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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廣大行--《成道之道》大乘不共法  

課程說明 

大乘以成佛為目標，分為深見與廣行二門。三論宗以龍樹《中論》、《十二門論》及提婆《百

論》抉擇佛法深理，還須配合菩薩廣大行。本課程略述大乘佛法之廣行，依印順導師《成佛之道》

大乘不共法為綱，以龍樹《十住毘婆沙論》、《大智度論》及此二論所依之《十地經》、《般若

經》等經論為典據，有助於學員綜合大乘佛法之解行二門，了解菩薩道之修行法門及道次第。 

 

課程名稱 : （佛陀教育學院第四屆）三論宗－菩薩廣大行--《成佛之道》大乘不共法 簡介 

課程時間：2019 年 12 月 22 日起，至 2020 年 3 月 22 日止，每週日早上 09：00 ~ 12：00  

課程地點：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 55 號 佛陀教育基金會 地下室教室(2)  

授課老師：見晉法師 

課程教材：一、自編講義；二、印順導師 《妙雲集》中編之五《成佛之道（增註本）》（新竹：正

聞，2003，50 開本） 

 

次 日期 主題 

一 
2019 

12/22 

1 如來出於世間之因緣 

2《十住毘婆沙論》成大法故 名為大人 

3 龍樹論所闡揚之菩薩精神 

4 解脫道 v.s.菩薩道 

5《十住毘婆沙論》應遠離四像菩薩法 

6 修行法門：依三心相應修六度、四攝…菩提分法 
二 12/29 

1《大智度論》之布施波羅蜜 

2 布施度 vs 布施攝  3《大智度論》檀種種功德 

三 
2020 

1/05 

1《大智度論》之戒學思想、十善道 

2《十住毘婆沙論》五乘之十善 

3 聲聞、菩薩戒定慧三學之同異  4 愛語攝 

四 1/12 

1 忍辱波羅蜜  2 利行攝  3 同事攝 

1 精進波羅蜜  2 難行道 v.s.易行道 

3《十住毘婆沙論》之易行道  4 三十七菩提分法 

五 1/19 
1 止觀次第  2 念佛、念息法門 

3 九住心、四禪、八定、五神通  4 禪定波羅蜜 

 1/26 （大年初二） 

六 2/02 

1《大智度論》之般若波羅蜜   

2 二空觀門、現觀善巧   3 二諦觀門 

4 印順導師「宏闡中期佛教之行解」之宗趣 

一切諸善法，同歸於佛道；所有眾生類，究竟得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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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 日期 主題 

七 2/09 

1 大乘三系  2 性空唯名系 

3《解深密經》之三時教、五事具不具 

4 虛妄唯識系 

八 2/16 1 真常唯心系  2 三系會通 

九 2/23 1 四攝在菩薩道修行中的定位 

十 3/01 

1 大乘行位(菩薩修行道次第) 

2 菩薩十地  3《十住毘婆沙論》初地無五怖畏 

4 五地之真俗二智  5 六地之緣起觀 

十 

一 
3/08 

1 菩薩修行道次第  2 九地之四無礙解 

3 方便、願、力、智波羅蜜 

4《大智度論》五種菩薩 

十 

二 
3/15 

1 佛果三身  2 佛具一切智嗎？ 

3 十力、四無所畏、十八不共法  4 佛身與佛土 

5 一佛乘 

十 

三 
3/22 總結 

 

