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標題：導論

繼續講《瑜伽師地論》，都是先講那些有關背景的資料。我們上一課已經介紹了

《瑜伽論》成立的傳說，應該就是兜率天 (Tu ita)ṣ 的彌勒菩薩下來中印度阿瑜陀國

(Ayutthaya)為無著他們講解這部《十七地經》，而無著亦將它記錄下來，並且做了

一些分析，所以就形成了我們需要讀的這本《瑜伽師地論》。至於由梵文翻譯為中文

的就是玄奘法師。這些就是這本論，他的講者、整理者與譯者的一些資料，至於解題

方面，我們根據梵文的 Yog c rabh mi- straā ā ū śā 這個字可以看到，它本身有一個《瑜

伽行地經》，或者叫做《瑜伽師地》、《瑜伽行論》，一個就是《瑜伽師地論》，玄

奘法師就是根據《瑜伽師地論》翻譯出來。

「瑜伽」有很多種意義，最主要就是與教、理、行、果相應的一切內容，能夠合

乎正理，能夠引導我們去作種種應該做的實踐，然後透過這些實踐得到一些好的結

果。所以就是境、行、果、教的瑜伽四方面，至於「師」就是我們一般叫做「阿闍

梨」( c rya)ā ā 或者是「阿闍梨耶」，這些就是教導師，教導人怎樣去實踐的，他本身

亦都是實踐修養得很好的人，所以這些就叫做「師」了。凡是三乘的行者都可以叫做

「師」的。但是如果是瑜伽師中最高的表現或最圓滿準則的瑜伽師就是如來。我們上

一課就是大致講到「瑜伽師」這三個名詞的意義了。

所謂「地」這個名稱，梵文就叫做 bh miū ，在最勝子(Jinaputra)的《瑜伽論

釋》，他說「地」是有境界，即是他所觀察、去實踐的境界，所依，「所依」這個意

義是比較重要一些的，就是說，他根據什麼基礎？他有一個好的基礎去作為他實踐的

依據，這個就是「所依」。還有一個「所行」，「所行」就是他在這裏作種種的實

踐，有一個「地」令他可以在這裏進行種種的實踐，這是「所行」。「所攝義」，

「所攝」就是這個「地」所包含的各個方面的內容，這個意義很廣闊，不過最基本的

1



意思就是一個所謂的「所依」的意思是最基本的。作為一個基礎或者一個根據，令到

他可以進行這些實踐，「它是瑜伽師所行境界，故名為地」。「地」就是這個意思

了。

「地」有「境界、所依、所行、所攝」，這幾個意義。「或諸如來名瑜伽師，」

「如來(叫做)瑜伽師」就因為他是「平等智等行在一切無戲論界、無住涅槃瑜伽中

故，」「無戲論界」就是說他不會有一些錯誤的見解，而這些錯誤的見解是不會引致

我們有一些好的結果或者好一些的利益的，所以一般就是說，這些「戲論」，如果是

這些「戲論」，一方面是代表它是虛妄的見解，另一方面它就是無義，無義利，對人

無益的就謂之「戲論」。

但是如來就處於一種「無戲論界」，他不會有錯誤的觀點，並且他不會講一些對

我們無益的東西，而且他「無住涅槃」。「無住涅槃」即是說，一方面他的精神境界

達到了涅槃的這種清涼的境界，寂靜的境界，但是他亦都願意在世間教化我們。如來

就是「行在一切無戲論界、無住涅槃(的)瑜伽中」。即是相應於「無戲論」；相應於

這個「無住涅槃」，這個就是如來的境地。

「是彼所攝，故名為地。或十七地」，「十七地」就是由「五識身相應地」一路

到那個「無餘依地」就是「攝屬一切瑜伽師故」，所有瑜伽師都需要經歷的，都會包

含住每一「地」的各種情況，「如國王地」，「國王地」就是統轄了廣大的國土，瑜

伽師的情況也是一樣，所以叫做「瑜伽師地」，即是說，將那個「地」配合了瑜伽師

怎樣理解？就是瑜伽師所屬的、他所了解的境界，他的基礎，他的「所行」、他的

「所攝」。至於「地」的意思就是，大致上就所謂取一個「田地」的意義，田地是可

以種植一些東西的，在這個「地」上「有所增長自法」就是「地」。

如果「地」作為一個田地的意義來講，就是你放一些什麼〔種子〕下去就有一些

什麼結果出來，就有些什麼收穫，「有所增長自法」就是說，你是屬於哪一類的素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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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你在這裏就一路繼續培養，你所相關的那些質素，你慢慢就會增長自己所擁有

的潛能和各種能力，令它能夠開花結果的，這個就是「地」的意思，「瑜伽師地」也

是這樣，根據這個意義就發展成為所謂「十七地」了，即是由最基本的「五識身」一

路去到最終極的所謂「無餘依地」，這樣就是總括了「瑜伽師地」四個名稱。最後

「論」，「論」就是三藏中的其中一類，經、律、論三藏，「經」就是佛所講的道

理，「律」就是佛教徒應該做的，止惡行善的各種項目；至於「論」梵文就是 straśā

這個字就譯為「論」。《瑜伽論釋》亦都有解釋，什麼叫做「論」？「問答抉擇諸法

的性相」，「諸法」就是所有事物，謂之「諸法」，但是世間萬物這麼多來講，我們

是不是所有事物都要抉擇呢？

這個我們就需要有些揀擇，即是說哪些是與我們的生命有密切關連的，我們就要

特別留意那些東西了，《瑜伽師地論》它雖然講的是宇宙萬法的東西，但是其實是有

些揀別的，即是有揀擇的，對應於我們生命的升進或者是墮落相關的一些重要的事

項，這是與我們生命學問有關的東西，這些就是我們需要了解的，生命的提升有些什

麼規律？生命的下墮又有些什麼規律？所以它裏面有很多時都會講很多關於我們生命

界，生命輪迴的界域，三界裡面的那些「繫」，即是束縛住我們、與我們有關的

「繫」的法，以及「不繫」的法，束縛著我們的，令我們生命無自由的，那些我們要

了解，另外有哪些是「不繫」的法？

如果我們能夠掌握到這些「不繫」的法，我們就能夠達到所謂「離繫」，即是我

們的精神得到自由自在，解脫的狀況，所以它的「抉擇諸法性相」很大部分就是講這

個「繫法」，因為我們是三界中的存在，我們一出世，我們的生命一存在，就是被這

些許多種的「繫法」束縛住我們，「繫法」有很多方面，展現了很多方面，譬如「苦

諦」方面的「繫法」；「集諦」方面的「繫法」等等，這樣就涉及我們生命中與我們

有密切關聯的那些內容，但是我們就不可以單是了解「繫法」，而是我們如果想生命

要再進步，需要我們怎樣由這裏趣向「不繫法」，所以我們又要了解「不繫」的方

面。要「不繫」要透過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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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諦」與「滅諦」，是嗎？「道諦」與「滅諦」又包括了很多佛法的內容，所

以基本上當他講抉擇諸法的性相，那些諸法特別是講三界，三界內的「繫法」，與

「不繫法」，你會一路讀那些經文下去，你就會看到它是環繞 這個核心去發展的，着

發揮它的理論，至於諸法的性相，「性相」就是講每一種東西其特質，它的相狀、它

的情況，即是說你每一種「繫法」的特殊性是怎樣的？它那個獨特性是怎樣？我們掌

握了之後，我們就能夠很清楚地瞭解，這些東西會對我們構成了哪方面的「繫」？或

者這些「不繫」令我們怎樣得到超脫與解脫，這個「抉擇諸法的性相」就是論藏的那

個最重要的作用了。

就是佛陀講了很多的法，但是佛陀講的法我們知道是離戲論，剛才講過，這是與

我們相關的東西，但是這個相關之中，他怎樣能夠組織得很好，令到我們更加清楚明

白？就要透過很多論師去幫助我們「抉擇諸法的性相」。所以「意為菩薩，令於一切

皆得善巧」。他們造這些論，或者「抉擇諸法的性相」，就是幫助我們實踐，實踐菩

薩行，或者實踐這些希望生命能夠有改進的人，他們能夠在這些一切法之中，得到善

巧，得到善巧是什麼意思？你很通達明白，很清楚知道，每一種東西它們之間的關

係，每一種東西本身獨立、獨特的性質，以及與我們的生命有什麼關連。這些是得到

善巧，明白通達。

「修成佛果」，目的就是令到我們得到圓滿的智慧，或者令我們的福德智慧都達

到一個最高的境地。達到最高的境地不是只是滿足個人的要求，而是希望「利樂無

窮」。「利樂無窮」是利益自己，令到他人得到幸福快樂，這個就是成佛或者得到佛

果，這是最高的目標，或者他的目的，所以我們這麼辛苦去學這麼多東西，目的就是

希望能夠在一切諸法的性相上得到善巧，另外是希望修成這個佛果。希望我們的福

德、智慧都得到圓滿，在圓滿之中亦希望其他人同樣能夠得到這種圓滿性。

是故此論，既然他的目標就是這樣廣大，「是故此論」，既然有這樣廣大，如此

高的理想，所以它是「屬(於)菩薩藏(的)阿毘達磨，」即它是屬於大乘的論藏，「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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毘達磨」是論的另外一個譯法，也是以抉擇性相為主的，「阿毘達磨」就是那個音，

