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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師地論》卷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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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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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涅槃之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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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瑜伽處： (卷 21-25)： 

 

一、 種姓地(本性住種性、無漏菩提種子) (卷 21) 

二、 趣入地(發心趣求聖道方便)(卷 21) 

三、 出離想地(已入聖道方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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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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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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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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何名為「二道資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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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譯一切經》：第六項(涅槃法緣) 第八門明正知而住。(披尋記．第 2冊．p.840～853) 

瑜伽七十卷五頁云： 

復次，應於五處知量正知而住。 

一、於行處。(往、還) 

二、於觀處。(睹、瞻) 

三、於攝受利養恭敬處。(衣缽、飲食) 

四、於受用資具處。(坐、卧具) 

五、於善品加行處。(覺寤等) 

 

正知而住 

云何名(p.414a)為正知而住？ 

(saṃprajānad-vihāritā, dwelling in clear awareness, move about attentively, 正知，於法

揀擇、審察，由正知力不隨雜染心轉，必令自心隨我勢力自在而轉)  

 

一、謂如有一，若往、若還正知而住。 

二、若睹、若瞻正知而住。 

三、若屈、若伸正知而住。 

四、持僧伽胝及以衣缽正知而住。 

五、若食、若飲、若噉、若嘗正知而住。 

六、若行、若住、若坐、若臥正知而住。 

七、於覺寤時正知而住。 

八、若語、若默正知而住。 

九、解勞、睡時，正知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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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若往若還正知而住(披尋記．第 2冊．p.840) 

若往、若還正知住者，云何為往？云何為還？云何往還正知而住？ 

◎所言往者，謂如有一，往詣聚落，往聚落間；往詣家屬(世俗人家)，往家屬間(世俗地

方)；往詣道場，往道場間。 

◎所言還者，謂如有一，從聚落還，聚落間還；從家屬還，家屬間還；從道場還，道場

間還。 

◎正知住 

1、明正知 

所言往還正知住者：謂於自往，正知我往；及於自還，正知我還。 

 

於所應往、及非所往，能正了知；於所應還、及非所還，能正了知。 

 

於應往時、及非往時(不應太早太晚、有遽務，戲樂時，有營構、忿競時)，能正了知；

於應還時、及非還時，能正了知。 

 

於其如是，如是應往、及不應往能正了知。 

於其如是，如是應還、及不應還能正了知。 

是名正知。 

2、顯住相 

彼由成就此正知故，自知而往、自知而還； 

往所應往、非非所往，還所應還、非非所還， 

(若為自身衣食療病等事是應往還。若為生煩惱緣非應往還。) 

以時往還、不以非時； 

如其色類(身份類型)、動止軌則、禮式威儀、應往應還。 

如是而往、如是而還，如是名為：若往若還正知而住。 

 

二、若睹若瞻正知而住(披尋記．第 2冊．p.841) 

若睹若瞻正知住者，云何為睹？云何為瞻？云何睹瞻正知而住？ 

◎所言睹者，謂於如前所列諸事，若往若還，先無覺慧(無意識地看)、先無功用、先無

欲樂，於其中間眼見眾色，是名為睹。(即是卒爾眼識及同時意識) 

◎所言瞻者，謂於如前所列諸事，若往若還，覺慧為先(有意識地看)，功用為先、欲樂

為先，眼見眾色，謂或諸王、或諸王等(p.414b)，或諸僚佐(協助辦事的官吏)、或諸黎

庶，或婆羅門、或諸居士，或饒財寶、長者(積財具德者)商主，或餘外物、房舍屋宇、

殿堂廊廟，或餘世間眾雜妙事，觀見此等是名為瞻。(或染或淨之等流眼識及意識) 

◎(三)、正知住 

1、明正知 

若復於此，睹瞻自相，能正了知。於所應睹、於所應瞻，能正了知。 

於應睹時、於應瞻時，能正了知。如所應睹、如所應瞻，能正了知。 

是名正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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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顯住相 

