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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 ࿇
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卷一

宗喀巴大師 造

法尊法師 譯

敬禮師長妙音

樂生乘云及金胎　 無身主同繩腹等

宣唱驕音於三有　 傲慢威嚴諸天衆

尚由略瞻如來身 　猶如日光映螢火

妙冠敬依足下蓮 　我禮能仁天中天

智悲藏底難測度　 菩提行浪極湧漾

善說寶藏妙音尊 　及紹聖海我敬禮

善開佛語二車軌 　故令如來最勝教

如日光顯遍三地 　敬禮龍猛無著足

受持兩種大車軌 　啓贍部州智慧眼

聖天勇師及佛護 　清辨論師月稱足

世親安慧與陳那 　法稱師等贍部嚴

持佛教幢不隱沒 　諸智者王皆敬禮

頗有多聞諸教法 　於正理路亦勤習

內證功德不下劣 　然終未達此深處

由師妙音恩善見 　以悲愍心我當說

欲證諸法真實慧 　無比說者當敬聽

《護國問經》云：「空性寂靜無生理，衆生未解故漂沒，悲尊以多百方便，及百正

理令彼悟。」謂諸法真如，極難通達，若不通達，難脫生死。由見此故，大悲大師，以

多方便及多理門，令彼解悟。故諸智者，應當勵求了解真實之方便。此復要辨佛經了不

了義。辨彼二義，非唯經說，此是了義，此非了義，便能辨別。若不爾者，諸大論師造

論分辨了不了義，皆無義故。經中安立了不了義之理多不同故。又如經說，此是此者，

唯依彼語不能安立決定應爾。總既不定，別於了不了義，唯經說云，此是此者，亦不能

成立故。故佛授記，能辨佛語了不了義諸大論師解釋了不了義。又了義經義，若作餘

解，所有違難，不作餘解，義定唯爾，所有能立，皆善抉擇。當隨彼論而求密義。故究

竟者，須以無垢正理而辨。若宗違理，其師不堪爲定量故。諸法真實，須有證成正理而

立故。由見此故，經云：「苾芻或智者，當善觀我語，如煉截磨金，信受非唯敬。」

如是辨了不了義分二：甲一、依止 《解深密經》；甲二、依止 《無盡慧經》。

初中 [ 甲一、依止 《解深密經》]

又二：乙一、列經所說；乙二、解釋經義。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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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又 [ 乙一、列經所說 ]

分四：丙一、問經離相違；丙二、答離相違；丙三、明三自性體；丙四、白彼

結成義。

今初 [ 丙一、問經離相違 ]

《解深密經》云：「世尊以無量門，曾說諸蘊所有自相、生相、滅相、永斷、遍知。

如說諸蘊、諸處、緣起、諸食亦爾。」如是又說：「曾說諸諦，所有自相、遍知、永斷、

作證、修習。曾說諸界，所有自相、種種界性、非一界性、永斷、遍知。以無量門，曾

說三十七菩提分，所有自相、能冶、所冶、及以修習、未生令生、生己堅住不忘倍修增

長廣大。世尊復說，一切諸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未審世尊依

何密意作如是說：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我今請問如來斯

義，唯願如來哀愍解釋說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所有密

意。」此文顯示有諸經中說一切法無自性等，亦有經中說諸蘊等有自相等，文似有違，

實須無違，故問依何密意說無性等。即由此文義，亦請問依何密意說有自相等。此中

「自相」，支那大疏等，說是別相，不應道理。經於遍計所執時，顯然說爲自相安立，

故遍計所執，亦有別相，應不可說相無自性故。「種種界性，非一界性」，疏中雖作他

解，然依下文是十八界及以六界。「不忘」，即不失念。

丙二、答離相違，

分二：丁一、釋無自性所有密意；丁二、釋無生等所有密意。

初又 [ 丁一、釋無自性所有密意 ]

分三：戊一、略標；戊二、廣釋；戊三、顯喻。

今初 [ 戊一、略標 ]

《解深密經》云：「勝義生，當知我依三種無自性性密意，說言一切諸法皆無自性。

所謂相無自性性，生無自性性，勝義無自性性。」謂依三種無自性，說無自性。《抉擇

分》云：「問：世尊依何密意說一切法皆無自性？答：由依彼後所化勢力故說三種無自

性性。」《唯識三十頌》云：「即依此三性，立彼三無性，故佛密意說，一切法無性。」

有人釋云：《般若經》等說一切法皆無自性者，意說一切世俗諦法，非說勝義。此

違《解深密經》，及無著兄弟諸論，亦出龍猛父子等宗。以問依何密意說無自性者，是

雙問依何密意說無自性，及無自性之理。答亦次第答彼二義。釋初義時，謂色乃至一切

種智無量無邊諸法差別，說彼一切無自性者，攝爲三種無自性中。由宣說彼無自性理，

易於了解，故總攝爲三無自性。彼三亦攝勝義世俗一切法故。必當如是解者，以《般若

經》等於五蘊、十八界、十二處、一切諸法，一一皆說無事、無性、無體、尤說空性、

法界、真如等勝義，一切異門皆無自性。如是諸經宣說諸法無自性之法中，說無勝義，

誰有心者能作彼說。

戊二、廣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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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凡所說無自性諸法，皆三無自性攝，何等爲三？無自性理復如何耶？

釋初無自性，《解深密經》云：「云何諸法相無自性性，所謂諸法遍計所執相。何

以故？此由假名安立爲相，非由自相安立爲相，是故說名相無自性性。」此初二句，問

答遍計所執即相無自性。何以故？徵其因相，答所遮品，謂非由自相安立能成立品，謂

由假名安立。如此經文如是分段，下二相時亦當了知。遍計執上所無之相自性者，謂由

自相成立或安立。此中所說有無自相，是以觀不觀待名言安立而分，然名言安立亦非定

有。安立之理與中觀應成派師，凡有皆是名言安立之理極不相同。其有無自相之義亦不

相同，然有此宗之有自相執，定有應成派宗有自相執。或於少事，不如前執，而有後執。

釋第二無自性，《解深密經》云：「云何諸法生無自性性，謂諸法依他起相。何以

故？此由依他緣力故有，非自然有，是故說名生無自性性。」依他起上所無之生性，或

自性生者，謂非自然，即自然生亦即自生。如 《攝抉擇分》云：「諸行皆是緣起性故，

由緣力生，非是自生，故名生無自性性。」此宗是於依他起上，由無如上自性生之自性

故，說爲無性，非由無自相安立，說爲無性。

釋第三無自性有二道理。初立依他起爲勝義無自性，《解深密經》云：「云何諸法

勝義無自性性，謂諸緣生法，彼由生無自性性故，說名無自性。即由勝義無自性性故，

亦名無自性。何以故？勝義生，於諸法中，若是清淨所緣境界，我顯示彼以爲勝義，依

他起相非是清淨所緣境界，是故亦說名爲勝義無自性性。」謂依他起由無勝義自性故，

說名勝義無自性。若緣何法修習能盡諸障，即爲勝義，緣依他起修習，非能清淨諸障礙

故。

若爾，何不安立遍計所執亦名勝義無自性？答：若唯由非清淨所緣境界而安立者，

實有彼難。然爲破除邪分別故，依他非是清淨所緣，立爲勝義無性，不立遍計所執。所

以者何？謂緣依他起上遍計執空，數數修習，能淨諸障，如是亦緣有法依他，疑彼亦是

清淨所緣，故是勝義，遍計執上無彼疑故，無彼疑過。譬如定解聲是無常，能遣計聲常

執，然唯緣聲，則不能遣常執，而無相違。依他起相於清淨所緣爲勝義之勝義理中雖不

成立，然於所餘勝義理中成不成者，下當廣說。

立第二勝義無自性理，《解深密經》云：「復有諸法圓成實相，亦名勝義無自性性，

何以故？勝義生，若是諸法法無我性，說名諸法無自性性，即是勝義。言勝義者，謂一

切法無自性性之所顯故。由是因緣說爲勝義無自性性。」此說諸法法無我性圓成實相，

由是清淨所緣境界，故是勝義。由是諸法無我自性之所顯示，所安立故，亦名諸法無自

性性，故名勝義無自性性。

又《解深密經》云：「若勝義諦相與諸行相一向異者，應非諸行唯無我性，唯無自

性之所顯現，是勝義相。」又譬喻時，唯於無色立爲虛空，說亦如是安立無我。以於有

爲有法，斷除法我，無戲論之滅，即安立爲法無我性圓成實相，極顯然故。

若許此經說真實義是爲了義，而不安立唯破所破，即是不變圓成實性。反說不待破

除所破，唯於心現自然成就，實爲相違。

此宗圓成實，唯由破除諸法我性，說名諸法勝義無自性，非所破自性由無自相而說

爲無自性。

戊三、顯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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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性喻如何等，《解深密經》云：「譬如空華，相無自性性當知亦而。勝義生，譬

如幻像，生無自性性當知亦爾，一分勝義無自性性當知亦爾。勝義生，譬如虛空，惟是

衆色無性所顯，遍一切處，一分勝義無自性性當知亦爾。法無我性之所顯故，遍一切

故。」遍計所執如空華者，是喻唯由分別假立，非於所知喻其全無，依他如幻，至下當

說。圓成實喻，文中自顯。

經說皆無自性，其無自性之理，當如是解。若不爾者，說三無自性，皆由無其自相

安立，名無自性，是於宣說無自性經，如言執義。若如是者，獲得無見，或斷滅見。俱

謗三性，成無相見故。若依他起無自相者，應無生滅故，謗依他起。若圓成實無自相

者，應非諸法本性。

若謂縱許無自相見謗餘二性，云何亦謗遍計執耶？若餘二自性無自相者，應無彼

二。若爾，則無遍計所執所遍計事，能遍計名，遍計所執全非有故。《解深密經》云：

「於我甚深密意言說不能如實了解。於如是法雖生信解，然於其義隨言執著，謂一切法

決定皆無自性，一切諸法決定不生、決定不滅、決定本來寂靜、決定自性涅槃。由是因

緣，於一切法獲得無見或無相見。由得無見、無相見故，撥一切法皆是無相，誹撥諸法

遍計所執相，誹撥諸法依他起相、圓成實相。何以故？勝義生，由有依他起相及圓成實

相故，遍計執相方可施設。若於依他起相及圓成實相見爲無相，彼亦誹撥遍計所執相，

是故說彼誹撥三相。」「於義隨言執著」之言者，謂說無自性經說一切法於勝義中皆自

性空及自體空、自相空等，若於彼等如說而取，此宗說爲如言執著。「於依他起及圓成

實相見爲無相」者，是見彼二非由自相之所安立。「何以故」以下顯示誹撥三自性之理。

若如經說無自相生滅而執爲實，亦是誹撥依他起。故應當了知亦撥除餘二，以若生滅非

由自相之所安立，此宗則謂生滅全無。

丁二、釋無生等所有密意

如是已說無自性理，說無生等密意云何？謂依初後二無自性密意而說。依初密意，

《解深密經》云：「當知我依相無自性密意說言一切諸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

槃。何以故？勝義生，若法自相都無所有，則無有生；若無有生，則無有滅；若無生無

滅，則本來寂靜；若本來寂靜，則自性涅槃；若自性涅槃，則無少分更可令其般涅槃

故。」此說遍計所執無生滅之理，謂無自相所安立故，若有生滅，則必由自相安立，故

亦顯示依他起性有由自相安立生滅。離生滅者，定是無爲，非煩惱法，是故說爲本來寂

靜、自性涅槃。諸憂惱者，此中是說諸煩惱故。1

依後密意，《解深密經》云：「我亦依於法無我所顯勝義無自性，密意說言一切諸

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何以故？法無我性所顯勝義無自性性，於常常時，

於恒恒時，諸法法性安住無爲，一切雜染不相應故。於常常時，於恒恒時，法性安住故

無爲，由無爲故，無生無滅。一切雜染不相應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支那大疏釋

「常常時」，謂前前時；釋「恒恒時」，謂後後時。

若爾，此中無自性意，通指三事，無生等義，不取中間無自性事。《集論》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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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於彼說言一切諸法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依何密意說？如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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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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依三相說無生等，其意云何耶？支那大疏說，經中不說依他起生無自性爲

密意者，是顯非無緣生義故。《集論》說者，是依無自然生及無因生故。然經中義謂依

他起有自相生滅，故說無生滅不取依他起。又依他起多是雜染所攝故，亦不做後二句義

趣 2。《集論》意趣，謂依三自性各各所無自性，如其無自性，如是則無生無滅、本來

寂靜、自性涅槃。

丙三、明三自性體

若遍計執是相無自性，云何遍計執性？《解深密經》云：「若於分別所行遍計所執

相所依行相中，假名安立以爲色蘊，或自性相，或差別相，假名安立爲色蘊生，爲色蘊

滅，及爲色蘊永斷、遍知，或自性相，或差別相，是名遍計所執相。」此初三句，顯示

施設遍計所執所依，以下顯示遍計之理。若云此是色蘊，是爲假立自性，若云色蘊生

等，是爲假立差別。下當詳釋。

若依他起是生無自性，云何依他起性？《解深密經》云：「若即分別所行，遍計所

執相所依行相，是名依他起相。」初句明誰境，二句明施設遍計執所依，三句明自體。

若圓成實是勝義無自性，云何圓成實性？《解深密經》云：「若即於此分別所行遍

計所執相所依行相中，由遍計所執相不成實故，即此自性無自性性，法無我真如清淨所

緣，是名圓成實相。」言「法」等者，謂法無我真如，緣彼修習，清淨諸障，即圓成實

相。何爲法無我？謂無自性性。後言「性」者，義爲即也。無何自性耶？謂即此自性，

是明前說遍計所執自性。言「即此」者，遮遣餘姓義，謂非無餘二自性之性，唯無遍計

所執自性，是圓成實。前云「若即於此」者，謂從分別乃至行相中，顯依他起是空所

依，言「遍計所執相不成實」者，謂遍計所執空即圓成實，極爲明顯。故許此經所說空

義是真了義，又許後自性由前二自性空是圓成實，亦成相違。

又空之相，非遣餘法，猶如地上空無有瓶。是依他起空無遍計執性，如補特伽羅，

空無實法。是故經云「由遍計所執相不成實故」。又此所空遍計所執，此經兩處明遍計

所執，唯說假立自性差別，未說其餘遍計所執，其理後釋。

如於色蘊，如是於餘四蘊、十二處、十二緣起、四食、六界、十八界，一一法中皆

應廣說三相，於苦諦中，施設所依如前，假名安立以爲苦諦，苦諦遍知，或自性相，或

差別相，是遍計所執。依地起相同前。圓成實亦同前說。即此自性無自性性，如是於餘

諦，皆應廣說。七類菩提分法，亦應廣說。施設所依如前，假名安立以爲正定，及爲正

定能治所治等，如前廣說，或自性相，或差別相，是遍計所執，所餘二相如苦諦說。此

是勝義生啓白大師，謂我領解如前所問，從色蘊乃至道支，於彼一一，皆立三相，如來

於彼密意宣說三無自性。

丙四、白彼結成義，

分二：丁一、引經；丁二、略釋經義。

今初 [ 丁一、引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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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經中有說諸法皆有自相，有說諸法皆無自相，有善分別有無自相成三類經。此

三合爲善分未分有無自性二類所攝。善分別者，其義不可更作餘解，故是了義，未分別

者，義須更解，故非了義，此復有二。故二類經是不了義，一是了義，由前所說自當了

知。即此內容之義，依時次第配三法輪了不了義，如《解深密經》勝義生白佛云：「世

尊初於一時，在婆羅尼斯仙人墮處，施鹿林中，惟爲發趣聲聞乘者，以四諦相轉正法

輪，雖是甚奇、甚爲希有，一切世間諸天人等先無有能如法轉者，世尊彼時所轉法輪，

有上、有容、是未了義，是諸諍論安足處所。世尊在昔第二時中，惟爲發趣修大乘者，

依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以空性相轉正法輪，雖更甚奇、

甚爲希有，世尊彼時所轉法輪，亦是有上、有所容受，猶未了義，是諸諍論安足處所。

世尊今於第三時中，普爲發趣一切乘者，依一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本來寂靜，自

性涅槃，以善辨相轉正法輪，第一甚奇、最爲希有，世尊於今所轉法輪，無上、無容、

是真了義，非諸諍論安足處所。」

丁二、略釋經義，

分二：戊一、略釋經文義；戊二、略釋了不了義。

今初 [ 戊一、略釋經文義 ]

初轉法輪中，初句顯處所，次句顯所化機，從以「四諦」至「如法轉」者，顯示

法輪自性。言「四諦相」者，顯所詮法。「甚奇」等，是讚歎。「彼時」等，顯非了義。

言「有上」者，謂過此上尚有勝教。「有容」者，謂除此外有容勝教，有容他破。未說

空性而說實有，是未了義。有諍論者，謂聲聞人諍論依處。是圓測釋。然經文義，初句

「有上」者，謂過此上有真了義。第二句文，謂於此義如言執著，容有敵者攻難過失。

支那疏中，譯爲有難，其義亦爾。第三句文，謂此中義須作餘解。第四句義，謂未顯了

分辨其義，故於其義可興異諍。

第二法輪中，從依「一切法」至「涅槃」者，顯所詮法。「惟爲」等，顯所化機。

「以空性相」，有疏爲說法無我，支那大疏謂以隱密相，義即秘密，彼釋較善，義謂後

二法輪所詮，同依無自性說，惟宣說相別。第二法輪未如前辨自性有無，故名隱密相，

後則分辨，故名顯了。圓測三藏惟說觀待第三爲有上等，天竺真諦論師雖有異解，未見

善哉，故茲不錄。自宗如前。

第三法輪中，所詮與第二同。所化謂「爲發趣一切乘者」。前二法輪別爲大小乘機，

此通二機。「善分辨」者，如前所說，於色等一一法皆立三相，及於彼等明三無性。言

「於今所轉法輪」，加近詞者，指無間所說善辨法輪《解深密經》，及餘如是善辨諸經。

雖是三時所說諸經，若未如是分別自性有無之理，亦非所指。言「無上」者，顯此法輪

之殊勝，最上希有，更無過勝，故名無上。無容後勝，無容後破，故名無容。俱顯有

無，故是了義，非諸諍論所依之處。是圓測釋。除「無容」初義，餘同餘前釋「有上」

等反面之義。前二類經如言執義容有過難，此中無者，是因如所言義，須否更作他解

也。有諍、無諍，謂如經說有無自性義，如其抉擇爲是爲非，智者觀察無可諍處，非說

全無餘人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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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二、略釋了不了義

支那大疏說初法輪名四諦法輪，第二名無相法輪，第三名勝義決定法輪。若順經

文，第三應名善辨法輪。此經所立了不了義者，謂以善辨未辨，立爲了不了義之所依，

即總說諸法皆有自相，與總說無相及善辨有無之三經。由前問經，離相違過，及其答

文，並一一法立三自相，於彼密意說三無性。又依彼等結白前後三轉法輪了不了義，最

爲明顯。故是顯示於第一時依四諦相初轉法輪，說有自相等是不了義。非盡顯示凡初時

說一切經典，譬如初時在婆羅尼斯爲五苾芻說諸學處，謂當圓整著裙等，此中無須更斷

疑故。如是第二亦唯指說無自性等。雖是第二時說，若未依於無自性等，亦無問經離相

違時之疑，故於此中不須明彼爲不了義。說第三法輪爲了義者，是指如前說善分辨者，

非指一切，即此經中亦極顯然，譬如臨涅槃時所說隨順清淨略毗奈耶，非此經說彼爲了

義故。此經爲成何義而辨法輪了不了義耶？謂對所化機，爲欲遮遣於未辨諸法一向宣說

皆有自相及無自相，如言執著，及爲顯示遍計所執是無自相，餘二是有自相，及依他起

上遍計所執空之空性是道所緣究竟勝義，故說初二法輪是不了義，後是了義。是故有師

依止此經成立第三時所說一切經皆是了義。佛爲引攝執我外道所說數經，許爲如實。唯

除法性，餘一切法皆是錯亂覺慧假立，無少自性，唯法性真實。分辨如此真不真實，許

是前說善辨之義。有餘師說，若如此經所辨了不了義，則如前家說，故破此了不了義之

理，謂非如實言。如是兩家，皆未詳觀此經，問經離相違過及佛答釋，並依彼而立了不

了義，唯於分辨了不了義時，妄興諍端。

乙二、解釋經義，

分二：丙一、無著論師正依 《解深密經》；丙二、依於此經抉擇真實。

今初 [ 丙一、無著論師正依 《解深密經》]

《攝抉擇分》云：「勝義具足五相，如《解深密經》應當了知。」引《解深密經》

勝義諦品。「諸法相者，如《解深密經》應當了知。」引宣說三相之法相品。「諸法無

自性相，如《解深密經》應當了知。」引無自性品。問經離相違過及了不了義等，如是

說有八識身，及究竟種性決定等，皆引《解深密經》所說。《菩薩地》真實義品，及彼

《抉擇分》、《攝大乘論》，皆引《解深密經》說依他起上假立自性差別遍計執空，爲圓

成實義，以多異門而廣抉擇。《莊嚴經論》、《辨中邊論》等所說真實義，及諸釋論中所

說要義，皆與此經義極符順。故於此宗，抉擇此經之義最爲根本。

丙二、依於此經抉擇真實，

分三：丁一、總明離二邊；丁二、別破增益邊；丁三、由此分辨諸經了不了義。

初又 [ 丁一、總明離二邊 ]

分三：戊一、《菩薩地》所說；戊二、《抉擇分》所說；戊三、餘論所說。

初又 [ 戊一、《菩薩地》所說 ]

分二：己一、見爲增益損減；己二、破彼二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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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初 [ 己一、見爲增益損減 ]

《菩薩地》云：「云何而有？謂離增益實無妄執，及離損減實有妄執，如是而有。」

謂離增益損減而有。所言增益損減云何？此二亦如《菩薩地》云：「於色等法，於色等

事，謂有假說自性自相，於實無事起增益執。」此說增益相。「於假說相處，於假說相

依離言自性，謂一切種皆無所有。於勝義有、真實有事起損減執，當知此二於佛所說法

毗奈耶俱爲失壞。」此前半段明損減執，「當知」以下顯示失壞大乘深法，於「色」乃

至「事」者，明遍計所執處。「假說自性」者，是指由言說假立之自性，非指能立之言

說。《攝抉擇分》等極爲明顯，《菩薩地》中餘處之文，皆如是知。若於假說自性自相

非實有上，執有彼自相者，是增益執。假說相依者，是釋「假說相處」，謂遍計所執假

施設處，於勝義有離言自性。執一切種皆無所有者，是損減執。由是因緣，若謂遍計所

執勝義有者，是增益執。若謂餘二自性非勝義有者，是損減執。以初是世俗有，後二是

勝義有故。如於勝義有撥爲無者，說名損減，則於勝義無執爲有者，應名增益。此處僅

於遍計所執執有自相說爲增益，雖未明說執彼自相爲勝義有，然自相有即勝義有，是此

論義。故於此宗，若遍計執勝義有者，即增益執。又《解深密經》說依他起，是遍計所

執所依行相，自性差別假施設處，故此論說於假說相處勝義實有撥爲皆無。雖是正說依

地起相，然彼若非勝義實有，則圓成實亦勝義無，故俱說二相無，有過失。《菩薩地》

云：「若於色等諸法起損減執，即無真實，亦無虛妄，如是二種皆不應理。」於依他起

事起損減執者，非唯說云名言中無，或總云無，是如上說於勝義有撥云全無。

己二、破彼二見

增益損減若如是者，破彼二見其理云何？其增益邊，謂隨於何法增益自性及彼差

別，即明彼法勝義空理，便能破除，如下詳釋。損減之義，《菩薩地》文如上所引。後

又破云：「譬如要有色等諸蘊，方有假立補特伽羅，非無實事而有假立補特伽羅，如是

要有色等諸法實有唯事，方可得有色等諸法假說所表，非無唯事而有色等假說所表。若

唯有假無有實事，既無依處假亦應無。」

此中所破損減敵者，非餘外道，亦非自教諸聲聞部，彼等不許假名依處色等實事無

自相故，故如《抉擇分》說是大乘宗。彼說諸法皆無自相，故是宣說無性諸師。彼等非

許依他起等諸法一切總無及名言無，是說非勝義有。故若破云無唯事者，是如前說，於

勝義有、真實有事破謂非有，以此宗意，雖遍計執無有自相及勝義無，不須斷無，然餘

二性若勝義無或無自相，則成斷無。

又此宗想，依地起性心、心所法依自因緣而生者，若是自相生，即勝義生。此若無

者，則唯妄心假計而生，心、心所事生全非有。故若答云「依他起性所有生滅，唯就錯

覺執爲生滅，故其生滅於世俗有，不成損減」，不能釋難。猶如說云：就錯執繩爲蛇之

心，繩可是蛇，然繩非蛇；依他起之因果，唯就錯執有因果心，是爲因果，依地起自無

因果。若如是許，則不能安立從善惡業生苦樂果，故不能離損減執過。若謂非許如是因

果，則許因果是有自相，故勝義有義善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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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依此想故說，若無假所依處，假亦非有，何有一切諸法唯假及唯此是真實耶？故

