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攝論》及《釋》諸譯對讀 

講者：趙國森 

 

甲部、導言 

一、瑜伽行派與印佛教的關係 

1)印度佛教的歷史發展概況 

  530BC-  370BC-  150AD- 

  370BC   150AD   500AD 

  原始 → 部派 → 小乘 

  佛教    佛教    佛教 

  

 初期大→中期大→晚期大→殘存的 

                 乘佛教  乘佛教  乘佛教  密教 

                 50AD-  400AD-  600AD-  1000AD- 

                 400AD  600AD  1000AD  1200AD 

 

二、《攝論》的譯本及作者、注釋者簡介 

A)譯本介紹 

 

名  稱 

 

卷數 著/釋者 譯者 譯出年代、地點 

攝大乘論 二 無著 佛陀扇多 西元531、洛陽 

攝大乘論 三 無著 真諦 西元563、廣州制旨寺 

攝大乘論釋 十五 無著/世親 真諦 西元563、廣州制旨寺 

攝大乘論釋論 十 無著/世親 笈多 西元609、東都上林寺 

攝大乘論本 三 無著 玄奘 西元648-9、慈恩寺 

攝大乘論釋 十 無著/世親 玄奘 西元648-9、慈恩寺 

攝大乘論釋 十 無著/無性 玄奘 西元647-9、慈恩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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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作者、注釋者簡介 

作者簡介 

無著論師(310-390AD或400-470AD)，梵名阿僧伽(Asavga)，北印度犍陀羅(Gandhara)國富婁

沙富羅(Purusapura)都城之國師婆羅門憍尸迦之子，世親(Vasubandhu)論師之兄長。初從小乘化

地部出家(依婆藪槃豆法師傳)，或說從薩婆多部出家(依玄奘《大唐西域記》)。對該部思想不能滿足，

後隨賓頭盧羅漢習小乘空觀，較有所得，仍未愜意，遂捨小乘。相傳他憑著禪修的神通力，

登上兜率內院，從彌勒菩薩學習大乘空觀，始得心安，悟入「唯識無境」的非有非無的中道

觀。爾後屢升兜率，並請彌勒菩薩降臨中天竺阿瑜陀國的大講堂，為大眾等廣說瑜伽行派的

五部大論，據說有些能聽到聲音但不能見；有些唯見光明，不見相好；有些則見相好而不聞

教法。 

由是無著弘揚「彌勒五論」，組織其說，建立瑜伽行派的學說體系，成為此派奠基的重

要人物。據漢傳「彌勒五論」是：一、《瑜伽師地論》；二、《分別瑜伽論》，無漢譯本，

然《解深密經‧分別瑜伽品》或許與該論相當；三、《辯中邊論頌》；四、《大乘莊嚴經論

頌》；五、《金剛般若論》。 

而無著撰述的論典，有：一、《順中論》二卷；二、《顯揚聖教論》二十卷；三、《大

乘阿毘達磨集論》七卷；四、《金剛般若論》二卷；五、《六門教授習定論》一卷；六、《解

深密經論》(漢譯無，藏譯存。)；七、《攝大乘論》三卷等。一般學者，均認為《攝論》是其

晚年較成熟的著作。 

注釋者簡介 

1)世親論師 

本論古來有世親與無性兩論師的注解，世親釋漢譯有三譯，無性釋有玄奘本。世親論師(一

作天親，335-415AD或420-500AD)，是無著論師的親弟，瑜伽行派「唯識」思想的弘揚者。最

初在小乘的說一切有部出家，受持小乘三藏，博學多聞，並統攝小乘的教義，著《俱舍論》。

後由其兄感化，轉向大乘。無著知道自己快要命終，於是把世親叫來，當他侍奉在病塌的時

候，無著命弟子在鄰室讀誦十地經，遂大開悟，悔向來痛斥大乘教事，引以為恥，無著見此

乃勸導世親，把罵大乘教的舌頭闡揚大乘。 

世親轉入大乘之後，便大弘瑜伽、唯識之學，由於所造論疏甚多，有千部論主之稱。發

揮彌勒論典思想的有：《大乘莊嚴經論釋》《辯中邊論釋》《辨法法性論釋》《金剛般若波

羅蜜經論釋》；發揮無著思想的有：《攝大乘論釋》《六門教授習定論釋》；對大乘經造的

注釋有：《十地經論》《勝鬘經論》《法華經論》等；闡述自己觀點的，有：《大乘成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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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二十論》《唯識三十論》《三自性論》《佛性論》等。 

 

2)無性論師 

印度中期唯識論師，生卒年月不詳，約略推知是西元六世紀人。現存著述有兩種，即《攝

大乘論釋》和《大乘莊嚴經論註釋》。從其著作的思想中反映，與陳那「有相唯識」系的思

想有密切關係。 

 

譯者： 

【佛陀扇多】 

 

  北魏譯經僧。又譯伏陀扇多，意譯覺定。北印度人，神悟聰敏，博通內外諸典，特善方

言，又達伎藝。北魏宣武帝永平元年（508），奉詔與菩提留支、[371.2]那摩提等人於洛陽殿

內譯《十地經論》，四年始成。不久住白馬寺，正光六年（孝昌元年，525）譯《如來師子吼

經》等，普泰元年（531）又出《攝大乘論》二卷，曇林等人筆受。後移居鄴都金華寺，東魏‧

元象二年（539）譯出《十法經》等凡六部六卷，後不知所終。 

  〔參考資料〕 《十地經論》序；《歷代三寶紀》卷九；《魏書》卷一一四〈釋老志〉；

《續高僧傳》卷二十一〈慧光傳〉。 

 

【真諦】 

（梵 Paramartha；499～569） 

  真諦（梵名波羅木陀），西印度優禪尼婆羅門族，原名拘那羅陀（華言親依）。少時博

訪眾師，學通內外，尤精於大乘之說。他以弘道為懷，泛海南遊，止於扶南國。梁武帝大同

年間（535～545），派直後（官名）張汜送扶南國的使者返國，訪求名德和大乘諸論、《雜

華》等經。彼國乃請真諦來華，諦欣然同意，帶著經論梵本二四０夾，於中大同元年（546）

八月到達南海郡（今廣東省南部），當時他已年垂五十了。隨即北上，沿途停留，至太清二

年（548）八月才到建業，武帝深加敬禮，使住寶雲殿。方將從事翻譯，即發生侯景之亂，不

果所願，乃往東行。太清四年他到了富春（今浙江省富陽縣），縣令陸元哲迎住私宅，為召

集沙門寶瓊等二十餘人，佈置譯場，請他翻譯。是年十月起，始譯《十七地論》、《中論》

等，不久因世亂中止。大寶三年（552），他應侯景之請回到建業，住於臺城，不久侯景兵敗

東遁，梁元帝即位，改元承聖，建業地方秩序逐漸恢復，他遷住正觀寺，和願禪師等二十餘

人，翻譯《金光明經》。其後，從承聖三年到敬帝紹泰三年（554～557），他歷住豫章（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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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南昌）寶田寺、新吳（今江西省奉新縣）美業寺、始興（今廣東省曲江縣）建興寺，

