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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師地論》卷 381 
（大正 30，498c14-505a13） 

〈本地分中菩薩地初持瑜伽處菩提品第七〉 
 

午五、無上正等菩提處（即菩提品） 

未一、徵 

云何菩提？ 
未二、釋 

申一、自性 

酉一、第一解 

戌一、標 

謂略說二斷、二智，是名菩提。2 
戌二、釋 

二斷者，一、煩惱障斷，二、所知障斷。二智者，一、煩惱障斷故，畢竟離垢，一切煩

惱不隨縛智；二、所知障斷故，於一切所知無礙無障智。 
酉二、第二解 

戌一、標 

復有異門。謂清淨智、一切智、無滯智。一切煩惱并諸習氣無餘永害，3遍一切種不染

無明無餘永斷，4是名無上正等菩提。 
戌二、釋 

亥一、清淨智 

一切煩惱并諸習氣畢竟斷故，名清淨智。 
亥二、一切智 

天一、標 

於一切界、一切事、一切品、一切時智無礙轉，名一切智。 
天二、釋 

地一、一切界 

界有二種。一者、世界，二者、有情界。 
地二、一切事 

                                                 
1 編案：此講義主要依據高雄市彌勒講堂所校勘之韓清淨《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來稍作調

整，韓氏以金陵本為主，注釋與校勘均改置於注腳，以供參考。 
2 略說二斷二智等者：大菩提果義說為二，謂斷及智。顯二殊勝，故說是別。攝大乘論說有彼

果斷分、彼果智分，如彼廣釋二殊勝義應知。 
3 一切煩惱并諸習氣無餘永害者：此顯如來非唯煩惱障斷，并彼相似習氣亦復永害。謂諸如來，

或於動轉、或於瞻視、或於言論、或於安住，似有煩惱所起作業多不現行，是名如來永害習

氣。如建立品說。（陵本五十卷十二頁 4006） 
4 遍一切種不染無明無餘永斷者：攝大乘論頌云：法界中有十，不染汙無明；治此所治障，故

安立十地。（攝論三卷一頁 31,145c）此說一切種不染無明，應準彼釋。言不染無明者，謂即

法執無明。不染二乘，故名不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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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有二種。一者、有為，二者、無為。 
地三、一切品 

即此有為、無為二事無量品別，名一切品。謂自相展轉種類差別故，共相差別故，因果

差別故，界趣差別故，善、不善、無記等差別故。5 
地四、一切時 

時有三種。一、過去，二、未來，三、現在。 
天三、結 

即於如是一切界、一切事、一切品、一切時如實知故，名一切智。 
亥三、無滯智 

無滯智者，暫作意時，遍於一切無礙速疾無滯智轉。不由數數作意思惟，依一作意遍了

知 6故。 
酉三、第三解 

戌一、標 

復有異門。謂百四十不共佛法，及如來無諍、願智、無礙解等，7是名無上正等菩提。 
戌二、釋 

百四十不共佛法者，謂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隨好、四一切種清淨、十力 8、四無所畏、

三念住、三不護、大悲、無忘失法、永害習氣、一切種妙智。是諸佛法，建立品中當廣

分別。 
申二、最勝 

酉一、標 

如是菩提名為最勝，七種最勝共相應故。由是因緣，於諸菩提最為殊勝。 
酉二、徵 

云何名為七種最勝？ 
酉三、列 

一者、所依最勝，二者、正行最勝，三者、圓滿最勝，四者、智最勝，五者、威力最勝，

六者、斷最勝，七者、住最勝。 
酉四、釋 

戌一、種類 

亥一、所依最勝 

由諸如來以三十二大丈夫相等莊嚴其身，故名所依最勝。 
亥二、正行最勝 

由諸如來自利利他，利益安樂無量眾生，哀愍世間，令諸天人獲得義利利益安樂而行正

                                                 
5 善不善無記等差別故者：此中等言，等取漏無漏等諸門分別應知。 
6 「知」，磧砂作「智」。 
7 無諍願智無礙解等者：此中等言，等取六種神通，如前威力品中已說。攝大乘論頌云：能滅

諸有情，一切惑無餘，害煩惱有染，常哀愍歸禮。此顯如來無諍不同聲聞。又有頌云：無功

用無著，無礙常寂定，於一切問難，能解釋歸禮。此顯如來願智勝聲聞等。又有頌云：於所

依能依，所說言及智，能說無礙慧，常善說歸禮。此顯如來四無礙解。如是諸頌，無性攝論

有釋應知。 
8 「力」，大正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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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故名正行最勝。9 
亥三、圓滿最勝 

由諸如來無上無等四種圓滿，謂戒圓滿、見圓滿、軌則圓滿、淨命圓滿，皆悉成就，故

名圓滿最勝。 
亥四、智最勝 

由諸如來無上無等四無礙解，謂法無礙解、義無礙解、訓詞無礙解、辯說無礙解，皆悉

成就，故名智最勝。10 
亥五、威力最勝 

由諸如來無上無等如前所說六種神通皆悉成就，故名威力最勝。 
亥六、斷最勝 

由諸如來無上無等一切煩惱習氣永斷，及一切所知障永斷皆悉成就，故名斷最勝。 
亥七、住最勝 

天一、標 

由諸如來多住無上無等三住，謂聖住、天住、梵住，故名住最勝。 
天二、釋 

地一、住差別 

當知此中，空、無願、無相住，及滅盡定住，是名聖住。四種靜慮、四無色定，是名天

住。四種無量，是名梵住。 
地二、住最勝 

玄一、標列四種 

於此三住中，如來多住四最勝住。謂於聖住中，多住空住、滅盡定住；於天住中，多住

無動第四靜慮住；於梵住中，多住大悲住。 
玄二、隨釋大悲 

由是如來晝夜六時，晝三、夜三，常以佛眼觀察世間誰增、誰減，11我應令誰未起善根

而種善根，廣說乃至我應令誰建立最勝阿羅漢果。 
戌二、異名 

又諸如來所依最勝故，名大丈夫。正行最勝故，名大悲者。圓滿最勝故，名大戒者及大

法者。智最勝故，名大慧者。威力最勝故，名大神通者。斷最勝故，名大解脫者。住最

勝故，名多安住、廣大住者。 

                                                 
9 如來自利利他等者：自利利他略有十種，義如自他利品中說。言利益者，謂諸善行。言安樂

者，無損惱行。言哀愍者，謂如有一，由諸善行、無損惱行，哀愍於他。如攝異門分說。（陵

本八十三卷十七頁 6329）如是一切，通化非化一切有情，是故說言利益安樂無量眾生。言義

利者，謂能證得沙門果利，超越一切生死大苦。此中唯說天及人者，彼有勢力能了其義修正

行故。如攝異門分說。（陵本八十三卷十八頁 6330）如來於此為令獲得出世義利，及與世間利

益安樂，是故說言令諸天人獲得義利利益安樂。 
10 無上無等四無礙解等者：四無礙解一一差別，如菩提分品中釋。（陵本四十五卷二頁 3617）

又說：菩薩由此四種行相，於一切法自能妙善現正等覺，亦善為他無倒開示。此上無有自能

妙善現正等覺，況善為他無倒開示。由是當知，四無礙解說名無上。又復如來超餘菩薩所修

四無礙解，故名無等。 
11 觀察世間誰增誰減者：此說增減，謂諸善根。彼生起已，轉復增長，是名為增；還復退失，

是名為減。 



《瑜伽師地論》卷 38 
〈本地分中菩薩地初持瑜伽處菩提品第七〉 

1123 

申三、十種功德名號隨念功德 

酉一、標 

又諸如來略有十種功德名號隨念功德。 
酉二、徵 

何等為十？ 
酉三、列 

謂薄伽梵，號為如來、應、正等覺、明行圓滿、善逝、世間解、無上丈夫調御士、天人

師、佛、薄伽梵。 
酉四、釋 

戌一、如來 

言無虛妄，故名如來。 
戌二、應 

已得一切所應得義，應作世間無上福田，應為一切恭敬供養，是故名應。 
戌三、正等覺 

如其勝義覺諸法故，名正等覺。 
戌四、明行圓滿 

明謂三明，行如經說止觀二品。12極善圓滿，是故說名明行圓滿。 
戌五、善逝 

上昇最極，永不退還，故名善逝。 
戌六、世間解 

善知世界及有情界一切品類染淨相故，名世間解。 
戌七、無上丈夫調御士 

一切世間唯一丈夫，善知最勝調心方便，是故說名無上丈夫調御士。 
戌八、天人師 

為實眼故，13為實智故，為實義故，為實法故，與顯了義為開導故，與一切義為所依故，

與不了義為能了故，與所生疑為能斷故，與甚深處為能顯故，令明淨故，與一切法為根

本故，為開導故，為所依故，14能正教誡教授天人，令其出離一切眾苦，是故說佛名天

人師。 
戌九、佛 

於能引攝義利法聚，於能引攝非義利法聚，於能引攝非義利非非義利法聚，遍一切種現

前等覺，故名為佛。15 

                                                 
12 明謂三明等者：聞所成地中說：當知為顯於前後中際，斷常二邊邪執現法涅槃愚癡沙門婆羅

門無明性故，建立三明。（陵本十四卷七頁 1198）攝異門分釋行圓滿。謂有二行，一者、行

行，二者、住行。住謂四種增上心法現法樂住。此中唯說止觀二品，即彼住行所攝應知。 
13 為實眼故者：於一切所知境界如實現見故。 
14 與一切法為根本故等者：攝事分說：由如來出世，有彼教可知，故說世尊為彼根本。又說：

若有於中生諸疑惑，唯依世尊乃能決了，故說世尊為所依止。（陵本八十五卷二十一頁 6483）
此應準知。 

15 於能引攝義利法聚等者：當知此約如來一切種智，故名為佛。建立品說：謂諸如來以要言之，

於三聚法現等正覺。何等為三？一者、能引有義聚法，二者、能引無義聚法，三者、非能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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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十、薄伽梵 

能破諸魔大力軍眾，具多功德，名薄伽梵。16 
申四、出現 

酉一、標 

或有多劫，無有一佛出現於世；或有一劫，有眾多佛出現於世。17 
酉二、釋 

戌一、成多佛土多佛出世 

亥一、標 

彼彼十方無量無數諸世界中，應知同時有無量佛出現於世。 
亥二、徵 

何以故？ 
亥三、釋 

天一、顯正 

地一、明修因 

玄一、總標 

於十方界，現有無量無數菩薩，同時發願、同勤修集菩提資糧。 
玄二、別顯 

黃一、同時發願 

若一菩薩，於如是日、於如是分、於如是月、於如是年發菩提心，願趣菩提。即於此日、

即於此分、即於此月、即於此年，一切亦爾。 
黃二、同修資糧 

如一菩薩勇悍策勵，熾然精進，一切亦爾。 
地二、舉現見 

於今現見此世界中，多百菩薩同時發願、同修惠施、同修淨戒、同修忍辱、同修精進、

同修靜慮、同修智慧，18況於十方無量無邊諸佛世界。 
天二、遮非 

地一、遮一世界一時成佛 

又於十方現有無量無數三千大千佛土，無二菩薩同時修集菩提資糧，俱時圓滿，於一佛

土并出於世，一時成佛，況有無量無數菩薩於一世界一時成佛。19 

                                                                                                                                                         
有義聚法非能引無義聚法。（陵本五十卷十二頁 4007）此中能引有義聚法，謂即三乘聖道諸

所有法。能引無義聚法，謂彼外道世間諸所有法。非能引有義聚法非能引無義聚法，謂人天

乘諸所有法。 
16 能破諸魔大力軍眾等者：謂煩惱魔、蘊魔、死魔、自在天魔，是名諸魔。能破如是四種魔怨，

名薄伽梵。又薄伽梵依六義轉，一、自在義，二、熾盛義，三、端嚴義，四、名稱義，五、

吉祥義，六、尊貴義。如佛地經論釋。是名具多功德。 
17 或有多劫等者：此中多劫、一劫，約一世界為論，義顯於一世界如來出現，或有、或無、或

一、或多。然多佛出定不俱時，是故此中說一劫言，謂即世間一成、一壞名一劫故。 
18 此世界中多百菩薩等者：此一世界，名此世界。謂即此方三千大千世界俱成、俱壞，總名一

佛世界故。 
19 於一世界一時成佛者：一佛世界，名一世界。定無眾多菩薩同一時分，於中現成正覺。由一

如來，於一三千大千世界，普能施作一切佛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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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二、遮前後避次第成佛 

又不應言：眾多菩薩同時修集菩提資糧，俱時圓滿，前後相避，次第成佛。 
地三、遮餘菩薩皆不成佛 

亦不應言：一切菩薩皆不成佛。 
天三、結成 

是故當知，眾多菩薩同時修集菩提資糧俱圓滿者，於十方面無量無數隨其所淨空無如來

諸佛國土，20各別出世，同時成佛。 
亥四、結 

由此道理，多世界中，決定應有眾多菩薩同時成佛。 
戌二、成一佛土一佛出世 

亥一、標 

決定無有一佛土中，有二如來俱時出世。 
亥二、徵 

何以故？ 
亥三、釋 

天一、由願增長 

菩薩長夜起如是願，隨令增長：我當獨一，於無導首諸世界中，為作導首，調伏有情，

令脫眾苦、令般涅槃。如是長夜所起大願隨令增長，攝受正行得成滿故，無二如來於一

世界俱時出現。 
天二、由遍有能 

又一如來，於一三千大千佛土，普能施作一切佛事，是故第二如來出世無所利益。 
天三、由速成辦 

地一、標 

又一如來，於一佛土出現於世，令諸有情成辦自義，極為熾盛、極為隨順。21 
地二、徵 

何以故？ 
地三、釋 

玄一、正顯 

彼作是思：一切世間唯一如來，更無第二。若於此土化事已訖，或往餘方，或入滅度。

我等何從當修梵行？我等何從當聞正法？如是思已，發起深厚欲勤精進，速修梵行、速

聞正法。 
玄二、翻成 

                                                 
20 隨其所淨空無如來諸佛國土者：謂隨宿昔所修清淨佛土因緣，於無如來諸世界中，願當獨一

現正等覺，與彼有情為作導首，由是說言各別出世。於十方面現有無量無數佛土，各別為所

依止，由是得有同成佛義。 
21 極為熾盛極為隨順者：自他利品中說：菩薩於諸有情種種眾多利益事業，自有力能

※
；及善安

處所化有情，彼於自事隨順而作；如是乃名隨其所欲所作成辦。乃至廣說菩薩要具二事，方

於有情所作利益名為熾盛、名為隨順。（陵本三十六卷四頁 2913）此說如來，當知亦爾，唯

極究竟是其差別。 
※「力能」，披尋記原作「利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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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一佛土多佛出世，彼於所作不能速疾。 
地四、結 

故一佛土一佛出世，令諸有情成辦自義，極為熾盛、極為隨順。 
申五、差別 

酉一、功德無別 

戌一、標除四法 

一切如來一切功德平等平等 22無有差別。唯除四法。 
戌二、列四法名 

一者、壽量，二者、名號，三者、族姓，四者、身相。23 
戌三、結顯非餘 

一切如來於此四法有增減相，非餘功德。 
酉二、所餘無別 

戌一、標非女身 

又非女身能證無上正等菩提。 
戌二、徵釋所以 

何以故？一切菩薩於過第一無數劫時，24已捨女身，乃至安坐妙菩提座，曾不為女。一

切母邑性多煩惱、性多惡慧。25非諸稟性多煩惱身、多惡慧身能證無上正等菩提。 
未三、結 

申一、顯略義 

如是無上正等菩提，如說自性，應如實知；如說最勝，應如實知；如說十種功德名號隨

念功德，應如實知；如說出現，應如實知；如說差別，應如實知。 
申二、顯勝德 

又此菩提，為不思議，超過一切尋思道故；為無有量，無邊功德所集成故；為無有上，

生成一切聲聞、獨覺及與如來諸功德故；是故唯佛所證菩提，最上、最尊、最妙、最

勝。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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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二、如是學 

卯一、結前生後 

已說菩薩所應學處。如是應學，我今當說。 
卯二、略廣分別 

                                                 
22 一切功德平等平等者：謂百四十不共佛法，及如來無諍願智、無礙解等，是名一切功德。 
23 唯除四法等者：如來壽量，住捨自在，故有差別。如來族姓，或生婆羅門大國師家，或生剎

帝利大國王家，故有差別。容色形貌，是名身相，隨同分生，故有差別。 
24 於過第一無數劫時者：謂超勝解行地，已入淨勝意樂地故。 
25 性多煩惱性多惡慧者：謂彼煩惱、惡慧，於所依中性成就故。 
26 最上最尊最妙最勝者：此中最上，結無有上。最尊，結無有量。最妙，結不思議。最勝，結

前七種最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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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一、略 

巳一、總標 

午一、嗢柁南 

嗢柁南曰： 
 勝解多求法 說法修法行 正教授教誡 方便攝三業 

午二、長行 

若諸菩薩欲於菩薩所應學處精勤修學，最初定應具多勝解，應求正法，應說正法，應正

修行法隨法行，應正教授，應正教誡，應住無倒教授、教誡，方便所攝身語意業。 
巳二、別釋 

午一、應多勝解 

未一、徵 

云何菩薩具多勝解？ 
未二、釋 

申一、依處 

酉一、標數 

謂諸菩薩於其八種勝解依處，具足成就淨信為先決定喜樂。27 
酉二、列釋 

戌一、於三寶功德 

一者、於三寶功德勝解依處，具足成就淨信為先決定喜樂。謂於佛法僧真實功德具多勝

解。 
戌二、於威力 

二者、於佛菩薩威力勝解依處，具足成就淨信為先決定喜樂。謂於如前所說威力具多勝

解。28 
戌三、於真實義 

三者、於真實義勝解依處，具足成就淨信為先決定喜樂。謂於如前所說真實義具多勝

解。29 
戌四、於因 

四者、於因勝 30解依處，具足成就淨信為先決定喜樂。謂於種種如應所攝無顛倒因 31具

多勝解。 
戌五、於果 

                                                 
27 具足成就淨信為先決定喜樂者：此中喜樂，謂即菩薩增上意樂。由諸菩薩淨信為先，擇法為

先，於諸佛法所有勝解，印解決定故。 
28 謂於如前所說威力具多勝解者：如前威力品說：諸佛菩薩威力，當知略有三種。謂聖威力、

法威力、俱生威力。一一廣釋應知。（陵本三十七卷一頁 3017） 
29 謂於如前所說真實義具多勝解者：謂於法無我、補特伽羅無我甚深勝義諸法真如起勝解故。

如前真實義品廣說應知。（陵本三十六卷八頁 2927） 
30 「勝」，大正作「緣」。 
31 種種如應所攝無顛倒因者：無顛倒因有十差別，是名種種。云何為十？謂隨說因、觀待因、

牽引因、攝受因、生起因、引發因、定別因、同事因、相違因、不相違因。如是十因，或雜

染攝、或清淨攝、或無記攝，由是說言如應所攝。義如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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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者、於果勝解依處，具足成就淨信為先決定喜樂。謂於種種如應所攝無顛倒果 32具多

勝解。 
戌六、於應得義 

六者、於應得義勝解依處，具足成就淨信為先決定喜樂。謂於無上正等菩提所應得義，

我有堪任定當能得具多勝解。 
戌七、於得方便 

七者、於得方便勝解依處，具足成就淨信為先決定喜樂。謂於一切菩薩學道能得方便，

由 33此方便得應得義具多勝解。 
戌八、於善說 

八者、於善言、善語、善說 34勝解依處，具足成就淨信為先決定喜樂。謂於契經、應頌、

記別等法具多勝解。 
申二、因緣 

於此八種勝解依處，應知菩薩由二因緣具多勝解。一者、多修勝解故；二者、積集猛利

忍故。 
午二、應求正法 

未一、總徵三求 

彼諸菩薩求正法時，當何所求？云何而求？何義故求？ 
未二、別釋三求 

申一、何所求 

酉一、當求一切 

戌一、標 

謂諸菩薩以要言之，當求一切菩薩藏法、聲聞藏法、一切外論、一切世間工業處論。 
戌二、釋 

亥一、菩薩聲聞藏 

當知於彼十二分教，方廣一分，唯菩薩藏；所餘諸分，有聲聞藏。 
亥二、一切外論 

一切外論略有三種。一者、因論，二者、聲論，三者、醫方論。35 
亥三、一切世間工業處論 

一切世間工業處論，非一眾多種種品類。謂金師、鐵師、末尼師等工業智處。 
酉二、出明處攝 

                                                 
32 種種如應所攝無顛倒果者：無顛倒果有五差別，是名種種。云何為五？謂異熟果、等流果、

離繫果、士用果、增上果。義如下釋。如是五種，遍攝染、淨、無記諸果，由是說言如應所

攝。 
33 「由」，磧砂、大正、陵本作「有」。 
34 善言善語善說者：思所成地中說：言善語者，所謂善說、善言、善論。當知善說有三種相。

所謂悅意、無染、唯善。乃至廣說。（陵本十九卷一頁 1611）今於此中，差別說三，準彼當

知體義是一。 
35 一切外論略有三種等者：此中因論，謂諸外道虛妄推度諸法體相。聲論，謂婆羅門諸惡呪術，

唯以音聲為究竟故。醫方論，謂即外醫治論。顯揚論說諸論有四。（顯揚論五卷一頁 31,502a）
※
今此三種，即彼後三，如應當知。 

※披尋記原無此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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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一、略辨五明 

亥一、標類 

如是一切明處所攝有五明處。一、內明處，二、因明處，三、聲明處，四、醫方明處，

五、工業明處。菩薩於此五種明處若正勤求，則名勤求一切明處。 
亥二、徵相 

諸佛語言，名內明論，此幾相轉？如是乃至一切世間工巧業處，名工業明論，此幾相轉？ 
亥三、別釋 

天一、內明論 

謂內明論略二相轉。一者、顯示正因果相，二者、顯示已作不失、未作不得相。 
天二、因明論 

因明論亦二相轉。一者、顯示摧伏他論勝利相，二者、顯示免脫他論勝利相。36 
天三、聲明論 

聲明論亦二相轉。一者、顯示安立界相、能成立相，二者、顯示語工勝利相。37 
天四、醫方明論 

醫方明論四種相轉。一者、顯示病體善巧相，二者、顯示病因善巧相，三者、顯示斷已

生病善巧相，四者、顯示已斷之病當不更生善巧相。 
天五、一切世間工業明論 

一切世間工業明論，顯示各別工巧業處所作成辦種種異相。 
戌二、廣顯內明 

亥一、顯示正因果相 

天一、總徵 

云何內明論顯示正 38因果相？ 
天二、別顯 

地一、因相 

玄一、標 

謂有十種因，當知建立無顛倒因，攝一切因。或為雜染、或為清淨、或為世間彼彼稼穡

等無記法轉。 
玄二、釋 

黃一、十因建立 

宇一、自性 

宙一、徵 

云何十因？ 
宙二、列 

一、隨說因，二、觀待因，三、牽引因，四、攝受因，五、生起因，六、引發因，七、

定別因，八、同事因，九、相違因，十、不相違因。 
宙三、釋 

                                                 
36 因明論亦二相轉者：此中初相，謂即能破他宗。次相，謂即能成自宗應知。 
37 聲明論亦二相轉等者：此中安立界相，謂即根栽施設建立。語工勝利，謂即名句文身，及五

德相應聲。如聞所成地說應知。（陵本十五卷二十一頁 1353） 
38 大正無「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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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一、隨說因 

謂一切法，名為先故想，想為先故說，是名彼諸法隨說因。 
洪二、觀待因 

荒一、標名 

觀待此故，此為因故，於彼彼事若求、若取，39此名彼觀待因。 
荒二、舉事 

如觀待手故，手為因故，有執持業。觀待足故，足為因故，有往來業。觀待節故，節為

因故，有屈伸 40業。觀待饑渴故，饑渴為因故，於諸飲食若求、若取。41隨如是等無量

道理，應當了知觀待因相。 
洪三、牽引因 

一切種子，望後自果，名牽引因。42 
洪四、攝受因 

除種子外，所餘諸緣，名攝受因。43 
洪五、生起因 

即諸種子，望初自果，名生起因。 
洪六、引發因 

即初種子所生起果，望後種子所牽引果，名引發因。 
洪七、定別因 

種種異類，各別因緣，名定別因。 
洪八、同事因 

若觀待因、若牽引因、若攝受因、若生起因、若引發因、若定別因，如是諸因總攝為一，

名同事因。44 
洪九、相違不相違因 

荒一、略辨義 

於所生法能障礙因，名相違因。此障礙因若闕、若離，名不相違因。 
荒二、廣相違 

日一、標數 

當知相違略有六種。 
日二、列釋 

月一、語言相違 

一、語言相違。謂有一類，或諸沙門、或婆羅門，所造諸論前後相違。 
月二、道理相違 

二、道理相違。謂為成立諸所成立諸所知義，建立比量，不與證成道理相應。 
月三、生起相違 

                                                 
39 於彼彼事若求若取者：求為追求，未得望得故。取謂執取，取為受用故。 
40 「伸」，大正作「申」。 
41 於彼彼事若求若取者：求為追求，未得望得故。取謂執取，取為受用故。 
42 名牽引因者，牽引自果令當生故。 
43 名攝受因者：攝受彼種令增盛故。 
44 名同事因者：同為一果而有所作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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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起相違。謂所生法，能生緣闕，障生緣會。 
月四、同處相違 

四、同處相違。謂明、闇，貪、瞋，苦樂等法。 
月五、怨敵相違 

五、怨敵相違。謂毒蛇、鼠狼，貓貍、鼷鼠，互為怨敵、惡知識等。 
月六、障治相違 

六、障治相違。謂修不淨與諸貪欲，修慈與瞋，修悲與害，修七覺支、八聖道支與三界

繫一切煩惱。 
日三、簡義 

於此義中，正意唯取生起相違。45 
宇二、相攝 

宙一、二因攝 

此一切因二因所攝。一、能生因，二、方便因。當知此中，牽引種子、生起種子名能生

因，所餘諸因名方便因。 
宙二、四緣攝 

洪一、標列 

復有四緣。一、因緣，二、等無間緣，三、所緣緣，46四、增上緣。 
洪二、別配 

荒一、總配二因 

當知此中，若能生因，是名因緣；若方便因，是增上緣。 
荒二、別顯攝受 

等無間緣及所緣緣，唯望一切心心法說。由彼一切心及心法前生開導所攝受故，所緣境

界所攝受故，方生方轉。是故當知等無間緣及所緣緣，攝受因攝。 
黃二、十因隨轉 

宇一、總徵 

如是十因，云何能令一切世間種種事轉？云何能令雜染事轉？云何能令清淨事轉？ 
宇二、別顯 

宙一、於世間種種物 

洪一、舉穀數 

荒一、隨說因 

日一、標名 

謂於世間種種稼穡墮諸穀數世資生物，所有種種名想言說，謂大麥、小麥、稻穀、胡麻、

大小豆等。即此望彼種種稼穡，為隨說因。 
日二、舉說 

月一、舉大麥 

如言大麥，持去、持來，若磨、若置，如是等類種種隨說。 

                                                 
45 於此義中正意唯取生起相違者：謂於六種相違義中，唯取第三生起相違，名相違因故。 
46 等無間緣及所緣緣者：如意地說：等無間緣者，謂若此識無間，諸識決定生，此是彼等無間

緣。所緣緣者，謂諸心心所所緣境界。（陵本三卷八頁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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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二、例餘穀 

如說大麥，餘小麥等，當知亦爾。 
荒二、觀待因 

觀待饑渴羸劣身住，觀待段食所有愛味，於彼追求、執取、受用，即說彼法為觀待因。 
荒三、牽引因 

由彼各別自種子故，種種稼穡差別而生，即說彼種子為此牽引因。 
荒四、攝受因 

地、雨等緣，能生於芽，名攝受因。 
荒五、生起因 

即彼種子望所生芽，名生起因。 
荒六、引發因 

芽、莖、葉等展轉相續，望彼稼穡若成、若熟，為引發因。 
荒七、定別因 

從大麥種生大麥芽、大麥苗稼，不生餘類。如是所餘，當知亦爾。即說彼為此定別因。 
荒八、同事因 

日一、標名 

即彼一切從觀待因至定別因，同為稼穡而得成熟，名同事因。 
日二、釋義 

非彼稼穡隨闕一因而得成熟，是故一切和合說為此同事因。 
荒九、相違因 

霜雹災等諸障礙法，望彼滋稼為相違因。 
荒十、不相違因 

彼闕無障，是諸滋稼不相違因。 
洪二、例餘事 

如是十因，於餘世間種種事物，隨其所應，當知廣如攝穀論說。 
宙二、於染淨事 

洪一、別釋 

荒一、於雜染事 

日一、釋 

月一、隨說因 

盈一、標名 

又於一切雜染緣起所有種種名想言說，謂無明、行、識、名色，廣說乃至老死愁悲憂苦

擾惱。即此望彼諸雜染法，47為隨說因。 
盈二、舉說 

如言無明緣行，乃至生緣老死。如是等類種種隨說。 
月二、觀待因 

觀待境界所有愛味，於諸有支相續流轉，即彼望此諸雜染法，48為觀待因。 

                                                 
47 即此望彼諸雜染法者：此謂無明等種種名想言說，彼謂無明等諸緣起支。即緣起支名雜染法。 
48 即彼望此諸雜染法者：彼謂境界所有愛味，此謂有支相續流轉。此諸有支名雜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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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三、牽引因 

於現法中，無明等法所有已生已長種子，今 49此種子，望於餘生生老死等，50為牽引因。 
月四、攝受因 

近不善士、聞不正法、非理作意，及先串習所引勢力生無明等，名攝受因。 
月五、生起因 

無明等法各別種子，名生起因。 
月六、引發因 

從無明支乃至有支，展轉引發後後相續，望於餘生生老死等，為引發因。 
月七、定別因 

餘無明支及自種子，乃至有支，能生那落迦；餘無明支及自種子，乃至有支，能生傍生、

餓鬼、人、天，當知亦爾。51即此望彼諸雜染法，52名定別因。 
月八、同事因 

即彼一切從觀待因至定別因，名同事因。 
月九、相違因 

此雜染法相違因者，謂出世間種性具足，值佛出世演說正法，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如

理作意，法隨法行，及與一切菩提分法。 
月十、不相違因 

即如所說種種善法若闕、若離，是雜染法不相違因。 
日二、結 

如是十因，應知能起一切有情一切雜染。 
荒二、於清淨事 

日一、隨說因 

月一、標名 

又於一切清淨品法及滅涅槃 53所有種種名想言說，即此望彼諸清淨法，為隨說因。 
月二、舉說 

如言：念住、正斷，乃至八聖道支；無明滅故行滅，廣說乃至生滅故老死滅。如是等類

種種隨說。 
日二、觀待因 

觀待諸行多過患故，樂求清淨、攝受清淨、成滿清淨，彼望於此為觀待因。54 
日三、牽引因 

安住種性補特伽羅，種性具足，能為上首，證有餘依及無餘依二涅槃界，55彼望清淨，

                                                 
49 「今」，磧砂、陵本作「令」。 
50 望於餘生生老死等者：謂順生受、或順後受諸業所感異熟，是名餘生生老死等。 
51 餘無明支及自種子等者：謂若無明支及自種子，乃至有支，能生那落迦，當知此無明等不生

餘趣。若無明支及自種子，乃至有支，能生傍生、餓鬼、人、天，此無明等不生餘趣，當知

亦爾。如是無明支及自種子，乃至有支，與彼五趣各別為因，故於此中相望說餘。 
52 即此望彼諸雜染法者：此謂無明支及自種子，乃至有支；彼謂那落迦等五趣差別。即彼五趣

名雜染法。 
53 又於一切清淨品法及滅涅槃者：謂三十七菩提分法，是名一切清淨品法。緣起還滅，名滅涅

槃。如下自釋。 
54 彼望於此為觀待因者：彼謂諸行過患，此謂諸清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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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牽引因。 
日四、攝受因 

親近善士、聽聞正法、如理作意，及先所作諸根成熟，名攝 56受因。 
日五、生起因 

種性所攝一切無漏菩提分法所有種子，望彼一切菩提分法，為生起因。 
日六、引發因 

即自種子所生一切菩提分法，漸次能證若有餘依、若無餘依二涅槃界，名引發因。 
日七、定別因 

聲聞種性，以聲聞乘能般涅槃；獨覺種性，以獨覺乘能般涅槃；大乘種性，以無上乘能

般涅槃；彼望清淨，為定別因。 
日八、同事因 

若清淨品觀待因乃至定別因，彼望清淨，為同事因。 
日九、相違不相違因 

月一、辨差別 

盈一、相違因 

種性不具足，不值佛出世，生諸無暇處，不親近善士，不聽聞正法，不如理作意，數習

諸邪行，彼望清淨，為相違因。 
盈二、不相違因 

此相違因若闕、若離，是名清淨不相違因。 
月二、例當知 

若雜染品諸相違因，當知即是清淨法因；若清淨品諸相違因，當知即是雜染法因。 
洪二、總結 

如是現有雜染十因、清淨十因，過去、未來曾當染淨皆亦如是。一切唯有如是十因，除

此無有若過若增。 
地二、果相 

玄一、徵 

於此相中，云何為果？ 
玄二、標 

謂略有五。 
玄三、列 

一者、異熟果，二者、等流果，三者、離繫果，四者、士用果，五者、增上果。 
玄四、釋 

黃一、異熟果 

諸不善法，於諸惡趣受異熟果；善有漏法，於諸善趣 57受異熟果；是名異熟果。 
黃二、等流果 

                                                                                                                                                         
55 能為上首等者：謂從最初聽聞正法，唯緣涅槃，如是乃至最後能證圓滿解脫，名以涅槃為其

上首。修所成地說：又緣涅槃而聽法者，有十法轉，涅槃為首。謂依止有餘依涅槃界，及無

餘依涅槃界。乃至廣說。（陵本二十卷四頁 1712）此應準知。 
56 「攝」，大正作「所」。 
57 「趣」，大正作「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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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不善故，樂住不善，不善法增。修習善故，樂住善法，善法增長。或似先業，後果隨

轉，58是名等流果。 
黃三、離繫果 

宇一、標名 

八支聖道滅諸煩惱，名離繫果。 
宇二、簡非 

若諸異生，以世俗道滅諸煩惱，不究竟故，非離繫果。 
黃四、士用果 

諸有一類，於現法中，依止隨一工巧業處，起士夫用。所謂農作、商賈、事王、書畫、

算數、占卜等事。由此成辦諸稼穡等財利等果，是名士用果。 
黃五、增上果 

宇一、六根攝 

若眼識等，是眼根增上果；乃至意識等，是意根增上果。 
宇二、命根攝 

眾生身分不散不壞，是命根增上果。 
宇三、二十二根攝 

宙一、標 

二十二根，各各能起自增上果。當知一切名增上果。 
宙二、指 

二十二根增上作用，如攝事分應知其相。59 
地三、修果 

菩薩於是內明所顯正因果相如實知已，精勤修習，令處非處智力種性漸得清淨、漸得增

長。60 
亥二、顯示已作不失未作不得相 

天一、徵 

云何內明論顯示已作不失、未作不得相？ 
天二、釋 

                                                 
58 或似先業後果隨轉者：有尋有伺地說：謂若從彼出，來生此間人同分中，壽量短促，資財匱

乏，妻不貞良，多遭誹謗，親友乖離，聞違意聲，言不威肅，增猛利貪，增猛利瞋，增猛利

癡，是名與等流果。（陵本九卷一頁 636）此約十種不善業道為論。十善業道與此相違，其相

應知。 
59 如攝事分應知其相者：攝事分說：眼根最初，意根為後，如是六根，於取境界有增上義。男

女二根，於能繼嗣家族子孫有增上義。命根一種，於愛命者活命因緣各別事業加行士用有增

上義。樂最為先，捨為其後，如是五根，於其受用先業所作愛不愛果及造新業有增上義。信

為最初，慧為其後，如是五根，於能趣向世間離欲有增上義。未知當知、已知、具知三無漏

根，於能趣向出世離欲最極究竟有增上義。（陵本九十八卷八頁 7347）如是應知。 
60 令處非處智力種性等者：淨不淨果非不平等，如實轉因，是名為處。淨不淨果不平等因，與

上相違，是名非處。若一切智、若無滯智、若清淨智，是名為智。與一切種饒益一切有情功

能具相應故，畢竟勝伏一切魔怨大威力故，說名為力。是即如來處非處智力
※
。如建立品說。

（陵本四十九卷十六頁 3951）今說種性是其因相，由勤修習漸令成熟，如實智生，名得清淨。

轉上轉勝，名得增長。 
※韓清淨手稿中於此有一「義」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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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一、別辨相 

玄一、已作不失 

謂諸有情自所作業，雖復作已經多百劫，與果功能終無失壞。 
玄二、未作不得 

亦無不作、或復異作，而有異熟、或異熟果 61。 
地二、明修果 

菩薩於是內明所顯已作不失、未作不得相如實知已，精勤修習，令其自業智力種性漸得

清淨、漸得增長。 
申二、云何求 

酉一、徵 

菩薩云何求聞正法？ 
酉二、釋 

戌一、求法 

亥一、於善說法 

天一、猛利愛重 

地一、標所應 

謂諸菩薩於善說法，應當安住猛利愛重，求聞正法。 
地二、釋略說 

如是略說於善說法安住猛利愛重之相。謂諸菩薩為欲聽聞一善說法，62假使路由猛焰熾

然大熱鐵地，無餘方便可得聞是善說法者，即便發起猛利愛重，歡喜而入，何況欲聞多

善言義。 
天二、校量餘事 

又諸菩薩於自身分，及於一切資身眾具飲食等事所有愛重，於欲聽聞諸善說法所有愛

重；以前愛重方後愛重，於百分中不及其一，於千分中亦不及一，於數分中亦不及一，

於算分中亦不及一，乃至鄔波尼煞曇分亦不及一。 
亥二、於說法師 

天一、樂聽聞法 

菩薩如是於善說法深生敬重，常樂聽聞諸善說法，無有勞倦，亦無厭足。63 
天二、具愛敬德 

淨信淳 64厚，其性柔和，心直見直。愛敬德故、愛敬法故，往法師所無難詰心，有敬重

心，無高慢心。專為求善，非顯己 65德。為欲安立自他善根，不為利養恭敬因緣。 
戌二、聞法 

亥一、標 

                                                 
61（1）「熟果」，大正作「果熟」。 
（2）亦無不作或復異作等者：謂若自不作業，而受異熟；或他作業，自受異熟；皆無如是事

故。此即釋前未作不得相。 
62 為欲聽聞一善說法者：下至少分一四句頌，是名一善說法。 
63 無有勞倦亦無厭足者：翹勤無惰，名無勞倦。發勤精進，名無厭足。 
64 「淳」，磧砂作「深」。 
65 「己」，陵本作「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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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具足如是功德，往法師所，無雜染心、無散亂心聽聞正法。 
亥二、釋 

天一、無雜染心 

地一、徵 

云何菩薩無雜染心聽聞正法？ 
地二、釋 

玄一、標列 

謂聽法時，其心遠離貢高雜染，其心遠離輕慢雜染，其心遠離怯弱雜染。由六種相，其

心遠離貢高雜染；由四種相，其心遠離輕慢雜染；由一種相，其心遠離怯弱雜染。 
玄二、隨釋 

黃一、由六相 

謂聽法時，應時而聽、殷重而聽、恭敬而聽、不為損害、不為隨順、不求過失。66由此

六相，其心遠離貢高雜染。 
黃二、由四相 

又聽法時，恭敬正法、恭敬說法補特伽羅、不輕正法、不輕說法補特伽羅。67由此四相，

其心遠離輕慢雜染。 
黃三、由一相 

又聽法時，不自輕懱。68由此一相，其心遠離怯弱雜染。 
地三、結 

菩薩如是無雜染心聽聞正法。 
天二、無散亂心 

地一、徵 

云何菩薩無散亂心聽聞正法？ 
地二、標 

謂由五相。 
地三、列 

一者、求悟解心聽聞正法，二者、專一趣心聽聞正法，三者、聆音屬耳聽聞正法，四者、

掃滌其心聽聞正法，五者、攝一切心聽聞正法。69 

                                                 
66 謂聽法時應時而聽等者：坐卑座等，是名為時。以謙下心坐於卑座，具足威儀，隨其所能聽

聞正法，起恭敬相，是名應時而聽、殷重而聽、恭敬而聽。他說法時，應正了知，不障礙彼，

多有所作，是名不為損害。為欲啟悟先未解義，而興請問，是名不為隨順。若不悟解，或復

沈疑，終不譏誚，是名不求過失。義如攝異門分說。（陵本八十四卷三頁 6358） 
67 又聽法時恭敬正法等者：謂依正法，當獲無上大果勝利，是故於此正法深生恭敬。於說法師，

勝者，恭敬隨順；於等、於劣，恭敬法故，亦不輕懱；是名恭敬說法補特伽羅。又於正法不

作是言：此非綺飾文字章句，所有文句悉皆麤淺故。是名不輕正法。於說法師不作是言：彼

於我所種性卑劣等故。是名不輕說法補特伽羅。義如攝異門分說。（陵本八十四卷四頁 6361） 
68 又聽法時不自輕懱等者：如攝異門分說：不自輕者，不作是言：我於解法無有力能。於其所

證無怯劣故。（陵本八十四卷四頁 6362） 
69 謂由五相等者：攝異門分說：奉教心者，無惱亂心，唯欲求解故。心一趣者，為欲領解文句

差別故。屬耳聽者，為欲了知音韻差別故。修治意者，為欲悟入甚深義故。於一切心無不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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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三、結 

菩薩如是求聞正法。 
申三、何故求 

酉一、徵 

菩薩何故求聞正法？ 
酉二、釋 

戌一、內明 

謂諸菩薩求內明時，為正修行法隨法行，為廣開示利悟於他。 
戌二、因明 

若諸菩薩求因明時，為欲如實了知外道所造因論是惡言說；為欲降伏他諸異論；為欲於

此真實聖教，未淨信者令其淨信，已淨信者倍令增廣。 
戌三、聲明 

若諸菩薩求聲明時，為令信樂典語眾生，於菩薩身深生敬信。為欲悟入詁訓言音文句差

別，於一義中種種品類殊音隨說。70 
戌四、醫方明 

若諸菩薩求醫明時，為息眾生種種疾病，為欲饒益一切大眾。 
戌五、工業明 

若諸菩薩求諸世間工業智處，為少功力多集珍財，71為欲利益諸眾生故，為發眾生甚希

奇想，為以巧智平等分布，饒益攝受無量眾生。72 
酉三、結 

菩薩求此一切五明，為令無上正等菩提大智資糧速得圓滿。非不於此一切明處次第修

學，能得無障一切智智。73 
未三、總結三求 

如是已說一切菩薩正所應求，如是而求，為此義求。 
午三、應說正法 

未一、總徵 

菩薩為他說正法時，當何所說？云何而說？何義故說？ 
未二、別釋 

申一、明所說 

                                                                                                                                                         
念者，為欲無間領解音韻文句義故，無不了知、無不通達而空過者。（陵本八十四卷四頁 6362）
此中五相，文雖少別，然義無異，如次配釋應知。 

70 於一義中種種品類殊音隨說者：聲明處中說有義施設建立，謂根建立、大種建立等。於此隨

一義中，復有補特伽羅施設建立，及時施設建立。如聞所成地中說。（陵本十五卷二十一頁
※1353）

是名種種品類殊音隨說。 
※「二十一頁」，披尋記原作「二十二頁」。 

71 為少功力多集珍財者：施品中說：又諸菩薩，若現無有可施財物，先所串習彼彼世間工巧業

處作意現前，少用功力，多集財寶，施諸眾生。（陵本三十九卷十一頁 3209）此應準釋。 
72 為以巧智平等分布等者：施品中說：又無量眾同集來乞，如實了知持戒、犯戒，隨其長幼以

次而坐，從上至下周旋往返，窮諸施物分布與之。（陵本三十九卷八頁 3202） 
73 能得無障一切智智者：前說：所知障斷故，於一切所知無礙無障智。又說：於一切界、一切

事、一切品、一切時智無礙轉，名一切智。能得如彼諸所有智，名得無障一切智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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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諸菩薩正所應求，即是所說。 
申二、所為說 

為此義求，即為此義而為他說。 
申三、如是說 

酉一、標列 

依二種相應為他說。一者、依隨順說應為他說；二者、依清淨說應為他說。 
酉二、隨釋 

戌一、別辨相 

亥一、依隨順說 

天一、徵 

云何依隨順說應為他說？ 
天二、釋 

地一、以時 

謂諸菩薩應當安住如法威儀而為他說，非不安住如法威儀。74不為無病處高座者而說正

法，不為坐者立說正法，不應居後為前行者而說正法，不為覆頭而說正法。如別解脫經

廣說應知。何以故？諸佛菩薩敬重法故。 
地二、重法 

又於正法生尊重時，令他於法起極珍貴，恭敬聽聞而不輕毀。75 
地三、次第 

又為一切說一切法，無間而說。76 
地四、相續 

又於正法不生慳吝，不作師拳。77 
地五、隨順 

又於正法，如其文句次第而標，如其文句次第而釋，如其次第分別其義。78 
地六、歡喜 

又若引攝義利法義，應標、應釋、應廣分別，非不引攝義利法義。79 
地七、愛樂 

又應示現所應示現。80 
地八、悅豫 

                                                 
74 應當安住如法威儀等者：二十相中，此以時攝。如攝異門分說：應時而說者，若了知彼願樂

欲聞及堪聞者，方可為說。坐卑座等，是名為時。（陵本八十四卷二頁 6358） 
75 令他於法起極珍貴等者：二十相中，此重法攝。開示彼彼差別未曾有義，是故能令起極珍貴。 
76 又為一切說一切法等者：二十相中，此次第攝。次第宣說無間斷故。 
77 又於正法不生慳吝等者：二十相中，此相續攝。相續為說，恆作義利故。 
78 又於正法如其文句次第而標等者：二十相中，此隨順攝。於文句義平等潤洽，互相隨順故。

如三摩呬多地中說。（陵本十三卷十二頁 1115） 
79 又若引攝義利法義等者：二十相中，此歡喜攝。謂若聽聞能引義利生歡喜故。言引攝義利者，

謂能引攝增上生果、決定勝
※
果故。如攝釋分說。（陵本八十二卷二頁 6226） 

※「決定勝」，披尋記原作「決定生」。卷八十二原文為「決定勝」。 
80 又應示現所應示現者：二十相中，此愛樂攝。謂由示現四種真實道理，令他愛樂受學白品行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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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應教導所應教導。81 
地九、欣勇 

又應讚勵所應讚勵。82 
地十、不擯 

又應慶慰所應慶慰。83 
地十一、應理 

又依現、比、至教道理而說正法，非不依彼三量道理。 
地十二、稱順 

又所宣說順往善趣。 
地十三、無亂 

又所宣說無亂、易入，而不隱密。84 
地十四、如法 

又所宣說應四聖諦。 
地十五、順眾 

又處一切眾說正法時，隨眾所應而為宣說。85 
天三、結 

菩薩依此十五種相，諸隨順說普為利他，應如是說。 
亥二、依清淨說 

天一、徵 

云何依清淨說應為他說？ 
天二、釋 

地一、慈心 

謂諸菩薩，於己 86有怨諸有情類，應住慈心，為說正法。87 
地二、利益心 

於行惡行諸有情類，住利益心，應說正法。88 

                                                 
81 又應教導所應教導者：二十相中，此悅豫攝。謂示現已，得信解者慰意適悅，於所教導願正

受行故。 
82 又應讚勵所應讚勵者：二十相中，此欣勇攝。謂若有情於所知、所行、所得中心生退屈，爾

時稱讚、策勵其心，令生欣勇故。 
83 又應慶慰所應慶慰者：二十相中，此不擯攝。謂若慶慰於法隨法勇猛正行有情，令餘有諸過

失違犯應可訶擯有情，亦得調伏，而不訶擯故。 
84 又所宣說無亂易入而不隱密者：二十相中，此無亂攝。法義相應，無倒而說，是名無亂。語

具圓滿，言辭顯了易可悟入，是名易入。非如婆羅門諸惡呪術語句闕隱，名不隱密。 
85 又處一切眾等者：二十相中，此順眾攝。處五眾中，名一切眾。謂在家眾、出家眾、淨信眾、

邪惡眾、處中眾，是名五眾。處在家眾，應依毀諸惡行、讚諸善行，令其止息及進修故。處

出家眾，應依增上戒等三學現說正法，令速欣樂故。處淨信等眾，應依聖教廣大威德現說正

法，如其次第，令倍增長、令處中信、令生淨信故。如攝釋分說。（陵本八十一卷十七頁 6218）
此應準知。 

86 「己」，陵本作「已」。 
87 應住慈心為說正法者：如攝異門分說：以慈心者，為欲令彼得樂義故。（陵本八十四卷三頁

6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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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三、哀愍心 

於諸有 89樂有苦、放逸下劣有情，應當安住利益安樂哀愍之心，為說正法。90 
地四、不自讚毀他 

不以嫉纏增上力故，自讚毀他。91 
地五、不依利養恭敬讚頌 

以無染心，不希利益恭敬讚頌，為他說法。92 
天三、結 

菩薩依止此五種相，諸清淨說普為利他，應如是說。 
戌二、結略義 

如是菩薩說正法相略有二十。一者、以時，二者、重法，三者、次第，四者、相續，五

者、隨順，六者、歡喜，七者、愛樂，八者、悅豫，九者、欣勇，十者、不擯，十一者、

應理，十二者、稱順，十三者、無亂，十四者、如法，十五者、順眾，十六者、慈心，

十七者、利益心，十八者、哀愍心，十九者、不自讚毀他，二十者、不依利養恭敬讚

頌。93 
未三、總結 

菩薩如是應常為他宣說正法。 
午四、應修法隨法行 

未一、徵 

云何菩薩法隨法行？ 
未二、標 

當知此行略有五種。謂如所求、如所受法，身語意業無倒隨轉，正思、正修。94 
未三、釋 

申一、如法隨轉 

若佛世尊於彼諸法，制身語意令不造作。於此諸法，開身語意令其造作。即於如是二種

法中，身語意業無倒遠離、無倒修證。是名菩薩於諸法中，身語意業無倒隨轉法隨法行。 
申二、於法正思 

酉一、徵 

                                                                                                                                                         
88 住利益心應說正法者：如攝異門分說：利益心者，云何當令若有殷重聽聞正法，皆得悟解，

獲大利益故。（陵本八十四卷三頁 6360） 
89 「有」，磧砂作「行」。 
90 安住利益安樂哀愍之心為說正法者：如攝異門分說：哀愍心者，欲令彼修法隨法行故。（陵本

八十四卷三頁 6360） 
91 不以嫉纏等者：如攝異門分說：不自高者，不為利養恭敬事故，作如是言：唯我能知如是法

律，非汝等輩；乃至廣說讚己功德，談彼過失。（陵本八十四卷三頁 6360） 
92 以無染心等者：如攝異門分說：無所依者，不為利養恭敬名稱故；謂不依止衣服等事，亦不

依止禮敬等事，唯欲令他悟入正法。（陵本八十四卷三頁 6360） 
93 說正法相略有二十等者：此二十相，多分應如攝異門釋，如前已引。其餘若文、若義少分差

別，應勘彼知。 
94 云何菩薩法隨法行等者：無性釋云：所證名法，道名隨法，隨順彼故。今不依之。世親釋云：

法隨法行者，如教行故。今依彼義，應更分別。謂一切學處名法，隨順學法名隨法。聲聞地

中，說三勝學及與十種隨順學法，應如彼釋。此略有五，謂身語意業為三，思修為二，故成

五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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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菩薩於法正思？ 
酉二、釋 

戌一、標列相 

謂諸菩薩獨居閑靜，隨所聞法樂欲思惟、樂欲稱量、樂欲觀察。95先當遠離不思議處，

思惟彼法。恆常思惟，無間加行、殷重加行，而無慢緩。96是諸菩薩勇猛精進思惟法時，

於其少分以理觀察而隨悟入。於其少分，但深信解。凡所思惟，但依其義，不依其文。

如實了知默 97說、大說。98正能悟入最初思惟。既悟入已，數數作意令得堅固。99 
戌二、顯勝利 

亥一、由遠離不思議 

是諸菩薩由能遠離不應思議而思惟故，其心不墮迷悶錯亂。 
亥二、由恆常等思惟 

由能恆常無間、殷重加行無緩而思惟故，先未知義得正了知、得正決了，先已知義得無

失壞、得不忘失。 
亥三、由少分觀察 

由於少分以理觀察隨悟入故，於隨正理觀察法中，不由他緣。 
亥四、由少分信解 

由於少分但信解故，於極甚深自少覺慧不能達法，仰推如來，言如是法是佛所行，非我

境界。如是於法不生誹謗，不自損害，遠離衰患，無諸過罪。 
亥五、由依義思惟 

由諸菩薩思惟法時，但依其義不依文故，於佛世尊一切所說密意語言，能隨悟入。 
亥六、由了知默說大說 

由諸菩薩普於一切默 100說、大說得善巧故，於真實義，無物無法能傾能動。 
亥七、由悟入最初思惟 

是諸菩薩正能悟入初思惟故，能得先來所未得忍。101 
亥八、由數數作意堅固 

是諸菩薩，由即於此已所得忍，數數作意令堅牢故，能於其修隨順趣入。 
酉三、結 

菩薩由是八種相故，能正修行正思所攝法隨法行。 
申三、於法正修 

酉一、徵起 

云何菩薩於法正修？ 
酉二、標列 

                                                 
95 云何菩薩於法正思等者：思所成地說清淨思，有九種相。（陵本十六卷一頁 1361）今於此中，

說由八種，開合不同，次第亦異，隨應當知。 
96 恆常思惟至而無慢緩者：此攝思所成地堅固思惟、安住思惟、相續思惟三相應知。 
97 「默」，大正作「黑」。 
98 如實了知默說大說者：於聲聞乘不了義說，是名默說。於大乘中了義宣說，是名大說。 
99 正能悟入最初思惟等者：此中二相，思所成地第九相攝應知。 
100 「默」，大正作「黑」。 
101 能得先來所未得忍者：謂如勝解行住菩薩下中上忍差別而轉，創初獲得，名先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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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知此修略有四相。一者、奢摩他，二者、毗鉢舍那，三者、修習奢摩他、毗鉢舍那，

四者、樂修習奢摩他、毗鉢舍那。 
酉三、隨釋 

戌一、別辨相 

亥一、奢摩他 

天一、徵 

云何奢摩他？ 
天二、釋 

地一、辨所緣 

謂諸菩薩，由八種思善依持故，於離言說唯事、唯義所緣境中，繫心令住。102離諸戲論、

離心擾亂想作意故，於諸所緣而作勝解。 
地二、出體相 

於諸定相，令心內住、安住、等住，廣說乃至一趣、等持。 
天三、結 

是名奢摩他。 
亥二、毗鉢舍那 

天一、徵 

云何毗鉢舍那？ 
天二、釋 

地一、辨所緣 

謂諸菩薩，由奢摩他熏修作意，即於如先所思惟法思惟其相。 
地二、出體相 

如理簡擇、最極簡擇、極簡擇法，廣說乃至覺、明、慧行。103 
天三、結 

是名毗鉢舍那。 
亥三、修習奢摩他毗鉢舍那 

云何修習奢摩他、毗鉢舍那？謂諸菩薩，於奢摩他、毗鉢舍那，無間加行、殷重加行，

恆常修習，是名修習奢摩他、毗鉢舍那。 
亥四、樂修習奢摩他毗鉢舍那 

云何樂修習奢摩他、毗鉢舍那？謂諸菩薩，即於如是止觀相中，其心無動，於無功用離

諸加行任運轉處攝受無亂，104是名樂修習奢摩他、毗鉢舍那。 
戌二、明作業 

                                                 
102 於離言說唯事唯義等者：謂於大乘離言法性如實智生，不取少法及少品類而起分別，唯取其

事，唯取真如，繫心令住故。  
103 如理簡擇至覺明慧行者：攝異門分說：言簡擇者，總取一切苦法種類為苦聖諦故。最極簡擇

者，各別分別取諸苦故，謂生苦、老苦等。極簡擇法者，依此處所簡擇契經等法故。所以者

何？依止此故，先修所作。覺者，謂堪能簡擇俱生之慧。明者，謂習所得慧。慧行者，謂能

受持、讀誦、問論、勝決擇等增上了別，即於彼義轉增明了勤修習慧。（陵本八十三卷十頁

6305）於中復有黠了、通達、審察、聰叡諸差別名，如彼廣釋應知。 
104 於無功用離諸加行任運轉處等者：圓滿三摩地為所依止，名無功用離諸加行任運轉處。於爾

所時，毗鉢舍那清淨鮮白，隨奢摩他調柔攝受，如奢摩他攝受而轉，是名攝受無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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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一、釋 

天一、漸次 

當知此中，是諸菩薩，如如修習奢摩他、毗鉢舍那，如是如是樂住奢摩他、毗鉢舍那；

如如樂住奢摩他、毗鉢舍那，如是如是奢摩他、毗鉢舍那清淨。 
天二、究竟 

如如奢摩他清淨，如是如是身安、心安增長廣大；如如毗鉢舍那清淨，如是如是若知 105、

若見增長廣大。齊此名為修所應作，謂於所依中，應除遣麤重；及於一切所知，應修 106清

淨知 107見。108 
亥二、結 

如是一切修所作業，菩薩由前四種修相，皆能成辦。 
午五、應正教授 

未一、徵 

云何教授？ 
未二、標 

當知教授略有八種。109 
未三、釋 

申一、辨自他 

酉一、施他教授 

謂諸菩薩，或三摩地為依止故，或於長時共彼住故，於彼慈悲欲為教授。110 
酉二、從他教授 

或由其餘諸菩薩眾，或由如來，為作教授。111 
申二、辨先因 

酉一、尋思心 

於教授時，先當審諦尋思其心，如實了知。112 
酉二、尋思根 

尋思如實了知心已，尋思其根，如實了知。113 
酉三、尋思意樂 

                                                 
105 「知」，大正作「智」。 
106 磧砂無「修」字。 
107 「知」，大正作「智」。 
108 齊此名為修所應作等者：聲聞地中，說有四種瑜伽所作。謂所依滅、所依轉、遍知所緣、愛

樂所緣。（陵本二十八卷十三頁 2369）今攝為二，如應當釋。 
109 當知教授略有八種者：如下所說，示現種種所趣入門有五差別，宣說能治斷、常二邊邪執處

中之行有二差別，及令除捨諸增上慢，故成八種。 
110 或三摩地至欲為教授者：此顯施他無倒教授。如由神境神變，能現種種神通境界，令他於己

生極尊重；由彼於己生尊重故，於屬耳聽瑜伽作意，極生恭敬。是即三摩地為所依止而為教

授。或復以無染心先與依止，以憐愍心現作饒益，於時時間，以其隨順八種教授而教授之，

是即長時與彼共住而為教授。 
111 或由其餘諸菩薩眾等者：此顯從他得正教授應知。 
112 先當審諦尋思其心等者：謂由記說神變，當尋求他心行差別故。 
113 尋思其根如實了知者：謂於有情軟中上根部分差別如實了知，如應如宜為說正法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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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思如實了知根已，尋思意樂，如實了知。114 
酉四、尋思隨眠 

尋思如實知意樂已，尋思隨眠，如實了知。115 
申三、辨種類 

酉一、標舉 

戌一、示趣入門 

尋思如實知隨眠已，如其所應，隨其所宜，示現種種所趣入門，令其趣入。謂或修不淨，

或復修慈，或修種種緣性緣起，或修界差別，或修阿那波那念。令趣入已 116， 
戌二、說處中行 

如其所應，隨其所宜，示現種種所趣入門。為說能治常邊邪執處中之行，為說能治斷邊

邪執處中之行。 
戌三、除增上慢 

令其除捨未作謂作、未得謂得、未觸謂觸、未證謂證諸增上慢。117 
酉二、明攝 

戌一、標 

如是菩薩八種教授，當知略說三處所攝。 
戌二、徵 

云何三處？ 
戌三、列 

一、未住心者為令住故，令於所緣無倒係念；118二、心已住者為令獲得自義利故，為其

宣說正方便道；三、於自所作未究竟者，令捨中間所有留難。 
戌四、釋 

亥一、為令心住 

若知彼心、根、意樂、隨眠已，如其所應，隨其所宜，示現種種所趣入門，令其趣入。

當知是名未住心者為令住故，令於所緣無倒係念。 
亥二、令得方便 

若為宣說能治斷、常二邊邪執處中之行。當知是名心已住者為令獲得自義利故，為其宣

說正方便道。 
亥三、令捨留難 

若令除捨未作謂作，廣說乃至未證謂證諸 119增上慢。當知是名於自所作未究竟者，令

                                                 
114 尋思意樂如實了知者：謂於有情軟中上品淨與不淨勝解差別如實了知，起淨勝解令漸增長，

不淨勝解令漸捨離故。 
115 尋思隨眠如實了知者：謂於有情劣中妙界部分差別如實了知故。 
116 （1）「令趣入已」，磧砂、大正、陵本原置於「為說能治常邊邪執」之前。 

（2）謂或修不淨等者：聲聞地說：淨行所緣，謂不淨、慈愍、緣性緣起、界差別、阿那波

那念等所緣差別。（陵本二十六卷十九頁 2228）如彼廣釋應知。 
117 為說能治常邊邪執等者：此中常邊邪執，謂於前後際所有無明。斷邊邪執，謂於後際所有無

明。諸增上慢，謂於中際所有無明。如是差別應知。 
118 令於所緣無倒係念者：如聲聞地說：於緣無倒安住其心，謂若苾芻勤修觀行，是瑜伽師，於

所緣境安住其心，隨應解了所知境界，如實無倒能遍了知故。（陵本二十六卷十八頁 2223） 
119 「諸」，磧砂作「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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捨中間所有留難。 
戌五、結 

如是三處，當知能攝八種教授。 
申四、顯勝利 

酉一、標 

如是菩薩，或由從他得正教授，或由施他無倒教授，能令所餘八力種性漸得清淨、漸得

增長。 
酉二、列 

謂靜慮、解脫、等持、等至智力種性，諸根勝劣智力種性，種種勝解智力種性，種種界

智力種性，遍趣行智力種性，宿住隨念智力種性，死生智力種性，漏盡智力種性。120 
午六、應正教誡 

未一、徵 

云何教誡？ 
未二、釋 

申一、標列相 

酉一、標 

當知教誡略有五種。 
酉二、列 

戌一、遮止 

一者、遮止有罪現行。 
戌二、開許 

二者、開許無罪現行。 
戌三、諫誨 

三者、若有於所遮止、開許法中暫行犯者，121如法諫誨 122。 
戌四、呵擯 

四者、若有於彼法中數數輕慢而毀犯者，以無染濁、無有變異、親善意樂如法呵擯，123 
與作憶念。124 

戌五、慶慰 

五者、若有於所遮止、開許法中能正行者，慈愛稱歎真實功德，令其歡喜。 
申二、結略義 

當知是名略說菩薩五種教誡。所謂遮止、開許、諫誨 125、呵擯、慶慰。 

                                                 
120 能令所餘八力種性等者：此中八力，一一差別，皆如建立品釋。（陵本四十九卷十八頁 3958）

於十力種性中，初二種性漸得清淨、增長，如前已說。今此後八望初二種，故名所餘。 
121 於所遮止開許法中等者：若佛世尊，於彼諸法制身語意令不造作，名所遮止。於此諸法開身

語意令其造作，名所開許。於此二法，由失念故而不隨轉，名暫行犯。 
122 「誨」，磧砂作「悔」。 
123 以無染濁無有變異等者：不於或違、或順起染汙心，或擯不擯，名無染濁。恆常現前與作饒

益，先後無異，是名無有變異。以饒益心，不以衰損，以善友意，不以憎嫉，是名親善意樂。 
124 與作憶念者：謂令憶念先所犯罪，或法、或義。聲聞地中別釋其相應知。（陵本二十五卷三

頁 2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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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七、應住方便所攝身語意業 

未一、徵 

云何菩薩方便所攝身語意業？ 
未二、釋 

申一、標四攝事 

酉一、釋名方便 

戌一、出體 

當知略說菩薩所有四種攝事，126是名方便。 
戌二、引教 

如世尊言：菩薩成就四種攝事所攝方便，方名菩薩。 
酉二、成唯四種 

戌一、徵 

復何因緣，唯四攝事說名方便？ 
戌二、成 

謂諸菩薩，略由如是攝事所攝四種方便，於諸有情普能攝受、調伏、成熟。127除此無有

若過若增。 
申二、廣四方便 

酉一、徵 

何等名為四種方便？ 
酉二、列 

一、隨攝方便，二、能攝方便，三、令入方便，四、隨轉方便。 
酉三、釋 

戌一、隨攝方便 

若諸菩薩先行布施，當知是名隨攝方便。何以故？先以種種財物布施饒益有情，為欲令

彼聽受所說，奉教行故。 
戌二、能攝方便 

若諸菩薩次行愛語，於彼彼處有愚癡者，為欲除彼所有愚癡令無餘故，令其攝受瞻察正

理。128如是愛語，當知名為能攝方便。 
戌三、令入方便 

                                                                                                                                                         
125 「誨」，磧砂作「悔」。 
126 菩薩所有四種攝事者：謂布施、愛語、利行、同事，是名四種攝事。如下施品及攝事品廣釋

應知。 
127 普能攝受調伏成熟者：攝受有二，謂財攝受、法攝受。財攝受者，謂於一切飲食等物有匱乏

者，施與一切飲食等物；或於隨順飲食等物有匱乏者，施與隨順飲食等物。法攝受者，謂或

宣說正法，施諸有情；或開顯正義，施諸有情。如成熟品說。（陵本三十七卷二十二頁 3083）
言調伏者，謂以調伏法調伏有情。訶責、治罰、驅擯，名調伏法應知。言成熟者，謂或善根

成熟，或智慧成熟。亦如成熟品說。（陵本三十七卷二十頁 3077） 
128 次行愛語等者：愛語有三，謂慰喻語、慶悅語、勝益語。今於此中，唯取勝益語，名為愛語，

順正法教而為饒益故。謂於諸法中多疑惑者，為令當來離疑惑故，為說正法論議決擇。如攝

事品說。（陵本四十三卷十一頁 3507）此說彼彼處，謂即諸法；此說愚癡，謂即疑惑；名別

義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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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諸菩薩知彼有情攝受瞻察正道理已，次行利行，拔彼有情出不善處，於其善處勸導、

調伏、安處、建立。129如是利行，當知名為令入方便。 
戌四、隨轉方便 

若諸菩薩如是方便令諸有情得趣入已，最後與其於正事業同共修行，130令彼隨轉。由是

因緣，令所化者不作是說：汝自無有圓滿淨信、圓滿尸羅、圓滿惠捨、圓滿智慧，何賴

於善勸導於他，諫誨 131、呵擯、與作憶念。是故菩薩所行第四同事攝事，當知是名隨

轉方便。 
未三、結 

如是菩薩四種方便，若總 132若別所攝身業、語業、意業，是名方便所攝三業。133於諸

有情能正攝受、調伏、成熟。 

                                                 
129 次行利行等者：此說菩薩一切門利行。謂若有情不信、犯戒、惡慧、慳吝，名不善處。信、

戒、慧、捨，是名善處。如攝事品說：不信有情，於信圓滿殷勤勸導，乃至建立；犯戒有情，

於戒圓滿殷勤勸導，乃至建立；惡慧有情，於慧圓滿殷勤勸導，乃至建立；慳吝有情，於捨

圓滿殷勤勸導，乃至建立。（陵本四十三卷十五頁 3525） 
130 於正事業同共修行者：正所應作法隨法行及諸善根，名正事業應知。 
131 「誨」，磧砂作「悔」。 
132 「總」，磧砂作「攝」。 
133 若總若別所攝等者：若四所攝，是名為總。若隨一攝，是名為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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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師地論》卷 39 
（大正 30，505a17-510b27） 

〈本地分中菩薩地初持瑜伽處施品第九〉 

 
辰二、廣 

巳一、六度四攝 

午一、別廣 

未一、六度 

申一、總標 

復次，菩薩次第圓滿六波羅蜜多已，能證無上正等菩提。1謂施波羅蜜多、戒波羅蜜多、

忍波羅蜜多、精進波羅蜜多、靜慮波羅蜜多、慧波羅蜜多。 
申二、別釋 

酉一、施度（即施品） 

戌一、徵 

云何菩薩施波羅蜜多？ 
戌二、列 

亥一、嗢柁南 

嗢柁南曰： 
 自性一切難 一切門善士 一切種遂求 二世樂清淨 
 如是九種相 是名略說施 

亥二、長行 

謂九種相施，名為菩薩施波羅蜜多。一、自性施，二、一切施，三、難行施，四、一切

門施，五、善士施，六、一切種施，七、遂求施，八、此世他世樂施，九、清淨施。 
戌三、釋 

亥一、自性施 

天一、徵 

云何菩薩自性施？ 
天二、釋 

謂諸菩薩於自身財無所顧惜，能施一切所應施物。無貪俱行 2思，及因此所發能施一切

無罪施物身語二業，安住律儀阿笈摩見、定有果見，隨所希求，即以此物而行惠施。3 

                                                 
1 次第圓滿六波羅蜜多等者：自下施品乃至菩薩功德品，於菩薩行能修學攝。由此一切，於無

上正等菩提能為圓滿勝資糧故。如說三寶是所歸依，受歸依者具四正行，名能歸依。今此亦

爾，大菩提果是所修證，趣菩提者菩提資糧，名能修學。 
2 「行」，磧砂、大正、陵本作「生」。 
3 云何菩薩自性施等者：聲聞地說：無貪俱行思造作心意業，及此所起身業、語業，捨所施物，

是名施相。（陵本二十五卷十六頁 2135）今此亦爾，名自性施。然諸菩薩行一切施，如下說言：

謂一切者略有二種。一、內所施物，二、外所施物。由於身財無顧惜故，能施如是一切所應

施物。又如聲聞地說：如法平等，不以凶暴積集財物而行惠施，以鮮潔物而行惠施，以精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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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三、結 

當知是名菩薩自性施。 
亥二、一切施 

天一、徵 

云何菩薩一切施？ 
天二、釋 

地一、一切所施 

玄一、釋一切 

黃一、標列 

謂一切者略有二種。一、內所施物，二、外所施物。 
黃二、隨釋 

宇一、唯內 

若諸菩薩但捨己 4身，是名唯施內所施物。 
宇二、內外 

若諸菩薩為愍食吐活命眾生，數數食已，吐所飲食而施與之，是名雜施內外施物。 
宇三、唯外 

若諸菩薩除上所說，施餘一切所應施物，5是名唯施外所施物。 
玄二、辨施相 

黃一、內身 

宇一、標 

又諸菩薩略由二相，以自內身施來求者。 
宇二、釋 

宙一、總施 

洪一、標義 

一、總求身者，以身施彼，隨所欲為，繫屬於彼、隨順於彼。 
洪二、喻合 

譬如有人為衣食故，彊自為他而作僕使。如是菩薩無愛染心，但為速證最勝菩提，但為

眾生利益安樂，但為布施波羅蜜多速圓滿故，以身施彼，隨所欲為，繫屬於彼、隨順於

彼。 
宙二、別施 

二、別求手、足、頭、目、支節、血、肉、筋、骨乃至髓者，隨其所欲，一切施與。 
黃二、外物 

宇一、標 

                                                                                                                                                         
物而行惠施，以清淨物而行惠施。由此自他俱無有罪。（陵本二十五卷十六頁 2136）是名能施

無罪施物。今此菩薩以其種種內外施物，於諸眾生定作利益、定作安樂，即便施與，是名能

施一切無罪施物。又諸菩薩，若在諸佛聖教出家，終不違越所有學處而行惠施，是名安住律

儀阿笈摩見。又諸菩薩，如實了知一切品類所行布施，一切品類施果異熟，深生信解，不由

他緣、非他所引而行布施，是名安住定有果見。義如下說。 
4 「己」，陵本作「已」。 
5 施餘一切所應施物者：謂餘有情數物、無情數物無罪攝者，名餘一切所應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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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諸菩薩亦由二相，以外施物施諸眾生。 
宇二、列 

一、求受用者，恣彼所須，如其所樂隨意受用。6二、求自在者，一切斷心并皆施與。7 
地二、施相差別 

玄一、種種施 

黃一、利益他攝 

宇一、略說 

宙一、標 

又諸菩薩非無差別以一切種一切內外所有施物施諸眾生；是諸菩薩以其種種內外施物，

於諸眾生或有施與、或不施與。 
宙二、徵 

云何施與？云何不施？ 
宙三、釋 

洪一、不施 

謂諸菩薩，若知種種內外施物，於彼眾生唯令安樂、不作利益，或復於彼不作安樂、不

作利益，便不施與。 
洪二、施與 

若知種種內外施物，於彼眾生定作利益、不定安樂，或復於彼定作利益、定作安樂，8即

便施與。 
宇二、廣辨 

宙一、結前生後 

如是略說菩薩應施不應施已，次當廣辯。 
宙二、辨種種相 

洪一、內身 

荒一、釋 

日一、不應施 

月一、身命攝 

盈一、標 

謂諸菩薩，若有來求共為伴侶，欲作非理逼迫、損害、誑惑於他，便不以身而施於彼，

隨所欲為，繫屬於彼、隨順於彼。 
盈二、釋 

                                                 
6 求受用者恣彼所須等者：謂諸有情求食與食，求飲與飲，求乘與乘，求衣與衣，求莊嚴具施

莊嚴具，求諸什物施以什物，求鬘塗香施鬘塗香，求止憩處施止憩處，求諸光明施以光明，

如是一切名求受用恣彼所須，有匱乏故。又諸菩薩，他雖不求，自恣求者必有所求，稱須而

與，常開求者歡情自取，義如下說，是名如其所樂隨意受用。 
7 求自在者一切斷心等者：謂求種種戲樂等具，名求自在，縱任自在是此自在義故。若彼有情，

不因施彼多行憍逸惡行，亦不增長諸不善根，是名一切斷心。菩薩為欲令彼眾生，因此所施

戲樂等具，攝受饒益，心生淨信，易可化導、易可成熟，隨彼所求悉皆施與。義如下說。 
8 定作利益不定安樂者：如諸菩薩，於彼眾生與兼憂苦有利益事，於現法中定作利益、不定安

樂，然於當來非不安樂。由作利益定作安樂。所以者何？利益如因，安樂如果。義如自他利

品中說。（陵本三十五卷二十一頁 28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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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諸菩薩寧於百反、千反、或百千反，捨自身命施諸眾生，終不隨他教命、稱悅彼情，

於諸眾生非理逼迫、損害、誑惑。9 
月二、身分攝 

盈一、由意樂淨 

昃一、標 

若諸菩薩於所行施意樂清淨，見有無量利眾生事正現在前，設有來求自身支節，不應施

與。 
昃二、徵 

何以故？ 
昃三、釋 

辰一、簡非 

非彼菩薩於所行施意樂不淨，心生退弱，作是念言：此應可施，此不可施，此應施與，

此不應與故。 
辰二、顯正 

彼菩薩為令意樂得清淨故，須捨現前利眾生事，而施身分。由彼意樂已清淨故，不應棄

捨正現在前利眾生事，而施身分。 
盈二、由他惱亂 

昃一、舉魔眾天 

辰一、標 

又諸菩薩，若魔眾天懷惱亂心，現前來乞身分支節，不應分碎支節施與。 
辰二、徵 

何以故？ 
辰三、釋 

勿彼當獲上品過罪及損害故。 
昃二、例彼所使 

如魔眾天，如是於彼所使眾生，當知亦爾。 
盈三、由他狂亂 

昃一、標 

或有眾生癡狂心亂，來求菩薩身分支節，亦不應碎支節施與。 
昃二、徵 

何以故？ 
昃三、釋 

由彼不住自性心故，不為義利而求乞故，其心狂亂不自在故，空有種種浮妄言說，是故

不應施彼身分。 
日二、應施與 

除上所說，與上相違，來求菩薩身支節者，隨其所欲應施彼身，隨所欲為，繫屬於彼、

隨順於彼，或分支節而施與之。 
荒二、結 

                                                 
9 非理逼迫損害誑惑者：意地中說二十二種發憤，隨其所應，彼攝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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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知是名菩薩於內所可施物，或應施與、或不應與。 
洪二、外物 

荒一、於毒害物 

日一、不應施 

又諸菩薩於外施物，若有眾生來求毒、火、刀、酒等物，或為自害、或為害他，即不應

施。 
日二、應施 

若有眾生來求毒、火、刀、酒等物，或自饒益、或饒益他，是即應施。 
荒二、於屬他物 

日一、財穀物 

又諸菩薩，不以屬他非同意物而行惠施。 
日二、有情物 

又諸菩薩，不行媒媾，以他妻妾而行布施。 
荒三、於有蟲物 

又諸菩薩，不以有蟲飲食等物而行惠施。 
荒四、於戲樂物 

日一、別辨相 

月一、戲樂具攝 

盈一、不應施 

昃一、標 

又諸菩薩，若有眾生來求種種能引戲樂、能引無義所施之物，不應施與。 
昃二、徵 

何以故？ 
昃三、釋 

若施彼時，雖暫令彼於菩薩所心生歡喜，而復令彼廣作種種不饒益事。謂因施故，令彼

多行憍逸惡行，身壞已後墮諸惡趣。 
盈二、應施 

若有種種戲樂等具雖復施與，不令眾生墮諸惡趣，亦不增長諸不善根，菩薩為欲令彼眾

生，因此所施戲樂等具，攝受饒益，心生淨信，易可化導、易可成熟，隨彼所求悉皆施

與。 
月二、戲樂事攝 

盈一、徵 

是諸菩薩若有來求諸戲樂事，何者應施？何者不施？ 
盈二、列 

昃一、捕獵事 

謂諸菩薩終不施人捕獵等法。 
昃二、祠祀事 

又於雜穢諸祠祀中，作大方便多集眾生，損害其命，獲無量罪。於彼祠祀終不自作，亦

不教他，亦不於彼諸天寺中殺羊祠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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昃三、害生事 

辰一、求依處 

若有來求或水、或陸無量眾生所依止處，為欲殺害彼生命故，菩薩知已，終不施與。 
辰二、求害具 

若有來求罩 10羅、罝、弶，為害眾生及為習學，皆不施與。 
昃四、報怨事 

若有怨家來求讎 11隙，為欲呵罵、縛戮 12、殺害、奪財、治罰，終不施與。13 
日二、舉要義 

月一、不應施 

以要言之，所有一切逼迫 14、損害他諸有情戲樂等具，有來求者，是諸菩薩皆不施與。 
月二、應施 

若復種種象馬車輿、衣服莊嚴、珍妙飲食、習歌舞等，及諸樂器、塗飾香鬘、珍玩眾具、

園林樓觀、舍宅侍女、習學種種工巧業處，如是一切戲樂等具，為欲令其於菩薩所因此

發起清淨信心，有來求者悉皆施與。 
荒五、於求飲食 

日一、不施非宜 

又諸菩薩，若有病者來求非量、非宜飲食，亦不施與。 
日二、不施饞嗜 

若有眾生食飽滿已，性多饞嗜，數復來求珍妙飲食，亦不施與。 
荒六、於求自害 

若諸眾生愁憂所逼，求欲殺害毆擊自身，食毒、墜巖、投淵、赴火，皆悉不應施其所欲。 
荒七、於求尊親等 

日一、標不應施 

又諸菩薩，若有來求父母師長，定不應施。 
日二、徵釋所以 

何以故？以諸菩薩於其父母尊重師長乳哺養育微有恩者， 15於長夜中常思頂戴不生厭

倦，恆持自身繫屬隨順，任所屠害、捶縛、貨賣。尚自不敢竊懷施心，何況顯然施來求

者。 
荒八、於求妻子等 

日一、不施他屬 

又諸菩薩，若作國王，灌頂自在，統領方域。於自國界所有僚 16庶，終不抑奪取餘妻子

而轉施餘。唯持村邑、聚落、川土，或全或分以用布施，而告彼曰：如我恩化，汝亦宜

                                                 
10 「罩」，磧砂作「罝」。 
11 「讎」，大正作「酬」。 
12 「戮」，大正作「錄」。 
13 若有怨家來求讎隙等者：謂於自所攝受有情，若為他怨，有讎隙者於他來求，終不施與故。 
14 「迫」，大正作「追」。 
15 父母尊重師長等者：此諸有情皆有恩攝。聲聞地說：謂或父母、或乳飲者、或養育者，乃至

廣說遭厄難時不相棄者，如是等類名有恩者。（陵本二十五卷十四頁 2129）此中尊重師長，

即彼教利益者、教安樂者、引利益者、引安樂者，及餘數有恩者，隨應當知。 
16 「僚」，大正作「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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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 
日二、不施自屬 

月一、不令憂惱 

又諸菩薩，於自妻子、奴婢、僕使、親戚、眷屬，若不先以正言曉喻，令其歡喜，終不

彊逼令其憂惱施來求者。 
月二、不與怨暴 17 

雖復先以正言曉喻，令其歡喜生樂欲心，而不施與怨家、惡友、藥叉、羅剎凶暴業者。 
月三、不任奴婢 

不以妻子形容軟弱族姓男女，18施來求者令作奴婢。 
荒九、於求王位 

日一、標不施與 

又諸菩薩，若有上品逼惱眾生樂行種種暴惡業者來求王位，終不施與。 
日二、釋所不應 

若彼暴惡補特伽羅先居王位，菩薩有力尚應廢黜，況當施與。 
黃二、自利益攝 

宇一、不侵惱眷屬施 

又諸菩薩，終不侵奪父母、妻子、奴婢、僕使、親戚、眷屬所有財物，持用布施。亦不

逼惱父母、妻子、奴婢、僕使、親戚、眷屬，以所施物施來求者。 
宇二、無不淨物施 

又諸菩薩，以其正法、以無卒暴積集財物而行惠施，不以非法、不以卒暴，亦不逼迫損

惱於他而行惠施。19 
宇三、不違越學處施 

又諸菩薩，若在諸佛聖教出家，終不違越所有學處而行惠施。 
宇四、不向背施 

又諸菩薩行布施時，普於一切有情之類起平等心，住福田想，而行惠施。終不分別怨親

中庸、有德 20有失、劣等勝品、有苦有樂品類差別。 
宇五、不減少施 

又諸菩薩，如先所說、如先所許，終無減少施來求者，唯有施彼或等、或增。 
宇六、不下劣施 

又諸菩薩，終無先許勝妙財物，後施下劣；唯有先許下劣財物，若有勝妙後施勝妙。 
宇七、無穢濁施 

又諸菩薩，不以異意、不以憤怒撓濁之心而行惠施。21 
宇八、不自讚施 

                                                 
17 「暴」，披尋記原作「慕」。 
18 族姓男女者：謂生高族、或生富族種姓男女應知。 
19 亦不逼迫損惱於他而行惠施者：謂不訶罵、捶打、恐怖、毀辱、縛害、拘禁、斫刺、驅擯於

此，而施於彼。義如下說。 
20 「德」，磧砂作「得」。 
21 不以異意等者：謂諸菩薩行惠施時，饒益意樂恆常現前，無有變異，是名不以異意。於有怨

害諸有情所，由無染心，純悲愍故，能有堪忍，是名不以憤怒撓濁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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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諸菩薩，終不施已而自稱讚，數數告言：我於汝所曾行如是如是惠施，攝受長養濟拔

於汝。 
宇九、無不敬施 

又諸菩薩，於卑賤者行布施時，尚無不敬撩擲而與，況於有德。 
宇十、無厭倦施 

又諸菩薩，若來求者安住種種毀犯邪行、掉舉、躁擾，不自防護，專行罵詈、瞋忿、呵

責，終不於彼暫起邪行 22帶厭倦心而行惠施。唯 23即於彼了知為諸煩惱所媚，令改本性，

深更安住憐愍之心而行惠施。 
宇十一、不執取施 

又諸菩薩，不由惡見妄有執取而行惠施，謂如廣大暴惡祠祀。不計殺生布施為法，24亦

不妄取吉祥瑞應相應相狀而行布施。 
宇十二、不計清淨施 

又諸菩薩，終不妄計唯一切種極善清淨而行惠施，即是世間及出世間離欲清淨。唯審了

知所行布施，但是離欲清淨資糧。 
宇十三、不觀果施 

又諸菩薩，不觀其果而行布施，一切布施皆為迴向速證無上正等菩提。25 
宇十四、不易信解施 

宙一、標 

又諸菩薩，如實了知一切品類所行布施，一切品類施果異熟，深生信解，不由他緣、非

他所引而行布施。 
宙二、釋 

謂施飲食能感大力，施諸衣服能感妙色，施諸車乘能感快樂，施諸燈明能感淨眼，26如

是等類廣說應知。 
宇十五、不希異熟施 

又諸菩薩，不為怖畏自身貧窮而行布施，唯由悲愍眾生意樂而行布施。 
宇十六、無不合儀施 

宙一、標 

又諸菩薩於來求者，終不施與不合儀物。27 
宙二、釋 

洪一、不淨飲食 

謂施出家者餘殘飲食，或諸便穢、洟唾、變吐、膿血，不淨所雜所染。 
洪二、雜染飲食 

                                                 
22 暫起邪行者：此中邪行，謂即有犯。應作不作，作不應作，如是一切皆名有犯。義如攝事分

說。（陵本九十九卷五頁 7418） 
23 「唯」，大正作「誰」。 
24 不計殺生布施為法者：謂不殺餘眾生施餘眾生計為法故。 
25 不觀其果而行布施等者：謂不觀待施果異熟為因而行布施，唯為圓滿菩提勝資糧故。 
26 能感淨眼者：此中淨眼謂即天眼，欲界天中有生得故。 
27 終不施與不合儀物者：若所施物非法所許，非彼所宜，是名不合儀物。違越不順菩薩儀故，

違越不順世間儀故。如下舉事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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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不告白不令覺知，如棄捨法施糜飯等。謂不食葱者，施以葱雜葱染飲食；不食肉者，

施以肉雜肉染飲食；不飲酒者，施以酒雜酒染飲食。 
洪三、匪宜事業 

或復處置不合儀式所有事業 28而行布施。 
宙三、結 

如是等類不合儀施，菩薩不為。 
宇十七、不留滯施 

又諸菩薩，不令求者數數來求，往還親附，隨順繫屬，稽留疲倦，然後方施，唯暫來求

即便施與。 
宇十八、無所依施 

宙一、標四種 

又諸菩薩，不依世間名聲讚頌而行布施，不依於他反報恩德而行布施，不依帝釋、魔王、

輪王、自在等果而行布施，亦復不為誑誘他故而行惠施。 
宙二、隨難釋 

謂欲令他國王、大臣、城邑聚落諸婆羅門、多饒財寶長者、居士、大富商主、施者施主

知我行施，定當恭敬、尊重、讚歎、供養於我，故行惠施。 
宇十九、不狹劣施 

又不狹劣而行惠施。謂財雖少，尚廣心施，何況財多。 
宇二十、不誑他施 

又不誑他而行惠施。謂先於彼少行惠施，令起愛著、令親附已，然後傾滅。 
宇二十一、不乖離他施 

又復不為乖離於他而行惠施。謂我以施乖離村邑、村邑一分，乖離國土 29、國土一分，

令背其主而來屬我。 
宇二十二、不自懈怠而勸他施 

又諸菩薩翹勤無惰，起策具足，勇銳自嚴。先自行施，後勸他施。非自懈怠，策他勤施。 
宇二十三、善分布施 

又無量眾同 30集來乞，如實了知持戒、犯戒，隨其長幼以次而坐，從上至下周旋往返，

窮諸施物分布與之。 
宇二十四、行無量施 

又諸菩薩現有無量廣多財物，終不行於有量之施。 
宇二十五、不損惱他施 

又諸菩薩不損惱他而行惠施。謂不訶罵、捶打、恐怖、毀辱、縛害、拘禁、斫刺、驅擯

於此，而施於彼。 
宇二十六、不退弱施 

又諸菩薩，施前意悅，施時心淨，施後無悔。 

                                                 
28 或復處置不合儀式所有事業者：謂不拔彼有情出不善處，於其善處勸導、調伏、安處、建立，

故非利他行，是名不合儀式所有事業，違越不順菩薩儀故。 
29 「土」，磧砂作「王」。 
30 「同」，大正作「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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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二十七、不諂詭施 

又諸菩薩不以諂詭而行惠施。謂終不以非實末尼、真珠、琉璃、珂貝、璧玉、珊瑚等寶，

而施希望真實寶者。 
宇二十八、先運心施 

又諸菩薩所有財物若少、若多，無不運心先施一切。後來求者，如取自財，菩薩與時，

如還彼物。 
宇二十九、離諸過非施 

又諸菩薩應時而施，不以非時；自他淨施，非不清淨；31合儀而施，不以非儀；無亂心

施，不以散亂。32 
宇三十、不輕懱他施 

又諸菩薩見來求者，終不嗤笑，亦不輕弄，亦不令其面 33生赧愧；亦不顰蹙，舒顏平視，

前笑先言；終不稽留，疾疾而施。 
宇三十一、恣求施 

又諸菩薩，他雖不求，自恣求者必有所求，稱須而與，常開求者歡情自取。 
玄二、巧慧施 

黃一、別辨相 

宇一、標 

又諸菩薩，不以惡慧而行布施，常以巧慧而行布施。 
宇二、徵 

云何菩薩巧慧布施？ 
宇三、釋 

宙一、財施 

洪一、有財攝 

荒一、釋 

日一、先濟危苦 

月一、明發心 

謂諸菩薩現有種種可施財物，求者未至，先發是心：設二求者俱來我所，一是安樂、非

貧非賤、有依有怙；二是危苦、是貧是賤、無依無怙。我於爾時，應自揆量所有財物，

若堪於二充足滿願，即應俱施滿願充足。如其財物不堪於二充足滿願，即應方便發遣安

樂、非貧非賤、有依有怙，盡己 34所有施彼危苦、是貧是賤、無依無怙。 
月二、辨所作 

盈一、惠施危苦 

發是心已，如所思惟，即便成辦如是事業。 
盈二、辭遣安樂 

                                                 
31 自他淨施非不清淨者：此顯施相清淨。聲聞地說：無貪俱行思造作心意業，及此所起身業、

語業，捨所施物。或自相續，或他相續。是名施相。（陵本二十五卷十六頁 2135）此說自他

淨施，其義應知。 
32 無亂心施不以散亂者：由極殷重而行惠施故。 
33 「面」，磧砂作「而」。 
34 「己」，陵本作「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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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安樂等諸來求者，既無力能足滿其願，先當方便發意思惟，辭謝發遣：我此施物，於

危苦等先捨先許，故今 35與之；非我於汝無樂施心，但更無力。唯願賢首，勿於我所嫌

恨棄背。 
日二、善化慳家 

月一、標慳相 

又諸菩薩，現有種種可施財物，知有慳家、最極慳家，吝執財寶，慳固兢戰，於其家中，

曾未惠施一切沙門、婆羅門等。36 
月二、明往化 

盈一、舉告言 

昃一、令恣求 

菩薩即便往詣其舍，慰問安不？恭順方便，告言：汝來，我不令汝庫藏減盡，而於現前

作大饒益。我家現有廣多財寶、廣多施物，為滿我施波羅蜜多，若有求者來到汝所，勿

令空返，可至我家取諸財寶，隨意施與。 
昃二、令隨喜 

或有求者來至我所，我行施時，汝於此施當生隨喜。 
盈二、成所化 

昃一、彼生欣悅 

彼聞是已，便生欣悅：於我庫藏既無所減，復得稱彼善男子心，37故應隨順成辦 38所作。 
昃二、令彼調伏 

菩薩如是令彼漸種當來調伏慳吝種子，39由慧為先善巧方便，令漸修習自捨少財，依下

無貪進得中品，依中無貪進得上品。 
日三、安處同梵行者 

月一、捨物令施 

又諸菩薩，若親教師及軌範師、共住弟子同梵行者，性是慳貪，是慳貪類；或性雖非慳

貪種類，而闕資財，所欲匱乏。菩薩欲寄佛法僧田樹修布施褔業事時，捨所施物與彼令

作，己 40自不為。 
月二、獲自他利 

菩薩如是巧慧方便，自所生福彌更弘多。復令一類同梵行者，調伏所有慳貪煩惱，亦令

一類樂善法者，所願滿足，攝受有情、成熟 41有情。42 

                                                 
35 「今」，磧砂作「令」。 
36 一切沙門婆羅門等者：聲聞地說：四種所施。一、有苦者，二、有恩者，三、親愛者，四、

尊勝者。（陵本二十五卷十四頁 2128）此中沙門、婆羅門，即尊勝者。等言，等取有苦、有

恩、或親愛者。依此四種，故言一切。 
37 復得稱彼善男子心者：彼善男子，謂即往詣其舍菩薩應知。 
38 「辦」，大正作「辯」。 
39 調伏慳吝種子者：謂捨善根應知。 
40 「己」，陵本作「已」。 
41 「熟」，磧砂作「就」。 
42 復令一類同梵行者至成熟有情者：此中初一類人，即前所說性是慳貪，是慳貪類。後一類人，

即前所說性非慳貪種類，而闕資財，所欲匱乏。由諸菩薩巧慧方便，令彼二類當得利益，故

作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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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四、恣與求者 

月一、隨彼所樂 

又諸菩薩現有眾多可施財物，見諸來者有希求相，知其心已，隨彼所樂悉皆施與。 
月二、不責他過 

盈一、令歡喜 

復有商人為性矯詐，欲行欺誑，菩薩知已，尚掩其過不令他知，況觸於彼。稱滿其願，

令無羞慚 43，踊躍無畏，歡喜而去。 
盈二、令無罪 

復有矯詐欺誑，菩薩初不覺知，後時乃覺；雖復覺知，不以此事舉發彼人，亦不訶責為

作憶念。但生悲愍：彼於我所悞行如是不與取事，我今隨喜，令彼無罪 44。 
荒二、結 

如是等類，當知名為菩薩現有可施財物巧慧而施。 
洪二、無財攝 

荒一、舉方便 

日一、由自工巧 

又諸菩薩，若現無有可施財物，先所串習彼彼世間工巧業處作意現前，少用功力，多集

財寶，施諸眾生。 
日二、由說正法 

是諸菩薩，或復為他種種美妙、善巧言詞宣說正法，45令貧苦者尚樂行施，況富 46樂者；

令慳貪者猶能惠施，況習施者。 
日三、由教轉乞 

或有淨信多饒財寶常樂施家，47數教乞者往彼求索，令其布施。 
日四、由善助伴 

或彼惠捨修福業時，躬詣其所，翹勤無惰，起策具足，深心歡喜，隨力隨能身助、語助，

令施求者得善滿足。以彼施時，事力闕尠，或惡供贍 48，或墮朋黨，或不恭敬，或念忘

失，49由善助故，斯過皆無。 
荒二、顯分位 

日一、正說地前 

如是菩薩現無財寶，巧慧方便而行布施，此說乃至未證增上清淨意樂。 
日二、簡別地上 

若諸菩薩已證增上清淨意樂，如 50已獲得超諸惡趣，如是生生必定獲得無盡財寶。 
                                                 
43 「慚」，大正作「愧」。 
44 「罪」，磧砂作「非」。 
45 為他種種美妙善巧言詞宣說正法者：如理宣說，是名美妙。方便宣說，是名善巧。於行慳行

有情，為欲令彼斷慳行故，由此二種言詞而為宣說。義如戒品中說。（陵本四十卷九頁 3284） 
46 「富」，磧砂作「當」。 
47 或有淨信多饒財寶等者：此說多饒財寶常樂施家，於彼菩薩信順隨從，名有淨信。 
48 「贍」，大正作「瞻」。 
49 事力闕尠等者：於所作事無有助伴，是名事力闕尠。施以下劣，不以勝妙；施以汙穢，不以

鮮潔；名惡供贍。不平等施，名墮朋黨。撩擲而與，名不恭敬。散亂心施，名念忘失。 
50 「如」，陵本作「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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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二、法施 