是最極斷無見者，《菩薩地》云：「如有一類補特伽羅，聞說難解大乘相應、空性相應、

密意趣義甚深經典，不能如實解所說義，起不如理虛妄分別，由不巧便所引尋思，起如

是見，立如是論：一切唯假是爲真實，若作是觀是爲正觀。彼於虛妄所安處所實有唯

事，撥爲非有。是則一切虛妄皆無，何當得有一切唯假是爲真實。由此道理，彼於真實

及以虛妄，二種俱謗都無所有。由謗真實及虛妄故，當知是名最極無者。 」《菩薩地》

又說：「世尊依彼密意說言：寧如一類起我見者，不如一類惡取空者。前者唯於所知迷

惑，然不誹謗一切所知，不由此緣生奈落迦，於他求法不爲虛誑，於講學處不生慢緩。

後者與此相違。」由是因緣，《菩薩地》又說：「於此無彼，由彼爲空，餘實是有，如是

知者名爲無倒悟入空性。」謂於如前色等諸事，由其假說自性皆空，是前句義。「餘實

是有」者，謂假所依唯事及唯假有。由何故空，謂遍計執。空所依事，謂依地起。由前

空後所顯空性，即圓成實。此等有無之義，如前已說。

如是遠離增益執故，即離有邊，離損減故，即離無邊，故亦即是顯示無二如是空性

即是究竟勝義。《菩薩地》云：「先所說有，今說非有，有及非有二俱遠離，法相所攝

真實性事，是名無二。由無二故，說名中道。遠離二邊，亦名無上。」

戊二、《抉擇分》所說，

分二：己一、敍述敵宗問答彼義；己二、破其所答。

今初 [ 己一、敍述敵宗問答彼義 ]

《攝抉擇分》云：「於大乘中，或有一類惡取空故，作如是言：由世俗故，一切皆

有，由勝義故，一切皆無。」此述諸中觀師分辨諸法有無差別，謂一切法於勝義無，於

名言有。次云：「應告彼言，長老，何者勝義？何者世俗？如是問已，彼若答言：若一

切法皆無自性，是名勝義；若於諸法無自性中，自性可得，是名世俗。何以故？無所有

中建立世俗假設名言而起說故。」此問何爲二諦？其答即是敵者。此問何爲勝義者，是

問勝義諦所相事，非問言勝義無，於何勝義中無，無處勝義。若不爾者，答云諸法皆無

自性是名勝義，不應道理，以中觀師於法無我勝義中有，而不立爲勝義有故。問何爲世

俗者，是問世俗諦，由於何世俗前立爲諦實，非問言名言有，有處之名言。若不爾者，

答云於無自性中執有自性是名世俗，不應道理，以彼是實執，其所執境，雖於名言，中

觀論師亦說爲無故。以言無自性時，所無之自性，是諦實性故。

己二、破其所答，

分二：庚一、顯他宗相違；庚二、明自宗無違。

今初 [ 庚一、顯他宗相違 ]

先破所明世俗。《抉擇分》云：「應告彼曰：汝何所欲，自性可得爲從名言世俗因

生？爲唯名言世俗說有？若從名言世俗因生，既從名言世俗因生，而云非有，不應道

理。若唯名言世俗說有，無依處故，而有名言世俗，不應道理。」此中義者，謂於勝義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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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自性中執有自性之世俗，即內名言。爾時，爲由前念同類因生耶？抑唯由世俗名言分

別假立耶？若如初義，謂由因生而云非有不應理者，是說非勝義有，以此是諍於勝義中

有無時故，及彼敵者許勝義無，非云總無故。若如二義，唯由分別假立不應道理，以無

假立所依處故，若唯由世俗名言分別假立，則餘諸法皆唯爾故。

次破所明勝義。即前論云：「又應告言：長老，何緣諸可得者，此無自性？如是問

已，彼若答言：顛倒事故。復應告言：汝何所欲，此顛倒事爲有、爲無？若言有者，說

一切法皆無自性是名勝義不應道理。若言無者，顛倒事故，諸可得者此無自性，不應道

理。」此中義者，謂彼諸法，現有自相自性可得，而云彼無，如何應理。即能緣量爲違

害故。若謂如是能緣之心不相妨害，以彼覺心是錯誤事故。若爾，彼錯誤心是有自相，

說無自性是勝義諦不應道理。若云無者，而云是錯誤故，雖現可得，而非是有，不應道

理。此雖亦觀勝義有無，然義相同，又前觀察易於了解，故如上說。

如是此中，若遍計執及圓成實，於勝義無，唯名言有，未顯其過。唯審觀察世俗之

識及錯亂識勝義有無而顯過者，是破依他起於勝義無唯世俗有，以此即是圓成實之有法

及遍計執能遍計者所遍計事，故諸智者最要辨此勝義有無。

又如《抉擇分》云：「若於依他起自性或圓成實自性中，所有遍計所執自性妄執，

應知名增益邊。」又云：「損滅邊者，謂於依地起自性及圓成實自性諸有法中，謗其自

相言無所有，如是真義理門，由遠離二邊理門，應隨決了。」謂後二自性，是有自相，

若謗非有，是於自相起損減執。故《菩薩地》與此分中，增減二邊及斷除法，所說相同。

言無遍計所執者，亦由勝義非由名言。《抉擇分》云：「此諸現觀，由如是名、由

如是言所安立故，當言是彼自性？當言非彼自性？答：世俗說故，當言是彼自性；第一

義故，當言非彼自性。」又云：「若諸名言熏習之想所建立識，緣遍計所執自性爲境。」

乃至「此唯假有，非勝義有故。」以是二我遍計所執，雖於所知決定非有。然非由彼一

切遍計所執，皆悉非有。故破實有及勝義有，而立假有及名言有。

《解深密經》一類大疏說：遍計執於二諦俱無；能所二取依他起性，緣生如幻，於

世俗有；圓成實性，是真勝義，於無性有是勝義有。其說非此經意，違《攝大乘論》引

解《解深密經》成立無外境，說內外二取是遍計執。亦違《菩薩地》及《抉擇分》。

又彼引有決定論文，故有說是無著所造，太無觀察。《抉擇分》中除《解深密經》序品

而外，所餘諸品多已引訖，於諸難處已善抉擇，故彼論師亦無別造解釋必要。未代有人

謂：初自性世俗亦無，中性於世俗有於勝義無，後性於勝義有，說是無著兄弟意趣者，

亦出此宗之外。尤彼所說依他起於世俗中有之義，謂唯由亂心於彼妄執有生滅等，而彼

事上實無生滅，當知此即《菩薩地》所說究竟誹謗依他起性，由是因緣亦謗所餘二性，

故俱謗三相，最極斷見者。於許《解深密經》爲了義之宗中，是無可免相違過失。

辨了不了義論卷一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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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卷二 

宗喀巴大師 造

法尊法師 譯

庚二、明自宗無違

若如 《菩薩地》及《抉擇分》說依他起是勝義有者，云何《解深密經》說凡諸有

爲皆非勝義，如云：「如八支聖道展轉異相，若一切法真如勝義法無我性亦異相者，是

則真如勝義法無我性亦應有因。若從因生，應是有爲。若是有爲，應非勝義。」《辨中

邊論》云：「勝義唯一性。」其釋亦云：「勝義諦者，應知唯一圓成實性。」《莊嚴經論》

說勝義諦具五相時，說無生滅，如云：「非有無自他，無生滅增減，非淨非不淨，是爲

勝義相。」釋論亦云：「由遍計所執及依他起相，故非是有，由圓成實相，故非是無。」

《抉擇分》云：「問：相當言世俗有？當言勝義有？答：當言世俗有。」又云：「問：分

別當言世俗有？當言勝義有？答：當言世俗有。」豈不相違耶？

不違之理，茲當解釋，謂安立世俗及勝義有有二理門。

第一理門。由名言增上建立有者，名世俗有；非是由彼增上安立，由自相有者，立

爲勝義有，如經多云：此亦是由世間名言增上，非由勝義。此即中觀師與內外道諸實事

師，於勝義世俗有無諍論之處。依此增上，如前所說第一自性，於世俗有，非於勝義，

後二自性，於勝義有，於世俗無。故《菩薩地》及《抉擇分》如前而說。

又《抉擇分》云：「若諸名言熏習之想所建立識，緣色等想事，計爲色等性，此性

非實物有，非勝義有，是故如此色等想法，非真實有，唯是遍計所執自性，當知假有。

若遣名言熏習之想所建立識，如其色等想事，緣離言說性，當知此性是實物有，是勝義

有。」

實有、假有，亦如《抉擇分》云：「若有諸法，不待所餘，不依所餘施設自相，應

知略說是實有相。若有諸法，待於所餘，依於所餘施設自相，應知略說是假有相，非實

物有。」謂如依蘊假立爲我或爲有情。又於此宗，若不觀待先取餘法而不可取，待餘可

取是假有法，與非唯由名言建立是自相有，亦不相違，如賴耶習氣，雖亦說是假有，而

與前說是勝義有，全不相違。若是唯由名言分別施設假有，則成相違。

第二理門。如《辨中邊論》云：「勝義諦亦三，謂義、得、正行。」其釋論云：「一

義勝義，謂真如、勝智之義，名勝義故。」勝爲無漏根本正智，其義即境，故云勝義，

或勝之義。謂無我義真如，彼亦即是清淨所緣勝義。於彼勝義無餘二性，唯圓成實，故

如上說。《辨中邊論》又云：「淨所行有二，依一圓成實。」釋論亦顯然說云：「唯依圓

成實立，所餘二性，非二淨智境故。」言二智者，謂二障淨智。此宗由許彼智是親自證，

智亦應是境，答由待何境爲達真實，意取彼境故無過失。

如斯勝義是無爲法，雖於如斯勝義非有，然於自相建立勝義中有，非由名言增上建

立，此宗無違。智藏《集論》云：「識離能所取，許爲勝義有，度慧海彼岸，瑜伽師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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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此勝義有，亦就前理門。中觀諸論與瑜伽師諍論有無依他起者，非依名言增上，

皆是諍論勝義有無。故應善辨二種勝義。論師兄弟論中，亦多依後種建立勝義。

初二自性世俗有者，如《抉擇分》說相及分別世俗有之因緣，一雜染起故，二施設

器故。其中初義，如《解深密經》說清淨所緣名爲勝義。故若緣何法而起雜染，即由彼

義立世俗有，與《集論》同。第二義者，謂是名言假立自性，及是施設名言依處，名世

俗有。相是言說依處之事，《解釋正理論》云：「謂於世間錯亂識境，及於出世無錯識

境，密意宣說二諦，爲世俗諦及勝義諦。由能顯了是世俗，故彼所決諦名世俗諦，以是

顯了所詮事故，譬如二足登處名爲足橙，船所渡處名爲船墩。」《攝抉擇分》說通達真

如根本正智是勝義有，意謂無前立世俗有二因緣故。說後得智是世俗有及勝義有者，由

緣世俗相故，說名世俗有，由施設器相故及起離染緣故，名世俗有。與由有自相故，名

勝義有，亦不相違。《解釋正理論》敘聲聞乘諍云：「勝義空性經說有業異熟而無作者，

若是勝義，云何一切諸法皆無自性？若是世俗，於世俗中可有作者，云何無耶？」答彼

難曰：「當知何是世俗勝義，由此能知彼二中有。當問何爲二諦，若謂名、顯了、假立、

言說，是名世俗，諸法自相是名勝義。若爾，業及異熟俱於名有，亦自相有，故彼二

法，隨欲皆有。」其勝義有是前理門，其世俗有是後理門，義於彼二俱應云有。又說：

「於彼勝義雖許是有，然此不許說勝義中一切諸法皆無自性是了義教，故於此餘無相違

過。補特伽羅是世俗有，非實物有，業及異熟是世俗有，亦實物有，以是世間識境界

故。於第二理門，非勝義有，彼二亦非出世智境，以彼智境是離言說總相故。」有大乘

師，說一切法皆無自相，唯世俗有，則有前文所說妨難，依《釋正理論》說，極爲明顯。

《辨中邊論》云：「謂假、行、顯了。 」此於粗分真實世俗諦中分爲三種，一假世

俗，二行世俗，三顯了世俗。如其次第，配三自性。諸餘經中，說真如等世俗有者，應

知即依第三世俗密意而說。

如是若能詳辨，上下諸宗實有、假有、世俗有、勝義有，及一宗中安立彼等差別道

理，則能善抉擇諸重要宗派，及能了知實事師說衆多假有及世俗有，然中觀師尚須於彼

立勝義無。若未能爾，徒欲分辨上下諸宗差別而已。

戊三、餘論所說，

分二：己一、《莊嚴經論》所說；己二、《辨中邊論》所說。

今初 [ 己一、《莊嚴經論》所說 ]

《莊嚴經論》云：「自然自體無，自性不堅住。如執取不有，故許無自性。」謂於三

有爲相及如凡愚所執自性，非是有故，密意說言皆無自性。《集論》則說，方廣分經，

依彼二義及三無性，密意說言皆無自性。謂諸法仗緣是無自性，無自然故。此義如《中

觀明論》釋爲無自體生。諸法已滅，不能仍生彼法體性，是無自性，無自體故。現在未

滅是無自性，以刹那法於第二時不能安住自體性故。總謂未來苗芽不自然生，過去苗芽

不重覆生，現在苗芽不能住於第二時故，說三世諸法皆無自性。如諸愚夫，或執常樂我

淨，或妄執餘遍計所執相，由無彼自性故，名無自性，是世親釋。言餘者，謂執能取所

取實體各異，如無自性，無生亦爾，如無生故，無滅亦爾等。前前爲因，成立後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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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論云：「由無性故成，後後所依止，無生滅本靜，自性般涅槃。」如前已釋，論又云：

「於始自餘相，自相自然異，雜染及差別，說無生法忍。」經說得無生法忍，此釋諸法

無生之理。其中「始」者，謂生死中無始初生，自謂前念先生諸法，彼法自體不復更

生。「餘」謂後念，先無之相後不新生，是釋論說。此義如《中觀明論》，說生死中先

無有情後不新生，要前者滅同類乃生，故法先無則後無生。「自相」謂遍計所執，彼畢

竟不生。無自然生，謂依他起。無變異生，謂圓成實。無雜染生，謂得盡智時。無差別

生，謂佛法身。如此解釋無自性義及無生義者，因此宗不許說一切法勝義性空及諸有爲

勝義無生，爲真了義。

其三世法無自性義，唯除現在，及如愚執無自性義，亦共小乘兩宗。毗婆沙師說法

生後有住作用，住後又有壞滅作用。

若謂《解深密經》說依他起猶如幻事，《莊嚴經論》說一切有爲皆如幻事，故諦實

有非彼正義。答：非如幻等，即便決定不說諦實，要在採取幻喻等義。《莊嚴經論》：

「猶如起幻師，譬虛妄分別，如彼諸幻相，譬說二種迷。」世親釋說，譬如幻師，於木

石等，誦以咒術爲迷惑因，虛妄分別依他起性亦爾，是初二句義。譬如幻相現爲象馬等

像，依地起性現爲異體，能取所取亦爾，是後二句義。《莊嚴經論》又云：「如彼無體

故，如是爲勝義，如彼可得故，如是爲世俗。」釋論中說，如於幻上全無象等，如是於

依他起全無二取，是勝義諦。如於幻事見有象馬體性可得，如是虛妄遍計所執見有可

得，是世俗諦。《莊嚴經論》釋經中義，謂內六處無我命等，現似爲有，說如幻事。又

外六處實非補特伽羅我所受用，現似爲有，說如夢相。未曾說爲內外有爲自性本空，現

有自性之喻。《攝大乘論》釋《般若經》幻事等喻譬依他起，云：「何實無外義而成所

行境界，爲除此疑，說幻事喻。云何無義心心法轉，爲除此疑，說陽焰喻。云何無義有

愛非愛受用差別，爲除此疑，說所夢喻等。」即以幻事作不實喻。亦須分別中觀、唯識

於不實義引喻之理，勿令紊亂。

己二、《辨中邊論》所說

《辨中邊論》云：「虛妄分別有，於此二都無，此中唯有空，於彼亦有此。故說一

切法，非空非不空。有無及有故，是則契中道。」初頌顯示空相。次頌顯示妙契中道，

如云：「若於此非有，由彼觀爲空，所餘非無故，如實知爲有，若能如是正知有無，則

能無倒悟入空性。」此亦顯示彼義，故正明空性。言「於此」者，謂空依處，即虛妄分

別依他起性。言「非有」之所無者，即能取所取有實異體遍計所執。言「於此都無」

者，顯示前由後空，若彼非有，彼餘何有。謂分別有，及第三句顯依他起及圓成實，其

第四句除餘疑惑，世親菩薩如是解釋何法爲空及由何空義。安慧論師更爲光顯，如疏鈔

云：「有作是思，一切諸法都無自體，猶如兔角，故謗一切。爲遮彼故，頌曰『虛妄分

別有』，謂有自體之增語。」分別有句，非唯齊彼便爲滿足，尚須引餘，即有自體。由

是非說分別略有，是自體有或自相有，如是有者，圓成實性亦爾。

第二句文除疑之理。疏鈔又云：「若如是著經說一切諸法皆空，豈不違經？答：無

相違，謂於此二都無虛妄分別，由離能取所取自性，故說名空，非全無自性，故不違

經。」此說若依他起有自性者，經說一切諸法皆自性空，成相違失。答中謂彼分別，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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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所取，內現能取，能所分離，於如是有，自性所空，密意說言皆自性空，非說全無自

相自體，無著兄弟論義實爾，即於彼有，亦名勝義有，故說依他起自體空，全非此宗之

義。

第三句文除疑之理。疏鈔又云：「若彼二取猶如兔角都無所有，虛妄分別於勝義中

是自性有，如是則應全無空性？答：非如是，謂此中唯有空，於虛妄分別上，其能取所

取無性，即是空性，故空性非無。」言「分別有」及「二都無」，顯示有者爲前，無者

爲後，故起疑惑謂無空性。難云，若其分別於勝義中是自性有者，是舉意許若有自相，

即勝義有。答中不云「我不許爾」，於許彼上而作答釋。又此論師《三十頌釋》云：

「或執所知如識實有，或執內識亦如所知，唯世俗有，非勝義有，皆墮一邊。爲遮彼二，

故造斯論。」說依他起非都無者，是如前引《菩薩地》說，破許全無或一切種無勝義

事，非破彼許所知非有。

第四句除疑理。謂於分別若有二空，何故不證？由於彼空有現二相錯亂分別，以彼

障故。若一切法是一向空、不空、有、無，皆墮邊執，非契中道，爲遮彼故，說第二

頌。由有空性虛妄分別，故說非空。由無所取能取性故，說非不空。「一切法」者，謂

虛妄分別名有爲，空性名無爲。「說」者，謂《般若經》等說一切法非一向空，亦非一

向不空，應如世親所釋，善符經義。若謂非空即圓成實，非不空者即餘二性，非是經

義。「有」者，謂有分別。「無」者，謂二取性。「有故」者，謂分別與空性更互而有，

當如世親師徒所釋。有說彼二由一實有，餘一即空，違前而說，不應如彼所許而釋。安

慧論師引《迦葉問品》別說有無各是一邊，彼二中間，即是觀察諸法之中道，釋爲是則

契中道之義，故唯識宗解釋彼經是中道義。餘中觀師雖說彼二後勝於前，然此宗許彼二

義同。如是世親安慧解釋之理，處處已說。

陳那論師於 《八千總義論》中解釋 《八千頌》義，與 《攝大乘論》相符。法稱論

師《釋量論》云：「其中由無一，二亦俱失壞，是故彼二空，即是此實性。」謂能取所

取無異體空所顯空性，是依他起真實義性。彼又解釋經說諸法皆無自性之義，如云；

「諸事異相住，要依異相識，此識既迷誤，彼異亦誤謬。除能所取相，餘相無所有，由

彼相空故，故說無自性。」謂諸有事生等異相，非唯自證便能分別，要由現似二取相識

乃能分辨。現二相識迷誤虛妄，由彼所立亦應虛妄。離能所取既無餘相，所現二相如現

非有，故說無性。《釋量論》又云：「由蘊等差別，安立一切相，用別非彼性，故說彼

離相。」凡說色蘊等是所相，質礙等是能相，皆由能作所作差別。雖許彼相所依實有，

然能作所作分則非實有，故密意說皆自相空。此說共小乘部。《釋量論》又云：「若一

切無能，見種生芽等，若許是世俗，云何能如是。」此與前文《抉擇分》說同一宗要。

此等解釋，誠恐文繁，故不詳述。

丁二、別破增益邊，

分二：戊一、明所破增益；戊二、如何破彼之理。

今初 [ 戊一、明所破增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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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宗正理所破有二：一、損減邊，唯由惡宗假立，即是內教無自性宗，如前已說。

二、增益邊，又有分別、俱生二種。其分別者，即外教及內教小乘兩宗所計。其俱生

中，增益人我至下宣說，故今當說增益法我，以諸宗派妄計法我亦爲成立俱生所執法我

有故，及是正理正所破故。此宗教典除說執異體能取所取是法我執外，多未宣說餘法我

執。《解深密經》說，依他起由遍計執自性差別皆無自相，是相無自性，即法無我。由

此返顯於依他起執其假立自性差別是有自相，即法我執。《菩薩地》、《抉擇分》、《攝

大乘論》，亦多勵力成立彼所執空所顯空性，是究竟中道義及法無我圓成實，故若未知

於依他起增益法我遍計所執，必不能知此宗之法我執及法無我。若執遍計所執是有自

相，即法我執。其遍計所執者，謂於蘊等假名安立此即爲色、此爲色生等，或自性相，

或差別相，假安立性。然於彼中蘊等容有，故執彼有，非是增益，要執蘊等於彼自性爲

自相有，乃是增益。

其破色等是名言境，由自相成。若破能詮親境，然親所詮能詮、總相總名是無事者，

小乘兩宗皆已極成，故依他起由彼故空無須更成。又以成立彼空之量，亦不能成法無我

性，緣彼空修，亦不能淨諸所知障，故與《解深密經》說，遍計執無自相空，即法無我

圓成實性，及《菩薩地》說彼空性是所知障清淨所緣，皆成相違。又破色等是言說所取

之境，若破取境所依自相有者，則破依他起是自相有。若唯就取境自體破自相有，然比

量、所量、共相、無事，經部極成，故不應理。又《轉有經》云：「以彼彼諸名，詮彼

彼諸法，此中無有彼，是諸法法性。」此教於小乘部亦皆成立，未見《解深密經》所說

遍計所執空之法性更能過此。又此空理中，全無破除異體能取所取之真唯識義，故說彼

是法無我性及所知障清淨所緣，云何應理？故當說此宗何緣能無彼等相違？

茲當解釋，如此空理。《菩薩地》說是所知障淨智所緣及是無上永離二邊契中之道，

《攝大乘論》說由入此門悟入唯識，故小乘宗非已極成，故許此違品增益。謂執色等於

假名安立自性差別中是自相有，諸小乘部亦有彼宗，以及彼時，《菩薩地》中引聖教破。

若破他教，則必下可引自師教，故所破境定有自教。又非是破無自性師與瑜伽師所有別

派，定是小乘部，故不引申《解深密經》，唯引於彼極成三經，而爲破執。

此中先明俱生增益，《抉擇分》云：「復次由五因緣，當知愚夫如名如言於所詮事

執有自性。」謂若問言此事用何以爲自性？答言是色自性，非答言是色名，爲第一因緣。

此中義者，謂若問云：言色之義，以何爲性？則必答云色是自性，而不能說言色之義唯

色假名爲其自性。是故假立色名言時，青即施設爲色名言依處。若觀察彼如何現顯，則

覺非由名言安立，是由自體增上實爾。若執彼青如現實有，是於青上假名爲色增益執著

爲自相有，諸愚夫類有如是執，由前文成立。小乘兩宗亦許彼執是應理執，彼雖許聲所

詮自體是分別假立，然許彼所依分是自相有，故此與彼豈得相等。其增益差別遍計所執

及增益餘法之理，亦由此當知。如是現有心、境二時，如現彼二似有異體，執爲實有，

亦是增益法我妄執。其餘諍難，下當詳答。

戊二、如何破彼之理，

分二：己一、正破；己二、斷諍。

今初 [ 己一、正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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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深密經》未說成立依他起上遍計所執空之理，爲通達故，《菩薩地》及《抉擇

