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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实论概要 

 

一、引言 

 

    慈悲博爱的佛陀，为著同体的大悲心所驱使，从大悲心流露出来甚深微妙的无量言教，其目的无非

是想引诱个个众生都到「开示悟入佛之知见」的觉悟境地！所谓「皆以无余涅盘而灭度之」，一味平

等，本无什 大小乘言教的区别。然而，在众生方面的根性有大小的不齐和利钝的异殊；所以小机闻小

法得小果，大机闻大法得大果，大小乘的界域就不划而自划。同时结集的人亦依此而结集菩萨藏与声闻

藏；判教的人亦依此而判定小乘教和大乘教。是故我们想要研究整个的佛教得其一个整个的观念和圆满

的透彻，大乘的佛教固然要积极的研究；可是小乘的佛教亦不能放松一步。所以平常有句时常听到的

话?「欲研究大乘，须研究小乘；欲研究小乘，须研究外道」。三昧斯言，真实不讳。故欧阳居士亦说?

「菩萨藏圆满说， 如实说，究竟说，说地上未入地加行事详；声闻藏一分说，方便说， 引导说，说信

解未信解切近凡外事详。是故不读菩萨藏，蔽同摸象，如箕 如帚，虽实真体而非全相；独设菩萨藏，

凌跨粗略，不暇细入」。这所谓「菩萨藏」，即是大乘；所谓「声闻藏」，即是小乘。是故大小乘的经

论学佛者应学！  

 

    复次，圣教四依中有「依义不依文」，所以我们对於一切的经论，只要顺乎圣意，不乖违佛陀的旨

趣，皆应专精学习；否则，虽言辞巧辩，文墨艳丽，亦不应修学， 以非佛制所许。同时对於大小乘一

切经论，亦不能 拘泥固执孰是孰非，苛堕於一端，反因执药而成病，可愍殊甚！所以说： 「苟达其

宗，无一语而不圆；若乖其旨，无一宗而非过」。「不善其义， 虽大乘而皆魔；如得其情，无一部而

可缺」。求那跋摩亦有偈说：「诸论各异端，修行理无二，偏执有是非，达者无违诤」。由是因缘，智

者对於大小乘诸经论，应 用平等的眼光观察，无一部而不可学习。我今亦爰本斯旨，略置片言，以窥

见本论的梗概，现在先说明本论的由来。  
  
 二、本论的由来   

    自从释迦佛陀灭度了以後，因诸圣弟子的意见分歧，结果竟从上座大 众两部而分裂到二十部的局

面。（见印度佛教史）在佛灭度後百余年间， 僧只上座分部。又过了百余年间，从上座部产生出萨婆

多部，说三世有， 明人我无。又过了百年间，从萨婆多部产生出经部，说蕴处假而界是实； 说过未无

而现在有。又在九百年间，又从经部产生出俱舍成实两部。俱舍是因为世亲菩萨嫌萨婆多部不善「有」

义而制造的；成实是因为诃梨跋摩 慨经部不善「空」义而制造的。印度小乘佛教所谓「空」「有」二

空宗亦 即在这里显明的出现。但俱舍非今所论，姑且置之；现在成实产生的所 产生的所由。 

 

    如上看来，我们已知道本论的鼻祖即诃梨跋摩；本论的出世即在佛灭度後九百年中。故如三论玄义

上说：「有诃梨跋摩高足弟子序其宗曰：成实论者，佛灭度後九百 年内，有诃梨跋摩（此云师子铠）

之所造也」。这位诃梨跋摩是生於印度的婆罗门家，天性聪颖，通晓诸学艺。初为数论派 的教徒；後

受一善友的亲导，进入佛教，在北印度宾萨婆多的学匠鸠 摩罗陀门下为弟子。鸠摩罗陀初授以发智

论，可是不满一月，他就看出萨婆多部的教义许多不满意的地方，慨其所释，近在名相；於是就转藉於

大众部。恰巧那时龙 树菩萨已承马鸣菩萨之後盛弘大乘佛教，所以他便又去学习大乘的教义；於是这

位诃梨跋摩在不久之间，就有所谓「钻仰九经，汰五部」的才能。且正论三藏内的实 义，力斥有部中



的偏谈，就有这部成实论的大著出现了。当时说既精巧，归众如林，不旬日间即有「道振 宾，声流赤

县」的盛况了。这即为本论产生的历史。  

 

    本论的由来既如上述；现在当说明本论内容组织如何，并说明他每品的大意。  

三、本论的组织 

 

    本论共有二十卷，凡二百零二品。其内容的组织，即以五聚的义理而构成，三论玄义所谓「四谛建

章，五聚明义」。现在依他组织的程序，次第说明之： 

 
 
 
甲 发聚 

 