梵文的譯音，但是那個意思就是「論」。這些菩薩藏的「阿毘達磨」是大乘的論藏，

是「欲令菩薩得勝智故。」是希望令到那些修學的人，他們能夠得到殊勝、能夠得到

勝解，以及得到如實的智慧，這個就是得到勝智的緣故。

所以作為論本身，《瑜伽師地論》作為論來講，他在這裏講出，它不是小乘的

「阿毘達磨」，它是屬於大乘的「阿毘達磨」，而我們在學這些論的時候，一方面知

道，造論的人有這個目的，我們學的時候也要知道，我們亦都是朝著這個方向，朝著

這個目標去學習的。至於這個 Yog c rabh miā ā ū 這個字，基本上就是指瑜伽實踐的各

個階梯，即是每一個步驟，每一個層次。同時亦都可以講，可以理解為那些實踐的

人，他能夠到達的哪一種階段，他就排列了十七個階段。無論是漢譯或者西藏，當他

們都是譯這個「瑜伽師地」的時候，他們都是選擇後面的意思，即實踐者，瑜伽實踐

者所經歷的階段，作為這個「瑜伽師地」的意思。

《瑜伽師地論》它的〈本地分〉，即是最重要的部分，就包含了十七個階段的，

因此《瑜伽師地論》的另一個名稱叫做《十七地論》，因為是講瑜伽師所經歷的十七

個階梯。其中最初的那兩個階段是指〈五識身相應地〉與〈意地〉，是特別講我們心

識內部的結構以及其作用的，即是說，我們的認知世界的能力是怎樣來的？它們是怎

樣緣起地運作的？因為我們的生命一定不能離開世界，我們怎樣接收世界的資料呢？

怎樣理解世界呢？是通過我們的心識去掌握的，所以首兩地最主要講我們的心識

的各種作用，其次的七地就是有尋有伺地，一路去到無心地那裏，大概就比較集中在

這個禪定的修習，當然他不是只是講禪定，他還有講很多宇宙觀與世界觀，但是這些

宇宙觀、世界觀也不離開禪觀的境界，所以亦是禪修的內容，就是應要知的內容，所

以譬如總共由首兩地加上後面的七地，總共九地是瑜伽行者，即是那些實踐者，他需

要觀察的內容，即他們應該知的內容，這是屬於「境」的部分，因為我們需要與

「境」相應，「境相應」就是我們要了解自己的心識是如何作用？了解我們生存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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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是怎樣的？

除了我們的生存的世界之外，如果我們的生命是有進步的，還有什麼境界將會向

我們展開？或者如果我們的生命是墮落的，會有怎樣境界將令我們有另外的不好體

會？這些我們需要知道的。其次的三地是指聞、思、修的三地，是相應於戒、定、慧

的三學，這些都是由淺入深，由戒、定、慧，都是這樣，聞、思、修也是一樣。這是

屬於學習與實踐的部分，所以屬於「行」，相當於修行的準備階段。即是你要加功修

行，或者加功實踐，你需要有準備的功夫，這就是聞、思、修，這些就是準備功夫來

的。

最後，也是隨著修行人的根機，即他是屬於那一種類型的實踐者，就會有相應的

三乘的階位，就是聲聞地、獨覺地與菩薩地，三地雖然有它們各別的獨特性，聲聞乘

有聲聞乘的獨特性，獨覺乘亦然，但是亦有它們的共修的方面，我們也要了解，雖然

我們分出三乘的類型不同，他們的修行目標亦不同，因為聲聞、獨覺是為自利而修行

的，是嗎？菩薩地是為自利利他，不只是利他，也要自利，所以他們是有不同的，但

不同之中，他們是有共同修學的項目，我們不要忽略，如果我們只是修菩薩地，我們

就不要只看菩薩地，聲聞地所學的內容我們也是要全部懂得的，不然如何能相應聲聞

乘的教學？

如果你的修學成就不及得聲聞乘，又怎可以自命高於他們？或者當你遇到這些

人，你要怎樣引導他們？是嗎？所以作為大乘的修學者，聲聞地與獨覺地的那套修學

方法一定要懂得，而且他們那套方法基本上是三乘的通學的方法來的，即是說大家都

一樣要修習，都是環繞聞、思、修，戒、定、慧這些內容，其實並無分別，只是大乘

所學的東西更加多一些，同時因為因應的目標不同，他的發心、實踐方向、也要對應

不同的目標。至於得果方面，剛才講聞、思、修與三地就屬於所謂的行的方面，即修

行實踐的方面，修行實踐一定要有結果的，所以就有得果兩方面，得果就有兩種涅槃

地，一種是有餘依的涅槃，一種是無餘依的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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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三乘行者最後會達到的所謂最圓滿的境界，如此就完結了十七地的階段。

後面的八地包括了「行」與「果」的階位，相對於前面那九地，主要就是講「境」的

方面，所以十七地就包括了所謂佛教的所有修行，所有修行即是概括了三乘所有的方

面，所以各種修行的體系都包括在十七地裏面，大致上就是講瑜伽實踐者他所應該知

道的境界，所應該實踐而能夠到達的各種階段，以及最後圓滿的境地是怎樣的。這個

解題我們就講完了。怎樣謂之叫做《瑜伽師地論》？我們已經交代了。

第三個部分就是有關《瑜伽師地論》的所謂異譯，「異譯」即是不同的譯本，內

容有很大部分是相同的，但還是有些差別。因為每一次翻譯總會有一些不同，所以

《瑜伽師地論》本身都有一些所謂異譯，即是不同的譯本，有些是玄奘法師譯這部

《瑜伽師地論》之前已經有人翻譯了的，有些是玄奘法師之後有些三藏法師譯出來

的，但是大部分的異譯都是在玄奘法師的翻譯之前翻譯的，還有一部分是屬於玄奘法

師的「別譯」，奘師本身的別譯，即是在《瑜伽師地論》這個總論裡面抽一部分另外

再翻譯出來，獨立譯出來的，我們叫這種做「別譯」。

這樣列舉了異譯的方面，其中一本就叫做《菩薩地持經》，有十卷的，這個應該

以我們現在應該能夠計算到的年份，應該是最先翻譯這部《瑜伽論》的一部典籍。是

翻譯於大約北涼的時期，北涼是五胡十六國(約 304－439)的時候，曇無讖(385—

433)譯出來的，這不是翻譯整部《十七地論》的全部，他只是翻譯了大概相當於唐譯

本、唐譯本是指玄奘法師的翻譯，是〈本地分〉裡面的〈菩薩地〉，〈菩薩地〉大約

相當於《地持經》，(《菩薩地持經》Bodhisattva-bh mi)ū ，所以我們看到，最先翻

譯的不是一個完整本，只是部分的翻譯而已。

第二就是《菩薩戒本》，這是論述瑜伽實踐者在戒律方面如何去守持戒律，並透

過戒律的實習令他們能夠發揚大乘的菩提心的各種表現。這些就是《菩薩戒本》裏面

的主要內容，曇無讖翻譯《地持經》的時候，他是將《菩薩戒本》一起譯出的，因為

《菩薩戒本》也是〈菩薩地〉的其中一部分內容，是專門論述大乘的戒律，即是將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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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出來，但是獨立成為一本，即是說《菩薩戒本》相對於《地持經》來講，《地持

