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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師地論》的十七地： 

〈五識身相應地〉、〈意地〉 

〈有尋有伺地〉、〈無尋唯伺地〉、〈無尋無伺地〉 

〈三摩哂多地〉、〈非三摩哂多地〉 

〈有心地〉、〈無心地〉 

〈聞所成地〉、〈思所成地〉、〈修所成地〉 

〈聲聞地〉、〈獨覺地〉、〈菩薩地〉 

〈有餘依涅槃〉和〈無餘依涅槃〉 

 

前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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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略說此地，     (1)(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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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出離想地，1
 是說為聲聞。        (初瑜伽處) 

初瑜伽處： (卷 21-25)： 

一、 種姓地(本性住種性、無漏菩提種子) (卷 21) 

1. 種姓自性 

2. 種姓安立 

3. 種姓諸相 

4. 補特伽羅(二十三人) 

二、 趣入地(發心趣求聖道方便)(卷 21) 

1. 趣入自性(習所成種性) 

2. 趣入安立 

3. 趣入諸相 

4. 補特伽羅 

三、 出離想地(已入聖道)(卷 22-25) 

1. 由世間道而趣離欲 

2. 由出世道而趣離欲 

         3. 此二道所有資糧 

           3.1 修集勝緣 

            ［1］正法增上他音 

            ［2］內如理作意 

             3.2 修集劣緣 

            ［1］自圓滿 

            ［2］他圓滿 

            ［3］善法欲 

            ［4］戒律儀  

            ［5］根律儀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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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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於食知量 

            ［7］初夜後夜常勤修習覺寤瑜伽 

            ［8］正知而住 

            ［9］善友性 

            ［10］聞正法 

            ［11］思正法 

            ［12］無障礙 

            ［13］修惠捨 

            ［14］沙門莊嚴 

 

 

《瑜伽師地論》卷 22 

本地分中聲聞地第十三 

初瑜伽處出離地第三之一 

第四章 出離地 
（披尋記：冊 2，頁 789～888；大正藏：冊 30，401c16） 

壹、 結前生後 

如是已說趣入地。 

貳、總標一切出離地 

云何出離地？ 

嗢柁南曰： 

若世間離欲、     如是出世間、 

及此二資糧，     是名出離地。 

謂若由世間道(修厭下欣上得三摩地圓滿自在)而趣離欲，若由出世道(入四聖諦現觀之無

漏聖道)而趣離欲，若此二道所有資糧，總略為一名出離地。 

 

 

第一節 由世間道而趣離欲 
（披尋記：冊 2，頁 789～789；大正藏：冊 30，401c21） 

□徵
云何名為「由世間道而趣離欲」？ 

□釋  
壹、舉離欲界 

謂如有一，於下欲界觀為麤相(過患深重、苦、鄙劣)，於初靜慮離生喜樂，若(修得)

定、若生(得定)觀為靜相(過患減少)，彼由多住如是觀時便於欲界而得離欲，亦能證

入最初靜慮。2
 

貳、例餘一切 

如是復於初靜慮上，漸次如應一切下地觀為麤相，一切上地觀為靜相，彼由多住如是

觀時便於乃至無所有處而得離欲，亦能證入乃至非想非非想處。 

                                                 
2《瑜伽師地論》卷 27：「云何麁性？謂麁性有二：一、體麁性。二、數麁性。 

  體麁性者，謂欲界望初靜慮，雖皆具五蘊，而欲界中過患深重、苦住增上，最為鄙劣甚可厭惡，是故

說彼為體麁性。初靜慮中則不如是，極靜極妙，是故說彼為體靜性。…以要言之，有過患義是麁性義。

若彼彼地中過患增多。即由如是過患增多性故，名為麁性。若彼彼地中過患減少，即由如是過患減少

性故，名為靜性。此是世間由世俗道淨惑所緣。」(大正 30，434b14〜c4) 

上
廣

下
淨老師 指導 

釋圓波 敬編 

2004/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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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如是名為：由世間道而趣離欲，除此更無若過若增。 

 

第二節 由出世道而趣離欲 

（披尋記：冊 2，頁 789～790；大正藏：冊 30，402a2） 

□徵
云何名為「由出世道而趣離欲」？ 

□釋  
壹、成就有學智見 

謂如有一，親近善士，於聖法中已成聰慧，於聖法中已得調順，於苦聖諦如實知苦，

於集聖諦如實知集，於滅聖諦如實知滅，於道聖諦如實知道。3
 

  貳、證得無學解脫 

既得成就有學智見，從此已後漸修聖道，遍於三界見(道)、修(道)所斷一切法中，自

能離繫(無間道)、自得解脫(解脫道)，4如是便能超過三界。 
□結
如是名為「由出世道而趣離欲」。 

 

第三節 二道資糧（十四門分[解]十一項） 

（披尋記：冊 2，頁 790～888；大正藏：冊 30，402a10） 

□徵
云何名為「二道資糧」？ 

□標
嗢柁南曰： 

自、他圓滿、善法欲、     戒、根律儀、食知量、 

覺寤、正知住、善友、     聞、思、無障、捨、莊嚴。 

 

謂若［1］自圓滿、若［2］他圓滿、若［3］善法欲(願求) 、(此三如前已說故今不解) 

若［4］戒律儀、若［5］根律儀、若［6］於食知量、若［7］初夜後夜常勤修習覺寤瑜

伽、若［8］正知而住、若［9］善友性、若［10］聞正法、若［11］思正法、若［12］

無障礙(內無福、外無善知識依止)、若［13］修惠捨、若［14］沙門莊嚴， 

如是等法，是名世間及出世間諸離欲道趣向資糧。 

 

壹、初三門(自圓滿、他圓滿、善法欲)前種性地劣緣中已說 

當知此中， 

若自圓滿(﹝1﹞善得人身，﹝2﹞生於聖處(中國)，﹝3﹞諸根無缺，﹝4﹞勝處(如來所說

法、毘奈耶)淨信，﹝5﹞離諸業障。)、 

若他圓滿(﹝1﹞諸佛出世，﹝2﹞說正法教，﹝3﹞法教久住，﹝4﹞法住隨轉(自證及轉

教他人)，﹝5﹞他所哀愍(惠施隨順淨命資具)。)、 

若善法欲，(聞正法已，獲得淨信……於善說法(dharma 教理)、毘奈耶(vinaya 戒律)中，

正捨家法，趣於非家。既出家已，勤修正行，令得圓滿。) 

                                                 
3《瑜伽論記》卷 6：「次明出世間道離欲之相，三藏云：「對法論師據真見道說能，所平等智為其相，此

論主約相見道說四諦智名為見道也。」」(大正 42，433a28〜b2) 
4《瑜伽論記》卷 6：「自能離繫，自得解脫者，明無漏智等離有漏繫，即無間道，斷彼煩惱得無為時，起

勝解數自得解脫，即解脫道也。」(大正 42，433b2〜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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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三如前修集種子諸劣緣(此 14 項二道資糧)中，已辨其相。5
(相對正法增上他音[他人

的法音]，及內如理作意為「勝緣」，此 14 為劣緣) 

 

□釋
謂 

貳、第四門戒律儀 

□徵
云何戒律儀？ 

□標
嗢柁南曰： 

戒律儀當知，      辨三6、虧滿十、 

六異門、三淨、    勝功德十種。7
 

 

卷末略義：[1]戒蘊廣辨[2]戒蘊虧損、[3]戒蘊圓滿、[4]戒蘊異門、[5]戒蘊觀察及以[6]

清淨戒蘊所有功德勝利。 

 

六門者， 

一、辨三，此說下略義中標數，故言「辨三道理」。 (戒蘊廣辨) 

二、虧(戒蘊虧損)；三、滿(戒蘊圓滿)，各有十因； 

四、異門(戒蘊異門)有六； 

五、淨有三(觀察戒蘊清淨因相)； 

六、勝功德(清淨戒蘊所有功德勝利)有其十種。 

 

一、辨三 （披尋記：冊 2，頁 790～797；大正藏：冊 30，402a25） 

 

    （一）、廣辨六種 

    戒律儀者，謂如有一，安住具戒，廣說乃至 

 

受學學處。(戒蘊廣辨) 

    （1、安住具戒。2、善能守護別解律儀。3、軌則圓滿。4、所行圓滿。 

      5、於微小罪見大怖畏。6、受學學處。） 

    （二)、別釋 

       1、安住具戒 

       
□徵
云何名為「安住(遵守、善能規範自己)具戒」？ 

       
□釋
謂於所受(持)學(習)所有學處(所應學之處，戒條、指導應該這樣，不應該那樣)，

                                                 
5《瑜伽師地論》卷 21，大正 30，396b15。 

《瑜伽論記》卷 6：「於中初三指前種姓地劣緣中說。」(大正 42，433b5〜b6) 
6《瑜伽論記》卷 6：「就初門中，又分為三；初、總舉六義；二、徵釋其六；三、辨略義。」 

(大正 42，433 b14〜15) 
7《瑜伽論記》卷 6：「六門者，一、辨三，此說下略義中標數，故言辨三道理。… 二、虧；三、滿，各

有十因；四、異門有六；五、淨有三；六、勝功德有其十種。」(大正 42，433 b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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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虧身業(離殺生、不與取、欲邪行)，不虧語業(離虛妄語、離間語、麤惡語、

綺語)，無缺(尸羅圓滿)無穿(不數毀犯，犯已還淨)。 

       
□結
如是名為「安住具戒」。 

       2、善能守護別解律儀 

       
□徵
云何名為「善能守護(各)別解脫律儀(prātimokṣa-saṃvara)」？ 

                                      波羅提木叉 

                                   individual liberate restrain/約束/禁戒/律法儀則                              

       
□釋
謂能守護七眾(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正學女、學法女)、沙彌、沙彌尼、優

婆塞、優婆夷)所受別解脫律儀，即此律儀，眾差別故，成多律儀。 

         今此義中唯依苾芻律儀處說善能守護別解脫律儀。8
 

       3、軌則圓滿 

       
□徵
云何名為「軌則圓滿」？ 

       
□標
謂如有一，或於威儀路、或於所作事、或於善品加行處所，成就軌則，隨順世

間、不越世間，9隨順毘奈耶(vinaya 戒律、調伏消滅過失)、不越毘奈耶。10
 

       
□釋  

（1）、威儀路 

         
□徵
云何名為「於威儀路成就軌則(規矩、古昔軌範)，隨順世間、不越世間，隨

順毘奈耶、不越毘奈耶」？ 

         
□釋   

A、舉於所行 

謂如有一，於所應行、於如所行，11即於此中，如是而行，由是行故不為

世間之所譏毀，不為賢良、正至(四果聖人已達到涅槃境界)、善士、諸同

法者(同行法者)、諸持律者、諸學律者之所呵責。 

B、例所住等 

如於所行，於其所住、所坐、所臥，當知亦爾。 

         
□結
如是名為「於威儀路成就軌則，隨順世間、不越世間，隨順毘奈耶、不越毘

                                                 
8《瑜伽論記》卷 6：「今此義中，唯依苾芻律儀處說善能守護等者，何故不說苾芻尼等也，以不能入聖 

道故，多分成就具戒法者苾芻有故，餘則不然，是以不說。」(大正 42，433 b15〜18) 
9《瑜伽師地論》卷 30：「若於彼彼異方、異域、國城、村邏、王都王宮、若執理家、商估、邑義諸大眾

中，古昔軌範建立隨轉，如是名為立軌範住」 (大正 30，586 c7〜10) 
10《瑜伽師地論》卷 30：「有五法攝毘柰耶，何等為五？一者、性罪。二者、遮罪。三者、制。四者、開。

五者、行。 

  云何性罪？謂性是不善能為雜染損惱於他，能為雜染損惱於自。雖不遮制但有現行便往惡趣，雖不遮

制但有現行能障沙門。 

  云何遮罪？謂佛世尊觀彼形相不如法故，或令眾生重正法故，或見所作隨順現行性罪法故。或為隨順

護他心故。或見障礙善趣壽命沙門性故。而正遮止。若有現行如是等事，說名遮罪。 

  云何名(禁)制？謂有所作能往惡趣、或障善趣、或障如法所得利養、或障壽命、或障沙門，如是等類。

如來遮制不令現行故名為制。 

  與此相違，應知名開。 

  云何名行？謂略有三行：一者、有犯。二者、無犯。三者、還淨。」 (大正 30，869 c21〜870a6) 
11《瑜伽論記》卷 6：「於所應行、於如所行者，此有二釋：一云：『所應行事，簡諸惡者不應行事。於如

所行者，即如餘善丈夫所行如是而行也』；一云：『於所應行者，佛所許處也。於如所行者，佛所制處

也。』」(大正 42，433 b18〜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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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耶」。 

         （2）、於所作事 

         
□徵
云何名為「於所作事成就軌則，隨順世間、不越世間，隨順毘奈耶、不越毘

奈耶」？ 

         
□釋   

A、例所作事 7 

謂如有一，於其所作。若衣服事、若便利事，若用水事(過濾有蟲水)、若

楊枝事(齒木，用刷牙齒、刮舌)，若入聚落行乞食事、若受用(僧祇物、田

園房舍米穀等)事12，若盪13缽事、若安置(雜穢處)事14，若洗足事、若為敷

設臥具等事，即此略說：衣事、缽事復有所餘，如是等類諸所應作，名所

作事。 

B、明應作等 

如其所應，於所應作，於如所作，即於此中，如是而作，由是作故不為世

間之所譏毀，不為賢良、正至、善士，諸同法者、諸持律者、諸學律者之

所呵責。 

         
□結
如是名為「於所作事成就軌則，隨順世間、不越世間，隨順毘奈耶、不越毘

奈耶」。 

         （3）、於諸善品加行處所 

         
□徵
云何名為「於諸善品加行處所成就軌則，隨順世間、不越世間，隨順毘奈耶、

不越毘奈耶」？ 

         
□釋   

A、例善加行 

謂於種種善品加行， 

若於正法受持讀誦； 

若於尊長修和敬業參覲(拜訪)承事(服務、做事)； 

若於病者起慈悲心殷重供侍； 

若於如法(若舉罪，若擯)宣白加行，住慈悲心(不以衰損；不以麤獷；不以

憎恚)展轉與欲(處分)；15
 

若於正法請問聽受翹(音橋、舉起)勤無墮； 

於諸有智同梵行者，盡其身力而修敬事； 

於他善品常勤讚勵； 

常樂為他宣說正法； 

入於靜室結跏趺坐繫念思惟。 

                                                 
12《瑜伽師地論》卷 99：「云何受用？謂有五種不淨受用，及有五種清淨受用。云何五種不淨受用？一者、

受用窣堵波物。非遭重病，設遭重病有餘方計。二者、受用諸僧祇物。非僧授與、非墮鉢中、非彼分

攝。三者、受用他別人物。不從彼得，非彼所許，隨意受用。四者、受用非委信物。謂非委信補特伽

羅一切所有不應受用。五者、受用諸便穢等所染污物。或由習近減諸善法，增不善法，或習近時令諸

世間生起譏訶，令諸世間共所厭賤。未生信者令倍不信，已生信者令其變異。是名五種不淨受用。於

毘柰耶勤學苾芻，應當遠離。與此相違，應知五種清淨受用。於毘柰耶勤學苾芻，應當受用如是，遠

離不淨受用。」(大正 30，871c25〜872a10) 
13《漢語大詞典》冊 7，頁 1474：「盪：洗滌；清除。《漢書‧藝文志》：“聊以盪意平心，同死生之域，而

無怵惕於胸中。” 顏師古 注：“盪，滌。”」 
14《瑜伽師地論》卷 24：「不應置鉢在雜穢處、若坑澗處、若崖岸處。」 (大正 30，416a19〜20)  
15《瑜伽論記》卷 6：「若於如法宣白加行，住慈悲心展轉與欲者，此即為法事時，如理白眾，應住慈心

受彼人欲。」(大正 42，433 b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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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等類諸餘無量所修善法，皆說名為善品加行。 

B、明應作等 

彼於如是隨所宣說善品加行，如其所應，於所應作於如所作，即於此中，

如是而作。由是作故不為世間之所譏毀，不為賢良、正至、善士、諸同法

者、諸持律者、諸學律者之所呵責。 

         
□結
如是名為「於諸善品加行處所成就軌則，隨順世間、不越世間，隨順毘奈耶、

不越毘奈耶」。 

軌則圓滿□結
若於如是所說行相軌則差別悉皆具足，應知說名軌則圓滿。 

       4、所行圓滿 

       
□徵
云何名為「所行圓滿」？ 

       
□釋

 （1）、舉非處 

         
□標
謂諸苾芻略有五種非所行處。 

         
□徵
何等為五？ 

         
□列
一、唱令家(屠羊等，將預罪人巡歷唱告此人造作如此等罪)，二、婬女家，

三、酤酒家，四、國王家，五、旃荼羅(caṅḍāla 位居首陀羅之下的賤民階級)、

羯恥那(khaṭṭika 煮狗人、殺狗人、斷獄官)家。16
 

          （2）、簡所行 

若於如是如來所制非所行處能善遠離，於餘無罪所有行處知時而行。 
□結
如是名為：所行圓滿。 

       5、於微小罪見大怖畏 

       
□徵
云何名為「於微小罪見大怖畏」？(不以惡小 

       
□釋  

（1）、別辨相 

            A、釋微小罪 

（A）、出體 

謂於諸小(罪)、隨小學處，17若有所犯可令還淨，名微小罪。 

（B）、釋名 

於諸學處現行毀犯，說名為罪；既毀犯已，少用功力而得還淨，說名微

小。由是因緣名微小罪。 

                                                 
16《瑜伽論記》卷 5：「唱令家者，謂屠羊等者。西國之法，有造惡者令彼守將預罪人巡歷唱告此人造作

如此等罪，謂屠羊等。倡穢家者，婬女家等。旃荼羅及羯恥那家者，謂旃荼羅即根本執惡，依執惡家

更作極惡名羯恥那，如屠兒名執惡，執惡執刀杖等名羯恥那。此即典獄之類。又解：羯恥那家此名堅

勤家。」(大正 42，418c4〜10) 