    这发聚中从初具足品至有我无我品，共有三十五品。其中：初明三宝功德；次明立论因缘等，後明

十论。 

 

    （一）、明三宝功德??初佛宝论中有五品。具足品明佛具足戒定慧等五品功德圆满不缺，非余者能

及。十力品明佛具处非处等十力功德故，「智」「断」二德成就。得前九力智德成就；得第十力断德成

就。四无畏品明佛具一切智等四无所畏；初无畏即十力中前九力的智德；第二无畏即十力中第十力的断

德，智断具足，为如来自利功德圆满；後二无畏具足，即如来利他功德圆满。十号品明佛具前五德号能

自利；具後五功德能利他。三不护品明佛无不净三业，欲令他人不见不知，故佛之三业是不护而自护。 

 

    次法宝论中共三品。三善品法宝具足初中後善等八功德，因如来常说正法，无时不善故。众法品明

法宝具诸功德，如论说：「佛自赞言：我法能灭：能到涅盘；能生正智，能善将导」，十二部经品明法

宝具足如来金口所说十二部经的功德。 

 

    後僧宝论共四品，清净品明僧宝具足戒定慧等的清净无漏功德。分别 圣贤品明学无学二十七圣贤

所有的功德僧宝中都具足。福田品明诸圣僧惑 断德具，能令施者获大福利故。吉祥品明三宝最为吉

祥，如吉祥偈说：「 佛法及众僧，是名最吉祥」。又说：「诸天世人中，无上尊导师，佛为大觉者，

是名最吉祥」！三宝具足如是无量的功德最为吉祥，所以本论中先为说明了。 

  

    （二）、明立论因缘──这里共有六品。立论品明立论的因缘，如论上说：「若经造论，义则易

解，法则久住」！论门品明世界门与第一义门： 以世界门故方便说有我等，如经说?「我常自防护，为

善自得善，为恶自得恶」；以第一义门故说诸法皆无，如经说：「此五阴中无我我所，心如风焰，念念

生灭， 虽有诸业及业果报，作者受者，皆不可得」。又从这论门开出世俗圣贤等众多论门。赞论品明

学论的功德能使愚夫成为智人。四法品明若能学习正论，即可得「布 施」「爱语」「利行」「同事」

的四摄法等诸功德。四谛品明四谛理：苦即三界诸苦；集是业和烦恼；灭即灭掉假名等一心；道是三十

七分助菩提法。四法品明可知 等诸法聚，若能修习正论，即可通达可知等法聚，由是灭惑除苦。学论

有如是无量功德，故论说：「欲自利兼利众生，渐成佛道，炽然自法，灭他法者，常习此论」！ 

 

    （三）、明十论-这十论中共有十七品说明诸异论差别。有相品无相品与二世有品二世无品明唯有

现在五阴等法实有，无去来二世法。一切有无品明佛说十二入等 有，诸世间外道等法无。其实说无说

有，皆在世俗谛非第一义谛。有中阴品无十阴品明「中阴」即是「生阴」的差别，如论说： 「欲生名

生时，将死名死时，非中阴也」。次第品一时品明四谛非次第得见，而是一时见。退品不退品明阿罗汉

无退，如经说：「爱生爱等」「无明因缘，起贪恚 痴」；但阿罗汉爱根已拔，无明已尽，故知无退。

心性品 明无明遍於三性，不净非客，故知本染，相应品不相应品明诸使与心相应，过去业品明业灭後

感果，以业灭能生因义成故，如论说：「是业与报作因已灭，报在後 生」。如乳灭时与酪作因。辨三



宝品明佛不在僧数中。有我品无我品明五阴和合有人；水土和合有瓶，故唯有假我而无实我可得了。以

上即为发聚中每品的大意，及 其前後次第组织的方法。  
 
 
乙 苦谛聚  
 

    这苦谛聚中从初色相品至不相应行品共有五十八品，苦谛即是五受阴，所以他的内容即说明「色」

等五阴。 

  

