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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師地論》卷 26 

（本地分聲聞地第十三第二瑜伽處之一） 

(大正 30，424a～429c) 

廣淨老師指導．釋如佑敬編 2004/11/29 

 

一切聲聞地總嗢拖南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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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四瑜伽處： 

初瑜伽處有其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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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厭下欣上得三摩地圓滿自在)而趣離欲 

2. 由出世道(入四聖諦現觀之無漏聖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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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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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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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瑜伽處：數取趣 (卷 26-29)：  

1. 補特伽羅能證出離 

2. 建立補特伽羅 

3. 所緣 

4. 教授 

5. 學 

6. 隨順學法 

7. 瑜伽壞 

8. 瑜伽 

9. 作意 

10. 瑜伽師 

11. 瑜伽所作 

12. 瑜伽修 

13. 修果 

14. 補特伽羅異門 

15. 建立補特伽羅因緣 

16. 魔及魔事 

17. 發趣空無有果  

 

(別)嗢柁南曰： 

(壹)諸補特伽羅，(貳)建立(參)所緣(肆)教，(伍)學(陸)隨順學法，(柒)壞(捌)瑜伽(玖)作意， 

(拾壹)瑜伽師(拾)作(拾貳)修，(拾參)果(拾肆)門(拾伍)數取趣，因(拾陸)魔(拾柒)事無果，是皆當廣說。 

 

参、所緣  

云何所緣？謂有四種所緣境事。何等為四？ 
(p.9)一者、遍滿所緣境事，(p.14)二者、淨行所緣境事，(27 卷)三者、善巧所緣境事， 
(27 卷)四者、淨惑所緣境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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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所緣境事： 

1遍滿所緣境事  1有分別影像  

2無分別影像  

3事邊際性  

4所作成辦  

2淨行所緣境事  1不淨所緣  

(五停心觀)     2慈愍所緣  

3緣性緣起所緣  

4界差別所緣  

5阿那波那念所緣  

3善巧所緣境事  1蘊善巧  

(五善巧)       2界善巧  

3處善巧  

4緣起善巧  

5處非處善巧  

4淨惑所緣境事   1世間：下地麤性、上地靜性  

(六行觀)       2出世間：苦諦、集諦、滅諦、道諦  

  

一、遍滿所緣境事(披尋記．第 2冊．p.901～909) 

云何遍滿所緣境事？ 

謂復四種。一、有分別影像，二、無分別影像，三、事邊際性，四、所作成辦1。 

(一)、辨相 

◎云何有分別影像？(披尋記．第 2冊．p.901) 

謂如有一，或聽聞正法，或教授教誡為所依止，或見、或聞、或分別故，於所知事同

分(似於本質名為同分)影像，由三摩呬多(samāhitā, 等引定，由定力所引生的身心安和

平等的狀況)地毘缽舍那(vipaśyanā, 觀，observing, analytical)行觀察、簡擇、極簡擇、

遍尋思、遍伺察2。 

1、所知事 

所知事者， 

謂或不淨，或慈愍，或緣性緣起，或界差別，或阿那波那念，(淨行所緣境事、五停心觀) 

或蘊善巧，或界善巧，或處善巧，或緣起善巧，或處非處善巧，(善巧所緣境事、五善巧) 

或(世間道之)下地麤性上地靜性， 

                                                 
1《瑜伽論記》卷 6：「一、有分別影像者，則是煖等定中慧所緣相分似本質境名為影像，慧性分 

  別名分別影像；二、無分別影像者，即是煖等定心相分定無分別名無分別影像；三、事邊際性 

  者，位在見道，所緣真如名事邊際性；四、所作成辨者，位在無學，於前三境皆得自在名所作 

  成辨。」(大正 42，444b18～24)。 
2《瑜伽論記》卷 6：「言由三摩呬多地毘缽舍那行觀察簡擇等者，復依未至定中之慧觀察簡擇聞思心中所

緣影像。言由三摩呬多地毘鉢舍那行觀察簡擇等者。復依未至定中之慧觀察簡擇聞思心中所緣影像。」

(大正 42，444 b29～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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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出世間道之)苦諦、集諦、滅諦、道諦。 

(淨惑所緣境事，又名六行觀(厭下欣上)，觀下地下劣（麁、苦、障）而厭之，觀上地優

勝（靜、妙、離）而欣之。) 

是名所知事。 

 

2、所知事同分影像 

(1)、釋得名 

A、由勝解 

此所知事或依教授教誡、或聽聞正法為所依止，令三摩呬多地作意(manasikāra, mental 

act，意念造作構想)現前，即於彼法而起勝解，即於彼所知事而起勝解。 

B、明同分 

彼於爾時，於所知事，如現領受(experience, comprehend)勝解而轉，雖彼所知事非現領受

和合現前，亦非(離本所知)所餘彼種類物，然由三摩呬多地勝解領受、相似(resemble)作

意領受，彼所知事相似(影像，所緣相分似本質境，名為影像)顯現。 

由此道理名所知事同分影像(定心相分似彼本所知事,名所知事同分影像)。 

 

(2)、明方便 

修觀行者，推求(尋思)此故，於彼本性所知事中，觀察審定功德過失。 

是名有分別影像。 

 

◎云何無分別影像？(披尋記．第 2冊．p.902) 

 

謂修觀行者，受取如是影像相已，不復觀察、簡擇、極簡擇、遍尋思、遍伺察，然即

於此所緣影像，以奢摩他(śamatha, 止, 止息散亂，平靜內心)行寂靜其心，即是九種行

相(九住心)令心安住。 

謂令心內住、等住、安住、近住、調伏、寂靜、最極寂靜、一趣、等持。 

(卷 30 詳解) 

彼於爾時成無分別影像所緣，即於如是所緣影像，一向一趣安住其念，不復觀察、簡

擇、極簡擇、遍尋思、遍伺察。是名無分別影像。 

※解其名 

即此影像亦名影像，亦名三摩地(samādhi, meditation 禪定)相， 

亦名三摩地所行境界， 

亦名三摩地口(於念念中由緣相分定相續流，如食依口相續入腹)， 

亦名三摩地門(如人依門得有入出，如是定心依緣影像入定出定)， 

亦名作意處， 

亦名內分別體(所知事相以定為體)， 

亦名光影(分明照了)。 

如是等類當知名為：所知事同分影像諸名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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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事邊際性3？(披尋記．第 2冊．p.903) 

謂若所緣盡所有性、如所有性。 

(1)、盡所有性 

云何名為：「盡所有性」(諸法一切性，the state of the full extent of existents，一切所知事，

於雜染清淨法中窮一切種差別邊際，如五蘊、六內處等)？ 

謂(p.427c)色蘊外，更無餘色；受想行識蘊外，更無有餘受想行識； 

一切有為事，皆五法(五蘊)所攝； 

一切(有為及無為)諸法，(十八)界、(十二)處所攝； 

一切所(應)知事，四聖諦攝。 

如是名為：「盡所有性」。 

(2)、如所有性 

云何名為：「如所有性」(諸法真實性，the state of existents as they are，真如。於雜染清淨

法中真如實性）？ 

謂若所緣是真實性（bhūtatā, the realness）、是真如性（tathatā, suchness）， 

由四道理(fourfold logical reasoning)、具道理性， 

謂觀待道理(apekṣā-yukti, reasoning in respect of relativity),， 

作用道理(kārya-kāraṇa-yukti, reasoning of causal efficacy)， 

證成道理(upapatti-sādhana-yukti,  

reasoning of proof based on reasons)， 

法爾道理(dharmatā-yukti, reasoning of natural conditions of things)。 

如是若所緣境盡所有性、如所有性，總說為一事邊際性。 

 

◎云何所作成辦4？(披尋記．第 2冊．p.903) 

(1)、出所作事 

A、依止清淨 

謂修觀行者，於奢摩他毘缽舍那，若修、若習、若多修習為因緣故，諸緣影像、所有作

意皆得圓滿，此圓滿故便得轉依（āśraya-parāvṛtti,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basis，將所依

身轉變成為寂靜的狀態，並以「輕安」這個詞來表示），一切麤重(dauṣṭhulya，惡性、無

堪任性、剛強性、不調柔性、不安隱性)悉皆息滅。 

                                                 
3《瑜伽論記》卷 6：「三、解事邊際，云一切所知事，四聖諦攝者，今大乘中虛空非擇滅，以如為體故，

皆滅諦攝。如所有性中，初明真如即是理如。」( 大正 42，445a)。 
4《瑜伽論記》卷 6：「四、解所作成辨中，云諸緣影像所有作意，皆得圓滿乃至得轉依故，超過  

  影像等者，此中意即有無分別影像皆未證真皆有影像，入見道名事邊際盡如所有性，今至無學  

  所作成辨得轉依證圓無漏超過影像則無漏心無影像也。 

《對法》云：無分別影像者，謂圓真證智及後所得者，此從因為名名無分別影像，其實二智以無漏故皆

無影像，有無分別或定或慧，《對法》論文雖具而影像文不具。西方既釋有三，此之取義任意，其無漏

心有影像云：解釋此文超過影像者此超有漏法執影像，非無漏心無有影像。又無影像義取此文為證，詳

彼文如《彼論》，此文即證因無漏心有影像果無漏心無影像義。」( 大  

  正 42，445 a29～b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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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所緣清淨 

得轉依故，超過影像(transcend image)，即於所知事，有「無分別現量智見」生。 

(2)、顯所行境 

入初靜慮者：得初靜慮時，於初靜慮所行境界； 

入第二、第三、第四靜慮者：得第二第三第四靜慮時，於第二第三第四靜慮所行境界；

(四色定) 

入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者，得彼定時：即於彼定所行境界。

(四無色定) 

如是名為：所作成辦。 

 

◎結名遍滿(披尋記．第 2冊．p.904) 

如是四種所緣境事，遍行一切，隨入一切所緣境中，去、來、今世正等覺(saṃyak-saṃbuddha, 

perfect enlightenment)者共所宣說，是故說名遍滿所緣。 

又此所緣，遍毘缽舍那(觀)品、遍奢摩他(止)品、遍一切事(盡所有性)、遍真實事(如所有

性)、遍因果相屬事（cause-effect relationship，行因得果所作成辦），故名遍滿。 

謂若說有分別影像，即是此中，毘缽舍那品。 

若說無分別影像，即是此中，奢摩他品。 

若說事邊際性，即是此中，一切事、真實事。 

若說所作成辦，即是此中，因果相屬事。 

 

1遍毗鉢舍那品  有分別影像  

2遍奢摩他品  無分別影像  

3遍一切事  事邊際性  

4遍真實事 

5遍因果相屬事  所作成辦  

 

(二)、引教 

1、契經(披尋記．第 2冊．p.905～908) 

如佛世尊曾為長老頡隸伐多(Revata)，說如是義。 

曾聞長老頡隸伐多問世尊言：大德！諸有比丘勤修觀行是瑜伽師，能於所緣安

住其心，為何(for what)於緣安住其心？云何(how)於緣安住其心？齊何(up to 

which stage)名為心善安住？ 

佛告長老頡隸伐多：善哉！善哉！汝今善能問如是義，汝今諦聽極善思惟，吾

當為汝宣說開示。 

頡隸伐多！諸有比丘勤修觀行是瑜伽師，能於所緣安住其心，或樂淨行，或樂

善巧，或樂令心解脫諸漏，於相稱緣安住其心，於相似緣安住其心，於(所)緣

無倒安住其心，能於其中不捨靜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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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相稱緣安住其心  

2 於相似緣安住其心  

3 於緣無倒安住其心  

4 能於其中不捨靜慮  

 
 

(1)、於相稱緣安住其心 

云何比丘勤修觀行是瑜

伽師，於相稱緣安住其

心？ 

 

A、為修境行 

謂彼比丘， 

(1)若唯有貪行，應於不淨緣安住於心，如是名為：

於相稱緣安住其心。 

(2)若唯有瞋行，應於慈愍安住其心。 

(3)若唯有癡行，應於緣性緣起安住其心。 

(4)若唯有慢行，應於界差別安住其心。 

(5)若唯有尋思行，應於阿那波那(ānāpāna，入出息)

安住其心。 

如是名為：於相稱緣安住其心。 

B、為得善巧 

頡隸伐多！又彼比丘， 

(1)若愚諸行自相，愚我、有情、命者、生者、能養

育者、補特伽羅(pudgala, 眾生)事，應於蘊善巧安

住其心。 

(2)若愚其因，應於界善巧(十八界種子為因)安住其

心。 

(3)若愚其緣，應於處善巧(據增上緣、境界緣門生識)

安住其心。 

(4)若愚無常、苦、空、無我，應於(十二)緣起、處(善

行生人天)非處(惡行生三惡道)善巧安住其心。 

C、為令解脫 

(1)若樂離欲界欲，應於諸欲(界)麤性、諸色(界)靜性

安住其心。 

(2)若樂離色界欲，應於諸色(界)麤性、無色(界)靜性

安住其心。 

(3)若樂通達(世出世因果)、 

(4)及樂解脫遍一切處(三界有漏身)薩迦耶

（satkāya，我、生命主體）事，應於苦諦、集諦、

滅諦、道諦安住其心。 

是名比丘勤修觀行，是瑜伽師，於相稱緣安住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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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於相似緣安住其心 

頡隸伐多！云何比丘勤

修觀行是瑜伽師於

(p.428b)相似緣(後起似

前，名住相似)安住其

心？ 

 

A、由勝解 

謂彼比丘於彼彼所知事，為欲簡擇、極簡擇、遍尋

思、遍伺察故，於先所見、所聞、所覺、所知事，

由見、聞、覺、知增上力故，以三摩呬多地作意思

惟分別，而起勝解，彼雖於其本所知事，不能和合

現前觀察，然與本事相似而生，於彼所緣有彼相似

(彼所緣影像與本事相似而生），唯智、唯見、唯正

憶念。 

B、由止觀 

又彼比丘於時時間令心寂靜，於時時間依增上慧法

毘缽舍那勤修觀行。 

是名比丘勤修觀行，是瑜伽師於相似緣安住其心。 

(3)、於緣無倒安住其心 

頡隸伐多！云何比丘勤

修觀行是瑜伽師於緣無

倒安住其心？ 

謂若比丘勤修觀行，是瑜伽師於所緣境安住其心，

隨應解了所知境界，如實無倒能遍了知。 

是名比丘勤修觀行，是瑜伽師於緣無倒安住其心。 

(4)、能於其中不捨靜慮 

頡隸伐多！云何比丘勤

修觀行是瑜伽師能於其

中不捨靜慮？ 

 

謂若比丘勤修觀行，是瑜伽師如是於緣正修行時，

無間加行、殷重加行，於時時間修習止相、舉相、

捨相。 

由修、由習、由多修習為因緣故， 

(1)一切麤重(dauṣṭhulya，惡性、無堪任性、剛強性、

不調柔性、不安隱性)悉皆息滅，隨得觸證所依(身)

清淨， 

(2)於所知事由現見故，隨得觸證所緣清淨， 

(3)由離貪故，隨得觸證心遍清淨， 

(4)離無明故，隨得觸證智遍清淨， 

是名比丘勤修觀行。 

是瑜伽師能於其中不捨靜慮。 

頡隸伐多！為此比丘於所緣境安住其心，如是於緣

安住其心，如是於緣安住心已，名善安住。 

 

2、重頌(披尋記．第 2冊．p.908) 

(1)、第一頌 

世尊此中，重說頌曰： 

行者行諸相，知一切實義，(p.428c)常於(相似)影(像)靜慮，得證遍清淨。 

⊙此中說言「行者行諸相」者：由此宣說修觀行者，於止、舉、捨相，無間修行、 

殷重修行。(宣說不捨靜慮) 

⊙若復說言「知一切實義」：者：由此宣說事邊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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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復說言「常於影靜慮」者：由此有宣說分別影像、無分別影像。 

⊙若復說言「得證遍清淨」者：由此宣說所作成辦。 

(2)、第二頌 

此中，世尊復說頌曰： 

於心相、遍知，能受遠離味，靜慮常委念，受喜樂離染。 

⊙此中說言「於心相遍知」者：謂有分別影像、無分別影像以「心相」名說， 

事邊際性以「遍知」名說。 

⊙若復說言「能受遠離味」者：由此宣說，於其所緣正修行者，樂斷(樂解脫諸漏)樂修(樂

淨行或樂善巧)。 

⊙若復說言「靜慮常委念」者：由此宣說，於奢摩他、毘缽舍那，常勤修習、委練修習

(宣說不捨靜慮)。 

⊙若復說言「受喜樂離染」者：由此宣說所作成辦。 

當知如是遍滿所緣，隨順淨教契合正理。 

如是名為：遍滿所緣。 

 

二、淨行所緣(披尋記．第 2冊．p.909～912) 

云何名為：淨行(對治品性)所緣？ 

謂不淨、慈愍、緣性緣起、界差別、阿那波那念等所緣差別。 

(一) 別辨相 

1、云何不淨所緣(能淨貪行)？謂略說有六種不淨。一、朽穢不淨。二、苦惱不淨。三、

下劣不淨。四、觀待不淨。五、煩惱不淨。六、速壞不淨。 

(1)、云何名為：朽穢不淨？謂此不淨，略依二種： 

一者依內(觀自身三十六種不淨之物)、 

二者依外(觀他身十六種不淨之事)。 

◎云何依內朽穢不淨？ 

謂內身中：髮、毛、爪、齒；塵、垢、皮、肉；骸骨、筋、脈；心、膽、肝、肺；

大腸、小腸；生藏、熟藏；肚、胃、髀、腎；膿、血、熱痰；肪、膏、肌髓；腦膜、

洟、唾；淚、汗、屎、尿。如是等類，名為依內朽穢不淨。 

◎云何依外朽穢不淨？ 

謂：或青瘀、或復膿爛、或復變壞、或復膨脹、或復食噉、或復變赤、或復散壞、

或骨、或鎖、或復骨鎖、或屎所作、或尿所作、或唾所作、或洟所作、或血所塗、

或膿所塗、或便穢處。如是等類，名為依外朽穢不淨。 

◎如是依內朽穢不淨，及依外朽穢不淨，總說為一朽穢不淨。 

(2)、云何名為：苦惱不淨？ 

謂順(欲界)苦受觸為緣所生，若身、若心不平等受受所攝。 

如是名為：苦惱不淨。 

(3)、云何名為：下劣不淨？ 

謂最下劣事、最下劣界，所謂欲界，除此更無極下、極劣、最極鄙穢餘界可得。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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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名為：下劣不淨。 

