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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後時漸得生長，枝葉、花果皆悉茂盛，眾人受用愈疾獲安。諸菩薩摩訶薩

亦復如是，雖不見有有情佛果，而為有情求趣無上正等菩提，漸次修行布施、

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既圓滿已證得無上正等菩提，令

諸有情受用佛樹，諸葉花果各得饒益。葉饒益者，謂諸有情因此佛樹脫惡趣

苦。花饒益者，謂諸有情因此佛樹或生剎帝利大族，或生諸天。果饒益者，

謂諸有情因此佛樹或住四果，或住獨覺菩提，或住無上正等菩提。是諸有情

得成佛已，復用佛樹枝（別本有作「諸」者）葉、花果饒益有情，令諸有情

脫惡趣苦得人天樂，漸次安立令入三乘般涅槃界，謂聲聞乘般涅槃界、或獨

覺乘般涅槃界、或無上乘般涅槃界。是菩薩摩訶薩雖作如是大饒益事，而都

不見真實有情得涅槃者，唯見妄想眾苦寂滅。(如諸病痊癒，常時獲安隱，恒

修眾生樂，一切勝功德)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不得有情及彼施

設，然為除彼我執顛倒，求趣無上正等菩提，由此因緣甚為難事。若無菩薩

摩訶薩發趣無上正等菩提，世間則無過去、未來、現在諸佛證得無上正等菩

提，亦無獨覺、四果出現於世，亦無有能永斷地獄、傍生、鬼界、無暇、貧

窮，亦無有能永斷劣趣、欲界、色、無色界。當知菩薩摩訶薩即是如來、應、

正等覺者，如是如是應知菩薩摩訶薩即是如來、應、正等覺。以若由此真如

施設如來，即由此真如施設獨覺，聲聞；即由此真如施設一切賢聖；若由此

真如施設一切賢聖，乃至即由此真如施設一切佛法。(任運而依附，勝果所莊

嚴，上品位菩薩，如眾流歸海) 

                                                                      

G4無間道頂加行 分二   H1 正說   H2 除邪執   初又分二 

   I1 多福喻顯   I2 釋所緣行相  今初 

【第 48 義】：無間道頂加行 

〔略釋〕：正生一切相智之菩薩究竟瑜伽，即無間道頂加行之相。界唯在十地

最後心。 

〔論頌〕： 

安立三千生，聲聞麟喻德，及離生菩薩，眾善為譬喻， 

經以無量福，明佛無間道，無間三摩地，證一切相智。 

 

〔編者釋〕： 

安立三千生，聲聞麟喻德，及離生菩薩，眾善為譬喻， 

經以無量福，明佛無間道，無間三摩地，證一切相智— 

一切法真如，一切有情真如，一切如來、應、正等覺真如，一切菩薩摩訶薩

真如實皆無異，由無異故說名真如。諸菩薩摩訶薩於此真如，修學圓滿證得

無上正等菩提故，名如來、應、正等覺。是故，應知菩薩摩訶薩即是如來、

應、正等覺，以一切法、一切有情皆以真如為定量故。菩薩摩訶薩應學真如

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則能學一切法真如，則能圓滿一切法真如，則於一切法

真如得自在住，則能善知一切有情根性勝劣則能具知一切有情勝解差別，則

知有情自業受果，則能具足願智，則能淨修三世妙智，則能無倒行菩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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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能如實成熟有情，則能如實嚴淨佛土，則能證得一切智智，則能轉妙法輪，

則能安立有情於三乘道，乃至則令有情入無餘依般涅槃界。諸菩薩摩訶薩見

如是等自利利他一切功德，應發無上正等覺心勇猛精進，修行般若波羅蜜多

堅固無退。若菩薩摩訶薩能發無上正等覺心，如說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

世間天、人、阿素洛等，皆應稽首恭敬供養。 

經以無量福眾善為譬喻，明證佛一切相智之無間道，由無間三摩地起而證一

切相智。當中佛假使充滿小千、中千、大千世界一切有情眾生皆趣聲聞或獨

覺地、皆住種性地、皆住第八地、皆住見地、皆住薄地、皆住離欲地、皆住

已辦地、皆入菩薩正性離生、皆行菩提向，彼所獲福無量無邊為譬喻。而彼

等(起無間三摩地，證一切相智的菩薩)所獲福，於為度脫一切有情初發無上

正等覺心一菩薩摩訶薩所獲福聚，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百千分不及一，

俱胝分不及一，百俱胝分不及一，千俱胝分不及一，百千俱胝那庾多分亦不

及一。 

                                                           

I2 釋所緣行相 

 

〔論頌〕： 

無性為所緣，正念為增上，寂靜為行相，愛說者常難。 

 

〔編者釋〕： 

無性為所緣，正念為增上，寂靜為行相，愛說者常難--初發無上正等覺心菩

薩摩訶薩恆正思惟一切相智。一切相智無性為性，無相無因，無所警覺，無

生無現。一切相智無性為所緣，正念為增上，寂靜為行相，無相為相。一切

相智如是所緣，如是增上，如是行相，如是相。愛作分別說之有情者常作分

別，故難有此所緣行相。 

                                                                  

H2 除邪執 (無間道頂加行) 

【第 49 義】：所除邪執 

〔略釋〕：若執二諦不能同一性攝或種子或現行隨類所攝，即此處所除邪執之

相。界從未入道乃至第七地。 

〔論頌〕： 

於所緣證成，及明所緣性，一切相智智，勝義世俗諦， 

加行與三寶，巧便佛現觀，顛倒及道性，能治所治品， 

性相並修習，說者邪分別，依一切相智，說為十六種。 

 

〔編者釋〕： 

1於所緣證成—非但一切相智無性為性，五蘊、十二處、十八界、六界、十二

因緣、六波羅蜜多、內空、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真如乃至不思議界、四聖

諦、四靜慮、四無量、四無色定、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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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菩提分法、三解脫門、五眼、六神通、菩薩十地、佛十力、四無所畏乃

至十八佛不共法、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等亦無性為性。一切相智自性

無故，若法自性無，是法無性為性。一切相智無和合自性故，若法無和合自

性，是法則以無性為性。一切法皆以空、無相、無願為自性。由是因緣，諸

菩薩摩訶薩應知一切法皆以無性為其自性。一切法皆以真如、法界、法性、

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離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

議界為自性。由是因緣，諸菩薩摩訶薩應知一切法皆以無性為其自性。故無

間道頂加行於所緣證成為無性；反之，有情於所緣邪執以為有性。 

                                                            

〔編者釋〕： 

2及明所緣性—一切法皆以無性為自性者，初發無上正等覺心菩薩摩訶薩成就

如是善巧方便，謂雖修學知一切法皆以無性為其自性，而常精勤成熟有情、

嚴淨佛土，雖常精勤成熟有情、嚴淨佛土，而勤修學知諸有情及諸佛土皆以

無性為其自性。是菩薩摩訶薩雖行六波羅蜜多學菩提道，而知菩提道無性為

自性；雖住內空、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真如乃至不思議界學菩提道，而知

菩提道無性為自性；雖行十七菩提分法、三解脫門、五眼、六神通、菩薩十

地、佛十力、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四果、獨覺菩提、一切智、道相

智、一切相智等學菩提道，而知菩提道無性為自性。是菩薩摩訶薩如是修行、

如是安住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等一切佛法，皆名學菩提道未得圓滿。(明

所緣性) 此明菩薩摩訶薩所緣體性，反之，有情邪執皆以有性為一切佛法自

性。 

                                                                 

〔編者釋〕： 

3一切相智智--菩薩摩訶薩如是修行、如是安住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等

一切佛法，皆名學菩提道未得圓滿。若於此道已得圓滿，則於一切波羅蜜多

亦已圓滿。波羅蜜多已圓滿故，由一剎那相應妙慧證得如來一切相智。爾時，

一切微細煩惱習氣相續永不生故名無餘斷，則名如來、應、正等覺，以無障

礙清淨佛眼，遍觀十方三界諸法，尚不得無，況當得有！(一切相智智)如是！

諸菩薩摩訶薩應行般若波羅蜜多，觀一切法皆以無性為其自性。是名菩薩摩

訶薩最勝善巧方便，謂行般若波羅蜜多觀五蘊乃至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

智等一切法，尚不得無，況當得有！是菩薩摩訶薩隨證得一切智智時，於此

一切智智能隨證得者、由此隨證得、及隨證得處，尚不觀無，況觀為有！是

菩薩摩訶薩常作正知，謂諸法皆以無性為性，如是無性，本性自爾，非佛所

作，非獨覺作，非聲聞作，亦非餘作。以一切法皆無作者，離作者故，諸法

無不離諸法性。一切法離法性者，謂無法不能知無法，有法不能知有法，無

法不能知有法，有法不能知無法。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隨世俗

故顯示諸法若有若無，非隨勝義。反之，有情邪執皆以有性為一切法自性，

邪執如是有性，是本性自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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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釋〕： 

4勝義世俗諦--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隨世俗故顯示諸法若有若

無，非隨勝義。然非異世俗別有勝義。以世俗真如即是勝義(勝義世俗諦)，

諸有情類顛倒妄執，於此真如不知不見，菩薩摩訶薩哀愍彼故，隨世俗相顯

示諸法若有若無。諸有情類於蘊等法起實有想不知非有，菩薩摩訶薩哀愍彼

故，分別諸法若有若無，及如何當令彼有情類知蘊等法皆非實有。諸菩薩摩

訶薩應行如是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反之，有情邪執分別諸法若有若無，邪執

蘊等法皆是實有。 

                                                            

〔編者釋〕： 

5加行--菩薩行(加行)者，謂為無上正等菩提故行，是名菩薩行。菩薩摩訶薩

當於五蘊、十二處、十八界、六界、十二因緣、六波羅蜜多、內空、外空乃

至無性自性空、真如乃至不思議界、四聖諦、四靜慮、四無量、四無色定、

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三十七菩提分法、三解脫門、大慈、

大悲、大喜、大捨、五眼、六神通、菩薩十地、佛十力、四無所畏乃至十八

佛不共法空行菩薩行；菩薩摩訶薩當於一切三摩地門空行菩薩行，當於一切

陀羅尼門空行菩薩行。菩薩摩訶薩當於嚴淨佛土、成熟有情、引發辯才陀羅

尼、引發文字陀羅尼、悟入文字陀羅尼、悟入無文字陀羅尼、有為界、無為

界空等行菩薩行。菩薩摩訶薩如是行菩薩行時，如佛無上正等菩提，於諸法

中不作二相。若菩薩摩訶薩如是行般若波羅蜜多時，名為無上正等菩提行菩

薩行。反之，有情邪執一切法作二相。 

                                                               

〔編者釋〕： 

6三寶(佛)-- 如來常說佛陀，隨覺實義，故名佛陀。能現覺實法，通達實義，

於一切法如實現覺，於一切法自相、共相、有相、無相，自然開覺，於三世

法及無為法，一切種相無障智轉，如實開覺一切有情，令離顛倒惡業眾苦，

能如實覺一切法相，所謂無相，故名佛陀。 

反之，有情顛倒邪執，不能隨覺一切法實義等，故名有情。 

                                                       

〔編者釋〕： 

7三寶(法)-- 如來常說菩提，證法空義是菩提義，證真如義，證實際義，證

法性義，證法界義，假立名相，施設言說，能真實覺，最上勝妙，故名菩提。

復次，不可破壞，不可分別，法真如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無顛倒性，

唯假名相，而無真實名相可得，故名菩提。諸佛所有真淨妙覺，諸佛由此現

覺諸法一切種相，故名菩提。反之，有情邪執一切法之名相言說，不如實覺

其法空義。 

                                                    

〔編者釋〕： 

8三寶(僧)—菩薩摩訶薩為菩提故(菩薩僧)，行六波羅蜜多時，於一切法無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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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損、無增無減、無生無滅、無染無淨。反之，有情邪執一切法名相言說，

不證法空義，不如實覺。 

菩薩摩訶薩為菩提故，住內空乃至無性自性空、真如乃至不思議界時，於一

切法無益無損、無增無減、無生無滅、無染無淨。乃至修一切智、道相智、

一切相智時，修三十七菩提分法、三解脫門、五眼、六神通、佛十力、四無

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大慈、大悲、大喜、大捨、無忘失法、恆住捨性、

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等時，於一切法無益無損、無增無減、無生無滅、

無染無淨。以菩薩摩訶薩為菩提故，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於一切法都無所緣

而為方便，不為益損、不為增減、不為生滅、不為染淨現在前故。菩薩摩訶

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不以二故攝受六波羅蜜多、內空、外空乃至無性自

性空、真如乃至不思議界、四聖諦、四靜慮、四無量、四無色定、八解脫、

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三十七菩提分法、三解脫門、五眼、六神通、

菩薩十地正行、佛十力、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四果、獨覺菩提、一

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諸佛無上正等菩提等。若菩薩摩訶薩以二故行，

則諸善法不得增長。以一切愚夫異生皆依二故，所起種種善法不得增長。菩

薩摩訶薩行不二故，從初發心乃至最後心起，於一切時善法增長。諸菩薩摩

訶薩善根堅固不可制伏，世間天、人、阿素洛等不能破壞令墮聲聞或獨覺地，

世間種種惡不善法不能制伏，令其所修善法不得增長。諸菩薩摩訶薩從初發

心恭敬供養無量如來、應、正等覺，從諸佛所聞說契經、應頌、記別、伽陀、

自說、本事、本生、方廣、希法、譬喻、論議，聞已總持，持已身語恭敬供

養，轉讀溫習令善通利，既通利已心善觀察，善觀察已深見意趣，見意趣已

復善通達，善通達已得陀羅尼，得陀羅尼已起無礙解，起無礙解已乃至證得

一切智智，隨所生處於所聞持正法教義終不忘失，於諸佛所種植無量廣大善

根，由諸善根所攝受故，終不枉生惡趣難處。復由善根所攝受故，於一切時

意樂清淨，意樂淨故常能嚴淨所求佛土，亦常成熟所化有情。復由善根所攝

受故，常不遠離真善知識，謂諸如來、應、正等覺及諸菩薩摩訶薩眾、獨覺、

聲聞並餘能讚佛、法、僧者，常得親近恭敬供養。此能為清淨僧寶。反之，

有情邪執一切法，由不善根所攝受故，於一切時意樂不清淨。 

                                                               

〔編者釋〕： 

9巧便--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方便善巧，諸有所為定能證得一切智智。若菩薩

摩訶薩從初發心修行布施波羅蜜多時，以一切智智相應作意，雖行布施而無

施想，無受者想，無施者想，亦無一切我、我所想。以是菩薩摩訶薩觀一切

法自相皆空，無起、無成、無轉、無滅，入諸法相，知一切法無作、無能，

入諸行相。是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方便善巧，恆時增長殊勝善根，由勝善根

常增長故，能行布施波羅蜜多，成熟有情、嚴淨佛土。雖行布施而不忻求施

所得果，謂不貪著由施所得諸可愛境，亦不耽求由施所得生死勝報，但為救

護無救護者，及欲解脫未解脫者，修行布施波羅蜜多。如是乃至菩薩摩訶薩

從初發心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以一切智智相應作意修學般若，是菩薩摩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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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無諸惡慧，他不能引，遠離一切我、我所執，遠離一切我見乃至見者見，

遠離一切有無有見、諸惡見趣，遠離憍慢，無分別、無變異而修妙慧。以是

菩薩摩訶薩觀一切法自相皆空，無起、無成、無轉、無滅，入諸法相，知一

切法無作、無能，入諸行相。是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方便善巧，恆時增長殊

勝善根，由勝善根常增長故，能行般若波羅蜜多，成熟有情、嚴淨佛土。雖

行般若而不忻求慧所得果，謂不貪著由慧所得諸可愛境，亦不耽求由慧所得

生死勝報，但為救護無救護者，及欲解脫未解脫者，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如

是名為方便善巧，若菩薩摩訶薩成就如是方便善巧，諸有所為定能證得一切

智智。如是方便善巧，皆由般若波羅蜜多而得成就。是故，諸菩薩摩訶薩應

行般若波羅蜜多，諸有所為不求果報。 

反之，有情邪執一切法為實我實法而起諸煩惱，無智而行諸惡行。 

                                                    

〔編者釋〕： 

10佛現觀--諸菩薩摩訶薩具最勝覺，雖能受行如是深法，而能於中不求果報。

以諸菩薩摩訶薩能於自性無動故。諸菩薩摩訶薩能於無性自性無動。能於五

蘊五蘊、十二處、十八界、六界、十二因緣、六波羅蜜多、內空、外空乃至

無性自性空、真如乃至不思議界、四聖諦、四靜慮、四無量、四無色定、八

解脫、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三十七菩提分法、三解脫門、五眼、六

神通、菩薩十地、佛十力、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四果、獨覺菩提、

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諸佛無上正等菩提等無性自性無動。以諸法自

性即是無性，無性不能現證無性。有性法不為能現證無性，無性法不為能現

證有性，有性法不為能現證有性，無性法不為能現證無性。 

世尊有得現觀，然離四句。非有非無絕諸戲論，乃名現觀，得亦如是，是故

佛說有得現觀，然離 (有性現觀無性，無性現觀有性，有性現觀有性，無性

現觀無性) 四句。 

反之，有情邪執一切法有自性，不得現觀。 

                                                 

〔編者釋〕： 

11顛倒--菩薩摩訶薩觀五蘊、十二處、十八界、六界、十二因緣、六波羅蜜

多、內空、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真如乃至不思議界、四聖諦、四靜慮、四

無量、四無色定、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三十七菩提分法、

三解脫門、五眼、六神通、菩薩十地、佛十力、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

四果、獨覺菩提、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諸佛無上正等菩提等若常若

無常、若樂若苦、若我若無我、若淨若不淨、若寂靜若不寂靜、若遠離若不

遠離、若是所遍知若非所遍知是為戲論(顛倒)。乃至分別一切佛法皆是戲論，

如是等類一切戲論，是為菩薩摩訶薩所有戲論。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

多時，應觀對一切佛法的分別皆戲論，是不可戲論故不應戲論。以一切法有

性不能戲論，有性無性不能戲論，無性有性不能戲論，無性無性不能戲論。

有性離有無性法不可得，若能戲論、若所戲論，若戲論處，都無所有。菩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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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觀五蘊、十二處、十八界、六界、十二因緣、

六波羅蜜多、內空、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真如乃至不思議界、四聖諦、四

靜慮、四無量、四無色定、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三十七菩

提分法、三解脫門、五眼、六神通、菩薩十地、佛十力、四無所畏乃至十八

佛不共法、四果、獨覺菩提、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永斷一切煩惱習

氣相續、諸佛無上正等菩提等無自性，若法無自性則不應戲論，是故一切佛

法無戲論。菩薩摩訶薩若能如是行無戲論甚深般若波羅蜜多，達一切法無自

性故皆無戲論，便入菩薩正性離生。反之，有情邪執一切法，顛倒戲論認識，

流轉生死。 

                                                            

〔編者釋〕： 

12道性--一切法皆無自性亦無戲論而可得，菩薩摩訶薩得入菩薩正性離生

者，謂菩薩摩訶薩非用聲聞道、非用獨覺道、非用佛道得入菩薩正性離生，

然諸菩薩摩訶薩於一切道先遍學已，用菩薩道而入菩薩正性離生。如第八者，

先學諸道，後用自道，乃能證入正性離生，乃至未起無學果道，猶未證得阿

羅漢果。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於一切道先遍學已，用菩薩道得入菩薩正性

離生，乃至未起金剛喻定，猶未能得一切智智。若起此定，以一剎那相應妙

慧，乃能證得一切智智。(道性) 