    （一）、色阴论-色阴论中共有二十三品。初色相品，色名品，明有形有对法都名为色。但色除是

四大及四大所因成法；亦因四大所成法。明四大从 四尘所生，如论说：「因色香味触，故成四大；因

此四大，生眼等五根」 。从四大假名品至四大相品六品文，其中都是辨别四大假实问题。但本论既承

认色香味触为色法生起的元素，故唯四尘实有，四大假名；而明色等 从业烦恼等生，非从大生。从根

假名品至根尘合离品五品文，明诸根从四大生不异四大，故是假有；根中四大平等，无有偏多；根无知

觉，知觉是 识；眼识不到知尘，耳识或到不到知尘，余二和尘和合得知，意根无色， 故无到不到。闻

声品明声不到而闻。闻香品明香到故而闻。觉触品明触到故知。意品明意念念生灭，无去来相。根不定

品明根尘合法不可得，故根无决定相。色入品 明青、黄等色为色入，如经说：「眼入灭，色相离」。

声相品明声必从大生，不能为大生因；以声离色等，色等不相离故。香相品 明诸陀罗香无决定相，香

在四众中。味相品明甜酢等味，都是随物差别，非四大偏多而有。触相品明物无定相，非水定触冷，火

定触热。是为色阴。  
 

    （二）、识阴论-识阴论中共有十七品，初立无数品，有数品，非无数 品，非有数品，明无数品等

五品，明若法能缘心是名为心；受想行等皆为 心上的差别。如论说：「以集起故名心，受等亦能集起

後有，相同於心， 故名为心」。故知离心外别无心数。无相应品，有相应品，非相应品等三 品，明心

数法无故，相应亦无，以凡夫识造缘时，四法必次第而生，如识 次第生想等，故无同时的相应法。多

心品，一心品，非多心品，非一心品 ，明多心品等五品，明心有诸多，以可取法（境）异故，能取法

（识）亦 异。如论说：「又此眼识，以眼为依，以色为缘，是二无常，念念生灭， 眼识何得不念念生

灭？……如是眼色念念灭故，所依心识亦念念灭，念念 灭法，无有去力」。故知定有多心─心多为意

识上的变换生灭而已。识暂 住品，识无住品，识俱生品，识不俱生品等四品，明识无少住，以心虽念

念灭，而诸相在心力能决了故。又识必待念而生起，若无能生识念，眼等识便不能生起；且 诸识生起

必有他的次第缘，故识不俱时而生。是为识阴。 

 

    （三）、想阴论-想阴论中唯想阴品，明取假法相名想。如经中说?「有人少想；有人多想；有人无

量想无所有想」。其实没有这些多少等诸法， 故知想是取假法想。但有些疑者道：「如经中说，善修

无常故，能断 一切欲染色染……」故知非但取假法想，取假法想，则不应能断诸烦恼」？答曰：「此

实智慧，以想说名」；是故了知想有二，一是三界妄想，一 是断烦恼功能的智慧，但以方便随语义说

想。是为想阴。  

 

    （四）受阴论-受阴论中共有六品，受相品明苦等三受。增益身心名乐 ；损减身心名苦；二俱相违

名不苦不乐。三界中唯苦受，以乐非真实有， 但以苦差别名乐。行苦品亦明诸受皆苦，如说：「身为

苦田，非乐田也。 如野田中嘉苗难植而秽草易生；如是身田众苦易集而虚乐难生」！坏苦品 明诸法败

坏无常唯苦非乐，如经说：「天人爱色、贪色、乐色，是色坏时 ，生大忧苦；受想行识亦复如是」。

辨三受品，明即一苦受以时差别有三种。乐受中贪使；苦受中瞠使；不乐不苦中痴使，而无明，则一切

处使。 问受品明从五根所生名身受；从意根所生名心受等。五受品明苦乐在身， 余三受在心；且苦乐

等受上二界。是为受阴。 

 

    （五）行阴论-行阴中共有十一品，初思品明「愿」「求」为思。如求善恶等事时名思，求未得事



时名求；求後身事时名愿。思即是意识业。 触品明识在缘中名触，即心能取缘尔时名触。念品明发作

名念。而念念更能生异心；但识知非皆以念力生，以诸识生起各自有其次第缘故。欲品明心有所须名

欲。喜 品明心好乐者名喜。信品明「决定」为信的自相，以信心起必有决定胜解故。忆念品明知先所

更为忆，如经说：「久远所更，能忆不忘」。觉观品明散心粗行者为 觉；微细昔为观。但这二遍於三

界，以是心的粗细相故。前五识无觉观，以无分别故。余心数品明不善等余心数法。不相应行品明得不

得等诸心不相应行法。以上即 为苦谛聚中每品的大 意及其前後次第组织的方法。  
 
 
丙 集谛聚 

 

    这集谛聚中凡四十六品。集谛即是苦因，所以他的内容即说明「业」与「烦恼」。 

 

