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    要

俱舍宗依世親菩薩所造的《阿毗達磨俱舍論》而立宗，其教義內容以「我空法有」、「三

世實有」為宗旨，故被視為小乘有宗，對中國佛教各宗影響甚大。此宗在思想的演變過程上，

唯識宗可說是以其為根源。此宗所依據的主要論典──《俱舍論》，乃部派佛教教理的集大成者，

其組織結構嚴謹，對於諸法的分析雖千頭萬緒，卻有條不紊，世稱《聰明論》。俱舍師的中心教

義，是闡明一切色心諸法皆依憑緣起，破遣凡夫所執的人我見，令斷惑證理，脫離三界的繫縛。

故研習俱舍當能完全掌握小乘各派義理之來龍去脈，這不單對原始佛教有清晰認識，而且對大

乘各宗，尤其唯識宗，以及世親之思想發展了解得更全面。

本論全文分九章，依次分陳如下：第一章：緒論、第二章：俱舍與毘曇之關係及在中國弘

揚之情況、第三章：俱舍宗所依之典籍、第四章：《俱舍論》之著、譯者、思想淵源、意趣、組織、

內容及特色、第五章：「俱舍宗」哲學理論之構成、第六章：「俱舍宗」之時間觀判釋、第七

章：「俱舍宗」之修行方法及階位、第八章：「俱舍宗」之「無我思想」及異說、第九章：總結、

附錄篇：世親之業論觀。

學人研習「俱舍學」，既能掌握小乘各部之思想體系，又可為研習大乘思想作一部署，它發

揮著承先啟後的作用，對世親的個人思想及佛教理論發展之脈絡一目了然，故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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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多年前，在香港大學「佛學研究中心」舉辦的一個宗教交流會上，

有位基督教朋友打趣地說：「我們基督教就一本聖經。佛教的經典卻浩如煙

海，其中不少是在古代以文言文譯成的，義理艱深，真不易懂啊！」。 
這位朋友的話其實也不無道理。坊間不少研究佛學的著作，確實不易看

得懂。義理深是一個原因，文字難讀是另一個原因。 
近日有幸拜讀了林律光博士的新書「俱舍學研究」，卻是一個頗大的驚

喜。書中各章節的鋪排組織條理分明；介紹俱舍學的義理和歷史絡脈極之清

晰易懂。整冊書不但可讀性極高，壓根兒就是一本優美的文學作品。這在佛

學著作中是極之罕見的。假如每一本佛學著作都是這樣的話，我們做弘法工

作也就方便得多了。 
回頭想一想，這其實也不奇怪。作者林律光先生既是一位哲學家，又是

一位文學家。他擁有哲學（或佛學）的學士、碩士、博士學位。同時又擁有

文學的學士、碩士、博士學位。這在學術界當然也是極之罕見的。故此，他

可以用文學之美來描繪佛教哲理求真求善的境界，融哲學與文學於一爐。好

一個難得的真善美組合！ 
衷心盼望林博士日後能為我們寫出更多文字優美、條理清晰的佳作。無

量感恩！ 

 
李焯芬 

2017 年 6 月 
香港珠海學院校監 

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館長 
前香港大學副校長 

前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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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律光博士《俱舍學研究》是少見的、既提供翔實的歷史背景、相關的

理論和不同觀點上的爭議，又非常具體地概述修行的方法和階位的佛學專

書。近年世界各地對佛學興趣漸濃，皆因佛理圓融，直指人心，指出人世間

的種種煩惱都源自人的妄想執著，並和當代心理學的理論契合。佛家認為化

解煩惱怨憤，轉識成智只繫一念之間。但對一般人而言，由於經歷多生多世

的薰習，妄想執著反視作自然，假我反視為實有。俱舍師提出「法有我無」

的觀點，對迷惑凡夫當頭棒喝，指出一切法都有其緣起都應如實觀之，但一

切法卻都無自性。林博士的《俱舍學研究》闡述了世親由研學和弘揚小乘排

斥大乘而最終卻轉歸大乘的「回小向大」的過程。這過程可說示範了一個人

如何由偏執逐步過渡到圓融，不但完滿解決了多年來學佛人對業報流轉的迷

惑和爭辯，把輪迴的主體變得更加容易理解，還給世人帶來希望：一時的偏

執不是問題；缺乏誠意和虛心才是大問題。 
很多學佛人常以漢傳佛教為大乘，而以南傳佛教為小乘。其實這樣的觀

點有失佛法圓融，未能看透一切善巧方便皆有其特殊的價值，無非為了度人

自度的大道理。法華經有云：「如來但以一佛乘故為眾生說法，無有餘乘若二

若三。……舍利弗！過去諸佛以無量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而為

眾生演說諸法，是法皆為一佛乘故。是諸眾生從諸佛聞法，究竟皆得一切種

智。舍利弗！未來諸佛當出於世，亦以無量無數方便，種種因緣、譬喻言辭，

而為眾生演說諸法，是法皆為一佛乘故。是諸眾生從佛聞法，究竟皆得一切

種智。」如果說世親早期宣揚小乘教義，不信大乘，屬妄起分別，今天不少

人的自稱奉大乘而貶抑小乘何何嘗不也是妄起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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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業力流轉，無著和世親以阿賴耶識統攝一切業力感惑，而業力則牽

動輪迴，直接了當解釋了如何在無我的大前提下仍可以世世輪迴。這解釋十

分高明。在一次講座中，筆者以火焰為例，大家見到的火焰好像有實體，但

其實不過是能量轉化過程中的現象：火焰不停地消耗氧氣，把可燃的物質變

成高熱的氣體。火焰並無實體，只要有能量的補充，配合適當的環境，火焰

就可延續下去。有業力的能量積聚，就會有生命的輪迴。唯有對此深切了解，

逐步學會慈悲喜捨的功夫，才能擺脫業力的枷鎖，步向自由。 
讀林博士的《俱舍學研究》，倍感佛學博大精深。佛學要旨本來並不複雜，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自淨其意」已是諸佛所教。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或

不難理解；但何謂自淨其意、應如何自淨其意則不容易掌握。但佛經浩瀚難

明，而實踐更無速成的可能。然而本著謙卑自省、努力不懈的精神，目標堅

定，成佛卻是必然的事。讀林博士的《俱舍學研究》，多了一份謙卑，也多了

一個佛緣，筆者自問獲益匪淺。 

 
何濼生（善護居士）謹識 

二○一七年七月四日 
香港珠海學院 

商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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