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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師地論》卷 57講義 

處非處善巧、根善巧表格 
圓融編 2021/4/22 

辛五、處非處善巧 p.1636-1640  

科判 非處：因果道理不相稱 處：因果道理相稱 

出體性 於彼彼事理無相違 於彼彼事理有相違 

顯所為 世尊顯示處非處善巧，為欲顯示染汙、清淨正方便智無失壞故。 

門差別 世尊但以四門宣說一切處非處故。一、成辦門，二、合會門，三、證得

門，四、現行門。以此四門為欲示現遍一切種差別門故。 

一
、
成
辦
門 

諸根越所作 眼能聞聲、齅香、嘗味、覺諸觸

等，必無是處 

能見諸色，斯有是處 

大種越所作 地能造作水、火、風用，必無是處 能作地用，斯有是處 

資生越所作 從餘類種餘類芽生，必無是處 唯自種類，斯有是處 

𣪬牛角等而出於乳，必無是處 𣪬彼乳房，斯有是處 

鑽搖水瓶而出生酥，必無是處 鑽搖於酪，斯有是處 

壓沙出油，必無是處 壓苣蕂等，斯有是處 

鑽濕木等而出於火，必無是處 鑽於乾木，斯有是處 

二
、
合
會
門 

光明、黑闇一時合會，無有是處 若有一處無第二生，斯

有是處 

麤分水火一時合會，無有是處 隨有一種，斯有是處 

二麤色聚同據一處，無有是處 若一極微，斯有是處 

同一種類二心心法俱時合會，無有是處 一一而生，斯有是處 

同一種類若善不善、若善無記不善無記、若苦

若樂俱時合會，無有是處 

隨有一種，斯有是處 

愛非愛果俱時合會，無有是處 若隨有一，斯有是處 

三
、
證
得
門 

石女生兒，無有是處 若非石女，斯有是處 

生半擇迦能生男女，無有是處 若諸丈夫，斯有是處 

盲眼見色、聾耳聞聲、鼻舌壞者齅香嘗味，無

有是處 

諸根不壞，斯有是處 

未具資糧，於現法中證學無學究竟解脫，無有

是處；  

已具資糧，斯有是處 

未得聖道能證涅槃，及證聲聞、獨覺菩提，若

證無上正等菩提，無有是處；  

已得聖道，斯有是處 

人趣有情以傍生趣草等飲食以充節會，若諸天

眾食人飲食，色無色界食諸段食，無有是處；  

與此相違，斯有是處 

不捨那落迦所有身形而得人身，如是不捨所餘

身形而得餘身，無有是處；  

捨已方得，斯有是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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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現
行
門 

地捨自相成餘界相，無有是處；  不捨自相，斯有是處 

生長欲界不得天眼見諸天色，無有是處；  見人中色，斯有是處 

有貪愛者，貪愛覆蔽、貪愛未斷，而於財利心

離染著，無有是處；  

與此相違，斯有是處 

不斷貪等一切煩惱、隨煩惱纏，修四念住，無

有是處；  

與此相違，斯有是處 

於如來所不捨諍見、諍欲、諍心，若不開許，

而能正面覩於如來，無有是處 

若捨若許，斯有是處 

一切智者、一切見者有所知境而不了知，或復

失念作非一切智者所作，無有是處；  

與此相違，斯有是處 

已入大地諸菩薩等，於諸有情起故害心，或菩

提心當有退轉，無有是處；  

與此相違，斯有是處 

略有四處四非處，依前所說觀待道理、作用道理、證成道理、法爾道理，應正觀察 

四道理 於如是所說道理不相違背示現宣說，是名為處 若此相違示現宣說，是

名非處 

合為八 如是四（道理）處非處，并前所說（四門），合成八種處非處善巧 

辨差別 緣起善巧 唯於因果生起道理正智顯了 

處非處善巧 於一切無顛倒理正智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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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六、根善巧  總科大剛 

總嗢柁南曰：初義意建立 廣分別為後 

義 子一、釋名義 問：何等是根義？答：增上義是根義。 

意 子二、顯所為 問：為顯何義？答：為顯於彼彼事彼彼法最勝義。 

建立 
子三、明建立 

卯一、約作業差別辨 p.1641 隨境界轉等 

卯二、約受用安立辨 p.1641 由顯及內門 

卯三、約依止差別辨 p.1642 莊嚴 

卯四、約有情差別辨 p.1642 二有情 

卯五、約施設差別辨 p.1643 假設 

卯六、約修行次第辨 p.1643 防護等 

中嗢柁南曰：隨境界轉等 由顯及內門 莊嚴二有情 假設防護等 

廣
分
別 

卯一、作業差別 業 p.1644 

卯二、假實差別 實有 p.1644 

卯三、所攝差別 色等 p.1644 

卯四、善等差別 善等 p.1645 

卯五、異熟等差別 異熟等 p.1645 

卯六、界繫差別 若界 p.1646 

卯七、諸地差別 若諸地 p.1646 

卯八、得捨差別 及死生得捨 p.1647-1651 

中嗢柁南曰：業實有色等 善等異熟等 若界若諸地 及死生得捨 

卯一、境義差別 義 p.1651 

卯二、依處差別 依處 p.1658 

卯三、證得等差別 證得 p.1667 

卯四、相攝差別 攝 p.1674 

卯五、長養差別 食 p.1677 

卯六、諸句差別 由諸句 p.1681-1682 

中嗢柁南曰：義依處證得 攝食由諸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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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三、明建立/卯一～卯四 

