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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師地論》卷 24 

本地分中聲聞地  

第十三初瑜伽處出離地第三之三 
上
廣

下
淨老師指導．釋如佑敬編 2004/11/23 

 

三乘皆有初瑜伽處(種性)故，有四(瑜伽)處： 

一、種姓。(初瑜伽處) 有其三地： 

一、種姓地：  成姓種性(聲聞種姓無漏種子、法爾種子、證涅槃之種子) 

二、趣入地：  發心趣求聖道方便 

三、出離想地：已入聖道 

二、數取趣。(第二瑜伽處) 

三、安立。(第三瑜伽處) 

四、世出世。(第四瑜伽處) 

 

初瑜伽處： (卷 21-25)： 

 

一、 種姓地(本性住種性、無漏菩提種子) (卷 21) 

二、 趣入地(發心趣求聖道方便)(卷 21) 

三、 出離想地(已入聖道方便)(卷 22-25) 

1. 由世間道而趣離欲 

2. 由出世道而趣離欲 

         3. 此二道所有資糧 

           3.1 修集勝緣 

            ［1］正法增上他音 

            ［2］內如理作意 

             3.2 修集劣緣 

            ［1］自圓滿 

            ［2］他圓滿 

            ［3］善法欲 

            ［4］戒律儀  

            ［5］根律儀 

            ［6］於食知量 

            ［7］初夜後夜常勤修習覺寤瑜伽 

            ［8］正知而住 

            ［9］善友性 

            ［10］聞正法 

            ［11］思正法 

            ［12］無障礙 

            ［13］修惠捨 

            ［14］沙門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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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出離地？ 

嗢柁南曰： 

若世間離欲、     如是出世間、 

及此二資糧，     是名出離地。 

謂若由世間道(修厭下欣上得三摩地圓滿自在)而趣離欲，若由出世道(入四聖諦現觀之無

漏聖道)而趣離欲，若此二道所有資糧，總略為一名出離地。 

 

云何名為「二道資糧」？ 

 

嗢柁南曰： 

自、他圓滿、善法欲、     戒、根律儀、食知量、 

覺寤、正知住、善友、     聞、思、無障、捨、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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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瑜伽七十卷五頁云： 

復次，應於五處知量正知而住。 

一、於行處。(往、還) 

二、於觀處。(睹、瞻) 

三、於攝受利養恭敬處。(衣缽、飲食) 

四、於受用資具處。(坐、卧具) 

五、於善品加行處。(覺寤等) 

 

正知而住 

云何名(p.414a)為正知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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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揀擇、審察，由正知力不隨雜染心轉，必令自心隨我勢力自在而轉)  

 

一、謂如有一，若往、若還正知而住。 

二、若睹、若瞻正知而住。 

三、若屈、若伸正知而住。 

四、持僧伽胝及以衣缽正知而住。 

五、若食、若飲、若噉、若嘗正知而住。 

六、若行、若住、若坐、若臥正知而住。 

七、於覺寤時正知而住。 

八、若語、若默正知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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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往、若還正知住者，云何為往？云何為還？云何往還正知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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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往詣道場，往道場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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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間還。 

◎正知住 

1、明正知 

所言往還正知住者：謂於自往，正知我往；及於自還，正知我還。 

 

於所應往、及非所往，能正了知；於所應還、及非所還，能正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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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應還時、及非還時，能正了知。 

 

於其如是，如是應往、及不應往能正了知。 

於其如是，如是應還、及不應還能正了知。 

是名正知。 

2、顯住相 

彼由成就此正知故，自知而往、自知而還； 

往所應往、非非所往，還所應還、非非所還， 

(若為自身衣食療病等事是應往還。若為生煩惱緣非應往還。) 

以時往還、不以非時； 

如其色類(身份類型)、動止軌則、禮式威儀、應往應還。 

如是而往、如是而還，如是名為：若往若還正知而住。 

 

二、若睹若瞻正知而住(披尋記．第 2冊．p.841) 

若睹若瞻正知住者，云何為睹？云何為瞻？云何睹瞻正知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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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欲樂，於其中間眼見眾色，是名為睹。(即是卒爾眼識及同時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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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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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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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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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正知住 

1、明正知 

若復於此，睹瞻自相，能正了知。於所應睹、於所應瞻，能正了知。 

於應睹時、於應瞻時，能正了知。如所應睹、如所應瞻，能正了知。 

是名正知。 



  《瑜伽師地論》卷 24 

4 

 

2、顯住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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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正瞻睹，如所應睹、如所應瞻，如是而睹、如是而瞻。 

(知所為為生長道故須覩瞻，若增煩惱不應覩瞻。) 

如是名為：若睹若瞻正知而住。 

三、若屈若伸正知而住(披尋記．第 2冊．p.8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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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屈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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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隨一支節，是名屈申。 

(二)、正知住 

1、明正知 

若於屈申，所有自相，能正了知。若所屈申，能正了知。若屈申時，能正了知。 

若如是屈，及如是申，能正了知。是名正知。 

2、顯著相 

彼由成就此正知故，於屈、於申，自知而屈、自知而申， 

於所應屈、於所應申，而屈而申， 

於應屈時、於應申時，而屈而申， 

如所應屈、如所應申，如是而屈、如是而申。 

如是名為：若屈若申正知而住。 

 

四、持僧伽胝及以衣缽正知而住(披尋記．第 2冊．p.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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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衣缽正知而住？ 

1、持僧伽

胝 

謂有大衣、或(最上)六十條(十五條袈裟，一一條各有三長一短，故成六十條)、

或(最下)九條等(由九條布片縫製而成，入聚落、入王宮時所穿之衣)，或兩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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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能正將護，說名為持(受用、使用)。 

2、持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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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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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持為衣，或有長衣(三衣以外之衣，製衣以外所殘餘之衣片為長衣，多餘之

物)，或應作淨(若得超過應量之衣，應說淨，若不說淨，則須在十日之內捨

與淨人。若如是，則無罪。若超過十日則犯「捨墮罪」，犯者須向其他比丘

懺悔)、或已作淨，如是一切說名為衣。被服受用、能正將護，說名為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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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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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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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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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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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明知此中三衣為論，上衣即僧伽胝也。」 (大正 43，111a25～b8)。 



  《瑜伽師地論》卷 24 

5 

 

於比丘應受他人的飲食，亦稱應器)。現充受用、能正將護，說名為持。 

4、正知 

而住 

(1)、明正知 

若於如是，或僧伽胝、或衣、或缽，所有自相能正了知。 

於所應持，或僧伽胝、或衣、或缽，或淨不淨能正了知。 

若於此時，或僧伽胝、或衣、或缽，已持應持能正了知。 

若於如是，或僧伽胝、或衣、或缽，應如是持能正了知。 

是名正知。 

(2)、顯住相 

彼由成就此正知故，於所應持或僧伽胝、或衣、或缽，自知而持，於2所應持，

於應持時而能正持，如所應持如是而持。 

如是名為：持僧伽胝、及以衣、缽正知而住。 

 

五、若食、若飲、若噉、若嘗正知而住(披尋記．第 2 冊．p.844) 

若食、若飲、若噉、若嘗正知住者，云何為食？云何為飲？云何為噉？云何為嘗？ 

云何若食、若飲、若噉、若嘗正知而住？ 

◎謂諸所有受用飲食，總名為食。此復二種：一噉、二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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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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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是等類皆名為噉，亦名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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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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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嚼品類。如是一切總名為嘗，亦名為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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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抨酪飲，乃至於水，總名為飲。 

 

◎正知住 

(一)、明正知 

若於如是若食、若飲、若噉、若嘗所有自相能正了知。 

若於一切所食、所飲、所噉、所嘗能正了知。 

若於爾時應食、應飲、應噉、應嘗能正了知。 

若於如是應食、應飲、應噉、應嘗能正了知。 

是名正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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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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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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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由成就此正知故， 

於自所有若食、若飲、若噉、若嘗，自知而食、自知而飲，自知而噉、自知而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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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時而食、應時而飲，應時而噉、應時而嘗， 

如所應食、乃至如所應嘗，如是而食、乃至如是而嘗。 

如是名為：若食若飲、若噉若嘗，正知而住。 

六、若行乃至若解勞睡正知而住(披尋記．第 2冊．p.845) 

若行、若住，廣說乃至若解勞睡，正知住者：云何為行？云何為住？云何為坐？云何

為臥？云何覺寤？云何為語？云何為默？云何名為解於勞睡？云何於行廣說、乃至於

解勞睡，正知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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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等類，說名為「行」。 

2、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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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upādhyāya 親教師、和尚)8及諸尊長、等尊長前。 

如是等類，說名為「住」。 

3、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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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臥時敷在地上、床上的長方形布，隨坐衣、坐具、臥具。尼師壇者是坐

具。別安一氈布上而臥。名為敷具)，結加趺坐(趺，足背，置足背於髀上，

指兩腳交疊盤坐的姿勢)，端身正願(《瑜伽》卷 30：「云何端身？謂策舉身

令其端直。云何正願？謂令其心離諂離詐調柔正直。」)，安住背念(如理作

意相應念名為背念，棄背違逆一切黑品)。如是等類，說名為「坐」。 

4、臥 

復如有一，出住處外洗濯其足，還入住處，或於大床、或小繩床、或草葉

座、或阿練若(araṇya 空寂閑處)、或在樹下、或空閑室，右脅而臥，重疊

其足。如是等類，說名為「臥」。 

5、覺寤 
復如有一，於晝日分，經行、宴坐，從順障法淨修其心。 

於初夜分、於後夜分，經行、宴坐，從順障法淨修其心。說名「覺寤」。 

6、語 

⊙復如有一，常勤修習如是覺寤，於未受法正受、正習、令得究竟，所謂 

契經、應頌、記別，廣說如前，即於如是已所受法，言善通利，謂大音 

聲若讀、若誦。 

⊙或復為他廣說開示。 

⊙於時時間，與諸有智、同梵行者，或餘在家、諸賢善者，語言談論，共

相慶慰，為欲勸勵及求資具。如是等類說名為「語」。 

7、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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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惟其義，籌量觀察。 

⊙或處靜室，令心內住、等住、安住及與近住、調伏、寂靜、最極寂靜、(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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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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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復於彼毘缽舍那(vipaṣyanā 觀)，修瑜伽行。 

如是等類，說名為「默」。 

8、勞睡 
復如有一，於其熱分極炎暑(酷熱的夏天)時，或為熱逼、或為劬勞，便生疲

倦，非時惛寐，樂著睡眠，是名勞睡(夜中分的睡眠之外)。 

9、 

正知 

而住 

⊙明正知 

若復於行廣說，乃至於解勞睡，所有自相能正了知； 

於所應行，乃至於應所解勞睡，能正了知。 

於應行時，乃至於應解勞睡時，能正了知。 

如所應行，乃至如所應解勞睡，能正了知。 

是名正知。 

⊙顯住相 

彼由成就，此正知故，於其自行、乃至於其自解勞睡，正知而行、乃至

正知而解勞睡。 

若所應行、乃至若所應解勞睡，即於彼行、乃至於彼解於勞睡。 

若時應行、乃至若時應解勞睡，即此時行、乃至此時解於勞睡。 

如所應行、乃至如所應解勞睡，如是而行、乃至如是而解勞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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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總顯次第及所為事(披尋記．第 2冊．p.846) 

復次，如是正知而住，云何次第？為顯何事？ 

(一)、辨次第 

 

 

 

 

 

 

 

1、往還 

(1)、於所應往

及非所往 

A、於村邑等 

謂如有一，依止如是村邑、聚落、亭邏(十里一亭防衛)而住，作

是思惟：我今應往如是村邑、聚落、亭邏，巡行乞食，如是乞

已，出還本處。 

B、於諸居家 

◎又於如是村邑等中，或有居家，我不應往。何等居家？謂唱

令家(殺害羊等，守將預罪人巡歷唱，告此人造作如此等罪)，

或酤酒家，或婬女家，或國王家，或旃荼羅羯恥那

(caṇḍāla-kaṭhina，屠夫，執刀杖等典獄)家9，或復有家，一向

誹謗(佛法)，不可迴轉。 

◎應往或有居家，我所應往。謂剎帝利大族姓家、或婆羅門大

族姓家、或諸居士大族姓家、或僚佐10家，(p.415c)或饒財家、

或長者家、或商主家。 

                                                 
9《瑜伽論記》卷 5：「婬女家等、旃荼羅及羯恥那家者：謂旃荼羅即根本執惡，依執惡家更作極惡名羯恥

那，如屠兒名執惡，執惡執刀杖等名羯恥那，此即典獄之類。」(大正 42，418c7～10)。 
10【僚佐】屬官；屬吏。《漢語大辭典》p.16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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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於應往時

及不應往 

◎又有居家，我雖應往，不應太早太晚而往。 

◎若施主家有遽務時，亦不應往。 

◎若戲樂時、若有營搆嚴飾事時、若為世間弊穢法時、若忿競

時亦不應往。 

(3)、於所往及

非所應 

A、往村邑等 

又如所往，如是應往，不與暴亂惡象俱行，不與暴亂眾車、惡

馬、惡牛、惡狗而共同行，不入鬧叢，不蹈棘刺，不踰垣(矮)