若菩薩摩訶薩成第八已，能入菩薩正性離生，無有是處，不入菩薩正性離生

而能證得一切智智，亦無是處。若菩薩摩訶薩成第八已，成四果、或成獨覺

菩提已，能入菩薩正性離生，無有是處，不入菩薩正性離生而能證得一切智

智，亦無是處。然諸菩薩摩訶薩於一切道要遍學已，方入菩薩正性離生，亦

不違理。謂諸菩薩摩訶薩從初發心勇猛正勤，修行布施、淨戒、安忍、精進、

靜慮、般若波羅蜜多，以勝智見超過八地。何等為八？謂淨觀地、種性地、

第八地、見地、薄地、離欲地、已辦地、獨覺地。是菩薩摩訶薩雖於如是所

說八地皆遍修學，而能以勝智見超過，用道相智而入菩薩正性離生。既入菩

薩正性離生位已，復用一切相智，永斷一切習氣相續入如來地，爾乃成就一

切智智。是菩薩摩訶薩所學第八若智若斷，皆是菩薩摩訶薩忍；是菩薩摩訶

薩所學預流若智若斷，及一來、不還、阿羅漢、獨覺若智若斷，亦是菩薩摩

訶薩忍。是菩薩摩訶薩遍學聲聞及獨覺等諸所有道，得圓滿已，用道相智趣

入菩薩正性離生。既入菩薩正性離生位已，復用一切相智永斷一切習氣相續

入如來地，方得成就一切智智。如是，菩薩摩訶薩於一切道皆遍修學得圓滿

已，方證無上正等菩提。既證無上正等菩提，以果饒益諸有情類。諸菩薩摩

訶薩應行如是諸道般若波羅蜜多。以一切聲聞所應學道，一切獨覺所應學道，

一切菩薩摩訶薩所應學道，如是一切菩提分法，皆為般若波羅蜜多所攝受故。

反之，有情邪執一切法，起三界六趣煩惱，作六道諸有漏業，流轉生死。 

                                                             

〔編者釋〕： 

13能治--一切種菩提分法及諸菩提，如是一切皆非相應非不相應，無合、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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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無色、無見、無對、一相，所謂無相，一切法自相皆空無取無捨，然諸

有情於一切法自相空義不能解了，哀愍彼故方便宣說菩提分法(能治)能取菩

提。若五蘊、十二處、十八界、六界、十二因緣、六波羅蜜多、內空、外空

乃至無性自性空、真如乃至不思議界、四聖諦、四靜慮、四無量、四無色定、

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三十七菩提分法、三解脫門、五眼、

六神通、菩薩十地、佛十力、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四果、獨覺菩提、

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諸佛無上正等菩提、永斷一切習氣相續、諸佛

無上正等菩提、有為界、無為界，如是等一切法，於此聖法毘奈耶中，皆非

相應非不相應，無合、無散、無色、無見、無對、一相，所謂無相，佛為饒

益諸有情類，令得正解入法實相，以世俗說非以勝義。諸菩薩摩訶薩於如是

一切法應學智見，學智見已如實通達：如是諸法應可攝受，如是諸法不應攝

受。菩薩摩訶薩於諸聲聞、獨覺地法，學智見已如實通達不應攝受；於一切

智智相應諸法，學智見已如實通達一切種相應可攝受。菩薩摩訶薩於此聖法

毘奈耶中，應如是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反之，有情邪執一切法，無有修行

能治菩提分法，不能取菩提，流轉生死。 

                                                       

〔編者釋〕： 

14所治品--佛說聖法毘奈耶者，謂若諸聲聞、若諸獨覺、若諸菩薩摩訶薩、

若諸如來、應、正等覺，如是一切皆與貪欲、瞋恚、愚癡、薩迦耶見、戒禁

取、疑、欲貪、瞋恚、色愛、無色愛、掉舉、慢、無明、四靜慮、四無量、

四無色定、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三十七菩提分法、三解脫

門、五眼、六神通、菩薩十地、佛十力、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四果、

獨覺菩提、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諸佛無上正等菩提、有為界、無為

界等非相應非不相應，不合不散。彼名為聖，此是彼聖法毘奈耶，是故名聖

法毘奈耶。以此一切法無色、無見、無對、一相，所謂無相，彼諸聖者如實

現見。無色與無色非相應非不相應，不合不散；無見與無見、無對與無對、

一相與一相、無相與無相亦非相應非不相應，不合不散。諸菩薩摩訶薩於此

無色、無見、無對、一相、無相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常應修學，學已不得一

切法相。(所治品) 

反之，有情邪執一切法乃至一切佛法，行起貪欲、瞋恚、愚癡、薩迦耶見、

戒禁取、疑；欲貪、瞋恚；色愛、無色愛、掉舉、慢、無明等所治品法，流

轉生死。 

                                                         

〔編者釋〕： 

15性相--諸菩薩摩訶薩，於此無色、無見、無對、一相，所謂無相，甚深般

若波羅蜜多常應修學，學已不執一切法相。若一切法實有相者，諸菩薩摩訶

薩應於中學。以一切法實非有相，無色、無見、無對、一相，所謂無相，是

故菩薩摩訶薩不於有相法學，亦復不於無相法學。以如來出世、若不出世，

法界常住，諸法一相，所謂無相，如是無相既非有相亦非無相。(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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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有情邪執一切法實有性相。 

                                                      

〔編者釋〕： 

16並修習，說者邪分別，依一切相智，說為十六種--一切法非有相、非無相、

非一相、非異相，若菩薩摩訶薩知一切法若有相、若無相、若一相、若異相，

咸同一相，所謂無相，修此無相是修般若波羅蜜多。菩薩摩訶薩修遣一切法，

是修般若波羅蜜多。菩薩摩訶薩修遣五蘊、十二處、十八界、六界、十二因

緣、六波羅蜜多、內空、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真如乃至不思議界、四聖諦、

四靜慮、四無量、四無色定、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三十七

菩提分法、三解脫門、五眼、六神通、菩薩十地、佛十力、四無所畏乃至十

八佛不共法、四果、獨覺菩提、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諸佛無上正等

菩提、永斷一切煩惱習氣相續、有為界、無為界等，亦遣此修，是修般若波

羅蜜多。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若念:有一切法、有遣此修，非修

般若波羅蜜多，以非有想者能修般若波羅蜜多。(修習) 住有想者定不能修四

念住、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以住有想者若

修三十七菩提分法、三解脫門、五眼、六神通、菩薩十地、佛十力、四無所

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四果、獨覺菩提、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等，必

當執有我及我所，由此執故便著二邊，著二邊故不解脫生死，無道、無涅槃，

不能如實修三十七菩提分法、三解脫門、五眼、六神通、菩薩十地、佛十力、

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四果、獨覺菩提、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

等。 

二邊之二者，謂二是有，不二是非有。五蘊五蘊、十二處、十八界、六界、

十二因緣、六波羅蜜多、內空、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真如乃至不思議界、

四聖諦、四靜慮、四無量、四無色定、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

三十七菩提分法、三解脫門、五眼、六神通、菩薩十地、佛十力、四無所畏

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四果、獨覺菩提、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諸佛無

上正等菩提、永斷一切煩惱習氣相續、有為界、無為界等想為二，五蘊、十

二處、十八界、六界、十二因緣、六波羅蜜多、內空、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

真如乃至不思議界、四聖諦、四靜慮、四無量、四無色定、八解脫、八勝處、

九次第定、十遍處、三十七菩提分法、三解脫門、五眼、六神通、菩薩十地、

佛十力、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四果、獨覺菩提、一切智、道相智、

一切相智、諸佛無上正等菩提、永斷一切煩惱習氣相續、有為界、無為界等

想空為不二。乃至一切想皆為二，乃至一切二皆是有，乃至一切有皆有生死，

有生死者不能解脫生老病死愁歎苦憂惱。諸想空者皆為無二，諸無二者皆是

非有，諸非有者皆無生死，無生死者則能解脫生老病死愁歎苦憂惱。由此因

緣，當知一切有二想(住有想)者，定無六波羅蜜多等一切佛法，無道、無果

亦無現觀。下至順忍彼尚非有，況有一切法遍知！住無想者亦無順忍、無淨

觀地、無種性地、無第八地、無見地、無薄地、無離欲地、無已辦地、無獨

覺地、無菩薩地、無如來地，無修聖道因修聖道斷諸煩惱，或聲聞相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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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覺相應。由斯煩惱所覆障故，諸菩薩摩訶薩應不能入菩薩正性離生。若不

能入菩薩正性離生，應不能證得一切相智。若不能證得一切相智，應不能永

斷一切煩惱習氣相續。若一切法都無所有、無生、無滅、無染、無淨，如是

諸法既都不生，何能證得一切智智！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於一

切法皆無有想亦無無想。若無有想亦無無想，當知即是菩薩順忍；若無有想

亦無無想，即是修道；若無有想亦無無想，即是得果。當知無性即是菩薩摩

訶薩道，無性即是菩薩摩訶薩現觀。由此因緣，應知一切法，皆以無性為其

自性。佛成佛已通達有情，皆以無性為自性已，能立三聚有情差別，隨其所

應方便教導，令獲殊勝利益安樂。 

反之，有情邪執一切法實有性相，不能修習般若波羅蜜多。 

以上依一切相智，說有自性者為邪分別，佛說為十六種。 

                                                                     

漸次現觀品第七 

【第六事】漸次加行 

〔略釋〕：為得三智行相堅固，漸次修習三智行相慧所攝持之菩薩瑜伽，即

漸次加行之相。界從大乘資糧道乃至最後心之前一刹那。 

 

E2 堅固因果 分二  F1 爲得堅固修漸次加行  分二  G1 總說  G2 別釋   

F2 已得堅固刹那加行   

今初 G1 總說 

〔論頌〕： 

布施至般若，隨念於佛等，法無性自性，許為漸次行。 

 

〔編者釋〕： 

漸次行總說—諸菩薩摩訶薩最初從佛世尊所聞，若從已多供養諸佛菩薩摩訶

薩所聞，若從獨覺所聞，若從阿羅漢所聞，若從不還、一來、預流所聞，謂

諸佛世尊以無性為自性，究竟證得以無性為自性法故名佛世尊。諸菩薩摩訶

薩亦以無性為自性，漸次證得以無性為自性法故名菩薩摩訶薩。一切獨覺亦

以無性為自性，漸次證得以無性為自性法故名為獨覺。諸阿羅漢亦以無性為

自性，漸次證得以無性為自性法故名阿羅漢。一切不還、一來、預流亦以無

性為自性，漸次證得以無性為自性法故名為不還、一來、預流。諸賢善士亦

以無性為自性，決定信解以無性為自性法故名賢善士。諸餘有情、一切行、

一切法皆以無性為自性，乃至無有如毛端量若行若法，實有自性而可得者。

是菩薩摩訶薩聞此事已，作正了知，謂若一切有情、一切行、一切法皆以無

性為自性，證得信解以無性為自性法故名佛、菩薩、獨覺、聲聞、賢善士者，

於無上正等菩提，若當證得、若不證得，一切有情、一切行、一切法常以無

性為自性故，定應發趣無上正等菩提，得菩提已，若諸有情行有想者，方便

安立令住無想。是菩薩摩訶薩既思惟已，發趣無上正等菩提，為普救度諸有

情故，作漸次業、修漸次學、行漸次行。如過去世諸菩薩摩訶薩發趣無上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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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菩提，先修漸次業、學、行故，證得無上正等菩提，是菩薩摩訶薩亦復如

是，先應修行布施波羅蜜多，次應修行淨戒波羅蜜多，次應修行安忍波羅蜜

多，次應修行精進波羅蜜多，次應修行靜慮波羅蜜多，後應修行般若波羅蜜

多。 

                                                                          

G2 別釋 

【第 50 義】：布施漸次加行 

〔略釋〕：從布施乃至般若者，謂布施等六度之六漸次加行。 

 

〔編者釋〕： 

布施漸次加行--菩薩摩訶薩從初發心修行布施波羅蜜多時，應自行，亦勸他

行布施波羅蜜多，稱揚顯示布施波羅蜜多功德，歡喜讚歎行布施波羅蜜多者。

由此因緣布施圓滿，是菩薩摩訶薩由布施故受持戒蘊，生天人中得大尊貴，

由施、戒故復得定蘊，由施、戒、定故復得慧蘊，由施、戒、定、慧故復得

解脫蘊，由施、戒、定、慧、解脫故復得解脫知見蘊，由施、戒、定、慧、

解脫、解脫知見蘊圓滿故超諸聲聞及獨覺地，趣入菩薩正性離生；入菩薩正

性離生位已，便能嚴淨佛土成熟有情；嚴淨佛土成熟有情得圓滿已，便能證

得無上正等菩提；證得無上正等菩提已，便能轉正法輪，由轉正法輪故，安

立有情於三乘法；有情安住三乘法已，解脫生死證得涅槃。是菩薩摩訶薩由

布施故，雖能如是作漸次業、修漸次學、行漸次行，而觀一切都不可得。以

一切法自性無故。 

                                                        

【第 51 義】 

淨戒漸次加行 

 

〔編者釋〕： 

淨戒漸次加行—是菩薩摩訶薩從初發心修行淨戒波羅蜜多時，應自行，亦勸

他行淨戒波羅蜜多，稱揚顯示淨戒波羅蜜多功德，歡喜讚歎行淨戒波羅蜜多

者。是菩薩摩訶薩由此因緣戒蘊清淨，生天人中得大尊貴，施貧窮者種種財

物，既行施已，安住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知見蘊。由戒、定、

慧、解脫、解脫知見蘊清淨故超諸聲聞及獨覺地，趣入菩薩正性離生；入菩

薩正性離生位已，便能嚴淨佛土、成熟有情；嚴淨佛土、成熟有情得圓滿已，

便能證得無上正等菩提；證得無上正等菩提已，便能轉正法輪；由轉正法輪

故，安立有情於三乘法；有情安住三乘法已，解脫生死證得涅槃。是菩薩摩

訶薩由淨戒故，雖能如是作漸次業、修漸次學、行漸次行，而觀一切都不可

得。以一切法自性無故。 

                                                         

【第 52 義】 

安忍漸次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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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釋〕： 

安忍漸次加行--菩薩摩訶薩從初發心修行安忍波羅蜜多時，應自行，亦勸他

行安忍波羅蜜多，稱揚顯示安忍波羅蜜多功德，歡喜讚歎行安忍波羅蜜多者。

是菩薩摩訶薩行安忍時，能以財物施諸有情皆令滿足；既行施已，安住戒蘊，

安住安忍，安住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知見蘊。由戒、定、慧、解脫、

解脫知見蘊清淨故，超諸聲聞及獨覺地，趣入菩薩正性離生；入菩薩正性離

生位已，便能嚴淨佛土、成熟有情；嚴淨佛土、成熟有情得圓滿已，便能證

得無上正等菩提；證得無上正等菩提已，便能轉正法輪；由轉正法輪故，安

立有情於三乘法；有情安住三乘法已，解脫生死證得涅槃。是菩薩摩訶薩由

安忍故，雖能如是作漸次業、修漸次學、行漸次行，而觀一切都不可得。以

一切法自性無故。 

                                                                   

【第 53 義】 

精進漸次加行 

 

〔編者釋〕： 

精進漸次加行--菩薩摩訶薩從初發心修行精進波羅蜜多時，應自於諸善法，

亦勸他於諸善法，發勤精進波羅蜜多，稱揚顯示於諸善法，發勤精進波羅蜜

多功德，歡喜讚歎於諸善法，發勤精進波羅蜜多者。是菩薩摩訶薩行精進時，

能以財物施諸有情皆令滿足；既行施已，安住戒蘊，安住安忍，安住精進，

安住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知見蘊。由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蘊

清淨故，超諸聲聞及獨覺地，趣入菩薩正性離生；入菩薩正性離生位已，便

能嚴淨佛土、成熟有情；嚴淨佛土、成熟有情得圓滿已，便能證得無上正等

菩提；證得無上正等菩提已，便能轉正法輪；由轉正法輪故，安立有情於三

乘法；有情安住三乘法已，解脫生死證得涅槃。是菩薩摩訶薩由精進故，雖

能如是作漸次業、修漸次學、行漸次行，而觀一切都不可得。以一切法自性

無故。 

                                                                      

【第 54義】 

靜慮漸次加行 

 

〔編者釋〕： 

靜慮漸次加行--菩薩摩訶薩從初發心修行靜慮波羅蜜多時，應自入四靜慮、

四無量、四無色定，亦勸他入四靜慮、四無量、四無色定，稱揚顯示入四靜

慮、四無量、四無色定功德，歡喜讚歎入四靜慮、四無量、四無色定者。是

菩薩摩訶薩安住四靜慮、四無量、四無色定，能以財物施諸有情皆令滿足；

既行施已，安住戒蘊，安住安忍，安住精進，安住定蘊、慧蘊、解脫蘊、解

脫知見蘊。由戒、定、慧、解脫、解脫知見蘊清淨故，超諸聲聞及獨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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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入菩薩正性離生；入菩薩正性離生位已，便能嚴淨佛土、成熟有情；嚴淨

佛土、成熟有情得圓滿已，便能證得無上正等菩提；證得無上正等菩提已，

便能轉正法輪；由轉正法輪故，安立有情於三乘法；有情安住三乘法已，解

脫生死證得涅槃。是菩薩摩訶薩由靜慮故，雖能如是作漸次業、修漸次學、

行漸次行，而觀一切都不可得。以一切法自性無故。 

                                                                       

【第 55 義】 

般若漸次加行 

 

〔編者釋〕： 

般若漸次加行--菩薩摩訶薩從初發心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施諸有情種種財

物，安住戒蘊，安住安忍，安住精進，安住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知見

蘊，自行六波羅蜜多，亦勸他行六波羅蜜多，稱揚顯示六波羅蜜多功德，歡

喜讚歎行六波羅蜜多者。是菩薩摩訶薩由六波羅蜜多方便善巧力故，超諸聲

聞及獨覺地，趣入菩薩正性離生；入菩薩正性離生位已，便能嚴淨佛土、成

熟有情；嚴淨佛土、成熟有情得圓滿已，便能證得無上正等菩提；證得無上

正等菩提已，便能轉正法輪；由轉正法輪故，安立有情於三乘法；有情安住

三乘法已，解脫生死證得涅槃。是菩薩摩訶薩由般若故，雖能如是作漸次業、

修漸次學、行漸次行，而觀一切都不可得。以一切法自性無故。是為菩薩摩

訶薩依行六種波羅蜜多作漸次業、修漸次學、行漸次行。 

                                                                      

【第 56 義】 

佛隨念漸次加行 

〔略釋〕：佛隨念、法隨念、僧隨念、戒隨念、捨隨念、天隨念等謂六念之

六種漸次加行。 

 

〔編者釋〕： 

佛隨念漸次加行--菩薩摩訶薩作漸次業、修漸次學、行漸次行時，從初發心

以一切智智相應作意，信解諸法皆以無性為其自性，先應修佛隨念，次應修

法隨念，次應修僧隨念，次應修戒隨念，次應修捨隨念，後應修天隨念。菩

薩摩訶薩修佛隨念，不應以五蘊、三十二大士相、真金色身、身有常光面各

一尋、八十隨好思惟如來、應、正等覺。以五蘊及如是相好金光色身都無自

性，若法無自性則無所有，若無所有則不可念。以若無念、無思惟是為佛隨

念。不應以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知見蘊、五眼、六神通、佛十

力、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十八佛不共法、大慈、大悲、大喜、大捨、無忘

失法、恆住捨性、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思惟如來、應、正等覺。以如

是諸法皆無自性，若法無自性則無所有，若無所有則不可念。以若無念、無

思惟是為佛隨念，是為菩薩摩訶薩作漸次業、修漸次學、行漸次行。是菩薩

摩訶薩如是作漸次業、修漸次學、行漸次行時，則能圓滿四靜慮、四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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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無色定、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三十七菩提分法、三解脫

門、五眼、六神通、、內空、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真如乃至不思議界、佛

十力、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由此證得

一切智智。是菩薩摩訶薩以無性為自性方便力故，覺一切法皆無自性，其中

無有想亦復無無想。菩薩摩訶薩應如是修佛隨念，謂於其中尚無少念，況有

念佛！ 

                                                                    

【第 57 義】 

法隨念漸次加行 

 

