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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以下魏本不分品.陳本作應知勝相第二.隋本作應知勝相勝語第二.又分四章.此相章第一. 

102
以下藏本第二卷.末題所知相品第二.但前後文皆不分品.獨題此品.未詳何以. 

103
原刻作觀.今依藏本及二釋改. 

104
藏本此字作了別.rnam_par□ig_pa 並不作識.rnam_par ces_pa 今譯未加簡別. 

 

 

 

 

 

已說智依。智相復云何知。

彼略有三種。一他性相。二

妄想分別相三成就相。 

 

 

是中何者他性相。所有阿犁

耶識種子中。虛妄分別所攝

識。 

 

彼復何等身與受用識。彼所

受用識。受用識。時識。數

識。方處差別假意識。自他

分別善道惡道生滅識。 

 

 

應知勝相第二之一 

 

 

 

 

如此已說應知依止。勝相云何應

知。應知勝相此應知相略說有三

種。一依他性相。二分別性相。

三真實性相。 

 

依他性相者。本識為種子。虛妄

分別所攝諸識差別。 

 

 

何者為差別。謂身識。身者識。

受者識。應受識。正受識世識。

數識。處識。言說識。自他差別

識。善惡兩道生死識。 

 

 

 應知勝相勝語第二之一 

  相章第一 

 

 

 

論曰。已說應知依止。應知

相云何可見。此略說有三

種。謂依他相分別相成就

相。 

 

此中何者是依他相。阿梨耶

識為種子虛妄分別所攝諸

識。 

 

何者是諸識謂身識身者

識。受者識應受識正受識。

世識數識處識言說識。自他

差別識善惡兩道生死識。 

 

 

101
所知相分第三之一 

第三章 所知相 

第一節 出體相 

第一項 略釋三相 

  甲、總標 

已說所知依。
102
所知相復云何

應
103
觀？此略有三種：一、依

他起相，二、遍計所執相，

三、圓成實相。 

乙、依他起相 

此中何者依他起相？謂阿賴

耶識為種子，虛妄分別所攝

諸
104
識。 

 

此復云何？謂身、身者、受

者識、彼所受識、彼能受識、

世識、數識、處識、言說識、

自他差別識、善趣惡趣死生

識。 

 

第二卷 

  所知能相品第三 

 

 

 

云何当知所知能相

耶？此者若总摄，则三行

相：一、依他起能相。二、

遍计所执能相。三、圆成

实能相。 

此中何为依他起能

相？谓若具有阿赖识之

种子非真正能遍计所摄

之了别识。 

  此又为何？谓一、身

具身者受者了别识。二、

由此所享用了别识。三、

于此能享用了别识。四、

时了别识。五、数量了别

识。六、方所了别识。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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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
藏本此語云種子而生故.三本均同.次二句例知. 

106
勘藏本此語卽唯識性.下文亦單譯作唯識. 

 

 

 

是中所有身與受用識及彼

所用識。及受識所有時數分

別假識者。彼語言習種子因

生故。所有自他分別識。彼

身見習種子因故。所有善道

惡道生死者。彼為因緣習種

子因故。 

 

 

 

 

 

 

此諸識一切塵一切道煩惱

所攝。說他性相者。虛妄分

別現見成。此別現見成。此

諸識中所有虛妄分別所

攝。唯識事非有妄取義依

見。此是他性相。 

 

 

 

 

身識身者識受者識應受識正受識

世識數識處識言說識。如此等識

因言說熏習種子生。自他差別

識。因我見熏習種子生。善惡兩

道生死識。因有分熏習種子生。 

 

 

 

 

 

 

 

 

由如此等識一切界道煩惱所攝依

他性為相。虛妄分別即得顯現。

如此等識虛妄分別所攝唯識為

體。非有虛妄塵顯現依止。是名

依他性相。 

 

 

 

 

 

此中身識身者識受者識。應

受識正受識世識數識處識

言說識。此等從言說熏習種

子生。自他差別識從我見熏

習種子生。善惡兩道生死識

從有分熏習種子生。 

 

 

 

 

 

 

 

此等諸識攝一切界趣。及煩

惱等依他相虛妄分別故。得

顯現。此等諸識虛妄分別所

攝。唯是識量。無所有不實

義顯現依止。此是依他相。 

 

 

 

 

 

此中若身、身者、受者識、

彼所受識、彼能受識、世識、

數識、處識、言說識，此由

名言熏習
105
種子。若自他差別

識，此由我見熏習種子。若

善趣惡趣死生識，此由有支

熏習種子。 

 

 

 

 

 

 

由此諸識，一切界趣雜染所

攝，依他起相虛妄分別皆得

顯現。如此諸識，皆是虛妄

分別所攝
106
，唯識為性，是無

所有非真實義顯現所依，如

是名為依他起相。 

 

语言了别识。八、自与他

差别了别识。九、善趣与

恶趣死亡与生起了别识。 

  此中若诸身具身者

受者了别识，若诸由此所

享用了别识，若诸于此能

享用了别识，若诸时间、

数量、处所、语言之了别

识者，即此由为言说习气

种子所生起故。若诸自与

他差别了别识者，即此为

我见习气种子所生起故。

若诸善趣与恶趣死亡与

生起了别识者，即此为有

支习气种子所生起故。 

 

  由此等了别识故，即

是显示一切界、趣、生处

所摄为非真正能遍计。若

诸此等了别识之唯了别

识性、由非真正能遍计所

摄以显现非是有及错误

之义为所依者，即此为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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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本此語云顯現爲義者.此云顯現.原作 snax_ba.無性釋爲明了是也.今譯取意分爲似現二語.下文均同. 

 

 

是中何者妄分別相。若非有

塵唯彼識作塵現取故。 

 

 

 

是中何者成就相若還彼他

性相中微塵相永無有事。 

 

 

分別性相者。實無有塵唯有識體

顯現為塵。是名分別性相。 

 

 

 

真實性相者。是依他性。由此塵

相永無所有。此實不無。是名真

實性相。 

 

 

此中何者是分別相。於唯是

識量無有義中。有義顯現

故。 

 

 

此中何者是成就相。即此依

他相中。彼義相畢竟無所有

故。 

 

 

  丙、遍計所執相 

此中何者遍計所執相？謂於

無義唯有識中
107
似義顯現。 

 

 

  丁、圓成實相 

此中何者圓成實相？謂即於

彼依他起相，由似義相永無

有性。 

 

他起能相。 

 

此中遍计所执能相

为何耶？谓若其虽无有

义，唯了别识，即此显现

为义性。 

 

此中圆成实能相为

何耶？若其即此依他起

能相中此义之能相毕竟

无有性。 

 

 

 

 

 

是中身與受用識等六內眼

等塵應知。彼所受用識者。

六外塵色等應知。彼能受用

識者。六種眼識等塵應知。

此諸識餘識差別應知。 

 

 

 

 

 

 

論曰。由身識身者識受者識。應

知攝眼等六內界。以應受識。應

知攝色等六外界。以正受識。應

知攝眼等六識界。由如此等識為

本。其餘諸識是此識差別。 

 

 

 

 

 

 

論曰。此中身識身者識受者

識。應知是眼等六內界。應

受識者應知是色等六外

界。正受識者應知是眼等六

識界。其餘識即是此等諸識

差別。 

 

 

第二項 廣成唯識 

  甲、明一切無義成唯識 

    一、出十一識體以攝法 

論曰。此中身、身者、受者

識，應知即是眼等六內界。

彼所受識，應知即是色等六

外界。彼能受識，應知即是

眼等六識界。其餘諸識，應

知是此諸識差別。 

 

二、辨唯識無義 

 

 

 

此中身具身者受者

了别识者：谓当知眼识等

六界。诸其他了别识为此

等了别识之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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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藏本此語文倒云.無義故唯識者. 

109
原刻作唯字.今依藏本及麗刻改. 

 

復此諸識唯識無義故。餘處

有何見。夢等見應知。所謂

夢中離塵唯識。如是種種色

聲香味觸屋宅林地風諸山

塵現相事故見。然彼處無塵

義如是見者一切唯識。隨義

通達應知。言等者幻焰鹿渴

患目等應知。 

 

 

 

 

 

然彼如夢覺者一切亦如是

識。何以故。如夢中唯識意

生。如是彼處亦不行。行真

實知覺已故行真實。 

 

 

 

 

 

 

 

如此眾識唯識。以無塵等故。譬

如夢等於夢中。離諸外塵一向唯

識。種種色聲香味觸。舍林地山

等諸塵。如實顯現。此中無一塵

是實有 

論曰。由如此譬。一切處應知唯

有識。由此等言應知幻事鹿渴翳

闇等譬。 

 

 

 

 

 

若覺人所見塵。一切處唯有識。

譬如夢塵如人夢覺。了別夢塵但

唯有識。於覺時何故不爾不無此

義。若人已得真如智覺。不無此

覺。譬如人正在夢中。未覺此覺

不生。若人已覺方有此覺。如此

若人未得真如智覺。亦無此覺。

若人已得真如智覺。必有此覺。 

 

 

 

應知如是等識唯是識量以

無義故。此中以何為譬。以

夢等譬喻顯示應知。譬如夢

中離義獨唯有識。種種色聲

香味觸舍林地山等義相似

相顯現。此中實無有義。以

如此譬應知一切處唯有

識。以此為首。復有幻鹿渴

翳等譬喻。 

 

 

 

 

應知猶如夢等覺時一切處

唯有識。如夢唯是識者覺時

何故不如是轉。實智覺者亦

如是轉。如正夢時此覺不

生。若夢覺已此智即生。如

是未得真實智覺此智不

生。若得真實智覺此智即

生。 

 

 

  1、譬喻顯示 

又此諸識
108
皆唯有識都無義

故，此中以何為喻顯示？應

知夢等為喻顯示。謂如夢中

都無其義獨唯有識，雖種種

色聲香味觸，舍林地山似義

影現，而於此中都無有義。

由此
109
喻顯，應隨了知一切時

處皆唯有識。由此等言，應

知復有幻誑、鹿愛、瞖眩等

喻。 

 

 

 

若於覺時一切時處皆如夢等

唯有識者，如從夢覺，便覺

夢中皆唯有識，覺時何故不

如是轉？真智覺時亦如是

轉。如在夢中此覺不轉，從

夢覺時此覺乃轉。如是未得

真智覺時此覺不轉，得真智

覺此覺乃轉。 

 

 

 

此等了别识者由无

有义故、于此所说唯了别

识中有何为喻耶？梦景

等者、当知为喻。喻如于

梦景中虽无有义而唯辨

别识性此显现色、声、香、

味、所触、房屋、森林、

大地、山等种种义之行相

所有者都无所有。由此喻

故者，于一切中亦当通达

唯了别识性。由说言

“等”故者、谓诸幻化、

阳焰、及眩翳当知为喻。 

  若如梦景等即便醒

时亦尽于一切中唯了别

识性者，则喻如于梦景中

唯了别识性之觉生起、如

是于此又何故不生起

耶？谓于诸真实智故清

醒时生起。喻如梦景睡眠

并未醒时不生起，而于醒

时生起，如是于真实智未

醒时不生起，而于真实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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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藏本此句云.然卽如彼生起之心如是顯現. 

 

未覺者唯識事云何得知。從

阿含及解釋順義中。 

 

 

是中阿含如佛十地經所

說。三界唯心作。 

相續解脫經中彌勒菩薩問

佛言。世尊。所有彼三昧境

界中見像。彼為於心異為不

異。佛言。 

 

彌勒不異。何以故。彼念唯

識所明識我說。世尊。若是

彼三昧境界形像心中不異

者。云何以彼心而取彼心。

佛言。彌勒。無有法而能取

法。然彼心如是生。以如是

生故如是見。譬如緣像故唯

見像而言我見像。以是義中

間不離彼像。中間像相似

見。如是生彼心。如是中間

而言見。 

 

 

 

若人未得真如智覺。於唯識中云

何得起比智。由聖教及真理可得

比度。 

 

聖教者。如十地經中佛世尊言。

佛子。三界者唯有識。 

又如解節經中說。 

是時彌勒菩薩摩訶薩問佛世尊。

世尊。此色相是定心所緣境。為

與心異。為與心不異。 

佛世尊言。彌勒。與心不異。何

以故。我說唯有識。此色相境界

識所顯現。 

彌勒菩薩言。世尊。若定境界色

相與定心不異。云何此識取此識

為境。 

佛世尊言。彌勒。無有法能取餘

法。雖不能取此識。如此變生顯

現如塵。譬如依面見面。謂我見

影。此影顯現相似異面。定心亦

爾顯現似塵謂異定心。 

 

 

 

 

若未有真實智覺云何於唯

識得起比知。 

 

 

由阿含及道理。阿含者如十

地經中世尊說。三界唯心

故。又解節經中世尊說。時

彌勒菩薩問世尊言。所有三

昧境像云何與定心為可說

異為不可說異。世尊言彌勒

不異。何以故。定心所緣唯

識所顯。我說為識。世尊。

若三昧境像不異定心。云何

彼心還取彼心。彌勒。無有

一法能取餘法。然彼心即如

是生亦如是顯現。譬如因面

見影言我見影。謂所見影異

於自面。彼心亦爾如是生

起。即於彼心。謂有別物可

見。 

 

 

 

 

2、教理比知 

其有未得真智覺者，於唯識

中云何比知？ 

 

 

由教及理應可比知。此中教

者，如《十地經》薄伽梵說：

如是三界皆唯有心。又薄伽

梵《解深密經》亦如是說，

謂彼經中慈氏菩薩問世尊

言：｢諸三摩地所行影像，彼

與此心當言有異？當言無

異？｣佛告慈氏：｢當言無

異。何以故？由彼影像唯是

識故，我說識所緣唯識所現

故。｣｢世尊！若三摩地所行

影像，即與此心無有異者，

云何此心還取此心？｣｢慈

氏！無有少法能取少法，
110
然

即此心如是生時，即有如是

影像顯現。如質為緣還見本

質，而謂我今見於影像，及

謂離質別有所見影像顯現。

此心亦爾，如是生時，相似

有異所見影現。｣ 

醒时生起。 

  由未因真实智醒故、

如何比知唯了别识性

耶？谓由教及理当可比

知。 

  此中教者：谓佛陀在

《十地经》中说，谓如

“此三界者唯是心”。 

  又在《解深密经》中，

慈氏菩萨启请已、薄伽梵

所答。“薄伽梵！此三摩

地所行境界之影像抑与

此心说为差异耶？抑说

为非差异耶？”薄伽梵

告曰：“慈氏！说非差异。

此何以故耶？识者、所缘

唯 是 由 了 别 识 所

显。”“薄伽梵！三摩地

所行境界之影像若与心

非是差异者，即由此心云

何还取即此心？”“慈

氏！虽任何法亦不能取

法，然而若诸如是生起之

心，即此亦如是显示。喻

如以色作缘、还见即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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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此阿含將證成。如是入

定心時隨所青等知所有。見

像還見彼心離塵青等。如是

順釋已。菩薩於一切識中如

是測量取。唯識中無彼青等

憶念持識。前已彼念所見聞

思修。亦隨所憶事識。彼亦

念過去故。彼現相唯識。得

以此喻證故。菩薩雖真智未

覺已應思量唯覺事。 

 

 

 

 

 

 

 

由此阿含及所成道理。唯識義顯

現。云何如此。是時觀行人心正

在觀中。若見青黃等遍入色相。

即見自心不見餘境青黃等色。 

由此道理一切識中。菩薩於唯識

應作如此比知。於青黃等識非憶

持識。以見境在現前故。於聞思

兩位。憶持意識。此識緣過去境。

似過去境起。是故得成唯識義。

由此比知菩薩若未得真如智覺。

於唯識義得生比智。 

 

 

 

 

 

 

 

由此阿含及道理故得顯現。 

如是於靜心中。若見青等爾

焰影像。即見自心無別青等

義。由此道理菩薩於一切識

中。應須比知唯是識量。又

此青等非憶持識。以所見境

界現前住故。於聞思中所有

憶持識。攀緣過去但是彼影

故成唯識。以此比量雖未得

真如智覺於唯識中則得比

知 

 

 

 

 

 

 

 

即由此教，理亦顯現。所以

者何？於定心中隨所觀見諸

青瘀等所知影像，一切無別

青瘀等事，但見自心。由此

道理，菩薩於其一切識中，

應可比知皆唯有識，無有境

界。又於如是青瘀等中，非

憶持識見所緣境，現前住

故。聞思所成二憶持識，亦

以過去為所緣故，所現影像

得成唯識。由此比量，菩薩

雖未得真智覺，於唯識中應

可比知。 

 

色，而计为观见影像。于

此中者、此色与此显现影

像、即显现为差异义。如

是即如是生起之心亦依

此说为显现差异义。” 

 

由此教故、亦即显示为

理。如是于心等至时观见

彼彼青瘀等所知影像，即

唯此此还见于心。谓青瘀

等无有异义。由此正理故

菩萨于一切了别识中应

当比知唯了别识性。于青

瘀等中亦不应为忆念之

辨别识。由此所缘乃现安

立显现故。若诸依闻及思

生起之忆念辨别识，即此

亦缘于过去故。显现此者

成唯了别识。由此比量

故、菩萨虽尚未由真实智

觉醒故，然当比知唯了别

识。 

 

 

隨此如夢說種種諸識。彼識

 

 

論曰。是種種識前已說。譬如幻

 

 

論曰。如前所說種種識。譬

3、通釋妨難 

 A、有色非識疑 

論曰。如是已說種種諸識如

若显示诸种种如梦

景之了别识，即是依此等

眼识等之了别识者、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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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藏本此字亦作識.下等識之識則作了別.後文眼識識身識識等.均同此例. 

