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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聞地》之四瑜伽： 

(一)初瑜伽處：種性地、趣入地、出離地 

(二)第二瑜伽處：補特伽羅種類、建立、所緣、教授等 

(三)第三瑜伽處：安立 

(四)第四瑜伽處：世間道、出世道 

 

第三瑜伽處：安立 (卷 30-32) 

I.   往慶問: 詣師請問瑜伽 

II.  尋求：願、種性、根、行 

III. 五處如應安立： 

［1］護養定資糧處：戒律儀、根律儀、於食知量、初夜後夜悎寤瑜伽、正知而住、

善友性、聞正法、思正法、無障礙、修惠捨、沙門莊嚴 

［2］遠離處：處所圓滿、威儀圓滿、遠離圓滿 

［3］心一境性處：奢摩他品：九種心住中心一境性。 

毘鉢舍那品：四種慧行中心一境性，由三門、六事、四種道理觀。 

［4］障清淨處：遍知諸障自性、因緣、過患、修習對治。 

［5］修作意處: 調練心作意、滋潤心作意、生輕安作意、淨智見作意。 

 

卷 31   

(已講解修作意處的開首) 

 

五、修作意處 

云何修作意？ 

（一）最初應修四作意念 

謂初修業者始修業時，於如是所安立普遍相(五處：1、護養定資糧處，2、遠離處，

3、心一境性，4、障清淨處，5、修作意處)中，由一境性、及淨諸障，離邪加行，

學正加行。彼應最初作如是念：我今為證心一境性及斷喜樂(世間興盛事)，當勤修

習四種作意(manasikāra, mental act，在意念中造作或構想境相)。 

何等為四？ 

一、調練心作意； 

二、滋潤心作意； 

三、生輕安作意； 

四、淨智見作意。 

１、辨體相 

Ａ．云何調練心作意？謂由此作意，於可厭患法(世間衰損、興盛一切皆是可厭

患法)，(458c)令心厭離，是名調練心作意。 

Ｂ．云何滋潤心作意？謂由此作意，於可欣尚法，令心欣樂；是名滋潤心作意。 

Ｃ．云何生輕安作意？謂由此作意，於時時間於可厭法，令心厭離；於時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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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可欣法，令心欣樂已；安住內寂靜、無(紛亂)相、無分別(所緣境事)中，

一境念轉。 

由是因緣，對治一切身心麤重，能令一切身心適悅，生起一切身心輕安，

是名生輕安作意(修止成就)。 

Ｄ．云何淨智見作意？謂由此作意，於時時間，即用如是內心寂靜為所依止， 

由內靜心數數加行，於法觀中修增上慧，是名淨智見作意(修觀成就)。 

 

 

《瑜伽師地論》卷 32 

〈本地分中聲聞地〉第十三 

第三瑜伽處之三 
                                                             上廣下淨老師指導 釋振行敬編 2004/12/15 

 

（二）如應安立修習作意 

云何初修業者始修(止觀得色界定)業時，於修作意如應安立、隨所安立(如貪行者等，

安立不淨觀，多瞋、痴、慢、尋思者修慈悲、緣起、界差別、數息觀等「五停心觀」

對治)正修行時，最初觸證於(不淨觀)斷(貪煩惱而生起)喜樂心一境性？(其餘於慈悲

觀斷瞋煩惱而生起喜樂心一境性等。) 

１、正教誨 

謂善通達修瑜伽師，最初於彼依瑜伽行初修業者，如是教誨：善來賢首(比丘之尊

稱，即賢者、尊者)！汝等今者應依三種取相因緣，或(眼)見、(459c)或(聽)聞、或心

比度(推求比較)增上(思惟)分別，(善)取五種相：一、厭離相；二、欣樂相；三、過

患相；四、光明相；五、了別事相。(厭離相、過患相、了別事相即是前說調練心

作意，欣樂相即是前中滋潤心作意。唯光明相則非前所說。這五種相要透過三種

因緣來取。) 

（１）舉不淨觀 

Ａ．問 

問：若依瑜伽行初修業者是其貪行，由不淨觀方可調伏(貪)。云何教彼取五種

相？   

Ｂ．答 

（Ａ）初教誨 

ａ．取五種相
1
 

               （ａ）取「厭離相、欣樂相」，勵當斷貪憂 

◎厭離相 

○有見、聞二因緣 

聞（他）因緣（病、壽命、親眷、財寶衰損） 

                                                 
1《瑜伽論記》卷 7 下：「此五相中，厭離相、過患相、了別事相即是前說調練作意；欣樂相即是前中資(滋)

潤作意；唯光明相非前所明。」(大正 42，467a2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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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應如是教誨：善來賢首！汝等隨所依止彼彼(其它)聚落村邑而

住於中，若聞所餘2彼彼村邑聚落； 

或男、或女先受安樂，後遭苦厄。 

或彼男女，自遭重病，命終殞歿。 

或彼男女所有知識、親戚、眷屬，遭如是苦。 

或彼聚落村邑邊際喪失財寶，或是他來強敵所作；或火所燒；

或水所漂；或由惡作(犯戒或律法)而有喪失；或由不善修營

事業而有喪失；或由不善處分事業而有喪失；或為非愛(怨

家)共財(與己共有財產者，如合伙人)得(方)便(侵佔)而有喪

失；或由家火(家鼠、不紹家業的後人)3而有喪失。 

 

                見（己）因緣 

若汝現見，非是傳聞，或即於此村邑聚落，非是所餘村邑聚落。或

非是此村邑聚落，亦非他人，即汝自身先所觸證猛利樂受(健康、

財富、享樂)，後還退失(衰損)，廣說如前。 

○於聞、見因緣，應深厭惡 

於諸衰損事 

汝既如是聞已、見已，應當生起深心厭患，如是生死甚為重苦，所

得自體(色身)極大艱辛，而於其中有如是等自他衰損差別可得，謂

病衰損、壽命衰損、眷屬衰損、財寶衰損，(患)病、(所依五蘊為)

病法性，死、死法性4。 

                復有一類，淨戒衰損、正見衰損。 

由是因緣，彼諸眾生，於現法中住諸苦惱，於當來世往諸惡趣。 

於諸興盛事 

諸興盛者，雖現法中住諸安樂，於當來世往諸善趣，而是無常，於

彼無常，現可證得。若有領受興盛事者，後時衰損定當現前；諸有

領受衰損事者，後時興盛難可現前。諸興盛事，皆是難得、易失壞

法。 

勸修 

如是汝應深心厭患，(460a)極善作意，如理受持。 

○於衰損、興盛二法當喜樂斷 

應不放逸 

                                                 
2 餘＋（依止）【聖】(大正 30，459d，n.9)。 
3《瑜伽論記》卷 7：「家火者，是鼠。」(大正 42，467b11)；《瑜伽論手記》卷 32：「言家火者，謂不紹家

業男、女等也。」(大正 85，940b25)；另見《漢譯對照．梵和大辭典(上)》頁 361：「梵文：kulAGgAra。

漢譯：家生火。」 
4 1)《瑜伽論記》卷 7 下：「病、病法性者。泰云：病，是能病、是現所依五蘊，名病法性。」(大正 42，

467, b12-13) 

