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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解深密經》是瑜伽行派的最根本經典，其「三時判教」說是印度

佛教判教思想展開的主要前提之一，更是瑜伽行派的判教準則。但《解

深密經》的梵本不存，對其判教思想的直接研究只能借助於漢譯本與藏

譯本進行。本文試圖根據漢譯與藏譯的「三時判教」幾段譯文，進行對

比分析，以顯示二者思想的異同，由此可更好地體會《解深密經》的判

教意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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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basic sūtra of Yogācāra School is Samdhi Nirmocana Sūtra, whose 
thought of “Three Period Teaching Classification” becomes one of the basic 
prerequisit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Indian Buddhist thought about teaching 
classification, especially the criterion for the teaching classification of 
Yogācāra School. This paper tries to carry 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to the 
two Chinese and one Tibetian texts of “Three Period Teaching 
Classification ” of Samdhi Nirmocana Sūtra, in order to make a deep inquiry 
for the significance and intention of the teaching classification of this sūt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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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判教與《解深密經》 

從佛教行道者角度看，佛教教說可分為佛陀言教及其他佛教行道者

即論師言說。判教是針對其中的佛陀言教而言的，即將各種教說按照相

對意義予以位置排序。當然，其中所說的意義必然是在某種框架或者角

度上顯示的。這樣，判教的方式可有種種，同時意味判教的意義是相對

的。 

根據前述教說的二分，判教可分為佛陀經教內的判教，以及在論師

言說中的判教。但在印度大乘顯教史上，判教基本上是經教內的判教，

論師言說中的判教一般是隨順經教的說法，頂多有所開顯而已，未見有

獨自建立系統的判教理論。只有到了中國佛教中，在抉擇與深化佛教經

教的判教思想的基礎上，出現了種種較為系統的判教思想，帶來了判教

思想的繁榮。這其中的代表性學說是天臺智者大師的「五時八教」說。

而且在中國佛教的判教思想中，不僅針對教，而且也針對論師的學說一

併判攝，這以賢首大師的「五教十宗」說為代表。筆者曾對中印歷史上

的種種判教思想模式予以了分析與抉擇，提出過建立判教的四種方式即

「判教四事」，以其達到統攝的目的。1 

本文關注的是印度佛教中經教內的判教。粗略地說，印度經教中雖

然有豐富的判教思想，但大多較為素樸。按照方式看，可略分為直接與

間接兩類。直接的如《解深密經》的「三時」說，《大般涅槃經》的「牛

乳五味」說等，間接的如《華嚴經》中「日光諸照」說等。2而按照意趣

                                                 
1 四事為：能化、所化、化時、化式。見周貴華，《唯識通論──瑜伽行學義詮》

上冊（北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 年），頁 167。 
2 唐‧玄奘譯，《解深密經》卷 2〈無自性相品第五〉，《大正藏》冊 16，頁 697；

北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 14〈聖行品第七之四〉，《大正藏》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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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可略分為性質、意義方面的判攝與內容方面的判攝。內容方面的判

攝還可進一步分為兩方面，即理境方面與行果方面。這也是最常見到的

判教角度。在其中，針對理境方面的判教有《解深密經》的三時判教等，

針對行果方面的有大乘小乘判教、三乘一乘判教等。 

總的來看，在印度經教內的判教說中，《解深密經》的「三時」說是

最為系統的判教學說。這也是本文所關注的具體內容。 

《解深密經》關於判教的內容主要反映在第五無自性相品（據玄奘

譯本），但此品的漢藏譯內容有差異，從中可以看出彼此間在思想理路

上有所不同。本文擬通過對此二譯文的對比，探討一下漢藏譯文二者判

教思想的同異。 

二、《解深密經》「三時判教」漢藏譯文及其判教
特點 

（一）《解深密經》中「三時判教」的漢譯文 

《解深密經》，梵名 Samdhi-nirmocana-sūtra，藏譯名 Dgongs-pa nges- 

par-’grel-pa。梵本不存，有漢譯、藏譯本。漢譯五卷，為唐玄奘所譯。

相傳此經有梵文廣本十萬頌，漢譯譯自略本，約一千五百頌。異譯只相

當於奘譯《解深密經》的一部分，有四種：一者，劉宋求那跋陀羅譯《相

續解脫經》二卷；二者，北魏菩提流支譯《深密解脫經》五卷；三者，

陳真諦譯《佛說解節經》一卷。此經除序品外的其餘七品收在《瑜伽師

地論》卷七十五至七十八，序品收在《攝大乘論》卷中出現。  

在四譯中，只有唐譯與魏譯具有三時判教的部分，現列如下： 

                                                                                                                   
頁 449；東晉‧佛馱跋陀羅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0〈四寶王如來性起品

第三十二之二〉，《大正藏》冊 9，頁 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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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玄奘在《解深密經》中所譯：  

爾時，勝義生菩薩復白佛言： 

「世尊初於一時在婆羅痆斯仙人墮處施鹿林中，惟為發趣聲

聞乘者，以四諦相轉正法輪，雖是甚奇、甚為稀有，一切世間諸

天、人等先無有能如法轉者，而於彼時所轉法輪，有上、有容，

是未了義，是諸諍論安足處所。 

世尊在昔第二時中，惟為發趣修大乘者，依一切法皆無自

性、無生無滅、本來寂靜、自性涅槃，以隱密相轉正法輪，雖更

甚奇、甚為稀有，而於彼時所轉法輪，亦是有上、有所容受，猶

未了義，是諸諍論安足處所。 

世尊於今第三時中，普為發趣一切乘者，依一切法皆無自

性、無生無滅、本來寂靜、自性涅槃無自性性，以顯了相轉正法

輪，第一甚奇、最為稀有，於今世尊所轉法輪，無上、無容，是

真了義，非諸諍論安足處所。」3 

2、菩提流支在《深密解脫經》中所譯： 

爾時，成就第一義菩薩白佛言： 

「世尊，如來初成應正等覺，於波羅奈城仙人集處諸禽獸遊

處，為諸修行聲聞行人，一轉四諦希有法輪，世間一切沙門、婆

羅門、天、人、魔、梵無能轉者，若有能轉，依法相應，無有是

處。 

世尊，此第二轉法輪，說上法相，可入法相，分別彼諸不了

                                                 
3 唐‧玄奘譯，《解深密經》卷 2〈無自性相品第五〉，《大正藏》冊 16，頁 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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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修多羅，為住大乘眾生，說於諸法無有體相、諸法不生、諸法

