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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頸飾智者頸飾智者頸飾智者頸飾    地道建立地道建立地道建立地道建立》》》》    
至尊法幢吉祥賢造至尊法幢吉祥賢造至尊法幢吉祥賢造至尊法幢吉祥賢造    

見悲青增格西校譯見悲青增格西校譯見悲青增格西校譯見悲青增格西校譯    

 

「智福與諸道」時，總此十七個修道資糧，何以特別說明其中的智慧資糧？此乃智慧資糧甚

深難了。惟若於彼能善通達，將能帶來很大的義利，因此特別加以詳細說明。 

 

此分五點來說明：第一、安立中觀宗與唯識宗各自主張。第二、中觀宗是合理的。第三、斷

除諍論。第四、破除唯識宗。第五、不說明智慧品之外其它品的理由。
1
 

    

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第一部分        破斥破斥破斥破斥    

 

1、有人說有人說有人說有人說：「：「：「：「地的定義是地的定義是地的定義是地的定義是：：：：種種功德所依的現觀種種功德所依的現觀種種功德所依的現觀種種功德所依的現觀。」。」。」。」    

這麼說的話，以大乘資糧道為有法，應該是地，因為符合定義之故。認許的話，(大乘資糧道)

應是堅硬性，因為是地之故。此論式成立，(理由是)《俱舍論》：「大種謂四界，即地水火風，

能成持等業，堅溼煖動性。」 

 

2、有人說有人說有人說有人說：「：「：「：「前述之現觀是地道之地的定義前述之現觀是地道之地的定義前述之現觀是地道之地的定義前述之現觀是地道之地的定義。」。」。」。」    

(對此，另一人說)這是不正確的，因為地道之地應是道，現觀不是道。(若說)後者(現觀不是

道)不成。(這是成立的，)因為未入道凡夫心中有現觀之故，以其心中有證法之故。(自宗)

此說不遍。 

    

3333、、、、有人說有人說有人說有人說：「：「：「：「如是如是如是如是((((種種功德之所依種種功德之所依種種功德之所依種種功德之所依))))入道者的現觀是地道之地的定義入道者的現觀是地道之地的定義入道者的現觀是地道之地的定義入道者的現觀是地道之地的定義。」。」。」。」    

這麼說的話，以禪定思惟於瓶之法性的大乘見道無間道為有法，應符合定義，因為是被定義(地

道之地)之故。認許的話，則彼(禪定思惟於瓶之法性的大乘見道無間道)應是種種功德之所

依。認許的話，若無見道，彼應無種種功德。這種說法很容易駁倒。 

    

4444、、、、有人說有人說有人說有人說：「：「：「：「菩薩地的定義是菩薩地的定義是菩薩地的定義是菩薩地的定義是：：：：以空正見及大悲心所攝之聖者菩薩現觀以空正見及大悲心所攝之聖者菩薩現觀以空正見及大悲心所攝之聖者菩薩現觀以空正見及大悲心所攝之聖者菩薩現觀。」。」。」。」    

這麼說的話，以大乘加行道為有法，應符合定義，因為是被定義之故。(若說)不成立。應該

成立，因為彼(大乘加行道)即是菩薩之信解行地之故。應是如此，因為菩薩加行道之發心就

是信解行之發心。在《大乘莊嚴經論》說：「信行與淨依，報得及無障，發心依諸地，差別有

四種。」又復，彼(大乘加行道)應是菩薩地，因為聲聞加行道就是聲聞加行地之故。應是如

此，因為小乘八地之地的安立是合理之故。  

他說：「加行道之修學菩薩，應是登菩薩地之人，以菩薩加行道是菩薩地之故。」認許的話，

則(此人)應是登地菩薩，因為如是主張之故。(自宗)根本不遍。(自宗反問)那麼，聖者菩薩

應該就是入聲聞道之人，因為他的人無我之現觀是聲聞道之故。 

又復，(他人說)菩薩見道應該不是菩薩初地，因為菩薩加行道就是菩薩地之故。(自宗)不遍。 

    

                                                 
1 「第五、不說明智慧品之外其它品的理由」一節，最末文句為「以下將分三個部份：破斥、安立、斷除爭論
來詳析十種學地。」此處以前的內容未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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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有人說有人說有人說有人說：「：「：「：「聖者菩薩地的定義是聖者菩薩地的定義是聖者菩薩地的定義是聖者菩薩地的定義是：：：：了悟空性的智慧和具有大悲心所攝的現觀了悟空性的智慧和具有大悲心所攝的現觀了悟空性的智慧和具有大悲心所攝的現觀了悟空性的智慧和具有大悲心所攝的現觀。」。」。」。」    