分》各說三種正理，《攝大乘論》先設問云：「云何得知如依地起自性，遍計所執自性

現顯而非稱體？」答云：「由名前覺無，多名不決定，成稱體多體，雜體相違故。」此

中由稱體相違，成立依他起上遍計所執空。若顯了說，例如大腹爲瓶名言所依處所，若

彼即是大腹體性或自相有，則非名言增上安立。若如是者，隨名言覺，亦應不待名言，

於未施設瓶名之前，於大腹上，亦應起覺知彼是瓶。由於一事多體相違而成立者，如敵

者意，於一事上而有百施、因陀羅、壞聚落等多名轉時，皆由事體增上而轉，應成多

體，如於分別現顯，即彼事體如是住故。不雜亂事雜體相違而成立者，如敵者意，於二

丈夫同名近護，一名轉時，則彼二事應成一體，起近護覺無差別故，名及分別皆由事體

增上於彼二轉故。若執色等分別依處是勝義有或自相有，與執假名依處是自相有相同，

故不善名，言此名是此者，亦有所破增益。破彼之理亦皆相同。《菩薩地》破云：「要

先有事，然後謂此是此，制立假說，先未如是立假說時，彼事應無自性，若未立時先有

自性後立假說，是則未立假說之時，應於此事而起色覺。」

小乘兩宗雖作是說，若彼施設名言親境，於事自性是自相有，則應不待施設名言起

名覺等，有上過失；然說色等分別所依名言處所，是自相有，無彼過失。然過相等。如

是色等分別所依，雖彼亦是名言所立遍計所執，然是量成不可破壞。若謂此即彼事自

相，則是唯名假立遍計所執，彼於所知決定非有。故名言所立又有二類，謂量成不成。

然此宗許凡是名言所安立者，即無因果。小乘兩宗，若破色等分別所依名言處所爲有自

相，則不能如立彼等有。此非因明所說自相。

譬如無瓶是爲滅無，然與地基可同處所，而不須破滅無有事二者相違，如是內識，

雖分別依處分，是遍計執非勝義有，然彼內識是勝義有亦不相違。故 「以彼彼諸名」

等，雖是聲聞部經，然與彼釋非無差別。如大衆部經，所說根本識，此宗則爲阿賴耶識。

若執前說，增益自性差別，或自相有，或勝義有，即是正所知障。如彼所執抉擇非

有，即所知障清淨所緣，實應正理。

由此諸理云何悟人唯識義耶？謂若破諸法，從色乃至一切種智，名言處所分別所依

是勝義有，則執能詮之名、所詮之義，及依名義所詮自性差別之意，言知如所現其義非

有，故其能取無不迷亂，由此便能悟入唯識無能所取。《攝大乘論》云：「以諸菩薩如

是如實爲入唯識勤修加行，即於似文似義意言，推求文名唯是意言，推求依此文名之義

亦唯意言，推求名義自性差別唯是假立，若時證得唯是意言，爾時證知若名、若義自性

差別皆是假立。自性差別義相無故，同不可得，由四尋思及由四種如實遍智，於此似文

似義意言，便能悟入唯有識性。」若謂此是觀待分別意識破能所取，非以正理觀堅固習

氣所起無分別識及能所取，云何便能悟入唯識？答云：無過。謂所取青是執外境分別依

處，由以正理破彼自相，便能成立見青是分別依處之取青識於境迷亂，以彼見似有自相

故。若彼已成，則彼青色離似自識非有實物亦得善成。

若爾，正理破除內識分別依處是勝義有，則應成立似彼自證於境迷亂，以彼見似有

自相故。若此亦成，則於彼識自領納體應無自相，是則棄捨瑜伽師宗。答：無彼過。以

自證分不見內識爲分別所依，其取青識則見青色爲執外境所依處故。以分別依處，於離

二取自證等前不可顯現，於有二取執青識前則可顯現，無相違故。現似分別依處，要有

現似二取之理，謂以彼總相於分別現時，定須現爲二取相故，識則不同，此於分別現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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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時，唯能現爲領納相故。又不應說於分別前定現二相故是相等，以於分別現有二相，

與現彼境自有二相，義不同故。若不爾者，應許分別定不顯現無二相事。然不應理，無

二相事俱非有故。

若謂青是分別所依，唯由分別增上安立，於離分別則皆不現。幻相象馬於離分別，

應不顯現，唯由分別所安立故。是故 《解深密經》宣說假立自性差別遍計執空是圓成

實，其中亦非不破異體能取所取，彼經於奢摩他時，明破外境故。

遍計中一切共相及虛空等，總有多種，《解深密經》皆未說者，以是由何遍計執空

立爲圓成實時，彼非所須故。又彼多種，雖非名言所能安立，然亦非由自相安立，唯是

分別所施設故。

觀外破除能取所取，《攝大乘論》說如夢影等理。《二十論》說破無方分微塵道理。

法稱論師說破能所取相相似而生之理。陳那菩薩說破和合及極微塵是所取道理。《攝大

乘論》釋《般若經》，凡云無者，一切皆破遍計所執。若未了知《解深密經》破遍計所

執道理，則唯說爲異體能取所取遍計所執，故於瑜伽自宗亦須說有無量不應理事。又說

常、無常等全無著處，則以此宗極難解釋，是故有說：全無著處依根本定說。辨別此是

此非有著處者，依後得時說者，是辯說窮竭。《菩薩地》、《攝大乘論》、《集論》等中

說，四尋思、四如實智，是爲抉擇唯識正見、悟入唯識最勝之門，亦是煩惱根本分別及

所知障之對治。欲知彼義須善了知《解深密經》破遍計所執之理，及最微細所破增益。

尤須了知，以彼正理破除異體能取所取，悟入唯識。然見尚無能觀察者，故爲諸具慧略

示觀察之門。

己二、斷諍

《解深密經》說，由於依他起執著遍計所執自性，起諸煩惱，由彼作業流轉生死。

若於依他起見遍計所執相無自性，彼等即得次第還滅。聲聞、獨覺、菩薩三乘，皆由此

道，此行迹故，而得涅槃，皆共此一妙清淨道，皆同此一究竟清淨，更無第二，依他起

上遍計執空。除前所引，亦未說餘。是故聲聞、獨覺證法無我，是否此經之義？若云是

者，前謂不共則成相違。若云不是，則此經義當如何釋？《菩薩地》亦說，由自性分

別、差別分別、總執分別，能生戲論所依，分別所緣事，彼爲所依止而生薩迦耶見，及

以彼見生諸煩惱流轉生死。由四尋思、四如實智，了知分別所取義無，彼等即滅。由是

因緣，是許於諸法上假立自性差別執自相有法我妄執，是薩迦耶見之根本。其法我執作

補特伽羅我執所依者，即許聲聞獨覺不證法無我之中觀師，亦復共許。其中若能盡法我

執，補特伽羅我執亦必隨滅。然未能盡法我執者，補特伽羅我執非不可滅。故雖未滅生

死究竟根本，然脫離生死亦不相違。是故經言由此道者，雖是通達依他起上遍計所執相

空之道，然非定須法無我道，以於依他起遍計所執空中，《集論》說有依於補特伽羅無

我而立故。由通達補特伽羅無我淨諸煩惱，於斷煩惱解脫之中，大乘、小乘全無差別，

故云共一妙清淨道、同一清淨。

《解深密經》釋大乘經義，謂諸蘊等是依地起，於彼等上增益法我是遍計執，彼由

此空立法無我圓成實性。由此當知，五蘊依他起，由補特伽羅我遍計所執空，是補特伽

羅無我圓成實性。如是三性建立，即是小乘經義。是故初轉法輪所化之機，是堪通達補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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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伽羅無我相無自性之器，非堪通達法無我相無自性之器，亦是《解深密經》所兼解

釋。說善辨法輪，普爲發趣一切乘者，亦即此義。

若於假立自性差別及異體能所取遍計所執空時，皆以依他起性爲空依處，彼由前二

故空立圓成實者，世親《三經除害論》云：「其中眼者，謂法性眼，言以眼者，謂以遍

計及分別眼。所言空者，是離之增語，如是耳以耳空等，皆當了知。」此說圓成實性爲

空依處，由其所餘二自性空，復云何通？答：若瑜伽師及中觀師，任於何宗抉擇法無我

圓成即時，當以何爲空依處者，要觀法我執爲於何事執爲法我。譬如執繩爲蛇，恐怖憂

苦，若欲除苦，應須以繩爲空依處，顯示彼繩由蛇而空，不可以繩蛇空作空依處，再說

彼上空無所餘實繩實蛇。又法我執，唯由宗派熏心立者，如執實有無方分極微與彼和合

所取外事，及無前後時分利那與彼相續恒轉內識，唯於彼宗諸人方有，所餘有情一切皆

無。若唯顯示無彼之空，於無始來相續隨轉俱生我執全無損害，故須顯示俱生我執爲於

何事妄執爲我，即明彼事如其所執其我是空。應知破除惡宗假立，亦即屬於破此支分。

由是因緣，當如通常諸有情類，於見聞等義及眼色等內外諸事依他起上妄執爲我，即當

以此爲空依處，抉擇其空。非於圓成實上執有真實餘二自性而起迷亂，豈是抉擇圓成實

性由其所餘二自性空而爲無我。又執有法我，非執有他實事，如執某處有火，以自內心

是見外境、內心似各別有，如其所見便執爲實。其能對治，謂當顯示所見心境無有異體

能取所取，非說無餘能取所取。故《辨中邊論》釋云：「非如寺中空無比丘，是如繩體

空非是蛇。」法我空理，應知亦爾。莫如世說：「鬼祟東門，俑送西門。」當觀我執所依

依他起性，彼所執我遍計執空，即圓成實。修此空性能治我執，除此法外修習餘空，則

於我執全無損害。《除害論》所說，謂分別心似能詮總名、所詮總義，名遍計眼。見似

能取色處爲體性之眼，名分別眼。由離能詮總名所詮總義不可言說，及離眼上別現二

取，自內證根本智所了圓成實性，名法性眼。其眼法性是根本聖智親所證義，遠離能詮

所詮、能取所取二相。由餘二性，說根本智境界爲空，以前二相是遍計執，以後二相是

分別故。即彼論云：「其所詮能詮之眼事，是遍計眼。能取所取體性之眼相，是分別眼。

即彼遠離能所詮相不可言說，離諸現相，唯自內證圓成實性，是法性眼。」又云：「若

汝作意修勝義時，諸行相事皆不得現，故當知彼於勝義無，於世俗有。」此說聖根本智

義無二相故，非說抉擇因位正見法無我性圓成實之理。又《除害論》雖於略有聖根本智

義說爲勝義有，然許根本智證真實者，一切皆許有其義境，故彼豈是諍勝義有無之勝義

有，以觀察真實正理思擇所得之勝義有，非彼所許，彼於空空及勝義空、無爲空時，於

如是許廣分別破，即可知故。因恐文繁，故茲不錄。《般若經》中從色乃至一切種智，

於一一法皆立三相，謂空依處名分別，所破名遍計，此空法性名圓成實。是故須說其分

別眼，由遍計眼空，名法性眼。若說根本智義由前二性空後一性爲經義者，未見善哉。

又此論中說聲聞人八種分別，指如釋論。《二萬釋論》( 解脫軍造 ) 即有彼文。又破依

他起及圓成實堪忍觀察真實正理所觀察故。又與世親《釋正理論》，如《解深密經》釋

《般若經》所有密意極不符合。故非世親所造，如諸古書，說是牙軍所造，當是彼造。

丁三、由此分辨諸經了不了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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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著兄弟解釋諸法真實之理既如上說，初轉法輪依有外境，說有能取所取，解爲未

了義。其意趣所依，如《二十論》云：「識從自種生，似境相而轉，爲成內外處，故佛

說爲二。」爲何而說？即彼論云：「依彼所化生，世尊密意趣，說爲色等處，如化生有

情。」說從內外處生觀色等識者，爲令通達除彼等外無見者等故。如言執義所有違害，

即破外境諸理。增益諸法自性差別遍計所執，即是法界法處，故於彼二未加分別說有自

相，亦非了義。

《集論》中說，方廣分說一切諸法皆無自性，依三無性密意而說。《攝大乘論》說，

方廣分中凡說無所有，一切皆說遍計所執；凡說如幻等喻，皆說依他起；凡說四清淨，

皆說圓成實。其所說經即是 《般若》 。故說第二法輪是未了義，即指 《般若》一類之

經。《解釋正理論》於 《般若》等經說無自性等，破如言執義。《解深密經》說，凡說

一切法皆無自性，此等皆非了義。故許《般若經》是第二法輪。此不了義，與初法輪說

能所取是不了義之理，極不相同。以內眼識，從自親種異熟習氣成熟而生，於此種子及

彼現相，密意說有眼處、色處，此意趣義，不可說爲諸小乘經所詮正義，依三無性密意

宣說爲無自性，則可說是《般若經》義故。又有外處可以說是小乘經義。若末分別無自

性理，說於勝義全無自性，不可說是《般若經》義故，故非釋云：彼無分別，說一切法

於勝義中皆無自性，雖是《般若經》義，然非了義。謂當釋云：不可如言而取彼義，唯

於彼文義猶未定，尚須解釋，故非了義。其解釋法，謂遍計所執諸法，由其自相不成實

故，名爲勝義無自性。依他起諸法，由於清淨所緣不成實故，名爲勝義無自性。圓成實

諸法，由是勝義，亦是諸法無我性故，名爲勝義無自性。故不許如言取義者，爲《般若

經》所化之機，其所化機能達彼經之義如《解深密經》所釋，故後二法輪意趣相同。

又於方廣雖能信解，若如言執義，謂彼經義是如言義，皆須破除。謂彼經義非如言

義，《解深密經》明了解釋，故是了義，其《般若經》則於彼義末明分別，不可如言而

取其義，故非了義。如言取義所有妨難，謂若如言取義，則執三相皆無自相，成損減

失，如前已說。《解釋正理論》云：「《般若波羅密多經》說一切諸法皆無自性，如是等

類，已多宣說，此經又說欲入菩薩無過失者。」乃至亦說：「悔除一切諸惡罪等。」次

云：「若無自性等文，是如言義，則此一切皆成相違，以諸所取皆非有故。從如是因，

感如是果，如是所取皆不得成。又如是所取爲取何事，欲何所取，由是因緣，於彼諸文

不應定執爲如言義。若爾，云何爲密意語？」此顯若無自性等是如言義，有相違過。相

違之理，謂若無自性而爲證得如是如是事，應當勤學般若，說有所取與欲得欲，及說布

施感大財位等因果，皆不應理。此中主要，謂依他起不應道理。又云：「許《般若經》

是了義者，亦說彼等唯由世間名言而立，非由勝義。」謂於取捨及因果等如已數說，非

是總許全無自性或名言無。經中雖未一一宣說，然己總說。若許勝義無是如言義，此則

破其因果等事皆不得成。《菩薩地》及《抉擇分》亦說，若於勝義一切不成，是損減

邊，已破除故。

凡依勝義所說經典分其了不了義，要觀如言有無正理而爲違害。若善了知破勝義

有，復善了知即於如是所破事上以量安立繫縛解脫等，則於此宗所說妨難，皆能答覆。

若不爾者，謂若芽生由量成立即勝義生，唯由亂識覺其爲生，故於世俗彼等一切皆悉應

理。此說不能斷彼妨難，則依瑜伽諸師解釋，反爲端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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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不了義難有多門，然瑜伽師解第二法輪是不了義者，唯應如是，諸具慧者應當了

知。《解深密經》說三法輪，非以弟子集會及大師年歲等安立，是以所詮，復是依於抉

擇無我義立。謂初一類，於婆羅尼斯說補特伽羅無我，唯除蘊等少數法外，未破實有，

多說實有。次一類法，未詳分別，總破蘊等一切諸法爲真實有。後一類法，別別分說，

第一自性是無自相，餘二自性是有自相，是依此理而爲安立。離此所說，宣說餘義諸

經，非此觀察了不了義所依之處。

《般若波羅蜜多教授論》云：「若有經義，是如言義，則彼經典，唯真了義，以彼

義中無第二義，即彼之義決定唯爾，故名了義。爲以何經決定其義？有出自定，有由他

定，有由俱定。」第一許爲《楞伽經》及 《解深密經》等，意謂彼等顯了分別有無自

性。第二許爲《八千頌》等，意謂彼中，未如《解深密經》分別有無自性。第三許爲

《二萬頌》等，意謂此中《彌勒問品》破除顛倒如言執義，釋不了義。《解深密經》亦

解釋彼爲不了義，以第二經無《彌勒問品》故。若如是者，則許《彌勒問品》建立三

相與《解深密經》所說義同。若彼二義同，雖爲應理，然世親菩薩於《般若》說無自

性等，引《解深密經》等諸餘經典，成非了義，顯示於《般若經》如言執義前後相違。

未引《解深密經》成立，故非無著兄弟意趣。然此二相似極難分別，若彼二義同，則一

切諸法勝義無性唯名言有，不可釋爲《般若經》中密意之義，當如唯識而釋。亦是最大

應觀擇處，於中觀時更當廣說。3

辨了不了義論卷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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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卷三

宗喀巴大師 造

法尊法師 譯

甲二、依止 《無盡慧經》，

分二：乙一、標經所說；乙二、解釋經義。

今初 [ 乙一、標經所說 ]

龍猛父子雖未明說依辨了不了義經而辨了不了義，然由解釋經義之理義已顯說，其

《顯句論》，《般若燈疏》，《中觀光明論》等，說依《無盡慧經》如是安立了不了義，

故今此中依據彼經。

如彼經云：「何等名爲了義契經？何等名爲不了義契經？若有安立顯示世俗，此等

則名不了義經若有安立顯示勝義，此等即名了義契經；若有顯示種種字句，此等即名不

了義經。若有顯示甚深難見，難可通達，此等是名了義契經；若有由某種種名言宣說有

我，有情，命者，養者，士夫，補特伽羅，意生，儒童，作者，受者，無主宰中顯似主

宰，此等名爲不了義經。若有顯示空性，無相，無願，無作，無生，不生，無有情，無

命者無補特伽羅，無主宰等諸解脫門，此等是名了義契經。此即說名依了義經，不依不

了義經。」其初二段，顯以二諦爲了不了義，謂就所詮分了不了。中間二段釋顯示世俗

者，謂以種種文說種種義，顯示勝義者，謂顯示一味永離戲論，難通達義，非別安立。

後二段明如何顯示，爲顯示世俗及勝義之理。若說似有我、有情等，是明世俗。又非唯

說彼，即凡觀待作者，宣說作用及所作事，一切皆是。凡說諸法空、無生等，即是宣說

諸法無性。凡說無有情等，即是宣說補特伽羅皆無自性。凡如是說者，即是顯示勝義。

即由此中宣說二種，故證前文亦須俱說法及補特伽羅。又此非以餘一常法爲所別事說無

生等，是如經說即以蘊等諸法及補特伽羅爲所別事，顯示彼等皆非實有。由於彼事斷除

實有即是勝義，故名顯示勝義。《三摩地王經》亦云：「當知善逝宣說空，是爲了義經

差別，若說有情數取士，其法皆是不了義。」《顯句論》說此經分了不了，與前經義同。

不了義經，雖爲引誘所化而說，然非以彼爲不了之義，是謂彼經之義即於彼經或於

餘經須否更爲引去解釋也。義須引釋又有二種，第一理門，如云「應殺害父母」，此說

所殺父母者，除正說義父母之外，而須釋爲業有及愛。第二理門，如云「從黑白業生苦

樂果」。若有說云：由二種業感生苦樂，即彼二之真理，除彼更無彼二真理。故彼經之

真實義，唯爾決定，除彼不可更向餘引。當爲釋云，彼二義之真實，應須除彼更作餘釋

也。故《中觀光明論》云：「何等名爲了義？謂有正量依於勝義增上而說，此義除此，

餘人不能向餘引故。」若如所說其義有無即爲了不了者云有正量即足，然猶非足，故說

依於勝義增上。故說從種生苗芽等，如所說義，雖有量成，然非依於勝義而說，仍非了

義。除此義外引向餘義，如前已說。故說諸法無實生者，既有正量，如所說義，若非彼

法真實，而亦不可更向餘引，如是諸經是真了義，以由二種引釋門中皆不能引故。若因

此義須否更向餘引增上而立了不了者，聖教爲辨了不了義所相之事，須否更向餘引之義
·21·



࿇ 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 ࿇

立了不了，則以世俗、勝義爲了不了。如《本地分》說：「依法不依人，法有文義二，

義有了不了二，於了義中，依智不依識。」《智慧光明莊嚴經》亦云：「所有了義是名勝

義。」《無盡慧經》說無生等是名勝義。故定應知唯無生等是名勝義，唯說彼義是真了

義。若因一處於所破上未加簡別，不可便謂其無生等非如言義是不了義。如《十萬頌》

說諸法生等，是於世間世俗，非於勝義。一處已加則於餘處義亦加訖。故彼等處雖未明

說，然彼亦是如言之義。

乙二、解釋經義，

分二：丙一、龍猛菩薩如何解釋經義；丙二、彼諸弟子如何解釋。

初又 [ 丙一、龍猛菩薩如何解釋經義 ]

分二：丁一、釋緣起義即無性義；丁二、讚彼即是經心要義。

今初 [ 丁一、釋緣起義即無性義 ]

有經於生滅等有無俱說，又有經中說無生等是真了義，亦有經說是不了義，謂說無

勝義生或自相生等如言執義有理違害，故說無有自相之性及生滅等，意說遍計所執，所

餘二性是有自相。爾時由破何事說爲無我？其法我者，謂於諸法增益自性及差別性是有

自相，及執異體能取所取遍計所執，即說彼等所遠離性爲究竟真實亦皆應理。然彼違害

經實非有，謂若自性是勝義有或自相有，則說諸果觀待因緣極相違故，故仗因緣即無自

相。有說若無自相，繫縛，解脫，取捨，因果等皆不得成，是於自相性空究竟能立，執

爲究竟違害。此即龍猛菩薩釋《般若經》及順彼諸經義，不可更向餘引，即於彼義而爲

決定，是爲能立了義之理，及顯不順彼諸經，如言執義正理妨難，而開大車所行軌轍。

《解深密經》說，若見無自相起損減見俱謗三相者，非說凡如是見者，一切皆爾，是說

不具勝慧之機。故是依於所化意樂而作是說，非佛本意。以勝慧機即由因果建立而能通

達無自相空，以於此機彼即滅損減見勝方便故。待彼所化，則《般若經》是未了義，

《解深密經》是真了義。如《四百論》說：「對非說無我法器之機，我無我二，說前爲

勝。」《中論》亦云：「若此等皆空，無生亦無滅，則諸四聖諦，於汝皆應無。」此等諍

云：若謂諸法自相皆空，則無生滅，生死涅槃一切建立，皆不應理。是於《般若經》等

如言執義，顯示違害之理。其答文云：「若此不皆空，無生亦無滅，則諸四聖諦，於汝

皆應無。」此等是說若自性不空，生滅緣起皆不得成，一切建立悉不應理；自性空宗，

如是一切則皆應理。說性空義即緣起義。龍猛菩薩《中論》等中，以諸正理抉擇此理

者，是釋經說生等無實，如言執義，無有少分正理違害。若無違害，則由餘門更無方便

能釋彼等是不了義。故亦善成彼等是真了義。由此意趣，《顯句論》云：「阿闍黎耶爲

辨了義不了義經，造此《中論》。」諸法從滅至異八事，有經說有，有經說無，二者相

違。爲答此諍，故如上說。又彼論云：「由未了知如是言說所有密意，或有疑惑何爲此

中真實言說，何爲此中密意言說，或有劣慧執不了義爲真了義。爲以教理二門，除彼疑

惑及彼倒解，阿闍黎耶故造斯論。」《集經論》中，問何爲甚深法，答引《十萬頌》、

《金剛能斷》、《七百頌般若》等諸說甚深之經。理聚諸論，皆以彼等經義爲真了義，如

其所說，不可他解，義決定故，除彼許餘爲密意說。《釋菩提心論》云：「爲斷愚夫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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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佛說此等，一切皆唯識，然非如實義。」此說破除外境，成立唯識是有自性，非如實