（佛陀教育學院第四屆）「三論宗」課程說明： 

三論宗依鳩摩羅什三藏所譯的──龍樹的《中論》、《十二門論》，及提婆的《百論》而得

名。後代的三論宗都依此為根源，而通釋一切大乘經義。 

考察三論的根源、發展與近代的弘傳，佛陀教育學院第四屆「三論宗」課程以龍樹學的三論為

主，嘉祥大師的《三論玄義》、僧肇的《肇論》、印順導師的《中觀今論》、《中觀論頌講記》，

以及三論宗教史為輔。希望能為有志於一窺三論奧堂者，充作登梯叩門之機。 

另外，大乘以成佛為目標，分為深見與廣行二門，三論是屬於佛法抉擇深理的論典，故本課程

安排《成佛之道》大乘不共法一章，略述大乘佛法之廣行。綜合解行二門，才能稱為完整的大乘佛

法。 

 
（佛陀教育學院第四屆） 

「三論宗」課程  
主講  時程  備註  

1 三論宗發展史  胡至剛居士  3 個月  
第一年 

2 三論宗思想概論  開明法師  6 個月  

3 《肇論》導讀  胡至剛居士  5 個月  

第二年 4 嘉祥大師《三論玄義》  開明法師  6 個月  

5 《成道之道》大乘不共法  見晉法師  3 個月  

6 《中論》  智諦法師  12 個月  第三年  

7 《十二門論》 智諦法師  3 個月  

第四年  8 《百論》 智諦法師  5 個月  

9 《中觀今論》  開明法師  5 個月  

一切諸善法，同歸於佛道；所有眾生類，究竟得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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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佛之道》〈大乘不共法〉偈頌科判 簡表 

摘自：印順導師 《妙雲集》中編之五《成佛之道（增註本）》（新竹：正聞，2003，50 開本）。 

參考：釋昭慧、釋性廣《成佛之道 偈頌科判表》（台北：法界，1992）。 

     《印順導師 『成佛之道』科判摘要》http://www.mahabodhi.org/arch2004/wtb.htm  

      釋清德《成佛之道 教材彙編》（新北市 2013）。 

釋見晉、釋見海製表 2018- 01 初版 2019-12 二版 

第五章 大乘不共法 

甲一、大乘不共法 (原書頁數 p.255-428) 

 乙一、大乘通說 (p.255-279) 

  丙一、根機不同 (p.256) 

   丁一、動機異 (p.256) 

    戊一、迴入 (p.256) 恥有所不知，恥有所不能，恥有所不淨，迴入於大乘。 

    戊二、直入 (p.259) 不忍聖教衰，不忍眾生苦，緣起大悲心，趣入於大乘。 

   丁二、性習異 (p.261) 或以信願入，或智或悲入。 

   丁三、依法異 (p.262) 或依聲聞入，或天或人入。 

  丙二、教法有異 (p.264) 趣入大乘者，直入或迴入，相應諸教法，實說方便說。 

  丙三、成佛種性 (p.266-270) 

   丁一、二種佛性 (p.266)    眾生有佛性，理性亦行性。 

   丁二、別敘行性 (p.266) 初以習成性，次依性成習；以是待修習，一切佛皆成。 

  丙四、菩薩殊勝 (p.270) 發心名菩薩，眾生之上首。世出世功德，悉由菩薩有。 

  
丙五、菩薩要行 (p.272)  

（大乘行總綱-三心） 

菩薩之所乘，菩提心相應，慈悲為上首，空慧是方便。 

依此三要門，善修一切行；一切行皆入，成佛之一乘。 

  丙六、菩薩學處 (p.275-278) 

   丁一、十善為本 (p.275) 菩薩之學處，十善行為本， 

   丁二、三聚淨戒 (p.275) 攝為三聚戒， 

   丁三、七眾通行 (p.275) 七眾所通行。 

   丁四、總別重禁 (p.278-279) 

    戊一、總相戒 (p.278) 退失菩提心， 

    戊二、四重禁 (p.278) 嫉慳與瞋慢，障於利他行，違失大乘戒。 

一切諸善法，同歸於佛道；所有眾生類，究竟得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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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二、大乘行、位 (p.279-418) 

  丙一、總說 (p.279-281) 總攝菩提道，六度與四攝；漸入於諸地，圓滿佛功德。 

  丙二、大乘行（修學法門）(p.281-398) 

   丁一、、別述六度 (p.281-396) 

    戊一、施度 (p.281-290) 

