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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佛之道》隱含的寂天思想 
 

釋如石 

 

一、前言 

讀過《成佛之道》的人想必都知道，這部具有

代表性的人間佛教「道次第」論著，參考了宗喀巴

的《菩提道次第廣論》，因為該論作者在自序中有清

楚的說明。然而，《成佛之道》中至少有六個地方間

接引用或轉述寂天的《入菩薩行》，有兩個段落引述

《學處集要》的理念，這點恐怕就很少人留意到了。

到底有哪些《入行》的偈頌及《學集》的法義被引

述過，相信多數《成佛之道》的讀者應該會有興趣

瞭解；因此在本文中，筆者想把這些偈頌和理念舉

證出來，並對其中要義略加探討，好讓《成佛之道》

的廣泛讀者也能從中聞思出八世紀前後印度晚期大

乘中觀師寂天的獨特法味。 
二、《成佛之道》引用或轉述的 

《入行》與《學集》 

 （一）〈五乘共法〉所引述 

《成佛之道》引用到《入行》的章節，主要集

中在〈大乘不共法〉的「布施度」和「精進度」；唯

有關於「警策及時修善」的一個偈頌出現在〈五乘

共法〉中，此偈顯然出自《廣論‧下士道》中「由

思三惡趣苦導向皈依」的《入行》引文，僅更動了

少數幾字。這一點，從下面的比對可以清楚地看出

來： 
《成佛》：若時能行善，而未作善業，一旦苦

果臨，爾時復何為？ 

《廣論》：若時能行善，然我未作善，惡趣苦

蒙蔽，爾時我何為？1 
在《入行》的原著中，此偈出現在第四〈不放

逸品〉，偈頌的主旨很明顯，就是宣說「暇滿已失難

再得」，藉此警策初學菩薩慎守學處，不要放逸造

罪。 

（二）〈大乘不共法〉所引述 

  1.「布施度」所引述 

在「布施度」方面，《成佛之道》以刮號明引的

《入行》，只有「為小勿捨大」一句，出現在解釋「或

有不應施，自他及所為」這半偈的釋文中。由於此

句以刮號直引，所以其中文字全同《廣論》的引文 
2，不過並未說明出處是《入行》。不僅如此，有一

段轉述自《廣論》所引《學集》（「由何能令精進厭

患？為由少力而持重物……或由勝解尚未成熟而行

難行」）的文字：「如要力氣小的，挑起重擔子，結

果是反而使人畏怯退心了。又如自己對甚深經典，

還沒有熟悉明了」3，《成佛之道》也照樣沒有注明

出處或是寂天的理念。 
《成佛之道》所引的「為小勿捨大」一句，原

出自《入行》第五〈護正知品〉：「施等波羅蜜，層

層漸昇進；因小勿失大，大處思利他」一頌。偈頌

的大意是這樣的：修學六度的難易程度，是前前易

於後後的，例如布施粗淺易學，而淨戒則較深細難

持，所以世親說：「若人以喜心，行施滿百年，不及

另一人，護戒一日勝。屠夫與賤族，皆能行布施；

然彼猶不能，嚴守諸淨戒。」因此，修學六度的次

第，原則上應該是先易後難，先下學然後才逐漸循

序昇進。然而，六度諸行的善業功德及其對解脫的

重要性，卻是後後勝於前前的。根據這個準則，那

麼在兩種學處無法同時兼顧的情況下，行者就必須

要放棄前度修取後度，捨小而從大。當然，這是就

一般的自利方面而說的；如果碰上二利不可得兼的

特殊狀況，那又另當別論了。這時，考量的重點應

以廣大的眾生利益為主。例如修行廣大的利他布施

時，可以暫不理會對自己有小利的淨戒；又如有眾

多人遠道前來請益，而且行者自己又堪能做廣大的

法施，那麼就必須暫時放下個人的禪修而行法施。

這個道理，正如《無盡意經》所說的：「應該思惟，

能利益眾生的學處才是最重大殊勝的。倘若認清了

各學處的勝劣差別，就應該選擇較殊勝的學處去修

學。」因此，施戒二者之中，雖然淨戒的功德略勝

一籌，但在能成就廣大他利的殊勝布施機緣下，布

施就顯得更為殊勝和重要了。例如一般來說，金子

比鐵昂貴；但是大量或亟需的鐵，卻比少量或不能

救急的黃金來得珍貴。同理，《入行》所謂的「因小

勿失大」——莫為小小戒而錯失廣大布施的利他機

緣，也是針對實踐六度的特例而說的。4 
其次，《廣論》所引的寂天的名偈：「身及諸受

用、三世一切善，為利諸有情，故當無惜施」，也被

改寫成《成佛之道》的頌文，更動的部分不多；「有

情」二字改成「眾生」，第四句則變更為類似的「無

惜而行施」，其餘文字完全相同。茲將這兩頌比對如

次（列入拙譯《入行》以便理解）： 
《成佛》：身及諸受用、三世一切善，為利諸

眾生，無惜而行施。 

《廣論》：身及諸受用、三世一切善，為利諸

有情，故當無惜施。 

《入行》：為利有情故，不吝盡施捨  身財諸

受用、三世一切善。5 

從《成佛之道》的內文來看，「身及諸受用…… 」

這個偈子，似乎是用來說明菩薩布施之行的。然而，

在《入行》的原著中，此偈卻隸屬於第三品「受持

菩提心」；在修道次第上，它位於懺罪積資的「七支

供養」之後，作為發心與受戒前的一個重要的「修

心」階段，其目的是為了進一步增長行者的「捨心」，

好讓「準菩薩」做好次第修學施捨一切身、財和善

根的心理建設。所以，依《入行》的原意，「身及諸

受用…… 」一偈主要是用來強化「準菩薩」的施捨

意願，而不是勸菩薩實修布施的。其中道理非常簡

單，因為盡捨身、財和善根之行絕非初學菩薩的道

力所及，只有「悲心清淨」的地上菩薩才可能勝任

愉快。這是寂天在《入行》第五〈護正知品〉和第

七〈精進品〉中自說的： 
悲願未清淨，不應施此身；今世或他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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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乃可捨。 