言。《寶鬘論》亦云：「猶如諸教師，先令讀字母，如是佛對機，說其堪忍法。爲一類

說法，令止諸罪惡，有爲令修福，有說令依二，有令俱不依，對修菩提者，說甚深可

畏，空悲心要法。」初頌顯示佛於所化，與慧相稱而爲說法。其次三句，依增上生而爲

說法。次之一句，對於二部小乘種性，依補特伽羅無我及有二取而爲說法。再次一句，

對於一類大乘種性，說無二取而有二空。再次三句，對緣大乘上慧之機，依可怖法皆無

自性及大悲心而爲說法。以是若時見說無實即不能立繫縛解脫等一切建立，爾時須分有

實、不實，爲說一分無我，漸次引導，以無安立因果依處，其少分空亦不可立故。故有

經破補特伽羅自性，多不破蘊；有經破除異體二取，而不破除二空自性。若時能達緣起

之義即無性義，是則無須如上分別，以於無性之事，即能許可一切建立皆應理故。以是

因緣，於業果等少斷見過大乘種性，亦有衆多雖破粗分實有，然不能破細分，更有衆多

破細分者，則無正量所立一切建立，故《解深密經》所分了不了義，是於大乘引多衆生

最大善權方便。如釋彼經，是依衆生增上而說，如是與彼隨順諸經亦當了知。又作諸論

釋彼等密意者，如所釋義雖非自許，當知亦因所化增上，爲順彼意而造論釋。

丁二、讚彼即是經心要義

如是若以因緣生因，即謂諸法皆無自性，說性空義即緣起義。論師見此較佛餘說最

爲殊勝，是無上聖法。故諸論中多就宣說緣起門中稱讚世尊。如《中論》云：「佛說緣

起法，不生亦不滅，不斷亦不常，不來亦不去，不一亦不異。滅戲論寂固，敬禮正等

覺，最勝說法者。」《六十正理論》云：「爲當以何法，能斷諸生滅，敬禮能仁王，宣說

諸緣起。」《回諍論》云：「佛說空緣起，中道爲一義，敬禮佛世尊，無等最勝說。」《不

思議讚》云：「佛說緣起法，則是無自性，敬禮無等智，難喻不思議。」初論宣說緣起

遠離生滅等八，第二論說由緣起因遠離生滅。第三論說緣起、中道與自性空同是一義。

第四論說即由彼因故生滅等遠離自性。

一切佛經皆依世俗、勝義二諦而轉，若不了知二諦差別，即不能知聖教真實，由二

諦門解釋佛經，亦即此理。以諸宣說種種緣設緣生法者，一切皆是世俗諦法。由彼道理

成無性空，唯爾即是勝義諦故。《七十空性論》云：「由一切諸法，皆是自性空。故無

等如來，說諸法緣起。唯彼即勝義，然佛簿伽梵，依世間名言，設一切種種。」如自疏

云：「勝義諦者，唯是一切緣起諸法自性本空。」如此所說許勝義諦，除於所破加不同

簡別之外，其於破事緣起法上唯遮所破之我，即安立爲勝義諦者，兩宗符順，故立餘勝

義不應道理。

若許彼實有，亦復說爲不可救治之見。如《中論》云：「若復見有空，說彼不可

治。」《出世讚》亦云：「爲斷諸分別，故說空甘露，若復執彼空，佛說極可呵。」此說

彼爲極可呵處。有法緣起與法性勝義諦，見有能依所依者，是於名言識前，非於根本無

漏理智，故於彼前唯有法性，全無有法，而不相違。然於觀察諸法自相實性以如何有爲

勝義有者，若無有法，則彼法性無力獨立，故前宗說，若依他起緣起諸法自性空者，則

圓成實亦無自相。此宗亦如是說，如云：「有爲不成故，無爲如何成。」經云：「若色尚

且不可獲得，豈能獲得色之真如。」二宗皆多次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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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正理論》云：「唯涅槃真實。」言唯彼真實。諸行虛妄是欺誑法者，謂虛妄不

實之義，此處說爲欺誑。故彼違品真實之義，亦是不欺誑，非觀實性有無之時，以有自

相說爲真實。言欺誑者，如非饒益詐現饒益說爲欺誑，此諸行等實無自相，現似自相，

罔諸愚夫，故名虛妄，或名欺誑。涅槃、勝義諦，於現量前，無有如前現欺誑事，是故

說爲不欺真實。

他宗不許人法是緣生緣起，而許彼二是實有者，墮常斷見險惡之處。自宗雖許彼二

是緣起性，而許實有及自相有，此等亦隨常斷見轉。故欲遠離常斷見者，當許人法是緣

起性，猶如水月，自性本空，謂此道理是離常斷最勝之門。《六十正理論》云：「諸不

許緣起，著我或世間，嗚呼彼當遭，常斷見等奪，若有許諸法，緣起而實有，彼亦云何

能，不生當等過，若有許諸法，緣起如水月，非真亦非邪，彼不遭見劫。」由非真實而

離常見；由各能作自所作事，非是邪倒不能作事，遠離斷見。以是若許內外諸法是自性

空，復說彼空是世俗斷見者，則與二大車軌殷重成立緣起雙離常斷俱成相違。又多自許

爲中觀者，謂彼與自許諸世俗法以自體空二家相順，此二俱是倒執自空之義，即自宣揚

我無方便顯示此諸內外緣起遠離常斷。若說諸事常住外道，由不許緣起故，許諸法實

有，是自師宗，非可怪處；若許緣起依因緣生，而許實有，是最可笑處。《六十正理論》

云：「若諸說有者，執勝事而住。彼住其道故，無少分希有，若諸依佛道，說一切無常，

諍執諸勝事，安住此甚奇。」此說若於無實及無自相而許不可立生滅等，是可笑處。由

此緣起遠離常斷極難通達，故佛念云：「我所證得此甚深法，爲他宣說莫能通達，且當

默住。」《中論》云：「由知有執者，難達此法底，是故能仁意，退轉不說法。」若如前

宗，無斯難事。言「是故」者，謂由倒執此理成大損失，由無勝慧亦難通達，故當斷除

俱誘此法文義及單謗義，並無安立業果等處諸斷無見，而當勵力知真實義。《寶鬘論》

云：「如是邪執者，當得諸衰損，善知獲安樂，及無上菩提。故於此當斷，誹謗及無見，

爲成一切義，當勤求正知。」論師解釋甚深經義，宣說無量正理異門，當知餘門皆是通

達此義支分，於中觀義精勤修習。此正道理，已於餘處數數宣說。復欲廣造中觀論釋，

故於此中略說爾許。

丙二、彼諸弟子如何解釋

龍猛菩薩上首弟子，謂聖天論師，此造《瑜伽師四百論》，廣顯龍猛菩薩之軌。佛

護、清辨、月稱、靜命等諸大中觀師，皆依爲據等同菩薩。故如先覺說此師徒之論爲根

本論。故此當說聖父子後，解釋此等意趣之理。又勇論師及龍菩提等雖有衆多大善巧

王，然彼等所釋中觀之論未見有譯，故當宣說餘有論者有大差別之宗。

此中分二：丁一、自續中觀師如何解釋聖者諸論；丁二、應成中觀師如何解釋

聖者諸論。

初又 [ 丁一、自續中觀師如何解釋聖者諸論 ]

分二：戊一、清辨論師如何解釋；戊二、靜命父子如何解釋。

初中 [ 戊一、清辨論師如何解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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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三：己一、於勝義中如何解說人法有無自性；己二、於名言中如何解說有無

外境；己三、顯示破勝義有以何正理而爲上首。

今初 [ 己一、於勝義中如何解說人法有無自性 ]

論師所造諸中論中，《根本慧論》爲主，其釋有八：謂《無畏論》、《提婆沙摩論》、

《古拏摩底論》、《古拏室利論》、《悉提羅摩底論》，並佛護、清辨、月稱之疏。《觀音

禁》說清辨是依《提婆沙摩論》釋《現白論》，其《無畏論》解二十七品云：「大德提

婆亦云，聞者及所聞，說者甚希有，故略說生死，非有邊無邊。」此引《四百論》證，

故非自釋。佛護、清辨、月稱釋中，皆末略引彼釋，故亦可知。

清辨解釋菩薩意趣時，如何解釋二無我勝義？若知此師抉擇三相之理，則極明了。

此如《般若燈論》云：「此中若謂無色意言及色名言遍計所執性，是謗有事，以謗意言

及名言故。 」此說遍計所執相無自性時，若謂遍計所執是能遍計自性差別之分別與名

者，彼二是蘊所攝，則謗依他起爲相無自性，故許依他起是有自性。《解深密經》說：

「由無自相故，名相無自性。」彼等即是抉擇經意，故許依他起有自相性極爲顯了。《般

若燈論》云：「遍計所執，名、相、分別、正智、真如，五法之中悉皆不攝，故是相無

自性。」此出敵者是《攝抉擇分》說彼非五法所攝。彼中說名是不相應行，相是所遍計

事，遍計執乃無事，故非四法。唯是分別假立，故亦非真如。《辨中邊論》說名攝在遍

計執者，安慧師說是名假立義，非名自性。彼論說相是依他起者，意說行相，以《攝抉

擇分》說相中亦有無爲故。雖由五法不攝之理是相無自性，然彼不攝非相無自性義。

名言中有，應成派論中，亦多說名自性、自體及自相等。此師論中復多說云無有自

性、自性不生、無實物等，故極難辨別。然釋《解深密經》所說有無相自性之義，是此

論師許諸有事於名言中有自相之證最顯然者。故於人法，雖未通達無自相之自性，然亦

自許完全通達二無我相非唯由自相成。其由破何法立二無我之所破，下當廣說。

又《般若燈論》云：「若謂任誰由彼二法所遍計義，彼即非有，譬如於繩妄起蛇覺。

然遍計執非無所有，以現彼相亂覺所計雖無所有，然名言中於盤蛇上彼非無故。」此謂

若說遍計所執非能遍計，是隨愚夫名言分別所假立義，彼中無相，自性如於繩上妄計爲

蛇，此顯彼喻非理之過。義云：若於色等假立自性差別之義，謂彼彼等是相無自性，如

於繩上妄計爲蛇，謂無彼義，此不應理。若他於繩妄執爲蛇，義雖非有，然於盤蛇而執

爲蛇，於名言中彼義實有。如是於色若執爲受，其境雖無，然於色上即執是色，彼境可

說名言有故。

此中有無，是說相自性有無。故說於色等上所計自性差別之境非於名言無相自性。

若名言中說於盤蛇而無蛇者，世間違害，如云：「若於盤蛇執此是蛇，無彼境者。」若

於勝義簡有事者，是隨中觀說，如云：「若於盤蛇而執爲蛇，成立彼境爲勝義相無自性

者，是中觀宗。」《般若燈論》云：「故若欲說增益自性差別遍計所執相無自性者，應當

受許中觀正理。」正理者，如《中論》云：「由遮心行境，即遮諸所說，不生亦不滅，

同法性涅槃。」此復非說於大腹上假立爲瓶，破彼名言所立之境於勝義有，而須中觀所

有正理。《分別熾然論》說：「聾啞等類不善名言，然亦了知瓶等之義，牛等畜類由色

香等，亦能了知自他犢子，故名言所立，非法真實，瑜伽諸師與中觀師所許相同。」故

云此是色、此是色生等，其能遍計所著之境，即是由彼所遍計義，此於名言是有自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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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相無自性，故說破勝義有爲勝義相無自性，乃是經義。經說遍計執相無自性，其遍計

執謂所著境，是勝義遍計執。言彼唯由名言假立者，義謂唯由名與分別之所假設。故不

應妄說依他起性是相無性，非遍計執。若不爾者，瑜伽宗中，計依他起自性差別，所計

自性而無自相，亦不可說是遍計執相無自性故。故於勝義，若色自性及色生等空，爲圓

成實，乃是經義，說瑜伽師所釋則非經義。如是經說：依他起性由無自生，名生無自

性。言無自生者，與餘經說無自性生、無自體生，此論師許其義相同，亦即說爲勝義無

生義。由是當知，言自性生者，即是由自相生，若於有事破彼生時，決定須加勝義簡

別，以於世俗許自相生故。諸瑜伽師亦許《解深密經》所說自生與諸餘經說自性生其義

相同，許無彼生即無自然生，故雖無彼生，然不許全無勝義生。若依地起是真實有，則

如所現應如是住，經說如幻則不應理，故說彼自性空乃是《解深密經》義。

己二、於名言中如何解說有無外境

當說諸世俗事境識何攝。聖者父子未顯分說於名言中有無外境，然此論師，於名言

中許有外境，又許根識有相而取，若無境相則不取著，又許彼二前後因果。《十地經》

說三界唯心者，破外宗說離心別有世間作者，乃是經義，非破外境。《楞伽經》云：「外

境悉非有，心似身財處，現爲種種事，故我說唯心。」亦許此經非破外境。故破外境，

似許全非任何經義，應當觀察。經初句義，謂諸外境非自性有。《般若燈論》說：「如

同身、財、處所等境生種種心者，謂似彼境行相而生，唯心之義如同前釋。

和合而成名聲等時，一一極微皆與根識作所緣緣，故彼於識非不顯現。如軍、林等

依異類成，是假和合，雖無實體，然依一事同類極微，名爲和合，是有實體，瓶等亦

爾。其現二月等識，亦須依一月所緣而生，無外所緣則不得生。若無外境，亦謗經說從

所緣緣生諸根識，以於勝義及名言中從所緣緣生，皆不應理故。故亦不許阿賴耶識；若

許彼識，雖無外境，由彼習氣成熟力故，亦可安立似境識生，則計外境悉成無義。故

《中觀心論》云：「由說識異門，即顯示有我。」由不許彼，亦不安立染汙意識。又前論

云：「離見境所餘，自心如何現。」謂識現似外境行相，及不現彼相，唯現能取領納自

體，故說識二分，謂自體及外境。其外境即前所領，故自證與彼，爲能緣所緣。如是所

立諸所緣緣，雖於名言亦皆破除，故亦不許有自證分。其許自證分之理，此最明顯。智

藏論師釋中觀時，亦於名言不破自相，許有外境，與此宗同。

己三、顯示破勝義有以何正理而爲上首

問：此論師破勝義有，以何正理而爲上首？除以一、二遮因破外，皆以相違可得因

破，意令易了。例如舉因與所立法隨行喻云：眼於勝義不應見色，以是根故，譬如耳

根。又云：地界勝義非堅爲性，是大種故，譬如水界。以如是等比量成立。聖父子論

中，多說因齊平頭正理，此即依彼而爲上首，意謂堅及見色若有自性，同是大種，應無

堅不堅之差別，同是根故，應無見不見色之差別，以辨如是差別之因不可得故。謂若勝

義有，如所顯現，應非由心增上而立，是由自體增上而有。若爾，即是自然而有，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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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他。故無量能辨彼等差別。譬如煙生若不待因，舉過謂當觀待一切，或亦不應觀待於

火。若有自性即勝義有，應離因緣及和合性，別有自體單獨而住。然諸大種、大種所造

是八微合，心及心所無則俱無，一切有事皆待因緣和合而生，若離因緣，則無所有。是

故說爲無勝義有及無實體，離和合外顯示別無獨立性者，多由顯示若勝義有應獨立有，

次即於彼出過而破，然不多如諸餘論師於分有分用一異理觀察而破。

善解菩薩諸大弟子用何正理而爲上首，慧力增長極爲有力。故爲此宗破勝義有出因

相齊平頭之理，亦當善學。

戊二、靜命父子如何解釋，

分四：己一、於勝義中如何解說人法有無自性；己二、於名言中如何解說有無

外境；己三、如何解說 《解深密經》義；己四、顯示破勝義有以何正理而爲上首。

今初 [ 己一、於勝義中如何解說人法有無自性 ]

《解深密經》說相無自性及生無自性之義，如清辨師意，《中觀明論》所釋，靜命

亦許，故於名言亦許自相所成自性。又由其許七部量論等安立因果之理，亦可了知。

己二、於名言中如何解說有無外境

於名言中有無外境，此如《般若燈論》云：「若先許唯識，後仍遍捨者，與其以泥

汙後而洗，初即勿觸遠離爲妙。如達外境全無自性，亦當如是通達內識無我無生」。釋

論說爲：「瑜伽師宗，先爲悟入世俗諦時，破除外境，受許唯識；後爲通達勝義諦時，

亦捨唯識。」此說與其先令執受內識實有，後仍破除，寧如最初即說無實爲妙，如境無

實，亦能通達識無實故。有中觀師許於所化必須如是次第宣說，顯然亦破，如是有云：

彼二非同時修，應次第修。前論破云：「先即同修，無須慳吝。 」釋論說是瑜伽師意，

餘意如前。

如斯宗派雖尚有一二，然中觀宗造諸廣論說於名言無外境者，如智軍論師說，靜命

論師是開創者，極爲善哉。如《中觀莊嚴論自疏》中云：「若有受許因果諸法，欲答一

切諸惡敵難，應觀何義爲世俗事，唯心心所爲自體耶？抑爲亦有外法體耶？此中有依後

義者，如說經說唯心破作者受者故。有餘思云：雖諸因果法，亦皆唯有識，諸自所成

立，亦皆住唯識。」此引《中觀心論》立外境之宗，如前已說。言有餘思者，謂自所

許。爲依何經作如是說，如論自疏云：「若如是許，與《厚嚴經》、《解深密經》等所

說皆相符順。《楞伽經》亦云：『外境悉非有，心似外境現。』如此所說亦爲善說。」如

是依止唯心之理，少用功力即能通達補特伽羅我及我所，與能取所取異體等皆無自性。

若有慧力增上精進，以一異性觀察其心，見勝義中無堅實性，則達勝義離一切邊中觀之

理。《中觀莊嚴論》云：「由依止唯心，當知無外事，次由依此理，當知心無我。」此如

《楞伽經》云：「因緣皆退轉，亦定遮其因，安立唯有心，故我說無生。諸法無外義，

心亦不可取，離一切見故，是爲無生相。」《莊嚴論》中即釋此說。論疏中釋，初頌顯

示唯識宗之無生，第二顯示中觀宗之無生，在名言中由外境空是唯識理，在勝義中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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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法皆無自性，依此二理能得大乘。即前論云：「禦二理大車，掣轉正理銜，彼達如實

義，當獲得大乘。」

若謂於名言中無外境之理，是龍猛菩薩意趣者，彼由何論顯示斯義？《中觀莊嚴

論》云：「此中亦云：此中皆無生，亦皆無有滅，故諸生滅法，當知唯是識。宣說大種

等，皆是識所攝，彼離智所見，豈非皆顛倒。」引此頌文成無外境，其中後頌是《六十

正理論》文。若謂初頌顯示唯識，云何說有大種及大種所造耶？後頌顯示，由識現似彼

等，而立彼二，故識所攝。若勝義有，隨云是識或是外境，然於正智皆不顯現，故是顛

倒。疏說初頌是引《楞伽》，寂靜論師說彼二頌皆龍猛造，謂此顯示唯識。故許中觀、

唯識二宗相同，蓋想靜命一文而引也。然彼論中，造者雖異，作一文引餘亦有之。此宗

許青黃等相是有事攝，法稱所許亦如是釋，故於名言，是如實相派之中觀師，於名言中

安立自證，雖未明說安不安立阿賴耶之理，然是不許之宗。於名言中，許青黃等相非是

有事，如假相派之中觀師者，俱生金剛論師云，是如羅縛跋論師所釋也。

己三、如何解說 《解深密經》義

若爾，此宗於《解深密經》義，爲如瑜伽師所釋耶？抑別許耶？《中觀明論》云：

「是故世尊解無生等，唯依勝義增上而說，及顯三種無性密意，明離二邊處中道故，安

立唯是了義之經。」此說《解深密經》解釋三種無自性意，以彼二義，成立《般若經》

等是了義經。此復損減世俗自性，及增益執名言所無常住等事，並執色等如現而有，彼

皆不能悟入勝義。爲除彼等增減執故而說。以破說無生等隨言執著，故顯凡說無生滅等

皆依勝義增上而說。由是應許於名言中有生滅等，故除損減。

依他起相，由依仗他緣力而生非自然生，故名生無自性。諸有智者，凡依緣生，即

便許爲自性本空，此同《無熱惱問經》云：「諸依緣生即無生，彼中非有生自性。」此

說緣生，無自性生，故依他起非以從因緣生即成實有，若不爾者，幻等妄法亦當皆成實

事，由無諦實與幻無別，故《解深密經》密意宣說依他如幻。

由是因緣，若執無常等事爲勝義有，即遍計執。如所遍計而不成實，故說遍計執爲

相無自性，此除增益。

又於依他起性執爲遍計所執者，須爲顯示如其所執相自性中無依他起，故於依他起

勝義無性，說名相無自性，亦無乖違。《解深密經》由遍計執無自相故，說名相無自性。

餘二自性，不由無自相故，名相無自性者，以餘二性勝義無性，即遍計執由自相成相無

自性之義，是此宗所許。故勝義中由無自相名相無自性，離增益執，由名言中有自相成

相自性故，離損減執，最爲明顯。故依他起若無自相則謗因果，同瑜伽師。其差別者，

此宗是說於勝義中無有自相，瑜伽師說若有自相即勝義有。《解深密經》說於色等增益

自性差別中，依他起法皆無自相，是依他起遍計執空之義。此宗亦如清辨論師許爲所著

之境，與前說同。

復有難云，有諸經中說一切法皆無自性及無生等，是不了義，《解深密經》等顯示

彼經密意義故。《中觀明論》答彼難云：「是故雖顯密意，然是了義，亦無相違。以即

成立說無生等是了義故，與現見等離相違故，破除隨言起執著故，如《解深密經》云。」

次引經說依法無我勝義無性，說無生等文。言「是故」者，謂《解深密經》說，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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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法勝義諦故，亦是無性之所顯故，名爲勝義無自性性。其無自性，即此經說一切諸法

唯無自性故。《解深密經》解釋此經說無性等所有密意，破除隨言所起執著成立了義。

中觀諸師，由於勝義許無生等，而許世俗生等，故爲宣說無生等語，非是隨言而起執

著。此宗意謂若執全無生滅等，是隨言執著，若於勝義許無生等，非是隨言而起執著。

設有難云：若如是者，第二法輪說無自性及無生等，此經說彼是未了義即成相違，

以由此經成立彼等是了義故。《中觀明論》雖斷此諍，然其意趣，謂說是未了義，與顯

其密意成立了義，若是一經雖成相違，然非一經，僅同是第二法輪。此如《般若心經》

中，未明顯加勝義及諦實之簡別，直云無色等，不可唯如所說隨言執著，更須引釋，故

非了義。引釋之理，謂勝義中，無眼耳等，非名言無，故須更加勝義等簡別。由是因

緣，如《十萬般若》，於所破上已加勝義簡別者，義謂成立如言了義，故說第二法輪是

未了義者，義謂非指一切第二法輪。《解深密經》於說無性無生滅等，雖破隨言執唯是

實，然未破除於勝義中執無性等爲隨言執。合觀前後，若執無有自相之性及生滅等，是

隨言執，此經宣說由無自相，名相無性，亦是破除勝義中有，由許名言有自相故，故如

上釋。總之惟爲趣大乘者，轉第二輪。彼於所破勝義簡別有加未加，如後經說不可隨言

而起執著，應知猶如前經所說，謂生滅等於勝義無、於名言有，是爲《解深密經》所

釋。故許《解深密經》是樹立《十萬般若》等爲了義之經。此解釋初說爲不了義之理，

易解不說。

若作是思，諸瑜伽師所立三相，若非此經之義，豈許全非任何經義耶？《中觀明

論》4云：「《解深密經》、《入楞伽經》、《厚嚴經》等，遮遣外境成立唯心，有時不破

心自性者，是爲隨順未能頓證一切諸法皆無自性，須漸導者意樂而說。」謂彼經中共有

二機，爲能頓證一切諸法皆無自性所化而說，及爲前機，故須分別立彼經義。

藏譯靜命論師諸論，雖未如前明說抉擇三相之理，然此二師意趣相同。如瑜伽師所

釋《解深密經》三相之義非是經義，清辨解爲中觀道軌，詳如 《中觀明論》中說。若

能詳知二派釋經之理，即能了解諸大論師無量正理及釋經軌。

己四、顯示破勝義有以何正理而爲上首，

分二：庚一、明理所破；庚二、如何破除。

今初 [ 庚一、明理所破 ]

