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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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瑜伽處： 趣世出世處 (卷 33-34) 

1. 往世間道發起加行 (卷 33) 

［1］七作意(修止的七個過程，厭下欣上，下粗上靜相，離欲界欲) 

［2］八定(四禪八定) 

［3］二無心定(無想定、滅盡定) 

［4］五神通 

［5］生差別 

［6］離欲者相 

2. 往出世間道發起加行 (卷 34) 

［1］了相作意 

［2］勝解作意 

［3］遠離作意          七作意(修觀，四諦十六行相，出離三界的解脫道及證果) 

［4］攝樂作意 

［5］觀察作意  

［6］加行究竟作意 

［7］加行究竟果作意 

 

《瑜伽師地論》卷 33 

本地分中聲聞地第十三 第四瑜伽處之一 

第七章 明趣世出世處 

第一節 二道略解 
（披尋記：冊 2，頁 1063~1087；大正藏：冊 30，465a32） 

 

壹、嗢柁南標 

一、世間道（披尋記：冊 2，頁 1063） 

復次，此嗢柁南（uddāna，攝頌，集施）曰： 

七作意離欲，及諸定廣辯(465b)，二定(無想定、滅盡定)1、五神通，生差別、諸

相。 

二、出世道 

觀察於諸諦，如實而通達，廣分別於修，究竟為其後。 

貳、長行釋 

一、標 

                                                 
1 《瑜伽師地論》卷 33(大正 30，469a4~7)：「一者、無想定，二者、滅盡定。無想定者：唯諸異生由棄

背想作意方便能入。滅盡定者：唯諸聖者由止息想受作意方便能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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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得作意諸瑜伽師，已入如是少分樂斷，從此已後，唯有二趣，更無所餘。 

何等為二？ 

一者、世間，(世間道由於未能以觀慧深入瞭解所知義，只能透過四禪八定漸漸制

伏貪瞋癡等煩惱品類的麤重現行，不能永遠斷除隨眠種子，因緣會合時仍會再生起

煩惱的現行，亦求發起神通等功德與生報。) 

二、出世間。(出世間道依止禪定，以觀慧深入觀察所知義，遠離執見，能制伏貪瞋

癡等煩惱品類的麤重現行。若修得無分別智，現證真理，遂能永斷隨眠種子而得解

脫。) 

 

二、釋 

（一）修作意 

1、多修習 

彼初修業諸瑜伽師，由此作意，或念：我當往世間趣。或念：我當往出世趣。 

復多修習如是作意(manasikāra, mental act，在意念中造作或構想境相)。 

2、極多修習 

如如於此極多修習，如是如是所有輕安、心一境性2，經歷彼彼日夜等位，轉復

增廣。 

（二）起加行 

若此作意堅固相續強盛而轉，發起清淨所緣勝解(觀下地麁性、上地靜性，此即世

間道攝清淨所緣。若觀苦集滅道四種聖諦十六行相，此即出世間道清淨所緣)3，於

奢摩他品4及毘缽舍那品(有殊勝的理解而)善取其相，彼於爾時(有二個方向)，或樂

往世間道發起加行；或樂往出世道發起加行。 

 

第二節 廣辨往世間道 

第一項 略辨六門 
（披尋記：冊 2，頁 1063～1064；大正藏：冊 30，465b14） 

 

壹、略問答 

問：此中幾種補特伽羅(pudgala 眾生)，即於現法樂(梵語是 dṛṣṭa-dharma-sukha-vihāra，

即依四種根本靜慮而體驗到止觀均等的法樂，此種法樂只限於色界中四禪，近分定及無

色界則無此種樂住，以止觀不是均衡的狀況。)往世間道發起加行，非出世道？ 

                                                 
2 《成佛之道》p.315「梵語奢摩他，譯義為止，經說止是『心一境性』；『內心相續』。定是『平等持心』

的意思，所以止是安心一境而不散動的。」 
3 《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彙編》以下簡稱《披尋記》(二) p.1063：「由此所緣，令惑清淨，是名清淨所

緣。謂觀下地麁性、上地靜性，此即世間道攝清淨所緣。若觀苦集滅道四種聖諦，此即出世間道清淨

所緣。勝解為先善取相巳，隨其所應發起加行」 
4 《瑜伽師地論》卷 31(大正 30，456a16~20)：「云何止相？『謂有二種：一、所緣相；二、因緣相。』

所緣相者：謂奢摩他品所知事同分影像，是名所緣相。由此所緣，令心寂靜。因緣相者：謂依奢摩他

所熏習心，為令後時奢摩他定皆清淨故。修習瑜伽毘鉢舍那所有加行，是名因緣相。」；《瑜伽論記》

卷 7(大正 42，468，b18～21)：「若取自他身之外相不淨名外，於奢摩他品者，乃至於內修受心法觀者。

以聞心取彼六想內略俱行四蘊，名修內受心法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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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補特伽羅 

一、四種 

答：略有四種補特伽羅5。 

何等為四？ 

一、一切外道(唯樂世間)， 

二、於正法中根性羸劣(未能速疾證入正法)，先修止6行， 

三、根性雖利，善根未熟(未能趣入正性離生)， 

四、一切菩薩樂當來世證大菩提，非於現法(於現法中不樂修涅槃道，樂住靜

慮極寂靜樂)。 

如是四種補特伽羅，於現法中，樂往世間道發起加行。 

二、二種 

此樂往世間道發起加行者，復有二種： 

一者、具縛7(為見道及修道所斷煩惱種子之所隨逐，故有二結繫)，謂諸異生。 

二者、不具縛(只為修道所斷煩惱種子之所隨逐)，謂諸有學。 

 

參、世間加行 

此復云何？ 

一、明離諸欲 

謂先於欲界觀為麁性，於初靜慮若(修得)定、若生(得定)，觀為靜性，發起加行，離

欲界欲，如是乃至發起加行，離無所有處欲，當知亦爾(非想非非想處不能再觀上地

為靜性故)。 

二、出引發等 

又依靜慮等，能引無想定等(依非想非非想處能引滅盡定)及發五神通(神境通、宿住

通、天耳通、死生智通、心差別通)等8。又即依此，若生、若相(特徵、相貌)，皆當

廣說。 

 

第二項 廣釋六門 
（披尋記：冊 2，頁 1064～1087；大正藏：冊 30，465b27） 

                                                 
5 《披尋記》(二) p.1064：「略有四種補特伽羅等者：此中最初、一切外道唯樂世間。第二、為顯正法異 

生要以修世間道為前方便，以彼根性羸劣，未能速疾證入正法故。第三、為顯善根未已成熟，未能趣 

入正性離生，故現法中樂往世間道發起加行。第四、為顯菩薩於現法中不樂修涅槃道，樂住靜慮極寂 

靜樂，是故亦說樂往世間發起加行。」 
6 止＝正【宋】【元】【明】(大正 30，465d，n.3) 
7 「縛ㄈㄨˋ」：拘束；束縛。(《漢語大辭典》第 9 卷，p.960)；《瑜伽師地論》卷 51（大正 30，584 a15~22)：

「具縛者：所有心起，若樂俱行或苦俱行，或不苦不樂俱行。此一切心，皆樂種子、苦種子、不苦不

樂種子之所隨逐。若起善心、或染污心、或無記心此一切心，皆善種子、染污種子、無記種子之所隨

逐。又諸有學不具縛者所有心生，若世間善心、或出世心、或染污心、或無記心，此一切心，皆為一

切修道所斷煩惱種子之所隨逐。」；《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56（大正 27，290a28~ b3)：「謂具縛者：

於見、修所斷法有二結繫。問：何故名具縛者？答：由此有情一切支分皆能縛故，一切支分皆被縛故，

名為具縛。一切支分皆能縛者，五部煩惱皆能為縛；一切支分皆被縛者，五部諸法皆被繫縛。」 
8 《披尋記》(二) p.1064：「又依靜慮等至皆當廣說者：謂依靜慮能引無想定，依非想非非想處能引滅盡 

定，名依靜慮等能引無想定等。又依靜慮能發五種神通及諸功德。五神通者：謂神境通、宿住通、天 

耳通、死生智通、心差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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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明七作意離欲（七作意） 