牆，不越坑(地洞)塹(音懺、壕溝)，不墮山岸11，不溺深水，不履

糞穢。 

B、往施主家 

(A)、應隨月喻 

應隨月喻12(清淨心)，往施主家，具足慚愧，遠離憍傲，盪滌身

心(塵垢)，不求利養，不希恭敬，如自獲得所有利養，心生喜悅，

如是於他所得利養，心亦喜悅，不自高舉，不輕蔑他，心懷哀

愍。 

(B)、應自持心 

⊙又應如是，自持其心、往施主家，豈有出家往詣他所、要望

他施，非不惠施；廣說乃至要當速疾、而非遲緩。 

⊙又作是心：我於今假(借著)
13往施主家，所受施物，應知其量。 

⊙又我不應、利養因緣，矯詐虛誑，現惑亂相、以利求利。 

⊙得利養已，無染無愛，亦不耽嗜饕餮，迷悶(不知過患)堅執、

湎著而受用之。 

2、觀瞻 

復於已往、或正往時，觀見眾色，於此眾色一分應觀，或有一分所不應觀。 

於不應觀所有眾色，當(收)攝其眼，善護諸根。 

於所應觀所有眾色，應善住念，而正觀察。 

(1)、不應觀 

何色類色所不應觀？謂諸伎樂，戲笑歡娛；或餘遊戲所作，歌舞音樂等事；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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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障梵行，能令種種諸惡、不善尋思現行。如是色類、所有眾色，不應觀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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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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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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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很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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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所應觀 

何色類色是所應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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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憑杖、戰掉17者身，或諸疾苦、重病者身，腳腫、手腫、腹腫、面腫，膚色萎

黃、瘡癬疥癩，眾苦逼迫、身形委頓(疲乏困顿衰弱)，身形洪爛(腐爛)、諸根

闇鈍。 

⊙或有夭喪，死經一日，或經二日、或經七日，被諸烏鵲(喜鵲、烏鴉)、餓狗，

鴟(音痴、鷂[音耀]鷹)鷲、狐狼、野干(像狐比狐小)種種暴惡傍生、禽獸之所

食噉。 

⊙或命終已、出置高床、上施幰(音顯、車上圍起的布幕)帳，前後大眾、或哀、

或哭，以其灰土、塵坌(音笨、埃)身髮(蓬頭垢面)，生愁、生苦、生悲，生怨、

生憂、生惱。 

如是等類所有眾色，我應觀察，觀是眾色，能順梵行、能攝梵行、能令諸善尋思

現行。 

3、屈伸 

不應搖身搖臂、搖頭跳躑、攜手、叉腰、竦肩，入施主家，不應輒坐所不許座，

不應不審觀座而坐，不應放縱一切身分，不應翹足、不應交足，不太狹足、不太

廣足，端嚴而坐。 

4、衣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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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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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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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摶(音團、屈攝在腕)，而被法服。 

◎不應持缽預就其食、不應持缽在飲食上，不應置缽在雜穢處、若坑澗處、若崖

岸處。 

5、飲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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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不應嫌恨受諸飲食，不太麤食、不太細食，不22應圓摶食，不應舐手、不應舐

缽，不振手食，不振足食，不應齧(音腌、咬)斷而食其食。 

6、行等 

 

◎標處所從施主家還歸住處，於晝夜分，在自別人所經行處，往反經行，非於他

處、非不委(熟悉)處、非不恣(自在)處、非不與(許可)處而輒(就)經行。 

◎遮時位非身劬勞，非身疲倦，非心掉舉所制伏時而習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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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躁動，亦非一向專事往來而習經行，時時進步、時時停住而習經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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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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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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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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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處，非不恣處習經行已。復於大床、或小繩床、或草葉座，或尼師壇、或阿練若、

樹下、塚間，或空閑室結加趺坐，端身正願、安住背念而習宴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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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光明想，正念、正知思惟起想，於夜後分速疾覺寤。 

9、語默 

 

(1)、第一義 

A、語 

或於語論，或於讀誦，勤修加行。 

B、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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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詞，能引無義、不能令證神通等覺、究竟涅槃。 

◎復於如來所說正法，最極甚深、相似甚深空性相應、隨順緣性及諸緣起，殷重

無間善攝善受，令堅、令住、令無失壞，為成正行、不為利養、恭敬稱譽。又

於是法言善通利、慧善觀察，於諠雜眾、不樂習近，不樂多業、不樂多言，於

時時間安住正念。 

2、第二義 

A、語 

◎與諸有智同梵行者，語言談論，共相慶慰，樂興請問，樂求諸善，無違諍心。 

◎言詞稱量，言詞合理，言詞正直，言辭寂靜，樂勤為他宣說正法。 

B、默 

◎又應宴默，於惡不善所有尋思，不樂尋思。又於非理所有諸法，不樂思惟。 

◎於自所證，離增上慢；於少下劣差別證中，不生喜足，於上所證中，無退屈；

善能遠離不應思處，時時修習止觀瑜伽，樂斷樂修，無間修習，殷重修習。 

10、解勞

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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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緣、遂於非時、發起惛睡。 

◎為此義故，暫應寢息，欲令惛睡疾疾除遣，勿經久時、損減善品、障礙善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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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蔽身，在深隱處，須臾寢息，令諸勞睡皆悉除遣。 

如是名為：正知而住，先後次第，謂依行時及依住時。 

 

(二)辨知住 (披尋記．第 2冊．p.851) 

◎又於善品先未趣入，心興25加行、如理作意、俱行妙慧，說名正知。 

◎即此正知行時、住時，一切成辦，無所減少，如是名為正知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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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嘗正知而住，由是名為：於村邑等如法行時，正知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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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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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於其住處如法住時，正知而住。 

 

八、顯正知而住 略義(披尋記．第 2冊．p.852) 

(一)、結前生後 

如是應知，已廣分別「正知而住」。復云何知此中略義？ 

謂於行時，有五種業； 

於其住時，有五種業； 

行時、住時正知而住，有四種業。 

如是名為：正知而住所有略義。 

1、行時五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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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者、飲食業。如是名為：行時五業。 

謂若說言：若往、若還，此言顯示行時「身業」。 

若復說言：若睹、若瞻，此言顯示行時「眼業」。 

若復說言：若屈、若申，此言顯示行時「一切支節26業」。 

若復說言：持僧伽胝、及以衣、缽，此言顯示「行時衣缽業」。 

若復說言：若食、若飲、若噉、若嘗，此言顯示「行時飲食業」。 

2、住時五業 

云何名為：住時五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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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謂若說言：若行、若住、若坐，此言顯示「住時身業」。 

若復說言：若語，此言顯示「住時語業」。 

若復說言：若臥、若默、若解勞睡，此言顯示「住時意業」。 

若復說言：若習覺寤，此言顯示「住時晝業、夜業，身業、語業」。 

又若臥者此言：顯示「住時夜業」。 

當知是名住時五業。 

3、行、住時正知四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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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業安守正念，不放逸住，當知此業，正念所攝、不放逸攝。 

(1)、明正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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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量、如理、如其品類正知而作。 

(2)、顯勝利 

彼由如是正知作故，於現法中無罪、無犯、無有惡作，無變、無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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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資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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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依基釋：於現、後無罪，為得未得集資糧。) 

 

(二)、總結略義 

如是名為：「正知而住」所有略義。 

前廣分別，今此略義，一切總名：正知而住。 

 

 



  《瑜伽師地論》卷 25 

 1 

《瑜伽師地論》卷 25 

本地分中聲聞地  

第十三初瑜伽處出離地第三之三 
上
廣

下
淨老師指導．釋如佑敬編 2004/11/25 

 

《國譯一切經》：第七項  第九門明善友性 

壹、善友性(披尋記．第 2冊．p.855～863) 

云何名善友性？(p.417a ) 

一、廣分別 

(一)、由八因緣 

謂八因緣故，應知一切種圓滿善友性。何等為八？謂如有一，安住禁戒、具足多聞、能

有所證、性多哀愍、心無厭倦、(p.417b )善能堪忍、無有怖畏、語具圓滿。 

1 云何名為 

安住禁戒？ 

 

謂安住具戒，善能守護別解律儀，如前廣說。 

樂沙門(śramaṇa 勤勞、息惡)性、 

樂婆羅門(brāhmaṇa 淨行，能分別經書世典，善於祭祀儀禮，持戒具

足，智慧通達)性， 

為自調伏(控禦身口意三業，制伏諸惡行)、為自寂靜、為自涅槃，修

行正行。如是名為「安住禁戒」。 

2 云何名為 

具足多聞
1？ 

謂若有法宣說開示，初、 中、後善，文義巧妙，獨一(不共外道世

法)圓滿，清白梵行，於如是類眾多妙法、能善受持、言善通利(純熟、

能讀能誦而無滯礙)、意善尋思、見善通達(如實覺了)。如是名為「具

足多聞」。 

3 云何名為 

能有所證？ 

 

◎謂能證得勝無常想、無常苦想、苦無我想、 

厭逆食想，一切世間不可樂想、有過患想， 

斷想(除了愛結餘結斷諸想)、離想(愛結斷諸想)，滅想(諸餘順結法

斷諸想)、死想， 

(以上共十想，能除滅婬欲等三毒) 

不淨想、青瘀想，膿爛想、破壞想，膨脹想、噉食想，血塗想、

離散想，骨鎖想、觀察空想。(九想觀不淨，為遮婬欲)  

◎復能證得最初靜慮、第二靜慮、第三靜慮、第四靜慮、空無邊處、

識無邊處、無所有處、最後非想非非想處(八等至)。    

◎又能證得慈、悲、喜、捨(四無量心)，或預流果、或一來果、或不

還果、或神境通、或宿住通、或天耳通、或死生通、或心差別通、

或阿羅漢(五通四果)。 

◎具八解脫(又名八背捨，即依八種禪定力以背棄五欲境)靜慮等定

(色界四禪，無色界的四空定，滅盡定，即九次第定)，有大堪能、

                                                 
1《瑜伽論記》卷 6 之上「解具多聞中，能善受持，通語業意業。言善通利者，語業自在，意善尋思見善

通利，明意業自在。」(大正 42，437 c2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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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大勢力，能善為他現三神變教授教誡。 

⊙三神變者：一神力神變(能現種種神通境界)、二記說神變(能尋求

他心行差別)、三教導神變(如根如行如所悟入為說正法，於所修行能

正教誡)
2。 

如是名為「能有所證」。 

4 云何名為 

為性哀愍？ 

謂於他所常起悲憐，樂與其義，樂與其利，樂與其樂，樂與猗(音衣，

善心時於身心離惡故快樂)觸，樂與安隱。如是名為為性哀愍。 

5 云何名為 

心無倦厭？ 

謂善能示現、善能教導，善能讚勵、善能慶慰，處於四眾，宣說正

法，不辭勞倦，翹勤(奮發勤勉)無墮，起發(起心發動而能)圓滿(實

現)，為性好樂，發勤精進。如是名為：心無厭倦。 

6 云何名為 

善能堪忍？ 
(1)、耐他怨害 

謂罵不報罵，瞋不(p.417c)報瞋，打不報打、弄不報弄，堪耐椎杵，

於諸逼迫、縛錄、禁閉、捶打、毀辱、迫愶、斫截眾苦事中，自推

己過，以業異熟為所依趣，終不於他，發生憤恚，亦不懷恨，隨眠

不捨，如是雖遭輕陵毀辱，而其本性都無變改，唯常於彼思為義利。 

(2)、安受眾苦 

又能堪忍寒熱、飢渴、蚊虻，風日、蛇蠍惡觸，他所干犯、磣(夾著，

音寢)毒語言，身內所生猛利堅勁辛楚、 心、奪命苦受，為性堪忍，

能有容納。 

如是名為「善能堪忍」。 

7 云何名為 

無有怖畏？ 

謂處大眾說正法時，心無怯劣、聲無戰掉、辯無誤失，終不由彼怯

懼因緣，為諸怖畏之所逼切，腋不流汗、身毛不豎。如是名為「無

有怖畏」。 

8 云何名為語

具圓滿？ 

謂彼成就最上首(趣涅槃宮)語、極美妙語，甚顯了語、易悟解語，樂

欲聞語、無違逆語，無所依語(不為規求名利等事發語說法)、無邊際

(無量善巧方便)語。如是名為「語具圓滿，言詞巧妙」。 

                       

(二)、能作五事(披尋記．第 2 冊．p.859) 