一旦覺自身  卑微如菜蔬，爾時捨身肉，於

彼有何難？6 

而《入行》的姊妹作《學集》對此所作的說明，也

有助於我們理解，初發心菩薩一開始就強化「施捨

一切」、特別是「捨身」意願的重要性： 
初學者由於信解不夠成熟，道力仍然有限，

所以還不能直接施捨自己的肢體，只能先運

用思惟的方式預作練習。不過，如果不從現

在就開始經常運用思惟來加強捨身的意願，

那麼真正任運的捨心必然不能生起。如此，

則日後［遇到適當的機緣時］也一定不能圓

滿捨身之行。7 

可見，《入行》「身及諸受用……」一偈的原創意義，

確實是在發心前強化「捨心」，而不是發心後的實際

布施之行；《廣論》雖然也將此偈放在「布施度」中

論述，但強調的重點，仍是布施前就應該好好培養

的「施捨之心」。8  
這裡會出現一個問題：既然菩薩發願菩提心

時，已將身、財和善根無條件施予一切有情，那麼

自己如何還能保有、享用而不犯任何罪過呢？《成

佛之道》解釋說：「雖然還在保有、使用一切，但菩

薩不再作自己私有想，覺得這是一切眾生的。自己

如雇員或公僕一樣，代為管理經營，如物主需要時

（有人來乞求時），就無條件的奉上。自己的享受，

正像雇員的取得合法的生活費一樣。」9 印順長老

如此詮釋的確十分善巧，不過，這樣的解說卻可能

是參考《廣論》所引《學集》的獨特觀點而寫的： 
如是至心於有情所，已捨衣食及房舍等，若

受用時當作是念，為利他故受用此等。……

以有主財護有主身，若由是念受用無罪，僕

使恆時為主作業，非自有財以為存活。10 

至於《入行》為何要如此強調觀修「捨心」，寂

天在緊接著「身及諸受用……」一頌後面提出了如

下的理由：「捨盡則脫苦，吾心成涅槃；與其死方捨，

何若生盡施？」11 這可分兩方面來說明：（一）由

於眾生不瞭解一切諸法因緣合和而生，性自清淨、

空寂——從來就沒有一個實存的人真正擁有過任何

實存的事物，因此起惑造業而流轉生死。如今藉著

完全施捨一切身、財和善根的觀修練習，逐漸放下

自心對我與我所的執取，而昇華入畢竟空的涅槃境

界，同時也將諸法回歸本來如是的清淨、寂滅狀態。
12（二）與其等到死時才「心不甘，情不願」地將

身、財遺留世間，不如在生前先將這一切眾緣所生、

本來就不屬於我的內外諸法完全施捨出去，以利樂

一切如幻的有情，迅速圓滿福德資糧。由此可見《入

行》的確主張，利根的大乘行者應該從初發願菩提

心開始，就朝向悲智雙運、捨己利他的方向努力。 
除了上述二偈以外，《成佛之道》中有關《入行》

「布施」法義的，還有「施以捨心勝」一句，該論

作者在長行中解釋說：「事實上，這樣的布施，怎麼

也不能滿足一切（貧苦眾生）的。要知道，從自成

佛道來說，布『施』度以圓滿『捨心』為最『勝』，

重在養成一切能施的意欲。」13 這樣的「施捨」理

念，顯然也轉述自《廣論》所引的《入行》： 

《廣論》：若除眾生貧，是施到彼岸，現有貧

眾生，昔佛如何度，一切有及果，心與諸眾

生，說名為施度，以是施即心。 

《入行》：若除眾生貧  始圓施度者，今猶見

