釋尊

已是做為凡夫眾生所不能及的超人者，具有非世俗眾生般的肉體、過人之

行、大身、壽長、具四神足、大智慧等。而釋尊具如此難思議之身，正是由

於其有圓滿的修行、覺證一切世間出世間法、成就正等正覺，為眾生演說種

種清淨法門，以度化眾生為事業。因此所謂：「如來應等正覺者，先未聞法

能自覺知，現法身知得三菩提，於未來世能說正法，覺諸聲聞，所謂四念處、

四正斷、四如意足、五根、五力、七覺分、八聖道分，是名如來應等正覺。
52」，因此即可知：如來是在自證諸法實相成正覺後，現出覺證者的吉祥法

                                              
50 參見《增壹阿含》，《新修大正藏》卷 2，頁 549。 
51 印順法師認為：「釋尊依八正道(āryâSTâGgika-mārge)而成佛，八正道就是法，所以說：「正見是

法，乃至⋯⋯正定是法」。釋尊依八正道成佛，為眾生說法，弟子依法修行，八正道也就出現於

弟子心中。從佛心而轉到弟子心，降伏一切煩惱。」，參見釋印順，《印度佛教思想史》，1993：
13～14。 
52 參見《雜阿含》，《新修大正藏》卷 2，頁 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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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具足三菩提果，在自覺完滿後，即以覺諸眾生為志，開示種種修行菩提

道的實踐法門。是以，佛弟子在對佛陀圓滿人格的崇信中，結合了古印度對

於偉人所具備的特殊相貌的種種傳說，而建立佛身之三十二相、八十種好、

大悲53等的種種功德與相貌。如在《長阿含54》、《中阿含55》、《雜阿含56》、

《增壹阿含57》中，都提及佛身具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而在《梵摩渝經58》

中則不僅說佛具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並且具備四無所畏、八聲、十力之

所謂十八不共法。但是透過《阿含經》的描述，可知雖釋尊具有種種殊勝能

力，但是在現實上具有肉體、生於印度的釋尊，其為了徹悟人生實相，而出

家成道，為了度化眾生，而講經說法四十八年，但最後也不能違反無常之理，

而於八十歲時向眾生示現涅槃相。 
而面對於釋尊的入滅的事實，佛弟子們自然是悲痛萬分，無法承受釋尊

將永遠消失在現實人間的事實，正如《長阿含‧遊行經》之偈頌所描述的：

「一切昏萌類，皆當捨諸陰，佛為無上尊，世間無等倫，如來大聖雄，有無

畏神力，世尊應久住，而今般涅槃。59」，但是釋尊在入滅之前，仍諄諄教

誨佛弟子：「阿難！汝謂佛滅度後，無復覆護，失所持耶？勿造斯觀！我成

佛來所說經、戒，即是汝護，是汝所持！60」，這是因為諸行無常，一切終

將滅壞，連釋尊的色身(生身)也是不例外的。然雖釋尊已入涅槃，但是釋尊

所演示、宣說的『法』，卻仍存於世間以供佛弟子精進修行，是以釋尊言：

「今顯此身父母生長，是有漏法，非所歸依。所歸依者，謂佛無學成菩提法，

即是法身。61」，並且釋尊也說其『法身』之存在不僅是依靠經典的傳播，

更重要的是：佛法之所以而得延續、佛陀的種種功德相之所以長住於人間

世，所依持的是佛弟子對於修證上的的不斷精進。正如經中所言：「自今已

後，我諸弟子展轉行之，則是如來法身常在而不滅也。62」，以及「尊者阿

                                              
53 正如《增壹阿含》所言：「諸佛世尊成大慈悲，以大悲為力，弘益眾生。」，參見《增壹阿含》，

《新修大正藏》卷 2，頁 717。 
54 參見《長阿含》，《新修大正藏》卷 1，頁 5。 
55 參見《中阿含》，《新修大正藏》卷 1，頁 493。 
56 參見《雜阿含》，《新修大正藏》卷 2，頁 166。 
57 參見《增壹阿含》，《新修大正藏》卷 2，頁 799。 
58 參見《梵摩渝經》，《新修大正藏》卷 1，頁 885。 
59 參見《長阿含》，《新修大正藏》卷 1，頁 26。 
60 參見《長阿含》，《新修大正藏》卷 1，頁 26。 
61 參見《大毘婆沙論》，《新修大正藏》卷 27，頁 177。 
62 參見《佛垂般涅槃略說教誡經》，《新修大正藏》卷 12，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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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作是念，如來法身不敗壞，永存於世不斷絕，天人得聞成道果。63」，這

些都顯示：眾生所真正要皈依的是世尊所言說、教示的『法』64，而不是眾

生透過肉眼所見的釋尊之相。 
然而在現實俗世中，諸佛弟子皆於三皈依中以佛為主，雖然釋尊有言：

「如來法身常在而不滅也」，可是在釋尊滅度後，有些佛弟子仍然恐懼地思

道：要皈依於何處？以誰為師？這些疑問都是佛弟子於釋尊入滅前的心情寫

照，也正是由於佛弟子對釋尊入滅後產生思慕追想的強烈感情，進而否定了

釋尊的入滅是完全的脫離世間而真正地斷滅，因此其逐漸要求有一常住本體

存在，以作為佛弟子所能觀想之真實依止者，如是佛弟子們藉由考察佛所說

的『法』中與其所言：「如來法身常在而不滅也」，而將『法』視之為常住

不滅的本體之存在。也因《長阿含》中所言：「阿難！當自熾燃，熾燃於法，

勿他熾燃，當自歸依，歸依於法，勿他歸依。云何自熾燃？熾燃於法，勿他

熾燃，當自歸依，歸依於法，勿他歸依。阿難！比丘觀內身精勤無懈，憶念

不忘，除世貪憂，觀外身、觀內外身，精勤不懈，憶念不忘，除世貪憂，受

意法觀。亦復如是！是謂，阿難！自熾燃，熾燃於法，勿他熾燃，當自歸依，

歸依於法，勿他歸依。65」。如是，吾人可以看出：釋尊在世時，佛弟子猶

以釋尊作為皈依的中心，但是由於距離釋尊入滅的時間越來越久時，佛弟子

心目中皈依的核心也就逐漸產生了變化，由當初的親炙、觀想釋尊，變成只

能以釋尊所說的「法」作為法身，依此法身而精進修行。如此，佛弟子也逐

漸接受了藉由經典中所載記的釋尊之言論，而認為：只要依於法(經)、依於

律(戒)而修行，就是彰顯法身的存在。若佛弟子能如是持續地修習與流布釋

尊的種種開示與教誨，就是佛法、戒律的永存而不滅，即是象徵釋尊的法身

永不斷絕。因此，所謂「以法為依、以法為救、以法為歸、以法為舍。66」，

就是以佛法教法作為釋尊滅後佛弟子的皈依處，這是要佛弟子不斷地落實在

日常生活中、心念中，實際的以釋尊所宣說之「教法」與「戒律」作為佛弟

子的安住依止處。正如印順法師所言：「如來在世，以法、律利益眾生。法

與律長在人間，如依法、律修行，也就是見佛的法身了。67」。因此，佛弟

                                              
63 參見《增壹阿含》，《新修大正藏》卷 2，頁 550。 
64 《佛說不增不減經》：「如我所說法身義者，過於恒沙不離、不脫、不斷、不異、不思議佛法

如來功德智慧。」，《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467。 
65 參見《長阿含》，《新修大正藏》卷 1，頁 15。 
66 參見《華嚴經》，《新修大正藏》卷 10，頁 289。 
67 參見釋印順，1992.c：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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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藉此相互間勉勵、要求：於心念的相續之間不離法，身行之處不違律，藉

此呈現具有實踐性的法身觀。是故，在日常生活的修踐中依於佛所說之法來

修行，依於佛所說之律來戒己，以此來圓滿『五分法身』的功德體。所以，

所謂的皈依釋尊，不僅只是在宗教的儀式上皈依具有有形相的釋尊之生身；

更重要的是：雖然於今世，釋尊已入涅槃，但是釋尊藉由《阿含經》所宣說

清靜無漏的五分法身，才是眾生歸依、學習、依止之處。因此，關於《阿含

經》中所述及的法身觀是指教法法身，五分法身則是具體實踐的內容，釋尊

與眾弟子所示現的入滅相是所謂的色身入滅。對於佛弟子而言，釋尊所說的

教法是永遠不滅、常住於世而不變異的。 

而這種對於藉由日常生活中、心念相續間、身行舉止中不離法的實踐精

神，佛弟子們依於釋尊之『教說』而融攝、開展的修行成果，如《增壹阿含》

所言：「己身戒成就、三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見慧成就。復

能教人成此五分法身，身能教化，復能教人使行其法。68」，就是原始佛教

教理中對於「五分法身」說所著重的重點，藉由『教說』把實踐精神與功德

境界密切連結在一起。並且必須藉由身行、心念的實踐中始能呈現出此一功

德境界的特殊內涵，而該功德境界亦必等待佛弟子的修行、實踐才能展現出

來。因此，此一功德境界是與實踐精神是必須合一的，如此才能圓滿五分法

身之功德體。正如印順法師所言：「能成佛菩提的無學無漏法，就是如來所

有的無漏五聚(或寫作蘊)—戒身、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知見身。五無漏

聚雖通於阿羅漢(arthat)，佛是究竟圓滿的。經上說：舍利弗(Śāriputra)阿羅漢的

無漏五聚，並不因涅槃而消滅，那末佛的五無漏聚—「五分法身」，當然也

「法身不滅」了。「白法所成身」，名為法身，約無學無漏的功德法說。69」，

而《法門名義集》釋義言：「五分法身：戒身、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

知見身，是名五法身。戒者，防非止惡。定者，心住一境。慧者，緣中決斷。

解脫身者，絕縛離羈。解脫知見身，解脫緣中，審之明白。此五分法身，是

佛德體故，言為說身。70」。而《增壹阿含》中也有言：「己身戒成就、三

昧成就、智慧成就、解脫成就、解脫見慧成就，復能教人成此五分法身。身

能教化，復能教人使行其法。71」，而於《菩薩瓔珞經》中更將五分法身與

                                              
68 參見《增壹阿含》，《新修大正藏》卷 2，頁711。 
69 參見釋印順，1992.c：21。 
70 參見《法門名義集》，《新修大正藏》卷 54，頁 197。 
71 參見《增壹阿含》，《新修大正藏》卷 2，頁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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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結合，言道：「修五分法身，戒、定、慧解度。72」，由此可知：由戒

而生定，由定而生慧，由慧而得解脫，由解脫而有解脫知見。而戒身、定身、

慧身三者是就其因而受名，解脫身、解脫知見身二者則是就其果而付名，然

此五身者均為佛之功德，是以此五法而成就佛身，故稱之為五分法身。並且，

若是捨離了實踐界就沒有所謂的戒身、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知見身五

種法身的存在，法身變成只是言語說詞性存在，而不含有具體內容，一旦依

法如實修行，則必然具有此五分法身的存在73。因此，亦可言：所謂的戒身、

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知見身的五種法身存在，是藉由釋尊的「教說」

而展現在佛弟子面前，但除非佛弟子孜孜念念地如實修行，否則五分法身終

究是釋尊的『教說』，而非釋尊之『功德體』的呈現。 

然而為何要言五分？據《雜阿含》之解答為：「何等為成就五支？謂無

學戒身成就、無學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知見身，是名成就五支。74」，

而《菩薩瓔珞經》更言：「如來五根成就法身、戒身、定身、慧身、解脫身、

解脫知見身是謂如來五分法身。75」，並且《菩薩瓔珞經》更將五分法身定

義為：「佛法實奇特，二乘所不及，權智現眾變，具五分法身。76」，如此

就是在證明：五分法身的變成只是釋尊為了救度眾生，藉由言說而存在，但

其不含有具體的實體，僅是釋尊所顯現之功德的表象，若眾生一旦依法如實

修行，則必然可見到具有此五分法身存在於一體的釋尊。因此，《增壹阿含》

中言：「若有比丘意欲使如來共論者，常念戒德具足，已戒德具足，當念聞

具足，聞已具足，當念施具足，施已具足，當念智慧具足、解脫知見皆悉具

足。若比丘戒身、定、慧身、解脫身、解脫知見身具足者，便為天、龍、鬼

神所見供養，可敬、可貴，天、人所奉。是故，諸比丘！當念五分法身具足

者，是世福田，無能過者。如是，諸比丘！當作是學。77」，而《雜阿含》

中更言：「學法不滿，欲令戒身、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知見身具足者，

無有是處。解脫知見不滿足，欲令得無餘涅槃者，無有是處。78」，而這正

是原始佛教繼承古印度傳統中的修行論。 

                                              
72 參見《菩薩瓔珞經》，《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69。 
73 參見呂玉珍，《前期如來藏經典中「法身」概念的釐清—以阿含經的「無我」與「法身」為進路》，1993：
40。 

74 參見《雜阿含》，《新修大正藏》卷 2，頁 304。 
75 參見《菩薩瓔珞經》，《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23。 
76 參見《菩薩瓔珞經》，《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101。 
77 參見《增壹阿含》，《新修大正藏》卷 2，頁 712。 
78 參見《雜阿含》，《新修大正藏》卷 2，頁 3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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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從巴利聖典大品犍度(Mahāvagga Khandhaka)79中與《佛本行集經》中

認為：釋尊亦是阿羅漢。因此而言：「時五比丘，於有為中，諸漏滅盡，心

得解脫。當於是時，此世間有六阿羅漢，一是世尊、五是比丘。80」，於此

而可得證明釋尊與阿羅漢就實踐的目的上來說，佛與阿羅漢之間沒有重要的

分別，此於《中阿含》即言：「若如來無所著等正覺解脫及慧解脫、阿羅訶

解脫，此三解脫無有差別，亦無勝如。81」。再者，如來十號中之「應供(Arhat)」

亦即阿羅漢(或阿羅訶)之意譯。因此，釋尊是阿羅漢(應供)這一點是沒有問題

的。因此在《雜阿含》中，阿羅漢通常被解說為：「貪欲已斷無餘、瞋恚、

愚癡已斷無餘，是名阿羅漢。82」。因此可知：在原始佛典中，原本佛與阿

羅漢之間的是無差別的83。因此，在原始佛教最終的實踐目的上來說，佛與

聲聞弟子在解脫這一點來說是平等無二的。但是在《雜阿含》中也出現了對

於如何分辨：「如來應等正覺」與「阿羅漢慧解脫」之間的區隔84。而所謂

「如來應等正覺」是由於釋尊之自覺而來，並且釋尊透過其自覺，而能教授

眾聲聞種種教戒；而所謂阿羅漢慧解脫，則是阿羅漢經由釋尊之自證與釋尊

之宣說教法，而得以斷除煩惱、清靜自身的，所以不是自證，並且阿羅漢之

慧解脫，僅是藉由釋尊之教法而得自身的解脫，無法渡化其他眾生的種種煩

惱85。。因此，關於釋尊與阿羅漢之間的差異，可歸納出下列三點：一、佛

是自覺自悟的，阿羅漢是經由釋尊的教證而成的；二、佛能教授眾聲聞與阿

羅漢種種的教戒，而阿羅漢只能向眾聲聞宣揚釋尊的教證；三、佛具備有十

力、四無所畏、十八不共法等，這是不共於二乘的能力。而這些正是佛與緣

                                              
79 參見木村泰賢，《小乘佛教思想論》，1990：77。 
80 參見《佛本行集經》，《新修大正藏》卷 3，頁 813。 
81 參見《中阿含》，《新修大正藏》卷 1，頁 656。 
82 參見《雜阿含》，《新修大正藏》卷 2，頁 126。 
83 《中阿含》：「若如來，無所著等正覺解脫及慧解脫、阿羅訶解脫，此三解脫無有差別，亦無

勝如。」，《新修大正藏》卷 1，頁 656。 
84 《雜阿含》：「如來應等正覺者，先未聞法，能自覺知，現法身知，得三菩提，於未來世能說

正法，覺諸聲聞，所謂四念處、四正斷、四如意足、五根、五力、七覺分、八聖道分，是名如來

應等正覺。所未得法能得，未制梵行能制，能善知道，善說道，為眾將導。然後聲聞成就隨法、

隨道，樂奉大師教誡、教授，善於正法，是名如來應等正覺、阿羅漢慧解脫，種種別異。」，《新

修大正藏》卷 2，頁 186。 
85 正如《雜阿含》所區別的：「比丘！如來應等正覺、阿羅漢慧解脫有何差別？比丘白佛：如來

為法根、為法眼、為法依，唯願世尊為諸比丘廣說此義，諸比丘聞已，當受奉行。佛告比丘：諦

聽！善思！當為汝說，如來應等正覺未曾聞法，能自覺法，通達無上菩提，於未來世開覺聲聞而

為說法，謂：四念處、四正勤、四如意足、五根、五力、七覺、八道。比丘！是名如來應等正覺。

未得而得，未利而利，知道、分別道、說道、通道，復能成就諸聲聞教授教誡，如是說正順、欣

樂善法，是名如來、羅漢差別。」，《新修大正藏》卷 2，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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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阿羅漢之間的差異。而在原始佛典中，釋尊亦是阿羅漢，這可從巴利聖

典大品犍度中記載釋尊教化了五比丘後，而世上有六阿羅漢一事可得證明。

另外，根據如來十號中之「應供」亦即阿羅漢(或阿羅訶)之意譯可知：釋尊是

阿羅漢(應供)這一點是沒有問題的。但反過來說，已斷除生死煩惱，不受後

有，應受供養及尊重的阿羅漢是不是都是佛呢？ 

如是，吾人可知：《阿含經》是從釋尊所說法中，建立其「佛經身說」

與「五分法身說」的基礎。並且認為『釋尊』－此一圓滿覺証者除了具備了：

戒、定、慧、解脫、解脫知見等五種無漏法身之功德體的自證者外，另還具

備有十力、四無所畏、十八不共法等不共於二乘的能力與無量功德的累積；

而阿羅漢僅是具備了：戒、定、慧、解脫、解脫知見等五種無漏法身之功德

體的他證者。由於五分法身並非僅是釋尊所獨有，而是眾阿羅漢皆具有此五

分法身。因此，後人如何根據五分法身來作為解決部派對於無我說所引發的

種種困難的一種解答？亦即，若五分法身能構成一個修行主體，則其是否能

解決經由無我說後所引發的主體不能彰顯的疑難？ 

關於此說的重點在於：在《阿含經》中所謂的無漏五分法身是釋尊的說

教，而其中的戒身、定身是隨機的教法，慧身則可視作為一種功德相或體的

內容。因此，吾人可見《阿含經》中所言的「五分法身」是傾向於：藉由釋

尊的教說而成立的修行功德體，而並非真的是要安立一個主體的存在。也就

是說，在《阿含經》的編集中已經意識到必須要有一個修行、實踐主體的存

在。並且五分法身中之慧身所代表的即是此一實踐主體所展現的樣態。但

是，《阿含經》處理此問題的手法是：藉由『釋尊的教說』，而間接地推出

一個修行、實踐的主體，而非如同婆羅門教般，直接安立主體的存在。如是，

因《阿含經》其非直接安立主體，而是間接地推出有一修行實踐主體的存在，

故其主體性的意義不明顯。由是之故，我們可依上推論出：《阿含經》中的

法身觀，異於部派所要求對於具有超越性的主體之線索，因此無法依此來解

決部派所安立之主體的問題。 

 

釋尊在世時，佛弟子在日常起居飲食等生活中或於聞法誦戒時都能經常

的親近釋尊，因此，大家對釋尊也就沒有什麼特異的看法。佛滅不久，佛弟

子對釋尊的記憶猶新，加上法為依處的遺教，因此在古代傳說中對於釋尊本

身的描述遠較釋尊的教說為少。隨著時間的消逝，曾直接親近釋尊的弟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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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相繼的去世，原先樸素的佛陀觀也就因為佛弟子追思慕念釋尊之情，日益

增加而有所改變。在部派時代，人間釋尊這一平淡篤實的觀念，已不能滿足

當時某些佛教徒的要求。他們開始進而追求釋尊之所以為釋尊的原因，又在

世間所示現的釋尊究竟是真還是假相？同樣是獲得解脫的羅漢與釋尊又有

沒有分別？像這些問題開始逐漸被提出來。部派間對佛陀觀並不能獲得一致

的看法，這在世友之《異部宗輪論》中就有所記載。後來大乘學者逐步把部

派間的矛盾佛陀觀會通，但同時佛陀觀亦慢慢神化及婆羅門化起來。現在我

們讀到大乘經典中所描述釋尊的極大神通及不可思議的境界。與原始經典如

阿含經中所記載的人間釋尊就有了很大的差別。因此，在原始佛教時期，由

於釋尊經過降生、成長、受欲、出家、修行、證悟、成為無上正遍知者，並

且隨後開展一連串的教化、轉法輪，最後示現涅槃相。但是當釋尊入滅後，

由於佛弟子的緬懷與傷感，因此關於釋尊之「法身不滅」與「法身常在」的

思想就逐漸出現。也因為釋尊在世時所建立的佛教，是以釋尊人格為中心來

開顯其教法的。但是到了部派佛教(Nikāya-Buddhism)
86時期，釋尊已入滅不存

於塵世，因此部派的學者只好靠著教法的流佈來建立其凝聚力。可是，所謂

「法」，是活的、是應機而能發展的，尤其是釋尊認為人乃是轉法的關鍵或

中樞。所以在原始佛教中，人與法是不能分離的。但在部派佛教時代，法的

演變乃逐漸趨於固定化和概念化的傾向，因此成為部派佛教對於佛陀觀的另

一種詮釋87。 

而佛陀觀的思想發展到部派時期，開始有了不同見解而產生的辯論，這

些爭論的關鍵主要是集中在於：釋尊的色身是為「有漏」或是「無漏」的問

題上。而對於釋尊的法身，則是一致認為：法身是清淨、無漏的。若以說一

切有部的觀點而言，其認為釋尊的色身和凡夫一樣是有漏的，同樣會有生、

老、病、死；相對地，大眾部則認為釋尊的色身是無漏的所以會生、老、病、

死都是為了方便示現。而所謂的「漏(āsrava)」，是意為流失、漏泄，是煩惱

之異名。在《阿含經》中，「漏」與煩惱同義，當釋尊在提到修行的次第、

法門，以及形容阿羅漢解脫的狀態時，常常使用「有漏88」與「無漏89」來形

                                              
86 參見平川彰，2002：106。 
87 釋演培認為：「佛陀觀成為佛教的重要論題，不是指佛世時說的，而是指佛滅說的。」，參見

釋演培，《印度部派佛教思想觀》，1975：49。 
88 如所謂的「有漏法」是：「謂眼色、眼識、眼觸、眼觸因緣生受，內覺若苦、若樂、不苦不樂，

耳、鼻、舌、身、意法、意識、意觸、意觸因緣生受，內覺若苦、若樂、不苦不樂，世俗者，是

名有漏法。」，參見《雜阿含》，《新修大正藏》卷 2，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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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而造成「有漏」與「無漏」兩者間的關鍵在於：人的好惡愛恙的執取。

若眾生以貪愛、執取的態度來放縱自己的五蘊享樂，則將永遠擺脫不了生老

病死的輪迴流轉之中。而釋尊教導眾生應不以貪愛、執取的態度將自身的身

心收持，並依正理修習來建立梵行、去除死生煩惱、獲致涅槃解脫。因此在

《阿含經》中，釋尊常以五蘊、六入等為切入點，來說明如何盡有漏而成無

漏的修行次第，其具體的修行方法包括以四念處等為主的三十七菩提分法。

正因為釋尊所教導的目標既是以去除煩惱、獲致解脫為主，所以在《阿含經》

中所提及的「有漏」與「無漏」的說明，也就不離煩惱與解脫等內涵90。 

由於上述的觀點之建立，因此在部派佛教中，產生了對於釋尊之身是為

有漏？或是為無漏？開始有了不同的解釋：一派佛弟子主張佛身無漏，這以

大眾部(MaāsaMghikāH)與法藏部(Dharmaguptaka)為主，他們認為釋尊是隨順眾生

而示現病相與涅槃相91。並且因為釋尊的色身是無漏的，所以會出現生老病

死等相都是釋尊為了方便教化眾生而示現出來的92，而此二部發展出具有理

想的、信仰的佛陀觀。而另一派佛弟子則主張佛身是有漏的，他們認為：釋

尊於世間所展現的色身是經由父母和合所生，也是經由無明與愛的招感而得

的果報之身，因此釋尊的色身不應說是無漏的清淨身93。並且其反駁大眾部

所引之契經說，而言：「如契經說，苾芻當知！如來生在世間、長在世間、

出世間住，不為世法之所染污。彼作是說：既言如來出世間住、不為世法之

                                                                                                                                     
89 而所謂的「無漏法」是：「謂出世間意，若法、若意識、意觸、意觸因緣生受，內覺若苦、若

樂、不苦不樂，出世間者，是名無漏法。」，參見《雜阿含》，《新修大正藏》卷 2，頁 56。 
90 釋如嵩認為：「第一、如果是就佛所說的經典來看，經文本身是言語文字相，而佛法本是離言

