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丙 部派佛教  一 分派的經過教僧團的分化

佛教僧團的分化

第一節 總 說 

毘舍離的僧團大會，暫時裁決了東、西方比丘對戒律的不同主張。但

被議決為非法的東方團體，人數眾多，影響力愈來愈強，終於逐漸不受西

方上座（長老）的約制。於是，原先一味和合的僧團，就分化成西方的

「上座部」，與東方的「大眾部」。這是僧團最初分化，也稱為第一階段

分化。第一階段分化的時間，目前雖然沒有發現直接的史料記載，但是，

仍然有可信的間接史料，作大略地推斷。 

西元前二七一年，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即位。即位後的九年內，大概

是為了王位的鞏固與版圖的擴張，常常在血腥的殺戮之中，所以有「旃陀

羅阿育」（黑阿育）的稱號。後來，他崇仰佛教，改變為政風格，止息干

戈，而有「法阿育」之德稱。在《善見律毘婆沙》（《大正大藏經》二

四‧六八二上）中記載，阿育王讓自己的兒子摩哂陀，在二十歲時出家，

就是以目犍連子帝須為和尚，摩訶提婆（大天）為十戒教授師，末闡提為

具足戒教授師，而他們卻是分別屬於「分別說部」、「大眾部」與「說一

切有部」等三個不同部派。其中，「分別說部」與「說一切有部」是上座

部的進一步分化，是屬於僧團的第二階段分化。所以我們可以推斷：僧團

的第二階段分化，不會晚於阿育王時代，而第一階段的分化，當然早於第

二階段，但卻不會早於毘舍離七百結集。 

 僧團的分化，大約一直持續到西元前一世紀初期，大乘佛法萌芽、發

展後為止。分化出來的部派，有十八部或二十部之說，實際上，到後來支

末的分化，可能還不只這個數量。現在，依印順法師的四階段分法，表列

於後(表 3-1：部派三階段分化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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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元前後，大乘佛教蓬勃發展，逐漸成為當時佛教的主流。但這並不

表示分化的各部派就從此消失，事實上，說一切有部在印度西北部，犢子

部在印度西部及西南部，大眾部在印度南部，都還繼續活躍著。西元五、

六世紀，從說一切有部中的持經譬喻師，發展出來的「經部」，連同犢子

部分出的「正量部」，與大乘佛教的「中觀派」與「瑜伽行派」，有等同

的份量，被視為佛教的「四大派別」。至於在南方的斯里蘭卡島，因為受

到地理位置上的間隔，印度本土的大乘佛教發展，並未能對其有太多的影

響，如其中的「無畏山寺派」，雖接受了大乘佛法，但不久也就沒落了，

所以，斯里蘭卡一直是以上座赤銅鍱部；尤其是其中的「大寺派」為其

主流。 

僧團分化成為各個部派，為了方便區別，也稱這個時期為「部派佛

教」。經典方面，各部派除了擁有自部整編的四《阿含經》外，並且別立

第五部，稱為《雜藏》（但「南傳」名為《小部》）。《雜藏》的內容，

各部派的出入極大。律典方面，各部派已擁有不同名稱的律典：如赤銅鍱

部為《銅鍱律》，大眾部為《摩訶僧祇律》，說一切有部為《十誦律》，

法藏部為《四分律》，化地部為《五分律》，根本說一切有部為《毘奈

耶》（或稱為《根有律》）。經、律之外，另有論典的成立，這是部派佛

教的一個特色。「論」不同於「經」，是對佛法作有系統，綜合貫通地深

入討論的。推定各部派，都有奠定自部宗義的根本論書，其中，又以上座

部系的赤銅鍱部，與說一切有部最為發達，所留下來的論書最多。而大眾

部系的論書資料最少，印順法師推斷，在「大智度論」中所提及的「句

勒」，即是大眾部系的根本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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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銅鍱部的論書，較早期的有《法集論》、《分別論》、《界論》、

《人施設論》、《雙論》、《發趣論》、《論事》等七部。西元四、五世

紀間，又有以戒、定、慧修行次第為主要內容的《解脫道論》（優波底

沙 ——大光著）與《清淨道論》（覺音著）等兩部重要論書，其風格，

有別於一般以法義分別為主的論書，值得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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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派三階段分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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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一切有部的論書，較早期的也有七部，稱為「一身六足論」。其