112
勘藏本此語仍作唯識性.卽前文譯作唯識爲性者. 

113
藏本此字作因.陳隋本同. 

114
藏本此二字作色無.陳本同.與二釋合. 

順成唯識。眼識等諸識。眼

等諸識復有諸色云何得

知。唯識事彼亦有。阿含及

順釋如前說。 

 

若是唯彼諸識者。何故色事

及現見相事久住體。行顛倒

等煩惱染處因故。餘時非塵

為塵妄不成。既無彼事煩惱

障智障染事不成。彼既無淨

事不成。是故如是彼順義

成。 

 

 

是中有偈。 

妄念及妄想 說為諸色識 

及無非色識 有彼非餘者 

 

事夢等。於中眼識等識唯識義可

成。眼色等識有色。唯識義云何

可見。此等識由阿含及道理如前

應知。 

 

若色是識云何顯現似色。云何相

續堅住前後相似。由顛倒等煩惱

依止故。若不爾於非義義顛倒不

得成。若無義顛倒惑障及智障二

種煩惱則不得成。若無二障清淨

品亦不得成。是故諸識如此生起

可信是實。 

 

 

此中說偈 

 亂因及亂體 色識無色識 

 若前識不有 後識不得生 

 

 

如夢等者此中眼識等識體

唯識得成。眼根等識體是

色。唯識道理復云何可見此

等由阿含及道理已如前說。 

 

此等若是識體何故似色顯

現。一類堅住相續轉也。顛

倒等煩惱住持故。若異此於

無義中義顛倒則不成。若無

此煩惱障智障等染則不

成。此若無此清淨亦不成。

是故眼等如是生起得成。 

 

 

此中有偈 

亂因及亂體 所謂色識體 

及非色識體 前無後亦無 

 

夢等喻，即於此中眼
111
識等識

可成唯識。眼等諸識既是有

色，亦唯有識。云何可見？

此亦如前，由教及理。 

B、色相堅住疑 

論曰。若此諸識
112
亦體是識，

何故乃似色性顯現，一類堅

住相續而轉？與顛倒等諸雜

染法為依處故。若不爾者，

於非義中起義顛倒，應不得

有。此若無者，煩惱所知二

障雜染應不得有。此若無

者，諸清淨法亦應無有。是

故諸識應如是轉， 

。此中有頌： 

 亂
113
相及亂體  

應許為色識 

 及與非色識  
114
若無餘亦無 

 

唯了别识性，则诸具色眼

等之了别识云何视为唯

了别识性耶？此等亦由

教和理当知如前。 

 

若此等亦唯是了别

识性者，则此等何故显现

为色性并由相同相续显

示而转？由以颠倒等之

杂染事为能依故。若异此

者，于无义中当不颠倒。

此若无者，烦恼与所知障

之杂染当无所有。此若无

者，清净亦当无所有。是

故此等如是生起不应道

理。此中颂云： 

“错乱因、与错乱体、 

许为诸色了别识。 

 若无诸了别识者， 

非具有色、另亦无。” 

   差別章第二   差別章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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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以下隋本第二品內差別章第二.魏本缺此問答二句. 

116
藏本此二字意云如上所說. 

 

 

 

 

 

 

 

 

[0101b15] 何故時等種種如

說者行無時。世間流不絕

故。無量眾生界因故。無量

佛世界因故。無量所作事迭

互假名分別因故。無量攝取

受用差別因故。無量愛不愛

業果報受用差別因故。無量

受生死差別因故。 

 

 

 

 

 

 

云何身識身者識受者識應受識正

受識。於一切生處更互密合生。

具足受生所顯故。 

 

 

 

 

云何世識等如前說有種種差別

生。無始生死相續不斷絕故。無

量眾生界所攝故。無量器世界所

攝故。無量作事更互顯示所攝

故。無量攝及受用差別所攝故。

無量受用愛憎業果報所攝故。無

量生及死證得差別所攝故。 

 

 

 

 

 

 

 

論曰。何故身識身者識。受

者識應受識正受識。於一切

有身分共有和合生。顯生分

受用滿足故。 

 

 

 

何故世識等諸識。如前所說

種種識生。無始時生死流轉

不斷故。無量眾生界故。無

量世界故。無量所作事更互

言說故。無量攝取受用差別

故。無量愛非愛業受用果報

差別故。受無量生老死差別

故。 

 

 

 

 

 

C、自性和合疑 

論曰。
115
何故身、身者、受者

識、所受識、能受識於一切

身中俱有和合轉？能圓滿生

受用所顯故。 

 

 

D、差別影現疑 
116
何故如說世等諸識差別而

轉？無始時來生死流轉無斷

絕故，諸有情界無數量故，

諸器世界無數量故，諸所作

事展轉言說無數量故，各別

攝取受用差別無數量故，諸

愛非愛業果異熟受用差別無

數量故，所受死生種種差別

無數量故。 

 

乙、安立三相成唯識 

一、約轉識能所成唯識 

1、約多識論者說 

 

何故身具身者受者

了别识、由此所享用了别

识、能享用此了别识、于

一切身中俱时生起并和

合生起耶？由生体与享

用遍圆满现前故。 

 

  何以故诸如所说种

种时了别识等生起耶？

由无始时以来生死相续

不断、有情界无有比量、

世界无有比量、成办更互

事务之言语无有比量、能

享用普遍摄持之差别无

比量、享用业果异熟爱非

爱之差别无比量、生及老

死之差别无比量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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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
藏本此二字作唯彼.de_tsam 魏隋本同.於義更順.今譯改文.次下各段例知. 

118
藏本此句云.識相與見俱故.與無性合.  

119
藏本此語作由種種俱起.與無性合. 

120
藏本此句在身識識爲見下.釋成由二性.文義更明. 

121
藏本此句云.由一切了別顯現而生故.意異.又似字原刻作以.今依藏本及麗刻改. 

云何復此諸識唯識作事

成。略說有三種相。一者但

彼無義因故。二事同念見識

因故。種種事畫師所生因

故。 

 

 

 

如是彼一切諸識無塵故。唯

如是同見相。眼識等色等念

故。及彼識見乃至身識見 

 

 

 

 

唯意識。一切眼等法盡識同

念意識。識同見分別故。於

意識及一切識生現相故。 

 

是中有偈。 

唯彼二種事 行者入意識 

云何正辨如此等識令成唯識義。

若略說有三相。諸識則成唯識。

唯有識量外塵無所有故唯有二。

謂相及見。識所攝故。由種種生

相所攝故。 

 

 

 

此義云何。此一切識無塵故。成

唯識有相有見。眼等諸識以色等

為相故。眼等諸識以諸識為見故。 

 

 

 

 

意識以一切眼識乃至法識為相

故。意識以意識為見故。云何如

此意識能分別故。似一切識塵分

生故。此中說偈 

 

 入唯量唯二 種種觀人說 

云何成立此等諸識令成唯

識。略說有三相。唯量義無

所有故。唯二謂有相及見識

故。唯種種謂種種相生起

故。 

 

 

 

此等諸識無有義故故名唯

量。有相及見眼等諸識。以

色等為相。以彼等識為見。

乃至身識為見故。 

 

 

 

意識者以眼等一切識體乃

至法識為相。以意識識為

見。意識能分別故。又似一

切識生起故。此中有偈 

 

唯量二種種 觀行人能入 

論曰。復次，云何安立如是

諸識成唯識性？略由三相：

一、由
117
唯識，無有義故。二、

由二性，
118
有相有見二識別

故。三、由
119
種種，種種行相

而生起故。 

 

 

所以者何？此一切識無有義

故，得成唯識。
120
有相見故，

得成二種。若眼等識以色等

識為相，以眼識識為見乃至

以身識識為見。 

 

 

若意識，以一切眼為最初法

為最後諸識為相，以意識識

為見，由此意識有分別故，
121

似一切識而生起故。此中有

頌： 

 唯識二種種  

云何当安立此等了

别识为唯了别识性耶？

若总摄者，由三行相故。

由尽唯是此故、无有义。

由二故者、谓由了别识具

有原由与能见故。由种种

俱时一齐生起故者、谓由

种种行相生起故。 

如是此等一切了别

识者由无义故、即是唯

此。眼等了别识等者、谓

从色等为原由及此等之

辨别识为能见起、乃至身

之辨别识为能见者、即是

具有原由及能见。 

  意之了别识者：谓从

眼等起、以至法之了别识

具有一切之原由、并由意

之辨别识所有了别识故

者、即是具有能见。由诸

意辨别识所有分别及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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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藏本此語云由彼彼依起而得彼彼名. 

唯入彼心已 彼力所成此 

 

 通達唯識時 及伏離識位 

 

得入唯心時 此心亦滅離 

 

觀者意能入 

 由悟入唯心  

彼亦能伏離 

 

了别识一切显现能生起

故。 

此中颂云： 

“唯此、二、及种种性、

诸瑜伽者许证知。 

 于唯心既已悟入， 

若离彼者、故此亦。” 

 

 

 

[0101b29] 唯彼意識種種行

故。得彼名。亦如身口等餘

者行一切身中如畫師。 

二種現相行。唯彼塵現相

故。及分別現相故。一切處

觸現相故。行色塵身依故。

彼意識彼餘色相身依故。 

 

 

 

諸師說。此意識隨種種依止生起

得種種名。譬如作意業得身口等

業名。 

此識於一切依止生種種相貌。似

二種法顯現。一似塵顯現。二似

分別顯現。一切處似觸顯現。若

在有色界意識依身故生。譬如有

色諸根依止身生。 

 

 

論曰。一種諸師說。即此意

識彼彼依止生。得彼彼名。

如意思得身口業名。 

此意識於一切依止處。生種

種相貌。似二而生。唯似義

故。似分別故。一切處亦似

觸而生。色界中意識依止身

故。如餘色根依止身故。 

 

2、約一意識者說 

A、約一意識成吐唯識 

論曰。又於此中，有一類師

說一意識
122
，彼彼依轉得彼彼

名，如意思業名身語業。 

論曰。又於一切所依轉時似

種種相二影像轉，謂唯義影

像及分別影像。又一切處亦

似所觸影像而轉，有色界中

即此意識依止身故，如餘色

根依止於身。 

 

或有思谓即此意之

辨别识从彼彼依持生起

时得此此之名。如于思说

为身及语业。 

 

由于一切依持中种

种生起之行相故、显现为

二生起。由此者唯显现为

义、与显现为能分别故。

由于有色界中、意识住在

身故。如同此外其他有色

根住在身中、于一切所依

中亦显现能取所触而生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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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勘藏本此是境義.don 魏本作塵識是也.無性解作因義. 

124
勘藏本相識之相與此緣相均作 rgyu_mtshan. 蓋一字二義.或云相.或云因.今文互訓云以緣相故爲相識也. 

125
藏本此語云生起依止之所作事. 

 

是中有偈。 

遠至獨行故 無身窟所依 

能調不調心 我說為淨行 

 

[0101c07] 如說此諸五根。意

識境界緣受成。然是彼者意

是依止爾。 

 

復如說十二入。經中六種識

種識是意入爾。 

 

論曰。此中說偈。 

 遠行及獨行 無身住空窟 

 調伏難調伏 則解脫魔縛 

 

如經言：此眼等五根。所緣境界

一一境界。意識能取分別。意識

為彼生因。 

 

復有別說。分別說十二入中。是

六識聚說名意入。 

 

 

論曰。此中有偈 

遠去及獨行 無身住空窟 

能伏難伏心 我說為梵行 

 

論曰。又如經說。此五根等

所行境界。皆意能受用。彼

等亦依止於意。 

 

論曰。又如經說十二入中。

說六識身為意入 

 

B、引經證成一意識 

論曰。此中有頌： 

若遠行獨行 無身寐於窟 

調此難調心 我說真梵志 

 

論曰。又如經言：如是五根

所行境界，意各能受，意為

彼依。 

 

論曰。又如所說十二處中，

說六識身皆名意處。 

 

 

此中颂云：  

“若有无身居洞窟， 

既远履、又独一行。 

 难调伏心能调伏， 

我说此为真梵志。” 

又由意能领纳此等五

根所行境界者、如作是

说：“意为彼等之依。” 

又如所显示十二处中

说六识身者为“意处”。 

 

 

若有阿犁耶識。識塵識分別

安是中。諸餘一切識。彼念

想識唯意識識同身彼見應

知。彼如是唯念想諸識彼見

生因故。如塵現相見彼生同

依作事成。如是此諸識唯識

住事成。 

 

論曰。是處安立本識為義識。此

中一切識說名相識。意識及依止

識應知名見識。何以故。此相識

由是見生因。顯現似塵故作見生

依止事。 

 

 

論曰。若有安立阿梨耶識識

體為義。識體處彼中。成立

所餘一切識體為相。識體意

識識體及所依 止成立為

見。應知彼等為相貌識體為

彼見生因。似義顯現。為彼

見生依止事。 

1` 

二、約本識因果成唯識 

論曰。若處安立阿賴耶識識

為
123
義識，應知此中餘一切識

是其相識，若意識識及所依

止是其見識。由彼相識是此

見識生
124
緣相故，似義現時能

作見識
125
生依止事，如是名為

安立諸識成唯識性。 

 

 

若于此处安立阿赖

耶识之了别识者为义了

别识，即于是处亦除此以

外之一切了别识者为此

之原由了别识。 

  意识之了别识连同

依持者、当知即是彼之能

见。由即此等了别识已成

为原由者为此之能见生

起之原因故、犹如义显现

 