科判 增上義 立二十二根 

卯
一
、
約
作
業
差
別
辨

p
.1
6
4
1 隨
境
界
轉
等 

能取境 六根：眼耳鼻舌身意 

安立家族相續不斷 二根：男女 

為活性命事業方便 一根：命 

受用業果 五根：憂苦喜樂捨 

世間清淨 五根：信進念定慧 

出世清淨 三根：未知、已知、具知。 

卯
二
、
約
受
用
安
立
辨p

.1
6
4
1 

由顯 

受用顯境 六根：眼耳鼻舌身意 

受用隱境 二根：男女 

受用境界時分邊際 一根：命 

受用境界發生雜染 五根：憂苦喜樂捨 

安立清淨 八根：信進念定慧， 

未知、已知、具知。 

及內門 

顯於內門受用境界 六根：眼耳鼻舌身意 

顯於外門受用境界 二根：男女 

受用內身 一根：命 

受用外境及與內身發生雜染 五根：憂苦喜樂捨 

對治雜染、安立清淨 八根：信進念定慧， 

未知、已知、具知。 

卯
三
、
約
依
止
差
別
辨

p
.1
6
4
2

 
莊嚴 

依止端嚴 五根：眼耳鼻舌身 

能令依止隨自在轉 一根：意 

依止安住 一根：命 

依止出生 二根：男女 

依止損益 五根：憂苦喜樂捨 

依止解脫 八根：信進念定慧， 

未知、已知、具知。 

卯
四
、
約
有
情
差
別
辨p

.1
6
4
2 

二有情 

第一義 

顯有情事 六根：眼耳鼻舌身意 

生有情事 二根：男女 

令有情事若住、若沒 一根：命 

顯諸有情受用境界 五根：憂苦喜樂捨 

顯諸有情勝生方便 五根：信進念定慧 

顯諸有情定勝方便 三根：未知、已知、具知。 

第二義 

顯有情事 六根：眼耳鼻舌身意 

顯了有情增長 二根：男女 

顯了有情壽漸損減 一根：命 

顯了有情興盛、衰損 五根：憂苦喜樂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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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了有情功德、過失 八根：信進念定慧， 

未知、已知、具知。 

卯
五
、
約
施
設
差
別
辨

p
.1
6
4
3 假設 

在家品 

依如是名 六根：眼耳鼻舌身意 

依如是種、如是姓 二根：男女 

依如是食、如是受苦樂 五根：憂苦喜樂捨 

依如是長壽、如是久住、 

如是壽量邊際 

一根：命 

出家品 依如是信、如是精進，乃至如是

慧、如是向、如是果 

八根：信進念定慧， 

未知、已知、具知。 

卯
六
、
約
修
行
次
第

辨p
.1
6
4
3

 防護等 

依修行者防護根門 六根：眼耳鼻舌身意 

堪得出家證沙門果 二根：男女 

積集善品 一根：命 

正知而行 五根：憂苦喜樂捨 

證沙門果諸方便道 五根：信進念定慧 

證沙門果 三根：未知、已知、具知。 

 

 

廣分別，初嗢柁南/卯一、作業差別 p.1644 

二十二根 作業 

六根 眼根作何等業 於諸色境已見、今見、當見為業 

如是耳根乃至意根所有作業，如應當知 

二根 男女作何等業 父母、妻子、親戚、眷屬互相攝受顯現 

一根 命作何等業 令諸有情墮在存活住持數中 

五根 （五）受所攝根作何等業 令諸有情領納一切興盛、衰損 

五根 信等（五）諸根作何等業 能生善趣及能圓滿涅槃資糧 

三根 未知、已知、具知。 能於現法趣證涅槃 

 

 

 

廣分別，初嗢柁南/卯二、假實差別 p.1644 

幾
是
實
有
？ 

幾
非
實
有 

十六實有 

六根：眼耳鼻舌身意 

實有的色、心、心所法，是屬實有 五根：憂苦喜樂捨 

五根：信進念定慧 

餘六假有 

二根：男女：依附身根的分位而假立 

一根：命：藉由賴耶識分位而假立 

三根：未知、已知、具知：由意喜樂捨信進念定慧九根而假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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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分別，初嗢柁南/卯三、所攝差別 p.1644 

種類 所攝 全部是 不全部是：少分 

五位 

色 七：眼耳鼻舌身男女  

心 一：意根 三無漏根少分：所依九根，唯意根是心 

心所法 十 ：憂苦喜樂捨 

信進念定慧 

三無漏根少分：所依九根，八根是心所 

心不相應行 一：命  

有為 一切是有為， 

無有根是無為 

 

所餘 

根 屬何根分位 

男女二根 是身根分 

最後無漏三根 是九根分。所謂意根，信等五根，樂、喜、捨根。 

命根 無所屬。依先業所引時量決定而建立故，唯說假有。 

 

 

 

 