不滅、諸法寂靜、諸法自性涅槃，希有之中，復是希有。 

世尊，此是第三轉法輪，為住一切大乘眾生，說諸法無體相、

不生不滅、寂靜、自性涅槃，善說四諦差別之相，希中希有、無

人能入、無人能對、無人能諍、更無有上、更無有勝、了義修多

羅無諍論處。」4 

（二）《解深密經》中「三時判教」的藏譯文： 

藏譯「三時判教文」（Dus gsum kyi rnam par bstan pa rnams）來自藏

譯《解深密經》（’phags pa dgongs po nges par ’grel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第七品勝義生菩薩品（don dam yang dag ‘phags kyi le’u）: 

/de nas bcom ldan ‘das la byang chub sems dpa’ don dam yang 

dag ‘phags kyis yang ‘di skad ces gsol to/ 

bcom ldan ‘das kyis dang por yul bārānsī drang srong smra pa 

ri dags kyi nags su theg pa la yang dag par zhugs pa rnams la ‘phags 

pa’i bden pa bzhi’i rnam par bstan pas chos kyi ‘khor lo ngo mtshar 

rmad du byung ba/ sngon lhar gyur pa’m/ mir gyur pa sus kyang 

chos dang ‘thun par ‘jig rten du ma bskor ba gcig tu rab tu bskor te/ 

bcom ldan ‘das kyi chos kyi ‘khor lo bskor ba de yang bla na mchis 

pa/ skabs mchis pa/ drang ba’i don rtsod pa’i gzhi’i gnas su gyur pa 

lags la / 

bcom ldan ‘das kyis chos rnams kyi ngo bo nyid ma mchis pa 

                                                 
4 元魏‧菩提流支譯，《深密解脫經》卷 2〈聖者成就第一義菩薩問品第八〉，《大

正藏》冊 16，頁 673-6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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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id las brtsams/ skye ba ma mchis pa dang/ ‘gags pa ma mchis pa 

dang/ gzod ma nas zhi ba dang/ rang bzhin kyis yongs su mya ngan 

las ‘das pa nyid las brtsams nas theg pa chen po la yang dag par 

zhugs pa rnams la stong pa nyid smos pa’i rnam pas ches ngo mtshar 

rmad du byung ba’i chos kyi ‘khor lo gnyis pa bskor te/ bcom ldan 

‘das kyi chos kyi ‘khor lo bskor ba de yang bla na mchis pa/ skabs 

mchis pa/ drang ba’i don rtsod pa’i gzhi’i gnas su gyur pa lags la / 

bcom ldan ‘das kyis chos rnams kyi ngo bo nyid ma mchis pa 

nyid las brtsams/ skye ba ma mchis pa dang/ ‘gags pa ma mchis pa 

dang/ gzod ma nas zhi ba dang/ rang bzhin kyis yongs su mya ngan 

las ‘das pa nyid las brtsams nas/ theg pa thams cad la yang dag par 

zhugs pa rnams la legs par rnam par phye ba dang ldan pa/ shin tu 

ngo mtshar rmad du byung ba’i chos kyi ‘khor lo gsum pa bskor te/ 

bcom ldan ‘das kyi chos kyi ‘khor lo bskor ba ‘di ni bla na ma mchis 

pa/ skabs ma mchis pa/ nges pa’i don lags te/ rtsod pa’i gzhi’i gnas 

su gyur pa ma lags so// 5 

（三）《解深密經》的三時判教的基本意義 

《解深密經》的三時判教說，將佛陀全體聖教判為三時教，在印度

佛教史乃至全部佛教史的判教思想中佔有極為重要的位置，具有如下幾

個特點： 

第一，從佛教本位看，這屬於最權威的判教之列。佛教，不論大小

                                                 
5 見’phags pa dgongs po nges par ’grel pa zh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mdo，德格

版《甘珠爾》ca 函，頁 4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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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都必須以佛陀聖教為依止，否則就違背了佛教的皈依前提即佛、法、

