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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地： 

一、五識身相應地，二、意地， 

三、有尋有伺地，四、無尋有伺地，五、無尋無伺地， 

六、三摩呬多地，七、非呬三摩多地， 

八、有心地，九、無心地， 

十、聞所成地，十一、思所成地，十二、修所成地， 

十三、聲聞地，十四、獨覺地，十五、菩薩地， 

十六、有餘依地，十七、無餘依地。 

 

《瑜伽師地論》卷二十 

〈本地分中修所成地第十二〉 

  祖蓮老師指導‧釋天慧整理‧2004/11/07 

第一章  四處為七支所攝之說明 

一【結前生後】 

（388b7）已說思所成地。云何修所成地？ 

 

《瑜伽論記》： 

「『修』謂修習，即是勝定發生智慧修對治故。 

因定所發，解理事慧，名為『修慧』。 

此(修)慧及相應心(意識)、(遍行、別境、善)心所等，并所得果，若有為、若無為，皆此

地體(主要部分)。」 

 

二【四處攝】 

謂略由四處，當知普攝修所成地(依四義處，修方滿故)。何等四處？ 

一者修處所；(內體、外緣，必須具足) 

二者修因緣；(行世、出世修之方便) 

三者修瑜伽(正修自體之止觀，分在家及出家位)； 

四者修果(因修所得世、出世間，有為、無為功德之果，即成就的果利，包括得三摩地

及入聖諦現觀，證得道果)。 

如是四處，七支所攝。 

 



《瑜伽師地論》卷020 

 020-2 

 

三【七支攝】 

何等為七？ 

一、生圓滿；         修處 

二、聞正法圓滿； 

三、涅槃為上首；               修因緣 

四、能熟解脫慧之成熟；  

五、修習對治；        修瑜伽 

六、世間一切種清淨； 

七、出世間一切種清淨。     修果 

 

四【結】 

如此四處七支所攝1，普聖教義(含攝一切的聖教義在內)、廣說應知。依善說法、毘奈

耶中，一切學處皆得圓滿。 

 

第二章  廣釋七支之相 

第一節  釋生圓滿 

壹【生圓滿】(釋第一修處所) 

云何生圓滿？當知略有十種，謂(修行人)依內(本身的條件)有五，依外(外在的助緣)有

五，總依內外(緣)合有十種。 

 

一【依內】 

云何生圓滿中依內有五？ 

謂眾同分圓滿、處所圓滿、依止圓滿、無業障圓滿、無信解障圓滿。 

01【眾同分圓滿】 

眾同分：梵語nikāya-sabhāga (group-common, commonality of a group)，指同類眾生相

似的要素，也就是使有共同性的有情成為同類有情的原理。由於有此眾同分，人與人的

相似性成為人類，各物種亦由於同類相似的性質而有其類別。 

 

眾同分圓滿者，謂如有一，生在人中，得丈夫身，男根成就。 

 

02【處所圓滿】 

                                                           
1《瑜伽論記》卷6上：「處謂處所，依四義處修方滿故，第一處所內體外緣必須具足， 

第二因緣，行世出世修之方便， 

三修瑜伽，正修自體， 

四修果者，因修所得世出世間有為無為功德之果。 

七支攝者，初生圓滿即修處。 

二聞正法圓滿，三涅槃為上首，四能熟解脫慧之成就。此上三種名修因緣。 

五修習對治，名修瑜伽。 

六世間淨，七出世間淨，名為修果。」(T42,p.426a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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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所圓滿者，謂如有一，生在人中又處中國(中天竺)，不生邊地。 

02-1【舉生處】 

謂於是處有四眾行，謂苾芻、苾芻尼、近事男、近事女。 

02-2【簡不生】 

不生達須(dasyu，inferior, ugly-faced, 謂此等人微識佛法，不能堅固修持行也，惡鄙猥

賤類)、蔑戾車(mleccha, barbarian, outcast race, 下賤種，樂垢穢人，此等全不識佛法也，

奴中奴)中，謂於是處無四眾行，亦無賢聖、正至(見道證真)、正行(能斷顛倒煩惱，身口

意行無過失)、諸善丈夫(聖人)。 

 

03【依止圓滿】 

依止圓滿者，謂如有一，生處中國不缺眼耳(鼻舌身意根)隨一支分，性不（388c）頑囂

(頑鈍愚癡)亦不瘖瘂，堪能解了善說、惡說所有法義。   

 

04【無業障圓滿】 

無業障圓滿者，謂如有一2，依止圓滿，於五無間(害父、害母、害阿羅漢、破和合僧，

破僧、惡心出佛身血)隨一業障，不自造作，不教他作。若有作此，於現身中，必非證

得賢聖法器(能修習佛法之眾生)。 

 

05【無信解障圓滿】 

無信解障圓滿者，謂如有一， 

05-1【離邪解(處)行】 

必不成就五無間業，不於惡處而生信解，不於惡處發清淨心。 

謂於種種邪天處所，及於種種外道處所。 

05-2【起淨信解】 

由彼前生，於佛聖教善說法處，修習淨信，長時相續； 

由此因緣，於今生中，唯於聖處發生信解，起清淨心。 

 

二【依外】 

云何生圓滿中依外有五？ 

謂大師圓滿、世俗正法施設圓滿、勝義正法隨轉圓滿、正行不滅圓滿、隨順資緣圓滿。 

 

01【大師圓滿】 

大師圓滿者，謂即彼補特伽羅(pudgala，眾生)，具內五種生圓滿已，復得值遇大師(佛)

出世。所謂如來、應(供)、正等覺、一切知者(一切相智)、一切見者，於一切境得無障礙。 

 

02【世俗正法施設圓滿】 

                                                           
2
 一＝二【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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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正法施設圓滿者，謂即彼補特伽羅，值佛出世又廣(詳細地)開示善不善法、有罪無

罪，廣說乃至諸緣生法，及廣分別。 

謂契經、應頌(重頌)、記別3、諷誦、自說、緣起、譬喻、本事、

本生、方廣、希法、及與論議(十二分教、十二部經)。 

 

03【勝義正法隨轉圓滿】 

勝義正法隨轉圓滿者，謂即大師善為開示俗正法(名句文，三藏)已；諸弟子眾依此正法，

復得他人為說隨順教誡(應斷)4、教授(應修)，修三十七菩提分

法，得沙門(四)果； 

於沙門果證得圓滿，又能證得展轉勝上，增長廣大所有功德(如

得到四無礙辯、得大神通、得無諍三昧等)。 

 

04【正行不滅圓滿】 

正行不滅圓滿者，謂佛世尊雖般涅槃，而俗正法，猶住未滅(有持教法者)；勝義正法(聖

道，即無漏五根、五力、七覺支、八正道支)，未隱未斷(有持證法者，得沙門果)。 

 

05【隨順資緣圓滿】 

隨順資緣圓滿者，謂即四種(衣服、飲食、臥具、醫藥)受用正法因緣現前，受用正法，

諸有正信長者、居士、婆羅門等，知彼受用正法(聞思修)而轉，（389a）

恐乏資緣退失如是所受正法，是故殷勤奉施種種衣服飲食、諸坐臥

具、病緣醫藥、供身什物。 

 

三【結】 

01【名修處所】 

如是十種，名依內外生圓滿。即此十種生圓滿，名修瑜伽處所。 

由此所依、所建立處、(十種生圓滿)為依止故，證得如來諸弟子眾所有聖法。 

 

02【料簡無學聖法】 

如是聖法，略有二種：一、有學法；二、無學法。 

今此義中，意取無學所有聖法，謂無學正見，廣說乃至無學正智5(十無學法：八正道、

盡智、無生智)。何以故？ 

由諸有學，雖有聖法，而(五蘊)相續中非聖煩惱之所隨逐現可得故。 

 

03【明普攝義】 

如是初支生圓滿，廣聖教義有此十種，除此更無餘生圓滿，若過(超)、若增(加)。 

                                                           
3
 別＝莂【明】 

4
 誡＝戒【宋】【元】【明】【宮】 

5《長阿含經》卷9：「云何十證法？謂十無學法：無學正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 

正定．正解脫．正智。」(T01,p.57b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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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釋聞正法圓滿】 

貳【聞正法圓滿】(釋第二修因緣 ─ 聞正法圓滿、涅槃為上首、能熟解脫慧之成熟) 

云何聞正法圓滿？ 

一【略標】 

謂若正說法、若正聞法，二種總名聞正法圓滿。 

 

01【正說法】 

又正說法，略有二種，所謂隨順(符合二空所顯真如)及無染污(無希望而為他說)。 

廣說當知有二十種，如〈菩薩地〉當說。 

 

02【正聞法】 

又正聞法，略有四種：一、遠離憍傲；二、遠離輕懱；三、遠離怯弱；四、遠離散亂。 

遠離如是四種過失而聽法者，名正聞法。 

當知廣說有十六種，亦如〈菩薩地〉中當說。 

 

【第三節  明涅槃為上首】 

參【涅槃為上首】(釋第二修因緣，三支之一) 

 

云何涅槃為上首(最殊勝的目的)？ 

一【辨聽法】 

謂如來弟子依生圓滿轉時，如先所說相(遠離憍傲、輕懱、怯弱、散亂)而聽聞正法，唯

以涅槃而為上首。 

唯求(證)涅槃、唯緣(對向)涅槃而聽聞法，不為引他令信於己，不為利養恭敬稱譽。 

 

01【標十法轉】 

又緣涅槃而聽法者，有十法轉，涅槃為首。謂依止有餘依涅槃界，及無餘依涅槃界。 

當知依止有餘依涅槃界，有九法轉6，涅槃為首； 

依止無餘依涅槃界，有一法轉，涅槃為首。 

 

01-1【依有餘依明次第轉】 

01-1-1【起三信解】 

謂以聞所成慧為因， 

                                                           
6《瑜伽論記》卷6上：「一聞所成慧為因；二於道道果起三種信，初信諦實，次信實戒，後信已能。如《唯 

識論》；三遠離憒鬧諸惡尋思；四趣善決定思所成智；五能趣入二修方便；六證修慧；七於生死涅槃 

發起欣厭；八入諦現觀有學解脫；九數修道無學解脫。 

初五在念住不淨觀等前；次一在不淨觀念住等位；次一在四善根，於生死涅槃起欣厭故即四諦觀；後

二可知。」(T42,p.426c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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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道(道諦)、道果涅槃(滅諦)，起三種信解。 

一、信實有性；二、信有功（389b）德(斷惑證真)；三、信己有能，得7樂方便(得涅

槃樂及修聖道方便)。 

01-1-2【趣入思智】 

如是信解生已，為欲成辦思所成智，身心遠離憒鬧而住，遠離障(煩惱障、業障、異

熟障)、蓋(欲貪、瞋恚、惛眠、掉悔、疑)、諸惡尋思(欲尋思、恚尋思、害尋思、親里尋

思、國土尋思)。 

依止此故，便能趣入善決定義(信解無疑)思所成智。 

01-1-3【趣二方便】 

依止此故，又能趣入無間、殷重二修方便。(無間精進，謂一切時修加行故。二、殷

重精進，謂能周備修加行故。) 

01-1-4【趣證修智】 

由此次第，乃至證得修所成智。 

依止此故，見生死過失，發起勝解(厭離)；見涅槃功德，發起勝解(欣樂)。 

01-1-5【趣入見道】 

由串習故，入諦現觀，先得見道有學解脫。 

01-1-6【數習修道】 

已得見迹(見道)，於上修道由數習故，更復證得無學解脫。 

 

【結名所依】 

由證此故，解脫圓滿，即此解脫圓滿，名有餘依涅槃界。 

即此涅槃以為上首，令前九法(信解為三，思所成智為一，無間、殷重方便為二，修

所成智為一，見道、修道為二)次第修習而得圓滿。 

 

01-2【依無餘依】 

當知即此解脫圓滿，以無餘依涅槃界，而為上首。 

 

二【顯勝利】 

如是涅槃為首聽聞正法，當知獲得五種勝利。 

何等為五？ 

 

謂聽聞法時，(1) 饒益自、(2)他； 

修正行時，(3)饒益自、(4)他； 

及(5)能證得眾苦邊際。 

 

01【聽法】 

 

                                                           
7〔得〕－【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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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饒益他】 

若說法師，為此義(artha, 目的，令聽法者現能證利益[聖道]安樂[涅槃]為目的)故，宣說

正法。 

其聽法者，即以此意(能證利益安樂)而聽正法；是故此時，名饒益他。(由是令說法者

不徒廢己業、不虛設功勞，名饒益他。)  

01-2【自饒益】 

又以善心聽聞正法，便能領受所說法義甚深上味(最殊勝法味)，(以無量門稱讚涅槃眾

多功德，離苦得樂)因此證得廣大歡喜； 

又能引發出離(生死眾多過失)善根(於伏煩惱引聖道有增上之用，故名「五無漏根」，

即信、進、念、定、慧等，能生善法故名「根」，能破惡法故名「力」)，是故此時能

自饒益。 

 

02【修行】 

02-1【饒益他】 

若有正修法隨法行大師(佛)，為欲建立正法，方便示現成正等覺，云何令彼(佛弟子)正

修行轉(佛說法的目的，願眾生能依法奉行而得證聖道涅槃)； 

故彼(佛弟子)修習正法行時，即是法爾，供養大師(正行供養、法供養)。是故說此名饒

益他(滿佛所願)。 

02-2【自饒益】 

因此正行，堪能證得寂靜清涼，唯有餘依涅槃之界；是故說此能自饒益。 

 

03【證苦邊際】 

若無餘依涅槃界中般涅槃時，名為證得眾苦邊際。 

 

04【結】 

是名涅槃以為上首，聽聞正法，所得勝利。 

 

三【結】 

如是名為涅槃為首，所有廣義。除此，更無若過、若增。 

 

 

【第四節  釋能熟解脫慧之成熟】 

肆【能熟解脫慧之成熟】(釋第二修因緣，三支之一) 

（389c）云何能熟解脫慧之成熟？[能(成)熟解脫慧之(所)成熟] 

(由此毘缽舍那【vipaśyanā、觀】支及奢摩他【śamatha，止】支，能令信(、進、念、

定、慧)等諸根成熟，趣證現觀，乃至得般涅槃，是名『能熟解脫慧』(「慧」包括奢摩

他、毘缽舍那)。 

又復此(止觀)慧是「所成熟」，十法漸次為其因緣是「能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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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釋得名】 

01【總顯二支】 

謂毘鉢舍那支成熟故，亦名慧成熟。 

奢摩他支成熟故，亦名慧成熟，所以者何？定心中慧，於所知境清淨轉故。 

 

二【辨次第】 

01【善友為依】 

又毘鉢舍那支，最初必用善友為依。 

02【尸羅攝受】 

奢摩他支，尸羅(śīla、清涼、戒律)圓滿之所攝受(保護)。 

03【覺真實欲】 

又依善友之所攝受，於所知境真實性(第一義諦)中，有覺了欲(意願)。 

04【堪忍譏論】 

依尸羅圓滿之所攝受，於增上尸羅毀犯淨戒現行非法壞軌範中，若諸有智同梵行者，

由見、聞、疑或舉其罪(舉發現前所犯眾罪)、或令憶念(過去失念所犯)、或令隨學(一切

所應學處戒法)；於爾所時，堪忍譏論。 

05【樂聽聞等】 

又依所知真實覺了欲故，愛樂聽聞；依8樂聞故便發請問；依請問故，聞昔未聞甚深法

義。 

06【法義淨等】 

數數聽聞無間斷故，於彼法義轉得明淨；又能除遣先所生疑。 

07【厭離盛事】 

如是覺慧轉明淨故，於諸世間所有盛事(族姓、色力、壽量、財富、安樂、名稱、辯才

等)，能見過患，深心厭離。 

08【不樂世間】 

如是厭心善作意故，於彼一切世間盛事，不生願樂。 

09【願斷惡趣】 

彼由如是於諸世間(人天)增上生道無願心故，為欲斷除諸惡趣法，心生正願。 

10【願證聖果】 

又為修集9能對治彼(諸惡趣法)所有善法，修習一切煩惱對治所有善法，為欲證得彼對

治果(得初果)，亦為自心得清淨故(得阿羅漢果)，心生正願。 

 

三【結十種】 

如是十種能熟解脫慧成熟法，如先所說(此支十法次第學習令慧成就，慧成就故解脫成

就)，漸次能令解脫圓滿。 

(又前二支與此支「異門相成」，以明成就。 

                                                           
8
 依＝初【宋】【元】【明】 

9
 集＝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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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聞正法故，凡所修行，皆以涅槃而為上首。此所修學，能成就彼解脫等位，一切皆是

慧之成就。) 

 

四【總結三支】 

01【明普攝義】 

又隨次第已說三支。 

謂聞正法圓滿、涅槃為上首、能熟解脫慧之成熟。 

如是三支，廣(攝一切)聖教義謂十十10種(「涅槃為上首」中有十法轉，「慧成就」中有

十種漸次)，除此更無若過、若增。 

 

02【名修因緣】 

又此三支當知即是修瑜伽因緣，何以故？由依此次第、此因、此緣修習瑜伽方得成滿。 

謂依聞正法圓滿，涅槃為上首，能熟解脫慧成熟故。 

 

 

【第五節  明修習對治】 

伍【修習對治-第五支】 

【初，解三位(在家位、出家位、瑜伽位)十種修習(瑜伽所對治法)。 

第二，又「不淨想」略有二種(思擇力攝、修習力攝)下，逐前難解。 

第三，又「正方便修諸(無常苦想、光明)想」者，有能斷滅所治諸欲。 

下釋「多所作(三法隨逐一切)修習對治」。】 

 

（390a）云何修習對治？ 

甲【略說】 

一【總標】 

當知略說於三位中，有十種修習瑜伽所對治法。 

 

二【三位】 

云何三位？一、在家位；二、出家位；三、遠離閒居修瑜伽位。 

 

三【十所治法】 

云何十種修習瑜伽所對治法？ 

01【初二種所治與能治】 

01-1【出所治】 

                                                           
10﹝十﹞－【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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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1【在家位】 

謂在家位中，於諸妻室，有婬欲相應貪； 

於餘親屬及諸財寶，有受用相應愛。 

如是名為處在家位所對治法。由此障礙，於一切種(苦惱)不能出離。 

01-1-2【出家位】 

設得出家，由此尋思(親屬尋思、國土尋思)之所擾動、障礙故，不生喜樂。 

 

01-2【明能治 — 修不淨想、無常想】 

如是二種所對治法，隨其次第修不淨想(能正對治淫欲相應貪)、修無常想(能正對治受

用相應愛、尋思)，當知是彼修習對治。 

 

02【次四種所作、所治、能治】 

又出家者於出家位中，時時略有四種所作(事)。 

 

 

02-1【舉四所作】 

02-1-1【常修善法所作】 

一、常方便修善法所作。 

謂我於諸法常方便(無間修習加行)修(禪定)為依止故；當能制伏(心生厭惡)隨愛

味(五欲而追求)樂一切心識，又能如實覺了苦性(觀無常故苦)。 

 