(4)、云何名為：觀待不淨？ 

謂如有一，劣清淨事，觀待其餘勝清淨事，便似不淨。 

◎如待無色勝清淨事，色界諸法便似不淨。 

◎待薩迦耶（satkāya，我、生命主體）寂滅涅槃，乃至(無色界)有頂(天)皆似不淨。 

◎如是等類一切名為：觀待不淨。 

(5)、云何名為：煩惱不淨？ 

謂三界中所有一切結、縛、隨眠、隨煩惱、纏，一切名為：煩惱不淨。 

(6)、云何名為：速壞不淨5？謂五取蘊無常、無恒、不可保信、變壞法性。 

如是名為：速壞不淨。 

 

(二)、顯方便(披尋記．第 2冊．p.910) 

如是不淨，是能清淨貪行所緣。貪有五種： 

一、於內身欲欲、欲貪；二、於外身婬欲、婬貪；三、境欲、境貪；四、色欲、色貪；

五、薩迦耶欲、薩迦耶貪。是名五貪。 

 

 (三)、配對治(披尋記．第 2冊．p.911) 

為欲令此五種欲貪，斷滅、除遣、不現行故，建立六種不淨所緣。 

 

1、於內身欲欲欲貪 

謂：由依內朽穢不淨所緣故，令於內身欲欲、欲貪，心得清淨。 

 

2、於外身婬欲、婬貪 

由依外朽穢不淨所緣故，令於外身婬欲、婬貪，心得清淨。 

(1)、廣分別 

婬相應貪復有四種： 

一、顯色貪；二、形色貪；三、妙觸貪；四、承事貪。 

由依四外不淨所緣，於此四種相應婬貪，心得清淨。 

◎若於青瘀、或於膿爛、或於變(p.429b)壞、或於膨脹、或於食噉作意思惟，於顯色貪

令心清淨。 

◎若於變赤作意思惟，於形色貪令心清淨。 

◎若於其骨、若於其鎖、若於骨鎖作意思惟，於妙觸貪令心清淨。 

◎若於散壞作意思惟，於承事貪令心清淨。 

如是四種，名於婬貪令心清淨。 

(2)、引教證 

                                                 
5《瑜伽師地論》卷 86：「於諸行中，修無常想行有五種：謂由無常性、無恒性、非久住性、不可保性、變

壞法性故。此中剎那剎那壞故，無常；自體繫屬有限住壽故，無恒；外事劫後決定無住故，非久住；壽

量未滿、容被緣壞、非時而死故，不可保；乃至爾所時住，於其中間不定安樂故，變壞法。」(大正 30，

778 b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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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世尊乃至所有，依外朽穢不淨差別，皆依四種憺怕
6
路而正建立。 

◎謂若說言：由憺怕路，見彼彼屍死，經一日、或經二日、或經七日，烏鵲、餓狗、鴟

鷲、狐狼、野干、禽獸之所食噉，便取其相，以譬彼身亦如是性、亦如是類，不能超

過如是法性。此即顯示：始從青瘀乃至食噉。 

◎若復說言：由憺怕路，見彼彼屍，離皮、肉、血，筋脈纏裹。此即顯示所有變赤。 

◎若復說言：由憺怕路，見彼彼骨、或骨、或鎖。此即顯示或骨、或鎖、或復骨鎖。 

◎若復說言：由憺怕路見彼彼骨，手骨異處、足骨異處、臗骨異處、膝骨異處、臂骨異

處、肘骨異處、脊骨異處、髆骨異處、肋骨異處，頷輪、齒鬘、頂髑髏等各各分散，

或經一年、或二、或三乃至七年，其色鮮白，猶如螺貝、或如鴿色，或見彼骨，和雜

塵土。此即顯示所有散壞。 

如是依外所有朽穢不淨所緣，令於四種婬相應貪，心得清淨 

 

3、於境欲境貪 

由苦惱不淨所緣及下劣不淨所緣故，令於境相應若欲、若貪，心得清淨。 

 

4、於色欲色貪 

由觀待不淨所緣故，令於色相應若欲、若貪，心得清淨。 

 

5、於薩伽耶欲、薩伽耶貪 

由煩惱不淨所緣，及速壞不淨所緣故，令於從欲界乃至有頂，諸薩迦耶若欲、若貪，心

得清淨。是名貪行淨行所緣。 

如是(p.429c)且約能淨貪行，總說一切，通(對)治(行)所攝不淨所緣。 

今此義中，本意唯取朽穢不淨，所餘不淨，亦是其餘淨行所緣。 

 

三、慈愍所緣(披尋記．第 2冊．p.912) 

云何慈愍所緣？ 

(一)、略辨相 

謂或於親品、或於怨品、或於中品，平等安住利益意樂，能引下、中、上品快樂定地勝

解。 

當知此中，親品、怨品、及以中品(有情)，是為所緣。 

利益意樂，能引快樂定地勝解，是為能緣。 

所緣、能緣總略為一，說名慈愍所緣(能淨瞋行)。 

 

(二)、配經說 

1、慈俱心 

若《經》7說言：慈俱心者。 

                                                 
6《瑜伽論記》卷 6：「泰基等同云，以二義解：一、置死屍處，寂寞無人故名憺怕，往彼處所故名為路。

又涅槃寂靜名曰憺怕，作不淨觀能至涅槃，故名為路。」(大正 42，446 b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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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即顯示於親、怨、中三品所緣利益意樂。 

2、無怨無敵無損害 

若復說言：無怨、無敵、無損害者，此則顯示利益意樂有三種相。 

⊙由無怨故，名為增上利益意樂，此無怨性二句所顯，謂無敵對故、無損惱故。 

⊙不欲相違諍義，是無敵對。 

⊙不欲不饒益義，是無損害。 

3、廣大無量 

若復說言：廣、大、無量，此則顯示能引下、中、上品快樂。 

⊙欲界快樂，名廣。 

⊙初二靜慮地快樂，名大。 

⊙第三靜慮地快樂，名無量。 

(第四靜慮已上無樂，所以不論。) 

4、勝解遍滿具足住 

若復說言：勝解遍滿具足住者， 

此則顯示：能引快樂定地勝解。 

又此勝解，即是能引快樂，利益增上意樂所攝，勝解作意俱行。 

(三)、廣差別 

1、能緣 

若於無苦無樂親、怨、中三品有情，平等欲與其樂，當知是慈。 

若於有苦或於有樂親、怨、中三品有情，平等欲拔其苦，欲慶其樂，當知是悲、是喜。 

2、所緣 

有苦有情，是悲所緣。 

有樂有情，是喜所緣。 

是名慈愍所緣。 

(四)、顯方便 

若有瞋行補特伽羅，於諸有情修習慈愍，令瞋微薄，名於瞋恚心得清淨。 

                                                                                                                                                         
7《中阿含經》卷 6：「多聞聖弟子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

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大正 01，458 b1

～5)。編者按：在經典中諸多「心與慈俱」，今且舉一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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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瑜伽師地論》卷 27 

本地分中聲聞地第十三第二瑜伽處之二 

第五章 數取趣處 

第二節 隨釋次第所問 

壹、所緣（大正藏：冊 30，427a22；披尋記：冊 2，頁 901） 

一、遍滿所緣 

二、淨行所緣（五門）（大正藏：冊 30，428a18；披尋記：冊 2，頁 909）            

（一）不淨所緣 

（二）慈愍所緣（大正藏：冊 30，429c3；披尋記：冊 2，頁 912）  

（三）緣性緣起所緣（大正藏：冊 30，430a4；披尋記：冊 2，頁 913） 

１、明依四道理 

云何緣性(四緣)緣起(十二支緣)所緣？謂於三世唯(觀待無明而有)行(無明有唯生

行之作用，乃至生於老死)、唯法、唯事(離言自性的存在)1、唯因、唯果，墮正

道理，謂觀待道理、作用道理、證成道理、法爾道理。2 

唯有(無明等)諸法能引(行等)諸法，無有作者及以受者3，是名緣性緣起所緣。 

２、明癡行者，由思惟癡心清淨 

於此所緣作意思惟，癡行增上補特伽羅所有癡行，皆得微薄；於諸癡行，心得清

淨。是名緣性緣起所緣。 

（四）界差別所緣（大正藏：冊 30，430a14；披尋記：冊 2，頁 914） 

１、總說 

云何界(因、種子)差別（dhātuprabhedaḥ）所緣4？謂六界差別(界分別觀，以六界

是生本故)。一、地界，二、水界，三、火界，四、風界，五、空界，六、識界。 

２、別釋（六界） 

（１）地界 

 云何地界（pṛthivīdhātu）5？地界有二。一、內，二、外。 

Ａ、標 

 （Ａ）內地界 

內地界者，謂此身中內別堅性，堅鞭6(硬、堅固、固體)所攝(是)地(大種、界)、(內)

                                                 
1 參見．惠敏法師著〈聲聞地〉中「唯」之用例考察：「……為除疑蓋（vicikitsa-nivarana）而如理思惟

的內容︰如理思惟去來今世，唯見有法（dharma-mātra）、唯見有事（vastu- mātra）、知有（sat）為有，

知無（asat）為無，唯觀有因（ hetu- mātra）、唯觀有果（phala- mātra），於實無事（asad- bhUta）不增

不益，於實有事（sad-vastu）不毀不謗，於其實有（bhUta）了知實有。謂於無常、苦、空、無我一切

法中，了知無常、苦、空、無我。以能如是如理思惟，便於佛〔法、僧、四諦〕所無惑無疑。」《中華

佛學學報》第七期，1994 年 7 月出版，p.27。 
2 《瑜伽師地論》卷 25（大正 30，419b6~c10），卷 57（大正 30，614a2~4）。 
3 韓清淨註：「唯有諸法能引諸法等者：為顯緣起非無因生，是故說言唯有諸法能引諸法。為顯緣起非自 

作非他作，是故說言無有作者及以受者。」（《披尋記》（二）p.913） 
4 《瑜伽師地論》卷 31（大正 30，454c9），卷 32（大正 30，463c2~26）；另參閱横山紘一、廣澤隆之著

《梵藏漢對照．瑜伽師地論總索引》p.144a。 
5 横山紘一、廣澤隆之著《梵藏漢對照．瑜伽師地論總索引》p.371a。 
6 《國譯一切經》69 冊：「鞭は硬に同じ鞭は誤字なリ。」（p.119） 

上廣下淨老師 指導 

釋海順 編 

20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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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大)所攝，親附(內身根塵、本識)執受(攝持)。7 (按: 內地界親附於彼執受根塵，

此內地界亦為賴耶執受，故云親附執受。) 

（Ｂ）外地界 

外地界者，謂外堅性，堅鞭(硬、堅固、固體)所攝(是)地、地所攝(外塵)，非親附

(內身根塵)、非(本識)執受(攝持)。 

Ｂ、舉事 

（Ａ）內地界 

又內地界其事云何？謂髮、毛、爪、齒，塵、垢、皮、肉，骸骨、筋、脈，

肝、膽、心、肺，脾、腎、肚、胃，大腸、小腸，生藏、熟藏，及糞穢等，

名內地界。 

（Ｂ）外地界 

又外地界其事云何？謂瓦、木、塊、礫、樹、石、山、巖，如是等類，名

外地界。                     

（２）水界 

云何水界（ābdhātu）8？水界有二。一、內，二、外。                       

Ａ、內水界 

內水界者，謂此身中內別濕性，濕潤所攝(是)水(大種、界)、(內)水(界)所攝(內

身根塵)，親附(內身根塵、本識)執受(攝持)。 

其事云何？謂淚、汗、洟(鼻涕)、唾、肪、膏、脂、髓、熱痰、膿、血、腦

膜、尿等，名內水界。 

 Ｂ、外水界    

外水界者，謂外濕性，濕潤所攝(是)水、水所攝(外塵)，非親附(內身根塵)、

非(本識)執受(攝持)。                  

其事云何？謂井、泉、池、沼(澤)、陂(池塘)、湖、河、海，如是等類名外

水界。（430b）                     

（３）火界 

云何火界（tejodhātu）9？火界有二。一、內，二、外。                       

Ａ、內水界 

內火界者，謂此身中內別溫性，溫熱所攝(是)煖(大種、界)、煖所攝(內身根

塵)，親附(內身根塵、本識)執受(攝持)。                          

其事云何？謂於身中所有溫煖，能令身熱、等熱、遍熱(依熱的程度加強而

立名)。由是因緣，所食、所飲、所噉、所嘗易正消變，彼增盛故，墮蒸熱

                                                 
7 《中阿含經》卷 7〈30 經〉（大正 1，464c）；《清淨道論》：「《大象跡喻經》說：次于大象跡喻經中說：

「諸賢！什麼是『內地界』？那內自身的堅的，固體的，所執持的，即髮、毛（爪、齒、皮、肉、腱、

骨、骨髓、腎、心臟、肝臟、肋膜、脾臟、肺臟、腸、腸間膜、胃中物）糞，或任何其他在內自身的

堅的，固體的，所執持的；諸賢！是名內地界」。「諸賢！什麼是『內水界』？那內自身的水，似水的

（液體）所執持的，即膽汁（痰、膿、血、汗、脂、淚、膏、唾、涕、關節滑液）尿，或任何其他內

身的水，似水的，所執持的；諸賢！是名內水界」。p.353 
8 横山紘一、廣澤隆之著《梵藏漢對照．瑜伽師地論總索引》p.613a。 
9 横山紘一、廣澤隆之著《梵藏漢對照．瑜伽師地論總索引》p.12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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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如是等類名內火界。 

Ｂ、外火界 

外火界者，謂外溫性，溫熱所攝(是)煖、煖所攝(外塵)，非親附(內身根塵)、

非(本識)執受(攝持)。 

其事云何？謂於人間，依鑽燧10等、牛糞末等，以求其火。火既生已，能燒

牛糞，或草、或薪、或榛(音津，叢生的樹木)11、或野、或山、或渚12，或村、

村分(村之一分)、或城、城分、或國、國分、或復所餘。如是等類，名外火

界。                    

（４）風界 

云何風界13（vāyudhātu）14？風界有二。一、內，二、外。                       

Ａ、內風界 

內風界者，謂此身中內別風性，風飄所攝(是)輕性、動性，親附(內身根塵、

本識)執受(攝持)15。                           

其事云何？謂內身中有上行風、有下行風、有脅臥風（患風住脇間而得臥

等）、有脊臥風、有腰間風、有臗(胯，腰和大腿之間的部分)間風、有小刀風

(患風身病如小刀等割)、有大刀風，有針刺風、有畢缽羅（pippala，患風時面

生黑點，一一皆如畢鉢羅狀，此風辛楚，由如畢鉢）風16，有入出息風、有

隨支節17(四肢關節)風。如是等類，名內風界。 

 

Ｂ、外風界 

外風界者，謂外風性，風飄所攝，輕性、動性，非親附(內身根塵)、非(本識)

執受(攝持)。 

其事云何？謂在身外有東來風、有西來風，有南來風、有北來風，有有塵風、

有無塵風，有狹小風、有廣大風，有毘濕婆（viśva，universal, pervading, 遍

佈一切, 或譯作「工巧風」，能成萬物）風18、有吠藍婆（vairambha 旋風）

風19，有風輪(世界之最底部，執持世界，如虛空中形成盤狀的大氣層)風20。 

                                                 
10 《一切經音義》卷 71：「鑽燧，又作鐆同辭醉反，火母也。《論語》鑽燧改火是也。世本造火者，燧人

因以名也。」（大正 54，771c19）；（《漢語大字典》冊 11，p.1143）。 
11 《一切經音義》卷 48：「或榛，仕巾反廣雅木叢生，曰榛。草叢生曰薄也。」（大正 54，629a17）；（《漢

語大字典》冊 2，p.1259）。 
12 《一切經音義》卷 48：「或渚，之與反爾雅小洲曰渚。言四方有水，中央猶言可居者，曰渚也。」（大

正 54，629a18）；（《漢語大字典》冊 3，p.1640）。 
13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75 （大正 27，388a18~28）。 
14 横山紘一、廣澤隆之著《梵藏漢對照．瑜伽師地論總索引》p.933b。 
15 《瑜伽師地論》卷 27：「親及執上麗本空白，三本俱有非字，聖本無空間。」（大正 30，430d，n.3、4）  
16 窺基撰《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8：「畢鉢羅風者，法師云：『人有此風，色如黑點。』有云：『畢鉢羅即

人食畢鉢羅也，此風辛楚由如畢鉢。』」（大正 43，114a14~16）。 
17 支節：1.四肢。2.指四肢關節。（《漢語大字典》冊 4，p.1373。） 
18 窺基撰《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8：「毘濕婆風者，此云工巧風，能成萬物。舊云毘首羯磨風。」（大正

43，114a17~19）；另參見横山紘一、廣澤隆之著《梵藏漢對照．瑜伽師地論總索引》p.873。 
19 窺基撰《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8：「吠藍婆此云旋風。舊云旋嵐風也。」（大正 43，114a19）；横山紘一、

廣澤隆之著《梵藏漢對照．瑜伽師地論總索引》p.94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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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大風，卒起積集，折樹、頹牆、崩山、蕩海，既飄鼓已，無所依憑，自