僧三寶。因此，佛陀經教自身給出的判教，是佛教一切判教所依據的前

提。 

第二，這是佛陀經教中在理境方面最為明確與系統的判教。因為在

佛陀經教中能夠對佛陀所安立的包括大小乘在內的全體聖教從理境角

度作出明確判攝之處不多，而三時判教是其中之一，而且乃最為系統

者。如大、小乘，或者聲聞、獨覺、如來乘，或者聲聞、獨覺、大乘與

一乘等判攝在理境方面較為籠統，偏於行果方面。又如《大般涅槃經》

的「牛乳五味」判教，雖然明確，但並不系統。如說： 

善男子，譬如從牛出乳，從乳出酪，從酪出生穌，從生穌出熟穌，

從熟穌出醍醐：醍醐最上，若有服者，眾病皆除，所有諸藥悉入

其中。善男子，佛亦如是。從佛出生十二部經，從十二部經出修

多羅，從修多羅出方等經，從方等經出般若波羅蜜，從般若波羅

蜜出大涅槃，猶如醍醐。……大涅槃經猶如醍醐，最上、最妙，

若有能服，眾病悉除。6 

此中對大小乘經的相對意義作了高低的判攝，但在大乘經中以《般若經》

與《大涅槃經》為代表，相當於出現在大乘早期的佛經，而未提及在大

乘中期出現的瑜伽行經，所以其不能稱為最系統的判教。而《解深密經》

的三時判教則包括了大小乘的一切經教，在系統性上更勝。當然，這裏

不包括大乘密教部分。 

第三，將全體佛陀聖教按照出現的時間階段，區分為三分，即第一

時教、第二時教與第三時教；而且這三分教也代表了佛教教理展開以及

                                                 
6 北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 14〈聖行品第七之四〉，《大正藏》冊 12，

頁 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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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安立的三個階段。第一時教建立了聖教的門檻，即小乘教。第二時

教建立了大乘的門檻，即大乘的通教。第三時教建立了大乘的充分教，

即了義教。這三時教在玄奘印度師尊戒賢大師那裏，稱為有、空、中三

教。此中，第三時以三性即遍計所執性、依他起性與圓成實性成立中道

教。 

第四，此判教具有教理的邏輯展開與外在歷史顯現的一致性。具體

而言，三時教在教理上是不斷深化與展開，而在顯現上又符合外在的歷

史過程，即先出現小乘教，後出現大乘教，而在大乘中是先出現通教性

質的般若教，再後出現充分教性質的瑜伽行教。 

在中國佛教史上，還有另外一種印度三時教的傳說，見於唐朝法藏

大師的記載。如《華嚴經搜玄記》云： 

智光論師遠承文殊、龍樹，近稟提婆、清辯，依般若等經、中觀

等論亦立三教，謂佛初鹿園為諸小根說小乘法，明心境俱有；第

二時中為彼中根說法相大乘，明境空心有唯識道理，以根猶劣未

能令入平等真空故作是說；於第三時為上根說無相大乘，辯心境

俱空平等一味，為真了義。……此三教次第如智光論師《般若燈

論釋》中具引《蘇若那摩訶衍經》說。此（筆者注：指《蘇若那摩

訶衍經》）云大乘妙智經，此昔所未聞也。7 

此中三時的三事與《解深密經》的相同，但次序有別。第一時教與

《解深密經》的完全一致，但第二時教第三時教正好與《解深密經》的

次序相反，即對了義教的判攝相反。智光三時教一般視為一個傳說。按

照法藏大師，這個說法傳自於譯經師地婆訶羅（日照），稱智光是與玄

                                                 
7 唐‧法藏，《華嚴經搜玄記》卷 1，《大正藏》冊 35，頁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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奘印度師尊戒賢法師同時代地位相當的大師，也曾任那爛陀寺住持，但

據玄奘所傳，只提及一個智光，乃戒賢學生，玄奘回國後曾帶信給他。

智光的《般若燈論釋》以及《大乘妙智經》未見梵本以及藏譯，也不見

其他獨立記載。所以這個傳說的可靠性沒有定論。但這個說法反映了中

觀一系的判教立場，還是大體可信的，當是印度佛教歷史上的「空有之

爭」的反映。不過，即使這個三時教說法有依據，其權威性也遠遜共許

的《解深密經》的判教說。而且，智光的三時教判只是在理境上的一種

判攝，並未與大乘佛教的歷史展開相符。後來大乘密教的早期經典在判

教上基本都與《解深密經》的判教說一致，像《大乘瑜伽金剛性海曼殊

室利千臂千缽大教王經》即《千缽經》就直接支援了《解深密經》的判

教教說： 

是時釋迦牟尼如來即於當世之時說三時之教。是故第一時中說有

教聲聞律儀，初有小乘度五俱輪及一切眾生，四聖成就四果人

等；第二時中如來說空教破執有相有情眾生遍計所執，度聲聞弟

子四部眾等，及一切地前三賢之人，修行菩提者令歸空無相，不

執不著中乘行故，是故名為歸依空教；第三時中如來演說不空不

有秘密法教，破執有執空大乘小乘之中迷惑法教。8 

此中的前二時與《解深密經》的前二時完全相同，第三時強調真如

為中心的中道教，與《解深密經》以三性成立第三時中道教也一致，因

為在三性中，最根本真實還是圓成實性真如。實際上，在印度大乘佛教

史上，強調真如的佛性如來藏思想就一直與瑜伽行派思想合流而密不可

分。 

                                                 
8 唐‧不空譯，《大乘瑜伽金剛性海曼殊室利千臂千缽大教王經》卷 5〈二者後

演一切賢聖入法見道顯教修持第四品〉，《大正藏》冊 20，頁 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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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此判教是從開顯真實的角度進行的，從第一時教到第二時教

再到第三時教，標誌著對真實的開顯越來越充分，而到第三時教，對真

實的開顯達到最為充分的階段，即已具顯明、決定、無餘的特點，所以

稱為了義階段。如果以了義程度（了義度）作為開顯真實的充分程度，

則這三時教在了義程度上不斷增加：第一時教是低了義度，第二時教是

中了義度，第三時教是高了義度。這樣，由低了義度代表佛教聖道的初

級顯示，高了義度代表佛教聖道的最高級顯示，而中了義度代表佛教聖

道從低到高的轉化顯示。 

三、奘譯《解深密經》三時判教的具體內容特點 
從兩種漢譯與藏譯的對比看，奘譯在文字表達及內容方面與藏譯最

為相合，應更為可靠，所以在下文的比較分析中，主要依據奘譯展開，

而以菩提流支所譯為補充。 

奘譯的「三時判教文」將佛陀全體聖教判為三時即三階段，同時也

是三類，即第一時教、第二時教與第三時教。這三類教可從總相、別相

角度說明。其中，別相還可分為：時、地、所度化對象、基本教理、殊

勝性、了義性等。可列表如下： 

表 1、《解深密經》中三時教的玄奘譯文與菩提流支譯文之對比 

（括弧內為菩提流支所譯內容，斜線是根據大乘資料補充的） 

時 地 所度化 基本教理 殊勝性 了義程度 

第

一

時 

婆羅痆

斯仙人

墮處施

鹿林／

惟為發

趣聲聞

乘者／

（諸修

以四諦相轉正法輪

／（轉四諦希有法

輪） 

甚奇，甚為希

有，一切世間

諸天人等先無

有能如法轉者

有上、有容，是

未了義，是諸諍

論安足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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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羅

