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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親 1一切智又顯佛母義明燈 

名單獨分出之善說七十義明慧喜筵 

別稱《班親殊勝之廣七十義》 
 

                   福稱大師造  宗澄 譯 

 

稽首稀有悲執持，為引無邊善眾生， 

轉諸經藏妙法輪，無等導師能仁王
2
 。 

前世比丘慈氏稱，今生菩薩慈氏怙， 

未來尊號慈氏佛，敬禮光滿三地尊
3
 。 

住深廣佛母義山, 並經莊嚴文獅象
4
 ， 

講、辨、著作明慧力，詳說子賢足下禮。 

聖地海洲取了義，深密經典寶資庫， 

滿足藏地所化願，敬禮法主鄂譯師。 

於此濁世佛教中，具有與佛等事業， 

佛陀第二宗喀巴，嘉曹智王前敬禮。 

誰恩解釋經莊嚴，了知一份觀察盛， 

敬禮班親智王已，當明八事七十義。 



2  廣八事七十義 

    此中宣說八事七十義之建立分二： 

      甲一，解說八事。甲二，解說七十義。 

        今初：  

 

以「般若波羅密」乃至「及法身為八」之間所說。

此八事者，即一切相智、道智、一切智、圓滿加行、

頂加行、漸次加行、刹那加行及果法身，共有八種。 

 

第一，一切相智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種。現

證發心等十法的究竟智，是一切相智之性相。分有通

達如所有之一切相智及通達盡所有之一切相智
5
 。界

限，唯佛地中有。 

 

第二，道智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種。由殊勝

助伴方便智慧所攝之大乘聖者現觀，是道智之性相。 

 

1 班親為藏文音譯，義皆班智達之意，請參考《藏漢大辭典》，

張怡蓀主編，民族出版社出版，1985 年，1613 頁。 

2 贊釋迦佛。 

3 贊彌勒佛。 

4 對《般若經》作解釋，此增加般若莊嚴方面正文的權威，如同

百獸之中獅群與狂象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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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有知聲聞道之道智、知獨覺道之道智及知大乘道之

道智。界限，從大乘見道乃至佛地有之。 

 

第三，一切智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種。住小

乘證種類的聖者相續之智，是一切智之性相。分有對

治品之一切智及所治品之一切智。界限，從聲聞見道

乃至佛地有之。 

 

5 如所有之一切相智與盡所有之一切相智，在名詞解釋上看，

最後有的十地菩薩也能生起，此菩薩雖然生起，然與諸佛現

起的如所有之一切相智及盡所有之一切相智是有所不同的：

一、時上生起不同，二、位上生起不同。時上生起不同者，

即菩薩的如所有之一切相智不能在一時邊際刹那中生起，

只能在一最短成事刹那中生起，諸佛如所有之一切相智則

與此不同，盡在一最短成事刹那中生起如所有之一切相智。

位上生起不同者，菩薩不能在根本位中生起盡所有之一切

相智，諸佛的根本與後得本是一位故，則可任運、自在生起

自所須的一切相智，與菩薩相反。但菩薩相續上生起的如所

有之一切相智是假名之一切相智，非真正的一切相智，因為

真正的一切相智是大乘無學位的究竟智，所以菩薩是沒有

的，因最後有的菩薩能在一最短成事刹那中知一切法，順其

名說「一切相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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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圓滿加行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種。由

修習三智的一百七十三種行相之慧所攝的菩薩瑜伽，

是圓滿加行之性相。分有一百七十三種。界限，從大

乘資糧道乃至最後心有之。 

 

第五，頂加行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種。攝修

三智超過大乘資糧道之慧所攝的菩薩瑜伽，是頂加行

之性相。分有加行道、見道、修道及無間道之頂加行

四種。界限，從大乘加行道乃至最後心有之。 

 

第六，漸次加行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種。為

得堅固三智行相，由次第修習三智行相之慧所攝的菩

薩瑜伽，是漸次加行之性相。分有十三種。界限，從

大乘資糧道乃至最後心前有之。 

 

第七，刹那加行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種。於

一最短成事刹那中，獲得三智一百七十三種行相作親

境之能的菩薩瑜伽，是刹那加行之性相。分有四種。

界限，唯最後心中有。 

 

第八，果法身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種。於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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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得的方便——修習四加行之力所得的究竟功德，是

果法身之性相。分有四種。界限，唯佛地中有。 

 

甲二，解說七十義分三： 

乙一，解說能表三智之三十法。 

乙二，解說能表四加行之三十六法。  

乙三，解說能表法身之四法。 

解說能表三智之三十法分三： 

丙一，解說能表一切相智之十法。 

丙二，解說能表道智之十一法。 

丙三，解說能表一切智之九法。 

          今初： 

            