成就如是八種因緣，善能諫(規勸)舉(發)、善作憶念，善能教授、善能教誡，善說正法。 

1 云何名為 

善能諫舉？ 

謂若有餘，於增上戒毀犯尸羅(śīla 戒行)、於增上軌毀犯軌則，由見、

聞、疑能正諫，舉真實不以虛妄，應時不以非時，饒益不以衰損，

柔軟不以麤獷，善友不以憎嫉。如是名為「善能諫舉」。 

2 云何名為 謂令憶念先所犯罪、或法、或義。 

                                                 
2 韓清淨：「善能為他現三神變教授教誡等者：如下說言由「神境神變」能現種種神通境界，令他於已生

極尊重；由彼於已生尊重故，於屬耳瑜伽作意極生恭敬。由「記說神變」能尋求他心行差別。由「教

誡神變」如根如行如所悟入為說正法，於所修行能正教誡。故三神變能攝諸相圓滿教授。《披尋記》

p.8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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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作憶念？ ◎ 云何名為令其憶念先所犯罪？謂若有餘，先起毀犯而不能憶，善

作方便，令彼憶念，告言：長老！曾於某處、某事、某時，毀犯

如是如是色類。如是名為：令其憶念先所犯罪。 

◎云何名為令憶念法？謂若有餘，於先所聞、所受正法獨處(p.418a )

思念，所謂契經、應頌、記別，廣說如前，彼若不憶令其憶念，

或復稱述、授與令憶，或3興請問、詰難(問難)令憶。如是名為：

令憶念法。 

◎云何名為令憶念義？ 

⊙謂若有餘，於先所聞、所受正義，有所忘失，為作憶念，宣說

開示，令新(領解)令顯。 

⊙又若有善能引義利、能引梵行，久時所作、久時所說，彼若忘

失，亦令憶念。 

如是名為「善作憶念」。 

3 云何名為 

善能教授？ 

謂於遠離、寂靜瑜伽，作意止觀，時時隨順教授而轉，時時宣說與

彼相應無倒言論。 

所謂能趣心離障蓋，甚可愛樂尸羅(śīla 戒行)言論、等持言論，聖慧

言論、解脫言論，解脫智見言論(五分法身)；少欲言論，喜足言論；

永斷言論(除愛結餘結斷名斷界)，離欲言論(愛結斷名離界)、寂滅言

論(諸餘順結法斷名滅界)，損減(惡法)言論、無雜(染)言論，順緣性

緣起言論。如是名為「善能教授」。 

4 云何名為 

善能教誡？ 

謂於大師所說聖教，能以正法、以毘奈耶(vinaya 律藏)，平等教誨。 

◎或軌範師、或親教師、或同法者，或餘尊重、等尊重者，如實知

彼隨於一處違越毀犯，便於時時如法呵責，治罰驅擯，令其調伏。 

◎既調伏已，如法平等、受諸利養，和同曉悟、(惡行令其)收斂、攝

受(善行令其成就)。 

◎於所應作、及不應作，為令現行、不現行故，於其(應)積習、及不

(應)積習，教導教誨。 

如是名為「善能教誡」。 

5 云何名為 

善說正法？ 

◎謂於時時，能善宣說初時所作，無倒言論。所謂施論(令離染著)、

戒論(出離惡趣)、(修定)生天之論(世間法)，於諸欲中，能廣開示

過患、出離、清淨品法。 

◎又於時時宣說，超勝四種聖諦相應言論(出世法)，所謂苦論、集論、

滅論、道論。 

◎為諸有情得成熟故、為諸有情得清淨故(令得入聖)、為令正法得久

住故(若教若證傳燈不滅)，宣說4(與理)相應、助伴(教能資行)、隨

                                                 
3《大正藏》內文原作「成」，今依《高麗藏》15，733c9 改作「或」。 
4《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8：「相應謂與理相應，即緣如是智也。助伴同時心心所法也。隨順即有漏加行智，   

 隨順正智故。清高[亮]簡濁亂語也。有用者謂得涅槃相稱不相違語也。」(大正 43，112 b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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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正智之有漏加行智)、清亮(無濁亂)
5
、有(p.418b )用(得涅槃)、

相稱(與理不相違語)，應順(時機) 名、句、文身所有言論。 

◎又此言論，應時(機)而發、殷重(欲說法時作利他意)、漸次(先說方

便，後說根本)、相續(為詮法義必須詞句相續連帶)、俱有(語必會

義)，令其欣慶，令其愛樂，令其歡喜，令其勇悍，無所訶擯。相

應、助伴、無亂、如法稱順眾會。 

◎有慈憐心，有利益心，有哀愍心，不依利養恭敬讚頌，不自高舉，

不陵蔑他。 

如是名為「善說正法」。 

由彼成就如是八支，於時時間(能作五事)：善能諫舉、善作憶念、善能教授、善能教

誡、善說正法，是故說彼名為善友。 

 

二、顯略義(披尋記．第 2冊．p.863) 

如是廣辯善友性已。復云何知此中略義？ 

◎謂若善友心善稠密、為性哀愍，最初於彼樂為利益、樂為安樂。 

◎又即於此利益安樂，如實了知，無有顛倒、離顛倒見。 

◎又即於此利益安樂，有大勢力、方便善巧，能令積集(善根)，能令引發(聖道)。 

◎又即於此利益安樂，翹勤無墮、起發圓滿，為性好樂、發勤精進。 

當知由此四因緣故，攝一切種，總、略圓滿善知識性，如是名為：此善友性所有略義。 

若前所說廣分別義。若此所說所有略義，一切總說為善友性。 

 

貳、聞思正法   《國譯一切經》：第八項  第十門 明聞正法 

云何名為：聞思正法？(披尋記．第 2冊．p.863～870) 

一、正法 

(一)、十二分教 

謂正法者，若佛世尊、若佛弟子、正士(四向)、正至(四果)、正善丈夫，宣說開顯分別照

了。 

此復云何？所謂契經、應頌、記別，廣說如前。十二分教是名正法。 

 

1 

云何契經？ 謂薄伽梵(bhagavān 世尊)於彼彼方所，為彼彼所化有情，依彼彼所

化諸行差別，宣說無量蘊相應語、處相應語，緣起相應語、食相應

語，諦相應語、界相應語，聲聞乘相應語、獨覺乘相應語，如6來乘

相應語，念住、正斷、神足、根力、覺支、道支等相應語，不淨、

息念(數息)、諸(p.418c )學(戒定慧三學)、證淨(信三寶及戒的四不壞

淨)等相應語。 

                                                 
5 《大正藏》與《高麗藏》(高麗 15，734 a18)皆作「清亮」，但《瑜伽論記》作「清高」(大正 42，439a3) 。 
6 「如」字《大正藏》內文原作「知」，但是校勘欄注：知＝如【聖】（大正 30，418d，n.1）今據聖本及

前後文意改為「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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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集如來正法藏者，攝聚如是種種聖語，為令聖教久住世故，以諸

美妙名、句、文身，如其所應次第安布、次第結集，謂能貫穿、縫

綴，種種能引義利、能引梵行、真善妙義。是名契經(sūtra, 線， 

thread，經藏，以長行綴絹[連結、裝飾]所應說義)。 

2 

云何應頌7？ 謂於中間、或於最後宣說「伽他」(gāthā、頌偈、韻文形式的經文) 
8，或復宣說未了義經(長行略說，未廣分別)。是名應頌(geya、祇夜、

重頌、重覆前述，令義顯了)。 

3 
云何記別？ 謂於是中，記別弟子命過已後當生等事(兼顯授記得涅槃事)，或復

宣說已了義經。是名記別(酬答辨析，顯了法義)。 

4 
云何諷頌9？ 謂非(長行)直說，是結句說，或作二句、或作三句、或作四句、或

作五句、或作六句等。是名諷頌(不重頌伽陀頌)。 

5 
云何自說？ 謂於是中，不顯能請補特伽羅(pudgala 眾生)名字、種姓，為令當來

正法久住、聖教久住、不請而說。是名自說。 

6 

云何因緣10？ 謂於是中，顯示能請補特伽羅名字、種姓，因請而說，及諸所有毘

奈耶(vinaya 律)相應，有因、有緣別解脫經(prātimokṣa、波羅提木

叉、戒本，彙集比丘、比丘尼所受持之學處，即禁戒條目之書)11。

是名因緣(「戒經」名「因緣經」，有緣起制立一切所學處)。 

7 云何譬喻？ 謂於是中，有譬喻說。由譬喻故，本義明淨。是名譬喻。 

8 云何本事？ 謂諸所有(佛弟子)宿世相應事義言教，是名本事。  

9 

云何本生？ 謂於是中宣說，世尊在過去世，彼彼方分。若死、若生行菩薩行，

行難行行，是名本生。 

10 

云何方廣？ 謂於是中廣12說一切諸菩薩道，為令修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anuttara-samyak-saṃbodhi 無上正等正覺，無上菩提)、十力、無畏、

無障智等一切功德，是名方廣。 

                                                 
7《瑜伽論記》卷 6 上：「應頌者，謂佛說經已半，或於最後，為後來重說伽陀，我為鈍人聞長行說仍未了

義或中間時或於最後重說伽陀。 

三藏云：「佛於長行略說未顯名未了義，故於中間或於最後重說伽陀令顯了，故云或復宣說未了義經，

亦未論要，為後來或為鈍根方重說。」  

泰云：應頌有三：「一、於說義中間應以偈頌上義；二、於說義最後重頌前義；三、於諸經中頌及長行

未了義經應更分別故名應頌。」  

基述三藏言：「非經未了謂聽者未了，此未之所聞也。」(大正 42，439 b5～15)。 

韓清淨：或復宣說未了義經等者：謂若是經唯略標義，未廣分別，是名宣說未了義經。於如是經亦名應 

頌。《披尋記》p.864。 
8 他＝陀【元】【明】（大正 30，418d，n.2） 
9 《瑜伽論記》卷 6 上：「諷頌者，謂非長行直說，但以巧妙言調結於句韻，或作二句乃至六句等諷頌說

法，是不重頌伽陀頌也，不同室路迦誦，不問有義、無義但滿三十二字以為一誦，是經論數法。」(大

正 42，439 b17～21)。 
10 《瑜伽論記》卷 6 之上「因緣者，因請而說，即一切經律但是有請說者皆名因緣經。言及諸所有毘奈

耶等者，十二年前眾未有犯但略教誡，十二年後因眾有犯廣說戒經名因緣經。」(大正 42，439 b22～26)。 
11  韓清淨：有因、有緣別解脫經者：謂有緣起制立一切所學處故。《披尋記》p.864。 
12 廣＝宣【明】。（大正 30，418d，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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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云何希法13？ 謂於是中宣說，諸佛、諸佛弟子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śikṣamāṇā

正學女)、勞策男(沙彌)、勞策女(沙彌尼)、近事男、近事女等(七眾)。

若共(為求涅槃，斷惡修善所生功德，近感人天，同餘福分)、不共(遠

剋出世涅槃)勝於其餘(外道)、勝諸世間，(知勝義一切智者)同意所

許，甚奇希有、(大福、)最勝功德。是(p.419a )名希法。 

12 

云何論議？ 所謂一切摩呾履迦(mātṛkā，經中法義之綱目、宗要、本母)、阿毘達

磨(abhidharma，教法之研究)，研究甚深素呾纜(sutra 契經)義，宣暢

一切契經宗要。是名論議。 

 

(二)、三藏所攝(披尋記．第 2 冊．p.866) 

如是所說十二分教，三藏所攝。 

謂或有素怛纜(sutra 經)藏攝，或有毘奈耶(vinaya 律)藏攝，或有阿毘達磨(abhidharma 論)

藏攝。 

當知此中，若說契經、應頌、記別、諷頌，自說、譬喻，本事、

本生，方廣、希法。 

是名素怛纜藏。 

若說因緣 是名毘奈耶藏。 

若說論議 是名阿毘達磨藏。 

是故如是十二分教，三藏所攝。 

如是一切正士、正至、正善丈夫共所宣說：故名正法。 

 

二、聞思(披尋記．第 2冊．p.866) 

◎聽聞此故名聞正法。此復云何？ 

⊙一藏謂如有一，或受持素呾纜、或受持毘奈耶、或受持阿毘達磨。 

⊙二藏或受持素怛纜及毘奈耶、或受持素怛纜及阿毘達磨、或受持毘奈耶及阿毘達磨。 

⊙三藏或具受持素怛纜、毘奈耶、阿毘達磨。 

如是一切名聞正法。 

※此聞正法復有二種：一、聞其文。二、聞其義。 

 

◎云何思正法？《國譯一切經》：第九項  第十一門明思正法 

謂如有一，即如所聞所信正法，獨處空閑，遠離六種不應思處：謂思議我、思議有情、

思議世間、思議有情業14果異熟、思議靜慮者靜慮境界、思議諸佛諸佛境界。 

不應思處有六： 

一、我體無故不應思。 

二、有情假立亦無真實故不應思。 

                                                 
13《瑜伽論記》卷第六之上：「希法者，謂說佛及弟子七眾所有功德，若共不共勝於餘故名希法，其若七

眾為求涅槃斷惡修善所生功德近感人天同餘福分故名為共，因此遠剋出世涅槃故名不共，以不共故勝

於其餘外道功德，雖共感人天人天中勝，故云勝諸世間知勝義一切智者同意所許甚奇希有大福等字，

即收餘處所說青牛行瓦缽間不相打觸，白狗聽法，獼猴奉蜜等事，名為希法。」(大正 42，439 c3～11)。 
14 業＋（思議）【宋】【元】【明】（大正 30，419d，n.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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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間中如器世界如是安布。如四大性法爾如是，亦不應思。 