奈城仙

人集處

諸禽獸

遊處） 

行聲聞

行人）

／（希有，世

間一切沙門婆

羅門天人魔梵

無能轉者） 

第

二

時 

靈鷲山

等地 
惟為發

趣修大

乘者／

（為住

大乘眾

生） 

以 隱 密 相 轉 正 法

輪，依一切法皆無自

性、無生無滅、本來

寂靜、自性涅槃／

（說於諸法無有體

相，諸法不生，諸法

不滅，諸法寂靜，諸

法自性涅槃） 

更甚奇、甚為

希有／（希有

之中，復是希

有） 

亦是有上、有所

容 受 ， 猶 未 了

義，是諸諍論安

足處所／（說上

法 相 ， 可 入 法

相，分別彼諸不

了義修多羅） 

第

三

時 

蓮華藏

等淨穢

土9 

普 為 發

趣 一 切

乘 者 ／

（ 為 住

一 切 大

乘眾生）

以 顯 了 相 轉 正 法

輪，依一切法皆無自

性、無生無滅、本來

寂靜、自性涅槃無自

性性／（說諸法無體

相，不生不滅，寂

靜，自性涅槃，善說

四諦差別之相） 

第一甚奇，最

為希有／（希

中希有） 

無上、無容，是

真了義，非諸諍

論 安 足 處 所 ／

（無人能入、無

人能對、無人能

諍、更無有上、

更無有勝、了義

修 多 羅 無 諍 論

處） 

表中三時教可具體分析如下： 

一者，第一時教。總相為四諦相，由此可稱四諦教。時間是在佛陀

出世而在世間示現的最初階段，地點在鹿野苑（仙人墮處施鹿林）等處。

                                                 
9 唐‧圓測，《解深密經疏》卷 1，《卍新纂續藏經》冊 21，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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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時教是入聖道的最低門檻，所針對的對象是小乘善根成熟者，所謂

的入聲聞乘者，即「惟為發趣聲聞乘者」而說。其基本教理是四諦說，

即苦、集、滅、道。由於屬於出世聖道，即「正法輪」，「一切世間諸天

人等先無有能如法轉」，自然相對於世間道而言，是殊勝的，所謂「甚

奇、甚為希有」。但在出世聖道中其開顯真實的能力卻屬於最低級類型，

即低了義性，所謂「有上、有容，是未了義，是諸諍論安足處所」，即

還有更高層次的聖教存在，還需聖教的更勝安立，且因對真實的詮顯不

充分，必須進一步補充說明才能把握真實，所以經常會引起論諍。對第

一時教，菩提流支所譯與玄奘所譯一致。 

二者，第二時教。總相為隱密相，由此可稱隱密教。時間是在佛教

內部時空的大乘弘揚時期，而在世間則在印度大乘佛教的初期，地點在

靈鷲山等地。這一時教乃進入大乘的門檻教，即大乘通教，是為大乘善

根成熟者即入大乘者（「惟為發趣修大乘者」）而說。其基本教理概括為

「一切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來寂靜、自性涅槃」，按照《解深密

經》無自性相品的意趣，這是般若教的特點，所以可稱空教，或者稱無

自性教。確實，在般若經中，偏重談一切法一相，所謂無相，即無自性，

無生無滅，本來寂靜，自性涅槃，無二，無住，無所得。這針對凡夫所

執的境界，或者說，名言所詮之境界而言，以遍遮的方式表明一切執著

的無相、無所得性。這為一切大乘所共許，是大乘成立的基礎，所以稱

為大乘通教。這樣的大乘通教，是殊勝於四諦教的，所謂「更甚奇、甚

為希有」，但因為仍是以隱密相說法，所以其了義程度只能稱為中等，

本質上仍屬未了義性，所謂「仍是有上、有所容受，猶未了義，是諸諍

論安足處所」。也正是在此意義上，說第二時教是隱密教，即對真實的

開顯並非直接與充分。 

對第二時教，菩提流支所譯亦稱是為大乘行者所說，屬非了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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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未如奘譯提到「隱密相」，也未如藏譯提到「說空性相」（stong pa nyid 