解說能表一切相智之法，由「發心與教授」乃至

「是佛遍相智」中所說。能表一切相智之十法者，大

乘發心、大乘之教授、大乘之決擇支、大乘修行之所

依自性住種姓、大乘修行之所緣、大乘修行之所為、

披甲正行、趣入正行、資糧正行及決定出生正行，共

有十種故。 

 

第一，大乘發心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種。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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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利他而緣圓滿菩提，與自己助伴之欲相應的大乘入

門之主要意識，是大乘發心之性相。從喻助伴相順法

方面分之，即有與助伴欲相應如地之發心 6 、具意樂

如金之發心、具增上意樂如月之發心、具隨順修習三

智加行如火之發心、具佈施如寶藏之發心、具持戒如

寶源之發心、具忍辱如大海之發心、具精進如金剛之

發心、具禪定如山之發心、具智慧如藥之發心、具善

巧方便如善友之發心、具誓願如如意寶之發心、具力

量如日之發心、具智如歌音之發心、具神通如國王之

發心、具福慧二資糧如倉庫之發心、具三十七菩提分

如大路之發心、具大悲毗婆舍那如車乘之發心、具總

持與辨才如噴泉之發心、具四法印如雅聲之發心、具

獨一道路如河流之發心及具法身如云之發心，共有二

十二種 7。複次體性方面分有願心、行心等眾多類別。

界限，從大乘資糧道乃至佛地有之。彼等由「發心為

利他」乃至「分二十二種」中所說。 

 

6 由此发心能引发大乘一切道，故此初发心是大乘行者一切

白法之所依，如同万物皆因大地而生長之。 

7 二十二种发心与大乘十地五道相配，即初三种发心配合下、

中、上三品资粮道，如火一种配合加行道，如寶藏直至如歌

十種發心配合十地，如國王直至如噴泉五種發心配合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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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大乘教授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種。開

示為令獲得大乘發心方便之大乘語，是大乘教授之性

相。分之，即教誡修行自性為二諦之教授、教誡所緣

境為四諦之教授、教誡所依為三寶之教授、教誡不耽

著精進之教授、教誡周遍不疲倦精進之教授、教誡周

遍攝持道精進之教授、教誡五眼之教授、教誡六神通

之教授、教誡見道之教授及教誡修道之教授，共有十

種。界限，從未入道乃至佛地有之。彼等由「修習及

諸諦」乃至「麟喻共二十」之間所說。 

 

第三，大乘決擇支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種。

自因大乘順解脫分圓滿後出生之大乘義現觀，是大乘

順決擇分之性相。分之，即大乘加行道暖等四種。界

限，唯大乘加行道中有。彼等由「所緣及行相」乃至

「應知為攝持」之間所說。 

 

第四，大乘修行之所依自性住種姓中分性相、分

類及界限三種。自所依法菩薩識之法性，並作大乘修

行之所依處者，是大乘修行之所依自性住種姓之性相。

分之，即十三種修行上之自性住種姓，有十三種。界

限，從大乘資糧道乃至最後心有之。彼等由「通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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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法」乃至「故說彼差別」之間所說。 

 

第五，大乘修行之所緣中分性相及分類二種。以

大乘修行斷除增益之依處，是大乘修行所緣之性相。

分之，即善等十一種 8。彼等由「所緣一切法」乃至「及

佛不共法」之間所說。 

 

第六，三大所為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種。菩

薩專為趣入修行之究竟所得，是大乘修行所為之性相。

分之，即心大、斷大及證大 9。界限，唯佛地中有。彼

等由「勝諸有情心」乃至「自覺所為事」之間所說。 

 

三清靜地，最後三種發心配合佛地。 

8 《般若經》說:“須菩提，所謂一切諸法，即善、不善、無

記、世間、出世間、有漏、無漏、有為、無為、有罪、無罪、

共不共等。須菩提，彼等名為一切諸法。” 

9 什麼是這裡所說的三大所為呢？如佛聖者心相續上之大悲

與菩提心安立為心大，如斷盡二障之滅諦為斷大，及如現證

一切法究竟智為證大故。為令這三大所為之法而趣入菩薩

正行之道理，就是與大王打戰很相似，就是斷除自己一切所

治品而得自己一切所得。 

 

 



 9   

第七，披甲正行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種。別

別波羅密多中，具足六六攝修之慧所攝菩薩瑜伽，是

披甲正行之性相。分之，即三十六種。界限，從大乘

資糧道乃至最後心有之。彼等由「由彼等別別」乃至

「六六如經說」之間所說。 

 

第八，趣入正行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種。由

頂加行為主要方面，隨應修習大乘因果法之慧所攝的

菩薩瑜伽，是趣入正行之性相。分之，即趣入靜慮無

色之趣入正行、趣入六度之趣入正行、趣入聖道之趣

入正行、趣入四無量之趣入正行、趣入不可得之趣入

正行、趣入三輪清淨之趣入正行、趣入專為之趣入正

行、趣入六神通之趣入正行及趣入一切相智之趣入正

行，共有九種。界限，從大乘加行道乃至最後心有之。

彼等由「靜慮無色定」乃至「當知升大乘」之間所說。 

 

