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乘佛教
 名稱: 大乘

 大乘Mahāyān. Mahā: 大; Yāna: 乘.  

 以大乘自稱而有別於其他傳統教派，如部派佛
教中的某些教派

 相對於此，而稱其他教派為小乘

 公元前一世紀的佛教思改革運動

 由小部份對主流教派的改革

 學說目標:佛菩提

 學說方法: 菩薩道 (pāramitā)



初期大乘

 區分：初期大乘與後期大乘

1. 教理 Teaching

1) 初期: 以一切法空以究竟

2) 後期:以一切法空為方便

2. 時間

1) 從公元前50 ~到公元200. 

2) 經典以「空」為中心



初期大乘典

甚深智與廣大行

1. 般若經 Prajñāpāramitāsūtras, 

2. 華嚴經 Avataṁsaka (部份)

3. 法華經saddharmapuṇḍarīkam (部份). 

4. 文殊經 Mañjuśrīūtras

重信仰的

1. 阿彌陀經和其他淨土經典

2. 特色：強調他力、信願，重視宗教行為和儀式

3. 方法：求生他方佛土



般若經

1. 般若波羅蜜 Prajñāpāramitā: 

1) Prajñā: 1) 直觀 2) 勝義諦

2) Pāramitā: 1)到彼岸 2)圓滿、究竟

I. 到彼岸: 渡到彼岸之智

II. 圓滿: 智慧圓成佛智

2. The  Prajñāpāramitāsūtras

 以般若波羅蜜為重點的經典



般若經的發展
1. 初期 (100BCE~100CE):

8000-verse (Aṣṭasāhasrikā)

道行般若、小品般若

大般若經的第四、五分

2. 擴展期 (100~200CE):

100,000 頌 (The Śatasāhasrikā ) 

25,000 頌 (Pañcaviṃśtisāhasrikā) 

18,000-verse (Aṣṭādaśasāhasrikā)

光讚般若、放光般若、大品般若、大般若經的第一、
二分



3. 簡短論書(200~500CE):

金剛經Vajracchedikā

心經

現觀莊嚴經論 (The Abhisamayālaṃkāra)

4. 密教影響期 (600~1200CE):

The Adhyardhaśatika (150-verse) Perfection of 

Wisdom



教理重點

1. 大乘三心

2. 空

3. 六波羅蜜

4. 善巧方便



(1) 大乘三心

菩提心 Bodhicitta

發成佛之願

最終目標

大悲心Mahākaruṇā

願渡一切眾生之心

動机

無所得心 Prajñāpāramitā

般若波羅蜜

方法善巧



(2) 空 ŚŪNYATĀ

名稱: 空、無

目的

 超勝於傳統的教法---緣起 (pratītyasamutpāda) 

 對阿毘達磨法体論的批判

 對我執的消除

又關義：

 勝義諦

 無自性



空 (ŚŪNYATĀ)的雙重義含

1. 自性空 Svabhāva-śūnyatā : 

初期般若的核心理論.

涅槃的同義字

勝義諦 (聖人的證悟境界)

2. 無自性空 Abhāva-svabhāva-śūnyatā :

中期般若的重心

結合「緣起」論的世俗詮釋

無自性



自性空

勝義諦：

超越世俗的一切存在，如名稱、特性、
分別等等。

因此，從勝義諦看世俗的一切，一切法，
包括生死與涅槃，無二無別。

一切法的當下即是涅槃，生死即涅槃



無自性空

 一切法依緣起而成，故一切法無自性

 非自成、非獨一、非不變、無主宰性

龍樹(Nāgārjuna) 為無自性空的主要宣
揚主



(3) 波羅蜜

菩薩的廣大行稱為波羅蜜

般若波羅蜜與萬行

 般若轉化萬行為波羅蜜

三輪体空：施者、施物、受施者

 萬行實踐般若

與空相應,般若波羅蜜在萬行中完成



六波羅蜜

 萬行統歸為六:

1. 布施波羅蜜 Dhāna-pāramitā: 

2. 戒波羅蜜 Śīla-pāramitā:

3. 忍波羅蜜 Kṣānti-pāramitā

4. 精進波羅蜜Vīrya-pāramitā

5. 禪波羅蜜 Dhyāna-pāramitā

6. 般若波羅蜜 prajñā-pāramitā



般若波羅蜜與空

從勝義諦而言:

 般若波羅蜜= 空 = 諸法實相

世俗諦上說:

 般若波羅蜜: 能証悟實相的甚深智

 空:般若所諸証的實相

實踐上說：

 深觀一切法空即是般若的實踐



(4) 善巧方便UPĀYA

聲聞的般若波羅蜜

 阿羅漢也能悟空----到彼岸

 無善巧: 入無餘涅槃

菩薩般若波羅蜜 =善巧方便

 三心相應

 空 Śūnyatā =涅槃 nirvāṇa

 善巧方便：般若讓菩薩不住生死、菩提心和
大悲心讓菩薩不入涅槃



其他初期大乘經

華嚴經Avataṁsaka (部份)

法華經 saddharmapuṇḍarīkam (部份)

淨土經典



大方廣佛華嚴經

漢譯

全譯：
東晉．佛陀跋陀羅/ 六十卷本/六十華嚴

唐．實叉難陀/ 八十卷本/ 八十華嚴

部份譯：
唐．般若譯/四十卷本/ 四十華嚴

兜沙經：如來藏經

菩薩本業經：內有十地品及十住品

羅摩伽經：等同唐譯之「入法界品」

其他等等



華嚴經的編集

共三十九品，可分四類

1. 佛土與諸佛：前六品

2. 明菩薩大行：
 從「如來名號」到「十忍品」共23品

 略舉佛與所說法，勸信令行，次第深入

3. 明如來果德
 「壽量品」到「離世間品」

4. 入法界品
善財童子參學的故事

舉出修學佛法的各種典型，作為勸學的榜樣



集出時間

大至可分為三期

1. 公元150年以前

 如兜沙經、菩薩本業經等等

2. 公元150~200年間

 如「世界成就品」和「入法界品」等

3. 公元200年以後

 大部類漸漸完成



思想概要

1. 毘盧遮那佛(Vairocana) 與華藏莊嚴海

 毘盧遮那佛：法身佛，代表了最圓滿的淨
清法界，佛陀真實性的不可思議

 華藏莊嚴海：說明重重無盡的佛國世界

 以清淨的佛與佛土作為學佛者仰望的理想，
勸發修行，成就不可思議佛功德

 大眾部系理想佛陀觀的圓滿表現



2. 菩薩本業
 說明在家與出家菩薩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學習菩薩道

3. 菩薩行位
 以十住、十行、十迴向、十地等說明菩薩修行位先
後的次第

 菩薩修行位先後的次第各經典說法不一致，在華嚴
經中得到了整合

4. 善財童子的參學
1) 闡明菩薩行，一生精進，而入普賢地

2) 對象：共55人

 人：在家出家皆能行菩薩道

 天神：對印度神教的適應

 大菩薩：入普賢地，與佛無一無二



妙法蓮華經
SADDHARMA-PUṆḌARIKA-SŪTRA

名稱:

Sad: 妙

Dharma: 法

Puṇḍarika: 白蓮花

由白蓮花來表徵的甚深細微妙法



簡介

最早的大乘經典之一

最早的部份大概完成於公元前
100年到公元100年間

之後次第增加

東亞佛教最俱影響的經典之一.



組織

共28 品

鳩摩羅什Kumarajīva所譯的文譯版為主

梵文和其他漢譯版唯有 27品

由三部份次第完成
 開權顯實和一乘教 (第 1 – 9, 17品) 

 開跡顯本 (第 10, 11, 13-16, 18-22品) 

 重菩薩信仰 (第12, 23 – 28品)



主要思想

(I) 開權顯實

三乘
權教：方便教導

 三乘：聲聞、獨覺、菩薩

應機而施教. 

一乘
實教

一切眾生終將成佛



(II) 開跡顯本

釋迦佛久遠劫成早已成佛

釋迦佛成佛入滅只為渡眾生的方便
示現

佛在十方無量佛土亦有無量化身示
現

佛的壽命亦無量



淨土思想

1. 重他力：佛的願力和佛力的加持

2. 重信願：以信願為主

3. 希求理想世界：求生他方國土

4. 初期淨土

 東方阿閦佛國

 西方極樂淨土

 為適應一般宗信仰而發展的法門，龍樹
菩薩判為易行道



總結

佛陀觀：理想佛的圓滿完成與表現

佛法：菩薩道為主流

難行道(正常道)：甚深般若與難行難忍的廣大行，
般若經、華嚴經和法華經的一部份---發展

易行道(方便道)：重信仰、他力加持，如各類淨
土經典和華嚴經和法華經的一部份----發展

僧：

僧團與社會大量融合

因菩薩道的廣攝，在家眾在修行上也有一定的
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