smos pa），應屬於漏譯。特別注意，這兩個漢譯都說一切法皆無自性（或

者無體相）、無生無滅、本來寂靜、自性涅槃，而不同於藏譯說一切法

皆無自性性，無生無滅、本來寂靜、自性涅槃性，即都多加一「性」。

這應該是省略處理。確實，在漢譯中，常有這樣的處理，如不僅空而且

空性多譯為空。菩提流支譯文中還有不當之譯，如說第二時教「說上法

相，可入法相」，這其中「上」應相當於玄奘所譯的「有上」，「可入」

相當於「有所容受」，但這樣的翻譯委實令人費解。 

三者，第三時教。總相為顯了相，由此可稱顯了教。時間是在佛教

內部時空的大乘弘揚時期，地點為蓮華藏等淨穢土。其在世間顯現的時

間是在印度大乘佛教的中期，此後是大乘密教時期。這一時教是「普為

發趣一切乘者」而說。此語還需思量。前第一時教與第二時教是唯分別

為小乘與大乘行者而安立的，這第三時教顯然不同。「發趣一切乘者」

即是發趣大小乘者，前加「普」字意味第三時教能夠普度一切聖道乘行

者。這反映在教理上就有兩個特點，一是相對前二時教有深化，二是能

夠統攝前二時教。簡而言之，第三時教是具有集大成性質的安立，是在

更高的層次對前二時教的統攝。 

對第三時教，菩提流支所譯亦稱是了義教，但與藏譯一樣，沒有在

一切法皆無自性（或者無體相）、無生無滅、本來寂靜、自性涅槃後，

再加一「無自性性」，此應是奘譯增譯的；而且未如奘譯以「顯了相」、

藏譯以「善分別相」（legs par rnam par phye ba）針對一切法，僅說「善

說四諦差別之相」，明顯有別，應該屬於改譯。還有不大恰當的翻譯，

如稱第三時教為「為住一切大乘眾生」說，而奘譯與藏譯皆稱為「發趣

一切乘者」說；又如說第三時教「無人能入」，實際應對應於玄奘所譯

「無容」，即「無所容受」之義，但用語顯然錯謬，因為真是「無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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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就說明此教無用了。  

按照奘譯「三時判教文」，第三時教的基本教理是「一切法皆無自

性、無生無滅、本來寂靜、自性涅槃無自性性」。這比前文所述的第二

時教的基本教理多了一個「無自性性」，這是玄奘增譯的。「一切法皆無

自性、無生無滅、本來寂靜、自性涅槃」是遮，那加上一個「無自性性」

是何義？《解深密經》正文的第一品為勝義諦相品，其中以法無我性為

真如。真如是「內證無相之所行，不可言說絕表示，息諸諍論勝義諦，

超過一切尋思相」，所謂不可言說、不可思議、不可比喻，是自內所證，

乃最為真實之存在，所謂「勝義諦相」。10以法無我性為真如，即以法性

為真如，這需經過遮與反顯的過程。「無我」是遮，即對「我」的否定，

而由此遮而反顯之「性」，是為「無我」之「性」，所謂「無我性」，即

法性，卻是真實存在。同樣，「一切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來寂靜、

自性涅槃」是對「自性」之遮，而此遮所反顯之「性」，即「無自性」

之「性」，所謂「無自性性」，卻是實有，即是勝義諦真如。如《解深密

經》云：「由遍計所執相不成實故，即此自性無自性性，法無我真如清

淨所緣，是名圓成實相。」11在此意義上，第三時教以承許「勝義諦真

如」為其基本教理，可稱「勝義諦教」，或者「無自性性教」，或者用玄

奘大師自己的話說，「妙有教」。這也符合《解深密經》在正文首先凸顯

「勝義諦真如」的意趣。 

還有一解，以「無自性性」顯示三無性這三種無自性性，即相無自

性性，生無自性性，勝義無自性性。12從「三時判教文」出於主要詮說

                                                 
10 唐‧玄奘譯，《解深密經》卷 1〈勝義諦相品第二〉，《大正藏》冊 16，頁 690。 
11 唐‧玄奘譯，《解深密經》卷 2〈無自性相品第五〉，《大正藏》冊 16，頁 696。 
12 唐‧圓測，《解深密經疏》卷 5〈無自性相品第五之餘〉，《卍新纂續藏經》冊

21，頁 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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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無性的無自性相品角度而言，無疑是成立的。但如果這樣，就與「一

切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來寂靜、自性涅槃」之義重複，而且，從

《解深密經》的意趣看，主要是從「有」而非「空」的角度詮顯諸法，

因此，「無自性性」代表「勝義諦相」最善。不過，應該說，這兩解並

非矛盾，因為以無自性性表三無性，是了義的詮顯，也相當於表三性，

裏面含攝了圓成實性，即勝義諦真如。 

從基本教理出發，第三時教可攝一切，首先是瑜伽行教，包括筆者

區分的有為依瑜伽行教（如《解深密經》等）與無為依瑜伽行教（如《楞

伽經》等），因為都承許三性說；其次，攝般若教外的早期大乘佛性如來

藏教，因為它們都以真如為最真實存在，即勝義真實；再其次，攝般若教，

以及小乘教，都承許無我，屬遍計所執性無體或者三無性所攝範圍。 

總而言之，第三時教能攝佛陀一切教，是因為第三時以顯了相意趣

說法。顯了相即是三性、三無性，包括了一切意義上的有與無，因此能

攝大小乘的一切聖教。由此說為「普為發趣一切乘者」而立，可稱「普

攝教」。 

第三時教相對於第二時教更為殊勝，也更為了義，而且《解深密經》

告訴我們，第三時教乃最為殊勝之學，最為了義或者真正了義之學。了

義意味對真實的開顯是明確的、充分的，不需要再做補充說明，而且意

味在真實的開顯方面已經達到最高階段，再無有過之的可能。所以，「三

時判教文」說其「第一甚奇、最為希有」，「無上、無容，是真了義」。

由於真實（即諸法實相）在言說上通過佛陀的金口玉言已有最充分的可

能開顯，不再有論諍的空間，即謂「非諸諍論安足處所」。 

四、藏譯《解深密經》三時判教的具體內容特點 
藏譯《解深密經》的「三時判教文」也是將佛陀全體聖教判為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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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其總相、別相對這三時教的說明在分項上也與奘譯是一致的，只