02-1-2【信樂涅槃所作】 

二、於無戲論涅槃信解愛樂所作。 

謂我當於無戲論(離五蘊身與涅槃是異、不異；死後當有或當無等虛妄分別)涅槃

(離一切相)，(愛樂故)心無退轉， (信解故)不生憂慮。謂我我今者，何所在耶？(世俗說

我，勝義無我，無如是顛倒妄計) 

 

02-1-3【遊行乞食所作】 

三、於時時中遊行聚落乞食所作。 

謂我乞食受用為因，身得久住，(若除飢贏則)有力調適(四大)，常能方便修諸善

法。 

 

02-1-4【安住遠離所作】 

四、於遠離處安住所作。(應「遠離」憒鬧「閒居」靜處) 

謂若愛樂與諸在家及11出家眾雜居住者，便有種種世間相應見聞受用諸散亂事； 

勿我於彼(修止觀)正審12觀察心一境位，當作障礙。 

                                                           
11

 及＝又【元】【明】 
12

 審＝觀【宋】【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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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顯四所治】 

於此13四種所作事中，當知有四所對治法。 

於初所作(常方便修善法所作)，有嬾惰懈怠； 

於第二所作(於無戲論涅槃信解愛樂所作)，有薩迦耶見(satkāya-dṛṣṭi，有身見)； 

於第三所作(於時時中遊行聚落乞食所作)，有愛味貪； 

第四所作(於遠離處安住所作)，有世間種種樂欲貪愛。 

 

02-3【明四能治】 

如是四種所對治法，如其次第，亦有四種修習對治。 

一、(對治嬾惰懈怠) ─ 於無常修習苦想； 

二、(對治薩迦耶見) ─ 於眾苦修無我想； 

三、(對治愛味貪)   ─ 於飲食修厭逆想； 

四、(對治樂欲貪愛) ─ 於一切世間修不可(愛)樂想。 

 

03【後四種所治與能治】 

03-1【舉所治】 

又於（390b）遠離閒居方便作意位(應「遠離」憒鬧「閒居」靜處)中，當知略有四種

所治，何等為四？ 

一、於奢摩他、毘鉢舍那品，有暗昧心(無明及疑)； 

二、於諸定，有隨愛味(戀著堅住，於上出離世間的禪不了知故)； 

三、於生有(當來五取蘊)隨動相(數生喜樂想)心；  

四、推後後日，顧待餘時，隨不死尋(思)，不能熾然勤修方便。 

 

03-2【明能治】 

如是四種所對治法，當知亦有四種修習對治。 

一、(有暗昧心)修光明想； 

二、(有隨愛味)修離欲想；(觀四禪的寂靜功德) 

三、(有隨動相心)修滅想；(觀一切境相畢竟空寂故無欣樂) 

四、(隨不死尋)修死想。 

 

以上略說十種修習瑜伽所對治法 

 

乙【廣辨】 

一【廣三種想】(不淨想，於無常所修苦想，光明想) 

01【不淨想所治】 

又不淨想，略有二種： 

                                                           
13〔此〕－【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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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思擇力攝(歸屬於聞、思慧，思擇者正思量)；二、修習力攝(歸屬於思、修慧，修

習者起修作)。 

 

01-1【思擇力攝】(於諸惡行中深見過已，能正思擇，息諸惡行，修諸善行，名思擇力) 

思擇力攝不淨想中，當知五法為所對治，何等為五？ 

 

01-1-1【欲貪】 

一、親近母邑(盛年美妙形色女人，能壞梵行，不善尋思現行)。 

01-1-2【失念】 

二、(應住正念及正知，密護根門)處顯(於顯明公眾處)失念。 

01-1-3【放逸】 

三、(閑)居隱(密處)放逸(縱蕩邪思，不勤對治)。 

01-1-4【串習】 

四、通(於)處隱顯(若處隱時放逸，於淨妙相多所思惟，及處顯時失念，於淨妙相欣

樂觀視)，由串習(俱生習慣)力。 

01-1-5【錯亂】 

五、雖勤方便修習不淨，而作意錯亂(顛倒迷惑)。謂不觀不淨，(心)隨淨(妙)相轉，

如是名為作意(manaskara, manas-kara, mental act，意念中造作)錯亂。 

 

01-2【修習力攝】 

(由此思擇力為依，能正修習四念住等菩提分法，當知此修，名修習力) 

 

修習力攝不淨想中，當知七法為所對治，何等為七？ 

01-2-1【心散亂性】 

謂本所作(根本行欲貪)事心散亂性(令心流散)。 

01-2-2【趣作用性】 

本所作事趣作用性(發起欣趣，方便作用)  

01-2-3【不善巧性】 

方便作意不善巧性(用三寶財)，由不恭敬勤請問(是罪非罪)故。 

01-2-4【尋思擾亂】 

又由不能守根門故；雖處空閒，猶有種種染污尋思，擾亂其心。 

01-2-5【身不調適】 

又於飲食不知量故；身不調適。 

01-2-6【不樂內定】 

又為尋思所擾亂故；不樂遠離(憒鬧)內心寂靜奢摩他定。14 

01-2-7【不善修觀】 

又由彼身不調適故；不能善修毘鉢舍那，不能如實觀察(無常、無我的)諸法。 

                                                           
14《瑜伽論記》卷6上：「六、尋思，惱亂故，不樂寂止。」(T42,p.427c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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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總結】 

如是一切所對治法，當知總說一門十二(思擇力有五，修習力有七)、一門十四(思擇力

和修習力是「總」，五和七是「別」，總別加起來，那麼就是十四)。15 

 

01-4【成能治】 

又即如是所對治法，能治白法(清淨法)還有爾所(有十二種)；於修二種不淨想中(於思擇

力修不淨觀，於修習力修不淨觀)，當知多有所作(很多修習對治及功德作用)。 

 

02【於無常所修苦想】 

02-1【舉所治】 

又於無常所修苦想，略有六種所對治法，何等為六？  

一、於未生善法最初應生，(不起猛利願欲)而有懶惰。 

二、於已生善法，應住(不退)不忘，修習圓滿；倍令增廣，所有懈怠。 

三、於恭敬師長往請問中，不恒相續。 

四、於恒修善法常隨師(依人)轉，（390c）遠離淨信(依法，隨順理門)。 

五、由遠離淨信，不能常修。 

六、於內放逸，由放逸故，於常修習諸善法中，不恒隨轉。 

02-2【成能治】 

如是六種所對治法，還有六法能為對治，多有所作(很多修習對治及功德作用)。 

與此(所對治)相違，應知其(能對治)相。 

 

03【光明想】 

03-1【指多種】 

又光明想，緣多光明以為境界，如〈三摩呬多(samāhitā, 等引)地〉中已說。 

[法光明者：謂如有一，隨其所受所思所觸，觀察諸法；或復修習隨念佛等。] 

 

03-2【簡今義】 

今此義中，意辯「緣法光明以為境界，修光明想」。 

謂如所聞(多聞思修，所集成念)已得究竟不忘念法，名法光明；與彼(念)俱行彼(法)相

應(同緣一境)想，應知名光明想，何以故？ 

 

(「不忘念」是以內心的「明記」為本質，對於往昔所學、串習或經歷過的事件，內心

能夠不遺忘而清楚地記住，這亦是止觀生起的間接條件。) 

 

真實能令心闇昧者，謂方便修止觀品時，於諸法中所有忘念。 

                                                           
15《瑜伽師地論略纂》卷7：「談二別障，初五後七，名為十二。總別合論，更加二總，謂思擇障及修習

障， 故成十四。」(T43,p.107b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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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闇昧)相違，當知即是光明。 

 

03-3【舉所治】 

又第一義思所成慧(專精思惟所成就的智慧)及修所成慧(修止觀所成就的智慧)俱光明

想，有十一法為所對治，云何十一？ 

謂思所成慧俱光明想，有四法； 

修成慧俱光明想，有七法； 

如是所治，合有十一。 

 

03-3-1【思慧俱法】 

思所成慧俱光明想，(所治)有四法者： 

一、不善觀察故、不善決定故，於所思惟有疑隨逐。 

二、住於夜分懶惰懈怠故、多習睡眠故，虛度時分。 

三、住於晝分，習近邪惡食故，身不調柔，不能隨順諦觀諸法。 

四、與在家出家共相雜住，於隨所聞、所究竟法，不能如理作意思惟。 

如是疑隨逐故，障礙能遣疑因緣故； 

此四種法，是思所成慧俱光明想之所對治；令思所成若智(通達不現見的事情)、若

見(通達現見的事情)，不得清淨。 

 

03-3-2【修慧俱法】 

何等名為修所成慧俱光明想，所治七法？ 

 

一、(若惛沈則應)依舉相修(令心策起)，極勇精進(過度用力，令心掉舉)所對治法。 

二、(若掉舉則應)依止相修(令心沉靜)，極劣精進(過度沉下，令心惛沉)所對治法。 

三、依捨相修，貪著定味與愛俱行，所有喜16悅。 

四、於般涅槃心懷恐怖(怖我斷滅)，與瞋恚俱其心怯弱(心生厭背，不發精進)，二所

治法。 

五、即依如是方便作意(思惟)，於法精勤論議（391a）決擇，於立破門多生言論，相

續不捨。此於寂靜正思惟時，能為障礙。 

六、於色聲香味觸中，不如(無常、無我)正理執取相好，不正尋思令心散亂。 

七、於不應思處(一、我，二、有情，三、世間，四、業報，五、靜慮者境界，六、 

諸佛境界，七、十四不可記事，八、非正法，九、一切煩惱之所引攝)，強攝其

心，思擇諸法。 

如是七種，是修所成慧俱光明想所對治法，極能障礙修所成慧俱光明想， 

令修所成若知(智)17、若見，不清淨轉。 

 

                                                           
16

 喜＝勇【宋】【元】【明】【宮】【知】 
17

 知＝智【宋】【元】【明】【宮】【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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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成能治】 

此所治法，還有十一與此相違能對治法(即法光明)，能斷於彼(十一種過失)，當知亦令

思修所成，若知(智)18、若見，清淨而轉。 

 

二【釋多所作】 

01【釋義】 

又正方便修諸想(不淨想，無常苦想，光明想)者，有能斷滅(令不現行)所治法欲(願望)。 

又於所治現行法中，心不染著，速令斷滅。 

又能多住(修習)能對治法，斷滅一切所對治法。 

02【結名】 

如是三法隨逐一切對治修故；名多所作(很多修習對治及功德作用)。 

 

丙【結】 

如是名為修習對治；此修對治，當知即是修習瑜伽(止觀)。 

此第五支修習對治廣聖教義，當知唯有如是十相，除此，更無若過、若增。 

 

 

【第六節  釋世間一切種清淨】 

陸【世間一切種清淨】 

云何世間一切種清淨(四禪八定，唯在正法非諸外道，屬於世間性的功德，不是出世間

無漏的聖道，能伏而非能斷煩惱)？ 

當知略有三種：一、得三摩地； 

二、三摩地圓滿； 

三、三摩地自在。 

 

[創得初靜慮未至定(近分定)，名為得三摩地(samādhi, 聚精會神, 心一境性)。 

得根本地，名三摩地圓滿。 

離諸障染、別生通慧、清淨鮮白，名三摩地自在。] 

 

 

甲【得三摩地】 

一【辨障治法】 

01【舉所治】 

此中最初有二十種得三摩地所對治法，能令不得勝三摩地，何等二十？ 

一、有不樂斷(世俗欲樂)同梵行者為伴過失。 

 

二、伴雖有德(雖無前過失)，然能宣說修定方便；師有過失，謂顛倒說修定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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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智【宋】【元】【明】【宮】【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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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能宣說修定方便師(善知識)有過失  

 

三、師雖有德(雖無前過失)，然於所說修定方便，其能聽者欲樂羸劣(於斷滅苦無猛利

欲)，心散亂故，不能領受過失。 

四、其能聽者(雖無前過失)，雖有樂欲，屬(音燭)耳(意念集中)而聽；然暗鈍故，覺慧

劣故，不能領受過失。 

五、雖有智德(雖無前過失)，然是愛(欲)行，多求利養恭敬過失。 

六、多分憂愁，難養難滿，不知喜足過失。 

七、即由如是增上力故，多諸事務過失。 

八、雖無此失，然有懈怠（391b）嬾惰故，棄捨加行過失。 

九、雖無此失，然有為他種種障礙生起過失。 

十、雖無此失，然有於寒熱等苦，不能堪忍過失。 

十一、雖無此失，然有慢恚過故，不能領受教誨過失。 

十二、雖無此失，然有於教，顛倒思惟過失。 

十三、雖無此失，然19於所受教，有忘念過失。 

十四、雖無此失，然有在家、出家雜住過失。 

十五、雖無此失，然有受用五失相應臥具過失；五失相應臥具(非法追求衣服、飲食、

臥具、病緣醫藥、及諸資具)，應知如〈聲聞地〉當說。 

十六、雖無此失，然於遠離(喧鬧)處，不守護諸根故，有不正尋思過失。 

十七、雖無此失；然由食不平等故，有身沈重，無所堪能過失。 

十八、雖無此失，然性多睡眠，有多睡眠隨煩惱現行過失。 

十九、雖無此失，然不先修行奢摩他品故，於內心寂止遠離中，有不欣樂過失。 

二十、雖無此失，然先不修行毘鉢舍那品故， 

於增上慧法毘鉢舍那如實觀中，有不欣樂過失。 

01-1【總結】 

如是二十種法，是奢摩他、毘鉢舍那品，證得心一境性之所對治。 

01-2【顯障因】 

又此二十種所對治法，略由四相，於所生起三摩地中，堪能為障，何等為四？ 

一、於三摩地方便不善巧故； 

二、於一切修定方便全無加行故； 

三、顛倒加行故； 

四、加行縵緩故。 

02【成能治】 

此三摩地所對治法，有二十種白20法對治；與此相違，應知其相。 

02-1【住心】 

由此能斷所對治法，多所作故；疾疾能得正住其心，證三摩地。 

                                                           
19

 然＋（有）【宋】【元】【明】【宮】 
20

 白＝自【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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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位攝】 

又得此三摩地，當知即是得初靜慮近分定，未至位所攝。 

 

(《大毘婆沙論》： 

「『根本靜慮』現在前時，長養(風)大種，遍身中生，令身充悅，故名『樂住』。 

『近分定』等現在前時，長養大種，唯心邊生，非極充悅，故非『樂住』。 

有作是說：『近分定』等現在前時，長養大種，雖遍身生，而長養用不及『靜慮』現在

前時長養大種，故非『樂住』。 

譬如二人同一池浴，一身入水，一用手澆，雖俱洗浴而入水者潤益為勝，非手澆者。」) 

 

 

二【明普攝義】 

又此得三摩地相違法，及得三摩地隨順法，廣聖教義，當知唯（391c）有此二十種。 

除此，更無若過、若增。 

由此因緣，依初世間一切種清淨，於此正法補特伽羅得三摩地，已善宣說、已善開示。 

 

 

乙【三摩地圓滿】 

一【列十相】21
 

01【起勝求願】 

復次，如是已得三摩地(未至定)者，於此少小殊勝定中，不生喜足。 

於勝三摩地圓滿(入根本地)，更起求願。 

02【見勝功德】 

又即於彼(色界四禪)見勝功德。 

03【住勤精進】 

又由求願見勝功德，為求彼故；勇猛精進，策勵而住。 

04【名非得勝】 

又彼於色相應愛味俱行煩惱，非能一切皆永斷故，名非得勝。 

05【名他所勝】 

又非於彼諸善法中皆勤修故，名他(煩惱)所勝。 

06【無沉沒等】 

又於廣大淨天生處(生梵天初禪之處)，無有沈沒(於色界天的莊嚴境象，心無耽染)；又

彼(色界天的外道)無能陵懱(輕慢)於己，(知外道為)下劣信解(由墮有求受用色界天的喜

樂，[欲求、有求、梵行求])增上力(佛教徒應作梵行求，求出離三界)故。 

07【隨法相轉】 

                                                           
21《瑜伽論記》卷6上：「十相者，一願勝定滿；二具定勝德；三精勤策勵；四折伏色愛；五善未圓滿修 

他惡尚勝；六於淨天生心無耽染；七不自卑下策舉增修；八隨順二修；九勸請正法；十於止觀隨生愛 

樂。」(T42,p.428a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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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彼(修行人)如是心無沈沒，於定所緣境界法中，即先所得止、舉、捨相，無間、殷重

方便修故；隨順而轉。 

08【請問正法】 

又彼如是隨法相轉(止、舉、捨相應時加行)，數入、數出(習定能入出自在)，為欲證得

速疾通慧，依(止)定圓滿，樂聞正法(四聖諦、四念處等)故； 

於時時中，殷勤請問。 

09【愛樂遠離】 

又依如是三摩地圓滿(成就色界根本四禪)故，於正方便根本定攝內心奢摩他，證得遠離

愛樂(欲界的欲)。 

10【愛樂觀察】 

又證得法毘鉢舍那(依四聖諦、四念處等作觀)。如是觀察，熾然明淨所有愛樂。 

 

二【結圓滿】 

當知齊此已能證入根本靜慮，如是名為三摩地圓滿。 

 

三【明普攝義】 

又此三摩地圓滿廣聖教義，當知唯有如是十相，除此更無若過、若增。 

 

丙【三摩地自在】 

一【善觀察】 

01【舉諸瑕穢】 

復次，雖已證得根本三摩地故，名三摩地圓滿； 

其心猶為三摩地生愛味、慢、見、疑、無明等，諸隨煩惱之所染污，未名圓滿清淨鮮

白。 

02【思所應作】 

為令如是諸隨煩惱不現行故，為練心故，為調心故，彼作是思： 

「我應當證心自在性、定自在性。於四處所，以二十二相應善觀察。」 

 

二【四處二十二種相】 

01【四處】 

01-1【初處】 

謂自誓受下劣形相、威儀、眾具； 

01-2【第二處】 

又自（392a）誓受禁制尸羅； 

01-3【第三處】 

又自誓受精勤無間修習善法。 

01-4【第四處】 

若有為斷一切苦惱，受此（前）三處（時），應正觀察眾苦隨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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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二十二種相】 

02-1【初處五相】 

02-1-1【剃除鬚髮】 

由剃除鬚髮故； 

02-1-2【捨俗形好】 

捨俗形好故； 

02-1-3【著壞色衣】 

著壞色衣(袈裟，避青黃赤黑白五正色，即雜色)故，應自觀察形色異(世俗)人。如是

名為觀察誓受下劣形相。 

02-1-4【下劣威儀】 

於行住坐臥語默等中，不隨欲行(不放逸)；制伏憍慢，往趣他家，審正觀察，遊行乞

食。 

如是名為觀察誓受下劣威儀。 

02-1-5【下劣眾具】 

又正觀察從他獲得，無所畜積，諸供身具；如是名為觀察誓受下劣眾具。 

02-1-6【結】 

由此五相，當知是名初處觀察。 

 