    （一）、业论-这业论中共有二十六品。初业相品明「身」「口」「意」三业中皆有无作业。无作

品明「无作业」，属行阴摄。故不故品明业先知故犯名「故业」，必受报；不知而犯名「不故业」，有

报不报。轻重罪品明邪见拨无因果死入阿鼻为「重业」；堕诸浅地狱为「轻业」。大小利业 品明修六

波罗蜜等得菩提果为「大利业」；余为「小利业」。三业品明 「善」「恶」二业有报；「无记业」无

报。邪行品明身造杀生等三邪行业 。正行品明身不杀等三正行业。系业品明情非情生起皆以业为本，

有漏三 界随作随系，无漏不系。三报业品明「现报」「生报」「後报」三业，皆 可随愿受报。三受报

业品明善果得乐报；恶果得苦报；不动业得不苦不乐报。三障品明「业」「烦恼」「报」，皆能障碍解

脱道。四业品明黑黑报等四业。五逆品明 前三逆福田德重故名逆，後二不识恩养故名逆。五戒品 明在

家二众所持不杀等五戒，前四实有；不饮酒为防故制。六业品明业行三邪行，重者堕「地狱」：善恶杂

业堕「畜生」；悭贪业坠「饿鬼」；布 施等业得「人」「天报」；下善不善业得「不定业报」。七善

不善律仪品明身三口四七不善律仪，唯人道中成就；七善律仪反之，非情中亦得。八戒斋品明入此八戒 

法，即得离一切恶。八种语言明有四净语四不净语，上人所用名净，下人所用名不净。九业品明欲色各

有作、无作等三业；无色作、不作二业；及无漏业。十善不善 道品明杀生等十不善业，唯五道众生具

足；十善道反之。过患品明造不善业故，得无量过患。三业轻重品，明心为万法本，心念善恶即行善

恶，故三业中意业为重。 业因品，明业是受身的因缘，身是苦性，欲灭苦身，须先灭业因，故智者应

精勤灭除业因。 是为业论。 

 

    （二）、烦恼论-这烦恼论中共二十品。初烦恼相品，明「垢心行」名为烦恼。由烦恼垢污有情心

故，生死相续，大苦。从垢心差别生贪等 诸烦恼。从贪相品至贪因品、贪过品、断贪品、瞠恚品、无

明品、慢品、疑品、身见品、边见品、邪见品，二取品，其中十二品，明贪、瞠、痴等十使烦恼的行

相。 随烦恼品，明睡眠等诸随烦恼，皆随顺烦恼差别而生故。不善根品，明贪、瞠、痴三毒为诸烦恼

的根本故名三不善根。 杂烦恼品明三漏等诸杂染烦恼。「欲界中除无明漏，余一切烦恼，名欲漏 ；

色，无色界「有漏」亦如是；三界无明，名「无明漏」。九结品，明爱等九结中「悭」「嫉」二结为最

重。杂问品，明诸烦恼皆十使所摄。但一切烦恼皆在第六识 中，五识中无；以想行於第六识，诸烦恼

皆从想生故。 断过品，明断诸烦恼，皆次第而断；并以无量心断诸烦恼。明因品，明烦恼为身生的因

缘，以身由业而感；而业由烦恼生，故欲灭掉众苦，须先铲除烦恼。是为烦恼 论。以上即为集谛聚中

每品的大意及其前後次第组织的方法。  
 
 
丁 灭谛聚   

    这灭谛聚中凡有十四品。灭谛即灭除假名等三心，所以他的内容也就说明灭掉三心的意义。 

  

    初假名品，假名相品，明於诸阴上所有的分别，如说五阴和合成人， 轮轴和合成车，色等和合成

瓶，无有他的自体性，若缘分离了即便散坏， 都唯「假名」。若相待而成的可示法皆名「假名相」；

若不相待而有的不可示法皆是实有。如因色香味触成瓶，瓶是假名，而色等实有。至於这假名心怎能灭



除？论 说：「或以多闻智因缘灭：或以思惟智因缘灭」。（灭三心详在本论的精义文中）破一品、破

异品、破不可说品、破无品等四品，即破四论?或执色等法与瓶一；或 异；或不可说；或无。色等诸法

相各 自差别，故非一；诸法不离色等而生，故非异；实法无有於一异法中不可说，故非不可说；诸法

有罪祸因果等报，故非无。立无品、破声品、破香味触品、破意品、 破因果品等五品，明无者，说诸

法中无有「有分可取」，以一切法不可取，故立都无，所以声香味触及意识因果等都无。但本论则以为

空智易得，分别法相智难生，所以世谛品中明佛说有五阴智色等一切法有，便进入非有了。  

 

    灭法心品，明实有的五阴心，名为「法心」。若能善修空智，了见五阴法其性本空，以世谛故有，

法心即灭，即在暖、顶、忍位中以空智灭掉这法心。 

 

