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部分〈如來成所作事品〉之譯註與對比 

第二部分《解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之譯註與對比 

 

說明與凡例 

本部分所做的工作，是屬於基礎文獻學的研究工作，這是由於《解深密

經》之梵本於今逸失不傳，僅留漢譯本與藏譯本。因此，於本部分所做的是

一項基礎工作，將諸漢譯本與諸藏譯本相互對比、校勘，以期能完成另一更

正確可靠的藏、漢校訂譯本。而這往往需要參考《解深密經》在古今漢、藏

語系中所存留的版本，以及與本論相關典籍的參考與檢索。並且鑑於 Lamotte
對於《解深密經》藏譯本所做文獻保存、轉譯與版本校註上的重大成就，因

此本文將以 TES 為主，另輔以 PES 與 Lamotte 之轉寫本，並參考袴谷憲昭

所發現的古藏譯本，來試圖呈現一份較正確、可靠的漢、藏文校訂本。 

因此，於本部份的對比工作中，將以四大區域加以排列。首先是以藏譯

本為首，採取以TES為底本，並參考PES、Lamotte之轉寫本與袴谷憲昭於斯
坦因與伯希和所收集之敦煌藏書中所發現之古藏譯本斷片1來進行校註；次

為藏譯本之轉寫文；三為對於藏譯本之現代漢文語譯；四為相關本品之漢譯

本，而於此所收錄之漢譯本是以現存之〈如來成所作事品〉的四種漢譯本相

互對比。排列次序以譯經之年代先後為主，以求那跋陀羅《相續解脫如來所

作隨順處了義經》譯本為首，次為菩提流支《深密解脫經‧聖者文殊師利菩

薩問品》譯本，再為玄奘譯之《解深密經‧如來成所做事品》本，並對校歐

陽竟無之《藏要》本與《中華大藏經》所收錄的版本。 

另在註釋方面，除了將一些藏本之對校與漢譯本之對校成果登錄外，並

鑑於在 SNSū中所載錄的註釋，不僅是 Lamotte教授個人校註 SNSū藏譯本
的成果，更重要的是 Lamotte藉由藏譯本還原出許多梵文語句的部分，這是

一項非常重要的成果，因此為了便於閱讀者的參閱、對比與查考，所以本文

之註解部分將全部收錄 Lamotte關於此〈如來成所作事品〉之梵文註釋，並

附加藏文、漢文與個人查考的部分。 

以下是關於本部分之各項詳細說明： 

一、文本排列的方式： 

                                              
1 參見袴谷憲昭，〈The Old and New Tibetan Translations of the SaMdhirmocana-sūtra: Some Notes on 
the History of Early Tibetan Translation〉，1984的說明；以及袴谷憲昭，1987.b的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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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如來成所作事品〉之譯註與對比 

    在文本的排列上，本部分將區隔為四大區域。首先是以 TES 之藏文譯
本為主，次為藏文之轉寫文，三為筆者之漢譯文，四為求那跋陀羅之漢

譯本、菩提流支之漢譯本、玄奘之漢譯本，依此次第排列。 
二、文獻來源： 

 甲、藏文版本部分： 
於首文的藏譯文中，是以TES2所登錄之原文為主；另輔以PES3與
Lamotte之SNSū中之藏文轉寫文4，與袴谷憲昭所發現之古藏譯本5，

作為相互校勘。 
乙、漢文版本部分： 

於第四區域的漢譯本中，是以求那跋陀羅之《相續解脫如來所作隨

順處了義經》譯本、菩提流支之《深密解脫經‧聖者文殊師利菩薩

問品第十一》譯本與玄奘之《解深密經‧如來成所做事品》譯本為

對比排列，以資參照。 
三、藏文轉寫部分： 
為了便利讀者核對藏文原文，因此將轉寫文附錄於 TES 原文之下。本
文之 TES 藏譯本轉寫文是參照美國國會圖書館(USLC/LC)所編之藏文轉

寫對照表，附錄於藏文原文下方。以下為(USLC/LC)所編之藏文轉寫對照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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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藏譯本還譯漢文部分： 
    本譯文將以「信、達」為前提，盡可能以完整地表達藏文原文之文意為
主，並為了文意之通暢，盡量不加任何附註性符號或文字。 

                                              
2 現收錄於臺北版《西藏大藏經》，第 10冊，No.106，頁 360/97～362/110。 
3 現收錄於大谷大學《影印北京版西藏大藏經》，第 29冊，No.774，頁 23/53b～26/60b。 
4 關於本品之轉寫文，請參見SNSū：149～166。 
5 參見袴谷憲昭，1987.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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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如來成所作事品〉之譯註與對比 

五、譯注體例： 

甲、為便利讀者核對TES、PES與SNSū之藏文原文，將於本文之各段轉
寫文中標示於TES、PES與SNSū所在的頁碼與葉碼。為了方便讀者

對讀Lamotte之SNSū，本文將於每段轉寫文6之首，標註其所對應的

SNSū之頁碼、及於此頁中之行數，如：SNSū：(§149, 1)，表示於
SNSū中之第 149頁，及於此頁中之第 1 行。 

乙、於SNSū中所載錄的註釋，不僅是Lamotte個人校註《解深密經》的
成果，更重要的是Lamotte藉由藏譯本還原出許多梵文語句的部

分，這是一項非常重要的成果。因此於本文中為了便於閱讀者的參

閱與查考，本節之註解部分將收錄Lamotte關於此品之全部梵文註

釋，並附加藏文、漢文對照與筆者查考的部分；並參考梶山雄一7、

袴谷憲昭8與吉水千鶴子9之相關期刊論文所刊載涉及此品之部分來

進行校勘。 

丙、另於SNSū中，原注採隨段附註10。而於本文中所引用之Lamotte註釋
則採連號標註11的方式表現。因此為便於讀者查對，將於引用

Lamotte原註之後，標明其於SNSū之所在頁次與註號，如：SNSū：
[149, 1.1]，表示於SNSū中之頁數，Lamotte標示之段號，註號。 

丁、所有的譯注標示將置於轉寫文或各漢譯文中，藏文原文部分將不標

示任何符號，主因為藏文原文語句中不容易附加附註性符號。而於

附註文中，()內之文字，為筆者補充說明之文字。 
標示符號： 

                                              
6 於SNSū中，Lamotte使用另一種與本文所採用之(USLC/LC)相異的藏文轉寫方式，本文於此登載

Lamotte之轉寫方式，冀能方便各位讀者於對比SNSū時之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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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參見梶山雄一：2003。 
8 參見袴谷憲昭，1984、1987.b。 
9 參見吉水千鶴子，1996。 
10 Lamotte是採取以一段或數段為一單元來加以附註的。 
11 為了行文之方便，所以並不採取Lamotte的隨段附註方式，而是採取全篇連號標註的方式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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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為 TES所缺之字或音節符號，或與 SNSū相異之處。 

            ：表示為 SNSū所缺之字。 

              此兩種標示僅會出現在第二區域之轉寫文與還寫部分，旨在標示版

本上的相異處或文義之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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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法身相 

{:)3-.0=-IA-=J:-!J-2&-0} 
一、明法身相 

,.J-/?-2&R3-w3-:.?-=-L%-(2-?J3?-.0:-:)3-.0=-IA?-8-2-8?-0,   

,2&R3-w/-:.?-.J-28A/-$>J$?-0-i3?-GA-(R?-{-8J?-2IA-/,  ,2&R3-w/-:.?-

.J-28A/-$>J$?-0-i3?-GA- (R?- GA-{:A-35/-*A.-)A-v-2-=$?,12

1.13,de nas bcom ldan 'das14 la byaG chub sems dpa'15 'jam dpal16 gyis źu ba źus 

pa,  ,bcom ldan 'das de bźin gśegs pa17 rnams chos18 kyi sku19 źes bgyi20 

na,  ,bcom ldan 'das de bźin gśegs pa rnams kyi chos kyi sku'i mtshan Jid21 ji lta 

bu lags,22

 

語譯：之後，文殊菩薩菩提薩埵向薄伽梵請問：薄伽梵！於所謂諸如來法身。

薄伽梵！諸如來的法身之性相是怎樣？ 
 

求那跋陀羅《相續解脫如來所作隨順處了義經23》譯本24

                                              
12 此以TES：360/97～362/110，為主；另參照PES：23/53b～26/60b，為校勘之用；以及WB：274
～308 為輔。另TES與PES皆缺此品之品名，今引WB補之，參見WB：273。關於本品Lamotte之轉
寫文請參見SNSū：149～166。另參照袴谷憲昭所收錄之關於此品之古藏本，現存於Stein之no.683
與no.194，參見〈附錄三〉；或參見袴谷憲昭，1987.b：589～572。 
13 此轉寫參照美國國會圖書館(USLC/LC)之藏文轉寫對照表。另參照SNSū：(§149, 1)。 
 

14 2&R3-w/-:.?(Bhagavad) 薄伽梵(2&R3 壞滅，w/具有，2&R3-w/有壞滅，:.?為出離，2&R3-w/-:.?出離

一切有壞滅)。 
15 L%-(2-?J3?-.0 : (bodhisattva) 菩提薩埵(覺勇識) (L%-(2 菩提(覺)，?J3?-.0:薩埵(勇敢、豪邁、雄心))。 
16 :)3-.0=(MaJjuzrI) 文殊(:)3-.0=-.L% ?文殊菩薩之縮寫)，SNSū：[149, 1.1]。 
17 .J- 28A/- $>J$?- 0(Tathāgata) 如來(.J- 28A/如是，$>J$?- 0 來、去)。 
18 TES與PES皆作(R?- {(法身)，而SNSū則載為(R?- GA- {(法的身)，二者文義上無差。 
19 (R?-{(dharmakāya) 法身((R?法，{身)，SNSū：[149, 1.2]。 
20 2IA- 2 事業、所作 
21 35/-*A.(lakSaNa) 性相、相狀、實相(35/名，*A.本身，35/-*A.性相，實有三法全具備者，為諸法性

相)，即形相或狀態之意；乃相對於性質、本體等而言者，即指諸法之形像狀態。SNSū：[149, 1.3]。 
22 參照TES：360/97；PES：23/53b。 
23 《中華大藏經》於此經，以金藏廣勝寺本為底本，並且《中華大藏經》中將「經」作「品」；

並校勘：「末字「品」，資、磧、普、南、徑、清作「經」下有夾注「此一經即解深密經第四第

五卷別譯」。徑、清且有「劉宋天竺三藏法師求那跋陀羅譯」一行。」，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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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法身相 

求譯：如《相續解脫經》說：文殊師利白佛言：世尊！世尊所說如來法身，

如來法身有何相？ 

 

菩提流支《深密解脫經‧聖者文殊師利菩薩問品第十一》譯本25

菩譯：爾時，文殊26師利法王子菩薩摩訶薩27，依如來所作住持業差別28，白

佛言：世尊！世尊！如來法身有何等相？ 

 

玄奘《解深密經‧如來成所做事品第八》譯本29

奘譯：爾時，曼殊室利菩薩摩訶薩請問30佛言：世尊！如佛所說如來法身，

如來法身有何等相？ 

                                                                                                                                     
24 參見《相續解脫如來所作隨順處了義經》，《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718，a27。 
25 參見《深密解脫經‧聖者文殊師利菩薩問品第十一》，《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685，a10；《中
華大藏經》於此經，以麗藏本為底本，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475。 
26 《中華大藏經》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作「聖者文殊」。」，參見《中華大藏經》

卷 17，頁 476。 
27 ?J3?-.0:-(J(mahasattva) 摩訶薩埵。 
28 《深密解脫經》多此「依如來所作住持業差別」一句，《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685。 
29 參見《解深密經‧如來成所做事品第八》，《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708，b14；與《藏要》，
頁 38；《中華大藏經》於此經，以金藏廣勝寺本為底本，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517。於
《解深密經》之諸漢譯本的各種版本中，支那內學院的歐陽竟無先生所編之《藏要》本是經過校

正過，是比較理想的版本。 
30 《藏要》作「白佛言」，頁 38；《中華大藏經》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作「白」。」，
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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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法身相 

無戲論、無所為 

,2&R3- w/- :.?-GA?- 2!:- )=- 0,  ,:)3- .0=- .J- 28A/- $>J$?- 0- i3?- GA- 

(R?- GA- {:A- 35/- *A.- /A- ?- .%- 1- < R=- +- KA/- 0- >A/- +- 2|R3?- 0:A- %J?- 0<- :L%- 

2:A-$/?- I<- 0- ;%- .$- 0<-P2- 0- ;A/- /R.   ,.J - ;%- o- $*A?- GA?- 2?3- IA?- 3A- 

H2- 0:A- 35/- * A.- .- <A$- 0<- L- !J,    ,.J- /A- 3R?- 0- 3J.- &A%- 3%R/- 0<- :.- L- 2- 3J.- 

0- *A.- GA- KA<- .%-,  ,?J3?- &/- i3?- /A- 3R?- 0-.%-3%R/- 0<- :.- L- 2- =- 3%R/- 0<- 

8J/- 0- *A.- GA- KA<- <R, 

31
,bcom ldan 'das kyis bka' stsal pa,  ,'jam dpal de bźin gśegs pa rnams kyi chos 

kyi sku'i mtshan Jid ni sa32 daG pha rol tu phyin pa33 śin tu34 bsgoms pa'i35 Ges par 
'byuG ba'i36 gnas gyur pa37 yaG dag par grub38 pa39 yin no,  ,de yaG40 rgyu gJis41 

kyis bsam gyis mi khyab pa'i mtshan Jid du42 rig par bya ste,  ,de ni spros pa 

med43 ciG mGon par 'du bya ba med pa44 Jid kyi phyir daG,  ,sems can45 rnams ni 

spros pa daG mGom par 'du bya ba la mGon par źen pa46 Jid47 kyi phyir48 ro, 

                                              
31 參照SNSū：(§149, 5)。 
32 ?(bhUmi) 地。《測疏補篇》譯為：「梵語步弭，此譯曰地，謂具生起極喜地等十一地義，故名
為地。」，頁 179。SNSū：[149, 1.4]。 
33 1-<R=-+-KA/-0(pāramitā) 波羅密多(到達對岸、徹底、究竟、度)。SNSū：[149, 1.5]。 
34 >A/- + 極、很、十分、甚、深、過極、增上、上、最極。 
35 2|R3?- 0(|R3- 0:A- :.?-0)(prabhāvanā) 修、薰修、修習、善修習之過去時。SNSū：[149, 1.6]。 
36 %J?-0<-:L% -2(niHsaraNa) 出離、永離、超出、出離方便。 超出脫離之意。即離迷界、出生死輪迴之

苦，而成辦佛道，以達於解脫之境，亦即出離三界之牢獄，了脫惑業之繫縛。SNSū：[149, 1.7]。 
37 $/?-I<-0(āśraya-parivRtti) 轉依($/?-0 依止，I<-0 變動)。 
38 TES與PES皆作P2 - 0(成就)；而SNSū則載為 12- 0(完成)；WB則作I<- 0(:I<- 2 變動的過去時)。 
39 ;%- .$- 0 <-P2- 0(āZrayaparāvRttisamudāgama) 正等成就、已習成、感、修集、集成、所集成。 

(;%- .$- 0 正確、真實、純淨、清淨、無倒、如實，P2- 0 成就)  SNSū：[149, 1.8]。 
40 .J- ;%與.J:%皆為同義。 
41 o- $*A? 二因(依本體分為近取因、俱有因；依生起方式分為親因、疏因)。 
42 2?3-IA?-3A- H2-0 :A-35/-*A.(actintyalakSaNa) 不可思議之性相、不能設想之相狀。SNSū：[149, 1.9]。 
43   3R?-0-3J. (niHprapaJca)  無戲論 (3R?- 0 戲論。3J.- 0 無、沒有、離)。SNSū：[149, 1.10]。 

44 3%R/-0<-:.-L-2-0-3J. (anabhisaMskāra)  無加行、離諸加行(3%R/- 0<- :.- L- 2 有所為、加行、修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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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法身相 

語譯：薄伽梵如是說：文殊菩薩！諸如來法身之性相是究竟修持地及波羅密

多，所必生正等成就之轉依。彼應以二因為(彼)不可思議之性相，彼

唯無戲論、無所為之故。眾有情唯貪執戲論、有為故 

 
求譯：佛告文殊師利：地49、波羅蜜50，善修、習乘、身轉、集成。文殊師利！

是如來法身相，當知復有不可思議相。有二因緣：謂彼離虛偽無行，

眾生計著虛偽行。 
 
菩譯：佛告文殊師利：如實修行十地51、波羅蜜52，轉身成就得妙法身，是名

諸佛如來法身相。應知。文殊師利！彼佛法身有二種相不可思議，何

等為二：所謂法身離諸戲論、離諸一切有為行相，而諸眾生執著戲論

有為行相。 

 

奘譯：佛告曼殊室利菩薩曰：善男子！若於諸地53、波羅蜜多54，善修、出離、

轉依、成滿，是名如來法身之相。當知此相二因緣故，不可思議：無

戲論故、無所為55故。而諸眾生計著戲論，有所為故。 

                                                                                                                                     
SNSū：[149, 1.11] 

45 ?J3?- &/ (sattva) 有情(?J3?心、心思、意識，&/近處、身旁、面前，?J3?- &/眾生)。 

SNSū：[149, 1.12]。 
46 3%R/- 0<- 8J/- 0 (abhiniveZa) 計著、執、好取、執著、妄執。SNSū：[149, 1.13]。 
47 *A.(eva) 自、自然、自身。 
48 KA< 為、為….故、因緣、緣故。 
49 參見求譯《相續解脫地波羅蜜了義經》中有言：「觀世音菩薩白佛言：世尊！菩薩有十地，所

謂歡喜地、離垢地、明地、焰地、難勝地、現前地、遠行地、不動地、善慧地、法雲地，佛地第

十一。」，《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714。 
50 參見求譯《相續解脫地波羅蜜了義經》中有言：「所謂六波羅蜜：檀波羅蜜，乃至般若波羅蜜。

觀世音白佛言：世尊！此六學事，幾增上戒學？幾增上心學？幾增上慧學？佛告觀世音：施、戒、

忍此三事是增上戒學，禪是增上心學，慧是增上慧學，精進通一切。」，《新修大正藏》卷 16，
頁 715。 
51 參見菩譯《深密解脫經‧聖者觀世自在菩薩問品第十之一》中有言：「聖者觀世自在菩薩摩訶

薩白佛言：世尊！世尊為諸菩薩說十地差別，所謂：歡喜地、離垢地、光明地、炎地、難勝地、

現前地、遠行地、不動地、善慧地、法雲地、第十一佛地。」，《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680。 
52 參見菩譯《深密解脫經‧聖者觀世自在菩薩問品第十之一》中有言：「觀世自在！菩薩學事有

六種，何等為六？所謂：檀波羅蜜、尸羅波羅蜜、羼提波羅蜜、毘梨耶波羅蜜、禪波羅蜜、般若

波羅蜜。」，《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681。 
53 參見奘譯《解深密經‧地波羅蜜多品》中有言：「觀自在菩薩白佛言：世尊！如佛所說菩薩十

地，所謂：極喜地、離垢地、發光地、焰慧地、極難勝地、現前地、遠行地、不動地、善慧地、

法雲地，復說佛地為第十一。」，《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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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參見奘譯《解深密經‧地波羅蜜多品》中有言：「菩薩學事略有六種，所謂：布施、持戒、忍

辱、精進、靜慮、慧到彼岸。」，《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703；而《藏要》則作：「菩薩學事
略有六種，所謂：布施、持戒、忍辱、精進、靜慮、智慧到彼岸。」，頁 31。 
55 玄奘於此譯為：「無戲論故、無所為故」，而此譯易讓人產生否定式的想法：認為成立如來法

身之二因緣，即是否定戲論與造作就可以達成。但是如此一來，則造成有情眾生與如來法身的一

種不可抹滅的撕裂。若參照求那跋陀羅與菩提流支之譯：「彼離虛偽無行」、「離諸戲論、離諸

一切有為行相」，就無產生此種撕裂，而是另一種超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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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脫身與法身之差別 ,TFÈU-úP-]Nc-FÃ-`Cc,    IP-MÈc-NE-,        _E-cEc-îc-éUc-lÃ-CPc-n„_-R-CE-`Cc-N‰-
^E-GÈc-lÃ-†‡-`Cc-R_-TäÈN-R_-TnÃ]U,    ]HU-NR`-TäÈN-R_-UÃ-q]È,    ,TFÈU-úP-]Nc-
]È-P-FÃ-`Cc-R_-TäÈN-R_-TnÃ.    ]HU-NR`-éU-R_-uÈ`-T]Ã-`“c-^ÃP-K‰,    ]HU-NR`-éU-
R_-uÈ`-T]Ã-`“c-lÃc-PÃ-N‰-TZÃP-Ca‰Cc-R-éUc-NE-,    IP-MÈc-NE-,    _E-cEc-îc-éUc- 
lE-UW“Ec-aÃE-UIU-UÈ,    ,GÈc-lÃ-†‡c-PÃ-mN-R_-N‡-]SCc-K‰,    GÈc-lÃ-†‡-mN-R_-N‡-]SCc-
P-^ÈP-KP-nÃ-mN-R_-NRC-K‡-U‰N-Rc-lE-mN-R_-]SCc-R-^ÃP-K‰,     N‰-`-PÃ-NR‰-q-T_-^E-
Ü-T-U-^ÃP-PÈ,   
2.56,bcom ldan 'das ci lags,  ,Jan thos57 daG,  ,raG saGs rgyas58 rnams kyi gnas 

gyur pa59 gaG lags pa de yaG60 chos kyi sku61 legs62 par brjod par bgyi 'am,  ,'jam 

dpal brjod par mi bya'o,  ,bcom ldan 'das 'on ci lags par brjod par bgyi,  ,'jam 

dpal rnam par grol ba'i lus63 yin te,  ,'jam dpal rnam par grol ba'i lus kyis ni de 

bźin gśegs pa rnams daG,  ,Jan thos daG,  ,raG saGs rgyas rnams kyaG mtshuGs 

śiG mJam64 mo,  ,chos kyi skus ni khyad par du 'phags te65,  ,chos kyi skus 

                                              
56 參照SNSū：(§149, 16)。 
57 */- ,R?(śrāvaka) 聲聞、宣聞。 
58 <%-?% ?-o?(pratyeka-buddha) 獨覺(<%自己、我；?%?-o?覺者、佛、佛陀(二障清靜，二智圓滿)；

<%-?% ?-o?緣覺、獨覺佛，梵音譯作辟支佛）。 
59 $/?-I<-0(āśrayaparivRtti) 轉依。SNSū：[149, 2.1]。 
60 SNSū：作.J- ;%與.J:%為同義。 
61 (R?- {(dharmakāya) 法身((R?法，{身)。SNSū：[149, 2.2]。 
62 TES與SNSū作=$?- 0(是)，而PES與WB作=J$?- 0(妙、吉、善哉)。 
63 i3-0<-PR=-2:A-=? (vimuktikāya) 解脫身(i3-0<-PR=-2 遠離、善解脫、得解脫，=?身、自身、依止、積

聚。)五分法身之一，又稱解脫蘊、解脫眾、解脫品。SNSū：[149, 2.3]；另參見榊亮三郎，1985.a：
7～8。 
64 35%?->A%-3*3-0 (sama-tulya) 齊等、平等平等、相似且平等(35%?-0 相似、等、同、同性、共同、

平等、等類，>A%而且、並且，3*3- 0 相似、等、量等、平等、和同)。SNSū：[149,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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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yad par du 'phags na yon tan66 gyi khyad par dpag tu med pas67 kyaG khyad par 
'phags pa yin te,  ,de la ni dpe bya bar yaG sla ba ma68 yin no69, 

語譯：薄伽梵！是何故？何為聲聞與諸獨覺之轉依？彼亦可善名法身否？文

殊！不名法身；薄伽梵！然則應何所名？文殊！為解脫身。文殊！以

解脫身，諸如來和聲聞和諸獨覺相似且平等，而法身猶為殊勝。法身

猶為殊勝，是功德之差別，其無量亦殊勝，於彼不易譬喻。 

 
求譯：文殊師利白佛言：世尊！聲聞、緣覺身轉70，亦是法身耶？佛告文殊

師利：不名法身！文殊師利白佛言：世尊！名何等身？佛告文殊師

利：名解脫身(五分71法身，名解脫，梵音云：毘尼木叉；涅槃解脫，梵音云：木叉也
72
)。文殊師利！解脫身者，聲聞、緣覺、諸如來等唯法身差別。法身

差別者，謂無量功德殊勝，奇特不可為譬。 

 
菩譯：文殊師利白佛言：世尊！聲聞、緣覺轉身73所得，為是法身？為非法

身？佛告文殊師利！非法身也！文殊師利白佛言：世尊！若非法身，

是何等身？佛言：文殊師利！名解脫身，非法身也。依解脫身，聲聞、

緣覺、諸佛如來其身平等74，而佛法身差別殊勝。法身勝者，勝彼一

                                                                                                                                     
65 H.-0<-.-:1 $?-0 (viZiSTa) 最勝、最為殊勝、差別、甚(H.-0<差別、殊勝、異門、勝進，:1$?-0：
【動】跳躍之過去時； 【形】出類、超群、優越、聖、賢聖； 【名】聖者、聖賢)，　梵語vicesa。
別異之意。為「平等」之對稱。指各各之性類。　梵語vicista。殊勝、別異之意。即諸法所有之特

種異點。SNSū：[149, 2.5]。 
66 ;R/- +/(guNa) 有德、勝德、功德，音譯作懼曩、麌曩、求那，意指功能福德。亦謂行善所獲之果

報。 
67 .0$- +- 3J.- 0 (apramcyaguNa) 無限、無邊、無量、無有量、不可度量。SNSū：[149, 2.6]。 
68 以下參見PES：23/54a。 
69 .0J-L-2<-a-2-3-;A/-0 (na sukaram udāhartum) 譬喻所不能及(.0J譬、喻、釋例；L-2 工作、事情，泛指

思想、行為、言論等；作用、效力；;%而且、雖然；a- 2 容易)。SNSū：[149, 2.7]。 
70 求譯將āśrayaparivRtti譯成：『身轉』。 
71 《中華大藏經》校勘為：「「五分」，磧、南作「五」；資作「胡音」；徑、清無夾注。」，
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533。 
72 根據慧遠之《大乘義章》：「何故律教得名毘尼？亦有兩義：一、能詮於毘尼之行，從其所詮

故號毘尼；二、能生於毘尼行德，從其所生故稱毘尼。言木叉者，此名解脫，解脫有二：一者、

無為；二者、有為。無為解脫直名木叉，有為解脫名毘木叉。是故《相續解脫經》言：涅槃解脫

名為木叉，五分法身有為解脫，名毘木叉。」，《新修大正藏》卷 44，頁 468。 
73 菩譯將āśrayaparivRtti譯成：『轉身』。 
74 依菩譯《深密解脫經‧聖者彌勒菩薩問品第九》：「彌勒！行相真如、執著真如、邪行真如，

此三真如，一切眾生平等無差別。彌勒！相真如、唯識真如，此二真如，一切法平等無差別。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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切聲聞、緣覺，無量無邊阿僧祇75功德，奇特殊勝不可為譬，為分別

顛倒對治，彼人說如來生76。 

 
奘譯：世尊！聲聞、獨覺所得轉依，名法身不？善男子！不名法身。世尊！

當名何身？善男子！名解脫身。由解脫身，故說一切聲聞、獨覺與諸

如來平等平等77，由法身故，說有差別。如來法身有差別故，無量功

德最勝差別，算數譬喻所不能及。 

                                                                                                                                     
勒！清淨真如，聲聞、緣覺、菩薩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平等無差別。彌勒！修行真如，如聞妙

法差別，觀奢摩他毘婆舍那攝取般若平等無差別。」，《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675。 
75 梵語asamkhya之音譯。為印度計數方式之一，意味：無量數或極大數。 
76 《中華大藏經》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作「生如經」。」，參見《中華大藏經》

卷 17，頁 476。 
77 參見《藏要》：「勘番本意謂相似而平等。」，頁 38；另《測疏》則言：「謂彼二乘與諸如來

所斷煩惱無差別，故所得擇滅亦無差別，故作此言與諸如來平等平等。」，《測疏》卷 34，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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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ÈU-úP-]Nc-N‰-TZÃP-Ca‰Cc-R-éUc-lÃ-´‰-T-]q⁄E-T]Ã-UWP-IÃN-HÃ-õ-T“_-_ÃC-R_-TnÃ-
`Cc,    ]HU-NR`-≥„`-R]Ã-†‡]Ã-UWP-IÃN-]HÃC-å‰P-nÃ-BUc-]q⁄E-T-NE-]x]È,     
,≥„`-R]Ã-†‡]Ã-UWP-IÃN-]q⁄E-T]Ã-N‰-TZÃP-Ca‰Cc-R]Ã-^ÈP-KP-T@ÈN-R] Ã-îP-nÃ-éU-R-MUc
-FN-lÃc-qÃP-nÃc-TÖTc-R]Ã-UWP-IÃN-N‡-Tõ-T_-q]È,    ,≥„`-R]Ã-†‡-`-PÃ-´‰-T-]q⁄E-^ÈN-lÃ-
GÈc-lÃ-†‡-`-PÃ-´‰-T-]q⁄E-T-U‰N-NÈ,     
3.78,bcom ldan 'das de bźin gśegs pa rnams kyi skye ba 'byuG ba'i mtshan Jid79 ji 

lta bur rig par bgyi lags,  ,'jam dpal sprul pa'i sku'i mtshan Jid80 'jig rten gyi 

khams81 'byuG ba daG 'dra'o,  ,sprul pa'i sku'i mtshan Jid 'byuG ba'i de bźin gśegs 

pa'i yon tan bkod pa'i rgyan82 gyi rnam pa thams cad kyis byin gyis brlabs pa'i 
mtshan Jid83 du blta bar bya'o,  ,[sprul paHi sku la ni skye ba HbyuG ba yod 

kyi]84chos kyi sku la ni skye ba 'byuG ba med do, 

語譯：薄伽梵！如何知諸如來出生、降世之性相？文殊！化身之性相就如同

世間產生。應觀化身性相，為已成如來者功德莊嚴之一切相所加持。

法身無降生、出世。 

 

                                              
78 參照SNSū：(§149, 28)。 
79 *J-2-:L%-2:A-35/-*A. (upapatti-bhava-lakSaNa) 生有、出生、降世之性相(*J-2 生、生起、增長，:L%-2

獲得、出現、生成、出世、生起、能生)。SNSū：[150, 3.1]。 
80 3=-0:A-{:A-35/-*A.(nirmāNakāya-lakSaNa) 化身之性相(3=-{ nirmāNakāya化身)。SNSū：[150, 3.2]。 
81 :)A$-gJ/-IA-#3? (lokadhātn；loka-dhātu) 世界、剎土、世間(:)A$-gJ/世間(變壞有情)、世界、梵音譯為

路迦(loka)，#3?界、趣，gJ/- IA- #3?所依界、內界)。SNSū：[150, 3.3]。 
82 2!R/- 0:A- o/ (guNavyUhākāra) 所莊嚴。SNSū：[150, 3.4]。 
83 LA/-IA?-2 _2?-0 :A-35/-*A.(adhiSThāna-lakSaNa) 受持、所….住持、所留、加被、加持之性相 

(LA/- IA?- 2_2 ?- 0 受持、所….住持、所留、加被、加持)。SNSū：[150, 3.5]。 
84 此句語譯為：「化身有降生、出世。」，為Lamotte所添加，而TES、PES與WB所缺之語句。Lamotte
於此附註：「 omitt. T: add. H708a 1.」，參見 SNSū： 150。 (T：為 Lamotte所取得藏文
《ĀryasaMdhinirmocanamahāyānasūtra》之原文，Lamotte將縮寫符號標示於SNSū：8；H：為Lamotte
所參照玄奘《解深密經》(Kiai chen mi king＝SaMdhinirmocanasūtra. Traduction en 5 chap. de 
Hiuan-tsang des T'ang [647]. Nanjio 247; Taishō 676, 688b 1～711b 21.)，Lamotte將縮寫符號標示於
SNSū：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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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譯：文殊師利白佛言：世尊！如來因起有何相？佛告文殊師利：化身相如

世界起，一切種如來功德，及清淨莊嚴住相，當知化身相起，法身無

起。 
 
菩譯：文殊師利白佛言：世尊！諸佛生世有何等相？佛告文殊師利：化身生

相隨世界相，一切種一切功德莊嚴住持相相應，是即85化身生世間相。

應知！文殊師利！而佛如來法身不生。 

 
奘譯：曼殊室利菩薩復白佛言：世尊！我當云何應知如來生起之相？佛告曼

殊室利菩薩曰：善男子！一86切如來化身作業87，如世界起一切種類，

如來功德眾所莊嚴住持為相，當知化身相有生起，法身之相無有生起。 

 

                                              
85 《中華大藏經》校勘為：「普、南、徑、清作「即是」。」，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476。 

86 《藏要》：「勘番本意謂彼化身相與世界生起相似，即於化身相生起中由一切種類如來功德所

莊嚴，彼福德相乃可見。」，頁 38。 
87 作業(karman)。指思業及由思所起之身、語二業，全稱為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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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TFÈU-úP-]Nc-≥„`-R]Ã-†‡-§ÈP-R]Ã-MTc-`-UBc-R-CE-`Cc-R_-Tõ-T_-TnÃ -`Cc,    
]HU-NR`-≥„`-R]Ã-†‡-§ÈP-R]Ã-MTc-`-UBc-R-PÃ-§ÈE-Cc“U-nÃ-§ÈE-G‰P-R È]Ã-cEc-îc-lÃ-ZÃ
E-MUc-FN-N‡-TNC-RÈ_-uCc-R]U,   ÆÃP-CPc-c“-uCc-R]Ã-mÃU-N‡-UE`-N‡-]H“C-R-NE-,  
TVc-R-NE-.    ´‰-T-NE-,    ]NÈN-R-`-`ÈEc-≠ÈN-R-NE-,     UEÈP-R_-]q⁄E-T-NE-,   N@]-
T-≠N-R-FÃC-F_-@‡P-K‡-§ÈP-R-NE-,    N‰-CKÈE-T-NE-,    UEÈP-R_-íÈCc-R_-qE-G“T-R]Ã- 
_ÃU-R-@‡P-K‡-§ÈP-R-^ÃP-R_-Tõ-T_-q]È,     
4.88,bcom ldan 'das sprul pa'i sku89 ston pa'i la thabs la90 mkhas pa91 gaG lags par 

blta bar bgyi lags,    ,'jam dpal sprul pa'i sku ston pa'i thabs la mkhas pa92 ni stoG 

gsum gyi 93stoG chen po'i saGs rgyas kyi źiG94 thams cad du bdag por95 grags 
pa96'am,    ,sbyin gnas97 su grags pa'i khyim du mGal du 'jug pa98 daG,    ,btsas pa99 

daG,    ,skye ba100 daG,    ,'dod pa la loGs spyod pa101 daG,    ,mGon par 'byuG ba102 

                                              
88 參照SNSū：(§150, 8)。 
89 3=- {(nirmāNakāya) 化身。SNSū：[150, 4.1]。 
90 WB獨缺此=字。 
91 ,2?-3#?-0(deZanopāyakuZala) 善權方便、方便善巧（,2?勝方便、善方便、方便、加行、方便、

儀軌，3#?-0 精通、明察、練達；【形】精湛、熟練、巧妙、高明；【副】善能、精於、工於，,2?-3#?
善知方便）。SNSū：[150, 4.2]。 
92 此段為TES所缺漏，今據PES、SNSū與WB補足。 
93 以下參見TES：360/98。 
94 !R%- $?3- IA- !R%- (J/- 0R:A- ?%?- o?- GA- 8A%(trisāhasramahāsāhasrabuddhakSetra) 三千大千佛國土（!R%- $?3 三

千，!R%- $?3- IA-!R%- (J/- 0R三千大千，?%?- o?覺者、佛陀，8A%國土）。SNSū：[150, 4.3]。 
95 2.$- 0R(ādhipatya) 增上、增上力、主宰、增上位、主人。SNSū：[150, 4.4]。 
96 P$?- 0 名、共了、流聞、共成、同許、推許、隨所、應聞、成就、遍佈、極成。 
97 .A/- $/?(dakSiNīya) 福田。SNSū：[150, 4.5]。 
98 3%=- .- :)$- 0(garbhāvakrānti) 入胎。SNSū：[150, 4.6]。 
99 24?- 0 出生、生、誕生。 
100 *J- 2(jāti) 生起、生、受生、增長、生長。SNSū：[150, 4.7]。 
101 :.R.-0-=-=R%?-,R.-0(kāmasaMbhoga) 受用欲纏、受欲者、受諸欲者、受用欲、受用欲者。 

SNSū：[150, 4.8]。 
102 3%R/- 0<- :L%- 2(abhiniHkramaNa) 出離、趣出離、出家、出離。SNSū：[150,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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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daG,    ,dka' ba spyad pa103 cig car104  kun tu ston pa105  daG,    ,de gtoG ba 

daG,    ,mGon par rdsogs par byaG chub pa'i rim pa106 kun tu ston pa yin par blta 

bar bya'o, 

語譯：薄伽梵！化身教主降世之善知方便應如何觀？文殊！化身教主之善能

方便以自在聞名三千大千佛國土，或應觀（釋尊）入胎福田聞名之家，

出生、生長、受用妙欲、出家、一同示現苦行、捨苦行、成等正覺等

次第。 

 
求譯：文殊師利白佛言：世尊！以何等巧方便示現化身？佛告文殊師利：一

切三千大千諸佛世界，增上主家生、福田家生，入胎、出胎、生長、

受五欲、出家苦行、往詣道場、菩提樹下降魔成佛、轉法輪已、現般

涅槃、當知是示現化身巧方便。 

 

菩譯：文殊師利白佛言：世尊！我云何知化身所作現方便相？佛告文殊師

利：一切佛國土三千大千世界中，大勢力家及福田家，一時退入胎、

住胎、出胎、生已、增長、受五欲樂、而行大捨出家苦行、證菩提、

轉法輪、入涅槃，文殊師利！是應化身所作方便示現，應知！ 

 

奘譯：曼殊室利菩薩復白佛言：世尊！云何應知示現化身方便善巧107？佛告

曼殊室利菩薩曰：善男子！遍於一切三千大千佛國土中，或眾推許增

上王家、或眾推許大福田家，同時入胎、誕生、長大、受欲、出家、

示行、苦行、捨苦行、已成等正覺108，次第示現，是名如來示現化身

方便善巧。 

                                              
103 .!:- 2- ,.- 0(duSkaracaryā) 難行、難行行。SNSū：[150, 4.10]。 
104 TES與SNSū皆作&A$- &<(俱時、一時、頃、頓)；而PES則作&A$- (<，疑為筆誤。 

105 !/- +- !R/- 0(ādarZana) 示現。SNSū：[150, 4.11]。 
106 3%R/-0<-mR$?- 0<- L%-(2- 0:A- <A3- 0(abhisaMbodhikrama)成等正覺次第（3%R/- 0<-mR$?- 0 完滿成就、究竟圓

滿，3%R/- 0<-mR$?- 0 <- L%-(2- 0 證得、等覺、覺悟、成等正覺，<A3- 0 次第）。SNSū：[150, 4.12]。 
107 依親光造，玄奘譯之《佛地經論》：「謂智能起身語心化，稱順機宜故名善巧，加行不絕故名

方便。」，《新修大正藏》卷 26，頁 325。 
108 參見《藏要》：「魏宋二本此下皆有轉法輪入涅槃二語。」，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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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如來言音差別 TFÈU-úP-]Nc-N‰-TZÃP-Ca‰Cc-R-N‰-TZÃP-Ca‰Cc-R]Ã-qÃP-nÃc-TÖTc-lÃ-† ‡c-Cc“E-CE-N
C-TäÈN-Rc-]N‡`-T]Ã-BUc-^ÈEc-c“-U-©ÃP-R-PÃ-^ÈEc-c“-©ÃP-R_-UXN-`,    ^ÈEc-c“-©ÃP-R
-PÃ-NUÃCc-R-N‰-IÃN-lÃc-éU-R_-uÈ`-T_-UXN-R]Ã-Cc“E-TäÈN-R-N‡-ZÃC-äÈN-R_-UXN-`Cc,
]HU-NR`-N‰-TZÃP-CZ‰Cc-R]Ã-Cc“E-TäÈN-R-PÃ-Cc“U-RÈ-]NÃ-NC-^ÃP-K‰,      
UNÈ-•-‰äÈN-R-NE-,    ]N‡`-T-äÈN-R-NE-,   U-UÈ-äÈN-R]È.     
109
,bcom ldan 'das de bźin gśegs pa de bźin gśegs pa'i byin gyis110 brlabs111 kyi 

skus gsuG gaG dag brjod pas 'dul ba'i khams112 yoGs su ma smin pa ni yoGs su 
smin par113 mdzad la,  ,yoGs su smin pa ni dmigs pa de Jid kyis rnam par grol 

bar114 mdzad pa'i gsuG brjod pa115 du źig rjod116 par mdsad lags,  ,'jam dpal de 

bźin gśegs pa'i gsuG brjod pa ni gsum po 'di dag yin te117,  ,mdo sde118 rjod pa119 

daG,  ,'dul ba120 rjod pa daG,  ,ma mo121 rjod pa'o, 

 

                                              
109 參照SNSū：(§150, 17)。 
110 PES與SNSū，皆缺此?字。 
111 LA/-IA?-2 _2?-0(adhiSThāna)受持、所……住持 (LA/-IA?-_2 ?- 0(adhiSThāna)住持)。SNSū：[150, 4.12]。

SNSū作_2?，而_2?(波浪、能力、效益、威力)、2_2?(加持)，而就LA/- IA?- _2?- 0、LA/- IA?- 2_2?- 0 則

語譯上並沒有太大的差異。 
112 #3?(dhātu) 界。SNSū：[150, 4.13]。 

   :.=- 2:A- #3?(vineya-dhātu) 所調伏界（:.=- 2 調伏、毘奈耶、法律、訓練、制伏、調治）。 
113 ;R%?-?-(A/-0 (paripakva)已成熟、已成熟者。Lamotte於此註為：「vipāka(i3-0<-(A/-0、i3-0<-(A/-0<-:I<-2

