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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師地論》卷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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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聞地有四瑜伽處：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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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入聖道之離惡及欲之行方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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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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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瑜伽處：數取趣 (卷 26-29)：  

1. 補特伽羅能證出離(二十八種) 

2. 建立補特伽羅(十一差別道理) 

3. 所緣(四種) 

4. 教授(四種:無倒、漸次、教、證；三種神變教授) 

5. 學(三增上學、三解脫門) 

6. 隨順學法(對治十種違逆學法)  

7. 瑜伽壞(畢竟、暫時、退失、邪行) 

8. 瑜伽(信、欲、精進、方便) 

9. 作意(力勵、有間、無間、無功用等) 

10. 瑜伽師所作(所依滅、所依轉、遍知所緣、愛樂所緣) 

11. 幾種瑜伽師(初修業、已習行、已度作意) 

12. 瑜伽修(想修、菩提分修) 

13. 修果(四果) 

14. 補特伽羅異門(沙門、婆羅門、梵行、苾芻、精勤、出家) 

15. 建立補特伽羅因緣(八種補特伽羅、建四種立因緣) 

16. 魔與魔事(四魔，魔所作事有無量種) 

17. 發趣空無有果(諸根未積集、教授不隨順、等持力微劣) 

 

 

 

 

上廣下淨老師 指導 

釋海順 編 

20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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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前講之瑜伽修 

云何瑜伽修？謂有二種。一者、想修；二者、菩提分修。 

(1) 想修： 

（一）依世間道修下地過患想 

（二）依出世道修習斷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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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修習止品：「上下(身不淨)想」 

(2)修習觀品：「前後(際三世緣生諸行)想」 

 

(2) 菩提分修 

謂於三十七菩提分法(四念住、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覺支、八聖道)親近積

集，若修、若習、若多修習，是名菩提分修。 

 

２、四正斷（大正藏：冊 30，442a26；披尋記：冊 2，頁 967） 

（１）略釋 

如是於四念住串習行(由修循身觀，及修受、心、法等循三觀而得了達)故，已

能除遣麁麁(麁重深重故云麁麁)顛倒，已能了達善(了知七覺之念、擇法、精進、

喜、安、定、捨等支之有無)、不善法(了知五蓋、眼結乃至意結之六結之有無)，
1 

（２）廣分別 

Ａ、明四正斷體 

從此無間， 

(1)於諸「未生惡不善法為不生」故， 

(2)於諸「已生惡不善法為令斷」故， 

(3)於其「未生一切善法為令生（442b）」故， 

(4)於其「已生一切善法為欲令住、令不忘失」， 

廣說如前2，乃至(定)攝心、(慧)持心。 

（Ａ）明黑品 

云何名為：惡不善法？ 

謂欲纏(現行的煩惱)染污身、語、意業，是身、語、意惡行所攝(包含)，

及能起彼所有煩惱。 

若未和合，未現在前，說名「未生」；若已和合，已現在前，說名「已生」。 

（Ｂ）明白品 

云何名為：一切善法？  

                                                 
1 韓清淨註：「已能了達善不善法者：當知此由修循三觀而得了達。前於受心法中建立種種差別，善與不

善隨應當知。」（《披尋記》（二）p.967）。 
2 《瑜伽師地論》卷 28（大正 30，439c23~440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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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若彼對治、若(五)蓋對治、若結對治。未生、已生，應知如前惡不善法。 

Ｂ、明生欲等義（大正藏：冊 30，442a26；披尋記：冊 2，頁 967） 

（Ａ）明生欲義 

a、若時未生惡不善法，先未和合；為令不生，發起希願：我當令彼一切一

切(一切惡業及一切煩惱)皆不復生。是名「於諸未生惡不善法，為不生

故生欲」。 

b、若時已生惡不善法，先已和合；為令斷故，發起希願：我當於彼一切一

切皆不忍受，斷滅、除遣。是名「於諸已生惡不善法，為令斷故生欲」。 

（Ｂ）明策勵及精進相 

ａ、依三世不善法明策勵及精進相 

又彼一切惡不善法，或緣過去事生、或緣未來事生、或緣現在事生。如

是彼法，或緣不現見境、或緣現見境。 

（ａ）若緣過去、未來事境，是名「緣不現見境」。 

（ｂ）若緣現在事境，是名「緣現見境」。 

◎明策勵相 

當知此中，於緣不現見境，惡不善法其未生者，欲令不生；其已生

者，欲令永斷，自策自勵，是名「策勵」(鞭策、激勵，勇悍相；

於彼加行，正勤修習)。 

◎明精進相 

於緣現見境，惡不善法其未生者，欲令不生；其已生者，欲令永斷， 

勇猛正勤，是名「發勤精進」。 

◎所以者何？要當堅固，自策自勵，勇猛正勤，方能令彼，或不復生、

或永斷滅。 

ｂ、依三品纏明彼二相 

（ａ）又於(微細)「下品、中品」諸纏，其未生者欲令不生，其已生者欲

令永斷，故自策勵。 

（ｂ）於(明顯)「上品」纏，其未生者欲令不生，其已生者欲令永斷，發

勤精進。 

ｃ、依行三世境明彼二相 

（ａ）依過未明策勵相 

又若行於過去境界，如是行時，不令煩惱緣彼(境)生起；設復失念，

暫時生起，而（442c）不忍受，速能斷滅、除遣、變吐。 

如緣過去，若行未來，當知亦爾。 

如是未生惡不善法，能令不生，生已能斷，是名「策勵」。 

（ｂ）明精進相 

若行現在所緣境界，如是行時，不令煩惱緣彼生起；設復失念，暫時 

生起，而不忍受，速能斷滅、除遣、變吐。 

如是未生惡不善法，能令不生，生已能斷，是名「發勤精進」。 

ｄ、依分別力等明彼二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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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總標惡生處 