    灭尽品，明缘涅盘心名为「空心」。以本论明心能缘所有处，故亦能 缘涅盘。灭这空心，论有二

种?一入无心定中灭；一入无余涅盘断相续时灭。若能灭掉了这三心，则诸业和烦恼，永不复生，故名

灭谛。这即为灭谛聚中每品的大 意，及其前後次第组织的方法。  

戊 道谛聚   

    这道谛聚中凡有四十八品。道谛即是八圣道，所以他的内容也就说明 「定」和「智」。  

    （一）定论??定论中从定因品至修定品凡三十四品，其中分「三昧」 和「定具」的两种来说明：  

    1.三昧：这三昧中共二十六品。初定因品、定相品，明心住一处是三 昧。三昧为如实智生起之

因，一切妙善皆因三昧生；一心是三昧相。三三昧品，明修定不修慧，或修慧不修定，名「一分修」；

修定亦修慧，名「 共分修」；若入法位，能证灭谛名「圣正」。四修定品，明修定有为「现在乐」；

有为「知见」；有为「慧分别」；有为「漏尽」。世出世利，都在四中摄尽。四无 量定品，明「慈」

是与瞠相违的善心：「悲」「善」是 慈心的差别；怨亲平等名「舍」，四种遍行三界中。五圣枝三昧

品，明初 禅二禅「喜」相同故为一枝；第三禅以离喜「乐」别为一枝；第四禅的「 清净心」名第三

枝；依这三枝能发「明相」和「观相」是为五枝。依此能 观五阴法空得至涅盘，故名圣枝。六三昧

品，明有一相修为种种相；有一相修为一相种种相；种种相亦尔。是为六三昧。一相即禅定於一缘中一

心行，种种相即以知 见知诸法性。七三昧品，明从初禅得漏尽，乃至无所有处得漏尽，是为七想定。

八解脱品，明初以内色想观外色，渐坏身色名初解脱；至第二解脱，内外色皆坏名色 空；是中四解脱

心识皆坏；至第八解脱，一切灭尽，得罗汉果，故名解脱。八胜处品，明初内胜处，内色想见外色少等

八胜处，行者於中能以空坏诸所见色，故名胜 处。初禅品至灭尽定 品等九品，明九次第定；行者能离

诸欲诸不善法及觉观等入「初禅」； 从此内净一心，灭诸觉观，入「二禅」；从此离喜乐等诸法，入

「三禅」 ；从此断除苦乐，舍念清净入「四禅」；从此灭诸有对色相入「无边空处定」；从此舍空缘

识入「识无边定」；从此厌识无边入「无所有处定」； 从此厌想无想入「非想非非想定」；又从此身

证想受灭，故入「灭定」； 是为九次第定。十一切处品明修观行者，由八解脱而入八胜处，由八胜处 

而进十一切处，观青、黄、赤、白、地、水、火、风、空、识十法，使其周遍於一切处。无常想等?苦

想品、无我想品、贪厌想品、不可乐想品、不净想品、死想 品、後三想品──八品，明修无常等十想

观故，断除了诸烦恼，不造一切的罪业，得大解脱，是为三昧。  

 

    2.定具?这定具亦可说是修定的工具，如论上说：「若有定具，则定可成；无则不成」。其中共有

八品，前四品明十一种定具?「净持戒」，即离身三口四诸不善 业?「善知识」，即助道的增上缘?「守

护根门」， 即一心正忆念不取诸相?「饭食诸量」，即不为色力淫欲贪味等故食；「初夜後夜，损於睡

眠」，即行者知事由勤成故；「具足善觉」，即不起欲等 诸觉想；「具善信解」，即行者能好乐涅盘

憎恶生死等；「具行者分」，即 具有「五信」等五行者分；「具解脱处」，即具有闻佛及尊胜比丘说

法等五胜处；「无障碍」即离业、报、烦恼的三障；「不著」，即不著内外 六入等诸烦恼。能具了这

十一定具，就容易得定。出入息品，明修习长短等十六行观，即能得定。定难品，明修定时有粗喜等

障，能乱定心，故勤求舍离，即易得 定。止观品，明止能舍乐，观能离苦，若能俱修止观，即得灭心

解脱。修定品，明意业虽念念灭，而能修定，是为修定的定具。 



 