飢貧，昔佛云何成？心樂與眾生  身財及果

德，僅此施度圓；故施唯依心。14 

上述兩頌出於《入行》第五〈護正知品〉，其主

旨在於宣說：圓滿施度最主要的關鍵，不在於客觀

受施對象的貧困是否已經完全消除，而在於主觀施

者的我、我所執和慳貪之心是否已經徹底了斷，以

及施捨一切的意願是否已經圓滿養成。若以「解除

一切眾生的貧窮與否」來界定施度是否圓滿，那麼

自古以來就沒有一個人能圓滿施度而成佛，因為迄

今為止仍有數不清的貧苦眾生。不僅施度如此，圓

滿其餘五度的關鍵，同樣在於調伏主觀的內心。《學

集》說：「菩薩學處，就是要全面地淨修自心，這是

一切法的根本。《聖寶雲經》說：『心是一切法的前

導。如果能充分地了知自心，就能完全了知一切

法……』」15 
綜觀以上所說的《入行》偈頌，其法義都與「布

施」有關；不過，《入行》論述「布施度」的方式卻

迥異《廣論》和《成佛之道》等一般論典。在《入

行》中，關於「布施」的法義並沒有獨立成品，整

體地被論述，反而分散在各品中分別加以強調。例

如前面所引有關布施的五個偈頌，就分散在《入行》

的第三、五、七品之中，這種獨特的論述方式的確

前所未見。管見以為，《入行》之所以會如此別出心

裁地論述布施，可能是因為寂天深切體認到，「施捨」

確實是菩薩學處的最高指導原則。《學集》〈集布施

學品〉說： 
把自己的身體、財物和三時所修集的一切善

業功德完全布施給一切有情，並加以守護、

淨化和增長，這就是菩薩學處的修學要領。16 

而在該品品末的結尾處，寂天更引述《寶雲經》對

「布施」作了一個畫龍點睛式的結論：「施捨，就是

菩薩的菩提。」17  

由此不難想見，寂天的確非常重視修捨，在他

看來，「捨」幾乎是大、小二乘行門的總持了。二乘

行者由於捨離了對三界的一切貪著，而獲致涅槃的

寂滅妙樂；大乘菩薩則連涅槃妙樂也要一併捨卻，

轉而將身、財和三世善根方便施予一切有情，以所

謂「智不住諸有，悲不滯涅槃」的無住涅槃心境圓

成佛道。正因為寂天認為修習「施捨」在菩薩的行

門中最為重要，所以不但不把「布施」獨立成一品，

反而把「施捨一切」的觀念分散在各品中強調；因

此在《入行》中，「施捨一切」的法義幾乎品品可見。18 
必須附帶一提的是，《成佛之道》「布施度」

中的「聞施心歡喜，勝於寂滅樂」一偈，其實出自

月稱《入中論》的「且如佛子聞求施，思惟彼聲所

生樂，聖者入滅無彼樂」，而另一偈「三輪處處著，

是施名世間；三輪空相應，出世波羅蜜」，則近似

《入中論》的「施者受者施物空，施名出世波羅蜜；

由於三輪生執著，名世間波羅蜜多。」19 不過，《成

佛之道》並沒有說明，這兩個偈頌也是根據《入中

論》編寫的。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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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精進度」所引述 