2)《披尋記》（二）頁 1042：「於現在世若病，若死苦相現前，名病及死。若於現在雖未現前，而於未來

定當現前，名病法性，及死法性。所得自體性應爾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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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處所，難可保信(確保相信必無衰損)。我今於是生死流轉，未

般涅槃，未解脫心，難可保信。如是衰損、興盛二法，勿現我前。

勿彼因緣，令我墮在如是處所，生起猛利、剛強、辛楚、不適意苦。 

即由此事增上力故，我當至誠喜樂於斷，修不放逸。 

應多安住 

又我如是多安住故，當於無義(利的生死大苦)能作邊際(盡頭)。 

勸修 

如是汝應善極作意，如理受持。 

◎欣樂相 

○正辨取相 

汝取如是「厭離相」已，復應精勤取「欣樂相」。 

※於「尸羅」生歡悅 

＊正觀察 

▲當自觀察所受尸羅(śīla 戒律)，為善清淨？為不清淨？ 

由意樂 

我或失念，或不恭敬，或多煩惱。或由無知，於諸學處(戒律)

有所違犯。既違犯已，我當如法以其本性增上意樂(意所欣樂、

持戒清淨而無悔)5，於諸學處發起深心，更不毀犯。 

由加行 

我於所作，當正應作；於非所作，不復當作。 

▲以要言之，於諸學處，當令增上「意樂圓滿」，亦令所有「加

行圓滿」。 

＊顯勝利 

汝於如是正觀察時，若自了知戒蘊清淨；雖不作思：「我當發起

清淨無悔」，然其法爾(本性自然)尸羅淨者，定生如是清淨無悔；

若起如是清淨無悔，雖不作思：「我起歡悅」，然其法爾無有悔者，

定生歡悅。 

                  ＊結所依 

如是且於一種歡悅所依處所，汝應生起清淨無悔為先歡悅。 

※於「除障」生喜悅 

復於除(五蓋)障喜悅處所，當生喜悅。 

(歡悅是指持戒方面，喜悅是清除障礙方面。) 

＊由有堪能  

謂我今者尸羅清淨，有力有能，安住世尊所制學處。於現法中，

能得未得，能觸未觸，能證未證，由是處所生喜悅意。 

                   ＊由生信解 

若汝獲得前後所證少分差別，即由如是增上力故，於他圓滿所證

                                                 
5《披尋記》（二）頁 1043：「謂由最初勝善法欲，求受淨戒，是名本性增上意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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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謂諸如來或聖弟子，及自後時所證差別，當生信解，發喜

悅意。 

如是行相諸適悅意，先名歡悅，今名喜悅，總名悅意。(460b) 

○結得其名 

如是名為取欣樂相。 

           ◎勵當斷 

取是相已；復應教授，告言：賢首！汝由如是厭離相故調練其心，復由

如是欣樂相故滋潤其心，汝於斷滅世間貪憂，應多安住。隨於彼彼所緣

境界勤修加行，或奢摩他品、或毘鉢舍那品；即於彼彼所緣境界當令心

住內住、等住(九住心)，汝當獲得身心輕安及一境住6。 

            （ｂ）過患相 

◎正取亂相 

汝若如是背諸黑品、向諸白品，由調練心、滋潤心故。 

復應數數取過患相，謂於所有諸相、尋思及隨煩惱，取過患相。 

出體性 

言「諸相」者，謂色等十相(色、聲、香、味、觸、男、女、生、老、

死)。 

言「尋思」者，謂欲等八(欲、恚、害、不死、親里、國土、本所作、

曾所受樂)。 

「隨煩惱」者，謂貪欲等五(貪欲、瞋恚、睡眠、掉悔、疑法等五蓋)。 

汝應於彼取過患相。7 

明彼業 

如是「諸相」，能令其心作用遽務(匆忙、散動)； 

如是「尋思」，能令其心思慕躁擾； 

如是「隨煩惱」，能令其心恒不寂靜。 

顯過患 

若 1)心作用(遽務、散動)諸相所作，2)思慕躁擾尋思所作，3)恒不寂

靜隨煩惱所作，由是令心苦惱而住；是故如是諸相、尋思、及隨煩惱，

是苦非聖(凡夫)8，能引無義(利)，1)令心散動、2)令心躁擾、3)令心染

污。 

汝應如是取過患相。 

◎取不亂相 

又汝應依心一境性、心安住性、心無亂性，以六種行正取其相(教修六

想治前過)。 

                                                 
6 住＝性【宋】【元】【明】【宮】【聖】(大正 30，460d，n.4)。 
7《瑜伽論記》卷 7 下：「色等十相者：有釋四大、青、黃、赤、白、男、女是也，今云：色、聲、香、

味、觸、男、女、生、老、死也。欲等八尋思者：謂欲、恚、害、不死、親里、國土、本所作、曾所

受樂；泰云：八惡覺(覺，尋古譯為覺)。貪等五蓋，名隨煩惱。」(大正 42，467, b19-23) 
8《披尋記》（二）頁 1045：「唯凡夫住，說名是苦。非安樂住，說名非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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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為六？ 

一、無相想(對治色等十相)；二、於無相中，無(不起遽務、散動)作用

想； 

三、無分別想(對治八尋思)；四、於無分別中，無所思慕、無躁擾想； 

五、寂靜想(對治五蓋)；六、於寂靜中離諸煩惱，寂滅樂想。 

 

（ｃ）光明相 

汝取如是過患相已，(由修六想恐心沈沒，教觀光明)復應數數取光明相。

謂或燈明，或大火明，或日輪明，或月輪明。 

（ｄ）了別事相 

既取如是光明相已，復詣塚間取青瘀相，廣說乃至取骨鎖相。 

汝若不能往詣塚間，當取彩畫、木、石所作如是諸相。 

ｂ．作意修習 

（ａ）勤方便 

◎修習遠離 

取是相已，還所住處，或阿練若(araṇya) ，(460c)或林樹下，或空閑室，

或在大床，或小繩床，或草葉座。先洗足已，結跏趺坐；端(直)身正願(令

心離諂詐，順善品而住，調柔正直)，安住背念(卷 30: 如理作意相應念，

名為背念，棄背違逆一切黑品故。又緣定相為境念，名為背念。)。先

於一境(青瘀相、骨鎖相)令心不散，繫念在前。 

◎修六種想 

復於其中，依六種想作意思惟， 

謂(一)無相想(不見自他色等十相)、 

(三)無分別想(由觀死屍更不分別貪恚害等八種分別)、 

(五)寂靜想(由觀死屍隨煩惱等不生作寂靜想)、 

(二)無作用想(由觀死屍不見十相，作無遽務、散動作用之相)、 

(四)無所思慕無躁擾想(由觀死屍不復分別親里尋思，作無思慕無躁擾而

離諸嬈[音擾、意思是亂]惱)、 

(六)離諸煩惱寂滅樂想(由觀死屍隨煩惱寂滅，作離煩惱寂滅樂想)。9 

◎審諦了知亂不亂相 

標所應 

又於其中，汝當審諦周遍了知亂、不亂相，分明現前。 

明漸次 

如如審諦周遍了知亂、不亂相，如是如是汝能了知諸相、尋思、隨煩

惱中所有亂相；及能了知心一境性隨六想修諸不亂相。 

                                                 
9《瑜伽論記》卷 7 下：「無相想者。不見自他色等十相。無分別想者，由觀死屍更不分別貪恚害等八種分

別。寂靜想者，由觀死屍隨煩惱等不生作[寂【甲】]家靜想。無作用想者，由觀死屍不見十相，作無遽

務作用之相。無所思慕無躁擾相者，由觀死屍不復分別親里尋思，作無思慕無躁擾而離諸[燒＝嬈【甲]