彼由成就此正知故，自知而睹、自知而瞻，睹所應睹、瞻所應瞻，於應睹時、於應瞻時

而正瞻睹，如所應睹、如所應瞻，如是而睹、如是而瞻。 

(知所為為生長道故須覩瞻，若增煩惱不應覩瞻。) 

如是名為：若睹若瞻正知而住。 

三、若屈若伸正知而住(披尋記．第 2冊．p.842) 

若屈、若申正知住者，云何為屈？云何為申？云何名為：若屈、若申正知而住？                    

(一)、屈伸 

謂彼如是睹時、瞻時，若往為先、若還為先，或屈申足、或屈申臂、或屈申手、或復屈

申隨一支節，是名屈申。 

(二)、正知住 

1、明正知 

若於屈申，所有自相，能正了知。若所屈申，能正了知。若屈申時，能正了知。 

若如是屈，及如是申，能正了知。是名正知。 

2、顯著相 

彼由成就此正知故，於屈、於申，自知而屈、自知而申， 

於所應屈、於所應申，而屈而申， 

於應屈時、於應申時，而屈而申， 

如所應屈、如所應申，如是而屈、如是而申。 

如是名為：若屈若申正知而住。 

 

四、持僧伽胝及以衣缽正知而住(披尋記．第 2冊．p.843) 

持僧伽胝、及以衣缽正知住者，云何持僧伽胝？云何持衣？云何持缽？云何持僧伽胝及

以衣缽正知而住？ 

1、持僧伽

胝 

謂有大衣、或(最上)六十條(十五條袈裟，一一條各有三長一短，故成六十條)、

或(最下)九條等(由九條布片縫製而成，入聚落、入王宮時所穿之衣)，或兩重

刺(大衣新者雙層，要須却刺，餘二衣一重)名僧伽胝（saṃghāti）1。被服受

用、能正將護，說名為持(受用、使用)。 

2、持衣 

若有中衣（殟呾羅僧伽 uttarāsaṅga 為上講、禮佛等所穿著，七條衣）、 

若有下衣(antarvasa 安陀會，作務衣、五條衣，為做行路、日常勞務時所穿著)，

或持為衣，或有長衣(三衣以外之衣，製衣以外所殘餘之衣片為長衣，多餘之

物)，或應作淨(若得超過應量之衣，應說淨，若不說淨，則須在十日之內捨

與淨人。若如是，則無罪。若超過十日則犯「捨墮罪」，犯者須向其他比丘

懺悔)、或已作淨，如是一切說名為衣。被服受用、能正將護，說名為持。 

3、持缽 (p.414c)若堪受持或鐵、或瓦乞食應器，說名為缽(pātra，缽多羅、飯器，由

                                                 
1《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8：「論僧伽胝（saṃghāti）者：此云上衣，即上着之衣，如外垣墻，此衣亦爾，

最在外着、最向上 着名為上衣論。……問論各有中衣若有下衣者。述曰：中衣即殟呾羅僧伽

（uttarāsaṅga），先云欝多羅僧伽也， 亦云七條，今云中衣，在大衣下五牒上名中衣，亦名中擁，能擁

身而處中故，下衣即五牒也，最在此下 故，重辨三衣之法，又衣有中下，故名中下衣，若爾何故無上

衣，明知此中三衣為論，上衣即僧伽胝也。」 (大正 43，111a25～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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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比丘應受他人的飲食，亦稱應器)。現充受用、能正將護，說名為持。 

4、正知 

而住 

(1)、明正知 

若於如是，或僧伽胝、或衣、或缽，所有自相能正了知。 

於所應持，或僧伽胝、或衣、或缽，或淨不淨能正了知。 

若於此時，或僧伽胝、或衣、或缽，已持應持能正了知。 

若於如是，或僧伽胝、或衣、或缽，應如是持能正了知。 

是名正知。 

(2)、顯住相 

彼由成就此正知故，於所應持或僧伽胝、或衣、或缽，自知而持，於2所應持，

於應持時而能正持，如所應持如是而持。 

如是名為：持僧伽胝、及以衣、缽正知而住。 

 

五、若食、若飲、若噉、若嘗正知而住(披尋記．第 2 冊．p.844) 