四、有情業果唯佛乃知，佛十力中業力(業異熟智力)最深，非聲聞境，故不應思。 

五、靜慮所發神通境界，非思量境，故不應思。 

六、諸佛境界非聲聞境，故不應思。 

 

但正思惟所有諸法自相(特殊不共的性質, 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共相(普遍共通的性質, 

common characteristic)。 

略辨有三： 

一、且如色蘊中十一種(五根，五境及無表/法處所攝色)異名為自相；同為四大所造、變

壞、質礙等三義，即是共相。 

二、五蘊各別名為自相；同有聚積總略義故，名為共相。 

三、色等五蘊性相各異，名為自相；無常、苦、空、無我理同，名為共相。 

 

◎如是思惟復有二種。 

⊙一者以算數行相，善巧方便算計諸法(有數目可記的)。 

⊙二者以(相)稱量(知)行相，依正道理觀察諸法功德過失。 

謂若思惟諸蘊相應所有言教；若復思惟，如前所說、所餘，隨一(處、界，乃至諸學、

證淨等相應語)所有言教，皆由如是二種行相方便思惟。 

◎此復云何？ 

⊙算數行相 

謂言「色」者：即十色處(眼、耳、鼻、舌、身、色、聲、香、味、觸)及(意識所緣的)

墮法處所攝眾色(律儀、不律儀、定所引境色)，是名色蘊。 

所言「受」者：即三種受(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捨受)，是名受蘊。 

所言「想」者：即六想身(眼觸所生想，耳觸所生想，鼻觸所生想，舌觸所生想，身觸

所生想，意觸所生想)，是名想(p.419b )蘊(於境取像為性，施設種種名言)。 

所言「行」者：即六思身(眼觸所生思，耳觸所生思，鼻觸所生思，舌觸所生思，身觸

所生思，意觸所生思)等，是名行蘊(行名造作，思是業性，造作義強，指故意的行為)。 

所言「識」 

者：即六識身(眼識身、耳識身、鼻識身、舌識身、身識身、意識身)等，是名識蘊。15 

如是名為：以算數行相16思惟諸蘊相應言教。 

或復由此算數行相，別別思惟、展轉差別，當知即有無量差別。 

⊙稱量行相 

云何以稱量行相，依正道理思惟「諸蘊相應言教」？ 

謂依四道理無倒觀察。何等為四17？ 

                                                 
15《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74「問：識蘊云何？答：六識身，謂眼識乃至意識，契經及阿毘達磨皆作 

  是說…」。(大正 27, p.383 c12～14)。 
16 相＝想【聖】（大正 30，419d，n.6） 
17《解深密經》卷五「道理者當知四種：一者觀待道理、二者作用道理、三者證成道理、四者法爾道理。

觀待道理者：謂若因若緣能生諸行及起隨說，如是名為觀待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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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觀待道理。二、作用道理。三、證成道理。四、法爾道理。 

1、云何名為 

觀待道理？ 

謂略說有二種觀待。一生起觀待、二施設觀待。 

 ◎生起觀待者：謂由諸因、諸緣(十因四緣)勢力生起諸蘊，此蘊生

起要當觀待諸因諸緣。 

◎施設觀待者：謂由名身、句身、文身，施設諸蘊，此蘊施設要

當觀待名句文身。 

是名於蘊生起觀待、施設觀待。 

即此生起觀待、施設觀待，生起諸蘊、施設諸蘊， 

說名道理瑜伽方便(如此觀待，修瑜伽者方便了知)，是故說為「觀

待道理」。 

2、云何名為 

作用道理？ 

◎謂諸蘊生已，由自緣故，有自作用各各差別。 

◎謂眼能見色、耳能聞聲、鼻能嗅香、舌能嘗味、身能覺觸、意

能了法；「色」為眼境、為眼所行，乃至「法」為意境、為意所

行。或復所餘如是等類，於彼彼法別別作用，當知亦爾。 

即此諸法各別作用，所有道理瑜伽方便，皆說名為「作用道理」。 

3 云何名為 

證成道理？ 

謂一切蘊皆是無常，眾緣所生苦、空、無我，由三量(pramāṇa，

measure。指認識作用之形式、過程、結果，及判斷知識真偽之標

準等)，故如實觀察。 

◎謂由至教量(聖言量)故、由18現量故、由比量故，由此三量證驗 

道理。 

◎諸有智者，心正執受(cognize, grasp，生淨信解)，安置(能生正見)

成立(令義決了)，謂一切蘊皆無常性、眾緣生性、苦性、空性，

及無我性。如是等名「證成道理」。 

4、云何名為 

法爾道理？ 

徵謂何因緣故即彼諸蘊，如是種(p.419c )類諸器世間，如是安 

布？ 

何因緣故地堅為相、水濕為相、火煖為相、風用輕動，以為其 

相？ 

何因緣故諸蘊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 

何因緣故色變壞相、受領納相、想等了相(搆畫諸法像類；起諸

言說)、行造作相、識了別相？ 

答由彼諸法本性應爾、自性應爾、法性應爾 (諸法以其自然之本來

狀態而存在及作用) ，即此法爾，說名道理瑜伽方便。 

或即如是、或異如是、或非如是，一切皆以法爾為依，一切皆

歸法爾道理，令心安住、令心曉了。 

                                                                                                                                                         
作用道理者：謂若因若緣能得諸法，或能成辦，或復生已作諸業用，如是名為作用道理。 

證成道理者：謂若因若緣能令所立所說、所標義得成立，令正覺悟，如是名為證成道理。…… 

法爾道理者：謂如來出世、若不出世，法性安住、法住法界，是名法爾道理。」(大正 16，709b11～710a18)。 
18 由＝道【元】【明】。（大正 30，419d，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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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名為「法爾道理」。 

如是名為：依四道理，觀察諸蘊相應言教。 

如由算數行相及稱量行相，觀察諸蘊相應言教，如是即由二種行相，觀察其餘所有

言教。 如是總名審正觀察，思惟一切所說正法。 如是名為：聞思正法。 

  

參、無障  《國譯一切經》：第十項  第十二門明無障  (披尋記．第 2冊．p.870～875) 

云何無障？謂此無障略有二種。一者依內(自身因素)、二者依外(在因素)。 

我當先說依內、外障；與彼相違，當知即是二種無障。 

一、有障 

  (一)、廣辨 

1、依內障 

云何名依內障？ 

(1)、加行障攝 

◎謂如有一，於其先世不曾修福；不修福故，不能時時獲得隨順資生眾具，所謂衣、食、

諸坐臥具、病緣醫藥及餘什具。 

◎有猛利貪及長時貪，有猛利瞋及長時瞋，有猛利癡及長時癡。 

◎或於先世積集、造作多疾病業，由彼為因多諸疾病。 

◎或由現在行不平等，由是因緣風熱痰廕(四大不平衡)，數數發動。 

◎或有宿食(積食)住在身中。 

(2)、遠離障攝 

或食麤重、多事多業，多有所作、多與眾會，樂著事業、樂著語言，樂著睡眠、樂著諠

眾，樂相雜住、樂著戲論。 

(3)、寂靜障攝 

樂自舉恃(高慢)、掉亂(掉舉散亂)、放逸、居止非處。 

如是等類，應知一切名依內障。 

2、依外障 

云何名依外障？ 

(1)、依不善士 

謂如有一，依不善士，由(p.420a )彼因緣，不能時時獲得隨順教授、教誡。 

(2)、依非處所 

或居惡處於此住處。 

若晝日分，多有種種諠雜、眾集、諸變異事。 

若於夜分，多有種種高聲、大聲、大眾諠雜。 

復有種種猛利辛楚、風日惡觸，或有種種人及非人怖畏驚恐。 

如是等類，應知一切名依外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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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略義(披尋記．第 2冊．p.871) 

如是廣辯內外障已。復云何知此中略義？ 

謂於此中，略有三障。 

一加行障，二遠離障，三寂靜障。 

1、加行障 

云何加行障？謂若此障會遇現前，於諸善品所有加行，皆無堪能，亦無勢力。 

此復云何？謂常疹(瘡)疾、困苦、重病，風熱痰陰(廕)數數發動，或有宿食住在身中，或

被蛇蠍、百足(蜈蚣)
19、蚰蜒(像蜈蚣而略小)

20之所蛆螫(剌)，或人、非人之所逼惱。又不

能得衣、食、臥具、病緣醫藥及餘什具。 

如是等類，應知一切名加行障。 

2、遠離障 

云何遠離障？ 

◎謂食麤重，多事多業、多有所作。 

◎或樂事業，由此因緣，愛樂種種所作事業，後彼事中其心流散。 

◎或樂語言，由此因緣，雖於遠離斷寂靜修，有所堪能、有大勢力，然唯讀誦便生喜足。 

◎或樂睡眠，由此因緣，惛沈、睡眠常所纏繞，為性懈怠、執睡為樂、執倚為樂、執臥

為樂。 

◎或樂諠眾，由此因緣，樂與在家、及出家眾，談說種種王論、賊論，食論、飲論，妙

衣服論、婬女巷論，諸國土論、大人傳論，世間傳論、大海傳論，如是等類能引無義，

虛綺論中，樂共談說， 抂(枉)21度時日。 

◎又多愛樂數與眾會，彼彼事中令心散動、令心擾亂。 

◎或樂雜住，由此因緣，諸在家眾、及出家眾，若未會遇，思慕欲見。若已會遇，不欲

別離。 

◎或樂戲論，由此因緣，樂著世間種種(p.420b )戲論，於應趣向好樂前行，於遠離中喜

捨善軛。 

如是等類眾多障法，應知一切名遠離障。 

若有此障會遇現前，難可捨離阿練若(araṇya 寂靜處)處、山林、曠野、邊際臥具所有貪

著，亦不能居阿練若處、塚間、樹下、空閑靜室。 

 

3、寂靜障 

云何寂靜 (寂靜之體即是止觀) 障？ 

謂寂靜者，即奢摩他(śamatha 止)、毘缽舍那(vipaśyanā，觀)；有奢摩他障、有毘缽舍那

障。 

◎云何奢摩他障？謂諸放逸及住非處。 

                                                 
19【百足之蟲】1.馬陸的別名。體長而稍扁，長寸餘，由許多環節構成，各節有足一至二對。中斷成兩截，

頭尾仍能各自行走。2.蜈蚣的俗稱。《漢語大辭典》8 卷 p.219。 
20【蚰蜒】節足動物，像蜈蚣而略小，體色黃褐，有細長的腳十五對，生活在陰濕地方，捕食小蟲，有益

農事。《漢語大辭典》8 卷 p.857。 
21 抂＝枉【宋】【元】【明】（大正 30，420d，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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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放逸故，或惛沈、睡眠纏繞其心、或唯得奢摩他便生愛味、或於下劣性心樂趣入、

或於闇昧性其心樂著。 

⊙由住如是非處所故，人或非人諠雜擾亂，他所逼惱、心外馳散。 

如是名為：奢摩他障，當知此障能障寂靜。 

◎云何毘缽舍那障？謂樂自恃舉、及以掉亂。 

⊙☆樂自恃舉者，謂如有一作是思惟：我生高族、淨信出家，非為下劣，諸22餘比丘

則不如是，由此因緣自高自舉、陵蔑於他。 

☆如是我生富族、淨信出家非為貧匱，我具妙色、喜見端嚴、多聞聞持，其聞積集、

善巧言詞、語具圓滿，諸餘比丘則不如是，由此因緣自高、自舉、陵蔑於他。 

☆彼由如是自高舉故，諸有比丘耆年多智、積修梵行，不能時時恭敬請問；彼諸比

丘，亦不時時為其開發未開發處、為其顯了未顯了處，亦不為其殷到精懇、以

慧通達甚深句義、方便開示、乃至令其智見清淨。 

如是名為：樂自恃舉毘缽舍那障。 

☆又如有一，唯得「少分下劣智見」安隱而住，彼由如是「少分下劣智見」安住，

便自高舉，自高舉故，便生喜足更不上求。 

是名樂自恃舉所住23
(作)毘缽舍那障。 

⊙言掉(p.420c)亂者，謂如有一，根不寂靜，諸根掉亂、諸根囂舉，於一切時惡思所思、

惡說所說、惡作所作，不能安住思惟諸法，不能堅固思惟諸法。 

由此因緣，毘缽舍那不能圓滿、不得清淨，是名掉亂毘缽舍那障。 

◎如是二法障奢摩他，謂多放逸、及住非處二法，能障毘缽舍那，謂樂自恃舉、及以掉

亂。如是若奢摩他障、若毘缽舍那障，總名寂靜障。 

如是名為：障之略義。 

即此略義及前廣辨，總略為一，說名為障。 

 

二、無障(披尋記．第 2冊．p.875) 

 此障相違，當知無障。 

 謂即此障無(體)性、遠離、不(和)合、不會(遇)，說名無障。 

 

肆、惠捨 《國譯一切經》：第十一項 第十三門明修惠捨 

(披尋記．第 2冊．p.875～879) 