後魏譯佛陀扇多譯 陳譯真諦譯 隋譯笈多等譯 唐譯玄奘譯 韓鏡清藏譯 呂澂藏譯 

 

攝 大 乘 論 六 譯 對 照 及 藏 要 本 校 註       趙國森編對 61 

 

时能作此生起之依持作

用。若如是者，则此等了

别识者安立为了别识性。 

 

 

云何有見塵而說無有義

成。如佛所說。菩薩成就四

法。一切諸識解通無義事。 

 

 

相違識相智故。亦如餓鬼畜

生人及諸天等同事中見既

別。 

 

 

不念見覺識故。亦如過去未

來夢現相念故。 

 

 

加意中間顛倒同順智故。所

謂有塵念。彼念識不顛倒。 

 

 

 

應得不加真智及隨順三種

智知故。如是諸菩薩及得禪

定者。得心自在憶持力故。

 

如此諸識成立唯識。云何諸塵現

前顯現知其非有。如佛世尊說。

若菩薩與四法相應。能尋能入一

切識無塵。何者為四。 

 

一知相違識相。譬如餓鬼畜生人

天於同境界。由見識有異。 

 

 

 

二由見無境界識。譬如於過去未

來夢影塵中。 

 

 

三由知離功用無顛倒應成。譬如

實有塵中緣塵起識。不成顛倒不

由功用。如實知故。 

 

 

四由知義隨順三慧。云何如此一

切聖人入觀得心自在。由願樂自

在故。如願樂塵種種顯現故。若

 

論曰。如是等識體已成立為

唯識。諸義既現前可見。云

何得知非有。如世尊說菩薩

具足四法。得隨順入一切識

體無義。 

一知相違識相。如餓鬼畜生

人天同於一切。識體見有差

別。 

 

 

二知無境界。識生如攀緣過

去未來及夢影等。 

 

 

三知離功用。應得無顛倒。

如於實有義中攀緣義。識則

應不成顛倒。由不藉功用。

得真實智。 

 

四知隨順三慧故。如諸菩薩

及得定者。得心自在故隨其

樂欲。彼義顯現。如有得奢

丙、成就四智成無義 

論曰。諸義現前分明顯現而

非是有，云何可見？如世尊

言：若諸菩薩成就四法，能

隨悟入一切唯識都無有義。 

 

一者、成就相違識相智，如

餓鬼傍生及諸天人同於一

事，見彼所識有差別故。 

 

 

二者、成就無所緣識現可得

智，如過去未來夢影緣中有

所得故。 

 

三者、成就應離功用無顛倒

智，如有義中能緣義識應無

顛倒，不由功用智真實故。 

 

 

四者、成就三種勝智隨轉妙

智，何等為三？一、得心自

在一切菩薩，得靜慮者，隨

云何如其显现义亦

见为无性耶？薄伽梵作

如是说：“若诸菩萨具有

四法者，则当通达一切了

别识之无有义。 

 

一、由能知辨别识相

违之原由故者：谓由喻如

诸饿鬼、傍生、人及天于

同一事体中观见差异了

别识。 

二、由无有所缘之了

别识可得故者：谓喻如过

去、未来、梦景、及影像

可得。 

三、由无有奋勉亦能

知成为无颠倒故者：谓若

有义者，则缘于义之辨别

识无有奋勉能知真实故、

成为有无颠倒。 

四、由三行相辨别识

之随顺智故者：谓于如其

菩萨及静虑者心得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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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勘藏本此是宗因之因. gtan_tshigs 非因緣也. 

127
藏本此下有六頌云.鬼傍生人天等.卽下增上慧學分所出.陳隋本大同.但云應說六偈.皆如後說.不出頌文. 

現如是事。及得舍摩他。諸

行人觀法順故。唯憶念現見

故。及得無分別智。彼處住

已現一切義。如是此三種智

隨順義故。彼義本四諸相釋

成無有義。 

 

 

觀行人已得奢摩他修法觀加行。

隨唯思惟義顯現故。若人得無分

別智未出無分別觀。一切塵不顯

現故。由境界等義隨順三慧。由

前引證成就唯識義故。知唯識無

塵。此中有六偈重顯前義。此偈

後依智學中。當廣分別說。謂餓

鬼畜生人。如是等 

 

 

(茲先引如下) 

餓鬼畜生人 諸天等如應 

一境心異故 許彼境界成 

於過去未來 於夢二影中 

智緣非有境 此無轉為境 

若塵成為境 無無分別智 

若此無佛果 應得無是處 

得自在菩薩 由願樂力故 

如意地等成 得定人亦爾 

成就簡擇人 有智得定人 

於內思諸法 如義顯現故 

無分別修時 諸義不顯故 

應知無有塵 由此故無識 

 

摩他觀行者。修法觀時唯以

意念義即顯現。又得無分別

智者。住無分別時。一切義

不顯現。諸義由隨順三慧。

及前因緣故。義無所有即得

成就。此義中應說六偈。後

於增上慧學勝相中說。謂餓

鬼畜生人等。 

 

勝解力諸義顯現。二、得奢

摩他，修法觀者，纔作意時

諸義顯現。三、已得無分別

智者，無分別智現在前時，

一切諸義皆不顯現。由此所

說三種勝智隨轉妙智，及前

所說三種
126
因緣，諸義無義道

理成
127
就。 

 

者、由胜解力如是如是此

等义显现。于诸获得奢摩

他之瑜伽者勤作法毗钵

舍那中唯作意即义显现，

诸安住于此获得无分别

智中、一切义不显现！ 

  若如是者，随顺三行

相能知义智及由以前诸

成立因故、即成就无有

义。 

  此中颂云： 

 饿鬼、傍生、及诸人、

以及诸天随种姓， 

 由一事体意差异、 

即许其义不成就。 

 如是过去及梦景、 

及影像二行相中， 

 由所缘非为有故、 

即应当缘于此故。 

 若义成就为义者， 

智不成为无分别。 

 由此无故，佛陀体、 

非是许为能获得。 

 菩提萨垛得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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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8
以下隋本第二品內分別章第三. 

129
藏本此句云.是故爲緣他而起.此答上問云何成依他也.三本同.今譯云故名.與下答第二問無異.疑誤. 

于瑜伽者如是亦。 

 由胜解增上、地等， 

事体如是当可得。 

 此中若谁具有慧， 

由获得成就宁静。 

 于一切法作意时， 

如是诸义显现故。 

 无分别智现行时， 

一切义无显现故。 

 当通达本无有义， 

由无此故了别无。 

 

 

 

若是唯識義現見依者他性

相。云何他性？以何義故說

為他性。自習種子生故。緣

他性生已，剎那後自不住有

力故說他性。 

  分別章第三 

 

若唯識似塵顯現依止。說名依他

性。云何成依他。何因緣說名依

他。從自熏習種子生故。繫屬因

緣不得自在。若生無有功能過一

剎那得自住故。說名依他。 

  分別章第三之初 

 

論曰。若唯有識義顯現。所

依止名依他性者。云何依他

何因緣說名依他。從自熏習

種子生。是故依他依他為緣

生已無功能。過一剎那自住

故說名依他。 

 

第二節  釋名義 

第一項  正釋三性 

論曰。
128
若依他起自性，實唯

有識似義顯現之所依止，云

何成依他起？何因緣故名依

他起？從自熏習種子所生，
129

依他緣起，故名依他起。生

剎那後無有功能自然住故，

名依他起。 

 

 

 

若唯了别识显现义之所

依为依他起自性者，则此

云何为依他起？何以故

说为依他起？由依自习

气之种子所生故，由如是

故、即是以依于缘之他而

起。生已亦不能越于刹那

自性而住故、说为依他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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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藏本此句云.若依彼之義無而顯現爲遍計自性者.今譯似字.卽係原文顯現意譯所加.已見前註. 

131
勘藏本此字卽是緣相.無性解作因也. 

132
藏本此句云故爲遍計自性.三本並同.答上第一問也.今譯疑誤. 

133
藏本此語但作遍計.kun_tu rtog_pa 無所執意.陳隋本同. 

134
藏本此句云.故爲圓成實.答上第一問也.三本並同.今譯疑誤. 

彼是妄想分別非性非所

依。未曾有塵見故。彼云何

妄分別。以何義故彼名為妄

分別。無量相妄分別顛倒相

生故。妄分別者。無自相唯

妄見故。說為妄想。 

若分別性依他實無所有似塵顯

現。云何成分別。何因緣說名分

別。無量相貌意識分別。顛倒生

因故成分別。無有自相唯見分別

故。說名分別。 

 

論曰。若分別性依止於他。

實無所有而義顯現者。云何

成分別。何故說分別。無量

相貌意識分別顛倒生因故

成分別。無有自相唯見分別

故名分別。 

 

論曰。
130
若遍計所執自性，依

依他起實無所有似義顯現，

云何成遍計所執？何因緣故

名遍計所執？無量行相意識

遍計顛倒生
131
相，

132
故名遍計

所執。自相實無，唯有
133
遍計

所執可得，是故說名遍計所

執。 

 

若以依于此为义无所有

而竟显现是遍计所执自

性者，则此云何为遍计所

执耶？何以故说为遍计

所执耶？由意之辨别识

以具有无比量能遍计之

行相为颠倒生起之原由

故、为遍计所执。无有自

能相而唯有能遍计可得

故、说名遍计所执。 

 

若是成就相者。彼永無自性

相彼云何成就。以何義故說

為成就。不以義故說為成

就。緣淨念一切善根妙義因

故。亦是上義故名為成就。 

若真實性分別性永無所有為相。

云何成真實。何因緣說名真實。

由如無不如故成真實。由成就清

淨境界、由一切善法中最勝。於

勝義成就故說名真實。 

 

論曰。若成就性分別性。畢

竟無所有為相。云何成成

就。何因緣說名成就。體無

變異故得成就。清淨境界

故。一切善法中最勝等故。

由是最勝義故說名成就。 

 

論曰。若圓成實自性，是遍

計所執永無有相，云何成圓

成實？何因緣故名圓成實？

由無變異性
134
故名圓成實。又

由清淨所緣性故，一切善法

最勝性故，由最勝義名圓成

實。 

 

若以此毕竟无所有

为能相即是圆成实自性

者，则此云何为圆成实体

耶？何以故说为圆成实

耶？由无变异故、为圆成

实。由是清净之所缘故，

由是一切善法中之最胜

故，由是最胜之义故，说

名圆成实。 

 

   第二項  別辨遍計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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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藏本此語用第六轉聲.作意之識.與上文解種種行相識爲第六意識相合.但勘成唯識論卷六引用此文.亦解作意與識.未詳何據. 

136
藏本此三句云.由彼相以遍計依他性者.爲遍計性.由彼卽是如彼之義. 

 

復有分別及無分別說分別

性。是中何者分別。何等分

別。何等分別性。意識分別

以能分別。然彼自語言習種

子及一切識。語言習種子

故。是無量諸相分別故。行

一切處分別妄想分別故。說

為分別。 

 

 

 

 

 

 

 

復他性妄想念隨所有性。他

性妄想者。是彼處妄想自

性。以何相以何義故先已

釋。 

 

云何復妄分別以何分別。以

何念以何念取。以何慢。以

何假名。以何安義名。以念

 

復次若有分別及所分別。分別性

成。此中何法名分別。何法所分

別。何法名分別性。意識是分別。

具三種分別故。何以故。此識自

言熏習為種子。及一切識言熏習

為種子。是故此生。由無邊分別。

一切處分別但名分別。說名分別。 

 

 

 

 

 

 

 

 

此依他但是所分別。是因能成依

他性為所分別。此中名分別性。 

 

 

 

云何分別能計度。此依他性。但

如萬物相。緣何境界。執何相貌。

云何觀見。云何緣起。云何言說。

 

論曰。復次有能分別。有所

分別。有分別性。於中何者

能分別。何者所分別。何者

分別性。意識為能分別。以

是分別者。故此意識自名言

熏習種子故。一切識體名言

熏習種子故。是故有無量種

分別生。一切處分別故。以

是能分別故說名能分別。 

 

 

 

 

 

 

復次依他性是所分別。復次

由此因緣故令依他性成所

分別。此是分別性由此因緣

故。令依他性似義顯現者如

義故。 

復次云何分別能分別。何所

攀緣。取何相貌。云何執

著。云何起言。云何流布。

 

論曰。復次，有能遍計，有

所遍計，遍計所執自性乃

成。此中何者能遍計？何者

所遍計？何者遍計所執自

性？當知
135
意識是能遍計，有

分別故。所以者何？由此意

識用自名言熏習為種子，及

用一切識名言熏習為種子，

是故意識無邊行相分別而

轉，普於一切分別計度，故

名遍計。 

 

 

 

 

又依他起自性名所遍計。又

若
136
由此相令依他起自性成

所遍計，此中是名遍計所執

自性。由此相者，是如此義。 

 

復次，云何遍計能遍計度？

緣何境界？取何相貌？由何

執著？由何起語？由何言

 

又若有能遍计，并有

所遍计者，则为遍计所执

自性。 

  此中能遍计为何

耶？所遍计为何耶？遍

计所执自性为何耶？ 

  意之辨别识者、为能

遍计。由具有能分别故。

此者由依自诠说习气种

子所生起、了别识依一切

诠说习气种子所生起。由

如是故、由无边行相之能

分别故生起，即由能分别

一切说名能遍计故、乃说

之为能遍计。 

依他起自性者、为所

遍计。若于此行相中所遍

计于依他起自性上，即为

于此之中为遍计所执自

性。 

言“于此行相中”者：即

是如何之义。由能遍计如

何能遍计？所缘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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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他性中彼念取見彼慢分

別起口業。見等四種世間行

故。非有義而言有安故分別

妄想。 

 

云何增益。由名等境界於依他性

中。由執著相。由決判起見。由

覺觀言說緣起。由見等四種言說

實無有塵計實有為增益。由此因

故能分別。 

 

云何增益。攀緣於名故。取

依他性為相故。執著於見

故。因覺觀起言故。見等四

種流布為流布故。實無義中

有義增益。如此分別。 

 

說？何所增益？謂緣名為

境，於依他起自性中取彼相

貌，由見執著，由尋起語，

由見聞等四種言說而起言

說，於無義中增益為有，由

此遍計能遍計度 

 

能取何者为所相？为何

执著？等起言语为何？

语言为何？由何戏论假

立能遍计耶？由名为所

缘，于依他起自性中取彼

为所相，由见执著为此，

由诸寻思等起言语，由见

闻觉知等四语言假立语

言，由于无有之义增益为

有故，为能遍计。 

 

 

 

 

此諸三性為同行為別行為

別不別。應說傍義故。他性

相他性傍義故。彼亦是妄分

別傍義故。彼亦是成就。 

 

 

 

 

有何傍名義。是以他性他性

習種子。生他性因故。 

 

 

有何傍名義。以是彼如是妄

 

 

此三種性云何。與他為異為不

異。非異非不異。應如此說。有

別義依他性名依他。有別義此成

分別。有別義此成真實。 

 

 

 

 

何者別義說此名依他。從熏習種

子繫屬他故。 

 

 

復有何義此成分別。此依他性為

 

 

論曰。復次云何此等三性。

為有異體為不異。應言非異

非不異。此依他性別道理故

成依他。別道理故。即此成

分別。別道理故即此成成

就。 

 

 

何等別道理。此成依他。依

他熏習種子生故成依他。 

 

 

何別道理即此成分別。與分

第三節  辨一異 

 

論曰。復次，此三自性為異

為不異？應言非異非不異。

謂依他起自性由異門故成依

他起，即此自性由異門故成

遍計所執，即此自性由異門

故成圓成實。 

 

 

由何異門此依他起成依他

起？依他熏習種子起故。 

 

 

由何異門即此自性成遍計所

 

 

此等三自性之道理

抑为差异耶？抑而为非

差异耶？当说既非差异，

亦非是非差异。由异门

故、依他起自性为依他

起。由异门故、即此为遍

计所执。由异门故、即此

为圆成实。 

  由何故于依他起自

性说为依他起之异门？

由依依他起之习气种子

生起之依他起故。 

  由此即此为所谓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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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藏本此語云緣相.解作因義.三本同.今譯所緣.從世親. 