〔編者釋〕： 

法隨念漸次加行--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不應思惟善法，不善法，

無記法；世間法，出世間法；有愛染法，無愛染法；有諍法，無諍法；聖法，

非聖法；有漏法，無漏法；欲界繫法，色界繫法，無色界繫法；有墮法，無

墮法；有為法，無為法。以如是諸法皆無自性，若法無自性則無所有，若無

所有則不可念。以若無念、無思惟是為法隨念。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

多時，應如是修法隨念，若如是修法隨念，是為菩薩摩訶薩作漸次業、修漸

次學、行漸次行。是菩薩摩訶薩如是作漸次業、修漸次學、行漸次行時，則

能圓滿四靜慮、四無量、四無色定、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

三十七菩提分法、三解脫門、五眼、六神通、、內空、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

真如乃至不思議界、佛十力、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一切智、道相智、

一切相智，由此證得一切智智。菩薩摩訶薩以無性為自性方便力故，覺一切

法皆無自性，其中無有想亦復無無想。菩薩摩訶薩應如是修法隨念，謂於其

中尚無少念，況有念法！ 

                                                                   

【第 58 義】 

僧隨念漸次加行 

 

〔編者釋〕： 

僧隨念漸次加行--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應正了知佛弟子眾具淨

戒蘊、定蘊、慧蘊、解脫蘊、解脫知見蘊，四雙八隻補特伽羅，一切皆是無

性所顯，皆以無性為其自性，由是因緣不應思惟。以佛弟子眾皆無自性，若

法無自性則無所有，若無所有則不可念。以若無念、無思惟是為僧隨念。菩

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應如是修僧隨念，若如是修僧隨念，是為菩

薩摩訶薩作漸次業、修漸次學、行漸次行。是菩薩摩訶薩如是作漸次業、修

漸次學、行漸次行時，則能圓滿四靜慮、四無量、四無色定、八解脫、八勝

處、九次第定、十遍處、三十七菩提分法、三解脫門、五眼、六神通、、內

空、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真如乃至不思議界、佛十力、四無所畏乃至十八

佛不共法、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由此證得一切智智。菩薩摩訶薩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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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性為自性方便力故，覺一切法皆無自性，其中無有想亦復無無想。菩薩摩

訶薩應如是修僧隨念，謂於其中尚無少念，況有念僧！ 

                                                                     

【第 59 義】 

戒隨念漸次加行 

 

〔編者釋〕： 

戒隨念漸次加行--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從初發心乃至安坐妙菩

提座，恆住淨戒無缺無隙、無瑕無穢，無所取著，應受供養，智者所讚，妙

善受持，妙善究竟，隨順勝定思惟此戒以無性為自性，由是因緣不應思惟。

以如是淨戒都無自性，若法無自性則無所有，若無所有則不可念。以若無念、

無思惟是為戒隨念。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應如是修戒隨念，若

如是修戒隨念，是為菩薩摩訶薩作漸次業、修漸次學、行漸次行。是菩薩摩

訶薩如是作漸次業、修漸次學、行漸次行時，則能圓滿四靜慮、四無量、四

無色定、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三十七菩提分法、三解脫門、

五眼、六神通、、內空、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真如乃至不思議界、佛十力、

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由此證得一切智

智。 

菩薩摩訶薩以無性為自性方便力故，覺一切法皆無自性，其中無有想亦復無

無想。菩薩摩訶薩應如是修戒隨念，謂於其中尚無少念，況有念戒！ 

                                                                        

【第 60 義】 

捨隨念漸次加行 

 

〔編者釋〕： 

捨隨念漸次加行--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以無性為自性方便力

故，修捨隨念，若捨財、若捨法俱不起我施、我不施，我捨、我不捨之心。

若捨所有身分支節亦不起我施、我不施，我捨、我不捨之心。亦不思惟所捨、

所與及捨施福。以如是諸法皆無自性，若法無自性則無所有，若無所有則不

可念。以若無念、無思惟是為捨隨念。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應

如是修捨隨念，若如是修捨隨念，是為菩薩摩訶薩作漸次業、修漸次學、行

漸次行。是菩薩摩訶薩如是作漸次業、修漸次學、行漸次行時，則能圓滿四

靜慮、四無量、四無色定、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三十七菩

提分法、三解脫門、五眼、六神通、、內空、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真如乃

至不思議界、佛十力、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一切智、道相智、一切

相智，由此證得一切智智。菩薩摩訶薩以無性為自性方便力故，覺一切法皆

無自性，其中無有想亦復無無想。菩薩摩訶薩應如是修捨隨念，謂於其中尚

無少念，況有念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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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1 義】 

天隨念漸次加行 

〔編者釋〕： 

天隨念漸次加行--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以無性為自性方便力

故，修天隨念。觀預流等，雖生四大王眾天、或三十三天、或夜摩天、或睹

史多天、或樂變化天、或他化自在天，而不可得、不應思惟。觀不還等，雖

生色界天或無色界天，而不可得、不應思惟。以如是諸天皆無自性，若法無

自性則無所有，若無所有則不可念。以若無念、無思惟是為天隨念。菩薩摩

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應如是修天隨念，若如是修天隨念，是為菩薩摩

訶薩作漸次業、修漸次學、行漸次行。是菩薩摩訶薩如是作漸次業、修漸次

學、行漸次行時，則能圓滿四靜慮、四無量、四無色定、八解脫、八勝處、

九次第定、十遍處、三十七菩提分法、三解脫門、五眼、六神通、、內空、

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真如乃至不思議界、佛十力、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

共法、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由此證得一切智智。是菩薩摩訶薩以無

性為自性方便力故，覺一切法皆無自性，其中無有想亦復無無想。菩薩摩訶

薩應如是修天隨念，謂於其中尚無少念，況有念天！是為菩薩摩訶薩依修六

隨念作漸次業、修漸次學、行漸次行。 

                                                                

【第 62 義】 

無性為自性漸次加行 

〔略釋〕：通達一切法於勝義中為無性自性之漸次加行。 

 

〔編者釋〕： 

無性為自性漸次加行--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為欲圓滿作漸次

業、修漸次學、行漸次行，以無性為自性方便力故，應學內空、外空乃至無

性自性空、真如乃至不思議界、四聖諦、四靜慮、四無量、四無色定、八解

脫、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三十七菩提分法、三解脫門、五眼、六神

通、菩薩十地、佛十力、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大慈、大悲、大喜、

大捨、無忘失法、恆住捨性、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三摩地門、一切

陀羅尼門。是菩薩摩訶薩如是修學菩提道時，學一切法皆以無性為其自性，

於中尚無少念可得，況有念五蘊、十二處、十八界、六界、十二因緣、六波

羅蜜多、內空、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真如乃至不思議界、四聖諦、四靜慮、

四無量、四無色定、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三十七菩提分法、

三解脫門、菩薩十地、佛十力、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一切菩薩摩訶

薩行、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如是諸念及所念法，若少有實無有是處。如是菩

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雖作漸次業、修漸次學、行漸次行，而於其

中所有一切心所行業、心所行學、心所行行皆悉不轉，以一切法皆以無性為

自性故。若一切法皆以無性為自性中，有性、無性俱不可得，不應於此執有

無性。以一切法皆以無性為自性故，菩薩摩訶薩為欲利樂諸有情故，求趣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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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正等菩提。以諸有情類具斷、常見，住有所得難可調伏，愚癡顛倒難可解

脫。住有所得者由有所得想，無得、無現觀，亦無無上正等菩提。若無所得

即是得、即是現觀、即是無上正等菩提，以不壞法界故。若有於是無所得中

欲有所得，欲得現觀，欲得無上正等菩提，當知彼為欲壞法界。以一切法無

所得故，得有菩薩摩訶薩十地，即由此故得有菩薩摩訶薩無生法忍，即由此

故得有異熟生神通，即由此故得有異熟生六波羅蜜多。即由此故得有菩薩摩

訶薩安住如是異熟生法，成熟有情、嚴淨佛土，於諸佛所恭敬供養上妙飲食、

衣服、花鬘、塗散等香、車乘、瓔珞、寶幢、幡蓋、房舍、臥具、伎樂、燈

明，及餘種種人天資具，乃至無上正等菩提，所獲善根與果無盡，展轉乃至

般涅槃後，自設利羅及諸弟子，猶得種種供養恭敬，善根勢力仍未滅盡。無

所得者，六波羅蜜多及諸神通皆無差別。為欲令彼有所得者離染著故，方便

宣說六波羅蜜多及諸神通有差別相。 

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不得布施，不得施者，不得受者，不得所

施而行布施，不得淨戒而護淨戒，不得安忍而修安忍，不得精進而修精進，

不得靜慮而修靜慮，不得般若而修般若，不得神通而修神通；乃至不得一切

智而修一切智，不得道相智、一切相智而修道相智、一切相智，不得有情而

成熟有情，不得佛土而嚴淨佛土；不得一切佛法而證無上正等菩提。菩薩摩

訶薩應行如是無所得般若波羅蜜多。若菩薩摩訶薩能行如是無所得般若波羅

蜜多，一切惡魔及彼眷屬皆不能壞。 

                                                                     

刹那證大菩提品第八 

【第七事】刹那加行 

〔略釋〕：能於所作圓滿最後一刹那頃，三智一百七十三行相(一切智行相 27；

道相智行相 36；一切相智行相 110)頓現為覺慧之境，得此堪能之

菩薩瑜伽，是刹那加行之相。界唯在十地最後心。 

 

F2 已得堅固刹那加行  分四  G1 非異熟刹那加行  G2 異熟刹那加行   G3 

無相刹那加行   G4 無二刹那加行 

【第 63 義】：G1 非異熟刹那加行 

〔略釋〕：若一刹那現證非異熟之無漏一法，與此同類諸法皆能現證；此慧

所攝持，對治所知障之菩薩究竟瑜伽，即非異熟刹那加行之相。 

 

〔論頌〕： 

施等一一中，攝諸無漏法，當知即能仁，一刹那智德， 

猶如諸士夫，動一處水輪，一切頓轉動，刹那智亦爾。 

若時起異熟，一切白法性，般若波羅蜜，即一刹那智。 

由布施等行，諸法如夢住，一刹那能證，諸法無相性。 

如夢與能見，不見有二相，一刹那能見，諸法無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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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1 非異熟刹那加行 

施等一一中，攝諸無漏法，當知即能仁，一刹那智德， 

猶如諸士夫，動一處水輪，一切頓轉動，刹那智亦爾。 

 

〔編者釋〕： 

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一剎那心則能具攝布施、淨戒、安忍、精

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亦能具攝四靜慮、四無量、四無色定，亦能具攝

四念住、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亦能具攝空、

無相、無願解脫門，亦能具攝苦、集、滅、道聖諦，乃至亦能具攝一切智、

道相智、一切相智，亦能具攝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隨好。諸菩薩摩訶薩修行

般若波羅蜜多時，所行六波羅蜜多、四靜慮、四無量、四無色定、八解脫、

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三十七菩提分法、三解脫門、五眼、六神通、、

內空、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真如乃至不思議界、一切三摩地門、一切陀羅

尼門、所引三十二大士相、所引八十隨好，皆為般若波羅蜜多所攝受。(施等

一一中，攝諸無漏法，當知即能仁，一刹那智德) 

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為欲圓滿四靜慮故，即於四靜慮中，攝受

一切佛法而修四靜慮，由是因緣而無二想。為欲圓滿四無量、四無色定故，

即於四無量、四無色定中，攝受一切佛法而修四無量、四無色定，由是因緣

而無二想。乃至為欲圓滿一切佛法故，即於一切佛法中，攝受一切佛法而修

一切佛法，由是因緣而無二想。是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故，若住內

空時，住無漏心而住內空；乃至若住一切佛法時，住無漏心而住一切佛法，

雖住一切佛法而無二想。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以離相心修一切

佛法，所謂不見我能修一切佛法；我能捨此、於此、由此、為此，如是修一

切佛法。住是離相無漏心中，無染、無著而修一切佛法，爾時不見所修一切

佛法，亦復不見此無漏心，乃至不見一切佛法。如是菩薩摩訶薩住無漏心，

而修一切佛法。(猶如諸士夫，動一處水輪，餘一切處頓時轉動，現觀一刹那

智亦爾) 

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能以離相無漏之心而修行六波羅蜜多，是

菩薩摩訶薩持此修行六波羅蜜多福，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無上正等菩提。

如是修行六波羅蜜多及迴向時不見其相，所謂不見誰修行六波羅蜜多、誰受

修行六波羅蜜多利益、所修行六波羅蜜多何物、於何而修行六波羅蜜多、由

何而修行六波羅蜜多、為何故修行六波羅蜜多、云何修行六波羅蜜多，亦復

不見誰能迴向、何所迴向、於何迴向、由何迴向、為何迴向、云何迴向，於

如是等一切事物皆悉不見。以如是諸法皆空故空。是菩薩摩訶薩觀一切法無

不空已，復作正知能迴向、何所迴向、於何迴向、由何迴向、為何迴向、云

何迴向，如是等法皆不可得。是菩薩摩訶薩由如是觀及如是念所作迴向名善

迴向、離毒迴向，亦名悟入法界迴向。由此復能嚴淨佛土、成熟有情，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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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滿一切佛法。是菩薩摩訶薩雖能如是圓滿一切佛法，而不攝受修行六波羅

蜜多異熟果，雖不攝受修行六波羅蜜多異熟果，而由修行六波羅蜜多善清淨

故，隨意能辦一切財物等。譬如他化自在諸天，一切所須隨意皆現，是菩薩

摩訶薩亦復如是，諸有所須隨意能辦。是菩薩摩訶薩由此修行六波羅蜜多攝

諸有情，方便善巧以三乘法而安立之，令隨所宜各得利樂。如是，菩薩摩訶

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由離諸相無漏心力，能於一切無相、無覺、無得、

無影、無作法中，圓滿修行六波羅蜜多，亦能圓滿諸餘功德。 

此非異熟刹那加行之相。 

                                                                      

【第 64 義】：異熟刹那加行 

〔略釋〕：若一刹那現證異熟之無漏一法，與彼同類諸法皆能現證；此慧所

攝持，對治所知障之菩薩究竟瑜伽，即異熟刹那加行之相。 

 

若時起異熟，一切白法性，般若波羅蜜，即一刹那智。 

 

〔編者釋〕： 

是菩薩摩訶薩住異熟法菩提道中，復能圓滿六波羅蜜多、內空、外空、內外

空、空空、大空、勝義空、有為空、無為空、畢竟空、無際空、散空、無變

異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切法空、不可得空、無性空、自性空、

無性自性空，亦能圓滿真如、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

離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亦能圓滿四念住、四正斷、

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亦能圓滿苦、集、滅、道聖諦，

亦能圓滿四靜慮、四無量、四無色定，亦能圓滿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定、

十遍處，亦能圓滿一切三摩地門、陀羅尼門，亦能圓滿空、無相、無願解脫

門，亦能圓滿五眼、六神通等無量功德。(若時起異熟，一切白法性)圓滿如

是菩提道已，離諸闇障住佛道中，由異熟生勝神通力，方便饒益諸有情類，

應以六波羅蜜多而攝受者，即以六波羅蜜多而攝受之；應以解脫而攝受者，

即以解脫而攝受之；應以解脫知見而攝受者，即以解脫知見而攝受之；應令

安住四果、獨覺菩提者，方便令住四果、獨覺菩提；應令安住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者，方便令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菩薩摩訶薩能作種種神通變現，

欲往殑伽沙等世界，隨意能往；欲現所往諸世界中種種珍寶，隨意能現；欲

令所往諸世界中有情受用眾妙珍寶，隨其所樂皆令滿足。是菩薩摩訶薩從一

世界至一世界，利益安樂無量有情，見諸世界嚴淨之相，能自攝受隨意所樂

嚴淨佛土。譬如他化自在諸天諸有所須眾妙樂具隨心而現，如是菩薩隨意攝

受種種嚴淨無量佛土。是菩薩摩訶薩由異熟生六波羅蜜多，及異熟生諸妙神

通，並異熟生菩薩道故，行道相智。由道相智得成熟故，復能證得一切相智，

由得此智於一切法無所攝受，謂不攝受五蘊、十二處、十八界、六觸為緣所

生諸受、一切善法、非善法、世間法、出世間法、有漏法、無漏法、有為法、

無為法、有罪法、無罪法，亦不攝受所證無上正等菩提，亦不攝受一切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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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受用物，其中有情亦無攝受。以是菩薩摩訶薩先不攝受一切法故，於一切

法無所得故，為諸有情無倒宣說一切法性無攝受故。如是，菩薩摩訶薩行深

般若波羅蜜多時，由離諸相無漏心力，能於一切無相、無覺、無得、無願、

無作法中，圓滿般若波羅蜜多，亦能圓滿諸餘功德。(般若波羅蜜，即一刹那

智)此異熟剎那加行之相。 

                                                                 

【第65 義】：無相刹那加行 

〔略釋〕：現觀「空性」慧所攝持，對治所知障之菩薩究竟瑜伽，即無相刹那

加行之相。 

 

由布施等行，諸法如夢住，一刹那能證，諸法無相性。 

 

〔編者釋〕： 

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安住如夢、如響、如像、如光影、如陽焰、

如幻事、如尋香城、如變化事五取蘊中，修行六波羅蜜多，如實了知如夢、

如響、如像、如光影、如陽焰、如幻事、如尋香城、如變化事五取蘊皆無相。

以諸夢、響、像、光影、陽焰、幻事、尋香城、變化事皆無自性，若法無自

性是法則無相，若法無相是法一相，所謂無相。(由布施等行，諸法如夢住，

一刹那能證，諸法無相性)由此因緣，當知一切布施無相、施者無相、受者無

相、施物無相，若如是知而行布施，則能圓滿修行布施波羅蜜多。若能圓滿

修行布施波羅蜜多，則不遠離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安

住如是六波羅蜜多，乃至亦能圓滿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菩薩摩訶薩

修行般若波羅蜜多，速能圓滿無相淨戒波羅蜜多，證入菩薩正性離生；既入

菩薩正性離生，復得菩薩無生法忍；既得菩薩無生法忍，修行道相智，趣一

切相智，得異熟五神通，復得五百三摩地門，亦得五百陀羅尼門。安住此中，

復能證得四無礙解，從一佛土至一佛土，供養恭敬、尊重讚歎諸佛世尊，成

熟有情、嚴淨佛土。由此淨戒波羅蜜多得圓滿故，便能攝受一切佛法。菩薩

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安住如夢、如響、如像、如光影、如陽焰、如

幻事、如尋香城、如變化事五取蘊中，圓滿安忍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訶薩如

實了知是五取蘊如夢、如響、如像、如光影、如陽焰、如幻事、如尋香城、

如變化事已，便能圓滿無相安忍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訶薩如實了知是五取蘊

無實相故，修二種忍便能圓滿無相安忍波羅蜜多。一、安受忍。二、觀察忍。

由能圓滿無相安忍波羅蜜多，即便獲得無生法忍。是菩薩摩訶薩發起勇猛心

精進故，引發諸聖無漏道支所攝精進，圓滿精進波羅蜜多，於中具能攝諸善

法，是菩薩摩訶薩安住此中，能圓滿一切相智。由一切相智得圓滿故，永斷

一切習氣相續。由永斷一切習氣相續故，諸相隨好成就圓滿。菩薩摩訶薩修

行般若波羅蜜多，圓滿精進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訶薩安住精進波羅蜜多，能

辦自他多饒益事，速能圓滿一切佛法，證得無上正等菩提。是菩薩摩訶薩如

實了知靜慮、無量、無色定等諸三摩地及一切法皆無實相，皆以無性而為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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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應以無相法味著無相法，亦不應以無性為自性法味著無性為自性法。

由不味著三摩地故，是菩薩摩訶薩終不隨順靜慮、無量、無色定等諸三摩地

勢力而生色、無色界。以是菩薩摩訶薩於一切界都無所得，於入定者及所入

定、由此入定亦無所得。是菩薩摩訶薩於一切法無所得故，速能圓滿無相靜

慮波羅蜜多，由此靜慮波羅蜜多超諸聲聞及獨覺地。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

羅蜜多時，安住如夢、如響、如像、如光影、如陽焰、如幻事、如尋香城、

如變化事五取蘊中，圓滿般若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訶薩如實了知一切法皆如

夢、如響、如像、如光影、如陽焰、如幻事、如尋香城、如變化事者，便能

圓滿無相般若波羅蜜多。 

                                                                      