經》就涵蓋了更多的內容，因為包括了〈菩薩地〉的內容，但是《菩薩戒本》只是

〈菩薩地〉裡與戒律有關的資料，這是獨立譯出來的，所以翻譯了兩本，但是兩本之

中是有涵屬的關係，有隸屬的關係。

這個《戒本》亦相當於唐本，我們一看到「唐本」就知道哪一部？就是相當於玄

奘法師的譯本，唐本的〈菩薩地•戒品〉，〈菩薩地〉有很多章節，其中有一個所謂

〈戒品〉就是現在流行的所謂《瑜伽菩薩戒》裏面的內容，為何特別獨立出來？就是

因為方便受戒，受這個菩薩戒的時候，有這個獨立的本子就方便一些，如果你取整部

《地持經》，這麼一大堆資料，取當中的一部分來受戒就不是太方便，所以就取了一

部分與戒律有關的，方便受戒的內容抽出來作為一個別譯。這就是曇無讖譯的兩部

論，這兩部論都是與《瑜伽師地論》有關的。

第三就是《菩薩善戒經》了，這是劉宋(420－479)的時期，劉宋，我們知道是

南北朝的時候，隋唐之前就有南北朝，南朝劉宋的求那跋摩(Gu avarmanṇ ，367－

431)，就在公元 431年左右譯出這部《菩薩善戒經》，它亦是相當於〈本地分〉的

〈菩薩地〉內容，大致上是與《地持經》相同，不過是多了一個所謂〈序品〉，就是

稍為簡單地介紹這本論出現的因緣。所以也是屬於〈菩薩地〉的內容來的。

另外求那跋摩也是像曇無讖一樣，將其中的〈戒品〉，戒本的方面獨立譯出了一

本叫做《優婆塞五戒威儀經》，「優婆塞」我們知道是居士，居士的五戒，但是他也

是，當他譯這部《善戒經》的時候，也是將這個戒律的部分另外單獨譯出，這就是

《菩薩戒本》的異譯。即是相對於這個曇無讖來講，大家都是相類似的內容。比較不

同的地方，就是講大乘戒之餘，他附加了居士的五戒是怎樣的。這裡就是一些不同的

方面。大家會看到，這兩部是相類似的，都是講〈菩薩地〉，又有《菩薩戒本》的。

第五本就是《十七地論》，這裡有五卷，但是已經佚失，已沒有留存在這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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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誰人翻譯的？是梁朝，即是南北朝的真諦法師翻譯出來的，大概就相等於唐本

〈本地分〉的〈五識身相應地〉與〈意地〉，即是我們現在推測，他應該是這五卷如

此小的範圍，可能只有首兩地的資料，但是原本的《十七地》應該是曾經帶來中國，

不過很不幸，是沒有完整翻譯出來，並且翻譯出來的部分也遺失了，但是根據一些記

錄知道，真諦法師曾翻譯過《十七地論》的。

另外，真諦法師還有翻譯《決定藏論》，有其中的三卷保留了下來，它大概是相

當於唐本的〈攝抉擇分〉，〈攝抉擇分〉是《瑜伽師地論》五個大部分的其中一部，

這個〈攝抉擇分〉是抉擇什麼？就是抉擇〈五識身〉與〈意地〉，這兩地的一些深奧

的道理，這是有流傳下來的。另外第七本就是《菩薩戒本》，這本是唐玄奘譯，它的

範圍與曇無讖的《菩薩戒本》與求那跋摩的《優婆塞戒經》的前半部分幾乎一致，這

一部在座的大家都很熟悉，你常常念，常常每個月都誦這部戒，就是誦這本。而你們

誦的時候，其實都是在誦《瑜伽師地論》，你們要應該要知道，它是〈菩薩地〉的

〈戒品〉。

內容就與這個，大家都是叫做《菩薩戒本》的，曇無讖有《菩薩戒本》，唐玄奘

有《菩薩戒本》，現在流行的瑜伽菩薩戒就多數用唐玄奘的那本。第八就是《菩薩戒

羯磨文》，這也是唐玄奘譯的，這一本大概由三品組成。第一就是受戒的羯磨，即是

受戒的儀式，怎樣進行？第二就是我們犯戒又如何去懺悔？懺悔的步驟是怎樣的？第

二就是屬於懺罪的羯磨，還有就是你怎樣謂之得戒？得這個菩薩戒，得這個戒體，有

這個戒體，你以後作惡的時候，它會發揮防止的力量，你有機會做善事的時候，它會

發揮、推動你快些把握這些機會去做，這就是戒體的作用了。

你怎樣謂之得到戒體？怎樣得到這個戒體？怎樣謂之「捨戒」？它的準則是什

麼？你要怎樣表現謂之「得戒」？怎樣謂之「捨戒」？基本上如果你是喪失這個菩提

心，大菩提心，你就是「捨戒」了，這就是其中所講的差別，這一本就是本地分，

〈菩薩地•戒品〉的一部分，因為〈戒品〉很長，現在你們讀《菩薩戒本》還不是

〈戒品〉的全部內容。只是〈戒品〉有關，你受戒之後，你平時要記得自己要做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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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這個部分就是玄奘法師翻譯的《戒本》，但是〈戒品〉的部分就包括你怎樣預先

去做一些功夫，怎樣培養你好的心性，慢慢將你一些不好的性格怎樣去改善？

還有就是怎樣受戒？怎樣得戒？這些都包括在內，所以完整的〈戒品〉是完全講

了這麼多方面的，但是玄奘法師就將我們平時要記得怎樣守持的幾十條戒就將它獨立

翻譯出來，《菩薩戒本》，有關怎樣去授戒，即有些法師要主持授戒，他就因應而用

《菩薩戒羯磨文》就可以了。怎樣替你懺悔，如何替你授戒，他就運用另一本，這就

是玄奘法師翻譯了《瑜伽師地論》之後，再另外抽出其中一部分，獨立成一本的作

用，主要是受戒的作用來的，受戒、持戒的作用。第九就是《王法正理論》，很小的

一部，就是屬於〈攝抉擇分〉，其中一個與「有尋有伺」三地有關的一些理論。

這個理論，「有尋有伺地」是很長的篇幅，包羅了很多內容在裡面，但是現在這

部《王法正理論》是主要講作為帝王，他應該怎樣才會獲得一些真實的功德，或者是

過失，這是特別講他的施政方面，怎樣去保護人民、關懷人民的方面，所以是屬於一

種政治的理論，政論來的，就叫做《王法正理論》，其實大概就是相等於玄奘法師所

譯的 100卷《瑜伽師地論》的第六十一卷，就是這個部分的內容，如果六十一卷就

屬於〈攝抉擇分〉，就不是〈本地分〉了。玄奘法師之後有另外一個法師叫做不空法

師(705-？)，也是唐朝的一位法師來的，他從印度來中國之後，亦都翻譯出一本經叫

做《佛為優填王說王法政論經》，這本就與玄奘法師所譯的《王法正理論》大同小

異，它是獨立成為一本。

我們大致上看到我們的漢文譯典裡面，除了玄奘法師翻譯的《瑜伽師地論》之

外，還有玄奘法師自己獨立譯出來的一些論本，還有曇無讖、求那跋摩、真諦法師、

不空法師等等，他們有其他的翻譯，有些都是其中的部分相類似的一些資料來的，如

果在座的同學有時間，你可以參考一下其他的資料，譬如你們對戒律有興趣的，你可

以看看，譬如《優婆塞五戒威儀經》與你們現在學的菩薩戒有什麼不同，你們可以看

看這些，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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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有些同學對《瑜伽師地論》裏面的內容是有興趣的，但是可能有時讀到某些