異熟)」，參見SNSū：[150, 4.14]，引文中()內之文字，為筆者所加。 
114 i3- 0<- PR=- 2(vimokSa) 遠離、解脫、善解脫、得解脫、已解脫、證得解脫。SNSū：[150, 4.15]。 
115 $?%- 2eR.- 0 言音。 
116 SNSū作 2eR.- 0；而 2eR.- 0 是eR.- 0 的過去時與未來時。 
117 PES與PES皆作+J，SNSū作+R。 
118 3.R- #(sUtra) 素恒纜、經典、契經。SNSū：[150, 4.16]。 
119 eR.- 0 說、講、論 
120 :.=- 2(vinaya) 毗奈耶、調、調伏、律。SNSū：[150, 4.17]。 
121 3- 3R(mātRkā) 摩怛理迦、本母、論。SNSū：[150, 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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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語譯：薄伽梵！如來善逝以加持(住持)身，以所有話語令未完全成熟之弟子完

全成熟。完全成熟者，以此所緣宣說令某解脫之話。文殊！如來言音

如是等為三：說契經、調伏、本母。 

 
求譯：文殊師利白佛言：世尊！如來化身幾種語為眾生說法？諸未熟者調伏

令熟，已熟者令於緣解脫。佛告文殊師利：如來語者，說修多羅122語、

毘尼123語、摩德勒伽124語。 

 
菩譯：文殊師利白佛言：世尊！世尊依如來法身住持力，幾種語為眾生說法？

如來說法依可化眾生，未熟者令熟，已熟者令得解脫。佛言：文殊師

利！如來有三種125語，何等為三？謂說修多羅、毘尼、摩得勒伽。文

殊師利！是為三種。應知！ 

 

                                              
122 參見《雜阿毘曇心論》：「修多羅者，凡有五義：一曰出生，出生諸義故、二曰泉涌，義味無

盡故、三曰顯示，顯示諸義故、四曰繩墨，辨諸邪正故、五曰結鬘，貫穿諸法故。如是五義，是

修多羅義。」，《新修大正藏》卷 28，頁 931；而澄觀之《華嚴經疏》言：「亦名修妒路，亦名

素怛纜，此皆梵音楚夏，古譯為契經。智論之中，名為經藏。契謂契理、契機，經謂貫穿攝化，

即契理合機之經，依主受名。契經即藏，持業釋也。復云：正翻名線，線能貫華，經能持緯。此

方不貴線稱，故存於經。有云：案五印度，呼線席經井索。聖教，皆曰修多羅，則經正是敵對，

斥於古德，經非敵對，今更詳之。若一名四實，皆為敵對，則古如所破，若兼順義。經自屬於席

經，敵對應名聖教。故梁攝論，譯為聖教。彼論云：有阿毘達磨，非是聖教，為成聖教故，加修

多羅名。古德見此儒墨皆稱為經，遂借彼席經，以目聖教，則雙含二義，俱順兩方，借義助名，

更加契字，揀異席經，甚為允當，二顯相者。」，《新修大正藏》卷 35，頁 507。 
123 依《大方等大集經》言：「佛說毘尼，凡有二種，何等為二？一者犯毘尼、二者煩惱毘尼。云

何為犯。云何毘尼？犯已尋覺不善思惟，因於無明顛倒、虛妄、欺誑、煩惱，著我眾生疑心，不

得解脫，掉悔、憍慢、放逸、寡聞，因如是等是名為犯。若破疑心獲得解脫，得解脫故見有犯處，

即是非處亦非非處，非身、口、意，不取、不捨、不可睹見，非是身作及心口作，若是三作即是

滅法。若是滅法，誰作誰犯如犯，一切諸法亦復如是。諸法無根、無作、無處，若能破壞，如是

等疑，是名為淨，是名不熱。隨師教作，是名有信、是名有定、是名毘尼。云何煩惱？云何毘尼？

十二有支，所謂無明乃至老死，是名煩惱性，能調伏一切煩惱，是名毘尼。」，《新修大正藏》

卷 13，頁 397；澄觀之《華嚴經疏》言：「第二毘柰耶藏，初名，後相，前中亦名毘尼，梵言之
略耳，此翻為調伏，謂調練三業，制伏過非，調練通於止作，制伏唯明止惡，就所詮之行彰名。

即調伏之藏，或能詮藏，有調伏之能，即有財釋，契經藏中類有此釋，毘尼或翻為滅。滅有三義：

一滅業非、二滅煩惱、三得滅果，或名尸羅，具云翅怛羅，此云清涼，離熱惱因，得清涼果故，

亦名波羅提木叉，此云別解脫，此就因得名。」，《新修大正藏》卷 35，頁 507。 
124 澄觀之《華嚴經疏》言：「世親攝論云：阿毘達磨有四義，謂：對故、數故、伏故、通故。對

義同前；數者，於一一法數數宣說，訓釋言辭，自共相等無量差別故；伏者，由此具足論處所等，

能勝伏地論故；通者，此能通釋素怛纜義故，亦名優婆提含，此云論義，亦名磨怛理迦，此云本

母。謂以教與義為本為母，亦云依藏，生解，藏為解母，本即是母，亦名摩夷，此云行母，依藏

成行故，行之母故。」，《新修大正藏》卷 35，頁 507。 
125 《中華大藏經》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無。」，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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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奘譯：曼殊室利菩薩復白佛言：世尊！凡有幾種，一切如來身所住持言音差

別126？由此言音127所化有情，未成熟者令其成熟，已成熟者緣此為境
128，速得解脫。佛告曼殊室利菩薩曰：善男子！如來言音略有三種：

一者契經129、二者調伏130、三者本母131。 

                                              
126 《測疏補篇》譯為：「一切如來身所加持言音差別凡有幾種」，頁 1。 
127 言音($?%-2eR.-0)，依《維摩詰所說經》：「佛以一音演說法，眾生隨類各得解。」，《新修大

正藏》卷 14，頁 538；《仁王經疏》：「如來一語說法中，演說無量契經海。」，《新修大正藏》

卷 33，頁 360；《測疏》引：「真諦記云：如來言音自有二種，一從口出，皆是法輪，二威德所

顯，不從口出、不關法輪，如問阿難從何處來等。如佛說法時，前後悉見佛面對其說法，此亦佛

威德所顯。」，《測疏》卷一，頁 10；另《測疏》言：「一音者，為梵音，乃至廣說。答有二說，

一有作是說佛以聖語說四聖諦，皆能領解，而四天王意樂有異，為滿彼意，故佛異說，乃至廣說。

復次，世尊欲顯於諸言音皆能善解，故作是說—謂有生疑佛為能作聖語說法，一切言音未必自在，

未解決彼疑，佛以種種言音說法。復次有所化者，依佛不變形言或依變形言，乃至廣說。是故，

世尊說三種語：二云佛以一音說四聖諦，不令一切皆能領解⋯如來言音遍珠聲境，隨所欲言接能

作之。如來言音，雖有多種，而同有益，故說一音。」，《測疏》卷 1，頁 10。 
128 《測疏補篇》譯為：「即由此緣」，頁 1。《順正理論》：「如是三藏差別云何？未種善根未

欣勝義，令種欣故，為說契經；已種、已欣，令熟相續，作所作故，為說調伏；已熟、已作，令

悟解脫正方便故，為說對法。」，《新修大正藏》卷 29，頁 595。 
129 《佛地經論》：「能貫能攝，故名為經。以佛聖教貫穿攝持所應說義所化生故。」，《新修大

正藏》卷 26，頁 291；而《華嚴經疏》疏此義道：「此或貫攝通所說所化，或貫穿法相，攝持所

化。又世親攝論釋貫穿云：謂能貫穿依故、相故、法故、義故，依者：謂於是處由此為此而有所

說，相者：謂世俗諦相勝義諦相，法者：謂蘊、界、處、緣起、諦、食、靜慮、無量、無色、解

脫、勝處、遍處、菩提分、無礙解、無諍等，義者：隨順密意說等。瑜伽二十五、顯揚二十，大

同此說。」，《新修大正藏》卷 35，頁 507；《測疏補篇》譯為：「其中言『契經』者，謂既順

正理，又與眾生根器相稱，故名契經。」，頁 3；《稻譯》則譯為：「契經者，為契當道理，合有

情機，故名契經。」，頁 4。 
130 《測疏補篇》譯為：「言『調伏』者，謂由諸清靜律儀，調伏七惡，或者調伏六根，故名調伏。」，

頁 4；《稻譯》為：「二者調伏，謂清靜律儀，調伏七惡、調伏六根，故名調伏。」，頁 4。 
131 《測疏補篇》譯為：「言本母者，由是能生一切法之根本，及能顯示諸法，故名本母。」，頁

6；《稻譯》為：「三者本母，一切法本生起顯現，故名本母。」，頁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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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契經 .TFÈU-úP-]Nc-UNÈ-•‰-PÃ-CE-`Cc,    ]N‡`-T-PÃ-CE-`Cc,   U-UÈ-PÃ-CE-`Cc,     
]HU-NR`-]NÃ-õ-§‰,    NEÈc-RÈ-TZÃ]U,    NC‡]U,    IÃa‡-ë-NC‡]Ã-NTE-N‡-qc-Pc-GÈc- 
éUc-lÃ-NEÈc-RÈ-T•‡c-R-VU-Ec-CE-N‡-T§P-R-N‰-PÃ-UNÈ-•‰-^ÃP-PÈ,     
5.132,bcom ldan 'das mdo sde133 ni gaG lags,  ,'dul ba134 ni gaG lags,  ,ma mo135 ni 

gaG lags,  ,'jam dpal 'di lta ste,  ,dGos po136 bźi 'am,  ,dgu 'am,  ,Ji śu rtsa 

dgu'i dbaG du byas nas137 chos rnams kyi dGos po bsdus pa138 tsam Gas gaG du 
bstan pa de ni mdo sde yin no, 

語譯：薄伽梵！何謂契經、調伏、本母？文殊！謂為四事、或九事、廿九為

主，總攝諸法事，我所有說皆為契經。 

 
求譯：文殊師利白佛言：世尊！云何修多羅？云何毘尼？云何摩德勒伽？佛

告文殊師利：若我說諸法，攝事分齊，名修多羅。謂因四事、九事、

二十九事，如是四十二事。 
 
菩譯：文殊師利言：世尊！何等修多羅？何等毘尼？何等摩得勒伽？佛言：

文殊師利！我所說少事法，是名修多羅。少事法者，謂四種事、九種

事、二十九種事。 
 

                                              
132 參照SNSū：(§150, 30)。 
133 3.R- #(sUtra) 素恒纜、經典、契經。SNSū：[151, 5.1]。 
134 :.=- 2(vinaya) 毗奈耶、調、調伏、律。SNSū：[151, 5.2]。 
135 3- 3R(mātRkā) 摩怛理迦、本母、論。SNSū：[151, 5.3]。 
136 .%R?- 0R(vastu) 有、有性、事、事物、境事、境界、物。SNSū：[151, 5.4]。 
137 .2%-.-L?-/?(vaZīkRtya) 為….增上力故、增上力故（.2%增上、自在、力、增上義）。 

SNSū：[151, 5.5]。 
138 2#?- 0(vastusaMgraha) 總攝、總集、所攝、攝受、積聚。SNSū：[151,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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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奘譯：世尊！云何契經139？云何調伏？云何本母140？曼殊室利！若於是處，

我依攝事141顯示諸法142，是名契經143。謂依四事，或依九事，或復依

於二十九事。 
 

                                              
139 《瑜伽論記》：「若於是處至名契經者，依毘婆沙解三藏差別中，或詮於定名修多羅，或云種

種雜說名修多羅等，今則當種種雜說名為契經。」，《新修大正藏》卷 42，頁 787。 
140 《瑜伽論記》：「三者本母，舊名：摩德勒伽，今云：摩呾履迦，此云：本母。由此藏中廣辨

諸義，出生種種道理，故名本母。亦可由辨多種種道理，是則出生種種義理，故名本母。」，《新

修大正藏》卷 42，頁 787。 
141 《測疏補篇》譯為：「其中『是處』二字示以契經為處。『我』指如來自己，謂于五蘊上所安

立名。『事』指體事，即四攝事等。謂契經須由攝事乃能通達諸法。」，頁 8；《稻譯》為：「是
處者，明契經處。我者，如來，唯五蘊假說。事者，體事，四攝事等。謂經攝諸事分別諸法。」，

頁 6；而釋演培認為：「是處，是指言音差別的處所。依攝事，是依契經中所攝的諸事。」，參見

釋演培，1988：579。 
142 《藏要》：「勘番本意謂依諸法體事而總攝。」，頁 38。 
143 唐仲容認為：「契經問答，依世間種種事和出世間種種事而廣宣說之法，是名契經。」，參見

唐仲容，1999：1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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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四事、九事 ,NEÈc-RÈ-TZÃ-CE-Z‰-P,    ]NÃ-õ-§‰,    MÈc-R]Ã-NEÈc-RÈ-NE-,    ´Tc-c“-]uÈ-T]Ã-NEÈc-RÈ-NE-,   
TÜT-R]Ã-NEÈc-RÈ-NE-,    qE-G“T-lÃ-NEÈc-RÈ]È,     ,NEÈc-RÈ-NC‡-CE-Z‰-P,    c‰Uc-FP-N‡-CN
Cc-R]Ã-NEÈc-RÈ-NE-,    N‰]Ã-`ÈEc-≠ÈN-lÃ-NEÈc-RÈ-NE-,    N‰-]q⁄E-T]Ã-NEÈc-RÈ-NE-,    N‰-]q⁄E-
T-CPc-R]Ã-NEÈc-RÈ-NE,    N‰]Ã-@‡P-Pc-IÈP-UÈEc-R-NE-,    éU-R_-qE-T]Ã-NEÈc-RÈ-NE-,    
N‰]Ã-¶-WÈÈCc-lÃ-NEÈc-RÈ-NE-,    §ÈP-R]Ã-NEÈc-RÈ-NE-,    T§P-R_-q-T]Ã-NEÈc-RÈ-NE-,    
]BÈ_-nÃ-NEÈc-RÈ]È,     
1.144dGos po bźi gaG źe na,  'di lta ste,  1.thos pa'i dGos po145 daG,  2.skyabs su 

'gro ba'i dGos po146 daG,  3.bslab pa'i 147dGos po148 daG,  4.byaG chub kyi dGos 

po'o149,  2.150,dGos po dgo gaG źe na,  1.sems can du gdags pa'i dGos po151 daG,  

2.de'i loGs spyod kyi dGos po152 daG,  3.de 'byuG ba'i dGos po153 daG,  4.de 'byuG 

ba gnas pa'i dGos po154 daG,  5.de'i kun nas Jon moGs pa daG,  rnam par byaG 

ba'i dGos po155 daG,  6.de'i sna tshogs kyi dGos po156 daG,  7.ston pa'i dGos po157 

daG,  8.bstan par bya ba'i dGos po158 daG,  9.'khor gyi dGos po'o159, 

                                              
144 參照SNSū：(§151, 1)。 
145 ,R?- 0:A- .%R?- 0R(ZravaNavastu) 隨聞事、所聞事、聽聞事、聞事。SNSū：[151, 5.7]。 
146 *2?- ?- :PR- 2:A- .%R?- 0R(ZaraNagamanavastu) 歸依事。SNSū：[151, 5.8]。 
147 以下參見PES：24/54b。 
148 2a2- 0:A- .%R?- 0R(ZikSāvastu) 修學事（2a2- 0 學處、習學、所學、所學處）。SNSū：[151, 5.9]。 
149 L%-(2-GA-.%R?-0R(bodhivastu) 菩提事（L%- (2 大菩提、菩提、覺）。SNSū：[151, 5.10]。TES與SNSū

皆作:R，獨PES作.%。 
150 參照SNSū：(§151, 9)。 
151 ?J3?- &/- .- $.$?- 0:A- .%R?- 0R(sattvaprajJaptivastu) 施設有情事。SNSū：[151, 2.1]。 
152 .J:A- =R%?- ,R.- GA- .%R?- 0R(tadbhogavastu) 彼受用事。SNSū：[151, 2.2]。 
153 .J- :L%- 2:A- .%R?- 0R(tadutpādavastu) 彼生起事、能生事。SNSū：[151, 2.3]。 
154 :L%-2-$/?-0:A-.%R?-0R(teSām utpannānāM sthitivastu)生起依止事(:L%-2 生起、能生，$/?-0 依處、住、

所依止)。SNSū：[151, 2.4]。 
155 .J:A- !/- /?- *R/- 3R%?- 0- i3- 0<- L%- 2:A- .%R?- 0R(tatsaMkleZavyavadānavastu) 彼雜染清淨事。SNSū：[151, 2.5]。 

(!/- /?- *R/- 3R%?- 0 雜染，i3- 0<- L%- 2 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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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語譯：云何四事？謂為聽聞之事、歸依事、學處(戒)事、菩提事。云何九事？

施設有情事、彼受用事、彼生起事、彼生起依止事、彼雜染和清淨事、

彼差別事、宣說事、所宣說事、眾會事。 

 

求譯：何等四事？謂聞事、歸依事、戒事、菩薩事。何等九事160？謂施設眾

生事、受用事、彼因起事、起已住事、彼滅事、彼種種事、說事、所

說事、徒161眾事。 

 

菩譯：文殊師利！所言四種事者：謂聞事、歸依事、學事、菩提事，是名四

種事。文殊師利！所言九種事者：謂施設事、眾生向受用事、向生事、

向生住事、向染淨事、向種種事、能說事、可說事、眷屬事，是名九

種事。 

 

奘譯：云何四事？一者聽聞事162、二者歸趣事163、三者修學事164、四者菩提

事165。云何九事？一者施設有情事166、二者彼所受用事167、三者彼生

                                                                                                                                     
156 .J:A-$- 5S$?- GA- .%R?- 0R (tadviZeSavastu) 彼差別事。SNSū：[151, 2.6]。Lamotte之附註：「H 708a 20」，

參見SNSū：151。 
157 !R/- 0:A-.%R?- 0R(ZāstRvastu) 宣說事。SNSū：[151, 2.7]。 
158 2!/- 0<- L- 2:A- .%R?- 0R(Zāsanavastu) 所說事、所宣說事。SNSū：[151, 2.8]。 
159 :#R<- IA- .%R?- 0R(cakravastu) 眾會事。SNSū：[151, 2.9]。 
160 《中華大藏經》中「事」作「等」；並校勘：「資、磧、普、南、徑、清、麗作「事」。」，

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533。 
161 《中華大藏經》中「徒」作「從」；並校勘：「資、磧、南、徑、清、麗作「徒」。」，參

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533。 
162 《瑜伽論記》：「一、聽聞事：聞、思二慧。」，《新修大正藏》卷 42，頁 787；釋太虛：「謂
聞正法時從耳聞所得之慧，為聞所成慧，此中亦攝由聞而思之思所成慧。」，參見釋太虛，1937.b：
24。 

163 《瑜伽論記》：「二、歸趣事：則三歸依。」，《新修大正藏》卷 42，頁 787；釋太虛：「由
聞思為先而後起信，由信而生皈依趣向之念，皈依三寶，趣向涅槃，此即信願之心。」，參見太

虛，1937.b：25。 
164 《瑜伽論記》：「三、修學事者：則是三學。」，《新修大正藏》卷 42，頁 787；釋太虛：「由
皈依後而修戒、定、慧，此依戒定慧之慧，名修所成慧。」，參見釋太虛，1937.b：25。 

165 《瑜伽論記》：「四、菩提事者：則是三十七品、四種行跡、奢摩他、毘缽舍那等，能得大菩

提事故。」，《新修大正藏》卷 42，頁 787；釋太虛：「由前三事，於菩提分法已能趣修，當得
証果成佛，曰菩提事。」，參見釋太虛，1937.b：25；關於三十七菩提分法之相關研究，請參見楊

郁文：2000。 
166 《測疏補篇》譯為：「其中「有情事」者，謂五取蘊。」，頁 10；《瑜伽論記》：「一、施設

有情事：則是五蘊。」，《新修大正藏》卷 42，頁 787 

 151



二、明化身相 

起事168、四者彼生已住事169、五者彼染淨事170、六者彼差別事171、七者

能宣說事172、八者所宣說事173、九者諸眾會事174。 
 

                                                                                                                                     
167 《測疏補篇》譯為：「「受用事」者，謂十二處。」，頁 10～11；《瑜伽論記》：「二、彼所

受用：則十二處：六根、六塵，互相受用。」，《新修大正藏》卷 42，頁 787；釋太虛：「能受
用即六根，所受用即六塵。」，參見釋太虛，1937.b：25。 
168 《測疏補篇》譯為：「「生起事」者，謂十二緣生。」，頁 11；《瑜伽論記》：「三、彼生起：

則十二有支。」，《新修大正藏》卷 42，頁 787；釋太虛：「謂有情之升起，由於十二因緣：即
無明、行、識、名色、六入、觸、受、愛、取、有、生、老死，此十二亦明十二緣起，有情緣此

而起故。」，參見釋太虛，1937.b：25～26。 
169 《測疏補篇》譯為：「「生已住事」者，謂四食。」，頁 11；《瑜伽論記》：「四、彼生已住

者：則是四食。」，《新修大正藏》卷 42，頁 787；釋太虛：「謂一切有情皆依食住。食有四種：

謂段食、觸食、思食、識食。得禪定者，雖無段食，亦依靜慮觸思為食。」，參見釋太虛，1937.b：
26。 
170 《測疏補篇》譯為：「「染淨事」者，謂四聖諦。」，頁 11；《瑜伽論記》：「五、染淨事者：

則是四諦，苦、集是染，滅、道是淨。」，《新修大正藏》卷 42，頁 787；釋太虛：「謂苦、集、
滅、道。由苦、集流轉生死名染，由滅、道趣證涅槃名淨。」，參見釋太虛，1937.b：26。 
171 《測疏補篇》譯為：「「差別事」者，謂無量界。」，頁 11；《瑜伽論記》：「六、彼差別事：

則五種界，謂：有情界、器世界、法界、調伏有情界、調伏方便界。」，《新修大正藏》卷 42，
頁 787；釋太虛：「此有五種：一、有情界；二、器世間；三、法界，謂蘊等法為有情器界所依；
四、調伏界，即證得究竟勝果者；五、調伏方便界，即七賢--三賢、四加行等，能順向調伏故，

言調伏方便界。」，參見釋太虛，1937.b：26。 
172 《測疏補篇》譯為：「「能宣說事」者，謂佛及諸佛弟子。」，頁 11；《瑜伽論記》：「七、

能說事：則是諸佛。」，《新修大正藏》卷 42，頁 787；釋太虛：「謂佛為能宣說者，故佛為法

本，無佛亦無有法。」，參見釋太虛，1937.b：26。 
173 《測疏補篇》譯為：「「所宣說事」者，謂四念住等菩提分法。」，頁 11；《瑜伽論記》：「八、

所說事：則是諸法。」，《新修大正藏》卷 42，頁 787；釋太虛：「略則三藏，廣則十二分教。」，

參見釋太虛，1937.b：26。 
174 《測疏補篇》譯為：「「眾會事」者，謂八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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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1；《瑜
伽論記》：「九、眾會事：有其八眾，人中有四眾：謂剎利、沙門、婆羅門、長者；天有四眾：

一四天王天、二三十三天、三炎魔天、四梵眾天。」，《新修大正藏》卷 42，頁 787；釋太虛：
「約廣義，佛說法時有無量眾；約說有多四眾，今說人四眾謂沙門等，天四眾謂四王等。」，參

見釋太虛，1937.b：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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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二十九事 ,NEÈc-RÈ-IÃ-a‡-ë-NC‡-CE-Z‰-P,    @‡P-Pc-IÈP-UÈEc-R]Ã-pÈCc-`c-TëUc-K‰,   ]N‡-q‰N-T•‡-
T]Ã-NEÈc-RÈ-NE-,    N‰]Ã-CÈ-_ÃUc-ä‰c-c“-]H“C-R]Ã-NEÈc-RÈ-NE-,    N‰-NC-IÃN-`-CE-\C-CÃ- 
UÃE-N„-qc-Pc-pÃ-U_-]q⁄E-T]Ã-î‡]Ã-NEÈc-RÈ-NE-.    GÈc-lÃ-UÃE-N‡-qc-Pc-pÃ-U_-]q⁄E-T]Ã-
î‡]Ã-NEÈc-RÈ-NE-,   
3.175,dGos po Ji śu rtsa dgu gaG źe na,  kun nas Jon moGs pa'i176 phyogs las 

brtsams177 te,  1.'du byed bsdu ba'i178 dGos po daG,  2.de'i go rim rjes su 'jug 

pa'i179 dGos po daG,  3.de dag Jid la gaG zag180 gi miG du byas nas181 phyi mar182 

'byuG ba'i rgyu'i183 dGos po daG,  4.chos kyi miG du byas nas phyi mar 'byuG ba'i 

rgyu'i dGos po daG, 

語譯：云何廿九事？由雜染品(處)攝受諸行事、彼次第隨轉事、彼補特伽羅

想而於當來世流轉因、法想而於當來世流轉因、 

 
求譯：何等二十九事？謂從染污分：行攝事、彼主漸次隨起事、彼作如是人

想已未來生因事、作法想已未來生因事、 

 

菩譯：文殊師利！所言二十九事者：謂依煩惱：對染諸行事、隨順事。何者

是隨順事？謂隨順彼人相未來世生因事故、依法相未來行因事、 
 

                                              
175 參照SNSū：(§151, 23)。 
176 !/- /?- *R/- 3R%?- 0 (saMkleZa) 雜染、煩惱、染污、有染污、染惱、雜染污、雜染法。SNSū：[152, 9.1]。 
177 2l3? (ārabhya) 依。SNSū：[152, 9.2]。 
178 :.- LJ. - 2#- 2 (saMskārasaMgraha) 攝受諸行。SNSū：[152, 9.3]。 
179 .J:A- $R- <A3?- eJ?- ?- :)$- 0 (tatkramānuvRtti) 彼次第隨轉。SNSū：[152, 9.4]。 
180 $%- 9$ (pudgala) 補特伽羅。SNSū：[152, 9.5]。 
181 3A%- .- L?- 0 (saMjJāpya) 想。SNSū：[152, 9.6]。 
182 KA- 3< (āyatyām)後、當來、當來世。SNSū：[152, 9.7]。 
183 :L%- 2:A- o (pravRttihetu) 生因、流轉因。SNSū：[152,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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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奘譯：云何名為二十九事？謂依雜染品184：有攝諸行事185、彼次第隨轉事186，

即於是中作補特伽羅想已，於當來世流轉因事187、作是188想已於當來

世流轉因事189。 

                                              
184 《測疏補篇》譯為：「依雜染品說又分為四：一、說五蘊，二、說(十二)緣生，三、說我執，

四、說法執。謂雜染品中有此四種，亦由雜染品體是五蘊故，諸雜染品流轉生死是由(十二)緣生故，
流轉生死根本是(我及法)二種執故。二種執中我執粗顯是故先說，法執微細是故後說。我執決定是

由法執生故。又說五蘊事為「雜染品」者，是說煩惱、業及生三種雜染。」，頁 13～14。 
185 《測疏補篇》譯為：「「攝諸行事」者，即指五蘊。」，頁 14；《瑜伽論記》：「謂依雜染品

有攝諸行事，則是五蘊。」，《新修大正藏》卷 42，頁 787；釋太虛：「謂五陰。」，參見釋太

虛，1937.b：27；唐仲容認為：「指五蘊。」，參見唐仲容，1999：192；釋演培認為：「組織生
命自體的五蘊，能總攝有為法的雜染諸行，所以名為攝諸行事。」，參見釋演培，1988：584。。 
186 《測疏補篇》譯為：「「彼次第隨轉事」者，是第二說十二緣生。謂雜染品時二緣生次第隨轉，

如由無明為緣而有行，乃至由生為緣而有老死。」，頁 14；《瑜伽論記》：「彼次第隨轉者，則

是緣生。」，《新修大正藏》卷 42，頁 787；釋太虛：「謂十二因緣。」，參見釋太虛，1937.b：
27；唐仲容認為：「指緣起。」，參見唐仲容，1999：192。 
187 《瑜伽論記》：「三是人執。」，《新修大正藏》卷 42，頁 787；釋太虛：「謂由我執想故，
遂起煩惱造業受果，有三世流轉相。」，參見釋太虛：1937.b：27；唐仲容認為是：「指人我執。」，
參見唐仲容，1999：192。 
188 《藏要》作：「法」字，頁 38；《中華大藏經》作「是法」，並校勘為：「資、磧、普、南、
徑、清作「法」；麗作「是」。」，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517。。 

189 《測疏補篇》譯為：「說我執及法執事。......謂由此二執於雜染品五蘊建立我想及立法想為緣，

作后流轉之因事。」，頁 14～15；《瑜伽論記》：「四是法執。由此二執，為未來世流轉之因。」，《新

修大正藏》卷 42，頁 787；釋太虛：「謂由法執想故，即起煩惱造業受果，是謂依染品而有四事。」，
參見釋太虛，1937.b：27；唐仲容認為是：「指法我執。」，參見唐仲容，1999：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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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U-R_-qE-T]Ã-pÈCc-`c-TëUc-K‰,    NUÃCc-R-`-I‰-T_-CKÈN-R]Ã-NEÈc-RÈ-NE-,    
N‰-IÃN-`-ëÈ`-T]Ã-NEÈc-RÈ-NE-,    c‰Uc-FP-CPc-R]Ã-NEÈc-RÈ-NE-,    W‰-]NÃ-`-TN‰-T_-
CPc-R]Ã-NEÈc-RÈ-NE-,    •‡C-T¢`-MUc-FN-`c-^E-NC-R_-]N]-T]Ã-MTc-lÃ- 
NUÃCc-R]ÃNEÈc-RÈ-NE-,    N‰-^ÈEc-c“-a‰c-R]Ã-NEÈc-RÈ-PÃ-pÃP-FÃ-`ÈC-CÃ-CPc-^ÈEc-c“-
a‰c-R-NE-,    c‰Uc-FP-N‡-]N‡-a‰c-R-`c-TëUc-K‰-pÃ-_È`-nÃ-c‰Uc-FP-éUc-`-`ÈC-
R_-±„T-R]Ã-CPc-^ÈEc-c“-a‰c-R-NE-,    PE-`-UEÈP-R]Ã-E-î`-U‰N-R]Ã-CPc-^ÈEc-
c“-a‰c-Rc-N‰-^E-éU-R-Cc“U-NE-, 
190rnam par byaG ba'i191 192phyogs las brtsams te,  5.dmigs pa la Je bar gtod pa'i 

dGos po193 daG,  6.de Jid la rtsol ba'i194 dGos po daG,  7.sems can195 gnas pa'i196 

dGos po daG,  8.tshe 'di la bde bar gnas pa'i197 dGos po daG,  9.198sdug bsGal 

thams cad las yaG dag par 'da' ba'i thabs199 kyi dmigs pa'i dGos po daG,  10.de 

yoGs su śes pa'i200 dGos po ni phyin ci log gi gnas201 yoGs su śes pa daG,  sems 

                                              
190 參照SNSū：(§151, 31)。 
191 i3- 0<- L%- 2(vyavadāna) 清淨。SNSū：[152, 9.9]。 
192 以下參見TES：361/99。 
193 .3A$?- 0 - =- *J- 2 <- $+R.- 0:A- .%R?- 0R(ālambanaupanayika-vastu) 安住所緣事、繫念於所緣事、審慮所緣境

事。SNSū：[152, 9.10]。 
194 lR=-2 ( ābhoga作意， prayatna功用， vyavasāya作用、動作， vyāpāra作用， vyāyacchamāna

勇猛、勇猛劬勞 vyāyāma勤精進、精勤， samārambha正勤修習)。 

Lamotte於此註為：「paryeSaNā (5S=-2、;R%?-?-5S=-2 求、尋思)」，參見 SNSū：152。引文中()內

之文字為筆者所加。SNSū：[152, 9.11]。 
195 TES、PES與WB皆載為?J3?-&/-$/?-0 (有情住)，唯SNSū獨作?J3?-$/?-0 (心、意識住)。然查考諸

漢譯本、《稻譯》，頁 9與《測疏補篇》，頁 12，皆作「心安住」。 
196 ?J3?-&/-$/?-0 (cittasthiti) 有情住、心正安住。SNSū：[152, 9.12]。 
197 5K-:.A-=-2 .J-2<-$/?-0(dRSTadharmasukhavihāra) 現法樂住。SNSū：[152, 9.13]。 
198 參照SNSū：(§152, 1)。 
199 #$-2}=-,3 ?-&.-=?-;%-.$-0<-:.?-0:A-.3A$?-0:A-,2? (saravaduHkhasamatikrāntopāya) 超一切苦緣方便

事。SNSū：[152, 9.14]。 
200 .J-;R%?-?->J?-0 (tatparijJāna) 彼了知、遍智、能知、遍了知、遍知、審諦了知。SNSū：[152,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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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du 'du śes pa las brtsams te phyi rol gyi sems can rnams la log par sgrub pa'i 
gnas202 yoGs su śes pa daG,  naG la mGon pa'i Ga rgyal med pa'i gnas203 yoGs su 

śes pas de yaG rnam pa gsum daG, 

語譯：由清淨品(處)：審慮所緣境事、自然作意事、有情住事。復次，現法

樂住事、超一切苦緣方便的所緣事、「盡知事」：盡知顛倒事、由有情

想，盡知外有情等顛倒行處、盡知內現我慢不存，故彼又有三相。 

 

求譯：從清淨分：緣中繫念事、於彼決定事、心住事、現法樂住事、起一切

苦緣方便事、彼斷知事，彼亦三種：謂顛倒處斷知、從眾生想外眾生

邪向處斷知、內離增上慢處斷知。 

 

菩譯：依淨分：觀事、即彼處修行事、令心住事、現身受樂法行事、過一切

苦觀行事、即如實知彼事，彼事有三種：依顛倒住持故、依眾生相外

觀邪行住持相故、內心無憍慢住持故。 

 

奘譯：依清淨品204：有繫念於所緣事205、即於是中勤精進事206、心安住事207、

現法樂住事208、超一切苦緣209方便事210、彼遍知事211，此復三種：顛倒

                                                                                                                                     
201 KA/- &A- =R$- $A- $/? (viparyāsāZraya) 依止顛倒、所依虛妄顛倒。SNSū：[152, 9.16]。 
202 =R$- 0<- 212- 0:A- $/? (mithyā.pratipattyāZraya) 依止邪行。SNSū：[152, 9.17]。 
203 3%R/- 0:A- %- o=- 3J.- 0:A- $/?(nir-abhimānāZraya) 依止離增上慢、依止無增上慢。SNSū：[152, 9.18]。 

Lamotte於此註為：abhimānā-bhāvāZraya(3%R/- 0:A- %- o=- ;R.- 0:A- $/?) 依止增上慢性。 
204 《測疏補篇》譯為：「依清淨品說有二十五事。于中分二：一、宣說四種世間清淨事，二、宣

說二十一種出世間清淨事。(第一宣說)四種(世間清淨)事者，即說聞慧、說思慧、說加行定、說四

事定。其所以有此四種世間清淨事者，亦由瑜伽門次第決定，先由聞慧為緣，引起思慧，次由思

慧引起加行定，再由加行定而得四事定之次第故說四種事。第一、說聞慧。此中說為「清淨品」

者，謂所有世間及出世間，有漏及無漏諸清淨法。在清淨品中此即說為世間清淨品。」，頁 15。 
205 《測疏補篇》譯為：「「系念於所緣事」者，即是欲界聞慧，謂于正法心善系念，或于所說之

義及念住境心善系念。」，頁 15；《瑜伽論記》：「於中四是世間善法，謂：依清淨品有繫念於

所緣事者：則是欲界聞慧，繫心為四念處境」，《新修大正藏》卷 42，頁 787；釋太虛：「謂即
繫念於所緣聞法之事，此即聞所成慧。」，參見釋太虛，1937.b：28；唐仲容認為是：「指欲界聞
慧繫心為四念處境。」，參見唐仲容，1999：193。 
206 《測疏補篇》譯為：「「即于是中勤精進事」者是第二說思慧。謂即于聞慧境專一見為諦實已，

殷重精進所有作意。」，頁 15；《瑜伽論記》：「勤精進事者：則是思慧」，《新修大正藏》卷

42，頁 787；釋太虛：「謂於先所聞法，如理作意，精進推求，此即思所成慧。」，參見釋太虛，

1937.b：28；唐仲容認為是：「指思慧。」，參見唐仲容，1999：193。 
207 《測疏補篇》譯為：「「心安住事」者是第三說加行定。謂由思慧為緣于加行定心善安住。」，

頁 15；《瑜伽論記》：「心安住事：則是得未至禪。」，《新修大正藏》卷 42，頁 787；釋太虛：

 156



二、明化身相 

遍知所依處故212、依有情想外有情中邪行遍知所依處故213、內離增上

慢遍知所依處故214。 

                                                                                                                                     
「謂由前聞思已，心得安住於所緣法，此即欲界未至禪定。」，參見釋太虛，1937.b：28；唐仲容
認為是：「指修定的準備工作。」，參見唐仲容，1999：193。 
208 《測疏補篇》譯為：「「現世樂住事」者，是第四說四事定。謂得六神通已于現世中安樂而住。」，

頁 15；《瑜伽論記》：「觀法樂住事者：則是得根本禪。」，《新修大正藏》卷 42，頁 787；另
遁倫言：「下有二十一事是出世淨，於中一是解脫分、四是順決擇分、四是見道、六是修道、四

是無學道、後二校量顯勝。」，《新修大正藏》卷 42，頁 787；釋太虛：「謂住於禪定心得安適，
此即初禪以上根本禪定。上為世間八事。(攝諸行事、彼次第隨轉事、即於是中作補特伽羅想已，於當來

世流轉因事、作法想已於當來世流轉因事、繫念於所緣事、即於是中勤精進事、心安住事、現法樂住事)」，
參見釋太虛，1937.b：28。引文中()內之文字為筆者所加。唐仲容認為是：「指根本禪。以上四事
屬世間淨，以下諸事屬出世間淨。」，參見唐仲容，1999：193。 
209 《藏要》：「番本作所緣。」，頁 38。 
210 《測疏補篇》譯為：「「超一切苦緣方便事」以下，是第二說二十一種出世間清淨事。此又分

六：一、明依一事說順解脫分，二、明依四事說順抉擇分，三、明依四事說見道，四、明依六事

說修道，五、明依四事說無學道，六、明依二事說殊勝及非殊勝。此(「超一切苦緣方便事」)即第
一、明依一事說順解脫分。此句經文亦有二種解釋：有一類言「超一切苦」者，是指涅槃，謂以

涅槃為緣，眾生能超一切苦。又所有一切以解脫分為緣而念善法者皆為涅槃之方便因，故曰「方

便事」。有一類言，解脫分善有二種境：一、是以超一切流轉苦為所緣境，二、是以涅槃之方便

為所緣境顧明超一切苦緣方便事云。」，頁 16；《瑜伽論記》言：「超一切苦緣方便事者起，則

順解脫分善。涅槃與彼眾生，為離苦緣，故名超一切苦緣，解脫分善是彼方便。」，《新修大正

藏》卷 42，頁 787～788；釋太虛：「謂前四屬三界內世間善事，此下乃出世善事；世間有漏皆苦，

出世離苦名超一切苦緣。」，參見釋太虛，1937.b：28；唐仲容認為是：「指解脫分。」，參見唐

仲容，1999：193。 
211 《測疏補篇》譯為：「說遍知苦事中又分為二：一、略說遍知苦，二、廣釋三種遍知。此即第

一(略說遍知苦)：謂由遍知三界苦諦故曰遍知。」，頁 16；《瑜伽論記》言：「次明順決擇，則

是知苦、斷集、證滅、修道。知苦有三：一、顛倒依處：能知欲界苦；二、邪行依處：知色界苦；

三、內離增上慢所依處者：知無色苦。」，《新修大正藏》卷 42，頁788；釋太虛：「為依苦諦遍
知三界皆苦事，故名徧知。」，參見釋太虛，1937.b：28； 

212 《測疏補篇》譯為：「「遍知顛倒所依處故」者，謂遍知三界苦諦是諸顛倒所依處故。」，頁

17；釋太虛：「謂欲藉以苦為樂故名顛倒，了知顛倒所依之處，故名顛倒徧知所依之處。」，參

見釋太虛，1937.b：28；唐仲容認為是：「能知欲界苦。」，參見唐仲容，1999：193。 
213 《測疏補篇》譯為：「「遍知依有情想于外有情生起諸邪行所依處故」者，謂遍知欲界苦諦，

依依有情想，作斷命等業，亦決定先從生有情想而起。「于外有情」者是示造業處所。「邪行」

者即彼所起業行。謂遍知欲界苦諦，是依起有情想，對于外之有情而作邪行所依處故。」，頁 17；
釋太虛：「謂諸外道依有情想，或計大梵自在為有情主，如是邪行自生苦惱，是即了知彼色界是

邪行所依止處，故是苦處。」，參見釋太虛，1937.b：28；唐仲容認為是：「知色界苦。」，參見

唐仲容，1999：193。 
214 《測疏補篇》譯為：「「遍知內離增上慢所依處故」者，遍知色界內身即是苦諦。謂上二界一

切煩惱是依內身而生起故。」，頁 17；釋太虛：「謂成無色定者，未得謂得，未證謂證，是增上
慢，在內法修定者必離如是增上慢，無色界是慢所依之處，故現了知亦是苦處。斯三皆屬知苦。」，

參見釋太虛，1937.b：28～29；唐仲容認為是：「知無色苦。」，參見唐仲容，1999：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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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ÈU-R]Ã-CPc-lÃ-NEÈc-RÈ-NE-,    UEÈP-N‡-q-T]Ã-NEÈc-RÈ-NE-,    T°ÈU-R]Ã-NEÈc-RÈ-NE
-,    N‰-£ÃE-RÈ_-q-T]Ã-NEÈc-RÈ-NE-,    N‰]Ã-éU-R]Ã-NEÈc-RÈ-NE-,    N‰]Ã-NUÃCc-R]Ã-NEÈc-
RÈ-NE-.  ßEc-R-NE-U-ßEc-R-`-NoÈN-R-`-UBc-R]Ã-NEÈc-RÈ-NE-,    N‰ -`c-éU-R_-
C^‰E-T]Ã-NEÈc-RÈ-NE-,    N‰-`c-éU-R_-UÃ-C^‰E-T]Ã-NEÈc-RÈ-NE-,    éU-R_-UÃ-C^‰E
-T-CPc-lÃ-NEÈc-RÈ-NE-,     
11.215bsgom pa'i gnas216 kyi dGos po daG,  12.mGon du bya ba'i217 dGos po daG,  