然靜息。若諸有情欲求風者，動衣搖扇及多羅（tāla 葉狀似棕櫨，截去葉頭

但留其掌，亦得扇涼）掌21。如是等類，名外風界。 

（５）空界 

云何空界？謂眼、耳、鼻、口、咽喉等所有孔穴。 

由此吞咽、於此吞咽，既吞咽已，由此孔穴，便下漏泄。如是等類，說名空界。 

（６）識界 

云何識界？謂眼、耳、鼻、舌、身、意識。 

又心(集起)、意(思量)、識(了別)三種差別。是名識界。（430c） 

３、明我慢者，於界差別作意思惟慢心得淨 

若諸慢行補特伽羅，於界差別作意思惟，便於身中離一合想(其實是諸界為身之

因，眾生計執為一合之我)，得不淨想，無復高舉，憍慢微薄，於諸慢行，心得

清淨。是名慢行補特伽羅由界差別淨行所緣。22 

  （五）阿那波那念所緣（大正藏：冊 30，430c5；披尋記：冊 2，頁 915） 

云何阿那（ānā 入息）波那（āpāna 出息）念23所緣？謂緣入息、出息念，是名「阿

那波那念（ānāpāna-smṛti）。24」此念所緣入出息等25，名「阿那波那念所緣26」。 

 

(按: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22：「慧由念力觀此為境，故名阿那阿波那念，以慧為

性；而說念者，念力持故，於境分明所作事成。」) 

 

１、廣辨 

（１）辨入出息   

當知此中，入息有二。何等為二？一者、入息；二者、中間入息。 

出息亦二。何等為二？一者、出息；二者、中間出息。 

Ａ、入息                          

入息者，謂出息無間，內門風轉乃至臍處。 

Ｂ、中間入息 

中間入息者，謂入息滅已，乃至出息未生，於其中間在停息處，暫時相似微

細風起(從臍至鼻中間暫時有出息相似風)，是名中間入息。 

                                                                                                                                                         
20 横山紘一、廣澤隆之著《梵藏漢對照．瑜伽師地論總索引》p.934a。 
21 窺基撰《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8：「論云多羅掌者，謂西方有樹狀似此間蘆樹葉，人趣裁去四邊散葉但

取苗，如鵝掌許大為扇，名多羅掌。」（大正 43，114a20~22）。 
22 《大般涅槃經》卷 36（大正 12，576c20~24）。 
23 《修行道地經》卷 5（大正 15，215c22~216a1）；《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22（大正 29，118a8~12），卷

29（大正 29，672c27~29）；《解脫道論》卷 6（大正 32，429c18）；窺基撰《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8：「阿

那波那念者，阿那名持來，波那名持去。持來者入息，持去者出息，亦名持息來持息去也。」（大正 43，

114a26~28）；《解脫道論》卷 7（大正 32，429c18）。 
24 詳見 恵敏法師著《「聲聞地」におる所緣の研究》（p.195）；另參見横山紘一、廣澤隆之著《梵藏漢對

照．瑜伽師地論總索引》p.1a。。 
25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26（大正 27，133c25~134a）。 
26 《瑜伽師地論》卷 31（大正 30，445a）。 



《瑜伽師地論》卷 27 

 

 5 

Ｃ、出息 

如入息、中間入息，出息、中間出息，當知亦爾。 

此中差別者，謂入息無間，外門風轉，始從臍處乃至面門，或至鼻端、或復

出外。 

（２）出因緣 

入息、出息有二因緣。何等為二？一、牽引業(由往業所引業風)；二、臍處孔

穴，或上身分所有孔穴(面上口鼻)。 

（３）辨息所依 

入息、出息有二所依。何等為二？一、身、二、心。所以者何？要依身、心，

入出息轉27，如其所應(或依身心，或依業，或依孔穴)。28 

(按：佛經說有四種情形之下，有情眾生是沒有呼吸的現象的： 

一、在無想定、滅盡定，及生於無想天的眾生， 

二、生於四無色界天的有情， 

三、處在胎位中之有情， 

四、在第四禪定，及生於第四禪天的眾生。 

依此經意，故下文釋妨難：) 

Ａ、「若唯依身而息轉」者，入無想定、入滅盡定、生無想天諸有情類，彼息應

轉； 

Ｂ、「若唯依心而息轉」者，入無色定、生無色界，彼息應轉； 

Ｃ、「若唯依身、心而轉，非如其所應」者， 

入第四靜慮、若生於彼(第四靜慮天)諸有情類， 

及羯羅藍(kalala，父母精血初和合凝結成膜)、頞部曇(arbuda 皰結)、閉尸

(peśī 軟肉)等位29 (鍵南 ghana 堅肉, 缽羅賒佉 praśākha 支節軀體等胎內

五位，在母腹中四位時無息)諸有情類，彼息應轉。30 

然彼(上三種情況皆)不轉， 

是故當知要依身、心，入出息轉，如其所應。 

 

 

                                                 
27 《雜阿含經》卷 21（大正 2，150a27）；另參見《施設論》卷 5（大正 26，523c20）；《阿毘達磨大毘婆

沙論》卷 26：「入出息由四事轉，一、有息所依身，二、風道通，三、毛孔開，四、入出息地麁心現前，

必具此四入出息轉。」（大正 27，132a21~23）；《瑜伽師地論》卷 31（大正 30，455a）。 
28 韓清淨註：「要依身心入出息轉如其所應者：入出息轉非唯依身、非唯依心，是故前說有二所依，然亦

非唯依身心轉，由諸有情業差別故，或時不轉，是故說言如其所應。如下妨難，其義可知。」（《披尋

記》（二）p.913）  
29 《俱舍論頌疏論本》卷 9：「最初羯剌藍（此云凝滑亦云和合），次生頞部曇（此云皰），從此生閉尸（此

云血肉也），閉尸生健南（此云堅肉），次鉢羅奢佉（此云支節），後髮毛爪等及色根形相漸次而轉增（髮

毛等，總是第五位。此上是胎內五位也。）」（大正 41，870c25~28）。 
30 遁倫集撰《瑜伽論記》卷 13：「[1]若唯依身而息轉等者，此中意難非唯依身而息得轉，如入無心定等

時，身在下界而彼息不轉，故非唯依身而息得轉。[2]若唯依心而息轉等者，此中意難非唯依心而息得

轉，若不爾者入無色定彼息應轉故。[3]若唯依身心而轉等者，此中意難亦依孔穴、業等而息得轉，非

唯依身心，如在母腹中四位時無息義，故論言閉尸等位。」（大正 42，447c24~44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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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1 息所依身 ○2 息所依心 ○3 非如其所應31 

（1）無想定、 

滅盡定、 

生無想天 

Ο × × 

（2）無色定、 

無色界 
× Ο × 

（3）胎位 Ο Ο × 

（4）第四靜慮、 

生四靜慮 
Ο Ο × 

（４）明息行 

入息、出息有二種行。何等為二？一者、入息向下而行(從鼻口入下向臍處)；

二者、出息向上而行(從臍處入上趣口鼻)。 

（５）明所依地 

入息、出息有二種地。何等為二？一、麁孔穴；二、細孔穴。（431a） 

云何麁孔穴？謂從臍處孔穴乃至面門、鼻門；復從面門、鼻門乃至臍處孔穴。 

云何細孔穴？謂於身中一切毛孔。 

（６）辨異名 

入息、出息有四異名。何等為四？ 

一名風， 

二名阿那波那， 

三名入息、出息， 

四名身行。 

(《集異門論》三卷：「身業亦名身行，入息出息亦名身行。 

於此義中，意說入息出息身行。 

所以者何？ 

入息者：呼吸外風，令入身內。 

出息者：引發內風，令出身外。 

由此勢力，令身動轉，通暢安隱。 

故入出息，說為身行(kāya-saṃskāra，bodily activities，身行輕安、安靜、柔軟

的狀態。」 

《雜阿含》（568 經）云：「出息入息名為身行。……出息入息是身法，依於身，

屬於身，依身轉。」 

                                                 
31 如其所應即指依孔穴、業等。詳見遁倫集撰《瑜伽論記》卷 13（大正 42，447c24~44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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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論》卷 56 云： 「行有三種：謂身行、語行、意行。當知此中入出息風名

為身行，風為導首，身業轉故，身所作業，亦名身行。……如入出息能起身業故

名身行。」) 

  

風名一種，是風共名； 

餘之三種，是不共名。 

 

（７）明修息觀人有二過患 

修入出息者，有二過患。何等為二？一、太緩方便；二、太急方便。 

由「太緩方便」故，生起懈怠，或為惛沈、睡眠纏擾其心，或令其心於外散亂。 

由「太急方便」故，或令其身生不平等，或令其心生不平等。 

◎云何令身生不平等？ 

謂強用力持入出息，由入出息被執持故，便令身中不平風轉。 

由此最初於諸支節皆生戰掉，名能戰掉。此戰掉風若增長時，能生疾病，

由是因緣，於諸支節生諸疾病。是名令身生不平等。 

◎云何令心生不平等？ 

謂或令心生諸散亂，或為極重憂惱逼切。是名令心生不平等。 

２、五種修習（大正藏：冊 30，431a18；披尋記：冊 2，頁 917） 

（１）總說 

又此阿那波那念，應知略有五種修習。 

何等為五？一、算數修習 p.5；二、悟入諸蘊修習 p.7；三、悟入緣起修習 p.8；四、

悟入聖諦修習 p.8；五、十六勝行修習 p.9。    

（２）別釋（五種） 

Ａ、算數修習 

云何名為：算數修習？謂略有四種算數修習。 

何等為四？ 

一者、以一為一算數； 

二者、以二為一算數； 

三者、順算數： 

四者、逆算數。 

（Ａ）解四句 

ａ、以一為一 

云何以一為一算數？謂若入息入時，由緣入息出息住念，數以為一。 

若入息滅出息生，出向外時，數為第二。 

(按: 以五入息、五出息算以為十) 

如是展轉數至其十，由此算數非略、非廣，故唯至十。是名以一為一算

數。 

ｂ、以二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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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以二為一算數？謂若入息入而已滅，出息生而已出，爾時總合數以

為（431b）一，即由如是算數道理，數至其十，是名以二為一算數。 

(按: 以十入息、十出息算以為十。) 

入息、出息說名為二，總合二種，數之為一，故名以二為一算數。 

ｃ、順算數 

云何順算數？謂或由以一為一算數，或由以二為一算數，順次展轉數至

其十，名順算數。32 

ｄ、逆算數 

云何逆算數？謂即由前二種算數，逆次展轉從第十數，次九、次八、次

七、次六、次五、次四、次三、次二，次數其一，名逆算數。 

（Ｂ）辨勝進算數 

ａ、結前生後 

若時行者，或以一為一算數為依，或以二為一算數為依，於順算數及逆

算數已串修習，於其中間，心無散亂。無散亂心、善算數已，復應為說

勝進算數。 

ｂ、釋勝進算數 

云何名為：勝進算數？ 

謂或依以一為一算數，或依以二為一算數，合二為一而算數之。 

（ａ）若依以一為一而算數者，即入息、出息，二合為一。 

（ｂ）若依以二為一而算數者，即入息、出息，四合為一。 

如是展轉數乃至「十」。 

(按: 合二入二出有四息為一，數至其十， 

乃至以三入、三出有六息為一，數至其十， 

四入、四出有八息數為一，數至其十…… 

十入、十出有二十息數為一，數至其十。) 

（ｃ）如是後後漸增乃至以百為一(一百入一百出有二百息，總合為

一)而算數之。由此以百為一算數，漸次數之乃至其十(即十次

以百為一之算數；又十百名千)。 

 

ｃ、串修習 

◎如是勤修數息念者，乃至十十(十箇十百故云十十)數以為一，漸次數

之，乃至滿十(十千名萬)。 

由此以十為一算數，於其中間，心無散亂，齊此名為已串修習。 

ｄ、習差別 

又此勤修數息念者，若於中間其心散亂，復應退還，從初數起，或順、

或逆。 

                                                 
32 《雜阿毘曇心論》卷 8（大正 28，934b2~3）；《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22（大正 29，118a23~25）；《阿毘

達磨順正理論》卷 60（大正 29，673c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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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時算數極串習故，其心自然乘任33運道，安住入息、出息所緣，無

斷無間相續而轉。先於入息有能取轉，入息滅已，於息空位有能取轉；

次於出息有能取轉，出息滅已，於息空位有能取轉。 

◎小結 

如是展轉相續流注，無動無搖，無散亂行，有愛樂轉，齊（431c）此名為

過算數地，不應復數，唯於入息、出息所緣，令心安住。 

於入出息應正隨行、應審了達。於入出息及二中間，若轉、若還分位差

別，皆善覺了。如是名為算數修習。 

（Ｃ）辨利鈍差別 

ａ、鈍根 

又鈍根者，應為宣說如是息念算數修習；彼由此故，於散亂處，令心安

住、令心愛樂。 

若異算數入出息念，彼心應為惛沈、睡眠之所纏擾，或應彼心於外馳散；

由正勤修數息念故，彼皆無有。 

ｂ、利根 

若有利根，覺慧、聰俊，不好乘此算數加行；若為宣說算數加行，亦能

速疾無倒了達，然不愛樂。 

（Ｄ）總牒結 

ａ、彼復於此入出息緣，安住念已，若是處轉34、若乃至轉、若如所轉、若

時而轉，於此一切，由安住念，能正隨行，能正了達如是加行有如是

相。 

ｂ、於此加行，若修、若習、若多修習為因緣故，起身輕安及心輕安，證

一境性，於其所緣，愛樂趣入。 

Ｂ、悟入諸蘊修習（大正藏：冊 30，431c16；披尋記：冊 2，頁 920） 

（Ａ）總辨悟入 

如是彼於算數息念，善修習已，復於所取(思惟入出息及所依身皆物質現

象，由此悟入色蘊)、能取(思惟入出息及受、想、行、識，由此悟入四蘊)

二事，作意思惟35，悟入諸蘊。 

（Ｂ）別明悟入 

云何悟入？ 

ａ、謂於入息、出息及息所依身，作意思惟，「悟入色蘊」。 

ｂ、於彼入息、出息，能取(阿那波那)念相應領納(receive impression)，作

意思惟，「悟入受蘊」。 

ｃ、即於彼(阿那波那)念相應等了（saṃjñanā，了此共相名等了, cognition 

                                                 
33 任＝住【宋】【元】【明】《瑜伽師地論》卷 27（大正 30，431d，n.6）；另參見《梵和大辭典》：「乘住

（samārūḍham）p.1423；運道（vāhimārga）p.1198。  
34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26：「轉者，轉此入出息觀起身念住，展轉乃至起法念住。」（大正 27，135a23）。 
35 遁倫集撰《瑜伽論記》卷 7 上：「云於所取能取二事思惟悟入諸蘊者，思惟所取入出息體及所依身悟入

色蘊，思惟能取念入出息同時四蘊即是悟入餘之四蘊。」（大正 42，448c28~449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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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objects and concepts）36，作意思惟，「悟入想蘊」。 

ｄ、即於彼念，若(阿那波那)念相應思及慧等，作意思惟，「悟入行蘊」。 

ｅ、若於彼(阿那波那)念相應諸心、意、識，作意思惟，「悟入識蘊」。 

◎如是行者，於諸蘊中乃至多住，名已悟入。是名「悟入諸蘊修習」。 

Ｃ、悟入緣起修習 

（Ａ）總說 

若時無倒能見、能知：唯有諸蘊、唯有諸行、唯事、唯法。彼於爾時，能於

諸行，悟入緣起。 

（Ｂ）別釋 

云何悟入？ 

ａ、明悟入染品 

（ａ）尋入出息因 

謂觀行者，如是尋求：此入出息，何依、何緣？既尋求已，如實悟入：

此入出息（432a），依身、緣身、依心、緣心。 

（ｂ）尋身心因 

復更尋求此身、此心，何依、何緣？既尋求已，如實悟入：此身、此

心，依緣命根(jīvitendriya，即有情之壽命，依煖與識而維持一期生命)。 

（ｃ）尋命根因 

復更尋求如是命根，何依、何緣？既尋求已，如實悟入：如是命根，

依緣先行(過去業行)。 

（ｄ）復先行因 

復更尋求如是先行，何依、何緣？既尋求已，如實悟入：如是先行，

依緣無明。(舉果尋因逆次第竟) 

◎如是了知無明(為)依緣(故有)先行，先行依緣命根，命根依緣身心，身

心依緣入息出息。(由因溯果順次第竟) 

ｂ、明悟入淨品 

又能了知無明滅故行滅，行滅故命根滅，命根滅故身心滅，身心滅故入

出息滅。 

ｃ、小結 

如是名為悟入緣起。 

（Ｃ）結 

彼於緣起悟入、多住，名善習修。是名悟入緣起修習。 

Ｄ、悟入聖諦修習（大正藏：冊 30，432a12；披尋記：冊 2，頁 921） 

（Ａ）悟入四諦 

ａ、苦諦 

（ａ）明無常 

如是彼於緣起悟入善修習已，復於諸行如實了知從眾緣生，悟入無常。 

                                                 
36 横山紘一、廣澤隆之著《梵藏漢對照．瑜伽師地論總索引》p.77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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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悟入諸行是無常故，本無而有，有已散滅。 