02-2【第二處五相】 

02-2-1【初一相】 

又善說法、毘奈耶中，諸出家者所受尸羅，略捨二事之所顯現。 

一者，棄捨父母、妻子、奴婢、僕使、朋友眷屬，財穀珍寶等所顯。 

二者，棄捨歌舞倡伎22、笑戲歡娛、遊從23(蹤)、掉(掉動)逸(放逸)、親愛聚會，種種

世事之所顯現。 

 

02-2-2【次二相】 

又彼安住尸羅律儀，不由犯戒私自懇(切苛)責，亦不為彼同梵行者，以法訶擯； 

有犯尸羅，而不輕舉(發他罪)。 

02-2-3【後二相】 

若於尸羅，有所缺犯，由此因緣，便自懇責；若同梵行以法訶擯，即便如法而自悔

除。於能舉(己)罪同梵行者，心無恚恨，無損無惱、而自修治。 

02-2-4【結】 

由此五相，是名於第二處觀察。 

 

02-3【第三處五相】 

                                                           
22

 伎＝妓【甲】 
23

 從＝縱【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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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尸羅善圓滿已，應以五相精勤方便修諸善品。 

02-3-1【初相】 

謂時時間諮(問) (接)受讀誦論量(推論思惟)決擇，勤修善品；如是乃應受他信施； 

02-3-2【第二相】 

又樂遠離，以正方便修(止觀)諸作意； 

02-3-3【第三相】 

又復晝夜，於退(轉)分、勝(進)分二法，知斷(惡)修(善)習； 

02-3-4【第四相】 

又於生死見大過失(苦不自在)； 

02-3-5【第五相】 

又於涅槃見勝功德(離苦得樂)。 

02-3-6【結】 

由此五相，是名第三處觀察。 

 

02-4【第四處七相】 

如是精勤修善品者，略為四苦之所隨逐。 

02-4-1【初隨逐處一相】 

謂於四沙門果，未能隨有所證(諦現觀)故，猶為(1)惡趣苦所隨（392b）逐； 

02-4-2【第二隨逐處四相】 

(生命)體是(2)生、(3)老、(4)病、(5)死法故，為內壞苦24之所隨逐； 

02-4-3【第三隨逐處一相】 

一切所(6)愛離別法故，為愛壞苦25之所隨逐； 

02-4-4【第四隨逐處一相】 

自業所作故，(7)一切苦(五取蘊苦)因之所隨逐。 

02-4-5【結】 

彼為如是四苦隨逐，應以七(苦)相審正觀察；由此七相，是名第四處觀察。 

 

三【正思惟】 

01【舉作意】 

彼於如是四處，以二十二相正觀察時，便生如是如理作意： 

謂我為求如是事故，誓受(1)下劣形相威儀及資身具，(2)誓受禁戒、(3)誓受精勤、常修

善法。 

而我今者，於四種苦，為脫何等？ 

02【顯精勤】 

                                                           
24《瑜伽師地論略纂》卷7：「生老病死略有二義：一性逼迫，苦苦所攝。對法等說：八苦之中，前之五 

苦，苦苦攝故；二性遷謝，生變於死，老變於少，病變於壯，死變於生。故此說為壞苦隨逐。」

(T3,p.107c25~28) 
25《瑜伽師地論略纂》卷7：「愛別離法，非是壞苦，以義攝之。」(T43,p.107c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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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如是自策、自勵，誓受三處(誓受下劣形相威儀及資身具、誓受禁戒、誓受精勤)，

猶為四苦常所隨逐，未得解脫。 

我今不應為苦隨逐，未於勝定獲得自在，中路止息、或復退屈。 

03【結名想】 

如是精勤如理作意，乃得名為出家之想及沙門想。 

 

四【修方便】 

01【舉依止】 

01-1【樂斷】 

彼於圓滿修多方便以為依止(得未到地定)，由世間道(四禪八定)，證得三摩地圓滿故； 

於煩惱斷，猶未證得，復依樂斷，常勤修習。 

01-2【樂修】 

又彼已得善世間道，數數為得三摩地自在故；依止樂修、無間而轉。 

01-3【心無貪恚】 

又於正信長者、居士、婆羅門等，獲得種種利養恭敬，而不依此利養恭敬，而生貪著。 

亦不於他利養恭敬，及餘不信婆羅門等，對面、背面諸不可意身業、語業，現行事中，

心生憤恚，又復於彼無損害心。 

01-4【正念現前】 

又愛、慢、見、無明、疑惑，種種定中諸隨煩惱，不復現行；善守念住。 

01-5【離增上慢】 

又非證得勝奢摩他，即以如是奢摩他故，謂己一切所作已辦；亦不向他說己所證。 

 

02【明正行】 

02-1【少欲喜足】 

彼由如是樂斷樂修，心無貪恚，正念現前，離增上慢。 

於諸衣服，隨宜獲得便生喜足；如於衣服，於餘飲食、臥具等喜足，當知亦爾。 

02-2【正知受用】 

又正了知而為受用。謂如是等諸（392c）資生具，但為治身令不敗壞，暫止饑渴，攝

受梵行。廣說乃至，於食知量。 

 

五【獲自在】 

彼由如是正修行故，於三摩地獲得自在。依止彼故，其心清白，無有瑕穢，離隨煩惱。 

廣說乃至獲得不動，能引一切勝神通慧。 

是名三摩地自在。 

 

六【明普攝義】 

此三摩地自在廣義，當知唯有如所說相。除此，更無若過、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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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結簡外道】 

又先所說得三摩地，若中所說三摩地圓滿及今所說三摩地自在，總名無上世間一切種

清淨。 

當知此清淨，唯在正法；非諸外道。 

 

 

 

 

 

 

 

 

世間一切種清淨及世間一切種清淨，釋第四修果。 

云何世間一切種清淨(四禪八定，唯在正法非諸外道，屬於世間性的功德，不是出世間

無漏的聖道，能伏而非能斷煩惱)？ 

當知略有三種：一、得三摩地； 

二、三摩地圓滿； 

三、三摩地自在。 

 

[創得初靜慮未至定(近分定)，名為得三摩地(samādhi, 聚精會神, 心一境性)。 

得根本地(四禪八定)，名三摩地圓滿。 

離諸障染、別生通慧、清淨鮮白，名三摩地自在。] 

 

 

【第七節  釋出世間一切種清淨】 

柒【出世間一切種清淨】 

云何出世間一切種清淨？當知略有五種，何等為五？ 

 一、入聖諦現觀；(先得[加行位]四善根[煖、頂、忍、世第一法]世間清淨已，便能最初

入諦現觀。) 

二、入聖諦現觀已，離諸障礙(衣鉢等行處、住處障)；(明生暗滅，障礙便除。) 

 三、入聖諦現觀已，為欲證得「速疾通慧」(能迅速入定及發神通的智慧)，作意思惟諸

歡喜事(四證淨、離眾苦)；(為證通慧，思前所得歡喜境事。) 

四、修習如所得道(菩提分法，有學及無學聖道)；(為斷除障，復習如前所得類道。) 

五、證得極清淨道(永斷煩惱、五無學蘊)，及果功德(住聖所住的無為涅槃)。 

    (由此遂能入無學位證清淨道及果功德。) 

 

 甲【入聖諦現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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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入聖諦(苦集滅道四諦)現觀(abhisamaya, abhi-sam-√ī (go, 去), coming to a mutual 

agreement，親證(現見分明，現前直覺的體驗) clear realization，to clearly observe 

reality，親切明了地體證真理。 

  清淨無漏的無分別的智慧現前，就和聖諦的真理和合。 

  含有能知智與所知境和合相，達致「識境的和合」。 

  離絕一切思惟分別、能知所知平等平等。 

 

無著《顯揚聖教論‧成現觀品》九末曰： 

「又此決定智與境和合(mutual agreement)相，究竟(thoroughly 徹底地)到(penetrate 洞察)

所知故。…是故此觀名為現觀。」 

 

 

一【辨入現觀】 

01【明漸次】[從世間淨，為證出世，觀世劣境，深生厭惡。] 

 

01-1【由正知】 

謂有如來諸弟子眾，已善修習世間清淨(成就未到地定、色界四禪)，知長夜中， 

由妙五欲(色聲香味觸)，積集(熏習貪瞋癡)其心。 

食(段食、觸食、意思食、識食)所持(身)故，長養其心， 

於彼諸欲生愛樂故，而於諸欲，深見過患。 

於上勝境(超過了世間煩惱)，見寂靜(出世間的聖道、涅槃境界)德。 

01-2【由厭離】 

彼(凡夫)於戲論界(不符真實、虛妄分別的有漏世界)，易可安住，謂於世間一切種清淨； 

於無戲論界(真實、涅槃的無漏世界)，難可安住，謂於出世間一切種清淨。 

是故於彼(戲論界)厭惡而住，非不厭惡。 

 

 

02【明趣入】 

02-1【標列厭患】 

又此住正法者，於無戲論(出世間)涅槃界中，心樂安住，樂欲證得。 

由闕沙門果(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證增上力故； 

[於五處起厭俱行相] 

[1]於己雜染(煩惱、業、生三種雜染)相應，心生厭患； 

[2]於己清淨(戒定慧、涅槃)不相應，心生厭患； 

[3]於己雜染相應過患(八苦等)，心生厭患； 

[4]於己清淨不相應過患(生邊地等苦)，心生厭患； 

[5]於己清淨見難成辦(解脫)，心生厭患。 

 

02-2【別釋其相】(共二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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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2-1【雜染相應】 

此中略有三種雜染相應。 

一、(凡夫)未調(煩惱、業)未順(清淨智、真理)而死，雜染（393a）相應。 

(阿羅漢死，名調柔死，遠離雜染) 

二、死已當墮煩惱大坑(無明)，雜染相應。(煩惱雜染) 

三、由彼煩惱自在力故，現行種種惡不善業(業雜染)，往有怖處(惡趣、生雜染、苦)，

雜染相應。 

彼觀己身闕沙門果證，由彼闕故，與三種雜染相應。如是觀已，心生厭患。 

 

02-2-2【清淨不相應】(涅槃、定、慧勝清淨法體，己身無故，名不相應。) 

當知清淨不相應亦有三種。 

一、諸煩惱斷究竟涅槃(安樂解脫)，名無怖處。 

二、能證此(涅槃)，謂依增上心學(定)善心三摩地(離愛、見、慢、無明、疑)。 

三、能證此(涅槃)，於增上慧學(聞思修能得)正見所攝微妙聖道(清淨的無分別的智

慧)。 

彼(修行人)觀己身，與此三種清淨不相應故，心生厭患。 

 

02-2-3【雜染相應過患】 

當知雜染相應過患，亦有三種。 

一、老病死苦根本之生。(生為老病死苦根本，以是眾苦之所依故。) 

二、自性(本質)苦，生無暇處。 

三、一切處26生，無常性(無常、苦、空、無我，四相所迫)。 

彼觀己身有此三種雜染相應過患，心生厭患。 

 

02-2-4【清淨不相應過患】 

當知清淨不相應過患有五種。 

一、於邊地生，未能止息。 

二、於惡道生，未能止息。 

三、於在家眾，諸無間業未能堰(音掩，堤壩, 阻擋,)塞(阻隔不通)。 

四、於出家眾，無量見趣(外道有六十二惡見趣、邪知邪見)，未不相應。 

五、雖由世間道，乃至有頂若定、若生，而於無初後際生死流轉(假說先後相續流轉 

   )，未作邊際。 

彼觀自身此五種清淨不相應過患，心生厭患。 

 

02-2-5【於己清淨見難成辦】 

於己清淨見難成辦，當知亦有五種。 

一、若捨不為(修戒定慧等淨法)，(聖道)不能自作(任運自起，自然成就)故。 

                                                           
26﹝處﹞－【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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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於(聖道之外)所餘(世)事，(尚)非請他為(而)能成辦故。(何況清淨事？)  

三、(清淨法)決定應作故，由於自心未令清淨，必於眾苦不得解脫成吉祥性。 

四、非於惡業現在不作，即說彼為已作清淨，即名已得於現見法(八苦、三惡道苦)

永離(生死大苦火聚)熾然，無對治道(戒定慧、無漏的聖道)，先所造作惡不善業，

必不壞故。 

五、由彼清淨，學(初果、二果、三果)、無學(四果)道證得所顯(涅槃)故，彼觀(方能) 

       清淨。 

       (由清淨道圓滿證得，觀可清淨。若不證得學、無學道，觀修則不淨。) 

 

由此五相難可成辦，心生厭患。 

 

02-2-6【為欲證得，合前五處總為一相，并此共二十相】 

又復發起堅固精進(殷重加行)，為欲證得(涅槃)。 

 

五處 作意思惟二十種相 

1. 雜染相應 三種 

2. 清淨不相應 三種 

3. 雜染相應過患 三種 

4. 清淨不相應過患 五種 

5. 清淨見難成辦 五種 

 發起堅固精進，為欲證得涅槃 一種 

 

03【總顯差別】 

03-1【辨心相】 

03-1-1【厭患】 

 

彼由觀見雜染清淨，相應不相應故(三雜染)，心（393b）生厭患。 

03-1-2【怖畏】 

 

又由觀見雜染清淨，相應不相應過患(惡道、苦)故，心生怖畏。 

03-1-3【遮止】 

又於清淨證得，及雜染斷滅中，有嬾惰懈怠故，心便遮止(發起精進)。 

 

03-2【明漸次】 



《瑜伽師地論》卷020 

 020-26 

03-2-1【舉厭患極厭患】 

又由作意思惟彼相(無常、苦)故，心27生厭患；即於此相多所作故，心極厭患。 

03-2-2【舉怖畏極怖畏等】 

如厭患、極厭患；怖畏、極怖畏，遮止、極遮止，當知亦爾。 

 

04【總結修相】 

如是彼以由厭俱行想(於諸行思惟無常及苦)，於五處所(雜染相應、清淨不相應、雜染

相應的過患、清淨不相應的過患、清淨見難成辦)，以二十種相作意思惟故(發起精進)，

名善修治。 

 

二【善安住 — 五因、二十相】 

01【略標】 

復有五因，二十種相之所攝受(培育、保護、利益)，令於愛盡寂滅涅槃，速疾多住，心

無退轉，亦無憂慮：謂(過去)我、我今者，為何所在？(戲論分別) 

 

02【五因】 

何等五因？ 

02-1【列釋】 

一、由通達作意故。 

謂由如是通達作意(空、無願、無相加行、四善根)無間， 

必能趣入正性離生(即見道，得涅槃正性, 離煩惱之生)，入諦現觀，證聖智見。 

二、由所依故。 

謂由依此所依(入住出、止舉捨三摩地、四善根依止處、第四禪)無間， 

必能趣入正性離生，餘如前說。 

三、由入境界門故。 

謂由緣此(四念住等、五停心觀等)入境界門， 

必能趣入正性離生，餘如前說。 

四、由攝受資(益)糧(食)故。 

謂由此攝受(福智)資糧 

(四聖種：能生聖果的種子：衣服、飲食、臥具，皆生喜足，樂斷煩惱、樂修聖道；

六隨念：佛隨念、法隨念、僧隨念、戒隨念、施隨念、天隨念)， 

必能趣入正性離生，餘如前說。 

五、由攝受方便故。 

謂由攝受如是方便(受持三藏，能受教誡，加行思惟)， 

必能趣入正性離生，乃至廣說。 

02-2【結說】 

                                                           
27

 心＝以【宋】【元】【明】【宮】【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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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五因，當知依諦現觀逆次因說(先勝後劣, 由果溯因)
28，非順次因。依最勝因(通達

作意)，如先說事，逆次說故。 

 

03【二十相】 

03-1【初因(由通達作意)所攝五相】 

03-1-1【通達障礙】(通達我慢能障現觀) 

謂於空、無願、無相加行中，於隨入作意微細現行，有間(第六識俱)、無間(第七識

俱)隨轉我慢29俱行心相，能障現觀，(空觀)作意正通達故。 

03-1-2【棄捨粗重】(能善棄捨令無間滅) 

既通達已；於作意俱行心任運轉中，能善棄捨(二我慢)，令無間滅。 

03-1-3【思惟真如】(如實思惟無常等行) 

依無間滅(我慢)心，由新30所起(後後生起)作意，以無常等行如實思惟。 

03-1-4【現觀智生】(所緣能緣平等智生) 

由此作意，修習多修習故，所緣、能緣平等，平等(無漏、無分別)智生。 

03-1-5【了自所證】(如實了知證得心一境性) 

彼於爾時能障現觀我慢亂心，便永斷滅，證得(無漏的)心一境性。 

便自思惟：「我已證得心一境性，（393c）如實了知。」 

03-1-6【結能入】 

當知是名由通達作意故，入諦現觀。 

 

03-2【第二因(由所依定)所攝六相】 

03-2-1【入、住、出相】 

又若先以世間道，得三摩地(到未到地)，亦得[三摩地]圓滿(色界的四禪)，亦得[三摩

地]自在(四禪清淨鮮白而得到神通)。 

彼或於入三摩地相，謂由此故，入三摩地。 

或於住三摩地相，謂由此故，住三摩地。 

或於出三摩地相，謂由此故，出三摩地。 

於此諸相作意思惟，安住其心，入諦現觀。 

03-2-2【止、舉、捨相】 

若得三摩地，而未圓滿，亦未自在。 

彼或思惟止相、或思惟舉相、或思惟捨相，安住其心，入諦現觀。 

03-2-3【結安住】 

如是當知由所依(三摩地)故，其心安住。 

                                                           
28《瑜伽論記》卷6上：「五因依逆次說五因者：一、四善根創能通達觀四諦故；二、所依定即四善根所

依止定；三、即此定前，四念住等五停心觀等能入境界；四、此等觀前，修四聖種六隨念等，名能攝

受加行資糧；五、即於此前受持三藏，親近和上及阿闍梨，能受教誡加行思惟，名為最初攝受方便。

故說五觀依逆次說。」(T42,p.429a26~429b4) 
29《瑜伽論記》卷6上：「有間我慢者，謂第六識俱；無間我慢者，謂第七識俱。此皆俱生故名微細。」

(T42,p. 429b9~10) 
30

 新＝雜【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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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3【第三因(由入境界門)所攝二相】 

03-3-1【辨障礙】 

又有二法，於修現觀極為障礙，何等為二？ 

一、不正尋思(欲尋思、恚尋思、害尋思、親里尋思、國土尋思、不死尋思)所作擾亂，

心不安靜。 

二、於所知事(身受心法)，其心顛倒(執為常樂我淨)。 

 

03-3-2【明對治】 

為欲對治如是障礙，當知有二種於所緣境安住其心。 

 謂為對治第一障(不正尋思)故，修阿那波那 (ānāpāna，安般。āna，指入息；apāna，

指出息) 念(專志憶念) (數息觀、安般守意)； 

  為對治第二障(其心顛倒)故，修諸念住。 

03-3-3【結安住】 

如是當知由入境界門故，其心安住。 

 