【第66 義】：無二刹那加行 

〔略釋〕：現觀「二取戲論畢竟空」慧所攝持，對治所知障之菩薩究竟瑜伽，

即無二刹那加行之相。 

 

如夢與能見，不見有二相，一刹那能見，諸法無二性。 

 

〔編者釋〕： 

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不見夢，不見見夢者；不聞響，不見聞響

者；不見像，不見見像者；不見光影，不見見光影者；不見陽焰，不見見陽

焰者；不見幻事，不見見幻事者；不見尋香城，不見見尋香城者；不見變化

事，不見見變化事者。以夢、見夢者，響、聞響者，像、見像者，光影、見

光影者，陽焰、見陽焰者，幻事、見幻事者，尋香城、見尋香城者，變化事、

見變化事者，皆是愚夫異生顛倒所執著故。諸阿羅漢、獨覺、菩薩及諸如來

應正等覺，皆不見夢亦不見見夢者，皆不聞響亦不見聞響者，皆不見像亦不

見見像者，皆不見光影亦不見見光影者，皆不見陽焰亦不見見陽焰者，皆不

見幻事亦不見見幻事者，皆不見尋香城亦不見見尋香城者，皆不見變化事亦

不見見變化事者。(如夢與能見，不見有二相)以一切法皆以無性而為自性，

非成非實無相無為，非實有性與涅槃等。若一切法皆以無性而為自性，非成

非實無相無為，非實有性與涅槃等，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於一

切法不起有性想、成想、實想、有相有為實有性想、非寂滅想，若起是想無

有是處。以若一切法有少自性、有成、有實、有相有為有實性、非寂滅而可

得者，則所修行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應非般若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訶薩雖修行

般若波羅蜜多，而不得般若波羅蜜多，由不得般若波羅蜜多故，亦不得一切

法。雖觀般若波羅蜜多攝一切法，而於是法都無所得。以如是諸法與此般若

波羅蜜多無二無別。以一切法性不可分別，說為真如，說為法界、法性、不

虛妄性、不變異性、平等性、離生性、法定、法住、實際、虛空界、不思議

界，諸法無雜、無差別故。(一刹那能見，諸法無二性)由此因緣，當知一切

法無雜、無差別、無相、無生、無滅、無礙、無說、無示。菩薩摩訶薩以無

所得而為方便，應學般若波羅蜜多，速能圓滿一切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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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愚夫無聞異生，得夢、得見夢者，得響、得聞響者，得像、得見像者，

得光影、得見光影者，得陽焰、得見陽焰者，得幻事、得見幻事者，得尋香

城、得見尋香城者，得變化事、得見變化事者。是諸愚夫無聞異生，得夢、

得見夢者已，得響、得聞響者已，得像、得見像者已，得光影、得見光影者

已，得陽焰、得見陽焰者已，得幻事、得見幻事者已，得尋香城、得見尋香

城者已，得變化事、得見變化事者已，顛倒執著造身、語、意善行、不善行，

或造身、語、意福行、非福行、不動行，由諸行故往來生死流轉無窮。 

此無二刹那加行之相。 

                                                                    

法身品第九 

【第八事】果法身 

〔略釋〕：由修四加行力所得之究竟果，即果法身之相。界唯在佛地。 

 

D3 廣釋法身 分二  E1  身建立   E2  事業   初又分四  F1 自性身  F2 

智法身  F3 受用身  F4 勝應身  

今初 

【第 67 義】：自性身 

〔略釋〕：具二清淨之究竟法界，即自性身之相。界唯在佛地。 

〔論頌〕： 

能仁自性身，得諸無漏法，一切種清淨，彼自性為相。 

 

〔編者釋〕： 

能仁自性身，得諸無漏法，一切種清淨，彼自性為相—佛以佛眼遍觀十方無

量殑伽沙等世界: 

1.諸菩薩摩訶薩為欲利樂諸有情類，以故思願入大地獄，入已發起三種示導。

一者、神變示導。二者、記說示導。三者、教誡示導。是菩薩摩訶薩以神變

示導滅除地獄湯、火、刀等種種苦具，以記說示導記彼有情心之所念而為說

法，以教誡示導於彼發起大慈、大悲、大喜、大捨而為說法，令彼地獄諸有

情類於菩薩所生淨信心，由此因緣從地獄出，得生天上或生人中，漸依三乘

作苦邊際。 

2.諸菩薩摩訶薩承事供養諸佛世尊。是菩薩摩訶薩承事供養佛世尊時，深心

歡喜非不歡喜，深心愛樂非不愛樂，深心恭敬非不恭敬。是菩薩摩訶薩於諸

如來、應、正等覺所說正法，恭敬聽聞、受持、讀誦，乃至無上正等菩提終

不忘失，隨所聞法能為有情無倒解說，令獲殊勝利益安樂，乃至無上正等菩

提常無懈廢。以佛眼遍觀十方無量殑伽沙等世界，諸菩薩摩訶薩為欲饒益傍

生趣中諸有情故自捨身命。是菩薩摩訶薩見諸傍生饑火所逼欲相殘害，起慈

愍心，自割身分斷諸肢節，散擲十方恣令食噉。諸傍生類得此菩薩身肉食者，

皆於菩薩深起愛敬慚愧之心，由此因緣脫傍生趣，得生天上或生人中，值遇

如來、應、正等覺，聞說正法如理修行，漸依三乘而得度脫，謂隨證入聲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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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覺及無上乘三無餘依般涅槃界。如是，諸菩薩摩訶薩能為世間作難作事多

所饒益，謂為利樂諸有情故，自發無上正等覺心亦令他發，厭離生死求菩提

心，自行種種如實正行亦令他行，漸入三乘般涅槃界。 

3. 諸菩薩摩訶薩為欲饒益餓鬼界中諸有情類，以故思願往彼界中，方便息除

饑渴等苦。彼諸餓鬼眾苦既息，於此菩薩深起愛敬慚愧之心，乘此善根脫餓

鬼趣，得生天上或生人中，常遇如來、應、正等覺，恭敬供養聞正法音，漸

次修行三乘正行，乃至得入三無餘依般涅槃界。如是，諸菩薩摩訶薩於有情

類安住大悲，發起無邊方便善巧，拔濟令入三乘涅槃畢竟安樂。 

4. 諸菩薩摩訶薩或為四大王眾天宣說正法，或為三十三天宣說正法，或為夜

摩天宣說正法，或為睹史多天宣說正法，或為樂變化天宣說正法，或為他化

自在天宣說正法。是諸天眾於菩薩所聞正法已，漸依三乘勸修正行，隨應趣

入三無餘依般涅槃界。 

5. 諸菩薩摩訶薩見諸梵天著諸見趣，方便化導令其遠離。如是，諸菩薩摩訶

薩安住大悲，為諸有情宣說正法。是為菩薩摩訶薩所有甚奇希有之法。 

6. 諸菩薩摩訶薩以四攝事攝諸有情。一者、布施。二者、愛語。三者、利行。

四者、同事。菩薩摩訶薩以二種施攝諸有情。一者、財施。二者、法施。諸

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方便善巧，於諸有情行財施已，復善安立諸有

情類，令住無上安隱法中，乃至令得一切智智。是為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

羅蜜多所有甚奇希有之法。菩薩摩訶薩法施有二種。一者、世間法施。二者、

出世法施。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為諸有情宣說、開示、分別、

顯了世間諸法，謂不淨觀、若持息念、若四靜慮、若四梵住、若四無色定、

若餘世間共異生法，如是名為世間法施。是菩薩摩訶薩行世間法施已，種種

方便化導有情，令其遠離世間諸法，種種方便化導有情，令住聖法及聖法果。

聖法者，謂三十七菩提分法、六波羅蜜多等一切諸無漏佛法。聖法果者，謂

四果、獨覺菩提、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及永斷一切煩惱習氣相續，是名聖法

果。如是！菩薩摩訶薩亦能得一切相智。菩薩摩訶薩名為隨得一切相智，一

切如來、應、正等覺名為已得一切相智。以非諸菩薩摩訶薩心與諸如來、應、

正等覺條然有異，謂諸菩薩摩訶薩眾與諸如來、應、正等覺俱住諸法無差別

性，於諸法相求正遍知說為菩薩摩訶薩眾，若至究竟即名如來、應、正等覺。

於一切法自相、共相照了無闇清淨具足，住因位時名為菩薩摩訶薩眾，若至

果位即名如來、應、正等覺。是故菩薩摩訶薩與諸如來、應、正等覺，雖俱

名得一切相智而有差別。 

(能仁自性身，得諸無漏法，即佛眼所遍觀諸菩薩摩訶薩一切種之修行，而佛

皆得清淨，彼圓滿一切種無漏法之清淨自性為即能仁自性身體相) 

                                                                     

F2 智法身 分三  G1 正義   G2 差別   G3 斷諍  今初 

【第 68 義】：智法身 

〔略釋〕：現證發心等十法之究竟智，即智法身之相。又現見如所有性、盡所

有性之究竟智，亦是智法身之相。界唯在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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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頌〕： 

順菩提分法，無量及解脫，九次第等至，十遍處自體，最為殊勝處，差別有

八種，無諍與願智，神通無礙解，四一切清淨，十自在十力，四種無所畏，

及三種不護，並三種念住，無忘失法性，永害諸隨眠，大悲諸眾生，唯佛不

共法，說有十八種，及一切相智，說名為法身。 

 

〔編者釋〕： 

順菩提分法，無量及解脫—佛果智法身，謂出世聖法，即諸菩薩摩訶薩圓滿

修行無漏善法，如為諸有情宣說、開示、分別、顯了如是等之佛法。一切不

共異生善法，若正修習令諸有情超出世間安隱而住，故名出世，謂四念住、

四正斷、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覺支、八聖道支、三解脫門、八解脫乃

至一切三摩地門，諸如是等無漏善法，一切皆名出世聖法。四念住者，謂由

彼於身住循身觀，由彼於受住循受觀，由彼於心住循心觀，由彼於法住循法

觀。(順菩提分法:)四正斷者，謂欲三摩地、勤三摩地、心三摩地、觀三摩地

等斷行成就修習神足。五根者，信根、精進根、念根、定根、慧根。五力者，

信力、精進力、念力、定力、慧力。七等覺支者，念等覺支、擇法等覺支、

精進等覺支、喜等覺支、輕安等覺支、定等覺支、捨等覺支。八聖道支者，

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念、正定。三解脫門者(無量)，

空解脫門、無相解脫門、無願解脫門。八解脫者，有色觀諸色，是為第一解

脫。內無色想觀外諸色，是為第二解脫。淨勝解身作證，是為第三解脫。超

一切色想，滅有對想，不思惟種種想，入無邊空，空無邊處定具足住，是為

第四解脫。超一切空無邊處，入無邊識，識無邊處定具足住，是為第五解脫。

超一切識無邊處，入無少所有，無所有處定具足住，是為第六解脫。超一切

無所有處，入非想非非想處定具足住，是為第七解脫。超一切非想非非想處，

入想受滅定具足住，是為第八解脫。(八解脫) 

                                                                      

〔編者釋〕： 

九次第等至，十遍處自體，最為殊勝處，差別有八種， 

無諍與願智，神通無礙解，四一切清淨— 

九次第定者，1.離欲惡不善法，有尋有伺，離生喜樂，初靜慮具足住。2.尋

伺寂靜，內等淨，心一趣性，無尋無伺，定生喜樂，第二靜慮具足住。3.離

喜住捨，正念正知，身受樂，唯諸聖者，能說應捨，具念樂住，第三靜慮具

足住。4.斷樂斷苦，先喜憂沒，不苦不樂，捨念清淨，第四靜慮具足住。5.

超一切色想，滅有對想，不思惟種種想，入無邊空，空無邊處定具足住。6.

超一切空無邊處，入無邊識，識無邊處定具足住。7.超一切識無邊處，入無

少所有無所有處定具足住。8.超一切無所有處，入非想非非想處定具足住。

9.超一切非想非非想處，入想受滅定具足住。是名九次第定。六神通者，謂

菩薩摩訶薩所學神境智證通、天眼智證通、天耳智證通、他心智證通、宿住

隨念智證通、漏盡智證通。是名六神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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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釋〕： 

十自在十力--如來十力者，1.一切如來、應、正等覺，是處如實知是處，非

處如實知非處。2.於諸有情過去、未來、現在諸業及諸法受處因異熟皆如實

知。3.於諸世間非一界種種界皆如實知。4.於諸世間非一勝解種種勝解皆如

實知。5.於諸有情補特伽羅諸根勝劣皆如實知。6於一切遍趣行皆如實知。7.

於諸根、力、覺支、道支、靜慮、解脫、等持、等至、雜染、清淨皆如實知。

8.以淨天眼超過於人，見諸有情死時生時諸善惡事，如是有情因身、語、意

三種惡行、因諸邪見、因謗賢聖墮諸惡趣，如是有情因身、語、意三種妙行、

因諸正見、因讚賢聖昇諸善趣生諸天中；復以天眼清淨過人，見諸有情死時

生時好色惡色，從此復生善趣惡趣，於諸有情隨業勢力生善惡趣皆如實知。

9.於諸有情過去無量諸宿住事，或一生、或百生、乃至或百千俱胝那庾多劫，

乃至前際所有諸行諸說諸相皆如實知。10.於諸漏盡無漏心解脫、無漏慧解脫

皆如實知，於自漏盡真解脫法，自證通慧具足而住，如實覺受，謂我生已盡，

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是名如來十力。 

                                                       

〔編者釋〕： 

四種無所畏--四無所畏者，1.一切如來、應、正等覺，自稱我是正等覺者，

設有沙門、若婆羅門、若天魔梵、若餘世間，依法立難，或令憶念:謂佛於是

法非正等覺。佛於彼難正見無緣，以於彼難正見無緣，得安隱住無怖無畏，

佛自稱處大仙尊位，於大眾中正師子吼轉大梵輪，一切沙門、若婆羅門、若

天魔梵、若餘世間，決定無能如法轉者。2.一切如來、應、正等覺，自稱我

已永盡諸漏，設有沙門、若婆羅門、若天魔梵、若餘世間，依法立難，佛於

彼難正見無緣，以於彼難正見無緣，得安隱住無怖無畏，佛自稱處大仙尊位，

於大眾中正師子吼轉大梵輪，一切沙門、若婆羅門、若天魔梵、若餘世間，

決定無能如法轉者。3.一切如來、應、正等覺，佛自稱為諸弟子眾說能障法，

染必為障，設有沙門、若婆羅門、若天魔梵、若餘世間，依法立難，佛於彼

難正見無緣，以於彼難正見無緣，得安隱住無怖無畏，佛自稱處大仙尊位，

於大眾中正師子吼轉大梵輪，一切沙門、若婆羅門、若天魔梵、若餘世間，

決定無能如法轉者。4.一切如來、應、正等覺，佛自稱為諸弟子眾說出離道，

諸聖修習決定出離、決定通達、正盡眾苦、作苦邊際，設有沙門、若婆羅門、

若天魔梵、若餘世間，依法立難，佛於彼難正見無緣，以於彼難正見無緣，

得安隱住無怖無畏，佛自稱處大仙尊位，於大眾中正師子吼轉大梵輪，一切

沙門、若婆羅門、若天魔梵、若餘世間，決定無能如法轉者。是名四無所畏。 

                                                          

〔編者釋〕： 

無礙解--四無礙解者，義無礙解、法無礙解、詞無礙解、辯無礙解。謂即緣

義無礙智。謂即緣法無礙智。謂即緣詞無礙智。謂即緣辯無礙智。是名四無

礙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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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釋〕： 

無礙解--四無礙解者，義無礙解、法無礙解、詞無礙解、辯無礙解。謂即緣

義無礙智。謂即緣法無礙智。謂即緣詞無礙智。謂即緣辯無礙智。是名四無

礙解。 

                                             

〔編者釋〕： 

及三種不護，並三種念住，無忘失法性，永害諸隨眠，大悲諸眾生，唯佛不

共法，說有十八種，及一切相智，說名為法身-- 

十八佛不共法者，謂一切如來、應、正等覺1.終無誤失。2.無卒暴音。3.無

忘失念。4.無不定心。5.無種種想。無不擇捨。7.志欲無退。8.精進無退。

9.憶念無退。10.般若無退。11.解脫無退。12.解脫知見無退。13.若智若見，

於過去世無著無礙。14.若智若見，於現在世無著無礙。15.若智若見，於未

來世無著無礙。16.一切身業，智為前導隨智而轉。17.一切語業，智為前導

隨智而轉。18.一切意業，智為前導隨智而轉。是名十八佛不共法。及一切相

智，說名為佛智法身。 

                                                                              

〔略釋〕： 

此智法身分二十一聚： 

第一聚謂三十七菩提分法。第二聚謂慈等四無量心。第三聚有色觀色等八解

脫。第四聚謂九次第等至。此等如前已說。第五聚謂十遍處，增上緣依止靜

慮，所緣緣為地水火風四大種及青黃赤白四大種所造並空識二境，令其如欲，

遍一切處世間定慧相應之十種等至也。所餘諸處不立為遍處者，以諸根不能

向外展，聲處不能相續，香味二處色界無故。遍者，謂相續普遍開展義。第

六聚八勝處，謂內有色想外觀色多勝處及少勝處，內無色想外觀色多勝處及

少勝處。此四是形色勝處。青勝處、黃勝處、赤勝處、白勝處，此四是顯色

勝處。由此形、顯諸勝處，發生奢摩他勝知與毗缽舍那勝見之定慧相應也。

前四勝處從初二解脫因生，後四勝處從淨解脫因生。 

第七聚謂無諍，由佛無諍三摩地力，能令眾生有拔除煩惱之功能也。第八聚

謂願智，乃至生死未空，隨願成辦眾生義利也。笫九聚謂六神通。第十聚謂

四無礙解，如前已說。 

第十一聚謂四一切種清淨：所依身清淨、所緣受用清淨、心三摩地清淨、智

清淨，是為究竟四清淨。 

第十二聚謂十自在： 

能住壽一卻名壽自在， 

於無數三摩地獲得自在名心自在， 

已得虛空藏定名資具自在， 

開示一切工巧藝術等事業名事業自在， 

能隨願而受生名生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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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現佛身充滿一切世界名勝解自在， 

成就無數調伏眾生大願名願自在， 

能於一時頓現無量神變調伏眾生名神通自在， 

獲得殊勝四無礙解名智自在， 

如欲能演十二分教名法自在。 

第十三聚謂十力。第十四聚謂四無畏，如前已說。第十五聚謂三不護，如來

身、語、意行究竟清淨故，不恐他知三業邪行而護過失也。第十六聚謂三念

住，佛說法時於善聽者不起貪心，於不善聽者不起瞋心，於間雜者不起二心，

唯念住於捨也。第十七聚謂不忘失法，利益有情不越時也。第十八聚謂永害

隨眠，永斷煩惱、所知二障之習氣種子也。第十九聚謂大悲心，晝夜六時以

饒益心恒觀一切眾生誰已成熟，誰未成熟，誰成增上生器，誰成決定勝器。

第二十聚謂佛十八不共法，如前已說。第二十一聚，謂一切相智，「及」字

亦攝究竟道相智、一切智。 

──如是二十一聚無漏智，即說名智法身也。 

                                                                        

G2 差別 

〔論頌〕： 

聲聞無諍定，離見者煩惱，佛無諍永斷，聚落等煩惱。 

佛所有願智，任運無礙著，無障礙常住，普答一切問。 

 

〔編者釋〕： 

佛已永斷愛及見等一切煩惱，入聚落等時，不但能盡斷眾生見佛身起煩惱之

緣，並能令眾生見佛聞法而斷除其眾生自身中之煩惱，故佛無諍最勝。(佛無

諍永斷，聚落等煩惱)聲聞之無諍三摩地，唯斷眾生見自身起煩惱之緣。(聲

聞無諍定，離見者煩惱) 