廣分別，初嗢柁南/卯四、善等差別 p.1645 

三性 根數 釋義 

善 

 

八 若假實合說：信進念定慧及未知根、已知根、具知根 

五 若唯取實法：信進念定慧 

善、不善 六少分 意根、憂苦喜樂捨 

無記 八 眼耳鼻舌身、男女、命 

善、不善、無記 五少分 意苦喜樂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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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分別，初嗢柁南/卯五、異熟等差別 p.1645 

定義 

有異熟：是有漏，能造善、不善業，能感得當來異熟，是有異熟 

無異熟：是無漏，是無記不造業，不能感得當來異熟，是無異熟 

是異熟：表示它本身就是異熟。 

有種子異熟：阿賴耶種子所攝的異熟 

非異熟：表示它本身不是異熟。 

異熟生：阿賴耶種子所生的異熟。 

感不感果 根數 釋義 

有異熟 

一全 憂根：通善、不善，是有漏法，不通無記、無漏 

十少分 
意苦喜樂捨，通三性，有漏、無漏，取善不善有漏 

信進念定慧，通有漏、無漏，取善、有漏這一部分 

無異熟 

十一全 
眼耳鼻舌身、男女、命，是無記性 

未知、已知、具知，是無漏性 

十少分 
意苦喜樂捨，取無記、無漏這一部分 

信進念定慧，取無漏這一部分 

有異熟 

助伴 
最後三無漏 

能助有可愛異熟法，令轉明盛，能感決定人天異熟 

未知根：不墮惡道。已知根：人天七生往反。 

具知根，阿羅漢能以無漏邊際定力延於業報。 

是異熟 

一全 命根全部都是異熟果報 

九少分 

眼等五根、男女二根：見卷 54，P.1560 諸色根，當知由

二種流而得流轉，異熟流、長養流。今取異熟流這一分 

意根：包括八個心王，今取第八阿賴耶識這一分 

捨根：見卷 51，P.1453 阿賴耶識相應受，一向不苦不

樂，無記性攝。今取這一分。 

有種子 

異熟 
一切皆有 

 

非異熟 

十二全 
苦樂喜憂：遇現在境界才有 

信進念定慧、三無漏根：透過修行才有 

九少分 
眼等五根、男女二根：今取長養流這一分 

意、捨根：今取前七識與前七識相應的捨這一分 

是異熟生 亦一切 種子所攝異熟所生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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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分別，初嗢柁南/卯六、界繫差別 p.1646 

界繫 根數 釋義 

欲界繫 

四全 
男女二根：唯欲界有二根，色界梵眾但有男女相沒有根 

苦根、憂根：唯欲界有，色界以上沒有 

十五少分 

眼等五根：通欲色，今取欲界這一分。 

喜樂捨三根：通三界，今取欲界這一分 

意根、信進念定慧六根：通於三界乃至不繫，今取欲界 

命根：通三界，今取欲界這一分 

色界繫 十五少分 上十五根取色界一分 

無色界繫 八少分 捨、意、命、信進念定慧：取無色界這一分 

不繫 
三全 未知根、已知根、具知根：全部屬無漏，是不繫 

九少分 意樂喜捨與信進念定慧：取與無漏聖道相應這一分 

 

 

 

 

 

 

 

廣分別，初嗢柁南/卯八、得捨差別 p.1647-1651  

巳一、生欲界：問：若生欲界，當言成就幾根？答：容有一切。 

未一、生那落迦等：問：生那落迦成就幾根？ 

約種、現辨 根數 釋義 

現、種皆得成就 八 眼耳鼻舌身、意根、命根、苦根 

現、種成不成就 

餘十一 

 

男女根 

有種子 

現行成就：不斷善根者 

現行不成就：斷善根者 

憂根 

有種子 

現行成就：受苦有間斷時 

現行不成就：落入無間獄恆受苦時 

信進念定慧 

不現行 

種子不成就：斷善根者 

種子成就：不斷善根者 

三無漏根 

不現行 

種子不成就：不般涅槃法 

種子成就：般涅槃法 

餘三 喜樂捨 不現行，但種子成就。賴耶中有此種子 

如生那落迦趣，於一向苦傍生、餓鬼，當知亦爾。 

若苦樂雜受處，後三種（喜樂捨）亦現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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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分別，初嗢柁南/卯八、得捨差別 p.1647-1651 /辰一、明成就 