（ｂ）明苦 

若是本無而有，有已散滅，即是生法、老法、病法、死法。 

若是生法、老法、病法、死法，即是其苦。 

（ｃ）明空及無我 

若是其苦，即是無我，不得自在，遠離宰主。 

◎如是名為由無常、苦、空、無我行，悟入苦諦。 

ｂ、集諦 

又彼如是能正悟入：諸所有行，眾緣生起，其性是苦，如病、如癰，37一

切皆以貪愛為緣。 

ｃ、滅諦 

又正悟入：即此能生眾苦貪愛，若無餘斷，即是畢竟寂靜、微妙。 

ｄ、道諦 

我若於此，如是了知、如是觀見、如是多住，當於貪愛能無餘斷。 

◎如是名能悟入集諦、滅諦、道諦。 

（Ｂ）總結 

於此悟入能多住已，於諸諦中證得現觀。是名悟入聖諦修習。 

Ｅ、十六勝行修習（大正藏：冊 30，432a26；披尋記：冊 2，頁 922） 

◎牒前總標 

如是於聖諦中善修習已，於見道所斷一切煩惱皆悉永斷，唯餘修道所斷

煩惱，為斷彼故，復進修習十六勝行(勝前見道，故名勝行)38。 

(按: 《瑜伽論》把十六勝行作為斷修惑煩惱的方式，亦是安那般那念順

四念處方便而發展的修行法門。) 

【表三】 

四念處 十六勝行 十六勝行內容 十六勝行差別 

 

◎總緣念住 

云何名為十六勝行？  

謂於念入息，我今能學念於

入息；（432b）於念出息，我

今能學念於出息： 

問：如是十六差別云何？  

答：有學見跡已得四念住等(三十七菩

提分法)，於（432c）入出息所緣作意，

復更進修，為斷餘結。是故念言：「於

念入息，我今能學念於入息；於念出

息，我今能學念於出息。」 

                                                 
37 《瑜伽師地論》卷 86（大正 30，779b26~c1）。 
38 《雜阿含經》卷 29〈803 經〉（大正 2，206a16~b14）；《雜阿含經》卷 29〈810 經〉（大正 2，208a18~208b13）；

SN.54.13（S VI，329~331）；SN.54.16（S VI，336~337）；《清淨道論》p.237~279；《坐禪三昧經》（大

正 15，275b19~276a6）；《摩訶僧祇律》卷 4（大正 22，254c14~255a5）；《大智度論》卷 11（大正 25，

138a10~15）；《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26（大正 27，136a17）；《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 60：「有餘師

說：若具六相遠離三失，或若具足修十六種殊勝行相，齊此應說持息念成，經說息念有十七種。」 （大

正 29，675a9~12）；《成實論》卷 14（大正 32，355c16）；楊郁文著《阿含要略》p.219~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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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 

念 

處 

◎別緣念住： 

(1)觀息長 

若長。 若緣入息、出息境時，便作念言：「我

今能學念長入息、念長出息。」 

(2)觀息短 

 

若短。 若緣中間入息、中間出息境時，便作

念言：「我今能學念短入息、念短出

息。」 

  ◎如入息出息長轉，及中間入息、中

間出息短轉，即如是了知。如是名為：

若長、若短。 

(3)觀息遍身 於覺了遍身入息，我今能學

覺了遍身入息； 

於覺了遍身出息，我今能學

覺了遍身出息。 

若緣身中微細孔穴，入息出息周遍隨

入諸毛孔中，緣此為境，起勝解時，

便作念言：「我於覺了遍身入息出息，

我今能學覺了遍身入息出息。」 

(4) 觀息除身行 於息除身行入息，我今能學

息除身行入息； 

於息除身行出息，我今能學

息除身行出息。 

(按: 息除身行: praśrabhya 

kāya-saṃskārām, 

praśrabdhi (平靜，止息，

除斷、輕安)，淨諸身行，

身行輕利、平息身行。 

《坐禪三昧經》卷上云：「若

身懈怠、睡眠、體重悉除棄

之，身輕柔軟隨禪定心。」) 

若於是時，或入息、中間入息已滅，

出息、中間出息未生，緣入息出息空

無位、入息出息遠離位為境。 

或出息、中間出息已滅，入息、中間

入息未生；緣出息入息空無位、出息

入息遠離位為境。即於此時便作念

言：「於息除身行入息，我今能學息除

身行入息；於息除身行出息，我今能

學息除身行出息。」 

◎又即於此，若修、若習、若多修習

為因緣故，先未串習入出息時，所有

剛強苦觸隨轉，今已串習入出息故皆

得息除，有餘柔軟樂觸隨轉。便作念

言：「於息除身行入息，我今能學息除

身行入息；於息除身行出息，我今能

學息除身行出息。」 

 

 

 

(5)觀喜入出息 於覺了喜入息，我今能學覺

了喜入息； 

於覺了喜出息，我今能學覺

了喜出息。 

又於如是阿那波那念勤修行者，39若

得初靜慮或得第二靜慮時。40便作念

言：「於覺了喜入息出息，我今能學覺

了喜入息出息。」 

                                                 
39 《瑜伽師地論》卷 32（大正 30，464b12~23）。 
40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26：「覺喜者，觀初二靜慮地喜。覺樂者，觀第三靜慮地樂。」（大正 27，

136b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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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念 

處 

 

(6)觀樂入出息 於覺了樂入息，我今能學覺

了樂入息； 

於覺了樂出息，我今能學覺

了樂出息。 

若得離喜第三靜慮時，便作念言：「於

覺了樂入息出息，我今能學覺了樂入

息出息。」第三靜慮已上，於阿（433a）

那波那念，無有更修加行道理，是故

乃至第三靜慮，宣說息念加行所攝。 

(7)觀心行入出息 於覺了心行入息，我今能學

覺了心行入息； 

於覺了心行出息，我今能學

覺了心行出息。 

(7～8)又即如是覺了喜者、覺了樂

者，或有暫時生起忘念：或謂有我、

我所；或發我慢；或謂我當有、或謂

我當無；或謂我當有色、或謂我當無

色；或謂我當有想、或謂我當無想；

或謂我當非有想非無想，生起如是愚

癡想、思俱行種種動慢、戲論、造作、

貪愛；纔生起已，便能速疾以慧通

達，不深染著，方便斷滅、除遣、變

吐。 

由是加行，便作念言：「於覺了心行入

息出息，我今能學覺了心行入息出

息；於息除心行入息出息，我今能學

息除心行入息出息。」 

(8)觀息除心行入出

息  

 

於息除心行入息，我今能學

息除心行入息； 

於息除心行出息，我今能學

息除心行出息。 

 

 

 

 

 

心

念 

處 

(9)觀心入出息 於覺了心入息，我今能學覺

了心入息； 

於覺了心出息，我今能學覺

了心出息。 

又若得根本第一、第二、第三靜慮，

彼定已得初靜慮近分未至依定，依此

觀察所生起心。謂如實知、如實覺了：

或有貪心、或離貪心；或有瞋心、或

離瞋心；或有癡心、或離癡心；41略

心、散心；下心、舉心；有掉動心、

無掉動心；有寂靜心、無寂靜心；有

等引心、無等引心；善修習心、不善

修習心；善解脫心、不善解脫心。42於

如是心皆如實知、如實覺了，是故念

言：「於覺了心入息出息，我今能學覺

了心入息出息。」 

                                                 
41 《瑜伽師地論》卷 28（大正 30，440b13~18）。 
42 《瑜伽師地論》卷 28（大正 30，440 c5~c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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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觀喜悅心息 於喜悅心入息，我今能學喜

悅心入息； 

於喜悅心出息，我今能學喜

悅心出息。 

彼若有時，見為惛沈、睡眠蓋覆障其

心，由極於內住寂止故，爾時於外隨

緣一種淨妙境界，43示現、教導、讚

勵、慶喜，策發其心。是故念言：「於

喜悅心入息出息，我今能學喜悅心入

息出息。」 

(11)觀制持心息 於制持心入息，我今能學制

持心入息； 

於制持心出息，我今能學制

持心出息。 

彼若有時，見為掉舉、惡作蓋覆障其

心，由極於外住囂舉故，爾時於內安

住寂靜，制持其心。是故念言：「於制

持心入息出息，我今能學制持心入息

出息。」（433b） 

(12)觀解脫心息 

 

於解脫心入息，我今能學解

脫心入息； 

於解脫心出息，我今能學解

脫心出息。 

若時於心善修、善習、善多修習為因

緣故，令現行蓋皆得遠離，於諸蓋中，

心得清淨。是故念言：「於解脫心入息

出息，我今能學解脫心入息出息。」 

 

 

 

 

 

 

法 

念 

處 

 

 

(13)觀無常息 於無常隨觀入息，我今能學

無常隨觀入息； 

於無常隨觀出息，我今能學

無常隨觀出息。 

彼於諸蓋障，修道者心已解脫，餘有

隨眠，復應當斷。為斷彼故，起道現

前，謂於諸行無常法性，極善精懇，

如理觀察，是故念言：「於無常隨觀入

息出息，我今能學無常隨觀入息出

息。」 

(14)觀斷息 於斷隨觀入息，我今能學斷

隨觀入息； 

於斷隨觀出息，我今能學斷

隨觀出息。 

(14～16)又彼先時，或依下三靜慮、

或依未至依定，已於奢摩他，修瑜伽

行；今依無常隨觀，復於毘缽舍那，

修瑜伽行。如是以奢摩他、毘缽舍那，

熏修心已，於諸界中，從彼隨眠而求

解脫。 

◎云何諸界？所謂三界。一者、斷界；

二者、離欲界；三者、滅界。44 

(15)觀離欲息  於離欲隨觀入息，我今能學

離欲隨觀入息； 

於離欲隨觀出息，我今能學

離欲隨觀出息。 

                                                 
43 《瑜伽師地論》卷 24（大正 30，412a5~12）。 
44 《雜阿含經》卷 17〈464 經〉：「謂聖弟子止、觀俱修，得諸解脫界。」阿難復問上座：「云何諸解脫界？」

上座答言：「尊者阿難！若斷界，無欲界，滅界，是名諸解脫界。」尊者阿難復問上座：「云何斷界，

乃至滅界？」上座答言：「尊者阿難！斷一切行，是名斷界；斷除愛欲，是無欲界；一切行滅，是名滅

界。」（大正 2，118b25~c1）；《瑜伽師地論》卷 85（大正 30，775a4~9）；《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25（大

正 29，134a23~26）；《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 72（大正 29，734a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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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觀滅息 於滅隨觀入息，我今能學滅

隨觀入息； 

於滅隨觀出息，我今能學滅

隨觀出息。 

見道所斷一切行斷名為「斷界」。 

修道所斷一切行斷名「離欲界」。 

一切依滅名為「滅界」。 

思惟如是三界，寂靜、安隱、無患，

修奢摩他、毘缽舍那。 

◎彼由修、習、多修習故，從餘修道

所斷煩惱，心得解脫，45是故念言：「於

斷隨觀、離欲隨觀、滅隨觀入息出息，

我今能學斷隨觀、離欲隨觀、滅隨觀

入息出息。」 

明究

竟果 

如是彼於見、修所斷一切煩惱，皆永斷故，成阿羅漢，諸漏永盡，此後更無所應作事， 

於所決擇已得究竟。 

◎是名「十六勝行」。 

  （３）明總結 

修習如是名為：五種修習阿那波那念。 

多尋思行補特伽羅，應於是中，正勤修學，愛樂乘御。若於所緣，有思遽務、

有散亂者，於內各別應當親近如是觀行。 

３、結安那般那所緣 

若於此中，勤修習者，尋思散動皆無所有，心於所緣，速疾安住，深生愛樂。 

是名第五多尋思行補特伽羅淨行所緣。46
 

（六）總結 

如（433c）是總名淨行所緣。 

三、善巧所緣（大正藏：冊 30，433c1；披尋記：冊 2，頁 928） 

（一）列五善巧 

云何名為：善巧所緣47？ 

謂此所緣略有五種。一、蘊善巧，二、界善巧，三、處善巧，四、緣起善巧，五、

處非處善巧。 

（二）次第釋（五種善巧）  

１、蘊善巧 

蘊善巧者，云何蘊？云何蘊善巧？ 

（１）明蘊體 

謂蘊有五。則色蘊48、受蘊、想蘊、行蘊、識蘊。 

Ａ、色蘊 

                                                 
45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29（大正 27，148b10~15）。 
46 《瑜伽師地論》卷 26（大正 30，426b1~2）。 
47 《阿毘達大毘婆沙論》卷 6（大正 27，28c）；《瑜伽師地論》卷 45（大正 30，539b15~17），卷 57（大

正 30，614a）；《顯揚聖教論》卷 14（大正 31，545b~547a）；《辯中邊論》卷 1（大正 31，468c16~19）；

《大寶積經》卷 51（大正 11，299c8~11）。  
48 《瑜伽師地論》卷 25（大正 30，4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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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色蘊？謂諸所有色，一切皆是四大種及四大種所造。 

此復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麁、若細，若劣、若勝，若

遠、若近。總名色蘊。 

Ｂ、受蘊 

云何受蘊？謂或順樂觸為緣諸受，或順苦觸為緣諸受，或順不苦不樂觸為緣

諸受。 

復有六受身，則眼觸所生受，耳、鼻、舌、身、意觸所生受。總名受蘊。 

Ｃ、想蘊 

云何想蘊49？謂有相想、無相想(有頂想、及一切出世間學、無學想)，狹小

想(欲廛想)、廣大想(色廛想)，無量想(空識無邊處廛想)、無諸所有無所有處

想(無所有處廛想)。 

復有六想身，則眼觸所生想，耳、鼻、舌、身、意觸所生想。總名想蘊。 

Ｄ、行蘊 

云何行蘊？謂六思身，50則眼觸所生思，耳、鼻、舌、身、意觸所生思。 

復有所餘除受及想，諸心法等。總名行蘊。 

Ｅ、識蘊 

云何識蘊？謂心、意、識。 

復有六識身，則眼識，耳、鼻、舌、身、意識。總名識蘊。 

◎前受、想、行蘊及此識蘊，皆有過去、未來、現在、內、外等差別，如前廣說。

是名為蘊。 

（２）明蘊善巧 

云何蘊善巧？謂善了知，如所說蘊種種差別性、非一眾多性，除此法外，更無 

所得、無所分別，是名略說蘊善巧義。 

Ａ、明種種差別性 

云何名「蘊種種差別性」？謂色蘊異、受蘊異，乃至識蘊異，是名種種差別

性。 

Ｂ、明非一眾多性 

云何名「蘊非一眾多性」？謂色蘊非一眾多品類。 

大種所造差別故，去、來、今等品類差別故。是名色蘊非一眾多性。 

如是餘蘊，隨其所應，皆當了知。 

Ｃ、明除此法外更無所得無分別 

云何「除此法外，更無所得無所分別」？謂唯（434a）蘊可得，唯事可得。 

非離蘊外，有我可得，有常、恒住、無變易法是可得者，亦無少法是我所有。

                                                 
49 《大乘阿毘達磨集論》卷 1（大正 31，664a7~12）；另參見《瑜伽師地論》卷 53：「問：何等是想自性？ 

答：此亦六種，如前應知。又想有六：一、有相想，二、無相想，三、狹小想，四、廣大想，五、無

量想，六、無所有想。又略有二：一、世間想，二、出世想。狹小想者，謂欲廛想。廣大想者，謂色

廛想；無量想者，謂空識無邊處廛想；無所有想者，謂無所有處廛想；即此一切、名有相想。無相想

者，謂有頂想、及一切出世間學、無學想。又一切想、皆等了相。」（大正 30，593b27~c6） 
50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2（大正 27，9b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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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更無所得無所分別。 

２、界善巧 

云何界？云何界善巧？  

（１）明界體 

謂界51有十八。 

則眼界、色界、眼識界， 

耳界、聲界、耳識界， 

鼻界、香界、鼻識界， 

舌界、味界、舌識界， 

身界、觸界、身識界， 

意界、法界、意識界。 

是名為界。 

（２）明界善巧 

Ａ、明於十八界善巧 

若復於彼十八種法，從別別界、別別種子、別別種性，生起、出現，如實了

知、忍可、審察；名界善巧。 

Ｂ、明於十八法因緣善巧 

如實了知十八種法52，從別別界別別而轉，即於因緣而得善巧，是故說此名

界善巧。 

３、處善巧 

云何處？云何處善巧？  

（１）明處相 

謂處有十二。則眼處色處、耳處聲處、鼻處香處、舌處味處、身處觸處、意處

法處。是名為處。 

（２）明處善巧義 

Ａ、明眼識三緣 

處善巧者：謂眼為增上緣，色為所緣緣，等無間滅意為等無間緣，生起眼識

及相應法。 

Ｂ、明耳識三緣 

耳為增上緣，聲為所緣緣，等無間滅意為等無間緣；生起耳識及相應法。 

Ｃ、例餘四識三緣 

如是乃至意為等無間緣，此生作意為增上緣，法為所緣緣，生起意識及相應

法。 

（３）明總結 

如是六識身及相應法，皆由三緣而得流轉。謂增上緣、所緣緣、等無間緣。若

於如是諸內外處緣得善巧，名處善巧。 

                                                 
51 《瑜伽師地論》卷 56（大正 30，610a1~4）。  
52 《瑜伽師地論》卷 56（大正 30，610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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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緣起善巧 

（１）問緣起、善巧 

云何緣起？云何緣起善巧？ 

Ａ、明緣起體 

謂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

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乃至招集如是純大苦蘊。是名緣起。  

Ｂ、明善巧義 

（Ａ）依無常明善巧 

若復了知唯有諸法(愛)滋潤諸法，唯有諸法等潤(取及餘煩惱助潤生)諸

法，唯有諸行引發諸行。而彼諸行因所生故、緣所生故，本無而有，有已

散滅（434b），體是無常。 

（Ｂ）依苦明善巧 

是無常故，即是生法、老法、病法、死法、愁悴、悲嘆、憂苦、惱法。是

生法故，乃至是惱法故，則名為苦。  

（Ｃ）依無我明善巧 

由是苦故，不得自在其力羸劣，由是因緣定無有我。 

（２）總結 

若於如是緣生法中，由如是等種種行相善巧，了達或無常智、或苦智、或無我

智，53是名緣起善巧。 

５、處非處善巧 

（１）總標  

又處非處善巧，當知即是緣起善巧差別54。 

（２）明差別 

此中，差別者，謂由處非處善巧故，能正了知非不平等因果道理，則善不善法

有果異熟。若諸善法能感可愛果異熟法，諸不善法能感非愛果異熟法。 

◎若能如是如實了知，名處非處善巧。 

（三）結 

此五善巧略則為二。一、自相善巧，二、共相善巧。由蘊善巧顯自相善巧，由餘善

巧顯共相善巧。如是總名善巧所緣。 

四、淨惑所緣（大正藏：冊 30，434b14；披尋記：冊 2，頁 931） 

（一）世間道淨惑之相 

云何淨惑所緣？ 謂觀下地麁性、上地靜性。如欲界對初靜慮，乃至無所有處對非

想非非想處。 

１、明麁性觀 

云何麁性？謂麁性有二：一、體麁性；二、數麁性。 

（１）明體麁性 

                                                 
53 《瑜伽師地論》卷 85（大正 30，775a23~b2）。  
54 《瑜伽師地論》卷 57「問：緣起善巧、處非處善巧何差別？答：唯於因果生起道理正智顯了，名緣起