若許諸法於名言中有自相性，而除彼外，說所破事名爲實有，或真實有，或勝義有，

其相云何？此中若未善解執實有等執著之理，或彼如何執所破之總相，唯依於無實等

名，而說衆多若如是有有此違害，及非彼有有此能立，然終未能善解其義，故明所破極

爲切要。此如論說：「地等勝義非大種性。」其釋論《分別熾然》云：「所言義者，是

所知故，說名爲義，即是所觀、所了增語。所言勝者，是第一名。總云勝義者，謂此是

義，亦是最勝，故名勝義。又勝之義，名爲勝義，以是殊勝無分別智之義故。又順勝

義，謂證勝義隨順慧中，有彼勝義，故名隨順勝義。」三中後說是此處義。《分別熾然

論》云：「勝義有二，一謂無作行轉出世無漏，永無戲論。二謂有作行轉，隨順福智資

糧，世間淨智，有諸戲論。今即以此爲宗差別，故無過失。」此中亦許觀擇勝義所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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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非唯聖人後得理智，由是因緣，中觀諸師與餘宗師觀事有無，云於勝義無彼事者，

義謂於觀勝義智前，無有彼事，云彼非有。此師論中除此之外更無明說，智藏論師《二

諦論》等，《中觀莊嚴論》及自釋中亦無明說。《中觀明論》云：「於真實義，由聞思修

所成諸慧，一切皆是無倒心故，同名勝義，以此之義是最勝故。然有現證不現之別，彼

等皆由意樂增上了知此等一切諸法皆唯無生。故言勝義無生者，即說正智者不成立彼等

之生。」此說三慧，由境是勝義，故皆假名勝義。由以正智不成其生，故說由彼意樂增

上名爲無生。二無我義，由具正理名之爲勝，樂斷障者爲證此故而發希求，及是無倒勝

智境義，是故說爲真實勝義。如是真實，亦指理智，由彼增上名無自性，非名言識；或

指真實性體，觀真實相亦無所有，是《莊嚴釋論》中說。若法生等是真實有，則以能量

諸法勝義真實義慧應能成立，然以彼慧不能成立，故說生等非是諸法真實中有，即彼名

爲勝義無生。

若爾，如何有生名真實有耶？譬如幻化象馬所依木塊等物，於迷亂目現象馬時，不

可說是唯於識前現似彼相，非木等物現似彼相，如是苗芽現從種生，亦不可說唯於識前

現似彼生，非是彼苗從彼種生。若爾，苗芽自從種生，應即勝義生。答云：無過。如幻

化事，雖彼自體現爲象馬，然由眼識迷亂之力，乃如是現，非從本來因緣所生即現爲彼

；若不爾者，於不迷眼亦應亂現。如是從種生諸苗芽，亦由於諸名言識前如是顯現增上

而立，非諸苗芽由自體性增上而生。由是因緣，若謂不由自能緣心顯現增上安立，而執

苗芽由自體性增上而生，即是執爲有勝義生，依此應知言勝義生及真實生，亦應了知一

切餘法有無勝義及真實義、諦實生等。此如《中觀明論》云：「彼於一切有情現有實

體，故由有情意樂增上，見一切法虛妄自性，應當說名唯世俗有。」謂從無始習氣所生

諸世俗心，於勝義無性亂見爲有，即由彼故，於諸有情現有實事。故由有情意樂增上立

爲有者，名世俗有，此相違品即勝義有，故應依此而說，一切自續中觀諸宗，亦皆同此。

又如二種俱生我執，雖非唯由不觀察心顯現增上而能安立爲名言有，然由於名言識

顯現增上，無有餘量能爲違害，即能安立爲名言有。在此宗中，由如是識顯現增上所立

名言自性亦許爲有，故簡別云：「若非由其自能緣心顯現增上之所安立。」若彼諸事由

實執境空所顯空性，雖許是彼諸事勝義實性，然說彼性若非由其自能緣心顯現增上之所

安立，而由實性增上所立，亦不得成，由此應知空空之義。

上說實執，即是此宗俱生實執 5。不善言說諸有情類，雖不合執彼等名義，然有義

執。故實執境若於彼有，即能出過，謂應堪忍觀擇究竟正理之所觀擇，及應許有無分之

事，應具自性三差別等。然執有彼等，卻非實執之義，以破彼執仍不能成無實義故。若

未善解此宗實執之義，謂凡理智有所量事，即是實有，昔諸先覺亦有許此，或許理智全

無有境，或有妄辨理智比量，立境有無。

總應先知俱生法我執義。凡破法我一切正理，應知皆是或正破此或此支分。聽聞、

講說、思惟，當觀於自身此執能有幾許違害，應知是爲主要教授。自部餘宗說無我時，

亦如是觀。

庚二、如何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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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如是所破之理以何爲主？此宗破除所破之因，除一二外，皆依不見係屬之因。

《中觀莊嚴論》說，依《楞伽經》及《父子相見會》，以離一異因爲能立。《中觀明論》

說金剛支理，破有無生，破四句生，及離一異，亦說緣起因，此即見相違因。顯示他宗

相違究竟者，謂隨自他部所許何事，先依時間，或依方分，或依心識緣境相等，顯示無

有非多分集無分之法，次即成立具足多分。於一法上具多分性，雖名言義容不相違，然

勝義中分與有分二性異者，則無係屬。若一性者，諸分應一，有分應多，由顯此過破除

諸法於勝義有。此即勵力解說提婆「離節無餘指」等道理。譬如破他生時，常與無常二

品決斷，破從常生；於無常中，同不同時二品決斷，破同時生；不同時中，先壞未壞二

品決斷，破從壞生；先未壞生，有無間隔二品決斷，破間隔生，此等稍易。次從無間隔

生中，謂一切體全無間隔及一分無隔二品決斷；若如初說，二時應雜，譬如極微二塵相

鄰，一切體分全無間隔，則雜一處；若如後說，則有支分，故成世俗。此是《中觀明

論》所說。顯示過難究竟界齊，即於分及有分觀一異破，如破他生，亦說衆多違害理

門。智藏論師《二諦論》中破實有時，根本道理即破四生，其究竟違害，亦與靜命父子

相同。此等皆是隨行龍猛廣大理路，樂於正理求廣慧者，應當修學。若知自續宗中此諸

道理，餘宗道理亦易了解，故不廣說。

辨了不了義論卷三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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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卷四

丁二、應成中觀師如何解釋聖者諸論，

分二：戊一、如何解說人法有無自性；戊二、顯示破勝義有以何正理而爲上首。

初中 [ 戊一、如何解說人法有無自性 ]

分三：己一、說破人法自性之差別；己二、明此是釋聖者意趣不共之理；己三、

斷除此理與經相違。

初中 [ 己一、說破人法自性之差別 ]

分二：庚一、明破自相之性是其差別；庚二、明所破已顯示彼無。

今初 [ 庚一、明破自相之性是其差別 ]

佛護論師造《中論釋》，清辨於彼雖出衆過，然未宣說二無我義有所不同。《觀音

禁》亦云：「於名言中了知內外緣起如幻能作所作，於勝義中知無自性，即聖父子清辨、

佛護等宣說中道諸師顯示般若波羅蜜多之理。」此說名言幻有，勝義無性，二師相同。

智藏、靜命、蓮華戒等，亦未宣說佛護、月稱宗與自宗中無我有別。月稱論師則許佛護

如實解釋聖者意趣，與自建立勝義世俗理無差別，然說自宗不共餘中觀師所釋。《入中

論釋》云：「如除《中論》，餘論解此空性法時，無不倒說。」如是智者定當了知我等

此宗所說諸法及答諸難，如空性法，非他論有。故有說云：經部宗師說爲勝義，即中觀

師許爲世俗。當知此說全未了知《中論》真實。於婆沙宗，亦如是說。其後又云：「以

出世法等同世法，不應理故。故諸智者，當知此宗是不共法。」此以自宗不共餘中觀師

爲因。若說下二部所說勝義許爲中觀世俗法者，安立彼尚未解中觀真實。此中理由，謂

自宗中雖於名言亦不許有自相法故，以彼皆是從自相上而安立故。於二諦中，隨失其

一，亦失餘一，不壞二諦出世間法，與壞二諦世間之法，隨在二諦何諦相同，皆不應

理。故聖者此宗，非僅勝義，即在世俗，與實事宗亦不相共。《二諦論自釋》引頌云：

「餘所許勝義，即他許世俗，如餘許爲母，亦許爲他妻。」疏雖說爲龍猛所造，然依《入

中論釋》即知其非其疏造者，傳是靜命或是同名，或是附借，然非製造《中觀莊嚴》等

論者，以此說造論所爲時，破《攝量真實疏》故，《二諦論自釋》說「能取所取，如其

顯現，若謂全無，既違現量，亦違世間。」疏解此義爲應理故。又《入中論釋》出他難

云：「由勝義無生故，破自他生。然色受等現比所得，此等自性定從他生；若不許此，

何說二諦，應唯一諦，故有他生。」此是上文破自相因果時，謂於勝義破彼，而破他生，

雖應道理，然於名言有自性生或自相生，須許他生，若不許此，則於世俗亦無諦實，應

無世諦。爲答此難，於二諦中如次成立無自相生，此是對許勝義無生及於名言有自相生

之中觀師而爲成立，非對實事諸師。中觀二師既有如是所破差別，故不應說月稱論師何

故於彼特別破斥。

庚二、明所破已顯示彼無，

分二：辛一、明分別俱生增益所執，顯示彼無；辛二、依聲聞藏解釋佛說二無

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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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初 [ 辛一、明分別俱生增益所執，顯示彼無 ]

若爾，如何執著是執自相有耶？此當敍說諸宗所許，謂如云此補特伽羅，造如是

業，受如是果，立假名時，彼必追求補特伽羅假名之義，爲即自蘊是補特伽羅耶？抑離

諸蘊別有義耶？若於一異義等隨得一品而爲補特伽羅安立之處，乃能安立造業者等；若

無所得，即不能立。是故若覺補特伽羅唯假立名猶不滿足，而更觀察尋求彼名假施設處

爲是何事，乃可安立，即是安立補特伽羅爲自相有。自部婆沙乃至中觀自續諸師皆如是

許。如是安立色受等有爲、無爲一切諸法，下至經部於遣質礙唯無遮上，安立虛空，凡

是許爲以量成立，立爲有者，皆須尋求各各名言所詮之義爲如何有。尋求之義，若無所

得，即便不能安立爲有；與彼相違，乃立爲有。因明論中，唯有作爲說名自相。對法經

等，如火、熱性表不共他，說名自相，與此由自相有所說自相，極不相同。

月稱師宗，由如是門所立之有，雖於名言亦不許可。自宗安立名言之理，如《顯句

論》云：「復次，所依之身及所依頭，其能別法依者碕鈷 6，依者羅睺，皆是世間名言

支分，不觀察有。猶如假立補特伽羅等皆可有故，此喻非理。」此謂他云：如世間說碕

鈷之身、羅睺之頭，雖離身頭，無異能別，然就分別，可有事 7、法 8。如是說堅爲地

自相，雖離堅硬別無有地，然亦可立如是言說。次答彼云：由說身頭，遂起覺心緣取彼

二爲所別事，次欲了知是誰之身、誰之頭耶？說者亦爲遮譴非是碕鈷、羅睺所有身頭，

隨順世間言說而說。碕鈷、羅睺爲能別法，除聽者疑，可爲應理。然無有地非是堅硬，

而云堅性是地自相，無有如上疑可除故，法喻不同。答後又說喻不成過，其所別事所依

身頭，與能別法能依碕鈷及羅睺羅，於世名言相異而有，故說彼二爲無異法，喻不得成。

此中若求何爲施設假名所依，而無異義可得，唯於羅睺之頭，名羅睺故；若求碕鈷

與碕鈷身，亦無異義可獲得故。其論後文復設問答破彼執云：「設作是言，僅見爾許，

然離身頭無餘異義，故喻得成。答云：非爾，世間名言無有如是觀察轉故，世間諸事皆

不觀察立爲有故。」謂他諍云：就聽者前雖有爾許事法，然觀察彼名言義時，離身頭外，

別無碕鈷、羅睺羅可得，故彼事法仍不得成。此是前說他宗立有諸法之軌。答云：所言

有者，就世名言，彼非如是觀察而立，是無觀察而安立故。

若觀察立則不能立，於不觀察安立之理，論後又云：「猶如觀察，則離色等別無異

我，然依諸蘊世間世俗許此是有，羅睺、碕鈷亦許如是，故喻不成。」此說安立補特伽

羅之理，謂如說言天授之色、天授之心，若觀彼名所依天授及彼色心爲如何有，非彼諸

法即是天授，亦非離色心等有餘天授可得，非有推求所得之義可立天授，故云無我。此

乃無有自相天授，非是天授都無所有，以依諸蘊世俗有故。前二譬喻亦如是立。

安立諸法之理，論後又云：「如是觀察，則離堅等別無地等異體所相，離所相外，

亦無異體無依能相，雖則如是，然世俗有，故諸論師唯依互相觀待門中安立爲有。」此

說安立地與堅等能所相時，若復如前尋求能相、所相名言所詮之事，有所得義方安立

者，則皆不能立彼二相，唯由互相觀待門中立彼爲有，定當受許如是安立人法之理，並

其因相。論後又云：「此唯如是定當受許。若不爾者，豈非世俗亦具證成，應真實有，

非世俗有。若以證成道理觀察，非僅無有碕鈷等法，若爾，云何？謂以後說證成觀察色

受等法，亦無所有，故亦當許彼等諸法如碕鈷等非世俗有，然非如是，故此非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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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依緣假立之理，當知猶如《入中論》說，若於如前觀察所得之義而安立者，即是以觀

察真實有無之理而爲安立，說彼應是勝義中有，非世俗有，故自相有即勝義有。

若爾，如《二諦論》云：「如現即性故，觀察不趣此，若觀察有失，其義成餘故。」

中觀自續諸師豈非亦破以諸正理觀察所得立諸世俗，故名言有不以正理觀察而立，云何

說爲汝之特法？如此諍問是未能辨中觀兩派如何觀察是觀真實有無之別。應成派師，如

前觀察即許是觀真實有無，前引諸論並數宣說，凡有皆是唯名唯表唯言說故。言唯名

者，謂名言義如前尋求皆不可得，非說有名而全無義，亦非說無非名之義。此雖非許凡

由施設名言之心所立一切皆名言有，然未由其立名言心增上而立，則定不許爲名言有。

中觀自續諸師，唯名言心增上之力，不能安立色受等法，要於無損根識等前顯現增上，

乃可立爲名言中有。故由心增上安不安立，其心亦有最大差別。若非由如是心增上而

立，觀察諸法由其自體增上有無等，乃爲觀察真實有無。唯以前說觀察之理，則非所

許，故名言中許有自相。故於經說唯世俗名、唯有表示、唯是假立，「唯」字所遣，亦

不相同。

若爾，世間亦有衆多觀察，如來、未來、生、未生等，答如是問，豈不可說來與生

耶？如此尋求觀察道理，與前不同，此非於往來作者及往來名言，唯以如是假名安立而

不滿足，更求施設彼名之義而問往來，是於尋常往來名言而作尋常觀擇，許此觀察有何

相違。

如是觀察名言諸義執有自相之性者，非是俱生我執執著之相，於生死中縛有情者，

是俱生執，須以正理正破彼執。云何是彼執著之相？謂執著內外諸法，非爲名言增上而

立，由自體有。若於祠授等補特伽羅起如是執，是爲補特伽羅我執；若於眼耳等法起如

是執，是法我執。由此亦當了知二我。如是我執雖非觀察名言之義而起執著，然如此執

其境若有，觀彼名言所施設處爲如何有，能觀察智須有所得。故無分別俱生我執及彼境

界，是爲正理正所應破，與諸餘論說觀察破，亦不相違，故不應執唯破分別我執及境。

未受邪宗薰染有情，及不善解名言有情，雖未能知非由施設名言之心增上而立實有之

名，然有其義；若不爾者，二我執義亦應非有。

諸瑜伽師及中觀宗自續諸師，於人法上由遣何事立爲無我，所說二我及執著相，義

雖不同，然在此宗，由有法事分二無我，所無之我不許不同。《入中論》云：「爲度衆

生說無我，由人法別分爲二。」此由人法差別而分，未說由其二我而別。《四百論釋》

亦云：「所言我者，謂即諸法不依他性。無彼自性，說名無我。此由人法差別爲二，謂

法無我及人無我。」「不依他性」者，謂非唯名假立，由義自體而有，即自然性。

若謂自部下自婆沙乃至中觀自續諸師，凡許由量所立之義，即許是由自相而有，前

說諸瑜伽師於許假立色等自性差別遍計所執爲實有者，破自相有，而許假名安立爲有，

即犯相違。答云：無過，彼是由其假名安立說無自相，然彼非許尋求自名所依設事爲無

所得，故有此宗所說有自相執。彼等書中說假安立自性差別，唯假名者，亦是彼二於心

顯現，如現異體能取所取，無如是義，許爲假有，故與此宗唯名假立極不相同。

辛二、依聲聞藏解釋佛說二無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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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瑜伽師及中觀宗自續諸師，謂小乘藏中未說法無我，大乘所說補特伽羅無我較聲

間部之所抉擇亦無過上。此二師宗違彼而說。初聲聞藏中說法無我之理，如佛護云：「世

尊宣說諸行無我，譬如幻事、谷響、影像、陽焰、夢、沫、水泡、芭蕉，此中全無真

如，或無謬真如，皆是戲論，皆是虛妄。又說一切法皆是無我。言無我者，謂無自性

義，以言我之名，即自性句故。」此說五蘊無我之喻，如其次第，如水沫，水泡、芭蕉、

陽焰、幻事。又云此等皆是虛妄。又聲聞藏說一切法皆無我者，明一切法皆無自性，以

我之義即自性義故。《入中論釋》引聲聞乘經云「色蘊同沫聚」等，說法無我；《六十

正理論釋》亦說：「遣除無見，聲聞部中亦極顯了，故今不說彼理。遣除有見唯一勝諦，

謂般涅槃無欺誑法。彼雖亦說一切諸行皆是虛妄法等，然未數數無間一處而說，故說彼

正理。」清辨論師於此破云：彼諸喻者，明似人我而實非有，是人無我，非法無我。我

之名義，非法自性，是補特伽羅我，若聲間乘說法無我，則大乘法便成無義。《入中論

釋》云：「大乘法中，非唯顯示法無我義，亦說諸地波羅蜜多及諸大願二資糧等，故非

無義。」並引《寶鬘論》證。月稱謂此亦是論師所許，引《中論》云：「世尊由證知，

有事無事法，《迦旃延那經》，雙破於有無。」又云：「若法性欺誑，世尊說爲妄，諸行

欺誑法，故彼皆虛妄。」而爲證成。《六十正理論》云：「若諸佛宣說，唯涅槃諦實，爾

時諸智者，誰說餘非倒。」謂於性空無自性義，若作餘解，以虛妄義爲出過難，用《中

論》文成立彼義而爲決定。故聲間藏說法無我，定當許爲聖者意趣。雖則如是，然不能

成聲聞藏中，未說諸法有自相性，亦有多處作是說故。

補特伽羅無我者，自部大小乘諸餘宗，謂補特伽羅無異蘊相自立實體許爲無我，其

中道理，謂我執之事，我如蘊主，蘊如我僕，云我之色、我之受等，即執諸蘊是我所

有，我主宰故，猶如主僕。現似自立異於蘊相，若執如是而有即執實有；若能破彼，則

補特伽羅唯於蘊假立，「唯」字遣除有離蘊我。假立之理，如 《分別熾然論》云：「我

等於名言中，亦於識上假立我名，謂識是我，取後有故。」又說於身及諸根上亦假立故。

次引經說，如依支聚假立名車，如是依蘊設立有情。又引教證，如有經說，若伏其心，

使得安樂；亦有經說，由調伏我，當得善趣。其能立理，謂能取蘊者，即說爲我，識取

後有，故立識爲我。此師不許阿賴耶識，故取身之識許是意識。餘師不許阿賴耶者，亦

與此同。許阿賴耶者，則以賴耶相續爲補特伽羅。彼等如是許補特伽羅我之教文，恐繁

不錄。

月稱宗說，雖破如是實有補特伽羅，然未能破補特伽羅非唯名言假立由自體有。若

執有此，即是補特伽羅我執，以執補特伽羅是諦實故，如法我執。又能自主實有之我，

乃是外道遍計別有內身離蘊作者士夫執之境，縱證無彼，見後修習，然於色等如前執實

不能稍減，由執諸蘊諦實所起貪等煩惱亦不能滅。《入中論》云：「汝見無我諸瑜伽，

不能通達色等性，緣色仍當起貪等，以未通達彼性故。」《六十正理論釋》亦云：「若見

色等有實自性，彼等雖欲斷諸煩惱，然彼煩惱定不能斷。」爲顯此故，頌云：「諸心有

所住，惑毒豈不生，若時雖處中，亦被惑蛇咬。」言「所住」者，謂有自相起實執之境。

餘師安立補特伽羅假有之理，亦非聲聞藏中「如依諸支聚，假名說爲車，如是依諸

蘊，說世俗有情」所說之義，以依諸支所立之車即非其支，如是依蘊假立補特伽羅亦非

蘊故。若謂如依支聚假立爲車，唯彼支聚即是其車，蘊亦應爾。若依彼假立，應許非所

依事，如大種爲因，假立青色及眼根等，瓶等亦與我同，故彼等亦無不定過。《入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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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經說依蘊立，故蘊聚非我。」若謂經說：「若諸沙門，婆羅門等，見有我者，唯見

五蘊。」此說蘊是我見所緣，由是當許蘊等是我。答此非成立蘊是我見所緣，「唯」字

僅遮離蘊別有我見所緣，以餘經說「色非我」等，於一一蘊破是我故。《入中論》云：

「由佛說蘊我，故許蘊是我，彼遣離蘊我，餘說色非我。」薩迦耶見之名義，即以此文

亦當了知。此等是明俱生我執共有所緣行相二境，其所緣境於名言有，其行相境謂執彼

我爲自性有，即是執我由自相成，此於名言亦無所有。俱生薩迦耶見我所執之所緣，謂

我所事行相，謂執我所是自相有。設作是難：若謂諸蘊非是俱生我執所緣，則經破云

「色等非是我」亦不應理，以彼非是俱生我執薩迦耶見境或事故。答：執蘊與我若一若

異，俱是分別我執，非俱生執，故無彼過。然如俱生薩迦耶見所執，若有亦必不能超出

一異，故作如是觀察而破，亦應正理。此等顯示有能立教而無違難。次出正理，謂諸蘊

等是我所取，我是能取，則識或餘蘊，理皆非我，若不爾者，作者與業應成一故。此亦

即是菩薩意趣，如《中論》云：「若柴即是火，作者業應一。」又云：「由火與柴理，

我與所取事，瓶衣等一切，無餘盡當說。」《中論》又云：「取如是應知。」此說業與作

者互依假有，非自性有。取與取者亦如是立。譬如由眼見色，能善立云祠授見色，由祠

授觀色，能善安立云眼觀色，然亦不違見色之眼非是祠授，觀色祠授亦非是眼。如是眼

痛、眼癒，雖能立名我痛、我癒，亦能立名我眼痛愈，然非由世名言安立彼眼爲我、我

所。由此道理我與所餘內外諸處，互相依託立聞者等，亦當了知。《入中論釋》說：「外

道由見眼等諸法，不可立爲補特伽羅，故許離彼別有實體能見者等補特伽羅。自部餘宗

由於異體見有過難，故許識蘊或餘蘊法爲補特伽羅。諸能無倒解佛語者，通達唯有名言

假立別無自性便當解脫。」此須唯於假有，即善安立造業及受果等。故補特伽羅無我者，

如《入中論》本釋抉擇經說「如依諸支聚」等所有意趣，七相尋求補特伽羅名言之義，

於無所得無自性義許爲無我，故與他說有大差別。此亦即是佛護釋中根本意趣。

己二、明此是釋聖者意趣不共之理，

分三：庚一、說證無我與粗細我執等不共差別；庚二、安立外境不許阿賴耶及

自證分不共差別；庚三、不許自續不共差別。

今初 [ 庚一、說證無我與粗細我執等不共差別 ]