13.bsgom pa'i218 dGos po daG,  14.de sJiG por bya ba'i dGos po daG,  15.de'i 

rnam pa'i219 dGos po daG,  16.de'i dmigs pa'i220 dGos po daG,  17.spaGs pa daG,  

ma spaGs pa la dpyod pa la mkhas pa'i dGos po daG,  18.de las rnam par gyeG 

ba'i221 dGos po daG,  19.de las rnam par mi gyeG ba'i dGos po daG,  20.rnam par 

mi gyeG ba gnas kyi dGos po daG, 

語譯：修習處事、現成事、修習事、令其堅固事、相事、所緣事、斷滅不斷

滅伺察能善了知之事、從中散亂事、不散亂事、不散亂所依處之事、 

 
求譯：修處事、作證事、修事、彼所作堅固事、彼行事、彼緣事、斷不斷觀

察巧便事、彼散亂事、彼不散亂事、不散亂處事、 
 

                                              
215 參照SNSū：(§152, 8)。 
216 2|R3- 0:A- $/?(bhāvanāZraya) 依止修習、依止修定。SNSū：[152, 9.19]。 
217 3%R/- .- L- 2(sākSātkāra) 作證、証得。SNSū：[152, 9.20]。 
218 2|R3- 0(bhāvanā) 修、修習、修定。SNSū：[152, 9.21]。 
219 i3- 0(ākāra) 行相、種、品類、差別、品、類。SNSū：[152, 9.22]。 
220 .3A$?- 0(ālambana) 所緣事、所緣境事。SNSū：[152, 9.23]。 
221 i3- 0<- $;J%- 2(vikSepa) 亂、令….散動、擾亂、散亂。SNSū：[153, 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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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譯：修行住事、現證事、修行事、作向堅固事222、觀彼九種事、觀察遠離

不遠離方便事、向散亂事、不散亂、 
 
奘譯：修依處事223、作證事224、修習事225、令彼堅固事226、彼行相事227、彼所

緣事228、已斷未斷觀察善巧事229、彼散亂事230、彼不散亂事231、不散亂

依232處事233、 

                                              
222 《中華大藏經》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作「事向」。」，參見《中華大藏經》

卷 17，頁 476。 
223 《瑜伽論記》言：「修依處事者：此斷集也。」，《新修大正藏》卷 42，頁788；釋太虛：「謂
依斷煩惱業故名修，即斷集諦。」，參見釋太虛，1937.b：29。 
224 釋太虛：「謂證涅槃屬證滅。」，參見釋太虛，1937.b：29；唐仲容認為是：「指證滅。」，
參見唐仲容，1999：193。 
225 《測疏補篇》譯為：「(「彼遍知事、修依處事、作證事、修習事」)等者，是第二、明依四事
說順抉擇分。此亦分二：一、說遍知苦事，二、說斷集、證滅、修道事。謂依四聖諦生起煖、頂

等四善根故說四種事。」，頁 16；《瑜伽論記》言：「作證、修習事者：則是證滅修道。」，《新

修大正藏》卷 42，頁788；釋太虛：「此五事為觀四諦事。(超一切苦緣方便事、彼遍知事、修依處事、

作證事、修習事)」，參見釋太虛，1937.b：29。引文中()內之文字為筆者所加；並另言：「謂修卅
七菩提分法，屬修道諦。此上四諦皆加行位順解脫分所修，故名方便事--此五事為觀四諦事。」，

參見釋太虛，1937.b：29；唐仲容認為是：「指修道(上四指順抉擇分。)下有四屬見道。」，參見

唐仲容，1999：193。 
另《測疏補篇》註為：「北京及德格版藏文解深密經疏中此處皆無『彼遍知事，修依處事，作

證事，修習事』等四事之名，可能是刻板時疏忽，或者古代傳寫藏疏中遺漏所致。絕非廓‧法

成譯師漏譯。」，頁 23(註 12)；《稻譯》註為：「P., D.,ともになし。」，頁 77(註 2…2)。 
226 《瑜伽論記》言：「下明見道中，今彼堅固事者：一向見道，永不退轉為凡，故名堅固。」，

《新修大正藏》卷 42，頁788；釋太虛：「謂見道已，更不退故名堅固，即由前修順解脫分者，能

證我空或二空所顯真如，在菩薩初地不退，聲聞初果不退。」，參見釋太虛，1937.b：29。 
227 《瑜伽論記》言：「彼行相事者：是相見道。」，《新修大正藏》卷 42，頁788；釋太虛：「即
相見道。」，參見釋太虛，1937.b：29。
228 《瑜伽論記》言：「彼所緣事者：則相見道所緣之事。」，《新修大正藏》卷 42，頁788；釋太
虛：「謂相見所緣四諦十六行相。」，參見釋太虛，1937.b：29。
229 《瑜伽論記》言：「已斷未斷觀察善巧事者：於相見道中，觀察見惑已斷，修惑未斷。」，《新

修大正藏》卷 42，頁788；釋太虛：「謂能觀察已斷見惑，以生欣慰，未斷思惑，更勤功用，由此

名觀察善巧--此四事為見道事。(令彼堅固事、彼行相事、彼所緣事、已斷未斷觀察善巧事)」，參

見釋太虛，1937.b：29。引文中()內之文字為筆者所加。 
230 《測疏補篇》則作為：「「彼散亂事」者，謂修道時，不依聞思二慧斷除三界修所斷煩惱之加

行遠道。」，頁 19；《瑜伽論記》言：「修位六者：彼散亂事者：已出見道，未入修道，中間漸

起散亂心也。」，《新修大正藏》卷 42，頁788；釋太虛：「謂修道才有散亂心。」，參見釋太虛，

1937.b：29。
231 《測疏補篇》則作為：「「彼不散亂事」者，謂住定時，所有其他心、心所等皆不散亂。」，

頁 19；釋太虛：「即住定位。」，參見釋太虛，1937.b：29。 
232 《中華大藏經》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麗作「事不散亂依」。」，參見《中

華大藏經》卷 17，頁 517。 
233 《中華大藏經》校勘為：「麗作「事不棄」。」，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517；《測疏
補篇》則作為：「「不散亂依處事」者，謂專持正定行相。作慧依處故云依處。」，頁 20；《瑜
伽論記》言：「不散亂事、不散亂依處事者：此二總是定事，是斷欲界、修惑方便道也，不散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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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所依，則唯取定體。不散亂事者，除一定數。」，《新修大正藏》卷 42，頁788；釋太虛：「即根
本禪定。」，參見釋太虛，1937.b：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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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ÈU-R-`c-^ÈEc-c“-´ÈT-R]Ã-ÆÈ_-T-Cc`-T]Ã-NEÈc-RÈ-NE-,    T°ÈU-R]Ã-SP-^ÈP-nÃ-NEÈc-RÈ-
NE-,   N‰-TåP-R]Ã-NEÈc-RÈ-NE-,    ]SCc-R]Ã-NTE-p⁄C-T¢‡-T]Ã-NEÈc-RÈ-NE-,    ]SCc-R]Ã-
pÈCc-NE-]BÈ_-T¢‡-T]Ã-NEÈc-RÈ-NE-,    N‰-BÈ-P-_T-K‡-åÈCc-R]Ã-NEÈc-RÈ-NE-,     
r-EP-`c-]Nc-R-^E-NC-R_-]MÈT-R]Ã-NEÈc-RÈ-NE-,    `‰Cc-R_-Cc“Ec-R]Ã-GÈc-]N‡`-T-
`-]HÃC-å‰P-R]Ã-^E-NC-R]Ã-õ-T-]NÃ-`c-pÃ-_È`-R-MUc-FN-lÃ-^E-NC-R]Ã-õ-T-`c-≠Ã-TÈ_
-n⁄_-R-IÃN-lÃ-NEÈc-RÈ-NE-,    N‰-UÃ-T°ÈU-Rc-^ÈEc-c“-IUc-Rc-NEÈc-RÈ-§‰,    ]HU-NR`-]NÃ
-õ_-`‰Cc-R_-Cc“Ec-R]Ã-GÈc-]N‡`-T-`-PÃ-UÃ-°ÈU-Rc-^ÈEc-c“-IUc-R_-]n⁄_-nÃ,     
õ-T]Ã-I‰c-Rc-PÃ-U-^ÃP-PÈ,     
21.234bsgom pa las yoGs su skyob pa'i sbyor ba gsal ba'i dGos po daG,  22.bsgom 

pa'i phan yon235 gyi dGos po daG,  23.de brtan pa'i 236dGos po daG,  24.'phags pa'i 

dbaG phyug bsdu ba'i dGos po daG,  25.'phags pa'i phyogs daG 'khor bsdu ba'i 

dGos po daG,  26.de kho na rab tu rtogs pa'i237 dGos po daG,  27.mya Gan las 'das 

pa yaG dag par 'thob pa'i238 dGos po daG,  28.legs par gsuGs pa'i chos 'dul ba239 la 

'jig rten pa'i yaG dag pa'i lta ba240 'di las phyi rol pa241 thams cad kyi yaG dag pa'i 
lta ba las spyi bor gyur pa Jid kyi dGos po daG,  29.de mi bsgom pas yoGs su 

Jams pas242 dGos po ste,  'jam dpal 'di ltar legs par gsuGs pa'i chos 'dul ba la ni 

mi sgom pas yoGs su Jams par 'gyur gyi,  lta ba'i Jes pas ni ma yin no, 

                                              
234 參照SNSū：(§152, 19)。 
235 2|R3- 0:A- 1/- ;R/(anuZaMsā) 修習功德、修習勝利。SNSū：[153, 9.25]。 
236 以下參見PES：24/55a。 
237 .J- #R- /- <2- +- gR$?- 0(tattvaprabodha)通達真如、善通達。SNSū：[153, 9.26]。 
238 M- %/- =?- :.?- 0- ;%- .$- 0<- ,R2- 0 (nirvāNasamudāgama) 証得涅槃。SNSū：[153, 9.27]。 
239 =J$?- 0<- $?%?- 0:A- (R?- :.=- 2(subhāSitadharmavinaya) 善說法毘奈耶、善說法律。SNSū：[153, 9.28]。 
240 :)A$- gJ/- 0:A- ;%- .$- 0:A- v- 2 (laukikasamyagdRSTi) 世間正見。SNSū：[153, 9.29]。 
241 :.A-=?-KA-<R=-0 (3- !J$?- &/) (tīrthika) 外道。SNSū：[153, 9.30]。 
242 ;R%?- ?- *3?- 0(parihāNi) 不修退。SNSū：[153, 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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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語譯：從修習中明一切度加行之事、修習功德的事、勇猛之事、攝聖行之事、

聖者品(處)、攝眾事、通達真如事、正等証得涅槃事、於善說法毘奈

耶中，由此世間正見，於一切外道正等見中作頂事、無修習彼而盡退

轉事，文殊！如是善說法毘奈耶是因不修而成退轉，非是因見地過失

故。 

 
求譯：修習無厭方便不捨所作事、修福利事、彼堅固修事、真實覺知事、到

涅槃事、善說法律世俗正見得一切內外正見頂事、彼修退事。文殊師

利！彼善說法律不修習，退、非見過。 

 
菩譯：不失事、修行無障礙事、修行利益事、向堅固事、向彼實證事、具足

得涅槃事、如來善說毘尼法，世間正見出諸外道一切勝事、不修行彼

法退243事，何以故？文殊師利！若於如來善說毘尼法中，不能修行，

令善法退，非邪見過。 
 
奘譯：不棄244修245習劬勞加行事246、修習勝利事247、彼堅牢事248、攝聖行事249、

攝聖行眷屬事250、通達真實事251、證得涅槃事252、於善說法毘奈耶中，

                                              
243 《中華大藏經》校勘為：「資、磧作「是」。」，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476。 
244 《藏要》缺此：「不棄」二字，頁 39；《中華大藏經》作「修習劬勞加行事。」，參見《中華

大藏經》卷 17，頁 513。。 
245 《藏要》：「勘番本意謂於修習中劬勞加行。」，頁 39；《測疏補篇》譯為：「解除修習劬勞

加行事」，頁 13。  
246 《測疏補篇》則作為：「解除修習劬勞加行事」，頁 13；並言：「「解除修習劬勞加行事」者，

謂斷除欲界修所斷煩惱之無間道及解脫道。」，頁 20；《瑜伽論記》言：「餘同時法，不棄修習

劬勞加行事者：則斷欲界、修惑無礙道也。」，《新修大正藏》卷 42，頁788；釋太虛：「謂修習
中精進不退，不畏勞苦，故名劬勞；向果位位進增，故名加行--此四為修道事。(彼散亂事、彼不

散亂事、不散亂依處事、修習劬勞加行事)」，參見釋太虛，1937.b：29。引文中()內之文字為筆者
所加。 
247 《測疏補篇》則作為：「「修習勝利事」者，謂斷除色界修所斷煩惱之無間道及解脫道。」，

頁 20；《瑜伽論記》言：「修習勝利事者：離色、無色、無礙道也。」，《新修大正藏》卷 42，
頁788；釋太虛：「謂得涅槃，再無有退，故名勝利。」，參見釋太虛，1937.b：29。
248 《測疏補篇》則作為：「「彼堅牢事」者，謂斷除無色界修所斷煩惱之無間道，亦即金剛喻定

云。」，頁 20；《瑜伽論記》言：「彼彼堅牢事者：則金剛心也。」，《新修大正藏》卷 42，頁
788；釋太虛：「以無重退失故，故名堅牢。」，參見釋太虛，1937.b：30。
249 《瑜伽論記》言：「無學四者：攝聖行事者：則如理智盡，無生智。」，《新修大正藏》卷 42，
頁788；釋太虛：「謂三乘菩提智，名為聖行。」，參見釋太虛，1937.b：30。
250 《瑜伽論記》言：「攝聖行眷屬事者：如量智盡，無生智也。」，《新修大正藏》卷 42，頁788；
釋太虛：「謂一切福慧為菩提眷屬。」，參見釋太虛，1937.b：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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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正見超昇一切外道所得正見頂事253、及即於此不修退事254、於善

說法毘奈耶255中，不修習故說名為退，非見
256
過失，故名為退257。 

                                                                                                                                     
251 《瑜伽論記》言：「通達真實事者：欲入無餘，應觀真實事也。」，《新修大正藏》卷 42，頁788；
釋太虛：「謂能通達如實理故。」，參見釋太虛，1937.b：30。
252 《測疏補篇》譯為：「「攝聖行事、攝聖行眷屬事、通達真實事、證得涅槃事」者，是第五明

依四事說無學道。其中「攝聖行事」者，為所有由正智所攝盡智及無生智。「攝聖行眷屬事」者，

謂所有由後得智之所任持盡智及無生智。「通達真實事」者，謂所有將近趣入無餘位時亦修真實。

「證得涅槃事」者，謂所有將近趣入無餘位時，先入滅盡定。在住滅盡定中即由阿賴耶識證得涅

槃。」，頁 20～21；《瑜伽論記》言：「證得涅槃事者：欲入無餘，先入滅定，則於滅定賴耶心

中而般涅槃。」，《新修大正藏》卷 42，頁788；釋太虛：「謂能究竟證得涅槃故--此六為解脫道

事。(修習勝利事、彼堅牢事、攝聖行事、攝聖行眷屬事、通達真實事、證得涅槃事)」，參見釋太

虛，1937.b：30。引文中()內之文字為筆者所加。 
253 釋太虛：「謂佛說經律，為使世間眾生得達究竟之為一正見，超勝一切外道，由此故名正見頂

事；由此正見能確定眾生聞法信心，皈依佛法。」，參見釋太虛，1937.b：30。
254 釋太虛：「謂若得遇佛法而不能修習，是名為退，非要升起過患方名為退--此二簡除外道，策

進初心。(於善說法毘奈耶中，世間正見，超昇一切外道所得正見頂事、及即於此不修退事)」，參

見釋太虛，1937.b：30。引文中()內之文字為筆者所加。 
255 《測疏補篇》譯為：「「于善說法毘奈耶」者，是指三藏正法。言「善說法」者即契經藏及對

法藏。「毗奈耶」者即調伏藏如瑜伽失地論云：「善說法者，謂正理所攝故，即能總持殊勝功德。

毗奈耶者，謂與息滅一切煩惱相隨順故。」。」，頁 21。 
256 《藏要》：「勘番本意謂見之過失。」，頁 39。 
257 《測疏補篇》譯為：「「于善說法毘奈耶中，不修習故說名為退，非見過失，故名為退。」者

是第二答諍論。謂諸外道起諍論曰：若言由不修習即是退事，則此一事定有過失云。因有此諍故

作答曰：此處說「退」，亦即是言于善說法毗奈耶中不修習故說名為退，非于第二事見有過失故

說明為退。(總而言之)此處是就未得、未修二種說名為退。因此，若就此第二事觀察，則彼亦是「超

越一切外道所有正見」之斷定辭耳。」，頁 22；《瑜伽論記》言：「於善說法毘奈耶中，至見頂

事者：意明修前下品解脫分善，超昇外道：上品正見頂也。及則於此乃至，故名為退者。明彼外

道不修解脫分善，則名退失。非現起邪見過失，名為退也。縱起向前，聞思未至，定根本定，世

間福善亦名為退。此是應得不得，是未得退。」，《新修大正藏》卷 42，頁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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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伏 ,]HU-NR`-Ec-CE-N‡-IP-MÈc-éUc-NE-,    qE-G“T-c‰Uc-NR]-éUc-lÃ-cÈ-cÈ_-M_-R]U,   
cÈ-cÈ_-M_-R-NE-úP-R-^ÈEc-c“-T§P-R-CE-^ÃP-R-N‰-PÃ-]N„`-T]Ã-NEÈc-RÈ-^ÈP-PÈ,    
,TFÈU-úP-]Nc-qE-G“T-c‰Uc-NR]-éUc-lÃ-cÈ-cÈ_-M_-R-éU-R-N‡c-T•‡c-R_-_ÃC-T_-TnÃ
-`Cc-,    ]HU-NR`-éU-R-TN‡P-nÃc-K‰,  
6.258,'jam dpal Gas gaG du Jan thos rnams daG,  byaG chub sems dpa' rnams kyi 

so sor thar pa259 'am,  so sor thar pa daG ldan pa yoGs su bstan pa gaG yin pa de 

ni 'dul ba'i dGos 260po261 yin no,  ,bcom ldan 'das byaG chub sems dpa' rnams kyi 

so sor thar pa rnam pa dus bsdu bar rig ba262r bgyi lags,  'jam dpal rnam pa bdun 

gyis te, 

語譯：文殊！我於任何時諸聲聞、諸菩薩的別解脫或別解脫和相應顯示，以

如是體性為調伏之事。薄伽梵！諸菩薩的別解脫應知以多少相總攝，

文殊！以七行相： 

 
求譯：文殊師利！若我為弟子、聲聞、菩薩，說波羅提木叉，波羅提木叉相

應學，是名毘尼事。文殊師利白佛言：菩薩有幾種波羅提木叉？佛告

文殊師利：有七種。 
 
菩譯：文殊師利言：世尊！何者是毘尼相？文殊師利！毘尼相者，我為聲聞

及諸菩薩說波羅提木叉，及波羅提木叉相應法，是名毘尼事。文殊師

利言：世尊！菩薩有幾種法攝波羅提木叉？佛言：文殊師利！菩薩有

七種法攝波羅提木叉。 
 

                                              
258 參照SNSū：(§153, 3)。 
259 ?R- ?R<- ,<- 0 (prātimokSa) 別解脫。SNSū：[153, 6.1]。 
260 以下參見TES：361/100。 
261 :.=- 2:A- .%R?- 0R(vinayavastu) 調伏事。SNSū：[153, 6.2]。 
262 TES與PES皆作 2#-0 (所攝、攝受)，而SNSū則作 2#?-0 (總攝、總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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奘譯：曼殊室利！若於是處263，我依聲聞及諸菩薩，顯示別解脫264及別解脫

相應265之法，是名調伏266。世尊！菩薩別解脫幾相所攝？善男子！當

知七相。 

                                              
263 《測疏補篇》則作為：「言「是處」者，示(調伏正法)所依之處。」，頁 31。 
264 《測疏補篇》則作為：「凡是七眾所受律儀戒法皆名別解脫。其中差別，即二乘所受唯于身語

七支安立為體，菩薩則總于身等三業安立為體。」，頁 31；釋太虛：「梵言波羅提木叉，此云別

解脫；即對各條戒律，能個別解脫過非，故名別解脫戒。」，參見釋太虛，1937.b：31；唐仲容認
為是：「調伏內容，宣說聲聞及諸菩薩種種戒條，能使時其身心解脫罪過，故名別解脫。」，參

見唐仲容，1999：頁 194。 
265 釋太虛：「謂隨順戒律之法，及別解脫相應之法，綜此皆名調伏。」，參見釋太虛，1937.b：
31。
266 《瑜伽論記》言：「若說別解脫戒前，後方便隨順根本，名相應法。又說發戒心，名別解脫相

應之法。如是言教，皆名調伏。」，《新修大正藏》卷 42，頁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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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七相 ^E-NC-R_-ÉE-T]Ã-GÈ-C-T§P-R-NE-,    SU-R]Ã-CPc-õ-T“]Ã-NEÈc-RÈ-T§P-R-NE-,    
õ‡E-T]Ã-CPc-õ-T“]Ã-NEÈc-RÈ-T§P-R-NE-,    õ‡E-T]Ã-EÈ-TÈ-IÃN-T§P-R-NE-,     
õ‡E-T-U-^ÃP-R]Ã-EÈ-TÈ-IÃN-T§P-R-NE-,    õ‡E-T-`c-Nq⁄E-T-T§P-R-NE-,      
•ÈU-R-CKÈE-T-T§P-Rc-cÈ,    
1.267yaG dag par blaG ba'i cho ga bstan pa268 daG,  2.pham pa'i gnas lta bu'i dGos 

po bstan pa269 daG,  3.ltuG ba'i gnas lta bu'i dGos po bstan pa270 daG,  4.ltuG ba'i 

Go bo Jid bstan pa271 daG,  5.ltuG ba ma yin pa'i Go bo Jid bstan pa272 daG,  

6.ltuG ba las dbyuG ba bstan pa273 daG,  7.sdom pa gtoG ba bstan pas274 so, 

語譯：宣說受執之軌則、宣說波羅夷隨順之事、宣說隨順毀犯事、宣說毀犯

之自性、宣說無犯自性、宣說從還毀犯、宣說捨律儀 

 
求譯：一者說受威儀、二者說波羅夷處事、三者說犯自性、四者說不犯自性、

五者說出犯、六者說受律儀、七者說捨律儀。 

 
菩譯：何等為七？所謂菩薩知說受持法、知說波羅夷事、知說過事、知說過

事體、知說無過事體、知說起過事、知說受持法失事。文殊師利！是

名菩薩七種法攝波羅提木叉。應知！ 

 
                                              
267 參照SNSū：(§153, 9)。 
268 ;%- .$- 0 <- ]%- 2 :A- (R- $- 2!/- 0(samāditavidhideZanā) 宣說受執軌則(;%- .$- 0<- ]%- 2 受執，(R- $軌則)。 

SNSū：[153, 6.3]。 
269 13- 0:A- $/?- v- 2:A- .%R?- 0R- 2!/- 0 (pārājāyikasthānīyavastudeZanā) 宣說波羅夷隨順。SNSū：[153, 6.4]。 

(13- 0 他勝、梵音譯作波羅夷，$/?- v- 2 隨順) 
270 v%-2:A-$/?-v-2:A-.%R?-0R-2!/-0(āpattisthānīyavastudeZanā) 宣說隨順毀犯(v%-2:A-$/?-v-2:A-.%R?-0R隨順毀

犯事)。SNSū：[153, 6.5]。 
271 v%- 2:A- %R- 2R- *A.- 2!/- 0(āpattisvabhāvadeZanā) 宣說毀犯自性(v%- 2 毀犯，%R- 2R- *A.自性)。SNSū：[153, 6.6]。 
272 v%- 2- 3- ;A/- 0:A- %R- 2R-*A.- 2!/- 0(anāpattisvabhāvadeZanā) 宣說無犯自性(v%- 2- 3- ;A/- 0:A- %R- 2R- *A.無犯自性)。 

SNSū：[153, 6.7]。 
273 v%-2- =?- .L%- 2!/- 0 (āpattiniHsaraNadeZanā) 宣說從還毀犯(=?從，.L%- 2 還)。SNSū：[153, 6.8]。 
274 #R3- 0- $+R%- 2- 2!/- 0 (saMvarahāNideZand) 宣說捨律儀(#R3- 0- $+R%- 2 捨律儀)。SNSū：[153,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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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奘譯：一者宣說受軌則事275故、二者宣說隨順他勝事276故、三者宣說隨順毀

犯事277故、四者宣說有犯自性278故、五者宣說無犯自性279故、六者宣

說出所犯280故、七者宣說捨律儀281故。 

                                              
275 釋太虛：「宣說受戒軌範儀式事。」，參見釋太虛，1937.b：31。 
276 《測疏補篇》則作為：「謂若有違犯四種重罪，則彼定為他勝煩惱之所制伏。」，頁 36；釋太
虛：「宣說根本重戒事，即隨順根本重戒事。」，參見釋太虛，1937b：31。 

277 《測疏補篇》則作為：「此指前說重罪以外其他輕罪。」，頁 36；釋太虛：「宣說毀犯輕重事。」，

參見釋太虛，1937.b：31。 
278 釋太虛：「宣說有犯自性事，即未證聖果凡夫等，名有犯戒自性，應時防範。」，參見釋太虛，

1937.b：31。 
279 釋太虛：「以證聖果者，故名無犯自性。」，參見釋太虛，1937.b：31。 
280 釋太虛：「說懺悔犯戒事。」，參見釋太虛，1937.b：31。 
281 《瑜伽論記》：「景云：一者說受遮戒、二者說受性戒、三者說犯戒緣、四者說犯性罪也、五

者說持戒事、六者說犯已能出離事、七者說對有識人捨律儀事。今解：一者說受戒儀式、二說根

本重罪、三者說犯戒緣、四者說凡夫有犯自性、五者說聖者無犯自性、六者說悔過事、七者說捨

戒也。」，《新修大正藏》卷 42，頁788；釋太虛：「捨謂棄捨，如不信三寶而信外道而破見，毀

犯重戒；或有別緣，出家後還俗捨出家戒；在大乘說，若失菩提心，亦失菩薩戒；此名捨律儀事。

總此七種名調伏相。」，參見釋太虛，1937.b：3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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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本母 ,]HU-NR`-Ec-CE-N‡-UWP-IÃN-éU-R-TF“-CFÃC-TaN-R-NE-,    éU-R_-p‰-T-NE-,     
T§P-R-CE-^ÃP-R-N‰-PÃ-U-UÈ-Z‰c-q]È,    ,N‰-`-UWP-IÃN-éU-R-TF“-CFÃC-CE-Z‰-P,     
@‡P-íÈT-lÃ-UWP-IÃN-NE-,NÈP-NU-R]Ã-UWP-IÃN-NE-,      qE-G“T-lÃ-p ÈCc-NE-]M“P-R]Ã-GÈc-
éUc-lÃ-NUÃCc-R]Ã-UWP-IÃN-NE-,    éU-R]Ã-UWP-IÃN-NE-,     EÈ-TÈ-IÃN-lÃ-UWP-IÃN-NE-,  
N‰]Ã-]{c-T“]Ã-UWP-IÃN-NE-,   N‰-rÈE-T-éU-R_-T£N-R]Ã-UWP-IÃN-NE-,    N‰]Ã-T_-N‡-CFÈN-
R]Ã-GÈc-lÃ-UWP-IÃN-NE-,    N‰-NE-ä‰c-c“-]M“P-R]Ã-GÈc-lÃ-UWP-IÃN-NE-.    N‰]Ã-I‰c-NUÃCc
-lÃ-UWP-IÃN-NE-,    N‰]Ã-SP-^ÃP-nÃ-UWP-IÃN-NÈ,     
7.282,'jam dpal Gas gaG du mtshan Jid rnam pa bcu geig bśad pa daG,  rnam par 

phye ba daG,  bstan pa gaG yin pa de ni ma mo283 źes bya'o,  ,de la mtshan Jid 

rnam pa bcu geig gaG źe na,  1. kun rdsob kyi mtshan Jid284 daG,  2. don dam 

pa'i mtshan Jid285 daG,  3. byaG chub kyi phyogs daG 'thun286 pa'i chos rnams kyi 

dmigs pa'i mtshan Jid287 daG,  4. rnam pa'i mtshan Jid288 daG,  5.Go bo Jid kyi 

mtshan Jid289 daG,  6. de'i 'bras bu'i mtshan Jid290 daG,  7. de myoG ba rnam par 

bsJad pa'i mtshan Jid291 daG,  8. de'i bar du gcod pa'i chos kyi mtshan Jid292 daG,  

                                              
282 參照SNSū：(§153, 20)。 
283 3- 3R(mātRkā) 摩怛理迦、本母、論。SNSū：[153, 7.1]。 
284 !/- mR2- GA- 35/- *A.(saMvRtilakSaNa) 世俗相。SNSū：[153, 7.2]。 
285 .R/- .3- 0:A- 35/- *A.(paramārthalakSaNa) 勝義相。SNSū：[153, 7.3]。 
286 TES、PES與WB皆載為:,/- 0，而SNSū則載為 3,/- 0(隨順、相應)。 

經查閱,,2d- .NR=- $?J<- IA- 3J- =R%- 8J?- L- 2- 28$?- ?R,, (古藏文辭典)後，發現:,/- 0 為 3,/- 0 之古字，頁 312。 
287 L%- (2- GA- KR$?- .%-:,/- 0:A-(R?- i3?- GA- .3A$?-0:A- 35/- *A.(bodhipakSyadharmālambanalakSaNa) 緣隨順菩薩

處法之性相。(L%- (2 菩提，KR$?分，:,/- 0 隨順)。SNSū：[153, 7.4]。 
288 i3- 0:A- 35/- *A.(ākāralakSaNa) 行相。SNSū：[153, 7.5]。 
289 %R- 2R- *A.- GA- 35/- *A.(svabhāvalakSaNa) 自性相。SNSū：[153, 7.6]。 
290 .J:A- :V?- 2:A- 35/- *A.(tatphalalakSaNa) 彼果相。SNSū：[153, 7.7]。 
291 .J- MR%- 2- i3- 0<- 2~.- 0:A- 35/- *A.(tadanubhavavyākhyānalakSaNa) 彼領受開示相。SNSū：[154,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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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9. de daG rjes su 'thun pa'i chos kyi mtshan Jid293 daG,  10. de'i Jes dmigs 294kyi 

mtshan Jid295 daG,  11. de'i phan yon gyi mtshan Jid296 do, 

 
語譯：文殊！我謂開示十一種性相、顯了、宣說如是體性稱為本母。云何十

一種性相？世俗性相、勝義之性相、緣隨順菩薩處法之性相、行之性

相、自性之性相、彼果之性相、彼得其覺受之性相、彼障礙法之性相、

彼及隨順法之性相、彼過患之性相、彼功德之性相297。 

 
求譯：文殊師利！有十一種相，宣通298、分別、廣說、顯示，是名摩德勒伽。

云何十一種相？一者等相、二者第一義相、三者菩提分法攀緣相、四

者行相、五者果相、六者神力顯示相、七者自性相、八者彼持相、九

者彼順法相、十者彼患相、十一者彼利相。 
 
菩譯：文殊師利言：世尊！何者是摩得勒伽？文殊師利！我所說十一種相，

示現了義經，是名摩得勒伽。文殊師利言：世尊！何等是摩得勒伽十

一種相？佛言：文殊師利！所謂世諦相、第一義諦相、觀菩提分法相、

彼法相自體相、彼法果相、受彼法說相、彼法障相、彼法隨順相、彼

法過失相、彼法利益相。 
 
奘譯：曼殊室利！若於是處，我以十一種相，決了、分別、顯示諸法，是名

本母299。何等名為十一種相？一者世俗相300、二者勝義相301、三者菩

                                                                                                                                     
292 .J:A- 2<- .- $&R.-0 :A- (R?-GA- 35/- *A.(tadantarāyikadharmalakSaNa) 彼障礙法相(2<- .- $&R.- 0 障礙)。 

SNSū：[154, 7.9]。 
293 .J- .%- eJ?-?-:,/- 0:A- (R?- GA- 35/- *A.(tadanulomikadharmalakSaNa) 彼及隨順法相( eJ?- ?- :,/- 0 隨順)。 

SNSū：[154, 7.10]。 
294 以下參見PES：24/55b。 
295 .J:A- *J?- .3A$?- GA- 35/- *A.(tadādīnavalakSaNa) 彼過患相(*J?- .3A$?過患)。SNSū：[154, 7.11]。 
296 .J:A- 1/- ;R/- IA- 35/- *A.(tadanuZaMsālakSaNa) 彼功德相(1/- ;A/功德)。SNSū：[154, 7.12]。 
297 參見＜附錄二＞。 
298 《中華大藏經》校勘為：「磧作「演」。」，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533。 
299 唐仲容認為是：「本母內容：決了分別顯示一切法義，是名本母。」，參見唐仲容，1999：頁
199。 
300 唐仲容認為是：「指種種有情、種種妄執及諸法作用。」，參見唐仲容，1999：199。 
301 唐仲容認為是：「指流轉、實相、了別、安立、邪行、清淨、正行七種真如。」，參見唐仲容，

1999：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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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提分法所緣相302、四者行303相304、五者自性相305、六者彼果相306、七者

彼領受開示相307、八者彼障礙法相308、九者彼隨順法相309、十者彼過

患相310、十一者彼勝利相311。 

                                              
302 唐仲容認為是：「指所知諸事。」，參見唐仲容，1999：199。 
303 《測疏補篇》譯為：「四者行相相」，頁 42。 
304 唐仲容先生認為是：「指諦實(真如)、安住(安立)、過失(錯誤)、功德(利益)、理趣(義理)、流轉

(有為相)、道理(四道理)、總別八相。」，參見唐仲容，1999：199。 
305 唐仲容認為是：「指三十七菩提分法種種支分。」，參見唐仲容，1999：199。 
306 唐仲容認為是：「指斷伏煩惱所引世出世間諸功德。」，參見唐仲容，1999：199。 
307 唐仲容認為是：「指自身受用法樂及廣為他人開示法理。」，參見唐仲容，1999：199～200。 
308 唐仲容認為是：「指修菩提分法所對治的諸染污法。」，參見唐仲容，1999：200。 
309 唐仲容認為是：「指修菩提分法能得涅槃。」，參見唐仲容，1999：200。 
310 唐仲容認為是：「指障礙菩提分法諸染污法所有過患。」，參見唐仲容，1999：200。 
311 唐仲容認為是：「指得涅槃所有功德。」，參見唐仲容，1999：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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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世俗相 ,]HU-NR`-N‰-`-@‡P-íÈT-lÃ-UWP-IÃN-PÃ-éU-R-Cc“U-§‰,    CE-\C-T§P-R-NE-.     
@‡P-TåCc-R]Ã-EÈ-TÈ-IÃN-T§P-R-NE-,    GÈc-éUc-lÃ-q‰N-R-NE-,    C^È-T-NE-,     
`c-q‰N-R-T§P-R_-Tõ-T_-q]È,    
1.312,'jam dpal de la kun rdzob kyi mtshan Jid313 ni rnam pa gsom ste,314  1.gaG 

zag bstan pa315 daG,  2.kun brtags pa'i Go bo Jid bstan pa316 daG,  3.chos rnams 

kyi byed pa317 daG,  gyo ba318 daG,  las byed pa319 bstan par blta bar bya'o, 

語譯：文殊！彼(十一性相)中世俗相有三種。當知，宣說補特伽羅、宣說遍計

所執自性、宣說諸法作者。 

 
求譯：文殊師利！等相者，說人、說妄想自性、說諸法動作業事。 

 
菩譯：文殊師利言：世尊！何者是世諦相？文殊師利！世諦相者有三種，何

等為三？說人相、說分別體相、觀諸法思惟作種種業相。應知！ 
 
奘譯：世俗相者，當知三種：一者宣說補特伽羅故、二者宣說遍計所執自性

故、三者宣說諸法作用、事、業故320。 

                                              
312 參照SNSū：(§154, 4)。 
313 !/- mR2- GA- 35/- *A.(saMvRtilakSaNa) 世俗相。SNSū：[154, 1.1]。 
314 以下參見SNSū：154。 
315 $%- 9$- 2!/- 0 (pudgaladeZanā) 宣說補特伽羅($%- 9$補特伽羅)。SNSū：[154, 1.2]。 
316 !/-2g$?-0:A-%R-2R-*A.-2!/-0(parikalpitasvabhāvadeZanā) 宣說遍計所執自性(!/-2g$?-0:A-%R-2R-*A.遍計所

執自性)。SNSū：[154, 1.3]。 
317 LJ.- 0(kriyā) 作用、功用、造作。SNSū：[154, 1.4]。 
318 $;R-2( iJjita動亂， capalā掉動， cala動， cāla振動， vikampitatva搖動， vikSepa紛亂，

samudIraNa運動、散動)。Lamotte於此註為：「kiraNa (:R.-9J<炎熾)」，參見SNSū：[154, 1.5]。引

文中()內之文字為筆者所加。 
319 =?-.%- LJ.- 0(karmakriyā) 業用。SNSū：[154, 1.6]。 
320 《瑜伽論記》：「初辨俗相有三：一說數取趣、二說有見遍計所執、三說依他作用事業。」，

《新修大正藏》卷 42，頁7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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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義相 ,N‰-`-NÈP-NU-R]Ã-UWP-IÃN-PÃ-N‰-TZÃP-IÃN-éU-R-TN‡P-T§P-R-^ÃP-R_-Tõ-T_-q]È,     
2.321,de la don dam pa'i mtshan Jid322 ni de bźin Jid rnam pa bdun323 bstan pa yin 

par blta bar bya'o, 

語譯：當知！彼勝義性相乃是宣說七種真如。 

 
求譯：第一義相者，說七種。 

 
菩譯：文殊師利言：世尊！何者第一義諦相？文殊師利！第一義諦相有七

種，如前324七種真如中所325說：一者所謂無始有為行相第一義諦、二

者相第一義諦，所謂我空法空、三者唯識第一義諦，知有為行唯是心

識、四者執著第一義諦，所謂我說苦諦、五者邪行第一義諦，所謂我

說集諦、六者清淨第一義諦，所謂我說滅諦、七者正修行第一義諦，

所謂我說道諦。文殊師利！行相第一義諦、執著第一義諦、邪行第一

義諦，此三第一義諦，一切眾生平等無差別。文殊師利！相第一義諦、

唯識第一義諦，此二第一義諦，一切法平等無差別。文殊師利！清淨

第一義諦，聲聞、緣覺、菩薩阿耨多羅三藐三菩提平等無差別。文殊

師利！正修行第一義諦，如聞妙法差別，觀奢摩他、毘婆舍耶，攝取

般若波羅蜜，平等無差別。應知326！327

                                              
321 參照SNSū：(§154, 12)。 
322 .R/- .3- 0:A- 35/- *A.(paramārthalakSaNa) 勝義相。SNSū：[154, 2.1]。 
323 .J-28A/-*A.-i3-0-2./(sapta-vidhā tathatā) 七種真如(.J-28A/-*A.真如、本性、空性、離戲論法界)，SNSū：

[154, 2.2]。《成唯識論》言：「七真如者：一、流轉真如(pravrtti-tathata)，謂有為法流轉實性；二、

實相真如(laksana-tathata)，謂二無我所顯實性；三、唯識真如(vijbapti-tathata)，謂染淨法唯識實性；

四、安立真如(samniveca-tathata)，謂苦實性；五、邪行真如(mithya-pratipatti-tathata)，謂集實性；
六、清淨真如，謂滅實性；七、正行真如(samyak-pratipatti-tathata)，謂道實性。」，《新修大正藏》
卷 31，頁 46；《測疏》：「七真如者：一、流轉真如，謂有為法流轉實性；二、實相真如，謂二

無我所顯實性；三、唯識真如，謂染淨法唯識實性；四、安立真如，謂苦實性；五、邪行真如，

謂集實性；六、清淨真如，謂滅實性；七、正行真如，謂道實性。此七實性圓成實攝根本，後得

二智境故。」，卷十三，頁 21～22。 
324 《中華大藏經》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無。」，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476。 

325 《中華大藏經》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無。」，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476。 

326 《中華大藏經》校勘為：「「一」至同頁⋯⋯「知」，共二百三十五字，資、磧、普、南、徑、
清無。」，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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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奘譯：勝義相者，當知宣說七種真如328故。 

                                                                                                                                     
327 菩提流支在此對於七真如有詳盡的說明，然求那跋陀羅與玄奘的譯本皆無此一段說明，故不知

這是梵文經文中的版本差別，還是菩提流支引用前品經文來重複說明七真如，或為菩提流支所添

加的說明。而依菩提流支所譯之《深密解脫經‧聖者彌勒菩薩問品》：「真如有七種，何等為七？

所謂無始有為，行相真如；相真如，所謂我空法空；唯識真如，知有為行惟是心；執著真如，所

謂我說苦諦；邪行真如，所謂我說集諦；清淨真如，所謂我說滅諦；正修行真如，所謂我說道諦。

」，《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676。 
328 依玄奘譯之《解深密經‧分別瑜伽品》：「此復七種：一者流轉真如，謂一切行無先後性；二