 《瑜伽師地論》卷 16：「於五處遠離者，謂所行無犯。略有五處，諸苾芻等非所應行。」 (大正 30，368a19

〜20) 
17《瑜伽論記》卷 18「言小隨及小者準明了論戒有三種。一、小戒，謂僧伽胝等。二、隨小或或＝戒【甲】者，

是彼不具分罪。三、非小戒，謂四波羅夷。真諦釋云：有罪非極重故名小。五部宗云：方便於根本悉

是不具分，并隨一而轉故名隨小，夷罪極重故名非小。又論云：復次，小戒者諸戒中自性戒，隨小戒

者諸戒中所有制戒，非小戒者四重戒。真諦又釋云：不論方便及根本有殘罪中，若是性罪者悉名為小，

若是制罪者皆名隨小。有殘性罪常[11]謹謹＝輕【甲】，是罪不名隨小。而非極重故名小，制罪體性非由＋（先）

【甲】制，由後隨制成[＊]熟熟＝就【甲】故名隨，亦非極重故名小。」 (大正 42，762b17〜c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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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釋大怖畏 
□徵
云何於中見大怖畏？ 

□釋
 （A）、怖無堪能 

謂作是觀，勿我於此毀犯因緣，無復堪能得所未得(聖道)、觸所未觸(體

驗如實真理)、證所未證(四果、涅槃)。18
 

（B）、怖有惡行 

勿我由此近諸惡趣往諸惡趣，或當自責、或為大師、諸天、有智同梵行

者以法呵責。 

（C）、怖大惡聲 

勿我由此遍諸方維惡名(有名、聲譽)、惡稱(名稱、讚譽)、惡聲(名譽)、

惡頌(歌功頌德)遐邇(遠近)流布。 

         （2）、顯勝利 

彼於如是現法當來毀犯因生諸非愛果見大怖畏。由是因緣於小、隨小所有學

處，命難因緣亦不故犯。或時、或處失念而犯，尋便速疾如法發露令得還淨。 

於微小罪見大怖畏□結
如是名為「於微小罪見大怖畏」。 

       6、受學學處 

       
□徵
云何名為「受學學處」？ 

       
□釋  

（1）、明從受 

            A、聞所學處 

（A）、從師所聞 

謂於先受別解脫戒白(告白)四羯磨(karma, 作授戒、懺悔等業之一種宣告

儀式。以由此宣告文而其事成就。先以一白告事使知，後舉三回羯磨，

量處可不也。一白、三羯磨合為白四。 

又如羯磨師向僧眾先告白某某提出出家受戒要求，此即為「白」。其次，

三問僧眾贊成與否，稱為三羯磨如無異議，則准予出家受戒。) 

受具戒時，從戒師所，得聞少分學處體性。 

（B）、從餘所聞 

復從親教(師)、軌範師處，得聞所餘《別解脫經》，總略宣說過於二19百

                                                 
18《瑜伽論記》卷 6：「得所未得，觸所未觸等者，此說初中後行也，從戒師所得聞少分學處體性者，謂

聞四波羅夷等過。」(大正 42，433 b27〜29) 

 《瑜伽師地論》卷 86：「於諸行中如理修者，有四勝進。謂勝進想略有三種：一、未得為得，二、未會

為會，三、未證為證。若為獲得現法樂住，名第四勝進。最初能得先所未得預流果故，當知是名未得

為得。即此為依復能契會上學果故，當知是名未會為會。即此為依復能證得阿羅漢果，於諸惑斷能作

證故，當知是名未證為證。」(大正 30，779b15〜22) 
19

 二＝一【聖】(大正 30，403d，n2) 

《瑜伽師地論》卷 82：「自性差別者，謂學勝利是所顯示七品尸羅，或過一一＝二【宋】【元】【明】【宮】百五十學處。」 

(大正 30，757 b27〜28) 

《瑜伽師地論》卷 85：「別解脫契經者，謂於是中依五犯聚及出五犯聚說過一百五十學處，為令自]愛愛＝

受【聖】諸善男子精勤修學」 (大正 30，772c6〜8) 

《顯揚聖教論》卷 7：「別解脫經所說過一百五十學處」(大正 31，512c2〜3 

《顯揚聖教論》卷 13：「義門差別中先辯自體差別學者，顯示七品尸羅或過一百五十學處。」(大正 31，

542c8〜9)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pC1Kk3&o=e0&sec=sec1&op=sti=%22%E6%AD%8C%E5%8A%9F%E9%A0%8C%E5%BE%B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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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學處，20皆自誓言一切當學。復從所餘恒言議(戒)者、同言議(戒)者、

常交往者、有親愛者聞所學處，復於半月常所宜說《別解脫經》聞所學

處，一切自誓皆當修學。 

            B、名獲律儀 

以於一切所應學處皆受學故，說名獲得別解律儀。 

         （2）、辨善巧 

            A、已善巧 

從此以後於諸學處，若已善巧(skillful、能夠巧妙地通達)便能(於開遮持犯)

無犯，設有所犯尋(不久、隨即)如法悔。 

            B、未善巧 

若諸學處未得善巧、未能曉悟，由先自誓願受持故，得於今時求受善巧、

欲求曉悟(了解領會)。於如前說諸所學處，從親教師、或軌範師如先請問。 

            C、名無倒 

              （A）、正受教誨 

既得善巧及曉悟已，隨所教誨無增無減，復能受學。 

              （B）、正受文義 

又於尊重及(同)等尊重所說學處，若文、若義能無倒受。 

       
□結
如是名為「受學學處」。 

    （三)、略攝三種（辨略義） 

    結前生後 

如是廣辨戒律儀已。云何應知此中略義？ 

       1、顯二〔類〕三種 

         （1）、三種戒相 

         
□標
謂於是中，世尊顯示戒蘊略義，有三種相。 

         
□列
一者、無失壞相。二者、自性相。三者、自性功德相。 

         
□徵
此復云何？ 

         
□釋  

A、無失壞相 

謂若說言：安住具戒，由此顯示尸羅(śīla 戒律 precept，√śīl (practice, 

repeatedly)含有修習、習慣、戒律、道德行為、清涼等義。有防非止惡的作

用)律儀(saṃvara、 restrain、discipline，禁戒，指戒律儀則，是立身行道所

依的規範)無失壞相(相貌)。 

           B、自性相 

若復說言：能善守護別解律儀，由此顯示尸羅律儀自性(own nature,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特質)相。 

           C、自性功德相 

              （A）、觀他增上 

                                                 
20《瑜伽論記》卷 6：「過於二百五十學處者，二百五十戒中，合其眾學為一，足餘一百五十有一百五十

一，故云過也。」(大正 42，433 b29〜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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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若復說言：軌則、所行皆悉圓滿，由此顯示別解律儀，如其所受，觀

他增上自性功德相。 
□徵
所以者何？ 

□釋  
a、正顯 

由他觀見如是軌則、所行圓滿，未信者信，信者增長，由是發生清

淨信處，心無厭惡，言不譏毀。 

b、反成 

若異於此具足尸羅軌則、所行皆圓滿者，觀(令)他(人)增上(加強上進

作用)所有功德勝利，應無。與此相違過失，應有。 

              （B）、觀自增上 
□標
若復說言：於微小罪見大怖畏、受學學處，由此顯示別解律儀，如其

所受，觀自增上自性功德相。 
□徵
所以者何？ 

□釋  
a、反顯 

雖由如是軌則、所行皆悉圓滿，獲得如前觀他增上功德勝利，然由

毀犯淨戒因緣，當生惡趣。或無堪能得所未得，如前廣說。 

b、正成 

若能於彼微小罪中見大怖畏，於先所受上品學處能正修學，由是因

緣，身壞已後當生善趣，亦有堪能得所未得(聖道)，如前廣說。 
□結
由是因緣，說此名為別解律儀，如其所受觀自增上功德勝利。 

 

                              無失壞相  ─   安住具戒 

                              自性相    ─   善能守護別解律儀 

                 三種戒相 

                                             觀他增上：軌則圓滿、所行圓滿 

                              自性功德相 ─  

                                    觀自增上：於微小罪見大怖畏、受學學處 

         （2）、三種戒性 

         
□標
復有異門，謂佛世尊此中，略顯三種戒性。 

         
□列
一、受持戒性。二、出離戒性。三、修習戒性。 

         
□釋  

A、受持戒性 
□標
謂若說言：安住具戒，由此顯示受持戒性。 

         B、出離戒性 

 
□標
若復說言：能善守護別解律儀，由此顯示出離戒性。 

                               (各)別解脫律儀(prātimokṣa-saṃvara)」？                                                                                   

individual liberate 禁戒/律法儀則 

         rele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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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所以者何？ 

□釋
別解律儀所攝淨戒，當知說名增上戒學。即依如是增上(增勝向上、能持

戒可成就威儀功德)戒學，修增上心(定)、增上慧學。由此能得一切苦(因

果)盡究竟出離。 
□結
如是出離，用增上戒以為前行(最先修習)所依止處(依靠的基礎)，是故說

此別解律儀，名出離戒性。 

 

         C、修習戒性 

□標
若復說言：軌則、所行皆悉圓滿，於微小罪見大怖畏，受學學處。由此顯

示修習戒性。 
□徵
所以者何？ 

□釋
若由如是所說諸相別解律儀，修習淨戒，名善修習、極善修習。 

 

 

                              受持戒性  ─   安住具戒 

                               

                 三種戒性     出離戒性  ─   善能守護別解律儀 
                                             

                     修習戒性─軌則圓滿、所行圓滿於微小罪見大怖畏、受學學處 

                                     

 

結略攝三種 

如是一種尸羅律儀現前宣說，當知六種。 

 

二、虧損十因緣 （披尋記：冊 2，頁 797～803；大正藏：冊 30，403b29） 

又即如是尸羅律儀，由十因緣，當知虧損。 

即此相違十因緣故，當知圓滿。 

  （一）、廣辨虧損 
□徵
云何十種虧損因緣？ 

□列
一者、最初惡受尸羅律儀。二者、太極沈下。三者、太21極22浮散。四者、放逸懈

怠所攝。五者、發起邪願。六者、軌則虧損所攝。七者、淨命虧損所攝。八者、墮

在二邊。九者、不能出離。十者、所受失壞。 
□釋  

1、惡受尸羅
 
 

□徵
云何名為「最初惡受尸羅律儀」？ 

□釋
謂如有一，王所逼迫而求出家、或為狂賊之所逼迫、或為債主之所逼迫、或為怖

畏之所逼迫、或不活畏之所逼迫而求出家。不為沙門（śramaṇa 勤勞修道、息惡）

性、不為婆羅門(brāhmaṇa 清淨梵行)性、不為自調伏、不為自寂靜、不為自涅槃

                                                 
21

 太字大正本作大字，大＝太【宋】【元】【明】【聖】(大正 30，403d，n4) 
22

 大極：太極。 元  辛文房 《唐才子傳‧張南史》：“﹝ 張南史 ﹞工奕棋，神算無敵，游心大極，嘗

幅巾藜杖，出入王侯之宅十年，高談闊視，慷慨奇士也。” （《漢語大詞典》冊 2，頁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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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求出家。 
□結
如是名為「最初惡受尸羅律儀」。 

  2、太極沈下 
□徵
云何名為「太(很)極(最、過度))沈下」？ 

□釋
謂如有一，性無羞恥，惡作羸劣，為性慢緩；於諸學處，所作慢緩。 

□結
如是名為「太極沈下」。 

3、太極浮散 
□徵
云何名為「太極(過度)浮(輕佻)散(不自約束)」？ 

□釋
謂如有一，堅執惡取，非處惡作(後悔)，於不應作諸惡作中浪 (輕率、放縱不拘) 

作、惡作；非處於他起輕蔑心、或惱害心。於其非處，強生曉悟。 
□結
如是名為「太極浮散」。 

4、放逸懈怠所攝 
□徵
云何放逸懈怠所攝？ 

□釋  
（1）、放逸攝 

A、別辨相 

（A）、三際俱行 

a、過去世 

謂如有一，由過去世毀犯所犯23，於此毀犯，由失念故，一類不能如法還

淨。 

b、餘二世 

如由過去、由未來世、由現在世，當知亦爾。 

謂毀犯所犯，於此毀犯，由失念故，一類不能如法還淨。 

（B）、先時所作及俱行 

a、先時所作 

又非先時，於所毀犯，發起猛利無犯樂欲。謂我定當如如所行、如如所

住，如是如是行於所行、如是如是住於所住，於所毀犯終不毀犯。 

b、俱時隨行 

由是因緣隨所行住，如是如是毀犯所犯。 

B、出略義 

由此成就前際俱行、後際俱行、中際俱行，先時所作及俱隨行所有放逸。24
 

                                                 
23《瑜伽師地論》卷 99：「由五因緣，當知所犯成下、中、上三品差別。何等為五？一、由自性故，二、

由毀犯故，三、由意樂故，四、由事故，五、由積集故。…由毀犯者：謂無知故及放逸故，所犯眾罪

是下品罪；煩惱盛故所犯眾罪是中品罪；由輕慢故所犯眾罪是上品罪。如是應知由毀犯故諸所犯罪成

下、中、上三品差別。」 (大正 30，870b7〜18) 
24《顯揚聖教論》卷 7：「放逸懈怠所攝者，如有一人於過去世已有違犯，由忘念故而不如法起於對治。

如是於未來、現在起於違犯，由忘念故而不如法起於對治，先亦不起猛勵樂欲“當於禁戒終不違犯”。

謂我當如是如是行、如是如是住，如所應行如所應住令無所犯。又復如是行、如是住應可犯者而有毀

犯。此人於前、中、後際及先時所作俱隨行時，皆現成就於放逸故。」(大正 31，515c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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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懈怠攝 

又自執取睡眠為樂、偃臥(仰臥)為樂、脅臥為樂、性不翹勤、為性懶惰不具起發，

於諸有智同梵行者，不能時時覲問供事。 

     
□結
是名放逸懈怠所攝。 

     5、發起邪願 

     
□徵
云何名為「發起邪願」？ 

     
□釋  

（1）、求生天等 

謂如有一，依止邪願修行梵行，言我所有若戒、若禁、若常精勤、若修梵行，

當得生天或餘天處。 

（2）、愛樂利敬 

或復愛樂利養恭敬而修梵行。謂因此故，從他希求利養恭敬，即於如是利養恭

敬深生染著。 

     
□結
如是名為「發起邪願」。 

     6、軌則虧損所攝 

     
□徵
云何「軌則虧損所攝」？ 

     
□釋
謂如有一，於威儀路、或所作事、或諸善品加行處所所有軌則，不順世間、違越

世間，不順毘奈耶、違越毘奈耶，如前廣說。 

     
□結
是名「軌則虧損所攝」。 

     7、淨命虧損所攝 

     
□徵
云何淨命虧損所攝？ 

     
□釋  

（1）、別辨相 

A、非法追求 

謂如有一，為性大欲，不知喜足，難養難滿。25常以非法追求衣服、飲食、臥

具、病緣醫藥、及諸資具，不以正法。 

B、貪求方便 

（A）、依詐威儀 

又為貪求種種衣服、飲食、臥具、病緣醫藥、資具因緣，方便顯己有勝功

德，矯詐構集非常威儀。 

為誑他故恒常詐現諸根無掉(搖動)、諸根無動、諸根寂靜，由是令他謂其有

德，當有所施、當有所作。所謂承事供給衣服、飲食、臥具、病緣醫藥、

及諸資具。 

（B）、依邪妄語 

又多凶悖(違背情理)、強口、矯傲、修飾其名、執恃種姓。 

或求多聞、或住持法，為利養故亦復為他宣說正法，或佛所說或弟子說，

或自宣說己實有德，或少增益。 

（C）、依假現相 

                                                 
25《瑜伽論記》卷 6：「大欲，不知喜足，難養難滿者，希未得境名為大欲，耽已得境名不知足，以大欲

故難養、不知足故難滿也。」(大正 42，433 c6〜c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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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舉求衣服 