如是尋求我法名言之義，於一異等無少可得，然云祠授及云眼等此諸名言定須安

立。故無不由名言增上所立之自性，名言增上安立有中，生死涅槃一切建立亦極應理。

如是建立二諦，即是佛護、月稱論師解聖父子所有意趣，超出餘釋無上勝法。

名言所有及生滅等，皆由名言增上如是安立，如《正攝法經》云：「善男子，世間

由耽著生滅而住，大悲如來爲斷世間恐怖處故，由名言增上說生說滅。善男子，然於此

中無少法生。」《七十空性論》云：「佛由世名力，說住或生滅，有無劣等勝，非真增上

說。」如《般若經》等亦說世間名言中有，故中觀師須於名言安立。世間名言雖亦安立

從諸種子生苗芽等，然非尋求彼名言義爲從自生或他生等，是無觀察而立，聖者亦唯作

如是說故。世間名言無觀察者，義如前說。此宗安立補特伽羅之理，以於離蘊別體及於

唯蘊聚等安立補特伽羅，定非世間名言義故，世間安立我及我所如主僕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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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特伽羅及法，於勝義無及世俗有，理皆如是。二無我義亦如此說。若有宗派許有

法我，亦無通達補特伽羅無我之處。《入中論釋》云：「若於法上未捨我執，亦不能達

補特伽羅無我。」故聲聞獨覺亦須通達二種無我，此即聖者最勝所許。《六十正理論》

云：「有不得解脫，無不出此有，遍知有無事，大士當解脫。」此說若執諸法由自相有，

是爲有見，見因果等皆悉不成，是爲無見，乃至未捨二見不得解脫，由知有事無事真

實，遠離二邊，當解脫故。言解脫者，不能說是解所知障，此說「不出此有」故。如是

《寶鬘論》亦云：「世間如陽焰，謂有或謂無，此執即愚癡，有愚不解脫。有見往善趣，

無見墮惡道，遍知真實故，不依二解脫。」此說解脫生死俱須遠離有無二邊。故如大乘

中有破異體能取所取，說法無我，於二空識未破自性，及有於彼亦破自性，說法無我，

粗細二種後爲了義。如是聲間藏中，亦說粗細二種補特伽羅無我，當許微細無我是爲了

義，理相等故。

由是因緣，安立我執爲二障之理亦有不同，餘中觀師立法我執爲所知障，此宗許爲

煩惱障故。如佛護云：「由見有情爲種種苦之所逼惱，爲解救故，欲如實說諸法真義，

故造本慧 9。其真實義，即無自性。由愚癡暗障蔽慧眼，逐於諸法分別自性，而生貪瞋。

若時了知緣起，發生光明破除癡暗，觀見諸法悉無自性，無依處故，貪瞋不起。」爲證

彼義引《百論》云：「識即三有種，諸境識所行，若見境無我，三有種當滅。」此說貪

瞋所對之癡，即實事執及三有種，要滅此執須見無我。又說即見諸法無性故，許執有諦

實人法即染汙無明。《百論釋》亦云：「由識增益諸法自性，染汙無知增上力故，遂於

諸法妄起貪著，而成流轉生死種子，由彼一切畢竟滅故，即便立爲生死還滅。」《入中

論釋》亦云：「諸法無性，無明增益，於見自性障蔽爲體，說名世俗。」又云：「由是因

緣，有支所攝染汙無明增上力故，立世俗論。」此顯然說執法實有，即十二支中初支染

汙無明。此俱生無明中有人法二種我執，其俱生人我執亦是染汙無明。故有時說無明爲

生死根本，有時亦說俱生薩迦耶見爲本，俱不相違。俱生我執之所緣，即是執我之事，

若執他身補特迦羅爲自性有，雖是補特伽羅我執，然非薩迦耶見，此理亦是聖者父子最

勝所許。如《七十空性論》云：「因緣生諸法，若計爲真實，佛說是無明，彼起十二

支。」此說由知諸法自性本空，能滅無明，從此亦滅十二有支。由前同類無明而生後支，

故有十二。《百論》亦云：「如身根遍身，癡遍住一切，故一切煩惱，由癡滅皆滅，若

見諸緣起，愚癡則不生，故盡一切力，唯當宣此語。」此說滅三毒中之無明須見緣起。

緣起義者，即性空義。此宗亦曾多次宣說。是故一切中觀道理，皆是破除生死根本無明

行相之支。當知自身俱生無明如何執著精勤斷除，不應專好與諸宗派巧於諍論。

若爾，人法俱生我執無有二種不隨順相，諸自續師所說彼等爲是何執？其執補特伽

羅不順蘊相自立實有者，是執離於手足等法別有實體補特伽羅。未由邪宗染汙心者，即

無彼執。如《入中論》云：「何故世人唯下種，便云此子由我生，亦覺此樹是我栽，故

世亦無從他生。」佛護亦云：「唯下樹種，待樹生時，便指樹曰，此是我栽。」不執彼二

爲有異體；若不爾者，應指所生柏樹，而云我栽樺樹。以如是理，例可說云：何故世人

手痛時，而覺我痛，故彼二，世間亦非有異體。此等非唯世間作如是說，須如是許。若

由所栽種與所痛手，非是彼樹及補特伽羅，而不能立爲栽彼樹及補特伽羅痛者，則彼二

法成無所有，一切建立皆當失壞。由此道理，當知自續所說俱生法我執唯是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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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爾，何爲所知障耶？《入中論釋》云：「無明習氣能障決了所知，貪等習氣亦是

身語如是轉因，以彼無明、貪等習氣，亦唯成佛一切種智乃能滅除，非餘能滅。」此宗

諸教及聖父子無諍論中，未有較此更顯然者。言「身語轉」者，謂阿羅漢有身語粗重，

如猿猴躍、呼他爲婢，大師雖遮，終不能斷。言「亦是」者，顯貪等習氣亦能障礙決了

所知。故一切煩惱習氣皆是所知障。其果現似二取相等一切亂分，亦是彼攝。習氣自

體，如《入中論釋》云：「若法於心熏染隨逐，說名習氣。煩惱邊際、熏習、根本、習

氣是諸異名。」斷除此所知障，雖除前說通達真實之道外，更無有餘。然方便支有具不

具，時有久遠修未修習，故大小乘有斷差別。由諸經中明二我執及二無我粗細差別，說

有多種，二種我執既有不同，故見無我能脫何障，亦有多種不同之理，此等了不了義之

別，由前所說亦當了知。不許阿賴耶者，其習氣建立與住相、體性，最難了解，雖應解

說，然少則難決，多恐繁累，故不開說。

由於人法如何安立二諦之理有所不同，彼二無我亦有不同，故大小乘證不證彼，及

二我執二種障等，皆不同餘宗，爲此特法。

庚二、安立外境不許阿賴耶及自證分不共差別

安立諸法及補特伽羅之理，既如前說，故於名言不能判別有預流等補特伽羅、無地

獄等補特伽羅，以於勝義二者俱無，於名言中二俱有故，如是蘊界處法亦不能判謂無色

法，有心、心所，以於二諦有無等故。餘中觀師有說外境與識俱有，有中觀師及唯識師

說唯有識而無外境，然彼一切凡說爲有即有自相，若無自相即說爲無；此宗雖許外境無

有自相，然不於彼說無外境，故不相同。故任何法，若能了知雖無自相而立爲有，即能

善解不可分判境識有無之理；若不知彼，即不能解。

故破極微無有方分，由無彼故，亦無由彼集合粗色，粗細俱無，故無外境。《百論

釋》說：「此等道理雖能破除無分外境，然不能破外境爲有，聖教、世間俱能於彼作妨

難故。」《十地經》說「三界唯心」，「唯」字簡彼非是經義，經自明說破離心外世間作

者，與清辨同。經說「外境悉非有」等，月稱非同清辨師說此經非破外境，而釋彼經雖

破外境，然非了義，故不說十地經是不了義，而破彼云非是經義；於《楞伽經》則不說

彼非是經義，而云彼經是不了義。《般若經》中宣說五蘊皆自性空，無有差別。對法則

說五蘊皆有自相、共相。應如是許，意以識與境，若觀名言假立之義，俱不可得；若判

彼法有無差別，既違世間名言，亦違勝義建立，故於二諦，俱爲失壞。如《百論》云：

「說一有一無，非真非世間，故不可宣說，此有彼非有。」此亦即是聖者意趣。又云：

「宣說大種等，皆是識所攝。」「等」者義如釋論中說：「謂色、心、心所、不相應行，

皆由能緣自識安立行相，而立大種等。未立行相，不能安立有少法故。故大種等是識所

攝，以唯由識所安立故。若時現證識 (梵 )無自性生，爾時由識所立種種皆當滅離，猶

如形滅，影像亦滅。」故彼論文非破外境。

又不許阿賴耶識亦無過咎，謂業感異熟須經長時，然第二刹那其業即滅，從已滅法

不能生果，故許阿賴耶識爲業果所依。然無自相能立有事，安立已滅爲有事法，亦極應

理，故不須許阿賴耶識，《入中論》云：「由許非滅自性有，故無賴耶能有此，有業雖

滅已經久，當知猶能生自果。」若於世俗亦破自相，而能安立無性因果，非但雙於二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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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除常斷二見，即不許阿賴耶識亦能安立業果繫屬。《入中論釋》云：「是故如是於二

諦中俱無自性，非但違離常斷二見，諸業已滅雖經久時，與諸業果而相繫屬，不須妄計

阿賴耶識相續及不壞得等，亦皆應理。」言「是故」者，謂承前說從無自性生無自性，

不許阿賴耶識，雖亦須釋最後死心及初生心不成等難，月稱意謂由知此理，餘亦易了故

未解說。今恐文繁，茲亦不述。由許外境故，亦不立阿賴耶識，若許彼識則亦須許《辨

中邊論》「識生變似義，有情我及了，此境實非有，境無故識無。」所說義故。

成立已滅爲有事之理，是《顯句論》及《六十正理論釋》所說，《中論》疏中，茲

當廣說。由許滅爲有事，故立三世，亦有最大不共差別。

許自證者，及破自證，《入中論》本釋作如是說：「先未領納，必不生念。故念唯

從領納而生。如云先曾見此，是追念境；若云我見，是念有境。故先緣青色之識亦有領

納。此復若是餘識領納，則彼仍須餘識領納，便成無窮。若謂前識是後領納，則彼後識

應不能決餘色等境，故須自領，以領納中二決定故。故由後念成立領納前境自證。此中

若依實有增上，彼念非有，等同所立；若依名言增上，則自證分他不極成 10，彼與後念

不成因果。如以有水火，成立定有水晶、火晶，與由有念成有自證，二者相等。」此是

以果爲因，就以自證爲所立法而破。若如是立，即無同喻。若立量云：能取青識有能領

納，以於後時有能念故，喻如青色。此喻雖有因法隨轉，然不決定，此亦等同以自證分

爲所立法，僅未明說。若以唯立有能領納，是已極成。故未直說與彼相等。

自宗雖無自證，然有念生而無相違。如云：「由何領境離彼外，我不說有餘念法，

故起念云是我見，此亦隨世名言規。」前說執著若無自證生念相違之理，非以此遣。此

說依於生念之理，即壞執前爲自證分。謂彼難云：前見青色，後生念時，云我先見，即

前所見憶爲我見。若非前取青識自領納自，如是憶念應成相違，故前領納即自證分。答：

此念非由自證力生，是由前領青境與後生念同於一境轉趣之力，故生念云謂我先見。爲

成前取青識所領所決，非後取青之念不領不決，故云：「如我所許，領納與念非自相異

故。」唯如汝理，則慈氏所領，近護亦應憶念。故此二法，若如他宗有異實體，則俱生

心應執爲異，如是於前青識所見，後念不應執爲已見，領念二心一境相違，故生念云是

我先見，亦成相違。若如我許，彼二非實異體，其俱生心亦無彼執，故前所決境，念爲

我決，亦不相違。此即由前領納牽引之力，而於境轉，無自然力而決斷境，故起彼念非

有餘緣。故於名言不許自證，亦由名言破除自相，是究竟理。又領納中，雖未明說自

領、他領二品之中決不決斷，然意趣謂不能決斷，如不許燈自能明自，而許是明，故自

明、他明二不決斷。若謂燈不自明，而無量不成過，識不自知，則量不成，故不同燈。

他若難云；燈不自明，不由他明，其明不成，復無餘量而能成立，故量不成。當有何

答？雖俱不由自他而明，能照瓶等，故明成立。若爾，識亦相等。若謂知境須仗自證，

若無自證，知境不成，燈亦應爾。若謂我等許燈自明，此不應理，無暗障故，黑暗亦應

自障蔽自。若許爾者，應不見暗。總之，由依所知假立爲知，非自相有，所知亦然。由

是因緣，非唯二名互相觀待，其義亦唯互待而立。是故不許有自證分。《回諍論》云：

「若不待所量，謂量由自成，應汝所成量，自成不待餘。」亦應了知破自證理。若爾，

念云我昔見青，其我即是補特伽羅，緣青之識與彼相違。如是念時，云何是念緣青識

耶？緣青眼識與見青色補特伽羅，二雖相違，如依彼識見青，而假立云我見青色，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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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違。如是依於憶緣青識見青，謂我見青，即此憶補特伽羅念，爲憶緣青識念，何違之

有？

庚三、不許自續不共差別，

分三：辛一、破自續之漸次及明他派如何解說此義；辛二、自宗有立所立之因

及無自續因之理。

今初 [ 辛一、破自續之漸次及明他派如何解說此義 ]

諸經論義，若如是解，當許自續。若如彼解，則不可許。此義雖是經中所有，然就

已譯自教諸論觀察自續、應成當何所許，及說自續非理、應成符理者，除月稱諸論及隨

行者外，皆未明說。漸次者，謂於佛護解釋「諸法不自生」頌義，顯無清辨所出過時，

《顯句論》中，說佛護師不許自續，及成立中觀師不應用自續，並許彼者有多過難，開

此車軌。《百論釋》中，破護法論師時，亦略宣說破自續之理。

清辨論師，未諳佛護許否自續，與自不同，是想定許自續爲宗，由是因緣故，亦不

許自與佛護破人法自性。其所破事，更有差別。清辨後學觀音禁論師，了知《顯句論》

解釋《般若燈》中破佛護時，應釋月稱說清辨過爲轉不轉。靜命師徒等，亦應解救月稱

破自續之過，然皆未解說。

總以此二論師，雖於名言亦破自相，於無自性中因果等法一切建立皆極應理。此復

由許世出世間諸緣起故，即以緣起爲因，破彼所破，此說正理，是諸理中深細究竟，尤

以破自續理最爲微細。

此中有論師云：「若立所立因及決定由量成者，自續之因則爲應理，然無彼事，故

自續宗不應道理。此中若以立敵共許由量所成而爲因者，不應道理，立者量成，敵不知

故，以彼現比皆不能知他心差別故。即自量成亦不能知，自縱決斷有謬誤故。」此極非

理。若爾，則就他許而破亦非道理，他如何許非自知故，以不能知他人心故。自出過亦

不應理，縱決為過有誤謬故。「其說決定，非由量成之理，謂現量僅見竈上有煙決定有

有火，非能通達一切時處凡有煙者決定有火，比量亦不能知一切時處凡有因上，定有所

立之法。故唯以世間共許成其決定，非由量成。」此亦極不應理，倒執正理論中成立決

定之理而妄破故。以於竈上成立有煙決定有火者，謂成立竈上有煙決定竈上有火，非論

義故。若不爾者，則於有煙之山，應以竈上有煙之因，成立竈上有火，以山有煙之因，

成立決定有火時，凡爲因者，定爲法所遍故，成立之理如汝前說故。故言竈者，是凡有

煙決定有火之事。其決定者，是於彼事所決之義。若如汝許，則彼決定，謂於何事決

定，應當更說同喻有法。如是以所作因成立聲無常時，於瓶等上成立決定者，豈是成立

瓶之無常遍瓶所作。未加時處簡別而云，此處此時之煙及所作，僅於有煙及所作成立決

定有火與無常者，即是遍於一切時處決定無誤之方便，故於彼義不應倒執。更有隨順此

理許一類因者，如被水漂而攀無根之草。如是有破事力之理，或於境義無謬之量，而立

世許無觀察量，說破他之過於自不轉者，謂自宗不許正理觀察，他宗許故。此是未解觀

察世俗及勝義中有無之別，亦未了解中觀兩派觀察真實有無之別，亦未了知如前所說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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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名言假立之義皆無所得，唯於假名立因果等，故雖數說縱於名言亦無自相，然亦唯有

空言而已。

復有許云：一切全無量所立義，唯依他許，或許究竟以能破理破其邪執，唯破實有，

非立無實，是爲不許自續宗因之義。復有說云：凡依世俗勝義一切建立，皆就他而說非

自宗有，即說此語亦唯就他，非自樂說。此非昔時破自續者之所有，唯後人說，更有一

類反許此宗不共所破，多數亦破量立緣起，適成此宗上首敵者。此等立破《菩提道次第

論》中已廣說訖，故不更開。

辛二、自宗有立所立之因及無自續因之理，

分二：壬一、有立所立因之理；壬二、不許自續因之理。

今初 [ 壬一、有立所立因之理 ]

自宗義謂，若許自相，如《解深密經》所說者，則定須許自續之義，譬如自部實事

諸師及清辨等；若於名言亦不許有自相之法，則定不應許自續義，此亦因爲須破微細所

破事故。又此非是由見名言若無自相而立自宗，能立所立、能量所量有相違過，故不許

自續，是如《入中論》本釋，觀因生果爲會不會，設雙關破，成立彼過唯於他轉。釋論

說云：「若如汝許能生所生是有自相，則於汝義，此觀察轉。」謂許因果有自相者，則

有雙關觀察過轉；若許如幻無自性者，則無彼過。他於能破出相等過，答云：「能破所

破爲會破，抑未會破此過失。若有宗者有斯過，我無宗故無此失。」本論說彼二不同之

理，謂我無宗。釋論則云：「能破所破俱無性故。」此說無宗爲不許自相或自性之義，

與上觀因果不同之理同是一義。《入中論釋》即於此處引舍利弗觀察而問須菩提云：「爲

以生法得無生得，抑得生得？答：二俱不許。次問：爲無得無證耶？答云：雖有此二，

然非由二相。次說彼二及預流等，皆就世間名言而立，於勝義中無證無得。」釋中說云：

「此中由犯二種過故，破得生法無生法得，然於無事彼二非理故，是無觀察於世名言，

許得所得，如是能破、所破雖亦非是會不會破，然於名言當知能破破其所破。」又云：

「性空能破破其所破，離諸證成性空正因立其所立。」此說一切能立能破皆如二位尊者

問答而許。其中「得」者是所得法，觀察問得何所得時，答俱不許。問無得所得者，是

執觀察無得，即是觀察破彼之義。言「雖有」者，謂理智未得非是遮破，故說爲有。言

「非由二相」者，謂如觀察問生無生得，如是二種俱無所得。以下諸文，謂二相觀察無

所得者是勝義無，不觀察者即名言有義，此雖甚顯，然觀未觀察之界限猶難了知，故當

善知如前所說四種觀察。言於無事彼二非理者，義謂若許是有自相，或許非唯名言增上

假立是實有者，彼二觀察可爲應理，然於無事或無自性，則彼觀察不應道理。故《顯句

論》亦破能量所量是有自性，說是互相觀待而立。《迥諍論自釋》亦說，雖無自性，然

能成立所立，並說譬喻。總如論云：「若誰能有空，彼一切得成。」謂如數說，若於何

宗，空無自相之性，生死涅槃一切建立，皆悉應理。若執正因成立所立，及以能量量度

所量，能所作用不應理者，唯顯自慧輕浮而已。

又《迥諍論》云：「若我有少宗，我則有彼過。」此義是說，若誰有宗，彼即有過。

又云：「然我全無宗，故我唯無過。」此義是說，我無此宗，故過非有。此中言宗及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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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者，義如《入中論釋》所說 11。《百論》云：「有無及二俱，若誰無是宗，雖長時於

彼，不能說過失。」謂由無宗，故不可設過。此如《入中論釋》云：「於假有中，說此

二邊，不應道理。以是之故，依止二邊，若破若答，於中觀師，一切畢竟不得過難。」

此說於無觀察，唯由名言增上所立假有之理。觀察二邊，終不可得能破之過，以觀爲得

生或無生而與破難，不應理故。故此非是於無觀察名言之中，不許能立所立之據。《顯

句論》中說中觀師不許自續之理由，「不許他宗故」，爲證此義，引前諸論。此亦是證

中觀論師不應許勝義有或許自相不應道理。言不許彼或不應理者，謂自續因不應道理，

是破自續，非破成立所立之因。所說二邊凡有三義，謂說所破實有，及破所破其破實

有，又說有自相及畢竟無，又如前說生無生二。

辨了不了義論卷四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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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卷五

宗喀巴大師 造

法尊法師 譯

壬二、不許自續因之理

若自相所成宗因喻皆無所有，依此增上非僅無有自續之因，即一切能作所作皆不應

理。然破彼已，能立所立一切作用，皆爲應理。此宗不許自續之因及所立法，其理云

何？《顯句論》中，以三種理解說此義。謂破自續之正理；如是正理，他亦義許；所說

衆過自宗不同。此如清辨立云：「於勝義中，諸內根處，定無自生，是已有故，如已有

識。」破云：所言勝義，若簡別宗，待自無益，以於世俗自亦不許有自生故；待他無益，

以彼外道俱壞二諦，理應雙依二諦而破，不加簡別破尤善哉；於世名言破許自生，不應

道理，故待世間理亦不應加彼簡別，以諸世間唯許從因而有果生，非更分別自他生故。

又他所許勝義眼等，若於世俗亦破其生。爾時，所依有法不成，犯宗因過，以自不

許有勝義眼等故。若謂雖無勝義眼等，然有世俗眼等，故無過失。若爾，所說勝義是誰

簡別。若謂世俗眼等破勝義生，是破生簡別，此不應理，未作如是說故。汝意縱說，然

有法於他不極成故。

救此過云：「如佛弟子對勝論師，立聲無常，唯可取總，不取差別，取別則無能立

所立。以取大種所造聲爲有法，勝論不成；若取空德聲爲有法，於佛弟子不極成故，故

捨差別，唯以總聲而爲有法。如是此亦棄捨勝義世俗差別，唯取眼等而爲有法，故無有

法不極成過。」

答彼說云：「清辨自許眼等有法之自性，非顛倒心之所得，倒與無倒是正相違，顯

此等理而善破除。」彼等義謂成立眼等不自生時，其有法中不能棄捨二諦差別，立總眼

等，以能測度有法之量，是於眼等自性不錯亂識，無顛倒識於彼自性不錯亂時，其所得

境必無虛妄顛倒所知，實無自相現自相故。12 已許前因之理，謂凡是有即許爲自性有之

宗中，若待自所變現自相而成錯亂，不能立爲獲得所量，故有無分別任隨何量，然從現

境、著境自相，自成量處須無錯亂。爾時，須於境義實體自性而成爲量，非於名言唯名

假立，是彼自許。若如是量所得之義，而是顛倒所知，則成相違，故後因亦成。如是若

顛倒識所得之義，而是無倒所知，亦成相違，故不能遣有法不極成過。

若作是念，如緣聲之量，雖常無常二品決斷，然不須成立以無常量或常住量差別之

量，而爲成立有法聲之量，如是此識雖亂不亂二品決斷，然說是成立有法之量時，亦不

須辨彼二差別。又如其聲常與無常二品決斷，緣聲之量，雖俱不得聲常無常，然緣彼聲

而無相違，如是眼等所知顛不顛倒二品決斷，推度眼等之量，雖俱不得眼等所知顛不顛

倒，然緣眼等亦無相違。故說不可唯取眼等而爲有法之理皆不應理。清辨師等及說實事

諸有智者，皆不致起如此疑惑，故月稱師亦未解釋。然在現世無知敵者，則起彼疑，故

當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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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察彼義是否由量成時，言由量成者，若量是無分別，則謂彼義如現而有；若量是

