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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蔵漢対校



『大乘阿毘逹磨集論』



『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





決擇分　法品



集論

大乘阿毘逹磨集論卷第六

無著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決擇分中法品第二

云何法決擇。法者。謂十二分聖教。何者十二。 一契經。二應頌。三 記 。四諷頌。五自説。六縁起。七譬喩。

八本事。九本生。十方廣。十一希法。十二論議

何等契經。謂以長行綴緝略説所應説義。如來觀察十種勝利。 緝綴長行略説諸法。謂易可建立。易可宣説。易可

受持。恭敬法故。菩提資糧速得圓滿。速能通逹諸法實性。於諸佛所得證淨信。於法僧所得證淨信。 觸

證第一現法樂住。談論決擇悦智者心。得預聰明英叡者數

一＋（者）（三）（宮）

記●＝記別（三）（宮）下同

緝綴＝綴緝（三）（宮）



雜集論

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卷第十一

安慧菩薩糅 釋上集論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 奉　　詔譯

決擇分中法品第二之 一

云何法決擇。法者。謂十二分聖教。何者十二。一契經。二應頌。三記別。四諷頌。五自説。六縁起。七譬喩。

八本事。九本生。十方廣。十一 希法。十二論議

契經者。謂以長行綴 緝略説所應説義。問何故如來不廣開演所應説義耶。答如來觀察十種勝利略説諸法。謂易可

建立。易可宣説。易可受持。恭敬法故。菩提資糧速得圓滿。速能通逹諸法實性。於諸佛所得證淨信。於法僧所得

證淨信。觸證第一現法樂住。談論決擇悦智者心得預聰明英叡者數。

（（大乘・・・一））十三字＝（（馬道））二字（聖）

［安慧菩薩糅釋上集論］－（聖）＊

［釋上集論］－（三）（宮）＊

［大唐］－（宋）（宮），［大］－（明），［大唐・・・譯］十一字－（聖）

［奉詔］－（宋）（宮）＊

（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決擇分（聖）＊

一十（卷十一）（聖）

希法＝未曾有法（聖）＊

緝＝絹（宋）





雜集論

云何名爲易可建立。諸説法者以無量門安立開示所應説義。今以略言易建立故。

云何名爲易可宣説。能以少言詞廣顯大義故。如説能令心住等住。如是廣説。

易可受持者。令能聞者易受持故。恭敬法故。

菩提資糧速得圓滿者。了知佛法深慧所證。即於是法深生敬愛。由敬愛門信等資糧速圓滿故。

速能通逹諸法實性者。即由敬法方便力故。令其智慧轉復猛利。漸能通逹諸法實性。

於三寶所得證淨信者。由悟聖教妙善建立。於説者等淨信生故。

觸證第一現法樂住者。於諸如來密意深義。猛利加行正思量已。獲得増上證歡喜故。

談 論決擇悦智者心者。善能開發深隱義故。

得預聰明英叡者數者。廣大美稱流布十方故。當知後二種合爲一勝利



集論

何等應頌。即諸經或中或後以頌重頌。又不了義經應更頌釋。故名應頌

何等記 。謂於是處聖弟子等謝往過去。記 得失生處差別。又了義經説明記 。記 開示深密意故

何等諷頌。謂諸經中以句宣説。或以二句或三或四或五或六

何等自説。謂諸經中或時如來悦意自説。

何等縁起。謂因請而説。又有因縁制立學處。亦名縁起

何等譬喩。謂諸經中有比況説

何等本事。謂宣説聖弟子等前世相應事

何等本生。謂宣説菩薩本行藏相應事



雜集論

應頌者。即諸經中或中或後以頌重頌。又不了義經應更頌釋。故名應頌

記別者。謂於是處聖弟子等謝往過去。記 別 徳 失生處差別。又了義經説名記別。記別開示深密意故

諷頌者。謂諸經中以句宣説。或以二句或三或四或五或六

自説者。謂諸經中或時如來悦意自説如伽 他曰。若於如是法發勇猛精進靜慮諦思惟。爾時名梵志

縁起者。謂因請而説。隨依如是補特伽羅。起如是説故。又有因縁制立學處。亦名縁起。謂依如是因縁。依如是

事乃至廣説

譬喩者。謂諸經中有比況説。爲令本義得明了故。説諸譬喩

本事者。所謂宣説聖弟子等前世相應事

本生者。 所謂宣説諸菩薩行本相應事

別＝●（宋）（元）

徳＝得（明）

失＝朱（宋）

他＝陀（明）

［所］－（三）（宮）



集論

何等方廣。謂菩薩藏相應言説。如名方廣。亦名廣破。亦名無比。爲何義故名爲方廣。一切有情利益安樂所依處

故。宣説廣大甚深法。故爲何義故名爲廣。破以能廣破一切障。故爲何義故名爲無比。無有諸法能比類故

何等 希法。若於是處宣説聲聞。諸大菩薩及如來等。最極希有甚奇特法

何等論議。若於是處無有顛倒。解釋一切深隱法相

希＝教（宮）



雜集論

方廣者。謂菩薩藏相應言説。如名方廣。亦名廣破。亦名無比。爲何義故名爲方廣。一切有情利益安樂所依處故。

宣説廣大甚深法故。爲何義故名爲廣破。以能廣破一切障故。爲何義故名爲無比。無有諸法能比類故。此方廣等皆

是大乘義差別名。由與七種大性相應故名大乘。何等名爲七種大性。一境大性。以菩薩道縁百千等無量諸經。廣大

教法爲境界故。二行大性。正行一切自利利他廣大 行故。三智大性。了知廣大補特伽羅法無我故。四精

進大性。於三大劫阿僧企耶。方便勤修無量百千難行行故。五方便善巧大性。不住生死及涅槃故。六證得大性。證

得如來諸力無畏不共佛法等無量無數大功徳故。七業大性。窮生死際示現一切成菩提等。建立廣大諸佛事故

希法者。若於是處宣説聲聞諸大菩薩及如來等最極希有甚奇特法

論議者。若於是處無有顛倒。解釋一切深隱法相。以無顛倒一切法相論議經等深隱義故

希法＝佛法（宮），未曾有法（聖）



集論

如是契經等十二分聖教三藏所攝。何等爲三。一素怛纜藏。二毘奈耶藏。三阿毘逹磨藏。此復有二。一聲聞藏。

二菩薩藏。契經應頌記 諷頌自説。此五聲聞藏中素怛纜藏攝。縁起譬喩本事本生。 此四二藏中毘奈耶

藏并眷屬攝。

方廣希法。此二菩薩藏中素怛纜藏攝。

論議一種聲聞菩薩二藏中阿毘逹磨藏攝。

何故如來建立三藏爲欲對治疑隨煩惱故。建立素怛纜藏。

爲欲對治受用二邊隨煩惱故建立毘奈耶藏。

爲欲對治自見取執隨煩惱故。建立阿毘逹磨藏。



雜集論

如是契經等十二分聖教三藏所攝。何等爲三。一素怛纜藏。二毘奈耶藏。三阿毘逹磨藏。此復有二。一聲聞藏。

二菩薩藏。契經應頌記別諷頌自説。此五聲聞藏中素怛纜藏攝。縁起譬喩本事本生。此四二藏中毘奈耶藏并眷屬攝。

縁起者。宣説有因縁建立諸學處。是正毘奈耶藏攝。譬喩等三。是彼眷屬攝。

方廣＊希法。此二菩薩藏中素怛纜藏攝。方廣者。文義廣博正菩薩藏攝。＊希法差別難思廣大威徳最勝相應。是

故亦是菩薩藏攝。

論議一種。聲聞菩薩二藏中阿毘逹磨藏攝。

問何故如來建立三藏。答爲欲對治疑隨煩惱故。建立素怛纜藏。爲欲斷除所化有情於種種法發起疑惑。宣説契經

應頌等故。

爲欲對治受用二邊隨煩惱故。建立毘 耶藏。二邊者。謂欲樂行邊。自苦行邊。對治受用者。遮彼受用畜積等故。

開彼受用百千如法衣服等故。

爲欲對治自見取執隨煩惱故。建立阿毘逹磨藏。處處廣釋諸法差別如實相故。



集論

復次爲欲開示三種學故。建立素怛纜藏。爲欲成立増上戒學増上心學故。建立毘奈耶藏。爲欲成立増上慧學故。

建立阿毘逹磨藏。

復次爲欲開示正法義故。建立素怛纜藏。爲顯法義作證安足處故。建立毘奈耶藏。爲令智者論議決擇。受用法樂

住故。建立阿毘逹磨藏



雜集論

復次爲欲開示三種學故。建立素怛纜藏。所以者何。要依此藏所化有情解了三學。由此藏中廣開三種所修學故。

爲欲成立増上戒學増上心學故。建立毘 耶藏。要依此藏二増上學方得成立。所以者何。廣釋別解脱律儀學道聖教

爲所依止。方能修治淨尸羅故。依淨尸羅生無悔等。漸次修學心得定故。爲欲成立増上慧學故。建立阿毘逹磨藏。

要依此藏増上慧學方得成立。所以者何。由此藏中能廣開示簡擇諸法巧方便故。

復次爲欲開示正法 義故。建立素怛纜藏。依止此藏文義易了故。爲顯法義作證安足處故。建立毘 耶藏。依止此

藏能修二種作證學行故。毘 耶是法義作證安足處。安足處者是所依義。爲令智者論議決擇受用法樂住故。建立阿

毘逹磨藏。依止此藏諸有智者。更相問答論議決擇受法樂住。由此藏中以無量門開示諸法自相共相等眞實法性故。

（正）＋義（聖）



集論

如是三藏所攝諸法爲誰所行。是聞所成思所成修所成。心心所法所行。

如契經説諸心心所法有所縁有行相有所依及相應。彼於此法爲何所縁。謂契經等



雜集論

如是三藏具有八萬四千法蘊。謂依聲聞乘。尊者阿難常所受持。

問一一法蘊其量云何。答十百之數是法蘊量。十百者千數義。若爾何故不直説是千數耶。爲顯建立一一法蘊千數

因故。所以者何。初一數増以成十數。十數復増以成百數千等數量。因十百數方得成立。謂十百名千。百千名百千。

百百千名倶胝。如是等一切後後數位決定用此十百二數隨一爲因。是故此中唯總取十百兩數。以用建立一一法

蘊由此數量總計八萬四千法蘊。成八倶胝四十洛叉。

問如是三藏所攝法爲誰所行境耶。答是聞思。修所生諸心心法所行境界。所行者是所縁義

復次因此所縁相。依心心法建立有縁等義。如經中説。諸心心法有縁有行有依相應。彼於此法爲何所縁。謂契經

等此顯名身句身文身。所攝契經等教法爲所縁境。



集論

作何行相。謂蘊等相應義。爲何所依。謂他表了憶念習氣何等相應。謂互爲助伴。於所縁行相平等解了

云何於法所縁差別。若略説有四種。謂遍滿。所縁。淨行所縁。善巧所縁。淨惑所縁

遍滿所縁復有四種。謂有分別影像所縁。無分別影像所縁。事邊際所縁。所作成就所縁。

有分別影像所縁者。謂由勝解作意。所有奢摩他毘鉢舍耶所縁境界。

無分別影像所縁者。謂由眞實作意。所有奢摩他毘鉢舍耶所縁境界。



雜集論

作何等行。謂蘊等相應義。此顯依蘊等義所起言教法。彼心心法作此行相。何所依止。謂他表了憶念習氣。此顯

正説法時用他表了爲所依止。如説從他言音故。次此後時憶念爲所依止。如所聞已隨念數習故。復此後時習氣爲所

依止。由後串習習氣力強。雖離憶念而似彼顯現故。何等相應。謂互爲助伴於所縁行平等解了。由心心法互爲助伴。

於契經等所縁境界。以蘊等相應義行平等解了故

云何於法所縁差別。若略説有四種。謂遍滿所縁。治行所縁。善巧所縁。 淨惑所縁。

遍滿所縁復有四種。謂有分別影像所縁。無分別影像所縁。事邊際所縁。所作成就所縁。

有分別影像所縁者。謂由勝解作意。所有奢摩他毘鉢舍那所縁境。勝解作意者。一向世間作意。

無分別影像所縁者。謂由眞實作意。所有止觀所縁 境。眞實作意者。一向出世間。及此後所得作意。

淨＝治（三）（宮）

境＋（界）（三）（宮）



集論

事邊際所縁者。謂一切法盡所有性如所有性。盡所有性者謂蘊界處。

如所有性者。謂四聖諦十六行相眞如。一切行無常。一切行苦。一切法無我。涅槃寂靜空無願無相。

所作成就所縁者。謂轉依。如是轉依不可思議。十六行相中空攝義行相。謂二。無願攝幾行相。謂六。無相攝幾

行相。謂八



雜集論

事邊際所縁者。謂一切法盡所有性如所有性。盡所有性者。謂蘊界處。爲顯所知諸法體事唯有爾所分量邊際。是

故建立蘊界處三。

如所有性者。謂四聖諦十六 行眞如。一切行無常。一切行苦。一切法無我。涅槃寂靜空無願無相。由

如是等義差別門了所知境故。名如所有性。或以諦門了所知境。謂即前所説諸蘊界處。隨其所應了知是苦乃至是道。

或以行門了所知境。謂一一諦各由四行及一切法無有差別皆眞如行。或以諸法 柁南門了所知境。謂諸行無常乃至

涅槃寂靜。或以解脱門了所知境。謂空無願無相如是等

所作成就所縁者。謂轉依。已得轉依者無有顛倒。所縁顯現故。如是轉依不可思議。前説如所有性中有十六行及

三解脱門。如是二種更互相攝。問空攝幾行。答二。謂空行無我行。問無願攝幾行。答六。謂無常行苦行 因行集行

生行縁行。由彼於三界無所願求故。問無相攝幾行。答八。謂滅道八行。由彼不能 行諸相故。

●＝●（聖）

（苦）＋因（三）（宮）

行＝作（三）（宮）



集論

淨行所縁復有五種。謂多貪行者縁不淨境。多瞋行者縁修慈境。多癡行者縁衆縁性諸縁起境。 慢行者縁界差別

境。尋思行者縁入出息念境。

善巧所縁亦有五種。謂蘊善巧界善巧處善巧縁起善巧處非處善巧。處非處善巧應云何觀。應如縁起善巧觀。處非

處善巧縁起善巧有何差別。若以諸法流潤諸法。令離無因不平等因生故。是縁起善巧

因果相称。攝受生故。是處非處善巧

淨惑所縁者。謂下地麁性上地靜性。眞如及四聖諦。是名淨惑所縁



雜集論

治行所縁者。略説有五種。謂多貪行者縁不淨境。多瞋行者縁修慈境。多癡行者縁衆縁性諸縁起境。 慢行者縁

界差別境。尋思行者縁入出息念境。何故多貪行者等縁不淨等。修治行所縁境耶。由此能息除増上貪等故。

善巧所縁者。略有五種。謂蘊善巧。界善巧。處善巧。縁起善巧。處非處善巧。處非處善巧應云何觀。應如縁起

善巧觀。問縁起善巧處非處善巧有何差別。答若以諸法流潤諸法。令離無因不平等因生故。是縁起善巧。謂以無明

等諸法流潤行等諸法。非彼諸法無因而生。亦非自在天等不平等因生。如是觀智名縁起善巧。因果相稱攝受生起故。

是 處非處善巧。謂雖唯有法爲因。然由攝受相稱因。方能生起相稱果。如善行感可愛異熟惡行感不可愛

異熟。如是比如是觀智。名處非處善巧。

淨惑所縁者。謂下地麁性上地靜性。眞如及四聖諦。下地麁性上地靜性者。依世間道説。由此制伏諸纒故。眞如

及四聖諦者。依出世道説。略故眞如。廣故四聖諦。由此永害諸隨眠故

淨＝治（三）（宮）（聖）



集論

若欲於法勤審觀察。由幾道理能正觀察。由四道理。謂觀待道理。作 用道理。證成道理。法爾道理。云何觀待

道理。謂諸行生時要待衆縁。

云何作用道理。謂異相諸法各別作用。

云何證成道理。謂爲證成所應成 義。宣説諸量不相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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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因（宋）

義＝者（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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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觀待道理者。謂諸行生時要待衆縁。如 芽生時要待種子時節水田等縁。諸識生時要待根境作意等縁。如是等。

作用道理者。謂異相諸法各別作用。如眼根等爲眼識等所依作用。色等境界爲眼識等所縁作用。眼等諸識了別色

等。金銀匠等善修造金銀等物。如是比。

證成道理者。謂爲證成所應成義。宣説諸量不相違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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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爾道理者。謂無始時來於自相共相所住法中。所有成就法性法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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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芽＝牙（宋）（宮）（聖）