者相真如，謂一切法補特伽羅無我性及法無我性；三者了別真如，謂一切行唯是識性；四者安立

真如，謂我所說諸苦聖諦；五者邪行真如，謂我所說諸集聖諦；六者清淨真如，謂我所說諸滅聖

諦；七者正行真如，謂我所說諸道聖諦。」，《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6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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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菩提分法所緣相、行相 ,NUÃCc-R]Ã-UWP-IÃN-PÃ-a‰c-q]Ã-NEÈc-RÈ-éU-R-MUc-FN-T§P-R-^ÃP-R_-Tõ-T_-q]È,     
,éU-R]Ã-UWP-IÃN-PÃ-TåC-R-éU-R-TîN-T§P-R-^ÃP-R_-Tõ-T_-q-§‰,     
TåC-R-éU-R-TîN-CE-Z‰-P,    TN‰P-R-NE-,    CPc-R-NE-,    ´ÈÈP-NE-,    ^ÈP-KP-NE-,    
W“`-NE-,    ]H“C-R-NE-,   _ÃCc-R-NE-,    T¢‡c-R-NE-îc-Rc-cÈ,     
3.329,dmigs pa'i mtshan Jid330 ni śes bya'i dGos po331 rnam pa thams cad332 bstan pa 

yin par blta bar bya'o,  4.,rnam pa'i mtshan Jid333 ni brtag pa334 rnam pa brgyad335 

bstan pa yin par blta bar bya ste,  rtag336 pa rnam pa brgyad gaG źe na,  bden 

pa337 daG,  gnas pa338 daG,  skyon339 daG,  yon tan340 daG,  tshul341 daG,  'jug 

pa342 daG,  rigs pa343 daG,  bsdu pa daG rgyas pas344 so, 

語譯：當知！所緣相者，乃是宣說一切所知事。當知！行相者，乃是宣說八

種尋思。云何八種尋思？諦實、安住、過失、功德、理趣、流轉、如

                                              
329 參照SNSū：(§154, 15)。 
330 .3A$?- 0:A- 35/- *A.(ālambanalakSaNa) 所緣性相。SNSū：[154, 3.1]。 
331 >J?- L:A- .%R?- 0R(jJeyavastu) 所知事。SNSū：[154, 3.2]。 
332 i3-0-,3?-&.( sarva-prakāra一切品、一切品類， sarvâkāra 一切種、遍一切種、一切種別、眾相)。

Lamotte於此註為：「nānāvidha (i3-0-$-5S$? 種種雜類)」，SNSū：[154, 3.3]，引文中()內之文字為

筆者所加。 
333 i3- 0:A- 35/- *A.(ākāralakSaNa) 行相。SNSū：[155, 4.1]。 
334 2g$- 0(parīkSā) 觀察。SNSū：[155, 4.2]。 
335 2o.(aSTavidhā) 八種。SNSū：[155, 4.3]。 
336 TES、PES與WB皆載為 2g$-0(觀察、所觀察、簡擇、觀)，而SNSū則載為g$-0(常、常法、常住、

經常、固定)。 
337 2.J/- 0(satya) 諦實（聖諦）。SNSū：[155, 4.4]。 
338 $/?- 0(sthāna) 安住、依處。SNSū：[155, 4.5]。 
339 *R/(doSa) 過患、過失。SNSū：[155, 4.6]。 
340 ;R/- +/(guNa) 功德、聖德。SNSū：[155, 4.7]。 
341 5=(naya) 道理、儀軌、理趣。SNSū：[155, 4.8]。 
342 :)$- 0(pravRtti) 趣入、現行、流轉、隨轉。SNSū：[155, 4.9]。 
343 <A$?-0(nyāya、yukti) 應理、如理、道理。SNSū：[155, 4.10]。Lamotte二字(nyāya、yukti)皆錄；

而梶山雄一則作(nyāya)；吉水千鶴子則據《瑜伽論‧声聞地》將nyāya改為yukti。參見SNSū：155；
梶山雄一，2003：78；吉水千鶴子，1996：123(註 2)、《瑜伽論‧声聞地》。 
344 2}?- 0- .%- o?- 0(saMgrahapRthaktva) 總別（2}?- 0 總攝）。SNSū：[155, 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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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理、廣略。 

 
求譯：如緣相者，說一切種爾焰事。行相者，說八行觀察，何等八行觀察？

一者諦、二者立、三者過、四者德、五者通、六者生、七者成、八者

略廣。 
 
菩譯：文殊師利言：世尊！何者是觀菩提分法345相？文殊師利！觀菩提分法

相者，所謂觀一切種事，應知！文殊師利言：世尊！何者是彼法相？

文殊師利！彼法相者，如八種觀中。應知！文殊師利言：世尊！何等

八種觀？文殊師利！所謂依實諦、住諦、過失、功德、通相、形相、

相應相、廣略說相。 

 

奘譯：菩提分法所緣相者，當知宣說遍一切種所知事故。行相者346，當知宣

說八行觀347故。云何名為八行觀耶？一者諦實故、二者安住故、三者

過失故、四者功德故、五者理趣故、六者流轉故、七者道理故、八者

總別故。 

                                              
345 《大毘婆沙論》：「有三十七菩提分法，謂四念住、四正勝、四神足、五根、五力、七覺支、

八道支，世尊雖說菩提分法，而不說有三十七種。」，《新修大正藏》卷 27，頁 495。 
346 《藏要》：「勘番本意謂觀察行相。」，頁 39；《測疏補篇》譯為：「此中「行相」者，謂識

行相。「相」者，謂體相。由於正說道品及能緣識之相故曰行相相。」，頁 45。 
347 依《顯揚聖教論》：「此行相者，當知宣說八觀察行，何等為八？一觀察諦行、二觀察建立行、

三觀察過失行、四觀察功德行、五觀察理趣行、六觀察流轉行、七觀察道理行、八觀察廣略行。」，

《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582。另依《大乘義章》中所言：「八行觀者，如地持說：於八境界涉

求名行、照察稱觀，理實通觀一切諸法。今此且就一色論之，餘類可知。名字是何？一者、觀色；

二、觀色集；三、觀色滅，亦名色離；四、觀色道；五、觀色味；六、觀色過，亦名色患；七、

觀色出；八、觀色第一義。」，《新修大正藏》卷 44，頁 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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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諦實、安住 ,N‰-`-TN‰P-R-PÃ-N‰-TZÃP-IÃN-CE-^ÃP-R]È,    ,CPc-R-PÃ-CE-\C-éU-R_-CZC-R]U,   
@‡P-TåCc-R]Ã-EÈ-TÈ-IÃN-éU-R_-CZC-R]U,    UCÈ-CFÃC-NE-,    éU-R_-Nq‰-T-NE-, 
xÃc-K‰-`P-CNT-R-éU-R_-CZC-R]U,    CZC-R-éU-R_-CZC-R]U.CcE-T-NE- 
éU-R_-Nq‰-T-`-`P-CNT-R-éU-R_-CZC-R-CE-^ÃP-R]È.     
1°.348,de la bden pa ni de bźin Jid349 gaG yin pa'o,  2°.,gnas pa ni gaG zag rnam 

par gźag350 pa351 'am,  352kun brtags pa'i Go bo Jid rnam par gźag pa353 'am,  mgo 

gcig daG,  rnam par dbye ba daG,  dris te lan gdab pa rnam par gźag pa354 'am,  

gźag pa rnam par gźag pa355 'am,  gsaG ba daG rnam par dbye ba la lan gdab pa 

rnam par gźag pa356 gaG yin pa'o, 

語譯：凡真如，即是諦實。凡是完整安立補特伽羅，或安立遍計所執自性，

即是安住，或安立一向、分別、問答、或安置安立，安立回答隱密與

分別。 

 
求譯：諦者，如立者，建立眾生等，若建立妄想自性，若建立一向、分別、

詰問、置答，、若建立隱、覆、顯現、記說。 
 

                                              
348 參照SNSū：(§154, 23)。 
349 .J- 28A/- *A.(tathatā) 真如。SNSū：[155, 4.12]。 
350 TES、PES與WB皆載為$8$-0( praJapta施設 vyavasthā安立 sthāpana安置 sthāpita積集、置

記、建立)，而SNSū則載為 28$-0( āropya置 ucchrita策舉 pratiSThāpana安立、置)。 
351 $%- 9$- i3- 0<- $8$- 0(pudgalavyavasthāpana) 安立補特伽羅。SNSū：[155, 4.13]。 
352 以下參見TES：361/101。 
353 !/- 2g$?- 0:A- %R- 2R- *A.- i3- 0<- $8 $- 0(parikalpitasvabhāva-vyavasthāpana) 安立遍計所執自性。 

SNSū：[155, 4.14]。 
354 3$R-$&A$-.%-i3-0<-.LJ-2-.%-SA?-+J-=/-$.2-0-i3-0 <-$8 $-0(ekâMZena, 

vibhajya-paripRcchā-vyākaraNa-vyavasthāpana) 安立一向、分別、反問、置記。SNSū：[155, 4.15]。 
355 $8$- 0- i3- 0<-$ 8$- 0(sthāpanīyavyavasthāpana) 安置安立。SNSū：[155, 4.16]。 
356 $?%- 2- .%- i3- 0 <- .LJ- 2- =-= /- $.2- 0- i3- 0<- $8$- 0(guhya-vibhajanavyākaraNavyavasthāpana) 安立隱密、顯

了、記別、差別($?%- 2 隱密，.LJ- 2 差別、分別，=/- $.2- 0 不應記)。SNSū：[155, 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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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菩譯：文殊師利！實諦相者，所謂真如。住諦相者，所謂人相、分別357差別

體一向答相、隨問分別答相、置答相、密事示現相。 
 
奘譯：諦實者358，謂諸法真如。安住者359，謂或安立補特伽羅，或復安立諸

法遍計所執自性360，或復安立一向、分別、反問、置記361，或復安立

隱密、顯了記別差別362。 

                                              
357 《中華大藏經》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作「別相」。」，參見《中華大藏經》

卷 17，頁 476。 
358 《測疏補篇》譯為：「謂由根本智現觀真如，不棄自性故名為「諦」，非屬虛妄故名為「實」」，

頁 46。 
359 《測疏補篇》譯為：「於中分三：一、明安立我法二執，二、明安立四種授記，三、明安立法

及分別。」，頁 46。 
360 《測疏補篇》譯為：「謂由遍計、執我及法為實有者，是由妄心於無勝義，但隨妄心執為實有，
故名安立。」，頁 46。 

361 《測疏補篇》譯為：「明安立四種授記言論。謂依答辯方法安立四種授記，故名安立。」，頁

46；《佛地經論》：「言四記者：一、一向記，二、分別記，三、反問記，四、默置記。一向記

者，如有問言：一切生者決定滅耶？佛法僧寶良福田耶？如是等問，應一向記：此義決定！分別

記者，如有問言：一切滅者定更生耶？佛法僧寶唯有一耶？如是等問，應分別記：此義不定！反

問記者，如有問言：菩薩十地為上為下？佛法僧寶為勝為劣？如是等問，應反問記：汝望何問？

默置記者，如有問言：實有性我為善為惡？石女兒色為黑為白？如是等問，應默置記，不應記故，

長戲論故。」 ，《新修大正藏》卷 26，頁 320。 
362 《測疏補篇》譯為：「謂諸如來為隨根器而饒益故，有時安立隱密，有時安立顯了，而為說法。」，

頁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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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過失、功德 .´ÈP-éUc-PÃ-Ec-@‡P-Pc-IÈP-UÈEc-R]Ã-GÈc-éUc-lÃ-I‰c-NUÃCc-éU-uEc-N‡-U_-T§P-R-
CE-^ÃP-R-NC-CÈ,    ,^ÈP-KP-éUc-PÃ-Ec-éU-R_-qE-T]Ã-GÈc-éUc-lÃ-SP-^ÈP-éU-uEc-N‡
-U_-T§P-R-CE-^ÃP-R-NC-CÈ,  
3°.363,skyon rnams ni Gas kun nas Jon moGs pa'i chos rnams kyi Jes dmigs364 

rnam graGs du mar365 bstan pa gaG yin pa dag go,  4°.,yon tan rnams ni Gas rnam 

par byaG ba'i chos rnams kyi phan yon366 rnam graGs du mar bstan pa gaG yin pa 
dag go, 

語譯：凡是諸過失者，我謂一切煩惱法之過患種類。凡是我所宣說一切清淨

法等等之利益、種類，即是功德。 

 
求譯：過者，我於煩惱法無量因緣，說過患。德者，我於清淨367無量因緣，

說福利。 
 
菩譯：過失相者，所謂我說諸法染過。功德相者，所謂我說一切淨法，無量

利益相。 
 
奘譯：過失者，謂我宣說諸雜染法，有無量門差別過患368。功德者，謂我宣

說諸清淨法，有無量門差別勝利369。 

                                              
363 參照SNSū：(§154, 29)。 
364 !/- /?- *R/- 3R%?- 0:A- (R?- i3?- GA- *J?- .3A$?(sāMkleZikadharmādīnava) 諸雜染法過患。SNSū：[155, 4.18]。 
365 i3- P%?- .- 3<(anekaparyāyeNa) 以無量門。SNSū：[155, 4.19]。 
366 ;R/- +/- i3?- /A- % ?- i3- 0<- L%- 2:A- (R?-i3?-GA- 1/-;R/ (vaiyavadānikadharmānuZaMsā) 對清淨法的宣說。 

SNSū：[155, 4.20]。 
367 《中華大藏經》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作「清淨法」。」，參見《中華大藏經》

卷 17，頁 533。 
368 《測疏補篇》譯為：「謂所有顯示三漏、四結、九縛、十纏等多種煩惱差別過患。」，頁 47；
《顯揚聖教論》：「過失者，謂佛所說諸雜染法，非一種種差別過失。」，《新修大正藏》卷 31，
頁 582。 
369 《測疏補篇》譯為：「謂所有顯示神通、解脫、等持、力、無畏等多種功德差別。」，頁 47；
《顯揚聖教論》：「功德者，如佛所說諸清淨法，非一種種差別勝利。」 ，《新修大正藏》卷 31，
頁 5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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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理趣、流轉 ,W“`-PÃ-éU-R-x⁄C-K‡-_ÃC-R_-q-§‰,    N‰-BÈ-P]Ã-NÈP-nÃ-W“`-NE-,    ]MÈT-R]Ã-W“`-NE-,     
TaN-R]Ã-W“`-NE-,    UM]-CIÃc-éU-R_-ßEc-R]Ã-W“`-NE-,    TcU-nÃc-UÃ-mT-R]Ã-W“`-
NE-,    NCÈEc-R]Ã-W“`-`È,    ,]H“C-R-PÃ-N‡c-Cc“U-NE-]N‡c-qc-lÃ-UWP-IÃN-Cc“U-NE-,    
ì‰P-TZÃ-RÈ-NC-CÈ,     
5°.370,tshul ni rnam pa drug tu rig par bya ste,  de kho na'i don gyi tshul371 daG,  

'thob pa'i tshul372 daG,  bśad pa'i tshul373 daG,374  mtha' gJis rnam par spaGs pa'i 

tshul375 daG,  bsam gyis mi khyab pa'i tshul376 daG,  dgoGs pa'i tshul377 lo,  

6°.378,'jug pa ni dus gsum379 daG 'dus byas kyi mtshan Jid380 gsum daG,  rkyen bźi 

po381 dag go, 

語譯：應知理趣為六種相：真義理趣、証得理趣、教導理趣、盡捨二邊理趣、

不可思議理趣、意趣理趣。流轉者，為三世、三有為相、四種緣。 

 

求譯：通者，有六種：一者真實義通、二者得通、三者說通、四者離二邊通、

五者不可思議通、六者意通。生者，謂三禪、三有為相及四緣。 

 

                                              
370 參照SNSū：(§154, 33)。 
371 .J- #R- /:A- .R/-IA- 5=(tattvārthanaya) 真義理趣(.J- #R- /真如，.R/義趣)。SNSū：[155, 4.21]。 
372 :,R2- 0:A- 5=(adhigamanaya) 證得理趣(:,R2- 0 證得)。SNSū：[155, 4.22]。 
373 28.- 0:A- 5=(deZanānaya) 教導理趣(2>.- 0 教導)。SNSū：[155, 4.23]。 
374 以下參見SNSū：155。 
375 3 ,:- $*A?- i3- 0 <- %%?- 0:A- 5=(antadvayavigatanaya) 盡捨二邊理趣(3,:- $*A?- i3- 0<- %%? 盡捨二邊)。 

SNSū：[155, 4.24]。 
376 2?3-IA?-3A-H2-0 :A-5=(acintyanaya) 不可思議理趣(2?3- IA?- 3A- H2- 0 不可思議)。SNSū：[155, 4.25]。 
377 2$R%?- 0:A- 5=(saMdhinaya) 意趣理趣(.$R%?- 0 意趣、隨念、密意)。SNSū：[155, 4.26]。 
378 參照SNSū：(§155, 6°, 3)。 
379 .?- $?3(tryadhvān) 三時、三世。SNSū：[155, 4.27]。 
380 :.?-L?-GA-35/-*A.(saMskRtalaSaNa) 有為相。SNSū：[155, 4.28]。 
381 nJ/-28A-0R(catvarāH pratyayāH) 四種緣。SNSū：[155, 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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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菩譯：通相者，有六種。應知！何等六種？謂真實義通、得通、說通、離二

邊通、不可思議通、意通。形相者，所謂三世、三有為相、四種因緣。 

 

奘譯：理趣者，當知六種：一者真義理趣382、二者證得理趣383、三者教導理

趣384、四者遠離二邊理趣385、五者不可思議理趣386、六者意趣理趣387。

流轉者388，所謂三世389、三有為相390及四種緣391。 

                                              
382 《顯揚聖教論》：「真義理趣者，略有六種，應知！謂世間真實，乃至所知障淨智所行真實，

及安立真實、非安立真實。此中前四種真實，如前分別，應知！安立真實者：謂四聖諦。苦真苦，

故安立為苦，乃至道真道，故安立為道。問何因緣故名為安立？答由三種俗所安立故。一由世間

俗、二由道理俗、三由證得俗。世間俗者：謂安立田宅、瓶、盆、軍、林數等，及安立我有情等。

道理俗者：謂安立蘊、界、處等。證得俗者：謂安立預流果等，及安立彼所依住法。復有四種安

立，謂前三種及由勝義俗安立勝義諦性不可安立，由內自所證故，為欲隨順引生彼智，依俗安立。

非安立真實者：謂一切法真如實性。」，《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509。 
383 《顯揚聖教論》：「證得理趣者，略有四種：一、一切有情業報證得，二、聲聞乘證得，三、

獨覺乘證得，四、大乘證得。一切有情業報證得者：謂一切有情造作淨不淨業，依自業故，於五

趣流轉中，感種種異熟，受種種異熟。」，《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509～510。 
384 《顯揚聖教論》：「教導理趣者，謂略有三處所攝：一、藏所攝，二、摩怛履迦所攝，三、彼

俱所攝。藏所攝者：謂聲聞乘藏及大乘藏。摩怛履迦所攝者：謂十七本地及四種攝。彼俱所攝者，

謂略有十種。如前分別義中十種義。」，《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510。 
385 《顯揚聖教論》：「離二邊理趣者，略有六種，應知：一、遠離於不實有增益邊，二、遠離於

真實有損減邊，三、遠離執常邊，四、遠離執斷邊，五、遠離受用欲樂邊，六、遠離受用自苦邊。」，

《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510。 
386 《顯揚聖教論》：「不可思議理趣者，略有六種不可思議事：一、我不可思議，二、有情不可

思議，三、世間不可思議，四、一切有情業報不可思議，五、證靜慮者及靜慮境界不可思議，六、

諸佛及諸佛境界不可思議。」，《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510。 
387 《顯揚聖教論》：「意樂理趣者，略有十六種意樂：一開示意樂、二離欲意樂、三勸導意樂、

四獎勵意樂、五讚悅意樂、六令入意樂、七除疑意樂、八成熟意樂、九安定意樂、十解脫意樂、

十一依別義意樂、十二發證行者無過歡喜意樂、十三令聞行者於說法師起尊重意樂、十四法眼流

布意樂、十五善增廣意樂、十六摧壞一切相意樂。」，《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510。 
388 《測疏補篇》譯為：「謂諸有為法，于三世中，由生、住、滅為緣，而有有為三相及四緣故，

流轉世間。」，頁 72；釋太虛：「流謂流動，轉謂轉變，如水之流動，如輪之轉變，故云流轉。

云何流轉？即三世三有為相。」，參見釋太虛，1937.b：38。
389 釋太虛：「三世者，如過去流轉至現在，現在流轉至未來。」，參見釋太虛，1937.b：38。
390 依《增壹阿含》：「爾時，世尊告諸比丘，此三有為有為相，云何為三？知所從起、知當遷變、

知當滅盡！彼云：何知所從起？所謂生、長、大、成五陰形，得諸持、入，是謂所從起。彼云：

何為滅盡？所謂死，命過，不住無常，諸陰散壞，宗族別離，命根斷絕，是謂為滅盡。彼云：何

變易？齒落、髮白、氣力竭盡、年遂衰微、身體解散，是謂為變易法。是為，比丘！三有為有為

相，當知此三有為相，善分別之！」，《新修大正藏》卷 2，頁 607；而《顯揚聖教論》則言：「無

常性者，謂有為法與三有為相共相應故，一生相、二滅相、三住異相。」，《大正藏》卷 31，頁
548；而《隨相論》言：「三有為相解脫故，名寂靜。三有為自有二種：一以三世為三有為相、二

以生老滅為三有為相。」，《新修大正藏》卷 32，頁 162；釋太虛：「三有為相者，即一、生相，
如人初出胎名生。二、住異相，如一期相似相續名住，即於住中而有剎那前後變異，住異同時，

故合一相。三、滅相，如死後名滅。此三世三有為相，皆名流轉。」，參見釋太虛，1937.b：38。 
391 依《大乘中觀釋論》所言：「如佛所說，有四種緣能生諸法，而此四緣諸經論中皆如是說，何

等為四？謂因緣、所緣緣、次第緣、增上緣。」，《新修大正藏》卷 30，頁 137；《菩薩善戒經》
也言：「方便因者，有四種緣：一者因緣、二者次第緣、三者緣緣、四者增上緣。因緣者，諸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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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因；增上緣者，謂方便因次第緣；緣緣者，謂心心數法。是名四緣。」，《新修大正藏》卷 30，
頁 977；而釋太虛：「言四緣者：謂因緣，增上緣，所緣緣，等無間緣；以四緣而生，亦屬流轉相。」，

參見釋太虛，1937.b：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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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理：觀待道理 ,_ÃCc-R-PÃ-éU-R-TZÃ_-_ÃC-R_-q-§‰,    õÈc-R]Ã-_ÃCc-R-NE-,    q-T-q‰N-R]Ã-_ÃCc-R-NE-, 
]MN-Rc-±„T-R]Ã-_ÃCc-R-NE-.    GÈc-IÃN-lÃ-_ÃCc-R]È,    ,N‰-`-õÈc-R]Ã-_ÃCc-R-PÃ-]N‡-q‰N
-éUc-]q⁄E-T-NE.    ä‰c-c“-M-£N-CNCc-R]Ã-î‡-CE-NC-^ÃP-R-NE-,     
ì‰P-CE-NC-^ÃP-R-§‰,   N‰-PÃ-õÈc-R]Ã-_ÃCc-R-^ÃP-PÈ,     
7°.392,rigs pa ni rnam pa bźir rig par bya ste,  ltos393 pa'i rigs pa394 daG,  bya ba 

byed pa'i rigs pa395 daG,  'thad pas sgrub pa'i rigs pa396 daG,  chos Jid kyi rigs397 

pa'o,  ,de la ltos398 pa'i rigs pa ni 'du byed399 rnams 'byuG ba400 daG,  rjes su tha 

sJad 401gdags pa'i402 rgyu403 gaG dag yin pa daG,  rkyen404 gaG dag yin pa ste,  de 

ni ltos405 pa'i rigs pa yin no, 

                                              

398 TES、PES皆載為vR?-0 (觀待)，而SNSū則載為 2vR?-0 (vR?-0 之過去時)。 

392 參照SNSū：(§155, 14)。 
393 TES、PES皆載為vR?-0 (觀待)，而SNSū則載為 2vR?-0 (vR?-0 之過去時)。 
394 vR?-0:A-<A$?-0(apekSāyukti) 觀待道理(vR?-0 依賴、觀待、互相依存)；而坂本幸男認為：「觀待道

理は緣起に關する理論であり」，參見坂本幸男，1937.a：48；另參見坂本幸男，1937.a：45。而
Lamotte註為：「apekSānyāya」，參見SNSū：[155, 7°.1]。吉水千鶴子譯為：『[ものが他のものに]

依存するとい道理』，參見吉水千鶴子，1996：128。 
395 L-2-LJ.-0:A-<A$?-0(kāryakāraNayukti) 作用道理(L-2 工作、事情、作用、效力，LJ.-0 做、從事、能作) ；

而坂本幸男認為：「作用道理は因果に關する理論であり」，參見坂本幸男，1937.a：48；另參見

坂本幸男，1937.a：45。而Lamotte註為：「kRtakāranyāya」，參見SNSū：[155, 7°.2]。吉水千鶴子

譯為：『[ものがそれぞれの]作用をなすという道理』，參見吉水千鶴子，1996：128。 
396 :,.-0 <-12-0:A-<A$?-0(upapattisādhanayukti) 證成道理(: , . - 0 合理、適當、理由，12 - 0 完成、証成、

能立)；而坂本幸男認為：「證成道理は因明，即ち形式理論はに關する理論であり」，參見坂本

幸男，1937.a：48；另參見坂本幸男，1937.a：46。而Lamotte註為：「upapattisiddhanyāya」，參

見SNSū：[155, 7°.3]。梶山雄一譯為：「理論的證明の論理」，參見梶山雄一，2003.b：78。吉水
千鶴子譯為：『[ものが]論拠により證明れるという道理』，參見吉水千鶴子，1996：128。 
397 (R?-*A.-GA-<A$?-0(dharmatāyukti) 法爾道理((R?-*A.法爾、自然、本性)；而坂本幸男認為：「法爾道理

は謂は超理論の理論であると考　　　」，參見坂本幸男，1937.a：48。而Lamotte註為：
「dharmatānyāya」，參見SNSū：[155, 7°.4]。吉水千鶴子譯為：『ものの本質という道理』，參見

吉水千鶴子，1996：129。 

399 :.- LJ.(saMskāra) 行、諸行、所為。SNSū：[156, 7°.5]。 
400 :L%- 2(utpāda) 出世、生。SNSū：[156, 7°.6]。 
401 以下參見PES：24/56a。 
402 eJ?- ?- ,- ~.- $.$?- 0(anuvyavahāra) 隨起言說。SNSū：[156, 7°.7]。 
403 o(hetu) 因。SNSū：[156,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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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譯：如理者，應知為四種：觀待道理、作用道理、證成道理、法爾道理。

彼觀待道理能生諸行，凡隨起言說之一切因、一切緣，彼即是觀待之

道理。 

 
求譯：成者有四種：一者以有成、二者所作事成、三者助成、四者法成。若

因、若緣，諸行起及隨說，是名以有成。 
 
菩譯：相應相者，有四種。應知！何等為四？謂相待相應、能作所作相應、

生相應、法體相應。相待相應者，謂何等因、何等緣，能生有為行名

字等用，是名相待相應。 
 
奘譯：道理406者，當知四種：一者觀待道理、二者作用道理、三者證成道理、

四者法爾道理。觀待道理者，謂若因、若緣，能生諸行及起隨說，如

是名為觀待道理。 

                                                                                                                                     
404 nJ/(pratyaya) 緣、因緣、眾緣。SNSū：[156, 7°.9]。 
405 TES、PES皆載為vR?-0 (觀待)，而SNSū則載為 2vR?-0 (vR?-0 之過去時)。 
406 四種道理於《瑜伽師地論》言：「觀察諸蘊相應言教，如由算數行相及稱量行相，觀察諸蘊相

應言教，如是即由二種行相。觀察其餘所有言教，如是總名審正觀察。思惟一切所說正法，如是

名為聞思正法」，《新修大正藏》卷 30，頁 419；又言：「云何以稱量行相？依正道理，思惟諸

蘊相應言教，謂依四道理無倒觀察。何等為四？一觀待道理、二作用道理、三證成道理、四法爾

道理。」，《新修大正藏》卷 30，頁 419；《雜集論》：「復次因辯觀察契經等法，應當解釋諸

法道理，由依此道理，能觀彼法故。問：若欲於諸法正勤審觀察，由幾種道理能正觀察耶？答：

由四種道理：謂觀待道理、作用道理、證成道理、法爾道理。」，《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745；
《十地經論》中言：「善淨堪智有四種：一者緣、二者法、三者作、四者成。善知此義成不成相

故，如經與善淨智差別入故。」，《新修大正藏》卷 26，頁 125。 
而於《大方廣佛華嚴經疏》更言：「善淨堪智有四種：一者緣、二者法、三者作、四者成，善

知此義成不成相故。此言緣者，即因緣生法亦名觀待。二法者，即法爾之法。三作者，此二作

用。四成者，引正理例證成上三。若順此四名為成相，不順此四名不成相，菩薩善知故，堪能

有說名為堪辯。然其此四經論多明，相續解脫經名為四成、相續解脫即解深密經，前後異譯，

深密第五，名為四種道理，然上二經文博義隱。今依雜集十一釋之。名次全同深密。」，《新

修大正藏》卷 35，頁 741；而《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章》則載：「四法章者，即四堪智：一
者緣、二者法、三者作、四者成。此之四智，與六相智類亦相似，但門有別。一、緣者：即成

法之緣；二、法者：相應成法；三、作者：謂緣能成也；四、成者：謂了別成就。知法之智明

了，緣起自在故云堪，此義亦得通一乘及三乘，何以故？由此四堪智，於三乘中順離四謗，及

契中道故。」，《新修大正藏》卷 45，頁 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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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理：作用道理、證成道理 GÈc-éUc-]MÈT-R]U,    ]u⁄T-R]U,    ´‰c-R-éUc-`c-q‰N-R_-]n⁄_-T]Ã-î‡-CE-NC-^ÃP
-R-NE-,   ì‰P-CE-NC-^ÃP-R-N‰-PÃ-q-T-q‰N-R]Ã-_ÃCc-R-^ÃP-PÈ,   ,c È-cÈ]Ã-a‰c-R-NE-,     
TaN-R-NE-,    µc-R]Ã-NÈP-±„T-R-NE-,    `‰Cc-R_-BÈE-N‡-G“N-R_-q-T]Ã-î‡-CE-NC-^ÃP-R-
NE-,    ì‰P-CE-NC-^ÃP-R-N‰-PÃ-]MN-Rc-±„T-R]Ã-_ÃCc-R-^ÃP-PÈ,    ,N‰-^E-UNÈ_-T•‡-P-éU-
R-CIÃc-K‰,    ^ÈEc-c“-NC-R-NE-,^ÈEc-c“-U-NC-R]È,    ,N‰-`-^ÈEc-c“-NC-R]Ã-UWP-IÃN-PÃ-
ò]È,    ,^ÈEc-c“-U-NC-R]Ã-UWP-IÃN-PÃ-TN‡P-PÈ,     
407
,chos rnams 'thob pa408 'am,  'grub pa409 'am,  skyes pa rnams las byed par 

'gyur ba'i rgyu gaG dag yin pa daG,  rkyen gaG dag yin pa de ni bya ba byed pa'i 

rigs pa yin no,  410,so so'i śes pa411 daG,  bśad pa412 daG,  smras pa'i413 don sgrub 

pa daG,  legs par khoG du chud par414 bya ba'i rgyu gaG dag yin pa daG,  rkyen 

gaG dag yin pa de ni 'thad pas sgrub pa'i rigs pa yin no,  de yaG mdor bsdu na415 

                                              
407 參照SNSū：(§155, 20)。 
408 (R?- i3?- : ,R2- 0(dharmāNāM prāpti) 證得諸法。SNSū：[156, 7°.10]。 
409 :P2-0( abhiniSpatti得成熟， ārāgayati證， Rdhyati得成滿， nir-vartaka招集， niS-patti成熟，

samRdhyanti究竟、生起、能成辦、足堪， samRddhi圓滿) 得成熟。Lamotte於此註為：「sādhana(12- 
0、212- 0)成立、能成立」，SNSū：[156, 7°.11]。 
410 參照SNSū：(§155, 23)。 
411 ?R-?R:A->J?-0(?R-?R vyasta別、異類、互異、不同、各自；>J?-0⑴abhijñāta知識，⑵upalakSaNa能善了知，

⑶jña善達、智，⑷jñāta智，⑸jānāti能解了；jñātum知，⑹jñāna慧、勝智、智慧，⑺jñānata智，⑻
parijñāna了知，⑼pravRtta善通，⑽saMjānanā，了像，⑾saMjānīte知，⑿saMprajanya正知、善知、
聰叡、了知) 一一了知。梶山雄一譯為：「知覺」，參見梶山雄一：2003.b，p.78，梶山雄一依L%-(2-m- 

U=之註釋，認為：「註釋者採用了pratyakSa(3%R/-?3 現量)之意。」，參見梶山雄一，2003.b：97(註

39)。引文中()內之文字為筆者所加。 
412 2>.-0( deśana邪教， deśita宣說， bhāSita所說、開示、教導、別釋)。梶山雄一譯為：「推理、

論說」，參見梶山雄一，2003.b：78、97(註 39)。 
413 5?-0( niś-cāraNa發起， bhāSate說， bhāSita語， vādita語， vādin所說)。 

?R-?R:A->J?-0-.%-2 >.-0-.%-5?-0:A-.R/ 所立、所說、所標義。梶山雄一譯為：「證言、聖教」，參見梶

山雄一，2003.b：78、97(註 39)。 
414 =J$?- 0<- #R%- .- (.- 0 善知、善通達。 
415 3.R<- 2#- / (samāsatas) 以要言之、總略義、略說、總說。SNSū：[156,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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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am pa gJis te,  yoGs su dag pa416 daG,  yoGs su ma dag pa'o417,  de la yoGs su 

dag pa'i mtshan Jid ni lGa'o,  yoGs su ma dag pa'i mtshan Jid ni bdan no, 

語譯：或証得成就諸法、或生起，此中一切能令生起之因與緣，即是作用之

理。攝持一一了知、宣說、修持已說義。善通達等一切因與一切緣，

即是合理證成之理。彼復略有二種：清淨、不清淨。彼之清淨性相有

五；不清淨性相有七。 

 
求譯：若因、若緣，諸法若得、若成、若已起者作所作，是名所作事成。若

因、若緣，或宗或說、或授、或義，而成之、覺之。彼復略說二種：

一者淨、二者不淨。淨有五種相，不淨有七種相。 
 
菩譯：能作所作相應者，何等因、何等緣，能得法，能生法，能生法已能成

辦業，是名能作所作相應。生相應者，謂何等因、何等緣，知法、說

法、示法，能成、能正覺知，是名生相應。法體相應者，略說有二種，

何等為二？謂一者淨，二者不淨。文殊師利！淨有五種相，不淨有七

種相。 
 
奘譯：作用道理者，謂若因、若緣，能得諸法，或能成辦，或復生已作諸業

用，如是名為作用道理418。證成道理者，謂若因、若緣，能令所立、

所說、所標義，得成立，令正覺悟，如是名為證成道理419。又此道理

                                              
416 ;R%?- ?- .$- 0 (pariZuddha) 清淨。SNSū：[156, 7°.13]。 
417 ;R%?- ?-3- .$- 0 (apariZuddha) 不清淨。SNSū：[156, 7°.14]。 
418 《雜集論》言：「如眼根等為眼識等所依作用，色等境界為眼識等所緣作用，眼等諸識了別色

等，金銀匠等善修造金銀等物。如是比。」，《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745；法上於《十地論義

疏》中言：「既有真實之理，便有生死涅槃大用義興，以之為作。」，《新修大正藏》卷 85，頁
764；釋太虛：「言作用者，謂依法體有能升起作業之用，名為作用。作用云何？謂依因依緣未得
諸法，今後能得；得已，未成辦者能得成辦圓滿；或已成後能更生起業用。如修定者，先未得定

今能得定；得定已能圓滿修定，令定成辦；既成辦定，即能於定而起智慧神通業用，如是名為作

用道理。」，參見釋太虛，1937.b：39。 
419 《雜集論》言：「所應成義者，謂自體差別所攝所應成義，諸量不相違語者，謂現量等不相違

立宗等言。」，《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745；法上於《十地論義疏》中言：「於向三無礙大智

義成，成有三種：一理成、二智成、三說成。說上三法表理障顯名理成，智慧分別證會不差名智

成，言不差理名說成。善達此四，為人宣說得生心解、名勘辨才，是為成義。不達上四名曰不成。」，

《新修大正藏》卷 85，頁 764；釋太虛：「此中證成道理者，即以種種因緣證明成立之道理，名

證成道理。」，參見釋太虛，1937.b：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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略有二種：一者清淨、二者不清淨。由五種相名為清淨，由七種相名

不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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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相清淨 ,N‰-`-^ÈEc-c“-NC-R]Ã-UWP-IÃN-ò-RÈ-NC-CE-Z‰-P,    N‰-UEÈP-c“U-N‡ -NUÃCc-R]Ã-UWP-IÃN- 
NE-.    N‰-`-CPc-R-UEÈP-c“U-N‡-NUÃCc-R]Ã-UWP-IÃN-NE-,    _E-CÃ-_ÃCc-lÃ-NR‰-I‰-T_- 
Æ_-T]Ã-UWP-IÃN-NE-,    ^ÈEc-c“-u⁄T-R]Ã-UWP-IÃN-NE-,    `“E-aÃP-K‡-éU-R_-NC-R-CKP-
`-ST-R_-T§P-R]Ã-UWP-IÃN-NÈ,     
420
,de la yoGs su dag pa'i mtshan Jid lGa po dag gaG źe na,  a. de mGon sum du 

dmigs pa'i mtshan Jid421 daG,  b. de la gnas pa mGon sun du dmigs pa'i mtshan 

Jid422 daG,  c. raG gi rigs kyi dpe Je bar sbyar ba'i mtshan Jid423 daG,  424d. yoGs 

su grub pa'i mtshan Jid425 daG,  e. luG śin tu rnam par dag pa gtan la phab par426 

bstan pa'i mtshan Jid427 do, 

語譯：云何彼之清淨五性相？現觀彼相、現觀依止彼相、自類譬喻極相合相、

圓成實相、教言極清淨決定相。 
 
求譯：何等為五淨相？一者彼現前得相、二者彼依現前得相、三者自種比相。

四者成相、五者快淨語說相。 

 

                                              
420 參照SNSū：(§155, 29)。 
421 .J- 3%R/- ?3- .-.3A$?- 0:A- 35/- *A. (tatpratyakSopalabdhilakSaNa) 現觀彼相(3%R/- ?3- .- .3A$?- 0 現可得、現所

得)。SNSū：[156, 7°.15]；另參見坂本幸男，1937.a：47。 
422 .J- =- $/?- 0- 3%R/- ?3- .- .3A$?- 0:A- 35/- *A. (tadāZrityapratyakSopalabdhilakSaNa) 現觀依止彼相($/?- 0 依

止)。SNSū：[156, 7°.16]；另參見坂本幸男，1937.a：47。 
423 <%-$A-<A$?-IA-.0 J-*J-2<-.<-2 :A-35/-*A. (svajātīyadRSTāntopasaMhāralakSaNa) 自類譬喻極相合相(<%-$A-<A$?