如攝大乘論無性釋九卷:「顯無諍，世俗智為性。不同聲聞所得無諍將入城邑

先審觀察，若一有情當緣我身隨起一種煩惱諍者，即便不入。如來觀見雖諸

有情當緣佛身起諸煩惱，若彼堪任受佛化者，即便往彼方便調伏，令滅煩惱，

能滅諸有情一切惑無餘者。非如聲聞住無諍定，方便遠離不令自身，作少有

情生煩惱緣，唯伏欲界有事煩惱，非餘煩惱。諸佛不爾方便能滅一切有情，

一切煩惱令無有餘。」 

佛所有願智，能任運無礙著，無障礙常寂定住，普答一切眾生一切疑難問題。 

如攝大乘論無性釋九卷:「顯願智勝聲聞等，由五相故。謂無功用故，無著故，

無礙故，常寂定故，一切疑難能解釋故。諸聲聞等所得願智隨其所願，而入

於定。唯能知此，不知其餘。佛即不爾。由無功用智，不作功用，如末尼天

樂，隨願能知一切境界。由無著智，於所知境，皆無滯故。由無礙智，斷煩

惱障、并習氣故。由常寂定，定障斷故。」 

                                                                      

G3 斷諍 分二  H1 於法身常住斷諍   H2 於遍常斷諍  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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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頌〕： 

若善因成熟，於彼彼所化，爾時能饒益，即於彼彼現， 

如天雖降雨，種壞不發芽，諸佛雖出世，無根不獲善。 

 

〔編者釋〕： 

佛無諍永斷自他聚落等煩惱；佛願智，能任運無礙著，無障礙常寂定住，而

若現有眾生未得度者，佛於彼彼所化善因成熟眾生，即於彼彼眾生生命中呈

現，爾時眾生即能得到饒益。但若善因不成熟眾生，諸佛雖出世為眾生說法，

如天雖降雨，種壞無根故不發芽，眾生不獲佛善法所化度。  

                                                                                

H2 於遍常斷諍 

〔論頌〕： 

如是事廣大，故說佛為遍，即此無盡故，亦可說為常。 

 

〔編者釋〕： 

如是善因成熟之眾生得到饒益，此佛化度眾生之事業作用廣大遍十方，故說

佛身為遍。佛大悲大願無盡，即此化度眾生之事業作用亦無有終盡故，亦可

說為常。 

                                                                       

F3 受用身 分二  G1 略標行相   G2 廣釋功德   今初 

【第 69 義】：受用身 

〔略釋〕：具足五種決定之究竟色身，是受用身相。 

五決定者，謂： 

1處決定，唯住色究竟天宮。 

2身決定，唯是相好圓明莊嚴之身。 

3眾決定，唯聖菩薩之所圍繞。 

4法決定，唯說大乘之法。 

5時決定，乃至生死未空而住。 

界唯在佛地。 

〔論頌〕： 

許三十二相，八十隨好性，受用大乘故，名佛受用身。 

 

〔編者釋〕： 

謂與諸功德相屬相應，無邊不共力無畏等無盡無等功德相應之自受用身，許

處大眾會現，具三十二相、八十隨好體性之色身，為大乘眾生他可見受用故，

(受用大乘故)名佛受用身。 

                                                                         

G2 廣釋功德 分二  H1 釋相   H2 釋隨好   今初 

 



278 

 

〔論頌〕： 

手足輪相具，足底如龜腹，手足指網連，柔軟極細嫩， 

身七處充滿，手足指纖長，跟廣身洪直，足膝骨不突， 

諸毛皆上靡，踹如瑿泥耶，雙臂形長妙，陰藏密第一， 

皮金色細薄，孔一毛右旋，眉間毫相嚴，上身如獅子， 

髆圓實項豐，非勝現勝味，身量縱橫等，譬諾瞿陀樹， 

項肉髻圓顯，舌廣長梵昔，兩頰如獅王，齒潔白平齊， 

諸齒極細密，數量滿四十，紺目牛王睫，妙相三十二。 

此中此此相，所有能生因，由彼彼圓滿，能感此諸相。 

迎送師長等，正受堅固住，習近四攝事，布施妙資財， 

救放所殺生，增長受善等，是能生因相，如經所宣說。 

 

〔編者釋〕： 

許三十二相- 

瑜伽師地論卷第四十九: 

1. 謂諸菩薩，於戒禁忍及惠捨中善安住故，感得足下善安住相。 

2. 於其父母種種供養，於諸有情諸苦惱事種種救護，由往來等動轉業故，感

得足下千輻輪相。 

3. 奉施尊長塗身、按摩、沐浴、衣服，是故感得手足細軟。 

4.於他有情遠離損害及不與取；於諸尊長先語省問，恭敬、禮拜、合掌、起

迎，修和敬業；於他有情深心所喜所愛財位不令乏短；及能摧伏自憍慢故；

感大丈夫纖長指相。 

5.由四攝事，攝諸尊長，是故感得手足網縵。 

6.即上所說感三相業，總能感得足跟趺長，是前三相所依止故。 

7.奉施尊長塗身、按摩、沐浴、衣服，是故感得手足細軟。 

8.自於正法如實攝受，令得究竟，廣為他說；及正為他善作給使；是故感得

瑿泥耶腨。 

9.修諸善法不生喜足，令諸善法展轉增長，是故感得立手摩膝。 

10.於被他擯無依有情，以法以正慈悲攝受，修習慚愧，施他衣服，是故感得

勢峰藏密。 

11.自善觀察，親近明智，能思微義，尊所居處能淨修治，敷舉沐浴。唯一住

故，依一友故，入微義故，草葉等穢能蠲除故，又能除去客塵垢故，感

身毛孔一一毛生，如紺青色螺文右旋。 

12.由業感得立手摩膝，即能感得身毛上分。 

13.由此業感身諸毛孔一一毛生，當知即此復能感得身皮細滑，塵垢不著。 

14.能施悅意發喜飲食、騎乘、衣服、莊嚴具等資身什物，離諸忿恚，是故感

得身皮金色、常光一尋。 

15.以其廣多上妙清淨餚饌飲食，惠施大眾皆令充足，由此感得於其身上七處

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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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於諸有情隨所生起如法所作，能為上首而作助伴，離於我慢，無諸獷悷，

能為有情遮止無利，安立有利，即由此業，當知復感肩善圓滿、髆間充

實。 

17.於諸有情隨所生起如法所作，能為上首而作助伴，離於我慢，無諸獷悷，

能為有情遮止無利，安立有利，即由此業，當知復感肩善圓滿、髆間充

實。 

18.於諸有情隨所生起如法所作，能為上首而作助伴，離於我慢，無諸獷悷，

能為有情遮止無利，安立有利，由此業感纖長指相，復即感得身分洪直。 

19. 於疾病者卑屈瞻侍，給施良藥，病力羸頓能正策舉，飲食知量，於諸欲

中曾不低下，是故感得身不僂曲。 

20.於身語意能自防禁，於自攝受及諸飲食皆善知量，施病醫藥，於不平等事

業攝受及不平等所受用中皆不隨轉，於界互違能令隨順，是故感得身相

圓滿如諾瞿陀。 

21.於諸有情隨所生起如法所作，能為上首而作助伴，離於我慢，無諸獷悷，

能為有情遮止無利，安立有利，由此感得其身上半如師子王。於一切事

稟性勇決，如師子故。 

22. 深生歡喜，極光淨心現行諸善，由此感得常光一尋。 

23.遠離一切破壞親友離間語言，若諸有情已乖離者，能令和合，由此感得具

四十齒皆悉齊平，其齒無隙。 

24.修欲界慈，思惟法義，由此感得其齒鮮白。 

25.視諸有情猶如己子，愛念救護，淨信哀愍，給施醫藥澄淨無穢，由此感得

於諸味中得最上味。施法味故，嘗法味故，能淨修治變壞味故。 

26.於離殺等五種學處，能自受護，亦勸他受。修悲心故，於大法受能正行故，

由此感得其舌廣薄普覆面輪。 

27.常修諦語、愛語、時語，及以法語，由是因緣，得大梵音，言辭哀雅能悅

眾意，譬若羯羅頻迦之音，其聲雷震猶如天鼓。 

28.於諸有情，以利益心平等瞻視，睫如牛王。 

29.普於世間恆常修習慈心悲哀，如父如母，由此感得其目紺青。 

30.諸佛面輪其猶滿月，眉相皎淨如天帝弓(缺釋文) 

31.於有德者如實讚歎稱揚其美，由此感得眉間毫相其色光白，螺文右旋。 

32.所修善根迴向菩提，由此感得其頂上現烏瑟膩沙。 

──此等是為三十二相。 

                                                                    

H2 隨好 

〔論頌〕： 

佛爪赤銅色，潤澤高諸指，圓滿而纖長，脈不現無結， 

踝隱足平隱，行步如獅象，鵝牛王右旋，妙直進堅密， 

光潔身相稱，潔淨軟清淨，眾相皆圓滿，身廣大微妙， 

步庠序雙目，清淨身細嫩，身無怯充實，其身善策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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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節善開展，顧視淨無翳，身圓而相稱，無歪身平整， 

臍深臍右旋，為眾所樂見，行淨身無疣，無諸黑黶點， 

手軟如木棉，手文明深長，面門不太長，唇紅如頻婆， 

舌柔軟徽簿，赤紅發雷音，語美妙牙圓，鋒利白平齊， 

漸細鼻高修，清淨最第一，眼廣眼睫密，猶如蓮花葉， 

眉修長細軟，潤澤毛齊整，手長滿耳齊，耳輪無過失， 

額部善分展，開廣頂周圓，發紺青如蜂，稠密軟不亂， 

不澀出妙香，能奪眾生意，德紋相吉祥，是為佛隨好。 

 

〔略釋〕： 

八十隨好性-- 

佛受用身有八十隨好： 

由於一切諸行離貪愛究竟故，感得能仁爪如赤銅色，鮮紅光明。 

由於一切有情增上利益意樂到究竟故，爪色潤澤。 

由於上等族姓生故，爪甲高起。 

由行境無罪故，諸指圓形。 

由集善根究竟故，諸指豐滿。 

由漸次修三種智德故，指漸細長。 

由昔善護十不善業道及邪命故，筋脈不現。 

由已解煩惱結故，筋脈無結。 

由能了知甚深密義，踝骨不現。 

由從生死等難可行處度諸眾生故，足無不平。 

由善巧映覆人故，行步如獅子。 

由善巧映覆龍故，行步如象王。 

由善巧騰空故，行步如鵝王。 

由善引有情至安樂處故，行步如牛王。 

由順繞路而行故，回身右旋。 

由行步善巧端莊故，行步善妙。 

由心常無曲屈故，行步直進。 

由稱讚他功德故，身盤緊密。 

由不染著諸惡法故，其身光潔。 

由說稱機法故，身次第相稱。 

由行清淨故，身最潔淨。 

由心具大悲故，身柔妙。 

由意垢清淨故，身善清淨。 

由法毗奈耶圓滿故，眾相圓滿。 

為他說廣妙功德圓滿故，身廣大微妙。 

於一切有情心平等故，行步安庠平等。 

由說清淨法故，雙目清淨無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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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說易解法故，身極細嫩。 

由於難行處心不退故，身容無怯弱。 

由修善根勝出一切世間故，身最充實。 

由盡後有故，身善策勵。 

由善分別緣起順逆故，支節善開展。 

由說清淨法義故，顧視清淨無翳。 

由弟子戒圓滿故，其身圓滿。 

由未染著生死過故，身部相稱。 

由摧伏我慢故，身無歪倒。 

由說無盡法故，身相平整無諸高下。 

由通達甚深法故，臍底深妙。 

由弟子受持順自之教授故，臍紋右旋。 

由諸徒眾行端嚴故，威儀端莊眾所樂見。 

由意淨故，三業行淨。 

由於非時不說法毗奈耶故，身無疣贅及諸黶點。 

由說身等安樂法故，雙手柔軟如睹羅棉。 

由得光明大沙門故，手文光明。 

由住甚深法故，手文甚深。 

由數數說真淨法故，手文長直。 

由為眾生宣說眾多學處故，面門不太長。 

由通達一切世間猶如影像故，唇紅如頻婆果。 

由柔和語調伏眾生故，舌極柔軟。 

由說眾多功德正理故，舌極微薄。 

由所說法毗奈耶，諸著我我所之凡夫難測度故，舌赤紅色。 

由無一切怖畏故，語具雷聲。 

由說和愛語故，音韻美妙。 

防護三有結使故，四牙圓整。 

調伏難調故，四牙鋒利。 

降伏煩惱，法毗奈耶最潔白故，四牙潔白。 

安住通達生死湼槃平等地故，四牙相齊。 

漸說三乘現觀故，四牙漸細。 

安住方便所持勝慧故，鼻相高修。 

具足眾生信仰淨行故，鼻清淨。 

由說廣大法故，眼目寬廣。 

由度眾生出生死故，眼睫厚密。 

能令眾生歡喜稱讚故，眼目青白分明圓滿，如蓮花葉。 

由常時回顧諸有情故，雙眉修長。 

由善巧和緩調伏非以五火炙身等故，眉毛細軟。 

意為善故，雙眉潤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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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見貪等過患故，眉毛齊整。 

由遮遣有情損害故，手長圓滿。 

由戰勝貪等故，兩耳相齊。 

令諸有情相續不壞故，耳根不壞。 

不由邊執見等擾動心故，額部與發際極善分展。 

由摧壞一切邪說故，額部開展寬大。 

由圓滿勝願故，頂圓如蓋。 

由於色等斷除貪愛故，發紺青色如蜂。 

遍盡見修所斷隨眠故，頭髮稠密。 

由說聖教妙慧遍知故，頭髮柔軟。 

由意不為貪等亂故，頭髮不亂。 

常時不說粗惡語故，發不粗澀。 

由於三寶前散佈妙花故，發出妙香奪眾生意。 

手足拇指有德紋相猶如金剛，手足掌中有四方吉祥紋，其外無名指等有七紋

右旋而善莊嚴。 

──此八十種名佛隨好者，由身外現功德相表內心功德故。 

                                               

〔編者釋〕： 

瑜伽師地論卷第四十九: 

「又即如是三十二種大丈夫相，由所依性能任持故，由極殊妙令端嚴故，說

名隨好。又於此中以要言之，一切有情福聚量等爾所福聚，能感如來一毛孔

處。乃至一切所有毛孔隨入福聚爾所福聚，能感如來一種隨好。乃至一切所

有隨好隨入福聚，增至百倍爾所福聚，能感如來相中一相。」 

                                                                     

F4 勝應身 

【第 70 義】：化身 

〔略釋〕：不具足五種決定所顯之究竟色身，是化身相。界唯在佛地。 

〔論頌〕： 

若乃至三有，於眾生平等，作種種利益，佛化身無斷。 

 

〔編者釋〕： 

如來、應、正等覺成就如是諸相好故，身光任運能照三千大千世界無不遍滿，

若作意時即能普照無量無邊無數世界，然為憐愍諸有情故，攝光常照面各一

尋，若縱身光，即日月等所有光明皆常不現，諸有情類便不能知晝夜、半月、

月時、歲數，所作事業有不得成。佛聲任運能遍三千大千世界，若作意時即

能遍滿無量無邊無數世界，然為利樂諸有情故，聲隨眾量不減不增。如是功

德勝利，佛先菩薩位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已能成辦，故今相好圓滿莊嚴，一

切有情見者歡喜皆獲殊勝利益安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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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2 事業 

〔論頌〕： 

如是盡生死，此事業無斷，諸趣寂滅業，安立四攝事，令知諸雜染， 

及知諸清淨，有情如證義，六波羅蜜多，佛道自性空，盡滅二戲論， 

假名無所得，成熟諸有情，及立菩薩道，遣除諸執著，得菩提嚴淨， 

佛土及決定，無量有情利，親近佛等德，菩提分諸業，不失壞見諦， 

遠離諸顛倒，無彼根本理，清淨及資糧，有為與無為，悉不知有異， 

安立大湼槃，許法身事業，有二十七種。 

 

〔編者釋〕： 

1如是盡生死，此事業無斷，諸趣寂滅業，安立四攝事—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

波羅蜜多時，能以財、法二種布施攝諸有情，是為甚奇希有之法。諸菩薩摩

訶薩以愛語事攝諸有情，謂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以柔軟音為有

情類，先說布施波羅蜜多，次說淨戒波羅蜜多，如是乃至後說般若波羅蜜多

方便攝受。諸菩薩摩訶薩以柔軟音多說六種波羅蜜多攝有情類。以由此六種

波羅蜜多普能攝受一切善法。諸菩薩摩訶薩以利行事攝諸有情，謂菩薩摩訶

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於長夜中種種方便，勸諸有情勤修布施，乃至般若

波羅蜜多，及餘種種微妙善法常無厭倦。諸菩薩摩訶薩以同事攝諸有情，謂

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以勝神通及大願力，現處地獄、傍生、鬼

界、人、天等中，同彼事業，方便攝受，令獲殊勝利益安樂。菩薩摩訶薩能

以如是布施、愛語、利行、同事攝諸有情，是為甚奇希有之法。 

                                                                 

〔編者釋〕： 

2令知諸雜染--一切有情皆不可得，有情施設亦不可得。一切有情不可得故、

十二處、十八界、六界、十二因緣、六波羅蜜多、內空、外空乃至無性自性

空、真如乃至不思議界、四聖諦、四靜慮、四無量、四無色定、八解脫、八

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三十七菩提分法、三解脫門、菩薩十地、佛十力、

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一切菩薩摩訶薩行、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三十

二大士相、八十隨好等亦不可得。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見一切

法皆悉空已，為諸有情宣說諸法令離顛倒。(令知諸雜染)雖為有情宣說諸法，

而於有情都無所得，於一切法亦無所得，於諸空相不增不減、無取無捨，由

是因緣雖說諸法而無所說。是菩薩摩訶薩於一切法如是觀時，於一切法得無

障智，由此智故不壞諸法無二分別，為諸有情如實宣說，令離妄想顛倒執著，

隨其所應趣三乘果。 

                                                   

〔編者釋〕： 

3及知諸清淨--如來、應、正等覺化作一佛，是佛復能化作無量百千俱胝那庾

多眾時，彼化佛教所化眾，或令修行六波羅蜜多、內空、外空乃至無性自性

空、真如乃至不思議界、四聖諦、四靜慮、四無量、四無色定、八解脫、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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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三十七菩提分法、三解脫門、五眼、六神通、菩

薩十地、佛十力、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四果、獨覺菩提、一切智、

道相智、一切相智、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隨好、諸佛無上正等菩提。由此因

緣，當知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為諸有情如應說法，雖

不分別破壞法相，而能如實安立有情，令其安住所應住地。雖於有情及一切

法都無所得，而令有情解脫妄想顛倒執著，無縛無脫為方便故。以五蘊乃至

一切佛法本性無縛無脫，五蘊乃至一切佛法本性無縛無脫則非五蘊乃至一切

佛法，以五蘊乃至一切佛法畢竟淨故。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雖

為有情宣說諸法，而於有情及諸法性都無所得。以諸有情及一切法不可得故。

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以無所住為方便故，住一切法無所得中，

謂以無所住為方便故，住五蘊乃至一切佛法空。五蘊乃至一切佛法無所住；

五蘊乃至一切佛法等空無所住。以五蘊乃至一切佛法無自性不可得，五蘊乃

至一切佛法等空無自性不可得，非無自性不可得法有所住故。非無性法住無

性法，非有性法住有性法，非無性法住有性法，非有性法住無性法；非自性

法住自性法，非他性法住他性法，非自性法住他性法，非他性法住自性法。

以是一切法皆不可得，不可得法當何所住？如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

蜜多時，以是諸空修遣諸法，亦能如實說示有情。(令知諸清淨) 

                                          