方面就可能不是很理解得通某些意思的時候，有一個方法就是找回一些異譯本是與它

的內容相類似的，就看看那一段是怎樣講的，這些都是能夠幫助我們，能夠進一步或

者全面一些去了解某一本論的意義。因為每一個法師去翻譯的時候，他們總會有一些

取捨，有些傾向的不同，就算大家於同一段梵文本，都會各有側重，所以或者在表達

的時候會有不同，所以如果我們有不同的異譯本，對我們的好處就是當我們讀到相關

的地方，能夠有不同的本子一齊再參照，這樣會幫助我們多一些理解那部分內容的意

思。

當然這些要你達到較為高階的階段，即你開始研究那些義理的內容，須要探索它

的意義的時候，你就要需要這樣做了。如果你是初學的階段，你就專心讀好玄奘法師

的翻譯更好，因為擔心資料太多而自己也不懂得處理，就反而可能會有干擾都未定。

但是你如果知道自己有能力，你就不妨多看幾個本子，對照一下它的意思，你自己要

因應不同階段的程度，你以不同的方法去學習。這就是所謂「同本異譯」的幾方面資

料了。

至於梵文的方面，就大約在一九三幾年的時候，日本的荻原雲来(1869-1937)亦

已經校定了〈菩薩地〉的部分的資料出來。而印度有一個羅 羅睺 (Rahula)，他在西藏

的寺廟裡面發現了這本論，即是《瑜伽師地論》的梵文本，亦都有一部分是已經刊行

出來了。所以我們漢文的三藏裏面，有《瑜伽師地論》，西藏的論藏裡面亦都有這個

西藏文的譯本，西藏文的譯本又叫做《瑜伽行地》，因為它是根據梵文 yog cara-ā

bh miū 這個字，就是「瑜伽行地」這個意思。

但是他們題是無著造的，他們就不認為是彌勒造的，這就是與我們漢文本最主要

的不同。這些譯本就收藏在西藏的《大藏經》裏面的「丹珠爾」裡面，「丹珠爾」就

屬於論藏，經藏是什麼？「甘珠爾」，所以你們如果識得西藏文而需要找的，你就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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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丹珠爾裏面看藏文的譯本。與唐譯本的分卷又一些不同，它大概分八個部分，

前面有十二地，就是由〈五識身相應地〉一路去到〈修所成地〉那十二個階段作為一

個部分，然後就〈聲聞地〉、〈菩薩地〉。

這三個部分在漢譯本就屬於哪個部分？叫做〈本地分〉，是〈本地分〉的內容來

的，但是在西藏就將〈本地分〉分成三部分，就是開首的十二地，〈聲聞地〉獨立一

地，〈菩薩地〉獨立一地那樣，大家都有〈攝決擇分〉，即藏本有，漢文譯本亦有，

〈攝事分〉，〈攝事分〉也是兩種譯本都有，但是西藏文的〈攝事分〉就再分出多一

卷，分出多一個部分，就是〈攝調伏〉，〈攝調伏〉主要是講戒律，特別是講《阿含

經》，《阿含經》所講的戒律問題，它就將它獨立成一個部分，就叫做〈攝調伏〉。

但在中文的譯本，〈攝調伏〉就包括在〈攝事分〉裏面，另外就是〈攝異門分〉與

〈攝釋分〉就大家都一樣。

由於這個〈本地分〉分多了兩個部分出來，另外〈攝事分〉就分多了一分出來，

所以漢譯的五分，在西藏就多了三分，總共有八分，如果在座有些同學又識藏文，又

識西藏文，這樣看《瑜伽師地論》就再多了一些文獻資料，他可以校勘不同的譯本，

原來的梵文本是怎樣講，中文譯本是怎樣講，無論如何會有一些出入的，翻譯一定有

不同的，所以我們如果在語文方面越能夠掌握多一些不同的語文，你對某一本論的了

解應該相對那些語文能力低一些的，他所了解的東西、所了解的層面就比較深廣很

多，當然你不只是語文的能力，你還要有足夠的佛學方面的知識，即使你語文能力

好，但也不等於懂得《瑜伽師地論》講什麼，那就要各方面的配合。

但是如果你有這麼多方面的條件具備，你應該就會讀得很好的，同時你亦應該會

有一些發現，有些研究的心得。至於西藏發現的《瑜伽師地論》梵文寫本，大約一九

五七年，這位 V.Bhattacharya已經將第一地至第五地作為第一冊已經出版，這個部

分大家在網上亦可以找到梵文的資料，梵文、藏文的資料都可以找到，就在

Yog c rabh mi Databaseā ā ū ，我們大家可以去找，在這裡能找到的。台灣亦有位釋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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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法師，他將這些資料全部上了網。

另外這位 K.Shukla亦將〈聲聞地〉的梵文本亦校定出版，大約在 1973年左右

出版。另外N.Dutt這個人亦將〈菩薩地〉的梵文本出版了。所以如果識梵文的同學

亦可以看看這些。參考不同的本子去發掘它多一些內涵的意義。漢文本就已經講了，

藏文本與梵文本都講了，這些是最基本的文獻，《瑜伽師地論》本身有漢文、梵文、

藏文的翻譯，我們現在所知的，大概都已經列舉出來了。

至於《瑜伽師地論》除了原本的翻譯之外，歷代還有些什麼註解的人呢？有什麼

註疏呢？因為只是翻譯，我們未必知道是怎樣解的，大概會知道，但是要準確或者再

詳細、深入地去掌握，仍然要靠歷代的一些大德，他們對這一方面的了解與研究提供

一些註解，我們根據這些註解就再進一步去了解《瑜伽師地論》本身是講什麼的。所

以我們除了原文的資料我們需要知道之外，還須要知道註疏的資料，這一部分對於初

學的同學就很沉悶，這麼多資料暫時對於你可能沒有用，但是我還是需要提供，將來

你們可能去到某一個階段之後，各方面的條件已經充足，你就可以根據這些資料作進

一步的探索。

至於印度人對於《瑜伽師地論》的註解，現在保留在漢文譯典裡面，就有這部

《瑜伽師地論釋》，我們前面都引過《瑜伽師地論釋》的部分資料，這部《論釋》是

由最勝子(Jinaputra)去造的，不只他一個，據說是一班人去造，不過是以最勝子為代

表，這本的譯者是玄奘法師，最勝子是在佛陀入滅後大概 1100年，我們知道《瑜伽

師地論》面世是在大概佛滅後 900年左右，這本最勝子的《論釋》大概是相隔百多

二百年出現，他是屬於北印度 伐多國人，據說他是護法鉢 (Dharmap la)ā 的弟子來

的。

同時，他亦註釋世親菩薩的《唯識三十頌》的十大論師的其中之一位，在印度很

出名。這本論很簡單，它只有一卷，但是他組織的很好的，在卷首就有〈歸敬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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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歸敬序〉我們上一課讀過部分。另外，他總括了《瑜伽》整本論的大綱，就分了所

謂六門，六門就分「所為」，「所為」即是造這本論的目的為何？謂之「所為」，為

什麼而造？「所因」，所因就是造論的緣起，這部論怎樣來的，上一課講過，無著請

彌勒下來講的，「明義」、「明義」就是剛剛講的解題。即《瑜伽師地論》什麼意

思？整個題目是什麼意思？

接著是講「宗要」，「宗要」就是整本論的中心思想，核心的理論是什麼？然後

「藏攝」，「藏攝」是因為每一部論都要分出它屬於小乘藏還是大乘藏，剛才已經講

了它是什麼？菩薩藏，它是屬於菩薩的論藏，最後那一門就是講「釋文」，「釋文」

就是解釋《十七地論》裡面的資料。所以在釋文的部分就略略解釋了十七地的名義，

即是每一地大概是什麼意思。歷來法相宗，即是唯識宗，中國的瑜伽行派的學者是必

習之書，即如果你讀《瑜伽師地論》，你也是研究《瑜伽師地論》的人，你是應該讀

這本最勝子，因為這是最權威的註疏來的。而後代的那些論師就大部分都是根據最勝

子的所謂「六門」的綱領，去講解這部《瑜伽師地論》的內容，分析《瑜伽師地論》

的內容。

但是根據玄奘法師的資料，就說這本《釋論》大概就有五百卷那麼多，詳細的註

疏，《瑜伽師地論》大概一百卷，但是註疏就有五百卷，可見如果是原本，應該是非

常之詳細的。這個就是根據《瑜伽論記》的資料而來的。但是玄奘法師只是翻譯了一

卷，而且現在還保存了下來，在《大正藏》、《大藏經》裡有的。即是瑜伽註疏裏面

最古典的一種，後來的註疏大部分都是採納它的內容、它的組織去講的。藏譯本據說

亦有這一本最勝子的註釋，不過就並沒有題誰是作者，沒有特別題是最勝子造。

剛才講《瑜伽師地論》除了十七地之外，還有有關所謂戒律的問題，戒律的內容

就獨立出來的，在西藏這裏就多了一些資料，就是對〈菩薩地〉有所解釋，這個解釋

是一個德光(Gu aprabha)ṇ 菩薩所寫的，這個德光論師是印度論師來的，他是世親的

弟子，世親有幾個很出色的弟子，其中有一個弘揚戒律很好的，就是德光論師，弘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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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親的因明很好的，就是陳那(Dign ga/Dinn ga)ā ā 論師，弘揚般若很好的就是解脫軍