一、舉初靜慮離欲界欲（別辨相） 

為離欲界欲，勤修觀行諸瑜伽師，由七作意方能9獲得離欲界欲。 

何等名為七種作意？ 

謂(465c)了相作意（p.3），勝解作意（p6），遠離作意（p.6），攝樂作意（p.6），觀察作意（p.6），加

行究竟作意（p.6），加行究竟果作意（p.7）。 

（一）了相作意（依六事辨）   

云何名為了相作意？ 

謂若作意，能正覺了欲界麁相，初靜慮靜相。 

1、云何覺了欲界麁相 

謂正尋思欲界六事。何等為六？ 

一、義，二、事，三、相(自、共)，四、品(黑、白)，五、時 (去來今世)，六、

理(四種道理)。 

（1）義 

云何尋思諸欲麁義？ 

謂正尋思：如是諸欲，有多過患10、有多損惱、有多疫癘(瘟疫)11、有多災害。

於諸欲中，多過患義，廣說乃至多災害義，是名麁義。 

（2）事 

云何尋思諸欲麁事？ 

謂正尋思：於諸欲中有內貪欲，於諸欲中有外貪欲。 

（3）相 

Ａ、云何尋思諸欲自相(特殊相)？ 

謂正尋思：此為煩惱欲(由意識的煩惱所引起的愛著)、此為事欲(色聲香味

觸男女等境)。 

此復三種，謂順樂受處；順苦受處；順不苦不樂受處。 

◎順樂受處是貪欲依處，是想(於四顛倒事，邪取其相)、心倒(於境貪著)依

處； 

◎順苦受處是瞋恚依處，是忿、恨依處； 

◎順不苦不樂受處是愚癡依處，是覆、惱、誑、諂、無慚、無愧依處，是見 

倒(於顛倒事，堅執忍可)依處。 

即正尋思：如是諸欲，極惡諸受之所隨逐，極惡煩惱之所隨逐。 

是名：尋思諸欲自相。 

Ｂ、云何尋思諸欲共相(共通相)？ 

                                                 
9 能＝使【宋】【元】【明】(大正 30，465d，n.4) 
10 《披尋記》(二) p.1065：「如是諸欲有多過患等者：如下自說習近諸欲有五過患，是名有多過患。愁、 

歎、憂、苦種種熱惱所依處故，是名有多損惱。無量疾病所依處故，是名有多疫癘。老病死苦所依處 

故，是名有多災害。」 
11 「疫癘ㄌㄧˋ」：瘟疫。(《漢語大辭典》第 8 卷，p.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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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正尋思：此一切欲，生苦、老苦廣說，乃至求不得苦等所隨逐等所隨縛。 

諸受欲者，於(追求、實現)圓滿欲驅迫而轉，亦未解脫生等法故，雖彼諸欲，

勝妙圓滿而暫時有，是名：尋思諸欲共相。 

（4）品 

云何尋思諸欲麁品？ 

謂正尋思：如是諸欲皆墮黑品(不善法名黑，有漏善法名白)。 

A、舉譬喻 

猶如骨鎖(如狗追求枯骨而無飽足)12， 

如凝血肉(如鳥爭奪肉塊，鷹食後所餘血肉，其他的鳥也來爭食)， 

如草炬火(正起現前燒惱故)， 

如一分炭火(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少少的欲也會燒毀眾多功德)， 

如大毒蛇(欲如蛇會令人中毒)， 

如夢所見(速趣壞滅)， 

如假借得諸莊嚴具(仗託眾緣)， 

如樹端果(快將爛熟)。 

B、攝諸苦 

追求諸欲諸有情類，於諸欲中，受追求所作苦，受防護所作苦，受親愛失壞

所作苦，受無厭足所(466a)作苦，受不自在所作苦，受惡行所作苦，如是一切

如前應知。 

C、顯過患   

（A）五種過患 

如世尊說：「習近諸欲，有五過患。」 

1）謂彼諸欲，極少滋味，多諸苦惱、多諸過患。 

2）又彼諸欲，於習近時，能令無厭、能令無足、能令無滿。 

3）又彼諸欲，常為諸佛及佛弟子，賢善正行(能自成熟佛法加行及於眾

生)、正至(已趣各別煩惱寂靜)善士，以無量門呵責毀呰(音止、詆毀)13。 

4）又彼諸欲，於習近時，能令諸結(煩惱)積集增長。 

5）又彼諸欲，於習近時，我說無有惡不善業而不作者。 

（B）八種過患 

如是諸欲(的八種過患可相配上文的譬喻來理解)， 

(如狗貪食枯骨)令無厭足， 

(如凝血肉眾生)多所共有(受用)， 

是非法(不合理)行、惡行之因，(如草炬火，現前燒惱，能障礙聖道、會

墮到三惡道)， 

增長欲愛(如一分炭火，少少欲貪即會不斷的增長)， 

                                                 
12 《披尋記》(二) p.1066；《瑜伽師地論》卷 30 (大正 30，452 b19~23)：「爾時發起骨鎖勝勝（解），又有 

二鎖：一、形骸鎖，二、支節鎖。形骸鎖者：謂從血鑊脊骨乃至髑髏所住。支節鎖者：謂臂髆等骨連 

鎖及髀膞等骨連鎖。此中形骸鎖說名為鎖，若支節鎖說名骨鎖。」 
13 「毀呰ㄗˇ」：毀謗；非議。(《漢語大辭典》第 11 卷，p.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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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大毒蛇，)智者所離， 

(如夢所見，夢醒就)速趣消滅， 

依託眾緣，(如假借諸莊嚴具，因緣離散則不可得)， 

 (如樹端的熟果)，是諸放逸(生起貪瞋癡的)危亡之地。 

D、明顛倒 

無常虛偽妄失之法，猶如幻化誑惑愚夫。 

E、出魔障 

若現法欲、後法欲，若天上欲、人中欲，一切皆是魔(魔的梵語是 māra, 

hindrance, destroying, 意思是障礙、破壞。諸魔指四魔：一、五蘊魔，謂五

取蘊；二、煩惱魔，謂一切煩惱；三、死魔，謂不自在而命斷；四、天魔，

謂障礙修善之他化自在天眾。此四能障不死及涅槃，故名曰魔。)之所行，

魔之所住。於是處所，能生無量依意所起惡不善法，所謂貪、瞋及憤諍等，

於聖弟子正修學時，能為障礙。 

由如是等差別因緣，如是諸欲，多分墮在黑品所攝14，是名尋思諸欲麁品。 

（5）時 

云何尋思諸欲麁時？ 

謂正尋思如是諸欲，去來今世，於常常時、於恒恒時，多諸過患、多諸損惱、

多諸疫癘、多諸災害。是名：尋思諸欲麁時。 

（6）理 

云何尋思諸欲麁理？ 

A、觀待道理 (apekṣā-yukti, reasoning in respect of relativity ，謂諸行須依待眾緣而生，譬如

發芽，須待種子、水土、陽光等緣。) 

 謂正尋思如是諸欲，由大資糧、由大追求、由大劬勞，及由種種無量差別工

巧業處，方能招集生起增長。 

又彼諸欲，雖善生起，雖善增長，一切多為外攝受事；謂父母、妻子、奴婢、

作使、親友眷屬。 

 

B、作用道理(kārya-kāraṇa-yukti, reasoning in respect of causal efficacy) ，譬如眼等諸根為眼

識等之「所依」而有作用，色等諸境為眼識等之「所緣」而有作用。) 