     己一、利生為本 (p.281) 身及諸受用，三世一切善，為利諸眾生，無惜而行施。 

     己二、三類能施 (p.284) 下士為己施；中士解脫施；利他一切施，是則名大士。 

     己三、三類所施 (p.285) 財法無畏施； 

     己四、行施態度 (p.285) 難施殷勤施。聞施心歡喜，勝於寂滅樂。 

     己五、三種戒施 (p.287) 或有不應施，自他及所為。 

     己六、最勝布施 (p.288) 施以捨心勝，常修於意樂。 

     己七、世出世施 (p.289) 三輪處處著，是施名世間；三輪空相應，出世波羅蜜。 

    戊二、戒度 (p.290-295) 

     己一、護生為本 (p.290) 戒斷於損他，普施無所畏。 

     己二、失戒果報 (p.291) 失戒眾患本，惡趣亦貧困。 

     己三、持戒功德 (p.291) 持戒三善本：增上決定勝；為他淨尸羅，則入於大乘。 

     己四、輕重等持 (p.293) 受持淨戒者，如護於浮囊。 

     己五、絕諸戒慢 (p.293) 不輕於毀犯， 

     己六、不著於相 (p.293) 持犯俱不著。 

    戊三、忍度 (p.295-300) 

     己一、攝生為本 (p.295) 攝護於眾生，菩薩修忍度。 

     己二、三類忍義 (p.295) 耐怨安受苦，及諦察法忍。 

     己三、別明忍辱 (p.297) 瞋他有何益？自他增憂苦。瞋火燒善根，忍則五德具。 

    戊四、綜述前三度 (p.299) 施戒及安忍，多為在家說。廣聚福資糧，是佛色身因。 

    戊五、精進度 (p.300-313)  

     己一、二種資糧 (p.300)  佛說精進度，福智之資糧。無厭心如海，力盡而不止。 

     己二、障難對治 (p.302) 

      庚一、總敘二障 (p.302) 推延著世樂，自輕心怯弱。 

      庚二、別治怯障 (p.303) 

       辛一、三退練心 (p.303) 滿果亦難行，久處於生死，資糧廣無邊，練心勿退屈！ 

一切諸善法，同歸於佛道；所有眾生類，究竟得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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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二、易行方便 

        
壬一、方便攝護  

(p.305；306) 怯弱下劣者，希求易行道。佛有勝方便，攝護於初心。 

        壬二、例舉二門 (p.308)  

         癸一、彌陀淨土 (p.308) 於中殊勝者，往生極樂土，彌陀佛力持，不退於菩提。 

         癸二、藥師淨土 (p.310) 不捨現法樂，而向於菩提，藥師大悲願，東方現淨土。 

     己三、修集四力 (p.312) 勝解堅固力，歡喜休息力，能修於四力，精進不為難！ 

    戊六、論後二度 (p.313-315)（總說禪那及般若二度） 

     己一、定慧功德 (p.313) 三乘諸勝德，悉由定慧生。 

 

 
    己二、止觀次第 (p.314) 修習止觀者，應先修習止；止成觀乃成，次第法如是。 

    戊七、禪度 (p.315-334) 

     己一、總明修治 (p.315；316) 依住堪能性，能成所作事。由滅五過失，勤修八斷行。 

     己二、別說修治 (p.317) 

     五 庚一、治懈怠 (p.317) 懈怠為定障，信勤等對治。 

     過 庚二、治忘聖言 (p.318) 

     失  辛一、正念明記 (p.318) 正念曾習緣，令心不餘散，明記不忘念，安住而明顯。 

       辛二、二類所緣 (p.320) 聖說是所緣，能淨惑障者，或順於正理，能向於出離。 

       辛三、多習二念 (p.322) 

        壬一、總敘所緣 (p.322) 大乘多修習，念佛與念息。 

        壬二、別詳緣境 (p.323) 