洪一、釋 

荒一、不應施與 

又諸菩薩，終不口授求過外道所有正法，亦不施彼所寫經典；知性多貪，求欲衒賣經卷

等者，亦不施與；知欲秘藏，亦不施與；不求勝智，亦不施與，必求勝智。 
荒二、或施不施 

日一、於義已辯 51 

若自了知於經卷等其義已辯 52，即隨所樂如應施與。 
日二、於義未辯 53 

月一、應為轉求或更書寫 

若自了知於經卷等其義未辯 54，為辯 55義故恆自披轉。如是菩薩若見其餘有經卷等，即

應方便轉求施與，或更書寫而施與之。 
月二、應諦觀察若德若失 

盈一、標觀察 

若不見餘有經卷等，亦無力能更為書寫，即應審諦觀察自心：勿我於法慳垢纏心，不能

施耶？勿我於法別意所礙，不欲施耶？為我於法有勝所須，不應施耶？ 
盈二、辨了知 

昃一、於有失 

如是審諦觀察心已，若自了知，我於此法少有慳纏、別意所礙而不施者，56即作是念 57：

我今決定應行法施。設我由此行法施故，於現法中即成癡瘂，不忍煩惱尚應法施，況令

闕乏妙智資糧。58 
昃二、於有德 

辰一、成辦所須 

又觀察已，若自了知，我於此法無少慳纏，亦無別意，但為成辦勝所須義不應施者，菩

薩爾時應更思忖：我持此法施於彼者，為為損害自煩惱耶？為為圓滿智資糧耶？為為愛

念諸眾生耶？ 
辰二、增智資糧 

既思忖已，便正了知，我都不見自有煩惱。見不施彼此經卷等，現法、當來我智資糧展

轉增勝，非施於彼建此功德；但於當來薄饒法利，非豐覺慧。59若不施彼，便能修集利

                                                 
51 「辯」，披尋記原作「辨」。 
52 「辯」，磧砂作「辦」。 
53 「辯」，披尋記原作「辨」。 
54 「辯」，磧砂作「辦」。 
55 「辯」，磧砂作「辦」。 
56 別意所礙不欲施者：戒品中說：他來求法，懷嫌恨心、懷恚惱心，嫉妒變異，不施其法。（陵

本四十一卷三頁 3347）由彼煩惱能為障礙，是故此說別意所礙。 
57 「念」，大正作「心」。 
58 不忍煩惱尚應法施等者：謂若慳垢纏心，或為別意所礙，是諸煩惱不應忍受。為調伏彼，尚

應法施，況此法施能為如來妙智資糧。若不施者，我智資糧當令闕乏，是故我今決定應行法

施。 
59 但於當來薄饒法利等者：謂於當來少分獲得法施勝利，非智資糧展轉增勝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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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安樂一切眾生巧方便智，即為愛念此一眾生及餘一切；若施於彼，唯成愛念此一眾生，

非餘一切。 
辰三、不違淨戒 

菩薩如是如實知已，不施彼者，無罪、無悔，亦不違越菩薩淨戒。 
月三、應發遣他方便不施 

盈一、徵 

云何菩薩方便不施？ 
盈二、釋 

昃一、略標方便 

謂諸菩薩不忍直言遣來求者，謂我不能惠施於汝。要當施設方便善巧，曉喻發遣。 
昃二、廣顯一切 

辰一、徵 

云何施設方便善巧？ 
辰二、釋 

宿一、明作淨 

列一、標相 

謂諸菩薩先於所畜一切資具、一切施物為作淨故，以淨意樂，捨與十方諸佛菩薩。 
列二、喻成 

譬如苾芻於己 60衣物為作淨故，捨與親教、軌範師等。 
宿二、顯生福 

如是菩薩淨施因緣，雖復貯畜種種上妙一切資具、一切施物，猶得名為安住聖種，61生

無量福。常於此福多思惟故，於一切時隨逐增長。62 
宿三、觀察施 

列一、總標 

恆於一切作淨施物，如佛菩薩所寄護持，見來求者即應觀察。 
列二、別辨 

張一、於稱正理 

若隨所欲作淨施物惠施彼時，稱當正理，應作是念：諸佛菩薩無有少物於諸眾生而不施

者。如是知已，取淨施物施來求者，令所願滿。 
張二、於不稱理 

寒一、軟言發遣 

若觀施時，不稱正理，即應念先作淨施法。告言：賢首！如是等物是他所有，不許施汝。

軟言曉喻，方便發遣。 

                                                 
60 「己」，陵本作「已」。 
61 安住聖種者：聖種有四：一、隨所得衣喜足聖種，二、隨所得食喜足聖種，三、隨所得臥具

喜足聖種，四、樂斷樂修聖種。由此四種能生眾聖，故名聖種。安住此四無貪性中，是名安

住聖種。 
62 常於此福多思惟故等者：謂於淨施常多思惟，彼淨施福於一切時隨逐增長。如受戒律儀者，

恆與信等五根俱行，於日日中，彼諸善根廣積集故，當知其福運運增長。此亦應爾，故作是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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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二、施餘發遣 

或持餘物二倍三倍，恭敬施與，然後發遣。 
昃三、歸本所明 

令彼了知，菩薩於此非慳貪故，不欲施我；定當於此經卷等法不自在故，不施於我。 
洪二、結 

當知是名菩薩巧慧而行法施。 
宙三、無礙解施 

又諸菩薩於一切施，謂法施、財施、無畏施。若異門、若體相、若釋名、若因果差別，63

如實了知而行惠施，當知亦名菩薩巧慧而行布施。 
宙四、勝意樂施 

又諸菩薩，於諸有怨，以慈意樂而行惠施；於諸有苦，以悲意樂而行惠施；於諸有德，

以喜意樂而行惠施；於諸有恩、親善、同意，以捨意樂而行惠施；當知亦名菩薩巧慧而

行布施。 
宙五、治障施 

洪一、標 

又諸菩薩於其施障及彼對治如實了知。 
洪二、釋 

荒一、障治差別 

日一、標列四障 

此中施障略有四種。一、先未串習，二、施物尠闕，三、耽著上妙悅意財物，四、觀見

當來具足財果而深欣樂。 
日二、列釋對治 

月一、於先未串習障 

盈一、通達過失 

昃一、於宿作 

若諸菩薩現有種種可施財物，雖見求者正現在前，而於惠施心不趣入；菩薩爾時即以正

慧速疾通達，是我於施先未串習所作過失。 
昃二、於當生 

復以妙慧如是通達：我於先世決定於施曾未串習，致令今世現有種種可施財物，雖見求

者正現在前，而於惠施心不趣入。若於今世不彊思擇而行施者，復於來世定當憎背所應

行施。 
                                                 
63 若異門若體相等者：謂此布施波羅蜜多，或有處所以戒聲說，或有處所以忍聲說，或有處所

以勤聲說，或有處所以定聲說，或有處所以慧聲說。由於一切波羅蜜多修加行中，皆有一切

波羅蜜多互相助成故。義如攝大乘論說。（攝論二卷二十七頁 31,145b）是名異門。前說菩薩

自性施，是名體相。攝大乘論說：由能破裂慳吝貧窮，及能引得廣大財位、福德資糧，故名

為施。（攝論二卷二十四頁 31,144b）是謂釋名。解深密經說：一切波羅蜜多，大悲為因，微

妙可愛諸果異熟饒益一切有情為果。（解深密經四卷十四頁 16,707b）是名因果差別。又復下

說總略義中，此即無礙解施。謂由四無礙解，於一切法成此四種妙慧差別故。於慧品中說有

四智。一、依法異門智，所謂菩薩法無礙慧。二、依法相智，所謂菩薩義無礙慧。三、依法

釋辭智，所謂菩薩釋辭無礙慧。四、依法品類句差別智，所謂菩薩辯才無礙慧。（陵本四十三

卷七頁 3500）此應準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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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二、思擇勵行 

菩薩如是正通達已，用此施障對治為依，力勵思擇而行惠施，能不隨逐先未串習所作過

失，自在而行。 
月二、於施物尠闕障 

盈一、通達勵行 

又諸菩薩若見求者正現在前，由諸財物有尠闕故，於其惠施心不趣入。菩薩爾時即以正

慧速疾通達如是匱乏障施因緣，忍受匱乏所作眾苦，力勵思擇，起悲愍心而行惠 64施。 
盈二、作念忍苦 

作如是念：或由宿業有過失故，或由現在繫屬他故，令我具受眾多猛利饑渴等苦，不能

饒益一切眾生。設我今者由行惠施，因饒益他，於現法中受種種苦，乃至殞歿，如是行

施猶為最勝，非空發遣諸來求者；況當更有諸菜葉等可以活命。菩薩如是忍受匱乏所作

眾苦而行惠施。65 
月三、於耽著妙物障 

盈一、通達過失 

又諸菩薩，若見求者正現在前，由可施物極悅意故、最上妙故，於行惠施心不趣入。菩

薩爾時即以正慧速疾通達，是我耽著所作過失，我今於苦發起虛妄樂想顛倒，由此能生

當來眾苦。 
盈二、思擇勵行 

於此顛倒遍了知故，為欲斷除，力勵思擇，用此財物而行惠施。 
月四、於觀果欣樂障 

盈一、通達過失 

又諸菩薩若行施已，於當施果廣大財利，見勝功德，深生欣樂，不求無上正等菩提。菩

薩爾時即以正慧速疾通達，是邪果見所作過失。 
盈二、觀察斷滅 

如實觀察一切諸行皆不堅牢，一切諸行皆念念滅，所受用果速疾滅盡、速疾離散。如是

觀時，即能斷滅能生欣樂邪果之見，諸所行施一切迴向無上菩提。 
荒二、能治略義 

日一、舉差別 

如是菩薩四種施障，當知四種能對治智 66對治於彼。一者、覺悟，二者、忍受眾苦，三

者、遍知顛倒，四者、見一切行性不堅牢。 
日二、配勝利 

是諸菩薩由前三種能對治智，決定堪能正行惠施；由後一種能對治智，能正攝受施福勝

果。 
洪三、結 

當知亦名菩薩巧慧而行布施。 
                                                 
64 「惠」，大正作「慧」。 
65 或由宿業有過失故等者：謂由宿業過失，現有匱乏；由現匱乏、繫屬於他，不得自在。以是

因緣，自尚不能解脫眾苦，況饒益他？是故菩薩應作是念：忍受眾苦，力勵行施，為除當來

匱乏苦故。 
66 「智」，磧砂作「皆」。 



《瑜伽師地論》卷 39 
〈本地分中菩薩地初持瑜伽處施品第九〉 

1165 

宙六、增上意樂勝解施 

又諸菩薩內居閑靜，由淨意樂淳厚淨信分別勝解，數數緣念種種上妙無量財寶，以勝解

力，於諸眾生樂行惠施。67由此因緣，是諸菩薩以少功用生無量福，當知亦名菩薩巧慧

而行布施。 
黃二、總略義 

如是妙慧大慧菩薩巧慧行施總略義者，由有財、無財，財施所攝故；如是由法施故，由

無礙解施故，由勝意樂施故，由施障對治智慧 68施故，由增上意樂勝解施故，當知是名

唯諸菩薩不共行施。 
亥三、難行施等 

天一、結前生後 

如是廣說於內外事菩薩所行一切施差別相已，自斯已後，即於一切施差別相中，分出所

餘難行施等一切差別，應當了知。 
天二、別辨七施 

地一、難行施 

玄一、徵 

云何菩薩難行施？ 
玄二、標 

當知此施略有三種。 
玄三、列 

黃一、第一難行施 

謂若諸菩薩財物尠少，自忍貧苦惠施於他，是名菩薩第一難行施。 
黃二、第二難行施 

若諸菩薩所可愛 69物，或性深愛著，或長時串習，或有上品恩，70或最上妙物，極生耽

著，能自開解，惠施於他，是名菩薩第二難行施。 
黃三、第三難行施 

若諸菩薩極大艱辛所獲財物惠施於他，是名菩薩第三難行施。 
地二、一切門施 

玄一、徵 

云何菩薩一切門施？ 
玄二、標 

當知此施略有四相。 
玄三、列 

                                                 
67 又諸菩薩內居閑靜等者：此顯菩薩依定自在，示現種種變化神通。由勝解力，化作飲食、衣

服、末尼、真珠、琉璃、螺貝、璧玉、珊瑚、車乘等事，與實無異。如是所作財食眾具，令

諸眾生常得受用。義如威力品說。（陵本三十七卷八頁 3037）如是菩薩巧慧行施，當知已證

增上清淨意樂，是故此說由淨意樂。又此意樂淨信俱行、勝解俱行，於諸有情饒益方便印解

決定，由是說言淳厚淨信分別勝解。 
68 磧砂無「慧」字。 
69 「愛」，磧砂作「受」。 
70 或有上品恩者：謂於所愛有情為上品故。 



慧日講堂「《瑜伽師地論》導讀班」第四期 

1166 

謂諸菩薩，或自財物，或勸化他所得財物，或施親屬、父母、妻子、奴婢、作使、善友、

大臣、親戚、眷屬，或復施與他來求者。 
玄四、結 

如是四相，是名菩薩一切門施。 
地三、善士施 

玄一、徵 

云何菩薩善士所行名善士施？ 
玄二、標 

當知此施略有五相。 
玄三、列 

謂諸菩薩，淨信而施，71恭敬而施，自手而施，應時而施，72不損惱他而行惠施。73 
玄四、結 

如是五相，是名菩薩善士所行名善士施。 
地四、一切種施 

玄一、徵 

云何菩薩一切種施？ 
玄二、標 

當知此施有十三相。 
玄三、列 

一、無依施，74二、廣大施，75三、歡喜施，76四、數數施，77五、田器施，六、非田器

施，七、一切物施，八、一切處施，九、一切時施，十、無罪施，十一、有情物施，十

二、方土物施，十三、財穀物施。 
玄四、結 

如是十三種相，當知是名菩薩一切種施。 
地五、遂求施 

玄一、徵 

云何菩薩遂求施？ 
玄二、標 

當知此施有八種相。 
玄三、列 

謂諸菩薩，匱乏飲食而求乞者，施以飲食；匱乏車乘而求乞者，施以車乘；匱乏衣服而

                                                 
71 淨信而施者：謂如前說：如實了知一切品類所行布施，一切品類施果異熟，深生信解，不由

他緣、非他所引而行布施故。 
72 應時而施者：謂如前說：唯暫來求即便施與故。 
73 不損惱他而行惠施者：謂如前說：於自妻子、奴婢、僕使、親戚、眷屬，終不彊逼令其憂惱

施來求者故。 
74 無依施者：謂如前說：不依世間名聲讚頌而行布施，乃至廣說。 
75 廣大施者：謂如前說：不狹劣而行惠施故。 
76 歡喜施者：謂如前說：施前意悅，施時心淨，施後無悔故。 
77 數數施者：謂為制伏慳垢，數數惠施故。如聲聞地說。（陵本二十五卷十六頁 2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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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乞者，施以衣服；匱乏嚴具而求乞者，施以嚴具；匱乏種種資生什物而求乞者，施以

種種資生什物；匱乏種種塗飾香鬘而求乞者，施以種種塗飾香鬘；匱乏舍宅而求乞者，

施以舍宅；匱乏光明而求乞者，施以光明。 
玄四、結 

如是八相，是名菩薩遂求施。 
地六、二世樂施 

玄一、徵起 

云何菩薩此世他世樂施？ 
玄二、總標 

當知此施略有九相。謂財施、無畏施、法施，總說名為能令眾生此世他世樂施。 
玄三、列釋 

黃一、財施 

宇一、列 

財施者，謂以上妙清淨如法財物 78而行惠施，調伏慳吝垢而行惠施，調伏積藏垢而行惠

施。 
宇二、釋 

調伏慳吝垢者，謂捨財物執著。調伏積藏垢者，謂捨受用執著。79 
黃二、無畏施 

無畏施者，謂濟拔師子、虎狼、鬼魅等畏，拔濟王賊等畏，拔濟水火等畏。 
黃三、法施 

法施者，謂無倒說法、稱理說法，80勸修學處。 
玄四、結配 

黃一、結 

如是一切總說九相，是名菩薩能令眾生此世他世樂施。 
黃二、配 

此中財施、無畏施及此差別，能令眾生此世安樂；法施及此 81差別，能令眾生後世安樂。 
地七、清淨施 

玄一、徵起 

云何菩薩清淨施？ 
玄二、標列 

當知此施有十種相。一、不留滯施，二、不執取施，三、不積聚施，四、不高舉施，五、

無所依施，六、不退弱施，七、不下劣施，八、不 82向背施，九、不望報恩施，十、不

希異熟施。 

                                                 
78 上妙清淨如法財物者：謂所施物精妙鮮潔，如法所得故。 
79 謂捨財物執著及捨受用執著者：此中財物執著，謂於所愛樂事。受用執著，謂於從彼所生所

愛樂受。如是二種差別，如聞所成地說。（陵本十四卷十四頁 1227） 
80 無倒說法稱理說法者：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是名無倒說法。苦論、集論、滅論、道論，

是名稱理說法。如是差別，如聲聞地說。（陵本二十五卷五頁 2086） 
81 磧砂無「此」字。 
82 「不」，磧砂作「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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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三、隨釋 

黃一、不留滯施 

云何不留滯施？謂諸菩薩見來求者正現在前，速疾惠施，不作留滯；非來求者疾望得財，

如諸菩薩速希惠施。 
黃二、不執取施 

云何不執取施？謂諸菩薩不以妄見執取於施。或執此施空無有果，或執殺害而行惠施以

為正法，或執唯施極淨圓滿是世出世 83究竟清淨。 
黃三、不積聚施 

宇一、徵 

云何不積聚施？ 
宇二、釋 

宙一、總標相 

謂諸菩薩，不於長時漸漸積集聚多財物，然後頓施。 
宙二、別辨因 

洪一、現前不施失 

何以故？非諸菩薩現有施物，見來求者正現在前堪能不施；不見不施是稱正理。云何積

財而不速施。 
洪二、積財頓施失 

荒一、標非 

又諸菩薩，不見積財後方頓施是能生長多福之門。 
荒二、更詰 

又正觀見若別、若總求者相似，漸施、頓施財物平等，何緣而執福有差別。 
洪三、頓施有罪失 

荒一、標失 

又諸菩薩，見積聚施，其施有罪；見隨得施，其施無罪。 
荒二、釋因 

何以故？若積聚已然後頓施，是則先時有來求者，其數或百而不施與，令生嫌恨，不忍、

不信；後有一類或不希求，畜積珍財，彊而頓施。 
宇三、結 

是故菩薩不積聚施。 
黃四、不高舉施 

云何不高舉施？謂諸菩薩，於來求者謙下心施，亦不與他競勝而施，亦不施已而生憍慢。

謂我能施，我是施主，餘則不爾。 
黃五、無所依施 

云何無所依施？謂諸菩薩不依稱譽聲頌而施。體達世間稱譽聲頌，虛妄分別文字所起，

唯是虛音，繫屬妄響 84，譬如世間[禾肙]85[麥戈]86葉聚。 

                                                 
83 磧砂無「世」字。 
84 「響」，大正作「嚮」。 
85 「[禾肙]」，磧砂作「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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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六、不退弱施 

云何不退弱施？謂諸菩薩，施先意悅，施時心淨，施已無悔；聞諸菩薩廣大第一最勝施

時，不自輕懱、恐怖、退弱。 
黃七、不下劣施 

云何不下劣施？謂諸菩薩，於諸施物勤數簡擇，最勝最妙飲食、車乘、衣服等物，持用

布施。 
黃八、不向背施 

云何不向背施？謂諸菩薩其心平等，不墮 87朋黨，於怨親中悲心等施。 
黃九、不望報恩施 

云何不望報恩施？謂諸菩薩悲心、愍心而行惠施，終不於他希望反 88報，但觀求樂愛火

所燒無有勢力性苦眾生，89深心悲愍而行惠施。 
黃十、不希異熟施 

云何不希異熟施？謂諸菩薩修行惠施，終不希望當來所得財寶圓滿、自身圓滿施果異

熟，觀一切行性是虛偽，觀大菩提最勝功德。 
玄四、總結 

由此十相，菩薩所行布施清淨、最極清淨。 
戌四、結 

如是菩薩依止九相所行惠施，圓滿施波羅蜜多已，能證無上正等菩提。 

                                                                                                                                                         
86 「[麥戈]」，大正作「[麥弋]」。 
87 「墮」，磧砂、大正、陵本作「隨」。 
88 「反」，磧砂作「友」。 
89 求樂愛火所燒無有勢力性苦眾生者：謂彼眾生諸行麤重，其性是苦，無有勢力能令永滅。於

行苦中愛火所燒，希求得樂，不知樂受壞苦所隨，是故菩薩深心悲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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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師地論》卷 40 
（大正 30，510c2-515c28） 

〈本地分中菩薩地初持瑜伽處戒品第十之一〉 

 
酉二、戒度（即戒品） 

戌一、徵 

云何菩薩戒波羅蜜多？ 
戌二、列 

亥一、嗢柁南 

嗢柁南曰： 
 自性一切難 一切門善士 一切種遂求 二世樂清淨 
 如是九種相 是名略說戒 

亥二、長行 

謂九種相戒，名為菩薩戒波羅蜜多。一、自性戒，二、一切戒，三、難行戒，四、一切

門戒，五、善士戒，六、一切種戒，七、遂求戒，八、此世他世樂戒，九、清淨戒。 
戌三、釋 

亥一、安立體相 

天一、別解九相 

地一、自性戒 

玄一、徵 

云何菩薩自性戒？ 
玄二、釋 

黃一、明戒性 

宇一、標列四德 

謂若略說具四功德，當知是名菩薩自性戒。何等為四？一、從他正受，1二、善淨意

樂，2三、犯已還淨，3四、深敬專念無有違犯。4 
宇二、攝釋其相 

宙一、略攝三 

由諸菩薩從他正受故，於所學戒若有違犯，即外觀他深生愧恥；5由諸菩薩善淨意樂故，

                                                 
1 從他正受者：他謂有智有力於語表義能授能開、已發大願同法菩薩。於如是等功德具足勝菩

薩所，如法求請授與淨戒，乃至廣說，是名正受。 
2 善淨意樂者：增上意樂品說：菩薩到究竟地所有一切增上意樂，是名菩薩善淨意樂。（陵本四

十七卷十一頁 3766）由願當證而作是說，非已證故。 
3 犯已還淨者：謂於所受淨戒若有毀犯，當知一切皆是惡作所攝。應對於他補特伽羅發露悔滅，

由是除遣所生惡作。惡作有五，攝事分中別釋其相。（陵本九十九卷九頁 7427）如是名為犯已

還淨。 
4 深敬專念無有違犯者：謂由善淨意樂，於所受戒生起最極尊重恭敬。從初專精，不失正念，

故無違犯。 
5 即外觀他深生愧恥者：謂諸菩薩於罪現行能正覺知，於外敬畏而生羞恥，是名為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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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所學戒若有違犯，即內自顧深起慚羞；6由諸菩薩於諸學處犯已還淨、深敬專念初無

違犯二因緣故，離諸惡作。7 
宙二、略攝二 

洪一、第一義 

如是菩薩從他正受、善淨意樂為依止故，生起慚愧；由慚愧故，能善防護所受尸羅；由

善防護所受戒故，離諸惡作。 
洪二、第二義 

又於是中，從他正受、善淨意樂，此二是法；犯已還淨、深敬專念無有違犯，此二是前

二法所引。8 
洪三、第三義 

又於是中，從他正受、善淨意樂、深敬專念無有違犯，由此三法，應知能令不毀菩薩所

受淨戒；犯已還淨，由此一法，應知能令犯已還出。 
黃二、明戒藏 

宇一、三種戒藏 

宙一、律儀戒攝 

如是菩薩具四功德自性尸羅，應知即是妙善淨戒，正受隨學，能利自他，利益安樂無量

眾生，哀愍世間諸天人等，令得義利利益安樂故。9 
宙二、攝善法戒攝 

應知即是無量淨戒，攝受無量菩薩所學故。 
宙三、饒益有情戒攝 

應知即是饒益一切有情淨戒，現前能作一切有情利益安樂故。 
宇二、無量大功德藏 

應知即是能獲大果勝利淨戒，攝受隨與10無上正等菩提果故。 

                                                 
6 即內自顧深起慚羞者：謂諸菩薩於罪現行能正覺知我為非法，內生羞恥，是名為慚。 
7 離諸惡作者：謂此惡作，於已作、未作善不善事，若染不染，悵怏追變為體，能障奢摩他為

業。如顯揚說。（顯揚一卷
※
十頁 31,483a）由此惡作，令不安隱。一切毀犯皆惡作攝，以是說

有惡作罪聚。此皆遠離，是故名為離諸惡作。 
※「一卷」，披尋記原作「十卷」。 

8 從他正受至二法所引者：領納屬己，是名為受，即依此相建立受心所法。欣求意樂，是名為

欲，即依此相建立欲心所法。今說菩薩自性戒中，初二功德，即是受、欲二心所法為其自性，

是故說言此二是法。犯已還淨，是前從他正受受法所引，非無有受可名犯故；深敬專念無有

違犯，是前善淨意樂欲法所引，非不善淨能無違犯故；由是說言此二是前二法所引。 
9 妙善淨戒至利益安樂故者：由此淨戒，能令自他無諸損惱，是名為妙；起諸善行，是名為善。

依下自釋利益安樂，應知逆配妙善二義。如攝異門分說：言利益者，謂諸善行。言安樂者，

無損惱行。（陵本八十三卷十七頁 6329）故作是釋。誓受律儀，此名正受。受學學處，此名隨

學。利益安樂各多種類，菩薩地中別釋其相。（陵本三十五卷十七頁 2883）依此淨戒修菩薩行，

故能自利利他，利益安樂無量眾生。天謂天眾，人謂剎帝利等。於天眾中，等取魔、梵。於

人眾中，等取沙門、婆羅門。由天人等解甚深義、勤修正行有力能故，說能令彼得義利等。

證自涅槃，名之為義，可愛樂故，無有罪故。證功德法，名之為利，究竟勝利，遠離過患故。

此中諸義，多如攝異門分釋。（陵本八十三卷十七頁 6327） 
10 攝受隨與者：謂為勝緣，於果增上，是名攝受，大乘十因攝受因攝。此由勝思令心造作，隨

與領納及與和合，是名隨與。當知隨與，思自性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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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三、結 

是名菩薩自性戒。 
地二、一切戒 

玄一、徵 

云何菩薩一切戒？ 
玄二、釋 

黃一、標列種類 

宇一、二種 

謂菩薩戒略有二種。一、在家分戒，二、出家分戒。是名一切戒。 
宇二、三種 

又即依此在家、出家二分淨戒，略說三種。一、律儀戒，二、攝善法戒，三、饒益有情

戒。 
黃二、廣辨差別 

宇一、戒相差別 

宙一、別釋三戒 

洪一、明戒安立 

荒一、律儀戒 

律儀戒者，謂諸菩薩所受七眾別解脫律儀。即是苾芻戒、苾芻尼戒、正學戒、勤策男11戒、

勤策女戒、近事男戒、近事女戒。如是七種，依止在家、出家二分，如應當知。12是名

菩薩律儀戒。 
荒二、攝善法戒 

日一、標 

攝善法戒者，謂諸菩薩受律儀戒後，所有一切為大菩提，由身語意積集諸善，總說名為

攝善法戒。13 
日二、徵 

此復云何？ 
日三、釋 

                                                 
11 磧砂無「男」字。 
12 律儀戒者至如應當知者：律儀即是尸羅異名。由此尸羅清淨善法，是防護性，是息除相，是

遠離體，故名律儀。如聲聞地說。（陵本二十二卷十四頁
※1932）別別棄捨種種惡故，名別解

脫。七眾戒中，初五種戒，出家分攝；後二種戒，在家分攝。此七種戒建立道理，決擇分中

廣釋應知。（陵本五十三卷五頁 4232）復次，當知菩薩律儀戒，能令菩薩安住其心。由與他

共，簡非不共，說即是言。又隨所應，說菩薩共，非定、非遍、非次第受，隨文應知。 
※「十四頁」，披尋記原作「十三頁」。 

13 謂諸菩薩受律儀戒後至名為攝善法戒者：由前已說：是防護性，是止息相，是遠離體，故名

律儀。當知菩薩三種淨戒，皆由初律儀戒之所攝持，令其和合。若能於此精勤守護，亦能精

勤守護餘二。若有於此不能守護，亦於餘二不能守護。是故若有毀律儀戒，名毀一切菩薩律

儀。如決擇分說。（陵本七十五卷三頁 5752）由是道理，於律儀戒受已防護，能為餘二作所

依止。此為先故，餘二方得圓滿修習。今依此義，故說菩薩受律儀戒後所有諸善，名為攝善

法戒。實則菩薩三種淨戒同時正受，下自當說。又非菩薩具自種性，自發大心，要先別受餘

乘律儀，然後方許受餘二戒。又律儀戒，菩薩所受雖與餘共，然不得名聲聞、獨覺律儀，唯

名菩薩律儀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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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一、積集諸善 

盈一、引攝 

昃一、自所引 

謂諸菩薩依戒、住戒，於聞、於思、於修止觀、於樂獨處精勤修學。14 
昃二、他所引 

辰一、敬尊長 

如是時時於諸尊長精勤修習合掌、起迎、問訊、禮拜、恭敬之業，15即於尊長勤修敬事。 
辰二、侍疾病 

於疾病者，悲愍殷重瞻侍供給。16 
辰三、稱妙說 

於諸妙說，施以善哉。17 
辰四、讚有德 

於有功德補特伽羅，真誠讚美。18 
辰五、樂福業 

於十方界一切有情一切福業，以勝意樂起淨信心發言隨喜。19 
辰六、忍違犯 

於他所作一切違犯，思擇安忍。20 

                                                 
14 依戒住戒至精勤修學者：此顯積集諸善之因。依止律儀戒、安住律儀戒，是名依戒、住戒，

即是前說受律儀戒後言義。於善說法深生敬重，常樂聽聞，無有勞倦，亦無厭足，是名於聞

精勤修學。隨所聞法樂欲思惟、樂欲稱量、樂欲觀察，乃至廣說有八種相，是名於思精勤修

學。於法正修略有四相，一者、奢摩他，二者、毗鉢舍那，三者、修習奢摩他、毗鉢舍那，

四者、樂修習奢摩他、毗鉢舍那，是名於修止觀精勤修學。義如力種性品說。（陵本三十八卷

十四頁 3143）若見若聞阿練若處、山巖、林藪、邊際臥具一切處所，便作是念：是處安樂，

出離、遠離。常於出離及遠離所深生愛慕。至遠離處，思量自義，不為諸惡尋思之所纏繞，

是名於樂獨處精勤修學。 
15 於諸尊長等者：年德俱尊，是為尊長。言合掌者，謂於尊長招延及奉請時。言起迎者，謂彼

來時。問訊者，謂問病苦及安樂時。禮拜者，謂有求請，頂禮足時。 
16 於疾病者悲愍殷重瞻侍供給者：欲拔彼苦，是名悲愍。作意視察，名之為瞻。為作供事，是

名為侍。於此二種無有慢緩，故名殷重。奉施醫藥，名為供給。 
17 於諸妙說施以善哉者：謂於世間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或出世間苦論、集論、滅論、道論，

無倒宣說，是名妙說。聖所稱讚，故名善哉。 
18 於有功德補特伽羅真誠讚美者：功德有五，謂信、戒、聞、捨、慧。於此隨一功德具足者前，

稱實讚揚，令生歡喜，心無諂誑，是名真誠讚美。 
19 於十方界至發言隨喜者：謂於十方無量世界中，無量諸有情眾，略有六十二種差別可得，是

名一切有情。若世出世施、戒、修三所成福，是名一切福業。增上意樂，名勝意樂，此從勝

解行地乃至到究竟地通得此名。此復云何？謂由淨信為先、擇法為先，於諸佛法所有勝解印

解決定，是名菩薩增上意樂，由是此說起淨信心。菩薩於彼一切有情一切福業，淨信勝解決

定能感增上生果，隨其所應，慶慰、隨喜，設慰意語及慶悅語，或復稱揚讚述，是名發言隨

喜。 
20 於他所作一切違犯思擇安忍者：於他所作身語意業若打、若罵、若瞋、若弄、若訶，乃至能

令發憤諸所餘事，是名一切違犯。能正思擇：唯行唯法，此中都無我及有情、命者、生者，

是其能罵、能瞋、能打、能弄、能訶，或是所罵、所瞋、所打、所弄、所訶。是名修習隨順

唯法之想。如是或復修習宿生親善想、無常想、苦想、攝受想。由是五想，於諸違犯悉能堪

忍。於堪忍時，無變異意、無雜染心，故名安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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昃三、勝所引 

辰一、迴向菩提 

以身語意已作、未作一切善根，迴向無上正等菩提，21時時發起種種正願。22 
辰二、供養三寶 

以一切種上妙供具，供佛法僧。23 
辰三、修諸善品 

於諸善品，恆常勇猛精進修習。24 
盈二、護持 

於身語意住不放逸。25於諸學處，正念正知。26正行防守，密護根門。27於食知量。28初

夜後夜常修覺悟。29 
盈三、增長 

親近善士，依止善友。30 

                                                 
21 以身語意已作未作一切善根至正等菩提者：此中善根，謂信等五及三無漏。於無漏中，未知

當知根，名為未作，無漏種子未生現行故；已知根以來，名為已作，彼無漏種已現行故。菩

薩最初發起正願，為證無上正等菩提，能作有情一切義利。既發心已為依、為住，以身語意

積集諸善，所有未作、已作一切善根，皆為趣證無上菩提資糧。若能遠離貪著諸有、貪著資

財心下劣性，是名迴向無上正等菩提，由與初發正願無有棄背，得名迴向故。 
22 時時發起種種正願者：菩薩正願略有五種。一、發心願，二、受生願，三、所行願，四、正

願，五、大願。如菩薩所修正願中釋。（陵本四十五卷十六頁 3657）此說菩薩既發心已，於

時時中發所餘願，是名發起種種正願。 
23 以一切種上妙供具供佛法僧者：謂由六種增上意樂，於如來所或法僧所，隨其所應，奉施末

尼、真珠、琉璃、螺貝、璧玉、珊瑚、硨磲、瑪瑙、琥珀、金銀、赤珠、右旋如是等寶，或

復奉施末尼、環釧、寶璩、印等諸莊嚴具，乃至奉施種種寶鈴，或散珍奇、或纏寶縷而為供

養，是名以一切種上妙供具，供佛法僧。 
24 於諸善品恆常勇猛精進修習者：此中善品，謂定所攝諸品類法。此復云何？即於護養定資糧

處，乃至修作意處所攝諸法差別。聲聞地中廣釋其相。（陵本三十卷五頁 2498）定地唯善，

彼所攝法得善品名。其心勇悍，堪能攝受無量善法，是名精進。長時、無間修加行故，是名

恆常。心無怯弱、無退屈故，是名勇猛。修謂得修，謂於善品獲得自在成就故。習謂習修，

謂於善品皆現修習故。此如決擇分說。（陵本六十七卷二頁 5316） 
25 於身語意住不放逸者：修習諸善，防護不善，名不放逸。此有五支所攝不放逸行，如下自釋。

安止其心，故名為住。 
26 於諸學處正念正知者：謂所聽聞菩薩素怛纜藏及以解釋，是諸菩薩學處體性。於此修學所集

成念，令無忘失。由念任持，知無顛倒，能令菩薩審諦思惟：此是菩薩正所應作，此非菩薩

正所應作，乃至成辦正所作業。是名正念正知。 
27 正行防守密護根門者：謂於眼根律儀乃至意根律儀能正修行，不墮雜染，是名正行。若於眼

根乃至意根能善防護，不取相好，是名防守。當知此中，正行，謂於不應策發所識法中。防

守，謂於應所策發所識法中。由不策發及應策發，皆能令心不起雜染，如是總名密護根門。

此如聲聞地說。（陵本二十三卷三頁 1949） 
28 於食知量者：謂正思擇食於所食，乃至為當存養力樂無罪安隱而住。聲聞地中廣釋其相。（陵

本二十一卷七頁 1836） 
29 初夜後夜常修覺悟者：夜四分中，過初一分，是名初夜；過後一分，是名後夜。如所聞法，

初夜後夜經行、宴坐，從順障法淨修其心，是名常修覺悟。此如聲聞地釋。（陵本二十四卷一

頁 2003） 
30 親近善士依止善友者：遠離不善業道，成就百種善行，是名善士。此如決擇分釋。（陵本五十

三卷三頁 4217）成就八支眾相圓滿，是名善友。此如親近善友中釋。（陵本四十四卷七頁 3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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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二、總說名戒 

於自愆犯審諦了知，深見過失。既審了知深見過已，其未犯者，專意護持；其已犯者，

於佛菩薩同法者所，至心發露如法悔除。31 
日四、結 

如是等類所有引攝護持增長諸善法戒，32是名菩薩攝善法戒。 
荒三、饒益有情戒 

日一、徵 

云何菩薩饒益有情戒？33 
日二、釋 

月一、標 

當知此戒略有十一相。 
月二、徵 

何等十一？ 
月三、列 

盈一、與作助伴 

昃一、於事業 

謂諸菩薩，於諸有情能引義利彼彼事業，34與作助伴。 

昃二、於疾病 

於諸有情隨所生起疾病等苦35瞻36侍病等，37亦作助伴。 

                                                                                                                                                         
愛敬供事，是名親近。為所攝受，是名依止。 

31 於自愆犯至如法悔除者：此中愆犯，謂於攝善法戒，非律儀戒。不作應作，是名為愆。作不

應作，是名為犯。於違犯事有染無染、上中下品及其因緣，當知差別及無顛倒，是名審諦了

知。知由如是諸所違犯，定當不能成熟佛法及作有情一切義利，是名深見過失。深敬專念無

有違犯，是名專意護持。設有違犯，應向有力於語表義能覺能受
※
大乘、小乘補特伽羅，發露

悔滅。今於此中說三種人。一、於佛所，二、於菩薩所。此唯大乘補特伽羅。三、於同法者

所。此通大乘、小乘補特伽羅。如所犯事，隨其所應，或對於三補特伽羅，或對於一補特伽

羅，如佛所制發露悔滅惡作罪犯，稱述所犯，令自當來終不重犯，是名至心發露如法悔除。

如下自釋。（陵本四十一卷十九頁 3401） 
※「受」，韓清淨手稿作「支」。 

32 引攝護持增長諸善法戒者：引攝，謂於未生善法。引謂引發，令後善法展轉增勝故。攝謂攝

受，令彼善法和合相應故。護持、增長，謂於已生善法。護謂防護，正念正知，無違犯故。

持謂受持，安住諸法無失壞故。增謂增上，攝受隨與無上正等菩提果故。依所趣義，故名增

上。長謂長養，數修善法，隨順能熟自佛法故。此總結文，配釋前義，如次應知。 
33 饒益有情戒者：授與眾生有利益品所有安樂，是名饒益。謂於現法當來可愛果業所攝因樂、

苦對治樂，及受斷樂、無惱害樂，如是等類是應授與，令生喜樂及無罪故。此如自他利品中

說。（陵本三十五卷二十一頁 2898）所餘諸相，不名饒益。謂與利益而非喜樂，或與安樂而

非利益，菩薩於此應審思擇，或應授與、或不授與。此中唯說饒益諸有情者，名之為戒，義

如前說不應違犯，設有違犯，應速悔除。 
34 能引義利彼彼事業者：此中義利，世出世別。引可愛果，是世間攝；引生聖道，是出世攝。

思量所作、功用所作品類眾多，故名彼彼事業。 
35 「苦」，磧砂作「若」。 
36 「瞻」，大正作「贍」。 
37 隨所生起疾病等苦瞻侍病等者：謂於遭遇疾疫有情瞻侍供給，乃至止息勞倦眾苦。如下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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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二、為說法要 

又諸菩薩，依世出世種種義利，能為有情說諸法要；先方便說，先如理說，38後令獲得

彼彼義利。 

盈三、了知恩報 

又諸菩薩，於先有恩諸有情所，善守知恩，隨其所應現前酬報。39 

盈四、救護怖畏 

又諸菩薩，於墮種種師子、虎狼、鬼魅、王賊、水火等畏諸有情類，皆能救護，令離如

是諸怖畏處。 

盈五、開解愁憂 

又諸菩薩，於諸喪失財寶親屬諸有情類，善為開解，令離愁憂。 

盈六、施與資具 

又諸菩薩，於有匱乏資生眾具諸有情類，施與一切資生眾具。40 

盈七、如法御眾 

又諸菩薩，隨順道理，正與依止，如法御眾。41 

盈八、好隨心轉 

昃一、列種類 

又諸菩薩，隨順世間事務言說，呼召去來，談論慶慰，隨時往赴，從他受取飲食等事。 

昃二、舉要言 

以要言之，遠離一切能引無義、違意現行，於所餘事心皆隨轉。42 
盈九、顯實功德 

又諸菩薩，若隱若露顯示所有真實功德，令諸有情歡喜43進學。44 

                                                 
38 先方便說先如理說者：謂說法語有二差別。若易可解了乃至無邊無際，是五種語名方便說。

先首、美妙、分明，是三種語名如理說。皆如有尋有伺地說。（陵本八卷十二頁 600） 
39 於先有恩諸有情所至現前酬報者：有恩有情有多種類，謂或父母，乃至遭厄難時不相棄者。

如聲聞地說。（陵本二十五卷十四頁 2129）常思酬報，是名善守。深知恩惠，是名知恩。於

此有恩諸有情所，為欲饒益，或作助伴，乃至或現神通驚恐引攝，是名隨其所應。暫見申敬

乃至財利供養，是名現前酬報。如下自說。 
40 資生眾具者：此有十種，謂食飲等。如意地說。（陵本二卷十七頁 165）然於此中，依自下釋。

除其歌笑舞樂及男女受行，是名一切資生眾具，唯為施與有匱乏故。 
41 隨順道理至如法御眾者：謂諸菩薩，為欲令他於三乘道，隨其所應速得成熟，應依大乘、或

聲聞乘真實道理，無倒教授、無倒教誡，是名隨順道理如法御眾。此復云何？謂如顯示苦諦

無常，此有大乘、聲聞乘別。依大乘道理，相非有義是無常義。依聲聞乘道理，相滅壞義是

無常義。又如顯示苦諦無我，亦有二別。大乘道理，謂諸法無自性相是無我義。聲聞乘道理，

謂補特伽羅無自性相是無我義。如是隨眾所應為說正法，名隨順說。不貪供侍，無愛染心而

為攝受，是名正與依止。攝受有二，一者、財攝，二者、法攝。教授教誡，是名法攝。先施

財物方便饒益，是名財攝，如說給施如法衣服、飲食等是。 
42 隨順世間事務言說等者：謂有三種世事。一、語言談論，更相慶慰事；二、嫁娶賓主，更相

飲噉事；三、於起作種種事中，更相營助事。如意地說。（陵本二卷十七頁 166）今於此中，

隨其所應分別配屬。呼召去來，謂更相營助事。談論慶慰，謂更相慶慰事。隨時往赴，從他

受取飲食等事，謂嫁娶賓主，更相飲噉事。遇有嫁娶，故說隨時。如是等事，皆隨世間有情

心轉，故名隨順。然於是事應正思量。若於有情能引無義，或違彼意，非所欲樂，此應遠離，

不起身語現行，是名遠離一切能引無義、違意現行。若非能引無義及違彼意，此應隨轉。隨

順他心起現行故，是名於所餘事心皆隨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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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十、調伏有過 

又諸菩薩，於有過者，內懷親昵利益安樂增上意樂，調伏、訶責、治罰、驅擯；為欲令

其出不善處，安置善處。45 

盈十一、示現神通 

又諸菩薩，以神通力方便示現那落迦等諸趣等相，令諸有情厭離不善；方便引令入佛聖

教，歡喜信樂，生希有心，勤修正行。46 

洪二、明戒安住 

荒一、總徵 

云何菩薩住律儀戒，住攝善法戒，住饒益有情戒？善護律儀戒，善修攝善法戒，善行一

切種饒益有情戒？47 
荒二、別顯 

日一、住律儀戒 

月一、別辨相 

盈一、不戀過去諸欲 

謂諸菩薩，住別解脫律儀戒時，捨轉輪王48而出家已，不顧王位，如棄草穢。如有貧庶

為活命故，棄下劣欲而出家已，不顧劣欲，不如菩薩清淨意樂49，捨輪王50位而出家已，

不顧一切人中最勝轉輪王位51。 
盈二、不希未來諸欲 

                                                                                                                                                         
43 「喜」，大正作「言」。 
44 若隱若露至歡喜進學者：具足信等隨一功德，是名真實功德。菩薩於此為令有情生歡喜心，

轉更勝進修學，是故對彼現前、或不現前如實顯發，無所隱覆，是名若隱若露顯示所有真實

功德。 
45 於有過者至安置善處者：謂諸有情若有過失及或違犯，名有過者。此有下中上品差別。菩薩

於此內懷親愛無損惱心，以調伏法令彼調伏。此調伏法復有三種。一者、訶責，謂由語業加

行故。二者、治罰，謂由身業加行故。三者、驅擯，謂現棄捨不攝受故。如是三種，亦有軟

中上三品差別。隨其所有過失違犯，如應訶責、治罰、驅擯。為欲令彼有情出離苦因，種諸

善根，是名出不善處，安置善處。 
46 以神通力方便示現那落迦等至勤修正行者：由神境智，於諸變化種種神境領受示現所作自在，

是名神通。此為方便，能辦二事。一、由恐怖。為樂惡者，示現諸那落迦及餘惡趣苦果異熟；

為無信者，示現執金剛神、藥叉等相。由是因緣，隨其所應，令彼有情厭離惡行，捨慢生信，

即此總名厭離不善。二、由引攝。為令所化入佛聖教，示現種種神通變化。由是因緣，令彼

所化歡喜踊躍信受樂欲，生希有心，猛利愛重精勤修習法隨法行，是名勤修正行。 
47 云何菩薩住律儀戒至善行一切種饒益有情戒者：由不捨義，是名為住。云何不捨？由二因緣，

一者、不捨無上菩提大願，二者、無上品纏現行他勝處法。由是因緣，令所受戒無有退失，

故名為住。護謂防護，於律儀戒此為增上，由能於此精勤守護，方能精勤守護餘二故。修謂

修習，於攝善法戒此說為增上，攝受隨與無上正等菩提果故。行謂現行，於饒益有情戒此說

為增上，現行身語意業能為四種攝事諸方便故。依此道理故別別說。 
48 轉輪王者：此有四種。或王一洲，或二三四。於彼生時，隨其所應，有鐵輪寶，或銅、或銀、

或金輪寶自然出現。如意地說。（陵本二卷十八頁 170） 
49 清淨意樂者：此中不說已證淨勝意樂地名清淨意樂。為求證此，故作是說。云何知然？由前

能喻說為活命，今此所喻有所為義，當知亦爾。若不爾者，有道理相違過。非證淨勝意樂地

已，方捨輪王而出家故。 
50 「輪王」，磧砂作「轉輪王」。 
51 「位」，磧砂作「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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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諸菩薩，住律儀戒，於未來世天魔王宮所有妙欲52，不生喜樂。亦不願求彼諸妙欲，

修行梵行。53於彼妙欲尚如實觀猶如趣入廣大種種恐畏稠林，況餘諸欲。 
盈三、不著現在諸欲 

又諸菩薩，既出家已，於現在世尊貴有情種種上妙利養恭敬，正慧審觀尚如變吐曾不味

著，54何況於餘卑賤有情所有下劣利養恭敬。 

盈四、常樂遠離不生喜足 

昃一、樂遠離 

又諸菩薩，常樂遠離，若獨靜處，若在眾中，於一切時心專遠離寂靜而住。55 

昃二、不喜足 

不唯於是尸羅律儀而生喜足，依戒、住戒，勤修無量菩薩等持，為欲引發證得自在。56 
盈五、掃滌不正言論諸惡尋思 

昃一、由不樂著 

又諸菩薩，雖處雜眾，而不樂為乃至少分不正言論57；居遠離處，不起少分諸惡尋思58。 
昃二、由起悔愧 

或時失念暫爾現行，尋便發起猛利悔愧，深見其過。 
昃三、由住正念 

數數悔愧，深見過故，雖復暫起不正言論、諸惡尋思，而能速疾安住正念，於彼獲得無

復作心。59由此因緣，則能拘檢。 

                                                 
52 天魔王宮所有妙欲者：謂如帝釋天宮五欲眾妙甚可愛樂，唯發喜樂。彼諸天眾恆為是樂牽引

其意，以度其時，是名天宮所有妙欲。如有尋有伺地說。（陵本四卷十七頁 312）復有魔羅天

宮，即他化自在天攝，然處所高勝。受用由他所化諸欲塵故，富貴自在，是名魔宮所有妙欲。

此於勤修勝善品者，求欲超越蘊、煩惱、死三種魔時，得大自在，為作障礙，發起種種擾亂

事業，故名為魔。 
53 修行梵行者：此說正梵行求，一切皆為求無漏界。雖復能感天魔妙欲，而非所求。 
54 尚如變吐曾不味著者：謂如段食，香、味、觸處所攝。由香、味、觸，於吞咽時令生歡喜，

有染而住，是名味著。若變吐已，便不名食，香、味、觸三已變壞故，無復堪能為受用故，

是故於此不生味著。 
55 常樂遠離至寂靜而住者：遠離有二，一、身遠離，二、心遠離。此中偏說心遠離故。於一切

時樂住遠離，是名常樂遠離。若獨靜處，謂於身遠離時，由彼不與在家及出家眾共相雜住，

獨一無侶故。若在眾中，謂於非住身遠離時。約此二別，說一切時。遠離一切染汙、無記所

有作意，修習一切其性是善能引義利定地作意，及定資糧加行作意，不為無義言論及惡尋思

之所擾惱，是名心專遠離寂靜而住。 
56 菩薩等持等者：謂如說言，由諸菩薩能入若百三摩地、若千三摩地等，然彼不能了知彼定名

句文身差別，是名無量菩薩等持。於此勤修有三位別。言引發者，謂於初位。言證得者，謂

於中位。言自在者，謂於後位。如修所成地廣說修習對治及世間一切種清淨應知。（陵本二十

卷六頁 1723） 
57 （1）「論」，磧砂作「語」。 

（2）不正言論者：謂諸種種娼妓、吟詠、歌諷、王賊、飲食、婬蕩、街衢等論，能引無義，

不如正理，故名不正。 
58 諸惡尋思者：此有八種，謂欲尋思等。如攝事分釋。（陵本八十九卷九頁 6747）此能令心流

散，起諸惡不善法，故名為惡。 
59 安住正念至無復作心者：謂若此心由失念故，趣入、流散、馳騁貪等性中，而能速疾憶念過

患，還復於離貪等安止其心，是名安住正念。由此因緣，令心從彼貪等而出。既出離已，成

就增上防護律儀，更不於彼不正言論、諸惡尋思，隨順、趣入乃至馳騁，是名於彼獲得無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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昃四、由習拘檢 

習拘檢故，漸能如昔於彼現行深生喜樂，於今安住彼不現行喜樂亦爾。60又能違逆，令

不現起。 
盈六、不輕懱己 

昃一、不怖學處 

又諸菩薩，於諸菩薩一切學處，及聞已入大地菩薩廣大無量不可思議長時最極難行學

處，心無驚懼，亦不怯劣。61 

昃二、作增上念 

唯作是念：彼既是人，漸次修學，於諸菩薩一切學處廣大無量不可思議淨身語等諸律儀

戒成就圓滿；我亦是人，漸次修學，決定無疑，62當得如彼淨身語等諸律儀戒成就圓

滿。63 
盈七、具性柔和 

又諸菩薩，住律儀戒，常察己過，不伺他非。普於一切凶暴犯戒諸有情所，無損害心，

無瞋恚心。64菩薩於彼由懷上品法大悲故，現前發起深憐愍心、欲饒益心。65 

                                                                                                                                                         
作心。 

60 於彼現行深生喜樂至喜樂亦爾者：此說自心雜染愛樂相，及雜染還滅方便善巧相。生起不正

言論、諸惡尋思，名彼現行。此雜染攝。一切有情於彼雜染長夜愛樂，其相云何？彼雜染相

若自知已，便於爾時能得出離。然於出離心不安住，亦不愛樂，更無異緣，唯有速疾還來、

趣入、流散、馳騁雜染性中，是為自心雜染愛樂相。或復於彼雜染了知過患，便謂我今不應

隨自心轉，當令自心隨我而轉，數數思擇，安住正念，捨彼雜染不令現行，無染性中安住愛

樂，是為雜染還滅方便善巧相。義如決擇分說。（陵本五十一卷十二頁 4105）依此二相配釋

二句，其義應知。 
61 於諸菩薩一切學處至亦不怯劣者：謂若菩薩修菩薩行諸所應學，是名學處。此復云何？謂自

利處乃至無上正等菩提七所學處，是名一切菩薩學處。如自他利品乃至菩提品釋。（陵本三十

五卷十六頁 2882）已入大地菩薩證得法性發心，是名廣大。利益安樂無量眾生，是名無量。

證真實義，具諸威力，是名不可思議。成熟自他乃至能證無上菩提，經三無數大劫，不厭生

死，修行難行波羅蜜多及諸攝事，是名長時最極難行。於此修學，是名已入大地菩薩一切學

處。若諸菩薩，於如是學一切學處及與聽聞能修學者一切學處心生勝解，能正執受，故無驚

懼；勇猛精進，故不怯劣。 
62 彼既是人我亦是人者：此中且約人趣有情。彼有勢力能了法義、修行正行，故說是人。 

63 淨身語等諸律儀戒成就圓滿者：等言，等取意業。由身語意三種律儀，名諸律儀。若不棄捨

及不毀犯，名為成就。若無穿穴及復還淨，名為圓滿。 
64 常察己過至無瞋恚心者：謂於一切凶暴、犯戒諸有情所，從他怨害所生眾苦現在前時，自正

思擇：如此是我自業過耳，由我先世自造種種不淨業故，今受如是種種苦果。我今於此無義

利苦若不忍者，復為當來大苦因處。是名常察己過。復自思擇：我若於此大苦因法隨順轉者，

便為於己自作非愛，便為於己自生結縛，便為於己自興怨害，非是於他。是名不伺他非。復

自思擇：自他身中所有諸行，一切皆用性苦為體。彼無知故，於我身中性苦體上更增其苦；

我既有知，何宜於彼性苦體上更加其苦。由是因緣，於彼有情無損害心。菩薩如是正思擇已，

勤修五想，謂宿生親善想、隨順唯法想、無常想、苦想、攝受想。於彼有情能忍一切怨害之

苦，由是因緣，無瞋恚心。如是諸義，皆如忍品中釋。（陵本四十二卷六頁 3431） 
65 由懷上品法大悲故至饒益心者：謂諸菩薩悲愍一切有苦眾生，為欲濟拔，發菩提心，說如是

言：願我決定當證無上正等菩提，能作有情一切義利，畢竟安處究竟涅槃及以如來廣大智中。

於發心時，法爾而有大悲相現。以大悲法為所受故，名法大悲。猛利不共，名為上品。畢竟

隨轉，名之為懷。由此大悲，於彼有情深心發起七相憐愍，謂無畏憐愍等。如增上意樂品中

釋。（陵本四十七卷九頁 3760）是名深憐愍心。又復於彼發起安樂意樂，欲以饒益而授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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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八、能有堪忍 

又諸菩薩，住律儀戒，雖復遭他手足、塊石、刀杖等觸66之所加害，於彼尚無少恚恨心，

況當於彼欲出惡言、欲行加害，況復發言毀辱訶責，67以少苦觸作不饒益。 
盈九、行不放逸 

昃一、總標列 

又諸菩薩，住律儀戒，具足成就五支所攝不放逸行。68一、前際俱行不放逸行，二、後

際俱行不放逸行，三、中際俱行不放逸行，四、先時所作不放逸行，五、俱時隨行不放

逸行。 

昃二、隨別釋 

辰一、前際俱行不放逸行 

謂諸菩薩，於菩薩學正修學時，若於過去已所違犯如法悔除，是名菩薩前際俱行不放逸

行。 

辰二、後際俱行不放逸行 

若於未來當所違犯如法悔除，是名菩薩後際俱行不放逸行。 
辰三、中際俱行不放逸行 

若於現在正所違犯如法悔除，是名菩薩中際俱行不放逸行。69 
辰四、先時所作不放逸行 

若諸菩薩，先於後時當所違犯，發起猛利自誓欲樂：謂我定當如如所應行，如如所應住，

如是如是行，如是如是住，70令無所犯。是名菩薩先時所作不放逸行。 

辰五、俱時隨行不放逸行 

若諸菩薩，即以如是先時所作不放逸行為所依止，71如如所應行72，如如所應住，如是

                                                                                                                                                         
是名欲饒益心。 

66 手足塊石刀杖等觸者：此中觸言，但謂所觸，觸處攝故。手足、塊石、刀杖，謂能作具，若

觸對時令變壞故。等言，等取所餘冷煖、饑渴應知。 
67 況當於彼欲出惡言欲行加害等者：惡言，謂如罵詈、諍訟、輕調、訶責等事，語業所攝。加

害，謂如前說手足、塊石、刀杖等觸，身業所攝。菩薩於彼怨害有情都無少分損害意樂，定

當於彼無如是事。 
68 具足成就五支所攝不放逸行者：於此五支隨一無闕，是名具足。恆善安住，是名成就。 
69 於菩薩學正修學時至中際俱行不放逸行者：清淨身語正命現行，是學自性。若勤精進如聖教

行若習、若修，名正修學。果已滅相，是謂過去。因未生相，是謂未來。已生未滅，是謂現

在。如是諸相，剎那不住，相續變異，依此建立剎那流轉。言前際者，過去異名。言後際者，

未來異名。言中際者，現在異名；前際、後際中間攝故，又復名此為前後際，待過去世是後

際，待未來世是前際故。俱有而轉，是名俱行。謂不放逸與菩薩行，於一剎那同生滅故。由

此能持菩薩加行，圓滿無上菩提果故。 
70 如如所應行至如是如是住者：聲聞地說：若往、若還、若覩、若瞻、若屈、若伸、持僧伽胝

及以衣鉢、若食、若飲、若噉、若嘗正知而住，由是名為於村邑等如法行時正知而住。若行、

若住、若坐、若臥、若習悎寤、若語、若默、若解勞睡正知而住，由是名為於其住處如法住

時正知而住。（陵本二十四卷十九頁 2061）又說：若於是事、是處、是時，如量、如理、如

其品類所應作者，即於此事、此處、此時，如量、如理、如其品類正知而作。（陵本二十四卷

二十頁 2066）是為聲聞律儀行時住時正知而住所有略義。菩薩律儀應共修學，當知亦爾。謂

於行時如所應行，如是而行；又於住時如所應住，如是而住。由於行住有其如量、如理、如

其品類種種差別，故作是說：如如所應行，如如所應住，如是如是行，如是如是住。 
71 先時所作不放逸行者：此說行業、住業未現行時，不放逸行為所依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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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行，如是如是住，不起毀犯。是名菩薩俱時隨行不放逸行。73 
盈十、具足軌則淨命 

又諸菩薩，住律儀戒，覆藏自善，發露己74惡，少欲喜足，堪忍眾苦，性無憂慼，不掉

不躁，威儀寂靜，離矯詐等一切能起邪命之法。75 

月二、總略義 

菩薩成就如是十支，名住律儀戒，善護律儀戒。謂不顧戀過去諸欲，又不希求未來諸欲，

又不耽著現在諸欲，又樂遠離不生喜足，又能掃滌不正言論諸惡尋思，又能於己76不自

輕懱，又性柔和，又能堪忍，又不放逸，又能具足軌則淨命。77 

日二、住攝善法戒 

月一、別辨相 

盈一、施漸次 

又諸菩薩，已能安住攝善法戒，若於身財少生顧戀尚不忍受，何況其多。78 

盈二、戒漸次 

又於一切犯戒因緣根本煩惱、少分煩惱忿恨等生，亦不忍受。79 
盈三、忍漸次 

又於他所發生恚、害、怨恨等心，80亦不忍受。 

                                                                                                                                                         
72 「所應行」，大正作「行所應行」。 
73 俱時隨行不放逸行者：此說行業、住業正現行時，不放逸行俱有隨轉。 
74 「己」，陵本作「已」。 
75 覆藏自善至能起邪命之法者：若於威儀、所作及諸善品加行成就軌則，不自稱讚，是名覆藏

自善。若於軌則有所違越，尋便速疾如法發露，是名發露己惡。若雖成就善少欲等所有功德，

而不於此欲求他知，是名少欲。若於隨一衣服、飲食、臥具等事便生歡喜，生正知足，是名

喜足。若堪忍受寒熱、饑渴、蚊蝱、風日、蛇蝎毒觸，乃至身中所有猛利、堅勁、辛楚、切

心、奪命苦受，是名堪忍眾苦。具賢善性，遠離顰蹙，乃至身心澄淨，是名性無憂慼。又若

諸根無掉、諸根無動，是名不掉不躁。行住坐臥成就軌則，是名威儀寂靜。不為貪求種種衣

服、飲食、臥具、病緣醫藥資具因緣，方便顯己有勝功德，矯詐構集非常威儀。如聲聞地廣

說其相。（陵本二十二卷十頁 1919）是名離矯詐等一切能起邪命之法。 
76 「己」，陵本作「已」。 
77 成就如是十支至能具足軌則淨命者：此中十支，依文別配，如次應知。性柔和支，謂能成就

六和敬法，易可共住。性不惱他，常令歡喜，是名柔和。此配前說常察己過，乃至欲饒益心。

意顯安住、善護彼律儀戒，方能成就其性柔和，易可共住，故作是配。具足軌則淨命，此配

前說覆藏自善，乃至離矯詐等一切能起邪命之法。軌則有三，謂於威儀路、或所作事、或諸

善品加行處所所有軌則。若無虧損，是名具足。義配前說覆藏自善，發露己惡。如法求乞所

有衣服、飲食、病緣醫藥諸資生具，不以非法而有貪求，由是說名具足淨命。義配前說少欲

喜足，乃至離矯詐等一切能起邪命之法。餘文易解，不勞更釋。 
78 若於身財少生顧戀等者：此說施漸次相。謂於內身、外財諸所有物，於諸眾生隨所應施，即

便施與，不於身財生顧戀想。若有少分彼想生已，尚不忍可、執受而速除遣，況令增長乃至

多分。此中顧戀，貪之異名。若於身起，是名我貪。若於財起，名我所貪。由想為先，貪方

得起，是故於此說不忍受。 
79 又於一切犯戒因緣等者：此說戒漸次相。或貪、或瞋、或癡、或貪瞋、或貪癡、或瞋癡、或

貪瞋癡一切皆具，是名一切犯戒因緣根本煩惱。於此一切根本煩惱中，若有少分貪等煩惱，

或彼等流諸隨煩惱，纔生起已，亦不忍受，速令除遣。此中且約不善業道，殺生為初，於隨

煩惱顯說忿恨。由彼殺生多分瞋所生起，忿恨是瞋等流故。等言，等取所餘諸隨煩惱，或貪

等流、或瞋等流、或癡等流，一切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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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四、精進漸次 

又於所起懈怠、懶惰，81亦不忍受。 
盈五、靜慮漸次 

又於所起等至味著、等至煩惱，亦不忍受。82 
盈六、五種慧 

昃一、標 

又於五處如實了知。 
昃二、列 

謂如實知善果勝利，又能如實了知善因，又能如實知善因果倒與無倒，又如實知攝善法

障。83 
昃三、釋 

是諸菩薩能於善果見大勝利，尋求善因；為攝善故，如實了知倒與無倒84；由此菩薩獲

得善果。不於無常妄見為常，不於其苦妄見為樂，不於不淨妄見為淨，不於無我妄見為

我，85如實了知攝善法障；為攝善故，速疾遠離。 
月二、結略義 

菩薩由此十種相故，名住攝善法戒。速能攝善一切種相，謂施漸次、若戒漸次、若忍漸

次、若精進漸次、若靜慮漸次，及五種慧。 
日三、住饒益有情戒 

月一、總標 

又諸菩薩由十一相，名住一切種饒益有情戒。於一一相中成就一切種。 

                                                                                                                                                         
80 又於他所發生恚害等者：此說忍漸次相。恚謂瞋恚，謂於有情欲興損害為體。害謂惱害，於

諸有情心無悲愍損惱為體。怨恨，謂於過去違緣結怨不捨為體。等言，等取忿、惱、嫉隨煩

惱，皆瞋分故。 
81 又於所起懈怠懶惰等者：此說精進漸次相。於諸所作懈廢退屈，不能勇決樂為，思令究竟，

是名懈怠。日夜執取睡眠為樂、偃臥為樂、脅臥為樂，是名懶惰。 
82 又於所起等至味著等者：此說靜慮漸次相。等至即定異名，通諸靜慮及四無色。若初證得根

本三摩地時，其心猶為三摩地生愛、慢、見、疑、無明等諸隨煩惱之所染汙，未名圓滿清淨

鮮白。於三摩地未得自在，不能引發一切勝功德故。於爾所時，愛味相應，能障自在，是名

等至味著。所餘慢、見、疑等諸隨煩惱，亦障自在，是名等至煩惱。菩薩了知能障過患，故

於彼生亦不忍受。 
83 又於五處如實了知至攝善法障者：此說五種慧

※
相。善果勝利及與善因，是初二處；倒與無倒，

是三、四處；攝善法障，是第五處。云何名為善果勝利？謂由攝受善法為因，決定當證無上

正等菩提，是名彼果。證菩提已，能作有情一切義利，是名勝利。云何善因？謂攝受善法，

要以大菩提願及所受戒為依、為住，是名為因。云何知善因果倒與無倒？謂於內明所顯正因

果相如實知已，精勤修習，令處非處智力種性漸得清淨、漸得增長，由是因緣，能如實知攝

善因果倒與無倒。此中處者，謂於彼彼事理無相違，是即無倒；非處，謂於彼彼處理有相違，

是即有倒。攝善法障如下自釋。 
※「慧」，披尋記原作「惡」。 

84 「倒」，磧砂作「伺」。 
85 不於無常妄見為常等者：此中應以大乘道理顯示其義。謂非有義，是無常義。非有執習氣麤

重義，是為苦義。所知障無明於諸菩薩能染汙義，是不淨義。諸法自性無我相義，是無我義。

由此能障菩薩攝受善法，是故名為攝善法障。如實知故，能速遠離，不於非有無常妄見為常，

不於有麤重苦妄見為樂，不於所知障無明不淨妄見為淨，不於諸法自性無我妄見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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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二、別釋 

盈一、與作助伴 

昃一、於諸事業 

辰一、標義 

謂諸菩薩，於諸有情彼彼事業，皆為助伴。謂於思量所作事業，及於功用所作事業，86悉

能與彼而作助伴。 

辰二、釋類 

或於道路若往、若來，或於無倒事業加行，或於守護所有財物，或於和合展轉乖離，或

於義會，或於修福，皆為助伴。87 
昃二、於諸救苦 

辰一、總標 

於諸救苦亦為助伴。 
辰二、釋類 

宿一、於災患苦 

謂於遭遇疾疫有情瞻侍供給，盲者啟導，聾者撝義，手代言者曉以想88像，迷方路者示

以隅89途，支不具者惠90以荷乘，其愚騃者誨以勝慧。 
宿二、於蓋纏苦 

列一、舉貪纏 

為貪欲纏所苦有情，開解令離貪欲纏苦。 
列二、例瞋等 

如是若為瞋恚、惛沈睡眠、掉舉惡作、疑纏所苦有情，開解令離疑纏等苦。91 

                                                 
86 思量所作事業功用所作事業者：由意所作，名思量所作，思量樂欲所應作故。身語所作，名

功用所作，思量無間發起加行，作所應作故。 
87 或於道路若往若來至皆為助伴者：謂諸菩薩，於諸有情彼彼事業求請助伴，隨順於彼呼召去

來，名於道路若往、若來。若諸有情於彼若求、若取不正解了，菩薩能為無倒宣說，令彼成

辦諸所作事，是名無倒事業加行。此中無倒，謂即正說，準下應知。（陵本四十一卷十四頁

3387）又諸有情招集財物，若得諧遂，菩薩隨力所能而為守護，令彼財物不為他人之所侵奪、

或火焚燒、或水漂蕩，如是等，是名守護所有財物。又諸有情，若由他語、或自意樂展轉乖

違，樂欲別離，菩薩為說悅可意語，能令慶悅覺悟和合，是名和合展轉乖離。若諸有情為求

義利，諸所集會，是名義會，如於聞說正法等是。福有三種，一、施所成，二、戒所成，三、

修所成。於此三種隨應修習，是名修福。 
88 「想」，磧砂作「相」。 
89 「隅」，大正作「遇」。 
90 「惠」，磧砂作「慧」。 
91 為貪欲纏所苦有情等者：此中略說五蓋差別。一、貪欲蓋，二、瞋恚蓋，三、惛沈睡眠蓋，

四、掉舉惡作蓋，五、疑蓋。如此諸法覆真實義，令不顯了，故名為蓋。數起現行，亦名為

纏。如有尋有伺地釋。（陵本八卷六頁 564）為貪欲纏所苦有情，此說諸在家者，為欲境界所

漂淪故。貪數現行，是名貪纏。由此貪纏違背聖教，故立貪蓋。此能令心於妙五欲隨逐淨相，

欲見、欲聞乃至欲觸；或隨憶念先所領受，尋思追戀。心不安隱、心不寂靜，故名為苦。菩

薩了知諸欲過患，能正開示解其義趣，令彼有情知求出離，由是能離貪欲纏苦。瞋恚纏所苦

有情，此說諸出家者，由不堪忍諸同法者訶諫、驅擯、教誡等故。瞋數現行，是名瞋纏。由

此瞋纏違背所有可愛樂法，故立瞋蓋。惛沈睡眠纏所苦有情，此說修奢摩他者。由數現行，

故名為纏。障奢摩他，故立為蓋。掉舉惡作纏所苦有情，此說修毗鉢舍那者。由數現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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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三、於尋思苦 

列一、舉欲尋思 

欲尋思纏所苦有情，開解令離欲尋思苦。 
列二、例恚害等 

如欲尋思，恚、害、親里、國土、不死、輕侮相應、族姓相應所有尋思，當知亦爾。92 
宿四、於懱勝苦 

他懱、他勝所苦有情，開解令離被懱、勝苦。93 
宿五、於勞倦苦 

行路疲乏所苦有情，施座施處，調身按摩，令其止息勞倦眾苦。94 
盈二、為說正法 

昃一、於樂惡行 

辰一、如理說 

又諸菩薩，為諸有情如理宣說。謂於樂行惡行有情，為欲令斷諸惡行故，以相應文句、

助伴、隨順、清亮、有用、相稱、應順、常委分資糧法而為宣說。 

辰二、方便說 

或復方便善巧宣說。95 

昃二、例慳行等 

如於樂行惡行有情，為欲令斷諸惡行故；如是於行慳行有情，為欲令彼斷慳行故；於現

法中求財寶者，為欲令彼正少功力，集多財寶，守護無失；於佛聖教懷憎嫉者，為欲令

彼得清淨信，證清淨見，超諸惡趣，盡一切結，越一切苦；應知亦爾。96 

                                                                                                                                                         
名為纏。障毗鉢舍那，故立為蓋。疑纏所苦有情，此說憎嫉諸聖教者。由數現行，故名為纏。

障生勝解，故立為蓋。菩薩於此種種有情，能正開示過患出離，解其義趣，由是令離疑纏等

苦。此中等言，等取餘纏，謂瞋恚等逆次說故。 
92 欲尋思纏所苦有情至當知亦爾者：此中略說八種尋思。一、欲尋思，二、恚尋思，三、害尋

思，四、親里尋思，五、國土尋思，六、不死尋思，七、輕侮相應尋思，八、族姓相應尋思。

如攝事分釋。（陵本八十九卷九頁 6747）此能令心不寂靜轉，故名為苦。 
93 他懱他勝所苦有情等者：為他有情高慢之所輕侮，是名為懱。為他有情威力之所勝伏，是名

為勝。從彼所生不饒益相令心惱亂，故名為苦。 
94 行路疲乏所苦有情等者：此中苦言，觸處所攝，由不平等假立疲極故，身麤重苦之所生故。

施與敷具，是名施座。施與住止，是名施處。餘義可知。 
95 如理宣說至善巧宣說者：謂說法語有二差別，一、如理說，二、方便說，如前已釋。如理說

中復多差別，謂相應等，乃至常委分資糧法。攝釋分說：相應者，謂名句文身次第善安立故，

又依四種道理相應故。助伴者，能成次第故。隨順者，謂解釋次第故。清徹者，文句顯了故。

清淨資助者，善入眾心故。相稱者，如眾會故。應順者，應供故、稱法故、引義故、順時故
※
。

常委分資糧者，審悉所作、恆常所作，故名常委；彼分者，謂正見等，此是彼資糧故。（陵本

八十一卷三頁 6174）與此譯文少分有別。彼云清徹，此說清亮。彼云清淨資助，此說有用。

然義無異，如應可釋。 
※編按：「應順者，應供故、稱法故、引義故、順時故。」卷八十一原文為「應順者，稱法故、

引義故、順時故。」無「應供故」一句。但大正、陵本為「應供故、稱法故、引義故、順

時故。」無「應順者」一句。韓清淨居士於卷八十一原文將「應供故」改為「應順者」。 
96 如於樂行惡行有情至應知亦爾者：令斷惡行，謂由戒論。令斷慳行，謂由施論。令彼正少功

力，招集、守護財寶，謂由開顯工巧業處所作成辦種種異相所有言論。令彼得清淨信乃至越

一切苦，謂由宣說超勝四種聖諦相應言論。如是一切，名善說法。於所說法隨順理門，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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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三、了知恩報 

昃一、標義 

又諸菩薩，於其有恩諸有情所深知恩惠，常思酬報。 

昃二、釋類 

辰一、恭敬 

暫見申敬，讚言善來，怡顏歡慰，吐誠談謔；祥97處設座，正筵98令坐。 
辰二、供養 

若等若增財99利供養現前酬答，非以下劣。 
辰三、伴助 

宿一、舉於事業 

於彼事業雖不求請，尚應伴助，況乎100有命。 
宿二、隨應例餘 

如於事業，如是於苦，於如理說，於方便說，於濟怖畏，於衰惱處開101解愁憂，於惠資

具102，於與依止，於隨心轉，於顯實德令深歡悅，於懷親愛方便調伏，於現神通驚恐引

攝，如應廣說，當知亦爾。103 
盈四、救護怖畏 

昃一、總標 

又諸菩薩，於遭怖畏諸有情類，能為救護。 

昃二、釋類 

謂於種種禽獸、水火、王賊、怨敵、家主、宰官、不活、惡名、大眾、威德、104非人、

起尸、魍魎等畏，皆能救護，令得安隱。 
盈五、開解愁憂 

昃一、總標 

又諸菩薩，於處衰惱諸有情類，能善開解，令離愁憂。 

昃二、釋類 

辰一、依親屬衰亡 

或依親屬有所衰亡。所謂父母、兄弟、妻子、奴婢、僮僕、宗長、朋友、內外族因、親

教、軌範及餘尊重，105時有喪亡，善為開解，令離憂惱。 

                                                                                                                                                         
勝解，是名得清淨信。即由如是增上力故，身毛為豎、悲泣墮淚，如是等事是清淨相。從是

以後，於所說法證諦現觀，離邪分別，不生惡趣，是名證清淨見，超諸惡趣。乃至最後證阿

羅漢，於有餘依永斷下分、上分諸結，於無餘依永滅三界生死諸苦，是名盡一切結，越一切

苦。 
97 「祥」，磧砂作「詳」。 
98 「筵」，磧砂作「延」。 
99 「財」，大正作「助」。 
100 「乎」，大正作「于」。 
101 「開」，磧砂作「於」。 
102 「具」，磧砂作「糧」。 
103 如於事業至當知亦爾者：此中事業至方便說，皆如前解。於濟怖畏至現神通，如下當釋。 
104 不活惡名大眾威德者：謂由匱乏資具因緣，起不活畏。若於他所深生希望，有所求覓，由是

因緣，起惡名畏。處大眾中，其心下劣，起大眾畏。威德熾盛，為所制伏，起威德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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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二、依財寶喪失 

或依財寶有所喪失。謂或王賊之所侵奪，或火所燒，或水所溺，或為矯詐之所誑誘，或

由事業無方損失，或為惡親非理橫取，或家生106火之所耗費，於如是等財寶喪失，善為

開解，令離憂惱。 
昃三、總結 

由是因緣，諸有情類生軟中上三品愁憂，菩薩皆能正為開解。 
盈六、施與資具 

昃一、總標 

又諸菩薩，備資生具，隨有來求，即皆施與。 

昃二、釋類 

謂諸有情求食與食，求飲與飲，求乘與乘，求衣與衣，求莊嚴具施107莊嚴具，求諸什物

施以什物，求鬘塗香施鬘塗香，求止憩處施止憩處，求諸光明施以光明。 
盈七、如法御眾 

昃一、總標 

又諸菩薩，性好攝受諸有情類，如法御眾，方便饒益。108 

昃二、釋類 

辰一、財攝受 

宿一、正攝受 

列一、由自施 

以無染心先與依止，以憐愍心現作饒益，109然後給施如法衣服、飲食、臥具、病緣醫藥

資身什物。110 
列二、求他施 

若自無有，應從淨信長者、居士、婆羅門等111求索與之。 
                                                                                                                                                         
105 或依親屬有所衰亡等者：親品眷屬，名為親屬。略攝有二。一、自所攝受，所謂父母乃至內

外族因。二、為他攝受，謂親教、軌範及餘尊重；如諸有智同梵行者，是名為餘。如是等類，

皆約增上親品為論，故有衰亡而起愁憂。 
106 「生」，磧砂作「失」。 
107 「施」，磧砂作「與」。 
108 如法御眾方便饒益者：眾有五類。一、在家眾，二、出家眾，三、淨信眾，四、邪惡眾，五、

處中眾。於五眾中，處在家眾，應依毀諸惡行、讚諸善行現說正法，令其止息及進修故。處

出家眾，應依增上戒等三學現說正法，令速欣樂故。處淨信等眾，應依聖教廣大威德現說正

法，如其次第，令倍增長、令處中信、令生淨信故。如攝釋分說。（陵本八十一卷十七頁 6218）

是名如法御眾。菩薩所有四種攝事，是名方便。若諸菩薩先行布施，當知是名隨攝方便。何

以故？先以種種財物布施饒益有情，為欲令彼聽受所說，奉教行故。如力種性品說。（陵本

三十八卷二十二頁 3176）是名方便饒益。 
109 以無染心先與依止以憐愍心現作饒益者：若欲貪他作己僮僕，為驅使故，而與依止，當知此

心名為有染。菩薩不爾，如法御眾，不以非法，故說以無染心先與依止。又若矯設方便拔濟

有情，令於他所免為僮僕，還自攝受為己僮僕。如是等類，義如自他利品中說。（陵本三十

五卷十七頁 2884）當知如是拔濟有情，於彼有情心非憐愍，亦無饒益。菩薩不爾，方便隨

攝，非為矯設，故說以憐愍心現作饒益。 
110 給施如法衣服等者：此中衣服乃至資身什物，皆利養攝。若物可令清淨受用，此物名為如法

利養。如下攝事分說。（陵本九十九卷二十頁 7458）此中如法，應依彼釋。 
111 淨信長者居士婆羅門等者：此中淨信，顯揚有處唯譯為信，或為信敬。今於此中，應依彼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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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二、同受用 

於己112以法所獲如法衣服、飲食、諸坐臥具、病緣醫藥資身什物，與眾同用，自無隱

費。113 
辰二、法攝受 

宿一、標 

於時時間，以其隨順八種教授而正教授，五種教誡而正教誡。 
宿二、指 

此中所說教授、教誡，當知如前力種性品已廣分別。114 
盈八、好隨心轉 

昃一、總標 

又諸菩薩，於有情心性好隨轉。 

昃二、釋類 

辰一、於所化有情 

宿一、如應住行 

隨心轉時，先知有情若體若性。知體性已，隨諸有情所應共住，即應如是與其共住；隨

諸有情所應同行，即應如是與彼同行。115 
宿二、思擇身語 

列一、舉生憂苦 

張一、觀察他事 

寒一、生他憂苦 

來一、令不現行 

若諸菩薩欲隨所化有情心轉，當審觀察，若於如是如是相事現行身語生他憂苦，116如是

憂苦若不令其出不善處安立善處，菩薩爾時於如是事現行身語，護彼心故，方便思擇勵

力遮止令不現行。117 

                                                                                                                                                         
唯即於彼補特伽羅處所起故。若依法起，方名淨信，然非此說。等言，等取國王、大臣及商

主等。如是等眾皆於自所生信敬故，是故說為應從求索。 
112 「己」，陵本作「已」。 
113 於己以法所獲如法衣服等者：若物不依邪命非法方便獲得，此物名為以法所獲。於諸食物平

等受用，共食所食，顯露而食，不私密食，廣如攝事分說。（陵本九十九卷二十頁 7458）是

名與眾同用，自無隱費。 
114 隨順八種教授等者：此中攝受有情，偏約菩薩為論，故說隨順八種教授、五種教誡。以此能

令菩薩八力種性，漸得清淨、漸得增長故。如前力種性品已廣分別。（陵本三十八卷二十一

頁 3171）然諸菩薩性好攝受諸有情類，非唯菩薩是所攝受，由是當知偏約勝說。 
115 先知有情若體若性至與彼同行者：有情自體，或有涅槃種姓隨逐，或無涅槃種姓隨逐，是名

有情自體差別。又或鈍根、或是利根，或貪增上、或瞋增上、或癡增上，乃至廣說，是名有

情性類差別。菩薩於此如實知已，隨其所應，與彼共住、與彼同行，同受財法，是名共住；

同事勸導，是名同行。 
116 若於如是如是相事現行身語生他憂苦者：謂即凶暴、犯戒諸有情所，有上、中、下過失違犯，

是名如是如是相事。菩薩於彼隨應訶責、治罰，是名現行身語。如是現行不遂彼欲，是名生

他憂苦。 
117 方便思擇勵力遮止令不現行者：謂由隨護彼心方便為先，思擇是事非所應作，便由作意勵力

遮止，令不發起身業、語業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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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二、要令現行 

如是憂苦若能令其出不善處安立善處，菩薩爾時於如是事現行身語，住哀愍心，不隨如

是有情心轉，方便思擇勵力策發要令現行。118 
寒二、生餘憂苦 

來一、令不現行 

復審觀察，若於如是他有情事現行身語令餘有情發生憂苦，119如是憂苦若120不令他、或

餘有情、或不令二出不善處安立善處，菩薩爾時於如是事現行身語，護餘心故，方便思

擇勵力遮止令不現行。 
來二、要令現行 

如是憂苦若能令他、或餘有情、或能令二出不善處安立善處，菩薩爾時於如是事現行身

語，住哀愍心，不隨如是有情心轉，方便思擇勵力策發要令現行。 
張二、觀察自事 

寒一、令不現行 

復審觀察，若於如是菩薩自事現行身語生他憂苦，如是現行身語二業非諸菩薩學處所

攝，不順福德、智慧資糧，121如是憂苦不能令他出不善處安立善處，菩薩爾時於如是事

現行身語，護他心故，方便思擇勵力遮止令不現行。 
寒二、例令現行 

與此相違現行身語，如前應知。122 
列二、例生喜樂 

如生憂苦，如是廣說生於喜樂，隨其所應，當知亦爾。123 
辰二、於一切有情 

宿一、護他忿纏 

又隨他心而轉菩薩，知他有情忿纏所纏，現前忿纏難可捨離，尚不讚歎，何況毀訾；124

即於爾125時亦不諫誨。 
                                                 
118 方便思擇勵力策發要令現行者：此中方便，謂住哀愍。由此為先，思擇是事是所應作，勵力

作意策發其心，要令身語起現行故。 
119 若於如是他有情事現行身語令餘有情發生憂苦者：謂他有情若有凶暴、犯戒過失違犯，是名

如是他有情事。菩薩若為訶責、治罰，現行身語，令彼所餘有情心不饒益，是名令餘有情發

生憂苦。 
120 「若」，磧砂作「苦」。 
121 若於如是菩薩自事現行身語至不順福德智慧資糧者：所謂能利自他，利益安樂無量眾生，是

名如是菩薩自事。若於自事不作所作，而反於他作不應作，現行身語生其憂苦，當知如是身

語現行，於律儀戒有所違犯。由是說言非諸菩薩學處所攝。於福、於智為違背緣，由是說言

不順福德、智慧資糧。 
122 與此相違現行身語如前應知者：謂若令他出不善處安立善處，乃至廣說要令現行。此中事者，

謂諸菩薩為利他故，於諸性罪少分現行，由是因緣，於菩薩戒無所違犯，生多功德。由是應

說是諸菩薩學處所攝，及順福德、智慧資糧。如是等事，皆此相違現行身語所攝。 
123 如是廣說生於喜樂隨其所應當知亦爾者：生喜樂中，亦有三種。謂於如是如是相事現行身語

生他喜樂，或於他有情事現行身語令餘有情發生喜樂，或於如是菩薩自事現行身語生他喜

樂，當知是名所廣說義，於彼彼事隨應當知。又於身語令不現行、或令現行，隨應如前所說

道理而為遮止及與策發，由是說言隨其所應，當知亦爾。 
124 尚不讚歎何況毀訾者：讚歎，謂於他人離忿功德。毀訾，謂於彼自忿纏過失。以非所愛尚不

讚歎，況違逆彼而更毀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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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二、酬報慶慰 

又隨他心而轉菩薩，他雖不來談論慶慰，126尚應自往談論慶慰，何況彼來而不酬報。 
宿三、不故惱他 

又隨他心而轉菩薩，終不故意惱觸於他，唯除訶責諸犯過者，起慈悲心，諸根寂靜，127

如應訶責令其調伏。 
宿四、不輕懱他 

列一、不令愧悔 

又隨他心而轉菩薩，終不嗤誚輕弄於他，令其赧愧不安隱住，亦不令其128心生憂悔。 
列二、不彰彼負 

雖能摧伏得勝於彼，而不彰其墮在負處。 
列三、不自高舉 

彼雖淨信，生於謙下，終不現相而起自高。 
宿五、如應親近 

又隨他心而轉菩薩，於諸有情非不親近、不極親近，亦不非時而相親近。129 
宿六、如應言說 

又隨他心而轉菩薩，終不現前毀他所愛，亦不現前讚他非愛；非情交者不吐實誠，不屢

希望，知量而受；130若先許應他131飲食等，終無假託不赴先祈，為性謙沖如法曉喻132。133 
盈九、讚揚實德 

昃一、總標 

又諸菩薩性好讚揚真實功德，令他歡喜。 
昃二、釋類 

於信功德具足者前，讚揚信德令其歡喜；於戒功德具足者前，讚揚戒德令其歡喜；於聞

                                                                                                                                                         
125 「爾」，磧砂作「此」。 
126 談論慶慰者：更相語言，是名談論。慶慰悅喻，是名慶慰。若諸有情有興盛事，菩薩知已，

設慶悅語。又復恆時對諸有情或問安隱吉祥，或問諸界調適等，隨世儀轉慰問有情，名菩薩

設慰喻語。如是二語皆愛語攝，如攝事品說。（陵本四十三卷十頁 3508） 
127 起慈悲心諸根寂靜者：謂於諸犯過者安住利益意樂，是名起慈悲心。由是能令諸根不於過犯

取彼彼相及取隨好，常委正念，防護根門，乃至正行善捨、無記捨中，是名諸根寂靜。 
128 「其」，磧砂作「他」。 
129 於諸有情非不親近等者：謂諸菩薩，隨順世間事務言說，呼召去來，談論慶慰，隨時往赴，

從他受取飲食等事，是名於諸有情非不親近。然若一切能引無義，菩薩不隨如是有情心轉，

是名於諸有情不極親近。若於是時，如其品類所應作者，即於是時而相親近，不以非時，是

名亦不非時而相親近。 
130 非情交者不吐實誠至知量而受者：謂諸菩薩，於彼有情若識不識，一切等心，將護彼意隨之

而轉，故不現前毀他所愛，亦不現前讚他非愛。然若與彼為友為朋，無怨無隙，為欲令餘有

情出不善處安立善處，方便策發毀所應毀、讚所應讚，不因他愛非愛而為覆藏。與此相違，

則不應爾，是故說言非情交者不吐實誠。又於非情交者，雖有求乞，不屢希望，恐憎背故。

於所施食知量而受，但為存養若力若樂食所食故。 
131 「應他」，磧砂作「他應」。 
132 「喻」，大正作「諭」。 
133 若先許應他飲食等至如法曉喻者：此說菩薩隨順世間事務，隨時往赴，從他受取飲食等事。

若受所請，終無假託而不往赴。如無力能往至其所，應對於彼如法曉喻。作如是言：非我於

汝不赴先祈，但無力能往至其所，惟願勿於我所嫌恨棄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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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具足者前，讚揚聞德令其歡喜；於捨功德具足者前，讚揚捨德令其歡喜；於慧功德

具足者前，讚揚慧德令其歡喜。134 
盈十、調伏有過 

昃一、總標 

又諸菩薩性好悲愍，以調伏法調伏有情。135 
昃二、釋類 

辰一、舉訶責 

宿一、軟訶責 

若諸有情有下品過下品違犯，內懷親愛無損惱心，以軟訶責而訶責之。 
宿二、中訶責 

若諸有情有中品過中品違犯，內懷親愛無損惱心，以中訶責而訶責之。 
宿三、上訶責 

若諸有情有上品過上品違犯，內懷親愛無損惱心，以上訶責而訶責之。136 
辰二、例治罰 

如訶責法，治罰亦爾。137 
辰三、辨驅擯 

宿一、權時驅擯 

若諸有情有下、中品應可驅擯過失違犯，菩薩爾時為教誡彼及餘有情，以憐愍心及利益

心，權時驅擯，後還攝受。 
宿二、盡壽驅擯 

若諸有情有其上品應可驅擯過失違犯，菩薩爾時盡壽驅擯，不與共住、不同受用，憐愍

彼故不還攝受，勿令其人於佛聖教多攝非福，又為教誡利餘有情。138 
盈十一、示現神通 

                                                 
134 讚揚真實功德令他歡喜等者：此中功德略有五種，謂信、戒、聞、捨、慧。如是五種，七聖

財攝。由離所治及生勝樂，是名功德。信功德者，由能對治憎嫉聖教，及生信俱清淨樂故。

戒功德者，由能對治能往惡趣惡行，及生善趣所有樂故。聞功德者，由能對治於緣起法不能

解了，及生正解俱行法義樂故。捨功德者，由能對治慳垢弊心，積集眾具，及生後世無匱資

財樂故。慧功德者，由能對治狹劣，愚癡增廣，及生如實覺慧勝義樂故。如聞所成地釋。（陵

本十四卷二十二頁 1263） 
135 以調伏法調伏有情者：謂依聲聞及諸菩薩，顯示別解脫及別解脫相應之法，是名調伏法。調

伏所化聲聞及諸菩薩，是名調伏有情。 
136 有下品過下品違犯等者：犯罪因緣，是名過失。所犯眾罪，是名違犯。即彼毀犯意樂，是名

犯罪因緣。即彼自性，是名所犯眾罪。此各有其三品差別，如下攝事分釋。（陵本九十九卷

七頁 7420） 
137 如訶責法治罰亦爾者：訶責，謂由語業。此訶責相略有三種，如正訶責犯戒聲聞。一曰：汝

期鄙劣活命。二曰：汝意樂不清淨。三曰：汝以活命意樂行非法行。如下攝事分說。（陵本

八十六卷二十二頁 6546）治罰，謂由身業。如以辛楚加行、猛利加行，令諸有情獲得義利，

名治罰法。此如訶責亦有三品，故云亦爾。 
138 若諸有情有下中品應可驅擯過失違犯等者：謂若有情，於所遮止開許法中，數數輕慢而毀犯

者，是名應可驅擯過失違犯。此由所犯下中上品，成二差別。一、權時驅擯，後還攝受；二、

盡壽驅擯，不還攝受。菩薩於彼以無染濁、無有變異親善意樂如法驅擯，名憐愍心。又為令

餘有情知所教誡、遮不應行、易可共住而驅擯彼，名利益心。是故驅擯亦教誡攝。如文中說：

為教誡彼及餘有情。復說：又為教誡利餘有情。隨應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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昃一、總標 

又諸菩薩為欲饒益諸有情故，現神通力，或為恐怖、或為引攝。 
昃二、釋類 

辰一、為恐怖 

宿一、令離惡 

謂為樂行諸惡行者，方便示現種種惡行諸果異熟。謂諸惡趣，小那落迦、大那落迦、寒

那落迦、熱139那落迦，既示現已，而告之言：汝當觀此，先於人中造作增長諸惡行故，

今受如是最極暴惡、辛楚、非愛苦果異熟。彼見是已，恐怖厭患，離諸惡行。 
宿二、令生信 

復有一類無信有情，菩薩眾中隨事故問，彼作異思拒而不答。140菩薩爾時或便化作執金

剛神，或復化作壯色大身巨力藥叉，令其恐怖。由是因緣，捨慢生信，恭敬正答；其餘

大眾聞彼正答，亦皆調伏。 
辰二、為引攝 

宿一、令歡喜 

或現種種神通變化，或一為多，或多為一，或以其身穿過石壁、山巖等障往還無礙，如

是廣說乃至梵世身自在轉，現無量種神變差別，或復現入火界定等，或復示現共聲聞等

種種神通，方便引攝，令諸有情踊躍歡喜。 
宿二、善安處 

諸未信者，方便安處信具足中；諸犯戒者，方便安處戒具足中；諸少聞者，方便安處聞

具足中；多慳吝者，方便安處捨具足中；諸惡慧者，方便安處慧具足中。141 
月三、總結 

如是菩薩成就一切種饒益有情戒。142 
洪三、結名戒藏 

是名菩薩三種戒藏，亦名無量大功德藏。143謂律儀戒所攝戒藏，攝善法戒所攝戒藏，饒

益有情戒所攝戒藏。 
                                                 
139 「熱」，磧砂作「獨」。 
140 復有一類無信有情至拒而不答者：謂於聖教懷憎嫉者，是名無信有情。菩薩為欲令彼得清淨

信，於大眾中，隨所應知一切事相故興問覈，是名隨事故問。由彼有情懷增上慢，為增上慢

所執持故，憎背聖教，起別異解，於菩薩問拒不領受，亦不酬答，是名異思拒而不答。 
141 或現種種神通變化等者：或一為多，或多為一，顯隱神通所攝。謂從一身示現多身，此由顯

化勝解想故；或從多身示現一身，此由隱化勝解想故。或以其身穿過石壁，乃至梵世身自在

轉，往來神通所攝。如是種種，聲聞地中具列其相。（陵本三十三卷十七頁 2720）即此廣說

如應當知。或復現入火界定等，熾然神通所攝。謂入火界定，舉身洞然，遍諸身分出種種焰，

青、黃、赤、白、紅紫、碧綠、頗胝迦色。如威力品說。（陵本三十七卷二頁
※3021）或復示

現共聲聞等種種神通，此亦唯說變化所攝。如是神通，一切靜慮以為依止，皆能引發一切。

修靜慮者，若能已善修治磨瑩其心，便於種種神通變化，隨所欲為皆能成辦。此通聲聞及諸

外道，是故說言共聲聞等。若依菩薩十力種姓所得，當知不共。為簡此故而標共言。此中所

現種種神通，唯為方便引攝，令生歡喜，安置信等功德法中，不說不共神通及餘一切。 
※「二頁」，披尋記原作「三頁」。 

142 如是菩薩成就一切種饒益有情戒者：總結前文十一相中如是所說一一差別之相。若諸菩薩行

無虧損、行無艱難，是名成就一切種饒益有情戒。 
143 亦名無量大功德藏者：謂能攝受隨與無上正等菩提大果，作諸有情一切義利利益安樂，是名

無量大功德藏。以要言之，律儀戒能安住其心，攝善法戒能成熟自佛法，饒益有情戒能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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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二、廣辨授受 

洪一、從他受 

荒一、辨授受相 

日一、明所應 

月一、正受淨戒 

盈一、受戒羯磨 

昃一、受先所作 

辰一、審求大德 

若諸菩薩欲於如是菩薩所學三種戒藏勤修學者，或是在家、或是出家，先於無上正等菩

提發弘願已，當審訪求同法菩薩，已發大願、有智有力於語表義能授能開。144 
辰二、乞請從受 

於如是等功德具足勝菩薩所，145先禮雙足，如是請言：我今欲於善男子所、或長老所、

或大德所，乞受一切菩薩淨戒，唯願須臾不辭勞倦，哀愍聽授。 
昃二、受時所作 

辰一、供養佛僧 

既作如是無倒請已，偏袒右肩，恭敬供養十方三世諸佛世尊、已入大地得大智慧得大神

力諸菩薩眾，現前專念彼諸功德，隨其所有功德146因力，生殷淨心或少淨心。147 
辰二、禮請授戒 

有智有力勝菩薩所，謙下恭敬膝輪據地，或蹲、跪、坐對佛像前，作如是請：唯願大德，

或言長老、或善男子，哀愍授我菩薩淨戒。如是請已，專念一境長養淨心，我今不久當

得無盡、無量、無上大功德藏，即隨思惟如是事義，默然而住。148 

                                                                                                                                                         
有情。如是總攝一切菩薩所應作事，是故說言菩薩三種戒藏，亦名無量大功德藏。 

144 當審訪求同法菩薩至能授能開者：謂若補特伽羅，已受大乘菩薩戒律儀法，是名同法菩薩。

為簡不從所餘補特伽羅求受淨戒，故作是說。又此同法菩薩，於菩薩法藏摩怛理迦、菩薩學

處及犯處相，如是如是語，有如是如是義，能正教授、能正開示，是名於語表義能授能開。

於此菩薩當審訪求。 
145 於如是等功德具足勝菩薩所者：此中功德，約諸菩薩波羅蜜多六種姓相為論。有智有力於語

表義能授能開，唯顯慧波羅蜜多種姓相。指此所說，故言如是。等取所餘諸種姓相，故復言

等。超諸聲聞，故說名勝。準下文說不應從受，翻知從受，應作此釋。 
146 「德」，磧砂作「能」。 
147 恭敬供養至或少淨心者：謂於十方三世諸佛世尊，以淨信俱勝解俱心，設諸供具而為供養，