語文字，是言行道斷的。如果依此角度來說當然是不了義的；第二、如從佛所說之法，常常會應

於眾生之根性，而有應機之說來看，這當然也可說是不了義說。(但是這都是佛陀為了要契應世間，

而有的方便教化，絕不能依於此而說，如來所說之法皆非了義。)；第三、即是佛法的勝義真理。

這也就是「有部」所說所立為佛的無漏法身。」，參見釋如嵩，〈《大毘婆沙論》佛身觀之探討〉，

1999.a：50～51。 
91 正如《大毘婆沙論》所引：「謂或有執，佛身無漏如大眾部。問：彼何故作此執？答：依契經

故。如契經說，苾芻當知！如來生在世間、長在世間、出世間住，不為世法之所染污。彼作是說，

既言如來出世間住、不為世法之所染污，由此故知佛身無漏。」，《新修大正藏》卷 27，頁 391
～392。 
92 《大毘婆沙論》：「一切如來應正等覺，敬重法身，不重生身。」，《新修大正藏》卷 27，頁
602。 

93 《大毘婆沙論》：「為止彼意顯佛生身唯是有漏，若佛生身是無漏者，便違契經。如契經說：

無明所覆愛結所縛，愚夫智者感有識身，世尊亦是智者所攝身，定應是無明愛果，是故佛身定應

有漏。」，《新修大正藏》卷 27，頁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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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染污，由此故知佛身無漏。94」，而此是以說一切有部(SarvāstivādināH)95的觀

念為主。 

因此部派對於教義討論中，有關佛身論的探討是著重在於：佛身有漏無

漏、的問題上。就佛身有漏或是無漏的問題而言：上座部比丘於釋尊入滅前，

因與釋尊共住，因此比較能夠就其所見釋尊的行蹟，而將原始佛教對於人間

的立場現實出來。因此，上座部比丘認為釋尊之所以異於眾生，是指在其精

神方面的智慧功德，而雖然釋尊之肉體，雖具四無畏、十力、三十二相、八

十種好，以及超乎一般人的偉大神力，但釋尊的肉身仍是四大和合而成的肉

身，因此仍與眾生無異的有諸病患疾憂。因此，平川彰認為：「說一切有部

因為在緣起的有為法之外不立緣起的法則，所以以緣起為有為，而以道支、

聖道(八聖道)為無為，是於佛陀的人格上的實踐，認定其永遠的真理性的意

思，這關係到視佛身為常住或無常的問題。說一切有部或巴利上座部以為佛

陀是在八十歲時於拘屍那羅入了涅槃界，所以以佛身、佛的智慧為無常，亦

即只承認「生身」的佛陀，而這是有為的。96」。是故，上座部比丘認為：

追隨釋尊，是追隨釋尊開悟的足跡，實踐釋尊所指示的真理，那麼佛的法身

就會長存於人間而不滅。因為佛在世時，就是一位如說而行、行如所說的大

覺者，所以上座部比丘認為：若隨釋尊之法如實修行，則佛的法身常在而不

滅；若無佛弟子修證佛法，則法身不存。而這正是原始佛教中以釋尊的教說

為法身觀念的最直接、最樸素的描寫，正如經中所言：「我諸弟子展轉行之，

則是如來法身常在而不滅也。97」。因此上座部比丘認為：「今顯此身父母

生長是有漏法，非所歸依。所歸依者，謂佛無學成菩提法，即是法身。98」、

「一切如來應正等覺，敬重法身，不重生身。99」，換言之：上座部比丘其

所皈依的，非是具三十二相但短暫會滅的釋尊之色身，而是皈依於已覺證菩

提、了知世間出世間一切種種法的佛。因此，其認為：「諸歸依佛者，何所

歸依？答：若法實有現有想等想，施設言說，名為佛陀。歸依彼所有無學成

                                              
94 參見《大毘婆沙論》，《新修大正藏》卷 27，頁391～392。 
95 平川彰認為：「說一切有部因為在緣起的有為法之外不立緣起的法則，所以以緣起為有為，而

以道支、聖道(八聖道)為無為，是於佛陀的人格上的實踐，認定其永遠的真理性的意思，這關係到

視佛身為常住或無常的問題。說一切有部或巴利上座部以為佛陀是在八十歲時於拘屍那羅入了涅

槃界，所以以佛身、佛的智慧為無常，亦即只承認「生身」的佛陀，而這是有為的。」，參見平

川彰，2002：142。 
96 參見平川彰，2002：142。 
97 參見《佛垂般涅槃略說教誡經》，《新修大正藏》卷 12，頁 1112。 
98 參見《大毘婆沙論》，《新修大正藏》卷 27，頁 177。 
99 參見《大毘婆沙論》，《新修大正藏》卷 27，頁 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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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法，名歸依佛。100」，而正是由於「歸依彼所有無學成菩提法」，所以

在佛弟子的智證中，法身永恆存在的。 

而大眾部比丘則異於上座部比丘之看法，這是由於大眾部比丘一方面是

其組成者大部分為僧團中的初學青年或社會中的一般信眾101，比較無法接受

從法、律的如實修行中，瞭解釋尊之法身常在的觀念；另一方面是大眾部受

到大天(Mahādeva)所提之『五事』的影響，使得大眾部比丘將阿羅漢與釋尊區

別開來。並且其對於佛身的主張：將釋尊更加神聖化，認為釋尊是完全出世

間的，是已經斷盡漏失、根絕煩惱的。因此釋尊其所教化與所展現出來的句

句是真理，所教化的聲聞有情無不淨信，其肉體、壽命以及所展現的神威皆

是無限的，即是：「如大眾部，彼作是說：經言：如來生在世間、長在世間，

若行、若住不為世法之所染污，由此故知如來生身亦是無漏。102」。也正是

因為上座部與大眾部對於佛之色身、佛壽與佛之威德的見解不同；大眾部是

信仰具三十二相、八十種好，具有超越現實與自然能力的釋尊。所以印順法

師認為：「但對僧團內的青年初學，社會的一般信眾，懷念如來的內心依賴

感，是不容易滿足的。原因是：生身與法身的對立，法身限於無漏功德及體

悟的諦理，否定色身是所歸依的佛。……沒有色聲相好的法身如來，在一般

人來說，缺乏具體的人格性；一般人心目中的如來，是人那樣的(釋尊本來

是這樣的)，所以上座部(除一部分分別論者)為主的法身如來觀，不容易成為

一般人的信仰。103」，如此使得大眾部漸漸發展出：如來一切皆是不可思議，

正是所謂：「如來色身實無邊際，如來威力亦無邊際，諸佛壽量亦無邊際，

念念遍知一切法。104」、「諸佛世尊皆是出世，一切如來無有漏法。105」即

是此義。 

所以上座部比丘與大眾部比丘對於佛身的認知上的差異，正如印順法師

所言：「在部派佛教中，對佛生身有不同的見解：大眾部是超越常情的佛身

觀，佛的生身是出世的，無漏的；上座部是現實人間的佛身觀，佛是老比丘

身，生身是有漏的。如承認佛法的宗教性，那末在弟子們的心目中，佛陀的

                                              
100 參見《發智論》，《新修大正藏》卷 26，頁 924；或參見《大毘婆沙論》，《新修大正藏》卷

27，頁 177。 
101 參見釋印順，1992.c：22。 
102 參見《大毘婆沙論》，《新修大正藏》卷 27，頁 229。 
103 參見釋印順，1992.c：22～23。 
104 參見《異部宗輪論》，《新修大正藏》卷 49，頁15。 
105 參見《異部宗輪論》，《新修大正藏》卷 49，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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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性，相信佛世就已存在了的。106」，因此吾人可以推知：其實大眾部比

丘透過對釋尊的讚揚渲染及把阿羅漢貶低的方式來說明無漏法身，這很有可

能是由於大眾部比丘對於原始佛教中所謂的解脫者的描述，感到不滿意所

致。並且大眾部比丘可能認為：對於剛入宗門不久的初學者而言，人間的大

覺者：『釋尊』，也許比不上當時印度其他宗教所盛行的「神通廣大之虛幻

的神祇」來得有吸引力。因此，大眾部比丘欲通過對於釋尊的讚揚，一方面

可以把自己所有「理想」加諸於釋尊的身上，從而建立起其心目中理想的解

脫者形象；另一方面大眾部比丘認為此一新形象，可作為抗衡當時漸趨復興

之婆羅門教勢力的一種方法：其次，大眾部比丘也有可能透過「大天五事」

對於阿羅漢的貶抑之影響，來作為對於上座部比丘所抱持之舊有佛陀觀的另

一種方式的批判107。因此，印順法師推論道：「譬喻師所引的教證，與『毘

婆沙論』的大眾部說一樣。他們以為，無漏，只是沒有煩惱的意思。這可以

推見，佛身出世，佛身無漏，起初只是通俗的一般解說。但在「本生」、「譬

喻」、「因緣」，有關佛與菩薩的傳說興起，引起了種種問題，於是大眾部

系，在佛身出世、無漏的原則下，發揮了新的佛身常在說。108」，而釋如嵩

則依「了義」之三種層次來指涉法身是否有漏、無漏，而對於：佛身是否有

漏或是無漏的問題109，釋如嵩其主張說一切有部所指涉的無漏法身正是第三

項110。因此，木村泰賢認為：「上座部，始終是視佛陀由人而成的；大眾部，

則欲以所謂法身的權化而為佛陀的起因。在上座部方面，只要有僧伽與法

義，不關生身的有無，佛陀的精神，就可活動下去。在大眾部方面，始終以

佛陀為中心，在僧伽及法義之上，如不承認圍源泉的佛陀常住，那就很難期

其救濟觀的完成。111」。 

而關於五分法身方面，部派也有進一步的解釋，如《集論》中所言：「十

無學法，當知依止無學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知見蘊說。112」，

而《雜集論》解釋道：「何以故？無學正語、正業、正命，是無學戒蘊；無

                                              
106 參見釋印順，1994.a：360。 
107 另參見李志夫，《中印佛學比較研究》，2001：175～182之表格中，有對比收錄於《舍利弗毘

曇》、《發智論》中的各派相異之論點。 
108 參見釋印順，1994.a：165～166。 
109 釋心宏認為：「筆者確認「佛身是有漏或漏」，此議題乃是佛陀三身思想的萌芽處。」，參見

釋心宏，〈論龍樹的二身觀與天親的三身觀之差異—以阿彌陀佛為例〉，1997：61。 
110 參見釋如嵩，1999.a：51。 
111 參見木村泰賢，《小乘佛教思想論》，1990：87。 
112 參見《集論》，《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6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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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正念、正定，是無學定蘊；無學正見、正思惟、正精進，是無學慧蘊；無

學正解脫，是無學解脫蘊；無學正智，是無學解脫智見蘊。113」。此中，何

謂：「無學」？於《集論》解釋道：「謂於諸學處已得究竟者所有善法，是

無學義，為捨執著已脫我故。114」，因此吾人可知：有些佛弟子雖已知佛教

之真理，但仍未斷除己身之迷惑，對於教証尚有所學者，因此稱之為有學。

而所謂的「無學」，是指已達佛教真理之極致，無迷惑可斷，亦無可學者。

以聲聞乘而言，其是為有學，而阿羅漢則已達至無學之境。因此，對於尚在

修證的部派佛弟子而言，無學的五支法身應如何達致，其提出種種叩問：「世

尊言：彼無學成就戒身、定身、慧身、解脫身、無學解脫知見身。彼云何無

學戒身、定身、慧身、解脫身？云何無學解脫知見身？云何無學戒身？115」，

而此中的無學戒身是指：無學身護口、護命清淨。所謂無學定身是指：無學、

空、無想、無願。所謂無學慧身是指：無學思惟相應緣擇法擇觀種種觀分別。

所謂無學解脫身是指：無學思惟相應意解脫、已解脫當解脫。所謂無學解脫

知見身是指：盡智無生智。而釋光於《俱舍論記》也針對此「無學五分法蘊」

作一詳盡的探討：「謂定蘊：以行中定為體；慧蘊及解脫知見蘊，以行中慧

為體；解脫蘊，以行中勝解為體。故婆沙三十三，出戒等五蘊體中云：無漏

身、語業名無學戒蘊。云何無學定蘊？答：無學三三摩地，謂空、無願、無

相。云何無學慧蘊？答：無學正見智。云何無學解脫蘊？答：無學作意相應

心，已解脫、今解脫、當解脫，謂盡無生無學正見相應勝解。云何無學解脫

智見蘊？答盡無生智。解云：勝解心數法中當廣分別，無學位中勝解相顯立

解脫名。言解脫知見者，即智名見，故名智見。緣解脫涅槃，故名解脫知見。

又解脫身中起，故名解脫知見。故婆沙三十二云：答解脫身中獨有此故，最

能審決解脫事故。116」。因此由上述可知：部派學者將解脫身與解脫知見身，

合稱為解知見。這是因為部派認為阿羅漢之無學位所證得的盡智與無生智，

是為解脫知見。而這正表示，在部派的教團中，將原始佛教中視為抑制肉體

與精神之慾望，能夠靜心、磨鍊智慧，從而在一切束縛中解脫一切煩惱之法

門加以擴充。並且，部派佛教將原本被原始佛教所視為是佛與阿羅漢所具足

之功德體－『五分法身』，更將其侷限在於：從聲聞乘之有學修證至阿羅漢

                                              
113 參見《雜集論》，《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742。 
114 參見《集論》，《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670。 
115 參見《八犍度論》，《新修大正藏》卷 26，頁 778。 
116 參見《俱舍論記》，《新修大正藏》卷 41，頁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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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無學境界。是故，正如印順法師所言：「古代佛弟子的念佛，就是繫念這

五分法身，這才是真正的佛。沒有成佛以前，有三十二相好的色身，但並沒

有稱之為佛。所以不應該在色相上說佛，而要在究竟的無漏五蘊功德上說(不

過，五分法身是通於阿羅漢的)。如歸依佛，佛雖已入涅槃，仍舊是眾生的歸依

處，就是約究竟無漏功德說的。……這樣，佛的無漏功德法身，永遠的成為

人類的歸依處。五蘊法身並不因涅槃而消失，這是「法身不滅」、「法身常

在」的又一說。117」。因此可知，部派所提出的無學五分法蘊，已儼然脫離

原始佛教經典中對於阿羅漢等的解脫者所賦予的五分法身之意義，於此部派

學者是試圖將所謂的具有無漏功德的解脫者--釋尊，從新賦予另一種新的地

位。

 

而在佛教的發展史上，大部分的學者將釋尊在世演說示法的時期，稱之

為原始佛教時期；而釋尊入滅後，至大乘的興起，稱之為部派佛教時期；而

從約西元前一世紀開始，依據印順法師是認為：「西元前一世紀中，「大乘

佛法」開始興起，這是佛法而又大乘(Mahāyāna)的；傾向於理想的、形而上的，

信仰而又通俗化的佛法。118」。因此，關於佛教發展上的分歧，主要是因為

佛入滅後，教團間對於經典的解釋不同，而使得彼此之間漸漸地分化，終於

成為部派各系林立的情況出現。而部派佛教流傳到西元前後，大乘佛法逐漸

流行起來。大乘佛法的興起，到底出於部派的僧團內部，或在家信眾，或兼

而有之？這雖然要作進一步的研究，才能確定，但大乘從部派佛教的教化區

中出現，受到部派佛教的影響，是不容懷疑的事實119。。 

而從關於大乘佛教發展的因緣來看，印順法師則認為：「「大乘佛法」

興起的因緣，是多方面的。釋尊入滅了，在「佛弟子的永恆懷念中」，「世

間情深」，不能滿足於人間(涅槃了)的佛陀(Buddha)，依自我意欲而傾向於理

想的佛陀，不過理想的程度是不一致的。120」，這也說明著：隨著部派佛教

的發展，大眾部的佛弟子因對於佛身是否無漏的問題之諍論，逐漸疏離主張

修證為主的上座部，而愈益走向人間，他們使自身的生活、思想配合當時之

世俗思想潮流，逐漸與在家眾結合，試圖將大眾部對於佛身無漏的論述散佈

                                              
117 參見釋印順，1994.a：162。 
118 參見釋印順，1993：81。 
119 參見釋印順，1994.a：315。 
120 參見釋印順，199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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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世俗間，並且大眾部比丘意欲透過釋尊之本生故事之流傳與在家信眾對於

釋尊的遺物、遺骨、遺跡121與佛塔的崇敬與信仰122，配合新興的般若思想123而

執行甚深廣大的菩薩行124。因此，從教團發展的源流來看，大乘思想的闡發，

出家僧中以大眾部及分別說者之功績為大125，且不久後大乘思想即瀰漫於全

印，為各派之先覺者所尊重。而在家信眾對於大乘思想的推廣，尤有不可磨

滅之功績。並且印順法師認為大乘佛教思想真正的關鍵點是在於：「菩薩修

行成佛的菩提道，無比的偉大，充分的表現出來；這才受到佛弟子的讚仰修

學，形成「大乘佛法」的洪流。126」，而所謂：「菩薩發心、修行、成佛，

是大乘法的主要內容。「本生」(jātaka)、「譬喻」(avadāna)、「因緣」(nidāna)，

這三部聖典，就是大乘思想的主要來源。127」。 

並且到了在大乘佛教興起時期，大天一派對於阿羅漢的評論並沒有被大

乘學者視為錯誤而駁斥，反而被認為此種學說正是大乘佛法的萌芽時機。加

上因為釋尊說教一向很重視智慧，如偈所言：「學戒隨福利，專思三昧禪，

智慧為最上，現生之最後，牟尼持後邊，降魔度彼岸。128」，而在原始佛典

中，釋尊除了被記載為具有「慧力」外，更成就其他各種對於解脫直觀智力，

如經中所言：處非處智、業異熟智、靜慮解脫智、根上下智、種種意解智、

種種諸界智、偏趣行智、宿住隨念智、死生智、漏盡智129；並在《大毘婆沙

論》中更言：「謂諸如來皆得十力、四無所畏、三念住、大悲，十八不共法

等勝功德故。130」，因此根據此經典中所言，如來十力已被視為屬於「十八

不共法」之一，亦即唯佛才有。如此，大乘學者對「十八不共法」的看法，

其實已經與小乘學者有所不同。但無論如何，佛智是至高無上這點則是佛教

前後時期各派學者所共認的。就原始佛教而言，早在《雜阿含》中就有對於

舍利弗之智與佛智的比較：「一切世間智，唯除於如來，比舍利弗智，十六

                                              
121 參見釋印順，1994.a：109～174。 
122 參見釋印順，1994.a：43～108。 
123 參見釋印順，1994.a：591～758。 
124 印順法師認為：「「大乘佛法」是多方面的，傳出也是多方面的，而「初期大乘」的主流，是

般若為導的，甚深廣大的菩薩行。重信行的，重智行的，重悲行的，大乘經從多方面傳出，都是

以修行為主，不是論典那樣的。」，參見釋印順，1993：86。 
125 參見釋印順，《印度之佛教》，1992.e：193。 
126 參見釋印順，1993：85 
127 參見釋印順，1994.a：109。 
128 參見《雜阿含》，《新修大正藏》卷 2，頁 211。 
129 參見《雜阿含》，《新修大正藏》卷 2，頁 187。 
130 參見《大毘婆沙論》，《新修大正藏》卷 27，頁 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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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及一，如舍利弗智，天人悉同等，比於如來智，十六不及一。131」，而釋

尊與阿羅漢在智慧上有差別這點，在大乘經典中也被保留，如《大智度論》

所言：「舍利弗非一切智，於佛智慧中譬如小兒。132」，尤甚者，這智慧差

別在大乘經典中更有強調之勢，如源出於有部而後來被列為大乘經典的《妙

法蓮華經》就明顯地把所有聲聞、辟支佛等地位降低至釋尊之下，正如佛告

舍利弗：「諸佛智慧甚深無量，其智慧門難解難入，一切聲聞、辟支佛所不

能知。133」，所以關於初期大乘佛教的「法身觀」問題，首先必須涉及到大

乘經典中有關佛乘的成立，這是如《大智度論》所言：「佛口所說以文字語

言分為二種：三藏是聲聞法、摩訶衍是大乘法。復次，佛在世時無有三藏名，

但有持修多羅比丘、持毘尼比丘、持摩多羅迦比丘。修多羅者是四阿鋡中經

名，摩訶衍中經名修多羅，有二分：一者、四阿含中修多羅，二者、摩訶衍

經名為大修多羅。入二分，亦大乘、亦小乘。二百五十戒如是等名為修多羅，

毘尼名比丘作罪，佛結戒應行是不應行，是作是事得是罪，略說有八十部，

亦有二分：一者、摩偷羅國毘尼含阿波陀那本生有八十部，二者、罽賓國毘

泥除卻本生阿波陀那，但取要用作十部，有八十部毘婆沙解釋，是故知摩訶

般若波羅蜜經等在修多羅經中，以經大事異故別說，是故不在集三藏中。
134」，而平川彰認為關於考據大乘佛教的源流時，必須考慮後世大乘佛教發

展的源流，與從原始佛教時代起佛塔教團所醞釀成的「佛陀信仰，佛德讚仰」

的運動做重要的定位。因為不能無視於世俗信眾團體的信仰流變，不過仍須

將佛教教團的發展視為正宗，仍世紀成原始教團的部派教團；亦即由釋尊的

嫡傳弟子大迦葉或阿難等所受持的佛教，自師繼承到弟子，而發展於部派教

團。所以部派教團的佛教，是「弟子的佛教，學習立場的佛教」，並不是「教

導他人的佛教135」。由此可知：大乘法與說經、律、論三藏的聲聞法被明顯

地加以區別。因此，山田龍城認為：「所以，若要探尋大乘諸經興起的真相，

與其依據這種傳說，還不如直接打開經典來看。對經典作字形學的研究，被

認為是瞭解大乘興起最適當、最正確的方法。明白地掌握住三藏要點的大乘

經典，確實在有關佛、法、僧的教示上，給予讀者很深的感動，這是透過《阿

                                              
131 參見《雜阿含》，《新修大正藏》卷 2，頁 158。 
132 參見《大智度論》，《新修大正藏》卷 25，頁 138。 
133 參見《妙法蓮華經》，《新修大正藏》卷 9，頁 5。 
134 參見《大智度論》，《新修大正藏》卷 25，頁756。 
135 參見平川彰，2002：106～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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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等三藏得不到的。136」，而此時期最早出現的大乘經典《八千頌般若》，

則是受大部分學者關注。 

梶山雄一根據《八千頌般若》之第三章的具體內容，來說明：初期大乘

佛教發展時期，曾經興起一股佛弟子對於佛塔(stūpa)、釋尊的物理的身體

(ātmabhāvaśarIra)的崇拜風潮，而參與《八千頌般若》的編集與流布的法師

(dharmabhāNaka)們，對於佛塔崇拜與對釋尊物質性身體的崇拜之風潮加以嚴厲

的批判。他們主張對《般若經》的崇拜比對佛塔崇拜，更能帶來大功德。其

理由是：《般若波羅蜜經》才是過去、現在、未來所出現的釋尊之母，為釋

尊的一切智、無上完善的證悟原因與本質，並進一步解釋，釋尊的一切智、

般若波羅蜜，同於最高真理的空性、真如、法性、法界137。如是，釋尊的物

理的身體稱為「色身」與般若波羅蜜被視為同一的釋尊的本質稱為「法身」。

而於西元前後，大乘佛法開始流行，此時恰好於佛教界中出現兩種新的情

況：造像與寫經。在原始佛教中本來是不許造像的138，如《十誦律》中言：

「如佛身像不應作，願佛聽我作菩薩侍像者善！139」，所以當時的佛教教團

與一般的信眾是以佛的遺體－舍利來代替佛像造塔供養。而關於宣揚佛教的

石刻方面，只允許雕刻菩提樹、法輪、佛足跡等圖像，以象徵釋尊的成道、

說法與遊行。而在念佛方面，也只能憶念佛的種種功德(法身)，而不能直接

觀想釋尊的身形或容貌，這是因為時人認為：釋尊是不能從色身相好中見

的。如偈所說：「若以色量我，以音聲尋我，欲貪所執持，彼不能知我140」，

但西元一世紀前後，由於印度西北地方教區中，漸漸地流行起一些犍陀羅

(Gandhāra)式或摩偷羅(Mathurā)式的釋尊之畫像、雕刻像等。根據學者研究，

這可能是由於大眾部(MahāsaMghika)所宣說的「佛身無漏」觀念，主張釋尊之

相好莊嚴，而影響大乘思想發展成為「法身有色」說；也有可能是由於西北

印度受到異族(希臘人，波斯人，塞迦人，月氏人等)的侵入，出現一些外來文化的

刺激與影響的活動，而產生一般信眾出現造佛像或菩薩像的行為。也因為造

佛像活動的興起，終於取代了傳統對於舍利塔的崇拜，轉而產生表示佛的具

                                              
136 參見水野弘元，《印度的佛教》，1998：121。 
137 參見梶山雄一，《般若思想》，1989：59。 
138 印順法師認為：「部派佛教盛行佛塔(stūpa)與支提(caitya)的崇奉供養，是重於信仰的。」，參

見釋印順，1994：523。 
139 參見《十誦律》，《新修大正藏》卷 23，頁 352 
140 參見《瑜伽師地論》，《新修大正藏》卷 30，頁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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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形象的造佛像、佛跡、佛教傳說等的活動出現141。因此，印順法師於此認