         癸一、念佛 (p.323) 念佛由意念，真佛非像佛；觀相而持心，善識於方便。 

         癸二、念息 (p.324) 念息數隨止，非風非喘氣。 

      庚三、治惛掉 (p.326) 覺了沈與掉，正知不散亂。 

      庚四、治不作行 (p.327) 為斷而作行，切勿隨彼轉。 

      庚五、治作行 (p.328) 滅時正直行，斷於功行失。 

     己三、九住心 (p.329) 
內住亦續住，安住復近住，調順及寂靜，次最極寂靜， 

專注於一趣，等持無作行：聖說止方便，不越九住心。 

     己四、止成就 (p.331) 若得輕安樂，是名止成就。 

     己五、簡異計 (p.332) 明顯無分別，及妙輕安樂，是道內外共，由觀成差別。 

    戊八、般若度 (p.334-369) 

     己一、總敘般若 (p.334) 

      庚一、讚歎功德 (p.334) 般若波羅蜜，最尊最第一！解脫之所依，諸佛所從出。 

      庚二、依次修證 (p.336) 現證由修得，修復由思聞；善友及多聞，實為慧所依。 

     己二、別論般若 (p.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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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一、標示宗依 (p.338) 般若本無二，隨機行有別；般若諸經論，於此最親切。 

      庚二、二諦觀門 (p.340) （俗真） 

       辛一、總敘二諦 (p.340) 諸佛依二諦，為眾生說法：依俗得真諦，依真得解脫。 

       辛二、分別世諦 (p.342) 世俗假施設，名言識所識。名假受法假，正倒善分別。 

       辛三、隨勝義觀 (p.346)  

        壬一、勝義空觀 (p.346) 自性如何有？是觀順勝義。 

        壬二、觀空證滅 (p.348) 苦因於惑業，業惑由分別，分別由戲論，戲論依空滅。 

      庚三、二空觀門 (p.350（法我） 

       辛一、法空觀 (p.350 

        壬一、緣起性空 (p.350) 諸法因緣生，緣生無性空；空故不生滅，常住寂靜相。 

        壬二、四門不生 (p.352) 法不自他生，不共不無因；觀是法空性，一切本不生。 

       辛二、我空觀 (p.355)  我不即是蘊，亦復非離蘊，不屬不相在，是故知無我。 

       辛三、二空互證 (p.358)  若無有我者，何得有我所？諸法性尚空，何況於彼我！ 

      庚四、現觀善巧 (p.362)（觀身、觀空，修中觀，以無性空為所緣修止觀） 

       辛一、初學觀身 (p.362) 惑業由分別，分別由於心，心復依於身，是故先觀身。 

       辛二、次泯能所 (p.363) 無我無我所，內外一切離，盡息諸分別，是為契真實。 

       辛三、善辨正邪 (p.364) 真實無分別，勿流於邪計！修習中觀行，無自性分別。 

       辛四、止觀階次 (p.367) 以無性正見，觀察及安住。止觀互相應，善入於寂滅。 

      庚五、結讚般若 (p.368) 善哉真般若！善哉真解脫！依無等聖智，圓滿諸功德！ 

     己三、會通異說：大乘三系 (p.369-396) 

      庚一、善巧抉擇 (p.369) 法性本無二，隨機說成異。了義不了義，智者善抉擇。 

      庚二、性空唯名系 (p.371-374) 

       辛一、現空無礙 (p.371) 諸法從緣起，緣起無性空；空故從緣起，一切法成立。 

       辛二、略指上說 (p.371) 現空中道義，如上之所說。 

      庚三、虛妄唯識系 (p.374-383) 

       辛一、應機說法 (p.374) 一切法無性，善入者能入。或五事不具，佛復解深密。 

       辛二、二類假實 (p.377) 或是無自性，或是自相有。 

       辛三、依他緣起 (p.380) 緣起自相有，即虛妄分別。依識立緣起，因果善成立。 

       
辛四、無境唯識 (p.381) 

（唯識觀行） 
心外法非有，心識理非無。達無境唯識，能入於真實。 

一切諸善法，同歸於佛道；所有眾生類，究竟得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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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四、真常唯心系 (p.383-392) 