或於他前方便現相，為求衣服，或求隨一沙門資具。 

或為求多、或求精妙，雖無匱乏而現被服故蔽衣裳，為令淨信、長者、

居士、婆羅門等，知其衣服有所匱乏，殷重承事給施眾多上妙衣服。 

b、例餘資具 

如為衣服，為餘隨一沙門資生眾具亦爾。 

（D）、依苦研逼 

或於淨信長者居士、婆羅門所，如其所欲不得稱遂， 

或彼財物有所闕乏，求不得時即便強逼、研磨、麤語而苦求索。 

（E）、依利求利 

或彼財物無所闕乏，得下劣時，便對施主，現前毀棄所得財物。如是告言：

「咄哉(表示呵叱)男子！某善男子、某善女人，方(相比)汝族姓及以財寶，

極為下劣，又極貧匱，而能惠施如是如是多妙悅意資產眾具。汝望於彼族

姓尊貴、財寶豐饒，何為但施如是少劣非悅意物？」 

（2）、出略義 

彼由如是或依矯詐、或邪妄語、或假現相、或苦研逼、或利求利種種狀相，而

從他所非法希求所有衣服、飲食、臥具、病緣醫藥、諸資生具。非以正法而有

所求，由非法故，說名邪命。 

     
□結
如是名為「尸羅淨命虧損所攝」。 

     8、墮在二邊 

     
□徵
云何名為「墮在二邊」26？ 

     
□釋   

（1）、極樂行邊 

謂如有一，耽著受用極樂行邊，從他所得或法、非法所有衣服、飲食、臥具、

病緣醫藥、及諸資具，愛玩受用、不觀過患、不知出離，是名一邊。 

（2）、自苦行邊 

復有一類，好求受用自苦行邊，以無量門而自煎迫，受極苦楚，謂依棘刺(多

刺的樹木、臥刺)、或依灰坌(灰塵、臥灰、塗灰)、或依木杵(圓木棒、臥杵)、

或依木板(臥板)、或狐蹲住(彎曲兩腿，臀部虛坐而不著地)、或狐蹲坐(至於地)

修斷瑜伽(邪瑜伽行、通過折磨自己難之忍苦行，以快速消滅業障、斷除肉體

欲望，祈望生天)。 

或復事火，謂乃至三承事於火(一日三度祭祀供養火神，晨朝禮敬、殺生祭祠、

然眾香木、獻諸油燈，以求降福)。 

或復昇水，謂乃至三昇上其水(一日三度在水中著柱，一手執一柱、一脚踏一

柱)。 

或(翹)一足住，隨日而轉。 

                                                 
26《瑜伽論記》卷 6：「墮在二邊中，明苦行邊略有十種：一、依棘刺修斷瑜伽；二、依灰坌；三、行木

杵夜即臥上；四、行著板衣夜臥板；五、如狐蹲住乃後夜不至於地；六、如狐蹲坐後分至地，修斷瑜

伽通上六所計，但泰云：「或修涅槃斷行即瑜伽行。」若依此釋應是別計，以加或字而作釋故，即是邪

瑜伽行也；七、有外道相續事火一日三事；八、在水中著柱始終一手執一柱一腳踏一柱一日三度，昇

柱觀日隨日而轉；九、一足立柱隨日而轉；十、除此九計所餘邪行九十六種外道等。」(大正 42，433 c9

〜c19) 



《瑜伽師地論》卷 022 
 

 15 

或復所餘。如是等類修自苦行，是第二邊。 

     
□結
如是名為「墮在二邊」。 

     9、不能出離 

     
□徵
云何名為「不能出離」？ 

     
□釋
謂如有一，或戒(戒律)、或禁(禁制)，由見執取，謂我因此，若戒、若禁，當得

清淨、解脫、出離。一切外道所有禁戒(戒禁取)，雖善防護、雖善清淨，如其清

淨，不名出離。 

     
□結
如是名為「不能出離」。 

     10、所受失壞 

     
□徵
云何名為「所受失壞」？ 

     
□釋
謂如有一，都無羞恥不顧沙門，毀犯淨戒習諸惡法27，內懷腐敗外現貞(操守)實28，

猶如淨水所生蝸牛，螺音狗行。29實非沙門自稱沙門，實非梵行自稱梵行。 

     
□結
如是名為「所受失壞」。 

   （二）、結說異名 

略由如是十種因緣名戒虧損。 

世尊或說：「尸羅虧損」，或時復說：「尸羅艱難(不能出離)」。30當知於彼諸因緣中，

由二因緣，謂不能出離，及所受失壞。由餘因緣，當知唯說尸羅虧損。 

三、圓滿十因緣（披尋記：冊 2，頁 803；大正藏：冊 30，404c10） 

與此安立黑品因緣相違白品所有因緣，當知說名「尸羅圓滿、尸羅清淨」。 

四、六異門 （披尋記：冊 2，頁 803～805；大正藏：冊 30，404c11） 

   （一）、引教 

     1、根本 

     
□標
有處世尊宣說「尸羅名為根本」。 

     
□證
如伽他(gāthā 偈頌)說：「若善住根本，其心便寂靜，因聖見、惡見，相應不相應。」 

 

     2、莊嚴具 

     
□標
有處世尊宣說「尸羅名莊嚴具」31。 

                                                 
27《瑜伽師地論》卷 86：「又惡法者：謂極猛利無慚無愧，不信佛等毀謗賢聖，邪見相應故。或復種種惡

法現行故。又有貪欲瞋恚心等，乃至廣說。」 (大正 30，770b10〜13) 
28《瑜伽師地論》卷 86：「當知此中內朽敗者，外持沙門相故，內無沙門法故。猶如大木外皮堅妙，內被

蟲食虛無有實。」(大正 30，770b13〜15)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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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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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瑜伽論記》卷 6：「若說尸羅虧損通十因緣，若說尸羅難艱局在不能出離及所受失壞。」 

(大正 42，433 c9〜c19) 
31《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44：「又尸羅者是嚴具義。有莊嚴具於幼為好，非壯老年；有莊嚴具於壯為

好，非幼老年；有莊嚴具於老為好，非幼壯年。尸羅嚴身三時常好。 」(大正 27，230a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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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
如伽他說：苾芻苾芻尼，  戒莊嚴圓滿，   於不善能捨，    於善能修習。 

     3、塗香 

     
□標
有處世尊宣說「尸羅名為塗香」32。 

     
□證
如伽他(gāthā，偈頌)說：苾芻苾芻尼，  戒塗香圓滿，    

      於不善能捨，    於善能修習。 

     4、薰香 

     
□標
有處世尊宣說「尸羅名為薰香」。 

     
□證
如伽他說：阿難有香類， 順風善能薰(擊發氣味)，逆風亦能薰，順逆薰亦爾。 

     5、妙行 

     
□標
有處世尊宣說「尸羅名為妙行」。 

     
□證
如伽他說：身妙行能感，可愛諸異熟，於現法33

(果)、當來(果)，語妙行亦爾。 

     6、律儀 

     
□標
有處世尊宣說「尸羅名為律儀」。 

□證
如伽他說：諸有惠施主， 具戒住律儀， 有阿笈摩((āgama 阿含、教法相傳、因

轉至果)見(證理正見)
34，及有果(能得果)正見。35

  

      復有說言「安住具戒，善能守護別解律儀」，乃至廣說。36
 

   （二）、釋名 

     1、根本 

     問：何緣世尊宣說「尸羅名為根本」？ 

       （1）、標義 

答：能建立義、能任持義，37是根本義。 

       （2）、釋因 

由此尸羅建立、任持一切世間及出世間，能引無罪最勝第一快樂功德，令生(有

為)令證(無為)，是故尸羅說名根本。 

       （3）、喻成 

譬如大地，建立、任持一切藥草卉木叢林，令生令長。 

       （4）、指前 

                                                 
32《雜阿含經》卷 38，1073 經，大正 2，278c〜279a。 
33《瑜伽師地論》卷 9：「若諸善業由事重故，受現法果者。」 (大正 30，318b27〜28)  
34《瑜伽論記》卷 6：「云阿笈摩見者，舊云阿含見即是證見。今云阿笈摩，此名為傳，即佛教傳流證理

正見，能得果故名有見。」(大正 42，433 c22〜c25)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11：「阿笈摩見，謂住因果。此阿笈摩有二義：一是傳義：即佛教相傳，先名阿

含，阿含經也。二辨因果義：因轉至果故，今取因義，定有果。見住定有果。」 (大正 43，144a30〜

b3) 
35《瑜伽師地論》卷 10：「問：應以幾智知緣起耶？答：二，謂以法住智及真實智。云何以法住智？謂如

佛施設開示，無倒而知。云何以真實智？謂如學見跡觀甚深義。」 (大正 30，327c17〜21) 
36《瑜伽論記》卷 6：「有說言安住具戒等者，此引律儀言證第六名也。」(大正 42，433 c25〜26) 
37《瑜伽論記》卷 6：「建立任持者，謂初能安立，後能任持。令生令證者，謂有為令生，無為令證也。」 

(大正 42，433 c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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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尸羅如前廣說。 

     2、莊嚴具 

問：何緣世尊宣說「尸羅名莊嚴具」？ 

     
□釋

  （1）、舉餘世間 

答：諸餘世間耳環、指環、腕釧、臂釧及以寶印、金銀鬘等妙莊嚴具。 

若有成就幼稚黑髮、少年盛壯姝妙形色而服飾之少增妙好。 

非有成就朽老衰邁、齒落髮白年逾八十或九十者而服飾之當有妙好。唯除俳

戲令眾歡笑。 

若遭病苦、財貨匱乏、親戚喪亡，當爾服之亦無妙好。 

        （2）、顯戒殊勝 

戒莊嚴具於一切類(由少至老)、於一切(興衰)時，若有服者，皆為妙好。 

     
□結
是故「尸羅名莊嚴具」。 

     3、塗香 

     問：何緣世尊宣說「尸羅名為塗香」？ 

     
□釋   

（1）、顯因 

答：由此所受清淨無罪妙善尸羅，能正除遣一切所受惡戒為因身心熱惱。 

        （2）、舉喻 

譬如最極炎熾熱時，塗以栴檀(香木)龍腦香(由龍腦樹採製而成)等，一切鬱蒸
38

(悶熱)皆得除滅。 

     
□結
是故「尸羅說名塗香」。 

     4、薰香 

問：何緣世尊宣說尸羅名為薰香？ 

     
□釋   

（1）、顯因 

答：具戒士夫補特伽羅(pudgala 人、眾生)遍諸方域，妙善稱譽聲頌普聞。 

        （2）、舉喻 

譬如種種根、莖香等，隨風飄颺遍諸方所、悅意芬馥周流彌遠。 

     
□結
是故「尸羅名為薰香」。 

     5、妙行 

問：何緣世尊宣說「尸羅名為妙行」？ 

     答：由此尸羅清淨善行，能趣妙樂，往妙天趣，向妙安隱，故名妙行。 

     6、律儀 

問：何緣世尊宣說尸羅，名為律儀？ 

     答：由此尸羅清淨善法，是防護性，是息除相，是遠離體，故名律儀。 

五、清淨因 （披尋記：冊 2，頁 805～806；大正藏：冊 30，405a29） 

  
□標
又戒律儀有三種觀清淨因相。 

  
□徵
何等為三？ 

                                                 
38

 鬱蒸：悶熱。《素問‧五運行大論》：“其令鬱蒸。” 王冰 注：“鬱，盛也；蒸，熱也。言盛熱氣如蒸。” 

（《漢語大字典》第 3 冊，p.1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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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一、觀身業。二、觀語業。三、觀意業。 

  
□釋

 （一）、辨相 

    
□徵
云何觀察如是諸業，令戒律儀皆得清淨？ 

    
□辨  

1、觀身語業 

        （1）舉身業 

        
□辨  

A、於現未世 

（A）、觀察 

謂希當造及欲正造身作業時，如是觀察：「我此身業，為能自損及以損他，

是不善性，能生眾苦，招苦異熟？為不自損亦不損他，是其善性，能生

諸樂，招樂異熟？」 

（B）、清淨 

如是觀已，若自了知我此身業自損損他，是不善性，能生眾苦，招苦異

熟，即於此業，攝斂(約束、退縮)、不作，亦不與(方)便。 

若自了知我此身業，不損自他，是其善性，餘如前說。即於此業，而不

攝斂、造作、與便。 

B、於過去世 

（A）、觀察 

復於過去已造身業，亦數觀察，我此身業為能自損，餘如前說。 

（B）、清淨 

如是觀已，若自了知我此身業，自損損他，餘如前說，便於有智同梵行

所，如實發露，如法悔除。 

若自了知我此身業，不損自他，餘如前說，便生歡喜，晝夜安住，多隨

修學。 

        
□結
如是彼於去、來、今世所造身業，能善觀察、能善清淨。 

        （2）例語業 

如於身業、於其語業，當知亦爾。 

      2、觀意業 

      
□辨

 A、觀察 

由過去行為緣生意(思)、由未來行為緣生意、由現在行為緣生意，即於此意數

數觀察(審正思擇)，我此意業(思業、will 意志作用，由意志故意推動身語行

為)，為能自損，餘如前說。 

 

[《成實論》：思與意為一為異？答曰。意即是思。 

如《法句》中說惡心所作所說，皆受苦果。善心亦爾。故知意即是思。 

雖總相說意行名思，而思多在善、不善中說。若人為他眾生求善求惡，爾時

名思。] 

 

      「思」 
思業 ──思惟思（意業）  審慮、決定、動發 

思已業──作事思（身、語業）  熏成「業種子」    感果 

../Users/Cult-02/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712&B=T&V=32&S=1646&J=6&P=&60323.htm#0_2
../Users/Cult-02/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712&B=T&V=32&S=1646&J=6&P=&60323.htm#0_2
../Users/Cult-02/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712&B=T&V=32&S=1646&J=6&P=&60323.htm#0_2
../Users/Cult-02/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712&B=T&V=32&S=1646&J=6&P=&60323.htm#0_2
../Users/Cult-02/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712&B=T&V=32&S=1646&J=6&P=&60323.htm#0_0
../Users/Cult-02/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712&B=T&V=32&S=1646&J=6&P=&60323.htm#0_0
../Users/Cult-02/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712&B=T&V=32&S=1646&J=6&P=&60323.htm#0_0
../Users/Cult-02/AppData/Local/Temp/cbrtmp_sutra_&T=1712&B=T&V=32&S=1646&J=6&P=&60323.htm#0_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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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清淨 

如是觀已，若自了知我此意業是其黑品，即於此業，攝斂(約束、退縮)不起，

不與其(方)便。若自了知我此意業是其白品，即於此業，而不斂攝，發起與便。 

      
□結
如是於彼去、來、今世所起意業，能善觀察、能善清淨。 

    （二）、引證 

       1、舉賢聖 

所以者何？去、來、今世所有沙門、若婆羅門，於身語意三種業中，或已觀察、

或當觀察、或正觀察，或已清淨、或當清淨、或正清淨，或已多住、或當多住、

或正多住，一切皆由如是觀察、如是清淨。 

       2、引聖教 

如佛世尊曾為長老羅怙羅(Rāhula, 十六羅漢之一，以密行第一，微細觀察護持

戒行，亦即三千威儀、八萬細行悉能持守無缺)說：39
 

汝今羅怙羅！  於身語意業，  應數正觀察，  念諸佛聖教(法)。 

羅怙羅汝應，  學是沙門業，  若能於此學，  唯勝善無惡。 

    （三）、略義 

       1、觀察  

若於如是身語意業審正思擇，我此諸業為能自損? 廣說如前，是名觀察。 

       2、清淨 

若於一分(自損損他)，攝斂不作，亦不與便，廣說乃至發露悔除。 

復於一分(不損自他)，而不斂攝、造作、與便，廣說乃至便生歡喜，晝夜安住多

隨修學，是名清淨。 

 

六、戒德勝利（十種） （披尋記：冊 2，頁 806～808；大正藏：冊 30，405c12） 

  
□標
如是清淨尸羅律儀，應知有十功德勝利。 

  
□徵
何等為十？ 

  
□釋  

（一）、第一勝利 

    
□辨
謂諸所有具戒士夫補特伽羅，自觀戒淨便得無悔，無悔故歡，歡故生喜，由心喜

故身得輕安，身輕安故便受勝樂，樂故心定，心得定故能如實知、能如實見，實

知見故便能起厭，能起厭故便得離染，由離染故證得解脫，得解脫故便自知見：「我

已解脫，乃至我能於無餘依般涅槃界當般涅槃。」 

    
□結
如是所有具戒士夫補特伽羅，尸羅清淨增上力故獲得無悔，漸次乃至能到涅槃，

是名第一尸羅律儀功德勝利。 

    （二）、第二勝利 

    
□辨
復有所餘具戒士夫補特伽羅，於臨終時起如是念：「我已善作身語意行，非我惡作

身語意行，乃至廣說。若有其趣作(感)福業者、作(安穩)善業者、作能救濟諸怖畏

                                                 
39《中阿含經》卷 3，大正 1，436a〜43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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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之所應往，我於斯(善)趣必定當往。」 