是具體內容方面有一些差別。可列表如下： 

表 2、藏譯《解深密經》三時教 

（括弧內為對藏文的翻譯） 

時 地 所度化 基本教理 殊勝性 了義程度 

第

一

時 

yul 
bārānsī 
drang 
srong 
smra 
pa ri 
dags 
kyi 
nags
（鹿野

苑） 

theg pa 
la yang 
dag par 
zhugs 
pa 
rnams
（正入

乘者）

‘phags pa’i bden pa bzhi’i 
rnam par bstan pa （四聖

諦教） 

ngo mtshar 
rmad du 
byung ba/ 
sngon lhar 
gyur pa’m/ 
mir gyur pa 
sus kyang 
chos dang 
‘thun par 
‘jig rten du 
ma bskor ba
（甚奇希

有，諸世間

人天先所未

轉） 

bla na mchis 
pa/ skabs 
mchis pa/ 
drang ba’i 
don rtsod 
pa’i gzhi’i 
gnas su gyur 
pa lags（有

上、有所容

受，是未了

義，是諍論

安足處所） 

第

二

時 

 theg pa 
chen po 
la yang 
dag par 
zhugs 
pa 
rnams
（正入

stong pa nyid smos pa  || 
chos rnams kyi ngo bo 
nyid ma mchis pa nyid las 
brtsams/ skye ba ma 
mchis pa dang/ ‘gags pa 
ma mchis pa dang/ gzod 
ma nas zhi ba dang/ rang 
bzhin kyis yongs su mya 

ches ngo 
mtshar rmad 
du byung 
ba’（更甚奇

希有） 

bla na mchis 
pa/ skabs 
mchis pa/ 
drang ba’i 
don rtsod 
pa’i gzhi’i 
gnas su gyur 
pa lags（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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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

者） 
ngan las ‘das pa nyid las 
brtsams nas（說空性；依

於諸法無自性性，依於不

生不滅、本來寂靜、自性

涅槃性） 

上、有所容

受，是未了

義，是諍論

安足處所） 

第

三

時 

 theg pa 
thams 
cad la 
yang 
dag par 
zhugs 
pa 
rnams
（正入

一切乘

者） 

legs par rnam par phye ba 
||chos rnams kyi ngo bo 
nyid ma mchis pa nyid las 
brtsams/ skye ba ma 
mchis pa dang/ ‘gags pa 
ma mchis pa dang/ gzod 
ma nas zhi ba dang/ rang 
bzhin kyis yongs su mya 
ngan las ‘das pa nyid las 
brtsams nas（善分別；依

於諸法無自性性，依於不

生不滅、本來寂靜、自性

涅槃性） 

shin tu ngo 
mtshar rmad 
du byung ba
（至極甚奇

希有） 

bla na ma 
mchis pa/ 
skabs ma 
mchis pa/ 
nges pa’i don 
lags te/ rtsod 
pa’i gzhi’i 
gnas su gyur 
pa ma lags
（無上、無

所容受，是

了義，非諍

論安足處

所） 

下面分三時予以具體說明： 

一者，第一時教。藏譯中這一時教的說明基本與奘譯的第一時教的

說明一致，只是用語略有不同。其所度化對象是「正入乘者」（theg pa la 

yang dag par zhugs pa rnams，但無「惟」字），其中的「乘」即聖道之義。

意為，第一時教是入聖道的最低門檻教，所以實指小乘教，仍稱「四諦

教」（‘phags pa’i bden pa bzhi’i rnam par bstan pa）。此教如奘譯，亦是甚

奇、希有，世間諸天人所未能轉，但仍有上、有容，是未了義，是諍論

的安足處所。 

二者，第二時教。也與奘譯的第二時教說明大多一致，明確為入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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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之教，即為「正入大乘者」（theg pa chen po la yang dag par zhugs pa 