第九，資糧正行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種。由

廣大二資糧攝持方面，較大乘加行道世第一法中品以

下超勝，且出生自果大菩提之菩薩瑜伽，是資糧正行

之性相。分之，即愛憐大悲之資糧正行、佈施之資糧

正行、持戒之資糧正行、忍辱之資糧正行、精進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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糧正行、禪定之資糧正行、智慧之資糧正行、奢摩他

之資糧正行、毗婆舍那之資糧正行、雙運之資糧正行、

善巧方便之資糧正行、智之資糧正行、福德之資糧正

行、聖道之資糧正行、總持之資糧正行、十地之資糧

正行及對治之資糧正行，共有十七種。界限，從大乘

加行道世第一法上品乃至最後心有之。彼等由「悲及

施等六」乃至「說八種對治」之間所說。   

  

第十，決定出生正行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種。

無疑決定出生一切相智之淨地智，是決定出生正行之

性相。分之，即三大所為之決定出生正行、平等性之

決定出生正行、為令有情所得利益之決定出生正行、

無功用任運成就之決定出生正行、超越常斷二邊之決

定出生正行、獲得圓滿三乘證種類之境為相之決定出

生正行、為一切相智之決定出生正行及道之有境的決

定出生正行，共有八種。界限，唯淨地中有。彼等由

「所為及平等」乃至「是出生正行」之間所說。 

 

丙二，解說能表道智之十一法 

由謂「令其隱暗等」乃至「如是說道智」之間所

說。能表道智有十一法者，道智之支分、知聲聞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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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智、知獨覺道之道智、具利義功德 10 之見道、修道

之作用、勝解修道、勝解修道勝利讚歎承事稱揚之功

德、迴向修道、隨喜修道、引發修道及清淨修道，共

有十一種故。 

 

第一，從道智支分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種。

以道智之因、體性、果三者隨一所攝的大悲任持之殊

勝功德，是道智支分之性相。分之，即堪為道智之支

分、境決定道智之支分、普遍道智之支分、本性道智

之支分及事業道智之支分，共五種。界限，從大乘醒

覺種姓乃至佛地有之。彼等由「調伏諸天故」乃至「本

性及事業」之間所說。 

 

第二，從知聲聞弟子道之道智中分性相、分類及

界限三種。以發心、迴向及現證空性慧三者所攝方面，

為令隨攝聲聞種姓應知之慧證住種類的大乘聖者之智，

是知聲聞道之道智之性相。分之，即大乘見道、修道

及無學道。界限，從大乘見道乃至佛地有之。彼等由

「道相智理中」乃至「不見諸法故」之間所說。 

 

10 即大乘之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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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從知獨覺道之道智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

三種。以發心、迴向及現證空性慧三者所攝方面，為

令隨攝獨覺種姓當知之慧證住種類的大乘聖者之智，

是知獨覺道之道智之性相。分之，即大乘之見道、修

道及無學道。界限，從大乘見道乃至佛地有之。彼等

由「自覺自證故」乃至「相為第一法」之間所說。 

 

第四，從大乘見道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種。

大乘之諦現觀，是大乘見道之性相。分之，即大乘見

道根本位與後得位。界限，唯見道中有。彼等由「由

諦與諦上」乃至「是道智刹那」之間所說。 

 

第五，從修道之作用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種。

已得大乘修道之補特伽羅相續上，由修習大乘修道勢

力所得功德，是修道作用之性相；分之，即作道增長

近取因之心息滅與調伏功德、於彼俱有緣善知識敬禮

功德、遠離內違緣煩惱之功德、由外違緣外毒刀等不

能侵害之功德、獲得無上菩提之功德及隨所住處皆成

可供養處之功德，共有六種。界限，從大乘修道乃至

佛地有之。彼等由「遍息敬一切」乃至「菩提供養依」

之間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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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從勝解修道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種。

能信許佛母為三種利義生處之有漏大乘隨現觀，是勝

解修道之性相。分之，即自利勝解修道、利他勝解修

道及二利勝解修道，共三種。界限，唯大乘修道中有。

彼等由「勝解謂自利」乃至「共二十七種」之間所說。 

 

第七，從讚歎承事稱揚之功德中分性相、分類及

界限三種。已得勝解修道之補特伽羅相續上，由修習

勝解修道勢力所得之功德，是勝解修道功德之性相。

分之，即有二十七種。界限，從大乘修道乃至佛地有

之。彼等由「般若波羅密」乃至「贊事及稱揚」之間

所說。 

 

第八，從迴向修道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種。

能轉自他善根成圓滿菩提之有漏大乘隨現觀，是迴向

修道之性相。分之，即有十二種。界限，唯修道中有。

彼等由「殊勝遍迴向」乃至「生大福為性」之間所說。 

 