（二）、智论??智即达空无我智的真慧。其中共有十四品，初智相品 明智能断惑，唯出世间心缘空无

我，才是真智。见一谛品，明见一灭谛即见圣道，以诸有为法虚诳不实，若以无我智灭除，即见真实圣

道故。一切缘品，明若智能行 界入法中，名总相智，能缘一切。圣行品，明於五阴中不见众生为「空

行」；见五阴亦无，名「无我行」。是二缘无所有。见智品，明「正见」和「正智」，二种体 一而名

异。三慧品，明从修多罗等十二部经生名闻慧?若能思惟经中所诠义，名「思慧」；若能现前知见名

「 修慧」。欲、色二界中具三，无色唯修慧。四无碍智品明法等四无碍智， 学无学皆得。五智品，明

知诸法生起，名「法住智」；即此法灭，名「涅盘智」；随与何智，不与共诤，名「无诤智」；於诸法

中得无障碍智，名「愿 智」；随行者得最上智自在力，名「边际智」。六通品，明「身」等 六神通。

忍智品，明若能破假名是为忍。是忍住暖、顶、忍法中，有八忍八智。九智品，明欲界系善无记，乃至

非想非非想处善无记，阿罗汉有得有不得。十智品， 明法、比、他心、名字、四谛、尽、无生的十

智。有学 无「尽」与「无生」；无学成就。四十四智品，明十二支中後十一支各有 四谛智，合为四十

四智。七十七智品，明观十二支中後十一支，每支中各有七智，成为七十七智。是为智论，以上即为道

谛聚中每品的大意及其前 後次第组织的方法。今把五聚的组织更以表示明：  

   

    本论内容的组织和每品的大义既如上说；现在当再依五聚来略说本论的精义。  

四 本论的精义   
 
    本论立五位八十四法以摄教理；立二十七圣贤以摄行果。初发聚中的 分别圣贤品，即说明从五趣

杂居地至阿罗汉的学无学圣贤二十七行位。 

 

1.随言行，即在闻思位中闻圣贤的言教而起行； 

2.随法行，即在四加行位中 不待言教而随顺正法修行； 

3.随无相行，即前二人入见道是。这三位名预 流向。 

4.须陀洹果，（预流）断三界见惑尽。 

5.斯陀含向，（一来向）断 欲界前五品思惑。 

6.斯陀含果（一来果），断欲界第六品思惑。 

7.阿那 向（不还向），即进断欲界七八二品思惑。 

8.不还果中开出十一入? 

 

一、 中阴灭（中般）； 

二、生灭（生般）； 

三、行灭（有行般）； 

四、无行般； 

五、乐 慧； 

六、六乐定； 

七、转世； 

八、现灭（现般）； 

九、信解脱； 

十、见得； 

十一、身证 。 

 

这十一位皆断欲界第九品思惑。合前七位共十八位，都为有学位。自下九位：1.退法相；2.守护相；3.

死相；4.住相；5.可进相；6.不坏相；7.慧解脱；8.俱解脱；9.不退相；都为无学位，已穷尽了三界中



的见思惑。 这是为本论中所谈的行果了。  

 

    本论所谈的五位八十四法，与俱舍微有出入，与唯识尤不同。五位： 第一位色法十四，即五根、

五尘、四大；第二位心法一，即是心主；第三 位心所法四十九，即於俱舍的四十六心所法中，更加

「厌」「欣」二心所 ，并把睡眠分为「睡」和「眠」二心所，成为四十九；第四位非色非心法 十七，

即把俱舍十四不相应行中的命根与同分合而为一，更加「老」、「 死」、「凡夫」、「无作」四法成

为十七；第五位无为法三，和俱舍三无 为法同。是为八十四法。这八十四法隐显於四谛品和法聚中的

字里行间， 并没有把它确实地列出来。 

 

    此外发聚中有无相品，明一切入有痴心故色性不可得；二世有无品， 一切有无品，明唯现在有，

去来无，四尘实，四大假，过去业品，中阴有 无品，明业灭能生因义成就，中有即生有差别；心性

品，明无明遍通三性，不净非客等皆为本论中的要义。 

 

    苦谛聚中四大假实品，明坚合依坚故四大非实；根尘合离品，明色在知境可见；立有数无数品，明

心数即是心差别；多心非多心品，识俱生不俱生品，明心有众多，识不暂住等，亦都是本论的要义。 

 

    灭谛聚中明?三心；二谛；二空。因为迷惑了真俗二谛的缘故，所以不能灭掉三心，生死流转。故

这灭谛聚中即立二重真俗二谛，灭扫了假名 等三心，以显二空理。 

 

    「假名心」者，就是把由五阴所成的人，或声香味触所成的执等假名诸法，执为实有，换句话说，

即是「我执」；因执著这假名心实有故，由是起惑造业，受诸生 死；所以须先证第一重真俗二谛以灭

掉它。论说：「真谛谓色等法及涅盘，俗谛谓但假名，无有自体，如色等因缘成执，五阴因缘成人」。

这就是在俗谛上有，但有 假名，而无实体之法的人和执等；在真谛上有实体之法的泥土和五阴。以诸

凡夫大多固执人等为实有，所以这里说在俗谛但有假名，在真谛则毕竟为空，使他灭掉了 这假名心，

那末 「人空」之理也就在这里显明了。 

 

    「法心」者，即执著五阴法实有的心；换句话说，即是「法执」。如果这法执不除掉它，那末人执

的基础也还存在；所以须以第二重的真俗二谛来除了它。论说：「五阴实无，以世谛故有。所以若何？

佛说诸行尽皆 如幻如化，以世谛故有，非实有也」。又经中说，第一义空，此义以第一义谛 空，非世

谛故空。第一义空者，所谓色空无所有，乃至识空无所有。是故若人观色等法空，是名见第一义空」。

这就是说五阴对於人我虽为实有，但若仔细审察起 来，原来是无常败坏非是实有的，而因为世谛缘故

才是 有的；如果入於真谛，便观五阴空无所有。但怎能灭除这法心呢？论上以问答说：「行者观五阴

空，谓五阴中无常法、定法、不坏法、不变法、我我所法；以无此 法，故言其空；非不见五阴。答曰?