若食、若飲、若噉、若嘗正知住者，云何為食？云何為飲？云何為噉？云何為嘗？ 

云何若食、若飲、若噉、若嘗正知而住？ 

◎謂諸所有受用飲食，總名為食。此復二種：一噉、二嘗。 

⊙云何為噉？謂噉餅、麨3
(音炒，米、麥等炒熟後磨粉製成的乾糧)或飯、或糜(爛粥)、

或羹(糊狀湯)、或臛4
(音霍，肉羹)，或有所餘造作轉變，可噉、可食，能持生命。

如是等類皆名為噉，亦名為食。 

⊙云何為嘗？謂嘗乳、酪(用乳做成的半凝固)食品、生酥(新鲜奶酪) 、熟酥(乾酪)、

油、蜜，沙糖、魚肉、醯(醋)5鮓6
(音 zaa，腌製食品)7，或新(鮮)果實，或有種種咀

嚼品類。如是一切總名為嘗，亦名為食。 

◎云何為飲？謂沙糖汁、或石蜜(片糖)汁，或飯漿(米湯)飲、或鑽酪飲，或酢(醋)為飲、

或抨酪飲，乃至於水，總名為飲。 

 

◎正知住 

(一)、明正知 

若於如是若食、若飲、若噉、若嘗所有自相能正了知。 

若於一切所食、所飲、所噉、所嘗能正了知。 

若於爾時應食、應飲、應噉、應嘗能正了知。 

若於如是應食、應飲、應噉、應嘗能正了知。 

是名正知。 

 

                                                 
2 於＝持【宋】【元】【明】（大正 30，414d，n.1） 
3 麨〔chˇao〕同「麥+酋」：米、麥等炒熟後磨粉製成的乾糧。《玉篇．麥部》：「麥+酋」，糗也。麨，同  

  「麥+酋」。《遠東漢語大辭典》7，p.4601。 
4 臛〔hu `o ㄏㄨㄛˋ〕1.肉羹。2.指做成肉羹。 
5 醯＝鹽【宋】【元】【明】（大正 30，414d，n.2） 
6 臛〔hu `o ㄏㄨㄛˋ〕1.肉羹。2.指做成肉羹。 
7 鮓〔zh  ㄓㄚˇ〕1.用腌、糟等方法加工的魚類食品。2.泛指腌製食品。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search.php?q=%B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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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顯住相 

彼由成就此正知故， 

於自所有若食、若飲、若噉、若嘗，自知而食、自知而飲，自知而噉、自知而嘗， 

於所應沙糖(p.415a)食、於所應飲、於所應噉、於所應嘗，正食、正飲、正噉、正嘗， 

應時而食、應時而飲，應時而噉、應時而嘗， 

如所應食、乃至如所應嘗，如是而食、乃至如是而嘗。 

如是名為：若食若飲、若噉若嘗，正知而住。 

六、若行乃至若解勞睡正知而住(披尋記．第 2冊．p.845) 

若行、若住，廣說乃至若解勞睡，正知住者：云何為行？云何為住？云何為坐？云何

為臥？云何覺寤？云何為語？云何為默？云何名為解於勞睡？云何於行廣說、乃至於

解勞睡，正知而住？ 

1、行 
謂如有一，於經行處，來往經行。或復往詣同法者所，或涉(經歷)道路。如

是等類，說名為「行」。 

2、住 

復如有一，住經行處，住諸同法阿遮利耶(ācārya 軌範師 preceptor)、鄔波拕

耶(upādhyāya 親教師、和尚)8及諸尊長、等尊長前。 

如是等類，說名為「住」。 

3、坐 

復如有一，或於大床、或小繩床、或草葉座、或諸敷具、或尼師檀(niṣīdana

坐臥時敷在地上、床上的長方形布，隨坐衣、坐具、臥具。尼師壇者是坐

具。別安一氈布上而臥。名為敷具)，結加趺坐(趺，足背，置足背於髀上，

指兩腳交疊盤坐的姿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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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住背念(如理作