第九，從隨喜修道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種。

于自他善根修歡喜之有漏大乘隨現觀，是隨喜修道之

性相。分之，即隨喜自善根之修道，及隨喜他善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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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二種。界限，唯修道中有。彼等由「由方便無得」

乃至「修隨喜作意」之間所說。 

 

第十，從引發修道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種。

能立究竟證德之大乘無漏修道，是引發修道之性相。

分之，即自性之修道，作殊勝果之修道，於一切作業

不作行之修道，專注於分位所緣無諦實之修道，及能

作究竟果佛位之修道，共五種。界限，從初地乃至最

後心有之，彼等由「此自性殊勝」乃至「是大義利性」

之間所說。 

 

第十一，從清淨修道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種。

能立究竟斷德之大乘無漏修道，是清淨修道之性相。

分之，即十地之清淨修道有十種。界限，從初地乃至

最後心有之。彼等由「依佛及施等」乃至「遍對治三

界」之間所說。 

 

丙三，解說能表一切智之法 

 

由「智不住諸有」乃至「一切智如是」之間所說。

能表一切智之九法者，智不住諸有邊之道智、悲不住



 15   

涅槃邊之道智、於果佛母遙遠之一切智、於果佛母鄰

近之一切智、所治品之一切智、對治品之一切智、一

切智之加行、彼加行之平等性及住小乘證種類之見道，

共有九種故。 

 

第一，從智不住諸有邊之道智中分性相、分類及

界限三種。觀待世俗，住能滅除諸有邊種類之大乘聖

者智，是智不住諸有邊道智之性相。（分類與界限於下

說之。） 

 

第二，從悲不住涅槃邊之道智中分性相、分類及

界限三種。觀待世俗，住能滅除涅槃邊種類之大乘聖

者智，是悲不住涅槃邊道智之性相。分之，即彼二者

別別有見道、修道及無學道三種。界限，從初地乃至

佛地有之，彼等由「非此岸彼岸」乃至「故名般若度」

之間所說。 

 

第三，從於果佛母遙遠一切智中分性相、分類及

界限三種。由未通達空性慧所攝持、且不住大乘證種

類的小乘聖者之智，是於果佛母遙遠一切智之性相。

分之，即見道，修道及無學道三種，界限，唯小乘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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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道中有。彼等由「彼由緣相門，非方便故遠」中所

說。 

 

第四，從於果佛母鄰近之一切智中分性相、分類

及界限三種。是一切智，且由殊勝方便所攝持，是於

果佛母鄰近一切智之性相。分之，即大乘五道。界限，

從已生大悲乃至佛地有之。彼等由「由善巧方便，即

說為鄰近」中所說。 

 

第五，從所治品之一切智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

三種。安住諦實執所系縛之種類、且不住大乘證種類

之小乘聖者智，是所治品一切智之性相。分之，即小

乘見道、修道及無學道三種。界限，唯小乘聖道中有。

彼等由「色蘊等空性」乃至「行想所治品」之間，及

「執佛等微細」中所說。 

 

第六，從對治品之一切智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

三種。由殊勝方便所攝持，且住小乘證種類之聖者相

續之智，是對治品一切智之性相。分之，即大乘五道。

界限，從已生大悲乃至佛地有之。彼等由「施等無我

執」乃至「故為不思議」之間，及「如是一切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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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頌為略說彼二者之義。 

 

第七，從一切智加行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種。

於事世俗真實之體性及差別中顛倒耽著及於勝義真實

中顛倒耽著隨一修習對治之菩薩瑜伽，是《一切智》

章節中所示菩薩加行之性相。分之，即破除於差別處

色等中諦實耽著之加行、破除于差別法無常等中諦實

耽著之加行、破除于功德所依未圓滿及極圓滿中諦實

耽著之加行、破除於行持中諦實耽著之加行、破除於

能所中諦實耽著之加行、破除於勝義無作者中諦實耽

著之加行、破除於三種難行中諦實耽著之加行、破除

於依福分所得果中諦實耽著之加行、破除於不依仗他

中諦實耽著之加行及於七種顯現喻中破除諦實耽著之

加行共有十種。界限，從大乘資糧道乃至最後心有之，

彼等由「色等無常等」乃至「證知七現事」之間所說。 

 

第八，從菩薩加行之平等性中分性相、分類及界

限三種。於事之差別及性相、名相、境、有境破除諦

實耽著之慧所攝持之菩薩瑜伽，是《一切智》章節中

所示菩薩加行平等性之性相。分之，即色等體性於諦

實中無執著加行之平等性、彼性相名相於諦實中無執



18  廣八事七十義 

著加行之平等性、彼差別於諦實中無執著加行之平等

性及境有境於諦實中無執著加行之平等性共有四種。

界限，從大乘資糧道乃至最後心有之。彼等由「不執

著色等，四種平等性」中所說。 

 