爾＝企（元）



集論

於諸法中正勤觀察。云何於法而起尋思。謂起四種尋思。一名尋思。二事尋思。三自體假立尋思。四差別假立尋

思。

云何名尋思。謂推求諸法名身句身文身自相皆不成實。

云何事尋思。謂推求諸法蘊界處相皆不成實。

云何自體假立尋思。謂於諸法能詮所詮相應中推求自體。唯是假立名言因性。

云何差別假立尋思。 謂於諸法能詮所詮相應中推求差別。唯是假立名言因性



雜集論

復次於諸法中正勤觀察四道理已。云何而起尋思。謂起四種尋思。一名尋思。二事尋思。三自體假立尋思。四差

別假立尋思。

名尋思者。 謂推求諸法名身句身文身自相皆不成實。由名身等是假有故。觀彼自相皆不成實。

事尋思者。謂推求諸法蘊界處相皆不成實。由諸蘊等如名身等。所宣説事皆不成實。是故觀彼相不成實。推求者

是觀察義。

自體假立尋思者。謂於諸法能詮所詮相應中推求自體。唯是假立言説因性。能詮所詮相應者。謂此 二互爲領解因

性。所以者何。善名言者。但聞能詮由憶念門。便於所詮得生領解。或但得所詮由憶念門。便於能詮得生領解。於

如是種類共立相應中。眼等自相唯是假立。但於肉團等名言。因中起此名言故。若如是觀察是名自體假立尋思。

差別假立尋思者。謂於諸法能詮所詮相應中推求差別。唯是假立名言因性。所以者何。以於能詮所詮相應中。推

求若常無常有上無上有色無色有見無見等差別相。唯是假立名言因性。如是觀察是名差別假立尋思

が欠ける．

二十（種）（三）（宮）



集論

於法正勤修尋思已。云何於法起如實智。謂起四種如實智。一名尋思所引如實智。二事尋思所引如實智。三自體

假立尋思所引如實智。四差別假立尋思所引如實智。云何名尋思所引如實智。謂如實知名不可得智。云何事尋思所

引如實智。謂如實知事相亦不可得智。云何自體假立尋思所引如實智。謂如實知實有自性不可得智。云何差別假立

尋思所引如實智。謂如實知實有差別不可得智。

依法勤修三摩地者。瑜伽地云何當知。有五種。一持二作三鏡四明五依。云何持。謂已積集菩提資糧。於 煖等

位於諸聖諦所有多聞。

云何作。謂炎此境如理作意。

煖＝暖（明）



雜集論

復次於法正勤修尋思已。必於諸法得如實智。云何而起如實智耶。謂起四如實智。一名尋思所引如實智。二事尋

思所引如實智。三自體假立尋思所引如實智。四差別假立尋思所引如實智。名尋思所引如實智者。謂如實知名不可

得智。事尋思所引如實智者。謂如實知事相亦不可得智。自體假立尋思所引如實智者。謂如實知實有自性不可得智。

差別假立尋思所引如實 智者。謂如實知實有差別不可得智。此四如實智如前所尋思了知。名等如實皆不可得

復次依法修三摩地者瑜伽地。云何當知。此地略有五種。謂持 任鏡明依。持者。謂已積集菩提資糧。於煖等位依

諸聖諦所有多聞。如所多聞安立止觀所縁境故。説名爲持。又已積集菩提資糧者。 爲求諦現觀聽受契經等法。故名

多聞。

任者。謂縁此境如理作意。由此作意。依所多聞無倒思惟。所聞義相任持心故。

智＝知（聖）

任＝住（元）

［爲］－（宮）



集論

云何鏡。謂縁境有相三摩地。

云何明。謂能取所取無所得智

依此道理佛簿伽梵妙善宣説

　　菩薩於定位　　觀影唯是心

　　義想既滅除　　審觀唯自想

　　如是住内心　　知所取非有

　　次能取亦無　　後觸無所得

云何依。謂轉依。捨離諸麁重得清淨轉依故。







雜集論

鏡者。謂縁此境有相三摩地。此三摩地即縁多聞。爲境與定相倶故名有相。由此三摩地猶帶所知事同分影像相故。

又此三摩地能審照察所知事質。故譬於鏡。

明者。謂能取所取無所得智。由此智見道所攝現觀轉故。云何菩薩依瑜伽地方便修學證無所得。謂諸菩薩已善積

集福徳智慧二種資糧已。過第一無數大劫已。聞隨順通逹眞如。契經等法如理作意。發三摩地依止定心。思惟定中

所知影像。觀此影像不異定心。依此影像捨外境想。唯定觀察自想影像。爾時菩薩了知諸法唯自心故。内住其心知

一切種所取境界皆無所有。所取無故。一切能取亦非眞實。故 次了知能取非有。次復於内捨離所得二種自性證無所

得。

依此道理佛薄伽梵妙善宣説。菩薩 於定位觀影唯是心。義想既滅除。審觀唯自想。知所住 内心知所取非有。

次能取 亦無。後 觸無 所得。

依者。謂轉依。捨離一切麁重得清淨轉依故。當知此中以因果兩位釋瑜伽地。由持等四種釋此地因。最後一種釋

此地果

鏡＝境（明）

次＝決（三）（宮）

（（於定・・・住））二十一字＝（（依靜定觀心所現影捨離外塵想唯定觀自想如是））二十字（三）（宮）（聖）

内＋（安）（三）（宮）（聖）

次＋（觀）（三）（宮）（聖）

亦無＝空（三）（宮）（聖）

觸＋（二）（三）（宮）（聖）

［所］－（聖）



集論

於諸法中云何法善巧。謂多聞故。云何義善巧。謂於阿毘逹磨毘奈耶中善知其相故

云何文善巧。謂善知訓釋文詞故。云何詞善巧。謂能善知我我所等世俗言詞不深執著隨順説故。

云何前際後際密意善巧。謂能善知於前際領受於後際。出離故



雜集論

復次云何於諸法中 法善巧。云何義善巧。云 何文善巧。云何 詞善巧。云何前際後際密意善巧。如是

五問隨順經中所説諸句。如尊者阿難告舍利子。長老當知。若諸 比丘成就五法。即能速受多受善受受已不失。於此

經中即由五法如其所應成速受等四種句義。云何法善巧。謂多聞故。於法善巧便能速受。由具多聞者多分能速受文

句差別故。云何義善巧。謂於阿毘逹磨 毘奈耶中善知其相故。於義善巧便能 多受。若善了知阿毘逹磨等相。乃於

蘊界處等所説事中。便能攝集衆多文故。

云何文善巧。謂善知訓釋文＊詞故。云何＊詞善巧。謂能善知我我所等世俗言＊詞。不深執著隨順説故。若於文

＊詞倶得善巧。便能妙善領受所説。善知訓釋文＊詞故。善知我我所等世俗言＊詞。不深執著隨順説故。即能無倒

領受文義。

云何前際後際密意善巧。謂能善知於前際領受於後際出離故。若於前際後際密意善巧。便能受已而不失壞。依止

前際所受法。後能證得出離故。由善了知如來密意。便能證取聖教堅實。

［法］－（三）（宮）

詞＝辭（明）＊

比丘＝●芻（三）（宮）下同

（阿）＋毘奈耶（聖）

多＋（聞）（三）（宮）



集論

於諸法中云何住法。 若不得修慧唯勤方便修習聞思。不名住法。若不得聞思唯勤方便修習修慧。亦不

名住法。若倶得二種方便安住。乃名住法。

若唯於法受持讀誦爲他演説思惟其義。是名聞思。若修三摩地方便不知足。是名修慧。

三摩地方便者。謂無間殷重方便及無 倒方便。不知足者。謂不生味著修上奢摩他方便

（顛）＋倒（三）（宮）







雜集論

云何於諸法中安住於法。若不得修慧唯勤方便修習聞思。不得名爲安住於法。若不得聞思唯勤方便修習修慧。亦

不得名安住於法。若倶得二種方便安住。如是乃名安住於法。如經言。大徳當知。若諸比丘如是住法。乃可名爲住

法比丘。於此經中世尊顯示。若能具依聞思修住。方名住法。非隨住一方便修習得名住法。

若唯於法受持讀誦爲他宣説等。是名聞思所生慧。如説若於是處多究其文。讀誦 宣説又多尋思。唯修

聞思慧不修習。 修慧捨離瑜伽等。不可建立爲住法。若修三摩地方便不知足。是名修所生慧。如説若有不得聞思唯

修修慧。亦不可立爲住法。是故世尊因住法比丘説如是言。若比丘於法究竟。所謂契經應頌乃至廣説。已後復説言。

不捨瑜伽。如是等應如理知。若有具得聞思修慧依二種住。是名住法不捨瑜伽。如是等者。謂修三摩地方便不知足。

顯示修所生慧。

三摩地方便者。謂無間殷重方便。及無顛倒方便。此則顯示二種方便。一無間殷重方便所攝。如説不捨瑜伽故。

二無顛倒方便所攝。如説不捨作意故。不知足者。謂不生味 著修上奢摩他方便。如説不捨内心奢摩他故。此則顯示

不生味著故。及修上奢摩他方便故。名爲不捨

［修］－（三）（宮）

著＝者（宋）



集論

何因縁故唯方廣一分名爲菩薩波羅蜜多藏。由此分中廣説一切波羅蜜多數故。相故次第故釋詞故修故差別故攝故

所治故功徳故更互決擇故



雜集論

復次何因縁故。十二分聖教中方廣分名菩薩波羅蜜多藏耶。由此分中廣説一切波羅蜜多數故。相故次第故釋＊詞

故修故差別故攝故所治故功徳故更互決擇故。

問於何處説。答如經中説。大乘者即是菩薩波羅蜜多藏。云何宣説波羅蜜多數相次第。乃至更互決擇。

數有二種。一計算數。二決定數。計算數者。謂六波羅蜜多。

決定數者。謂波羅蜜多數唯有六不増不減。何以故。一切菩薩道略有二種。一増上生道。二決定勝道。如其次第

三三攝故。

所以者何。増上 生有三種。一大資財。二大自體。三大眷屬。施波羅蜜多感大資財果。戒波羅蜜多感大自體果。

由持淨戒生善趣中得尊貴身故忍波羅蜜多感大 眷屬果。能行忍者一切衆生咸所歸附故。

生＋（道）（三）（宮）





雜集論

決定勝道有三種。一伏諸煩惱修習善品方便。二成熟有情方便。三成熟佛法方便。如是三中隨闕一種。菩薩決定

勝道必不成就。成熟有情方便者。謂靜慮波羅蜜多。依此發神通成熟有情故。

復次波羅蜜多是無住處涅槃方便故。其數唯六。所以者何。由諸菩薩爲翻住涅槃故。於生死中攝増上生。爲翻住

生死故。即於生死而不染汚。是故前三是得増上生方便。後三是不染汚方便。隨其所應如前應知。不染汚方便者。

由精進故修習對治。由靜慮故伏諸煩惱。由智慧故永害一切煩惱隨眠。

復次爲攝益一切有情故。對治一切煩惱故。波羅蜜多唯有六種。所以者何。菩薩摩訶薩由布施故引攝資財。方便

攝益一切有情。由持戒故不起侵損逼迫惱亂。方便攝益一切有情。如其次第不毀壞他財身心故。由忍辱故堪受侵損

逼迫惱亂。方便攝益一切有情。由堪忍他侵損己財等故。

由此三種善能攝益一切有情。由精進故雖未永伏一切煩惱。而依善品修彼對治。由靜慮故永伏煩惱。由智慧故永

害隨眠。由此三種善能對治一切煩惱。





雜集論

相者。謂諸菩薩波羅蜜多相。云何施波羅蜜多相。謂諸菩薩安住菩薩法性菩提心爲依止。以悲導心捨一切時所有

身語意業。如是由種性故願故意樂故事故自體故。顯施波羅蜜多相。種性者。謂菩薩法性。願者。謂菩提心。意樂

者。謂悲導心。事者。謂捨諸所有。自體者。謂身語意業。

云何戒波羅蜜多 相。謂諸菩薩安住菩薩法性菩提心爲依止。以悲導心受持一切菩薩戒時所有身語意業。

云何忍波羅蜜多相。謂諸菩薩安住菩薩法性菩提心爲依止。以悲 導心堪忍 安受諸怨苦時所有身語意業。

云何精進波羅蜜多相。謂諸菩薩安住菩薩法性菩提心爲依止。以悲導心引發一切勝善法時所有身語意業。

云何靜慮波羅蜜多相謂諸菩薩安住菩薩法性菩提心爲依止。以悲導心起一切種身語意業自在用時。所有一切心恒

安住。

云何慧波羅蜜多相。謂諸菩薩安住。菩薩法性菩提心爲依止。以悲導心起一切種身語意業自在用時。所有一切諸

法簡擇

導＝道（聖）

安＋（定）（三）（宮）





雜集論

復次若所 行施依止薩伐若性。能感薩伐若性。攝受薩伐若性。能爲一切薩伐若事。是名施波羅蜜多相。如是四句

隨其次第。由 發起故習氣故自體故等流故。顯波羅蜜多相。

發起者。謂依止一切智性。凡所生起一切施行。皆迴向薩伐若性故。

習氣者。謂能感一切智性。即所行施熏修相續。於當來世能感薩伐若性故。

自體者。謂攝受一切智性。即所行施究竟圓滿。爾時能 佛法身故。

等流者。謂能爲一切一切智事。從此後時由受用變化身等流門。發起一切薩伐若事故。如施波羅蜜多相乃至慧波

羅蜜多相。皆應如是説

行施＝施行（三）（宮）

［發］－（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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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第者。謂前前波羅蜜多能爲後後所依止故。所以者何。菩薩摩訶薩由施波羅蜜多 串習捨施内外事故。不顧身命

棄大寶藏受持禁戒由護戒故。他所毀罵終不反報。由如是 等遂能堪忍。以能堪忍寒熱等苦。雖遭此縁加

行不息發勤精進。精進方便證究竟果成滿靜慮。靜慮滿已。由淨定心如實知故。證得出世究竟大慧。

復次前前波羅蜜多後後所持故。謂戒能持施。乃至慧能持靜慮。由具尸羅施得清淨。何以故。由行布施攝益有情。

由具尸羅不爲惱 害。是故菩薩於受施者。以離惱＊害善能施與清淨樂具故。由淨戒力施得清淨。如是由忍力故戒得

清淨。何以故。由能忍受他不饒益。終不毀犯所學處故。由精進故忍得清淨。何以故。由勇猛力故久處生死不以爲

難。能受衆生違逆等苦。由靜慮故精進清淨。何以故。由喜樂倶能勤修習一切善法無休息故。由具慧故靜慮清淨。

何以故。若由無量門數數觀諸法。能證内寂靜。増長三摩地。又伽他説。無有靜慮而不因慧。

復次由麁細故。波羅蜜多前後次第。所以者何。於諸行中施行最麁故先建立。於忍等行戒復爲麁故次建立。乃至

於慧靜慮爲麁。一切行中慧爲最細故最後立

串＝相（宮）

（苦）＋害（宋）（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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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詞者。謂諸菩薩所行布施。所以名施波羅蜜多者。謂由大施故離過故離垢故。名施波羅蜜多。

大施者。盡捨一切内外事故。長時施故。離過者。遠離不平等追求等過故。離垢者。永斷一切所治慳故。如無盡

慧經施無盡中説云何離垢。永斷所治并習氣故。如是三句顯波羅蜜多三種最勝。何等爲三。一自體最勝并積習。二

方便最勝。三果最勝。積習者。謂長時施故。如施波羅蜜多有三種。乃至 慧波羅蜜多亦爾。戒等離過者。

謂遠離我増益等隨其所應。如無盡慧經廣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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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由與十二種最勝相應故。名波羅蜜多。何等名爲十二最勝。一廣大最勝。不求一切世間樂故。又最上故。二

長時最勝。經三大劫阿僧企耶所積習故。三所爲最勝。爲利益安樂一切有情故。四無盡最勝。由迴向大菩提究竟無

盡故。五無間最勝。由得自他平等勝解令諸有情於施等波羅蜜多速圓滿故。六無難最勝。唯由隨喜他所行施等令波

羅蜜多速圓滿故。七大自在最勝。由得虚空藏等諸三摩地令布施等波羅蜜多速圓滿故。八攝受最勝。無分別智所攝

受故。九發起最勝。謂解行地中上品忍位所行施等波羅蜜多。十證得最勝。謂初地中所得施等波羅蜜多。十一等流

最勝。謂 餘八地中所行施等波羅蜜多。十二圓滿最勝。謂第十地及如來地所有施等波羅蜜多。如其次第菩薩圓滿故。

佛圓滿故。

復次最勝所作故。最勝所至故。名波羅蜜多。一切佛菩薩所爲所到故。

復次到所知彼岸故。名波羅蜜多。安住佛性故。

［餘］－（三）（宮）

復次濟度自他最極災横故。名波羅蜜多。能令自他越度生死大苦海故。



復次濟度自他最極災横故。名波羅蜜多。能令自他越度生死大苦海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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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詞已釋。不共今當説。能捨施者當來貧苦。能捨受者現在熱惱。故名爲施。

能令諸根永寂靜故。能趣清淨諸善趣故。能爲清涼所依處故。説名爲戒。

隨其次第。能引守護諸根門故。是往清淨善趣因故。能爲無悔等漸次乃至涅槃所依故。遠離一切忿熱灰故。遠離

不捨怨害心故。顯發損者常安隱故。 説名爲忍。怨害心者。謂起報怨心。不捨者。謂不棄此心。能壞怨

心名爲損者。顯此無畏故名顯發。

損者常安隱故。損害生長作用相應故名精進。損害作用相應者。謂前二正斷。以能損害不善法故。生長作用相應

者。謂後二正斷。以能生長諸善法故。

能持能息能靜能調。又能引發故名靜慮。能持者。謂於境繋心。能息者。謂息諸散亂。能靜者。謂令心寂靜。能

調者。謂制伏諸纒。能引發者。謂能引發自在作用。

他所發智故。内證智故。種別智故。得寂靜智故。勝徳智故。名爲慧。他所發智者。謂從他言音所生慧。及如理

作意相應慧。内證智者。謂出世間慧。種別智者。謂出世間後所得慧。得寂靜智者。謂修道中治煩惱慧。勝徳智者。

謂能引發勝功徳慧

大乘阿毘逹磨 雜集論卷第十一

能持＋（能忍）（宮）

［雜］－（宋）（元）（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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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卷第十二

　　　＊安慧菩薩糅＊釋上集論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決擇分中法品第二之 二

云何修。略有五種。謂依止任持修。依止作意修。依止意樂修。依止方便修。依止自在修

依止任持修復有四種。一依止因修。謂由種 性力於波羅蜜多修習正行。二依止報修。謂由勝自體力於波羅蜜多修

習正行。三依止 願修。謂由本願力於波羅蜜多修習正行。四依止簡擇力修。謂由慧力於波羅蜜多修習正

行

依止作意修亦有四種。一依止勝解作意修。謂於一切波羅蜜多相應經教起増上勝解。二依止愛味作意修。謂於已

得波羅蜜多見勝功徳起深愛味。三依止隨喜作意修。謂於一切世界一切有情所行施等深生隨喜。四依止憙樂作意修。

謂於自他當來勝品波羅蜜多深生願樂

［大乘・・・二］十三字－（聖）

［大］－（明）＊，［大唐・・・譯］十一字－（聖）＊

二＋（卷十二）（聖）

性＝姓（三）（宮）（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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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止意樂修復有六種。謂由無厭意樂。廣大意樂。歡喜意樂。恩徳意樂。無染意樂。善好意樂故。修諸波羅蜜多。

此中菩薩於施波羅蜜多無厭意樂者。謂諸菩薩於一有情一刹那頃。假使 伽沙等世界滿中七寶以用布施。又以 伽

沙等身命布施。如是布施經 伽沙等大劫。如於一有情所。如是乃至於一切有情界如是施時。皆令彼於阿耨多羅三

藐三菩提速得成熟。修行如是差別施時。菩薩意樂 由不厭足。如是意樂是名菩薩於施波羅蜜多無厭意樂。

又諸菩薩修行如是施波羅蜜多時。展轉相續無一刹那有退有斷。乃至究竟坐菩提座。如是意樂是名菩薩於施波羅

蜜多廣大意樂。

又諸菩薩修行如是施波羅蜜多時。於施所攝諸有情所生大歡喜。是諸有情施所攝受雖生歡喜猶不能及如是意樂。

是名菩薩於施波羅蜜多歡喜意樂。

又諸菩薩修行如是施波羅蜜多時。觀施所攝一切有情。於我己身有大恩徳。不見己 身於彼有恩。由資

助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如是意樂是名菩薩於施波羅蜜多恩徳意樂。

由＝猶（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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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諸菩薩修行如是施波羅蜜多時雖於無量諸有情所興大施福。而不希報恩當來 果報。如是意樂是名菩薩於施波羅

蜜多無染意樂。

又諸菩薩修行如是施波羅蜜多時。以所修行廣大施聚所得＊果報。施諸有情不自爲己。又以此福共諸有情迴向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意樂是名菩薩於施波羅蜜多善好意樂。

又諸菩薩修行戒波羅蜜多乃至慧波羅蜜多時無厭意樂者。謂諸菩薩假使經於 伽沙等生。是一一生 伽沙等大劫

壽量。於此長時諸資生具常所匱乏。三千大千世界滿中熾火。恒在其中行住坐臥。唯能修習一刹那戒波羅蜜多。或

乃至慧波羅蜜多如是展轉差別修習。所有戒聚乃至慧聚究竟滿足。現能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諸菩薩修行如

是戒波羅蜜多乃至慧波羅蜜多時。於此戒聚乃至慧聚。修習意樂猶不滿足。如是意樂是名菩薩於所修習戒波羅蜜多

乃至慧波羅蜜多無厭意樂。

又諸菩薩修行如是戒波羅蜜多乃至慧波羅蜜多時。展轉相續無一刹那有退有斷。乃至究竟坐菩提座。如是意樂是

名菩薩於所修行戒波羅蜜多乃至慧波羅蜜多廣大意樂。

果報＝異熟（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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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諸菩薩修行如是戒波羅蜜多乃至慧波羅蜜多時。於此所攝諸有情所生大歡喜。是諸有情由此所攝雖生歡喜。猶

不能及如是意樂。是名菩薩於所修行戒波羅蜜多乃至慧 波羅蜜多歡喜意樂。

又諸菩薩修行如是戒波羅蜜多乃至慧波羅蜜多時。觀此所攝一切有情。於我己身有大恩徳。不見己身於彼有恩。

由資助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如是意樂是名菩薩於所修行戒波羅蜜多乃至慧波羅蜜多恩徳意樂。

又諸菩薩修行如是戒波羅蜜多乃至慧波羅蜜多時。雖於無量諸有情所興大戒福乃至慧福。而不希報恩當來＊果報。

如是意樂是名菩薩於所修行戒波羅蜜多乃至慧波羅蜜多無染意樂。

又諸菩薩修行如是戒波羅蜜多乃至慧波羅蜜多時。以所修行廣大戒聚乃至慧聚所得＊果報。施諸有情不自爲己。

又以此福共諸有情迴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如是意樂是名菩薩於所修行戒波羅蜜多乃至慧波羅蜜多善好意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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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止方便修復有三種。謂由無分別智觀察三輪皆清淨故所以者何。由此方便一切作意所修諸行速成滿故。

依止自在修亦有三種。謂身自在故。行自在故。説自在故。身自在者。謂諸如來自性受用。二身行自在者。謂諸

如來變化身。由此能示現一切有情一切種同法行故。説自在者。謂能宣説六波羅蜜多一切種差別無有滯礙故。

差別云何。謂由十八種任持以顯六波羅蜜多差別。何等十八。謂身任持。心任持。善法任持。善任持。菩提任持。

悲任持。不捨有情任持。捨下劣心任持。無生法忍任持。善根方便任持。善根圓證任持。善根無盡任持。無厭倦任

持。諸所 思事成滿任持。御衆業任持。證入大地任持。引發佛性任持。建立佛事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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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等六種各三差別。如其次第三三所攝。施三種者。謂財施。無畏施。法施。戒三種者。謂律儀戒。攝善法戒。

饒益有情戒。忍三種者。謂耐怨害忍。安受苦忍。諦察法忍。精進三種者。謂被甲精進。 方便精進。饒益有情精進。

靜慮三種者。謂現法樂住靜慮。引發神通靜慮。饒益有情靜慮。慧三種者。謂縁世俗慧。縁勝義慧。縁有情慧。

當知財施能任持身。由飮食等諸資生具攝益受者所依身故。無畏施能任持心。安慰他心離憂怖故。如是餘句隨義

應思。下劣心者。謂諸菩薩厭生死苦同二乘心。由安受苦忍所任持故方捨此心。善根無盡者。謂窮生死際恒作一切

有情利益安樂事。乃至於無餘涅槃界亦不棄捨。由饒益有情精進所任持故。御衆業者。謂依止内證故。教授教 誡所

化有情。心未定者令其得定。心已定者令其解脱。由饒益有情靜慮所任持故。證入大地者。謂先信解甚深教法。資

糧圓滿速能證入初極喜地。由縁世俗慧所任持故。所餘易了故不重釋

方便＝加行（三）（宮）

誡＝戒（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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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差別者。謂施有七種。

一根本施。謂種性位菩薩所有施波羅蜜多。依止種性而行施故。

二弘誓施。謂發心位菩薩所有施波羅蜜多。依受大願而行施故。

三攝受施。謂自他利行位菩薩所有施波羅蜜多。

四無執受施。謂觀眞實義位菩薩所有施波羅蜜多。以無施者等分別執受故。

五無攝受施。謂威徳位菩薩 所有施波羅蜜多。雖不攝受外資生具。但由虚空藏等三摩地力。擧手 麾空

隨欲皆雨珍寶等物。

六隨所應施。謂成熟位菩薩所有施波羅蜜多。隨所化宜而行施故。

七廣大施。謂最勝菩提位所有施波羅蜜多。以無上故。如施有七種。乃至慧亦爾。隨其所應

麾＝摩（元）（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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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云何。謂爲攝菩薩地故。於中略説施等波羅蜜多。此攝略有四種。一種性攝。謂施波羅蜜多等種性相應隨順知。

二發心攝。謂差別發心所攝故。發心有二種。謂無差別差別。無差別者。謂願我當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差別

者。謂願我施波羅蜜多速得圓滿。乃至慧波羅蜜多速得圓滿。當知此中由差別發心攝諸波羅蜜多。此是彼因故。

三自他利攝。謂由施 攝故攝受一切富樂自在。是名自利攝。由此施故引攝財物爲饒益他。是名他利攝。如是所餘

攝相隨義應知。

四勝義攝。此復多種。謂或依法界説。以眞如是施等共相故。或依智資糧説。以能成 一切智器故。或依智攝受

説。以能成滿一切智故。或依知隨轉説。以五波羅蜜多隨慧波羅蜜多轉故。或依智相説。以慧波羅蜜多是正智自體

故。如是勝義以眞如及正智爲體故。能攝施等。由此略説。所餘攝義如理應思

［攝］－（元）（明）（宮）（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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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治者。謂施等六如其次第。以慳悋犯戒忿恚懈怠散亂惡慧爲所治。復次乃至一切波羅蜜多所攝善法彼所對治及

所知障。皆是波羅蜜多所治

功徳者。謂依五果無量無邊稱讃勝利。皆名 功徳。謂能永斷自所對治。是諸波羅蜜多離繋果。於現法

中由此施等攝受自他。是 士用果於當來世後後増勝展轉生起。是等流果。大 菩提是増上果。感大財富往生善趣。

無怨無壞多諸喜樂。有情中尊身無損害。廣大宗族隨其次第。是施等波羅蜜多異熟果。

士＋（夫）（三）（宮）

菩提＝菩薩（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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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互決擇者略有三種。一方便。二差別。三差別顯示。

方便者。謂施方便中一切可得。如捨内外一切身財。是施方便。此方便中若捨一切。是施波羅蜜多。即於此中若

慈悲心。遮防一切損害逼迫惱亂他性。是戒波羅蜜多。即於此中忍受遮礙損害疲倦。是忍波羅蜜多。即於此中數數

發起勇勵施心。是精進波羅蜜多。即於此中其心純善。繋心一境不外流散。是靜慮波羅蜜多。即於此中善取施行如

實因果不取異見。是慧波羅蜜多。如是乃至慧波羅蜜多方便中。隨其所應當善建立。由無畏施一切處有施故

差別者略有四種。一自體差別。二助伴差別。三勸讃差別。四種 殖差別。

施等波羅蜜多自體差別者。如其次第。以棄捨防護堪耐策勤心住決擇爲體。助伴差別者。謂施等方便中餘波羅蜜

多悉皆隨轉。如前廣説。勸讃差別者。謂於施等勸勵讃美隨喜慶悦。種殖差別者。謂於他相續中建立施等波羅蜜多。

此中施波羅蜜多是財施。餘五波羅蜜多是無畏施。一切六是法施。皆於他相續中種＊殖故。

殖＝植（明）＊





雜集論

差別顯示者。謂由一行等差別顯示施等波羅蜜多。如有問言。若施波羅蜜多亦戒波羅 蜜多耶。設戒波

羅蜜多亦施波羅蜜多耶。爲答此問應作順後句。謂所有戒波羅蜜多皆是施波羅蜜多。或有施波羅蜜多非戒波羅蜜多。

謂戒波羅蜜多所不攝施波羅蜜多。如是乃至以慧波羅蜜多對施波羅蜜多。皆應作順後句。餘互相望亦如理應思。此

中依始業地漸次修者。説後必待前前不待後。是故皆作順後句。若已串習六種頓修皆互相攝。如菩薩地説。攝善法

戒者。謂六波羅蜜多若依純雜相資助説應作四句。復次諸所有施皆波羅蜜多耶。設波羅蜜多皆是施耶。爲答此問應

作三句。或有是施非波羅蜜多。謂所行施不迴向大菩提。或有亦施亦波羅蜜多。謂所行施等迴向大菩提。或有非施

非波羅蜜多。謂除上所説法。如是乃至依慧波羅蜜多。一一皆應作四句如理當思。復次一切行施皆能生施波羅蜜多

種類福耶。此應作四句。初句。謂所行施不迴向大菩提。第二句。謂於施波羅蜜多勸勵讃美隨喜慶悦。第三句謂所

行施迴向大菩提。第四句。謂除上爾所相。如是乃至依慧波羅蜜多。各作四句如理應思



集論

何縁方廣分名廣大甚深。由一切種智性廣大甚深故

何因縁故一分衆生於方廣分廣大甚深不生勝解 反懐怖畏。由遠離法性故。未種善根故。惡友所攝故

何因縁故一分衆生於方廣分廣大甚深雖生勝解而不出離。由深安住自見取故。常堅執著如言義故。

依此密意簿伽梵於大法鏡經中説如是言。若諸菩薩隨言取義。不如正理思擇法故。便生二十八不正見。

反＝及（三）（宮）



雜集論

復次何縁説方廣分爲廣大甚深耶。由一切種智性廣大甚深故。謂此所得一切種智性果最廣大甚深故。因受果名。

是故別説方廣分爲廣大甚深

復次何縁一分 衆生。於方廣分廣大甚深不生勝解。 反懷怖畏耶。由遠離法性故。未種善根故。惡友所攝故。

法性者。謂菩薩種性是 彼自體故。由一分衆生無菩薩種性故。心性下劣於廣大甚深教不能勝解。是故怖

畏。又一分衆生雖有菩薩種性。而於大菩提未種正願等諸善根故。於此不能勝解。是故怖畏。又一分衆生雖已種善

根。而爲誹謗大乘衆生。惡友所攝故。於此不能勝解。是故怖畏。

復次何縁一分衆生於方廣分廣大甚深雖生勝解。而不得出離耶。由深安住自見取故。常堅執著如言義故。深安住

自見取者更不進求了義經故。常堅執著如言義者恒堅封執不了義經故。如聞一切法畢竟無自性言故。便撥一切諸法

性相皆無所有。如是於餘不了義經堅執如言義亦爾。是故雖信大乘而不得出離。以大乘經由種種意説故。

依此密意薄伽梵於大法鏡經中説如是言。若諸菩薩隨言取義。不如正理思擇法故。便生二十八不正見。

衆生＝有情（三）（宮）下同

反＝及（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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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名爲二十八不正見。謂相見損減施設見損減分別見。損減眞實見。攝受見。轉變見。無罪見。出離見。輕毀