未二、生人趣等：問：若生人趣成就幾根？答：容有一切。如生人中，生天亦爾。 

成就幾根 根數 釋義 

諸闕根者 除五 男女、三無漏根： 

有男女根的人，不能修學聖道，絕對沒有三無漏根 

容有餘 

十七根 

眼等五根、意根、命根、信等五善根、苦等五受根 

諸具根者 容有一切 

諸半擇迦 除五，容有餘十七根。同上 

女 容有二十一。除男根 

男 容有二十一。除女根 

諸二形者 容有十九。除無漏三根 

斷善根者 除八：除去信進念定慧及三無漏 

容有餘：十四根：眼等六、五受根、男、女、命 

不斷善根者 容有一切 

諸異生 十九：眼等六、五受根、男、女、命、五善根 

除後三無漏根 

諸見諦者 容有一切：一切聖人可以通名見諦者 

有學 容有二十一。除無學具知根 

無學 容有十九。除未知根、已知根、憂根 

預流果向 容有二十。除已知根（初果以上至四果向）、具知根（四果） 

預流果 亦容有二十。除未知根（初果向）、具知根 

如預流果，一來果向、一來果、不還果向，當知亦爾。 

不還果 容有十九。除未知根、具知根、憂根 

如不還果，阿羅漢向亦爾。 

阿羅漢果 容有十九。除未知根、已知根、憂根 

生色界 容有十八。除掉男根、女根、苦根、憂根（欲界繫） 

生無色界 容有十一 意、命、捨、信等五根、未知根、已知根、具知根 

除十一 眼等五根、男、女、苦、憂、樂、喜 

辰二、明捨得 P.1650 

若欲界沒欲界生時，當言捨幾根，得幾根？答：且約色根容有而說。 

七色根 約前生、後生說 善趣是勝、惡趣是劣 

捨闕諸根，得闕諸根 或捨劣諸根，得劣諸根 

或捨闕諸根，得具諸根 或捨劣諸根，得勝諸根 

或捨具諸根，得具諸根 或捨勝諸根，得劣諸根 

或捨具諸根，得闕諸根 或捨勝諸根，得勝諸根 

意、命 意根、命根勝劣得捨，當知亦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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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根 若諸受根勝劣得捨，隨其所應亦爾。此約異熟果故有差別：別除等流

果 

信等五 若諸善根約等流果，捨前前劣（善根），得後後勝（善根），非由生

故。 

捨勝得劣，後邪方便乃有斯義。 習行邪方便斷善根 

墮三惡道暫失善根 

三無漏 於一切位與生（受生）相違，是故不說。（見道已可說無量生死斷） 

問：從欲界沒色界生時，捨幾根，得幾根？答：容捨下地一切，容得上地一切。 

欲界沒色界生時 初禪天、二禪天有十八根。除掉男根、女根、苦根、憂根 

三禪天有十七根。再除喜根 

生到四禪天有十六根。再除樂根 

從欲界沒無色生時 生前三無色界，容有十一。再除眼等五根 

從色界沒無色生時 生有頂天只有八根。再除三無漏根 

最後三根，由證沙門果方便而得，不由沒生。（三無漏不從果報生，是修得非報得） 

先修習力所任持故，後等流果轉盛而生。（過去曾修習，未來漸增盛） 

又能為緣，生異熟果，令轉明盛。（因三無漏不墮惡趣，但令未來報生善趣更明盛） 

 

 

 

 

 

 

廣分別，第二嗢柁南/卯一、境義差別 p. 1651 

定義 有義：根有相對的境界，能受用攝受，稱為有義。 

非有義：根若沒有相對受用的境界，為非有義。 

助伴：指俱有相應：色、心心所法同時俱起一起活動，非次第生。 

非同行相應者，謂心心法於同一所緣次第展轉同行。 

問：幾根由境界義名有義？幾非耶？，。 

答：二十一名有義：扣除命根，餘皆有相對的境。 

一非：命根無所屬，沒有相對的境。但由過去業力所引。 

問：幾於非色助伴義轉？答：七色根：眼等五、男女與心心所法同時一起活動。 

問：幾色，非色為助伴耶？  

答：餘有義根。非色：意根、五受根、五善根、三無漏根，都有可能是色根的助伴 

二十二根 所對境 

五色根 色等五各別境 

第六（意）根 一切法：有為、無為 

男女根 因欲相應，即觸所攝 

五受根 隨順苦、樂、憂、喜、捨處，即六根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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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根 應得（善法）應捨（惡法）所有境界（無所懷疑） 

精進根 即於二種──若得（善法）、若捨（惡法）俱無所憚。 

念根 於聞思修憶持（於心）不忘 

定根 奢摩他、毗鉢舍那 

慧根 所知真實：通達諸法實相的境界 

未知欲知根 修諦現觀者，從善法欲（順解脫分善根）已去，於一切方便（菩提

分）道（品）中，即彼五（善）根義當知是此義。 

已知根 從預流果乃至（四果向）金剛喻定，即彼五（善）根義當知是此義 

具知根 從初無學道（有餘依）乃至無餘涅槃界，即彼五根義當知是此義 

色法 有色，有色為義：七：眼等五、男女，以五境與觸為境 

無色法 
無色，有色無色為義：除命根，餘一切十四根是非色法：意、五受、五

善、三無漏 

雙非 非有色非無色，非有色非無色為義：即此命根（不相應行法），是假法故 

有見 

有見， 

有見為義 

一切非有見：約勝義諦，眼尚不能見色，何況餘根。 

一有色（眼根）以有見為義及餘非有色一分（取意根的一部

分）：依世俗諦唯眼根可以看見色塵及見色塵時，意根一分的

眼識與眼根一起活動，也以見色為境界 

有對 
有對， 

有對為義 

七有色及餘無色無對一分：眼等五男女，當五識與七色根一

起活動時，為相屬有對，也以有對礙的五塵為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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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分別，第二嗢柁南/卯一、境義差別/午三、過去現在未來 p. 1654 