第九，從住小乘證種類之見道中分性相、分類及

界限三種。此章節中直敘之大乘諦現觀，是此章節中

直敘大乘見道之性相。分之，即忍、智十六種。界限，

唯大乘見道中有。但此章節中主要所示之見道，須為

住小乘證種類之大乘見道耳，彼等由「苦等諸聖諦」

乃至「一切智刹那」之間所說。略攝三智之義，由「如

是此及此」等一頌所說故。能表所修境三智之法已說

訖。 

乙二，解說能表四加行之三十六分四： 

  丙一，解說能表圓滿加行之十一種法。 

丙二，解說能表頂加行之八種法。 

丙三，解說能表漸次加行之十三種法。 

丙四，解說能表刹那加行之四種法 11。 

        今初： 

 

由謂「行相諸加行」乃至「此具善方便」之間所



 19   

說。能表圓滿加行之十一法者，所修行相、能修加行、

加行功德、加行過失、加行性相、大乘順解脫分、大

乘順決擇分、有學不退轉僧、諸有涅槃平等性之加行、

嚴淨佛土加行及善巧方便加行，共十一種故。 

 

第一，從所修之行相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種。

善為顯現三智隨一行相而作修習之慧所攝的菩薩瑜伽，

是菩薩相續上修習對治行相之性相。分之，即一切智

修習對治行相二十七種，道智修習對治行相三十六種，

及一切相智修習對治行相一百十種共有一百七十三種

故。界限，從大乘資糧道乃至最後心有之，彼等由「一

切智差別」乃至「卅四三十九」之間所說。 

 

第二，從能修之加行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種。

由通達空性慧所攝之此章直敘之菩薩瑜伽，是此章直

敘之菩薩加行之性相。分之，即自性加行五種及分位

加行十五種，共有二十種。界限，從大乘資糧道乃至

最後心有之，彼等由「昔承事諸佛」乃至「清淨及結

界」之間所說。 

 

11 此科判之文是譯者所加，原文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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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從加行之功德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種。

已得圓滿加行補特伽羅相續上，由修習圓滿加行勢力

所得之勝利，是加行功德之性相。分之，即由修習加

行勢力摧伏魔力之功德、佛所護念並了知之功德、佛

為現前之功德、接近圓滿菩提之功德、不離佛之功德、

受用境之功德、無漏功德圓滿、成為講說佛母義士夫

之功德、魔不能分之功德、生起不共善根之功德、如

實成辦義利之功德、周遍攝持果之功德、成辦義利之

功德及定獲得佛母之功德，共有十四種。界限，從大

乘資糧道乃至佛地有之。彼等由「摧伏魔力等，十四

種功德」中所說。 

 

第四，從圓滿加行之過失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

三種。我等辨析中不明顯修習加行過失之性相，但若

如《夏則根本頌釋》之末尾中明顯說：障礙加行生或

住，是加行過失之性相。分之，即加行之違緣，依止

自有二十種，依止自他隨一有二十三種及依止他有三

種，共為四十六種。界限，從未入道乃至十地有之。

彼等由「當知諸過失，有四十六種」所示。 

 

第五，從加行之性相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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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獲得成自所得果般若之菩薩瑜伽，是道般若瑜伽之

性相。分之，即有一切智加行之智相有十六種，道智

加行之智相有十六種，一切相智加行之智相有十六種，

殊勝相有十六種，作用相有十一種，及自性相有十六

種共有九十一種。 

 

一切智加行之智相有十六種者：依止修習一切智

加行已而知如來出現、知世間無壞性、知有情心行、

於無我知心略攝、知心外散亂、知無盡心、知心有貪

等、知心離彼、知心廣大、知心大、知無量心、知無

見無對心、知無可見心、知心出等、知有真如行相之

心及知能仁通達真如已對他開示，共有十六種故。 

 

道智加行之知相有十六種者：知空、知無相、知

無願、知勝義中無生、知勝義中無滅、知勝義中無雜

染、知勝義中無清淨、知勝義中無所斷事、知勝義中

無諦實空自性、知無勝義成立之所依、知勝義中無之

虛空相、知法性中無錯亂、知以覺為先無造作、知能

相所相於勝義中無分別、知勝義中無差別及知勝義中

無性相之慧，共有十六種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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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相智加行之知相有十六種者：依止佛母已知

安樂住、知恭敬佛母、知佛母為尊重、知歡喜承事佛

母、知供養佛母、知勝義中無如是作用、知佛母趣入

一切、知真實中無所見、知世間空性之相、知世間自

性空、知宣說世間自性空、知證知世間空性、知現見

世間空性、知開示勝義中不可思議、知開示勝義中寂

滅戲論、知滅除世間諦實成就及知滅除世間蘊之想，

共有十六種故。 

 