或為對治自內有色麁重四大(所成色身)，糜飯長養，常須覆蔽，沐浴、按摩；

(因病、受傷)壞斷、(死後肢體)離散、消滅(化為骨灰)法身(無常法性的身體)，

隨所生起種種苦惱。15 

                                                 
14 《瑜伽論記》卷 7 (大正 42，455a17~18)：「如是當知，建立黑品、白品、染淨品二十種法者。不善法 

名黑，有漏善法名白。」 
15 《披尋記》(二) p.1068：「或為對治自內有色麤重等者：自內所依略由三相應遍了知：一、由自性，二、 

由因緣，三、由過患。 

1、由自性者：謂由有色顯餘一切身之共相，及由麤重顯其各別身之自相。 

2、由因緣者：謂由四大顯示一切身共相因緣，及由糜飯長養顯示身既生已令住因緣。 

3、由過患者復有二種：謂無常性及與苦性。 

（1）若於寒時、為治寒苦常須覆蔽，若於熱時、為治熱苦常須沐浴，涉路作業有劬勞者、為治勞 

苦常須按摩，當知此類名為苦性。 

（2）手塊杖等之所觸對破壞法故，刀所觸對斷壞法故，若終沒已埋於地故、或火燒故、或為種種 



《瑜伽師地論》卷 33 

 7 

1）食能對治諸飢渴苦， 

2）衣(466b)能對治諸寒熱苦，及能覆蔽可慚羞處， 

3）臥具能治諸勞睡苦，及能對治經行住苦， 

4）病緣醫藥，能治病苦， 

是故諸欲(飲食、衣服、臥具、湯藥等)，唯能對治隨所生起種種苦惱，不應

染著而受用之。唯應正念，譬如重病所逼切人，為除病故服雜穢藥。 

 

C、證成道理(upapatti-sādhana-yukti, reasoning in respect of proof based on reasons，謂由現量、

比量及聖教量而證明成立之道理。) 

（A）至教量 

又彼諸欲，有至教量證有麁相。 

（B）現證量 

又彼諸欲，如是如是所有麁相，我亦於內現智見(現量)轉。 

（C）比度量 

又彼諸欲，有比度量，知有麁相。 

 

D、法爾道理(dharmatā-yukti, reasoning in respect of natural conditions of things，指本來存

在於法界之自然道理。) 

又彼諸欲，從無始來本性麁穢，成就(麁穢)法性、難思(種種苦)法性、不應

思議、不應分別。 

是名尋思諸欲麁理。 

如是名為由六種事，覺了欲界諸欲麁相。 

2、了初靜慮靜相 

復能覺了初靜慮中所有靜相，謂欲界中一切麁性，於初靜慮皆無所有，由離欲界

諸麁性故，初靜慮中說有靜性，是名覺了初靜慮中所有靜16相。 

3、結 

即由如是定地作意，於欲界中了為麁相，於初靜慮了為靜相，是故名為了相作意，

即此作意當言猶為聞思間雜。 

 

（二）勝解作意 （披尋記：冊 2，頁 1069）  

◎彼既如是如理尋思，了知諸欲是其麁相，知初靜慮是其靜相。 

從此已後，超過聞、思，唯用修行，於所緣相發起勝解，修奢摩他、毘缽舍那。 

◎既修習已，如所尋思麁相、靜相，數起勝解，如是名為勝解作意。 

 

（三）遠離作意 

                                                                                                                                                         
傍生諸蟲所食噉故，或即於彼，為諸風日所暴燥故，皆是散壞磨滅法性。當知此類是無常性， 

昔會今乖名為離散。散已變壞最後都盡，名為磨滅。 

如是種種，皆是自內色身所有差別，義如〈決擇分〉說（陵本六十七卷十二頁）。」 
16 靜＝淨【宋】【元】【明】【宮】(大正 30，466d，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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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此勝解，善修善習、善多修習為因緣故，最初生起斷煩惱道。即所生起斷煩惱道

俱行作意，此中說名遠離作意。 

 

（四）攝樂作意 

◎由能最初斷於欲界先所應斷諸煩惱故，及能除遣彼煩惱品麁重性(性不調柔、不自

在轉)故。 

◎從是已後，愛樂於斷、愛樂遠離，於諸斷中見勝功德，觸證少分遠離喜樂，於時 

時間，欣樂作意而深慶悅；於時時(466c)間，厭離作意而深厭患，為欲除遣惛 

沈、睡眠、掉舉等故。如是名為攝樂作意。 

 

（五）觀察作意 

1、觀察 

（1）思惟靜相 

彼由如是樂斷(煩惱)、樂修(遠離)17，正修加行，善品18任持，欲界所繫諸煩惱

纏，若行、若住，不復現行，便作是念：「我今為有於諸欲中貪欲煩惱不覺知

耶？為無有耶？」為審觀察如是事故，隨於一種可愛淨相(之貪欲)作意思惟。 

（2）起染汙心 

猶未永斷諸隨眠故，思惟如是淨妙相時，便復發起隨(順)習近(接近)心(欲望)、

趣(向)習近心、臨(入)習近心，不能住捨，不能厭毀制伏違逆。 

2、正知 

彼作是念：「我於諸欲，猶未解脫其心，猶未正得解脫，我心仍為諸行制伏，如

水被(容器所)持，未為(離欲的)法性之所制伏，我今復應為欲永斷餘隨眠故，正19

勤20安住樂斷樂修」。如是名為觀察作意。 

 

（六）加行究竟作意 

◎從此倍更樂斷、樂修，修奢摩他、毘缽舍那，鄭重觀察，修習對治，時時觀察先

所已斷，由是因緣，從欲界繫一切煩惱，心得離繫。此由暫時伏斷方便，非是畢

竟永害種子。 

◎當於爾時，初靜慮地前加行道已得究竟，一切煩惱對治作意已得生起，是名加 

行究竟作意。 

 

（七）加行究竟果作意（總配屬）（披尋記：冊 2，頁 1071） 

從此無間，由是因緣證入根本初靜慮定，即此根本初靜慮定俱行作意，名加行究竟

果作意。 

1、辨喜樂 

                                                 
17 《披尋記》(二) p.1070：「彼由如是樂斷、樂修者：此中樂斷，謂於煩惱。樂修：謂於遠離。」 
18 品＝見【元】【明】(大正 30，466d，n.3) 
19 正＝心【宋】【元】【明】【宮】(大正 30，466d，n.5) 
20 勒＝勤【宮】【聖】(大正 30，466d，n.6) 大正藏內文原作「勒」，今依【宮】【聖】改作「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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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微薄位 

又於遠離、攝樂作意現在轉時，能適悅身離生喜樂，於時時間，微薄現前。 

（2）增廣位 

加行究竟作意轉時，即彼喜樂轉復增廣，於時時間，深重現前。 

（3）遍滿位 

A、配作意 

加行究竟果作意轉時，離生喜樂，遍諸身分，無不充滿，無有間隙。 

B、證離欲 

彼於爾時，遠離諸欲，遠離一切惡不善法，有尋有伺，離生喜樂，於初靜慮、

圓滿五支(一、尋，二、伺，三、喜，四、樂，五、心一境性)，具(467a)足安

住，名住欲界對治修果，名隨證得離欲界欲。 

2、辨彼業 

◎又了相作意(了達欲界粗相及初靜慮靜相的作意，觀察下粗上靜相)，於所應斷(下

地苦惱、粗劣、障礙相)能正了知(厭惡捨離)，於所應得(上地寂靜、微妙、遠離

下地過患相)能正了知(生起欣喜)，為斷應斷、為得應得，心生希願。 

 

◎勝解作意，為斷、為得正發加行。(超過聞思，於所緣相，發起勝解，修習止觀，

於所尋思下地苦、粗、障相，上地靜、妙、離相數數生起勝解的作意。) 

 

◎遠離作意，能捨(下地)所有上品(粗顯)煩惱(的作意)。 

 

◎攝樂作意，能捨(下地)所有中品煩惱(，愛樂於斷除煩惱、遠離煩惱的作意)。 

 

◎觀察作意，能於所得離增上慢，安住其心。(觀察是否已離下地煩惱的作意。 

由此能於所得上地禪定遠離增上慢，安住其心於止觀加行直到究竟。) 

 

◎加行究竟作意，能捨(下地)所有下品(微細)煩惱(初靜慮地前加行道，已得究 

竟。一切煩惱對治作意，已得生起。這是屬於世間離欲的無間道)。 

 

◎加行究竟果作意，能正(式)領受(領納經歷感受)彼諸(前六種)作意善(巧)修習(成)

果(得尋、伺、喜、樂、心一境性五種禪支功德，證入初靜慮地根本定，這是

屬於世間離欲的解脫道)。 

  

   3、辨相攝 

◎又若了相作意、若勝解作意，總名隨順作意(隨順生起對治煩惱的作意，尚未正

式伏斷煩惱，只是隨順而已。)；厭壞(所緣)對治俱行(與慧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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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遠離作意(對治欲界上品麤煩惱)、若加行究竟作意(對治欲界下品微細煩