三世 在過去的時候 在現在的時候 在未來的時候 

眼等五根 只緣現在現行的境為所緣境 

男女二根 

苦根 

命根 命根是假法沒有所緣境 

意根 都可以以現在現起的境，以謝滅過去的境，以未來未現起的境，為所

緣境。 樂喜憂捨四 

信等五根 

三無漏根 

 

廣分別，第二嗢柁南/卯一、境義差別/午二、有漏有為有諍等 p. 1653 

二十二根 有漏 無漏 所對境 配對 

眼等五根 有漏  有漏 七根 

男女二根 有漏  有漏 

意根 有漏 無漏 有漏、無漏 十根 

喜 有漏 無漏 有漏、無漏 

樂 有漏 無漏 有漏、無漏 

捨 有漏 無漏 有漏、無漏 

信等五根 有漏 無漏 有漏、無漏 

未知根 有漏 無漏 有漏、無漏 

已知根  無漏 無漏 二根 

具知根  無漏 無漏 

苦 

 

有漏 

凡人 

無漏 

阿羅漢 

有漏 凡人苦受生起煩惱故有漏 

 

憂 

 

有漏  有漏 欲所引憂、不善所引憂 

無漏 出離欲俱行憂 

命根 命根是假有，沒有所緣境界，於此處不應當說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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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分別，第二嗢柁南/卯一、境義差別/午四、三界繫及不繫 p. 1655 

二十二根 界繫 所緣境 

苦憂男女四根 欲界 欲界 

鼻舌二根 欲界、色界 欲界 

眼耳身三根 欲界、色界 欲界、色界 

喜樂二根 欲界、色界、不繫 欲界、色界、無色、不繫 

信等五根意根捨根共七根 欲界、色界、無色、不繫 欲界、色界、無色、不繫 

未知根 色界、不繫 欲界、色界、無色、不繫 

已知根、具知根二根 不繫 欲界、色界、無色、不繫 

 

 

 

 

 

廣分別，第二嗢柁南/卯一、境義差別/午五、善不善無記 p. 1655 

根/三性 本身屬性 以何為境 

信等五、無漏三根共八 唯善 善、不善、無記 

苦樂喜捨、意根共五 善、不善、無記 善、不善、無記 

憂 善、不善 善、不善、無記 

鼻舌身、男女共五 無記 無記 

眼耳二根 無記 善、不善、無記 

 

 

 

 

 

學是方便善義，無學是究竟善義，非學非無學是離前二種所有善、染汙、無記法 

廣分別，第二嗢柁南/卯一、境義差別/午六、學無學非學非無學 p. 1656 

根/凡、聖 根屬誰 以何為境 

意喜樂捨信等五共九 學、無學、非學非無學 學、無學、非學非無學 

眼等五男女共七 非學非無學 非學非無學 

苦根 學、無學、非學非無學 非學非無學 

憂 學、非學非無學 學、無學、非學非無學 

未知、已知二根 學 學、無學、非學非無學 

具知根 無學 學、無學、非學非無學 

 

 

 



14 

屬惡趣或見惑相應是見所斷；屬善趣或修惑相應或善有漏是修所斷；無漏是非所斷。 

廣分別，第二嗢柁南/卯一、境義差別/午七、見斷修斷非斷 p. 1656 

二十二根/斷 見所斷 修所斷 非所斷 

眼等五、男女、 

五受、命、意共十四 

惡趣色根與命 

惡趣感受與意 

善趣色根與命 

善趣感受與意 

 

五受、意、信等五、 

未知根共十二 

 善有漏 無漏 

已知、具知二根   無漏 

料簡 有色諸根 有色諸根  

無色諸根 無色諸根 無色諸根 

 

 

 

 

知道觀察雜染的過失，才能斷除雜染 

雜染不淨是要將它捨除，雜染共有三種，包括煩惱雜染、業雜染、與生雜染 

廣分別，第二嗢柁南/卯一、境義差別/巳二、約斷知辨/午一、雜染捨所顯 p. 1657 

二十二根 除諸清淨善法所顯之根 應捨除的雜染法 

八 信等五、三無漏共八根，屬清

淨法，故講雜染時不說這八根 

 

十四  眼等五及意根、男女根、五受根

及命根 

 

 

 

 

顛倒義，說明顛倒的境界。顛倒是碰到境界時，生出常樂我淨或貪瞋癡等染著心 

顛倒所依，說明生起顛倒的依止處 

顛倒自性， 說明顛倒的自性 

顛倒對治，說明能對治顛倒之善根 

廣分別，第二嗢柁南/卯一、境義差別/巳二、約斷知辨/午二、顛倒差別攝 p. 1657 

顛倒義 顛倒所依 顛倒自性 顛倒對治 

意、五受，共六

根，這六根除去

與善法相應的這

部份 

眼耳鼻舌身、男女

共七根 

意、五受，共

六根，這六但

與顛倒相應的

這一分為自性 

信等五、三無漏共八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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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能觀察一切有為法的境界有過失，生起厭離心 