    
□結
如是獲得能往善趣，第二無悔。由無悔恨所有士夫補特伽羅，名賢善(安樂)死、

賢善夭逝、賢善過往，是名第二尸羅律儀功德勝利。40
 

    （三）、第三勝利 

復有所餘具戒士夫補特伽羅，遍諸方域妙善稱譽聲頌普聞，是名第三尸羅律儀功

德勝利。 

    （四）、第四勝利  

復有所餘具戒士夫補特伽羅，寢安覺安，遠離一切身心熱惱，是名第四尸羅律儀

功德勝利。 

    （五）、第五勝利 

復有所餘具戒士夫補特伽羅，若寢若覺，諸天保護，是名第五尸羅律儀功德勝利。 

    （六）、第六勝利  

復有所餘具戒士夫補特伽羅，於他凶暴不慮其惡，無諸怖畏，心離驚恐，是名第

六尸羅律儀功德勝利。 

    （七）、第七勝利 

復有所餘具戒士夫補特伽羅，諸喜殺者怨讎惡友，雖得其隙(漏洞、機會)亦常保護，

了知此是具戒士夫補特伽羅，或為善友或住中平，是名第七尸羅律儀功德勝利。 

    （八）、第八勝利 

復有所餘具戒士夫補特伽羅，一切魍魎(山川中的木石精靈)、藥叉(yakṣa 的音譯、

夜叉、ghost, semi-devine beings，捷疾，即止住地上或空中具威勢之鬼類)、宅神(保

護家宅平安的神祇)、非人(天龍八部、惡鬼等冥眾)之類，雖得其便、雖得其隙，

而常保護，謂具尸羅增上力故，是名第八尸羅律儀功德勝利。 

    （九）、第九勝利 

    
□標
復有所餘具戒士夫補特伽羅，法無艱難，從他獲得種種利養。 

    
□釋
所謂衣服、飲食、臥具、病緣醫藥、及諸資具，由依尸羅增上因力，國王大臣、

及諸黎庶、饒(豐厚)財長者、及商主等恭敬尊重。 

    
□結
是名第九尸羅律儀功德勝利。 

    （十）、第十勝利 

    
□標
復有所餘具戒士夫補特伽羅，一切所願皆得稱遂。 

    
□釋  

1、生欲人天 

若於欲界，願樂當生或剎帝利大族姓家、或婆羅門大族姓家或諸居士大族姓家、

或諸長者大族姓家、或四大王眾天、或三十三天、或夜摩天、或睹史多天、或化

樂天、或他化自在天(六欲天)眾同分中，由戒淨故，即隨所願當得往生。 

      2、住生有色 

若復願樂入諸靜慮現法樂住(依四禪而得現前之法樂)，或有色天眾同分中，若住

若生，由戒淨故，便得離欲，所願皆遂。 

                                                 
40《瑜伽論記》卷 6：「第六釋戒德勝利有其十種。言若有其趣，作福業者乃至名賢善死等者，人天善趣

作福等三事，於當來中必生善趣，不怖惡趣，故第二無悔，若有所犯有所怖惡趣故，名不賢死。」 

(大正 42，433 c29〜434 a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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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住生無色 

若復願樂寂靜勝解，超過色定入無色定具足安住，或無色天眾同分中當得往生，

餘如前說。 

      4、證極涅槃 

若復願樂當證最極究竟涅槃，由戒淨故，便證一切究竟離欲。 

    
□結
是名第十尸羅律儀功德勝利。 

結勸修學 

  一、牒略義 

如是已說[1]戒蘊廣辨[2]戒蘊虧損、[3]戒蘊圓滿、[4]戒蘊異門、[5]戒蘊觀察及以[6]

清淨戒蘊所有功德勝利。 

 

嗢柁南曰： 

戒律儀當知，      辨三、虧滿十、 

六異門、三淨、    勝功德十種。 

 

 

 

 

 

六門者， 

一、辨三，此說下略義中標數，故言辨三道理。 

二、虧；三、滿，各有十因； 

四、異門有六； 

五、淨有三； 

六、勝功德有其十種。 

 

  二、勸修學 

於此宣說明了開示一切種相(特徵)、最極圓滿資糧所攝尸羅律儀。 

若有自愛樂沙門性、婆羅門性諸善男子，應勤修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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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分中聲聞地第十三 

初瑜伽處出離地第三之二 
（披尋記：冊 2，頁 759；大正藏：冊 30，395c8） 

參、第五門根律儀 

一、廣分別相 

  
□徵
云何根(indriya, 能生、增上力，如眼根有強力能生眼識，眼等六根是能入六境之門

戶，漏出種種煩惱，故曰根門)律儀(saṃvara,  restrain/約束/禁戒/律法儀則，防止六

根生起過失)？ 

    (以正念[samyak-smṛti, right remembrance，憶念正道而不忘失，一心專注，無有間雜，

不起邪想]為根律儀體)  

 

六識與根、境的關係： 

根 境 識 

眼根 色境 眼識 

耳根 聲境 耳識 

鼻根 香境 鼻識 

舌根 味境 舌識 

身根 觸境 身識 

意根 法境 意識 

                   

     (按：法境包括一切有為法、無為法；過去、現在、未來；有體法、無體

法；具體、抽象；有相、無相、有無相並起等超越世間智。) 

 

□標
謂如有一，能善安住 

[1]密護(微細護持)根門， 

[2]防守正念， 

[3]常委(恆常無間所作，委細殷重所作)正念，乃至 

([4]念防護意、 

[5]行平等位)廣說。 

 

1、五句別釋（依標別顯） 

□釋  
（1）、密護根門 

      
□徵
云何名為「密護(微細觀察護持)根門」？ 

      
□釋
謂防守正念，常委正念，1(由住正念防守眼根及正修行眼根律儀)廣說乃至防護

                                                 
1《瑜伽論記》卷 6：「謂防守正念，常委正念等者，舉能防護以釋所防，由住正念防守眼根及正修行眼根

律儀，乃至防護意根及正修行意根律儀，即以正念為根律儀體，此文舉正念實兼正智。」 

上
廣

下
淨老師 指導 

釋圓波 敬編 

2004/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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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根，及正修行意根律儀。 

      
□結
如是名為「密護根門」。 

      （2）、防守正念  

      
□徵
云何名為「防守正念」2？ 

      
□釋  

A、獲正念 

謂如有一， 

[1]密護根門增上力故，攝受(to receive, take in)多聞、思惟、修習。 

[2]由聞思修(三慧)增上力故，獲得正念。 

 

 

‧smṛti 字根√ smr  ( recol lect ,  憶念；bear in  mind，謹記於心或繫念 )。 

‧將念頭安放在特定對象上，使所專念的對象不被遺忘。  

‧「念」應與善法或正理相應，故能生起有益的、正確的心念(samyak-smṛti, right 

remembrance)，憶念正道而不忘失，一心專注，無有間雜，不起邪想。 

‧持之以恒地修習憶念，則可達到一定程度的專注力，故是成就解脫

覺悟的重要因素(菩提資糧)之一。 

 

        B、能防守 

為欲令此所得正念，無忘失故，能趣證故，不失壞故，於時時中，即於多聞、

若思、若修，正作瑜伽，正勤修習，不息加行，不離加行。3 

      
□結
如是由此多聞思修所集成念，於時時中，善能防守正聞思修瑜伽作用。 

如是名為「防守正念」。 

      （3）、常委正念  

      
□徵
云何名為「常委正念」4？ 

      
□釋  

A、別辨相 

        
□標
謂於此念，恒常所作，委細(詳審、殷重、一絲不苟)所作。 

        
□辨
當知此中，恒常所作名無間作；委細所作名殷重作。 

        
□結
即於如是無間所作、殷重所作，總說名為「常委正念」。 

        B、顯功能  

如其所有防守正念，如是於念能不忘失。 

                                                                                                                                                         
(大正 42，434a9〜12) 

2《瑜伽論記》卷 6：「二、明防守正念，謂前恐六根起過，住於正念防守六根。今時後恐念有忘失，故攝

受多聞學聞思修。由三慧力獲得正念念不忘失，是則三慧防守正念，為欲令此所得正念無忘失故時時

修習三慧不息。」(大正 42，434a13〜17) 
3《瑜伽師地論》卷 28：「云何瑜伽？謂四瑜伽。何等為四？一、信。二、欲。三、精進。四、方便。…

當知此中初由信故，於應得義深生信解；信應得已於諸善法生起樂欲；由樂欲故晝夜策勵安住精勤堅

固勇猛；發精進已，攝受方便；能得未得、能觸未觸、能證未證。故此四法說名瑜伽。」 

(大正 30，438a16〜18) 

 《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彙編》(二) p.809〜810：「當知此中初由信故，於應得義深生信解，信應得已，

於諸善法生起樂欲，是名正作瑜伽。由樂欲故晝夜策勵安住精勤，堅固勇猛，是名正勤修習。發精進

已，攝受方便，是名不息加行不離加行。」 
4《瑜伽論記》卷 6：「三、明常委正念，謂能制伏色等，即防六根起過之緣。」(大正 42，434a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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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其所有常委正念，如是即於無忘失念得任持力。 

即由如是功能勢力，制伏色聲香味觸法(防六根起過失)。 

      （4）、念防護意  

      
□徵
云何名為「念防護意」5？ 

 

      
□釋

 A、五無間意 

           （A）、舉眼識  

 

謂眼(根)、色(境)為緣生眼識，眼識無間生分別意識，6由此分別意識， 

 

於可愛色色(rūpa, matter 物質、color 顏色、figure 體形、kind 種類) 將生

染著， 

於不可愛色色將生憎恚。 

 

色 rūpa (matter 物質、color 顏色、figure 體形、kind 種類) 

 

五識緣色體，即具體物質的自體 

意識緣色法，即物質對象的各種意義 

 

 境 rūpa 

(kind 

種類)        

所知境(對象)  識 

可 色色 色 色(rūpa , color 顏色、

figure 體形) 

五 眼識 

愛 色聲 色 聲 識 耳識 

 色香 色 香 緣 鼻識 

不 色味 色 味 色 舌識 

可 色觸 色 觸 體 身識 

愛 色法 色 法(dharma , 具體、抽

象、三世等事物) 

意識緣

色法 

意識 

 

即由如是(正)念增上力，能防護此非理分別起煩惱意，令其不生所有煩惱。

                                                 
5《瑜伽論記》卷 6：「四、明念防護意，謂如卒爾眼識逢違順色，次起分別意識尋求決定。若不防護此

分別意識，其次即入染淨心位生諸煩惱，故名將生。於中，初明眼識，次類耳等四識，後明卒爾意識。

即此意識，有與非理分別俱行，能起煩惱，由此意識，於可愛色法，將生染著等者，即此卒爾意識與

彼尋求決定前後俱行，當起染淨位中煩惱，故言將生前。言色色者，五識緣色體，意識緣色法，謂緣

彼色上生住異滅是色家假四相法名為色法，亦由如是念增上力能防護此尋求決定分別意識，令生染淨

位淨識，不生煩惱。」(大正 42，434a18〜b1) 
6《瑜伽師地論》卷 1：「要眼不壞色現在前，能生作意正復現起，所生眼識方乃得生。如眼識生，…復次，

由眼識生，三心可得，如其次第，謂率爾心、尋求心、決定心。初是眼識；二在意識。決定心後，方

有染淨。此後乃有等流眼識善、不善轉。」(大正 30，280a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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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不防護此分別意識，其次即入染淨心位，生諸煩惱) 

 

           （B）、例餘識 

如是耳、鼻、舌、身廣說當知亦爾。 

        B、自染污意 

意(根)、法(境)為緣生意識，即此意識，有與非理分別俱行，能起煩惱。由此

意識 

於可愛色法(dharma, 意識緣色法，即物質對象的各種意義)將生染著， 

於不可愛色法將生憎恚， 

亦由如是(正)念增上力，能防護此非理分別起煩惱意，令其不生所有煩惱。 

      
□結
如是名為「念防護意」。 

 

    前五識 

 

了境能變 

五俱意識 

(明了意識) 

第六意識                         五後意識(比、非) 

不俱意識 

獨頭意識 

 

      （5）、行平等位  

      
□徵
云何名為「行平等位」7？ 

      
□釋
平等位者：謂或善捨(不放逸捨是無貪、無瞋、無癡、精進分故，離雜染義)

8、

或無記捨(不苦不樂受)
9，由彼於此非理分別起煩惱意善防護已，正行善捨、無

記捨中，由是說名行平等位。 

                                                 
7《瑜伽論記》卷 6：「五、明行平等位，文分為二：初釋行位，此中備師云：「與善無記捨相應時，有念

防護，名平等位。」後釋意防，復分為二：初略標二相行平等位；後云何於眼所識色中不取其相，下

廣釋之。於中有三：一、釋不取相好終不依彼發生惡漏；二、若由忘念已下，釋若彼失念發生惡漏便

修律儀；三、若於其眼所識色中，應策眼根已，下釋由二相故能善防護於其二捨令意正行。初釋不取

相好有兩番釋，初釋眼識取自境界，而未起貪等名為取相，若能遠離如是境相名不取相，其若眼識無

間意識取相能起貪等名取隨好，如眼餘耳等亦爾。第二番釋六根對境名為取相，尋求意識了別共相名

取隨好。」(大正 42，434 b1〜b14) 
8《瑜伽師地論》卷 55：「問：是諸善法幾世俗有？幾實物有？答：三世俗有，謂不放逸捨及不害。所以

者何？不放逸捨是無貪、無瞋、無癡精進分故；即如是法離雜染義建立為捨，治雜染義立不放逸。不

害即是無瞋分，故無別實物。」 (大正 30，602b22〜26) 
9《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彙編》(二) p.811：「 無記捨者：謂不苦不樂受。」 

眼識、耳識、鼻識、 

舌識、身識 

五同緣意識(現量) 

不同緣意識(比、非)

量) 

 

 

獨散意識(比非) 

夢中意識(比非) 

定中意識(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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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如是名為「行平等位」。 

    2、廣辨二相 

      （1）、總舉 

        A、能善防護 

        
□徵
云何「於此非理分別起煩惱意，能善防護」？ 

        
□釋   

（A）、防護諸根(現前感知觸對境) 

謂於色、聲、香、味、觸、法，不取其相(前五識取自境界，而未起貪等煩

惱而能遠離耽著)、不取隨好(無間意識取相能起貪等煩惱而能離染)，終不

依彼發生諸惡不善尋思，令心流漏(自心流散，有空隙令煩惱流出，不可堰

塞)。 

（B）、修根律儀(非現前感知觸對境) 

若彼有時忘失(正)念故，或由煩惱極熾盛故，雖離取相及取隨好，(由先所

見眼所識色增上力故)而復發生惡不善法，令心流漏，便修律儀(saṃvara,  

約束六根，防止生起過失)。 

        
□結
由是二相(防護諸根、修根律儀)故，能「於此非理分別起煩惱意，能善防護」。 

        B、正行平等  

        云何此意由是二相善防護已，正行善捨或無記捨？ 

        
□標
謂即由是二種相故。 

        
□徵
云何二相？ 

        
□釋   

（A）、舉眼 

謂如所說防護眼根，及正修行眼根律儀。 

           （B）、例餘 

如說眼根防護律儀，防護耳鼻舌身意根，及正修行意根律儀，當知亦爾。 

        
□結
由是二相，於其善捨、無記捨中，令意正行。 

      （2）、隨釋 

        A、不取相及隨好  

          （A）、別辨相 

            a、第一類 

              （a）、不取其相 

                 #1、舉眼所識色 
□徵
云何「於眼所識色中不取其相」10？ 

□釋
 （#1）、反顯 

言取相者：謂於眼識所行色(境)中，由眼識故取所行相(ākāra, 

mental form, perceptual image，指心、心所認知境的活動時，於

能緣心上顯現所緣境的影像)，是名於眼所識色中執取其相。 

                                                 
10《瑜伽師地論》卷 1：「如是一切顯、形、表色，是眼所行、眼境界；眼識所行、眼識境界、眼識所緣；

意識所行、意識境界、意識所緣。」(大正 30，27915〜17) 

 《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彙編》(二) p.812：「此顯意識不取眼識所行境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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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正成 

若能遠離(如「雁渡寒潭，雁去而潭不留(影)」，則能事來而心始

現，事去而心隨空；物來則應，過去不留，即應物而心無物累。)

如是眼識所行境相，是名「於眼所識色中不取其相」。 

                 #2、例耳所識等 

如於其眼所識色中，如是於耳、鼻、舌、身、意所識法中，當知亦

爾。 

              （b）、不取隨好 

                 #1、舉眼所識色 
□徵
云何「於眼所識色中不取隨好」？ 

□釋  
（#1）、反顯 

取隨好者：謂即於眼所識色中，眼識無間俱生分別意識，執取所

行境相，或能起貪、或能起瞋、或能起癡，是名於眼所識色中執

取隨好。 

（#2）、正成 

若能遠離(不執著)此所行相，於此所緣不生意識(的貪瞋癡)，是名

「於眼所識色中不取隨好」。 

                  #1、例耳所識等 

如於其眼所識色中，如是，於耳、鼻、舌、身、意所識法中，當知

亦爾。 

            b、第-二類 

              （a）、總標 

復有餘類，「執取其相」、「執取隨好」。 

              （b）、別辨 

                #1、舉眼所識色 

（#1）、取相 

□釋
言取相者： 

謂色境界，在可見處， 

能生作意(心所)正現在前， 

眼(根)見眾色(自相, unique characters, 自身獨特的性質)。 
□結
如是名為「執取其相」。 

（#2）、取隨好 
□釋
取隨好者： 

謂即色境在可見處， 

能生作意正現在前， 

眼見色已； 

然彼先時從他聞有如是如是眼所識色， 

即隨所聞名(名稱)句(語句)文(字母)身，為其增上為依(止)為住(abide, 

遵守)，如是士夫(人)補特伽羅(pudgala 眾生)隨其所聞，(意識)種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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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分別眼所識色(共相, common characters, 共同的性質)。 
□結
如是名為「執取隨好」。 