還到過南康（今江西省贛縣西南）。 

  陳武帝永定二年（558），他再到豫章，住棲隱寺，又轉往晉安（今福建省晉江縣）住佛

力寺。在這一時期內，他轉徙各地，生活極不安定，但仍隨方翻譯講習，未嘗中止。雖年已

六十，仍與前梁法侶僧宗、法準、法忍等重新核定所翻諸經論。逾二載，於文帝天嘉二年（561），

從晉安搭乘小舶到了梁安郡（今廣東省惠陽一帶），住建造寺譯講《解節經》等。三年九月，

譯事告一段落，遂泛海西行，擬還本國，不料風向轉變，十二月間又飄回廣州。刺史歐陽頠

請他為菩薩戒師，迎住制旨寺。天嘉四年（563），他應慧愷、歐陽頠等之請，譯講《大乘唯

識論》（即《唯識二十論》）和《攝大乘論》等。五年又譯講《俱舍論》。天康元年（566）

二月，他應慧愷、僧忍之請，於顯明寺重治《俱舍論》譯文，再一次闡講論義。光大元年（567），

重治《俱舍論》完畢，又為僧宗、法準等再講《攝大乘論》一遍。二年，在南海郡應法泰之

請，譯講《律二十二明了論》。是時慧愷在智慧寺代真諦為僧宗、道尼、智[1470.13]等同門

二十餘人及其他學士七十餘人講《俱舍論》。六月間，真諦有厭世之意，往南海北山將欲自

盡，慧愷追至挽留，道俗和刺史歐陽頠等跟著都來勸阻，他還居王園寺。八月，慧愷講《俱

舍》未及半部而病卒，真諦為之大慟，惟恐《攝論》和《俱舍》從此無人弘傳，特地邀集道

尼、智[1470.13]等十二人，勉勵他們誓弘二論，勿令斷絕。他並接著講《俱舍論》，講到第

五〈惑品〉，亦因病中止。宣帝太建元年（569）正月十一日入寂。弟子法海收集他的文稿，

編為部軸。真諦平時生活嚴肅，在廣州時常別居水洲，衣食之奉，節儉知足。弟子等受他的

熏陶，也都勤奮稟學，晨夕不懈，形成一種刻苦篤實的學風。及真諦歿後，弟子們分歸各地，

弘傳其學，因而形成攝論師學派。 

  真諦在華期間，雖因世亂，不遑寧處，但他隨方譯出經典部卷之多，仍為同時諸譯師所

不及。他所譯經論及講述疏記，據《歷代三寶紀》所載共四十八部、二三二卷（內有重出和

他家混入的），《開元錄》刊定其譯籍為三十八部、一一八卷。 

  從真諦所譯經論的內容來看，他所弘揚的主要是瑜伽學系無著、世親之學。像《決定藏

論》，即是《瑜伽師地論》〈抉擇分〉的一部份，《三無性論》相當於《顯揚聖教論》的〈無

性品〉，《解節經》勘同《解深密經》的〈序〉和〈勝義諦相〉二品，《轉識論》相當於《唯

識三十論》，《唯識論》（唐譯作《唯識二十論》）、《中邊分別論》、《攝大乘論》等一

系列的瑜伽學系主要經論，他都已譯出。中土瑜伽學系的規模，可以說是由他開創的。他學

說所宗，特別重視《攝大乘》和《阿毗達磨俱舍》二論。他譯講這二部論時，已年近七十，

而且是他覺得在中土道缺情離，不副所懷，一再決心西歸都未得遂之後，才應道俗懇請而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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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他又仔細地治定譯文，反覆講解，並特囑弟子道尼等立誓弘傳，可見他的懇摰之忱和

鄭重其事的態度。這兩部論在印度佛學史上，都是劃時代的名著，組織嚴密，義理豐富，可

以說是其以前大小乘各種學說的總結。他重視兩書，顯示他對於整個佛學體系的理解和弘法

重點之所在。 

  真諦生於西印優禪尼國，和西印著名的佛教義學中心地伐臘毗相近，伐臘毗是當時正量

部的根據地，由此可以推想他初期承學的當與正量部有關。在他的譯籍中，最後所譯的《律

二十二明了論》，就是以二十二個提綱頌文來解釋正量部律相要義的論書。如以《明了論》

和東晉孝武帝太元六年（381）來華的竺曇無蘭所譯的《離欲優婆塞夷具行二十二戒文》，以

及劉宋文帝元嘉八年（431）由南海闍婆（今南洋爪哇）來華的求那跋摩所譯的《優婆塞二十

二戒》一起考察，可以見到正量部和其他教團不同的新的實踐條規在各處擴充教勢的一斑。

又在真諦所譯的《部執異論》上，也見到正量部見解的混入，如《論》中述可住子部（即犢

子部，正量部從此派生）根本教義處，就有不見於其他漢、藏譯本的「三種假」、「一切眾

生有二種失」等十餘條執義。從這些地方，都看出真諦曾受過正量部教養的色彩。此外，他

還譯出《婆藪槃豆傳》一卷、《翻外國語》（一名《雜事》，已佚）七卷、僧佉外道《金七

十論》二卷，對於當時佛學界，都是很有意義的介紹。至於舊傳真諦曾譯《大乘起信論》二

卷，此蓋出於後人的偽托。在真諦歿後僅僅二十五年撰成的隋‧法經等《眾經目錄》，即說

「勘《真諦錄》無此論」，而列之於疑惑部。此書不但文獻無徵，而且所表現的思想體系，

亦與真諦學說釐然有別，故不能作為真諦譯籍看待。 

  真諦的翻譯，大都保存了原本的面目。文字雖然有些艱澀，或雜入他自己的解釋，但從

其師承來說，大體是正確的。後來玄奘門下對其譯文批判未免有過分之處。又真諦傳譯主要

經論大都經過講解。弟子們記述師義，通稱疏、釋，亦稱註記或本記。綜計屬於撰述者達二

十餘部，可見他不僅是著名的翻譯家，而且是極淵博的義學大師。這些疏記上保留了大量印

度解釋經論的傳統學說及有關文獻，是有價值的研究資料，可惜都散失不傳，僅可於後人著

述稱引文中略見一斑而已。此外，真諦還撰有《佛性義》三卷、《禪定義》一卷、《眾經通

序》二卷，大都同樣由弟子們輯述而成。 

  參加真諦譯場的人，最初有沙門寶瓊、願禪師等，繼有沙門慧寶擔任傳語，居士蕭桀擔

任筆受。六十歲以後，真諦已漸善解華言，不須傳譯，當時擔任筆受的有僧宗、法虔、慧愷

和法泰。至於他晚年的譯事，則和慧愷合作最為密切。相傳真諦所帶梵本達二四０夾，其中

《華嚴》、《涅槃》、《金光明》三經存於建業，其餘梵本都在廣州制旨、王園二寺。譯出

經論僅占其中一小部分，而部卷已甚可觀。他遭時多難，又缺乏得力的助手，以致未獲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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譯本。 