燒惱。寂滅樂想者，由觀死屍隨煩惱寂滅，作離煩惱寂滅樂想。」(大正 42，467c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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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安住 

又汝於此亂、不亂相，如是如是審諦了知，便能安住一所緣境，亦能

安住內心寂止，諸心相續、諸心流注，前後一味，無相(無散動)、無

分別(無躁擾)，寂靜而轉(無染污)。 

 （ｂ）治過失 

◎顯作意 

又若汝心雖得寂止，由失念故，及由串習諸相、尋思、隨煩惱等諸過失

故，如鏡中面所緣影像，數現在前；隨所生起(影像)，即於其中當更修

習不念作意(於所緣境數數除遣)。 

謂先所見諸過患相增上力故，即於如是所緣境相，由所修習不念作意除

遣散滅，當令畢竟不現在前。 

◎顯所緣 

○勤求通達 

賢首當知！如是所緣甚為微細，難可通達。汝應發起猛利樂欲，為求

通達，發勤精進。 

○引教配釋 

※引教 

舉世尊說 

世尊依此所緣境相，密意說言：10汝等苾芻(bhikśu)，當知眾善。 

言眾善者：謂於大眾共集會中，盛壯美色(下文解: 喻隨順貪欲纏等

隨煩惱法)。 

即此眾善最殊勝者：謂於多眾大集會中，歌舞倡妓 (喻能隨順尋思

戲論躁擾處法) 。 

喻 

假使有一智慧丈夫(喻瑜伽師)，從外而來，告一人曰：咄(音撮，

表示呵叱)哉男子！汝於今者，可持如是平滿缽油(喻奢摩他所安

住心，能令身心輕安潤澤，是奢摩他義)，勿令灩(音驗，波動)溢

(瀉)；經歷如是大眾中過，當避其間所有眾善及諸最勝歌舞倡妓，

大等、生等(大眾、多眾，喻色相等十種相法。)
11。今有魁膾(劊

子手)
12，露拔利劍隨逐汝行(喻先所取諸相、尋思、隨煩惱中諸

                                                 
10 見《雜阿含經》卷 24 (623 經)，(大正 2，174 b15~174c20) 
11 1)《瑜伽論記》卷 7 下：「大等生等者。(1)三藏云：應言大生等生，即長者兒；若生自大夫人名為大生，

生自小婦名為等生。泰云：(2)劫初始立王時眾人共許為大。許者非一，故名等。復許為大，故總云

大等。自此已後所有人王，從大等生故，名大等生。後言等者，向上等是。(3)又解：帝王名大等，

諸侯名生等。」(大正 42，468a1-7) 

2)《披尋記》（二）頁 1046：：「且依文解，前文說有大眾、多眾，此有情攝，名大等生。後文說有不

平地等，此非情攝，是故文中復置等言。」 
12【魁膾】劊子手。 唐  玄奘 《大唐西域記‧印度總述》：“屠、釣、倡、優、魁膾、除糞，旌厥宅居，

斥之邑外，行里往來，僻於路左。” 唐  玄應 《一切經音義》卷二四：“魁膾，主殺人者。”《漢

語大詞典》卷 12，頁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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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患相)，(461a)若汝缽油一滴墮地；此之魁膾，即以利劍當斬汝

首13，斷汝命根。 

問眾意 

苾芻！汝等於意云何？是持缽人，頗不作意專心油缽，拔劍魁膾

不平地(不平的路面)等，而能作意觀視眾善及諸最勝歌舞倡妓大

等、生等耶？ 

比丘答 

不也，世尊！何以故？是持缽人，既見魁膾露拔利劍隨逐而行，

極大怖畏，專作是念：我所持缽油既彌滿，經是眾中極難將度。

脫(倘若)有一滴當墮地者，定為如是拔劍魁膾當斬我首、斷我命

根。是人爾時，於彼眾善及諸最勝歌舞倡妓大等、生等，都不作

意、思念、觀視；唯於油缽專心作意而正護持(喻能審諦周遍了

知亂、不亂相之所攝受奢摩他道)。 

                   合法 

如是苾芻！我諸弟子，恭敬殷重、專心憶念修四念住，當知亦爾。 

                ※配釋 

▲言眾善者：喻能隨順貪欲纏等隨煩惱法。 

▲於中最勝歌舞倡妓，喻能隨順尋思戲論躁擾處法。 

▲大等生者：喻色相等十種相法(色聲香味觸男女生老死。) 

▲智慧丈夫，喻瑜伽師。 

▲平滿油缽，喻奢摩他(śamatha 止)所安住心，能令身心輕安潤澤，

是奢摩他義。 

▲露拔利劍隨行魁膾，喻先所取諸相、尋思、隨煩惱中諸過患相。 

▲專心將護不令缽油一滴墮地，喻能審諦周遍了知亂、不亂相之所

攝受奢摩他道。 

               ○結住寂止 

由是能令諸心相續、諸心流注；由精進力，無間策發。前後一味，無

相(不起遽務作用想)、無分別(對治八尋思)、寂靜而轉(五蓋不起)；不

起一心緣於諸相，或緣尋思及隨煩惱。14 

（Ｂ）復次教誨 

ａ．於修止觀 

（ａ）於奢摩他 

是瑜伽師復應如是殷勤教誨，於奢摩他初修業者，告言：賢首！汝若如

是精勤修習奢摩他道，如是方便(加行)，攝受正念、正知俱行有喜樂心，

乃名善修奢摩他道。 

                                                 
13 首＝手【聖】(大正 30，461d，n.2)。 
14《披尋記》(二)頁 1047：「此中諸心相續諸心流注：義顯專注一趣，有加行有功用相續而轉是故說言由

精進力，無間策發。前後一味，無相無分別，寂靜而轉：義顯等持，無加行，無功用任運而轉；是故

說言不起一心緣諸相等。此中一心，謂即一剎那心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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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於毘鉢舍那 

若復串習諸過失故，不能於中深心喜樂(461b)，極大艱辛勵力策發方現前

者；還應速疾出「無分別所緣境相」(止)，於「有分別所緣境相」(觀)