自類)。SNSū：[156, 7°.17]；另參見坂本幸男，1937.a：47。 
424 以下參見TES：361/102。 
425 ;R%?-?-P2-0:A-35/-*A. (pariniSpannalakSaNa) 圓成實相(;R%?-?-P2-0 圓成實)。SNSū：[156, 7°.18]；另

參見坂本幸男，193.a7：47。 
426 PES作：「$+/- =- 22- 2<」，頁 24/56a5 
427  =%->A/-+-i3-0<-.$-0-$+/-=-1 2-0<-2!/-0:A-35/-*A. (suviZuddhāgamopadeZalakSaNa) 教言極清淨決定

相。(=%教言，>A/-+極，i3-0 更，.$-0 清淨，$+/永久、全然，12-0 確定)。SNSū：[156, 7°.19]；另

參見坂本幸男，1937.a：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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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譯：文殊師利！何者淨五種相？一者彼現前見相、二者依彼現前見相、三

者自相譬喻相、四者成就相、五者說清淨阿含相。 

 
奘譯：云何由五種相名為清淨？一者現見所得相、二者依止現見所得相、三

者自類譬喻所引相428、四者圓成實相429、五者善清淨言教相430。 

                                              
428 《藏要》：「番本作所合相。」，頁 40。 
429 《藏要》：「番本作圓滿俱許相。」，頁 40。 
430 法上於《十地論義疏》中言：「一、彼現前得相：得證相應，現量智也；二、彼依現前得相：

唯已所得比度而知，比量智也；三、自種比相：雖非現得要是可得之類，是信言量智；四、成相：

稱向三說成其詮相；五、快淨語說相：尋此證詮相能生妙解。是為成五種淨相。……五種淨教中，
前三淨教因，第四淨教體，第五淨教用。」，《新修大正藏》卷 85，頁 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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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q‰N-MUc-FN-UÃ-åC-R-IÃN-NE-,    ]N‡-q‰N-MUc-FN-•‡C-T¢`-T-IÃN-NE-,    GÈc-
MUc-FN-TNC-U‰N-R-IÃN-]HÃC-å‰P-P-UEÈP-c“U-N‡-NUÃCc-R-NE-,       N‰-õ-T“-NE-]M“P-R-C
E-^ÃP-R-N‰-PÃ-UEÈP-c“U-N‡-NUÃCc-R]Ã-UWP-IÃN-^ÃP-PÈ,    
a.431 ,de la 'du byed thams cad mi rtag pa Jid432 daG,  'du byed thams cad sdug 

bsGal ba Jid433 daG,  chos thams cad bdag med pa Jid434 'jig rten na mGon sum du 

dmigs pa435 daG,  de lta bu daG 'thun pa436 gaG yin pa de ni437 mGon sum du dmigs 

pa'i mtshan Jid438 yin no, 

語譯：此中，一切行皆無常性、一切行皆是苦性、一切法皆無我性，現觀世

間等一切相符者，即是現觀之性相。 

 
求譯：一切行無常、一切行苦、一切法無我，若世間現前得，如是等，名現

前得相。 
 
菩譯：文殊師利！何者是彼現前見相？謂一切有為行無常、一切有為行苦、

一切法無我，世間現前見法，如是等，是名彼現前見相。應知！ 
 
奘譯：現見所得相者，謂一切行皆無常性、一切行皆是苦性、一切法皆無我

性，此為世間現量所得，如是等類，是名現見所得相439。 

                                              
431 參照SNSū：(§156, 6)。 
432 :.- LJ.- ,3?- &.- 3A- g$- 0- *A.(sarvasaMskāra-anityatā) 一切行皆無常性。SNSū：[157, a.1]。 
433 :.- LJ.- ,3?- &.- #$- 2}=- 2- *A.(sarvasaMskāraduHkhatā) 一切行皆是苦性。SNSū：[157, a.2]。 
434 (R?- ,3 ?- &.- 2.$- 3J.- 0- *A.(sarvadharma-anātmatva) 一切法皆無我性。SNSū：[157, a.3]。 
435 :)A$-gJ/- /- 3%R/-?3- .- .3A$?- 0(pratyakSopalabdhi) 世間現量所得。SNSū：[157, a.4]。 
436 .J-v-2-.%-3,/-0(evaMjātīya) 如是等類。SNSū：[157, a.5]。TES、PES與WB皆載為:,/-0，而SNSū

則載為 3,/-0(隨順、相應)。 
437 TES與PES於此後皆缺「.J」字，而SNSū則有此「.J」字。 
438 .J- /A-3%R/- ?3- .- .3A$?- 0:A- 35/- *A.(tatpratyakSopalabdhilakSaNa) 現見所得相。SNSū：[157, a.6]。 
439 釋太虛：「此中言現見者，在因明中屬現量，如眼對色，耳對聲，乃至身對觸，皆能分明現顯

覺到者，皆屬現見所得相。又若於現在一切諸有為法現見其變遷死壞之無常性，或現了一切法有

生老病等相之苦性，或現了知一切法皆因緣和集而成無獨立固定自體之無我性；凡此「無常」「苦」

「無我性」之粗相，皆吾人現量所得，是名現見所得相。」，參見釋太虛，1937.b：42。坂本幸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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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此為：「直接知覺たる現量に依て諸行は無常性なりと知るが如きをいひ。」，坂本幸男，

1937.a：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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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q‰N-MUc-FN-†N-FÃC-R-IÃN-NE-,    ]HÃC-å‰P-S-_È`-^ÈN-R-IÃN-NE-,    `c-NC‰-T-NE-,   
UÃ-NC‰-T-G“N-UÃ-\-T-N‰-`-CPc-R]Ã-UÃ-åC-R_-_ÃCc-R-IÃN-UEÈP-c“U-N ‡-NUÃCc-R-CE-^ÃP-R-
NE-,   c‰Uc-FP-¶-WÈCc-`c-¶-WÈCc-`-CPc-R-UEÈP-c“U-N‡-NUÃCc-R-CE-^ÃP-R-NE-,   
c‰Uc-FP-TN‰-T-NE-•‡C-T¢`-T-`c-NC‰-T-NE-UÃ-NC‰-T-`-CPc-R-UEÈP-c“U-N‡-NUÃCc-R-
CE-^ÃP-R-NE-,    CE-CÃc-UEÈP-c“U-N‡-U-n⁄_-R-`-ä‰c-c“-NRC-R_-q-T-NE-,     
N‰-õ-T“-NE-]M“P-R-CE-^ÃP-R-N‰-PÃ-N‰-`-CPc-R-UEÈP-c“U-N‡-NUÃCc-R]Ã-UWP-IÃN-^ÃP-PÈ,     
b.440,'du byed thams cad skad cig pa Jid441 daG,  'jig rten pha rol442 yod pa Jid443 

daG,  las dga ba daG,  mi dge ba chud mi za ba444 de la gnas pa'i mi rtag par rigs 

pa445 Jid446 mGon sum du dmigs pa gaG yin pa daG,  sems can sna tshogs las sna 

tshogs la gnas pa447 mGon sum du dmigs pa gaG yin pa daG,  sems can bde ba 

daG sdug bsGal ba las dge ba daG mi dge ba la gnas pa448 mGon sum du dmigs pa 
gaG yin pa daG,  gaG gis mGon sum du ma gyur pa la rjes su dpag par bya ba449 

                                              
440 參照SNSū：(§156, 10)。 
441 :.- LJ.- ,3?- &.- {.- &A$- 0- *A.(kSaNikatva) 一切行皆剎那性。SNSū：[157, a.7]。 
442 :)A$- gJ/- 1- <R=(paraloka) 他世。SNSū：[157, a.8]。 
443 ;R.- 0- *A.(vidyamānatā) 有性、實有性。Lamotte於此註為：「sattā」，參見SNSū：[157, a.9]。 
444 =?- .$J- 2- .% - 3A- .$J- 2- (.- 3A- 9- 2(Zubha-aZubha-karma-avipraNāZa) 淨不淨無壞失性。SNSū：[157, a.10]。 
445 TES、PES皆載為<A$?-0( arha應可 nyāya正理 yukta相應、合理 yukti道理 yoga如理)，而SNSū

則載為<$?-0 ( audārika麁、麁相 audārika -lakSaNa麁相 sthūla麁重)。梶山雄一認為：「北京版

不是rags pa(<$?-0)而是rigs pa(<A$?-0)，此處必為前者。粗大【sthūla】的無常性，根據註釋，表示

生和死、起和滅等。」，參見梶山雄一，2003.b：97(註 42)。引文中()內之文字為筆者所加。 
446 .J- =- $/?- 0:A- 3A- g $- 0<-<A$?-0- *A.(tadāZritānāM-sthUlānityatā) 彼依止無常正理性。SNSū：[157, a.11]。 
447 ?J3?- &/-$- 5S$?- =?-$- 5S$?- =- $/?- 0(sattvanānātvaM nānākarmasv āZritam) 依止各種有情。 

SNSū：[157, a.12]。 
448 ?J3?-&/-2.J-2-.%-#$-2}=-2-=?-.$J-2-.%-3A-.$-2-=-$/?-0(sattvāāM sukhaduHkhe ZubhāZubhakarmasv āZrite) 

凡從有情苦樂中依止善與不善(2.J- 2- .%- #$- 2}=- 2 苦樂，.$J- 2- .%- 3A- .$J- 2 善不善、淨不淨)。 

SNSū：[157, a.13]。 
449 eJ?- ?- .0$- 0(anumāna) 比度、比度量。Lamotte於此註為：「anumeya」，SNSū：[157, 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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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G,  de lta bu daG 'thun pa450 gaG yin pa de ni de la gnas pa mGon sum du 
451dmigs pa'i mtshan Jid452 yin no, 

語譯：一切行皆剎那性、世有彼岸性、凡依止不壞失業善與業不善，現觀知

無常性、凡依止各種有情、各種業，而現觀之。凡從有情苦樂中，依

止善與不善，而現觀之，凡一切未現而比度量之，等一切相符者，即

是現觀依止彼相。 

 
求譯：一切行剎那，故有他世及淨不淨業不壞，若依現見麁無常故得，若依

現見種種眾生及種種業故得，若依現見苦、樂眾生淨、不淨業故得，

以此比類得不現前，如是等，名彼依現前得相。 
 
菩譯：文殊師利！何者是依彼現前見相？所謂一切諸有為行一相故，不失未

來善不善業，依彼麁法現見故，依種種業見種種眾生現見故，依善、

不善業、受苦、受樂現見故，於現見法中譬喻，如是等，彼依止現見

相。應知！ 
 
奘譯：依止現見所得相者，謂一切行皆剎那性，他世有性淨不淨業無失壞性，

由彼能依麁453無常性，現
454
可得故，由諸有情種種差別，依種種業現

可得故，由諸有情若樂、若苦、淨、不淨業以為依止現可得故，由此

因緣於不現見可為比度，如是等類，是名依止現見所得相455。 

                                              
450 TES、PES與WB皆載為:,/- 0，而SNSū則載為 3,/- 0(隨順、相應)。 
451 以下參見PES：24/56b。 
452 .J- =- $/?- 0- 3%R/- ?3- .- .3A$?- 0:A- 35/- *A.(tadāZritya pratyakSopalabdhilakSaNa) 依止現見所得相。 

SNSū：[157, a.15]。 
453 《藏要》作：「麤」字。 
454 《藏要》：「原刻作見。今依麗刻改。」，頁 40；《中華大藏經》校勘為：「資、磧、普、
南、徑、清作「見」。」，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517。。 

455 釋太虛：「此中言依止者，此相微細，非現見所得，但依粗現見可得相，意識思想可以推得微

細相故……由是微細相，雖現不可得，若以粗細亦可比度而知，是名依止現見可得相。」，參見

釋太虛，1937.b：43。坂本幸男認為此為：「判斷推理たる比量に依て諸行は剎那性なりと知るが

如きをいひ。」，坂本幸男，1937.a：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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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E-pÃ-_È`-nÃ-]N‡-q‰N-éUc-`-]HÃC-å‰P-MUc-FN-`-uCc-R]Ã-]GÃ-]S È-NE-´‰-T- 
NUÃCc-R-I‰-T_-Æ_-T-NE-,    ´‰-T-`-cÈCc-R]Ã-•‡C-T¢`-NUÃCc-R-I‰-T_-Æ_-T-NE-,     
_E-NTE-U‰N-R]Ã-NUÃCc-R-I‰-T_-Æ_-T-NE-,    S-_È`-NC-P-^E-]HÃC-å‰P-MUc-FN-`- 
uCc-R]Ã-]qÈ_-T-NE-,    à‡N-R-NUÃCc-R-I‰-T_-Æ_-T-NE-,     N‰-õ-T “-NE-]M“P-R-CE-^ÃP-
R-N‰-PÃ-_E-CÃ-_ÃCc-lÃ-NR‰-I‰-T_-Æ_-T]Ã-UWP-IÃN-^ÃP-R_-_ÃC-R_-q]È,    
c.456,naG daG phyi rol gyi 'du byed457 rnams la 'jig rten thams cad lagrags pa'i458 'chi 

'pho459 daG skye ba460 dmigs pa Je bar sbyar ba461 daG,  skye ba la sogs pa'i sdug 

bsGal dmigs pa Je bar sbyar ba daG,  raG dbaG med pa'i462 dmigs pa Je bar sbyar 

ba daG,  pha rol463 dag na yaG464 'jig rten thams cad la grags pa'i 'byor pa465 daG,  

rgud pa466 dmigs pa Je bar sbyar ba daG,  de lta bu daG 'thun pa467 gaG yin pa de 

ni raG gi rigs kyi dpe Je bar ba'i mtshan Jid468 yin par rig par 469bya'o, 

                                              
456 參照SNSū：(§156, 19)。 
457 /%- .%- KA-<R=- IA- :.- LJ.(adhyātmabāhyasaMskāra) 內外行聚。SNSū：[157, a.16]。 
458 :)A$- gJ/- ,3?- &.- =- P$?- 0(sarvalokaprasiddha) 一切世間共成。SNSū：[157, a.17]。 
459 :(A- :1R(cyuti) 死、徙沒。SNSū：[157, a.18]。 
460 *J- 2(utpatti) 生起(:(A- :1R- .%- *J- 2 死生)。SNSū：[157, a.19]。 
461 .3A$?- 0- *J- 2<- .<- 2(upalabdhyupasaMhāra) 依緣所引( .3A$?- 0 依緣，*J- 2<- .<- 2 所引)。 

SNSū：[157, a.20]。 
462 <%- .2%- 3J.- 0(anaiZvarya) 不自在。SNSū：[157, a.21]。 
463 1-<R= 對面、彼岸。梶山雄一認為：「拉莫圖本、北京版的pha rol(1-<R=)在註釋引用的正文中為

phyi rol(KA-<R=外、外邊)，在玄奘譯【七０九下九】中也為『外』，在此採用後者。」，參見梶山雄

一，2003.b：97(註 43)。引文中()內之文字為筆者所加。 
464 TES、PES皆載為「;%」。  
465 :LR<- 2(samRddhi) 生、相應、堅著、自在。SNSū：[157, a.22]。 
466 c.-0(vyasana) 衰、衰損、離壞。SNSū：[157, a.23]。TES、PES皆載為c.-0( āpad苦難， patita

臥， vipatti失， vyasana衰、衰損、離壞)，SNSū則載為o.- 0 (匱乏)。而梶山雄一認為：「拉莫

圖本‧北京版的 rgyud pa(o.-0)在註釋引用的文本中為 rgud pa(c.-0)，兩者都贊同，相當於

【vyasana】。」，參見梶山雄一，2003.b：97(註 44)。引文中()內之文字為筆者所加，且經筆者查
證後發現，應是TES、PES載為c.- 0；而SNSū則載為o.- 0。 
467 TES、PES與WB皆載為:,/- 0，而SNSū則載為 3,/- 0(隨順、相應)。 
468 <%-$A-<A$?-GA-.0J-*J-2<-.<-2 :A-35/-*A.(svajātīyadRSTāntopasaMhāralakSaNa) 自類譬喻所引之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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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語譯：於內外諸行，極相應一切世間中所謂之死生等所緣，極相應生等等苦

所緣，極相應不自在所緣，於彼岸等亦相應於一切世間中所稱之，圓

滿與衰損等一切相符者，即是自類譬喻極相合相，應了知！ 
 
求譯：若復內外諸行，一切世間緣起沒生得，如是比苦等得470，如是比不自

在得，如是比外世間緣起成敗得，如是比，如是等，名自種比相。 
 
菩譯：文殊師利！自相譬喻相者，所謂內外一切世間現見譬喻因緣，如是等，

名為自相因緣譬喻。應知！ 
 
奘譯：自類譬喻所引相者，謂於內外諸行聚中，引諸世間共所了知，所471得

生死以為譬喻；引諸世間共所了知，所得生等種種苦相以為譬喻；引

諸世間共所了知，所得不自在相以為譬喻；又復於外引諸世間共所了

知，所得衰盛以為譬喻，如是等類，當知是名自類譬喻所引相472。 

                                                                                                                                     
SNSū：[157, a.24]。 

469 以下參見TES：361/103。 
470 《中華大藏經》中「得等」；並校勘：「麗作「等得」。」，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533。 

471 《藏要》：「魏本缺此下至衰盛為喻一段。」，頁 40。 
472 釋太虛：「此中言自類者，即同類義，同類相引，此彼證成，名自類譬喻所引相。此義云何？

謂有為法情非情等諸集團中，皆得相引以為譬喻。如人皆有死，可證諸有為法無常相；……。如
是自類相引，以此證比，皆名自類譬喻所引相。」，參見釋太虛，1937.b：44。坂本幸男認為此為：
「世間一般に認められてゐる判斷ち即共知共得のもので、法上に據れば信言量に依ると云つて

ゐるが、これは恐らく譬喻量を指すのであらう。」，坂本幸男，1937.a：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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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õ_-N‰-UEÈP-c“U-N‡-NUÃCc-R]Ã-UWP-IÃN-NE-,    N‰-`-CPc-R-UEÈP-c“U-N‡-NUÃCc-R]Ã- 
UWP-IÃN-NE-_E-CÃ-_ÃCc-lÃ-NR‰-IÃ-T_-Æ_-T]Ã-UWP-IÃN-CE-^ÃP-R-N‰-P Ã-u⁄T-R_-q-T-`- 
CFÃC-K‡-E‰c-R]Ã-pÃ_-^ÈEc-c“-u⁄T-R]Ã-UWP-IÃN-^ÃP-R_-_ÃC-R_-q]È,    ,]HU-NR`-CKP-
`-TT-R_-T§P-R-MUc-FN-Um‰P-Rc-Cc“Ec-R-]NÃ-õ-§‰,    r-EP-`c-]Nc-R-PÃ-ZÃ-T]È- 
Z‰c-q-T-NE-.    N‰-õ-T“-NE-]M“P-R-CE-^ÃP-R-N‰-PÃ-`“E-aÃP-K‡-éU-R_-NC-R-CKP-`-TT- 
R_-T§P-R]Ã-UWP-IÃN-^ÃP-R_-_ÃC-R_-q]È,    ,N‰-õ-Tc-P-UWP-IÃN-éU-R-ò-RÈ-N‰-NC-CÃc-
_ÃCc-R-TåC-R-^ÈEc-c“-NC-R-§‰,    ^ÈEc-c“-NC-R]Ã-pÃ_-T§‰P-R_-q]È,     
d.473,de ltar de mGon sum du dmigs pa'i mtshan Jid daG,  de la gnas pa mGon 

sum du dmigs pa'i mtshan Jid daG,  raG gi rigs kyi dpe Je bar sbyar ba'i mtshan 

Jid gaG yin pa de ni grub par bya ba474 la gcig tu Ges pa'i phyir475 yoGs su grub pa'i 
mtshan Jid476 yin par rig par bya'o, e.477,'jam dpal gtan la bab par478 bstan pa thams 

cad mkhyen pas479 gsuGs pa 'di lta ste,  mya Gan las 'das pa ni źi ba'o480 źes bya 

ba daG,   de lta bu daG 'thun pa481 gaG yin pa de ni luG śin tu482 rnam par dag pa 

gtan la bab par483 bstan pa'i484 mtshan Jid485 yin par rig par bya'o,  de lta bas na 

                                              
473 參照SNSū：(§156, 27)。 
474 P2- 0<- L- 2、12- 0<- L- 2(sādhya) 所成立。SNSū：[157, a.25]。 
475 $&A$- +- %J?- 0:A- KA<(ekaniyamāt) 為決定故。SNSū：[157, a.26]。 
476 ;R%?- ?- P2- 0:A- 35/- *A.(pariniSpannalakSaNa) 圓成實相。SNSū：[157, a.27]。 
477 參照SNSū：(§156, e, 32)。 
478 TES、PES皆載為 22-0(遇、趣入、落、下)，而SNSū則載為.22-0 (:2J2?-0 降下、卸去、規定、

決定之未來時)。 
479 ,3?- &.- 3HJ/- 0(survajJa) 一切智者。SNSū：[157, a.28]。 
480 M- %/- =?-:.?- 0- /A- 8A-2(ZāntaM nirvāNaM) 涅槃究竟寂靜(M- ./- =?- :.?- 0 涅槃，8A- 2 寂靜)。 

SNSū：[157, a.29]。 
481 TES、PES與WB皆載為:,/- 0，而SNSū則載為 3,/- 0(隨順、相應)。 
482 TES、PES皆載為>A/- +(十分、很)，而SNSū則載為&A/-+，而此字並無任何意義。 
483 TES、PES皆載為 22-0(遇、趣入、落、下)，而SNSū則載為 12-0(:2J2?-0 降下、卸去、規定、決

定之過去時)。 
484 梶山雄一認為：「拉莫圖本cin tu rnam par dag pa gtan la phab par bstan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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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mtshan Jid rnam pa lGa po de dag gis rigs pa brtag pa yoGs su dag pa ste,  yoGs 

su dag pa'i phyir bstan par486 bya'o, 

語譯：應知！如是一切現觀相、現觀依止彼相、自類譬喻極相合相，其必成，

完全必然故，即是圓成實相。文殊！決定教遍一切智者如是說。應知！

涅槃謂寂靜，等等一切相符者，即是教言清淨決定教相，如是以此等

五種性相做了知，清淨伺察，因清淨伺察故，應依止之。 

 
求譯：彼現前得相，彼依現前得相，自種比相，作一向成相已，當知是相，

若廣演說一切智所說，謂涅槃寂靜，如是等名快淨語說相。文殊師利！

是故此五相成清淨觀，以清淨故應當修習。 

 
菩譯：如是依彼現見相，依止彼現見相譬喻相，一向成就彼事，名為成就相，

應知！文殊師利！何者是說清淨阿含相？所謂一切智人說彼寂靜涅

槃之相，如是等名清淨阿含相。應知！文殊師利！汝應如是深觀察五

種清淨相，深觀察已知清淨，知清淨已修行。應知487！ 
 
奘譯：圓成實相者，謂即如是現見所得相，若依止現見所得相，若自類譬喻

所得相，於所成立決定能成，當知是名圓成實相488。善清淨言教相者，

謂一切智者之所宣說，如言涅槃究竟寂靜，如是等頻489，當知是名善

                                                                                                                                     
(&A/-+-i3-0<-.$-0-$+/-=-12-0 <-2!/-0)的下面畫線部分在北京版分別為 śin(>A/)，bab(22)，在註釋引

用的正文中後者為 dbab(.22 與 12-0 同義)。」，參見梶山雄一，2003.b：97～98(註 45)。引文
中()內之文字與畫線部分為筆者所加，然查考 SNSū，並沒有梶山雄一所說之畫線部分，參見

SNSū：156。 
485 >A/- +- i3- 0<- .$- 0- $+/- =- 12- 0<- 2!/- 0:A- 35/- *A.(suviZuddhāgamopadeZalakSaNa) 教言極清淨決定相。 

SNSū：[157, a.30]。 
486 TES、PES皆載為 2!J/-0(習、修習、習近、所親近、服)，而SNSū則載為 2!/-0 (說、宣說、顯現、

極顯了、所顯示)。另請參見梶山雄一，2003.b：98(註 46)。 
487 《中華大藏經》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作「如是修行」。」，參見《中華大藏

經》卷 17，頁 476。 
488 釋太虛：「此中言圓成者，即圓滿成就真實之道理者。云何圓滿？無欠闕故，無謬誤故。依此

無欠闕無謬誤所成立之理，名圓成實相。…由此因喻決定能成所成立相，是名圓成實相。」，參

見釋太虛，1937.b：45。坂本幸男認為此為：「前の三が所成立に於て決定して能成することであ

り。」，坂本幸男，1937.a：47。 
489 《藏要》與《中華大藏經》皆作：「類」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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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淨言教相490。善男子！是故，由此五種相故，名善觀察清淨道理，

由清淨故，應可修習。 

                                              
490 釋太虛：「此中言善清淨、簡不善、無記。凡一切法可分善、不善、無記三性；言善者，無諸

過患，有諸勝利，與此相反名為不善。無記界於善不善中間，非善非不善，可善可不善。今言善

清淨言教相者，即簡諸世間一切教化。以佛法觀之，世間一切言教皆非善清淨，以皆有漏世智而

起說故；在三量中唯現比量所起言說，非聖教量。善清淨言教者，即一切智者所起言說，無所不

知，故名一切智，即此一切智者所起言說，聖教量攝。云何宣說善清淨？謂如說涅槃，涅槃者，

即寂滅義；以滅一切煩惱生死，永久安靜，故名寂滅。又在大乘功德圓滿上說，亦名圓寂，以能

圓滿寂靜故。宣說如是涅槃等相，名善清淨言教相。」，參見釋太虛，1937.b：45～46。坂本幸男
認為此為：「涅槃は究竟寂靜なりといふが如き一切智者の宣說する所のものにして、即ち聖教

量である。」，坂本幸男，1937.a：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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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切智相 ,TFÈU-úP-]Nc-MUc-FN-Um‰P-R]Ã-UWP-IÃN-éU-R-N‡c-åÈCc-R_-TnÃ-`Cc,     
]HU-NR`-òc-K‰,    CE-c“-^E-_“E-TZÃC-q⁄E-P,    ]HÃC-å‰P-N‡-MUc-FN-Um‰P-R-IÃN-N‡-±-
éU-R_-uCc-R-NE-, ´‰c-T“-G‰P-RÈ]Ã-UWP-c“U-F“-ë-CIÃc-NE-úP-R-NE-,    §ÈTc-TF“c- 
c‰Uc-FP-MUc-FN-lÃ-M‰-WÈU-MUc-FN-CFÈN-R-NE-,    UÃ-]HÃCc-R-TZÃc-GÈc-§ÈP-R]Ã-N‰]Ã-
WÃC-`-Sc-lÃ-àÈ`-T-MUc-FN-lÃc-Tà`-N‡-U‰N-FÃE-TëN-N‡-U‰N-R-CE-^ÃP-R-NE-,     
c“]Ã-GÈc-]N‡`-T-`-]SCc-R]Ã-`U-^P-`C-TîN-R-¶E-ZÃE-NC‰-ÆÈE-TZÃ-¶E-T-^ÃP-K‰,    
N‰-õ_-P-]q⁄E-T-NE-,    UWP-NE-,    M‰-WÈU-CFÈN-R-NE-,    Tà`-N‡ -U‰N-FÃE-TëN-N‡-U‰N-R-
NE-,  NC‰-ÆÈE-NUÃCc-Rc-MUc-FN-Um‰P-R]Ã-UWP-IÃN-ò_-_ÃC-R_-q]È.     
491
,bcom ldan 'das thams cad mkhyen pa'i492 mtshan Jid rnam pa dus rtogs par 

bgyi lags,  'jam dpal lGas te,  a. gaG su yaG ruG ba źig byuG na,  'jig rten du 

thams cad mkhyen pa Jid493 du sgra494 rnam par grags pa495 daG,  b. skyes bu chen 

po'i mtshan sum cu rtsa gJis496 daG ldan pa daG,  c. stobs497 bcus sems can thams 

cad kyi the tshom498 thams cad gcod pa daG,  d. mi 'jigs pa499 bźis chos ston pa'i 

de'i tshig la phas kyi rgol ba500 thams cad kyis brgal du med ciG brtsad du med pa 

                                              
491 參照SNSū：(§157, 14)。 
492 ,3?-&.-3HJ/-0(sarvajJa) 全知、遍知、一切智、一切知者(,3?-&.完全、一切；3HJ/-0 知道、瞭解、

智慧)。SNSū：[157, a.1]。 
493 ,3?-&.-3HJ/-0-*A.(sarvajJatva) 一切智。SNSū：[157, a.2]。 
494 1(Zabda) 因聲、聲。SNSū：[157, a.3]。 
495 i3- 0<- P$?- 0(vikhyāta) 無不普聞。SNSū：[157, a.4]。 
496 *J?-2- (J/- 0R :A- 35/- ?3- &- l- $*A?(dvātriMZanmahāpuruSalaSaNa) 三十二種大丈夫相（* J?-2- (J/ -  0 R大丈夫）。 

SNSū：[157, a.5]。 
497 !R2?(bala) 力。SNSū：[157, a.6]。 
498 ?J3?-&/-,3?-&.-GA-,J-5S3(vicikitsā) 一切有情疑惑(?J3?-&/-,3?-&.一切有情，,J-5S3 疑惑)。 

SNSū：[157, a.7]。 
499 3A- :)A$?- 0(vaiZāradya) 無畏、無所畏。SNSū：[157, a.8]。 
500 1?- GA- cR=- 2(paravādin) 異論、他論、外道異論。SNSū：[157, 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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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G yin pa daG,  e. su'i chos 'dul ba501 la 'phags pa'i lam yan lag brgyad pa502 snaG 

źiG dge sbyoG503 bźi snaG ba yin te,  de ltar na 'byuG ba daG,  504mtshan daG,  

the tshom gcod pa daG,  brgal du med ciG brtsad du med pa daG,  dge sbyoG 

dmigs pas thams cad mkhyen pa'i mtshan Jid lGar rig par bya'o, 

語譯：薄伽梵！一切智者之性相應以多少相了悟？文殊！五種：於任何所

生，在世間中普稱作遍一切智者、具大丈夫三十二種相、以十力斷一

切有情之一切惑、以四無畏所宣說之法語，一切他方責難無法辯駁或

爭論，所說法毘奈耶是八支聖道、四沙門。如是應以生、相、斷諸疑

網，無法辯駁或爭論，沙門為觀，了知遍一切之五相。 

 
求譯：文殊師利白佛言：世尊！一切智相有幾種？佛告文殊師利有五種：一

者若一切智名聞出于世間、二者成就三十二大人相、三者十力決斷一

切眾生疑網、四者四無畏說法，一切外論不能難問，不能屈伏、五者

若彼法律知有八聖道、四沙門果。當知此五行，是一切智相。 
 
菩譯：文殊師利白佛言：世尊！有幾種法，知一切智人相？佛言：文殊師利！

有五種法，知一切智人相，何等為五？有人出世，於諸一切天人世間

名一切智、有人畢竟成就三十二大人之相、得十力法，能斷一切眾生

疑、具四無畏，降伏一切諸魔怨敵，說法更無能作礙難、於說法中善

說八聖菩提道分，現證成就四沙門果。文殊師利！如是依生、依相、

斷疑、降伏無人能難，現見沙門五種法現前，是名一切智人相。應知！ 
 
奘譯：曼殊室利菩薩復白佛言：世尊！一切智505相者506，當知有幾種507？佛

告曼殊室利菩薩曰：善男子！略有五種：一者若有出現世間508，一切

                                              
501 (R?- :.=- 2(dharmavinaya) 法毘奈耶、正法毘奈耶、正法律。SNSū：[157, a.10]。 
502 :1$?- 0:A-=3-;/- =$- 2o.- 0(āryâSTâGgomārga) 八支聖道。SNSū：[157, a.11]。 
503 .$J- .R%(ZramaNa) 沙門。SNSū：[157, a.12]。 
504 以下參見PES：25/57a。 
505 依《稻譯》：「此地諸師釋說：真如所緣智，即名一切種智；世俗依止智，即名為一切智。」，

頁 34；而《測疏補篇》：「依據此方諸阿闍黎相傳所說，凡是緣真如之智皆名一切智，凡是緣世

俗之智即名為一切智云。」，頁 91；關於一切智、一切種智與一切智者之研究，請參見川崎信定：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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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智聲無不普聞、二者成就三十二種大丈夫相509、三者具足十力510，能

斷一切眾生一切疑惑、四者具足四無所畏511宣說正法，不為一切他論

所伏，而能摧伏一切邪論、五者於善說法毘奈耶中，八支聖道512、四

沙門513等皆現可得。如是生故、相514故515、斷疑網故，非他所伏能伏

他故，聖道、沙門現可得故，如是五種，當知名為一切智相516。 

                                                                                                                                     
506 《藏要》與《中華大藏經》皆作：「者相」；《中華大藏經》並校勘為：「麗作「相者」。」，

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517。。 
507 參見《大方便佛報恩經》：「釋迦文佛。於此眾生盡不得戒，一切諸佛有三事等：一積行等、

二法身等、三度眾生等。一切諸佛盡三阿僧祇劫修菩薩行，盡具足五分法身、十力、四無所畏、

十八不共法，盡度無數阿僧祇眾生入於泥洹。」，《新修大正藏》卷 3，頁 160～161。 
508 《藏要》：「勘番本意謂則於世間皆聲稱一切智。」，頁 40。 
509 參見《瑜伽師地論》：「云何如來三十二種大丈夫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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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瑿泥耶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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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毛上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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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詞哀雅能悅眾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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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大正藏》

卷 30，頁 566～567；另參見榊亮三郎，1985.a：22。 
510 釋太虛：「十力者：一、是非判斷力，二、知種種業力，三、知禪定力，四、知眾生根力，五、

知眾生好樂力，六、知眾生性力，七、知修道所至力，八、宿命力，九、天眼力，十、漏盡力。

此中十力需八地菩薩方有，唯佛乃能圓滿。」，參見釋太虛，1937.b：47；另參見榊亮三郎，1985.a：
9～10。 

511 釋太虛：「具足四無畏者：一、佛已具足一切智，能無畏而說。二、佛已斷盡煩惱流轉，能無

畏而說。三、於種種障道，能無畏而說。四、於斷盡諸苦，能無畏而說。由佛具此四種無畏，能

不為邪論所動而催伏一切邪論。」，參見釋太虛，1937.b：48；另參見榊亮三郎，1985.a：9。 
512 《根本說一切有部毘奈耶雜事》：「謂八正道，正見、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勤、正念、

正定。」，《新修大正藏》卷 24，頁 407；釋太虛：「於此說中現有八正道者，謂順正理之行有

八種：一者、正見，二者、正思維，亦名正欲，三者、正語，四者、正業，五者、正命，六者正

精進，七者、正定，八者、正念。具此八種正當行為，名八正道。」，參見釋太虛，1937.b頁 48；
另參見榊亮三郎，1985.a：77。 

513 四沙門：參見《翻譯名義集》「瑜伽論云：有四沙門，一、勝道沙門，即佛等；二、說道沙門，

謂說正法者；三、活道沙門，謂修諸善品者；四、污道沙門，謂諸邪行者苾芻。」，《新修大正

藏》卷 54，頁 1074。四沙門果：參見《長阿含經》「有四沙門果，何者四？謂須陀洹果、斯陀含

果、阿那含果、阿羅漢果。」，《新修大正藏》卷 1，頁 113；釋太虛：「四沙門者：沙門即勤息
義，勤修戒定慧，息滅貪嗔癡，故名沙門。又出家修行為因，沙門為果。果有四種：即須陀洹、

斯陀含、阿那含、阿羅漢；此四曰沙門果。佛在世時，一生即可得到，後之眾生障重，雖有出家

修行，亦不能成辦四種果。」，參見釋太虛，1937.b：48。 
514 《藏要》：「此二字依番本及麗刻加。」，頁 40；《測疏補篇》譯為：「成就相故」，頁 102。 
515 《中華大藏經》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無。」，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517。 

516 釋太虛：「由初二相如是生故，由十力能斷疑網故，由四無畏，不為他伏能伏他故，由聖道沙

門現可得故，具此五相，名一切智者。」，參見釋太虛，1937.b：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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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N‰-õ_-]MN-R]Ã-±„T-R]Ã-_ÃCc-R-N‰-PÃ-UEÈP-c“U-nÃ-WN-U-NE-,    ä‰c-c“-NRC-R]Ã-WN-U- 
NE-,    ^ÃN-G‰c-R]Ã-`“E-CÃ-WN-Uc-UWP-IÃN-ò-RÈ-NC-CÃc-^ÈEc-c“-NC-R-^ÃP-PÈ,     
517
,de ltar 'thad pa'i518 sgrub pa'i rigs pa519 de ni mGon sum gyi tshad ma520 daG,  

rjes su dpag pa'i tshad tshad ma521 daG,  yid ches pa'i luG gi tshad mas522 mtshan 

Jid lGa po dag gis yoGs su dag pa523 yin no, 

語譯：相應證成之理，是以現量、比量、信心教言量，五性相得清淨。 

 

求譯：若此助成，如是現前量、比量、信言量，是名五種快淨相。 

 

菩譯：文殊師利！此依生成相應，現見相應、量相應、比智相應、聖人說法

相應，知五種相，是名清淨相。應知！ 

 

奘譯：善男子！如是證成道理，由現量故、由比量故、由聖教量故，由五種

相名為清淨524。 

                                              
517 參照SNSū：(§157, 30)。 
518 PES作：「:,.-0?」，頁 25/57a1。 
519 :,.- 0:A- 12- 0:A- <A$?- 0(upapattisiddhanyāya) 證成道理。SNSū：[157, a.13]。 

(:,.-0 應理、証，12-0 引攝、招集、能引、能成，<A$?-0 應理)。梶山雄一認為：「拉莫圖本'thad 

pa'i sgrub pa'i rigs pa(:,.-0:A-12-0:A-<A$?-0)的下面畫線部分在北京版和註釋引用的正文中為

pas(0?)。」，參見梶山雄一，2003.b：98(註 47)。引文中()內之文字為筆者所加，然查考 SNSū，
並沒有梶山雄一所說之畫線部分，參見 SNSū ：157；或許是(:,.-0?)，PES：25/57a1。 

520 3%R/- ?3- IA- 5.- 3(pratyakSapramāNa) 現量。SNSū：[157, a.14]。 
521 eJ?- ?- .0$- 0:A- 5.- 3(anumānapramāNa) 比量。SNSū：[157, a.16]。 
522 ;A.- (J?- 0:A- =%- $A- 5.- 3(āptāgamapramāNa) 正教量、聖教量。SNSū：[157, a.17]。 
523 ;R%?- ?- .$- 0(pariZuddha) 清靜、遍清靜。SNSū：[157, a.18]。 
524 圓測認為：「謂從證成道理示五相亦為三量所攝。即第一相為現量所攝，中間三相為比量所攝，

後一相為聖教量所攝之斷定辭。」，參見《測疏補篇》，頁 103。另釋太虛認為：「由現量證成者，

謂如見色為黃等，名由現量證成。由比量證成者，為由同類譬喻證成，即第二第三第四清淨相。

由聖教量證成者，謂以聖教言說顯示涅槃等相，即第五清淨言教相。由此五相，名為清淨證成道

理。」，參見釋太虛，1937.b：49。 
另釋演培將奘譯本對比菩譯本，而認為於此句中應有自類譬喻所引相之結語的，但是奘譯本卻

無，因此認為：「由此可知梵文中原本是有第三清淨相的結語的，奘公把他漏落了！」，參見

釋演培，1988：611～612。但筆者另對比求譯本與藏譯本，則仍缺自類譬喻所引相之結語，僅

有菩譯本有此「比智相應(即自類譬喻所引相)」。是故，應是譯者所據版本不同所致，而非玄

奘所漏譯的。 

 201



二、明化身相 

七相不清淨 ,^ÈEc-c“-U-NC-R]Ã-UWP-IÃN-éU-R-TN‡P-CE-Z‰-P,    N‰-`c-CZP-NE-]M“P-R_-NUÃCc- 
R]Ã-UWP-IÃN-NE-,    N‰-`-CZP-NE-UÃ-]M“P-R_-NUÃCc-R]Ã-UWP-IÃN-NE-,    MUc-FN- 
]M“P-R_-NUÃCc-R]Ã-UWP-IÃN-NE-.    MUc-FN-UÃ-]M“P-R_-NUÃCc-R]ÃUWP-IÃN-NE-,    
CZP-nÃ-_ÃCc-lÃ-NR‰-I‰-T_-Æ_-T]Ã-UWP-IÃN-NE-,   ^ÈEc-c“-U-u⁄T-R]Ã-UWP-IÃN-NE-,    
`“E-aÃP-K‡-éU-R_-U-NC-R-T§P-R]Ã-UWP-IÃN-NÈ, 
525
,yoGs su ma dag pa'i mtshan Jid rnam pa bdun gaG źe na,   a. de las gźan daG 

'thun par526 dmigs pa'i mtshan Jid527 daG,  b. de la528 gźan daG mi 'thun par dmigs 

pa'i mtshan Jid529 daG,  c. thams cad 'thun par dmigs pa'i mtshan Jid530 daG,  d. 

thams cad mi 'thun par dmigs pa'i mtshan Jid531 daG,  e. gźan gyi rigs kyi dpe Je 

bar sbyar ba'i mtshan Jid532 daG,  f. yoGs su ma grub pa'i mtshan Jid533 daG,  g. 

luG śin tu534 rnam par ma dag pa bstan pa'i mtshan Jid535 do, 

                                              
525 參照SNSū：(§158, 1)。 
526 TES、PES與WB皆載為:,/- 0，而SNSū則載為 3,/- 0(隨順、相應)。    
527 .J- =?- $8/- .%- :,/-0<- .3A$?- 0:A-35/-*A.(tadanyasārūpyopalabdhilakSaNa) 此餘同類可得相 

($8/餘類、他，:,/- 0 如理)；參見坂本幸男，1937：47。 
528 梶山雄一認為：「拉莫圖本de la(.J-=)在北京版和註釋引用的正文中為de las(.J-=?)。」，參見梶

山雄一，2003.b：98(註 48)。引文中()內之文字為筆者所加，然查考SNSū，並沒有與PES相異之處，

參見SNSū：157。 
529 .J-=-$8/-.%-3A-:,/-0<-.3A$?-0:A-35/-*A.(tadanyavairūpyopalabdhilakSaNa) 此餘異類可得相； 

參見坂本幸男，1937.a：47。 
530 ,3?-&.- :,/-0<-.3A$?-0:A-35/-*A/(sarvasārūpyopalabdhilakSaNa) 一切同類可得相； 

參見坂本幸男，1937.a：47。 
531 ,3?-&.-3A-:,/-0<-.3A$?-0:A-35/-*A.(sarvavairūpyopalabdhilakSaNa) 一切異類可得相； 

參見坂本幸男，1937.a：47。 
532 $8/-IA-<A$?-IA-.0J-*J-2<-.<-2 :A-35/-*A.(anyajātIyadRSTāntopasaMhāralakSaNa) 異類譬喻所得相 

(<A$?種類、種族、勝生，.0J- *J- 2<- .<- 2 譬喻所引)；參見坂本幸男，1937.a：47。 
533 ;R%?-?-3-P2-0:A-35/-*A.(apariniSpannalakSaNa) 非圓成實相；參見坂本幸男，1937.a：47。 
534 TES、PES與WB皆載為=%->A/，而SNSū則載為=%-&A/；另請參見梶山雄一，2003.b：98(註 49)。 
535 =%- >A/-+- i3- 0<- 3- .$- 0- 2!/- 0:A- 35/- *A.(aviśuddhāgamopadeśalakSaNa) 非善清淨言教相； 

參見坂本幸男，1937.a：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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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語譯：云何不清淨七種性相？除彼別相應觀待性相、除彼別不相應觀待相、

一切皆如理所依緣性相、一切皆非如理所依緣性相、餘類極相合性

相、非圓成實性相、教言極不清淨相。 

 
求譯：云何七種相？一者彼異相似得相、二者彼異不相似得相、三者一切相

似得相、四者一切不相似得相、五者異生比相、六者不成相、七者不

淨語說相。 
 
菩譯：文殊師利！何者是七種不清淨相？所謂彼相似見相、彼不相似見相、

有一切相似見相、一切不相似見相、自譬喻異相、不成相、說法不清

淨阿含相。 
 
奘譯：云何由536七種相名不清淨？一者此餘同類可得相、二者此餘異類可得

相、三者一切同類可得相、四者一切異類可得相、五者異537類譬喻所

得相538、六者非圓成實相、七者非善清淨言教相539。 

                                              
536 《藏要》無此「由」字；《中華大藏經》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無。」，參見

《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517。。 
537 《藏要》：「勘番本意謂餘類譬喻所合相。」，頁 40。 
538 《測疏補篇》譯為：「異類譬喻所引相」，頁 103。 
539 法上於《十地論義疏》中言：「一、彼異相似得相：四諦、二諦理相大同故，曰相似得；二、

彼異不相似得相：若隨心行差別萬端，名不相似得；三、一切相似得相：理相唯一也；四、一切

不相似得相：行相淺深大小非一也；五、異生比相：於上四種法中，顛倒異解取，不得方也；六、

不成相：既正解說不成詮也；七、不淨語說相：尋之者，生人邪解，長人煩惱也。前四不淨教緣，

第五不淨教因，第六不淨教體，第七不淨教用。」，《新修大正藏》卷 85，頁 764；釋太虛：「此
中言七相者，與因明中各過相當，茲配明如下：一、此餘同類可得相--即同品一分轉異品全分轉