03-4【第四因(由攝受資糧)所攝 — 舉四相】 

03-4-1【遠離非處】 

又於妙五欲樂習近者，於聖法(dharma 教法)、毘奈耶(vinaya 戒律)，非所行處。 

若於隨宜所得衣服、飲食、諸坐臥具，便生喜足。隨所獲得利養恭敬，制伏其心。 

謂依妙五欲，不由所得利養恭敬，心便堅住；由此因緣，遠離一切非所行處。 

03-4-2【樂斷樂修】 

既遠離已，依諸念住，樂斷、樂修。於晝夜分，時時觀察自他所有衰盛等事(無常)，

心生厭患。 

03-4-3【修習隨念】 

又復修習佛31隨念(法隨念、僧隨念、戒隨念、施隨念、天隨念)等，令心清淨32。 

03-4-4【安住聖種】 

又復安住諸聖種(能生眾聖的種子，四者皆能引生聖果：衣服、飲食、臥具，樂斷樂

修)中。 

03-4-5【結安住】 

如是當知由資糧故，其心安住。 

03-4-6【簡所說】 

此依最勝資糧道(遠離非處、樂斷樂修、修習隨念、安住聖種)說。 

 

03-5【第五因(由攝受方便)所攝 — 三相】 

03-5-1【初二相  加行方便】 

                                                           
31﹝佛﹞－【知】 
32

 淨＝妙【宋】【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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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彼如是資糧住已，為修相應作意加行，故有二種加行方便，何等為二？ 

一、自於契經(sūtra 經藏)、阿毘達磨(abhidharma 論藏)，讀誦受持，修正作意，於

蘊等事(蘊善巧、界善巧、處善巧、緣起善巧、處非處善巧，根善巧及諦善巧)

令極善巧。 

二、依他33師教，所謂大師，鄔波柁耶(upādhyāya 親教師)
34，阿（394a）遮利耶(ācariya

軌範師) 35。於時時間，教授教誡，攝受依止。 

03-5-2【後一相 正加行】 

又正加行作意思惟，當知是名第三方便；此正加行作意思惟，名正加行。 

03-5-3【簡今義】 

此中義者，謂尸羅(śīla 戒律)淨所有作意，名正加行作意思惟。 

彼自思惟尸羅清淨，故無悔惱；無悔惱故，便生歡喜；廣說乃至心入正定。 

    (《瑜伽師地論》卷28：「先於尸羅善清淨故便無憂悔；無憂悔故歡喜安樂；由有樂

故心得正定；心得定故能如實知、能如實見；如實知見故能起厭；厭故離染；由離

染故便得解脫；得解脫故證無所作究竟涅槃。」) 

是故宣說此正加行作意思惟，名心住方便。 

03-5-4【結安住】 

由如是方便故，心速安住。 

 

04【結】 

彼於爾時，由此五因二十種相攝持(保護)其心，於愛盡寂滅涅槃界中，令善安住，無復

退轉，心無驚怖：謂(過去)我、我今者，何所在耶？當於如是心安住(無我空理，離戲論

分別)時，應知已名入諦現觀。 

 

五因 二十種相攝持其心 

1. 通達作意 五種 

2. 所依 六種 

3. 入境界門 二種 

4. 攝受資糧 四種 

5. 攝受方便 三種 

 發起堅固精進，為欲證得涅槃 一種 

 
                                                           
33

 地＝他【宋】【元】【明】【宮】【知】。大正藏原作「地」，今改為「他」。 
34《一切經音義》卷13：「鄔波柁耶(梵語，唐云親教師，古譯云和上。本是胡語訛略，此云博士非正翻。)」

(T54,p.384c1) 
35《一切經音義》卷13：「阿遮利耶(梵語也，唐云軌範師，或云受教師。舊曰阿闍梨，訛也。)」(T54,p.384a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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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結】 

如是名入聖諦現觀。 

 

四【明普攝義】(總持) 

又此聖諦現觀義，廣說應知。 

謂(五處)心厭患(無常、苦)相，有二十種；(五因)心安住(涅槃)相，亦二十種。 

除此，更無若過、若增。 

 

乙【入聖諦現觀已離諸障礙】 

一【辨離障礙】 

云何入聖諦現觀已，離諸障礙？ 

甲【辨障礙】 

當知此障略有二種：一、行處障；二、住處障。 

01【行處障】(日常起居飲食生活等七障) 

01-1【數與眾會】 

行處障者，謂如聖弟子，或與眾同居，隨其生起僧所作事(治衣鉢等)，棄捨善品(修止

觀)，數與(在家及出家)眾會。 

01-2【愛重飲食】 

或復安住常乞食法，而愛重飲食。 

01-3【好樂營為】 

或兼二處(行處和住處皆為障)，(閑居時)好樂營為衣鉢等事。 

01-4【好樂談話】 

或為讀誦經典，而好樂談話。 

01-5【樂著睡眠】 

或居夜分，而樂著睡眠。 

01-6【樂染言論】 

或居晝分，樂王(政治)、賊(治安、社會問題)等雜染言論。 

01-7【不樂遠離】 

或於是處，有親戚交遊談謔等住，而於是處不樂遠離。 

謂長夜數習與彼共居增上力故，或復樂與第二(他人)共住36。(不樂獨住、怕寂寞) 

01-8【結】 

諸如是等，名行處障。 

02【住處障】(居所等四障) 

 

住處障者：謂處空閑修奢摩他、毘鉢舍那，總名為住。 

02-1【障義】 

                                                           
36《瑜伽論記》卷6上：「言樂與第二共住者，謂不樂獨住，亦可樂與本二共住。」(T42,p.429c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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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奢摩他、毘鉢舍那，當知復有四種障礙。 

一、毘鉢舍那支不隨順性；二、奢摩他支不隨順性； 

三、彼俱品念不隨順性；四、處所不隨順性。 

02-1-1【毗缽舍那支不隨順性】 

若謂己聰明，而（394b）生高舉，不從他聞，順觀正法；是名毘鉢舍那支不隨順性。 

02-1-2【奢摩他支不隨順性】 

若不安靜身語意行，躁動輕舉，數犯尸羅，生憂悔等，乃至不得心善安住； 

當知是名奢摩他支不隨順性。 

02-1-3【彼俱品念不隨順性】 

若有忘念增上力故，於沈掉等諸隨煩惱，心不遮護；當知是名彼俱(止觀)品念不隨順

性。 

02-1-4【處所不隨順性】 

若有習近五失相應諸坐臥具(如聲聞地)，當知是名處所不隨順性。 

或於晝分多諸諠逸(喧嘩放縱)，於夜分中多蚊虻等眾苦所觸。 

又多怖畏、多諸災癘(音例，瘟疫)。眾具匱乏，不可愛樂；惡友攝持，無諸善友。 

02-2【結】 

諸如是等，名住處障。 

 

乙【遠離】 

又此二障(行處、住處)，當知總有二種因緣，能為遠離：一、多諸定樂；二、多諸思擇。 

01【多諸定樂】 

多諸定樂，應知略有六種(善巧)。 

01-1【修止、舉、捨】 

謂若有已得三摩地(近分定)，而未圓滿(根本定)，未得自在(清淨鮮白)。 

彼應修習止、舉、捨三種善巧，由此發生多諸定樂。 

01-2【修入、住、出】 

若有於三摩地，已得圓滿，亦得自在。 

彼應修習入、住、出定三種善巧，由此發生多諸定樂。 

 

02【多諸思擇】 

云何名為多諸思擇？ 

02-1【出體性】 

謂勝善慧，名為思擇。 

02-2【明思擇】(四善巧) 

02-2-1【於善不善法】 

由此慧故，(1)於晝夜分自己所有~ 

善法增長，如實了知； 

不善法增長，如實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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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法衰退，如實了知； 

不善法衰退，如實了知。 

02-2-2【於習近命緣】 

又彼(2)如於晝夜，若行、若住，習近衣服、飲食命緣。 

由習近故，不善法增長、善法衰退，或善法增長、不善法衰退，皆如實了知。 

02-3【顯勝利】 

即此思擇為依止故，(3)於所生起諸不善法，由不堅著(耽著不捨)方便道理，驅擯遠離。 

(4)於諸善法，能勤修習。 

如是二處(一、多諸定樂；二、多諸思擇)十種善巧(6+4)，於二處所(行處障；二、住處

障)十一種障(7+4)，能令斷滅。 

隨所生起，即便遠離。 

 

03【結】 

如是名為遠離障礙。 

 

二【明普攝義】 

又此遠離障礙義，廣說應知，如所說相。除（394c）此，更無若過、若增。 

 

丙【思惟諸歡喜事】 

一【辨諸歡喜】 

01【辨】 

01-1【依證淨】 

云何入聖諦現觀已，為欲證得速疾通慧，作意思惟諸歡喜事？ 

謂聖弟子，已見聖諦，已得(佛、法、僧、戒等四種無漏信)證淨(由證得淨，信澄清性，

又名「四不壞淨」)。即以證淨為依止故； 

於佛、法、僧勝功德田，作意思惟發生歡喜。 

01-2【依盛事】 

又依自增上生(往善趣，不落惡道)事，及決定勝(證涅槃)事，謂己身財寶所證盛事。作

意思惟，發生歡喜。 

01-3【依無嫉】 

又依無嫉，如於自身(得此二事者)，於他(得此二事者)亦爾(作意思惟，發生歡喜)。 

01-4【依知恩】 

又依知恩，謂有恩者，念大師恩，作意思惟，發生歡喜。 

由依彼故，遠離眾苦及與苦因，引發眾樂，及與樂因。 

 

02【結】 

如是思惟隨順修道歡喜事故，便能證得速疾通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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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普攝義】 

又此思惟隨順修道歡喜事義，廣說應知，如所說相。除此，更無若過、若增。 

 

丁【修習如所得道】 

云何修習如所得道？ 

一【辨修圓滿】 

01【四所依法】 

01-1【思慕究竟，樂欲出離】 

謂彼如是所生廣大無罪歡喜，溉灌其心，為趣究竟，於現法中，心極思慕； 

彼由如是心生思慕，出離樂欲，數數現行。 

《瑜伽師地論》卷28：「先於尸羅善清淨故便無憂悔；無憂悔故歡喜安樂；由有樂故

心得正定；心得定故能如實知、能如實見；如實知見故能起厭；厭故離染；由離染故便

得解脫；得解脫故證無所作究竟涅槃。」) 

謂我何當能具足住如是聖處，如阿羅漢所具足住(修習圓滿自在)。 

01-2【發勤精進】 

如是欲樂生已，發勤精進，無間常委(周全)，於三十七菩提分法，方便勤修。 

01-3【心樂遠離】 

又彼如是勤精進故，不與在家出家眾相雜住，習近邊際諸坐臥具，心樂遠離。 

01-4【不生喜足】 

又彼如是發生欲樂，發勤精進。樂遠離已，不生喜足。 

謂於少分殊勝所證，心無喜足；於諸善法，轉上、轉勝、轉微妙處，希求而住。 

 

02【五法圓滿】 

02-1【歡喜圓滿】 

由此四法攝受修道，極善攝受(培育、令得利益)。 

即此四種修道為依，如先所說諸歡喜事，所生歡喜，彼於爾時，修得圓滿。 

02-2【喜悅圓滿】 

最極損減方便道理，煩惱斷故；獲得殊勝所證法故，亦令喜悅修得圓滿。 

02-3【輕安清涼二種圓滿】 

又修所斷惑品麁重，已遠離故，獲得輕安；（395a）輕安故，生身心清涼，極所攝受。 

如是二種，修得圓滿。 

02-4【學位圓滿】 

又此有學，金剛喻定到究竟故，修得圓滿。 

 

03【結】 

是名修習，如所得道。 

 

二【明普攝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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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此修習如所得道義，廣說應知。 

謂四種法為依止故，能令五法修習圓滿。除此，更無若過、若增。 

 

 

戊【證極清淨及果功德】 

云何證得極清淨道，及果功德？ 

一【極淨道果】 

01【舉諸煩惱】 

01-1【樂等位攝】 

謂於三位：樂位、苦位、不苦不樂位。 

為諸煩惱之所隨眠，有二種補特伽羅，多分所顯。一者異生；二者有學。 

01-2【雜染品攝】 

又有二種能發起雜染品，一者(愛為緣，發起)取雜染品(煩惱/惑)；二者(無明為緣，發

起)行雜染品(業)。37 

即為斷此二雜染品，入善說法、毘奈耶時，能為障礙所有煩惱。 

此諸煩惱，能為隨眠，深遠入心，又能發生種種諸苦。 

02【顯無餘斷】 

若能於此無餘永斷，名為證得極淨道果。 

 

二【極清淨道】 

又十無學支(無學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正解脫、

正智，阿羅漢的功德)所攝五無學蘊，所謂戒蘊(正語、正業、正命)、定蘊(正定)、慧

蘊(正見、正思惟、正念、正精進)、解脫蘊(勝解正解脫)、解脫知見蘊(正智：盡、無

生智)。38名極清淨道。 

 

三【住聖功德】 

又由證得此極淨道，離十過失，住聖所住。 

01【辨過失】 

云何名為十種過失？ 

01-1【外欲發愁嘆邪語】正語能治 

所謂依外諸(五)欲(隨其見聞覺知而起言說)所有愁、歎、憂、苦、種種惱亂，苦苦相應

過失。 

01-2【內不護根起身邪業】正業能治 

又有依內不護諸(六)根過失；由不護諸根故，生愁歎等。 

01-3【愛味樂住】正命能治 

                                                           
37《瑜伽論記》卷6上：「取雜染品者，謂煩惱；行雜染品者，謂業。」(T42,p.430a7~8) 
38《瑜伽論記》卷6上：「十無學所攝五無學蘊等者，正語、業、命攝戒蘊；正念、正定定蘊；正見、正 

思惟、正精進，主伴相從攝慧蘊；勝解數是正解脫為解脫蘊；第十正智攝解脫蘊智見蘊，即是盡、無 

生智，見法明白名為智見，無學正見名為慧身。」(T42,p.430a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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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愛味樂住過失。 

01-4【行住放逸】正精進為治 

又有行住放逸過失。(不放逸：修善法與除惡法毫不放過) 

01-5 ~ 01-7【語言、尋思、追求三種過失】正見、正思惟、正念為治 

又有外道不共(聖教)，即彼各別邪見所起語言、尋思、追求，三種過失。 

01-8【靜慮邊際】正定為治 

又有依靜慮邊際過失。(第四靜慮名為邊際，計第四定以為涅槃故) 

 

01-9【起取雜染品】正智為治 

又有緣起所攝發起取雜染品(煩惱)過失。(執彼愛取取淨為清淨因) 

01-10【起行雜染品】正解脫為治 

又有發起行雜染品(業)過失。(取無明所發以為解脫因)。 

02【顯聖住】 

若於如是十種過失，永不相應； 

唯有最後身(阿羅漢住有餘依涅槃)所任持，(住無餘依涅槃)第二餘身畢竟不起，於最寂

靜涅槃界中，究竟安住。 

一切有情，乃至上生第一有(非非想天)者，於彼一切所有有情，(阿羅漢)得為最勝。 

是故說名，住聖所住。 

03【結】 

以能遠離十種過失，又能安（395b）住聖所住處，故名功德。 

 

四【總結】 

又若彼果(阿羅漢永斷煩惱)、若極淨道(十無學支所攝五無學蘊)、若彼功德(離十過失，

住聖所住的涅槃)。如是一切，總略說名證得極清淨道及果功德。 

 

五【明普攝義】 

又此證得極清淨道及果功德義，廣說應知如所說相。除此，更無若過、若增。 

 

六【兼顯解脫】 

01【有餘依攝】 

若得如是最上無學諸聖法者，如是聖法相應之心，於妙五欲極為厭背； 

無異熟故，後更不續。 

若世間心，雖復已斷(有漏煩惱及業種子)，猶得現行。彼於後時(捨壽)，任運而滅。 

02【無餘依攝】 

又煩惱道、(招感)後有業道，於現法中已永斷絕；由彼絕故，當來苦道更不復轉。 

由此因果又滅盡故，即名苦邊(最後邊際)。更無所餘，無上、無勝。 

 

 



《瑜伽師地論》卷020 

 020-36 

 

 

 

己【結出世間一切種清淨】 

 

此中若入聖諦現觀； 

若離障礙； 

若為證得速疾通慧，作意思惟，諸歡喜事； 

若修習如所得道； 

若證得極清淨道及果功德； 

如是名為出世間一切種清淨。 

 

一【明普攝義】 

又此出世間一切種清淨義，廣說應知如所說相。除此，更無若過、若增。 

 

二【結名修果】 

如是若先所說世間一切種清淨，若此所說出世間一切種清淨，總略為一，說名修果(修

習瑜伽所得的果)。 

 

 

【第三章  總結成修所成地】 

 

如是如先所說(四處/七支)： 

若修處所(生圓滿)、 

若修因緣(聞正法圓滿、涅槃為上首、能熟解脫慧之成熟)、 

若修瑜伽(修習對治)、 

若修果(世間一切種清淨、出世間一切種清淨)， 

一切總說為修所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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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分中聲聞地第十三 

初瑜伽處種姓地 1第一 

第一章 聲聞地及種性地總說 
（披尋記：冊 2，頁 759；大正藏：冊 30，395c8） 

 

簡介 
 

聲聞地：從師友所聞此教聲，展轉修證，求出世間，小行小果，故名聲聞。 

如是聲聞種姓，發心、修行、得果，一切總說為聲聞地。 

三乘皆有初瑜伽處(種性)故，有四(瑜伽)處： 

一、種姓。(初瑜伽處) 有其三地： 

一、種姓地：  成姓種性(聲聞種姓無漏種子、法爾種子、涅槃證之種子) 

二、趣入地：  發心趣求聖道方便 

三、出離想地：已入聖道 

二、數取趣。(第二瑜伽處) 

三、安立。(第三瑜伽處) 

四、世出世。(第四瑜伽處) 

                                                 
1《瑜伽論記》卷 6 上「初瑜伽處等，簡餘二乘，三乘皆有初瑜伽處，故有四處：一、種姓；二、數取趣；

三、安立；四、世出世。於此四中，種姓為先，故言初也。瑜伽是觀行，種姓是觀行種子，種子能為

現行、觀行作所依處，故言初瑜伽處種姓地。」(大正 42，430 b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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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結前生後 

如是已說修所成地。云何聲聞地？ 

貳、總標一切聲聞地 

一切聲聞地總嗢拖南(Uddāna, fastening together, content, 攝頌, 集施)曰：  

 

若略說此地，     (1)姓等(2)數取趣；  

   如應而(3)安立，  (4)世間、出世間。 (四瑜伽處) 

 

 

   此地略有三：  謂種姓、趣入、  

   及出離想2地，3
 是說為聲聞。        (初瑜伽處) 

 

第二章 種姓地 

（披尋記：冊 2，頁 759～780；大正藏：冊 30，395c14～399c19） 

 
□徵
云何「種姓地」？ 

□釋
謂嗢柁南曰： 

若略說一切，    種姓地應知； 

謂自性、安立、  諸相、數取趣。 

謂若［1］種姓自性、若［2］種姓安立、若［3］住種姓者所有諸相、若［4］住種姓

補特伽羅，如是一切總略為一，名種姓地。 

                                                 
2《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8：「言想者，以想能起言說。言說即名，從因為名故言想。」 