善巧；若於一切無顛倒理正智顯了，名處非處善巧。」（大正 30，614a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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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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明數麁性 

數麁性者，謂欲界色蘊有多品類，應知應斷，如是乃至識蘊亦爾，是故說彼為

數麁性。 

２、諸餘上地展轉相望 

（１）總顯 

如是上地展轉相望，若體麁性、若數麁性，隨其所應，當知亦爾。 

如是麁性，於諸上地展轉相望，乃至極於無所有處，一切下地苦惱增多、壽量

減少，一切上地苦惱減少、壽量增多。（434c） 

（２）別簡 

非想非非想處唯靜唯妙，更無上地勝過此故。 

３、舉要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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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４、顯淨惑 

此是世間由世俗道淨惑所緣。何以故？彼觀下地多諸過患，如病、如癰、猶如毒

箭，不安隱性以為麁性；觀於上地與彼相違以為靜性。 

斷除下地所有煩惱，始從欲界乃至上極無所有處，此是暫斷、非究竟斷，以於後

時更相續故。 

（二）明出世道淨惑之相 

１、總標 

出世間道淨惑所緣，復有四種。55一、苦聖諦；二、集聖諦；三、滅聖諦；四、

道聖諦。 

２、別解 

（１）明四諦體相 

云何苦聖諦？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求不得苦、

略說一切五取蘊苦，名苦聖諦。56 

云何集聖諦？謂若愛，若後有愛，若喜貪俱行愛，若彼彼喜樂愛等，57名集聖

諦。 

云何滅聖諦？謂即此愛等無餘斷滅，名滅聖諦。 

云何道聖諦？謂八支等聖道，名道聖諦。 

（２）明建立 

                                                 
55 《瑜伽師地論》卷 67（大正 30，672a22），卷 95（大正 30，844a6~b17）。 
56 《瑜伽師地論》卷 34（大正 30，475a6~b24）；《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 6（大正 31，719c）。 
57 《瑜伽師地論》卷 55（大正 30，604c24~605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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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知此中，依黑品白品果58因建立，故建立四聖諦。 

謂苦諦是黑品果；集諦是黑品因；滅諦是白品果；道諦是白品因，能得能證故。 

又苦諦如病初應遍知；集諦如病因緣次應遠離；滅諦如無病次應觸證，道諦如

良藥復應修習及多修習。 

（３）明諦義 

又苦諦苦義，乃至道諦道義，是如是實非不如實，是無顛倒非是顛倒，故名為

諦。 

又彼自相無有虛誑，及見彼故無倒覺轉，是故名諦。59 

（４）明聖諦義 

問：何故諸諦唯名「聖諦」？ 

答：唯諸聖者於是諸諦同謂為諦，如實了知、如實觀見；一切愚夫不如實知、

不如實見。是故諸諦唯名聖諦。 

◎又於愚夫唯由法爾說名為（435a）諦，不由覺悟；於諸聖者俱由二種。 

３、解苦諦等義類差別 

（１）明建立苦諦 

Ａ、略明八苦義 

（Ａ）又生苦者，謂於生時發生種種身心苦受，非生自體即是其苦，為苦因緣，

故名為苦。 

（Ｂ）廣說乃至求不得苦，謂由所求不得因緣，發生種種身心苦受，非求不得

體即是苦，為苦因緣，故名為苦。60 

如是當知略說一切五取蘊苦。  

Ｂ、解三苦 

（Ａ）攝八為三 

謂由生等異門，唯顯了苦苦；由此五取蘊苦，亦顯了所餘壞苦、行苦。所

以者何？如五取蘊具攝三受，如是能與如前所說苦苦為器；當知此中，亦

即具有前所未說壞苦、行苦。 

（Ｂ）問答辨名 

問：何故世尊苦苦一種，以自聲說(直接以苦為名)；壞苦、行苦，以異門

說(以壞以行而立苦名)？  

答：於苦苦中若凡若聖一切等有苦覺慧轉。 

又苦苦性極可厭患。 

又從先來未習慧者，纔為說時則便易入。 

又於諸諦令所調伏可化有情易得入故。 

（Ｃ）建立三苦（大正藏：冊 30，435a16；披尋記：冊 2，頁 935） 

云何建立三種苦性？  

                                                 
58 窺基撰《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4：「苦集二諦，名為黑品；滅道兩諦，名為白品。」（大正 43，65c15~16），

卷 6（大正 43，89a17~21）。 
59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77（大正 27，398c1~2）；法救造《雜阿毘曇心論》卷 8（大正 28，936c5~9）。 
60 《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 6（大正 31，719c2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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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明建立苦苦 

謂先所說生苦，乃至求不得苦，即顯苦受及所依處為苦苦性，如是名為：

建立苦苦性。 

ｂ、明建立壞苦 

（ａ）依六所治 

諸有是彼所對治法，謂少是老所治，無病是病所治，命是死所治，親 

愛合會是怨憎會所治，非愛別離是愛別離所治，所求稱遂是求不得所 

治。 

（ｂ）依苦受等及依明壞苦性 

◎復有苦受及所依處所起煩惱；復有無病等順樂受處等，及彼所生受

所起煩惱，如是總說為壞苦性。 

◎此中，樂受及所依處，由無常故，若變若異，受彼增上所生眾苦。

若諸煩惱於一切處正生起時，纏縛其心，令心變壞，即生眾苦，故

名壞苦。 

（ｃ）總結 

如世尊言：「入變壞心執母邑手，乃至廣說。」又如說言：「住貪欲纏，

領受貪欲纏緣所生身心憂苦；如是住瞋（435b）恚、惛沈睡眠、掉舉惡

作、疑、纏，領受彼纏緣所生身心憂苦。」由此至教第一至教，諸煩

惱中苦義可得，壞義可得，故說煩惱為壞苦性。如是名為：建立壞苦

性。 

Ｃ、建立行苦性 

（Ａ）明苦性 

若行苦性，遍行一切五取蘊中。以要言之，除苦苦性，除煩惱攝變壞苦性， 

除樂受攝及所依處變壞苦性，諸餘不苦不樂受俱行，若彼所生、若生彼緣、 

若生住器所有諸蘊，名行苦性。 

（Ｂ）明苦義 

由彼諸蘊其性無常，生滅相應，有一切取，三受麁重之所隨逐，不安隱攝， 

不脫苦苦及以壞苦，不自在轉，由行苦故說名為苦。 

◎如是名為建立行苦性。 

（２）明建立集諦 

又即彼愛亦名希求，亦名欣欲，亦名喜樂。即此希求由三門轉。謂希求後有， 

及希求境界。61 

◎若希求後有名「後有愛」。 

◎希求境界復有二種：謂於已得境界，「有喜著俱行愛」。 

若於未得境界，「有希求和合俱行愛」。 

◎當知此中，於已得境界喜著俱行愛，名「喜貪俱行愛」；於未得境界希求和合俱

行愛，名「彼彼喜樂愛」。 

                                                 
61 《瑜伽師地論》卷 86（大正 30，782a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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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明建立滅諦 

滅有二種。一、煩惱滅，二、所依滅(異熟滅)。 

（４）明建立道諦 

道有二種。一、有學道，二、無學道。 

４、結 

如是當知名出世道淨惑所緣。 

五、總結 

如是已說四種所緣：一、遍滿所緣；二、淨行所緣；三、善巧所緣；四、淨惑所緣。 

 

貳、教授（大正藏：冊 30，435b23；披尋記：冊 2，頁 937） 

云何教授62？謂四教授。一、無倒教授；二、漸次教授；三、教教授；四、證教授。 

一、解四種教授 

（一）無倒教授 

云何無倒教授？  

謂無顛倒宣說法義，令其受持、讀誦、修學，如實出離、正盡眾苦、作苦邊際。如

是名為無倒教授。 

（二）漸次教授 

云何漸次教授？  

謂稱時機宣說法義，先令受持、讀誦淺近，後方令彼學深遠處。 

又為令入初諦現（435c）觀，先教苦諦，後集、滅、道。 

又為令得靜慮等至，先教最初靜慮等至，後教其餘靜慮等至。 

如是等類，應知名為漸次教授。 

（三）教教授 

云何教教授？ 

謂從尊重、若似尊重，達解瑜伽軌範、親教，或諸如來、或佛弟子所聞正教，即如

其教不增不減教授於他，名教教授。 

（四）證教授 

云何證教授？  

謂如自己獨處空閑，所得、所觸、所證諸法，為欲令他得、觸、證故，方便教授，

名證教授。 

二、解三種教授 

（一）標 

復有(化他)諸相圓滿教授。其事云何？  

謂由三種神變教授，三神變者63：一、神境神變；二、記說神變；三、教誡神變。 

１、神境神變 

由神境神變，能現種種神通境界，令他於己生極尊重；由彼於己生尊重故，於屬

                                                 
62 《瑜伽師地論》卷 12（大正 30，335b3~7），卷 13（大正 30，347a8~10），卷 38（大正 30，500b14~17）。 
63 《瑜伽師地論》卷 25（大正 30，417b19~22），卷 37（大正 30，496b19~23），卷 69（大正 30，681b28~c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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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聽，瑜伽、作意，極生恭敬。 

２、記說神變 

由記說神變，能尋求他心(貪等)行差別。 

３、教誡神變 

由教誡神變，如(三乘)根、如行(方便)、如所悟入(聖諦)，為說正法，於所修行能

正教誡。 

（二）結 

故三神變能攝(化他)諸相圓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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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師地論》卷 28 

本地分中聲聞地第十三第二瑜伽處之二 

第五章 數取趣處 

第二節 隨釋次第所問 

參、三學（大正藏：冊 30，435c26；披尋記：冊 2，頁 939） 

云何為學？謂三勝學。一、增上戒學；二、增上心學；三、增上慧學。1 

一、正解三學 

（一）辨三學體 

１、增上戒學 

云何增上戒學？謂安住具戒等，如前廣說。2是名增上戒學。 

２、增上心學 

云何增上心(定)學？ 

（１）謂離欲惡不善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436a）入初靜慮具足安住，3乃至能

入第四靜慮具足安住，是名增上心學。 

（２）又諸無色，及餘所有等持(samādhi 三昩、三摩地)、等至(samāpatti 三摩缽底)，

亦皆名為增上心學。 

（３）然依靜慮，能最初入聖諦(satyāni)現觀(abhisamāgacchati, abhi+sam+āgacchati, 

to come to (understand) completely)，正性離生(samyaktva-nyāma，「正性，

samyaktva」，指無漏聖道。「離生，nyāma, ni+āma」，指斷除由「分別」而生

起的煩惱，亦指脫離凡夫之生)，非全遠離一切靜慮能成此事，是故靜慮最

為殊勝，故偏說為增上心學。 

３、增上慧學 

云何增上慧學？謂於四聖諦等，所有如實智見。是名增上慧學。 

（二）明立三學定數 

問：何緣唯有三學，非少、非多？  

答：「建立定義」故，「智所依義」故，「辨4(辦)所作義」故。 

１、「建立定義」者，謂「增上戒學」。所以者何？由戒建立心一境性，能令其

心觸三摩地(samādhi 三昩)。 

２、「智所依義」者，謂「增上心學」。所以者何？由正定心念一境性，於所知

事，有如實智5、如實見轉。 

３、「辨(辦)所作義」者，謂「增上慧學」。所以者何？由善清淨若智、若見，能

證究竟諸煩惱斷，以煩惱斷，是自義利、是勝所作，過此更無勝所作故。 

由是因緣，唯有三學。 

                                                 
1 《瑜伽師地論》卷 94（大正 30，835a29），卷 97（大正 30，856a9~b10），卷 98（大正 30，867a3~5）。 
2 《瑜伽師地論》卷 21（大正 30，397a16），卷 22（大正 30，402a24~402b2），卷 25（大正 30，417b1~5），

卷 83（大正 30，762b6~11）。 
3 《瑜伽師地論》卷 16（大正 30，367b6~12），卷 94（大正 30，835c19~22）。 
4 辨＝辦【宋】【元】【明】。《瑜伽師地論》卷 28（大正 30，436d，n.2）。 
5 《瑜伽師地論》卷 83（大正 30，763a4）。 

上廣下淨老師 指導 

釋海順 編 

20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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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三學次第 

問：何緣三學如是次第？  

答：先於「尸羅」(śīla 戒、清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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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是最初修習淨戒，漸次進趣，後證無作究竟涅槃。是故三學如是次第。 

（四）明三學增上義 

問：何緣三學名為增上戒、心、慧耶？  

答： 

１、依所趣及最勝義明增上義 

所趣義故、最勝義故，名為增上。 

（１）明所趣義 

云何所趣義？ 

Ａ、謂為趣增上心(定)而修淨戒，名增上戒學； 

Ｂ、為趣增上慧而修定心，名增上心學； 

Ｃ、為趣煩惱斷而修智見，名增上慧學。 

如是名為：所趣義故名為增上。 

（２）明最勝義 

云何最勝義？ 

謂若（436b）增上戒學、若增上心學、若增上慧學，唯於聖教獨有此三，不共外

道。 

如是名為：最勝義故名為增上。 

２、依引發明增上義 

又或有增上心學能引發增上慧學； 

或有增上慧學能引發增上心學，謂聖弟子未得根本靜慮，先學「見跡」(跡即是

道，見跡即見道)，後為進斷修道所斷一切(俱生)煩惱，正勤加行修「念覺支」，

乃至修「捨覺支」，是名增上慧學引發增上心學。 

(按：此即七覺支:(一)念覺支，(二)擇法覺支，(三)精進覺支，(四)喜覺支，(五)輕

安覺支，又作猗覺支，(六)定覺支，(七)捨覺支) 

增上心學引發增上慧學者，如前已說。 

３、依具不具明增上義 

1、又或有增上戒學，無增上心、無增上慧。 

2、或有增上戒學，亦有增上心，唯無增上慧。 

3、非有增上慧學而無增上戒及無增上心，是故若有增上慧學，當知必定具足三學。 

                                                 
6 《中阿含經》卷 10〈43 經〉：「阿難！是為因持戒便得不悔，因不悔便得歡悅，因歡悅便得喜，因喜便

得止，因止便得樂，因樂便得定。阿難！多聞聖弟子因定便得見如實知如真，因見如實知如真便得厭，

因厭便得無欲，因無欲便得解脫，因解脫便知解脫。……阿難！是為法法相益，法法相因。」（大正 1，

485c10~18），卷 10〈42 經〉（大正 1，48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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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建立三種學中，諸瑜伽師當勤修學。 

二、明依三學入諦現觀 

復有三種補特伽羅，依此三學入諦現觀。 

何等為三？一、未離欲；二、倍離欲；三、已離欲。 

1、 當知此中，於一切欲「全未離(欲)」(未伏修惑或伏欲界修惑五品)者，勤修加行

入諦現觀；既於諸諦得現觀已，證預流果。 

2、「倍離欲」(先伏欲界修惑六品乃至八品)者，當於爾時，證一來果。 

3、「已離欲」(已伏欲界修惑九品乃至或伏無所有處已還修惑)者，當於爾時，證不還

果。7 

三、明立三根（大正藏：冊 30，436b19；披尋記：冊 2，頁 942） 

復有三(無漏)根：一未知欲知根；二已知根；三具知根。 

云何建立如是三根？ 

（一）謂「於諸諦未現觀」者，加行勤修諸諦現觀(於見道十五心剎那中)，依此建立「未

知欲知根」(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意根、憂根、喜根、樂根、捨根。

此十根若在見道十五心時名「未知當知根」)。 

（二）若「於諸諦已得現觀」(至見道第十六心已去)而居「有學」，依此建立「已知根」。 

（三）若阿羅漢「所作已辦」，住「無學位」，依此建立「具知根」(十根中除憂根)。8 

四、明立三解脫門 

（一）總標 

復有三解脫門：一、空解脫門；二、無願解脫門；三、無相解脫門。 

（二）別釋 

云何建立三解脫門？謂所知境略有二種。有及非有。 

１、明有法 

有「有」二種：一者、有為；二者、無為。 

（１）於有為中，且說三界所繫五蘊， 

（２）於無為中，且說涅（436c）槃。 

◎如是二種有為、無為，合說名「有」。 

２、明非有法 

若說於我，或說有情、命者、生者等，是名「非有」。 

（三）明三解脫門 

１、依有為法配無願解脫門 

                                                 
7 《瑜伽師地論》卷 34（大正 30，476a3~11），卷 64（大正 30，656c27~657a1）； 

遁倫集撰《瑜伽論記》卷 13：「入聖得果不同中，未離欲者，於異生時若未伏惑或伏欲界修惑五品已

來皆名未離欲；倍離欲者，先伏六品乃至八品；已離欲者，已伏欲界修惑九品，乃至或伏無所有處已

還修惑名已離欲。當知此中於一切欲全未離者，入諦現觀，證預流果者，且據全未伏修惑者，故云全

未離欲，道理伏五品來亦證初果。倍離欲者九品離六，名倍離欲。」（大正 42，451c14~22）。 
8 《瑜伽師地論》卷 57（大正 30，616c26），卷 100（大正 30，881a18~21）；另參見遁倫集撰《瑜伽論記》