云何惠捨？謂若布施其性無罪，為莊嚴(無漏)心、為助伴心(為與無漏心以為助伴，滋長

無漏作意等)、為資(修)瑜伽(行)、為得上(涅槃)義而修布施，是名惠捨。 

問：誰能施？誰所施？用何施？何相施？云何施？何故施？ 

(問中有六：一、問能施人。二、問受施人。三、問所捨物。四、問施體相。五、問施

因。六、問施緣) 

由此因緣，施性無罪？答： 

                                                 
22 諸＝者【元】（大正 30，420d，n.3） 
23 住＝作【宋】【元】【明】【聖】（大正 30，420d，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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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誰能施者？ 謂施者、施主是名能施。云何施者？云何施主？ 

⊙謂若自手施，名為施者。 

⊙若自物施、若欣24樂施，非不樂施，名為施主。 

2、誰所施者 謂四種所施(對象)：一、有苦者。二、有恩者。三、親愛者。四、尊

勝者。 

⊙云何有苦者？謂貧窮者、或乞丐者，或行路者、或悕求者，或盲

瞽者、或聾騃(音呆，痴呆愚笨)者，或無依者、或無趣者，匱乏種

種資生具者。復有所餘如是等類，名有苦者。 

⊙云何有恩者？謂或父母、或乳飲者、或養育者、或成長者、或於

曠野沙磧等中能濟度者、或飢儉(荒年)時能賑25恤者、或怖怨敵而

救援26者、或被執縛而能解者、或遭疾病而救療者、教利益者、教

安樂者、引利益者、引安樂者，隨所生起諸事務中，為助伴者、

同歡喜者、同憂愁者，遭厄難時不相棄者。(p.421a )復有所餘，

如是等類名有恩者。 

⊙云何親愛者？謂諸親友、或於其處，有愛有敬、或信順語、或數

語言談論交往、或有親昵(音匿、親近)27，復有所餘，如是等類說

名親愛。 

⊙云何尊勝(有德行的修行人)？謂若沙門、若婆羅門，世間同許為賢

善者、離損害者、極離害者、離貪欲者、為調伏貪而修行者，離

瞋恚者，為調伏瞋而修行者，離愚癡者、為調伏癡而修行者。復

有所餘，如是等類名尊勝者。 

3、用何施者？ 謂若略說：或用有情數物而行惠施，或用無情數物而行惠施。 

⊙云何有情數物持用惠施？ 

☆謂或妻子、奴婢、作使，或象、馬、豬、牛、羊、雞、鴨、

駝、騾等類，或有諸餘大男、大女、小男、小女，或復所餘

如是等類所用施物。 

☆ 或復內身頭、目、手、足、血、肉、骨髓，隨願施與，此亦

名為「有情數物持用布施」。是諸菩薩所現行事，非此義中

意所許施。 

☆名無罪施 

若有於彼諸有情類(行惠施)，或得自在、或有勢力、或能制伏
28。 

                                                 
24 欣＝欲【宋】【元】【明】【聖】（大正 30，420d，n.9） 
25 賑＝振【宋】【元】【明】【聖】（大正 30，420d，n.10） 
26 援＝拔【宋】【元】【明】（大正 30，420d，n.11） 
27 昵〔n  ㄋ〡ˋ〕同“ 暱 ”。1.親近；親昵。2.指親寵；親戚。3.近，距離近。《漢語大辭典》卷 5，

p.683。 
28《瑜伽論記》卷 6 之上：「答第三問中，是諸菩薩所現行事，非此義中意所許施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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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若應持彼惠施於他，若惠施時自無有罪，若不由彼惠施因緣

他心嫌恨；若施於他，知彼有情不為損惱，是名「無罪有情

數物持用惠施」。 

⊙云何無情數物持用惠施？謂略說有三種物。一者財物。二者穀

物。三者處物。 

☆言財物者，謂末尼(maṇi 寶珠)、真珠、琉璃、螺貝、璧玉、

珊瑚、馬瑙、彩石、生色(金)、可染(銀)29、赤珠右旋(紋)30。

復有所餘如是等類，或諸珍寶，或金、或銀，或諸衣服、或

諸什物，或香、或鬘，是名財物。                               

☆云何穀物？謂諸所有可食、可飲，大麥、小麥，稻、穀、粟、

穀，糜黍(音暑，穀米)、胡麻，大小豆等，甘蔗、蒲桃、乳酪、

果汁，種種漿飲。復有所餘如是等(p.421b )類，是名穀物。 

☆云何處物？謂諸田宅、邸店(供客商堆貨﹑交易﹑寓居的行棧)、

廛肆(店鋪、街市)
31，建立福舍(為供應旅人及貧者所使用之宿

舍)、及寺館(眾生共遊止之所)等。復有所餘如是等類，是名

處物。 

是名「無罪無情數物持用惠施」。 

當知此中，有情數物、無情數物，一切總說名所用施。 

4、何相施者？ 謂無貪俱行思造作心意業，及此所起身業、語業捨所施物，或自相

續、或他相續。是名施(體)相。 

5、云何施者？ ◎謂由淨信而行惠施、由正教見而行惠施、由有果見而行惠施、由

極殷重而行惠施、由恭敬心自手行施而不輕慢，應時而施，濟他(的

需)要用、不損惱他而行惠施。 

◎如法平等，不以兇暴積集財物而行惠施，以(新)鮮(清)潔物而行惠

施，以精妙物而行惠施，以清淨物(非誑詐得、非侵他得)而行惠施。 

◎由此自他俱無有罪，數數惠施，制伏慳垢、積集(串習)勢力而行惠

施，先心歡喜而行惠施，於正施時其心清淨施已無悔。 

如是(因)而施。 

6、何故施者： 或慈悲故而行惠施，謂於有「苦」。 

或知恩故而行惠施，謂於有「恩」。 

                                                                                                                                                         
景云：「此釋疑難。難云：菩薩行施本為安樂前人而行惠施，云何逼惱妻子乃至大男大女等令其苦惱將施

前人？為通此難，故云：是諸菩薩終無逼惱妻子行施事，非此中意所許施，以無逼惱此人生彼人安樂

故。若爾，云何向言將妻子施？為答此問，故下答意者菩薩有三因緣將妻子施：一、有自在力能制伏

彼伏將他施時自知無罪：二、以方便勸導教化令無嫌恨：三、知前人得我妻子不為損惱，由具三義將

妻子施，闕一不可。」  

基云：「此中意明菩薩用前有情數物，施時必須所用施之情歡喜方用之施，非是彼生嫌恨菩薩欲得自意所

許即用之施。」(大正 42，441 a20～b5)。 
29 《瑜伽論記》卷 6 之上「生色可染者：金是生色、銀是可染；有言是梵音，但玄應師云：生便黃色不

可變改故名金也，白色可染變故即銀名可染也。」(大正 42，441 b10～13)。 
30 右旋＝布施【宋】【元】【明】，＝右施【聖】（大正 30，421d，n.6） 
31 廛〔ch’an ㄔㄢˊ〕【廛肆】市肆。亦泛指街市。(《漢語大辭典》卷 3，p.12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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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愛或敬、或信順故而行惠施，謂於「親愛」。 

或為悕求世、出世間殊勝功德，而行惠施，謂於「尊勝」。 

由是因緣故修惠施。 

由是行相，或在家者、或出家者修行布施，為莊嚴心、為助伴心、為資瑜伽、為得上

義，而行布施，由此因緣施性無罪，是名惠捨。 

 

伍、沙門莊嚴《國譯一切經》：第十二項  第十四門明沙門莊嚴 

(披尋記．第 2冊．p.879～888) 

云何名為：沙門(śramaṇa 勤勞、息惡)莊嚴？嗢柁南曰： 

正信而無諂，少病、精進、慧，具少欲、喜足，易養及易滿。 

杜多德、32端嚴，知量、善士法，具聰慧者相，忍、柔和賢善。 

(p.421c )謂如有一，(1)具足正信、(2)無有諂曲、(3)少諸疾病、(4)性勤精進、(5)成就妙慧、

(6)少欲、(7)喜足、(8)易養、(9)易滿、(10)具足成就杜多(頭陀行，dhūta, ascetic practices，

苦行)功德，(11)端嚴、(12)知量，(13)具足成就賢善士法，(14)具足成就聰慧者相，(15)堪忍、

(16)柔和、(17)為性賢善。 

一、別辨其相 

1 云何名為

具足正

信？ 

謂多淨信、多正敬順、多生勝解、多善欲樂。 

⊙於諸善法及大師所，深生淨信，無惑無疑，於大師所恭敬尊重、

承奉供養，既修如是恭敬尊重、承奉供養，專心親附，依止而住。 

⊙如於大師，如是於法同梵行者、於諸所學教授教誡、於修供養、

於無放逸、於三摩地，當知亦爾。 

如是名為：具足正信。 

2 云何名為 

無有諂

曲？ 

謂有純質為性正直，於其大師、及諸有智同梵行所，如實自顯。如是

名為：無有諂曲。 

3 云何名為 

少諸疾

病？ 

謂性無病，順時變熟，平等執受，不極溫熱、不極寒冷，無所損害，

隨時安樂，由是因緣，所食所飲，所噉所嘗，易正變熟(適時飲食消化)。

如是名為：少諸疾病。 

4 云何名為 

性勤精

進？ 

謂能安住有勢、有勤、有勇、堅猛，於善法中能不捨軛，翹勤無墮33，

起發圓滿，能有所作，於諸有智、同梵行者躬自承奉。如是名為：性

勤精進。 

5 云何名為 

成就妙

慧？ 

謂聰(聽力敏銳、與俱生、加行二慧相應)、念(記憶力)、覺(領悟力、智

力)皆悉圓滿，根不闇鈍，根不頑愚，亦不瘖啞，非手代言，有力能了

善說、惡說所有法義，具足成就「俱生覺慧」(生得善)，具足成就「加

行覺慧」(方便善)。如是名為：成就妙慧。 

6 云何 謂雖成就「善少欲等所有功德」，而不於此欲求他知，謂他知我具足少

                                                 
32 德＝得【聖】（大正 30，421d，n.8） 
33墮＝惰【宋】【元】【明】。（大正 30，417d，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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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欲？ 欲、成就功德。是名少欲。 

7 云何 

喜足？ 

謂於隨一衣服、飲食、臥具等事，便生(p.422a )歡喜，生正知足。 

⊙於所未得所有衣服或麤或妙，更無悕望、更無思慮，於所已得，

不染不愛，如前廣說而受用之。 

⊙如於衣服，於其飲食、臥具等事，當知亦爾。 

是名喜足。 

8 云何易養
34？ 

謂能獨一自得怡(然、愉悅)養(安貧樂道)，不待於他，或諸僮僕、或餘

人眾(照顧服侍)。 

又不追求餘長財寶，令他施者、施主等類謂為難養。是名易養。 

9 云何易

滿？ 

謂得微少便自支持，若得麤弊，亦自支持。是名易滿。 

10 云何成就

杜多功

德？ 

[如下所列] 

 

1、列事 

謂常期乞食、次第乞食、但一坐食、先止後食、但持三衣、但持毳衣、持糞掃衣、

住阿練若、常居樹下、常居迥露、常住塚間、常期端坐、處如常坐。如是依止，若

食、若衣、若諸敷具，杜多(頭陀行，dhūta, ascetic practices，苦行)功德，或十二種

或十三種。 

(十二攝為三類: 食四、衣三、處所有六。) 

(1) 
 

乞食 

於乞食中，分為二種：一者隨得乞食、二者次第乞食。 

⊙隨得乞食者，謂隨往還家，隨獲隨得而便受食。 

(2) 
⊙(不簡貧富)次第乞食者，謂入里巷，巡家而乞，隨得隨現而

便受食， 

 

不高舉手(拒絕)越趣餘家，願我當獲精妙飲食，乃至期願多有

所得。 

※當知此中，若依乞食無差別性，唯有十二。若依乞食有差別

性，便有十三。 

(

(3) 

云何名為 

但一坐食？ 

謂坐一座乃至應食，悉皆受食，從此座起，必不重食。如是名

為：但一坐食。 

(4) 

云何名為 

先止後食？ 

謂為食故坐如應座，乃至未食先應具受，諸所應食。應正了知：

我今唯受爾所飲食，當自支持(生命)。又正了知：我過於此，

定不當食。如是受已，然後方食。如是名為：先止後食。 

                                                 
34《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42「云何易滿？答諸不重食、不重噉、不多食、不多噉、不大食、不大噉，

少便能濟是謂易滿，不重食等名雖有異而體無別，皆為顯示易滿義故。云何易養？答諸不饕不極饕、

不餮不極餮、不耽不極耽、不嗜不極嗜、不好咀嚼、不好嘗啜、不選擇而食、不選擇而噉，趣得便濟

是謂易養。」(大正 27，215c29～216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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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云何名為 