又或有惡不善法，唯由分別力生，非境界力； 

或有惡不善法，由分別力生亦境界力。 

◎明分別力非境生相 

「唯由分別力生，非(現前)境界力」者，謂於住時，思惟過去、未

來境界而生於彼。 

◎明俱生相 

「由思惟力生，亦境界力」者，謂於行時，緣現在境界而生於彼，

當於爾時，決定亦有非理分別。 

（ｂ）釋 

◎明策勵相 

當知此中，「惡不善法，唯由分別力生，非境界力」者，彼若未生

能令不生，生已能斷，是名「策勵」。 

◎明精進相 

「若由分別力生，亦境界力」者，彼若未生能令不生，生已能斷，

是名「發勤精進」。 

Ｃ、釋經中所立於未生善等生欲等句（大正藏：冊 30，442c17；披尋記：冊 2，頁 969） 

（Ａ）依未生善明生欲相 

「於其未生一切善法，為令生故生欲」者，謂於未得、未現在前所有善法，

為欲令得、令現在前，發心希願，發起猛利求獲得欲、求現前欲，而現在

前，是名於其未生一切善法，為令生故生欲。 

（Ｂ）依已生善明生等三法相 

「於其已生一切善法，為欲令住、令不忘失、令修圓滿生欲」者，謂已獲 

得、已現在前所有善法，是名已生善法。 

ａ、於此善法，已得不失、已得不退，依是說言：「為欲令住」。 

ｂ、於此善法，明了現前，無闇鈍性，依是說言：「令不忘失」。 

ｃ、於此善法，已得現前，數數修習，成滿究竟，依是說言：「令修圓滿」。 

◎於此善法，發心希願，發起猛利求堅住欲、求不忘欲、求修滿欲而現在

前（443a），是名於其已生一切善法，為欲令住、令不忘失、令修圓滿生欲。 

（Ｃ）明策勵、精進二法差別 

ａ、已得未得辨 

◎「策勵」者，為於已得令現前故。     

◎「發勤精進」者，為於未得令其得故。  

ｂ、住等三欲辨 

◎又「策勵」者，於已生善為欲令住、令不忘故。  

◎「發勤精進」者，令修滿故。                  

ｃ、下中上品辨 

◎又於下品中品善法，未生令生，生已令住、令不忘失，是名「策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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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上品善法，未生令生，生已乃至令修圓滿，是名「發勤精進」。  

Ｄ、明策心、持心 

（Ａ）明策心義 

言「策心」者(若昏沈即策舉)，謂若心於修奢摩他(śamatha 止)一境性(心

一境性，cittaikāgratā，citta eka agratā, agra – the top, the point, 

one-pointedness of mind，住心於一境)中，正勤方便，於諸未生惡不善法，

為令不生，廣說乃至於其已生一切善法，為欲令住、令不忘失、令修圓滿，

由是因緣其心於內，極略下劣或恐下劣，觀見是已，爾時隨取一種淨妙舉

相，慇懃策勵，慶悅其心。是名「策心」。 

（Ｂ）明持心義 

云何「持心」(若掉舉即攝持)？謂修舉時，其心掉動、或恐掉動，觀見是

已，爾時還復於內略攝其心，修奢摩他。是名「持心」。 

Ｅ、明四正斷法異名 

（Ａ）明正勝義 

如是四種，亦名正勝。 

ａ、依黑品明正勝義 

謂於黑品諸法，其未生者為令不生，其已生者為令斷滅，生欲、策勵、 

發勤精進、策心、持心，是二正勝。 

ｂ、依白品明正勝義 

於白品諸法，其未生者為欲令生，(其「已生一切善法為欲令住、令不

忘失」)，如前黑品廣說，應知是二正勝。 

（Ｂ）明正斷義 

如是四種，亦名正斷。 

ａ、明律儀斷 

一名律儀斷，謂於已生惡不善法，為令斷故，生欲、策勵，乃至廣說。 

ｂ、明斷斷 

二名斷斷，謂於未生惡不善法，為不生故，生欲、策勵，乃至廣說。 

◎由於已生惡不善事，應修律儀令其斷滅，不應忍受；由是因緣，名律儀

斷。 

◎於其未生惡不善事，為欲令彼不現行斷，為欲令彼不現前斷，為斷(現

行)故斷(惡法種子)，故名斷斷。 

ｃ、明修斷 

三名修斷，謂於未生一切善法，為令生故，（443b）廣說乃至策心、持心。 

由於善法數修數習，先所未得能令現前，能有所斷，故名修斷。 

ｄ、明防護斷 

四名防護斷，謂於已生一切善法，為欲令住，廣說乃至策心、持心。 

由於已得，已現在前諸善法中，遠離放逸，修不放逸，能令善法，住不

忘失，修習圓滿，防護已生所有善法，能有所斷，故名防護斷。  

（３）明略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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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廣辨四正斷已，復云何知此中略義？謂為顯示於黑、白品，捨、取事

中，增上(強烈)意樂圓滿及加行圓滿，是故宣說四種正斷。 

Ａ、由生欲故，「增上意樂圓滿」； 

Ｂ、由自策勵、發勤精進、策心、持心故，「加行圓滿」。 

修瑜伽師唯有爾所正應作事。 

謂為斷滅所應斷事，及為獲得所應得事，先當生起希願、樂欲； 

為斷諸纏，復應時時正勤修習止、舉、捨相(止觀調法)；3 

為斷諸纏及隨眠故，更應修集對治(五蓋煩惱的止、舉、捨等)善法。 

◎結 

為現如是一切所作，說四正勝及四正斷，是名略義。 

 

３、四神足（大正藏：冊 30，443b17；披尋記：冊 2，頁 971） 

（１）總說 

從此復修四三摩地。 

謂欲三摩地、勤三摩地、心三摩地、觀三摩地。 

 

前卷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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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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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略釋 

1、當知由欲增上力所得三摩地，名欲三摩地。 

2、由勤增上力所得三摩地，名勤三摩地。 

3、由心增上力所得三摩地，名心三摩地。 

4、由觀增上力所得三摩地，名觀三摩地。 

 

（３）別釋 

Ａ、明欲三摩地 

若於是時純生樂欲，生樂欲已， 

於諸所有惡不善法自性(本質、nature)、因緣(條件、condition)、過患(過失禍

患)、對治(overcome, 克服、斷除)，正審思察，起一境(住心於一境)念； 

                                                 
3 《瑜伽師地論》卷 11：「云何止相？謂所思惟無分別影像之相。云何舉相？謂策心所取隨一淨妙或光明

相相。云何觀相？謂聞思修慧所思惟諸法相。云何捨相？謂已得平等心，於諸善品增上捨相。」（大正

30，334c17~21），卷 20（大正 30，390c25~27），卷 31（大正 30，456b6~14），卷 77（大正 30，725a1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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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諸善法自性、因緣、功德(功能福德，有資潤利益、對治之功用)、出離(離

欲)，正審思察，住一境念。 

即由如是多修習故，觸一境性。 

於諸所有惡不善法現行諸纏，能令遠離，而未永害煩惱隨眠。是名欲增上力

所得三摩地。 

Ｂ、明勤三摩地 

若於過去、未來、現在（443b）所緣境界，能(隨)順所有惡不善法，能順所有

下、中、上品煩惱纏中，其未生者為令不生，其已生者為令斷滅，自策自勵，

發勤精進，行彼所緣，於彼境界自性、因緣、過患、對治，正審思察，住一

境念。 

即由如是多安住故，能正生起心一境性。於諸所有惡不善法現行諸纏能令遠

離，而未永害煩惱隨眠。是名勤增上力所得三摩地。 

Ｃ、明心三摩地 

若復策發諸下劣(昏沈)心，或復制持諸掉舉心，又時時間修增上捨；由是因

緣，於諸所有惡不善法、若能隨順惡不善法，及諸善法，若能隨順所有善法

自性、因緣、過患、功德、對治、出離，正審思察，住一境念。 

即由如是(調心)多安住故，能正生起心一境性，廣說乃至是名心增上力所得

三摩地。 

Ｄ、明觀三摩地 

若於能順惡不善法，作意思惟為不如理；復於能順所有善法，作意思惟以為

如理。如是遠離彼諸纏故，及能生起諸纏對治、定為上首諸善法故，能令所

有惡不善法皆不現行。 

便自思惟：「我今為有現有惡不善法不覺知耶？為無現無惡不善法不覺知

耶？我今應當遍審觀察。」 

彼由觀察作意增上力故，自正觀察斷與未斷，正審思察，住一境念。 

即由如是多安住故，能正觸證心一境性。 

由是因緣離增上慢，如實自知：「我唯於纏心得解脫，未於一切一切隨眠

(anuśaya, 是從 anu +√śī（伏、眠）衍生出來, 隨逐有情名「隨」，行相微細

名「眠」，如人睡眠，行相難了)心得解脫。我唯獲得及已修習諸纏對治、定

為上首(諸法門中最上之法)所有善法，而未獲得及未修習隨眠對治。」是名

觀增上力所得三摩地。 

 