惱)，總名對治作意；斷對治俱行。(有能力正式伏斷煩惱，令諸煩惱遠離相續。

與慧俱行名俱行。) 

 

若攝樂作意，名對治作意及順清淨作意。(修六隨念如念佛等，對治欲界中品

煩惱。又樂觀清淨涅槃、佛等，故名清淨。) 

 

若觀察作意，名順觀察作意。(隨順觀察煩惱已伏斷或未伏斷？)  

 

◎如是其餘四種作意(即隨順作意、對治作意、順清淨作意、順觀察作意，為〈三

摩呬多地〉卷 11 中的四十作意的 25、26、27、28 所攝，四作意是七作意之外，

故名為「餘」。)，當知攝入根本六作意中(即四種作意與根本七作意中前六種

作意的相攝關係)，謂隨順作意、對治作意、順清淨作意、順觀察作意。(參見

本論卷 11、28) 

 

(補注: 四種作意與前六種根本作意的相攝關係) 

 

 四作意 六根本作意 修習 

1 隨順作意 了相作意、勝解作意 於所緣深生厭壞起(離欲)正加行而未伏斷惑 

2 對治作意 遠離作意、攝樂作意、 

加行究竟作意 

能伏斷欲界上、中、下品微細煩惱 

3 順清淨作意 攝樂作意 若久修不淨所緣令心沉下，則取淨妙相策令

歡悅；樂觀涅槃、佛等，故名清淨 

4 順觀察作意 觀察作意 順觀煩惱伏斷與未伏斷 

 

二、例上諸定離下地欲  （披尋記：冊 2，頁 1072） 

如初靜慮定有七種作意，如是第二、第三、第四靜慮定，及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 

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定，當知(四禪八定)各有七種作意。 

 

（一）舉第二靜慮（辨別作意總標） 

若於有尋有伺初靜慮地覺了麁相，於無尋無伺第二靜慮地覺了靜相，為欲證入第二

靜慮，應知是名了相作意。(厭下欣上如下圖，向瑞屏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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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覺了麁相 (尋思六事)  

謂已證入初靜慮定，已得初靜慮者，於諸尋伺，觀為麁性。 

（1）義釋（尋、伺） 

◎能正了知：若在定地，於緣最初率爾而起，怱務(匆忙推求)行境，麁意言性，

是名為尋。 

◎即於彼緣，隨彼而起，隨彼而行，徐(緩慢地)歷行境，細意言性，是名為伺。 

（2）事攝（唯內、由外） 

◎又正了知：如是尋、伺，是心法性(心所有法，不定心所)；心(王)生時生，共

有相應，同一(所)緣轉。 

◎又正了知：如是尋、伺，依內(心所法)而生，(所緣的對象是)外處所攝。 

（3）時攝 

又正了知：如是一切過去、未 1 來、現在所(467b)攝。 

（4）相攝 

從因而生，從緣而生，或增或減、不久安住，暫時而有，率爾(急遽)21現前，

令心躁擾，令心散動，不(寂)靜行轉。 

（5）品攝 

求上地(第二靜慮)時，(尋伺二法仍有不寂靜的)苦住隨逐，(相對第二靜慮)是故

皆是黑品所攝(仍有尋伺的躁動)。(由於修離欲恚害的尋伺)隨逐諸欲，離生喜

樂、(也有)少分勝利(由離欲產生喜樂受)。 

（6）理攝 

隨所在地，(尋伺)自性能令有如是相，於常常時、於恒恒時，有尋有伺心行所

緣，躁擾而轉，不得寂靜。 

以如是等種種行相，於諸尋伺，覺了麁相。 

2、覺了靜相 

又正了知：第二靜慮無尋無伺，如是一切所說(尋伺)麁相皆無所有，是故宣說第

二靜慮有其靜相，彼諸麁相皆遠離故。 

為欲證入第二靜慮，隨其所應。 

其餘(六種)作意，如前應知。 

                                                 
21 「率爾」：1.急遽貌。2.輕率貌。3.隨便，無拘束貌。(《漢語大辭典》第 2 卷，p.377) 

欲界散地

地 

色界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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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例上諸定 

如是乃至為欲證入非想非非想處定，於地地中隨其所應，當知皆有七種作意。 

 

三、依二相辨（披尋記：冊 2，頁 1074） 

（一）二麁相 

1、明邊際 

又彼麁相遍在一切下地皆有，下從欲界展轉上至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定無上

地的比較)。 

2、出種類 

當知麁相略有二種： 

謂諸下地苦住增上，望上所住不寂靜故；及諸壽量時分短促，望上壽量轉減少故。 

3、例尋思 

此二麁相，由前六事(由了相作意至加行究竟作意)，如其所應，當正尋思。 

（二）二靜相 

隨彼彼地樂離欲時，如其所應，於次上地，尋思靜相。漸次乃至證得加行究竟果作

意。 

 

貳、廣辨八定（廣辨離欲及諸等至） （披尋記：冊 2，頁 1074） 

一、釋經說 

（一）四靜慮22 

1、初靜慮 

（1）釋離欲 

復次，此中離欲者，欲有二種：一者、煩惱欲(由意識的煩惱所引起的愛著)，

二者、事欲(色聲香味觸男女等境)。 

離有二種：一者、相應離(煩惱心所不與心王相應)；二者、境界離(厭背而不執

取五塵色聲香味觸等境界)。 

 

（2）釋離惡不善法 

離惡不善法者，煩惱欲因所生種種惡不善法，即身惡行、語惡行等，持杖持刀， 

鬥訟23諍競24，諂誑詐偽，起妄語等，由斷彼故，說名為離惡不善法。 

                                                 
22 《瑜伽師地論》卷 11 (大正 30，330c14～26)：「復次於初靜慮，具足五支：一、尋。二、伺。三、喜。 

四、樂。五、心一境性。第二靜慮有四支：一、內等淨。二、喜。三、樂。四、心一境性。第三靜慮 

有五支：一、捨。二、念。三、正知。四、樂。五、心一境性。第四靜慮有四支：一、捨清淨。二、 

念清淨。三、不苦不樂受。四、心一境性。」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9 (大正 43，121 a20～c13)：「初靜慮中，尋、伺為取所緣，三摩地為彼所依，

喜為受境界、樂為除麁重。第二靜慮中，內等淨為取所緣，三摩地為彼所依，餘如前說。第三靜慮中，

捨念正知為取所緣，三摩地為彼所依，餘如前說。」 
23 「鬥訟」：爭訟。《後漢書‧烏桓傳》：「有勇健能理決鬥訟者，推為大人，無世業相繼」。(《漢語大辭 

  典》第 12 卷，p.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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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釋有尋有伺 

有尋有伺者，由於尋伺未見過失，自地(初靜慮)猶有對治欲界諸(離欲、恚、害

的)善尋伺，是故說名有尋有伺。 

 

（4）釋離生喜樂 

所言離者，謂已獲25得(467c)加行究竟作意故(已經伏斷欲界欲的下品煩惱，七作

意中修至加行究竟作意，名近分定)。 

所言生者，由此為因、由此為緣，無間所生，故名「離生」。 

言喜樂者，謂已獲得所希求義(成就初靜慮)，及於喜中未見過失，一切麁重已

除遣故，及已獲得廣大輕安，身心調暢，有堪能故，說名「喜樂」。 

 

（5）釋初靜慮具足安住26
 

所言初者，謂從欲界最初上進，創首獲得，依順次數，說名為「初」。 

言靜慮者，於一所緣，繫念寂靜，正審思慮，故名「靜慮」。 

言具足者，謂已獲得加行究竟果作意故。(七作意中修至加行究竟果作意，名

根本定，稱為具足。) 

言安住(入、出、住得自在)者，謂於後時由所修習多成辦故，得隨所樂，得無

艱難，得無梗澁(音式，阻塞、遲滯)27，於靜慮定，其心晝夜能正隨順(初靜慮)、

趣向(初靜慮)、臨入(臨近進入初靜慮)，隨所欲樂，乃至七日七夜能正安住(於

定中)，故名「安住」。 

 