但持三衣 

謂但三衣而自支持。何者三衣？一、僧伽胝（saṃghāti 大衣）。

二、嗢怛囉(p.422b )僧伽(uttarāsaṅga 中衣)。三、安怛婆參

(antarvasa 安陀會，下衣，為日常勞務時所穿著)。除此三衣，

終不貯畜過此長衣。如是名為：但持三衣。 

(6) 

云何名為 

但持毳衣？ 

謂所持衣或三衣數、或是長衣，一切皆用毛毳(音催，鳥獸的細

毛)而作(毛織品)，終不貯畜餘所作衣。如是名為：但持毳35
(ㄘ

ㄨㄟ、)衣。 

(7) 

云何名為 

持糞掃衣？ 

謂所有衣他捨棄擲，或街、或巷，或市、或廛(店鋪)，或道、

非道，或雜便穢，或為便穢、膿血、洟唾之所塗染，取如是等

不淨衣物，除去麤穢，堅執洗浣，縫染受持。如是名為：持糞

掃衣。 

(8) 
云何名為 

住阿練若？ 

謂住空閑、山林、坰(音 gwing1)野(外)36，受用邊際所有臥具，

遠離一切村邑聚落。如是名為：住阿練若(araṇya 空寂閑處)。 

(9) 
云何名為常

居樹下？ 

謂常期願住於樹下，依止樹根。如是名為：常居樹下。 

(10) 
云何名為常

居迥露？ 

謂常期願住於迥露(露天野居)37，無覆障處。如是名為：常居迥

露。 

(11) 
云何名為 

常住塚間？ 

謂常期願住塚墓間，諸有命過送尸骸處。如是名為：常住塚間。 

(12) 

云何名為常

期端坐？ 

謂於大床、或小繩床、或草葉座，端身而坐，推度時日，終不

以背或以其脅，依倚大床、或小繩床、或壁、或樹草葉座等。

如是名為：常期端坐。 

(13) 

云何名為 

處如常座？ 

謂所坐臥，或諸草座、或諸葉座，如舊敷設草座、葉座，而常

坐臥，一敷設後，終不數數翻舉修理。如是名為：處如常座(隨

有草地，得處便坐)。 

2、釋名 

問：何故名為杜多功德？ 

答：譬如世間或毛或毯(音坦)，未鞭(音邊，硬)、未彈(具有彈性)、未紛(多而雜亂)、

未擘(分開)，爾時相著，不軟不輕，不任造作縷線氈褥。若鞭、若彈、若紛、若擘，

爾時分散，柔軟輕妙，堪任造作縷線氈褥。⊙如是行者： 

由飲食貪於諸飲食令心染著； 

由衣服貪於諸衣服令心(p.422c )染著； 

由敷具貪於諸敷具令心染著； 

                                                 
35 毳〔cui`ㄘㄨㄟˋ〕《漢語大辭典》卷 6，p.1012。〔《廣韻》此芮切，去祭，清。〕〔《廣韻》楚稅切，去

祭，初。〕1、鳥獸的細毛。2、指獸毛皮。3、指毛皮或毛織品所製衣服。4、毛糾結。 
36【坰野】猶坰外。【坰外】荒郊，遠野。坰〔ji n ㄐㄩㄥˇ〕《漢語大辭典》卷 2，p.1077。 
37 露〔ㄌㄨˋ〕〔《廣韻》洛故切，去暮，來。〕1.夜晚或清晨近地面的水汽遇冷凝結於物體。(如草木土

石)上的水珠。通稱露水。2.庇覆，滋潤。3.顯露；暴露。5.宣布；揭露。……。【坰露】應是「坰野暴

露」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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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由如是杜多功德，能淨修治、令其純直，柔軟輕妙，有所堪任，隨順依止，能修

梵行。是故名為杜多功德。 

1 
於飲食中，有美食貪及多食貪能障

修善。 

為欲斷除美食貪故，常期乞食、次第乞食。 

為欲斷除多食貪故，但一坐食、先止後食。 

2 

於衣服中，有三種貪能障修善。 

一多衣貪、二軟觸貪、三上妙貪。 

為欲斷除多衣貪故，但持三衣。 

為欲斷除於諸衣服軟觸貪故，但持毳(音催)

衣。 

為欲斷除於諸衣服上妙貪故，持糞掃衣。 

3 

於諸敷具，有四種貪，能障修善。 

一、諠雜貪。二、屋宇貪。 

三、倚樂臥樂貪。四、敷具貪。 

為欲斷除諠雜貪故，住阿練若。 

為欲斷除屋宇貪故，常居樹下迥露塚間。又

為斷除婬佚(音逸，放縱)38貪故，常住塚間。 

為欲斷除倚樂、臥樂貪故，常期端坐。 

為欲斷除敷具貪故，處如常座。 

是名成就杜多功德。 

 

11 云何 

端嚴？ 

謂能成就若往、若還、若睹、若瞻、若屈、若伸，持僧伽胝，持衣持

缽，端嚴形相。是名端嚴。 

12 云何 

知量？ 

謂於淨信諸婆羅門、長者、居士，極恣(無限量供應)衣服、飲食、敷

具、病緣醫藥諸什物中，知量而聚(取)
39。是名知量。 

13 云何 

成就賢善

士法？ 

謂生高族淨信出家，或生富族淨信出家，顏容殊妙、喜見端嚴，具足

多聞、語具圓滿，或隨獲得少智、少見、少安樂住，由是因緣不自高

舉、不陵蔑他，能知唯有法隨法行是其諦實，既了知已，精進修行法

隨法行。是名成就賢善士法。 

14 云何成就

聰慧40者

相？ 

謂由作41業相表知愚(p.423a )夫，由作業相表知聰慧。 

其事云何？謂諸愚夫，惡思所思、惡說所說、惡作所作；諸聰慧者，

善思所思、善說所說、善作所作。是名成就聰慧者相。 

15 云何 

堪忍？ 

謂如有一，罵不報罵、瞋不報瞋、打不報打、弄不報弄。 

◎又彼尊者堪能忍受寒熱、飢渴、蚊虻、風日、蛇蠍毒觸。又能忍受

他所干犯麤惡語言。 

◎又能忍受身中所有猛利堅勁辛楚，切心奪命苦受。為性堪忍，有所

容受。 

是名堪忍。 

16 云何 

柔和？ 

謂如有一，於大師等：具足成就慈愍身業；具足成就慈愍語業；具足

成就慈愍意業；與諸有智同梵行者，和同受用應所受用，凡所飲食無

                                                 
38 佚＝泆【宋】【元】【明】（大正 30，422d，n.6） 
39 聚＝取【宋】【元】【明】【聖】（大正 30，422d，n.8） 
40「聰慧」，《大正藏》原作「總慧」，但《高麗藏》15，740c23 作「聡慧」。「聡」依《遠東漢語大辭典》

卷 4，p.2791 的解釋，同「聰」。又，依前面的偈頌和前後文來看，應作「聰慧」會比較恰當。 
41 作＝住【元】【明】（大正 30，422d，n.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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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私密，如法所獲，如法所得，墮在缽中(若物已置在於缽內)，為缽所

攝(若物雖未置於缽中而將欲置)而為受用；同戒；同見。成就如是六種

可樂、可愛、可重無違諍法(同戒、同見、同行、身慈、口慈、意慈。

又作六和敬)，易可共住，性不惱他，與諸有智同梵行者，共住一處，

常令歡喜。是名柔和。 

17 云何 

賢善？ 

謂如有一，遠離顰蹙42，舒顏平視，含笑先言，常為愛語，性多攝受善

法同侶，身心澄淨。是名賢善。 

 

二、辨住學(披尋記．第 2冊．p.885) 

◎若有成就如是諸法，愛樂正法、愛樂功德，不樂利養、恭敬、稱譽。 

◎亦不成就增益、損減二種邪見，於「非有法」未嘗增益，於「實有法」未嘗損減。 

◎於諸世間事文綺者，所造順世種種字相、綺飾文句、相應詩論，能正了知，無義無利，

遠避棄捨，不習不愛，亦不流傳。 

◎不樂貯畜餘長衣缽。 

◎遠離在家共諠雜住，增煩惱故。 

◎樂與聖眾和合居止，淨修智故。 

◎不樂攝受親里朋友，勿我由此親友因緣，當招無量擾亂事務，(p.423b )彼或變壞，當

生種種愁慼、傷歎、悲苦、憂惱。 

◎隨所生起本隨二惑，不堅執著，尋即棄捨、除遣、變吐，勿我由此二惑因緣，當生現

法、後法眾苦。 

◎終不虛損所有信施，終不毀犯清淨禁戒受用信施，終不毀呰他人信施。 

◎終不棄捨所受學處。 

◎常樂省察己之過失，不喜伺求他所愆犯。 

◎隱覆自善，發露己惡。 

◎命難因緣，亦不故思毀犯眾罪；設由忘念，少有所犯，即便速疾如法悔除。 

◎於應作事翹勤無墮，凡百所為自能成辦，終不求他為己給使。 

◎於佛世尊及佛弟子不可思議威德神力、甚深法教，深生信解，終不毀謗，能正了知：

唯是如來所知所見，非我境界。 

◎終不樂住，自妄見取、非理僻執、惡見所生言論咒術。 

 

三、釋莊嚴義 

若與如是功德相應，如是安住、如是修學，以正沙門諸莊嚴具，而自莊嚴，甚為微妙。 

譬如有人，盛壯端正，好自莊嚴，樂受諸欲，沐浴身首，塗以妙香，服鮮白衣，飾以種

種妙莊嚴具，所謂瓔珞、耳環、指環、腕釧、臂釧、諸妙寶印，并金銀等種種華鬘，如

是莊嚴極為奇妙。 

如是行者，以正沙門種種功德妙莊嚴具，而自莊嚴，其德熾然，威光遍照，是故說為沙

門莊嚴，是名沙門莊嚴具義。 

                                                 
42【顰蹙】亦作“顰顣”。皺眉蹙額。形容憂愁不樂。《漢語大辭典》卷 12，p.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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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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瑜伽處：數取趣 (卷 26-29)：  

4. 補特伽羅能證出離 

5. 建立補特伽羅 

6. 所緣 

7. 教授 

8. 學 

9. 隨順學法 

10. 瑜伽壞 

11. 瑜伽 

12. 作意 

13. 瑜伽師所作 

14. 瑜伽師 

15. 瑜伽修 

16. 修果
 

17. 補特伽羅異門 

18. 補特伽羅 

19. 建立補特伽羅因緣 

20. 魔 

21. 魔事 

22. 發趣空無有果 

 

 

《國譯一切經》69：p.501第五章 明數取趣 

(披尋記．第 2冊．p.889～912) 

廣徵 

問：於如前所舉、所開示「出離地」中： 
(壹)p.1～５有幾品類補特伽羅(pudgala 數取趣、眾生)能證出離？ 
(貳) p.５～９云何建立補特伽羅？ 
(參) p.９～１７云何所緣？ 
(肆)卷 27云何教授？ 
(伍)卷 28云何學？ 
(陸)卷 28云何隨順學法？ 
(柒)卷 28云何瑜伽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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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卷 28
云何瑜伽？ 

(玖) 卷 28云何作意？ 
(拾)卷 28云何瑜伽師所作？ 
(拾壹) 卷 28幾種瑜伽師？ 
(拾貳) 卷 28云何瑜伽修？ 
(拾參) 卷 29云何修果？ 
(拾肆) 卷 29幾種補特伽羅異門？ 
(拾伍) 卷 29幾種補特伽羅？幾種建立補特伽羅因緣？ 
(拾陸) 卷 29有幾種魔？幾種魔事？ 
(拾柒) 卷 29云何發趣空無有果？ 

 

別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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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補特伽羅品類差別  (披尋記．第 2冊．p.889～896) 

補特伽羅品類差別有二十八種。云何二十八？ 

謂 1)鈍根者、2)利根者；3)貪增上者，4)瞋增上者，5)癡增上者，6)慢增上者， 

7)尋思增上者；8)得平等者，9)薄塵性者；10)行向者，11)住果者；12)隨信行者，

13)隨法行者，14)信勝解者，15)見至者；16)身證者，17)極七返有者，18)家家者，

19)一間者；20)中般涅槃者，21)生般涅槃者，22)無行般涅槃者，23)有行般涅槃

者，24)上流者；25)時解脫者，26)不動法者；27)慧解脫者，28)俱分解脫者。 

 

1 云何鈍根補

特伽羅？ 

謂有補特伽羅成就鈍根，於所知事，遲鈍運轉、微劣運轉，

如前已說。此復二種，應知其相： 

一者、本來鈍根種姓1； 

二者、未善修習諸根。 

2 云何利根補

特(p.424c)伽

羅？ 

謂有補特伽羅成就利根，於所知事，不遲鈍運轉、不微劣

運轉，如前已說。此亦二種，應知其相： 

一者、本來利根種姓； 

二者、已善修習諸根。 

3 云何貪增上

補特伽羅？ 

謂有補特伽羅，先餘生中，於貪煩惱，已修、已習、已多

修習，由是因緣，今此生中，於所愛事，有猛利貪、有長

時貪。是名貪增上補特伽羅。 

4 云何瞋增上

補特伽羅 

謂有補特伽羅，先餘生中，於瞋煩惱，已修、已習、已多

修習，由是因緣，今此生中，於所憎事，有猛利瞋、有長

                                                 
1姓＝性【宋】【元】【明】。（大正 30，424d，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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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瞋。是名瞋增上補特伽羅。 