                #2、例耳所識等  

如於其眼所識色中，如是於耳、鼻、舌、身、意所識法中，當知亦爾。 

          （B）、應思擇 

            a、辨種類 

又此取相及取隨好， 

或有由此因緣(眼見色執取相)、由此依處(執取隨好)、由此增上(所聞非如

理思惟)發生種種惡不善法，令心流漏； 

或有由此因緣(眼見色不執取相)、由此依處(不執取隨好)、由此增上(所聞

如理思惟而得正念)不生種種惡不善法，令心流漏。 

            b、明遠離 

若於此中執取其相，執取隨好，不如正理，由此因緣、由此依處、由此增上，

發生種種惡不善法，令心流漏， 

彼於如是色類境界，(應如理正念而知)遠離取相及取隨好。 

        B、惡不善法 

        
□徵
云何名為「惡不善法」？ 

        
□釋
謂諸貪欲及貪所起諸身惡行、諸語惡行、諸意惡行。若諸瞋恚、若諸愚癡、

及二所起諸身惡行、諸語惡行、諸意惡行。 

        
□結
是名種種「惡不善法」。 

        C、令心流漏 

        
□徵
云何「由彼令心流漏」？ 

        
□釋
謂若於彼彼所緣境界，心意識生，遊行流散。即於彼彼所緣境界，與心意識

種種相應，能起所有身語惡行貪瞋癡生，遊行流散。11 

        
□結
是名「由彼令心流漏」。 

      （3）、結義 

        A、辨差別 

          （A）、防護諸根 (現前感知觸對境) 

如是於眼所識色中，乃至於意所識法中，執取其相及取隨好，由是發生種種

雜染，彼於取相及取隨好，能遠離故，便不發生種種雜染。 

          （B）、修行律儀 (非現前感知觸對境) 

若由忘念、或由煩惱極熾盛故，雖獨閑居，由先所見眼所識色增上力故，或

先所受耳、鼻、舌、身、意所識法增上力故，發生種種惡不善法，隨所發生

而不執著，尋便斷滅、除棄、變吐，是名於彼修行律儀。 

        B、辨隨應 

          （A）、應策發 

                                                 
11《本事經》卷 5：「於其眼根，不能正念防守而住。發起貪憂，便有無量惡不善法，隨心流漏不可堰塞。

於其眼根，不能防守，縱蕩眼根，行諸境界，貪著色味，纏擾其心」 (大正 17，765b28〜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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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作意策發 

若於其眼所識色中(於應觀所有眾色)應策(策起發動)眼根(正觀察)，及於其

耳、鼻、舌、身、意所識法中應策意根，即便於彼作意(警覺)策發，如是

策發令不雜染。12 

            b、結名防護 

由是因緣，於此雜染防護眼根，廣說乃至防護意根，如是名為：防護眼根，

廣說乃至防護意根。 

          （B）、不應策發  

            a、遍不策發  

若於其眼所識色中(於不應觀所有眾色)，不應策發(攝護)所有眼根(遠離，

如非禮勿視等)，及於其耳鼻舌身意所識法中，不應策發所有意根，即便

於彼遍一切種而不策發，不策發故令不雜染。 

            b、結修律儀  

由是因緣於此雜染修根律儀，如是名為：能正修行眼根律儀，廣說乃至能

正修行意根律儀。 
 

二、辯略義（出二略義） 

如是應知已廣分別根律儀相。云何當知此中略義？ 

    （一）第一略義 

此略義者，謂若能防護、若所防護、若從防護、若如防護、若正防護，如是一切總

略為一，名根律儀。 

      1、能防護 

      
□徵
今於此中，誰能防護？ 

      
□釋
謂防守正念及所修習常委正念，是能防護。13 

      2、所防護 

      
□徵
何所防護？ 

      
□釋
謂防護眼根，防護耳鼻舌身意根，是所防護。14 

      3、從防護 

      
□徵
從何防護？ 

      
□釋
謂從可愛、不可愛色，廣說乃至從其可愛、不可愛法，而正防護。15 

      4、如防護 

      
□徵
如何防護？ 

      
□釋
謂不取相，不取隨好。若依是處發生種種惡不善法令心流漏，即於此處修行律

                                                 
12《瑜伽師地論》卷 24：「復於已往或正往時觀見眾色，於此眾色一分應觀，或有一分所不應觀；於不

應觀所有眾色，當攝其眼善護諸根。於所應觀所有眾色，應善住念而正觀察。」 

 (大正 30，415c20〜23) 
13《瑜伽論記》卷 6：「一、能防護，謂前所辨防守正念常委正念及三慧；」(大正 42，434 b16〜17) 
14《瑜伽論記》卷 6：「二、所防護，即是眼等六根防護此根令不生過；」(大正 42，434 b17〜18) 
15《瑜伽論記》卷 6：「三、從防護，即防過緣所謂防過六塵；」(大正 42，434 b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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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防守根故，名修律儀。如是防護。16 

      5、正防護 

      
□徵
何者正防護？ 

      
□釋
謂由正念，防護於意，行平等位，是名正防護。17 

    （二）第二略義 

    又略義者，謂若防護方便、若所防護事、若正防護，18如是一切總略為一名根律儀。 

      1、防護方便 

      
□徵
此中，云何「防護方便」？ 

      
□釋
謂防守正念，常委正念。眼見色已，不取其相，不取隨好，廣說乃至意知法已，

不取其相，不取隨好。若依是處發生種種惡不善法，令心流漏，即於是處修行

律儀。防守根故，名修律儀。 

      
□結
如是名為「防護方便」。 

      2、所防護事 

      
□徵
云何名為「所防護事」？ 

      
□釋
謂眼色乃至意法。 

      
□結
如是名為「所防護事」。 

      3、正防護 

      
□徵
此中，云何名「正防護」？ 

      
□釋
謂如說言：由其正念，防護於意，行平等位。 

      
□結
名「正防護」。 

    （三）辨二所攝 

    □標又根律儀略有二種。19 

    
□列
一者、思擇力所攝。二者、修習力所攝。 

    
□釋  

1、第一義 
20

 

        （1）、思擇力所攝 

思擇(由思所成慧相應的念慧)力所攝根律儀者：謂於境界深見過患，不能於此

所有過患除遣斷滅(伏道)。 

        （2）、修習力所攝 

修習(由修慧相應的念慧)力所攝根律儀者：謂於境界深見過患，亦能於此所有

過患除遣斷滅(斷道)。 

      2、第二義 
21

 

                                                 
16《瑜伽論記》卷 6：「四、如防護，即防過相謂於色等不取相及隨好；」(大正 42，434 b19〜20) 
17《瑜伽論記》卷 6：「五、正防護，即防過時謂彼六識行平等位。」(大正 42，434 b20〜b21) 
18《瑜伽論記》卷 6：「第二番中有三：一、防護方便，即攝能防護及防過相；二、所防事，即六根六塵；

三、正防護，即是六識行平等位心住捨中。」(大正 42，434 b21〜b23) 
19《瑜伽論記》卷 6：「第三番中，初總標二力，謂思擇力及修習力，即前所說能防念慧。一、是思慧相

應念慧為根律儀，是其伏道；二、是修慧相應念慧為根律儀，是其斷道。」(大正 42，434 b23〜b27) 
20《瑜伽論記》卷 6：「次別釋二力有二復次：初復次中，直明思擇力境界不能過斷滅，若修習力見過能

斷」(大正 42，434 b2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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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思擇力所攝 

又由思擇力所攝根律儀故，於所緣境，令煩惱纏不復生起、不復現前。 

而於依附所依(賴耶)隨眠(anuśaya，煩惱種子隨逐、眠伏藏識中，令入昏昧沈重

之狀態)，不能斷除、不能永拔。 

        （2）、修習力所攝 

由修習力所攝根律儀故，於所緣境，煩惱隨眠不復生起、不復現前。 

一切時分依附所依所有隨眠，亦能斷除、亦能永拔。 

      3、結 

如是思擇力所攝根律儀，修習力所攝根律儀，有此差別，有此意趣，有此殊異。 

當知此中， 

思擇力所攝根律儀，是資糧道所攝。 

修習力所攝根律儀，當知墮在離欲地(超過欲界、未到地定的色界定)攝。 

 

肆、第六門飲食知量 

□徵
云何名為「於食知量」？ 

□標謂如有一，[1]由正思擇食於所食，[2]不為倡蕩(婬逸放蕩)，[3]不為(玩樂比鬥等)憍逸(驕

傲、放縱)，[4]不為飾好，[5]不為端嚴，乃至([6]為身安住、[7]為暫支持、[8]為除飢渴

等)廣說。 

□釋  
一、廣辯（五段） 

(一思擇所食。二不為倡蕩。三不為憍逸、飾好、端嚴。四為身安住。五為暫支持) 

（一）由正思擇食於所食 

   
□徵
云何名為「由正思擇食於所食」？  

   
□釋   

A、思擇 

        （A）、觀諸過患 

        □標正思擇者：如以妙慧等隨觀察段食(搏食或團食，分分段段受用食物)過患。

見過患已深生厭惡，然後吞咽。 

        
□徵
云何名為「觀見過患」？ 

        
□列
謂即於此所食段食，或觀受用種類過患，或觀變異種類過患，或觀迫求種類

過患。 

        
□釋

 a、受用種類過患 
□徵
云何「受用種類過患」？ 

□釋
 （a）、明種類 

謂如有一，將欲食時，所受段食，色香味觸皆悉圓滿，甚為精妙。從此無

間進至口中，牙齒咀嚼，津唾浸爛，涎液纏裹，轉入咽喉。爾時此食先曾

所有悅意妙相，一切皆捨。次後轉成可惡穢相，當轉異時狀如變吐22。 

                                                                                                                                                         
21《瑜伽論記》卷 6：「第二復次即言思擇力伏纏不發隨眠，若修習力即伏現行復撥隨眠下。」(大正 42，

434 b29〜c1) 
22

 變吐：嘔吐出的不淨物。如下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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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觀過患 

能食士夫(人)補特伽羅(pudgala，眾生)，若正思念此位穢相，於餘未變一

切精妙所受飲食，初尚不能住食欣樂，況於此位。由如是等非一相貌，漸

次受用增上力故，令其飲食淨妙相沒，過患相生，不淨所攝。 
□結
是名「於食受用種類所有過患」。 

          b、轉變種類過患 
□徵
云何「轉變種類過患」？ 

□釋
 （a）、明種類 

謂此飲食既噉食已，一分消變(為滋益養分)，至中夜分或後夜分，於其身

中，便能生起養育增長，血肉筋脈，骨髓皮等，非一眾多種種品類諸不淨

物。次後一分變成便穢，變已趣下展轉流出。 

（b）、觀過患 

#1、不淨可厭 

由是日日數應洗淨，或手、或足、或餘支節，誤觸著時，若自若他，

皆生厭惡。 

#2、多疾病生 
□標又由此緣，發生身中多種疾病(病從口入)。 
□釋
所謂癰(音翁，腫瘍、膿瘍，腫脹化膿的皮膚病)

23痤(音鋤，癤子、

赤色膿瘡)
24、 

  乾癬(鱗狀皮、腳癬、牛皮癬)、濕癬(搔破流膿)、 

  疥25
(手指縫間之疹、瘡)癩(惡瘡、頑癬)； 

  麻風(慢性傳染病引起皮膚、神經、四肢和眼的永久性損害)26、 

  (黃)疸(音坦，肝膽疾病)
27疔(音叮，毒瘡、形小丁釘之狀)

28、 

                                                                                                                                                         
《瑜伽師地論》卷 39：「終不施與不合儀物。謂施出家者，餘殘飲食，或諸便穢、洟唾、變吐、膿血，

不淨所雜、所染。」 (大正 30，507a11〜13) 

《南海寄歸內法傳》卷 3：「若疑腹有宿食，叉刺臍胸。宜須恣飲熟湯，指剔喉中變吐令盡。」 

(大正 54，224a20〜21) 
23

 癰：〔ㄩㄥ〕腫瘍。一種皮膚和皮下組織化膿性的炎症，多發於頸、背，常伴有寒熱等全身症狀，嚴重

者可並發敗血症。《莊子‧列禦寇》：“ 秦王 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史記‧佞幸列傳》：

“ 文帝 嘗病癰， 鄧通 常為上唶吮之。”（《漢語大辭典》第 8 冊，p.370） 
24

 痤〔ㄘㄨㄛˊ〕1 癤子。《莊子‧列禦寇》：“ 秦王 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素問‧生氣通天

論》：“勞汗當風，寒薄為皻，鬱乃痤。” 王冰 注：“痤謂色赤瞋憤，內薀血膿，形小而大如酸棗，或如

按豆。此皆陽氣內鬱所為。” 張隱庵 集注引 張介賓 曰：“若鬱而稍大，乃成小節，是名曰痤。”2.癰。

《山海經‧中山經》：“ 金星之山 ，多天嬰，其狀如龍骨，可以已痤。” 郭璞 注：“癰痤也。”《尸子》

卷下：“有醫 竘 者， 秦 之良醫也，為 宣王 割痤，為 惠王 療痔，皆愈。（《漢語大辭典》第 8 冊，

p.320） 
25

 疥：疥瘡。《莊子‧則陽》：“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 戰國  楚  宋玉 《登徒子好色賦》：“旁行

踽僂，又疥且痔。” 北齊  顏之推 《顏氏家訓‧勉學》：“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漢語大

辭典》第 8 冊，p.286） 
26

 癩：惡瘡；頑癬；麻風。《淮南子‧精神訓》：“夫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 高誘 注：“言病癩者形

生神在，故趨不變也。” （《漢語大辭典》第 8 冊，p.367） 
27

 疸：〔ㄉㄢˇ〕中醫稱因脾胃虛熱上升形成胸悶體黃的病。《素問‧平人氣象論》：“溺黃赤，安臥者，黃

疸……目黃者曰黃疸。” 唐  孫思邈 《千金方‧論證》：“疸有五種：有黃汗、黃疸、穀疸、酒疸、女

勞疸。”（《漢語大辭典》第 8 冊，p.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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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氣(氣喘、肺病)
29、疨(喉病)30 (咳)瘶31、 

 皰(音豹、皮脂腺過度增生的粉刺、疱[音拋]塊顆粒)32漿(水泡濃稠的

液體)33， 

 噦(音越，乾嘔、胃氣不順而打嗝)
34噎(音腌，咽喉食道被堵住)

35、 

 乾消(糖尿病)
36、癲癇(羊癲瘋)、 

 寒熱(怕冷發熱、瘧疾)
37、黃病(萎黃病、低色素性貧血症，肝膽有病)、 

 熱血(血癌)、陰膇 (陰部病、痔瘡)
38。 

□結
如是等類無量疾病，由飲食故身中生起。 

#3、不銷而住 

或由所食不平和故，於其身中不消而住。 
轉變種類過患□結

是名「飲食變異種類所有過患」。 

          c、追求種類過患 
□徵
云何「追求種類過患」？ 

□標謂於飲食追求種類有多過患。 
□列
或有積集所作過患，或有防護所作過患，或壞親愛所作過患，或無厭足所

作過患，或不自在所作過患，或有惡行所作過患。 
□釋

（a）、積集過患 
□徵
云何名為「於食積集所作過患」？ 

□釋   
#1、寒熱逼惱 

（#1）、舉為飲食 

謂如有一，為食因緣，寒時為寒之所逼惱，熱時為熱之所逼惱，種

種策勵劬勞勤苦，營農牧牛，商估計算，書數雕印，及餘種種工巧

                                                                                                                                                         
28

 疔：疔瘡。《醫宗金鑒‧外科心法要訣‧疔瘡》“五臟皆可發疔瘡”注：“蓋疔者，如丁釘之狀，其形小，

其根深，隨處可生。” 

疔瘡：中醫指病理變化急驟並有全身症狀的惡性小瘡。 隋  巢元方 《諸病源候論‧丁瘡候》：“疔瘡

者，風邪毒氣於肌肉所生也……初起時突起，如丁蓋，故謂之疔瘡。” 