這麼說的話，以轉入大乘現證空性之聲聞阿羅漢，而得大乘加行道之行者為有法，應是被定

義，因為符合其定義之故。能立因和所立法二者皆成立，因為是此有法之故。 

    

6666、、、、有人說有人說有人說有人說：「：「：「：「初地無間道的定義是初地無間道的定義是初地無間道的定義是初地無間道的定義是：：：：正斷分別實執之根本智正斷分別實執之根本智正斷分別實執之根本智正斷分別實執之根本智。」。」。」。」    

這麼說的話，以初地修道無間道為有法，應符合定義，因為是被定義之故。 

能立因如下。認許的話，則彼(初地修道無間道)應非已斷分別實執，(因為你已)認許之故。

但不能認許的是，因為是此有法之故。 

    

7777、、、、有人說有人說有人說有人說：「：「：「：「上說是初地見道無間道的定義上說是初地見道無間道的定義上說是初地見道無間道的定義上說是初地見道無間道的定義。」。」。」。」    

這麼說的話，屬於分別實執之因的大乘見道無間道為有法，應符合定義，因為是被定義之故。

能立因成立。因為彼(屬於分別實執之因的大乘見道無間道)是存在的。因為執它為實有的分

別實執存在故。認許的話，彼(屬於分別實執之因的大乘見道無間道)應是分別實執的對治，

因為認許之故。認許的話，那麼，彼(屬於分別實執之因的大乘見道無間道)應是它(分別實執)

的對治，因為(你已)認許之故。但不能認許的是，因為它(分別實執)是彼(屬於分別實執之因

的大乘見道無間道)的相助之故，因為是彼(屬於分別實執之因的大乘見道無間道)的因之故。 

    

8888、、、、有人說有人說有人說有人說：「：「：「：「大乘修道下下品的定義是大乘修道下下品的定義是大乘修道下下品的定義是大乘修道下下品的定義是：：：：正對治上上品俱生實執之禪定於法性的根本智正對治上上品俱生實執之禪定於法性的根本智正對治上上品俱生實執之禪定於法性的根本智正對治上上品俱生實執之禪定於法性的根本智。」。」。」。」    

這麼說的話，初地修道無間道為有法，應符合定義，因為是被定義之故。能立因成立。《集論》

說：「又諸菩薩已得諦現觀。於十地修道位唯修所知障對治道。」認許的話，二地無間道應已

斷上上品之俱生實執，因為(你已)認許之故。但不能認許的是，彼(二地無間道)應是上上品

俱生執的正對治的緣故，因彼是二地無間道的緣故。 

    

9999、、、、有人說有人說有人說有人說：「：「：「：「初地修道無間道的定義是初地修道無間道的定義是初地修道無間道的定義是初地修道無間道的定義是：：：：初地無間道之一初地無間道之一初地無間道之一初地無間道之一，，，，是正對治自己心相續上上品俱生是正對治自己心相續上上品俱生是正對治自己心相續上上品俱生是正對治自己心相續上上品俱生

實執實執實執實執。」。」。」。」    

這麼說的話，初地修道無間道為有法，應該符合這個定義的後半部分，因為是被定義之故。

認許的話，則二地無間道應該已斷與初地修道無間道同一個相續之上上品俱生實執，因為認

許之故。認許的話，它應該已斷上上品俱生實執，因為只要彼(上上品俱生實執)就一定與彼(初

地修道無間道同一個相續之上上品俱生實執)是同一個相續的緣故。 

    

10101010、、、、有人說有人說有人說有人說：「：「：「：「初地極喜地的定義是初地極喜地的定義是初地極喜地的定義是初地極喜地的定義是：：：：具備自己的補特伽羅心相續中的種種功德所依之初地智具備自己的補特伽羅心相續中的種種功德所依之初地智具備自己的補特伽羅心相續中的種種功德所依之初地智具備自己的補特伽羅心相續中的種種功德所依之初地智。」。」。」。」    

這麼說的話，初地智為有法，應符合定義，因為是被定義之故。應是如此，因為所立法就是

它之故。認許的話，那麼，彼(初地智)應該是自己心中種種證德之所依，因為認許之故。認

許的話，彼應是初地心相續中證德之因，因為(你已)認許之故。但不能認許，二者是同時之

故。應是如此，初地智與初地是同時之故。 

 

11111111、、、、有人說有人說有人說有人說：「：「：「：「初地解脫道的定義是初地解脫道的定義是初地解脫道的定義是初地解脫道的定義是：：：：已斷分別實執的定於空性的根本定已斷分別實執的定於空性的根本定已斷分別實執的定於空性的根本定已斷分別實執的定於空性的根本定。」。」。」。」    