見。憤發見。顛倒見。出生見。不立宗見。矯亂見。敬事見。堅固愚癡見。根本見。於見無見見。捨方便見。不出

離見。障増益見。生非福見。無功果見。受辱見。誹謗見。不可與言見。廣大見。増上慢見



雜集論

何等名爲二十八不正見耶。謂相見。損 減施設見。損減分別見。損減眞實見。攝受見。轉變見。無罪見。出離

見。輕毀見。憤發見。顛倒見。出生見。不立宗見。 矯亂見。敬事見。堅固愚癡見。根本見。於見無見見。捨方

便見。不出離見。障増益見。生非福見。無功果見。受辱見。誹謗見。不可與言見。廣大見。増上慢見。

相見者。謂聞大乘經中所説一切諸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等言。不善密意但隨此言義便生勝解。

謂佛所説一切諸法定無自性定無生等。執著如是無性等相。是名相見。彼執著如是無性等相時。便謗三自性。謂遍

計所執自性。依 他起自性。圓成實自性。

遍計所執自性者。謂諸愚夫於色等相。周遍計度起増益執。謂此是色乃至此是涅槃。此所執義無實無體。唯有名

言之所施設。

依他起自性者。謂即此色等唯是虚妄分別自體。又因果性或異不異。

圓成實自性者。謂一切法眞如實性。

減＝滅（明）

矯＝橋（聖）＊





雜集論

於此三性起誹謗行。即次三見。謂損減施設見。損減分別見。損減眞實見。

彼如是誹謗一切種一切法時。爲欲成立此邪見故。便復攝受少分道理。又於所有開示離言諸法實性了義 契經。

廣設方便皆悉轉變令順己見。如是二種即次二見謂攝受見。轉變見。

彼又起如是見。若依此見行善不善。定皆無罪無有過失。一切所行皆歸妙善。先所積習一切障垢皆得出離。如是

二種即次二見。謂無罪見。出離見。

彼如是執自見已。便於此見相違安立蘊等諸法。聲聞藏中妄生輕毀。又於不信如是邪見聲聞人等深生憎嫉。如是

二種即次二見。輕毀見。憤發見。

彼又隨順自惡邪見。謂我當建立如實空 無相無願。於非彼相起彼相想。而於彼相顛倒建立。又作是思惟。若能

悟入如是法性。或令他 入一切皆生無量功徳。如是二種即次二見。謂顛倒見。出生見。

［契］－（聖）

無＋（無）（聖）

入＝人（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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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他於彼所起惡見如理 詰責。彼於爾時竟不樂欲。建立自宗。反以 譏弄妄理詰責於他。如是二種即次二見。

謂不立宗見。＊矯亂見。

彼又起如是増上慢。謂若能如是修行。是眞供養恭敬諸佛世尊。如是見者名敬事見。

諸有善逹無倒法性者。爲令捨離彼惡見故。 雖以種種眞實成立道理方便開悟。堅守愚見曾無捨心。謂

唯此眞餘並邪妄。如是見者名堅固愚癡見。

如上所説。諸見所有習氣麁重。是名根本見。

爲欲開示如上所説十七種見諸過失門。復説餘見。謂即相見名於見無見見。此實堅執無性等相而起。

不執一切相想故。即損減施設見。損減分別見。損減眞實見。名捨方便見。

由彼誹謗一切法性。於勤精進起無用想故。即攝受見轉變見。名不出離見。

非方便修學不能證果故。即無罪見出離見。名障増益見。

詰＝悟（三）

　＝機（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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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行邪僻無容盡障故。即輕毀見憤發見。名生非福見。

由於正法同梵行所起邪行門。便能引發大衰損故。即顛倒見出生見名無功果見。

由所安立非正法 性授者受者倶不能證勝進果故。即不立宗見＊矯亂見。名受辱見。

非理興論無宜得勝故。即敬事見名誹謗見。

所不應説強増益故。即堅固愚癡見名不可與言見。

邪執空者不應與言。徒設多 詞終無所益故。即根本見名廣大見。

由此當來諸惡見類轉増廣故。即上所説二十七見。皆名増上慢見。並能發起虚妄無實増上慢故。

此云何知。由彼經中即次後説。如是諸見十七即十。十即十七。二十七即一。一即二十七故

性＝姓（聖）

詞＝辭（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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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方廣分説。一切諸法皆無自性。 依何密意説。謂無自然性故。無自體性故。無住自體故。無如愚夫

所取相性故。

復次於遍計所執自性。由相無性故。於依他起自性。由生無性故。於圓成實自性。由勝義無性故



雜集論

復次如方廣分説。一切諸法皆無自性。此言依何 密意説。謂無自然性故。無自體性故。無住自體故。無如愚夫

所取相性故。無自然性者。由無自然性故説無自性。不遮待縁性故説無自性。無自體性者。由此自體曾所經

有。即此自體不可復有故。説爲無性。無住自體者。體雖現在未至壞相次必當滅。體無住義故説無性。無如愚

夫所取相性者。如諸愚夫未見諦者。依止名言戲論熏習門。妄取諸法性相遠離。如是所取自性故説無性

復次於遍計所執自性。相無性故。於依他起自性。生無性故。於圓成實自性。勝義無性故。更依異門顯無性義故

言。復次一切法者即三自性。謂遍計所執自性。依他起自性。圓成實自性。遍計所執自性定無自相。自相無故名相

無性。相無性故名爲無性。依他起自性待衆縁故非自然生。無自然生性故名生無性。生無性故 名爲無性。圓成實

自性清淨所縁故。於依他起中無遍計所執相所顯自體故。勝義爲自體 故。無性所顯故名勝義無性。勝義無性故名

爲無性。由此道理是故如來説。一切法皆無自性。非一切種性相倶無説爲無性

密＝蜜（明）

名＝説（聖）

故＝又（聖）



集論

又於彼説言。一切諸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依何密意説。如無自性無生亦爾。如無生無滅亦爾。如無

生無滅本來寂靜亦爾。如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亦爾

復次有四種意趣。由此意趣故方廣分中一切如來所有意趣應隨決了。何等爲四。一平等意趣。二別時意趣。三別

義意趣。四補特伽羅意樂意趣。



雜集論

又彼説言。一切諸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此依何密意説。如無自性無生亦爾。如無生無滅亦爾。如無生

無滅本來寂靜亦爾。如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亦爾

復 次有四種意趣。由此意趣故。方廣分中一切如來所有意趣應隨決了。何等爲四。謂平等意趣。別時意 趣。

別義意＊趣。衆生意樂意＊趣。

平等意＊趣者。如説我於爾時曾名勝觀如來應正等覺。與彼法身無差別故。

別時意＊趣者。如説若有願生極樂世界皆得往生。若暫得聞無垢月光如來名者。即於阿耨多羅 三藐三

菩提決不退轉。如是等言意在別時故。

別義意＊趣者。如説一切諸法皆無自性。如是等言不可如文便取義故。

衆生意樂意＊趣者。謂於一善根。或時稱讃。爲令歡喜勇猛修故。或時毀呰。爲遮得少善生喜足故。爲貪行者稱

讃佛土富樂莊嚴。爲慢行者稱讃諸佛或有増勝。爲恒悔惱障修善者。説如是言。於佛菩薩雖行輕毀。然彼衆生亦生

天趣。爲不定種性者。捨離聲聞下劣意樂故。記大聲聞當得作佛。又説一乘更無第二。

［次］－（三）（宮）

趣＝樂（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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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有四種秘密。由此秘密故於方廣分中一切如來所有秘密應隨決了。何等爲四。一令入秘密。二相秘密。三對

治秘密。四轉變秘密



が欠け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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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有四種祕密。由此祕密故。於方廣分中一切如來所有祕密應隨決了。何等爲四。謂令入祕密。相祕密。對治

祕密。轉變祕密。如是四種於大乘中略攝如來一切所説祕密道理。

令入祕密者。謂於聲聞乘説色等諸法皆有自性。爲令無怖畏漸入聖教故。

相祕密者。謂於三自性説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等。

對治祕密者。謂爲調伏諸過失者。如來宣説種種密教。如爲對治八種障故説最上乘。何等爲八。謂輕佛法懈怠少

善生喜足貪慢行惡作不定性差別。廣説指事隨其所應如四意趣説。

轉變祕密者。謂經所説隱密名言。如説 於不堅 堅覺深住於顛倒。極煩惱所惱。得最上菩提此中密意者。 謂

於不散動起堅固勝覺。所以者何。堅有二義。一貞實。二散動。由此散動令心剛逸故亦名堅。 深住於顛倒者。謂

翻常樂 我淨四倒爲無常等故名顛倒。於此不退故名 深住。極煩惱所惱者。謂於長時精勤苦行極爲勞倦所逼惱故。

得最上菩提者。若具 如上所説。三事定速當證無上菩提。

於＝覺（三）（宮）

堅覺深＝爲堅善（三）（宮）

謂＝調（三）（宮）

深＝善（三），菩（宮）

我淨＝淨我（宮）（聖）

深＝善（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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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方廣分中於法三摩地善巧菩薩相。云何可知。謂由五種因故。一刹那刹那消除一切麁重所依。二出離種種想

得樂法樂。三了知無量無分別相。四順清淨分無分別相恒現在前。五能攝受轉上轉勝。圓滿成就佛法身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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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方廣分中於法三摩地善巧菩薩相云何可知。謂由五種因故。一刹那刹那消除一切麁重所依。二出離種種想得

樂法樂。三了知無量無分別相大法光明。四順清淨分無分別相恒現在前。五能攝受轉上轉勝。圓滿成就佛法身因。

如是五種依諸菩薩三種稱讃功徳 説。謂奢摩他稱讃功徳。毘鉢舍那稱讃功徳。此二倶分稱讃功徳。

奢摩他稱讃功徳復有二種。一刹那刹那勝進輕安無有間缺。遍所 依故。刹那刹那消除一切麁重所依。二勝解諦

觀一切教法無有差別。同一味故。遠離種種蘊界處等諸義相想。得契經等憙樂法樂。

毘鉢舍那稱讃功徳亦有二種。一隨所擇法無有間缺。不忘失故。由憶念門於無量無分別相契經等法。以慧照了

二轉依前所有色像無分別無加行相恒現在前。第五一種。

樂法＝法苑（三）（宮）

［説］－（聖）

［依］－（聖）

二＝三（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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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聞藏法菩薩藏法等。從如來法身所流。何因縁故以香鬘等供養恭敬菩薩藏法。便生廣大無邊福聚。非聲聞藏法。