作是思惟：若一如來法性，即是去來今世一切如來法性；若一如來制多法性，即是十方無邊

無際一切世界所有如來制多法性。是名恭敬供養十方三世諸佛世尊。如說供養諸佛世尊，如

是供養已入大地諸菩薩眾，當知亦爾。彼諸菩薩成就四無礙解，智最勝故，由是說言得大智

慧。成就六種神通，威力最勝，由是說言得大神力。諸佛功德隨其名號略有十種，謂如來等。

如菩提品釋。（陵本三十八卷三頁 3105）菩薩功德，從其最初極歡喜地，乃至最後住法雲地，

展轉修習證得成滿。隨應當知彼差別相，如住品說。於佛世尊及諸菩薩彼彼功德專心憶念，

明了而轉，如現在前，是名現前專念彼諸功德。緣彼功德極作念已，於爾所時，彼境界力能

為依因，生起殷重淨勝解心，下至或生少分淨心，由是說言隨其所有功德因力，生殷淨心或

少淨心。 
148 專念一境至默然而住者：此中一境，謂於欲界心一境性。數數隨念，令心相續專注一境故。

於先所生殷重淨心、或少淨心，令得增長廣大，展轉殊勝，是名長養淨心。隨所思惟如是諸

功德事所起義想，令心調順、寂靜，安住彼中，是名思惟如是事義，默然而住。言調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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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三、正作羯磨 

宿一、如法問定 

列一、問答種性 

爾時有智有力菩薩，於彼能行正行菩薩，以無亂心，若坐、若立而作是言：汝如是名善

男子聽、或法弟聽，汝是菩薩不？彼應答言：是！ 
列二、問答發願 

發菩提願未？應答言：已發！ 
列三、問答受戒 

張一、舉初說 

自此已後，應作是言：汝如是名善男子、或法弟，欲於我所受諸菩薩一切學處，受諸菩

薩一切淨戒。謂律儀戒、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如是學處、如是淨戒，過去一切菩薩

已具，未來一切菩薩當具，普於十方現在一切菩薩今具。於是學處、於是淨戒，過去一

切菩薩已學，未來一切菩薩當學，現在一切菩薩今學。汝能受不？答言：能受！ 
張二、例中後 

能授菩薩第二、第三亦如是說，能受菩薩第二、第三亦如是答。 
宿二、啟白請證 

列一、結前 

能授菩薩作如是問，乃至第三授淨戒已。能受菩薩作如是答，乃至第三受淨戒已。 
列二、正顯 

張一、禮佛啟請 

寒一、舉初說 

來一、啟白 

能受菩薩不起於座。能授菩薩對佛像前，普於十方現住諸佛及諸菩薩恭敬供養，149 
頂禮雙足，作如是白：某名菩薩，今已於150我某菩薩所，乃至三說受菩薩戒，我某菩薩

已為某名菩薩作證。151 
來二、請證 

唯願十方無邊無際諸世界中諸佛菩薩第一真聖，於現不現一切時處一切有情皆現覺者，152

於此某名受戒菩薩亦為作證。 
寒二、例中後 

                                                                                                                                                         
謂由令心離外散動。言寂靜者，謂由令心離內散動。依如是義，故名默然。 

149 普於十方現住諸佛及諸菩薩恭敬供養者：住現在世成等正覺，或入大地，是名現住諸佛及諸

菩薩。問：此中唯說現住，不通三世，何故與前有別？答：前說專念功德，故通三世，一切

功德平等平等無差別故。此說啟白請證，故唯現住，非於過、未為作證故。 
150 「於」，大正作「有」。 
151 我某菩薩已為某名菩薩作證者：謂於某名菩薩，已正尋求大乘種姓，及已發大願，於菩薩藏

摩怛理迦、菩薩學處已正為說令其聽受。觀察於彼堪受菩薩淨戒律儀，是故三說為授淨戒，

彼已三說答言能受，是名菩薩為作證事。 
152 諸世界中諸佛菩薩至皆現覺者者：此中第一，所謂諸佛，於一切有情皆為第一故。復有差別，

繁不更述，如攝異門分釋。（陵本八十三卷四頁 6284）言真聖者，謂諸菩薩。簡取已入大地

諸菩薩眾，故作是說。如是諸佛菩薩，由正智見，於諸現前、或不現前、一切時分、一切處

所所有一切有情皆能現知現見，如實無倒。由是說名於現不現一切時處一切有情皆現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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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第三亦如是說。 
張二、為佛眷念 

寒一、舉因 

如是受戒羯磨畢竟，從此無間，普於十方無邊無際諸世界中現住諸佛、已入大地諸菩薩

前，法爾相現。由此表示如是菩薩已受菩薩所受淨戒。153爾時十方諸佛菩薩，於是菩薩

法爾之相生起憶念；由憶念故，正智見轉；154由正智見，如實覺知：某世界中某名菩薩，

某菩薩所正受菩薩所受淨戒。 
寒二、顯果 

一切於此受戒菩薩，如子如弟，生親善意，眷念憐愍。由佛菩薩眷念憐愍，令是菩薩希

求善法倍復增長，無有退減。 
列三、總結 

當知是名受菩薩戒啟白請證。 
昃三、受已所作 

如是已作受菩薩戒羯磨等事，授受菩薩俱起供養，普於十方無邊無際諸世界中諸佛菩

薩，頂禮雙足恭敬而退。 
盈二、得戒勝利 

如是菩薩所受律儀戒，於餘一切所受律儀戒最勝無上，無量無邊大功德藏之所隨逐，第

一最上善心意樂之所發起，普能對治於一切有情一切種惡行。155一切別解脫律儀，於此

菩薩律儀戒百分不及一，千分不及一，數分不及一，計分不及一，算分不及一，喻分不

及一，鄔波尼殺曇分亦不及一，攝受一切大功德故。 
月二、勸修學處 

盈一、思惟所作 

又此菩薩安住如是菩薩淨戒，先自數數專諦思惟：此是菩薩正所應作，此非菩薩正所應

作。156既思惟已，然後為成正所作業，當勤修學。 

                                                 
153 從此無間至已受菩薩所受淨戒者：二十唯識論說：展轉增上力，二識成決定。由此道理，當

知能受淨戒菩薩淨心為緣，能為增上，於諸世界現住諸佛、已入大地諸菩薩清淨識中，法爾

而有如是菩薩受戒相現。如依善瑩清淨鏡面，以質為緣，即有如是所行影像顯現。此中道理，

當知亦爾，是名於佛及菩薩前，法爾相現。又復諸佛菩薩所發正願，攝受一切諸有情界皆為

眷屬。若於是處、是時，有諸有情已發大願受淨戒者；即於是處、是時，彼諸有情為所現見；

由是而說法爾相現。由此相現，能正表示如是菩薩已受淨戒。 
154 正智見轉者：聖智聖見，名正智見。此二差別有其多種，如攝事分釋。（陵本八十六卷九頁

6512）今唯取其由假施設，世俗理行緣所知境，此慧名智；若能取於自相、共相，此慧名見。

正釋此義。由緣某名菩薩假設有情，及彼所受淨戒為所知境故。 
155 如是菩薩所受律儀戒至一切種惡行者：除諸菩薩所受，所餘七眾別解脫戒，名餘一切所受律

儀戒。此菩薩戒於彼一切最為殊勝，故名最勝。除此更無若過若增，是名無上。何以故？無

量無邊大功德藏所隨逐故，第一最上善心意樂所發起故，普能對治於一切有情一切種惡行

故。初謂能獲大果勝利。次謂已發無上菩提大願。如是大願是初正願，普能攝受其餘正願，

由此因緣，許為最勝，特為第一，建立在於最上法中，是故說言第一最上。如功德品說。（陵

本四十六卷十三頁 3705）後謂能修最勝正行。能利自他，利益安樂無量眾生，哀愍世間諸

天人等，令得義利利益安樂故。 
156 此是菩薩正所應作此非菩薩正所應作者：以要言之，於律儀戒若能安住其心，是所應作；與

此相違，非所應作。於攝善法戒若能成熟自佛法，是所應作；與此相違，非所應作。於饒益

有情戒若能成熟他有情，是所應作；與此相違，非所應作。又於是中，當正觀察六處攝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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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二、聽聞經論 

又應專勵聽聞菩薩素怛纜藏及以解釋，即此菩薩素怛纜藏、摩怛理迦，157隨其所聞當勤

修學。 
日二、簡不應 

月一、不應從受 

盈一、簡非同法 

又諸菩薩，不從一切唯聰慧者158求受菩薩所受淨戒。 
盈二、簡無淨信 

無淨信者，不應從受；謂於如是所受淨戒初無信解，不能趣入，不善思惟。159 
盈三、簡非菩薩 

昃一、無施種性相者 

有慳貪者，慳貪蔽者，有大欲者，無喜足者，不應從受。160 
昃二、無戒種性相者 

毀淨戒者，於諸學處無恭敬者，於戒律儀有慢緩者，不應從受。161 
昃三、無忍種性相者 

有忿恨者，多不忍者，於他違犯不堪耐者，不應從受。162 
昃四、無精進種性相者 

有懶惰者，有懈怠者，多分耽著日夜睡163樂、倚樂、臥樂，好合徒侶樂喜談者，不應從

受。164 
                                                                                                                                                         

所謂自、他、財衰、財盛、法衰、法盛。於六處中，除自法衰，所餘一切是所應作；即此所

除，非所應作。如決擇分說。（陵本七十五卷二頁 5749） 
157 又應專勵聽聞菩薩素怛纜藏等者：大乘相應契經，此名菩薩素怛纜藏，即十二分教中方廣一

分是。解釋，謂即摩怛理迦。由能決擇如來所說菩薩素怛纜藏，是故說名菩薩素怛纜藏、摩

怛理迦。譬如無本母字，義不明了；如是本母所不攝經，其義隱昧義不明了。與此相違，義

即明了，是故說名摩怛理迦。 
158 不從一切唯聰慧者者：此中一切，謂諸世間外道異生。未聞聖教，無引發慧，唯自成就俱生

慧故，由是說名唯聰慧者。 
159 無淨信者至不善思惟者：謂於如是所受淨戒，雖已聽聞，無決定信，名無信解。於彼功德亦

不愛樂，名不趣入。於所應作及不應作未能了知，是名不善思惟。如是等相，總名無淨信者。 
160 有慳貪者至不應從受者：此顯無施波羅蜜多種姓相。若於自身現有財法，不能施與正來求者，

是名為慳。若於利養恭敬稱譽起希求心，是名為貪。性與如是慳貪相應，是故說名有慳貪者。

如此慳貪數數現行，覆蔽其心，是名慳貪蔽者。方便顯己有勝功德，矯詐構集寂靜威儀，由

是令他謂其有德，當有所施、當有所作，是名有大欲者。或自現前雖無匱乏，而更於彼信己

長者、居士、婆羅門等，非法追求眾多上妙衣服、臥具等事，是名無喜足者。 
161 毀淨戒者至不應從受者：此顯無戒波羅蜜多種姓相。身語意業極多暴惡，於諸有情極多損惱，

是名毀淨戒者。於諸菩薩素怛纜藏、摩怛理迦不生愛重而勤聽聞，是名於諸學處無恭敬者。

性無羞恥，惡作羸劣，作惡業已不能速悔，是名於戒律儀有慢緩者。 
162 有忿恨者至不應從受者：此顯無忍波羅蜜多種姓相。若於他所遭不饒益，憤發懷恨，是名有

忿恨者。他罵報罵，他瞋報瞋，他打報打，他弄報弄，是名多不忍者。若他侵犯而來悔謝，

欲損惱彼，不受其謝，是名於他違犯不堪耐者。 
163 「睡」，磧砂作「睡眠」。 
164 有懶惰者至不應從受者：此顯無精進波羅蜜多種姓相。性不翹勤，不具起發，是名有懶惰者。

於諸所作懈廢退屈，不能勇決樂為，思令究竟，是名有懈怠者。不能夙興晚寐，日夜執取睡

眠為樂、脅臥為樂、偃臥為樂，是名耽著日夜睡樂、倚樂、臥樂。樂著諠雜，談說世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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昃五、無靜慮種性相者 

心散亂者，下165至不能[穀-禾+牛]166牛乳頃善心一緣住修習者，不應從受。167 
昃六、無慧種性相者 

有闇168昧者，愚癡類者，極劣心者，誹謗菩薩素怛纜藏、摩怛理迦169者，不應從受。170 
月二、不應開悟 

盈一、標 

又諸菩薩，於受菩薩戒律儀法，雖已具足受持究竟，171而於謗毀菩薩藏者無信有情，終

不率爾宣示開悟。 
盈二、徵 

所以者何？ 
盈三、釋 

為其聞已不能信解，大無知障之所覆蔽，便生誹謗。由誹謗故，如住菩薩淨戒律儀，成

就無量大功德藏，彼誹謗者，亦為無量大罪業藏之所隨逐，乃至一切惡言、惡見及惡思

惟未永棄捨，終不免離。172 
荒二、如應授戒 

日一、先說法藏 

又諸菩薩欲授菩薩菩薩戒時，先應為說菩薩法藏摩怛理迦、菩薩學處及犯處相173，令其

聽受，以慧觀察自所意樂，堪能思擇受菩薩戒，非惟他勸、非為勝他。當知是名堅固菩

薩堪受菩薩淨戒律儀，以受戒法如應正授。174 
                                                                                                                                                         

名好合徒侶樂喜談者。 
165 「下」，陵本作「不」。 
166 「[穀-和+牛]」，大正作「搆」。 
167 心散亂者至不應從受者：此顯無靜慮波羅蜜多種姓相。於法、於義不能住心審諦思惟，是名

心散亂者。不能最初繫縛其心，喻如[穀-禾+牛]牛乳頃，令住於內不外散亂，是名下至不能[穀
-禾+牛]牛乳頃善心一緣住修習者。此中善心，唯說於定。心一境性，名心一緣。修習心住

總有九種，今說不能修習最初內住，置下至言。 
168 「闇」，磧砂作「間」。 
169 「摩怛理迦」，大正作「及菩薩藏摩怛理迦」。 
170 有闇昧者至不應從受者：此顯無慧波羅蜜多種姓相。謂於實事不正了知，是名有闇昧者。於

不實事妄生增益，是名愚癡類者，由是不能於能引義利法聚、能引非義利法聚、能引非義利

非非義利法聚有力思擇。若俱生慧，不能悟入一切明處境界，是名極劣心者。若聞空性相應

經典，不能如實解甚深義，起如是見，立如是論：一切唯假，是為真實，若作是觀名為正觀。

是名誹謗菩薩素怛纜藏、摩怛理迦者。 
171 於受菩薩戒律儀法雖已具足受持究竟者：謂諸菩薩，於自所受菩薩淨戒三種律儀所有軌則，

是名菩薩戒律儀法。此復云何？謂如下說四種他勝處法，乃至廣說諸事有犯、無犯、是染、

非染，如是等相是名軌則。於此軌則若無虧損，是名具足。深敬專念，是名受持初無違犯。

犯已還淨，是名究竟。 
172 一切惡言惡見至終不免離者：此中宣說、開示、建立像似正法，是名惡言。自心忍可，愛樂

惡所說義，是名惡見。由不如理虛妄分別所引顛倒尋思，名惡思惟。若未現觀，未斷彼種，

是名未永棄捨。於爾所時，還為無量大罪業藏之所隨逐，是名終不免離。 
173 犯處相者：所犯眾罪略有五種，謂他勝罪聚等。如攝事分說。（陵本九十九卷二頁 7409）是

名為犯。犯罪因緣略有四種，謂無知等。如攝事分說。（陵本九十九卷五頁 7418）是名犯處，

此為依處起毀犯故。又所犯罪有下中上三品差別，此之因緣亦有五種。如攝事分說。（陵本

九十九卷六頁 7420）是名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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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二、正授戒法 

月一、總標三戒他勝處法 

盈一、別辨類 

昃一、標 

如是菩薩住戒律儀，有其四種他勝處法。175 
昃二、徵 

何等為四？ 
昃三、釋 

辰一、貪法 

若諸菩薩為欲貪求利養恭敬，自讚毀他。是名第一他勝處法。176 
辰二、慳法 

若諸菩薩現有資財，性慳財故，有苦、有貧、無依、無怙正求財者來現在前，不起哀憐

而修惠捨；正求法者來現在前，性慳法故，雖現有法而不給施。是名第二他勝處法。177 

                                                                                                                                                         
174 是名堅固菩薩至如應正授者：謂彼菩薩，由自意樂受菩薩戒，於菩薩戒深生受樂，由是故說

非唯他勸、非為
※
勝他。即此說名堅固菩薩，當知其心於所受戒堅固無動故。如是菩薩堪受

淨戒，是故以所應受戒律儀法，如其所應而正授與；謂是菩薩正所應作及非菩薩正所應作，

如是有犯、無犯、是染、非染。如應廣說，至下當知。 
※「為」，韓清淨手稿作「唯」。 

175 四種他勝處法者：如下文說，一、貪，二、慳，三、忿，四、邪見，是名四法。如是四法皆

屬意業，略攝為三不善業道。此中貪、慳即彼貪欲，忿即瞋恚，邪見可知。如是業道，唯於

大乘制立為戒，是故說為菩薩他勝處法。又諸菩薩善淨意樂，為證無上正等菩提、能作有情

一切義利而發正願；發正願已，方能受戒。若於如是貪等四法隨起一種，皆能違害自所發願

善淨意樂，不復堪能於現法中安住其心身心無倦，不復堪能於現法中攝受無量菩薩所學，不

復堪能現作一切有情利益安樂，況起一切。由是因緣，貪等四法望與自願及自性戒，正能勝

伏，一切毀犯皆從此生，是故名為他勝處法，此即惡法名為他故。復次，當知他勝處法非即

他勝罪聚。舉法而言，故唯說四。約聚為論，應有眾多。如下廣顯所犯事相，隨應當知犯他

勝罪，皆由四法為其因緣。以要言之，若由瞋起，多分他勝罪聚所攝。故世尊說：多分應與

瞋所起犯。由諸菩薩憎諸有情、嫉諸有情，不能修行自他利行，作諸菩薩所不應作，可得成

犯。如下自說。（陵本四十一卷二十頁 3405）今舉四法，具足說故。彼說瞋起，約多分故。

文雖有別，義無相違。又此他勝處法，非唯犯重，亦有犯輕。由彼起犯意樂因緣，有軟中上

品類差別。攝事分說：由下品犯，是下品罪；若由中品，是中品罪；若由上品，是上品罪故。

（陵本九十九卷七頁 7421） 
176 為欲貪求利養恭敬自讚毀他等者：讚自善說正法功德，是名自讚。毀他不善說法過失，是名

毀他。由自希求利養恭敬，有染愛心，是故自讚。由嫉他得利養恭敬，有瞋恚心，是故毀他。

今約貪欲業道為論，由貪究竟，故唯說貪。若約方便，應具說二，謂貪及嫉。如下文是。（陵

本四十一卷十三頁 3384）為顯此正違害菩薩淨命，不利自他，是故偏說名為第一他勝處法。 
177 有苦有貧無依無怙等者：謂為乞丐者、或行路者、或希求者、或盲瞽者、或聾騃者，是名有

苦。若貧窮者、匱乏種種資生具者，是名有貧。無他攝受，是名無依。無他撫育，是名無怙。

無情數物，名之為財。此有三種，一者、財物，二者、穀物，三者、處物。如聲聞地釋。（陵

本二十五卷十六頁 2133）彼諸有情，於此諸物以法乞求，不以非法，是名正求財者。菩薩

於此應行布施。又此布施，其性無罪，為莊嚴心、為伴助心、為資瑜伽、為得上義應勤修習，

名修惠捨。諸有葉紙已書正法，是名為法。若嬰兒慧眾生來乞，不應施與。若堪受持能信解

者而來求乞，是應施與，是則名為正求法者。又性多貪，求欲衒賣經卷等者，欲祕藏者，如

是等類不求勝智，不應施與。若求勝智，是應施與，是則名為正求法者。若諸菩薩，於財、

於法慳垢纏心，雖復現有可施財法，而於現前求乞眾生不起哀憐、不作饒益，當知能令憎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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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三、忿法 

若諸菩薩長養如是種類忿纏，由是因緣，不唯發起麤言便息；由忿蔽故，加以手足、塊

石、刀杖，捶打、傷害、損惱有情。內懷猛利忿恨意樂，有所違犯他來諫謝，不受、不

忍、不捨怨結。是名第三他勝處法。178 
辰四、邪見 

若諸菩薩謗菩薩藏，愛樂宣說、開示、建立像似正法，於像似法或自信解，或隨他轉。

是名第四他勝處法。179 
昃四、結 

如是名為菩薩四種他勝處法。 
盈二、總料簡 

昃一、具不具犯 

菩薩於四他勝處法隨犯一種，況犯一切，不復堪能於現法中增長攝受菩薩廣大菩提資

糧，不復堪能於現法中意樂清淨，是即名為相似菩薩，非真菩薩。180 
昃二、明捨及緣 

辰一、明捨 

宿一、顯自 

列一、標簡品類 

菩薩若用軟、中品纏毀犯四種他勝處法，不捨菩薩淨戒律儀；上品纏犯，即名為捨。 
列二、釋上品犯 

                                                                                                                                                         
所應行施，及令闕乏妙智資糧，何況能修自他利行。為顯此正違害菩薩福智資糧，不利自他，

是故偏說名為第二他勝處法。 
178 長養如是種類忿纏等者：如下所說身語意業，一切皆是忿纏所作。指此所說，故言如是種類

忿纏。於此忿纏不饒益相不正思惟多所修習，不生樂欲勤修對治，是名長養。麤言，謂若毀

辱訶責。猛利忿纏蔽抑其心，是名忿蔽。若於忿纏正現前時，他來諫說或行悔謝，心生違拒，

是名不受；心不忍可，是名不忍；心懷怨憎，是名不捨怨結。菩薩戒中，一切所作不應憎諸

有情、嫉諸有情，何況惱害。為顯此正違害菩薩大悲，不利自他，是故偏說名為第三他勝處

法。 
179 謗菩薩藏等者：像似正法有多差別，攝事分中廣說其相。（陵本九十九卷十五頁 7444）此中

且說，由損減見損減實事，於無常等種種義門，廣為他人宣說、開示，如是如是自他習行，

如是名為像似正法。此於難解大乘相應、空性相應、未極顯了密意義趣甚深經典，不能如實

解所說義，起如是見，立如是論：一切唯假，是為真實，若作是觀名為正觀。當知是名謗菩

薩藏，由彼誹謗真實及以虛偽都無有故。如真實義品中說。（陵本三十六卷十六頁 2975）於

像似法，深心寶翫、習近、味著，是名愛樂。因他請問而為記別，是名宣說。解其義趣，是

名開示。成所說義，是名建立。自於彼法生邪勝解，名自信解。從他聽聞隨起執著，名隨他

轉。為顯此正違害菩薩正智見轉，陷墮自他，是故偏說名為第四他勝處法。  
180 不復堪能於現法中增長攝受菩薩廣大菩提資糧等者：此中資糧，謂福及慧，當知即是六種波

羅蜜多。施、戒、忍三，唯福所攝；慧即慧根；精進、靜慮，隨其所應通福慧攝。由諸菩薩

依止福故，雖復長時流轉生死，不為極苦之所損惱，又隨所欲能攝眾生為作義利；依止慧故，

所攝受福是正非邪，又能起作種種無量善巧事業，乃至究竟當證無上正等菩提；是故福慧名

為菩薩廣大菩提資糧。於此資糧展轉增勝，是謂增長。隨順無違，是謂攝受。又諸菩薩增上

意樂已入大地，方得名為清淨意樂菩薩。若於四種他勝處法有毀犯者，當知於如是事皆無堪

能，是即名為相似菩薩，非真菩薩。此義云何？若諸菩薩現前自稱我是菩薩，於菩薩學不正

修行，當知是名相似菩薩，非真菩薩。若諸菩薩現前自稱我是菩薩，於菩薩學能正修行，當

知是名真實菩薩。如功德品說。（陵本四十六卷二十頁 3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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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諸菩薩毀犯四種他勝處法，數數現行，都無慚愧，深生愛樂，見是功德，當知說名上

品纏犯。181 
宿二、簡他 

列一、暫犯便捨 

非諸菩薩暫一現行他勝處法，便捨菩薩淨戒律儀。如諸苾芻犯他勝法，182即便棄捨別解

脫戒。 
列二、捨不更受 

若諸菩薩由此毀犯，棄捨菩薩淨戒律儀，於現法中堪任更受，非不堪任。如苾芻住別解

脫戒，犯他勝法，於現法中不任更受。183 
辰二、辨緣 

宿一、標二緣捨 

略由二緣，捨諸菩薩淨戒律儀。一者、棄捨無上正等菩提大願；二者、現行上品纏犯他

勝處法。 
宿二、辨捨相違 

列一、二緣不捨 

若諸菩薩，雖復轉身遍十方界，在在生處不捨菩薩淨戒律儀；184由是菩薩不捨無上菩提

大願，亦不現行上品纏犯他勝處法。 
列二、覺悟不捨 

若諸菩薩轉受餘生，忘失本念，值遇善友，為欲覺悟菩薩戒念，雖數重受而非新受，亦

不新得。185 
                                                 
181 菩薩若用軟中品纏毀犯四種他勝處法等者：諸煩惱法數起現行，名之為纏。此有軟中上品差

別。微劣現行，是名軟品。平等現行，是名中品。增上現行，是名上品。今於此中，唯說貪

等四煩惱法，有其軟中上品纏犯差別，不說所餘一切煩惱。由此貪等四煩惱法，能令毀犯所

犯罪故。應作不作，作不應作，是名為犯。由此四種他勝處法是諸菩薩所不應作，於不應作

而有所作及起加行，是名毀犯四種他勝處法。佛於貪等制立所犯，若有現行，即此貪等亦名

能犯、亦名所犯。從能犯邊約為因緣，名之為纏；從所犯邊約所制立，名為四種他勝處法。

望義不同，是故說別。於所受戒不能安住，退失所得，是名為捨。由其纏犯品類不同，是故

應說捨不捨別，如文可知。上品纏犯，由三因緣。一、由數數現行，都無慚愧，無彼對治故；

二、由深生愛樂，意樂猛利故；三、由見是功德，邪執為依故。 
182 如諸苾芻犯他勝法者：此與菩薩他勝處所法有別。由佛世尊，依諸所化有情，若有能離惡行

行及離欲行，是故建立苾芻律儀。若諸苾芻受律儀已，毀犯離惡行行及離欲行，是則名為犯

他勝法。 
183 若諸菩薩由此毀犯等者：此說菩薩犯他勝法，有堪任更受及不任更受別。所以者何？由諸菩

薩性是利根，意樂增上，雖發心已有退還者，然能數數更發求菩提心。由是道理，菩薩毀犯

他勝處法，於現法中堪任更受，當知亦爾。若諸苾芻性是鈍根，於律儀戒要從他受方可得受，

不同菩薩有自然受。是故若犯根本罪已，自無堪能更發意樂，他亦不更聽許為授，由是說言

不任更受。 
184 雖復轉身遍十方界等者：此顯菩薩不同苾芻棄捨眾同分故捨戒律儀。雖復轉捨此身，轉得餘

身，遍十方界所在生中、所在處所，不由彼緣捨先所受。由彼生身及與處所有眾多別，故言

在在。由是當知，菩薩捨戒，唯由前說二種因緣，不同苾芻有多差別。 
185 若諸菩薩轉受餘生等者：棄捨現法眾同分故，轉受當生、或後生中人眾同分，是名轉受餘生。

於餘生中，忘失本初所受戒念，是名忘失本念。值遇諸佛、或諸菩薩能為善友，於先所受能

令憶念、覺了、悟入。由是因緣，於餘生中，雖復數數重作羯磨，令其更受，當知不名新有

所受，於所受相亦非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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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二、廣顯二戒所攝事相 

盈一、標名犯等 

如是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於有違犯及無違犯，是染非染、軟中上品，應當了知。1 
盈二、隨類別顯 

昃一、住攝受善法戒 

辰一、施漸次攝 

宿一、於諸供養 

列一、供養三寶 

張一、有違犯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於日日中，若於如來、或為如來造制多所；2若於正法、

或為正法造經卷所，謂諸菩薩素怛纜藏、摩怛理迦；若於僧伽，謂十方界已入大地諸菩

薩眾。若不以其或少、或多諸供養具而為供養，下至以身一拜禮敬，下至以語一四句頌

讚佛法僧真實功德，下至以心一清淨信隨念三寶真實功德。3空度日夜，是名有犯，有

所違越。4若不恭敬、懶惰懈怠而違犯者，是染違犯。若誤失念而違犯者，非染違犯。5 
張二、無違犯 

寒一、由心狂亂 

無違犯者，謂心狂亂。6 

                                                 
1 於有違犯及無違犯等者：約諸事相，說有違犯及無違犯。約犯因緣，說染非染。約染差別，

說軟等品。下自當說，名當了知。 
2 或為如來造制多所者：謂為如來所造一切若窣堵波、若龕、若臺，是名制多。 
3 下至以身一拜禮敬等者：此中一言，且依世俗相續道理。謂一處為依止，於一境界事，有爾

所身語意業轉及隨轉；總爾所時名為一故。攝決擇分說：如世尊言：若有眾生於如來所，但

發一心及一言說：善逝大師！善逝大師！如是發心，我尚說彼於諸善法多有所作，何況身語

如其心量隨順奉行，乃至廣說。又依世俗相續道理，名發一語及發身業。（陵本五十五卷一頁

4389）顯揚頌云：善逝善說妙三身，無畏無流證教法，上乘真實牟尼子，我今至誠先讚禮。（顯

揚論一卷一頁 31,480b）※
於此頌中，初句讚佛，次句讚法，三句讚僧，是名讚佛法僧真實功

德。若以淨信勝解俱心，隨念如來是正等覺者，乃至廣說，是名隨念三寶真實功德。 
※披尋記原無出處 

4 是名有犯有所違越者：有犯，謂於淨戒。違越，謂於學處。下皆準知。此中為顯所化有情受

歸依已，應時時間於三寶所勤修供養。成就此者，乃名歸依。如決擇分說。（陵本六十四卷一

頁 5075）若於三寶不供養者，是自敗壞歸依正行。即由是故，不能獲得廣大福果，不能攝受

菩提廣大資糧，故佛世尊於如是事制立所犯。違逆無量菩薩所學，由是說言是名有犯，有所

違越。 
5 若不恭敬至非染違犯者：於佛法僧無敬無憚，名不恭敬。無有羞恥，不樂所學，是名懶惰懈

怠。如是違犯，皆由輕慢故起，故是染汙。若非輕慢，而住忘念暫違犯者，當知此由放逸故

起，故非染汙。皆如攝事分說。（陵本九十九卷六頁 7419） 
6 無違犯者謂心狂亂者：若心癡狂，於所犯罪起顛倒想，謂是無犯，名心狂亂。由此因緣，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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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二、由意樂淨 

若已證入淨意樂地，常無違犯。由得清淨意樂菩薩，譬如已得證淨苾芻，恆時法爾於佛

法僧以勝供具承事供養。7 
列二、貪著供養 

張一、有違犯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有其大欲而無喜足，於諸利養及以恭敬生著不捨，是名有

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8 
張二、無違犯 

無違犯者，謂為斷彼，生起樂欲，發勤精進攝彼對治。雖勤遮遏，而為猛利性惑所蔽，9數

起現行。 
宿二、於隨世儀 

列一、有違犯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見諸耆長有德可敬同法者來，憍慢所制，懷嫌恨心、懷恚

惱心，不起承迎，不推勝座。若有他來語言談論、慶慰、請問，憍慢所制，懷嫌恨心、

懷恚惱心，不稱正理發言酬對。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10非憍慢制，無嫌恨

心、無恚惱心，但由懶惰、懈怠、忘念、無記之心，是名有犯，有所違越，非染違犯。11 
列二、無違犯 

無違犯者，謂遭重病；或心狂亂；或自睡眠他生覺想，而來親附語言談論、慶慰、請問；

                                                                                                                                                         
初不犯說無違犯。如攝事分說。（陵本九十九卷八頁 7426） 

7 若已證入淨意樂地至承事供養者：謂諸菩薩住極喜住，是名已入淨意樂地。於此住中，由二

因緣現見諸佛；既得見已，隨力隨能興一切種恭敬供養，奉施種種上妙樂具，乃至廣說。二

因緣者，謂麤淨信及正願力。如住品說。（陵本四十七卷二十四頁 3809）由是此說常無違犯。

若諸菩薩已能見諦，於佛法僧所有淨信深固根本，於餘生中亦不可引；及淨尸羅，於惡不善

法獲得畢竟不作律儀；如是名為已得證淨苾芻。即四證淨，謂佛、法、僧、戒。由依淨信，

設在餘生，於三寶所畢竟無轉，是故說言恆時法爾於佛法僧以勝供具承事供養。 
8 有其大欲至是染違犯者：此中違犯，由貪煩惱猛盛故起，故是染汙。如攝事分說。（陵本九十

九卷六頁 7419） 
9 猛利性惑所蔽者：此中性惑，謂俱生貪。上品現行，故言猛利。心為蔽抑，不自在轉，故言

所蔽。此依初業說無違犯。 
10 見諸耆長有德可敬同法者來至是染違犯者：年德俱尊，此說耆長有德可敬。於如是輩同法者

來，應正奉迎，敷座延坐，敬問、禮拜、合掌、殷勤，修和敬業。年德相似，此說名他。於

如是輩，應正問訊、酬對、歡慰，以軟美言共興談論，不依等慢而自格量。義如菩提分品說。

（陵本四十四卷十九頁 3605）若諸菩薩，於此應作而不作者，是故成犯。此犯因緣，由憍慢

制，及懷嫌恨與恚惱心，當知皆是盛煩惱攝，故是染汙。 
11 但由懶惰懈怠忘念無記之心至非染違犯者：此中略說有四種心，謂懶惰、懈怠、忘念，及與

無記。前三皆是放逸所攝，後之一種無知所攝，故非染汙。義如攝事分釋。（陵本九十九卷六

頁 7418）此復云何？懶惰、懈怠是放逸果，忘念是放逸因，由是此三皆放逸攝。由無覺慧、

無所知故，不能記別如所應轉，名無記心。由是無記無知所攝，非約性類名無記故。不作此

釋，有多相違。聖教不說懈怠、忘念通無記故，亦不別說有無記心犯所犯故。無知成犯，總

有多種。謂於所犯不審聽聞、不善領悟，彼無解了、無有覺慧、無所知故，於其所犯起無犯

想而犯眾罪。今於此中，唯取無有覺慧，說為無知。謂於年德俱尊、或相似者來現前時，及

興言論，都無作意，不覺知故。由是因緣，雖有違犯，而非染汙。復次，此懶惰、懈怠，放

逸為因，故說非染；前文所說懶惰、懈怠，輕慢為因，是故說染。染非染別，如是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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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自為他宣說諸法論議 12決擇；或復與餘談論、慶慰；或他說法論議 13決擇屬耳而聽；

或有違犯說正法者，為欲將護說法者心；或欲方便調彼、伏彼，出不善處安立善處；或

護僧制；或為將護多有情心；而不酬對，皆無違犯。14 
宿三、於他延請 

列一、有違犯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他來延請，15或往居家、或往餘寺，奉施飲食及衣服等諸

資生具，憍慢所制，懷嫌恨心、懷恚惱心，不至其所，不受所請，是名有犯，有所違越，

是染違犯。若由懶惰、懈怠、忘念、無記之心，不至其所，不受所請，是名有犯，有所

違越，非染違犯。 
列二、無違犯 

無違犯者，或有疾病；或無氣力；或心狂亂；或處懸遠；或道有怖；或欲方便調彼、伏

彼，出不善處安立善處；或餘先請；或為無間修諸善法，欲護善品令無暫廢；16或為引

攝未曾有義；17或為所聞法義無退；如為所聞法義無退，論議 18決擇，當知亦爾；或復

知彼懷損惱心，詐來延請；或為護他多嫌恨心；或護僧制；不至其所，不受所請，皆無

違犯。 
宿四、於他奉施 

列一、有違犯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他持種種生色可染、末尼、真珠、琉璃等寶，及持種種眾

多上妙財利供具 19殷勤奉施，由嫌恨心、或恚惱心，違拒不受，是名有犯，有所違越，

是染違犯，捨有情故。若由懶惰、懈怠、忘念、無記之心，違拒不受，是名有犯，有所

違越，非染違犯。 
列二、無違犯 

無違犯者，或心狂亂；或觀受已心生染著；或觀後時彼定追悔；或復知彼於施迷亂；或

知施主隨捨隨受，由是因緣定當貧匱；或知此物是僧伽物、窣堵波物；或知此物劫盜他

得；或知此物由是因緣多生過患，或殺、或縛、或罰、或黜、或嫌、或責；違拒不受，

皆無違犯。 
宿五、於來求法 

                                                 
12 「議」，磧砂、大正、陵本作「義」。 
13 「議」，磧砂、大正、陵本作「義」。 
14 無違犯等者：初二種相，通說一切；後所餘相，唯說不酬對。如是應知。 
15 他來延請者：延謂招延，為修福故。欲求果報，是故招延。請謂奉請，為修慧故。欲求解脫，

是故奉請。如攝異門分說。（陵本八十四卷二頁 6354） 
16 或為無間修諸善法等者：此中善法，唯說定心。精勤加行，是謂無間。定資糧等，說為善品。

令不退失，是名為護。 
17 或為引攝未曾有義者：創得現觀，見實真如，是名未曾有義。於現觀前，若以分別所攝如理

作意，思惟其相修習加行，令能證得，是名引攝。 
18 「議」，磧砂、大正、陵本作「義」。 
19 生色可染末尼真珠琉璃等寶至財利供具者：寶有種種，謂末尼、真珠、琉璃、螺貝、璧玉、

珊瑚、硨磲、瑪瑙、琥珀、金銀、赤珠、右旋，如是等類。彼彼色類成就最勝清淨光瑩，可

令愛染，是名生色可染。是諸世間希有難得，故得寶稱。財利供具亦有種種，謂如飲食、衣

服、臥具、什物。非少非麤，是名眾多上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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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一、有違犯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他來求法，懷嫌恨心、懷恚惱心，嫉妒變異，不施其法，20

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由懶惰、懈怠、忘念、無記之心，不施其法，是名

有犯，有所違越，非染違犯。 
列二、無違犯 

無違犯者，謂諸外道伺求過短；或有重病；或心狂亂；或欲方便調彼、伏彼，出不善處

安立善處；或於是法未善通利；或復見彼不生恭敬，無有羞愧，以惡威儀而來聽受；或

復知彼是鈍根性，於廣法教得法究竟深生怖畏，當生邪見，增長邪執，衰損惱壞；或復

知彼，法至其手轉布非人；而不施與，皆無違犯。21 
宿六、於他犯戒 

列一、有違犯 

張一、辨染非染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於諸暴惡犯戒有情，懷嫌恨心、懷恚惱心，由彼暴惡犯戒

為緣，方便棄捨，不作饒益，22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由懶惰懈怠棄捨，

由忘念故，不作饒益，是名有犯，有所違越，非染違犯。 
張二、釋犯因緣 

何以故？非諸菩薩於淨持戒、身語意業寂靜現行諸有情所，起憐愍心，欲作饒益；如於

暴惡犯戒有情，於諸苦因而現轉者。23 
列二、無違犯 

無違犯者，謂心狂亂；或欲方便調彼、伏彼，廣說如前；或為將護多有情心；或護僧制；

方便棄捨，不作饒益，皆無違犯。 
辰二、戒漸次攝 

宿一、於諸遮罪 

列一、將護他行 

                                                 
20 他來求法至不施其法者：此中求法略有二種，一、求說法，二、求經典。若懷嫌恨及恚惱心

而不施者，義通二種。若由嫉妒而不施者，此說不與所寫經典，嫉他得已生勝智故。若由變

異而不施者，此說不為恆說正法，或時染惱，不作義利故。 
21 無違犯者等者：此中諸事，於求說法及求經典，隨其所應，說不施與。初一句，唯於求說法

者；次三句，通說於求說法及求經典者；次二句，亦唯於求說法者；後二句，唯於求經典者。

如是道理隨應當知。伺求過短者，謂有求過失心而來聽聞。或於是法未善通利者，謂於如來

所說法教名句文身，未能通達無礙解了。以惡威儀而來聽受者，謂如放縱一切身分，不順軌

則，不端嚴住。於廣法教得法究竟深生怖畏者，謂於方廣法教所說：要經三無量劫修行難行

苦行，方能證得無上菩提。心生驚懼、怯劣、怖畏，謂不出離，撥非佛說；由是邪見、邪執，

獲大衰損、觸大業障。法至其手轉布非人者，謂如欲衒賣者、欲秘藏者，及諸不求勝智者，

皆名非人。 
22 於諸暴惡犯戒有情至不作饒益者：謂諸有情，性自成就上品不善身語意業，無少慈愍，由是

因緣多起毀犯，是名暴惡犯戒有情。若諸菩薩故思加行，不欲以法攝受、調伏、成熟，及以

財物種種布施而作饒益，是名方便棄捨，不作饒益。 
23 於淨持戒身語意業寂靜現行諸有情所至於諸苦因而現轉者者：謂若有情其心溫潤、其心純淨，

堪忍柔和，無不善業煩惱現行，由是因緣，持戒無犯，名淨持戒、身語意業寂靜現行諸有情

類。與此相違，起諸煩惱，造不善業，是名於諸苦因而現轉者。以是因緣，墮諸惡趣受諸苦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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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一、標共聲聞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如薄伽梵於別解脫毗奈耶中，將護他故，建立遮罪，制諸

聲聞令不造作。諸有情類，未淨信者令生淨信，已淨信者令倍增長。24於中菩薩與諸聲

聞應等修學，無有差別。 
張二、釋其所以 

何以故？以諸聲聞自利為勝，尚不棄捨將護他行，為令有情未信者信、信者增長，學所

學處，何況菩薩利他為勝。 
列二、住少事等 

張一、不共聲聞 

寒一、標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如薄伽梵於別解脫毗奈耶中，為令聲聞少事、少業、少希

望住，建立遮罪，25制諸聲聞令不造作。於中菩薩與諸聲聞不應等學。 
寒二、釋 

來一、簡差別 

何以故？以諸聲聞自利為勝，不顧利他，於利他中少事、少業、少希望住可名為妙；非

諸菩薩利他為勝，不顧自利，於利他中少事、少業、少希望住得名為妙。 
來二、廣如應 

如是菩薩為利他故，從非親里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及恣施家，應求百千種種衣服，觀

彼有情有力無力，隨其所施，如應而受。如說求衣，求鉢亦爾。如求衣鉢，如是自求種

種絲縷，令非親里為織作衣。為利他故，應畜種種憍世耶衣、諸坐臥具，事各至百，生

色可染百千俱胝，復過是數亦應取積。 
寒三、結 

如是等中少事、少業、少希望住制止遮罪，菩薩不與聲聞共學。26 
張二、出有違犯 

安住淨戒律儀菩薩，於利他中，懷嫌恨心、懷恚惱心，少事、少業、少希望住，是名有

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由懶惰、懈怠、忘念、無記之心，少事、少業、少希望住，

是名有犯，有所違越，非染違犯。 
宿二、於諸性罪 

列一、總開無犯 

                                                 
24 如薄伽梵至令倍增長者：苾芻律儀四支所攝。若諸所有軌範具足、所行具足，是名第三隨護

他心支。由此制立，遮止毀犯，令諸有情未信生信，已信增長。所以者何？由此軌範具足、

所行具足，不為世間之所譏毀，不為賢良、正至、善士、諸同法者、諸持律者、諸學律者之

所訶責，是故令他生淨信等。若有毀犯，當知能令無淨信者倍增不信，有淨信者心生變異。

是故世尊於此建立，為將護他，名為遮罪。 
25 為令聲聞少事少業少希望住建立遮罪者：謂於沙門莊嚴功德法中，若能成就杜多功德，是名

少事，由能對治飲食、衣服、敷具貪故。若能成就易養易滿，是名少業，由能對治執受金銀

等寶、買賣營為、種蒔林木所作貪故。若能成就喜足知量，是名少希望住，由能對治為活邪

命非法貪故。與此相違，當知能障遠離及障寂靜。是故世尊於此建立，令諸聲聞不障沙門，

名為遮罪。 
26 如是菩薩為利他故至不與聲聞共學者：此中為簡少事、少業、少希望住，是故應求百千種種

衣服，乃至亦應取積。如是等事，於諸聲聞制立遮罪。菩薩不爾，是故名為不應等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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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善權方便，為利他故，於諸性罪少分現行，由是因緣，於

菩薩戒無所違犯，生多功德。27 
列二、別釋其相 

張一、於殺生 

寒一、出因緣 

來一、思惟所作 

謂如菩薩見劫盜賊，為貪財故，欲殺多生，或復欲害大德聲聞、獨覺、菩薩，或復欲造

多無間業。28見是事已，發心思惟：我若斷彼惡眾生命，墮那落迦，如其不斷，無間業

成，當受大苦；我寧殺彼墮那落迦，終不令其受無間苦 29。 
來二、加行所作 

如是菩薩意樂思惟，於彼眾生或以善心、或無記心，知此事已，為當來故深生慚愧，以

憐愍心而斷彼命。 
寒二、結無犯 

由是因緣，於菩薩戒無所違犯，生多功德。30 
張二、於廢黜 

寒一、出因緣 

又如菩薩，見有增上增上宰官，上品暴惡，於諸有情無有慈愍，專行逼惱。菩薩見已，

起憐愍心，發生利益安樂意樂，隨力所能，若廢、若黜增上等位。 
寒二、結無犯 

由是因緣，於菩薩戒無所違犯，生多功德。31 

                                                 
27 善權方便至生多功德者：不善業道所攝身語諸業，名諸性罪。謂性是不善，能為雜染損惱於

他，能為雜染損惱於自。雖不遮制，但有現行便往惡趣；雖不遮制，但有現行能障沙門。如

攝事分說。（陵本九十九卷五頁 7416）如是性罪，五相所攝。一、事，二、想
※
，三、欲樂，

四、煩惱，五、方便究竟。如決擇分釋。（陵本五十九卷十二頁 4827）今於此中，說諸菩薩

性罪現行，非由煩惱，不具一切，故說少分。又諸菩薩為利他故，作所應作，皆由愛諸有情、

憐諸有情增上力故，非染汙心，是故此說由是因緣。由無染汙，說無違犯。由具憐愍，說多

功德。以能修行自他利行，攝受隨與無上正等菩提果故。 
※「想」，披尋記原作「相」。卷五十九原文作「想」。 

28 見劫盜賊至多無間業者：殺生因緣略有三種，謂貪瞋癡。此中且舉貪為因緣，起殺欲樂，說

劫盜賊為貪財故，欲殺多生，乃至廣說。當知所餘諸有情類，由其猛利瞋癡為因緣故，非無

如是欲殺多生等事，略不具說。若於一時頓殺多類，名殺多生，此由方便，殺生成重。若諸

聲聞、獨覺、菩薩，由田廣大，名為大德。此有五相，如決擇分釋。（陵本六十卷十二頁 4880）
若殺害彼，此由事故，名重殺生。若業能感無間大地獄果，名無間業，此有五種，謂害母等。

又有無間同分業，亦名無間業，由是種種，是故名多。菩薩於如是事現見在前，故名為見。 
29 「苦」，磧砂作「若」。 
30 見是事已至生多功德者：世親攝論釋云：謂諸菩薩若如是知，如是品類補特伽羅，於此不善

無間等事將起加行，以他心智了知彼心，無餘方便能轉彼業。如實了知彼由此業定退善趣，

定往惡趣。如是知已，生如是心：我作此業，當墮惡趣，我寧自往，必當脫彼；於彼現在雖

加少苦，令彼未來多受安樂。是故菩薩譬如良醫，以饒益心雖復殺之，而無少罪，多生其福。

由多福故，疾證無上正等菩提。今依彼釋，正解此文。彼云他心智，此云善心、或無記心。

當知他心智，即善、無記心自性；善、無記心，即他心智差別。由他心智，若定力起，名為

善心；若通力起，名無記心。文雖有別，其義是一。非餘善心、或無記心能知彼欲墮決定故。

餘隨所應，一切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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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三、於不與取 

寒一、出因緣 

來一、於劫盜賊 

暑一、奪取盜物 

又如菩薩，見劫盜賊奪他財物，若僧伽物、窣堵波物，取多物已執為己 32有，縱情受用。

菩薩見已，起憐愍心，於彼有情發生利益安樂意樂，隨力所能，逼而奪取，勿令受用如

是財故，當受長夜無義無利。 
暑二、還復所主 

由此因緣，所奪財寶，若僧伽物，還復僧伽；窣堵波物，還窣堵波；若有情物，還復有

情。33 
來二、於眾主等 

又見眾主、或園林主，取僧伽物、窣堵波物，34言是己 35有，縱情受用。菩薩見已，思

擇彼惡，起憐愍心，勿令因此邪受用業，當受長夜無義無利，隨力所能廢其所主。 
寒二、結無犯 

菩薩如是雖不與取，而無違犯，生多功德。 
張四、於欲邪行 

寒一、明在家 

來一、出因緣 

又如菩薩處在居家，見有母邑 36現無繫屬，習婬欲法，繼心菩薩求非梵行。菩薩見已，

作意思惟：勿令心恚，多生非福，若隨其欲，便得自在，方便安處令種善根，亦當令其

捨不善業。37住慈愍心，行非梵行。 
來二、結無犯 

雖習如是穢染之法，而無所犯，生多 38功德。 

                                                                                                                                                         
31 見有增上增上宰官等者：初一增上，謂是國王，以彼攝受一切所統僚庶，位最尊勝，得增上

名。次一增上，謂彼宰官，即諸大臣。若輔相等，於宰官中位為尊勝，故名增上宰官。由是

差別，故下文說若廢、若黜增上等位。等言，等取增上宰官，不說所餘。菩薩見彼逼惱有情，

由是因緣，當受長夜無義無利。無餘方便能轉彼業，作是思惟：寧自成就瞋恚業道，故惱害

他，廢黜彼位，終不令其當受如是長夜無義利苦，是名起憐愍心，發生利益安樂意樂。此於

瞋恚業道相似有犯，然實無犯；於其大悲相似障害，然實無害；由是說言於菩薩戒無所違犯，

生多功德。又此瞋恚業道，雖非聲聞性罪所攝，然於有情能為惱害，是諸菩薩所不應作，故

次殺生說如是事。 
32 「己」，陵本作「已」。 
33 奪他財物等者：他謂有情。如下說言若有情物，還復有情。此可準知。 
34 又見眾主或園林主者：主僧伽物，名為眾主；主窣堵波物，名園林主。 
35 「己」，陵本作「已」。 
36 「母邑」，磧砂作「女色」。 
37 處在居家等者：此說在家菩薩於如是事應可修學，而非出家。若有母邑非已適他，非他所攝，

是名現無繫屬。習近婬欲，愛樂味著，是名習婬欲法。由此為先，繼於菩薩生欣慕欲，期心

求與行鄙穢行，是名繼心菩薩求非梵行。若諸菩薩不隨其欲，定當心生恚惱。如諸有情親近

菩薩，生福無量；若令恚惱，所生非福無量亦爾。是故菩薩作是思惟：勿令心恚，多生非福。

善法種子，說名善根。無貪瞋等，亦名善根。菩薩令彼出不善處安立善處，由是說言方便安

處令種善根。亦令當來永不習近欲邪行業，由是說言捨不善業。 
38 「生多」，磧砂作「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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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二、簡出家 

出家菩薩，為護聲聞聖所教誡，令不壞滅，一切不應行非梵行。 
張五、於虛妄語 

寒一、出因緣 

來一、明所為 

又如菩薩為多有情解脫命難、囹圄縛難、刖手足難、劓鼻刵耳剜眼等難，雖諸菩薩為自

命難，亦不正知說於妄語，然為救脫彼有情故，知而思擇，故說妄語。 
來二、攝要義 

以要言之，菩薩唯觀有情義利，非無義利，自無染心，唯為饒益諸有情故，覆想正知而

說異語。39 
寒二、結無犯 

說是語時，於菩薩戒無所違犯，生多功德。 
張六、於離間語 

寒一、出因緣 

又如菩薩，見諸有情為惡朋友之所攝受，40親愛不捨。菩薩見已，起憐愍心，發生利益

安樂意樂，隨能隨力說離間語，令離惡友，捨相親愛，勿令有情由近惡友，當受長夜無

義無利。 
寒二、結無犯 

菩薩如是以饒益心說離間語，乖離他愛，無所違犯，生多功德。 
張七、於麤惡語 

寒一、出因緣 

又如菩薩，見諸有情為行越路，非理而行，41出麤惡語，猛利訶擯，方便令其出不善處

安立善處。 
寒二、結無犯 

菩薩如是以饒益心，於諸有情出麤惡語，無所違犯，生多功德。 
張八、於諸綺語 

寒一、出因緣 

又如菩薩，見諸有情信樂倡妓 42、吟詠、歌諷，或有信樂王、賊、飲食、婬蕩街衢無義

之論，43菩薩於中皆悉善巧，於彼有情起憐愍心，發生利益安樂意樂，現前為作綺語相

                                                 
39 雖諸菩薩為自命難至而說異語者：如自下文難行戒中作如是言：又諸菩薩受淨戒已，若遭急

難乃至失命，於所受戒尚無少闕，何況全犯。是名菩薩第二難行戒。（陵本四十二卷一頁 3412）
※
是故菩薩終不為自解脫命難，覆想正知而說妄語。然於有情諸所作事，雖能正知無有乖違，

然為解脫彼彼難苦，要審思擇而作義利，故思加行說於妄語，唯為饒益諸有情故。又此妄語，

亦名異語，謂與自真實想及與正知不同分故。 

※披尋記原無出處。 
40 為惡朋友之所攝受者：謂有外道，於弟子眾自立為師，專求利養、專求恭敬、專求自利。若

弟子眾為所攝受，當受長夜無義無利，是故於此名為惡友。由重現法，不重當來故。 
41 為行越路非理而行者：若諸有情行不應行，違越世間威儀、軌則，是名為行越路。違越世間

諸有所作，是名非理而行。 
42 「妓」，大正作「伎」。 
43 信樂倡妓吟詠歌諷至無義之論者：此中綺語，二事所攝。謂戲笑遊樂之語，及處眾雜語。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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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種種倡妓 44、吟詠、歌諷、王、賊、飲食、婬衢等論，令彼有情歡喜引攝，自在隨屬，45

方便獎導出不善處安立善處。 
寒二、結無犯 

菩薩如是現行綺語，無所違犯，生多功德。 
宿三、於邪命法 

列一、有違犯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生起詭詐虛談現相，方便研求假利求利，味邪命法無有羞

恥，堅持不捨；46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列二、無違犯 

無違犯者，若為除遣生起樂欲，發勤精進，煩惱熾盛蔽抑其心，時時現起。47 
宿四、於虧軌則 

列一、有違犯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為掉所動心不寂靜，不樂寂靜，高聲嬉戲諠譁紛聒，輕躁

騰躍望他歡笑；如此諸緣，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48若忘念起，非染違犯。 
列二、無違犯 

無違犯者，若為除遣生起樂欲，廣說如前；若欲方便解他所生嫌恨令息；若欲遣他所生

愁惱；若他性好如上諸事，方便攝受，敬慎將護，隨彼而轉；若他有情猜阻菩薩，內懷

                                                                                                                                                         
決擇分說。（陵本五十九卷十八頁 4843）初即倡妓、吟詠、歌諷，謂或依舞而發歌詞，或依

作樂而發歌詞，或復俱依、或不俱依而發歌詞，皆是此類。後即王、賊、飲食、婬蕩街衢無

義之論，謂若種種王論、賊論、食論、飲論、妙衣服論、婬女巷論、諸國土論、大人傳論、

世間傳論、大海傳論，如是等類皆名能引無義之論。如聲聞地說。（陵本二十五卷十二頁 2118） 
44 「妓」，大正作「伎」。 
45 令彼有情歡喜引攝自在隨屬者：謂為菩薩之所引導及與攝受，心生歡喜，任運自在隨順繫故。 
46 生起詭詐虛談現相至堅持不捨者：謂若方便顯己有勝功德，矯詐構集非常威儀，由是令他謂

己有德，當有所施、當有所作。所謂承事，供養衣服、飲食、臥具、病緣醫藥及諸資具。是

名詭詐。或復凶悖、彊口、矯傲、修飾其名、執恃種姓，乃至宣說己實有德，或復增益，是

名虛談。若於他前方便現相，為求衣服，或求隨一沙門資具。或為求多，或求精妙，雖無匱

乏，而現被服故弊衣裳，為令他知有所匱乏，給施眾多上妙衣服，乃至廣說。是名現相。若

於他所，如其所欲不得稱遂，或彼財物有所闕乏，求不得時，即欲彊逼、研磨麤語，而苦求

索，是名方便研求。若彼財物無所匱乏，得下劣時，便對施主現前毀棄所得財物，如是告言：

咄哉男子！某善男子、某善女人，方汝族姓及以財寶，極為下劣，又極貧匱，而能惠施如是

如是多妙悅意資產眾具；汝望於彼，族姓尊貴，財寶豐饒，何為但施如是少劣非悅意物？是

名假利求利。如是等相，名邪命法。由非法故，說名邪命。如聲聞地說。（陵本二十二卷十頁

1919）若於如是味邪命法現生起時，無慚無愧，不思對治，是名無有羞恥。不生樂欲速疾除

遣，是名堅執不捨。 
47 無違犯者等者：文易可知。約初修業，故作是說。 
48 為掉所動等者：掉謂掉舉；令心散動，不證寂靜，是名為掉所動，心不寂靜；即依此相立掉

舉蓋。不樂遠離，樂相雜住，是名不樂寂靜。戲者，謂雙陸、摴蒲、弄珠等戲。於此處所高

呼召聲、大集會聲，令意躁擾、令意不安、令意不靜，是名諠譁紛聒。習近愛樂諸所行事，

謂相執持手臂髮等。或相摩觸隨一身分，或抱或嗚，或相顧盼，或作餘事，是名輕躁騰躍，

由此令心諠動騰躍故。復有所餘種類歡樂。謂互相受用，受用境界，受諸快樂；或由同處，

或因戲論，歡娛而住，是名為歡。或因開論、或因合論，現齒而笑，是名為笑。義如三摩呬

多地說。（陵本十一卷七頁 864）由此不樂寂靜乃至望他歡笑為因緣故，能生掉舉，障住寂靜，

依此建立名染違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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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恨，惡謀憎背，外現歡顏表內清淨；如是一切，皆無違犯。 
宿五、於壞大乘 

列一、出染違犯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起如是見，立如是論：菩薩不應忻樂涅槃，應於涅槃而生

厭背；於諸煩惱及隨煩惱不應怖畏而求斷滅，不應一向心生厭離；以諸菩薩三無數劫流

轉生死，求大菩提。若作此說，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49 
列二、釋其所以 

何以故？如諸聲聞於其涅槃忻樂親近，於諸煩惱及隨煩惱深心厭離；如是菩薩於大涅槃

忻樂親近，於諸煩惱及隨煩惱深心厭離，其倍過彼百千俱胝。以諸聲聞唯為一身證得義

利勤修正行，菩薩普為一切有情證得義利勤修正行。是故菩薩當勤修集無雜染心，於有

漏事隨順而行，成就勝出諸阿羅漢無雜染法。50 
宿六、於自謗聲 

列一、有違犯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於自能發不信重言，所謂惡聲、惡稱、惡譽，不護不雪。

其事若實而不避護，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51若事不實而不清雪，是名有犯，

有所違越，非染違犯。 
列二、無違犯 

無違犯者，若他外道；若他憎嫉；若自出家，因行乞行、因修善行，謗聲流布；若忿弊 52

者；若心倒者；謗聲流布，皆無違犯。53 
宿七、於障加行 

列一、有違犯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見諸有情，應以種種辛楚加行、猛利加行 54而得義利，護

其憂惱而不現行，是名有犯，有所違越，非染違犯。 
列二、無違犯 

                                                 
49 起如是見立如是論等者：為顯自心忍可欲樂當所說義，是名起如是見。為顯授他當所說義，

是名立如是論。謂諸菩薩三無數劫流轉生死，求大菩提，雖於涅槃見有微妙勝利功德，而不

深願速證涅槃，是則非於涅槃不應忻樂，非於涅槃應生厭背。又於煩惱及隨煩惱，雖復棄捨

雜染過失，然於生死不以無常等行深心厭離，是則非於煩惱及隨煩惱不應怖畏而求斷滅，非

於生死不應一向心生厭離。若作是說，是名正說。與此相違，是名邪說，成染違犯。 
50 當勤修集無雜染心等者：謂諸菩薩，於生死中棄捨煩惱及隨煩惱，修集福德、智慧資糧，是

名修集無雜染心。以無染心流轉生死，不深願樂速證涅槃，是名於有漏事隨順而行。由是方

便，得大菩提，生死、涅槃二俱不住，是名成就勝出諸阿羅漢無雜染法，以阿羅漢唯能成就

不住生死無雜染法故。 
51 於自能發不信重言等者：謂自不能安住淨戒，不能守護別解律儀，軌則、所行不悉圓滿，由

是令他不生淨信、不生敬重，謗聲流布，是謂於自能發不信重言。心懷厭惡，出麤惡語，是

名惡聲。現前譏誚，是名惡稱。周遍誹毀，是名惡譽。此染違犯略由二種，一、由觀自過失，

謂不避護；二、由觀他過失，謂不清雪。 
52 「弊」，大正作「蔽」。 
53 若自出家因行乞行等者：捨商農等世間事業，從他乞求衣服、飲食及臥具等，名行乞行。盡

壽遮止人間諸欲及與嬉戲，名修善行。因自出家行如是行，他不同分，故有謗毀。如是謗毀

知無違犯。 
54 種種辛楚加行猛利加行者：身業所作，名辛楚加行，如治罰等。語業所作，名猛利加行，如

訶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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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違犯者，觀由此緣，於現法中少得義利，多生憂惱。 
辰三、忍漸次攝 

宿一、於報他怨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他罵報罵，他瞋報瞋，他打報打，他弄報弄，是名有犯，

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宿二、於不謝他 

列一、有違犯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於他有情有所侵犯，或自不為彼疑侵犯，由嫌嫉心，由慢

所執，不如理謝而生輕捨，55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由懶惰、懈怠、放

逸，56不謝輕捨，是名有犯，有所違越，非染違犯。 
列二、無違犯 

無違犯者，若欲方便調彼、伏彼，出不善處安立善處；若是外道；若彼希望要因現行非

法有罪方受悔謝；若彼有情性好鬥諍，因悔謝時倍增憤怒；若復知彼為性堪忍，體無嫌

恨；若必了他因謝侵犯，深生羞恥；而不悔謝，皆無違犯。 
宿三、於不受謝 

列一、有違犯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他所侵犯，彼還如法平等悔謝。懷嫌恨心，欲損惱彼，不

受其謝，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雖復於彼無嫌恨心，不欲損惱，然由稟性不

能堪忍，故不受謝，亦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列二、無違犯 

無違犯者，若欲方便調彼、伏彼，廣說一切如前應知；若不如法、不平等謝；不受彼謝，

亦無違犯。 
宿四、於他懷忿 

列一、有違犯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於他懷忿，相續堅持，生已不捨，是名有犯，有所違越，

是染違犯。57 
列二、無違犯 

無違犯者，為斷彼故生起樂欲，廣說如前。58 
宿五、於貪供事 

列一、有違犯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貪著供事增上力故，以愛染心管御徒眾，是名有犯，有所

違越，是染違犯。59 

                                                 
55 不如理謝而生輕捨者：若不如法、不平等謝，是名不如理謝。於諸下劣形色、憶念、精進、

智等，生輕懱想、生變異想，不作義利，名生輕捨。 
56 若由懶惰懈怠放逸者：懶惰、懈怠是放逸果，如前已說。由是當知，此中違犯

※
，唯說懶惰、

懈怠為其因緣，即放逸攝，非離懶惰、懈怠別說放逸故。 
※「違犯」，披尋記原作「無犯」。 

57 於他懷忿至是染違犯者：於他所作不饒益事，懷念其相，相續堅固意樂現行，持此意樂，不

思對治，故彼生已不能棄捨。由是因緣，說染違犯。 
58 無違犯者至廣說如前者：應如有大欲而無喜足文中所說無違犯相，即此廣說一切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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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二、無違犯 

無違犯者，不貪供侍，無愛染心管御徒眾。 
辰四、精進漸次攝 

宿一、於樂眠等 

列一、有違犯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懶惰懈怠，耽睡眠樂、臥樂、倚樂，非時非量，60是名有

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列二、無違犯 

無違犯者，若遭疾病；若無氣力；行路疲極，若為斷彼生起樂欲；廣說一切如前應知。 
宿二、於說世事 

列一、有違犯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懷愛染心，談說世事，61虛度時日，是名有犯，有所違越，

是染違犯。若由忘念，虛度時日，是名有犯，有所違越，非染違犯。 
列二、無違犯 

無違犯者，見他談說護彼意故安住正念須臾而聽，若事希奇，或暫問他，或答他問，無

所違犯。 
辰五、靜慮漸次攝 

宿一、不請教授 

列一、有違犯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為令心住，欲定其心，心懷嫌恨，憍慢所持，不詣師所求

請教授，62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懶惰懈怠而不請者，非染違犯。 
列二、無違犯 

無違犯者，若遇疾病；若無氣力；若知其師顛倒教授；若自多聞，自有智力能令心定；63

若先已得所應教授；而不請者，無所違犯。 
宿二、不捨蓋纏 

列一、舉貪欲蓋 

張一、有違犯 

                                                                                                                                                         
59 貪著供事至是染違犯者：謂諸菩薩或是出家，便有營為衣鉢等業；或是在家，俱有無倒商賈、

營農、事王等業。由此發生種種勤苦，菩薩一切皆應忍受。若貪供事，管御徒眾，由此不能

忍受自所作處種種勤苦，成染違犯。 
60 懶惰懈怠至非時非量者：謂寢臥時，執取睡眠為樂，由是便為上品惛沈睡眠纏所制伏，令於

起時身無堪能應時而起，是名耽睡眠樂。偃臥為樂，是名臥樂。脅臥為樂，是名倚樂。不能

以時修習悎寤瑜伽，是名非時。放縱其心，不知其量，是名非量。 
61 懷愛染心談說世事者：謂諸王論、賊論、食論、飲論，乃至一切無義之論，是名談說世事。

由是世間樂相雜住談說事故。 
62 為令心住欲定其心至求請教授者：謂於九種心住中，從初內住乃至最後等持，漸次修習，證

根本定。九種心住如聲聞地釋。（陵本三十卷九頁 2511）此說心住，通彼九種。此說定心，

即彼等持。總攝一切，是故說言為令心住欲定其心。若隨信行補特伽羅，要依止他教誡教授，

方於其義得奢摩他、毗鉢舍那，乃至廣說。如解深密經說。（三卷四頁）依此道理，說諸菩薩

不詣師所求請教授，名有違犯。 
63 若自多聞自有智力能令心定者：此說隨法行補特伽羅，能隨所受、所思法相，而於其義得奢

摩他、毗鉢舍那。亦如解深密經說。（三卷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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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起貪欲蓋，忍受不捨，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張二、無違犯 

無違犯者，若為斷彼生起樂欲，發勤精進，煩惱猛利蔽抑心故，時時現行。 
列二、例瞋恚等 

如貪欲蓋，如是瞋恚、惛沈睡眠、掉舉惡作，及與疑蓋，當知亦爾。64 
宿三、貪味相應 

列一、有違犯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貪味靜慮，於味靜慮見為功德，65是名有犯，有所違越，

是染違犯。 
列二、無違犯 

無違犯者，若為斷彼生起樂欲，廣說如前。 
辰六、慧漸次攝 

宿一、毀聲聞教 

列一、有違犯 

張一、出唯染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起如是見，立如是論：菩薩不應聽聲聞乘相應法教，不應

受持，不應修學，菩薩何用於聲聞乘相應法教聽聞 66、受持、精勤修學？67是名有犯，

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張二、釋所以 

何以故？菩薩尚於外道書論精勤研究，況於佛語。68 
列二、無違犯 

無違犯者，為令一向習小法者捨彼欲故，作如是說。69 
宿二、捨菩薩藏 

                                                 
64 起貪欲蓋忍受不捨至當知亦爾者：謂於靜慮、等至障中，略有五蓋，將證彼時能為障礙。覆

真實義，故名為蓋。何等為五？一、貪欲蓋，二、瞋恚蓋，三、惛沈睡眠蓋，四、掉舉惡作

蓋，五、疑蓋。如三摩呬多地釋。（陵本十一卷三頁 845）於此五蓋正現行時，忍可執受，不

欲棄捨，是名忍受不捨。餘義可知。 
65 貪味靜慮於味靜慮見為功德者：謂如有一，先聞靜慮諸定功德，而不聞彼出離方便。於彼一

向見勝功德，勇猛精勤；由此因緣，入初靜慮或所餘定。如是入已，後生愛味。如三摩呬多

地說。（陵本十二卷二頁 965）今於此中，義可準知。 
66 「聞」，磧砂作「聲」。 
67 不應聽聲聞乘相應法教等者：謂諸菩薩，於聲聞乘相應法教雖不愛樂，然應讀誦、受持、聽

聞、思惟，及與聲聞應共學者，非不純熟修行。為於聲聞種姓補特伽羅，如其所應令成熟故。

是故不應起如是見，立如是論：不應聽聞、不應受持、不應修學，乃至廣說。 
68 尚於外道書論精勤研究況於佛語者：此中外道書論，謂如十六異論及諸外論皆此所攝。十六

異論者，如有尋有伺地釋。（陵本六卷一頁
※391）菩薩於彼尚應讀誦、受持、聞思純熟，為立

論時於所立論多所作故。又外論者略有三種，一者、因論，二者、聲論，三者、醫方論。如

力種性品說。（陵本三十八卷八頁 3121）以諸菩薩於五明處修習善巧，尚於外論精勤研究，

況於佛說聲聞相應法教。 
※「一頁」，披尋記原作「七頁」。 

69 為令一向習小法者捨彼欲故作如是說者：此約不定種姓，一向修習聲聞乘法補特伽羅，為令

捨彼聲聞下劣樂欲，趣向大乘廣大樂欲，而作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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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於菩薩藏未精研究，於菩薩藏一切棄捨，於聲聞藏一向修

學，70是名有犯，有所違越，非染違犯。 
宿三、修學外論 

列一、有違犯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現有佛教，於佛教中未精研究，於異道論及諸外論精勤修

學，71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列二、無違犯 

無違犯者，若上聰敏；若能速受；若經久時能不忘失；若於其義能思能達；72若於佛教

如理觀察成就俱行無動覺者，73於日日中，常以二分修學佛語，一分學外；則無違犯。 
宿四、樂著外論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越菩薩法，於異道論及諸外論研求善巧，深心寶翫、愛樂、

味著，非如辛藥而習近之，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宿五、不解甚深 

列一、有毀謗 

張一、出染違犯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聞菩薩藏，於甚深處最勝甚深真實法義、諸佛菩薩難思神

力，不生信解，憎背毀謗：不能引義、不能引法，非如來說，不能利益安樂有情。74是

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張二、辨謗所由 

如是毀謗，或由自內非理作意，或隨順他而作是說。 
列二、無毀謗 

張一、行無諂曲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若聞甚深最甚深處，心不信解，菩薩爾時應彊信受，應無

諂曲，應如是學：我為非善，盲無慧目，於如來眼隨所宣說，於諸如來密意語言而生誹

謗。菩薩如是自處無知，仰推如來，於諸佛法無不現知等隨觀見。75 

                                                 
70 於菩薩藏未精研究等者：謂於十二分教，方廣一分，唯菩薩藏；所餘諸分，有聲聞藏。如力

種性品說。（陵本三十八卷八頁 3121） 
71 現有佛教等者：謂佛所說菩薩、聲聞一切法教，展轉傳來，現住世間未滅未沒，是名現有佛

教。十六異論，名異道論。因論、聲論及醫方論，名諸外論。如前已釋。 
72 若於其義能思能達者：謂於佛教所說法義，意善尋思、見善通達。 
73 若於佛教如理觀察成就俱行無動覺者者：此中覺言，謂真實義覺。一切所作智與俱行，故名

俱行。所得勝解不可引奪、不從他緣，故名無動。由四尋思證如實智，由是說言如理觀察成

就俱行無動覺者。 
74 於甚深處等者：甚深經典，名甚深處。於此經典所說諸法離言自性真實義相，是名真實法義。

唯是諸佛菩薩無分別智所行境界，故名最勝。有及非有二俱遠離，故名甚深。又復諸佛菩薩

略有三種神變威力，一者、神境神變所攝，二者、記說神變所攝，三者、教誡神變所攝，是

名諸佛菩薩神力。如是神力，超過一切尋思境相，故名難思。若有於此不能解了，誹謗毀讟，

於是義中撥為非義，於是法中撥為非法，唱如是言：此非佛語，是魔所說，由是不能利益安

樂有情。如決擇分廣釋其相。（陵本七十六卷十四頁 5843）是名成犯。 
75 若聞甚深最甚深處心不信解等者：謂於所聞甚深秘密言說，雖無力能如實解了，然於此法能

生勝解，發清淨信，信此經典是如來說，是其甚深、顯現甚深，空性相應，難見難悟，不可

尋思，非諸尋思所行境界、微細詳審聰明智者之所解了，是名應彊信受。於此經典所說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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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二、出無違犯 

如是正行，無所違犯。雖無信解，然不誹謗。 
宿六、自讚毀他 

列一、有違犯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於他人所有染 76愛心、有瞋恚心，自讚毀他，77是名有犯，

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列二、無違犯 

無違犯者，若為摧伏諸惡外道；若為住持如來聖教；若欲方便調彼、伏彼，廣說如前；

或欲令其未淨信者發生淨信，已淨信者倍復增長。 
宿七、不往聽聞 

列一、有違犯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聞說正法論議決擇，憍慢所制，懷嫌恨心、懷恚惱心，而

不往聽，78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為懶惰懈怠所蔽，而不往聽，非染違犯。 
列二、無違犯 

無違犯者，若不覺知；若有疾病；若無氣力；若知倒說；79若為護彼說法者心；若正了

知彼所說義，是數所聞、所持、所了；若已多聞，具足聞持，其聞 80積集；81若欲無間

於境住心；82若勤引發菩薩勝定；若自了知上品愚鈍，其慧鈍濁，83於所聞法難受難持，

難於所緣攝心令定；不往聽者，皆無違犯。 
宿八、輕說法師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於說法師故思輕毀，不深恭敬，嗤笑調弄，但依於文不依

於義，84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菩薩應無諂曲，如實顯發，自輕而住，作如是言：諸佛菩提為最甚深，諸法法性亦最甚深，

唯佛如來能善了達，非是我等所能解了。佛出世已，觀待彼彼所化有情，說正法眼，名如來

眼。若有於此隨所宣說甚深經典密意語言生誹謗者，是則由自盲無慧目，不能解了。如是誹

謗，應獲衰損及諸業障，故說非善。菩薩如是自處無知，仰推諸佛如來為彼種種勝解有情轉

正法教，諸佛如來無邊智見，由此無邊智見，於能引攝義利法聚、於能引攝非義利法聚、於

能引攝非義利非非義利法聚，遍一切種現前等覺，是名於諸佛法無不現知等隨觀見。等謂等

遍，遍於三聚一切種故。隨謂隨一，隨於能引有義聚法現前覺故。是即如來一切種妙智。 
76 「染」，磧砂作「深」。 
77 於他人所至自讚毀他者：謂為貪求利養恭敬，有其大欲而無喜足，是名有染愛心，由是自讚

有勝功德。若嫉他得，不生隨喜，是名有瞋恚心，由是毀他有多過失。 
78 聞說正法論議決擇等者：此中懷嫌恨心、懷恚惱心，謂依說正法者及與論議決擇補特伽羅處

所而起，說染違犯。 
79 若知倒說者：謂若知彼說法補特伽羅，於正法教不能以相應文句、助伴、隨順、清亮、有用、

相稱、應順、常委分資糧法如理宣說；由不如理，故名倒說。 
80 「聞」，磧砂作「間」。 
81 若已多聞具足聞持其聞積集者：無量經典初中後分皆能聽受，故名多聞。隨所聞義皆能憶持，

令不忘失，故名聞持。數習文義，令其堅住，是故說名其聞積集。 
82 若欲無間於境住心者：謂於定境令心安住，發起樂欲，勤修加行。 
83 若自了知上品愚鈍等者：謂於所聽聞法，難可信受、難不忘失，由是自知上品愚鈍。又於所

緣所知事境，難可攝心令住於定，由是自知其慧鈍濁。以是因緣，而不往聽，故無違犯。 
84 但依於文不依於義者：謂諸菩薩為求義故，從他聽法，不為求世藻飾文辭。菩薩求義不為求

文而聽法時，雖遇常流言音說法，但依於義，恭敬聽受。如菩提分品說。（陵本四十五卷一頁

3613）與此相違，名但依文不依於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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昃二、住饒益有情戒 

辰一、不為助伴 

宿一、有違犯 

列一、總標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於諸有情所應作事，懷嫌恨心、懷恚惱心，不為助伴。 
列二、舉類 

謂於能辦所應作事，或於道路若往若來，或於正說事業加行，或於掌護所有財寶，或於

和好乖離諍訟，或於吉會，或於福業，不為助伴，85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

若為懶惰懈怠所蔽，不為助伴，非染違犯。 
宿二、無違犯 

無違犯者，若有疹疾 86；若無氣力；若了知彼自能成辦；若知求者自有依怙；若知所作

能引非義、能引非法；若欲方便調彼、伏彼，廣說如前；87若先許餘為作助伴；若轉請

他有力者助；若於善品正勤修習，不欲暫廢；若性愚鈍，於所聞法難受難持，如前廣說；

若為將護多有情意；若護僧制；不為助伴，皆無違犯。 
辰二、不往供事 

宿一、舉有疾病 

列一、有違犯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見諸有情遭重疾病，懷嫌恨心、懷恚惱心，不往供事，是

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為懶惰懈怠所蔽，不往供事，非染違犯。 
列二、無違犯 

無違犯者，若自有病；若無氣力；若轉請他有力隨順令往供事；若知病者有依有怙；若

知病者自有勢力，能自供事；若了知彼長病所觸，堪自支持；若為勤修廣大無上殊勝善

品；若欲護持所修善品，令無間闕；若自了知上品愚鈍，其慧鈍濁，於所聞法難受難持，

難於所緣攝心令定；若先許餘為作供事。 
宿二、例有苦者 

如於病者，於有苦者為作助伴，欲除其苦，當知亦爾。 
辰三、不為說法 

宿一、有違犯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見諸有情為求現法後法事故，廣行非理，88懷嫌恨心、懷

恚惱心，不為宣說如實正理，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由懶惰懈怠所蔽，不

為宣說，非染違犯。 
                                                 
85 謂於能辦所應作事等者：謂若是事是所應作，及有力能成辦彼事，是名能辦所應作事。一切

種相，如前住饒益有情戒中已釋，唯前後譯文略有不同。前說無倒事業加行，此云正說事業

加行。前說義會，此云吉會。譯雖不同，而事無別，其義應知。 
86 「疹疾」，磧砂作「疾病」。 
87 無違犯者若有疹疾若無氣力等者：此簡自無力能。若了知彼自能成辦，若知求者自有依怙者，

此簡非定應作。若知所作能引非義、能引非法者，此簡非所應作。餘如文知。 
88 見諸有情為求現法後法事故廣行非理等者：謂若有情，於現法中不以正法追求諸欲，即為此

故樂行惡行，是名為求現法事故，廣行非理。若求生天及邪解脫，即為此故樂行惡行，或修

苦行，如祠祀外道、宿作因論者等是，是名為求後法事故，廣行非理。由不如理作意相應尋

伺名非理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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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二、無違犯 

無違犯者，若自無知；若無氣力；若轉請他有力者說；若即彼人自有智力；若彼有餘善

友攝受；若欲方便調彼、伏彼，廣說如前；若知為說如實正理，起嫌恨心，若發惡言，

若顛倒受，若無愛敬；89若復知彼性弊[忄+龍]悷；不為宣說，皆無違犯。90 
辰四、不酬有恩 

宿一、有違犯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於先有恩諸有情所不知恩惠、不了恩惠，懷嫌恨心，不欲

現前如應酬報，91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為懶惰懈怠所蔽，不現酬報，非

染違犯。 
宿二、無違犯 

無違犯者，勤加功用，無力無能不獲酬報；若欲方便調彼、伏彼，廣說如前；若欲報恩

而彼不受；皆無違犯。 
辰五、不解愁憂 

宿一、有違犯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見諸有情墮在喪失財寶、眷屬、祿位、難處，多生愁惱，

懷嫌恨心，不往開解，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為懶惰懈怠所蔽，不往開解，

非染違犯。 
宿二、無違犯 

無違犯者，應知如前於他事業不為助伴。 
辰六、不施資具 

宿一、有違犯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有飲食等資生眾具，見有求者來正希求飲食等事，懷嫌恨

心、懷恚惱心，而不給施，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由懶惰、懈怠、放逸，

不能施與，非染違犯。 
宿二、無違犯 

無違犯者，若現無有可施財物；若彼希求不如法物、所不宜物；92若欲方便調彼、伏彼，

廣說如前；若來求者王所匪宜，將護王意；若護僧制；而不惠施，皆無違犯。 
辰七、不正攝受 

宿一、有違犯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攝受徒眾，懷嫌恨心，而不隨時無倒教授、無倒教誡；知

                                                 
89 若知為說如實正理等者：由說正理令斷惡行，不獲彼心，故起嫌恨。或心忿勃，故發惡言。

或住見取，故顛倒受。或心憎背，故無愛敬。由是不能令彼出不善處安立善處，菩薩知已，

故不為說。 
90 若復知彼性弊[忄+龍]悷者：自性弊下，難令離欲。自性[忄+龍]悷，難令調伏。菩薩知已，亦

不為說。 
91 於先有恩諸有情所等者：有恩有情，如前已解。於其恩惠不如實知，是名不知；不能明記，

是名不了。如前已說，暫見申敬，乃至若等若增財利供養現前酬答，非以下劣，是名現前酬

報。又如前說，於彼事業應作助伴，乃至廣說，是名如應酬報。 
92 若彼希求不如法物所不宜物者：若彼希求屬他非同意物，是名不如法物。若有來求種種能引

戲樂、能引無義所施之物，是名所不宜物。由令憍逸，行諸惡行，墮惡趣故。若有來求罩羅、

罝、弶，為害眾生及為習學，是名不如法物。若有病者來求非量、非宜飲食；及有性多饞嗜，

更復來求珍妙飲食；是名所不宜物。如是等類，如施品中說。（陵本三十九卷四頁 3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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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匱乏，而不為彼從諸淨信長者、居士、婆羅門等，如法追求衣服、飲食、諸坐臥具、

病緣醫藥資身什物，隨時供給；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93若由懶惰、懈怠、

放逸，不往教授、不往教誡 94、不為追求如法眾具，非染違犯。 
宿二、無違犯 

無違犯者，若欲方便調彼、伏彼，廣說如前；若護僧制；若有疹疾；若無氣力，不任加

行；若轉請餘有勢力者；若知徒眾世所共知，有大福德，各自有力求衣服等資身眾具；

若隨所應教授教誡，皆已無倒教授教誡；若知眾內有本外道，為竊法故來入眾中，無所

堪能，不可調伏；皆無違犯。 
辰八、不隨心轉 

宿一、有違犯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懷嫌恨心，於他有情不隨心轉，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

染違犯。若由懶惰、懈怠、放逸，不隨其轉，非染違犯。 
宿二、無違犯 

無違犯者，若彼所愛非彼所宜；95若有疾病；若無氣力，不任加行；若護僧制；若彼所

愛雖彼所宜，而於多眾非宜、非愛；96若為降伏諸惡外道；若欲方便調彼、伏彼，廣說

如前；不隨心轉，皆無違犯。 
辰九、不顯德等 

宿一、有違犯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懷嫌恨心，他實有德不欲顯揚，他實有譽不欲稱美，他實

妙說不讚善哉，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97若由懶惰、懈怠、放逸，不顯揚等，

非染違犯。 
宿二、無違犯 

無違犯者，若知其人性好少欲，將護彼意；若有疾病；若無氣力；若欲方便調彼、伏彼，

                                                 
93 攝受徒眾等者：菩薩攝受徒眾由二因緣。一者、以無染心正攝徒眾；二者、於自義利正教修

習，非邪加行而陷逗之。然復不應於一切時攝取徒眾，亦非不攝，亦非變異，是名略說菩薩

於諸有情攝取攝受。於時時間，隨入勞倦，如其所宜為說正法；於時時間，為令繫念於所緣

境，與正教授；是名隨時無倒教授。於他毀犯，隨時正舉令其覺悟，應時如理訶責、擯罰，

是名隨時無倒教誡。於他所為財利因緣，成就上品經營遽務，過於自事，是故為彼追求資財

眾具，隨時供給。如是等事，是諸菩薩攝受徒眾正所應作。義如攝受品說。（陵本四十八卷二

十七頁 3900）不作應作，成有違犯。 
94 「誡」，大正作「誠」。 
95 若彼所愛非彼所宜者：謂諸菩薩，欲隨所化有情心轉，應審觀察。若於如是如是相事現行身

語生他喜樂，如是喜樂令他憍逸，行諸惡行，身壞已後墮諸惡趣，於如是事不隨其轉。雖彼

所愛，然非宜故。 
96 若彼所愛雖彼所宜而於多眾非宜非愛者：謂於如是一有情事現行身語令生喜樂，雖彼所愛及

是所宜，然餘有情非宜、非愛，於如是事，為欲將護多有情意，亦不隨轉。如一有情，為所

應作來求助伴，菩薩爾時若應許彼，雖彼所愛及彼所宜，然餘多眾由是因緣非宜、非愛，是

故菩薩於如是事現行身語，應審思擇，令不現行。如求助伴，求飲食等一切應知。 
97 他實有德等者：真實功德略有五種，謂信、戒、聞、捨、慧，如前已解。戒、見、軌則、正

命圓滿，具足悲愍，無倒無動，由是名稱遐邇流布，名實有譽。能為有情善說正法，於諸欲

中，能廣開示過患出離清淨品法，又能宣說苦等聖諦相應言論，名實妙說。是為賢聖之所稱

讚，故言善哉。菩薩於此實有德等而不顯揚、稱美、讚歎，成有違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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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說如前；若護僧制；若知由此顯揚等緣，起彼雜染憍舉無義，為遮此過；若知彼德雖

似功德，而非實德；若知彼譽雖似善譽，而非實譽；若知彼說雖似妙說，而實非妙；若

為降伏諸惡外道；若為待他言論究竟；不顯揚等，皆無違犯。 
辰十、不訶責等 

宿一、有違犯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見諸有情應可訶責、應可治罰、應可驅擯，98懷染汙心而

不訶責；或雖訶責，而不治罰、如法教誡；或雖治罰、如法教誡，而不驅擯；是名有犯，

有所違越，是染違犯。若由懶惰、懈怠、放逸，而不訶責乃至驅擯，非染違犯。 
宿二、無違犯 

無違犯者，若了知彼不可療治，不可與語，喜出麤言，多生嫌恨，故應棄捨；若觀待時；

若觀因此鬥訟諍競 99；若觀因此令僧諠雜、令僧破壞；知彼有情不懷諂曲，成就增上猛

利慚愧，疾疾還淨；100而不訶責乃至驅擯，皆無違犯。 
辰十一、不現神通 

宿一、有違犯 

若諸菩薩安住菩薩淨戒律儀，具足成就種種神通變現威力，於諸有情，應恐怖者能恐怖

之，應引攝者能引攝之，避信施故，不現神通恐怖、引攝，是名有犯，有所違越，非染

違犯。101 
宿二、無違犯 

無違犯者，若知此中諸有情類多著僻執，是惡外道，誹謗賢聖，成就邪見，不現神通恐

怖、引攝，無有違犯。 
盈三、攝無違犯 

又一切處無違犯者，102謂若彼心增上狂亂，若重苦受之所逼切，若未曾受淨戒律儀，當

知一切皆無違犯。 
日三、勸修學處 

復次，如是所起諸事菩薩學處，103佛於彼彼素怛纜中隨機散說，謂依律儀戒、攝善法戒、

饒益有情戒。今於此菩薩藏摩怛理迦綜集而說，菩薩於中應起尊重，住極恭敬，專精修

學。 
                                                 
98 應可訶責應可治罰應可驅擯者：若諸有情有其過失違犯，隨下中上品類差別，如其所應而訶

責之、或治罰之、或驅擯之，由是說言應可訶責、治罰、驅擯。 
99 「競」，磧砂作「竟」。 
100 知彼有情不懷諂曲等者：此通前三所觀察事。謂觀待時，及復知彼能速還淨，具二因緣，而

不訶責乃至驅擯。如是若觀因此鬥訟諍競，若觀因此令僧諠雜等，具二因緣，當知亦爾。此

中不覆己惡，如實自顯，是名不懷諂曲。於所毀犯心不忍受，深生羞恥，是名成就增上猛利

慚愧。如法速疾發露悔除，防護當來終不重犯，是名疾疾還淨。 
101 具足成就種種神通等者：種種神通若變若現諸所有相，已如前釋。隨其所欲一切事成，是名

威力。於樂惡行無信有情，為恐怖彼而現神通，是名應恐怖者能恐怖之。為諸有情歡喜踊躍，

方便引令入佛聖教，由是示現種種神變，是名應引攝者能引攝之。若諸菩薩，為避有情於如

是事生希奇想，信順於己而行奉施，不為現通恐怖、引攝，成有違犯，捨有情故。 
102 又一切處無違犯者：於有違犯及無違犯，是染非染，已於前文一一具說，今更總顯於一切處

說無違犯，如文易知。 
103 如是所起諸事菩薩學處者：如前所顯一一事相，皆依三戒開示建立，故下自釋謂依律儀戒、

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是名諸所作事菩薩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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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三、明不應犯 

是諸菩薩從他正受戒律儀已，由善清淨求學意樂、菩提意樂、饒益一切有情意樂，生起

最極尊重恭敬，從初專精不應違犯。104 
荒四、明還淨法 

日一、標應悔除 

設有違犯，即應如法疾疾悔除，令得還淨。 
日二、顯悔除法 

月一、對他發露 

盈一、由惡作攝 

又此菩薩一切違犯，當知皆是惡作所攝，105應向有力於語表義能覺能受小乘、大乘補特

伽羅，發露悔滅。 
盈二、依犯品別 

昃一、上品犯 

若諸菩薩以上品纏違犯如上他勝處法，失戒律儀，應當更受。 
昃二、中品犯 

辰一、舉犯他勝 

若中品纏違犯如上他勝處法，應對於三補特伽羅，或過是數，應如發露除惡作法，先當

稱述所犯事名，應作是說：長老專志！或言：大德！我如是名，違越菩薩毗奈耶法，如

所稱事犯惡作罪。106 
辰二、指餘違犯 

餘如苾芻發露悔滅惡作罪法，應如是說。107 
昃三、下品犯 108 

若下品纏違犯如上他勝處法及餘違犯，應對於一補特伽羅，發露悔法，當知如前。109 
月二、自誓防護 

若無隨順補特伽羅可對發露，悔除所犯，爾時菩薩以淨意樂，起自誓心：我當決定防護

                                                 
104 由善清淨求學意樂等者：此中意樂總有三種，如其次第配屬三戒，謂律儀戒、攝善法戒、饒

益有情戒。菩薩自性戒中略有四德，從他正受，如前廣說。今此更顯善淨意樂及與深敬專念

無有違犯，如文可知。 
105 又此菩薩一切違犯當知皆是惡作所攝者：所犯罪聚略有五種，一者、他勝罪聚，二者、眾餘

罪聚，三者、隕墜罪聚，四者、別悔罪聚，五者、惡作罪聚。如是罪聚攝一切罪，是名一切

違犯。隨所犯罪心不忍受，便生惡作，是故說言皆是惡作所攝。此有五種差別，如攝事分釋

應知。（陵本九十九卷九頁 7427） 
106 以上品纏違犯如上他勝處法至犯惡作罪者：當知此中，他勝處法上品纏犯，不可還淨。以於

所犯不生惡作，數數現行，無慚愧故。由是失戒律儀，應當更受，是故不說發露除惡作法。

中、下品纏容可還淨，發露悔法，如文易知。 
107 餘如苾芻發露悔滅惡作罪法應如是說者：五罪聚中，犯眾餘罪及犯麤罪，是名為餘。若犯麤

罪，應對於四補特伽羅發露悔除，是即四眾所作羯磨。若眾餘罪，應於二十眾前發露悔除，

是即二十眾所作羯磨。如攝事分說。（陵本九十九卷十三頁 7440）是名餘如苾芻發露悔滅惡

作罪法。此亦如前作如是說：長老專志！乃至犯惡作罪，是名應如是說。 
108 【昃三、下品犯】，披尋記原無此科，依文義加入。 
109 若下品纏至當知如前者：此中餘言，謂別悔罪、或隕墜罪、或惡作罪。應對於一補特伽羅發

露悔除，是即二眾所作羯磨。此悔除法，當知如前，先當稱述所犯事名，乃至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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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來終不重犯。110 
日三、結明還淨 

如是於犯還出還淨。 
洪二、由自受 

荒一、舉如法受 

又諸菩薩欲受菩薩淨戒律儀，若不會遇具足功德補特伽羅，111爾時應對如來像前，自受

菩薩淨戒律儀。應如是受，偏袒右肩，右膝著地，或蹲、跪、坐，作如是言：我如是名，

仰啟十方一切如來、已入大地諸菩薩眾，我今欲於十方世界佛菩薩所，誓受一切菩薩學

處，誓受一切菩薩淨戒。謂律儀戒、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如是學處、如是淨戒，過

去一切菩薩已具，未來一切菩薩當具，普於十方現在一切菩薩今具。於是學處、於是淨

戒，過去一切菩薩已學，未來一切菩薩當學，普於十方現在一切菩薩今學。第二、第三

亦如是說，說已應起。 
荒二、例餘一切 

所餘一切如前應知。112 
宇二、起犯差別 

宙一、釋無餘犯 

洪一、標簡 

又於菩薩犯戒道中，無無餘犯。113 
洪二、釋義 

荒一、引佛說 

如世尊說：是諸菩薩多分應與瞋所起犯，非貪所起。114 
荒二、釋密意 

當知此中所說密意。謂諸菩薩愛諸有情、憐諸有情增上力故，凡有所作一切皆是菩薩所

作，非非所作；非作所作可得成犯。若諸菩薩憎諸有情、嫉諸有情，不能修行自他利行，

作諸菩薩所不應作；作不應作可得成犯。 
宙二、指釋犯品 

又諸菩薩軟中上犯，如攝事分應當了知。115 
                                                 
110 若無隨順補特伽羅至終不重犯者：謂若有力於語表義能覺能受小乘、大乘補特伽羅，於自所

犯，堪令除遣所生惡作，是故名為隨順補特伽羅。應對於彼發露所犯，滅除惡作。若無彼人，

應以當來無犯意樂，起自誓心，斷滅犯罪因緣，生起猛利慚愧。由是因緣，防護當來終不重

犯。 
111 若不會遇具足功德補特伽羅者：謂若同法菩薩已發大願、有智有力於語表義能授能開。如是

等相，是名具足功德補特伽羅。 
112 所餘一切如前應知者：受律儀戒，已如上說。戒律儀法，應如前知。謂即四種他勝處法，乃

至廣說諸事處相，是名所餘一切如前應知。 
113 又於菩薩犯戒道中無無餘犯者：謂如前說：善權方便，為利他故，於諸性罪少分現行。由現

行業，可名犯戒；然由方便能作他利，名菩薩道；總說彼事名犯戒道。由是菩薩正所應作，

不犯他勝處法，是故說言無無餘犯。五罪聚中，四種罪聚，名有餘罪；他勝罪聚，名無餘罪

故。如攝事分說。（陵本一百卷二頁 7474） 
114 如世尊說至非貪所起者：此引教證成無餘犯道理。由諸菩薩，於諸有情多所作業。若以憎嫉

增上力故而等起者，是名有犯。若以愛憐增上力故而等起者，應名無犯。由是說言多分應與

瞋所起犯，非貪所起。此中貪言，非謂煩惱，假說愛憐名為貪故，由是當知是密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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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三、所學差別 