 (大正 43，109b25〜26) 
3《瑜伽論記》卷 6 上：「種姓即是成姓種性性＝姓【甲】，趣入即是發心趣求聖道方便，出離即據已入聖道。」 

(大正 42，430 b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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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種姓自性 
（披尋記：冊 2，頁 759～760；大正藏：冊 30，395c19） 

 

種姓 gotra：血統、家族、修行人之資質、具有可能證得菩提之本性。 

〈意地〉︰「復次一切種子識， 

若般涅槃法者，一切種子皆悉具足， 

不般涅槃法者，便闕三種菩提（三乘）種子。」 

此文謂種姓法體，即三乘菩提種子。 

 

《攝大乘論釋》：「言種性者，謂無始來六處殊勝，能得佛果法爾功能。」 

 

《瑜伽師地論‧菩薩地》卷 37： 

「云何所成熟補特伽羅？謂所成熟補特伽羅略有四種 (決定聚/定性聚：性決定，聚 rāśi,  

group, 即類)： 

一者住聲聞種姓，於聲聞乘(得阿羅漢果)應可成熟補特伽羅； 

二者住獨覺種姓，於獨覺乘(得辟支佛果)應可成熟補特伽羅；     出世間聖道 

三者住佛種姓，於無上乘(得佛果)應可成熟補特伽羅； 

四者住無種姓，於住(人、天乘)善趣應可成熟補特伽羅。           世間 

諸佛菩薩於此四事，應當成熟如是四種補特伽羅，是名所成熟補特伽羅。」 

 

《入楞伽經》有「不定性聚」: 「我說五種乘性證法。何等為五？ 

一者聲聞乘性證法、 

二者辟支佛乘性證法、 

三者如來乘性證法、 

四者不定乘性證法、 

五者無性證法。」 

《解深密經》、《佛地經論》亦有「五種姓」: 「無始時來一切有情有五種性：一、聲聞

種性、二、獨覺種性、三、如來種性、四、不定種性、五、無有出世功德種性。」 

   聲聞種姓 

獨覺種姓 

菩薩種姓 

   五種姓             

不定種姓 

                        無種姓 

 

聲聞兼獨覺 

聲聞兼菩薩    具「菩薩無漏種子」 

獨覺兼菩薩 

聲聞、獨覺兼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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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云何「種姓」？ 

□釋
壹、辨相 

謂住(無有變異，亦無壞失)
4種姓補特伽羅，有(聲聞菩提)種子法5由現有故，6安住種

姓補特伽羅，若遇勝緣便有堪任、便有勢力，7於其涅槃能得能證8。 

 貳、問答 

一、異名 

問：此種姓名有何差別？ 

答：或名種子（bīja, 能生自果、能生現行）、或名為界（dhātu 因）、或名為性（svabhāva

體性, own condition of being, innate disposition 先天稟性），是名差別。9 

 

二、體性 

問：今此種姓以何為體？ 

答：附在所依(有識身, 寄在異熟識中)有如是相，六處(內六處：眼、耳、鼻、舌、

身、意根)所攝，從無始世展轉傳來，法爾所得。於此立有差別之名，所謂種姓、

種子、界、性。10 
□結
是名種姓。 

第二節 種姓安立 
（披尋記：冊 2，頁 760～772；大正藏：冊 30，395c28） 

壹、辨麤細 （披尋記：冊 2，頁 760；大正藏：冊 30，395c28） 

□問
云何「種姓安立」？謂應問言：今此種姓，為當言細？為當言麤？ 

□答
應答言：細。 

□徵
何以故？ 

□釋
由此種子未能與果、未習成果，故名為細。11

 

                                                 
4《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彙編》(二) p.759：「未遇生緣，安住自性無有變異，亦無壞失，故名為住。」 
5《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彙編》(二) p.759：「此種子法，謂聲聞菩提種子﹔由附所依有此種子法，故名

聲聞種姓補特伽羅。」 
6《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8：「云有種子法由現有故者，種子法即涅槃證之種子。由現有故，簡當有義，現

簡於當，有簡於無。」 (大正 43，109c1〜3) 
7《瑜伽論記》卷 6 上「言便有堪任便有勢力者，有說堪任謂性種性性＝姓【甲】。勢力者習種姓也。今思不是，

所以者何？性種姓本有，何勞遇緣，故云非也。今意者，堪任謂有種姓習種姓，勢力道種姓也。」 

(大正 42，430 b27〜c2) 
8《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8：「能得，謂得有餘；能證，無餘涅槃也。」 (大正 43，109c10) 
9《瑜伽論記》卷 6 上：「能生現行故名種子（bIja），梵本云馱都（dhAtu），此云界，是因義也。梵本云

濕縛娑（娑→婆）縛（svabhAva），此云性，是體性義也。」(大正 42，430 c3〜5) 
10《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彙編》(二) p.760：「附在所依等者：此中所依，謂有識身。攝大乘論說：『出世

心從最清淨法界等流正聞熏習種子所生。此聞熏習，隨在一種所依轉處，寄在異熟識中，與彼和合俱

轉，猶如水乳。』如是應知，附所依義。又如下説：住種性者所有諸相，謂與一切無涅槃法補特伽羅

諸相相違，當知即名安住種性補特伽羅所有諸相。今指彼相違相，說有如是相言。又如下說：如是種

子，非於六處有別異相，即於如是種類分位六處殊勝，是故此說六處所攝。又此種性，非無般涅槃法

補特伽羅熏習可有。若許爾者，應不建立有、無種性二種差別。然實不爾，即由是義，說住種性補特

伽羅有種子性，從無始世展轉傳來，法爾所得。」 
11《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彙編》(二) p.760：「由此種子未能與果等者：菩薩地說：『種性有二：一、本性

住種性。二、習所成種性。』今約最初，名未能與果，約彼第二，名未習成果。即於此位，由未有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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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已與果、已習成果，爾時種姓，若種、若果，俱說名麤。 

貳、辨一多相續 （披尋記：冊 2，頁 760～761；大正藏：冊 30，396a3） 
□問
問：如是種姓，當言墮(歸入)「一相續」(身：色相續及心相續)、墮「多相續」？12 

□答
答：當言墮一相續。13 

□徵
所以者何？ 

□釋   
一、反顯（翻解） 

若法(十八界法體)異相(於一切時)，俱有而轉，           

見彼各別種種相續、種種流轉。14                             

(可許種姓墮多相續而不失壞)                                  
      

(《瑜伽論記》：答言：唯墮賴耶意界(意根界)「一相續」中。 

若十八界(六根、六境、六識)法體異相於一切時俱有而轉，可許種姓墮多相續。 

而今具彼有無不定： 

如五根五塵(五境)下界，上界則無。 

第二定等五識皆無。 

第六意識諸位間起滅，二無心定及無想天中滅。(五位無心、法境亦無) 

(此等法)竝非種姓所依之處。) 

[只餘：意根]( 八識中後之三識俱意處攝，賴耶三世恒轉如瀑流，此「一相續」中可保

種姓不失壞。) 

二、正成（正解） 

如是種子，非於六處(所依身)有別異相(即無別體)，15即於如是種類(十八界自類)、(前

後相續)分位、六處殊勝(與無涅槃法補特伽羅相相違、能得佛果法爾功能)，從無始

世展轉傳來，法爾所得，有如是想及以言說：謂為種姓、種子、界、性，是故當言

墮一相續(依止阿賴耶識，不得有此身種姓，墮餘身中)。16 

                                                                                                                                                         
此種子相，難可現見，故名為細。與此相違，由與果俱，是故種、果，俱說名麤。」  

12《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彙編》(二) p.761：「相續有四 ：一、自身相續；二、他身相續；三、諸根相續；

四、境界相續，如攝事分中說。今此意中，唯約諸根相續為論。由前已說六處所攝，故作是問：如是

種姓，墮一、墮多？」 
13《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彙編》(二) p.761：「此中意顯，唯墮意處，故言墮一相續。《攝大乘論》說：『寄

在異熟識中，彼異熟識，意處攝故。』」 

 《瑜伽論記》卷 6 上：「問云：如是種姓，當言墮一相續，墮多相續等者，景云：『相續言身，此聲聞種

姓，為始終恒在一人身中，為當或在此一人身，或時同在彼人身中？答：意始終恒墮一人身中。』」 (大

正 42，431 a3〜7) 
14《瑜伽論記》卷 6 上：「此釋種姓，依身處定、若彼種姓與所依身，有別體性，俱時而轉，可便得言：『或

依此身、或依餘身』即無別體，故不得有此身種姓，墮餘身中。」 (大正 42，431 a8〜11)  
15《瑜伽論記》卷 6 上：「以此種子，非異六處，有別異相，即於如是種類身，前後分位，六處殊勝，名

有種性，亦可直就一人身中，有十八界自類，前後名為相續。」 (大正 42，431 a12〜15)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8，大正 43，109c14〜20。 
16《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彙編》(二) p.761〜762：「有涅槃法補特伽羅，是名種類。安住種性位中，是名

分位。彼所有相與一切無涅槃法補特伽羅相相違，是名六處殊勝。依如是義，假想安立諸差別名，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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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四因緣故不般涅槃 （披尋記：冊 2，頁 762～763；大正藏：冊 30，396a9） 
□問
問：若住種姓補特伽羅有涅槃法，此住種姓有涅槃法補特伽羅，何因緣故有涅槃法，

而前際來，長時流轉不般涅槃？ 
□答
答：四因緣故，不般涅槃。 

□徵
何等為四？ 

□列
一、生無暇故；二、放逸過故；三、邪解行故；四、有障過故。 

一、生無暇 

  
□徵
云何「生無暇」17？(「八無暇，言八難之時，無有閒暇可修善業也。」) 

  
□釋
謂如有一，生於邊國及以達須(dasyu, barbarian, 番夷諸國、賤類)、蔑戾車18( mleccha

垢濁種，不信三寶，習染惡業)中，四眾(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賢良19、

正至善士(四果聖人)
20不往遊涉(不到邊地)。 

  
□結
是名「生無暇」。 

  二、放逸過 

  
□徵
云何「放逸過」？ 

  
□釋
謂如有一，雖生中國，或非達須、非蔑戾車，四眾、賢良、正至善士皆往遊涉，而

生貴家財寶具足，於諸妙欲耽著受用，不見過患、不知出離。 

  
□結
是名「放逸過」。 

三、邪解行 
□徵
云何「邪解行」？ 

  
□釋

 （一）、出惡見  

謂如有一，雖生中國，乃至廣說而有外道種種惡見。 

謂起如是見立如是論：無有施與(善因得善果)，廣說乃至我自了知無諸後有(起阿羅

漢增上慢已，臨命終時，遂見生相。彼作是念：世間必無真阿羅漢)。21 

                                                                                                                                                         
為種性、種子、界性；…由是當知，種子非於六處別有異相。是故當言墮一相續。」 

17《漢語大詞典》冊 7，頁 98：【無暇】來不及；沒有空閑時間。北周庾信《燕射歌辭‧徵調曲四》：“ 湯 

則救旱而憂勤，禹 則正冠而無暇。” 
18《瑜伽論記》卷 6 上「備云：『番夷諸國，名為達須。達須之中，不信三寶，習染惡業，名蔑戾車。』」

(大正 42，431b13〜16)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7「達須者，細碎下惡鄙農賤類；蔑戾車者，樂垢穢也。」(大正 43，106 a9〜10) 

《一切經音義》卷 48「達須(謂此等人微識佛法，不能堅固修持行也。)；蔑戾車(莫結反，下力計反。舊

言彌戾車，此云樂垢穢人，此等全不識佛法也。)」 (大正 54，628 a6〜7)  
19《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彙編》(二) p. 762：「苾芻、苾芻尼、近事男、近事女，是名四眾。」 
20《瑜伽師地論》卷 8：「已趣各別煩惱寂靜故名正至；於諸有情遠離邪行行無倒行故名正行。」(大正 30，

317a1)；《瑜伽論記》卷 2 上：「正至者，謂涅槃。正行者，謂道諦。」(大正 42，358b8〜9)；《瑜伽論

記》卷 6 上：「亦可有三寶處即名中國。若無三寶，皆名邊國。正至即是四果聖人，名正至善士故。」；

《順正理》說：「四向、四果，名正行、正至。」(大正 42，431b18〜21) 。 
21《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彙編》(二) p. 762 

 《瑜伽師地論》卷 7：「又依世間諸靜慮故，見世施主一期壽命恒行布施無有斷絕，從此命終生下賤家貧

窮匱乏。彼作是思：『定無施與、愛養、祠祀。』復見有人一期壽中恒行妙行或行惡行。見彼命終墮於

惡趣生諸那落迦，或往善趣，生於天上樂世界中。彼作是思：『定無妙行及與惡行。亦無妙行惡行二業

果異熟。』…又見母命終已生而為女，女命終已還作其母。父終為子，子還作父。彼見父母不決定已，

作如是思：『世間畢定無父無母。』或復見人身壞命終，或生無想，或生無色，或入涅槃，求彼生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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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明過患 

復由如是外道見故，不值諸佛出現世間，無諸善友說正法者。 

  
□結
是名「邪解行」。 

四、有障過 
□徵
云何「有障過」22？ 

  
□釋

 （一）、異熟障 

謂如有一，雖生中國，廣說如前，亦值諸佛出現於世，遇諸善友說正法者，而性愚

鈍、頑騃(痴呆)23無知。 

又復瘖啞，以手代言，無力能了善說、惡說所有法義。24 

    （二）、業障  

或復造作諸無間業(能障正道、令不生起)。25 

    （三）、煩惱障 

或復長時起諸煩惱。26 

  
□結
是名「有障過」。 

五、結論
 

  （一）、正顯有種姓 

    1、不般涅槃 

如是名為「四種因緣。由此因緣，故雖有般涅槃法而不般涅槃」。 

    2、得般涅槃 

彼若值遇諸佛出世，聽聞正法，獲得隨順教授、教誡，無彼(生無暇、放逸、邪解

行、有障)因緣，爾時方能善根成熟，漸次乃至得般涅槃。 

  （二）、兼明無種姓 

無涅槃法補特伽羅，住決定聚(此性決定，聚 rāśi,  group, 類。住在三界裡流轉無有止

                                                                                                                                                         
能得見。彼作是思：『決定無有化生眾生。以彼處所不可知故。』或於自身起阿羅漢增上慢已，臨命終

時遂見生相。彼作是念：『世間必無真阿羅漢。』…於如來所說甚深經中，相似甚深離言說法，不能如

實正覺了故。又於安立法相，不如正理而思惟故，起於空見。彼作是念：『決定無有諸法體相。』」 (大

正 30，311 a17〜b21) 
22《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彙編》(二) p. 763。 

《攝大乘論釋》卷 10 有情界周遍具障而闕因者。謂具煩惱、業、異熟障故名具障。猛利煩惱、諸無間

業、愚[＊1]戅頑嚚如其次第。無涅槃因無種[＊2]性故。名為闕因。」(大正 31，445b5〜8) 

[＊1]戅＝贅【宮】 [＊2]性＝姓【宋】【元】【宮】 
23《漢語大詞典》冊 12，頁 847：「騃〔ㄞˊ〕〔《廣韻》五駭切，上駭，疑。〕愚；呆。《漢書‧息夫躬傳》：

“左將軍 公孫祿 、司隸 鮑宣 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騃不曉政事。” 顏師古 注：“騃，愚也。” 

 唐 韓愈 《答劉秀才論史書》：“僕雖騃，亦粗知自愛。”」 

《漢語大詞典》冊 12，頁 251：【頑騃】愚鈍呆滯。 漢  鄒陽 《酒賦》：“清者為酒，濁者為醴；清者

聖明，濁者頑騃。”  
24《瑜伽師地論》卷 29：「異熟障者：謂若生處、聖道依彼不生不長；於是生處、異熟果生。或有生處、

聖道依彼雖得生長；而於其中異熟果生、聾騃愚鈍、盲瞽瘖啞、以手代言、無有力能解了善說惡說法

義。是名異熟障。」(大正 30，446a22〜27)  
25《瑜伽師地論》卷 29：「言業障者：謂五無間業、及餘所有故思造業諸尤重業。彼異熟果若成[＊]就時、

能障正道、令不生起。是名業障。」(大正 30，446a17〜20)  [＊]就＝熟【宋】【元】【明】【聖】 
26《瑜伽師地論》卷 29：「煩惱障者：謂猛利煩惱、長時煩惱。由此煩惱、於現法中、以其種種淨行所緣、

不能令淨。是名煩惱障。」(大正 30，446a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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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27彼若遇緣、若不遇緣，遍一切種(三界五趣中)，畢竟不能得般涅槃。 

肆、勝劣二緣 （披尋記：冊 2，頁 764～772；大正藏：冊 30，396b7） 
□問
問：何等名為涅槃法緣，而言闕故、無故、不會遇故不般涅槃？ 

一、總標釋 

□答
答：有二種緣。 

□徵
何等為二？ 

□列
一、勝；二、劣。28 

□釋
  （一）、勝緣 

□徵
云何「勝緣」？ 

□釋
謂正法增上他音，及內如理作意。    

   （二）、劣緣 
□徵
云何「劣緣」？ 

  
□釋
謂此劣緣乃有多種。 

  
□列
謂若［一］自圓滿、若［二］他圓滿、若［三］善法欲、若［四］正出家、若［五］

戒律儀、若［六］根律儀、若［七］於食知量、若［八］初夜、後夜常勤修習覺寤

瑜伽、若［九］正知而住、若［十］樂遠離、若［十一］清淨諸蓋、若［十二］依

三摩地。 

二、別解(劣緣十二門) （披尋記：冊 2，頁 764～771；大正藏：冊 30，396b15）   
□釋

 （一）、自圓滿 
□徵
云何「自圓滿」？ 

    
□列
謂﹝1﹞善得人身，﹝2﹞生於聖處，﹝3﹞諸根無缺，﹝4﹞勝處淨信，﹝5﹞離諸

業障。 

    
□釋  

1、善得人身 

      
□徵
云何名為「善得人身」？ 

      
□釋
謂如有一，生人同分，得丈夫身男根成就，或得女身。 

眾同分：梵語 nikāya-sabhāga (group-common, commonality of a group)，指同類眾生相

似的要素，也就是使有共同性的有情成為同類有情的原理。由於有此眾同分，人與人的

相似性成為人類，各物種亦由於同類相似的性質而有其類別。 

      
□結
如是名為「善得人身」。 

      2、生於聖處 

      
□徵
云何名為「生於聖處」？ 

      
□釋
謂如有一，生於中國廣說如前，乃至善士皆往遊涉。 

                                                 
27《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彙編》(二) p. 763〜764：「無涅槃法補特伽羅住決定聚者：住無種姓補特伽羅，