為：「釋尊的般涅槃，引起了佛弟子內心的無比懷念。在「佛法」演化為「大

乘佛法」的過程中，這是一項主要的動力，有最深遠的影響。佛弟子對於佛

陀的懷念，是存在於內心的，將內心的思慕表現出來，也是多方面的，例如

對佛陀遺體、遺物、遺迹的崇敬，就是懷念佛陀的具體表現。這是事相的崇

敬，然崇敬佛陀所造成的現象，所引起的影響，的確是使佛教進入一嶄新的

境界，也就是不自覺的邁向大乘的領域。142」，而梶山雄一另外指出：「蘭

卡斯特(Lancaster)指出很有趣的一個事例，即《八千頌》梵本第二八章的

dharmakāya(法身)一語，在初期的漢譯，被譯為「佛陀的經典的集合」的意義」。

即，支婁迦讖譯作「佛經身」……，支謙譯作「佛經等」……，鳩摩羅什譯

作「諸佛法藏」……。若從梵本的文脈來看，則此「dharmakāya」有法身的

意味和佛經身的意味，但漢譯者全部採用後者。此事意味著，最古型的《八

千頌》，在《巴利的尼柯耶》和說一切有部、上座部等所解的意義上，知悉

「dharmakāya」一詞，如N.N.Dutt所說，小乘教徒把佛陀的色身(rūpakāya)解

作佛陀在世間的存在，把法身(dharmakāya)解作佛陀全部教理、戒律的表現。

「dharmakāya」的這種解釋，其實不限於小乘，也存在於《八千頌》以外的

大乘經典。143」，所以梶山雄一認為這種發展不祇意味著崇拜的對象由塔改

為經卷的變化，而且意味著佛身觀念的變化。傳統上釋尊的肉身稱為「色

身」，而於大乘思想之般若波羅密中被視為同一的釋尊的本質稱為「法身」。

此色身、法身所構成的二身說，被認為是成立於《八千頌》梵本的發展過程

中較早的階段144。因此吾人可以推論出，關於大乘佛教對於法身觀的看法也

因為《般若經》的出現，而與部派佛教有所不同。黃雪梅即認為：「很顯然

的，早期佛教時的法身概念，所指的是佛陀所說示的經法與戒律，也是佛陀

精神力量的延續。145」，而黃雪梅引用Lancaster的觀點而認為《八千頌般若》

是屬於大乘佛教延續部派佛教的部份觀點，認為：「Lancaster認為《八千頌

般若》在成立之初，並不是二身說或三身說，法身的概念，僅是代表佛陀所

說經典的總集而已。146」，但梶山雄一異於此說的主張：「《八千頌》並不

                                              
141 參見釋印順，1993：113。 
142 參見釋印順，1994：43。 
143 參見梶山雄一，1989：65。 
144 參見梶山雄一，1989：63。 
145 參見黃雪梅，1993：138。 
146 參見黃雪梅，199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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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那樣直率地肯定佛骨的崇拜和對肉身佛陀的憧憬。《八千頌》教人看超越

這些物理形態的真實佛陀。超物理的佛陀，就是般若波羅蜜(智慧的完成)。

《八千頌》說，般若波羅密才是佛陀的本質，有如母親一般，生出過去、現

在、未來的佛陀，所以般若波羅密比佛塔和遺骨更應受尊崇。147」。因此，

梶山雄一認為《八千頌般若》在成立之初已明確的區分釋尊的物理的身體和

釋尊的本質(即真如)，但並沒有使用色身、法身的語詞來區別二者。而此時

出現的《般若經》所宣揚的法身概念，不僅如傳統所說的代表釋尊的說教而

已，並且某方面也展現其具有空性的智慧、絕對的真理等意涵148。 

而關於大乘佛教初期出現的『菩薩』的觀念，平川彰認為在佛傳中所說

明的燃燈佛之授記傳說是菩薩觀念被提出來的契機，因此其言：「此「求悟

(菩提bodhi)的人」即是「菩薩」(bodhisattva菩提薩埵)。得到授記後的釋尊，很自

覺地努力求菩提，修行六波羅蜜。他得到授記，確定能成佛，而且自知如此，

但他還不是佛陀。這個修行者不能不和未得授記的人加以區別。由於必須做

這種區別，因而造出「菩薩」這個語詞。149」，而此在原始佛教經典《增壹

阿含》也有言：「菩薩發意趣大乘，如來說此種種別，人尊說六度無極，布

施持戒忍精進，禪智慧力如月初，逮度無極睹諸法。150」。另外，關於部派

時期所流傳的「佛本生傳」與「大乘經典」雖有必然的承續關係，但也有其

差異處，這是因為即使在佛傳文學中被當作對象的菩薩，是已經得到授繼而

決定成佛的菩薩。但是佛傳文學中大部分所承認的是歷史上出現的釋尊，並

且考察了作為其源由的菩薩的應然狀態。而相對地，在大乘佛教經典中所說

的菩薩，單單只是發起了菩提心的菩薩，更是未決定成佛、還沒有得到如來

授記、還有可能退墮的菩薩。這是由於大乘思想所宣揚的是無名修行者自己

起了菩薩的自覺，進而獲致成佛的，這是無法由佛傳文學的讚嘆菩薩行導出

來的，並且還參雜其他的原理，在這個意義上，佛傳文學與大乘經典雖有濃

厚的關聯，但可說同時有本質上的斷絕151。而印順法師則認為大乘佛教流傳

的『菩薩觀』，是源流自部派佛教的發展，上座部是主張以現實的釋迦菩薩

為本，而論及其他傳說中的本行菩薩。而大眾部則是主張以「本生」、「譬

                                              
147 參見梶山雄一，1989：60。 
148 參見梶山雄一，1989：61～63。 
149 參見梶山雄一，1989：39。 
150 參見《增壹阿含》，《新修大正藏》卷 2，頁 550。 
151 參見平川彰，2002：225；而平川彰認為此就是：「自己有佛性的信念。」，參見平川彰，2002：
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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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中的鬼神及旁生菩薩為主，強調其為隨願力生，充滿了神秘的理想的特

性152。並且印順法師認為此時出現的『六波羅密』的觀念，也被大乘佛教所

含攝：「六波羅蜜是成佛的因行，發心成佛而修行的，名為菩薩(Bodhisattva)。

佛是福德、智慧都圓滿的，依因果律，一定是菩薩長期修集福慧的成果。153」，

而山田龍城也認為關於六波羅密之重要性與部派佛教最主要的差異是在

於：阿毘達磨把聖賢道歸納為見道、修道、無學道，而大乘的菩薩道則是六

波羅蜜154。並且其認為六波羅蜜中因有「布施行」與「忍辱行」二項，這就

是大乘菩薩為本生「菩薩」之延續的證據。因此根據上述可推論出：聲聞乘

因它缺乏這種偉大的精神與意志，所以其果位乃局限於阿羅漢，而不敢窺見

無上的佛果，這是「聲聞乘」與「菩薩乘」的最大差別點，亦即是部派佛教

思想與初期大乘佛教思想的差別點，而此中最主要的重點是在於：八正道。

本來，八正道是以利他為終局目標的修養方法，可是到了部派佛教時代，竟

將此修養的軌範應用於自利方面。因此，大乘學者認為若要重新提高利他的

修養方法，則必須宣揚六波羅蜜的修行方式。因為六波羅密是以成佛為主要

目的的大乘菩薩願行，同時也是大乘佛教為要救濟一切眾生所施設的修行方

法。而是六波羅密之首的布施波羅密，乃是大乘菩薩最大的特徵。從原始佛

教以來的八正道或三十七菩提分等方法，都被應用於自己修養的方面，但布

施是成立於自己與他人之間的修養法，因此大乘與部派的差異於此顯現。另

外，山田龍城認為『六波羅蜜』之所以成為大乘菩薩修行道的大乘運動中的

重要一環，主要是在於：⑴六波羅蜜不只是採用本生「菩薩」之道；⑵也採

取弟子的修行道即聲聞道；⑶因此適用於所有求道者。因此，以「弘誓之鎧

甲」即六撥羅蜜維大乘菩薩修行道的大乘運動，廣為群眾所歡迎、尊重，不

是沒有道理的155。 

另外關於『菩薩 2&R3-w/-:.?』的定義，梶山雄一認為：「關於藏譯byaG 

chub sems dpa'，Dayal說此譯複合「心」與「勇氣」二意，但在這個場合，

dpa'可視為形容詞，意謂著「有勇氣的」。西藏譯者對「sattva」採用「勇心」

的意義，把「菩薩」意謂作「勇心傾向正覺的人」。……西藏人一樣，在單

                                              
152 參見釋印順，1994：150。 
153 參見釋印順，1993：84。 
154 參見水野弘元，1998：139。 
155 參見水野弘元，1998：140～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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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謂著有情時，把它譯作sems can (有意識者)，而在指菩薩的時候，另譯為sems 

dpa' (有勇心者)。156」，並且其認為：「「菩薩」(bodhi-sattva,Pāli bodhi-satta)這個

複合語的前半「bodhi」，只含有「悟」、「正覺」的意義，但後半的「sattva 

(satta)」卻含有多種意義。所以，再探討「菩薩」此一語詞的意義時，對後半

的「sattva (satta)」採取什麼意義，當然就成為問題。157」，而平川彰則認為

大乘時期對於「菩提薩埵‧摩訶薩埵(Bodhisattva Mahāsattva)」的定義，重點是

在於菩提薩埵是追求覺悟(bodhi)的人(sattva)之意，而摩訶薩埵是偉大的人(大

士、摩訶薩)之意，所謂的『菩薩』是立下要成佛的大誓願而精進修行的人，

因此菩薩非得有自己具備能成佛的素質(佛性)的信念不可。這點與讚佛乘及

小乘都不同，是大乘獨自的立場158。而在經典中即有言：如《大乘理趣六波

羅蜜多經》中所載：「云何名三乘善巧？謂聲聞乘、獨覺乘、菩薩乘，依此

三乘而求出離。云何菩薩摩訶薩於聲聞乘善巧智慧？遇佛出世，聞四諦法，

因聲悟理，生正見故，是名聲聞。修淨戒故，圓滿戒身；得禪定故，圓滿定

身；見諦理故，得智慧、解脫、解脫知見身，是名菩薩摩訶薩。159」，而《大

方便佛報恩經》中則另認為：關於大乘法身觀最主要的是：「一切諸佛有三

事等：一積行等、二法身等、三度眾生等。一切諸佛盡三阿僧祇劫修菩薩行，

盡具足五分法身、十力、四無所畏、十八不共法，盡度無數阿僧祇眾生入於

泥洹。160」，而此即是大乘菩薩精神之所以相對於部派佛教所執著的聲聞乘

最主要的關鍵。也因此，到了此時大乘學者為了把部派間對於佛身觀的分歧

看法加以會通，於是把佛身作出不同形式的分類。於不同經論的不同討論觀

點下，佛身的分類討論也就趨於詳細。如：《涅槃經》中說佛有常住身、方

便應化身；《大智度論》中言佛有法身、應身；《勝鬘經》中說佛有法佛、

受用佛、化佛；《佛地經》說有法身、受用身、變化身；《成唯識論》中言

有自性身、自受用身、他受用身、變化身。而這些經典中所提及的「法身」

這一觀念，其實早在原始經典中就已經出現，如《增壹阿含》所言：「我釋

迦文佛，壽命極長，所以然者，肉身雖取滅度，法身存在，此是其義。161」，

並且後續經典進一步將緣起、法、佛三者等同，如《了本生死經》所言：「見

                                              
156 參見梶山雄一，1989：47～49。 
157 參見梶山雄一，1989：45～46。 
158 參見平川彰，2002：249。 
159 參見《大乘理趣六波羅蜜多經》，《新修大正藏》卷 8，頁 914。 
160 參見《大方便佛報恩經》，《新修大正藏》卷 3，頁 161。 
161 參見《增壹阿含》，《新修大正藏》卷 2，頁 7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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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因緣，即是見法，見法即是見佛。162」，由此可見，原始佛教中所說的

「法身」其實是指釋尊欲引導眾生成就三藐三菩提的『經教』。另外於大乘

經典中所常提及的報身、應身的理論，則在原始經典中似乎尚未成形。這有

可能是大乘學者為了滿足一般未諳佛法真義的信眾，在追憶佛之種種威德時

所做出的言辭施設；再者，更有可能是大乘學者為了要解決先前部派間對於

佛身觀所產生的種種衝突與矛盾之處，而採取的更進一步的說明。但是，如

此的著重對於佛身之種種威德、種種相貌的說明，也造成對於佛身觀的論說

趨於婆羅門化。 

 

近代學者對於「佛身論」的相關研究： 

近年來有許多學者有相關於佛身論的討論。根據長尾雅人的研究，其認

為所謂的佛身論最初開始是以一身說的法身為主，繼而才發展出法身與色身

之二身說，而至於所謂的法身、化身、報身之三身說則是由大乘瑜伽學派所

苦心建構出來的。長尾雅人認為法身與色身之二身存在於原始佛教經典中及

至大乘初期之《般若經》與《法華經》等大乘經典，一直到《般若經》和

Nāgārjuna的時代才隱約有受用身觀念的出現163。而Makransky也認為在大乘
瑜伽行派所依據的二身理論，很明顯主要是從部派中的說一切有部的論述而

來，大乘瑜伽行派依循著說一切有部的觀點來開展其獨特的三身論之發展，

將釋尊本身分為精神和物質的二大部分，然後再補充強調受用身之果報164。

但是Lancaster則認為在巴利經典中，很早就有三身的語詞的出現165，並且其

約在A.D.1968左右從事《八千頌般若經》的研究後，認為在最初大乘經典《八

千頌般若經》中「法身(Dharmakāya)」一詞屢屢出現在現存的《八千頌般若經》

梵本中，但卻不見於《八千頌》三個最古的漢譯本－《道行般若經》、《大

明度經》與《摩訶般若鈔經》中，並且在《八千頌》梵本第二八章的

dharmakāya(法身)一語，在初期的漢譯中，被支婁迦讖(LokarakSa)譯作「佛經

                                              
162 參見《了本生死經》，《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816。 
163 參見長尾雅人，〈On the Theory of Buddha-body〉，1973；或參見長尾雅人，《中觀と唯識》，

1978：266～286(〈七  仏身論をめぐりて〉)。 
164 參見Makransky，〈Controversy over Dharmakāya in India and Tibet：A New Interpretation of its 
basis,Abhisamayalamkara chapter 8〉，1989。 

165 參見Harrison，〈Is the Dharma-Kāya the Real "Phantom Body" of the Bussha？〉，199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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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166」、被支謙譯作「佛經等167」、被鳩摩羅什(Kumārajīva)譯作「諸佛法藏168」，

而Lancaster將此解釋為：「佛陀的經典的集合169」。因此Lancaster認為若從

現存的《八千頌般若經》梵本的文脈來看，則此「dharmakāya」有法身的意
味和佛經身的意味，但是漢譯者全部採用後者，所以Lancaster認為現存的梵
本是經過後人添寫後的產品，因此此中所謂的法身與色身的概念也是應是以

後世的立場而加進《八千頌般若經》之梵本的，所以Lancaster據此認為：「大
乘經典中最古的(佛身的)觀念，既不是二身說，也不是三身說，而是一佛身的

思想。170」，並且Lancaster認為此中之法身的概念，僅是代表釋尊所說的經

典的總集而已，並不是一般所認為：關於色身、法身所成的釋尊二身說是在

《八千頌般若經》成立當初就已存在的觀念，Lancaster認為這是錯誤的見解。 

而梶山雄一雖然同意Lancaster所說的：「法身」一詞沒有出現於《八千

頌般若經》的三個古漢譯本中，可是梶山雄一卻不認為《八千頌》中所表現

的法身概念初期形式是和早期經典中所主張的一樣，僅是代表釋尊所說的經

典的總集而已。梶山雄一認為：由於初期大乘參與編輯《八千頌》的法師們

對於佛塔的崇拜嚴厲的批評，而改進成為對於般若波羅蜜的崇拜與進行經典

的流布與供養，也產生了對於佛身念的變化，因此梶山雄一認為：「若與佛

陀的物體的身體比起來，般若波羅蜜是佛陀的精神本質，同時也是空性，即

絕對真理。我們在此清楚地看到「色身」(Rūpa-kāya)和「法身」(dharma-kāya)

的對置。171」，所以梶山雄一依此認為：釋尊的物體性身體被稱作為「色身」，

而釋尊之本質是與般若波羅蜜被視為同一的，而稱之為「法身」的。由此色

身、法身所構成的二身說，被認為是早於《八千頌般若經》梵本的成立時期。

並且，梶山雄一又參考三個古漢譯本的內容，認為在《八千頌般若經》成立

之初已明確的區分釋尊之物理性身體與釋尊的真如本質，雖沒有使用色身、

法身的語詞加以區別，但是這時期《八千頌般若經》中所要表現的法身概念，

不僅代表釋尊的教說而已，也具有空性的智慧、絕對的真理等含意。因此梶

山雄一認為約在A.D.200前後的階段，「真如」的觀念和「佛經身」連結起

                                              
166 參見《道行般若經》，《新修大正藏》卷 8，頁 468。印順法師則認為：「支婁迦讖的譯文中，
「法身」是「法界」的異譯，為了免讀者的誤會，寫作「法身[界]」。」，參見釋印順，1994.a：
5。 
167 參見《大明度經》，《新修大正藏》卷 8，頁 502。 
168 參見《摩訶般若鈔經》，《新修大正藏》卷 8，頁 577。 
169 參見梶山雄一，1989：65。 
170 參見梶山雄一，1989：64。 
171 參見梶山雄一，1989：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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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而發展出「法身」的觀念，是一種極其自然的歷程172。 

N. Dutt則認為：小乘教徒把釋尊的色身解作佛陀於世間的存在，而把法
身解作釋尊全部教理、戒律的表現173。而對於初期大乘佛教的佛身觀而言，

N. Dutt認為可以由《八千頌般若經》和Nāgārjuna的中觀學派來說明其二佛

身的概念，即是以父母生身與空性、出生諸佛的法性之體的法性生身為主
174。另外，Paul Williams認為後來的大乘的法身是在說一切有部所提出的法

身論的基礎上，延續並擴展了「法」－被稱為覺悟者的釋尊所具有的清淨本

質的概念。而初期的大乘般若經認為法身等同於真如，而關於釋尊的三十二

相好的色身和一切智的現證，都是根源於法身，因此Paul Williams認為初期
大乘的法身觀是以法身與色身(父母生身)之二身說為主要概念的175。而黃雪梅

依《增壹阿含》176與《大般涅槃經》177所載而認為早期佛教時的法身觀念，

所指的是釋尊所說示的經法與戒律，也是釋尊精神力量的延續178。並且黃雪

梅其經由對於《大明度經》的研究而發現：「《大明度》中所出現的「法身」

語詞，絕對不會僅僅是佛陀所說經法與戒律的總集，而是空、真如的涵義。」，

而認為大乘的「法身」概念，指的是空性、真如、不二、絕對的真理，而為

一切三世諸佛之母。並且，黃雪梅以其對《大明度經》的研究，作為梶山雄

一的觀點給予有力的明證179。如此一來，N. Dutt、Paul Williams與黃雪梅的
論述都能印證梶山雄一的結論180：初期大乘的法身觀是在說明空性法身與釋

尊色身的二身說。並且Murti認為釋尊的雙元性(一者合於般若，一者致力不懈於

悲)，而此一觀念提供佛三身觀之神學概念的哲學基礎181。 

然而Harrison對於長尾雅人、Makransky、Lancaster、N. Dutt、梶山雄一
所提出的法身觀研究有所質疑，Harrison認為上述幾位學者將「法身」視為

                                              
172 參見梶山雄一，1989：66。另參見黃雪梅對此二者之研究，1993：137～143。 
173 參見梶山雄一，1989：65。 
174 參見N. Dutt，Mahāyāna Buddhism，1978：136。 
175 參見Paul Williams，Mahāyāna Buddhism：the doctrinal foundations，1989：170。 
176 參見《增壹阿含》：「釋師出世壽極短，肉體雖逝法身在，當令法本不斷絕，阿難勿辭時說法。」，

《新修大正藏》卷 2，頁 549。 
177 參見《大般涅槃經》：「凡我所說一切法藏，於我滅後，思惟奉持，勤行精進。」，《新修大

正藏》卷 2，頁 200。 
178 參見黃雪梅，1993：138。 
179 參見黃雪梅，1993：142。 
180 另Harrison對於梶山雄一有些相關討論，參見Harrison，1992：48～49。 
181 參見Murti，《中觀哲學(下)》，1984.b：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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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或複數的名詞182是有待商榷的，Harrison認為「法身」不是物件，也不

具有形體，其是無形、無相、不可計量的，因此也不能言其為一或多。並且

Harrison依據梵文學者Frankiln Edgerton的研究，認為：法身並非持業釋
(tatpuruSa or karmadhāraya)而是有財釋(bahuvrīhi)183，再加上Harrison自身對於初期
漢傳佛教的種種研究，而認為：在早期大乘經典中，所謂「法身」是諸法聚

集之身，不應如後世一般作實體－身體 (body)來看待，而是應將其視為

Phantom Body來看待184。 

另外，望月信亨則依經典略分法身為三185：一、由言說經、律、論三藏

所成之正法法身；二、由釋尊所得之三十七覺品為釋尊之功德法身186；三、

依於釋尊所証得法性之理法故，而名為法性法身187。而釋宗譓則透過對於《勝

天王般若經‧法界品》的研究，認為：一、法身就是「法」，及佛說的經法

與戒律就成為法身。二、法身就是指「五分法身」188。三、在《勝天王般若

經‧法界品》中，若法身作為形容詞－形容諸地菩薩修行般若波羅蜜獲致的

境界，可能會比傳統當作名詞解釋－解釋為佛三身之一來得恰當189。 

永田瑞190則依Nāgārjuna之《大智度論》的說明，將論中所提及之佛身二

種說分析為下列七項：　佛有二種身：法性身、父母生身；　佛身二種：神

通變化身、父母生身；　佛身有二種：真身、化身；　佛有二種身：法性身、

隨世間身；　有二種佛：法性生身佛、隨眾生優劣現化佛；　佛有二種身：

法身、生身；　佛有二種身：法身、色身191。並且永田瑞區分為以下三種：

                                              
182 此為Makransky所提出，參見Harrison，1992：48。 
183 參見Harrison，1992：50。持業釋是名詞複合詞；有財釋是形容詞複合詞。 
184 參見Harrison，1992：76～77。 
185 參見望月信亨，〈論佛身(下)〉，1970.b：14～19。 
186 此中義同於《羅什大義》中所說：「小乘部者，以諸賢聖所得無漏功德謂三十七品，及佛十力、

四無所畏、十八不共等，以為法身。又以三藏經顯示此理，亦名法身。是故天竺諸國皆云：雖無

佛生身，法身猶存。」，《新修大正藏》卷 45，頁 123。 
187 此中義同於《羅什大義》中所說：「大乘部者，謂一切法無生無滅、語言道斷、心行處滅、無

漏無為、無量無邊，如涅槃相，是名法身。及諸無漏功德，并諸經法，亦名法身。所以者何？以

此因緣得實相故。又大乘法中，無決定分別是生身、是法身。所以者何？法相畢竟清淨故，而隨

俗分別。」，《新修大正藏》卷 45，頁 123。 
188 參見釋宗譓，〈《勝天王般若經‧法界品》的佛身觀〉，2000：15。印順法師則認為：「從道
的實踐，而達解脫的證知(五分法身)，是從能證邊說。」，參見釋印順，2000.a：112。 
189 參見釋宗譓，2000：1。 
190 參見永田瑞，〈仏身二種說の背景〉，1976：166。 
191 　所指的是：《大智度論》(卷九)，《新修大正藏》卷 25，頁 121；　所指的是：《大智度論》

(卷十)，《新修大正藏》卷 25，頁 131；　所指的是：《大智度論》(卷卅)，《新修大正藏》卷 25，
頁 278；　所指的是：《大智度論》(卷卅三)，《新修大正藏》卷 25，頁 303；　所指的是：《大智