以菩薩藏法是一切衆生利益安樂所依處故。能建大義故。無上無量大功徳聚所生處故



雜集論

是此二倶分稱讃功徳法身者。謂所知障永斷轉依所攝。此於第十地名圓滿。於如來地名成就。爲令法身速得圓滿

成就故。引殖轉上轉勝等流習氣故名攝受。彼因如是五種。即顯五修能得五果。何等爲五。謂息相修。和合修。無

相修。無功用修。轉相修

問聲聞藏法菩薩藏法等從法身所流。何故衆生以香鬘等供養菩薩藏法。便生廣大無邊福聚。非聲聞藏法耶。答以

菩薩藏法是一切衆生利益安樂所依處故。能建大義故。無上無量大功徳聚所生處故

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卷第十二



決擇分　法品



決擇分　得品



集論

大乘阿毘逹磨集論決擇分中得品第三 之一

云何得決擇。略説有二種。 一建立補特伽羅故。二建立現觀故

［大乘阿毘逹磨集論］－（明）

［之一］－（宋）（元）（宮）



雜集論

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卷第十三

　　　安慧菩薩糅＊釋上集論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決擇分中得品第三之一

云何得決擇。略 説有二種。謂建立補特伽羅。建立現觀。

前爲能證。後是所證。補特伽羅雖非實有。由四種縁是故建立。謂言説易故。順世間故。離怖畏故。顯示自他具

徳失故。

言説易者。若於無量色等差別無量差別相想法中。總合建立一假有情。即呼 召往來等。種種言説遂不爲難。

順世間者。非諸世間。唯依法想而起言説。多分依有情想而起言説。是故聖者爲化世間。必應同彼方便建立補特

伽羅。

離怖畏者。世間有情未會甚深縁起法性。若聞一切有情無我。便生怖畏不受正化。

顯示自他具徳失者。若離假立有情差別。唯説諸法染淨相者。是則一切無有差別。不可了知如是身中如此過失若

［大］－（明）

説＝記（明）

召＝名（三）（宮）

斷未斷。如是身中如此功徳若證未證。是故建立補特伽羅



斷未斷。如是身中如此功徳若證未證。是故建立補特伽羅



雜集論

云何建立。略有七種。謂病行差別故。出離差別故。 任持差別故。 方便差別故。果差別故。界差別故。修行

差別故。

病行差別復有七種。謂貪行瞋行癡行慢行尋思行等分行薄塵行。

出離差別有三種。謂聲聞乘獨覺乘大乘。

任持差別有三種。謂未具資糧已具未具資糧已具資糧。

方便差別有二種。謂隨信行隨 法行。

果差別有二十七。謂信解見至身證。慧解脱倶解脱。預流向預流果。一來向一來果。不還向不還果。阿羅漢向阿

羅漢果。極七返有。家家一間。中般涅槃。生般涅槃。無行般涅槃。有行般涅槃。上流。退法阿羅漢。思法阿羅漢。

護法阿羅漢。住不動阿羅漢。堪逹阿羅漢。不動法阿羅漢。

任＝住（元）（明）（宮）

方便＝加行（三）（宮）下同

任＝住（明）（宮）



集論

云何建立補特伽羅。略有七種。謂病行差別故。出離差別故。任持差別故。方便差別故。果差別故界差別故。修

行差別故。應知建立補特伽羅

云何病行差別。此有七種。謂貪行瞋行癡行慢行尋思行等分 別簿塵行。補特伽羅差別故

云何出離差別。此有三種。謂聲聞乘獨覺乘大乘。補特伽羅差別故

云何任持差別。此有三種。謂未具資糧。已具未具資糧。已具資糧。補特伽羅差別故

云何方便差別。此有二種。謂隨信行隨法行。補特伽羅差別故

云何果差別。此有二十七種。謂信勝解見至身證。慧解脱倶分解脱。預流向預流果。一來向一來果。不還向不還

果。阿羅漢向阿羅漢果。極七返有。家家一間。中般涅槃。生般涅槃。無行般涅槃。有行般涅槃。上流。退法阿羅

漢。思法阿羅漢。護法阿羅漢。住不動阿羅漢。堪逹阿羅漢。不動法阿羅漢。補特伽羅差別故。

別＝行（三）（宮）





集論

云何界差別。謂欲界異生有學無學。如欲界有三色無色界亦爾又有欲色界菩薩。又有欲界獨覺及不可思議如來。

補特伽羅差別故

云何修行差別。略有五種。一勝解行菩薩。二増上意樂行菩薩。三有相行菩薩。四無相行菩薩。五無功用行菩薩。

補特伽羅差別故

何等貪行補特伽羅。謂有猛利長時貪欲。 如是瞋行癡行慢行。及尋思行補特伽羅。皆有猛利長時差別。

何等等分行補特伽羅。謂住自性位煩惱。

何等簿塵行補特伽羅。謂住自性位微簿煩惱



雜集論

界差別者。謂欲界異生有學無學。如欲界有三色界無色界亦爾。又有欲色界菩薩。又有欲界獨覺。不可思議如來

修行差別略有五種。一勝解行菩薩。二増上意樂行菩薩。三有相行菩薩。四無相行菩薩。五無功用行菩薩。如是

等補特伽羅無量差別。

貪行補特伽羅者。謂有猛利長時貪欲。雖於下劣可愛境界。而能發起上品貪故。起即長時無斷絶故。如貪行者乃

至尋思行者亦爾。各隨自境。猛利長時如理配釋

等分行補特伽羅者。謂住自性位煩惱。遠離猛劣住平等位諸煩惱故。隨境界勢力煩惱現行故

薄塵行補特伽羅者。謂住自性位微薄煩惱。如前所説自性位煩惱相。今此煩惱望彼是微薄故。雖於増上所縁境界。

而微薄性煩惱現行。昔所修習勝對治力所摧伏故



集論

何等聲聞乘補特伽羅。謂住聲聞法性。若定若不定性是鈍根。自求解脱發弘正願。修厭離貪解脱意樂。以聲聞藏

爲所縁境。精進修行法隨法行得盡苦際。

何等獨覺乘補特伽羅。謂住獨覺法 性。若定若不定性是中根自求解脱發弘正願。修厭離貪解脱意樂。及修獨證

菩提意樂。即聲聞藏爲所縁境。精進修行法隨法行。或先未起順決擇分。或先已起順決擇分。或先未得果。或先已

得果出無佛世。唯内思惟聖道現前。或如麟角獨住。或復獨勝部行得盡苦際。

何等大乘補特伽羅。謂住菩薩法性。若定若不定性是利根。爲求解脱一切有情。發弘正願修無住處涅槃意樂。以

菩薩藏爲所縁境。精進修行法隨法行。成熟衆生修淨佛土。得受大記證成無上正等菩提

性＝法（宮）



雜集論

聲聞乘補特伽羅者。謂住聲聞法性若定不定性是鈍根。自求解脱發弘正願。修厭離貪解脱意樂。以聲聞藏爲所縁

境。精進修行法隨法行得盡苦際。當知此中以種性根願意樂境界行果差別説聲聞乘。對獨覺菩薩根 性。

説此爲鈍。若不爾即與隨法行等利根言相違

獨覺乘補特伽羅者。謂住獨覺法性若定不定性是中根自求解脱發弘正願。修厭離貪解脱意樂。及修獨證菩提。意

樂即聲聞藏爲所縁境。精進修行法隨法行。或先未起順決擇分。或先已起順決擇分。或先未得果。或先已得果。出

無佛世。唯内思惟聖道現前。或如麟角獨住。或復獨勝部行得盡苦際。若先未起順決擇分亦不得果。如是方成麟角

獨住。所餘當成獨勝部行

大乘補特伽羅者。謂住菩薩法性若定不定性是利根。爲求解脱一切有情。發弘 大願修無住處涅槃意樂。以菩薩

藏爲所縁境。精進修行法隨法行。成熟 衆生修淨佛土。得受大記。證成無上正等菩提。得受大記者。謂住第八菩

薩地。證得無生法忍故

大＝正（三）（宮）

衆生＝有情（三）（宮）下同



集論

何等未具資糧補特伽羅。謂縁諦増上法爲境。發起 軟品清信勝解。成就軟品順解脱分未定生時。

何等已具未具資糧補特伽羅。謂縁諦増上法爲境。發起中品清信勝解。成就中品順解脱分已定生時。

何等已具資糧補特伽羅。謂縁諦増上法爲境。發起上品清信勝解。成就上品順解脱分即此生時

又未具資糧者。謂縁諦増上法爲境。於諸諦中。成就下品諦察法忍。 成就下品順決擇分未定生時。

已具未具資糧者。謂縁諦増上法爲境於諸諦中。成就中品諦察法忍成就中品。順決擇分已定生時。

已具資糧者。謂縁諦増上法爲境。於諸諦中。成就上品諦察法忍。成就上品順決擇分即此生時

軟＝暖（明）＊，煖（宮）＊



雜集論

未具資糧補特伽羅者。謂縁諦増上法爲境。發起 軟品清信勝解。成就＊軟品順解脱分。未定生時

已具未具資糧補特伽羅者。謂縁諦増上法爲境。發起中品清信勝解。成就中品順解脱分。已定生時

已具資糧補特伽羅者。謂縁諦増上法爲境。發起上品清信勝解。成就上品順解脱分。即此生時

又未具資糧者。謂縁諦増上法爲境。於諸諦中成就下品諦察法忍。成就下品順決擇分。未定生時

已具未具資糧者。謂縁諦増上法爲境。於諸諦中成就中品諦察法忍。成就中品順決擇分。已定生時

已具資糧者。謂縁諦増上法爲境。於諸諦中成就上品諦察法忍。成就上品順決擇分。即此生時

軟＝煖（明）＊



集論

此中三品順決擇分者。謂除世第一法。由此世第一法性唯一刹那必不相續。即此生時定入現觀非前位故。從下中

品順解脱分。順決擇分有可退義。此唯退現行非退習氣。已依涅槃先起善根者。不復新 發起故。

［發］－（宮）







雜集論

如是三種補特伽羅。由成就順解脱分順決擇分各三品故。約能引生順決擇分。及諦現觀如其次第。未定已定即此

生時。於諦増上法清信 勝相。是順解脱分。即於此法諦察法忍相。是順決擇分。如其次第信増上故。慧増上故。

此中三品順決擇分者。謂除世第一法。由世第一法性唯一刹那必不相續。即此生時定入現觀非前位故。從下中品

順解脱分順決擇分有可退義。此唯退現行非退習氣。已依涅槃先起善根者。不復新起故。

依此下品順解脱分善根薄伽梵説。若有具世間増上品正見。雖經歴千 生不墮 三惡趣

又有四種順解脱分。一者依憑順解脱分。二者勝解順解脱分。三者愛樂順解脱分。四者趣證順解脱分。從善法欲

乃至爲求解脱所有善根。皆名依憑順解脱分。於彼相應教法所有勝解倶行善根。是名勝解順解脱分。縁解脱境作意

相續清淨喜倶所有善根。是名愛樂順解脱分。即於此生決定發起順決擇分所有善根。是名趣證順解脱分

勝＋（解）（三）（宮）

生＋（而）（三）（宮）

［三］－（宮）



集論

何等隨信行補特伽羅謂資糧已具性是鈍根。隨順他教修諦現觀。

何等隨法行補特伽羅。謂資糧已具性是利根。自然隨順諦増上法修諦現觀

何等信勝解補特伽羅。謂隨信行已至果位」

何等見至補特伽羅。謂隨法行已至果位

何等身證補特伽羅。謂諸有學已具證得八解脱定。

何等慧解脱補特伽羅。謂已盡諸漏而未具證八解脱定。



雜集論

復有六種順決擇分。謂隨順順決擇分。勝進順決擇分。通逹順決擇分。餘轉順決擇分。一生順決擇分。一座順決

擇分。若最初所起縁 諦境行下品善根。是名隨順順決擇分。即此善根轉成中品。是名勝進順決擇分。望

前下品是増勝故。即此善根増至上品。於此生中決定堪能通逹諦理。是名通逹順決擇分。又即此位中不定種性者。

爲迴向最勝菩提。及諸獨覺爲求無師自證菩提。轉趣餘生。是名餘轉順決擇分。若於此生定能通逹。是名一生順決

擇分。若於此座定能通逹。是名一座順決擇分

隨信行補特伽羅者。謂資糧已具性是鈍根。隨順他教修諦現觀

隨法行補特伽羅者。謂資糧已具性是利根。自然隨順諦増上法修諦現觀

信解補特伽羅者。謂隨信行已至果位。

見至補特伽羅者。謂隨法行已至果位。

身證補特伽羅者。謂諸有學已具證得八解脱定。即不還果説名身證。由身證得八解脱定。具足住故。八解脱者。

謂有色觀諸色等。後當廣説

慧解脱補特伽羅者。謂已盡諸漏而未具證八解脱定。唯究竟斷慧。所對治煩惱障故



集論

何等倶分解脱補特伽羅。謂已盡諸漏及具證得八解脱定

何等預流向補特伽羅。謂住順決擇分位。及住見道十五心刹那位。

何等預流果補特伽羅。謂住見道第十六心刹那位。即此見道。亦名趣入正性決定。亦名於法現觀。

若於欲界未離欲者。後入正性決定位得預流果。

若於欲界 倍離欲者。後入正性決定位得一來果。

若已離欲界欲者。後入正性決定位得不還果。

倍＝位（三）



雜集論

倶分解脱補特伽羅者。謂已斷諸漏及具證八解脱定。由煩惱障分及定障分倶得解脱故。

預流果向補特伽羅者。謂住順決擇分位。及住見道十五心刹那位。此中意説。始從一座順決擇分乃至。未得初果。

皆名預流果向。

豫流果補特伽羅者。謂住見道第十六心刹那位。即此見道。亦名入正性決定。亦名於法現觀。

問誰於見道最後心位得初果耶。答若於欲界未離欲者。後入正性決定得預流果。 謂次第者。雖少分離

欲亦名未離欲。彼後入正性決定。至第十六心位得預流果。

若倍離欲者後入正性決定得一來果。謂先用世間道已斷欲界修道所斷六品煩惱。名倍離欲。彼後入正性決定。至

第十六心位得一來果。

若已離欲者後入正性決定得不還果。謂先用世俗道已斷欲界修道所斷九品煩惱。名已離欲。彼後入正性決定。至

第十六心位得不還果。

を に訂正する．

豫＝預（三）（宮）＊



集論

若已永斷見道所斷一切煩惱得預流果。何故但言永斷三結得預流果。最勝攝故。 何故最勝。以於解脱

是不發趣因故。雖已發趣復爲邪出離因故。及爲不正出離因故。

又此三結是迷所知境因故。迷見因故。迷對治因故。

何等一來向補特伽羅。謂於修道中已斷欲界五品煩惱安住彼道。

何等一來果補特伽羅。謂於修道中已斷欲界第六品煩惱安住彼道。



雜集論

問若已永斷見道所斷一切煩惱得預流果。何故但言永斷三結得預流果耶。答最勝所攝故。由此三種障解脱。得最

爲殊勝。所以者何。於解脱是不發趣因故。雖已發趣復爲邪出離因故。及不正出離因故。由薩迦耶見執五取蘊爲我

我所深生愛樂故。於大苦聚不生厭背。於勝解脱無發趣心。或有衆生。雖已發趣解脱。然由戒禁取及疑。僻執邪道

疑正道故。便邪出離及不正出離。

又此三結是迷所知境因故。迷見因故。迷對治因故所以者何。由薩迦耶見迷所知境。於大苦聚虚妄増益我我所相

故。由戒禁取迷能知見。於顛倒見謂爲清淨出離因故。由疑迷正對治。於三寶所不決定故

一來果向補特伽羅者。謂於修道中已斷欲界五品煩惱安住彼道。所以者何。由見道後已斷欲界乃至中中品煩惱及

住彼斷道故

一來果補特伽羅者。謂於修道中已斷欲界第六品煩惱安住彼道。所以者何。由已永斷中＊軟品煩惱斷道究竟。建

立此故



集論

何等不還向補特伽羅。謂於修道中已斷欲界第七第八品煩惱安住彼道。

何等不還果補特伽羅。謂於修道中已斷欲界第九品煩惱安住彼道。

若已永斷一切見道所斷煩惱。及已永斷欲界修道所斷一切煩惱。得不還果。何故但言。永斷五順下分結得不還果。

最勝攝故。何故最勝。能爲下趣下界勝因故。

何等阿羅漢向補特伽羅。謂已永斷有頂八品煩惱安住彼道。



雜集論

不還果向補特伽羅者。謂於修道中已斷欲 界第七第八品煩惱安住彼道。所以者何。由一來果後已斷欲

界＊軟上＊軟中品煩惱及住彼斷道建立此故

不還果補特伽羅者。謂於修道中已斷欲界第九品煩惱安住彼道。所以者何。由彼永斷欲界＊軟＊軟品煩惱斷道究

竟。建立此故。

問若已永斷一切見道所斷煩惱。及已永斷欲界修道所斷一切煩惱得不還果。何故但言永斷五順下分結得不還果耶。

答最勝所攝故。云何最勝。由此五結能爲下趣下界勝因故名最勝。所以者何下趣者。謂 地獄 畜生餓鬼。下界者。

謂欲界。以薩迦耶見戒禁取疑爲最勝因。令諸有情不越 下趣故。以貪欲瞋恚爲最勝因。令諸有情下越下界故

阿羅漢果向補特伽羅者。謂已永斷有頂八品煩惱安住彼道

地獄＝那落迦（三）（宮）＊

畜生＝傍生（宋）（元）（宮）＊，旁生（明）＊

下＝不（三）（宮）



集論

何等阿羅漢果補特伽羅。謂已永斷有頂第九品煩惱安住彼究竟道。若阿羅漢永斷三界一切煩惱。何故但言。永斷

五順上分結得阿羅漢果。最勝攝故。何故最勝。是取上分因及不捨上分因故

何等極七返有補特伽羅。謂即預流果。於人天生往來雜受。極至七返得盡苦際。

何等家家補特伽羅謂即預流果。或於天上或於人中。從家至家得盡苦際。

何等一間補特伽羅。謂即一來果。或於天上唯受一有得盡苦際。



何等一間補特伽羅。謂即一來果。或於天上唯受一有得盡苦際。

雜集論

阿羅漢果補特伽羅者。謂已永斷有頂第九品煩惱安住彼究竟道。問若阿羅漢永斷三界一切煩惱。何故但言永斷一

切五順上分結得阿羅漢果耶。答最勝所攝故。云何最勝。由此五結是取上分因及不捨上分因故名最勝。所以者何。

由色無色愛取欲界上色無色界生故。由掉慢無明不捨此上生故。以愛慢疑上靜慮者。爲彼所惱故

極七返有補特伽羅者謂即＊豫流。於人天生往來雜受。極至七返得盡苦際

家家補特伽羅者。謂即預流。或於天上或於人中。從家至家得盡苦際。所以者何。即預流果進至一來果向。或於

天上或於人中。決定 往來極受二有方般涅槃故

一間補特伽羅者。謂即一來。或於天上唯受一有得盡苦際。所以者何。即一來果進至不還果向。或於天上唯受一

有得般涅槃故。唯有一隙容此一生故名一間



集論

何等中般涅槃補特伽羅。謂生結已斷起結未斷。或中有纔起即便聖道現前得盡苦際。或中有起已爲趣生有纔起思

惟。即便聖道現前得盡苦際。或思惟已發趣生有。未到生有即便聖道現前得盡苦際。

何等生般涅槃補特伽羅。謂二結倶未斷纔生色界已。即便聖道現前得盡苦際。

何等無行般涅槃。謂生彼已不由加行聖道現前得盡苦際。



雜集論

中般涅槃補特伽羅者。謂生結已斷起結未斷。或中有纔起。即便聖道現前得盡苦際。或中有起已。爲趣生有纔起

思惟。即便聖道現前得盡苦際。或思惟已發趣生有。未到生有即便聖道現前得盡苦際。

此中顯示三種中般。由煩惱力往趣生處 令生有相續。此煩惱已盡。唯由隨眠力令命終後諸蘊續起。此隨眠餘猶

未盡。或中有纔起由串習力聖道現前斷餘隨眠。即於此位入般涅槃。

或中有起已。爲往生有纔發思惟。聖道現前斷餘隨眠入般涅槃。

或思惟已往生有處。未得生有聖道現前。斷餘隨眠入般涅槃。如是三種望生有處。未發纔發已遠去位差別建立。

隨順七善丈夫趣經

生般涅槃補特伽羅者。謂二結倶未斷纔生色界已。即便聖道現前得盡苦際

無行般涅槃補特伽羅者。謂生彼已不由加行。聖道現前得盡苦際。不由加行者。由宿串習力。無漏聖道任運現前。

無功用故

令＝今（宋）（明）（宮）



集論

何等有行般涅槃補特伽羅。謂生彼已由加行力聖道現前得盡苦際

何等上流補特伽羅。謂於色界地地中皆受生已。乃至最後入色究竟。於彼無漏聖道現前得盡苦際。復有乃至往到

有頂聖道現前得盡苦際。

又雜修第四靜慮有五品差別。一下品修。二中品修。三上品修。四上勝品修。五上極品修。由此五品雜修第四靜

慮故。如其次第生五 淨居

何等退法阿羅漢。謂鈍根性。若遊散若不遊散。若思惟若不思惟。皆可退失現法樂住。

淨＝靜（明）



雜集論

有行般涅槃補特伽羅者。謂生彼已由加行力。聖道現前得盡苦際。由加行者。與上相違故

上流補特伽羅者。謂於色界地 地中皆受生已。乃至最後入色究竟。於彼無漏聖道現前 得盡苦際。復

有乃至往到有頂聖道現前得盡苦際。此中顯示二種上流。一極至色究竟。二極至有頂。極至色究竟者。謂多愛味補

特伽羅。由多生起＊軟等靜慮差別愛味故始從梵衆天乃至色究竟。於一切處次第各受一生。乃至最後入色究竟得般

涅槃。極至有頂者。謂不雜修第四靜慮。唯避淨居。如前次第生一切處。乃至有頂方般涅槃。

又雜修第四靜慮有五品差別。一下品修。二中品修。三上品修。四上勝品修。五上極品修。由此五品雜修第四靜

慮故。如其次第生五淨居

退法阿羅漢者。謂鈍根性。若遊散若不遊散。若思惟若不思惟。皆可退失現法樂住。思惟者欲害自身。不思惟者

不欲害自身。退現法樂住者。謂退世間靜慮等定

［地］－（三）（宮）



集論

何等思法阿羅漢。謂鈍根性。若遊散若不遊散若不思惟。即可退失現法樂住。若思惟已能不退失。

何等護法阿羅漢。謂鈍根性。若遊散便可退失現法樂住。若不遊散即能不退。

何等住不動阿羅漢。謂鈍根性。若遊散若不遊散。皆能不退現法樂住。亦不能練根。

何等堪逹阿羅漢。謂鈍根性。若遊散若不遊散。皆能不退現法樂住。然堪能練根。

何等不動法阿羅漢。謂利根性。若遊散若不遊散。皆能不退現法樂住



雜集論

思法阿羅漢者。謂鈍根性若遊散若不遊散。若不思惟即可退失現法樂住。若思惟已能不退失

護法阿羅漢者。謂鈍根性。若遊散便可退失現法樂住。若不遊散即能不退

住。不動阿羅漢者。謂鈍根性。若遊散若不遊散。皆能不退現法樂住。亦不能練根。練根者。謂轉下鈍根成上利

根。是故不動法不説能練根。性是利根故

堪逹阿羅漢者。謂鈍根性。若遊散若不遊散。皆能不退現法樂住。堪能練根。

不動法阿羅漢者。謂利根性。若遊散若不遊散。皆能不退現法樂住



集論

何等欲界異生補特伽羅。謂於欲界若生若長不得聖法。

何等欲界有學補特伽羅。謂於欲界若生若長。已得聖法猶有餘結。

何等欲界無學補特伽羅。謂於欲界若生若長。已得聖法無有餘結。如欲界有三色無色亦爾。

何等欲色界菩薩補特伽羅。謂與 滅離無色界生靜慮相。應住靜慮樂而生欲界或生色界。

何等欲界獨覺補特伽羅。謂無佛出世時生於欲界。自然證得獨覺菩提

滅＝減（三）（宮）



雜集論

欲界異生補特伽羅者。謂於欲界若生若長。 不得聖法

欲界有學補特伽羅者。謂於欲界若生若長。已得聖法猶有餘結

欲界無學補特伽羅者。謂於欲界若生若長。已得聖法無有餘結。如欲界有三。如是色無色界各有三種隨相應知

欲色界菩薩者。謂與 滅離無色界生靜慮相應住靜慮樂。而生欲界或生色界。問何縁菩薩不生無色界。答若已證

得最勝威徳菩薩凡所受生。皆欲利益安樂衆生。以無色界非成熟衆生處故。＊滅離無色界生靜慮者。謂能除遣無色

界生所有勝定。住靜慮樂者。謂不退靜慮。由此菩薩善巧迴轉故。爲欲成熟所化有情。或生欲界或生色界

欲界獨覺者謂無佛出世時 生於欲界。自然證得獨覺菩提

滅＝減（三）（宮）＊

生＝上（宮）



集論

何等不可思議如來補特伽羅。謂且於欲界始從示現。安住覩史多天妙寶宮殿。乃至示現大般涅槃。示現一切諸佛

菩薩所行大行。

何等勝解行菩薩補特伽羅。謂住勝解行地中成就菩薩下中上忍。

何等増上意樂行菩薩補特伽羅。謂十地中所有菩薩。

何等有相行菩薩補特伽羅。謂住極喜離垢發光焔慧極難勝現前地中所有菩薩。

何等無相行菩薩補特伽羅。謂住遠行地中所有菩薩。

何等無功用行菩薩補特伽羅。謂住不動善慧法雲地中所有菩薩



雜集論

不思議如來者。謂 且於欲界始從示現安住覩史多天妙寶宮殿。乃至示現大般涅槃。示現一切諸佛菩薩所行大行。

一切菩薩所行者。謂從示現覩史多天宮。乃至現大神變降伏魔軍。諸佛所行者。謂從示現成等正覺。乃至示現大般

涅槃

勝解行菩薩者。謂住勝解行地中。成就菩薩下中上忍。由其安住菩薩種 姓。始從初發大菩提願。乃至未入極歡

喜地。未得出世眞實内證故。名勝解行菩薩

増上意樂行菩薩者。謂十地中所有菩薩。由已證得出世内證清淨意樂故。

有相行菩薩者。謂住極喜離垢發光焔慧極難勝現前地 中所有菩薩。由此六地雖不喜樂而爲諸相所間雜

故

無相行菩薩者。謂住遠行地中所有菩薩。由此菩薩若作功用乃至隨其欲樂。能令諸相不現行故

無功用行菩薩者。謂住不動善慧法雲地中所有菩薩。由此菩薩已得純熟無分別智故」

且＝但（三）（宮）

姓＝性（三）（宮）



集論

復次如説預流果補特伽羅。此有二種。一漸出離。二頓出離。漸出離者。如前廣説。頓出離者。謂入諦現觀已。

依止未至定發出世間道。頓斷三界一切煩惱。品品別斷唯立二果。謂預流果阿羅漢果

如是補特伽羅多於現法或臨終時善辨聖旨。説不能辨由願力故。即以願力還生欲界。出無佛世成獨勝果

大乘阿毘逹磨集論卷第六







雜集論

復次如説預流補特伽羅。此有二種。一漸出離。二頓出離。漸出離者。如前廣説。頓出離者。謂入諦現觀已。依

止未至定發出世間道頓斷三界一切煩惱。品品別斷唯立二果。謂預流果阿羅漢果。

品品別斷者。謂先頓斷欲色無色界修道所斷上上品隨眠。如是乃至＊軟＊軟品。頓斷三界者。如見道所斷。非如

世間道界地漸次品品別斷。此義以何爲證。如指端經説。諸所有色乃至識。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廣説乃至若遠若

近。總此一切略爲一分一團一積一聚。如是略已。應觀一切皆是無常一切皆苦。乃至廣説。

依如是觀但可建立初後二果。由此二果如其次第。永斷三界一切見修所斷煩惱。無餘所顯故。不立第二第三兩果。

由此二果已見諦者。唯斷欲界修道所斷。有餘無餘所顯故。又依如是頓出離者。如來於分別經中預流果無間即建立

阿羅漢果。

如是補特伽羅多於現法或臨終時善 聖旨。設不能 由願力故。即以願力還生欲界。出無佛世成獨勝果。設

不＊ 者未能無餘離諸欲故。即以願力生欲界者。彼能速證般涅槃故

●＝辯（三）（宮）

●＝辯（明）＊，辨（宮）＊



集論

大乘阿毘逹磨集論卷第七

無著菩薩造

＊三藏法師玄奘奏　　詔譯

決擇分中得品第三之二

云何建立現觀。略有十種。謂法現觀。義現觀。眞現觀。後現觀。 寶現觀。不行現觀。究竟現觀。聲聞現觀。

獨覺現觀。菩薩現觀

何等法現觀。謂於諸諦増上法中已得上品淨信勝解隨信而行

何等義現觀。謂於諸諦増上法中已得上品諦察法忍。此忍居順決擇分位。

此由三種如理作意所顯發故。復成三品。謂上軟上中上上。

寶＝實（三）



雜集論

建立現觀略有十種。謂法現觀。義現觀。眞現觀。後現觀。寶現觀。不行現觀。究竟現觀。聲聞現觀。

獨覺現觀。菩薩現觀。

法現觀者。謂於諸諦増上法中已得上品清信勝解隨信而行。所以者何。由於諸諦増上契經等法中從聞他音増上縁

力。已得最後順解脱分善根所攝上品清信勝解由得如是清信勝解故。説名以法現觀現觀諸諦

義現觀者。謂即於諸諦増上法中已得上品。於諸諦境諦察法忍。此忍居順決擇分位。所以者何。由即於如上所説

法中如理作意。増上縁力於苦等諦境。已得最後順決擇分善根所攝上品諦察法忍。

此諦察法忍由三種如理作意所顯發故。復成三品謂上＊軟上中上上。上＊軟者。謂即此生時 軟位。上中者。謂

頂忍位。上上者。謂世第一法位

軟＝煖（三）（宮）



集論

何等眞現觀。謂已得見道十六心刹那位所有聖道。又見道中得現觀邊。安立諦世俗智不現在前。於修道位此世俗

智方可現前。

何等後現觀。謂一切修道

何等＊寶現觀。謂於佛證淨。於法證淨。於僧證淨。

何等不行現觀。謂已證得無作律儀。雖居學位而謂我今已盡那落迦。已盡傍生。已盡餓鬼。已盡顛墜惡趣。我不

復造惡趣業感惡趣異熟。

何等究竟現觀。如道諦中究竟道説。



雜集論

眞現觀者。謂已得見道十六心刹那位所有聖道。又於見道中得現觀邊安立諦世俗智。由出世智増上縁力長養彼種

子故。名得此智而不現前。以見道十六心刹那無有間斷。不容現起世間心故。於修道位此 世俗智方現在前

後現觀者。謂一切修道。由見道後一切世間出世間道皆名後現觀故

寶現觀者。謂於佛證淨於法證淨於僧證淨。由佛聖弟子於三寶所已得決定證清淨信。謂薄伽梵是眞正等覺者。法

毘奈耶是眞善妙説。聖弟子衆是眞淨行者

不行現觀者。謂已證得無作律儀故。雖居學 位而謂我今已盡＊地獄＊畜生餓鬼顛墜惡趣。我不復能造

惡趣業感惡趣異熟。已得無作律儀者。謂已證得聖所愛戒所攝律儀。由得此故。此所對治＊地獄異熟等必不復行。

由＊地獄等永盡不行故。名不行現觀

究竟現觀者。如道諦中究竟道説。謂已息一切麁重已。得一切離繋得。如是等

世＝出（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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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聲聞現觀。謂前所説七種現觀。從聞他音而證得故。名聲聞現觀

何等獨覺現觀。謂前所説七種現觀。不由他音而證得故。名獨覺現觀。

何等菩薩現觀。謂諸菩薩於前所説七現觀中。起修習忍而不作證。然於菩薩極喜地中。 入諸菩薩正性

決定。是名菩薩現觀

聲聞現觀菩薩現觀有何差別。略説有十一種。謂境界差別。任持差別。通逹差別。誓願差別。出離差別。攝受差

別。建立差別。眷屬差別。勝生差別。生差別。果差別



雜集論

聲聞現觀者。謂前所説七種現觀。從聞他音而證得故。名聲聞現觀

獨覺現觀者。謂前所説七種現觀。不由他音而證得故。名獨覺現觀

菩薩現觀者。謂諸菩薩於前所説七現觀中。起修集忍而不作證。爲於聲聞獨覺調伏方便中得善巧故。哀戀衆生。

不於下乘而出離故。然於菩薩極喜地中入諸菩薩正性決定。是名菩薩現觀

已説現觀。差別今當説。問聲聞菩薩現觀有何差別。答略説有十一種。謂境界差別。任持差別。通逹差別。誓願

差別。出離差別。攝受差別。建立差別。眷屬差別。勝生差別。生差別。果差別

境界差別者。謂縁方廣大乘爲境故。

任持差別者謂滿大劫阿僧企耶。福智資糧圓滿故」

通逹差別者。謂由補特伽羅法無我理増上法。方便所引出世間智。倶通逹二無我故」





雜集論

誓願差別者。謂能通逹一切有情與己平等。猶如自身誓願攝益故

出離差別者。謂依十地而出離故

攝受差別者。謂無住涅槃所攝受故

建立差別者。謂善修治諸佛淨土故

眷屬差別者。謂攝受一切所化衆生爲眷屬故

勝生差別者。謂如世間腹所孕子繼父種族令不斷絶。如是菩薩紹隆佛種令不斷絶。 是佛眞子相故

生差別者。謂於如來大集會中生故。

是＋（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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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果差別復有十種。謂轉依差別。功徳圓滿差別。五相差別。三身差別。涅槃差別。證得和合智用差別。障清淨

差別。和合作業差別。方便示現成等正覺入般涅槃差別。五種抜濟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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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差別者。復有十種。謂轉依差別。功徳圓滿差別。五相差別。三身差別。涅槃差別。證得和合智用差別。障清

淨差別。和合作業差別。方便示現成等正覺入般涅槃差別。五種拔濟差別。

轉依差別者。謂染不染一切種所依麁重永斷故。一切無上功徳所依永轉故

功徳圓滿差別者。謂力無所畏不共佛法等無邊功徳永成滿故

五相差別者。謂清淨等五相差別。一清淨差別。謂永斷一切煩惱并習氣故。二圓淨差別。謂遍修治佛淨土故。三

身差別謂法身圓滿故。四受用差別。謂一切時處大集會與諸菩薩受用種種大法樂故。五業差別。謂隨其所應起種種

變化。遍於十方無量無邊諸世界中作諸佛事故

三身差別者。謂證得圓滿自性受用變化身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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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差別者。謂於無餘涅槃界爲欲利樂一切有情。一切功徳無斷絶故

證得和合智用差別者。謂證得最極清淨法界一味故。於彼能依一切種妙智用一一佛功能等一切佛功能故

障清淨差別者。謂永斷一切煩惱障所知障故

和合作業差別者。謂化導一一有情作用。皆一切佛増上力故

方便示現成等正覺入般涅槃差別者。謂於十方一切世界。隨其所應。乃至後際數數示現成正覺等。令一切所化衆

生成熟解脱故」

五種拔濟差別者。謂拔濟災横等五事。一拔濟災横。謂如來入城邑等時。令盲聾等得眼耳等。二拔濟非方便謂令

得世間正見遠離一切邪惡見故。三拔濟惡趣。謂令生見道越諸惡趣故。四拔濟薩迦耶。謂令證阿羅漢果永脱三界故。

五拔濟乘。謂令諸菩薩不樂下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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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無量等最勝功徳。何現觀攝後現觀究竟現觀。攝

彼復云何。謂無量解脱勝處遍處無諍願智無礙解神通相隨好清淨力無畏念住不護無忘失法永斷習氣大悲不共佛法

一切種妙智。如是等功徳諸契經中處處宣説



雜集論

問如經説。四無量等最勝功徳何現觀所攝耶。答後現觀究竟現觀所攝。所以者何。如是最勝功徳。諸聖弟子等或

於修道或究竟道之所發起。是故二現觀所攝。

彼復云何謂無量解脱勝處遍處無諍願智無礙解神通相隨 顯清淨力無畏念住不護無忘失法永斷習氣大悲十八不共

佛法一切種妙智。如是等功徳如來於諸經中。或依聲聞乘説。或依大乘説。此諸功徳隨其所應。略以五門顯示其相。

謂所依境界行相自體助伴

顯＝好（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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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者。謂四無量。

云何慈。謂依止靜慮於諸有情與樂相應意樂住具足中。若定若慧及彼相應諸心心所。

云何悲。謂依止靜慮於諸有情離苦意樂住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

云何喜。謂依止靜慮於諸有情不離樂意樂住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云何捨。謂依止靜慮於諸有情 利益意

樂住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

利＝離（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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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量者。謂四無量。一慈無量。二悲無量。三喜無量。四捨無量。

慈云何。謂依止靜慮於諸有情與樂相應意樂。住具足中若定若慧。及彼相應諸心 心法。此中顯慈無量。以靜慮

爲所依。有情爲境界。願彼與樂相應爲行相。 定慧爲自體。一切功徳皆奢摩他毘鉢舍那所攝故。諸心心

法爲助伴。當知悲等一切功徳隨其所應亦爾。

悲云何。謂於諸有情離苦意樂。住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所依自體助伴與慈相似故。

喜云何。謂於諸有情不離樂意樂。住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捨云何。謂依止靜慮於諸有情利益意樂。住具

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利益意樂者。謂於與樂相應等有情所棄捨愛等。作是思惟。當令彼解脱煩惱。如是意樂

名捨行相。利益意樂行相圓滿。名住具足

を に訂正する．

心法＝心所（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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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脱者。謂八解。脱云何有色觀諸色。謂依止靜慮於内未伏見者色想。或現安立見者色想。觀所見色住具足中。

若定若慧及彼相應諸心心所。乃至爲解脱變化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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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脱者。謂八解脱。廣説如經。云何有色觀諸色解脱。謂依止靜慮於内未伏見者色想。或現安立見者色想。觀所