繫念在前，如先所取諸不淨相。汝今復應作意思惟，先應用彼「唯隨相

行毘鉢舍那」(瑜伽卷 30：謂於所聞所受持法，或於教授教誡諸法，由「等

引地」(三摩呬多，samāhita，由定力所引生的身心安和平等)如理作意，

暫爾思惟；未思，未量，未推，未察。如是名為唯隨相行毘缽舍那。)，

或觀青瘀、或觀膿爛，廣說乃至觀骨、觀鎖、或觀骨鎖。 

◎應起勝解 

▲汝於如是初修觀時，於一青瘀，廣說乃至於一骨鎖，當起勝解。 

▲若於其中已串修習，觀道明淨(觀見明確的青瘀相)，於所緣相明了勝

解相續轉時，復應於二、於三、於四、於五、於十、二十、三十、

四十、五十、或百青瘀、或千青瘀，乃至一切諸方諸維(四方的東西

南北，四維的東南、西南、東北、西北)所有青瘀，起無量行遍一切

處無間勝解，於中乃至無有容受一杖端處。 

§如於青瘀，如是乃至骨鎖亦爾。 

◎應趣真實作意 

汝依如是勝解作意，應當趣入真實作意(不淨觀，以前際所有真實青瘀

數超過假想所作之數量)。 

▲於趣入時應作是念：如我今者勝解所作無量青瘀，廣說乃至無量骨

鎖，(約就)真實青瘀乃至骨鎖，其量過此(勝解)不可數知。 

▲所以者何？ 

△從前際來，於彼彼(三)有、彼彼(五)趣中，輪迴生死。我所曾經命終

夭歿所棄屍骸、所起青瘀，廣說乃至所起骨鎖，無量無邊。 

§如是所起，推其前際不可知故。 

§假使有能攝聚如是所棄屍骸，令不壞爛，一切大地亦不容受。 

於一劫中所棄屍骸，乃至骨鎖，假使有能斂在一處，其聚量等廣

大脅山15(王舍城門西有山名毘富羅，形若人脇。) 

             △如從前際，後際亦爾，乃至未能作苦邊際。 

如是汝依勝解作意，應當趣入真實作意。16 

            （ｃ）於二種 

◎簡非 

又非修習如是青瘀乃至骨鎖毘鉢舍那應頓(一時全部)觀察(應逐次觀後

修止，修止後再修觀，止觀配合來修，令所緣境漸得勝解)。 

                                                 
15《瑜伽論記》卷 7 下：「廣大脇山者。泰云：王舍城門西有山名毘富羅，此唐云廣大；上狹下廣，形若

人脇，故借為名。」(大正 42，468a16-18) 
16《瑜伽師地論》卷 11〈本地分中三摩呬多地第六之一〉：「勝解作意者：謂修靜慮者，隨其所欲，於諸事

相增益作意。真實作意者：謂以自相、共相、及真如相，如理思惟諸法作意。」(大正 30，332c22-24) 

亦請參閱：《披尋記》(一)頁 381~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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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正 

○修二分齊 

▲纔(剛剛)
17應於一屍骸青瘀起勝解已，尋(立即)復令心於內寂靜(捨觀

相而修止)
18。 

修觀時 

乃至於此(461c)所緣境相，喜樂明淨，無諸擾惱，不強勵力。 

齊爾所時，應於如是屍骸青瘀發起勝解。 

修止時 

若纔於此乃至勵力方現在前，爾時於內應修寂靜。 

               ▲如於青瘀，乃至骨鎖當知亦爾。 

由此道理，乃至無量當知亦爾。 

               ○住靜勝解 

如是令心內寂靜已，復應發起寂靜勝解。 

               謂從最後無量青瘀，乃至最後無量骨鎖，內略其心方便除遣；安置眾

相不顯現中，不全棄捨有分別相，亦不分別，19唯即於此所緣境界，

安住其心，無相(無散動)、無分別(無躁擾)，寂靜而轉(無隨煩惱的染

污) 。 

          ｂ．於修光明 

彼瑜伽師復應教授。告言：賢首！ 

（ａ）舉光明想 

加行思惟 

汝先所取諸光明相，於奢摩他品加行中，及於毘鉢舍那品加行中，皆應

作意如理思惟。 

相應修習 

若汝能以光明俱心(緣法光明以為境界修光明想)、照了俱心(於所觀法得

如實知)、明淨(無有忘念)俱心、無闇(無無明疑)俱心，20修奢摩他、毘鉢

舍那；如是乃為於奢摩他、毘鉢舍那道，修光明想。 

 

（ｂ）辨其失得 

失 

若有最初於所緣境(如觀修一具屍體的青瘀，因為沒有修光明想)多不分

明，數習勝解其相闇昧；由是因緣，後所修習所有勝解，亦不分明；雖

多串習而相闇昧。 

                                                 
17【纔】〔ㄘㄞˊ〕：方始；剛剛。 
18《披尋記》(二)頁 1048：「此顯內攝其心除遣所緣。謂捨觀相，復於所緣思惟止行故。」 
19《披尋記》(二)頁 1049：「如前正加行中已說：於所緣境不捨不取。由於所緣止行轉故，不名為捨。即

於所緣不作相故，無分別故，不名為取。其義應知。」 
20《披尋記》(二)頁 1049：「此中光明，謂法光明。緣法光明以為境界修光明想，是名光明俱心。於所觀

法得如實知，是名照了俱心。無有忘念，是名明淨俱心。無無明疑，是名無闇俱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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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若有最初於所緣境多分分明，數習勝解，其相明了；由是因緣，後所修

習，轉復分明；雖少串習而相明了。 

ｃ．於修念住 

（ａ）明趣入 

◎標由 

如是汝由 1)善取如是厭離相故、2)善取如是欣樂相故、3)善取如是奢摩

他相故、4)善取如是毘鉢舍那相故、5)善取如是光明相故， 

於時時中，內以寂靜；於時時中，由「隨相行毘鉢舍那」思擇諸法；

即於不淨正修加行增上力故，於諸念住漸次趣入。 

◎釋相 

○於身念住 

將趣入時， 

1)汝應先於內身所有三十六物，始從髮毛乃至小便，善取其相。汝應  

於是自內身中諸不淨物，(462a)先當發起不淨勝解。數數發起此勝解

已；復令其心於內寂靜。如是名為於內身中修循身觀(觀察身體，

由頭至足，次第巡歷)，依自身內而發起故！ 

2)次應於外(他人之身)諸不淨物，善取其相。汝當發起青瘀勝解，廣

說乃至骨鎖勝解；或狹小勝解，或廣大勝解，或無量勝解。數數發

起此勝解已，復令其心於內寂靜。如是名為於外身中修循身觀，依

他外身而發起故！ 

3)後復應於自身內外(身根名內，扶根塵名外)諸不淨物，善取其相令

心明了；又於他身內外不淨，善取其相令心明了。於自所愛(的有

情身體)，汝當發起如是勝解。 

復於死已，出送塚間；至塚間已，棄之在地；棄在地已，至青瘀位、

至膿爛位，廣說乃至至骨鎖位，發起勝解。數數發起此勝解已，復

令其心於內寂靜。如是名為於內外身修循身觀，依自他身若內(身

根)、若外(扶根塵)而發起故。21
 

○於受、心、法念住 

(前文已觀色蘊。)汝復應於四無色蘊(受、心、法觀)，由聞思增上力分

別取相；於其三分，發起勝解。 

一、 於奢摩他品；二、於無散亂品；三、於毘鉢舍那品。 

1) 於奢摩他品者：謂若汝心於內略(攝心)時，起 1)無(無散動)相、2)

