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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佛法

u1、三學：戒、定、慧

u2、《宗義》：慧學=見為
主題(戒=道之基、定=道所
依泛攝在內)



整體佛法

u3、智慧劍(獅子)斷煩惱薪五
支箭(猛獸)(貪、瞋、慳吝、
疑惑、妒忌)

u總源頭=愚癡(靶心)=不知取
捨的心識



😎無明愚癡🤡

u1、遮覆暫時和究竟快樂

u2、世間一切煩惱和痛苦的
根本因

u3、一切過患的根本



😎無明愚癡🤡(⼤魔王)

惑 業 苦



🤡⼤魔王=😎無明愚癡

u1、不知取捨善惡、因果

u2、不知聞思修行

u3、對空性(真實的、離一切戲論
的) 一點都不了解

u4、對真實不欺的因果緣起性絲
毫不了達



最終須要斷除的：無明

u不通達

u諸法本性的

u無明



如何斷愚癡?
答案：唯一的

u只有大慈大悲

u本師釋迦牟尼佛的

u教言



佛陀殊勝教言

u1、大陽摧毀一切愚癡黑暗連根拔除

u2、教證：造論、傳法、講法均須依
靠佛陀教證為依據=分別念詮釋將成
無明增上因

u3、分別念所造論典(禪松博論)=無明
愚癡的根本(不二)≠無明愚癡對治品
❈凡夫未現量見到諸法本性



悲憫心

u利益無量無邊眾生
u佛法恩德無量無邊
u聞法功德非比尋常
u不謀私利發菩提心
u讓法功德無有窮盡



濁世眾生

u1、佛法能斷除痛苦黑暗
u2、不希求殊勝對治智慧

u3、天下最大愚癡：不聽聞、
不思維、不修持無上甚深微
妙法



側重：教言饒益有情

u一句一偈：斷除無始無明

u任何咒語：無法比擬教言
u聽聞法要：對其意義進行觀察、思維。
猶如純金通過16次錘鍊

u運用智慧：再三思維佛為我們所留下的
教言、繼續修行、至無上正等正覺



教言(錄音機)
u1、三世諸佛：恩重如山
u2、無上勝妙：佛法
u3、三寶
u佛：救護者
u法：斷無明
u僧：引導者
u與佛親自傳講無任何差別



智慧火
u1、燒盡世間法的茂林
u2、燒盡形形色色的外道觀點：十四無
記法：我是常有、不常有、有邊、無
邊、過、現、未、五蘊我一或異…自
性存在(石女的兒子、子虛烏有)

u3、燒盡分別念的緊緊束縛
u4、燒盡自已騙自已



外道、分別尋思者

u1、建立宗見增上無明主因

u2、無半點可靠

u3、愈觀察愈陷入無明愚癡

u4、無任何實際利益



最殊勝訣竅緣起性空
u1、整個世間、梵天、大自在天對殊
勝教法如聾如啞

u2、佛：世界上尋覓不到、唯一最究
竟、徹底覺悟的一切智智(最殊勝)

u3、眾生、任何宗派對心相續的無邊
黑暗束手無策



緣起性空

u1、84000法門都包含在緣起性空
u2、教言中最主要的訣竅
u3、無死的甘露
u4、摧毀黑暗的一盞明燈
u5、斷除分別念和邪宗銳利寶劍
u6、醫治煩惱、痛苦的妙藥



如何修「緣起」?
如何悟入「緣起」?無我：

u各宗派對「無我」的看法/
u及如何修習無我/
u如何覺悟無我
u各宗宗義都有明確敘述



對治五毒教言：緣起性空
u1、佛：徹見諸法本性、了達緣起性空
u2、法：能聽聞殊勝教法
u3、異於常人的殊勝緣份
u4、百千萬劫累積福德資糧善果
u5、就像手上的庵摩羅果
u6、內外了了分明



理據

u本書據：寶無畏《宗義》寫綱要
u望洋興歎：靜思門慈濟宗?中華
禪法鼓宗?八宗兼融?

u盜用佛語騙子：蕭、宋、紫、蓮
u怪力亂神所惑：附佛法外道?或
新興宗教?



《四部宗義》之根據
漢藏傳承不同一、藏傳：

u唯識/安慧

u中觀/完備



二、漢傳：

u唯識/護法、戒賢
u中觀/龍樹：《大智度論》《中論》
u 青目釋：《十二門論》
u 提婆：《百論》
u 如石：寶無畏《宗義》
u



小乘二部宗(有部、經部)
取材自：

u1、《大毗婆沙論》

u2、《俱舍論》

u3、《成實論》

u4、印順《說一切有部為主
的論書與論師之研究》



大乘唯識宗
安慧之說

u呂澂、霍韜晦：梵、藏譯，
安慧《三十唯識釋》

u日本：學術著作



大乘中觀宗
月稱應成之學

u1月稱：《入中論》
u2宗喀巴《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
u 《入中論善顯密意疏》
u 《菩提道次第廣論》、
u 土官《宗義》
u3龍樹：《大智度論》