卷 7 上：「建立三根中，謂約彼十根，在三位中前後建立。言十根者，謂信等五根、意根、憂、喜、

樂、捨，此之十根若在七方便中及在見道十五心時，名未知當知根。若在方便未能正知諦理將欲正知

故，名未知當知。若在十五心時未能重知將欲重知，名未知當知，至第十六心已去即名已知根，已見

理盡無有未知當更知義，乃至離欲未盡已來仍有十根為已知根……。」（大正 42，451c22~452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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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緣五取蘊)有為」中見過失故、見過患故，無所祈願，無祈願故，依此建立無

願解脫門。 

２、依無為法配無相解脫門 

於有為中無祈願故，便於涅槃深生祈願，見極寂靜、見甚微妙、見永出離，由(緣

「無為」)於中見永出離故，依此建立無相解脫門。 

３、依非有法配空解脫門 

於(緣我、有情等)其「非有(法)」，無所有中，非有祈願、非無祈願，如其「非

有」，還則如是知為「非有」，見為「非有」，依此建立空解脫門。 

◎是名建立三解脫門。9
 

 

肆、隨順學法（大正藏：冊 30，436c；披尋記：冊 2，頁 942） 

一、總問 

云何隨順學法？ 

二、略答 

[立所治]謂有十種違逆學法；[立能治]對治彼故，應知十種隨順學法。 

（一）明十種違逆學法 

１、總問 

云何十種違逆學法？  

２、廣答 

一者、所有母邑少年盛壯可愛形色，是正修學善男子等上品障礙。 

二者、於薩迦耶（satkāya，我、生命主體、有身）所攝諸行(計常)生起愛著。 

三者、嬾墮10懈怠。 

四者、薩迦耶見(satkāya-dṛṣṭi, 有身見，the view of the (real) existence of the body)。
11 

五者、依於段食貪著美味。 

六者、於諸世聞(間)12種種戲論(指違背實理、無益的言論)13非一眾多別別品類所

思念中發欲貪愛。 

七者、思惟諸法瑜伽作意所有過患。 

此復云何？謂十一種。 

一、於諸諦、(三)寶14、（五）蘊、業果中猶預疑惑。 

二、樂修斷者，身諸麤重(不能樂斷樂修)。 

                                                 
9 《大毘婆沙論》卷 33：「阿毘達磨依觀四諦十六行相建立三解脫門。」（大正 27，172a）。 
10 墮＝惰【宋】【元】【明】。《瑜伽師地論》卷 28（大正 30，436d，n.4）。 
11 《瑜伽師地論》卷 2（大正 30，284c10~14）。 
12 聞＝間【宋】【元】【明】。《瑜伽師地論》卷 28（大正 30，436d，n.5）。 
13 《瑜伽師地論》卷 25（大正 30，420a21~25）。 
14 寶＝實【宋】【元】【明】。《瑜伽師地論》卷 28（大正 30，436 d，n.6）；另參見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

所研究叢書《瑜伽論．聲聞地》〈第二瑜伽處〉17 卷：「（三）寶についてあるいは（四）諦につてある

いは（五）蘊についてあるいは業果について疑惑．疑念．疑いがあること。」p.458 

 kāṃkṣā vimatir vicikitsā ratneṣu vā satyeṣu vā skandheṣu vā karmaphale v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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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有慢緩者，於修止觀(方便)過患作意，惛沈睡眠映蔽其心，令心極

略。 

四、太猛精進者，身疲心惱。 

五、太劣精進者，不得勝進，善品衰退。 

六、於少利養、名譽、稱讚，隨一樂中，深生欣喜。 

七、掉舉、不靜、踊躍、躁擾。 

八、於薩迦耶永滅涅槃而生驚恐。 

九、於諸言說非量加行、言論太過；雖說法論而好折伏，起諍方便。 

十、於先所見、所聞、所受非一眾多別別品類諸境界中，心馳、心散。 

十一、不應思處（437a）而強沈思。 

應知是名思惟諸法瑜伽作意所有過患。 

八者、於諸靜慮、等至樂中深生愛味。 

九者、樂欲證入無相定者，於諸行中隨順流散。 

(按: 本論卷十二曰：「又二因緣入無相定：一、不思惟一切相故。二、正思惟無

相界故。由不思惟一切相故，於彼諸相不厭不壞。」 

十者、觸身苦受乃至奪命苦受時，貪愛壽命、希望存活，隨此希望，傷歎迷悶。 

是名十種違逆學法。 

（二）明十種隨順學分二異門 

１、依十相明隨順法 

（1）云何對治如是十種違逆學法隨順學法？謂有十種。15 

一、不淨想；二、無常想；三、無常苦想；四、苦無我想；五、厭逆食想；

六、一切世間不可樂想；七、光明想；八、離欲想；九、滅想；十、死想。 

（2）如是十想，善修、善習、善多修習，能斷十種障礙學法、違逆學法。 

◎明光明想及意趣 

◎當知此中，有四光明：一、法光明(聞慧了達教法)；二、義光明(思慧於義決了)；
16三、奢摩他光明；四、毘缽舍那光明。依此四種光明增上立光明想。 

◎今此義中，意取能斷思惟諸法瑜伽作意障礙法者(依聞、思法義光明治彼思惟諸

法所有過患)。 

 

２、依宿因等十法明隨順法 

（１）總標 

                                                 
15 《瑜伽師地論》卷 20（大正 30，390a1~391a16），卷 25（大正 30，417b9~22），卷 97（大正 30，856b19~24）。 
16 遁倫集撰《瑜伽論記》卷 7 上：「此則下以光明想為治，光明有四：一、法光明，即是聞慧了達教法故

名也；二、義光明，即是思慧於義決了故名也，後二可知。景師判云：此十一中若於教法心暗惑者即

以聞慧法光明治，若於教所詮義心暗起障即以思慧義光明治，若於起行能為障者即以止觀光明為治，

亦可此中但取聞思法義光明治彼思惟諸法所有過患，不取止、觀光明為治，以此止、觀正是學體。今

此門中，但明隨順學法不明學體，故除止觀，故下文中，引四光明後即除取云：今此義中意取能斷思

惟諸法瑜伽作意障礙法者，未得聞思之前思惟諸法不可為障。今得聞思故能除斷，基師復云：今此義

中意取能斷等者，即解例前光明中唯有四種，意取法義二光明能斷思惟瑜伽時障礙法。」（大正 42，

452a29~ b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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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知此中，復有十種隨順學法。 

（２）徵問 

何等為十？ 

（３）列名 

一者、宿因；二者、隨順教；三者、如理加行；四者、無間殷重所作；五者、

猛利樂欲；六者、持瑜伽力；七者、止息身心麤重；八者、數數觀察；九者、

無有怯弱；十者、離增上慢。 

（４）別釋（十種） 

Ａ、宿因 

云何宿因？謂先(前世)所習(信、勤、念、定、慧等)諸根成熟、諸根積集(增

長)。 

Ｂ、隨順教 

云何隨順教？謂所說教無(顛)倒(心能隨順依教而學)、漸次(先修加行、次

得入聖、次起修道、後階無學)。 

Ｃ、如理加行 

云何如理加行？謂如其教無倒修行，如是修行能生正見。 

Ｄ、無間殷重所作 

云何無間殷重所作？謂由如是正加行故，於諸善品不虛捨命，速能積習所

有善品。 

Ｅ、猛利樂欲 

云何猛利樂欲？謂如有一，於上解脫發生希慕，謂我何時當於是處能具足

住，如諸聖者於是處所具足而住。 

Ｆ、持瑜珈力 

云何持瑜伽力？謂二因緣能令獲得持瑜伽力。一者、本性是利根故，二者、

長時串修習故。 

Ｇ、止息身心麤重 

云何（437b）止息身心麤重？ 

（Ａ）息勞乏 

謂如有一，或由身勞身乏，發身麤重、發心麤重；此因易脫威儀(減少事務

活動)而便止息。 

（Ｂ）息尋伺 

或由太尋太伺，發身麤重、發心麤重；此因內心寂止方便而便止息。 

（Ｃ）息惛睡 

或由心略、心劣、惛沈睡眠之所纏遶，發身麤重、發心麤重；此因增上慧 

法毘缽舍那順淨(取淨妙相)作意而便止息。 

（Ｄ）息煩惱 

或由本性煩惱未斷，有煩惱品，身心麤重，未能捨離；此因相續勤修正道

而便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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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明數數觀察 

云何數數觀察？  

（A）謂依尸羅(śīla 戒、清涼)，數數觀察惡作不作，數數觀察善作而作。

於其惡作不作不轉；於其善作不作不退。於其惡作作而棄捨；於其善

作作而不捨。17 

（B）又於煩惱斷與未斷，觀察作意增上力故，數數觀察。若知已斷，便生

歡喜；若知未斷，則便數數勤修正道。 

Ｉ、明無有怯弱 

云何無有怯弱？謂於後時應知、應見、應證得中，未知、未見、未證得故

發生怯弱，其心勞倦、其心匱損，彼既生已而不堅執，速能斷滅。 

Ｊ、明離增上慢 

云何離增上慢？謂於所得、所觸、所證，無增上慢、離顛倒執，於真所得

起於得想，於真所觸起於觸想，於真所證起於證想。 

三、明總結 

如是十法，於樂修學諸瑜伽師所應修學，初、中、後時恒常隨順，無有違逆，是故名

為隨順學法。 

 

伍、瑜伽壞（大正藏：冊 30，437b23；披尋記：冊 2，頁 946） 

一、總說 

云何瑜伽壞？謂壞瑜伽略有四種。 

何等為四？一者、畢竟瑜伽壞；二者、暫時瑜伽壞；三者、退失所得瑜伽壞；四者、

邪行所作瑜伽壞。 

二、別釋（四種） 

（一）畢竟瑜伽壞 

畢竟瑜伽壞者，謂無種姓補持伽羅。何以故？由彼身中無能趣向涅槃法故，畢竟失

壞出世瑜伽。 

（二）暫時瑜伽壞 

暫時瑜伽壞者，謂有種姓補特伽羅。何以故？（437c）由彼身中有能趣向涅槃法故，

雖闕外緣，時經久遠，定當緣會，修習瑜伽，令其現起，善修習已，當般涅槃。是

故說彼所有瑜伽暫時失壞。 

（三）退失所得瑜珈壞 

退失所得瑜伽壞者，謂如有一，退失所得、所觸、所證，若智、若見、若(靜慮現

法)安樂住。 

（四）邪行所作瑜伽壞 

                                                 
17 《顯揚聖教論》卷 7：「數數觀察者，謂依尸羅數數觀察惡作、善作如實了知若於惡作不為，不應捨離；

若於善作不為，則應捨離；若於惡作為之，則應捨離；若於善作為之，不應捨離。如是觀察作意增上

力故，數數觀察，一切煩惱已斷未斷，若知已斷，應深慶悅；若知未斷，數數應修此對治道。」（大正

31，513, c1~7）；另參閱 遁倫集撰《瑜伽論記》卷 7 上：「於其惡作不作不轉。於其善作作而不退者，

於其善作不退作彼不作之事，故云不作不退。」（大正 42，452b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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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不如理行 

邪行所作瑜伽壞(雖修三學，不與三藏理同)者，謂如有一，不如正理精勤修行，

雖多用功、無所成辦，不能成辦一切瑜伽，亦非善法。 

２、虧損淨命 

（１）招集利敬 

Ａ、為說法 

又如有一，多諸煩惱，性多塵穢，而識聰銳，覺慧猛利，成俱生覺，善攝所

聞，於聞究竟或少、或多，或住空閑，有在家者及出家者，為性質直，來至

其所，因為說法，令(來求法者)心歡喜。 

Ｂ、行矯詐 

又行矯詐，妄現種種身、語相應調善所作。 

Ｃ、顯所為 

由是因緣，招集利養、恭敬、稱頌、大福德想，及得種種衣食、臥具、病緣

醫藥、資身什物，為諸國王、大臣、居士乃至商主恭敬尊重，咸共謂之是阿

羅漢。 

（２）恐失利敬 

Ａ、戀著愛眾 

或於隨彼迴轉(隨彼教)弟子，若諸出家、若在家眾，戀著親愛，隨順而轉，

為多招引。 

Ｂ、妄立瑜伽 

◎復生是念：此諸出家在家弟子，信順於我，咸共謂我是阿羅漢。彼若依於

瑜伽作意止觀等處，來請問我，我得彼問或不能對，彼因是事，當於我所

捨信向心，不復謂我是阿羅漢，由斯退失利養恭敬，我於今者，應自思惟、

籌量、觀察，安立瑜伽。  

◎彼由是事增上力故，耽著利養、恭敬、名譽，獨處空閑，自諦思惟、籌量、

觀察，安立瑜伽；然此瑜伽不順契經、不現戒律、違逆法性。 

（３）起覆藏想 

Ａ、恐有詰發 

若諸比丘善持三藏，彼於其所覆自瑜伽不欲開示；若諸在家、出家弟子，於

此瑜伽私竊教示，不令彰顯。 

所以者何？恐有（438a）善持三藏教者，聞彼如是瑜伽處已，以《經》撿驗、

不順《契經》；以律顯照、不現戒律；以法觀察、違逆法性，由是因緣便不

信受，以不信言、詰難於我，諍競舉發。 

Ｂ、恐失利敬 

◎由是國王、大臣、居士乃至饒財長者、商主，不復恭敬尊重於我，更不獲

得衣、食、臥具、病緣醫藥資身什物。 

◎彼由貪著利養、恭敬增上力故，於非法中起於法想，起覆藏想，起惡欲樂，

顯發、開示非法為法。諸有忍許彼所見者，亦於非法起是法想，愚昧頑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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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非法中起法想故，雖如其教精進修行，當知一切皆是邪行。 

３、小結 

如是名為：邪行所作瑜伽失壞，像似正法，非真正法，能障正法。 

三、明總結勸 

諸有比丘勤修靜慮，是瑜伽師於此四種(畢竟、暫時、退失所得、邪行所作)瑜伽壞法，

應正遍知，當遠捨離。 

陸、瑜伽（大正藏：冊 30，438a16；披尋記：冊 2，頁 949） 

一、總說 

云何瑜伽？謂四瑜伽。何等為四？一、信；二、欲；三、精進；四、方便。 

二、別釋（四種） 

（一）明信體相 

當知其信有二行相及二依處。 

◎「二行相」者：一、信順行相(忍可行信)；二、清淨(信)行相。18 

◎「二依處」者：一、觀察諸法道理依處；二、信解補特伽羅神力依處。 

（二）明欲體相 

欲(希求仰慕)有四種。何等為四？ 一、為證得欲；二、為請問欲；三、為修集資糧

欲；四、為隨順瑜伽欲。 

１、明證得欲 

「為證得欲」者，謂如有一，於上解脫發生希慕，如前廣說。 

２、明請問欲 

「為請問欲」者，謂如有一，生希慕已，往僧伽藍，詣諸有識同修梵行成就瑜伽

妙智者所，為聽未聞，為聞究竟。 

３、明修集資糧欲 

「為修集資糧欲」者，謂如有一，為戒律儀清淨、為根律儀清淨故，於食知量、

減省睡眠、正知住中，展轉增勝，發生希慕。19 

４、明隨順瑜伽欲 

「為隨順瑜伽欲」者，謂於無間加行、殷重加行（438b）修習道中，發生希慕、發

生欣樂，欲有所作。 

（三）明精進體相 

精進有四。何等為四？ 一、為聞精進；二、為思精進；三、為修精進；四、為障

淨精進。 

１、明為聞精進 

「為聞精進」者，謂為聽未聞、聞已究竟，勤心勇猛、審決加行。 

                                                 
18 《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 1（大正 31，697b19~22）；遁倫集撰《瑜伽論記》卷 7 上：「信、二行相

者，景云：一、信順行相，謂聞說諦寶等時心生信順；二、清淨相者，夫不信心名不清淨，今說信

順名為清淨行相。今準對法論，忍可行信信順行相：清淨行信名淨行相。二依處者，一、觀察諸法

道理依處者，且如聞說四諦道理，於中觀察染淨因果實有不虛，依之生信，故名依處；二、信解補

特伽羅神力依處者，見現神變，是故生信，亦名依處。」（大正 42，452c11~20）。 
19 《瑜伽師地論》卷 21（大正 30，397a16~c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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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明為思精進 

「為思精進」者，謂如所聞法，獨處空閑，思惟其義、籌量、觀察。 

３、明為修精進 

「為修精進」者，謂入寂靜，於時時間勤修止觀。 

４、明為障淨精進 

「為障淨精進」者，謂於晝夜策勵、精勤經行、宴坐，從諸(順)障法淨修其心，

勤心勇猛、審決、精進。 

 （四）明方便體相 

方便有四。謂尸羅(śīla 戒、清涼)律儀增上力故，善守其念；善守念故，能無放逸，

防護其心，修諸善法；無放逸故，心正於內修奢摩他、增上慧法毘缽舍那。 

三、明總結 

此四瑜伽有十六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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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一】20 