138
藏本此句云.由彼 des 而遍計故.與上因義相成. 

139
陳隋本次有一段問答何義由此一識成一切種種識相.勘卽前文安立賴耶爲義識一段複出. 

140
藏本但問依他有幾.三本同. 

分別。及妄分別及諸分別因

故。 

 

有何義故。隨彼如是妄分

別。如所分別如是彼永無義

故。 

 

分別因。是所分別故成分別。 

 

 

復有何義此成真實。此依他性或

成真實。如所分別實不如是有故。 

 

復有何義由此一識成一切種種識

相貌。本識識所餘生起識種種相

貌故。復因此相貌生故。 

 

別為因緣相故。即此是分別

故。 

 

何別道理即此成成就。如所

分別畢竟不如是有故。 

 

何別道理於一識體為一切

種種識體相貌也。阿梨耶識

識體為彼餘生起識。種種相

貌。應知為彼緣相生起故。 

 

執？由是遍計
137
所緣相故，

138

又是遍計所遍計故。 

 

由何異門即此自性成圓成

實？如所遍計畢竟不如是有
139
故。 

 

计所执之异门为何耶？

由是能遍计之原由及由

此成遍计所执故。 

  由此即此所谓

圆成实之异门为何耶？

由如其遍计所执、如是此

毕竟无所有故。 

 

 

有幾種他相。略有二種。一

薰種子他相。二染淨性不成

他相。如是此二種他相故。

說為他相。 

 

 

 

妄分別性亦有二種一者性

分別。二者勝分別故。以為

 

 

依他性有幾種。若略說有二種。

一繫屬熏習種子。二繫屬淨品不

淨品性不成就。是故由此二種繫

屬說名依他。 

 

 

 

分別性亦有二種。一由分別自

性。二由分別差別。 

 

 

論曰。依他性幾種。略說有

二種依他熏習種子故。依他

染淨性不成就故。由此二種

依他故。名依他。 

 

 

 

分別性亦二種。自性分別

故。差別分別故。是名分別。 

第四節  辨品類 

第一項  總辨三性品類 

論曰。
140
此三自性各有幾種？

謂依他起略有二種：一者、

依他熏習種子而生起故，二

者、依他雜染清淨性不成

故，由此二種依他別故名依

他起。 

 

遍計所執亦有二種：一者、

自性遍計執故，二者、差別

 

 

于依他起自性中有

几行相耶？若总摄者，有

二行相：一、习气种子之

依他起。二、杂染与清净

自性不圆满成就之依他

起。由此二行相故、为依

他起。 

  遍计所执自性亦二

行相：由自性能遍计与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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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 

 

成就性亦有二種。一者性成

就故。二者淨成就故。 

 

 

 

真實性亦有二種一自性成就。二

清淨成就。 

 

 

 

成就性亦二種。本性成就故

清淨成就故。是名成就性。 

 

遍計執故，由此故名遍計所

執。 

圓成實性亦有二種：一者、

自性圓成實故，二者、清淨

圓成實故，由此故成圓成實

性。 

 

别能遍计所执故。 

 

  圆成实自性亦二行

相：一、由自性故圆成实。

二、清净圆成实。 

 

 

 

分別復有四種。一者性分

別。二勝分別。三覺分別四

不覺分別。覺分別者解義事

善巧故。不覺分別者。不解

義事不善巧故。 

復有五種。一名所依義分

別。所謂此名有是義爾。二

義所依名性分別。所謂此義

有此名爾。三名依名性分別

者。所謂不決定義名分別

故。四所依義性分別者。未

決定名義分別故。彼二依彼

分別。所謂此義如是。身如

是名爾。 

 

 

 

 

 

 

復有分別更成四種。一分別自

性。二分別差別。三有覺。四無

覺。有覺者。能了別名言眾生分

別。無覺者。不能了別名言眾生

分別。 

復次分別有五種。一依名分別義

自性。譬如此名目此義。二依義

分別名自性。譬如此義屬此名。

三依名分別名自性。譬如分別未

識義名。四依義分別義自性。譬

如分別未識名義。五依二分別二

自性。譬如此名此義。何義何名。 

 

 

 

 

 

 

 

 

論曰。復有四種分別。謂自

性分別差別分別。有覺分

別。無覺分別。有覺者。謂

善知言說眾生。無覺者。謂

不善知言說眾生。 

論曰。復更有五種分別。一

依名分別義自性。如此名有

此義。二依義分別名自性。

如此義有此名。三依名分別

名自性。如不識義之名於中

分別故。四依義分別義自

性。如不識名之義於中分別

故。五依名義分別名義。如

此義如是體如是名。 

 

 

 

 

第二項  別辨遍計品類 

 

論曰。復次，遍計有四種：

一、自性遍計，二、差別遍

計，三、有覺遍計，四、無

覺遍計。有覺者，謂善名言。

無覺者，謂不善名言。 

如是遍計復有五種：一、依

名遍計義自性，謂如是名有

如是義。二、依義遍計名自

性，謂如是義有如是名。三、

依名遍計名自性，謂遍計度

未了義名。四、依義遍計義

自性，謂遍計度未了名義。

五、依二遍計二自性，謂遍

計度此名此義如是體性。 

 

 

 

 

 

 

又能遍计者，四行

相：一、自性能遍计。二、

差别能遍计。三、熟练。

四、不熟练。熟练者、谓

诸善巧于语言之能遍计。

不熟练者、谓诸不善巧于

语言之能遍计。 

又五行相：一、依于

名能遍计于义自性。谓如

说：此名之义即此。二、

依于义能遍计于名之自

性。谓如说言“此义之名

即此”。三、依于名能遍

计名之自性。谓如能遍计

于未义之名。四、依于义

能遍计于义之自性。谓如

能遍计于未知名之义自

性。五、依于此二能遍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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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
勘藏本此二字但作相.mtshan_ma 與前文云緣相 rgyu_mtshan 者異.今譯雜用無別. 

142
原刻作別.今依藏本及麗刻改. 

 

 

 

攝一切義故。復有十種分

別。 

一根本分別。所謂阿犁耶

識。 

二相分別，所謂色等識。 

 

三念現相分別，所謂同依眼

識等識。 

 

四念異分別，所謂老等。樂

受貪等。他所惱時轉變等。

趣及欲界等異故。 

 

 

 

五念現相異事分別。所謂所

說如是等異相。彼異相他所

將分別。 

 

(6)所謂不聞正法。及聞正

法者所有分別，六不寂靜思

 

 

 

若攝一切分別。復有十種。 

 

一根本分別。謂本識。 

 

二相分別。謂色等識。 

 

三依顯示分別。謂有依止眼等識

識。 

 

四相變異分別。謂老等變異。苦

樂等受。欲等惑及枉。時節等變

異。地獄等欲界等變異。 

 

 

 

五依顯示變異分別。謂如前所說

變異起變異分別。 

 

 

六他引分別。謂聞非正法類聞正

法類分別。 

 

 

 

復次總攝一切分別有十種。 

 

一根本分別。所謂阿梨耶

識。 

二所緣相分別。如色等識

體。 

三似相分別。所謂共依止眼

識等識體。 

 

四相變異分別。謂老等樂受

等貪等。抂橫及時節變異

等。地獄趣等欲界等此諸變

異。 

 

 

五似相變異分別。謂即前所

說變異此中變異。 

 

 

六他授分別。謂聞非正法因

緣。聞正法因緣分別。 

 

 

第三項  廣辨十種分別 

論曰。復次，總攝一切分別

略有十種： 

一、根本分別，謂阿賴耶識。 

 

二、
141
緣相分別，謂色等識。 

 

三、顯相分別，謂眼識等并

所依識。 

 

四、緣相變異分別，謂老等

變異，樂受等變異，貪等變

異，逼害時節代謝等變異，

捺落迦等諸趣變異，及欲界

等諸界變異。 

 

五、顯相變異分別，謂即如

前所說變異所有變異。 

 

 

六、他
142
引分別，謂聞非正法

類及聞正法類分別。 

者、谓如说言“此如是义

之 体 性 所 有 名 者 即 是

此”。 

若能摄一切者，则为

十行相能分别。 

  一、根本能分别者谓

如：阿赖耶识。 

二、所相之能分别者谓

如：色等之了别识。 

三、显现所相之能分别者

谓如：连同依持眼识等之

了别识。 

四、成为所相之能分别者

谓如：由老等、乐受等、

贪著等、妨害、及时节故

遍转变等，由捺落迦趣等

及欲界等故、此能转变

此。 

五、成为显现所相之能分

别者谓如：即由此等如作

是说之转变故、此能转

变。 

六、由他人显示之能分别

者谓如：闻非正法之随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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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無相有相.勘藏本云無體之相有體之相. 

144
藏本此處廣引大般若經云何菩薩行於般若一大段.陳隋本同. 

惟。 

(7)所謂不聞正法者。謂諸

外道。七寂靜思惟。 

 

(8)所謂聞正法同法者八妬

(如)分別。 

 

(9)所謂不正意思量。身見

等六十二見同順彼分別。 

 

 

(10)散分別。謂諸菩薩有十

種分別。 

非事相散故。事相散故。正

安散故。毀謗散故。一向事

散故。異事散故。性散故。

(此處缺：差別散動，待考。)

隨名義散故。及隨義名散

故。 

 

 

七不如理分別。謂正法外人非正

法類分別。 

 

八如理分別。謂正法內人聞正法

類分別。 

 

九決判執分別。謂不如理思惟種

類身見為根本。與六十二見相應

分別。 

 

十散動分別。謂菩薩十種分別。 

 

無有相散動。有相散動。增益散

動。損減散動。一執散動。異執

散動。通散動。別散動。如名起

義散動。如義起名散動。 

 

 

七不正分別。謂佛法外人聞

非正法因緣。 

 

八正分別。謂佛法內人。聞

正法因緣。 

 

九執著分別。謂不正思惟因

緣身見為根本。與六十二見

處相應分別。 

 

十散亂分別。謂諸菩薩十種

分別。 

論曰。一無有相散動二有相

散動三增益散動四損減散

動五一執散動六異執散動

七自性散動八差別散動九

如名取義散動十如義取名

散動。 

 

 

七、不如理分別，謂諸外道

聞非正法類分別。 

 

八、如理分別，謂正法中聞

正法類分別。 

 

九、執著分別，謂不如理作

意類，薩迦耶見為本，六十

二見趣相應分別。 

 

十、散動分別，謂諸菩薩十

種分別： 

論曰。一、
143
無相散動，二、

有相散動，三、增益散動，

四、損減散動，五、一性散

動，六、異性散動，七、自

性散動，八、差別散動，九、

如名取義散動，十、如義取

名散動。 

 

与闻正法随行之能分别。 

七、非如理之能分别者谓

如：闻非正法所生起，即

此外诸说之能分别。 

八、如理之能分别者谓

如：闻正法所生起，即此

由诸法之能分别。 

九、执著之能分别者谓

如：与以非如理作意所生

起萨迦耶见为根本六十

二见相应之能分别。 

十、散动之能分别者谓

如： 

诸菩萨之十行相能

分别：①无事体之所相散

动。②事体之所相散动。

③增益之散动。④损减之

散动。⑤同一性散动。⑥

差异性散动。⑦自性散

动。⑧差别散动。⑨如名

如是义散动。⑩如义如是

名散动。 

 

此諸十句散事中對治故說 為對治此十種散動分別故。於一 為對治此十種散動一切般
144
為對治此十種散動，一切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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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分別智。一切諸般若波羅

蜜中說如是彼障及對治。具

足般若波羅蜜應知。 

【缺】 

切般若波羅蜜教中佛世尊說。無

分別智能對治此十種散動。應知

具足般若波羅蜜經義。 

如般若波羅蜜經言。云何菩薩行

於般若波羅蜜。舍利弗。是菩薩

實有菩薩。 

不見有菩薩。 

 

 

不見菩薩名。不見般若波羅蜜。

不見行。不見不行。不見色。不

見受想行識。何以故。色由自性

空。 

 

 

 

 

 

不由空空。 

 

 

見色空非色 

 

 

無色異空故。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若波羅蜜中說無分別智。此

等障礙及對治。般若波羅蜜

義中具足應知。 

經云菩薩云何行般若波羅

蜜。舍利弗。此菩薩 

 

即於菩薩不見菩薩。 

 

 

不見菩薩名。不見般若波羅

蜜。不見修行、不見色不見

受想行識。何以故。色自性

空。 

 

 

 

 

 

非空故空。 

 

 

若色空即非色 

 

 

亦非異空故有色。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若波羅蜜多中說無分別智。

如是所治能治，應知具攝般

若波羅蜜多義。 

【缺】 

 

 

 

此中为能对治无事体能

分别散动、告曰“菩萨性

有”等。 

为能对治事体分别散动、

告曰“不真正随观见菩

萨”。 

为对治增益能分别之散

动告曰“不真正随顺观

见菩萨名，不真正随顺观

见般若波罗蜜多，不真正

随顺观见行。不真正随顺

观见色，乃至不真正随顺

观见受、想、行、及识。

此何以故耶？“如是名

者由自性故空”等。 

为能对治损减之能分别

散动、告曰“由空性故非

是”等。 

为能对治同一性能分别

告曰“若诸色空性，即此

非是色”等。 

为能对治差异性之能分

别、告曰“亦非是色离空

性，色性即是空性，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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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故。舍利弗。此但有名。所

謂色是自性。 

 

 

 

 

 

 

 

 

無生無滅無染無淨。 

 

 

對假立名分別諸法。由假立客名

隨說諸法如如。隨說如是如是生

起執著。 

 

 

 

 

如此一切名菩薩不見。若不見不

生執著。如觀色乃至識亦應作如

此觀。 

 

 

 

 

何以故。舍利弗。唯有名所

謂色自性。 

 

 

 

 

 

 

 

 

不生不滅無染無淨 

 

 

假立客名分別諸法。以此客

名更相流布。隨所流布隨起

執著。 

 

 

 

 

菩薩於此名字一切不見。以

不見故則無執著。如色乃至

識亦爾。 

 

 

 

即是色。” 

为对治自性能分别、告曰

“善现！此所谓色等唯是

名”等。 

为对治差异性能分别、告

曰“色者与空性亦非异，

色性即空性。空性即色

性。” 

为能对治自性能分别、告

曰“善现！谓如所谓色

者、唯是名”等。 

为能对治差别能分别、告

曰“自性者无生、无灭，

非是杂染、非是清净。”

为能对治如名如是义能

分别、告曰“于虚假名中

通过各各别别计度此等

诸法由飘忽不相干之客

名随顺挂上假立语言。如

如随顺假立语言如是如

是执著。” 

为对治如义如是名能分

别、告曰“菩萨不真正随

顺观见此等一切名。由不

真正随顺观见故、无有执

著。”即是意谓乃至如义

如是。乃至如于色如是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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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般若波羅蜜經文句。應隨順

思惟十種分別義。 

 

 

應知以此般若波羅蜜文句

故。得通達此等十種分別

義。 

 

至于识随其所应当说。 

对此等十散动之能对治

于一切《般若波罗蜜多

经》中显示无分别智。若

如是者，由一切般若波罗

蜜多之义者、当知与所对

治分即具有能对治。 

 

 

若是傍名義他性相三種性

成。云何三種性無差別不

成。 

隨彼傍義他性者。非彼妄

分別。非成就 

 

隨彼傍義妄分別者。非彼

他性。非成就。 

 

隨彼傍名成就者。如是非

彼他性。非妄想。 

 

 

若由此別意依他性成有三性。是

三性云何。性有三異。不成相雜

無相雜義。 

由此道理此性成依他。不由此成

分別及真實。 

 

由此道理此性成分別。不由此成

依他及真實 

 

由此道理此性成真實。不由此成

依他及分別。 

 

 

 

論曰。若由別道理。依他性

得成三性。此三性云何得不

成一也。 

由別道理故成依他性。不由

此成分別及成就。 

 

由別道理故成分別。不由此

成依他及成就。 

 

由別道理故成成就。不由此

成依他及分別 

 

攝大乘論釋論卷第四 

第五節  釋妨難 

第一項  異門無別難 

論曰。若由異門，依他起自

性有三自性。云何三自性不

成無差別？ 

若由異門成依他起，不即由

此成遍計所執及圓成實。 

 

若由異門成遍計所執，不即

由此成依他起及圓成實。 

 

若由異門成圓成實，不即由

此成依他起及遍計所執。 

 

 

 

若由异门故、依他起自性

成为三者，然而三自性云

何不成为无差别耶？ 

由此异门故，由为依他起

故、由彼即非是遍计所

执，非是圆成实。 

由此异门故，由彼为遍计

所执，非是依他起，非是

圆成实。 

由此异门故，若诸圆成

实、即由此非是依他起，

非是遍计所执。 

 

 

 

 

 

攝大乘論釋論卷第五 

應知勝相勝語第二之二 

第二項 名不稱體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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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
藏本此句云.由何得知依他自性如遍計自性顯現而非卽彼自體耶. 