中，「身」是指《發智論》（迦旃延尼子著），是說一切有部最重要的論

典。這部論，促成了說一切有部的發展，也造成說一切有部的分裂。「六

足」是指《法蘊足論》、《集異門足論》、《施設足論》、《品類足

論》、《界身足論》、《識身足論》等。與赤銅鍱部的樸素論風不同，說

一切有部的論風細膩。以《發智論》為中心的研究，發達起來後，產生了

許多不同意見的解釋。西元二世紀，綜合各家對《發智論》的解說，纂集

成《大毘婆沙論》，使說一切有部的宗義，更趨精密。此後不厭其煩的

細密論風，逐漸減退，取而代之的，是精簡扼要，綱舉目張的論風。

這類論書，如《阿毘曇甘露味論》（瞿沙著）、《阿毘曇心論》（法勝著）

、《阿毘曇心論經》（優波扇多著）、《雜阿毘曇心論》（或稱《雜心

論》，法救著）、《五事毘婆沙論》（法救著）、《入阿毘達磨論》（塞

建陀羅著）、《俱舍論》（世親著）、《俱舍論實義疏》（安慧著）、

《隨相論》（德慧著）、《阿毘達磨順正理論》（或簡稱為《順正理

論》，眾賢著）、《阿毘達磨顯宗論》（眾賢著）等。

其中以西元四、五其中以西元四、五世紀的《俱舍論》與《順正理論》

最為出色。尤其是 ..... ，雖然受到《順正理論》的質疑與評難，

但其論義，對說一切有部的觀點，作了全盤的論究而多所評破，對經部

的觀點，有所隨順而又不為其所限，出入於阿毘達磨與經部之間，可以

說是綜貫了說一切有部與經部；遍及了當時聲聞各派，成為一折衷的學

派，不但有深厚的哲理基礎，而且有精密的理論，一直到西元七世紀，都

還在印度宏傳，始終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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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藏、化地、飲光等上座分別說部，以及犢子系的本末五部，都以《舍利

弗阿毘曇論》為根本論典。這部論，在思想與精神上，有隱通大乘的傾

向。其中，犢子系的正量部，又有自部的論典，稱為《三彌底部論》。西

元二、三世紀間，由「說一切有部」中分出「經部」，而《成實論》（訶

黎跋摩——師子鎧著）與《四諦論》（婆藪跋摩——世冑著）等兩部論

書，包含了經部及其末流的思想，尤其是《成實論》論及「若不見諸法體

性，名見無我」、「六波羅蜜具足」，顯然已接受部分大乘思想。所以，

其論義雖近於經部，但卻不完全屬於經部，可以說建立了從部派通向大乘

的橋樑，而可以視為自成一宗的。

從思想發展史的角度來看，部派佛教論典的發達，為往後佛法多元發展的

基礎。

僧團分化，對往後的佛教發展有很大的影響。探索僧團分化的原因，

將有利於對佛教思想發展的瞭解與抉擇。以下試就三方面來討論︰

一、提婆達多的破僧

 提婆達多是阿難的兄長，佛陀的堂弟。佛陀四十一歲（成佛後第六年）

時，回祖國迦毘羅衛城遊化，有許多釋族青年受到感召而加入僧團。提婆

達多就是在這個時候出家，加入佛教僧團的（阿難尊者、優波離尊者、阿

那律陀尊者也在這個時候一同出家入僧團）（《五分律》，《大正大藏

經》二二‧一七上）。出家後的提婆達多，精進修禪，嚴守戒律，廣學多

聞，歷十二年而成就神通（《十誦律》，《大正大藏經》二三‧二五七

上、《出曜經》，《大正大藏經》四‧六八八、六八九及《五分律》，

《大正大藏經》二二‧一七下），深受同儕的敬重。之後，提婆達多以東

第二節 僧團分化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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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王舍城為中心展開教化，獲得阿闍世王的尊敬與供養，以及僧團中釋族