信 欲 精進 方便 

（1）信順行相； 

（2）清淨行相； 

（3）觀察諸法道理依處； 

（4）信解補特伽羅神力依處。 

（1）為證得欲； 

（2）為請問欲； 

（3）為修集資糧欲； 

（4）為隨順瑜伽欲。 

（1）為聞精進； 

（2）為思精進； 

（3）為修精進； 

（4）為障淨精進。 

（1）尸羅律儀增上力；

（2）善守其念； 

（3）能無放逸； 

（4）修奢摩他、增上慧

法毘缽舍那。 

柒、作意（大正藏：冊 30，438b19；披尋記：冊 2，頁 951） 

一、辨四作意（兩種） 

云何作意？ 謂四作意。21何等為四？  

（一）第一說 

一、力勵運轉作意；二、有間運轉作意；三、無間運轉作意；四、無功用運轉作意。 

１、力勵運轉 

云何力勵運轉作意？ 

謂初修業者令心於內安住、等住，或於諸法無倒簡擇，乃至未得(色界定心)所修

作意，爾時(於欲界聞思散心)作意力勵運轉；由倍勵力，折挫其心，令住一境，

                                                 
20 參見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研究叢書《瑜伽論．聲聞地》〈第二瑜伽處〉卷 17：「（1）依戒律儀善守

其念；（2）依根律儀善守其念；（3）善守念故，能無放逸，防護其心，修諸善法；（4）無放逸故，心正於

內修奢摩他、增上慧法毘缽舍那。」p.438；另參見遁倫集撰《瑜伽論記》卷 7 上：「方便四者，景師判

云：一、為護尸羅善守其念；二、無放逸；三、一心正於內修奢摩他；四、增上慧法毘缽舍那。泰基

同云：一、尸羅；二、念；三、無放逸；四、定慧。……」（大正 42，452c22~29）。 
21 《瑜伽師地論》卷 30（大正 30，451b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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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名力勵運轉作意。 

 

２、有間運轉 

云何有間運轉作意？ 

謂得所修作意已後，世、出世道漸次勝進(七作意中之)了相作意(了達欲界粗相及

初靜慮靜相，了四諦相)22，由(未至定)三摩地思(慧)所間雜，未能一向純(定心)修

行轉，故名有間運轉作意。 

３、無間運轉 

云何無間運轉作意？ 

謂從(1)了相作意已後， 

[(2)勝解作意：於所緣相發起勝解； 

(3)遠離[欲界先所應斷煩惱]作意； 

(4)攝樂作意：愛樂於斷，見勝功德而深慶悅； 

(5)觀察作意：數數觀察已斷未斷] 

乃至(6)加行（438c）究竟作意(倍更樂斷樂修，時時觀察先所已斷，煩惱對治作意已

得生起，暫得伏斷方便)，是名無間運轉作意。 

４、無功用運轉 

云何無功用運轉作意？ 

謂(7)加行究竟果作意23(從此無間，由是因緣證入根本初靜慮定)，是名無功用運

轉作意。 

（二）第二說 

復有所餘四種作意：一、隨順作意；二、對治作意；三、順清淨作意；四、順觀察

作意。24 

１、隨順 

云何隨順作意？ 

謂於所緣深生厭壞，起(離欲)正加行，而未斷惑。 

２、對治 

云何對治作意？ 

謂能斷惑。 

３、順清淨 

云何順清淨作意？ 

謂心下蹙(愁苦)25，取淨妙相，策令歡悅。 

４、順觀察 

云何順觀察作意？ 

謂觀察作意，由此作意增上力故，順觀煩惱斷與未斷。 

                                                 
22 《瑜伽師地論》卷 33（大正 30，466b），卷 34（大正 30，470c）。 
23 《瑜伽師地論》卷 33（大正 30，466c），卷 34（大正 30，477b）。 
24 《瑜伽師地論》卷 11（大正 30，333a22~28）。 
25 蹙：愁苦貌。（《漢語大詞典》冊 10，p.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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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作意思惟相 

問：於所緣境正作意時，思惟幾相？  

答：四。 

何等為四？一、所緣相；二、因緣相；三、應遠離相；四、應修習相。 

（一）明所緣相 

所緣相者，謂所知事同分影像，明了顯現。 

（二）明因緣相 

因緣相者，謂三摩地資糧積集(因緣)，隨順教導，與修俱行(而生)猛利樂欲；於可

厭法(能障等持因緣)深生厭患；能審遍知(我今在定有)亂與不亂；他不惱觸，或人

所作、或非人作，或音聲作、或功用作(等不亂因)。 

若毘缽舍那而為上首26，內略(攝歛)其心，極猛盛觀後因緣相(以初修於觀與後所得

止心為因緣相)。 

若奢摩他而為上首，發起勝觀，極猛盛止後因緣相(以初修於止與後所發勝觀為因

緣相)。 

 

（三）明應遠離相 

應遠離相復有四種。 

一者、沈相；二者、掉相；三者、著相；四者、亂相。27 

「沈相」者，謂由所緣相(同分影像)、因緣相(偏依於止)故，令心下劣。 

「掉相」者，謂由所緣相、因緣相(偏依於觀)故，令心高舉。 

「著相」者，謂由所緣相、因緣相(不能厭患)故，令心於境起染、起著，作諸惱

亂。 

「亂相」者，謂由所緣相、因緣相(人、非人等於中惱觸)故，令心於外馳散擾動。 

如是諸相如前等引地(三摩呬多地)28中已說。 

三、明作意勝解差別相 

問：如是作意於所緣境起勝解時，有幾勝解？ 

答：九。何等為九？ 

（一）列名 

一、有光淨勝解；二、無光淨勝解；三、遲鈍勝解；四、捷利勝解；五、狹小勝解
29；六、廣大勝解；七、無量（439a）勝解；八、清淨勝解；九、不清淨勝解。 

（二）別釋（分九） 

1、「有光淨勝解」者，謂於光明相澄心善取，與光明俱所有勝解。 

2、「無光淨勝解」者，謂於光明相不能善取，與闇昧俱所有勝解。 

3、「遲鈍勝解」者，謂鈍根身中所有勝解。 

4、「捷利勝解」者，謂利根身中所有勝解。 

                                                 
26 《瑜伽師地論》卷 31（大正 30，456a16~b4）。 
27 《瑜伽師地論》卷 11（大正 30，333c28~334a18）。 
28 《瑜伽師地論》卷 11（大正 30，333c25~334a19）。 
29 《瑜伽師地論》卷 53（大正 30，593c），卷 72（大正 30，69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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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狹小勝解」者，謂狹小(欲界)信欲俱行勝解，及狹小所緣意解勝解；如是作意狹

小故，及所緣狹小故，名狹小勝解。 

6、「廣大勝解」者，謂廣大(色界)信欲俱行勝解，及廣大所緣意解勝解；如是作意廣

大故，及所緣廣大故，名廣大勝解。 

7、「無量勝解」者，謂無邊無際(無色界)信欲俱行勝解，及無邊無際所緣意解勝解；

如是作意無量故及所緣無量故，名無量勝解。 

8、「清淨勝解」者，謂已善修、已成滿、已究竟俱行勝解。 

9、「不清淨勝解」者，謂未善修、未成滿、未究竟俱行勝解。 

 

捌、明瑜伽師所作（大正藏：冊 30，439a16；披尋記：冊 2，頁 954） 

一、釋 

問：修瑜伽者，凡有幾種瑜伽所作（yoga-karaṇīya）？  

答：四(四種結果)。 

何等為四？一、所依滅；二、所依轉；三、遍知所緣；四、愛樂所緣。 

（一）明所依滅及所依轉 

所依滅（āśraya-nirodha, cessation of basis）及所依轉（āśraya-parivṛtti, transmutation of the 

basis，轉依，「轉依」即是將「麁重」轉變成「輕安」）者，謂勤修習瑜伽作意故，(令

自相續中)所有麤重俱行所依(身)漸次而滅，所有輕安(身)俱行所依漸次而轉，是名所依

滅及所依轉瑜伽所作。 

（二）明遍知所緣及愛樂所緣 

１、遍知(理事、麤苦障及靜妙離之六行道欣厭法)所緣及愛樂(觀彼理事、緣出世法

故生愛樂)所緣者，謂或有遍知所緣、愛樂所緣與所依滅、(所依)轉而為上首，

由此遍知所緣、愛樂所緣增上力故，令所依滅及所依轉。 

２、或有遍知所緣、愛樂所緣，用所依清淨而為上首，由此所依清淨增上力故，令

遍知所緣得善清淨，及愛樂所緣得善清淨，於其所作成辦時轉。 

二、結 

是名四種修瑜伽者瑜伽所作。 

 

玖、瑜伽師（大正藏：冊 30，439b1；披尋記：冊 2，頁 955） 

問：（439b）修瑜伽師凡有幾種？  

答：三。 

何等為三？初修業瑜伽師；二、已習行瑜伽師；三、已度作意瑜伽師。 

一、第一說 

（一）初修業 

云何初修業瑜伽師？  

謂有二種初修業者：一、於作意初修業者；二、淨煩惱初修業者。 

１、於作意初修業者 

云何於作意初修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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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初修業補特伽羅安住一緣勤修作意，乃至未得所修作意，未能觸證心一境性。 

２、淨煩惱初修業者 

云何淨煩惱初修業者？ 

謂已證得所修作意，於諸煩惱欲淨其心，發起攝受正勤修習了相作意，名淨煩惱

初修業者。 

（二）已習行 

云何已習行瑜伽師？ 

謂除了相作意，於餘(勝解作意、遠離作意、攝樂作意、觀察作意)乃至加行究竟(作

意)五作意中已善修習。 

（三）已度作意 

云何已度作意瑜伽師？ 

謂住加行究竟果作意位中，由此超過加行方便所修作意，安住修果，是故說名已度

作意。 

二、第二說 

（一）初修業 

又始從修習善法欲已去30，乃至未起順決擇分(能順益出生見道決擇智)善根，於爾

所時，名初修業。 

（二）已習行 

若已起順決擇分善根，所謂煖、頂、隨順諦忍、世第一法、名已習行。 

（三）已度作意 

若已證入正性離生(入見道位則得聖道涅槃的正性及遠離煩惱之生)得諦現觀，不由

他緣，於佛聖教不為餘緣之所引奪，當於爾時，名度作意。 

由彼超過他緣作意，住非他緣所有作意，是故名為已度作意。 

 

拾、瑜伽修（大正藏：冊 30，439b22；披尋記：冊 2，頁 956） 

云何瑜伽修？謂有二種。一者、想修；二者、菩提分修。 

一、釋想修 

云何想修？ 

（一）依世間道法光明明修想 

謂或修世間道時，於諸下地修「過患想」。 

（二）依出世道法光明明修想 

或修涅槃道時，於斷界、離欲界、滅界，觀見最勝寂靜功德，修習「斷想、離欲想、

滅想」(見惑盡處名斷界。修惑盡處名離欲界。諸餘有漏事盡之處名滅界)。 

（三）依止觀明修想 

或修奢摩他時，修習止品「上下想」。 

或修毘缽舍那時，修習觀品「前後想」。31 

                                                 
30 《瑜伽師地論》卷 21（大正 30，396b）。 
31 遁倫集撰《瑜伽論記》卷 7 上：「修觀品前後想。後二難了故別解，上下想者：謂觀察此身如其所住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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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依止品明修想 

「上下想」者，謂觀察此身如其所住、如其所願，上從頂（439c）上、下至足下， 

種種雜類不淨充滿，謂此身中，所有種種髮、毛、爪、齒，如前廣說。 

２、依觀品名修想 

「前後想」者，謂如有一，於所觀相殷勤懇到，善取、善思、善了、善達。 

謂住觀於坐、坐觀於臥，或在後行觀察前行，此則顯示以毘缽舍那行，觀察三世

緣生諸行。 

（１）明住觀坐 

謂若說言：「住觀於坐」，32此則顯示以現在作意，觀察未來所知諸行。所以者

何？現在作意位，已現生故，說名為住；未來所知位，未現生故、臨欲起故，

說名為坐。33
 

（２）明坐觀於臥 

若復說言：「坐觀於臥」，34此則顯示以現在作意，觀察過去所知諸行。所以者

何？現在作意位，臨欲滅故，說名為坐；過去所知位，已謝滅故，說名為臥。
35 

（３）明在後行觀前行 

若復說言：「或在後行觀察前行」，36此則顯示以現在作意，觀無間滅現行作意。

所以者何？若已生起無間謝滅所取作意說名前行。若此無間新新生起能取作

意，取前無間已謝滅者，說名後行。 

（四）結 

當知此中，為修止觀，修彼二品勝光明想，是名想修。 

二、菩提分修 

（一）總問 

云何菩提分修？ 

（二）略答 

謂於三十七菩提分法親近積集，若修、若習、若多修習，是名菩提分修。 

（三）徵問 

                                                                                                                                                         
其所願等者，如其所願隨觀上下安住其心，故云如其所住觀上觀下。解前後想中，初開三門總相屬當，

後別解三門別相屬當。三門者，一、住觀於坐；二、坐觀於臥；三、在後觀前。現在能觀已起名住，

未來所觀將起名坐，過去所觀已滅名臥，現在能觀將臥名坐，以後新起觀無間滅已起諸行。」（大正 42，

453c24~ 454a3）。  
32 《中阿含經》卷 20〈81 經〉（大正 1，556c），卷 24〈98 經〉（大正 1，583b）；《瑜伽師地論》卷 11（大

正 30，334c9~10）。 
33 《瑜伽師地論》卷 11（大正 30，334c7~13）；遁倫集撰《瑜伽論記》卷 7 上：「……三、修止品上下想；

四、修觀品前後想。後二難了故別解，上下想者：謂觀察此身如其所住如其所願等者，如其所願隨觀

上下安住其心，故云如其所住觀上觀下。解前後想中，初開三門總相屬當，後別解三門別相屬當。三

門者，一、住觀於坐；二、坐觀於臥；三、在後觀前。現在能觀已起名住，未來所觀將起名坐，過去

所觀已滅名臥現在能觀將臥名坐，以後新起觀無間滅已起諸行。」（大正 30，334c7~13） 
34 《瑜伽師地論》卷 11（大正 30，334c10~11）。 
35 《瑜伽師地論》卷 11（大正 30，334c7~11）。 
36 《瑜伽師地論》卷 11（大正 30，334c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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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名為三十七種菩提分法37？  

（四）列名 

謂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聖道。 

（五）解釋 

1、「四念住」者：  

一、身念住；二、受念住；三、心念住；四、法念住。 

2、「四正斷」者： 

一、於已生惡不善法為令斷故，生欲38、策勵，發勤精進，策心、持心正斷； 

二、於未生惡不善法為不生故，生欲、策勵，發勤精進，策心、持心正斷； 

三、於未生善法為令生故，生欲、策勵，發勤精進，策心、持心正斷； 

四、於已生善法為欲令住令不忘失，令（440a）修圓滿令倍修習，令其增長令

其廣大，生欲、策勵，發勤精進，策心、持心正斷。 

3、「四神足」(以別境中定心所為體，此定能發五神通，是神通因故。說此定名

為神足)者： 

一、欲三摩地斷行39(為永斷所有隨眠圓滿成辦三摩地之勝行)成就神足(能往

能還騰躍勇健、能得能證世間所有殊勝之法)； 

二、勤三摩地斷行成就神足； 

三、心三摩地斷行成就神足； 

四、觀三摩地斷行成就神足。40 

4、「五根」(能生名根)者： 

一、信根；二、精進根；三、念根；四、定根；五、慧根。 

5、「五力」(增上不可伏名力)者： 

一、信力；二、精進力；三、念力；四、定力；五、慧力。 

6、「七覺支」(支為因義，此七能與盡智、無生智等覺為分，名等覺支)者： 

一、念等覺支；二、擇法等覺支；三、精進等覺支；四、喜等覺支；五、(輕)

安等覺支；六、定等覺支；七、捨等覺支。 

7、「八支聖道」者： 

一、正見；二、正思惟；三、正語；四、正業；五、正命；六、正精進；七、

正念；八、正定。 

（六）廣解 

１、四念住 

（１）略別辨 

Ａ、明身念住（大正藏：冊 30，440a13；披尋記：冊 2，頁 958） 

今於此中，云何為身？云何於身住循身觀？云何為念？云何念住？  

（Ａ）身相 

                                                 
37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25（大正 29，132b12~13）。 
38 《瑜伽師地論》卷 29（大正 30，442c23~443a11）。 
39 《瑜伽師地論》卷 29（大正 30，433c~444a）。 
40 《成實論》卷 2（大正 32，251c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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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云何為身？) 

略說身相有三十五。 

謂(1)內身、(2)外身； 

(3)根所攝身、(4)非根所攝身； 

(5)有情數身、(6)非有情數身； 

(7)麤重俱行身、(8)輕安俱行身； 

(9)能造身、(10)所造身； 

(11)名身、(12)色身； 

(13)那落迦(naraka, hell 地獄)身、(14)傍生身、(15)祖父國身、(16)人身、

(17)天身； 

(18)有識身、(19)無識身； 

(20)中身、(21)表身； 

(22)變異身、(23)不變異身； 

(24)女身、(25)男身、(26)半擇迦身； 

(27)親友身、(28)非親友身、(29)中庸身； 

(30)劣身、(31)中身、(32)妙身； 

(33)幼身、(34)少身、(35)老身。 

如是名為：身相差別。 

 

【表二】41 

十四對 內容 (遁倫之《瑜伽論記》) 注釋 

一、內外對 
內身、 

外身 

此中自己根塵色身名內身。 

他人根塵及外非情總名外身。 

二、根非根對 
根所攝身、 

非根所攝身 

自他五根名根所攝身。 

自他五塵及外五塵名非根所攝身。 

三、情非情對 
有情數身、 

非有情數身 

自他內根塵名有情數身。 

山河草木等名非有情數身。 

四、麤重輕安對 
麁重俱行身、 

輕安俱行身 

未得靜慮名麤重俱行身。 

已得靜慮名輕安俱行身。 

五、能所造對 
能造身、 

所造身 

內外四大是能造身。 

自餘根塵名所造身。 

六、名色身對 

名身、 

色身 

名身、色身者，通舉名身相對故來，此中

意取色身，不取名身，是餘三念住境。備

述三藏解：緣內身中，義分名色二身。 

七、五趣對 

那落迦身、傍生

身、祖父國身、

人身、天身 

祖父國身者即鬼身也，以祖父來皆望男女

之所祭神祀皆有此願，乃至上祖故言祖父

國。 

                                                 
41 遁倫集撰《瑜伽論記》卷 7 上（大正 42，454b18~c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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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有無識對 
有識身、 