有分別，則謂彼義如其所著或如所定而有。當知彼義即所說境。此即無錯亂義，由彼境

界如自顯現、如自決定安立爲有，即立彼識於所現境、於所著境或所定境爲無亂故，故

是事實決斷，豈是由心成立而未決斷。如是觀待所現自相無錯亂識所得之義，即安立爲

正確所知，故而知正倒，亦是事實決斷，豈是於心而不決斷。此是凡有即許爲自性有之

敵者由量成立之理，非自宗義。故如自續諸師之義，如是眼等有法正確所知，雖是無錯

亂識之所得，然其名義，皆不須成二諦差別，即取彼眼爲所別事，而可觀察勝義有無。

故於取總爲有法者，觀察二諦差別所說諸過，皆不能轉。月稱意謂如是有法即自性有，

以彼即是勝義有義，豈有總體有法爲所別事，故破棄捨差別唯取總體以爲有法。

若能了知此諸關要，則自續師說「同現然作事，有能無能故，正確非正確，爲世俗

差別。」然於內心不分正邪。應成師說，觀待世間俱於心境安立正邪，然於自宗則不安

立，此等理由皆能了知。

若謂於有分別及無分別現似自相而實非有，由此亂識安立有法，則其所立無自性

義，他已極成，豈可更爲成彼敵者。故有法不成之過仍住未移。設作是難：若錯亂識所

得之義與無倒所知有相違者，則比量智所得之義與勝義諦亦應相違。若不許是唯顛倒識

之所獲得，是於自性無錯亂識之所得者，一切世俗亦皆應爾，彼是如來盡所有智之所量

故，「唯」字遮遣無亂得故。答：無初過。比量理智於所現境雖是亂識，然彼所得非亂

識得，無相違故。如所得螺聲，是聲是妄，然未能得螺聲虛妄，無相違過。若觀「唯」

字所加之處，雖容生彼疑，然隨說者欲樂，是欲遮遣觀如何有觀智所得，故說「唯」

字，非遮無亂識之所得。《顯句論》云：「我等亦說世間名言無須如是審細觀察，唯以

顛倒世俗得有我性。」「所依有法真實失壞」是彼自許句，餘處解釋與此處釋雖有不同，

然破自續宗義無異。

如是已破法義，今當破喻。謂佛弟子對勝論師立聲無常，雖彼二宗無有共量能成有

法爲大種造及虛空德，但望何處成量之總聲可說是有，成立眼等無自生時，自性空宗與

性不空宗，若俱不量自性有無，則互不能說量度有法自性爲何，故喻不是。此中清辨師

等自續諸師，不能立云，雖無離如是差別之總法可說，然不分別勝義諦實有無之別，唯

取其總以爲有法，以自性有即諦實有之義故。所破限齊不相同故有上差別。故彼二宗成

立聲無常時，雖俱不成彼二差別，然可宣說其聲是有。但彼二宗量聲之量，於聲何義而

成爲量，其量亦無。13 此依許自性有爲立者而說。若應成師而爲立者，對彼敵者全不分

別自性有無，亦不可說以量成立有法之理。由是諸理，其因不成亦當了知。

清辨論師於他所立內諸處有能生因緣，以是如來如是說故之因，問如是說，若是世

俗汝自不成，若是勝義於我不成，觀察二諦而說過故。故審有法爲亂不亂何識所得，觀

察差別而說過難，極爲應理。此之理由，如《入中論》云：「由見諸法有真妄，所得即

爲二體性。見真之境即真實，見妄認爲世俗諦。」謂由見真實所知及見虛妄顛倒所知之

識所得二境，即說彼爲二諦義故。

若如此說唯以二諦觀察因者，須問以何爲其因義。若並未以彼二差別之總，而作三

種觀察之時，則須問其立何爲因。

如是諸過，於自立量不同之理，則謂由自不許自續，自宗成立所立諸量，唯於敵者

極成則可，以彼唯爲遣邪執故。若疑隨一極成猶不足者，則以世間諍訟爲喻，說彼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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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雖許能立能破仍須兩共極成之陳那論師亦許前說，以許自教相違及自比量，唯於自

成即滿足故。

《般若燈論》說他過時，問：「爲依自在，爲依能破。」此處所譯自在與自續義同。

故若不攀敵者所許，即以正量就義實體，自在成立二種有法 14 及諸因相，生比量智證

知所立，是自續義。此對凡有即許自性有之敵者，於未成立所立之前，俱不分別自性有

無，不能令解如是以量成立所量。故雖許因及所立法，然不許自續之因及所立法。如依

緣起之因及影像喻立他比量，成立苗芽無自性時，非自不許苗是緣起及凡名皆無自性，

名他比量非共極成，是如前說由於敵者不能以量自在成立，是爲自他不能以量極成之

義。苗芽及苗是緣起等，是由俱生名言量所成立，立敵心中雖亦俱有，然於敵者前，彼

與測度自性之量和雜爲一，乃至未生正見不能判別，故立者雖能判別，然於爾時不能宣

說。應成諸師，自內互相不攀所許，雖可宣說以量極成，然是名言增上，所立之量非是

諸法自性增上所立之量，故非自續。

如於苗上有三種執，謂執有自性，執無自性，及執俱無彼二差別。已生正見之身中，

三種俱有；然未生正見之身中，唯有初、後。若善了知此諸差別，則知正理非破一切分

別所取。又執身中未生見前修菩提心等，一切皆是執實執相，妄覺自身生見之後，一切

行品悉皆輕捨，此諸邪見亦善遣除。故以他比量因成立所立，非唯他許便爲滿足，要自

以量成立，他亦決定或他受許。若不爾者，則於所著境界錯亂，由彼不能引生通達真實

見故。其名言量是達勝義不可缺少之因，此即論說若不依名言不能達勝義之義。

如此宗說，則清辨等自續諸師，許勝義有及諦實有，不可立爲中觀師耶？答：如雖

了解彼是大腹，而未了解彼事是瓶，尚須量成，不能說他已許彼事是瓶。又勝論師於瓶

甌上，離瓶支分別無異體有支之義，雖量已成，然不能說非許有支異體之宗，如是彼諸

論師，以無量理破許諸法諦實之宗，自亦善許無實之義，故彼皆是中觀論師。此說凡中

觀師不應許自續者，亦不相違。譬如制後比丘，不應違犯佛制，然不因略違佛制，便非

比丘。

己三、斷除此理與經相違，

分二：庚一、斷除違背 《解深密經》；庚二、顯彼不同 《彌勒問品》。

今初 [ 庚一、斷除違背 《解深密經》]

《解深密經》由三相門，分別有無自性及安立了不了義，餘師所許，如前已說。今

此論師如何許耶？聖父子論堪據者中，對於此義未見明說；佛護論師亦未明說彼義差

別。《入中論》云：「由此數顯如是相，餘經亦是不了義。」自釋中云：「何爲如是行相

經耶？謂如《解深密經》說遍計執、依他起、圓成實三自性中，遍計無性，依他有性。

如是又說：『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暴流，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爲我。』

此等如云：『如對諸病者，醫生給諸藥，如是對有情，佛亦說唯心。』此教顯彼是不了

義。」謂若分別初二自性有無自性，及說阿賴耶識，「等」字中攝說無外境及說究竟種

性決定。此說彼四皆不了義，其中最後是不了義，意謂由《集經論》成立一乘即能了

知。故《入中論》本釋唯以教理成立前三是不了義，此處之文即是以教顯不了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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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唯心者有破不破外境之二，破外境經，如說「外境皆非有」等，《楞伽經》說：

「譬如醫生非隨自樂從各病者而給諸藥，是須隨順病者病相，如是大師宣說唯心，亦非

自樂，是隨所化意樂增上。」故顯然說是不了義。論次又云：「如是佛於經中說如來藏。」

引經之後又云：「如是行相之經，凡唯識師許爲了義者，即由此教，顯彼一切皆非了

義。」《入中論》疏解此義云：「以說如來藏是不了義爲喻，顯說唯心亦非了義。言由此

教者，是《十地經》觀緣起時，破餘作者。」此解非理，以自釋中，用說唯心是不了義

爲喻，證說如來藏是不了義之理由，成立如是行相之經，凡唯識師許爲了義，皆非了

義。言由此教凡有二處，此處是引《楞伽經》中，說如來藏是不了義，及說無自性遍一

切經，破餘作者，是證 《十地經》說唯心，「唯」字非遮外境，非證破除外境是不了

義。如是行相經者，是如前引《解深密經》所說，非顯宣說如來藏是不了義之經，唯識

宗師許爲了義，以於彼經兩無諍故。自宗此引說如來藏是不了義之經者，是爲成立《解

深密經》說阿賴耶非如言義。此中先須了知說如來藏非如言之義。如 《楞伽經》云：

「順有情意所說諸經，是權便義非如實言。譬如陽焰實無有水，欺惑渴鹿。彼所說法，

亦爲令諸愚夫歡喜，非是聖智安立之言。故汝唯應隨順其義，莫著其言。」又云：「大

慧問曰：有契經中說如來藏，自性光明，本來清淨，具足成就三十二相，一切有情身中

皆有。如摩尼寶垢衣纏裹，如是亦被蘊界處衣之所纏裹，而有垢染，然是常住、堅固、

不變。此如來藏與諸外道所說神我有何差別？外道亦說常住、無作、無德、周遍不壞爲

我。」次答彼云：「諸佛爲除愚夫無我恐怖，及爲引誘執我外道，說空、無相、無願等

句義。諸法無我，無現行境，名如來藏，故與外道說我不同。現未菩薩不應於此而執爲

我。欲令諸墮我見意樂有情，安住三解脫境速成正覺，爲利彼故說如來藏。是爲遣除外

道見故，隨如來藏無我義轉。」因恐文繁，茲不廣引。

此中密意所依是法無我空性。爲令捨離無我恐怖，及爲漸引執著我者趣向無我，以

此爲因，成立說如來藏，與說有我二者不同。如是當知執有我者，想何而說即所說事；

大師爲想何義而說，其意趣義與所說義則大不同。執有我者，說我常等，欲所說義於一

切時堅固決定；大師所說，是暫顯有所說之義，後仍引趣所想之義，故辨彼二其說不

同。此即顯示，若於前說如來藏義如言起執，即與外道說我相同。如言違難亦即此義。

不可如言而起執者，前引陽焰法喻，謂當隨義莫著其言，如是等文極爲明顯。故由此經

而於餘經如是說者，由顯彼經密意所依及其所爲，如言違難，能不能成是不了義，諸有

智者，誰復相諍。若不許此解，而說於此經如言之義，顯示正理違難，解釋此經是不了

義者，乃是印度智者教授故如是釋，然非前經作如是說，唯是自露本性而已。《集經論》

亦云：「如來爲依所化增上，說種種乘，顯示如此甚深法性。」結合之後，引前所引諸

經，其以近辭云「此甚深法性」者，指彼前文所引宣說法無我空性《般若經》等。言

「所化增上」者，謂所化意樂增上而說，即前所說是令愚夫歡喜之語，非如實言之義。

如言起執與說有我相同之理，謂若非於破有自相，及自相生法我戲論，所顯空性無

生無我之義，密意說爲有如來藏，而執如言所宣說者，則彼之常亦非唯遮可壞滅法立爲

無壞，故非觀待破除所破而立，猶如青黃，現有自體，而體是常，如是便與外道，說我

是常住之理，無有差別，則當許爲是常住事。此中違難，即大小乘破外道許常住有事，

所說諸理。故彼諸師亦皆不許如是常義。若許常義，非唯遣除有生滅法所顯，而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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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則暫非說二無我之法器，謂由破除二我戲論所顯二無我性，故彼諸經爲令除遣無我

恐怖，及爲引誘執有我者，如前而說。

故不了義總有二類。若爲引誘自部有情，暫可演說補特伽羅共同無我，及法無我粗

分之器，而令趣向真實義故，所說不了義法。於此如言極難出過。若如前說，爲引他部

執我有情，或由前生多習彼見，暫且非堪具足演說補特伽羅共無我器外道種性，對彼所

說不了義法。於此如言易顯過難。如是由知說有常等如來藏法是不了義，云何能成說阿

賴耶亦非了義耶？答：如《厚嚴經》云：「地等阿賴耶，亦善如來藏，佛於如來藏，說

名阿賴耶，劣慧者不知，藏名阿賴耶。」《楞伽經》亦云：「說如來藏，名阿賴耶識，具

前七識。」多說彼二唯是異名。由說彼二，一是常住，一是無常，故非說彼如言義同。

然於何義密意宣說名如來藏，即於彼義密意宣說名阿賴耶，望所密意唯是異名，故義是

一。由是因緣，故說前經是不了義，亦成後經是不了義。《入中論釋》云：「隨一切法

自性轉故，當知唯說空性，名阿賴耶識。」月稱論師即如是許。15

如是密意所依，雖是一義，然所化不同，其阿賴耶對說之機，是堪聽說補特伽羅共

無我義，及二取空法無我之器，不能通達一切人法皆無自性之機。《入中論》云：「說

有阿賴耶，有人唯有蘊，是對不能了，如斯甚深義。」以若安立阿賴耶識，定須宣說外

境空故。《入中論釋》如前引說不了義經後，又引云：「大慧，空性、無生、不二、無

自性相，皆悉遍入一切佛經。」是證判別初二自性有無自相爲不了義。《楞伽經》中乃

至遍一切經，如前說已，次云：「任於何經，應當了知皆是此義。」

若爾，此宗如何安立三轉法輪了不了義？答：初法輪中，諸說人法無自性者，是爲

了義。若唯破除異諸蘊相自立實體補特伽羅，而未破自相說人無我，及說蘊等諸法有自

相者，是不了義。此密意所依，謂名言有。其所爲義，謂若宣說人法皆自相空，便生斷

見，爲遮彼過，及由宣說粗分無我漸修相續爲令趣入微細無我。如言違難，謂破自相所

有正理。次第二法輪中，宣說人法皆勝義空或自相空，唯於世間名言而有。謂若有自

相，繫縛、解脫等皆不得成，然必須許繫縛、解脫等諸緣起法，故繫縛等皆自相空。是

對能達諸緣起義即性空義大乘者，說此乃究竟了義。《般若心經》等，雖於所破未明顯

加勝義等名，然說正隨照見此諸五蘊皆自性空。16 於略標時說自相空，於廣說中亦須例

加，義已加訖。縱未加者，猶如《十萬頌》中所加勝義簡別，於其同類一切經中，皆應

例知，故義已加。譬如現代同一造者所造諸論，所詮若同，一處說已，餘未說處，亦須

例知。故雖同是大乘種性，若於自相所空無自性中，不能安立繫縛、解脫、業果等者，

若如第二法輪而爲說法，則當引生極大斷見，爲遮彼過，及由宣說粗法無我漸修相續，

爲令趣入最極微細法無我故，由初自性與餘二性，在名言中容有唯由假名安不安立之

別。如瑜伽宗諸師所許，故密意說有無自相。如言違難，謂《中論》說，若諸人法是勝

義無，全無正理能爲違害；若勝義有或有自相，則因果等一切建立皆不得成。如是安立

了不了義之理，雖與《解深密經》所立不相符順，然順《三摩地王經》及《無盡慧經》。

《陀羅尼自在王請問經》中，以珠寶師三洗三拭漸次淨治摩尼爲喻，說佛亦現知不

清淨有情界，先以無常、苦、及無我、不淨、厭離之語，令諸樂著生死有情起厭離心，

安立正法毗奈耶中。次以空性、無相、無願之語，而令了解佛語之理。其後更以不退轉

輪語，及三輪清淨語，令諸有情入佛境界。彼諸有情有種種因，種種自性，令其等入如

來法性，是故說名無上福田。此與三轉法輪不同，此是於一補特伽羅次第引導，先入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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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次入大乘，諸佛境界，後令成佛；三轉法輪是依異體大小乘機而宣說故，《集經論》

中亦引此經證小乘人後入大乘而成正覺，成立究竟一乘義故。故初二次第皆是引入小

乘，初時之無我等同《四百論》於說空見之前，爲淨相續所說無常等四中之無我，謂於

我所無自在我。不退轉者，是入彼已，不須更趣餘乘之義。若唯識解是彼經義，中觀師

解與前不符，亦是經義，則說法者自應相違，亦即破壞彼經之義。若爾，問云：任待何

緣不開殺生，是否聲聞教藏之義？若非彼義，大小乘藏殺生開遮應無差別；若是彼義，

觀待特緣殺生有開，亦是大乘教藏之義，則說法者自應相違，有何可答？若謂殺生待小

乘機，終無開許；觀待大乘少數特機，則有開許，是說者意，故無相違。大乘種性，暫

非具說深義法器，待所化心是有自相，堪具了解深義法器，待所化心是無自相，何違之

有。如云「父母應殺害」，雖言所說，非所詮義。其說法者樂說之義，是以有愛爲所詮

義。此不同彼，以此說者欲令此所化於直說義而受持故。以此經中應有所詮，離如言義

亦無其餘所詮可說，故如言義即是所詮。於如言義顯示過難，成立此經非真了義，是此

所許。故有二種，一是經所詮義，亦是說者意趣，二非說者意趣，而須立爲經所詮義。

庚二、顯彼不同 《彌勒問品》

若《解深密經》三相建立如瑜伽宗師所解，《彌勒問品》所說三相是否亦如是許？

若許則說《般若經》等是如言義，不應道理，如《解深密經》。若不許者，則彼經云：

「彌勒，當知遍計執色是名無體，諸分別色當知有體，以諸分別是有體故，非自然生。

諸法性色，當知非有體非無體，是由勝義之所顯故。」說依他起是有體性。又成立諸法

從色至佛唯假名時，以「由名前覺無」等三理成立，亦與《解深密經》相同。

茲當解釋。彌勒問云：「若有欲行般若波羅蜜多學菩薩行，於色乃至於佛，應如何

學？」答云：「應如是學，彼皆唯名。」次又問云：「若緣色等諸名及所依之事，則不可

說色等唯名。故色等唯名，云何應學？若無彼事，名亦不可說是唯名。」謂問若有實事，

「唯」字則無所遮；若無實事，名則無依，故名亦無。答云：「說名爲色，乃至名佛，

皆是於事假立客名。」此說假名唯是客來。此中「客」者，是假造義，故遮自性。若如

唯識，此文非破色等實有，是破於色等假名自性上色等實有。前說從色至佛皆唯假名所

有密意，謂說色等假立自性唯是假名，非說假名所依色等唯是假名。若如是者，下文問

云：「豈謂色等皆無相耶？」答云：「我不說爾。」問：「若爾，云何？」答：「唯由世

間名言爲有，非勝義有。」此說從色乃至從佛，於勝義中一切俱無，於名言中一切俱有，

則不應理。故有說云：此品顯示般若前說一切諸法於勝義無、於名言有所有密意，解釋

般若爲不了義，非如理說。故由假名安立諸法，謂由名言增上安立爲有，是假造性。故

無非由名言增上安立之有，爲名所依，非說總無名所依事。故有彼事，與說唯由假名安

立義無相違。

問：「若無色名，由見色事增上，而不生心謂此是色，由名增上，則生是心，故說

色是假立客名，云何應理？」謂色若由名言增上而立，則於未設彼名之時，亦有名言增

上而立，理應起心念此是色。次返問彌勒云：「若不依名，豈於有事生心謂色？」白言：

「不生。」告曰：「由此因緣，故說色等假立客名。」此顯彼理成立色等是由名言增上安

立，非是成立彼相違品。如云：「若色等法由自相有，是則生心念彼名色，應不觀待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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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而生。」此如難云，苗有自相，應不待種。次說：「若於一事有多異名，及於多義同

一名轉，由此因緣，亦知色等假立客名。」亦說色等，若非名言增上所立客名，則彼諸

名應由自相增上而轉。若如是者，彼皆非理。用彼諸理成立，亦非必依《攝大乘論》而

爲成立，如《精研論》云：「彼亦非勝義有，見有非一能詮所詮，雜體過故，不定過

故，故不得成。」此以三正理中，後二正理破勝義有。次白云：「若如是者，說名爲色

乃至名佛，隨取何事假立名言，色等自性豈非可得？」謂由說有名所依事，豈非色等有

自體性？答云：「色等名言所設立義，爲是色等所有自性，爲唯假立？」白言：「唯是

假立。」告曰：「若爾，前問是云何思？」此顯雖無自相之體，然有名言所依之事，及

說彼事唯假立名，亦無相違。次問：「若色等法唯是名言，色等自性豈非可得？」謂佛

前說，若唯假立，如何問云自性豈非可得，顯相違過。答說，雖唯假立，然亦須許能立

所立，如是須有色等自性，故無相違。答云：「唯假立名，爲有生滅，及染淨否？」白

言：「非有。」告曰：「若爾，而問若唯假立，豈無自性，云何應理？」次問：「豈謂色

等一切種無？」如前問答，謂於勝義破除自性生滅染淨，於名言中說色等有，其假立名

亦是名言。故此所說云何能順《解深密經》？無著兄弟不以此品解釋《般若》爲不了

義，而以《解深密經》解釋。其中道理，蓋以此品亦說一切諸法於勝義無，唯名言有，

故亦非堪如言取義。

說依他起是有體性亦無違者，須先了知彼經所說三相之理，茲當略說。即彼經云：

「彌勒，若於彼彼諸行相事，依色名、想、分別、言說，周遍計度爲色自性，是名遍計

執色，乃至是名遍計執佛法。」此明遍計執。言「依」者，謂緣假名所立色義。言「計

度」爲色自性者，非顯由此計度，能遍計是顯所計度自性爲遍計執。

分別，亦如經云：「彼行相事，唯有安住分別法性，依此分別而起言說，謂此是色，

謂此是受，謂此是想，謂此諸行，謂此是識，乃至謂此是諸佛法，即此名、想、分別、

言說，是名分別色，乃至是名分別佛法。」此明分別。言彼事者，是所詮事。依止分別

起言說之理，謂此是色等。說如是名等爲分別者，當知亦攝前之所詮及能分別爲分別

法，是由此分別及於此分別二種事故。

法性，亦如經云：「由遍計所執色故，諸分別色，於常常時，於恒恒時，唯無自性，

及法無我、真如、實際，是名法性色，乃至是名法性佛法。」此明法性。其分別色之無

性及法無我等，即法性色。其分別色，由遍計所執色，爲無性，無我。其所無之我或自

性者，即遍計執。言「常」等者，謂於一切時此由彼空。

此理同於《入中論釋》。如云：「謂如彼蛇於繩上無，是遍計執。於蛇上有，是圓

成實，由彼於此非遍計故。如是自性於依他起緣起所作，是遍計執，以說自性非假造，

作不待他故。於佛行境是真實性，非遍計故。由不觸著所作性事，純證自性，故名爲

佛。當以此安立三性之理，解釋經意。」故中觀師安立三相，當如《入中論釋》所說

《般若經》義。其中分別，謂從色至佛緣起依他，是依最勝而說。若於色至佛增益自性，

名遍計執。所益自性即是本性，或名自體。若依他起有彼自性，雖是遍計所執，然於諸

佛如所有智境中有彼，即圓成實。若依他起於本性有，即遍計執。其遍計執空，即依他

起所有本性，此於佛勝義智境中有。故同一本性，待事差別安立爲二，謂遍計執及圓成

實。故於自相所立性中，俱無勝義世俗諸法。然於法性所立性中，無世俗法有勝義諦，

故有無自性應細分別。言「不觸著所作性事，純證自性」者，是破現證勝義諦智前有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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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此不相違，如前已說。《入中論釋》云：「離依他起外，別無能取所取。謂於依

他起、遍計二取，故應思擇。」義謂外境、內識全無有無之別，故能所取俱是依他起。

由是因緣，彼二即是遍計所依。說於彼二遍計二取，不應道理。

故《彌勒問品》所說有無體性之體，非是餘論所說實有假有之實體，亦非中觀師說

由自相有之實體，是唯世俗有。由是因緣，說遍計執是無體者，意說依他起於本性非

有，非說名言境等遍計非有。說分別有體者，經中自說，以諸分別是有體故，立爲有

體，非自然生立爲有體。自然生者，即聖父子論中所說是有自相。故不同餘經說依他起

是有自相。言由分別是有體，故立爲有體者，義謂是由分別增上立爲有故，乃立爲有，

非自相有。由諸分別增上所立，於名言中分辨有無之別，故亦不同由分別力立繩爲蛇。

言諸法性俱非有體無體者，意說於前遍計執性中無，於破除彼爲性中有。

由是因緣，當知《般若經》中，餘品所說一切諸法皆唯假名，容誤解處，即由此品

辯論抉擇，並辨三相有無之別，即是建樹前說講經諸有智者最易發生誤解之處。謂《般

若經》自亦如同《解深密經》，抉擇三世一切諸佛同一妙道《般若波羅密多經》是不了

義，即《彌勒問品》此品之義，諸大中觀師未見詳解，故廣抉擇。

戊二、顯示破勝義有以何正理而爲上首，

分三：己一、明正理上首；己二、以彼破自相之理；己三、破已無性是否所立。

今初 [ 己一、明正理上首 ]