〔編者釋〕： 

4有情如證義--五蘊乃至一切佛法不異法界、真如、實際，依世俗諦，安立如

是因果差別，不依勝義，勝義諦中不可說有因果差別。以勝義諦中一切法性

不可分別、無說無示。勝義諦中五蘊乃至一切佛法無生無滅、無染無淨，以

畢竟空、無際空故。然諸愚夫異生不如實知世俗諦及勝義諦，無聖道、無修

聖道，彼非有聖果差別，唯諸聖者能如實知世俗諦及勝義諦，有聖道、有修

聖道，是故得有聖果差別。非修聖道能得聖果，亦非不修聖道能得聖果，非

離聖道能得聖果，亦非住聖道中能得聖果。以勝義諦中道及道果不可得故。

如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雖為有情安立聖果種種差別，而不

分別如是聖果在有為界或無為界安立差別。如是聖果皆是無為，非是有為。

無為法中無有分別。若善男子、善女人等，通達一切有為、無為皆同一相，

所謂無相，是善男子、善女人等當於爾時，不於諸法有所分別此是有為或無

為。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雖為有情宣說諸法，而不

分別所說法相。是菩薩摩訶薩自於諸法無所執著，亦能教他於諸法中無所執

著，無執著故於一切處皆得無礙。如諸如來、應、正等覺所變化者，雖行六

波羅蜜多乃至一切佛法，而於彼果不受不著，唯為有情般涅槃故；菩薩摩訶

薩亦復如是，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於一切法若世間若出世間、若有漏若無

漏、若有為若無為，皆無所住亦無所礙。以善達諸法如實相故。菩薩摩訶薩

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於一切法都無所行，是為善達諸法實相，謂於法性無

所分別，於一切法善達實相，通達諸法都無實事，一切法皆如化。 

以諸有情於一切法自不能知皆如幻化、都非實有，是故菩薩摩訶薩於無數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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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諸有情行菩薩道。以菩薩摩訶薩於一切法如實了知皆如幻化、都非實有故，

無數劫為諸有情修菩薩行，嚴淨佛土、成熟有情。 

所化有情住在名、相虛妄分別，諸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從彼名、

相虛妄分別拔濟令出。名皆是客，皆是假立，皆屬施設，謂此名色，乃至此

名一切菩薩摩訶薩行，此名諸佛無上正等菩提；此名異生，此名聲聞，此名

獨覺，此名菩薩，此名如來。如是等一切名皆是假立，為表諸義施設諸名故，

一切名皆非實有。諸有為法亦但有名，由此無為亦非實有，愚夫異生於中妄

執，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方便善巧教令遠離，了知名是分別妄

想所起，亦是眾緣和合假立，故不應於中執著，名無實事自性皆空，非有智

者執著空法。如是，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方便善巧為諸有情說

離名法。以諸法中無少實事，但有假立諸名及相，是故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

波羅蜜多時，以無相為方便，能圓滿般若波羅蜜多；以無相為方便，能圓滿

六波羅蜜多；乃至以無相為方便，能圓滿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以無

相為方便，於諸善法自圓滿已，亦能令他圓滿善法。以一切法無少實事，但

有假立諸名及相，諸菩薩摩訶薩於中不起顛倒執著，於諸善法能自增進，亦

能令他增進善法。 

如來出世、若不出世，諸法法爾皆入法界無差別相，不由佛說。以一切善法

若非善法、若有記法若無記法、若有漏法若無漏法、若世間法若出世間法、

若有為法若無為法，無不皆入無相、無為、性空法界。(有情如其所如實證實

義) 一切法非法界，亦不離一切法別有法界；一切法即法界，法界即一切法。 

是故，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欲學法界當學一切法，若學一切法

即學法界。菩薩摩訶薩當學六波羅蜜多，乃至亦學菩薩摩訶薩道諸佛無上正

等菩提，如是學已得一切智智，知一切法一切種相。非法界中有如是等種種

分別。菩薩由此分別行於顛倒，無戲論中起諸戲論。以真法界中無一切種分

別戲論。 

                                                         

〔編者釋〕： 

5六波羅蜜多--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雖不見有法離真

法界，亦不見法界離諸法，亦不見有情及彼施設實事可得，而能種種善巧方

便，自行六波羅蜜多，亦勸他行六波羅蜜多，無倒稱揚行六波羅蜜多法，歡

喜讚歎行六波羅蜜多者(六波羅蜜多)；乃至自修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

亦勸他修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無倒稱揚修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

智法，歡喜讚歎修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者。若真法界初、中、後位有

差別者，則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不能方便善巧說真法界，成

熟有情、嚴淨佛土，修諸菩薩摩訶薩行，證得無上正等菩提。以真法界初、

中、後位常無差別，是故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能方便善巧說真

法界，成熟有情、嚴淨佛土，修諸菩薩摩訶薩行，證得無上正等菩提。 

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成就如是方便善巧，能善成熟諸有情類， 

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從初發心成就如是方便善巧，由此方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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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巧力故： 

1.安立有情於布施中。既安立已，為說布施前、後、中際無差別相，謂如是

布施前、後、中際一切皆空，施者、受者、施所得果亦復皆空，如是一切於

實際中都無所有、皆不可得。汝等勿執布施有異，施者、受者、施果、實際

亦各有異，汝等若能不執布施、施者、受者、施果、實際各有異者，所修施

福則趣甘露得甘露果，必以甘露而作後邊。 

2.安立有情於淨戒中，既安立已，教彼等於諸有情應深慈愍，離斷生命，離

不與取，離欲邪行，離虛誑語，離離間語，離粗惡語，離雜穢語，離貪欲，

離瞋恚，離邪見。以如是諸法都無自性，彼等不應分別執著，以如是一切自

性皆空。 

3.見諸有情心多瞋忿，深生慈愍方便教誡，教諸善男子等，應修安忍樂安忍

法，調伏其心受安忍行。汝所瞋法自性皆空，不應於中而起瞋忿，應審諦觀

察，彼由何法而起瞋忿？誰能瞋忿？瞋忿於誰？如是諸法本性皆空，本性空

法未嘗不空。如是空性非如來作，非獨覺作，非聲聞作，非菩薩作，亦非諸

天所作。應如實觀察，如是瞋忿由何而生？為屬於誰？復於誰起？當獲何果？

現得何利？是一切法本性皆空，非空性中可有瞋忿，故應安忍以自饒益。 

4.見諸有情身心懈怠退失精進，方便勸導令其發起身心精進修諸善法，以本

性空中無懈怠法、無懈怠者、無懈怠處、無懈怠時、無由此事發生懈怠，是

一切法皆本性空不越空理。汝等應發身心精進，捨諸懈怠勤修善法。 

5.見諸有情心多散動，於諸欲境不能寂靜，方便令入勝三摩地，謂應修習勝

三摩地，勿起散亂及等持想。是一切法皆本性空，本性空中無法可得、可名

散亂或名一心。汝等若能住此勝定，所作善事皆速成滿，亦隨所欲住本性空。 

6.住本性空，見有情類智慧薄少，愚癡顛倒造諸惡業，方便引入勝智慧門，

教諸善男子等，應修般若波羅蜜多觀一切法本性空寂，若能修此般若觀一切

法本性皆空，諸所修行身、語、意業，皆趣甘露得甘露果，必以甘露而作後

邊。是一切法皆本性空，本性空中有情及法雖不可得，而所修行亦無退失。

以本性空中無增減法、無增減者。以本性空理非有自性、非無自性，離諸分

別，絕諸戲論，故於此中無增無減，由斯所作終無退失。是故應修般若波羅

蜜多，觀本性空作所應作。如是方便善巧教授教誡諸有情類，令修般若波羅

蜜多觀本性空修諸善業。 

                                                   

〔編者釋〕： 

6佛道--菩薩摩訶薩如是教授教誡有情修諸善業常無懈廢，所謂自常行十善業

道，亦勸他常行十善業道；自常受持五戒、八戒、出家戒，亦勸他常受持戒、

八戒、出家戒；自常修四靜慮、四無量、四無色定、十波羅蜜多、三解脫門、

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一切陀羅尼門、三摩地門、一切陀羅

尼門、三摩地門、諸菩薩地，亦勸他常修四靜慮、四無量、四無色定、十波

羅蜜多、三解脫門、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一切陀羅尼門、

三摩地門、一切陀羅尼門、三摩地門、諸菩薩地；自常學五眼、六神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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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佛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十八佛不共法、

大慈、大悲、大喜、大捨、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隨好，亦勸他常學五眼、六

神通、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佛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十八佛

不共法、大慈、大悲、大喜、大捨、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隨好；自常住內空、

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真如乃至不思議界、四聖諦，亦勸他常住內空、外空

乃至無性自性空、真如乃至不思議界、四聖諦；自常起四果智、獨覺菩提智

而不住其中，亦常勸他起四果智、獨覺菩提智或令安住；自常起無上正等菩

提行道，亦勸他常起無上正等菩提行道。 

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方便善巧自修善業常無懈廢，教授教誡

諸有情類令修善業常無懈廢。是名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方便善

巧。諸菩薩摩訶薩由此方便善巧力故，安立有情於實際中，而能不壞實際之

相。 

                                                     

〔編者釋〕： 

7自性空--諸所有法皆本性空，本性空中有情及法俱不可得，由此於中亦無非

法。以一切法皆本性空，是故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住一切法本

性空理，修證無上正等菩提，為饒益有情說本性空法。五蘊本性空，乃至一

切菩薩摩訶薩行本性空，諸佛無上正等菩提本性空，永斷一切煩惱習氣相續

本性空。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如實了知諸菩薩行、菩提、涅槃

本性空已，住本性空為諸有情宣說如是本性空法。然本性空理不可壞，非常

非斷。以本性空理無方無處，無所從來亦無所去。如是空理亦名法住，是中

無法、無聚無散、無減無增、無生無滅、無染無淨，是一切法本所住性，諸

菩薩摩訶薩安住其中，求趣無上正等菩提，不見諸法有所發趣、無所發趣，

以一切法都無所住故名法住。諸菩薩摩訶薩安住此中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見

一切法本性空已，定於無上正等菩提得不退轉。以是菩薩摩訶薩不見有法能

為障礙，見一切法無障礙故，便於無上正等菩提不生疑惑，是故不退。本性

空中我、有情、命者乃至見者不可得，五蘊不可得，乃至三十二大士相不可

得，八十隨好亦不可得。諸菩薩摩訶薩雖為有情宣說種種本性空法，而諸有

情實不可得，哀愍彼墮顛倒法故，拔濟令住無顛倒法。無顛倒者謂無分別，

無分別者無顛倒故，若有分別則有顛倒，彼等流故。諸無分別無顛倒中，無

一切法。此無所有即本性空，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安住此中

見諸有情墮顛倒想，方便善巧令得解脫，此本性空即是諸佛所證無上正等菩

提。諸菩薩摩訶薩不為無上正等菩提道故求趣無上正等菩提，唯為諸法本性

空故求趣無上正等菩提。菩薩摩訶薩於一切道得圓滿已，便能成熟所化有情，

亦能嚴淨所求佛土，留諸壽行趣證無上正等菩提。既證無上正等菩提，能令

佛眼常無斷壞。佛眼者，即本性空名為佛眼。過去、未來、現在十方無邊世

界所有如來、應、正等覺，一切皆以本性空為佛眼。定無如來、應、正等覺

離本性空而出世者，諸佛出世無不皆說本性空義，所化有情要聞佛說本性空

理，乃入聖道證聖道果，離本性空無別方便。是故，諸菩薩摩訶薩欲證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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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等菩提，應正安住本性空理，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及餘菩薩摩訶薩行。若正

安住本性空理，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及餘菩薩摩訶薩行，終不退失一切智智。

諸菩薩摩訶薩甚為希有，雖行一切法皆本性空，而於本性空曾無失壞。五蘊

不異本性空，本性空不異五蘊，五蘊即是本性空，本性空即是五蘊；乃至諸

佛無上正等菩提不異本性空，本性空不異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諸佛無上正等

菩提即是本性空，本性空即是諸佛無上正等菩提。是諸愚夫執諸法異本性空

已，不如實知五蘊。由不知故便執著五蘊。由執著故便於五蘊計我、我所。

由妄計故著內外物，受後身五蘊，由此不能解脫諸趣生老病死愁憂苦惱，往

來三有輪轉無窮。 

                                                          

〔編者釋〕： 

8盡滅二戲論--諸佛無上正等菩提無二行相，非二行相能證無上正等菩提。以

菩提無二亦無分別，若於菩提行於二相有分別者必不能證。諸菩薩摩訶薩不

於菩提行於二相，亦不分別，都無所住，發起無上正等覺心。諸菩薩摩訶薩

於一切法不行二相，亦不分別，都無所行，則能趣證廣大無上正等菩提。(盡

滅二戲論)諸菩薩摩訶薩所求無上正等菩提，非行二相而能證得。諸菩薩摩訶

薩所有菩提都無所行，謂不於五蘊行，乃至不於一切菩薩摩訶薩行行，亦不

於諸佛無上正等菩提行。諸菩薩摩訶薩所有菩提，非取故行，非捨故行。諸

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所有菩提亦復如是，非取故行，非捨故行，

都無行處，本性空故。 

諸菩薩摩訶薩所有菩提雖無行處，而諸菩薩摩訶薩要住六波羅蜜多，要住內

空、乃至無性自性空，要住三十菩提分法，要住四聖諦，要住四靜慮、四無

量、四無色定，要住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要住一切陀羅尼

門、一切三摩地門，要住空解脫門、無相、無願解脫門，要入菩薩正性離生，

要住十地，要住五眼、六神通，要住佛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慈、

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要住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隨好，要住無

忘失法、恆住捨性，要住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要住菩薩殊勝神通成

熟有情、嚴淨佛土久修令滿，乃得無上正等菩提。若菩薩摩訶薩修諸善根未

極圓滿，終不能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菩薩摩訶薩欲得無上正等菩提，應住

五蘊本性空，乃至應住一切菩薩摩訶薩行本性空，應住諸佛無上正等菩提本

性空；應住一切法本性空，應住一切有情本性空，修諸功德令圓滿已，便證

無上正等菩提。諸法本性空及有情本性空，最極寂靜，無有少法能增能減、

能生能滅、能斷能常、能染能淨、能得果能現觀。菩薩摩訶薩依世俗言說施

設法故，說修般若波羅蜜多，如實了知本性空已，證得無上正等菩提，非真

勝義。以真勝義中無一切法可得。 

                                                

〔編者釋〕： 

9假名--如是諸法皆依世俗言說施設(假名)，不依勝義。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

若波羅蜜多，從初發心雖極猛利為諸有情行菩提行，而於此心都無所得，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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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有情亦無所得，於大菩提亦無所得，於佛、菩薩亦無所得。諸菩薩摩訶薩

依世俗說行菩提行及得無上正等菩提，不依勝義。依世俗故，施設有五蘊；

乃至施設有一切智，施設有道相智、一切相智；依世俗故，施設有預流果，

施設有一來、不還、阿羅漢果、獨覺菩提；依世俗故，施設有一切菩薩摩訶

薩行，施設有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依世俗故，施設有有情，施設有菩薩、諸

佛世尊，不依勝義。諸菩薩摩訶薩不見有法能於無上正等菩提有增有減、有

益有損，以一切法本性空故。諸菩薩摩訶薩於一切法，觀本性空尚不可得，

況初發心而有可得！況修一切佛法多而有可得！諸菩薩摩訶薩於所修住一切

佛法若有所得，無有是處。如是，諸菩薩摩訶薩修行無上正等菩提，證得無

上正等菩提，饒益有情常無間斷。 

                                                

〔編者釋〕： 

10無所得--若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方便善巧修行布施波羅蜜多

時，不得布施，不得能施，不得所施，不得所為，亦不遠離如是諸法而行布

施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訶薩則能圓滿修菩薩道。若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

蜜多，方便善巧修行六波羅蜜多時，不得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

不得能修，不得所修，不得所為，亦不遠離如是諸法而行淨戒、安忍、精進、

靜慮、般若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訶薩則能圓滿修菩薩道。如是，諸菩薩摩訶

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方便善巧安住內空時，不得內空，不得能住，不得所

住，不得所為，亦不遠離如是諸法而住內空，是菩薩摩訶薩則能圓滿修菩薩

道。如是，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方便善巧修菩薩道不得能修，

不得所修，不得所為，亦不遠離如是諸法而修菩薩道，是菩薩摩訶薩則能圓

滿修菩薩道，令得圓滿，能證無上正等菩提。乃至方便善巧修行諸佛無上正

等菩提時，不得無上正等菩提，不得能修，不得所修，不得所為，亦不遠離

如是諸法而修諸佛無上正等菩提，是菩薩摩訶薩則能圓滿修菩薩道。如是，

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方便善巧修菩薩道令得圓滿，能證無上正

等菩提。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如實了知一切法性皆不可取，所謂

六波羅蜜多不可取，乃至一切菩薩摩訶薩行不可取，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不可

取；一切異生不可取，一切聲聞不可取，一切獨覺不可取，一切菩薩摩訶薩

不可取，一切如來不可取。 

是不可取波羅蜜多即是無障波羅蜜多，如是無障波羅蜜多即是般若波羅蜜

多，諸菩薩摩訶薩應於中學。諸菩薩摩訶薩於中學時尚不得學，況得無上正

等菩提！況得般若波羅蜜多！況得菩薩法！況得諸佛法！況得獨覺法！況得

聲聞法！況得異生法！(無所得)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方便善巧，

雖觀諸法皆無自性、都非實有，而依世俗發趣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種種

宣說，令得正解遠離顛倒。 

                                                

〔編者釋〕： 

11成熟諸有情--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方便善巧者，謂都不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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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實法可於中住，由於中住而有罣礙，由罣礙故而有退沒，由退沒故心便劣

弱，心劣弱故便生懈怠。以一切法都無實事，無我、我所，皆以無性而為自

性，本性空寂、自相空寂，唯有一切愚夫異生迷謬顛倒，執著五蘊，乃至執

著一切菩薩摩訶薩行，執著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執著異生，執著預流、一來、

不還、阿羅漢、獨覺、菩薩摩訶薩、如來應正等覺。由是因緣，諸菩薩摩訶

薩觀一切法都無實事，無我、我所，皆以無性而為自性，本性空寂、自相空

寂，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自性如幻師為有情說法，謂慳貪者為說布施，令修

布施波羅蜜多；若破戒者為說淨戒，令修淨戒波羅蜜多；若瞋忿者為說安忍，

令修安忍波羅蜜多；若懈怠者為說精進，令修精進波羅蜜多；若散亂者為說

靜慮，令修靜慮波羅蜜多；若愚癡者為說般若，令修般若波羅蜜多。是菩薩

摩訶薩安立有情，令住六波羅蜜多已，復為宣說能出生死殊勝聖法。諸有情

類依之修學，或得預流果，或得一來果，或得不還果，或得阿羅漢果，或得

獨覺菩提，或入菩薩摩訶薩位，或得無上正等菩提。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

波羅蜜多時，於諸有情非有所得。以是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不

見有情少實可得，唯有世俗假說有情。是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

安住二諦為諸有情宣說正法。謂世俗諦及勝義諦。雖二諦中有情不可得，有

情施設亦不可得，而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方便善巧為諸有情宣

說法要，諸有情類聞是法已，於現法中尚不得我，何況當得所求果證！如是，

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方便善巧雖為有情宣說正法，令修正行得所

證果，而心於彼都無所得。如來出世、若不出世，法相常住終無改轉，以一

切法法性、法界、法住、法定、真如、實際、不虛妄性、不變異性猶如虛空，

以如是法自性皆空，諸菩薩摩訶薩從過去佛如實聞已，為脫有情顛倒執著，

發趣無上正等菩提，於發趣時不謂我於此法已得當得，令彼有情已度當度所

執著處生死眾苦。是菩薩摩訶薩為脫有情顛倒執著，擐功德鎧大誓莊嚴，勇

猛正勤無所顧吝，不退無上正等菩提，常於菩提不起猶豫，是菩薩摩訶薩雖

脫有情迷謬顛倒諸趣生死而無所得，但依世俗說有是事。諸菩薩摩訶薩從初

發心，所行六波羅蜜多，乃至所行一切智，所行道相智、一切相智，及餘無

量無邊佛法，皆是菩薩摩訶薩大菩提道。諸菩薩摩訶薩修行此道，方便善巧

成熟有情、嚴淨佛土，而無有情、佛土等想。是菩薩摩訶薩安住、自修六波

羅蜜多，亦勸他安住、修六波羅蜜多，無倒稱揚修六波羅蜜多法、歡喜讚歎

修六波羅蜜多者。如是，諸菩薩摩訶薩安住六波羅蜜多，勸諸有情遠離煩惱，

修六波羅蜜多作大饒益。菩薩摩訶薩修行餘四波羅蜜多，及餘菩薩摩訶薩大

菩提道，一切皆能方便善巧，以一切善成熟有情，(成熟諸有情)令其解脫惡

趣生死，或令證得聲聞菩提寂滅安樂，或令證得獨覺菩提寂滅安樂，或令證

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能盡未來利益安樂諸有情類常無間斷。 

                                           