行者亦不见五阴，所以者何？行者断有缘心，得无为缘心；是故行者不见五阴，但见阴灭」。 这就是

说行者断有缘心得无缘心故。所以观五阴的本体本空；既见了五阴 法空，法心即灭，故论又说：「善

修空智，见五阴空，法心即灭」。那末 「法空」之理也就在这里明显的建立了。  

 

    「空心」者，即是缘无所有的心；既然真无所有，那缘心也不可得了，所以论说由无心定和无余涅

盘断相续时灭了这个空心。若能灭除了这三种心，即可永远地脱离 了三界诸苦，得阿罗汉果，证无余

涅盘。可是本论虽明一空之理，而其断惑，则唯断烦恼障，未能断所知障，以其唯谈断见思二惑，证空

理灭，所以不能俱断二障， 以显二空真如之理，不过有利根智解甚深者亦能见及，而非证得也。但这

里明真俗二重一谛灭除三心以显二空之理，也可说是本论教义的特长而精致的地方了。 

 

    至於集谛聚中明业和烦恼与道谛聚中明定和智，亦有他许多的要义， 但明白易了，且无甚重要，

故不暇细说。  

 

    本论的精义既如上说：至於本论属大乘耶？抑属小乘耶？这是在六朝 晴唐间诸古德认为值得讨论

的一个问题；所以再说明本论的判属。 



 

五 本论的判属   

    本论大小乘的判属，凡有三说： 

    一、据成实宗梁朝的智藏、僧、法云三法师，谓属大乘。 

    二、天台、嘉祥、法藏、窥基谓属小乘。 

    三、律宗、智首、道宣等诸师谓兼通大小。但三说必有他的根据理由。 现在录威音三十六期般若

与业力一段，以见一斑： 

 

    第一说本论（原文是宗字下同）是大乘。这一说的根据凡有三点： 

 

（一）论主曾学大乘……由外道而转入佛教，由小乘而进入大乘，他深受著龙树空宗的影向而造此论，

所以本论应属大乘。 

 

（二）译师为弘大乘……广弘龙树空宗的妙义，倡大乘活泼的精神。……本论既为什公弘译之一，必因

他也是龙树空宗之一系无疑。在什公既决不出於小乘之途，所以本论应属大乘 。 

 

（三）教义极似大乘……在他的「四谛建章五聚明义」之中，所宣说的就是二空观……一者空观，如瓶

中无水，谓之空瓶。五阴中无人我故，是为「人空观」；二者 无我观，如瓶体相无实，五阴诸法皆假

名故，是为「法空观」。本来小乘但明人空，大乘才兼明法空；本论既能二空双明，所以本论应属大

乘………  

 

    第二说论是小乘，这一说的根据，正可破前说约三点。 

 

（一）论主虽曾学 大乘而自说此是小乘，论主在篇首自云?「诸比丘异论，种种佛皆听；故 我欲正

论，三藏中实义」。所谓三藏，实是小乘……所以本论应属於小乘 。 

 

（二）译师虽盛弘大乘而尝认此是小乘。 公讲成实为什师所赞。什师殁後，公录其遗言制序云?「成

实论者，佛灭度後八百九十年 宾小乘学者 之匠鸠摩罗陀上足弟子诃梨跋摩之所造也。其论云色香味

触实也，地水火风假也，精巧有余，明实不足，推而究之，小乘内之实耳；比於大乘，虽复龙烛之於萤

耀， 未足喻其悬矣……」什公既有此言，所以本论应属於小乘。 

 

（三）教义虽极似大乘当知此是小乘。论中盛明人法二空，实与单明人空之 小乘有异；但四阿含教，

内有二空；身子毗昙，亦明二空；而皆是小非 大。大小二空不同，略有四种可辨：一者，小乘析法明

空，大乘本性空寂；二者，小乘但明三界内人法二空，空义即短，大乘明三界内外人法并空 ，空义即

长；三者，小乘但明於空，未说不空，不知空有相即，大乘明空，亦辨不空，实为空有相即；四者，小

乘名为但空，谓但住於空，大乘明 不可得空，空亦不可得。由此四异，故知小乘二空为浅，大乘二空

为深… ……今成实所明二空，为限於小乘之域，所以本论应属於小乘………  

 