2、第二靜慮 

（1）釋尋伺寂靜及內等淨 

復次，於有尋有伺三摩地(samādhi)相28，心能棄捨；於無尋無伺三摩地相，繫

念安住；於諸怱務(尋思)所行境界，能正遠離；於不怱務(遠離尋思)所行界，

安住其心，一味(離尋伺)寂靜、極寂靜(尋伺都不再起)轉，是故說言：「尋伺

寂靜故29，內等淨(於離初禪定地的染著有深信生，信是淨相，所以立「淨」名。

「等」即內心平等相續而流，「等淨」指有相續的清淨生起，由於遠離尋伺鼓

動的塵濁法，於自身內體中其心安住於捨，平等無染，如清水珠令心清淨，故

名「內等淨」)故」。 

                                                                                                                                                         
24 「競」：1.爭競；角逐；比賽。2.爭辯；爭鬧。(《漢語大辭典》第 8 卷，p.402) 
25 《大正藏》(大正 30，467b29)原作「獄」，今依《高麗藏》(15，806a10)改作「獲」 
26 《瑜伽師地論》卷 21 (大正 30，397c2～5)：「謂彼如是斷五蓋已，便能遠離心隨煩惱，遠離諸欲惡不

善法，有尋、有伺，離生喜樂，入初靜慮具足安住。」 
27 「梗澁」：同「澀」(《漢語大字典》第 3 卷，p.1740)。梗澀 1、阻塞。2、遲鈍；滯澀 。3、《晉書‧王 

承傳》：「是時道路梗澀，人懷危懼。 承 每遇艱險，處之夷然。」(《漢語大辭典》第 4 卷，p.1032) 
28 《披尋記》(二) p.1075：「此釋經說尋伺寂靜，謂初靜慮地尋伺不復現行，名寂靜故。」  
29 《瑜伽師地論》卷 21 (大正 30，397c5～6)：「尋伺寂靜，於內等淨，心一趣性，無尋無伺，定生喜樂， 

第二靜慮具足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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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釋心一趣 

又彼即於無尋無伺三摩地中，串修習故，超過「尋伺有間缺位」(有尋伺間隔，

令無尋無伺有缺少的階位)，能正獲得(無尋無伺)「無間缺位」，是故說言：「心

一趣故」。 

 

（3）釋無尋無伺 

「無尋無伺」者，一切尋伺悉皆斷故。 

 

（4）釋定生喜樂 

所言「定」者，謂已獲得加行究竟作意故。 

所言「生」者，由此為因、由此為緣，無間所生，故名「定生」。 

言「喜樂」者，謂已獲得所希求義(成就第二靜慮)。又於喜中未見過失，有欣

有喜，一切尋伺初靜慮地諸煩惱品所有麁重皆遠離故，能對治彼廣大輕安，身

心調柔，有堪能樂所隨逐故，名有「喜樂」。 

（5）釋第二靜慮具足安住 

依順次數，此為第二。 

 

（6）結 

如是一切如前應知。 

 

3、第三靜慮（披尋記：冊 2，頁 1076） 

（1）釋離喜 

復次，彼於喜相深見過失，是故說言：「於喜離欲」。 

 

（2）釋住捨念正知 

A、住捨 

◎又於爾時(468a)，遠離二種(尋伺及喜)亂心災患30，能於離喜第三靜慮攝持其

心。第二靜慮已離尋伺，今於此中，復離於喜，是故說言：「安住於捨」。 

◎如是二法能擾亂心，障「無間捨」。初靜慮中有尋伺故，令「無間捨」不

自在轉；第二靜慮由有喜故，令「無間捨」不自在轉。是故此(無間)捨，

初二靜慮說名無有。 

由是因緣，修靜慮者，第三靜慮方名有捨(有無間捨)。 

B、住正念正知 

由有捨(有無間捨)故，如如安住所有正念，如是如是彼喜俱行想及作意不復

現行。若復於此第三靜慮不善修故，或時失念，彼喜俱行想及作意時復現行，

                                                 
30 《披尋記》(二) p.1076：「尋伺及喜，能擾亂心障無間捨，是名二種亂心災患，如下自釋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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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即速疾以慧通達，能正了知，隨所生起能不忍受，方便棄捨、除遣31、變

吐，心住上捨，是故說：「有正念、正知」。 

 

（3）釋有身受樂   

彼於爾時，住如是捨、正念、正知，親近、修習、多修習故，令心踊躍俱行喜

受便得除滅。離喜寂靜、最極寂靜，與喜相違心受生起。彼於爾時，色身、意

身(意識有樂時，亦令四大種所造色的身體有適悅之樂，此即意識相應樂受，

名「身受樂」，亦名「意身」)領納受樂及輕安樂，是故說言：「有身受樂」。 

 

（4）釋聖宣說具足捨等 

第三靜慮已下諸地，無如是樂及無間捨。  

第三靜慮已上諸地，此無間捨，雖復可得而無有樂，下地(第二靜慮與初靜慮

的身受)樂(及無間)捨俱無有故，上地有捨而無樂故，是故說言於是處所，謂第

三靜慮「諸聖」宣說。 

謂依於此已得安住補特伽羅(pudgala 眾生)，具足捨、念及以正知32，住身受樂，

第三靜慮具足安住(入定、住定、出定皆能隨意自在)。 

言「諸聖」者，謂佛世尊及佛弟子。 

 

4、第四靜慮 

（1）釋樂斷苦斷先喜憂沒 

A、顯斷差別 

（A）樂斷 

復次，此中對治，種類勢(用)相似故，略不宣說(如何用捨、念、正知)樂

斷對治，但說對治所作(第三靜慮的)樂斷。 

何等名為：「此中對治」？所謂捨念及以正知。由即於此數修習故，

便能棄捨「令不出離第三靜慮(繫的)第三(468b)靜慮地中勝樂」，是

故說言：「由樂斷故」。 

 

（B）苦斷 

修靜慮者，即於爾時，所有苦樂皆得超越。 

（C）並喜憂沒 

由是因緣，若先所斷、若今所斷，總集說言：「樂斷、苦斷，先喜、憂沒」。 

B、配屬分位 

謂入第四靜慮定時，樂受斷故；入第二靜慮定時，苦受斷故；入第三靜慮定

時，喜受沒故；入初靜慮定時，憂受沒故。 

                                                 
31 遣＝遺【元】(大正 30，468d，n.1) 
32 《瑜伽師地論》卷 21 (大正 30，397c6～8)：「遠離喜貪，安住捨念，及以正知，身領受樂，聖所宣說， 

捨、念具足安樂而住，第三靜慮具足安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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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釋不苦不樂 

今於此中，且約苦、樂二受斷故，說有所餘非苦樂受，是故說言：「彼於爾時

不苦、不樂」。 

（3）釋捨念清淨 

◎從初靜慮一切下地(水、火、風)災患(外災)已斷33，謂尋、伺、喜、樂、入息、

出息(及苦、憂，名八災患，為內災，可擾亂心之平和而妨礙入湛深禪定。)

由彼斷故，此中捨念清淨、鮮白。 

◎由是因緣正入第四靜慮定時，心住無動，一切動亂皆悉遠離，是故說言：「捨

念清淨」。34 

（4）指釋第四靜慮具足安住 

第四等言，如前所說初靜慮等，應知其相。 

 

（二）四無色  （披尋記：冊 2，頁 1079） 

1、空無邊處 

（1）色想出過 

復次，以於虛空起勝解故，所有青、黃、赤、白等相應顯色想35，由不顯現故， 

及厭離欲故，皆能超越，是故說言：「色想出過故」。(「色想」指與眼識相

應而對物質形相顏色的取像思維。「色想出過」指遠離物質形相繫縛的過失。

初修此定的眾生，厭離形色的障礙而不得自在，故欣求虛空無邊，思惟牆上、

樹上、崖上等諸虛空相，隱沒除滅青黃赤白等物質色想。由不顯現及厭離物欲，

故能超越一切「色想」。) 

 

（2）有對想滅沒 

由不顯現，超越彼(色)想以為因故，所有種種眾多品類，因諸顯色和合積集，

有障礙想皆得除遣，是故說言：「有對(礙)想滅沒故」。 

 

（3）種種想不作意 

由遠離彼(色)想以為因故，所有於彼種種(色)聚中差別想轉，謂飲、食、瓶、

衣、乘、莊嚴具、城、舍、軍、園、山、林等想，於是一切不作意轉(不再引

發其想，亦不復憶念，只繫念思惟無邊虛空相，)是故說言：「種種想不作意

故」。 

 