意相應念名為背念，棄背違逆一切黑品)。如是等類，說名為「坐」。 

4、臥 

復如有一，出住處外洗濯其足，還入住處，或於大床、或小繩床、或草葉

座、或阿練若(araṇya 空寂閑處)、或在樹下、或空閑室，右脅而臥，重疊

其足。如是等類，說名為「臥」。 

5、覺寤 
復如有一，於晝日分，經行、宴坐，從順障法淨修其心。 

於初夜分、於後夜分，經行、宴坐，從順障法淨修其心。說名「覺寤」。 

6、語 

⊙復如有一，常勤修習如是覺寤，於未受法正受、正習、令得究竟，所謂 

契經、應頌、記別，廣說如前，即於如是已所受法，言善通利，謂大音 

聲若讀、若誦。 

⊙或復為他廣說開示。 

⊙於時時間，與諸有智、同梵行者，或餘在家、諸賢善者，語言談論，共

相慶慰，為欲勸勵及求資具。如是等類說名為「語」。 

7、默 

⊙復如有一，隨(p.415b)先所聞、隨先所習，言善通利、究竟諸法，獨處空閑， 

  、思惟其義，籌量觀察。 

⊙或處靜室，令心內住、等住、安住及與近住、調伏、寂靜、最極寂靜、(專

                                                 
8《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4：「軌範師者，阿遮利耶也；親教師者，鄔波柁耶也。即和尚阿闍梨」(大正 43， 

54 c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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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趣、等持(九住心、修奢摩他 śamatha 的止)。 

⊙或復於彼毘缽舍那(vipaṣyanā 觀)，修瑜伽行。 

如是等類，說名為「默」。 

8、勞睡 
復如有一，於其熱分極炎暑(酷熱的夏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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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中分的睡眠之外)。 

9、 

正知 

而住 

⊙明正知 

若復於行廣說，乃至於解勞睡，所有自相能正了知； 

於所應行，乃至於應所解勞睡，能正了知。 

於應行時，乃至於應解勞睡時，能正了知。 

如所應行，乃至如所應解勞睡，能正了知。 

是名正知。 

⊙顯住相 

彼由成就，此正知故，於其自行、乃至於其自解勞睡，正知而行、乃至

正知而解勞睡。 

若所應行、乃至若所應解勞睡，即於彼行、乃至於彼解於勞睡。 

若時應行、乃至若時應解勞睡，即此時行、乃至此時解於勞睡。 

如所應行、乃至如所應解勞睡，如是而行、乃至如是而解勞睡。 

如是名為：於行、於住、於坐、於臥、於其覺寤、於語、於默、於解勞睡，正知而住。 

七、總顯次第及所為事(披尋記．第 2冊．p.846) 

復次，如是正知而住，云何次第？為顯何事？ 

(一)、辨次第 

 

 

 

 

 

 

 

1、往還 

(1)、於所應往

及非所往 

A、於村邑等 

謂如有一，依止如是村邑、聚落、亭邏(十里一亭防衛)而住，作

是思惟：我今應往如是村邑、聚落、亭邏，巡行乞食，如是乞

已，出還本處。 

B、於諸居家 

◎又於如是村邑等中，或有居家，我不應往。何等居家？謂唱

令家(殺害羊等，守將預罪人巡歷唱，告此人造作如此等罪)，

或酤酒家，或婬女家，或國王家，或旃荼羅羯恥那

(caṇḍāla-kaṭhina，屠夫，執刀杖等典獄)家9，或復有家，一向

誹謗(佛法)，不可迴轉。 

◎應往或有居家，我所應往。謂剎帝利大族姓家、或婆羅門大

族姓家、或諸居士大族姓家、或僚佐10家，(p.415c)或饒財家、

或長者家、或商主家。 

                                                 
9《瑜伽論記》卷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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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 42，418c7～10)。 
10【僚佐】屬官；屬吏。《漢語大辭典》p.1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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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於應往時