 

云何復知。如他性相。妄分

別性事現故。非如是體性

爾。 

 

本名離慧故。及自滅因故。

多名故。多身相違因故。不

定名穢身相違因故。 

 

 

是中有偈。 

本名無慧故 多及不定故 

成彼自多身 穢身相違故 

覺見諸法事 及見染淨等 

如幻應當知 及如虛空等 

 

 

云何得知此依他性。由分別性顯

現似法。不與分別性同體。 

 

 

未得名前於義不應生智故。法體

與名一則此義相違。由名多故。

若名與義一。名既多義應成多。

此義體相違。由名不定體相雜此

義相違。 

此中說偈 

於名前無智  多名及不定 

義成由同體  多雜體相違 

法無顯似有  無染而有淨 

是故譬幻事  亦以譬虛空 

 

  分別章第三之餘 

論曰。復次云何得知依他性

為分別性。相顯現而住。然

非分別性體也。 

 

於名前無智即體相違故。多

名有多體此相違故。名不定

雜體相違故。 

 

 

此中有偈 

於名前無智 多名及不定 

同及多雜體 成就此相違 

法無而可見 無染而有淨 

應知如幻事 亦復似虛空 

 

 

論曰。復次，
145
云何得知如依

他起自性，遍計所執自性顯

現而非稱體？ 

 

由名前覺無，稱體相違故。

由名有眾多，多體相違故。

由名不決定，雜體相違故。 

 

 

此中有二頌： 

由名前覺無 多名、不決定 

成稱體，多體，雜體相違故 

法無而可得 無染而有淨 

應知如幻等 亦復似虛空 

 

依他起自性于遍计

所执自性中如其所显现

何以得知非是彼之体性

耶？ 

由立名以前无义觉

故。由名众多即体有众多

成相违反故。由名无确定

体可混杂互抵触故。 

 

此中颂云： 

“立名前、觉不起故， 

名众多、无确定故， 

 成彼自体、体众多， 

多体杂成互牾故， 

 诸法本无、而可得 

无有杂染、却清净， 

 幻化等如同无有， 

如是当知如虚空！” 

 

[0102c03] 復以何義故。有如

是所說事他性相一切事不

成。彼無已成就性及無故。

如是一切事不成。他性及成

 

云何如此顯現而實非有。依他性

一切種非不有。若無依他性真實

性亦無。一切無不成？若無依他

性及真實性。則有無染污及清淨

 

論曰。復次如所顯現既不

有。此依他性一切種悉無。

何故不成？若無依他成就

性亦無。一切無所有此義不

第三項  依他都無難 

論曰。復次，何故如所顯現

實無所有，而依他起自性非

一切一切都無所有？此若無

者，圓成實自性亦無所有。

 

若如其显现已无所

有者，则依他起自性于一

切之一切中何故不成为

无所有耶？此若无者，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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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6
藏本此三句頌作二句云.依他及圓成一切若非有.無次第而無之義.攝長行不全也.魏本同. 

147
藏本此句云.由無所有異門而說. 

就性無故。染淨無事患應見

染淨。是故非一切無。是中

有偈。 

 他性既無  成就一切   

  無事常時   於諸染淨 

 

 

 

 

 

 

 

 

 

[0102c09] 所有此諸佛如來

大乘方廣中說。彼說中云何

妄分別性應知。無傍名義說

可知。 

他性相云何知。幻焰夢鏡像

光明響水中月應化等諸喻

應知。 

 

成就性云何知。有四種淨

法。說中知四種淨法者。 

品過失。此二品可知非無是故非

一切皆無。此中說偈 

若無依他性 真實性亦無 

則恒無二品 謂染污清淨 

 

 

 

 

 

 

 

 

 

 

諸佛世尊於大乘中說鞞佛略經。

此經中說。云何應知分別性。由

說無有品類此性應知。 

 

云何應知依他性。由說幻事鹿渴

夢相影光谷嚮水月變化如此等譬

應知其性。 

 

云何應知真實性。由說四種清淨

法應知。此性四種清淨法者。 

成。若依他性及成就性俱無

則無染污及清淨過。現見染

污及清淨。是故非一切無。 

 

 

此中有偈 

若無依他性 成就性亦無 

則亦恒不有 染污及清淨 

 

 

 

 

 

 

論曰。於佛世尊大乘方廣經

中。彼經中說云何應知分別

性。若說無所有門應知。 

 

云何應知依他性。若說幻焰

夢像影響水月化等譬喻應

知。 

 

云何應知成就性。若說四種

清淨法應知。四種清淨法

此若無者，則一切皆無。
146
若

依他起及圓成實自性無有，

應成無有染淨過失。既現可

得雜染清淨，是故不應一切

皆無。 

 

 

此中有頌： 

 若無依他起 圓成實亦無 

 一切種若無 恒時無染淨 

第六節  通契經 

第一項 依三性通大乘經 

甲、 通方廣教 

一、正釋三性 

論曰。諸佛世尊於大乘中說

方廣教，彼教中言：云何應

知遍計所執自性？
147
應知異

門說無所有。 

云何應知依他起自性？應知

譬如幻、炎、夢、像、光影、

谷響、水月、變化。 

 

云何應知圓成實自性？應知

宣說四清淨法。何等名為四

成实自性即无，云何不成

一切都为无所有性耶？

若依他起及圆成实之自

性无有者，由当成为无有

杂染与清净之过失故。然

杂染与清净可得。由如是

故、非一切都无所有。 

此中颂云： 

“依他起、及圆成实、 

若一切行相非有， 

 则于一切时分中、 

杂染清净当成无。” 

 

 

若诸佛陀薄伽梵宣

说极广博大乘之教法者，

即于此中遍计所执自性

云何当知耶？当知由无

有之异门显示。依他起自

性云何当知耶？当知犹

如幻化、阳焰、梦景、眩

翳、影像、回声、水月及

变化。圆成实自性云何当

知？由显示行相清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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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8
藏本此語作生彼故所緣清淨. 

149
藏本此字作因.rgyu. 

150
藏本此字作緣生. 

 

性淨故。所謂真如空實際無

相真實義及法界。 

是離垢淨所謂如是彼離一

切障垢。 

 

彼得行淨。所謂一切菩提分

法及波羅蜜等。 

彼生因念淨。所謂說大乘

法。如是彼淨因故非妄想。

淨法界因氣故非他性如是

此諸四法攝成一切諸淨法。 

 

 

 

 

 

於中有偈。 

幻等說故生 妄計無有說 

於諸四淨中 說為真實淨 

[0102c21]  

淨性、離垢、行念故。 

彼淨諸攝四種義故。 

 

一此法本來自性清淨。謂如如空

實際無相真實法界。 

二無垢清淨。謂此法出離一切客

塵障垢。 

 

三至得道清淨。謂一切助道法及

諸波羅蜜等。 

四道生境界清淨。謂正說大乘

法。何以故。此說是清淨因故非

分別。清淨法界流故非依他。由

此四種清淨法。攝一切清淨法皆

盡。 

 

 

 

 

此中說偈 

幻等顯依他 說無顯分別 

若說四清淨 此說屬真實 

 

清淨由本性 無垢道緣緣 

一切清淨法 四皆攝品類 

者。 

一本性清淨。所謂真如空實

際無相第一義法界等。 

二離垢清淨。謂即是離一切

障垢。 

 

三至得道清淨。謂一切菩提

分法波羅蜜等。 

四道生境界清淨。謂所說大

乘正法此是清淨因故。非分

別性。最清淨法界所流津液

故非依他性。此等四法中攝

得一切淨法。 

 

 

 

此中有偈 

幻等說於生 說無顯分別 

四種清淨法 此說成就性 

 

 

清淨有本性 無垢道攀緣 

一切清淨法 此四種所攝 

清淨法 

？一者、自性清淨，謂真如、

空、實際、無相、勝義、法

界。 

二者、離垢清淨，謂即此離

一切障垢。 

三者、得此道清淨，謂一切

菩提分法、波羅蜜多等。 

四者、
148
生此境清淨，謂諸大

乘妙正法教。由此法教清淨
149

緣故，非遍計所執自性；最

淨法界等流性故，非依他起

自性。如是四法，總攝一切

清淨法盡。 

 

 

此中有二頌： 

幻等說於
150
生 說無計所執 

若說四清淨 是謂圓成實 

 

 

自性與離垢 清淨道所緣 

一切清淨法 皆四相所攝 

当知于四行相清净法中、

①由自性清净者、谓如：

真如、空性、实际、无所

相、及胜义。亦即法界。

②离垢清净。谓如：即此

不具有一切障碍。③能获

得此之道清净。谓如：一

切顺菩提分法及波罗蜜

多等。④由能生起此故所

缘清净。谓如：诸大乘妙

正教法。由如是此者为清

净之因故、非是遍计所

执。由是清净法界等流性

故、非是依他起。由此等

四行相故、能摄一切清净

之法。 

此中颂云： 

“显生依持如幻等 

依于标志显示无。 

 通过依此四清净、 

即是显示圆成实。 

 此清净者即自性， 

离垢、及道、及所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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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藏本此語作於虚妄疑惑.與無性合. 

    诸清净之法所有、 

即由四行相所摄。” 

 

 

復以何相故。他性相如所說

幻等喻中明。餘者於他性相

中。迴妄顛倒取意故。 

云何復餘者於他性相中顛

倒疑意成。如是餘者作是

意。 

 

云何無此義。現境界成。

為彼除疑迴義故說為如幻。 

 

云何無義諸心心數順義

成。迴疑義說如焰喻。 

 

云何無此無義而受愛不愛

事。迴彼疑義故說如夢。 

 

云何無此義而有淨不淨業

愛不愛果順不順事。迴彼疑

故說如鏡像。 

 

云何無義而有種種識順

 

何因何緣是依他性。如經所說。

幻事等譬所顯。於依他性中為除

他虛妄疑惑。 

云何他於依他性中生虛妄疑惑。

諸說。於依他性中有如此虛妄疑

心。 

 

若實無有物。云何成境界。為決

此疑故說幻事譬。 

 

若無境界。心及心法云何得生。

為決此疑故說鹿渴譬。 

 

若實無塵。愛非愛受用云何得

成。為決此疑故說夢相譬。 

 

若實無法。善惡二業愛非愛果報

云何得生。為決此疑故說影譬。 

 

 

若實無法。云何種種智生。為決

 

論曰。復次何因緣故。如經

所說。依他性譬幻事等。為

除他人於依他性中虛妄疑

故。 

又云何他人於依他性虛妄

中生疑。他人作如是念。 

 

云何實無有義而成境界。為

除此疑故說幻事譬。 

 

若實無有義。心及心法云何

得生。為除此疑故說焰譬。 

 

若實無有義。云何愛非愛受

用得成。為除此疑故說夢

譬。 

若實無有義善不善業愛非

愛果云何得生。為除此疑故

說鏡像譬。 

 

若實無有義種種識云何得

二、依他八喻 

論曰。復次，何緣如經所說

於依他起自性說幻等喻？於

依他起自性為除他
151
虛妄疑

故。 

他復云何於依他起自性有虛

妄疑？由他於此有如是疑： 

 

云何實無有義而成所行境

界？為除此疑說幻事喻。 

 

云何無義心心法轉？為除此

疑說陽炎喻。 

 

云何無義有愛非愛受用差

別？為除此疑說所夢喻。 

 

云何無義淨不淨業愛非愛果

差別而生？為除此疑說影像

喻。 

 

云何無義種種識轉？為除此

 

依他起自性何以故

显示作如是说之犹如幻

化等？谓由为遮止他人

于依他起自性起错误性

疑难故。其他云何于依他

起自性起错误性疑难？

由为遮止他人作如此等

疑难“云何无有义而能

作所行境界”故、说即如

幻化。 

由为遮止“云何诸

心心所法无义而生起”

如是疑难故、说即犹如阳

焰。由为遮止“若无有义

云何成为爱非爱享用”

如是疑难故、即犹如梦

景。由为遮止“若无有义

云何诸善不善业能感生

可爱与不可爱果”如是

疑难故、说即犹如影像。

由为遮止“若无有义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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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藏本此語作取真實. 

153
藏本此句云.從依他自性爲遍計及圓成故流轉涅槃性無差別而說. 