（４）明八斷行 

Ａ、明生起 

彼由如是四三摩地增上力故，已遠諸纏。 

復（444a）為永害一切一切惡不善法諸隨眠故，及為修集能對治彼諸善法故，

便更生起樂欲、策勵，廣說如前修四正斷加行道理。 

彼於如是正修習時，有八斷行，為欲永害諸隨眠故，為三摩地得圓滿故，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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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而轉。 

Ｂ、徵問 

何等名為八種斷行？ 

Ｃ、別釋 

（ａ）一者、「欲」，謂起如是希望樂欲：「我於何時修三摩地，當得圓滿？我

於何時當能斷滅惡不善法所有隨眠？」 

（ｂ）二者、「策勵」，謂乃至修所有對治，不捨加行。 

（ｃ）三者、「信」，謂不捨加行正安住故，於上所證(道果、涅槃)，深生信解。 

（ｄ）四者、「安」，謂清淨信而為上首，心生歡喜；心歡喜故，漸次息除諸惡

不善法品麁重(惡性、身心重相、無堪任性、不調柔性)。 

（ｅ）五者、「念」，謂九種相(等念、隨念、別念、不忘念、心明記、無失、無

忘、無失法；或九住心4。)於九種相安住其心，奢摩他(śamatha 止)品能

攝持故。 

（ｆ）六者、「正知」，謂毘缽舍那(vipaśyanā、觀)品慧。 

（ｇ）七者、「思」，謂心造作，於斷(惡不善法)、未斷正觀察時，造作其心，

發起能順止觀二品身業、語業。 

（ｈ）八者、「捨」，謂行過去、未來、現在隨順諸惡不善法中，心無染污(無

貪瞋癡，與雜染住相違)、心平等性(遠離加行自然相續)。5 

◎由二因緣，於隨眠斷，分別了知，謂由(過未事)境界不現見思，及由(現

在事)境界現見捨故。6 

                                                 
4 《瑜伽師地論》卷 30：「[1]云何內住？謂從外一切所緣境界、攝錄其心，繫在於內、令不散亂。此則最

初繫縛其心、令住於內不外散亂；故名內住。[2]云何等住？謂即最初所繫縛心、其性麤動，未能令其

等住遍住故；次即於此所緣境界、以相續方便、澄淨方便、挫令微細，遍攝令住、故名等住。[3]云何

安住？謂若此心、雖復如是內住等住；然由失念、於外散亂，復還攝錄、安置內境；故名安住。[4]云

何近住？謂彼先應如是如是親近念住。由此念故；數數作意、內住其心，不令此心、遠住於外；故名

近住。[5]云何調順？謂種種相、令心散亂。所謂色聲香味觸相、及貪瞋癡男女等相故。彼先應取彼諸

相、為過患想。由如是想增上力故；於彼諸相、折挫其心，不令流散；故名調順。[6]云何寂靜？謂有

種種欲恚害等諸惡尋思、貪欲蓋等諸隨煩惱、令心擾動；故彼先應取彼諸法、為過患想。由如是想增

上力故；於諸尋思及隨煩惱、止息其心，不令流散；故名寂靜。[7]云何名為最極寂靜？謂失念故、即

彼二種暫現行時、隨所生起諸惡尋思及隨煩惱、能不忍受，尋即斷滅除遣變吐；是故名為最極寂靜。

[8]云何名為專注一趣？謂有加行、有功用、無缺無間、三摩地相續而住；是故名為專注一趣。[9]云何

等持？謂數修數習數多修習為因緣故；得無加行、無功用、任運轉道。由是因緣，不由加行、不由功

用、心三摩地任運相續，無散亂轉；故名等持。當知此中由六種力、方能成辦九種心住。」（大正 30，

450c18~451a17）。 
5 《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 10（大正 31，740a17~19）。 
6 遁倫集撰《瑜伽論記》卷 7 上：「言由二因緣於隨眠，分別了知，謂由境界不現見思，及由境界現見捨

者，八斷行中，但依後二斷行知斷隨眠，以一切時所發身語常修止觀知不現見意思已離隨眠，以於三

世煩惱境中心無染污知斷隨眠故云及由境界現見捨故。基云：彼由如是乃至差別而轉等者，此舉欲明

八斷行所由，此八斷行，舊名八樂、八資糧。舉欲明意中，開二門：一、為斷隨眠；二、為定圓滿，

准下釋二種能斷隨眠，故下文云由二因緣於隨眠斷分別了知，謂由現見思及由不現見捨故。由此二緣

能斷隨眠，准此卷初解策勵中云：若緣過未事境，名緣不現見。若緣現在事境，名緣現見境，此義即

思斷現在捨通過未事境。若爾，何故解捨中云：謂行過、未、現在三世隨順諸惡心平等性，且分思為

一世捨為二世，其實如對法第九卷云：對治謂思捨乃至已生沈掉能遠離故即通斷三世思捨二法既名斷

隨眠，餘六准知三摩地圓滿。」（大正 42，458a20~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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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結 

如是名為：八種斷行，亦名勝行。 

（５）明八斷四定相攝義（大正藏：冊 30，444a21；披尋記：冊 2，頁 975） 

Ａ、總標 

如是八種斷行、勝行，即是為害隨眠瑜伽。 

Ｂ、別釋 

ａ、此中，欲者，即是彼欲。 

ｂ、此中，策勵，即彼精進。 

ｃ、此中，信者，即是彼信。 

ｄ、此中，安、念、正知、思、捨，即彼方便。7 

Ｃ、結 

如是此中，若先欲等四三摩地、若今所說八種斷行，於為永斷所有隨眠、圓

滿成辨三摩地時，一切總名欲三摩地斷行成就神足、勤三摩地斷行成就神

足、心三摩地斷行成就神足、觀三摩地斷行成就神足。 

（６）明神足義 

Ａ、問 

問：何因緣故說名神足？ 

Ｂ、答 

答： 

（Ａ）立喻 

如（444b）有足者，能往能還，騰躍勇健，能得、能證世間所有殊勝之法。

世殊勝法說名為神，彼能到此故名神足。  

（Ｂ）合法 

如是若有如是諸法，有三摩地圓滿成辨(辦)，彼心如是清淨、鮮白，無諸

瑕穢，離隨煩惱，安住正直，有所堪能，獲得不動，能往能還，騰躍勇健，

能得、能證出世間法。 

由出世法最勝自在，是最勝神，彼能證此，故名神足。 

 