 52



第二章  第一節  佛身論的開展 

一、認為是依能力與形相來區別的有　　　　　；二、認為以說法內容來區

別的：首先是為聲聞說法之佛為　　　，其次是為雜大乘說法之佛與純大乘

說法之佛為　　；三、對於所宣說眾之區別有：三乘之別為　　，而對於十

住菩薩與三乘則為　。永田瑞依上述之分類方式認為彼此之間用語的異同差

別是在於《大智度論》所傳承之諸經論說、諸經論獨自改變其說法與《大智

度論》所獨創等三種可能性。而其將《大智度論》中的七項佛身二種說對比

《大品般若經》、《法華經》、《大毘婆沙論》後發現《大智度論》所提出

之佛身二種說的組合大部分是《大智度論》所獨創，但是永田瑞認為此七項

佛身二種說的提出，對於佛與眾生之關連性則是另一項新的困難。釋如嵩則

另依據其對於《大智度論》的探討，認為：一、《智論》的法身觀，其實是

由「有部」、「大眾部」等，延伸而來。再加上般若空性的解說而成。二、

在《智論》只說二種佛身，是因為《智論》是用「二諦」來解說二種佛身。

三、《智論》所說的法身觀，其實也是可以用「四悉檀」來表達其中的義涵。

如「第一義悉檀」以離一切言語道斷，說明諸法實相。正是《智論》中「諸

法實相」的最佳解說。而「世界悉檀」－是《智論》所說的生身佛。而「各

各為人悉檀」、「對治悉檀」，其實正是《智論》所說的「法性身佛」。如

此的分析可以解決永田瑞對於《智論》之二種佛身的諸多疑點192。 

鈴木大拙則依其對於《楞伽經》之研究，而主張：在佛入滅後不久，很

快的就有法身與色身的二種教理出現，而初期大乘學派所承認的佛之三身

說，很有可能一直要到AsaGga及其先驅者將瑜伽行哲學整理成一思想系統

後，「三身」的概念才成為其論題的一部份193。並且鈴木大拙認為：諸如《楞

伽經》等早期的大乘經典中，並沒有「身(kāya)」的教理出現。雖然說該等

經典確實提到了不同的佛名(如：法性佛(Dharmatābuddha)、根本如來(Mūlatathāgata)、

異熟佛(Vipākabuddha)以及變化佛(NirmāNabuddha)等)，但絕對不是屬身之思想的系

統(kāya system)；因為變化佛(NirmāNabuddha)並不即是「化身(NirmāNakāya)」，而

法性佛(Dharmatābuddha)也不等於「法身(Dharmakāya)」。以「身(kāya)」的術語

來決定不同釋尊的要件特性，要比僅是稱呼某一佛陀為變化佛或是他者，在

                                                                                                                                     
度論》(卷卅四)，《新修大正藏》卷 25，頁 313；　所指的是：《大智度論》(卷八十八)，《新修大正
藏》卷 25，頁 683；　所指的是：《大智度論》(卷九十九)，《新修大正藏》卷 25，頁 747。 
192 參見釋如嵩，〈《大智度論》法身說之探討〉，1999.b。另參見釋如嵩，〈從僧叡的法身觀探
討其與《大智度論》法身說之關係〉，1999.c；宇井伯壽，〈大智度論に於ける法身說〉，1965.b。 
193 參見鈴木大拙，〈楞伽經論佛之「三身」(上)〉，1984.a：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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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上還須更上層樓。鈴木大拙並且認為：甚至連Nāgārjuna對區分不同的

佛陀究竟應屬於何種「身」，都覺得有點混亂。而關於「身」的概念，開始

有清晰的闡述者，似乎是從AsaGga與其先驅者為首之瑜伽行學派為濫觴194。

而《楞伽經》中主要是在談論「佛」與「佛」之間的不同，而不是關於三身

說中各身的區別。並且於《楞伽經》中所述及的法性佛概念，是指其本性即

是實在之本身的佛，乃是佛果之絕對本質195。並且鈴木大拙認為：大乘佛教

發展過程中，佛之三體(Buddha-trīnity)為佛之三身(kāya)所取代，佛教哲學家開

始談論「三身」，捨棄了三身佛。這不僅是名詞上的改變而已，而是由於「身」

較具有綜合性的價值，而「佛」一詞卻含有較濃厚的個體性。因此，三種不

同的佛容易讓人想到三位不同，各自獨立的個體，但是佛之「三身」卻含有

某一人格的三種不同層面，而鈴木大拙認為《楞伽經》則在此過程中邁出了

一大步196。 

釋心宏另對比Nāgārjuna的二身觀與Vasubandhu的三身觀，認為
Nāgārjuna的二身說是以中觀的勝義諦與世俗諦的理論、緣起性空的角度為

基礎，來開展其法性身與父母生身的理論；而Vasubandhu則是繼承AsaGga
的學說，依大乘瑜伽行派之三性學說發展的歷程來開展自性身(法身)、受用

身(報身)與變化身(應身)的三身說。並且釋心宏認為Vasubandhu的三身說並不

是繼承Nāgārjuna的二身說而「接續性」的開展，而是Nāgārjuna之二身說與

Vasubandhu之三身說是各有其理論依據而進行「平行式」的發展197。另，吳

銳堅則依「若見緣起便見法，若見法便見緣起。198」與「若見緣生即是見法，

若見法即是見佛。199」二句，認為原始佛教中所說的「法身」其實是指釋尊

導人成就三藐三菩提的經教罷了。並且，吳銳堅認為三佛身的分法，是大乘

學者為了安慰未諳佛法的一般信眾追憶佛滅後而作出的施設，這同時又是一

種會通部派間矛盾佛身論的一種方法。可是，亦因為這樣，佛身觀也逐漸步

婆羅門化200。 

                                              
194 參見鈴木大拙，1984.a：39。 
195 參見鈴木大拙，1984.b：33。關於對鈴木大拙研究之進一步探討，參見李幸玲，〈佛三身觀之

研究—以漢譯經論為主要研究對象〉，2000：281～316。 
196 參見鈴木大拙，1984.c：23。 
197 參見釋心宏，1997，91～92。 
198 參見《中阿含》，《新修大正藏》卷 1，頁 467。 
 
199 參見《稻芉喻經》，《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819。 
200 參見吳銳堅，〈佛身觀〉，1985：6。 

 54



第二章  第一節  佛身論的開展 

而印順法師認為：釋尊之所以能成為佛，不是以生身相好的圓滿功德而

成為佛，而是以「法成身」體悟到法而成為佛的201，因此而言：「佛所覺法，

即佛覺之而成佛者，賴文字而傳，文字因得法身之名。202」。所以，初期佛

教所說的釋尊法身，除體悟真理外，還有二義：一說為釋尊以種種功德為其

法身，如《雜阿含》中所說的釋尊法身是指五分法身；而釋尊所說的「法

(dharma)」則是指道諦203。二說為佛的教法為法身是藉由經典教法的存在，而

等同於釋尊親身的存在204。所以在經典的第一結集之後，經教就可以藉此保

存、流通於人世間了，如此也就是「法身尚存」。而印順法師藉由此兩說，

認為：初期所建構的法身觀與後期所討論的空義法身的關係並不密切。並且

在部派中，由於大眾系的學者對於佛身有著崇高的看法，而說：「如來色身

實無邊際，如來威力亦無邊際，諸佛壽量亦無邊際。205」，因此，印順法師

結論出：「這是承襲功德法身的思想而來，與後代大乘的報身思想相近，都

也不切近空義。206」，因此其認為：「在大乘經中，處處可以見到空義與法

身關涉的密切，故知學派思想發展中，空義與法身也是有著密切的關係。大

乘以佛果為重要對象，同時是依空義安立的，故大乘也可從法身的開展中去

研究。207」。 
依據以上略述幾位現代學者對於佛身論的相關研究，可發現：其實關於

佛身論的觀念是逐漸演變而成的。就原始佛教經典所載而言：所謂的法身，

是指由經法與戒律所構成的佛經身與釋尊親自所宣說無漏五蘊功德法身－

五分法身，而此二者皆是釋尊將其於見緣起寂滅性而所證悟、所宣說的真如

法身。因此，就其順序而言，首先是釋尊證得法性法身，而後為阿難與眾弟

子宣說五分法身，於入涅槃前宣說佛經身做為眾生修習的依據。也因為對於

釋尊法身的讚揚，因而產生了相對應於無漏法身的有漏毀壞之身－色身。後

又因大乘佛教的發展，而產生了對於法身概念的拓展，將空性與大悲的二項

                                              
201 印順法師認為：「根本佛法中，就說佛有生身與法身的分別，最初的法身根本義，是在見緣起

寂滅性，依所證悟的法，稱之為身。不過，引申之下，有時也旁及功德身與教法身。」，參見釋

印順，《性空學探源》，2000.b：232。 
202 參見釋印順，1992.e：146。 
203 印順法師認為：「釋尊依八正道(āryâSTâGgika-mārge)而成佛，八正道就是法，所以說：「正見

是法，乃至⋯⋯正定是法」。釋尊依八正道成佛，為眾生說法，弟子依法修行，八正道也就出現

於弟子心中。從佛心而轉到弟子心，降伏一切煩惱。」，參見釋印順，1993：13～14。 
204 參見釋印順，1993：34。 
205 參見《俱舍論疏》，《新修大正藏》卷 41，頁 458。 
206 參見釋印順，2000.b：232～233。 
207 參見釋印順，2000.b：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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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加入法身後，使得釋尊之法身成為立足現象界的有形法身(為經典的傳承、

大悲的願力的特性)，與屬於真實界的無形法身(具有涅槃解脫、真如、空性、般若波

羅蜜等的特性)的「兩棲性的存在者208」。另外就歷史的發展而言，關於所謂的

「身」的概念，也逐漸從無形、抽象的概念，逐漸演變成具體、實在的概念。 
 
因此綜合上述之各時期與各經典對於佛身的看法與現代學者的研究可

知，關於法身的看法，是從將法身視為由法積聚而成，以法為體－即是以無

漏的五法蘊的「五分法身」作為開展，將經法與戒律的聚集視為「佛經身」，

到了大乘佛教時期亦將真如、空性等視為「真如法身209」。因此在《解深密

經‧如來成所做事品》的經文中，就現代學者對於經文的推斷，認為其所論

及的佛身觀可分為法身、解脫身、化身等三種210；而若依圓測之分類法則可

分為：法身、化身、圓滿受用身211。因此，若就《解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

品》中所言，其所建構之佛身觀最主要是：化身是指八相示現之身，解脫身

是指五分法身，而法身則是指於諸地與波羅密多，善修、出離、轉依、成滿

之妙果。因此，以下將藉由二小節來說明：如何從歷史源流的耙梳與教義的

整理來探討《解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中的「法身」；以及如何藉由對

於三藏的結集與結構分析，來說明大乘瑜伽行派對於「佛經身」是如何發展

的。 

                                              
208 參見Murti，1984.b：462。 
209 《佛地經論》：「諸經皆說清淨真如為法身故。」，《新修大正藏》卷 26，頁 326。 
210 參見太田久紀，〈『成唯識論』の仏陀觀展開〉，1988：83～84。 
211 參見《測疏》、《測疏補篇》、《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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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如來成所作事品〉中所探討的法身 

就《解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的背景而言，此品最主要的場景是釋

尊與曼殊室利菩薩在為眾生解說：何是如來成辨的種種事業？而全品內容可

分為以下幾部分：一、明如來法身相：其中討論如來法身與二乘解脫身之差

別；二、明如來化身相：其中包含了如來如何藉由言音差別來宣說契經、調

伏、本母，並依此展現〈如來成所作事品〉所欲建構其獨特的法身觀；三、

明如來所展現之圓滿受用身相。 
首先本品即將如來法身的特質定義為：若於諸地、波羅密多，善修、出

離、轉依、成滿，是名如來法身。並且認為如來法身具有二因緣：無戲論故、

無所為故。而就《解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中所討論的佛身觀而言，其

所包含的究竟是二身說？或是三身說？於今眾說紛紜。依據圓測之解經方式

而言：首先，在《解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的品首一開始，就討論佛之

法身是如何異於二乘之解脫身而遠離戲論與有為，並且其功德無量，是其他

二乘所無法比擬的；再者，說明釋尊如何藉由八相示現與言音差別的宣說三

藏(契經、調伏、本母)來展現其化身之相；最後，才說明釋尊是如何透過七相

來展現其圓滿受用身相212，因此依圓測所說，可將〈如來成所作事品〉中所

談論的佛身觀歸納為：法身、化身二種，而所謂的圓滿受用身即是法身213。

另外，平川彰則引用慧遠之「開應合真214」分類法，認為：「他(無著)的佛陀

觀，是自性身中含有理身與自受用身，受用身則相當於他受用智的「開應合

真」的三身說，但這是將《解深密經》卷五所說的法身、解脫身、化身的三

身加以發展而成的。215」，因此其認為〈如來成所作事品〉中所談論的是：

法身、解脫身與化身三種。而釋如嵩則在討論《大智度論》之法身說時，認

為《解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中雖說的三身，但是實際上如同吉藏四句

分別中的「合本合跡216」一樣，可將之分為「生身」與「化身」之二身說217，

                                              
212 以〈如來成所作事品〉經文中之：「曼殊室利菩薩摩訶薩復白佛言：世尊！云何應知諸如來心

生起之相？」開始，至經文末。 
213 參見《測疏補篇》，頁 139～140。 
214 慧遠將佛身理論以「開真合應、開應合真」二門分之，參見《大乘義章》，《新修大正藏》卷

44，頁 839。 
215 參見平川彰，2002：322。引文中()內的文字為筆者所添加。 
216 吉藏之四句分別為：「眾經及論或二身、或三身、或四身，今總束為四句：一、合本合跡：如

金光明，但辨一本一跡也，故云佛真法身猶如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二、開本開跡：如五凡

夫論明有四佛，開本為二身，一法身、二報身。法身即佛性，報身謂修因滿顯出佛性，開跡為二

身，化菩薩名舍那，化二乘名釋迦也。三、開本合跡：如地論、法華論所明，開本謂二身，謂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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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釋如嵩認為《解深密經》中所說的二身是：「化身指八相示現之身；解

脫身指五分法身；法身指於諸地波羅蜜多，善修出離轉依成滿之妙果。蓋五

分法身，聲聞獨覺亦可得之，故單就此身而言，二乘與如來無異。218」。因

此，根據上述三者的說法，關於《解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中所討論的

佛身觀問題點應是在於：法身與解脫身是否可以區隔成二身？或是就解脫道

而言僅唯一身？抑或是大乘瑜伽行派將原始佛教中的佛經身，重新解釋成釋

尊透過言說而產生的法身？ 

但是，若依法身、解脫身、化身三種的佛身觀，來說明〈如來成所作事

品〉中是討論三身觀而言，則將會產生以下兩種衝突：一、以早期所建構的

五分法身，是否能滿足大乘瑜伽行派對於建構其佛身論的需要？就〈如來成

所作事品〉本品經文而言，的確是釋尊之法身異於二乘之解脫身，但卻無法

證明釋尊之法身並非不是從五分法身逐步修習而來，甚至依據〈如來成所作

事品〉之經文而言，釋尊之法身的定義並非早已超脫五分法身的範疇，而是

從五分法身中逐步地累積種種功德資糧而成就如來法身；並且釋太虛219與釋

演培於討論此品時，認為：「今本經中，不談三身、四身，唯說法、化二身。
220」，可知於〈如來成所作事品〉的經文討論中，就解脫觀而言，二乘之五

分法身並不是異於如來法身的，故不可將五分法身分別於如來法身之外來討

論。再者、圓測認為頌文後之一段經文是在說明佛之圓滿受用身

(SaMbhoga-kāyā)221相，這應是圓測受到後來的《攝大乘論》的影響，而作如此

區分的。再加上圓測認為：「圓滿受用身者即名法身222」，因此就《解深密

經》身為大乘瑜伽行派早期的經典而言，在〈如來成所作事品〉經文中是否

有明顯關於「受用身」的說明，則是必須加以重新考察的。是故，以下要對

於《解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中所提及的法身((R?-GA-{ *Dharmakāya)、解脫

                                                                                                                                     
性是法身，佛性顯為報身。四、開跡合本：如攝大乘論所明，合佛性及佛性顯皆名法身，開跡為

二，化菩薩名舍那，化二乘名釋迦，此皆經論隨義說之，悉不相違，眾師不體其意，故起諍論耳。」，

參見《法華玄論》，《新修大正藏》卷 34，頁 437。 
217 高崎直道認為《解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的前半段是關乎「法身」與「化身」二身說的，

但是若加上其所對應的如來生起身，進行各別考察的話，即成三身說。參見高崎直道，1986：235。 
218 參見釋如嵩，1999.b：283(註 40)、292。參見釋善音，〈佛陀的三身觀〉，1999：31。 
219 參見釋太虛，1937.b。 
220 參見釋演培，1988：573。 
221 參見長尾雅人，《摂大乘論－和訳と注解(下)》，1995：315。 
222 參見《測疏補篇》，頁 139；《稻譯》，頁 53。 

 58



第二章  第二節  〈如來成所作事品〉中所探討的法身 

身(i3-0<-PR=-2:A-{ *Vimuktikāya) 解脫身(的觀念進行考察，依此來確立《解深密

經‧如來成所作事品》之佛身論是屬於二身說或是三身說的問題。 
首先所要討論的是：以早期所建構的五分法身，是否能滿足大乘瑜伽行

派對於建構其佛身論的需要？回顧上一節所探討的原始佛教法身觀與部派

佛教法身觀中，對於「五分法身」的探討而言，在原始佛教時期，五分法身

是所謂的戒、定、慧、解脫、解脫知見身，其所要表彰的是進入解脫境界的

無漏、長存之功德體。因為就五分法身的特性而言，若捨離了其對於解脫的

渴求與修行的實踐，就沒有五分法身存在的意義，此時所表現出來的法身意

義，僅是代表著一種言語說詞性的存在，根本地喪失了其身為解脫者之本真

的意義。然若依循釋尊的教誨如實修行，則所展現的種種諸相的功德體中，

必有此五分法身的存在，並且其存在性遍及於獲致解脫道的釋尊與諸阿羅漢

中，彼此間是無差別性存在的。因此對於原始佛教而言：「古代佛弟子的念

佛，就是繫念這五分法身，這才是真正的佛。沒有成佛以前，有三十二相好

的色身，但並沒有稱之為佛。所以不應該在色相上說佛，而要在究竟的無漏

五蘊功德上說(不過，五分法身是通於阿羅漢的)。如歸依佛，佛雖已入涅槃，仍

舊是眾生的歸依處，就是約究竟無漏功德說的。……這樣，佛的無漏功德法

身，永遠的成為人類的歸依處。五蘊法身並不因涅槃而消失，這是「法身不

滅」、「法身常在」的又一說。223」。然到了部派佛教時期，由於為了要強

調釋尊法身之無漏、了義與超越性，所以部派佛教將五分法身侷限於：從聲

聞乘之有學修證至阿羅漢之無學境界。而對於釋尊法身的要求則日趨於梵天

化，雖然在與華嚴一系相關的《菩薩瓔珞經》中有言：「如來五根成就法身，

戒身、定身、慧身、解脫身、解脫知見身是謂如來五分法身。224」，但是《菩

薩瓔珞經》其也主張：「佛法實奇特，二乘所不及，權智現眾變，具五分法

身。225」。因此可知，在大乘佛教時期，對於原始佛教中將阿羅漢之五分法

身與釋尊的法身相互融攝的狀態，已加以嚴格區分。大乘佛教認為：就阿羅

漢與釋尊皆是解脫者、覺悟者的立場而言，其皆具有無漏的五分法身；但就

大乘佛教所認為的如來法身而言，無漏的五分法身僅是基礎而已，大乘佛教

認為：阿羅漢的五分法身相對於釋尊的如來法身而言，缺乏對於三昧的掌

                                              
223 參見釋印順，1994：162。 
224 參見《菩薩瓔珞經》，《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23。 
225 參見《菩薩瓔珞經》，《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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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缺乏擁有大悲的願力與缺乏對六波羅蜜的修持。因此大乘佛教的中心理

念，並不是如同原始教團中對於戒律的重視與探討，也不是如同部派佛教時

代對於種種諸法與諸法相採取分析、解離式的研究，大乘佛教所重視的是原

始經典中早已根基的「中道、般若、三昧」等思想是否出現也能在阿羅漢的

五分法身之中？也因此，大乘佛教對於如來法身的要求也相對的提升。正如

印順法師所認為：「「初期大乘」經，重於甚深智證的，如『般若經』，與

文殊(MaJjuśrī)有關的聖典，觀佛如觀虛空；佛是不能於色聲相好中見的，被

稱為「法身無色說」。以如來藏、佛性等為主流的「後期大乘」經，可說是

繼承大眾部(MahāsaMghīka)「如來色身無有邊際」的信仰而來；受到重信的念

佛三昧(buddhânusmRti-samādhi)所啟發，形成「法身有色說」。法身相好莊嚴，

因為本有的如來藏與佛性，當然也是有色了。226」，根據其主張：釋尊之所

以成為佛，不是以生身相好之圓滿而成為佛，而是「以教法成身」，由於體

悟到法的存在與作用而成為佛的。 

而原始佛教中所說的釋尊之法身，除體悟真理外，最重要的是：說釋尊

的種種功德為法身，如《雜阿含》所說的五分法身。而釋尊所說的「法」所

指的是道諦，也是說經典教法的存在，等於釋尊親身的存在。所以在第一結

集之後，經教可以保存流通於人間了，就是「法身尚在」的意義。而在部派

中，大眾系的學者，對於佛身的看法，是：「如來色身實無邊際，如來威力

亦無邊際，諸佛壽量亦無邊際。227」，而這些都是承襲《阿含經》中所謂的

功德法身之思想而來，這與大乘諸學派所討論的報身思想是相近的，但卻也

都不切近空義。是故，對於大乘佛教所討論的法身與解脫身而言：無漏五分

法身是屬於聲聞乘與阿羅漢所能達到絕縛離羈的解脫功德體，而如來法身則

是除了達到絕縛離羈解脫境之外，更是切近空義、發大悲誓願的菩薩乘與已

得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的諸佛所擁有的功德體。 
因此，於《解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中所言：「世尊！聲聞、獨覺

所得轉依，名法身不？善男子！不名法身。世尊！當名何身？善男子！名解

脫身。由解脫身，故說一切聲聞、獨覺與諸如來平等平等，由法身故說有差

別，如來法身有差別故，無量功德最勝差別，算數譬喻所不能及。228」，即

表示：以絕縛離羈的解脫身功德體而言，一切的聲聞、獨覺與諸如來皆是可

                                              
226 參見釋印順，1993：171。 
227 參見《異部宗輪論》，《新修大正藏》卷 49，頁 15。 
228 參見《解深密經》，《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708。 

 60



第二章  第二節  〈如來成所作事品〉中所探討的法身 

達至此一境界；但是若相對於如來法身而言，則解脫身不僅缺乏對空義的掌

握，也缺乏對於三昧的掌握、缺乏擁有大悲的願力與缺乏對六波羅蜜的修

持。並且依〈如來成所作事品〉經文而言，解脫身與法身之間還存在另一種

差異，即是：無量功德上的差異。若依《攝大乘論釋》而言：「此中，法身

與解脫身有差別者：謂解脫身唯永遠離煩惱障縛，如村邑人離枷鎖等所有禁

繫，息除眾苦，而無殊勝增上自在富樂相應。其法身者，解脫一切煩惱、所

知二種障縛并諸習氣，力無畏，等無量，希奇妙功德眾之所莊嚴，一切富樂

自在所依，證得第一最勝自在，隨樂而行，譬如王子先蒙灌頂，少有愆犯閉

在囹圄，纔得解脫，即與第一最勝自在富樂相應。229」，因此可知：所謂的

解脫身即是以「如所有智」來解脫煩惱障；而法身則是以「如所有智」與「盡

所有智」來解脫煩惱障與所知障。因此，就清淨無漏的智相而言：解脫身之

如所有智不如如來法身的一切智。並且木村泰賢依阿毗達摩論師的意見言：

「要之，佛陀也好，二乘也好，在解脫生死的一點上，彼此是同的，所不同

的，在於做的方面。佛陀，是自利利他的人格圓滿者，差不多已近於超自然

的存在；二乘，僅在自利的方面，做到解脫道的及第者，至於利他的事情，

雖不是說完全缺乏，但總沒有像佛陀那樣，以之為性格必具的條件，所以在

這點上，無論怎樣，都不能與佛相提並論。230」。另外，若依圓測而言：「謂

彼二乘與諸如來所斷煩惱無差別，故所得擇滅亦無差別，故作此言與諸如來

平等平等。231」。因此，根據上述吾人可知：在〈如來成所作事品〉中，對

於解脫身與如來法身的劃分，不僅源自於部派佛教時期大眾部比丘對於佛身

之無漏、了義的強調，更有大部分的觀點是來自於大乘佛教運動中所強調的

空義的掌握、願行大悲的發志與六波羅蜜修持的觀念。因此，對於如來法身

與二乘之解脫身的討論，〈如來成所作事品〉的處理方式是將其各自劃分入

兩個修行境界中，以不同程度的功德體之基礎點與修行點，來說明如來法身

與二乘之解脫身間是相似又相異的。此二層次，即是以斷除煩惱障的解脫身

而言，釋尊與二乘皆平等無異。但就無量功德聚集的法身而言，釋尊的無量

功德聚集與二乘修行是無法相提並論的，因此正如《攝大乘論釋》所認為：

「由滅惑故，解脫身圓滿。由解脫身圓滿故，法身成就，此出離果是熾盛修

                                              
229 參見《攝大乘論釋》，《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395。 
230 參見木村泰賢，《小乘佛教思想論》，1990：82。 
231 參見《測疏》卷 34，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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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232」。如此而言，〈如來成所作事品〉中所討論的解脫身與法身是不

能相互脫離來討論的。而〈如來成所作事品〉中所討論的佛身觀，應是以如

來法身與佛經身為主。因此，於此品中所謂聲聞乘與獨覺的解脫身則被涵攝

於如來無量功德法身之中，就解脫道而言三乘是平等無差別的，但就圓滿功

德而言如來法身最為殊勝；而於此品中所謂的佛經身則是以三藏為結構，不

但表現出大乘瑜伽行派意圖重新詮釋經典的邏輯結構，也表現出其試圖重新

解說「諸法甚深密意233」的結構。 

 