（4）入無邊空 

除遣如是有色、有對、種種想已，起無邊相虛空勝解，是故說言：「入無邊空」。 

                                                 
33 《披尋記》(二) p.1078：「從初靜慮一切下地災患已斷者：初三靜慮，由有尋、伺、喜、樂、入息、出

息，故於壞劫有三種災：謂水、火、風。第四靜慮，彼已斷故無災能壞，更無能壞因緣法故。」 
34 《瑜伽師地論》卷 21 (大正 30，397c9～10)：「究竟斷樂，先斷於苦，喜、憂俱沒，不苦不樂，捨、念 

清淨，第四靜慮具足安住。」 
35 《披尋記》(二) p.1079：「所有青、黃、赤、白等相應顯色想者：此中等言，等取光、影、明、闇、雲、 

煙、塵、霧、及空一顯色。如是一切，皆名顯色。如五識身相應地說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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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空無邊處具足安住 

由已超過近分加行究竟作意，入上根本加行究竟果作意定，是故說言：「空無

邊處具足安住」。 

 

當知此中，依於近分乃至未36入上根本定，唯緣虛空。若已得入上根本定，亦緣

虛空，亦緣自地37(空無邊處地)所有諸蘊。又近分中，亦(468c)緣下地(第四靜慮地)

所有諸蘊。 

 

2、識無邊處 

（1）超過一切空無邊處入無邊識 

復次，若由此識於無邊空發起勝解，當知此識無邊空相勝解相應(所緣境是對

能緣的六識，觀想六識像空一樣無邊無際)。若有欲入識無邊處，先捨虛空無

邊處想，即(轉緣)於彼(六識)識，次起(思惟)無邊行相(能緣的心識是無邊無際，

三世之識悉現定中)的勝解。爾時超過近分、根本空無邊處，是故說言：「超

過一切空無邊處，入無邊識」。 

 

（2）識無邊處具足安住 

由彼超過識無邊處所有近分乃至加行究竟作意，入上根本加行究竟果作意定，

是故說言：「識無邊處具足安住」。 

 

3、無所有處 

（1）顯彼勝解 

 

 

復次，從識無邊處求上進時，離其識外更求餘境都無所得，謂諸所有或色、非

色(空、心識)相應境性，(由於已遣除色想、空想及識想，故觀內外所緣皆無所

有，)彼求境界無所得時，超過近分及以根本識無邊處，發起都無(色、空、心

識)餘境勝解，(諸想不起，怡然寂靜，)此則名為於無所有假想勝解(依藉「無

所有」的特性生起了相的想，為勝解)。 

 

（2）釋具足住 

即於如是假想勝解多修習故，便能超過無所有處一切近分乃至加行究竟作意，

入彼根本加行究竟果作意定，是故說言：「超過一切識無邊處，無少所有、無

所有處具足安住」。 

 

                                                 
36 未＝天【元】(大正 30，468d，n.3) 
37 地＝他【宋】【元】【明】【宮】(大正 30，468d，n.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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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非想非非想處 

（1）釋非有想、非無想 

復次，從無所有處求上進時，由於無所有處想起麁想故(由於心念裏還有無所

有處為所緣境，了相作意通達這是粗想)，便能棄捨無所有處想(一切諸想皆悉

滅盡，故無粗想)。 

由是因緣先入無所有處定時，超過一切(下地) 「有所有想」(色、空、心識想)；

今復超過「無所有想」(生起「內外都覺無所有」之想)，是故說言： 

「非有想，謂或「有所有想」(超前七地之有所有想)，或「無所有想」(復超第

八地之無所有處想)； 

非無想，謂非如「無想(定)」及「滅盡定」，一切諸想皆悉滅盡」38。 

 

（2）釋非想非非想 

(此地無「明了想相」)，唯有微細想，緣無相境轉，是故說言：「非想非非想」。 

 

（3）釋具足住 

即於此處起勝解時，超過一切近分、根本無所有處，及非想非非想處近分乃至

加行究竟作意，入彼根本加行究竟果作意定，是故說言：「超過一切無所有處，

於非想非非想處具足安住」。 

 

二、辨定相（披尋記：冊 2，頁 1080） 

（一）標差別 

復次，此中入靜慮定(469a)時，其身相狀，如處室39中；入無色定時，其身相狀，如

處虛空。 

（二）隨難釋 

當知此中，由奢摩他相，安住上捨(離諸苦樂最極寂靜)40，勤修加行。 

 

參、釋二無心定（披尋記：冊 2，頁 1081） 

復次，依靜慮等，當知能入二無心定。41 

一者、無想定， 

二者、滅盡定。 

一、略說 

（一）能入補特伽羅 

                                                 
38 《瑜伽論記》卷 8 (大正 42，474 a29～b4)：「依景師釋，超過二想名非有想：一、有所有想。二、無所

有想。超識處已下有所有想、故云或有所有想。復超無所有處想、故云或無所有想，無彼二想，名非

有想。以有細想，非如二無心定諸想皆無，名非無想。」 
39 室＝空【宋】【元】【明】(大正 30，469d，n.1) 
40 《披尋記》(二) p.1080：「由奢摩他相安住上捨等者：此釋前說入無色定，是故唯說由奢摩他及住上捨。 

離諸苦樂最極寂靜，名上捨故。」 
41二無心定，參考：《大毘婆沙論》卷 152(大正 27,773a21～776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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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想定者：唯諸異生，由棄背(種種)想作意方便能入。 

◎滅盡定者：唯諸聖者，由止息想受作意方便能入。 

（二）能入方便 

如是二定，由二作意方便能入。 

◎謂無想定，由棄背(種種)想作意42以為上首，勤修加行，漸次能入。 

◎若滅盡定，由從非想非非想處，欲求上進，暫時止息所緣作意以為上首，勤修加 

行，漸次能入。 

二、廣顯 

（一）無想定 

◎若諸異生作如是念：諸想如病、諸想如癰、諸想如箭，唯有無想寂靜微妙。攝受 

如是背想作意，於所生起一切想中，精勤修習不念作意(於所緣境相數數除遣)，

由此修習為因緣故，加行道中是有心位，入定無間，心不復轉。 

◎如是出離想作意為先，已離(第三靜慮之)遍淨(天)貪，未離(第四靜慮之)廣果(天)

貪，諸心心43(所)法滅，是名「無想定」，由是方便(加行)證得此定。 

 

（二）滅盡定 

◎若諸聖者已得非想非非想處，復欲暫時住寂靜住，從非有想非無想處心求上進， 

心上進時，求上所緣竟無所得，無所得故，(諸心心法)滅而不轉。 

◎如是有學已離無所有處貪，或阿羅漢求暫住想作意為先，諸心心法滅，是名「滅 

盡定」，由是方便證得此定。 

 

肆、辨五通（五神通） （披尋記：冊 2，頁 1081） 

復次，依止靜慮發五通等，云何能發？ 

略說 

一、加行 

（一）依定思惟 

◎謂靜慮者，已得根本清淨靜慮，即以如是清淨靜慮為所依止，於五通增上正法，

聽聞受持，令善究竟。  

◎謂於神境通、宿住通、天耳通、死生智通、心差別通等，作意思惟。 

（二）修治作意 

復由定地(469b)所起作意，了知於義、了知於法。由了知義、了知法故，如是如是修

治其心。 

 

二、修果 

                                                 
42 《瑜伽師地論》卷 12 (大正 30，340c4～7)：「入第四靜慮，修背想作意，於所生起種種想中，厭背而

住。唯謂無想、寂靜微妙，於無想中、持心而住。如是漸次離諸所緣，心便寂滅。」；《成唯識論述記》

卷 7(大正 43，479 a5～8) 
43 諸心心＝心諸【聖】，〔諸〕－【宮】(大正 30，469d，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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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修習、多修習故，有時(晝夜六時)、有分(晝三時、夜三時，每一時是四小時，六

時共二十四小時；「有分」指不到四小時)發生修果五神通等。 

廣說 

又即如是了知於義、了知於法，為欲引發諸神通等，修十二想。 

何等十二？ 

一、輕舉想，二、柔軟想，三、空界想，四、身心符順想，五、勝解想， 

六、先所受行次第隨念想，七、種種品類集會音聲想，八、光明色相想， 

九、煩惱所作色變異想，十、解脫想，十一、勝處想，十二、遍處想。 

 