無識身 

又有識身者有命根身， 

無識身者死人身。 

九、中表對 
中身、 

表身 

中身、表身者，內中間名中身。身之外相

名表身。 

十、變不變對 
變異身、 

不變異身 

死經多時名變異身。 

初死及未死身名不變異身。 

十一、成不成根對 

女身、男身、 

半擇迦身

(paṇḍaka，男根

損壞之人) 

半擇迦身者，景(法師)云：「扇搋(音猜)

迦」（指天生不能行淫者），「半擇迦」

舊名「缽吒」語不正，謂無根相。 

十二、親怨中人對 
親友身、非親友

身、中庸身 

非親友身者，怨家身。 

中庸身者，處中人身。 

十三、劣中妙對 

劣身、中身、 

妙身 

劣、中、妙身者， 

謂好醜異，分劣、中、妙， 

或力有強弱，分劣、中、妙， 

或就大小，分劣、中、妙。 

十四、幼少老對 
幼身、少身、 

老身 

 

（Ｂ）住循身觀 

(答云何於身住循身觀？) 

住循身觀略有三種。謂依身增上聞、思、修(三)慧。 

由此慧故，於一切身、一切相，正觀察、正推求，隨觀、隨覺。 

（Ｃ）念體 

(答云何為念？) 

念謂依身增上，受持正法，思惟法義，修習作證，於文、於義修作證中，

心無忘失。 

(按: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22：「慧由念力觀此為境……以慧為性；而說

念者，念力持故，於境分明所作事成。」) 

（Ｄ）念住相 

(答云何念住？) 

ａ、第一義 

若審思惟： 

「我於正法為正受持(聞)，為不爾耶？ 

於彼彼義慧善了達(思)，為不爾耶？ 

善能觸證彼彼解脫(修)，為不爾耶？」 

如是審諦安住其念，名為念住。 

ｂ、第二義 

又為守護念、為於境無（440b）染、為安住所緣，名為念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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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為守護念」者，謂如說言：「先守護念，若常委念。」42 

（ｂ）「為於境無染」者，謂如說言：「念守護心，行平等位，不取其相，

不取隨好」，廣說乃至「守護意根，修意根律儀。」43 

（ｃ）「為安住所緣」者，謂如說言：「於四所緣，安住其念，謂於遍滿所

緣、淨行所緣、善巧所緣、淨惑所緣。」44 

由此三相，善住其念，故名念住。 

Ｂ、餘三念住 

（Ａ）辨相 

ａ、列名 

（ａ）明受體差別 

云何為受(念住)？ 

謂（1）樂受、（2）苦受、（3）不苦不樂受； 

（4）樂身受、（5）苦身受、（6）不苦不樂身受。 

如說身受，心受亦爾(（7）樂心受、（8）苦心受、（9）不苦不樂心受)。 

（10）樂有愛味受、（11）苦有愛味受、（12）不苦不樂有愛味受。 

無愛味受(（13）樂無愛味受、（14）苦無愛味受、（15）不苦不樂無愛味

受)、 

依耽嗜受(（16）樂依耽嗜受、（17）苦依耽嗜受、（18）不苦不樂依耽嗜

受)，當知亦爾。 

(依出離受)（19）樂依出離受。（20）苦依出離受。（21）不苦不樂依出離

受。 

如是總有二十一受，或九種受。 

【表三】45 

二十一種受 九種受（有二說） 

（1）樂受、（2）苦受、（3）不苦不樂受； 

（4）樂身受、（5）苦身受、（6）不苦不樂身受、 

（7）樂心受、（8）苦心受、（9）不苦不樂心受； 

（10）樂有愛味受、（11）苦有愛味受、（12）不苦不樂有愛味受； 

（13）樂無愛味受、（14）苦無愛味受、（15）不苦不樂無愛味受； 

（16）樂依耽嗜受、（17）苦依耽嗜受、（18）不苦不樂依耽嗜受； 

（19）樂依出離受、（20）苦依出離受、（21）不苦不樂依出離受。 

（1）樂受、 

（2）苦受、 

（3）不苦不樂受；

（4）身受、 

（5）心受； 

（6）有愛味受、 

（7）無愛味受、 

（8）依耽嗜受、 

（9）依出離受。 

（1）樂受、 

（2）苦受、 

（3）不苦不樂受、 

（4）樂身受、 

（5）苦身受、 

（6）不苦不樂身受、

（7）樂心受、 

（8）苦心受、 

（9）不苦不樂心受。 

（ｂ）明心相差別 

                                                 
42 《瑜伽師地論》卷 23（大正 30，406b~c）。 
43 《瑜伽師地論》卷 23（大正 30，406c）。 
44 《瑜伽師地論》卷 26（大正 30，427a）。 
45 窺基撰《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8（大正 43，115c1~6）；遁倫集撰《瑜伽論記》卷 7 上（大正 42，454c26 

~455a12）；《披尋記》（二）p.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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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為心(念住)？ 

謂有貪心、離貪心； 

有瞋心、離瞋心； 

有癡心、離癡心； 

略心、散心； 

下心、舉心； 

掉心、不掉心； 

寂靜心、不寂靜心； 

定心、不定心； 

善修心、不善修心； 

善解脫心、不善解脫心。 

如是總有二十種心。 

（ｃ）明法相差別 

云何為法(念住)？ 

謂若貪、貪毘奈耶(vinaya, 戒律、調伏，能調伏貪、無貪)法； 

若瞋、瞋毘奈耶法； 

若癡、癡毘奈耶法； 

若略、若散法； 

若下、若舉法； 

若掉、不掉法； 

若寂靜、不寂靜法； 

若定、不定法； 

若善修、不善修法； 

若善解脫、不善解脫法。 

如是當知建立黑品(不善法)、白品(有漏善法)；染品(三界繫法)、淨品

(離三界法)二十種法。 

ｂ、廣釋受等三法 

（ａ）明受 

◎又樂受者，謂順樂受觸為緣，所生平等受、受所攝，46是名「樂受」。 

此若五識相應，名「身受」。若意識相應，名「心受」。 

◎如順樂受觸，如是順苦受觸、順不苦不樂受觸為緣，所生不平等受 

、受所攝、非平等非不平等受、受所攝，是名「苦受」、「不苦不樂 

受」。 

此若五識相應，名「身受」；若意識相應，名「心受」（440c）。 

◎如是諸受，若隨順涅槃，隨順決擇，畢竟出離，畢竟離垢，畢竟能 

令梵行圓滿，名「無愛味受」；若墮於界，名「有愛味受」。 

◎若色無色界繫、若隨順離欲，名「依出離受」；若欲界繫、若不順

                                                 
46 《瑜伽師地論》卷 9（大正 30，323a27~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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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欲，名「依耽嗜受」。 

（ｂ）明心 

◎明行時所起心 

又「有貪心」者，謂於可愛所緣境事，貪纏所纏。 

「離貪心」者，謂即遠離如是貪纏。 

「有瞋心」者，謂於可憎所緣境事，瞋纏所纏。 

「離瞋心」者，謂即遠離如是瞋纏。 

「有癡心」者，謂於可愚所緣境事，癡纏所纏。 

「離癡心」者，謂即遠離如是癡纏。 

如是六心，當知皆是「行時」(未住定時)所起三煩惱品，及此三品

對治差別。 

◎明住時所起心 

「略心」者，謂由正行，於內所緣，繫縛其心。 

「散心」者，謂於外五妙欲，隨順流散。 

「下心」者，謂惛沈、睡眠俱行。 

「舉心」者，謂於淨妙所緣，明了顯現。 

「掉心」者，謂大舉故，掉纏所掉。 

「不掉心」者，謂於舉時及於略時，得平等捨。 

「寂靜心」者，謂從諸蓋已得解脫。 

「不寂靜心」者，謂從諸蓋未得解脫。 

言「定心」者，謂從諸蓋得解脫已，復能證入根本靜慮。 

「不定心」者，謂未能入。 

「善修心」者，謂於此定長時串習，得隨所欲、得無艱難、得無梗

澀，速能證入。 

「不善修心」者，與此相違，應知其相。 

「善解脫心」者，謂從一切究竟解脫。 

「不善解脫心」者，謂不從一切不究竟解脫。 

如是十四種心，當知皆是「住時」(已住定時)所起。 

◎明依淨蓋地住時所起心 

依淨蓋地，「住時」所起有八種心，謂從略心、散心(、下心、 

舉心、掉心、不掉心、)乃至寂靜、不寂靜心。 

◎明依淨煩惱地住時所起心 

依淨煩惱地，「住時」所起有六種心，謂定心、不定心(、善修心、

不善修心、)乃至善解脫、不善解脫心。 

（ｃ）明法 

◎依五蓋明所起心 

又於內有蓋能自了知：我有諸蓋；（441a）於內無蓋能自了知：我無

諸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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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彼諸蓋未生而生亦能了知，如彼諸蓋生已散滅亦能了知。 

◎依眼等六結明所起心 

於眼有結(煩惱、過患)乃至於意有結，能自了知：我有眼結乃至我

有意結；於眼無結乃至於意無結，能自了知：我眼無結乃至我意無

結。47 

如彼眼結乃至意結未生而生亦能了知，如彼諸結生已散滅亦能了

知。 

◎依七覺支明所起心 

於內有念等覺支能自了知：我有念等覺支；於內無念等覺支能自了

知：我無念等覺支。 

如念等覺支未生而生亦能了知，如生已住，不忘、修滿，倍復修習，

增長廣大，亦能了知。 

如念等覺支，如是擇法、精進、喜、安、定、捨等覺支，當知亦爾。 

◎結 

若能如是如實遍知諸雜染法自性(所治五蓋等)、因緣(種子)、過患(有

結)、對治(能治道)，是為法念住體。 

（Ｂ）例循觀等 

如說於身住循身觀、念及念住，如是於受、於心、於法，隨其所應，當知

亦爾。 

（２）廣差別（大正藏：冊 30，441a16；披尋記：冊 2，頁 963） 

Ａ、總徵 

云何於內身等住循身等觀？云何於外身(非自身色)等住循身等觀？云何於內

外身等住循身等觀？ 

Ｂ、別釋 

（Ａ）第一義【內外對】 

ａ、例住循身觀 

◎謂若緣「內自有情數身色」為境住循身觀，是名於內身住循身觀。 

◎若緣「外非有情數色」為境住循身觀，是名於外身住循身觀。 

◎若緣「外他有情數身色」為境住循身觀，是名於內外身住循身觀。 

ｂ、例住循三觀 

◎若緣「依內自有情數身色所生受、心、法」為境住循三觀，是名於內

受、心、法住循受、心、法觀。 

◎若緣「依外非有情數色所生受、心、法」為境住循三觀，是名於外受、

心、法住循受、心、法觀。 

◎若緣「依外他有情數身色所生受、心、法」為境住循三觀，是名於內

外受、心、法住循受、心、法觀。 

（Ｂ）第二義【根非根對】 

                                                 
47 《中阿含經》卷 9〈250 經〉（大正 2，60a22~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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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舉循身觀 

◎復有差別，謂若（441b）緣「根所攝、有執、有受色」為境，是名於內

身住循身觀。 

◎若緣「非根所攝無執、無受色」為境，是名於外身住循身觀。 

◎若緣「非根所攝有執、有受色」為境，是名於內外身住循身觀。 

ｂ、例住循三觀 

如是若緣依前三色所生受、心、法為境，隨其所應，當知即是住循三觀。 

（Ｃ）第三義【麁重輕安對】 

ａ、舉循身觀 

◎復有差別，謂若緣「自內定地輕安俱行色」(行者身在欲界由得定故離

於麁重，亦可據身生色界名與輕安俱行)為境，是名於內身住循身觀。 

◎若緣「自內不定地麤重俱行色」為境，是名於外身住循身觀。 

◎若(雙)緣「他輕安俱行、麤重俱行色」為境，是名於內外身住循身觀。 

ｂ、例循三觀 

如是若緣依前三色所生受、心、法為境，隨其所應，當知即是住循三觀。 

（Ｄ）第四義【能所造對】 

ａ、舉循身觀 

◎復有差別，謂若緣「內能造大種色」為境，是名於內身住循身觀。 

◎若緣「外能造大種色」為境，是名於外身住循身觀。 

◎若緣依「能造大種色所生根境所攝造色」為境，是名於內外身住循身

觀。 

ｂ、例循三觀 

如是若緣依前三色所生受、心、法為境，隨其所應，當知即是住循三觀。 

（Ｅ）第五義【有無識對】 

ａ、例循身觀 

◎復有差別，謂若緣「有識身內色」為境，是名於內身住循身觀。 

◎若緣「無識身有情數青瘀等位色」為境，是名於外身住循身觀。 

◎若緣「無識身色於過去時有識性，有識身色於未來時無識性，相似法

性平等法性」(與外法等名平等法性)為境，是名於內外身住循身觀。 

ｂ、例住循三觀 

如是若緣依前三色所生受、心、法為境，隨其所應，當知即是住循三觀。 

（Ｆ）第六義【中表、變、不變對】 

ａ、舉循身觀 

◎復有差別，謂若緣「自中身：髮、毛、爪、齒等相」為境，是名於內

身住循身觀。 

◎若緣「他中身：髮、毛、爪、齒等相」為境，是名於外身住循身觀。 

◎若緣「內表身(似緣自死屍外相名內表身)變異、不變異、青（441c）瘀等

相，及緣外表身(緣他死屍外相名外表)變異、不變異、青瘀等相，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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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法性、平等法性」為境，是名於內外身住循身觀。 

ｂ、例循三觀 

如是若緣依前三色所生受、心、法為境，隨其所應，當知即是住循三觀。 

Ｃ、總結 

如是等類，身、受、心、法諸差別門，當知多種，今於此中，且顯少分諸門

差別。 

（３）明修對治相（大正藏：冊 30，441c6；披尋記：冊 2，頁 965） 

又為對治四顛倒故，世尊建立四種念住。 

Ａ、依四倒明對治相 

（Ａ）身念住 

謂為對治於不淨中計淨顛倒，立「身念住」。 

以佛世尊於循身念住中，宣說不淨相應四憺怕路(屍林寂寞無人之

地，貪有四種：一、顯色貪。二、形色貪。三、承事貪。四、妙觸貪。

於此四貪作不淨觀，故不淨觀亦有四路。)48。 

若能於此多分思惟，便於不淨，斷淨顛倒。 

（Ｂ）受念住 

為欲對治於諸苦中計樂顛倒，立「受念住」。 

以於諸受住循受觀，如實了知諸所有受皆悉是苦，便於諸苦，斷樂顛

倒。 

（Ｃ）心念住 

為欲對治於無常中計常顛倒，立「心念住」。 

以能了知有貪心等種種差別，經歷彼彼日夜剎那瞬息須臾，非一眾多

種種品類心生滅性，便於無常，斷常顛倒。 

（Ｄ）法念住 

◎為欲對治於無我中計我顛倒，立「法念住」。 

◎由彼先來有「有我見（satkāya-dṛṣṭi，the view of the (real) existence of 

the body，執我是實有的生命主體）」等諸煩惱故，無「無我見」等

諸善法故，於諸蘊中生起我見，以於諸法住循法觀，如實了知所計

諸蘊自相、共相，便於無我，斷我顛倒。49 

Ｂ、依五蘊明對治相 

復有差別：謂諸世間，多於諸蘊，唯有蘊性、唯有法性，不如實知，橫計有

我，依止於身；由依身故，受用苦樂；受苦樂者；由法、非法，有染、有淨。 

◎為欲除遣「我所依事愚」故，立「身念住」。 

◎為欲除遣「我所領受事愚」故，立「受念住」。 

◎為欲除遣「於心意識執我愚者我事愚」故，立「心念住」。 

                                                 
48 《瑜伽師地論》卷 26（大正 30，429b7~8）；窺基撰《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8：「論云皆依四種憺怕路

者，憺怕寂義二釋：一、置死屍處，寂寞無人法，故名憺怕。往彼處所故名為路；二、涅槃寂靜名曰

憺怕，作不淨觀能得涅槃，故名為路。」（大正 43，113c28~114a2）。 
49 《大智度論》卷 19（大正 25，198c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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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欲除遣「所執我心能染淨事愚」故，立「法念住」。 

Ｃ、依造作諸業明對治相 

復有差別（442a）：謂若依此造作諸業；若為此故造作諸業；若造業者；若由

此故造作諸業。為總顯示如是一切，立四念住。 

當知此中：依止於「身」，造作諸業；為求「受」故，造作諸業；「心」能造

業；由善不善「法」，能造諸業。 

Ｄ、依染淨明對治相 

復有差別：謂若依此有染、有淨；若為此故起染、起淨；若染、淨者；若由

此故成染、成淨。總為顯示如是一切，立四念住。 

當知此中：依止於「身」，有染、有淨；為求「受」故起染、起淨；「心」染、

淨者；由諸「法」故成染、成淨。 

（４）明念住義 

問：念住何義？ 

答：  

Ａ、依所緣及自性等三法明念住義 

若於此住念、若由此住念，皆名「念住」。 

「於此住念」者，謂「所緣念住」。 

「由此住念」者，謂若慧、若念攝持於定，是「自性念住」50。 

所餘相應諸心、心法，是「相雜念住」(由俱有善法聚相雜助伴)。51  

Ｂ、依二道明念住義 

又由身、受、心、法增上所生善有漏、無漏道，皆名「念住」。 

此復三種：一、聞所成；二、思所成；三、修所成。 

聞、思所成，唯是有漏；修所成者，通漏、無漏。 

                                                 
50 《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 10（大正 31，739a4~5）。 
51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87（大正 27，936c14~937a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