    第三说本论兼大小乘。这有前後两说：前说在天台嘉祥以前，说成实是探大释小，如三论玄义云：

「有人言：探大乘意以释小乘，具含大小」。後说在天台嘉祥以 後，说成实是义通大乘，如道宣律师

业疏济缘记云：「由此宗中、分通大小」。又如灵芝律师行事钞资持记云：「教虽是小，义乖小道；虽

通大乘，非全大 乘」…………。  

 

    这样看来，虽有三说，而由第二说的锋利的眼光判定，我们知道本论定属小乘。又论中详谈四谛的

教义，对於小乘业感缘起的义理颇有深造； 且其所谈的行果亦不出小乘，和断惑亦唯限於烦恼障，在

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出他是属於小乘无疑。虽然，本论乃「弃众师之短，取诸部之长」而制作的，实

是印度小乘佛教中明空义臻最高峰的一部论，决非一般的小乘诸部所能望其项背了。  

 

    本论既判归於小乘，但属二十部中那一部？说亦不一，如太虚大师宗 派源流中说：「……或云依

薛婆部；或云化地部；或云昙无得部；或云取诸部之长。然由装师基师考定，为属末经量部，兼取诸部

之长」。可知本论属於经部兼取诸 部之长无疑了。 

 



    本论的判属有如上说；现在且来谈谈本论的盛衰。  

六 本论的盛衰   

    本论在印度初产生时的盛况，已於前由来中可以概见。在中国自从罗什三藏译出了此论後，遂自成

为一宗，命他的高足弟子僧 讲演，且其门下很多的门人都争任讲 演。如传通缘起说：「什公三千门

人，皆弘此论」。所以当时颇得中土一般学者的信仰，极盛一时。迄至六朝间，弘传讲习，亦代有其

人：如宋代时有道亮住京师多 宝寺，著成实论义疏，弘开法席讲演。道猛亦力精三藏的教典，而以成

实一宗最为独步，竭力弘化，学人如林。此外尚有法智、僧音、僧威、慧隆、梵敏、僧导、法 申、慧

命等诸师，都为成实论的达人。齐代时有僧柔、慧次受命於文宣王，撰抄成实论 ，演讲於普弘寺。此

外如僧渊、昙度、道慧、僧钟、法安、慧珠等诸大德 ，都蔚起而讲习之。梁代时有庄严寺僧，光宅寺

法云，开善寺智藏，为名高当代的三大法师，都谓成实论是大乘，并受敕竭力弘盛。此外尚有智顺、宝

亮、昙济、法 宠、慧韶等诸师。陈隋间有洪偃、警韶、宝琼、慧喧 、智悦、慧布等诸高僧，都弘传讲

习。由此可知在六朝的时期，这成实论实在极为隆盛，都是和大乘诸宗并驾齐驱有过之而无不及者。虽

然，自经天台嘉祥两大师出 来广弘天台三论的大乘法门後，直把成实判为小乘。於是它就永远地划归

於小乘一边；而中土的学者素来有一种蔑视小乘的心理，所以虽不见其顿时衰灭，而所受的 影向，实

非浅鲜。及唐朝时代，由玄奘三藏的传译，大乘法相宗流行於世，所以成实又不能不居於退屈的地位。

唐季传至日本，亦无何进步，渐渐衰落。所以自安史 之乱之後，这成实论就步到绝响的境地，及至今

日，也几乎无人能知其名字。所以我们在这里总结一句？唐代以前为本论兴盛的时期；唐代以後为本论

衰落的时期。 那末这成实论将来能否得以发扬光大恢复其原始的盛状，亦唯有祈望於我们後来的学者

努力研究了！  

七 结论 

 

    本论自唐代以还，渐入浇漓，古德大师的注疏，均告失传。所以手头既无参考书可以参考，又对於

佛学未能深入，小乘教义没有研究过的我，当然说不出他的精义来；且东拉西扯，挂一漏万，在所不

免，唯有希望读者们原谅，待他日学业有成，研究有心得时，再作切实的研讨！ 

 

            民，二一，四，十七，守志写于闽院自修室 

 

    要精三论般若，须先读成实；要探唯识瑜珈，须先读俱舍；这是研究应有的步骤。现在我们中国谈

佛学者，唯识一宗，渐已引起学者们的注意，而俱舍论仍无人顾问；而三论书籍，尚埋在故纸堆中，那

只探讨到成实呢。这篇著作，虽未见得精深，因叙述有方，可在这里窥得全部论文的面影。再能远穷有

部，进读法性经论，然後回来衡评浅深，自能洞若观火。?芝峰阅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