  真諦門下，以僧宗、法準、慧愷、慧曠、法泰、道尼、智[1470.13]及居士曹毗等為最著

名。特別是慧愷助師譯《攝大乘》、《俱舍》二論，建議重治《俱舍》譯文，並記錄口義，

最著功績。真諦嘗有相見恨晚之嘆。現存他所撰〈攝大乘論釋序〉、〈俱舍釋論序〉、〈唯

識論後記〉及《律二十二明了論》的〈後記〉四篇，為僅存的成於真諦生前的可靠史料。 

  真諦所傳之學，在梁、陳二代並不顯著，歿後由於諸弟子返還各地傳播，從廣州延至閩、

越，漸及九江、建業等處。到了隋初，靖嵩傳法泰之學北上彭城，道尼從九江應召入長安，

其學遂傳於北土。當時北方著名地論學者曇遷，獲讀新譯《攝論》，備極推崇，及應召入長

安，創講《攝論》，請從受業者竟達千數。名僧慧休（玄奘曾從受學），以及北地《攝論》

學者道英、道哲、靜琳、玄琬等，都出其門下。當時長安名德慧遠，亦敬禮聽受，其弟子淨

辯、淨業、辨相等都相從研習《攝論》。而靖嵩的弟子智凝，講《攝論》於蜀地，傳播的區

域益見擴大，瑜伽系無著、世親的《攝論》之學，至是遂遍及各地。它和流行北地的地論師

學系並傳，各尊所聞，莫衷一是。終於導致唐初玄奘之西遊求法，解決疑難，而其結果乃有

完備的新譯瑜伽學說，其影響可謂深遠了。（游俠） 

  ◎附︰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第七講（摘錄） 

  真諦所傳的瑜伽行派學說，與其前菩提流支譯傳的不同，也與以後玄奘譯傳的大有出入。

真諦不少譯本，玄奘都重新譯過，很多不同。玄奘門下認為，這些都是真諦譯錯了的，幾乎

一無是處。但因真諦的譯本早經流行，發生了影響，所以當時還是有人相信真諦之說。於是

引起了新舊譯的爭論。關於這方面的材料現存有唐代靈潤所舉的十四點異義（見日人良遍《觀

心覺夢鈔》）。近人梅光羲還增加了八義（見《相宗新舊兩譯不同論》）。這些異義，其中

確有出於舊譯錯誤的，但主要原因還是來自兩家學說的淵源不同。換言之，就是兩家所得無

著、世親的傳承不同。 

  印度瑜伽行派學說前後期的變化很大，初期從彌勒、無著到世親就有變化，甚至一部《瑜

伽師地論》前後說法就不一致，其他論書各個部分的說法更多出入。就是同一人的著作，例

如，無著寫的《莊嚴論》與《顯揚論》，就有不少自相矛盾的地方。至於世親，學問面相當

廣，一生的學歷變化也相當大。最初他學的是小乘有部，其後轉學經部，再後又改學大乘，

在大乘中他開始學的是法相，以後又集中於唯識。這些經歷變化自然要反映到他的著作中去。

因此，傳譯到中國就有各種不同的說法了。真諦之學，有兩個重要特點︰第一，關於唯識一

般只講八識，至阿賴耶識為止，真諦則在第八識外還建立了第九識，即阿摩羅識（無垢識或

淨識）。此第九識是結合「如如」和「如如智（正智）」而言，「如如」指識性如如，「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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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智」指能緣如如之智。第二，關於三性，這是瑜伽行派的總綱，相當於中觀派的二諦，真

諦講三性把「依他起」的重點放在染污的性質上，強調依他同遍計一樣，最後也應該斷滅。 

  真諦生當於陳那、安慧的時期，學說上不能不受到他們的一些影響，例如，他就譯過陳

那著的《觀所緣緣論》。他雖沒有介紹過安慧的著作，但是在中國一般認為他受安慧的影響

很大。實際上，真諦和陳那、安慧之前最忠實地遵守世親舊說的難陀，更為接近。難陀舊說

一直在印度與他家並行，所以玄奘在印度時，還特地向勝軍論師學習過它，並在那爛陀寺開

過講座。因此，真諦所傳譯的純是舊說，當然會與玄奘所傳的不同了。玄奘之學是在陳那、

安慧之後，經過護法、戒賢、親光等幾代人發展了的。這種傳承上各異的情況，反映在翻譯

上形成了新譯與舊譯的不同，可以說是很自然的。 

  真諦在所譯各書中，特別重視《攝大乘論》。因為此論集中反映了瑜伽系大乘和他系以

及小乘不同的觀點，是屬於一系學說的根本典據。道宣在《續高僧傳》中就說，「自諦來中

夏，雖廣出眾經，偏宗《攝論》」。真諦對此論的翻譯也特別用心，而且自作《義疏》。同

時對參與譯事的僧宗、慧愷等人毫無保留地諄諄教誨。現在《義疏》雖已不存，但他的《世

親釋》譯文中還攙雜有他自己的許多說法，可以尋繹。並且他把這部《論釋》和《俱舍論》

看成是世親的兩大代表作，同樣的「詞富理玄」。《俱舍》，可謂世親前期思想的一個總結，

《攝論釋》，則是他後期思想的一個開端。真諦本人對這兩部書的翻譯也甚滿意，嘗說此兩

譯「詞理圓備，吾無恨矣」，因而發願要大力宣揚。在這個過程中，他的得意門生慧愷不幸

夭折，真諦非常痛心，特別到法準房中，和他的得力門徒道尼、智[1470.13]、慧曠等十二人

共傳香火，要兩論的傳承誓無斷絕。因此，在他死後，門人雖分散各處，卻都能承其遺志繼

續傳播《攝論》。 

  〔參考資料〕 《歷代三寶紀》卷九、卷十一、卷十二；《續高僧傳》卷一；湯用彤《漢

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國佛教史論集》四、《佛典翻譯史論》（《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13}、{38}）；高崎直道（等）著‧李世傑譯《如來藏思想》（《世界佛學名著譯叢》{68}）；

宇井伯壽《真諦三藏傳[306E]研究》、《印度哲學研究》第六冊。 

 

FROM:【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達摩笈多 

 

（？～619）梵名 Dharmagupta。又作達摩崛多、笈多、法密、法藏。隋代譯經僧。南印度羅

囉國人。剎帝利種姓。二十三歲於中印度究牟地僧伽藍出家，二十五歲受具足戒。後與同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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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人東行，歷遊沙勒、龜玆、烏耆、高昌、伊吾、瓜州等地，於開皇十年（590）牴達長安，

同伴或歿或留中途，入京時僅師一人，奉敕住於大興善寺。大業二年（606），與闍那崛多（梵 

Jbanagupta）於洛陽創設翻經院（官立譯經機構），譯有大集念佛三昧經、攝大乘論釋等九部

四十六卷。師生性柔和，威容祥正，端居寡慾，居止三十年，學者風從。唐高祖武德二年入

寂於洛汭，世壽不詳。〔續高僧傳卷二、開元釋教錄卷七〕p5670 

 

FROM:【佛光大辭典(慈怡 主編)】 

 

【玄奘（600～664）】 

  我國佛教史上最主要的佛典翻譯家之一，印度護法系唯識學在我國的主要奠基者，中印

文化交流的實際推動者。 

  俗姓陳，本名褘，河南洛州緱氏縣（今河南省偃師縣南境）人。他的曾祖、祖父都是官

僚，到了他父親陳惠，便潛心儒學不做官了。玄奘生於隋文帝開皇二十年（600）。關於玄奘

的生平，現存的《傳》、《狀》、《塔銘》等都沒有記載，而關於他的年歲又有六十三、六

十五、六十九諸說，推算不出確實生年來。今以重校內學院本《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暫