三、別辨五相 

（一）引五神通 

1、神境通攝 

（1）修習 

A、輕舉想 

（A）發輕勝解 

「輕舉想」(1)者，謂由此想，於身發起輕舉勝解，如妒羅綿(tūla，又作堵

羅、兜羅綿，即細綿)44、或如疊(用棉紗織成的毛布)45、絮(柳樹的花稱作

絮，粗絲綿)46、或似風輪。 

 

（B）能飄轉身 

◎發起如是輕勝解已，由勝解作意，於彼彼處飄轉其身。 

◎謂從床上飄置几上，復從几上飄置床上，如是從床飄置草座，復從草座

飄置於床。 

B、柔軟想 

◎「柔軟想」(2)者，謂由此想，於身發起柔軟勝解，或如綿囊(絲綿所做的袋

子)、或如毛毳(音璀，鳥獸的細毛)、或如熟練(煮煉絲、麻、棉織品使之

潔白柔軟)47。 

◎此柔軟想，長養攝受前輕舉想，於攝受時，令輕舉想增長廣大。 

C、空界想 

「空界想」(3)者，謂由此想先於自身發起輕舉，柔軟二勝解已，隨所欲往，

若於中間有諸色聚能為障礙，爾時便起勝解作意，於彼色中，作空勝解，能

無礙往。 

D、身心符順想 

「身心符順想」(4)者，謂由此想或以其心符順於身，或以其身符順於心，由

                                                 
44 「妒羅綿」：即兜羅綿。 唐‧普光《俱舍論記》卷 11：「妒羅是樹名，綿從樹果中出，名妒羅綿。」 

一作「堵羅綿」。(《漢語大辭典》第 4 卷，p.331) 
45【帛疊】用棉紗織成的布。《漢語大詞典》卷 3，頁 703。 
46 「絮」：1.粗絲綿。2.彈鬆的棉花。3.稱白色易揚而輕柔似絮者。(《漢語大辭典》第 9 卷，p.850) 
47 「熟練」：1.精細煮煉過的素絹。2.煮煉絲、麻、棉織品使之潔白柔軟。(《漢語大辭典》第 7 卷，p.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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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令身(展)轉轉(得)輕舉、轉轉柔軟、轉轉堪任、轉轉光潔，隨順於心，繫

屬於心，依心而轉。 

E、勝解想 

「勝解想」(5)者，謂由此想，遠作近解，近作遠解，麁作細解，細作麁解，

地作水解，水作地解，如是一一差別大種展轉相作，廣如變化所作勝解，或

色變化、或聲變化。 

 

（2）領受（披尋記：冊 2，頁 1083） 

A、顯種種 

◎由此五想修習成(469c)滿，領受種種妙神境通。 

◎或從一身示現多身，謂由現化(現前變化)勝解想故；或從多身示現一身，

謂由隱化勝解想故；或以其身，於諸牆壁、垣城(矮牆、城牆)等類，厚障

隔事直過無礙；或於其地出沒如水；或於其水斷流往返，履(水)上如地；

或如飛鳥，結加48趺坐，騰颺49(音揚，飛升)虛空；或於廣大威德勢力日月

光輪，以手捫(音門)摸；或以其身，乃至梵世(梵天所住的色界天)自在迴轉。 

◎當知如是種種神變，皆由輕舉、柔軟、空界、身心符順想所攝受勝解想 

故，隨其所應，一切能作。 

B、釋迴轉 

此中，以身於其梵世(色界諸天)，略有二種自在迴轉。 

一者、(神通人身)往來自在迴轉。 

二、於梵世諸四大種一分造色(地水火風所造的色有十種，包括眼耳鼻舌身、

色聲香味觸。能迴轉唯五境中之色境、聲境，不能迴轉香、味、觸及五根等，

故言「一分」)，如其所樂，隨勝解力，自在迴轉。 

 

2、宿住通攝 

（1）加行 

「先所受行次第隨念想」(6)者，謂由此想，從童子位迄至于今50，隨憶念轉，自

在無礙，隨彼彼位(先從現身老時，却推中年、少年、童子、嬰孩位)，若行、

若住、若坐、若臥，廣說一切先所受行，隨其麁、略，次第無越，憶念了知。 

（2）得果 

於此修習、多修習故，證得修果，於無量種宿世所住，廣說乃至所有行相、所

有宣說，皆能隨念。 

 

3、天耳通攝 

                                                 
48 加＝跏【宋】【明】【宮】(大正 30，469d，n.5) 
49 「騰颺ㄧㄤˊ」：飛揚，飛升。(《漢語大辭典》第 6 卷，p.1409) 
50 《瑜伽論記》卷 8 (大正 42，475 a17~21)：「第六想中，云謂由此想，從童子位迄至于今，隨憶念轉者， 

如小論說宿住通，先從現身老時，却推中年、少年、童子、嬰孩。乃至前身死有宿住成，今此乃云從 

童子位迄至于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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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修習 

「種種品類集會音聲想」(7)者，謂由此想遍於彼彼村邑、聚落，或長者眾、或

邑義眾(居士或講義理的處所)、或餘大眾，或廣長處(市買處、又處廣長大故眾

亦無量)、或家、或室，種種品類諸眾集會，所出種種雜類音聲，名諠譟聲，

或於大河眾流激湍波浪音聲，善取其相，以修所成定地作意，於諸天人，若遠、

若近，聖、非聖聲，力勵聽採。 

（2）得果 

於此修習、多修習故，證得修果清淨天耳，由是能聞人間天上，若遠、若近，

一切音聲。 

 

4、死生智通攝 

（1）修習 

「光明色相想」(8)者，謂於如前所說種種諸光明相，極善取已，即於彼相作意

思惟。又於種種諸有情類善(470a)不善等業用差別，善取其相，即於彼相作意思

惟，是名光明色相想。 

（2）得果 

於此修習、多修習故，證得修果死生智通，由是清淨天眼通故，見諸有情廣說

乃至身壞已後往生善趣天世間中。 

 

5、心差別通攝 

（1）修習 

「煩惱所作色變異想」(9)者，謂由此想於貪、恚、癡、忿、恨、覆、惱、誑、

諂、慳、嫉，及以憍害、無慚、無愧諸餘煩惱及隨煩惱纏繞其心，諸有情類種

種色(分)位(上、下、傍；中年、少年等)、色相(身、語、表色)變異，解了分別。 

A、辨貪等 

◎如是色類(類型, type)有貪欲者，有色分位、色相變異，謂諸根躁擾、諸根

掉舉，言常含笑。 

◎如是色類有瞋恚者，有色分位、色相變異，謂面恒顰51蹙52，語音謇(音檢)

澀(音式，言辭不順暢)53，言常變色。 

◎如是色類有愚癡者，有色分位、色相變異，謂多分瘖啞54，事義闇昧55，

言不辯了、語多下里(鄙俗)56。 

                                                 
51  顰＝頻【宋】【宮】【聖】(大正 30，470d，n.1)  
52 「顰ㄆㄧㄣˊ蹙ㄘㄨˋ」：亦作『顰顣ㄑㄧ』。皺眉蹙額，形容憂愁不樂。(《漢語大辭典》第 12 卷， 

p.377) 
53 「謇ㄐㄧㄢˇ澀」：言辭不順暢，晦澀難懂。(《漢語大辭典》第 11 卷，p.391) 
54 「瘖啞」：1.不能言。2.沙啞，聲音低沉乾澀。(《漢語大辭典》第 8 卷，p.343) 
55 「闇昧」：1.昏暗不明。2.矇昧愚陋。(《漢語大辭典》第 12 卷，p.133) 
56 「下里」：卑下鄙俗，亦指人或文辭之鄙陋者。(《漢語大辭典》第 1 卷，p.306) 



《瑜伽師地論》卷 33 

 23 

B、例餘煩惱 

由如是等行相流類，廣說乃至無慚愧等所纏繞者，有色分位、色相變異，善

取其相，復於彼相作意思惟。 

（2）得果 

於此修習、多修習故，發生修果心差別智，由此智故於他有情、補特伽羅隨所

尋思，隨所伺察，心意識等，皆如實知。 

 