(Vimukti e a)ṣ ṇ ，他是《現觀莊嚴論》的解釋者。還有一位弘揚他的法相、法相的系

統很了不起的就是安慧(Sthiramati)論師。

這四大弟子是在各個方面都很有成就，而這位德光論師的最大成就是在戒律方

面，他其中有在西藏流傳有〈菩薩地釋〉，即《瑜伽師地論•菩薩地》的解釋，有藏

文本的，據講是燃燈吉祥智(D pa kara r jñ naī ṃ Ś ī ā ；982－1054)、戒勝同譯；《菩薩

戒品》方面，《戒品》在西藏也是有獨立流行本，也是方便受戒、持戒。其註釋也是

德光論師造，藏文本是慧鎧、智軍他們譯的；除了這本略釋之外，還有一部《菩薩戒

品廣釋》，「廣釋」就是詳細的註釋，這是由最勝子造，最勝子造，可能這個廣釋就

是前面講過，對論釋有很完整、很詳細，可能是在其中抽出來的，這是最勝子的那

本。

藏文本就是勝友、慧鎧、智軍譯；還有就是《瑜伽行地》，《瑜伽行地》即是

《瑜伽師地論》，裡面的〈菩薩地〉的解說(《菩薩地釋》)，這是一位海雲論師造，

藏文本由寂賢、戒勝他們一起譯。海雲還有其他的註解，就是我們現在漢文有的《瑜

伽師地論本地分菩薩地真實義品釋》，〈真實義品〉又是〈菩薩地〉裏面其中一品很

重要的內容，這位海雲就有這方面的解釋，有這個註釋。

另外智藏就有《瑜伽師地論攝決擇分所引解深密經慈氏品略解》，我們知道〈攝

抉擇分〉裏面，其中有幾卷就全部引了《解深密經》的經文內容，除了〈序分〉之

外，既然是《解深密經》的大部分內容都在裡面，這樣就包括了其中一品，在我們中

文就叫做〈分別瑜伽品〉，在西藏叫做〈慈氏品〉，因為這一品〈分別瑜伽品〉就是

慈氏菩薩，即彌勒菩薩問釋迦佛他怎樣修止觀的，在西藏就叫做〈慈氏品〉，在我們

中國就叫做〈分別瑜伽品〉，這個智藏就有這個〈慈氏品〉的解釋，現在有英文的譯

本的，如果大家想找英文譯本，我這裡忘記了寫進來，你去找 John Powers的本子

就可以了，他就有這個智藏的〈慈氏品〉的英譯本，同時亦有藏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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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現代的韓清淨、韓鏡清(1912-2003)先生，最近，應該是前幾年才去世，他

也是很精通藏文，亦十分崇尚慈氏學，瑜伽師地、即是瑜伽行派裏面他特別推崇慈氏

菩薩的，所以他一生之中，他十分弘揚慈氏學，他認為慈氏學不只是屬於唯識宗，慈

氏學是應該包括般若系統，包括般若系統、唯識系統在內，所以他不會只是偏狹於慈

氏學只是唯識宗，慈氏學的學問是包羅了很多內容。

他由藏文譯回來的中文作品就收錄在《慈氏學九種譯著》，現在有中文本的翻

譯，就輯錄《慈氏學九種譯著》，其中有一本就是《解深密經•慈氏品略解》(《解

深密經•分別瑜伽品略釋》)。包括了這個〈真實義品〉的藏文本的翻譯，這些就是

我們現在大概能夠找到的註釋，就是由印度的論師去註解，而這些註解有些就翻譯成

為中文，有些是翻譯成為藏文的相關資料。但是我們對於所謂藏文或者梵文大部分都

不是很熟悉，所以始終都是以中文註解的資料為主，所以我們都是集中在中文本的資

料上去看。

至於《瑜伽師地論》的中文註疏方面已經入藏的有幾十種，即是說，在唐朝的時

候基本上有二、三十種那麼多，但是我們現在保留下來的，大概只有幾種而已。其中

一本很重要的就是《瑜伽師地論略纂》，是窺基法師所寫的，窺基法師是玄奘法師的

入室弟子，據講他應該得到他的真傳，因為法相宗的傳承就是傳給他的，他是我們中

國慈恩宗的祖師。唯識宗在中國又叫做慈恩宗，因為玄奘法師、窺基法師大部分時間

都在大慈恩寺那裏譯經、講課，所以就稱他們這個祖庭就叫做慈恩宗。

窺基法師是真正建立中國唯識宗的人，很多人說是玄奘法師，但是我們知道，玄

奘法師他大部分時間是在做翻譯方面，他基本上沒有辦法弘傳這套學問，所以他是靠

窺基法師這位弟子，將瑜伽行派在中國流傳下來，所以慈恩宗的祖師，因為他的思想

來源來自玄奘法師，所以我們會推崇玄奘法師是這一派的宗師，但是真正的創立人應

該窺基法師來的，他在《瑜伽》的第一卷至六十六卷那裡，窺基法師有註釋的，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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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百卷裏面就註解了大概三分之二那麼多，但是對現在的我們來講就很珍貴，能夠

保留多少就保留多少。雖然不是一個完全本，窺基法師寫書很得意，差不多很多論書

他都只是解了部分就完了，只是解了部分，可能一方面他一個人沒有時間造這麼多

論，因為他也是很厲害的，百部論主，即是著作也頗多，是嗎？

世親就更加厲害，千部論主，龍樹菩薩也是，但是窺基法師有百部論都不差，一

個佛學家通百部經論是很少有，我們通幾部都已經很難，何況還要通百部，還要寫註

解，所以估計一方面是他沒有時間可以寫這麼多，原原本本將所有完全寫出來，所以

每一部論多數大概寫作都是這樣，首幾個部分寫得很詳細，後面就越來越簡，越來越

簡，甚至沒有了。

但是對於我們參學的那個價值來講，我們掌握了他之前是怎樣去處理這部經的資

料的內容，基本上你掌握了它前面幾卷的資料之後，後面就應該識得如此類推去做

了，是嗎？所以，他就是帶引我們，教我們方法，怎樣去學習，所以就不要批評他為

何每一次都不做完？總是留下一些，不過這樣也好，留一些給我們做也好，如果不

是，後人就沒有事做，他已經做完了。

但是我們要知道，它雖然是不完整，但這是很珍貴的資料，教導我們，教會我們

怎樣去讀這些經論，《瑜伽師地論略纂》也是這樣，很簡單將這個《瑜伽論》一些重

要的方面去解釋了。當然，裏面包括了玄奘法師的口意，因為玄奘法師一路翻譯，他

們一路翻譯，常常就一路解釋是什麼意思，所以應該是保存了玄奘法師怎樣理解《瑜

伽師地論》的一些很重要的資料在裡面。

他卷首又有〈歸敬序〉，同時他用剛才講的最勝子的那個論釋，即六門作為料

簡，所以他也指出了我們應該跟這六門的方法，去掌握整體的《瑜伽師地論》的內

涵。第八本就不是很重要，是一個很簡單、很簡單的一本論，是一個偈頌的形式，就

是《瑜伽師地論劫章頌》一卷，又是窺基法師寫，它大概就是七言的頌文，七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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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大概有三十六頌半，它主要就是將《瑜伽師地論》卷二有關所謂「劫」的名目，