定法師壽六十五歲。少時因為家境困難，跟著他二兄長捷住在洛陽淨土寺學習佛經。十一歲

（620）就熟習《法華》、《維摩》。十三歲時（622）洛陽度僧，破格入選，其後聽景法師

講《涅槃》，從嚴法師學《攝論》，升座複述，分析詳盡，博得大眾的欽佩。 

  隋煬帝大業末年，兵亂饑荒，玄奘和他的二兄前往長安後，得知當時名僧已多聚在蜀地，

因又同往成都。在那裡聽寶暹講《攝論》、道基講《雜心》、惠振講《八犍度論》。三、五

年間，究通諸部，聲譽大著。唐高祖武德五年（622），玄奘在成都受具足戒。武德七年（624）

離開成都，沿江東下參學。先到了荊州天皇寺。講《攝論》、《雜心》，淮海一帶的名僧聞

風來聚。六十高齡的大德智琰也對他執禮甚恭。講畢以後，繼往趙州從道深學《成實》，又

到揚州聽惠休講《雜心》、《攝論》。貞觀元年（627），玄奘再到長安，從道嶽、法常、僧

辯、玄會諸師鑽研《俱舍》、《攝論》、《涅槃》，他很快就窮盡各家學說，受到稱讚，聲

譽滿京師。僕射蕭瑀，奏請令他住莊嚴寺。但是玄奘覺得多年來在各地講筵所聞，異說不一，

特別是當時流行的《攝論》、《地論》兩家有關法相之說不能統一，很想得著總賅三乘學說

的《瑜伽師地論》，以求會通一切（這一見解大概是受了當時來華的波頗蜜多羅的啟發而生），

於是決心往印度求法。那時出國之禁很嚴，他正式表請赴印，未得許可，只好作種種準備等

待著。 

  貞觀三年（629），因北方連遭災荒，朝廷准許道俗四出就食，他得便西行，到達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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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當地人士請求，講《涅槃》、《攝論》和《般若經》。西域商侶有參加旁聽的，回去以後，

便將玄奘求法的事向各地宣傳了。玄奘繼而潛行到達瓜州，得胡人西槃陀導送，夜渡瓠[2657.14]

河。從此孑身冒險，過了玉門關外五烽，度莫賀延沙磧，到達伊吾。高昌王麴文泰得知後，

遣使迎往，敬禮備至，延留度過夏坐，並要久留在高昌，他堅決未允。當時西突厥葉護可汗

勢力遍及雪山以北各地，如去印度，須要取得他的協助，因而高昌王遣使陪送玄奘去葉護可

汗衙所，時當貞觀三年八月。玄奘離開高昌，過阿耆尼、屈支等國，越凌山到達素葉城，和

葉護可汗相見，憑著可汗致所經諸國的信件和陪送的使者，很順利的經過西域笯赤建等十國，

越大雪山，直到鄰接北印的迦畢試國。 

  他從此東行，進入北印度境，過濫波、犍馱羅、烏仗那諸國。渡信度河，過呾叉始羅等

國，至迦濕彌羅國，於此先後居停兩年參學。隨後至磔迦，至那僕底、闍爛那達、屈露多等

國入中印度境。又經窣祿勒那國，渡閻牟那河至秣底補羅國。過婆羅吸摩補羅等國，至羯若

鞠闍國。東南行渡殑伽河至逾陀國。更循殑伽河東下，擬赴阿耶穆佉國，於中途遇盜，幾乎

喪命。從又過阿耶穆佉等國至吠舍厘國，更南行至摩揭陀國，巡禮華氏城、伽耶等處聖蹟，

折向那爛陀寺。寺眾千餘人歡迎他到寺，參謁了戒賢。他離開高昌，進入印度國境以來，隨

處遇著高僧大德，就停留參學。廣學《俱舍》、《順正理》、《因明》、《聲明》、《廣百

論》、《對法》、《顯宗》、《理門》、《眾事分毗婆沙》、《經部毗婆沙》、《薩婆多部

辨真》、《發智》、《日胄毗婆沙論》等。如此且行且學，到達那爛陀時前後約四年，其時

為貞觀七年（633）。 

  玄奘到了那爛陀寺，被推為通三藏的十德之一，很受優遇。他請戒賢三藏講《瑜伽論》，

同聽者數千人，歷一年五個月講畢，後復重聽兩遍。又聽講《順正理》、《顯揚》、《對法》

各一遍，《因明》、《聲明》、《集量》等論各二遍，《中論》、《百論》各三遍。《俱舍》、

《婆沙》、「六足」等論，他先在諸國聽過，至此更披尋決疑，兼學婆羅門《聲明記論》。

如是在寺學習，歷時五年（貞觀八至十二年，634～638）。 

  其後，玄奘為了更廣泛的參學，便離開那爛陀寺南遊，經伊爛那[4183.6]伐多國，從怛他

揭多[2000.8]多和羼底僧訶兩師學《毗婆沙》、《順正理》等論。過瞻波等國入東印度境，經

羯羅拿蘇伐剌那等國，折西北行至中印南憍薩羅國，停一個多月，從善解因明的婆羅門學《集

量論》。從此南行入南印度境，過案達羅國至馱那羯磔迦國，停數月從蘇部底和蘇利耶兩僧

學《大眾部根本阿毗達磨》等論，他們亦從法師學大乘諸論。過珠利耶國至達羅毗荼國，於

建志城逢僧伽羅國大德覺自在雲和無畏牙，就問《瑜伽要文》及僧伽羅國佛教情況。過那建

補羅等國，出伐臘毗國入西印度境，西至狼揭羅國。從此折回，過臂多勢羅等國，渡信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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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北印[4183.6]伐多國，於此停兩年，學《正量部根本阿毗達磨》及《攝正法》、《成實》等

論。從此東南行，仍還那爛陀寺。又到寺西低羅擇迦寺，從般若跋陀羅就薩婆多部三藏及《聲

明》、《因明》等論咨決所疑。往杖林山，從勝軍居士學《唯識抉擇》、《意義理》、《成

無畏》、《不住涅槃》、《十二因緣》、《莊嚴經》等論，及問《瑜伽》、《因明》等疑，

首尾歷時兩年。這樣在各地遊歷參學凡經四年（貞觀十二至十六年，63 8～642）。回那爛陀

寺後，應戒賢三藏之囑，為寺眾講《攝論》、《唯識抉擇論》，並溝通了當時大乘學說中「瑜

伽」、「中觀」兩家的論爭，著《會宗論》三千頌，得到戒賢三藏和諸大德的讚許。他又應

戒日王的請求，擬折服南印正量部論師般若[2000.8]多《破大乘論》的異說，著《制惡見論》

一千六百頌。 

  玄奘在印所學至此已經大成，他很想回國弘通，得到戒賢的讚許，遂莊嚴經像，辭別戒

賢，準備東歸。時東印迦摩縷波國鳩摩羅王一再遣使迎請前往。適值羯若鞠闍國戒日王征恭

御陀回來，又遣使來請，鳩摩羅王就帶兵陪送玄奘，到羯朱嗢祇羅國，遇著戒日王。戒日王

乃決定於曲女城為玄奘建立大會，命五印沙門、婆羅門、外道義解之徒都來參加。到期與會

的有十八國王，各國大小乘僧三千多人，那爛陀寺僧千餘人，婆羅門及尼乾外道二千餘人。

此會即以玄奘所著《會宗》、《制惡見》兩論的論點標宗，任人難破，但經過十八天大會終

了，沒有一人能提出異議。玄奘得到大小乘佛教徒的一致推崇，被給予「大乘天」和「解脫

天」的尊稱。其後又隨喜了在[4183.6]羅耶伽兩河間舉行的五年一次的無遮大施會，這才辭別

戒日王，攜帶幾百部梵本和各種佛像，啟程東歸。路過呾叉始羅渡信度大河時，因遇風浪，

失卻梵本五十夾及諸異花種，停在烏鐸迦漢荼城五十多天，遣人往烏仗那國抄寫迦葉維耶部

三藏。從此經過濫波等地，出迦畢試境，度雪山，經睹貨羅故地，過波迷羅川，越[3253.11]

嶺到了于闐，以國王延留，未得既還。就派人隨商侶入朝，表陳還國，日夜為于闐僧人講《瑜

伽》、《對法》、《俱舍》、《攝論》四部論，約停了七、八個月。等到使人回來，並奉[371.2]