（《漢語大辭典》第 8 冊，p.283） 
29

 上氣：氣喘。《周禮‧天官‧疾醫》：“冬時有漱上氣疾。” 鄭玄 注：“上氣，逆喘也。” （《漢語大辭

典》第 1 冊，p.261） 
30

 浾：同“瘕”，喉病。（《漢語大字典》第 4 冊，p.2661） 
31

 嗽：亦作“ 欶 ”。咳嗽。《周禮‧天官‧疾醫》：“冬時有嗽，上氣疾。” 鄭玄 注：“嗽，欬也；上氣，

逆喘也。”（《漢語大辭典》第 3 冊，p.487） 
32

 皰：〔ㄆㄠˋ〕皮膚上長的像水泡的小疙瘩。《淮南子‧說林訓》：“潰小皰而發痤疽。” 高誘 注：“皰，面

氣也。” 唐  玄奘 《大唐西域記‧摩揭陀國上》：“王聞心懼，舉身生皰，肌膚攫裂，居未久之，便喪

沒矣。”（《漢語大辭典》第 8 冊，p.524） 
33

 漿：液體很稠。亦謂黏結。 清  周亮工 《書影》卷五：“ 戚 首為血糨，乃因之固，漸能起。” 

（《漢語大辭典》第 9 冊，p.242） 
34

 噦：〔ㄩㄝˇ〕乾嘔；嘔吐。《正字通‧口部》：“方書：有物無聲曰吐，有聲無物曰噦，有物有聲謂之嘔。”

（《漢語大字典》第 1 冊，p.689 ） 
35

 噎：1.咽喉梗塞；2.謂氣逆不能呼吸。另外指喉痛。（《漢語大辭典》第 3 冊，p.501） 
36

 乾消：指糖尿病。 
37

 寒熱：中醫指怕冷發熱的症狀。今泛稱發燒。（《漢語大辭典》第 3 冊，p.1542） 
38

 郬：同“椄”，陰部病。（《漢語大字典》第 4 冊，p.2691）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725SFw&o=e0&sec=sec1&op=sti=%22%E7%BE%8A%E7%99%B2%E7%98%8B%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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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處，為得未得所有飲食，或為積聚。 

（#2）、例飲食緣 

如為飲食，為飲食緣(田、金銀貨幣、奴僕工人等)
39，當知亦爾。 

#2、不逐愁憂 

如是策勵劬勞勤苦，方求之時，所作事業，若不諧遂。由是因緣愁憂

燋惱，拊(音苦、拍打)胸傷歎悲泣迷悶，何乃我功唐捐(虛棄、白白付

出)無果。 
積集過患□結

如是名為「於食積集所作過患」。 

（b）、防護過患 
□徵
云何名為「於食防護所作過患」？ 

□釋
謂所作業若得諧遂(辦成)，為護因緣起大憂慮： 

 勿我財寶當為王賊之所侵奪， 

 或火焚燒，或水漂蕩， 

 或宿惡作(非法貪汙、走私等)當令滅壞(充公、沒收) 

 或現非理作業方便(經營不善)當令散失， 

 或諸非愛(怨讎惡友)或宿共財(與別人共同擁有的資產)當所理奪， 

 或即家中當生家火(兄弟分居而分家產、伙食費用)， 

 由是當令財寶虧損。 
□結
如是名為「於食防護所作過患」。 

（c）、能壞親愛過患 
□徵
云何「於食能壞親愛所作過患」？ 

□標謂諸世間為食因緣多起鬥諍。父子、母女、兄弟、朋友尚為飲食互相非

毀，況非親里為食因緣而不展轉更相鬥訟。 
□釋
所謂大族諸婆羅門、剎帝利種、長者居士，為食因緣迭興違諍，以其手

足塊刀杖等互相加害。 
□結
是名「於食能壞親愛所作過患」。 

（d）、無有饜足過患 
□徵
云何「於食無有厭足所作過患」？ 

□釋
謂諸國王剎帝利種，位登灌頂，亦於自國王都聚落(領土)不住喜足。俱

師(興)兵戈互相征討。吹以貝角，扣擊鍾鼓，揮刀槃槊(轉動長矛)，放箭

鄲(音單，旋)矛，車馬象步(四兵)交橫(縱橫錯雜)馳亂。種種戈仗傷害其

身，或便致死或等死苦。復有所餘如是等類。 
□結
是名「於食無有厭足所作過患」。 

（e）、不得自在過患 
□徵
云何「因食不得自在所作過患」？ 

□釋
謂如一類，為王所使(命令、派遣)40、(征)討固牢城。因遭種種極熱脂油，

                                                 
39《瑜伽師地論》卷 19：「田事與金銀 牛馬珠環釧 女僕增諸欲 是人所耽樂」 

 (大正 30，387b10〜11)  
40《瑜伽論記》卷 6：「因食不自在過中，泰師解云：「修仙斷穀不為王使，所云為王所使。」(大正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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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牛糞汁，及鎔銅鐵而相注灑，或被戈杖傷害其身，或便致死或等死苦。

復有所餘如是等類。 
□結
是名「因食不得自在所作過患」。 

（f）、起諸惡行過患 
□徵
云何「因食起諸惡行所作過患」？ 

□釋  
#1、明惡行 

（#1）、舉身 

謂如有一，為食因緣，造作積集身諸惡行。 

（#2）、例餘 

如身惡行，語、意亦爾。 

#2、顯過患 

（#1）、命終憂悔 

臨命終時，為諸重病苦所逼切。由先所作諸身語意種種惡行增上力

故，於日後分，見有諸山，或諸山峰垂影懸覆(少闇相)、近覆(中闇

相)、極覆(重闇相)。41便作是念：「我自昔來依身、語、意所造諸業

唯罪非福。若有其趣諸造惡者當生其中，我今定往。」(從明趣闇)

如是悔已，尋即捨命。 

（#2）、墮諸惡趣 

既捨命已，隨業差別生諸惡趣。謂那洛迦(naraka、地獄、hell)、傍

生、餓鬼。 

如是名為「因食惡行所作過患」。 
觀諸過患□結

如是段食，於追求時有諸過患，於受用時有諸過患，於轉變時有諸過患。 

        （B）、觀少勝利 

        
□標
又此段食有少勝利。 

        
□徵
此復云何？ 

        
□釋
謂即此身，由食而住，依食而立，非無有食。 

       
□廣□徵

云何名為「有少勝利」？ 

       
□廣□釋

 a、總標身住 

謂即如是依食住身，最極久住或經百年。若正將養或過少分，或有未滿而

便夭沒。 

b、略簡差別 

（a）、修暫住行 

若唯修此身暫住行，非為妙行。若於如是身暫時住42，而生喜足，非妙喜

                                                                                                                                                         
434c16〜17) 

41《瑜伽師地論》卷 1：「薄伽梵說：『若有先作惡不善業及增長已。彼於爾時，如日後分或山、山峯影等，

懸覆、遍覆、極覆。』當知如是補特伽羅從明趣闇。」 (大正 30，281c12〜16) 

 《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彙編》(二) p.819：「謂日後分，彼日光明為山山峰影所障覆，如如漸次有初中

後障覆之相。若於初位日末遍覆，但為山峰覆其少分，是名懸覆，於此位中闇相輕微。次於中位日已

為山之所近覆，闇相轉重。乃至後位闇相極重，故名極覆。」 
42《瑜伽師地論》卷 13：「當知此中一切有情住有三種。謂日別住；盡壽住；善法可愛生展轉住。初由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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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亦非領受飲食所作圓滿無罪功德勝利。 

（b）、修集梵行 

若不唯修身暫住行，亦不唯於身暫時住而生喜足，而即依此暫時住身，

修集梵行令得圓滿(為成道業)，乃為妙行，亦妙喜足。又能領受飲食所作

圓滿無罪功德勝利。 

        （C）、思擇諸相 

        
□辨

 a、遮非所宜 

應自思惟：我若與彼愚夫同分，修諸愚夫同分之行，非我所宜。我若於此下

劣段食少分勝利，安住喜足，亦非我宜。 

          b、顯正所宜 

（a）、應求出離 

若於如是遍一切種段食過患，圓滿知已，以正思擇，深見過患，而求出

離。 

（b）、應念報恩 

為求如是食出離故，如子肉想食於段食，應作是念：彼諸施主，甚大艱

難積集財寶，具受廣大追求所作種種過患。由悲愍故，求勝果故，如割

皮肉及以刺血，而相惠施。我得此食，宜應如是方便受用，謂應如法而

自安處，無倒受用報施主恩，令獲最勝大果大利大榮大盛(人天福報)。 

（c）、應離染污 

當隨《月喻》43往施主家，44盪滌身心，安住慚愧，遠離憍傲，不自高舉，

不輕蔑他，如自獲得所有利養心生喜悅，如是於他所得利養心亦喜悅。 

（d）、應離嫌恨 

#1、遮非 

又應如是自持其心往施主家：豈有出家往詣他所，要望他施非不惠施，

要望他敬非不恭敬，要多非少，要妙非麤，要當速疾而非遲緩？ 

#2、顯正 

應作是心往施主家：設不惠施，終不於彼，起怨害心及瞋恚心而相嫌

恨。勿我由此，起怨害心及瞋恚心增上緣力，身壞已後生諸惡趣多受

困厄。設不恭敬而非恭敬，設少非多，設麤非妙，設復遲緩而非速疾，

亦不於彼，起怨害心及瞋恚心而相嫌恨，如前廣說。 

（e）、應知其量 

                                                                                                                                                         
增上力；第二由命行增上力；第三由於諸善法不放逸增上力。」(大正 30，347a28〜b2) 

43《雜阿含經》卷 41（1136 經）：「如是我聞：一時，佛住王舍城迦蘭陀竹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

如月譬住，如新學慚愧、軟下，攝心斂形而入他家。如明目士夫，臨深登峰，攝心斂形，難速前進。

如是比丘如月譬住，亦如新學慚愧、軟下，御心斂形而入他家。迦葉比丘如月譬住，亦如新學慚愧、

軟下諸高慢，御心斂形而入他家。如明目士夫，臨深登峰，御心斂形，正觀而進。」（大正 2，299c5

〜300a22）；另《佛說月喻經》卷 1，1136 經，大正 2，544b12〜545a16；《瑜伽師地論》卷 67，大正

30，670c28〜671b13。 

  參閱恵敏法師「《月喩経》について」   『仏教文化 / 東京大学仏教青年会』23  学術増刊号(4) 
44《瑜伽論記》卷 6：「當隨月喻唯往施主家者，泰基同云：「月能清涼益人，入施主家身有清涼益於施主，

只如月也。」今又更解，如《涅槃經》說：『如空中月，從初一日至十五日，漸漸增長，善知識者亦復

如是，命諸學人漸遠惡法增長善法。』」(大正 42，434c18〜23) 

javascript:ol('http://www.inbuds.net/search/namazu.cgi?key=%b7%c3+%c9%d2&amp;max=20&amp;result=sh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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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又我應依所食段食，發起如是如是正行，及於其量如實了達。 

□釋
謂我命根由此不滅。又於此食不苦耽著(不會苦苦地執著)，纔能隨順攝

受梵行。 
□結
如是我今住沙門性，住出家性，受用飲食，如法清淨，遠離眾罪。 

思擇諸相□結
由是諸相，以正思擇食於所食。 

      B、所食 

      
□徵
云何所食？ 

      
□標
謂四種食。 

      
□列
一者、段食。二者、(悅意)觸食。三者、意(意願、意志)等思食。四者、識食(阿

賴耶識執持生命令不壞)。 

      
□簡
今此義中，意說段食。 

      
□廣

 （A）、名段食 

此復云何？ 

謂餅、麨(音炒，炒的米或麵磨成粉而成一種乾糧)
45、飯、 

羹臛(音霍，肉羹、羹湯)
46、糜(濃稠稀)粥47、 

酥油(從牛奶、羊奶中提煉出一種似黃油的乳製品)、糖蜜、 

魚肉、葅(音狙，腌菜、肉醬)
48鮓(音揸也切，加工的魚類)

49、 

乳酪(由乳酸菌發酵的奶製品，芝士）、生酥(一種發酵的牛乳製品，也叫生乳酪)、 

薑鹽酢(醋)
50等種種品類， 

和雜為摶，段段吞食；故名段食。 

        （B）、食異名 

所言食者：所謂餐噉(吃)，咀嚼吞咽，嘗啜飲等，(飲食等)名之差別。 

（二）不為倡蕩 

   
□徵
云何名為「不為倡蕩」？ 

   
□釋

 A、舉為倡蕩 

       （A）、辨相 

謂如有一，樂受欲者，為受諸欲食於所食，彼作是思：我食所食，令身飽滿，

令身充悅。過日晚時至於夜分，當與姝妙嚴飾女人，共為嬉戲，歡娛受樂，倡

掉縱逸。 

       （B）、釋名 

                                                 
45

 麨：米、麥等炒熱後磨粉製成的乾糧。（《漢語大字典》第 7 冊，p.4601） 
46

 臛〔ㄏㄨㄛˋ〕：肉羹。 南朝  宋  劉敬叔 《异苑》卷三：“吾被拘繫，方見烹臛。 

（《漢語大辭典》第 6 冊，p.1045） 
47

 糜粥：粥。《禮記‧問喪》：“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為之糜粥以飲食之。” 

  （《漢語大辭典》第 9 冊，p.238） 
48

 葅：〔ㄗㄨ〕亦作“菹”。1.腌菜。2.肉醬。《禮記‧少儀》：“牛與羊魚之腥，聶而切之為膾，麋鹿為菹。” 

（《漢語大辭典》第 9 冊，p.451） 
49

 鮓〔ㄓㄚˇ〕：用腌、糟等方法加工的魚類食品。《釋名‧釋飲食》：“鮓，菹也，以鹽、米釀魚以為菹，

熟而食之也。”（《漢語大辭典》第 12 冊，p.1214） 
50

 酢：〔ㄘㄨˋ〕同“ 醋 ”。《說文‧酉部》：“今俗皆用‘醋’，以此為酬酢字。 

（《漢語大辭典》第 9 冊，p.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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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倡蕩者：於此聖法毘奈耶中，說受欲者，欲貪所引，婬逸所引，所有諸惡不

善尋思，由此食噉。所食噉時，令其諸根皆悉掉舉，令意躁擾，令意不安，令

意不靜。若為此事食所食者，名為「倡蕩食於所食」。 

     B、翻例不為 

諸有多聞聖弟子眾，以思擇力深見過患，善知出離，而食所食；非如前說諸受欲

者食於所食，是故名為「不為倡蕩」。 

（三）不為憍逸等 

   
□徵
云何名為「不為憍逸，不為飾好，不為端嚴」？ 

   
□釋

 A、舉為憍逸等 

       （A）、總標 

謂如有一，樂受欲者，為受諸欲食於所食。 

       （B）、別辨 

          a、憍逸 

            （a）、辨相 

彼作是思：我今宜應多食所食，飽食所食。隨力隨能，食噉肥膩，增房(行

淫)補益，色香味具，精妙飲食。 

過今夜分，至於明日，於角武(較量、比賽、運動)事，當有力能， 

所謂按摩、拍鞠(音菊，皮毬)、托石、跳躑(跳躍)、蹴蹋( 踩、踏)、 

攘臂、扼腕、 

揮戈、擊劍、伏弩(發射弓箭)、控弦(開控弓弦)、投輪、擲索， 

依如是等諸角武事，當得勇健，膚體充實，長夜無病，久時少壯，不速衰

老，壽命長遠，能多噉食，數數食已，能正消化，除諸疾患。 

            （b）、結義 

如是為「於無病憍逸，少壯憍逸，長壽憍逸，而食所食」。 

          b、飾好端嚴 

            （a）、辨相 

既角武已(身疲汗流)，復作是思：我應沐浴，便以種種清淨香水沐浴其身，

沐浴身已，梳理其髮，梳理髮已，種種妙香用塗其身。 

既塗身已，復以種種上妙衣服，種種花鬘(瓔珞)，種種嚴具，莊飾其身。 

（b）、釋名 

此中，沐浴、理髮、塗香，名為飾好。 

既飾好已，復以種種上妙衣服，花鬘嚴具，莊飾其身，名為端嚴。 

    
飾好端嚴□結

如是總名「為飾好故，為端嚴故食於所食」。 

       （C）、結顯 

彼既如是憍逸、飾好、身端嚴已，於日中分或日後分，臨欲食時，飢渴並至。

於諸飲食，極生悕欲，極欣極樂。不見過患，不知出離，隨得隨食，復為數數

倡蕩、憍逸、飾好、端嚴，多食多飲令身充悅。 

     B、翻例不為 

       （A）、例非 

諸有多聞聖弟子眾，以思擇力深見過患，善知出離(過患)而食所食，非如前說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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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欲者食於所食。 