〔編者釋〕： 

12及立菩薩道--六波羅蜜多是諸菩薩摩訶薩道；三十七菩提分法是諸菩薩摩

訶薩道；內空乃至無性自性空；四聖諦；四靜慮，四無量、四無色定；八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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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一切陀羅尼門，一切三摩地門；空、無相、

無願解脫門；十地；五眼，六神通；佛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慈、

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無忘失法，恆住捨性；一切智、道相智、

一切相智是諸菩薩摩訶薩道。總一切法皆是菩薩摩訶薩道。(立菩薩道)定無

有法諸菩薩摩訶薩所不應學，諸菩薩摩訶薩不學此法，必不能得所求無上正

等菩提。以若菩薩摩訶薩不學一切法，終不能得一切智智。諸所有法皆自性

空。若一切法自性不空，則應諸菩薩摩訶薩不得無上正等菩提。以一切法自

性皆空，是故諸菩薩摩訶薩能得無上正等菩提。若諸有情知一切法皆自性空，

則諸菩薩摩訶薩不應學一切法，證得無上正等菩提，為諸有情安立宣說。以

諸有情不知諸法皆自性空故，諸菩薩摩訶薩學一切法，證得無上正等菩提，

為諸有情安立宣說。 

                                                    

〔編者釋〕： 

13遣除諸執著—諸菩薩摩訶薩於菩薩道初修學時，應審觀察而正了知諸法自

性都不可得，唯有執著和合所作，當審察諸法自性皆畢竟空，不應於中有所

執著，謂不應執著五蘊、十二處、十八界、六界、十二因緣、六波羅蜜多、

內空、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真如乃至不思議界、四聖諦、四靜慮、四無量、

四無色定、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三十七菩提分法、三解脫

門、菩薩十地、佛十力、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一切菩薩摩訶薩行、

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以一切法自性皆空，空性不應執著空性，空中空性尚不

可得，況有空性能執著空！諸菩薩摩訶薩如是觀察一切法時，於諸法性雖無

執著，而於諸法常學無倦。是菩薩摩訶薩安住般若波羅蜜多，方便善巧教授

教誡諸有情，謂彼等皆應遠離虛妄所執，趣入正法修諸善行。(遣除諸執著)

彼等應行六波羅蜜多乃至一切佛法，然勿恃此而生憍逸。以此中都無堅實事

故。是菩薩摩訶薩安住般若波羅蜜多，方便善巧教授教誡諸有情時，行菩提

道無所執著。以一切法性不應執著，若能執著、若所執著俱無自性，以一切

法自性空故。是菩薩摩訶薩如是修行菩提道時，於一切法都無所住，以無所

住而為方便，雖行六波羅蜜多乃至一切佛法，而於其中都無所住。以如是自

性、行者、行相一切空故。是菩薩摩訶薩雖能得果而於中不住。有二因緣，

一者、彼果都無自性，能住、所住俱不可得。二者、於彼不生喜足，是故不

住。是菩薩摩訶薩從初發心乃至趣入菩薩正性離生，曾無異想，但求無上正

等菩提。是菩薩摩訶薩從得初地乃至得第十地，曾無異想，但求無上正等菩

提。是菩薩摩訶薩專求無上正等菩提，於一切時心無散亂，諸有所起身、語、

意業，無不皆與菩提心俱。是菩薩摩訶薩住菩提心起菩提道，不為餘境擾亂

其心。如來出世、若不出世，諸法法界法爾常住，然諸有情不能解了諸法法

界法爾常住，諸菩薩摩訶薩為饒益故起菩提道，由菩提道拔濟有情，令永解

脫生死眾苦。 

                                              

〔編者釋〕： 



292 

 

14得菩提—諸菩薩摩訶薩不用生道得菩提，不用不生道得菩提，不用生、不

生道得菩提，不用非生、非不生道得菩提。不用道得菩提，亦不用非道得菩

提。以菩提即是道，道即是菩提故。不謂佛得菩提，以佛即是菩提，菩提即

是佛故，不應謂佛得菩提。諸菩薩摩訶薩修菩提道未得圓滿，不可說已得菩

提。諸菩薩摩訶薩若已圓滿六波羅蜜多，若已圓滿內空乃至無性自性空，若

已圓滿三十七菩提分法，若已圓滿四聖諦，若已圓滿四靜慮、四無量、四無

色定，若已圓滿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若已圓滿陀羅尼門、

三摩地門，若已圓滿空解脫門、無相、無願解脫門，若已圓滿十地，若已圓

滿五眼、六神通，若已圓滿佛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

喜、大捨、十八佛不共法，若已圓滿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隨好，若已圓滿無

忘失法、恆住捨性，若已圓滿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若已圓滿一切菩

薩摩訶薩行，若已圓滿順逆觀察十二緣起，若已圓滿一切菩薩自在神通，若

已圓滿勝奢摩他、毘缽舍那，若已圓滿一切福德智慧資糧，若已圓滿成熟有

情、嚴淨佛土，若已圓滿無量無邊不可思議諸佛妙法，從此無間以一剎那金

剛喻定相應妙慧，永斷一切煩惱所知二障粗重習氣相續，證得無上正等菩提，

乃名如來、應、正等覺，於一切法得大自在，盡未來際利益安樂一切有情。(得

菩提) 

                                                    

〔編者釋〕： 

15嚴淨佛土—菩薩摩訶薩嚴淨佛土者，若菩薩摩訶薩從初發心乃至究竟，常

自清淨身粗重、語粗重、意粗重，亦清淨他身粗重、語粗重、意粗重，是菩

薩摩訶薩清淨自他身、語、意三粗重故，則能嚴淨所求佛土。是菩薩摩訶薩

遠離如是所說粗重，自行六波羅蜜多，亦教他行六波羅蜜多。是菩薩摩訶薩

作此事已，持此善根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所求嚴淨佛土，令速圓滿利樂

有情。有菩薩摩訶薩以通願力： 

1.盛滿三千大千世界上妙七寶施佛、法、僧。持如是所種善根，與諸有情平

等共有，迴向所求嚴淨佛土，當令我土七寶莊嚴，一切有情隨意受用種種珍

寶而無染著。2.盛滿三千大千世界人中、天上諸妙香花，供養三寶及佛制多。

持如是所種善根，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所求嚴淨佛土，當令我土常有如

是諸妙香花，有情受用身心悅豫而無染著。3.營辦百味上妙飲食，供養諸佛、

獨覺、聲聞及諸菩薩摩訶薩眾。持如是所種善根，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

所求嚴淨佛土，當得無上正等覺時，令我土中諸有情類，皆食如是百味飲食，

資悅身心而無染著。4.營辦種種天上、人中上妙塗香、細軟衣服，奉施諸佛、

獨覺、聲聞及諸菩薩摩訶薩眾，或復施法並佛制多。持如是所種善根，與諸

有情平等共有，迴向所求嚴淨佛土，當得無上正等覺時，令我土中諸有情類，

常得如是衣服、塗香，隨意受用而無染著。5.嚴辦種種人中、天上隨意所生

上妙色、聲、香、味、觸境，供養諸佛及佛制多、獨覺、聲聞並諸菩薩，施

餘生類。持如是所種善根，與諸有情平等共有，迴向所求嚴淨佛土，當得無

上正等覺時，令我土中諸有情類，隨心所樂上妙色、聲、香、味、觸境應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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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至，歡喜受用而無染著。6.發弘誓願精勤勇猛，自住內空，亦勸他住內空；

自住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亦勸他住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發願當得無上正

等覺時，令我土中諸有情類，皆不遠離內空乃至無性自性空。7. 發弘誓願精

勤勇猛，自修三十七菩提分法、三解脫門、四聖諦、菩薩十地、五眼、六神

通、佛十力、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隨好、一切

菩薩摩訶薩行、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亦勸他修

三十七菩提分法、三解脫門、四聖諦、菩薩十地、五眼、六神通、佛十力、

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三十二大士相、八十隨好、一切菩薩摩訶薩行、

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諸佛無上正等菩提。發願當得無上正等覺時，

令我土中諸有情類，皆不遠離三十七菩提分法、三解脫門、四聖諦、菩薩十

地、五眼、六神通、佛十力、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三十二大士相、

八十隨好、一切菩薩摩訶薩行、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諸佛無上正等

菩提。是諸菩薩摩訶薩隨爾所時行菩提道，應得圓滿所起行願，即爾所時精

勤修學。由此因緣，自能成就一切善法，亦能令他漸次成就一切善法，自能

修得殊勝相好所莊嚴身，亦能令他漸次修得殊勝相好所莊嚴身，由廣大福所

攝受故。是諸菩薩摩訶薩各於所求嚴淨佛土證得無上正等覺時，所化有情亦

生彼土共受淨土大乘法樂。是諸菩薩摩訶薩應修如是嚴淨佛土，謂彼土中常

不聞有三種惡趣，亦不聞有諸惡見趣，亦不聞有貪、瞋、癡毒，亦不聞有男

女形相，亦不聞有聲聞、獨覺，亦不聞有苦、無常等，亦不聞有攝受資具，

亦不聞有我、我所執，亦不聞有隨眠、纏結，亦不聞有顛倒執著，亦不聞有

安立諸果分位差別，但聞說空、無相、無願、無生、無滅、無性等聲。彼佛

土中諸有情類，若晝、若夜、若行、若立、若坐、若臥，常聞說法之聲。是

諸菩薩摩訶薩皆能如是嚴淨佛土。由所居土極清淨故，生彼有情，於一切法

不起虛妄猶豫分別，謂此是世間法，此是出世間法；此是有漏法，此是無漏

法；此是有為法，此是無為法。如是種種猶豫分別畢竟不起，由此因緣彼有

情類定得無上正等菩提。 

                                                     

〔編者釋〕： 

16決定--諸菩薩摩訶薩皆住正性定聚，非不定聚。是諸菩薩摩訶薩皆住佛乘

正性定聚，(決定)非住二乘正性定聚。是菩薩摩訶薩若初發心、若不退位、

若最後身，皆住菩薩正性定聚。住正性定聚諸菩薩摩訶薩，決定不復墮諸惡

趣。以是諸菩薩摩訶薩從初發心，安住內空、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四聖諦，

修行六波羅蜜多、三十七菩提分法、三解脫門、五眼、六神通、菩薩十地、

佛十力、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四果、獨覺菩提、一切智、道相智、

一切相智、諸佛無上正等菩提，伏斷一切惡不善法。由此因緣，是諸菩薩摩

訶薩復墮惡趣，無有是處。是諸菩薩摩訶薩若生長壽天，亦無是處，謂於彼

處諸勝善法不得現行。是諸菩薩摩訶薩若生邊鄙，或生達絮、篾戾車中，無

有是處，謂於彼處不能修行殊勝善法，多起惡見不信因果，常樂習行諸穢惡

業，不聞佛名、法名、僧名，亦無四眾，謂苾芻眾、苾芻尼眾、近事男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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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事女眾。是諸菩薩摩訶薩若生邪見家，無有是處，謂生彼家執著種種諸惡

見趣，撥無妙行、惡行及果，不修諸善樂作諸惡。初發無上正等覺心，諸菩

薩摩訶薩求趣無上正等菩提，以勝意樂受行十種不善業道，無有是處。 

                                                     

〔編者釋〕： 

17無量有情利--菩薩摩訶薩從初發心成就如是善根功德，於諸惡處不復受

生，若生惡處者，非菩薩摩訶薩由不淨業受惡趣身，但為利樂諸有情類，由

故思願而受彼身。(無量有情利)諸阿羅漢、獨覺豈有方便善巧如菩薩摩訶薩，

成就如是方便善巧受傍生身，有獵者來欲為損害，便起無上安忍慈悲，欲令

彼人得利樂故，自捨身命而不害彼。由是因緣，當知菩薩摩訶薩為欲饒益諸

有情故，為大慈悲速圓滿故，雖現受種種傍生之身，而不為傍生過失所染。

諸菩薩摩訶薩為得無上正等菩提，一切善法皆應圓滿。諸菩薩摩訶薩從初發

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於其中間無有善法不應圓滿。要具圓滿一切善法，方

得無上正等菩提，若一善法未能圓滿，而得無上正等菩提，無有是處。是故，

諸菩薩摩訶薩從初發心乃至安坐妙菩提座，於其中間常學圓滿一切善法，學

已當得一切相智，永斷一切習氣相續，證得無上正等菩提。諸菩薩摩訶薩雖

成就一切白淨無漏法，而為利樂諸有情故，方便善巧受惡趣身，如應成熟諸

有情類，雖受彼身而不同彼受諸苦惱，亦復不為彼趣過失之所雜染。諸菩薩

摩訶薩雖成就一切白淨無漏法，而為饒益諸有情故，現受種種傍生等身，雖

受彼身而實非彼，亦不為彼過所染污。諸菩薩摩訶薩安住般若波羅蜜多，能

作如是方便善巧，雖往十方無量殑伽沙等世界現種種身，利益安樂彼有情類，

而於其中不生染著。以是菩薩摩訶薩於一切法都無所得，謂都不得能染、所

染及染因緣。以一切法自性空故。空不能染著空，空亦不能染著餘法，亦無

餘法能染著空。以空中空性尚不可得，況有餘法而可得者！如是名為不可得

空，諸菩薩摩訶薩安住此中，能證無上正等菩提。 

                                                   

〔編者釋〕： 

18親近佛等德—若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遍觀十方無量殑伽沙等

世界及諸佛眾若所說法自性皆空，唯有世俗假說名字，如是世俗假說名字亦

自性空。若十方界及諸佛眾並所說法假說名字自性不空，則所說空應不周遍，

以所說空非不周遍故，一切法自性皆空。是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

由遍觀空方便善巧，便能引發殊勝神通波羅蜜多，住此神通波羅蜜多，復能

引發天眼、天耳、神境、他心、宿住隨念，及知漏盡殊勝通慧。諸菩薩摩訶

薩非離神通波羅蜜多，有能自在成熟有情、嚴淨佛土，證得無上正等菩提。

是故神通波羅蜜多是菩提道，諸菩薩摩訶薩皆依此道求趣無上正等菩提，於

求趣時能自圓滿一切善法，亦能令他修諸善法，雖作是事而於善法不生執著。

(親近佛等德)以是菩薩摩訶薩知諸善法自性皆空，非自性空有所執著，若有

執著則有愛味，由無執著亦無愛味，自性空中無愛味故。 

是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住勝神通波羅蜜多，引發天眼清淨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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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是天眼觀一切法皆自性空。是菩薩摩訶薩以無所得而為方便，引發神通波

羅蜜多，用是神通波羅蜜多能作悲願神通作事。是菩薩摩訶薩用極清淨過人

天眼，能見十方無量殑伽沙等世界，見已引發神境智通，往彼饒益諸有情類，

或以六波羅蜜多而為饒益，乃至或以菩薩法而為饒益，或以諸佛法而為饒益。

是菩薩摩訶薩以最清淨過人天眼，遍觀十方無量殑伽沙等世界，及觀生彼諸

有情類，見已引發神境智通，經須臾頃往到彼界，以他心智如實了知彼諸有

情心、心所法，隨其所宜為說法要。是菩薩摩訶薩以最清淨過人天耳，能聞

一切人非人聲。由此天耳能聞十方無量殑伽沙等世界諸佛說法，聞已無倒皆

能受持，為諸有情如實宣說，令彼有情聞是法已，皆得殊勝利益安樂。是菩

薩摩訶薩以淨宿住隨念智通，能憶自他諸本生事。由此宿住隨念智通，如實

念知過去諸佛及弟子眾名等差別，若諸有情樂聞過去諸宿住事而得益者，便

為宣說諸宿住事，因此方便為說正法，令彼有情聞是法已，皆得殊勝利益安

樂。是菩薩摩訶薩以隨所得漏盡智通，如實了知諸有情類漏盡未盡，亦如實

知漏盡方便，為未盡者宣說法要，令彼有情聞是法已，皆得殊勝利益安樂。

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應遊戲神通波羅蜜多，若遊戲神通波羅

蜜多，則能成熟有情、嚴淨佛土，速證無上正等菩提。若菩薩摩訶薩不成熟

有情、嚴淨佛土，終不能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以諸菩薩摩訶薩菩提資糧若

未具者，必不能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 

                                         

〔編者釋〕： 

19菩提分--一切善法皆是菩薩摩訶薩菩提資糧，諸菩薩摩訶薩要具如是菩提

資糧，乃能證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諸菩薩摩訶薩從初發心，修行布施波羅

蜜多，修行淨戒、安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於中都無分別執著，

不作此是施等，由此、為此而修施等分別執著。是三分別執著皆無，知一切

法自性空故。由是所修波羅蜜多，能自饒益，亦能饒益一切有情，令出生死

得涅槃故，說為善法，亦名菩薩菩提資糧，亦名菩薩摩訶薩道。過去未來現

在菩薩摩訶薩眾行此道故，已得當得今得無上正等菩提，亦令有情已當今度

生死大海證涅槃樂。諸菩薩摩訶薩從初發心，安住、修行四聖諦、四靜慮、

四無量、四無色定、八解脫、八勝處、九次第定、十遍處、三十七菩提分法、

三解脫門、五眼、六神通、菩薩十地、佛十力、四無所畏乃至十八佛不共法、

四果、獨覺菩提、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諸佛無上正等菩提等，於中

都無分別執著，知一切法自性空故。由是所修一切佛法等，能自饒益，亦能

饒益一切有情，令出生死得涅槃故，說為善法，亦名菩薩菩提資糧，亦名菩

薩摩訶薩道。(菩提分)過去未來現在菩薩摩訶薩眾行此道故，已得當得今得

無上正等菩提，亦令有情已當今度生死大海證涅槃樂。 

當知復有無量諸菩薩眾所修功德皆名善法，亦名菩薩菩提資糧，亦名菩薩摩

訶薩道。諸菩薩摩訶薩要修如是殊勝善法令極圓滿，乃能證得一切智智，要

已證得一切智智，乃能無倒轉正法輪，令諸有情解脫生死，證得畢竟常樂涅

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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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釋〕： 

20諸業不失壞—即菩薩法亦是佛法。謂諸菩薩摩訶薩於一切法覺一切相，由

此當得一切相智，永斷一切習氣相續；若諸如來、應、正等覺，於一切法以

一剎那相應妙慧現等覺已，證得無上正等菩提。如是菩薩與佛有異如二聖者，

雖俱是聖而有行向、住果差別。如是，若無間道中行於一切法，未離闇障，

未到彼岸，未得自在，未得果時，名為菩薩摩訶薩。若解脫道中行於一切法，

已離闇障，已到彼岸，已得自在，已得果時，名為如來、應、正等覺。是為

菩薩與佛有異，雖位有異而法無別。一切法自相空，自相空中無數取趣、無

所造業、無異熟果差別可得。然諸有情於一切法自相空理不能盡知，由此因

緣造作諸業，謂造罪業，或造福業，或造不動業，或造無漏業。造罪業故，

或墮地獄，或墮傍生，或墮鬼界；造福業故，或生人趣，或生欲天；造不動

業故，或生色界，或生無色界；造無漏業故，或得聲聞果，或得獨覺果。若

知諸法自相皆空，或入菩薩摩訶薩地，或證無上正等菩提。(諸業不失壞)由

此因緣，諸菩薩摩訶薩修行十波羅蜜多、內空、外空乃至無性自性空、、三

十七菩提分法、四聖諦、四靜慮、四無量、四無色定、八解脫，修行八勝處、

九次第定、十遍處、陀羅尼門、三摩地門、三解脫門、菩薩十地、五眼、六

神通、佛十力、四無所畏、四無礙解、大慈、大悲、大喜、大捨、十八佛不

共法、無忘失法、恆住捨性、一切智，修行道相智、一切相智。是菩薩摩訶

薩於如是等菩提分法，無間無缺修令圓滿，既圓滿已便能引發親助菩提金剛

喻定，證得無上正等菩提，說名如來、應、正等覺，利益安樂無量有情，諸

有所為常無失壞，無失壞故不墮生死諸趣輪迴。 

                                                       