比丘、比丘尼的擁戴，逐漸地在東方形成一股勢力。於是，提婆達多以佛

陀年邁為理由，要求佛陀將僧團的領導權交給他。但佛教僧團是自發性極

高的修行團體，不是強制性的權力組織，所以佛陀不認為僧團應該與世俗

團體一樣要有領導人︰「如來不言我持於眾、我攝於眾，豈當於眾有教令

乎！」（《長阿含二經遊行經》）。對提婆達多這種主宰權力欲極重的要

求（就修行的角度來說，其實就是強烈的我見），佛陀呵斥道︰「舍

利弗、目連，有大智慧、神通，佛尚不以眾僧付之，況汝噉唾癡人。」

（《十誦律》，《大正大藏經》二三‧二五八中） 

 提婆達多的索取領導權不成，並未就此罷手。反而更排斥舍利弗尊者

與目犍連尊者，積極經營自己的影響力。於是又要求佛陀將自己所倡導

的苦行五法（乞食、穿糞掃衣、露坐、不食酥鹽、不食魚及肉），硬性納

入僧團的戒律中，成為僧團裏人人都應該遵守的行為規範。苦行，是當時

人們崇敬的風尚。佛陀也曾經有過六年苦行的經驗，但卻沒鼓勵苦行，認

為或乞食或受請食、或穿糞掃衣或穿金縷衣都無妨，重要的是︰「不貪著

利養」。或露坐或房舍住，都沒關係，重要的是︰「繫念明相」。食酥

鹽、魚及肉，是為了治病與支持身體而已，也無不可。尤其魚及肉，只要

是不專為自己而殺的三種不淨肉，並不禁止（《十誦律》，《大正大藏經

經》二三‧二六四下、《善見律》，《大正大藏經》二四‧七六八下）。

所以不接受提婆達多所主張的五法。於是，提婆達多善用他的影響力，在

僧眾中進行遊說。結果有五百比丘（《十誦律》，《大正大藏經》二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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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五上、《毘奈耶破僧事》，《大正大藏經》二四‧二０三中）追隨

提婆達多離開原來的僧團，另外成立一個以提婆達多為首的僧團，這就是

所謂的「破和合僧」。提婆達多的僧團並沒有能夠維持多久，不久，多數

比丘就被舍利弗尊者與目犍連尊者，設法勸回原來的僧團了（《十誦

律》，《大正大藏經》二三‧二六五下、《鼻奈耶》，《大正大藏經》二

四‧八六九中、《毘奈耶破僧事》，《大正大藏經》二四‧二０三中）。 

提婆達多的企圖，最後是失敗了，但對當時及往後的佛教發展，有著

極不良的影響，也種下了往後僧團分化的遠因之一。本來，隨佛陀出家的

弟子，是不分種族階級，在僧團中一律平等的。但是有些出身釋迦族的比

丘、比丘尼們，一方面有著家族的優越感，另一方面，出家的動機，不免

良莠不齊。在律典中，屬於釋迦族，或與釋迦族有關的「六群比丘」、

「六群比丘尼」，學處（戒條）的制定常常歸咎於他（她）們。所以推斷

某些釋迦族比丘與比丘尼，在僧團中與其他僧眾可能存在某種嫌隙，再加

上以釋迦族為核心的提婆達多破僧事件，更拉大了這種嫌隙。 

這樣的嫌隙，可能因此而間接地影響了阿難尊者在王舍城第一次結集

中的影響力，例如「小小戒可捨」的觀點，就沒有被採納，並且因此而

受到諸多責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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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舍城第一次結集僵化的戒律 

在佛滅後第一年的王舍城第一次結集中，大迦葉尊者否定了阿難尊者

所誦：「小小戒可捨」的佛陀遺命，將佛教的戒律推向「若佛所不制，不

應妄制，若已制者，不得有違」（《五分律》，《大正大藏經》二二‧一

九一下、一九二上）的剛性傾向。顯然，剛性傾向的戒律，與佛陀生前對

戒律採取「制後又開，開後再制」的彈性作法不同。大迦葉尊者的這樣保

守作風，雖然有其頭陀行個性的因素，但提婆達多於佛陀晚年的叛教，以

及奔喪途中釋族比丘跋難陀的放縱論調，恐怕有更決定性的影響吧！ 

 本來，佛陀晚年時，在僧團中，內有多聞第一的阿難尊者，外有智慧

第一的舍利弗尊者，與神通第一的目犍連尊者，為佛陀分擔宏化的責任，

止息僧團內的紛諍（《四分律》，《大正大藏經》二二‧九九九下）。他

們在僧團中，受佛陀的肯定，也深受同修們的敬重。可惜，舍利弗尊者與

目犍連尊者分別在佛陀去世前二、三年，就先去世了，無法在王舍城的

結集中發揮影響力。否則佛教往後的發展，可能又是另外的一種面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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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迦葉尊者是頭陀苦行的個性，喜歡獨住（《雜阿含四四七、一一四