及不應往 

◎又有居家，我雖應往，不應太早太晚而往。 

◎若施主家有遽務時，亦不應往。 

◎若戲樂時、若有營搆嚴飾事時、若為世間弊穢法時、若忿競

時亦不應往。 

(3)、於所往及

非所應 

A、往村邑等 

又如所往，如是應往，不與暴亂惡象俱行，不與暴亂眾車、惡

馬、惡牛、惡狗而共同行，不入鬧叢，不蹈棘刺，不踰垣(矮)

牆，不越坑(地洞)塹(音懺、壕溝)，不墮山岸11，不溺深水，不履

糞穢。 

B、往施主家 

(A)、應隨月喻 

應隨月喻12(清淨心)，往施主家，具足慚愧，遠離憍傲，盪滌身

心(塵垢)，不求利養，不希恭敬，如自獲得所有利養，心生喜悅，

如是於他所得利養，心亦喜悅，不自高舉，不輕蔑他，心懷哀

愍。 

(B)、應自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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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說乃至要當速疾、而非遲緩。 

⊙又作是心：我於今假(借著)
13往施主家，所受施物，應知其量。 

⊙又我不應、利養因緣，矯詐虛誑，現惑亂相、以利求利。 

⊙得利養已，無染無愛，亦不耽嗜饕餮，迷悶(不知過患)堅執、

湎著而受用之。 

2、觀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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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攝其眼，善護諸根。 

於所應觀所有眾色，應善住念，而正觀察。 

(1)、不應觀 

何色類色所不應觀？謂諸伎樂，戲笑歡娛；或餘遊戲所作，歌舞音樂等事；如是

復有母邑(女色)
14殊勝，幼少盛年，美妙形色；或復有餘，所見眾色能壞梵行、能

障梵行，能令種種諸惡、不善尋思現行。如是色類、所有眾色，不應觀視。 

                                                 
11 岸＝崖【宋】【元】【明】（大正 30，415d，n.7） 
12《佛說月喻經》卷 1(大正 02，544 b16～545a15)。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八：「應隨月喻者，謂月能清涼益人；入施主家，身有清涼益於施主，亦如月也。」

(大正 43 ，111b18～19)。 
13 假＝改【宋】【元】【明】（大正 30，415d，n.8） 
14 母邑＝女色【宋】【元】【明】（大正 30，415d，n.9）(母邑(巴：matagaha)就是女人，宋元明版反而不

是很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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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應觀 

何色類色是所應觀？ 

⊙謂諸所有衰老、朽邁、上氣15(p.416a)者身，傴(音魚，駝背)僂(音樓，彎曲)16、

憑杖、戰掉17者身，或諸疾苦、重病者身，腳腫、手腫、腹腫、面腫，膚色萎

黃、瘡癬疥癩，眾苦逼迫、身形委頓(疲乏困顿衰弱)，身形洪爛(腐爛)、諸根

闇鈍。 

⊙或有夭喪，死經一日，或經二日、或經七日，被諸烏鵲(喜鵲、烏鴉)、餓狗，

鴟(音痴、鷂[音耀]鷹)鷲、狐狼、野干(像狐比狐小)種種暴惡傍生、禽獸之所

食噉。 

⊙或命終已、出置高床、上施幰(音顯、車上圍起的布幕)帳，前後大眾、或哀、

或哭，以其灰土、塵坌(音笨、埃)身髮(蓬頭垢面)，生愁、生苦、生悲，生怨、

生憂、生惱。 

如是等類所有眾色，我應觀察，觀是眾色，能順梵行、能攝梵行、能令諸善尋思

現行。 

3、屈伸 

不應搖身搖臂、搖頭跳躑、攜手、叉腰、竦肩，入施主家，不應輒坐所不許座，

不應不審觀座而坐，不應放縱一切身分，不應翹足、不應交足，不太狹足、不太

廣足，端嚴而坐。 

4、衣缽 

 