無分別(擾動)、3)寂靜想(無染污)行，及 4)無(遽務)作用、5)無思慕

無躁動，6)離諸煩惱寂滅樂想行；於所緣境無亂受等四無色蘊，

剎那剎那展轉別異，唯是新新而非故故，相續流轉；汝應於此，

                                                 
21《瑜伽論記》卷 7 下：「於自他身內外等者。謂於自他未死，身內外不淨、及死後出送塚間青瘀等位數

起勝解取不淨相。又復攝心於內寂靜，此中若自他身根名內，扶根塵名外；亦可取自他身身內不淨名

內，若取自他身之外相不淨名外。」(大正 42，468b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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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理思惟，發起勝解。如是名為：於內受、心、法，修循受心法

觀。22 

2)於無散亂品者：謂汝於先取諸境界，緣諸境界，墮不定地，過去盡

滅及今失念心亂所生諸相、尋思、隨煩惱境增上受等四無色蘊；汝

應於此，如理作意思惟：如是諸法，其性(462b)皆是誑幻所作，暫時

而有，率爾現前，多諸過患，其性無常，不可保信。汝應如是發起

勝解！如是名為：於外受、心、法23，修循受心法觀。 

3)於毘鉢舍那品者：謂汝善取毘鉢舍那相已；住有相有分別作意，於

有分別、有相所緣增上內所生受等四無色蘊，如理作意思惟此法剎

那剎那展轉別異，唯是新新而非故故，相續流轉。如前所說，發起

勝解。如是名為：於內外受、心、法，修循受心法觀。 

◎結 

如是汝由依不淨觀正修加行增上力故，於四念住當得趣入。 

（ｂ）明勝進 

又汝應於念住加行，時時修習勝奢摩他、毘鉢舍那。 

◎應如是行 

乞食攝 

汝於如是四念住中，安住正念，隨依彼彼村邑聚落邊際而住。於心隨

順(與聞慧相應)、趣向(於思慧相應)、臨入(於修慧相應)所緣境界，汝

應捨此所緣境相(如果出外乞食或辦事時要注意安全，暫不要修)，入

彼村邑聚落乞食。 

 

▲應當善避惡象、惡馬、惡牛、惡狗、惡蛇、惡獸，坑(山坑、凹下去

的地方)澗(兩山之間低下的地方，即澗谷)、濠塹(音暹，繞城牆的水

溝、護城河、深坑)、株杌(枯樹根，令田難以耕耘)24、毒刺、泥水(泥

土水窟)、糞穢(糞便污穢)及應遠離諸惡威儀、穢坐臥具。汝應如是

善護己身！ 

▲若於如是諸(染)境界相，不應策發諸根。汝應於彼不作功用，善守

諸根。 

▲若於如是諸(生善)境界相，應當策發諸根。汝應於彼正作功用，善

住正念，令諸煩惱不起現行。 

▲汝應如是善護己身、善守諸根、善住正念。於彼作意，善知其量，

受用飲食。 

                                                 
22《瑜伽論記》卷 7 下：「以聞[思]心取彼六想，內略俱行四蘊，名修內受心法觀。攝心住於六想，名為

內略。受等非色四蘊，體相無雜，故名無亂，亦可定之境，故名無亂。」(大正 42，468b20-23) 
23 《瑜伽論記》卷 7 下：「此四蘊性是誑幻，率爾現前，多諸過患，不可保信，如是名為於外修受心法觀。」

(大正 42，468b26-28) 
24《一切經音義》卷 36：「株杌(上音誅，樹殘根也，下五骨反，木無頭曰杌。)」(大正 54，546a23) 

  杌＝杭【元】【聖】(大正 30，462d，n.5)。 

http://humanum.arts.cuhk.edu.hk/Lexis/lexi-can/search.php?q=%BE%E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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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論攝 

▲又汝應與在家出家，說應量語(不違現量、比量及正教量)、說應理

語、說應時語、說正直語、說寂靜語(趣涅槃宮)。25一切世間非法言

論，皆當遠離。 

▲雖復宣說如法言論，不應諍競。何以故？ 

若諸士夫補特伽羅(pudgala)，住諍競語，互相難詰，其心便住多戲

論中，多戲論故，其心掉舉(462c)；心掉舉故，心不寂靜；不寂靜故，

便令其心遠三摩地(samādhi, 定)。 

              ◎應如是住 

應精進 

如是行已，汝應速疾不捨所緣，結跏趺坐，於奢摩他、毘鉢舍那，如

所取相，由恒常作、及畢竟作(直至作到圓滿為止)，修瑜伽行。 

猶如世間鑽火方便，起無間加行及殷重加行，汝應如是恒常修作、畢

竟修作。 

應起願 

又汝應起如是願心：假使一切贍部(jambū)洲人，盡贍部洲曾經壽量，

今皆總集在我一身，我亦盡此無量壽命，決定於斷(除欲貪)瑜伽作意勝

奢摩他、毘鉢舍那，精勤修習，時無暫捨。 

由正了知如是所修瑜伽加行，有大勝果、大勝利故，何況如是少分壽

量、少時存活，雖極遠去不過百年，委悉(確實知道)算計但須臾頃(短

時間)。 

ｄ．小結 

如是汝應隨所教誨，恒常修作、畢竟修作。若為此義受習於斷，汝於此義

必當獲得，汝當最初證得下劣身心輕安，心一境性，後當證得世出世間廣

大圓滿。 

Ｃ．結說 

初修業者始修業時，善達瑜伽諸瑜伽師，依不淨觀如是教誨，名正教誨；如是

修行，名正修行。 

 

（２）例慈愍等 

如說貪行，是不淨觀之所調伏；如是瞋行，是慈愍觀之所調伏；乃至最後尋思行

是阿那波那念(ānāpāna，入出息，數息觀)之所調伏；如其所應，皆當了知。其中

差別餘趣入門，我當顯示。 

Ａ．慈愍觀 

（Ａ）釋趣入  

ａ．勝解作意攝 

                                                 
25《披尋記》(二)頁 1052：「不違現量、比量及正教量、名應量語。不違觀待等四種道理，名應理語。應

順時機，能引義利，名應時語。應順時機，能引義利，名應時語。聖道支攝，名正直語。趣涅槃宮，

名寂靜語。如是一切，說法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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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趣入觀門 

依慈愍觀初修業者：於外親品、怨品、及中庸品，善取相已；處如法坐(安

處在座位上如法地修止觀)。由利益安樂增上意樂俱行定地作意， 

▲先於一親、一怨、一中庸所，發起勝解。 

於此三品，由平等利益安樂增上意樂俱行作意，欲與其樂。 

          如是念言：「願彼求樂諸有情類，皆當得樂。謂或無罪欲樂(欲界無罪

欲樂，由修五戒十善故無罪過，不會傷害自他的欲樂)，

或(初二定地)無罪有喜樂(初禪、二禪可以斷除欲恚害這

些過失的尋思，因此是沒有罪過的)，或(第三定地)無罪無

喜樂(第三禪的樂是沒有罪過及已遠離喜的踴動)。」(463a) 