殊勝相有十六種者，依止苦諦有四種者：即知苦

之法性不可思議性、知無喻故無等、知超越名言量所

能稱量及知真實中超越諸數量之法性。依止集諦有四

種者：即知攝一切聖補特伽羅之功德、知智者所知謂

如所有及盡所有、知非聲聞等所行境界之深廣事及知

神通最極速疾。依止滅諦有四種者：即知勝義中無增

減之體性、知三輪清淨而修六度之體性、知恒常恭敬

奮勉歷劫成辦二資糧之體性及知由方便所攝無分別一

切法之體性。依止道諦有四種者：即知具足菩薩道所

依種姓之體性、知積集圓滿般若因之體性、知由內外

善知識周遍攝受之體性及知無耽著一切法味之體性，

共有十六種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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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相有十一種者：一切智加行之安置一切有情

于解脫安樂之利益作用、寂滅苦憂等此世安樂之作用

及從一切輪回苦救護之作用有三種，道智加行之置於

涅槃之歸處作用、捨棄苦因之宅舍作用、通達輪回涅

槃於勝義中平等一味之救護處作用、通達利他如洲渚

之作用、成辦二利如導師之作用、任運成辦利他之作

用及不于非時作證三乘果之作用有七種，一切相智加

行之如實宣說一切法之世間所依之作用有一種，共有

十一種故。 

 

自性相有十六種者，一切智加行之自性相有四種

者，即：遠離煩惱之自性、無彼狀粗重之自性、無彼

貌非理作意之自性及遠離取捨分別之自性；道智加行

之自性相有五種者，即：難行之加行、決定趣一佛乘

之加行、成辦三大之加行、三輪不可得之加行及滅除

耽著諦實性之加行；一切相智加行之自性相有七種者，

即：緣體道之自性、與一切世間不共之自性、知色等

為無礙之自性、通達錯亂處諦實無之自性、通達勝義

中無眾生之自性、通達勝義中無生之自性及通達真如

於勝義中不可得之自性，共有十六種故。界限，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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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資糧道乃至最後心有之。彼等由「由何相當知」乃

至「許為第四相」之間所說。 

 

第六，從大乘順解脫分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

種。此章節中直敘于自相續善巧修一切相智之菩薩相

續上法現觀，是此章節中直敘大乘順解脫分之性相。

分之，即緣佛等及道果之信及由意樂圓滿大乘發心所

攝之念、為大乘入門發心資糧道者之二種功德，歡喜

施等為行境之精進、無分別虛空藏等之三摩地及以一

切行相攝二諦所攝諸法之慧、為發心乃至學行之資糧

道者之三種功德，共為五種。界限，唯大乘資糧道中

有。彼等由「無相善施等」乃至「許鈍根難證」之向

所說。 

 

第七，從大乘順決擇分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

種。主要以方便法為差別法及此章節中直敘之義現觀，

是此章節中直敘順決擇分之性相。分之，即有四種。

界限，唯加行道中有。彼等由「此暖等所緣」乃至「成

熟有情等」之間所說。 

 

第八，從有學不退轉僧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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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獲得遮退于色等現行諦實耽著等四十四種相隨一

之菩薩，是獲得不退轉相菩薩僧之性相。分之，獲得

不退轉相之菩薩加行道者、見道者及修道者，共有三

種。 

 

加行道者不退轉之相有二十種者：遮退于色等現

行諦實耽著之不退轉相、如是乃至於三皈依盡除懷疑、

盡除八無暇、自他二者住善加行、又自他相換意樂而

行施等、於甚深義不作猶豫、三門行持以慈心行持、

不共五蓋住、摧伏諸隨眠、具正念正知及衣等受用潔

淨，此十一種為暖不退轉之相；身不生蟲類、心無曲、

依止十二種杜多功德、無慳悋及破戒等、具有與法性

不相違般若波羅蜜行及為利他故求地獄，此六種為頂

不退轉之相；非他能牽引及開示他道者了知彼為魔，

此二種為忍不退轉之相；三門一切行持佛所歡喜，此

一種為世第一法不退轉之相，共有二十種。 

 

見道不退轉相有十六種者：見道者依止苦諦有四

種者，即不退轉之相，即遮退於色等分別諦實耽著、

如是乃至最極堅固菩提心、遮劣道心及盡除靜慮等支

分；依止集諦有四種者，即身心輕利、善巧行利他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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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方便、常修淨梵行及清淨命；依止滅諦有四種者，

即於蘊處界中別別滅除加行及隨加行之處、于作通達

中斷之諸法中別別滅除加行及隨加行之處、于諸菩提

資糧中別別滅除加行及隨加行之處及於有依根之境有

境中別別滅除加行及隨加行之處；依止道諦有四種者，

即於慳悋及破戒等中別別滅除加行及隨加行之處、道

果於勝義中僅微塵許亦不可得、三智體性決定於自地

中堅固安住及為令正法而能捨命，見道後得位之身語

名言殊勝，共有十六種。 

 