４、五根、五力 

（１）別辨  

Ａ、五根  

（Ａ）舉信根 

彼由如是勝三摩地為所依持(若有一法為一切法所依，能令一切法住持相

續者，則該法為一切法之依持)，勝三摩地為所依止，能進修習增上心學、

增上慧學所有瑜伽。 

由進修習此瑜伽故，於他大師、弟子所證，深生勝解、深生淨信。 

此清淨信，增上義故，說名信根。 

                                                 
7 《瑜伽師地論》卷 13（大正 30，346c24~25），卷 28（大正 30，438a16~b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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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明增上義 

問：於何增上？ 

答： 

ａ、於能生起出世間法而為上首，及於能起精進、念、定、慧為其增上。 

ｂ、餘精進等，於能生起出世間法，及於能起展轉(相互由他轉生)，乃至慧

為其增上。 

ｃ、乃至其慧，唯於能起出世間法為其增上。 

是故信等，說名五根。 

Ｂ、五力 

（Ａ）舉信力 

若復了知前後所證而有差別，隨此能於後後所證出世間法，深生勝解、深

生淨信。此清淨信，難伏義故，說名信力。 

（Ｂ）明力義 

問：誰不能伏？ 

答：此清淨信，若天、若魔，若諸沙門、若婆羅門，若餘世間，無有如法

能引奪者，諸煩惱纏亦不能屈，故名難伏。 

（Ｃ）例精進等 

此為上首、此為前行，餘精進等，亦名為力。 

（Ｄ）結名 

由此諸力具大威勢，摧伏一切魔軍勢力，能證一切諸漏永盡，是故名力。   

（２）總顯 

Ａ、信根、信力 

當觀此中信根、信力，即四證淨8(佛、法、僧、戒所產生的清淨信仰)中所有

淨信。 

何以故？ 

以其證入正性離生(悟入法性、見道)所有(四)證淨，皆由此因(種子)、此緣(助

伴)、此序(託此事生，即引發緣義)，9由彼(四證淨)即是此(信根、信力)增上

果。 

是故世尊就其因果相屬道理(因與果是互相繫屬)，說言：當觀即彼證淨（444c），

非即彼(信根、信力)體(本質)、非即彼相(屬性)。10 

Ｂ、精進根、精進力 

當觀此中精進根、力，即四正斷11中所有精進。此何正斷？謂能永斷見道所

斷一切煩惱方便正斷。此中，意說如是正斷，由此正斷，畢竟能斷所有諸惡

                                                 
8 《顯揚聖教論》卷 3：「淨者，謂四證淨，廣說如經：一、佛證淨，謂已見諦者，於如來所善住出世間

信，及後所得善住世間信。如佛證淨，如是第二、法證淨，第三、僧證淨應知；四、聖所愛戒證淨。」 

（大正 31，496a4~7）。 
9 《瑜伽師地論》卷 11（大正 30，331a27~ b1）。  
10 《雜阿含經》卷 2〈57 經〉（大正 2，14a2~29）。 
11 《瑜伽師地論》卷 28（大正 30，439c2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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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法故。12 

Ｃ、念根、念力 

當觀此中念根、念力，即四念住13中所有正念。 

謂四念住能無餘斷一切顛倒。 

Ｄ、定根、定力 

當觀此中定根、定力，即四靜慮中所有正定。 

謂(世間道)諸靜慮能為方便，證不還果。14 

Ｅ、慧根、慧力 

當觀此中慧根、慧力，即四聖諦中所有正智。 

謂(出世間道)聖諦智於四聖諦能證現觀，得沙門果。 

（３）依根力、建立四順決擇分 

Ａ、總說 

即由如是諸根、諸力，漸修、漸習、漸多修習為因緣故，便能發起下、中、

上品順決擇分(順為順益，分為因，順益見道無漏決擇智之因，即煖、頂、

忍、世第一法之有漏善根)四種善根。何等為四？ 一、煖，二、頂，三、順

諦忍，四、世第一法。 

Ｂ、別釋 

（Ａ）立喻 

譬如有人，欲以其火，作火所作；為求火故，下安乾木，上施鑽燧，精勤

策勵，勇猛鑽求。彼於如是精勤、策勵、勇猛鑽時，於下木上，最初生煖；

次煖增長，熱氣上衝(即頂)；次倍增盛，其煙遂發(即忍)；次無焰火，欻

然流出(即世第一法)；火出無間發生猛焰(即出世間慧)；猛焰生已，便能

造作火之所作。 

（Ｂ）法合 

如鑽火人精勤策勵，勇猛鑽求，五根、五力，漸修、漸習、漸多修習，當

知亦爾。 

ａ、明煗義 

如下木上，初所生煖；其煖善根，當知亦爾，燒諸煩惱無漏法火生前相

故。 

ｂ、明頂義 

如煖增長，熱氣上衝；其頂善根，當知亦爾。 

ｃ、明忍義 

如次煙發，其順諦忍，當知亦爾。 

ｄ、明世第一義 

如無焰火，欻然15流出；世第一法，當知亦爾。 

                                                 
12 《雜阿含經》卷 7〈181 經〉（大正 2，47b9~13）。 
13 《瑜伽師地論》卷 28（大正 30，440a13）。 
14 《中阿含經》卷 21〈85 經〉（大正 1，564b3~11）。 
15 【欻然】忽然。（《漢語大詞典》冊 6，p.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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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明出世果義 

如火無間發生猛焰，世第一法所攝五根、五力，無間所生出世無漏聖法，當

知亦爾。 

 

５、七覺支（大正藏：冊 30，444c29；披尋記：冊 2，頁 978） 

（１）總問 

此復云何？  

（２）廣答 

謂七覺支。16諸已證入正性離生補（445a）特伽羅(pudgala)，如實覺慧，用此為支，

故名覺支。 

（３）明攝 

Ａ、總論 

即此七種如實覺支，三品所攝。 

謂三覺支「奢摩他品攝」，三覺支「毘缽舍那品攝」，一覺支「通二品攝」，

是故說名七種覺支。 

Ｂ、別釋 

（Ａ）謂擇法覺支、精進覺支、喜覺支，此三「觀品所攝」； 

（Ｂ）安覺支、定覺支、捨覺支，此三「止品所攝」； 

（Ｃ）念覺支一種，「俱品所攝」，說名遍行。 

 

６、八聖道 

（１）明生起 

彼於爾時，最初獲得七覺支故名初有學見聖諦跡。已永斷滅見道所斷一切煩

惱，唯餘修道所斷煩惱，為斷彼故，修習(戒定慧)三蘊所攝八支聖道。 

（２）明三蘊相攝相 

此中，正見、正思惟、正精進，慧蘊所攝； 

正語、正業、正命，戒蘊所攝； 

正念、正定，定蘊所攝。17 

（３）明聖道義 

問：何因緣故名八支聖道？ 

答：諸聖有學已見跡者，由八支攝行跡正道，能無餘斷一切煩惱，能於解脫究

竟作證，是故名為八支聖道。18 

（４）明聖道體相 

Ａ、正見 

當知此中，若覺支時所得真覺(根本智)、若得彼已以慧安立如證而覺(後得

智)，總略此二，合名正見。 

                                                 
16 《雜阿含經》卷 26〈706 經〉（大正 2，189c8~13）。 
17 《中阿含經》卷 58〈210 經〉（大正 1，788c7~15）。 
18 《瑜伽師地論》卷 97（大正 30，854b28~c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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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正思惟 

