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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tva-samgraha-Sutra 

摘

要

(中) 

摘 要 成佛是佛弟子學佛的終極目標，而為了讓一切眾生達成這個目標，

佛陀應機 傳教各式各樣的法門，而所謂「八萬四千法門」，佛教的修煉法

門廣博，佛理深 奧，舉凡中觀、唯識等等，其對個人生命特質的深入解

析，對法界實相的精彩描 述，在歷史漫漫長河，一部部經典的出現，一個

個奇才論師的努力，形成佛教典 籍三藏十二部。 五相成身觀是佛教發展

至密教階段所生出的一個成佛法門，其所在的經典《金 剛頂經》，繼承大

乘經典思想，如《般若經》的十六空觀、《華嚴經》法界互相涉 入、《楞

伽經》的佛之三十六德、《大乘本生心地觀經》的觀察自心等，也對較之 

後期出現的密教經典有重要影響；因此五相成身觀，雖只以五個階段的的

修法次 第表現成佛的理路，其象徵性手法所要指涉的實質內容，則包含了

阿含、中觀、 唯識、如來臟思想，而其成就的金剛界曼荼羅，則具體描繪

佛為度化眾生所呈現 的佛德意境，因此五相成身觀所要傳達的成佛思想，

不單是密教專有的三密相應 等，更是隱涉了大乘的成佛之道。 佛教禪觀

結合腦科學的研究與應用，在本世紀蓬勃發展，雖然眾多學者謙說 還在起

步階段，目前的研究仍有不盡完善，但其未來的開拓發現，是可期待的。 

摘

要

(英) 

For all Buddhists, the ultimate objective in practicing Buddhism is to become a 

Buddha. In order to help all sentient beings achieving this objective, the Buddha 

preached a variety of different ways to obtain liberation depending on the occasions. 

As a result, there are the so-called ”eighty-four thousand dharma gates.” The 

methods in practicing Buddhism are of a wide spectrum and the principles and 

theories are profound. For example, the doctrines of M dhyamaka and 

Yog c ra schools reveal insights in the personal qualities of life and wonderful 

descriptions on the reality in the dharmadh tu. Through the collective efforts of 

genius masters who transcribed and commented sutras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the Tripitaka was gradually canonized . Pañc k r bhisaṃbodhi emerged as a 

way of practice during the period of Esoteric Buddhism. It is in the Tattva-

samgraha-Sūtra/ Vajra-sekhara-sūtra which inherited the thoughts of Mahayana 

Buddhism such as the aṣṭ daśa in the Mah prajñ p ramit -sūtra, mutual 

connectedness of the dharmadh tu in the Buddhâvataṃsake Mah -vaipulya-

sūtra, the idea of thirty-six uddha-gunas in the Laṅk vat ra-sūtra，and self-

observation in Dasheng bensheng xindi guangjing 《大 乘本生心地觀經》. In 

addition, it is the major source of influence on the tantras emerged in the later 

period. Even though Pañc k r bhisaṃbodhi employs five progressive practices 

as the passage to becoming a Buddha, it in fact refers to many doctrines in 

Buddhism, such as the Agama, M dhyamika, Conscious-only, and 

that gatagarbha. The resulting vajramandala is the embodiment of virtues in which 

Buddha manifested to teach and transform sentient beings. Therefore, what has been 

transmitted by the Pañc k r bhisaṃbodhi is not inclusive of the tantric 



teaching, but also includes Mahayana Buddhism. There are many researches on 

Buddhist meditation in conjunction with neuroscience in this century. Even though 

many modest scholars considered the research in the beginning stage, and there are 

many aspects await improvements, further exploration and findings can be exp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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