一經》），不喜歡為僧團比丘們說法（《雜阿含一一三九、一一四０

經》），也不喜歡論議佛法的學風（《雜阿含一一三八經》）。這與舍利

弗尊者、目犍連尊者、阿難尊者的風格是不同的。本來，在目犍連尊者、

舍利弗尊者相繼去世後，阿難尊者應該是僧團中最具威望的尊者。但是，

一方面因為尚未能證得阿羅漢果，而且出家的年資也比大迦葉尊者淺很多

（大迦葉尊者甚且比佛陀更早出家）。另一方面，又不免受提婆達多破僧

事件之累，以致於大迦葉尊者在僧團中的影響力便變得重要起來。等到佛

陀去世，大迦葉尊者儼然成為僧團的台柱，主持佛陀的葬禮，召集經、

律的結集。 

  王舍城結集的另一位重要尊者，是優波離。他是與大迦葉尊者風格相

近的人，持律第一，生活嚴謹，也嚮往頭陀行。可以想見的是︰參與這

次結集的五百阿羅漢，傾向大迦葉尊者、優波離尊者學風的，可能佔了大

多數。對舍利弗尊者、目犍連尊者與阿難尊者的智慧（分辨）、多聞學

風，是不容易接受的。在這種情形下，阿難尊者所傳述的佛陀遺命：

「小小戒（雜碎戒）可捨」，就不容易受到尊重與認可的。大迦葉尊者甚

且還因此而牽連出九件事（歸納為戒律、女眾出家、侍佛不周等三類），

來指責阿難尊者（《五分律》，《大正大藏經》二二‧一九一中）。

阿難尊者說「我於此，不自見有罪，信大德故，今當懺悔。」（《四分

律》，《大正大藏經》二二‧九六七下）但是，其他沒有參加結集的尊

者，就有支持「小小戒可捨」的不同聲音。如富蘭那尊者，就率領五百比

丘，趕到王舍城，向大迦葉尊者當面提出異議︰「君等結集法、律，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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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然我親從佛聞，亦應受持。」（《赤銅鍱律小品五百犍度》）「我親

從佛聞：內宿（寺院內貯存飲食）、內熟（在寺院內煮食物）、自熟（自

己煮東西吃）、自持食從人受（自己伸手取東西來吃，而不是如優波離尊

者制定的戒律︰要由別人拿給自己--手授或口授的食物，才可以吃）、

自取果食（可以自己摘果實來吃）、就池水受（可從水池中取水耕食物

來吃）、無淨人淨果、除核食之（沒有淨人為淨，也可以自己去除果實的

核來吃）。……我忍餘事，於此七條，不能行之（無法遵守）。」

（《五分律》，《大正大藏經》二二‧一九一下、一九二上）

 王舍城優波離尊者結集的律，即使是在當時就已經存在異議。阿難尊

者晚年，常在王舍城、華氏城、毘舍離等東方地區遊化。推想毘舍離等東

方地區，應是承襲阿難的學風的。所以西方上座耶舍比丘，到東方毘舍

離後，所發現跋耆族的比丘「十事非法」，其實都還是屬於有關飲食的

「小小戒」。即使是「金銀淨」，也都還尚有可議之處（依波羅提木叉，

只有不可受畜金錢，而不是不可乞求金錢）。

對戒律看法之不同，實在是僧團分裂的直接原因。

三、阿育王的推展佛教

阿育王信奉佛教，護持佛教，並推展佛教。他派遣知名的大德，分往邊

遠地區，如緬甸、斯里蘭卡、喀什米爾等地區傳教，將佛教帶入了國際化的

新紀元。擴展中的佛教，接觸到了更多地區，不同的民族文化與風俗習慣，

於是有了更多的折衷與適應。佛教在不同的區域，表現著不同的面貌，對邊

地文化的必要適應，擴大了區域性差異，這就更進一步地推動著僧團的

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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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部派思想大義

 「於三藏中多諸異論，但人多喜起諍論者，所謂『二世有、二世無』，

『一切有、一切無』，『中陰有、中陰無』，『四諦次第得、一時得』，

『有退、無退』，『使與心相應、心不相應』，『心性本淨、性本不

淨』，『已受報業或有、或無』，『佛在僧數、不在僧數』，『有人、無

人』。」（《大正大藏經》三二‧二五三下）

 為避免繁瑣，以下僅嘗試作原則性的歸納，選擇對以後發展，有重要影

響的主要論題，列舉「佛陀觀」（有關部派風格的）、「生死輪迴」（有

關說理分析的）、「修行次第」（有關修行經驗的）等三個主軸，作概略

的介紹。

 一、佛陀觀︰離開佛陀在人世間的時代愈遠，佛弟子對佛陀的懷念日

深，「人間佛陀」的事實，也就可能愈模糊。屬於大眾部系的部派，對

佛陀在人間成佛的看法，有了情感性的變化，認為偉大的佛陀，是來世

間示現的，不是由一般人類成佛的。佛陀的身體、壽命、威力，都廣大

無邊；佛陀的說法，每句話都能利益眾生，如「以一音演說法，眾生隨

類各得解。」佛陀知一切法，回答問題「不待思惟」，常在定中（《異

部宗輪論》，《大正大藏經》四九‧一五中、下）。這樣子的佛陀觀，

讓人覺得佛陀已經不屬於「人間」的人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樣的

佛陀觀，是不是也會讓人懷疑，人類可以經由修行成佛？

 僧團經過三百多年的分化，一直到西元元年左右，佛教發展的主流逐漸

轉入大乘佛教為止，有十八部或二十部之說。從論典（阿毘達磨）的發

達，可以瞭解到各部派對佛法，有不同的詮釋與見解。這些不同的詮釋與

見解，如果從印度佛教思想發展的軌跡來看，正是居於「上承阿含，下啟

大乘」的樞紐地位，孕育往後「中觀」、「瑜伽」、「真常」等「大乘三

系」思想的開展。各部派間不同的論點很多，如《成實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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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屬於上座部系的部派，大多仍然維持歷史上的人間佛陀觀。