由此正見增上力故，所起出離、無恚、無害分別思惟，名正思惟。若心趣入

諸所尋思，彼唯尋思如是相狀(出離、無恚、無害分別)所有尋思。19 

Ｃ、正語、業、命 

（Ａ）第一義 

ａ、正語 

若心趣入諸所言論，即由正見增上力故，起善思惟，發起種種如法言論，

是名正語。 

ｂ、正業 

若如法求衣服、飲食、諸坐臥具、病緣醫藥供身什物，於追求時，若往、

若還正知而住；若睹、若瞻、若屈、若伸，若持衣缽及僧伽胝(saṅghāṭī

大衣)、若食、若飲、若噉、若嘗正知而住；或於住時，於已追求衣服

等事，若行、若住、若坐、若臥，廣說乃至若解勞睡，正知而住。20是

名正業。 

ｃ、正命 

如法追求衣服、飲食乃至什物，遠離一切起邪命法，是名正命。 

（Ｂ）第二義 

◎若遠離攝正語、業、命，（445b）彼於證得無漏作意諸覺支時，先已獲得。 

◎問：何故此名聖所愛戒21？ 

答：以諸聖者、賢善、正至(已趣各別煩惱寂靜)，長時愛樂，欣慕悅意：

「我於何時當正獲得諸語惡行、諸身惡行、諸邪命事不作律儀？」 

由彼長夜於此尸羅(śīla 戒律)深心愛樂，欣慕悅意，故獲得時，名

聖所愛。 

獲得如是聖愛戒(諸聖者所愛樂的無漏律儀)已，終不正知而說妄

語，終不故思害眾生命，終不故思不與而取，終不故思行欲邪行，

終不非法求衣服等。 

◎即由如是聖所愛戒增上力故，於修道時，乃至所有語業、身業、養命事

轉，亦得名為正語、業、命。 

Ｄ、正精進 

依止正見及正思惟、正語、業、命勤修行者，所有一切欲勤精進、出離勇

猛勢力發起、策勵其心，相續無間，名正精進。 

Ｅ、合明正念、正定 

成就如是正精進者，由四念住增上力故，得無顛倒九種(念)行相所攝正念，

能攝九種行相心住(九住心)，是名正念及與正定。 

（５）明二作勝利總義 

                                                 
19 遁倫集撰《瑜伽論記》卷 14（大正 42，459b19~29）。 
20 《瑜伽師地論》21（大正 30，397b16~22）；卷 24（大正 30，416c28~417a6）。  
21 《顯揚聖教論》卷 3：「聖所愛戒證淨，謂已見諦者，於已得決定，不作律儀。聖所愛戒所，善住出世

間信及後所得善住世間信。」（大正 31，496a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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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一切八支聖道，總立二種，謂無所作及住所作。 

（A）「無所作」者，謂正語、正業、正命。 

（B）「住所作」者，復有二種。謂奢摩他、毘缽舍那。 

◎正見、正思惟、正精進是毘缽舍那；正念、正定是奢摩他。 

（６）明修道位建立正語等 

如是清淨正語、業、命為所依止，於時時間修習止觀，能斷諸結；無餘永斷，

能得最上阿羅漢果。長時相續，名為修道，多時串習斷煩惱故。 

率爾智生名為見道，暫時智起，即能永斷諸煩惱故。 

由是因緣，正語、業、命於修道中，方始建立。22 

 

（七）明總結 

由如是等，漸次修習三十七種菩提分法加行方便，是名菩提分修。 

 

拾壹、修果（大正藏：冊 30，445b29；披尋記：冊 2，頁 981） 

一、明修果  

（一）標四沙門果 

云何修果？ 

謂四沙門果：一、預流果；二、一來果；（445c）三、不還果；四、最上阿羅漢果。 

（二）釋沙門及果義 

此中，云何名沙門？云何名果？  

謂聖道名沙門(śramaṇa，意譯勤勞、息惡、修道，為出家者之總稱)，煩惱斷名果。 

又後生道或中或上，是前生道所生之果。 

（三）明立果數因由 

問：何故建立如是四果？  

答：對治四種諸煩惱故。 

１、明立預流果因由 

謂諸無事能感惡趣往惡趣因，煩惱斷故，及能斷彼對治生故，立預流果。23 

而薄伽梵(bhagavān 世尊)說永斷三結(有身見結，戒禁取結，疑結)立此果者，謂

依三品，有三種結障礙聖道令不生故。一在家品，二惡說法毘奈耶品，三善說法

毘奈耶品。 

（１）明在家品障 

依在家品有薩迦耶見(satkāya-dṛṣṭi，有身見)；由此見故，先生怖畏，最初不欲

發趣聖道。 

（２）明惡說品障 

依惡說法毘奈耶品有戒禁取；由此取故，雖已發趣而行邪僻，由是不能生起聖

道。 

                                                 
22 遁倫集撰《瑜伽論記》卷 14（大正 42，459c22~460a2）。 
23 《瑜伽師地論》卷 58（大正 30，623c16~18）；《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 7（大正 31，726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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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明善說品障 

依善說法毘奈耶品，有疑；由此疑故，雖已發趣不行邪僻，而於正道未串習故，

於如實見所知事中猶預疑惑，障礙聖道不令生起。 

◎由是因緣，唯說斷此立預流果。此預流果極餘七有(人界之七生與欲天之七

生)，由是因緣多生相續。 

２、明立一來果因由 

若斷再生相續煩惱，生無重續，立一來果。 

謂若永斷天有所攝、人有所攝再生相續所有煩惱，極唯更受天有一生、人有一生，

故於爾時立一來果。 

３、明立不還果因由 

若已永斷能感還來生此煩惱，唯於天有當可受生，即於爾時立不還果。 

４、明立阿羅漢果因由 

若已永斷一切能感生有煩惱，建立最上阿羅漢果。 

（四）結 

而薄伽梵說：永斷三結，縛24(薄)貪瞋癡，「立一來果」；永斷能順五下分結(順益下

分界之五種結惑，即欲界之薩迦耶見、戒禁取、疑、貪慾、瞋恚)，「立不還果」； 

永斷一切煩惱究竟建立最上「阿羅漢果」。是名修果。25 

 