「劫」是什麼？是印度的時間，最長的時間，一方面講時間，另一方面就講我們的世

界成、住、壞、空的那些問題。

這些所謂「劫」，即是時間、或者是世界的生成變化那些過程，我們除了我們處

於現在的人道或者在欲界道的情況之外，《瑜伽師地論》還講述了其他三界的情況

的，三界的劫是怎樣的，我們很難去掌握其他的每一界，每一界域，它們的劫是怎

樣。所以窺基法師就將那些資料就用偈頌的形式，即扼要地用偈頌幫助我們去掌握、

記誦，所以有「名目」、「次第」、「數量」、「成、住、壞、空」等等，就以這個

偈頌的方式總結成為一個所謂《劫章頌》。稍後我們讀到這一部分的時候，你就可以

參考這個《劫章頌》，可以幫助我們記得那些劫的名稱，數量是怎樣計算等等。

第九本亦是最重要的一本註解，這本叫做《瑜伽論記》，我們一般叫做《瑜伽論

記》，這一本很詳細，是唐朝的遁倫法師集撰，集撰的意思即不只是他的見解，他是

將當時玄奘門下的幾個很大的學問家，景師、泰師、備師、基師、基師我們知道應該

是指窺基，窺基法師，四大家，還有當時其他十幾家的講法，而且他是最完整的，就

不像窺基法師那樣只得六十六卷，他是全部都有註釋，全部蒐集了當時流傳的、怎樣

解釋這部《瑜伽師地論》的各大家的資料，所以他是最齊備、最完整的。

而這是一位應該是來自韓國的法師，因為唐朝有好多日本與韓國的僧人來中國學

習佛法的，有很多留學生，其中這個遁倫法師是韓國人，他集齊了當時這樣多家的著

作，所以在眾多的中文註疏之中，最重要就是這本《瑜伽論記》，因為是它最齊全、

最周備的。第十就是《瑜伽論問答》七卷，這是由一位日本人造，叫做增賀。這本不

是很多卷，大約有七卷，七卷的內容主要就是有關〈有尋有伺地〉這個部分，所以如

果研究有尋有伺地的同學就要留意這一卷了。

除有尋有伺地外，還有其他的論述，不過其他的就討論得比較少一些，大部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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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集中在「有尋有伺地」方面，是屬於問答體，就是提出一些問題，然後去解答，

解答的內容主要就是來自「有尋有伺地」。第十一本就是《瑜伽師地論義演》，是唐

清素撰述的，本來有四十卷，四十卷都應該很詳細，但是現在流傳的只能有二十二

卷，很可惜不是很完備，同時亦並非收於《大正藏》，所以流通方面就不是很廣泛。

例如果大家要找，就在《宋藏遺珍》那套《藏經》裡就可以找到這位唐清素撰述。因

為這也是當時的大家，所以他的資料亦應該是很可靠的。

第十二本就是《瑜伽師地論分門記》，《分門記》由唐朝的法成法師口述，智慧

法師記述，它有〈本地分〉與〈攝抉擇分〉的詳細科判，科判就是將經文、每一段經

文的大概意思，將中心的主旨用標題的形式講出來，我們就可以透過標題而掌握它的

組織與綱領，這裡是有〈本地分〉與〈攝抉擇分〉的科判。《瑜伽師地論手記》由

唐•法成法師口述，這本只是簡單的略解，只得四卷。大概就是相等於〈本地分〉的

第三十一至三十四卷的部分，就是〈菩薩地〉的部分。

然後就是《瑜伽師地論敘》，這是近代的這位歐陽漸(1871－1943)，即歐陽竟

無先生，我們知道歐陽竟無先生是支那內學院的創辦人，亦都是近代的佛學泰斗，是

嗎？佛學宗師，他對《瑜伽師地論》整體的研究造了一個篇敘文，就是作一個所謂

「總略」、「五分」、「十要」、「十支」、「十系」、「緒言」六個項目，他有獨

立的論文出版，有時亦會附在這部《瑜伽師地論》的印行本裡面一起印行。這都是講

一個大概的交代，大家知道了之後，讀《瑜伽師地論》就會有比較好的了解。

第十五本就是韓清淨(1884－1949)先生，韓清淨先生與歐陽竟無先生當時是齊

名的，所謂南歐北韓，韓清淨很了不起，他用了三十年時間研究《瑜伽師地論》，一

個人一生有多幾年？我們有作為的時間其實很少，開始十幾年都是糊糊塗塗的學習的

階段，真正思想成熟，對世事能有體會，其實我們亦只有二、三十年，所謂學術的生

命就只有這麼短，但是他用了三十年時間專門研究這本論，所以他有一本《瑜伽師地

論科句披尋記》，科句也是，每一段、每一段文字它的科判，每一句解，他是有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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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它還有一個好處，就是將《瑜伽師地論》裏面的內容再透過六經、十一論，不同

的資料互相配合、對應，即是《瑜伽師地論》講這一句的時候，可能在《攝大乘論》

有相關的資料，可能在《大乘莊嚴經論》又有相關的資料這樣讀，在當時來講，沒有

這樣現代化，有電腦，有各方面的資料，他是靠大腦、靠資料搜集去做，所以他的功

夫量很大，以當時各方面的條件是這樣缺乏的時候，他能夠做到這樣的成績是相當驚

人的，在當時來講。亦是對我們現代的後學提供了很方便的資料，這個就是《瑜伽師

地論科句披尋記彙編》，就是編集了所有的資料在裡面。

編集的時候，他主要就是根據窺基的《略纂》 (《瑜伽師地論略纂》)，遁倫的

《論記》(《瑜伽論記》)為主，新文豐〔出版社〕有出版。第十六本就是我們法相學

會的創辦人羅時憲先生，即是這位先生，他有一本《瑜伽師地論纂釋》，它有上下冊

的，這個《纂釋》就是《瑜伽師地論•本地分》首四卷的解釋，意思即是〈五識身相

應地〉與〈意地〉的解釋來的。他初時本身就獨立發行的，有兩冊，上、下冊，後來

因為法相學會整理《羅時憲全集》的時候，大家如果看全集的時候，看第五冊與第六

冊就可以找到了，對了，就是這個《瑜伽師地論纂釋》。

羅時憲先生他的《纂釋》主要就是根據，也是根據窺基的《略纂》；遁倫的《論

記》與這個韓清淨的《披尋記》；還有《義演》，即唐清素的《義演》(《瑜伽師地

論義演》)，他有這些資料。當時《義演》很難，即很不流通，羅先生有這一套資

料，所以他造的這個註解裡面亦看到有關《義演》方面，即清素的註解，這本《纂

釋》就很詳細去解釋，總集了那最重要的幾本論著的註疏的資料再去解釋的，所以如

果跟羅先生的《纂釋》去解我們現在的《瑜伽師地論》，那就只是〈五識身相應地〉

隨時可以解釋一年都說不定，所以我就不用這個方法。

因為一來都需要大家要有相當的唯識思想的訓練才能夠讀得到，另外亦都為了方

便現在在座的大部分的同學，都有一個基礎的了解，所以我就不會以羅時憲先生這麼

詳細的註釋作為一個講解本，但是如果有程度的同學，你們應該需要參考這本書，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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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可以幫助你蒐集了那些最重要的註疏相關的資料，即是方便你讀了。你不用逐

