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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藏圣典的结集

•第一次圣典结集：

时间：佛入灭后三个月（公元前544年）
地点：马嘎塔国首都王舍城(Ràjagaha)

主持人：马哈咖沙巴尊者(Ven. Mahàkassapa)

参加者：五百位大阿拉汉

先由伍巴离尊者(Ven. Upàli)诵出律藏，
再由阿难尊者(Ven. ânanda)诵出经藏。



上座部——长老们的观点(Theravàda)

Apa¤¤attaü nappa¤¤apeti, 
pa¤¤attaü na samucchindati,
yathàpa¤¤attesu sikkhàpadesu 
samàdàya vattati.

• 尚未制定者，不应再制！

• 已经制定者，不应废除！

• 只按已制定的学处受持遵行！



三藏圣典的结集

•第二次圣典结集：

时间：佛灭后百年（约公元前444年）
地点：韦沙离城(Vesàlã)

主持人：亚沙尊者(Ven. Yasa kàkaõóakaputta)

参加者：七百位阿拉汉

因瓦基族的比库(Vajjiputtaka bhikkhu)向在家人
乞钱，并提出“十事非法”引起。



三藏圣典的结集

•第三次圣典结集：

时间：佛灭后两百多年（公元前4世纪）
地点：巴嗒厘子城(Pàñaliputta)

主持人：摩嘎莉之子·帝思(Moggaliputta tissa)

参加者：一千位阿拉汉

因许多外道冒充比库，以自宗见，谬解法律，
扰乱正法。为整顿僧团而引起。



三藏圣典的结集

•第三次圣典结集：

这次结集后僧团作出決定，派出九个弘法使
团到印度国內外各地去弘扬佛法。
其中，第八使团由Ven.Sona, Ven.Uttara带领，
到了金地(Suvaõõa-bhåmi)，即今缅甸达通至泰
国佛统一带蒙族人地区。
第九使团由Araha Mahinda带领，到了獅子岛
(Siïhala-dãpa)，即今斯里兰卡。



阿首咖王(Asoka)时期佛教传播图



南传上座部佛教分布图



巴利语的来源——
古印度中国的马嘎塔方言



印度佛教1500年

1. 正法——纯正的佛法，500年

2. 像法——相似的佛法，500年

3. 末法——末流的佛法，500年



佛教北传至汉地 (佛灭500-1500年)



佛教传至藏地 (佛灭1100-1600年)



北传大乘佛教分布图



印度佛教15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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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法住世五千年
• 正法——教法、修行和证果

• 有教有行，有得果证，名为正法；有教有行，而无
果证，名为像法；唯有其教，无行无证，名为末法。

——唐良贲《仁王护国经疏》卷下

• 佛虽去世，法仪未改，谓正法时。佛去世久，道化
讹替，谓像法时。转复微末，谓末法时。

——隋嘉祥吉藏《法华义疏》卷五

• 若正法时，有教有行有证故。若像法时，像，似也；
有教有行，似正法时，则证果者鲜矣。若末法时，
空有教，无修行者。

——北宋释道诚《释氏要览》卷中



正法住世五千年

• 第一千年：可证四无碍解阿拉汉
• 第二千年：可证六通阿拉汉
• 第三千年：可证三明阿拉汉
• 第四千年：可证纯观阿拉汉
• 第五千年：可证三种有学圣果
• 五千年后，正法逐渐隐灭



三藏——律藏

• 《律藏》(Vinaya-piñaka)，乃世尊为诸弟子制

定的戒律教诫和生活规则。

•《律藏》分爲《巴拉基咖》、《巴吉帝亚》、

《大品》、《小品》和《附随》五部分。

•律藏是一切比库和比库尼都应认真研读并切

实遵行的。



三藏——经藏

• 《经藏》(Sutta-piñaka)，是世尊以及圣弟子

们的言行集。

•《经藏》共有五部，即《长部》《中部》

《相应部》《增支部》和《小部》。



三藏——论藏

• 《论藏》(Abhidhamma-piñaka)，对世尊教

法要义的精确及系统的分类与诠释。



何谓阿毗达摩(abhidhamma)?

abhi = 上等的，殊胜的，卓越的

dhamma = 法，究竟真实的教法



上座部七论

• 《论藏》共有七部，即：
1.《法集论》(Dhammasaïghanã)

2.《分别论》(Vibhaïga)