       （B）、顯正 

唯作是念：我今習近(數習而不遠離)所不應習、所應斷食，為欲永斷如是食故。 

（四）為身安住 

□徵
云何名為「為身安住食於所食」？ 

□釋
 1、名安住 

謂飲食已壽命得存，非不飲食壽命存故，名身安住。 

     2、顯所為 

我今受此所有飲食，壽命得存當不夭沒，由是因緣身得安住，能修正行永斷諸食。 

（五）為暫支持  

   
□徵
云何名為「為暫支持(生命)食於所食」？ 

   
□釋  

1、舉二存養 

       （1）、標列               

謂略說有二種存養：一、有艱難存養。二、無艱難存養。 

       （2）、辨相 

         A、有艱難存養  

         
□徵
云何名為「有艱難存養」51？ 

         
□釋

 （A）、有苦（一、受飲食而返飢羸） 

謂受如是所有飲食，數增飢羸困苦重病。 

（B）、有染（二、非法追求得已耽著） 

或以非法追求飲食，52非以正法。 

得已染愛、耽嗜、饕餮(音韜貼、凶惡貪食的野獸、喻貪吃的人)、迷悶(不

覺知弊害)、堅執、湎著(沉迷黏著)受用， 

（C）、有障（三、食竟身體沈重不任修斷；四、食已心鈍不速得定；五、食已氣難艱；

六、食已惛睡纏擾） 

或有食已，令身沈重，無所堪能，不任修(善)斷(惡)。 

或有食已，令心遲鈍，不速得定。 

或有食已，令入出息，來往艱難。 

或有食已，令心數為惛沈睡眠之所纏擾。 

         
□結
如是名為「有艱難存養」。 

         B、無艱難存養 

         
□徵
云何名為「無艱難存養」？ 

         
□釋  

（A）、無苦 

謂受如是所有飲食，令無飢羸，無有困苦及以重病。 

                                                 
51《瑜伽論記》卷 6：「前中有三：初標二養；次別釋；後明二養有罪無罪。釋中有難六句：一、受飲食

而返飢羸；二、非法追求得已耽著；三、食竟身體沈重不任修斷；四、食已心鈍不速得定；五、食已

氣難艱；六、食已惛睡纏擾，無難反此，亦有六句。」(大正 42，434c18〜23) 
52《瑜伽師地論》卷 22：「彼由如是或依矯詐、或邪妄語、或假現相、或苦研逼、或利求利種種狀相，

而從他所非法希求所有衣服、飲食、臥具、病緣醫藥、諸資生具。」 (大正 30，404b1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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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無染 

或以正法追求飲食，不以非法。 

既獲得已，不染不愛，亦不耽嗜、饕餮、迷悶、堅執、湎著，而受用之。 

（C）、無障 

如是受用，身無沈重，有所堪能，堪任修(善)斷(惡)， 

令心速疾得三摩地(samādhi、三昧、禪定)， 

令入出息無有艱難， 

令心不為惛沈睡眠之所纏擾。 

         
□結
如是名為「無艱難存養」。 

       （3）、料簡 

若由有艱難存養，壽命得存身得安住，此名有罪，亦有染污。 

若由無艱難存養，壽命得存身得安住，此名無罪，亦無染污。 

     2、名暫支持 

諸有多聞聖弟子眾，遠離有罪有染存養，習近(數習而不遠離)無罪無染存養，由是故

說為暫支持。53 

（六）為除飢渴等 

      1、牒前總標 

      問：云何習近如前所說無罪無染所有存養，以自存活？ 

      答：若受飲食，為除飢渴，為攝(保持)梵行， 

          為斷故受(過去已生疾病而受苦惱)， 

          為令新受(現在新生疾病而受苦惱)當不更生， 

          為當存養力樂無罪安隱而住， 

          如是習近無罪無染所有存養，而自存活。 

      2、隨標別釋 

        （1）、為除飢渴 

        
□徵
云何名為「為除飢渴受諸飲食」？ 

        
□釋
謂至食時多生飢渴，氣力虛羸希望飲食，為欲息此飢渴纏逼氣力虛羸，知量

而食。如是食已，令於非時不為飢羸之所纏逼，謂於日晚或於夜分乃至明日

未至食時。 

        
□結
如是名為「為除飢渴受諸飲食」。 

        （2）、為攝梵行 

        
□徵
云何名為「為攝梵行受諸飲食」？ 

        
□釋
謂知其量受諸飲食，由是因緣，修善品者，或於現法，或於此日，飲食已後

身無沈重，有所堪能，堪任修(善)斷(惡)， 

令心速疾得三摩地， 

令入出息無有艱難， 

                                                 
53《瑜伽論記》卷 6：「第二廣釋為暫支持中，文分為三：初總標聖眾習近無罪名為暫持命；次問答開五

句；後別釋之。初、釋為除飢渴受諸飲食即離艱難中初飢羸過；二、釋為攝梵行故受飲食即無前說艱

難中身沈重過心鈍不速得定惛睡纏擾；三、釋斷故受；四、釋令新受當更不生；五、釋存養等即有五

句：一、存養；二、力；三、樂；四、無罪；五、安穩而住也。」(大正 42，435a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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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心不為惛沈睡眠之所纏擾， 

由是速疾有力有能，得所未得(聖道)，觸所未觸(體驗如實真理)，證所未證(四

果、涅槃)。 

        
□結
如是名為「為攝梵行受諸飲食」。 

        （3）、為斷故受 

        
□徵
云何名為「為斷故受受諸飲食」？ 

        
□釋  

A、出“故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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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明為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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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
如是名為「為斷故受受諸飲食」。 

        （4）、為令新受當不更生 

        
□徵
云何名為「為令新受當不更生受諸飲食」？ 

        
□釋
謂如有一，由現在世，安樂無病氣力具足。不非量食、不食匪宜(不宜)、亦

非不消(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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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嗽等，如前廣說。由是因緣，當生身中如前所說種

種苦受，餘如前說。 

        
□結
如是名為「為令新受當不更生，受諸飲食」。 

        （5）、為當存養力樂無罪安穩  

        
□徵
云何名為「為當存養、力、樂、無罪、安隱而住，受諸飲食」？ 

        
□釋  

A、存養 

謂飲食已，壽命得存，是名存養。 

          B、力 

若除飢羸，是名為力。 

          C、樂 

若斷故受，新受不生，是名為樂。 

          D、無罪 

若以正法追求飲食，不染不愛，乃至廣說而受用之，是名無罪。 

          E、安穩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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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食知量□結

是故說言：「由正思擇食於所食，不為倡蕩，不為憍逸，不為飾好，不為端嚴，

乃至廣說(為身安住、為暫支持、為除飢渴等)」。是名廣辨於食知量。 

 

 

 

二、略義（三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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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
云何應知此中略義？54 

  
□釋  

（一）第一略義 

    
□標
謂若所受食、若如是食，當知總名此中略義。 

    
□釋

 1、所受食 

      
□徵
何者所食？ 

      
□配
謂諸段食即餅、麨、飯、羹臛、糜粥，如前廣說。 

      2、如是食 

      
□徵
云何而食？ 

      
□配
謂正思擇食於所食，不為倡蕩，不為憍逸，不為飾好，不為端嚴，乃至(為身安

住、為暫支持、為除飢渴等)廣說。 

    （二）第二略義 

    
□標
復次，應知此中略義， 

謂[1]為攝受(以道理方便為依止)對治(克服弊病)， 

[2]為遠離欲樂行邊， 

[3]為遠離自苦行邊， 

[4]為攝受梵行， 

受諸飲食。 

    
□釋  

1、為攝受對治 

      
□徵
云何為攝受對治受諸飲食？ 

      
□配
謂如說言：由正思擇食於所食。 

      2、為遠離欲樂行邊  

      
□徵
云何為遠離欲樂行邊受諸飲食？ 

      
□配
謂如說言不為倡蕩，不為憍逸，不為飾好，不為端嚴，食於所食。 

      3、為遠離自行苦邊 

      
□徵
云何為遠離自苦行邊受諸飲食？ 

      
□配
謂如說言：為除飢渴，為斷故受，為令新受當不更生，為當存養、若力、若樂，

食於所食。 

      4、為攝受梵行 

      
□徵
云何為攝受梵行受諸飲食？ 

      
□配
謂如說言：為攝梵行，為得無罪、安隱而住，食於所食。 

    （三）第三略義 

    
□標
復次，應知此中略義，謂有二種。 

    
□列
一、無所食。二、有所食。 

    
□釋

 1、別辨相 

                                                 
54《瑜伽論記》卷 6：「略義中有其三番，第三番中文分為二：先明有食無食義，後由此受用平等所食等

下，配屬諸句以明遮顯。前中初標二種，後別釋二：一、無所食即便夭沒；二、有所食。於中復二：

初開二食各有五句；二、當知此中下，明二德失指前所辨。」(大正 42，435a1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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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無所食 

無所食者：謂一切種都無所食，無所食故即便夭沒。 

        （2）、有所食 

          A、標列 

有所食者，有其二種：一、平等食；二、不平等食。 

          B、別辨 

            （A）、平等食 

平等食者：謂非極少食，非極多食，非不宜食，非不消食，非染污食。 

            （B）、不平等食 

不平等食者：謂或極少食，或極多食，或不宜食，或不消食，或染污食。 

          C、料簡  

            （A）、受用平等所食 
55

 

a、非極少食 

當知此中，由平等食非極少食，令身飢羸，未生不生，已生斷滅。 

b、非極多食 

由平等食非極多食，身無沈重，有所堪能，堪任修斷，如前廣說。 

c、非不宜食、非不消食 

由平等食非不宜食、非不消食，能斷故受，不生新受，由是因緣當得存

養、若力、若樂。 

d、非染污食 

由平等食非染污食，當得無罪、安隱而住。 

（B）、違離不平等食 
56

 

a、極少食 

由極少食，雖存壽命，而有飢羸，亦少存活。 

b、極多食 

由極多食，如極重擔鎮壓其身，不能以時所食消變。 

c、不消不宜食 

（a）、不消食 

由不消食，或住身中成不消病，或生隨一身諸病苦。 

（b）、不宜食 

如不消食，由不宜食當知亦爾。 

此不宜食有差別者，謂於身中集諸過患，由此復觸極重病苦。 

d、染污食 

                                                 
55《瑜伽論記》卷 6：「就明德中，由平等食，非極少食乃至已生、斷滅者，此唯離過。由非極多食乃至

如前廣說者，具二功能，謂離過攝德由不宜食非不消食二種俱能斷故。 不生新受者離過。由此當得存

養力樂者攝德。由非染食當得無罪安樂而住者，此唯攝德。」(大正 42，435a16〜21) 
56《瑜伽論記》卷 6：「就明不平等食失中，由極少食飢羸少活，由極多食食不消變，由不宜食當知亦爾，

此不宜食望不消食有差別者，謂觸藥等身中集過，觸極重苦，由染污食非法追求得已即有染愛耽嗜饕

餮之過。」(大正 42，435a2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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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染污食，非法追求諸飲食已，有染有愛，耽嗜饕餐(餮)，如前廣說而受

用之。 

      
第三略義□結

由此受用平等所食，及以遠離不平等食，故說於食平等所作。 

      2、顯諸句 

        （1）、總標 （初標於食平等所作以諸句顯） 

即此於食平等所作，廣以諸句宣示開顯，所謂說言： 

由正思擇食於所食，不為倡蕩，不為憍逸、不為飾好、不為端嚴，如前廣說。 

        （2）、別配 （次舉前所明諸句以明遮顯） 

           A、遮都無所食  

此中說言：由正思擇食於所食，不為倡蕩，不為憍逸、不為飾好、不為端

嚴，為身安住，為暫支持，由此遮止都無所食。 

           B、遮不平等食  

           
□標
若復說言為除飢渴，為攝梵行，廣說乃至安隱而住，由此遮止不平等食。 

           
□徵
云何遮止不平等食？ 

           
□釋

 （A）、遮 

a、所食極少 

謂若說言：為除飢渴，由此遮止所食極少。 

b、所食極多 

若復說言：為攝梵行，由此遮止所食極多。 

c、不消而食食所匪宜 

若復說言：為斷故受，為令新受當不更生，由此遮止不消而食、食所

匪宜。 

（B）、顯 

a、不極少食不極多食 

若復說言：為當存養、為當得力，由此顯示不極少食、不極多食。 

b、消已而食及食所宜 

若復說言為當得樂，由此顯示消已而食、及食所宜。 

c、無染污食 
□標
若復說言：為當無罪、安隱而住，由此顯示無染污食。 

□徵
所以者何？ 

□釋
 （a）、反顯 

#1、染污有罪 

若以非法追求飲食，得已染愛如前廣說而受用之，名染污食亦名有

罪。 

#2、不安穩住 

(若於食生味著)若於善品勤修習者，於住空閑，瑜伽、作意、受持、

讀誦，思惟義中，由彼諸惡不善尋思，令心流漏，令心相續，隨順

趣向(諸惡)，臨入(臨近入於止觀作意時)而轉(成惡尋思)，由是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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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隱住。57 

（b）、別廣 

                    此安隱住復有二種。 

一者、遠離所食極多，由是因緣，身無沈重，有所堪能，堪任修斷，

如前廣說。 

二者、於食不生味著，由是因緣，遠離諸惡尋思擾動不安隱住。 

        （3）、總結 

是故如此一切諸句，皆為宣示開顯於食平等所作。 

三、結廣略 

如是名為「廣略宣說於食知量」。 

                                                 
57《瑜伽論記》卷 6：「言若於善品勤修習者乃至修入而轉不安穩住者，正修善時諸惡尋思令隨順趣向諸

惡，惡法將起故言修入而轉。」(大正 42，435a28〜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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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分中聲聞地  

第十三初瑜伽處出離地第三之三 
上
廣

下
淨老師指導．釋如佑敬編 2004/11/23 

 

《國譯一切經》：第五項  第七門初夜後夜勤修覺寤瑜伽 

壹、初夜後夜勤修覺寤瑜伽 (披尋記．第 2冊．p.829～840) 

復次，初夜後夜常勤修習1覺寤瑜伽(jagarikanuyoga, practice of staying awake)者： 

云何初夜？云何後夜？云何覺寤瑜伽？云何常勤修習覺寤瑜伽？(p.411c ) 

一、略標 

◎言初夜者：謂夜四分2中過初一分是夜初分。 

◎言後夜者：謂夜四分中過後一分是夜後分。 

 

夜初分 夜中分 夜中分 夜後分 

初夜時 中夜時 後夜時 

 

 

◎覺寤瑜伽者，謂如說言： 

⊙於晝日分，經行、宴坐，從順障法淨(清除、除遣、遠離)修其心(知從此心順貪瞋等，

即攝令淨)。 

(謂淨妙想順貪蓋[覆蓋眾生心識，使不能明瞭正道的煩惱，並障礙修止觀]， 

瞋恚相順彼瞋蓋， 

黑闇相順惛沈睡眠蓋， 

親屬、國土、不死尋思順掉舉蓋， 

追憶昔時笑戲等順惡作[蓋]， 

及以三世等[三世我是有無等事非理法思]順疑[蓋]) 

 

順障法           障體 

淨妙想 貪蓋 

瞋恚相 瞋蓋 

黑闇相 惛沈睡眠蓋 

親屬、國土、不死尋思；追憶昔時笑戲等 掉舉惡作蓋 

三世等是有無等事非理法思 疑蓋 

 

⊙於初夜分，經行、宴坐，從順障法淨修其心。 

淨修心已，出住處外洗濯其足，還入住處，右脅而臥，重累其足，住光明想，正念、

                                                 
1
 覺＝悎【宋】下同【元】下同【明】下同（大正 30，411d，n.4） 

2
 請參考【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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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知，思惟起想(無重睡眠)，巧便而臥。 

⊙至夜後分，速疾覺寤，經行、宴坐，從順障法淨修其心。 

◎常勤修習覺寤瑜伽者：謂如有一世尊弟子，聽聞覺寤瑜伽法已，欲樂修學；便依如是

覺寤瑜伽、作如是念：我當成辦佛所聽許覺寤瑜伽，發生樂欲、精進勤劬，超越、勇

猛、勢力發起；勇悍、剛決、不可制伏；策勵其心、無間相續。 

 

二、廣辨(披尋記．第 2冊．p.830) 

(一) 、晝日分 

此中，云何於晝日分經行、宴坐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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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卷 30：「云何端身？謂策舉身令其端直。云何正願？謂令其心離

諂離詐調柔正直。」， 

    

◎從順障法淨其心 

1、出障體及順障法 

(1)、障體 

所言障者：謂五種蓋。順障法 (p.412a)者：謂能引(引起、增長)「蓋」、「隨順蓋法」(順

助五蓋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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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順障法           障體 

淨妙想 貪蓋 

瞋恚相 瞋蓋 

黑闇相 惛沈睡眠蓋 

親屬、國土、不死尋思；追憶昔時笑戲等 掉舉惡作蓋 

三世等是有無等事非理法思 疑蓋 

 

(2)、順障法 

 

云何順障法？謂淨妙相，瞋恚相，黑闇相，親屬、國土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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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3《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8：「云以有明俱心及有光俱心者：謂水火、星月、藥草、珠寶是明緣，此明之心

名明俱心；唯日一種是光緣，此光心名光俱心，以日能發光隱蔽處而令見，餘月等不爾。」(大正 43，

110 b28～c3)。 
4
 土＝王【明】（大正 30，412d，n.1），明本應有誤，在卷 11(大正 30，329 b28)、卷 59(大正 30，628c23)