迎令東歸。於貞觀十九年（645）正月到達長安。 

  玄奘去洛陽會見了唐太宗。太宗要求他據遊歷見聞，修西域傳；並勸他還俗從政，玄奘

力辭。因留他住長安弘福寺譯經，由朝廷供給所需，並召集各地名僧二十餘人相助，分任證

義、綴文、正字、證梵等職，組織了規模完備的譯場。玄奘於是年五月，創譯《菩薩藏》等

經，次年撰《大唐西域記》成。貞觀二十二年（648）譯完《瑜伽師地論》一百卷的大部之後，

請太宗替新譯諸經做了總序，即後世所傳的《大唐三藏聖教序》。這一年因太宗問功德利益，

他建議度僧，太宗詔諸州寺各度五人，並於北闕造弘法院，供譯經用。冬十月，東宮新建大

慈恩寺告成，寺內也別造譯經院，迎他入住。高宗永徽三年（652）春，他請就大慈恩寺造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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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式石塔，安置帶回經像，以運石工大，改用磚造。永徽四年（653）夏，印度大菩提寺智光、

慧天來信問候他，次年他分別答書。永徽六年（655），尚藥奉御呂才，誦玄奘所譯《因明》、

《理門》二論，自出新解，指議長短。後經玄奘和他親自辯論，他才辭屈謝退。顯慶元年（656）

二月，玄奘為鶴林寺尼寶乘等五十餘人授戒，又為德業寺尼眾數百人授菩薩戒。玄奘西遊求

法的時候，路上備覺辛苦，六十歲前後，身體就有病痛，這一年夏間冷疹重發頗劇。他恐怕

病危，表請高宗重定佛道名位次第，及廢僧尼依俗科罪。顯慶三年（658），他移居新建的西

明寺，當時印度僧人阿地瞿多和那提相繼來華，譯事不專，他因而請求停譯，未得允許。繼

而因大眾請詳譯《大般若經》全部，以京師紛擾，恐難譯了，表請赴玉華宮翻譯。顯慶四年

（659）冬，他遷往玉華宮，次年初即開始譯《大般若經》，至龍朔三年（663）冬完成，全

經十六會，總六百卷。他於譯完《大般若經》後，自覺體力衰竭，不再事翻譯，專精行道。

麟德元年（664）初，他在玉華宮染病，病中命門人嘉尚具錄所譯經論及造像、寫經、供養、

施捨等項，宣讀一過，他很覺自慶，到了二月五日中夜便圓寂了。 

  玄奘回國以後的主要事業，就在翻譯經論，並傳播新知。因為他對印度佛學全面通達，

所以他所譯經論亦賅一切。並且他進行翻譯，也完全有系統、有計劃。他從住弘福寺開始翻

譯，直到最後遷住玉華宮，譯完《大般若》，中間經歷十九年，共譯出經論七十五部（除《大

唐西域記》一種不計入），總一三三五卷。這十九年的翻譯，可分幾個段落︰最初，在太宗

貞觀末年，約五年間，譯出了「瑜伽」學系的「一本十支」各論；其次，在高宗永徽、顯慶

中間約十年，譯出《俱舍》、《婆沙》和「一身六足」等「阿毗達磨」；最後四年譯成全部

《大般若》，這些都是整然自成系統的譯業。在這中間，他還曾應東印度童子王的請求，將

中國的《老子》譯成梵文，流傳於迦摩縷波；又以中國流傳的《起信論》文出馬鳴，印度諸

僧很想一讀，他也譯唐為梵，傳到印度。這些都是有關中印文化交流的事業。 

  玄奘所譯各籍，因為他對梵文的造詣精深，又親自主譯，所以名相的安立，文義的貫練，

莫不精確異常，而且矯正舊譯的訛謬，遂在中國譯經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紀元，後人通稱其譯

籍為新譯。另外，從玄奘由翻譯而傳播的學說看來，綱舉目張充分反映了西元五世紀以後印

度佛學的全貌。當時印度那爛陀寺等處的佛學，已顯然分為因明、對法、戒律、中觀和瑜伽

等五科。他於因明科譯出《理門》和《入正理論》，樹立了在論議基礎上的佛家邏輯軌範。

於對法科，聲聞乘方面以《俱舍》為中心，在它以前有根本的「一身六足」和《婆沙》等論，

以及其後發展的《順正理》、《顯宗》等論，他都原原本本地傳譯了出來；大乘對法譯出了

《集論》和他的註書《雜集論》，顯示對法經不同於瑜伽論的特點，並指示大小對法相通的

途徑。於戒律科，譯傳大乘唯一的《瑜伽菩薩戒》，並輯出《受戒羯磨》以為實行的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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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觀科，特別譯出護法的《廣百論釋》，以見瑜伽系貫通中觀的成就。於瑜伽科，則「一

本（《瑜伽》）十支（《顯揚》、《莊嚴》等）」，差不多全部譯出，而於最後發展的「唯

識」說，則編纂了完備的《成唯識論》，以盡其奧蘊。如上所舉，可以說那爛陀寺最盛時期

所傳承的佛學精華，基本上已都由玄奘譯傳於中土了。至於他在講學中闡揚了「理佛性」和

「五種姓」之說，這不僅為後來創立慈恩一派的根本典據，即其他宗派也有加以採用，在中

國佛學界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玄奘的著述，除上文說到用梵文寫的《會宗論》三千頌，《制惡見論》一千六百頌而外，

還應東印度童子王的請求，造了《三身論》三百頌，但這些都沒有譯成漢文，因而也未流傳

後世。他回國以後，忙於翻譯，無暇撰述，只應太宗的要求而修撰《大唐西域記》十二卷，

還是口授辯機寫成的。另外，向當時朝廷陳事的表啟，現存一卷。至於有關學說，則大都為

其門下各家所記的口義，特別是見於圓測一系新羅學人著述上的占多數。通稱為法師自作的

有〈三類境〉一頌，載《成唯識論掌中樞要》卷二內，又有〈讚彌勒四禮文〉，載《法苑珠

林》卷十六，另傳法師論「五種不翻」，周敦義〈翻譯名義集序〉曾見稱引。至後人所傳的

《八識規矩頌》，文義都有可疑之處，並非他的手筆。 

  玄奘門人很多，參加譯業的也大都從他受業。最著名的是神昉、嘉尚、普光、窺基，稱

玄門四神足。繼承法系的自然要推窺基。基師俗姓尉遲，十七歲得玄奘指導出家，常侍左右，

二十五歲參加譯場，勤於著述，有「百部疏主」之稱。他對玄奘所傳的唯識學說尤有領會，

糅印度解釋唯識十家之說而輯譯為《成唯識》一論，即是出於他的建議，他所撰《成唯識論

述記》，為後世治此學者所奉的圭臬。他譯《瑜伽》有《略纂》，解《雜集》有《述記》，

弘五姓說有《法華玄贊》，詳三支立破有《因明大疏》，其他重要經論都有《疏》、《記》，

發揚師說，建立了「慈恩」一宗。其次為普光，於《俱舍》造詣最深，撰《俱舍論記》三十

卷，為學者所宗。神昉和嘉尚，事蹟不詳。神昉撰有《十論經抄》三卷，《成唯識論文義記》

十卷，《種姓差別集》三卷等。嘉尚參加譯事，玄奘臨寂之前，特命他具錄譯經部卷及造像

等，玄奘歿後，曾撰《雜集論疏》。 

  此外，在奘門著名弟子中被視為異流的圓測和法寶。圓測係新羅人，為奘門新羅學人的

領袖。他曾在譯場充證義，著有《仁王》、《深密》、《成唯識》等《疏》，多用真諦等所

傳的舊說。法寶撰《俱舍論疏》十五卷，與普光《記》並稱，見解時有出入。他又著《一乘

佛性究竟論》，不同意五姓各別之說。故在奘師門下，都被視為別系。（游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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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呂澂《中國佛學源流略講》第八講（摘錄） 