二、兼顯修人 

（一）明貪行等人修行次第 

１、明修行次第 

（１）又於此中，貪、瞋、癡、慢、尋思行者，彼先應於淨行所緣淨修其行，然後

方證心正安住，（446a）彼於各別所緣境界，定由所緣差別勢力，勤修加行。 

（２）若等分行補特伽羅，隨所愛樂攀緣彼境勤修加行，如是勤修唯令心住非淨其

行。 

（３）如等分行補特伽羅，薄塵行者，當知亦爾。 

２、明差別 

而彼諸行有其差別。謂： 

（１）「貪等行者」勤修行時，要經久遠方證心住。 

（２）「等分行者」勤修行時，不甚久遠能證心住。 

（３）「薄塵行者」勤修行時，最極速疾能證心住。 

（二）明等分行人與薄塵行人行相差別 

問：前已廣說有貪等行補特伽羅行相差別；其等分行及薄塵行補特伽羅，有何行相？ 

                                                 
24 縛＝薄【宋】【元】【明】【聖】《瑜伽師地論》卷 29(大正 30，445 d，n.5）。 
25 《雜阿含經》卷 29〈788 經〉（大正 2，205b28~c7）；《雜阿含經》卷 29〈1129 經〉（大正 2，298c29~299a8）； 

《顯揚聖教論》卷 3：「果者，謂四沙門果，廣說如經。一、預流沙門果：若隨勝攝，三結永斷，謂身見

戒、禁取及疑。……二、一來沙門果：若隨勝攝，三結永斷，薄貪瞋癡。……三、不還沙門果，若隨

勝攝，五順下分結永斷，所謂身見戒、禁取、疑、貪欲、瞋恚。……四、阿羅漢沙門果：若隨勝攝，

貪欲、瞋、癡無餘永斷。……。」（大正 31，496a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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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１、等分行人行相 

等分行者，如貪等行補特伽羅所有行相一切具有，然彼行相非上非勝，如貪等行， 

隨所遇緣有其差別，施設此行與彼相似。 

２、薄塵行人行相 

（１）略釋 

其薄塵行補特伽羅行相差別者，謂Ａ、無重障，Ｂ、最初清淨，Ｃ、資糧已具， 

Ｄ、多清淨信，Ｅ、成就聰慧，Ｆ、具諸福德，Ｇ、具諸功德。 

（２）廣解 

Ａ、明無重障 

「無重障」者，謂無三障。何等為三？一者、業障；二、煩惱障；三、異 

熟障。 

ａ、言「業障」者，謂五無間業，及餘所有故思造業諸尤重業。彼異熟果若

成就26時，能障正道令不生起，是名「業障」。 

ｂ、「煩惱障」者，謂猛利煩惱、長時煩惱。由此煩惱，於現法中，以其種種

淨行所緣不能令淨，是名「煩惱障」。 

ｃ、「異熟障」者，謂若生處聖道依彼不生不長，於是生處異熟果生；或有生

處聖道依彼雖得生長，而於其中異熟果生，聾騃愚鈍盲瞽瘖啞以手代言，

無有力能解了善說惡說法義。是名「異熟障」。27 

Ｂ、明最初清淨 

「最初清淨」者，謂善淨戒及正直見。 

ａ、由十因緣，戒善清淨，如前(卷 22)應知。28 

ｂ、「正直見」者，謂若有見，淨信相應故，勝解相應故，遠離誑諂故（446b）， 

善思法義、無惑無疑、加行出離故，名為「正直」。 

（ａ）如是正直見，淨信相應故，於佛正法及毘奈耶(vinaya 戒律)不可引奪。 

（ｂ）勝解相應故，於諸如來及聖弟子不可思議威德神力、不可思議生處差

別29、甚深法教、不可記事30，深生勝解，無驚無恐，無有怖畏。 

（ｃ）遠離誑諂故，其見正直，是正直類，如其聖教而正修行，如其真實而

自現發。 

（d）善思法義、無惑無疑、加行出離故，於一切法無常、苦、空、無我等

義，善正思惟、善正籌量、善正觀察，由是為因無惑無疑，遠離二路(是

正道、非正道耶)31，逮得昇進。 

由此四相，先所說見，名「正直見」。 

                                                 
26 就＝熟【宋】【元】【明】【聖】＊《瑜伽師地論》卷 29（大正 30，446d，n.2）。 
27 《瑜伽師地論》卷 37（大正 30，497a5~11）。 
28 《瑜伽師地論》卷 22（大正 30，403b29~c6）。 
29 《顯揚聖教論》卷 17（大正 31，563c）。 
30 《瑜伽師地論》卷 64（大正 30，654c10~ 655a1）。 
31 妙境長老著《瑜伽師地論筆記》卷 29：「二路：這是好的、是壞的？就是疑惑的意思，疑惑是這樣子、

是那樣子；有是、有非；有善、有惡，各式各樣的疑惑，叫做二路。」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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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明資糧已具 

「資糧已具」者，廣說資糧，如前應知32。略有四種。一、福德資糧；二、

智慧資糧；三、先世資糧；四、現法資糧。 

ａ、「福德資糧」者，謂由此故，於今獲得隨順資具豐饒財寶，遇真福田，為

善知識，離諸障礙，能勤修行。 

ｂ、「智慧資糧」者，謂由此故，成就聰慧，有力有能解了善說惡說法義，獲

得隨順法教、義教、教授、教誡。33 

ｃ、「先世資糧」者，謂由宿世積集善根，於今獲得諸根成就。 

d、「現法資糧」者，謂於今世有善法欲，諸根成熟，具戒律儀34及根律儀35，

如前廣說。 

Ｄ、解多清淨信 

「多清淨信」者，謂於大師所無惑無疑，深生淨信及以勝解。 

如於大師，於法、於學(戒、定、慧三無漏學)，36亦復如是。其餘廣說，如

前應知。 

Ｅ、解成就聰慧 

「成就聰慧」者，謂由此故，於法於義速能領受；經久遠時，於法於義能無

忘失；於法於義速能通達。 

Ｆ、解具諸福德 

「具諸福德」者，謂由此故，形色端嚴，眾所樂見，發清淨信，無病長壽，

言辭敦肅(語言和善而不粗暴)，具大宗葉，眾所知識，成就大福，（446c）多獲

衣等諸資生具，為諸國王及大臣等供養恭敬尊重讚嘆。 

Ｇ、解具諸功德 

「具諸功德」者，謂本性成就極少欲等種種功德，如前所說沙門莊嚴，應知

其相。37 

（３）結 

如是等類，應知是名諸薄塵行補特伽羅行相差別。 

 

拾貳、補特伽羅異門（大正藏：冊 30，446c6；披尋記：冊 2，頁 986） 

一、總說 

云何補特伽羅異門？謂有六種。 

何等為六？一、沙門；二、婆羅門；三、梵行；四、苾芻；五、精勤；六、出家。 

 

 二、別釋 

                                                 
32 《瑜伽師地論》卷 22（大正 30，402a10~18）。 
33 《瑜伽師地論》卷 25（大正 30，418a3~23）。 
34 《瑜伽師地論》卷 22（大正 30，402a~403a）。 
35 《瑜伽師地論》卷 23（大正 30，406a~408a）。 
36 《瑜伽師地論》卷 11（大正 30，328c26~329a3）。 
37 《瑜伽師地論》卷 25（大正 30，421b~423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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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沙門 