（二）引勝功德（披尋記：冊 2，頁 1084） 

1、指修相 

「(八)解脫、(八)勝處、(十)遍處想」(10～12)者，如前〈三摩呬多地〉應知修相57。 

2、顯得果 

（1）最勝神通 

由於此想親近修習、多修習故，能引最勝諸聖神通，若變事通(變作金銀等物)、

若化事通(隨其所欲轉色成空)、若勝解通(如其勝解隨所轉變皆能成就)58。 

（2）種種功德 

及能引發無諍(能守護他不起煩惱行)、(妙)願智(先發誠願，求知一切智慧之境，

由此加行而引發妙智，大乘則更願乃至眾生生死輪迴未空，則隨願成辦衆生義

利)、四無礙解，謂法無礙解、義無礙解、辭無礙解、辯無礙解等種種功德。 

 

（三）顯神通別 

1、聖神通 

又聖、非聖二神境通有差別者，謂聖神通隨所變事、隨所化事、隨所勝解，一切

皆能如實成辦，無有改異，堪任有用。 

2、非聖神通 

非聖神通不能如是，猶如幻化，唯可觀見，不堪受用。 

 

（四）結 

當知如是十二種想，親近、修習、多(470b)修習故，隨其所應，便能引發五種神通，

及能引發不共異生，如其所應諸聖功德。 

 

伍、明修世淨定生處差別（生差別） （披尋記：冊 2，頁 1085） 

一、四靜慮 

（一）初靜慮攝 

復次此中，於初靜慮下、中、上品善修習已，隨其所應，當生梵眾天、梵輔天、大

梵天眾同分(nikāya-sabhāga，指同類眾生共同相似的性質，也就是使有共同特徵的

                                                 
57 《披尋記》(二) p.1084：「如前三摩地說；修觀行者，先於所緣思惟勝解，次能制伏。既於制伏得自在

已，後即於此遍一切處，如其所欲而作勝解，是故此三如是次第。（陵本十二卷八頁）是即修相應知。」 
58 《披尋記》(二) p.1085：「若變事通等者；如能變作金銀等物堪有所用，名變事通。如其勝解隨所轉變 

皆能成就，名勝解通。當知此二由八色遍處善清淨引。隨其所欲轉色成空，名化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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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情成為同類有情的原理。由於有此眾同分，如人與人的相似性成為人類，畜生與

畜生相似，各物種亦由於同類相似的性質而有其類別)中。 

 

（二）第二靜慮攝 

於第二靜慮下、中、上品善修習已，隨其所應，當生少光天、無量光天、極光淨天

眾同分中。 

 

（三）第三靜慮攝 

於第三靜慮下、中、上品善修習已，隨其所應，當生少淨天、無量淨天、遍淨天眾

同分中。 

 

（四）第四靜慮攝 

1、三天處 

於第四靜慮下、中、上品善修習已，隨其所應，當生無雲天、福生天、廣果天

眾同分中。 

(「無雲天」為第四禪之第一天，以此天以上的天界為無雲之地，而此天在無

雲之初，故稱「無雲」。 

「福生天」為第四禪之第二天，以此天為殊勝福報者往生之處所，故稱「福生」。 

「廣果天」為第四禪之第三天，為凡夫生天的果報中，最為殊勝廣大處，故名

「廣果」。又無想天亦攝屬於廣果天的範圍內。) 

 

2、五淨居 

若不還(果)者，以無漏第四靜慮間雜熏修有漏第四靜慮，即於此中，下品、中

品、上品、上勝品、上極品善修習已，隨其所應，當生五淨居天眾同分中，

謂無煩、無熱、善現、善見、色究竟天。 

(「雜修」指有漏、無漏更相間雜地熏修。「熏」的意思原指以香氣熏附於物，

引申爲長期接觸而產生變化影響。「熏修」指透過持續而穩定的修行，令身、

心作出相應的改變。習定者首先入第四靜慮，多念無漏相續現前，從此引生

多念有漏，後復多念無漏現前，如是循還地由多念漸減，乃至二念無漏、有

漏間雜熏修，如是名為雜修近分定成滿。再而唯從一念無漏，引起一念有漏

現前，無間復生一念無漏，如是前後剎那相續，乃至有漏無間令無漏現前，

無漏無間還入有漏，名雜修根本定熏修成就。 

 

「無煩天」，以身心已遠離欲界苦及色界樂的煩擾，領受寂靜、清淨微妙諸

受，故名「無煩天」。 

 

「無熱天」，由於無熱天的身心已離熱惱故，心意清淨悅樂，領受寂靜、遍

淨、無漏微妙諸受故，故名「無熱天」。 

 

「善現天」，由於善現天的眾生形色微妙，清淨端嚴，超過無煩天及無熱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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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眾，故名「善現天」。 

 

「善見天」，由於善見天的眾生形色轉更微妙，清淨端嚴，超過前三淨居天的

天眾，又其所見的世界皆極為清澈明淨，故名「善見天」。 

 

「色究竟天」是有物質的最究竟處，其物質於色界諸天中最為殊勝第一，故

名「色究竟天」。) 

 

二、四無色 

（一）標生處 

若於空處、識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下、中、上品，善修習已，當生空處、

識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隨行天眾同分中。 

（二）明住別 

由彼諸天無有形色，是故亦無處所差別，然住所作有其差別(住上中下三品所作之

業有其別，四蘊的受生亦有差別)59。 

 

三、無想天 

於無想定善修習已，當生無想有情天眾同分中。 

 

陸、明離欲者相  （披尋記：冊 2，頁 1086） 

復次此中，云何應知離欲者相(特徵)？ 

一、身業攝 

謂離欲者，身業安住、諸根無動，威儀進止無有躁擾，於一威儀，能經時久，不多驚

懼，終不數數易脫威儀。 

二、語業攝 

言詞柔軟，言詞寂靜，不樂諠雜，不樂眾集，言語安詳60。 

三、意業攝 

（一）五識相應相 

眼見色已、唯覺了色，不因覺了而起色貪。如是耳聞聲已、鼻嗅香已、舌嘗味已、

身覺觸已，唯覺了聲乃至其觸，不因覺了而起聲貪乃至觸貪(470c)。 

（二）意識相應相 

能無所畏，覺慧幽深，輕安廣大，身心隱密，無有貪婪，無有憤發，能有堪忍，不

為種種欲尋思等諸惡尋思擾亂其心。 

四、結 

如是等類，當知名為離欲者相。 

                                                 
59 《披尋記》(二) p.1086：「然住所作有其差別者；於彼彼定具足安住，是名為住。於其住中緣自他蘊多 

有所作，名住所作。由是為因生有差別。」；《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9 (大正 43，122 c 20~21)：「論云： 

然住所作有其差別者，謂住三品所作之業有其別也。」 
60 詳＝詞【宮】，＝諦【聖】(大正 30，470d，n.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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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注: 三界的四禪八定圖示如下：) 

三界 九地  諸天/五趣  尋伺狀態 

     

無色界 (第四禪) 

非想非非想處地  非想非非想處天 

無尋無伺地 

無所有處地  無所有處天 

識無邊處地  識無邊處天 

空無邊處地  空無邊處天 

色界 

(四禪十八天) 

  大自在天  

 

 

 

 色究竟天 

五淨居天 

  善見天 

  善現天 

  無熱天 

  無煩天 

  廣果天(無想天) 上品 

  福生天 中品 

四禪（第四靜慮地） 捨念清淨地 無雲天 下品 

  遍淨天 上品 

  無量淨天 中品 

三禪（第三靜慮地） 離喜妙樂地 少淨天 下品 

  極淨光天 上品 

  無量光天 中品 

二禪（第二靜慮地） 定生喜樂地 少光天 下品 

二禪近分  無尋唯伺地 

  大梵天 上品 

有尋有伺地 

  梵輔天 中品 

初禪（初靜慮地） 離生喜樂地 梵眾天 下品 

欲界  

  他化天 

六欲天 

  化樂天 

  兜率天 

  夜摩天 

  忉利天 

  四天王天 

  人間  

  餓鬼 

三惡道   畜生 

五趣雜居地 （欲界散地） 地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