修道者不退轉相有八種者：即生甚深、滅甚深、

真如甚深、所知甚深、知甚深、行持甚深、無二甚深

及善巧方便甚深之修道後得位之身語名言殊勝有八種。

界限，從大乘加行道乃至第十地有之。彼等由「從順

決擇分」乃至「巧便皆甚深」之間所說。 

 

第九，從諸有涅槃平等性之加行中分性相及界限

二種。於後得位亦壞盡諦實執現前生起時機之淨地智，

若是能安立智慧法身為主作用之種類，是諸有涅槃平

等性加行之性相。界限，唯淨地中有。彼等由「諸法

同夢故」乃至「如經已盡答」之間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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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從嚴淨國土加行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

種。當成佛處成就殊勝剎土之善根功能具力之淨地智，

若是能安立報身為主作用之種類，是嚴淨國土加行之

性相。分之，有器世間之淨土加行及有情世間之淨土

加行二種。界限，唯淨地中有。彼等由「如有情世間」

乃至「即嚴淨佛土」之間所說。 

 

第十一，從善巧方便加行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

三種。從寂滅粗分精勤方面，趣入無功用任運之淨地

智，若是能安立化身為主作用之種類，是善巧方便加

行之性相。分之，即超越四魔敵之善巧方便加行、不

住諸有涅槃邊加行、由先前誓願力引出加行、與聲聞

獨覺不共加行、於一切法無諦實執加行、眾多無數劫

修習空性解脫門加行、眾多無數劫修習無相解脫門加

行、眾多無數劫修習無願解脫門加行、自己善巧宣說

不退轉相加行及無量證德之加行，即有十種善巧方便

加行。界限，唯淨地中有。彼等由「境及此加行」乃

至「十善巧方便」之間所說。 

 

丙二，解說能表頂加行之八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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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相及增長」乃至「是為頂加行」之間所說。 

 

別釋能表頂加行之八種法分八：相之頂加行、福

德增長之頂加行、堅固之頂加行、心遍住之頂加行、

見道頂加行、修道頂加行、無間之頂加行、所破顛倒

成就。 

 

第一，從相之頂加行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種。

標出經中十二相隨一已，表大乘第一順決擇分，是暖

頂加行之性相。分之，即夢中亦見一切法如同夢等有

十二種。界限，唯大乘加行道暖位中有。彼等由「夢

亦于諸法」乃至「所有十二相」之間所說。 

 

第二，從（福德）增長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

種。標出經中十六種增長行相隨一已，表大乘第二順

決擇分，是頂頂加行之性相。分之，盡所有贍部洲等

三千世界有情成佛並供養彼等（佛），此福德較彼尤為

增長等有十六種增長行相。界限，唯大乘加行道頂位

中有。彼等由「盡贍部有情」乃至「說十六增長」之

間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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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從堅固之頂加行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

種，標出經中方便智慧二種堅固證分已，表大乘第三

順決擇分，是忍頂加行之性相。分之，即獲得堅固殊

勝方便之頂加行，及獲得堅固殊勝智慧之頂加行二種。

界限，唯大乘加行道忍位中有。彼等由「由三智諸法」

乃至「說名為堅穩」之間所說。 

 

第四，從心遍住之頂加行中分性相及界限二種。

標出經中心遍住已，表大乘第四順決擇分，是世第一

法頂加行之性相。界限，唯世第一法中有。彼等由「四

洲及小千」乃至「宣說三摩地」之間所說。 

 

第五，從見道頂加行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種。

見斷分別對治之住種類的大乘諦現觀，是見道頂加行

之性相。分之，即見斷四種分別之對治頂加行有四種，

此中亦有根本、後得二種。界限，唯大乘見道中有。

彼等由「轉趣及退還」乃至「隨順及回逆」之間所說。 

 

第六，從修道頂加行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種。

修斷分別對治之住種類的大乘隨現觀，是修道頂加行

之性相。分之，即修斷四種分別之對治頂加行有四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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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修斷分別之對治方面分下、中等九種。又從體性方

面亦分有根本、後得二種。界限，從初地乃至最後心

有之。彼等由「滅盡等九定」乃至「如眾流歸海」之

間所說。 

 

第七，從無間之頂加行中分性相及界限二種。攝

修三智超過大乘資糧道之慧所攝之菩薩瑜伽，若作所

知障之親對治，是無間頂加行之性相。界限，唯最後

心中有。彼等由「安立三千生」乃至「愛說者常難」

之間所說。 

 

第八，從所破顛倒成就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

種。由不堪順認此中所示二諦體性一為同分之心現前

或彼之種子隨一所攝，是此中所示所破顛倒成就之性

相。分之，即所緣顛倒分別等十六種。界限，從未入

道乃至最後心有之。彼等由「於所緣證成」乃至「說

為十六種」之間所說故。 

 

丙三，釋能表漸次加行之十三種法 

 