廣分別，第二嗢柁南/卯一、境義差別/巳二、約斷知辨/午三、觀察義過失 p. 1657 

假、實、勝 二十二根 

假實通論 信等五、三無漏共八根 

就實法說 信等五 

就勝有力 意根 

辨一切有為法有四德、無四德 

外人以有為法亦有四德何故全觀為過失 有為離四德，與諸過失相應故觀彼過失 

（常）堅住德；謂如一蘊住經百年，若

正將御，或有過者 

雖少時住，非究竟故， 

愛變無常現可得故， 

死沒無常現可得故，當觀諸行離初功德 

（樂）勢力德；謂能生樂，及現清淨 又能發生種種苦惱現可得故，種種不淨

現可得故，當觀諸行離第二德 

（我）轉變德；謂牽引、修治、受用、

棄捨、自在轉故 

又於老病死等不隨所欲現可得故，當觀

諸行離第三德 

（淨）可樂德；謂依彼處生種種著故 又諸糞蟲及豬犬等亦極樂著糞穢不淨現

可得故，當觀諸行離第四德 

 

 

明為依，說明二十二根能成為其他法的依止處 

廣分別，第二嗢柁南/卯二、依處差別/辰一、明為依 p. 1658 

根/他法依止 所依處 釋義 

眼 見色 眼識見色的所依處 

耳鼻舌身意 各取自境 聞聲、嗅香、嚐味、覺觸、知法等的依處 

男女 習欲 習近男女欲的依止處 

命根 乃至死有，為前時有 死有之前，生有與本有的依止處。 

苦憂喜樂捨 境界可意、不可意， 

若愛、若恚等 

可意境生起喜樂受，引發貪愛； 

不可意境生起苦憂受，引發瞋恚； 

遍於苦樂憂喜時都有捨受 

信 趣入善法 增上生、決定勝、大菩提 

精進 已入善法，恆常修習 信為欲依、欲為勤依 

念 正知而行 明記不忘聖言，正知所行 

定 智見清淨 定成就故慧成就 

慧 煩惱永斷 定慧均等發無漏現證慧斷煩惱 

未知 證初、第二、第三沙門

果 

通達四諦理而未能證入法性 

已知 乃至金剛喻定、無學沙

門果證 

金剛喻定是斷盡煩惱，在這之前就是四果

向。初果至四果向皆是已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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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知 無間煩惱永斷作證 金剛喻定斷盡煩惱時 

現法樂住 有餘依涅槃 

所依永滅 無餘依涅槃 

 

 

 

 

 

 

 

廣分別，第二嗢柁南/卯二、依處差別/辰二、釋經言/巳一、七色根攝 p. 1659 

世尊依何根處說如是言：此身有色，麤滓所成，四大所造，父母不淨和合所生，種

種飲食之所長養，常假覆蔽、沐浴、按摩，斷截、破壞、散、滅之法？ 

總答 依七色根作如是說。當知此中，略說欲界有色諸根。（眼等五男女） 

共相 欲界眾生有色諸根的共相，就是色法 

自相 麤滓所成 由吃下去的麤滓東西經消化而滋養色根 

因相 

依因 「四大所造」，依止地水火風色身能夠存活 

生因 父母不淨和合所生 

增長因 生了以後要「種種飲食之所長養」 

轉變相 

寒所作 常假覆蔽 

熱所作 沐浴 

勞倦所作 按摩 

變壞相 
由他故 「斷截、破壞」指活著時，被逼迫、被損害 

自然故 「散、滅」形容人死了以後，四大離散、磨滅之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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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分別，第二嗢柁南/卯二、依處差別/辰三、配建立 p. 1663 

四念住 

身念住 眼耳鼻舌身及男女等七色根，修身念住就是緣著色法 

受念住 苦樂憂喜捨五受根安立受念住 

心念住 意根處安立心念住 

法念住 信等五善根與三無漏根，八種根及命根處安立法念住 

四諦 

苦諦 七色根，意根、還有命根這九根，這都是生死苦果的依止處 

集諦 五受根，由這些受引起有情種種的愛憎煩惱，然後造業 

滅諦 一切根為滅諦依處，由彼一切或見所斷、修所斷、非所斷

故，義如前說。 

道諦 由此信等五、三無漏等八根善法，滅惑，證滅 

三業 

善思 九根：五善根、三無漏根及意根 

善說 十根，說話需要舌根，如上所說九根再加上舌根，就是十根 

善作 十六根，如善思九根外，要加上眼、耳、身三根，樂憂喜捨

四種感受 

惡思 意根 

惡說 意根及舌根 

惡作 如上惡思再加九根：眼、耳、身、苦、樂、憂、喜及男女根 

惑業 

惑業依處 九根：七色根、意根及命根這九根，如果沒有這些根，是不

會起惑造業的 

起煩惱業 五根：五受根。這是強調能生起煩惱造業的因 

斷煩惱業 八根：信進念定慧五善根與三無漏根，這八根能夠斷除煩惱

與惡業。 

吉祥 

領納世出世所有吉祥 三根：除二（苦憂），餘喜樂捨三根領納 

領納一切吉祥敗壞 十一：七色根、意根、命根，憂、苦根，這十一

根領納一切吉祥敗壞 

能引所有吉祥 八根：信進念定慧五善根與三無漏根，能成就世

間與出世間清淨，決定是吉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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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分別，第二嗢柁南/卯二、依處差別/午二、廣釋經 p. 1665 