從佛陀觀的不同，開展而來的，是對阿羅漢等聖弟子的成就看法不同。

在《雜阿含七九七經》中，對修學佛法而有成就者，安立了四個階位︰

初果須陀洹：這是指斷身見、戒見取及疑等三結的聖者。二果斯陀含：這是

指斷三結，貪、瞋、癡薄的聖者。

三果阿那含：是斷五下分結（五下分結即三結與貪、瞋）的聖者。

四果阿羅漢：是貪、瞋、癡永盡，一切煩惱永盡的解脫聖者。

其中，《阿含經》將初果須陀洹描述為：

「不墮惡道，必定，正趣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然後究竟苦邊。」（《雜

阿含六一、六四四、六四八、三九六、八五四、九一七、九六四等經》）

這可以看作是解脫道上的一個重要標竿。「必定，正趣三菩提」，就

是必定會在解脫道上，勇往直前，直到解脫，中途不會退墮的。

 在大眾部系理想的佛陀觀下，佛陀的崇高偉大，是佛弟子所不可及

的，即使是解脫的四果阿羅漢，也只是斷煩惱，而未斷「習氣」。

所以，比起佛陀，還相去甚遠。這也與上座說一切有部等系認為阿羅漢與佛陀的差

別，只在於佛陀的解脫，是自己悟得的，而阿羅漢是經由佛陀教導後，才

自己悟得（《雜阿含七五、六八四經》）的觀念不同。而上座部系所認為

不退轉的初果，大眾部系卻認為初果還是會退墮的，並且認為證初果的

人，除了殺父、母、阿羅漢、破和合僧團、出佛身血等五種墮無間地獄的

重罪不會犯外，還是會「造一切惡」的，這與原來須陀洹果的標準（定

義）實在相去太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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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想必與「貶抑聲聞聖者，而誇揚大乘菩薩」風潮的開展有關，對

往後佛教中大乘與聲聞乘對立的不幸，有著深切而不良的影響。至於大乘

佛教中，般若思想系統所說的「煩惱」與「習氣」，唯識思想系統所說的

「煩惱障」與「所知障」，如來藏思想系統所說的「無明住地」，可能都

是從阿羅漢不斷餘習的思想逐漸演化而來的。

從佛陀觀之不同，也有可能是上座部系重論，大眾部系重經的成因之一。

試作下表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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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關於生死輪迴︰否定生命中有一個常恆、不變的主體，在流轉生

死，是佛教教義上的一個重要特色，稱為「無我」，而成為佛教「三法

印」之一的。佛陀肯定奧義書的「業感輪迴說」，但卻否定其「真心梵

我論」。「真心梵我論」主張有一個真我，在造業、受報、輪迴生死，這

與佛教「無我」的主張是不相容的。佛陀對於生命從死到生的描述，在漢

譯《阿含經》中，有幾種不同的翻譯：最常用的是「識」（《中阿含九七

經大因經》等，以及十二緣起支中的「識緣名色」），其他如「異陰相

續」（《雜阿含三三五經—第一義空法經》）、「{與}（餘）陰相續生」

（《雜阿含一０五經》）、「神識」（《雜阿含九三０經》、《增一阿含

一六—九（一二八）經》、《增一阿含二六—一０（二三四）經》等）、

「識神」（《雜阿含一二六五經》、《長阿含七經弊宿經》、《增

一阿含二一—三（一七七）經》等）、「精神」或「神」（《長阿含一、

七經》等）、「香陰」（《中阿含一五一、二０一經》）、「意生身」

（《雜阿含九五七經》）等，而南傳《尼柯耶》中，與之相對應的經文，

則只使用「識(viññāa) 」（《Ｓ二二•八七—跋迦梨》、《Ｍ•三八—

渴愛的滅盡大經》）、「心(citta) 」（《Ｓ五五•二一—摩訶男》）、

「乾達婆(gandhabbo)」（《Ｍ•三八—渴愛的滅盡大經》）等。而《阿

含經》中，對「識」、「神識」、「神」，乃至於「香陰」是什麼，並沒

有進一步的描述，或許當時更注重的，是從死到生驅動力（集）的探討，

以及如何止息這個驅動力的修行方法（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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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派佛教時期，顯然將焦點擴張到生死輪迴、業報流轉過程的探討上，