由「漸次加行中，有十三種法」中所說。能表漸次



 31   

加行之法有十三種者：即佈施之漸次加行、持戒之漸

次加行、忍辱之漸次加行、精進之漸次加行、禪定之

漸次加行、智慧之漸次加行、隨念佛之漸次加行、隨

念法之漸次加行、隨念僧之漸次加行、隨念施捨之漸

次加行、隨念戒之漸次加行、隨念天之漸次加行及無

性自性之漸次加行，共有十三種故。 

 

第一，從佈施漸次加行中分性相及界限二種。性

相於我等之《辨析》中未明說，若如《夏則根本頌釋》

末尾所示，以佈施修習攝持方面，為令三智行相獲得

堅固，由漸次修習三智行相之慧所攝的菩薩瑜伽，是

佈施漸次加行之性相。如是餘等亦依此類推。彼等之

界限，從大乘資糧道乃至最後心以前有之。彼等由「佈

施至般若」乃至「許為漸次行」之間所說。 

 

丙四，解說能表刹那加行之四種法 

 

由「刹那證菩提，由相分四種」之間所說。能表刹

那加行之法有四種者，即：非異熟之刹那加行、異熟

之刹那加行、無相之刹那加行及無二之刹那加行，共

四種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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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於一最短成事刹那中，若現起一種無漏非

異熟之法，從獲得現起與彼同類之一切法的能力方面，

成為所知障親對治之菩薩瑜伽，是無漏非異熟刹那加

行之性相。彼等由「施等一一中」乃至「刹那智亦爾」

之間所說。 

 

第二，於一最短成事刹那中，若現起一種無漏異

熟之法，從獲得現起與彼同類之一切法的能力方面，

成為所知障親對治之菩薩瑜伽，是無漏異熟相刹那加

行之性相。彼等由「若時起異熟」乃至「即一刹那智」

之間所說。 

 

第三，從現證空性方面，成為所知障親對治之菩

薩瑜伽，是無相刹那加行之性相。彼等由「由佈施等

行」乃至「諸法無相性」之間所說。 

 

第四，從獲得現證能取所取異體空之功能方面，

成為所為知障親對治之菩薩瑜伽，是無二刹那加行之

性相。彼等由「如夢於能見」乃至「諸法無二性」之

間所說，彼四種之界限，唯最後心無間道中有。已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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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說能表四加行之法訖。 

 

乙三，解說能表法身之四法 

 

由「自性圓滿報」乃至「四相正宣說」之間所說。 

 

能表果法身之法有四種：自性身、報身、化身及

智慧法身並事業，共四種故。 

 

第一，從自性身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種。具

二清淨之法性身，是自性身之性相。分之，有自性清

淨分之自性身及客塵清淨分之自性身。界限，唯佛地

中有。彼等由「能仁自性身」乃至「彼自性為相」之

間所說。 

 

第二，從報身中分性相及界限二種。具有五決定

之究竟色身，是報身之性相。界限，唯佛地中有。彼

等由「許三十二相」乃至「是為佛隨好」之間所說。 

 

第三，從化身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種。不具

有五決定之究竟色身，是化身之性相。分之，即工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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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身，隨類化身，及殊勝化身三種。界限，唯佛地中

有。彼等由「若乃至三有」乃至「佛化身無斷」之間

所說。 

 

第四，從智慧法身並事業中分性相、分類及界限

三種。觀待如所有盡所有究竟通達之慧，是智慧法身

之性相。分之，即二十一聚無漏智，又分有通達如所

有之智慧法身，及通達盡所有之智慧法身二種。界限，

唯佛地中有。彼等由「順菩提分法」乃至「亦可說謂

常」之間所說。 

 

    附帶說彼事業中亦分性相、分類及界限三種。從

自因智慧法身中生起之白善功德，是智慧法身事業之

性相。分之，安置於由資糧道所攝之希求解脫、安置

於四攝事、安置於四諦、安置於利他意樂、安置於加

行、安置于成辦二利之事、安置于加行道、安置於見

道、安置于由修道所攝之第二地乃至第五地、安置於

第六地、安置於第七地、安置於由第八地所攝之殊勝

行持、安置於盡除現前分諦實執、安置於第九地、安

置于初得第十地、安置於一生所系所攝而於次生決定

成佛、安置于任運利他、安置于圓滿所餘佛法、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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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能引由最後有所攝之菩提、安置於業不失壞、安置

于通達盡所有、安置于通達如所有、安置於盡除顛倒、

安置於盡除顛倒之事、安置于自性清淨法身因資糧、

安置於遠離客塵法身因資糧及安置於道果，共有二十

七。界限，從未入道乃至佛地有之。彼等由「若乃至

三有」乃至「有二十七種」之間所說。如是解說佛之

事業相續不斷，而趣入無功用任運故，如《寶性論》

云：「如帝釋鼓云，梵天日摩尼，如來聲悅耳，如虛空

及地」乃至廣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