諸受欲者，略有五種作吉祥法。謂忍辱、柔和、觀人而捨、行賢善行，及不放逸 

忍辱 三種行相應知：一、不忿怒，二、不報怨，三、不懷惡。 

若
別
分
別
乃
有
十
種 

一、已受怨害忍：過去受的怨害能夠忍 

二、現前怨害忍：現前怨害，自己能夠忍辱 

三、慮恐怨害忍：擔憂恐懼的怨害亦能忍 

四、饒益怨憎忍：他人利益自已的怨敵，能忍 

五、損害親友忍：損害自己所愛的親友，能忍 

六、一切怨害忍：不論誰加諸怨害都能夠忍 

七、一切因怨害忍：一切忍度所攝因故能忍 

八、受教怨害忍：由所受聞思法教故能忍 

九、擇力怨害忍：由思惟簡擇力故能忍 

十、自性怨害忍：由修慧成就自性堪忍故能忍 

如是一切，總說名為耐違害忍。 

柔和 謂性賢善，由身語意將護於他，令無惱害。 

辨賢善相 若他所有無罪喜樂，未生令生，生已隨護 

有罪憂苦，若未生者遮令不生，若已生者方便令脫 

料簡差別 此中忍辱，耐他違害 

柔和，於他不作違損 

觀人而捨 

先明觀人 

當知觀人二時差別。一、攝受時，二、處置時。 

攝受時 於攝受時，應以五相觀察其人，然後攝受 

一、由歸誠，二、由技能，三、由智慧， 

四、由行跡，五、由廉儉 

處置時 於處置時，亦以五相觀察其人，然後處置 

一、堪處事業，置事業中； 

二、堪處思業，置思業中； 

三、堪處和業，置和業中； 

四、堪處護身財業，置護身財業中； 

五、堪處法業，置法業中。 

次後說捨 

捨略有五。…此中捨相、捨具名捨。 

捨具 一、田地捨，二、財物捨，三、隨宜捨，

四、飲食捨，五、最勝捨。 

捨相 有了無貪俱行思就能發動身語二業，做種種

布施成就捨相 

行賢善行 賢善行者，為性於他無所違負、無所欺誑。 

無所違負，復有五種。一、無顛倒違負，二、無委信違負， 

三、無承事違負，四、無契約違負，五、無他方便違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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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放逸 不放逸者，謂修習諸善法，防護不善心。因果相屬故，俱應為彼相。 

此復有五種應知。一、求財不放逸，二、守財不放逸， 

三、護身不放逸，四、護名不放逸，五、行法不放逸。 

如是一切，總有五力能生吉祥 當知吉祥亦有五種。  

一、善尸羅力， 

忍辱柔和能成就戒的善尸羅力  

一、眾所愛樂， 

大家都歡喜好樂親近 

前四種力，總能

生起四種吉祥 

二、善朋友力， 

由善觀察能成就善知識的善朋友力 

三、怨敵退伏， 

怨家敵人能退開降伏 

三、無弊吝力， 

由捨能成就沒有弊下慳吝的無弊吝力 

二、富貴自在， 

饒具財富身心自在 

四、可委信力， 

由行賢善行有可值得委託信賴之力 

四、饒益所依， 

能令所依身心獲得利益 

五、法力， 

由不放逸能具足各種善法的法力。 

五、往諸善趣， 

來生不墮惡趣，能生善趣 

第五一力， 

能生第五 

 

 

 

 

 

 

廣分別，第二嗢柁南/卯四、相攝差別/辰五、約九遍知辨 p. 1675 

見/修 九遍知斷 相 界 配釋 

通
達
諦
斷 

欲繫苦集見所斷斷，是初 苦集 欲界 相：苦集同分。 

界：欲對上二不同； 

色對無色是同 

色無色繫苦集見所斷斷，第二 苦集 色無色 

欲繫滅見所斷斷，第三 滅 欲 相：滅道不同分 

界：欲對上二不同 

色對無色是同 

色無色繫滅見所斷斷，第四 滅 色無色 

欲繫道見所斷斷，第五 道 欲 

色無色繫道見所斷斷，第六 道 色無色 

永
度
界
斷 

下分結斷，第七 斷欲界貪瞋 永度劣界 

色愛盡，第八 斷色界貪 永度中界 

無色愛盡，第九 斷無色界貪 永度妙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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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分別，第二嗢柁南/卯四、相攝差別/辰六、約不共佛法辨 p. 1676 

佛功德 二十二根攝 餘攝 

諸相、隨好 身根、男根、眼根、舌根  

諸佛十力 慧根、具知根  

四無所畏 信進念定慧及具知根  

三不護 信進念定慧及具知根  

三種念住 非根所攝 六根所引無貪、無瞋所攝 

大悲 非根所攝 六根所引無貪、無瞋所攝 

無忘失法 慧根、具知根  

佛一切種妙智 慧根、具知根  

永斷習氣 

慧根、具知根  

煩惱品 
諸煩惱品所有麤重，阿羅漢等永斷無餘 

佛亦永斷無餘 

異熟品 
異熟品麤重，阿羅漢等所未能斷 

唯有如來名究竟斷 

 

 

 

 

 

 

 

 