論究從死到生如何轉移，中間是否存在某種狀態？而這個狀態的性質又

是如何？……等。這樣，多數的部派都不免涉入了探求一切法自性

「有」 、「無」的領域，而更接近形而上的論理推演了。這與佛陀以眾

生身心的觀察，重於經驗而少哲學性探求的教說，恐怕是有些差異了。

 一切法，並非漫無範圍，早期佛教是明確地指五蘊、六處及六界的

（《雜阿含四二、二三一經》），或進一步將六根與六境合稱為十二處，

將六根、六境與六識合稱為十八界，總不外乎是直指我們身心活動的範

圍。部派時代，為了探究生死輪迴的流轉機構，開始論究一一法的特性是

什麼。於是有認為可以將一一法分析到最小，然後說，這個最小單位的體

性是實有的，是恆是常；也就是說，一一法的自性是實有的。而經由這些

實有自性所組成的，是因緣條件下的有，可以表現出其「作用」（功能）

的。這「作用」，是會變化的「假有」，是無常的。 

至於哪些「法」可以分析到最小單位，而找到其自性實有的，各部派

則有不同的論點：說一切有部與犢子部認為「蘊」、「處」與「界」都

是，但後起的經部說法不同，他們認為「蘊」與「處」，都是因緣條件

下的有，不認為「蘊」與「處」可以分析出具有實有自性的最小單位。

但認為「界」，是實有自性的。至於大眾部系統的說假部，則主張

「處」與「界」都是假有的。 

 除了蘊、處、界實有自性的不同看法外，對解脫後的涅槃境界，也有

不同的論點。說一切有部認為涅槃是實有的，但又與平常感官所能覺察

的「實有」不同。這樣的觀點，對往後大乘佛教的「真常妙有」思想，可

能有所啟發與關連。其它的部派，則大都主張涅槃沒有實體。本來《雜阿

含經》中，對解脫境界的描述，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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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瞋、癡永盡，一切煩惱永盡。」（《雜阿含七九七經》）

「一切我、我所見、我慢、繫著、使，斷滅、寂靜、清涼、真實。

……生者不然，不生亦不然，……甚深、廣大，無量、無數，永

滅。」（《雜阿含九六二經》）而已，除此而外，再多的理哲推

演，對一個還未有解脫體驗的學習者來說，恐怕也沒有什麼助益的

吧！

 一切法自性的「有」、「無」，若從時間的角度來看，有說「過去」、

「現在」、「未來」諸法自性實有，如說一切有部、犢子部及其分出之四部

和說轉部。他們認為一切法不增不減，說生滅，說無常，那是依著諸法的作

用來說的，論到諸法的自體，是恆住自性，也就是說：法體是沒有生滅的，

這就是「三世實有」說。與之相對立的，是大眾部系，以及與大眾部系地理

位置相接近的化地部（屬於上座分別說系）的「現在有」說。「現在（實）

有」說認為「過去、未來非實有體」；過去的「曾有」而影響現在，未來的

「當有」又基於現在有，所以一切法是依現在而安立的。一切法的實相（自

性），都只在當前的剎那中，而不承認三世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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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部派間，雖然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卻可以發現，其中有一個值得注意的

立論基礎，那就是「假必依實」。本來，探討諸法自性的有無，其目的是要

建立因果相續的解說。「假必依實」的觀念，終究是與緣起法不能相容的。

往後，部派間對有關「有」、「無」的思想有持續的發展，而有「我法俱

有」（犢子本末五部及說轉部）、「法有我無」（說一切有部）、「法無去

來」（大眾分別說系及經量部）、「現通假實」（說假部）、「俗妄真實」

（說出世部）、「諸法但名」（一說部）、「現在世所有諸法，亦唯假

有」、「一切法都無自性，皆似空花」等多種論點，大體來說，「空義」

又有逐漸開展的趨勢。初期大乘佛教的「般若思想」，明顯地向假有、無

實的坦途邁進。到了龍樹菩薩，作《中論》，闡揚一一法皆無自性故空的

思想，重新回歸佛法的基礎理論。然而往後大乘佛教的「唯識」與「如來

藏」思想，又重返「假必依實」的立場，重新適應不習慣無我說的學佛

者。

 論到「生死輪迴」、「業報相續」的機制，說一切有部本宗，基於其

「三世實有」的體（恆）用（異）二元論，立一個沒有實體性的「世俗補

特伽羅」（或譯為「假名我」），來解說從前生到後世的生死業報，乃至

於記憶的作用，這是「法有我無」一類的。其後，從說一切有部分出的說

轉部（西元前一世紀左右發展於印度西北部的），則持不同的論點，說有

「勝義（真實）補特伽羅」（即真實性的我，應是屬於「法我俱有」一類

的），而立「根本蘊」與「作用蘊」。勝義補特伽羅，是體（恆）與用

（異）所組成的綜合體，有常一性，又有轉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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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一性就是體，就是根本蘊（一味蘊），轉變性就是用，就是作用蘊，這是依於