過；二、此餘異類可得相--即異品一分轉同品全分轉過；三、一切同類可得相--即同品全分轉異

品全分轉過；四、一切異類可得相--即不共不定異品全分轉過；五、異類譬喻所得相--此屬喻上

過；六、非圓成實相--總前各過及三十三過中餘過而立；七、非清淨言教相--此為略標七相。」，

參見釋太虛，1937.b：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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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N‰-`-GÈc-MUc-FN-^ÃN-lÃ-éU-R_-a‰c-Rc-éU-R_-a‰c-R_-q-T-IÃN-CE-^ÃP-R-N‰-PÃ- 
MUc-FN-]M“P-R_-NUÃCc-R]Ã-UWP-IÃN-^ÃP-PÈ,    ,åCc-NE-EÈ-TÈ-IÃN-NE-,    `c-NE-GÈc-
NE-î‡-NE-]{c-T“-UWP-IÃN-UÃ-]M“P-R-éUc-lÃ-UWP-IÃN-UÃ-]M“P-R-CE-^E-_“E-Tc-SP-W“P
-UWP-IÃN-UÃ-]M“P-R_-E‰c-R-IÃN-CE-^ÃP-R-N‰-PÃ-MUc-FN-UÃ-]M“P-R_-NUÃCc-R]Ã-UWP-IÃN
-^ÃP-PÈ,     
540
,de la chos thams cad yid kyi rnam par śes pas rnam par śes par bya ba Jid gaG 

yin pa de ni thams cad 'thun par541 dmigs pa'i mtshan Jid yin no,  542,rtags daG Go 

bo Jid daG,  las daGchos daG rgyu daG 'bras bu mtshan Jid mi 'thun pa rnams kyi 

mtshan Jid mi 'thun pa gaG yaG ruG bas phan tshun mtshan Jid mi 'thun par Ges 
pa Jid gaG yin pa de ni thams cad mi 'thun par dmigs 543pa'i mtshan Jid yin no, 

語譯：此中，凡以一切意識作認識，即是一切皆如理所依緣性相。因事性，

不符合業、因、果等相之相，凡依一切不相符而彼此性相必然不相符

者，即是一切皆非如理所依緣性相。 

 

求譯：若彼一切法意識識，是名一切相似得相。若復形自性業法因果異相，

名各各異相，決定各各異相，是名一切不相似得相。 

 

菩譯：文殊師利！何者是有一切相似見相？謂一切法依意識知同相，如是等

名為一切法相似同見相。文殊師利！何者是一切法不相似見相？謂法

相體相，業法因果異相、一一相、異相、畢竟彼彼相待異相，如是等

是名一切不相似不同見相。 

 

奘譯：若一切法意識所識性，是名一切同類可得相。若一切法相性業法因果

異相，由隨如是一一異相，決定展轉各各異相，是名一切異類可得相。 

                                              
540 參照SNSū：(§158, 9)。 
541 TES、PES與WB皆載為:,/- 0，而SNSū則載為 3,/- 0(隨順、相應)。 
542 參照SNSū：(§158, 12)。 
543 以下參見TES：36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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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HU-NR`-N‰-`-N‰-`c-CZP-NE-]M“P-R_-NUÃCc-R]Ã-UWP-IÃN-NR‰-NE-TFc-R-`-MUc-
FN-UÃ-]M“P-R_-NUÃCc-R]Ã-UWP-IÃN-^ÈN-Rc-N‰c-P-N‰-u⁄T-R_-q-T-`-CFÃC-K‡-U-E‰c-R]Ã- 
pÃ_-N‰-PÃ-^ÈEc-c“-U-u⁄T-R]Ã-UWP-IÃN-F‰c-q]È,     
544
,'jam dpal de la de las gźan daG 'thun par545 dmiga pa'i mtshan Jid dpe daG beas 

pa la thams cad mi 'thun par dmigs pa'i mtshan Jid yod pas des na de grub par 
bya ba la gcig tu ma Ges pa'i phyir de ni yoGs su ma grub pa'i mtshan Jid ces 
bya'o, 

語譯：文殊！除彼別相應觀待性相，有與譬喻等一切不相應觀待性相故，如

是令其所成者不一故，是謂非圓成實相。 

 
求譯：文殊師利！彼有比異一切相似得相、有一切不相似相，以546彼不一向

成故是名不成相。 
 
菩譯：文殊師利！何者是自譬喻異相？謂彼相似見相譬喻中，有一切不相似

不同相，為成彼事一向不成，是故我說彼不成相。 
 
奘譯：善男子！若於此餘同547得相及譬喻中，有一切異類相者，由此因緣於

所成立非決定故，是名非圓成實相。 

                                              
544 參照SNSū：(§158, 16)。 
545 TES、PES與WB皆載為:,/- 0，而SNSū則載為 3,/- 0(隨順、相應)。 
546 《中華大藏經》校勘為：「磧、普、南、徑、清作「似」。」，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
頁 533。 
547 《藏要》於此多「類可」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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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N‰-`c-CZP-NE-UÃ-]M“P-R_-NUÃCc-R]Ã-UWP-IÃN-NR‰-NE-TFc-R-`-^E-MUc-FN- 
]M“P-R_-NUÃCc-R]Ã-UWP-IÃN-^ÈN-Rc-N‰c-P-N‰-u⁄T-R_-q-T-`-CFÃC-K‡-U-E‰c-R]Ã-pÃ_-N‰-
^E-^ÈEc-c“-U-u⁄T-R]Ã-UWP-IÃN-F‰c-q]È,    ,^ÈEc-c“-U-u⁄T-R]Ã-pÃ_-_ÃCc-Rc-TåC-R- 
^ÈEc-c“-U-NC-R-^ÃP-K‰, ^ÈEc-c“-U-NC-R]Ã-pÃ_-T§P-R_-UÃ-q]È, 
548
,de las gźan daG mi 'thun par dmigs pa'i mtshan Jid dpe daG bcas pa la yaG 

thams cad 'thun par dmigs pa'i mtshan Jid yod pas des na de grub par bya ba la 
gcig tu ma Ges pa'i phyir de yaG yoGs su ma grub pa'i mtshan Jid ces 
bya'o,  ,yoGs su ma grub pa'i phyir rigs pas brtag pa yoGs su ma dag pa yin te,  

yoGs su ma 549dag pa'i phyir bstan par mi bya'o, 

語譯：此中除彼別相應觀待性相，有與譬喻等一切相應觀待性相故，如是令

其所成者不一故，是謂非圓成實相。以理觀察是不清淨的，不清淨故。 
 
求譯：又復彼有比異不相似得相，有一切相似相，以550彼不一向成故是名不

成相。不成故，不成清淨觀；不淨故，不應習近！ 

 
菩譯：文殊師利！自譬喻中551彼不相似見相552，有一切相似同相，為成彼事

一向不成，是故我說不成相。若不成相者，彼法不清淨，若法不清淨

者，不應修行！ 
 
奘譯：又於此餘異類可得相及譬喻中，有一切同類相者，由此因緣於所成立

不決定故，亦553名非圓成實相。非圓成實故，非善觀察清淨道理，不

清淨故，不應修習！ 

                                              
548 參照SNSū：(§158, 20)。 
549 以下參見PES：25/57b。 
550 《中華大藏經》校勘為：「徑、清作「似」。」，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533。 
551 《中華大藏經》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無。」，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476。 
552 《中華大藏經》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作「相譬喻中」。」，參見《中華大藏

經》卷 17，頁 476。 
553 《藏要》作：「是」字；《中華大藏經》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作「是」。」，
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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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道理：法爾道理 ,N‰-`-CZP-nÃ-_ÃCc-lÃ-NR‰-I‰-T_-Æ_-T]Ã-UWP-IÃN-NE-`“E-aÃP-K‡-éU-R_-U-NC-R-T§P- 
R]Ã-UWP-IÃN-PÃ-_E-TZÃP-IÃN-lÃc-^ÈEc-c“-U-NC-R-^ÃP-R_-_ÃC-R_-q]È,    ,N‰-`-N‰-TZÃP-
Ca‰Cc-R-éUc-q⁄E-^E-_“E-,    U-q⁄E-^E-_“E-§‰,    GÈc-CPc-R_-q-T]Ã-pÃ_-GÈc-IÃN- 
NqÃEc-CPc-R-IÃN-CE-^ÃP-R-N‰-PÃ-GÈc-IÃN-lÃ-_ÃCc-R-^ÃP-PÈ,    
554
,de la [gzhan gyi rigs kyi dpe Je bar sbyar baHi mtshan Jid daG]555 luG śin tu 

rnam par ma dag pa bstan pa'i mtshan Jid ni raG bźin Jid kyis yoGs su ma556 dag 
pa yin par bya'o,  557,de la de bźin gśegs pa rnams byuG yaG ruG,  ma byuG yaG 

ruG ste,  chos gnas par bya ba'i phyir chos Jid dbyiGs gnas pa Jid558 gaG yin pa 

de ni chos Jid kyi rigs pa yin no559, 

語譯：不應依恃，應知此即教言不清淨故，是自性不清淨。諸如來出世亦可，

不出世亦可。因法住故，凡法性、法界一切住，即是法性道理。 

 
求譯：不淨語說相者，當知是性不清淨。若如來出世、若不出世，如是法住

住法界，是名法成。 
 
菩譯：是故，我說不清淨阿含相，以自性不清淨。應知！文殊師利！何者是

法體？所謂如來出世、及不出世，法住法體，法界是名法560體相，應

知。 

                                              
554 參照SNSū：(§158, 26)。 
555 $8/-IA-<A$?- GA- .0J- *J- 2<- .<- 2:A- 35/- *A.- .%，此句之語譯為：「異類譬喻所引之性相。」，本句為Lamotte

所添加，於PES、TES與WB中無此句，且於此Lamotte註為：「omitt. T: add. H 710a 15 et 16.」，參

見SNSū：158。另參見梶山雄一，2003.b：98(註 50)。 
556 Lamotte註此為：「omitt. T: add. H 710a 17.」，參見SNSū：158。 
557 參照SNSū：(§158, 29)。 
558 (R?-$/?-0 <-L-2 :A-KA<-(R?-*A.-.LA% ?-$/?-0-*A. 法性安住法住法界。SNSū：[158, .1]。  

(utpādād vā tathāgatānām anutpādād vā dharmāNāM sthitaye dharmatādhātusthititā)  
559 高崎直道依據SNSū將此句還譯梵文為：「tatra utpādād vā tathāgatānām anutpādād vā 
dharmasthāpanāya yā dharmatā dhātu-sthititā sā dharmatāyuktih(そこで、如來たちが出現しても出現

しなくても、法を確立すべき法性、界の確立性なるもの、それが「法性としての道理」)」，參

見高崎直道，1988：40。 
560 《中華大藏經》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作「法界」。」，參見《中華大藏經》

卷 17，頁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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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奘譯：若異561類譬喻所引相，若非善清淨言教相，當知體性皆不清淨。法爾

道理者，謂如來出世、若不出世，法性安住，法住法界，是名法爾道

理562。 

                                              
561 《藏要》：「番本缺此異類譬喻所引相句。」，頁 40。 
562 《集論》：「云何法爾道理？謂無始時來，於自相、共相所住法中，所有成就法性、法爾，於

諸法中正勤觀察。」，《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687；又言：「如火能燒、水能爛，如是等諸法

成就法性、法爾。如經言：眼雖圓淨空無有常乃至無我，所以者何？其性法爾。」，《新修大正

藏》卷 31，頁 745；法上於《十地論義疏卷》中則言：「法：名自體真如，真如法性也。」，《新

修大正藏》卷 85，頁 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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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總別 ,N‰-`-T•‡c-R-NE-îc-R-PÃ-UNÈ_-T•‡-§‰,    WÃC-CFÃC-CÃc-T§P-R]Ã-GÈc-WÃC-pÃ-U-pÃ-U-NC-
CÃc-_T-K‡-p‰-§,    UM_-M“C-R_-q‰N-R-CE-^ÃP-R]È,     
8°.563,de la bsdus pa daG rgyas pa ni564 mdor bsdu ste,  tshig gcig gis565 bstan pa'i 

chos tshig phyi ma phyi ma dag gis rab tu phye ste,  mthar thug par byed pa gaG 

yin pa'o566, 

語譯：總別者：略說以一詞宣說之法詞，輾轉細分，乃至究竟即是爾。 

 
求譯：彼略廣者，總說一句法，漸增廣句，分別解說567乃至究竟。 

 
菩譯：文殊師利言：世尊！何者是略廣相？文殊師利！所謂略說一句，彼一

句上上句差別無量句，乃至說應至處，是名略說。應知！ 
 
奘譯：總別者，謂先總說一句法，已後後諸句差別、分別、究竟、顯了。 

                                              
563 參照SNSū：(§158, 35)。 
564 2#?- 0- .%- o?- 0(saMgrahapRthaktva) 總別。SNSū：[159, 8°.1]。 
565 以下參見SNSū：159。 
566 3.R<- 2#- !J - 5B$- $&A$- $A?- 2!/- 0:A- (R?- 5B$- KA- 3- KA- 3- .$- $A?- <2- +- KJ- !J-3 ,<- ,$- 0<- LJ.- 0- $%- ;A/- 0:R,  

(yat samāsata ekapadadeZitadharma uttarottarapadair vibhajyate paryavasīyate ca.)  
略說以一詞宣說之法詞輾轉細分乃至究竟即是爾。  SNSū：[159, 8°.2]。 

567 《中華大藏經》中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作「說」。」，參見《中華大藏經》

卷 17，頁 533。 

 209



二、明化身相 

自性相、彼果相 ,Ec-éU-R-NE-TFc-R]Ã-NUÃCc-R-]XÃP-R-qE-G“T-lÃ-pÈCc-NE-]M“P-R]Ã-GÈc-xP-R-I‰-T_-
CZC-R-`-cÈCc-R-CE-NC-T§P-R-PÃ-N‰-NC-CÃ-EÈ-TÈ-IÃN-lÃ-UWP-IÃN-^ÃP-PÈ,    ,]HÃC-å‰P-R-
NE-]HÃC-å‰P-`c-]Nc-R_-TFc-R]Ã-IÈP-UÈEc-R-ßÈE-Tc-N‰]Ã-]{c-T“-]HÃC-å‰P-NE-]HÃC- 
å‰P-`c-]Nc-R]Ã-^ÈP-KP-UEÈP-R_-±„T-R-CE-NC-^ÃP-R-N‰-PÃ-N‰]Ã-]{c-T“-]MÈT-R]Ã-UWP- 
IÃN-^ÃP-PÈ,     
5.568,Gas rnam pa daG bcas pa'i dmigs pa 'dzin pa569 byaG chub kyi phyogs daG 

'thun pa'i570 chos571 dran pa Je bar gźag pa572 la sogs pa gaG dag bstan pa ni de dag 

gi Go bo Jid kyi mtshan Jid573 yin no,  6.574,'jig rten pa575 daG 'jig rten las 'das 

par576 bcas pa'i Jon moGs pa spoG bas577 de'i 'bras bu 'jig rten daG 'jig rten las 'das 
pa'i yon tan mGon par sgrub pa578 gaG dag yin pa de ni de'i 'bras bu 'thob pa'i 
mthshan Jid579 yin no, 

語譯：我持執相等緣，而憶念、近住相符等攝受之法，如是等等宣說，即是

彼自性相。永斷俱世出世間煩惱，彼果報引發所有世出世間之功德，

即是彼得果相。 

                                              
568 參照SNSū：(§159, 5)。 
569 i3- 0- .%- 2&?- 0 :A- .3A$?- 0- :6B/- 0(sâkārā-ālambana grāhaka) 有行相依緣攝受。SNSū：[159, 5.1]。 

(i3- 0- .%- 2&?- 0 有行相，.3A$?- 0 依緣，:6B/- 0 攝受、攝、能取) 
570 TES、PES與WB皆載為:,/- 0，而SNSū則載為 3,/- 0(隨順、相應)。    
571 L%- (2- GA- KR$?- .%- 3,/- 0:A- (R?(bodhipakSyadharma) 菩提分法。SNSū：[159, 5.2]。 
572 S/-0-*J-2 <-$8 $-0(smRty-upasthāna) 念住、安住正念、住正念、住念。SNSū：[159, 5.3]。TES、PES

與WB皆載為$8$-0( praJapta施設 vyavasthā安立 sthāpana安置 sthāpita積集、置記、建立)，而

SNSū則載為 28$-0( āropya置 ucchrita策舉 pratiSThāpana安立、置)。 
573 %R- 2R- *A.- GA- 35/- *A.(svabhāvalakSaNa) 自性相。SNSū：[159, 5.4]。 
574 參照SNSū：(§159, 11)。 
575 :)A$- gJ/- 0(laukika) 世、世間、世俗。SNSū：[159, 6.1]。 
576 :)A$- gJ/- =?- :.?- 0(lokôttara) 出世間。SNSū：[159, 6.2]。 
577 *R/- 3R%?- 0- %R%- 2(kleZaprahāNa) 煩惱永斷。SNSū：[159, 6.3]。 
578 3%R/- 0<- 12- 0(guNābhinirhāra)引發、能發。SNSū：[159, 6.4]。 
579 .J:A-:V?- 2- :,R2- 0:A- 35/- *A.(tatphalaprāptilakSaNa) 彼得果相。SNSū：[159,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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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求譯：若有行、有攀緣，決定菩提分法，我說念處等，是名自性相。世間、

出世間道，共斷諸煩惱，招引世間、出世間功德果，是名彼得果相。 
 
菩譯：文殊師利言：世尊！何者是得相？文殊師利！謂取諸法見觀菩提分

法，我說菩提分法、四念處等，是名彼法自體相。共世間、出世間遠

離染相，彼法果起世間、出世間功德，是名彼得相。 
 
奘譯：自性相者，謂我所說，有580行、有緣581，所有能取菩提分法、謂念住

等，如是名為彼自性相。彼果相者，謂若世間、若出世間諸煩惱斷，

及所引發世、出世間諸果功德，如是名為得彼果相。 

                                              
580 《藏要》：「番本作與行相俱之所緣。」，頁 41。 
581 《測疏補篇》譯為：「有行(行相)、有緣(能緣)」，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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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彼領受開示相、彼障礙法相 ,N‰-IÃN-éU-R_-uÈ`-T]Ã-a‰c-R]Ã-cÈ-cÈ-^E-NC-R_-_ÃC-R-CE-^ÃP-R-CZP-NC-`-^E-î-G‰_-
±ÈCc-R-NE-,    ]GN-R-NE-,    ^E-NC-R_-§ÈP-R-N‰-PÃ-N‰-rÈE-T-éU-R_-T£N-R]Ã-UWP-IÃN-
^ÃP-PÈ,    ,qE-G“T-lÃ-pÈCc-NE-]M“P-R]Ã-GÈc-N‰-NC-IÃN-°ÈU-R-`-T_-GN-q‰N-R]Ã-CPc-õ- 
T“-IÈP-UÈEc-R-FP-nÃ-GÈc-CE-NC-^ÃP-R-N‰-PÃ-N‰]Ã-T_-N‡-CFÈN-R]Ã-G Èc-lÃ-UWP-IÃN-^ÃP-PÈ,     
7.582,de Jid rnam par grol ba'i śes pa'i583 so so yaG dag par rig pa584 gaG yin pa gźan 

dag la yaG rgya cher585 sgrogs pa daG,  'chad pa daG,  yaG dag par ston pa586 de 

ni de myoG ba rnam par bsJad pa'i mtshan Jid587 yin no,  8.588,byaG chub kyi 

phyogs daG 'thun pa'i589 chos590 de dag Jid sgom pa591 la bar chad byed pa'i gnas lta 
bu Jon moGs pa can gyi chos592 gaG dag yin pa de ni de'i bar du gcod pa'i chos kyi 
mtshan Jid593 yin no, 

語譯：正等覺知，彼性解脫智諸分，而對他人廣大宣揚、講說、正等宣示，

彼領受開示性相者。於觀修相順菩提分之法，凡如作障般具煩惱之

法，彼障礙法相者。 

 
求譯：若彼解脫智知，廣為眾生演說、顯示，是名神力顯示相。如是修菩提

分法，彼違道處染污，是名障法相。 
 
                                              
582 參照SNSū：(§159, 17)。 
583 i3-0<-PR=-2:A->J?-0(vimuktijnāna) 解脫智。Lamotte於此註為：「çes paHi(>J?-0:A) T: çes pas(>J?-0?) H 

710a 25」，參見SNSū：163。引文中()內之文字為筆者所加。 
584 ?R- ?R- ;%- .$- 0<- <A$- 0(pratisaMvid) 有所了知、領受、無礙解、證覺。 
585 o- (J<(vistareNa) 廣說。 
586 ;%- .$- 0 <- !R/- 0(saMprakāZana) 開示、示現。 
587 .J- /A- .J- MRR%- 2- i3- 0 <-2~.- 0:A- 35/- *A.(tadanubhavavyākhyānalakSaNa) 彼領受開示性相。 
588 參照SNSū：(§159, 24)。 
589 TES、PES與WB皆載為:,/- 0，而SNSū則載為 3,/- 0(隨順、相應)。 
590 L%- (2- GA- KR$?- .%- 3,/- 0:A- (R?(bodhipakSyadharma) 菩提分法。SNSū：[159, 8.1]。 
591 |R3- 0(bhāvanā) 修習。SNSū：[159, 8.2]。 
592 *R/- 3R%?- 0- &/- IA- (R?(kliSTadharma) 染污法。SNSū：[159, 8.3]。 
593 .J:A-2<- .- $&R.- 0 :A- (R?- GA- 35/- *A. (tadantarāyikadharmalaSaNa) 彼障礙法相。SNSū：[159,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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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菩譯：文殊師利！即彼法依解脫智受用。應知！廣為人說示現，是名彼法隨

順示現相。文殊師利！即彼修行菩提分法，離道相違染法，是名向障

法。應知！ 

 
奘譯：彼領受開示相者，謂即於彼以解脫智而領受之，及廣為他宣說、開示，

如是名為彼領受開示相。彼障礙法相者，謂即於修菩提分法，能隨障

礙諸染污法594，是名彼障礙法相。 

                                              
594 《測疏補篇》譯為：「能作障碍諸染污法」，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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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彼隨順法相、彼過患相、彼勝利相 ,N‰-NC-IÃN-`-CF‰c-≥c-q‰N-R]Ã-GÈc-CE-NC-^ÃP-R-N‰-PÃ-N‰-NE-ä‰c-c“ -]M“P-R]Ã-GÈc-lÃ-UWP-
IÃN-^ÃP-PÈ,     ,T_-N‡-CFÈN-R-éUc-lÃ-´ÈP-CE-^ÃP-R-N‰-PÃ-N‰]Ã-I‰c-NUÃCc-lÃ-UWP-IÃN-^ÃP-
PÈ,    ,]HU-NR`-ä‰c-c“-]M“P-R-éUc-lÃ-^ÈP-KP-CE-^ÃP-R-N‰-PÃ-N‰]Ã -SP-^ÈP-nÃ-UWP-IÃN- 
^ÃP-R_-_ÃC-R_-q]È,     
9.595,de dag Jid la gces 596spras597 byed pa'i chos598 gaG dag yin pa de ni de daG rjes 

su 'thun pa'i599 chos kyi mthan Jid600 yin no,  10.601,bar du gcod pa602 rnams kyi 

skyon603 gaG yin pa de ni de'i Jes dmigs kyi mtshan Jid604 yin no,  11.605,'jam dpal 

rjes su 'thun pa606 rnams kyi yon tan607 gaG yin pa de ni de'i phan yon gyi mtshan 
Jid608 yin par rig par bya'o, 

語譯：凡珍惜彼性之法，即是彼隨如理相者。彼過患相者，為彼諸障礙的所

有過失。文殊！應知凡隨順之功德，即是彼利益相者。 

 
求譯：彼多利益，是名順法相。若障過，是名過患相。若隨順功德，是名利

相。 
 
                                              
595 參照SNSū：(§159, 30)。 
596 以下參見TES：361/105。 
597 TES與PES皆作$&J?- 3?(珍視、愛惜)，而Lamotte則作$&J?- 3J?，則誤。 
598 .J- .$- *A.- =- $&J?- 3?- LJ.- 0:A- (R?(bahulīkāradharma) 彼性多所作法。(.J- .$- *A.彼性，$&J?- 3?- LJ.- 0 多有所

作) 
599 TES、PES與WB皆載為:,/- 0，而SNSū則載為 3,/- 0(隨順、相應)。 
600 .J- /A- .J- .%-eJ?- ?- :,/- 0:A- (R?- GA- 35/- *A.(tadanulomikadharmalakSaNa) 彼隨如理法相。(eJ?- ? 隨，:,/- 0 如

理) 
601 參照SNSū：(§160, 1)。 
602 2<- .- $&R.- 0(antarāyika) 障礙。SNSū：[160, 10.1]。 
603 {R/(doSa) 過失。SNSū：[160, 10.2]。 
604 .J:A- *J?-.3A$?- GA- 35/- *A.(tadādīnavalakSaNa) 彼過患相。SNSū：[160, 10.3]。 
605 參照SNSū：(§160, 4)。 
606 eJ?-?-:,/-0 (anulomika) 隨如理。SNSū：[160, 11.1]。 
607 ;R/- +/ (guNa) 功德。SNSū：[160, 11.2]。 
608 .J:A- 1/- ;R/- IA- 35/- *A.(tadanuZMsālakSaNa) 彼利益相。SNSū：[160, 11.3]。 

 214



二、明化身相 

菩譯：文殊師利！為彼法多生增長，是名隨順彼法相。文殊師利！障諸法，

是名過相。文殊師利！隨順彼法功德，是名利益相。應知！ 
 
奘譯：彼隨順法相者，謂即於彼多所作法，是名彼隨順法相。彼過患相者，

當知即彼諸障礙法所有過失，是名彼過患相。彼勝利相者，當知即彼

諸隨順法所有功德，是名彼勝利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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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不共陀羅尼義 ,N‰-Pc-TFÈU-úP-]Nc-`-qE-G“T-c‰Uc-NR]-]HU-NR`-nÃc-^E-]NÃ-†N-F‰c-CcÈ`-KÈ,     
,TFÈU-úP-]Nc-C\“Ec-lÃ-NÈP-CE-CÃc-qE-G“T-c‰Uc-NR]-éUc-N‰-TZÃP-Ca‰Cc-Rc- 
Cc“Ec-R]Ã-GÈc-\T-UÈ-éUc-lÃ-ú‰U-RÈ_-NCÈEc-R]Ã-ä‰c-c“-]H“C-R_-]n⁄_-T-qE-G“T-c‰Uc-
NR]-éUc-lÃ-UNÈ-•‰-NE-,    ]N‡`-T-NE-,U-UÈ-N‰-NC-CÃ-C\“Ec-lÃ-NÈP-U-`“c-R-]NÃ-`c-ÜN-
_È`-R-éUc-NE-,    M“P-UÈE-U-`Cc-R-TaN-N‡-CcÈ`,     
8.609,de nas bcom ldan 'das la byaG chub sems dpa' 'jam dpal gyis yaG 'di skad ces 

gsol to,  ,bcom ldan 'das gzuGs kyi don610 611gaG gis byaG chub sems dpa' rnams 

de bźin gśegs pas gsuGs pa'i chos zab mo612 rnams kyi ldem por dgoGs pa'i613 rjes 
su 'jug par614 'gyur ba byaG chub sems dpa' rnams kyi mdo sde615 daG,  'dul ba616 

daG,  ma mo617 de dag gi gzuGs kyi don ma lus pa618 'di las slad rol pa619 rnams 

daG,  thun moG ma lags pa620 bśad du gsol, 

語譯：復次，曼殊室利菩薩於世尊做如是請：請世尊一陀羅尼義，以令菩薩

眾能趣入諸如來所說，甚深之密意，祈請宣說菩薩眾之經、律、論之

一切與外道不共之陀羅尼義。 

                                              
609 參照SNSū：(§160, 7)。 
610 $9%?-GA-.R/(dhāraNyartha) 陀羅尼義（$9%?總持、執持、梵音譯作陀羅尼。以持久不忘諸法詞義

的念力和神驗不測的智力為其體性，以受持善法，遮止不善法為其功用；.R/工作、事件、意旨、

義）。SNSū：[160, 8.1]。 
611 以下參見PES：25/58a。 
612 (R?-92 - 3R(gambhīradharma) 甚深法、深隱義法、深奧法。SNSū：[160, 8.2]。 
613 wJ3- 0R<- .$R% ?- 0(abhisaMdhi) 密意（wJ3- 0R曲折、隱約不顯露、輕盈，.$R%?-0 思維、考慮、想、欲等

的敬語、密義、深密、意趣）。SNSū：[160, 8.3]。 
614 eJ?- ?- :)$- 0(anupraviZ) 隨入、隨轉、隨行。SNSū：[160, 8.4]。 
615 3.R- #(sUtra) 素恒纜、經典、契經。SNSū：[161, 8.5]。 
616 :.=- 2(vinaya) 毗奈耶、調、調伏、律。SNSū：[161, 8.6]。 
617 3- 3R(mātRkā) 摩怛理迦、本母、論。SNSū：[161, 8.7]。 
618 $9%?- GA- .R/- 3- =?- 0(kārtsnya) 不共陀羅尼義。SNSū：[161, 8.8]。 
619 :.A- =?-a.- <R=- 0、3- !J$?- &/(Tirthika) 異道、外道。SNSū：[161, 8.9]。 
620 ,/- 3R%- 3- =$?- 0(asādhāraNa) 不共。SNSū：[161,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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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求譯：爾時，文殊師利白佛言：世尊！唯願更為諸菩薩眾，說修多羅、毘尼、

摩德勒伽、略受持義，不與一切諸外道共，令諸菩薩於如來所說甚深

之法，次第隨順入。 
 
菩譯：爾時，文殊師利菩薩白佛言：世尊！惟願世尊為諸菩薩更重略說：修

多羅、毘尼、摩得勒伽義、不共一切外道二乘陀羅尼相，諸佛如來說

甚深法，諸菩薩得甚深意，得已能入一切佛法。 
 
奘譯：曼殊室利菩薩復621白佛言：唯願世尊，為諸菩薩略說契經、調伏、本

母、不共外道陀羅尼義，由此不共陀羅尼義622，令諸菩薩得入如來所

說諸法甚深密意。 

 

                                              
621 《藏要》無此「復」字；《中華大藏經》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無。」，參見

《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517。。 
622 平川彰認為：「陀羅尼是dhāraNI的音譯，意譯為「總持」；陀羅尼是在簡短的語言中含有眾多

的意義的。……大乘經典重視陀羅尼。在許多大乘經典中，其開頭在列出菩薩眾處，敘述得陀羅

尼三昧以作為菩薩所具之德。」，參見平川彰，2002：458～459。而《翻譯名義集》中載：「陀
羅尼：大論秦言能持。集種種善法，能持令不散不失。……大論明三陀羅尼：一、聞持陀羅尼，

得此陀羅尼者，一切語言諸法耳所聞者，皆不忘失，即是名持；二、分別知陀羅尼，得是陀羅尼，

諸眾生諸法，大小好醜，分別悉知，故分別陀羅尼，即是義持；三、入音聲陀羅尼，得此陀羅尼

者，聞一切語言音聲，不喜不瞋，一切眾生，如恒沙等，劫壽惡言罵詈，心不憎恨；一切眾生，

如恒沙等，以讚歎供養，其心不動，不喜不著，是為入音聲陀羅尼，即是行持也。法華明三陀羅

尼：一、旋陀羅尼；二、百千萬億旋陀羅尼；三、法音方便陀羅尼。淨名疏釋云：旋者，轉也，

轉假入空，得證真諦；百千萬億者，即是從空入假，旋轉分別，破塵沙惑，顯出恒沙佛法；法音

方便者，即是二觀方便得入中道。」，《新修大正藏》卷 54，頁 1131；另參見釋太虛：「陀羅尼

者，譯言總持，常途謂總一切法，持無量義；然今講總持，即一切法上義上皆有此總持義。故此

釋陀羅尼有四：一、法陀羅尼，法即教法，於教法中，有字陀羅尼，句陀羅尼，偈陀羅尼等；由

此一字、一句、一章、一偈，各各皆能總持一切法故。二、義陀羅尼，如一切法唯識，一切法空，

一切法無我；由此一義能總持一切義，故名義陀羅尼。三、忍陀羅尼，忍即依定慧均等，而能印

忍於法，如無生法忍等；故此忍即種種三味，或種種圓通，種種解脫門，一攝一切，皆名忍陀羅

尼。四、咒陀羅尼，咒即是禱告義，如稱念本尊　，乃至念一句佛，皆有供養恭敬皈依，以祈攝

受度脫，或有所成就意，是即咒義。於此所說四種陀羅尼中，此經菩薩所問，即就義陀羅尼而說。

此總持佛法義之陀羅尼，甚深秘密，印定佛法，簡別外道，唯菩薩所需要證得，聲聞自利不必要

故，由此為菩薩故問。」，參見釋太虛，1937.b：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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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HU-NR`-N‰]Ã-pÃ_-IÈP-FÃC-NE-,    ]NÃ-õ_-qE-G“T-c‰Uc-NR]-éUc-E]Ã -ú‰U-RÈ-EC-`- 
]H“C-R_-q-T]Ã-pÃ_-C\“Ec-lÃ-NÈP-U-`“c-R-mÈN-`-TaN-R_-q]È,    ,]HU-NR`-@‡P-Pc- 
IÈP-UÈEc-R]Ã-GÈc-CE-NC-^ÃP-R-NE-,    éU-R_-qE-T]Ã-GÈc-CE-NC-^ÃP-R-N‰-NC-MUc- 
FN-PÃ-C^È-T-U‰N-R-CE-\C-U‰N-R-^ÃP-K‰,    N‰]Ã-pÃ_-Ec-GÈc-éUc-éU-R-MUc-FN-N‡-q‰N-R-
U‰N-R_-T§P-KÈ,    ,@‡P-Pc-IÈP-UÈEc-R]Ã-GÈc-éUc-lE-¢ÈP-@‡P-Pc-IÈP-UÈEc-R-FP-N‡-n⁄_-
`-pÃc-éU-R_-qE-T_-]n⁄_-T-U-^ÃP,     éU-R_-qE-T]Ã-GÈc-éUc-lE-pÃc-éU-R_-qE-
T-`-¢ÈP-@‡P-Pc-IÈP-UÈEc-R-FP-N‡-n⁄_-R-U-^ÃP-P,    N‰-`-qÃc-R-cÈ -cÈ]Ã-´‰-TÈ-éUc-CPc- 
EP-`‰P-nÃ-`“c-`-GÈc-NE-CE-\C-CÃ-EÈ-TÈ-IÃN-N‡-UEÈP-R_-Z‰P-R]Ã-TC-`-I`-T]Ã-õ-T-`- 
Tå‰P-Pc-TNC-CU-TNC-CÃ_-]XÃP-FÃE-,     
623 'jam dpal de'i phyir Jon cig daG,  'di ltar byaG chub sems dpa' rnams Ga'i ldem 

po Gag la 'jug par bya ba'i phyir gzuGs kyi don ma lus pa khyod la bśad par 
bya'o,  ,'jam dpal kun nas Jon moGs pa'i chos624 gaG dag yin pa daG,  rnam par 

byaG ba'i chos625 gaG dag yin pa de dag thams cad ni gyo ba med pa626 gaG zag 
med pa627 yin te,  de'i phyir Gas chos rnams rnam pa thams cad du628 byed pa med 

par629 bstan to,  ,kun nas Jon moGs pa'i chos rnams kyaG sGon kun nas Jon moGs 

pa can du gyur la phyis rnam par byaG bar 'gyur ba ma yin,  rnam par byaG ba'i 

chos rnams kyaG phyis rnam par byaG ba la sGon kun nas Jon moGs pa can du 
gyur pa ma yin na,  de la byis pa so so'i skye bo630 rnams gnas Gan len gyi lus631 

                                              
623 參照SNSū：(§160, 14)。 
624 !/- /?- *R/- 3R%?- 0:A- (R?(sāMkleZikadharma) 雜染法。SNSū：[161, 8.11]。 
625 i3- 0<- L%- 2:A- (R?(vaiyavadānikadharma) 清淨法。SNSū：[161, 8.12]。 
626 $;R- 2- 3J.- 0(nir-Ihatva)無作用。Lamoote註為：「āniJjya (3A- $;R- 2 不動，3A- $;R- 2<- I<- 0 無動)」， 

SNSū：[161, 8.13]，引文中()內之文字為筆者所加。 
627 $%- 9$- 3J.- 0(niHpudgala、pudgalâbhāva) 無有補特伽羅、補特伽羅無性。SNSū：[161, 8.14]。 
628 i3- 0- ,3?- &.- .(sarvathā) 遍一切種。SNSū：[161, 8.15]。 
629 LJ.- 0- 3J.0(kriyārahita) 無作用、離所為。SNSū：[161, 8.16]。 
630 LA?- 0- ?R- ?R:A- *J- 2R(bālapRthagjana) 凡夫異生。SNSū：[161,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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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la chos daG gaG zag gi Go bo Jid du mGon par źen pa'i bag la Jal ba'i lta ba la 
brten nas632 bdag gam bdag gir 'dsin633 ciG, 

語譯：文殊！彼之緣故，諦聽！菩薩眾應行我密意緣故，應對汝說一切陀羅

尼義。文殊！凡雜染法、凡清淨法，彼一切皆為無作用、無有補特伽

羅。彼之緣故，我論一切法無作為。且諸雜染法不為先染後淨，且諸

清淨法不為後淨先染。凡夫於惡取身上依於貪著法與補特伽羅自性之

隨眠見，而執為我與我所。 

 

求譯：佛告文殊師利：汝今諦聽！我當為說略受持義，令諸菩薩善入如來不

了義說。文殊師利！若染污法、若清淨法，我說一切法無作無人，一

切無所取。非染污法，先染污後清淨。非清淨法，後清淨先染污。彼

愚癡凡夫於罪過身，若法、若人計著先自性、妄見、因緣言：此是我！

此是我！ 

 

菩譯：佛告文殊師利：汝今諦聽！我當為汝略說陀羅尼義，諸菩薩等聞我法

已能得我意，得我意已入於我法。文殊師利！何者略說陀羅尼義？所

謂我說一切染法、一切淨法，破一切法不覺相、無作相、無分別相、

無我相，如是如是法，我說不覺、無作、無分別、無我相，以一切無

覺、無我相。是故染法，非先是染，後時得淨。諸淨法者，亦非先淨，

後得名染。愚癡凡夫依虛妄染，身執著我法，計自體相。 

 

奘譯：佛告曼殊室利菩薩曰：善男子！汝今諦聽！吾當為汝略說不共陀羅尼

義，令諸菩薩於我所說密意言詞能善悟入。善男子！若雜染法、若清

淨法，我說一切皆無作用634，亦都無有補特伽羅，以一切種離所為故，

非雜染法，先染後淨；非清淨法，後淨先635染。凡夫異生於麁重身執

                                                                                                                                     
631 $/?- % /- =J/- IA- =?(dauSThulyakāya) 麁重身。SNSū：[161, 8.18]。 

632  (RR?-.%-$%-9 $-$A-%R-2R-*A.-.-3%R/-0<-8J/-0:A-2 $-=-*=-2:A-v-2-= -2gJ/-/?(dharmapudgalābhiniveZānuZayadRSTīr 

niZritya)依於貪著法與補特伽羅自性之隨眠見(%R-2R-*A.自性，3%R/-0<-8J/-0 執著，2$-=-*=-2 隨眠，v-2

見，2gJ/-/?為依止)。SNSū：[161, 8.19]。 
633 2.$- $3- 2 .$- $A<- :6B/(ātmātmīyagrāha) 計我我所。SNSū：[161, 8.20]。 
634 《藏要》：「番本云：一切無動無我故，我說諸法皆無一切作用。」，頁 41。 
635 《中華大藏經》作「先淨後」，並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作「後淨先」。」，
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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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著諸法、補特伽羅、自性差別636、隨眠637妄見，以為緣故，計我、我

所。 

                                              
636 《測疏補篇》譯為：「(及)補特伽羅自性差別」，頁 131。 
637 《翻譯名義集》：「隨眠：顯宗論云：相續中眠，故名隨眠，即順流者。身中安住，增昏滯義，

或隨勝者，相續中眠，即是趣入如實解位，為昏迷義。或有獄中長時隨逐，覆有情類，故名隨眠。

又瑜伽云：煩惱麁重，隨附依身，說名隨眠，能為種子，生起一切煩惱故也。」，《新修大正藏》

卷 54，頁 1154。參見《宗鏡錄》：「隨眠義者，隨逐有情，常在生死，眠伏藏識，不現餘處，故

名隨眠。」，《新修大正藏》卷 48，頁 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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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N‰c-P-UMÈE-EÈ-,    ,MÈc-cÈ,    ,¶ÈU-UÈ,    ,rÈE-EÈ-,    ,_‰C-CÈ,    ,éU-R_-a‰c-cÈ,    ,\]È,     
,qÃN-NÈ,    ,@‡P-Pc-IÈP-UÈEc-cÈ,    ,éU-R_-qE-EÈ-,    ,Z‰c-`ÈC-R_-UEÈP-R_-]N‡-q‰N-R- 
]q⁄E-EÈ-,    ,CE-`-`-N‰-õ_-^E-NC-R-HÃ-õ-T-TZÃP-N‡-_T-K‡-a‰c-R-N ‰-PÃ-CPc-EP-`‰P-nÃ- 
`“c-_T-K‡-ßÈE-ZÃE-,    IÈP-UÈEc-R-MUc-FN-lÃ-CPc-U-^ÃP-R,    aÃP-K‡-éU-R_-NC-R,     
≥Èc-R-U‰N-R.    ]N‡c-U-qc-R,    UEÈP-R_-]N‡-q-T-U‰N-R]Ã-`“c-]MÈT-R_-]n⁄_-K‰,     
]HU-NR`-N‰-PÃ-C\“Ec-lÃ-NÈP-U-`“c-R-^ÃP-R_-_ÃC-R_-q]È,     
638
,des na mthoG Go,  ,thos so,  ,snom mo,  ,myoG Go,  ,reg go,  ,rnam par 