宙一、舉圓滿 

洪一、標列 

如是菩薩依止一切自毗奈耶勤學所學，便得成就三種圓滿，安樂而住。一者、成就加行

圓滿，二者、成就意樂圓滿，三者、成就宿因圓滿。116 
洪二、隨釋 

荒一、加行圓滿 

云何名為加行圓滿？謂諸菩薩於淨戒中行無闕犯，於身語意清淨現行，不數毀犯發露自

惡。如是名為加行圓滿。 
荒二、意樂圓滿 

云何名為意樂圓滿？謂諸菩薩為法出家，不為活命；求大菩提，非為不求；為求沙門、

為求涅槃，117非為不求。如是求者，不住懈怠下劣精進，不雜眾多惡不善法、雜染後有、

有諸熾然眾苦異熟、當來所有生老病死。如是名為意樂圓滿。118 
荒三、宿因圓滿 

云何名為宿因圓滿？謂諸菩薩，昔餘生中修福修善，故於今世種種衣服、飲食、臥具、

病緣醫藥資身什物自無匱乏，復能於他廣行惠施。如是名為宿因圓滿。 
洪三、總結 

菩薩如是依毗奈耶勤學所學，成就如是三種圓滿，安樂而住。 
宙二、例衰損 

與此相違，當知成就三種衰損，危苦而住。 
地三、難行戒等 

玄一、結前生後 

如是略廣宣說菩薩若在家品、若出家品一切戒已，自斯已後，即於如是一切戒中，分出

所餘難行戒等差別之相，應當了知。 

                                                                                                                                                         
115 又諸菩薩軟中上犯等者：此說犯罪意樂貪瞋癡纏，有軟中上品類差別。若由軟品貪瞋癡纏所

犯眾罪，是下品罪；若由中品，是中品罪；若由上品，是上品罪。即攝事分中調伏事攝。（陵

本九十九卷七頁 7421） 
116 依止一切自毗奈耶至宿因圓滿者：菩薩自乘所攝戒藏，是名自毗奈耶。此有三種，謂律儀戒、

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故名一切。依此三種淨戒差別勤學所學，如其次第便得成就三種圓

滿。謂依律儀戒，成就加行圓滿；依攝善法戒，成就意樂圓滿；依饒益有情戒，成就宿因圓

滿。由此圓滿，得安樂住。此中住言，謂善法可愛生展轉住。此由於諸善法不放逸力，能令

後後往善趣生，乃至能得大般涅槃，由是故說安樂而住。 
117 為求沙門為求涅槃者：貪瞋癡等畢竟斷義，是沙門義。證惑解脫及苦解脫，是涅槃義。 
118 不住懈怠下劣精進等者：謂為求大菩提，故說不住懈怠下劣精進。為求沙門及與涅槃，故說

不雜眾多惡不善法乃至當來所有生老病死。此中惡不善法，即謂貪瞋癡等。眾苦異熟生老病

死，即謂苦所依身。別配為求沙門及與涅槃，其義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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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二、別辨七戒 

黃一、難行戒 

宇一、徵 

云何菩薩難行戒？ 
宇二、標 

當知此戒略有三種。 
宇三、釋 

宙一、棄捨增上 

謂諸菩薩，現在具足大財、大族自在增上，棄捨如是大財、大族自在增上，受持菩薩淨

戒律儀。是名菩薩第一難行戒。 
宙二、於難無虧 

又諸菩薩受淨戒已，若遭急難乃至失命，於所受戒尚無少闕，何況全犯。是名菩薩第二

難行戒。 
宙三、恆無失念 

又諸菩薩，如是如是遍於一切行住作意，恆住正念，常無放逸，1乃至命終於所受戒無

有誤失，尚不犯輕，何況犯重。是名菩薩第三難行戒。 
黃二、一切門戒 

宇一、徵起 

云何菩薩一切門戒？ 
宇二、標列 

當知此戒略有四種。一者、正受戒，二者、本性戒，三者、串習戒，四者、方便相應戒。 
宇三、隨釋 

宙一、正受戒 

正受戒者，謂諸菩薩受先所受三種菩薩淨戒律儀。即律儀戒、攝善法戒、饒益有情戒。 
宙二、本性戒 

本性戒者，謂諸菩薩住種性位，本性仁賢，於相續中，身語二業恆清淨轉。2 

                                                 
1 如是如是遍於一切行住作意等者：如前所說五支所攝不放逸行，今唯依二而作是說。謂先時

所作不放逸行、俱時隨行不放逸行。謂我定當如如所應行，如如所應住，如是如是行，如是

如是住，令無所犯；乃至廣說如如所應行，如如所應住，如是如是行，如是如是住，不起毀

犯。由是此說如是如是遍於一切行住作意，義應準知。 
2 本性戒等者：謂諸菩薩六處殊勝有如是相，從無始世展轉傳來，法爾所得，是名本性住種性。

於此位中，雖未串習三種淨戒，然性仁慈，於諸有情不極損惱；又性賢善，於同法者易可共

住；是名本性仁賢。約所依身，名為相續，從無始來流轉不息故。此說菩薩戒波羅蜜多種性

相，如其所說，當知身語二業恆清淨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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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三、串習戒 

串習戒者，謂諸菩薩昔餘生中，曾串修習如先所說三種淨戒。由宿因力所任 3持故，於

現在世一切惡法不樂現行，於諸惡法深心厭離；樂修善行，於善行中深心欣慕。 
宙四、方便相應戒 

方便相應戒者，謂諸菩薩依四攝事，於諸有情身語意 4業恆相續轉。5 
黃三、善士戒 

宇一、徵 

云何菩薩善士戒？ 
宇二、標 

當知此戒略有五種。 
宇三、列 

謂諸菩薩自具尸羅，勸他受戒，讚戒功德，見同法者深心歡喜，設有毀犯如法悔除。6 
黃四、一切種戒 

宇一、徵 

云何菩薩一切種戒？ 
宇二、標 

當知此戒以要言之，六種、七種，總十三種。7 
宇三、釋 

宙一、六種 

言六種者，一、迴向戒，迴向大菩提故。二、廣博戒，廣攝一切所學處故。三、無罪歡

喜處戒，遠離耽著欲樂、自苦二邊行故。8四、恆常戒，雖盡壽命亦不棄捨所學處故。

五、堅固戒，一切利養恭敬、他論、本隨煩惱不能伏故、不能奪故。9六、尸羅莊嚴具

相應戒，具足一切戒莊嚴故。10尸羅莊嚴如聲聞地應知其相。 

                                                 
3 「任」，磧砂、大正、陵本作「住」。 
4 「意」，磧砂、大正、陵本作「善」。 
5 方便相應戒等者：約四攝事，說名方便。此復有四，一、隨攝方便，二、能攝方便，三、令

入方便，四、隨轉方便。方便所攝身語意業，於諸有情能正攝受、調伏、成熟，由是故名方

便相應戒。如力種性品說。（陵本三十八卷二十二頁 3175） 
6 自具尸羅等者：謂自離殺生乃至離邪見，是名自具尸羅。若以此事勸進他人，是名勸他受戒。

若即於彼以無量門稱揚讚述，是名讚戒功德。若見離殺生者乃至離邪見者，深心慶悅，生大

歡喜，是名見同法者深心歡喜。如決擇分說。（陵本五十三卷四頁 4218）此由善行所攝而受律

儀，是故得名善士戒。於五種中，已說前四，餘後一種，如文易知。 
7 六種七種總十三種者：此菩薩戒，從其自性乃至清淨，總有九相；然於一切相中分數漸增，

乃至最後增為十種，如文可知。今於此中一切種相，依次第數，增六、增七皆此所攝，是故

說言六種、七種，總十三種。由是次第乃至增十，總成九相。 
8 三無罪歡喜處戒等者：遠離耽著歡樂行邊，由是得名無罪處戒；遠離受用自苦行邊，由是得

名歡喜處戒。 
9 五堅固戒等者：謂此淨戒不為一切之所摧伏，不為一切之所引奪，名堅固戒。言一切者，略

有三種。謂一切利養恭敬、一切外道異論、一切本隨煩惱。由堅力持，說不能伏；由具勝解，

說不能奪。 
10 六尸羅莊嚴具相應戒等者：聲聞地中作如是言：問：何緣世尊宣說尸羅名莊嚴具？答：諸餘

世間耳環、指環、腕釧、臂釧及以寶印、金銀、鬘華妙莊嚴具。若有成就幼稚、黑髮、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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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二、七種 

言七種者，一、止息戒，遠離一切殺生等故。二、轉作戒，攝一切善故，饒益有情故。

三、防護戒，隨護止息轉作戒故。四、大士相異熟戒。11五、增上心異熟戒。12六、可

愛趣異熟戒。13七、利有情異熟戒。14 
黃五、遂求戒 

宇一、徵 

云何菩薩遂求戒？ 
宇二、標 

當知此戒略有八種。 
宇三、釋 

宙一、由審思惟 

洪一、舉於自所 

謂諸菩薩自諦思惟：如我希求勿彼於我現行斷命，不與而取，穢欲邪行，虛妄，離間，

麤惡，綺語，手塊杖等諸非愛觸加害於我。我求是已，他若相違而現行者，我求不遂、

我意不悅。 
洪二、例於他所 

如我希求，他亦如是。勿我於彼現行斷命，廣說乃至惡觸加害；彼求是已，我若相違而

現行者，彼求不遂、彼意不悅。15我之所作，若有令他所求不遂、意不悅者，何現行為。 
宙二、令不現行 

菩薩如是審思惟已，命難因緣亦不於他現行八種所求不遂、不悅意事。 
宇四、結 

如是八種，說名菩薩遂求戒。 
黃六、二世樂戒 

宇一、徵 

云何菩薩此世他世樂戒？ 
                                                                                                                                                         

盛壯、姝妙形色而服飾之，少增妙好。乃至廣說戒莊嚴具，於一切類、於一切時，若有服者

皆為妙好。是故尸羅名莊嚴具。（陵本二十二卷十三頁 1929） 
11 四大士相異熟戒者：即大士相名為異熟。此略有八，一者、壽量具足，二者、形色具足，三 

者、族姓具足，四者、自在具足，五者、信言具足，六者、大勢具足，七者、人性具足，八

者、大力具足。如自他利品釋。（陵本三十六卷一頁 2901）由戒是此異熟之因，是故得名大

士相異熟戒。 
12 五增上心異熟戒者：由於尸羅善清淨故，便無憂悔；無憂悔故，歡喜安樂；由有樂故，心得

安定。由是得名增上心異熟戒。 
13 六可愛趣異熟戒者：謂由此戒增上力故，唯於可愛趣中受增上生。若在凡地，即於人中生剎

帝利大富貴家，若婆羅門大富貴家，若諸長者大富貴家，若生所餘豪貴大富多諸財榖庫藏等

家，乃至能生天趣所當生處。若已入地，始從第一極歡喜住，乃至第十最上成滿諸菩薩住，

如其所應差別受生。如住品中廣釋。（陵本四十七卷十三頁
※3771）由是得名可愛趣異熟戒。 

※披尋記原無「十三頁」。 
14 七利有情異熟戒者：謂諸菩薩由戒為先，修十一種利有情業，於諸有情有哀憐心、有悲愍心、

有親愛心。即由如是串習增上力故，於今現在安住自性能利有情，由是得名利有情異熟戒。 
15 勿彼於我現行斷命等者：謂於身語惡不善業有所造作，是名現行。此中前七不善業道，如文

易知。諸非愛觸，略有八種。謂手觸觸、塊觸觸、杖觸觸、刀觸觸、冷觸觸、煖觸觸、饑觸

觸、渴觸觸。如意地說。（陵本三卷十四頁 250）今舉前三，等取所餘，故置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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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二、標 

當知此戒略有九種。 
宇三、釋 

宙一、別列二類 

洪一、四種 

謂諸菩薩為諸有情於應遮處而正遮止，於應開處而正開許，是諸有情應攝受者正攝受

之，應調伏者正調伏之，菩薩於中身語二業常清淨轉，是則名為四種淨戒。16 
洪二、五種 

復有所餘施、忍、精進、靜慮、般若波羅蜜多俱行淨戒，則為五種。 
宙二、總明九種 

總說名為九種淨戒。 
宇四、結 

如是菩薩所有淨戒，能令自他現法後法皆得安樂，是故說名菩薩此世他世樂戒。 
黃七、清淨戒 

宇一、徵 

云何菩薩清淨戒？ 
宇二、標 

當知此戒略有十種。 
宇三、釋 

宙一、初善受戒 

一者、初善受戒。唯為沙門三菩提故，非為命故。17 
宙二、不沈舉戒 

二者、不太沈戒。於違犯時，遠離微薄生悔愧故；及不太舉戒，遠離非處生悔愧故。18 
宙三、離懈怠戒 

三者、離懈怠戒。於睡眠樂、倚樂、臥樂不耽著故，晝夜勤修諸善品故。 
宙四、離放逸戒 

四者、離諸放逸所攝受戒。修習如前所說五支不放逸故。 

                                                 
16 為諸有情於應遮處而正遮止等者：謂諸有情，若有所作能往惡趣，或障善趣，或障如法所得

利養，或障壽命，或障沙門，如是等類，如來遮制不令現行，名應遮處。與此相違，名應開

處。菩薩見已，應正遮止、或正開許。若諸菩薩於諸有情增上攝受，或攝取攝受，彼諸有情

如其所應，說名應攝受者。攝受品中廣釋其相。（陵本四十八卷二十六頁 3898）又於所犯若

有過失違犯，或應訶責、或應治罰、或應驅擯，是名應調伏者。菩薩於此諸有情類，隨攝受

儀、隨菩薩儀正攝受之，以調伏法正調伏之；不行欺誑，所言誠諦，遠離一切殺縛、捶打、

治罰、逼迫、斷截等事；於他毀犯雖有訶責、擯罰，然懷親愛無損惱心；由是說言身語二業

常清淨轉。 
17 初善受戒等者：此說菩薩意樂增上，為法出家，不為活命；求大菩提，非為不求；為求沙門、

為求涅槃，非為不求。由是得名初善受戒，從其最初意樂善故。言三菩提，猶云正覺，如前

所說為求大菩提故。 
18 不太沈戒不太舉戒等者：沈謂惛沈，舉謂掉舉。由惛沈故，順生煩惱、壞斷加行。由掉舉故，

起惡尋思，心生躁擾。由戒加行，善修治心，遠離惛掉，是故得名不太沈戒、不太舉戒。謂

有毀犯，速能還淨，發起猛利惡作及慚愧故，於犯不犯能正了知，不於非處生惡作及慚愧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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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五、正願戒 

五者、正願戒。遠離利養恭敬貪故，不願生天，而自要期修梵行故。19 
宙六、具軌則戒 

六者、軌則具足所攝受戒。於諸威儀所作眾事善品加行妙善圓滿，如法身語正現行故。20 
宙七、具淨命戒 

七者、淨命具足所攝受戒。離矯詐等一切邪命過失法故。 
宙八、離二邊戒 

八者、離二邊戒。遠離受用欲樂、自苦二邊法故。 
宙九、永出離戒 

九者、永出離戒。遠離一切外道見故。21 
宙十、無損失戒 

十者、於先所受無損失戒。於先所受菩薩淨戒無闕減故，無破壞故。22 
宇四、結 

如是十種，是名菩薩清淨戒。23 
天二、總明藏攝 

地一、攝受當果 

如是菩薩大尸羅藏，能起當來大菩提果。謂依此故，菩薩淨戒波羅蜜多得圓滿已，現證

無上正等菩提。 
地二、常獲五利 

玄一、標 

乃至未證無上菩提，依此無量菩薩戒藏正勤修習，常能獲得五種勝利。 
玄二、列 

一者、常為十方諸佛護念。二者、將捨命時，住大歡喜。24三者、身壞已後，在在所生，

常與淨戒若等若增諸菩薩眾為其同分、為同法侶、為善知識。25四者、成就無量大功德 

                                                 
19 正願戒等者：謂於現在不為貪求利養恭敬，又於未來不願往生天魔王宮受諸妙欲，唯為要期

正修梵行，由是得名正願戒。言梵行者，謂八聖支道，及與遠離非正梵行習婬欲法。如攝異

門分說。（陵本八十三卷三頁 6283） 
20 軌則具足所攝受戒等者：此中軌則略有三種，謂於威儀路，或於所作事，或於善品加行處所，

是即律儀戒中軌則圓滿。如聲聞地說。（陵本二十二卷三頁 1895）由是軌則隨順世間，不越

世間；隨順毗奈耶，不越毗奈耶。若能如所說相悉皆具足，是名如法現行身語，由是得名軌

則具足所攝受戒。 
21 永出離戒等者：諸外道類皆執實我，名外道見。依世間道雖能離欲，乃至上生非想非非想處，

然非真實究竟能解脫故。遠離彼見，依淨尸羅，得定、修慧，能永出離，由是得名永出離戒。 
22 於先所受無損失戒等者：戒無虧損，名無闕減。戒不棄捨，名無破壞。 
23 如是十種名菩薩清淨戒者：聲聞地說：尸羅律儀，由十因緣，當知虧損；即此相違十因緣故，

當知圓滿。云何十種虧損因緣？一者、最初惡受尸羅律儀，二者、太極沈下，三者、太極浮

散，四者、放逸懈怠，五者、發起邪願，六者、軌則虧損所攝，七者、淨命虧損所攝，八者、

墮在二邊，九者、不能出離，十者、所受失壞。（陵本二十二卷八頁 1911）今此十種文義正

同，唯二、三、四開合有異，如文易了。當知此與聲聞共學，是故亦名菩薩清淨戒。 
24 將捨命時住大歡喜者：謂自了知戒增上力，當生善趣，不往惡趣。無惡趣畏，故住歡喜。 
25 常與淨戒若等若增菩薩眾等者：等謂平等，無勝劣故。增謂增上，即勝異名。同勤修學菩提

資糧，說名同分。同修六種波羅蜜多，名同法侶。於所化生能為善友，名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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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能滿淨戒波羅蜜多。五者、現法後法常得成就自性淨戒，戒成其性。26 
亥二、攝屬所作 

天一、略標列 

如是如上所說一切自性戒等九種尸羅，當知三種淨戒所攝。謂律儀戒、攝善法戒、饒益

有情戒。 
天二、舉要義 

如是三種菩薩淨戒，以要言之，能為菩薩三所作事。謂律儀戒能安住其心，攝善法戒能

成 27熟自佛法，饒益有情戒能成熟有情。 
天三、攝一切 

如是總攝一切菩薩所應作事。所謂欲令現法樂住安住其心，身心無倦，成熟佛法、成熟

有情。 
天四、結共學 

地一、顯唯爾所 

如是菩薩唯有爾所菩薩淨戒，唯有爾所淨戒勝利，唯有爾所淨戒所作。除此無有若過若

增。 
地二、明一切共 

過去菩薩求大菩提，已於中學；未來菩薩求大菩提，當於中學；普於十方無邊無際諸世

界中現在菩薩求大菩提，今於中學。 
 

〈本地分中菩薩地初持瑜伽處忍品第十一〉 
 

酉三、忍度（即忍品） 

戌一、徵 

云何菩薩忍波羅蜜多？ 
戌二、列 

亥一、嗢柁南 

嗢柁南曰： 
 自性一切難 一切門善士 一切種遂求 二世樂清淨 
 如是九種相 是名略說忍 

亥二、長行 

謂九種相忍，名為菩薩忍波羅蜜多。一、自性忍，二、一切忍，三、難行忍，四、一切

門忍，五、善士忍，六、一切種忍，七、遂求忍，八、此世他世樂忍，九、清淨忍。 
戌三、釋 

亥一、自性忍 

                                                 
26 常得成就自性淨戒戒成其性者：謂諸菩薩，在在生處不捨菩薩淨戒律儀，防護淨戒令能無犯，

是名成就自性淨戒。若入第二增上戒住，於此住中性戒具足，極少邪惡業道所攝諸惡犯戒尚

不現行，況中上品，是名戒成其性。 
27 磧砂無「成」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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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一、徵 

云何菩薩自性忍？ 
天二、釋 

謂諸菩薩或思擇力為所依止，或由自性堪忍怨害，遍於一切皆悉 28堪忍、普於一切皆能

堪忍。由無染心，純悲愍故，能有堪忍。 
天三、結 

當知此則略說菩薩忍之自性。29 
亥二、一切忍 

天一、徵 

云何菩薩一切忍？ 
天二、釋 

地一、標列種類 

玄一、二種 

當知此忍略有二種。一、依在家品忍，二、依出家品忍。 
玄二、三種 

當知依此二種品忍各有三種。一、耐他怨害忍，二、安受眾苦忍，三、法思勝解忍。 
地二、隨釋三種 

玄一、耐他怨害忍 

黃一、徵 

云何菩薩耐他怨害忍？ 
黃二、釋 

宇一、辨相 

宙一、正審思擇 

洪一、於自所 

謂諸菩薩猛利無間種種長時從他怨害所生眾苦現在前時，30應如是學：如此是我自業過

耳，由我先世自造種種不淨業故，今受如是種種苦果。我今於此無義利苦 31若不忍者，

復為當來大苦因處。我若於此大苦因法隨順轉者，32便為於己 33自作非愛，便為於己 34自

生結縛，便為於己 35自興怨害，非是於他。 

                                                 
28 「悉」，大正作「能」。 
29 云何菩薩自性忍等者：下說菩薩一切忍是忍種類，今說自性是其體相，隨應攝彼，其義當知。

言思擇力為所依止者，謂於一切忍。言自性堪忍怨害者，謂於耐他怨害忍。如前忍波羅蜜多

種性相說。（陵本三十五卷五頁 2838）遍於一切皆悉堪忍者，當知此由思擇力。謂一切法、

一切苦、一切怨害，名為一切。普於一切皆能堪忍者，當知此由自性、或思擇力。謂一切苦、

一切怨害，名為一切。言由無染心者，謂依思擇力。言純悲愍者，謂由性堪忍。總攝為一，

名自性忍。 
30 謂諸菩薩猛利無間種種長時等者：此顯菩薩不捨生死，流轉相續，即於其中遭怨害苦，故作

是說。 
31（1）「苦」，磧砂作「害」。 
（2）無義利苦者：於生死中無義無利，是名無義利苦。如說一切有情無始生死，空無義利故。 

32 於此大苦因法隨順轉者：謂由不忍為因，有生死苦，是名大苦因法。當知不忍，瞋為自體。

即於彼法若生若長安住愛樂，名隨順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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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二、於自他所 

又自他身所有諸行，一切皆用性苦為體。彼無知故，於我身中性苦體上更增其苦；我既

有知，何宜於彼性苦體上重加其苦。 
洪三、於聲聞所 

又 36諸聲聞多分唯修自義利行，尚不應起能生自他眾苦不忍，何況我今正為勤修他義利

行而生不忍。 
宙二、勤修五想 

洪一、標 

菩薩如是正思擇已，勤修五想，於怨親中、劣等勝品、有樂有苦、具德具失諸有情所，

能忍一切怨害之苦。 
洪二、徵 

云何五想？ 
洪三、列 

一、宿生親善想，二、隨順唯法想，三、無常想，四、苦想，五、攝受想。 
洪四、釋 

荒一、宿生親善想 

日一、徵 

云何菩薩於有怨害諸有情所，修習宿生親善之想？ 
日二、釋 

月一、修親善想 

謂諸菩薩應如是學：非易可得少分有情，經歷長世昔餘生中，未曾為我若父、若母、兄

弟、姊妹、親教、軌範、尊似尊等。37 
月二、依想堪忍 

如是如理正思惟故，於有怨害諸有情所捨怨憎想，住親善想。依親善想，於諸怨害悉能

堪忍。 
荒二、隨順唯法想 

日一、徵 

云何菩薩於有怨害諸有情所，修習隨順唯法之想？ 
日二、釋 

月一、修唯法想 

謂諸菩薩應如是學：依託眾緣，唯行唯法，此中都無我及有情、命者、生者，是其能罵、

能瞋、能打、能弄、能訶，或是所罵、所瞋、所打、所弄、所訶。38 
                                                                                                                                                         
33 「己」，陵本作「已」。 
34 「己」，陵本作「已」。 
35 「己」，陵本作「已」。 
36 「又」，大正作「多」。 
37 非易可得少分有情等者：如世尊言：我不觀見如是種類有情可得。無始世來經歷生死，長時

流轉，不互相為或父、或母、兄弟、姊妹，若軌範師，若親教師，若餘尊重，似尊重者。由

是因緣，一切怨品，無不皆是我之親品。如聲聞地說。（陵本三十卷十九頁 2544）與此義同。 
38 依託眾緣唯行唯法等者：如說緣性緣起所緣，謂於三世唯行、唯法、唯事、唯因、唯果，墮

正道理。唯有諸法能引諸法，無有作者及以受者。是故我及有情、命者、生者，能罵、所罵、



慧日講堂「《瑜伽師地論》導讀班」第四期 

1230 

月二、依想堪忍 

如是如理正思惟故，於有怨害諸有情所捨有情想，住唯法想。依唯法想，於諸怨害悉能

堪忍。 
荒三、無常想 

日一、徵 

云何菩薩於有怨害諸有情所，修無常想？ 
日二、釋 

月一、修無常想 

謂諸菩薩應如是學：諸有有情若生若長，一切無常，皆是死法。極報怨者，謂斷彼命。

是諸有情命念念斷，智者何緣復欲更斷。如是生 39死性無常法諸有情上，其有智者尚不

應起有染濁心，40況當以手、塊杖加害，何況一切永斷其命。 
月二、依想堪忍 

如是如理正思惟故，捨常堅想，安住無常不堅固想。依無常想，於諸怨害悉能堪忍。 
荒四、苦想 

日一、徵 

云何菩薩於有怨害諸有情所，修習苦想？ 
日二、釋 

月一、修習苦想 

盈一、於諸有情 

謂諸菩薩應如是觀：若 41諸有情大興盛者，尚為三苦常所隨逐，所謂行苦、壞苦、苦苦，

況諸有情住衰損者。42 
盈二、於苦有情 

如是觀已，應如是學：我今於此苦常隨逐諸有情所，應勤方便令離眾苦，不應於彼重加

其苦。 
月二、依想堪忍 

如是如理正思惟故，斷滅樂想，生起苦想。43依此苦想，於諸怨害悉能堪忍。 
荒五、攝受想 

日一、徵 

云何菩薩於有怨害諸有情所，修攝受想？ 
日二、釋 

月一、修攝受想 

                                                                                                                                                         
能瞋、所瞋、能打、所打、能弄、所弄、能訶、所訶，唯有音聲、唯有名字，即依此義，故

說都無。 
39 「生」，磧砂作「性」。 
40 尚不應起有染濁心者：謂不應起惡意分別，欲為損害故。 
41 「若」，磧砂作「苦」。 
42 況諸有情住衰損者者：有情自體有多衰損差別可得，謂無病衰損

※
、壽命衰損、眷屬衰損。由

是因緣，於現法中住諸苦惱，是名住衰損者。 
※「無病衰損」，披尋記原作「病衰損」。 

43 斷滅樂想生起苦想者：謂於有漏有情，如實觀察勝義唯苦，尚不見其常住安樂，何況於彼有

苦有情。由是因緣，故於一切斷滅樂想，生起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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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諸菩薩應如是學：我為一切有情之類發菩提心，攝受一切有情之類皆為親眷，我應為

彼作諸義利。我今不應本於有情欲作義利，而當於彼不忍怨害，作非義利。 
月二、依想堪忍 

如是如理正思惟故，於有怨害諸有情所滅除他想，住攝受想。44依攝受想，於諸怨害悉

能堪忍。 
宇二、釋名 

宙一、徵 

云何名忍？ 
宙二、釋 

自無憤勃，不報他怨，亦不隨眠流注恆續，故名為忍。45 
黃三、結 

是名菩薩耐他怨害忍。 
玄二、安受眾苦忍 

黃一、徵 

云何菩薩安受眾苦忍？ 
黃二、釋 

宇一、如理思惟 

宙一、於過去世 

謂諸菩薩應如是學：我從昔來依欲行轉，常求諸欲，故意思擇為諸苦因，追求種種苦性

諸欲。46於追求時，忍受無量猛利大苦。所謂種種徇 47利、務農、勤王等事。如是追求

無義苦時，令我具受種種大苦，皆由無智思擇過失。 
宙二、於現在世 

我今為求能引安樂最勝善品，尚應思擇忍受百千俱胝大苦，況少小苦而不忍受。 
宇二、能忍眾苦 

宙一、標 

如是如理正思惟故，為求菩提，悉能忍受一切事苦。 
宙二、徵 

云何名為一切事苦？ 
宙三、列 

當知此苦略有八種。一、依止處苦，二、世法處苦，三、威儀處苦，四、攝法處苦，五、

乞行處苦，六、勤劬 48處苦，七、利他處苦，八、所作處苦。 

                                                 
44 滅除他想住攝受想者：由諸菩薩攝諸有情以為自體，是故於彼滅除他想，住攝受想。 
45 云何名忍等者：謂諸菩薩性於他所遭不饒益，無恚害心，亦不反報，是名自無憤勃，不報他

怨。若他諫謝，速能納受，終不結恨、不久懷怨，是名亦不隨眠流注恆續。當知此約菩薩性

能堪忍，說此忍名。 
46 依欲行轉等者：謂依欲界諸行，心、意、識生，是名依欲行轉。受用欲塵為境界故，於五妙

欲恆起追求，是名常求諸欲。起不如理作意，思惟其相及與隨好，是名故意思擇。由是因緣，

令心流漏，發生種種惡不善法，是故說彼為諸苦因。 
47 「徇」，大正作「殉」。 
48 「劬」，磧砂作「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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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四、釋 

洪一、依止處苦 

荒一、顯處 

依止處苦者，依謂四依。由依此故，於善說法毗奈耶中出家受具，成苾芻分。所謂衣服、

飲食、臥具、病緣醫藥供身什 49物。 
荒二、明忍 

菩薩於此若得麤弊、尠少、稽留、輕懱不敬，不生憂悒，不由此緣精進懈廢。如是名為

菩薩忍受依止處苦。50 
洪二、世法處苦 

荒一、顯處 

日一、標列 

世法處苦者，當知世法略有九種。一、衰，二、毀，三、譏，四、苦，五、壞法壞，六、

盡法盡，七、老法老，八、病法病，九、死法死。51 
日二、名苦 

如是世法若總若別會遇現前，能生眾苦，此即名為世法處苦。 
荒二、明忍 

菩薩觸對如是眾苦，思擇忍受，不由此緣精進懈廢，如是名為菩薩忍受世法處苦。 
洪三、威儀處苦 

荒一、顯處 

威儀處苦者，當知即是行住坐臥四種威儀。菩薩於中若行、若坐，晝 52夜恆時從諸障法

淨修其心，終不非時脅著床座、草敷、葉敷。53 
荒二、明忍 

菩薩於此疲所生苦悉能忍受，不由此緣精進懈廢，如是名為菩薩忍受威儀處苦。 
洪四、攝法處苦 

荒一、顯處 

日一、標 

攝法處苦者，當知攝法略有七種。 
                                                 
49 「什」，磧砂作「十」。 
50 依謂四依等者：一者、衣服，二者、飲食，三者、臥具，四者、病緣醫藥供身什物，是為四

依。於此四依得非上妙，名得麤弊。得非眾多，名得尠少。他或於此不速疾施，是名稽留。

不恭敬施，是名輕懱不敬。聲聞地說：又應如是自持其心往施主家。豈有出家往詣他所，要

望他施非不惠施，要望他敬非不恭敬，要多非少，要妙非麤，要當速疾而非遲緩。（陵本二十

三卷
※
十一頁 1978）由是道理，菩薩於此不生憂悒。 

※「二十三卷」，披尋記原作「二十五卷」。 
51 當知世法略有九種等者：供養親近無量品說：依世八法，有八種苦。一、壞法壞時苦，二、

盡法盡時苦，三、老法老時苦，四、病法病時苦，五、死法死時苦，六、無利苦，七、無譽

苦，八、有譏苦。（陵本四十四卷十三頁 3583）此說有九，增苦可知。初之四種，八世法攝。

今說彼苦，故唯取四。次之二種，外無常攝。後之三種，內無常攝。 
52 「晝」，陵本作「盡」。 
53 終不非時脅著床座草敷葉敷者：謂於大床、或小繩床、或草葉座端身而坐，推度時日，終不

以背或以其脅，依倚大床、或小繩床、或壁、或樹、草葉座等。如聲聞地說。（陵本二十五卷

二十頁 2152）此應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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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二、列 

一、供事三寶；二、供事尊長；三、諮受正法；四、既諮受已，廣為他說；五、以大音

聲吟詠、讚誦；六、獨處空閑，無倒思惟、稱量、觀察；七、修習瑜伽作意所攝若止、

若觀。 
荒二、明忍 

菩薩於此七種攝法，勇猛劬勞所生眾苦悉能忍受，不由此緣精進懈廢，如是名為菩薩忍

受攝法處苦。 
洪五、乞行處苦 

荒一、顯處 

日一、總標 

乞行處苦者，當知此苦略有七種。 
日二、列釋 

一者、自誓毀形，剃鬚髮等，棄捨世俗諸相好故。二者、自誓毀色，受持改變壞色衣故。

三者、進止云為皆不縱任，遊涉世間，一切行住自兢攝故。四者、依他活命，捨商農等

世間事業，從他所得而存濟故。五者、盡壽從他求衣服等，於所獲得非法珍財、久所貯

積不受用故。六者、盡壽遮止人間諸欲，離非梵行婬欲法故。七者、盡壽遮止人間嬉戲，

捨離觀聽、歌舞、笑戲、倡妓 54等故，及離與己 55親友同齡笑戲、歡娛、攜從等故。56 
荒二、明忍 

如是等類，因乞求行所有艱辛所生眾苦，菩薩一切皆能忍受，不由此緣精進懈廢，如是

名為菩薩忍受乞行處苦。 
洪六、勤劬處苦 

勤劬處苦者，謂諸菩薩勤修善品劬勞因緣，發生種種身心疲惱悉能忍受，不由此緣精進

懈廢，如是名為菩薩忍受勤劬處苦。 
洪七、利他處苦 

荒一、指事 

利他處苦者，謂諸菩薩修十一種利有情業，如前應知。57 
荒二、明忍 

由彼所生種種憂苦，菩薩一切皆能忍受，不由此緣精進懈廢，如是名為菩薩忍受利他處

                                                 
54 「妓」，大正作「伎」。 
55 「己」，陵本作「已」。 
56 當知此苦略有七種等者：修所成地說：由剃除鬚髮故，捨俗形好故，著壞色衣故，應自觀察

形色異人。如是名為觀察誓受下劣形相。於行住坐臥語默等中，不隨欲行；制伏憍慢往趣他

家，審正觀察遊行乞食。如是名為觀察誓受下劣威儀。又正觀察從他獲得無所蓄積諸供身具，

如是名為觀察誓受下劣眾具。由此五相，當知是名初處觀察。又善說法毗奈耶中，諸出家者

所受尸羅，略捨二事之所顯現。一者、棄捨父母、妻子、奴婢、僕使、朋友、眷屬、財榖珍

寶等所顯。二者、棄捨歌舞、倡妓、笑戲、歡娛、遊縱、掉逸、親愛聚會，種種世事之所顯

現。（陵本二十卷十三頁
※1755）由是當知，此初五種，誓受下劣形相、威儀、眾具所攝；後

之二種，誓受禁制尸羅所攝。 
※「十三頁」，披尋記原作「十四頁」。 

57 修十一種利有情業等者：戒品中說：由十一相，名住一切種饒益有情戒。（陵本四十卷八頁

3280）如彼廣說應知。 



慧日講堂「《瑜伽師地論》導讀班」第四期 

1234 

苦。 
洪八、所作處苦 

所作處苦者，謂諸菩薩或是出家，便有營為衣鉢等業；或是在家，便有無倒商賈、營農、

仕王等業。由此發生種種勤苦，菩薩一切皆能忍受，不由此緣精進懈廢，如是名為菩薩

忍受所作處苦。 
宇三、忍苦勝利 

又諸菩薩雖觸眾苦，而於無上正等菩提，未正勤修能正勤修，已正勤修能無退轉，常勤

修習，無變異意、無雜染心。 
黃三、結 

是名菩薩安受眾苦忍。 
玄三、法思勝解忍 

黃一、徵 

云何菩薩法思勝解忍？ 
黃二、釋 

宇一、依處 

宙一、標 

謂諸菩薩於一切法能正思擇，由善觀察勝覺慧故，能於八種生勝解處善安勝解。58 
宙二、徵 

云何八種生勝解處？ 
宙三、列 

一、三寶功德處，二、真實義處，三、諸佛菩薩大神力處，四、因處，五、果處，六、

應得義處，七、自於彼義得方便處，八、一切所知、所應行處。 
宇二、因緣 

又此勝解由二因緣，於彼諸處能善安立。一、長時串習故；二、證善淨智故。59 
黃三、結 

是名菩薩法思勝解忍。 
亥三、難行忍等 

天一、結前生後 

如是菩薩依此二品一切忍故，當知廣開難行忍等諸相差別。 
天二、別釋七忍 

地一、難行忍 

玄一、徵 

云何菩薩難行忍？ 
玄二、標 

當知此忍略有三種。 

                                                 
58 由善觀察勝覺慧故等者：此中覺慧，謂能簡擇俱生之慧。如攝異門分說。（陵本八十三卷十頁

6307）此中八種生勝解處，如前力種性品別釋應知。（陵本三十八卷七頁 3117） 
59 由二因緣等者：力種性品亦說：由二因緣具多勝解。一者、多修勝解故；二者、積集猛利忍

故。（陵本三十八卷八頁 3120）文別義同。 



《瑜伽師地論》卷 42 
 〈本地分中菩薩地初持瑜伽處忍品第十一〉 

1235 

玄三、釋 

黃一、於羸劣所 

謂諸菩薩，能於羸劣諸有情所，忍彼所作不饒益事。是名第一難行忍。 
黃二、於臣隸所 

若諸菩薩居尊貴位，於自臣隸不饒益事堪能忍受。是名第二難行忍。 
黃三、於卑賤所 

若諸菩薩，於其種姓卑賤有情，所作增上不饒益事堪能忍受。是名第三難行忍。 
地二、一切門忍 

玄一、徵 

云何菩薩一切門忍？ 
玄二、標 

當知此忍略有四種。 
玄三、列 

謂諸菩薩，於親所作不饒益事，於怨所作不饒益事，於中所作不饒益事，悉能堪忍；及

於彼三劣等勝品不饒益事皆能忍受。60 
地三、善士忍 

玄一、徵 

云何菩薩善士忍？ 
玄二、標 

當知此忍略有五種。 
玄三、列 

黃一、先見勝利 

謂諸菩薩，先於其忍見諸勝利。謂能堪忍補特伽羅，於當來世無多怨敵、無多乖離、有

多喜樂、臨終無悔、於身壞後當生善趣天世界中。 
黃二、自堪忍等 

見勝利已，自能堪忍，勸他行忍，讚忍功德，見能行忍補特伽羅慰意慶喜。61 
地四、一切種忍 

玄一、徵 

云何菩薩一切種忍？ 
玄二、標 

當知此忍，六種、七種，總十三種。 
玄三、釋 

黃一、六種 

宇一、徵 

云何六種？ 
宇二、釋 

                                                 
60 及於彼三劣等勝品等者：謂親怨中三種有情所作不饒益事，有劣等勝品差別故。 
61 當知此忍略有五種等者：謂見勝利為一，自能堪忍為二，勸他行忍為三，讚忍功德為四，見

能行忍慰意慶喜為五。依如是義，名善士忍，如是種類善行攝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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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一、由怖畏 

謂諸菩薩，了知不忍非愛異熟，62由怖畏故，勤修行忍。 
宙二、由親善 

於諸有情有哀憐心、有悲愍心、有親愛心，由親善故，勤修行忍。 
宙三、由欲樂 

於其無上正等菩提猛利欲樂，為圓滿忍波羅蜜多，由是因緣，勤修行忍。 
宙四、由法受 

如世尊說：夫出家者，具忍辱力。由是因緣，不應出家受具足戒而行不忍，由法受故，63

勤修行忍。 
宙五、由串習 

種性具足，先串習忍，於今現在安住自性，故能修忍。 
宙六、由諦察 

知一切法遠離有情，唯見諸法無戲論性，諦察法故，能修行忍。 
黃二、七種 

宇一、徵起 

云何七種？ 
宇二、列釋 

謂於一切不饒益忍。從一切忍。64一切處忍，謂於屏處及大眾前皆能修忍。一切時忍，

謂晝初分，若晝中分，若晝後分，若夜，若日，若去來今，若病不病，若臥，若起，常

能修忍。由身行忍，不捶打故。由語行忍，不出一切非愛言故。由意行忍，不憤發故，

不持汙濁惡意樂故。 
地五、遂求忍 

玄一、徵 

云何菩薩遂求忍？ 
玄二、釋 

黃一、略標列 

宇一、列三種 

當知此忍略有八種。謂諸菩薩，於諸有苦來求索者惡 65逼能忍。於極凶暴上品惡業諸有

情所，依法大悲 66不損惱忍。於諸出家犯戒者所，依法大悲不損惱忍。 
宇二、列五種 

復有五種耐勤苦忍。謂能堪耐除遣有苦有情眾苦所有勤苦，又能堪耐求法勤苦，又能堪

                                                 
62 了知不忍非愛異熟者：謂知不忍為因，當受非愛異熟果故。如前已說，我若於此大苦因法隨

順轉者，便為於己自作非愛，便為於己自生結縛，便為於己自興怨害。其義應知。 
63 由法受故者：謂受具足戒時，自發期心，於律儀戒堪忍領受。由是因緣，於自相續律儀隨轉，

是名法受。 
64 一切不饒益忍從一切忍者：能忍劣等勝品不饒益事，名於一切不饒益忍。忍怨親中一切有情

所作不饒益事，是名從一切忍。 
65 「惡」，磧砂作「要」。 
66 依法大悲者：菩薩發心，大悲為因，名法大悲。一切所作，唯以大悲而為上首，是名依法大

悲。 



《瑜伽師地論》卷 42 
 〈本地分中菩薩地初持瑜伽處忍品第十一〉 

1237 

耐法隨法行所有勤苦，又能堪耐即於彼法廣為他說所有勤苦，又能堪耐於諸有情所為、

所作正與助伴所有勤苦。 
宇三、結八種 

如是八種，名遂求忍。 
黃二、釋得名 

若於有情有損惱者，由忍故離；若於有情是所求者，由忍故與；是故說此名遂求忍。 
地六、二世樂忍 

玄一、徵 

云何菩薩此世他世樂忍？ 
玄二、釋 

黃一、略標列 

當知此忍略有九種。謂諸菩薩住不放逸，於諸善法悉能堪忍；67於諸寒熱悉能堪忍；於

諸饑渴悉能堪忍；於蚊蝱觸悉能堪忍；於諸風日悉能堪忍；於蛇蝎觸悉能堪忍；於諸劬

勞所生種種若身、若心疲倦憂惱悉能堪忍；於墮生死、生老病死等苦有情，現前哀愍而

修行忍。 
黃二、釋得名 

如是菩薩修行忍故，能令自身於現法中得安樂住，不為一切惡不善法之所陵雜；能引後

世安樂因緣；亦能令他修行種種現法後法安樂正行。是名此世他世樂忍。 
地七、清淨忍 

玄一、徵 

云何菩薩清淨忍？ 
玄二、標 

當知此忍略有十種。 
玄三、列 

謂諸菩薩遇他所作不饒益事、損惱違越，終不返報；亦不意憤；亦無怨嫌意樂相續；恆

常現前，欲作饒益，先後無異，非一益已 68捨而不益；於有怨者自往悔謝；終不令他生

疲厭已，然後受謝，恐其疲厭，纔謝便受；於不堪忍，成就增上猛利慚愧；依於堪忍，

於大師所，成就增上猛利愛敬；依不損惱諸有情故，於諸有情，成就猛利哀愍愛樂；一

切不忍并助伴法皆得斷故，離欲界欲。69 
玄四、結

                                                 
67 於諸善法悉能堪忍者：如前所說法思勝解忍應知。 
68 「已」，大正作「己」。 
69 當知此忍略有十種等者：謂不返報為一，亦不意憤為二，亦無怨嫌為三，恆作饒益為四，悔

謝有怨為五，速受他謝為六，成就慚愧為七，成就愛敬為八，成就哀愍為九，離欲界欲為十。

言助伴法者，謂恚、害尋伺應知，由說初靜慮地有尋有伺正能對治故。又復當知，此十清淨，

決擇分中略攝為二。謂前九種，名思擇力清淨；其第十種，名修習力清淨。思擇力清淨復有

四種。一、遠離罪生清淨，二、彼不現行清淨，三、無罪生清淨，四、遠離彼因緣清淨。一

種、二種、三種、三種，如其次第。（陵本七十五卷六頁 5763）彼說一種，即此不返報他不

饒益事，是名遠離罪生清淨。彼說二種，即此亦不意憤及無怨嫌意樂相續，是名彼不現行清

淨。彼說三種，即此恆作饒益、自往謝他、速受他謝，是名無罪生清淨。復說三種，即此成

就慚愧、愛敬、哀愍，是名遠離彼因緣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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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十相，當知菩薩所修行忍清淨無垢。 
戌四、結 

當知此中，初自性忍，廣說乃至後清淨忍，如是能生廣博無量大菩提果。70忍為依止，

是諸菩薩能圓滿忍波羅蜜多，能證無上正等菩提。 
 

〈本地分中菩薩地初持瑜伽處精進品第十二〉 

 
酉四、精進度（即精進品） 

戌一、徵 

云何菩薩精進波羅蜜多？ 
戌二、列 

亥一、嗢柁南 

嗢柁南曰： 
 自性一切難 一切門善士 一切種遂求 二世樂清淨 
 如是九種相 名略說精進 

亥二、長行 

謂九種相精進，名為菩薩精進波羅蜜多。一者、自性精進，二者、一切精進，三者、難

行精進，四者、一切門精進，五者、善士精進，六者、一切種精進，七者、遂求精進，

八者、此世他世樂精進，九者、清淨精進。 
戌三、釋 

亥一、自性精進 

云何菩薩自性精進？謂諸菩薩其心勇悍，堪能攝受無量善法，利益安樂一切有情，熾然

無間，無有顛倒，及此所起身語意動，當知是名菩薩所行精進自性。71 
亥二、一切精進 

天一、徵 

云何菩薩一切精進？ 
天二、釋 

地一、標列種類 

玄一、二種 

謂此精進略有二種。一者、依在家品精進，二者、依出家品精進。 
玄二、三種 

當知依此二品精進，各有三種。一、擐甲精進，二、攝善法精進，三、饒益有情精進。 
地二、隨釋三種 

玄一、擐甲精進 

                                                 
70 廣博無量大菩提果者：謂得大菩提果，能於無邊世界施作佛事故。 
71 云何菩薩自性精進等者：此中自性，由二相顯。一、由意樂，二、由加行。言意樂者，謂心

勇悍，乃至無有顛倒。由心勇悍，能熟自佛法，是故說言攝受無量善法。能熟他有情，是故

說言利益安樂一切有情。言加行者，謂此所起身語意動，此即前說精進意樂。身語意三有所

造作，是名為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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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一、徵 

云何菩薩擐甲精進？ 
黃二、釋 

宇一、辨行相 

謂諸菩薩，於發加行精進之前，其心勇悍，先擐誓甲：若我為脫一有情苦，以千大劫等

一日夜，處那落迦，不在餘趣，乃至菩薩經爾所時，證得無上正等菩提；假使過此百千

俱胝倍數時劫，方證無上正等菩提，我之勇悍亦無退屈，於求無上正等菩提非不進趣。

既進趣已，勤勇無懈，何況所經時短苦薄。是名菩薩擐甲精進。 
宇二、顯勝利 

若有菩薩於如是相菩薩所有擐甲精進，少起勝解、少生淨信，如是菩薩尚已長養無量勇

猛發勤精進大菩提性，72何況菩薩成就如是擐甲精進。如是菩薩於求菩提、饒益有情，

無有少分難行事業可生怯劣難作之心。 
玄二、攝善法精進 

黃一、徵 

云何菩薩攝善法精進？ 
黃二、釋 

宇一、標略義 

謂諸菩薩所有精進，能為施、戒、忍、精進、靜慮、慧波羅蜜多加行，能成辦施、戒、

忍、精進、靜慮、慧波羅蜜多。 
宇二、出種類 

宙一、總標 

當知此復略有七種。 
宙二、列釋 

洪一、無動精進 

一、無動精進，一切分別、種種分別、根本煩惱、少分煩惱、一切異論、一切苦觸不傾

動故。73 
洪二、堅固精進 

二、堅固精進，是殷重加行故。 
洪三、無量精進 

三、無量精進，能現證得一切明處故。 
洪四、方便相應精進 

四、方便相應精進，所應得義無顛倒道隨順而行故，平等通達故。74 
                                                 
72 長養無量勇猛發勤精進大菩提性者：此中大菩提性，謂即精進波羅蜜多種性應知。 
73 無動精進等者：真實義品中說：於一切法離言自性如實知已，達無少法及少品類可起分別。

唯取其事，唯取真如。（陵本三十六卷十二頁 2950）是即此說一切分別、種種分別無動。戒

品中說：又於一切犯戒因緣根本煩惱、少分煩惱忿恨等生，亦不忍受。（陵本四十卷七頁 3276）
是即此說根本煩惱、少分煩惱無動。所得大乘勝解，不可引奪、不從他緣，由是能摧一切外

道異論，是名一切異論無動。他怨害苦、一切事苦皆能堪忍，是名一切苦觸無動。一切事苦，

如忍品說應知。（陵本四十二卷八頁 3440） 
74 隨順而行等者：能引義利，名隨順行。不緩不急，殷重修作，是名平等。無倒了知，是名通

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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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五、無倒精進 

五、無倒精進，為欲證得能 75引義利所應得義，願所引故。 
洪六、恆 76常精進 

六、恆常精進，是無間加行故。 
洪七、離慢精進 

七、離慢精進，由勤精進，離高舉故。 
宙三、總結 

由此七種攝善法精進勤加行故，令諸菩薩速能圓滿波羅蜜多，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宇三、結最勝 

由此精進，是能修證、能成菩提一切善法最勝因緣，餘則不爾。是故如來以種種門，稱

讚精進能證無上正等菩提。 
玄三、饒益有情精進 

黃一、徵 

云何菩薩饒益有情精進？ 
黃二、釋 

宇一、指 

謂此精進有十一種，如戒品說。 
宇二、辨 

彼說尸羅，此說精進，當知是名彼此差別。 
亥三、難行精進 

天一、徵起 

云何菩薩難行精進？ 
天二、略標 

謂此精進略有三種。 
天三、列釋 

地一、離一切想 

若諸菩薩，無間遠離諸衣服想、諸飲食想、諸臥具想及己 77身想，於諸善法無間修習，
78曾無懈廢。是名第一難行精進。 

地二、盡壽恆行 

若諸菩薩如是精進，盡眾同分，於一切時曾無懈廢。是名第二難行精進。 
地三、平等通達 

若諸菩薩，平等通達功德相應，不緩不急，無有顛倒，能引義利精進成就。是名第三難

行精進。 

                                                 
75 「能」，磧砂作「所」。 
76 「恆」，韓清淨手稿作「極」。 
77 「己」，陵本作「已」。 
78 無間遠離諸衣服想等者：此顯四種遠離希求之愛，謂衣服愛、飲食愛、臥具愛、有無有愛。

聞所成地說：又諸苾芻，顧戀現法身命為依止故，而於衣服、飲食、臥具生希求愛；顧戀後

法身命為依止故，而於後有生希求愛；愚於涅槃為依止故，而於無有生希求愛。（陵本十四卷

十頁 1213）今說菩薩於彼遠離，尚無有想，況希求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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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四、結因 

如是菩薩難精進力，當知即是緣有情悲，及與般若能攝之因。79 
亥四、一切門精進 

天一、徵 

云何菩薩一切門精進？ 
天二、標 

謂此精進略有四種。 
天三、列 

一、離染法精進，二、引白法精進，三、淨除業精進，四、增長智精進。 
天四、釋 

地一、離染法精進 

離染法精進者，謂諸菩薩所有精進，能令一切結、縛、隨眠、隨煩惱、纏未生不生，已

生斷滅。 
地二、引白法精進 

引白法精進者，謂諸菩薩所有精進，一切善法未生令生，已生令住、令不忘失、增長廣

大。 
地三、淨除業精進 

淨除業精進者，謂諸菩薩所有精進，能令三業皆悉清淨，能攝妙善身語意業。 
地四、增長智精進 

增長智精進者，謂諸菩薩所有精進，能集、能增聞思修慧。 
亥五、善士精進 

天一、徵起 

云何菩薩善士精進？ 
天二、略標 

謂此精進略有五種。 
天三、列釋 

地一、無所棄捨精進 

一、無所棄捨精進。謂諸菩薩所有精進，不捨一切欲加行故。80 
地二、無退減精進 

二、無退減精進。謂諸菩薩所有精進，如先所受若等若增，發勤精進隨長養故。 
地三、無下劣精進 

三、無下劣精進。謂諸菩薩所有精進，勇猛、熾然、長時、無間精勤策勵，心無怯弱、

無退屈故。 
地四、無顛倒精進 

四、無顛倒精進。謂諸菩薩所有精進，能引義利，方便善巧所攝持故。 
地五、勤勇加行精進 

五、勤勇加行精進。謂諸菩薩所有精進，能於無上正等菩提速 81進趣故。 

                                                 
79 當知即是緣有情悲等者：此顯三種難精進力，總能攝受緣有情悲及與般若，名為彼因。 
80 不捨一切欲加行故者：不捨一切有情無上正願為所依止，起與利益安樂正加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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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六、一切種精進 

天一、徵 

云何菩薩一切種精進？ 
天二、標 

謂此精進，六種、七種，總十三種。 
天三、釋 

地一、六種 

玄一、徵起 

云何菩薩六種精進？ 
玄二、列釋 

黃一、無間精進 

一、無間精進。謂一切時修加行故。82 
黃二、殷重精進 

二、殷重精進。謂能周備修加行故。 
黃三、等流精進 

三、等流精進。謂先因力所任持故。83 
黃四、加行精進 

四、加行精進。數數思擇種種善品，正加行故。84 
黃五、無動精進 

五、無動精進。一切苦觸不能動故，亦不轉成餘性分故。85 
黃六、無喜足精進 

六、無喜足精進。少分下劣差別證中不喜足故。 
玄三、結名 

菩薩成就如是六種一切種精進，發勤精進故，所以說言：有勢、有勤、有勇、堅猛、於

諸善法不捨其軛。86 
地二、七種 

玄一、徵起 

云何菩薩七種精進？ 
                                                                                                                                                         
81 「速」，大正作「達」。 
82 謂一切時修加行故者：時有三種，一、過去，二、未來，三、現在。如是三種，名一切時。 
83 謂先因力所任持故者：最初發心，是名先因。彼所等流，名所任持。 
84 數數思擇種種善品正加行故者：依奢摩他，數數觀察淨行所緣，或善巧所緣，或淨惑所緣，

是名數數思擇種種善品。於彼所緣數起勝解，數正除遣，名正加行。義如聲聞地說。（陵本三

十一卷十頁 2580） 
85 一切苦觸不能動故等者：寒熱、蚊蝱等觸，是名一切苦觸。不由此緣精進懈廢，名不能動。

攝事分說：有堅猛者，由寒熱、蚊蝱等所不能動精進故。（陵本八十五卷二十一頁 6481）解

深密經說：若諸菩薩捨於大乘相應作意，墮在聲聞、獨覺相應諸作意中，當知是名作意散動。

（解深密經三卷十五頁 16,701c）與彼相違，應知無動，由是說言不轉餘分。 
86 有勢有勤等者：攝事分說：又由五相發勤精進，速證通慧。謂有勢力者，由被甲精進故。有

精進者，由加行精進故。有勇悍者，由於廣大法中無怯劣精進故。有堅猛者，由寒熱、蚊蝱

等所不能動精進故。有不捨善軛者，由於下劣無喜足精進故。（陵本八十五卷二十一頁 6481）
如是五相，能攝前說六種精進，是故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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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二、列釋 

黃一、與欲俱行精進 

一、與欲俱行精進。謂諸菩薩所有精進，數於無上正等菩提，猛利欲願隨長養故。 
黃二、平等相應精進 

二、平等相應精進。謂諸菩薩所有精進，能令隨一根本煩惱及隨煩惱，不染汙心、亦不

纏心。由此精進，能令菩薩於諸善法等習而住。87 
黃三、勝進精進 

三、勝進精進。謂諸菩薩，若為隨一根本煩惱及隨煩惱染心、纏心；為斷如是諸煩惱故，

精進勇猛，如滅頭然。 
黃四、勤求精進 

四、勤求精進。謂諸菩薩，勇猛勤求一切明處無厭倦故。 
黃五、修學精進 

五、修學精進。謂諸菩薩，於所學法如應如宜，普於一切法隨法行能成辦故。88 
黃六、利他精進 

六、利他精進。謂諸菩薩所有精進，於如前說十一種相，應知其相。 
黃七、善護精進 

七、善護精進。謂諸菩薩所有精進，起正加行，善自防守；若有所犯，如法悔除。89 
天四、結 

如是菩薩十三種精進，名一切種精進。 
亥七、遂求及二世樂精進 

天一、指 

菩薩所有遂求精進、此世他世樂精進，如忍應知。 
天二、辨 

其差別者，彼說堪忍，此說菩薩精進勇悍。 
亥八、清淨精進 

天一、徵 

云何菩薩清淨精進？ 
天二、標 

謂此精進略有十種。 
天三、列 

一、相稱精進，二、串習精進，三、無緩精進，四、善攝精進，五、應時修習精進，六、

                                                 
87 平等相應精進等者：此中精進遍不定心及定心位。不定心位，由能念防護意，不令起貪、起

瞋、起癡，是名能令隨一根本煩惱不染汙心。於定位中，由能取彼貪欲蓋等諸隨煩惱為過患

想，從順障法淨修其心，能令蓋纏未生不生，已生除遣，是名能令隨一彼隨煩惱亦不纏心。

由是能令菩薩住正念知及平等捨，是名於諸善法等習而住。 
88 普於一切法隨法行等者：法隨法行略有五種。謂如所求、如所受法，身語意業無倒隨轉，正

思、正修。力種性品廣說其相。（陵本三十八卷十八頁 3158）是名一切法隨法行。 
89 起正加行善自防守等者：如說具足成就五支所攝不放逸行。一、前際俱行不放逸行，二、後

際俱行不放逸行，三、中際俱行不放逸行，四、先時所作不放逸行，五、俱時隨行不放逸行。

於戒品中別釋其相。（陵本四十卷六頁 3270）依彼後二不放逸行，此說起正加行善自防守。

依彼初三不放逸行，此說若有所犯，如法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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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達眾相精進，七、不退弱精進，八、不捨軛精進，九、平等精進，十、迴向大菩提精

進。 
天四、釋 

地一、相稱精進 

玄一、標 

若諸菩薩，或為彼彼諸隨煩惱極所逼切，為斷彼彼隨煩惱故，修習種種相稱對治。 
玄二、釋 

謂為對治諸貪欲故，修習不淨；為欲對治諸瞋恚故，修習慈愍；為欲對治諸愚癡故，修

習觀察緣性緣起；為欲對治諸尋思故，修習息念；為欲對治諸憍慢故，修界差別。 
玄三、結 

如是等類，是名菩薩相稱精進。 
地二、串習精進 

若諸菩薩，非唯成就始業、初業所有精進；謂為住心教授教誡，非不亦由串習加行、積

習加行。是名菩薩串習精進。90 
地三、無緩精進 

若諸菩薩，亦非唯有串習加行、積習加行，為住其心教授教誡；然此始業、初業菩薩，

於此加行不緩加行、無間加行、殷重加行。是名菩薩無緩精進。91 
地四、善攝精進 

若諸菩薩從師長所，或自多聞力所持故，無倒而取，92為住其心發勤精進。是名菩薩善

攝精進。 
地五、應時修習相應精進 

若諸菩薩無倒取已，於應止時，能正修止；於應舉時，能策其心；於應捨時，能正修捨。

是名菩薩應時修習相應精進。 
地六、通達眾相精進 

若諸菩薩，於其種種止、舉、捨相，入、住、出相，能善了知、能無忘失、能善通達，

無間修作、殷重修作。93是名菩薩通達眾相相應精進。 

                                                 
90 非唯成就始業初業所有精進等者：聲聞地說：謂有二種初修業者。一、於作意初修業者，二、

淨煩惱初修業者。云何於作意初修業者？謂初修業補特伽羅，安住一緣，勤修作意，乃至未

得所修作意，未能觸證心一境性。云何淨煩惱初修業者？謂已證得所修作意，於諸煩惱欲淨

其心，發起攝受正勤修習了相作意，名淨煩惱初修業者。（陵本二十八卷十三頁 2371）此說

精進，於彼二種隨應當知。從他聽聞相應所緣種種方便，名為住心教授教誡。聲聞地說：初

修業者，雖於相應所緣境界勤修加行，而有諸蓋數數現行，身心麤重。由是因緣，不能令心

速疾得定。（陵本三十一卷六頁 2568）由是此說非不亦由串習加行、積習加行。 
91 於此加行不緩加行等者：聲聞地說：云何名為不緩加行？謂無間方便、殷重方便勤修觀行，

乃至廣說。（陵本三十一卷七頁 2568）此應準知。謂即於此串習加行、積習加行無有緩慢故。 
92 從師長所等者：謂如善達修瑜伽行諸瑜伽師之所開悟，即如是學，於法、於義不顛倒取，無

有我慢，亦不安住自所見取，無邪僻執，是名從師長所無倒而取。義如聲聞地說。（陵本三十

一卷八頁 2571）如說從師長所無倒而取，如是從自多聞無倒而取，當知亦爾。 
93 於其種種止舉捨相等者：聲聞地說：云何止相？謂有二種。一、所緣相，二、因緣相。云何

舉相？謂由淨妙所緣境界，策勵其心，及彼隨順發勤精進。云何捨相？謂由所緣令心上捨，

及於所緣不發所有太過精進。（陵本三十一卷八頁
※2572）今說菩薩於此三相能善了知，於諸

定地諸行相狀善取、善了，能入諸定，是名入相。又復善取、善了諸行相狀，隨其所欲能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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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七、不退弱精進 

若諸菩薩聞說種種最極廣大、最極甚深、不可思議、不可度量菩薩精進，不自輕懱，心

不怯弱，不於所有少分下劣差別證中而生喜足，不求上進。是名菩薩不退弱精進。 
地八、不捨軛精進 

若諸菩薩，於時時間密護根門、飲食知量、初夜後夜常勤修習悎 94寤瑜伽、正知而住。

於如是類等持資糧能攝受轉，即於其中熾然修習，於能引攝無倒義利，於一切時勤加功

用。是名菩薩不捨軛精進。 
地九、平等精進 

若諸菩薩發勤精進，不緩不急，平等雙運；95普於一切應作事中，亦能平等殷重修作。

是名菩薩平等精進。 
地十、迴向大菩提精進 

若諸菩薩一切精進有所為作，無不皆為迴向無上正等菩提。是名菩薩迴向大菩提精進。 
戌四、結 

如是最初自性精進，乃至最後清淨精進，皆得菩薩大菩提果。菩薩依此所有精進，圓滿

精進波羅蜜多，能於無上正等菩提速疾已證、當證、今證。 

                                                                                                                                                         
於定，於三摩地無復退失，是名住相。若於入定諸行相狀不復思惟，於不定地分別體相所攝

定地不同類法作意思惟，出三摩地，是名出相。義如三摩呬多地說。（陵本十三卷三頁 1073）
今說菩薩善取彼相，能無忘失，於彼種種證得心一境性，是名能善通達。謂通達三摩地所行

影像，唯是其識故。如解深密經說。（三卷三頁 16,698a） 
※「八頁」，披尋記原作「九頁」。 

94 「悎」，陵本作「覺」。韓清淨註：改為「悎」。 
95 平等雙運者：此說奢摩他、毗鉢舍那二種和合平等俱轉，即此說名雙運轉道。聲聞地中顯示

其相應知。（陵本三十一卷十六頁 2600）由此成辦一切神通所作，名於一切應作事中，亦能

平等殷重修作。決擇分說，此名速疾神通清淨故。（陵本七十五卷六頁 5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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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師地論》卷 43 
（大正 30，527b10-533a22） 

〈本地分中菩薩地初持瑜伽處靜慮品第十三〉 
 

酉五、定度（即靜慮品） 

戌一、徵 

云何菩薩靜慮波羅蜜多？ 
戌二、列 

亥一、嗢柁南 

嗢柁南曰： 
 自性一切難 一切門善士 一切種遂求 二世樂清淨 
 如是九種相 名略說靜慮 

亥二、長行 

謂九種相靜慮，名為菩薩靜慮波羅蜜多。一者、自性靜慮，二者、一切靜慮，三者、難

行靜慮，四者、一切門靜慮，五者、善士靜慮，六者、一切種靜慮，七者、遂求靜慮，

八者、此世他世樂靜慮，九者、清淨靜慮。 
戌三、釋 

亥一、自性靜慮 

天一、徵 

云何菩薩自性靜慮？ 
天二、釋 

謂諸菩薩，於菩薩藏聞思為先，所有妙善世出世 1間心一境性，心正安住，或奢摩他品、

或毗鉢舍那品、或雙運道俱通二品。 
天三、結 

當知即是菩薩所有靜慮自性。 
亥二、一切靜慮 

天一、徵 

云何菩薩一切靜慮？ 
天二、釋 

地一、標列種類 

玄一、二種 

謂此靜慮略有二種。一者、世間靜慮，二者、出世間靜慮。 
玄二、三種 

當知此二，隨其所應復有三種。一者、現法樂住靜慮，二者、能引菩薩等持功德靜慮，

三者、饒益有情靜慮。 
地二、隨釋三種 

                                                 
1 「世」，大正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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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一、現法樂住靜慮 

若諸菩薩所有靜慮，遠離一切分別，能生身心輕安，最極寂靜，遠離憍舉，離諸愛味，

泯一切相，當知是名菩薩現法樂住靜慮。2 
玄二、能引菩薩等持功德靜慮 

黃一、釋 

宇一、能引等持 

若諸菩薩所有靜慮，能引能住種種殊勝、不可思議、不可度量十力種性所攝等持。如是

等持，一切聲聞及獨覺等不知其名，何況能入。 
宇二、能引功德 

若諸菩薩所有靜慮，能引能住一切菩薩解脫、勝處、遍處、無礙解、無諍、願智等共諸

聲聞所有功德。 
黃二、結 

當知是名能引菩薩等持功德靜慮。 
玄三、饒益有情靜慮 

菩薩饒益有情靜慮有十一種，如前應知。謂諸菩薩依止靜慮，於諸有情能引義利彼彼事

業，與作助伴，於有苦者能為除苦；於諸有情能如理說；於有恩者知恩知惠，現前酬報；

於諸怖畏能為救護；於喪失處能解愁憂；於有匱乏施與資財；於諸大眾善能匡御；於諸

有情善隨心轉；於實有德讚美令喜；於諸有過能正調伏；為物現通，恐怖引攝。 
天三、結 

如是一切總名菩薩一切靜慮。此外無有若過若增。 
亥三、難行靜慮 

天一、徵 

云何菩薩難行靜慮？ 
天二、標 

謂此靜慮略有三種。 
天三、釋 

地一、捨靜慮樂還生欲界 

若諸菩薩已能安住廣大、殊勝、極善成熟、多所引發諸靜慮住，3隨自欲樂，捨彼最勝

諸靜慮樂，愍有情故，等觀無量利有情事，為諸有情義利成熟，故意思擇還生欲界。當

知是名菩薩第一難行靜慮。 
地二、能發起餘菩薩等持 

若諸菩薩依止靜慮，能發種種無量無數不可思議，超過一切聲聞、獨覺所行境界菩薩等

持。當知是名菩薩第二難行靜慮。 
地三、速證無上正等菩提 

若諸菩薩依止靜慮，速證無上正等菩提。當知是名菩薩第三難行靜慮。 
                                                 
2 遠離一切分別等者：謂諸菩薩，依諸靜慮，觀一切事遠離一切言說自性，唯有諸法離言自性，

心正安住，是名遠離一切分別。於自所證定無疑惑，是名遠離憍舉。能捨彼樂，還生欲界，

是名離諸愛味。思惟無相，聖住所攝，是名泯一切相。 
3 極善成熟多所引發等者：謂諸靜慮，善能成熟自佛法故，是名極善成熟。引發無量神通及功

德故，是名多所引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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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四、一切門靜慮 

云何菩薩一切門靜慮？謂此靜慮略有四種。一者、有尋有伺靜慮，二者、喜俱行靜慮，

三者、樂俱行靜慮，四者、捨俱行靜慮。4 
亥五、善士靜慮 

云何菩薩善士靜慮？謂此靜慮略有五種。一者、無愛味靜慮，二者、慈俱行靜慮，三者、

悲俱行靜慮，四者、喜俱行靜慮，五者、捨俱行靜慮。5 
亥六、一切種靜慮 

天一、徵 

云何菩薩一切種靜慮？ 
天二、標 

謂此靜慮，六種、七種，總十三種。 
天三、釋 

地一、六種 

言六種者，一者、善靜慮，二者、無記變化靜慮，6三者、奢摩他品靜慮，四者、毗鉢

舍那品靜慮，五者、於自他利正審思惟靜慮，六者、能引神通威力功德靜慮。 
地二、七種 

言七種者，一者、名緣靜慮，二者、義緣靜慮，三者、止相緣靜慮，四者、舉相緣靜慮，

五者、捨相緣靜慮，六者、現法樂住靜慮，七者、能饒益他靜慮。 
天四、結 

如是十三種，名為菩薩一切種靜慮。 
亥七、遂求靜慮 

云何菩薩遂求靜慮？謂此靜慮略有八種。一者、於諸毒藥、霜雹、毒熱、鬼所魅等種種

災患能息，能成呪術所依靜慮；7二者、於界互違所生眾病能除靜慮；三者、於諸饑饉

大災旱等現在前時，興致甘雨靜慮；四者、於其種種人非人作水陸怖畏，能正拔濟靜慮；

五者、於乏飲食墮在曠野諸有情類，能施飲食靜慮；六者、於乏財位所化有情，能施種

種財位靜慮；七者、於十方界放逸有情，能正諫誨靜慮；八者、於諸有情隨所生起所應

作事，能正造作靜慮。 
亥八、二世樂靜慮 

云何菩薩此世他世樂靜慮？謂此靜慮略有九種。一者、神通變現調伏有情靜慮；二者、

記說變現調伏有情靜慮；三者、教誡變現調伏有情靜慮；8四者、於造惡者示現惡趣靜

                                                 
4 謂此靜慮略有四種等者：初靜慮中有尋有伺，是名有尋有伺靜慮。第二靜慮喜根未斷，名喜

俱行靜慮。第三靜慮樂根未斷，名樂俱行靜慮。第四靜慮捨相清淨，名捨俱行靜慮。 
5 謂此靜慮略有五種等者：三摩呬多地中說：有愛味相應靜慮等定。謂聞初靜慮等所有功德，

於上出離不了知故，便生愛味，戀著堅住。（陵本十二卷三頁 969）與彼相違，名無愛味靜慮。

又說四無量定，即此後四靜慮應知。 
6 無記變化靜慮者：決擇分說：為引導他，或為利益諸有情故，而起變化，當知是善。（陵本五

十五卷十三頁 4440）今為簡彼，說餘變化，故是無記。 
7 能成呪術所依靜慮者：謂彼呪術能息種種災患，以此靜慮為所依止，故說靜慮能成呪術所依。

此中呪術，謂即呪句、明句。發心品說：若餘眾生為欲息滅疾疫災橫，所用無驗呪句、明句，

菩薩用之尚令有驗，何況驗者。（陵本三十五卷十五頁 2879）此應準知。 
8 神通變現調伏有情靜慮等者：聲聞地說三種神變教授。一、神境神變，二、記說神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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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五者、於失辯者能施辯才靜慮；六者、於失念者能施正念靜慮；七者、制造建立無

顛倒論、微妙讚頌摩怛理迦，能令正法久住靜慮；八者、於諸世間工巧業處，能引義利，

饒益有情種種書算、測度、數印、床座、傘屧，如是等類種種差別資生眾具能隨造作靜

慮；九者、於生惡趣所化有情，為欲暫時息彼眾苦，放大光明照燭 9靜慮。 
亥九、清淨靜慮 

云何菩薩清淨靜慮？謂此靜慮略有十種。一者、由世間淨，離諸愛味清淨靜慮。二者、

由出世淨，無有染汙清淨靜慮。三者、由加行淨，清淨靜慮。四者、由得根本淨，清淨

靜慮。五者、由根本勝進淨，清淨靜慮。六者、由入、住、出自在淨，清淨靜慮。七者、

捨靜慮已，復還證入自在淨，清淨靜慮。八者、神通變現自在淨，清淨靜慮。九者、離

一切見趣淨，清淨靜慮。十者、一切煩惱、所知障淨，清淨靜慮。10 
戌四、結 

如是靜慮無量無邊，能得菩薩大菩提果。菩薩依此圓滿靜慮波羅蜜多，能於無上正等菩

提速疾已證、當證、今證。 
 

〈本地分中菩薩地初持瑜伽處慧品第十四〉 
 

酉六、慧度（即慧品） 

戌一、徵 

云何菩薩慧波羅蜜多？ 
戌二、列 

亥一、嗢柁南 

嗢柁南曰： 
 自性一切難 一切門善士 一切種遂求 二世樂清淨 
 如是九種相 是名略說慧 

亥二、長行 

謂九種相慧，名為菩薩慧波羅蜜多。一者、自性慧，二者、一切慧，三者、難行慧，四

者、一切門慧，五者、善士慧，六者、一切種慧，七者、遂求慧，八者、此世他世樂慧，

九者、清淨慧。 
戌三、釋 

亥一、自性慧 

天一、徵 

云何菩薩自性慧？ 
天二、釋 

                                                                                                                                                         
教誡神變。（陵本二十七卷二十二頁 2321）此說三種變現調伏有情，如彼應釋。 

9 「燭」，磧砂、大正、陵本作「觸」。 
10 謂此靜慮略有十種等者：決擇分說此十清淨。一、清淨清淨，二、無漏清淨，三、根本方便

清淨，四、證得根本清淨，五、自在方便清淨，六、住自在清淨，七、引發神通自在清淨，

八、成熟有情自在清淨，九、降伏外道自在清淨，十、無上離繫清淨。（陵本七十五卷七頁

5765）當知是此所說略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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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能悟入一切所知及已悟入一切所知揀擇諸法，11普緣一切五明處轉。一、內明處，二、

因明處，三、醫方明處，四、聲明處，五、工業明處。 
天三、結 

當知即是菩薩一切慧之自性。 
亥二、一切慧 

天一、徵 

云何菩薩一切慧？ 
天二、釋 

地一、標列種類 

玄一、二種 

當知此慧略有二種。一者、世間慧，二者、出世間慧。 
玄二、三種 

此二略說復有三種。一、能於所知真實隨覺通達慧，二、能於如所說五明處及三聚中決

定善巧慧，三、能作一切有情義利慧。 
地二、隨釋三種 

玄一、能於所知真實隨覺通達慧 

若諸菩薩於離言說法無我性，或於真諦將欲覺悟 12、或於真諦正覺悟 13時、或於真諦覺

悟 14已後所有妙慧。最勝寂靜明了現前，無有分別，離諸戲論；於一切法悟平等性，入

大總相；究達一切所知邊際，遠離增益、損減二邊，順入中道。是名菩薩能於所知真實

隨覺通達慧。15 
玄二、能於五明三聚決定善巧慧 

黃一、釋 

宇一、於五明處 

若諸菩薩，於五明處決定善巧，廣說如前力種性品，應知其相。 
宇二、於三聚中 

及於三聚中決定善巧，謂於能引義利法聚、能引非義利法聚、能引非義利非非義利法聚，

                                                 
11 謂能悟入一切所知等者：約俱生慧，名能悟入。約引發慧，名已悟入。 
12 「悟」，磧砂、陵本作「寤」。 
13 「悟」，磧砂、大正、陵本作「寤」。 
14 「悟」，磧砂、大正、陵本作「寤」。 
15 或於真諦將欲覺悟等者：此中妙慧，有三位別。一、於真諦將欲覺悟，此即無漏加行慧。二、

於真諦正覺悟時，此即無漏慧。三、於真諦覺悟已後，此即無漏後得慧。言真諦者，謂即法

無我性真實義相。又復妙慧，即是菩薩四如實智。於真諦將覺悟時，說此四如實智最勝寂靜

明了現前，無有分別，離諸戲論。以於勝解行住上忍轉時，趣現觀心有如是相故。聲聞地說：

上忍生時，其心寂靜，雖似遠離，而非遠離。又於爾時，非美睡眠之所覆蓋，唯有分明無高、

無下奢摩他行。（陵本三十四卷二十頁 2792）今說菩薩上忍轉位，最勝寂靜明了現前，準彼

應釋。於真諦正覺悟時，說此四如實智於一切法悟平等性，入大總相。謂入法無我時，於一

切法離言自性、假說自性，平等平等如實通達故。此法無我，名大總相，遍一切法皆同一味

故。於真諦覺悟以後，說此四如實智究達一切所知邊際，遠離增益、損減二邊，順入中道。

住品中說：四如實智，始從勝解行住乃至有加行有功用無相住，未極清淨。（陵本四十八卷十

六頁 3865）由是當知，四如實智，地前、地上一切位有，是故此中作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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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如實知。16 
黃二、結 

於是八處所有妙慧善巧攝受，能速圓滿廣大無上妙智資糧，速證無上正等菩提。17 
玄三、能作一切有情義利慧 

能作一切有情義利慧有十一種，如前應知。即於彼位所有妙慧，當知是名饒益有情慧。 
亥三、難行慧 

天一、徵 

云何菩薩難行慧？ 
天二、標 

當知此慧略有三種。 
天三、釋 

地一、知法無我 

若諸菩薩能知甚深法無我智，是名第一難行慧。 
地二、調伏方便 

若諸菩薩能了有情調伏方便智，是名第二難行慧。 
地三、離所知障 

若諸菩薩了知一切所知境界無障礙智，是名第三最難行慧。 
亥四、一切門慧 

云何菩薩一切門慧？當知此慧略有四種。謂於聲聞藏及菩薩藏，所有勝妙聞所成慧、思

所成慧，於能思擇菩薩所應作應隨轉中，及菩薩所不應作應止息中，思擇力所攝慧，及

修習力所攝三摩呬多地無量慧。 
亥五、善士慧 

天一、徵 

云何菩薩善士慧？ 
天二、標 

當知此慧略有五種。 
天三、列 

地一、第一五種 

一、聽聞正法所集成慧，二、內正作意俱行慧，三、自他利行方便俱行慧，18四、於諸

法法住、法安立無顛倒中善決定慧，19五、捨煩惱慧。 
地二、第二五種 

復有異門。一、微細慧，悟入所知如所有性故。二、周備慧，悟入所知盡所有性故。三、

俱生慧，宿智資糧所集成故。四、具教慧，能於諸佛、已入大地諸菩薩眾所聞 20法義具

                                                 
16 謂於能引義利法聚等者：此中三種法聚，如其次第，能令有情墮三聚定。謂正性聚定、邪性

聚定、不定聚定。是名能引義利，乃至能引非義利非非義利。 
17 速證無上正等菩提者：此句下應有結文。謂如前標，應說：是名能於如所說五明處及三聚中

決定善巧慧。 
18 自他利行方便俱行慧者：謂於一切所應作、所不應作如實了知，是名方便俱行慧。 
19 於諸法法住等者：如其法性，以無顛倒文句安立，是名法住。如有尋有伺地說應知。（陵本十

卷十七頁 817） 
20 「聞」，磧砂作「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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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持故。五、具證慧，從淨意樂地乃至到究竟地所攝受故。 
亥六、一切種慧 

天一、徵 

云何菩薩一切種慧？ 
天二、標 

當知此慧，六種、七種，總十三種。 
天三、列 

地一、六種 

六種慧者，謂於諸諦苦智、集智、滅智、道智，於究竟位盡智、無生智，是名六慧。 
地二、七種 

七種慧者，謂法智、類智、世俗智、神通智、相智、十力前行智、四道理中正道理智。21 
亥七、遂求慧 

天一、徵起 

云何菩薩遂求慧？ 
天二、總標 

當知此慧略有八種。 
天三、列釋 

一、依法異門智，所謂菩薩法無礙慧。二、依法相智，所謂菩薩義無礙慧。三、依法釋

辭智，所謂菩薩釋辭無礙慧。四、依法品類句差別智，22所謂菩薩辯才無礙慧。五、菩

薩一切摧伏他論慧。六、菩薩一切成立自論慧。七、菩薩一切正訓營為家屬家產慧。23八、

菩薩一切善解種種王政 24世務慧。25 
亥八、二世樂慧 

天一、徵 

云何菩薩此世他世樂慧？ 
天二、標 

當知此慧略有九種。26 
                                                 
21 謂法智類智等者：於內

※
共了、現見所知諸義境界無漏之智，是名法智。於不共了、不現見所

知義境無漏之智，是名類智。依世間慧，如來為諸眾生隨其意解、隨其隨眠宣說妙法，名世

俗智。如顯揚論說應知。（顯揚論二卷十六頁 31,489c）言相智者，謂於法相能正了知通達之

慧。法相有三，一者、遍計所執相，二者、依他起相，三者、圓成實相。解深密經一切法相

品廣釋應知。（解深密經二卷一頁 16,693a）十力作業，智為前行，是名十力前行智，由是說

言處非處智力乃至漏盡智力。餘文易知。 
 ※顯揚論原文無「內」字。 
22 依法品類句差別智者：於一切法一切盡所有性、如所有性，名法品類差別。思擇諸法四句等

別，名句差別。 
23 菩薩一切正訓營為家屬家產慧者：此中偏說在家菩薩。謂於家屬能正訓誨，及於家產能正營

為故。 
24 「政」，磧砂、大正、陵本作「正」。 
25 善解種種王政世務慧者：此中王政，謂即事王。世務，謂餘營農、牧牛、商賈、計算、書數、

雕印種種工巧業處應知。 
26 當知此慧略有九種者：謂五明處善明淨慧為五，及與示現、教導、讚勵、慶慰四慧，故成九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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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三、釋 

地一、於五明處 

謂諸菩薩，於內明處，能善明淨、善安住慧；於醫方明處、因明處、聲明處、世工業明

處，能善明淨、非安住慧。27 
地二、於他所化 

一切菩薩，即用如是於五明處善明淨慧以為依止，於他愚癡、放逸、怯弱、勤修正行所

化有情，如其次第，示現、教導、讚勵、慶慰慧。 
亥九、清淨慧 

天一、徵起 

云何菩薩清淨慧？ 
天二、總標 

當知此慧略有十種。 
天三、列釋 

地一、於真實義 

於真實義有二種慧。謂由盡所有性及如所有性取真實義故。 
地二、於流轉義 

於流轉義有二種慧。謂取正因果故。 
地三、於執受義 

於執受義有二種慧。謂顛倒、不顛倒，如實了知故。 
地四、於方便義 

於方便義有二種慧。謂一切所應作、所不應作，如實了知故。 
地五、於究竟義 

於究竟義有二種慧。謂雜染，如實了知雜染故；清淨，如實了知清淨故。28 
天四、結名 

如是菩薩五義十種差別淨慧，當知是名最勝淨慧。 
戌四、結 

如是菩薩極善決定無量妙慧，29能證菩薩大菩提果。菩薩依此，能圓滿慧波羅蜜多，速

證無上正等菩提。 
申三、總辨 

酉一、明所攝 

戌一、攝一切種 

亥一、標 

復次，如是六種波羅蜜多，世尊彼彼素怛纜中處處散說，今於此中攝在一處，略說應知。 

                                                 
27 於醫方明處等者：此四明處，唯是世間。於彼諸相能正解了，名善明淨。然不愛樂味著，名

非安住。 
28 當知此慧略有十種等者：決擇分說：慧波羅蜜多有五清淨。一、通達諸相清淨，二、通達緣

起清淨，三、通達教導清淨，四、通達士用清淨，五、通達證得清淨。（陵本七十五卷七頁

5766）此說五義，如次應知。 
29 極善決定無量妙慧者：若諸菩薩已入大地，已善通達菩提自性，已善通達菩提方便，彼所有

慧自內所證，不從他緣，名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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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二、釋 

天一、舉施 

謂佛所說素怛纜中，所有施波羅蜜多乃至慧波羅蜜多，或標或釋，彼皆於此或自性施，

廣說乃至或清淨施趣入攝受，如其所應皆當了知。 
天二、例餘 

如是所餘，如所宣說戒乃至慧趣入攝受，如其所應亦當了知。30 
戌二、攝一切行 

亥一、略明依止 

天一、舉施 

又諸如來為菩薩時，所行一切菩薩行中，所有無量本生相應難行苦行，當知一切與施相

應，依止於施。 
天二、例餘 

如說其施，如是戒、忍、精進、靜慮、慧相應，依止戒、忍、精進、靜慮、慧，當知亦

爾。 
亥二、辨依差別 

或唯依施，廣說乃至或唯依慧，或雜依二，或雜依三，或雜依四，或雜依五，或雜依一

切六波羅蜜多，皆應了知。 
酉二、明最勝 

戌一、因勝 

如是六種波羅蜜多，菩薩為證無上正等菩提果故，精勤修集。是大白法溟，名大白法海；

是一切有情、一切種類圓滿之因，31名為涌施大寶泉池。 
戌二、果勝 

又即如是所集無量福智資糧，更無餘果可共相稱，唯除無上正等菩提。 
 

〈本地分中菩薩地初持瑜伽處攝事品第十五〉 
 

未二、四攝事 

申一、徵 

云何菩薩四種攝事？ 
申二、列 

酉一、嗢柁南 

嗢柁南曰： 
 自性一切難 一切門善士 一切種遂求 二世樂清淨 
 如是九種相 名略說攝事 

酉二、長行 

                                                 
30 如是所餘等者：謂如四攝事等，是名所餘。於彼趣入及與攝受，亦如波羅蜜多應知。 
31 是一切有情一切種類圓滿之因者：謂此六種波羅蜜多，能令無種姓一切有情皆往善趣，及令

有種姓一切種類乘三乘法而得出離，由是名為圓滿之因。隨其所應，令諸有情皆得成熟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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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九種相攝事，名為菩薩四種攝事。一者、自性攝事，二者、一切攝事，三者、難行攝

事，四者、一切門攝事，五者、善士攝事，六者、一切種攝事，七者、遂求攝事，八者、

此世他世樂攝事，九者、清淨攝事。 
申三、釋 

酉一、愛語 

戌一、自性愛語 

亥一、徵 

云何菩薩自性愛語？ 
亥二、釋 

謂諸菩薩，於諸有情常樂宣說悅可意語、諦語、法語、引攝義語。32 
亥三、結 

當知是名略說菩薩愛語自性。 
戌二、一切愛語 

亥一、徵起 

云何菩薩一切愛語？ 
亥二、總標 

謂此愛語略有三種。 
亥三、列釋 

天一、別釋三種 

地一、釋 

玄一、慰喻語 

一者、菩薩設慰喻語。由此語故，菩薩恆時對諸有情遠離顰蹙，先發善言，舒顏平視，

含笑為先，或問安隱吉祥，或問諸界調適，或問晝夜怡樂，或命前進善來，以是等相慰

問有情，隨世儀轉，順覩人性。 
玄二、慶悅語 

二者、菩薩設慶悅語。由此語故，菩薩若見有情妻子、眷屬、財穀，其所昌盛而不自知，

如應覺悟，以申慶悅。或知信、戒、聞、捨、慧增，亦復慶悅。 
玄三、勝益語 

三者、菩薩設勝益語。由此語故，菩薩宣說一切種德圓滿法教相應之語，利益安樂一切

有情，恆常現前以勝益語而為饒益。33 
                                                 
32 常樂宣說悅可意語等者：此顯愛語有三種相，所謂悅意、無染、唯善。令他慶悅，是名悅可

意語，即悅意相。令自尸羅終無穿闕，是名諦語，即無染相。令他出不善處，安住善處，因

之引攝利益安樂，是名法語、引攝義語，即唯善相。義如思所成地說。（陵本十九卷一頁 1611） 
33 謂此愛語略有三種等者：此中三種，如次應知三相所攝。一、慰喻語，悅意相攝，此即悅可

意語。言隨世儀轉，順覩人性者，菩提分品中說菩薩善知世間。若見年德俱尊勝者，能正奉

迎，敷座延坐，敬問、禮拜、合掌、殷勤，修和敬業。若見年德俱相似者，能正問訊、酬對、

歡慰，以軟美言共興談論，不依等慢而自格量。若見年德俱卑劣者，隨力隨能勸
※
修勝德，乃

至廣說。（陵本四十四卷十九頁 3605）此應準釋。二、慶悅語，無染相攝，此即諦語，由慶

悅他真實德故。三、勝益語，唯善相攝，此即法語、引攝義語。言一切種德圓滿法教者，謂

即如來於三聚法現等正覺之所宣說。何等為三？一者、能引有義聚法，二者、能引無義聚法，

三者、非能引有義聚法、非能引無義聚法。由此相應語言，利益安樂一切有情，是故說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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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二、結 

是名菩薩一切愛語差別應知。 
天二、略攝二種 

地一、徵 

云何略說如是菩薩一切愛語？ 
地二、標 

當知此語略為二種。 
地三、列 

一、隨世儀軌語，二、順正法教語。 
地四、攝 

若慰喻語、若慶悅語，當知是名隨世儀軌語；若勝益語，當知是名順正法教語。 
戌三、難行愛語 

亥一、徵 

云何菩薩難行愛語？ 
亥二、標 

當知此語略有三種。 
亥三、釋 

天一、於怨害所 

若諸菩薩，於能殺害怨家惡友，以善淨心、無穢濁心，34思擇為說若慰喻語、若慶悅語、

若勝益語，當知是名菩薩第一難行愛語。 
天二、於愚鈍所 

若諸菩薩，於其上品愚癡鈍根諸有情所，心無疑慮，思擇為說種種法教，誓受疲勞，如

理如法，如善攝取，35當知是名菩薩第二難行愛語。 
天三、於諂誑所 

若諸菩薩，於其諂詐欺誑親教、軌範、尊長真實福田行邪惡行諸有情所，無嫌恨心、無

恚惱心，思擇為說若慰喻語、若慶悅語、若勝益語，當知是名菩薩第三難行愛語。 
戌四、一切門愛語 

亥一、徵 

云何菩薩一切門愛語？ 
亥二、標 

當知此語略有四種。 
亥三、列 

                                                                                                                                                         
勝益語。 
※「勸」，披尋記原作「勤」。卷四十四原文作「勸」。 

34 以善淨心無穢濁心者：謂諸菩薩憐愍意樂、增上意樂，名善淨心。無惡分別，不欲惱害，是

名無穢濁心。 
35 如理如法如善攝取者：依現、比、至教道理而說正法，非不依彼三量道理，是名如理。又所

宣說應四聖諦，是名如法。義如力種性品說。（陵本三十八卷十七頁 3154）以其隨順八種教

授而正教授，五種教誡而正教誡，是名如善攝取。言攝取者，謂諸菩薩正御徒眾，於彼有情

攝取攝受故。義如攝受品說。（陵本四十八卷二十七頁 3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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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欲斷諸蓋向善趣者，為說先時所應作法。36二、遠離諸蓋心調善者，為說增進四聖

諦等相應正法。三、在家出家多放逸者，無倒諫誨，方便令其出離放逸行，住不放逸行。

四、於諸法中多疑惑者，為令當來離疑惑故，為說正法論議 37決擇。 
戌五、善士愛語 

亥一、徵 

云何菩薩善士愛語？ 
亥二、標 

當知此語略有五種。 
亥三、列 

謂諸菩薩為所化生，能說如來及諸菩薩有因緣法、有出離法、有所依法、有勇決法、有

神變法。 
亥四、釋 

天一、有因緣 

若所說法，得處有因，制立學處，38是故此法名有因緣。 
天二、有出離 

若所說法，於所受學有毀犯者，施設還淨，是故此法名有出離。 
天三、有所依 

若所說法，四依所攝，施設無倒法律正行，39是故此法名有所依。 
天四、有勇決 

若所說法，能正顯示出一切苦不退還行，40是故此法名有勇決。 
天五、有神變 

若所說法，作三神變，41一切所說終不唐捐，是故此法名有神變。 
戌六、一切種愛語 

亥一、徵 

云何菩薩一切種愛語？ 
亥二、標 

當知此語，六種、七種，總十三種。 
亥三、釋 

天一、六種 

言六種者，一、於應聽法開聽愛語，二、於應制法遮制愛語，三、開示諸法法門愛語，

四、開示無倒法相愛語，五、開示無倒訓釋諸法言辭愛語，六、開示無倒法句品類差別

                                                 
36 為說先時所應作法者：所謂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於諸欲中，能廣開示過患出離清淨品法，

是名先時所應作法。如聲聞地說應知。（陵本二十五卷四頁 2086） 
37 「議」，磧砂、大正、陵本作「義」。 
38 若所說法得處有因等者：謂有緣起，制立一切所學處故。如攝異門分釋。（陵本八十三卷七頁

6295） 
39 若所說法四依所攝等者：此中四依，所謂衣服、飲食、臥具、病緣醫藥供身什物。由依此故，

於善說法毗奈耶中出家受具，成苾芻分。如忍品說。（陵本四十二卷九頁 3440）由是此說施

設無倒法律正行，謂能超越一切惡戒諸毀犯故。 
40 出一切苦不退還行者：謂即道諦應知。 
41 若所說法作三神變者：謂即神境神變、記說神變、教誡神變，名三神變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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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語。42 
天二、七種 

言七種者，一、慰喻愛語；二、慶悅愛語；三、於他有情一切資具少希欲中，一切所作

及以正至少希欲中，廣恣愛語；43四、安慰種種驚怖愛語；五、如理宣說所攝愛語；六、

為欲令他出不善處安立 44善處，正見聞疑舉訶愛語；45七、請他有力饒益愛語。 
亥四、結 

如是菩薩十三種語，當知名為一切種愛語。 
戌七、遂求愛語 

亥一、徵 

云何菩薩遂求愛語？ 
亥二、標 

當知此語略有八種。 
亥三、列 

謂諸菩薩依四淨語，起八聖語，是名菩薩遂求愛語。 
亥四、釋 

天一、四淨語 

四淨語者，謂離妄語及以離間、麤惡、綺語。 
天二、八聖語 

八聖語者，謂見言見，聞言聞，覺言覺，知言知，不見言不見，不聞言不聞，不覺言不

覺，不知言不知。 
戌八、二世樂愛語 

亥一、徵 

云何菩薩此世他世樂愛語？ 
亥二、標 

當知此語略有九種。 
亥三、列 

一、說正法斷親屬難愁憂愛語，二、說正法斷財位難愁憂愛語，三、說正法斷無病難愁

憂愛語，四、說正法斷淨戒難眾苦愛語，五、說正法斷正見難眾苦愛語，六、說正法讚

美淨戒圓滿愛語，七、說正法讚美正見圓滿愛語，八、說正法讚美軌則圓滿愛語，九、

說正法讚美正命圓滿愛語。46 

                                                 
42 開示諸法法門愛語等者：此中四種愛語，如其次第，當知以四無礙慧為所依止。四無礙慧如

慧品釋。（陵本四十三卷七頁 3500）由此遣他展轉所生疑惑，是名開示。 
43 廣恣愛語者：恣彼所求，對彼宣說悅意語故。 
44 「立」，磧砂、大正、陵本作「住」。 
45 正見聞疑舉訶愛語者：舉謂諫舉，訶謂訶責。聲聞地說：謂若有餘，於增上戒毀犯尸羅，於

增上軌毀犯軌則，由見聞疑能正諫舉，真實不以虛妄，應時不以非時，饒益不以衰損，柔軟

不以麤獷，善友不以憎嫉。如是名為善能諫舉。（陵本二十五卷三頁 2079）又戒品說：若諸

有情，有下中上過失違犯，內懷親愛無損惱心，以軟、中、上訶責而訶責之。（陵本四十卷十

三頁 3302）此說舉訶愛語，準彼應知。 
46 當知此語略有九種等者：此中前五種難，即五衰損之異名。謂眷屬衰損、財位衰損、無病衰

損、淨戒衰損、正見衰損。由是因緣，住諸苦惱，故生愁憂。菩薩為說正法，能善開解，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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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九、清淨愛語 