見色。住具足中若定若慧。及彼相應諸心＊心法。乃至爲解脱變化障。

有色者。謂於内身未依無色定伏除見者色想故。

或見者色想。安立現前故。

觀諸色者。謂以意解觀見好惡等色故。

解脱者。謂能解脱一切變化障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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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内無色想觀外諸色。謂依止靜慮於已伏見者色想。或 現安立見者無色想。觀所見色住具足中若定若慧。餘

如前説。

現＝想（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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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内無色想觀外諸色解脱。謂於内已伏見者色想。或現安立見者無色想。觀所見色住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

説。

内無色想者。謂於内身已依無色定伏除見者色想故。

或見者無色想。安立現前故。謂見者名想現在前行。餘如前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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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淨解脱身作證具足住。謂依止靜慮於内淨不淨諸色。已得展轉相待想展轉相入想展轉一味想故。

於彼已得住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乃至爲解脱淨不淨。變化煩惱生起障。

云何無邊空處解脱。謂於隨順解脱無邊空處住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如無邊空處解脱。無邊識處。無所有

處。非想非非想處解脱亦爾。乃至爲解脱。寂靜解脱無滞礙障。



雜集論

云何淨解脱身作證具足住。謂於内淨不淨諸色。已得展轉相待想展轉相入想展轉一味想故。於彼已得具足中若定

若慧。餘如前説。乃至爲解脱淨不淨變化煩惱生起障。此 中顯示於淨不淨諸色。依展轉相待想展轉相入

想。得展轉一味想。所以者何。待諸淨色於餘色中謂爲不淨。待不淨色於餘色中謂爲清淨。非不相待。何以故。唯

見一類時淨不淨覺無故。又於淨中不淨性所隨入。於不淨中淨性所隨入。何以故。於薄皮所覆共謂爲淨。中現有髮

毛等三十六種不淨物故。如是展轉總一切色合爲一味清淨想。解如是已得隨所樂色。解脱自在者能斷淨不淨色變化

障及於此中煩惱生起障。何等名於變化煩惱。謂於淨色變化加行功用。與不淨色變化相違故

云何無邊虚空處解脱。謂於隨順解脱無邊虚空處。住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如無邊虚空處解脱。無邊識處

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解脱亦爾。乃至爲解脱寂靜解脱無滯礙障。如是四種若聖弟子所得能順無漏。是清淨性方名

解脱。解脱愛味故。寂靜解脱者。謂超色無色於中清淨。名無滯礙。味著無色是此障



集論

云何想受滅解脱。謂依止非想非非想處解脱。超過諸餘寂靜解脱。住於似眞解脱。住具足中心心所滅。爲解脱想

受滅障

勝處者。謂八勝處。前四勝處由二解脱所建立。後四勝處由一解脱所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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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想受滅解脱。謂依止非想非非想處解脱。超過諸餘寂靜解脱。住於似眞解脱具足住中心＊心法滅。爲解脱想

受滅障。此顯想受滅解脱。以非想非非想處爲所依。無境界行相助伴。心＊心法無故。以心＊心法滅爲自體。又此

解脱似眞解脱。圓滿爲性。以聖弟子由出世間道已得轉依。諸心＊心法暫不現起。於此位中極寂靜故。染汚意不現

行故此八解脱亦名聖住。諸聖所住故。然諸聖者 多依二住。謂第三第八以最勝故。是故經中於此二解脱

有身作證具足住言。非餘由此二種。如其次第。有色無色解脱障斷無餘故。證得圓滿轉依故。説名最勝

勝處者。謂八勝處。廣説如經。前四勝處由二解脱所建立後四勝處由一解脱所建立。從彼所流故。所 以者何。

謂内有色想觀外色少。若好若惡若劣若勝。於彼諸色勝知勝見得如實想。是初勝處。内有色想觀外色多若好若惡。

廣説乃至得如實想。是第二勝處。此二勝處從有色觀諸色解脱所出。内無色想觀外色少。廣説乃至得如實想。是第

三勝處。内無色想觀外色多。廣説乃至得如實 想。是第四勝處。此二勝處從内無色想觀外諸色解脱所出。是故前

四勝處。由二解脱所建立。

以＝名（宋）

想＝相（宋）（元）（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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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無色想觀外諸色。若青青顯青現青光。猶如烏莫迦花。或如婆羅 斯深染青衣。若青青顯青現青光。如是内無

色想觀外諸色。若青乃至青光亦爾。於彼諸色勝知勝見得如實想。是第五勝處。

内無色想觀外諸色。若黄乃至黄光。猶如羯尼迦花。或如婆羅 斯深染黄衣。若黄廣説乃至得如實想。是第六勝

處。

内無色想觀外諸色。若赤乃至赤光。猶如般豆時縛迦花。或如婆羅 斯深染赤衣。若赤廣説乃至得如實想。是第

七勝處。

内無色想觀外諸色。若白白顯白現白光。猶如烏沙斯星色。或如婆羅 斯極鮮白衣若白白顯白現白光。如是内無

色想觀外諸色。若白白顯白現白光亦爾。於彼諸色勝知勝見得如 實想。是第八勝處。如是四勝處從淨解

脱身。作證具足住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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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解脱是意解所縁。勝處是勝伏所縁。自在轉故。依有情數非有情數説色少多。依淨不淨説色好惡。依人與天

説色劣勝。餘如解脱中説。勝伏所縁故名勝處



蔵訳より補う．佐久間［ ］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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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解脱是意解所縁。勝處是勝伏所縁。少多等境隨意自在。或令隱沒故或隨欲轉故少色者。有情數色。其量小

故多色者。非有情數色。舍林地山等其量大故。好色惡色者。淨不淨顯色所攝。劣色勝色者。若人若天隨其次第。

於彼諸色勝者自在轉故。知者由奢摩他道故。見者由毘鉢舍那道故。得如實想者謂於已勝未勝中得無増上慢想故。

若青者是總句青顯者是倶生青。青現者是和合青。青光者。謂彼二所放鮮淨光青。如青黄赤白廣説亦爾。於一處説

二譬喩者爲顯倶生和合二顯色故。謂若青者總擧花衣二青。青顯者依花青説。以倶生故。青現者依衣青説。以和合

方成故。青光者依二種説。由彼二種倶有鮮淨光故。如是二譬喩中若青青顯等。總句釋句如相應知。如青黄等亦爾。

餘如解脱中説。何等爲餘。謂内有色想觀外色等。如有色觀諸色等隨相應釋。已説勝處勝所縁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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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處者。謂十遍處。所縁遍滿故名遍處。於其遍滿住具足中若定若慧。及彼相應心心所法。是名遍處。何故於遍

處建立地等。由此遍處觀所依能依色。皆遍滿故。餘隨所應如解脱説。如是遍處能成滿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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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處者。謂於遍滿住具足中若定若慧。及彼相應心＊心法。是名遍處。遍滿者其量廣大周普無邊。此復十種。謂

地水火風青黄赤白無邊空處無邊識處皆悉遍滿。問何故於遍處建立地等。答由此遍處觀所依能依色皆遍滿故。若於

此中不建立地等。遍處者。即離所依大種亦不能觀青等所造色爲遍滿相。是故爲觀所依能依皆悉遍滿建立地等。餘

隨所應如解脱中説。謂無邊空處等 當知此中依解脱故造修。由勝處故起方便。由遍處故成滿。若於彼得

成滿。即於解脱究竟

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卷第十三



集論

無諍者。謂依止靜慮於防護他所應起煩惱住具足中。若定若慧及彼相應諸心心所。

願智者。謂依止靜慮於爲了所知願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



雜集論

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卷第十四

　　　＊安慧菩薩糅＊釋上集論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決擇分中得品第三之 二

復次無諍者。謂依止靜慮於防護他所應起煩惱住具足中。若定若慧及彼相應諸心心法。所以者何。住無諍者若欲

往詣一切有情所應見處。先於自所住處以願智力觀彼有情。爲於我身當來煩惱現前行不。如是觀已。若知於我所當

起愛恚慳嫉等煩惱。即便不往。若不當起乃往其所。以能護他諸煩惱諍令不當起。故名無諍

願智者。謂依止靜慮於爲了所知願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所以者何。由得願智者爲欲了知所有三世等所

應知事。先於彼彼事發正願心。願我如實了知如是如是。次入増上靜慮。從彼起已所願成滿。謂能了知所應知故

［大乘・・・四］十三字－（聖）

二＋（卷十四）（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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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礙解者。謂四無礙解。

云何法無礙解。謂依止靜慮於一切法名差別無礙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

云何義無礙解。 謂依止靜慮於諸相及意趣無礙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

云何訓詞無礙解。謂依止靜慮於諸方言音及訓釋諸法言詞無礙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

云何辯才無礙解。謂依止靜慮於諸法差別無礙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



雜集論

無礙解者。謂四無 礙。一法無礙解。二義無礙解。三訓 詞無礙解。四辯才無礙解

法無礙解者。謂依止靜慮於一切法名差別無礙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名差別者。謂依無明等於無智無見

不現觀等差別 名中。無礙具足若定若慧乃至廣説。名法無礙解

義無礙解者。謂於諸相及意趣無礙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相者。謂諸法自相共相。意趣者。謂別義等。

若於此中通逹無礙具足。名義無礙解

訓＊詞無礙解者。謂於諸方 言音及訓釋諸法言＊詞無礙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諸方言音者。謂無量國邑

各隨自想所起種種言音差別訓釋諸法。言＊詞者。謂可破壞故名世間。可變壞故名色如是等。若於是中通逹無礙。

名訓＊詞無礙解

辯才無礙解者。謂於諸法差別無礙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諸法差別者。謂實有假有世俗有勝義有如是等。

若於此中通逹無礙。名辯才無礙解

礙＋（解）（三）（宮）

詞＝辭（明）＊

［言］－（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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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通者。謂六神通。

云何神境通。謂依止靜慮於種種神變威徳具足中。若定若慧及彼相應諸心心所。

云何天耳通。謂依止靜慮於隨聞種種音聲威徳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

云何心差別通。謂依止靜慮於入他有情心行差別威徳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

云何宿住隨念通。謂依止靜慮於隨念前際所行威徳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



雜集論

神通者。謂六神通。一神境通。二天耳通。三心差別通。四宿住隨念通。五死生通。六漏盡通。

神境通者。謂依止靜慮於種種神變威徳具足中。若定若慧及彼相應諸心心法。種種神變威徳具足者。謂變一爲多

等種種神變自在具足

天耳通者。謂依止靜慮於隨聞種種音聲威徳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種種聲者。謂人天等聲

心差別通者。謂依止靜慮於入他有情心行差別威徳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入他 有情心行差別者。謂如

實知有貪等心行差別

宿住隨念通者。謂依止靜慮於隨念前際所行威徳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隨念前際所行者。謂隨念過去生名

字種族等展轉差別事

［有］－（宋）（元）（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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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死生通。謂依止靜慮於觀有情死生差別威徳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

云何漏盡通。謂依止靜慮於漏盡智威徳具足中。若定若慧及彼相應諸心心所。

相隨好者。謂依止靜慮於相隨好莊嚴所依示現具足中。若定若慧及彼相應諸心心所。并彼所起異熟



雜集論

死生通者。謂依止靜慮於觀有情死生差別威徳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觀諸有情死生差別者。謂以天眼觀

諸有情死時生時好色惡色。當往善趣當往惡趣後際差別

漏盡通者。謂依止靜慮於漏盡智威徳具足中。若定若慧及彼相應諸心心法。漏盡智者。謂由此智通逹一切漏盡方

便。及諸漏盡威徳具足者此智成滿故

相隨好者。謂依止靜慮於相隨好莊嚴所依示現具足中。若定若慧及彼相應諸心心法。并彼所起異熟果。所以者何。

謂佛世尊由定慧増上力。爲欲化度諸有情故。示現三十二大丈夫相。及八十種隨好相莊嚴色身。然佛世尊非彼自

體。以法身所顯故。若諸菩薩能如是示現者。當知定慧爲其自性。若所餘於大集會中生者用彼所起異熟果爲自性

謂＝諸（三）



集論

清淨者。謂四清淨。

云何依止清淨。謂依止靜慮於隨所欲依止取住捨具足中。若定若慧及彼相應諸心心所。

云何境界清淨。謂依止靜慮。於隨所欲境界變化智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

云何心清淨。謂依止靜慮於如所欲三摩地門自在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

云何 智 清淨。謂依止靜慮於隨所欲陀羅尼門任持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

智＋（慧）（三）

［清］－（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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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淨者。謂四清淨。一依止清淨。二境界清淨。三心清淨。四智清淨。如是四種一切相清淨。唯佛世尊及已得大

神通菩薩摩訶薩所得。

依止清淨者。謂依止靜慮於隨所欲依止取住捨具足中。若定若慧及彼相應諸心心法。取住捨具足者。謂隨所欲生

即便能取。既生彼已隨其所欲。壽行分量即能留住。若欲捨諸壽行即便能捨。如其次第三種具足。

境界清淨者。謂於隨所欲境界變化智具足中。 若定若慧乃至廣説。變化智具足者。謂先無今有色等名

化轉。先已生色等令成金銀等名變。悟一切種境相差別名智。如其次第三種具足。

心清淨者。謂於如所欲三摩地門自在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由隨所欲刹那刹那能入無量三摩地差別故。

智清淨者。謂依止靜慮於隨所欲陀羅尼門 任持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陀羅尼門任持具足者。謂於四十

二字中隨思惟一字。以此爲先便能證得一切法差別名言善巧

任＝住（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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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者。謂如來十力。

云何處非處智力。謂依止靜慮於一切種處非處智具足中。 若定若慧及彼相應諸心心所。

云何自業智力。謂依止靜慮於一切種自業智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餘力隨應當知亦爾



雜集論

力者。謂如來十力。一處非處智力。二自業智力。三靜慮解脱三摩地三摩鉢底智力。四根上下智力。五種種勝解

智力。六種種界智力。七遍趣行智力。八宿住隨念智力。九死生智力。十漏盡智力

處非處智力者。謂依止靜慮於一切種處非處智具足中。若定若慧及彼相應諸心心法。一切種處非處智具足者。謂

於一切種因非因智無著無礙現行中。所有三摩地等。

自業智力者。謂於一切種自業智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以於一切種自業智無著無礙現行中。所有三摩地

等。如是餘力隨其所應當正建立。云何隨其所應

靜慮解脱三摩地三摩鉢底智力者。謂於一切種靜慮解脱等持等至智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由於一切種靜

慮解脱等持等至智無著無礙現行中所有三摩地等爲體故。

如是根上下智力者。謂於一切種根上下智無著無礙現行中。所有三摩地等。





雜集論

種種勝 解智力者。謂於一切種差別勝解智無著無礙現行中。所有三摩地等。

種種界智力者。謂於一切種差別界智無著無礙現行中。所有三摩地等

遍趣行智力者。謂於一切種遍趣行智無著無礙現行中。所有三摩地等。

宿住隨念智力者。謂於一切種宿住隨念智無著無礙現行中。所有三摩地等

死生智力者。謂於一切種死生智無著無礙現行中。所有三摩地等。

漏盡智力者。謂於一切種 漏盡智無著無礙現行中。所有三摩地等

［漏盡智］－（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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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畏者。謂四無畏。

云何正等覺無畏。謂依止靜慮由自利門。於一切種所知境界正等覺自称徳號建立具足中。若定若慧及彼相應諸心

心所。

云何漏盡無畏。謂依止靜慮由自利門。於一切種漏盡自称徳號建立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

云何障法無畏。謂依止靜慮由利他門。於一切種説障礙法自称徳號建立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



雜集論

無畏者。謂四無畏。一正等覺無畏。二漏盡無畏。三障法無畏。四出苦道無畏

正等覺無畏者。謂依止靜慮由自利門。於一切種所知境界正等覺自稱徳號建立 具足中。若定若慧及彼相應諸心

心法。如經言。我是正等覺者。設有世間沙門婆羅門若天 魔梵。依法立難。或令憶念言。於是法非正等覺。我於

是事正見無縁。以於此事正見無由故。得安隱住無怖無畏。自稱我處大仙尊位。於大衆中正師子吼轉大梵輪。一切

世間沙門婆羅門若天＊魔梵所不能轉

漏盡無畏者。謂依止靜慮由自利門。於一切種漏盡自稱徳號建立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如經言。我諸漏

永盡。如是等。廣説如前

障法無畏者。謂依止靜慮由利他門。於一切種説障礙法自稱徳號建立具足中。若定若 慧。餘如前説。

如經言。又我爲諸弟子説障礙法。染必爲障。乃至廣説

［具足］－（聖）

魔＝摩（聖）＊



集論

云何出苦道無畏。謂依止靜慮由利他門。於一切種説出苦道法自称徳號建立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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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苦道無畏者。 謂依止靜慮由利他門。於一切種説出離道法自稱徳號建立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

如經言。又我爲諸弟子説出離道。諸聖修習決定出離決定通逹。設有世間沙門婆羅門若天＊魔梵。依法立難。或

令憶念言。修此道非正出離。不正盡苦及證苦邊。我於是事正見無縁。乃至廣説

如是四無畏略説有二。謂自利利他。前二是自利。由智斷差別故。後二是利他。由遠離所治法修習能治法故。以

正等覺無畏由内智自利門言。我於一切種所知境界差別邊際皆正等覺。於一切世間前自稱徳號立正無難具足中所有

定慧乃至廣説。

當知餘。無畏如應亦爾。一切種漏盡者。謂諸煩惱并習氣永盡。一切種障礙法者謂一切雜染所。對治法一切種出

離道者。謂從方便道乃至究竟道

謂＝説（明）



集論

念住者。即三念住。謂御大衆時。於一切種雜染不現行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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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住者。即諸如來三不共念住謂御大衆時於一切種煩惱不現行具足中。若定若慧。廣説如前。

何等爲三念住。所謂大師哀愍一切。欲求義利起大悲心。爲諸弟子宣説法要。告諸比丘。汝等當知。此能利益。

此能安樂。此能利益安樂。爾時若有諸弟子衆恭敬聽聞。聞已諦受住奉教心。精進修行法隨法行。如來於彼不生歡

喜心不踊躍。但起大捨住念正知。隨諸聖衆所應修習教誡教授。是名初不去念住

又復大師哀愍一切。欲求義利起大悲心。爲 諸弟子宣説法要。乃至此能利益安樂。爾時若有諸弟子衆

不恭敬聽聞。乃至不精進修行法隨法行。如來於彼不生恚恨。不捨保任心無悵恨。但起大捨。乃至廣説。是名第二

不共念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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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護者。即三不護。謂御大衆時於隨所欲教授教誡方便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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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復大師哀愍一切。欲求義利起大悲心。爲諸弟子宣説法要。乃至此能利益安樂。爾時一分弟子恭敬聽聞。乃至

精進修行法隨法行。一分弟子不恭敬聽聞。乃至不精進修行法隨法行。如來於彼不生歡喜。乃至心不悵恨。如是三

念住。顯大師御衆時隨其次第。於一切種愛恚倶煩惱并習氣不現行具足中。所有定慧等爲體

不護者。即三不護。謂大師御衆時。於隨所欲教授教 誡方便具足中。若定若慧乃至廣説。何等爲三。如經言。

如來身業清淨現行無不清淨。現行身業可須覆藏。謂勿他知我之所有語業意業。現行亦爾。由彼大師心無懼慮。善

御所化一切大衆隨其所欲。自然強力折伏攝受。教誡教授方便具足

誡＝戒（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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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忘失法者。謂於一切種隨其所作所説明記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

永斷習氣者。謂一切智者於非一切智所作不現行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

大悲者。謂於縁無間苦境大悲住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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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忘失法者。謂於一切種隨其所作所説明記具足中。若定若慧乃至廣説。此中顯示依化事門。於隨所作等念具足

中。所有三摩地等。是無忘失法

永斷習氣者。謂一切智者。於非一切智所作不現行具足中。若定若慧乃至廣説。此中顯示一切智者於所有能表有

餘煩惱所知障身語所作不現行具足中所有三摩地等。是永斷習氣

大悲者。謂於縁無間苦境大悲住具足中。若定若慧乃至廣説。此中顯示於縁一切三界有情無 間一切種苦境大悲

住具足中所有三摩地等。是名大悲

間＝聞（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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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共佛法者。即十八種不共佛法。謂於不共身語意業清淨具足中。於所依及果根未得不退具足中。於不共業現行

具足中。於不共智住具足中。若定若慧餘如前説







雜集論

不共佛法者。即十八不共佛法。彼復云何。謂於不共身語意業清淨具足中。於所依及果根未得不退具足中。於不

共業現行具足中。於不共智住具足中。若定若慧乃至廣説。

何等十八。如經言。如來無有誤失。無卒暴音。無忘失念。無不定心。無種種想。無不擇捨。志欲無退。精進無

退。念無退。定無退。慧無退。解脱無退。一切身業智爲前導隨智而轉。一切語業智爲前導隨智而轉。一切意業智

爲前導隨智而轉。知過去世無著無礙。知未來世無著無礙。知現在世無著無礙。建立彼相如經廣説

如來無有誤失者。謂阿羅漢 比丘雖漏已盡。爲乞食故出遊城邑。或於一時與惡象惡馬惡牛惡狗等共爲遊止。或

於一時踐躡叢刺齊足越坑。或於一時入女人家。不依正理而作語言。或於林野捨棄正道而行邪徑。或與盜賊猛惡獸

等共爲遊止。如是等誤失事阿羅漢猶有。如來永無

比丘＝●芻（三）（宮）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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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卒暴音者。謂阿羅漢或於一時遊行林野迷失道路。或入空宅揚聲叫喚發大暴音。因不染汚習氣過失 聚。露

脣齒而現大笑。如是等卒暴音阿羅漢猶有。如來永無

無忘失念者。謂阿羅漢猶有不染汚。久遠所作久遠所説忘失憶念。如來永無。

無不定心 者。謂阿羅漢斂心方定。出即不定。如來於一切位無不定。心

無種種想者。謂阿羅漢於有餘生死起違逆想。於無餘涅槃起寂靜想。如來於生死涅槃無差別想。由住第一大捨故。

無不擇捨者。謂阿羅漢不以智慧 簡擇。棄捨有情利益事。如來無此等事故無不擇捨。又阿羅漢於所知障淨有未

得退。謂志欲退精進退念退定退慧退解脱退。如是六退如來永無

［無］－（三）（宮）

聚＝輒（明）

簡＝揀（三）（宮）



集論

一切種妙智者。 謂於蘊界處一切種妙智性具足中。若定若慧及彼相應諸心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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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阿羅漢或於一時善身業轉。或於一時無記身業轉。語業意業亦爾。如來三業智爲前導故隨智而轉。故無有無記。

智爲前導者。智所等起故。隨智而轉者與智倶行故

又阿羅漢比丘於三世所知事。不能起心即解故智見有著不能一切悉解。故智見有礙。如來於三世境暫起心時即遍

知一切。是故智見無著無礙。十八中前六於不共身語意業清淨具足中。所有三摩地等爲體。無有誤失依身清淨説。

無卒暴音依語業清淨説。無忘失念無不定心。無種種想無不擇捨。此四依意業清淨説。志欲無退乃至解脱無退。此

六於所依及果根未得不退具足中。所有三摩地等爲體。所依謂志欲。果謂解脱。根謂精進等。一切身語意業智爲前

導隨智而轉。此三於不共業現行具足中。所有三摩地等爲體。知去來今無著無礙。此三於不共智住具足中。所有三

摩地等爲體

一切種妙智者。謂於蘊界處一切種妙智性具足中。若定若慧及彼相應諸心心法。云何 於蘊界處一切種

妙智性具足。謂於蘊等自性差別相。通逹一切差別邊際智成滿故



集論

云何引發如是等功徳。謂依止清淨四靜慮。若外道若聲聞若菩薩等。引發四無量五神通。多分依止邊際第四靜

慮。若聲聞若菩薩若如來等引發所 餘功徳。何因引發如是功徳。謂依止靜慮數數思惟。隨所建立法故。

如是等功徳略有二種。一現前發起自所作用。二安住自性。若現發起自所作用。以出世後所得世俗智爲體。若安

住自性。用出世智爲體

云＝示（明）

餘＝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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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引發如是等功徳。謂依止清淨四靜慮。若外道若聲聞若菩薩等。引發四無量五神通。多分依止邊際第四靜慮。