rnams，但無「惟」字）而安立。其差別主要有兩點。一是明確第二時

教之相為「說空性」（stong pa nyid smos pa’i rnam pa），即空性教，亦即

般若教，不同於奘譯中稱隱密教，後者只是從意趣角度可判為般若教。

二是其基本思想在表達上不同於奘譯所說的「一切法皆無自性、無生無

滅、本來寂靜、自性涅槃」，而是「chos rnams kyi ngo bo nyid ma mchis pa 

nyid」，「skye ba ma mchis pa dang ‘gags pa ma mchis pa dang gzod ma nas 

zhi ba dang rang bzhin kyis yongs su mya ngan las ‘das pa nyid」，即諸法無

自性性，不生不滅、本來寂靜、自性涅槃性。即多了兩個「性」字。當

然，在般若教中，有無這兩個「性」字意趣都相同，都指遮詮。所以，

藏譯意思上與奘譯一致。此教如奘譯，亦是更甚奇、希有，但仍有上、

有容，是未了義，是諍論的安足處所。 

三者，第三時教。與奘譯大多一致。首先，也是為入一切乘者（theg 

pa thams cad la yang dag par zhugs pa rnams，即「正入一切乘者」，但無

「普」字）而安立。其次，在強調殊勝性方面，藏譯文稱「至極甚奇、

希有」（shin tu ngo mtshar rmad du byung ba），相當於奘譯文「第一甚奇、

最為希有」。當然這裏並不意味此教就能直接把握真實，而是就言教可

能的顯示性而言的。再次，亦強調此教是無上、無容，是了義，非諍論

所立足之處。 

也有兩點不同。第一是稱「善分別教」（legs par rnam par phye ba dang 

ldan pa），與奘譯的「顯了教」內在含義一致，但表述不同。第二是其基

本思想與第二時教一致，皆是「chos rnams kyi ngo bo nyid ma mchis pa 

nyid las brtsams/ skye ba ma mchis pa dang/ ‘gags pa ma mchis pa dang/ 

gzod ma nas zhi ba dang/ rang bzhin kyis yongs su mya ngan las ‘das pa 

nyid las brtsams nas」，即「依於諸法無自性性，依於不生不滅、本來寂



 
   玄奘佛學研究 第二十期 2013/9 174 

靜、自性涅槃性」。第二時與第三時的基本思想一致，而區分出了義與

不了義，原因何在？按照藏譯文的意趣，第二時教與第三時教作為大

乘，都以破斥凡夫執著境界為教理安立的基礎，但進一步開顯真實的意

趣卻大為不同。第二時教之所以稱為空性教，是因為一直致力於遮遣，

即對治執見這一面，對真實的開顯是間接的，而第三時教稱為善分別

教，直接以三性即遍計所執性、依他起性與圓成實性開顯凡夫與聖者境

界的實相，而以三無性破除一切執著，從而保證能夠從有與無角度以合

乎中道的方式開顯真實。也正因此，第三時教與第二時教的差別就凸顯

了出來。 

五、對奘譯、藏譯文的簡略比較分析 
根據前面二表以及前述各別分析中可知，奘譯的「三時判教文」與

藏譯的大多相同，但也有一些差別。下面將奘譯與藏譯的相同與差別之

處，歸納分析如下： 

（一）二譯的主要相同之處 

1、二譯都將佛陀全體聖教判為三時教，而成了義程度不同的教理

形態。第一時教是四聖諦教，談四諦十二因緣，即小乘教；第二時教是

空性教，又稱隱密教，重遮談空，屬大乘通教；第三時教是三性教，以

三性、三無性善巧談空有相融之有，屬大乘的充分教，或善分別教，或

者顯了教，或者中道教。這樣構成了義程度的遞增，也就是給出了開顯

真實的優劣形態：第一時教是下品非了義教，第二時教是上品非了義

教，而第三時教是了義教。 

2、二譯都以三時教為針對性地度化眾生的教法，而判攝殊勝程度

的差別。第一時教作為入聖道的門檻教，用以度化發趣小乘者，在殊勝

度上較劣；第二時教作為入大乘的門檻教，用以度化發趣大乘者，較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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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時教作為能統攝一切聖教之大乘教，能度化發趣一切乘者，最勝。

這樣，通過強調世間一切天人之學非聖道學而都不能與三時教相提並

論，判三時教為殊勝；在此基礎上強調三時教的殊勝性彼此間還有差

別，構成殊勝程度的遞增關係：第一時教是下品殊勝，第二時教是中品

殊勝，第三時教是上品殊勝。 

3、二譯判攝三時教，其目的有二，一是顯示聖教全體在世間歷史

上的不同顯現形態的本位意義，二是凸顯第三時教是最為善巧、最為圓

滿、最為殊勝的言教安立，不但一切世間之學無法相比，就是其他聖教

也不能與其相提並論。這也意味第三時教的流布，標誌釋迦之教在世間

的顯現上不會再有獨立意義的新完整義理形態出現。 

4、二譯對第三時教的顯示，意味其有狹義、中義與廣義三義。狹

義者，謂第三時教是三性觀所攝的瑜伽行教，也就是唯識學，即在三性

意義上建立了狹義的第三時教。中義者，謂第三時教不僅具有狹義者，

而且還攝談勝義諦相真如的大乘早期佛性如來藏思想，這樣就依據勝義

諦相真如成立了中義的第三時教。當然，一般而言，因為瑜伽行教中的

無為依唯識思想就屬於佛性如來藏思想性質，即心性如來藏思想，所以

第三時教也就隨應收攝了大乘早期佛性如來藏思想。事實上，在印度佛

教史上，佛性如來藏思想並不獨立成宗派，而攝在瑜伽行派之中。在此

意義上，狹義與中義都可計入第三時教的常用義範疇。廣義者，則是在

前二義基礎上還通過依他起性與遍計所執性以及三無性攝第一時與第

二時教，從而統攝佛陀聖教的全體。 

（二）二譯的主要差別之處 

藏譯與奘譯文也有一些差別，其主要體現在第二時教與第三時教

上。可見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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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奘譯與藏譯第二時教、第三時教的對比表 

 奘譯 藏譯 

第二

時教 
以 隱 密 相 轉

正法輪，依一

切 法 皆 無 自

性 、 無 生 無

滅 、 本 來 寂

靜、自性涅槃

stong pa nyid smos pa || chos rnams kyi ngo bo nyid 
ma mchis pa nyid las brtsams/ skye ba ma mchis pa 
dang/ ‘gags pa ma mchis pa dang/ gzod ma nas zhi 
ba dang/ rang bzhin kyis yongs su mya ngan las ‘das 
pa nyid las brtsams nas（說空性；依於諸法無自性

性，依於不生不滅、本來寂靜、自性涅槃性） 

第三

時教 
以 顯 了 相 轉

正法輪，依一

切 法 皆 無 自

性 、 無 生 無

滅 、 本 來 寂

靜、自性涅槃

無自性性 

legs par rnam par phye ba || chos rnams kyi ngo bo 
nyid ma mchis pa nyid las brtsams/ skye ba ma mchis 
pa dang/ ‘gags pa ma mchis pa dang/ gzod ma nas 
zhi ba dang/ rang bzhin kyis yongs su mya ngan las 
‘das pa nyid las brtsams nas（善分別；依於諸法無