3.《界论》(Dhàtukathà)

4.《人施设论》(Puggalapa¤¤atti)

5.《论事》(Kathàvatthu)

6.《双论》(Yamaka)

7.《发趣论》(Paññhàna)



Abhidhamma的来源

• 佛陀证悟全自觉后的第四周，坐
在菩提树附近的宝屋(Ratana ghara)
中省察阿毗达摩。







现在佛教的六色教旗
即是据此设计的



Abhidhamma的来源

• 上座部佛教的正统传承认为阿毗达摩
为佛陀所教导。

• 佛陀在三十三天界向来自一万个轮围
世界的诸天开示阿毗达摩。



佛陀在三十三天界开示阿毗达摩





Abhidhamma的来源

• 佛陀在天界开示阿毗达摩后，会简要地向
法将沙利子长老(Ven. Sàriputta)开示。长老
再将之传授给其五百位比库弟子，如是建
立了“阿毗达摩”的传承。

1. 详尽法——佛陀教导诸天人
2. 简略法——佛陀教导沙利子
3. 中等法——长老教导其弟子



Abhidhamma的来源

• 佛陀在世时，已有专门诵习论母
(Màtikà)的“持母者”(màtikàdhara)。

• 在第三次圣典结集时，七部论已经
定型，再由Araha Mahinda等传到獅子
岛(Sãhaëa-dãpa)，成为现在的《阿毗达
摩藏》。



两种真谛

• sammuti sacca：世俗谛

• paramattha sacca：胜义谛、究竟谛



两种教法——

•经教法：称为“方便的法
说”(pariyàya dhammadesanà),
意为譬喻式或受到装饰的教
法，以教导世俗谛为主。



两种教法——

•论教法：称为“非方便的法
说”(nippariyàya dhammadesanà),
意为直接或没有受到装饰的
教法，以教导胜义谛为主。



阿毗达摩的特点

• 系统地分别诸法。

• 把一切法分至最基本的单位。

• 整理诸经中的各种佛学术语。

• 《发趣论》以组织法统摄一切究竟法。



四种究竟法

1.心 (citta)

2. 心所 (cetasika)

3. 色 (råpa)

4. 涅槃 (nibbàna)



学习阿毗达摩的意义

• 系统地了解佛陀的教法
• 超越一切世间学科
• 明辨善恶、是非、正邪
• 生活中的应用：
去除诸恶，培植善法

• 培育观智



三藏、三教法与二谛

三藏

律藏

经藏

论藏

三教法

律教法

经教法

论教法

二谛

世俗谛

胜俗谛

胜义谛



三藏、三学与禅修

三藏

律藏

经藏

论藏

三学

增上戒学

增上心学

增上慧学

禅修

持戒

修止

修观



概念法(pa¤¤atti)

一、意义概念 (atthapa¤¤atti)

二、名字概念 (nàmapa¤¤atti)



概念法

一、意义概念：

1. 形状概念——方、圆、长、短、山等
2. 组合概念——房屋、汽车、村庄、城市等
3. 方向概念——东、南、西、北、前、后等
4. 时间概念——今天、早上、一个月、明年等
5. 空间概念——山洞、原野、天空等
6. 相概念——似相等



概念法

二、名字概念：

1. 真实概念——红、黄、蓝、白等
2. 不真实概念——男人、女人、公司等
3. 真实的不真实概念——有智慧的人等
4. 不真实的真实概念——女人的声音等
5. 真实的真实概念——眼识等
6. 不真实的不真实概念——中国人



概念法

概念在究竟意义上是不存在的，但它们却
能作为究竟法的影像被人们所认知。

概念只是世俗谛。

之所以称为概念，是因为它们被人们依各
种方式想像、推理、表达、认知。

耳识心路过程听到声音后，通过随之生起
的意门心路过程所领受的概念了知其意义。



Idaü me pu¤¤aü àsavakkhayàvahaü hotu.
Idaü me pu¤¤aü nibbànassa paccayo hotu.
Mama pu¤¤abhàgaü sabbasattànaü bhàjemi,
te sabbe me samaü pu¤¤abhàgaü labhantu.

愿我此功德，导向诸漏尽！

愿我此功德，为证涅槃缘！

我此功德分，回向诸有情，

愿彼等一切，同得功德分！

Sàdhu! Sàdhu! Sàdhu!
萨度！萨度！萨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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