若聲聞若菩薩若如來等引發所餘功徳。何因引發如是功徳。謂依止靜慮數數思惟。隨所建立法故。

此中顯示如是等功徳引發所依止。能引發補特伽羅。能引發方便。云何能引發方便。謂於隨所建立教法。以衆多

作意定心。起數數思惟行相。如欲引發無量時依止靜慮。於慈倶心無恨無怨等教法。以修慧相應作意數數思惟。欲

引發神通等時依止靜慮。於變一爲多等教法。以修慧相應作意數數思惟。如是於一切處數數思惟。如所建立隨相應

知

又如是等功徳略有二種。一現前發起自所作用。二安住自性。若現前發起自所作用。以出世間後所得世俗智爲體。

若安住自性。用出世間智爲體。

又現前發起自所作用者。謂諸聖者隨其所應發起斷所治障等種種作業。

安住自性者。謂最勝寂靜無分別智所攝。無縁無量等現法樂住



集論

無量作何業。謂捨所治障哀愍住故。能速圓滿福徳資糧。成熟有情心無厭倦

解脱作何業。謂引發變化事。於淨不淨變化無有艱難。於寂靜解脱無有滞礙。能住第一寂靜聖住。由勝解思惟故

勝處作何業。謂能令前三解脱所縁境界自在而轉。由勝伏所縁故

遍處作何業。謂善能成 解脱所縁。遍滿流布故

無諍作何業。謂所發語言聞皆信伏。愛護他心最爲勝故。如其所應發語言故



雜集論

復次無量作何業。謂捨所治障哀愍住故。能速圓滿福徳資糧。成熟有情心無懈倦。捨所治障者。謂如其次第四無

量。能捨瞋害不樂愛恚故。哀愍住者。謂四無量。於利益有情事隨順轉住。由於一切有情哀愍住故。能速圓滿福徳

資糧。成熟有情心無懈倦者。由愍諸有情不顧自身故

解脱作何業。謂引發變化事。於淨不淨變化無有艱難。於寂靜解脱無有滯礙。能住第一寂靜聖住。由勝解思惟故。

此中顯初二解脱能引發變化事。由第三解脱。於淨不淨變化無有艱難。由四無色解脱。於寂靜解脱無有滯礙。由最

後解脱。能住第一寂靜聖住。由勝解思惟故者。顯如是如是勝解義是解脱義。

勝處作何業。謂能令前三解脱所縁境界自在而轉。由勝伏所縁故

遍處作何業謂善能成 解脱所縁。遍滿流布故。

無諍作何業。謂所發語言聞皆信伏。愛護他心最爲勝故。如其所應發語言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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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智作何業。謂能善記別三世等事。一切世間咸所恭敬。由遠一切衆 衆所歸仰故

無礙解作何業。謂善説法要悦衆生心。能絶一切所疑網故

神通作何業。謂以身業語業記心。化導有情令入聖教。善知有情一切心行及過未已。如應教授令永出離。

相及隨好作何業。謂能令暫見。謂大丈夫心生淨信

清淨作何業。謂由此勢力故。取生有隨其樂欲。或住一劫或復劫餘。或捨壽行。或於諸法自在而轉。或於諸定自

在而轉。或復任持諸佛正法

［衆］－（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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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智作何業。謂 能善記別三世等事。一切世間咸所恭敬。由逹一切衆所歸仰故

無礙解作何業。謂善説法要悦衆生心。能絶一切諸疑網故

神通作何業。謂以身業語業記心。化導有情令入聖教。善知有情一切心行及過未已。如應教授令 永出離。此中

顯示神境天耳乃至漏盡通。如其次第能起身業化導等用。由天耳通解了一切言音差別能引語業故。

相及隨好作何業。 謂能令暫見謂大丈夫心生淨信

清淨作何業。謂由此勢力故。取生有隨其樂欲。或住一劫或復劫餘。或捨壽行。或於諸法自在而轉。或於諸定自

在而轉。或復任持諸佛正法。此中顯示由所依清淨隨其所樂於所依身取住捨自在。即攝三句。謂故取生有等。由境

界清淨於諸法中得自在轉。由心清 淨於三摩地得自在轉。由智清淨任持如來無上正法

能善＝善能（明）

永＝求（明）

（問）＋相（三）

謂＝答（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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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作何業。謂爲除捨無因惡因論不作而得論。無倒宣説増上生道。悟入一切有情心行。正説法品。意樂隨眠境界

資糧當能出離。隨其所應宣説決定勝道。降伏諸魔。善能記別一切問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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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作何業。謂爲除捨無因惡因論不作而得論。無倒宣説増上生道。悟入一切有情心行正説法器。意樂隨眠境界資

糧當能出離。隨其所應宣説決定勝道降伏諸魔。善能記別一切問論。

此中顯初二力能説増上生道。餘八力能説決定勝道。如是二種具足顯示諸佛所作。

所以者何。世尊由處非處智力折伏一切世間無因論者惡因論者。宣説無倒増上生道。諸外道等於増上生或謂無因

或謂自性。自在等爲因故。名無因惡因論。

由自業智力折伏一切世間不作而得論者。無倒宣説善趣正道。諸外道等謂不作業自然得 報故。名不作而得論。

由靜慮解脱等持等 至智力。悟入一切有情心行。心所修行故名心行。由根上下智力。悟入一切正説法器。以信

等根若善成熟能爲法器故。

報＝異熟（三）（宮）（聖）

至智＝正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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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種種勝解智力。悟入一切勝劣意樂。

由種種界智力。悟入一切可破隨眠諸煩惱性。

由遍趣行智力。悟入一切大小乘教法所攝境界。

由宿住隨念智力。悟入一切資糧前生所集聖道因縁。是名資糧。

由死生智力。悟入一切當來功能性。由漏盡智力。悟入一切三界出離。由如是悟入已隨其所應宣説解脱出世聖道。

此十名力者。善能降伏諸魔故。善能記別一切問論故。降伏諸魔者。由此十力能降伏蘊魔煩惱魔天魔死魔。爲最

勝故。雖斷所知障亦不能爲礙故名最勝。記別一切問論者。謂於 處非處乃至漏盡一切處。所有問論記別

無 滯故

滯＋（礙）（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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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畏作何業。謂處大衆中自正建立我爲大師。摧伏一切邪難外道

念住作何業。謂能不染汚攝御大衆。

不護作何業。謂能無間斷教授教誡所化徒衆

無忘失法作何業。謂能不捨離一切佛事。

永斷習氣作何業。謂離諸煩惱亦不顯現。似諸煩惱所作事業

大悲作何業。謂日夜六時遍觀世間。

不共佛法作何業。謂由身語意業清淨已得不退。若行若住映蔽一切聽聞獨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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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畏作何業謂處大衆中自正建立我爲大師。摧伏一切邪難外道。大師者。自利利他衆徳圓滿故摧伏邪難外道者。

謂能摧伏於如來所説成等正覺永斷諸漏障道法中邪難外道故

念住作何業。謂能不染汚攝御大衆。由於恭敬聽聞等無愛恚等諸煩惱故

不護作何業。謂能無間斷教授教誡所化徒衆。由無藏護自過慮顯彰故

無忘失 法作何業。謂能不捨離一切佛事。所以者何。由此於諸有情現前應利益事。能無放逸不越一刹那故

永斷習氣作何業。謂離諸煩惱亦不顯現似諸煩惱所作事業。非如阿羅漢比丘猶現誤失等事

大悲作何業。謂日夜六時遍觀世間。誰減誰退誰増誰進。如是等種種觀察

不共佛法作何業。謂由身語意業清淨以得不退若行若住。映蔽一切聲聞獨覺。如此諸句依前所説。於不共三業清

淨具足等相。如應配釋

［法］－（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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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種妙智作何業。謂能絶一切有情一切疑網。令正法眼長時得住。由此有情未成熟者令其成熟。已成熟者令得

解脱

於上所説現觀位中。證得後後勝品道時。捨前所得下劣品道。

又即此時集斷作證

於無餘依涅槃界位。聲聞獨覺一切聖道無不皆由頓捨所捨。非諸菩薩。是故唯説諸菩薩等爲無盡善根者。無盡功

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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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種妙智作何業。謂能絶一切有情一切疑網。令正法眼長時得住。由此有情未成熟者令成熟。已成熟者令解脱。

絶疑網者於一切處智無礙故。令正法眼得久住者。於彼彼時方爲斷所化有情疑惑。宣説種種法門差別。諸結集者次

第結集。令不滅故。依此法眼 未成熟有情令速成熟。已成熟者速令解脱。

復次於諸現觀位證得後後勝品道時。捨前所得下劣品道。如證得此果所攝道時。即捨此向所攝道。以不復現前故

又即此時集斷作證。由得果時永斷此所治種類煩惱品麁重令無餘故。證得勝品轉依故

復次於無餘涅槃界聲聞獨覺一切聖道。由頓捨所捨非。諸菩薩是故唯説諸菩薩爲無盡善根者無盡功徳者。頓捨所

捨者。是究竟不現行捨義。非諸菩薩所得聖道。有如是捨。爲欲利益一切有情皆得涅槃故由此因縁無盡慧經等。説

諸菩薩爲無盡善根者無盡功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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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何故建立諸無記事。由彼所問不如理故。何故所問不如理耶。遠離因果染淨所應思處故。此中顯示如來於諸

外道所問世間常無常等事中建立十四不可記事。由彼所問不如正理能引無義利故。何等問論能引義利。謂依四聖諦

所有問論。由此問論因果染淨應思處所攝故

復次何縁菩薩已入菩薩超昇離生位而非預流耶。由得不住道一向預流行不成就故。何縁亦非一來耶。故受諸有無

量生故。何縁亦非不還耶。安住靜慮還生欲界故

又諸菩薩已得諦。現觀於十地修道位。唯修所知障對治道。非煩惱障對治道。若得菩提時頓斷煩惱障及所知障。

頓成阿羅漢及如來。此諸菩薩雖未永斷煩惱。然此煩惱猶如 呪藥所伏諸毒。不起一切煩惱過失。一切地

中如阿羅漢已斷煩惱

復次諸菩薩於所知境應修善巧。於諸方便應修善巧。於虚妄分別應修善巧。於無分別應修善巧。於時時中應修練

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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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故建立諸無 記事。由彼所問不如理故。何故所問不如理耶。遠離因果染淨所應思處故

何縁菩薩已入菩薩超昇離生位。而非預流耶。由得不住道一向預流行不成就故。何縁亦非一來耶。故受諸有無量

生故。何縁亦非不還耶。安住靜慮還生欲界故

又諸菩薩已得諦現觀。於十地修道位唯修所知障對治道。非煩惱障對治道。若得菩提時頓斷煩惱障及所知障。頓

成阿羅漢及如來。此諸菩薩雖未永斷一切煩惱。然此煩惱猶如呪藥所伏諸毒。不起一切煩惱過失。一切地中如阿羅

漢已斷煩惱

又諸菩薩於所知境應修善巧。於諸方便應修善巧。於虚妄分別應修善巧。於無分別應修善巧。於時時中應修練根

記＝説（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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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何所知境。謂略有六種。一迷亂。二迷亂所依。三不迷亂所依。四迷亂不迷亂。五不迷亂。六不迷亂等流

云何方便善巧。謂略有四種。一成熟有情方便善巧。二圓滿佛法方便善巧。三速證通慧方便善巧。四道無斷絶方

便善巧



を に訂正す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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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知境者略有六種。一迷亂。二迷亂所依。三不迷亂所依。四迷亂不迷亂。五不迷亂。六不迷亂等流

迷亂者。謂能取所取執。迷亂所依者。謂聖智所行唯有行相。虚妄分別爲體。由有此故一切愚夫迷亂執轉

不迷亂所依者。謂眞如是無分別智所依處故。迷亂不迷亂者。謂隨順出世智所有聞慧等諸善法分別所知境故隨順

無分別智故。

不迷亂者。謂無分別智。不迷亂等流者。謂聖道後所得善法。

方便善巧者略有四種。一成熟有情善巧。二圓滿佛法善巧。三速 證 神通善巧。四道無斷善巧。

成熟有情善巧者。謂四攝事。由攝受彼令處善法故。圓滿佛法善巧者。謂慧波羅蜜多。如經言。若菩薩摩訶薩欲

得圓滿施波羅蜜多乃至一切種妙智性。當學般若波羅蜜多故。

速＊證＊神通善巧者。謂日夜六時發露諸惡。隨喜功徳。勸請諸佛。迴向善根等。廣説如聖者彌勒所問經道無斷

善巧者。謂無住處涅槃。由此數數究竟無斷。周遍十方一切世界。隨所應化。示現一切佛菩薩行」

證＝疾（聖）＊

神通＝通慧（三）（宮）＊



集論

云何虚妄分別。謂略有十種。一根本分別。二相分別。三相顯現分別。四相變異分別。五相顯現變異分別。六他

引分別。 七不如理分別。八如理分別。九執著分別。十散亂分別。

七＝十（宮）



雜集論

虚妄分別者略有十種。謂根本分別。相分別。相顯現分別。相變異分別。相顯現變異分別。他引分別。不如理分

別。如理分別執著分別。散亂分別。

根本分別者。謂阿頼耶識。是一切 分別種子故。相分別者。謂身所居處所受用識。是所取相故。彼復

如其次第以諸色根器世界色等境界爲相。

相顯現分別者。謂六識身及意。如前所説。所取相而顯現故。相變異分別者。謂如前所説。身等相變異生起。

相顯現變異分別者。謂如前所説。眼識等相顯現。於苦樂等位差別生起。他引分別者。謂教法所攝名句文身相。

此復二種。一惡説法律爲體。二善説法律爲體。

由此増上力如其次第引二作意所攝。謂不如理分別如理分別

執著分別者。謂不如理分別所起六十二見所攝。所有分別散亂分別者。謂如理分別所起無性等執爲相所有分別



集論

此復十種。一無性分別。二 有性分別。三 増益分別。四損減分別。五一性分別。六異性分別。七自性分別。

八差別分別。九隨名義分別。十隨義名分別

有＝者（宮）

増＝謂（宮）



雜集論

此復十種。謂無性分別。有性分別。増益分別。損減分別。一性分別。異性分別。自性分別。差別分別。隨名義

分別。隨義名分別。

如是十種分別依般若波羅蜜多初分宣説。如經言。舍利子。是菩薩實有菩薩正不隨觀菩薩。正不隨觀菩薩名正不

隨觀般若波羅蜜多。正不隨觀菩提。正不隨觀行。正不隨觀不行。所以者何。名自性空非空性。色自性空非空性。

乃至識自性空 非空性。何以故。此色空性非即色亦不離色。別有空性。色即是空性。空性即是色乃至識亦爾。何

以故。此唯有名。所謂此是菩薩名。此是菩薩。此是般若波羅蜜多。此是菩提。此是色乃至此是識。由彼自性無生

無滅無染無淨。菩薩行般若波羅蜜多時正不隨觀生。乃至正不隨觀淨。何以故。於所計度彼彼諸法假立客名。由隨

客名而起言説。隨如是如是言説。起如是如是執著。菩薩於如是一切名正不隨觀。正不隨觀故不生執著。

非空＋（非空）（三）（宮）





雜集論

於此經中爲對治無性分別故。説如是言。是菩薩實有菩薩。如是等由實有言。是有性義故。

爲對治有性分別故。説如是言。正不隨觀菩薩乃至正不隨觀不行。由遣補特伽羅及法二性故。

爲對治増益分別故。説如是言。所以者何。名自性空。由遣不實遍計所執自性故。

爲對治損減分別故。説如是言。非空性。由於此名遍計所執自性遠離性一切時有故。

爲對治一性分別故。説如是言。此色空性非即色。乃至此識空性非即識。由自性異故。所以者何。色等是遍計所

執自性。空性是圓成實自性故。

爲對治異性分別故。説如是言。亦不離色別有空性。乃至空性即是識。由遍計所執自性無相故。離彼彼無性不可

得 故

爲對治自性分別故。説如是言。此唯有名。所謂此是色乃至此是識等。由離能詮無有決定所詮自性故。

［故］－（宮）（聖）





雜集論

爲對治差別分別故。説如是言。由彼自性無生乃至正不隨觀淨。由遣生等差別相故。

爲對治隨名義分別故。説如是言。於所計度彼彼諸法假立客名。由隨客名而起言説如是等。

爲對治隨義名分別故。説如是言。菩薩於如是一切名正不隨觀。正不隨觀故不生執著。由隨義於名不見不執故



集論

云何無分別。謂 略有三種。一知足無分別。二無顛倒無分別。三無戲論無分別。 如此三種異生聲聞

菩薩。如其次第應知。其相無戲論無分別。

復離五相。一非無作意故。二非超過作意故。三非寂靜故。四非自性故。五非於所縁作加行故。謂於所縁不起加

行。

略＝別（三）







雜集論

無分別者略有三種。一知足無分別。二無顛倒無分別。三無戲論無分別。如此三種異生聲聞菩薩如次第應知。

由諸異生隨於一無 常等法性。究竟思已便生喜足。謂是事必然更無異望。是名知足無分別。爾時一切

尋思分別皆止息故。

由諸聲聞於諸蘊中爲對治常等顛倒故。如理觀察唯有色等法時。便得出世間智通逹無我性。是名無顛倒無分別。

由諸菩薩知色等法唯戲論已。遂能除泯一切法相。得最極寂靜出世間智。通逹遍滿眞如。是名無戲論無分別。

此無分別智復離五相。謂非無作意故。非超過故。非寂止故。非自性故。非於所縁作加行故。名無分別所以者何。

若無作意故名無分別。熟眠醉等應是無分別智。由彼不思惟諸法相故。若超過故名無分別。從第二靜慮已上一切地。

應是無分別智。由彼超過尋伺故。若爾三界心心法是分別體。言即爲相違。若寂止故名無分別。滅受想定應是無分

別智。分別心心法於彼寂止故。若爾智亦應無。若自性故名無分別。色等應是無分別智。彼非分別自性故。若於所

縁作加行故名無分別。即分別性應是無分別智。若謂此是無分別。此加行相即分別相故。是故無分別智非彼五相。

若爾當云何觀無戲論無分別相。謂於所縁不起加行。此

復云何。若諸菩薩 過隨順教觀察諸法。若性若相皆不眞實。由此觀察串習力所持故。不由加行於如實無戲論界

一切法眞如中内心寂定。如是乃名無戲論無分別智

過＝遇（三）（宮）



集論

若諸菩薩性是利根。云何復令修練根行。謂令依利軟根引發利中根。復依利中根引發利利根故



雜集論

復次若諸菩薩性是利根。云何復令修練根耶。謂令依利軟根引發利中根。復依利中根引發利利根故。前已説一切

菩薩性是利根。

而復説於時時中應修練根者。由於自種類復有軟等三品後後相引發故。説名練根。若異此者諸利根種性補特伽羅

應根唯一品。諸菩薩等根品差別應不可得。然有 可得。是故利根復有差別

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卷第十四

可＝何（三）、

（（大乘・・・四））十三字＝（（大乘雜集阿毘逹磨論卷第十四））十三字（聖）



決擇分　得品



決擇分　論議品



集論

大乘阿毘逹磨集論決擇分中論議品第四

云何論議決擇略説有七種。謂義決擇。釋決擇。分別顯示決擇。等論決擇。攝決擇。論軌決擇。秘密決擇

何等義決擇。謂依六義而起決擇。何等六義。謂自性義因義果義業義相應義轉義。

自性義者。謂三自性。

因義者。謂三因。一生因。二轉因。三成因。

果義者。謂五果。一異熟果。二等流果。三増上果。四 事用果。五離繋果。

［大乘阿毘逹磨集論］－（明）

事＝士（元）（明）







雜集論

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卷第十五

　　　＊安慧菩薩糅＊釋上集論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詔訳

　　＊決擇分中論品第四之 一

云何論決擇。略説有七種。謂義決擇。釋決擇。分別顯示。決擇。等論決擇。攝決擇。論軌決擇。祕密決擇

義決擇者。謂依六義而起決擇。何等六義。謂自性義因義果義業義相應義轉義

自性義者。謂遍計所執等三自性

因義者謂三因。一生因二轉因。三成因生因者。謂因等四縁由此能生諸有爲故。轉因者謂由此次第彼法轉如無明

縁行等。乃至集滅。由此次第染淨轉故。成因者。謂現量可得。不可得等正説所攝。由此能成立先所未了所成義故

果義者。謂五果何等爲五。一異熟果。二等流果。三増上果。四 上用果。五離繋果。異熟果者。謂阿頼耶識等。

等流果者。謂前生諸善法所起自相續後諸善法。増上果者。謂一切有情共業増上力所感器世間。 士用

果者。謂稼穡等。離繋果者。謂由聖道隨眠永滅。

（（大乘・・・五））十三字＝（（馬道））二字（聖）

一十（卷十五）（聖）

上＝士（三）（宮）（聖）

（生）＋士（三）（宮）



集論

業義者。謂五業。一取受業。二作用業。三加行業。四轉變業。五證得業。

相應義者。謂五相應。一聚結相應。二隨逐相應。三連綴相應。四分位相應。五轉變相應。

轉義者。謂五轉。一相轉。二安住轉。三顛倒轉。四不顛倒轉。五差別轉



雜集論

業義者。謂五種業。一取受業。二作用業。三加行業。四轉變業。五證得業。此五業義如前業染中釋。

相應義者。謂五種相應。何等爲五。一聚結相應。二隨逐相應。三連綴相應。四分位相應。五轉變相應。

聚結相應者。謂於舍等有木石等。隨逐相應者。謂隨眠等因。由有此故。雖煩惱等不現行。而説與彼相應。連綴

相應者。謂親屬等展轉相應。

分位相應者。謂攝受益等相續分位。由此分位現前説名與樂相應。乃至與不苦不樂相應故。轉變相應者。謂客塵

煩惱等現前由有此故。説與貪等信等相應。

轉義者。謂五種轉。一相轉。二安住轉。三顛倒轉。四不顛倒轉。五差別轉。

相轉者。謂生等三有爲相。由彼三相差別轉故。安住轉者。謂所持法住能持中而轉故。顛倒轉者。謂雜染法不如

實轉故。

不顛倒轉者。謂清淨法如實轉故。差別轉者。謂一切行過去未來現在内外等差別轉故



集論

何等釋決擇。謂能 解釋諸經宗要。此復云何。略有六種。一所遍知事。二所遍知義。三遍知因縁。四遍知自性。

五遍知果。六彼證受。

又十四門辯釋決擇。何等十四。謂攝釋門。攝事門。總別分門。後後開引門。遮止門。轉變字門。壊不壊門。安

立補特伽羅門。安立差別門。理趣門。遍知等門。力無力門。別別引門。 引發門。

［解］－（三）（宮）



雜集論

釋決擇者。謂能解釋諸經宗要開發彼義故。此復云何。略有六種。謂所遍知事。所遍知義。遍知因縁。遍知自性。

遍知果彼證受。

由此六義隨其所應遍釋諸經故。名釋決擇。所遍知事。謂蘊等。所遍知義謂無常等。遍知因縁。謂淨尸羅守根門

等。遍知自性。謂菩提分法。遍知果。謂解脱。彼證受。謂解脱智見

又十四門辯釋決擇。何等十四。謂攝釋門。攝事門。總別分門。後後開引門。遮止門。轉變字門。壞不壞門。安

立數取趣門。安立差別 門。理趣門。遍知等門。力無力門。別別引門引發門。

攝釋門者。謂若於是處宣説諸經縁起。所以句義次第意 趣釋難

攝事門者。謂若於是處約學事聖諦事等辯釋諸經。如説諸惡者莫作諸善者奉行善調伏自心是諸佛聖教。此伽他中

依三學説如是等

趣＝樂（三）（宮）





雜集論

總別分門者。謂若處顯示先以一句總。標後以餘句別釋。如十二暇總集經中先 説。自圓 淨他圓淨。二句後如

其次第五句五句別釋。如是等

後後開引門者。謂若處顯示能爲後後開引所依故。此諸法如是次第説。如信等五根先後次第。必先信受乃發精進

發精進已然後念住。既念住已心得安定。心安定已方如實知。如是等

遮止門者。謂若處顯示依止此事遮止此事。如斤柯喩經中。依止漏盡遮止四種補特伽羅。一處正法外。二處正法

中。但得聞思便生喜足。三於修慧中心生怯弱。四資糧未滿。告諸 比丘。我知我見我説漏盡。如是等一段經文遮

止第一。不勤精進修習觀行者遮止第二。説斤柯喩遮止第三。説 船筏喩遮止第四。

轉變字門者。謂若處顯示轉餘顯了字義變成餘義。如不信不知 恩等伽他後當説」

［説］－（三）（宮）

淨＋（後）（三）（宮）

比丘＝●芻（聖）下同

船＝●（宋）（元）（宮）

恩＝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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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不壞門者。謂若處顯示失壞不失壞。彼二方便彼二差別。如善生經説。失壞者。謂染著内外依事。 内依事五