這麼說的話，從初地解脫道出定之後，再重新禪定思惟於空性的初地根本智為有法，應該是

符合被定義，因為符合其定義之故。能立因成立，彼(初地解脫道出定之後，再重新禪定思惟

於空性的初地根本智)存在之故。認許的話，應該有與彼(初地解脫道出定之後，再重新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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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惟於空性的初地根本智)同一禪定的初地見道無間道，因為(你已)認許之故。但不能認許的

是，因為是此有法之故。 

    

12121212、、、、有人說有人說有人說有人說：「：「：「：「初地解脫道的定義是初地解脫道的定義是初地解脫道的定義是初地解脫道的定義是：：：：已斷分別實執之初地智已斷分別實執之初地智已斷分別實執之初地智已斷分別實執之初地智。」。」。」。」    

這麼說的話，大乘見道後得智為有法，應該是符合被定義，因為符合其定義之故。同樣，大

乘見道解脫道者心續中之世俗菩提心，應該是符合被定義，因為符合其定義之故。認許的話，

彼(大乘見道解脫道者心續中之世俗菩提心)應該是根本智，因為認許之故。 

    

13131313、、、、有人說有人說有人說有人說：「：「：「：「初地後得智的定義是初地後得智的定義是初地後得智的定義是初地後得智的定義是：：：：從初地根本智出定從初地根本智出定從初地根本智出定從初地根本智出定，，，，具備自己的補特伽羅心相續中具備自己的補特伽羅心相續中具備自己的補特伽羅心相續中具備自己的補特伽羅心相續中，，，，顯顯顯顯

現之分別識現之分別識現之分別識現之分別識。」。」。」。」    

這麼說的話，那麼，學道心相續中之後得智應該都是分別識，因為符合其定義之故。但不能

認許，因為彼(初地後得智)與無分別識為同分之故。《道論》說：「修道加行雖產生在後得時，

能明顯的看到緣起如幻，而沒有分別。」此部分的爭論將在見道的文段來詳細說明。 

    

14141414、、、、有人說有人說有人說有人說：「：「：「：「當從初地升進到二地之時當從初地升進到二地之時當從初地升進到二地之時當從初地升進到二地之時，，，，是從後得智到根本智是從後得智到根本智是從後得智到根本智是從後得智到根本智。」。」。」。」    

此說不成，因為從初地升進到二地是從根本智到根本智之故。應是如此，如是升進是從無間

道到解脫道之故。應是如此，從十地到佛地是如是升進的。 

又，從初地升進到二地，應是從無間道到解脫道，初地的最後剎那是初地的無間道之故。應

是如此，十地的最後剎那是十地的無間道的緣故。若說不成，(自宗)彼應成立的，因為最後

心相續是無間道之故。  

又，從初地升進到二地之時，應該如此升進：初地修學者在已斷初地所應斷除的過患之同時，

從初地升進到二地之故。應是如此，初地修學者圓滿初地習學之時，就同時升進到二地之故。

應是如此，《明論》說：「任何一地在習學圓滿之前，是此地，圓滿之後，則是他地。」 

 

又，初地的最後剎那應是無間道，因為七地的最後剎那是無間道之故。應是如此，有一種障

垢，是七地行者不能斷除它，而八地行者就能斷除的。應是如此，有一種障垢，七地行者尚

未能清淨，而八地行者能夠清淨故。應是如此，七地之智被安立為不淨地，而八地之智被安

立為淨地，是有其理由的緣故。應是如此，有譬喻七地行者具有住於胎中的障垢，而八地行

者則已離彼之障垢故。《寶性論》說：「七地中諸垢，猶如胎所纏。遠離胎藏智，無分別淳熟。」 

 

又，初地最後剎那應是初地無間道，因為二地最初剎那是解脫道之故。若說不成，二地解脫

道應該是以二地無間道為近取因而產生的，因為認許之故。認許的話，則二地無間道應該有

以其為近取因而出現的二地解脫道。認許的話，應該有以十地無間道為近取因而出現的十地

解脫道，因為認許之故。若認許，最後心無間道也應是如此，因為它也是這樣的情況。認許

的話，佛陀的心中應該有十地解脫道。 

作這些分析後，他說：應該有以二地無間道為近取因而出現的二地解脫道，因為初地就是這

個情形。(自宗)不遍。又，只要是初地無間道都應該有以其為近取因而出現的初地解脫道。

只要是初地見道無間道都有以其而生起的初地見道解脫道之故。(自宗)不遍。(自宗反問說)

那麼，十地無間道應如是生起，因為初地見道無間道如是生起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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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只要是資糧道心相續中的後得智就應該產生於自己的近取因之資糧道根本定。只要是

二地解脫道遍於產生自二地無間道。認許的話，未經小乘的資糧道最初剎那之世俗菩提心為

有法，應該就是(資糧道根本智為近取因而生起)，因為那就是(資糧道後得智)。因成立，它

是顯現之世俗菩提心故。認許的話，未入道凡夫心相續中應該有大乘資糧道根本智，因為認

許之故。 

 