事。迴彼疑義故說如光。 

 

云何無此義而有種種假名

語言順事。迴彼疑義故說如

響。 

云何無此義實能取三昧境

界順事。迴彼疑意義故說如

水中月。 

 

云何無此義而諸菩薩故取

意不顛倒。作眾生益義故

受生。迴彼疑意義故如應化

事。 

 

此疑故說光影譬。 

 

若實無法。云何種種言說起。為

決此疑故說谷響譬。 

 

若實無法。云何成緣真實法定心

境界。為決此疑故說水月譬。 

 

 

若實無法。云何諸菩薩故作心無

顛倒心。為他作利益事於六道受

生。為決此疑故說變化譬。 

生。為除此疑故說光影譬。 

 

若實無有義種種流布言說

云何得生。為除此疑故說嚮

譬。 

若實無有義。取實三摩提中

境界云何得成。為除此疑故

說水月譬。 

 

若實無有義得自在菩薩以

不顛倒心。為作眾生利益事

故生云何得成。為除此疑故

說變化譬。 

 

疑說光影喻。 

 

云何無義種種戲論言說而

轉？為除此疑說谷嚮喻。 

 

云何無義而有
152
實取諸三摩

地所行境轉？為除此疑說水

月喻。 

 

云何無義有諸菩薩無顛倒

心，為辦有情諸利樂事故思

受生？為除此疑說變化喻。 

 

何种种辨别识生起”如

是疑难故、说即犹如光

影。由为遮止“若无有义

云 何 种 种 语 言 诠 说 生

起”如是疑难故、说即犹

如回声。由为遮止“若无

有义云何真正摄受三摩

地所行境界生起”如是

疑难故、说即犹如水月。

由为遮止“若无有义云

何菩萨能成办有情之所

作事随意所意乐如是受

生”如是疑难故、说即犹

如变化。 

 

 

有何義故。如梵王經中說。

我不見世間不證涅槃。他相

性中妄分別。及成就性因

故。說世間及涅槃事。無異

事故。如是彼他性相妄分別

分故說為世間。成就分故說

為涅槃。 

 

 

婆羅門問經中言。世尊。依何義

說如此言。如來不見生死不見涅

槃。於依他性中依分別性及依真

實性。生死為涅槃依無差別義。

何以故。此依他性由分別一分成

生死。由真實一分成涅槃。 

 

 

論曰。世尊依何義故於梵天

問經中。說如來不見生死不

見涅槃。於依他性中約分別

性成就性故。生死涅槃體無

差別義。彼中即此依他性。

分別分成生死。成就分成涅

槃。 

 

乙、通梵問經 

論曰。世尊依何密意於《梵

問經》中說：：如來不得生

死，不得涅槃？
153
於依他起自

性中，依遍計所執自性及圓

成實自性，生死涅槃無差別

密意。何以故？即此依他起

自性，由遍計所執分成生

死，由圓成實分成涅槃故。 

 

薄伽梵依何意趣于《梵问

经》中显示如来生死既不

可得，涅磐亦不可得耶？

谓于依他起自性中是遍

计所执及圆成实自性故，

通过依生死与涅磐无有

差别意趣显示。如是即此

依他起自性由遍计所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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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藏本此三句云.依他性中有遍計性者屬於雜染分.有圓成性者屬於清淨分.卽彼依他屬於彼二分. 

155
藏本此語直譯云如土中有金者. 

 分故生死，由圆成实分故

涅磐。 

 

如佛阿毘曇中說。有三法。

是染分淨分。彼二分有何義

故說。他性中妄想性是煩惱

分。成就性是淨分。還彼他

性彼二分。 

 

 

 

 

以此義故說。此義中何者說

金藏土示現。所謂如金藏土

中有三事可見。一地塵二土

三金。 

是中有地塵故見土及見有

金。若入火時不見土唯見

金。地塵者見土時非正見。

見金時非如實見。是故地塵

有二分。 

 

 

 

 

阿毘達磨修多羅中佛世尊說法有

三種。一染污分。二清淨分。三

染污清淨分。依何義說此三分。

於依他性中分別性為染污分。真

實性為清淨分。依他性為染污清

淨分。依如此義故說三分。 

 

 

 

於此義中以何為譬。以金藏土為

譬。譬如於金藏土中。見有三法。

一地界二金三土。 

 

於地界中土非有。而顯現金實有

不顯現此土。若以火燒鍊土則不

現金相自現。此地界土顯現時由

虛妄相顯現。金顯現時由真實相

顯現。是故地界有二分。 

 

 

 

 

論曰。如世尊於阿毘達磨經

中。說三種法。染污分清淨

分彼二分。依何義故作如此

說。依他性中。分別性是染

污分。成就性是清淨分。即

此依他性是彼二分。由此義

故作如此說。 

 

 

此義以何譬顯示。以金土藏

為譬。如金土藏有三種可

見。謂一地界二土三金。 

 

於地界中。土非有而可見。

金實有而不可見。若以火燒

土則不現。金則顯現。復次

於地界中土相現時。是虛妄

體現。金體現時是真實體

現。是故地界有二分。 

 

 

丙、通阿毘達磨大乘經 

論曰。《阿毘達磨大乘經》

中薄伽梵說：法有三種：一、

雜染分，二、清淨分，三、

彼二分。依何密意作如是

說？
154
於依他起自性中，遍計

所執自性是雜染分，圓成實

自性是清淨分；即依他起是

彼二分，依此密意作如是說。 

 

於此義中以何喻顯？以金土

藏為喻顯示。譬如世間
155
金土

藏中三法可得：一、地界，

二、土，三、金。 

於地界中，土非實有而現可

得，金是實有而不可得；火

燒鍊時土相不現，金相顯

現。又此地界，土顯現時虛

妄顯現，金顯現時真實顯

現，是故地界是彼二分。識

亦如是。 

 

 

《阿毗达磨经》中依

何意趣薄伽梵说法有三、

即杂染、清净、及属俱

分？谓于依他起自性中

有遍计所执自性者、属于

杂染分。有圆成实自性

者、属于清净分。即此依

他起者、属于俱分。通过

意趣于此而教示。 

  于此义中有何喻

耶？喻者、谓地质内部有

金、即是喻如地质内部有

金时、地质界、土、及金

三者可得。此处于地界中

者、无有之土可得。即如

是由火触已、土者不显

现，而金者显现。地质界

者、谓土显现时而相反显

现。金显现时即如是显

现。由如是故，地质界者、

即属于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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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此無分別智火觸彼識

已。彼識虛妄分別性事見成

就性事故不見。無分別智火

觸彼識已彼識實成就性事

故見。妄分別性事故不見。

是故所有妄分別識他性相

二分成。如金藏泥地塵爾。 

 

如此本識未為無分別智火所燒鍊

時。此識由虛妄分別性顯現。不

由真實性顯現。若為無分別智火

所燒鍊時。此識由成就真實性顯

現。不由虛妄分別性顯現。是故

虛妄分別性識即依他性有二分。

譬如金藏土中所有地界。 

 

如是如是此識性未為無分

別智火所燒時。於識性中虛

妄分別性顯現。成就性不顯

現。此識性若為無分別智火

所燒。於識性中實有成就性

顯現。虛妄分別性不顯現。

是故此虛妄分別識體。依他

性有二分。如金藏土中所有

地界。 

 

無分別智火未燒時，於此識

中所有虛妄遍計所執自性顯

現，所有真實圓成實自性不

顯現。此識若為無分別智火

所燒時，於此識中所有真實

圓成實自性顯現，所有虛妄

遍計所執自性不顯現。是故

此虛妄分別識依他起自性有

彼二分，如金土藏中所有地

界。 

 

如是于了别识中未

由无分别智火触及时、此

了别识显现为非真正之

遍计所执自性，而真正圆

成实自性不显现。于辨别

识由无分别智火触及时、

此了别识显现为真正圆

成实自性，而不显现为邪

妄遍计所执自性。由如是

故，此非真正能遍计之了

别识依他起自性者、即属

于俱分。地质内部有金等

时如地质界。 

 

 

如來或說一切法常或說一

切法無常。或說非常非無常

以何意故說常。他性相成就

分別故說常。妄分別故非

常。彼二分故非常非無常。 

 

 

 

 

 

以是意故說如常無常不

二。如是苦樂不二。淨不淨

 

 

復次有處世尊說一切法常住。有

處說一切法無常。有處說非常非

無常。依何義說常。此依他性由

真實性分常住。由分別性分無

常。由二性分非常非無常。 

 

 

 

 

 

如依此義說常無常無二。如此說

苦樂無二。善惡無二。空不空無

 

 

論曰。世尊有處說一切法常

或說無常。或說非常非無

常。為何義故說常。於依他

性中約成就性分故說常。約

分別性分故說無常。約彼二

分故說非常非無常。 

 

 

 

 

為此義故說如常無常不

二。苦樂亦不二。善不善亦

丁、通餘經 

一、長行 

論曰。世尊有處說一切法

常，有處說一切法無常，有

處說一切法非常非無常，依

何密意作如是說？謂依他起

自性，由圓成實性分是常，

由遍計所執性分是無常，由

彼二分非常非無常，依此密

意作如是說。 

 

 

如常無常無二，如是苦樂無

二，淨不淨無二，空不空無

 

 

薄伽梵有时说一切

法常，有时说无常。有时

说即非是常、又非是无

常。如是依何意趣而说常

耶？由依他起自性圆成

实分故、为常。由遍计所

执自性分故、为无常。由

俱分故、即非是常，又非

是无常。如是通过依此意

趣而说。 

  如其常、无常、及无

二，如是乐与苦等亦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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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
藏本此句云如是法非法.結成上二句.魏本同. 

157
原刻作位.今依藏本及麗刻改. 

不二。空不空不二。有我無

我不二。定不定不二。有性

無性不二。有生不生不二。

滅不滅不二。永定不永定不

二。性滅不性滅不二。世間

涅槃不二。如是等句差別諸

佛一切密語。以此三種性句

隨順應知。如常等諸句中

說。 

 

 

 

 

 

 

 

於中有偈。 

如諸法所無 及如見非一 

如是法非法 不二義所說 

彼一分事故 亦說名為事 

二分不名事 非事真實說 

如見非如有 是故說為見 

如是彼亦見 是故說為無 

自體自無故 自事中不住 

二。有我無我無二。靜不靜無二。

有性無性無二。有生無生無二。

有滅無滅無二。本來寂靜不寂靜

無二。本來涅槃非涅槃無二。生

死涅槃無二。由如此等差別。諸

佛如來依義密語。由此三性應隨

決了。常無常等正說如前解釋。 

 

 

 

 

 

 

 

 

 

此中說偈 

如法實不有 如彼種種現 

由此法非法 故說無二義 

依一分說言 或有或非有 

依二分說言 非有非非有 

如顯現不有 是故說永無 

如顯現實有 是故說非無 

由自體非有 自體不住故 

不二。空非空不二。我無我

不二。寂靜非寂靜不二。有

自性無自性不二。生無生不

二。滅無滅不二。本寂非本

寂不二。本性涅槃非本性涅

槃不二。生死涅槃無二。如

是等差別諸佛世尊一切密

語。皆隨順三性如常無常門

說。 

 

 

 

 

 

 

 

此中有偈 

如法無所有 而現無量種 

非法非非法 故說無二義 

依一分顯示 或有或非有 

依二分說言 非有非非有 

如顯現非有 是故說為無 

由如是顯現 是故說為有 

自顯無所有 自體不住故 

二，我無我無二，寂靜不寂

靜無二，有自性無自性無

二，生不生無二，滅不滅無

二，本來寂靜非本來寂靜無

二，自性涅槃非自性涅槃無

二，生死涅槃無二亦爾。如

是等差別，一切諸佛密意語

言，由三自性應隨決了，如

前說常無常等門。 

 

 

 

 

 

 

二、偈頌 

此中有多頌： 

如法實不有 如現非一種 
156
非法非非法 故說無二義 

依一分開顯 或有或非有 

依二分說言 非有非非有 

如顯現非有 是故說為無 

由如是顯現 是故說為有 

自然自體無 自性不堅
157
住 

二，善、不善、亦无有二，

空、不空，亦无有二，我、

无我、亦无有二，宁静、

非宁静、亦无有二，有自

性、无自性、亦无有二，

生、无生、亦无有二，灭、

无灭、亦无有二，本来宁

静、非本来宁静、亦无有

二，自性涅磐、非自性涅

磐、亦无有二，生死、涅

磐、亦无二，由如是等差

别故、一切诸佛陀薄伽梵

之一切非径直言诠教法

如显示常与无常等之异

门、当即于三自性中通

达。 

此中颂云： 

“如其诸法非是有， 

如众多行相显现； 

 如是诸法及无法、 

显示无有二之义。 

 此等某分说为无、 

说为有、极善显示。 

 能说为由俱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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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
以下隋本第二品內四意四合義章第四.  

取者本亦無 故說為無性 

無性義故成 上上依義故 

無生亦不滅 永寂性滅故 

 

如取不有故 三性成無性 

由無性故成 前為後依止 

無生滅本靜 及自性涅槃 

 

如取既不有 故成無自性 

由無性故成 前為後依止 

無生滅寂靜 及本性涅槃 

 

如執取不有 故許無自性 

由無性故成 後後所依止 

無生滅本寂 自性般涅槃 

 

非是有，亦非是无。 

 如其显现、如是无， 

是故能说为无有。 

 由是如是成显现， 

是故亦能说为有。 

 由无自及体性故、 

由不住自事体故、 

 由如所取此无有、 

故许自性为无有。 

 由自性无所有故、 

以后以后作能依， 

 无生、无灭本来静、 

成就自性般涅磐。” 

 

 

[0103b14] 然有四種意趣

故。及有四種密語漸次。一

切佛語隨順解釋應知。 

一者法同意趣故。所謂我是

無量無邊時。號曰毘婆尸正

真正覺。 

二者時節意趣。所謂若稱多

寶如來名者。即定於阿耨多

羅三藐三菩提。如無量壽經

說。若有眾生願取無量壽世

 

   

復次有四意四依。一切佛世尊教

應隨決了。 

一平等意。譬如有說。昔是時中

我名毘婆尸久已成佛。 

 

二別時意。譬如有說。若人誦持

多寶佛名。決定於無上菩提不更

退墮。復有說言。由唯發願於安

樂佛土得往彼受生。 

  四意四合義章第四 

 

論曰。復有四種意。四種合

義。一切佛語應隨順入。 

一平等意。如言我於昔時名

毘婆尸正遍知。 

 

二別時意。如言誦持多寶如

來名。決定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又如經說唯發願得

生極樂世界。 

第二項 依四意趣四秘密決

了一切佛言 

論曰。
158
復有四種意趣，四種

祕密，一切佛言應隨決了。

四意趣者：一、平等意趣，

謂如說言：我昔曾於彼時彼

分，即名勝觀正等覺者。 

二、別時意趣，謂如說言：

若誦多寶如來名者，便於無

上正等菩提已得決定；又如

說言：由唯發願，便得往生

复有由四意趣及四

非径直诠表意趣故、当通

达一切佛陀所说。 

  意趣于平等性者、谓

如：说言“即我于彼世彼

时成为善能观照如来阿

罗汉正等佛陀”。 

  意趣于异时者、谓

如：“说言由持多宝如来

名故、决定当成无上正等

圆满菩提。”及说如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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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即生爾。 

 

三者義中間意趣。如經所

說。供養若干如許恒沙等。

供養親近已得解大乘義爾。 

 

四者順眾生心意趣。所謂或

有眾生讚行布施彼者復謗

毀。說如是布施如是持戒。

及餘者說修事。是以故說四

種意趣。 

 

 

四種密語漸次。一者勸發漸

次。所謂或聲聞乘。或大乘

中眾生法性勝故。順世諦理

所說。 

 

二者相漸次。隨所法相說中

示現。 

 

 

三者對治漸次。隨所說八萬

四千眾生行。 

 

四者發願漸次。隨所異義言

音聲字義餘說隨所。 

 

 

三別義意。譬如有說。事如是等

恒伽所有沙數諸佛。於大乘法義

得生覺了。 

 

四眾生樂欲意譬如如來先為一人

讚歎布施後還毀呰。如施戒及餘

修亦爾。是名四種意。 

 

 

 

 

四依者。一令入依。譬如於大小

乘中佛世尊說人法二種通別二相

所攝俗諦。 

 

 

二相依。譬如隨所說法相中必有

三性。 

 

 

三對治依。此中八萬四千眾生煩

惱行對治顯現。 

 

四翻依。此中由說別義言詞以顯

別義譬。 

 

 

三別義意如經說親近恒伽

河沙等諸佛。得解大乘法

義。 

 

四隨人心意。所謂或為此人

讚歎布施。後復為此人毀訾

布施。如布施戒及餘修亦如

是。是名四種意 

論曰。 

 

 

四種合義者。一令入義。所

謂如於聲聞乘中。若大乘

中。依世諦道理。說人法二

種自性及差別。 

 

二相義謂隨所說法相中。皆

以三性顯示。 

 

 

三對治義。所謂說八萬四千

諸對治行門故。 

 

論曰。四翻義如別義語字。

顯示別義故。 

極樂世界。 

 

三、別義意趣，謂如說言：

若已逢事爾所殑伽河沙等

佛，於大乘法方能解義。 

 

四、補特伽羅意樂意趣，謂

如為一補特伽羅先讚布施，

後還毀呰。如於布施，如是

尸羅及一分修，當知亦爾。

如是名為四種意趣。 

 

 

四祕密者：一、令入祕密，

謂聲聞乘中或大乘中，依世

俗諦理說有補特伽羅，及有

諸法自性差別。 

 

二、相祕密，謂於是處說諸

法相顯三自性。 

 

 

三、對治祕密，謂於是處說

行對治八萬四千。 

 

四、轉變祕密，謂於是處以

其別義，諸言諸字即顯別義。 

“唯由发愿故、当往生具

乐世界”。 

  意趣于异义者、谓如

作是说“若已敬事如恒

河沙数佛陀者，则当通达

大乘法义。” 

  意趣于一补特伽罗

之意乐者、谓如：对某一

补特伽罗称赞布施，即于

此不称赞。如于布施，戒

律及某一修习亦如是。此

者为四行相意趣。 

  又四不径直诠说意

趣、于使悟入不径直诠表

意趣者、谓如：于声闻乘、

或于大乘中显示所谓补

特伽罗与法之自性与差

别为世俗谛道理。 

  于能相不径直诠表

意趣者、谓由于是处显示

法之能相故、能显示三自

性。 

  于能对治不径直诠

表意趣者、谓行于是处显

示为八万四千之能对治。 

  于能翻转不径直诠

表意趣者、谓于是处由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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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9
陳隋本此頌具出音譯曰.阿娑離沙羅摩多耶云云. 