亥一、徵 

云何菩薩清淨愛語？ 
亥二、標 

當知此語有二十種。 
亥三、指 

謂二十相宣說正法，應知如前力種性品。47 
酉二、利行 

戌一、總標 

亥一、徵 

云何菩薩利行？ 
亥二、釋 

天一、指共相 

謂此利行廣如愛語，應知其相。 
天二、明差別 

於利行中餘差別義，我今當說。謂諸菩薩，由一切品差別愛語，48隨說彼彼趣義利行，

饒益有情，故名利行。 
戌二、別辨 

亥一、自性利行 

天一、徵 

云何菩薩自性利行？ 
天二、釋 

謂諸菩薩由彼愛語，為諸有情示現正理，隨其所應，於諸所學隨義利行，法隨法行。49如

是行中，安住悲心、無愛染心，勸導、調伏、安處、建立。 
天三、結 

是名略說利行自性。 
亥二、一切利行 

天一、徵 

云何菩薩一切利行？ 
天二、釋 

地一、標列種類 

                                                                                                                                                         
得遠離，說彼名斷。於戒品中，略說少分應知。（陵本四十卷十頁 3288） 

47 當知此語有二十種等者：力種性品說：菩薩說正法相略有二十。如彼應知。（陵本三十八卷十

七頁 3158） 
48 由一切品差別愛語者：前說愛語，略為二種。一、隨世儀軌語，二、順正法教語，是名一切

品。即於此中，若慰喻語、若慶悅語、若勝益語，名一切品差別。 
49 為諸有情示現正理等者：聲聞地說，隨順學法略有十種，謂能對治十種違逆學法應知。（陵本

二十八卷四頁 2336）是名於諸所學隨義利行。身語意業無倒隨轉，正聞思修，是名於諸所學

法隨法行。菩薩為諸有情，於彼彼行隨其所應，示現四種真實道理，謂觀待道理、作用道理、

證成道理、法爾道理，是名示現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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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一、二種 

當知此行略有二種。一、未成熟有情能成熟利行；二、已成熟有情令解脫利行。 
玄二、三種 

即此利行復由三門。一、於現法利勸導利行；二、於後法利勸導利行；三、於現法後法

利勸導利行。 
地二、隨釋三種 

玄一、於現法利勸導利行 

黃一、明勸導 

於現法利勸導利行者，謂正勸導，以法業德，招集、守護、增長財位，50當知是名於現

法利勸導利行。 
黃二、釋現樂 

由此能令從他獲得廣大名稱及現法樂；由資具樂，攝受安住。 
玄二、於後法利勸導利行 

黃一、明勸導 

於後法利勸導利行者，謂正勸導棄捨財位，清淨出家，受乞求行以自存活，當知是名於

後法利勸導利行。 
黃二、釋後樂 

由 51此能令決定獲得後法安樂，不必獲得現法安樂。 
玄三、於現法後法利勸導利行 

黃一、明勸導 

於現法後法利勸導利行者，謂正勸導，令在家者、或出家者漸次修行，趣向離欲，當知

是名於現法後法利勸導利行。 
黃二、釋俱利 

由此能令於現法中，得身輕安、得心輕安，安樂而住；於後法中，或生淨天，或無餘依

涅槃界中而般涅槃。52 
亥三、難行利行 

天一、徵 

云何菩薩難行利行？ 
天二、標 

當知此行略有三種。 
天三、釋 

                                                 
50 以法業德招集守護增長財位者：如理尋伺，是名以法。由自勤劬，是名以業。由工巧智，是

名以德。由是方便，於彼財位能令獲得，是名招集。能善防護，是名守護。能令廣大，是名

增長。 
51 「由」，磧砂作「中」。 
52 令在家者至而般涅槃者：謂受近事律儀，名在家者。由是律儀，漸令修離惡行，遠離諸欲，

名漸修行，趣向離欲。此增上力，於現法中，不造諸惡；於後法中，當生欲界清淨天果。若

受苾芻律儀，名出家者。由是律儀，漸令修離惡行及離欲行，依世間道及出世道而趣離欲，

名漸修行，趣向離欲。依世間道而離欲者，於現法中，得安樂住；於後法中，當生色無色界

諸清淨天。依出世道而離欲者，於後法中，當於無餘依妙涅槃界而般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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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一、於無善因有情所 

若諸菩薩，於先未有 53勝善根因諸有情所，能行利行，是名第一難行利行。何以故？彼

諸有情難勸導故。 
地二、於極放逸有情所 

若諸菩薩，於有善因現前耽 54著廣大財位、眾具圓滿諸有情所，能行利行，是名第二難

行利行。何以故？彼於廣大極放逸跡、極放逸處耽著轉故。 
地三、於著邪見有情所 

若諸菩薩，於諸外道、著本異道、邪見、邪行諸有情所，能行利行，是名第三難行利行。

何以故？彼於自宗愚癡執故，於正法律憎背執故。 
亥四、一切門利行 

天一、徵 

云何菩薩一切門利行？ 
天二、標 

當知此行略有四種。 
天三、列 

謂諸菩薩，不信有情，於信圓滿殷勤勸導，乃至建立；犯戒有情，於戒圓滿殷勤勸導，

乃至建立；惡慧有情，於慧圓滿殷勤勸導，乃至建立；慳吝有情，於捨圓滿殷勤勸導，

乃至建立。 
亥五、善士利行 

天一、徵 

云何菩薩善士利行？ 
天二、標 

當知此行略有五種。 
天三、列 

謂諸菩薩，於真實義勸導有情；於應時宜勸導有情；55於能引攝勝妙義利勸導有情；於

諸有情柔軟勸導；於諸有情慈心勸導。56 
亥六、一切種利行 

天一、徵 

云何菩薩一切種利行？ 
天二、標 

當知此行，六種、七種，總十三種。 
天三、列 

地一、六種 

                                                 
53 「有」，磧砂、大正、陵本作「行」。 
54 「耽」，大正作「執」。 
55 於真實義勸導有情等者：謂若宣說超勝四種聖諦相應言論，是名於真實義勸導有情。又若宣

說初時所作無倒言論，所謂施論、戒論、生天之論，於諸欲中，能廣開示過患出離清淨品性，

是名於應時宜勸導有情。 
56 於諸有情柔軟勸導等者：謂若諫舉罪時，言不麤獷，名於有情柔軟勸導。起憐愍心，欲作饒

益，名於有情慈心勸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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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六種？謂諸菩薩，若諸有情應攝受者，正攝受之；若諸有情應調伏者，正調伏之；

若諸有情憎背聖教，除其恚惱；若諸有情處中住者，令入聖教；若諸有情已入聖教，正

於三乘令其成熟；若諸有情已成熟者，令得解脫。 
地二、七種 

玄一、徵 

云何七種？ 
玄二、釋 

黃一、舉善資糧守護長養 

謂諸菩薩，安處一分所化有情，於善資糧守護長養。57所謂或依下乘出離，或復依於大

乘出離。 
黃二、例遠離等 

宇一、列四種 

如令所化於善資糧守護長養 58，如是或於遠離、或於心一境性、或於清淨諸障、或於修

習作意，正安處之。 
宇二、明安處 

若有聲聞、獨覺種性，即於聲聞、獨覺乘中而正安處；若有如來種性有情，即於無上正

等菩提最上乘中而正安處。 
亥七、遂求利行 

天一、徵 

云何菩薩遂求利行？ 
天二、標 

當知此行略有八種。 
天三、釋 

地一、舉無慚纏 

謂諸菩薩，見諸有情於應慚處為無慚纏之所纏繞，方便開解，令離彼纏。 
地二、例無愧等 

如無慚纏，如是見有於應愧處為無愧纏之所纏繞，若惛沈纏、若睡眠纏、若掉舉纏、若

惡作纏、嫉纏、慳纏之所纏繞，59方便開解，令離彼纏。 
亥八、二世樂利行 

天一、徵 

云何菩薩此世他世樂利行？ 
天二、標 

當知此行略有九種。 

                                                 
57 安處一分所化有情等者：謂於五處如應安立，是名安處。云何五處？一、護養定資糧處，二、

遠離處，三、心一境性處，四、障清淨處，五、修作意處。聲聞地中別釋其相。（陵本三十卷

五頁 2498）此說於善資糧守護長養，乃至或於修習作意，準彼應知。然此安處唯說所化有情，

為簡非化，故言一分。由彼非化無有種性
※
，定不堪任故。 

※「性」，韓清淨手稿作「姓」。 
58 「如令所化於善資糧守護長養」，披尋記原置於【黃一、舉善資糧守護長養】一科之下。 
59 當知此行略有八種等者：此依八纏而得建立，如文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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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三、釋 

地一、依淨身業 

謂諸菩薩於他有情，依淨身業，勸令遠離一切殺生；勸令遠離諸不與取；勸令遠離諸欲

邪行；勸令遠離一切窣羅、若迷隸耶，及以末陀放逸處酒。 
地二、依淨語業 

依淨語業，勸令遠離一切妄語，勸令遠離諸離間語，勸令遠離諸麤惡語，勸令遠離一切

綺語。 
地三、依淨意業 

依淨意業，勸令遠離一切貪欲、瞋恚、邪見。 
亥九、清淨利行 

天一、徵 

云何菩薩清淨利行？ 
天二、標 

當知此行略有十種。謂諸菩薩於諸有情，依外清淨有五利行，依內清淨有五利行。 
天三、釋 

地一、依外清淨 

玄一、徵 

云何菩薩於諸有情依外清淨有五利行？ 
玄二、列 

一、無罪利行，二、不轉利行，三、漸次利行，四、遍行利行，五、如應利行。 
玄三、釋 

黃一、無罪利行 

謂諸菩薩，於諸有情雜惡行者、先惡行者、有罪行者、雜染行者，60於諸善中能正安處，

是名菩薩於諸有情無罪利行。 
黃二、不轉利行 

又諸菩薩於諸有情，不於非解脫、非定清淨處，求為真解脫、求為定清淨者，即於其中

能正勸導，是名菩薩於諸有情不轉利行。61 
黃三、漸次利行 

又諸菩薩，於諸有情先審觀察。知劣慧者為說淺法，隨轉麤近教授教誡；知中慧者為說

中法，隨轉處中教授教誡；知廣慧者為說深法，隨轉幽微教授教誡。令其漸次修集善品，

是名菩薩於諸有情漸次利行。 
黃四、遍行利行 

又諸菩薩，於諸四姓 62乃至天人一切有情，隨力隨能行義利行、求利樂者，即於其中隨

類勸導，是名菩薩於諸有情遍行利行。63 
                                                 
60 於諸有情雜惡行者等者：造不善業，名雜惡行。即於彼業先時所作，名先惡行。生現法罪、

生後法罪、生俱法罪，名有罪行。由貪瞋癡為因緣起，名雜染行。 
61 不於非解脫非定清淨處等者：若諸有情，以正方便求真解脫及定清淨，不以非方便求，是則

名為不於非解脫、非定清淨處，求為真解脫、求為定清淨者。菩薩於中能正勸導，令非方便

畢竟不轉，是故名為不轉利行。 
62 「姓」，陵本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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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五、如應利行 

又諸菩薩於諸有情，若於自義諸善法品，隨下中上功能差別可勸導者，及由方便功能差

別可勸導者，隨其所應，於彼、如彼方便勸導，是名菩薩於諸有情如應利行。64 
玄四、結 

是名菩薩於諸有情依外清淨五種利行。 
地二、依內清淨 

玄一、徵 

云何菩薩於諸有情依內清淨五種利行？ 
玄二、釋 

黃一、由悲意樂 

謂諸菩薩，於諸有情起廣大悲意樂現前而行利行。 
黃二、由心無倦 

又諸菩薩，於諸有情所作義利，雖受一切大苦劬勞，而心無倦，深生歡喜，為諸有情而

行利行。 
黃三、由心謙下 

又諸菩薩，雖現安處最勝第一圓滿財位，而自謙下，如奴如僕，亦如孝子、旃荼羅子，

其心卑屈，離憍離慢及離我執，於諸有情而行利行。 
黃四、由實哀憐 

又諸菩薩，於諸有情心無愛染、無有虛偽，真實哀憐而行利行。65 
黃五、由畢竟慈 

又諸菩薩，於諸有情生起畢竟無復退轉慈愍之心而行利行。 
玄三、結 

是名菩薩於諸有情依內清淨五種利行。 
天四、結 

如是依於內外清淨各五利行，總有十種，是名菩薩清淨利行。 
酉三、同事 

戌一、徵 

云何菩薩同事？ 

                                                                                                                                                         
63 於諸四姓等者：謂諸世間剎帝利眾、婆羅門眾、吠舍眾、戍陀羅眾，是名四姓。又眾會中八

眾差別，一、剎帝利眾，二、婆羅門眾，三、長者眾，四、沙門眾，五、四大天王眾，六、

三十三天眾，七、焰摩天眾，八、梵天眾，是名天人一切有情。 
64 若於自義諸善法品等者：謂諸聲聞、獨覺、菩薩，為求自義法隨法行有多品類，名於自義諸

善法品。彼諸有情，或為軟根、或為中根、或為利根，名下中上功能差別。依彼有情種姓根

行別故，建立三乘聖道，令得自義，是名方便功能差別。菩薩於彼三乘種姓有情，如彼三乘

聖道方便而為勸導，是故名為如應利行。 
65 於諸有情心無愛染等者：決擇分說：若諸菩薩，於己有恩諸有情所，隨順恩想，相續發起親

友意樂，以有染心，方便攝受欲為朋黨，當知有罪。或於有怨諸有情所，隨順怨想，相續發

起怨讎意樂，有穢濁心，當知有罪。或於無恩無怨諸有情所，相續發起中庸意樂、放捨意樂，

當知有罪。（陵本七十五卷四頁 5757）今說於諸有情心無愛染，翻彼應知。又諸菩薩，於諸

有情饒益方便，於大菩提趣證方便，無顛倒智俱行勝解，是名菩薩無虛妄意樂。如增上意樂

品說。（陵本四十七卷十一頁 3766）此說無有虛偽，義應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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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二、釋 

亥一、總顯略義 

天一、釋同事名 

謂諸菩薩，若於是義、66於是善根勸他受學，即於此義、於此善根或等或增自現受學。

如是菩薩與他事同，故名同事。 
天二、成就所作 

地一、標 

所化有情知此菩薩所修同事，便於自已受學善根堅固決定，無有退轉。 
地二、徵 

何以故？ 
地三、釋 

玄一、令無疑慮 

彼作是思：菩薩勸我所受學者，定能為我利益安樂。由此菩薩所授我者，即於其中自現

行故，無有知無利益安樂自現行者。 
玄二、令無反詰 

非諸菩薩如是同事勸導有情，他得詰言：汝自於善不能受學，云何以善殷勤勸導，數數

教授教誡於他？汝應從他殷勤諮受、教授教誡。 
亥二、四句分別 

天一、總標 

有諸菩薩是他同事，而不自顯與他同事；有諸菩薩非他同事，而自顯現與他同事；有諸

菩薩是他同事，亦自顯現與他同事；有諸菩薩非他同事，亦不自顯與他同事。 
天二、別釋 

地一、第一句 

第一句者，謂有菩薩與諸菩薩功德威力皆悉平等，於菩薩道自謂為師，功德威力與等菩

薩隱自善故，而不顯己 67功德威力。68 
地二、第二句 

第二句者，謂諸菩薩，見有下劣信解有情，於甚深處心生怖畏，便正思擇，為欲方便化

導彼故，自現己 69身與其同法。所謂下於旃荼 70羅類乃至狗 71類，欲作饒益、欲除災患、

欲調、欲化，故思於彼旃荼 72羅、狗 73同分中生。 
地三、第三句 

                                                 
66 若於是義者：攝異門分說：是所求事故、能引義利故，名之為義，可愛樂故、無有罪故。（陵

本八十三卷十七頁
※6329）此中義言，應準彼釋。 

※「十七頁」，披尋記原作「十一頁」。 
67 「己」，陵本作「已」。 
68 於菩薩道自謂為師等者：謂彼功德威力與等菩薩，於彼徒眾教授教誡正現前時，名於菩薩道

自謂為師。 
69 「己」，陵本作「已」。 
70 「荼」，大正作「茶」。 
71 「狗」，磧砂作「茍」。 
72 「荼」，大正作「茶」。 
73 「狗」，磧砂作「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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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句者，謂諸菩薩，見所化者所受善根猶可搖動，為令堅住，現與同事或等或增。 
地四、第四句 

第四句者，謂諸菩薩自行放逸，棄捨他事。 
午二、總辨 

未一、作業 

申一、標略說 

如是已說多種施、戒，廣說乃至最後同事。其中所有波羅蜜多，能自成熟 74一切佛法；

所有攝事，能成熟他一切有情。當知略說菩薩一切善法作業。 
申二、辨因緣 

酉一、總標 

又如前說多種施、戒，廣說乃至最後同事，如是眾多助菩提分無量善法，由三因緣應知

現行，由二因緣應知最勝，由三因緣應知清淨。 
酉二、別釋 

戌一、現行 

謂由身語意三因緣故，應知現行。 
戌二、最勝 

亥一、標 

彼諸善法由廣大故、無雜染故，應知最勝。亦名無上、亦名不共。 
亥二、釋 

天一、由廣大 

地一、標 

當知此中，由有情無別故、事無別故、時無別故，名為廣大。 
地二、釋 

玄一、有情無別 

有情無別者，謂諸菩薩，普於一切有情處所，普為一切法界有情，75修行如是施等善根，

非專為己 76。 
玄二、事無別 

事無別者，謂諸菩薩，普於一切及一切種施等善根精勤受學。 
玄三、時無別 

時無別者，謂諸菩薩，恆常無間不離加行、不捨善軛，若晝若夜、現法後法，即由此因，

施等善根常行無替。 
天二、由無雜染 

地一、標 

當知此中，由四種相成無雜染。 
地二、釋 

                                                 
74 「熟」，磧砂作「就」。 
75 普為一切法界有情者：謂諸有情，於法界無量中，由種種法或染或淨差別可得，是故名為一

切法界有情。 
76 「己」，陵本作「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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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一、淨歡喜俱 

謂諸菩薩懷歡喜心修諸善法；由是因緣，無苦、無憂、無諸變悔。 
玄二、無不平等 

又諸菩薩不損惱他、不著見趣、不雜惡行修行施等無量善根。 
玄三、殷重 

又諸菩薩殷重遍體，於其施等無量善法唯見功德、唯見真 77實、唯見寂靜，極善決定，

不從他緣、非餘引奪而正受學。 
玄四、無依 

又諸菩薩不因所修施等善法希異熟果，或轉輪王、或天帝釋、或魔、或梵；亦不於他希

求返報。無所依止，不依一切利養恭敬世俗名譽，乃至不依養活身命。 
地三、結 

由如是相淨歡喜俱、無不平等、78殷重、無依，修行施等，廣說乃至同事 79為後無量善

法，名無雜染。 
戌三、清淨 

亥一、標 

由熾然故、無動轉故、善清淨故，應知清淨。 
亥二、釋 

天一、熾然無動 

地一、標 

若諸菩薩已入清淨意樂地者，一切善根熾然無動。 
地二、釋 

玄一、熾然 

言熾然者，謂此菩薩意樂淨故，一切善法不由思擇，熾盛現前。 
玄二、無動 

黃一、無減 

言無動者，謂此菩薩意樂淨故，隨所獲得、隨所積集所有善法皆無退轉，於當來世能無

退減。 
黃二、唯增 

如是菩薩，隨所經歷彼彼日夜、隨所過度彼彼自身，所有善法如明分月，唯增無減。 
天二、善清淨 

若諸菩薩住到究竟地、或繫屬一生最後有者，所有善法名善清淨。此上更無菩薩地攝勝

淨法故。 
酉三、總結 

如是施等同事為後無量善法，三因緣故應知現行，二因緣故應知最勝，三因緣故應知清

淨。 

                                                 
77 「真」，磧砂作「貞」。 
78 無不平等者：此不平等，謂不善行。決擇分說：由非愛果義，名不平等行故。（陵本六十二卷

四頁 4977）此配前說不損惱他、不著見趣、不雜惡行。 
79 「事」，磧砂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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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二、感果 

申一、別辨 

酉一、一切施等 

此中所有一切施、一切戒，廣說乃至一切同事，若多修習、若善清淨、若具圓滿，能感

無上正等菩提金剛堅固身、正法久住果。80 
酉二、難行施等 

此中所有難行施、難行戒，廣說乃至難行同事，若多修習、若善清淨、若具圓滿，能感

如來成就無等希奇法果。 
酉三、一切門施等 

此中所有一切門施、一切門戒，廣說乃至一切門同事，若多修習、若善清淨、若具圓滿，

能感如來一切最勝有情天人所供養果。 
酉四、善士施等 

此中所有善士施、善士戒，廣說乃至善士同事，若多修習、若善清淨、若具圓滿，能感

如來於諸有情無足、二足、四足、多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及以非想非非想處，

於此一切有情類中最尊勝果。 
酉五、一切種施等 

此中所有一切種施、一切種戒，廣說乃至一切種同事，若多修習、若善清淨、若具圓滿，

能感如來無量殊勝福德所攝三十有二大丈夫相、八十隨好莊嚴身果。 
酉六、遂求施等 

此中所有遂求施、遂求戒，廣說乃至遂求同事，若多修習、若善清淨、若具圓滿，能感

如來坐菩提座，一切魔怨不能惱觸、不傾動果。 
酉七、二世樂施等 

此中所有此世他世樂施、此世他世樂戒，廣說乃至此世他世樂同事，若多修習、若善清

淨、若具圓滿，能感如來最勝靜慮、解脫、等持、等至樂果。 
酉八、清淨施等 

此中所有清淨施、清淨戒，廣說乃至清淨同事，若多修習、若善清淨、若具圓滿，能感

如來四一切種清淨果。謂所依淨、所緣淨、心淨、智淨。亦感如來三不護、十力、四無

所畏、三念住、一切不共佛法極清淨果。81 
申二、總結 

如是菩薩施等善法，能感無上到究竟果，當知亦感生死流轉順菩薩行所餘無量無邊可愛

無罪勝果。 

                                                 
80 金剛堅固身正法久住果者：謂於金剛喻定位中，能斷二障，證得菩薩不可思議轉依，是名金

剛堅固身。現等正覺，宣說正法，乃至般涅槃後，經爾所時，正行未滅、正法未隱，是名正

法久住。 
81 如來四一切種清淨果等者：此中四一切種清淨、三不護、十力、四無所畏、三念住，如建立

品別釋其相。（陵本四十九卷十五頁 3948）不共佛法總有百四十種，今說一切，是彼少分應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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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師地論》卷 44 
（大正 30，341a26-348a25） 

〈本地分中菩薩地初持瑜伽處供養親近無量品第十六〉 
 

巳二、供養親近無量品 

午一、總徵 

云何菩薩供養、親近、修習無量？ 
午二、嗢柁南標 

嗢柁南曰： 
 供三寶 親善友 修無量 最為後 

午三、長行釋 

未一、供三寶 

申一、別顯供養 

酉一、舉供如來 

戌一、徵 

云何菩薩於如來所供養如來？ 
戌二、標 

當知供養略有十種。 
戌三、列 

一、設利羅供養，二、制多供養，三、現前供養，四、不現前供養，五、自作供養，六、

教他供養，七、財敬供養，八、廣大供養，九、無染供養，十、正行供養。 
戌四、釋 

亥一、設利羅供養 

若諸菩薩，親現供養如來色身，是名設利羅供養。 
亥二、制多供養 

若諸菩薩，於為如來所造一切若窣堵波、若龕、若臺、若故制多、新 1制多所設諸供養，

是名制多供養。 
亥三、現前不現前供養 

天一、別顯種類 

地一、現前供養 

玄一、供一佛等 

若諸菩薩，於如來身、或制多所親面對前，現矚現見而設供養，是名現前供養。 
玄二、供多佛等 

黃一、舉思惟 

宇一、明法性 

若諸菩薩，於如來所、若制多所，現前施設供養具時，發起增上意樂俱心、淨信俱心，2作

                                                 
1 「新」，磧砂作「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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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思惟：若一如來法性，即是去來今世一切如來法性；若一如來制多法性，即是十方無

邊無際一切世界所有如來制多法性。 
宇二、明供養 

是故我今供現如來，即是供養其餘三世一切如來；供現制多，即是供養其餘十方無邊無

際一切世界若窣堵波、若龕、若臺、若故制多、若新制多。 
黃二、結得名 

當知是名菩薩俱供現不現前一切如來及以制多。 
地二、不現前供養 

玄一、作一切如來想 

若諸菩薩，於不現前一切如來及以制多作如來想，普為三世一切如來、一切十方如來制

多施設供養，當知是名菩薩唯供不現前佛及以制多。 
玄二、廣造如來像 

若諸菩薩，佛涅槃後，為如來故造立形像，若窣堵波、若龕、若臺，隨力隨能或一或二，

或復眾多，乃至百千俱胝等數；如是菩薩於如來所，設不現前弘廣供養，當獲無量大福

德果，攝受無量廣大梵福。菩薩由此，能於無量劫大劫中，不墮惡趣。由是因緣，非不

圓滿無上正等菩提資糧。 
天二、總辨福果 

此中菩薩，唯供現前佛及制多，應知獲得廣大福果。若唯供養不現前佛及以制多，應知

獲得大大福果。若俱供養現不現前佛及制多，應知獲得最大福果，為無有上。 
亥四、自作教他供養 

天一、別顯種類 

地一、自作供養 

玄一、唯自手作 

若諸菩薩，於如來所、若制多所欲設供養，唯自手作，不使奴婢、作使、朋友、僚庶、

親屬，不依懈惰諸放逸處而設供養，是名菩薩自作供養。 
玄二、兼勸他作 

若諸菩薩，於如來所、若制多所欲設供養，非唯自作，亦勸父母、妻子、奴婢、作使、

朋友、僚庶、親屬，及他國王、王子、大臣、長者、居士、若婆羅門、國邑聚落饒財商

主，下至一切男女大小、貧匱苦厄旃荼羅等，及以親教、軌範諸師，共住、近住一切弟

子，同梵行者、諸出家者、外道等眾，令於如來、若制多所，隨力隨能作諸供養，當知

是名菩薩自他咸共供養。 
地二、教他供養 

若諸菩薩，現有少分可供財物，興悲愍心，故思施與貧苦少福無力有情，令於如來、若

制多所持用供養，願彼當來多受安樂。彼得此物，供養如來及以制多，菩薩於斯自無所

供，當知是名菩薩唯教他設供養。 
天二、總辨福果 

此中菩薩，若唯自供佛及制多，應知獲得廣大福果。若唯教他，應知獲得大大福果。若

                                                                                                                                                         
2 發起增上意樂俱心等者：謂於現不現前一切如來及以制多樂俱供養，是名增上意樂俱心。於

一切如來一切功德平等平等無有差別生淨勝解，是名淨信俱心。 



《瑜伽師地論》卷 44 
〈本地分中菩薩地初持瑜伽處供養親近無量品第十六〉 

1271 

能自他俱共供養，應知獲得最大福果，為無有上。 
亥五、財敬廣大無染供養 

天一、別顯種類 

地一、財敬供養 

玄一、別列 

黃一、敬供養 

若諸菩薩，於如來所、若制多所，以諸衣服、飲食、臥具、病緣醫藥供身什物，敬問、

禮拜、奉迎、合掌，種種熏香、末香、塗香、華鬘、妓 3樂、幢蓋、旛燈，歌頌稱讚，

五輪歸命，趨繞右旋，而為供養。 
黃二、財供養 

或復奉施無盡財供，或復奉施末尼、真珠、琉璃、螺 4貝、璧玉、珊瑚、硨磲、瑪瑙、

琥珀、金銀、赤珠、右旋如是等寶，或復奉施末尼、環釧 5、寶璩、印等諸莊嚴具，乃

至奉施種種寶鈴，或散珍奇、或纏寶縷而為供養。 
玄二、總結 

是名菩薩於如來所、若制多所財敬供養。 
地二、廣大供養 

若諸菩薩，於如來所、若制多所，長時施設即上所陳財敬供養，若多供具、若妙供具、6若

現在前、不現在前、若自造作、教他造作、若淳淨心猛利勝解現前供養；7即以如是所

種善根，迴向無上正等菩提，如是七種說名菩薩廣大供養。8 
地三、無染供養 

若諸菩薩，於如來所、若制多所，自手供養不懷輕慢；令他供養；不住放逸、懈惰、不

敬而為供養；不輕棄擲、不散漫 9心、無雜染心而為供養；不於信佛國王、大臣、諸貴

勝前，為財敬故，詐設種種虛事供養；不雌黃塗，不酥灌洗，不以種種局崛羅香、遏迦

華等餘不淨物而為供養。如是六種說名菩薩無染供養。10 
天二、總辨一切 

地一、有財寶 

玄一、總標三種 

                                                 
3 「妓」，大正作「伎」。 
4 「螺」，大正作「蠡」。 
5 「釧」，磧砂、大正、陵本作「玔」。 
6 若多供具若妙供具者：謂如前說，奉施無盡財供，名多供具。或復奉施末尼、真珠，乃至或

纏寶縷而為供養，名妙供具。 
7 若淳淨心猛利勝解等者：住品中說：極歡喜住菩薩，住此住中，由二因緣現見諸佛。乃至廣

說既得見已，隨力隨能興一切種恭敬供養，奉施種種上妙樂具。（陵本四十七卷二十四頁 3809）
此說若淳淨心猛利勝解現前供養，準彼應知。謂彼菩薩淨勝意樂，名淳淨心。彼說由二因緣

者，一、由麤淨信，二、由正願力。今說猛利勝解，即彼第一因緣。謂由聽聞菩薩藏說，或

由內心發起勝解，信有十方種種異名諸世界中種種異名諸佛如來，由麤淨信俱行之心，求欲

現見，如是求已，如實稱遂，當知是名第一因緣。 
8 如是七種說名菩薩廣大供養者：謂若多供具、若妙供具為二，若現在前、不現在前為二，若

自造作、教他造作為二，若淳淨心猛利勝解現前供養為一。如是一切，總成七種。 
9 「漫」，大正作「慢」。 
10 如是六種說名菩薩無染供養者：謂自手供養不懷輕慢為初，餘五供養各為一種，是故成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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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諸菩薩，如是財敬、廣大、無染供養如來及制多時，或自臂 11力所集財寶，或從他求

所獲財寶，或得眾具自在財寶，能為如是種種供養。 
玄二、別辨後一 

黃一、辨種類 

宇一、敬供養 

宙一、恭敬禮拜 

已得眾具自在菩薩，化作化身，或一或二，或復眾多，乃至百千俱胝等數。此一切身皆

於如來及制多所恭敬禮拜。 
宙二、奉散香等 

復從如是一一化身，化出多手，或百或千，或過是數。此一切手皆持無量出過諸天上妙

華香、殊勝可愛種種珍寶，奉散如來及制多所。 
宙三、歌頌稱讚 

復從如是一切化身，化出無量上妙音聲，歌讚如來廣大甚深真實功德。 
宇二、財供養 

復從如是一切化身，化出無量最上最妙環釧 12、璩印、寶莊嚴具，幢蓋、旛燈種種供具，

供養如來及以制多。 
黃二、明自在 

如是等類，已得眾具自在菩薩 13所設供養，皆屬自心。如是菩薩不更希求如來出世。何

以故？由此菩薩已得證入不退轉地，一切佛土往來供養皆無礙故。 
地二、無財寶 

玄一、廣大隨喜 

又諸菩薩，若無自力所集財寶，亦無從他求得財寶，及 14無菩薩所獲眾具自在財寶，可

設供養；然於所有或贍部洲、或四大洲、或千世界、二千世界、或復三千大千世界，乃

至十方無邊無際諸世界中，下中上品供養如來一切供具，菩薩於彼以淨信俱勝解俱心，

周遍思惟，一切隨喜。15 
玄二、恆當修學 

如是菩薩少用功力，而興無邊廣大供養，攝受菩提廣大資糧。菩薩於此恆常無間起真善

心、起歡喜心，當勤修學。 
亥六、正行供養 

天一、辨正行 

地一、釋 

玄一、舉修無量及諸想等 

                                                 
11 磧砂無「臂」字。 
12 「釧」，磧砂、大正、陵本作「玔」。 
13 已得眾具自在菩薩者：此說菩薩於無加行無功用無相住中，若暫思惟一切食等諸資生具，悉

皆成辦，一切世間工業明處，如其所欲悉能現行；乃至廣說隨於事物發起勝解，如所欲為皆

成無異。如住品說。（陵本四十八卷十七頁 3867）是名已得眾具自在菩薩。 
14 「及」，磧砂作「以」。 
15 週遍思惟一切隨喜者：謂於十方世界一切如來作供養想，是名週遍思惟。於彼一切有情，以

其下中上品一切供具設供養者，深心慶悅，生大歡喜，是名一切隨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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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諸菩薩，少時少時、須臾須臾，乃至下如[穀-禾+牛]16牛乳頃，普於一切蠢動有情修

習慈悲喜捨俱心，於一切行修無常想、無常苦想、苦無我想，於其涅槃修勝利想，於佛

法僧、波羅蜜多修習隨念；少時少時、須臾須臾，於一切法發生少分下劣忍智，信解離

言法性真如，起無分別無相心住；何況於此若過若增。 
玄二、例餘守護及一切學 

如是守護菩薩所受尸羅律儀，於奢摩他、毗鉢舍那菩提分法精勤修學，亦於一切波羅蜜

多及諸攝事正勤修學。 
地二、結 

是名菩薩於如來所正行供養。 
天二、讚最勝 

如是供養為最第一、最上、最勝、最妙、無上。17如是供養，過前所說具一切種財敬供

養，百倍、千倍，乃至鄔波尼殺曇倍。 
戌五、結 

由此十相，應知是名具一切種供養如來。 
酉二、例供法僧 

如供養佛，如是供養若法、若僧，隨其所應，當知亦爾。 
申二、總明意樂 

酉一、標 

如是菩薩於三寶所，由十種相興供養時，應緣如來發起六種增上意樂。 
酉二、列 

一者、無上大功德田，18增上意樂；二者、無上有大恩德，19增上意樂；三者、一切無

足、二足及多足等有情中尊，20增上意樂；四者、猶如鄔曇妙華極難值遇，增上意樂；

五者、獨一出現三千大千世界，增上意樂；六者、一切世出世間功德圓滿一切義依，21增

上意樂。 
酉三、結 

由是六種增上意樂，於如來所，若於如來法所、僧所，少分思惟而興供養，尚獲無量大

功德果，何況其多。 
                                                 
16 「[穀-禾+牛]」，磧砂、大正、陵本作「搆」。 
17 何況於此若過若增等者：前說修四無量、修種種想、修習隨念，起無相住，名於如來所正行

供養。但唯少時少時、須臾須臾，尚為第一、最上、最勝、最妙、無上，何況於此正行供養

若過若增。 
18 無上大功德田者：謂於三寶起隨念行，能生無上大功德故。 
19 無上有大恩德者：謂念：諸佛菩薩為我等故，行於無量難行苦行，為說正法，能令證得一切

義利，是名無上有大恩德。 
20 一切無足二足及多足等有情中尊者：攝異門分說：無足有情者，如蛇等。二足有情者，謂人

等。四足有情者，如牛等。多足有情者，如百足等。（陵本八十三卷四頁 6286）又復等言，

等取有色、無色有情，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有情。如來於此一切有情三種第一，謂由

蠢動故、由依止故、由心故。亦如攝異門分說，是名一切有情中尊。 
21 一切世出世間功德圓滿等者：攝異門分說：言第一者，於欲行善得圓滿故。所言尊者，於色

行善得圓滿故。所言勝者，無色行善得圓滿故。所言上者，超過一切三界世間善圓滿故。言

無上者，出世間善得圓滿故。（陵本八十三卷四頁 6285）此說一切世出世間功德圓滿，義應

準知。由是能作有情一切義利，是名一切義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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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二、親善友 

申一、總徵 

復次，菩薩成就幾相，能為善友？由幾種相，善友不虛？成就幾相，令善友性作信依處？

復有幾種善友菩薩，於所化生為善友事？菩薩幾種親近善友？由幾種想，於善友所聽聞

正法？由幾種處，於善友所聽聞法時，於說法師不作異意？ 
申二、別辨 

酉一、眾相圓滿 

戌一、總標 

當知菩薩成就八支，能為善友眾相圓滿。 
戌二、列釋 

亥一、住戒 

一者、住戒。於諸菩薩律儀戒中妙善安住，無闕無穿。 
亥二、多聞 

二者、多聞。覺慧成就。22 
亥三、具證 

三者、具證。得修所成隨一勝善，逮奢摩他、毗鉢舍那。23 
亥四、哀愍 

四者、哀愍。內具慈悲，能捨自己 24現法樂住，25精勤無怠饒益於他。 
亥五、無畏 

五者、無畏。為他宣說正法教時，非由恐怖忘失念辯。26 
亥六、堪忍 

六者、堪忍。於他輕笑、調弄、鄙言、違拒等事，非愛言語 27、種種惡行皆悉能忍。 
亥七、無倦 

七者、無倦。其力克 28彊，能多思擇，處在四眾說正法時，言無謇澀，心不疲厭。 
亥八、善辭 

八者、善辭。語具圓滿，不壞法性，言辭辯了。29 

                                                 
22 覺慧成就者：堪能簡擇俱生之慧，是名為覺。勤修習故，即於彼義轉更明了，是名為慧。由

此覺慧，於善說法能善受持，言善通利、意善尋思、見善通達，是名覺慧成就。 
23 得修所成隨一勝善等者：聲聞地說能有所證，即此具證。謂能證得勝無常想、無常苦想、苦

無我想，乃至廣說能善為他現三神變教授教誡。（陵本二十五卷一頁 2071）是名證得隨一勝

善。如是勝善修所成故，由此說言逮奢摩他、毗鉢舍那。 
24 「己」，陵本作「已」。 
25 能捨自己現法樂住者：謂為利他，捨靜慮樂，故意思擇還生欲界故。 
26 非由恐怖忘失念辯者：聲聞地說無有怖畏，即此無畏。由無畏故，於一切法能正憶念，辯才

無盡，故作是釋。 
27 「語」，磧砂、大正作「路」。 
28 「克」，磧砂作「充」。 
29 語具圓滿等者：謂若成就最上首語、極美妙語、甚顯了語、易悟解語、樂欲聞語、無違逆語、

無所依語、無邊際語，如是名為語具圓滿。如聲聞地說。（陵本二十五卷三頁 2078）於實無

事離增益執，於實有事離損減執，是名不壞法性。真實義品說二種人，於佛所說法毗奈耶，

俱為失壞。（陵本三十六卷十五頁 2972）翻彼應知此所說義。語工圓滿，是名言辭辯了。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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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二、所作不虛 

戌一、標 

若諸菩薩具五種相，眾德相應，能為善友所作不虛。 
戌二、列 

一者、於他先欲求作利益安樂；二者、於彼利益安樂如實了知，無顛倒覺；30三者、於

彼善權方便順儀說法，31隨眾堪受調伏事中，有能有力；四者、饒益心無厭倦；五者、

具足平等大悲，於諸有情劣中勝品心無偏黨。 
酉三、作信依處 

戌一、總標 

若諸菩薩成就五相，令善友性作信依處，32令他遠聞極生淨信，何況親覩。 
戌二、列釋 

亥一、勝妙 

一者、勝妙 33。威儀圓滿、威儀寂靜、威儀具足，一切支分皆無躁動。34 
亥二、敦肅 

二者、敦肅。三業現行無掉無擾。35 
亥三、無矯 

三者、無矯。不為誑他，故思詐現嚴整威儀。 
亥四、無嫉 

天一、無不堪忍 

四者、無嫉。終不於他說法所得利養恭敬生不堪忍，而常自勵請他說法；復恆勸餘於彼

                                                                                                                                                         
由文句等相應，乃至常委分資糧故，能說正法，是名語工圓滿。如攝釋分別釋應知。（陵本八

十一卷三頁 6171） 
30 於彼利益安樂如實了知等者：自他利品中說：菩薩念與眾生有利益品所有安樂，終不念與無

利益品所有安樂。菩薩於此無利益品所有安樂，以無倒慧如實了知。乃至廣說。（陵本三十五

卷二十一頁 2896）此應準知。 
31 順儀說法者：力種性品說：菩薩應當安住如法威儀而為他說，非不安住如法威儀。不為無病

處高座者而說正法，不為坐者立說正法，不應居後為前行者而說正法，不為覆頭而說正法。（陵

本三十八卷十六頁 3151）此應準知。 
32 令善友性作信依處者：前說成就八支善友眾相圓滿，名善友性。聲聞地說：八因緣故，應知

一切種圓滿善友性。（陵本二十五卷一頁 2069）彼八因緣，即此八支。由是令他未信生信，

已信增長，名信依處。 
33 「妙」，磧砂作「如」。 
34 威儀圓滿等者：聲聞地說：於威儀路成就軌則，隨順世間，不越世間；隨順毗奈耶，不越毗

奈耶。（陵本二十二卷三頁 1896）是名威儀圓滿。又說成就離欲者相，謂離欲者，身業安住，

諸根無動，威儀進止無有躁擾，於一威儀能經時久，不多
※
驚懼，終不數數易脫威儀。（陵本

三十三卷二十頁 2729）是名威儀寂靜。行時、住時身所作業正知而住，一切成辦無所減少，

是名威儀具足。聲聞地說：不應搖身、搖臂、搖頭、跳躑、攜手、叉腰、竦肩入施主家，不

應輒坐所不許座，不應不審觀座而坐，不應放縱一切身分，不應翹足、不應交足、不太狹足、

不太廣足，端嚴而坐。（陵本二十四卷十七頁 2055）於此一切所不應行不起毀犯，是名一切

支分皆無躁動。 
※「多」，披尋記原作「少」。卷三十三原文為「多」。 

35 三業現行無掉無擾者：聲聞地說離欲者相，如次顯示身語意業無掉無擾。（陵本三十三卷二十

頁 2729）此應準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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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施利養恭敬，無諂偽心。 
天二、倍生歡喜 

又常於他其心純淨，見彼說法及得財敬，深生隨喜。如自所獲利養恭敬，心生歡喜，見

他所得利養恭敬，其心歡喜復過於是。 
亥五、儉約 

五者、儉約。尠儲器物，隨得隨捨。 
酉四、為善友事 

戌一、標 

善友菩薩由五種相，於所化生為善友事。 
戌二、列 

一、能諫舉，二、能令憶，三、能教授，四、能教誡，五、能說法。 
戌三、指 

如是諸句廣辯應知如聲聞地。教授教誡，廣說如前力種性品。36 
酉五、親近善友 

戌一、標 

當知菩薩由四種相，方得圓滿親近善友。 
戌二、列 

一、於善友有病無病隨時供侍，恆常發起愛敬淨信。二、於善友隨時敬問、禮拜、奉迎、

合掌、殷勤，修和敬業而為供養。三、於善友如法衣服、飲食、臥具、病緣醫藥資身什

物隨時供養。四、於善友若正依止，於如法義若合若離，隨自在轉，無有傾動，如實顯

發，作奉教心，37隨時往詣恭敬、承事、請問、聽受。 
酉六、聽聞正法 

戌一、總標 

若諸菩薩欲聽法時，作五種想，應從善友聽聞正法。 
戌二、列釋 

亥一、作寶想 

一、作寶想。難得義故。 
亥二、作眼想 

二、作眼想。能得廣大俱生妙慧因性義故。38 
亥三、作明想 

三、作明想。已得廣大俱生慧眼，於一切種如實所知等照義故。 
                                                 
36 如是諸句廣辯等者：聲聞地說：善能諫舉、善作憶念、善能教授、善能教誡、善說正法。與

此正同，如彼廣辯應知。（陵本二十五卷三頁 2078）又諸菩薩教授有八，教誡有五，如前力

種性品廣說應知。（陵本三十八卷二十頁 3166） 
37 於如法義若合若離等者：謂以善友為正依止，於其教授教誡既聽受已，如其法義，若所開許、

若所遮止，身語意業無倒隨轉，於所開許無倒修證，於所遮止無倒遠離，是名於如法義若合

若離，隨自在轉。不為外道異論之所引奪，是名無有傾動。若有違犯，發露悔滅，是名如實

顯發。無惱亂心，唯欲求解，是名作奉教心。如攝異門分說。（陵本八十四卷四頁
※6362） 

※「四頁」，披尋記原作「三頁」。 
38 能得廣大俱生妙慧因性義故者：此中妙慧，謂即大菩提果。能於一切所知如實覺了，是名廣

大。於當來世，無師自然成等正覺，是名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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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四、作大果勝功德想 

四、作大果勝功德想。能得涅槃及三菩提無上妙跡因性義故。39 
亥五、作無罪大適悅想 

五、作無罪大適悅想。於現法中未得涅槃及三菩提，於法如實揀擇止觀無罪大樂 40因性

義故。 
酉七、於說法師不作異意 

戌一、總標 

若諸菩薩欲從善友聽聞法時，於說法師由五種處不作異意，以純淨心屬耳聽法。 
戌二、列釋 

亥一、於壞戒 

一、於壞戒不作異意。謂不作心：此是破戒，不住律儀，我今不應從彼聽法。 
亥二、於壞族 

二、於壞族不作異意。謂不作心：此是卑姓，我今不應從彼聽法。 
亥三、於壞色 

三、於壞色不作異意。謂不作心：此是醜陋，我今不應從彼聽法。 
亥四、於壞文 

四、於壞文不作異意。謂不作心：此於言辭不善藻飾，我今不應從彼聽法。但依於義，

不應依文。 
亥五、於壞美 

五、於壞美不作異意。謂不作心：此語麤惡，多懷忿恚，41不以美言宣說諸法，我今不

應從彼聽法。 
戌三、總辨 

亥一、出所應 

如是菩薩欲聽法時，於是五處不應作意，但應恭敬攝受正法，於說 42法師未嘗見過。 
亥二、斥不應 

若有菩薩其慧微劣，於說法師心生嫌鄙，不欲從其聽聞正法，當知此行不求自利，退失

勝慧。 
未三、修無量 

申一、徵 

云何菩薩修四無量慈、悲、喜、捨？ 
申二、標 

                                                 
39 能得涅槃及三菩提等者：此中涅槃，謂斷菩提。言三菩提者，此云正覺，謂智菩提。能得此

果諸菩薩道，是名無上妙跡。 
40 於法如實簡擇止觀無罪大樂者：此說七聖財中，由慧聖財，於勝義諦如實覺悟所生之樂。由

如是樂無量無邊，無有染汙，是故說名無罪大樂。 
41 此語麤惡多懷忿恚者：有尋有伺地說：趣涅槃宮，故名先首。文句可味，故名美妙。善釋文

句，故名分明。顯然有趣，故名易可解了。攝受正法，故名可施功勞。離愛味心之所發起，

故名無所依止。不過度量，故名非可厭逆。相續廣大，故名無邊無盡。與此相翻，名麤惡語。

（陵本八卷十二頁 600）此說麤惡，應準彼釋。於說法時，有所訶擯，是名多懷忿恚。 
42 「說」，磧砂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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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諸菩薩略有三種修四無量。 
申三、列 

一者、有情緣無量，二者、法緣無量，三者、無緣無量。 
申四、釋 

酉一、略辨四種 

戌一、釋 

亥一、標安立 

若諸菩薩，於其三聚一切有情，安立以為無苦無樂、有苦、有樂。 
亥二、釋四相 

天一、慈無量 

地一、顯差別 

玄一、有情緣慈 

於其最初欲求樂者，發起與樂增上意樂，普緣十方，安住無倒有情勝解，43修慈俱心，

當知是名有情緣慈。 
玄二、法緣慈 

若諸菩薩，住唯法想增上意樂，正觀唯法假說有情，修慈俱心，當知即此名法緣慈。 
玄三、無緣慈 

若諸菩薩，復於諸法遠離分別，修慈俱心，當知即此名無緣慈。 
地二、例餘三 

如有情緣、法緣、無緣三慈差別，悲、喜、捨三，當知亦爾。 
天二、悲無量 

若諸菩薩，於有苦者，發起除苦增上意樂，普緣 44十方修悲俱心，是名為悲。 
天三、喜無量 

若諸菩薩，於有樂者，發起隨喜增上意樂，普緣十方修喜俱心，是名為喜。 
天四、捨無量 

若諸菩薩，即於如是無苦無樂、有苦、有樂三種有情，隨其次第，發起遠離癡瞋貪惑 45

增上意樂，普緣十方修捨俱心，是名為捨。 
亥三、總料簡 

天一、共不共 

此中菩薩慈等無量有情緣者，當知其相與外道共。若法緣者，當知其相與諸聲聞及獨覺

共，不共外道。若無緣者，當知其相不共一切聲聞、獨覺，及諸外道。 
天二、意樂攝 

又諸菩薩三種無量，應知安樂意樂所攝，謂慈、悲、喜。一種無量，應知利益意樂所攝，

是謂為捨。 
                                                 
43 安住無倒有情勝解者：謂於有情或為親品、或為怨品、或為中品，平等發起利益意樂，於定

地中安住勝解作意故。廣如聲聞地說。（陵本二十六卷二十二頁 2239） 
44 「緣」，陵本作「於」。 
45 發起遠離癡瞋貪惑者：謂於無苦無樂有情，發起遠離癡惑意樂，由說不苦不樂受無明所隨增

故。於有苦有情，發起遠離瞋惑意樂，由苦受中多生憎恚，說彼瞋所隨增故。於有樂有情，

發起遠離貪惑意樂，由樂受中多生染著，說彼貪所隨增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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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二、結 

如是菩薩一切無量，名為哀愍。以諸菩薩成就此故，名哀愍者。 
酉二、廣悲無量 

戌一、悲所緣 

亥一、百一十苦 

天一、總標 

此中菩薩，於有情界觀見一百一十種苦，於諸有情修悲無量。何等名為百一十苦？ 
天二、別列 

地一、前五十五 

玄一、一苦 

謂有一苦。依無差別流轉之苦，一切有情無不皆墮流轉苦故。 
玄二、二苦 

復有二苦。一、欲為根本苦。謂可愛事若變、若壞所生之苦。46二、癡異熟生苦。謂若
47猛利體受所觸，即於自體執我我所，愚癡迷悶，生極怨嗟。由是因緣，受二箭受，謂

身箭受及心箭受。48 
玄三、三苦 

復有三苦。一、苦苦，二、行苦，三、壞苦。 
玄四、四苦 

復有四苦。一、別離苦，謂愛別離所生之苦。二、斷壞苦，謂由棄捨眾同分死所生之苦。

三、相續苦，謂從此後，數數死生，展轉相續所生之苦。四、畢竟苦，謂定無有般涅槃

法諸有情類五取蘊苦。 
玄五、五苦 

復有五苦。一、貪欲纏緣苦，二、瞋恚纏緣苦，三、惛沈睡眠纏緣苦，四、掉舉惡作纏

緣苦，五、疑纏緣苦。 
玄六、六苦 

復有六苦。一、因苦，習惡趣因故。二、果苦，生諸惡趣故。三、求財位苦。四、勤守

護苦。五、無厭足苦。六、變壞苦。如是六種總說為苦。49 
玄七、七苦 

復有七苦。一、生苦，二、老苦，三、病苦，四、死苦，五、怨憎會苦，六、愛別離苦，

七、雖復希求而不得苦。50 
玄八、八苦 

                                                 
46 欲為根本苦等者：欲有二種。一者、煩惱欲，二者、事欲。由有煩惱欲故，彼諸事欲若變、

若壞，便有憂歎苦熱惱生，名可愛事若變、若壞所生之苦，由是說欲為根本苦。 
47 「若」，磧砂作「苦」。 
48 癡異熟生苦等者：於異熟自體苦受生時，愚癡迷悶，生極怨嗟，是名癡異熟生苦。言受二箭

受者，謂由猛利體受所觸為其因緣，受身箭受；愚癡迷悶，生極怨嗟為其因緣，受心箭受。

攝異門分說：云何當觀苦受如箭？謂如毒箭，乃至現前常惱壞故。（陵本八十三卷十五頁 6321）
有尋有伺地說：不靜相故，遠所隨故，名為箭。（陵本八卷六頁 567）此中箭義，應如是知。 

49 如是六種總說為苦者：此中六苦，總相宣說，非依自相與餘苦別，故作是說。 
50 復有七苦等者：此說七苦，各由五相。如決擇分釋應知。（陵本六十一卷十四頁 4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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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有八苦。一、寒苦。二、熱苦。三、饑苦。四、渴苦。五、不自在苦。51六、自逼惱

苦，謂無繫等諸外道類。七、他逼惱苦，謂遭遇他手塊等觸、蚊蝱等觸。八、一類威儀

多時住苦。 
玄九、九苦 

復有九苦。一、自衰損苦，二、他衰損苦，三、親屬衰損苦，四、財位衰損苦，五、無

病衰損苦，六、戒衰損苦，七、見衰損苦，八、現法苦，九、後法苦。 
玄十、十苦 

復有十苦。一、諸食資具匱乏苦，二、諸飲資具匱乏苦，三、騎乘資具匱乏苦，四、衣

服資具匱乏苦，五、莊嚴資具匱乏苦，六、器物資具匱乏苦，七、香鬘塗飾資具匱乏苦，

八、歌舞妓 52樂資具匱乏苦，九、照明資具匱乏苦，十、男女給侍資具匱乏苦。 
地二、後五十五 

玄一、總標列 

當知復有餘九種苦。一、一切苦，二、廣大苦，三、一切門苦，四、邪行苦，五、流轉

苦，六、不隨欲苦，七、違害苦，八、隨逐苦，九、一切種苦。 
玄二、隨別廣 

黃一、一切苦 

一切苦中，復有二苦。一、宿因所生苦，二、現緣所生苦。 
黃二、廣大苦 

廣大苦中，復有四苦。一、長時苦，二、猛利苦，三、雜類苦，四、無間苦。 
黃三、一切門苦 

一切門苦中，亦有四苦。一、那落迦苦，二、傍生苦，三、鬼世界苦，四、善趣所攝苦。 
黃四、邪行苦 

邪行苦中，復有五苦。一、於現法中犯觸於他，他不饒益所 53發起苦。54二、受用種種

不平等 55食，界不平等所發起苦。56三、即由現法苦所逼切，自然造作所發起苦。57四、

由多安住非理作意，所受煩惱、隨煩惱纏所起諸苦。五、由多發起諸身語意種種惡行，

所受當來諸惡趣苦。 
黃五、流轉苦 

宇一、標列 

流轉苦中，復有六種輪轉生死不定生苦。一、自身不定，二、父母不定，三、妻子不定，

四、奴婢、僕使不定，五、朋友、宰官、親屬不定，六、財位不定。 
宇二、隨釋 

                                                 
51 不自在苦者：謂飲食等匱乏所作俱生之苦，不自在故。 
52 「妓」，大正作「伎」。 
53 「所」，磧砂作「得」。 
54 於現法中犯觸於他等者：謂若於他若罵、若瞋、若打、若弄，名犯觸他。由是他罵、他瞋、

他打、他弄還報於自，是名他不饒益。 
55 「等」，陵本作「無」。 
56 受用種種不平等食等者：謂食極少、或食極多、或食不宜、或食不消，是名不平等食。由是

因緣，令身饑羸，或生疾病，是名界不平等。 
57 即由現法苦所逼切等者：此如宿作因論者。謂現所受苦，皆由宿作為因。於現法中極自苦行，

是故彼苦名邪行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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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一、自身不定 

自身不定者，謂先為主 58，後為僕隸。 
宙二、父母不定 

父母等不定者，謂先為父母乃至親屬，後時輪轉，反作怨害及惡知識。 
宙三、財位不定 

財位不定者，謂先大富貴，後極貧賤。 
黃六、不隨欲苦 

不隨欲苦中，復有七苦。一、欲求長壽，不隨所欲，生短壽苦。二、欲求端正，不隨所

欲，生醜陋苦。三、欲生上族，不隨所欲，生下族苦。四、欲求大富，不隨所欲，生貧

窮苦。五、欲求大力，不隨所欲，生羸劣苦。六、欲求了知所知境界，不隨所欲，愚癡

無智現行生苦。七、欲求勝他，不隨所欲，反為他勝而生大苦。 
黃七、違害苦 

違害苦中，復有八苦。一、諸在家者，妻子等事損減生苦。59二、諸出家者，貪等煩惱

增益生苦。60三、饑儉逼惱之所生苦。四、怨敵 61逼惱之所生苦。五、曠野、險難、迫

迮逼惱之所生苦。六、繫屬於他之所生苦。七、支節不具損惱生苦。八、殺縛、斫 62截、

捶打、驅擯逼惱生苦。 
黃八、隨逐苦 

宇一、標 

隨逐苦中，復有九苦。 
宇二、釋 

宙一、世法苦 

依世八法，有八種苦。一、壞法壞時苦，二、盡法盡時苦，三、老法老時苦，四、病法

病時苦，五、死法死時苦，六、無利苦，七、無譽苦，八、有譏苦。是名八苦。 
宙二、希求苦 

九、希求苦。 
宇三、結 

如是總說名隨逐苦。 
黃九、一切種苦 

宇一、標 

一切種苦中，復有十苦。 
宇二、釋 

宙一、五樂所治苦 

謂如前說五樂所治有五種苦。一、因苦，二、受苦，三、唯無樂苦，四、受不斷苦，五、

出離、遠離、寂靜、菩提樂所對治，家、欲界結、尋、異生苦。是名五苦。63 
                                                 
58 「主」，磧砂、大正作「王」。 
59 妻子等事損減生苦者：此即親屬衰損苦、財位衰損苦應知。 
60 貪等煩惱增益生苦者：此即貪等五蓋，及與貪等八種尋思應知。 
61 「敵」，披尋記原作「適」。 
62 「斫」，磧砂作「所」。 
63 前說五樂所治等者：自他利品中說：菩薩安樂種類自利利他，略說應知五樂所攝。一者、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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宙二、逼迫等苦 

復有五苦。一、逼迫苦，二、眾具匱乏苦，三、界不平等苦，四、所愛變壞苦，五、三

界煩惱品麤重苦。是名五苦。 
宇三、結 

前五此五，總十種苦，當知是名一切種苦。 
天三、總結 

前五十五，今五十五，總有一百一十種苦，是菩薩悲所緣境界。緣此境故，諸菩薩悲生

起、增長、修習圓滿。64 
亥二、十九種苦 

天一、標 

又諸菩薩於大苦蘊，緣十九苦，發起大悲。 
天二、釋 

地一、出種類 

玄一、徵 

何等名為十九種苦？ 
玄二、列 

一、愚癡異熟苦，二、行苦所攝苦，三、畢竟苦，四、因苦，五、生苦，六、自作逼惱

苦，七、戒衰損苦，八、見衰損苦，九、宿因苦，十、廣大苦，十一、那落迦苦，十二、

善趣所攝苦，十三、一切邪行所生苦，十四、一切流轉苦，十五、無智苦，十六、增長

苦，十七、隨逐苦，十八、受苦，十九、麤重苦。65 
地二、釋大悲 

玄一、總標 

由四緣故，悲名大悲。 
玄二、列釋 

黃一、由緣甚深 

一、緣甚深、微細、難了諸有情苦 66為境生故。 
黃二、由長時習

                                                                                                                                                         
樂，二者、受樂，三者、苦對治樂，四者、受斷樂，五者、無惱害樂。（陵本三十五卷十九頁

2891）今說彼五所治，有五種苦。言因苦者，謂是苦因說名為苦，此為因樂之所對治。言受

苦者，即苦自性說名為苦，此為受樂之所對治。唯無樂苦者，謂由寒熱、饑渴等苦正現前時，

名之為苦，此為苦對治樂之所對治。受不斷苦者，謂除滅想受定，於餘一切受不斷位說名為

苦，由依勝義，諸所有受皆說為苦故，此為受斷樂之所對治。無惱害樂復有四別，一、出離

樂，二、遠離樂，三、寂靜樂，四、菩提樂。亦如自他利品中說。（陵本三十五卷二十頁 2893）
由出離樂，能治居家迫迮種種大苦。由遠離樂，能治欲界諸結之所生苦。由寂靜樂，能治欲、

恚、害尋，及與出離、無恚、無害諸尋之所生苦。由菩提樂，能治異生流轉五趣之苦。如是

故說五樂所治有五種苦。 
64 生起增長修習圓滿者：悲若未生，能令生起；悲若已生，能令增長及修圓滿。 
65 緣十九苦發起大悲等者：此十九苦，即前一百一十種苦所攝少分，隨應當知。由此苦境甚深、

微細、難了，是故能發菩薩大悲。言無智苦者，謂即前說欲求了知所知境界，不隨所欲，愚

癡無智現行生苦。言增長苦者，謂即前說諸出家者，貪等煩惱增益生苦。言麤重苦者，謂即

前說三界煩惱品麤重苦。餘易可知。 
66 甚深微細難了諸有情苦者：前說緣十九苦發起大悲，如是諸苦，說名甚深、微細、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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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於長時積習成故。謂諸菩薩，經於無量百千大劫積習所成。 
黃三、由猛利作意 

三、於所緣猛利作意而發起故。謂諸菩薩，由是作意悲所執持，為息有情眾苦因緣，尚

能棄捨百千身命，況一身命及以資財。於一切種治罰大苦，為諸有情悉能堪忍。 
黃四、由極清淨 

四、極清淨故。謂諸菩薩已到究竟菩薩清淨，若諸如來已到佛地如來清淨。 
戌二、悲修習 

亥一、廣遍一切 

又諸菩薩，由前所說百一十苦，於諸有情修悲心時，則為修習一切菩薩所有悲心。 
亥二、能淨意樂 

復能速證悲意樂淨，證入菩薩淨意樂地，於諸有情獲得菩薩極親厚心、極愛念心、欲作

恩心、無厭倦心、代受苦心、調柔自在有堪能心。 
亥三、超諸聲聞 

諸聖聲聞，已得證入苦諦現觀，已到究竟，於苦深遠厭俱行心相續而轉，不如菩薩於諸

有情悲前行心，正觀墮在百一十種極大苦蘊。67 
亥四、攝諸善法 

菩薩如是以所修悲熏修心故，於內外事，無有少分而不能捨；無戒律儀而不能學；無他

怨害而不能忍；無有精進而不能起；無有靜慮而不能證；無有妙慧而不能入。是故如來，

若有請問菩薩菩提誰所建立？皆正答言：菩薩菩提悲所建立。 
戌三、悲勝利 

亥一、舉共德 

如前所說一一無量，皆有無量菩薩如意圓德隨轉，68皆能攝受無量愛果，皆無量種一向

妙善無罪隨轉。 
亥二、顯差別 

天一、標 

當知菩薩精勤修習如是無量，能得四種功德勝利。 
天二、列 

謂由修習此無量故，先得最勝現法樂住；攝受、增長無量最勝福德資糧；能於無上正等

菩提意樂堅固；為欲饒益諸有情故，於生死中，堪能忍受一切大苦。 
 

〈本地分中菩薩地初持瑜伽處菩提分品第十七之一〉 
 

寅三、能修學 

卯一、菩提分法（即菩提分品） 

辰一、徵 

                                                 
67 諸聖聲聞已得證入苦諦現觀等者：此中義顯，諸聖聲聞證苦現觀，或復已到究竟，唯為一身

出離苦故，深心厭離純大苦蘊，不如菩薩普為一切有情出離苦故，以大悲心，正觀墮百一十

種極大苦蘊。此能觀心，悲為上首，是名悲前行心。 
68 皆有無量菩薩如意圓德隨轉者：此顯一一無量所修行相，勝解圓滿具足而住，故作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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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菩薩菩提分法？ 
辰二、嗢柁南標 

嗢柁南曰： 
 慚愧堅力持 無厭論世智 正依無礙解 資糧菩提分 
 止 69觀性巧便 陀羅尼正願 三摩地有三 法嗢柁南四 

辰三、長行釋 

巳一、慚愧 

午一、徵起 

云何名為菩薩慚愧？ 
午二、標列 

當知慚愧略有二種。一者、自性，二者、依處。 
午三、隨釋 

未一、自性 

申一、釋 

酉一、別辨相 

戌一、慚 

言自性者，謂諸菩薩於罪現行，能正覺知我為非法，內生羞恥，是名為慚。 
戌二、愧 

即於其中能正覺知，於他敬畏，外生羞恥，是名為愧。 
酉二、明種性 

菩薩羞恥，本性猛利，況復修習。 
申二、結 

如是應知名為菩薩慚愧自性。 
未二、依處 

申一、標 

言依處者，略有四種。 
申二、釋 

酉一、應作不作 

若諸菩薩，於所應作不隨建立 70而生羞恥，當知是名第一依處。 
酉二、作不應作 

若諸菩薩，於不應作隨順建立 71而生羞恥，當知是名第二依處。 
酉三、於覆己惡 

若諸菩薩，於覆己 72惡而生羞恥，當知是名第三依處。 
酉四、於有惡作 

                                                 
69 「止」，磧砂作「正」。 
70 於所應作不隨建立者：謂即不作應作。於所應作不為隨順依處，不能引發後後諸勝善法，是

名不隨建立。 
71 於不應作隨順建立者：謂即作不應作。於不應作為隨順依處，引發後後勝不善法，是名隨順

建立 
72 「己」，陵本作「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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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諸菩薩，於自所生惡作有依隨逐不捨 73而生羞恥，當知是名第四依處。 
申三、結 

如是應知名為菩薩慚愧依處。 
巳二、堅力持性 

午一、徵起 

云何菩薩堅力持性？ 
午二、標列 

當知此性略有二種。一者、自性，二者、依處。 
午三、隨釋 

未一、自性 

申一、釋 

酉一、列種種 

言自性者，謂能禁制染汙心性，不隨煩惱自在行性，堪忍苦性，種種眾多猛利怖畏雖現

在前而正加行無傾動性。74 
酉二、明因緣 

性勇相應，能正思擇，75是故得成堅力持性。 
申二、結 

如是名為堅力持性自性。 
未二、依處 

申一、標 

如是菩薩堅力持性，略說應知有五依處。 
申二、列 

一者、會遇生死輪轉種種大苦所化有情種種邪行；二者、為益諸有情故，誓受長時生死

流轉；三者、遭遇異論朋黨諍競難詰，及處大眾宣揚法義；四者、誓受一切菩薩所應學

處；五者、聽聞廣大甚深難思議法。 
申三、結 

是名堅力持性依處。 

                                                 
73 於自所生惡作有依等者：攝異門分說：言有依者，謂由四依，制立超越一切惡戒諸毀犯故。（陵

本八十三卷七頁 6295）於此有依若有毀犯，而生惡作，名自所生惡作有依。不能速疾如法悔

除，是名隨逐不捨。 
74 謂能禁制染汙心性等者：種性品說：種性菩薩，乃至未為白法相違四隨煩惱若具不具之所染

汙，性與如是白法相應。若被染汙，如是白法皆不顯現。乃至廣說。何等名為種性菩薩白法

相違四隨煩惱？謂放逸者，由先串習諸煩惱故，性成猛利、長時煩惱，是名第一隨煩惱性。

又愚癡者、不善巧者，依附惡友，是名第二隨煩惱性。又為尊長、夫主、王賊及怨敵等所拘

逼者，不得自在，其心迷亂，是名第三隨煩惱性。又資生具有匱乏者，顧戀身命，是名第四

隨煩惱性。（陵本三十五卷七頁 2845）此染汙心及與煩惱，應準彼釋。忍品中說：菩薩安受

眾苦忍，名堪忍苦。怖畏有五，一、不活畏，二、惡名畏，三、死畏，四、惡趣畏，五、處

眾怯畏，是名種種。即於種種復多差別，是名眾多。逼切身心，是名猛利。菩薩於此能正思

擇，不由此緣精進懈廢，名正加行無有傾動。 
75 性勇相應等者：成就精進波羅蜜多種性相，是名性勇相應。成就慧波羅蜜多種性相，是名能

正思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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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三、心無厭倦 

午一、徵 

云何菩薩心無厭倦？ 
午二、標 

當知菩薩由五因緣，普於一切正加行中，心無厭倦。 
午三、列 

未一、由性有力 

一者、菩薩性自有力，76故無厭倦。 
未二、由數串習 

二者、菩薩即於如是無厭倦心數數串習，故無厭倦。 
未三、由勤精進 

三者、菩薩方便攝受精進勇猛，能正隨觀前後所得展轉殊勝，77故無厭倦。 
未四、由正思擇 

四者、菩薩成就猛利增上妙慧正思擇力，故無厭倦。 
未五、由猛利悲 

五者、菩薩於諸有情猛利悲心、極哀愍心恆常現前，故無厭倦。 
巳四、善知諸論 

午一、徵 

云何菩薩善知諸論？ 
午二、釋 

未一、由聞思 

謂諸菩薩，於五明處名句文身相應諸法，從他善受，言善通利。78即於如是諸法妙義，

或從他所善聽善決，或自專精善擇善思，如是知法知義菩薩，於法於義為不忘失，恆常

精勤，不捨加行。79 
未二、由淨信 

又為了知所餘新新後後法義殊勝差別，雖復聞思已到究竟，而由此故漸次成熟，於此法

義獲得淨信。80由是行相，當知菩薩知諸論智無量圓滿、無有顛倒。 
巳五、善知世間 

午一、徵 

云何菩薩善知世間？ 
午二、釋 

未一、顯差別 

                                                 
76 菩薩性自有力者：此說精進種性力應知。 
77 能正隨觀前後所得展轉殊勝者：此即攝受精進勇猛方便。由觀前後所證差別展轉殊勝，令心

欣樂，勇猛精進故。 
78 言善通利者：謂大音聲若讀、若誦。如聲聞地說應知。（陵本二十四卷十四頁 2045） 
79 於法於義為不忘失等者：能正憶念，名不忘失。於聞於思長時串習，是名不捨加行。 
80 又為了知所餘新新後後法義等者：修相所攝，是名所餘，望前聞思名所餘故。於修相中，觀

察法義展轉殊勝，是名新新後後法義殊勝差別。菩薩為欲了知此故，雖如前說，言善通利，

聞已究竟；或復善能決擇，思已究竟；不於聞思而生喜足，由此修相，能證新新後後法義殊

勝差別，漸次能令智慧成熟。於此法義證澄清性，是名淨信；當知此信，證淨所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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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一、如所應知 

酉一、別辨相 

戌一、有情世間 

亥一、辨所知 

天一、艱險愚闇 

地一、標 

謂諸菩薩，普於一切有情世間，如實了知如是世間極為艱險，甚為愚闇。 
地二、釋 

所謂雖有生老及死，數數死生，而諸有情於老死等上昇、出離不如實知。81 
天二、有濁無濁 

地一、標列 

又諸菩薩，如實了知有情世間，有諸穢濁，濁世增時；無諸穢濁，濁世減時。謂依五濁。

一者、壽濁，二者、有情濁，三者、煩惱濁，四者、見濁，五者、劫濁。 
地二、隨釋 

玄一、壽濁 

如於今時人壽短促，極長壽者不過百年，昔時不爾。是名壽濁。 
玄二、有情濁 

如於今時，有情多分不識父母，不識沙門、若婆羅門，不識家長可尊敬者、作義利者、

作所作者，82於今世罪及後世罪不見怖畏，不修惠施、不作福業、不受齋法、不受淨戒，
83昔時不爾。是名有情濁。 

玄三、煩惱濁 

如於今時，有情多分習非法貪、不平等貪，執持刀劍、執持器仗，鬥訟諍競，多行諂誑

詐偽妄語，攝受邪法，有無量種惡不善法現可了知，84昔時不爾。是名煩惱濁。 
玄四、見濁 

如於今時，有情多分為壞正法、為滅正法，造立眾多像似正法，85虛妄推求邪法邪義以

                                                 
81 如是世間極為艱險等者：謂諸有情生老及死，數數死生，名極艱險。於老死等上昇、出離不

如實知，名甚愚闇
※
。言上昇者，謂依世間道趣生上界地故。言出離者，謂依出世間道出離一

切界地故。 
※「名甚愚闇」，韓清淨手稿原作「名甚愚闇」，但鉛版改為「名為愚闇」。 

82 作義利者等者：謂若教利益者、教安樂者、引利益者、引安樂者，是名作義利者。隨所生起

諸事務中而為助伴，是名作所作者。 
83 不修惠施等者：為莊嚴心、為助伴心、為資瑜伽、為得上義而行布施，名修惠施。造作能感

欲界可愛生業，名作福業。受學近住律儀，名受齋法。受學苾芻、近事律儀，名受淨戒。翻

彼應知此所說義。 
84 有情多分習非法貪等者：攝事分說：於諸惡行深生耽著，名非法貪。（陵本八十九卷八頁 6744）

即由此貪，不能令意正行善捨、無記捨中，是名不平等貪。言執持刀劍等者，此顯身不善業。

言鬥訟諍競等者，此顯語不善業。言攝受邪法者，此顯意不善業。如是一切惡不善業，及能

起彼所有煩惱差別無量，總說名無量種惡不善法。 
85 造立眾多像似正法者：攝事分說：若於非法生是法想，顯示非法以為是法，令他於中生正法

想，如是法教實故、諦故，非是正法，而復像似正法顯現，是故名為似教正法。乃至廣說有

多差別。（陵本九十九卷
※
十五頁 7444）此應準知。 

※「九十九卷」，披尋記原作「八十九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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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先故，昔時不爾。是名見濁。 
玄五、劫濁 

如於今時，漸次趣入饑饉中劫，現有眾多饑饉可得；漸次趣入疫病中劫，現有眾多疫病

可得；漸次趣入刀兵中劫，現有眾多互相殘害刀兵可得；昔時不爾。是名劫濁。 
亥二、結能知 

是名菩薩如實了知有情世間。 
戌二、器世間 

又諸菩薩，如實了知諸器世間破壞成立，如器世間破壞成立差別而知。86 
戌三、八種觀相 

又諸菩薩，於其世間，於世間集，於世間滅，於能往趣世間集行，於能往趣世間滅行，87

於其世間愛味、過患及與出離皆如實知。88 
戌四、世間勝義 

亥一、標言依 

又諸菩薩，如實了知眼乃 89至意諸無色蘊，四大造色，成士夫身，90唯有爾所假名人性。 
亥二、釋假名 

天一、唯有想 

於中所有想，或我、或有情，此唯有想。 
天二、唯有自號言說 

於中所有自號言說，我眼見色，廣說乃至我意知法，此亦唯有自號言說。 
天三、唯有世俗言說 

於中所有世俗語言，謂此長老有如是名、如是種類、如是族姓、如是飲食、如是領納若

苦若樂、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盡其壽量邊際，此亦唯有世俗言說。91 
亥三、結能知 

菩薩於此皆如實知。 
酉二、結略義 

由諸菩薩如實了知有情世間流轉差別、若器世間流轉差別、若八種相觀世間義、若諸世

間所有勝義，是故說名善知世間。 

                                                 
86 如器世間破壞成立差別而知者：此如意地中說外分若壞若成應知。（陵本二卷五頁 127） 
87 於其世間於世間集等者：此中世間，通說有情世間及器世間，如其次第四諦所顯。於道諦中，

略復有二。一、世間道，名能往趣世間集行；二、出世道，名能往趣世間滅行。 
88 於其世間愛味過患等者：攝事分說：於諸行中觀察愛味時，能善通達諸行愛味所有自相。即

於諸行觀察過患時，能善了知三受分位過患共相。謂於是中甚少愛味，多諸過患。如是了知

愛味染著多諸過患共相應已，於所愛味一切行中，隨所生起欲貪煩惱，即能除遣、制伏、斷

捨。（陵本八十五卷六頁 6433）彼說諸行，即此世間，由說世間諸行攝故。彼說諸行愛味所

有自相，當知即是欲貪煩惱。由於諸行觀察愛味、過患、出離，是故於彼皆如實知。 
89 「乃」，磧砂作「及」。 
90 眼乃至意諸無色蘊等者：謂從眼識乃至意識，及彼相應心所有法，是名諸無色蘊。四大種色

及所造色，是名色蘊。如是色無色蘊，假說以為有情自體，是名成士夫身。 
91 於中所有世俗語言等者：謂於有情自體，假施設有八言說句，是名世俗語言。由此隨念六種

略行。一者、呼召假名，二者、剎帝利等色類差別，三者、父母差別，四者、飲食方軌，五

者、興盛衰損，六者、壽量差別。建立品中釋此差別應知。（陵本四十九卷二十頁 3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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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二、如所應轉 

酉一、於身等業 

戌一、舉事 

亥一、別列相 

天一、由自離慢 

地一、見勝 

復次，菩薩若見年德俱尊勝者，能正奉迎，敷座延坐，敬問、禮拜、合掌、殷勤，修和

敬業。 
地二、見等 

若見年德俱相似者，能正問訊、酬對、歡慰，以軟美言共興談論，不依等慢而自格量。92 
地三、見劣 

若見年德俱卑劣者，隨力隨能勸修勝德；顯實 93少德，覆實多過，終不舉發令其恥愧，

亦不輕陵令心退沒；94知有希求若財若法，終不背面，亦不顰蹙；不譏誤失，不懱退榮。 
天二、由攝受他 

地一、於現攝受 

玄一、攝以財法 

於是一切劣等勝品諸有情類，若見彼時，先意慰問，讚言善來，無倒安處，能正隨力攝

以財法。 
玄二、不自高慢 

雖處尊勝，而於有情終不乖戾，不自珍奇，亦不憍傲。 
玄三、作諸饒益 

所攝有情縱懷資給，95有病無病，終不棄捐；身業語業，無不隨順；96若識不識，一切

等心；為友為朋，無怨無隙。 
地二、於作依怙 

於無依怙一切有情，隨力隨能作依作怙。不託異門發他憂苦，97令彼須臾住不安樂。若

有因緣須現談謔，稱理而為，非不稱理。 
地三、於恩親所 

雖遇情交極相親密，年事斯等無乖隔者，亦不共談匪仁言論。98 
地四、於怨謗所 

終不於他久懷忿恨，設復暫起，不斥其諱。若復為他身語訾辱，或善思擇、或依正 99法、

或省己 100過而自開解，不譴於他。 
                                                 
92 不依等慢而自格量者：攝事分說：或復於等謂己為等，令心高舉，故名為慢。（陵本八十九卷

七頁 6739）此說等慢，其義應知。 
93 「少」，磧砂作「劣」。 
94 顯實少德覆實多過等者：謂彼年德俱卑劣者，雖實少德，而能為顯揚，終不輕陵令心退沒。

雖實多過，而為覆藏，終不舉發令其恥愧。 
95 所攝有情縱懷資給者：此說菩薩如法御眾。以憐愍心現作饒益，於己以法所獲如法衣服、飲

食、諸坐臥具、病緣醫藥資身什物，與眾同用故。 
96 身業語業無不隨順者：此顯菩薩於有情心性好隨轉，故作是說。 
97 不託異門發他憂苦者：此顯不託餘緣。謂自不能相續饒益，方便發遣故。 
98 亦不共談匪仁言論者：此顯菩薩常說愛語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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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二、顯應知 

其心安靜而不輕躁，身語意業起必審詳。普能遠離十四垢業，藏隱六方，遠四惡友，攝

四善友。101 
戌二、指說 

如是一切，應知具如尸佉絡 102迦契經中說。 
酉二、於現利事 

戌一、自利攝 

亥一、平等養命 

或為現法利益事義財位相應，103起策具足、守護具足，平等養命。 
亥二、如法求財 

於諸世間工巧業處皆得善巧，104無諂無幻，性不誑他。 
亥三、不毀犯戒 

於罪現行深懷慚恥，正行具足，尊重正行、守護正行。 
戌二、利他攝 

亥一、不欺罔他 

有所寄付，深可倚信；於他財物，無所規度；舉貸他物，終不違捍；分所共財，平等無

矯；共知真寶，賣者不識，稱實 105酬價，無枉毫釐。 
亥二、隨順世範 

於世時務令儀軌範，為益世間，辯正機捷 106。107 
亥三、為作助伴 

於所應作彼彼事中，他正來求，皆為助伴；敦質無動，不託餘緣；108善營事業，非為不

                                                                                                                                                         
99 「正」，磧砂作「止」。 
100 「己」，陵本作「已」。 
101 普能遠離十四垢業等者：契經中說：夫人以四事為勞，當識知。何謂四？一、為好殺生，二、

為好盜竊，三、為婬邪行，四、為喜妄語。又說：有四事或往惡道。何謂四？一、為欲，二、

為怒，三、為癡，四、為畏。又說：有六患，消財入惡道，當識知。何謂六？一、為嗜酒遊

逸，二、為不時入他房，三、為博戲遊逸，四、為大好伎樂，五、為惡友，六、為怠惰。今

此總說十四垢業應知。契經又說：東面為父母，師教宜南面，西面為子婦，朋友位北面，奴

客執事下，沙門梵志上。如彼長行廣釋其義。由有居士善生子拜謁六方，佛為化導，故作如

是密意宣說，是名藏隱六方。又四惡友、四善友，亦如經說，應知其相。彼經亦名佛說善生

子經，佛為彼說而得名故。 
102 「絡」，磧砂作「終」。 
103 或為現法利益事義等者：此說菩薩現法自利。自他利品中說：菩薩以如正理工巧業處士夫作

用積集財物，即於如是所積財物知量受用。（陵本三十六卷六頁 2921）與此義同。 
104 於諸世間工巧業處等者：此顯菩薩如現自利，能現利他，故作是說。 
105 「實」，大正、陵本作「寶」。 
106 「捷」，磧砂作「速」。 
107 於世時務令儀軌範等者：意地中說三種世事。一、語言談論，更相慶慰事；二、嫁娶賓主，

更相飲噉事；三、於起作種種事中，更相營助事。（陵本二卷十七頁 167）如是一切，名世

時務。於所尊敬，應起奉迎，敷座延坐，敬問、禮拜、合掌、殷勤，修和敬業，是名令儀軌

範。菩薩為欲饒益他故，於此一切所應作事，言辭辯正，進止機捷。 
108 敦質無動不託餘緣者：此顯於恩有情知恩知報。於彼來求，常行質直，不以諂誑而推謝之，

故作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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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 
亥四、以法治世 

若為帝王，以法治世，不以非法，不好責罰。 
亥五、善御大眾 

若御大眾，勸捨惡戒，令修善戒。 
亥六、不誑惑他 

成就八種賢聖語言。謂於所見，問答言見；於聞、覺、知，問答言知；於所不見，問答

不見；於所不聞、不覺、不知，問答不知。 
未二、結略義 

菩薩成就如是等法，如其世間正所應知，如 109其世間正所應轉，110於彼一切皆如實知，

是故名為善知世間。 

                                                 
109 磧砂無「如」字。 
110 如其世間正所應知等者：如說有情世間流轉差別，若器世間流轉差別、若八種相觀世間義、

若諸世間所有勝義，是名正所應知。於勝等劣諸有情類，身語意業無倒隨轉，是名正所應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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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師地論》卷 45 
（大正 30，539a2-543c28） 

〈本地分中菩薩地初持瑜伽處菩提分品第十七之二〉 
 

巳六、修正四依 

午一、徵 

云何菩薩修正四依？ 
午二、釋 

未一、辨四相 

申一、辨 

酉一、依義 

謂諸菩薩為求義故，從他聽法，不為求世藻飾文辭。菩薩求義不為求文而聽法時，雖遇

常流言音說法，但依於義，恭敬聽受。 
酉二、依法 

戌一、標簡 

又諸菩薩如實了知闇 1說、大說；2如實知已，以理為依，不由耆長、眾所知識補特伽羅、

若佛、若僧所說法故即便信受，是故不依補特伽羅。 
戌二、釋依 

如是菩薩以理為依，補特伽羅非所依故，於真實義心不動搖，於正法中他緣匪奪。3 
酉三、依了義經 

戌一、明不可引 

又諸菩薩，於如來所深殖正信、深殖清淨，一向澄清 4；5唯依如來了義經典，非不了義。

了義經典為所依故，於佛所說法毗奈耶不可引奪。 
戌二、釋其所以 

何以故？以佛所說不了義經，依種種門辯本性義，猶未決定，尚生疑惑，非了義故。6若

諸菩薩於了義經不決定者，於佛所說法毗奈耶猶可引奪。 

                                                 
1 「闇」，磧砂作「聞」。 
2 如實了知闇說大說者：於聲聞乘不了義說，是名闇說。於大乘中了義宣說，是名大說。前說

菩薩於法正思，如實了知默說、大說，譯文少別，然義實同。 
3 於真實義心不動搖等者：於一切法離言自性，善正思惟、善正籌量、善正觀察。由是為因，

無惑無疑，遠離二路，逮得昇進，是名於真實義心不動搖。於佛善說法毗奈耶深生勝解，不

為外道異論之所引奪，是名於正法中他緣匪奪。 
4 「澄清」，大正作「澄清淨」。 
5 於如來所深殖正信等者：此顯菩薩已得證淨，故作是說。攝事分說：於能說者、於沙門義、

於同法者、於能證得沙門助伴所有淨信，深固根本，於餘生中亦不可引。無虛誑故，名澄清

性。（陵本九十八卷二十五頁 7398）義應準知。 
6 依種種門辯本性義等者：謂所說法，或蘊相應、或界相應、或處相應、或緣起相應、或處非

處相應、或念住相應，如是等類，名依種種門辯本性義。於如是法，或時說有、或時說空，

是名猶未決定，尚生疑惑，非如了義經說非有空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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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四、依真證智 

戌一、標簡 

又諸菩薩，於真證智見為真 7實，非於聞思但識法義非真證智。 
戌二、釋依 

是諸菩薩如實了知修所成智所應知者，非唯聞思所成諸識所能了達。如實知已，聞如來

說最極甚深所有法義，終不誹毀。 
申二、結 

是名菩薩修正四依。 
未二、攝要義 

申一、略顯四量 

依正四依善修習故，略顯四量。謂所說義、正理、大師、修所成慧真實證智。8 
申二、明能出離 

又諸菩薩一切四依為所依止，精勤發起正加行故，於出要道明了開示，9無有迷惑。 
巳七、修四無礙 

午一、徵 

云何菩薩所修菩薩四無礙解？ 
午二、釋 

未一、顯差別 

申一、法無礙解 

謂諸菩薩，於一切法一切異門，盡所有性、如所有性，依修所成無所滯礙無退轉智，10是

名菩薩法無礙解。 
申二、義無礙解 

又諸菩薩，於一切法一切異相，盡所有性、如所有性，依修所成無所滯礙無退轉智，是

名菩薩義無礙解。 
申三、辭無礙解 

又諸菩薩，於一切法一切釋辭，盡所有性、如所有性，依修所成無所滯礙無退轉智，是

名菩薩辭無礙解。 
申四、辯無礙解 

又諸菩薩，於一切法一切品別，盡所有性、如所有性，依修所成無所滯礙無退轉智，是

名菩薩辯無礙解。 
未二、明勝利 

申一、獲五善巧 

                                                 
7 「真」，磧砂作「貞」。 
8 略顯四量等者：謂義為量，不依文故。正理為量，不依補特伽羅故。大師為量，不依非了義

經故。修所成慧真實證智為量，不依聞思但識法義故。 
9 於出要道明了開示者：三摩呬多地說：六種順出離界，能超恚等諸過失故，名為出離。於出

離時正可憑仗，故名為依。（陵本十一卷十四頁 906）由是當知，此出要道，即彼六種順出離

界。又彼地中亦說四依，與此少別，次第亦異，應勘彼知。 
10 依修所成無所滯礙無退轉智者：此顯菩薩無礙解住，普於一切說法所作皆如實知。如住品說。

（陵本四十八卷十八頁 38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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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諸菩薩依是菩薩四無礙解，應知獲得無量最勝五處善巧。一、蘊善巧，二、界善巧，

三、處善巧，四、緣起善巧，五、處非處善巧。 
申二、覺諸法等 

菩薩由此四種行相，於一切法自能妙善現正等覺，亦善為他無倒開示。此上無有自能妙

善現正等覺，11況善為他無倒開示。 
巳八、菩提資糧 

午一、徵起 

云何菩薩菩提資糧？ 
午二、標列 

當知如是菩提資糧略有二種。一者、福德資糧，二者、智慧資糧。 
午三、略釋 

未一、指相 

此二資糧廣分別義，如前所說自他利品，應知其相。12 
未二、辨品 

又此福德、智慧資糧 13，菩薩於初無數大劫所修習者，應知名下；若於第二無數大劫所

修習者，應知名中；若於第三無數大劫所修習者，應知名上。 
巳九、修三十七菩提分法 

午一、徵 

云何菩薩於三十七菩提分法精勤修習？ 
午二、釋 

未一、略顯 

申一、標不作證 

謂諸菩薩，依止菩薩四無礙解，由善方便所攝妙智，於三十七菩提分法如實了知，而不

作證。14 
申二、釋如實知 

是諸菩薩，普於一切二乘理趣三十七種菩提分法皆如實知。謂於聲聞乘理趣及於大乘理

趣三十七種菩提分法皆如實知。 
未二、廣辨 

申一、於聲聞乘 

於聲聞乘理趣三十七種菩提分法如實了知，如聲聞地，如前所說一切應知。15 
                                                 
11 於一切法自能妙善現正等覺者：此顯自能成熟佛法，到究竟地。增上意樂善清淨故，是名妙

善及現等覺。無上菩提，是名現正等覺。 
12 此二資糧廣分別義等者：自他利品中說：云何為福？云何為智？謂略說福，即是三種波羅蜜

多。一、施波羅蜜多，二、戒波羅蜜多，三、忍波羅蜜多。智唯一種波羅蜜多。謂慧波羅蜜

多。精進、靜慮波羅蜜多，應知通二分。一者、福分，二者、智分。乃至廣說。（陵本三十六

卷五頁 2916）如是名二資糧廣分別義。 
13 「又此福德、智慧資糧」，披尋記原置於【未一、指相】之下。 
14 由善方便所攝妙智等者：謂諸菩薩處於生死，彼彼生中修空勝解，善能成熟一切佛法及諸有

情，是即能得無上正等菩提廣大方便，名善方便所攝妙智。義如真實義品中說。（陵本三十六

卷十一頁 2945）三十七菩提分法為遍知因，由是能得斷遍知果，是名作證。菩薩不爾，於其

生死不斷生死，名於三十七菩提分法如實了知，而不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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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二、於菩薩乘 

酉一、徵 

云何菩薩於大乘理趣三十七種菩提分法如實了知？ 
酉二、釋 

戌一、修念住等 

亥一、舉身念住 

天一、依勝義 

謂諸菩薩，能於其身住循身觀，不於其身分別有性，亦不分別一切種類都無有性。又於

其身遠離言說自性、法性如實了知，16當知名依勝義理趣，能於其身住循身觀，修習念

住。 
天二、依世俗 

若諸菩薩隨順無量安立理趣妙智而轉，當知名依世俗理趣，17能於其身住循身觀，修習

念住。 
亥二、例餘住等 

如於其身住循身觀，修習念住，如是所餘一切念住、所餘一切菩提分法，當知亦爾。 
戌二、緣諦修習 

亥一、依勝義 

如是菩薩，於身等法不分別苦、不分別集、不分別此所作斷滅、不分別此得滅因道。又

即於此遠離言說自性、法性，若苦法性、若集法性、若滅法性、若道法性，如實了知。

當知名依勝義理趣，修菩提分為所依止，緣諦修習。 
亥二、依世俗 

若諸菩薩隨順無量安立理趣妙智而轉，當知名依世俗理趣，緣諦修習。 
巳十、修習止觀 

午一、別釋 

未一、自性 

申一、名止 

此中菩薩即於諸法無所分別，當知名止。 
申二、名觀 

若於諸法勝義理趣如實真智，及於無量安立理趣世俗妙智，當知名觀。 
未二、差別 

申一、止 

酉一、標 

                                                                                                                                                         
15 如聲聞地如前所說一切應知者：聲聞地說菩提分修，於三十七菩提分法廣釋修相應知。（陵本

二十八卷十五頁 2378） 
16 不於其身分別有性等者：謂不如言分別有身自性，以彼假說自性無事無相故。亦不分別一切

都無所有，假說所依非都無故。如是於身遠離增益實無妄執，及離損減實有妄執，是名於身

遠離言說自性、法性如實了知。 
17 當知名依世俗理趣者：世俗有三。一、世間世俗，二、道理世俗，三、證得世俗。世間世俗

者，所謂安立宅舍、瓶盆、軍林、數等，又復安立我、有情等。道理世俗者，所謂安立蘊、

界、處等。證得世俗者，所謂安立預流果等彼所依處。如決擇分說。（陵本六十四卷四頁 5087）
依此三種世俗理趣，說名隨順無量安立理趣。 



慧日講堂「《瑜伽師地論》導讀班」第四期 

1296 

此中菩薩略有四行，當知名止。 
酉二、列 

一、勝義世俗智前行；18二、勝義世俗智果；19三、普於一切戲論想中無功用轉；四、

即於如是離言唯事，由無有相 20無所分別，其心寂靜，趣向一切法平等性、一味實性。 
酉三、結 

由此四行，是諸菩薩止道運轉，漸次乃至能證無上正等菩提智見圓滿。 
申二、觀 

酉一、標 

此中菩薩略有四行，當知名觀。 
酉二、列 

謂即四行止道前行，21於一切法遠離增益不正執邊，遠離損減不正執邊，及與隨順無量

諸法，差別安立理趣妙觀。 
酉三、結 

由此四行，是諸菩薩觀道運轉，漸次乃至能證無上正等菩提智見圓滿。 
午二、總結 

是名略說菩薩止觀。 
巳十一、方便善巧 

午一、徵 

云何菩薩方便善巧？ 
午二、標 

當知略說有十二種。 
午三、列 

依內修證一切佛法，有其六種；依外成熟一切有情，亦有六種。 
午四、釋 

未一、內證佛法 

申一、徵 

云何依內修證一切佛法六種方便善巧？ 
申二、列 

一者、菩薩於諸有情悲心俱行，顧戀不捨；二者、菩薩於一切行如實遍知；22三者、菩

薩恆於無上正等菩提所有妙智，深心欣樂；四者、菩薩顧戀有情為依止故，不捨生死；

五者、菩薩於一切行如實遍知為依止故，輪轉生死而心不染；六者、菩薩欣樂佛智為依

止故，熾然精進。 
申三、結 

當知是名菩薩依內修證一切佛法六種方便善巧。 
                                                 
18 勝義世俗智前行者：此顯止行以毗鉢舍那而為上首，故作是說。 
19 勝義世俗智果者：此顯於所緣境精勤修習毗鉢舍那，而非一向。還捨觀相，復於所緣思惟止

行，故作是說。由爾所時，於所緣境不捨、不取，此止行轉是彼觀果。 
20 「相」，磧砂作「想」。 
21 謂即四行止道前行者：此顯觀行以奢摩他而為上首，故作是說。 
22 於一切行如實遍知者：謂能了知若因、若果生死行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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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二、外熟有情 

申一、徵 

云何依外成熟一切有情六種方便善巧？ 
申二、列 

一者、菩薩方便善巧，能令有情以少善根感無量果；二者、菩薩方便善巧，能令有情少

用功力，引攝廣大無量善根；三者、菩薩方便善巧，於佛聖教憎背有情，除其恚惱；四

者、菩薩方便善巧，於佛聖教處中有情，令其趣入；五者、菩薩方便善巧，於佛聖教已

趣入者，令其成熟；六者、菩薩方便善巧，於佛聖教已成熟者，令得解脫。 
申三、辨 

酉一、令以少善感無量果 

戌一、徵 

云何菩薩方便善巧，令諸有情以少善根感無量果？ 
戌二、釋 

謂諸菩薩方便善巧，勸諸有情捨微劣物，乃至最下唯一 23麨團，施鄙穢田 24乃至蠢動傍

生之類，作是施已，迴求無上正等菩提。 
戌三、結 

如是善根，物田雖下，由迴向力，感無量果。 
酉二、令以少力攝廣大善 

戌一、徵 

云何菩薩方便善巧，令諸有情以少功力，引攝廣大無量善根？ 
戌二、釋 

亥一、說正齋戒 

謂諸菩薩方便善巧，若有信解受邪齋戒，乃至一月都不食等諸有情類，為說八支聖齋戒

法，25令其棄捨最極艱辛感非愛果受邪齋戒，勸令修學無極艱辛感大愛果受正齋戒。 
亥二、說中道行 

若諸有情修自苦行，精勤無懈，起邪方便欲求解脫，為說中道，令離二邊，使其趣入。 
亥三、說正靜慮 

若諸有情求欲生天，起邪方便，投巖、赴火、斷飲食等，為其宣說無倒靜慮，令彼獲於

現法樂住，逮得當來無諸艱苦、與喜樂俱生天勝果。 
亥四、勸入聖教 

若諸有情信婆羅門吠地迦呪，妄計精勤受持、讀誦得究竟淨，方便勸令於佛聖教受持、

讀誦、思惟其義。 
亥五、說甚深法 

又正為他如是如是宣揚開示如來所說甚深空性相應妙法，令彼發生勇決厭離猛利淨信。

                                                 
23 「一」，磧砂作「二」。 
24 施鄙穢田者：謂如下賤、貧窮、乏少財物飲食等諸有情類，名鄙穢田。 
25 為說八支聖齋戒法者：一、離損害他命，二、離損壞他財，三、離非梵行，四、離妄語，五、

離歌舞、伎樂、塗冠香鬘，六、離昇高大床，七、離非時飲食，八、離諸酒眾放逸處，是名

八支聖齋戒法。為欲勸彼有情修離惡行及離欲行而宣說故，此亦名為近住律儀。義如決擇分

說。（陵本五十三卷七頁 4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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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由如是一剎那頃厭離淨信俱行善心，尚能攝受不可稱數廣大善根，況其相續。 
亥六、勸行供養 