乃至盡未來際生死流轉無有止息，是名住決定聚。」 
28《瑜伽論記》卷 6 上：「景云：『聞說四諦，入現觀法，內正思惟即起修習，從五停心觀乃至世第一法，

望諦現觀，並為勝緣。其若未起七方便前，所起觀行，名為劣緣。若入見道從正見乃至具修諸行，入

無餘依涅槃界等，名真修習。』泰云：『聞思慧等名勝緣，自餘外緣皆是劣緣。』」 

(大正 42，431b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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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如是名為「生於聖處」。 

      3、諸根無缺 

      
□徵
云何名為「諸根無缺」？ 

      
□釋
謂如有一，性不愚鈍亦不頑騃，29又不瘖啞乃至廣說支節無減。30彼由如是支節

無缺、耳無缺等，能於善品精勤修集。 

      
□結
如是名為「諸根無缺」。 

      4、勝處淨信 

      
□徵
云何名為「勝處淨信」？ 

      
□釋  

（1）、標相 

謂如有一，於諸如來正覺所說法、毘奈耶得淨信心，如是名為「勝處淨信」。 

        （2）、釋名 

          A、勝處 

言勝處者，謂諸如來正覺所說法、毘奈耶，能生一切世出世間白淨法故。 

          B、淨信 

此中，所起前行增上諸清淨信，31名勝處淨信，能除一切所有煩惱、垢、穢、

濁故。32 

       5、離諸業障 

       
□徵
云何名為「離諸業障」？ 

       
□釋
謂能遠離五無間業。 

       
□列
所謂於彼害母、害父、害阿羅漢、破和合僧、於如來所惡心出血。 

       
□釋  

（1）、名離障 

隨一所有無間業障，於現法中不作不行，如是名為「離諸業障」。33 

         （2）、顯障義 

若有於此五無間業造作增長，於現法中，竟不能轉，得般涅槃，生起聖道。34

故約彼說離諸業障。 

 
自圓滿□結

唯由如是五種支分自體圓滿，是故說此名自圓滿。 

                                                 
29《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彙編》(二) p. 764：「此顯意根無缺。」 
30《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彙編》(二) p. 765：「此顯耳等諸根無缺。」 
31《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彙編》(二) p. 765：「於三寶起清淨信、與世出世間諸白淨法，為其先導，隨順

證得，是名所起前行增上諸清淨信。」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8：「云前行增上諸清淨信者，謂信是見道入相之前行」(大正 43，109c24〜257) 
32《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彙編》(二) p. 765：「一切：謂於三寶處所。煩惱：謂無明、見、疑。自性染污，    

故名為垢。起邪決定，故名為穢。令不決定，故名為濁。」 

《瑜伽師地論》卷 9：「能障所起諸功德義故名穢，能障通達真如義故名濁。」(大正 30，320a25〜26) 
33《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彙編》(二) p.765：「謂能遠離五無間業等者：此中且說五無間業已能遠離，名

離業障。然復當知，彼同分業亦非不離。有尋有伺地說：『由彼事重、俱受現法果故。』又下自說：

『五無間業及餘所有故思造業諸尤重業，彼異熟果若成熟時，能障正道令不生起，是名業障。』故於

現法中，彼無間業無身語意造作相轉，是名不作。不起身行、語行、意行是名不行。」 
34《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彙編》(二) p.766：「由聖道能般涅槃，是名得般涅槃、生起聖道。障令不生，

名不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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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他圓滿 
□徵
云何「他圓滿」？ 

    
□列
謂﹝1﹞諸佛出世，﹝2﹞說正法教，﹝3﹞法教久住，﹝4﹞法住隨轉，﹝5﹞他所

哀愍。 

    
□釋

1、諸佛出世 

      
□徵
云何名為「諸佛出世」？ 

      
□釋

 （1）、明出世相 

謂如有一，普於一切諸有情類，起善利益增上意樂，修習多千難行苦行，經三

大劫阿僧企耶(asaṃkhya, 不可數)，積集廣大福德、智慧二種資糧，獲得最後

上妙之身，安坐無上勝菩提座，斷除五蓋，於四念住善住其心，修三十七菩提

分法，現證無上正等菩提，如是名為「諸佛出世」。 

        （2）、顯諸佛同 

過去、未來、現在諸佛，皆由如是名為「出世」。 

      2、說正法教 

      
□徵
云何名為「說正法教」？ 

      
□釋  

（1）、正辨相 

        
□標
謂即如是諸佛世尊出現於世，哀愍一切諸聲聞故，依四聖諦宣說真實苦、集、

滅、道無量法教。 

        
□列
所謂契經、應頌、記別、諷誦、自說、因緣、譬喻、本事、本生、方廣、希

法、論議。 

        
□結
如是名為「說正法教」。 

        （2）、釋得名 

諸佛世尊及聖弟子，一切正士，皆乘此法而得出離，然後為他宣說稱讚，是故

說此名為正法。宣說此故，名正法教。 

      3、法教久住 

      
□徵
云何名為「法教久住」？ 

      
□釋

 （1）、正辨相 

        謂說正法已、轉法輪已，乃至世尊壽量久住，及涅槃後，經爾所時，正行未減
35、正法未隱，如是名為「正法久住」。 

        （2）、明說意 

如是久住，當知說彼勝義正法作證道理。36 

      4、法住隨轉 

      
□徵
云何名為「法住隨轉」？ 

      
□釋
謂即如是證正法者，了知有力能證如是正法眾生，即如所證，隨轉隨順教授教

                                                 
35

 減＝滅【宋】【元】【明】(大正 30，396d，n7) 
36《瑜伽論記》卷 6：「言當知說彼勝義正法，住證道理者，此據證行，久住不滅，不論教法，故云勝義

正法，故《雜心》云：『經律阿毘曇是名俗正法，三十七覺品是說第一義。」基又云：「此意明正法五

百內，由有正法作證。』」(大正 42，431c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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誡。 

      □結如是名為「法住隨轉」。 

      5、他所哀愍 

      
□徵
云何名為「他所哀愍」？ 

      
□釋
他謂施主，彼於行者起哀愍心，惠施隨順淨命資具，所謂如法衣服、飲食、諸

坐臥具、病緣醫藥。 

      
□結
如是名為「他所哀愍」。 

    （三）、善法欲 
□徵
云何「善法欲」？ 

    
□釋  

1、出因緣 

謂如有一，或從佛所或弟子所，聞正法已，獲得淨信。 

      2、正辨相 

得淨信已，應如是學：「在家煩擾，若居塵宇；出家閑曠，猶處虛空，是故我今

應捨一切妻子眷屬財穀珍寶，於善說法、毘奈耶中，正捨家法，趣於非家。既出

家已，勤修正行，令得圓滿。」 

    
□結
於善法中，生如是欲，名「善法欲」。 

    （四）、正出家 

    
□徵
云何「正出家」？ 

    
□釋
謂即由此勝善法欲增上力故，白四羯磨(karma, 受戒儀式時的作法，先作一宣告，

再作三番宣讀，沒有異議便通過。)受具足戒，或受勞策(沙彌十戒)所學尸羅37。 
□結
是名「正出家」。 

    （五）、戒律儀 
□徵
云何「戒律儀」？ 

□釋
謂彼如是正出家已，安住具戒，堅牢防護別解律儀(比丘、比丘尼具足戒、沙彌沙

彌尼十戒、式叉摩那六法、優婆塞優婆夷五戒、八齋戒)，軌則(行，住、坐、臥

的威儀，著衣服、大小便利、用水、齒木、入村乞食、迴還受用、洗缽安置、洗

足敷具，)、所行皆得圓滿(唱令家、婬女家、酤酒家、王家、旃荼羅羯恥那家)，

於微小罪見大怖畏，受學一切所有學處。 

    
□結
是名「戒律儀」。 

    （六）、根律儀 

    
□徵
云何「根律儀」？ 

    
□釋  

1、眼根 

謂即依此尸羅律儀，守護正念，修常委念，以念防心，行平等位。 

眼見色已而不取相、不取隨好。(先起眼識取諸色相，後起意識取彼隨好。眼識

無間俱生分別意識，或能起貪、瞋、癡。是名於眼所識色中執取隨好。若能遠離

此所行相，於此所緣意識不生諸惡尋思，令心流漏，名為不取隨好。)恐依是處，

                                                 
37《瑜伽論記》卷 6：「勞策戒者，即是沙彌十戒，亦名勒（勒→勤）策戒也。泰云：『梵音沙彌，此云勞策，

又云息惡。』」(大正 42，432a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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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不修習眼根律儀防護而住，其心漏泄所有貪憂38惡不善法。 

故即於彼修律儀行，防護眼根，依於眼根修律儀行。 

      2、餘根 

如是行者，耳聞聲已、鼻嗅香已、舌嘗味已、身覺觸已、意了法已，而不取相、

不取隨好。恐依是處，由不修習意根律儀防護而住，其心漏泄所有貪憂惡不善法。 

故即於彼修律儀行，防護意根，依於意根修律儀行。 

    
□結
是名根律儀。 

    （七）、於食知量 

    
□徵
云何「於食知量」？ 

    
□釋

 1、離欲樂邊 

謂彼如是守諸根已，以正思擇食於所食，不為倡蕩(留連聲色場所)、不為憍逸，

不為飾好、不為端嚴，食於所食。 

      2、離自苦邊 

然食所食，為身安住、為暫支持，為除飢渴、為攝梵行、為斷(疾病及苦受)故受39，

為令新受(病苦)當不更生40，為當存養(壽命得存)、力(除飢羸)、樂(新苦受不生)、

無罪(不染不愛)、安隱而住(身無沈重、堪任修斷)。41 

    
□結
如是名為「於食知量」。 

    （八）、覺寤瑜伽 

    
□徵
云何「初夜、後夜常勤修習覺寤瑜伽」？ 

    
□釋
謂彼如是食知量已，於晝日分，經行、宴坐二種威儀，從順障(五蓋：貪欲蓋、瞋

恚蓋、惛沈睡眠蓋、掉舉惡作蓋、及以疑蓋)法淨修其心(攝心令淨)。42 

                                                 
38《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8：「防護乃至所有貪憂，此憂非五根起，以憂代苦，其意說苦也」 

(大正 43，109c29〜110a1) 
39《瑜伽師地論》卷 23：「云何名為為斷故受受諸飲食？謂如有一、由過去世、食不知量，食所匪宜，不

消而食；由是因緣，於其身中、生起種種身諸疾病。所謂疥癩皰漿嗽等、如前廣說。由此種種疾病因

緣、發生身中極重猛利熾然苦惱不可意受。為欲息除如是疾病、及為息除從此因緣所生苦受，習近種

種良醫所說饒益所宜隨順醫藥、及受種種悅意飲食。由此能斷已生疾病、及彼因緣所生苦受。如是名

為為斷故受受諸飲食。」 (大正 30，410 b17〜27) 
40《瑜伽師地論》卷 23：「云何名為為令新受當不更生受諸飲食？謂如有一由現在世安樂無病氣力具足。

不非量食，不食匪宜，亦非不消而更重食，令於未來食住身中成不消病，或於身中當生隨一身諸疾病，

所謂疥癩皰漿瘶等，如前廣說。由是因緣當生身中如前所說種種苦受，餘如前說。如是名為為令新受

當不更生受諸飲食。」 (大正 30，410 b27〜c5) 
41《瑜伽師地論》卷 23：「云何名為為當存養、力、樂、無罪、安隱而住受諸飲食？謂飲食已、壽命得存，

是名存養。若除飢羸，是名為力。若斷故受、新受不生，是名為樂。若以正法追求飲食、不染不愛，

乃至廣說而受用之，是名無罪。若受食已、身無沈重有所堪能、堪任修斷，如前廣說，如是名為安隱

而住。是故說言由正思擇食於所食。」(大正 30，410 c15〜13) 
42《瑜伽論記》卷 23：「從順障法淨修其心者，知從此心順貪瞋等，即攝令淨。」(大正 42，432 a8〜9) 

 《瑜伽師地論》卷 24：「此中云何於晝日分經行宴坐，從順障法淨修其心？言晝日者，謂從日出時至日

沒時。言經行者，謂於廣長稱其度量一地方所，若往、若來相應身業。言宴坐者，謂如有一或於大床、

或小繩床、或草葉座結加趺坐，端身正願安住背念。所言障者，謂五種蓋。順障法者，謂能引蓋隨順

蓋法。云何五蓋？謂貪欲蓋、瞋恚蓋、惛沈睡眠蓋、掉舉惡作蓋、及以疑蓋。云何順障法？謂淨妙相、

瞋恚相、黑闇相、親屬、國土土＝王【明】、不死尋思，追憶昔時笑戲喜樂，承事隨念及以三世，或於三世非

理法思。」 (大正 30，411c23〜412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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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初夜分，經行、宴坐二種威儀，從順障法(順貪瞋等)淨修其心。43 

過此分已，出住處外洗濯其足，右脅而臥，重累其足，住光明想，正念正知，思

惟起想。 

於夜後分，速疾覺寤，經行、宴坐二種威儀，從順障法淨修其心。 

    
□結
如是名為「初夜、後夜常勤修習覺寤瑜伽」。 

    （九）、正知而住 

    
□徵
云何「正知而住」？44 

    
□釋
謂彼如是常勤修習覺寤瑜伽已，若往、若來，正知而住。 

若睹、若瞻(仰望)，正知而住。 

若屈、若伸，正知而住。 

持僧伽胝45(saṅghāṭī、僧伽梨、大衣)及以衣缽，正知而住。 

若食、若飲、若噉、若嘗(辨別滋味)，正知而住。 

若行、若住、若坐、若臥，正知而住。 

於覺寤時，正知而住。 

若語、若默，正知而住。 

如解勞睡46時，正知而住。 

    
□結
如是名為「正知而住」。 

    （十）、樂遠離 

    
□徵
云何「樂遠離」？ 

    
□釋
謂由如是所修善法，無倒修治初業地(正知住等、出家)已47，遠離一切臥具貪著，

住阿練若(āraṇya 最閑處)，樹下空室，山谷峰穴，草藉(墊)迥(顯)露，塚間林藪，

虛曠平野，邊際臥具(極惡臥具)48。 

    
□結
是名「樂遠離」。 

    （十一）、清淨諸蓋 

    
□徵
云何「清淨諸蓋」？ 

    
□釋
謂彼如是住阿練若或復樹下或空室等，於五種蓋淨修其心，所謂貪欲、瞋恚、惛

沈睡眠、掉舉惡作、及以疑蓋。從彼諸蓋淨修心已，心離諸蓋安住賢善勝三摩地。 

    
□結
如是名為「清淨諸蓋」。 

    （十二）、依三摩地 

                                                 
43《瑜伽師地論》卷 24：「問：於經行時從幾障法淨修其心？云何從彼淨修其心？答：從惛沈睡眠蓋及

能引惛沈睡眠障法淨修其心。」 (大正 30，412a5〜8)  

《瑜伽師地論》卷 24：「問：於宴坐時從幾障法淨修其心？云何從彼淨修其心？答：從四障法淨修其心。

謂貪欲、瞋恚、掉舉惡作、疑蓋及能引彼法淨修其心。」(大正 30，412a23〜26) 
44《瑜伽師地論》卷 24：「云何名為正知而住？…」(大正 30，413 c〜414a) 
45《一切經音義》卷 24：「僧伽胝(音知舊曰僧伽梨，此云複衣，即今僧之大衣是也。下從九條上至二十五

條，但取奇數九。種差別具如律文所說，佛制入王宮時、入聚落時、摧伏外道時、見猛獸時應着此衣)」

(大正 54，380c2〜3) 
46《瑜伽師地論》卷 24：「復如有一於其熱分極炎暑時，或為熱逼，或為劬勞，便生疲倦。非時惛寐樂

著睡眠是名勞睡。」 (大正 30，415b5〜9) 
47《瑜伽論記》卷 6：「樂遠離中，無倒修治初業地已者，景云：『即描前說正知住等名初業地。』基云： 

『謂修治初發心業，即出家等是。』」(大正 42，432 a10〜11) 
48《瑜伽論記》卷 6：「邊際臥具者，極惡臥具名邊際也。」(大正 42，432 a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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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云何「依三摩地」

49
？ 

    
□釋
謂彼如是斷五蓋已，便能遠離心隨煩惱。 

1、住初靜慮 

遠離諸欲惡不善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入初靜慮具足安住。50 

      2、第二靜慮 

尋伺寂靜，於內等淨(對治尋伺故，攝念正知；於自內體，其心捨住；前念後念

等流相續)，心一趣性，無尋無伺，定生喜樂，第二靜慮具足安住。51 

      3、第三靜慮 

遠離喜貪，安住捨、念，及以正知，身領受樂，聖所宣說，捨、念具足安樂而住，

第三靜慮具足安住。52 

      4、第四靜慮 

究竟斷樂，先斷於苦，喜憂俱沒，不苦不樂，捨、念清淨，第四靜慮具足安住。53 

    
□結
如是名為「依三摩地」。 

  三、明漸次（重解[勝劣]二緣）（披尋記：冊 2，頁 771；大正藏：冊 30，397c11） 

    （一）、舉諸緣 

彼由如是漸次修行，後後轉勝、轉增、轉上，修集諸緣(十二劣緣)，初自圓滿…依

三摩地以為最後，54得如是心清淨鮮白，無諸瑕穢，離隨煩惱，質直、堪能、安住

無動。 

若復獲得依四聖諦為令(苦)遍知、(集)永斷、(滅)作證、(道)修習他音教授教誡，便

有如是堪能勢力，發生如理所引作意(二勝緣)，及彼為先所有正見。由此便能於四

聖諦入真現觀，圓滿解脫，於無餘依般涅槃界而般涅槃 (pari-nirvāna，圓寂)。55 

    （二）、顯差別 

      1、真實修集 

當知此中，始從正見圓滿解脫，於無餘依般涅槃界而般涅槃，是名種姓真實修集。 

      2、修集劣緣 

從自圓滿乃至最後依三摩地，當知是名修集劣緣。 

      3、修集勝緣  

若依四諦法教增上所有教授教誡他音，若如正理所引作意，當知是名修集勝緣。 

                                                 
49《瑜伽師地論》卷 33，大正 30，467b22〜468c4。 
50《雜阿含經》卷 14（347 經）：「時彼須深語比丘言：『尊者！云何學離欲惡不善法，有覺有觀，離生喜

樂，具足初禪，不起諸漏，心善解脫耶？』」 (大正 2，97a5〜8) 
51《雜阿含經》卷 14（347 經）：「云何離有覺有觀，內淨一心，無覺無觀，定生喜樂，具足第二禪，不起

諸漏，心善解脫耶？」(大正 2，97a8〜11) 
52《雜阿含經》卷 14（347 經）：「云何尊者離喜，捨心住，正念正智，身心受樂，聖說及捨，具足第三禪，

不起諸漏，心善解脫耶？」 (大正 2，97a11〜13) 

 《瑜伽師地論》卷 30：「諸聖宣說，謂依於此已得安住補特伽羅。具足捨、念及以正知住身受樂，第三

靜慮具足安住。言諸聖者，謂佛世尊及佛弟子」 (大正 30，46822〜25) 
53《雜阿含經》卷 14（347 經）：「云何尊者離苦息樂，憂喜先斷，不苦不樂，捨淨念一心，具足第四禪，