此宗破除諸法於勝義有，以何正理而爲上首？如《入中論》云：「論中觀擇非貪諍，

爲解脫故說彼理。」謂《中論》中所說一切正理觀擇，皆是爲令有情證得解脫。諸有情

類，唯由執著人法二我，繫縛生死。由緣何事而起我想，謂緣補特伽羅及彼相續之法，

執彼二爲二我，即是繫縛之上首。其正理謂依何事破除我執，所依上首亦即彼二。故諸

正理悉皆攝入破二我中。《入中論》所說抉擇真實諸理，釋論攝爲抉擇二無我時，說以

及四生諸理，顯法無我。又說《十地經》中，以十種平等性，悟入六地，由以正理明一

切法無生平等性故，其餘法平等性皆易顯了。是故論師密意先說「諸法不自生」等。故

成立法無我之上首正理，即破四生之理。此如《入中論》云：「諸法非無因，非自在等

因，非自他俱生，故是依緣生，由法依緣生，分別莫能觀，故此緣起理，斷諸惡見網。」

謂外法苗等、內法行等，由依種子及無明等因緣而生，故彼等生空無自相之體，及非從

自他二俱無因而生，是以正理中王 — 緣起正理，能斷一切惡見網者，而破彼執。破除

人我上首正理，《入中論》云：「彼於真實或世間，以七種相皆不成，然由世間無分別，

依諸支分而假立。」謂如車與支，於一、異、二俱、能依、所依、積聚、聚形七相尋求

皆不可得，然依自支立爲假有，補特伽羅亦如是立。說此即是易得深見所有方便。故當

了知此諸正理，即破人我上首之理。《入中論》云：「七相所無云何有？此有觀行無所

得，由此來易入真實，如彼所成此亦許。」謂先於補特伽羅，七相尋求而無所得，及依

自蘊而假施設，此易了悟，故引導漸次亦應如是。此亦由依諸蘊假立，故於七相不能獲

得補特伽羅，即補特伽羅無我之義，仍以緣起之理而爲究竟。如是以緣生因及假立因，

破法及補特伽羅自生等四及自性一、異等七，當知此即諸理上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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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二、以彼破自相之理

若爾，以緣起因，雖於世俗亦破自相，是爲此宗解釋聖者意趣特法，彼中不共破理

云何？此最切要，茲當解說。《入中論》本說三種理，釋說一理，共四理破。

其中初理，聖根本智應是壞法之因，謂若諸法有自相之體，瑜伽行者證一切法無自

性時，彼智應有色受等可得，然不可得，故色等應無。若法先有後無，是爲破壞，其能

壞因應即彼智，然說彼智是能壞因，不應道理，故一切時不許自相生。《入中論》云：

「若法依自相，謗彼壞法故，空是壞法因，非理故無事。」若謂唯自相有，不須聖智可

得，若勝義有，乃須可得，然不許爾，說有自相唯名言故。此雖是根本救難，然不能

救，於後理時，茲當廣說。

又世俗諦應堪正理觀察，謂若諸法有自相者，例如言生，觀察施設名言假立義時，

爲此苗芽從異性種而生耶？從同性而生耶？以此觀察應有可得，若不爾者，應唯名言增

上假立，全無自性所成義故。若作如是尋求觀察，其真實體唯無生滅，無餘生等可得，

故不應執諸世俗義如是觀察爲有可得。《入中論》云：「若觀此諸法，離實無可得，故

不應觀察，世間名言諦。」此如前說，由齊幾許觀察，爲觀不觀真實性理，界有不同，

故以此說觀察之理縱堪觀察，然不說爲堪忍觀察實不實有正理所觀，故說無過。此是救

難根本，與前救難同一關要。其不能救難之理，如前數說。月稱論師即於此處及餘諸

處，說世俗有即是世間名言中有，世間名言所立人法，皆不觀察名言之義爲如何有，而

便安立。故此逆品 — 觀察而立即勝義有。故有自相，即應堪忍理智觀察及證勝義智之

所得。若謂非由無亂根識等顯現增上之所安立，許法自性增上而有，是勝義有，今許諸

法非由自性增上而有，唯由無亂識顯現增上而有，即是世間名言中有，非由名之名言增

上安立。若爾，經說一切諸法唯名、唯言、唯是假立，及說唯由世間名言而有，非勝義

有，皆成相違。若觀名言假立之義爲如何有而有可得，則其「唯」字爲遮何事？云何可

說唯由世間名言而有？又與世間所許名言假立之義，亦極相違。汝既不許其義，雖復說

是世聞名言中有，亦唯虛說而已。

尋求觀察補特伽羅名言之義，不可以所得義而立爲補特伽羅者，謂七相觀察。觀察

生等諸法名言之義，不可以有所得義而立爲生等法者，謂於名言亦破他生等理。應知餘

處，已廣抉擇。

如云苗生，及云我見，如是人法名言，與云苗從異體種生，及云實體我見，是諸名

言。若求名言爲依何義，二俱無得。雖無差別，然於假立義，有無餘量能爲違難，則極

不同，以前二事於名言有，其後二事名言亦無。

復須善判理智違害與不堪觀察所有差別，及理智不得其有與見爲無最大差別。此等

俱如，餘處廣說。有未圓滿如是審細判別觀慧，以少似理破勝義有，以少亂識取世俗

有，便想唯於彼前安立爲有，謂世俗義唯於亂識而爲有故。若爾，從大自在及自性等生

諸苦樂，與從黑白二業生諸苦樂，是則俱是，非則俱非，等無差別，以如前觀察，其能

觀智後亦無得，若於亂識前亦有故。《入中論》云：「此非我執依，不許世俗有。」又

云：「二無知擾亂，外道所計我，計幻陽焰等，世間亦非有。」此說自他諸部及外邪宗

不共增益。並於幻事執爲象、馬，及於陽焰執爲水等，此諸境事於世俗無，應非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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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諸亂覺應不如是執，及於亂識有即名言有故。又以諸理及自他生等於名言無，亦應不

能破。

又不可說，彼諸錯亂非從無始展轉傳來庸常有情所有錯亂，此不觀察是由無始展轉

傳來亂識，於此前有立世俗有，故無過失。若爾，則執前後爲一所有常執，及執人法由

自相生俱生我執，此所執境，於名言中亦應有故。故名言有，若以理智觀如何有而有所

得，則成相違。然須理智所不違害，餘名言量亦不能害，以名言有須量成故。

若如是者，說名言有唯是名言增上安立，則成相違。答云，無過。如云補特伽羅是

世俗有，唯由名言增上安立，「唯」字是遮補特伽羅不由名言增上安立，非遮補特伽羅

是量所成，亦非顯示凡由名言增上安立，一切皆是世俗有。若爾，爲遮何等非由名言增

上立耶？謂補特伽羅名言立義，若自相有，則彼義是由自性有，非由能緣名言增上而

有，即遮彼義。理智雖能遮如是義，然云「祠授所見」，若無此名言義，則被名言量所

違害，故能成立爲有。義與名言二者之中，若非由義自性而有，必然即成唯由名言增上

而有，故若觀察真勝義諦是如何有，亦唯如是。故說彼有，亦由名言增上而立。然非是

說，以名言量立勝義諦。說於名言識前，立有勝義諦者，亦因理智行相不執勝義爲有，

非說以彼成立。佛護亦說，佛依名言增上說有生等，及說生等唯是言說。

諸自續師說，立名言有諸無亂識，是於現境或所著境有自相義爲無錯亂；此宗則

許，雖於現境錯亂，亦有衆多能立境者，故此二宗說無亂識有無之亂，亦大差殊。即於

如是名言增上之有，說名假有，非是彼法，實非彼事，假立爲彼，說名假有。故於此

宗，佛及有情、繫縛、解脫等一切應理，而於他宗皆不得成。此二論師之所解釋，即聖

父子究竟意趣。若於此中無處可立諸建立者，是太串習凡有實在因果等法，便執一切皆

有自相所致，尚未能解緣起之義即性空義，故當了知是住此宗最大歧途。

又應不能破勝義生，謂許諸法於名言中由自相有，若以觀察自他生理而不能破，則

以如是觀察破勝義有，亦應不能破，然彼非理。故於名言能破自相，由自相有即勝義

有。故破勝義生之理，亦能於名言破自相有。故自相生二諦俱無，《入中論》云：「於

真性時由何理，破自他生皆非理，彼理赤於名言破，故汝許生由何有。」

經說諸法皆自性空應非正理，顯示初理之釋論中，引 《迦葉問品》成自相空云：

「復次，迦葉，正觀諸法之中道，非由空性令諸法空，是諸法自空，如是非由無相、無

願、無作、無生、無起而令諸法無相乃至無起，是諸法自無相，乃至諸法自無起。」亦

說此文顯唯識空不應道理。謂若諸法有自相體，則彼諸法非是自空，經說「諸法自空」

不應道理。若非就自體破除自性，應由餘法空故顯示爲空，經說「非由空性令諸法空」

則成相違。總之，彼非由自性空自空之義。故若不許諸法由自相空，縱名自空，然實未

脫他空。唯識諸師，明依他起無有異體能所取時，亦非是用無自性義破依他起。如所依

事無所破體，及彼所依由所破空，二家相同。然說諸法由自相空即是自體空義，其餘之

空非自體空。其中因相，謂若以量成立前空，乃至未失功力之時，其由宗派增益妄執彼

事實有及執實義定不得生；若以正量成立後義，功力未失，然起宗派增益實有及執實

義，而無相違。

己三、破已無性是否所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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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爾，於補特伽羅及法，爲唯以因破除自性別無所立，爲亦以因立無性耶？答：此

須先知二種破相，故當釋彼。所言破者，謂言說時，由言所詮遮遣所破而能通達，或於

心中現彼相時，須現遮遣所破爲相乃能通達，初如無我，次如法性。此雖於言詮未遮所

破，然現彼義時，須現遮遣戲論爲相。

如是由遮所破乃證之義，總有二種，一者非遮，謂正遮所破，別引餘法。《分別熾

然論》云：「言非遮者，謂由破除此法自性，離此法外成立其餘諸法自性。如遮云『此

非婆羅門』，是離如此婆羅門外成立爲餘，非婆羅門無諸勝行、缺少聞等首陀種姓。」

二者無遮，謂正遮所破不引餘法。《分別熾然論》云：「言無遮者，謂唯破除此法自性，

不別成立此外餘法。如云『婆羅門不應飲酒』，唯遮彼事，不更詮說離彼所餘可不可

飲。」此成不成與引不引同。離彼所餘者，謂非唯遮遣所破，非唯言詞遮遣云非云無，

即彼二之差別。如云「非從自生」，清辨、月稱俱說是無遮故，云「無量壽」，仍是非

遮故。故言遮者，由一切法皆遮非自，故非唯法遮自所破便爲滿足，要須言詮能遮所

破，及於能證心中現其遮遣所破爲相。

有說，如云「無我」，是爲無遮，若云「補特伽羅無我」，有所成事，則非無遮。

餘說，有所破事引餘法故，非是無遮。俱不應理。二遮之別，唯應如前。餘論亦說，如

云「婆羅門不飲酒」，雖有所成之事，然仍安住無遮相故。如婆羅門是遮所破已，辨引

不引餘法所依，非即所引諸餘法故。故引餘法其有四種，一勢引，二直引，三俱引，四

時引。如《般若燈論釋》引文云：「其遮由義顯，一言而成立，彼俱不自顯，非遮餘是

餘。」由義顯者，如云「祠授肥胖晝日不食」。一言成立餘法者，如云「有不自生」。

遮遣所破及引餘法一言而詮彼俱者，謂於一言，若直、若勢俱引餘法，如云「有胖祠

授，晝日不食而不羸瘦」，不以自語顯者，如於一人，知是刹帝利種及婆羅門種，然未

定其差別之時，云「此非婆羅門」。四種牽引，隨有其一，即是非遮。除此所餘，俱不

牽引彼四相者，離非遮外，是餘無遮。

有先覺說，中觀諸師有破自性因及比量，而無成立無自性因及比量。不應道理，其

無所立之正因及無所量之比量，定非有故。有餘師說，中觀自續有立無我因及比量，應

成派無。《顯句論》云：「我等非是成立此無。若爾，云何？此唯破他遍計有性，如是

我等非立此有。若爾，云何？此唯遣他遍計無性。由遣二邊立中道故。」應成諸師唯破

他宗爲所須要。《入中論》亦云：「遮遣諸分別，智說觀行果。」故唯破他宗，非立無

性。唯遮所破爲所須要，非應成派所有特法，《分別熾然論》亦云：「唯破地等，於勝

義中非大種性，非成餘性及無事性。」故破諸法有自相時，云唯遮所破，及云唯爲除他

邪執，「唯」字是遣他疑，正理境中，非唯破所破更引餘法以爲非遮，而顯是無遮，以

彼唯是遮自所破不成餘法，前已釋故。如云「海中無煙」，雖是唯遮海中有煙而不更引

餘法，然由彼語非不顯示海中無煙，彼隨行覺非不決定海中無煙。如是說云 「苗無自

性」，雖是唯遮苗有自性，然彼言覺能詮能定苗無自性，何違之有。故以言遮海中煙已，

即詮無煙，其覺亦遮煙已，即決定無煙，以遮所破及表其破，若無此一，彼亦無故。如

是宣說無性諸教，由破自性，即詮無性；破除自性之理智，由破自性，即知無性；破除

自性之因，由破自性，即立無性，皆當受許，不應說言教無所詮，知無所知，因無所

立。故說正理唯破自性，不立無性，俱非中觀因明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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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云「地於勝義，非大種性」，是說唯於勝義破大種性，義謂無遮即是所立，又云

「非成無事性」者，非說不成勝義大種無事，義謂不成離破之外無事自性。若問：離遮

所破立不立餘，容可應理。若許遮遣所破，而觀其破是否正因及言覺境，云何應理？若

以正因遮自性有，即以彼因立無自性。聖者說云：「此破除有性，非即執無性。如云此

非黑，未說此是白。」復云何釋？答：譬如唯欲顯說無黑，云此非黑，是唯遮黑，非離

彼外顯是餘白，如是說苗勝義無性，亦唯成立遮勝義有性，非離彼外更別成立有餘無

實。《般若燈論》及疏亦說非遮非是所立，無遮乃是，即由彼喻亦可了知。如云非黑，

未說不顯非黑，而說不顯是白故。觀音禁說《觀世間品》有此教文。生此疑難之理，謂

苗若有勝義無生，則須以理智成立，成立苗無勝義生時，其無勝義生之有，應是所立，

由以比量成立彼故，故生彼疑。此無自性雖然是有，而非理智成立，《中論》釋中，茲

當廣說。若知所立是其無遮，即能了解唯立遮勝義生，非立有餘勝義無生，故《顯句

論》說：「破他計有，非成其無。」破計無性者，謂如破云勝義無生無可執實。非成有

性者，謂非成立有勝義生。故苗芽實有，與無實實有，二俱可破，非遮其一而表餘一。

然苗芽實有，與彼無實，則遮其一須表餘一，非俱可破。如《迥諍論》云：「若以無自

性，即遮無自性，遮無自性已，即成有自性。」此顯然說，若以無自性語破諸法無性，

則彼諸法應有自性，勝義有無，亦與彼同，不可俱破。然勝義有，與勝義無是勝義有，

則俱可破。諸實事師許，若所破無實，其破則實，若破無實，所破則實，故彼不能俱破

實有。中觀諸師，則以教理善立無緣遠離二邊甚深中道真實了義，而令如來聖教心藏遍

揚十方。

今當問云，若二大車以二種理分辨佛語了不了義，諸睿智王別別解釋彼二意趣，復

有多門，其釋彼二造論論師，汝隨誰行？爲許何家所立了義最爲究竟？願當宣說。我作

是答：

此諸贍部智者嚴，一切善說皆尊敬。然世出世緣起因，摧壞一切相執境，

從月放出善說光，啓發慧眼拘母陀，觀見佛護所示道，誰不善持龍猛宗。

如上所說二大車軌，分辨佛語了不了義，抉擇真實，此於波羅蜜多乘處處廣說。即

釋密教諸大論師及成就者，亦皆隨順彼二隨一抉擇真實，更無第三。故當了知此是抉擇

一切經咒真實義道。故若不依二大車軌欲求真實義者，如同生盲無牽導者而往險處。若

雖欲依，而未久習此等諸論，尤其未知此諸正理微細關要，僅憑經中少數分辨了不了義

之文，唯以教言爲歸宿者，雖亦演唱真實義語，然亦唯有虛言而已。若見衆多真義概要

猶不滿足，復善串習諸大論師，啓發觀照佛經眼目，所立諸理粗細關要，發勤精進抉擇

經中廣大甚深、最甚深處，猶如流水，隨自所知即能實行，願令佛教久住於世，爲利此

諸其觀慧者，故我唱此善說心藏。

佛意甚深甚深經，受持彼教教心要，能仁妙宗二勝宗，於彼多論修多聞。

成就觀慧觀其義，如理思惟微妙理，咸稱妙音名稱鬘，周遍一切遍主足。17

我由猛利無間信，心中蓮蕊殷重依，故見經中真實義，如理唱此希有語。

善說寶藏佛經義，龍猛無著大牛王，如彼解爲二車軌，除此豈有如是釋。

雖已久修廣大行，善巧明處諸佛子，猶難達此深廣處，如實得已如理習。

定慧屍羅咸清淨，最大歡喜遍滿心，有時於佛增信樂，有時感念大車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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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時敬仰善知識，於苦衆生起悲愍，欲令法寶久住世，此等如賽互相增。

其久失沒難達處，由何理路而尋得，此理變化甚希有，雖自獨處亦笑談。

佛說法月於是人，以稱譽鬘數數讚，謂此勝慧修靜慮，安住清淨尸羅頂。

紹隆佛種獲了義，誰欲得佛如是譽，具慧當學此論釋，以正理路淨慧眼。

勵力辨此二車軌，我今所集諸福善，願如龍猛及無著，恒持一切佛正法。

由是令佛生歡喜，如同聰慧諸佛子，普賢妙音所修行，我亦遍行廣大行。

今此分別龍猛菩薩無自性宗，無著大士唯識相宗二大車軌，顯了辨析經中了不了

義，名曰善說心藏。釋迦比丘多聞演理，東宗喀巴善慧名稱吉祥造，持律沙門福慧書。

民國念五年佛成道日譯在西藏拉薩多門新第三樓丈室

辨了不了義論卷五終

1 出憂惱即藏文之涅槃義也。

2 本來寂靜自性涅槃二句。

3 [ 附錄 ]

　若於諸法諸事隨起言說，即於彼法彼事有自性者，如是一法一事應有衆多自性。

何以故？以於一法一事制立衆多假說而詮表故。亦非衆多假說詮表決定可得，謂隨一假

說於彼法彼事有體有分有其自性，非餘假說。是故一切假說若具不具，於一切法於一切

事皆非有體有分有其自性。

又如前說色等諸法，若隨假說有自性者，要先有事，然後隨欲制立假說，先未制立

彼假說時，彼法彼事應無自性。若無自性，無事制立假說詮表，不應道理。假說詮表既

無所有，彼法彼事隨其假說而有自性，不應道理。

　又若諸色未立假說詮表以前，先有色性，後依色性制立假說攝取色者，是則離色

假說詮表於色想法於色想事，應起色覺而實不起，由此因緣，由此道理，當知諸法離言

自性，如說其色如是受等如前所說，乃至涅槃應知亦爾。( 瑜伽三十六菩薩地 )

　若謂諸相自性安立，即稱其量假立名言，此假名言依相而立，是則於相假立名前

應有彼覺，如已立名。又於一相所立名言，有衆多故有差別故，應有衆多差別體性，是

故名言依相而立，不應道理。

　若謂諸相如名安立，由名勢立相自性起，是則彼相假立名前應無自性。彼既無

有，假立名言亦應無有。是故二種俱成無過。又假名言有衆多故有差別故，應有衆多差

別體性。又依他過，由彼諸相但依於他假立故。是故一切假立名言如其自性，不應道

理。( 瑜伽七十三抉擇分 )

4 蓮華戒造。

5 即俱生法執

6 譯音。

7 所依之事。

8 能依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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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論名。

10 自證是後陳法。

11 是立有自相或有自性爲宗。

12 此有二因。

13 無有二宗共許之量也。

14 前陳有法及喻有法。

15 頗有自命善唯識者，由見 《起信》說如來藏名阿賴耶，與唯識說不能相符，即

便驚愕狂興謗言，甚至說非印度人造，誠乃少見多怪之相。「無始時來界」頌，《攝大

乘》中引證阿賴耶識，無著《寶性論釋》中引證如來藏，月稱亦說彼二義同名異。《厚

嚴》《楞伽》文如前引，皆與唯識所說不合，豈不謗爲非無著造，非月稱釋，非佛說耶？

故當了知，說如來藏與阿賴耶，名義雖別，然佛意趣同在空性，唯因對機有異，故佛說

法亦殊。不應自恃辯聰，妄集謗法之罪也。

16 奘師譯文從略。

17 此頌原文四句，每句十五字，銜二重字，故分八句譯之。

* * * * * * * * * * * * * * * * * * * * * 

有關目前流通的版本，

1. 法尊法師網：有一處跳行未輸入，又有多處輸入錯字。

2. 悲智書版：有 2處整段缺漏。

3. 大千書版：沒有缺漏，但是標點有嚴重問題，會干擾閱讀。

我是三個版本對校，基本上，沒有三個版本同時出錯的情況。

又，因為簡轉繁後校字，所以可能還有錯誤。

以後格西有上課，隨上課我再校一次。

2011.2.7 

【資料來源】

yuwin 師兄發佈於「藏人文化社區」

http://bbs.tibetcul.com/

※為編排書簽之方便，科判中加入了部分文字，添加之部分悉以 [ ] 標註之，這些

文字本為原文中所無，特此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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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甲、依依《解解解解》 1

乙甲、列解列說 2

丙甲、問解問問問 2

丙丙、答問問問 2
丁甲、釋釋釋釋列釋解釋 2

戊甲、略略 2

戊丙、廣釋 2

戊戊、顯顯 3

丁丙、釋釋釋釋列釋解釋 4

丙戊、明戊釋釋明 5

丙丙、白白白白義 5
丁甲、引解 5

丁丙、略釋解義 6
戊甲、略釋解略義 6

戊丙、略釋了不了義 7

乙丙、解釋解義 7

丙甲、釋無論無無依《解解解解》 7

丙丙、依依依解依依依依 7

丁甲、總明問丙總 7

戊甲、《菩菩菩》列說 7
己甲、見見見見見見 8

己丙、破白丙見 8

戊丙、《依依抉》列說 9

己甲、敍敍敍敍問答白義 9

己丙、破破列答 9
庚甲、顯顯敍問問 9

庚丙、明釋敍釋問 11

戊戊、餘論列說 12
己甲、《莊莊解論》列說 12

己丙、《辨辨總論》列說 13

丁丙、別破見見總 14

戊甲、明列破見見 14

戊丙、如如破白如如 15
己甲、無破 15

己丙、斷斷 17

丁戊、由依抉辨由解了不了義 18

甲丙、依依《釋無無解》 21

乙甲、略解列說 21

乙丙、解釋解義 22

丙甲、龍龍菩菩如如解釋解義 22
丁甲、釋釋釋義釋釋釋義 22

丁丙、讚白釋讚解讚讚義 23

丙丙、白由彼彼如如解釋 24

丁甲、釋自辨自無如如解釋自自由論 24

戊甲、清辨論無如如解釋 24

己甲、依於義辨如如解說於於釋釋釋釋 25

己丙、依於於辨如如解說釋釋於於 26

己戊、顯顯破於義釋顯如無如顯見顯顯 26

戊丙、靜靜靜彼如如解釋 27

己甲、依於義辨如如解說於於釋釋釋釋 27

己丙、依於於辨如如解說釋釋於於 27

己戊、如如解說《解解解解》義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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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丙、應白辨自無如如解釋自自由論 32

戊甲、如如解說於於釋釋釋釋 32

己甲、說破於於釋釋如說別 32

庚甲、明破釋問如釋讚破說別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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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丙、顯白破釋問如如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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