 

▲次後或於二親、或於三親、或於四親、或於五親、十親、二十、三十、

如前乃至遍諸方維(四方的東西南北，四維的東南、西南、東北、西北)，

其中親品充滿無間發起勝解，於中乃至無有容受一杖端處。 

          如於親品，如是於怨及中庸品當知亦爾。 

（ｂ）趣入念住 

又彼不捨慈愍加行，即由修習如是慈愍，於諸念住能正趣入。 

云何趣入？ 

◎辨循觀 

謂趣入時，應當發起如是勝解： 

▲如彼於我，謂親、謂怨、謂中庸品；我既欲樂、厭背其苦。如是名

為於其內身修循身觀。 

▲餘亦於彼26，謂親、謂怨、謂中庸品；如我，彼亦欲樂、背苦。如是

名為於其外身修循身觀。 

▲如我既爾；彼諸有情亦復如是。如我自欲求得勝樂，彼諸有情亦復

如是。彼諸有情與己平等、與己相似，我當與彼利益安樂。如是名

為於內外身修循身觀。 

             ◎明建立 

▲此四念住，總緣諸蘊為境界故，當知說名壞緣(間雜各式各樣的緣)

念住(身念住中含有其他受、心、法的念住合起來修，總說是「共念住」，

也名「壞緣念住」。)。27 

▲若修行者，但取色相，謂取顯相(青黃赤白)、形相(長短方圓)、表相(行

住坐臥)，於親品、怨品及中庸品，而起勝解，由此建立唯身念住。28 

                                                 
26 於彼＝彼於【聖】(大正 30，463d，n3)。 
27《瑜伽論記》卷 7：「此四念住總約諸蘊說名壞緣念住等者，此說總緣五蘊名雜緣法念住。」大正 42，

468c29-469a1) 。(「雜緣念住」，羅什譯為「共念住」)。 
28《瑜伽論記》卷 7 下：「此四念住，總約諸蘊說名壞緣念住等者，此說總緣五蘊名雜緣法念住。差別修

身念住者，但取青等顯色、長等形色、身業表色，於三品而起勝解故，立身念住。」(大正 42，468c29- 

469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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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真實作意攝 

彼復依止勝解作意，能正趣入真實作意(慈愍觀，以前際所有真實親怨中

三品數過假想所作有量三品)。 

 

（ａ）正辨趣入 

◎明作意 

謂趣入時起是勝解：我於乃至無量有情發起勝解，利益安樂增上意樂。

如是我從先際已來， 

▲所有親品、怨品及中庸品，落謝(已消逝的)過去諸有情類，其數無量，

甚過今者勝解所作。 

▲如是過去諸有情類，為我親已，復為我怨；為我怨已，復為我親；

為怨、親已，復為中庸；為中庸已，復為怨、親。由是義門，一切

有情平等平等，無有少分親性、怨性及中庸性，而(皆)非真實。 

▲由是因緣，遍於(親、怨、中庸)三品起平等心，平等應與利益安樂

(463b)。 

            如從先際，如是後際，於生死中當復流轉，應知亦爾。 

  ◎釋妨難 

難 

又我於彼先際已來，諸有情類未曾發起慈愍之心；彼皆過去，今起慈

愍復有何益？ 

釋 

但為除遣自心垢穢，令得清淨故起念言：當令過去諸有情類皆得安樂。

諸未來世非曾有者，亦皆令29彼當得安樂。 

         （ｂ）較量福聚 

如是趣入真實作意慈愍住中，諸福滋潤、諸善滋潤；望前所修勝解作意

慈愍住中所獲福聚；彼於百分，不及此一；彼於千分，不及此一；彼於

數分、算分、計分、鄔波尼殺曇分(upaniṣadam-api 極少之數量)，不及此

一。30
 

     （Ｂ）例所餘 

餘如前說(此中唯說趣入，其勝修習義與前之不淨觀無差別)。31 

Ｂ．緣性緣起觀 

（Ａ）釋趣入 

ａ．由取相 

                                                 
29 令＝念【宮】【聖】(大正 30，463d，n.5)。 
30《瑜伽論記》卷 7 下：「泰云：真實慈觀分為百分，於具[俱【甲】]分假想慈愍假想不及百分中之一。復

折[折 ＝析【甲】]實觀以為千分，假想不如千分之一，乃至假想[實觀【甲】]為算數分，實觀[假想【甲】]

不及其一。更細分折(析)為鄔波分，假不及一。鄔波尼殺曇分者，數中最多、最極，無名可翻。」(大

正 42，469a10-15) 
31《披尋記》(二)頁 1055：「前不淨觀說趣念住及勝修習，今於此中唯說趣入，其勝修習義無差別。故指

如前，餘差別觀，皆應準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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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於緣性緣起觀中初修業者，由聞思慧增上力故，分別取相。 

      謂諸有情，由有種種無智愚癡，現見無常妄計為常；現見不淨妄計為淨；

現見其苦妄計為樂；現見無我妄計為我。彼諸有情，有如是等種種顛倒；

顛倒為因，於現法受及後所生諸自體中，發起貪愛；由(對現法及後有生

兩種)貪愛故，造作種種生(未來受生自體)根本業32；此煩惱、業為因緣故，

感得當來純大苦蘊。 

      ｂ．起勝解 

彼既善取如是相已，復於其內發起勝解。 

▲謂我今此純大苦蘊，亦如是生。 

又我自體無邊無際，從先際來初不可知，亦如是生。 

      ▲彼諸有情去、來、現在一切自體苦蘊所攝，亦皆如是已生、當生。 

      ｃ．簡作意 

如是緣性緣起正觀(有情生命生死輪迴的惑業苦)，一切皆是真實作意(生死

輪迴的真相)，更無所餘(無別安立事相可得的)勝解作意。33(前述的不淨觀、

慈愍觀是由勝解作意趣入真實作意，但是緣起觀全部都是真實作意，生死

輪迴的緣起實相就是這樣。) 

       ｄ．辨循觀 

若於自身現在諸蘊緣性緣生作意思惟，是名於內身、受、心、法住彼循觀。 

若於他身現在諸蘊緣性緣生作意思惟，是名於外身、受、心、法住彼循觀。 

      若於自他過去、未來所有諸蘊緣性緣生(463c)作意思惟，名於內外身、受、

心、法住彼循觀。 

     （Ｂ）例所餘 

餘如前說。 

Ｃ．界差別觀 

（Ａ）釋趣入 

ａ．內外諸界差別 

又於界差別觀初修業者， 

地界 

先取其外所有堅相，所謂大地、山林、草木、磚石、瓦礫、末尼(maṇi 寶珠)、

珍珠、琉璃、螺貝、珊瑚、玉等；取彼相已，復於內堅(髪、毛、爪、齒、

骨頭等)，而起勝解。 

     水界 

次取其外諸大水相，所謂江、河、眾流、陂(音卑，池塘)、湖、池、沼(小池、

沼澤等濕地)、井等；取彼相已，復於內濕(涕、淚、血、汗、尿)，而起勝解。 

                                                 
32《披尋記》(二)頁 1055：「愛有三種，謂欲愛、色愛、及無色愛，由此三愛近感當生，是故偏說造作種

種生根本業。又復無明緣行及受緣愛，於爾所時，無明與愛非不俱有，然由無明發業為初，貪愛潤生，

最後究竟，是故當知造作種種生根本業於中非不說有無明，但約究竟，說由貪愛。」 
33《披尋記》(二)頁 1055~1056：「由觀緣起自相、共相及真如相，是故說言一切皆是真實作意，無別安立