「根本蘊」而升起的，所以也稱為「根邊蘊」。以後又分出的經部（西元二、三

世紀左右興起於印度西北而大興於東印度的），在大眾部與分別說部的「過、未

無體而現在實有」說，與大乘「三世一切法空」說的環境下，拋棄了「三世實

有」的傳統，而立「集起心」，以「種子薰習」說為立論基礎，認為「業」可以

有薰成感果的功能，於生死輪迴中再度顯現，就如同種子經由芽莖，使植物相續

生存一樣。這樣的論點，應對往後大乘有宗（瑜伽論者）的開展，或有所啟發。

從上座（說一切有）部分出的犢子部，及其再分出的四個支派（正

量、密林山、賢冑、法上），則成立「不可說我」。「不可說我」是依

蘊、處、界而假名施設，雖假而有（即所謂的「假有體家」，是相對於說

一切有部「假無體家」而說的），沒有離開蘊，而又不等於是蘊，就像著

了火的木材，火不離木材，而卻不等於是木材一樣。犢子部說，「不可說

我」不是有為（無常），也不是無為（常），而是不可說的有（形而上的

實體），有生命輪迴的主體、能記憶者、為六識升起所依、使眼等諸根生

長的功能與意義，與神教的神我說相近，是屬於「法我俱有」一系的。

犢子部系的「不可說我」，與說轉部所說的「勝義補特伽羅」，意義十分相

近，但與說一切有部的「假名補特伽羅」（「假名我」）的思想有著根本的

對立。「假名我」是依諸法實體所表現出來的作用而建立的（但過、未、現

在諸法的實體個別個別），法體與作用的關係是不一不異，但重於不一（法

體與法體實有而異）。「不可說我」也說法體與作用不一不異，但重於不異

（從前世到後世，作用變化而法體恆存來解說移轉）。更值得注意的是，犢

子部系的「不可說我」，對後來大乘佛教「諸法實性」的探究與開展，如

「般若性空」體系所主張的「不可說法」（諸法的真勝義諦—— 畢竟空），

「虛妄唯心」體系所說的「阿賴耶」，「真常唯心」體系的「真常我」（或

「如來大我」），都有著不可忽略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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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不主張三世實有的其它部派，如大眾部與分別說部系的部派，大都

主張「一心相續」，以「心」來說明造業、受報、記憶與輪迴的種種問

題，而且這個「心」，還是「心性本淨，客塵所染」的。

 大眾部系認為「心遍於身」；「細意識遍依身住」。主張眼等五根只是

肉團，沒有覺受功能。有覺受功能的，是遍於其中的「細意識」。「細

意識」是微細的心理活動，表現著生命的特徵，以此來說明生死輪迴。所

以，「大眾部」在「六識」以外，立一個恆存的細心，稱為「根本識」。

「根本識」與「六識」的關係，正如「樹之依於根」，為「六識」升起之

所依。

 屬於分別說系的赤銅鍱部，在「一心相續」的論說下，立「有分識」。

「有分識」是指在生時、死時都存在的識，相當於現在所說的「潛意

識」。一切心識的作用與活動，都依「有分識」而起，心識恢復平靜

後，又歸於「有分識」。記憶、造業受報、生死輪迴、從繫縛到解脫，都

以「有分識」來解說。不論是立「心」，或者是立「有分識」，通俗是看作

自我作用的。這對後來大乘佛教的「真常心」思想的開展，是有深切關

係的。

 其他屬於分別說系的，如化地部立「窮生死蘊」的種子說，後來與經部

合流。還有不知名的分別說系支派，也有立「細心識」的，與後來大乘唯

識系的細心思想十分相近，幾到了不易辨別的地步。

 立世俗補特伽羅的「假名我」，或者是勝義補特伽羅的「實法我」，

或者是「不可說我」、「一心」、「有分識」等等，其實，都脫離不開外

道「神我」的陰影。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只要對「有業報而無作者」《雜

阿含三三五經—第一義空法經》）的答案，仍然不感到滿意時，是否應該

回頭檢視一下自己，在這不滿意的背後，存在著多少「有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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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死輪迴的另一個問題，是業力如何轉移。說一切有部系認為業是四大