       辛一、應機說法 (p.383) 或以生滅法，縛脫難可立，畏於無我句，佛又方便攝。 

       辛二、唯心緣起 (p.384) 

        壬一、如來藏 (p.385) 甚深如來藏，是善不善因。 

        壬二、阿賴耶 (p.388) 無始習所熏，名為阿賴耶。 

        壬三、迷悟依 (p.388) 由此有生死，及涅槃證得。 

       辛三、抉擇真義 (p.390) 佛說法空性，以為如來藏。真如無差別，勿濫外道見！ 

      庚五、殊途同歸 (p.392-396) 方便轉轉勝，法空性無二。智者善貫攝，一道一清淨。 

 

   丁二、別述四攝 (p.396-398) 成熟眾生道，佛說以四攝：布施及愛語，利行與同事。 

 

  丙三、大乘階位 (p.398-418) 

   丁一、劫行位次第 (p.398-413) 

    戊一、十信位 (p.398) 初修菩提心，習行十善業；成就心不退，入於大乘道。 

    戊二、勝解行位 (p.399-413) 以諸勝解行，廣集二資糧；經一無數劫，證入於聖位。 

    戊三、十地位 (p.401-413) 

     己一、極喜地 (p.401) 初住極喜地，生諸如來家，斷除三種結，施德最增勝。 

     己二、離垢地 (p.403) 戒德滿清淨，名為離垢地。 

     己三、發光地 (p.403) 發光地忍勝，慧火除諸冥。 

     己四、燄慧地 (p.405) 進滿修覺分，燄慧見無餘。 

     己五、難勝地 (p.405) 難勝靜慮勝，善達諸諦理。 

     己六、現前地 (p.407) 
第六現前地，慧勝住滅定，佛法皆現見，緣起真實性。 

常寂常悲念，勝出於二乘。 

     己七、遠行地 (p.408) 遠行於滅定，念念能起入；方便度熾然，二僧祗劫滿。 

     己八、不動地 (p.410) 
進入不動地，無相無功用，盡斷三界惑，大願極清淨。 

以如幻三昧，三有普現身。 

     己九、善慧地 (p.411) 善慧無礙解，圓淨一切力。 

     己十、法雲地 (p.412) 第十法雲地，諸佛光灌頂，智增澍法雨，長善如大雲。 

   丁二、隨機頓漸 (p.413-417) 菩薩所修道，三祇歷十地。頓入與漸入，隨機有差別。 

   丁三、圓滿佛果 (p.417-418) 三僧祇劫滿，登於妙覺地。 

一切諸善法，同歸於佛道；所有眾生類，究竟得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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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三、佛果功德：三身 (p.418-428) 

  丙一、法身 (p.418-419) 佛身最寂滅，平等無分別。如彼摩尼珠，妙用利群生。 

  丙二、法性所流身（報身） (p.419-425)  

   丁一、一多無礙 (p.419) 
法性所流身，念念現一切。佛事菩薩事，二乘眾生事； 

三世盡十方，依正悉無礙。於一現一切，一切入於一。 

   丁二、具諸功德 (p.421) 十力四無畏，十八不共法，大悲三不護，妙智佛功德。 

   丁三、淨土圓滿 (p.422) 佛住於淨土，十八事圓滿。與諸菩薩眾，受用於法樂。 

   丁四、唯是一乘 (p.424) 諸法真實義，及證真實慧，無變異差別，是故無別乘。 

  丙三、化身 (p.425-428) 

   丁一、示現身土 (p.425) 佛得不動身，悲願化三有，示淨或示穢，咸令入涅槃。 

   丁二、方便說法 (p.427) 為除眾疲乏，化作可愛城； 

   丁三、終歸一乘 (p.427) 終示真實相，故唯一佛乘。 

 

 

甲二、真實意趣：同歸佛道 (p.428-439) 一切諸善法，同歸於佛道；所有眾生類，究竟得成佛。 

 

一切諸善法，同歸於佛道；所有眾生類，究竟得成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