160
藏本此句云.若欲釋大乘之法者. 

161
藏本此句云.由說諸緣起法之相. 

162
藏本此二句云諸法從言熏習生.卽從彼等而有此.是乃引頌.餘二句則是長行釋.文云.異熟與轉識互爲緣而起故.陳隋本同.與世親亦合.今譯疑誤. 

163
勘陳本此句云.廣解釋依因緣已生諸法實相者.諸法者謂生起識爲相云云.隋本大同.故此下是說緣起法相也. 

有偈。 

非實而作實 顛倒中善住 

煩惱善染故 得無上菩提 

 

如偈言 

阿娑離娑羅摩多耶 

毘跋耶斯者修絺多 

離施那者僧柯履多 

羅槃底菩提物多摩 

 

此中有偈 

阿娑犁娑  羅末多耶  毘

缽唎耶 斯柘素悉[肆-聿+

頁](他棄)多者吉犁絁捺柘 

素僧吉  利瑟吒  羅槃低

菩提沒答摩 

如有頌言： 

 
159
覺不堅為堅  

善住於顛倒 

 極煩惱所惱  

得最上菩提 

 

诠表异义、且能诠表即此

义为异。此中颂云： 

“能知无精要、精要。 

善安住于其颠倒。 

 烦恼普遍善烦恼。 

当获得妙正菩提。” 

 

[0103c03] 欲 解 釋 大 乘 經

者。彼應以三種相差別故。

略作解釋。一者因緣說。二

者因緣所生諸法相說。三者

以說聞義故說。 

是中因緣集說者。如說 

言習所生法。彼如是還彼 

報識順識中。迭互緣故生。 

 

 

彼復順識相諸法。同念見識

性。然彼憶持相分別相及法

體相。 

 

 

若人欲廣解釋大乘法。略說由三

相。應當如此解釋。一廣解緣生

體相。二廣解依因緣已生諸法實

相。三廣解成立所說諸義。 

廣解緣生體相者。如偈說言： 

熏習所生諸法。此從彼如此果報

識及生起識。由更互因生。 

 

 

 

廣解釋依因緣已生諸法實相者。

諸法者。謂生起識為相。有相及

見識為自性。復次諸法依止為

相。分別為相。法爾為相。 

 

論曰。若欲解釋大乘法。略

說應以三種相解釋。一解說

緣生。二解說因緣所生法。

三解說言教中義。 

於中解說緣生者如偈說： 

言熏所生法 此於彼亦爾 

此顯果報識及生起識更互

為緣生故。 

 

 

彼因緣所生法者。生起識為

相有相及見識體性。彼以住

持相、分別相、法爾相。 

 

第三項  由三相造大乘法釋 

論曰。
160
若有欲造大乘法釋，

略由三相應造其釋：一者、

由說緣起，二者、
161
由說從緣

所生法相，三者、由說語義 

論曰。此中說緣起者，如說： 

 
162
言熏習所生  

諸法此從彼 

 異熟與轉識  

更互為緣生 

 

論曰。
163
復次，彼轉識相法，

有相，有見，識為自性。又

彼以依處為相，遍計所執為

相，法性為相。 

由欲解说大乘法故、

若总摄者，则由三行相

故、当解说：一、显示缘

起。二、显示诸缘起法之

能相。三、由标举已解说

之义故当解说。此中显示

缘起法者：谓诸法依言说

习气生起。如作如是说言

“即依此等为彼”。由异

熟与转识等更互为缘而

得生起故。 

此等转识能相之法

即以具有原由与能见之

了别识为自性。此等亦为

所依之能相、遍计所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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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
藏本此句云.由未見及見真實者同時彼二或有或無.或可得或不可得. 

165
原刻作具.今依藏本及麗刻改.次同.  

166
此依藏本及麗刻加. 

 

是以此示現三種性相成。如

說 

  同念見者。彼知三相爾。 

 

云何復彼相解釋分別相

者。他性中無。成就性中

有。彼二有無。有覺無覺有

見無見。真實同時。彼他性

中依非眾生分別眾生成就

者。行彼覺故彼不覺。如說 

 

 

 

 

 

 

 

 

分別他性中  成就彼處有 

不覺及覺故  略說彼二邊 

 

 

 

由此言說於三性中諸法體相則得

顯現。如偈言 

從有相有見  應知法三相 

 

  云何得解說此法相。分別性

於依他性實無所有。真實性於中

實有。由此二，不有有故。非得

及得。未見已見真如一時自然

成。於依他性中分別性無故。真

實性有故。若見彼不見此。若不

見彼即見此。如偈言 

 

 

 

 

 

 

 

依他中分別  無但真實有 

故不得及得  於中二平等 

 

 

即此得顯三性相。如偈說： 

 

有相及有見 是應知三相 

 

復次云何解釋彼相。謂分別

相於依他相中無體。成就相

於依他中是有。由此二故不

有及有；不可得可得；不見

真實見真實，此二同時。又

於依他性中分別無所有。成

就是有故。得彼不得此。不

得彼得此。如偈說 

 

 

 

 

 

 

依他無分別 唯成就是有 

不得及可得 於中二平等 

 

 

由此顯示三自性相，如說： 

 

 從有相有見 應知彼三相 

 

復次，云何應釋彼相？謂遍

計所執相於依他起相中實無

所有，圓成實相於中實有。
164

由此二種非有及有，非得及

得，未
165
見已見真者同時。謂

於依他起自性中，無遍計所

執故，有圓成實故；於
166
此轉

時，若得彼即不得此，若得

此即不得彼。如說： 

 

 

 

 

 

 依他所執無  

成實於中有 

 故得及不得  

其中二平等 

能相、及法性之能相。 

由此者、即是显示以

三自性为能相。如说： 

“依具有原由、能见、当

知此等三能相。” 

  云何当解释此等之

能相耶？ 

  谓若于依他起之能

相中无有遍计所执之能

相，而圆成实之能相于此

上为有者，则由不观见和

观见真实故、于同一时间

此二者有与无、或不可得

与可得、于依他起自性中

由遍计所执无有圆成实

为有故生起。由此可得时

彼不可得故。由彼不可得

时此可得故。作如是颂

云： 

 依他起、无遍计执。 

于此中有圆成实。 

 是故此二者亦不可得、

可得、为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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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義解釋所謂先已說

句，餘句示現彼分別。或功

德增上故。或義增故。 

 

 

 

功德增者。所謂說佛功德善

覺慧。不二行無相法究竟佛

行行故。得一切佛法。到無

障道。不退轉法無障境界。

不思住達三世遍一切世界

身。一切法無疑。知一切成

就慧無疑。諸法知無分別

知。一切菩薩正受智。不二

佛行得最究竟。不離如來。

解脫智盡。至無邊中佛地。

通達法界最虛空界盡爾。 

 

 

善覺佛者。此句餘句所解釋

應知。如是善說法體成。 

 

 

 

 

 

 

  廣解成立所說諸義者。譬如

初所說文句。由所餘諸句顯示分

別。或由功德依止。或因事義依

止。 

 

 

功德依止者。廣說佛世尊功德。

最清淨慧。無二行、無相法為勝

依意行、住於佛住、至得諸佛平

等、行無礙行、不可破無對轉法。

不可變異境、不可思惟所成立

法、至三世平等、於一切世界現

身、於一切法智慧無礙、一切行

與智慧相應、於法智無疑、不可

分別身、一切菩薩所受智慧、至

無二佛住波羅蜜、至無差別如來

解脫智究竟、已得無邊佛地平

等、法界為勝、虛空界為後邊。 

 

最清淨慧。如此初句由所餘句次

第應知分別解釋。 

 

 

 

 

 

 

論曰。解釋言教中義者。如

說初句為本以餘句顯示其

分。或功德依止或義依止。 

 

 

 

功德依止者。如說佛功德。

最清淨覺。無二法、行無相

法為勝道、住於佛住、得一

切佛平等、至無障礙處、不

退轉法、無礙境界、不可思

議成立、入三世平等、遍行

一切世界身、一切法無礙

智、一切行具足知、於法智

無疑、無分別身、一切菩薩

所受智、到無二佛住第一波

羅蜜至究竟、無差別如來解

脫智、入無邊無中佛地平

等、法界、第一盡虛空界等。 

最清淨覺為本。其餘諸句是

此句差別。應知如是等名為

善解釋。 

 

 

 

 

 

論曰。說語義者，謂先說初

句，後以餘句分別顯示。或

由德處，或由義處。 

 

 

 

論曰。由德處者，謂說佛功

德：最清淨覺。不二現行、

趣無相法、住於佛住、逮得

一切佛平等性、到無障處、

不可轉法、所行無礙、其所

安立不可思議、遊於三世平

等法性、其身流布一切世

界、於一切法智無疑滯、於

一切行成就大覺、於諸法智

無有疑惑、凡所現身不可分

別、一切菩薩等所求智、得

佛無二住勝彼岸、不相間雜

如來解脫妙智究竟、證無中

邊佛地平等、極於法界、盡

虛空性、窮未來際。 

最清淨覺者，應知此句由所

餘句分別顯示，如是乃成善

說法性。 

 

 

 

何为解说已解脱义

耶？谓如：由先已解说语

句之其余诸语句故、此或

依功德之增上力故，或依

义之增上力故所显而显

示。 

依功德增上力说

者、谓如：据有极清净慧

者不据有二现行，于无能

相之法中能最胜趣向。由

佛陀之安住故安住。获得

一切佛陀平等性。由不据

有障碍故、证知悟彻、具

有不退转法。不为所行境

界所引夺。能安立不可思

议。洞澈三世平等性。具

有周遍一切世界身。具有

于一切法无疑惑智慧。据

有与一切行相应慧。于法

善巧无有犹豫。智慧由一

切菩萨真正领受。佛陀住

无二妙正到彼岸。如来能

无间杂解脱之智慧达究

竟，洞悉无有边与中之佛

陀地平等性。由法界无

际、由虚空界边际抵达、

到最后边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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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藏本作十九種.魏本同.以能入真如及佛事不休息合爲一德.又常現利樂及無盡合爲一德.故成十九.但勘藏本無明文.  

 

 

 

 

 

 

善覺慧者。此善覺慧諸佛如

來十九種諸佛功德攝成應

知。 

 

 

 

智中一向無障無分別功德。 

 

事非事二相真如最淨說自

然 

佛所作不休息行功德。 

 

法身中身心業無分別功德。 

 

一切障對治功德。 

 

降伏一切外道功德。 

 

世間生世間法不能染功德。 

 

 

 

 

 

 

若如此正說法義得成最清淨慧

者。諸佛如來智慧。於一切法清

淨無不了別。如此本義應知由二

十一佛功德所攝。 

 

 

於所知一切無障行起功德。 

 

於有無無二相真如最清淨令入功

德。 

不由功用不捨如來事佛住功德。 

 

於法身依止及意事無差別功德。 

 

修習一切障對治功德。 

 

降伏一切外道功德。 

 

生於世間非世間法所染污功德。 

 

 

 

 

 

 

諸法體最清淨覺者。此佛世

尊最清淨覺。應知攝餘二十

一佛功德。 

 

 

 

謂於應知中一向無障礙轉

功德。 

令入有無無二相真如最清

淨功德。 

無功用佛事不休息佛住功

德。 

法身為依止。心業無差別功

德。 

修對治一切障功德。 

 

降伏一切外道功德。 

 

生在世間不為世法所礙功

 

 

 

 

 

 

最清淨覺者，謂佛世尊最清

淨覺，應知是佛
167
二十一種功

德所攝。 

 

 

 

謂於所知一向無障轉功德、 

 

於有無無二相真如最勝清淨

能入功德、 

無功用佛事不休息住功德、 

 

於法身中所依意樂作業無差

別功德、 

修一切障對治功德、 

 

降伏一切外道功德、 

 

生在世間不為世法所礙功

如是等显示诸佛陀

功德。即此所谓据有“最

清净慧”语句之差别

者、当知为诸其余语句。

若如是者，即是极善解说

法性。 

此言“据有最清净

慧”者：谓此诸佛陀薄伽

梵之最极清净慧者、当知

十九功德所摄：（魏译同、

陈译、隋译、及唐译作二

十一。） 

  谓由①于所知极善

无碍转功德， 

②能知有与无无二之能

相最胜清净真如之功德，

③佛陀之能作任运相续

无断安住之功德， 

④安住于法身、意趣与事

业无有差异之功德， 

⑤已修习一切障能对治

之功德， 

⑥无敌于一切外道之功

德， 

⑦虽于世间生起而不为

 

 

 

 

 

 

 

 

 

 

最清淨覺 21 句分別顯示： 

 

不二現行、 

 

趣無相法、 

 

住於佛住、 

 

逮得一切佛平等性、 

 

到無障處、 

 

不可轉法、 

 

所行無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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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住功德。 

受記功德。 

一切世界中示現報身應身

功德。 

決疑功德。 

種種行入功德。 

 

未來生法智功德 

 

隨信示現功德。 

 

無量身化眾生行功德。 

 

同法成波羅蜜功德。 

 

異佛世界隨信示功德。 

 

三種佛身說法不斷功德。 

 

乃至世間際一切眾生助成

一切樂及無量功德。 

因此說故。 

 

安立正法功德。 

四種善巧答他問功德。 

於一切世界中顯現應化身功德。 

 

能決他疑功德。 

由種種行能令他入功德。 

 

於未來世法生智功德。 

 

隨眾生樂顯現功德。 

 