取蘊爲相。外依事四宅妻子等爲相。不失壞者。謂遠離此二種染著。

失壞方便者。謂不出家雖復出家。而行放逸不得漏盡與此相違是無失壞方便。佛告善生。族姓子。有二種事倶爲

美妙。若落 鬚髮乃至趣於非家。若盡諸漏乃至自稱不受後有者。此正顯不失壞及彼方便。兼顯失壞及彼方便。由

與此相相違故。不失壞差別者。如伽他中顯。謂諸比丘美妙寂靜離諸漏。此顯出家及漏盡。爲顯漏盡復説餘句。謂

離欲 離繋縛。無執受涅槃任持最後身。摧伏 魔所使者。此顯由世間道離欲。由出世道永斷順下分結。永斷順上

分結。永斷内依事。此則略説因盡果盡。亦兼顯失壞差別。由與此相相違故。

安立數取趣門者。謂若處顯示依爾所補特伽羅説如是言。如水喩經中依二數取趣説三種四種差別言。何等爲二。

謂異生及見諦異生。差別有三。謂無白法少白法多白法。見諦差別有四。謂住四果三有學一無學」

内＝自（三）（宮）

鬚髮＝髮鬚（三）（宮）

［離］－（三）（宮）

魔＝摩（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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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差別門者。謂若處顯示四句等所問義。如無常經説。若正觀者一切觀色耶。設觀色者一切正觀耶。應作四句。

初句。謂於受等四蘊無有常淨樂我顛倒増益。又觀彼爲應知應斷。第二句。謂於色蘊有常淨樂我顛倒増益。又觀彼

爲不應知不應斷。第三句。謂於色蘊無有常淨樂我顛倒増益。又觀彼爲應知應斷。第四句。謂於受等四蘊有常淨樂

我顛倒増益。又觀彼爲不應知不應斷。

如因色作四句。如是因受等一切處應廣説乃至説言。若所作已 者。一切自謂不受後有耶。設自謂不受後有者。

一切所作已＊ 耶。此 應作四句。初句。謂諸異生乃至命終恒行妙行。第二句。謂斷見者。第三句。謂

無學。第四句。謂除上爾所相

●＝辯（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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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趣門者。謂若處顯示六理趣義。何等爲六。一眞義理趣。二證得理趣。三教導理趣。四離二邊理趣。五不思議

理趣。六意 樂理趣。

如是六種。前三如其次第應隨後三決了。如愛味經中。佛告諸比丘。於色有味乃至廣説此中顯示。由遠離増益損

減二邊理趣。決了眞義理趣有味有患有出離者。顯離損減邊。於色乃至於識者顯離増益邊由顯示染汚清淨唯依諸蘊

不依我故。乃至告諸比丘。我自證知由此故。乃至已證覺無上正等菩提者。顯由不思議理趣決了證得理趣。此顯眞

證内自所受故。如是一切經皆是教導理趣。應隨意樂理趣決了。

謂依所遍知事。所遍知義。遍知。遍知果。彼證受。意 樂説此經。所遍知事者。謂色等。所遍知義者。謂有味

等。由此差別義遍知色等事故。遍知者。謂於五取蘊由如是三轉如實遍 知。遍知果者。謂從此諸天世間乃至并天

人皆得解脱乃至極解脱。彼證受者。謂自證知我已證覺無上正等菩提」

樂＝趣（宮）（聖）＊

樂＝趣（聖）

知＝智（三）（宮）（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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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知等門者。謂若處顯示依眞實相宣説遍知相義。永斷相義。作證相義。修習相義。 即此眞實相等品類差別相

義。能依所依相 屬相義。遍知等障礙法相義。遍知等隨順法相義。於不遍知等及遍知等過失功徳相義。此亦如愛

味經廣説。

眞實相者。謂取蘊所攝苦諦相。遍知相者。謂即於此有味等如實＊知。

永斷相作證相者。謂從一切世間得解脱。由永斷諸障證得轉依故。

修習相者。謂離顛倒心多修習住。品類差別相者眞實相有五種差別。謂色乃至識。遍知相有三種差別。謂味由味

故。乃至出離由出離故。如實知

永斷相作 證相。各有二種差別。謂煩惱解脱。 苦解脱。從此諸天世間乃至并天人皆得解脱者。顯煩惱解脱。

爲顯此差別義故。次説出離言。何以故。由餘經言。出離云何。謂若於是處貪欲永滅貪欲永斷。超過貪欲故。如是

由能生未來苦煩惱得離繋故。＊苦亦解脱。爲顯此差別義故。次説離繋縛極解脱。

即＝屬（元）（明）

屬＝即（元）（明）

證相＝相證（三）（宮）

苦＝若（元）（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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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習相有二種差別。謂見道修道。離顛倒心者顯示見道。多修習住者顯示修道。能依所依相屬相者謂顯示眞實相

等。爲後後所依性。

遍知等障礙法相者。謂如是三轉不如實知。遍知等隨順法相者。謂觀察如所安立色等法中味等相。於不遍知等過

失相者。謂不解脱乃至不證覺無上正等菩提。與此相違名於遍知等功徳相

力無力門者。謂若處顯示諸一一句皆有功能。若不説一句義即不了。如縁起經説。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所

謂無明縁行等。如是諸句一一皆有功能。如前縁起相中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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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別引門者。謂若處顯示先標經一句。後以無量義門廣釋。如經言。若比丘成就六法。尚能口風吹碎高廣大雪山

王。況無明死屍。何等爲六。若諸比丘心生善巧乃至方便善巧。

云何比丘心生善巧。所謂比丘離欲惡不善 法。乃至第四靜慮具足住。如是比丘心生善巧。

云何比丘心住善巧。所謂比丘善修習故。所有順退分靜慮轉爲順住分。如是比丘心住善巧。

云何比丘心起善巧。所謂比丘善修習故。所有順住分靜慮轉爲順勝進分。如是比丘心起善巧。

云何比丘生長善巧。所謂比丘未生善法方便令生。乃至廣説二正斷。如是比丘生長善巧。

云何比丘損減善巧。所謂比丘已生惡法方便令斷。乃至廣説二正斷。如是比丘損減善巧。

云何比丘方便善巧。所謂比丘欲三摩地。斷行成就修如意足。乃至廣説四如意足。如是比丘方便善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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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發門者。謂若處顯示一一句中宣説四句。是一一句復分四句。如是展轉無邊引發。如引 佛經言。諸菩薩有四

種淨修菩提法。一者善修空性。二者於諸衆生心無 礙。三者常攝利益諸菩薩衆。四者以無染心廣開法施。如是四

法於自利利他門淨修菩提。爲欲對治四種所治障故。何等爲四。一貪著定味。二瞋恚。三慢。四愛著利養。

又有差別。初顯煩惱斷對治。餘顯遠離下劣乘。由諸菩薩三種因縁遠下劣乘。一攝受一切有情。二已入法者令成

熟。三未入法者令入正法。

又有差別。初顯智資糧。餘顯福資糧。此三差別者。攝受成熟令入三門。各能生長勝品福故。又由二縁差別。一

由意樂。謂慈心倶。二由正行。謂説證教二行。

又諸菩薩成就四法能修空性。一者於内心無動搖。二者信解擇力所持。三者於一切法如實通逹。四者解脱一切障。

如是四 法顯修所依及修差別。以何爲依。謂靜慮波羅蜜多。云何修差別。一由異生道。謂聞思力所持。

二由學道。謂逹諸法實性。三由無學道。謂脱一切障。

［佛］－（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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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諸菩薩成就四法。於諸有情心無 礙。一者修慈。二者不毀正行。三者不分別相。四者堪忍 劬勞。如是四法

顯所依及無 礙心差別。誰爲所依。謂過去生所修慈。云何無 礙心差別。謂於住邪行所心無違毀。於怨家所不分

別怨相。爲利益他精勤無懈。

又諸菩薩成就四法。常能攝益諸菩薩衆。一者不自稱量。二者正教誨轉。三者柔和易可共住。四者精勤承事供養。

如是四法顯示所依及攝益差別。何等爲依。謂摧伏 慢云何攝益差別。謂後所説三句。於劣等勝三種菩薩 所如其

次第

又諸菩薩成就四法。能無染心廣開法施。一者善逹障難。二者善能除遣愚癡沈沒。三者歡喜攝受。四者愛樂爲依

怙法。如是四法顯示所依及廣開法施差別。何等爲依。謂善通逹利養恭敬是障難法。云何廣開法施差別。謂示現教

導讃勵慶喜。示現者於愚癡沈沒。教導讃勵者於著放逸自輕下劣。慶喜者於正行圓滿。由性愛樂法故。如是前四句

中。一一句復引發四句差別。如是等名引發門

劬＝助（元）

所＋（知）（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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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分別顯示決擇。謂於如所説蘊等諸法中隨其所應。作一行順前句順後句二句三句四句述可句遮止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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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顯示決擇者。謂於如所説蘊等法中。隨其所應作一行順前句順後句二句三句四句述可句遮止句等。

一行者即問論法。謂以一法與餘法。一一互相問已除此法。更以第二法與餘法互相 問。如是一一問一切法。如

有 問言。若成就眼處亦色處耶。設成就色處亦眼處耶。此應作順前句答。若成就眼處亦耳處耶。此應作

四句答。如是乃至對意處如理應説。若成就眼處亦法處耶。此亦應作順前句答。若成就色處亦眼處耶。設成就眼處

亦色處耶。此應作順後句答。若成就色處亦耳處耶。此亦應作順後句答。如是乃至對 法處如理應説。若成就耳處

亦眼處耶。此應作四句答。如是乃至對法處如理應説。如是一一次第漸減。諸處更互如理應説

順前句者。謂於諸法中隨取二法更互相問。依止前法以答所問。如有問言。若智亦所知耶。設所知亦智耶。此應

作順前句答。諸智亦所知。有所知非智。謂餘法

順後句者。謂即二法展轉相問。依止後法以答所問。如有問言。若所取亦能取耶。設能取亦所取耶。此應作順後

句答。諸能取亦所取。有所取非能取。謂色等五境及法處。除相應

問＋（耶）（三）

法＝治（宋）（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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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句者。謂於所問應二 句答。不得有餘。如有依蘊建立依界建立。而發問言。若蘊數亦界數耶。設界數亦蘊數

耶。此應作二句答。或蘊數非界數。謂色蘊識蘊何以故。無有一界全攝色蘊相。或全攝識蘊相故。或界數非蘊數謂

法界

三句者。謂於所問唯三句答。如有問言。若蘊數亦處數耶。設處數亦蘊數耶。此應三句答。或蘊數非處數。謂色

蘊或處數非蘊數。謂法處。或蘊數亦處數。謂識蘊意處。倶非數者。於蘊處中決定不有

四句者。謂於所問作四句答。如有問言。若成就眼根亦耳根耶。設成就耳根亦眼根耶。應四句答。初句。謂聾者

眼根已生不捨。第二句。謂盲者耳根已生不捨。第三句。謂眼耳根已生不捨。第四句除上爾所相

述可句者。謂於所問順爾而答。以如是言述可所問。如有問言。諸無常者皆是行耶。設當是行皆無常耶。應述可

答所問如是

遮止句者。謂於所問不爾而答。以不爾言遮止所問。如有問言。蘊外諸行幾諦攝耶。應遮止答蘊外無行

句＋（者謂於所問應二句）（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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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等論決擇。謂依八。何八。若 之詞問答決擇一切眞僞。

之＝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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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論決擇者。謂依八何八若之詞。問答決擇一切眞僞。

八何詞者。且如問言。何誰無所得。謂已得般若波羅蜜多菩薩摩訶薩。何所無所得。謂所取相能取相。用何無所

得。謂用般若波羅蜜多。爲何無所得。謂爲救脱一切有情令住無上正等菩提。由何無所得。謂由遇佛出世聽聞正法。

如理作意法隨法行。何之無所得。謂一切法之無所得。於何無所得。謂於勝解行地乃至第十菩薩地。

幾何無所得。謂十一種。一已生已滅。二未生。三現前。四因力所生。五善友力所生。六一切法無所得。七空性

無所得。八有我慢。九無我慢。十未具資糧。十一已具資糧。如是十一無所得。隨所有過去未來現在。若内若外若

麁若細若劣若勝若遠若近次第應知。如何詞若詞亦爾。謂若能無所得。若所無所得。若用無所得。若爲無所得。若

由無所得。若彼無所 得。若於無所得。若爾所無所得。如是一切 處盡當知。

得＋（若爲無所得若由無所得若波無所得）（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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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有四種等論決擇道理。一能破。二能立。三能斷。四能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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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有四種等論決擇道理。謂能破能立能斷能覺。

能破者。謂遮破他宗言。彼惡説非爲善事。能立者。謂建立自宗言。此善説眞爲善事。

能斷者。謂能決種種他所生疑。能覺者。謂開曉愚情令解妙義

復有五種等論決擇道理。謂如頌言

　　自性所依識　　清淨方便等

　　當知五各六　　觀所知諸法

自性等六者一自性二因三境界四行相五等無間六増上。所依等六者。一所依二依三攝四相應五成就六雜染。識等

六者。一識二受三想四作意五智六遍知。清淨等六者。一清淨二詞三出離四甚深五解脱門六入一切法。方便等六者。

一方便二通逹三修 四圓證五 究竟六引發

四＋（修）（三）（宮）

究＝空（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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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有四種。謂實自性假自性世俗自性勝義自性。因有四種。謂生因成因轉因還因。境界有七種。謂有 相境有

分別境對治境安住境増益境損減境自在境。行相有五種。謂分 析行相差別行相正解行相觀察行相作隨作行相。等

無間有九種。謂自類等無間。異類等無間。三摩鉢底等無間。退等無間。生等無間。隣次等無間。隔越等無間。起

等無間。滅等無間。増上有七種。謂取増上生増上住増上受用雜染増上清淨増上田増上執受増上。

所依有八種。謂界所依趣所依洲渚所依村田所依補特伽羅所依無病所依尸羅所依莊嚴所依。依有五種。謂衆具依

善友依法依作意依三摩鉢底依。攝有十一種。謂界攝相 攝種類攝分位攝助伴攝時攝方攝具分攝一分攝更

互攝勝義攝。相應有十種。謂他性相應不相違相應遍行相應不遍行相應所治相應能治相應曾習相應未曾習相應下劣

相應廣大相應。成就有三種。謂種子成就自在成就現行成就。雜染有四種。謂煩惱雜染業雜染生雜染障雜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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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有六種。謂眼識耳鼻舌身意識。受有三種。謂苦樂不苦不樂。

想有二十種。謂無常想無常苦想苦無我想厭離食想一切世間不可樂想過患想斷想離欲想滅想死想不淨想青 想膿

爛想破壞想 脹想食 想血塗想離散想骨鎖想空觀想。

作意有七種。謂了 相作意勝解作意遠離作意攝樂作意觀察作意方便究竟作意方便究竟果作意。

智有十種。謂法智類智世俗智他心智苦智集智滅智道智盡智無生智。

遍知有九種。謂欲繋見苦集所斷斷遍知。色無色繋見苦集所斷斷遍知。欲繋見滅所斷斷遍知。色無色繋見滅所斷

斷遍知。欲繋見道所斷斷遍知。色無色繋見道所斷斷遍知。順下分結 斷遍知。色愛盡遍知。無色愛盡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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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淨有七種。謂戒清淨心清淨見清淨度疑清淨道非道智見清淨行智見清淨行斷智見清淨。詞有八種。謂八何詞八