在「精進度」方面，《成佛之道》有兩處引述了

《入行》。茲引述並比對如次： 
（1）《成佛》：推延著世樂，自輕心怯弱。 

《廣論》：懈怠耽惡事，自輕而退屈。21 
《廣論》在引用這半偈《入行》之前，有一段

論文開示說，如果一個人有能力而不肯修行，主要

是因為他受困於如下兩種障礙：「一、推延懈怠，為

念後時有暇能修；二、雖非如是，然於庸常諸下劣

事貪著覆蔽，如《入行》論云……」22 《成佛之道》

論頌所說的「推延著世樂」及內文所作的解釋，應

該是根據這段論文編寫的。而另一種不肯修行的心

理障礙，《廣論》說是因為自信心不足，所謂「怯弱

不入，謂我豈能如是修行？」23 這大概是《成佛之

道》將《廣論》引文中的「退屈」二字換成「怯弱」

的主要原因吧！ 
（2）在《入行》中，寂天頗具創意地提出了輔

助精進的四種心態：「四緣助精勤：信樂心堅毅、放

捨心歡喜。」24 《廣論》沒有明引此偈，而是將其

中內容直接改成第二大科目的科判來使用，如論

云：「積集順緣護助資糧：一、發勝解力；二、發堅

固力；三、發歡喜力；四、暫止息力。」25 或許印

老就是根據這段科判及其中論述編寫出《成佛之道》

如下的偈頌：「勝解堅固力，歡喜休息力，能修於四

力，精進不為難！」26 
關於「精進」的義理，一般論典開示的內容不

多，因此，《廣論》的「精進度」大半直接引自《入

行》，足足有四十多偈。《成佛之道》自然也不例外，

除去由「精進」外衍的法義如「怯弱下劣者，希求

易行道……藥師大悲願，東方現淨土」等等，其餘

重要內容如「滿果亦難行，久處於生死，資糧廣無

邊，練心勿退屈」等偈及其解說 27，幾乎都是參考

大量引用《入行》的《廣論》「精進度」而寫的。寂

天的組織與創作能力之卓越，由此可見一斑。 
三、結論 

上文提到的《入行》偈頌與《學集》思想，其

實在《廣論》中都註明有「《入行論》云」或「《集

學論》云」等字樣，可是不知何故，《成佛之道》裡

面就是沒交代出處。或許是因為疏忽；或許已故的

印順長老認為，在自序中以「參考宗喀巴的菩提道

次」一筆帶過就足夠了；當然也可能是因為，寂天

的學說屬於被印老判為「老年」的印度晚期大乘，

而非印老情有獨鍾的「少壯」初期大乘 28，所以便

下意識、不自覺地匿引或改寫《入行》與《學集》，

以免自相矛盾。但無論出於何種原因，這樣的處理

方式顯然很容易讓讀者產生誤解，以為這些偈頌和

理念是《成佛之道》作者本人、或《廣論》作者宗

喀巴的創意，結果真正的原創者寂天反而因此被埋

沒了；這似乎不是教界多數人所樂見的。 
《入行》是八世紀左右印度傳出的大乘論典，

《廣論》成書於十五世紀的西藏，而《成佛之道》

則出版於二十世紀的臺灣，這三部「祖述」龍樹的

大乘道次第論著，分別屬於印度的後期大乘佛教、

西藏佛教和現代的中國佛教，在時空與人文背景

上，彼此間的差異不可謂不大。因此，無論就學術

或學佛的立場來說，都有必要釐清《成佛之道》中

某些出處尚不明確的偈頌的思想源流，以免張冠李

戴，錯認了印順人間佛教獨特的「基因圖譜」；而且

也唯有如此，才不至於抹煞寂天為了弘揚大乘而苦

心孤詣編著《學集》與創作《入行》的功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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