事相可得，是故說言更無所餘勝解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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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界 

次取其外諸大火相，所謂熱時、烈日、炎熾，焚燒山澤、災火蔓莚、窯(燒

製磚、瓦、陶瓷等器具)室等中，所有諸火；取彼相已，復於內煖而起勝解。 

        風界 

次取其外諸大風相，所謂東西南北等風，乃至風輪(大氣層)；取彼相已，復

於內風(入出息)，而起勝解。 

         空界 

次取其外諸大空相，所謂諸方無障無礙，諸聚色中孔隙、窟穴，有所容受； 

        善取如是空界相已，於內空界(內身裏面的空隙，如鼻孔有空隙連接氣管，

口腔的空隙；腸胃的空隙等)，而起勝解。 

          識界 

後由聞思增上力故，起細分別，取識界 (vijñāna-dhātu， the elements of 

consciousness,即八識心王)相。所謂內眼處(所依根)不壞，外色處(所緣境)現

前，若無能生作意(心所)正起，所生眼識(視覺的了別力)亦不得生。與是相

違，眼識得生。如是乃至(耳、鼻、舌、身、)意(根)、法(境)、意識，當知亦

爾。 

取是相已，次起勝解，了知如是四大身中，有一切識諸種子（bīja, 能生自

果、能生現行）、界(dhātu 因)、種性(gotra, seed nature)、自性（svabhāva 體

性, innate disposition 先天稟性）。 

 

ｂ．麤細差別 

（ａ）辨六界 

四大種界 

又於如是四大種中，先起支節麤大勝解；後起分析種種細分微細勝解。

如是漸次分析，乃至向遊塵(向指窗戶，向中藉光而見浮揚的灰塵)量。

如是漸漸乃至極微而起勝解。 

一一支分，尚起無量、最極、微塵積集勝解，何況身中一切支分。 

如是名為界差別觀中，分析諸色界差別邊際微細勝解。(極微是覺慧分

析之所安立，由思惟假立最小的物質。) 

空界 

次於空界，先當發起所有麤大空界勝解。所謂眼、耳、鼻、喉筒等種種

竅(孔)穴，由是吞咽(食物)、於是吞咽；既吞咽已(經過腸胃消化吸收後)，

由是下分不淨(糞便)流出。 

       次後漸漸發起種種微細勝解，乃至身中一切微細諸毛孔穴，皆悉了知。 

識界 

後於識界，漸漸發起所依(根)、所緣(境)、及以作意三世(過去、現在、

未來)時分(善、不善、無記法)品類差別無量勝解。 

             即於識界起勝解時，由諸所依、所緣勝解，分析識界。 

            （ｂ）例造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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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於十種
34
(眼、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所造諸色而起勝解。

如諸大種微細分析，此亦如是。 

        （Ｂ）辨循觀 

ａ．於內 

若於自身各別諸界而起勝解，是名於內諸念住中住彼循觀。(由界分別觀

趣入四念住的總相念住，身、受、心、法念住合起來修，即壞緣念住。) 

          ｂ．於外 

若於其餘非有情數所有諸界而起勝解，是名於外住彼循觀。 

ｃ．於內外 

（ａ）於諸有情身 

若於其餘諸有情數所有諸界而起勝解，名於內外住彼循觀。 

（ｂ）於己身 

◎勝解作意 

復有異門：謂於己身而起勝解。 

膿流勝解(水界) 

臨捨命時，如前廣說，至青瘀位，或復膿爛，即於膿爛發起種種(膿血)

流出勝解，漸漸膿流展轉增廣，乃至大海、大地邊際，膿悉充滿。 

火燒勝解(火界) 

發起如是膿勝解已，次復發起火燒勝解。謂此身分，無量無邊品類差別，

為大火聚無量無邊品類燒燼。 

骨灰勝解(地界) 

火既滅已，復起餘骨、餘灰勝解；復起無量無邊勝解，碎此骨灰以為細

末。 

        大風勝解(風界) 

復起無量大風勝解，飄散此末，遍諸方維(四方的東西南北，四維的東

南、西南、東北、西北)。 

             空界勝解 

既飄散已，不復觀見所飄灰骨，及能飄風；唯觀有餘渺茫(遼遠而不易

見)空界。 

            ◎真實作意 

如是由其勝解作意，依於內外不淨加行，入界差別，於其身相住循身觀；

從是趣入真實作意。 

○略說 

謂由如是勝解作意，於內外身住循身觀。由勝解力，我此所作無量無

邊水界、火界、地界、風界、虛空界相，我從無始生死流轉，所經諸

界無量無邊，甚過於此。 

               ○別顯 

                                                 
34 十種所造色：眼、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注意：此說與婆沙說法有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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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前際 

水界 

謂由父母兄弟姊妹眷屬喪亡，及由親友財寶祿位離散失壞，悲泣

雨淚。又飲母乳。又由作賊，擁逼(脅迫、篡位)劫掠，穿牆(翻牆

入屋)解結(解除防盜的繩結而偷得財寶)。(464b)由是因緣，遭無量

度截手、刖(音越，砍斷腳的酷刑)35足、斬頭、劓36(音二，割鼻的

酷刑)鼻，種種解割身諸支節。由是因緣，血流無量。                                               

如是所有淚、乳、血攝水界水聚，四大海水皆悉盈滿，於百分中

不及其一。廣說如前(於千分、數分、算分、計分、鄔波尼殺曇

分，皆不及其一)。37 

火界 

又於諸有諸趣死生，經無量火焚燒屍骸，如是火聚亦無比況(與

類似事例進行比照)。 

                   地界 

又經無量棄捨骸骨，狼籍(淩亂散落)在地，亦無比況。 

                   風界 

又經無量風界生滅，分析屍骸，亦無比況。 

                  空界 

又經無量諸屍骸中眼等竅(孔)穴。 

                  識界 

又經無量諸識流轉。後後屍骸(前一生對於前前一生而言是後後

屍骸)新新發起(這些屍體與前一生相比則是新的，故說新新發

起)，乃至今者(這一生死後的)最後屍骸，(死後)諸識流轉(也是無

量無邊的)。 

※例後際 

如是安立後際諸趣，期限無定，如是乃至無量識界。 

        Ｄ．阿那波那念 

（ａ）釋趣入 

明方便 

又於阿那波那(ānāpāna 入出息)念正加行中，初修業者，先於舍宅前後窗門

(觀察風的進出)，或打鐵師，或鍛金銀師，吹筒(用筒來送風吹火)橐(音拓)