                                              
232 參見《攝大乘論釋》，《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225。 
233 參見《解深密經》，《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710。 

 62



第二章  第三節  〈如來成所作事品〉中所說之佛經身 

第三節  〈如來成所作事品〉中所說之三藏 

在《解深密經》中，契經(SUtra 3.R-#)、調伏(Vinaya :.=-2)、本母(MātRkā 3-3R)，

是貫穿全經的關鍵字彙。這是一種新的詮釋觀點，大乘瑜伽行派在《解深密

經》中不但展現其與部派相即相離的線索，並且透過對於契經、調伏、本母

的重新建構與再詮釋後，藉由〈如來成所作事品〉的重新架構，試圖重新說

明經典(Sūtra)、律法(Vinaya)與文本(MātRkā)之間的關係，這也顯現佛教教理對

於語言與文字的依賴性與超越性。是故，於本節將整理《解深密經‧如來成

所作事品》中，如何藉由大乘瑜伽行派對於經典的重新詮釋，而藉此說明釋

尊所建構的契經、調伏、本母之內容結構與彼此之相互關係。並經由如此的

整理來試圖說明：大乘瑜伽行派是如何藉由契經、調伏、本母的重新詮釋，

重現如來之『佛經身』。 
 

三藏集結的歷程與其結構： 

在佛教的早期聖典發展中，不外乎是以法(Dharma)與律(Vinaya)二個主題

為主。關於『法』的意涵是義理的，定慧修證的；關於『律』的意涵是戒律

的，僧團的制度。此二個主題是釋尊於入滅前，為利益眾生所說的法與為調

伏眾生身心所制的戒律，此二者一向是傳誦與實行於當時的僧伽(SaMgha)之

中，也有一部份傳誦在民間弟子之中。而於釋尊入滅後，大迦葉(Mahākāśyapa)

為了避免釋尊所說的法、律被後世的佛弟子遺忘、散失，進而造成各地區佛

教的各行其是、各言其非，所以舉行教法的結集(saMgīti)。首次的教法結集，

是由大伽葉所發起，結集的目的與意義，是合誦出釋尊所宣說的法與毘尼，

並經由與會的大眾的共同審定，確認這些所集結的是佛所說、所制的，然後

加以分類，編成次第。於當時主持戒律結集的是優波離(Upāli)；主持經法結

集的是阿難(Ānanda)。原始結集的內容，是將佛所說的法，分為蘊、處、緣

起、食、諦、界、菩提分等類，而以相應修多羅(saMyukta-sūtra)稱之。而所謂

的修多羅(sūtra)，漢之義譯為「經」，是指簡短的文句，這是依印度當時的

文體得名。而關於「毘尼234」則是將釋尊為出家弟子制的戒(Śīla)235－學處

                                              
234 印順法師認為：「毘尼，譯為調伏，或譯為滅。如法律的修學，對於身口七支的惡業，就能降

伏而滅除了。波羅提木叉與毘尼，其義是相近的；不過，波羅提木叉約別說，毘尼約總論。或波

羅提木叉是止持，毘尼不但明止持，還說作持。波羅提木叉狹，而毘尼含義寬。」，參見釋印順，

《勝鬘經講記》，2000.f：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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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śikSāpada)，依內容而分為五篇，名為波羅提木叉(prātimokSa)236，此日後就是成

為出家弟子半月半月所誦的「戒經」237。由上可知，此時所集結的教法是由

釋尊的常侍弟子阿難所誦出，而戒律的集結則是由理解戒律很深的優波離所

誦出，而這些教法與戒律經由載記、傳播之後，成為日後經藏與律藏經典的

原型內容238。 
而大迦葉等初期佛教學者與後世學者之所以要建立三藏(TripiTaka)的重

點是在於：首先為要讓眾生與佛弟子對治疑隨煩惱故，所以建立素怛纜藏

(Sūtra-pitaka)。其次為要讓眾生與佛弟子斷除所化有情，於種種諸法中發起疑

惑，宣說契經、應頌等，並且為要讓眾生與佛弟子對治受用二邊隨煩惱故，

而建立毘柰耶藏(Vinaya-pitaka)。再者為要讓眾生與佛弟子對治自見取執、隨

煩惱故，因此建立阿毘達磨藏(Abhidharma-pitaka)，是為了處處廣釋諸法差別

如實相故。由於為了要便利後世的佛弟子記憶這些教法與戒律，所以教團將

重要的教說內容整理成為簡單的短文契經(sūtra)，或另造詩句(gāthā)或偈頌的

方式而傳承下去。而後來為了要解釋短文契經的內容與說明詩句內的含意，

因此加上相關的文章而連結在一起，整理成長篇的教法內容，而稱之為「法

門(dhammapariyāya,pariyāya)」。平川彰對此認為：「自第一結集的法與律起，

到現在所存的經藏與律藏，是經由怎樣的路徑發展的，則很難追溯定位。不

管如何，到原始佛教的末期，教法經整理而成「經藏」，律則成「律藏」。
239」，並且後世的佛弟子們將諸法門編集成為了長文的「經」，而所謂的sūtra
是指「縱線」的意思，是指將豐富的意思整理為短的文章。而現今有學者主

張，原始佛教的教法經過整理成為《四阿含》、《五尼柯耶》等經典之前，

先有「九分教(NavaGga-sāsana)240」或「十二分教(DvādaśāGga-dharmaprevavacana)241」

                                                                                                                                     
235 又譯為：尸羅。印順法師認為：「戒(梵語尸羅)是清涼義。而取我著相，為戲論分別根源，一

切煩惱熾然所依止。如來說依戒而定而慧而解脫，為如來制戒的根本意趣。」，參見釋印順，《寶

積經講記》，2000.c：10。 
236 又譯為：別解脫。印順法師認為：「波羅提木叉，譯為別別解脫。如比丘、比丘尼戒經，是一

條一條的，能受持此戒，身口意的惡業，即得別別解脫。如受不殺生戒，殺生的惡業即得解脫。

持一一戒，即別別的解脫毀犯惡業，所以名為別解脫。」，參見釋印順，2000.f：130。 
237 參見釋印順，1993：34～35。 
238 郭忠生認為佛典的結集是在僧伽會議中進行的，而這結集是由多數的比丘等誦、合誦而得的。

而此結集的歷程可分為三個階段：誦出、共同審定、編成次第而成的。並且郭忠生認為在相當時

期之內，經典、律典的集出，與阿毘達磨的「成立」，乃至經律論三藏頂足而立，其實是共同一

個工作平台。參見郭忠生，〈略論佛教知識體系與主題詞(中之三)〉，2004.a：55。 
239 參見平川彰，2002：78。 
240 前田惠學認為就廣義而言，九分教通於「經」、「律」。參見前田惠學，《原始佛教聖典の成

立史研究》，1964：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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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成，這是對於教法的分類方式而言，之後的學者再依這些分類方式來集

結經藏與律藏242。此中有學者認為：九分教成為日後巴利經典和摩訶僧祇

律；而十二分教(十二部經)則是成為傳承於法藏部的《長阿含》或《四分律》、

說一切有部的《中阿含》或《雜阿含》與化地部的《五分律》或《根本說一

切有部律》等243。但也有學者認為應是四阿含先成立，再是九分教的成立，

最後是十二分教的成立。也有西方學者認為九分教應是最初成立的，再來是

四阿含的成立，最後是十二分教的成立244；因此前田惠學認為：先有九分教，

後有十二分教的成立。九分教中，又先成立五支(sūtra、geya、vyākaraNa、gāthā、

udāna)，次成立四支(itivRttaka、jātaka、vetulya、adbhutadharma)。所以十二分教的

發達與成立，則可分為三個階段(1sūtra、geya、vyākaraNa、gāthā、udāna；2itivRttaka、

jātaka、vetulya、adbhutadharma；3nidāna、avadāna、upadeśa)245。而印順法師關於九

分教、四阿含、十二分教的形成先後，認為：對於九分教的類別而言，是逐

一形成後再綜合組成的。而四阿含在原始結集時，就有部分先集成的，而此

原始集成的部分，當時並屬於不是四部的劃分，也未必稱之為『阿含』，但

確是後世所歸結之阿含部的根源。因此在這集成的原形過程中，又不斷的集

錄、分化，最後組織形成所謂的四部阿含，因而確立了四阿含的部類與其結

構。但是，四阿含不是短時間或經由少數人就可編集而成的，也不是如一些

學者所說：先組成九分教的分類，然後再重組改編四阿含的。所以印順法師

認為嚴格說來：依九分教而集成四阿含的說法，是一項意義模糊的傳說。然

而在四阿含沒有結集完成以前，九分教的分類就已經組成。因此，在中部尤

其是增支部所集錄的經法中，充分表示了九分教的分類已經早在四阿含結集

完成前，就已經成立。而在這一意義上，可能成為了：先有九分教，後有四

阿含的傳說。所以說，依九分教而集成四阿含，僅有相對的部分意義。因此，

印順法師認為：原始結集所集成的就是阿含的根源部分，而那時還沒有完整

地組成九分教的分類，僅是其中的幾支先成立而已。因此，從這一意義來說：

                                                                                                                                     
241 《顯揚聖教論》認為：「聞十二分教，三最勝歸依，三學三菩提，為有情淨說。論曰：聞十二

分教者，謂聞契經、應頌、記別、諷頌、自說、緣起、譬喻、本事、本生、方廣、未曾有法、論

議聖教。」，《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508。 
242 印順法師認為：「以九分教或十二部經，集為三藏的傳說，現存西元二世紀以來的論書。」，

參見釋印順，《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1992.b：477。 
243 參見平川彰，2002：82～83。 
244 參見前田惠學對此所列舉的諸家學說。前田惠學，1964：486～488。 
245 參見前田惠學，1964：477～479。而印順法師則認為由於修多羅(sūtra)、祈夜(geya)的成立最早，

所以印順法師將之分為四個階段(1sūtra、geya；2vyākaraNa、gāthā、udāna；3itivRttaka、jātaka、
vetulya、adbhutadharma；4nidāna、avadāna、upadeśa)。參見釋印順，1992.b：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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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分教與四阿含，應該說是同時發展，而就九分教的分類完整成立的時間來

看，其是先於四阿含的集結完成246。 

而這些在教法次第集成的過程中，因為形式或內容不同的關係逐漸形成

不同部類後，將這些不同的部類綜合起來而成為所謂的九分教(修多羅、祇夜、

記說、伽陀、優陀那、本事、本生、方廣、未曾有法)，而後因律部與論議的逐漸發

達，所以對於聖典部類感到有補充的必要，所以又增加了(因緣、譬喻、論議)

而綜合為十二分教247。而其分類之細目是：契經(修多羅sūtra)248，若狹義而言，

就是指簡潔地將要點敘述下來的散文集。若廣義而言，是指十二分教全體的

十二部經而言。祇夜(重頌geya)249其本意為「可以唱出來的」，是指用韻文來

重覆重複經的內容。記別(記答vyākaraNa)250，本意是「問答體的解釋文章」，

後來進一步解為「對簡單的做詳細解說」之意，大乘佛教更指佛對弟子「成

佛的預言」。諷頌(偈gāthā)251是指是一種只有韻文的文學形式，如法句經、長

老偈、長老尼偈等。自說(優陀那udāna)252是指遇到某種今人感動的事件時，自

然由衷而發的言論。主要指「佛自說教法」，在形式上散文韻文都有。本事

(如是語itivRttaka)253是指重頌的一種特殊發展形式，文句固定刻板是其特徵所

在，是略述佛弟子過去世的故事，或過去佛的世界所發生的故事，或轉輪聖

王的故事。本生(jātaka)254是指釋尊前生的故事。方廣(方等、有明vaipulya)255是指

                                              
246 參見釋印順，1992.b：481。 
247 印順法師認為：「至於「九分教」的不同傳說，並不是古義，而是大乘經的成立時，依「九分」

古說，而自由取捨的。一部分尊古的學派，雖然事實已不止於九分，而始終保持「九分教」的原

始傳說，這才形成「九分教」說，「十二分教」說－二大流。部派一再分化，「十二分教」的次

第，也有了不同的異說。」，參見釋印順，1992.b：493～494。 
248 《顯揚聖教論》中認為：「契經者，謂諸經中，佛薄伽梵於種種時處，依種種所化有情，調伏

行差別，或說蘊所攝、界所攝法、處所攝法，或說緣起所攝法，或說食所攝法、諦所攝法，或說

聲聞、獨覺、如來所攝法，或說念住、正斷、神足、根、力、覺支、道支所攝法，或說不淨、息

念、學證淨等所攝法。如來說是語已，諸結集者，歡喜敬受，為令聖教得久住故，以諸善妙名句

字身，如其所應次第結集，次第安置，以能綴緝引諸義利，引諸梵行種種善義，故名契經。」，

《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508。關於sutta的詳細解說，參見前田惠學，1964：227～258；另參見

釋印順，1992.b：499～510。 
249 關於geya的詳細解說，參見前田惠學，1964：266～278；另參見釋印順，1992.b：512～518。 
250 印順法師認為：「修多羅，衹夜，記說，是法與律所共通的，就是「九分(或「十二」)教」
(navâGga-vacana)的最初三分。法的最初三分，與漢譯的『雜相應阿含經』，南傳巴利語的『相應部』

相當。」，參見釋印順，1993：36。 
關於 vyākaraNa的詳細解說，參見前田惠學，1964：227～265；另參見釋印順，1992.b：519～
533。 

251 關於gāthā的詳細解說，參見前田惠學，1964：319～334。 
252 關於udāna的詳細解說，參見前田惠學，1964：335～344；另參見釋印順，1992.b：539～546。 
253 關於itivRttaka的詳細解說，參見前田惠學，1964：348～372；另參見釋印順，1992.b：548～556。 
254 關於jātaka的詳細解說，參見前田惠學，1964：376～386；另參見釋印順，1992.b：558～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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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輩對上輩一再歡喜發問的教理問答，定型句是其特徵所在廣說種種甚深的

法義，大乘佛教以之稱大乘經。印順法師認為：九分教組為一聚，於「四阿

含」、「四部」集成的前夕，佛教界早已進入廣說－廣分別，廣問答的時代，

集成了文義深廣的眾多契經。被稱為「毘佛略」與「毘陀羅」的，都是廣長

的契經，主要都被編集於《長阿含》、《中阿含》中。這是當時佛教界的共

同傾向；如略去形式，而重視內容的共同性，那二類都可說是「廣說」(方
廣，Vaipulya，vetulya)256。未曾有法(adbhuta-dharma)257是指佛所說那一類希有、未

曾有、不可思議的事情。因緣(nidāna)258是指說法時，在某種因緣條件下，說

出一種序文式的故事，特別是有關戒律本文成立的緣由的故事。譬喻(阿波陀

那avadāna)259是指述說釋尊英雄行為的故事、與因果業報說有關，被用以教

訓、譬喻。論議(論講upadeśa)260是指經的解說註解，與略說不同的廣說，是一

種詳細注釋的說法261。因此，就此十二分教而言，可略分為下列三種：有些

是依據表現形式來分類，如契經、祇夜、偈；有些是依據敘述方法與形式來

分類，如自說、如是語、方廣、論講；有些是依據內容性質來分類，如因緣、

譬喻、本生、未曾有法。而釋尊所說之法並非一時皆備此十二種形式，僅是

局於其中的幾項。而後世則有學者將三藏聖典皆用九分教或十二分教來分類

的情況出現262。印順法師則認為：對「九分」與「十二分教」的別別論究，

應注意到：詞、部類、分教的部類－三者之間的不同，並且可分析為下列三

者：一、分教的名目，有的本為世間共有的「詞」；習用名詞的應用於佛法，

不一定與一般意義完全相同。即使是佛法的特有術語，初出現而傳誦於經句

中的，不一定就有分教－部類的意義，還只是「詞」而已。二、在經法的傳

誦流行中，漸形成形式上(或附有內容的意義)的不同類型，而被稱為「修多羅」、

                                                                                                                                     
255 關於vaipulya的詳細解說，參見前田惠學，1964：389～419；另參見釋印順，1992.b：573～584。 
256 參見釋印順，1992.b：584。 
257 關於adbhutadharma的詳細解說，參見前田惠學，1964：428～436；另參見釋印順，1992.b：586
～589。 
258 關於nidāna有的詳細解說，參見前田惠學，1964：440～448；另參見釋印順，1992.b：592～597。 
259 關於avadāna的詳細解說，參見前田惠學，1964：449～468；另參見釋印順，1992.b：598～612。 
260 關於upadeśa的詳細解說，參見前田惠學，1964：472～476；另參見釋印順，1992.b：617～620。 
261 參見釋印順，1994：110。 
262 圓測認為：「如是十二分教中，具有三藏。此中契經、應頌、記別、諷頌、自說、譬喻、本事、

本生、方廣、希法，是為素怛纜藏。其中，「因緣」，是為毗奈耶藏。其中「論議」，是為阿毗

達磨藏。」，參見《測疏補篇》，頁 9。另參見《顯揚聖教論》，《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509。
平川彰認為：「十二分教是九分教加上因緣、譬喻、論議三支而成。」，參見平川彰，2002：83。
而關於「三藏」彼此之間的關係，參見《雜集論》，《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744；或參見前田

惠學所作之〈九分十二分教表〉與〈第五章  九分十二分教に關する諸問題〉，1964：480～4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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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祇夜」等。這時候，固有術語的應用已賦與新的意義，而具有部類的性質。

三、最後又將形成的不同部類，組合為「九分教」。這是經過整理的佛法分

類。由於經過了全體的調整，因此意義可能有多少變化，也因如此才確立了

其確切的定義，與明確的部類區別。所以「九分教」的發展過程是這樣，而

「十二分教」的發展過程也是如此。雖然十二分教的組成，是在九分教之後，

但是關於「因緣」、「譬喻」、「論議」等三分，則並不是九分教以後才有

的，而是從九分到十二分的過程中，只是覺得九分教的分類，還不夠詳盡，

而有補充的必要263。 

而關於律藏的方面，所謂的「波羅提木叉(PrātimokSa)264」是指比較早整理

出來的戒律條文，其成立的最主要用意是用來處理實際發生的非法事項，以

維護僧伽的和樂清淨265。而所謂的「波羅提木叉分別(PrātimokSa-vibhaGga)」是

依波羅提木叉經 (PrātimokSa-sūtra) 266 的分別廣說，並且又稱之為「經分別

(Sutta-vibhaGga)267」，最後被古代的持律者(Vinaya-dhara)分別論究波羅提木叉的

結晶。而就《摩訶僧祇律》：「比尼有五事記，何等五：一者、修多羅；二、

比尼；三、義；四、教；五、輕重。修多羅者，五修多羅。比尼者，二部比

尼略廣。義者，句句有義。教者，如世尊為剎利婆羅門居士說四大教法。輕

重者，盜滿五。重，減五，偷蘭遮。是名五事記比尼。268」，就此中所分析

的五事而言，這是對於波羅提木叉的分別解說，並且印順法師認為此五事是

《僧祇律》與《四分律》共傳的古說269。因此在後世僧侶對於戒律方面的探

                                              
263 參見釋印順，1992.b：497。 
264 印順法師認為：「律制方面，也分為二部分：佛制的成文法－學處śikśāpada，隨類編集，稱為

波羅提木叉prātimokśa的，是「修多羅」。」，參見釋印順，1994.a：110；另參見平川彰，1980
之〈第四章  波羅提木叉の研究〉：417～510。 
265 參見釋印順，1992.b：217。 
266 印順法師認為：「釋尊時代的佛法，有法與毘奈耶－律二者。法是展轉傳誦的，律是半月半月

誦說的，即『波羅提木叉戒經』。為了誦習的便利，用當時流行的，名為「修多羅」(契經)的短文
體；如從內容說，即法與律。「修多羅相應，不越毘奈耶，不違法相」的佛法，起初是如此的。」，

參見釋印順，1992.f：32。而「波羅提木叉經」成為律藏中的核心、根本－「戒經」，參見釋印順，

1992.b：106。 
267 印順法師認為：「在當時，vibhaGga似乎專指略說(經)的分別。如律藏中，波羅提木叉(戒經)的
分別解說，就稱為「波羅提木叉分別」，或稱為「經分別」。」，參見釋印順，1992.a：55。另參

見平川彰對此的分析圖，2002：79～80。前田惠學認為「經分別」應是(suttavibhaGga)，並且認為
所謂的suttavibhaGga於此應是指：「法」＝九分教、「律」＝波羅提木叉，參見前田惠學，1964：
192、237；另參見平川彰，1980：291～292。 
268 參見《摩訶僧祇律》，《新修大正藏》卷 22，頁 492。 
269 參見釋印順，1992.b：207。另外，印順法師認為：「「本生」與「譬喻」，在「律藏」中，被

稱為「眷屬」，也就是附屬部分。佛法不外乎「法」與「律」；法是義理與修證的開示，律是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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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又將波羅提木叉的分別得更詳細些，又在淨法部分更增補了一些，如：

上座部(Sthavira)稱之為律的本母－摩得勒伽(mātRkā)與在大眾部(MahāsaMghika)

中的「雜品」，也就是「法隨順法偈」，以及在上座部所集出的種種犍度

(khaNda)，或名為法(dharma)，或名為事(vastu)，也都是依摩得勒伽纂集而成的。

以上所說的戒律經典部分的增補，是各部派依其所需而增補、改進並加以宣

傳的，於內容上都與原始釋尊與第一次結集中所定下的戒律有出入。不過大

抵上主要是因為的部派成立的過程中，對於經法與戒律都有過其自部中的共

同討論、結集與取捨的歷程(有的還不止一次)後，再與他部的相互論辯、諍論

中逐漸建立對於經法與戒律的共識。不過關於集成佛教初始之經藏與律藏的

中心體系，仍是經由全體佛教學派與教徒間所公認的，因此可以推定出部派

未分以前的情形，與判斷出分化後所進行的經典重整與增修的部分270。 

而初期的阿毘達磨藏經典，還是附屬於佛說經的主體部分，藉由部派從

中抽繹出代表佛法教義中較為知識理論體系271的部分－『論母(MātRkā)272』，

或表現為其具有達磨傾向的諸經或經集的經典。因此，關於契經與阿毘達磨

之間的明瞭分別是後來部派分裂後才逐漸產生的，在原始佛教集結經典的時

代中『經』與『論』的性質是非常接近且不易區別的(尤其是在原始經典方面)，

並且後世的佛弟子或佛教學者將自己的見解假托是佛所說、或是佛之親近弟

子所說、或是諸菩薩所說，因此而將之個人學說編入於經藏中者不在少數。

同時，現傳的經藏經典是經過了部派學者以阿毘達磨研究方式或分類法編輯

而成的273。因此可推訂出：由于契經的形式所表現的阿毘達磨，乃是初期的

                                                                                                                                     
處與軌則的制立。在法與律的流傳(實行)中，次第結集出來，就與人(畜、非人等)事相結合。」，
參見釋印順，1992.b：245。 
270 參見釋印順，1993：37。 
271 平川彰認為：「總之，對論母進行語義的解釋、註釋、內容的廣說，並基於法的理解發展樹立

自己的學說，這種「法的研究」稱為阿毘達磨。」，參見平川彰，2002：138。 
272 Warder認為：「本母意為根本模式，不過是佛法體系的標題目錄表，現存的阿毘達磨文本，或

在卷首列出本母作為內容目錄，或將本母分散置於各個篇章之首。看起來很可能在最早時期三藏

的這第三個部分簡單的即由某一套本母標題所構成，也許是佛本人為了給予徒眾系統教導而提出

的，後來才充分發揮成為各種阿毘達磨的大論著。」，參見Warder，1988.a：11。而平川彰認為：
「在阿毘達磨即「法的研究」中，重要的事情是分別，即「法的簡擇」(dharmpravicaya)，以及選
出應該研究的題目。這研究題目稱為「論母」(māTrkā、mātikā，本母、摩怛理迦)。」，參見平川

彰，2002：136。另參見釋印順，1993：50。 
273 根據平川彰的考據：「經律二藏的原形雖成立於原始佛教教團時代，不過論藏確定是從部派教

團才開始的，因為這個緣故，論藏的內容隨各部派而異。論藏的纂述可看作是從西元前二五０年

左右(根本分裂以後)開始，到西元元年前後完成。」，參見平川彰，2002：124～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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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態，而此形態可能自釋尊時代274至佛滅後一百年左右275。因此可知關於原