本、逐本自己再去對一次，他已經替你蒐集出來了。這些就是前人所做的功夫，就方

便了我們後人的研讀。另外是太虛法師，我們知道太虛法師是信奉彌勒菩薩的學問，

所以他亦都有很多法相學的那些講解，其中就有瑜伽的《瑜伽真實義品講要》；續明

法師就有《瑜伽菩薩戒本講義》，這個講義就是我之前講菩薩戒的時候已經介紹過

了，續明法師亦有根據太虛法師的講解的。

如果大家覺得這些註解全部都是古文，讀得很辛苦，你們就可以參考、讀一讀佛

光出版社出版的一本白話本，王海林釋譯的《瑜伽師地論》，當然他不可能將全部講

解，只是將部分用現代語體文撰寫，最後，第 22本，就叫做《瑜伽師地論簡表略

解》的，有三大本，就由大乘精舍出版，這是最近幾年出版的。即是 1999年開始的

這幾年陸續出版，這本書籍重要的地方，是有不同的人將《瑜伽師地論》裏面的內容

用一個表的形式，用圖表的形式去列出來，用圖表的形式其實就相等於我們以前的所

謂「科判」的方式去做，但是大家都可能不習慣看科判就辛苦一些，如果將每一品、

每一章節的每一個內容都是用一個圖表來表達的時候，大家就容易一目了然，是嗎？

這一品是講什麼就很清楚了。所以我們現在很幸福，這麼多不同的註釋都有，連圖表

都提供了，你真的容易很多，不過又讀多了很多東西。但是如果相比以前來講，我們

現在就真是有很多資料了。

有很充足的資料，這麼多本之中，第七本、第九本、第十一本、第十五本、第十

六本都是最重要的，即是如果有程度的同學應該要參考一下這些幾本書。至於現代人

的研究就有很多了，那些就列舉不了這麼多，亦都不花時間了。不過現時來講，較有

權威性的就是《瑜伽論研究》，是日本的宇井伯壽，他的研究現在仍然是屬於相當有

名的一部著作。不過那些研究資料我就不提供了。這是有關註疏方面的，翻譯方面、

異譯方面就講過了，註疏方面亦講過了。然後有些在唯識的系統裡面，有些論與《瑜

伽師地論》是可以互相配合來讀的，無著本身就有兩部著作，其中一本就是《顯揚聖

教論》，這個之前我們讀「歸敬頌」的時候，已經看到它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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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綜《瑜伽師地論》的綱要」及「顯揚聖教的慈悲」為宗要，即是說，他要將

《瑜伽師地論》的重點，他再用另一個系統來表示，現在這個系統裏面，就是顯揚佛

陀的《阿含經》，裏面很多的經文作為一種論議的方式去表達出來，即是「宗」是要

顯揚佛經裏面所講的文義，另外，他怎樣去顯揚呢？就是透過《瑜伽師地論》的綱要

去顯揚，大家有些同學讀完《顯揚聖教論》，知道大概的內容是怎樣的，因為這是一

本針對《大論》來造一個所謂系統的詮釋，所以我們一般認為它是《大論》的節略

本，不過基本上他不是真是逐地逐地的節略來的，這是一種個系統的節略來的。

另 一 本 與 《 瑜 伽 師 地 論 》 相 關 的 ， 是 《 大 乘 阿 毘 達 磨 集 論 》

(Mah y n bhidharma-samuccaya)ā ā ā ，這本論我們又叫做「對法」，有師子覺釋

的，師子覺釋後來安慧就將無著的《集論》與師子覺的解釋集合成一本，現在稱之為

《雜集論》，《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 (Mah y n bhidharma-samuccaya-ā ā ā

vy khy )ā ā ，這本就是集大乘的阿毘達磨經所有的宗要，還包括了很多《瑜伽論》的法

門與重要的法相，作一個詳細的註解。譬如這個，剛才就說《瑜伽論》講了很多三界

的繫法、不繫法，很多名詞，這些名詞除了我們在《瑜伽師地論》看到的註解之外，

在《雜集論》或者《集論》裏面亦都有解釋的，而解釋之中，他不只是像我們的詞典

那樣一個個解釋，而是又有另外一套系統去解釋的。

即是無著造了兩套系統去解釋《瑜伽師地論》，如果你能夠通透這幾本論，就等

於在義理方面就應該可以與《瑜伽師地論》有一個銜接貫通，對它有了一個整體的掌

握，所以這兩本非常之重要。這是無著對《瑜伽論》的理解的資料，與之前的註疏有

所不同的。還有一本是《大乘莊嚴經論》，《大乘莊嚴經論》就是彌勒的五論之一，

是嗎？彌勒菩薩造，但有些人又認為是無著造，有些人認為是彌勒，有些認為無著等

等。

但是《大乘莊嚴經論》有一些品目裡面，那些品的名稱與《瑜伽師地論•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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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大致名稱都是一樣的，所以大體上可能都是依〈菩薩地〉而造的，所以，如果讀

《大乘莊嚴經論》的時候，又可以參考或者對照《瑜伽師地論•菩薩地》去讀的。當

然讀書中也是可以互相去發揮裏面的道理，這裡就是基本上交代了我們所需要的，因

應我們的程度、階段的不同資料，一些資料的研究，或者去再披讀一些資料。至於我

們這些課堂想講的教本，教學的資料，本來我們就想用《大藏經》的，《大正藏》

的，就是好像我教《顯揚聖教論》的時候，大家都讀過這些資料。

但是因為我現在在網上見到福嚴佛學院，他們已經做了一個很好的整理，就是他

們已經將經文逐個逐個地配搭，一段一段去分析，還有註解，所以我覺得應該比較適

合大家去讀，當然那個篇幅很長，因為他們增加了很多資料，又排得整齊些，如果讀

《大正藏》就會比較環保一些，慳好多紙，一頁紙包括了很多，但是那個綱領就不清

楚，內容的分佈不清楚的，我一路講大家亦未必可以跟得上。

所以我覺得比較適合就是用福嚴的資料，所以我亦聯絡過福嚴佛學院，請他們批

准我用他們的資料，他們也很慈悲，應承我可以用他們的資料。所以我就 print(印)

了這些資料給大家讀。大家可以在網上找這些資料都可以的。現在一路 print(印)一

路講的部分，大家如果需要看，大家就上這個網址就可以找到一百卷的資料了，他們

已經做完了很詳細的分析，並且用了很多粗字體去 highlight了一些很重要的內容，

這樣你們讀起上來很方便。所以在這裡亦要鳴謝福嚴佛學院。以上就是我們研究本論

的一些參考資料，接下來第五個部分就是六門辨釋，我們剛才根據最勝子在六方面如

何去掌握《瑜伽師地論》的總綱，最勝子第一就是，「敘所為」，這個「所為」就是

因何事要講《瑜伽師地論》？

其目的何在？入面其實講了十方面的原因的，但是現在我跟據羅時憲先生的資

料，就舉出其中的五項，因為羅先生都抉擇過，哪些比較重要，哪些沒那麼重要，所

以我就不需要花太多時間講完十方面了，只講其中的五方面，這五方面大致可以很清

楚地講出了造《瑜伽師地論》的人，或者講《瑜伽師地論》的人，他的那個意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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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著什麼心態去為我們講這部論。第一個方面就是「為聖教已隱沒者重開顯故」；

「聖教」就是指佛教，如果佛教不能夠在世間弘傳的時候就會「隱沒」，不流行的時

候就叫做「隱沒」，如果在不流行的時期，希望透過講這本論，重新再「開顯」佛學

的道理和精神。「未隱沒者，倍興盛故。」如果聖教還在世間流傳的時候就是「未隱

沒」，我們就應該令它怎樣？更加興旺，更加多些人可以讀到這部論，明白這本論的

意思。這是與聖教的弘傳方面有關，正法是否在世間延續有關。

還有「為一切有情界中有種姓者，出生死故；」「有種姓」的人是有覺悟的能

力，有得道能力的人，就叫做有種姓，或者是菩提種姓，即是覺悟的種姓的人，為他

們這些「有情界」，就是有情的類別，有些有種姓的眾生，無論他是大乘種姓或者是

小乘種姓都好，為他們講解這本論的時候，令到他們能夠怎樣？超出生死，解脫論

迴。無種姓者，那些不會求解脫的，沒有意向去求覺悟的人，為他們講這部論，是希

望他們能夠擺脫那個惡趣的苦果，起碼令他們不要落入三惡道之中。一路在人天的善

趣裡面生存，即是他們不可以超出三界了，但是在三界裡面的好環境之中繼續生活下

去。

這就是其中一個目的，這些都是顯示了他對佛學的傳播的熱誠，另一方面就是對

眾生的關懷了。第二就是「為捨無見及有見故」，「無見、有見」就是有些眾生對世

界的了解，對生命的了解是處於一種虛無的觀點，有些是實在的觀點等等。這些叫做

「有見、無見」，即是落於二邊的人，有誤解的人。第三是為成就菩薩種姓的人，主

要就是為成熟那些有大乘種姓的人，「唯依大教」，「唯依大教」即是大乘教，「遍

於諸乘」，「諸乘」即是三乘的「文、義、行、果，生巧便智，」「巧便智」即是講

善巧方便，在境、行、果方面，他能夠通達、明白、掌握他的方法等等。「斷障得

果」，斷自己內在的各種限制，譬如煩惱障、所知障等等，得什麼？「得三乘果」，

「得三乘的聖果，」自他俱利的，這就是針對那些大乘人講。

至於二乘，除了大乘是一個主要的目標之外，還有二乘的種姓、無性、「無性」

即是無種性的人，「亦依大教」，亦都依這個大論，「各於自乘文、義、行、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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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斷伏」，「各於自乘」即是他可能是聲聞乘，可能是獨覺乘，無性是什麼「乘」？