不起諸漏，心善解脫耶？」 (大正 2，97a14〜16) 
54

 劣緣十二門中，第一門為自圓滿，…第十二門為依三摩地。 
55《瑜伽論記》卷 6：「彼由如是漸次修行乃至無動者，牒後劣緣。若復獲得依四聖諦乃至如理所引作意

者，牒前勝緣。及彼為先所有正見乃至而般涅槃者，是真修體。」(大正 42，432a13〜16) 



《瑜伽師地論》卷 21 

 

 15 

種姓安立□結
如是名為「種姓安立」。 

第三節  住不住種性者所有諸相 
（披尋記：冊 2，頁 772～776；大正藏：冊 30，397c25） 

□徵
云何「住種姓者所有諸相」？ 

□釋
  

壹、住種姓補特伽羅所有諸相 （披尋記：冊 2，頁 772；大正藏：冊 30，397c25） 

謂與一切無涅槃法補特伽羅諸相相違，當知即名「安住種姓補特伽羅所有諸相」。 

貳、無涅槃法補特伽羅所有諸相(六無種姓相) （披尋記：冊 2，頁 772～776；大正藏：冊 30，397c27） 

問：何等名為無涅槃法補特伽羅所有諸相，成就彼故，應知說名無涅槃法補特伽羅？ 

答：無涅槃法補特伽羅有眾多相，我今當說彼相少分。 

  一、第一無種姓相 

  
□釋
謂彼最初不住種姓無涅槃法補特伽羅，阿賴耶愛(我愛執藏、染攝藏)遍一切種(十八

界等五取蘊)，皆悉隨縛，附屬所依(因此愛生長餘惑)，成無量法(惡法)，不可傾拔，

久遠隨逐，畢竟堅固依附相續，一切諸佛所不能救。56 

  
□結
是名第一不住種姓補特伽羅無種姓相。 

  二、第二無種姓相 

  □標復有所餘不住種姓補特伽羅無種姓相。 

  
□釋

 1、不厭生死 

謂彼聽聞以無量門呵毀生死眾多過失，又復聽聞以無量門稱讚涅槃眾多功德，而

於生死不見少分戲論過失，不見少分所有過患，亦復不能少分厭離。 

如是見厭，於過去世不能已生，於未來世不能當生，於現在世不能正生。 

    2、不欣涅槃 

又於愛盡寂滅涅槃，不見少分下劣功德，不見少分所有勝利，亦復不能少分欣樂。 

如是見樂，於過去世不能已生，於未來世不能當生，於現在世不能正生。 

  
□結
是名第二不住種姓補特伽羅無種姓相。 

  三、第三無種姓相 

  □標復有所餘不住種姓補特伽羅無種姓相。 

  
□釋

 1、由無慚愧 

謂彼本性成就上品無慚無愧，由是因緣，無有厭惡，心無怯畏。 

2、由樂行惡 

以歡喜心現行眾惡，由是因緣，未嘗追悔。 

    3、唯觀現法 

唯觀現法，由是因緣，自身財寶衰退過患。 

  
□結
是名第三不住種姓補特伽羅無種姓相。 

  四、第四無種姓相 

                                                 
56《瑜伽論記》卷 6：「解第三門中云阿賴耶愛、遍一切種皆悉隨縛等者，景云：計賴耶為我，以愛我故，

愛我眾具故，賴耶愛遍一切種皆悉隨縛，復因此愛生長餘惑在賴耶中，故云附屬所依，成無量法，既

無斷道故難傾拔。既無種子則無因，無因故諸佛傍緣不能救，不能救故所有惡法，畢竟堅固久遠隨逐。

備述三藏解：『染污攝藏，遍藏一切十八界十二處五取蘊，故云遍一切，阿賴耶名染攝藏故。』 泰云：

『阿賴耶此云遍一切，阿賴耶名藏護，皆愛著藏護資生具故。』」(大正 42，432a1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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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復有所餘不住種姓補特伽羅無種姓相。 

  
□釋
謂一切種圓滿分明稱當道理，美妙殊勝易可解了，或依苦諦、或依集諦、或依滅諦、

或依道諦，宣說開示正法教時，不能獲得微小發心微小信解，況能獲得身毛為豎悲

泣墮淚，如是亦依過去、未來、現在世別。 

  
□結
是名第四不住種姓補特伽羅無種姓相。 

  五、第五無種姓相 

  □標復有所餘不住種姓補特伽羅無種姓相。 

  
□釋

 1、辨彼相 

       （1）、假相出家 

謂彼或時於善說法、毘奈耶中暫得出家，或為國王所逼迫故，或為狂賊所逼迫

故，或為債主所逼迫故，或為怖畏所逼迫故，或不活畏所逼迫故。 

非為自調伏，非為自寂靜，非為自涅槃，非為沙門性，非為婆羅門性，而求出

家。 

       （2）、不樂正學 

既出家已，樂與在家及出家眾共諠雜住。 

或發邪願修諸梵行，謂求生天或餘天處。 

或樂退捨所學禁戒，或犯尸羅，內懷朽敗，外現真實。 

如水所生雜穢蝸牛，螺音狗行。57 

實非沙門，自稱沙門，非行梵行，自稱梵行。 

(破戒苾芻，如水眾雜穢蝸牛，又如狗好聲如螺) 

如是亦依過去、未來、現在世別。 

     2、顯略義 

當知如是不住種姓補特伽羅，假相出家，非「不樂學補特伽羅」名真出家，受具

足戒成苾芻性。由此異門、由此意趣，義顯於彼本非出家，唯有任持出家相狀，

墮出家數。 

  
□結
是名第五不住種姓補特伽羅無種姓相。 

  六、第六無種姓相 

  □標復有所餘不住種姓補特伽羅無種姓相。 

  
□釋
謂彼少有所作善業，或由於身或語或意，一切皆為希求諸有。 

或求當來殊勝後有，或求財寶，或求殊勝所有財寶。 

  
□結
是名第六不住種姓補特伽羅無種姓相。 

參、無涅槃法補特伽羅所有諸相總結 

如是等類有眾多相，成就彼故墮在不般涅槃法數。 
 

第四節 安住種姓補特伽羅 
（披尋記：冊 2，頁 776～780；大正藏：冊 30，398b25） 

□徵
云何安住種姓補特伽羅？ 

                                                 
57《瑜伽論記》卷 6：「如水所生雜穢蝸牛，螺音狗行者，景云：『蝸牛在水行時令水穢濁，如彼牛[泳-

永+垂]，西國界螺音，然有者狗咢(聲)似彼螺音而行狗行，譬彼苾芻內懷貪等。』 泰又解云：『佛法

如水，破戒苾芻，如水眾雜穢蝸牛，又如狗好聲如螺。然有狗行，破戒苾芻，形相似實，實性惡行。』」

(大正 42，432a27〜b4) 

javascript:showpic(%22../../fontimg/017596.gif%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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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徵列二十三人
 

□列
謂住種姓補特伽羅， 

或〔1〕第一人有唯住種姓而未趣入亦未出離(未開始學佛，未得聖道及道果)。 

或〔2〕第二人有安住種姓亦已趣入而未出離。(已開始學佛，未得聖道及道果) 

或〔3〕第三人有安住種姓亦已趣入及已出離(已得聖道及道果)。 

或〔4〕第四人有軟根(聞法難通達法義，加行遲鈍)或有〔5〕第五人中根或有〔6〕第六人利根。 

或〔7〕第七人有貪行或〔8〕第八人有瞋行或〔9〕第九人有癡行。 

或〔10〕第十 〜 第十七人生無暇或生有暇，或有縱逸或無縱逸， 

或有邪行(不尊重戒，於定慧亦爾)或無邪行，或有障礙或無障礙。 

或〔11〕第十八人遠或〔12〕第十九人近。 

或〔13〕第二十人未成熟或〔14〕第二十一人已成熟。 

或〔15〕第二十人未清淨或〔16〕第二十三人已清淨。 

 

〔1〕 未趣入亦未出離 

(未趣入亦未得聖道及道果) 

〔2〕 已趣入而未出離 

(已趣入而未得聖道及道果) 

〔3〕 已趣入及已出離 

(已趣入及已得聖道及道果) 

〔4〕軟根 〔5〕中根 〔6〕利根 

〔7〕貪行 〔8〕瞋行 〔9〕癡行 

〔10〕生無暇 〔11〕生有暇  

〔12〕有縱逸 〔13〕無縱逸  

〔14〕有邪行 〔15〕無邪行  

〔16〕有障礙 〔17〕無障礙  

〔18〕行遠 〔19〕行近  

〔20〕未成熟 〔21〕已成熟  

〔22〕未清淨 〔23〕已清淨  

 

貳、列釋  
□釋
一、未趣入未出離 

  
□徵
云何名為「安住種姓補特伽羅，唯住種姓而未趣入，亦未出離」？ 

  
□釋
謂如有一補特伽羅，成就出世聖法種子， 

而未獲得親近善士聽聞正法。 

未於如來正覺正說法、毘奈耶獲得正信， 

未受持淨戒，未攝受多聞，未增長慧(惠)58捨，未調柔諸見。 

  
□結
如是名為「唯住種姓而未趣入亦未出離補特伽羅」。 

   二、已趣入未出離 

  
□徵
云何名為「安住種姓亦已趣入而未出離補特伽羅」？ 

  
□釋   

1、翻例前 

謂前所說所有黑品相違白品，當知即名安住種姓亦已趣入補特伽羅。 

     2、明差別 

而差別者，謂猶未得所有聖道及聖道果煩惱離繫。 

                                                 
58

 慧=惠【宋】【元】【明】(大正 30，398d，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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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已趣入已出離 

  
□徵
云何名為「安住種姓亦已趣入及已出離補特伽羅」？ 

  
□釋   

（一）、指前說 

謂如前說。 

     （二）、明差別 

而差別者，已得聖道及聖道(四)果煩惱離繫。 

   四、軟根 

  
□徵
云何「軟根補特伽羅」？ 

  
□釋

  （一）、標相 

謂有如是補特伽羅，於所知事、所緣境界、所有諸根，極遲運轉、微劣運轉。 

或聞所成、或思所成、或修所成作意相應。 

     （二）、列釋 

謂或信根、或精進根、或復念根、或復定根、或復慧根，無有堪能、無有勢力通

達法義，速證真實。 

  
□結
是名「軟根補特伽羅」。 

   五、中根 

  
□徵
云何「中根補特伽羅」？ 

  
□釋
謂有如是補特伽羅，於所知事、所緣境界，所有諸根，少遲運轉，一切如前，應當

廣說。 

  
□結
是名「中根補特伽羅」。 

   六、利根 

  
□徵
云何「利根補特伽羅」？ 

  
□釋

  （一）、標相 

謂有如是補特伽羅，於所知事、所緣境界，所有諸根，不遲運轉與不微劣運轉， 

或聞所成、或思所成、或修所成作意相應。 

     （二）、列釋 

謂或信根、或精進根、或復念根、或復定根、或復慧根，有所堪能、有大勢力通

達法義，速證真實。 

  
□結
是名「利根補特伽羅」。 

   七、貪行 

  
□徵
云何「貪行補特伽羅」？ 

  
□釋
謂有如是補特伽羅，於可愛事、可染著事所緣境界，有猛利貪、有長時貪。 

  
□結
是名「貪行補特伽羅」。 

   八、瞋行 

  
□徵
云何「瞋行補特伽羅」？ 

  
□釋
謂有如是補特伽羅，於可憎事、可瞋恚事所緣境界，有猛利瞋、有長時瞋。 

  
□結
是名「瞋行補特伽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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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癡行 

  
□徵
云何「癡行補特伽羅」？ 

  
□釋
謂有如是補特伽羅，於所知事、所緣境界，有猛利癡、有長時癡。 

  
□結
是名「癡行補特伽羅」。 

   十、生無暇生有暇等 

     （一）、生無暇等 

若生無暇59、若有縱逸、若有邪行、若有障礙補特伽羅，如是一切，如前應知。60 

     （二）、生有暇等 

與此相違，應知即是生於有暇，無有縱逸，無有邪行，無有障礙補特伽羅。 

   十一、遠 

  
□徵
云何名「遠補特伽羅」？ 

  □標謂有如是補特伽羅，由時遠故，去涅槃遠； 

或有復由加行遠故，說名為遠。 

  
□釋

  （一）、時遠 

     
□徵
云何名為「由時遠故去涅槃遠」？ 

     
□釋
謂有如是補特伽羅，經多百生、或多千生、多百千生，然後方能值遇勝緣，得般

涅槃。 

     （二）、加行遠 

    
□徵
云何名為「加行遠61故說名為遠」？ 

    
□釋   

1、正顯 

謂有如是補特伽羅，唯住種姓而未趣入，不能速疾值遇勝緣得般涅槃，彼於涅

槃未能發起勝加行故。 

       2、簡非 

由加行遠說名為遠，不由時遠(或經五三生後能起加行得入涅槃)。 

    
□結
如是二種總略為一，說名為「遠補特伽羅」。 

   十二、近 

  
□徵
云何名「近補特伽羅」？ 

  □標謂有如是補特伽羅，由時近故去涅槃近，或有復由加行近故說名為近。 

  
□釋   

（一）、時近 

    
□徵
云何名為「由時近62故去涅槃近」？ 

                                                 
59《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8：「云生無暇處，是謂在此處無暇能入道，如世言無暇作此事。」 

(大正 43，110a14〜15) 
60《瑜伽師地論》卷 21，大正 30，39612〜b3。 
61《瑜伽論記》卷 6：「加行遠者，此人唯住種性，而未趣入，不能速遇勝緣起勝加行，然經五三生後能

起加行得入涅槃，不同時遠要歷多生方能得般。」(大正 42，432b10〜13) 
62《瑜伽論記》卷 6：「近中復二：一者、時近，此人已經多身修習，住最後生，住最後有，住最後身。

即由此身當得涅槃，生有及身體一義異。若對七生十四生等，此人住最後生、若對三有二十五有相續

位中，此人住最後有，身是依止義、積聚義，從無始來身身相續。此人得道餘生皆滅，住最後身當涅

槃。或即由此剎那無間當得作證者，住人(人＝入【甲】)金剛心也。」(大正 42，432b1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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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1、當得涅槃 

謂有如是補特伽羅，住最後生、住最後有、住最後身，即由此身當得涅槃。 

       2、當得正斷 

或即由此剎那無間(入金剛心)，於煩惱斷當得作證。 

    
□結
如是名為「由時近故去涅槃近」。 

      （二）、加行近 

     
□徵
云何名為「由加行近63說名為近」？ 

     
□釋
謂有如是補特伽羅，安住種姓，亦已趣入。 

(或於此生不久即能起於加行。  

或更經一生即能起於加行。 

或加行不久得涅槃。 

皆名加行近。) 

  
□結
如是二種總略為一，說名為「近補特伽羅」。 

   十三、未成熟 

  
□徵
云何「未成熟補特伽羅」？ 

  
□釋
謂有如是補特伽羅，未能獲得“最後有身：謂住於此能般涅槃，或能趣入正性離生。” 

  
□結
是名「未成熟補特伽羅」。 

   十四、已成熟 

  
□徵
云何「已成熟補特伽羅」？ 

  
□釋
謂有如是補特伽羅，已能獲得“最後有身：謂住於此能般涅槃，或能趣入正性離生。” 

 (梵語 samyaktva-nyāma，是見道的異名。 

「正性」(samyaktva)指入見道位得無漏聖道涅槃的正性， 

「離生」(ni-yāma)指斷除由「分別」而起的煩惱，從而脫離凡夫之生。) 

  
□結
是名「已成熟補特伽羅」。 

   十五、未清淨 

  
□徵
云何「未清淨補特伽羅」？ 

  
□釋
謂有如是補特伽羅，未生聖道，於聖道果煩惱離繫未能作證。 

  
□結
是名「未清淨補特伽羅」。 

   十六、已清淨 

  
□徵
云何「已清淨補特伽羅」？ 

  
□指
謂與上相違，應知其相。 

參、結成佛化 
□標如是名為：安住種姓補特伽羅所有差別。為度彼故諸佛世尊出現於世。 
□釋
謂若未趣入令其趣入，若未成熟令其成熟，若未清淨令其清淨，轉正法輪，制立學處。 

 

                                                 
63《瑜伽論記》卷 6：「加行近者，或於此生不久即能起於加行，或更經一生即能起於加行，或加行不久

得涅槃，皆名加行近。」(大正 42，432b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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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分中聲聞地第十三 

初瑜伽處趣入地第二 

第三章 趣入地 
（披尋記：冊 2，頁 780～787；大正藏：冊 30，399b21） 

壹、結前生後 

如是已說種姓地。 

貳、標釋差別 

  一、總標 

    （一）、嗢柁南 

云何「趣入地」？ 

嗢柁南曰： 

若略說一切，  趣入地應知，  謂自性、安立，  諸相、數取趣。 

    （二）、長行 

謂若趣入自性、若趣入安立、若趣入者所有諸相、若已趣入補特伽羅，如是一切總

略為一，名趣入地。 

   

第一節 趣入自性 
（披尋記：冊 2，頁 780～781；大正藏：冊 30，399c27） 

□徵
云何「趣入自性」？ 

 (趣入地體，即是習所成種姓： 

一是有漏能生見道已前七方便行。 

即小乘的三賢四善根。 

三賢：制伏煩惱，使心調和之三種修行階位：五停心觀、別相念處、總相念處。) 

四善根：暖、頂、忍、世第一法。 

二是無漏能生見道已去諸無漏行。) 

 
□釋
壹、辨相 

  
□辨
一、唯趣入 

謂安住種姓補特伽羅，本性成就涅槃種子。64 

若於爾時有佛出世，生於中國，不生達須、蔑戾車中，乃至廣說初得見佛及佛弟子，

往詣承事，從彼聞法得初正信、受持淨戒、攝受多聞、增長惠捨、調柔諸見。65 

   二、將成熟 

從是已後由此法受(正信戒聞捨、調柔諸見)、由此因緣，身滅壞已，度此生已，獲得

六處異熟所攝殊勝諸根，能作長時轉勝正信，生起依止。 

亦能與彼受持淨戒、攝受多聞、增長惠捨、調柔諸見，轉上、轉勝、轉復微妙，為

                                                 
64《瑜伽論記》卷 6：「謂安住種姓補特伽羅本性成就涅槃種子者，牒前種姓地，即是性種姓。」 

(大正 42，432b25〜27) 
65《瑜伽論記》卷 6：「若於爾時，有佛出世，生於中國等下，正出趣入地體，即是習種姓，就中有二：

一、是有漏能生見道已前七方便行；二、是無漏能生見道已去諸無漏行。今言有佛出世乃至從彼聞法

者，出趣入自性發起之緣，得初正信等出趣入體。」(大正 42，432b27〜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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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依止。66 