自性性，依於不生不滅、本來寂靜、自性涅槃性） 

二者間的差別可歸納分析如下： 

1、關於第二時教。就第二時教的基本思想而言，奘譯文譯為「依

一切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來寂靜、自性涅槃」，而藏譯文為「chos 

rnams kyi ngo bo nyid ma mchis pa nyid las brtsams，skye ba ma mchis pa 

dang ‘gags pa ma mchis pa dang gzod ma nas zhi ba dang rang bzhin kyis 

yongs su mya ngan las ‘das pa nyid las brtsams nas」，即「依於諸法無自性

性，依於不生不滅、本來寂靜、自性涅槃性」。藏譯多「性」（nyid）字，

但與奘譯意義還是一致的。藏譯以「空性教」（stong pa nyid smos pa）直

接顯示了此意趣，而奘譯以「隱密教」（「隱密相」）間接顯示了此意趣。

後者以不直接開顯真實存在，稱為隱密，談空作為唯遮就是如此，不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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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顯示真實存在。 

2、關於第三時教。其依據的基本思想在奘譯是「依一切法皆無自

性、無生無滅、本來寂靜、自性涅槃無自性性」，在藏譯仍是「chos rnams 

kyi ngo bo nyid ma mchis pa nyid las brtsams，skye ba ma mchis pa dang 

‘gags pa ma mchis pa dang gzod ma nas zhi ba dang rang bzhin kyis yongs 

su mya ngan las ‘das pa nyid las brtsams nas」（依於諸法無自性性，依於不

生不滅、本來寂靜、自性涅槃性）。其中，藏譯如同第二時教，唯談遮，

但此時的遮是在三無性（mtshan nyid ngo bo nyid med pa nyid，skye ba ngo 

bo nyid med pa nyid，don dam pa ngo bo nyid med pa nyid，即相無自性

性、生無自性性、勝義無自性性）意義上而言的；奘譯先談遮，後以無

自性性談遮後所顯之「有」。這樣藏譯仍是純遮，而奘譯是以遮顯有。

這反映了兩種意趣，即藏譯是基於遮即空來談第三時教，而奘譯則是基

於有來談第三時教，二者有別。這樣，按照藏譯，只要基於談空而進一

步展開，也就是能對真實有直接開顯之大乘教，都可計入能「善分別」

（legs par rnam par phye ba）的第三時教。這自然包括了大乘早期佛性如

來藏教以及瑜伽行教，因為二者都在談空的基礎上直接開顯真實存在。

而按照奘譯，只要基於談勝義真實之大乘教，都屬於具「顯了相」的第

三時教，這就直接包括了大乘早期佛性如來藏教與瑜伽行教。由此可

知，藏譯第三時教仍從遮即空出發談，是間接顯示，而奘譯轉為從表即

有角度談，是直接顯示。 

3、關於第二時教與第三時教。藏譯對這二時教都以同樣的表達談

作為出發點的基本思想，即「chos rnams kyi ngo bo nyid ma mchis pa nyid 

las brtsams，skye ba ma mchis pa dang ‘gags pa ma mchis pa dang gzod ma 

nas zhi ba dang rang bzhin kyis yongs su mya ngan las ‘das pa nyid las 

brtsams nas」（依於諸法無自性性，依於不生不滅、本來寂靜、自性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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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但二者意義大異。對第二時教，直接表遮，但根據般若經看，極

為籠統；而對第三時教，雖也直接表遮，但依據《解深密經》，是在三

無性意義上之遮，與三性是相融貫的，因此，乃在明確的「有、無」劃

界意義上之遮，不再籠統。奘譯對這二時所依據的基本思想，在表達上

就有所不同。具體而言，對第二時教是「依一切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

本來寂靜、自性涅槃」，對第三時教是「依一切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

本來寂靜、自性涅槃無自性性」，後者多一個「無自性性」。正是後者顯

示了二者的差別，即前者唯遮，後者是在遮後之表，即有遮與表之別。

當然，如前文所述，這裏的「無自性性」並非指三無自性性即三無性，

而是指「無自性」所顯之「性」，即勝義諦相真如。這樣，對這二時所

依的基本思想，藏譯是通過所依據的內在義境的不同，將相同之語的意

義區別開來，屬間接區分，而奘譯是通過詞語的不同，直接將意義區分

開來，屬直接區分。 

4、關於三時的翻譯問題。由於《解深密經》梵本不存，對藏譯與

奘譯「三時判教文」的翻譯，可做一些推測。一般而言，根據語言特點

的差別以及翻譯實踐的成果看，藏譯一般要比漢譯要忠實，即使對玄奘

這樣被認為忠實傳達了印度原典原味的翻譯大師而言，也是如此。這幾

可稱為學界的共識。在這個基礎上，可以猜測玄奘大師在「三時判教文」

中，不少地方用了意譯，比如常通過添加或者更改一些程度詞或者判斷

詞來加強或者凸顯一些意趣。 

可舉三個例子來看。如奘譯「惟為發趣聲聞乘者」，藏譯為「theg pa 

la yang dag par zhugs pa rnams la」，奘譯的「惟」字應是添加的（估計「聲

聞」二字也是添加的），但這個添加並未違背意趣，而是強化了第一時

教的針對性，與第三時教的普度性與普攝性就形成了對比。同樣，奘譯

「惟為發趣修大乘者」，藏譯為「theg pa chen po la yang dag par zhugs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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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ams la」，奘譯的「惟」字也應是添加的，用意同於前例。又如奘譯「普

為發趣一切乘者」，藏譯為「theg pa thams cad la yang dag par zhugs pa 

rnams la」，奘譯的「普」應是添加的，用於強化其普度性與普攝性，而

與第一時教、第二時教的針對性相區別。 

最後還舉一例。奘譯談第三時教的殊勝性，用了「第一甚奇、最為

希有」，而藏譯為「shin tu ngo mtshar rmad du byung ba」，奘譯的「第一」、

「最為」應該是改譯了原詞，藏譯的「shin tu」（極為，十分，至極），

就沒有奘譯表現的那麼強烈。但這種改譯，契合語勢以及意趣，並無不

妥，反而更加強化了第三時教作為真正了義教的特殊意義。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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