能行無量依止眾生正教化事功

德。 

平等法身波羅蜜成就功德。 

 

隨眾生意顯現純淨佛土功德。 

 

是三種佛身無離無別處功德。 

 

窮生死際能生一切眾生利益安樂

功德。 

由無盡功德。 

 

德。 

成立法功德。 

授記功德。 

一切世界中示現受用身化

身功德。 

斷疑功德。 

令入種種行功德。 

 

未來法生智功德。 

 

如所樂欲為顯示功德。 

 

無量身為教化眾生事功德。 

 

平等法身波羅蜜成就功德。 

 

佛剎無差別隨所信樂顯示

功德。 

三種佛身無方所限分功德。 

 

窮生死際恒為利樂一切眾

生功德。 

無盡功德。 

 

德、 

安立正法功德、 

授記功德、 

於一切世界示現受用變化身

功德、 

斷疑功德、 

令入種種行功德、 

 

當來法生妙智功德、 

 

如其勝解示現功德、 

 

無量所依調伏有情加行功

德、 

平等法身波羅蜜多成滿功

德、 

隨其勝解示現差別佛土功

德、 

三種佛身方處無分限功德、 

 

窮生死際常現利益安樂一切

有情功德、 

無盡功德等。 

(究竟功德)【印順講記加】 

世间法所引夺之功德， 

⑧能安立法之功德， 

⑨能授记之功德， 

⑩于一切世界中示现受

用及变化身之功德， 

(11)解决疑惑之功德， 

(12)能由种种行运转之功

德， 

(13)善巧当来诸法出现之

功德， 

(14)如其胜解能如是显示

之功德， 

(15)由无能量身方便调伏

有情之功德， 

(16)于平等法身中、能成

就诸到彼岸之功德， 

(17)如其胜解能如是示现

不共佛陀刹土之功德，

(18)佛陀三身之境界普遍

不分辨之功德， 

(19)尽生死边际能安立饶

益及安乐有情之功德，及

诸无尽性功德所摄。 

 

 

其所安立不可思議、 

遊於三世平等法性、 

其身流布一切世界、 

 

於一切法智無疑滯、 

於一切行成就大覺、 

 

於諸法智無有疑惑、 

 

凡所現身不可分別、 

 

一切菩薩等所求智、 

 

得佛無二住勝彼岸、 

 

不相間雜如來解脫妙智

究竟、 

證無中邊佛地平等、 

 

極於法界、 

 

盡虛空性、 

窮未來際。 

義增上者。復如經所說。菩

薩成就三十二法故名為菩

薩。助益樂深心故。 

因事義依止者。如經言。若菩薩

與三十二法相應說名菩薩。於一

切眾生與利益安樂意相應。 

論曰。復次義依止者如經

說。菩薩具足三十二法者說

名菩薩。於一切眾生起利樂

論曰。復次，由義處者，如

說若諸菩薩成就三十二法乃

名菩薩，謂於一切有情起利

依义增上说者：谓若

菩萨具有三十二法者，则

菩萨说名为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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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切眾生令入一切智智。 

 

稱己智 

滅慢故。 

淳厚深心故。 

不作恩愛 

怨及非怨等心故。 

永親故。盡至涅槃 

 

美言、 

悅目先應故。 

不斷彼心故。 

所許之事不休息 

不疲倦意故。 

聞義無厭足故。 

自過見患故。 

見他作過不說故 

。一切威儀行菩薩心業故。 

 

布施中不求報故 

一切有道處不著修戒故。 

 

不瞋一切眾生忍故。 

 

聚集一切善根法以精進故。 

 

 

令入一切智智意。 

 

我今於何處中當相應如此智。 

捨高慢心 

堅固善意。 

非假作憐愍。意不貪報恩。 

於親非親所平等意 

永作善友意。乃至無餘涅槃 

 

稱量談說 

歡笑先言 

於諸眾生慈悲無異 

於所作事無退弱心 

無厭倦心 

聞義無足。 

於自作罪能顯其過。 

於他作罪不怪訶責。 

於一切威儀中恒持菩提心。 

 

不求果報而行布施。 

不著一切怖畏及道生受持禁戒。 

 

於一切眾生忍辱無礙。 

 

為引攝一切善法行於精進。 

意故。 

 

令入一切智智故。 

 

知我何價故。 

捨憍慢故。 

牢固意故。 

非有所為作憐愍故。 

於親非親平等心故。 

究竟親友乃至涅槃際故。 

 

應量而語故。 

微笑先言故。 

無限大悲故。 

荷負重擔無退屈故。 

無疲惓意故。 

聞義無厭故。 

自所作罪能見其過故。 

於他罪失不嫌而誨故。 

一切威儀中修菩提心故。 

 

不求果報而行施故。 

不依止一切有趣生而持戒

故。 

於一切眾生無礙行忍故。 

 

攝取一切善法而行精進故。 

益安樂增上意樂故： 

 

令入一切智智故， 

 

自知我今何假智故， 

摧伏慢故， 

堅牢勝意樂故， 

非假憐愍故， 

於親非親平等心故， 

永作善友乃至涅槃為後邊

故， 

應量而語故， 

含笑先言故， 

無限大悲故， 

於所受事無退弱故， 

無厭倦意故， 

聞義無厭故， 

於自作罪深見過故， 

於他作罪不瞋而誨故， 

於一切威儀中恒修治菩提心

故， 

不悕異熟而行施故， 

不依一切有趣受持戒故， 

 

於諸有情無有恚礙而行忍

故， 

為欲攝受一切善法勤精進

  何谓三十二耶？谓

由利益与安乐一切有情

之增上意乐、使悟入一切

智智、及 

如何我随应估量一切智， 

摧毁我慢， 

平稳增上意乐， 

不虚伪慈爱， 

于亲非亲心平等，乃至涅

磐最后边毕竟亲爱， 

 

措词适当， 

微笑诚言， 

大悲无限， 

于诸承担无有退弱， 

意无厌倦， 

不以闻及义为满足， 

于己诸错误见为过失， 

于他错误不恶言教斥。 

于一切威仪能磨莹菩提

心， 

不希望异熟行施， 

不依一切复有趣生受戒

律， 

于一切有情以无恼怨为

忍， 

以真正总摄一切善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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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無色界禪故。 

順方便智故。 

四攝法所攝方便故。 

 

破戒持戒不二心故。 

 

勤劬聞妙法故。 

樂住阿蘭若故。 

不樂世間種種事故。 

不希樂小乘故。 

於大乘見大利益故。 

遠離惡知識故。 

親近善知識故。 

淨四梵行故。 

五神通遊戲故。 

依智故。 

住有行不住有行眾生不捨

故。 

一向定言故。 

重實語故。 

菩薩心為首故。 

 

如是等句初句中差別應

知。助樂深心故。 

 

於一切眾生此助樂深心

 

修三摩提滅離無色定。 

與方便相應智。 

四攝相應方便 

 

於持戒破戒中。善友無二。事善

知識 

恭敬心聽法 

恭敬心樂住阿蘭若處。 

於世間希有不生安樂心。 

於下品乘不生喜樂心。 

於大乘教觀實功德。 

遠離惡友 

敬事善友。 

恒治四種梵住。治無量心清淨。

恒遊戲五神通。 

恒依智慧行。 

於住正行不住正行眾生無捨離

心。引攝大眾 

一向決定言說 

恭敬實事先恭敬行。 

菩薩心與如此等法相應說名菩

薩。 

由如此文句前說初句應知。解說

初句者。謂於一切眾生利益安樂

意。 

此利益安樂意文句別有十六文句

 

捨離無色界而修禪故。 

方便相應智慧故。 

以四攝事為攝方便故。 

 

持戒破戒慈愛無二故。 

 

恭敬聽聞正法故。 

恭敬住阿蘭若處故。 

於世間雜事不樂著故。 

於下乘中無悕欲故。 

於大乘中見功德故。 

遠離惡友故。 

親近善友故。 

淨修四梵行故。 

遊戲五通故。 

隨智行故。 

於住正行不住正行諸眾生

不棄捨故。 

一向語故 

重真實故。 

菩提心為首故。 

 

如是諸句皆初句差別應知。 

 

 

於一切眾生中利樂意者。此

故， 

捨無色界修靜慮故， 

方便相應修般若故， 

由四攝事攝方便故， 

 

於持戒破戒善友無二故， 

 

以殷重心聽聞正法故， 

以殷重心住阿練若故， 

於世雜事不愛樂故， 

於下劣乘曾不欣樂故， 

於大乘中深見功德故， 

遠離惡友故， 

親近善友故， 

恒修治四梵住故， 

常遊戲五神通故， 

依趣智故， 

於住正行不住正行諸有情類

不棄捨故， 

言決定故， 

重諦實故， 

大菩提心恒為首故。 

 

如是諸句，應知皆是初句差

別，謂於一切有情起利益安

樂增上意樂。 

此利益安樂增上意樂句有十

精勤， 

以舍离无色界为静虑， 

以具有方便为般若， 

以四能摄事所摄持为方

便， 

于诸具有戒律者与诸违

犯戒律者无二慈爱， 

殷重闻法， 

殷重住阿兰若， 

不喜世间繁杂， 

不希欲下劣乘， 

重视大乘之胜利， 

能遍断离恶友， 

亲近善知识， 

遍净治四梵住， 

以五神通游戏， 

依托智慧， 

不舍弃诸住正行与邪行

有情， 

一语句决定， 

能珍重谛实， 

以菩提心为前行。 

 

如是所说，即由此诸句当

知亦善差别初句。 

于言“当利益及安

乐一切有情之增上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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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有十六種作事差別應

知。是中十六種作事者。 

 

 

轉轉行作。 

不退作。 

他所不勸而自行作。 

 

不瞋作。 

不望報作。三句不望報故。

有益無益不瞋喜。乃至後生

隨逐故。 

 

彼相似口業故。有二句 

 

苦樂中不二等作事。 

 

不怯弱作事。 

不退轉作事 

方便攝作事。 

除障作事。二句 

 

相續不斷念彼心作事。 

勝至作事。七句六波羅蜜正

修行。及攝取行正事。 

 

成就行作正事。六句親近知

所顯業應知。解說十六業者。 

 

 

 

一傅傅行業。 

二無倒業。 

三不由他事自行業。 

 

四不可壞業。 

五無求欲業。有三句解釋應知。

不貪報恩。有恩無恩眾生不生愛

憎心。隨順行乃至餘生隨處。 

 

相應言說業。有二句解釋應知。 

 

有苦有樂無二眾生平等業。 

 

無下劣業。 

不可令退轉業。 

攝方便業。 

厭惡所對治業。有二句解釋應知。 

 

無間思量業。 

行進勝位業。有七句解釋應知。

正修加行六波羅蜜。恭敬行四攝 

 

成就方便業。有六句解釋應知。

利樂意句。有十六業差別應

知。於中十六業者。 

 

 

謂展轉起行業。 

不顛倒業。 

他不請作亦自行業。 

 

不動壞業。 

無所求業。此有三句不求返

報故。於違順眾生無憎愛

故。生生隨逐故。 

 

即此類中身口業有二句。 

 

於苦於樂及非二中平等業。 

 

不卑劣業。 

不退轉業。 

攝取方便業。 

厭惡障礙業。此有二句。 

 

無間思惟業。 

進勝業。此有七句正修行六

波羅蜜。及修行四攝事修行 

 

成就方便業。此有六句親近

六業差別應知。此中十六業

者： 

 

 

一、展轉加行業。 

二、無顛倒業。 

三、不待他請自然加行業。 

 

四、不動壞業。 

五、無求染業。此有三句差

別應知：謂無染繫故，於恩

非恩無愛恚故，於生生中恒

隨轉故。 

六、相稱語身業。此有二句

差別應知。 

七、於樂於苦於無二中平等

業。 

八、無下劣業。 

九、無退轉業。 

十、攝方便業。 

十一、厭惡所治業。此有二

句差別應知。 

十二、無間作意業。 

十三、勝進行業。此有七句

差別應知：謂六波羅蜜多正

加行故，及四攝事正加行故。 

十四、成滿加行業。此有六

乐”中、此“利益及安乐

之增上意乐”句者：当知

由十六业差别。此中十六

业者： 

谓一、展转相续加行业。 

二、无颠倒业。 

三、不需他促主动加行

业。 

四不错乱业。 

五、不杂染求业。由三句

更加解说：于饶益与妨害

无有随染著与嗔恚，于他

生中亦随转起。 

六、由二句故、由随顺此

之语业及身业。 

七、安乐与痛苦无二平等

性业。 

八、无怯缩业。 

九、无反转业。 

十、遍摄受方便业。 

十一、由二句故、与乐欲

所对治分相反之业。 

十二、相续不断作意业。 

十三、由真正六波罗蜜多

加行及能摄事体加行七

句故，为胜进行业。 

十四、由亲近妙正士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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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本此句云.隨德句差別.陳隋本同.頌末句例知. 

識。聽聞正法。樂蘭若。捨

惡覺心。正念功德。二句大

乘功德。二句 

 

 

 

成就作事。三句無量清淨得

益力得證功德。 

 

彼令住作事四。將眾功德除

疑。教受財法攝取心故。不

雜心故。 

 

 

如是等句與初句解釋差別

應知。如經說。 

 依於初句故 句別有功德。 

 依於初句故 句別義別爾。 

如是智相釋已。 

攝大乘論卷上 

 

事善知識聽聞正法。住阿蘭若

處。遠離邪覺觀。正思惟功德。

有二句。顯事善友功德。有二句。 

 

 

 

顯成就業。有三句解釋應知。治

無量心清淨得威德。證得功德。 

 

安立他業。有四句解釋應知。引

攝大眾無有疑心。立正教學處。

法財二攝無染污心。 

 

 

如此等句。應知解釋初說文句。

此中說偈 

取如前說句 隨德句差別 

取如前說句 由義別句別 

攝大乘論釋卷第六 

 

善丈夫故。聽聞正法故。住

阿蘭若處故。遠離惡覺故。

正思惟功德有二種。共事功

德有二種。 

 

 

成就業有三種。無量清淨

故。得大威德故。得勝功德

故。 

安立彼業。此有四句。攝眾

功德故。決定教授故。法財

二攝為一故。無染污心故。 

 

 

如是句皆句差別。應知如經

偈說 

初句所攝故 由功德句別 

初句所攝故 由義別句別 

 

攝大乘論釋論卷第五 

 

 

句差別應知：謂親近善士

故，聽聞正法故，住阿練若

故，離惡尋思故，作意功德

故。此復有二句差別應知：

助伴功德故。此復有二句差

別應知。 

十五、成滿業。此有三句差

別應知：謂無量清淨故，得

大威力故，證得功德故。 

十六、安立彼業。此有四句

差別應知。謂御眾功德故，

決定無疑教授教誡故，財法

攝一故，無雜染心故。 

 

如是諸句應知，皆是初句差

別。 

論曰。如說： 

 由最初句故
168

  

句別德種類 

 由最初句故  

句別義差別 

攝大乘論釋卷第五 

听闻正法、住阿兰若、遍

断离不良分别、由二故作

意功德、由二故友伴功

德、由六句故，为成就加

行业。 

 

十五、由无能量遍清净：

获得威力、及证知功德三

句故，为能成就业。 

十六、由遍摄集资粮、摄

御会众功德、无疑教授并

教诫、由法与财统摄为

一、心非具杂染、由此四

句故，为建立业。 

由此诸句当知能善

差别初句。 

如作是颂云： 

“第一句者能总持、 

差别功德句随行。 

 第一句者能总持、 

由义差异句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