又諸菩薩，世間所有種種上妙珍寶、香鬘、諸供養具，起淨信俱增上意樂，於佛法僧勝

解供養，亦勸導他令行如是勝解供養。 
亥七、勸喜供養 

又於十方一切世界，一切供養佛法僧所，即以如是淨信俱行增上意樂，周匝普緣，深生

隨喜，亦勸導他作是隨喜。 
亥八、勸修六念 

又諸菩薩，恆常修習念佛、念法，乃至念天，亦勸導他令修六念。26 
亥九、勸行意禮 

又諸菩薩，意言分別禮佛法僧，27乃至命終時無虛度，亦勸導他行此禮業。 
亥十、勸喜福業 

又諸菩薩，普於十方一切有情一切福業悉皆隨喜，亦勸導他作是隨喜。 
亥十一、勸具悲願 

又諸菩薩，普於十方一切有情，入廣大悲增上意樂，願以自身皆代彼受一切憂苦，亦勸

導他興此悲願。 
亥十二、勸悔所犯 

又諸菩薩，過去現在一切誤失、一切違犯，以淨調柔愛樂隨順所學戒心，想對十方佛世

尊所，至誠發露，悔往修來，亦勸導他令行是事。如是數數發露所犯，少用功力，一切

業障皆得解脫。 
亥十三、化攝福聚 

又諸菩薩，已具神通得心自在，普於十方佛法僧所及有情處，化作眾多種種化事，攝受

無量大福德聚。 
亥十四、勸修無量 

又諸菩薩，恆常修習慈、悲、喜、捨，亦勸導他作此修習。 
戌三、結 

如是菩薩以少功力，引攝廣大無量善根諸勝妙果。 
酉三、令除恚惱及趣入等 

戌一、總徵 

云何菩薩方便善巧，於佛聖教憎背有情，除其恚惱；處中住者，令其趣入；已趣入者，

令其成熟；已成熟者，令得解脫？ 
戌二、標列 

謂諸菩薩，為欲成辦如是四種有情義利 28，當知略說復有六種方便善巧。一者、隨順會

通方便善巧，二者、共立要契方便善巧，三者、異分意樂方便善巧，四者、逼迫所生方

                                                 
26 念佛念法乃至念天者：聞所成地說：於佛法僧隨念之行，名歸依隨念。於趣涅槃行、趣資財

行、趣生天行隨念之行，名證隨念。（陵本十四卷二十頁 1255）是名隨念六行差別。由是能

令心沒諸修行者，正策其心，令生歡喜，是故能攝廣大無量善根。 
27 意言分別禮佛法僧者：此說菩薩正行供養，義如供養親近無量品說應知。（陵本四十四卷五頁

3557） 
28 「謂諸菩薩，為欲成辦如是四種有情義利」披尋記原置於【戌一、總徵】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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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善巧，五者、施恩報恩方便善巧，六者、究竟清淨方便善巧。 
戌三、隨釋 

亥一、隨順會通方便善巧 

天一、徵 

云何菩薩隨順會通方便善巧？ 
天二、釋 

地一、隨順 

玄一、為說正法 

黃一、先除恚惱 

謂諸菩薩，於 29彼有情將為說法，先當方便隨順現行軟美身語，亦復現行近施隨轉，30除

彼於己 31所生恚惱；彼恚惱除，便生愛敬。 
黃二、次說正法 

愛敬生已，於法起樂；然後為其宣說正法。所說正法，如其所宜，易入易解，應時漸次，

無有顛倒，能引義利，堪任難擊。32 
黃三、漸令調伏 

於彼有情調伏事中，成就最勝欲作饒益哀愍之心，為現神通、記心、顯說如理正法。33或

勸請他，或為化作種種眾多殊特化事，令彼有情皆悉調伏。 
黃四、令能受持 

若引義利極略諸論，能為廣辯；若引義利極廣諸論，能為略說，令其受持。為作憶念，

施其問難。彼既於法能受能持，復進為其廣開正義。 
玄二、為作教授教誡 

又於趣入遍緣一切三摩地門，能為隨順教授教誡，34攝益有情令修利行。 
地二、會通 

玄一、總標所為 

若諸有情，於佛所說甚深空性相應經典，不解如來密意義趣。於此經中，說一切法皆無

自性、皆無有事、無生無滅，說一切法皆等虛空、皆如幻夢。彼聞是已，如其義趣不能

解了，心生驚怖，誹謗如是一切經典，言非佛說。菩薩為彼諸有情類，方便善巧如理會

通，如是經中如來密意甚深義趣，如實和會，攝彼有情。35 

                                                 
29 「於」，磧砂作「隨於」。 
30 亦復現行近施隨轉者：近謂親近。施謂布施。行如是事，隨彼心轉，是名現行近施隨轉。 
31 「己」，陵本作「已」。 
32 所說正法如其所宜等者：謂所說法稱順眾會，名為所宜。無亂無隱，是名易入易解。無間而

說，是名應時漸次。隨順文句，或標、或釋、或廣分別，是名無有顛倒。能生歡喜，是名能

引義利。善釋妨難，是名堪任難擊。 
33 為現神通記心顯說如理正法者：此顯三種神變教授，故作是說。謂神境神變、記說神變、教

誡神變，如次應知。 
34 又於趣入遍緣一切三摩地門等者：謂如有貪行者，令修不淨觀；有瞋行者，令修慈愍觀；有

癡行者，令修緣性緣起觀；有慢行者，令修界差別觀；有尋思行者，令修阿那波那念；如是

名於趣入遍緣一切三摩地門，能為隨順教授教誡。 
35 如實和會攝彼有情者：由彼有情不解義故，於佛聖教心生憎背，菩薩為彼無倒宣說，義無乖

諍，是名如實和會。由是能除彼有情類所有恚惱，令處中信，是名攝彼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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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二、正會經義 

黃一、會初說 

宇一、無自性義 

菩薩如是正會通時，為彼說言：此經不說一切諸法都無所有，但說諸法所言自性都無所

有。是故說言一切諸法皆無自性。 
宇二、無有事義 

雖有一切所言說事，依止彼故諸言說轉，然彼所說可說自性，據第一義非其自性。是故

說言一切諸法皆無有事。 
宇三、無生滅義 

一切諸法所言自性，理既如是從本已來都無所有，當何所生、當何所滅。是故說言一切

諸法無生無滅。 
黃二、會後說 

宇一、如虛空義 

宙一、舉虛空相 

洪一、容受 

譬如空中有眾多色、色業可得，容受一切諸色、色業。36謂虛空中，現有種種若往、若

來、若住，起墮屈伸等事。37 
洪二、清淨 

若於爾時，諸色、色業皆悉除遣；即於爾時，唯無色性清淨虛空其相顯現。 
宙二、喻離言事 

洪一、言說所行 

如是即於相似虛空離言說事，有其種種言說所作邪想分別隨戲論著，似色業轉。又即如

是一切言說邪想分別隨戲論著似眾色業，皆是似空離言說事之所容受。38 
洪二、聖智所行 

若時菩薩以妙聖智，遣除一切言說所起邪想分別隨戲論著；爾時菩薩最勝聖者，以妙聖

智證得諸法離言說事，唯有一切言說自性非性所顯，譬如虛空清淨相現。亦非過此有餘

自性應更尋求。是故宣說一切諸法皆等虛空。 
宇二、如幻夢義 

宙一、釋 

洪一、舉如幻夢 

又如 39幻夢，非如顯現如實是有，亦非一切幻夢形質都無所有。 
洪二、喻一切法 

如是諸法，非如愚夫言說串習勢力所現如實是有，亦非一切諸法勝義離言自性都無所有。 
宙二、結 

                                                 
36 有眾多色色業可得等者：顯色、形色品類非一，名眾多色。表色動轉，是名色業。下皆準知。 
37 若往若來若住等者：此中種種，隨應配釋諸色、色業應知。 
38 相似虛空離言說事等者：此中以彼虛空，喻顯離言說事，是名相似虛空離言說事。以彼色業，

喻顯邪想分別隨戲論著，是名似色業轉。復以虛空容受色業，喻顯離言說事為分別戲論之所

塗染，是名似空離言說事之所容受。 
39 「如」，磧砂作「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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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方便悟入道理，一切諸法非有非無，猶如幻夢，其性無二。是故宣說一切諸法皆如

幻夢。 
玄三、結顯正知 

如是菩薩，普於一切諸法法界不取少分、不捨少分、不作損減、不作增益、無所失壞。40

若法實有，知為實有；若法實無，知為實無；如其所知，如是開示。 
天三、結 

當知是名菩薩隨順會通方便善巧。 
亥二、共立要契方便善巧 

天一、徵 

云何菩薩共立要契方便善巧？ 
天二、釋 

地一、於施資具 

謂諸菩薩，若見有情求飲食等十資身具，即便共彼立要契言：汝等若能知父母恩，恭敬

供養，及諸沙門婆羅門等，41廣說如前，乃至若能受持淨戒；42如是我當隨汝所欲，施

飲食等諸資身具，如其不能，我不施汝。 
地二、於施田等及作助伴 

如是菩薩，若見有情來求種種田事、宅事、諸闤闠事、王事、域 43事、財事、穀事，或

有來求諸工業處及諸明處，或有來求共為朋友，或有來求共結婚媾，或有來求共作邑會，

或有來求助營事業，菩薩共彼立要契言：汝等若能知父母恩，恭敬供養，如前廣 44說；

如是我當施汝田宅，廣說乃至助營事業。 
地三、於脫厄難 

又諸菩薩，若見有情有諸愆犯，或被舉訟；或作種種不饒益事，為他所拘，將欲刑縛、

斷截、撾打、毀辱、迫脅、驅擯、流移；或他所執，欲捶、縛、賣。菩薩爾時隨能隨力

立要契言：汝等若能知父母恩，恭敬供養，如前廣說；如是我當方便救汝，令脫斯難。 
地四、於救怖畏 

又諸菩薩，若見有情遭遇種種王賊、水火、人及非人、不活、惡名諸怖畏等，爾時菩薩

立要契言：汝等若能知父母恩，恭敬供養，如前廣說；如是我當方便救汝，令免斯畏。 
地五、於遂求願 

又諸菩薩，若見有情欲所愛會，求非愛離，爾時菩薩立要契言：汝等若能知父母恩，恭

敬供養，如前廣說；如是我當遂汝所願，令 45所愛會及非愛離。 
地六、於救病苦 

                                                 
40 不取少分不捨少分等者：於實無事離有相取，是名不取少分。於實有事成無相取，是名不捨

少分。不於實有起損減執，是名不作損減。不於實無起增益執，是名不作增益。遠離增減所

有過失，是名無有失壞。真實義品廣顯彼失壞相應知。（陵本三十六卷十五頁 2972） 
41 及諸沙門婆羅門等者：等言，等取家長可尊敬者、作義利者、作所作者。如前善知世間中說。

（陵本四十四卷十八頁 3600） 
42 廣說如前等者：有尋有伺地說：於今世、後世所作罪中，見大怖畏；行施作福，受齋持戒。（陵

本五卷十五頁 381）此中廣說，如彼應知。 
43 「域」，磧砂作「城」。 
44 「廣」，原文作「廣」。韓清淨手稿亦未改，但鉛版以後之披尋記均改為「所」。 
45 「令」，磧砂作「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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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諸菩薩，若見有情為疾所苦，立要契言：汝等若能知父母恩，恭敬供養，如前廣說；

如是我當救汝病苦，令得安樂。 
天三、結 

彼諸有情，既為菩薩如是立要，於諸善品速疾受學，於諸惡品速疾除斷，菩薩皆能遂其

所願。當知是名菩薩共立要契方便善巧。 
亥三、異分意樂方便善巧 

天一、徵 

云何菩薩異分意樂方便善巧？ 
天二、釋 

地一、於立要契諸有情所 

玄一、別現異相 

黃一、不施所求 

謂諸菩薩與諸有情立要契已，彼諸有情於上所說彼彼事中，不如所欲速疾修行，菩薩爾

時於如上說彼所求事，皆不施與。唯為利益彼有情故，非餘意樂而不施彼。 
黃二、不救難等 

如是於其諸厄難處、諸怖畏處、欲所愛會、求非愛離、病苦所惱諸有情類，權時棄捨。

唯為利益彼有情故，非異意樂而棄捨之、非異意樂而不救拔。 
玄二、總明方便 

如是菩薩，於諸有情方便現行剛捍業時，唯為利益，非餘意樂。漸令餘時如其所欲，斷

除諸惡，修學諸善，是故方便權時棄捨。 
地二、於先親厚諸有情所 

玄一、隨宜勸導 

若諸有情於菩薩所，雖無所求，亦無眾難，廣說乃至無諸病苦，而與菩薩先為親厚。菩

薩於彼隨宜勸導，斷諸惡法，修諸善法。所謂令彼知父母恩，恭敬供養，廣說乃至於淨

尸羅隨順受學。 
玄二、現異分相 

若彼有情雖蒙菩薩如是勸導，故肆輕躁而不奉行，菩薩爾時自現憤責，唯欲利益，非憤

意樂。於諸所作悉現乖背，唯為利益，非背意樂。或於一類，現於 46世間不饒益事，唯

為利益，非損意樂。47 
天三、結 

如是菩薩，於諸有情現外所作，與內意樂相不同分；由是因緣，方便安處，令彼有情漸

斷諸惡、漸修諸善。是故菩薩如是調伏有情方便，名為菩薩異分意樂方便善巧。 
亥四、逼迫所生方便善巧 

天一、徵 

                                                 
46 「於」，磧砂、大正作「與」。 
47 或於一類現於世間不饒益事等者：戒品中說：菩薩見有增上增上宰官，上品暴惡，於諸有情

無有慈愍，專行逼惱。菩薩見已，起憐愍心，發生利益安樂意樂，隨力所能，若廢、若黜增

上等位。由是因緣，於菩薩戒無所違犯，生多功德。又說：菩薩見劫盜賊奪他財物，若僧伽

物、窣堵波物，取多物已執為己有，縱情受用。菩薩見已，起憐愍心，於彼有情發生利益安

樂意樂，隨力所能，逼而奪取。（陵本四十一卷六頁 3356）由是當知此所說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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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菩薩逼迫所生方便善巧？ 
天二、釋 

地一、如應告誡 

謂諸菩薩，或為家主 48、或作國王，得增上力，於自親屬、於自臣民能正 49教誡。如應

告言：諸我親屬、諸我臣民，若於父母不知恩報，廣說乃至毀犯戒者，我當斷其常所給

賜衣服、飲食，或當捶罰，或我親屬當與乖離，或我臣民當永驅擯。 
地二、方便伺察 

立一善巧機捷士夫，於彼事業常令伺察。 
天三、結 

由是因故，彼諸有情怖畏治罰，勤斷諸惡，勤修諸善。彼於修善雖無樂欲，由是方便，

彊逼令修。是故名為逼迫所生方便善巧。 
亥五、施恩報恩方便善巧 

天一、徵 

云何菩薩施恩報恩方便善巧？ 
天二、釋 

謂諸菩薩，先於有情隨力多少施作恩惠；或施所須，或濟厄難，或除恐怖，或會所愛，

或離非愛，或療病苦，令得安樂。50彼諸有情深知恩惠，欲報德者，菩薩爾時勸令修善，

以受報恩。告言：汝等非餘世財來相酬遺，為大報恩；汝等若能知父母恩，恭敬供養，

廣說乃至受持淨戒，如是乃名大報恩德。 
天三、結 

菩薩如是於諸有情先施恩惠，勸讚修善名大報恩；由此方便，令他於善精勤修學。是故

名為施恩報恩方便善巧。 
亥六、究竟清淨方便善巧 

天一、徵 

云何菩薩究竟清淨方便善巧？ 
天二、釋 

地一、現生覩史多天 

謂諸菩薩，安住菩薩到究竟地，於菩薩道已善清淨，先現往生覩史多天眾同分中。無量

有情如是念言：某名菩薩，今已生處覩史多天眾同分中，不久當下生贍部洲，證得無上

正等菩提。願令我等當得值遇，非不值遇，隨是菩薩所生之處，願令我等亦當往生。如

是為令無量有情生正欲樂，為多修習此欲樂故。 
地二、現生王家出家 

又是菩薩，從覩史多天眾中沒，來下人間，生於高貴、或族望家。所謂王家、若國師家。

棄捨世間上妙欲樂，無所顧戀，清淨出家。令諸有情起尊敬故。 
地三、現受難行苦行 

又現誓受難行苦行。為令信解苦行有情捨所樂故。 

                                                 
48 「主」，磧砂作「正」。 
49 「正」，磧砂作「止」。 
50 或施所須等者：此中種種，如前共立要契方便善巧中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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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四、現證無上菩提 

又證無上正等菩提。令餘有情，於所同趣菩提解脫欣殊勝故。 
地五、現待梵王請說 

又證無上正等覺已，未為有情即說正法，待梵天王躬來啟請。為諸有情於正法所起尊敬

故。作是念言：當所說法定應殊妙，故今梵王希望世尊說是法故，躬自來請。 
地六、現以大悲觀察 

又以佛眼觀察世間，51勿使有情作如是謗：但由梵王躬來啟請，敬梵王故，宣說正法，

非於有情自起悲心；乃是為他之所激發，非自能了機宜可否。為欲壞彼一類有情如是邪

執，先以佛眼觀察世間，然後為轉無上法輪，52一切世間所未曾轉。如是更復宣說正法，

制立學處。53 
天三、結 

是名菩薩究竟清淨方便善巧。由此所說方便善巧，更無有餘方便善巧，在於此上若過若

妙，是故說名究竟清淨。 
戌四、總結 

如是菩薩所說六種若略若廣方便善巧，能除憎背 54聖教有情所有恚惱；處中住者，令其

趣入；已趣入者，令其成熟；已成熟者，令得解脫。除此無有若過若增。 
午五、結 

是名菩薩方便善巧。 
巳十二、妙陀羅尼 

午一、徵 

云何菩薩妙陀羅尼？ 
午二、標 

當知如是妙陀羅尼略有四種。 
午三、列 

一者、法陀羅尼，二者、義陀羅尼，三者、呪陀羅尼，四者、能得菩薩忍陀羅尼。 
午四、釋 

未一、別辨相 

申一、法陀羅尼 

酉一、徵 

云何菩薩法陀羅尼？ 
酉二、釋 

謂諸菩薩獲得如是念慧力持，由此力持，聞未曾聞，言未溫習、未善通利，名句文身之

所攝錄，次第錯縱、次第結集無量經典，經無量時能持不忘。 
                                                 
51 又以佛眼觀察世間者：菩提品說：如來晝夜六時，晝三、夜三，常以佛眼觀察世間誰增、誰

減，我應令誰未起善根而種善根，廣說乃至我應令誰建立最勝阿羅漢果。（陵本三十八卷三頁

3104）其義應知。 
52 然後為轉無上法輪者：攝事分說：由五種相轉法輪者，當知名為善轉法輪。乃至廣說世尊轉

所解法，置於阿若憍陳身中，此復隨轉置餘身中，彼復隨轉置餘身中。以是展轉、隨轉義故，

說名為輪。正見等法所成性故，說名法輪。（陵本九十五卷十頁 7152）其義應知。 
53 宣說正法制立學處者：此中正法，謂即十二分教。學處，謂即三無漏學應知。 
54 「背」，磧砂作「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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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三、結 

是名菩薩法陀羅尼。 
申二、義陀羅尼 

酉一、徵 

云何菩薩義陀羅尼？ 
酉二、釋 

戌一、指前說 

謂如前說。 
戌二、簡差別 

此差別者，即於彼法無量義趣，心未溫習、未善通利，經無量時能持不忘。 
酉三、結 

是名菩薩義陀羅尼。55 
申三、呪陀羅尼 

酉一、徵 

云何菩薩呪陀羅尼？ 
酉二、釋 

謂諸菩薩獲得如是等持自在，由此自在加被能除有情災患諸呪章句，令彼章句悉皆神

驗，第一神驗，無所唐捐，能除非一種種災患。 
酉三、結 

是名菩薩呪陀羅尼。 
申四、能得菩薩忍陀羅尼 

酉一、徵 

云何菩薩能得菩薩忍陀 56羅尼？ 
酉二、釋 

戌一、標能得因 

謂諸菩薩成就自然堅固因行，具足妙慧。57獨處空閑，寂無言說，曾無有物，見路而行。58

知量而食，不雜穢食，一類而食。常極靜慮，於夜分中少眠多寤。於佛所說得菩薩忍諸

呪章句，能諦思惟。 
                                                 
55 云何菩薩法陀羅尼等者：顯揚論說：若欲略說陀羅尼相者，謂諸菩薩成就字類通達，於名句

文身如意自在，得如是種類念持之力。由念力故，隨一字中，而能顯示、分別、開演一切種

染淨之義。（顯揚論三卷五頁
※31,492c）此說法陀羅尼及與義陀羅尼，應準此釋。 

※「五頁」，披尋記原作「六頁」。 
56 「陀」，磧砂作「阿」。 
57 成就自然堅固因行等者：此顯勝解行補特伽羅，於勝解行住中經初無數大劫修行圓滿，故作

是說。攝大乘論頌云：清淨增上力，堅固心昇進，名菩薩初修，無數三大劫。世親釋云：堅

固心昇進者，謂發牢固心，起增進行。牢固心者，應知所發大菩提心，諸惡友力不能令捨。

增進行者，應知現在及生生中，善法常增，終無退減。（攝論世親釋七卷二十三頁 31,360b）
此說成就自然堅固因行，義應準知。四如實智無闕現前，是名具足妙慧。 

58 獨處空閑等者：此中為顯得第一義，內心寂靜，是故作如是說。不樂雜住，居遠離處，是名

獨處空閑。為除定難，不多言論，是名寂無言說。於求財者深修厭毀；於諸城邑交遊等處，

了知其初、了知過患、了知出離，亦能了知趣出離行；如是能得內心寂靜。如思所成地說。（陵

本十八卷十四頁 1575）由是此說曾無有物，見路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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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二、正顯通達 

亥一、於呪章句 

天一、舉其呪詞 

其呪詞曰： 
 壹胝 密胝 吉胝毗 羼底（丁理反） 鉢陀膩 莎訶 

天二、通達呪義 

即於如是呪章句義，審諦思惟、籌量、觀察。彼於如是呪章句義如是正行，不從他聞，

自然通達；了知如是諸呪章句都無有義，是圓成實，但唯無義；如實了知此章句義，所

謂無義。是故過此，不求餘義，齊此名為妙善通達呪章句義。 
亥二、於一切法 

天一、標隨無義 

彼於如是呪章句義正通達已，即隨此義，不從他聞，自正通達一切法義。 
天二、釋離言性 

謂於此義如是通達，一切言說所說諸法自性之義皆不成實，唯有諸法離言自性是自性

義。59彼於諸法此自性義正通達已，過此更無餘義可求。由於此義善通達故，獲得最勝

廣大歡喜。60 
戌三、明已得忍 

由是菩薩得陀羅尼，當言已得此陀羅尼章句所立菩薩勝忍。得此忍故，是諸菩薩不久當

得淨勝意樂，已依上品勝解行地勝忍而轉。61 
酉三、結 

當知是名菩薩所有能得菩薩忍陀羅尼。 
未二、總料簡 

申一、所得差別 

酉一、前三陀羅尼 

戌一、舉法義二陀羅尼 

此中菩薩法陀羅尼、義陀羅尼，若過第一無數大劫，已入清淨勝意樂地，所得決定堅住

廣大。從此以下，或以願力、或依靜慮，62雖有獲得，而不決定，亦不堅住、亦不廣大。 
戌二、例呪陀羅尼 

如說法義二陀羅尼，呪陀羅尼，當知亦爾。 
酉二、後一陀羅尼 

能得菩薩忍陀羅尼，如前所釋，即如是得。63 
                                                 
59 如是諸呪章句都無有義等者：謂此章句都無有義可起分別，但唯無義即是彼句圓成實相，此

約證成道理名圓成實。義如解深密經說。（五卷五頁 16,709c）通達此故，隨順通達一切言說

所說諸法自性之義皆不成實，唯有諸法離言自性是自性義；亦如諸呪章句都無有義，但唯無

義是圓成實。 
60 獲得最勝廣大歡喜者：此說證入極歡喜住應知。 
61 不久當得淨勝意樂等者：極歡喜住菩薩住時，一切勝解諸隨煩惱皆悉永斷，離隨煩惱淨勝解

轉，即此名為淨勝意樂。勝解行住菩薩，雖依上品勝解而轉，而未得名淨勝意樂。由是說言

不久當得。 
62 或以願力等者：謂由願力，常值諸善知識，從他聽聞一切法義，名以願力。攝大乘論頌云：

清淨增上力。此即彼一分攝，如世親釋應知。修習止觀，自正審思一切法義，名依靜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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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二、能得功德 

酉一、標 

若諸菩薩具四功德，方獲如是諸陀羅尼，非隨闕一。 
酉二、徵 

何等名為四種功德？ 
酉三、列 

一者、於諸欲中，無所貪著。二者、於他勝事不生妒忌，不嫉他榮。三者、一切所求等

施無悔。四者、於正法中，深生忻樂；忻樂法者，於菩薩藏及菩薩藏摩怛理迦 64深心

愛樂。 
巳十三、所修正願 

午一、徵 

云何菩薩所修正願？ 
午二、標 

當知此願略有五種。 
午三、列 

一者、發心願，二者、受生願，三者、所行願，四者、正願，五者、大願。 
午四、釋 

未一、發心願 

若諸菩薩，於其無上正等菩提最初發心，是名發心願。 
未二、受生願 

若諸菩薩，願於當來往生隨順饒益有情諸善趣中，是名受生願。 
未三、所行願 

若諸菩薩，願能無倒思擇諸法，願於境界修無量等殊勝善法，65是名所行願。 
未四、正願 

若諸菩薩，願於當來攝受一切菩薩善法，攝受一切所有功德，66若總若別所有正願，是

名正願。 
未五、大願 

申一、標 

菩薩大願，當知即從正願所出。此復十種。 
申二、釋 

酉一、供養諸佛 

若諸菩薩，願於當來以一切種上妙供具，供養無量無邊如來，當知是名第一大願。 
                                                                                                                                                         
63 如前所釋即如是得者：通達諸法離言自性是自性義，過此更無餘義可求，是名如前所釋。由

是菩薩得陀羅尼，當言已得此陀羅尼章句所立菩薩勝忍，是名即如是得。 
64 於菩薩藏及菩薩藏摩怛理迦者：十二分教，方廣一分，名菩薩藏。即此論議，名菩薩藏摩怛

理迦。 
65 願能無倒思擇諸法等者：於一切法，信解離言法性真如，起無分別無相心住，是名無倒思擇

諸法。普於一切蠢動有情修習慈悲喜捨俱心，於一切行修無常想、無常苦想、苦無我想，於

其涅槃修勝利想，於佛法僧、波羅蜜多修習隨念，是名修無量等殊勝善法。 
66 攝受一切菩薩善法等者：菩薩為欲熟自佛法，是故攝受一切菩薩善法。為欲熟他有情，是故

攝受一切所有功德。戒品中說攝受善法戒、饒益有情戒，如彼廣釋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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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二、護持正法 

若諸菩薩，願於當來攝受防護諸佛世尊所有正法，傳持法眼令無斷壞，當知是名第二大 67

願。 
酉三、示現出世 

若諸菩薩，願於當來從覩史 68多天宮降下，如前乃至入大涅槃，69當知是名第三大願。 
酉四、攝受善法 

若諸菩薩，願於當來行一切種菩薩正行，70當知是名第四大願。 
酉五、成熟有情 

若諸菩薩，願於當來普能成熟一切有情，71當知是名第五大願。 
酉六、遍作佛事 

若諸菩薩，願於當來一切世界皆能示現，72當知是名第六大願。 
酉七、淨修佛土 

若諸菩薩，願於當來普能淨修一切佛土，73當知是名第七大願。 
酉八、同趣大乘 

若諸菩薩，願於當來一切菩薩，皆同一種意樂加行趣入大乘，當知是名第八大願。 
酉九、功不唐捐 

若諸菩薩，願於當來所有一切無倒加行皆不唐捐，當知是名第九大願。 
酉十、速證菩提 

若諸菩薩，願於當來速證無上正等菩提，當知是名第十大願。 
巳十四、三三摩地 

午一、別辨相 

未一、空三摩地 

申一、徵 

云何菩薩空三摩地？ 
申二、釋 

                                                 
67 「大」，大正作「正」。 
68 「史」，大正作「吏」。 
69 從覩史多天宮降下等者：此顯諸佛菩薩俱生威力，故作是說。威力品中廣釋其相應知。（陵本

三十七卷十六頁 3064） 
70 行一切種菩薩正行者：行品中說：菩薩始從勝解行地，乃至最後到究竟地，於此一切菩薩地

中，當知略有四菩薩行。何等為四？一者、波羅蜜多行，二者、菩提分法行，三者、神通行，

四者、成熟有情行。（陵本四十九卷四頁 3917）此應準知。 
71 普能成熟一切有情者：成熟品說：所成熟補特伽羅略有四種。一者、住聲聞種性，於聲聞乘

應可成熟補特伽羅；二者、住獨覺種性，於獨覺乘應可成熟補特伽羅；三者、住佛種性，於

無上乘應可成熟補特伽羅；四者、住無種性，於往善趣應可成熟補特伽羅。（陵本三十七卷二

十頁 3076）此應準知。 
72 一切世界皆能示現者：諸佛世尊有四種化，遍十方界功能無礙，是名一切世界皆能示現。四

種化者，一、未成熟有情令成熟故，作菩薩行化。二、已成熟有情令解脫故，於三千大千世

界百拘胝贍部洲中，同於一時方便攝受如來之化。三、即為彼所化有情作聲聞化。四、即為

彼所化有情作獨覺化。如決擇分說應知。（陵本七十四卷十一頁 5706） 
73 普能淨修一切佛土者：佛有三身，謂自性身、受用身、變化身。由是佛土亦有三別，謂法性

土、受用土、變化土，是名一切佛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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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諸菩薩觀一切事，遠離一切言說自性，唯有諸法離言自性，心正安住。 
申三、結 

是名菩薩空三摩地。 
未二、無願三摩地 

申一、徵 

云何菩薩無願三摩地？ 
申二、釋 

謂諸菩薩，即等隨觀離言自性所有諸事，由邪分別所起煩惱，及以眾苦所攝受故，皆為

無量過失所汙；74於當來世不願為先，心正安住。 
申三、結 

是名菩薩無願三摩地。 
未三、無相三摩地 

申一、徵 

云何菩薩無相三摩地？ 
申二、釋 

謂諸菩薩，即正思惟離言自性所有諸事，一切分別戲論眾相永滅寂靜，如實了知，心正

安住。 
申三、結 

是名菩薩無相三摩地。 
午二、總料簡 

未一、明建立 

申一、問 

問：何故唯立三三摩地，無過無增？ 
申二、答 

酉一、總標法 

答：法有二種，謂有、非有。有為、無為名之為有，我及我所名為非有。 
酉二、別配依 

戌一、無願三摩地 

於有為中，有無願故，可厭逆故，當知依此建立無願三摩地。 
戌二、無相三摩地 

於無為中，願涅槃故，正樂攝故，當知依此建立無相三摩地。 
戌三、空三摩地 

於非有事，菩薩不願，亦無無願。然於非有，菩薩如實見為非有。依此見故，當知建立

空三摩地。 
未二、辨了知 

申一、於自乘 

                                                 
74 由邪分別所起煩惱等者：真實義品中說：又諸愚夫，由於如是所顯真如不了知故，從是因緣，

八分別轉，能生三事，能起一切有情世間及器世間。乃至廣說。（陵本三十六卷二十頁 2991）
隨應當知此所說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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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菩薩於此三種三摩地中精勤修學，於是建立如實了知。 
申二、於餘乘 

於餘行相三三摩地如實悟入，安立理趣如實悟入，修習理趣如實了知。75謂於其中，諸

聲聞眾精勤修學及圓滿證。 

                                                 
75 於餘行相三三摩地等者：諸聲聞眾所修所證三三摩地與菩薩別，名餘行相三三摩地。彼之行

相、安立理趣、修習理趣，如三摩呬多地中廣釋其相，隨應當知。（陵本十二卷八頁 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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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師地論》卷 46 
（大正 30，544a2-549b7） 

〈本地分中菩薩地初持瑜伽處菩提分品第十七之三〉 
 

巳十五、四種法嗢柁南 

午一、標 

復有四種法嗢柁南，諸佛菩薩欲令有情清淨故說。 
午二、徵 

何等為四？ 
午三、列 

一切諸行皆是無常，是名第一法嗢柁南。一切諸行皆悉是苦，是名第二法嗢柁南。一切

諸法皆無有我，是名第三法嗢柁南。涅槃寂靜，是名第四法嗢柁南。 
午四、釋 

未一、名嗢柁南 

申一、第一義 

諸佛菩薩多為有情宣說如是法相應義，是故說名法嗢柁南。 
申二、第二義 

又從曩昔，其心寂靜諸牟尼尊，1於一切時展轉宣說，是故說此名嗢柁南。 
申三、第三義 

又此行跡能趣大生，亦復能趣出第一有，是故說此名嗢柁南。 
未二、辨四種法 

申一、諸行無常 

酉一、徵 

云何菩薩等隨觀察一切諸行皆是無常？ 
酉二、釋 

戌一、以正觀察 

亥一、總觀無常 

天一、無性無常 

謂諸菩薩，觀一切行言說自性，於一切時常無所有。如是諸行常不可得，故名無常。 
天二、生滅無常 

又即觀彼離言說事，由不了知彼真實故；無知為因，生滅可得。2如是諸行離言自性有

生有滅，故名無常。 
亥二、別觀四相 

天一、依三世觀 

                                                 
1 其心寂靜諸牟尼尊者：諸牟尼尊，一切煩惱戲論永滅，證大涅槃，是名其心寂靜。 
2 又即觀彼離言說事等者：諸有為法離言自性，是名離言說事。由不了知此唯事故，起邪分別；

由是因緣，墮諸世間生死相續，是名無知為因，生滅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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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一、過去 

又諸菩薩，觀過去行已生已滅，由彼諸行無因可得，亦無自性，3是故觀彼因性、自性

皆無所有。 
地二、現在 

觀現在行已生未滅，由彼諸行因不可得，已與果故；自性可得，4猶未滅故；是故觀彼

自性是有，而無有因。 
地三、未來 

觀未來行未生未滅，由彼諸行有因可得，未與果故；無有自性，5猶未生故；是故觀彼

唯有因性，而無自性。 
天二、依剎那觀 

地一、別辨相 

玄一、標 

菩薩如是見三世中分段諸行相續轉已，等隨觀見一一剎那有為諸行，皆有三種有為之

相。於剎那後，復有第四有為之相。 
玄二、釋 

黃一、正觀四相 

即於此中，前剎那行自性滅壞。無間非先諸行剎那自性生起，正觀為生；諸行生已，即

時未壞，正觀為住；此已生行，望前已滅諸行剎那自性別異，正觀為老；從此諸行生剎

那後，即此已生諸行剎那自性滅壞，正觀為滅。 
黃二、觀唯諸行 

菩薩觀此已生剎那諸行自性，即是生住老之自性，不見生等別有自性。如實觀見生剎那

後，即此生等諸行剎那自性滅壞，無別有性。6 
玄三、結 

如是四種有為之相，總攝諸行。 
地二、出要義 

玄一、標列 

以要言之，二分所顯。一者、有分所顯，二者、無分所顯。 
玄二、隨釋 

此中世尊依於有分，建立一種有為之相；依於無分，建立第二有為之相。住、異二種，

                                                 
3 觀過去行已生已滅等者：由已生故，因已受盡，是故說言無因可得。由已滅故，自性受用已

盡，是故說言亦無自性。 
4 觀現在行已生未滅等者：由已生故，因已受用，是故說言因不可得。自性受用未盡，是故說

言自性可得。 
5 觀未來行未生未滅等者：由未生故，因未受用，是故說言有因可得。既未有生，亦未有滅，

由此未滅自性未受，是故說言無有自性。 
6 前剎那行自性滅壞等者：諸行生滅，唯一剎那，以彼纔生無間滅故。然於中間前後相續新新

生起，愚夫不了，妄執實有生住異滅，或復妄執離諸行外別有自性。菩薩正觀則不如是。於

此剎那行續前剎那生正觀為生，由是了知生無常義。即此剎那生有諸行自性可得正觀為住，

由是了知住唯假說非實有義。若此剎那生望前剎那諸行自性變異正觀為老，由是了知老觀待

有假施設義。即此剎那生無間諸行自性滅正觀為滅，由是了知滅無常義。又復正觀生住老滅，

唯是諸行分位差別，非離諸行別有自性。由是應知，諸佛菩薩唯於諸行說無常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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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是諸行有分所顯，建立第三有為之相。7 
戌二、決擇所觀 

亥一、依自他教 

天一、顯自 

地一、標 

此中菩薩，觀一切時唯有諸行，除此更無生住老滅恆有實物自性成就。 
地二、徵 

何以故？ 
地三、釋 

諸行生時，唯即如是諸行可得，無別有餘生住老滅。如是諸行住老滅時，唯即如是諸行

可得，無別有餘生住老滅。8 
天二、簡他 

地一、標義 

又諸菩薩以理推求生等實物亦不可得。 
地二、舉難 

玄一、略辨四相 

黃一、舉生相 

宇一、二生難 

如是推求不可得者，謂若離彼色等諸行別有生法，是即應如色等諸行自體有生，如是此

生亦應有生。如是即應有二種生，一者、行生，二者、生生。 
宇二、一異難 

如是行生與彼生生為一為異？若言一者，計生實有即為唐捐。言別有生是實物有，不應

道理。若言異者，如是即應非行生生；是行生生，不應道理。9 
黃二、例住等 

如說生相，如是廣說住老滅相，當知亦爾。 
玄二、別廣滅相 

黃一、標義 

謂若滅法別有自性，是實成就；即應此滅有生有滅。 
黃二、設難 

宇一、有生難 

若滅生時，一切諸行皆應同滅。如是即應少用功力，如入滅定，諸心心所一切皆滅。 
宇二、有滅難 

若滅滅時，一切諸行雖皆已滅，復應還生，以滅無故。 
黃三、結非 

                                                 
7 建立第三有為之相者：住、異二種總合為一，建立第三有為之相，以俱有分所顯故，由是應

知餘處說三有為相義。 
8 諸行生時等者：雖諸行生生相可得，住老滅相亦復可得，然唯諸行自性所顯，是故說言唯即

如是諸行可得。除此更無生住老滅恆有實物自性成就，是故說言無別有餘生住老滅。如說諸

行生時理既如是，諸行住老滅時，當知亦爾。 
9 如是即應非行生生等者：謂若生相與行異者，是則生相應非從諸行生；然是行生，故不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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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言滅有生有滅，不應道理。 
亥二、依修厭等 

又善男子、或善女人，於一切時恆有實物自性成就，觀為假有，而能修厭、離欲、解

脫，10不應道理。與此相違，是應道理。 
酉三、結 

由此行相，是諸菩薩如實了知一切諸行皆是無常。 
申二、諸行皆苦 

酉一、標 

又諸菩薩，觀無常行相續轉時，能為三種苦所依止。 
酉二、列 

一者、行苦，二者、壞苦，三者、苦苦。 
酉三、結 

如是菩薩如實了知一切諸行皆悉是苦。 
申三、諸法無我 

酉一、標 

又諸菩薩，如實了知有為、無為一切諸法二無我性。 
酉二、列 

一者、補特伽羅無我性，二者、法無我性。 
酉三、釋 

戌一、補特伽羅無我性 

於諸法中補特伽羅無我性者，謂非即有法，是真實有補特伽羅；亦非離有法，別有真實

補特伽羅。11 
戌二、法無我性 

於諸法中法無我性者，謂於一切言說事中，一切言說自性諸法都無所有。 
酉四、結 

如是菩薩如實了知一切諸法皆無有我。 
申四、涅槃寂靜 

酉一、標相 

戌一、於真實 

又諸菩薩，觀一切行先因永斷，後無餘滅，其餘畢竟不起不生，說名涅槃。當知涅槃其

體 12寂靜，一切眾苦畢竟息故，一切煩惱究竟滅故。 
戌二、於勝解 

如是未得清淨增上意樂菩薩，未見聖諦諸聲聞乘，雖於涅槃發起勝解，如是說言涅槃寂

靜；而於涅槃未如實解，未能如實正智見轉，然彼亦有如理作意。 
                                                 
10 於一切時恆有實物自性成就等者：此說生住老滅應知。 
11 謂非即有法等者：有尋有伺地說：若即於蘊施設我者，是我與蘊無有差別；而計有我諦實常

住，不應道理。又說：若蘊外餘處者，汝所計我應是無為，不應道理。若不屬蘊者，我一切

時應無染汙，又我與身不應相屬，此不應理。（陵本六卷十一頁 436）由彼所破，應知此所說

義。 
12 「體」，磧砂作「能」。 



《瑜伽師地論》卷 46 
〈本地分中菩薩地初持瑜伽處菩提分品第十七之三〉 

1315 

酉二、舉喻 

戌一、車喻 

亥一、舉事 

天一、第一時 

譬如王子、或長者子，生育已來，未出王宮、長者內室；王及長者，各為幼童假作種種

諸戲樂具，鹿車、牛車、馬車、象車而賜與之。爾時王子及長者子，用為嬉戲，歡娛遊

佚，即於如是假所造作鹿、牛、馬、象，發起真實鹿想、牛想、馬想、象想。 
天二、第二時 

後於一時，王及長者各知其子漸已長大，諸根成熟，讚說真實鹿、牛、馬、象。爾時王

子及長者子聞父讚說，作是念言：今者父王及父長者，將非讚說我等所有鹿、牛、馬、

象四種車耶？ 
天三、第三時 

復於後時，王及長者知子轉大，從內宮室引出外遊，示其真實鹿、牛、馬、象。時彼見

已，內自發生如實慧解，此為實義鹿車、牛車、馬車、象車。父於長夜嘗為我等讚說斯

事，然唯我等以無智故，於不如實唯彼相似、唯彼影像發起真實鹿等勝解。由是因緣，

於先勝解追起羞愧。 
亥二、合法 

天一、於初所說 

如是宮室，喻於生死。其所生育諸幼童子，喻未證得清淨增上意樂菩薩，及未見諦諸聲

聞乘。父喻諸佛及已證入大地菩薩。先為假作鹿、牛等車，喻為宣說涅槃麤 13相。 
天二、於次所說 

次為讚說真實鹿等，喻佛菩薩自現證見真實涅槃，如其所見，於彼菩薩及聲聞前，讚說

涅槃真實功德。所餘，喻彼既聞是已，但用隨順音聲覺慧，於涅槃德長夜勝解。 
天三、於後所說 

若於是時資糧成熟，漸次增長，成淨增上意樂菩薩、見諦聲聞，於真涅槃生現證智；即

於爾時發生自內如實慧解，如是涅槃，一切聲聞、獨覺所證，諸佛菩薩先所讚說，我等

先以愚夫覺慧，於不如實唯彼相似、唯彼影像發起真實涅槃勝解。由是因緣，於先勝解

追生羞愧，依止於後如實勝解。 
戌二、藥喻 

亥一、出有病者 

天一、舉喻 

地一、不了藥病 

又如病者往大醫所，為除病故，求隨順藥，得已常服。彼於是藥深生勝解、深生愛樂、

唯見為實。由是因緣，先病除愈，復起餘病，應服餘藥。14 
地二、不聽勸捨 

爾時大醫知先病愈，後病復生，更須餘藥；勸捨前藥，令服餘藥。時彼病者愚癡無識，

                                                 
13 「麤」，陵本作「鹿」。 
14 先病除愈等者：此中先病，喻煩惱障。此除斷已，猶有所知障在，喻如餘病。應依大乘方能

出離，由是喻言應服餘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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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前所服深生勝解，起所宜想，不肯棄捨。 
地三、不信醫言 

時大良醫為其宣說前後藥性，於現所病前藥匪宜，後藥為勝。時有病者雖聞是語，不生

勝解，猶未深信良醫所言。 
天二、合法 

如是病者，喻諸凡夫菩薩、聲聞，為煩惱病之所執持。15大良醫者，喻諸如來。其良藥

等，喻為宣說若上上勝及以上極，若深深勝及以深極，若劣、若勝及以勝極，法教正教

教授教誡。16彼雖聞已，不能悟入，不生勝解，不能修行法隨法行。 
亥二、結有淨信 

諸有淨信菩薩、聲聞，17於佛所說不生疑惑；乘佛所說喻如一切支具圓滿妙莊嚴車無上

法乘，18如善御者，隨所行地、隨所應到，疾疾進趣，無所稽留。19 
 

〈本地分中菩薩地初持瑜伽處菩薩功德品第十八〉 
 

卯二、菩薩功德（即功德品） 

辰一、徵 

云何菩薩所有功德？ 
辰二、釋 

巳一、初嗢柁南攝 

午一、嗢柁南標 

嗢柁南曰： 
 希奇不希奇 平等心饒益 報恩與欣讚 不虛加行性 

午二、長行釋 

未一、甚希奇法 

申一、標 

謂諸菩薩，於其無上正等覺乘勤修學時，應知有五甚希奇法。 
申二、徵 

                                                 
15 為煩惱病之所執持者：法執無明，名煩惱病。能礙所知，名所執持。此中通說凡夫菩薩及不

定性聲聞，於大菩提性有堪能，未斷彼障，故作是說。 
16 若上上勝及以上極等者：十二分教，是名正教。於中方廣一分菩薩法教，唯為菩薩發心者說。

齊至第一無數大劫，望聲聞乘，名上、名深，上根攝故，難可知故。齊至第二無數大劫，說

名上勝及以深勝。齊至第三無數大劫，說名上極及以深極。菩薩學處，依諸善友教授教誡。

戒定慧三，如次說名若劣、若勝及以勝極。 
17 諸有淨信菩薩聲聞者：此中淨信，謂即淨信意樂應知。 
18 一切支具圓滿妙莊嚴車無上法乘者：攝事分說：處所圓滿、教導圓滿、正行圓滿、資糧圓滿

為所依止，應知建立人天四輪。乃至廣說如是四種天上諸天、人中諸人所有止觀勝妙車輪，

隨有所闕，其車不轉。（陵本九十九卷二十一頁 7460）此說一切支具圓滿妙莊嚴車，如彼四

圓滿義應知。 
19 隨所行地等者：菩薩行中安立十地，於地地中漸次進趣，乃至究竟，是名隨所行地、隨所應

到。於其中間無有厭倦，不生喜足，是名疾疾進趣，無所稽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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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為五？ 
申三、列 

一者、於諸有情非有因緣而生親愛；二者、唯為饒益諸有情故，常處生死，忍無量苦；

三者、於多煩惱難伏 20有情，善能解了調伏方便；四者、於極難解真實義理，能隨悟入；

五者、具不思議大威神力。 
申四、結 

如是五種菩薩所有甚希奇法，不與一切餘有情共。21 
未二、不希奇法 

申一、標 

又諸菩薩成就五種不希奇法，而名成就甚希奇法。 
申二、徵 

何等為五？ 
申三、釋 

酉一、樂利他苦 

謂諸菩薩，以因利他苦，22即為自己 23樂；是故菩薩恆遍受行因利他苦。是名菩薩成就

第一不希奇 24法，而名成就甚希奇法。 
酉二、樂受生死 

又諸菩薩，雖善了知生死過失、涅槃功德，而樂普令有情清淨，即為己 25樂；是故菩薩

為淨有情增上力故，誓受生死。是名菩薩成就第二不希奇法，而名成就甚希奇法。 
酉三、樂說正法 

又諸菩薩，雖善了知默然樂味，而樂普令有情清淨，即為己 26樂；27是故菩薩為淨有情

增上力故，恆勤方便為說正法。是名菩薩成就第三不希奇法，而名成就甚希奇法。 
酉四、樂行淨施 

又諸菩薩，雖積集六波羅蜜多所有善根，而樂普令有情清淨，即為己 28樂；是故菩薩為

淨有情增上力故，以淨意樂施諸有情，29然不希求施果異熟。是名菩薩成就第四不希奇

法，而名成就甚希奇法。 
酉五、恆現利他 

又諸菩薩，以利他事為自利事；是故菩薩恆現受行一切有情利益之事。是名菩薩成就第

                                                 
20 「伏」，大正作「復」。 
21 不與一切餘有情共者：除此菩薩，所餘一切若凡若聖諸有情類皆非共有，是故說名甚希奇法。 
22 以因利他苦者：謂諸菩薩修十一種利有情業，由彼所生種種憂苦，是名因利他苦。義如忍品

中說。（陵本四十二卷十頁 3445） 
23 「己」，陵本作「已」。 
24 「奇」，陵本作「希」。 
25 「己」，陵本作「已」。 
26 「己」，陵本作「已」。 
27 雖善了知默然樂味等者：此說無礙解住菩薩應知。謂於甚深寂靜解脫不生喜足入勝進故，於

諸法中起智加行宣說法故。如住品說。（陵本四十八卷十九頁 3871） 
28 「己」，陵本作「已」。 
29 以淨意樂施諸有情者：迴向無上菩提意樂，名淨意樂。即以如是意樂行四攝事，令諸有情能

種善根，是名施諸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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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不希奇法，而名成就甚希奇法。 
未三、其心平等 

申一、標 

又諸菩薩由五種相，當知普於一切有情其心平等。 
申二、徵 

何等為五？ 
申三、列 

一者、菩薩最初發心，願大菩提，如是亦為利益一切諸有情故，起平等心。30二者、菩

薩於諸有情住哀愍俱平等之心。31三者、菩薩於諸有情，深心發起一子愛俱平等之心。

四者、菩薩於從眾緣已生諸行，知是所想有情事已，知一有情所有法性，即是一切有情

法性；32以法平等俱行之心，於諸有 33情住平等心。五者、菩薩如於一有情行利益行，

於一切有情行利益行，亦復如是。以利俱心，於諸有情住平等心。34 
申四、結 

由此五相，是諸菩薩於諸有情其心平等。 
未四、能作饒益 

申一、標 

又諸菩薩由五種相，於諸有情能作一切饒益之事。 
申二、徵 

何等為五？ 
申三、列 

一者、說授正命以為饒益；35二者、於不隨順能引義利所作事業，說授隨順以為饒益；

三者、無依無怙、有苦有貧，善能為彼作依怙等以為饒益；四者、說授能往善趣之道以

為饒益；五者、說授三乘以為饒益。 
未五、現報他恩 

申一、標 

又諸菩薩由五種相，於其有恩諸有情所現前酬報。 
申二、徵 

何等為五？ 
申三、列 

一者、安處有情，令學己 36德；37二者、方便安處，令學他德；38三者、無依無怙、有

                                                 
30 菩薩最初發心等者：謂諸菩薩起正願心求菩提時，發如是心，說如是言：願我決定當證無上

正等菩提，能作有情一切義利，畢竟安處究竟涅槃及以如來廣大智中。如發心品說。（陵本三

十五卷九頁 2851）此即願自及他同證無上菩提，名平等心。 
31 於諸有情住哀愍俱平等之心者：此顯菩薩於其無苦無樂、有苦、有樂一切有情，修四無量慈、

悲、喜、捨，故作是說。如供養親近無量品廣釋應知。（陵本四十四卷九頁 3572） 
32 知一有情所有法性等者：有情法性，唯是諸行，此說菩薩法緣慈等無量應知。 
33 「有」，磧砂作「行」。 
34 於一有情行利益行等者：此說菩薩住慈愍觀，遍於親怨中三品一切有情，平等平等行利益行

應知。 
35 說授正命以為饒益者：謂授淨戒，遠離非法貪求利養，以聖慧命清淨自活，名授正命。此有

五種勝利之相，如有尋有伺地說。（陵本五卷三頁 325） 
36 「己」，陵本作「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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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有貧，隨力隨能作依怙等；四者、勸令供養諸佛如來；五者、令於如來所說正法受持、

讀誦、書寫、供養。 
未六、常欣讚處 

申一、標 

又諸菩薩，於五種處常當欣讚。 
申二、徵 

何等為五？ 
申三、列 

一者、值佛出世，常得承事；二者、於諸佛所，常聞六種波羅蜜多菩薩藏法；三者、於

一切種成熟有情，常有勢力；39四者、能於無上正等菩提堪任速證；五者、證菩提已，

諸弟子眾常和無諍 40。 
未七、不虛加行 

申一、標 

又諸菩薩由五因緣，於諸有情能作不虛饒益加行。 
申二、徵 

何等為五？ 
申三、列 

酉一、舉初二 

謂諸菩薩，於諸有情先欲求作利益安樂，於諸有情利益安樂如實了知，無顛倒覺。 
酉二、指餘三 

如是一切，如前供養親近無量品中所說，應知其相。41 
巳二、第二嗢柁南攝 

午一、嗢柁南標 

復次，嗢柁南曰： 
 無顛倒加行 退墮與勝進 相似實功德 善調伏有情 

午二、長行釋 

未一、無倒加行 

申一、標 

謂諸菩薩有五加行，當知普攝一切菩薩無倒加行。 
申二、徵 

何等為五？ 

                                                                                                                                                         
37 安處有情令學己德者：此顯菩薩同事攝事，故作是說。 
38 方便安處令學他德者：謂彼有情若有聲聞、獨覺種姓，即於聲聞、獨覺乘中而正安處。若有

如來種姓，即於無上正等菩提最上乘中而正安處故。 
39 於一切種成熟有情等者：成熟方便有二十七，名一切種。由此方便，令諸有情六種成熟差別

圓滿，名有勢力。成熟品中廣釋其相。（陵本三十七卷二十一頁
※3079） 

※「二十一頁」，披尋記原作「二十頁」。 
40 「諍」，磧砂作「淨」。 
41 能作不虛饒益加行等者：供養親近無量品說：若諸菩薩具五種相，眾德相應，能為善友所作

不虛。與此義同。此中且舉初二，略無後三，故指前說，應知其相。（陵本四十四卷七頁 3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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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三、列 

一、隨護加行，二、無罪加行，三、思擇力加行，四、清淨增上意樂加行，五、墮決定

加行。 
申四、釋 

酉一、隨護加行 

戌一、徵起 

云何菩薩隨護加行？ 
戌二、略標 

當知此復略有五種。 
戌三、列釋 

亥一、隨護聰叡 

一者、隨護聰叡。謂由俱生智速疾攝法。42 
亥二、隨護正念 

二者、隨護正念。謂由此正念，隨所攝法持令不忘。 
亥三、隨護正智 

三者、隨護正智。謂由此正智，於所持法善觀察義，正慧通達。遠離隨順聰叡正念覺慧

退分諸因緣故，習近隨順住分、勝分諸因緣故。43 
亥四、隨護自心 

四者、隨護自心。能善防守諸根門故。 
亥五、隨護他心 

五者、隨護他心。能於他心正隨轉故。 
酉二、無罪加行 

云何菩薩無罪加行？謂諸菩薩，於諸善法無倒熾然，無量無間迴向菩提。 
酉三、思擇力加行 

云何菩薩思擇力加行？謂諸菩薩，即此一切在勝解行地，應知其相。 
酉四、清淨增上意樂加行 

云何菩薩清淨增上意樂加行？謂諸菩薩，即此一切在淨勝意樂地及行正行地，44應知其

相。 
酉五、墮決定加行 

云何菩薩墮決定加行？謂諸菩薩，即此一切在決定地、決定行地、到究竟地，45應知其

相。 
                                                 
42 隨護聰叡等者：聰明叡哲，是名聰叡。攝異門分說：言聰明者，謂與引發慧相應故。言叡哲

者，謂與俱生慧相應故。或復翻此。（陵本八十三卷六頁 6292）今於此中，且約俱生慧相應，

釋名聰叡，是故說言由俱生智速疾攝法。 
43 遠離隨順聰叡正念覺慧退分等者：謂由聰叡及與正念相應所有覺慧，說名聰叡正念覺慧。若

有隨順彼慧退分因緣，由此正智能令遠離。若有隨順彼慧住分、勝分因緣，由此正智能令習

近。此中退分及與勝分因緣，如下自說順退分法、順勝分法應知。 
44 淨勝意樂地及行正行地者：極歡喜住，名淨勝意樂地；增上戒住、增上心住、三種增上慧住、

有加行有功用無相住，名行正行地。如地品說。（陵本四十九卷一頁 3910） 
45 決定地決定行地到究竟地者：無加行無功用無相住，名決定地，此地菩薩墮在第三決定中故；

無礙解住，名決定行地；最上成滿菩薩住，名到究竟地。亦如地品中說。 



《瑜伽師地論》卷 46 
 〈本地分中菩薩地初持瑜伽處菩薩功德品第十八〉 

1321 

申五、結 

如是五種菩薩加行，普攝一切無倒加行。 
未二、順退分法 

申一、標 

又諸菩薩順退分法，當知有五。 
申二、徵 

何等為五？ 
申三、列 

一者、不敬正法及說法師。二者、放逸懈怠。三者、於諸煩惱親近執著。四者、於諸惡

行親近執著。五者、與餘菩薩校量勝劣，起增上慢；及於法顛倒，起增上慢。 
未三、順勝分法 

申一、標 

又諸菩薩順勝分法，當知有五。 
申二、徵 

何等為五？ 
申三、指 

謂與前五黑品諸法次第相違，應知其相。 
未四、相似功德 

申一、標 

又諸菩薩略有五種相似功德，當知實是菩薩過失。 
申二、徵 

何等為五？ 
申三、列 

一者、於其暴惡毀犯淨戒諸有情所，由是因緣作不饒益；46二者、詐現種種具足威儀；47

三者、於順世間文辭、呪術、外道書論相應法中，得預智者、聰叡者數；四者、修行有

罪施等善行；五者、宣說建立像似正法，廣令流布。 
未五、真實功德 

申一、標 

又諸菩薩略有五種真實功德。 
申二、徵 

何等為五？ 
申三、列 

一者、於其暴惡毀犯淨戒諸有情所，由是因緣起勝悲心；二者、本性成就具足威儀；三

者、於佛所說淨妙真實若教若證，48得預智者、聰叡者數；四者、修行無罪施等善行；

五者、開示正法，遮滅一切像似正法。 
                                                 
46 於其暴惡毀犯淨戒諸有情所等者：戒品中說：於諸暴惡犯戒有情，懷嫌恨心、懷恚惱心，由

彼暴惡犯戒為緣，方便棄捨，不作饒益，是名有犯，有所違越，是染違犯。（陵本四十一卷四

頁 3349）其義應知。 
47 詐現種種具足威儀者：謂為誑他，恆常詐現諸根無掉、諸根無動、諸根寂靜，由是令他謂其

有德，當有所施、當有所作。如聲聞地說應知。（陵本二十二卷十頁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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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六、無倒調伏所化有情 

申一、標 

又諸菩薩略於十處，無倒調伏所化有情。 
申二、徵 

何等十處？ 
申三、列 

一者、遠離惡行處；二者、遠離諸欲處；49三者、專精無犯，犯已能出處；四者、密護

一切諸根門處；五者、正知住處；六者、離憒鬧處；七者、於遠離處，遠離一切惡尋思

處；八者、遠離障處；50九者、遠離一切煩惱纏處；十者、遠離一切諸煩惱品諸麤重處。 
巳三、第三嗢柁南攝 

午一、嗢柁南標 

復次，嗢柁南曰： 
 諸菩薩受記 墮於決定中 定作常應作 最勝最為後 

午二、長行釋 

未一、授菩提記 

申一、標 

謂諸菩薩略由六相 51，蒙諸如來於其無上正等菩提授與記別。 
申二、徵 

何等為六？ 
申三、列 

一者、安住種性未發心位；二者、已發心位；三者、現在前位 52；四者、不現前位 53；

五者、有定時限，謂爾所時當證無上正等菩提；六者、無定時限，謂不宣說決定時限，

而與授記。 
未二、墮決定數 

申一、標 

又諸菩薩略有三種墮於決定。 
申二、徵 

何等為三？ 
申三、列 

一者、安住種性墮於決定，二者、發菩提心墮於決定，三者、不虛修行墮於決定。 
                                                                                                                                                         
48 於佛所說淨妙真實等者：聞所成地說：云何淨？謂三清淨性。一、自體清淨性，二、境界清

淨性，三、分位清淨性。云何妙？謂佛法僧寶名最微妙，墮最第一施設中故。云何真實？謂

真如及四聖諦。（陵本十三卷十七頁 1139）此應準知。 
49 遠離惡行處等者：施設遠離不善業道，是名遠離惡行處。施設遠離習非梵行及與歌舞、伎樂

等事，是名遠離諸欲處。 
50 遠離障處者：障有二種，一者、依內，二者、依外。聲聞地中廣辯其相。（陵本二十五卷十頁

2112）施設無障，是名遠離障處。 
51 「相」，磧砂作「根」。 
52 「位」，磧砂作「住」。 
53 （1）「位」，磧砂作「住」。 

（2）現在前位等者：蒙諸如來親面對前而為授記，是名現在前位。與此相違，是名不現前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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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四、釋 

酉一、種性 

安住種性墮決定者，謂諸菩薩住種性位，便名為墮決定菩薩。何以故？由此菩薩若遇勝

緣，必定堪任證於無上正等覺故。 
酉二、發心 

發菩提心墮決定者，謂有一類諸菩薩眾，已於無上正等菩提起決定心，此後乃至證於無

上正等菩提，無復退轉。54 
酉三、修行 

不虛修行墮決定者，謂諸菩薩已得自在，普於一切利有情行，55如其所欲，隨所造修終

無空過。 
申五、結 

於此三種墮決定中，依於最後墮決定位，諸佛如來授諸菩薩墮決定記。 
未三、定所應作 

申一、標 

又諸菩薩略有五處定所應作。若不作已，終不堪任證於無上正等菩提。 
申二、徵 

何等為五？ 
申三、列 

一者、發菩提心，56二者、於諸有情深生哀愍，57三者、熾然精進，四者、於諸明處方

便修習，五者、無有厭倦。 
未四、常所應作 

申一、標 

又諸菩薩於其五處常所應作。 
申二、徵 

何等為五？ 
申三、列 

一者、於不放逸常所應作；二者、無依無怙、有苦有貧諸有情所，常應為作依怙等事；

三者、於諸如來常應供養；四者、常應遍知有失、無失；58五者、一切所作若行、若住

諸作意中，大菩提心恆為導首。 

                                                 
54 發菩提心墮決定者等者：此中發菩提心，謂證法性發心，非依世俗發心。顯揚論說：證法性

發心者，謂如有一，已過第一劫阿僧企耶，已證菩薩初極喜地，已入菩薩定無生位，已如實

知無上菩提及菩提方便，已悟自身將近、等近大菩提果，證解自他悉平等故，得大我意，已

至不住流轉寂滅菩薩道故，得廣大意。由如是故，於大菩提願不退轉，是謂證法性發心。（顯

揚論二卷二十頁 31,491a）此義正同。 
55 不虛修行墮決定者等者：此說決定地、決定行地，名墮決定。由決定地菩薩，蒙佛覺悟勸導，

引發無量分身妙智，得十自在，是故此說已得自在。又決定行地菩薩，一切有情利益安樂意

樂清淨，是故此說普利有情。 
56 發菩提心者：此說菩薩最初發心。由此發心，為諸菩薩行加行持。如種性品說應知。（陵本三

十五卷一頁
※2826） 

※「一頁」，披尋記原作「十頁」。 
57 於諸有情深生哀愍者：此說菩薩修習大悲。由如來說菩薩菩提，悲所建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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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四、結 

如是五種，是諸菩薩常所應作。 
未五、建立最勝 

申一、標 

又諸菩薩有十種法，一切菩薩許為最勝，特為第一，建立在於最上法中。 
申二、徵 

何等為十？ 
申三、列 

酉一、菩薩種性勝 

一者、菩薩種性，諸種性中最為殊勝； 
酉二、最初發心勝 

二者、最初發心，於諸正願最為殊勝； 
酉三、精進般若勝 

三者、精進、般若，普於一切波羅蜜多最為殊勝； 
酉四、愛語攝事勝 

四者、愛語攝事，於諸攝事最為殊勝； 
酉五、如來世尊勝 

五者、如來世尊，於諸有情最為殊勝； 
酉六、悲無量定勝 

六者、悲愍有情，於諸無量最為殊勝； 
酉七、第四靜慮勝 

七者、第四靜慮，於諸靜慮最為殊勝； 
酉八、空三摩地勝 

八者、空三摩地，於三等持最為殊勝； 
酉九、滅盡等至勝 

九者、滅盡等至，於諸等至最為殊勝； 
酉十、清淨方便善巧勝 

十者、如前所說所有清淨方便善巧，普於一切方便善巧最為殊勝。 
巳四、第四第五嗢柁南攝 

午一、嗢柁南標 

復次，嗢柁南曰： 
 諸施設建立 一切法尋思 及如實遍智 如是諸無量 
 說法果勝利 大乘性與攝 菩薩十應知 建立諸名號 

午二、長行釋 

未一、施設建立 

申一、標 

                                                                                                                                                         
58 常應遍知有失無失者：謂諸菩薩，於攝善法戒勤修習時，略於六心應善觀察；及於饒益有情

戒中，當正觀察六處攝行。決擇分中廣辯其相。（陵本七十五卷一頁 5746）有失、無失，如

彼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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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諸菩薩略有四種施設建立，唯有如來及諸菩薩能正施設、能正建立，非餘一切若天、

若人、若諸沙門、若婆羅門，唯除聞已。 
申二、徵 

何等為四？ 
申三、列 

一者、法施設建立，二者、諦施設建立，三者、理施設建立，四者、乘施設建立。 
申四、釋 

酉一、法施設建立 

云何名法施設建立？謂佛所說素怛纜等十二分教，次第結集、次第安置、次第制立，59是

名為法施設建立。 
酉二、諦施設建立 

戌一、徵 

云何名諦施設建立？ 
戌二、標 

謂無量種。 
戌三、列 

亥一、一諦 

或立一諦。謂不虛妄義，唯有一諦，無第二故。60 
亥二、二諦 

或立二諦。一、世俗諦，二、勝義諦。 
亥三、三諦 

或立三諦。一、相諦，二、語諦，三、用諦。61 
亥四、四諦 

或立四諦。一、苦諦，二、集諦，三、滅諦，四、道諦。 
亥五、五諦 

或立五諦。一、因諦，二、果諦，三、智諦，四、境諦，五、勝諦。62 
亥六、六諦 

或立六諦。一、諦諦，二、妄諦，三、應遍知諦，四、應永斷諦，五、應作證諦，六、

應修習諦。63 
亥七、七諦 

或立七諦。一、愛味諦，二、過患諦，三、出離諦，四、法性諦，五、勝解諦，六、聖

諦，七、非聖諦。64 

                                                 
59 次第結集等者：名句文身無倒安立，是名次第結集。聞思修慧無倒成就，是名次第安置。戒

定慧學無倒依止，是名次第制立。 
60 或立一諦等者：此說非安立諦應知。謂諸法真如名不虛妄義故。 
61 或立三諦等者：大乘五事中，相即相諦，名即語諦，分別、正智即此用諦。 
62 或立五諦等者：集諦、道諦，是名因諦。苦諦、滅諦，是名果諦。彼能知智，是名智諦。彼

所知境，是名境諦。諸聖所證及其能證，是名勝諦。 
63 或立六諦等者：滅、道二諦，是名諦諦。苦、集二諦，是名妄諦。苦應遍知，是名應遍知諦。

集應永斷，是名應永斷諦。滅應作證，是名應作證諦。道應修習，是名應修習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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亥八、八諦 

或立八諦。一、行苦性諦，二、壞苦性諦，三、苦苦性諦，四、流轉諦，五、還滅諦，

六、雜染諦，七、清淨諦，八、正加行諦。65 
亥九、九諦 

或立九諦。一、無常諦，二、苦諦，三、空諦，四、無我諦，五、有愛諦，六、無有愛

諦，七、彼斷方便諦，66八、有餘依涅槃諦，九、無餘依涅槃諦。 
亥十、十諦 

或立十諦。一、逼切苦諦，二、財位匱乏苦諦，三、界不平和苦諦，四、所愛變壞苦諦，

五、麤重苦諦，六、業諦，七、煩惱諦，八、聽聞正法、如理作意諦，九、正見諦，十、

正見果諦。67 
戌四、結 

如是等類，名菩薩諦施設建立，若廣分別當知無量。 
酉三、理施設建立 

云何名理施設建立？謂四道理。此廣分別如前應知。68 
酉四、乘施設建立 

戌一、徵 

云何名乘施設建立？ 
戌二、釋 

亥一、略標 

謂聲聞乘及獨覺乘、無上大乘。如是三種，一一各由七種行相施設建立，是名為乘施設

建立。 
亥二、廣辨 

天一、聲聞等乘 

地一、舉聲聞乘 

初聲聞乘七行相者，一、於四聖諦無顛倒慧，二、此慧所依，三、此慧所緣，四、此慧

伴類，五、此慧作業，六、此慧資糧，七、此慧得果。69當知由此七種行相施設建立，

諸聲聞乘無不周備。 
                                                                                                                                                         
64 或立七諦等者：施設諸行雜染因緣，名愛味諦。施設諸行清淨因緣，名過患諦。諸行清淨，

名出離諦。如實正知彼彼法性，名法性諦。於彼觀察而生勝解，名勝解諦。已見諦者，如其

法性證無乖諍，是名聖諦。世間愚夫，於彼諸法覺無乖諍，名非聖諦。 
65 或立八諦等者：前三可知。三苦為依，流轉三界，名流轉諦。此永滅已，畢竟出離，名還滅

諦。三苦流轉，名雜染諦。三苦還滅，名清淨諦。清淨方便，是名正加行諦。 
66 有愛諦無有愛諦等者：求可愛生，造諸福行，名有愛諦。依無有愛，造諸福行、或不動行，

是名無有愛諦。義如分別緣起初勝法門經說。斷彼有愛及無有愛二種無明決定勝道，名彼斷

方便諦。 
67 或立十諦等者：此約諸緣起支，中際生已，或趣流轉，或趣清淨究竟，是故建立成此十種。

前之七種趣流轉攝，後之三種趣清淨攝。趣流轉中，前之五種，苦道所攝，皆名苦諦；第六，

業道所攝，是名業諦；第七，煩惱道攝，名煩惱諦。 
68 謂四道理等者：一、觀待道理，二、作用道理，三、證成道理，四、法爾道理，名四道理。

此廣分別，如聲聞地應知。（陵本二十五卷九頁 2105） 
69 此慧所依此慧所緣等者：聲聞種姓，名慧所依。四聖諦教，名慧所緣。菩提分法，名慧伴類。

斷諸煩惱，名慧作業。聽聞正法、思惟、修習，名慧資糧。四沙門果，名慧得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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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二、例獨覺乘 

如聲聞乘七種行相施設建立，其獨覺乘，當知亦爾。 
天二、無上大乘 

無上大乘七行相者，一、緣離言說事，一切法中所有真如，無分別平等性出離慧；二、

此慧所依；三、此慧所緣；四、此慧伴類；五、此慧作業；六、此慧資糧；七、此慧得

果。70當知由此七種行相施設建立，無上大乘無不周備。 
申五、結 

過去、未來、現在諸佛及諸菩薩所有無倒施設建立，若曾所作、若當所作、若今所作，

一切皆由如是四事，除此無有若過若增。 
未二、四尋思 

申一、標 

又諸菩薩為得四種如實遍智 71，於一切法起四尋思。 
申二、徵 

何等為四？ 
申三、列 

一、名尋思，二、事尋思，三、自性假立尋思，四、差別假立尋思。 
申四、指 

如是四種若廣分別，應知如前真實義品。 
未三、四如實智 

申一、標 

又諸菩薩略有四種，於一切法如實遍智 72。 
申二、列 

一、名尋思所引如實遍智 73，二、事尋思所引如實遍智 74，三、自性假立尋思所引如實

遍智 75，四、差別假立尋思所引如實遍智 76。 
申三、指 

如是四種若廣分別，應知如前真實義品。 
未四、五無量 

申一、標 

又諸菩薩，於五無量能起一切善巧作用。77 

                                                 
70 緣離言說事等者：諸法無我，名一切法所有真如。性離言說，亦名離言說事。緣此所生法無

我智，於一切法離言自性、假說自性，平等平等不起分別，從所知障而得解脫，名無分別平

等性出離慧。大乘種姓，名慧所依。方廣法教，名慧所緣。諸覺分法，名慧伴類。能斷二障，

名慧作業。多聞思修，名慧資糧。無上菩提，名慧得果。 
71 「智」，大正作「知」。 
72 「智」，大正作「知」。 
73 「智」，大正作「知」。 
74 「智」，大正作「知」。 
75 「智」，大正作「知」。 
76 「智」，大正作「知」。 
77 能起一切善巧作用者：成熟有情方便善巧總有六種，如前菩薩方便善巧中說，是名一切善巧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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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二、徵 

何等為五？ 
申三、列 

一、有情界無量，二、世界無量，三、法界無量，四、所調伏界無量，五、調伏方便界

無量。 
申四、釋 

酉一、別辨相 

戌一、有情界無量 

云何有情界無量？謂六十二 78諸有情眾，名有情界。如前意地已具條列。若依相續，差

別無邊。79 
戌二、世界無量 

云何世界無量？謂於十方無量世界、無量名號各各差別。如此世界名曰索訶，此界梵王

名索訶主。如是一切皆當了知。 
戌三、法界無量 

云何法界無量？謂善、不善、無記諸法，如是等類差別道理，應知無量。 
戌四、所調伏界無量 

亥一、徵 

云何所調伏界無量？ 
亥二、釋 

天一、列種類 

地一、列 

玄一、一種 

謂或有一種所調伏界。一切有情可調伏者，同一類故。 
玄二、二種 

或有二種所調伏界。一、具縛，二、不具縛。80 
玄三、三種 

或有三種所調伏界。一、鈍根，二、中根，三、利根。 
玄四、四種 

或有四種所調伏界。一、剎帝利，二、婆羅門，三、吠舍，四、戍達羅。 
玄五、五種 

或有五種所調伏界。一、貪行，二、瞋行，三、癡行，四、慢行，五、尋思行。81 
玄六、六種 

或有六種所調伏界。一、在家，二、出家，三、未成熟，四、已成熟，82五、未解脫，

六、已解脫。 
                                                 
78 「二」，磧砂、大正、陵本作「四」。 
79 如前意地已具條列等者：有情種類有六十二，此如意地中說。（陵本二卷十八頁 169）依有情

身一一相續，應知彼彼差別無邊。 
80 具縛不具縛者：一切異生，是名具縛。從預流果乃至阿羅漢向有學聖者，名不具縛。如顯揚

論說。（三卷十四頁 31,495a） 
81 五種所調伏界等者：此中五種補特伽羅，聲聞地中廣顯其相應知。（陵本二十六卷八頁 2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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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七、七種 

黃一、總標列 

或有七種所調伏界。一、輕毀，二、中庸，三、廣顯智，四、略開智，83五、現所調伏，

六、當所調伏，七、緣引調伏。 
黃二、隨難釋 

謂遇如是如是緣，即如是如是轉變。 
玄八、八種 

或有八種所調伏界。謂八部眾，從剎帝利乃至梵眾。 
玄九、九種 

或有九種所調伏界。一、如來所化，二、聲聞、獨覺所化，三、菩薩所化。84四、難調

伏，五、易調伏，六、軟語調伏，七、訶擯調伏，八、遠調伏，九、近調伏。85 
玄十、十種 

或有十種所調伏界。一、那落迦，二、傍生，三、琰摩世界，四、欲界天人，五、中有，

六、有色，七、無色，八、有想，九、無想，十、非想非非想。 
地二、結 

如是略說品類差別有五十五，若依相續差別道理，當知無量。 
天二、簡差別 

地一、問 

問：有情界無量、所調伏界無量有何差別？ 
地二、答 

答：一切有情，若住種性、不住種性，無有差別，總名有情界無量；唯住種性，彼彼位

轉，乃得名為所調伏界無量。 
戌五、調伏方便界無量 

云何調伏方便界無量？謂如前說，當知此中亦有無量品類差別。86 
酉二、辨次第 

戌一、問 

問：何故總說此五無量如是次第？ 

                                                                                                                                                         
82 在家出家等者：處家白衣受用五欲，營構俗業以自活命，是名在家。若持出家威儀相貌，棄

捨俗境，受持禁戒，如法乞求，清淨自活，是名出家。如顯揚論說。（三卷十三頁 31,494c）
未得善根資心相續，不能現法證見諦理。不得現法下中上乘所證寂滅，名未成熟。與此相違，

名已成熟。亦如顯揚論說。（三卷十四頁 31,495a） 
83 輕毀中庸等者：於佛聖教憎背有情，是名輕毀。於佛聖教處中有情，是名中庸。若彼所化，

廣說方解，名廣顯智。略聞即解，名略開智。 
84 如來所化等者：決擇分說有四種化。一、未成熟有情令成熟故，作菩薩行化。二、已成熟有

情令解脫故，於三千大千世界百拘胝贍部洲中，同於一時方便攝受如來之化。三、即為彼所

化有情作聲聞化。四、即為彼所化有情作獨覺化。（陵本七十四卷十一頁 5706）此說三種所

化，準彼應知。 
85 遠調伏近調伏者：聲聞地說遠補特伽羅、近補特伽羅，如彼別釋應知。（陵本二十一卷十四頁

1859） 
86 謂如前說等者：如前已說所調伏界，若依相續差別道理，當知無量，此亦應爾。又所調伏界

有多品類差別，調伏方便亦有眾多品類可得。如顯揚論具顯應知。（三卷八頁 31,49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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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二、答 

亥一、最初說 

答：以諸菩薩專精修習饒益有情，是故最初說有情界無量。 
亥二、第二說 

是諸有情依於處所可得受化，是故第二說世界無量。 
亥三、第三說 

是諸有情在彼彼界，由種種法或染、或淨差別可得，是故第三說法界無量。 
亥四、第四說 

即觀如是有情界中，有諸有情有所堪任 87、有大勢力，堪能究竟解脫眾苦，是故第四說

所調伏界無量。 
亥五、第五說 

要由如是方便善巧，令諸有情究竟解脫，是故第五說調伏方便界無量。 
申五、結 

是故說言菩薩於此五種無量，能起一切善巧作用。 
未五、說法果利 

申一、標 

諸佛菩薩為諸有情宣說正法，當知有五大果勝利。 
申二、徵 

何等為五？ 
申三、列 

一者、一類有情聞佛菩薩說正法時，遠塵離垢，於諸法中法眼生起；88二者、一類有情

聞佛菩薩說正法時，得盡諸漏；三者、一類有情聞佛菩薩說正法時，便於無上正等菩提

發正願心；四者、一類有情聞佛菩薩說正法時，證得菩薩最勝法忍 89；五者、一類有情

聞佛菩薩說正法已，受持讀誦，修習正行，展轉方便令正法眼久住不滅。 
申四、結 

如是五種，當知名為諸佛菩薩所說正法大果勝利。 
未六、七大乘性 

申一、總標 

諸菩薩乘與七大性共相應故，說名大乘。 
申二、徵問 

何等為七？ 

                                                 
87 「任」，磧砂作「住」。 
88 遠塵離垢等者：攝異門分說：塵謂已生未究竟智，能障現觀有間、無間我慢現轉；垢謂彼品

及見斷品所有麤重。今永無故，名遠塵離垢。又復塵者，所謂我慢，及見所斷一切煩惱；垢

謂二品所有麤重。於諸法中者，謂於自相、共相所住法中。言法眼者，謂如實現證唯有法慧。

（陵本八十三卷十四頁 6316）此應準釋。 
89 （1）「法忍」，磧砂作「決為」。 

（2）證得菩薩最勝法忍者：此說上品勝解行地勝忍應知。由能通達一切言說所說諸法自性之

義皆不成實，唯有諸法離言自性是自性義。此通達已，過此更無餘義可求，是故說名最

勝法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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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三、列釋 

酉一、法大性 

一者、法大性。謂十二分教中，菩薩藏攝方廣之教。 
酉二、發心大性 

二者、發心大性。謂有一類，於其無上正等菩提發正願心。 
酉三、勝解大性 

三者、勝解大性。謂有一類，於法大性生勝信解。 
酉四、增上意樂大性 

四者、增上意樂大性。謂有一類，已過勝解行地，證入淨勝意 90樂地。 
酉五、資糧大性 

五者、資糧大性。謂福德資糧、智慧資糧修習圓滿，能證無上正等菩提。 
酉六、時大性 

六者、時大性。謂經於三無數大劫，方證無上正等菩提。 
酉七、圓證大性 

七者、圓證大性。謂即所證無上菩提，由此圓證菩提自體，比餘圓證功德自體尚無與等，

何況得有若過若增。 
申四、料簡 

當知此中，若法大性、若發心大性、若勝解大性、若增上意樂大性、若資糧大性、若時

大性，如是六種皆是圓證大性之因。圓證大性，是前六種大性之果。 
未七、具攝大乘 

申一、標 

有八種法，能具足攝一切大乘。 
申二、列 

一者、菩薩藏教；二者、即於如是菩薩藏中，顯示諸法真實義教；91三者、即於如是菩

薩藏中，顯示一切諸佛菩薩不可思議、最勝廣大威力之教；92四者、於上所說，如理聽

聞；五者、如理思為先，趣勝意樂；93六者、趣勝意樂為先，入修行相；七者、入修行

相為先，修果成滿；94八者、即由如是修果成滿，究竟出離。 
申三、結 

如是菩薩勤修學已，能證無上正等菩提。 
未八、十種菩薩 

申一、徵 

                                                 
90 「意」，磧砂作「竟」。 
91 顯示諸法真實義教者：如真實義品廣說應知。 
92 不可思議最勝廣大威力之教者：如威力品廣說應知。 
93 趣勝意樂者：增上意樂，名勝意樂。當知此中，淨信為先、擇法為先，於諸佛法所有勝解印

解決定，是名菩薩增上意樂。如增上意樂品說。（陵本四十七卷十頁 3763） 
94 入修行相等者：住品中說：又諸菩薩勝解行住，於菩薩無相修，當知發趣。極歡喜住、增上

戒住、增上心住、增上慧住，於菩薩無相修，當知獲得。初無相住，於菩薩無相修，當知圓

證。第二無相住，於菩薩無相修，當知清淨。無礙解住、最上成滿菩薩住，於菩薩無相修果，

當知領受。（陵本四十七卷十七頁 3781）當知此中，從初發趣乃至清淨，是名入修行相。最

後領受，是名修果成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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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菩薩勤修學已，能證無上正等菩提？ 
申二、標 

當知菩薩略有十種。 
申三、列 

一、住種性，二、已趣入，三、未淨意樂，四、已淨意樂，五、未成熟，六、已成熟，

七、未墮決定，八、已墮決定，九、一生所繫，十、住最後有。 
申四、釋 

酉一、已趣入 

此中即住種性菩薩發心修學，名已趣入。 
酉二、未淨意樂 

即已趣入，乃至未入淨意樂地，名未淨意樂。 
酉三、已淨意樂 

若已得入，名已淨意樂。 
酉四、未成熟 

即淨意樂，乃至未入到究竟地，名未成熟。 
酉五、已成熟 

若已得入，名已成熟。 
酉六、未墮決定 

未成熟中，乃至未得入決定地、決定行地，名未決定。 
酉七、已墮決定 

若已得入，名已決定。 
酉八、一生所繫 

已成熟中，復有二種。一者、一生所繫。謂此生無間，當證無上正等菩提。 
酉九、住最後有 

二、住最後有。謂即住此生，能證無上正等菩提。 
申五、結 

如是如說從初種性，廣說乃至能證無上正等菩提十種菩薩，於菩薩學能正修學。此上更

無能正修學、若於中學、若如是學。95非如所說諸菩薩上更有菩薩，於菩薩學能正修學。 
未九、建立名號 

申一、明建立 

酉一、舉無別名 

戌一、標 

如是所說一切菩薩，當知復有如是等類無有差別隨德假名。96 
戌二、列 

所謂名為菩提薩埵、摩訶薩埵、成就覺慧、最上照明、最勝真子、最勝住 97持、普能降

                                                 
95 若於中學若如是學者：自他利等七所學處，名於中學。如前自他利品乃至菩提品廣說應知。

最初定應具多勝解，乃至應住無倒教授、教誡，方便所攝身語意業，名如是學。如力種性品

說應知。（陵本三十八卷六頁 3117） 
96 無有差別隨德假名等者：此中種種假名，通說一切等類菩薩。隨彼彼德立彼彼名，非依內德

各別建立，由是說言無有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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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最勝萌芽，亦名勇健，亦名最聖，亦名商主，亦名大稱，亦名憐愍，亦名大福，亦

名自在，亦名法師。 
酉二、例廣別號 

如是十方無邊無際諸世界中無邊菩薩，當知乃有內德各別無量無邊假立想號。 
申二、辨真似 

酉一、相似 

若諸菩薩現前自稱我是菩薩，於菩薩學不正修行，當知是名相似菩薩，非真菩薩。 
酉二、真實 

若諸菩薩現前自稱我是菩薩，於菩薩學能正修行，當知是名真實菩薩。 

                                                                                                                                                         
97 「住」，大正作「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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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師地論》卷 47 
（大正 30，549b11-556b18） 

〈本地分中菩薩地第二持隨法瑜伽處菩薩相品第一〉 
 

辛二、次相等攝 

壬一、真實諸菩薩相（即相品） 

癸一、徵起 

云何真實諸菩薩相？ 
癸二、標列 

子一、嗢柁南 

嗢柁南曰： 
 真實諸菩薩 五種相應知 自性依處果 次第攝五轉 

子二、長行 

丑一、五相 

謂諸菩薩有五真實菩薩之相，若成就者墮菩薩數。何等為五？一者、哀愍，二者、愛語，

三者、勇猛，四者、舒手惠施，五者、能解甚深義理密意。 
丑二、五轉 

如是五法，當知一一各有五轉。一者、自性，二者、依處，三者、果利，四者、次第，

五者、相攝。 
癸三、隨釋 

子一、自性 

丑一、哀愍 

寅一、標 

應知此中，哀愍自性略有二種。 
寅二、列 

一、在意樂，二、在正行。 
寅三、釋 

卯一、在意樂 

在意樂者，謂諸菩薩，於諸有情利益意樂、安樂意樂，是名哀愍。 
卯二、在正行 

在正行者，謂諸菩薩，於諸有情如所意樂，隨力隨能身語饒益，是名哀愍。 
丑二、愛語 

愛語自性，謂如前說若慰喻語、若慶悅語、若勝益語，當知如前攝事品說。 
丑三、勇猛 

勇猛自性，謂諸菩薩剛決堅固，無所怯劣，有大勢力。 
丑四、舒手惠施 

若諸菩薩廣大施性、無染施性，是名舒手惠施自性。 
丑五、能解甚深義理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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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諸菩薩四無礙解，及即於彼無倒引發正加行智，1是名能解甚深義理密意自性。 
子二、依處 

丑一、哀愍 

寅一、標 

當知菩薩哀愍依處，略有五種。 
寅二、徵 

何等為五？ 
寅三、列 

一、有苦有情，二、惡行有情，三、放逸有情，四、邪行有情，五、煩惱隨眠有情。 
寅四、釋 

卯一、有苦有情 

那落迦等所有有情，皆為苦受連綿相續逼切而轉，如是名為有苦有情。 
卯二、惡行有情 

或復有情雖非定苦，而多現行諸身惡行、諸語惡行、諸意惡行，於諸惡中喜樂安住。所

謂屠養羊豬雞等不律儀輩。如是名為惡行有情。 
卯三、放逸有情 

或復有情雖非定苦及行惡行，而於諸欲 2耽著受用，常樂安住種種俳優、歌舞、笑睇，

以自娛樂。所謂一類受欲塵者。如是名為放逸有情。 
卯四、邪行有情 

或復有情雖非定苦、行惡、放逸，而依妄見修行種種苦解脫行。謂捨諸欲 3，於惡說法

毗奈耶中而出家者。如是名為邪行有情。 
卯五、煩惱隨眠有情 

或復有情雖非定苦，廣說乃至非修邪行，而或具縛、或不具縛，為諸煩惱之所隨眠。謂

正修行賢善異生及諸有學。4是名煩惱隨眠有情。 
寅五、結 

是名菩薩所有哀愍五種依處，由此依處、由此所緣，哀愍而轉。除此無有若過若增。 
丑二、愛語 

寅一、標 

當知菩薩愛語依處，亦有五種。 
寅二、徵 

何等為五？ 
寅三、列 

一、正言論語，二、正慶悅語，三、正安慰語，四、正廣恣語，五、如理說語。 
寅四、指 

                                                 
1 若諸菩薩四無礙解等者：菩薩所修菩薩四無礙解，菩提分品已說其相。（陵本四十五卷二頁

3617）由此善能宣說正法，於諸法中起智加行，名即於彼無倒引發正加行智。 
2 「欲」，陵本作「慾」，韓手稿加註：改為「欲」字。 
3 「欲」，陵本作「慾」，韓手稿加註：改為「欲」字。 
4 謂正修行賢善異生等者：謂隨信行、或隨法行補特伽羅，趣向諦觀，而未見諦，名正修行賢

善異生。從預流果乃至阿羅漢向，名諸有學。如次釋前具縛、或不具縛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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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廣辯，應知如前攝事品說。5 
寅五、結 

是名菩薩所有愛語五種依處，由此依處、由此所緣，愛語而轉。除此無有若過若增。 
丑三、勇猛 

寅一、標 

當知菩薩勇猛依處，亦有五種。 
寅二、徵 

何等為五？ 
寅三、指 

謂即如前菩提分品所說菩薩堅力持性五種依處，當知此是 6菩薩勇猛五種依處。 
寅四、結 

由此依處、由此所緣，勇猛而轉。除此無有若過若增。 
丑四、舒手惠施 

寅一、標 

當知菩薩舒手惠施，亦五依處。 
寅二、徵 

何等為五？ 
寅三、列 

一、數數惠施，二、歡喜惠施，三、殷重惠施，四、無染惠施，五、無依惠施。 
寅四、指 

如是五種，如前施品廣辯應知。7 
寅五、結 

由此依處、由此所緣，菩薩舒手惠施而轉。除此無有若過若增。 
丑五、能解甚深義理密意 

寅一、標 

當知菩薩能解甚深義理密意，亦五依處。 
寅二、徵 

何等為五？ 
寅三、列 

                                                 
5 正言論語等者：開示諸法法門愛語，開示無倒法相愛語，開示無倒訓釋諸法言辭愛語，開示

無倒法句品類差別愛語，是名正言論語。菩薩若見有情妻子、眷屬、財穀，其所昌盛而不自

知，如應覺悟，以申慶悅；或知信、戒、聞、捨、慧增，亦復慶悅；是名正慶悅語。安慰種

種驚怖愛語，是名正安慰語。於他有情一切資具少希欲中，一切所作及以正至少希欲中，廣

恣愛語，是名正廣恣語。如理宣說所攝愛語，是名如理說語。如是一切，皆如攝事品說。 
6 「此是」，磧砂作「是此」。 
7 數數惠施等者：隨有所得即隨惠施，無所吝惜，不於長時漸漸積集眾多財物，然後頓施，是

名數數惠施。施前意悅，施時心淨，施後無悔，是名歡喜惠施。應時而施，不以非時；自他

淨施，非不清淨；合儀而施，不以非儀；無亂心施，不以散亂；是名殷重惠施。不以異意、

不以憤怒撓濁之心，而行惠施；又復不由惡見妄有執取而行惠施；是名無染惠施。不依世間

名聲讚頌而行布施，不依於他反報恩德而行布施，不依帝釋、魔王、輪王、自在等果而行布

施，是名無依惠施。如是諸義，如施品說應知。 



《瑜伽師地論》卷 47 
〈本地分中菩薩地第二持隨法瑜伽處菩薩相品第一〉 

1337 

卯一、於契經 

謂於如來所說契經，隨順甚深甚深顯現空性相應、緣性緣起，8應知是名第一依處。 
卯二、於毗奈耶 

於毗奈耶毀犯善巧、還淨善巧，9當知是名第二依處。 
卯三、於摩怛理迦 

於摩怛理迦，施設、建立無倒法相，當知是名第三依處。 
卯四、於密言義 

能正顯除意趣難解諸法相 10義，11當知是名第四依處。 
卯五、於無礙解 

於一切法，法、義、釋辭、品類差別，當知是名第五依處。 
寅四、結 

由此依處、由此所緣，菩薩能解甚深義理密意而轉。除此無有若過若增。 
子三、果利 

丑一、釋 

寅一、哀愍 

卯一、釋 

辰一、正辨相 

菩薩哀愍，於諸有情，最初能斷怨害嫌恨。菩薩哀愍，普於一切利有情事皆能修作，心

無怯劣。於此加行嘗無厭倦，多住哀愍，12能攝無罪現法樂住及饒益他。 
辰二、引教說 

又如世尊所說修慈所得勝利，謂於現身毒藥、刀杖 13不加害等。如是一切菩薩哀愍，14皆

當了知。 
卯二、結 

是名菩薩哀愍果利。 
寅二、愛語 

卯一、釋 

辰一、現法攝 

巳一、能斷語過 

菩薩愛語，於現法中斷語四過。所謂妄語、離間、麤惡，及以綺語。 
巳二、能益自他 

                                                 
8 隨順甚深甚深顯現等者：甚深有二，一、空性甚深，二、緣起甚深。空性甚深者，謂空自相

非定有無，是名甚深空性相應。緣起甚深者，謂緣起支雖實無常、苦、空、無我，而有常、

我等相相似顯現。有尋有伺地廣辯應知。（陵本十卷十六頁 812）是名甚深顯現緣性緣起。 
9 於毗奈耶毀犯善巧等者：謂於毀犯、還淨能正了知，是名善巧。 
10 「相」，磧砂作「想」。 
11 能正顯除意趣難解諸法相義者：一切如來密意言義，是名意趣難解諸法相義。即於此義能正

顯了，能正除遣所化有情隨所生起一切疑惑。義如真實義品中說。（陵本三十六卷二十五頁

3014） 
12 多住哀愍者：此說四無量定應知。 
13 「杖」，磧砂作「仗」。 
14 如是一切菩薩哀愍者：前舉修慈，此例修悲、喜、捨，是名一切菩薩哀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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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愛語，於現法中能自攝受、能攝受他，安隱而轉。15 
辰二、後法攝 

菩薩愛語，於當來世其言敦肅，言必信用。 
卯二、結 

是名菩薩愛語果利。 
寅三、勇猛 

卯一、釋 

辰一、現法攝 

菩薩勇猛，於現法中能離一切懶惰懈怠，心常歡喜；能受菩薩淨戒律儀，受已終無毀犯、

退屈；能正堪忍，攝受自他。 
辰二、後法攝 

於當來世一切菩薩所起事業，稟性堅固，凡所造修若未成辦，終無懈退。 
卯二、結 

是名菩薩勇猛果利。 
寅四、後二種 

卯一、指 

當知菩薩舒手惠施、能解甚深義理密意所得果利，如威力品惠施威力、般若威力差別應

知。16 
卯二、結 

是名菩薩舒手惠施、能解甚深義理密意二種果利。 
丑二、結 

是名菩薩五相果利。 
子四、次第 

丑一、徵 

云何五相如是次第？ 
丑二、釋 

寅一、哀愍 

謂諸菩薩，先修哀愍攝受有情，於彼顧念，欲作饒益。 
寅二、愛語 

次修愛語，為彼有情出不善處安立善處，宣說正理，攝受教誨。 
寅三、勇猛 

次修勇猛，於已趣入諸有情類，若諸有情起諸邪行，種種煩惱變異事中皆能堪忍，為不

棄捨安住種種正行、邪行諸有情故。17 
寅四、後二

                                                 
15 能自攝受等者：不為自害，攝受饒益，是名能自攝受。不為他害，而為饒益，是名能攝受他。

不受彼不善業所生身心憂苦，是名安隱而轉。 
16 如威力品惠施威力等者：威力品說布施四相，般若四相，是名差別應知。 
17 起諸邪行等者：謂如暴惡毀犯淨戒，是名起諸邪行。如是邪行，當知種種煩惱變異所作，令

改本性，由是菩薩深生憐愍，故能堪忍，為不棄捨彼有情故。由彼有情於佛聖教已正趣入，

說名安住種種正行，然於一時煩惱所媚，暫起毀犯，復名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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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諸菩薩修勇猛已，一類有情以財攝受，能令成熟；一類有情以法攝受，能令成熟；一