始佛教時期的阿毘達磨大部分是採取著與經典混和的形式，或是為經典做為

註解標題的形式而出現的。而關於部派時期的阿毘達磨，則是以半經半論的

狀態呈現，雖是逐漸形成「論」特有的形式，但卻仍採取著經典解釋的形態，

故此時期的阿毘達磨可說是由「經」將達至於「論」的過渡，雖稍帶有部派

解釋者自己意見表現的色彩，但尚未形成純粹部派的論書276。因此，平川彰

據此認為：「不過論藏確定是從部派教團才開始的，因為這個緣故，論藏的

內容隨各部派而異。論藏的纂述可看作是從西元前二五０年左右(根本分裂

以後)開始，到西元元年前後完成。277」，正因為當時的部派佛教教團中，各

派均有其各自依循的聖典與戒律，並且由於為要解釋各自經典、戒律與辯破

他派之論述為異論起見，乃變成了微細、嚴格的形式主義來詮釋各自之經

典，終於形成了以訓詁性和煩瑣性為主的阿毘達磨式之部派論述278，而此結

果乃遠離釋尊所宣說之實修與內觀，成為專為議論的議論而發展出戲論性的

論述。 

                                              
274 Warder認為：「所謂的本母最初即由這七個主題(四念住、四正勤、四如意、五根、五力、七覺

支、八正道)構成。很可能就是由於佛陀在吠舍離宣布的佛法總結引起了本母的觀念，後來在一定

時期中經過詳盡發揮成為阿毘達磨。」，參見Warder，1988.a：110。()中之文字為筆者所添加。 
275 李世傑認為：「在四阿含中，阿毘達磨傾向最顯明的，是增一阿含和南傳的增上部。後來成立

的阿毘達磨論書的體裁，多由一法開始而至於十或百八法的法數，以舉行其說明，這是阿毘達磨

說明法的特色之一，而此方法，是從增一阿含的體裁而來的。」，參見李世傑，1984：43。 
276 平川彰認為：「部派佛教的文獻稱為阿毘達磨(Abhidharma、Abhidhamma……)；阿毘達磨是「法
的研究」的意思，譯作「對法」。「法」雖然直接指佛陀所說的教理，但同時也意味著由佛的教

導所表現的真理或實性，即研究教法，發現實性、真理，稱為「阿毘達磨」。因此從佛陀在世時

代，弟子之間就已經進行阿毘達磨的研究，不過在歸納佛陀教說的經藏還沒固定下來時，弟子們

在阿毘達磨的解釋放到經藏之中而承傳下來，因此在經藏確定以後，阿毘達磨文獻就變成與經藏

分開整理了，整理成的稱作「阿毘達磨藏」(Abhidharma-piTaka、Abhidhamma-pitaka)，也略稱作「論

藏」。所以論藏的原文是Abhidharma-piTaka，而與經藏、律藏並列，加上論藏而成為「三藏」(TripiTaka、
Ti-piTaka)，佛教的聖典就限定於此「三藏」。」，參見平川彰，2002：124。 
277 參見平川彰，2002：124。 
278 印順法師認為：「南、北兩大學派，特重阿毘達磨(abhidharma)，對一切法的自相，共相，攝，

相應，因緣(說一切有部更立成就、不成就)，不厭其詳的分別抉擇，使我們得到明確精密的了解。

大眾部是重貫通的，……重於貫攝，也就簡要得多。傳說大眾部有「論」，但沒有一部傳譯過來，

這是重經輕論的學風。以上是重於分別，重於貫通的不同。大概的說：上座系是尊古的，以早期

編集的聖典為準繩，進而分別抉擇。大眾部系及一分分別說者，是纂集遺聞，融入新知的……。
對於經說，大眾部與經部等，一切依經說為準。如來應機說法，都是究竟的，所以大眾部等說：

「世尊所說，無不如義」。但重義理的，說一切有部自稱「應理論者」；赤銅鍱部自稱「分別論

者」。佛說是有了義的、不了義的，應論究諸法實義，不可以世俗的隨宜方便說為究竟。佛說有

了義、不了義，如結集的「四部阿含」，也有宗趣的不同，……，重經與重論的不同。對佛法的

偏重不同，應該是部派異義紛紜的主要原因。」，參見釋印順，1993：6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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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關於所謂的論母(māTrkā)，並不只是經法具有論母(Sūtra-māTrkā)而已，

關 於 戒 律 也 有 其 論 母 (Vinaya-māTrkā) 的 存 在 ， 連 論 也 有 其 論 母

(Abhidhamma-māTrkā)279。因此所謂「論母」其實是就經法與戒律兩方面所進行

的「簡擇」與「研究」，但是後來關於法的論母則於日後銷融於阿毘達磨藏

中280。印順法師認為：「阿毘達磨，在部派佛教中發展起來，與經、律合稱

三藏；阿毘達磨受到佛教界的重視，是可想而知的。阿毘達磨所論究的，也

是結集的契經，但不是解說一一經文，而是整理、探究、決擇，成為明確而

有體系、有條理的佛法。經義深廣，所以僧界有集會論究(問答)的學風，有

「論阿毘達磨，論毘陀羅論」的。阿毘達磨，起初是以修持為主的，如「五

根」、「五力」等。這是佛法的殊勝處，所以名為阿毘達磨，有「增上法」、

「現觀法」(即「對法」)「覺了法」等意義。281」，而平川彰也認為：在阿毘

達磨即「法的研究」中，重要的事情是分別，即「法的簡擇(dharmpravicaya)」，

以及選出應該研究的題目，這些研究的題目稱為「論母(摩怛理迦māTrkā、

mātikā)」，並不只是法有的論母，律也有論母(Vinaya-māTrkā)。論母是就法與

律兩方面來進行，但是法的論母的發展日後銷融於阿毘達磨藏中。因此，對

於論母進行語義的解釋、註釋、內容的廣說，並基於對於經法與戒律的理解，

而發展、樹立自己學派的學說，而這種對於「法的研究」就稱之為阿毘達磨
282。 

因此就現存的原始佛教至部派所流傳的三藏而言，釋尊所宣說的教法被

集結成以《長阿含》、《中阿含》、《雜阿含》、《增一阿含》為主體的《阿

含經》。而關於佛教出家教團日常生活規則的總集的律藏而言，則可分為以

止持戒和作持戒為主之七種：《巴利律》、《五分律》、《四分律》、《摩

訶僧祇律》、《十誦律》、《有部新律》與保存在西藏的《律藏》。而部派

關於對法與律的種種研究可稱之為對法和對律，或稱之為：阿毗達磨。而將

這些對於法與律的種種研究集錄而成的，則稱之為『論藏』。就部派之論藏

而言283，有所謂的『巴利七論』，即是指：初期的有《法集論》、《分別論》、

《人施設論》、中期的有《論事》、《界說論》、後期的有《雙論》、《發

                                              
279 參見郭忠生，〈略論佛教知識體系與主題詞(上)〉，2004.a：58。 
280 參見平川彰，2002：137。 
281 參見釋印順，1993：50～51。 
282 參見平川彰，2002：136～138。 
283 印順法師認為：「對於法，上座部各派，傳下多少阿毘達磨論，而大眾部起出是以九部經為阿

毘達磨的。」，參見釋印順，1994：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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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論》。另外還有所謂的『說一切有部七論』284：初期的有《集異門論》、

《法蘊論》、《施設足論》、中期的有《識身論》與《界身論》、後期的有

《品類論》與《發智論》285。這是因為部派中的經藏和律藏皆是離釋尊不遠，

其基本原型在部派分裂以前就已存在。因此諸部派的經藏和律藏，雖在分裂

後，有所改變，且帶有各部派各自的論述色彩，但其大綱，在各部派間，大

致還類似相應。這點從比較現存諸部派的律藏和《阿含經》可以得知。而在

論藏方面，初期的阿毘達磨還是附屬於佛說，只是有些經典或律典表現出具

有阿毘達磨的傾向，因此有些契經表現出阿毘達磨的形式，此乃是初期的形

態，約至佛滅後一百年左右，各部派之間就出現了極大的不同。雖然各部派

的論藏初期階段有些很類似的地方，但是在中期階段就能見到各派之間的歧

異性286，而此即是依水野弘元所認為：「初期阿毘達摩，採用的是前述整理

研究阿含經的四種方法。也就是：一、將諸法依法數分類；二、將諸法依條

目區分；三、作語句的定義說明；四、將教理與修行法門予以體系組織化；

初期的阿毘達摩完全是在論究與阿含經(法)的關連，阿毘達磨(對法)的本意亦

即在此。287」來說明的。另Warder在對於部派時期之十八部三藏經典的考察
中，發現在經藏中漢譯之《長阿含(Dīgha)》淵源於法藏部、漢譯之《中阿含

(Madhyama)》淵源於說一切有部、漢譯之《雜阿含(SaMyukta)》淵源於說一切

有部、漢譯之《增一阿含(Ekottara)》很像是法藏部的經典，並且也有些大乘

佛教竄入的內容288。 

而到了大乘時期，初期大乘經典有《大品般若》、《金剛般若》、《法

華經》、《華嚴經》、《無量壽經》等。而中期大乘則有中觀派、瑜伽行派

與如來藏系統產生。而關於律藏部分，中國的大乘佛教將《梵網經(梵網戒系

統)》與《善戒經(瑜伽戒系統)》當成大乘的律典，成為漢傳佛教中獨特的風格。

而在阿毘達磨藏部分，則有《大毘婆沙論》、《大乘莊嚴論》、《瑜伽師地

論》等論典的大量出現。也因此，後人產生了以經藏經典詮說增上定學，以

                                              
284 印順法師認為：「說一切有部，是特重阿毘達磨的部派，傳譯來我國的論書，數量都很大。統

論一切阿毘達磨論書，可分為四期：一、本源時期；二、獨立時期；三、解說時期；四、組織時

期。」，參見釋印順，1992.a：116。 
285 於《俱舍論記》有對此說一切有部七論的形成作一番解說，參見《新修大正藏》卷 41，頁 466。 
286 平川彰認為：「論藏確定是從部派教團才開始的，因為這個緣故，論藏的內容隨各部派而異。

論藏的纂述可看作是從西元前二五０年左右(根本分裂以後)開始，到西元元年前後完成。」，參見

平川彰，2002：124。 
287 參見水野弘元，2002：311。 
288 參見Warder，1988.a：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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律藏經典詮說增上戒學，以阿毘達磨藏經典詮說增上慧學，將三藏的經典來

詮說三學的說法。並且有了小乘三藏與大乘三藏之別，所謂的小乘三藏是指

以四部《阿含經》為主的經藏，而以《四分律》、《五分律》、《十誦律》

等為主的律藏，以《六足論》、《發智論》等為主的論藏。另外，關於大乘

三藏系統則比較繁複，若依《大智度論》之說，則所謂三藏是小乘經典特稱，

而關於大乘經典僅是一修多羅藏的分類289；若依據《攝大乘論》之說，則大

乘經典亦有三藏之分，所謂的大乘經藏是指《華嚴經》等，用以詮示大乘菩

薩修行證果之法，所謂的大乘律藏則指《梵網經》等，用以制定大乘菩薩所

持之戒，所謂的大乘論藏是指《阿毘達磨論》、《大乘起信論》等，用以抉

擇、詮辨大乘菩薩修證之法。此為一修多羅藏之分類，稱為總部三藏，小乘

之三藏經典則稱為別部三藏。以下將分析《解深密經‧如來成所做事品》中，

釋尊所宣說的契經四十二事、調伏七事、本母十一相的結構，藉此說明《解

深密經‧如來成所做事品》成立時期是如何以大乘瑜伽行派的立場來說明三

藏的結構？與如何透過釋尊宣說三藏的意涵來重新建構佛身觀的問題？ 

 
〈如來成所作事品〉之三藏結構： 

以上是就經典的結集歷程與其整體的原始結構作一簡單概述，而在《解

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的論述中，並不是以如上一般地說明經典的結集

史或其結構，而是重新將契經、調伏、本母配合佛身論的論述，將佛經身以

另一種形式來解析釋尊所宣說諸法，是應如何以獲致解脫的方式、解析諸法

甚深密意的角度來加以論述與詮釋。因此於此品中，首先是將三藏直接視為

是釋尊所開演之世俗正法一般，正如《大毘婆沙論》中所言：「此中有二種

正法：一、世俗正法；二、勝義正法。世俗正法，謂：名、句、文身，即素

怛纜、毘柰耶、阿毘達磨。勝義正法，謂：聖道即無漏根、力、覺支、道支。
290」，而釋如嵩認為此即是：「所謂世俗與勝義兩種正法，是依於行法者而

作的分別。世俗正法－即是指持教法，也就是讀誦解說經論等等之人。而勝

義正法－即是指持修證法，也就是修無漏聖道的行者。291」，但是〈如來成

所作事品〉將此世俗正法與勝義正法相結合，一方面承接原始佛教中釋尊所

                                              
289 參見《大智度論》：「先說盡欲聞十方諸佛所說法者，當學般若波羅蜜，所說法者即此十二部

經，諸經中直說者名修多羅，所謂四阿含、諸摩訶衍經及二百五十戒經，出三藏外亦有諸經，皆

名修多羅。」，《新修大正藏》卷 25，頁 306。 
290 參見《大毘婆沙論》，《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917。 
291 參見釋如嵩，1999.a：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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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說的佛經身，另一方面將此佛經身作為大乘瑜伽行派解深入密的關鍵所

在。因此根據上述，吾人可以看出在〈如來成所作事品〉的論述中，將「法

身」劃分為二種：一種是說釋尊的種種功德是為法身，如《雜阿含》中所現

之五分法身；另一種是以釋尊的教法為法身，以經典教法的存在性等同於釋

尊親身存在於塵世間一般292。因此，我們可認為之前所談論的五分法身與如

來法身是「無形的功德體」－勝義正法的表現，並且藉由大乘佛教的救贖觀

可知：如來的功德體可透過化身之八相示現來重現世間救渡眾生；而藉由釋

尊的化身入世救渡，釋尊所說、所流布的經、律、論教法則是另一種以三藏

(TripiTaka)形式存在的方式。 
關於《解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所要論述的是藉由世俗正法的解析，

而獲致如來法相的關鍵。並且於此品中即有言：「若於是處，我依攝事顯示

諸法，是名契經。」、「若於是處，我依聲聞及諸菩薩，顯示別解脫及別解

脫相應之法，是名調伏。」、「若於是處，我以十一種相，決了、分別、顯

示諸法，是名本母。」，此中所謂「若於是處」即是要表現以契經、調伏、

本母為處，依循世間正法之種種而宣說釋尊所展現出來的法相為何。 
首先，就〈如來成所作事品〉中所提及之『契經』293而言，此品將此契

經分為三個層次：四事294、九事295、二十九事296，而此三個層次可視為是教

                                              
292 另外，印順法師認為：「佛的成為佛，不是以生身相好的圓滿而成為佛，而是「以法成身」，

體悟於法而成為佛的。初期佛教所說的法身，除體悟真理外，還有二義：一說佛的種種功德為法

身，如『雜阿含』所說的五分法身；他所說的「法」，是指的道諦。一說佛的教法為法身，經典

教法的存在，等於佛陀親身的存在；所以在第一結集之後，經教可以保存流通於人間了，就說是

「法身尚在」。這兩說，與現在所論的空義，關係都不密切。在學派中，大眾系的學者，對於佛

身有崇高的看法，如說「如來色身實無邊際，如來威力亦無邊際，諸佛壽量亦無邊際」等(異部宗
輪論)，這是承襲功德法身的思想而來，與後代大乘的報身思想相近，都也不切近空義。」，參見

釋印順，2000.b：232～233。 
293 《瑜伽師地論》中則言：「云何契經？謂薄伽梵於彼彼方所，為彼彼所化有情，依彼彼所化諸

行差別，宣說無量蘊相應語、處相應語、緣起相應語、食相應語、諦相應語、界相應語、聲聞乘

相應語、獨覺乘相應語、知來乘相應語、念住正斷神足根力覺支道支等相應語、不淨息念諸學證

淨等相應語，結集如來正法藏者，攝聚如是種種聖語，為令聖教久住世故，以諸美妙名、句、文

身，如其所應次第安布、次第結集，謂能貫穿、縫綴種種，能引義利，能引梵行，真善妙義，是

名契經。」，《新修大正藏》卷 30，頁 418。 
294 聽聞事、歸趣事、修學事、菩提事。 
295 施設有情事、彼所受用事、彼生起事、彼生已住事、彼染淨事、彼差別事、能宣說事、所宣說

事、諸眾會事。 
296 攝諸行事、彼次第隨轉事、即於是中作補特伽羅想已，於當來世流轉因事、作法想已於當來世

流轉因事、繫念於所緣事、即於是中勤精進事、心安住事、現法樂住事、超一切苦緣方便事、彼

遍知事、修依處事、作證事、修習事、令彼堅固事、彼行相事、彼所緣事、已斷未斷觀察善巧事、

彼散亂事、彼不散亂事、不散亂依處事、修習劬勞加行事、修習勝利事、彼堅牢事、攝聖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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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中義理的解析。就〈如來成所作事品〉中所提及之『契經』之四十二事而

言是指：聞思二慧、三歸依、三學、三十七菩提分法、五蘊、十二處、十二

緣起、四食、四聖諦、五界、八眾、人執、法執、禪定、根本禪、解脫分、

抉擇分、見道、修道、無學道、涅槃、菩提智等佛教次第修法的法門與階段。

而此四十二事所著重的是：大乘瑜伽行派欲藉由對於『契經』的重新詮釋，

重新建構出大乘瑜伽行派所特有的佛教知識系統。 
其次，就『調伏』之七事297而言，是以討論別解脫與別解脫相應之相為

主，就〈如來成所作事品〉中所謂的「別解脫(波羅提木叉)」而言，是指對於

對於釋尊所宣說之種種律軌，能夠一一個別的解脫其過非，而獲得真正身心

自在。而於〈如來成所作事品〉中，對於戒律七事所要說明的是：受戒儀式、

根本重罪、犯戒緣、凡夫有犯自性、說聖者無犯自性、說悔過事、說捨戒。

而釋尊宣說這些戒儀，希望佛弟子對於這些能將其導向清淨無惱的戒律，能

夠個別地瞭知、解脫戒律中所顯現的過非，從隨順律儀的種種法則中，真正

獲得身心之大解脫。另外，依據印順法師所言：「中國一向所說的菩薩三聚

淨戒，以七眾律儀為菩薩的「攝律儀戒」，出於『解深密經』、『瑜伽師地

論』，是中期大乘(依本書，應稱為後期大乘)的後起說。298」，而此中所謂的「七

眾」是指：「苾芻、苾芻尼、正學、勤策男、勤策女、近事男、近事女299」，

而所謂的「攝律儀戒」是指：涵攝於菩薩一切戒中之律儀戒、攝善法戒、攝

眾生戒，而且此律儀戒是指七眾所受戒，在家、出家隨其所應300。並且依持

此攝律儀戒，能讓眾生斷捨諸惡與諸煩惱，成為修證法身之因。而這些皆是

以大乘時期所出現的律典為主，重新詮釋律典中所述及的戒律之受持對象、

受戒儀式與戒律的內容、攝持戒律的進程、離犯戒律之過失，以及釋尊所宣

說的根本重罪、與其他過失較為輕之戒律內容。 

最後，就『本母』十一相301而言，是討論本母中所展現的十一種相為主，

於品中所言：「若於是處，我以十一種相，決了、分別、顯示諸法，是名本

                                                                                                                                     
攝聖行眷屬事、通達真實事、證得涅槃事、於善說法毘奈耶中，世間正見，超昇一切外道所得正

見頂事、及即於此不修退事、於善說法毘奈耶中，不修習故，說名為退，非見過失，故名為退。 
297 宣說受軌則事、宣說隨順他勝事、宣說隨順毀犯事、宣說有犯自性、宣說無犯自性、宣說出所

犯、宣說捨律儀。 
298 參見釋印順，1994：1189～1190。 
299 參見《瑜伽師地論》，《新修大正藏》卷 30，頁 511。 
300 參見《菩薩地持經》，《新修大正藏》卷 30，頁 910。 
301 世俗相、勝義相、菩提分法所緣相、行相、自性相、彼果相、彼領受開示相、彼障礙法相、彼

隨順法相、彼過患相、彼勝利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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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302」，而這些由本母所宣說的十一種性相是指：世俗諸事、七真如、三

十七菩提分法、八行相、四念住等的自性相、出世間諸功德果相、為眾生宣

說解脫智而領受所得智斷功德、明修菩提分法中之諸染污法、於修習涅槃法

門中多有所作、於諸障礙法中有所過失、於彼隨順法中所有功德。而這些分

類方式，都是如來法身為了要安立與正確地宣說三藏(契經、調伏、本母)，以

對治世俗間的愚癡法而建立的，因此有：「宣說諸事法，別解脫分別，諸法

相十一，是經律本藏。303」的意涵出現304。 
 

釋尊宣說三藏的意涵： 
在《瑜伽師地論》中有言：「云何內明處？當知，略說由四種相：一、

由事施設建立相；二、由想差別施設建立相；三、由攝聖教義相；四、由佛

教所應知處相。305」，此中所謂的「事施設建立相」，是指「總攝一切諸佛

言教」的素怛纜事、毘奈耶事、摩怛履迦事。而此三事即是以三藏的觀念來

判攝一切諸佛之言教。而另外在《大毘婆沙論》中，認為釋尊宣說三藏以建

立佛經身的目的是：「素怛纜，次第所顯，謂：素怛纜中，應求次第，何故

世尊此品，無間宣說彼品？若毘奈耶，緣起所顯。謂：毘奈耶中，應求緣起。

世尊依何緣起，制立彼彼學處？阿毘達磨，性相所顯，謂：阿毘達磨中，應

求諸法真實性相，不應求彼次第、緣起。或前、或後、或無緣起，俱無過失。
306」，此中認為所謂的佛經身應於素怛纜中求種種雜說之次第、應於毘奈耶

中求諸學處之緣起、應於阿毘達磨中求分別諸法之真實性相。而此三種階層

式的解構正如《解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中所宣說的契經、調伏、本母

一般，以此說明契經之四十二事，是從諸佛語言中判攝釋尊能說法、所說法，

以及其所為說者中，來顯示諸法之次第(anukrama)，以生起次第、易說次第與

現觀次第307來廣說、分別、判攝、現觀修習釋尊所說之一切法。並以此說明

                                              
302 參見《解深密經》，《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709。 
303 參見《顯揚聖教論》，《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581。 
304 覺音(Buddhaghosa)則認為佛語可分為：佛語是一味，以解脫(vimukti)為味(rasa)，就好像大海諸

水一味那般；佛語的二分，是法(dharma)與律(vinaya)；佛語的三分，則是初善、中善與後善；而
佛語的另一種三分，是經律論三藏(piTaka)；佛語的九分，是五部尼柯耶(nikāya)，佛語的九分，是
九分教(aGga)，最後則是四萬八千法蘊(dharmakkhandhā)。參見郭忠生，2004.a：49。 
305 參見《瑜伽師地論》，《新修大正藏》卷 30，頁 345。 
306 參見《大毘婆沙論》，《新修大正藏》卷 27，頁 1。 
307 參見《大毘婆沙論》：「謂次第法略有三種：一、生起次第；二、易說次第；三、現觀次第。

生起次第者：謂四念住、四靜慮、四無色等，諸瑜伽師先起身念住，是故先說，乃至後起法念住，

是故後說，靜慮無色廣說亦爾。易說次第者：謂四正勝、四神足、五根、五力、七等覺支、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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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母十一相是藉由隨類纂集、法相分別、相應相攝等方法來分析、處理釋尊

宣說的教法。而此處理佛經身的基本原則，則是要如何呈顯「諸法真實性相」

為宗旨。而如此的不厭其詳的不斷分別、解釋、詮釋釋尊所說一切法，目的

是：要凡夫眾生藉著對於「世第一法308」的修習，從凡夫邁向聖者的位階。

這是以說一切有部的見解為論據，逐步對於諸雜蘊、結蘊、智蘊、業蘊、根

蘊、定蘊、見蘊等加以分別安立。另外從《瑜伽師地論》的結構說明：「今

此論體，總有五分：一、本地分：略廣分別十七地義。二、攝決擇分：略攝

決擇十七地中深隱要義。三、攝釋分：略攝解釋諸經儀則。四、攝異門分：

略攝經中所有諸法名義差別。五、攝事分：略攝三藏眾要事義。309」可看出

來，《瑜伽師地論》的〈攝釋分〉是在說明如何解釋諸經；〈攝異門分〉是

在解釋諸經中的諸法名義；〈攝事分〉是在解釋諸經、律、論的義理。而在

後三分中所提及的「諸經」，主要是以《阿含經》為主；而〈攝釋分〉中所

舉的釋經例子，便是《雜阿含》中與三學相應的說明；〈攝異門分〉則是在

解釋《阿含經》中經常出現的「定型經句」，將白品、黑品二類的術語，給

予扼要的解釋310；〈攝事分〉則是將所謂的契經事，依照蘊、處、緣起、食、

諦、界、受、念住、正斷、神足、根、力、覺支、道支、入出息念、三學、

證淨等十七個相應，來解釋《雜阿含》的經文。另相對於《瑜伽師地論》所

宣揚的聲聞道與菩薩道並重，《顯揚聖教論》的編輯則以菩薩道為主。因此

《顯揚聖教論》從《瑜伽師地論‧本地分》中抽取要義，編成《顯揚聖教論》

之〈攝事品〉、〈攝淨義品〉中。並且將《瑜伽師地論‧本地分》中的十六

種異論，編入《顯揚聖教論》的〈攝淨義品〉中。另外將《瑜伽師地論‧本

地分》中所說的七因明，編入《顯揚聖教論》的〈攝淨義品〉中。將《瑜伽

師地論‧攝釋分》中的內容編入《顯揚聖教論》的〈攝淨義品〉中。最後

                                                                                                                                     
支等，雖四正勝俱時而有，而易說故。先說斷惡，後說修善。於斷惡中，先說斷已生惡，後說遮

未生惡。於修善，中先說起未生善，後說增已生善。若作是說，言辭輕便，四神足等廣說亦爾。

現觀次第者：謂四聖諦，諸瑜伽師於現觀位，先現觀苦，故佛先說。次現觀集，故佛次說。次現

觀滅，故佛次說。後現觀道，故佛後說。」，《新修大正藏》卷 27，頁 404。 
308 如《發智論》中所說：「云何世第一法？答：若心、心所法，為等無間，入正性離生，是謂世