人天乘，是嗎？在人天的界域裡繼續輪迴的，但是無論他是哪一種乘，他都是在他相

關的，我們講「瑜伽」就是相應，他是哪一類人就與哪一類相應的，他就要相應他自

乘，自身的方面的「文、義、行、果，生智斷伏」，生起相關的智慧，他的範圍之

內，能力範圍之下所能夠了解的智慧，同時是斷除什麼？他自己內在的各種障礙。

「得自乘果」。最終他得到自己應得的結果，「離惡趣故」。第四就是「為執著邪教

不信大乘者」，不信大乘的人及於深經，那些哲理很深奧的經典，「種種意趣迷

亂」，各種經針對不同的人，不同的程度去講的時候，不同層面的意思，他們不能夠

很清楚地掌握，或不能夠理解，於是就會生起很多誹謗，甚至是要毀滅、毀滅這些正

法。

希望為這些執著邪教不信大乘的人，迷亂誹謗者，「令生信解」，希望轉迷而令

他生起一個正信，正確的知見，這是第四個目標。第五個就是「為顯三性的有無」。

另外，《瑜伽師地論》在哲理的方面，在哲學義理方面，它想講出「三性的有無」是

講什麼？「遍計所執」、「依他起性」、「圓成實性」，哪方面是有？有是怎樣有

的？無是怎樣無的？以及「世間道理證得勝義」。四諦，這也是四種真實。有些真實

是相應世間層面的，有些是相應體會的層面，有些是勝義的層面等等，這是四法門，

這是哲理方面，哲學道理方面的理解。

大致上「敘所為」在這五方面，就是舉出這個造論的人他的那種本懷，他那個用

心，就是為了不同類別的眾生，都各別得到他相應的教、理、行、果的方面。「如是

等類所謂諸緣」，這麼多方面，「諸緣」其實應該是講十方面的，「處處經論、種種

異說」，很多經論其實都環繞著這些目的去講的，「當知皆是此論所為」，經論很多

不同的關懷的方面，現在《瑜伽師地論》總括了他們的各個方面，就是收進在這裏，

顯示出講這部論的目的，就是「敘所為」。

「彰所因」就是，這本論因為什麼原因，什麼緣故而出現呢？就是「佛涅槃後，

魔事紛起」，「魔事」即是一些麻煩事，就是佛教內部有很多不同的理解而出現了

25



「部執競興」，大家有不同見解的時候，大家就分成了另一個系統、另一個派別出

來，所以就在部派佛教的時候，本來統一的僧團就分裂成為十八部、二十部等等，就

是因為大家有不同的見地，去到大乘的中觀學派就由「龍猛菩薩」，「龍猛菩薩」就

是指龍樹菩薩，「證極喜地」，這是證初地了，「採集大乘無相空教」，在大乘經講

無相的道理，譬如般若空的道理，「造《中論》等」，《中觀論》，「究暢真要，除

彼有見」，將佛陀講緣起性空的道理是徹底地或者是通貫地顯示出來，令各種部執去

除他們主觀的見解，特別是執有的見解，因為空主要就是什麼？破有，破有執。至於

龍樹菩薩的弟子「聖提婆」，聖提婆、提婆菩薩「諸大論師，提婆等」就是包括清

辯、月稱等等，「諸大論師造《百論》等」，提婆就「造《百論》」，也是繼承這位

龍樹菩薩的破邪顯正的精神，「弘闡大義。」將大乘空義宣揚出來，「由是眾生，復

著空見。」由於破有執之後，不斷講空，或者強調空的方面，但那些眾生又不明白，

又著了什麼？空見。

一方面又執有，另一方面又執空，到九百年的時候，即佛滅後九百年的時候，

「有出家士」，即有出家的僧人「名阿僧伽」，「阿僧伽」 (Asa ga)ṅ 即是無著，

「唐云無著」，我們中國的語文就叫他做無著的，「位證初地，」他也是「證初

地」，即是與龍樹菩薩一樣了，初地菩薩，「證法光定」，是嗎？我們上節課講了，

是嗎？「得大神通，事大慈尊，請說此論，」這個「彰所因」就是講出這部論怎樣來

的，一方面就交代佛教的歷史的發展，由小乘到有見，到大乘的空宗，弘揚般若的道

理，跟住由落入空見，然後無著出來講大乘有宗的時候，其實就是要怎樣？講另一種

中道，不偏於有又不偏於空的中道。因此要請「大慈氏尊」，即是彌勒菩薩下來講這

部論。

「玄奘法師以超世之量」，即是他很卓越，一個有卓越見識的人，「悼還源之梗

流，」感念或惋惜正法傳入中國的時候，是有些阻塞，而未完全，因為在玄奘法師的

時候，《十七地論》未完全翻譯出來，只是翻譯了一部分，有很多經典還未傳入我們

中國，「故能出玉門而遐征」，所以他要發心去印度求學，要離開我們中國，首先要

出玉門關，「遐征」就是長途跋涉去西方，西方即時印度那邊。「戾金沙而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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縱使他面對那些很凶險的道途，凶險是在旅程之中再艱難的那一段路就是戈壁沙漠那

一段，他就算面對這些的「金沙的凶險」，他願意獻身，殉道就是去獻身，而為佛法

去求取這些經典，所以去到「中印度摩揭陀國那爛陀寺」，見到戒賢論師，「始聞此

論，文義領會」，領悟到這個論典的意思，「意若瀉瓶。」瀉瓶即是講傳承的情況，

即是由老師傳法比弟子的時候，就像用一瓶水倒入另外一瓶水那樣，一瓶一瓶倒下

去，這樣延續不斷就叫做「瀉瓶」。一方面講老師是傾囊相授，另一方面就是講弟子

能夠容納或者接受老師的講解，「雖復所逕諸國」，他經過很多國家，「備通群章之

妙」，種種經典的妙理他都能夠了解了，「而研究法相特思於茲文」。但是在法相方

面的學問，他特別重視《瑜伽師地論》。

而本論的梵文據講就有四萬頌之多，頌就不是偈頌，是計算字數的一種方法，每

三十二言謂之一頌，這是印度人計算數字的時候，他們計算那些音節，即梵文音節，

一個個音節，大概三十二個音節當為一首頌，一首頌就不是講我們詩偈那種頌，是一

個單位來的，計算的單位，所以四百頌的時候，就四百乘三十二(400x32)就大概知道

它的篇幅是怎樣。

在我們中國就譯為一百卷，「自佛法東流」，即由漢朝的時候傳入中國，「年載

修遠」。經歷了很長的時間，「雖聞《十七地論》之名」，雖然知道、有聽過這本

論，「而不知十七者何也。」不知這部《十七地論》究竟是講些什麼？「《地持》、

《善戒》，但是菩薩一地；」只是講了〈菩薩地〉的一章而已，就未有概括到其他的

章數，「《決定藏論》是決擇分初，」〈決擇分〉是抉擇〈五識身相應地〉與〈意

地〉所以它不是完整的。「自餘漢土皆未之有。」其他《瑜伽師地論》的文字義理，

在中國還未傳到，「今始部分具足」就是講玄奘法師了，請了這部《瑜伽師地論》回

來之後，才能夠真正完整地、整本完整地來到中國。「文義圓明」，文字、義理方面

都已經很清楚、明白了。這個就是所謂第二個方面，「彰所因」，其實就是上一堂我

們開始介紹它的流傳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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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瑜伽論記》就是將這些總括為這一段文字，大概就知道它正在講《瑜伽師

地論》是怎樣來的，它在中國的流傳過程，之前是只是部分的流傳，到玄奘法師的時

候才能夠完全齊備。我們今堂講到這裏，下星期因為是公眾假期，所以我們會停一堂

課，再下一個星期繼續講，多謝大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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