  玄奘（西元 600～664）是洛陽東南的緱氏縣人。十五歲出家，二十九歲去印度。在去印

以前一段時間，他到過洛陽、長安、成都，以後從成都出來，又去相州（河南）、趙州（河

北）等地，先後參學了當時有名的學者十三人，學習了《涅槃》、《攝論》、《毗曇》（包

括《雜心》、《發智》二論）、《成實》、《俱舍》等經論。其中《攝論》、《俱舍》當時

屬於新學，是由真諦在南方譯傳的，而《涅槃》、《成實》、《毗曇》等又是一向在北方流

行的，因此可以說他對當時南北所傳的佛學，都作了研究。但是，他感到「各擅宗途」，說

法很不統一。儘管當時有了判教，但只是機械的把各家學說排列了一下，不能說明它們內在

的聯繫。 

  後來，大概受到了新來我國的印度學者朋友（波頗密多羅）的啟發，他知道印度有一個

最大的佛教學府那爛陀寺，又知道有一位大家戒賢正在該寺講《瑜伽師地論》。這部書通論

了三乘的學說，很有系統，他認為可憑藉這部書求得中國當時各家異義的融通，並解決一些

疑難問題，就下定決心出國。他歷盡艱辛，終於到了印度，得入戒賢之門。他除了學習瑜伽

行的學說而外，還對其他的學說，例如唯識、中觀以及小乘各部的毗曇、因明、聲明等等，

他也勤加學習。據傳記所載，他所參訪的名師，有名字可考的就達十四人之多。因此，他的

成就遠超過了當時印度的一般學者的水平。 

  玄奘出國求學的本意，原想解決一向所感到的疑難問題，因此，他在回國以後安排翻譯

時，一方面注意「糾正舊失」，一方面又努力「補充疏漏」，同時還在譯場上隨譯隨講，聽

的人做有筆記並根據所講做了註疏。他本人在印度時，曾有《會宗論》、《破惡見論》、《三

身論》等著作，回國以後，都沒有翻譯流傳。現在僅有各家註解中引用到的一些「口義」，

似乎還沒有經玄奘自己認可過，所以，存在一些異議。現在不談他的這部分，單就他翻譯出

的典籍來看他所傳學說的全貌。 

  玄奘從貞觀十九年（645）開始翻譯，到他臨死（664）的前一個月為止，前後近二十年，

翻譯工作從未中斷，他的翻譯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前六年（645～650）以譯《瑜伽師地

論》為中心，同時譯了與此論學說有關的著作。如《顯揚論》，是此論的提要；《佛地論》，

是此論發展的歸宿；《攝論》，是此論發展中的樞紐。由此可見他是以《瑜伽》為一家學說

的指針，也可見他是怎樣來講述的。這一工作的完成，他出國求法的最大心願算是滿足了。 

  中間的十年（651～660），則以翻譯《俱舍論》為中心遍及與它有關的著作。如《俱舍》

之前的《發智》、《婆沙》、「六足」；《俱舍》之後對它批判的《順正理》、《顯宗》等

論。這段工作算是糾正了以前對《俱舍》翻譯的錯誤，同時對於這一整個系統的思想作了介



14 

紹。儘管這些書的分量都很大，並不是他所推崇的，為了學術的需要，他還是公正地原原本

本地譯傳了它。在此期間，他還翻譯了中觀一派的著作《廣百論釋》。 

  最後四年（660～664）則以《大般若經》的翻譯為中心。這部經，應該說是由玄奘編纂

的，它全體有十六會，從在他前後的有關翻譯來看，印度都沒有這樣的結構。由此，他將瑜

伽的學說上通到般若，就益見得淵源的深厚了。玄奘的翻譯不管屬於那個階段，他都注意學

說的源流變化，盡可能地作出完整的介紹。這也可以看出玄奘的學問，不但規模廣闊，而且

根柢也是極其深厚的。 

  再就翻譯的文體說，玄奘也超過了各家，一般稱之為「新譯」。由於他對漢文和梵文的

造詣很深，所以譯文做到了既信且達。他又了解過去譯家的缺點，注意改進、提高，因而譯

本的質量超過了各譯家的水平。現在拿梵、藏文本對照看，他的譯本基本上都正確。但也有

一些情況值得注意︰ 

  第一，翻譯所用的梵本在當時的流傳中會出現「異誦」──即文字上有所不同。這些不

同，有的是被有意地改動的，有的是輾轉抄錯的，因而也發生了理解上的差異。玄奘對於不

同的傳本，是忠於師承的，如《唯識三十論》（即《成唯識論》所釋的論本）的傳本，他譯

的是出於護法一系，與其他各家就有出入。因此，說他翻譯的正確，乃是對其師承而言。 

  第二，他對以前的譯家的不同說法和譯本，當然會有批評，但本人並沒有著述，只是經

他門下傳播的，其中有些批評未免過分了一點。比方，從前有些音譯，他沒有注意到它的來

源就批評說是譯錯了，事實上，舊譯往往出自方言俗語，與嚴格的梵語（雅語）拼法是不同

的，他仍以梵語來要求，說這是譯錯或譯簡略了，當然是不合理的。 

  第三，從學說上講，印度各家前後都有變動，特別是瑜伽行一派，變動更大。像世親一

個人早年與晚年的學說就很有出入，更不用說一個派別前後的變化了。由於時代的限制，舊

譯保存著舊義，與後來有所不同是很自然的。如果一定要用後來的為標準，甚至指責是譯家

譯錯了，這樣說也就過分了。 

  正因為有上述的這些情況，玄奘的學說不能為一般人完全接受，即在當時的譯場上，受

舊譯影響較多的人如法寶、靈潤等，就表示了不同的意見。他的門下圓測（新羅一系）並還

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說法來。以後的賢首宗，更對玄奘所傳大加攻擊，如宗密（圭峰）等人甚

至說，慈恩一家只是追求名相，風氣淺薄，連學風都給搞壞了。以後還不斷地有人批評。但

公正地說，印度的佛學從漢末傳來中國，直到唐初的幾百年間，真正能夠傳譯印度學說的本

來面目的，還要算玄奘這一家。 

  〔參考資料〕 慧立《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大唐內典錄》卷五；《續高僧傳》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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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佛祖統紀》卷三十九；《開元釋教錄》卷八；《法苑珠林》卷二十九；楊延福《玄奘

年譜》；《玄奘大師研究》（上）、（下）（《現代佛教學術叢刊》{8}、{16}）；結城令聞

《玄奘[3068][305D][306E]學派[306E]成立》；宇井伯壽《印度哲學研究》第五冊。 

FROM:【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呂澂居士的生平與學術成就  (節錄)   藍吉富 