１、明體相 

第一、沙門復有四種。何等為四？一、勝道沙門；二、說道沙門；三、活道沙門；

四、壞道沙門。38 

２、第一義 

（１）略標 

當知諸善逝名「勝道沙門」；諸說正法者名「說道沙門」；諸修善行者名「活道

沙門」；諸行邪行者名「壞道沙門」。 

（２）釋義 

「諸善逝」者，謂已證得貪、瞋、癡等無餘永盡。 

「說正法」者，謂為調伏貪、瞋、癡等宣說正法。 

「修善行」者，謂為調伏貪、瞋、癡等勤修正行。 

「行邪行」者，謂犯尸羅行諸惡法。 

３、第二義 

依學等四人明沙門義 

（１）勝道沙門 

又學、無學名「勝道沙門」。以無漏道摧滅一切見、修所斷諸煩惱故。 

（２）說道沙門 

若無如來及諸菩薩，為菩提故勤修正行，諸聲聞眾持三藏者，名「說道沙門」。

任持世俗法、毘奈耶，轉正法眼、令不斷故。 

（３）活道沙門 

◎若諸異生補特伽羅，其性調善，為自利益勤修正行，有羞有悔，愛樂正學，

為得未得、為觸未觸、為證未證，39勤修加行，有力有能堪得未得、堪觸未

觸、堪證未證，名「活道沙門」。 

◎由彼現有諸善法煖，堪能生長聖慧命根，名活、非死，是故名為「活道沙門」。 

（４）壞道沙門 

◎若諸犯戒補特伽羅40，多行惡法，廣說乃至實非梵行自稱梵行，名「壞道沙

門」。 

◎由彼破壞最初所有正道根本，無力無能、非生道器(未具成就聖道的素質)，

雖現（447a）前有說正道教及現前有證正道者，而彼不得，是故名為「壞道沙門」。
41 

４、引證 

世尊依彼作如是說：此初沙門廣說乃至第四沙門，於外沙門、婆羅門教空無所有。

若於是處八支聖道安立可得，即於是處有初沙門廣說乃至第四沙門。 

                                                 
38 《長阿含經》卷 3〈遊行經〉（大正 1，18b9~c7）；《中阿含經》卷 26〈10 經〉（大正 1，590b6~591b25）；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66（大正 27，341c22~342a2）。  
39 《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65（大正 27，337a7~16）。 
40 《瑜伽師地論》卷 84（大正 30，770b17~24）。 
41 《瑜伽師地論》卷 97（大正 30，853c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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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婆羅門 

第二、婆羅門復有三種：一、種姓婆羅門；二、名想婆羅門；三、正行婆羅門。 

１、種姓婆羅門 

「種姓婆羅門」者，謂若生在婆羅門家，從母產門之所生出，父母圓備，名婆羅

門。 

２、名想婆羅門 

「名想婆羅門」者，謂諸世間由想等想，假立言說，名婆羅門。 

３、正行婆羅門 

「正行婆羅門」者，謂所作事決定究竟，已能驅擯惡不善法。 

如說當知，婆羅門更無有所作，所作事已辨，是謂婆羅門。 

 

（三）梵行 

第三、梵行，復有三種：一、受遠離梵行；二、暫時斷梵行；三、畢竟斷梵行。 

１、「受遠離梵行」者，謂能受學遠離一切行非梵行習婬欲法。 

２、「暫時斷梵行」者，謂諸異生由世間道離欲界欲。 

３、「畢竟斷梵行」者，謂諸聖者得不還果，復得最上阿羅漢果。 

 

（四）苾芻 

第四、苾芻復有五種：一、乞匃42苾芻；二、自稱苾芻；三、名想苾芻；四、破壞

煩惱苾芻；五、白四羯磨43受具足戒苾芻。44 

 

（五）精勤 

第五、精勤復有三種。 

一、止息犯戒精勤，謂能遠離一切不善身業、語業。 

二、止息境界精勤，謂密護根門、修防守念及常委念，如前廣說。45 

三、止息煩惱精勤，謂能永斷見、修所斷一切煩惱，及於一切先所生起，或欲尋思

或恚尋思、或害尋思，或貪、或瞋、或諸邪見，或忿、恨、覆、惱誑、諂等，

能往惡處那洛迦等諸險惡趣非沙門法，隨所生起能不忍受，尋即斷滅、除遣、

變吐。 

                                                 
42 《一切經音義》卷 25：「乞匃(音葢行求乞索也)。」（大正 30，466b11）。 
43 [1]《根本說一切有部百一羯磨》卷 10：「具壽鄔波離請世尊曰：大德：總有幾法能攝毘柰耶？佛言：

大略言之有其三法。云何為三？謂單白、白二、白四；若廣說者，有百一羯磨；大德，百一羯磨中

單白、白二、白四數各有幾？佛言：單白羯磨有二十二，白二羯磨有四十七，白四羯磨有三十二。」

（大正 24，498c29~499a5）。另參見：《摩訶僧祇律》卷 8（大正 22，295b22~28）；《瑜伽師地論》卷

99（大正 30，872a11~ b13）。 

[2]另參見印順導師著《佛法概論》：「大眾的事情，由完具僧格的大眾集議來決定。這又依事情輕重，

有一白三羯磨──一次報告，三讀通過；一白一羯磨──一次報告，一讀通過；單白羯磨──就是

無關大體的小事，也得一白，即向人說明。」p.219  
44 《十誦律》卷 1（大正 23，2a27~ b11）。   
45 《瑜伽師地論》卷 23（大正 30，406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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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447b）知此中，略有二種止息煩惱：一、止息隨眠；二、止息諸纏。 

 

（六）出家 

第六、出家復有二種：一、於善說法、毘奈耶中而出家者；二、於惡說法、毘奈耶

中而出家者。 

１、明善說法出家 

（1）於善說法、毘奈耶中而出家者，謂苾芻、苾芻尼、式叉摩那、沙彌、沙彌尼。 

（2）又若自能出離身中所有一切惡不善法，當知是名真實出家。 

２、明惡說法出家 

於惡說法、毘奈耶中而出家者，謂諸外道。 

（1）或全無衣、或壞色衣、或塗灰等增上外道。 

（2）復有所餘，如是等類眾多外道。 

 

三、結 

是故說言：若諸沙門、若婆羅門、若修梵行、若諸苾芻、若精勤者、若出家者，如是

一切是數取趣所有異門。 

 

拾參、補特伽羅及其建立因緣（大正藏：冊 30，447b13；披尋記：冊 2，頁 989） 

一、總標 

補特伽羅，略有八種。建立因緣，略有四種。 

 

二、略釋 

（一）明八人 

云何八種補特伽羅？ 

一、有堪能者；二、無堪能者；三、善知方便者；四、不善知方便者；五、有無間修 

者；六、無無間修者；七、已串修習者；八、未串修習者。 

 