śes so,  ,za'o,  ,byed do,  ,kun nas Jon moGs so,  ,rnam par byaG Go źes log 

par moGn 'du byed pa639 'byuG Go,  ,gaG la la de ltar yaG 640dag pa ji lta ba bźin du 

rab tu śes pa641 de ni gnas Gan len gyi lus rab tu spoG642 źiG,  Jon moGs pa643 

thams cad kyi gnas ma yin pa,  śin tu rnam par dag pa644,  spros pa med pa645,  

'dus ma byas pa646,  mGon par 'du bya ba med pa'i lus647 'thob par 'gyur te,  'jam 

dpal de ni gzuGs kyi don ma lus pa yin par rig par bya'o, 

語譯：由是因緣，見、聞、嗅、受、觸、知、食、度、雜染、清淨，等邪現

行而生。任一人，如是正等如如極了知，而盡捨惡取身。非一切煩惱

住，極清淨，離戲論。證得無為、無所為之身。文殊！應知彼為一切

陀羅尼義。 

 

                                              
638 參照SNSū：(§160, 27)。 
639 =R$- 0<-3%R/- 0 <- :.- LJ.- 0(mithyābhisaMskāra) 邪加行。SNSū：[161, 8.21]。 
640 以下參見TES：362/106。 
641 ;%- .$- 0- )A- v- 2- 28A/- .- <2- +- >J?- 0(yathābhUtaM prajānanti) 如實了知。SNSū：[161, 8.22]。 
642 <2- +- %R%(prajahati) 斷、永斷。SNSū：[161, 8.23]。 
643 *R/- 3R% ?- 0(kleZa) 煩惱。SNSū：[161, 8.24]。 
644 >A/- +- i3- 0<- .$- 0(suviZuddha) 極清淨、極善清淨。SNSū：[161, 8.25]。 
645 3R?- 0- 3J.- 0(aprapaJca) 離戲論。SNSū：[161, 8.26]。 
646 :.?- 3- L?- 0(asaMskRta) 無為。SNSū：[161, 8.27]。 
647 3%R/- 0<- :.- L- 2- 3J.- 0:A- =?(anabhisaMskRtakāya) 無所為之身。SNSū：[161,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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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求譯：所見、聞、嗅、甞及觸、識相，妄作淨、穢而起邪行，若有如實知者
648，捨離過身，一切煩惱所不能染，得畢竟快淨，離諸虛偽，得無為

身，永離諸行。文殊師利！當知此是略說649受持義。 
 
菩譯：依因邪見，而言有我，所謂我能見、能650聞、能齅、能651味、能觸、

我能知、我能食、我染、我淨。生如是等諸邪見行，若人如是如實能

知離煩惱身，彼人能得離諸煩惱，斷諸戲論，畢竟清淨，得無為身，

無有一切諸有為行。文殊師利！是名略說陀羅尼義。應知！ 

 
奘譯：由此妄見

652
，謂我見、我聞、我嗅、我甞、我觸、我知、我食、我作、

我染、我淨，如是等類邪加行轉。若有如實知如是者，便能永斷麁重

之身，獲得一切煩惱不住，最極清淨，離諸戲論，無為依止653，無有

加行，善男子！當知是名略說不共陀羅尼義654。 

                                              
648 《中華大藏經》作「知」，並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麗作「知者」。」，參

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533。 
649 《中華大藏經》校勘為：「磧、普、南、徑、清無。」，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533。 
650 《中華大藏經》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作「我」。」，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476。 
651 《中華大藏經》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作「得」。」，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476。 
652 《藏要》：「此下原刻有見字。今依番本及北宋刻刪。」，頁 41。 
653 《藏要》：「番本作無為無加行身。魏宋本亦均作無為身。」，頁 41。 
654 釋太虛：「若諸菩薩，由如實智慧力，便能真實了知一切法無我我所故，諸法體性本空，即能

永斷一切煩惱粗重之身，一切煩惱滅故，得一切法最清淨性，遠離一切戲論，無為依止，無諸加

行，境智如如，體性空寂，是名不共陀羅尼義。」，參見釋太虛，1937.b：60；唐仲容認為此段是：
「此段有兩問兩答：一問如來所說契經、調伏、本母與外道所說教法有何不同；二問如來說此不

同教法有何密意令菩薩得知。如來答此中一問，意謂一切外道所說教法，如吠世師等皆執一切法

都有實體用，即是法執，又執一切有情亦有實體用，即是我執。以此我法二執說教，能令有情以

此為緣增強我法執著，加深煩惱所知二障，沉淪世間，是雜染法。如來所說教法認為法從緣生，

無實體性，即破法執；有情為諸蘊和合而有，無實體用，即破我執；破我法執能對治雜染，是清

靜法。外法是雜染，內法屬清靜，是為如來所說契經、調伏、本母，與外道所說教法極不相同的

根本點。答二問中，意謂如來所說清淨教法以此為緣，能令學人破我法執，斷除煩惱所知二障，

徹底出離三界，證得解脫，這是如來說教的甚深密意。也就是如來說此教法廣令有情捨麤重身，

證得解脫身或法身的偉大目的。」，參見唐仲容，頁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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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釋尊說頌 ,N‰-Pc-TFÈU-úP-]Nc-lÃc-N‰]Ã-W‰-WÃCc-c“-TFN-R-]NÃ-NC-T@]-™`-KÈ,    ,@‡P-Pc-IÈP- 
UÈEc-GÈc-NE-éU-R_-qE-T]Ã-GÈc,    ,MUc-FN-q‰N-R-U‰N-FÃE-CE-\C-U‰N-R-^ÃP.    
.N‰-pÃ_-N‰-NC-q‰N-R-U‰N-R_-Ec-TaN-NÈ,    ,N‰-NC-¢-pÃ_-éU-R_-NC-NE-IÈP-UÈEc-UÃP,  
,CPc-EP-`‰P-nÃ-`“c-`-TC-`-I`-T-^Ã,    ,õ-`-Tå‰P-Pc-TNC-NE-TNC-CÃ_-]XÃP-q‰N-N‰,
,N‰c-P-UMÈE-EÈ-\]È-q‰N-F‰c-q-T-NE-,    ,IÈP-UÈEc-éU-R_-qE-T_-]n⁄_-_È-£U-R]E-]q⁄E-,
,CE-CÃc-N-õ_-^E-NC-HÃ-TZÃP-_T-a‰c-R,    ,N‰-PÃ-CPc-EP-`‰P-`“c-_T-K‡-ßÈE-q‰N-FÃE-,   
,IÈP-UÈEc-CPc-UÃP-aÃP-K‡-NC-R]Ã-`“c,    ,≥Èc-R-U‰N-FÃE-]N‡c-U-qc-R-]MÈT-R_-]n⁄_,  
655
,de nas bcom ldan 'das656 657kyis de'i tshe tshigs su bcad pa 'di dag bka' stsal 

to,  ,kun nas Jon moGs chos daG rnam par byaG ba'i chos,  ,thams cad byed pa 

med ciG gaG zag med pa yin,  ,de phyir de dag byed pa med par Gas bśad 

do,  ,de dag sGa phyir rnam par dag daG Jon moGs min,  ,gnas Gan len gyi lus 

la bag la Jal ba yi,  ,lta la brten nas bdag daG bdag gir 'dsin byed de,  ,des na 

mthoG Go za'o byed ces bya ba daG,  ,Jon moGs rnam par byaG bar 'gyur ro sJam 

pa 'aG 'byuG,  ,gaG gis da ltar yaG dag ji bźin rab śes pa,  ,de ni gnas Gan len lus 

rab tu spoG byed ciG,  ,Jon moGs gnas min śin tu dag pa'i lus,  ,spros pa med 

ciG 'dus ma byas pa 'thob par 'gyur, 

語譯：爾後，薄伽梵於彼時而作頌曰： 

雜染法和清淨法皆無作用    無有補特伽羅故； 

彼等一無作用是我說        彼等始終清淨非煩惱； 

而於麁重身具隨眠見        依此見生我與我所持； 

由是故謂能見能食等        亦生煩惱可淨之思維； 

任誰當下正等如理善了知    而能盡捨麁重身； 

將得此非煩惱住之極清淨身  將得離戲與無為。 
                                              
655 參照SNSū：(§161, 8)。 
656 PES缺此「:.?」字。 
657 以下參見PES：25/5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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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化身相 

 

求譯：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說偈言： 

染污清淨法  無作亦無人  我說無所取  淨穢無先後 

愚於過患身  計我及我所  緣彼起見著  我食我所作 

此是我煩惱  此是我清淨  如是如實知  永捨過惡身 

煩惱不染著  畢竟快清淨  永離諸虛偽  無為常658住身 

 

菩譯：爾時世尊而說偈言： 

諸法本無染  後時不清淨  染及於清淨  是諸法無我 

染身見有我  生於我所相659  我染及清淨  我見及以食660

若能如是知  彼人離煩惱  能得無染身  是故名無為 

 

奘譯：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661說頌曰： 

一切雜染清淨法  皆無作用數取趣   

由我宣說離所為  染污662清淨非先後 

於麁重身隨眠見  為緣計我及我所   

由此妄謂我見等  我食我為我染淨 

若如實知如是者  乃能永斷麁重身   

得無染淨無戲論  無為依止無加行663

 

                                              
658 《中華大藏經》校勘為：「清作「當」。」，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533。 
659 《中華大藏經》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作「想」。」，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476。 
660 《中華大藏經》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作「養」。」，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476。 
661 《藏要》作「復」字；《中華大藏經》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作「復」。」，

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517。。 
662 《中華大藏經》作「污染」，並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麗作「染污」。」，

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517。 
663 釋太虛：「總前三段，就是佛法總義，明了此故，即能印定佛法，反之則成邪道，故此名為不

共外道陀羅尼義。」，參見釋太虛，1937.b：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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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如來圓滿受用身相 

三、明如來圓滿受用身相 

明如來受用身之心生起相 ,TFÈU-úP-]Nc-N‰-TZÃP-Ca‰Cc-R]Ã-c‰Uc-]q⁄E-T]Ã-UWP-IÃN-HÃ-õ-T“_-_ ÃC-T_-TnÃ-`Cc
,    ]HU-NR`-N‰-TZÃP-Ca‰Cc-R-éUc-PÃ,    c‰Uc-NE-,    ^ÃN-NE-.    éU-R_-a‰c-Rc- 
_T-K‡-p‰-T-U-^ÃP-UÈN-lÃ,    ]ÈP-lE-N‰-TZÃP-Ca‰Cc-R]Ã-c‰Uc-PÃ,    UEÈP-R_-]N‡-q‰N-R- 
U‰N-R_-]q⁄E-§‰,   ≥„`-R-õ-T“_-_ÃC-R_-q]È.     
9.664,bcom ldan 'das de bźin gśegs pa'i sems 'byuG ba'i mtshan Jid665 ji lta bur rig 
bar bgyi lags,  'jam dpal de bźin gśegs pa rnams ni,  scms666 daG,  yid667 daG,  
rnam par śes pas668 rab tu phye ba669 ma yin mod kyi,  'on kyaG de bźin gśegs pa'i 
sems ni mGon par 'du byed pa med par670 'byuG ste,  sprul pa671 lta bur rig par 
bya'o, 
語譯：薄伽梵！如何知如來心生起性相？文殊！諸如來雖然心、意、識極不

可分，然而如來心無現行而生起672。應知如化現般。 

 

                                              
664 參照SNSū：(§161, 22)。 
665 ?J3?- :L%-2:A- 35/- *A.(cittotpādalakSaNa) 心生起性相(?J3?心，:L%- 2 生起)。SNSū：[162, 9.1]。 
666 ?J3?(citta) 心。SNSū：[162, 9.2]。 
667 ;A.(manas) 意。SNSū：[162, 9.3]。 
668 i3- 0<- >J?- 0(vijJāna) 識。SNSū：[162, 9.4]。 
669 <2- +- KJ- 2(prabhāvita) 所顯。 
670 3%R/- 0<- :.- LJ.- 0- 3J.- 0(anabhisaMskāram) 無加行。SNSū：[162, 9.5]。 
671 3=- 0(nirmāNa) 變化。SNSū：[162, 9.6]。 
672 依《稻譯》：「自下第三，明如來受用身相。」，頁 51；而《測疏補篇》：「以下第三，明如
來圓滿受用身相。」，頁 136。而圓測所言：=R%?-,R.-mR$?-0:A-{(sāMbhogika-kāyāH) 受用身、報身、

圓滿受用身(=R%?-,R.財富、利用、享受，mR$?-0 圓滿、完備)。佛身之一，亦為智度七十義之一。住

法身中不動不起，但於化機菩薩聖眾之前示現身形，成為化身之所依處，為諸相好所莊嚴者。參

見張怡蓀，2003：2818；另參見長尾雅人，1995：315～318。而《攝大乘論釋》言：「二、受用

身，即後得智，即由此智殊勝力故，與諸殊勝大菩薩眾共，受不共微妙法樂，成辦如是受用事，

故名受用身。若無如是外清淨智，菩薩所作所餘資糧應不圓滿。」，參見《新修大正藏》卷 31，
頁 381；《成唯識論》：「二、受用身，此有二種：一、自受用：謂諸如來，三無數劫修集無量福

慧，資糧所起無邊真實功德，及極圓淨常遍色身，相續湛然，盡未來際恒自受用廣大法樂。二、

他受用：謂諸如來由平等智，示現微妙淨功德身，居純淨土，為住十地諸菩薩眾現大神通、轉正

法輪、決眾疑網，令彼受用大乘法樂，合此二種名受用身。」，參見《新修大正藏》卷 31，頁57～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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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如來圓滿受用身相 

求譯：爾時，文殊師利白佛言：世尊！如來心起有何相？佛告文殊師利：如

來無心、意、識起，然如來無行心起，當知如化。 

 

菩譯：文殊師利菩薩白佛言：世尊！世尊！如來心生有何等相？願為我說！

佛告文殊師利：文殊師利673！如來非心、意、意674識得名，而無諸行

心生得名，依應化身，說名為生。 

 
奘譯：爾時，曼殊室利菩薩摩訶薩復白佛言：世尊！云何應知諸如來心生起

之相？佛告曼殊室利菩薩曰：善男子！夫如來者，非心、意、識生起

所顯675，然諸如來有無加行心法生起，當知此事猶如變化。 

                                              
673 《中華大藏經》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無。」，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476。 

674 《中華大藏經》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作「意」。」，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476。 
675 《藏要》：「番本無生起二字。魏本同。」，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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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如來圓滿受用身相 

.TFÈU-úP-]Nc-C`-K‰-N‰-TZÃP-Ca‰Cc-R-éUc-lÃ-GÈc-lÃ-†‡,    UEÈP-R_-]N‡-TnÃ-T-MUc-
FN-NE-{`-T-`Cc-P,    ]È-P-HÃ-õ_-UEÈP-R_-]N‡-TnÃ-T-U-UGÃc-R_-c‰Uc-]q⁄E-T_- 
]n⁄_-`Cc,    ]HU-NR`-¢ÈP-MTc-NE-,    a‰c-_T-T°ÈU-R-UEÈP-R_-]N‡c-qc-R]Ã-pÃ_-
K‰,   ]HU-NR`-]NÃ-õ-§‰-NR‰_-P,    CIÃN-`ÈC-R-c‰Uc-U‰N-R-`-pÃ_-cN-R_-UEÈP-R_-]N‡-
q-T-U‰N-lE-¢ÈP-UEÈP-R_-]N‡c-qc-R]Ã-NTE-CÃc-cN-R_-]n⁄_-T-NE-,    
]CÈC-R-`-£ÈUc-R_-Z‡Cc-R-`-úE-T_-UEÈP-R_-]N‡-q-T-U‰N-lE-,    ¢ÈP-UEÈP-R_-]N‡c-
qc-R]Ã-NTE-BÈ-Pc-úE-T_-]n⁄_-K‰,    CIÃN-`ÈC-R-NE-,    ]CÈC-R-`-£ÈUc-R_-Z‡Cc-R-
NC-CÃ-c‰Uc-]q⁄E-T-HÃ-õ-T-N‰-TZÃP-N‡,    N‰-TZÃP-Ca‰Cc-R]Ã-c‰Uc-]q⁄E-T-^E-¢ÈP-MTc-
NE-,    a‰c-_T-T°ÈU-R-UEÈP-R_-]N‡-qc-R-`c-_ÃC-R_-q]È,   
676
,bcom ldan 'das gal te de bźin gśegs pa rnams kyi chos kyi sku677 mGon par 'du 

bgyi ba thams cad daG bral ba lags na,  'o na ji ltar mGon par 'du bgyi ba ma 

mchis par sems 'byuG bar 'gyur lags,  'jam dpal sGon thabs678 daG śes rab679 

bsgom pa mGon par 'dus byas pa'i phyir te,  'jam dpal 'di lta ste dper na gJid log 

pa sems med pa680 la phyir sad par681 mGon par 'du bya ba 682med kyaG sGon mGon 
par 'dus byas pa'i dbaG gis683 sad par 'gyur ba daG,  'gog pa la sJoms par źugs 

pa684 la ldaG bar685 mGon par 'du bya ba med kyaG sGon mGon par 'dus byas pa'i 
dbaG kho nas ldaG bar 'gyur te,  gJid log pa daG,  'gog pa la sJoms par źugs pa 

                                              
676 參照SNSū：(§161, 28)。 
677 (R?-GA-{(dharmakāya) 法身。SNSū：[162, 9.8]。 
678 ,2?(upāya) 方便、大方便。SNSū：[162, 9.9]。 
679 >J?- <2(prajJā) 慧、智慧、正智、般若、妙慧。SNSū：[162, 9.10]。 
680 $*A.- =R$- 0- ?J3?- 3J.- 0(acittaka-apasvāpana) 無心睡眠。SNSū：[162, 9.11]。 
681 ?.- 0(prabodha) 覺悟、隨覺。SNSū：[162, 9.12]。 
682 以下參見TES：362/107。 
683 :.?- L?- 0:A- .2%- $A?(pUrvābhisaMskāravaZāt) 由有為勢力。SNSū：[162, 9.13]。 
684 :$R$-0-=-~R3?-0<-8$?-0(nirodhasamāpatti) 滅盡定。SNSū：[162, 9.14]。 
685 w%- 2(vyutthāna) 出離。SNSū：[162, 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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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g gi sems 'byuG ba ji lta ba de bźin du ,  de bźin gśegs pa'i sems 'byuG ba yaG 
686sGon thabs daG687,  śes rab bsgom pa mGon par 'du byas pa las rig par bya'o, 

語譯：薄伽梵！倘若諸如來的法身離一切現行，如何無現行生心？文殊！過

去已現行修持方便與智慧故。文殊！如是譬如睡眠無心，雖無現行作

為使後覺醒，然依先前已現行之力故，將覺醒。雖等住滅諦不現起，

將僅從過去已現行力而起。如同睡眠和等住滅諦等之生心一般。應

知！如來心亦是從過去已現行修持方便與智慧而生。 

 
求譯：若諸如來法身離一切行者，云何無行中間心起？文殊師利！本所修智

慧起故，譬如非無心眠作覺行，然有688覺本作行力故；譬如非入滅受

想定作覺行，然有起本作行力故。如眠及滅受想，定心起。如來心起，

亦復如是，本修習慧所起故。 
 
菩譯：文殊師利言：世尊！若法身離於諸行，云何離作心行而能生心？佛言：

文殊師利！依本方便般若修行，自然而生。文殊師利！譬如睡眠，無

心覺起，而能覺起。文殊師利！如入滅盡定而無起心，依本作心自然

而起。文殊師利！如眠689滅定二無起心，依本而起。如是如來心生，

依本般若方便修行成就。應知！ 

 
奘譯：曼殊室利菩薩復白佛言：世尊！若諸如來法身遠離一切加行，既無加

行，云何而有心法生起？佛告曼殊室利菩薩曰：善男子！先所修習方

便般若690加行力故，有心691生起。善男子！譬如正入無心睡眠，非於

覺悟而作加行，由先所作加行勢力而復覺悟；又如正在滅盡定692中，

                                              
686 以下參見PES：25/59a。 
687 此於TES中分為二句；而在PES與SNSū中，則併為一句。 
688 《中華大藏經》作「行」；並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麗作「有」。」，參見

《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533。 
689 《中華大藏經》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作「睡」。」，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476。 
690 《藏要》：「勘番本意謂方便及慧。」，頁 42。 
691 《中華大藏經》增「法」一字，並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無。」，參見《中華

大藏經》卷 17，頁 517。 
692 依《瑜伽師地論》載：「滅盡定者，唯諸聖者由止息，想受作意方便能入。」，《新修大正藏》

卷 30，頁 469；另參見《大乘百法明門論解》：「滅盡定者，令不恒行心、心所滅(六識)及染第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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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於起定而作加行，由先所作加行勢力還從定起，如從睡693眠及滅盡

定心更生起，如是如來由先修習方便般若加行力故，當知復有心法生

起。 

                                                                                                                                     
恒行心聚，皆悉滅盡。乃此定相，蓋修無想則作出離想而滅盡，乃作止息想。」，《新修大正藏》

卷 44，頁 51。 
693 《中華大藏經》無「睡」字，並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麗作「睡眠」。」，

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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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ÈU-úP-]Nc-FÃ-`Cc,    N‰-TZÃP-Ca‰Cc-Rc-≥„`-R]Ã-c‰Uc-UGÃc-cU,    U-UGÃc-Z‰c
-TnÃ, ]HU-NR`-c‰Uc-^ÈN-R-^E-U-^ÃP,    c‰Uc-U‰N-R-^E-U-^ÃP-K‰,    c‰Uc-_E-NTE-
U‰N-R-IÃN-NE-,    c‰Uc-lÃ-NTE-IÃN-^ÃP-R]Ã-pÃ_-_È,     
694
,bcom ldan 'das ci lags,  de bźin gśegs pas sprul pa'i695 sems mchis696 sam,  ma 

mchis697 źes bgyi,  'jam dpal sems yod pa yaG ma yin,  sems med pa yaG ma yin 

te,  sems raG dbaG698 med pa Jid daG,  sems kyi dbaG Jid yin pa'i phyir ro, 

語譯：薄伽梵！何是具如來化現心或不具如來所化現心？文殊！非有心亦非

無心，心不自主(非有心)與心之自主(非無心)故。 

 
求譯：文殊師利白佛言：世尊！如來身為699有心、為無心耶？佛告文殊師利：

無心，心不自在，大自在故。 
 
菩譯：文殊師利菩薩白佛言：世尊！世尊！說如來應化所作化身，為是有心？

為是無心？佛言：文殊師利！得言有心，得言無心，何以故？以自心

不得自在，故言無心。假他力，故言有心。 
 
奘譯：曼殊室利菩薩復白佛言：世尊！如來化身700，當言有心、為無心耶？

佛告曼殊室利菩薩曰：善男子！非是有心，亦非無心，何以故？無自

依心故，有依他心故。 

                                              
694 參照SNSū：(§162, 5)。 
695 3=-0:A-{ (nirmāNakāya) 變化身。Lamotte註為：「sku({) add. H 710a 14」，SNSū：[162, 9.16]。

引文中()內之文字為筆者所加。 
696 ?J3?- 3(A?(sacittaka) 有心。SNSū：[162, 9.17]。 
697 3- 3(A? (acittaka) 無心。SNSū：[162, 9.18]。 
698 ?J3?- <%- .2% (svatantra) 心不自主。SNSū：[162, 9.19]。 
699 《中華大藏經》中「身為」作「化身為」；並校勘：「資、磧、普、南、徑、清作「化為」；
麗作「身為」。」，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533。 

700 《藏要》：「勘番本意謂如來所化。無身字。」，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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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如來所行及境界差別相 ,TFÈU-úP-]Nc-N‰-TZÃP-Ca‰Cc-R]Ã-≠ÈN-^“`-CE-`Cc-R-NE-,    N‰-TZÃP-Ca‰Cc-R]Ã- 
^“`-CE-`Cc-R-N‰-CIÃc-`-M-NN-N‡-TnÃ-T-FÃ-UGÃc-`Cc,   ]HU-NR`-N‰-TZÃP-Ca‰Cc- 
R]Ã-≠ÈN-^“`-PÃ,  N‰-TZÃP-Ca‰Cc-R-MUc-FN-M“P-UÈE-T,    ^ÈP-KP-TcU-nÃc-UÃ-mT-R-NE-,
WN-U‰N-R]Ã-îP-T@ÈN-R]Ã-cEc-îc-lÃ-ZÃE-^ÈEc-c“-NC-R-CE-^ÃP-R]È,    ,N‰-TZÃP-Ca‰Cc-
R]Ã-^“`-PÃ-BUc-ò-RÈ-c‰Uc-FP-nÃ-BUc-NE-,    ]HÃC-å‰P-nÃ-BUc-NE-,   GÈc-lÃ-BUc-NE-
.    ]N‡`-T]Ã-BUc-NE-,    ]N‡`-T]Ã-MTc-lÃ-BUc-éU-R-MUc-FN-N‰,      
N‰-CIÃc-`-M-NN-N‡-q-T-PÃ-N‰-^ÈN-NÈ,     
701
,bcom ldan 'das de bźin gśegs pa'i spyod yul702 gaG lags pa daG,  de bźin gśegs 

pa'i yul703 gaG lags pa de gJis la tha dad du bgyi ba ci mchis lags,  'jam dpal de 

bźin gśegs pa'i spyod yul ni de bźin gśegs pa thams cad thun moG pa704,  yon tan 

bsam gyis mi khyab pa705 daG,  tshad med pa'i rgyan706 bkod pa'i saGs rgyas kyi 

źiG707 yoGs su dag pa708 gaG yin pa'o,  ,de bźin gśegs pa'i yul ni khams lGa po 

sems can gyi khams709 daG,  'jig rten gyi khams710 daG,  chos kyi khams711 daG,  

                                              
701 參照SNSū：(§162, 9)。 
702 ,R.- ;=(gocara) 所行境。SNSū：[162, 9.20]。 
703 ;=(viSaya) 所緣、境界、塵。SNSū：[162, 9.21]。 
704 .J- 28A/- $>J$?- 0- ,3?- &.- ,/- 3R%- 0(sarvatathāgata-sādhāraNa) 一切如來皆具。SNSū：[162, 9.22]。 
705 ;R/- +/- 2?/- IA?-3A- H2- 0(acintyaguNa) 功德不可思議。SNSū：[162, 9.23]。 
706 5.- 3J.- 0:A- o /(apramāNālaMkāra) 無量莊嚴。SNSū：[162, 9.24]。 
707 2!R.- 0:A- ?%?- o ?- GA- 8A% (buddhakSetra) 安布佛國土(2!R.- 0 安布，?%?- o?- GA- 8A%佛國土)。 

SNSū：[162, 9.25]。 
708 ;R%?- ?- .$- 0 (pariZuddha) 清靜、遍清靜。SNSū：[162, 9.26]。 
709 ?J3?- &/- IA- #3? (sattvadhātu) 有情界。SNSū：[162, 9.27]。 
710 :)A$- gJ/- IA- #3? (lokadhātu) 世間界。SNSū：[162, 9.28]。 
711 (R?- GA- #3? (dharmadhātu) 法界。SNSū：[162, 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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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l ba'i khams712 daG,  'dul ba'i thabs kyi khams713 rnam pa thams cad de,  de 

gJis la tha dad du bya ba ni de yod do, 

語譯：薄伽梵！如來行境為何？如來境為何？此二者有何分別？文殊！凡一

切如來皆具二：功德不可思議，無量莊嚴之普淨佛境土即是如來所行

境。如來境為五界：有情界、世間界、法界、調伏界、調伏方便界，

等一切種類，此二者有此差別。 

 
求譯：文殊師利復白佛言：世尊！如來行處、如來境界，有何差別？佛告文

殊師利：如來行處者，乃至一切如來共，謂不思議、無量功德、嚴淨

佛國。文殊師利！如來境界有五種：一切種眾生界、世界、法界、調

伏界、調伏方便界，是則差別。 

 
菩譯：文殊師利白佛言：世尊！如世尊說，如來行處、如來境界，此二種法

有何差別？佛言：文殊師利！言如來行處者，一切諸佛功德平等、不

可思議、無量功德、莊嚴清淨佛之國土，是名諸佛如來行處。文殊師

利！言如來境界者，有五種，何等為五714？所謂眾生界、世界、法界、

可化眾生界、方便界。文殊師利！如來行處、如來境界，如是差別。

應知！ 

 
奘譯：曼殊室利菩薩復白佛言：世尊！如來所行715、如來境界，此之二種有

何差別？佛告曼殊室利菩薩曰：善男子！如來所行，謂一切種如來共

有、不可思議、無量功德、眾所莊嚴清淨佛土716。如來境界，謂一切

                                              
712 :.=- 2:A- #3? (vinayadhātu) 調伏界。SNSū：[162, 9.30]。 
713 :.=- 2:A- ,2?- GA- #3? (vinayopāyadhātu) 調伏方便界。SNSū：[162, 9.31]。 
714 依菩提流支譯之《深密解脫經‧聖者彌勒菩薩問品》：「界義相有五種，所謂：世界、眾生界、

法界、可化界、可化方便界。」，《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677。 
715 《藏要》：「番本分作三問。何謂如來所行。何謂如來境。何謂二者差別。」，頁 42。 
716 《測疏補篇》譯為：「如來所行，謂諸如來于一切種共有不可思議，無量功德之所莊嚴清靜佛

土。」，頁 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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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五界差別，何等為五717？一者有情界、二者世界、三者法界、四者

調伏界、五者調伏方便界，如是名為二種差別718。 

                                              
717 依玄奘譯之《解深密經‧分別瑜伽品》：「言界義者，謂五種界：一者器世界、二者有情界、

三者法界、四者所調伏界、五者調伏方便界。善男子！如是五義，當知普攝一切諸義。」，《新

修大正藏》卷 16，頁 700。 
718 釋太虛：「此二皆言一切種者，各盡一切種種差別故。此二差別者，所行唯佛界所緣境，境界

即通九界眾生所緣之境，是為二種差別。」，參見釋太虛，1937.b：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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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如來等正覺等三種無二之相 ,TFÈU-úP-]Nc-N‰-TZÃP-Ca‰Cc-R]Ã-UEÈP-R_-íÈCc-R_-qE-G“T-R-CE-`Cc-R-NE-,     
GÈc-lÃ-]BÈ_-`È-T†È_-T-CE-`Cc-R-NE-,    ^ÈEc-c“-r-EP-`c-]Nc-R-G‰P-RÈ-CE-`Cc-R-
N‰-NC-CÃ-UWP-IÃN-PÃ,    HÃ-õ-T“_-_ÃC-R_-TnÃ-`Cc,    ]HU-NR`-CIÃc-c“-U‰N-R]ÃUWP- 
IÃN-^ÃP-K‰,    UEÈP-R_-íÈCc-R_-qE-G“T-R-^E-U-^ÃP,    UEÈP-R_-íÈCc-R_-qE-U-G“T-R-
^E-U-^ÃP,    GÈc-lÃ-]BÈ_-`È-T†È_-T-^E-U-^ÃP,    GÈc-lÃ-]BÈ_-`È-UÃ-T†È_-T-^E-U-^ÃP, 
^ÈEc-c“-r-EP-`c-]Nc-R-G‰P-RÈ-^E-U-^ÃP,    ^ÈEc-c“-r-EP-`c-]Nc-R-G‰P-RÈ-U‰N-R- 
^E-U-^ÃP-K‰,    GÈc-lÃ-†‡-aÃP-K‡-éU-R_-NC-R-IÃN-lÃ-pÃ_-NE-,    ≥„`-R]Ã-†‡-@‡P-K‡-§ÈP-R- 
IÃN-lÃ-pÃ_-_È,     
10.719,bcom ldan 'das de bźin gśegs pa'i mGon par rdzogs par byaG chub pa720 gaG 

lags pa daG,  chos kyi 'khor lo bskor ba721 gaG lags pa daG,  yoGs su mya Gan las 

'das pa chen po722 gaG lags pa de dag gi mtshan Jid ni ji lta bur rig par bgyi lags,  

'jam dpal gJis su med pa'i mtshan Jid723 yin te,  mGon par rdsogs par byaG chub 

pa yaG ma yin,  mGon par rdsogs par byaG 724ma chub pa yaG ma yin,  chos kyi 

'khor lo bskor ba yaG ma yin,  chos kyi 'khor lo mi bskor ba yaG ma yin,  yoGs 

su mya Gan las 'das pa chen po yaG ma yin,  yoGs su mya Gan las 'das pa chen po 

med pa yaG725 ma yin te,  chos kyi sku726 śin tu rnam par dag pa727 Jid kyi phyir 

daG,  sprul pa'i sku728 kun tu ston pa729 Jid kyi phyir ro, 

                                              
719 參照SNSū：(§162, 28)。 
720 3%R/- 0<-mR$?- 0 <- L%- (2- 0(abhisaMbodhi) 成等正覺。SNSū：[163, 10.1]。 
721 (R?- GA- :#R<- =R- 2{R<- 2(dharmacakrapravartana) 轉法輪((R?- GA- :#R<- =R法輪，2{R<- 2 轉、能轉)。 

SNSū：[163, 10.2]。 
722 ;R%?- ?- M- %/- =?- :.?- 0- (J/- 0R(mahāparinirvāNa) 入大涅槃。SNSū：[163, 10.3]。 
723 $*A?- ?- 3J.- 0:A- 35/- *A.(advayalakSaNa) 不二性相( $*A?- ?- 3J.- 0 不二)。SNSū：[163, 10.4]。 
724 以下參見TES：362/108。 
725 以下參見SNSū：163。 
726 (R?-GA- {(dharmakāya) 法身。SNSū：[163, 10.5]。 

 234



三、明如來圓滿受用身相 

語譯：薄伽梵！何為如來現證圓滿菩提？何為轉法輪？何為遍入大涅槃？彼

等性相應如何了知？文殊！為不二性相，又非為成等正覺，又非為非

成等正覺，又非為法輪轉，又非法輪無轉，又非入大涅槃，又非無入

大涅槃，法身究竟清淨之故，與化身究竟示現故。 

 
求譯：文殊師利白佛言：世尊！如來成正覺、及轉法輪、乃至大般涅槃，此

有何相？佛告文殊師利：無有二相，不成正覺、非不成正覺；非轉法

輪，非不轉法輪；不大般涅槃，非不大般涅槃。法身究竟清淨故，示

現化身故。 
 
菩譯：文殊師利菩薩白佛言：世尊！世尊！如來得大菩提、轉大法輪，入大

涅槃，此三種相云何差別？應730云何知？佛告文殊師利言：文殊師

利！無有二相、不證菩提，非不證菩提；不轉法輪，非不轉法輪；非

入大涅槃，非不入大涅槃。文殊師利言：世尊！我解世尊所說之義，

何以故？如來法身本來常清淨故，應化身示現故。 

 
奘譯：曼殊室利菩薩復白佛言：世尊！如來成等正覺、轉正法輪、入大涅槃，

如是三種當知何相？佛告曼殊室利菩薩曰：善男子！當知此三皆無二

相731，謂：非成等正覺、非不成等正覺；非轉正法輪、非不轉正法輪；

非入大涅槃、非不入大涅槃，何以故732？如來法身究竟淨故，如來化

身常示現故。 

                                                                                                                                     
727 i3- 0<- .$- 0(suviZuddha) 善清淨。SNSū：[163, 10.6]。 
728 3=- 0:A- {(nirmāNakāya) 化身。SNSū：[163, 10.7]。 
729 !/- +- !R/- 0(ādarZita) 示現。SNSū：[163, 10.8]。 
730 《中華大藏經》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作「我」。」，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476。 
731 釋太虛：「云何無二？由法身化身而說無二，由法身究竟淨故，非成正等覺，非轉正法輪，非

入大涅槃。由化身常現示故，非不成正等覺，非不轉正法輪，非不入大涅槃，由此故說此三皆無

二相。」，參見釋太虛，1937.b：69。 
732 《藏要》：「魏本以為文殊所說。」，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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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如來為諸有情作緣之差別 ,TFÈU-úP-]Nc-≥„`-R]Ã-†‡-`-Tõ-T-NE-,    IP-R-NE-,    T£‰P-T@‡_-TnÃN-R-NC- 
CÃc-c‰Uc-FP-éUc-TcÈN-PUc-´‰N-R-N‰-FÃ]Ã-ÜN-N‡-N‰-TZÃP-Ca‰Cc-R-`c-q⁄E-T_- 
_ÃC-R_-TnÃ-`Cc,    ]HU-NR`-N‰-TZÃP-Ca‰Cc-R-`-üC-R_-NUÃCc-R]Ã-q-T-IÃN-
^ÃP-R]Ã-pÃ_-NE-,  ≥„`-R]Ã-†‡-^E-N‰-TZÃP-Ca‰Cc-R]Ã-qÃP-nÃ-ÖTc-IÃN-^ÃP-R]Ã-pÃ_- 
_È,     
733
,bcom ldan 'das sprul pa'i sku la blta ba734 daG,  Jan pa735 daG,  bsJen bkur 

bgyid pa736 737dag gis sems can rnams bsod nams skyed pa738 de ci'i slad du de bźin 
gśegs pa las byuG bar rig par bgyi lags,  'jam dpal de bźin gśegs pa la lhag par 

dmigs pa'i739 bya ba Jid yin pa'i phyir daG,  sprul pa'i sku yaG de bźin gśegs pa'i 

byin gyi rlabs Jid yin pa'i740 phyir ro, 

語譯：薄伽梵！觀看、聽聞、承事化身者，此能令有情生諸福德，因何故從

如來而生，當如何解？文殊！如來是具增上所緣之事業故。化身亦是

如來所加持之故。 

 
求譯：文殊師利白佛言：世尊！化身者，眾生見、聞、供養，何故生功德？

佛告文殊師利：緣淨心，攀緣如來故。化身是如來化故，般涅槃行故。 

 

                                              
733 參照SNSū：(§163, 3)。 
734 2v- 2(darZana) 觀看。SNSū：[163, 10.9]。 
735 */- 0(ZravaNa) 聽聞。SNSū：[163, 10.10]。TES與PES皆作*/-0(聽、聞)，而Lamotte則作 3*/-0。 
736 2~J/- 2!<- 2IA.-0(paryupāsana) 奉事（2~J/- 2!<供養，2IA.- 0 作）。SNSū：[163, 10.11]。 
737 以下參見PES：26/59b。 
738 2?R.-/3?-*J.-0(puNyaM prasavanti) 福德生(2?R.-/3 ?福德，*J.-0 生、發動)。SNSū：[163, 10.12]。

TES與PES皆作*J.-0(生、發動)，而Lamotte所作 2*J.-0，則是*J.-0 的過去時。 
739 z$- 0<- .3A$?- 0(adhyātambana) 增上所緣。SNSū：[163, 10.13]。 
740 LA/- IA-_2 ?- *A.- ;A/(adhiSThita) 為所住持。SNSū：[163,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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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譯：文殊師利言：世尊！眾生見彼應化之身、聞應化身、解741應化身、供

養讚歎應化之身，得諸功德，於何身得？佛言：文殊師利！以能正念

如來身故，以應化身，依如來法身住持力得。 
 
奘譯：曼殊室利菩薩復白佛言：世尊！諸有情類，但於化身，見、聞、奉事

生諸功德，如來於彼有何因緣？佛告曼殊室利菩薩曰：善男子！如來

是彼增上所緣之因緣742故743，又彼化身是如來力所住持744故。 

                                              
741 《中華大藏經》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作「觸」。」，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476。 
742 《藏要》：「番本云所作。」，頁 42。 
743 《測疏補篇》譯為：「如來是彼等增上所緣故」，頁 161。 
744 《藏要》：「勘番本意謂加持。」，頁 42；《測疏補篇》譯為：「加持」，頁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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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如來法身與二乘解脫身之差別 ,TFÈU-úP-]Nc-UEÈP-R_-]N‡-TnÃ-T-U-UGÃc-R_-]x-T-`Cc-P,    FÃ]Ã-ÜN-N‡-N‰-TZÃP- 
Ca‰Cc-R]Ã-GÈc-lÃ-†‡-BÈ-P-`c,    c‰Uc-FP-éUc-`-^‰-a‰c-lÃ-¶E-T-G‰P-RÈ-]NÃ-]q⁄E-ZÃE-, 
≥„`-R]Ã-C\“Cc-TãP-NRC-K‡-U-UGÃc-R-NC-lE-]q⁄E-`,    IP-MÈc-NE-,    _E-cEc-îc-
lÃ-éU-R_-uÈ`-T]Ã-`“c-`c-PÃ-UÃ-]q⁄E-`Cc,    ]HU-NR`-]NÃ-õ-§‰-NR‰_-P,    UEÈP-R_-
]N‡-q‰N-R-U‰N-R_-]x-^E-]NÃ-õ-§‰,      c‰Uc-FP-UM“-G‰P-RÈ]Ã-qÃP-nÃ-ÖTc-IÃN-NE-,     
c‰Uc-FP-nÃ-`c-lÃ-NTE-IÃN-lÃ-pÃ_-Ñ-T-NE-,    IÃ-U]Ã-NlÃ`-]BÈ_-nÃ -G“-a‰`-NE-,    
U‰-a‰`-BÈ-P-`c-c‰Uc-FP-éUc-`-¶E-T-G‰P-RÈ-]q⁄E-`,   N‰-`c-CZP-R]Ã-G“-a‰`-NE-,    
U‰-a‰`-NC-`c-PÃ-UÃ-]q⁄E-T-NE-,    PÈ_-T“-_ÃP-RÈ-G‰-_ÃCc-NE-úP-R-NE-,    `c-lÃ-qÃ-NÈ_-`‰
Cc-R_-qc-R-`c-î]Ã-C\“Cc-TãP-]q⁄E-`,    N‰-`c-CZP-R]Ã-qÃ-NÈ_-U-qc-R-NC-`c-
PÃ-UÃ-]q⁄E-T-N‰-TZÃP-N‡-N‰-TZÃP-Ca‰Cc-R]Ã-GÈc-lÃ-†‡-^E-.    GÈc-lÃ-NqÃEc-NRC-K‡-U‰N-R-
`-NUÃCc-R]Ã-MTc-NE-,    a‰c-_T-T°ÈUc-Rc-aÃP-K‡-ÆEc-R-qc-R-`c-^E-NC-R_-u⁄T-
R-^ÃP-R]Ã-pÃ_,    N‰-`-c‰Uc-FP-éUc-`-^‰-a‰c-lÃ-¶E-T-G‰P-RÈ-NE-,    ≥„`-R]Ã-C\“Cc- 
TãP-NRC-K‡-U‰N-R-NC-]q⁄E-CÃ,      éU-R_-uÈ`-T]Ã-`“c-]T]-ZÃC-NC-`c-PÃ-UÃ-]q⁄E-EÈ-, 
745
,bcom ldan 'das mGon par 'du bgyi ba ma mchis par746 'dra ba lags na,  ci'i slad 

du de bźin gśegs pa'i chos kyi sku kho na las sems can rnams la ye śes kyi snaG 
ba chen po747 'di 'byuG źiG,  sprul pa'i748 gzugs brJan dpag tu ma mchis pa dag749 