若詞。

出離有六種。謂世間出離聲聞出離獨覺出離大乘出離不畢竟出離畢竟出離。甚深有十種。謂相甚深雜染甚深清淨

甚深縁起甚深業甚深智甚深生甚深菩提甚深佛甚深教甚深。

解 脱門有三種。謂空無願無相。入一切法有八種。謂一切法欲爲根本。作意所生觸所集起。受所引攝

定爲上首。慧爲最勝。解脱爲堅固。出離爲後邊

方便有七種。謂 任持方便瑜 珈方便相方便決擇方便隔越方便隣次方便隣次隔越方便。通逹有五種。謂有相文

字通逹所攝能攝通逹遲通逹速通逹法性通逹。修有四種。謂得修習修除去修對治修。圓證有四種。謂果圓證離欲圓

證根滿足圓證功徳圓證。

究竟有六種。謂智究竟斷究竟畢竟究竟不畢竟究竟下劣究竟廣大究竟。引發有二十種。謂無量引發乃至一切種妙

智引發

大乘 阿毘逹磨雜集論卷第十五

（四）＋相（三）（宮）

析＝折（聖）

相＝想（三）（宮）

斷＋（斷）（三）（宮）

任＝作（三）（宮）

珈＝伽（宋）（元）（宮）

阿毘逹磨雜集論＝雜集阿毘逹磨論（聖）





雜集論

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卷第十六

　　　安慧菩薩糅＊釋上集論

　　　 大唐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決擇分中論品第四之二

實自性者。謂諸法實有性。假自性者。謂諸法假有性。世俗自性者。謂諸法世俗有性。勝義自性者。謂諸法勝義

有性。

生因者。謂因等四縁。成因者。謂三量。一現量二比量三聲量。轉因者。謂順縁起。還因者。謂逆縁起。

有相境者。謂眼等五識所縁色等五境。由縁此所生唯有無分別相故。有分別境者。謂意識所縁境。由縁此境有分

別生故。對治境者。謂縁 此境棄捨雜染。由能對治故。安住境者。謂縁此境能生聖 天梵住。由衆聖所

住故。増益境者。謂縁此境能轉勝進。是増勝因故。損減境者。謂縁此境能入無想定滅盡定。是損減心心法因故。

自在境者。謂縁此境發神通等勝品功徳。是自在因故。

雜集論

分析行相者。謂種種品類分析諸法。如有色無色有見無見。如是等。差別行相者。謂諸法差別義。如一信相或名

心淨。或名憙樂。或名忍可。如是等。正解行相者。謂以種種行相正解所縁境。如了別行相名識。取像行相名想。

領納行相名受。如是等。觀察行相者。謂十六行。即無常等四因等四滅等四道等四。或世俗六行。謂麁行障行苦行

靜行妙行離行。作隨作行相者。謂作所作已復更隨作。如由此行善守護已。復更起餘隨守護行。

自類等無間者。謂貪無間還復生貪。瞋等亦爾。各別種類等無間生故。異類等無間者。謂貪無間瞋等生。欲界無

間色界生。色界無間無色界生。如是等。三摩鉢底等無間者。謂三摩鉢底無間相生。 如欲界善無間入初靜慮。初

靜慮無間還生欲界。如是於第二靜慮等及無色定如理應知。退等無間者。謂從靜慮等退時無間所生起。生 等無間

者。謂受生時無間所生。如從欲界無間生色界等。隣次等無間者。謂諸心心法無間次第生。於其中間心無斷絶故。

隔越等無間者。謂起滅定等時。前生心心法望後生心心法。中間隔越故。起等無間者。謂若此法無間彼法次第生。

滅等無間者。謂此法無間彼 法次第滅。如心心法無間滅已。或入滅盡定。或入無想定等。或入無餘涅槃

界。

雜集論

取増上者。謂眼等根望能取境界。有増上力故。生増上者。謂男女根望生胎孕。有増上力故。住増上者。謂命根

望身等住。有増上力故。受用雜染増上者。謂五受根望所受用。有増上力故。又爲貪等所隨眠故。謂樂貪所隨眠。

苦瞋所隨眠。不苦不樂癡所隨眠。清淨増上者。謂信等五根未知欲知等三根望世出世清淨法。有増上力故。 田増

上者。謂共業望器世間 生。有増上力故。執受増上者。謂四大種望所造色

界所依者。謂欲界等所攝身。趣所依者。謂五趣所攝身。洲渚所依者。 謂贍部洲等。村田所依者。謂若依此村

田而有即用此爲所依。補特伽羅所依者。謂若依此補特伽羅而有即用此爲所依。無病所依者。謂若依 無病而有即

用此爲所依。尸羅所依者。謂若依尸羅而有即用此爲所依。莊嚴所依者。謂若依彼 彼沙門莊嚴諸功徳生。即用彼

爲所依。

衆具 依者。謂四依即衣服等。善友依者。謂若依此善等生起。法依者。謂契經等十二分教。作意依者。謂七種

作意即了相作意等。三摩鉢底依者。謂七依定如經言。我説依初靜慮能盡諸漏。乃至依無所有處亦爾。

［大］－（明）

品目次行明本有等論決擇之餘六字

天梵＝梵天（三）（宮）

如＋（是）（三）（宮）

［等］－（三）（宮）

田＝由（宋）（明）（宮）

生＋（於有増上）

［謂］－（三）（宮）

無＋（漏）（三）（宮）

［彼］－（三）（宮）

（所）＋依（三）（宮）





雜集論

界攝者。謂諸界種子。由此能攝種所生法。相攝者。謂諸法自相還能自攝。種類攝者。謂約色種類有十色處色蘊

所攝。如是等。分位攝者。謂順樂受等分位所攝。助伴攝者。謂色五蘊所攝。彼眷 屬故。如是等。時攝

者。謂過去等攝過去等。方攝者。謂於此方所有蘊等即此方攝。具分攝者。謂欲色無色無漏諸色攝一切色。一分攝

者。謂眼根攝色蘊。如是等。更互攝者。謂蘊界處更互相攝。勝義攝者。謂諸法無常苦不淨空無我眞如所攝。

他性相應者。謂與他性相應非己性。不相違相應者。謂雖與他性相應然不相違非相違。如貪與瞋樂與苦。如是等。

遍行相應者。謂觸受想思作意於一切心。無明我慢我愛薩迦耶見。此四煩惱於染汚意。不遍行相應 者。謂除遍行

所餘貪等信等。所治相應者。謂諸煩惱更互相應。能治相應者。謂對治道所攝善法更互相應。曾習相應者。謂除出

世間及出世後所得法。餘相應法。未曾習相應者。謂前所除諸相應法。下劣相應者。謂聲聞獨覺乘所攝諸相應法。

廣大相應者。謂諸佛菩薩所有相應法。成就雜染識等乃至七種清淨。已説其相。不復重釋」

雜集論

八何詞者。謂何 誰信。何所信。用何信。爲何信。由何信。何之信。於何信。幾何信。八若詞者。謂若能信。

若所信。若用信。若爲信。若由信。若彼信。若於信。若爾所信。如是等無量法門皆有八種。

不畢竟出離者。謂由世間道。畢竟出離者。謂由出世間道。前四易解故不重釋。

相甚深者。謂三自性。雜染甚深者。謂眞如云何染而不染。清淨甚深者。謂即眞如云何淨而不淨。縁起甚深者。

謂無有法於所生起有實作用。然彼諸法種種生起。如是等又實無我似我顯現。業甚深者。謂有業有果 報

而作者不可得。智甚深者。謂無分別智。云何此智無有分別。而能分明觀眞如性。生甚深者。謂諸菩薩不由業煩惱

力而示現受生。菩提甚深者。謂於無漏界中諸佛菩提不可建立。一性無量相續所證故。不可建立種種性。所依無差

別故。諸佛甚深者。謂於一 大集會中。有無量無邊諸佛世尊種種身種種意樂。然不謂有自他差別。又化身佛不住

佛相。而能造作種種佛事。教甚深者。謂於大乘教中有種種祕密意樂差別三解脱門及一切法。欲爲根本等。已説其

相。不復重釋

雜集論

任持方便者。謂於資糧所有方便。瑜伽方便者。謂奢摩他毘鉢舍那。相方便者。謂於止擧捨相中所有方便。決擇

方便者。謂於順決擇分中所有方便。隔越方便者。謂即任持方便。隣次方便者謂即決擇方便。隣次隔越方便者。謂

即瑜伽及相二種方便。於 順決擇分中名隣次於任持方便中名隔越。去聖道遠故。通逹修圓證。餘處已説故不重釋。

智究竟者。謂盡無生智。斷究竟者。謂一切煩惱無餘永斷。畢竟究竟者。謂由出世間道。不畢竟究竟者。謂由世

間道。下劣究竟者。謂聲聞獨覺。廣大究竟者。謂諸佛菩薩。菩薩究竟者。謂於最後位。諸佛究竟者。謂無障智生

時。猶如百千倶胝等日一時出現。二十種引發前已廣説。

［者］－（三）（宮）

誰＝能（明）

大＝人（明）

（任）＋順（三）（宮）



集論

何等攝決擇。謂由十處攝諸決擇。何等十處。一成所作決擇處。二趣入決擇處。三勝解決擇處。四道理決擇處。

五論決擇處。六通逹決擇處。七清淨決擇處。八引發決擇處。九句差別決擇處。十不由功用暫作意時一切義成決擇

處



雜集論

攝決擇者。謂由十處攝諸決擇。何等十處。謂成所作決擇。趣 入決擇。勝解決擇。道理決擇。論決擇。通逹決

擇。清淨決擇。引發決擇。句差別決擇。不由功用暫作意時一切義 成決擇。

成所作決擇者。謂能決擇成 世間種種養命方便等。趣入決擇者。謂能觀察我於三乘當入何乘。云何令他亦得趣

入。

勝解決擇者。謂由聞慧如所聞教起勝信解。道理決擇者。謂由思慧稱量前後所説意趣。

論決擇者。謂如所聞思建立問論道理。爲令展轉受用法樂。通逹決擇者。謂見道能通逹諦理故。

清淨決擇者。謂修道以能無餘淨諸煩惱故。引發決擇者。謂勝進道以能引發勝功徳故。

句差別決擇者。謂以二三四句等差別引發門。演説無邊法義差別故。不由功用暫作意時一切義成決擇者。謂如來

智離先功用。於一切義暫作意時。無著無礙智見轉故

が欠ける．

入＝人（明）



集論

何等論軌決擇。略有七種。一論體。二論處。三論依。四論莊嚴。五論負。六論出離。七論多所作法

第一論體復有六種。一言論。二尚論。三諍論。四毀論。五順論。六教論。言論者。謂一切世間語言。尚論者。

謂諸世間所隨聞論。世智所尚故。諍論者。謂互相違返所立言論。毀論者。謂更相憤怒發麁惡言。順論者。謂隨順

清淨智見所有決擇言論。教論者。謂教導有情心未定者令其心定。心已定者令得解脱所有言論

第二論處。謂或於王家。或於執理家。或對淳質堪爲量者。或對善伴。或對善解法義沙門婆羅門等而起論端。



雜集論

論軌決擇者略有七種。一論體。二論處。三論依。四論莊嚴。五論負。六論出離。七論多所作法。於此七門方便

善巧名論軌決擇

論體者復有六種。一言論。二尚論。三諍論。四毀論。五順論。六教論。言論者。謂一切世間語言。尚論者。謂

諸世間所隨聞論。世智所尚故。諍論者。謂互相違反所立言論。毀論者。謂更相憤怒發麁惡言。順論者。謂隨順清

淨智見所有決擇言論。教論者。謂教導有情心未定者令其心定。心已定者令得解脱。所有言論。

論處者。或於王家。或於執理家。或對淳質堪爲量者。或對善伴。或對善解法義沙門婆羅門等而起論端。於王家

者。謂若於是處王自降臨。執理家者。謂若是處處斷王事。淳質堪爲量者。謂商人等。善伴者。謂於伴侶中立論者。

敵論者不越其言。善解法義 沙門婆羅門等者。謂於彼彼論中善通逹文義。



集論

第三論依。謂依此立論略有二種。一所成立。二能成立。所成立有二種。一自性。二差別。能成立有八種。一立

宗二立因。三立喩四合。五結六現量。 七比量八聖教量。所成立

自性者。謂我自性或法自性。

差別者。謂我差別或法差別。

立宗者。謂以所應成自所許義。宣示於他令彼解了。



雜集論

論依者。謂依此立論略有二種。一所成立二能成立。所成立有二。一自性二差別。能成立有八種。一立宗二立因

三立喩四合五結六現量七比量八聖教量所成立。

自性者。謂我自性法自性。若有若無所成立

差別者。謂我差別法差別。若一切遍若非一切遍。若常若無常。若有色若無色。如是等無量差別

立宗者。謂以所應成自所許義。宣示於他令彼解了。所以者何。若不言以所應成者自宗已成而説示他應名立宗。

若不言自所許義者。説示他宗所應成義應名立宗。若不言他者。獨唱此言應名立宗。若不言宣示者。以身表示此義

應名立宗。若不言令他解了者。聽者未解此義應名立宗。若如所安立無一切過量故。建立我法自性若有若無。我法

差別遍不遍等具足前相。是名立宗



集論

立因者。謂即於所成未顯了義。正説現量可得不可得等信解之相。

立喩者。謂以所見邊與未所見邊和會正説。

合者。爲引所餘此種類義。令就此法正説理趣。



雜集論

立因者。謂即於所成未顯了義。正説現量可得不可得等信解之相。信解相者。是信解因義。所以者何。由正宣説

現量可得不可得等相故。於所應成未顯了義信解得生。是故正説彼 相名立因。現量可得不可得者。謂依自體及相

貌説

立喩者。謂以所見邊與未所見邊和會正説。所見邊者。謂已顯了分。未所見邊者。謂未顯了分。以顯了分顯未了

分令義平等。所有正説名立喩

合者。爲引所餘此種類義。令就此法正説理 趣。謂由三分成立如前所成義已。復爲成立餘此種類所成

義故。遂引彼義令就此法。正説道理是名合

相＋（若）（宋）（宮）、（乃）（元）（明）



集論

結者。謂到究竟趣所有正説。



雜集論

結者。謂到究竟趣所有正説。

由此道理極善成就。是故此事決定無異。結會究竟。是名結。已説立宗等相。今當就事略顯。如無我論者。即於

此事對我論者先説諸法無我。此言是立宗。

次説若於蘊施設四過可得故。此言是立因。所以者何。若於諸蘊施設實我者。此所計我爲即蘊相。爲於蘊中。爲

於餘處。爲不屬蘊而施設耶。若即蘊相而施設者。蘊不自在從衆縁生是生滅法。若即彼相我不成就是名初過。

若於蘊中而施設者所依諸蘊既是無常。能依之我亦應無常是第二過。

若離蘊於餘處施設者。我無所因我亦無用。是第三過。

若不屬蘊而施設者。我應獨存自性解脱。更求解脱唐捐其功。是第四過。





雜集論

次説如於現在施設過去。此言是立喩所以者何。若同現在相施設實有過去者。此所計過去爲即現在相。爲於現在

中。爲於餘處。爲不待現在而施設耶。若即現在相而施設者。已生未滅是現在相。過去法體亦應已生未滅爲相。是

初過。

若於現在中施設者。於未滅中施設滅體不相應故不應道理。是第二過。

若離現在於餘處施設者。除現在外餘實有爲事少分亦不可得。云何於彼施設。是第三過。

若不待現在而施設者。亦應施設無爲爲過去世。是第四過。

然過去世相滅壞故。無相義成。若同現在施設即成四過。是故過去相不成就諸 法。無我亦爾。若於蘊

施設即四過可得故無我義成。次説如是遮破我顛倒已。即由此道理常等亦無。此言是合。後説由此道理是故五蘊皆

是無常乃至無我。此言是 結

結＝經（宋）



集論

現量者。謂自正明了無迷亂義。

比量者。謂現餘信解。

聖教量者。謂不違二量之教。

第四論莊嚴。謂依論正理而發論端。深爲善美名論莊嚴。此復六種。一善自他宗。二言音圓滿。三無畏。四辯才。

五敦肅。六應供







雜集論

現量者。謂自正明了無迷亂義。自正義言顯自正取義。如由眼正取色等。此言爲簡世間現所得瓶等事共許爲現量

所得性。由彼是假故非現量所得。明了言爲簡由有障等不可得因故。不現前境。無迷亂言爲簡旋火爲 輪幻陽焔等

比量者。謂現餘信解。此云何。謂除現量所得餘不現事決定倶轉。先見成就 今現見彼一分時。於所餘分正信解

生。謂彼於此決定當有由倶轉故。如遠見烟知彼有火。是名現量爲先比量

聖教量者。謂不違二量之教。此云何。謂所有教現量比量皆不相違決無移轉定可信受。故名聖教量

論莊嚴者。謂依論正理而發論端深爲善美。名論莊嚴。此復六種。一善自他宗。二言音圓滿。三無畏。四辯才。

五敦肅。六應供。善自他宗者。謂於自宗他宗若文若義前後無間淳熟明解。言音圓滿者。謂善解聲論方起論端。離

當所説言音過失。所發言音無雜亂等。無畏者。謂處大 衆雖爲無量僻執英俊結謀圍繞。所發言詞坦然無畏。辯才

者謂言詞無滯。敦肅者。謂言無卒暴。觀敵論者。言詞究竟方乃發言。應供者。謂立性賢和發言温善方便隨順。敵

論者心

輪＝轉（宮）

今＝令（三）（宮）

衆＋（中）（三）（宮）



集論

第五論負。謂捨言言屈言過。捨言者。謂自發言称己論失称他論徳。

言屈者。謂假託餘事方便而退。或説外事而捨本宗。或現忿怒 慢覆藏等。如經廣説。

言過者。略有九種。一雜亂。二麁 。三不辯了。四無限量。五非義相應。六不應時。七不決定。八不顯了。九

不相續







雜集論

論負者。謂捨言言屈言過。由此三種諸立論者墮在負處受他屈伏。捨言者。謂自發言稱己論失。稱他

論徳。謂我不善汝爲善等。

言屈者。謂假託餘事方便而退。或説外事而捨本宗。或現忿怒 慢覆藏等。如經廣説假託餘事方便退者。謂託餘

事亂所説義。如經説。長老闡鐸迦與諸外道共論。或毀已立宗。或立宗已毀。

言過者略有九種。一雜亂。二麁 。三不辯了。四無限量。五非義相應。六不應時。七不決定。八不顯了。九不

相續。雜亂者。謂捨所論事廣説異言。麁 者。謂憤發卒暴言詞躁急。不辯了者。謂所説法義衆及敵論所不領悟。

無限量者。謂言詞重疊所説義理。或増或減。非義相應者。略有五種。一無義。二違義。三 損理。四與所成等。

五招集過難義。不可得故。義不相應故不決定故。能成道理。復須成故。一切言論非理非諦所隨逐故。不應時者。

謂所應説前後不次。不決定者。謂立已復毀。毀而復立。速疾轉換難可了知。不顯了者。謂越闡陀論相不領而答。

或典或俗言詞雜亂。不相續者謂於中間言詞斷絶

損＋（益）（三）（宮）



集論

第六論出離。謂觀察徳失令論出離或復不作。

若知敵論非正法器時衆無徳自無善巧不應興論。若知敵論是正法器時衆有徳自有善巧方可興論

第七論多所作法。略有三種。一善逹自他宗由此堪能遍興談論。二無畏由此堪能處一切衆而興論端。三辯才由此

堪能於諸問難皆善辯答



雜集論

論出離者。謂觀察徳失令論出離。或復不作。恐墮負處故不興論。設復興起能善究竟。

又若知敵論非法器。時衆無徳自無善巧不應興論。若知敵論是法器。時衆有徳自有善巧方可興論。敵論非法器者。

謂彼不能出不善處安置善處。時衆無徳者。謂不淳質樂僻執有偏黨等。自無善巧者。謂於論體乃至論莊嚴

中不善通逹。與此相違名敵論者是法器等」

論多所作法者。謂略有三種。將興論端定所須法。何等爲三。一善逹自他宗。由此堪能遍興談論遍於言事而興論

故。二無畏。由此堪能處一切衆而興論端。三辯才。由此堪能於諸問難皆善辯答



集論

復次若欲自求利益安樂。於諸論軌應善通逹。不應與他而興諍論。

如薄伽梵於大乘阿毘逹磨經中説如是言。若諸菩薩欲勤精進修諸善品。欲行眞實法隨法行。欲善攝益一切有情。

欲得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當正觀察十二處法。不 應與他共興諍論。

何等十二。一者宣證説無上義微妙法時。其信解者甚爲難得。二者作受教心而請問者甚爲難得。三者時衆賢善觀

察徳失甚爲難得。四者凡所興論能離六失甚爲難得。何等爲六。謂執著邪宗失。矯亂語失。所作語言不應時失。言

退屈失。麁惡語失。心恚怒失。五者凡興論時不懷 毒甚爲難得。六者凡興論時善護 他心甚爲難得。七者凡興論

時善護定心甚爲難得。八者凡興論時欲令己劣他得勝心甚爲難得。九者己劣他勝心不煩惱甚爲難得。十者心已煩惱

得安隱住甚爲難得。十一者既不安住常修善法甚爲難得。十二者於諸善法既不恒修。心未得定能速得定。心已得定

能速解脱甚爲難得

應＝因（明）

他＝地（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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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若欲自求利益安樂。於諸論軌應善通逹。不應與他而興諍論。

如薄伽梵於大乘阿毘逹磨經中説如是言。若諸菩薩欲勤精進修諸善品。欲行 貞實法隨法行。欲善攝益一切有情。

欲得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者。當正觀察十二處法。不應與他共興諍論。

何等十二。一者宣説證無上義微妙法時。其信解者甚爲難得。二者作受教心而請問者甚爲難得。三者時衆賢善觀

察 徳失甚爲難得。四者凡所興論能離六失甚爲難得。何等爲六。謂執著邪宗失。矯亂語失。所作語言不應時失。

言退屈失。麁惡語失。心恚怒失。五者凡興論時不懷 毒甚爲難得。六者凡興論時善護他心甚爲難得。七者凡興論

時善護定心甚爲難得。八者凡興論時欲令己劣他得勝心甚爲難得。九者己劣他勝心不煩惱甚爲難得。十者心已煩惱

得安隱住甚爲難得。十一者既不安住常修善法甚爲難得。十二者於諸善法既不恒修。心未得定能速得定。心已得定

能速解脱。甚爲難得。

貞＝眞（明）

徳 得（明）









雜集論

於此經中已説欲勤精進修諸善品。何故復言欲行 貞實法隨法行。爲顯意樂清淨故。所以者何。不爲利養恭敬等

事修聞思等諸善品故。欲善 攝益有情者。爲別聲聞等行。由諸菩薩以利他行爲 勝故。如是菩薩自利利

他行具足已。速證無上正等菩提。

又此經中諸句義意。謂興論時大乘法性無上甚深。若無諍心解尚爲難。況爲諍競。凡興諍論雖起請問。無心求解

但求過失。又傍證者心不賢直。不善宗門樂著僻執。凡所言論多具六失所以者何。凡興論時或有私心執著邪宗。或

矯方便求他誤失。或不待言竟便興亂語。或敵論者言稱正理反相誹撥。或作麁言。惱敵論者及時衆心。或復於彼自

懷恚怒。多具如是六種過失。

又興論時身心寂靜甚爲難得。不寂靜故二事難成。謂善護他心善護自心。由此令他心得淨信。於解脱處正勤方便

令自心定。又興論時多起此心。云何令我得勝。他墮負處。若不遂心。即懷熱惱。由有此故。不安樂住。由此不能

無間修善。是故於彼増上證法有未得退。

貞＝眞（元）（明）

（最）＋勝（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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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祕密決擇。謂説餘義名句文身。隱密轉變更顯餘義。如契經言

　　逆害於父母　　王及二多聞

　　誅國及隨行　　是人説清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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祕密決擇者。謂説餘義名句文身。隱密轉變更顯餘義。如經言

　　逆害於父母　王及二多聞

　　誅國及隨行　是人説清淨

今此頌中詮表世間共可極重罪惡文字。轉變密顯餘清淨義。何等世間共可極重罪惡。謂逆害尊人及大衆。尊人有

二。一別二共。共又二種。一護世間。二應供養。別亦二種。謂父及母。護世間者。謂王應供養者。謂多聞梵志世

間共許最清淨故。若總殺害名逆尊人。若誅國人及隨行畜生名害大衆。顯此義者名詮表世間共可極重罪惡文字。

云何轉此 文字密顯 淨義。謂逆害父母等言。轉變密顯永斷愛等餘義故。所以者何。若愛若業。若有

取識。戒見二取。眼等六處。及所行境。如其次第名母父等。法 相似故。愛爲發因。業爲生因。由此能 殖習氣

種子類世間 父。由此二因令有取識流轉不絶。於流轉時雖求解脱。然由二種非方便法障解脱得。謂妄計度清淨最

勝。戒見二取猶如世間多聞梵志。恒妄計著最勝清淨。此有取識所依所縁六處境界。猶如世間國及隨行。若能永斷

如是等法。當知是人最爲清淨。

（清）＋淨（三）（宮）

相＝行（宋）（元）

殖＝植（明）

父＋（等）（三）（宮）



集論

又契經言

　　不信不知恩　　斷 蜜無容處

　　恒食人所吐　　是最上丈夫

蜜＝密（宋）（元）（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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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經説

　　不信不知恩　斷密無容處

　　恒食人所吐　是最上丈夫

今此頌中宣説世間極下劣義。所有文字轉變密顯餘最上義。世間下劣凡有四種。謂意業下劣身業下劣語業下劣受

用下劣。

意業下劣復有二種。一者不信善生相違。不信有後世等。不行施等故。二不知恩順生不善。不顧往恩違越世理。

起害母等所有惡行故。身業下劣者。謂行竊盜攻牆密處最可輕賤。活命業故。

語業下劣者。謂妄語等最可輕賤。於善衆中所不容故。受用下劣者。謂鬼犬鳥等好食所吐故。顯此義者名説世間

極下劣義文字。

云何轉此文字顯無上義。謂不信等言轉變密顯餘勝義故。不信者。謂解脱智見。自現證故。不知恩者。謂涅槃智。

有爲名恩。無爲非恩。知非恩故。名不知恩。斷密者。謂永斷後有續因煩惱故。無容處者。謂於當來諸趣苦處不復

生故。食吐者。謂於現法中雖 假資具力暫持身。而於命財不生欣樂故。若能如是。是最上丈夫。



集論

又契經言

　　覺不堅爲堅　　善住於顛倒

　　極煩惱所惱　　得最上菩提

又契經言。菩薩摩訶薩成就五法。 施波羅蜜多速得圓滿。何等爲五。一者増益慳悋法性。二者於施有

倦。三者憎惡乞求。四者無暫少施。五者遠離於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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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經説

　　覺不堅爲堅　　善住於顛倒

　　極煩惱所惱　　得最上菩提

此如前説。然其體性。謂諸菩薩依三摩地。由見修二道證大菩提

又餘經説。菩薩摩訶薩成就五法施波羅蜜多速得圓滿。何等爲五。一者増益慳悋法性。二者於施有倦。三者 憎

惡乞求。四者無暫少施。五者遠離於施。

増益慳悋法性者。謂由永斷慳悋隨眠并彼習氣。證得彼法性眞如轉依故。於施有倦者。謂爲修施誓受長時難行苦

行故。

＊憎惡乞求者。謂欲其自取。厭彼乞求故。無暫少施者。謂一切時一切物施故。遠離於施者。謂常遠離期報施等

故

憎＝増（三）（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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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契經言。菩薩摩訶薩成就五法名梵行者。成就第一清淨梵行。何等爲五。一者常求以欲離欲。二者捨斷欲法。

三者欲貪已生即便堅執。四者怖治欲法。五者三二數 貪

何故此論名爲大乘阿毘逹磨集。略有三義。謂等所集故。遍所集故。正所集故

大乘阿毘逹磨集論卷第七

貪＝食（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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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餘經説。菩薩摩訶薩成就五法名梵行者。成就第一清淨梵行。何等爲五。一者常求以欲離 欲。二者捨斷欲法。

三者欲貪已生即便堅執。四者怖治欲法。五者二二數會。

成就第一清淨梵行者。謂出世間道。常求以欲離欲者。謂即以此如實遍智永斷彼故。此如實遍智者。謂能通逹此

眞如智。捨斷欲法者。謂恒觀察捨斷非梵行方便。

欲貪已生。即便堅執者。謂於内欲貪已生。即便堅執 擯出於外。怖治欲法者。謂説欲過患怖諸有情。立對治道

拔濟一切。二二數會者。謂於染淨因果差別四眞諦中。以世出世二道及奢摩他毘鉢舍那二道。數數證會故

何故此論名爲大乘阿毘逹磨集。略有三義。 謂等所集故。遍所集故。正所集故。由釋詞理以顯得名故

爲此問。等所集者。謂證眞現觀諸大菩薩共結集故。遍所集者。謂遍攝一切大乘阿毘逹磨經中諸思擇處故。正所集

者。謂由無倒結集方便。乃至證得佛菩提故

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卷第十六

欲＋（故）（三）（宮）

擯＝●（宋）







決擇分　論議品



あ　と　が　き

　 梵蔵漢三本対照『大乘阿毘逹磨集論』・『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の第

巻「本事分」，第 巻「決擇分　諦品」に引き続き，最終の第 巻「決擇分　法品・

得品・論議品」を，思いの外早い時期に刊行するはこびとなった．これもひとえに

編集の業務に専念してくれた楠本信道氏の努力のおかげである．あらためて彼に深

謝の意を表する次第である．

　この無著造『大乘阿毘逹磨集論』は，有部の阿毘達磨に対し，瑜伽行唯識学派が

まとめた，大乗にとっての阿毘達磨ともいうべき性格のものである．したがってこ

の『大乘阿毘逹磨集論』（及び『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の研究は，有部の阿毘達

磨思想に立脚して瑜伽行唯識思想が形成されてきた過程を示す一つの資料を提示し，

同時に有部などの小乗諸部派に対抗して瑜伽行唯識学派が自らを大乗であると顕揚・

宣説してきた背景とを明かす資料を提供するものとして重要である．本 が

これら瑜伽行唯識思想の研究，ひいては仏教学の研究に寄与するところがあれば幸

いである．

　付け加えるに，私事にわたり恐縮であるが，監修者早島はここしばらく同じく無

著造とされる『顯揚聖教論』の解読研究に従事してきた．この『顯揚聖教論』は玄

奘訳一本のみに現存し，梵本も蔵訳も失われたままである．それゆえ，『顯揚聖教

論』解読の直接の手懸かりとなるのは，『顯揚聖教論』が自らを「地中要」（大正

巻 ）と記す『瑜伽師地論』，それに同じく無著の著作とされる『攝大乘論』

やこの『大乘阿毘逹磨集論』（及び『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である．その意味で，

本 の作成は『顯揚聖教論』の研究に必須のものであり，この の

完成を監修者自身が喜んでいるところである．

　この は，「まえがき」にも記したようにホームページでの公開を意図し

て作成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のデータ完成にともない， 年７月に第１

巻から第 巻まですべて順次公開されている（

；なお諸般の理由から現在は画像データで公開しているが，いずれデータ

そのものの公開を計画している）．

　ホームページの構築・管理は，ホームページのメインページに記したように，滋

賀医科大学医学部 生命科学講座 生命情報学教室教授 小森優博士にお願いしました．

煩瑣な労を厭わず，また大量のデータ公開にご尽力下さいました小森博士に心から

お礼を申し上げます．

http://www.shiga-med.ac.jp/public/


　本 で使用した電子データはできるだけ正確であることを心がけたが，蔵

訳に関してはデルゲ版と北京版との異同校正が不十分であることは否めない．より

正確なデータに修訂するため，瑜伽行唯識思想研究に関わる多くの方々のご協力を

お願いしたい．

　さらに，ホームページでのデータ公開に平行して，研究者の便宜のためにこの

を印刷・製本し関係者に配布している．製本は無線綴版とリング版とを作

成した．無線綴製本は軽便で利用しやすいが，頻繁に開閉するとページ紙の抜け落

ちる恐れがある．リング製本は持ち運びにやや難があるが頻繁に使用するのに好都

合である．用途に応じて利用されたい．

　なお，このリング版を製本するにあたり，滋賀医科大学医学部 基礎医学事務室の

中森愛子さん，園田郁子さん，野原悦子さん，佐藤敬子さん，布施恭子さん，山下

克久さん，及び同実験実習機器センター・放射性同位元素研究センター共通事務室

の田中まさ子さんのお世話になりました．最後になりましたが，ここに明記して心

から感謝を申し上げる次第です．

　本 の作成・公開・刊行にご協力いただいたすべての方々に，改めて感謝

の念を表して，あとがきとしたい．

年　秋　　

早島 理　記す



梵蔵漢対校　

『大乘阿毘逹磨集論』・『大乘阿毘逹磨雜集論』

年 月 日

監修者 早島　理

発行者 瑜伽行思想研究会（代表者　早島　理）

住所 〒 　大津市瀬田月輪町

滋賀医科大学　哲学研究室気付

電話

公開 　

（非売品）

mailto:hayasima@belle.shiga-med.ac.jp
http://www.shiga-med.ac.jp/public/yugagy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