◎不應開紐(衣下有紐不應開應繫)、不軒(上舉、揚起)
18、不磔(音責，裂開)，亦不

褰(音牽、撩)19張而被法服，所服法衣並皆齊整，不高、不下、不如象鼻(垂袈裟

角)，非如多羅樹(tāla 棕櫚)間房穗(頂端突起，開出袈裟衣角)，非如龍首、非如

豆摶(音團、屈攝在腕)，而被法服。 

◎不應持缽預就其食、不應持缽在飲食上，不應置缽在雜穢處、若坑澗處、若崖

岸處。 

5、飲食 

又應次第受用飲食，不應以飯覆羹臛20上，不以羹臛覆其飯上，不應饕餮21受諸飲

食，不應嫌恨受諸飲食，不太麤食、不太細食，不22應圓摶食，不應舐手、不應舐

缽，不振手食，不振足食，不應齧(音腌、咬)斷而食其食。 

6、行等 

 

◎標處所從施主家還歸住處，於晝夜分，在自別人所經行處，往反經行，非於他

處、非不委(熟悉)處、非不恣(自在)處、非不與(許可)處而輒(就)經行。 

◎遮時位非身劬勞，非身疲倦，非心掉舉所制伏時而習經行。 

◎顯習相為修善品、為善思惟，(p.416b)內攝諸根、心不外亂而習經行，不太馳速、

不太躁動，亦非一向專事往來而習經行，時時進步、時時停住而習經行。 

                                                 
15【上氣】1.賭氣、2.氣喘。《漢語大辭典》卷 1，p.261。 
16【傴僂】1.特指脊梁彎曲，駝背。卷 1，p.163。 
17【戰掉】恐懼發抖。《漢語大辭典》卷 5，p.239。 
18 軒〔xu A n ㄒㄩㄢ〕上舉，揚起；開張。卷 9，p.1215。 
19 褰〔qiAn ㄑ〡ㄢ〕1.套褲。《說文‧衣部》：“褰，褲也。2.撩起，用手提起。3.張開；散開。 

4.皺疊；緊縮。5.斷絕。《漢語大辭典》卷 9，p.122。 
20 臛〔hu`o ㄏㄨㄛˋ〕1.肉羹。2.指做成肉羹。 
21【饕餮】1.傳說中的一種貪殘的怪物。2.比喻貪得無厭者，貪殘者。3.特指貪食者。4.比喻貪婪；貪殘。

5.貪婪地吞食。《漢語大辭典》卷 12，p.585。 
22〔不〕－【宋】【元】【明】（大正 30，416d，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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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宴坐 

如是於自所居住處、自院自房、自別人處、僧(團)分與(配)處，非於他處、非不委23

處，非不恣處習經行已。復於大床、或小繩床、或草葉座，或尼師壇、或阿練若、

樹下、塚間，或空閑室結加趺坐，端身正願、安住背念而習宴坐。 

8、覺寤 
於夜中分如法寢息，於晝日分及夜初分，修諸善品不應太急，如是寢時應如前說 

住光明想，正念、正知思惟起想，於夜後分速疾覺寤。 

9、語默 

 

(1)、第一義 

A、語 

或於語論，或於讀誦，勤修加行。 

B、默 

◎或為修(善)斷(惡)、閑居、宴默思惟法時，應當遠離順世典籍、綺字綺句、綺飾

文詞，能引無義、不能令證神通等覺、究竟涅槃。 

◎復於如來所說正法，最極甚深、相似甚深空性相應、隨順緣性及諸緣起，殷重

無間善攝善受，令堅、令住、令無失壞，為成正行、不為利養、恭敬稱譽。又

於是法言善通利、慧善觀察，於諠雜眾、不樂習近，不樂多業、不樂多言，於

時時間安住正念。 

2、第二義 

A、語 

◎與諸有智同梵行者，語言談論，共相慶慰，樂興請問，樂求諸善，無違諍心。 

◎言詞稱量，言詞合理，言詞正直，言辭寂靜，樂勤為他宣說正法。 

B、默 

◎又應宴默，於惡不善所有尋思，不樂尋思。又於非理所有諸法，不樂思惟。 

◎於自所證，離增上慢；於少下劣差別證中，不生喜足，於上所證中，無退屈；

善能遠離不應思處，時時修習止觀瑜伽，樂斷樂修，無間修習，殷重修習。 

10、解勞

睡 

◎又於熱分極炎暑時，勇猛(p.416c)策勵，發勤精進，隨作一種所應作24事，勞倦

因緣、遂於非時、發起惛睡。 

◎為此義故，暫應寢息，欲令惛睡疾疾除遣，勿經久時、損減善品、障礙善品。 

◎於寢息時，或關閉門、或令苾芻在傍看守、或毘奈耶(vinaya 戒)隱密軌則、以

衣蔽身，在深隱處，須臾寢息，令諸勞睡皆悉除遣。 

如是名為：正知而住，先後次第，謂依行時及依住時。 

 