5 云何癡增上

補特伽羅？ 

謂有補特伽羅，先餘生中，於癡煩惱，已修、已習、已多

修習，由是因緣，今此生中，於所愚事，有猛利癡、有長

時癡。是名癡增上補特伽羅。 

6 云何慢增上

補特伽羅？ 

謂有補特伽羅，先餘生中，於慢煩惱，已修、已習、已多

修習，由是因緣，今此生中，於所慢事，有猛利慢、有長

時慢。是名慢增上補特伽羅。 

7 云何尋思增

上補特伽

羅？ 

謂有補特伽羅，先餘生中，於其尋思，已修、已習、已多

修習，由是因緣，今此生中，於所尋思事，有猛利尋思、

有長時尋思。是名尋思增上補特伽羅。 

8 云何得平等

補特伽羅？ 

(一)、舉先因緣 

謂有補特伽羅，先餘生中，雖於貪、瞋、癡、慢、尋思，

不修、不習、不多修習，而於彼法未見過患，未能厭壞、

未善推求。 

(二)、釋得平等 

由是因緣，於所愛、所憎、所愚、所慢、所尋思事，無猛

利貪、無長時貪，然如彼事，貪得現行。 

如貪，瞋、癡、慢、尋思亦爾。是名得平等補特伽羅。 

9 云何薄塵性

補特伽羅？ 

⊙謂有補特伽羅，先餘生中，於貪煩惱，不修、不習、不

多修習，(p.424c)已能於彼多見過患，已能厭壞、已善推求。 

由是因緣，今此生中，於所愛事，會遇現前眾多美妙上品

境中，起微劣2貪；於其中品、下品境中，貪全不起。 

⊙如貪，瞋、癡、慢、尋思，應知亦爾。 

是名薄塵性補特伽羅。 

10 云何行向 

補特伽羅？ 

謂行四向補特伽羅。何等為四？ 

一、預流果向；二、一來果向；三、不還果向；四、阿羅

漢果向。是名行向補特伽羅。 

11 云何住果補

特伽羅？ 

謂住四果補特伽羅。 

何等為四？一、預流果；二、一來果；三、不還果；四、

阿羅漢果。是名住果補特伽羅。 

12 云何隨信行

補特伽羅3？ 

謂有補特伽羅，從他求請教授、教誡，由此力故修證果行。 

非如所聞、所受、所究竟，所思、所量、所觀察法，自有

                                                 
2 劣＝妙【宋】【元】【明】（大正 30，424d，n.4） 
3《顯揚聖教論》卷 3：「一、隨信行，謂如有一性，是軟根純熟相續，自昔已來恒信解行，由此

因緣，今於諸諦，隨信解行趣向諦觀。」(大正 31，493 c16～18)。 

《瑜伽論記》卷 6：「隨信行者，此人在於見道已前修七方便位，隨法行亦爾。若入見道名無相 行，  

 不同薩婆多在於見道從本為名名隨信法行，還同成實四現忍位名隨信行等，入聖名無相行。《對  

 法》說：通見道名信法行，順薩婆多，《智論》見道名無相行，同跋摩說，即前隨信行住三果時 

 名信勝解，即法行住果名見至，此之二人從根立號，所謂信根及與慧根，身證者於八解脫中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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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 

自有勢力隨法修行，唯由隨他補特伽羅，信而修行。 

是名隨信行補特伽羅。 

13 云何隨法行

補特伽羅？ 

謂有補特伽羅，如其所聞、所受、所究竟，所思、所量所

觀察法，自有功能、自有勢力隨法修行，不從他求教授、

教誡，修證果行。 

是名隨法行補特伽羅。  

14 云何信勝解

補特伽羅？ 

謂即隨信行補特伽羅，因他教授、教誡，於沙門果得觸證

時，名信勝解補特伽羅。 

15 云何見至 

補特伽羅？ 

謂即隨法行補特伽羅，於沙門果得觸證時，說名見至補特

伽羅。 

16 云何身證 

補特伽羅？ 

謂有補特伽羅，於八解脫順逆入出、身作證，多安住；而

未能得諸漏永盡。是名身證補特伽羅。 

(1)有色觀諸色解脫(內有色想觀外色解脫)：謂內心未伏色

想，觀外在諸色為青瘀膿爛等不淨。 

(2)內無色想觀外色解脫︰謂內心已離色想，數數修習緣色

處境厭背行相。 

(3)淨解脫身作證具足住︰久觀不淨，厭惡轉故，令心沈慼，

遍於所緣作淨行相，雖觀淨相而不起貪。 

(4)空無邊處解脫︰謂滅有對色想，成就空無邊處之行相。 

(5)識無邊處解脫︰謂棄背空無邊心，成就識無邊之行相。 

(6)無所有處解脫︰謂棄背識無邊之心，成就無所有之行相。 

(7)非想非非想處解脫︰謂棄背無所有心，住非無想之相且

成就之。 

(8)滅受想解脫︰謂厭背受想等，趨入滅一切心、心所法的

滅盡定。 

   

17 云何名為 

極七返有補

特伽羅？4 

謂有補特伽羅，已能永斷薩迦耶見(satkāya-dṛṣṭi、有身見)、

戒禁取、疑三種結故，得預流果，成無墮(惡趣)法，定趣菩

提。極七返有，天人(p.425a)往來，極至七返，證苦邊際。

如是名為：極七返有補特伽羅。 

18 云何家家5補 謂有二種家家：一、天家家；二、人家家。 

                                                                                                                                            
 八無心依身而證，第三解脫成就在身名為身證，以於前三中勝，又界地究竟不得將餘五解脫為 

 例，身證人得八解脫亦能證彼色等及緣色等真如，而不及俱解脫」。(大正 42,p.442b13～25)。 
4 以下的階位，請參考最後【附表一】。李世傑著《俱舍學綱要》p.163～164。 
5 家家，為梵語 kulamkula 之意譯。係小乘聖者之名。為二十七賢聖之一，十八有學之一。即 

指聲聞四果中之一來向，已斷欲界三、四品修惑，而於命終時，三或二次受生於欲界人天間之

聖者。此類聖者由甲家轉生至乙家，或三生或二生，證極果，入涅槃，故稱家家。 

其受生次數可別為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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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伽羅？ 天家家者，謂於天上，從家至家，若往、若來，證苦邊際。 

人家家者，謂於人間，從家至家，若往、若來，證苦邊際。 

當知此二，俱是預流(果)補特伽羅。 

19 云何一間 

補特伽羅？6 

謂即「一來(果)」補特伽羅，行「不還果向」已，能永斷欲

界煩惱上品、中品，唯餘下品。 

唯更受一欲界天有，即於彼處得般涅槃，不復還來生此世

間。是名一間補特伽羅。7 

20 云何中般涅

槃補特伽

羅？ 

謂有三種中般涅槃補特伽羅。 

一、有一種中般涅槃補特伽羅，從此沒已，中有續生，中

有生已，便般涅槃。如小札火(說火從所依札等而起故

名)，微星纔舉，即便謝滅。 

二、有一種中般涅槃補特伽羅，從此沒已，中有續生，中

有生已，少時經停，未趣生有，便般涅槃。 

如鐵摶(揉弄)鋌(金銀銅等未成器)，炎熾赫然(旺盛)，

鎚鍛(用錘子打)星流，未下(地)便滅。 

三、有一種中般涅槃補特伽羅，從此沒已，中有續生，中

有生已，往趣生有，未得生有，便般涅槃。如彼熱鐵，

椎(鎚)
8鍛星流，下未至地，即便謝滅。 

如是三種中般涅槃補特伽羅，總說為一中般涅槃補特伽羅。 

21 云何 

生般涅槃9 

補特伽羅？ 

謂纔生彼已，便般涅槃。是名生般涅槃補特伽羅。 

 

                                                                                                                                            
(一)、三生家家，謂斷欲界三品修惑，既滅四生，猶餘六品者。 

(二)、二生家家，斷欲界四品修惑，既滅五生，仍餘五品者。 

若依受生之種類，則可分為： 

(一)天家家，謂於天趣受三或二生而證圓寂者。 

(二)人家家，於人趣受三或二生而證圓寂者。此外，又有不厭受生之「平等家家」，與厭受生

之「不等家家」等分別。《佛光大辭典》p.4084。 
6《瑜伽論記》卷 6：「一間者，唯為一生所間不得涅槃故名一間，間是間染，舊名一種子，謂不

正也。依梵本云翳迦鼻親迦，可云。然此中說，翳迦鼻指迦，此云，故不得云一種子。此人人

中得一來果進斷第七品惑，斷第八九二品惑；唯第九品、或潤於天業，唯受天一身即般涅槃，

更不還來生人中，故名一間，此中且據人得一來果往於天上般涅槃。若於天上得一來果，即來

人中唯受一身，即入涅槃名為一間。言永斷上品中品者，束九為三品，上中令盡故言斷上中品，

於下品纏生未斷盡名餘，下品中般三人， 

初人利根初捨欲界死蘊，更於色界十六處中，隨一中有現前，即斷餘惑而般涅槃，此是有餘涅

槃。 

第三人未斷餘結，不自知唯受中有，支意往趣生有，依《雜心》說三種中般皆趣生有：一者、

欲界不遠即般有餘；二者、行半；三者、垂至色界方般有餘，以未斷結不自知故皆趣生有。」(大

正 42，443a21～b10)。 
7《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53 (大正 27，276c12～277a6)。 
8 椎＝鎚【宋】【元】【明】【聖】 （大正 30，425d，n.1） 
9《瑜伽論記》卷 6：「生般者。於色界十六處及四空地，隨生一處疾斷餘結，即般有餘。」(大正

42，443b10～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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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云何 

無行般涅槃10

補特伽羅？ 

謂生彼已，不起加行、不作功用，不由勞倦，道現在前而

般涅槃。是名無行般涅槃補特伽羅。 

23 云何 

有行般涅槃

補特伽羅？ 

謂彼生已，發起加行、作大功用，由極勞倦，道現在前而

般涅槃。是名有行般涅槃補特伽羅。 

24 云(p.425b)何

上流補特伽

羅11？ 

謂有不還(果)補特伽羅，從此上生初靜慮已，住於彼處不般

涅槃，從彼沒已，展轉上生諸所生處，乃至或到色究竟天，

或到非想非非想處。是名上流補特伽羅。 

25 云何時解脫

補特伽羅？ 

(一)、標有退 

謂有補特伽羅，鈍根種姓，於諸世間現法樂住，容有退失，

或思自害、或守解脫，勵力勤修不放逸行。 

(二)、隨難釋 

謂防退失增上力故，或唯安住自分善品，或經彼彼日夜、

剎那、瞚(瞬)息、須臾，勵力勝進，乃至未證最極猛利。 

是名時解脫補特伽羅。 

26 云何不動法12

補特伽羅？ 

謂有補特伽羅，與上相違，當知是名不動法補特伽羅。 

 

27 云何慧解脫13

補特伽羅？ 

謂有補特伽羅，已能證得諸漏永盡，於八解脫未能身證具

足安住。是名慧解脫補特伽羅。 

28 云何俱分解

脫補特伽羅 

謂有補特伽羅，已能證得諸漏永盡，於八解脫身已作證具

足安住，於煩惱障分及解脫障分，心俱解脫。 

是名俱分解脫補特伽羅。 

 

                                                 
10《瑜伽論記》卷 6：「無行即「無功用聖道現前」，勝有行般用力方趣，故在有行般前；不能初

生即斷煩惱、速般涅槃，故在生般後說。此同《俱舍》無行為勝；不同《雜心》行般為勝，行

般雖無速進道，而有勤方便道，名為有行。無行般人，二修俱無，名為無行，劣故後說。」(大

正 42，443 b11～16)。 
11《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卷 13：「上流補特伽羅者：謂於色界地中皆受生已，乃至最後入色究

竟， 於彼無漏聖道現前得盡苦際，復有乃至往到有頂聖道現前得盡苦際。此中顯示二種上流：

一極 至色究竟、二極至有頂。 

1)極至色究竟者：謂多愛味補特伽羅。由多生起軟[煖]等靜慮差別愛味故，始從梵眾天乃至色

究竟。於一切處次第各受一生，乃至最後入色究竟得般涅槃。 

2)極至有頂者：謂不雜修第四靜慮，唯避淨居，如前次第生一切處，乃至有頂方般涅槃。又雜

修第四靜慮有五品差別，一下品修、二中品修、三上品修、四上勝品修、五上極品修；由此五

品雜修第四靜慮故，如其次第生五淨居」(大正 31，755 b28～c11)。 
12《瑜伽論記》卷 6：「云何不動法補特伽羅？謂有補特伽羅、與上相違，當知是名不動法補特伽 

  羅。」(大正 42，443b22～23)。 
13《瑜伽論記》卷 6：「慧解脫者，如《婆沙》說：自有慧解脫，依未至定能盡諸漏，而不能入根 

本八定，或有雖入一、二、三、四根本靜慮，而不能入四無色定，乃至或有能起八根本定、而

不能起滅盡解脫。此中亦爾，故云於八解脫未能身證、具足安住名慧解脫。」(大正 42，443 b23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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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建立補特伽羅 

云何建立補特伽羅？(披尋記．第 2冊．p.896～901) 

謂由十一差別道理，應知建立補特伽羅。云何十一差別道理？ 

一、根差別故。二、眾差別故。三、行差別故。四、願差別故。五、行跡差別故。 

六、道果差別故。七、加行差別故。八、定差別故。九、生差別故。 

十、退不退差別故。十一、障差別故.  