（二）明建立八人因緣 

云何四種補特伽羅建立因緣？謂由四種差別因緣，建立八種補特伽羅。 

一、由根差別故，有根已成熟及根未成熟；46 

二、由瑜伽差別故，有善知瑜伽及不善知瑜伽； 

三、由加行差別故，有「有『無間慇重修』及無『無間慇重修』」； 

四、由時差別故，有已長時修道及未長時修道。 

 

三、明四種差別能為八人建立因緣義 

（一）配釋 

云何如是四種差別能為前八補特伽羅建立因緣？  

                                                 
46 《瑜伽師地論》卷 21（大正 30，399b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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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謂「根已成就
＊
」即有堪能者；「根未成就

＊
」即無堪能者。 

２、「善知瑜伽」即善知方便者；「不善知瑜伽」即不善知方便者。 

３、「有無間慇重修」即有無間修者，此亦名為有常委修；「無無間慇重修」即無

無間修者，此亦名為無常委修。 

４、「已長時修道」即已（447c）串修習者；「未長時修道」即未串修習者。 

◎如是名為：由根差別，瑜伽差別，加行差別及時差別，建立八種補特伽羅。 

（二）明闕緣不能成辦義 

１、根未成熟 

若諸所有補特伽羅根未成就＊，彼於所有善知方便、有無間修、已串修習，如理

如法、如其善巧，皆不能辨。 

２、未善方便 

若諸所有補特伽羅根雖成熟，而未善知善巧方便，於諸所有亦不能辨。 

３、無無間修 

若諸所有補特伽羅根已成熟，善知方便，無無間修，即不能得速疾通慧。 

４、未串修習 

若諸所有補特伽羅根已成熟，善知方便，有無間修，未串修習，即於所有自所作

事未得成辨。 

５、已串修習 

若諸所有補特伽羅根已成就＊，善知方便，有無間修，已串修習，彼於所有皆能

成辨，亦能獲得速疾通慧，於其所有自所作事已得成辨。 

 

拾肆、魔與魔事（大正藏：冊 30，447c15；披尋記：冊 2，頁 990） 

一、總標 

當知諸魔(māra，全稱為魔羅。意譯為障礙。又稱惡魔。)略有四種，魔所作事有無量

種，勤修觀行諸瑜伽師應善遍知，當正遠離。 

 

二、 別釋 

（一）明四魔 

１、明諸魔相 

云何四魔？一、蘊魔；二、煩惱魔；三、死魔；四、天魔。 

（１）「蘊魔」者，謂五取蘊。 

（２）「煩惱魔」者，謂三界中一切煩惱。 

（３）「死魔」者，謂彼彼有情，從彼彼有情眾殀喪殞歿。 

（４）「天魔」者，謂於勤修勝善品者，求欲超越蘊、煩惱、死三種魔時，有生欲 

界最上天子47(欲界第六天之他化自在天之魔王，名為波旬 Pāpīyas)，得大自在為

作障礙，發起種種擾亂事業，是名天魔。 

２、明建立四魔因由 

                                                 
47 《瑜伽師地論》卷 4（大正 30，294c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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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知此中，若死所依，若能令死，若正是死，若於其死作障礙事、不令超越，依

此四種建立四魔。 

（１）謂依已生、已入現在五取蘊故，方有其死。 

（２）由煩惱故，感當來生，生已便有夭喪殞歿。 

（３）諸有情類命根盡滅殀喪殞歿，是死自性。 

（４）勤修善者為超死故正加行時，彼天子魔得（448a）大自在能為障礙；由障礙故，

或於死法令不能出，或經多時極大艱難方能超越。 

◎又魔於彼或有暫時不得自在，謂世間道離欲異生，或在此間、或生於彼；或

魔於彼得大自在，謂未離欲。 

若未離欲，在魔手中，隨欲所作；若世間道而離欲者，魔縛所縛、未脫魔罥48， 

由必還來生此界故。 

 

（二）明魔事 

１、徵問 

云何魔事？ 

２、廣答 

（１）依障出離善法明魔事 

謂諸所有能引出離善法欲生，耽著諸欲增上力故，尋還退捨，當知此即是為魔

事。 

（２）依不護根門明魔事 

若正安住密護根門；於諸所有可愛色聲香味觸法，由執取相、執取隨好，心樂

趣入，當知此即是為魔事。 

（３）依食不知量明魔事 

若正安住於食知量；於諸美味不平等食，由貪愛欲，心樂趣入，當知此即是為

魔事。 

（４）依懈怠力等明魔事 

若正安住精勤修習，初夜、後夜覺寤瑜伽；於睡眠樂、於偃臥樂、於脅臥樂，

由懈怠力，心樂趣入，當知此即是為魔事。 

（５）依不正知而住明魔事 

若正安住正知而住；於往來等諸事業時，若見幼少盛年美色諸母邑等，由不如

理執取相好，心樂趣入；或見世間諸妙好事，心樂趣入；或於多事多所作中，

心樂趣入；或見在家及出家眾歡娛雜處；或見惡友共相雜住，便生隨喜，心樂

趣入。當知一切皆是魔事。 

（６）依疑三寶、四諦等明魔事 

於佛法僧、苦集滅道、此世他世，若生疑惑，當知一切皆是魔事。 

（７）依障阿練若等修明魔事 

住阿練若、樹下、塚間、空閑靜室，若見廣大可怖畏事，驚恐毛豎49；或見沙

                                                 
48 罥：纏繞。（《漢語大詞典》冊 8，p.1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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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婆羅門像、人非人像，欻爾而來，不如正理，勸捨白品、勸取黑品，當知

一切皆是魔事。 

（８）依利養等多法明魔事 

若於利養恭敬稱譽，心樂趣入；或於慳吝廣大希欲不知喜足，50忿、恨、（448b）

覆、惱及矯詐等沙門莊嚴所對治法，心樂趣入。當知一切皆是魔事。 

（三）總結 

如是等類無量無邊諸魔事業，一切皆是四魔所作。隨其所應，當正了知。 

 

拾伍、發趣空無有果（大正藏：冊 30，448b4；披尋記：冊 2，頁 993） 

一、總說 

由三因緣，正修行者，精勤發趣，空無有果。 

何等為三？一、由諸根未積集故；二、由教授不隨順故；51三、由等持力微劣故。 

 

二、別釋 

（一）明空無果因 

１、明諸根未積集因 

若有諸根，猶未積集，雖復獲得隨順教授，強盛等持，精勤發趣，空無有果。 

２、明教授不隨順因 

若有諸根，雖已積集，其等持力亦復強盛，而不獲得隨順教授，精勤發趣，空無

有果。 

３、明等持劣因 

若有諸根，雖已積集，亦復獲得隨順教授，而等持力若不強盛，精勤發趣，空無

有果。 

（二）明得果因 

若有諸根，已得積集，教授隨順，等持強盛，精勤發趣，決定有果。 

三、明總結 

如是名為：由三因緣空無有果；由三因緣決定有果。 

 

 

                                                                                                                                                         
49 《瑜伽師地論》卷 18（大正 30，377a4~13）。 
50 《瑜伽師地論》卷 25（大正 30，b7~20）。 
51 《大般涅槃經》卷 26（大正 12，520a1~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