一、小傳  

  呂澂是江蘇省丹陽縣人。字秋逸（又字秋一、鷲子）。出生於光緒  二十二年（1896）。

年輕時曾肄業於常州高等實業學校農科，後又入南  京民國大學就讀經濟系。十九歲時曾到

日本專攻美術。翌年（1916）回  國，出任劉海粟的上海專科學校教務長。這時，他才不過

二十歲。  

  從上面的履歷，可以看出呂澂早年涉獵的學術層面頗廣。他先後曾  讀過農科與經濟，

對美學也曾刻意鑽研。台灣佛學界的一般人也許多少曾讀過他的佛學著作，但是大概很少人

知道在美學方面，他也出版過不少書。他曾經撰有《美學概論》、《美學淺說》、《現代美

學思潮》、《西洋美術史》四部書問世。  

  在學術領域裡，農科、經濟、與美學，這三者都與佛學沾不上邊，但是到後來，呂澂卻

完全捨棄這三者而一意研究佛學。  

  呂澂在十四歲時開始自修內典。十八歲（1914）時，到南京金陵刻經處的佛學研究部隨

歐陽漸學佛學。這是他一生生命的重要轉捩點。從此，唯識學大師歐陽漸得到一位「超敏縝

密」（歐陽漸語）的傳人，而呂澂一生中的後面七十五年，也從此奉獻在佛學研究領域裡。  

  呂澂在二十二歲那年（1918），開始協助歐陽漸籌辦支那內學院，四年後該院成立，他

也專駐該院，以襄佐其師。到歐陽逝世後，呂澂曾先後出任該院的教務長及院長等職。中共

政權成立後，他續掌院務，到 1952 年該院停辦為止。此外，在世俗職務方面，他也曾擔任中

共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後改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委員，及中國佛教   

協會常務理事等職。  

  1961 年，呂澂接受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託，在南京開辦一個為期五年的佛學班。

他在該院所授的課程，後來被整理成書的有《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印度佛學源流略講》

與《因明入正理論講解》等書。此外，在 1963 年，他還編了一部《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

這四部書加上若干篇論文，是他在中共政權成立後的所有著述成果。  

  大陸的「文革」，似乎為呂澂的佛學著述活動劃下休止符。因為從「文革」開始以後，

他就不曾有過新著問世。「文革」之初，呂澂的年齡大約七十歲。這是人文學者思想趨於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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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的年齡。加上他的身體還算健康，到九十一歲時還曾向訪者自謂「耳聰目明」，且能研討

佛學問題，可見他在七十歲時是肯定有著述能力的。可惜從那時開始即告封筆。中國大陸佛

教研究界的第一碩學，有二十餘年「不著一字」，實在是學術界的一件憾事。  

  從 1971 年起，呂澂即卜居於清華大學的清華園，住在他那執教於清華大學的兒子家中，

直到去世為止。他的著述，在文革過後，先後曾由他的學生加以整理出版。其中，較早的有

談壯飛整理的《印度佛學源流略講》與《中國佛學源流略講》（在台灣，此二書被書商改名

為《印度佛學思想概論》及《中國佛學思想概論》出版）、張春波整理的《因明入正理論講

解》。其後，李安又將上述這三書，併入《呂澂佛學論著選集》之中，於 1991 年由山東齊魯

書社出版。這部《選集》雖然不能盡收呂澂的畢生著述，但卻是目前所能看到的呂澂著述集

中，內容最豐富的一部。   

  

二、佛學著述  

  呂澂研佛時間早，加上通曉英、日、梵、藏、巴利等多種文字，因此其學術工具之多與

研究領域之廣，在我國佛學界，無人堪與比擬。其著述在《呂澂佛學論著選集》出版之前即

已印行成書者，共有下列幾種︰  

  （一）譯介類︰《佛學研究法》、《印度佛教史略》、《佛典泛論》等三書。 

    （二）印度佛學類︰《印度佛學源流略講》。  

  （三）中國佛學類︰《中國佛學源流略講》。 

   （四）西藏佛學類︰《西藏佛學原論》。  

  （五）因明、聲明類︰《因明綱要》、《因明入正理論講解》、《聲明略》。 

    （六）目錄學類︰《新編漢文大藏經目錄》。  

  至於單篇論文，除有二十幾篇收在印度、中國二部《略講》等書中作為附錄之外，其餘

多刊載在各期刊之中，其後則被收入《選集》之內。在台灣，另外還有二本上列諸文的選輯。

其一是《呂澂選集》，另一是《呂澂文集》。前者收在《現代佛學大系》第五十一冊，後者

則為單行本。 

   在上列諸書中，最具份量而且較能看出呂澂的功力的是《印度佛學源流略講》與《中國

佛學源流略講》二書。此外，譯介類三書常被誤為呂氏的著作，其實只是編譯及增訂而已，

其中，《佛學研究法》與《佛典泛論》分別取材自日人深浦正文的《佛教研究法》與《佛教

聖典概論》。而《印度佛教史略》則大體取自荻原雲來的《印度之佛教》。關於這些書的原

始取材，呂氏都曾在序文或卷末書目中加以說明。因此只能把他們視為譯介，不能視之為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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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的重要著作。大陸的《中國大百科全書》（宗教編）將這三書也一併歸為呂氏的「主要佛

學著作」，是不恰當的。 

   從上列呂氏的著作表，可以看出其治學領域廣泛地涵蓋了印度（包含南傳）、中國與西

藏的三系佛學。事實上，他不祇深入這三系佛學的義理大海，而且對梵藏佛典的對勘與版本

目錄等文獻學也極為精審。在因明學研究方面，他也是開風氣之先的啟蒙大師。從他的佛學

深度、廣度、與語文來看，他是最有資格睥睨於當代國際佛學界的我國學人。   

 

韓鏡清 

韓鏡清（1912--2003）1912 年生人，在北京四中讀書時，就傾心佛法，皈依三寶，皈依

師是常惺法師。當時北大與北京的三時學會、南京的支那內學院等，都是佛教研究重鎮。 

他醉心于佛法的廣博精深，立志以此作為一生的追求。為此他決定報考北大哲學系。1932

年他考入北大之後，在湯用彤、周叔迦等佛學大家的指導和幫助下，學習了梵藏文等，存願

于將玄奘法師未能盡譯的唯識經論繼續翻譯過來，完善漢典中的唯識理論體系。為此他精心

準備，認真刻苦地學修佛法，尤其對於唯識經典，更是認真校勘，精研細究。文化大革命結

束後，韓老於 1977 年元月要求病退，在家閉門不出，專心繼續青年時代就開始的對《成唯

識論述記》校勘注釋，用了十年時間積累資料對照研究，又用五年整理成文，於 1992 年完

成了約 380 萬字的《成唯識論疏翼》，對前人的唯識研究成果作了一次疏理和完善。此後便

全力轉入藏文大藏中《慈氏五頌》及其重要釋論的漢譯，不完全統計已翻譯出 60 多部，約

260 多萬字，配合玄奘法師所譯的百卷《瑜伽師地論》等，基本上實現了把完整的慈氏學體

系譯成漢文的夙願。韓鏡清老師于 2003 年 1 月 17 日下午 3∶44 分捨報往生，享年 92 歲。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90%E5%94%AF%E8%AF%86%E8%AE%BA%E8%BF%B0%E8%AE%B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88%90%E5%94%AF%E8%AF%86%E8%AE%BA%E8%BF%B0%E8%AE%B0


18 

三、《攝論》研究文獻略說 

略列近代研究攝大乘論的著述，以便只參考： 

 

書名：文獻資料/研究書 著  者 

1)漢譯四本對照《攝大乘論》 佐佐木月樵著 

2)攝大乘論疏 王恩洋著 

3)攝大乘論講記 印順法師 

4)攝大乘論義記(普慧藏 147 冊) 密林(持松) 

5)西藏傳本《攝大乘論》 呂澂 

6)總攝大乘綱領論(藏譯本)及譯講 韓鏡清譯/講 

7)攝論大意 歐陽漸 

8)攝大乘論解題 佐伯定胤、保板玉泉 

9)攝大乘論研究 宇井伯壽 

10)攝大乘論講讀 上田義文 

11) 攝大乘論注(上、下) 長尾雅人 

12)The Realm of Awakening :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TENTH CHAPTER OF ASAVGA’S 