〔編者釋〕： 

21見諦--菩薩摩訶薩得菩提已，為諸有情宣說開示分別建立四聖諦義，謂是

苦聖諦，是苦集聖諦，是苦滅聖諦，是趣苦滅道聖諦。復以一切菩提分法，

攝在如是四聖諦中，復依一切菩提分法，施設安立佛、法、僧寶。由此三寶

出現世間，諸有情類解脫生死，若諸有情不能歸信佛、法、僧寶而造諸業，

輪迴諸趣受苦無窮。非由四聖諦得般涅槃，非由四聖諦智得般涅槃。佛說四

聖諦平等性即是涅槃，如是涅槃不由苦、集、滅、道諦得，亦不由苦、集、

滅、道智得，但由般若波羅蜜多證平等性名得涅槃。若於是處，無苦、無苦

智，無集、無集智，無滅、無滅智，無道、無道智，此即名為四聖諦平等性，

此平等性即四聖諦。所有真如、法界、法性、不虛妄性、不變異性、法定、

法住、平等性、離生性、實際、虛空界、不思議界，如來出世、若不出世性

相常住，無失壞、無變易，如是名為四聖諦平等性。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

波羅蜜多時，為欲隨覺此四聖諦平等性故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若能隨覺此四

聖諦平等性時，名真隨覺一切聖諦。(見諦) 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

時，無有少法不如實見，於一切法如實見時，於一切法都無所得，於一切法

無所得時，則如實見一切法空，謂如實見四諦所攝及所不攝諸法皆空。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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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時能入菩薩正性離生，由能入菩薩正性離生故，即住菩薩種性地中。既住

菩薩種性地中，則能決定不從頂墮，若從頂墮應墮聲聞或獨覺地。是菩薩摩

訶薩安住菩薩種性地中，能起四靜慮及起四無量、四無色定。是菩薩摩訶薩

安住如是奢摩他地，能決擇一切法及隨覺四聖諦。是菩薩摩訶薩雖遍知苦而

能不起緣執苦心，雖永斷集而能不起緣執集心，雖證於滅而能不起緣執滅心，

雖修於道而能不起緣執道心，但起隨順趣向臨入無上正等菩提之心，於一切

法觀察實相。 

                                                           

〔編者釋〕： 

22遠離諸顛倒--諸佛無上正等菩提及一切法，皆以無性而為自性。如是無性

非諸佛所作，非獨覺所作，非菩薩所作，非諸聲聞向果所作，但為有情於一

切法不知不見如實皆空。由此因緣，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方便

善巧為諸有情如實宣說，令離執著脫生死苦。愚夫異生不知聖法毘奈耶故，

不了諸法皆以無性而為自性，愚癡顛倒發起種種身、語、意業，隨業差別受

種種身。(遠離諸顛倒)依如是身品類差別，假施設有地獄、傍生、鬼界及人，

假施設有三界諸天。為欲拔濟愚夫異生愚癡顛倒受生死苦，施設聖法及毘奈

耶分位差別，依此分位，施設預流、一來、不還、阿羅漢、獨覺、菩薩摩訶

薩及諸如來、應、正等覺。然一切法皆以無性而為自性，無性法中實無異法，

無業、無果亦無作用，無性之法常無性故。無性之法不能得無性法，無性及

道，是一切法皆非相應非不相應，無色、無見、無對、一相，所謂無相。愚

夫異生愚癡顛倒，於無相法虛妄分別，起有法想執著五蘊，於無常中起於常

想，於諸苦中起於樂想，於無我中起於我想，於不淨中起於淨想，於無性中

執著有性。由此因緣，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成就殊勝方便善巧，

拔濟如是諸有情類，令離顛倒虛妄執著，方便安置無相法中，令勤修學解脫

生死，證得畢竟常樂涅槃。 

                                               

〔編者釋〕： 

23無彼根本理--無事下至如毛端量是真實非虛妄，愚夫異生於中執著造作諸

業，由此因緣輪迴諸趣，不能解脫生死眾苦，唯有顛倒虛妄執著。佛為眾生

廣說譬喻，重顯斯義令其易了，諸有智者由譬喻故，於所說義而生正解。(無

彼愚夫異生所執真實之根本理)如夢中見人受五欲樂，夢中無有少分實事可令

彼人受欲樂。定無有法，若世間若出世間、若有漏若無漏、若有為若無為，

非如夢中所見事者。夢中無有真實諸趣於中往來生死事。夢中無有真實修道，

非有依彼修道有離雜染得清淨。明鏡等中所現諸像，無有實事可依造業，由

所造業或墮惡趣、或生人天。諸像無有真實修道，非有依彼修道有離雜染得

清淨。定無有法，若世間若出世間、若有漏若無漏、若有為若無為，非如鏡

等所現像者。深谷等中所發諸響，都無實事但惑愚耳！非可依造作諸業，由

所造業或墮惡趣、或生人天。諸響無有真實修道，非有依彼修道有離雜染得

清淨。諸陽焰中現似水等，無有實事可依造業，由所造業或墮惡趣、或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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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陽焰水等都無實事，非能施設、非所施設，修道尚無，況依修道有離雜

染及得清淨！諸光影中所現色相，無有實事可依造業；由所造業或墮惡趣、

或生人天。光影色相都無實事，非能施設、非所施設，修道尚無，況依修道

有離雜染及得清淨！幻師幻作象、馬、車、步四軍眾等種種幻事，此幻象等

無有實事可依造業，由所造業或墮惡趣、或生人天。佛所化作諸變化身，此

變化身無有實事可依造業，由所造業或墮惡趣、或生人天。化身無有真實修

道，依彼修道有離雜染得清淨。尋香城中所現物類，無有實事可依造業，由

所造業或墮惡趣、或生人天。此中無有實雜染者清淨者。如雜染者及清淨者

實無所有，由此因緣，雜染清淨亦非實有。以住我、我所諸有情類虛妄分別，

謂有雜染及清淨者，非見實者謂有雜染及清淨者。如見實者知無雜染及清淨

者，如是亦無雜染清淨。 

                                                       

〔編者釋〕： 

24清淨--諸見實者無染無淨，不見實者亦無染無淨。以一切法皆用無性為自

性故。諸無性法無染無淨，諸有性法亦無染無淨，諸無性、有性法亦無染無

淨。無自性法無染無淨，有自性法亦無染無淨，無自性、有自性法亦無染無

淨。(清淨)以一切法皆用無性為自性故。佛說一切法平等性為清淨法。諸法

真如乃至不思議界，如來出世、若不出世性相常住，是名一切法平等性，此

平等性名清淨法。此依世俗說為清淨，不依勝義。以勝義諦中無分別、無戲

論，一切音聲名字路絕。 

                                                   

〔編者釋〕： 

25資糧—一切法如夢、像、響、焰、影、幻、化及尋香城，雖現似有而無實

事，諸菩薩摩訶薩依此非真實法，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作誓謂當圓滿

六波羅蜜多等一切佛法，當發起無量光明，遍照十方無邊世界；當發起一妙

音聲，遍滿十方無邊世界，隨諸有情心、心所法意樂差別，為說種種微妙法

門，令勤修學證得殊勝利益安樂。 

非實有法尚不能行十波羅蜜多，況能圓滿一切佛法！非實有法不能成辦所願

事業，非實有法不能證得所求無上正等菩提。一切佛法非實有故，不能證得

所求無上正等菩提。如是諸法一切皆是思惟造作，諸有思惟所造作法皆不能

得一切智智。 

如是諸法於菩提道雖能引發，而於其果無資助能，由此諸法無生、無起，無

實相故。諸菩薩摩訶薩從初發心，雖起種種身、語、意善，謂若修行六波羅

蜜多乃至若修行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而知一切如夢所見，如像、如

響、如陽焰、如光影、如幻事、如變化身、如尋香城，皆非實有。 

如是諸法雖非實有，若不圓滿決定不能成熟有情、嚴淨佛土，證得無上正等

菩提。諸菩薩摩訶薩若不圓滿六波羅蜜多，決定不能成熟有情、嚴淨佛土，

證得無上正等菩提。乃至若不圓滿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決定不能成

熟有情、嚴淨佛土，證得無上正等菩提。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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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所修行一切善法，皆如實知如夢所見，如像、如響、如陽焰、如光影、如

幻事、如變化身、如尋香城，謂若修行六波羅蜜多，能如實知如夢所見，廣

說乃至如尋香城；乃至若修行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能如實知如夢所

見，廣說乃至如尋香城；若成熟有情、嚴淨佛土，求趣無上正等菩提，能如

實知如夢所見，廣說乃至如尋香城；亦如實知諸有情類心行差別如夢所見，

廣說乃至如尋香城。 

諸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於一切法不取為有、不取為無，以不可

取故；乃至有漏法不可取故，無漏法亦不可取故；有為法不可取故，無為法

乃至一切法亦不可取故。菩薩摩訶薩從初發心，為欲利樂諸有情故，修行六

波羅蜜多，不為己身，非為餘事；乃至為欲利樂諸有情故，求趣無上正等菩

提，不為己身，非為餘事。(資糧)是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見諸

愚夫於非我中而住我想，於非有情、命者、生者、養者、士夫、補特伽羅、

意生、儒童、作者、使作者、起者、使起者、受者、使受者、知者、使知者、

見者、使見者中而住有情廣說乃至使見者想。是菩薩摩訶薩見是事已，深生

憐愍方便教化，令離顛倒妄想執著，安置無相甘露界中，住是界中不復現起

我想乃至使見者想，是時一切掉動、散亂、戲論、分別不復現行，心多安住

寂靜淡泊無戲論界。菩薩摩訶薩由此方便，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自於諸法無

所執著，亦能教他於一切法無所執著，此依世俗不依勝義。 

                                               

〔編者釋〕： 

26有為與無為，悉不知有異--佛證無上正等覺時所得佛法，依世俗故說名為

得，不依勝義。若依勝義，能得、所得俱不可得。以若謂此人得如是法便有

所得，有所得者便執有二，執有二者不能得果亦無現觀。執有二者不能得果

亦無現觀，執無二者亦復如是。若無二、無不二即名得果亦名現觀。以若執

由此便能得果亦有現觀，及執由彼不能得果亦無現觀，俱是戲論，非一切法

平等性中有諸戲論，若離戲論乃可名為法平等性。若於是處都無有性亦無無

性，亦不可說為平等性，如是乃名法平等性。法平等性既不可說亦不可知，

除平等性無法可得，離一切法無平等性。當知法平等性，異生聖者俱不能行，

非彼境故。法平等性非諸賢聖所行之境，謂隨信行、若隨法行、若第八、若

預流、若一來、若不還、若阿羅漢、若獨覺、若菩薩摩訶薩、若諸如來應正

等覺，皆不能以法平等性為所行境。一切如來、應、正等覺於一切法雖得自

在，若平等性與佛有異，可言是佛所行之境，然平等性與佛無異，不可說佛

行彼境。若諸異生法平等性，若諸菩薩摩訶薩眾法平等性，若諸如來、應、

正等覺法平等性，如是一切法平等性，皆同一相，所謂無相，是一平等無二

無別，故不可說此是異生法平等性，廣說乃至此是如來、應、正等覺法平等

性。於此一法平等性中，諸平等性既不可得，於中異生及諸聖者差別之相亦

不可得。於一切法平等性中，若諸異生、若諸聖者、乃至如來應正等覺法及

有情皆無差別。如來於法方便善巧，能於無相建立種種法等差別。若佛不為

有情施設諸如是等差別之相，諸有情類不能自知諸如是等差別之相。(有為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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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為，諸有情類悉不知有異)如來、應、正等覺於無相法方便善巧，雖為有情

施設種種差別之相，而於諸法平等法性都無所動。以一切法及諸有情皆不出

過平等法性，皆於諸法平等法性都無所動。一切如來、應、正等覺所有真如

乃至不思議界，即是愚夫異生真如乃至不思議界，亦是隨信行、隨法行、第

八、預流、一來、不還、阿羅漢、獨覺、菩薩摩訶薩真如乃至不思議界。以

一切法及諸有情皆不出過真如乃至不思議界。真如乃至不思議界性無差別。

於空性中一切異相皆不可得。 

由此當知平等法性非五蘊不離五蘊；非一切智、道相智、一切相智不離一切

智、道相智、一切相智；乃至非世間出世間法不離世間出世間法，非有漏無

漏法、有為無為法不離有漏無漏法、有為無為法。平等法性非是有為，非是

無為，然離有為法，無為法不可得，離無為法，有為法亦不可得。若有為界、

若無為界，如是二界非相應非不相應，無色、無見、無對、一相，所謂無相，

一切如來、應、正等覺依世俗說不依勝義。以非勝義中可有身行、語行、意

行，非離身行、語行、意行勝義可得。即有為、無為平等法性說名勝義，是

故菩薩摩訶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時，不動勝義而行菩薩摩訶薩行，成熟有情、

嚴淨佛土，能證無上正等菩提。 

                                             

〔編者釋〕： 

27安立大湼槃，許法身事業，有二十七種--由想空故說諸法空。諸所變化都

無實事，一切皆空。變化與空如是二法非合非散，此二俱以空空故空，不應

分別是空是化。以非空性中有空、有化二事可得，以一切法畢竟空故。無五

蘊非化，諸是化者無不皆空。乃至無菩薩摩訶薩行非化，無佛無上正等菩提

非化，諸是化者無不皆空。一切世間、出世間法無非是化，然於其中，有是

聲聞所化，有是獨覺所化，有是菩薩所化，有是如來所化，有是煩惱所化，

有是善法所化。由此因緣，說一切法皆如變化等無差別。如是諸法若與生滅

二相合者亦皆是化。無有少法非自性空，此自性空非聲聞作，非獨覺作，非

菩薩作，非如來作，亦非餘作，有佛無佛其性常空，此即涅槃，是故佛說涅

槃非化，非實有法名為涅槃，可說無生、無滅、非化。然一切法非有非無，

無自性無他性，先既非有後亦非無，自性常空無所怖畏。(安立大湼槃)應當

如是教授教誡初業菩薩，令其信解諸法自性畢竟皆空。 

菩薩摩訶薩欲求般若波羅蜜多，應如常啼菩薩摩訶薩求，是菩薩摩訶薩今在

大雲雷音佛所修行梵行。常啼菩薩摩訶薩本求般若波羅蜜多時，不惜身命，

不顧珍財，不徇名譽，不希恭敬，而求般若波羅蜜多。彼常樂居阿練若處，

欻然聞有空中聲教彼可東行，決定得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謂當行時，莫辭

疲倦，莫念睡眠，莫思飲食，莫想晝夜，莫怖寒熱，於內外法心莫散亂。行

時不得左右顧視，勿觀前後上下四維，勿破威儀，勿壞身相。勿動於五蘊，

乃至勿動菩薩摩訶薩行，勿動無上正等菩提；勿動世間法，勿動出世間法；

勿動有漏法，勿動無漏法；勿動有為法，勿動無為法。以若於諸法有所動者

則於佛法不能安住，若於佛法不能安住則於生死諸趣輪迴，若於生死諸趣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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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則不能得甚深般若波羅蜜多。及教彼當於空、無相、無願甚深之法應生信

解，應以離一切相心求深般若波羅蜜多，應以離我及有情乃至見者相心求深

般若波羅蜜多。於諸惡友應方便遠離，於諸善友應親近供養。若能為汝善巧

說空、無相、無願、無生、無滅、無染、無淨本寂之法，及能為汝示現教導

讚勵慶喜一切智智，是為善友。汝善男子若如是行，不久得聞甚深般若波羅

蜜多，或從經典中聞，或從菩薩所聞。汝所從聞甚深般若波羅蜜多，當於是

處起大師想，汝應知恩念當重報。 

於一切法中起無障智見，由斯智見即能現入無量殊勝三摩地門。所謂：觀一

切法自性三摩地、於一切法自性無所得三摩地、破一切法無智三摩地、得一

切法無差別三摩地、見一切法無變異三摩地、能照一切法三摩地、乃至引發

一切殊勝光明三摩地，如是乃至現見諸佛三摩地。安住如是三摩地中，現見

十方無量無數無邊世界諸佛如來，為諸菩薩摩訶薩眾宣說般若波羅蜜多時，

為諸如來、應、正等覺咸共讚慰教誡教授常啼菩薩摩訶薩，謂彼得是無量勝

三摩地，究竟修已則能成辦甚深般若波羅蜜多方便善巧，由斯能辦一切佛法，

便得住於不退轉地。觀此諸三摩地所稟自性無入無出，亦不見法能入出者，

亦不見此能修菩薩摩訶薩行，亦不見此能證無上正等菩提。以於諸法無所執

故，即名般若波羅蜜多。住此無所執故，便能獲得真金色身常光一尋，具三

十二大丈夫相，八十隨好圓滿莊嚴。又能證得不可思議無上佛智、無上佛戒、

無上佛定、無上佛慧，一切功德波羅蜜多無不圓滿。 

法湧菩薩語常啼言，謂若執幻事有來去者，當知彼人愚癡無智，若謂如來、

應、正等覺有來有去，亦復如是當知是人愚癡無智。以一切如來、應、正等

覺不可以色身見，夫如來者即是法身。如來法身即是諸法真如、法界，真如、

法界既不可說有來有去，如來法身亦復如是無來無去。復次，如鏡等中有諸

像現，如是諸像暫有還無。諸像非實，不可說有來去處。若執諸像有來去者，

當知彼人愚癡無智，若謂如來、應、正等覺有來有去，亦復如是當知是人愚

癡無智。以一切如來、應、正等覺不可以色身見，夫如來者即是法身。如來

法身即是諸法真如、法界，真如、法界既不可說有來有去，如來法身亦復如

是無來無去。如谷等中有諸響現，如是諸響暫有還無。諸響非實，不可說有

來去處。若執諸響有來去者，當知彼人愚癡無智，若謂如來、應、正等覺有

來有去，亦復如是當知是人愚癡無智。以一切如來、應、正等覺不可以色身

見，夫如來者即是法身。如來法身即是諸法真如、法界，真如、法界既不可

說有來有去，如來法身亦復如是無來無去。一切法平等故、遠離故、不動故、

無念故、無畏故、無懼故、一味故、無際故、無生故、無滅故、無邊故、嚴

好故、無分別故，當知般若波羅蜜多亦平等、遠離、不動、無念、無畏、無

懼、一味、無際、無生、無滅、無邊、嚴好、無分別。 

以上所說，即許為法身事業，彼有二十七種。 

                                                                       

攝品第十 

B3 釋餘略義  分二   C1 攝爲六義   C2 攝爲三義 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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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頌〕： 

相及彼加行，彼極彼漸次，彼竟彼異熟，餘六種略義。 

 

〔略釋〕： 

如是為樂廣者，已開八門廣說。次為樂中者，除前八門，當知說餘六種略義，

謂：三智自性之相；修彼三智行相之圓滿相加行；修三智相最極之頂加行；

三智行相一串次第修習時之漸次加行；修三智加行究竟時之刹那加行；三智

之異熟果法身也。 

                                                                     

C2 攝為三義 

〔論頌〕： 

初境有三種，因四加行性，法身事業果，餘三種略義。 

 

〔略釋〕： 

如是為樂中者，已開六門宣說。次為樂略者，當攝為三門宣說，謂：三智是

修加行之境；四加行是彼究竟三智之因；法身及事業是加行之果。 

──此境、行、果三門，即離前二，另說餘門也。 

                                                                    

A3 論後義 

其造論者，謂此《般若波羅蜜多教授現觀莊嚴論》，是成就究竟大悲大智，

現住睹史多天一生補處彌勒菩薩所造。 

由梵譯藏者，謂天竺明本光論師與吉祥積譯師翻譯校對，後又經天竺大德無

死論師與具慧譯師重譯校閱，善為決擇也。 

 

謹依先覺論，摘譯少分義，歸命慈氏尊，加持成佛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