廣分別，第二嗢柁南/卯六、諸句差別/辰二、約諸受辨 

引前面三性表格 巳二、辨引樂等 p.1682 

根/三性 本身屬性 諸根是善，彼根引樂耶？設根引樂，彼根是善

耶？ 

信等五、 

無漏三根 

唯善 根是善，不引樂 憂、苦俱而修梵行，彼諸善

根於現法中不能引樂 

（信等五無漏三根，及一分

屬善的意，於現生中不能引

樂） 

苦樂喜捨、 

意根 

善、不善、無記 根引樂，非是善 諸無記及不善根，於現法中

能引無記及染汙樂 

（無記的七色根及一分屬無

記、不善的意根、喜樂根，

現生中能引生無記的快樂與

染污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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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 善、不善 根是善，能引樂 喜、樂俱修諸梵行所有善

根，於現法中能引其樂。 

（與喜樂俱一起修梵行的善

根：信等五無漏三根，及一

分屬善的意） 

眼耳鼻舌身、 

男女 

無記 根非善，不引樂 諸無記及不善根，於現法中

能引諸苦。 

（無記的七色根，及一分屬

無記不善的意根、苦憂，能

有所造作，引生種種痛苦） 

 

 

 

 

 

 

庚二、略攝義/辛一、別辨安立/壬一、名義差別 p.1682 

自性義 安立名言 配釋 

具足攝持一切行義 具足攝持一切行義，是故名蘊 無漏有為：道諦 五蘊 

常能增長諸業煩惱 常能增長諸業煩惱，是故名蘊 有漏有為：集諦 

常有所為及速滅壞 常有所為及速滅壞，是故名蘊 有為無常：苦諦 

（界即種子）發起諸法 發起諸法，是故名界 牽引義：種子牽引起現行 

能生能廣諸心心法 能生能廣諸心心法，是故名處 生長門義：內外十二處能

生長增廣心、心所法 

由眾緣故速壞集起 由眾緣故速壞集起，故名緣起 因緣義：此故彼，惑業苦  

等起理趣 

 

等起理趣，是故名處 

若非理趣，說名非處 

因果義：事理無違是處。 

事理有違是非處 

於見等事自在相應 於見等事自在相應，是故名根 增上義：於諸境有力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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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二、略攝義/辛一、別辨安立/壬二、立因差別/壬三、遣執差別 p.1683 

六種善巧，略由六因而得建立；當知為遣六種邪執。 

六種善巧 六因立 遣六邪 

1 蘊善巧 身體建立 依止邪執 

2 界善巧 彼因建立 自性自在等不平等因邪執 

3 處善巧 身者建立 能持依止我邪執 

4 緣起善巧 彼轉方便建立 彼死生轉邪執 

5 處非處善巧 於彼轉勝劣方便建立 彼淨不淨方便邪執 

6 根善巧 彼受用增上建立 彼愛非愛境界受用主宰邪執 

1、由依有情五蘊的體性建立蘊善巧，對依止（身體）有錯誤的我執，通達有為、有

漏、無常而破除依止邪執。 

2、一切法由（界）種子所生，十八界是諸法的正因，建立正確的因果觀，對治外道執

著一切法由大自在天等不平等因所生的邪執。 

3、一切心法現前只是根境（處）和合生識的作用而無我。對治外道執著有我依根緣境

生識的邪執。 

4、眾緣具足而有惑業苦的流轉無始無終，對治外道執著生死是有始有終的邪執。 

5、建立正確的因果觀與修行方法（淨）出離生死，遣除外道執著不正確的因果與修行

方法（不淨），以為可以出離生死輪迴。 

6、於受用境界增上說名為根，是根在受用境界，沒有我在受用境界，一切皆種子識所

生。對治外道執著有我主宰受用可愛的境界或不可愛的境界的邪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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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二、略攝義/辛二、總觀勝利 p.1684 

披尋記 十勝利 瑜伽論記 編按 

蘊界處 

善巧 

謂當遍知薩迦耶見，分析一

合之想 

一、知無我遣一合相 蘊善巧 

於有法現有諦故、住故，便

不誹謗 

二、於有體法，現有自性

諦實，名住自性故，便不

誹謗 

界善巧 

自無疑惑，善答他問。未信

令信，已信令增 

三、自無疑惑，正法久住 處善巧 

亦令如來聖教久住 

緣起 

善巧 

又當悟入緣起道理，能了

釋、梵、世主、自性及士夫

等非作者，無實性 

四、悟入緣起，即無作者

性 

緣起善巧 

處非處 

善巧 

又令慧根增長廣大，於善不

善如實了知，廣說乃至緣生

差別 

五、令慧增長了緣生故 處非處善巧 

根善巧 又於善不善法廣說乃至緣生

差別，當善住念 

六、於善惡緣生差別當正

住念 

信等五根唯善。 

通善不善之苦憂

樂喜捨、意根。 

及所依七色根 

由有法隨法行故，即以住念

為依止、為建立，當證善心

一境之性 

七、有法隨法行故 

八、依正住念證善定故 

又即以此心一境性為依止、

為建立，令聖慧根當得生起 

九、依善定故聖慧當生 未知、已知根 

依聖慧根，永斷顛倒，隨證

漏盡 

十、依聖慧故斷倒漏盡 具知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