第一法。有作是說：若五根為等無間，入正性離生，是謂世第一法。於此義中，若心、心所法，

為等無間，入正性離生，是謂世第一法，何故名世第一法？答：如是心、心所法，於餘世間法，

為最、為勝、為長、為尊、為上、為妙，故名世第一法。」，《新修大正藏》卷 26，頁 918。 
309 參見《瑜伽師地論釋》，《新修大正藏》卷 30，頁 885。 
另參見《瑜伽論記》，《新修大正藏》卷 42，頁 313。 

310 參見林崇安的說明，〈《瑜伽師地論》和《顯揚聖教論》的內容架構及其編成〉，200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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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aGga將《瑜伽師地論‧攝決擇分》的要義編寫成《顯揚聖教論》的〈攝勝

決擇品〉311以達成其「顯揚聖教」的目的。 
經由以上的初步探討，可以看出在釋尊入滅以後的經典編集過程中：一

方面，原始佛教與部派將原初釋尊所宣說的義理與實踐等重要資料，以阿含

為主給予編輯、保存：另一方面，部派與大乘佛教則對於釋尊所宣說的這些

內容，給予決擇、補充，以及重新加以詮釋，這使得原先以聲聞道為主軸的

《瑜伽師地論‧本地分》，變成聲聞道與菩薩道並重的《瑜伽師地論‧菩薩

地》的內容。而到了《顯揚聖教論》編輯時期，則完全以菩薩道為其主軸。

另外就此二經對於資料的編輯與內容而言，《瑜伽師地論》中保留了許多傳

承自《阿含經》與部派為主之義理與實踐要領的文獻。而《顯揚聖教論》則

展現出大乘菩薩行者對於聖教所應修習的義理與實踐的核心內容的重新詮

釋。而本文所要討論的《解深密經‧如來成所做事品》則明顯是處於聲聞道

與菩薩道的轉變時期，因此就其所宣說契經、調伏、本母等名相而言，其內

容與《顯揚聖教論‧攝勝決擇品》所謂的素怛纜藏、毘奈耶藏、摩怛履迦藏

內容相同312，而其結構則是根據《瑜伽師地論‧攝事分》中之素呾纜事、毘

奈耶事、摩呾理迦事而重新抉擇與宣說的。 
除了以說一切有部之「世第一法」以外，《解深密經‧分別瑜伽品》另

以菩薩道的立場說明為了要讓眾生能在修奢摩他與毘缽舍那中，能了知法與

了知義。如何知法？必須從知名、知句、知文、知別、知總等五種相來了知

法。而又如何知義？《解深密經‧分別瑜伽品》認為必須從十種相、五種義、

四種義、三種義來了知所有義。十種相是：知盡所有性、知如所有性、知能

取義、知所取義、知建立義、知受用義、知顛倒義、知無倒義、知雜染義、

知清淨義。而五種義是：遍知事、遍知義、遍知因、得遍知果、於此覺了。

而四種義是：心執受義、領納義、了別義、雜染清淨義。而三種義是：文義
313、義義314、界義315。這些都是對於『法義』的重新詮釋，目的就是為了要

思索如何呈顯「諸法真實性相」而作的種種解說、分別與詮釋。 

                                              
311 此中包含《解深密經‧如來成所做事品》中所提及的契經四十二事、調伏七事與本母十一相的

解說。 
312 參見《顯揚聖教論》，《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581～583。 
313 參見《解深密經》：「言文義者。謂名身等。」，《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676。 
314 參見《解深密經》：「義義，當知復有十種：一者真實相、二者遍知相、三者永斷相、四者作

證相、五者修習相、六者即彼真實相等品差別相、七者所依能依相屬相、八者即遍知等障礙法相、

九者即彼隨順法相、十者不遍知等及遍知等過患功德相。」，《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6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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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解深密經》中關於此種對於法、對於義的簡別、研究、詮釋316，類

似於阿毘達磨論師對於教法的分析、解釋後，重新顯現這些教法不同修習的

次第。之所以產生這些不同分類的解說，最主要是因為：一方面是當時的佛

典已經達到相當多數量時，於是產生：從何種角度觀察釋尊所說法？如何將

釋尊的教法適當地呈現出來？如何導引資質不同的眾生能獲致解脫？另一

方面是當時的聲聞道與菩薩道對於經典詮釋的重點不同，所以對於諸法門的

次第也有不同的見解。 

對於經典的分類與對於其結構的分析，不僅是強調佛教之知識體系是如

何建構而成的，更重要的是要從釋尊所說諸法門中，找出適合不同根器的眾

生在瞭知佛法、修習解脫法門時，如何斷惑、除礙、增長修習善法、永斷一

切煩惱。並且更重要的是：一方面《解深密經》中所一直強調的，如何依此

解深入密、遠離世俗之有所為與戲論，獲致清淨解脫道？另一方面由此品之

頌文可知，不論〈如來成所作事品〉中所宣說的佛經身是否為世俗正法或勝

義正法，其實於此品中其真正的意涵是：「若雜染、若清淨法，我說一切皆

無作用，亦都無有補特伽羅，以一切法離所為故。317」，一切對於諸法的宣

說與詮釋皆是妄見與我執的結果，只有：「若有如實知如是者，便能永斷麤

重之身，獲得一切煩惱不住，最極清淨、離諸戲論、無為依止、無有加行。
318」，而此才是釋尊所真正要宣說的諸法甚深密意，也釋尊建立佛經身的真

正目的。 

 

                                                                                                                                     
315 參見《解深密經》：「言界義者，謂五種界：一者器世界、二者有情界、三者法界、四者所調

伏界、五者調伏方便界。」，《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676。 
316 不論是從《解深密經‧分別瑜伽品》或是從《解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中，都可見到初期

唯識學派對於重新簡擇法義的企圖。 
317 參見《解深密經》，《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710。 
318 參見《解深密經》，《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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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第四節  〈如來成所作事品〉中一切智與法身之關係 

由上述可知，〈如來成所作事品〉在整個《解深密經》結構中，最主要是敘述佛

果之成立，以及說明釋尊是如何藉由其無量功德與清靜法身，來度化執著於染污諸法

中之戲論與有所為的有情眾生。因此在此品中，不但說明釋尊之法身、化身、清靜法

相，並且說明了釋尊之具三十二種大丈夫相、八十種好、十力、四無畏、一切智(如所

有智、盡所有智)相，與種種修行歷程及其所得之圓滿佛果；另也展現釋尊之平等特徵、

常恆特徵、顯現特徵，並依種種之功德與方便而成就「斷捨之圓滿」與「智慧之圓滿」，

進而開展出清靜佛土的圓滿境界。 
因此，於本節中，首先我們要探究的是：一、「一切智」之意義為何？二、如何

辨別「一切智」與「一切種智」之間的差異？三、如何透過〈如來成所作事品〉來說

明大乘瑜伽行派對於佛智有何不同的要求？ 
 

「一切智」之意義為何？ 

首先要探討的是：「一切智」之意義為何？在提及「一切智」之前，必須先說明

何謂「三明(tri-vidyāH <A$- 0- $?3)」？所謂的「三明」即是指：無學宿命智證通、無學生

死智證通、無學漏盡智證通。在《雜阿含》中有所謂對於生死觀察的『三明』的解說319，

此三項皆是釋尊透過對於緣起的觀察，而明白了知我及眾生一生乃至百千萬億生之相

狀之智慧(宿命智證通}R/-IA-$/?-<A$-0 *pūrve-nivāsānusmRti-jJāna-sāSāt-kriya-vidyā)；了知眾生死時

生時、善色惡色，或由邪法因緣成就惡行，命終生惡趣之中；或由正法因緣成就善行，

命 終 生 善 趣 中 等 等 生 死 相 狀 之 智 慧 ( 生 死 智 證 通 :(A-:1R-2-.%-*J-2-<A$-0 

*cyutuy-upapatti-jJāna-sāSāt-kriya-vidyā)；了知如實證得四諦之理，解脫漏心，滅除一切煩惱

等之智慧(漏盡智證通 9$-0-9.-0-<A$-0 *āsrava-kSaya-jJāna-sāSāt-kriya-vidyā)。而此三明所說明的

內容，即是在於讓眾生理解輪迴的由來，與關涉於眾生於死生輪迴中藉以觀四聖諦的，

以及結束一個人墮入輪迴的影響力。而此正是透過釋尊對於此三明的觀察與解說後，

讓眾生回憶起過去宿命之種種、讓眾生在死生剎那間瞭解正法因緣成就善行的重要

性、讓眾生藉由對於四聖諦的證悟而滅盡有漏的知識，所以而有言：「如來一切智知

一切，觀察世間一切眾生，無始已來無非父母兄弟姊妹，昇降無常迭為尊卑，如彼伎

 
319 原文為：「爾時！世尊告諸比丘：有無學三明。何等為三？謂無學宿命智證通、無學生死智證通、無學漏盡

智證通。云何無學宿命智證通？謂聖弟子知種種宿命事，從一生至百千萬億生，乃至劫數成壞，我及眾生宿命

所更如是名......，是名宿命智證明。云何生死智證明？謂聖弟子天眼淨過於人眼，見諸眾生死時......，是

名生死智證明。云何漏盡智證明？謂聖弟子此苦如實知，此苦集、此苦滅、此苦滅道跡如實知......，是名漏

盡智證明。」，參見《雜阿含》，《新修大正藏》卷 2，頁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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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數數轉變，是故如來淨修梵行。320」。因此，「三明」所代表的即是佛教對於輪迴

證滅的重要看法。並且此三明後與神足智證通、天耳智證通與觀心心數法智證通組織

成為「六神通(SaD abhijJāH 3%R/- >J?- S$)」，證成以解脫智慧為神通基礎的如來法身之原始

樣貌321。 
而當時在印度有許多宗派的宗師所倡導的卻異於佛教的角度，趨近於波羅門教中

對於梵天之所以為全知者的立場來談「一切智」，並且各宗師也都認為其自身擁有「一

切智」的智慧，是位全知、全能者。這些外道的言論在《阿含經》中俯拾皆是。如在

《大般涅槃經》：「須跋陀羅即問佛言：今者世間沙門、婆羅門、外道六師、富蘭那

迦葉、末伽利拘賒梨子、刪闍夜毘羅視子、阿耆多趐舍欽婆羅、迦羅鳩馱迦旃延、尼

犍陀若提子等，各各自說是一切智，以餘學者，名為邪見。言其所行，是解脫道。說

他行者，是生死因。互相是非。322」；在《中阿含‧例品一切智經》中也有相關的載

記：拘薩羅王波斯匿與釋尊的對話中，此中談及了「沙門、梵志，一時知一切，一時

見一切。323」的故事；而在《別譯雜阿含》中更明確指出：「外道六師，種種異見，富

蘭那迦葉、未迦梨俱賒梨子、阿闍耶毘羅坻子、阿闍多翅舍婆羅、迦尼陀迦旃延、尼

乾陀闍提子，斯等六師，各各自稱已為世尊竟，為實得一切智不。324」。於釋尊未入

滅時，雖然外道六師皆自稱俱得一切智，並且認為其之全知能力與傳統婆羅門教義中

所宣說全知者相同。但實際上，外道六師卻仍不了解釋尊之所以為一切智者的真諦，

釋尊所言之一切智是針對於緣起之原理原則與出世間之解脫道的一一關照325，而外道

六師則是強調其對於世間種種知識的掌握，所以釋尊因此認為外道六師並非得一切

智。如《雜阿毘曇心論》中所言：「修多羅今當說：一切智所說，修多羅妙義，我今

當少說，修行宜善聽，知一切故說一切智。一切者，謂十二入，於彼自相共相一切悉

知。所說者，一切智人親自演說。妙義者，謂甚深性相微妙義也。此微妙義是修多羅

說，故言修多羅妙義。今者，謂此論。少說者，以牟尼所說無量無邊故言少說。326」，

可知釋尊所宣說的修多羅義即是以十二緣起為基礎，將一切自相、共相由釋尊(一切智

人)親自演說此一甚深性相微妙義，讓眾生於此皆得解脫。而眾生在佛教的修習中是如

何達到一切智的境界呢？在《佛說菩薩本行經》中有云：「當勤精進勤修為本，欲得

 
320 參見《央掘魔羅經》，《新修大正藏》卷 2，頁 540。 
321 參見Kalupahana，〈原始佛教哲學的知識論〉，1984：3～6與釋大寂，《智慧與禪定作為佛教神通的成立

基礎—從原始佛教至瑜伽行派》，2002：50～73。 
322 參見《大般涅槃經》，《新修大正藏》卷 1，頁 203～204。 
323 參見《中阿含‧例品一切智經第一》，《新修大正藏》卷 1，頁 793。 
324 參見《別譯雜阿含》，《新修大正藏》卷 2，頁413。 
325 參見《大般涅槃經》：「唯我法中，有八聖道、有四沙門名，是解脫道，是一切種智。彼諸外道，富蘭那迦

葉等，其說法中，無八聖道，無沙門名，非是解脫及一切種智。」，《新修大正藏》卷 1，頁 204。 
326 參見《雜阿毘曇心論》，《新修大正藏》卷 28，頁 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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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度無極、四等、四恩、如來十力、四無所畏、十八不共特異之法、六通、三達，成

一切智。327」，而於此可知：釋尊認為若要成就一切智，就必須透過對於「三明328」的

審查，精進勤修，而獲致與釋尊等同的一切智的境界。 
由於釋尊體認到世俗間的各種知識來源皆有其限制，因此釋尊否定外道所承認的

全知角色，而承認佛教中所謂的「三明」是宣說「一切智」的超昇概念，進而貶抑了

當時印度各傳統學派中所認為的「一切智」就是對於世間諸世事起一切種種智慧的全

知者、超能者(或可言為：萬事通)的意象概念。而這種萬事通概念的緣起，是由當初婆羅

門教的梵天角色所逐漸蛻變成為各外道宗派領袖所謂的「一切智」的身份。但釋尊並

不承認這種對於世間染污的世俗知識，所進行無量、無邊、無染淨之分的考察，這非

是釋尊所認可的全知者、超能者。反之，釋尊僅承認透過對於世間種種現象的考察後，

所建立起來的三種獲得正確瞭解世界的看法，此即是所謂的「無學三明」。而關於此

「無學三明」的考察，釋尊認為即是要透過此種正確運用無學三明的修悟，而讓任何

人都可以成為遍觀解脫道的「一切智者」，而Warder依此認為：「批判萬事通和主張
成佛即是發現和確證三明，似乎與我們迄今所知的教義，與我們在最早期三藏中找到

的證道描述，比宣稱知道瞭解一切，更要協調和諧多了。329」，而此三明即是指三種

智慧對於三種法的通達無礙330，並且由勝義的漏盡智導引另二明成就真正的慧解脫者
331。但到了部派佛教時期，有些部派學者對於釋尊於遍知一切時，是否有補特伽羅的

問題，產生疑問道：若釋尊能於剎那間以心、心所瞭知一切法的生滅，則其中應有補

特伽羅的常住存在，但如此的結論卻違背了「無有補特伽羅」的宗332，因此其不言釋

尊能於一念之間就能頓遍知一切333，而是釋尊於諸蘊相續成就、於所欲知境無倒智起

中：「謂得佛名，諸蘊相續成就，如是殊勝，堪能纔作意時，於所欲知境無倒智起，

故名一切智，非於一念能頓遍知。334」時遍知一切的。並且從部派學者開始，對於論

 
327 參見《佛說菩薩本行經》，《新修大正藏》卷 3，頁 108。 
328 參見《雜阿含》的說明，《新修大正藏》卷 2，頁 223。 
329 參見Warder，1988.a：181。而川崎信定對於三明與獲得一切智的關係之有一些說明，參見川崎信定，《一切

智思想の研究》，1993，63～65。 
330 即是：「宿住隨念智證明通達解了前際法故，死生智證明通達解了後際法故，漏盡智證明通達解了涅槃性

故。」，參見《大毘婆沙論》，《新修大正藏》卷 27，頁 530。 
331 於《大毘婆沙論》中認為：「於三明中，唯漏盡智是勝義明，餘二能引勝義明，故假立明名。」，《新修大

正藏》卷 27，頁529～530。 
332 原文為：「若爾佛世尊，不應成一切智人，何以故？無有心及心法能知一切法剎那剎那生滅故。是故人能知，

若爾心滅時，由執人不滅故，汝則已信許人是常住，我等不說於一切境由智一時現前，佛世尊是一切智。若不

爾此，云何？是相續稱為佛，有如此勝能，於隨所欲知境中，唯由迴心生智無倒故，稱一切智。」，參見《俱

舍論》，《新修大正藏》卷 29，頁 306。此原是犢子部所認為的：由於補特伽羅能知一切法，而名一切智。 
333 原文為：「若爾，世尊應非一切智，無心心所能知一切法剎那剎那異生滅故，若許有我可能遍知，補特伽羅

則應常住，許心滅時此不滅故，如是便越汝所許宗，我等不言佛於一切能頓遍知，故名一切智者。但約相續有

堪能故，謂得佛名諸蘊相續成就，如是殊勝堪能纔作意時，於所欲知境無倒智起，故名一切智，非於一念能頓

遍知。」，參見《俱舍論》，《新修大正藏》卷 29，頁 155。 
334 參見《俱舍論》，《新修大正藏》卷 29，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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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所謂「一切智」者的範圍加以縮小，如《大毘婆沙論》所言：「佛於十二處，具一

切智，一切種智；尊者舍利子於十二處，唯有一切智，無一切種智。335」，將聲聞排

除在具有「一切種智」的範圍之外，另外大乘學者也認為：「自覺而能具一切智、一

切種智者，方能說法，獨覺不爾。336」，更將指涉唯有釋尊(自覺者)才是具一切智、一

切種智者，並且其能將一切諸法圓滿相宣說出來的成就者。而部派學者之所以將聲聞、

獨覺排除在「一切種智」之外，其原因在於：「聲聞、獨覺，雖破諸冥，而猶未能滅

一切種，故不成就一切種智。337」，因此即可言：唯一具有「一切智」與「一切種智」

的，僅有釋尊一人338。 
到了大乘發展時期，對於「一切智」的定義也有所改變。首先是在一些佛名或菩

薩名前加上「一切智」的名號，如：南無一切智功德勝佛339、南無一切智音菩薩、南

無一切智相菩薩340、南無一切智力虛空燈如來341等稱號的出現，也有另有：「南無一切

義成就、南無正等覺、南無一切智。342」與「一切眾生無上師，南無南無一切智。343」

等偈頌的出現，這可能是大乘教徒意欲彰顯其教義是由具有「一切智」的諸佛、菩薩

們所直接傳授的，所以將「一切智」作為形容諸佛圓滿智慧的一種稱號。而於《大智

度論》中則更將一切種智與六波羅蜜中的般若波羅蜜相結合，此論中認為菩薩在修般

若波羅蜜具足時，一切種智是從般若波羅蜜求得，這是因為菩薩要以一切種智斷除煩

惱習時，必須修習般若波羅密344；而若以佛宣說般若波羅蜜時而言，則將從一切智中

求般若波羅蜜345。並且也有經典將悲心與一切種智結合，以此期許菩薩就渡眾生於無

量種苦中346，並且將釋尊的名號解釋為：「如來名為：一切智者、一切見者、一切說

者，無法不見、無法不聞、無法不覺、無法不知，了達三世無所罣礙。347」。 

 
335 參見《大毘婆沙論》，《新修大正藏》卷 27，頁 383。 
336 參見《大毘婆沙論》，《新修大正藏》卷 27，頁 906。 
337 參見《順正理論》，《新修大正藏》卷 29，頁 329。 
338 川崎信定對於如來為一切智另有一些論證，參見川崎信定，〈一切智者の存在論證〉，1985，298。 
339 參見《佛說佛名經》，《新修大正藏》卷 14，頁 156。 
340 參見《佛說佛名經》，《新修大正藏》卷 14，頁 221。 
341 參見《五千五百佛名神咒除障滅罪經》，《新修大正藏》卷 14，頁 319。 
342 參見《佛三身讚》，《新修大正藏》卷 32，頁 757；或《佛一百八名讚》，《新修大正藏》卷 32，頁 757。 
343 參見《正法念處經》，《新修大正藏》卷 17，頁 159。 
344 《大智度論》：「欲以一切種智斷煩惱習，當習行般若波羅蜜。舍利弗！菩薩摩訶薩應如是學般若波羅蜜。」，

《新修大正藏》卷 25，頁 260。另外，依據川崎信定的說法，其認為此過程必須從道慧→道種慧→一切智→一

切種智→斷盡煩惱習而言，參見川崎信定，1993，112。 
345 原文為：「諸佛一切種智，應從般若中求者，菩薩行般若波羅蜜具足，故得佛時，般若變成一切種智故，言

一切種智當從般若中求。佛能說般若波羅蜜故，言般若波羅蜜當從一切智中求。譬如乳變為酪，離乳無酪，亦

不得言乳即是酪。般若波羅蜜變為一切種智，離般若，亦無一切種智，亦不得言般若即是一切種智。般若與一

切種智作生因，一切種智與般若作說因，因果不相離故。言不二不別。」，參見《大智度論》，《新修大正藏》

卷 25，頁 471。 
346 原文為：「菩薩思惟：一切眾生共有無量種苦，我當發於悲心成一切種智，滅一切眾生無量種共有之苦。」，

《大丈夫論‧發願品》，《新修大正藏》卷 30，頁 266。另有：「有四種事施等功德盡，何等為四？一者，不

迴向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二者，求於世間人天生處、三者，無迴向方便、四者，親近惡知識。如是菩薩一切



第二章  第三節  〈如來成所作事品〉中所說之佛經身 

 84

                                                                                                                                                     

並且大乘初期除了延續部派的主張，將「一切智」與「一切種智」視為釋尊所獨

有的功德法相外，並將十八不共法與四無畏348、十智、十力349視為釋尊之果德，如《十

住毘婆沙論》中言：「十善道能令至十力世尊者，如是修習十善業道，能令人至十力，

十力者名為正遍知，正遍知者則是佛。350」，另外於《十住毘婆沙論‧四十不共法中

難一切智人品》中，也載錄時人對於釋尊是否為一切智人的問題產生許多質疑，而以：

佛法中不說韋陀(吠陀)等經書義、佛不知未來世事、佛尚不能知現在事、佛不知旃遮婆

羅門女以婬欲謗、佛不知惡涅達多請佛因緣、……等問題351來詰難佛非一切智者，而

於此品中釋尊對於佛弟子的回答是：「如汝先難：所知法無量無邊故，無一切智人者。

我今當答：若所知法無量無邊、智亦無量無邊，以無量無邊智，知無量無邊法無咎，

若謂是知，亦應以智知是則無窮者。352」，來反駁所謂的「所知法無量無邊故，無一

切智人者」的一般人對於「全知者(萬事通)」的意象來要求釋尊遍知世間一切事，而此

項要求其實非真正瞭解釋尊所謂的『一切智』的意義，並且也墮入「生也有涯，知也

無涯」的迷思之中。 

另外，於其他經典中也有將「一切智」分為「如所有智(yāvatajJāna )A- v-2-3HJ/-0)」與

「盡所有智(yathajJāna )A-~J.-2-3HJ/-0)」二種，如：「佛地論云：具一切智、一切種智，能

自開覺，亦能開覺一切有情，如睡夢覺，如蓮花開，故名為佛。即古所言無明惛睡覺

法相理中，覺空智、有智、理智事智、真智、俗智、如所有智、盡所有智之差別也。353」。

而所謂「如所有智」是指：曉悟勝義諦的智慧，即是指進入金剛喻定後所產生之究竟

智，是「彼圓觀真如，斷捨一切戲論，無一切心行處，法性離戲與智慧離戲二者合成

一味之境界......，此即無相知大智慧，為一切殊聖宮得知依處也。354」，而此「如

所有智」即是法性離戲與智慧離戲的大智慧，也是一切殊勝功德所依處。而所謂「盡

所有智」：此即指那能知世俗諦中一切言說義理所及之萬事萬物，如：「依金剛喻定

 
施等善根盡滅，若菩薩行布施等，若三種法常現前者，菩薩爾時，施等功德遠離，盡因能成一切種智。何等為

三：一者正遍知菩提心、二者憐愍眾生、三者不違如來言教。」，參見《彌勒菩薩所問經論》，《新修大正藏》

卷 26，頁 261。 
347 參見《佛說華手經》，《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192。 
348 如《俱舍論》中所載：「佛四無畏，如經廣說：一、正等覺無畏：十智為性，猶如初力。二、漏永盡無畏：