(二)辨知住 (披尋記．第 2冊．p.851) 

◎又於善品先未趣入，心興25加行、如理作意、俱行妙慧，說名正知。 

◎即此正知行時、住時，一切成辦，無所減少，如是名為正知而住。 

◎當知此中，若往若還、若睹若瞻、若屈若申，持僧伽胝及以衣缽，若食若飲、若噉若

嘗正知而住，由是名為：於村邑等如法行時，正知而住。 

                                                 
23 委〔w ㄨㄟˇ〕〔《廣韻》於詭切，上紙，影。〕1.隨順，順從。《說文‧女部》：“委，隨也。”參見

“ 委從 ”。2.跟隨。3.彎曲，屈曲。4.水流所聚之處；下游。5.末尾……《漢語大辭典》卷 4，p.322。 
24作＝非【元】【明】（大正 30，416d，n.4） 
25興＝與【宋】【元】【明】（大正 30，416d，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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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行、若住、若坐、若臥、若習覺寤、若語、若默、若解勞睡，正知而住，由是名為：

於其住處如法住時，正知而住。 

 

八、顯正知而住 略義(披尋記．第 2冊．p.852) 

(一)、結前生後 

如是應知，已廣分別「正知而住」。復云何知此中略義？ 

謂於行時，有五種業； 

於其住時，有五種業； 

行時、住時正知而住，有四種業。 

如是名為：正知而住所有略義。 

1、行時五業 

云何行時有五種業？一者、身業；二者、眼業；三者、一切支節業；四者、衣缽業；五

者、飲食業。如是名為：行時五業。 

謂若說言：若往、若還，此言顯示行時「身業」。 

若復說言：若睹、若瞻，此言顯示行時「眼業」。 

若復說言：若屈、若申，此言顯示行時「一切支節26業」。 

若復說言：持僧伽胝、及以衣、缽，此言顯示「行時衣缽業」。 

若復說言：若食、若飲、若噉、若嘗，此言顯示「行時飲食業」。 

2、住時五業 

云何名為：住時五業？ 

一者、身業；二者、語業；三者、意業；四者、晝業；五者、夜(p.417 a)業。 

謂若說言：若行、若住、若坐，此言顯示「住時身業」。 

若復說言：若語，此言顯示「住時語業」。 

若復說言：若臥、若默、若解勞睡，此言顯示「住時意業」。 

若復說言：若習覺寤，此言顯示「住時晝業、夜業，身業、語業」。 

又若臥者此言：顯示「住時夜業」。 

當知是名住時五業。 

3、行、住時正知四業 

云何名為：行時、住時，正知而住所有四業？謂初依彼行業、住業，起如是業，即於彼

業安守正念，不放逸住，當知此業，正念所攝、不放逸攝。 

(1)、明正知 

若於是事、是處、是時，如量、如理、如其品類，所應作者，即於此事、此處、此時，

如量、如理、如其品類正知而作。 

(2)、顯勝利 

彼由如是正知作故，於現法中無罪、無犯、無有惡作，無變、無悔； 

於當來世亦無有罪，身壞死後不墮惡趣，不生一切那落迦(naraka, 地獄)中。為得未得積

習資糧。 

                                                 
26【支節】1.四肢、2.指四肢關節。《漢語大辭典》卷 6，p.1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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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景釋：一正念不放逸。二應作而作。三於現無罪。四於當來世亦無有罪。 

若依基釋：於現、後無罪，為得未得集資糧。) 

 

(二)、總結略義 

如是名為：「正知而住」所有略義。 

前廣分別，今此略義，一切總名：正知而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