一、 云何由根差別建立補特伽羅？ 

謂「根」差別故，建立二種補特伽羅。一者鈍根、二者利根。 

二、 云何由眾差別建立補特伽羅？謂「眾」差別故，建立七種補特伽羅。 

謂比丘、比丘尼、式叉摩那、勞策男、勞策女、(p.425c)近事男、近事女。 

三、 云何由行差別建立補特伽羅？謂「行」差別故，建立七種補特伽羅。 

謂 1)若貪增上補特伽羅名貪行者。 

2)若瞋增上補特伽羅名瞋行者。 

3)若癡增上補特伽羅名癡行者。 

4)若慢增上補特伽羅名慢行者。 

5)若尋思增上補特伽羅名尋思行者。 

6)若得平等補特伽羅名等分行者。 

7)若薄塵性補特伽羅名薄塵行者。 

1、問：貪行補特伽

羅應知何相？ 

(披尋記． 

第 2冊．p.896) 

 

1、出彼貪纏 

答：貪行補特伽羅，於諸微劣所愛事中，尚能生起最

極厚重上品貪纏，何況中品上品境界。 

又此貪纏住在身中，經久相續長時隨縛。由貪纏故，

為可愛法之所制伏，不能制伏彼可愛法。 

2、辨隨行相 

諸根悅懌(喜悅、愉快、寛容)，14諸根不強(不倔強執拗、

柔和)，諸根不澀(音色，不苛刻、容易親近)，諸根不

麤(粗)； 

為性不(喜)好以惡身語損惱於他； 

難使遠離(欲求)，難使厭患，下劣勝解； 

事業(種種追求)堅牢，事業久固； 

禁戒堅牢，禁戒久固，能忍能受； 

於資生具，為性耽染、深生愛重； 

多喜多悅、遠離顰蹙，舒顏平視、含笑先言。 

如是等類應知是名貪行者相。 

                                                 
14懌＝澤【宋】【元】【明】【聖】（大正 30，425d，n.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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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問：瞋行補特伽

羅應知何相？ 

(披尋記． 

第 2冊．p.897) 

 

1、出彼瞋纏 

答：瞋行補特伽羅，於諸微劣所憎事中，尚能生起最

極厚重上品瞋纏，何況中品、上品境界。又此瞋纏住

在身中，經久相續長時隨縛。由此瞋纏為可憎法之所

制伏，不能制伏彼可憎法。 

2、辨隨行相 

諸根枯槁(不潤澤)，諸根剛強，諸根疏澀(令人疏遠)、

諸根麤燥； 

為性好樂以惡身語損惱於他； 

易令遠離、易令厭患； 

兇暴、彊口、形相稜層(威嚴、惡形惡相)， 無多勝解； 

事業不堅、事業不固； 

禁戒不堅、禁戒不固，不忍不受； 

多憂多惱，性好違背(與人不和)，所取不順； 

性多愁慼、性好麤言，多懷(p.426a)嫌恨，意樂慘烈，

悖惡(令人厭惡)尤蛆(尤怨也，蛆痛也)，好相拒對(對

立)，得少語言，多恚多憤，憔悴而住； 

喜生忿怒，眉面顰蹙，恒不舒顏，邪精(睛)15下視，於

他榮利多憎多嫉。 

如是等類應知是名瞋行者相。 

3、問：癡行補特伽

羅應知何相？ 

(披尋記．第 2冊．

p.897) 

 

 

1、出彼癡纏 

答：癡行補特伽羅，於諸微劣所愚事中，尚能生起最

極厚重上品癡纏，何況中品、上品境界。又此癡纏住

在身中，經久相續長時隨縛。由此癡纏為可癡法之所

制伏，不能制伏彼可癡法。 

2、辨隨行相 

諸根闇鈍，諸根愚昧，諸根羸劣； 

身業慢緩、語業慢緩，惡思所思、惡說所說、惡作所

作； 

嬾墮懈怠，起不圓滿； 

詞辯薄弱、性不聰敏、念多忘失，不正知住，所取左

僻(偏執古怪)； 

難使遠離、難使厭患，下劣勝解； 

頑騃瘖啞，以手代言，無有力能領解善說、惡說法義；

緣所牽纏，他所引奪，他所策使。 

如是等類應知是名癡行者相。 

                                                 
15精＝睛【宋】【元】【明】（大正 30，426d，n.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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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問：慢行補特伽

羅應知何相？ 

(披尋記．第 2冊．

p.898) 

 

1、出彼慢纏 

答：慢行補特伽羅，於諸微劣所慢事中，尚能生起最

極厚重上品慢纏，何況中品、上品境界。又此慢纏住

在身中，經久相續長時隨縛。 

由慢纏故，為可慢法之所制伏，不能制伏彼可慢法。 

2、辨隨行相 

諸根掉動、諸根高舉(高慢)，諸根散亂； 

勤樂嚴身，言語高大，不樂謙下； 

於其父母、眷屬、師長，不能時時如法承事； 

多懷憍傲，不能以身禮敬、問訊、合掌、迎逆(迎接)，

修和敬業； 

自高自舉，陵蔑他人； 

樂著利養、樂著恭敬，樂著世間稱譽聲頌； 

所為輕舉、喜作嘲調； 

難使遠離、難使厭患，廣大勝解，微劣慈悲； 

計我、有情、命者、養者、補特伽羅、生者等見； 

多分上品多怨(p.426a)多恨。 

如是等類應知是名慢行者相。 

5、問：尋思行補特

伽羅應知何相？ 

(披尋記． 

第 2冊．p.898) 

 

1、出尋思纏 

答：尋思行補特伽羅，於諸微劣所尋思事，尚能發起

最極厚重上品尋思纏，何況中品、上品境界。 

此尋思纏住在身中，經久相續長時隨縛。 

由此纏故，為可尋思法之所制伏，不能制伏可尋思法。 

2、辨隨行相 

諸根不住、諸根飄舉，諸根掉動、諸根散亂； 

身業誤失、語業誤失； 

難使遠離、難使厭患； 

喜為戲論、樂著戲論； 

多惑、多疑、多懷樂欲； 

禁戒不堅、禁戒不定，事業不堅、事業不定； 

多懷恐慮，念多忘失； 

不樂遠離，多樂散動，於諸世間種種妙事、貪欲隨流；

翹勤無惰，起發圓滿。 

如是等類應知是名尋思行者相。 

如是名為：由行差別建立補特伽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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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云何由願差別建立補特伽羅？(披尋記．第 2冊．p.898) 

謂或有補特伽羅於聲聞乘已發正願，或有補特伽羅於獨覺乘已發正願，或

有補特伽羅於其大乘已發正願。 

當知此中： 

若補特伽羅於聲聞乘已發正願，彼或聲聞種姓、或獨覺種姓、或大乘種姓。 

若補特伽羅於獨覺菩提已發正願，彼或獨覺種姓、或聲聞種姓、或大乘種

姓。 

若補特伽羅於其大乘已發正願，彼或大乘種姓、或獨覺種姓、或聲聞種姓。 

(一)、別辨相 

若聲聞種姓補特伽羅，於獨覺菩提、或於無上正等菩提，已發正願，彼是

聲聞種姓故，後時決定還捨彼願，必唯安住聲聞乘願。 

獨覺乘種姓、大乘種姓補特伽羅，應知亦爾。 

(二)、顯決定 

此中，所有補特伽羅願可移轉、願可捨離，決定不可移轉種姓、捨離種姓。 

今此義中，當知唯說(p.426c)聲聞乘願、聲聞種姓補特伽羅。 

如是名為：由願差別建立補特伽羅。 

 

伍 

云何由行跡差別建立補特伽羅？(披尋記．第 2冊．p.899) 

謂如所舉、如所開示補特伽羅，依四行跡16而得出離。 

何等為四？謂或有行跡是苦遲通17、或有行跡是苦速通、 

或有行跡是樂遲通、或有行跡是樂速通。 

當知此中，若鈍根性補特伽羅，未得根本靜慮所有行跡(未得現法樂住，為

盡諸漏，若道若行)，名苦遲通。 

若利根性補特伽羅，未得根本靜慮所有行跡，名苦速通。 

若鈍根性補特伽羅，已得根本靜慮(已得現法樂住，為盡諸漏，若道若行)

所有行跡，名樂遲通。 

若利根性補特伽羅，已得根本靜慮所有行跡，名樂速通。 

如是名為：由行跡差別建立補特伽羅。 

陸 云何由道果差別建立補特伽羅？(披尋記．第 2冊．p.899) 

謂行四向及住四果。 

◎行四向者：一、預流果向補特伽羅。二、一來果向補特伽羅。 

三、不還果向補特伽羅。四、阿羅漢果向補特伽羅。 

◎住四果者 ：一預流果，二一來果，三不還果，四阿羅漢果。 

若於向道轉，彼名行向者，由向道故，建立四種補特伽羅。 

若得沙門果，彼名住果者，由道果故，建立四種補特伽羅。 

如是名為：由道果差別建立補特伽羅。 

                                                 
16《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93 (大正 27，482a26～b19)。 
17 通＝道【宋】【元】【明】。（大正 30，426d，n.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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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云何由加行差別建立補特伽羅？(披尋記．第 2冊．p.900) 

謂隨信行及隨法行補特伽羅。 

若隨補特伽羅信勤修正行，名隨信行補特伽羅。 

若於諸法不待他緣，隨毘柰耶(vinaya 戒律)勤修正行，名隨法行補特伽羅。 

如是名為：由加行差別建立補特伽羅。 

捌 云何由定差別建立補特伽羅？(披尋記．第 2冊．p.900) 

謂身證補特伽羅，於八解脫身已作證具足安住，而未獲得諸漏(p.427a)永

盡。 

當知如是補特伽羅，於有色觀諸色解脫，內無色想觀外諸色解脫，淨解脫

身作證具足住，空無邊處解脫，識無邊處解脫，無所有處解脫，非想非非

想處解脫，想受滅解脫，已能順逆入出自在。 

如是名為：由定差別建立補特伽羅。 

玖 云何由生差別建立補特伽羅？(披尋記．第 2冊．p.900) 

謂極七返有，家家，一間，中般涅槃，生般涅槃，無行般涅槃，有行般涅

槃，及以上流補特伽羅。 

如是名為：由生差別建立補特伽羅。 

拾 云何由退不退差別建立補特伽羅？(披尋記．第 2冊．p.900) 

謂由退故建立時解脫18阿羅漢，彼於現法樂住容有退失19。 

由不退故建立不動法阿羅漢，彼於現法樂住定無退失。 

如是名為由退不退差別建立補特伽羅。 

拾壹 云何由障差別建立補特伽羅？(披尋記．第 2冊．p.900) 

謂慧解脫、及俱分解脫阿羅漢。 

慧解脫阿羅漢者，謂已解脫煩惱障、未解脫定障。 

俱分解脫阿羅漢者，謂已解脫煩惱障及已解脫定障，是故說名俱分解脫。 

如是名為：由障差別建立補特伽羅。 

由此所舉及所開示差別道理，如其次第應知建立補特伽羅。 

 

                                                 
18《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25：「問何故名時解脫？時解脫是何義耶？答：由彼解脫待時得故， 

  時雖有多略有六種，一得好衣時、二得好食時、三得好臥具時、四得好處所時、五得好說法  

  時、六得好補特伽羅時。待得好衣時者：謂彼要得細軟、鮮淨、勝妙衣服時乃得解脫，若不爾 

  者則不得解脫。……得好補特伽羅時者謂：彼要得具勝德行、稟性柔和、易共住者，與同住時 

  乃得解脫，若不爾者則不得解脫。」(大正 27，525 a8～25)。 
19《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25：「論曰：於契經中說，阿羅漢由種性異故有六種，一者退法、二者

思法、三者護法、四安住法、五堪達法、六不動法，於此六中前之五種，從先學位信解性生，

即此總名時愛心解脫，恒時愛護及心解脫故，亦說名為時解脫者，以要待時及解脫故，略初言

故。如言酥瓶，由此待時方能入定，謂待資具、無病處等，勝緣合時方入定故；不動法性說名

為後， 即此名為不動心解脫。以無退動及心解脫故，亦說名為不時解脫，以不待時及解脫故。

謂三摩地隨欲現前，不待勝緣和合時故。或依暫時、畢竟解脫，建立時解脫不時解脫名。」(大

正 29，129a24～b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