各宗宗義
u1、不可能：和盤托出
u2、只能：提綱契領/先編綱要/講釋原因
u3、依據：各宗善本譯典
u (1)毗婆沙宗義：據《俱舍論》/但不可混入
論主所許《經部》義/

u (2)西藏寶無畏《宗義寶鬘》有此缺失
u (3)日慧，疏讀《順正理論》有此缺失
u4、講宗義不是一件易事



宗義學之障難

u1、講說、聽聞

u2、尚待提倡



講說者條件：《俱舍論》

u1、登地以上的菩薩

u2、親見佛菩薩

u3、精通五部大論：



依漢傳佛教，這五部論：

u《瑜伽師地論》，百卷，唐玄奘譯；
u《大乘莊嚴經論頌》，十三卷，唐波羅頗蜜多羅譯；
u《分別瑜伽論》，未翻；
u《金剛般若論》二卷，秦羅什譯。北魏菩提流支譯
(《金剛般若經論》)、唐義淨譯(《能斷金剛般若波
羅蜜多經論)

u《辨中邊論頌》，一卷，唐玄奘譯。



依藏傳佛教，彌勒五論：

u《辨法法性論》、

u《辨中邊論頌》、

u《究竟一乘寶性論》、

u《現觀莊嚴論》、

u《大乘莊嚴經論頌》



藏傳佛教五部大論
u法稱（Dharmakīrti）的《釋量論》
（Pramāṇavarttikakārika）

u彌勒（Maitreya）的《現觀莊嚴論》（Abhisamaya-
alaṅkāra），一說是無著 （Asanga）的作品。

u月稱（Candrakīrti）的《入中論》
（Madhyamakāvatāra）。

u功德光（Gunaprabha）的《戒律本論》。
u世親 （Vasubandhu）的《阿毗達磨俱舍論》
（Abhidharma-kosa）。



講說者條件：《菩提道次第廣論論》

u 1、獲得一切圓滿波羅蜜多

u 2、講說者能令發生無量知解

u 3、行持時能有何等利益

u 4、通達法無我

u 5、現證真實

u 6、教理通達(具足教證)

u 7、《莊嚴經論》「調伏、靜、近靜、德增、具勤、教富饒、
善達實性、具巧說、悲體、厭離」



聽聞者條件

u一、斷器三過：器倒覆、不潔
淨、底穿漏

u二、依六種想：如病想、如醫
想、起藥品想、療病想、佛如
善士想、正法久住想



讀《宗義》的困難

u1對佛法最基本認識都不夠

u2至少讀些正確概論性讀物

u3讀時須好好思惟

u4否則還是不容易契入《宗
義》



讀《四部宗義》好處

u1、系統佛學入徑

u2、了解整體佛法

u3、掌握全體佛法大義

u4、辨別內外道

u5、各宗定義差別、因道果敘述非常清楚

u6、各宗說理不同但所通達之果不能不同



台北到阿里山看日出

u1、心中有譜(我)
u2、路人甲(他)
u3、導航(短路)
u4、天災、人禍



日慧法師結頌

u佛法三乘四宗義

u試集賢聖諸論說

u願能以此導有志

u得其所宗之宗見



禪宗：中觀修般若波羅蜜的
行門之一

u禪=般若(異名)

u禪≠禪定



淨土宗：持名念佛

u中觀系的行法之一

u龍樹《十住論》：佛為
怯懦眾生說持名念佛(待
思索)



律(宗)：不能獨立成宗

u律，不能包含

u因、道、果的次第



密宗

u1、若干支派

u2、修道立說各異

u3、因、道、果之見，取大
乘二部宗中的一部



〈佛教四大部派宗義講記〉
課程大綱

u一、前言
u二、文本根據

u三、各部宗義架構
u四、宗見在宗義中的地位

u五、各部宗義主題略說



參考書目

u1、貢噶：《宗義》略義

u2、《金剛乘全集》(乙編，
劉銳之譯：寶無畏自在尊
者《外內宗義略論》(完備)

u3、如石：《宗義寶鬘》



參考書目

u4、法尊譯：土官《宗義》

u5、宗喀巴：《辨了不了義
善說藏論》、《入中論善
顯密意疏》



參考書目

u5、土官呼圖克圖著，
法尊譯：《讀懂四部宗
義》：《四部宗義講記》
大千出版社



講經

u1、倉忠.仁波切Tsadong
Rinpoche《佛教四部宗義》

u2、明就.仁波切《四部宗義》

u3、苗栗.觀自在蘭若.釋慧澄
法師.講授



不吝教正

u1、《四部宗義》不容
易學

u2、必有闕失



調查表
姓名：聯絡電話：E-mail：

u一、歸依三寶的因緣
u二、今後對佛法解行的誓願
u三、我對佛法最基本認識：☐禪☐淨
☐律☐密☐天台☐華嚴☐三論☐唯識
(法相)☐ 俱舍☐成實

u四、我曾讀過的佛學讀物
u五、我對佛法的啟悟：
u六、我對佛法的疑惑：



迴向文

u無量無邊法理水.一致流入解脫海

u縱一滴字將三毒.完全淨除之甘露

u聖般若智精勤修.畢竟斷盡有漏苦

u天魔外道不障難.同登圓滿大覺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