類有情以財、以法二種攝受，能令成熟。是故菩薩次後修習舒手惠施、能解甚深義理密

意。 
丑三、結 

當知是名菩薩五相前後次第。 
子五、相攝 

丑一、問 

問：菩薩五相，六到彼岸，何到彼岸攝何等相？ 
丑二、答 

答：菩薩哀愍，當知靜慮到彼岸攝；18菩薩愛語，尸羅、般若到彼岸攝；19菩薩勇猛，

進、忍、般若到彼岸攝；菩薩所有舒手惠施，當知即施到彼岸攝；菩薩所有能解甚深義

理密意，靜慮、般若到彼岸攝。20 
癸四、總結 

如是真實菩薩五相，當知一一皆有五轉。所謂自性、依處、果利、次第、相攝。已廣分

別，應如實知。 
 

〈本地分中菩薩地第二持隨法瑜伽處分品第二〉 
 

壬二、在家出家分（即分品） 

癸一、徵起 

在家、出家二分菩薩，有幾種法正修學時，速證無上正等菩提？ 
癸二、標列 

子一、嗢柁南 

嗢柁南曰： 
 二分諸菩薩 初事業善修 善巧饒益他 迴向最為後 

子二、長行 

丑一、標 

謂諸菩薩，或在家分、或出家分差別轉時，略有四法，當知令此在家、出家二分菩薩正

勤修學，速證無上正等菩提。 
丑二、徵 

何等為四？ 
丑三、列 

一者、善修事業，二者、方便善巧，三者、饒益於他，四者、無倒迴向。 
癸三、隨釋 

                                                 
18 菩薩哀愍當知靜慮到彼岸攝者：由四無量名為哀愍，故說靜慮到彼岸攝。 
19 菩薩愛語尸羅般若到彼岸攝者：依慰喻語、若慶悅語，故說尸羅到彼岸攝。依勝益語，故說

般若到彼岸攝。 
20 菩薩勇猛進忍般若到彼岸攝者：由有力思擇，故說般若到彼岸攝。餘文易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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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別辨其相 

丑一、善修事業 

寅一、徵 

云何菩薩善修事業？ 
寅二、標 

謂諸菩薩，於六波羅蜜多決定修作、委悉修作、恆常修作、無 21罪修作。 
寅三、釋 

卯一、舉施度 

辰一、辨 

巳一、決定修作 

午一、徵 

云何菩薩於施波羅蜜多決定修作？ 
午二、釋 

謂諸菩薩，現有種種可施財法，諸乞求者正現在前，有恩、無恩、有德、有失無有差別，

要當施與。若人非人、若諸沙門、若婆羅門及餘世間，22無有如法能令施心有所傾動。 
巳二、委悉修作 

午一、徵 

云何菩薩於施波羅蜜多委悉修作？ 
午二、釋 

謂諸菩薩，現有種種可施財法，諸乞求者正現在前，一切施與，無有少物於諸有情而不

能捨。於內身命尚能惠施，何況外物。 
巳三、恆常修作 

午一、徵 

云何菩薩於施波羅蜜多恆常修作？ 
午二、釋 

謂諸菩薩，於修惠施無有厭倦，恆常無間，於一切時，隨有所得即隨惠施，無所吝惜。 
巳四、無罪修作 

午一、徵 

云何菩薩於施波羅蜜多無罪修作？ 
午二、釋 

謂諸菩薩遠離如前施品所說諸雜染施，修行所餘無雜染施。23 

                                                 
21 「無」，磧砂作「修」。 
22 若人非人等者：謂生人趣，得人種類，是名為人。若生餘趣，那落迦、傍生，及與鬼趣、天、

龍、藥叉、阿素洛、揭路荼、緊捺洛、牟呼洛迦等，是名非人。如顯揚論說。（三卷十四頁

31,495a）生在人中，希求魔梵而修行者，是名沙門、若婆羅門。若魔、若梵，名餘世間。如

攝異門分說。（陵本八十三卷十七頁 6327） 
23 遠離如前施品所說諸雜染施等者：施品中說：菩薩若知種種內外施物，於彼眾生唯令安樂、

不作利益，或復於彼不作安樂、不作利益，便不施與。若知種種內外施物，於彼眾生定作利

益、不定安樂，或復於彼定作利益、定作安樂，即便施與。（陵本三十九卷二頁
※3185）是名

略說菩薩應施、不應施義。此說雜染及無雜染，如應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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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二、結 

如是菩薩於施波羅蜜多能善修作。 
卯二、例餘度 

如於施波羅蜜多能善修作，如是於戒、忍、精進、靜慮、慧波羅蜜多，如其所應，當知

亦爾。 
寅四、結 

是名菩薩由四行相，於其六種波羅蜜多決定修作、委悉修作、恆常修作、無罪修作。 
丑二、方便善巧 

寅一、徵 

云何菩薩方便善巧？ 
寅二、釋 

卯一、舉種類 

辰一、標 

當知如是方便善巧，略有十種。 
辰二、徵 

何等為十？ 
辰三、列 

一者、憎背聖教有情，除其恚惱方便善巧；二者、處中有情，令其趣入方便善巧；三者、

已趣入者，令其成熟方便善巧；四者、已成熟者，令得解脫方便善巧；五者、於諸世間

一切異論方便善巧；六者、於諸菩薩淨戒律儀受持、毀犯，能正觀察方便善巧；七者、

於諸正願方便善巧；八者、於聲聞乘方便善巧；九者、於獨覺乘方便善巧；十者、於其

大乘方便善巧。 
辰四、指 

如是一切方便善巧，如前即此菩薩地中，隨彼彼處已廣分別，如應當知。24 
卯二、明作業 

辰一、標 

如是十種菩薩所有方便善巧，能作五事。 
辰二、釋 

巳一、由前四種善巧 

謂由前四種方便善巧，令諸菩薩能正安立所化有情於自義利。 
巳二、由第五種善巧 

由於世間一切異論方便善巧，令諸菩薩善能摧伏一切異論。 
巳三、由第六種善巧 

由於菩薩淨戒律儀受持、毀犯，能正觀察方便善巧，令諸菩薩不犯所犯，犯已速疾如法

                                                                                                                                                         
 ※「二頁」，披尋記原作「十一頁」。 
24 隨彼彼處已廣分別如應當知者：此中前四方便善巧，如前菩提分品，說有六種成熟有情方便

應知。（陵本四十五卷五頁 3626）又說善知諸論。（陵本四十四卷十七頁 3597）即此第五方便

善巧。又戒品說菩薩戒波羅蜜多。（陵本四十卷一頁 3235）即此第六方便善巧。又菩提分品

中說菩薩所修正願。（陵本四十五卷十六頁 3657）即此第七方便善巧。功德品說乘施設建立。

（陵本四十六卷十四頁 3712）即此後三方便善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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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除，於善清淨菩薩所受淨戒律儀，能善修瑩。25 
巳四、由第七種善巧 

由於正願方便善巧，令諸菩薩能證當來一切所愛事義圓滿。26 
巳五、由後三種善巧 

由於三乘方便善巧，令諸菩薩於諸有情，隨其種性、根及勝解，說相稱法、說順正理。 
辰三、結 

是名十種方便善巧，令諸菩薩能作五事。由此五事，能令菩薩現法當來一切事義皆得究

竟。 
丑三、饒益於他 

寅一、徵 

云何菩薩饒益於他？ 
寅二、釋 

謂諸菩薩依四攝事，即布施、愛語、利行、同事，能與一分有情利益，能與一分有情安

樂，能與一分所化有情利益安樂，是名略說菩薩所有饒益於他。27 
寅三、指 

廣說如前自他利品，應知其相。 
丑四、無倒迴向 

寅一、徵 

云何菩薩無倒迴向？ 
寅二、釋 

謂諸菩薩三門積集所有善根，即善修事業、方便善巧、饒益於他。去來今世一切攝取，28

以淳一味妙淨信心，迴求無上正等菩提。終不用此所集善根，希求世間餘果異熟，唯除

無上正等菩提。 
子二、明攝一切 

丑一、標所應學 

世尊所有為在家分、或出家分諸菩薩說所應學法，當知一切此四所攝。謂善修事業、方

便善巧、饒益於他、無倒迴向。 
丑二、近證大果 

是故如是善修事業、方便善巧、饒益於他、無倒迴向諸菩薩眾，親近、鄰逼難得難證無

上菩提。 
丑三、結無過增 

當知過去、未來、現在所有菩薩，或在家分、或出家分，精勤修學，於其無上正等菩提

                                                 
25 於善清淨等者：善淨意樂，名善清淨。此說菩薩堪能受戒自性功德，由此堪受菩薩所受淨戒

律儀。今說由彼方便善巧，令戒清淨，名善修瑩。 
26 能證當來一切所愛事義圓滿者：謂自證得無上菩提，能作有情一切義利，是名一切所愛事義

圓滿。 
27 能與一分有情利益等者：此中初二有情，但言一分，不言所化，當知此說不住種姓有情，與

下一分所化有情有別。前說所調伏界無量，當知此名所化有情。於彼一切授與善法，名與利

益；授與饒益，名與安樂。 
28 去來今世一切攝取者：謂一切時，於彼善根攝受、增長、串習成性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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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當現證，一切皆由如是四法。除此無有若過若增。 
子三、校量勝劣 

丑一、標 

又諸菩薩，或在家分、或出家分，雖復同於如是四法正勤修學，而出家者於在家者，甚

大殊異、甚大高勝。 
丑二、徵 

所以者何？ 
丑三、釋 

寅一、於攝受眷屬 

當知一切出家菩薩，於其父母、妻子、親屬攝受過患皆得解脫，在家菩薩則不如是。 
寅二、於遽務憂苦 

又復一切出家菩薩，於為攝受父母、親屬，營農、商賈 29、事王業等種種艱辛遽務憂苦

皆得解脫，在家菩薩則不如是。 
寅三、於鉤鎖梵行 

又復一切出家菩薩，一向能行鉤鎖梵行，在家菩薩則不如是。 
寅四、於菩提分法 

又復一切出家菩薩，普於一切菩提分法速證通慧，隨所造修彼彼善法，皆能疾疾到於究

竟，在家菩薩則不如是。 
寅五、於安住律儀 

又復一切出家菩薩，安住決定清淨律儀，30凡所發言眾咸信奉，在家菩薩則不如是。 
丑四、結 

如是等類無量善法，當知一切出家菩薩於在家者，甚大殊異、甚大高勝。 
 

〈本地分中菩薩地第二持隨法瑜伽處增上意樂品第三〉 
 

壬三、增上意樂（即增上意樂品） 

癸一、徵 

云何菩薩增上意樂？ 
癸二、釋 

子一、嗢柁南標 

嗢柁南曰： 
 智者於有情 有七相憐愍 十五勝意樂 作十事應知 

子二、長行釋 

丑一、七相憐愍 

寅一、標 

謂諸菩薩，於諸有情深心發起七相憐愍。以諸菩薩具憐愍故，名善意樂、極善意樂。31 

                                                 
29 「賈」，陵本作「估」，韓手稿加註改為「賈」字。 
30 安住決定清淨律儀者：於戒波羅蜜多決定修作、無罪修作，是名決定及與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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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二、徵 

何等名為七相憐愍？ 
寅三、列 

一者、無畏憐愍，二者、如理憐愍，三者、無倦憐愍，四者、無求憐愍，五者、無染憐

愍，六者、廣大憐愍，七者、平等憐愍。 
寅四、釋 

卯一、無畏憐愍 

謂諸菩薩，於諸有情非怖畏故而起憐愍，現行隨順身語意業，適可其心利益安樂，是名

菩薩無畏憐愍。 
卯二、如理憐愍 

又諸菩薩，於諸有情非不如理憐愍而轉，謂終不以非法、非律、非賢善行，及以非處勸

授有情，32是名菩薩如理憐愍。 
卯三、無倦憐愍 

又諸菩薩，於諸有情如是憐愍，隨其所宜發起一切饒益事業，曾無厭倦，是名菩薩無倦

憐愍。 
卯四、無求憐愍 

又諸菩薩，於諸有情不待求請，自起憐愍，為作饒益，是名菩薩無求憐愍。 
卯五、無染憐愍 

又諸菩薩，於諸有情無愛染心而起憐愍，謂饒益他，不祈恩報，亦不希望當來可愛諸果

異熟，是名菩薩無染憐愍，亦名菩薩無緣憐愍。 
卯六、廣大憐愍 

又諸菩薩，於諸有情所起憐愍，唯是廣大而非狹小。言廣大者，謂於一切諸有情所，雖

遭一切不饒益事，而不棄捨；菩薩自身寧受非愛，終不以惡欲加於彼。是名菩薩廣大憐

愍。 
卯七、平等憐愍 

又諸菩薩，如是相狀、如是功德相應憐愍，普於一切諸有情類平等平等，於有情界無有

分限，是名菩薩平等憐愍 33。 
寅五、結 

菩薩與此七種行相憐愍相應，名善意樂、極善意樂。 
丑二、十五意樂 

寅一、標 

當知此中，淨信為先、擇法為先，於諸佛法所有勝解印解決定，34是名菩薩增上意樂。

如是菩薩增上意樂，當知略說有十五種。 

                                                                                                                                                         
31 名善意樂極善意樂者：此中意樂，通說勝解行地，乃至到究竟地。由是差別，名善、極善。 
32 不以非法非律等者：惡說法毗奈耶，是名非法非律。遠離顰蹙，舒顏平視，含笑先言，常為

愛語，性多攝受善法朋侶，身心澄淨，是名賢善。如聲聞地說。（陵本二十五卷二十三頁 2161）
與此相違，是名非賢善行。於彼彼事理有相違，是名非處。 

33 「是名菩薩平等憐愍」一句，披尋記原置於【寅五、結】中。 
34 於諸佛法所有勝解等者：此中佛法，謂即無上菩提及與菩提方便。信他諸佛菩薩而行，是名

印解。自內了知真實，是名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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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二、徵 

何等十五？ 
寅三、列 

一、最上意樂，二、遮止意樂，三、波羅蜜多意樂，四、真實義意樂，五、威力意樂，

六、利益意樂，七、安樂意樂，八、解脫意樂，九、堅固意樂，十、無虛妄意樂，十一、

不清淨意樂，十二、清淨意樂，十三、善清淨意樂，十四、應調伏意樂，十五、俱生意

樂。 
寅四、釋 

卯一、辨十五相 

辰一、最上意樂 

謂諸菩薩，於佛法僧最上真實 35起勝意樂，是名菩薩最上意樂。 
辰二、遮止意樂 

又諸菩薩，於所受持淨戒律儀起勝意樂，是名菩薩遮止意樂。 
辰三、波羅蜜多意樂 

又諸菩薩，於所修證施、忍、精進、靜慮、般若起勝意樂，是名菩薩波羅蜜多意樂。 
辰四、真實義意樂 

又諸菩薩，於法無我、補特伽羅無我、甚深勝義諸法真如起勝意樂，是名菩薩真實義意

樂。 
辰五、威力意樂 

又諸菩薩，於佛菩薩不可思議神通威力、或俱生威力起勝意樂，是名菩薩威力意樂。 
辰六、利益意樂 

又諸菩薩，於諸有情欲以善法而授與之，是名菩薩利益意樂。 
辰七、安樂意樂 

又諸菩薩，於諸有情欲以饒益而授與之，是名菩薩安樂意樂。 
辰八、解脫意樂 

又諸菩薩，即於如是諸有情所無愛染心，36又於當來可愛異熟其心無繫，是名菩薩解脫

意樂。 
辰九、堅固意樂 

又諸菩薩，於其無上正等菩提，其心專注，曾無變易，是名菩薩堅固意樂。 
辰十、無虛妄意樂 

又諸菩薩，於諸有情饒益方便，於大菩提趣證方便，無顛倒智俱行勝解，是名菩薩無虛

妄意樂。 
辰十一、不清淨意樂 

又諸菩薩，勝解行地所有一切增上意樂，是名菩薩不清淨意樂。 
辰十二、清淨意樂 

又諸菩薩，從淨勝意樂地乃至決定行地所有一切增上意樂，是名菩薩清淨意樂。 
辰十三、善清淨意樂 

                                                 
35 於佛法僧最上真實者：謂佛法僧真實功德，映蔽一切世間外道，說名最上。 
36 即於如是諸有情所無愛染心者：謂於有情欲與利益安樂，非由心有愛染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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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諸菩薩，到究竟地所有一切增上意樂，是名菩薩善清淨意樂。 
辰十四、應調伏意樂 

又諸菩薩不清淨意樂，是則名為應調伏意樂，由此意樂應思擇故。 
辰十五、俱生意樂 

又諸菩薩清淨意樂、善清淨意樂，是則名為俱生意樂，由此意樂性成就故，於所依中善

安立故。37 
卯二、能作十事 

辰一、標 

如是菩薩十五妙善增上意樂，隨一切地，38以要言之，能作十事。 
辰二、徵 

何等為十？ 
辰三、釋 

巳一、舉依十二 

午一、依最上意樂 

謂諸菩薩最上意樂，能於三寶修一切種最勝供養，普於一切菩提資糧為最第一。 
午二、依遮止意樂 

又諸菩薩遮止意樂，能於所受淨戒律儀，命難因緣，亦不故思犯於所犯；設有所犯，疾

疾悔除。 
午三、依波羅蜜多意樂 

又諸菩薩波羅蜜多意樂，能於善法常勤修習無放逸住，常住最勝無放逸住。 
午四、依真實義意樂 

又諸菩薩真實義意樂，能為有情以無染心流轉生死，不入 39涅槃增上意樂。40 
午五、依威力意樂 

又諸菩薩威力意樂，能於聖教覺受淳淨上妙法味。41復能於修起堅固想，欣樂多住，42不

唯聞思便生喜足。 
午六、依利益安樂解脫意樂 

又諸菩薩利益意樂、安樂意樂、解脫意樂，能於一切饒益有情所作事業精勤修習，雖常

修習而無厭倦。 
午七、依堅固意樂

                                                 
37 由此意樂性成就故等者：不由思擇，習所成性，名性成就。云何習所成性？謂由數習諸善法

故，於自所依異熟識中，積集諸善，堅住、不忘、成滿究竟，即由此義，名善安立。 
38 隨一切地者：謂諸菩薩勝解行地、淨勝意樂地、行正行地、決定地、決定行地、到究竟地，

名一切地。彼菩薩眾所有意樂能作所作，隨應當知。 
39 「入」，磧砂、大正、陵本作「捨」。 
40 以無染心流轉生死等者：由諸菩薩於其生死如實了知，故無染心流轉生死。由於涅槃不多願

樂，故不速疾入般涅槃。義如真實義品中說。（陵本三十六卷十一頁 2945） 
41 能於聖教覺受淳淨上妙法味者：三摩呬多地說：有四正法，攝持正教。何等為四？一者、遠

離，二者、修習，三者、修果，四者、於聖教中無有乖諍。乃至廣說。（陵本十三卷十一頁

1112）此中聖教，應準彼釋。由修奢摩他、毗鉢舍那，如實通達聖教法義，無有乖諍，名能

覺受淳淨上妙法味。 
42 於修起堅固想欣樂多住者：謂作是思：修習定心，得定自在，能正對治一切漏有漏法，不為

漏有漏法之所勝伏。是名於修起堅固想，由是於修欣樂多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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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諸菩薩堅固意樂，能於種種熾然精進、廣大精進，發起安住無緩加行、無斷加行。 
午八、依無虛妄意樂 

又諸菩薩無虛妄意樂，能於所引彼彼善法速證通慧，不於少分下劣薄弱差別證中而生喜

足。 
午九、依應調伏意樂 

又諸菩薩應調伏意樂，能引俱生意樂。 
午十、依俱生意樂 

又諸菩薩俱生意樂，能於無上正等菩提速疾趣證，能與天人作諸義利利益安樂。 
巳二、略不說三 

應調伏意樂即不清淨意樂，俱生意樂即清淨意樂、善清淨意樂，故不別說。 
卯三、遍攝一切 

世尊所有為諸菩薩，於彼彼處種種宣說、施設、開示增上意樂，當知一切即此十五意樂

所攝，是故過去、未來、現在妙善意樂諸菩薩眾，於其無上正等菩提曾當現證，一切皆

由如是所說十五意樂。除此無有若過若增。 
寅五、結 

如是菩薩十五意樂，能得最大菩提果利，是故菩薩依此意樂，速證無上正等菩提。 
 

〈本地分中菩薩地第二持隨法瑜伽處住品第四之一〉 
 

壬四、十三住（即住品） 

癸一、標 

子一、菩薩住 

如是始從種性具足，廣說乃至於如所說菩薩所學，正勤修學；於如所說菩薩諸相，正等

顯現；於諸菩薩分加行中，正勤修學；於如所說菩薩意樂，能淨修治。諸菩薩眾略有菩

薩十二種住，由此菩薩十二種住，普攝一切諸菩薩住，普攝一切諸菩薩行。43 
子二、如來住 

復有如來第十三住，由此住故，現前等覺廣大菩提，名無上住。 
癸二、徵 

云何菩薩十二住等？ 
癸三、列 

子一、嗢柁南 

嗢柁南曰： 
 種性勝解行 極喜增上戒 增上心三慧 無相有功用 
 無相無功用 及以無礙解 最上菩薩住 最極如來住 

子二、長行 

                                                 
43 普攝一切諸菩薩住等者：菩薩修作一切事業，有二時別。一者、行時，二者、住時。如說菩

薩修不放逸，如如所應行，如如所應住，如是如是行，如是如是住，無有毀犯。如是行住，

略攝菩薩一切作業。依此安立菩薩十二種住，說彼普攝一切行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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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一、列名 

謂菩薩種性住、勝解行住、極歡喜住、增上戒住、增上心住。增上慧住復有三種。一、

覺分相應增上慧住，二、諸諦相應增上慧住，三、緣起流轉止息相應增上慧住。謂諸菩

薩如實了知能觀真實、所觀真實，及於真實諸有情類，由無智故眾苦流轉，由有智故眾

苦止息。如是菩薩，由於三門以慧觀察，故有三種增上慧住。及有加行有功用無間闕道

運轉無相住、無加行無功用無間闕道運轉無相住、無礙解住、最上成滿菩薩住。是名菩

薩十二種住。 
丑二、結攝 

如是菩薩十二種住，普攝一切諸菩薩住，普攝一切諸菩薩行。 
癸四、釋 

子一、別辨相 

丑一、如來住 

如來住者，謂過一切諸菩薩住，現前等覺大菩提住。此中最後如來住者，於後究竟瑜伽

處最後建立品，當具演說。 
丑二、菩薩住 

寅一、總標當說 

菩薩所有十二種住，如所安立，我今當說。 
寅二、別顯十二 

卯一、略釋 

辰一、初二住 

巳一、顯其自相 

午一、種性住 

未一、徵 

云何菩薩種性住？云何菩薩住種性住？44 
未二、釋 

申一、性自仁賢 

謂諸菩薩住種性住，性自仁賢，性自成就菩薩功德；菩薩所應眾多善法，於彼現行亦有

顯現。45由性仁賢逼遣方便，令於善轉，非由思擇有所制約、有所防護。 
申二、具足佛種 

若諸菩薩住種性住，任持一切佛法種子，於自體中、於所依中，已具足有一切佛法一切

種子。46 
申三、性離麤垢 

                                                 
44 云何菩薩種性住等者：此中雙徵。一、徵住位安立，二、徵彼所有相，是故說別。 
45 性自仁賢等者：謂諸菩薩本性成就，其心溫潤、其心純淨，恚心、害心不久相續，隨生隨捨，

起賢善心，是名性自仁賢。種性為依，有所堪任、有大勢力，能斷煩惱、所知二障，證得無

上正等菩提，是故性自成就菩薩功德。有六波羅蜜多種性相，由此相故，令他了知真是菩薩，

是名菩薩所應眾多善法，於彼現行亦有顯現。 
46 任持一切佛法種子等者：自乘種性堪能證得諸佛所證無上菩提，是名一切佛法種子。從無始

世展轉傳來，法爾所得，是名任持。附在所依，成就十力種姓差別，是名於自體中、於所依

中，已具足有一切佛法一切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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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諸菩薩住種性住，性離麤垢，不能現起上煩惱纏。由此纏故，造無間業，或斷善根。 
未三、指 

如種性品所說種種住種性相，於此菩薩種性住中，亦應廣說，應如實知。 
未四、結 

是名菩薩種性住。 
午二、勝解行住 

云何菩薩勝解行住？謂諸菩薩，從初發心乃至未得清淨意樂，所有一切諸菩薩行，當知

皆名勝解行住。 
巳二、廣展轉別 

午一、菩薩住 

未一、舉前四住 

申一、種性住 

又諸菩薩種性住中，於餘十一諸菩薩住及如來住唯有因轉，攝受彼因。於餘所有諸菩薩

住尚未發趣、未得、未淨，況如來住。 
申二、勝解行住 

若諸菩薩勝解行住，普於一切餘菩薩住及如來住，皆名發趣，未得、未淨。即於如是勝

解行住，亦名發趣、亦名為得，為令清淨而修正行。 
申三、極歡喜住 

勝解行住既清淨已，極歡喜住先已發趣，今復名得，為令清淨而修正行。 
申四、增上戒住 

極歡喜住既清淨已，增上戒住先已發趣，今復名得，為令清淨而修正行。 
未二、例後八住 

如是廣說，展轉乃至最上成滿菩薩住。 
午二、如來住 

未一、明頓得淨 

即此最上成滿菩薩住既清淨已，從此無間，其如來住先已發趣，當知於今頓得、頓淨。47 
未二、結其差別 

是如來住於菩薩住，當知此中如是差別。 
辰二、後十住 

巳一、顯其自相 

午一、極歡喜住 

云何菩薩極歡喜住？謂諸菩薩淨勝意樂住。 
午二、增上戒住 

云何菩薩增上戒住？謂諸菩薩，淨勝意樂為緣，所得性戒相應住。48 

                                                 
47 頓得頓淨者：最上成滿菩薩住中，修果成滿，於如來住無間獲得，於煩惱障及所知障無間清

淨，由爾所時無復修作，是故說名頓得、頓淨。此與前菩薩住一一住中漸得、漸淨有別，如

是應知。 
48 淨勝意樂為緣等者：如下自說：極歡喜住，由十種心意樂，已得意樂清淨。乃至廣說即由如

是十種意樂成上品故，極圓滿故，是諸菩薩入證第二增上戒住。於此住中，性戒具足。極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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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三、增上心住 

云何菩薩增上心住？謂諸菩薩，增上戒住清淨為緣，所得世間靜慮、等持、等至住。 
午四、覺分相應增上慧住 

云何菩薩覺分相應增上慧住？謂諸菩薩，以世間淨智所依等持為所依止，為覺諸諦，於

正念住等三十七菩提分法妙揀擇住。 
午五、諸諦相應增上慧住 

云何菩薩諸諦相應增上慧住？謂諸菩薩，覺分揀擇為所依止，於諸諦中如實覺住。 
午六、緣起流轉止息相應增上慧住 

云何菩薩緣起流轉止息相應增上慧住？謂諸菩薩，於諦能覺增上力故，揀擇顯示由無智

故，苦及因起；揀擇顯示由有智故，苦及因滅住。49 
午七、有加行有功用無相住 

云何菩薩有加行有功用無相住？謂諸菩薩，即由三種增上慧住增上力故，有加行、有功

用、無闕無間，於一切法真如無分別慧修俱行住。50 
午八、無加行無功用無相住 

云何菩薩無加行無功用無相住？謂諸菩薩，即於前無相住多修習已，任運自然、無闕無

間運轉道隨行住。 
午九、無礙解住 

云何菩薩無礙解住？謂諸菩薩，即以善清淨無動慧等持為所依止，得廣大慧，為他說法；

無上為依，能於諸法異門、義趣、釋詞、差別妙揀擇住。51 
午十、最上成滿菩薩住 

云何菩薩最上成滿菩薩住？謂諸菩薩安住於此，於菩薩道已到究竟，於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已得大法灌頂，或一生所繫，或居最後有。從此住無間，即於爾時證覺無上正等菩

提，能作一切佛所作事。 
巳二、廣修得別 

午一、於修所作 

未一、狹小等 

又諸菩薩勝解行住，於菩薩修 52所作狹小、所作有 53闕、所作不定，所得有退。 
未二、廣大等 

極歡喜住，於菩薩修所作廣大、所作無闕、所作決定，隨所獲得無復退轉。如極歡喜住，

                                                                                                                                                         
邪惡業道所攝諸惡犯戒尚不現行，況中上品。又於十種圓滿業道，自性顯現。（陵本四十八卷

一頁 3815）此應準釋。 
49 由無智故苦及因起等者：此中無智，所謂無明。苦謂生及老死。餘緣起支能生苦故，苦胎藏

故，皆名為因。義如有尋有伺地說。（陵本十卷十四頁 800）是名緣起流轉。與此相違，名由

有智。苦及因滅，是名緣起止息。 
50 於一切法真如等者：諸法無我，名一切法真如。由此為緣，達無少法及少品類可起分別，於

一切法平等平等如實觀察，是名無分別慧。由此住中，於加行行修圓滿故，是名修俱行住。 
51 得廣大慧等者：謂於諸法起智加行，能為他說一切種法，普於一切說法所作皆如實知，是名

得廣大慧，為他說法。獲得無量陀羅尼門，於一切種音詞支具剖析善巧，辯才無盡，是名無

上為依，乃至妙揀擇住。 
52 於菩薩修者：此說六波羅蜜多應知。 
53 「有」，磧砂作「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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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三種增上慧住，應知亦爾。 
未三、無量等 

從初無相住乃至最上成滿菩薩住，於菩薩修所作無量、所作無闕、所作決定，隨所獲得

終無退轉。 
午二、於無相修 

未一、發趣 

又諸菩薩勝解行住，於菩薩無相修，54當知發趣。 
未二、獲得 

極歡喜住、增上戒住、增上心住、增上慧住，於菩薩無相修，當知獲得。 
未三、圓證 

初無相住，於菩薩無相修，當知圓證。 
未四、清淨 

第二無相住，於菩薩無相修，當知清淨。 
未五、領受 

無礙解住、最上成滿菩薩住，於菩薩無相修果，當知領受。 
卯二、廣辨 

辰一、勝解行住 

巳一、舉行狀相 

午一、問 

問：勝解行住菩薩轉時，應知何行、何狀、何相？55 
午二、答 

未一、顯修得 

申一、狹小有闕 

酉一、在正行 

戌一、於自佛法 

亥一、未得自在 

答：勝解行住菩薩轉時，思擇力勝；於諸菩薩所作加行，以分別慧數數思擇方能修作，

未能任 56性成辦所作。 
亥二、未得勝修 

天一、舉其修因 

未得堅固相續無退菩薩勝修。57 
天二、例修果等 

地一、功德攝 

如於勝修，於勝修果種種無礙、勝 58解、神通、解脫、等持、等至，亦未能得。 
                                                 
54 於菩薩無相修者：此說諸法離言自性。真實義相名為無相應知。 
55 應知何行何狀何相者：行謂發趣，狀謂獲得，相謂等流。如下說言：諸行能入，說名為行；

若正入時，說名為得；入已果利成辦圓證，說名等流。如是次第配釋應知。下皆準釋。 
56 「任」，磧砂作「住」。 
57 未得堅固相續無退菩薩勝修者：所作決定，是名堅固。所作無闕，是名相續。隨所獲得無復

退轉，是名無退。極歡喜住有此修相，故名勝修。勝解行住未能現前，故名未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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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二、勝利攝 

未能超越五種怖畏。謂不活畏、惡名畏、死畏、惡趣畏、處眾怯畏。 
戌二、於他有情 

於所應作利有情事，策勵思惟方能修作，未能任性哀愍愛念。或於一時，於諸有情，由

身語意發起邪行；或於一時，於諸境界發起貪著；或於一時，於資生具現有慳吝。 
酉二、在意樂 

戌一、別辨相 

亥一、於三寶等 

天一、自內無知 

地一、標 

信他諸佛菩薩而行，未能自內了知真實。 
地二、釋 

謂 59於如來、或法、或僧、或真實義、或有情事、60或佛菩薩神通威力、或因、或果、

或應得義、或得方便、或於所行皆隨他信。成就狹小聞所成智、思所成智，而非無量。 
天二、或時失念 

又即於此或時忘失，有忘失法。 
亥二、於大菩提 

成就菩薩苦遲通行，於大菩提無猛利樂欲，無熾然精進，無有甚深牢固淨信。61 
戌二、隨難釋 

亥一、標 

於其三處有忘失念。 
亥二、列 

一、於境界可意、不可意色聲香味觸法中，或於一時其心顛倒，忘失正念；二、於受生

彼彼身中，既受生已，忘失前生；三、於所受、所持諸法，久作久說，或於一時有所忘

失。 
亥三、結 

於是三處有忘失念。 
申二、所作不定 

                                                                                                                                                         
58 磧砂無「勝」字。 
59 「謂」，磧砂作「語」。 
60 謂於如來或法或僧等者：力種性品說：菩薩具多勝解，有其八種勝解依處。一者、於三寶功

德勝解依處，二者、於佛菩薩威力勝解依處，三者、於真實義勝解依處，四者、於因勝解依

處，五者、於果勝解依處，六者、於應得義勝解依處，七者、於得方便勝解依處，八者、於

善言、善語、善說勝解依處。（陵本三十八卷七頁 3117）今此所說，隨應當釋。彼說善言、

善語、善說勝解依處，即此所行，以一切所知為所應行故。又成熟有情，名有情事。如成熟

品說應知。（陵本三十七卷二十頁 3076） 
61 於大菩提無猛利樂欲等者：成熟品說：若時菩薩住中品成熟，爾時便有中品欲樂、中品加行。

此盡第二無數劫邊際，熾然、無動覺品善法已得相應。即於此中，性淳厚故，極猛盛故，能

有上品廣大果故，大勝利故，名為熾然。不轉還故，不退墮故，常勝進故，名為無動。（陵本

三十七卷二十六頁 3093）今勝解行住菩薩住下品成熟，唯有下品欲樂、下品加行。由是說無

猛利樂欲、熾然精進。有轉還故，有退墮故，非為無動，由是說無甚深牢固淨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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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一、或具聰慧 

或於一時具足聰慧，於其諸法能受、能持，於其義理堪能悟入，或於一時則不如是。 
酉二、或具憶念 

或於一時具足憶念，或於一時成忘 62念類。 
酉三、勉為他說 

於諸有情未能了知如實調伏善巧方便，於自佛法亦未了知如實引發善巧方便。為他說法

教授教誡，勉勵而轉；勉勵轉故，不如實知，或時虛棄、或不虛棄。如闇中射，或中不

中，隨欲成故。63 
申三、所得有退 

酉一、退已發心 

或於一時，於大菩提雖已發心，而復退捨。 
酉二、捨先受戒 

或於一時，棄捨菩薩先所受學淨戒律儀，不能受學。 
酉三、厭利有情 

或於一時，雖勤修習利有情事，而於中間生厭倦故，復還棄捨利有情事。由意樂故，欲

令自樂；由思擇故，欲令他樂。 
酉四、數犯淨戒 

於諸菩薩所有違犯，多分遍知，非數遍知、無餘永斷，由於毀犯數現行故。 
酉五、退怖大乘 

或於一時，於菩薩藏法毗奈耶他所引奪。或於一時，聞說甚深廣大法教而生驚怖，其心

搖動、猶豫、疑惑。 
酉六、遠離大悲 

於諸有情，遠離一切現行大悲。於諸有情，少分現前利益安樂，未能廣大、未能無量。 
未二、辨學等 

申一、指上說 

於如上說一切圓滿菩薩學中，未能普學。於如上說一切圓滿菩薩諸相，未皆成就。於如

上說一切圓滿二分菩薩正加行中，未等顯現。於如上說菩薩意樂，猶未清淨。 
申二、隨難釋 

於其無上正等菩提，自謂為遠，未於涅槃增上意樂安立深固。如於生死長時流轉，於其

熾然、無動、妙善菩提分法，未能成就。64 
午三、結 

如是等類，當知是名勝解行住菩薩轉時，諸行狀相。 
巳二、辨其差別 

午一、於自三品 

是諸菩薩勝解行住，下忍轉時，如上所說諸行狀相，當知上品；中忍轉時，如上所說諸

                                                 
62 「忘」，磧砂作「妄」。 
63 隨欲成故者：由彼意樂未清淨故，致有斯失應知。 
64 如於生死長時流轉等者：由彼菩薩猶往惡趣，是故說言長時流轉。如是熾然、無動、極善清

淨覺品善法，當知一切皆未相應。如成熟品說。（陵本三十七卷二十六頁 3093）此應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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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狀相，當知中品；上忍轉時，如上所說，當知下品，其性微薄。 
午二、於極喜住 

未一、無間入心別 

即於如是上忍轉時，於上所說諸行狀相，漸次能令無餘永斷，從此無間，當知菩薩入極

喜住。 
未二、染淨相違別 

由得方便極喜住中，勝解行住所說諸法皆無所有，與彼相違所有一切白品諸法皆悉顯

現。由諸菩薩成就此故，轉得名為淨勝意樂。 
未三、淨勝意樂別 

申一、標簡 

勝解行住菩薩轉時，雖有少分軟中上品方便展轉清淨勝解，而未得名淨勝意樂。 
申二、釋因 

何以故？由此勝解為彼多種諸隨煩惱染汙而轉。65極歡喜住菩薩住時，一切勝解諸隨煩

惱皆悉永斷，離隨煩惱淨勝解轉。 
辰二、極歡喜住 

巳一、問 

問：極歡喜住菩薩轉時，應知何行何狀何相？ 
巳二、答 

午一、略說 

未一、別辨相 

申一、善決定願 

酉一、簡前住 

答：若諸菩薩，從勝解行住入極歡喜住，先於無上正等菩提菩薩弘願，未善通達菩提自

性，未善通達菩提方便，多分隨順他緣而轉，不善決定。 
酉二、顯六相 

戌一、初三相攝 

除捨彼故，發起六相新善決定、內證修性菩薩大願。66 
戌二、次二相攝 

超過一切餘白淨願；無等不共，果是世間，超過一切世間境界；隨救一切有情苦故，不

                                                 
65 為彼多種諸隨煩惱染汙而轉者：種性品說：有四隨煩惱與白法相違，是名多種諸隨煩惱。若

具不具，為所染汙，名染汙轉。四隨煩惱如彼條列應知。（陵本三十五卷七頁 2845） 
66 發起六相新善決定內證修性菩薩大願者：於此住中，由證法性發菩提心，是名內證修性。菩

薩大願初無漏生真實智攝，是名新善決定。齊此名為已入初地，非勝解行地攝故。十地經論

說：此善決定有六種。一者、觀相善決定。真如觀一味相故，如經無雜故。二者、真實善決

定。非一切世間境界，出世間故，如經不可見故。三者、勝善決定。大法界故，一切佛根本

故，如經廣大如法界故。四者、因善決定。有二種。一、成無常愛果因善決定。是因如虛空，

依是生諸色，色不盡故，如經究竟如虛空故。二、常果因善決定。得涅槃道，如經盡未來際

故。五者、大善決定。隨順作利益他行，如經覆護一切眾生界故。六者、不怯弱善決定。入

一切諸佛智地不怯弱故，如經佛子是諸菩薩乃至入現在諸佛智地故。此說六相，如彼應釋。

又復此中，新善決定，當知即彼觀相善決定攝；內證修性，當知即彼真實善決定攝；菩薩大

願，當知即彼勝善決定攝。如所說義，配釋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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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一切聲聞、獨覺；雖一剎那生起此願，法性自爾能得菩薩 67無量白法可愛之果；68 
戌三、後一相攝 

又此大願無變無盡自性得已，無異因緣令其退轉、變異可得；69又是勝分，墮後邊際極

大菩提。70 
酉三、結異名 

如此菩薩善決定願，亦名發心。 
申二、四相發心 

酉一、標 

又即如是菩薩發心，略有四相應當了知。 
酉二、徵 

何等為四？ 
酉三、釋 

戌一、列相 

一者、何相菩薩發心？二者、發心何所緣慮？三者、發心何狀、何相、何自性起？四者、

發心有何勝利？由此四相，應當了知菩薩發心。 
戌二、辨義 

亥一、因相 

謂諸菩薩勝解行住，已善積集一切善根，於菩薩行已正超出。71略說是相菩薩發心。 
亥二、緣慮 

又諸菩薩，緣當來世無倒速疾一切菩提資糧圓滿，一切菩薩利有情事圓滿，無上正等菩

提一切種一切佛法圓滿，72諸佛所作事業圓滿。73略說緣慮如是發心。 

                                                 
67 「菩薩」，磧砂作「菩提」。 
68 超過一切餘白淨願等者：為利他故，不捨生死、不染生死，修行六種波羅蜜多正行，是名一

切餘白淨願。望證法性發心，名為餘故。餘白淨願，感可愛果，雖是世間，而非一切世間境

界。由無染汙，一切世間不可見故，即依此義釋名無等。常處生死，隨救一切有情苦故，不

共一切聲聞、獨覺，即依此義釋名不共。今此證法性發心，雖一剎那生起，法爾能得無量可

愛之果，以此發心，普能攝受餘白淨願，即依此義釋名超過。由此義顯，因善決定中，成無

常愛果因善決定，及大善決定應知。 
69 又此大願無變無盡等者：此中義顯，因善決定中，常果因善決定應知。依彼常果，說名無變

無盡自性。由證此已，得涅槃道，盡未來際願善決定，是故說言無異因緣令其退轉、變異可

得。 
70 又是勝分等者：此中義顯不怯弱善決定應知。能入一切諸佛智地，是故說言墮後邊際極大菩

提。 
71 一切善根等者：十地經論中，略以十句分別依何身生如是心，即此何相菩薩發心。彼說厚集

善根為初，現大慈悲為後。十句差別中，初句是總，即此已善積集一切善根。餘句是別，即

此於菩薩行已正超出。言超出者，謂能任性成辦所作，非如勝解行住，以分別慧數數思擇，

方能修作故。 
72 一切種一切佛法圓滿者：此說如來一切種妙智。謂於能引有義聚法、能引無義聚法、能引非

有義非無義聚法，皆現等正覺故。如是三聚，名一切種。即於其中所有諸法，說名一切佛法

應知。 
73 諸佛所作事業圓滿者：十地經論中，略以十句分別為何義生如是心，即此略說緣慮如是發心

一分所攝。彼說十句，為得佛智為初，乃至為得轉大法輪無畏為後。於中佛智者，謂無上智，



慧日講堂「《瑜伽師地論》導讀班」第四期 

1356 

亥三、狀相 

又諸菩薩，無倒速疾發起一切菩提資糧，隨順於諸有情一切菩薩所作，隨順獲得無上正

等菩提無師自然妙智，隨順遍一切種諸佛所作事業，隨順廣大願心。74 
亥四、勝利 

天一、超過凡地 

又諸菩薩發是心已，超過菩薩凡異生地，證入菩薩正性離生，生如來家，成佛真子，決

定 75趣向正等菩提，決定紹繼如來聖種。76 
天二、極多歡喜 

地一、辨 

玄一、由得證淨 

又正獲得如實證淨，極多歡喜。77 
玄二、由離瞋恚 

於他有情遠離多分忿、害、鬥諍。78 
玄三、由離憍慢 

於一切種菩薩所作利眾生事，於一切種菩提資糧圓滿，於一切種無上菩提一切佛法，於

一切種佛所作事，以淨增上意樂，攀緣勝解趣入。於是諸法速疾圓證，自觀己 79身能正

隨順，如是解了，極多歡喜。80 
玄四、由離貪喜 

                                                                                                                                                         
知斷證修，故此佛智有九種業差別。為求彼故，生如是心，乃至廣說。當知佛智，即此前說

無上正等菩提一切種一切佛法圓滿。九業差別，即此所說諸佛所作事業圓滿。 
74 無倒速疾發起一切菩提資糧等者：此釋前說發心何狀、何相、何自性起。十地經論中，略以

十句分別以何因生如是心，即此所顯。彼說十句，以大悲為首，乃至究竟如虛空盡未來際為

後。由是當知，大悲為首，即是發心生起自性；所餘諸句，皆其狀相。彼說智慧增上，即此

無倒速疾發起一切菩提資糧。彼說方便善巧所攝、直心深心淳至、如來力無量、善決定眾生

力智力，即此隨順於諸有情一切菩薩所作。彼說隨順自然智，即此隨順獲得無上正等菩提無

師自然妙智。彼說能受一切佛法以智慧教化，即此隨順遍一切種諸佛所作事業。彼說廣大如

法界、究竟如虛空盡未來際，即此隨順廣大願心。 
75 「定」，磧砂作「是」。 
76 超過菩薩凡異生地等者：自下釋前發心有何勝利。十地經論中，略以種種分別心生時相，即

此所顯。謂過凡夫地是總，即此超過菩薩凡異生地。過有八種是別，謂入位過為初，畢定過

為後。彼云：一者、入位過，初成出世間心，如始住胎相似法故，如經入菩薩位故。即此證

入菩薩正性離生。彼云：二者、家過，家生相似法故，如經生在佛家故。即此生如來家。彼

云：三者、種姓過，子相似法大乘行生故，如經種姓尊貴無可譏嫌故。即此成佛真子。彼云：

四者、道過，世間出世間道不攝攝故，異道生相似法故，如經過一切世間道入出世間道故。

即此決定趣向正等菩提。彼云：八者、畢定過，佛種不斷究竟涅槃道成就相似法故，如經如

來種中畢定究竟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即此決定紹繼如來聖種。彼云：五者、法體過，六

者、處過，七者、業過。今於此中略不具說。 
77 又正獲得如實證淨等者：信敬三寶多歡喜故，十地經論中敬歡喜攝。 
78 遠離多分忿害鬥諍者：見諸眾生不如說修行、威儀不正時，忍不瞋故，名遠離忿，十地經論

中不瞋歡喜攝。教化他、攝取眾生時，慈悲調柔，名遠離害，十地經論中不惱歡喜攝。自心

調伏、論義解說時，心不擾動，名遠離鬥諍，十地經論中不壞歡喜攝。如是遠離言多分者，

由經中說，多不瞋恨、多不惱眾生、多不壞他義故。 
79 「己」，陵本作「已」。 
80 自觀己身能正隨順等者：謂由自見至菩提近故，十地經論中堪受歡喜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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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自觀見妙善廣大，能引出離，無染無等，攝受饒益身心歡喜，於此無量熾然善法皆悉

成就。81 
玄五、由離驚怖 

又自了知：我於無上正等菩提，今已鄰近，於大菩提我勝意樂已得清淨，我今已離一切

怖畏。由是因緣，極多歡喜。 
玄六、由離怖畏 

黃一、標 

由諸菩薩已能發起善決定心，於五怖畏皆悉除斷。 
黃二、釋 

宇一、無不活畏 

由善修習無我妙智，分別我想尚不復轉，況當得有分別我愛、或資生愛。由是因緣，無

不活畏。 
宇二、無惡名畏 

由於他所無所希望，常自發起如是欲樂：我當饒益一切有情，非於有情有所求覓。由是

因緣，無惡名畏。 
宇三、無有死畏 

由離我見，於我無有失壞想轉，故無死畏。 
宇四、無惡趣畏 

自知死後，於當來世決定值遇諸佛菩薩，由此決定無惡趣畏。 
宇五、無處眾畏 

由意樂見一切世間，尚無有一與我齊等，82何況殊勝，是故無有處眾怯畏。 
地二、結 

菩薩如是遠離一切五種怖畏，遠離一切聞說甚深正法驚怖，遠離一切高慢憍傲，遠離一

切他不饒益種種邪行所起瞋恚，遠離一切世財貪喜。無染汙故，無所憎背；有熾然故，

無俗意樂；能圓滿證一切善法。83 
申三、引發正願 

酉一、標 

又現法中，能起菩薩一切精進，信增上力為前導故。於當來世，如前所說菩提分品十種

大願，今即於此極歡喜住能具引發，由得清淨勝意樂故。84 
                                                 
81 又自觀見妙善廣大等者：十地經論說：有愛歡喜，樂觀真如法故。即此妙善廣大，能引出離，

無染無等。又說：調柔歡喜，謂自身心遍益成就；踊躍歡喜，謂自身心遍益增上滿足。即此

攝受饒益身心歡喜。又說：慶歡喜，自覺所證校量勝故。即此無量熾然善法皆悉成就。 
82 由意樂見一切世間等者：由自了知：於大菩提我勝意樂已得清淨故。見一切世間皆無齊等。 
83 菩薩如是遠離一切五種怖畏等者：此中隨應結前所說。於五怖畏皆悉除斷，是即遠離一切五

種怖畏。於大菩提如實證淨，已離一切怖畏，是即遠離一切聞說甚深正法驚怖。於一切種能

正隨順解了，是即遠離一切高慢憍傲。於他有情遠離忿、害、鬥諍，是即遠離一切他不饒益

種種邪行所起瞋恚。能引出離，無染無等，攝受饒益身心歡喜，是即遠離一切世財貪喜。如

是別別結前說已，復總結顯生歡喜相，是故說無染汙及有熾然，由是能圓滿證一切善法。此

結歡喜，說名勝利。 
84 於當來世如前所說菩提分品十種大願者：菩提分品中說：菩薩大願，當知即從正願所出。此

復十種，乃至廣說。（陵本四十五卷十七頁 3659）由彼正願，願於當來攝受一切菩薩善法，

攝受一切所有功德。十種大願從彼所出，是故說言於當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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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二、釋 

戌一、別辨相 

亥一、就事起願 

天一、為供養佛 

為欲供養最勝有情真實福田大師法主，是故引發第一大願。 
天二、為受持法 

為欲受持彼所宣說無上正 85法，是故引發第二大願。 
天三、為轉法輪 

為欲勸請轉未曾有妙正法輪，是故引發第三大願。 
天四、為順正行 

為欲順彼行菩薩行，86是故引發第四大願。 
天五、為熟有情 

為欲成熟彼器有情，87是故引發第五大願。 
天六、為遍示現 

為欲往趣諸佛國土，奉見如來，承事供養，聽受正法，是故引發第六大願。 
天七、為淨自土 

為淨修治自佛國土，88是故引發第七大願。 
天八、為同一趣 

為於一切在所生處，常不遠 89離諸佛菩薩，與諸菩薩常同一味意樂加行，是故引發第八

大願。 
天九、為恆利他 

常為利益一切有情，曾不 90空過，是故引發第九大願。 
天十、為作佛事 

為證無上正等菩提，作諸佛事，是故引發第十大願。 
亥二、就願起願 

作是願言：如有情界展轉相續，終無斷盡；亦如世道展轉相續，終無斷盡；我此大願生

生相續，乃至究竟菩提邊際，常不遠離、常不忘失、常不乖離。如是自誓，心發正願。 
戌二、顯略義 

當知此中，前就所應願事起願，後即就願以起於願。91 
酉三、結 

                                                 
85 「正」，磧砂作「正等」。 
86 為欲順彼行菩薩行者：十種波羅蜜多，名菩薩行。此是一切菩薩之所應行，為欲順彼，故發

大願。 
87 為欲成熟彼器有情者：無量所調伏界，是名彼器有情。由住種姓堪受正法，是器義故。隨其

所應為說正法，於三菩提令得趣入，究竟出離，是名成熟。 
88 為淨修治自佛國土者：十地經論說：淨佛國土有七種相。一者、同體淨，二者、自在淨，三

者、莊嚴淨，四者、受用淨，五者、住處眾生淨，六者、因淨，七者、果淨。如彼應釋。 
89 「遠」，磧砂作「違」。 
90 「不」，磧砂作「無」。 
91 前就所應願事起願等者：前說十種大願，名就所應願事起願。後說願無斷盡，名即就願以起

於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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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菩薩十種大願以為上首，能生無數百千正願。如是菩薩，於當來世具諸大願，於現

法中發大精進。 
申四、淨修住法 

酉一、標十法 

復有十種淨修住法，由是能令極歡喜住速得清淨。 
酉二、別列相 

戌一、淨信 

一者、於諸佛法深生淨信。 
戌二、大悲 

二者、觀諸有情緣起道理，證得唯有純大苦蘊，發起大悲。 
戌三、大慈 

三者、觀見彼已，自誓願言：我當令彼諸有情類，解脫如是純大苦蘊，得第一樂，發起

大慈。 
戌四、惠施 

四者、為欲救拔一切憂苦，自無顧戀；無顧戀故，能捨內外一切身財，於諸有情而行惠

施。 
戌五、無有厭倦 

五者、為欲利益諸有情故，從他勤求世出世法，曾無厭倦。 
戌六、善知諸論 

六者、無厭倦故，證得一切論智清淨，善知諸論。 
戌七、善解世間 

七者、善知論故，於劣中勝諸有情所，如應如宜而修正行，善解世間。 
戌八、修習慚愧 

八者、即於如是正加行中，依應時分量等正行，92而修慚愧。 
戌九、堅力持性 

九者、即於如是正加行中，得無退轉堅力持性。 
戌十、供養如來 

十者、以諸上妙利養恭敬及與正行，供養如來。 
酉三、結略義 

是名十種淨修住法。由此能令極歡喜住速得清淨。所謂淨信、悲、慈 93、惠捨、無有厭

倦、善知諸論、善解世間、修習慚愧、堅力持性、供養如來。 
申五、開曉餘住 

酉一、善取其相 

又諸菩薩，於此十法受學、隨轉、多修習已，復於餘九增上戒等諸菩薩住，從佛菩薩專

精訪求一切種道功德、過失，及神通樂、無失壞道，94善取其行、得、等流相，於一切

住自然昇進，證大菩提，為大導師，率領一切有情商侶 95，超度生死曠野嶮道。 
                                                 
92 依應時分量等正行者：聲聞地中正知而住作如是說：若於是事、是處、是時，如量、如理、

如其品類所應作者，即於此事、此處、此時，如量、如理、如其品類正知而作。（陵本二十四

卷二十頁 2066）此說依應時分量等，等取彼所餘相應知。 
93 「悲、慈」，磧砂、大正、陵本作「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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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二、釋行等名 

當知此中，諸行能入，說名為行；若正入時，說名為得；入已果利成辦圓證，說名等流。 
申六、修治善根 

酉一、舉淨緣 

戌一、明一切 

亥一、供養三寶 

天一、於諸佛 

地一、現見因緣 

玄一、標 

又諸菩薩住此住中，由二因緣現見諸佛。 
玄二、釋 

黃一、由麤淨信 

或由聽聞菩薩藏說，或由內心發起勝解，信有十方種種異名諸世界中，種種異名諸佛如

來，由麤淨信俱行之心，求欲現見。如是求已，如實稱遂。當知是名第一因緣。 
黃二、由正願力 

又心發起如是正願：隨於彼彼諸世界中，有佛出現，我當往生。如是願已，如實稱遂。

當知是名第二因緣。 
地二、隨興供養 

菩薩如是由麤淨信現見諸佛，由正願力現見諸佛；既得見已，隨力隨能興一切種恭敬供

養，奉施種種上妙樂具。 
天二、於僧眾 

及於僧眾恭敬供養。 
天三、於正法 

於如來所聽聞正法，無倒受持，精進修行法隨法行。 
亥二、成熟有情 

以四攝事成熟有情。 
亥三、迴向菩提 

一切善根悉皆迴向無上菩提。 
戌二、出略義 

由是三種清淨因緣，彼諸善根倍復明淨。謂於佛僧法 96供養攝受故，以四種攝事成熟有

情故，以一切善根迴向菩提故。如是乃至無量俱胝那庾多百千大劫。 
酉二、以喻顯 

譬如世間黠慧工匠，以鑛性金置於火中，如如燒鍊，如是如是轉得明淨。如是淨勝意樂

菩薩所有善根，由是三種清淨因緣 97，轉復明淨，當知亦爾。 
                                                                                                                                                         
94 一切種道功德過失等者：隨諸地中所有方便，是名一切種道。能治諸障，是名功德。彼所治

障，是名過失。威力神變，隨欲自在，名神通樂。是道非道如實了知，不墮生死曠野嶮道，

是名無失壞道。 
95 「侶」，磧砂作「旅」。 
96 「僧法」，大正作「法僧」。 
97 「緣」，磧砂作「緣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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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七、受生 

酉一、多作輪王 

又住於此，在在生處多作輪王，王贍部洲，得大自在。遠離一切所有慳垢，威被有情，

調伏慳吝。 
酉二、恆發正願 

諸四攝事所作業中，一切不離佛法僧寶，證一切種菩提作意。98恆發願言：我當一切有

情中尊，作諸有情一切義利所依止處。 
申八、威力 

酉一、由精進力 

若樂發起如是精進，棄捨一切家屬、財位，歸佛聖教，淨信出家。一剎那頃，瞬息須臾

能證菩薩百三摩地。以淨天眼，能於種種諸佛國土見百如來。又即於彼變化住持、菩薩

住持 99皆能解了。以神通力動百世界，身亦能往。放大光明周匝遍照，普令他見。化為

百類，成熟百種所化有情。若欲留命，能住百劫。於前後際各百劫事，智見能入。蘊、

界、處等諸法門中，於百法門能正思擇。化作百身，身身皆能現百菩薩眷屬圍繞。 
酉二、由正願力 

自茲以去，是諸菩薩由願力故，當知無量威力神變，100安住如是極歡喜住諸菩薩眾願力

增上，能引無量殊勝正願所作神變。如是正願，乃至俱胝那庾多百千大劫，不易可數。 
未二、結略義 

當知是名略說菩薩極歡喜住。謂善決定故，四相發心故，發起精進引發正願故，淨修住

法故，開曉餘住故，修治善根故，受生故，威力故。 
午二、廣指 

未一、指配所說 

若廣宣說，如十地經極喜地說。彼十地經廣所宣說菩薩十地，即是此中菩薩藏攝摩怛理

迦略所宣說菩薩十住。如其次第，從極歡喜住，乃至最上成滿菩薩住。 
未二、釋地住名 

應知此中，由能攝持菩薩義故，說名為地；能為受用居處義故，說名為住。 

                                                 
98 諸四攝事所作業中等者：四種攝事方便所攝身語意業，是名諸四攝事之所作業。即於如是一

切所作業中，念佛法僧，住大恭敬，除諸妄想，依此一切所作皆願迴向無上菩提，是名一切

不離佛法僧寶，證一切種菩提作意。 
99 變化住持菩薩住持者：謂變化土、受用土如次應知。 
100 由願力故當知無量威力神變者：謂諸菩薩，若由願力自在增上，所作神變，過於前數不可數

知，故言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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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師地論》卷 48 
（大正 30，556b22-564c18） 

〈本地分中菩薩地第二持隨法瑜伽處住品第四之二〉 
 

辰三、增上戒住 

巳一、問 

問：增上戒住菩薩轉時，當知何行、何狀、何相？ 
巳二、答 

午一、略說 

未一、別辨相 

申一、意樂清淨 

酉一、出意樂 

戌一、標 

答：若諸菩薩，先於極歡喜住，由十種心意樂，已得意樂清淨。 
戌二、徵 

何等為十？ 
戌三、列 

一者、於一切師長尊重福田，不行虛誑意樂；二者、於同法菩薩忍辱柔和，易可共住意

樂；三者、勝伏一切煩惱及隨煩惱眾魔事業，心自在轉意樂；四者、於一切行深見過失

意樂；五者、於大涅槃深見勝利意樂；六者、於諸妙善菩提分法，常勤修習意樂；七者、

即於彼修為隨順故，樂處遠離意樂；八者、於諸世間有染尊位利養恭敬，無所顧戀意樂；

九者、遠離下乘，趣證大乘意樂；十者、欲作一切有情一切義利意樂。 
酉二、明清淨 

如是十種無倒意樂依心而轉，1是故說為意樂清淨。 
申二、性戒具足 

即由如是十種意樂成上品故，極圓滿故，是諸菩薩入證第二增上戒住。於此住中，性戒

具足。 
申三、離一切犯 

極少邪惡業道所攝諸惡犯戒尚不現行，況中上品。又於十種圓滿業道，自性顯現。2 
申四、了知因果業道 

酉一、於因果 

菩薩如是性 3戒具足，能以妙慧，於染不染、惡趣善趣，及諸乘中諸業現行、若因若果、

                                                 
1 如是十種無倒意樂等者：十地經說：若菩薩已具足初地，欲得第二地者，當生十種直心。何

等為十？一、直心，二、柔軟心，三、調柔心，四、善心，五、寂滅心，六、真心，七、不

雜心，八、不希望心，九、勝心，十、大心。菩薩生是十心，得入第二菩薩離垢地。此中十

種無倒意樂，如次應知。 
2 性戒具足至自性顯現者：此說律儀戒淨應知。遠離殺生乃至遠離邪見，是名十種圓滿業道。

於此業道清淨現行，不由思擇，是名自性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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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證安立，如實了知。 
酉二、於業道 

於異熟果及等流果如是諸業，如實了知。 
申五、受行淨業 

酉一、自能受 

自能現斷諸不善業，自能現受一切善業。 
酉二、樂勸他 

即於其中樂勸導他，能正勸導。4 
申六、照愍眾苦 

於其種種不平等業現行過失之所染汙諸有情界，若興若衰，等無差別，一切皆墮第一義

苦，并住艱辛，種種艱辛之所逼切，甚可哀愍。於彼獲得廣大哀愍，如實觀照。5 
申七、善根清淨 

酉一、指同前 

是諸菩薩安住如是增上戒住，廣見諸佛、善根清淨，如前應知。 
酉二、喻差別 

此差別者，謂如世間善巧工匠，以所鍊金置迦肆娑，置於火中數數燒鍊，轉更明淨。如

是菩薩善根清淨，當知亦爾。 
申八、受生 

於此住中，淨心意樂成滿趣入。在所生處多作輪王，王四大洲。以自在力，令多有情止

息犯戒不善業道，勸彼受行諸善業道。 
申九、威力 

當知威力過前十倍。 
未二、結略義 

當知是名略說菩薩增上戒住。謂意樂淨故；性戒具足故；離一切種毀犯戒垢故；一切業

道、一切因果了知通達故；於諸淨業能自受行，亦樂勸他令其受行故；於有情界諸業所

生眾苦艱辛，得大哀愍，如實觀照故；善根清淨故；受生故；威力故。 
午二、廣指 

未一、指 

若廣宣說，如十地經離垢地說。 
未二、配 

遠離一切犯戒垢故，名離垢地。由離一切犯戒垢故，即此名為增上戒住。彼離垢地，當

知即此增上戒住。 
辰四、增上心住 

                                                                                                                                                         
3 「性」，磧砂作「住」。 
4 能以妙慧至能正勸導者：此說攝善戒淨應知。言若因者，謂染不染。言若果者，謂惡善趣。

言修證者，謂於諸乘。言安立者，謂即於彼四諦差別。於此一切皆如實知。又於能與異熟、

等流果業，亦如實知。自能遠離不善業道，安住諸善業道；亦令他人能正遠離，能正安住；

是故於中樂勸導他，能正勸導。 
5 於其種種不平等業至如實觀照者：此說饒益有情戒淨應知。五取蘊苦，是名第一義苦。生艱

辛苦無量差別，如有尋有伺地說。（陵本九卷十一頁 677）依彼當知，種種艱辛之所逼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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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一、問 

問：增上心住菩薩轉時，當知何行、何狀、何相？ 
巳二、答 

午一、略說 

未一、別辨相 

申一、淨心思惟成滿趣入 

酉一、標 

答：若諸菩薩，先於增上戒住，已得十種清淨意樂，作意思惟解了通達。復由餘十淨心

意樂作意思惟成上品故，極圓滿故，過增上戒住，入增上心住。 
酉二、徵 

何等為十？ 
酉三、列 

一者、作意思惟：我於十種淨心意樂已得清淨；二者、作意思惟：我於十種淨心意樂已

清淨故，能不退失；三者、作意思惟：我於一切漏有漏法心不趣入，於違背中能正安住；

四者、作意思惟：我能於彼修對治中，識正安住；五者、作意思惟：我能於彼所修對治，

不復退失；六者、作意思惟：我於如是堅固對治，不為一切漏有漏法、一切魔軍之所勝

伏；七者、作意思惟：我今能於一切佛法，其心無有怯劣而轉；八者、作意思惟：我今

能於一切苦行，無有怯弱；九者、作意思惟：我心一向於大乘中深生信解，終不愛樂餘

下劣乘；十者、作意思惟：我於一切利有情事，深心愛樂。6 
酉四、結 

由此十種淨心意樂作意思惟，能入菩薩增上心住。 
申二、通達諸行佛智及有情界 

酉一、正通達 

戌一、於諸行 

菩薩安住增上心住，能以種種過患行相 7壞一切行，於彼諸行深心厭離。 
戌二、於佛智 

於佛妙智，能以種種勝利行相，8見大勝利。又於其中，能以淳淨一味欲樂，深生愛慕。 
戌三、於有情 

於有情界，能以種種苦惱行相，觀為有苦；於諸有情興悲戀心，生依義心。9 

                                                 
6 復由餘十淨心意樂等者：十地經說：菩薩善清淨心行第二地已，欲得第三菩薩地，當起十種

深念心。何等為十？一、淨心，二、不動心，三、厭心，四、離欲心，五、不退心，六、堅

心，七、明盛心，八、淳厚心，九、快心，十、大心。菩薩以是十種深念心，得入第三地，

十地經論一一別釋。此說十種淨心意樂，如次應知。 
7 種種過患行相者：十地經說：正觀有為法，一切行無常、苦、不淨，無常敗壞不久住，念念

生滅，不從前際來，不去至後際，現在不住。如是正觀一切諸行，此應準釋。 
8 種種勝利行相者：十地經說：是菩薩見如來智慧不可思議，無等、無量、難得、無雜、無惱、

無憂，能至無畏安隱大城，不復轉還，見能救無量苦惱眾生。此應準釋。 
9 種種苦惱行相等者：十地經說：見一切有為行無量苦惱，復於一切眾生轉生殊勝十心。所謂

眾生可愍、孤獨、無救，生殊勝心；恆常貧窮，生殊勝心；三毒之火熾然不息，生殊勝心；

閉在三有牢固之獄，生殊勝心；常為煩惱諸惡稠林所覆，生殊勝心；無正觀力，生殊勝心；

遠離善法心無喜樂，生殊勝心；失諸佛妙法，生殊勝心；而常隨順世間水流，生殊勝心；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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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二、明所作 

於一切行無有放逸，為大菩提熾然精進，於諸有情能起廣大悲愍意樂。10 
申三、推求有情脫苦方便 

觀諸有情解脫眾苦究竟方便，唯是一切煩惱諸纏無障礙智；觀彼解脫能圓證者，唯於法

界一切分別現行雜染生起對治無分別慧；觀能成辦彼智光明，唯是無倒勝三摩地；觀所

引發一切靜慮、等持、等至，皆菩薩藏聽聞為先，皆聞正法以為緣起。 
申四、恭敬正法訪求無倦 

酉一、發大精進 

觀見是已，發大精進訪求多聞。為聞正法，不惜身命，無有資財內外愛物而不能捨，無

有師長不誓承事，無有尊教不誓奉行，無有身苦而不誓受。 
酉二、歡喜踊躍 

若聞佛法一四句頌，歡喜踊 11躍，勝得三千大千世界充滿其中大珍寶聚。聞一句法是佛

所說，能引正等覺，能淨菩薩行，歡喜踊 12躍，勝得一切釋、梵、護世轉輪王等極尊貴

位。 
酉三、堪忍大苦 

戌一、設告言 

設有告言：善男子聽！我有一句佛所說法，能引正等覺，能淨菩薩行，汝欲聞不？汝今

若能投大火坑受大苦者，當為汝說。 
戌二、如應答 

菩薩聞已，歡喜踊 13躍，答言：我能！我若得聞如前所說一句法義，正使火坑量等三千

大千世界滿中熾火，我從梵天尚投身入，況小火坑。為求佛法，尚應久處大那落迦受大

苦惱，況餘小苦而不應受。 
申五、能正修行及得安住 

酉一、如實思惟 

菩薩發起如是精進，求正法已；復能如實如理思惟，要正修行法隨法行，方得名為隨順

佛法，非但聽聞文字、音聲而得清淨。 
酉二、依聞修習 

如是知已，即依所聞正緣法相，遠離諸欲惡不善法，廣說乃至能得世俗四種靜慮、四無

色定，及四無量、五種神通具足安住。 
申六、隨願受生 

酉一、觀為義利 

既多住已，復還棄捨諸靜慮等、等持、等至，願自在力還來欲界。觀彼彼處，若為有情

能作義利，若能圓滿菩提分法，即便往生。非但自在而生彼處。 

                                                                                                                                                         
涅槃方便，生殊勝心；是名生殊勝十心。此應準釋。 

10 於一切行無有放逸等者：此顯正通達已，能正所作。由於諸行深厭離欲，是故於彼無有放逸。

由於佛智見勝利故，深愛慕故，是故為彼熾然精進。由於有情觀有苦故，是故於彼能起廣大

悲愍意樂。 
11 「踊」，大正作「勇」。 
12 「踊」，磧砂作「勇」。 
13 「踊」，磧砂作「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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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二、明斷諸縛 

如是菩薩離欲貪故，名斷欲縛；棄捨靜慮、等持、等至故，名斷有縛。菩薩先從勝解行

地，於法真如修勝解故，已斷見縛，邪貪恚癡畢竟不轉。14 
申七、善根清淨 

酉一、指同前 

廣見諸佛、善根清淨，如前應知。 
酉二、喻差別 

此差別者，謂如世間善巧工匠，先所燒鍊手中真金垢穢斯盡，稱量等住。如是菩薩善根

清淨，當知亦爾。 
申八、受生 

受生多分作釋天帝，善化有情，令離欲貪。 
申九、威力 

所有威力，於前住中已說千數，當知此中有百千數。 
未二、結略義 

當知是名略說菩薩增上心住。謂心意樂作意思惟成滿趣入故；於一切行諸有情界及大菩

提，能正通達故；於諸有情脫苦方便，能正推求故；於正法中起大恭敬，訪求無倦故；

能正修行法隨法行，於其世俗諸靜慮等、等持、等至、無量神通，能引能住故；棄捨於

彼，願自在力隨樂受生故；善根清淨故；受生故；威 15力故。 
午二、廣指 

未一、指配 

若廣宣說，如十地經發光地說。由發聞行正法光明、等持光明之所顯示，是故此地名發

光地。由內心淨能發光明，是故說名增上心住。 
未二、釋名 

由此義故，名發光地；即由此義，當知復名增上心住。 
辰五、覺分相應增上慧住 

巳一、問 

云何菩薩覺分相應增上慧住？ 
巳二、答 

午一、略說 

未一、別辨相 

申一、由法明入成滿得入 

酉一、明趣入 

謂諸菩薩，先於增上心住，以求多聞增上力故，已得十法明入。由此十法明入成上品故，

極圓滿故，超過增上心住，入初增上慧住。 
酉二、釋略義 

如是十法明入文辭，如契經說，應知其相。16謂若彼假設；若於中假設；若由此假設；

                                                 
14 如是菩薩離欲貪故至畢竟不轉者：此釋前說願自在力因緣應知。 
15 「威」，磧砂、大正、陵本作「神」。 
16 如是十法明入文辭等者：謂依智明，能入如來所說法中，名法明入。十地經說：若菩薩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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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平等勝義；若染惱故、清淨故，成染成淨；若由繫縛煩惱所染；若由無上清淨所淨。17

當知是名十法明入略所說義。 
申二、得熟智法 

是諸菩薩住此住中，如契經說：不壞意樂而為上首，所有十種能成熟智、智成熟法皆悉

成就。長如來家，得彼體法。18 
申三、修習菩提分法 

觀一切種菩提薩埵增上力故，19修四念住而為上首三十七種菩提分法。 
申四、斷微細見執著動亂 

如契經說：由於此法方便攝受勤修習故，最極微細薩迦耶見，執著一切蘊、界、處等一

切動亂，皆得畢竟不現行斷。20 
申五、制業開業遠離習近 

由彼斷故，一切如來所訶毀業皆不現行，一切如來所讚美業如實隨轉。21 
申六、心轉調柔及善清淨 

既如是已，其心轉復滋潤、柔和，有所堪能；其心轉復種種行相皆善清淨。22 

                                                                                                                                                         
三菩薩地，具足清淨明已，欲得第四菩薩地者，當以十法明入，得入第四地。何等為十？一、

思量眾生界明入，二、思量世界明入，三、思量法界明入，四、思量虛空界明入，五、思量

識界明入，六、思量欲界明入，七、思量色界明入，八、思量無色界明入，九、思量勝心決

定信界明入，十、思量大心決定信界明入。菩薩以此十法明入，得入第四地。今指彼經，故

說應知。 
17 若彼假設等者：如經思量眾生界明入，名彼假設，思量分別眾生界假名差別故。如經思量世

界明入，名於中假設，思量分別依處假名差別故。如經思量法界明入，由此假設，思量分別

善不善等諸法差別故。如經思量虛空界明入，即此平等勝義，思量虛空無盡相故。如經思量

識界明入，即此成染成淨，識為染淨所依止故。如經思量欲、色、無色界明入，即此繫縛煩

惱所染。如經思量勝心、大心決定信界明入，即此無上清淨所淨。煩惱不染，名為勝心。不

捨有情，名為大心。 
18 如契經說不壞意樂而為上首等者：十地經說：以十種法智教化成熟。一、不退轉心故；二、

於三寶中決定恭敬，畢竟盡故；三、分別觀生滅行故；四、分別觀諸法自性不生故；五、分

別觀世間成壞故；六、分別觀業有生故；七、分別觀世間涅槃故；八、分別觀眾生世界業差

別故；九、分別觀前際後際差別故；十、分別觀無所有盡故。諸佛子！菩薩如是十種法智教

化成熟，即於如來家轉有勢力，得彼內法故。此說十種能成熟智、智成熟法，如彼應釋。當

知此中，唯取經意，名如經說。菩薩十法明入，說名能成熟智，由能成熟他有情故。要以十

法為依，方能令彼智得成熟，是故復說智成熟法。即此十種法中，不退轉心為初，是故說言

不壞意樂而為上首。於如來家轉有勢力，是名長如來家。得如來身所有諸法，是名得彼體法。

謂即十種法智，教化成熟有情故。 
19 觀一切種菩提薩埵增上力故者：謂觀一切種菩提及與薩埵，能令對治修行增長，名增上力。

如經觀一切智智故，不捨一切眾生心故。 
20 最極微細薩迦耶見等者：此中薩迦耶見與身俱生，由是說言最極微細。此為根本，能生一切

餘見及與我慢，是名執著一切蘊、界、處等一切亂動。如是一切皆悉斷滅，是名畢竟不現行

斷。當知此即煩惱對治修行增長之果。 
21 一切如來所訶毀業等者：此說業對治修行增長之果。若業為諸煩惱所染，是不應作，此即如

來所訶毀業。若順諸菩薩行，是所應作，此即如來所讚美業。 
22 其心轉復滋潤柔和等者：十地經說：如是如是成潤益心、軟心、調心、安隱樂心、不染心、

轉求上上勝行心、轉求勝智心、救一切世間心、恭敬諸師隨順受教心、隨所聞法修行心。此

說轉復滋潤，即彼成潤益心。此說柔和，即彼軟心。此說有所堪能，即彼調心。此說種種行

相皆善清淨，即彼安隱樂心，乃至隨所聞法修行心。以彼諸心皆是離過對治所顯，故此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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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七、隨順意樂功德隆盛 

又善知恩、知報恩等隨順意樂，種種白法皆悉成就。23 
申八、尋求上業發大精進 

尋求上地能修治業，發大精進，逮得安住。 
申九、修淨意樂勝解界性 

由此因緣，所有意樂、增上意樂勝解界性，皆得圓滿。24 
申十、魔怨無動 

由是因緣，一切外道、種種魔軍、聖教怨敵，不能映奪、不能傾動。25 
申十一、善根清淨 

酉一、總辨善根 

戌一、指同前 

廣見諸佛、善根清淨，廣說如前，應知其相。 
戌二、喻差別 

此差別者，謂如世間善巧工匠，以所鍊金作莊嚴具，非餘未作莊嚴具金之所映奪。如是

此中菩薩善根，非餘安住凡住菩薩所有善根所能映奪。 
酉二、別喻慧根 

如末尼寶所放光明，非餘寶珠所能映奪，一切世間風水雨等，不能斷滅所放光明。如是

此中菩薩所有智慧光明，一切聲聞及獨覺等不能映奪，一切魔怨不能斷滅。 
申十二、受生 

受生多作蘇夜摩天王，善化有情，令其除滅薩迦耶見。 
申十三、威力 

所有威力，於前住中說百千數，當知此中說俱胝數。 
未二、結略義 

當知是名略說菩薩覺分相應增上慧住。謂法明入成滿得入故；成熟 26智故；修習菩提分

法故；薩迦耶見等一切執著動亂斷故；制業、開業遠離習近故；由是因緣心調柔故；隨

順功德皆隆盛故；依所尋求修治地業發大精進故；由是因緣，所有意樂、增上意樂勝解

界性淨修治故；由是因緣，一切聖教所有怨敵不能映奪及傾動故；善根清淨故；受生故；

威力故。 
午二、廣指 

                                                                                                                                                         
種種行相。 

23 又善知恩等者：十地經說：是菩薩如是成知恩心，知報恩心，轉柔和，同止安樂，直心、軟

心，無稠林行、無有諂曲、無有我慢，善受教誨，得說者意，如是善心成就，如是寂滅心成

就，如是善寂滅心成就。此應準釋。彼說善心、寂滅心，及善寂滅心，即此種種白法應知。 
24 所有意樂增上意樂等者：增上意樂品說：菩薩於諸有情深心發起七相憐愍，名善意樂、

極善意樂。（陵本四十七卷九頁 3760）是即此中所有意樂。又說：當知此中，淨信為

先、擇法為先，於諸佛法所有勝解信解決定※，是名菩薩增上意樂。（陵本四十七卷十

頁 3763）如是所有意樂、增上意樂，由勝解故，習所成性，是名勝解界性。此由前

說發大精進為其因緣，故得圓滿。 
※編按：「信解決定」，卷四十七原文作「印解決定」 

25 一切外道種種魔軍等者：此由前說勝解界性圓滿為其因緣，故彼一切不能映奪、不能傾動。 
26 「熟」，大正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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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一、指 

若廣宣說，如十地經焰慧地說。 
未二、釋 

於此地中，菩提分法如實智焰，能成正法教慧照明，是故此地名焰慧地。 
未三、配 

又即彼地，此中說名覺分相應增上慧住。 
辰六、諸諦相應增上慧住 

巳一、問 

云何菩薩諸諦相應增上慧住？ 
巳二、答 

午一、略說 

未一、別辨相 

申一、平等意樂成滿得入 

酉一、明證入 

謂諸菩薩，先於覺分相應增上慧住，已得十種平等清淨意樂。由彼平等清淨意樂成上品

故，極圓滿故，超過第一增上慧住，證入第二增上慧住。 
酉二、指經說 

十種平等清淨意樂所有文辭，如契經說，應知其相。27 
酉三、明略義 

謂無等覺與諸覺等，超過所餘諸有情界及以諸法，如其平等。28當知是名十種平等清淨

意樂略所說義。 
申二、善巧方便觀察諸諦 

酉一、指經說 

如是菩薩住此住中，多分希求智殊勝性。於四聖諦，由十行相如實了知。29一切文辭，

如契經說，應知其相。 
酉二、明略義 

謂依曉悟他、依自內智、依俱處所，名為此說。依於契經、調伏、本母，名由此說。依

                                                 
27 十種平等清淨意樂所有文辭等者：十地經說：若菩薩得第四菩薩地，善滿諸行已，欲入第五

菩薩地，當以十平等深淨心，得入第五地。何等為十？一、過去佛法平等深淨心故；二、未

來佛法平等深淨心故；三、現在佛法平等深淨心故；四、戒淨平等深淨心故；五、心淨平等

深淨心故；六、除見疑悔淨平等深淨心故；七、道非道智淨平等深淨心故；八、行斷智淨平

等深淨心故；九、思量一切菩提分法上上淨平等深淨心故；十、化度一切眾生淨平等深淨心

故。諸佛子！菩薩以是十種平等深淨心，得入第五菩薩地。今指彼經，故說應知。 
28 謂無等覺等者：經說：過去、未來、現在佛法平等深淨心故，即此無等覺義。經說：所餘戒

淨、心淨，乃至化度一切眾生淨平等深淨心故，即此無諸覺等義。由彼諸心隨順諸佛法故，

總攝一切，名諸覺等。於諸等覺及諸覺等不起分別，說名為無，由是超過補特伽羅我慢及法

我慢。於彼有情及以諸法，如實通達無有增減，是名如其平等，此即釋彼清淨意樂名平等義。 
29 於四聖諦由十行相如實了知等者：十地經說：是菩薩如實知是苦聖諦、是苦集諦、是苦滅諦，

如實知是至滅苦道聖諦，是菩薩善知世諦、善知第一義諦、善知相諦、善知差別諦、善知說

成諦、善知事諦、善知生諦、善知盡無生智諦、善知令入道智諦、善知一切菩薩地次第成就

諦及善知集如來智諦。此四聖諦，即彼經說是苦聖諦，乃至是道聖諦。此十行相，即彼經說

世諦為初，乃至一切菩薩地次第成就諦及集如來智諦為後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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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現在眾苦自性、依於未來苦因生性、依於因盡彼盡無生性、依於修習彼斷方便性，名

如此說。30當知是名十種行相四聖諦智所有略義。 
申三、毀壞諸行悲愍有情 

如是於諦善巧菩薩，於一切行以慧正毀，於有情界增悲意樂，於前後際愚癡有情所有邪

行 31能正通達。 
申四、發願攝受福智資糧 

為欲令彼得解脫故，攝受廣大福智資糧，心發正願。 
申五、念慧行等功德增盛 

及即於彼意樂引攝正念慧行而為上首，所有眾多殊勝功德皆悉增盛。 
申六、無餘作意勤熟有情 

諸餘作意皆悉遠離。32以其種種成熟方便成熟有情。 
申七、引發世間工業明處 

酉一、標所為 

如契經說：所有種種能益有情世俗書論、印算計等 33工業明處，於是一切皆能引發；於

諸有情深悲愍故，漸次乃至方便安立妙菩提故。34 
酉二、明略義 

隨順世間言說事故；為欲方便壞貧窮故；為令世間諸界錯亂、人非人等所起災患皆息滅

故；為施無罪諸戲樂具，除彼非法諸戲樂故；諸有希求種種居處資生具者，為少用功皆

能施與種種居處資生具故；為欲拔濟諸王賊等逼惱事故；為欲開制是處非處諸加行故；

為欲安立吉非吉事，令取捨故；為正勸獎，於現法中令其展轉不相謀掠 35，及為宣說當

來無倒勝生道故。36當知是名能益有情工業明處略所說義。 
申八、善根清淨 

酉一、總辨善根 

戌一、指同前 

其餘一切，如前應知。37 
                                                 
30 謂依曉悟他等者：此中略義，非說四聖諦智十種行相，然是彼智所有略義。言依曉悟他者，

是即十種行相略義，由此一切能熟他故。言依自內智者，是即四聖諦智略義，於彼一切如實

知故。言依俱處所者，是即總說十相四聖諦智略義，依他、依自而生起故。為此一切，是故

宣說名為此說。言契經、調伏、本母者，此顯佛教由事施設建立相，以此三事總攝一切諸佛

言教故。由此三事而有所說，名由此說。言依於現在眾苦自性等者，以此為依，如次建立四

諦差別。如其自性而宣說故，名如此說。 
31 於前後際愚癡有情所有邪行者：謂如前際無知、後際無知、前後際無知諸有情類，於彼諸行

起不如理分別，或執為斷、或執為常，名彼所有邪行。 
32 諸餘作意皆悉遠離者：一切聲聞、獨覺下劣作意，名餘作意，捨有情故。 
33 世俗書論等者：因論聲論及醫方論，是名世俗書論。工業明處有十二種，印算計外，餘置等

言。 
34 於諸有情深悲愍故等者：此顯為欲引發一切所由，拔生死苦，名深悲愍。先以種種作諸饒益，

隨順攝取，是名方便。於妙菩提未信入者，漸令信入，是名安立。 
35 「掠」，大正作「略」。 
36 隨順世間言說事故等者：自下為顯一切工業明處能益有情略義。世俗書論，是名世間言說。

印算計等一切工業，名世間事。此句是總，皆為隨順彼有情故。餘句是別，隨其品類差別說

故。 
37 其餘一切如前應知者：廣見諸佛、善根清淨，是名其餘一切。如前極歡喜住廣說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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戌二、喻差別 

此差別者，謂如世間善 38巧工匠，以所鍊金作莊嚴具，牟娑羅寶瑩飾廁鈿，所有餘金無

與等故，不能映奪。如是此中菩薩善根，一切聲聞及諸獨覺、餘地菩薩不能映奪。 
酉二、別喻慧根 

又如日月諸宿光明，一切風輪不能映奪，然其迴轉共彼風同。如是此中菩薩妙慧，一切

聲聞、諸獨覺等不能映奪，然其所作與世共同。 
申九、受生 

受生多作覩史多 39天王，善化有情，令捨一切外道邪法。 
申十、威力 

所有威力，當知此說千俱胝數。 
未二、結略義 

當知是名略說菩薩諸諦相應增上慧住。謂十平等清淨意樂成滿得入故；善巧方便觀察諸

諦漸增長故；毀壞諸行、悲愍有情漸增長故；即為是義，長養廣大福智資糧，心發正願

勤加行故；念慧行等德增長故；無餘作意，以一切種成熟有情勤加行故；引發世間工巧

業故；善根清淨故；受生故；威力故。 
午二、廣指 

未一、指 

若廣宣說，如十地經極難勝地。 
未二、釋 

今此地中，顯示菩薩於諸聖諦決定妙智極難可勝，是故此地名極難勝。 
未三、配 

即由此義，應知此中諸諦相應增上慧住。 
辰七、緣起相應增上慧住 

巳一、問 

云何菩薩緣起相應增上慧住？ 
巳二、答 

午一、略說 

未一、別辨相 

申一、十法平等性成滿得入 

酉一、指經說 

謂諸菩薩，先於諸諦相應增上慧住，已得十種法平等性，40當知文辭如經廣說。 
酉二、明得入 

如是十種法平等性成上品故，極圓滿故，超過前住得入此住。 

                                                 
38 「善」，磧砂作「義」。 
39 「覩史多」，磧砂、大正、陵本作「珊覩史多」。 
40 已得十種法平等性等者：十地經說：若菩薩已善具足第五地道，欲入第六菩薩地，當以十平

等法，得入第六地。何等為十？一者、一切法無相平等故；二者、一切法無想平等故；三者、

一切法無生平等故；四、一切法無成平等故；五、一切法寂靜平等故；六、一切法本淨平等

故；七、一切法無戲論平等故；八、一切法無取捨平等故；九、一切法如幻、夢、影、響、

水中月、鏡中像、焰、化平等故；十、一切法有無不二平等故。論一一釋，此應準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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酉三、釋略義 

謂於一切法，由有勝義自性無相平等性故；言說造作影像無相平等性故；即由此相自然

不生平等性故；因亦不生平等性故；自然與因皆不生故，畢竟本寂平等性故；現有體事

能取正智，離諸戲論平等性故；遠離一切取捨造作平等性故；即此煩惱眾苦雜染離繫解

脫平等性故；分別所執境界自性如幻化等平等性故；無分別智所行自性有無無二平等性

故。41當知是名此中十種法平等性略分別義。 
申二、覺悟緣起生解脫門 

如是菩薩住此住中，於諸有情增長悲愍；於大菩提生起猛利欲樂希求；於諸世間合散生

滅，以一切種緣起正觀觀察了知。依緣起智，能引發空、無相、無願三解脫門。42 
申三、一切邪想皆不現行 

由是因緣，所有自他、作者、受者、有無等想，皆不復轉。43 
申四、顧念有情攝受生死 

菩薩如是善於勝義顧念有情，44如理通達煩惱繫故，緣和合故，有為諸法自性羸劣。離

我我所無量過失汙染而轉；非離一切煩惱繫縛，眾緣和合。45是故我今為自防護，應令

一切煩惱繫縛、眾緣和合皆悉斷壞；為益有情，不應永滅一切有為。 
申五、無著般若智住現前 

酉一、標名 

如是菩薩住此住中，智悲 46隨逐，名無著智現前、47般若波羅蜜多住現前。 
酉二、釋相 

戌一、不染世間 

由此住故，於一切世間行無染而行。 
戌二、有猛利忍 

又即此住有猛利忍。於第七地有加行行邊際菩薩忍，當知是彼隨順忍攝。 
戌三、不住二邊 

又此無著智現前、般若波羅蜜多住現前，能引能引菩提眾緣，48於諸世間有為諸行住而

                                                 
41 由有勝義自性無相平等性故等者：如次配釋十種法平等性應知。於中，即此煩惱眾苦雜染離

繫解脫平等性故者，當知此即釋前遠離一切取捨造作，名平等性。謂即煩惱眾苦雜染名之為

取，離繫解脫名為捨故。此即經說一切法無取捨平等略分別義。餘如文知。 
42 於諸世間合散生滅等者：有情自體，是名世間。煩惱繫縛眾緣和合，是名為合，合故有生。

若彼煩惱眾緣斷壞，是名為散，散故永滅。於此一切，依緣起支順逆觀察，得如實智，名以

一切種緣起正觀觀察了知。由觀緣起二無我性，是故能引空解脫門。觀彼有支一一還滅，是

故能引無相解脫門。觀彼流轉不生願樂，唯除大悲不捨眾生，是故能引無願解脫門。此解脫

門唯出世攝，如顯揚論別釋其相應知。（二卷十六頁 31,490a） 
43 由是因緣等者：經說菩薩修行三解脫門，離彼我相，離作者、受者相，離有無相。如是離三

種相，如其次第，三解脫門為其因緣，是故此中亦作是說。 
44 善於勝義顧念有情者：此顯菩薩不染生死、不捨生死，智悲增上，故作是說。 
45 有為諸法自性羸劣等者：色非色蘊，是名有為諸法。各別生因，名彼自性。自不能生，待緣

方生，是名羸劣。又復諸識，自性不能染他，然為他染，故名羸劣。由是當知，有為諸法無

量過失汙染而轉，唯由一切煩惱繫縛、眾緣和合，不由我及我所而有所作，以我我所性無實

故。 
46 「悲」，磧砂作「慧」。 
47 名無著智現前者：謂於生死、涅槃平等，證得無二智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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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住；雖於寂滅見寂靜德，而亦不住。 
申六、證無量定 

酉一、舉空三摩地 

如是菩薩方便般若智所隨逐，能入空三摩地，令十百千上首三摩地門皆現在前。 
酉二、例無願無相 

如空三摩地，如是無願、無相三摩地，當知亦爾。49 
申七、證不壞意樂 

由此上首三摩地門現在前故，意樂不壞。50 
申八、魔怨無奪 

於一切種諸佛聖教，一切外道及諸魔軍、聖教怨敵，不能引奪。 
申九、善根清淨 

酉一、總辨善根 

戌一、指同前 

餘如前說。 
戌二、喻差別 

此差別者，謂如世間善巧工匠，以所鍊金作莊嚴具，琉璃寶珠瑩飾廁鈿，一切餘金不能

映奪。如是此中菩薩善根清淨殊勝，如先所說不能映奪。 
酉二、別喻慧根 

又如月光，於有情身能令悅豫 51，非四風輪所能斷壞。如是此中菩薩慧光，一切有情煩

惱鬱蒸皆能息滅，一切外道、魔軍、怨敵不能斷壞。 
申十、受生 

受生多作妙化天王，善化有情，令除一切增上慢等。 
申十一、威力 

所有威力，當知此中說百千俱胝數。 
未二、結略義 

當知是名略說菩薩緣起相應增上慧住。謂十法平等性成滿得入故；覺悟緣起生解脫門

故；一切邪想不現行故；方便攝受生死故；無著智現前、般若波羅蜜多住現在前故；證

得無量三摩地故；證得不壞意樂故；於佛聖教不可引奪故；廣見諸佛、善根清淨故；受

生故；威力故。 
午二、廣指 

未一、指 

若廣宣說，如十地經現前地說。 
未二、釋 

由此地中，無著智現前、般若波羅蜜多住現在前故，名現前地。 
                                                                                                                                                         
48 能引能引菩提眾緣者：菩提分法能滿大菩提果，是名能引菩提眾緣。今此無著智現前、般若

波羅蜜多住現前，能引一切菩提分法，是故說言能引能引菩提眾緣。 
49 令十百千上首三摩地門等者：經說十種空三摩地門為其上首，百千萬空三摩地門皆現在前。

準彼應釋。下說無相、無願各復有十為其上首，如經應知。 
50 意樂不壞者：謂彼意樂堅固不退，是名不壞。此有九種差別，如經應知。 
51 「豫」，磧砂作「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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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三、配 

即由此義，當知亦名緣起相應增上慧住。 
辰八、有加行有功用無相住 

巳一、問 

云何菩薩有加行有功用無相住？ 
巳二、答 

午一、略說 

未一、別辨相 

申一、不共勝行成滿得入 

酉一、明得入 

謂諸菩薩，於前第六緣起相應增上慧住，已得十種妙方便慧 52所引世間不共一切有情，

而共一切世間進道勝行。53即由如是妙方便慧所引不共進道勝行成上品故，極圓滿故，

超過第六住，得入第七住。 
酉二、指略義 

如是文辭，如經廣說，應知其相。謂依能起世間興盛攝受福德；依於有情利益安樂增上

意樂；依為菩提，福德資糧、菩提分法後後勝進；依不共聲聞；依不共獨覺；依有情界；

依諸法界；依諸世界；依諸如來身語心智。當知是名妙方便慧所引不共進道勝行處所略

義。54 
申二、通達佛境起勤加行 

菩薩與彼共相應故，便能通達無量無數如來境界，及為彼起無功用、無相、無分別、無

異分別觀無量佛境界，起無間無闕精勤修學一切威儀行住作意，一切分位不遠離道。 
申三、一一剎那圓證覺支 

酉一、標簡 

                                                 
52 已得十種妙方便慧者：十地經說：若菩薩善具足六地行已，欲入第七菩薩地者，是菩薩當以

十種方便智，發起殊勝行入。何等為十？所謂善修空、無相、無願，而集大功德助道。入諸

法無我、無壽命、無眾生，而不捨起四無量。起功德法，作增上波羅蜜行，而無法可取。得

遠離三界，而能應化起莊嚴三界行。畢竟寂滅諸煩惱焰，而能為一切眾生起滅貪瞋癡煩惱焰

行。隨順幻、夢、影、響、化、水中月、鏡中像，自性不二，而起作業無量差別心。善知一

切國土道如虛空，而起莊嚴淨佛國土行。知諸佛法身自性無身，而起色身相好莊嚴行。知諸

佛音聲無聲，本來寂滅，不可說相，而隨一切眾生起種種差別莊嚴音聲行。入諸佛於一念頃

通達三世事，而能分別種種相劫數修行，隨一眾生心差別觀故。論一一釋，如彼應知。 
53 所引世間不共一切有情等者：如下自說：彼由如是妙方便智之所引發增上力故，能行一切有

情不共菩薩妙行。雖與世間相似顯現，而非彼性。此說趣入，義應準知。由與世間相似顯現，

名共世間。然非彼性，說名不共。後後勝進加行究竟，故名進道勝行。 
54 依能起世間興盛攝受福德等者：十地經論說：此勝行有四功德。今攝彼義，正釋此文。一、

財及身勝。隨其所須，自在能取故，即此名依能起世間興盛攝受福德。二、護惡行勝。不捨

眾生，起四無量故，即此名依利益安樂增上意樂。三、護善根勝。勤修正行，不取少法故，

即此名依福德資糧、菩提分法後後勝進。四、攝眾生勝。此復多別。隨願受生，為不捨有情

故，即此名依不共聲聞、獨覺。又復善說正法，為令一切眾生永滅煩惱行故，即此名為依有

情界。又復唯滅雜染，不滅有為，作業無量故，即此名為依諸法界。又復莊嚴一切佛土，為

於大法眾會集故，即此名為依諸世界。又復了知如來無相、無聲、無諸分別，然有種種相似

示現，為彼有情見聞、親近、供養、修行，生福德故，及為轉法輪故，隨彼所問善記別故，

即此名為依諸如來身語心智。當知妙方便慧所引勝行以此為依，是故名彼處所略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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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於一一心剎那中，十波羅蜜多而為上首，一切菩提分法圓滿殊勝。諸餘下住則不如是。 
酉二、辨釋 

謂於第一極歡喜住，正以大願為勝所緣；於第二住，正能除遣毀犯戒垢；於第三住，正

願增長，得法光明；於第四住，正趣入道；於第五住，正入一切世間事業；於第六住，

正入甚深緣起道理；今即於此第七住中，具足發起一切佛法覺支圓滿。 
申四、有加行行圓滿所攝 

此住菩薩加行行圓滿所攝故；妙智神通行清淨，能入第八住故；由是菩薩此住無間，能

入第八極清淨住。 
申五、安立染汙及不染汙 

酉一、望第八住 

彼第八住一向清淨，此第七住猶名為雜。與清淨住為前導故，當言此住名不染汙；猶未

得故，當言此住墮雜染行 55。 
酉二、唯約自住 

今此住中，一切貪等上首煩惱皆悉除斷。當知此住非有煩惱，非離煩惱。一切煩惱不現

行故，希求佛智猶未得故。56 
申六、淨業工巧皆得圓滿 

如是行者，增上意樂已得清淨，無量身語意業隨轉，於諸如來所讚毀業，如前廣說，於

第五住所引世間工巧業智轉得圓滿。三千世界共許為師，唯除安住上住菩薩及諸如來，

意樂加行無與等者。 
申七、得三摩地無量不共 

酉一、辨得相 

於一切靜慮等菩提分法皆能現前，由修行相現在前故，非由安住異熟分位，57如第八住。 
酉二、顯無量 

此諸菩薩如是方便，能善思擇諸三摩地，引發菩薩三摩地上首十百千種三摩地門。 
酉三、明不共 

戌一、於三摩地 

由得如是三摩地故，超過一切聲聞、獨覺三摩地境。 
戌二、於諸境界 

亥一、辨所行境 

菩薩如是一切煩惱皆悉遠離；難可了知一切分別現行隨逐身語意業皆悉安住；58而不捨

離尋求勝進勇猛加行，顧念有情。為大菩提速圓滿故，離一切相無量身語意業隨轉，妙

善修治無生法忍之所顯發。 
亥二、料簡差別 

於此住中，由自覺慧境界故，59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境界；餘六住中，但由佛法增上所