MAHAYANASAVGRAHA 

 BY John P. Keenan， 

13)THE ALAYAVIJBANA IN THE CONTEXT OF 

INDIAN BUDDHIST THOUGHT: THE YOGACARA 

CONCEPTION OF AN UNCONSCIOUS， 

BY William Stone 

Waldron 

14)攝論宗傳授源流考(學術叢刊 24) 羅香林 

15)地攝兩派與奘系法相(學術叢刊 24) 福善 

16)攝論「界頌」之研究 楊白衣 

17)攝論學派研究上下(宗教文化出版社) 聖凱法師 

 

四、各品大意及本論思想淵源 

A)各品大意概說 

無著造《攝大乘論》，確立瑜伽行派「唯識思想」的理論系統，故此，這本論是學習「唯

識思想」最適當的典籍之一。此論代表了無著晚年開創性的新見解，例如：所知依分中建立

阿賴耶識為瑜伽行派理論體系的根本；所知相分中以「唯識」統攝三性及入所知相分中有關

瑜伽行的中道實踐方法等。 

本論內容共有十一分，每分的概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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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是總標綱要分，依《阿毘達磨大乘經》中的＜攝大乘品＞，標立諸佛世尊所說「十

相殊勝殊勝語」，以為全論的總綱。又依此勝過小乘的十相來確立大乘的地位。次後的十品，

便是對十種殊勝相的逐一論述。 

第二是所知依分，「所知」是所了知的對象，即總包一切染淨諸法的三自性；「依」是

因義，乃諸法之因，故「所知依」就是論述能顯諸法的一切種子阿賴耶識。無著於此品中，

著意從教證、理證等異門，建立此阿賴耶識是一切法的所依因，以完成其「唯識」體系的理

論架構。 

第三是所知相分，乃承上以阿賴耶識的思想為中心，而開展新「唯識說」之理論體系，

認為此一切種子的阿賴耶識能攝虛妄分別的諸法，並即此虛妄分別的自性稱為依他起；（虛

妄分別）其雜染分為分別性（遍計所執性）；清淨分為圓成實性，由此三性總歸於唯識，而

說明為「所知」的一切諸法。 

第四是入所知相分，是述說悟入唯識三性之理的法門。內容依誰能悟入；何處能悟入；

由何方法悟入與悟入的歷程等，清楚說明瑜伽行派證入唯識實性的見道位，與及略說修道的

要領。 

第五是彼入因果相分，「彼」是唯識性，「彼入因」是加行位中所修世間六度，名彼入

唯識性之因；，「彼入果」是悟入唯識性的果德已，依出世間智，離相修六度。 

第六是彼修差別分，已入唯識性的見道位，依出世間離相而修習六度，由修習力故，次

第殊勝，而有十地差別。是故，此分依六度的修習，以明十地的階位，故說彼修差別分。 

第七是增上戒學分、第八是增上心學分、第九是增上慧學分，於此三分，乃據戒、心、

慧三學的增上而修自利行。「增上戒」者，謂諸菩薩所行禁戒有四殊勝，謂差別、共不共學

處、廣大及甚深等殊勝。「增上心」者，菩薩內觀自心，繫念一處，此即是定。由菩薩增上

心殊勝故，於十地中修諸三摩地時，其所緣，種種無量深定，所修對治，隨意堪能受生，引

發神通，作十難行等，超過小乘，由此差別，故說增上心殊勝。「增上慧」者，菩薩無分別

智是名增上慧殊勝，即此智故，以釋名、成立、成立因緣、經證、簡聲聞及釋妨難等六門，

別顯菩薩無分別智之殊勝。 

第十是彼果斷分，前此三學是因位，此分正明其果，故說為「彼果」，於此佛果之位，

煩惱、所知二障永斷，說名為「斷」，由斷二障故得轉依，證無住涅槃。 

第十一是彼果智分，此中闡明佛果位中示現的三身佛智，及淨土十八圓滿，乃大乘佛教

的終極理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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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論組織及內容 

 
 

1)總標綱要分 大綱要領    序論 
 

2)所知依分 賴耶緣起論     
 

3)所知相分 唯識三性中道說     
 

4)入所知相分 唯識悟入說     

攝 5)彼入因果相分 六度     

大 6)彼修差別分 十地     

乘 7)增上戒學分 戒律制身  
 

 本論 

論 8)增上心學分 禪定整心     
 

9)增上慧學分 智慧     
 

10)彼果斷分 涅槃論     
 

11)彼果智分 三身說  
 

 結論 
 

 淨土說     

 

(參見《攝大乘論解題》第十內容) 

 

五、《攝論》在中國的發展 

無著、世親系統的唯識學說，從我國翻譯史上來看，約分三期。第一期為北魏佛陀扇多、

菩提流支時代；第二期為梁、陳真諦時代；第三期為唐玄奘時代。《攝論》最初於公元五三

一年由佛陀扇多在洛陽譯出，但因「釋論未譯，文義未顯，因而流行不廣。」(田光烈著  攝論

師  見《中國佛教(一)》頁256)及無著、世親的重要著述尚未於漢地流傳，故影響不大。及後，梁

武帝大同元年(546)真諦法師(499-569)由海路來華，正值梁末戰亂，於建業一帶輾轉遷流，再

回到廣州，時陳文帝天嘉四年(563)，真諦應廣州刺史歐陽紇的請求，重譯無著《攝大乘論》，

復出世親《攝大乘論釋》。陳光大二年(568)真諦與法准、道尼等十二人發願弘傳《攝論》與

《俱舍論》，從此《攝論》大行於南方，弘傳者有慧愷、道尼、法泰、曹毗、僧宗、慧曠等；

後道尼於開皇十年奉詔入長安，其弟子慧休、智光等，屢講《攝論》，《攝論》思想於是遠

播北方，玄奘也曾隨慧休參學此論。經過真諦弟子致力弘揚講習，和競相疏釋闡述，真諦所

譯的《攝論》可謂盛極一時，成為陳、隋、唐初重要學派之一，後世把這些傳習者稱為「攝

論師」。 

認識論 

修養論 

理想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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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攝論師」們的傳承，沒有嚴格的系統，學說思想上也不一致，而所論述的範圍，

又侷限於十殊勝相的內容，與唐初天台、三論等宗，以「建立門庭，務求博大，網羅一切教

相以相增上」的情況比較，便有所不足。及後，玄奘遊學印土，把無著、世親系的重要撰述，

攜回中土，翻譯弘揚，又將世親《唯識三十論》及十大論師的注釋，糅合編為《成唯識論》，

以陳那、護法的今學唯識為主，又依瑜伽行派學統的發展，以六經、十一論為據。兩者相較，

攝論學派自然便隸屬於玄奘開創的法相宗內，加上玄奘重譯《攝論》及《攝論釋》時，舉出

了舊譯多處失當的地方，因此，攝論師們便失去了義據，而此派遂漸漸衰歇，而被廣涉法相、

唯識兩系思想的法相宗所取代，故法相宗在盛唐時期，便成為當時的顯學。 

在攝論學派與法相宗盛行其間，有關《攝論》疏釋的著作，極其繁多，可惜這些著作，

因戰亂等不同原故，絕大部份都已亡佚，只有少量殘卷在敦煌出土。如： 

《攝大乘講疏》卷第五、第七(二卷) 

《攝大乘論抄》(一卷) 

《攝大乘論章》卷第一(一卷) 

《攝論章》卷第一(一卷) 

《攝大乘論章》卷第四(一卷) 

(以上的攝論殘卷，收入大正藏第八十五冊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