皆作「國土尋思」，而不見有「國王尋思」的語詞。 
5《瑜伽師地論略纂》：「云謂淨妙想？謂順貪蓋；瞋恚相順彼瞋蓋、黑闇相順惛沈睡眠蓋、親屬國土不死、 

  尋思順掉舉蓋、追憶昔時笑戲等順惡作，及以三世等順疑。」(大正 43，110b24～27)。 



  《瑜伽師地論》卷 24 

3 

 

2、解從順障法淨修其心(披尋記．第 2冊．p.830) 

(1)、由法增上出離彼障 

A、由經行從惛沈睡眠蓋及順障法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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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除彼故於光明6想、善巧精懇、善取、善思、善了、善達， 

    以有明俱心(法光明想) 

    § 如所聞已得究竟不忘念法，名法光明，與彼俱行彼相應想，應知名光明想。 

 

    § 若汝能以光明俱心、照了俱心、明淨俱心、無闇俱心，修奢摩他、毘鉢舍那；如 

是乃為於奢摩他、毘鉢舍那道，修光明想。) 

 

    及有光俱心(身光明想) 

    § 《中阿含》之〈有勝天經〉：由於「意解作光明想成就遊，心作光明想極盛」。修

光明想成就的，能見天人，生於光天、淨天、遍淨天。) 

 

    § 「光明想」是攀緣眾多的光明相，如水火、日月、星、珠寶等為所觀境。由闇昧

不明的狀況臻至勝解分明的狀況，令心得明淨令行者心意開朗澄明，喜樂遍滿。)7， 

 

    § 多修光明想的，在睡眠中，也是一片光明，不失正念，不會亂夢顛倒，也會應時

醒覺，起來精勤修行。 

    § 

◎或於屏處、或於露處往返經行，於經行時，隨緣一種淨妙境界，極善示現，勸導讚勵

慶慰其心， 

  謂或念佛(了知如來法身及諸行相)、 

  或法(智者內證四諦十六行相)、 

  或僧(三增上學、解脫、解脫知見的果，五分法身功德)， 

  或戒(蘊功德)、 

  或捨(惠施功德)、 

  或復念天(功德)。 

◎或於宣說惛沈、睡眠過患相應所有正法，於此法中、為除彼故；以無量門訶責毀呰，

惛沈、睡眠所有過失；以無量門稱揚讚歎，惛沈睡眠永斷功德。所謂契經、應頌、記

別、諷誦8、自說、因緣、譬喻、本事、本生、方廣、希法及以論議9。 

為除彼故，於此正法聽聞受持，以大音聲，若讀、若誦，為他開示，思惟其義，稱量 

                                                 
6
 想＝相【宋】【元】【明】（大正 30，412d，n.2） 

7 韓清淨。以有明俱心等者：法光明想是有明俱心。治闇光明，依身光明彼相應想，是名有光俱心。(披  

  尋記．第 2冊．p.829) 
8
 誦＝頌【宋】【元】【明】（大正 30，412d，n.3） 

9
 請參考印順導師《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八章 p.493～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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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 

◎或觀(四)方(四)隅(東南、西南、東北、西北)10、或瞻星月諸宿道度(運行軌道、度數)、   

  或以冷水洗灑面目。 

由是惛沈、睡眠纏蓋，未生不生、已生除遣，如是方便，從順障法淨修其心。 

B、由宴坐從餘四障及順四障法出(披尋記．第 2冊．p.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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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令已生貪欲纏蓋，速除遣故；為令未生，極遠離故，結11加趺坐，端身正願、安住

背念， 

  (《瑜伽》卷 30：「謂如理作意相應念，名為背念，棄背違逆一切黑品故。」 

  《能斷金剛般若》言「住對面念」，即背生死欣念涅槃)。 

 

  或觀青瘀、或觀膿爛、或觀變壞、或觀膨脹、或(p.412b)觀食噉、或觀血塗、或觀其

骨、或觀其鎖、或觀骨鎖(九想觀不淨、無常、苦、空)，或於隨一(斷此四蓋之)賢善

定相12，作意思惟。 

⊙或於宣說貪欲過患相應正法，於此法中為斷貪欲； 

以無量門，訶責毀呰欲貪、欲愛、欲藏、欲護、欲著過失； 

以無量門，稱揚讚歎一切貪欲永斷功德，所謂契經、應頌、記別乃至廣說。 

(A)、對治貪欲蓋(披尋記．第 2 冊．p.832) 

為斷貪欲，於此正法聽聞受持，言善通利、意善尋思、見善通達，即於此法，如是宴坐、

如理思惟。由是因緣貪欲纏蓋，未生不生、已生除遣。如是方便，從順障法淨修其心。 

(B)、對治瞋蓋  (披尋記．第 2 冊．p.833) 

於瞋恚蓋法有差別者，謂如是宴坐以慈俱心，無怨、無敵，無損、無惱，廣大無量，極

善修習，普於一方，發起勝解具足安住。 

如是第二(方)、如是第三(方)、如是第四(方)，上下傍布，普遍一切無邊世界，發起(慈無

量心)勝解具足安住。餘如前說。 

(C)、對治掉舉惡作蓋 (披尋記．第 2 冊．p.834) 

於掉舉、惡作蓋法，有差別(不同)者，謂如是宴坐，令心內住(、等住、安住、近住、調

順、寂靜，最極寂靜、專注一趣和等持，九心住的差別)，成辦一趣，得三摩地。餘如

前說。 

 

                                                 
10【方隅】：1.四方和四隅。2.全面積中的一部分。多指邊側之地或角落之地。3.借指拘於一偏。4.指邊和

角。5.方位。《漢語大辭典》卷 6，p.1549。 
11

 加＝跏【宋】【元】（大正 30，412d，n.4） 
12《瑜伽論記》卷 6：「『賢善定』相者—景云：觀共無常等隨一定相亦得離貪；基云：謂斷此四蓋之定相

名賢善定。」(大正 42，435c26～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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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疑蓋(披尋記．第 2 冊．p.834) 

a、依三世辨 

(a)、遮非理思 

於疑蓋法有差別者： 

謂如是宴坐，於過去世，非不如理作意思惟； 

於未來世、於現在世，非不如理作意思惟： 

我於過去為曾有耶？為曾無耶？我於過去為曾何有？云何曾有？ 

我於未來為當何有？云何當有？ 

我於現在為何所有？云何而有？ 

今此有情從何而來？於此殞13沒，當往何所？ 

如是等不如正理作意思惟，應正遠離。 

(b)、舉如理思惟 

如理思惟：去、來、今世， 

唯見有法(諸法勝義法性)，唯見有事(離言的實有唯事、此是色等五蘊法名言所依的事物

本身，假必依實)， 

知有(色等五蘊法實有唯事)為有(存在)，知無(色等想事眾生假說自性)為無(不存在)， 

唯觀有因，唯觀有果， 

於實無事(假立我名、假名無實)，不增不益(不起增益執)；於實有事(色等五蘊法實有唯

事)，不毀不謗(不起損減執)。 

b、依最勝辨 

於其實有(色等五蘊諸因果法)，了知(真)實有，謂於無常、苦、空、無我一切(緣起)法中，

了知無常、苦、空、無我。 

以能如是如理思惟，便於佛所(功德因果法等)，無惑無疑，餘如前說。 

於法、於僧，(三寶) 

於苦、於集，於滅、於道，(四諦) 

於因及因所生諸法(果)，(因緣業果) 

無惑無疑。 

餘如前說。 

C、 結說由法增上從順障法，淨修其心(披尋記．第 2 冊．p.835) 

◎又於瞋恚蓋應作是說：為斷瞋恚及瞋恚相，於此正法，聽聞、受持乃至廣說。 

◎於掉舉、惡作蓋應作是說：為斷掉舉、惡作及順彼法(親屬等尋思)，於此正法，聽聞、

受持乃至廣 

說。 

◎於其疑蓋應作是說：為斷疑蓋及順彼法(非理法思)，於此正法，聽聞、受持乃至廣說。 

如是方便從貪欲、瞋恚、惛沈、睡眠、掉舉、惡作、疑蓋及順彼法，淨修其心，是故說

言經行宴坐，從順障法淨修其心。 

如是已說，由法增上從順障法，淨修其心。 

                                                 
13

 殞〔y n ㄩㄣˇ〕1.損毀；死亡。2.通「隕」；墜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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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由自增上及世增上出彼障法(披尋記．第 2冊．p.835) 

復有由自增上及世增上，從順障法，淨修其心。 

◎云何名為：由自增上(自知起蓋是非善法甚可羞恥，故能遠離)14？ 

⊙謂如有一，於諸蓋中隨起一種，便自了知此非善法，於所生蓋不堅執著，速疾棄捨、

擯遣、變吐。 

⊙又能自觀此所生蓋甚可羞恥，令心染惱、令慧羸劣，是損害品。 

如是名為：由自增上，從順障法，淨修其心。 

 

◎云何名為：由世增上(世間訶責輕毀而生羞恥，故能遠離)，從順障法淨修其心？ 

⊙謂如有一，於諸蓋中隨一已生、或將生時，便作是念：我若生起所未生蓋，當為大

師之所訶責，亦為諸天、及諸有智同梵行者，以法輕毀。 

⊙彼由如是世增上故，未生諸蓋，能令不生；已生諸蓋，能速棄捨。 

如是名為：由世增上，從順障法，淨修其心。 

                   

(二)、廣初夜分(披尋記．第 2 冊．p.836) 

又為護持諸臥具故、順世儀故15。 

1、初夜經行

宴坐 

晝16、夜初分經行、宴坐，從順障法淨修其心，從順障法淨修心已，出

住處外洗濯其足。洗濯(p.413a)足已，還入住處，如法寢臥，為令寢臥長

養大種。得增長已，長益其身，轉有勢力，轉能隨順，無間常委善品加

行。 

2、解右脅而

臥 

問：以何因緣右脅而臥？答：與師子王法相似故。 

問：何法相似？  

答：如師子王、一切獸中、勇悍堅猛、最為第一，比丘亦爾；於常修習

覺寤瑜伽、發勤精進、勇悍堅猛、最為第一。 

由是因緣，與師子王臥法相似；非如其餘鬼(覆面)臥、天(仰面)臥、受

欲者(左脇)臥。由彼一切、嬾墮懈怠、下劣精進、勢力薄弱。 

又法應爾、如師子王右脅臥者；如是臥時、身無掉亂，念無忘失，睡不

極重，不見惡夢。異此臥者；與是相違。當知具有一切過失。是故說言：

右脅而臥、重累其足。  

3、解住光明

想 

云何名為住光明想、巧便而臥？謂於光明想，善巧精懇，善取、善思，

善了、善達，思惟諸天光明俱心，巧便而臥，由是因緣，雖復寢臥，心

                                                 
14《瑜伽論記》卷 6：「自增上者：自知起蓋是非善法甚可羞恥，故能遠離。」(大正 42，436a16～17)。 
15《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8：「此中意。於初夜分，由盡(晝)經行故、後夜分不令經行。初夜經行，不令

遠去，或至書(晝)經行處，恐賊盜失臥具，所以進臥具令經行；又雖是夜中威儀須正，故順世儀初夜  

  經行。又世俗初夜經行，合僧初夜經行，此順世儀故同初夜。經行有二因緣：一護持臥具，所以不遠； 

  順世儀故，(晝)分經行」(大正 43，110c22～29)。 

 《瑜伽論記》卷 6：「今解，為護臥具故但晝初夜分，若至中夜還入住處而臥。又順世俗夜中睡眠故，但 

  於初後分經行宴坐、於中夜分如法寢臥。」(大正 42，436a29～b3)。 
16

 大正藏為「盡」今依【宋】【元】【明】應改為「晝」。（大正 30，412d，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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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惛闇。如是名為：住光明想，巧便而臥。 

4、正念巧便

而臥 

 

云何正念巧便而臥？謂若諸法已聞、已思、已熟修習，體性是善，能引

義利， 

由正念故乃至睡夢亦常隨轉， 

由正念故，於睡夢中亦常記憶，令彼法相分明現前，即於彼法，心多隨

觀， 

由正念故，隨其所念，或善心眠、或無記心眠。 

是名正念巧便而臥。 

5、正知巧便

而臥 

 

云何正知巧便而臥？謂由正念而寢臥時，若有隨一煩惱現前，染惱其

心，於此煩惱現生起時，能正覺了，令不堅著，速疾棄捨，既通達已，

令心轉還。是名正知巧便而臥。 

6、思惟起想

巧便而臥 

 

云何名為：思惟起想巧便而臥？ 

(1)、釋想 

◎(第一想、不住放逸)謂以精進策勵其心，然後寢臥，於寢臥時，時時

覺寤，如林野鹿(野鹿恐人傷殺眠不安穩)，不應一切縱放其(p.413b)

心，隨順趣向，臨入睡眠。 

◎(第二想、樂住加行)復作是念：我今應於諸佛所許覺寤瑜伽，一切皆

當具足成辦，為成辦故，應住精勤，最極濃厚加行欲樂。 

◎(第三想、發起具足)復作是念：我今為修覺寤瑜伽，應正發起勤精進

住，為欲修習諸善法故，應正翹勤
17
，離諸嬾墮

18
，起發具足，過今夜

分至明清旦，倍增發起勤精進住，起發具足。 

(2)、辨三差別 

◎當知此中，由第一思惟起想，無重睡眠，於應起時，速疾能起，終不

過時方乃覺寤。 

◎由第二思惟起想，能於諸佛共所聽許師子王臥，如法而臥，無增無減。 

◎由第三思惟起想，令善欲樂，常無懈廢，雖有失念而能後後展轉受學，

令無斷絕。 

如是名為：思惟起想巧便而臥。 

 

 (三)、至夜後分速覺寤等(披尋記．第 2冊．p.838) 

云何至夜後分，速疾覺寤，經行、宴坐，從順障法淨修其心？ 

夜後分者，謂夜四分中，過後一分，名夜後分。 

1、明方便 

彼由如是住光明想，正念正知，思惟起想，巧便而臥，於夜中分，夜四分中，過於一分，

正習睡眠，令於起時，身有堪能，應時而起，非為上品惛沈、睡眠纏所制伏，令將起時，

闇鈍、薄弱、嬾墮、懈怠。 

                                                 
17【翹勤】亦作“翹懃”殷切盼望。《漢語大辭典》卷 9，ｐ.681。 
18

 墮＝惰【宋】【元】【明】（大正 30，413d，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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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顯堪能 

由無如是闇鈍、薄弱、嬾墮、懈怠，暫作意時，無有艱難，速疾能起。 

從諸障法淨修心者，如前應知。 

 

三、略義(披尋記．第 2冊．p.839) 

(一)、結前生後 

如是廣辯初夜、後夜，常勤修習覺寤瑜伽已，復云何知，此中略義？ 

(二)正顯略義 

(1)、明所作事 

謂常勤修習覺寤瑜伽，所有士夫、補特伽羅，略有四種正所作事。何等為四？ 

一者、乃至覺寤，常不捨離所修善品，無間常委修善法中，勇猛精進。 

二者、以時而臥不以非時。 

三者、無染污心而習睡眠非染污心。 

四者、以時覺寤(p.413c)起不過時。 

是名四種常勤修習覺寤瑜伽，所有士夫補特伽羅正所作事。 

(2)、配所宣說 

依此四種正所作事，諸佛世尊為聲聞眾，宣說修習覺寤瑜伽。云何宣說？ 

A、第一正所作事 

謂若說言：於晝日分經行宴坐，從順障法淨修其心；於初夜分經行宴坐，從順障法淨修

其心。由此言故；宣說第一正所作事。謂乃至覺寤、常不捨離所修善品，無間常委修善

法中，勇猛精進。 

B、第二正所作事 

若復說言：出住處外、洗濯其足，還入住處，右脅而臥、重累其足。由此言故，宣說第

二正所作事。謂以時而臥、不以非時。 

C、第三正所作事 

若復說言：住光明想，正念、正知、思惟起想，巧便而臥。由此言故，宣說第三正所作

事。 

謂無染污心而習睡眠非染污心。 

D、第四正所作事 

若復說言：於夜後分，速疾覺寤、經行、宴坐，從順障法淨修其心。由此言故，宣說第

四正所作事，謂以時覺寤、起不過時。 

(3)、標二種緣 

◎此中所說住光明想，正念、正知、思惟起想、巧便臥者，顯由二緣，無染污心而習睡

眠；非染污心，謂由正念、及由正知19。 

◎復由二緣以時覺寤起不過時，謂由住光明想，及由思惟起想。 

 

 

                                                 
19《瑜伽論記》卷 6：「舉初夜中所起思二(二思)，與中夜無染污心睡眠為緣，所謂正念正知。」(大正 42，

436 b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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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釋其所以 

◎此復云何？ 

由正念故；於善所緣，攝斂而臥。 

由正知故；於善所緣，若心退失起諸煩惱，即便速疾能正了知。 

如是名為：由二緣故，無染污心而習睡眠；非染污心。  

◎由住光明想、及思惟起想，無重睡眠，非睡眠纏能遠隨逐。如是名為：由二緣故以時

覺寤起不過時。 

 

如是宣說常勤修習覺寤瑜伽所有略義，及前所說廣辯釋義。 

總說名為初夜、後夜常勤修習覺寤瑜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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