                                                 
55 「行」，大正作「汙」。 
56 希求佛智猶未得故者：此釋前說非離煩惱。由有加行、有功用，猶未證得清淨無相故。 
57 由修行相現在前故等者：謂有加行、有功用，令現在前，名由修相。非無加行、無功用、任

運現前，說彼非由安住異熟。 
58 難可了知一切分別等者：此顯遠離一切麤相。唯彼最極微細一切分別現行，是名難可了知。

隨逐身語意業，令其隨轉，名悉安住。 
59 由自覺慧境界故者：謂由加行圓滿，具自智力，能成所作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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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故，60超過一切聲聞、獨覺境界。 
申八、剎那剎那能入滅定 

又諸菩薩第六住中所入滅定，今此住中念念能入。然此菩薩甚希奇業不可思議。謂常安

住實際住中，而於寂滅能不作證。61 
申九、現行一切不共妙行 

酉一、標彼相 

彼由如是妙方便智之所引發增上力故，能行一切有情不共菩薩妙行。雖與世間相似顯

現，而非彼性。 
酉二、釋經義 

如經廣說。此中總義，謂依福業事攝受種種親屬徒眾，求生差別，發起勝進三解脫住，

信解劣乘方便調伏，受用諸欲，求欲差別，轉諸外道，隨他心轉，隨大眾轉。62 
申十、善根清淨 

酉一、總辨善根 

戌一、指同前 

餘如前說。 
戌二、喻差別 

此差別者，謂如世間善巧工匠，以所鍊金作莊嚴具，諸末尼寶瑩飾廁鈿，甚為光麗，餘

贍部洲一切金寶不能映奪。如是此中菩薩善根轉復清淨，一切聲聞、獨覺善根，及餘下

住菩薩善根，不能映奪。 
酉二、別喻慧根 

又如日光，多分乾竭贍部洲中所有穢濕，餘一切光不能映奪。如是此中菩薩慧光，多分

乾竭一切有情煩惱諸毒，如前所說諸聲聞等所有智光不能映奪。 
申十一、受生 

受生多作他化自在天王，於能授與一切聲聞、獨覺現觀方便善巧。63 
申十二、威力 

所有威力，當知此說俱胝百千數。 
未二、結略義 

當知是名略說菩薩有加行有功用無相住。謂妙方便慧所引世間進道勝行成滿得入故；通

達如來佛境界，起無間無闕勤加行故；一一剎那圓證一切菩提分法故；有加 64行行圓滿

攝故；安立染汙不染汙故 65；依於意樂清淨業轉，一切世間工巧業等皆圓滿故；逮得無

                                                 
60 但由佛法增上所緣故者：謂即已證法性發心，以大菩提及諸有情一切義利為所緣境故。 
61 第六住中所入滅定等者：經說：菩薩從第六地來※，能入寂滅定，今住第七菩薩地，

於念念中能入寂滅定，而不證寂滅定，是菩薩畢竟成就不可思議身口意業。此應準知。 
※「來」，披尋記原作「未」。十地經原文作「來」。 

62 如經廣說等者：此中略引經義，釋前菩薩不共妙行，隨順世間，非世間性。一、攝受有情行。

二、願力受生行。三、勝進解脫行。四、調伏劣乘行。如文易知。五、受用諸欲行，受用飲

食睡夢等境界故。六、求欲差別行，示老病死魔境界故。七、轉行，此復有三，一、轉外道，

二、隨他心，三、隨眾轉。此中大眾，謂天龍等。是即經中所有總義。 
63 於能授與一切聲聞獨覺現觀方便善巧者：謂彼所作自在，能令一切聲聞、獨覺獲得現觀故。 
64 「加」，磧砂作「如」。 
65 「有加行行圓滿攝故」、「安立染汙不染汙故」二句，磧砂、大正、陵本皆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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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不共一切聲聞、獨覺三摩地故；剎那剎那入滅定故；現行一切有情不共世間行故；善

根清淨故；受生故；威力故。 
午二、廣指 66 

未一、指 

若廣宣說，如十地經遠行地說。 
未二、釋 

此地菩薩有加行行圓滿攝故，名遠行地。 
未三、配 

即由此義，當知亦名有加行有功用無相住。 
辰九、無加行無功用無相住 

巳一、問 

云何菩薩無加行無功用無相住？ 
巳二、答 

午一、略說 

未一、別辨相 

申一、第一義智成滿得入 

酉一、標經說 

謂諸菩薩，於初無相住中，已得十種入一切法第一義智，如經廣說。67 
酉二、舉略義 

謂依三世，如其所應，本來無生、無起、無相；68依餘因性無成、無壞；69依第一義畢

竟離言諸自性事，言說造作影像自性，由體相故及因性故，都無所有；即由如是雜染體

性，無流轉性；無止息性；依此無智邪執為因，於彼離言諸有體事，初中後位一切時分，

染平等性；依於真如，無倒證入無有分別平等性故，能除雜染。是名此中略所說義。 
酉三、明得入 

如是十種入一切法第一義智成上品故，極圓滿故，超過第七雜清淨住，得入第八純清淨

住。 
                                                 
66 「廣指」，披尋記原作「指廣」。 
67 已得十種入一切法第一義智等者：十地經說：若菩薩於七地中，善集慧方便，善清淨諸行，

善集助道法，善起大願力，善加如來力加自善根力得力故，常念隨順如來力、無畏、不共佛

法故，善淨深心覺故，成就福德智力故，大慈悲等不捨一切眾生行故，通達無量智道故。是

名十種入一切法第一義智。論一一釋，如彼應知。 
68 謂依三世等者：三世諸行，本來無生、無起、無相，然義有別，是故說言如其所應。過去、

未來性非實有，是故無生、無起、無相。現在諸行性雖實有，然如幻像，生無自性，是故亦

說無生、無起、無相。當知此依相無自性，故作是說。約彼自體，說無生起。約彼自相，說

名無相。 
69 依餘因性無成無壞者：諸行自種，名餘因性，望彼體相名為餘故。由種子識無有實隨

轉性，是故說言無成、無壞。勝義伽他頌云：現在速壞滅，過去住無方，未來依眾緣，

而復心隨轉※。長行釋云：若心與彼諸行相應，或不相應；非此與彼或時不相應，或

時非不相應。如是由勝義故，心隨轉性不得成就。（陵本十六卷十三頁 1411）今說因

性無成、無壞，準彼應釋。熏習彼種，名之為成。彼種斷滅，名之為壞。然約勝義，

心與諸行或時相應、或不相應非畢竟故，由是說言無成、無壞。 
※編按：卷十六原文為：「現在速滅壞，過去住無方，未生依眾緣，而復心隨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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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二、於無生法得清淨忍 

酉一、標 

住此住中，於無生法，證得菩薩第一最勝極清淨忍。 
酉二、徵 

此復云何？ 
酉三、釋 

戌一、明方便 

謂諸菩薩由四尋思，於一切法正尋思已，若時獲得四如實智，如實了知一切諸法，爾時

一切邪分別執皆悉遠離。 
戌二、明正觀 

觀一切法，於現法中隨順一切雜染無生；觀彼先時一切所有邪分別執因所生法，於當來

世一切無餘永不復生。 
酉四、指 

此四尋思、四如實智，廣說如前真實義 70品。 
酉五、結 

此如實智，始從勝解行住乃至有加行有功用無相住，未極清淨；今此住中已極清淨，是

故說言：於無生法，證得菩薩第一最勝極清淨忍。 
申三、除斷災患得甚深住 

酉一、標 

是諸菩薩得此忍故，得甚深住。先於第一無相住中，四種災患今悉除斷。 
酉二、列 

一者、除斷於無相中有加行有功用事；二者、除斷於上清淨住精勤思慕；三者、除斷於

一切種利有情事有大堪能精勤思慕；四者、除斷有微細想現在前行。 
酉三、結 

是故此住名極清淨。 
申四、蒙佛悟導授妙智等 

又此菩薩於甚深住極生愛樂，即於如是法門流中，蒙諸如來覺悟勸導，授與無量引發門

智神通事業。71 
申五、悟入分身妙智及得自在 

酉一、指經說 

如是蒙佛覺悟勸導，引發無量分身妙智，得十自在。如經廣說，應知其相。 
酉二、辨自在 

得自在故，隨所欲住，如意能住；隨樂安住靜慮、解脫等諸心住，如意能住；若暫思惟

一切食等諸資生具，悉皆成辦，一切世間工業明處，如其所欲悉能現行；普於一切能感

生業，及於一切受生處所，皆隨所欲自在往生；隨所愛樂，一切神通所作事業皆能起作；

                                                 
70 「義」，磧砂作「發」。 
71 於甚深住極生愛樂等者：此甚深住寂靜解脫，是故菩薩於此住中，極生愛樂。如是愛樂，從

彼寂靜解脫平等所流，名法門流。即於如是法門流中，如來為欲除彼由愛樂此不欲利生障故，

覺悟勸導，令其愍念未能解脫一切眾生，授與無量如來妙智。由此妙智，能引一切神通所作

事業。由此事業，能辦眾生一切義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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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妙願，隨其所欲皆得稱遂；隨於事物發起勝解，如所欲為皆成無異；隨所欲知所知

境界皆如實知；普於一切名句文身得隨所欲；於一切法正安立中皆得善巧。72 
申六、領受所得自在勝利 

如是菩薩獲得自在，從是已去，所得自在所作勝利，廣說如經，73應知其相。 
申七、善根清淨 

酉一、舉因緣 

又能棄捨麤見諸佛，恆常無間不離見佛。 
酉二、指經喻 

其餘所有善根清淨，金喻、光喻，如經應知。74 
申八、受生威力 

此住菩薩受生、威力諸殊勝事，皆如經說，75應知其相。 
未二、結略義 

當知是名略說菩薩無加行無功用無相住。謂入一切法第一義智成滿得入故；得無生法忍

故；除斷一切災患故；逮得菩薩甚深住故；於法門流，蒙佛授與無量引發門智神通事業

故；悟入無量分身智故；得自在故；領受所得自在勝利故；善根清淨故；受生故；威力

故。 
午二、廣指 

未一、指 

若廣宣說，如十地經不動地說。 
未二、釋 

於此地中，捨先所有有加行、有功用道，其心昇上無加 76行、無功用、任運而轉不動勝

道，是故此地名不動地。 

                                                 
72 得十自在等者：十地經說：得命自在、得心自在、得物自在、得業自在、得生自在、得願自

在、得信解自在、得如意自在、得法自在、得智自在，是名得十自在。今此中說，隨所欲住，

如意能住者，即命自在。隨樂安住靜慮、解脫等諸心住，如意能住者，即心自在。若暫思惟

至悉能現行者，即物自在。普於一切能感生業至自在往生者，即生自在。隨所愛樂至皆能起

作者，即業自在。一切妙願至皆得稱遂者，即願自在。隨於事物至皆成無異者，即信解自在。

隨所欲知所知境界皆如實知者，即如意自在。普於一切名句文身得隨所欲者，即法自在。於

一切法正安立中皆得善巧者，即智自在。 
73 所得自在所作勝利等者：十地經說：是菩薩得是菩薩十自在已，即時名為不可思議智者、無

量智者、廣智者、不可壞智者，乃至廣說是菩薩得如是智力，示一切所作，一切事中無有過

咎故。此應準知。 
74 金喻光喻如經應知者：十地經說：譬如本真金，善巧金師作莊嚴具已，繫在閻浮提王若頸、

若頂，閻浮提人餘寶莊嚴具無能奪者。如是佛子！菩薩住此不動地，彼諸善根，一切聲聞、

辟支佛，乃至七地菩薩所不能壞。菩薩得是地，大智光明滅諸眾生煩惱闇障，以善分別智門

故。佛子！譬如千世界主大梵天王，能於一時流布慈心滿千世界，亦能放光遍照其中。如是

佛子！菩薩住此菩薩不動地中，能放身光照十千萬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世界眾生，漸能除滅

諸煩惱火，令得清涼。 
75 受生威力諸殊勝事皆如經說者：十地經說：菩薩住是地中，多作大梵天王，諸千世界，自在

最勝，乃至廣說。如是應知彼受生相。又說：以精進力，於一念間得百萬三千大千世界微塵

數三昧，乃至廣說能變身為百萬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於一一身能示百萬三千大千世界微塵

數菩薩以為眷屬。如是應知彼威力相。 
76 磧砂無「加」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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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三、配 

即由此義，當知說名無加行無功用無相住。 
辰十、無礙解住 

巳一、問 

云何菩薩無礙解住？ 
巳二、答 

午一、略說 

未一、別辨相 

申一、於殊勝智愛樂隨入 

謂諸菩薩，於甚深住不生喜足，復於增上智殊勝性 77愛樂隨入。 
申二、起智加行宣說諸法 

是諸菩薩於諸法中起智加行，應為他說一切種法。 
申三、如實了知說法所作 

普於一切說法所作皆如實知。當知此中說法所作，謂於一切近稠林行，如此雜染、如此

清淨，由此雜染、由此清淨，若所雜染、若所清淨，若非一向、若是一向、若通二種，

如是一切皆如實知。78 
申四、成大法師 

酉一、明領受 

如是菩薩，於說法中方便善巧，於說所作方便善巧，於一切種成大法師，獲得無量陀羅

尼門，於一切種音詞支具剖析善巧，辯才無盡。 
酉二、顯堪能 

戌一、標 

成就如是法陀羅尼領受堪能菩薩，79由此勝無礙解引發言辭，能坐如是微妙法座。 
戌二、列 

若於是中、若於是處宣說正法盡所有門，80若由此故，於諸有情勸導、慰喻、安處事業，

此等堪能皆悉成就。 
戌三、指 

                                                 
77 增上智殊勝性者：如來妙智，名增上智。能利自他究竟所作，名殊勝性。 
78 謂於一切近稠林行等者：十地經說：心行稠林、煩惱行稠林、業行稠林、根行稠林、信行稠

林、性行稠林、深心行稠林、使行稠林、生行稠林、習氣行稠林、三聚差別行稠林，是名一

切近稠林行。言稠林者，眾多義故，難知義故，如十地經論釋。如此雜染、如此清淨者，謂

染淨法。由此雜染、由此清淨者，謂染淨因。所雜染、所清淨者，謂染淨識，染法相應、不

相應故。若染淨法墮不決定，名非一向。若墮決定，名是一向。亦染亦淨，名通二種。如是

一切稠林行攝，隨應應知。 
79 於一切種音詞支具等者：謂佛宣說相應、助伴、隨順、清亮、有用、相稱、應順名句文身所

有言論，是名一切種音詞。成就最上首語、極美妙語、甚顯了語、易悟解語、樂欲聞語、無

違逆語、無所依語、無邊際語，是名一切種支具。於此一切，由已獲得無量陀羅尼故，聞已

不忘，善解法義，由是說言剖析善巧。能以無量差別門為人演說，由是說言辯才無盡。即由

是義，名為成就法陀羅尼領受堪能菩薩應知。 
80 若於是中等者：依無礙解，名於是中。於彼彼處理無相違，名於是處。十地經中廣說四無礙

解所有作業，是名盡所有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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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一切，廣說如經，應知其相。 
申五、善根清淨等 

善根清淨、受生、威力諸殊勝事，81亦廣如經，應知其相。 
未二、結略義 

當知是名略說菩薩無礙解住。謂於甚深寂靜解脫不生喜足入勝進 82故；於諸法中起智加

行宣說法故；此所作 83事如實知故；得不思議大法師故；善根清淨故；受生故；威力故。 
午二、廣指 

未一、指 

若廣宣說，如十地經善慧地說。 
未二、釋 

由此地中，一切有情利益安樂意樂清淨，逮得菩薩無礙解慧，由此善能宣說正法，是故

此地名善慧地。 
未三、配 

即由此義，當知復名無礙解住。 
辰十一、最上成滿菩薩住 

巳一、問 

云何菩薩最上成滿菩薩住？ 
巳二、答 

午一、略說 

未一、釋 

申一、無礙解住成滿得入 

謂諸菩薩，無礙解住一切行相遍清淨已，堪為法王受法灌頂。 
申二、得三摩地及受灌頂 

得離垢等無量無數勝三摩地，84作彼所作一切智智殊勝灌頂後三摩地現在前故，85得一

切佛相稱妙座、身諸眷屬，86得大光明，往來普照一切行相，87一切智智灌灑其頂。88 

                                                 
81 善根清淨等者：十地經說：譬如本真金，作莊嚴具已，繫在轉輪聖王若頸、若頂，一切小王、

四天下人所有一切諸莊嚴具無能及者。如是菩薩住此菩薩善慧地中，彼諸善根轉勝明淨，一

切聲聞、辟支佛，及下地菩薩所不能壞，乃至廣說。如是應知善根清淨。又說：菩薩住此地

中，多作大梵天王，得大勢力，主二千世界，於自在中而得自在。如是應知彼受生相。又說：

以精進力故，於一念間得十阿僧衹百千佛國土微塵數三昧，乃至廣說能變身為十阿僧衹百千

佛國土微塵數，於一一身能示十阿僧衹百千佛國土微塵數菩薩以為眷屬。如是應知彼威力相。 
82 「勝進」，磧砂作「勝所作進」。 
83 磧砂無「所作」二字。 
84 得離垢等無量無數勝三摩地者：十地經說：離垢三昧有多差別，謂入法界差別三昧為

初，乃至一切智智※受勝位菩薩三昧為後。此應準知。 
※「一切智智」，披尋記原作「一切智」。十地經論原文作「一切智智」。 

85 作彼所作一切智智殊勝灌頂等者：此中一切智智殊勝灌頂後三摩地，即是經說最後一切智智

受勝位菩薩三昧。此三摩地最為後邊，故名為後。離垢所得，名彼所作。不由功力自然現前，

名現在前。 
86 得一切佛相稱妙座身諸眷屬者：大寶蓮華，名一切佛相稱妙座。菩薩昇此座時，其身姝妙，

稱可華座。復有滿千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等蓮華以為眷屬，一一菩薩坐於其上，圍繞瞻仰此

受勝位菩薩，是名身諸眷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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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三、得不思議諸殊勝事 

既灌頂已，普能引導所化有情。於彼解脫方便佛事得如實智，逮得無量無邊解脫、陀羅

尼門、大神通力，89及此增上大念、大智增上引發訓辭安立，及大神通增上引發。90善

根清淨、受生、威力諸殊勝事，一切如經，應知其相。91 
未二、結 

當知是名略說最上成滿菩薩住。 
午二、廣指 

未一、指 

若廣宣說，如十地經法雲地說。 
未二、釋 

申一、顯相 

酉一、喻能領受 

是諸菩薩住此地中，諸菩薩道皆得圓滿，菩提資糧極善周備。從諸如來大法雲所，堪能

領受其餘一切有情之類難可領受最極廣大微妙法雨。 
酉二、喻能化導 

又此菩薩，自如 92大雲，未現等覺無上菩提。若現等覺無上菩提，能為無量無邊有情等

雨無比微妙法雨，殄息一切煩惱塵埃，能令種種善根稼穡生長、成熟。 
申二、結名 

是故此地名法雲地。 
未三、配 

即由此義，當知復名最上成滿菩薩住。 

                                                                                                                                                         
87 得大光明往來普照一切行相者：十地經說：是菩薩昇大寶蓮華王座，及眷屬菩薩坐蓮華座，

入三昧已，爾時十方一切世界皆大震動，一切惡道皆悉休息，光明普照一切法界，一切世界

皆悉嚴淨，皆得見聞一切諸佛大會。此應準知。 
88 一切智智灌灑其頂者：十地經說：譬如轉輪聖王長子，女寶所生，具足王相，轉輪聖王令子

在白象寶閻浮檀金座上，取四大海水，上張羅網，寶蓋、旛華、寶幢種種莊嚴，手執金鐘香

水，灌子頂上，即名灌頂。剎利王數，具足轉十善業道，故得名轉輪聖王。如是佛子！彼菩

薩從諸如來得受位已，名得智位，具足十力，墮在佛數。此應準知。 
89 逮得無量無邊等者：此說三種無量無邊。一、謂解脫，二、謂陀羅尼門，三、謂大神通力。 
90 及此增上大念大智等者：此中大念、大智及大神通，由得無量無邊解脫、陀羅尼門、大神通

力為其增上，名此增上。又此大念、大智，普於一切名句文身得隨所欲，於一切法正安立中

皆得善巧，是名大念、大智增上引發訓辭安立。又大神通，隨於一切神通所作事業皆能起作，

名大神通增上引發。此於無加行無功用無相住中已得自在，今此住中轉更增上、轉復微妙，

故作此說。 
91 善根清淨等者：十地經說：譬如善巧金師，善治此金為莊嚴具，以無上末尼寶珠間錯其中，

繫在自在天王若頸、若頂，其餘天人莊嚴之具無能及者。如是菩薩住此第十菩薩法雲地中，

彼菩薩不可思議智行，一切眾生，一切聲聞、辟支佛，從初地乃至住第九地菩薩所不能及，

乃至廣說。如是應知善根清淨。又說：菩薩住此地中，多作摩醯首羅天王，具足自在，善授

眾生聲聞、辟支佛、菩薩波羅蜜行，乃至廣說。如是應知彼受生相。又說：以精進力故，於

一念間得十不可說百千萬億那由他佛世界微塵數三昧，乃至廣說能變身為十不可說百千萬億

那由他佛世界微塵數身，於一一身示十不可說百千萬億那由他佛世界微塵數菩薩以為眷屬。

如是應知彼威力相。 
92 「如」，磧砂作「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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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二、總料簡 

丑一、功德 

如是所說後後住中支分功德，非前前住一切都無，然下品故不墮其數。當知即彼展轉修

習成中上品，於餘後地證得成滿，方乃建立。93 
丑二、劫量 

寅一、總標 

又即於此一一住中，經多俱胝百千大劫，或過是數方乃證得及與成滿。然一切住總經於

三 94無數大劫，方得圓證。 
寅二、別釋 

卯一、明證得 

辰一、第一劫 

謂經第一無數大劫，方乃超過勝解行住，次第證得極歡喜住。此就恆常勇猛精進，非不

勇猛勤精進者。 
辰二、第二劫 

復經第二無數大劫，方乃超過極歡喜住，乃至有加行有功用無相住，次第證得無加行無

功用無相住。此即決定，以是菩薩得淨意樂，決定勇猛勤精進故。 
辰三、第三劫 

復經第三無數大劫，方乃超過無加行無功用無相住及無礙解住，證得最上成滿菩薩住。 
卯二、辨差別 

辰一、標列 

當知此中，略有二種無數大劫。一者、日夜月半月等算數方便，時無量故，亦說名為無

數大劫。二者、大劫算數方便，超過一切算數之量，亦說名為無數大劫。 
辰二、料簡 

巳一、前說 

若就前說無數大劫，要由無量無數大劫，方證無上正等菩提。 
巳二、後說 

午一、明不過量 

若就後說無數大劫，但經於三無數大劫，便證無上正等菩提，不過此量。 
午二、明轉不轉 

若正修行最上上品勇猛精進，或有能轉眾多中劫，或有乃至轉多大劫，當知決定無有能

轉無數大劫。 
丑三、修斷 

寅一、總標 

又由如是所說十二諸菩薩住，經三無數大劫時量，能斷一切煩惱障品所有麤重，及斷一

切所知障品所有麤重。 
寅二、別顯 

                                                 
93 後後住中支分功德等者：謂極歡喜住為初，最上成滿菩薩住為後。一一住中所有功德，前能

引後，後能淨前，故作是說。彼行狀相差別建立，如前已說，其義應知。 
94 「三」，大正作「二」。 



慧日講堂「《瑜伽師地論》導讀班」第四期 

1384 

卯一、正斷麤重 

辰一、煩惱障品 

巳一、標 

於三住中，當知能斷煩惱障品所有麤重。 
巳二、釋 

午一、於極歡喜住 

謂於極歡喜住中，一切惡趣諸煩惱品所有麤重皆悉永斷，一切上中諸煩惱品皆不現行。 
午二、於無加行無功用無相住 

於無加行無功用無相住中，一切能障一向清淨無生法忍諸煩惱品所有麤重 95皆悉永斷，

一切煩惱皆不現前。 
午三、於最上成滿菩薩住 

於最上成滿菩薩住中，當知一切煩惱習氣隨眠障礙皆悉永斷，入如來住。 
辰二、所知障品 

巳一、標 

當知一切所知障品所有麤重，亦有三種。 
巳二、列 

一者、在皮麤重，二者、在膚麤重，三者、在肉 96麤重。 
巳三、釋 

當知此中，在皮麤重，極歡喜住皆悉已斷；在膚麤重，無加行無功用無相住皆悉已斷；

在肉 97麤重，如來住中皆悉已斷，得一切障極清淨智。 
卯二、修斷資糧 

於三住中，煩惱、所知二障永斷；所餘諸住，如其次第，修斷資糧。 
丑四、清淨 

寅一、標 

即於如是十三住中，當知略有十一清淨。 
寅二、列 

卯一、種性清淨 

謂於第一種性住中，種性清淨。 
卯二、信解清淨 

於其第二勝解行住，信勝解淨。 
卯三、意樂清淨 

於其第三極歡喜住，勝意樂淨。 
卯四、增上戒清淨 

於其第四增上戒住，增上戒淨。 
卯五、增上心清淨 

                                                 
95 一切能障一向清淨無生法忍諸煩惱品所有麤重者：前說有加行有功用無相住中，非有煩惱，

非離煩惱。一切煩惱不現行故，希求佛智猶未得故，由是能障一向清淨無生法忍。今即說彼

諸煩惱品所有麤重應知。 
96 「肉」，磧砂作「實」。 
97 「肉」，磧砂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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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第五增上心住，增上心淨。 
卯六、無倒智清淨 

於其第六、第七、第八增上慧住，無顛倒智發起清淨。 
卯七、有加行圓滿清淨 

於其第九有加行有功用無相住，有加行行圓滿清淨。 
卯八、真智神通引發清淨 

於其第十無加行無功用無相住，真智神通引發清淨。 
卯九、無礙解清淨 

於第十一無礙解住，能正為他宣說法義無礙解淨。 
卯十、妙智清淨 

於第十二最上成滿菩薩住中，入一切種一切所知妙智清淨。 
卯十一、究竟清淨 

於第十三如來住中，一切煩惱及所知障并諸習氣究竟清淨。 
丑五、相攝 

寅一、標指 

如前菩薩功德品中所說八法能攝大乘，當知在此十三住攝。 
寅二、配釋 

卯一、初二住攝 

謂於第一、第二住中，於菩薩藏生信、勝解、聽受、思惟；98 
卯二、第三住攝 

第三住中，得勝意樂，趣向前行勝修行相；99 
卯三、次六住攝 

於餘一切乃至有加行有功用無相住中，得修廣大；100 
卯四、次三住攝 

於上三種淨行所攝菩薩住中，修果成滿；101 
卯五、如來住攝 

如來住中，當知獲得究竟出離。102 
丑六、類聲聞住 

寅一、標 

當知菩薩十二種住，隨其次第類聲聞住。 
寅二、配 

卯一、初住 

如諸聲聞，自種性住，當知菩薩初住亦爾。 
卯二、第二住 

                                                 
98 於菩薩藏生信勝解等者：此於八法攝其前四應知。 
99 趣向前行勝修行相者：此攝第五應知。 
100 得修廣大者：此攝第六應知。 
101 修果成滿者：此攝第七應知。從無加行無功用無相住，乃至最上成滿菩薩住，名上三種菩薩

住。望餘下住，名為上故。 
102 究竟出離者：此攝第八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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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諸聲聞，趣入正性離生加行住，當知菩薩第二住亦爾。 
卯三、第三住 

如諸聲聞，已入正性離生住，當知菩薩第三住亦爾。 
卯四、第四住 

如諸聲聞，已得證淨聖所愛味，為盡上漏增上戒學住，當知菩薩第四住亦爾。 
卯五、第五住 

如諸聲聞，依增上戒學引發增上心學住，當知菩薩第五住亦爾。 
卯六、第六七八住 

如諸聲聞，如其所得諸聖諦智增上慧學住，當知菩薩第六、第七、第八住亦爾。 
卯七、第九住 

如諸聲聞，善觀察所知無相三摩地加行住，當知菩薩第九住亦爾。 
卯八、第十住 

如諸聲聞，成滿無相住，當知菩薩第十住亦爾。 
卯九、第十一住 

如諸聲聞，從此出已，入解脫處住，103當知菩薩第十一住亦爾。 
卯十、第十二住 

如諸聲聞，具一切相阿羅漢住，104當知菩薩第十二住亦爾。 
 

〈本地分中菩薩地第三持究竟瑜伽處生品第一〉 
 

壬五、生品 

癸一、標 

諸菩薩生略有五種，攝一切生。於一切住一切菩薩受無罪生，利益安樂一切有情。 
癸二、徵 

何等為五？ 
癸三、列 

一者、除災生，二者、隨類生，三者、大勢生，四者、增上生，五者、最後生。 
癸四、釋 

子一、除災生 

丑一、徵 

云何菩薩除災生？ 
丑二、釋 

寅一、略說 

卯一、舉事 

辰一、濟饑饉 

謂諸菩薩，或大願力、或自在力，於諸饑饉厄難曠野正現前時，為令眾生少用功力而得 

                                                 
103 入解脫處住者：謂證慧解脫、心解脫故。 
104 具一切相阿羅漢住者：謂證極清淨道及果功德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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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濟，於大魚等種類中生；身形廣大，隨所生處，以自身肉普給一切饑餓眾生，皆令飽

滿。 
辰二、除疾疫 

於諸有情眾多疾疫正現前時，以大願力得自在力，持有神驗諸明呪力，攝受廣大良藥王

身，息除一切有情疾疫。 
辰三、息戰諍 

於諸有情鄰國戰諍互相逼惱正現前時，以大願力得自在力，作大地主，具大勢力，以法

正治 105方便善巧，息除鄰國戰諍逼惱。 
辰四、除怨結 

於諸有情互相違諍正現前時，以大願力得自在力，發誠信言，往返和好除其怨結。 
辰五、息逼惱 

於諸眾生遭遇惡王非理縛錄、治罰、逼迫身心擾亂正現前時，以大願力得自在力，生彼

王家，作如法王，哀愍眾生，息除一切逼惱苦事。 
辰六、斷邪惡 

若諸有情起諸邪見，造諸惡行，隨一天處深生信解；哀愍彼故，以大願力得自在力，生

彼天處，方便斷除邪見惡行。106 
卯二、結名 

是名略說菩薩除災生。 
寅二、例廣 

若廣宣說，以大願力得自在力，哀愍為先，於彼彼處受種種生，當知無量。 
子二、隨類生 

丑一、徵 

云何菩薩隨類生？ 
丑二、釋 

寅一、略說 

卯一、辨相 

辰一、舉類 

謂諸菩薩，以大願力得自在力，生於種種傍生趣類天、龍、藥叉、阿素洛等展轉謀害違

諍類中，或生邪見婆羅門中，或生樂行惡行類中，或生喜樂邪命類中，或生最極耽著諸

欲、信解諸欲有情類中。 
辰二、示導 

為欲除彼諸過失故，往彼有情同分中生而為上首。為上首已，方便化導。彼所行惡，菩

薩不行；彼不行善，菩薩現行。為欲令彼現行善故，為說正法。由是菩薩與彼現行不同

分故，說正法故，方便善巧除彼有情所有過失。 
卯二、結名 

是名略說菩薩隨類生。 

                                                 
105 「正治」，磧砂作「以正」。 
106 生彼天處方便斷除邪見惡行者：此如前說增上心住菩薩，受生多分作釋天帝，善化有情，令

離欲貪。如是餘住菩薩，受生皆為善化有情，令斷邪見，其類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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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二、例廣 

廣說如前，當知無量。107 
子三、大勢生 

丑一、徵 

云何菩薩大勢生？ 
丑二、釋 

寅一、略說 

謂諸菩薩稟性生時，所感壽量、形色、族姓、自在、富等諸異熟果，一切世間最為殊勝。

此異熟果所作事業，自他利品已廣宣說。是名略說菩薩大勢生。 
寅二、例廣 

若廣宣說，彼彼類中受大勢生，當知無量。 
子四、增上生 

丑一、徵 

云何菩薩增上生？ 
丑二、釋 

寅一、略說 

卯一、標 

謂諸菩薩，始從第一極歡喜住，乃至第十最上成滿諸菩薩住，如前所說差別受生，今於

此中名增上生。 
卯二、釋 

謂最初住作轉輪王，王贍部洲，得大自在；乃至第十最上成滿諸菩薩住，作大自在，過

色究竟，一切生處最為殊勝，唯有已得最上成滿諸菩薩住摩訶薩眾得生其中。 
卯三、結 

彼諸菩薩，即由此業增上所感，是名略說菩薩增上生。 
寅二、例廣 

若廣宣說，當知無量。 
子五、最後生 

丑一、徵 

云何菩薩最後生？ 
丑二、釋 

寅一、略說 

謂諸菩薩於此生中，菩提資糧已極圓滿，或生婆羅門大國師家，或生剎帝利大國王家，

能現等覺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廣作一切佛所作事，是名略說菩薩最後生。 
寅二、例廣 

若廣宣說，當知無量。 
癸五、攝 

子一、標簡 

若諸菩薩，於去來今清淨仁賢妙善生處曾當現生，一切皆此五生所攝。除此無有若過若 
                                                 
107 廣說如前當知無量者：謂如前說，以大願力得自在力，哀愍為先，於彼彼類受種種生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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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唯除凡地菩薩受生。 
子二、徵釋 

何以故？此中意取有智菩薩，諸所受生為五生故。如是諸生，大菩提果之所依止，令諸

菩薩疾證無上正等菩提。 
 

〈本地分中菩薩地第三持究竟瑜伽處攝受品第二〉 
 

壬六、攝受品 

癸一、標 

於一切住菩薩行中，當知菩薩略有六種於諸有情無倒攝受。 
癸二、徵 

何等為六？ 
癸三、列 

一者、頓普攝受，二者、增上攝受，三者、攝取攝受，四者、長時攝受，五者、短時攝

受，六者、最後攝受。 
癸四、釋 

子一、明攝受相 

丑一、別顯 

寅一、頓普攝受 

卯一、徵 

云何菩薩於諸有情頓普攝受？ 
卯二、釋 

謂諸菩薩初發心時，攝受一切諸有情界皆為眷屬。作是思惟：我當於彼隨能隨力，作一

切種利益安樂饒益之事。隨所思惟，皆如是作。 
卯三、結 

是名菩薩於諸有情頓普攝受。 
寅二、增上攝受 

卯一、徵 

云何菩薩於諸有情增上攝受？ 
卯二、釋 

辰一、總標 

謂諸菩薩或為家主，攝受父母、妻子、奴婢、僮僕、作使；或為國王，攝受一切所統僚

庶。菩薩如是發起增上攝受想已，於所攝受，隨攝受儀、隨菩薩儀業用而轉。108 
辰二、別廣 

巳一、於為家主 

若為家主，於其父母，種種方便勸修諸善；隨時供養，曾無懈廢；善識其恩，善知酬報；

                                                 
108 隨攝受儀隨菩薩儀者：作諸饒益，是名隨攝受儀。作諸義利，是名隨菩薩儀。如下舉事，隨

應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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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父母心善能隨順；於法於義隨自在轉。109於其妻子、奴婢等類，隨時恣與如法衣食；

於諸事業終不逼切；雖有違犯，而能堪忍；彼若疾病，正能瞻療；於諸善事勸令修習；

隨時賜與殊勝財物，愛語慰喻；不生奴婢、作使等想，瞻敬養育其若自身。 
巳二、於為國王 

若為國王，不行黜罰，不用刀杖，而能正化；以法以財用作饒益；依本土田而自食用，

不以凶力侵掠他境；隨能隨力於諸有情勸止諸惡，教修諸善；視諸眾生，如父於子；於

他有情尚 110好等施，況自親屬而不均濟；不行欺誑，所言誠諦；遠離一切殺縛、捶打、

治罰、逼迫、斷截等事。 
卯三、結 

是名菩薩於諸有情增上攝受。 
寅三、攝取攝受 

卯一、徵 

云何菩薩於諸有情攝取攝受？ 
卯二、釋 

辰一、略說 

謂諸菩薩正御徒眾，當知是名略說菩薩於諸有情攝取攝受。 
辰二、廣說 

巳一、攝受因緣 

午一、標 

若廣說者，由二因緣正攝徒眾，說名菩薩於諸有情攝取攝受。 
午二、徵 

何等為二？ 
午三、列 

一者、以無染心正攝徒眾；二者、於自義利正教修習，非邪加行而陷逗之。111 
巳二、應攝受相 

午一、初因緣攝 

未一、無染 

又於一切應攝受中，其心平等，不墮偏黨；亦不於彼慳吝正法，不作師拳 112；不於彼

所希求承事恭敬供養；彼樂善故，自求作者，亦不遮止，為欲令其福德資糧得增長故；

或遇餘時，亦於彼所承事供養。113 
未二、正攝 

若於其義未解了者，開悟令解；已解了者，轉令明淨。生起疑惑，隨為除斷。若生惡作，

善為開解。甚深義句，以慧通達，於時時間正為開顯。於苦於樂與彼共同。114於他所為

                                                 
109 於法於義隨自在轉者：謂於是法是義所應作事，恆持自身繫屬隨順，是名隨自在轉。 
110 「尚」，磧砂作「當」。 
111 以無染心正攝徒眾等者：此二因緣如下自釋，一一應知。 
112 「卷」，磧砂、大正作「捲」。 
113 或遇餘時亦於彼所承事供養者：當知此說別供事行。謂看病行，給施如法衣服、飲食、諸坐

臥具、病緣醫藥資生具行，除遣憂愁及惡作行，除遣煩惱、隨煩惱行。如是等類，當知皆名

別供事行。如成熟品說。（陵本三十七卷二十四頁 3086）此應準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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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利因緣，成就上品經營遽務，過於自事。於他毀犯，隨時正舉令其覺悟，應時如理訶

責、擯罰。彼有疹疾，或有愁憂，終不棄捨，善權方便救療疹疾、開解愁憂。於諸下劣

形色、憶念、精進、智等，終不輕陵。於時時間，隨入勞倦，如其所宜為說正法。115於

時時間，為令繫念於所緣境，與正教授。堪忍問難，不生憤發。 
午二、次因緣攝 

未一、舉自義利 

於彼戒行或等或增，終無減劣；亦不希求利養恭敬；具足悲愍；無掉無動；戒、見、軌

則、正命圓滿；舒顏平視，遠離顰蹙，柔和善 116語，先言問訊，含笑為先；於諸善品

恆常修習，不行放逸，離諸懈怠。 
未二、正教修習 

即以是事教習徒眾，亦令自行轉更勝進。 
辰三、料簡 

菩薩不應於一切時攝取徒眾，亦非不攝，亦非變異。117 
卯三、結 

是名菩薩於諸有情攝取攝受。 
寅四、長時攝受 

云何菩薩於諸有情長時攝受？謂諸菩薩，於住下品成熟有情攝受饒益，當知說名長時攝

受，以經久時方堪淨故。 
寅五、短時攝受 

云何菩薩於諸有情短時攝受？謂諸菩薩，於住中品成熟有情攝受饒益，當知說名短時攝

受，非經久時方堪淨故。 
寅六、最後攝受 

云何菩薩於諸有情最後攝受？謂諸菩薩，於住上品成熟有情攝受饒益，當知說名最後攝

受，即於此生堪任淨故。 
丑二、總結 

是名菩薩於諸有情略有六種無倒攝受。由此攝受，過去、未來、現在菩薩，於諸有情曾

正攝受、當正攝受、現正攝受。除此無有若過若增。 
子二、辨艱難事 

丑一、別舉其事 

寅一、標 

菩薩如是於諸有情六種攝受無倒轉時，當知遭遇略十二種艱難之事，聰叡菩薩於彼十二

艱難之事當正覺了。 
寅二、徵 

                                                                                                                                                         
114 於苦於樂與彼共同者：戒品中說：於己以法所獲如法衣服、飲食、臥具、病緣醫藥資生什物，

與眾同用，自無隱費。（陵本四十卷十頁 3292）其義應知。 
115 於時時間隨入勞倦等者：謂住勇猛增上精進，身疲、心倦映蔽其心，是名隨入勞倦。菩薩為

說正法，令生歡喜，心無厭倦故。 
116 「善」，大正作「美」。 
117 亦非變異者：發心品說：攝眷屬過有其二種。謂於眷屬饒益損減、染汙違順。如是二事，菩

薩皆無。（陵本三十五卷十四頁 2873）由是當知非變異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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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十二？ 
寅三、列 

一者、於多安住違犯有情，若罰、若捨，是名菩薩遭艱難事。二者、於惡有情為調伏故，

方便現行辛楚加行，防自意樂不生煩惱，是名菩薩遭艱難事。三者、現可施物極為尠少，

現來求者其數彌多，是名菩薩遭艱難事。四者、唯有一身 118，眾多有情種種事業并現

在前，同時來請共為助伴，是名菩薩遭艱難事。五者、居放逸處，若住世間可愛妙定，

若生天上樂世界中，119令 120心調善，是名菩薩遭艱難事。六者、常求遍作利有情事，

而於此事無力無能，是名菩薩遭艱難事。七者、於其愚癡、諂詐、剛彊諸有情所，121若

為說法、若復棄捨，是名菩薩遭艱難事。八者、常於生死見大過失，為度有情而不棄捨，

是名菩薩遭艱難事。九者、未證清淨增上意樂，多分慮恐失念命終，122是名菩薩遭艱難

事。十者、未證清淨增上意樂，他來求乞第一最勝所可愛物，是名菩薩遭艱難事。十一

者、種種異見、種種勝解諸有情類，若別教誨、若總棄捨，是名菩薩遭艱難事。十二者、

常行最極不放逸行，而不應斷一切煩惱，是名菩薩遭艱難事。 
丑二、總明善巧 

若諸菩薩遭遇如是諸艱難事，或於其中，應觀輕重，如其所應而作方便；或於其中，應

審揀擇補特伽羅；或於其中，攀緣勇猛攝受因轉，若發正願；或於其中，制御其心，不

令流散；或於其中，安住其心猛利思擇，不生厭倦而自安忍；或於其中，而行放捨；或

於其中，發勤精進，熾然無懈；或於其中，善巧方便而正修行。123菩薩如是於正對治方

便善巧，雖遭一切諸艱難事正現在前，而無怯弱，自正能免。 

                                                 
118 「身」，磧砂作「見」。 
119 居放逸處等者：此中略說於三處所令心調善。一、謂居放逸處，二、謂住可愛定，三、謂生

樂世界。言居放逸處者，謂生貴家，財寶具足故。 
120 「令」，磧砂作「心」。 
121 於其愚癡諂詐剛彊諸有情所者：無力解了善說、惡說所有法義，是名愚癡。不如聖教而正修

行，不如真實而自顯發，是名諂詐。其性[忄+龍]悷，難可調伏，是名剛彊。 
122 多分慮恐失念命終者：住品中說：勝解行住菩薩，於其三處有忘失念。一、於境界可意、不

可意色聲香味觸法中，或於一時其心顛倒，忘失正念；二、於受生彼彼身中，既受生已，忘

失前生；三、於所受、所持諸法，久作久說，或於一時有所忘失。於是三處有忘失念。（陵

本四十七卷十八頁 3786）又說未能超越死畏，今說慮恐，其義應知。 
123 若諸菩薩遭遇如是諸艱難事等者：此中種種方便善巧，隨應對治前說諸艱難事。應觀輕重，

如其所應而作方便，此正對治初艱難事。應審揀擇補特伽羅，此正對治第七、第十一艱難事。

攀緣勇猛攝受因轉，若發正願，此正對治第三、第四、第六諸艱難事。制御其心，不令流散，

此正對治第二、第五諸艱難事。安住其心猛利思擇，不生厭倦而自安忍，此正對治第八艱難

事。而行放捨，此正對治第十艱難事。發勤精進，熾然無懈，此正對治第九艱難事。善巧方

便而正修行，此正對治第十二艱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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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師地論》卷 49 
（大正 30，564c22-570c25） 

〈本地分中菩薩地第三持究竟瑜伽處地品第三〉 
 

壬七、地品 

癸一、總名建立 

子一、標 

如前所說十三住中，應知隨彼建立七地。前之六種，唯菩薩地；第七一種，菩薩、如來

雜立為地。 
子二、徵 

何等為七？ 
子三、列 

一、種性地，二、勝解行地，三、淨勝意樂地，四、行正行地，五、決定地，六、決定

行地，七、到究竟地。 
子四、釋 

丑一、出名雜地 

如是七種菩薩地中，最後一種名為雜地。 
丑二、配菩薩地 

前種性住，名種性地；勝解行住，名勝解行地；極歡喜住，名淨勝意樂地；增上戒住、

增上心住、三種增上慧住、有加行有功用無相住，名行正行地；無加行無功用無相住，

名決定地，此地菩薩墮在第三決定中故；1無礙解住，名決定行地；最上成滿菩薩住及

如來住，名到究竟地。 
丑三、指如來地 

如來住地，於後建立佛法品中，當廣演說。 
癸二、隨釋疑難 

子一、問 

問：菩薩從勝解行地隨入淨勝意樂地時，云何超過諸惡趣等？ 
子二、答 

丑一、辨修習 

寅一、修習哀愍 

答：是諸菩薩依止世間清淨靜慮，於勝解行地已善積集菩提資糧；於如前說百一十苦諸

有情類修習哀愍，無餘思惟。2 
寅二、得悲意樂 

                                                 
1 墮在第三決定中故者：功德品說：菩薩略有三種墮於決定。何等為三？一者、安住種性墮於

決定，二者、發菩提心墮於決定，三者、不虛修行墮於決定。（陵本四十六卷十一頁 3701）此

說決定，唯取第三不虛修行，故作是說。 
2 百一十苦諸有情類等者：百一十苦，如前供養親近無量品說。（陵本四十四卷十一頁 3575）觀

唯是苦，修悲無量，由是說言修習哀愍，無餘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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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修習為因緣故，於彼色類諸有情所，得哀愍意樂及悲意樂。 
寅三、心發正願 

由是因緣，為利惡趣諸有情故，誓居惡趣如己 3舍宅。作是誓言：我若唯住如是處所，

能證無上正等菩提，亦能忍受。為除一切有情苦故，一切有情諸惡趣業，以淨意樂，4悉

願自身代彼領受苦異熟果。為令畢竟一切惡業永不現行，一切善業常現行故，心發正願。 
丑二、明超越 

寅一、斷麤重 

彼由修習如是世間清淨靜慮悲願力故，一切惡趣諸煩惱品所有麤重，於自所依皆得除遣。 
寅二、獲轉依 

由此斷故，菩薩不久獲得轉依，於諸惡趣所有惡業畢竟不作，於諸惡趣決定不往。 
寅三、結異名 

齊此菩薩，說名超過一切惡趣，亦名超過勝解行地，亦名已入淨勝意樂地。 
癸三、顯淨治法 

子一、總標 

如前住品所說信等能淨修治諸住十法，今於此中，當知亦能淨修治地。如是十法所有安

立所治、能治略義次第，皆應了知。5 
子二、別釋 

丑一、安立 

寅一、標 

謂彼十種淨修地法，能對治彼所對治法，故得安立。 
寅二、徵 

何等為十？ 
寅三、釋 

卯一、信 

謂一切種全未發心，全未受持菩薩學處，是名為信所對治法；對治彼故，安立於信。 
卯二、悲 

於諸有情有損害心，是名為悲所對治法；對治彼故，安立於悲。 
卯三、慈 

於諸有情有瞋恚心，是名為慈所對治法；對治彼故，安立於慈。 
卯四、捨 

於身命財有所顧戀，是名為捨所對治法；對治彼故，安立於捨。 
卯五、無倦 

於諸有情希求報恩，見彼邪行貪著利養多有所作，是無厭倦所對治法；6對治彼故，安

立無倦。 
                                                 
3 「己」，陵本作「已」。 
4 以淨意樂等者：於諸眾生發起利益安樂意樂，善故名淨，非由無漏世間清淨靜慮攝故。 
5 如前住品所說信等能淨修治諸住十法等者：前說十法，所謂淨信、悲、慈、惠捨、無有厭倦、

善知諸論、善解世間、修習慚愧、堅力持性、供養如來，與此正同。然彼修治唯說地上，今

於此中偏說地前，由是說義有差別。如下安立所治、能治略義次第，皆約種姓地、勝解行地

為論，不通所餘一切上地，由彼上地於前住品已釋其相，是故略不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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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六、善知諸論 

無有方便善巧加行，是善知論所對治法；對治彼故，立善知論。 
卯七、善知世間 

性不柔和，不於他心隨順而轉，是名善知一切世間所對治法；對治彼故，安立善知一切

世間。 
卯八、慚愧 

於修善法放逸懈怠，是名慚愧所對治法；對治彼故，安立慚愧。 
卯九、堅力持性 

於其長時種種猛利無間無斷生死大苦深生怯弱，當知是名堅力持性所對治法；對治彼

故，所以安立堅力持性。 
卯十、供養如來 

於大師所猶豫疑惑，當知是名供養如來所對治法；對治彼故，所以安立供養如來。 
寅四、結 

如是且說所治、能治安立十法。 
丑二、略義 

寅一、徵 

云何復名如是略義？ 
寅二、標 

謂此十法略顯二義。 
寅三、列 

一者、顯示意樂清淨，二者、顯示加行清淨。 
寅四、配 

當知前三，顯示菩薩意樂清淨；其餘七種，顯示菩薩加行清淨。 
丑三、次第 

寅一、徵 

如是十法次第云何？ 
寅二、釋 

謂諸菩薩，於大菩提先深淨信。次於有苦諸有情類，發起悲愍。起悲愍時，如是誓願：

我應拔濟一切有情，令其安樂，而起慈心。起慈心已，一切能捨，於身命財無所顧戀。

無顧戀已，即為彼義精勤加行，無有厭倦。無厭倦已，善知諸論。善知論已，如世間轉

即如是知。知世間已，若自煩惱率爾現行，深生慚愧。生慚愧已，不隨煩惱自在而行，

便能獲得堅力持性。由正獲得堅力持性，於正加行能無退轉，無量善法運運增長，能於

如來奉獻上妙正行供養、財敬供養，是故最後供養如來。 
寅三、結 

是名十法次第修證。 
子三、總結 

當知如是十種善法，於一切地能淨修治。 

                                                                                                                                                         
6 於諸有情希求報恩等者：由希報恩，於彼有情多有所作。或見彼邪行，而復貪著利養為因緣

故，多有所作。於利他事能為障礙，令不究竟，由是說彼是無厭倦所對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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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分中菩薩地第三持究竟瑜伽處行品第四〉 
 

壬八、行品 

癸一、略舉四行〈 

子一、標 

菩薩始從勝解行地，乃至最後到究竟地，於此一切菩薩地中，當知略有四菩薩行。 
子二、徵 

何等為四？ 
子三、列 

一者、波羅蜜多行，二者、菩提分法行，三者、神通行，四者、成熟有情行。 
子四、釋 

丑一、別辨四行 

寅一、辨 

卯一、波羅蜜多行 

辰一、標十種 

前說六種波羅蜜多，及方便善巧波羅蜜多、願波羅蜜多、力波羅蜜多、智波羅蜜多，如

是十種波羅蜜多，總名波羅蜜多行。 
辰二、釋後四 

巳一、第一義 

午一、方便善巧 

如前所說十二行相方便善巧，7當知說名方便善巧波羅蜜多。 
午二、願 

如前所說五種大願，8當知名願波羅蜜多。 
午三、力 

所有十力加行清淨，9當知名力波羅蜜多。 
午四、智 

未一、釋自性 

於一切法如實安立清淨妙智，10當知名智波羅蜜多。 

                                                 
7 如前所說十二行相方便善巧者：如前菩提分品中說應知。（陵本四十五卷四頁 3625） 
8 如前所說五種大願者：如前菩提分品中說應知。（陵本四十五卷十六頁 3657） 
9 所有十力加行清淨者：力種性品說：菩薩於是內明所顯正因果相如實知已，精進

※
修習，令處

非處智力種性漸得清淨、漸得增長。（陵本三十八卷十四頁 3141）又說：菩薩於是內明所顯已

作不失、未作不得相如實知已，精勤修習，令其自業智力種性漸得清淨、漸得增長。又說：

菩薩或由從他得正教授，或由施他無倒教授，能令所餘八力種性漸得清淨、漸得增長。（陵本

三十八卷二十一頁 3171）此應準知。 
※編按：「精進」，卷三十八原文作「精勤」。 

10 於一切法如實安立清淨妙智者：功德品說：菩薩略有四種施設建立，唯有如來及諸菩薩能正

施設、能正建立，非餘一切若天、若人、若諸沙門、若婆羅門，唯除聞已。何等為四？一者、

法施設建立，二者、諦施設建立，三者、理施設建立，四者、乘施設建立。（陵本四十六卷十

三頁 3707）此說於一切法如實安立，如彼應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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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二、簡差別 

今於此中，能取勝義無分別轉清淨妙慧，當知名慧波羅蜜多。能取世俗有分別轉清淨妙

智，當知名智波羅蜜多。如是名為二種差別。 
巳二、第二義 

午一、方便善巧 

復有異門。謂無量智，11當知說名方便善巧波羅蜜多。 
午二、願 

希求後後 12智殊勝性，當知名願波羅蜜多。 
午三、力 

一切魔怨不壞道性，當知名力波羅蜜多。 
午四、智 

如實覺了所知境性，當知名智波羅蜜多。 
卯二、菩提分法行 

四念住等所有一切三十七種菩提分法、四種尋思、四如實智，皆如前說，總名菩薩菩提

分法行。 
卯三、神通行 

如前所說威力品中，菩薩所有六種神通，是名神通行。 
卯四、成熟有情行 

如前所說二種無量。一、所調伏界無量，二、調伏方便界無量。及成熟品中所說一切成

熟有情，總名菩薩成熟有情行。 
寅二、結 

如是四種菩薩妙行，當知普攝一切菩薩所行善行。 
丑二、廣明施等 

寅一、釋其度名 

應知此中，施等十法，經三大劫阿僧企耶，長時修習乃圓證故；自性清淨體殊勝故；13過

餘一切世間聲聞、獨覺善根，攝受最勝菩提果故。如是十法最極長時乃能圓證，自性最

極清淨殊勝，能得最極菩提妙果，是故說名波羅蜜多。 
寅二、顯建立義 

卯一、明因緣 

辰一、標 

應知如是波羅蜜多，由三因緣次第建立。 
辰二、徵 

何等為三？ 
辰三、列 

一、由對治故；二、由生起故；三、由異熟果故。 
                                                 
11 謂無量智者：此說五種無量應知。由諸菩薩，於五無量能起一切善巧作用故。此五無量，如

功德品別釋其相。（陵本四十六卷十五頁 3715） 
12 「後後」，磧砂作「後後地」。 
13 自性清淨體殊勝者：前說菩薩次第圓滿六波羅蜜多已，能證無上正等菩提。於彼一一波羅蜜

多別釋自性，應知彼體清淨殊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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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四、釋 

巳一、由對治 

午一、徵 

云何如是波羅蜜多，由對治故，次第建立？ 
午二、釋 

未一、舉前六 

謂慳、惡行、於諸有情怨恨逼惱、懈怠、散亂、闇鈍愚癡，如是六法能障菩提；施等六

法能為對治，如其所應，建立六種波羅蜜多。 
未二、攝所餘 

當知所餘波羅蜜多即此所攝。 
午三、結 

如是名為由對治故，次第建立。 
巳二、由生起 

午一、徵 

云何如是波羅蜜多，由生起故，次第建立？ 
午二、釋 

謂諸菩薩，先於財位無所顧戀，棄家諸欲，受淨尸羅。敬重戒故，能忍他惱，不惱於他。

受持淨戒修習忍已，戒淨無動，無間無斷，於諸善品勤修加行。如是修習勤精進故，離

諸放逸，能觸妙善心一境性。心得定故，如實了知，觀見一切所知境界。 
午三、結 

當知是名由生起故，次第建立。 
巳三、由異熟果 

午一、徵 

云何如是波羅蜜多，由異熟果，次第建立？ 
午二、釋 

未一、外事圓滿 

謂諸菩薩於現法中，精勤修學施等善法；由是因緣，於當來世獲得種種外妙珍財無不圓

滿，當知是施波羅蜜多因力所作。 
未二、內事圓滿 

申一、標 

獲得內五自體圓滿，是餘戒等波羅蜜多因力所作。 
申二、徵 

云何內五自體圓滿？ 
申三、釋 

酉一、壽等殊勝 

謂善趣攝若天若人，於餘有情壽等殊勝，當知是名第一圓滿。 
酉二、性能堪忍 

若有俱生於善加行常無厭倦，堪忍他惱，不樂惱他，當知是名第二圓滿。 
酉三、性勇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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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俱生普於一切所作事業堅固勇猛，當知是名第三圓滿。 
酉四、性薄煩惱 

若有俱生性薄塵穢，於其自心能自在轉，心有堪能於一切義速證通慧，當知是名第四圓

滿。 
酉五、性具聰敏 

若有俱生於一切義其慧廣大聰敏 14捷利，當知是名第五圓滿。 
午三、結 

應知是名由異熟果，如是六種波羅蜜多次第建立。 
卯二、唯六數 

辰一、別配三學 

由前四種波羅蜜多資糧、自性、眷屬、守護，15當知圓滿修諸菩薩增上戒學；由其靜慮

波羅蜜多，當知圓滿修諸菩薩增上心學；由其般若波羅蜜多，當知圓滿修諸菩薩增上慧

學。 
辰二、結無過增 

過此三上，更無菩薩學道可得，是故此三普攝一切菩薩學道。由此建立波羅蜜多唯有六

種，除此無有若過若增。 
癸二、明四應作 

子一、標 

又諸菩薩略有四種所應作事，由是普攝一切所作。 
子二、徵 

何等為四？ 
子三、列 

一者、為證菩提修諸善行；二者、由此為先達真實義；三者、圓證威力；四者、成熟有

情。 
子四、配 

如是四種菩薩所作，當知是先所說四行，16如其次第所為所立。是故過此，更不建立有

諸餘行。 
 

〈本地分中菩薩地第三持究竟瑜伽處建立品第五之一〉 
 

辛三、後建立攝 

壬一、標 

依如來住及依如來到究竟地，諸佛世尊有百四十不共佛法。 
壬二、列 

                                                 
14 「敏」，磧砂作「愍」。 
15 資糧自性眷屬守護者：謂施波羅蜜多是戒資糧，戒波羅蜜多是戒自性，忍波羅蜜多是戒眷屬，

精進波羅蜜多是戒守護。如是次第圓滿戒學應知。 
16 當知是先所說四行者：謂如前說四菩薩行。一者、波羅蜜多行，二者、菩提分法行，三者、

神通行，四者、成熟有情行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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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諸 17如來三十二大丈夫相、八十隨好、四一切種清淨、十力、四無所畏、三念住、三

不護、大悲、無忘失法、永害習氣，及一切種妙智。 
壬三、釋 

癸一、別顯 

子一、諸相隨好 

丑一、果攝 

寅一、列相好 

卯一、三十二相 

辰一、徵 

云何如來三十二種大丈夫相？ 
辰二、列 

一者、具大丈夫足善安住等案地相，是大丈夫大丈夫相。二者、於雙足下現千輻輪，轂

輞眾相無不圓滿。三者、具大丈夫纖長指相。四者、足跟趺長。五者、手足細軟。六者、

手足網縵。七者、立手摩膝。八者、瑿泥耶腨 18。九者、身不僂曲。十者、勢峰藏密。

十一者、身相圓滿如諾瞿陀。十二者、常光一尋。十三者、身毛上分 19。十四者、身諸

毛孔一一毛生，如紺青色螺文右旋。十五者、身皮金色。十六者、身皮細滑，塵垢不著。

十七者、於其身上兩手、兩足、兩肩及項七處皆滿。十八者、其身上半如師子王。十九

者、肩善圓滿。二十者、髆間充實。二十一者、身分洪直。二十二者、具四十齒，皆悉

齊平。二十三者、其齒無隙。二十四者、其齒鮮白。二十五者、頷如師子。二十六者、

其舌廣薄，若從口出，普覆面輪及髮邊際。二十七者、於諸味中得最上味。二十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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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九者、其

目紺青。三十者、睫如牛王。三十一者、其頂上現烏瑟膩沙。三十二者、眉間毫相其色

光白，螺文右旋，是大丈夫大丈夫相。 
卯二、八十隨好 

辰一、徵 

云何如來八十隨好？ 
辰二、列 

巳一、於下身分六十隨好 

謂兩手足具二十指及以節爪并 20皆殊妙，是即名為二十隨好。兩手、兩足表裏八處，手

四、足四并皆殊妙，是即名為八種隨好。兩踝、膝、股六處殊妙，是即名為六種隨好。

兩臂、肘、腕六處殊妙，是即名為六種隨好。腰、縫殊妙，各一隨好。兩核殊妙，為二

隨好。陰藏殊妙，為一隨好。兩臀殊妙，為二隨好。臗、臚 21、臍三并皆殊妙，各一隨

好。兩脅、腋、乳并皆殊妙，為六隨好。腹、胸、項、脊，各一隨好。如是所說，除頸

已上，於下身分六十隨好。22 
                                                 
17 磧砂無「諸」字。 
18 「腨」，大正作「踹」。 
19 「分」，大正作「靡」。 
20 「并」，磧砂作「普」。 
21 「臚」，磧砂作「矑」。 
22 於下身分六十隨好者：前說腰、縫殊妙，為二隨好；腹、胸、項、脊，為四隨好。并餘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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巳二、從頭以下二十隨好 

上下齒鬘并皆殊妙，為二隨好。[齒*虛]齶殊妙，為一隨好。兩唇眷屬并皆殊妙，為二隨

好。頤善圓滿，為一隨好。兩頰圓滿善安其所，為二隨好。兩目眷屬并皆殊妙，為二隨

好。兩眉殊妙，為二隨好。其鼻二孔并皆殊妙，為二隨好。其額殊妙，為一隨好。角鬢、

兩耳并皆殊妙，為四隨好。頭髮殊妙，為一隨好。如是所說，從頸已上二十隨好。 
辰三、結 

前有六十，後有二十，總合說為八十隨好。 
寅二、簡差別 

卯一、辨已得等 

辰一、初獲異熟 

如是諸相及諸隨好，若諸菩薩始入淨勝意樂地時，已得異熟。 
辰二、殊勝清淨 

從此已上，諸相隨好，展轉獲得殊勝清淨。23 
辰三、一切圓滿 

當知乃至坐菩提座，方乃證得其餘所有四一切種妙清淨等不共佛法，善淨圓滿。24 
辰四、下劣成就 

若下劣者，先菩薩時亦已成就。 
卯二、辨其資糧 

辰一、無差別 

始從清淨勝意樂地，一切所有菩提資糧無有差別，能感一切相及隨好。 
辰二、有差別 

巳一、標 

又此一切菩提資糧略有二種，謂去菩提若遠、若近。 
巳二、釋 

午一、遠 

此中遠者，謂未獲得諸相、隨好異熟果時。 
午二、近 

所言近者，謂初獲得諸相、隨好異熟果時，或從此上，展轉獲得殊勝清淨。 
丑二、因攝 

寅一、出由業因 

卯一、廣相似業 

                                                                                                                                                         
故成六十。 

23 已得異熟等者：相及隨好，菩薩始入地時，創初獲得，名得異熟。由是菩薩異熟相故，如下

自說。如是相好，菩薩若在種性地中，唯有種子依身而住。菩薩若在勝解行地，始能修彼能

得方便。菩薩若在清淨增上意樂地中，乃名為得。菩薩若在諸餘上地，如是相好轉勝清淨。

此應準知。 
24 四一切種妙清淨等不共佛法等者：謂一切種所依清淨、一切種所緣清淨、一切種心清淨、一

切種智清淨，是名四一切種清淨。等言，等取十力等不共佛法。此中義顯，相好及餘一切不

共佛法，於佛果位，說名善淨圓滿。如下自說，若在如來到究竟地，當知相好善淨無上故。

先菩薩時亦已成就，然是下劣，故不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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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一、標 

又薄伽梵由所化力，為眾宣說造種種業，感得如是相、隨好果。 
辰二、徵 

何以故？ 
辰三、釋 

巳一、總說因緣 

所 25化有情於其種種惡業現行深生喜樂。如是種種現行惡業是所對治，感相、隨好種種

善業是能對治。彼聞如是種種殊勝大果勝利，便於如是大果勝利深生愛樂；由是因緣，

當離諸惡，當修諸善，是故為說。 
巳二、別廣諸相 

午一、指 

廣如諸相素怛纜說。 
午二、列 

未一、足下善安住相 

謂諸菩薩，於戒禁忍及惠捨中善安住故，感得足下善安住相。 
未二、足下千輻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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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三、纖長指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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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四、足跟趺長 

即上所說感三相業，總能感得足跟趺長，是前三相所依止故。 
未五、手足網縵 

由四攝事，攝諸尊長，是故感得手足網縵。 
未六、手足細軟 

奉施尊長塗身、按摩、沐浴、衣服，是故感得手足細軟。 
未七、立手摩膝 

修諸善法不生喜足，令諸善法展轉增長，是故感得立手摩膝。 
未八、瑿泥耶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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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九、身不僂曲 

於其正法漸次等顯續索轉故，26於身語意種種惡業皆能止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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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是故感得身不僂曲。 
未十、勢峰藏密 

                                                 
25 「所」，磧砂作「中」。 
26 於其正法漸次等顯續索轉故者：此中等顯，謂遍開示。攝異門分說：遍開示者，謂無間演說，

不作師拳，無所隱覆。（陵本八十三卷十二頁 6312）又自覺了法已等相續起，名續索轉。 
27 於諸欲中曾不低下者：謂於諸欲不生貪故，不為諸欲所制伏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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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被他 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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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十一、身相圓滿如諾瞿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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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十二、身毛上分 

由業感得立手摩膝，即能感得身毛上分。 
未十三、毛紺青色螺文右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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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故，入微義故，草葉等穢能蠲除故，又能除去客塵垢故，30感身毛孔一一毛生，如紺青

色螺文右旋。 
未十四、身皮金色常光一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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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十五、身皮細滑塵垢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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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十六、於其身上七處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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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十七、其身上半如師子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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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十八、肩善圓滿髆間充實 

即由此業，當知復感肩善圓滿、髆間充實。 
未十九、身分洪直 

由此業感纖長指相，復即感得身分洪直。 
未二十、具四十齒齊平無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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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二十一、其齒鮮白 

修欲界慈，31思惟法義，由此感得其齒鮮白。 
未二十二、頷如師子 

若諸有情有所希冀 32，隨其所樂，正捨珍財，由此感得頷如師子。 
                                                 
28 「他」，磧砂作「訶」。 
29 「友」，磧砂、大正作「支」。 
30 唯一住故等者：聞所成地中說：善法可愛生展轉住。謂於善法不放逸者，於現法中乃至能得

般涅槃故，於後法中往善趣故，多有所作。（陵本十三卷二十二頁
※1160）即依此義，名唯一

住。一種佛教所應知處所建立故，此釋前說自善觀察。依止善友，不依惡友，名依一友，此

釋前說親近明智。審諦思惟如其所聞、如所究達諸法道理，名入微義，此釋前說能思微義。

草座、葉座及餘敷具，由能修治，名能蠲除草葉等穢及客塵垢。謂由數數翻舉蠲除彼穢，及

由沐浴去彼塵垢故，此釋前說尊所居處能淨修治，敷舉沐浴。 
※「二十二頁」，披尋記原作「十二頁」。 

31 修欲界慈者：謂修慈無量定對治瞋恚，此對治已，出離欲界，是故說言修欲界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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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二十三、於諸味中得最上味 

視諸有情猶如己 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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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未二十四、頂現烏瑟膩沙舌覆面輪 

於離殺等五種學處，能自受護，亦勸他受。35修悲心故，於大法受能正行故，36由此感

得其頂上現烏瑟膩沙、其舌廣薄普覆面輪。 
未二十五、音若頻迦聲如天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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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若

羯羅頻迦之音，其聲雷震猶如天鼓。 
未二十六、其目紺青睫如牛王 

普於世間恆常修習慈心悲哀，如父如母 38，由此感得其目紺青、睫如牛王。 
未二十七、毫相光白螺文右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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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巳三、結由淨戒 

午一、總感一切 

如是一切三十二種大丈夫相無有差別，當知皆用淨戒為因而能感得。何以故？若諸菩薩

毀犯淨戒，尚不能得下賤人身，何況能感大丈夫相。 
午二、說攝頂相 

當知此中，其頂上現烏瑟膩沙，及以如來無見頂相，合立一種大丈夫相。離此更無別可

得故。如是且說能感相似三十二相種種業因廣建立已。 
卯二、略說善修 

辰一、別辨相 

巳一、標 

復次，略說在家、出家二分菩薩，所有四種善修事業，39當知能感一切相好。 
巳二、釋 

                                                                                                                                                         
32 「冀」，陵本作「異」。 
33 「己」，陵本作「已」。 
34 施法味故等者：此施法味，釋前愛念救護，為彼說法，令得義利故。此嘗法味，釋前淨信哀

愍，令於聖教生淨信故。此能淨修治變壞味，釋前給施醫藥澄淨無穢，謂以此法究竟能治內

心病故。言變壞味者，義顯煩惱令心變壞，為變壞苦之所逼觸故。 
35 於離殺等五種學處等者：聲聞地說：阿羅漢苾芻諸漏永盡，不能習近五種處所。一者、不能

故思殺害諸眾生命，二者、不能不與而取，三者、不能行非梵行習婬欲法，四者、不能知而

妄語，五者、不能貯蓄受用諸欲資具。（陵本三十四卷二十六頁 2813）此亦名為永斷五支。

此五處所，名離殺等五種學處。受謂攝受，護謂防護。決擇分中說有攝受律儀、防護律儀，

差別應知。（陵本五十三卷四頁 4219） 
36 修悲心故等者：此修悲心，釋前於離殺等五種學處。由修悲心，遠離損害有情諸邪行故。菩

薩發心，能為無上菩提根本，亦是大悲之所等流，名大法受。共自他利，名能正行，此釋前

說能自受護，亦勸他受。 
37 磧砂無「譬」字。 
38 「如父如母」，磧砂作「猶如父母」。 
39 四種善修事業者：謂諸菩薩，於六波羅蜜多決定修作、委悉修作、恆常修作、無罪修作，是

名四種善修事業。如分品釋應知。（陵本四十七卷六頁 3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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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一、決定修作 

謂於此中決定修作，能感足下善安住相。 
午二、委悉修作 

委悉修作，能感足下千輻輪相、立手摩膝、手足網縵、身皮細滑、於其身上七處皆滿、

肩善圓滿、髆 40間充實、身分洪直、其舌廣薄。 
午三、恆常修作 

恆常修作，感纖長指、足跟趺長、身不僂曲、其身圓滿如諾瞿陀、其齒無隙。 
午四、無罪修作 

未一、標 

無罪修作，能感餘相。 
未二、釋 

申一、於諸有情無損加行 

當知此中，於諸有情無損加行，由此能感手足細軟、身皮細滑。 
申二、於善加行次第應時 

於諸善中次第加行、應時加行，由此感得瑿泥耶腨。 
申三、歡喜淨心現行諸善 

深生歡喜，極光淨心現行諸善，由此感得常光一尋、身皮金色、其齒鮮白、眉間白毫。 
申四、無依修善覆藏己德 

不依稱譽聲頌修善，覆藏己 41德，由此能感勢峰藏密。 
申五、所修善根迴向菩提 

所修善根迴向菩提，由此感得身毛上分 42、具四十齒皆悉齊平、於諸味中得最上味、其

頂上現烏瑟膩沙。 
申六、修善無厭無劣加行 

修善無厭無劣加行，由此感得其身上分如師子王、頷如師子。 
申七、利諸有情平等瞻視 

於諸有情，以利益心平等瞻視，得齒齊平、目紺青色、睫如牛王。 
申八、於下劣善不生喜足 

於下劣善不生喜足，起勝加行，由此因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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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巳三、結 

如是四種善修事業，能得菩薩三十二種大丈夫相殊勝清淨。 
辰二、總建立 

巳一、依地辨 

午一、種性地 

當知如是三十二種大丈夫相、八十隨好，菩薩若在種性地中，唯有種子依身而住。 
午二、勝解行地 

                                                 
40 「髆」，大正作「膊」。 
41 「己」，陵本作「已」。 
42 「分」，大正作「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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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若在勝解行地，始能修彼能得方便。 
午三、淨意樂地 

菩薩若在清淨增上意樂地中，乃名為得。 
午四、諸餘上地 

菩薩若在諸餘上地，如是相好轉勝清淨。 
午五、如來地 

若在如來到究竟地，當知相好善淨無上。 
巳二、明廢立 

如是諸相是有色故，劣中勝品諸有情類易了知故，雖有一切不共佛法皆得名為大丈夫

相，唯立此為大丈夫相。 
巳三、釋得名 

又即如是三十二種大丈夫相，由所依性能任 43持故，由極殊妙令端嚴故，說名隨好。 
寅二、料簡福聚 

卯一、略舉能感 

辰一、一毛孔處 

又於此中以要言之，一切有情福聚量等爾所福聚，44能感如來一毛孔處。 
辰二、一種隨好 

乃至一切所有毛孔隨入福聚爾所福聚，45能感如來一種隨好。 
辰三、一丈夫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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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辰四、眉間白毫 

乃至一切所有諸相隨入福聚，除白毫相、烏瑟膩沙，增至千倍爾所福聚，能感如來眉間

白毫。 
辰五、無見頂相 

乃至白毫隨入福聚，增至百千倍爾所福聚，能感如來其頂上現烏瑟膩沙無見頂相。 
辰六、大法螺相 

乃至白毫隨入福聚，增至俱胝百千倍數爾所福聚，能感如來諸相、隨好所不攝餘大法螺

相。由此法螺隨如來欲發大音聲，普能遍告無邊無際諸世界中所化有情。 
卯二、總顯圓滿 

如是無量福德資糧修證圓滿，能感如來不可思議、無上無等、遍一切種最極圓滿所攝自

體。 
寅三、釋名無量 

卯一、標 

又此能感諸相、隨好無量善業，當知略由三因緣故，說名無量。 
卯二、釋 

                                                 
43 「任」，磧砂作「住」。 
44 一切有情福聚量等爾所福聚者：感人天生一切有情自體福德因緣，是名一切有情福聚。今說

如有情量所有福聚，名彼量等爾所福聚。 
45 一切所有毛孔隨入福聚者：此中毛孔，謂於如來。前說一切有情福聚，能感如來一毛孔處，

今即以彼有情福聚，增說乃至如來一切所有毛孔，是名隨入福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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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一、時無量 

謂經於三無數大劫，無間修習乃圓證故，名時無量。 
辰二、意樂無量 

於諸有情無量利益安樂意樂增上緣力所集成故，名為妙善意樂無量。 
辰三、品無量 

無量善業差別品類所集成故，名品無量。 
卯三、結 

故言無量福德資糧修習圓證，能起 46如來諸相、隨好。 
子二、四一切種清淨 

丑一、徵 

云何如來四一切種清淨？ 
丑二、列 

一者、一切種所依清淨，二者、一切種所緣清淨，三者、一切種心清淨，四者、一切種

智清淨。 
丑三、釋 

寅一、所依清淨 

云何一切種所依清淨？謂一切煩惱品麤重并諸習氣，於自所依無餘永滅；又於自體，如

自所欲取住捨中自在而轉；是名一切種所依清淨。 
寅二、所緣清淨 

云何一切種所緣清淨？謂於種種若化、若變、若所顯現 47一切所緣皆自在轉，是名一切

種所緣清淨。 
寅三、心清淨 

云何一切種心清淨？謂如前說一切心麤重永滅離故，又於心中一切種善根皆積集故，是

名一切種心清淨。 
寅四、智清淨 

云何一切種智清淨？謂如前說一切無明品麤重永滅離故，又遍一切所知境中智無障礙、

智自在轉，是名一切種智清淨。 
子三、十力 

丑一、徵 

云何如來十力？ 
丑二、列 

一者、處非處智力，二者、自業智力，三者、靜慮解脫等持等至智力，四者、根勝劣智

力，五者、種種勝解智力，六者、種種界智力，七者、遍趣行智力，八者、宿住隨念智

力，九者、死生智力，十者、漏盡智力。 
丑三、指 

如是十種如來智力，當知廣如十力經說。 

                                                 
46 「起」，磧砂作「超」。 
47 若化若變若所顯現者：若化、若變，此說神境智通所緣。若所顯現，此說所餘一切智通所緣

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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丑四、釋 

寅一、別顯 

卯一、釋名如來 

當知此中，諸有所言、所說、所宣，一切如實皆無虛妄，故名如來。 
卯二、釋其十力 

辰一、處非處智力 

巳一、別釋名 

午一、辨處非處 

未一、處 

淨不淨果非不平等，如實轉因，48是名為處，亦名建立、亦名為依、亦名為起。 
未二、非處 

淨不淨果不平等因，與上相違，是名非處。49 
午二、明智力性 

未一、智 

申一、標如實 

遠離一切增上慢智，說名如實。 
申二、釋離慢 

若一切智、若無滯智、若清淨智，50當知說名遠離一切增上慢智。 
申三、指諸句 

如是一切智等諸句，當知如前最極無上菩提品記 51。 
申四、釋次第 

數之次第最居其首，故名第一。 
未二、力 

以無上故，52與一切種饒益一切有情功能具相應故，53畢竟勝伏一切魔怨大威力故，說

名為力。 
巳二、總顯義 

午一、釋眾德 

未一、名大涅槃 

攝受如實圓證因故，如其所欲皆能現行自在轉故，說名成就最上涅槃。以無上故，說名

                                                 
48 淨不淨果非不平等如實轉因者：淨不淨業能感淨不淨果，如是因果非不平等。即以此因為依

處故，如實智生，由是說言如實轉因。若諸如來應正等覺，如實了知，能正宣說，名處智力。 
49 淨不淨果不平等因等者：若執非因以為是因，是名不平等因。即以此因為依處故，顛倒智生，

不如實轉，由是說言與上相違。若諸如來應正等覺，於此非處如實了知，能正宣說，名非處

智力。 
50 若一切智等者：於一切界、一切事、一切品、一切時智無礙轉，名一切智。暫作意時，遍於

一切無礙速疾無滯智轉。不由數數作意思惟，依一作意遍了知故，名無滯智。一切煩惱并諸

習氣畢竟斷故，名清淨智。義如菩提品說。（陵本三十八卷一頁 3099） 
51 「記」，大正作「說」。 
52 以無上故者：義顯於大眾中正獅子吼，故名無上，此即初義釋名為力。 
53 與一切種饒益一切有情功能具相應故者：饒益有情有十一相，名一切種。如戒品饒益有情戒

說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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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大。54 
未二、名仙尊位 

八支聖道所證得故，遠離一切災患畏故，名仙尊位。 
未三、名自知 

能自了知自所證故，說名自知。 
未四、名轉梵輪 

既自證已，由哀愍心，廣為有情等開示故，名轉梵輪。何以故？謂諸如來有是增語，說

名為梵，亦名 55寂靜、亦名清涼。最初能轉，從此已後餘復為餘，如是展轉梵所推運，

周旋一切有情眾中，故名梵輪。 
未五、名師子吼 

自顯墮在最上施設無上 56大師圓滿攝故；能說彼道對治一切餘邪道故；於道怨敵異論現

前無怯弱故；為欲勝伏一切他論，宣揚廣大無上論故；名大眾中正師子吼。 
午二、明略攝 

未一、第一義 

以要言之，當知此中，顯發、辯了、施設、開示自利行滿，利他行滿，自利利他圓滿不

共。57 
未二、第二義 

復有異門。此中略義，謂所應得 58勝方便。此勝方便，一切眾會隨所樂欲，或天或人一

切皆從我所獲得此勝方便。如病除愈，當知此顯自知已得大安隱處。59如彼疾病除愈方

便，當知此顯轉於梵輪。如遮一切邪醫，自稱顯己 60決定能愈眾疾，當知此顯於大眾中

正師子吼。 
辰二、自業智力 

巳一、別辨業 

午一、時分攝 

若有諸業已作、已增、已滅，名為過去。若有諸業非是已作、已增、已滅，亦非正作，

而是當作，名為未來。若有諸業非是已作、已增、已滅，而是正作、正造、正為，名為

現在。 

                                                 
54 攝受如實圓證因故等者：決擇分說：若聖弟子將入無餘涅槃界時，所有一切善及無記諸法種

子皆被損害。（陵本五十一卷十八頁 4131）如來涅槃，當知不爾。一切善法種子不被損害，

是名攝受如實圓證之因；及能轉得內緣自在，名如所欲自在而轉；如是說名成就最上涅槃。

以無上故，名大涅槃。 
55 「亦名」，大正作「名為」。 
56 磧砂無「施設無上」四字。 
57 以要言之等者：此中結顯前說三種略義。自利行滿，結顯經說成就最上涅槃。利他行滿，結

顯經說能轉梵輪。自利利他圓滿不共，結顯經說於大眾中正師子吼。 
58 「得」，大正作「得得」。 
59 復有異門等者：此中更顯三種略義，名有異門。究竟自義所應證法，名所應得。能得彼法決

定勝道，名勝方便。此勝方便皆由如來現等覺已，能正宣說，令聖弟子一切正士，皆乘此法

而得出離，由是說言一切皆從我所獲得。如是總顯前說三種略義。下更分別，如文可悉。此

中自知已得大安隱處，即前所說成就最上涅槃應知。 
60 「己」，大正、陵本作「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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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二、品類攝 

如是諸業品類差別復有三種。所謂身業、語業、意業。 
午三、分位加行攝 

未一、分位 

法受分別復有四種，如前廣說。謂有法受得現世樂，後苦異熟，乃至廣說。61 
未二、加行 

又此諸業現法當來有益無益加行差別，如應當知。 
午四、方所攝 

若所造業依此方所，是名為處。 
午五、依處攝 

若所造業以有情數、非有情數為所依事，是名為事。 
午六、因緣攝 

若所造業以不善根、或以善根為因緣起，是名為因。 
午七、過患功德攝 

若所造業感愛非愛過失功德相應諸果，是名異熟。 
巳二、結略義 

如是略說一切時分、一切品類、一切分位加行差別、一切方所、一切依處、一切因緣、

一切過患及與功德。62於此一切種類差別，皆如實知，是名如來自業智力。除此無有若

過若增。 
辰三、靜慮解脫等持等至智力 

巳一、說靜慮等 

午一、別釋種類 

未一、靜慮解脫 

有四靜慮、有八解脫，即由如是靜慮、解脫，心有堪能，心得自在，隨所樂事皆能成辦。 
未二、等持等至 

申一、標名 

若隨彼彼色類差別三摩地相而入定時，當知說名等持、等至。63 
申二、引教 

如說世尊隨此色類三摩地相而入定時，如其定心，大光普照一切梵世妙音說法，但聞其

聲，都無所見，乃至廣說。 
                                                 
61 法受分別等者：謂有法受，現在受樂，於當來世受苦異熟；或有法受，現在受苦，於當來世

受樂異熟；或有法受，現在受樂，於當來世受樂異熟；或有法受，現在受苦，於當來世受苦

異熟；如是名為四種法受。由此諸業，或有此世能為利益，非於他世；或有他世能為利益，

非於此世；或有此世及於他世俱為利益；或有此世及於他世俱非利益；如是名為四種加行差

別。義如自他利品中說應知。（陵本三十五卷十九頁 2890） 
62 如是略說一切時分等者：前說過去、未來、現在，是名一切時分。身語意業，是名一切品類。

法受分別，及與諸業加行差別，是名一切分位加行差別。餘易了知。 
63 若隨彼彼色類差別三摩地相等者：謂隨彼彼有色有情差別，定心所起諸所緣相，即此所說三

摩地相，由是說名等持、等至。謂如有尋有伺、無尋唯伺、無尋無伺，是此所說等持差別。

又如八勝處三摩鉢底及十遍處三摩鉢底一分，是此所說等至差別。如是一切有色諸定，皆此

等持、等至所攝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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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三、結義 

如是如來隨欲顯示彼彼事義，或共世間、不共世間，隨此色類三摩地相而入定時，速疾

能辦。 
午二、顯無過增 

當知此中，即由靜慮、解脫勢力，心得自在。心自在故，依止於心，隨所樂事一切成辦。

齊此名為修靜慮者一切所作，除此無有若過若增。如來於此靜慮所作一切種類，皆如實

知，是故唯說靜慮、解脫、等持、等至。 
巳二、說得彼智 

午一、別辨相 

未一、於未得得 

申一、舉雜染 

又若略說此靜慮等有二雜染。一者、為得所未得中障礙雜染，謂無方便善巧加行，及以

諸蓋隨一現行。二者、已得所應得中自地雜染，謂煩惱纏及以隨眠。 
申二、例清淨 

如是清淨復有四種。與上相違，應知其相。64 
未二、於彼假名 

又即如是諸靜慮等種種引發假立名字，65隨其色類如應安立，是名建立。 
未三、於彼增進邊際 

又即如是諸靜慮等具證得已，後更勝進修習圓滿，得隨所欲、得無艱難、得無梗澀，是

名清淨。 
午二、結略義 

如來於此，如其未得、如其已得，於所得中，若劣、若勝、若彼假名、若彼所有增進邊

際，66如是一切皆如實知，故說如來普於一切靜慮、解脫、等持、等至，得無上智。 
辰四、根勝劣智力 

如所成熟修證圓滿，信等五根成軟中上，當知是名諸根勝劣。67 
辰五、種種勝解智力 

若從他信以為其先，或觀諸法以為其先，成軟中上愛樂印解，當知是名種種勝解。 
辰六、種種界智力 

若廣建立種種種性，或諸聲聞所有種性，或諸獨覺所有種性，或諸如來所有種性，或有

種種不定種性，或貪等行差別道理，乃至有情八十千行，當知此中名種種界。 
辰七、遍趣行智力 

巳一、釋名 

                                                 
64 如是清淨復有四種等者：前二雜染有四差別，如文可知。今說清淨與彼相違，亦有四種，故

作是說。 
65 種種引發假立名字者：謂由種種假立名字，能正引發諸靜慮等故。 
66 如其未得等者：此中未得，結顯前說障礙雜染。於所得中，若劣，結顯前說自地雜染；若勝，

結顯前說四種清淨。餘易可知。 
67 如所成熟等者：應可成熟補特伽羅，名所成熟。成熟品說：住聲聞種姓，於聲聞乘應可成熟。

住獨覺種姓，於獨覺乘應可成熟。住佛種姓，於無上乘應可成熟。（陵本三十七卷二十頁 3076）
今說如其聲聞、獨覺及佛種姓，信等五根有軟中上三種差別，依此建立諸根勝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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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一、第一義 

若即如是諸趣入門隨順正行，如貪行者修不淨觀，如聲聞地已廣宣說。當知此等名遍趣

行。 
午二、第二義 

復有異門。謂趣一切五趣之行，當知此等名遍趣行。 
午三、第三義 

復有異門。謂依種種黨類差別，更互相違，各各異見、異欲諍論、互相違背諸外道類，

即諸沙門、或婆羅門所有諸行；或餘一切品類差別此世他世無罪趣行；當知此等名遍趣

行。68 
巳二、指說 

如迦羅摩經等廣說。 
辰八、宿住隨念智力 

巳一、標 

若於種種有情眾中，謂於東方南西北方，種種名字假設安立品類差別。69隨先過去所有

自體八言說句差別類中，隨念六種略所行行，有無量種宿住隨念。 
巳二、釋 

午一、別辨相 

未一、言說行相 

申一、八言說句 

酉一、徵 

何等名為八言說句？ 
酉二、列 

謂如是名、如是生類、如是種姓、如是飲食、如是領受苦樂差別、如是長壽、如是久住、

如是所有壽量邊際。70 
申二、六種略行 

酉一、徵 

何等名為隨言說句六種略行？ 
酉二、列 

一者、呼召假名，二者、剎帝利等色類差別，三者、父母差別，四者、飲食方軌，五者、

興盛衰損，六者、壽量差別。 
未二、差別標說 

                                                 
68 或餘一切品類差別等者：此說三乘聖道趣涅槃行，名為此世他世無罪趣行。望前外道沙門、

或婆羅門，名餘一切品類差別，此是內法凡聖補特伽羅攝故。顯揚論說：遍趣行智力，謂於

一切相乘出離差別中無礙智性。（顯揚論四卷八頁 31,499a）與此義同。 
69 若於種種有情眾中等者：諸有情眾有六十二，如意地說。（陵本二卷十八頁 169）是名種種。

於此有情諸方名字施設有異，是名假設安立品類差別。 
70 如是長壽等者：此中三種，皆是壽量差別略行所攝。有情壽量種種非一，由此說言如是長壽。

有情年齒或少、或中、或老，住有差別，由此說言如是久住。若阿羅漢、若諸有學，於現法

中定般涅槃；若諸異生住最後有；由此說言如是所有壽量邊際。義如決擇分說。（陵本五十二

卷十頁 4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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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一、呼召假名 

由諸世間依憑如是八言說句、六種略行，於自於他起言起說：此是我名，此是彼名。 
申二、色類差別 

我是剎帝利，彼是剎帝利。我是婆羅門、吠舍、戍達羅，彼是婆羅門、吠舍、戍達羅。 
申三、父母差別 

此是我母，此是彼母。如說其母，父亦如是。 
申四、飲食方軌 

我食如是色類飲食，所謂酪、漿、羹、飯、糜等。彼食如是色類飲食，乃至廣說。 
申五、興盛衰損 

我有如是色類興衰差別而轉，彼有如是色類興衰差別而轉。 
申六、壽量差別 

我住如是色類年齒，所謂或少、或中、或老。彼住如是色類年齒，乃至廣說。 
未三、隨念邊際 

唯有爾所隨先過去所有自體八言說句差別類中六種略行，過此無有餘言說句及以略行。

是故唯於如是品類發起隨念，更無有增。 
午二、結略義 

即於此中，若言說行所有行相，若言說句所有標說，71及即於此隨起憶念，是故說言并

相、并說皆能隨念。 
辰九、死生智力 

巳一、出能見 

午一、名天眼 

此中靜慮說名天住 72。眼依彼故，是彼果故，彼攝受故，名為天眼。73 
午二、名極淨 

是極圓滿、是善清淨靜慮果故，名極清淨。 
午三、名超人 

未一、於修得 

於其人中，所有名字皆不相似，74是故說言超過於人。 
未二、於生得 

欲界天中亦有生得，名相似轉清淨天眼，人中亦無。75 
巳二、明所見 

                                                 
71 若言說行所有行相等者：前說六種略所行行，名言說行所有行相。依言說句起言起說，名言

說句所有標說。 
72 「住」，磧砂作「依」。 
73 此中靜慮說名天住等者：聲聞地說：言天住者，謂諸靜慮、諸無色住。（陵本三十四卷二十五

頁 2809）今於此中釋名天眼，唯取靜慮名為天住，為顯此眼依靜慮起，是靜慮果，復為靜慮

所攝受故。 
74 於其人中所有名字等者：謂於人中說名肉眼，彼所行境有明、無障，乃可現前。天眼不爾，

有障、無障、若明、若闇、若近、若遠皆可現前，由是說言皆不相似。 
75 欲界天中亦有生得等者：此說欲界天中亦有天眼，然是生得，非靜慮果，是故名相似轉清淨

天眼。為顯此亦超過於人，是故說言人中亦無。當知是義非此所說，非是如來天眼攝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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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一、於死生時 

諸有情類臨欲終沒，名為死時；住在中有，名為生時。 
午二、於中有相 

未一、惡色好色別 

趣黑闇者，由二種相，起如是類意生中有，如黑羺光及陰闇夜，故名惡色。趣明白者，

由二種相，起如是類意生中有，如晴明夜及婆羅痆斯極鮮白衣，故名好色。 
未二、下劣勝妙別 

諸惡色者，說名為劣；諸好色者，說名為妙。 
未三、惡趣善趣別 

申一、總標能往 

諸下劣者，名往惡趣；諸勝妙者，名往善趣。 
申二、別釋其相 

酉一、惡趣攝 

戌一、辨種種 

亥一、若由此生 

天一、明作業 

地一、由壞戒 

所有壞戒及彼等起，說名成就諸身語意三種惡行。76 
地二、由壞見 

玄一、標二種 

有二邪見。謂壞見者所成邪見，誹謗一切；及住彼意異品類者所成邪見，誹謗賢聖。77如

是皆名謗賢聖者。 
玄二、顯等起 

由邪見故，計著邪因及以邪果；由此為緣，造作邪業。造邪業故，所有法受或現受樂，

於當來世受苦異熟；或現受苦，於當來世受苦 78異熟。是故復說起諸邪見業法受因。79 
天二、結因緣 

彼雖成就其餘所有種種善法，而但由此往於惡趣，是故說言由此因緣。 
亥二、若得生已受苦惱等 

天一、明得生緣 

地一、名身壞 

名色二種更互乖離，故名身壞。 
地二、名極死 

一切死中，如是死者最極下劣，故名極死。80 
                                                 
76 所有壞戒及彼等起等者：所受先壞，是名壞戒。由貪瞋癡為因緣故，能起身語不善業思，名

彼等起。成就十種不善業道，名身語意三種惡行。 
77 有二邪見等者：此說邪見業道有二差別。如有一類大乘惡取空者，名壞見者所成邪見。又如

外道空見論者，起如是見，立如是論：無有施與、無有愛養、無有祠祀，廣說乃至世間無有

真阿羅漢。名住彼意異品類者所成邪見。如是二種差別應知。 
78 「於當來世受苦」，磧砂此句重覆。 
79 起諸邪見業法受因者：謂起邪見、造作邪業及現法受，能為當來苦異熟因故。 
80 一切死中等者：謂善心死、不善心死、無記心死，名一切死。即於此中，不善心死者，將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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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二、明受諸苦 

地一、標體性 

為欲開示那落迦想，是故說言墮險惡趣。為欲開示自性體事，是故復須說那落迦。 
地二、釋名字 

由非法行、不平等行往趣於彼，故名為險。於此趣中，觸諸苦觸，長時種種猛利無間受

諸苦惱平等出現，故名惡趣。墮下分故，大深坑故，難救拔故，甚可悲故，極下賤故，

以大綺言常悲怨故，81說名為墮。 
地三、明說意 

由能發起上品厭離，是故唯說墮那落迦。 
戌二、結略義 

當知此中，若由此生、若得生已，受諸苦惱；若受苦已，復起所餘自業所作種種眾苦，

如是一切由此諸想之所顯示。82 
酉二、善趣攝 

戌一、例相違 

與上相違，隨其所應一切白品，皆當了知。 
戌二、辨差別 

此差別者，善行為先所有諸趣，名為善趣。受極樂故，名樂世界。 
辰十、漏盡智力 

巳一、出所能治 

一切諸漏所有隨眠無餘永斷，逮得能治勝無漏心、勝無漏慧，是其最勝增上心攝、增上

慧攝。由漏盡故，說名無漏心、慧解脫。 
巳二、明自內證 

即此心、慧二種解脫，於最後有，說名內證第六神通，由依見道及依修道內所證故。 
巳三、正能覺他 

午一、釋 

既自證已，如實了知，隨其所欲能為他說，是故說言於現法中自證通慧，具足開覺，我

生盡等諸句差別。83 
午二、指 

廣說如後攝異門分，應知其相。 

                                                                                                                                                         
終時，見亂色相，極重苦受逼迫於身，是故說名最極下劣。義如意地中說。（陵本一卷十四頁

70） 
81 以大綺言常悲怨故者：謂由苦所逼惱，常發言音哀吟悲冤，名常悲怨。如是言音不能引義，

故名綺言。 
82 若由此生等者：前說邪見、業及法受，名由此生。墮險惡趣，受苦異熟，名得生已，受諸苦

惱。於惡趣中，觸諸苦觸，長時種種猛利無間受諸苦惱平等出現，名受苦已，復起所餘自業

所作種種眾苦。如是一切黑品因果等相，皆由前說諸差別名之所顯示。 
83 我生盡等諸句差別者：謂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是名諸句差別。如攝

異門分有二種釋應知。（陵本八十三卷十七頁 6325） 


	《瑜伽師地論》（第四期，卷38-49）目錄-02
	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38-03
	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39-03
	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40-03
	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41-03
	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42-03
	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43-03
	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44-03
	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45-03
	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46-03
	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47-03
	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48-03
	瑜伽師地論科句披尋記-49-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