所造，是一種沒有對、礙的色法，稱為「無表色」。從說一切有部分出

的，比較晚成立的經部雖也承認「無表色」，但不認為「無表色」有實

體，而認為「無表色」是微細潛在相續的「思種子」。而化地部則建立

「細微潛在」的觀念，如將煩惱分成現起而與心相應的「纏」，以及潛在

而不與心相應的「隨眠」兩類。正量部立「不失法」，即造業後，在五蘊

相續中，有一種稱為「不失法」的東西生起。這個「不失法」，要等到感

得果報後，才會滅去。就好像我們借東西，所留下來的借據。等到東西歸

還後，借據才會毀去一樣。大眾部系不認為可以用「無表色」來說明業，

而立「曾有」、「成就」，來建立潛在業力的相續。

這是在眼、耳、鼻、舌、身、意等識的認識作用之外，再立「攝識」的作

用。這是以一遍遍讀經，最後終能背誦為原理，近於「薰習力」的觀念來

解釋。這些「細微深潛」、「不失法」、「攝識」等觀念，乃至於後來經

部發展出來的「種子思」與「薰習說」，對後期大乘佛教唯識學的第八阿

賴耶種子識，都有一定的啟發作用。試作下表歸納：

表3-3：佛教部派對生死輪迴的不同解說 

五蘊 
統一論 

(平等門) 

說一切有部系 

說一切有部：世俗補特伽羅 
(假名我：依和合建立作用，依相續說轉移) 

說轉部：勝義補特伽羅 
(根本蘊；實法我：體恆用異二蘊說) 
(經部：集起心；蘊藏一切法的種子) 

犢子部 不可說我(內在的統一) 

心識 
統一論 

分別說部系 化 地 部：窮生死蘊(種子說) 
赤銅鍱部：有分識(九心輪) 

(殊勝門) 大眾部系 大 眾 部：根本識(六識升起所依，如樹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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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念見諦與次第見諦︰這是部派間，對修行次第的不同觀點。大眾

部與分別說部系的部派，認為可以是「一念見諦」，直接由滅諦悟入而見

法入涅槃的，類似所謂的「頓悟」。但是，說一切有部與犢子部系的部

派，都認為四諦是有次第性的，應該是從苦、集、滅、道依次悟入而見法

涅槃的，類似所謂的「漸修」。就像走階梯一樣，一階一階地走的（《雜

阿含四三五、四三六、四三七經》）。一念見諦的看法，應該對日後大乘

佛教，主張直接由涅槃（滅諦）著手的修行法，有所啟發吧！

印順法師認為，一念見諦或次第見諦，是屬於修行體驗的範疇，不是從理

論中推出來的，兩者因人而異，都有可能。不過個人認為，四諦具「次第

特性」的說法，就道理的理解上，與修行方法的下手上，有可能比較容

易被接受。

不過，或許一分利根者，或一類瑜伽行者，有可能可以經驗到快速地通

過苦諦與集諦，而在滅諦成就的。就一般的情況來說，直從滅諦成就，對

一般的凡夫，有可能是比較難下手的。

其它︰

除此之外，以下幾點部派的論議，也對往後大乘思想的發展，有一定的

影響：

 一念見諦與次第見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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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眾部系認為眼等五識，也有離染（煩惱）的能力，這與往後「音

聲佛事」，如強調出聲的念佛與誦經修行，有一定的啟發。

2.法藏部是舍利塔的崇拜者，應該與屬於大乘佛教，《妙法蓮華經》

中所提倡的「供養舍利塔者，皆成佛道」的思想，有所關連吧！

3.赤銅鍱部在西元前一世紀時，就接受現在有十方佛、十方佛土的

觀念，這個觀念，為大乘佛教念佛與淨土法門的重要觀念。

對法的詳細分析，是上座部系的共通特色。詳細的分析與思辨，建立了許

多法數與名相的專有名詞，以及細膩的思想體系。這樣的發展，並不利於

佛教的普及化。或許對以實踐解脫為目標的佛陀本懷，也有所偏離吧！

思  考

一、「人間的佛陀觀」與「示現的佛陀觀」對您有什麼不同的影響？

二、回歸原始佛教可行嗎？怎麼做呢？

三、修行團體有必要嗎？您覺得理想的修行團體應具備哪些條件？

四、您對部派分化有何感想？

五、談到業報，您對「積善之家，必有餘蔭」的看法如何？

六、再談業報：什麼是「罪業深重」？罪業深重的人當如何修行呢？

七、您認為部派思想，在佛教思想史上，應如何定位？

八、如何從緣起的觀點看「識」以及「識入母胎」？

九、您認為「阿羅漢」與「佛陀」有什麼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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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回顧佛教發展的歷史，之所以可以將之分為「佛法」、

「大乘佛法」、「秘密大乘佛法」等三期，或更細地分為「原始佛教」、

「部派佛教」、「初期大乘佛教」、「後期大乘佛教」、「秘密大乘佛

教」等五期，實在是因為各期在思想上，確實有明顯可辨的差異性存在的

緣故。假如我們以最簡單的方式，大概可以摘要如表六之一： 

 回顧佛教發展歷史的抉擇    

《印度佛教思想史要略》第六章 抉擇 莊春江 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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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育王派遣傳道師的區域之遼遠，已超出其統治範圍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地圖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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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派佛教的弘化區

開仁法師編 《人間佛教講義》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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