復由如是轉上轉勝轉復微妙信等諸法，更得其餘(未來世正報身)殊勝異熟，由此異熟

復得其餘隨順出世轉勝善法。 

   三、已成熟 

如是展轉互為依因、互與勢力，於後後生轉轉勝進，乃至獲得最後有身，謂住於此

得般涅槃，或能趣入正性離生(見道)。 
□結
是名趣入。 

貳、釋名 
□徵
何以故？  

□釋
若道(七方便道：三賢四善根。三賢修五停心觀、別相念處、總相念處。四善根修暖、

頂、忍、世第一法)、若路(八正路)、若正行跡(四聖諦觀)，能得涅槃能趣涅槃，67彼於爾

時能昇、能入、能正行履，漸次趣向至極究竟。 
□結
是故說此名已趣入。 

趣入自姓□結
如是名為「趣入自姓」。 

 

第二節 趣入安立 
（披尋記：冊 2，頁 781～784；大正藏：冊 30，399c17） 

□徵
云何「建立趣入」？ 

□釋
壹、別辨相 

   一、種類 

     （一）、列釋 

     
□列
八門

 

(約法相辨四位)  

謂或有種姓(本姓住種姓)，或有趣入(未經生修)，或有將成熟(經多生修習、未見道)，

或有已成熟(已見道、住最後身)， 

 

(習所成種姓) I：有趣入， A：將成熟     B：已成熟  

   （本姓住種姓）（II：非趣入）  

 

(約人相辨四位) 

或有唯趣入非將成熟非已成熟，（I，－A－B） 

     或有亦趣入亦將成熟非已成熟，（I，A－B） 

     或有亦趣入亦已成熟非將成熟，（I，B－A） 

     或有非趣入非將成熟非已成熟。（II：非趣入，唯住本姓住種姓） 

 

                                                 
66《瑜伽論記》卷 6：「從此已後，由此法受乃至能作長時信等依止者，即前正信戒聞慧捨名為法受，為

涅槃法受行信等名為法受，由彼法受為因感得次生勝身與彼轉勝信等為依。」(大正 42，432c3〜6) 
67《瑜伽論記》卷 6：「復由轉勝信等諸法乃至若道、若路、若正行跡，能得涅槃、能趣涅槃者，道謂七

方便道，路謂道品八正路等，行跡即是四聖諦觀，故昔賢聖遊前道路，履前行跡，能得涅槃，能趣涅

槃，彼於爾時能引方便道，能入八正路，能履四諦跡故，能漸次乃至究竟。此中備師解云：『要待善

知識種解脫分善，今佛及弟子名善知識。又若准《善生經》，由值佛及阿伽膩宅天，殖勝脫分，即第

十地菩薩名攝報處故。』 泰師又云：『得順道勝身名殊勝諸根。』」(大正 42，432c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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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1)、約法相辨 

          A、有種姓 

云何有種姓？謂如前說。 

          B、有趣入 

          
□徵
云何「有趣入」？ 

          
□釋
謂住種姓補特伽羅，最初獲得昔所未得，於諸如來正覺正說法、毘奈耶所

有正信、受持淨戒、攝受多聞、增長惠捨、調柔諸見。 

          
□結
是名「趣入」。 

          C、將成熟 

          
□徵
云何「將成熟」？ 

          
□釋
謂即如是已得趣入補特伽羅，除所獲得最後有身，謂住於此得般涅槃，或

能趣入正性離生，從趣入後，於後後生修集諸根轉上、轉勝、轉復微妙。 

          
□結
是名「將成熟」。 

          D、已成熟 

          
□徵
云何「已成熟」？ 

          
□釋
謂所獲得最後有身。若住於此得般涅槃，或能趣入正性離生。 

          
□結
是名「已成熟」。 

        (2)、約補特伽羅(人)相辨  (9/10) 

          A、唯趣入非將成熟非已成熟（I，－A－B） 

          
□徵
云何「唯趣入、非將成熟、非已成熟」？ 

          
□釋
謂初獲得於諸如來正覺正說法毘奈耶所有正信，廣說乃至調柔諸見，未從

此後復經一生。(雖已發趣未經生修) 

          
□結
是名「唯趣入、非將成熟、非已成熟」。 

          B、亦趣入亦將成熟非已成熟（I，A－B） 

          
□徵
云何「亦趣入亦將成熟非已成熟」？ 

          
□釋
謂初獲得於諸如來正覺正說法、毘奈耶所有正信，廣說乃至調柔諸見，從

此已後復經一生或二或多，而未獲得最後有身，謂住於此得般涅槃，餘如

前說。 

          
□結
是名「亦趣入亦將成熟非已成熟」。 

          C、亦趣入亦已成熟非將成熟（I，B－A） 

          
□徵
云何「亦趣入亦已成熟非將成熟」？ 

          
□釋
謂即如是已得趣入補特伽羅，復已獲得最後有身，若住於此得般涅槃，餘

如前說。 

          
□結
是名「亦已趣入亦已成熟非將成熟」。 

          D、非已趣入非將成熟非已成熟（II：非趣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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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云何「非已趣入非將成熟非已成熟」？ 

          
□釋
謂即如是有涅槃法補特伽羅，唯住種姓而未趣入。 

          
□結
是名「非已趣入非將成熟非已成熟補特伽羅」，然有堪能定當趣入當得成熟。 

     （二）、別簡（III：無種姓） 

     □標復有一類補特伽羅定無堪能當得趣入當得成熟，謂離種姓無涅槃法補特伽羅。 

     
□釋
當知如是補特伽羅無種姓故，定無堪能當得趣入及當成熟，何況當能得般涅槃。 

   二、位攝（攝八門為六重成就） 

     （一）、辨差別 

     □標當知此中，如是一切補特伽羅，六位所攝(屬於前後深淺階位)。68 

     
□徵
何等為六？ 

     
□列
一、有堪能補特伽羅。 

二、成就下品善根補特伽羅。 

三、成就中品善根補特伽羅。 

四、成就上品善根補特伽羅。 

五、究竟方便(有學)補特伽羅。 

六、已到究竟(無學)補特伽羅。 

     
□釋

 1、有堪能 

       
□徵
云何「堪能補特伽羅」？ 

       
□釋
謂安住種姓補特伽羅，而未獲得最初於佛正覺正說法、毘奈耶所有正信，廣說

乃至調柔諸見。 

       
□結
是名「堪能補特伽羅」。 

       2、成就下品善根 

       
□徵
云何「成就下品善根補特伽羅」？ 

       
□釋
謂安住種姓補特伽羅，已能獲得最初於佛正覺正說法、毘奈耶所有正信，廣說

乃至調柔諸見。(未經生修) 

       
□結
是名「成就下品善根補特伽羅」。 

       3、成就中品善根 

       
□徵
云何「成就中品善根補特伽羅」？ 

       
□釋
謂安住種姓補特伽羅，已能獲得最初於佛正覺正說法、毘奈耶所有正信，廣說

乃至調柔諸見。從是已後或經一生或二或多，展轉勝進而未獲得最後有身，謂

住於此能般涅槃，或能趣入正性離生。 

       
□結
是名「成就中品善根補特伽羅」。 

       4、成就上品善根 

       
□徵
云何「成就上品善根補特伽羅」？ 

       
□釋
謂即如是展轉勝進補特伽羅，已能獲得最後有身，若住於此能般涅槃，或能趣

                                                 
68《瑜伽論記》卷 6：「六位者：一、住種姓未趣入人；二、成下品善根者雖已發趣未經生修；三、中品

善根者已經生修未至最後入聖身；四、上品善根者住彼最後修入聖身；五、究竟方便者從於初果進斷

修未得羅漢；六、已到究竟即阿羅漢。」(大正 42，432c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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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正性離生。 

       
□結
是名「成就上品善根補特伽羅」。 

       5、究竟方便 

       
□徵
云何名為「究竟方便補特伽羅」？ 

       
□釋
謂已獲得最後有身補特伽羅，為盡諸漏聽聞正法，或得無倒教授教誡，正修加

行而未能得遍一切種諸漏永盡，未到究竟。(於初果進斷修未得羅漢) 

       
□結
如是名為「究竟方便補特伽羅」。 

       6、已到究竟 

       
□徵
云何名為「已到究竟補特伽羅」？ 

       
□釋
謂即如是補特伽羅，為盡諸漏聽聞正法，獲得無倒教授教誡，如是如是正修加

行，已能獲得遍一切種諸漏永盡，所作已辦，究竟獲得第一清涼。(即阿羅漢) 

       
□結
如是名為「已到究竟補特伽羅」。 

     （二）、明漸次 

       1、別辨相 

         (1)、能獲下品善根 

當知此中，堪能種類補特伽羅，即以種姓為依為住，便能獲得下品善根，及

能趣入。 

         (2)、能獲中品善根 

既趣入已下品善根為依為住，復能獲得中品善根，以此善根而自成熟。 

         (3)、能獲上品善根 

彼於如是自成熟時，中品善根為依為住，復能獲得上品善根，已得成熟。 

         (4)、究竟方便 

彼由如是上品善根修集為因所得自體，復能修集轉勝資糧，由是觸證心一境

性。 

復能趣入正性離生，證預流果、或一來果、或不還果，(有學)而未能證最勝第

一阿羅漢果。如是名為「究竟方便補特伽羅」。 

         (5)、已到究竟 

若已證得一切煩惱皆悉永斷阿羅漢果(無學)，爾時名為「已到究竟補特伽羅」。 

       2、結略義 

       □標此則顯示由初、中、後一切聲聞所修正行，所立六種補特伽羅。 

       
□釋
由有種姓聲聞正行，顯示最初補特伽羅。 

由到究竟聲聞正行，顯示最後(無學)補特伽羅。 

由餘聲聞所修正行，顯示中間(有學)補特伽羅。 

貳、總料簡 

  一、問 

問：已得趣入補特伽羅，為有定量，一切時等得般涅槃？為無定量，一切時分而不齊

等得般涅槃？ 

  二、答 



《瑜伽師地論》卷 21 

 26 

    （一）、標有差別 

答：無有定量，亦非一切時分齊等得般涅槃，然隨所應，如所遇緣有差別故而般涅

槃。 

    （二）、列釋種類 

       1、列三種 

當知此中，或有一類極經久遠(極多經六十劫)，或有一類非極久遠(經多生乃至一

劫)，或有一類最極速疾得般涅槃(經三生)。69 

      2、隨難釋 

謂住種姓補特伽羅，最極速疾般涅槃者，要經三生： 

第一生中最初趣入。(發心修習五停心觀、四念處) 

第二生中修令成熟。(修趣煖、頂) 

第三生中修成熟已，或即此身得般涅槃，(從忍、世第一，入見道至阿羅漢果) 

或若不得般涅槃者，必入學位，方可夭沒，極經七有，得般涅槃。 

 

參、結 

如是名為「趣入安立」。 
 

第三節 已趣入者所有諸相 
（披尋記：冊 2，頁 784～787；大正藏：冊 30，400c24） 

□徵
云何名為「已趣入者所有諸相」？ 

□釋
壹、已趣入者八相 (種類差別)  

  一、第一相 

    （一）、不樂惡說 

        1、辨相 

謂安住種姓補特伽羅纔已趣入，設轉餘生，於自大師及善說法毘奈耶中，雖復

忘念。 

若遇世間現有惡說法、毘奈耶，及有善說法毘奈耶，雖久聽聞，以無量門讚美

惡說法毘奈耶有勝功德，而不信解愛樂修行，亦不於彼而求出家。 

設暫出家，纔得趣入，尋復速疾棄捨退還。 

        2、引喻 

為性於彼不樂安住，如蜜生蟲，置之釅(音驗，濃)酢(醋)70，或如愛樂受妙欲者，

置淤泥中。 

        3、釋因 

由宿彼世妙善因力所任持故。 

                                                 
69《瑜伽論記》卷 6：「第三解修分齊遲速中，總有三類：一、極久遠者，聲聞極多經六十劫修解脫分善

根，最後身般涅槃；二、非極久遠者，有經多生乃至一劫，方般涅槃；三、最極速疾得般涅槃者，要

經三生。第一生中，發心修習解脫分善，謂五停心觀總別念處；第二生中，復修念處從總念處修趣煖

頂，或入下忍，或入中忍名為成就。第三生中，復從下忍或從中忍起增上忍世間第一，入於見道乃至

究竟阿羅漢果，此人或時於第三生得入聖已於初果身命終受生受於七有方便般涅槃。」 

(大正 42，432c28〜433a9) 
70

 釅酢：濃醋。（《漢語大詞典》第 9 冊，p.1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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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愛樂善說 

        1、辨相 

若暫聽聞讚美善說法、毘奈耶少分功德，或全未聞，雖暫少聞或全未聞，而能

速疾信解趣入，愛樂修行，或求出家。既出家已，畢竟趣入，終無退轉。 

        2、引喻 

為性於此愛樂安住，如蜜生蟲，置之上蜜，或如愛樂受妙欲者置勝欲中。 

        3、釋因 

彼由宿世妙善因力所任持故。 
□結
是名第一已得趣入補特伽羅已趣入相。 

  二、第二相  

  □標復有所餘已得趣入補特伽羅已趣入相。 

  
□釋  

（一）、辨相 

謂雖未得能往一切惡趣、無暇煩惱離繫，而能不生惡趣、無暇。 

    （二）、引教 

世尊依此已得趣入補特伽羅，密意說言： 

「若有世間上品正見，雖歷千生不墮惡趣。」71 

    （三）、證成 

彼若已入上品善根漸72向成熟，爾時便能不生無暇及餘惡趣。 

  
□結
是名第二已得趣入補特伽羅已趣入相。 

  三、第三相  

  □標復有所餘已得趣入補特伽羅已趣入相。 

  
□釋
謂暫聞佛或法或僧勝功德已，便得隨念清淨信心，引發廣大出離善法，數數緣念融

練淨心，身遂毛豎、悲泣雨淚。 

  
□結
是名第三已得趣入補特伽羅已趣入相。 

  四、第四相  

  □標復有所餘已得趣入補特伽羅已趣入相。 

  
□釋
謂性成就猛利慚愧，於所現行諸有罪處，深生羞恥。 

  
□結
是名第四已得趣入補特伽羅已趣入相。 

  五、第五相 

  □標復有所餘已得趣入補特伽羅已趣入相。 

  
□釋
謂於受持、讀誦、請問、思惟、觀行求善法中，有深欲樂，猛利欲樂。 

  
□結
是名第五已得趣入補特伽羅已趣入相。 

  六、第六相  

                                                 
71《雜阿含經》卷 28（788 經），大正 2，204c。 

《瑜伽論記》卷 6：「第三門中引經證，若有世間上品正見；雖歷千生，不墮惡趣者，住種姓人暫起趣入

發心即得惡趣非擇滅者，於此位中或時有得，或時不得，若至忍位此即定得，彼若已入忍上品位斷，

向成就不生無暇及餘惡趣。」(大正 42，433a9〜14) 
72

 大正藏原作「慚」，今依《高麗藏》15 冊，708c21 改作「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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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復有所餘已得趣入補特伽羅已趣入相。 

  
□釋
謂於一切無罪事業修集一切善品加行正方便中能善修集，堅固發起、長時發起、決

定發起。 

  
□結
是名第六已得趣入補特伽羅已趣入相。 

  七、第七相 

  □標復有所餘已得趣入補特伽羅已趣入相。 

  
□釋
謂彼為性，塵垢微薄，煩惱羸劣，雖起諸纏而不長時相續久住，無諂無誑能制憍慢

我我所執，好取功德憎背過失。 

  
□結
是名第七已得趣入補特伽羅已趣入相。 

  八、第八相 

  □標復有所餘已得趣入補特伽羅已趣入相。 

  
□釋
謂能善巧藏護其心，於諸廣大所應證處不自輕蔑，不自安處無力能中，其所信解增

多猛盛。 

  
□結
是名第八已得趣入補特伽羅已趣入相。 

貳、已趣入者三品（善根差別）  

  一、標已說 

如是等類已得趣入補特伽羅已趣入相，當知無量，我於是中已說少分。 

  二、總料簡 

    （一）、下品 

如是諸相若有安住下品善根而趣入者，當知下品名有間隙，未能無間，未善清淨。 

    （二）、中品 

若有安住中品善根而趣入者，當知中品。 

    （三）、上品 

若有安住上品善根而趣入者，當知上品，無有間隙，已能無間，已善清淨。 

  三、結趣入 

    （一）、墮趣入數 

如是名為：已得趣入補特伽羅已趣入相。成就如是趣入相者，當知墮在已趣入數。 

    （二）、為他現證 

應知如是安住種姓，已得趣入補特伽羅所有眾多吉祥士相，唯佛世尊及到第一究竟

弟子，以善清淨勝妙智見現見現證，隨其種姓隨所趣入如應救濟。 

 

第四節 已得趣入補特伽羅 
（披尋記：冊 2，頁 787～787；大正藏：冊 30，401b26） 

□徵
云何名為「已得趣入補特伽羅」？ 

□釋
壹、列差別 

 
□列
謂或有已得趣入補特伽羅，唯已趣入未將成熟、未已成熟(未住最後身)、未得出離(未

得聖道及道果)， 

或有亦已趣入亦將成熟、未已成熟、未得出離(經多生修習未住最後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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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有亦已趣入亦已成熟、未得出離，隨欲而行。73 (住最後身，未得聖道及道果) 

 
□指
如是差別應知如前已辨74其相。 

貳、指隨應 

復有所餘，如種姓地說軟根等補特伽羅所有差別，今於此中，如其所應亦當了知所有差

別。 

                                                 
73《瑜伽論記》卷 6：「第四門中有一復次，一、唯趣入，未將成、未已成、未得見道出離修時近故；二、

有已趣，將成非已成，未得出離已，經多生修習未住後身等；三、已趣入亦已成就，未出離，住最後

身，未得見道；四、復有所餘，如性種地說軟根等，當了知者，彼中說言或軟中上根三人，或有邪行

無邪行，有障無障行，有遠有近行，有未成熟已成熟，或有未清淨已清淨」(大正 42，433a14〜22) 
74

 辦＝辯【宋】【元】【明】【聖】(大正 30，401d，n6) 

   大正藏原作「辦」，今依《高麗藏》15 冊，709c3 改作「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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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未趣入亦未出離 

(未趣入亦未得聖道及道果) 

﹝2﹞ 已趣入而未出離 

(已趣入而未得聖道及道果) 

﹝3﹞ 已趣入及已出離 

(已趣入及已得聖道及道果) 

〔4〕軟根 〔5〕中根 〔6〕利根 

〔7〕貪行 〔8〕瞋行 〔9〕癡行 

〔10〕生無暇 〔11〕生有暇  

〔12〕有縱逸 〔13〕無縱逸  

〔14〕有邪行 〔15〕無邪行  

〔16〕有障礙 〔17〕無障礙  

〔18〕行遠 〔19〕行近  

〔20〕未成熟 〔21〕已成熟  

〔22〕未清淨 〔23〕已清淨  
 

 

第五節 總結趣入地 
（披尋記：冊 2，頁 787～787；大正藏：冊 30，401c2） 

如是所說若趣入自性，若趣入安立，若已趣入者所有諸相，若已趣入補特伽羅，一切總

說名趣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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