                                              
745 參照SNSū：(§163, 9)。 
746 3%R/- 0<- :.- 2IA- 2- 3- 3(A?- 0<(anabhisaMskāram) 離諸加行。SNSū：[163, 10.15]。 
747 ;J- >J?- GA- $%- 2- (J/- 0R(mahājJānāloka) 無量智明。SNSū：[163, 10.16]。 

(;J- >J?- GA- $%- 2 智相、智明、智慧現分、諸佛身及剎土的清淨相，(J/- 0R 無量、廣大) 
748 Lamotte註為：「sprul paHi(3=-0:A) T: sprul paHi skuHi(3=-0:A-{:A) H 711a 8.」，參見SNSū：163。引

文中()內之文字為筆者所加。 
749 3=- 0:A- $9$?- 2f/- .0$- +- 3- 3(A?- 0(aprameya-nirmāNa-pratibimba) 無量變化影像。SNSū：[163, 10.17]。 

(3=- 0 變化，$9$?- 2f/影像，.0$- +- 3- 3(A?- 0 無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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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yaG 'byuG la,  Jan thos daG,  raG saGs rgyas kyi rnam par grol ba'i lus750 las ni 

mi 'byuG lags,  'jam dpal 'di lta ste,  dper na mGon par 'du byed pa med par 'dra 

yaG 'di lta ste,  sems can mthu chen po'i byin gyi rlabs Jid751 daG,  sems can gyi 

las kyi dbaG Jid kyi phyir752 zla ba daG,  Ji ma'i dkyil 'khor753 gyi chu śel754 daG,  

me śel755 kho na las sems can rnams la snaG ba chen po 'byuG la,  de las gźan pa'i 

chu śel daG,  me śel dag las ni mi 'byuG ba daG,  nor bu rin po che756 rigs daG 

ldan pa757 daG,  las kyi byi dor legs par byas pa758 las rgya'i gzugs brJan759 'byuG 

la,  de las gźan pa'i byi dor ma byas pa dag las ni mi 'byuG ba de bźin du de bźin 

gśegs pa'i chos kyi sku yaG chos kyi dbyiGs dpag tu med pa la dmigs pa'i760 thabs 
daG śes rab bsgom pas761 śin tu spyaGs pa byas pa762 las yaG dag par grub pa763 yin 
764pa'i phyir,  de la sems can rnams la ye śes kyi snaG ba chen po daG,  sprul 

pa'i765 gzugs brJan dpag tu med pa dag 'byuG gi,  rnam par grol ba'i lus 'ba' zhig 

dag las ni mi HbyuG Go, 

                                              
750 i3-0<-PR=-2:A-=?(vimuktikāya) 得解脫身。SNSū：[163, 10.18]。 
751 ?J3?-&/-3,-(J/-0R:A-LA/-IA-_2?-*A.(sattvamahāprabhāvādhiSThānāt) 大神力加持有情。 

SNSū：[163, 10.19]。(3,- (J- 0R 大神力，LA/-IA-_2 ?-*A.所住持) 
752 ?J3?- &/- IA- = ?- GA- .2%- *A.- GA- KA<(sattvakarmavaZāt) 有情業增上力故。SNSū：[163, 10.20]。 
753 ^- 2- .%- *A- 3:A- .GA=- :#R<(candrasUNDala) 日月輪。SNSū：[163, 10.21]。 
754 (- >J=(candra-kānta) 水晶。Lamotte附註為：「M. V. CCLXXII, 34」，SNSū：[163, 10.22]。。 
755 3J- >J=(sUryakānta) 火晶、聚光鏡、火頗胝。SNSū：[163, 10.23]。 
756 /R<- 2- <A/- 0R- (J(maNiratna) 末尼珠寶、神珠寶。SNSū：[163, 10.24]。 
757 <A$? (kulIna)族姓，SNSū：[164, 10.25]。<A$?- .%- w/- 0 (gotra-saMpad) 種性具足。 
758 =?- GA- LA- .R<- =J$?- 0<- L?- 0(sukRtaparikarma) 善方便清除業。SNSū：[164, 10.26]。 
759 o:A- $9$?- 2f /(mudrāpratikRti) 印文像。SNSū：[164, 10.27]。 
760 (R?- GA- .LA%?- .0$- +- 3J.- 0- =- .3A$?- 0(aprameyadharmadhātvālambaka) 所緣無量法界。 

SNSū：[164, 10.28]。 
761 ,2?-.% - >J?- <2- 2|R3- 0?(upāyaprajJābhāvanā) 修習方便般若。SNSū：[164, 10.29]。 
762 >A/- +- ,%?- 0(praZrabdhita) 輕安、息除、止息。SNSū：[164, 10.30]。 
763 ;%- .$- 0 <- P2- 0(samudāgata) 已習成、修集、集成、所集成。SNSū：[164, 10.31]。 
764 以下參見TES：362/109。 
765 Lamotte註為：「sprul paHi(3=-0:A) T: sprul paHi skuHi(3=-0:A-{:A) H 711a 8.」，參見SNSū：163。引

文中()內之文字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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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譯：薄伽梵！若(如來)似不具現行，何故唯從法身？能於諸有情現此大慧

身？且無量變化影像顯現。不從聲聞、獨覺之解脫身顯現。文殊！譬

如：雖似無現行，然是如是：大神力加持有情，與有情業力之故，譬

如唯從日月輪之水晶與火晶能從於眾生顯大相，此外之水晶、火晶不

能顯，具摩尼寶種，並善方便清除業等，從中能生印文像。此外之無

擦拭等者不能生，如是如來法身，亦緣無量法界觀修方便智慧，究竟

清淨而正等成就故，法身於有情眾能顯大慧相、無量化身像，僅是解

脫身不能顯。 

 
求譯：文殊師利白佛言：世尊！同有無行，何故？如來法身為眾生出大智光

明及出無量化像，非聲聞、緣覺解脫身耶？佛告文殊師利！譬如日、

月、水、火頗梨珠寶，彼同無行而出光明，普照眾生。善法頗梨，眾

生大威德故，眾生增上業故。是淨頗梨現眾色像，如是攀緣無量法界，

修方便慧得善治，如來法身故，出智光明及化色像，非純解脫身！ 
 
菩譯：文殊師利白佛言：世尊！世尊！等無心、無作、無行，何義故？如來

法身為諸眾生出大光明及出無量應化鏡像，而諸聲聞、辟支佛等解脫

之身無如是相？佛言：文殊師利！等無心、無作，譬如日、月、摩尼

珠等，為諸眾生出大光明及種種物，而水琉璃、頗梨珠等無心、無作，

不出一切光明等物。何以故？依大眾生住持力故，依諸眾生增上業

故。文殊師利！譬如善巧練治珠寶能出影像，餘不善者不出光明。文

殊師利！諸佛如來亦復如是，依無量法正觀修行方便般若，作諸善業

集諸善根；依佛法身方便智慧出諸光明及出無量應化色像。聲聞、緣

覺解脫之身，不能修集766一切善根，故不能出！ 
 
奘譯：曼殊室利菩薩復白佛言：世尊！等無加行，何因緣故？如來法身為諸

有情放大智光767，及出無量化身影像，聲聞、獨覺解脫之身無如是事？

佛告曼殊室利菩薩曰：善男子！譬如等無加行，從日、月輪、水、火

二種頗胝迦寶放大光明，非餘水、火頗胝迦寶，謂大威德有情所住持

                                              
766 《中華大藏經》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作「修習」。」，參見《中華大藏經》

卷 17，頁 476。 
767 《測疏補篇》譯為：「唯有如來法身為諸有情放大智光」，頁 16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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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8故，諸有情業增上力故。又如從彼善工業者之所雕飾末尼寶珠出印

文像，不從所餘不雕飾者，如769是緣於無量法界，方便般若極善修習，

磨瑩集成如來法身，從是能放大智光明，及出種種化身影像770。非唯

從彼解脫之身有如斯事！ 

                                              
768 《測疏補篇》譯為：「加持」，頁 164。 
769 《藏要》：「勘番本意謂如是如來法身由修習緣慮無量法界之方便及智慧。極為磨淨而得成故。」，

頁 42。 
770 《測疏補篇》譯為：「及出無量化身影像」，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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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如來菩薩加持之力令諸眾生身得圓滿相 ,TFÈU-úP-]Nc-N‰-TZÃP-Ca‰Cc-R-NE-,   qE-G“T-c‰Uc-NR]Ã-qÃP-nÃ-ÖTc-lÃ-UM“c.     
]NÈN-R]Ã-BUc-lÃ-UÃ]Ã-`“c-S“P-c“U-WÈCc-R-î`-_ÃCc-NE-,    {U-\‰]Ã -_ÃCc-aÃE-cÓ-`-G‰P-
RÈ-õ-T“-éUc-NE-,    ]NÈN-R-P-≠ÈN-R]Ã-`“c-S“P-c“U-WÈCc-R-MUc-FN-NE-,    C\“Cc-P-≠ÈN-
R]Ã-ü]Ã-`“c-S“P-c“U-WÈCc-R-MUc-FN-NE-,   C\“Cc-U-UGÃc-R-P-≠ÈN-R]Ã-ü]Ã-`“c-S“P- 
c“U-WÈCc-R-MUc-FN-CN]È-Z‰c-TnÃ-T-N‰-`-TFÈU-úP-]Nc-NCÈEc-R-CE-`Cc,     
11.771,bcome ldan 'das de bźin gśegs pa daG,  byaG chub sems dpa'i byin gyi 

rlabs kyi mthus772,  'dod pa'i khams773 kyi mi'i lus phun sum tshogs pa774 rgyal 

rigs775 daG,  bram ze'i rigs776 777 śiG 778s'a779 la chen po lta bu780 rnams daG,  'dod pa 

na spyod pa'i781 lus phun sum tshogs pa thams cad daG,  gzugs na spyod pa'i 

lha'i782 lus phun sum tshogs pa thams cad daG,  gzugs ma mchis pa na spyod pa'i 

lha'i783 lus phun sum tshogs pa thams cad gda'o źes bgyi ba de la bcom ldan 'das 
dgoGs pa784 gaG lags, 

語譯：薄伽梵！所謂依如來與菩薩之加持，而有欲界圓滿人身剎帝利種、婆

羅門種大族姓、如大娑羅樹般等眾，一切欲界圓滿身，一切色界圓滿

                                              
771 參照SNSū：(§164, 4)。 
772 LA/- IA- _2?- GA- 3,(adhiSThānaprabhāva) 加持神力。SNSū：[164, 11.1]。 
773 :.R.- 0:A- #3?(kāmadhātu) 欲界。SNSū：[164, 11.2]。 
774 3A:A- =?-1/- ?3- 5S$?- 0(kāyasaMpad) 人身圓滿。SNSū：[164, 11.3]。 
775 o=- <A$?(kSatriya) 剎帝利。SNSū：[164, 11.4]。 
776 V3- 9J:A- <A$?(brāhmaNa) 婆羅門。SNSū：[164, 11.5]。 
777 SNSū有.%字；而TES與PES皆缺.% (和、與)。 
778 以下參見PES：26/60a。 
779 TES與PES皆作>A%- ?- = (娑羅樹、白芸香樹)，而SNSū所作>A%-?@- =，則無此字。 
780 >A%- ?- =- (J/- 0R- v- 2(mahāZālakula) 大族姓(>A%- ?- =娑羅樹、白芸香樹)。SNSū：[164, 11.6]。 
781 :.R.- 0- /- ,R.- 0(kāmâvacara) 欲界。SNSū：[164, 11.7]。 
782 $9$?- /- ,R.- 0:A-z (rUpāvacaradeva) 色界天。SNSū：[164, 11.8]。 
783 $9$?- 3- 3 (A?- 0- /- ,R.- 0:A- z (ārUpyāvacaradeva) 無色界天。SNSū：[164, 11.9]。 
784 .$R%?- 0 (saMdhā、abhiprāya)密意。SNSū：[164, 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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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神身，一切無色界圓滿天神身，薄伽梵！密意為何？ 

 
求譯：文殊師利白佛言：世尊！所說如來神力，令欲界人自身具足，謂剎利

婆羅門大姓家，欲界天一切自身具足、色界天一切自身具足、無色界

天一切自身具足，有何義？ 
 
菩譯：文殊師利菩薩白佛言：世尊！世尊說：依諸佛菩薩住持力故，一切眾

生成就世間功德之身，所謂生於剎利、婆羅門、大長者家；欲界、色

界、無色界；一切處、一切身，一切功德果報成就，皆依諸佛及諸菩

薩住持力得。世尊！何意作如是說？ 
 
奘譯：曼殊室利菩薩復白佛言：世尊！如世尊說：如來菩薩威德住持785，令

諸眾生於欲界中，生剎帝利、婆羅門等大富貴家786，人身財寶無不圓

滿787，或欲界天、色、無色界，一切身財圓滿可得788。世尊！此中有

何密意？ 

                                              
785 《測疏補篇》譯為：「加持」，頁 165。 
786 《測疏補篇》譯為：「大宗葉葉」，頁 166。 
787 《測疏補篇》譯為：「人身圓滿」，頁 166。 
788 《測疏補篇》譯為：「天身圓滿，一切具足」，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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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NR`-]NÃ-`-N‰-TZÃP-Ca‰Cc-R-éUc-N‰-TZÃP-Ca‰Cc-R]Ã-qÃP-nÃc-TÖTc-Pc,    
`U-CE-NE-±„T-R-CE-CÃc-MUc-FN-N‡-`“c-S“P-c“U-WÈCc-R-MUc-FN-]MÈT-R_-]n⁄_-T]Ã-
`U-N‰-NE-,   ±„T-R-N‰-HÃ-õ-T-TZÃP-N‡-§ÈP-K‰,   CE-NC-`U-N‰-NE-,    ±„T-R-N‰-±„T-R_-q‰N-R-
N‰-NC-PÃ,   MUc-FN-N‡-`“c-S“P-c“U-WÈCc-R-MUc-FN-]MÈT-R_-]n⁄_-`,    CE-NC-`U-N‰-
NE-,    ±„T-R-N‰]Ã-pÃ_-ßÈE-ZÃE-UÃ-£P-R_-TäÈN-`,       N‰-`-^E-@‡P-Pc-UP_-c‰Uc-lÃ- 
c‰Uc-NE-BÈE-tÈ-T]Ã-c‰Uc-NE-úP-ZÃE-]GÃ-Tc-N‡c-q‰N-R-N‰-NC-PÃ-MUc-FN-N‡-`“c-EP-R- 
MUc-FN-MÈT-R_-]n⁄_-K‰.    ]HU-NR`-éU-uEc-N‰c-P-mÈN-lÃc-]NÃ-õ_-`“c-S“P-c“U- 
WÈCc-R-]T]-ZÃC-N‰-TZÃP-Ca‰Cc-R]Ã-qÃP-nÃ-ÖTc-lÃ-UM“-`c-]q⁄E-T-U-^ÃP-nÃ,       
`“c-EP-R_-´‰-T-^E-N‰-TZÃP-Ca‰Cc-R]Ã-qÃP-nÃ-ÖTc-lÃÃ-UM“-`c-]q⁄E-T_-_ÃC-R_-q]È. 
789'jam dpal 'di la de bźin gśegs pa rnams de bźin gśegs pa'i790 byin gyis brlabs nas,  

lam791 gaG daG sgrub pa792 gaG gis thams cad du lus phun sum tshogs pa thams cad 
'thob par 'gyur ba'i lam de daG,  sgrub pa de ji lta ba bźin du793 ston te,  gaG dag 

lam de daG,  sgrub pa de sgrub par byed pa de dag ni thams cad du lus phun 

tshum tshogs pa thams cad 'thob par 'gyur la,  gaG dag lam de daG,  sgrub pa 

de'i phyir spoG źiG mi sJan par brjod la,  de794 la yaG kun nas mnar sems kyi 

sems795 daG,  khoG khro ba'i sems daG ldan796 źiG 'chi bas dus byed pa de dag ni 

                                              
789 參照SNSū：(§164, 12)。 
790 Lamotte註為：「ita T: de bzhin gçegs pa daG byaG chub semZ dpaHi 

(.J-28A/-$>J$?-0-i3?-.J-28A/-$>J$?-0:A) H 711a 23」，參見 SNSū：164。引文中()內之文字為筆者所

加。 
791 =3(mārga) 道。SNSū：[164, 11.11]。 
792 12- 0(pratipatti) 招集、引攝、正行。SNSū：[164, 11.12]。 
793 )A-v-2-28A/-.(yathāvad) 如實。Lamotte註為：「yathā-yogam (3,/-3,/-.-.R<-2 如應)」， 

SNSū：[164, 11.13]。引文中()內之文字為筆者所加。 
794 Lamotte註為：「Ga(%) H 711a 28:de T」，參見SNSū：164。引文中()內之文字為筆者所加。 
795 !/- /?- 3/<- ?J3?- GA- ?J3 ?(āghātacitta) 損害心。SNSū：[164, 11.14]。 
796 #R%- OR- 2:A- ?J3?- .%- w/- 0(kaTukacitta) 恚惱心。SNSū：[164,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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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ms cad du lus Gan pa797 thams cad thob par 'gyur te,  'jam dpal rnam graGs798 

des na khyod kyis 'di ltar lus phun sum tshogs pa 'ba' źig de bźin gśegs pa'i byin 
gyi rlabs kyi mthu las 'byuG ba ma yin gyi,  lus Gan par skye ba yaG de bźin 

gśegs pa'i byin gyi rlabs kyi mthu las 'byuG bar rig par bya'o, 

語譯：文殊！諸如來以如來力加持已，任何一切道與修能得圓滿身，如來即

如是宣說該道與修。凡能修該道與修者，皆能得圓滿身，凡外捨該道

與修者、毀謗者，具害心、瞋心，死時皆將得一切惡身。文殊！以此

異門，你應如是了知：非唯圓滿身源於如來加持力，投生惡身亦源於

如來加持力。 

 

求譯：佛告文殊師利！如來神力建立，若道、若迹，令一切處得一切自身具

足，謂於彼道、彼迹，隨所說行，彼一切處得一切自身具足，若違背

道、迹，譏訶毀呰，復於我所起恚害心。若命終時，彼一切處得一切

下劣身。以是故，文殊師利！當知！非但由如來神力建立，得自身具

足。亦有由於如來所，起恚害心，得下劣身。 

 

菩譯：佛言：文殊師利！如來住持之力及菩薩力，隨說何等道？何等修行？

若有人能依於彼道如實修行，彼人一切生處、一切身、一切世間果報

成就。文殊師利！若人不能信於彼道，又復不能如實修行，謗我法、

諍我法，而於我身生惡瞋心，彼人命終，一切生處，常得一切下劣惡

身，受惡果報。文殊師利！依於此義，汝今應知！非但成就上妙勝身

及勝果報，依佛如來住持力；得下劣惡身及惡果報，亦依如來住持力

得。 

 

奘譯：佛告曼殊室利菩薩曰：善男子！如來菩薩威德住持799，若道、若行800，

於一切處能令眾生獲得身財皆圓滿者801，即隨所應，為彼宣說。此

                                              
797 =?-%/-0(hIna-kāya) 劣身。Lamotte註為：「kāyakuhanā (=?-5=-:(R?-0 身詭詐)」， 

SNSū：[164, 11.16]。引文中()內之文字為筆者所加。 
798 i3- P%?(paryāya) 差別、道理、因緣、差別、異門。SNSū：[164, 11.17]。 
799 《測疏補篇》譯為：「加持」，頁 166。 
800 《測疏補篇》譯為：「何道何行」，頁 166。 
801 《測疏補篇》譯為：「能令眾生得身圓滿者」，頁 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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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此行，若有能802於此道、此行正修行者，於一切處所獲身財無

不圓滿803。若有眾生，於此道行違背輕毀，又於我所，起損惱心及

瞋恚心。命終已後，於一切處所得身財無不下劣804。曼殊室利！由

是因緣，當知！如來及諸菩薩威德住持805，非但能令身財圓滿；如

來菩薩住持806威德，亦令眾生身財下劣807。 

                                              
802 《測疏補篇》譯為：「若有都」，頁 167。 
803 《測疏補篇》譯為：「於一切處所獲之身無不圓滿」，頁 167。 
804 《測疏補篇》譯為：「於一切處所得之身無不下劣」，頁 167。 
805 《測疏補篇》譯為：「加持」，頁 167。 
806 《測疏補篇》譯為：「加持」，頁 167。 
807 《測疏補篇》譯為：「亦令眾生身得下劣」，頁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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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淨土及穢土中何事難得、何事易得 .TFÈU-úP-]Nc-]HÃC-å‰P-nÃ-BUc-^ÈEc-c“-U-NC-R-NC-P-CE-PÃ-UÈN-R-`Cc,     
CE-PÃ-N@ÈP-R-`Cc,    ^ÈEc-c“-NC-R-NC-P-CE-PÃ-UÈN-R-`Cc,    CE-PÃ-N@ÈP-R-`Cc,    
]HU-NR`-]HÃC-å‰P-nÃ-BUc-^ÈEc-c“-U-NC-R-NC-P-NEÈc-RÈ-TîN-PÃ-UÈN-`,     
CIÃc-PÃ-N@ÈP-K‰,    ]NÃ-õ-§‰- 
12.808,bcom ldan 'das 'jig rten gyi khams yoGs su ma dag pa809 dag na gaG ni mod 

pa810 lags,  gaG ni dkon pa811 lags,  yoGs su dag pa dag na gaG ni mod pa lags,  

gaG ni dkon pa lags,  812 'jam dpal 'jig rten gyi khams yoGs su813 ma dag pa dag na 

dGos po814 brgyad ni mod la,  gJis ni dkon te,  'di lta ste  

語譯：薄伽梵！不淨之世間，有何富？有何貧？淨之世間，有何富？有何貧？

文殊！不淨之世間富有八事：貧二事：如是： 

 
求譯：文殊師利白佛言：世尊！不淨佛國，何者難得？易得耶？清淨佛國，

何者難得？易得耶？佛告文殊師利！不淨佛國，八事易得、二事難得： 
 
菩譯：文殊師利白佛言：世尊！世尊！不淨國土中，何法易得？何法難得？

世尊！淨佛國土中，何法易得？何法難得？佛告文殊師利言：文殊師

利！不淨國土中，有八事易得？二事難得？ 
 
奘譯：曼殊室利菩薩復白佛言：世尊！諸穢土中，何事易得？何事難得？諸

淨土中，何事易得？何事難得？佛告曼殊室利菩薩曰：善男子！諸穢

土中，八事易得、二事難得。 

                                              
808 參照SNSū：(§164, 33)。 
809 :)A$- gJ/- IA- #3?- ;R%?- ?- 3- .$- 0(apariZuddhalokadhātu) 穢土。SNSū：[165, 12.1]。 
810 3R.-=(an-antaram) 多。Lamotte註為：「sulabha(fJ.-0<-a-2 可得)」，SNSū：[165, 12.2]。引文中()

內之文字為筆者所加。 
811 .!R/-0(durlabha) 難得。SNSū：[165, 12.3]。 
812 參照SNSū：(§165, 1)。 
813 以下參見TES：362/110。 
814 .%R?- 0R(dravya, vastu.) 境事、事。SNSū：[165,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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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Cc-FP-CZP-NE-,   c‰Uc-FP-•‡C-T¢`-T-éUc-NE-,   _ÃCc-NE-,   _“c-NE-,     
GÈ-_ÃCc-NE-,    ]qÈ_-R-NE-,    à‡N-R-M-NN-R-éUc-NE-,    I‰c-R_-≠N-R-≠ÈN-R-éUc-NE-,  
W“`-tÃUc-_`-T-éUc-NE-,    EP-cÈE-éUc-NE-,    M‰C-R-NUP-R-éUc-NE-,       
qE-G“T-c‰Uc-NR]-TcU-R-NE-ÆÈ_-T-NUP-R-éUc-PÃ-UÈN-R-^ÃP-`,    qE-G“T-c‰Uc-NR]-
TcU-R-NE-ÆÈ_-T-UGÈC-NE-úP-R-éUc-lÃ-≠ÈN-R-NE-,    N‰-TZÃP-Ca‰Cc-R-éUc-]q⁄E-T-
PÃ-N@ÈP-R-^ÃP-PÈ,    ,]HU-NR`-]HÃC-å‰P-nÃ-BUc-^ÈEc-c“-NC-R-NC-P-PÃ-N‰-`c-TÑÈC-Rc,
NEÈc-RÈ-TîN-PÃ-N@ÈP-`,    CIÃc-PÃ-UÈN-R_-_ÃC-R_-q]È,     
1.815mu stegs can816 gźan daG,  2. sems can sdug bsGal ba817 rnams daG,  3. rigs 

daG,  rus daG,  cho rigs daG818, 'byor pa daG,  rgyud pa tha dad pa rnams daG,  

4. Jes pa spyed pa spyod pa819 rnams daG,  5. tshul khrims ral ba820 rnams daG,  

6. Gan soG821 rnams daG,  7. theg pa dman pa822 rnams daG,  8. byaG chub sems 

dpa' bsam pa daG sbyor ba dman pa823 824rnams ni mod pa yin la,  1. byaG chub 

sems dpa' bsam pa daG sbyor ba mchog daG ldan pa825 rnams kyi spyod pa daG,  

2. de bźin gśegs pa rnams 'byuG ba826 ni dkon pa yin no,  ,'jam dpal 'jig rten gyi 

                                              
815 參照SNSū：(§165, 3)。 
816 3-!J$?-&/(tīrthika) 外道、異道。SNSū：[165, 12.5]。 
817 ?J3?- &/- #$- 2}=- 2(duHkhitasattva) 有苦眾生。SNSū：[165, 12.6]。 
818 TES與PES皆有此字，唯SNSū缺此字。 
819 *J?- 0<- ,.- 0- ,R.- 0(duZcaritacārin) 行惡行。SNSū：[165, 12.7]。 
820 5=- OA3?- <= - 2(vipannaZīla) 毀犯尸羅（毀犯戒律）。SNSū：[165, 12.8]。 
821 %/- ?R%(durgati) 惡趣。SNSū：[165, 12.9]。 
822 ,J$- 0- .3/- 0(hīnayāna) 下乘。SNSū：[165, 12.10]。 
823 L%- (2- ?J3?- .0:- 2?3- 0- .%- .R<- 2- .3/- 0(hināZayaprayoga bodhisattva) 下劣意樂加行菩薩。 

SNSū：[165, 12.11]。 
824 以下參見PES：26/60b。 
825 L%-(2-?J3?-.0 :-2?3-0-.%-.R<-2-3(R$-.%-s /-0(āZayaprayogavaropeta) 增上意樂加行菩薩。 

SNSū：[165, 12.12]。 
826 .J- 28A/- $>J$?- 0- i3?- :L%- 2(tathāgataprādurbhāva) 如來出世。SNSū：[165,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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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hams yoGs su dag pa dag na ni de las bzlog pas827,  dGos po brgyad ni dkon la,  

gJis ni mod par rig par bya'o, 

語譯：譬如外道餘類、有苦有情、諸種族、種姓家財富衰分別、諸行惡行、

諸毀犯戒律、諸惡趣、諸下乘、菩薩心思行持下劣；與菩薩殊勝心思

與行持之行為、佛出世難得生起。文殊！此中淨土何者相違？應知於

此八事者難得、二者多。 

 

求譯：所謂外道、貧窮眾生、生下姓家，具足不具足、壞行諸惡行、犯戒、

惡趣、下劣、悕望方便行菩薩，是名八事易得。勝悕望方便行菩薩及

如來出世，是名二事828難得。文殊師利！清淨佛國與上相違，八事難

得、二事易得。 

 

菩譯：何等為八？所謂：外道易得、受苦眾生易得、生下姓家勢力敗壞易得、

惡行眾生易得、破戒眾生易得、入惡道眾生易得、發下品心小乘眾

生易得、發菩提心菩薩狹劣心易得。文殊師利！何者二事難得？高

心修行菩薩難得、諸佛如來出世難得。文殊師利！淨佛國土中，八

事難得、二事易得。應如是知！ 

 

奘譯：何等名為八事易得？一者外道、二者有829苦眾生、三者種姓家世興衰

差別、四者行諸惡行、五者毀830犯尸羅831、六者惡趣、七者下乘、八

                                              
827 .J- =?-2^R$- 0(tadviparīta) 何者相違。SNSū：[165, 12.14]。 
828 《中華大藏經》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作「者」。」，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533。 
829 《中華大藏經》缺此「有」字，並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麗作「有苦」。」，

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517。 
830 《中華大藏經》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作「數」。」，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517。 
831 依《七佛經》：「過去劫中，毘婆尸佛、尸棄佛、毘舍浮佛，宣說尸羅清淨戒律，成就智慧最

上之行。」，《新修大正藏》卷 1，頁 150；與《大智度論》：「尸羅：(秦言性善)好行善道，不

自放逸，是名尸羅，或受戒行善或不受戒行善，皆名尸羅。」，《新修大正藏》卷 25，頁 153；
《大毘婆沙論》：「尸羅者，是清涼義，遠離破戒熱惱事故。」，《新修大正藏》卷 27，頁 171； 
《俱舍論》：「能平險業，故名尸羅，訓釋詞者，謂清涼故。如伽他言：受持戒樂，身無熱惱，

故名尸羅。」，《新修大正藏》卷 29，頁 73；又《翻譯名義集》：「尸羅，此云清涼。大論

云：秦言性善，好行善道，不自放逸，是名尸羅。經音義云：此義譯也，正翻止得。謂止惡得

善也。又古師翻戒，戒以防止為義，能防惡律儀，無作逸非，止三業所起之惡，故名防止。」，

《新修大正藏》卷 54，頁 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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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下劣意樂832加行菩薩。何等名為二事難得？一者增上意樂加行菩薩

之所遊集833、二者如來出現于834世。曼殊室利！諸淨土中與上相違，

當知八事甚為難得、二事易得。 

 

                                                                                                                                     
釋太虛版、《測疏補篇》則作「數犯尸羅」，參見釋太虛，1937.b：74；《測疏補篇》，頁 169；
另釋太虛言：「數犯尸羅者，尸羅即清淨義，由諸眾生，造業受果，常時熱惱，聖人視此而生

悲愍，遂定律儀以為防範，消除熱惱令得清涼。但諸眾生為境所驅，雖有律儀，不能持守，由

是不得清涼。」，參見釋太虛，1937.b：76。 
832 釋太虛：「下劣意樂者，謂雖發心不能堅固，易生退卻，或退小乘，或失信心。如是菩薩所有

善根，非極廣大，名為下劣。」，參見釋太虛，1937.b：76。 
833 釋太虛：「增上意樂者，或地前者，或登地者：如極樂世界諸上善人俱會一處，即通初發心菩

薩；若由根本智親證真如已精修勝進行，即地上菩薩。如是增上意樂菩薩，皆能勤修福慧資糧，

難行能行，難忍能忍，如是菩薩少以穢土為遊集處，故云難得增上意樂加行菩薩之所遊集。」，

參見釋太虛，1937.b：76～77。 
834 《藏要》作「於」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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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依教奉持 ,N‰-Pc-TFÈU-úP-]Nc-`-qE-G“T-c‰Uc-NR]-]HU-NR`-nÃc-]NÃ-†N-F‰c-CcÈ`-NÈ,     
,TFÈU-úP-]Nc-NCÈEc-R-E‰c-R_-]u‰`-R]Ã-GÈc-lÃ-éU-uEc-]NÃ_-T§P-R-]NÃ]Ã-UÃE-FÃ- 
`Cc,     ]NÃ-HÃ-õ_-C\“E-T_-TnÃ,     
13.835,de nas bcom ldan 'das la byaG chub sems dpa' 'jam dpal gyis 'di skad ces 

gsol to,  ,bcom ldan 'das dgoGs pa Ges par 'grel pa'i chos kyi rnam graGs836 'dir 

bstan pa 'di'i miG837 ci lags,  'di ji ltar gzuG bar bgyi838, 

語譯：爾後，曼殊室利菩薩對薄伽梵說曰：薄伽梵！如是在此宣說解深密法

門，此名為何？應如何受持？ 

 
求譯：爾時，文殊師利白佛言：世尊！相續解脫經中，此經何名云何奉持？ 

 
菩譯：爾時，文殊師利法王子菩薩白佛言：世尊！此深密解脫修多羅中，此

法門當名何等？云何奉持？ 
 
奘譯：爾時，曼殊室利菩薩839白佛言：世尊！於此840解深密法門中，此名何

教？我當云何奉持？ 

                                              
835 參照SNSū：(§165, 23)。 
836 .$R%?- 0-%J?- 0 <- :PJ=- 0:A- (R?- GA- i3- P%?(saMdhinirmocanadharmapaeyāya) 解深密法門。 

SNSū：[166, 13.1]。 
837 3A%(nāman) 名稱。SNSū：[166, 13.2]。 
838 )AA- v<- $9%- 2<- 2I(kathaM grāhitavyam)如何受持。SNSū：[166, 13.3]。 
839 《藏要》、《測疏補篇》、《中華大藏經》皆增有「摩訶薩」；並《中華大藏經》校勘為：「麗

無。」，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517。。 
840 《藏要》、《測疏補篇》作「於是」；《中華大藏經》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
作「是」。」，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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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FÈU-úP-]Nc-lÃc-N‰-`-T@]-™`-R,      ]HU-NR`-]NÃ-N‰-TZÃP-Ca‰Cc-R]Ã-q-T-±„T-R-
E‰c-R]Ã-NÈP-T§P-R-]NÃ-N‰-TZÃP-Ca‰Cc-R]Ã-q-T-±„T-R-E‰c-R]Ã-NÈP-T§P-R-Z‰c-q-T_-\“E-
aÃC,    ,N‰-TZÃP-Ca‰Cc-R]Ã-q-T-±„T-R-E‰c-R]Ã-NÈP-T§P-R-]NÃ-TaN-R-P,      
qE-G“T-c‰Uc-NR]-TN‡P-tÃ-ò-§ÈE-CÃc-GÈc-lÃ-†‡-^ÈEc-c“-íÈCc-R-cÈ-c È-^E-NC-R_-_ÃC-R_
-n⁄_-KÈ,    ,TFÈU-úP-]Nc-lÃc-N‰-†N-F‰c-T@]-™`-Pc,    ]HU-NR`-CZÈP-P‡_-n⁄_-R- 
NE-,    MUc-FN-NE-úP-R]Ã-]BÈ_-N‰-NE-,  ü-NE-UÃ-NE-ü-U-^ÃP-NE-,    xÃ-\_-TFc-R]Ã- 
]HÃC-å‰P-^Ã-_Ec-K‰,   TFÈU-úP-]Nc-lÃc-Cc“Ec-R-`-UEÈP-R_-T§ÈN-NÈ, ,     , ,]SCc-R-
NCÈEc-R-E‰c-R_-]u‰`-R-Z‰c-q-T-M‰C-R-G‰P-RÈ]Ã-^ÈP-KP-nÃ-WÈCc-éU-R_-E‰c-R]Ã-`‰]“- 
Z‰c-q-T-íÈCc-cÈ,    ,†N-Cc_-GN-lÃc-lE-TFÈc-K‰-CKP-`-ST-R, ,      , , 
841bcom ldan 'das kyis de la bka' stsal pa,  'jam dpal 'di842 de bźin gśegs pa'i bya 

ba sgrub pa Ges pa'i don bstan pa843 844 'di de bźin gśegs pa'i bya ba sgrub pa Ges 
pa'i don bstan pa źes bya bar zuG śig845,  ,de bźin gśegs pa'i bya ba sgrub pa Ges 

pa'i don bstan pa 'di bśad pa na,  byaG chub sems dpa' bdun khri lGa stoG gis 

chos kyi sku yoGs su rdzogs pa so so yaG dag par rig par846 gyur to,  847,bcom 

ldan 'das kyis de skad ces bka' stsal nas,  'jam dpal gźon nur gyur pa daG,  

thams cad daG ldan pa'i 'khor de daG,  lha daG mi daG lha ma yin daG,  dri zar 

                                              
841 參照SNSū：(§165, 27)。 
842 TES與PES皆缺此字，唯SNSū有此/A字。 
843 .J- 28A/- $>J$?- 0:A- L- 2- 12- 0- %J?- 0:A- .R/- 2!/- 0(tathāgatakRtyānuSThānanītārthanirdeZa) 如來成所作事了義

教。SNSū：[166, 13.4]。 
844 SNSū有;A/- +字，然TES與PES皆缺此字。 
845 TES與PES皆作 9%- >A$ (應受持)，而SNSū則作$9%- >A$ (所取) ($9%-2 所取，>A$命令語氣詞)， 

參見 SNSū：165。 
846 (R?- GA- {- ;R% ?- ?- mR$?- 0- ?R- ?R- ;%- .$- 0<- <A$- 0 < (paripUrNadharmakāyapratisaMvedin) 圓滿法身無礙解。 

SNSū：[166, 13.5]。 
847 參照SNSū：(§165,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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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cas pa'i 'jig rten yi raGs te848,  bcom ldan 'das kyis gsuGs pa la mGon par bstod 

do849,  850,,'phags pa dgoGs par Ges par 'grel pa źes bya ba theg pa chen po'i yon 

tan gyi tshogs rnam par Ges pa'i le'u źes bya ba rdsogs so851,, 

,skad ksar chad kyis kyaG bcos te gtan la phap pa852,, 

語譯：薄伽梵教敕此：文殊！此宣說如來了義成所作，應名：如來了義成所

作。宣說此如來了義成所作，七萬五千菩薩眾各自正等瞭解圓滿法

身。薄伽梵說是語已！文殊童子為主之一切大眾(親眷)、世間天人、

阿素洛、乾達婆等歡喜讚嘆佛說853。聖者解深密謂為圓滿大乘功德資

糧抉擇品，再依據新語修改決定。 

 
求譯：佛告文殊師利：此經名如來所作隨順處了義說，如是奉持！說是如來

所作隨順處了義說854經時，七萬五千菩薩得分別滿足法身三昧，如來
855所作隨順處了義說經856。 

 

                                              

853 此段漢譯本僅有菩提流支譯本言：「文殊師利法王子菩薩摩訶薩，及諸一切天人阿修羅大眾，歡

喜奉行。」，而求那跋陀羅與玄奘譯本皆缺此段。 

848 PES與WB作+J字，TES作;A.- <%?- +J，Lamotte載為!J。 
849 2&R3-w/-:.?-GA?-.J-{.-&J?-2 !:-)=-/?-:)3-.0=-$8R/-/<-I<-0-.%-,3?-&.-.%-w/-0:A-:#R<-.J-.%-z-.%-3A-.%-z - -;A/- 

.%-SA-9<-2 &?-0 :A-:)A$-gJ/-;A-<%?-+J-2&R3-w/-:.?-GA?-$?%?-0 -=-3%R/-0<-2!R.-.R  
(idam avocad bhagavān āttamanāH sa ca MaJjuZrīH kumārabhUtaH sā ca sarvāvatī parSat 
sadevamānuSāsuragaruDagandharvaZ ca loko bhagavato bhāSitam abhyanandan) 
薄伽梵說是語已！文殊童子為主之一切大眾(親眷)、世間天人、阿素洛、乾達婆等歡喜讚嘆佛

說。($8R/- /童子，z- .%- 3A 天人，z- 3- ;A/阿素洛，SA- 9 乾達婆、健達縛、尋香)。SNSū：[166, 13.6]。 
850 參照SNSū：(§166, 3)。 
851 ,:1$?-0-.$R%?-0<-%J?-0 <-:PJ=-0-8J?-L-2-,J$-0-(J/-0R:A-;R/-+/-IA-5S$?-i3-0 <-%J?-0:A-=J:-8J?-L-2-mR$?-?R, 

(āryasaMdhinirmocananāmamahāyānasUtre guNasaMbhāraviniZcayaparivarto nāma samāptaH) 
聖者解深密謂為圓滿大乘功德資糧抉擇品 

( :1$?- 0 聖者，.$R%?- 0<- %J?- 0<- :PJ=- 0 解深密，8J?- L- 2 謂為，,J$- 0- (J/- 0R 大乘，;R/- +/功德，5S$?資

糧，i3- 0<- %J?- 0 抉擇，=J:品，mR$?圓滿)。SNSū：[166, 13.7]。TES獨作^R。 
852 {.-$?<-(.-GA?-G%-2&R?-+J-$+/-=-12-0，此句語譯為：「再依據新語修改決定。」({ .言詞，$?<-0 新，

(.約定，G%且，2&R?修改，$+/- =- 12- 0 決定)。而TES、SNSū缺此句。 

854 《中華大藏經》中校勘為：「資、磧、普、南、徑、清無。」，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
頁 533。 

855 《中華大藏經》中校勘為：「南、徑、清作「相續解說如來」。」，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533。 
856 《中華大藏經》中校勘為：「徑作「經」。」，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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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譯：佛告文殊師利法王子菩薩言：文殊師利！此法門名說諸佛如來住持力

了義經。文殊師利！如來所說了義修多羅其義如是，汝當奉持！說此

如來住持力了義經時，七萬五千菩薩得滿足法身，文殊師利法王子菩

薩摩訶薩，及諸一切天人、阿修羅、大眾，歡喜奉行。 

 

奘譯：佛告曼殊室利菩薩857曰：善男子！此名如來成所作事了義之教，於此

如來成所作事了義之教，汝當奉事858！說是如來成所作事了義教時，

於大會中有七十五千859菩薩摩訶薩，皆得圓滿法身證覺860。 

 

                                              
857 《藏要》、《測疏補篇》增「摩訶薩」；並《中華大藏經》校勘為：「資、磧、普、南、徑、
清作「菩薩摩訶薩」。」，參見《中華大藏經》卷 17，頁 517。。 

858 《藏要》、《測疏補篇》、《中華大藏經》皆作「奉持」。 
859 《測疏補篇》譯為：「七萬五千」，頁 175。 
860 《測疏補篇》譯為：「皆得圓滿法身，證無�解」，頁 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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