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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佛教從印度一路發展至西藏，這中間開展很多派別，也成為各自有各自

的思想、各派系有各體系和法本，而西藏人非常重視了義之教和未了義

教的差別，認為這樣就會一線之差，造成以後成佛道路的歧途，甚至影

響於修道的偏差。 

摘要

(英) 

The history of Buddhism originated from India to Tibet. During its development, 

it has developed into different factions which have their individual systems and 

Sūtra. However, the Tibetans attached importance to the differences of religious 

doctrine and non-religious doctrine, they considered the difference will incur the 

wrong path of attaining Buddhahood, and greatly influenced the way of practicing 



the rules of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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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89.02。 曹志成，〈清辨對瑜伽行派的三性思想之批判的探討——

試以《般若燈論》第二十五章有關唯識學的附錄部分為解釋線索——

〉，《東方宗教研究》，新３期，82.10 ：59-76。 陳一標，〈有關阿賴

耶識語義的變遷〉，《圓光佛學學報》，88.12，4 期：75-106。 葉勁

廷，〈佛教徒在德國——西藏人在瑞士〉，《人生雜誌》，289 期，

（96.09）：50-53。 王堯，〈緣起不能破─—宗喀巴對中觀緣起學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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