六十智性，如第十力。三、說障法無畏：八智為性，如第二力。四、說出道無畏，九十智性，如第七力。如何

於智立無畏名？此無畏名目無怯懼，由有智故不怯懼他，故無畏名目諸智體，理實無畏是智所成，不應說言體

即是智。」，《新修大正藏》卷 29，頁 140。 
349 於《翻譯名義集》中認為：「論問佛十力者，若總相說：佛唯一力！所謂一切種智力；若別相說：則千萬億

種力，隨法為名。今何以但說十力？答：佛實有無量智力，但以眾生不能得、不能行，故不說。是十力可度眾

生事辨，故說十力。」，《新修大正藏》卷 54，頁 1120。 
350 參見《十住毘婆沙論》，《新修大正藏》卷 26，頁 107。 
351 參見《十住毘婆沙論》，《新修大正藏》卷 26，頁 74～77。 
352 參見《十住毘婆沙論》，《新修大正藏》卷 26，頁 75。 
353 參見《觀彌勒上生兜率天經贊》，《新修大正藏》卷 38，頁281。 
354 參見岡波巴，20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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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切蓋障之種子，皆悉摧毀無餘而成就大智，依此大智之力，於現在、過去、未來之

世中，所有之一切萬事萬法，皆清晰的能見能知。355」，此「盡所有智」即是依定學

中之金剛喻定，清晰地了知一切法。因此「如所有智」與「盡所有智」的功用，即是

在於：「如所有智、盡所有智，諸佛菩薩無量功德，二智為本，因識真俗有此智生，

是故說經令悟二諦。又由證真故，生智而不住生死。由悟俗故，興慈而不住涅槃。或

無住處涅槃資糧，永出二乘。356」以及「若人得諸佛法身相，是名近阿耨多羅三藐三

菩提。未得一切智故名為近，以相似故。357」，這是因為從釋尊的觀點來看，一切事

物皆為空無，因此智慧也是空無，一切皆不存在。 
 

「一切智」與「一切種智」有何差異？ 
其次，接著要探討的是：如何辨別「一切智」與「一切種智」之間的差異358？由

於當釋尊出世時，現種種不可思議相，因此時人皆言：「若當出家，成一切種智；若

在家者，為轉輪王。359」，而所謂的「若當出家，成一切種智360」一語，是指。關於

「sarvajJa ,3?-&.-3HJ/-0」一詞，在漢譯中有數個相似的譯語，如：一切智361、一切智

者(sabbaJJū)362、一切智人363、一切智智364、一切知365、薩婆若366等譯語的出現；而所謂

「sarvathā-jJāna i3-0-,3?-&.-3HJ/-0」，則被譯為：一切種智367。在經典中有說：一切智，

說道種智，說一切種智，認為此三智是搭配三乘的。於《摩訶般若波羅蜜經》中即有

詳分三智(薩婆若、道種智、一切種智)，而曰：「爾時須菩提白佛言：世尊！世尊說一切種

 
355 參見岡波巴，《岡波巴大師全集選譯》，2001：231。 
356 參見《御注金剛般若波羅蜜經宣演》，《新修大正藏》卷 85，頁 9。 
357 參見《大智度論》，《新修大正藏》卷 25，頁 747。 
358 川崎信定將「一切智」與「一切種智」之差別以總別相、因果、廣略說等八項加以分析，參見川崎信定：1993，
113。 
359 參見《佛祖統紀》，《新修大正藏》卷 49，頁 142。 
360 印順法師對於此句解釋道：「一切種智(sarvathā-jJāna)就是佛(buddha)，佛是徹悟人生實相，闡揚正法的教化，
而使人實現真平等與大自在。」，參見釋印順，1993：11。 
361 出現此譯語的經典有：《阿含經》、《央掘魔羅經》、《六度集經》、《妙法蓮華經》、《大般若波羅蜜多

經》、《華嚴經》、《俱舍論》、《大毘婆沙論》、《大智度論》、《入楞伽經》、《大乘莊嚴經論》、《六

度集經》、《十誦律》、《大乘義章》、《異部宗輪論述記》、《方廣大莊嚴經》、《菩薩地持經》、《無量

壽經》、《雜阿毘曇心論》、《大乘莊嚴經論》、《有部律破僧事》等。 
362 出現此譯語的經典有：《大乘莊嚴經論》、《俱舍論》。 
363 出現此譯語的經典有：《俱舍論》、《大方便佛報恩經》、《大智度論》、《十住毘婆沙論》、《入楞伽經》、

《勝思惟梵天所問經論》等。 
364 出現此譯語的經典有：《金光明經》、《大薩遮尼乾子所說經》、《大般若波羅蜜多經》、《十地經論》、

《大日經‧住心品》、《理趣經》等。 
365 出現此譯語的經典有：《大明度經》、《維摩經》、《大乘入楞伽經》、《肇論》。 
366 出現此譯語的經典有：《大寶積經‧摩訶伽葉會》、《大乘悲分陀利經》、《大般若波羅蜜多經》、《摩訶

般若波羅蜜經》、《小品般若波羅蜜經》、《大日經疏》、《華嚴經》等。 
367 出現此譯語的經典有：《大乘莊嚴經論》、《過去現在因果經》、《妙法蓮華經》、《摩訶般若波羅蜜經》、

《小品般若波羅蜜經》等。 



第二章  第三節  〈如來成所作事品〉中所說之佛經身 

 86

                                             

智？佛告須菩提：我說一切種智。須菩提：佛說一切智，說道種智，說一切種智，是

三種智有何差別？佛告須菩提：薩婆若是一切聲聞、辟支佛智，道種智是菩薩摩訶薩

智，一切種智是諸佛智。⋯⋯須菩提言：世尊！云何為一切種智相？佛言：一相，故

名一切種智，所謂一切法寂滅相，復次諸法行類、相貌、名字、顯示說佛如實知，以

是故名一切種智。368」，而《翻譯名義集》則依此解釋道：「薩婆若多，般舟名薩雲

若。大論云：秦言一切智相，因名般若，果名薩婆若。大品云：薩婆若是聲聞辟支佛

智，道種智是菩薩摩訶薩智，一切種智是諸佛智。經曰：欲以一切智斷煩惱習，當習

行般若波羅蜜，論問：一心中得一切智，一切種智斷煩惱習，今云：何言以一切智具

足得一切種智，以一切種智斷煩惱習？答：實一切智一時得，此中為令人信般若波羅

蜜故，次第差別品說。369」，而依據《大智度論》可知：聲聞、獨覺因瞭知無常、苦、

空、無我等，所以得的是薩婆若370；而菩薩摩訶薩則是如實瞭知三十七品與六波羅蜜，

自為為人，而得道種智；最後，諸佛則是因通達諸法實相、寂滅相與對於一切諸法可

以以名、相、文字、言說，而了了通達無礙，攝有無二事，故名得一切種智371；或認

為十力、四無所畏、四無礙法、十八不共法，盡是智慧相和合，故名為一切種智；或

也引《摩訶般若波羅蜜經》之言，認為釋尊能如實了知一切諸法之行類、相貌、名字、

顯示的能力，所以認為具有此種能力也可稱之為一切種智372。 

而根據圓測所列舉之相關「一切智」與「一切種智」的問題，有下列四種：一、

依據此方諸阿闍黎相傳所說，凡是緣真如之智皆名一切智，凡是緣世俗之智即名一切

種智。二、引用真諦所著《金光明經記》373中說：「若依大乘教典，則凡是緣空性之

智即名一切種智，緣心等之智即名一切智。當知小乘師所許與上文所說相反。374」，

及「一切種智而為根本，無量功德之所莊嚴。375」之言，而認為大乘與部派對於二種

智的解釋不同。三、另引用各部派的討論，來說明部派所著重的是於「一切智」中是

否具有補特伽羅？是依頓還是依漸來了知一切諸法？四、引《大智度論376》、《佛地

 
368 參見《摩訶般若波羅蜜經》，《新修大正藏》卷 8，頁 375；而於《大智度論》中也有相關載記，參見《新

修大正藏》卷 25，頁 646。 
369 參見《翻譯名義集》，《新修大正藏》卷 54，頁 1132。 
370 但是印順法師認為：「梵語薩婆若，華譯為一切智，就是佛的大菩提。菩提心為因，一切智為果，果依因立。

大地中最高最勝的，是須彌山頂的帝釋；一切眾生中最尊勝的，莫過依菩提心的佛菩提了！」，參見釋印順，

《寶積經講記》，2000.c：86；其又言：「一切智是佛的大菩提，教化眾生發菩提心，使眾生都能安住佛道。」，

參見釋印順，2000.c：71～72。 
371 《大智度論》：「佛自說一切智是聲聞、辟支佛事，道智是諸菩薩事，一切種智是佛事。聲聞、辟支佛，但

有總一切智，無有一切種智。」，《新修大正藏》卷 25，頁 259。 
372 參見《大智度論》，《新修大正藏》卷 25，頁648～649。 
373 此書已佚。 
374 參見《測疏補篇》，頁 91；參見《稻譯》，頁 34。 
375 參見《金光明經》，《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335。 
376 參見《大智度論》，《新修大正藏》卷 25，頁 258～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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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論377》、《瑜伽師地論378》等來互證大乘教典於此也有各種不同的解釋。而圓測於此

雖有非常長的論述，並列舉了真諦之《金光明經記》、曇無讖之《金光明經》、《俱

舍論》、AsaGga之《攝大乘論》、《成唯識論》、《大智度論》、《瑜伽師地論》等

相關部分來互引經證，或作異同討論，但是因為各論師與各經典中：一、對於「一切

智」與「一切種智」的定義不同，甚至相反的情況出現；二、根據上述論說上的紊亂，

造成對於「一切智」與「一切種智」所指涉的對象也產生不同，是緣真如之智的「一

切智」是僅二乘所得？或是緣空性之「一切種智」為釋尊所得？因此圓測並沒有於此

中說出他的定見，僅是羅列各家說法而已379。 
另外，大乘學者除了將「一切智」與「一切種智」相互交涉外，並且將原始佛教

中對於釋尊種種圓滿功德相與「一切智」結合。如依《大方便佛報恩經》所載，釋尊

是：「菩提樹下苦行六年，然後得成一切智，故號一切智人，獨悟成佛，具十力、四

無所畏、十八不共法，乃至一切種智。380」，從此書可知釋尊因領悟緣起之法則，而

被尊稱為「一切智人」，並且因釋尊成佛後所具之種種功德，而稱為「一切種智」。

而《大智度論》中也有對於「一切智」與「一切種智」是否異同分別的討論381，論中

主張：一切智者，總破一切法中無明闇、說四諦。而一切種智者，則是觀種種法門破

諸無明、說四諦義382，並且釋光383與澄觀384也都各有其主張。根據上述之整理後可知：

諸阿羅漢、辟支佛因知無常、苦、空、無我等，故能得一切智；而菩薩則是在修習三

十七品與六波羅蜜後，得道種智；僅有釋尊能盡知諸法總相、別相，所以被尊稱為「一

切種智者」。因此，吾人可知：所謂的「一切智」是根本智，依此而知諸法體、知諸

法自相、證真理，依此而斷煩惱障，所以釋尊於菩提樹下苦行六年，知緣起之法則，

然後得成一切智，故號一切智人。而所謂的「一切種智」則是所謂的佛智或後得智，

依此而知諸法用別、知諸法共相、達俗事，依此而斷所知障。並且於「一切種智」的

 
377 參見《佛地經論》，《新修大正藏》卷 26，頁 302。 
378 參見《瑜伽師地論》，《新修大正藏》卷 30，頁 498。 
379 參見《測疏補篇》，頁 91～100或《稻譯》，頁 34～37的相關討論。 
380 參見《大方便佛報恩經》，《新修大正藏》卷 3，頁 136。 
381 參見《大智度論》，《新修大正藏》卷 25，頁 258～259。 
382 原文為：「一切智者，總破一切法中無明闇；一切種智者，觀種種法門破諸無明。一切智譬如說四諦；一切

種智譬如說四諦義。一切智者，如說苦諦；一切種智者，如說八苦相。一切智者，如說生苦；一切種智者，如

說種種眾生處處受生。復次，一切法名眼色乃至意法，是諸阿羅漢、辟支佛亦能總相知無常、苦、空、無我等，

知是十二入故，名為一切智。聲聞、辟支佛尚不能盡別相知一眾生生處好醜事業多少，未來現在世亦如是，何

況一切眾生？如一閻浮提中金名字，尚不能知，何況三千大千世界？於一物中種種名字，若天語、若龍語，如

是等種種語言名金，尚不能知，何況能知金因緣生處好惡貴賤，因而得福、因而得罪、因而得道？如是現事，

尚不能知，何況心心數法？所謂禪定、智慧等諸法，佛盡知諸法總相、別相故，名為一切種智。」，參見《大

智度論》，《新修大正藏》卷 25，頁 259。 
383 釋光認為：「就智圓德復有四種：一、無師智，由自悟故；二、一切智，知諸法體；三、一切種智，知諸法

用別；或一切智知諸法自相，一切種智知諸法共相；或一切智證真理，一切種智達俗事。」，參見《俱舍論記》，

《新修大正藏》卷 41，頁 407。 
384 澄觀更認為：「一能證智者，即具一切智是根本智，一切種智是後得智。二所斷障中，以一切智斷煩惱障，

一切種智斷所知障，種類而知故。」，參見《華嚴經隨疏演義鈔》，《新修大正藏》卷 36，頁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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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法中，必具有八聖道與四沙門名，而此即是如來所獨特具有的，所以印順法師認為：

「一切種智(sarvathā-jJāna)就是佛(buddha)，佛是徹悟人生實相，闡揚正法的教化，而使人

實現真平等與大自在。385」，但就菩薩於斷除煩惱386與修般若波羅蜜時而言，則「一切

智」與「一切種智」無差別387。 

 

佛智與法身的關係： 

在《雜阿含》中曾言：「世尊告五比丘：此苦聖諦，本所未曾聞法，當正思惟，

時生眼智，明覺此苦集、此苦滅、此苦滅道跡聖諦。388」，也就是說若能夠正思維地

去覺知煩惱苦聚的真相，如實的知見苦法，則有眼智生，並且在覺證的過程中所得的

智是逐漸增上次第的，因此在《大毘婆沙論》的第一百六十卷所提及的在定蘊中得納

息中，論及對於種種層次的修定之種種相應智有詳盡的解說，這都是對於修習諸法中

所證、所覺知的種種次第與層次差別，而若於諸定中能完全知苦、斷惑、證滅、修道，

則有清淨無漏之智隨起。而此清淨無漏之智，即如經中所說：「惟有如如，如如智，

是名法身。389」，這是因為諸佛如來皆是內自證諸法緣起之理而得如如之理法，而在

自覺圓滿後，為眾生宣說諸法勝義，以利眾生修習正法，圓滿自覺覺他之行。因此，

就釋尊而言是依其所覺證之法而為眾生說法，因此眾生所聽聞、認知、修習之正法與

釋尊所自證之法不二。是故，所覺悟之理法與釋尊宣說之教法必須是相同無二的，而

統攝二者的是具有清淨無漏智的釋尊，因此可說是釋尊之智，使得所證之理法與所宣

說之教法得到同質性的根源。也正因為法身之如如智將客觀存在的理法(真如法身)、主

觀的修行覺證(五分法身)與依所證之果而宣說之教法(佛經身)，三者相互證成，正如經

中所說：「言攝受正法者，謂無異正法、無異攝受正法，正法即是攝受正法。世尊！

無異波羅蜜，無異攝受正法。攝受正法，即是波羅蜜多。390」，如此可一探真如法身

與如如智之關係，也說明如如智為何涵攝所證之理法與所說之教法為何能獲致同一的

問題。 

而大乘瑜伽行派如何透過《解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來說明佛智的問題？在

〈如來成所作事品〉中，所討論的是「一切智相」的問題，而此「一切智相」之意義，

如《大般若波羅蜜多經》所言：「由不緣一切智而生於識，是為不見一切智，故名示

 
385 參見釋印順，1993：11。 
386 參見《大智度論》：「先說一切種智，即是一切智，道智名金剛三昧，佛初心即是一切智、一切種智，是時

煩惱習斷。」，《新修大正藏》卷 25，頁 260。 
387 川崎信定認為將「一切智」與「一切種智」視為無差別，是《大智度論》的究極立場，參見川崎信定：1993，
118。 
388 參見《雜阿含》，《新修大正藏》卷 2，頁 103。 
389 參見《合部金光明經》，《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363。 
390 參見《大寶積經》，《新修大正藏》卷 11，頁 674。另《勝鬘經》中言：「彼所成熟眾生建立正法，是名般

若波羅蜜。是故，世尊！無異波羅蜜、無異攝受正法，攝受正法即是波羅蜜。」，《新修大正藏》卷 12，頁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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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切智相。391」，另外依《佛說羅摩伽經》中所言：「若有聞者，滅無量劫生死罪障，

以大慧願，而自莊嚴，修菩薩行，於念念中，得一切智相，具神通力，於一切處，常

見一切諸佛如來，親近供養，為善知識，以佛莊嚴，而自莊嚴，普淨三世諸佛法界，

不入生流，不住死流。392」，因此可知在〈如來成所作事品〉中，所謂的「一切智相」

是涵攝「一切智」與「一切種智」的意義而成，並且俱有諸種種圓滿功德。 
並且於〈如來成所作事品〉中，是將「一切智相」置於如來言說法身(佛經身)中之

本母內的行相，其中的五種清淨相後，這是由於大乘瑜伽行派藉由此品的宣說，認為

必須經由觀照四諦十六行相後，於八行觀中對於觀色、觀色集、觀色離、觀色道、觀

色味、觀色患、觀色出、觀色第一義393中所產生的證成道理之五種清淨相而來，此即

是說明於〈如來成所作事品〉中所宣說的「一切智者相」是清淨無染，如理通達地觀

一切諸法，由證成勝義諦所實踐出來的。並且〈如來成所作事品〉對於「一切智相」

的功德描述有五種394：一、若有出現世間，一切智聲無不普聞；二、成就三十二種大

丈夫相；三、具足十力395，能斷一切眾生一切疑惑；四、具足四無所畏宣說正法，不

為一切他論所伏，而能摧伏一切邪論；五、於善說法毘奈耶中，八支聖道、四沙門等，

皆現可得，如是生故、相故、斷疑網故，非他所伏，能伏他故，聖道、沙門現可得故396。

而這些僅是述及一切智相所呈顯的諸功德法相而已，但這些說明應不是大乘瑜伽行派

所欲透過《解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所展現的真正密意。 

另外在〈如來成所作事品〉中，大乘瑜伽行派不僅將「一切智」與「一切種智」

合而為一，統稱為「一切智相」，並且更將釋尊所代表的「一切智相」的五種特性一

一說明，此中所謂的八聲397、三十二相398、十力399、四無所畏400、八支正道、四沙門皆

在原始經典中被認為是釋尊的圓滿功德相而提及的，即是所謂：「四無所畏、八聲、

十力、十八不共法、三十二相、八十種好，不足一事者，亦非佛矣！401」。而此中所

言之：「若有出現世間，一切智聲無不普聞」，正如《力莊嚴三昧經》所言：「無量

 
391 參見《大般若波羅蜜多經》，《新修大正藏》卷 6，頁563～564。 
392 參見《佛說羅摩伽經》，《新修大正藏》卷 10，頁 869。 
393 參見《大乘義章》，《新修大正藏》卷 44，頁 734。 
394 參見《解深密經》，《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709。 
395 川崎信定認為將「一切智」與十八不共佛法中的十力相結合，是《俱舍論‧破我品》中的主張，參見川崎信

定：1993，87～88。 
396 釋太虛也解釋道：「由初二相，如是生故，由十力能斷疑網故、由四無畏不為他伏能伏他故、由聖道沙門現

可得故，具此五相，名一切智者。」，參見釋太虛，1937.b：48。 
397 如《維摩經疏》所載：「八音聲者：一、微妙，二、柔軟，三、和適，四、諦了，五、不女，六、不誤，七、

深遠，八、不竭也。」，《新修大正藏》卷 85，頁 411。 
398 關於「三十二種相」，參見《瑜伽師地論》，《新修大正藏》卷 30，頁 566～567。 
399 關於「十力」，參見《大般若波羅蜜多經》，《新修大正藏》卷 5，頁 301；另依《俱舍論》，《新修大正

藏》卷 29，頁 140。 
400 所謂「四無畏」，參見《佛說寶雨經》，《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301。又依《俱舍論》，《新修大正藏》

卷 29，頁 140。 
401 參見《梵摩渝經》，《新修大正藏》卷 1，頁 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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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切眾生聲，如是一切智聲。402」一般，在〈如來成所作事品〉中認為：正因為釋尊

具有「覺自身、覺他身，此謂覺一切智聲。403」之能力，所以吾人可將其視為釋尊救

渡世人的一種能力。正所謂：「唱娑字時，出現證一切智聲。404」此即是以聲明學的

觀點，來表示梵音所代表的神聖性與世俗、神聖間的聯繫性。並且在大乘佛教的發展

過程中，關於一切智的說明開始與菩薩十地相結合，如《大般若波羅蜜多經》中所說：

「爾時，最勝便白佛言：諸菩薩摩訶薩行深般若波羅蜜多，何位能得如來十身？佛告

最勝：天王當知！諸菩薩摩訶薩行深般若波羅蜜多，於初地中得平等身，何以故？通

達法性，離諸邪曲見，平等故。第二地中得清淨身，何以故？離犯戒、失戒，清淨故。

第三地中得無盡身，何以故？離欲貪瞋，得勝定故。第四地中得善修身，何以故？常

勤修習菩提分故。第五地中得法性身，何以故？觀諸諦理，證法性故。第六地中得離

尋伺身，何以故？觀緣起理，離尋伺故。第七地中得不思議身，何以故？方便善巧智

行滿故。第八地中得寂靜身，何以故？離諸煩惱、戲論事故。第九地中得虛空身，何

以故？身相無盡，遍一切故。第十地中得妙智身，何以故？一切種智修圓滿故。405」，

而此與《解深密經》之〈地波羅蜜多品〉與〈如來成所作事品〉中對於菩薩十地修行，

與藉由證成道理之五種清淨相獲致一切智者相是相契合的。 
而在大乘瑜伽行的其他經典中，對於「一切智相」的解說，也是認為：「一切智

者，圓鏡智等，一切所變化者，身語意化一切利眾生事者，謂能成辦一切有情勝利樂

事，清淨法界皆能含容，彼法生時為助因故，清淨法界無有起作者，作意名起，能令

其心捨餘境界趣餘緣故，心動名作，心慮動搖有所作故，謂淨法界雖無作意，心慮動

搖而能容受諸智變化利有情事。406」、「無鏡智等，不能恒時於一切法自相、共相現

證知故，若謂相續有堪能，故名一切智。407」與「云何如來一切種妙智？謂諸如來以

要言之，於三聚法現等正覺。何等為三？一者能引有義聚法、二者能引無義聚法、三

者非能引有義聚法、非能引無義聚法。當知此中，若諸如來或於能引無義聚法、或於

非能引有義聚法、非能引無義聚法，總於如是一切法中，無顛倒智，是名如來一切種

智。408」，藉由這些論述，一方面可視其是依於《解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的經

文說明而逐漸擴張出來的；另一方面則是一再表示真如法身所得之智與釋尊所自覺自

證的理法、所宣說之教法具有同一性。因此，建構出釋尊之一切智與真如法身、佛經

身、五分法身之間的關係。 

 
402 參見《力莊嚴三昧經》，《新修大正藏》卷 15，頁 718。 
403 參見《文殊師利問經》，《新修大正藏》卷 14，頁 501。 
404 參見《方廣大莊嚴經》，《新修大正藏》卷 3，頁560。
405 參見《大般若波羅蜜多經》，《新修大正藏》卷 7，頁 932。 
406 參見《佛地經論》，《新修大正藏》卷 26，頁 306 
407 參見《佛地經論》，《新修大正藏》卷 26，頁 309 
408 參見《瑜伽師地論》，《新修大正藏》卷 54，頁 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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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以大乘瑜伽行派的角度來解析「一切智相」，則不論是在《解深密經‧如來成

所作事品》、《瑜伽師地論》、《佛地經論》中，一方面都是以釋尊之「一切智」為

標準來強調佛果與人天行果、聲聞行果之間具有重重無盡的殊勝差異，但對於「一切

智」之所以能成立的「三明」的結構卻不再提及。這有可能是受到大眾部的影響，將

釋尊之超人性、大功德性的一面過於誇大，而喪失了對於真正佛本懷的重點：理解輪

迴、解脫於輪迴之中。但其所建立的，卻是佛教知識論、佛教詮釋學開展的新契機：

透過四種道理的觀察與實現，能獲致斷滅煩惱、所知二障，成就清淨圓滿的智慧，能

成為了知世俗、勝義諸相的大覺者－釋尊。而於另一方面，正是對於一切智的肯定，

所以關於釋尊的對於客觀存在的理法(真如法身)、主觀的修行覺證(五分法身)與依所證之

果而宣說之教法(佛經身)，三者之間的相互證成，圓滿地呈現釋尊所欲宣說的諸法密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