袋(鼓風的口袋、容器，可鼓動空氣以生風的箱形裝置，拉風箱使火爐裏

的火燒旺)，或外風聚入出往來，善取相已，由緣於內入出息念，於入出

息而起勝解。 

          辨品類 

○彼復先於微細息風，經心胸處麤穴往來(由鼻到臍的呼吸管道有風出入

                                                 
35【刖】〔ㄩㄝˋ〕：割；砍斷。《漢語大詞典》卷 11，頁 958。 
36【劓】〔《廣韻》魚器切，去至，疑。〕：割鼻。《漢語大詞典》卷 2，頁 756。 
37《披尋記》(二)頁 1058：「謂於千分數分算分計分鄔波尼殺曇分皆不及其一，是名廣說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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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而起勝解。 

○然後漸漸於眾多風而起勝解。所謂乃至一切毛孔風皆隨入，而起勝解。 

○如是所有一切身分，風聚所隨(遍於一切毛孔風皆隨入)、風聚所攝(支撐

身體)、風聚藏隱(在身體裏面流動)。無量風聚於中積集，如妒羅綿(tūla，

又作堵羅、兜羅綿，即細綿)38，或疊(用棉紗織成的毛布)
39、絮(柳樹的

花稱作絮，粗絲綿)
40等，諸輕飄物，於是(身內飄動)諸相而起勝解。 

 

修念住 

○彼若於內入息出息流轉不絕作意思惟，爾時名為於其內身住循身觀。 

             ○若復於他死屍骸中青瘀等位入息、出息流轉斷絕作意思惟，爾時名為於

其外身住循身觀。 

○若復於自臨欲死時而起勝解； 

或於已死入息出息無有流轉而起勝解； 

或於未死入息出息無有流轉(如入第四禪、於母胎的有情)而起勝解。 

由法爾故，爾時名為於內外身住循身觀。 

顯加行 

遍於一(464c)切正加行中，應修如是止41(上)品助伴、止(上)品所攝無倒加行。 

         （ｂ）例同前 

所餘一切，如前應知(這裡只說九種白品加行中的無倒加行，其餘八種如卷

31 所說： 相應加行、串習加行、不緩加行、應時加行、解了加行、無厭足

加行、不捨軛加行、正加行。) 

 

２、正修行 

如是所有初修業者，蒙正教誨修正行時，1)安住熾然，2)正知具念，3)調伏一切世

間貪憂。 

1)若於如是正加行中，恒常修作、畢竟修作、無倒作意，非諠鬧等所能動亂，是名                                    

熾然。 

2)若於如是正加行中，修奢摩他、毘鉢舍那，審諦了知亂、不亂相，如是名為正知

具念。3)若能善取諸厭離相、諸欣樂相，如是乃名調伏一切世間貪憂。 

   由是因緣，宣說彼能安住熾然，乃至調伏世間貪憂。 

   

３、最初觸證於斷喜樂心一境性 

（１）加行 

初位 

                                                 
38【妒羅綿】即兜羅綿。 唐  普光 《俱舍論記》十一：“妒羅是樹名，綿從樹果中出，名妒羅綿。”一

作“堵羅綿”。《漢語大詞典》卷 4，頁 311。 
39【帛疊】用棉紗織成的布。《漢語大詞典》卷 3，頁 703。 
40【絮】粗絲綿。《漢語大詞典》卷 9，頁 850。 
41 止＝上【宋】【元】【明】【宮】(大正 30，464d，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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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發如是正加行時，心一境性、身心輕安、微劣而轉，難可覺了。 

       中位 

復由修習勝奢摩他、毘鉢舍那，身心澄淨、身心調柔、身心輕安。 

即前微劣心一境性、身心輕安，漸更增長，能引強盛、易可覺了心一境性、身

心輕安，謂由(修習止觀的)因力展轉引發方便道理。 

      後位 

彼於爾時，不久當起強盛易了身心輕安、心一境性。如是乃至有彼前相，於其

頂上似重而起，42非損惱相。 

（２）觸證 

Ａ．於斷喜樂 

（Ａ）辨障治 

於心（滅麤重、起輕安） 

即由此相，於內起故，能障樂斷諸煩惱品心麤重性，皆得除滅。 

能對治彼(心麤重性的)心調柔性、心輕安性，皆得生起。 

      於身（遣麤重、獲輕安） 

由此生故，有能隨順起身輕安風大偏增，眾多大種來入身中。因此大種入

身中故，能障樂斷諸煩惱品身麤重性，皆得除遣。 

能對治彼(身麤重性的)身調柔性、身輕安性，遍滿身中，狀如充溢(充實滿

溢的狀態)。 

         （B）顯喜樂 

彼初起時，令心踊躍、令心悅豫，歡喜俱行；令心喜樂所緣境性，於心中現。 

Ｂ．心一境性 

（Ａ）辨身心相 

從此已後，彼初所起輕安勢力，漸漸舒緩。有妙輕安隨身而行，在身中轉。 

由是因緣，(465a)心踊躍性，漸次退減。由奢摩他所攝持故，心於所緣寂靜行

轉。 

       （Ｂ）名有作意 

從是已後，於瑜伽行初修業者，名「有作意」；始得墮在(歸入)有作意數(類

別，屬於有作意的瑜伽師)。 

        何以故？由此最初獲得色界定地所攝少分微妙正作意(正法相應的作意)故。43 

由是因緣，名「有作意」。 

   （３）相狀 

得此作意初修業者，有是相狀。 

Ａ．能淨諸行 

                                                 
42《瑜伽論記》卷 7 下：「泰云：得定前狀，於已頂上似有重物而起，後便遍身輕安。」(大正 42，469c18-19) 
43 七個作意中除了了相作意不算在內，從勝解作意乃至加行究竟作意，中間這五個作意是屬於未到地定

所攝的，這叫做已得所修的作意。但是它還沒到究竟加行果作意，還沒能得初襌，所以說是少分微妙

作意，這就叫做有作意。(請參考《披尋記》(二)頁 1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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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已獲得色界所攝少分定心，獲得少分身、心輕安心一境性，有力、有能善修

淨惑所緣(欣上厭下)加行，令心相續滋潤而轉，為奢摩他之所攝護，能淨諸行。 

◎雖行(遇到)種種可愛境中，猛利貪纏亦不生起。雖少生起，依止少分微劣對

治，暫作意時，即能除遣。 

◎如可愛境，可憎、可愚、可生憍慢、可尋思境，當知亦爾。 

    Ｂ．不障輕安 

◎宴坐靜室，暫持其心，身心輕安疾疾生起；不極為諸身麤重性之所逼惱；不

極數起諸蓋(貪欲蓋、瞋恚蓋、睡眠蓋、掉悔蓋、疑蓋)現行；不極現行思慕；

不樂憂慮俱行諸想作意。 

◎雖從定起，出外經行，而有少分輕安餘勢，隨身心轉。 

如是等類，當知是名「有作意者」清淨相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