復次，初地行者在斷除初地最後所生之初地無間道所應斷之障礙，應該與升進二地同時，因

為它斷盡初地的過患，與升進二地同時之故。應是如此，因為它(初地無間道)斷除它的過患、

獲得它的功德之時，同時升進二地。周遍，因為斷除初地過患、圓滿功德之時，就被安立為(初

地)地之修習之故。應是如此，因為初地有其地之修習之意義故。對此，他說，應該有初地修

道解脫道，以有初地修道無間道之故。(自宗)不遍。認許的話，那麼，初地修道無間道應該

不是初地最後所生之智，承許前說之故。 

 

他說：只要是大乘修道解脫道下下品，都應該是二地之智，因為沒有初地修道解脫道。認許

的話，只要是大乘修道下下品，都應該是二地之智，因為你是這樣主張之故。(自宗)不遍。 

    

15151515、、、、有人說有人說有人說有人說：「：「：「：「初地最後剎那所生之無間道初地最後剎那所生之無間道初地最後剎那所生之無間道初地最後剎那所生之無間道，，，，與大乘修道下下品同義與大乘修道下下品同義與大乘修道下下品同義與大乘修道下下品同義。。。。二地無間道二地無間道二地無間道二地無間道，，，，與大乘修與大乘修與大乘修與大乘修

道下中品同義道下中品同義道下中品同義道下中品同義。。。。三地無間道與大乘修道下上品同義三地無間道與大乘修道下上品同義三地無間道與大乘修道下上品同義三地無間道與大乘修道下上品同義。。。。同樣的同樣的同樣的同樣的，，，，四四四四、、、、五五五五、、、、六三地的無間道與三六三地的無間道與三六三地的無間道與三六三地的無間道與三

個中品同義個中品同義個中品同義個中品同義。。。。七地無間道與大乘修道上下品同義七地無間道與大乘修道上下品同義七地無間道與大乘修道上下品同義七地無間道與大乘修道上下品同義。。。。八地無間道與大乘修道上中品同義八地無間道與大乘修道上中品同義八地無間道與大乘修道上中品同義八地無間道與大乘修道上中品同義，，，，大乘大乘大乘大乘

修道上上品又分下下品實執之完全對治修道上上品又分下下品實執之完全對治修道上上品又分下下品實執之完全對治修道上上品又分下下品實執之完全對治，，，，以及下下細品實執之完全對治以及下下細品實執之完全對治以及下下細品實執之完全對治以及下下細品實執之完全對治。。。。第一與九地最後剎第一與九地最後剎第一與九地最後剎第一與九地最後剎

那無間道同義那無間道同義那無間道同義那無間道同義，，，，第二與最後心同義第二與最後心同義第二與最後心同義第二與最後心同義。。。。」」」」    

 

這麼說的話，在《道論》說：「以初地的第二剎那被安立為修道，因為包括了修道下下品，沒

有九個數目不定的過失。」此說應該不正確，因為初地最後剎那無間道與大乘下下品同義之

故。又復，應該有下下品實執之完全對治的九地無間道，(因為你已)認許之故。但不能認許，

它(下下品實執之完全對治)定是最後之無間道之故。應放棄你的理由。 

 

他說：「初地者應該尚未斷盡圓滿初地之功過，因為他斷盡圓滿初地之功過同時升進二地之

故。」認許的話，他又說：「他已經斷盡圓滿初地之功過，因為他已得到初地功德之故。」(自

宗)不遍。他說：「他已經圓滿了，因為他圓滿得到了初地功德之故。應是如此，因為十地行

者已圓滿得十地功德之故。應是如此，十地智是十地的最後心之故。」這麼說的話，那麼，

十地修行者應該斷盡十地的過患，因為他完全獲得該地的功德之故。認許的話，他應該要斷

除(該地)之過患，因為(你已)認許之故。 

 

16、有人說有人說有人說有人說：「：「：「：「道的定義是道的定義是道的定義是道的定義是：：：：了悟無我之智了悟無我之智了悟無我之智了悟無我之智。。。。資糧道的定義是資糧道的定義是資糧道的定義是資糧道的定義是：：：：以總義的方式了悟無我之智以總義的方式了悟無我之智以總義的方式了悟無我之智以總義的方式了悟無我之智。。。。

加行道的定義是加行道的定義是加行道的定義是加行道的定義是：：：：以總義的方式了悟無我的修所成慧以總義的方式了悟無我的修所成慧以總義的方式了悟無我的修所成慧以總義的方式了悟無我的修所成慧。。。。見道的定義是見道的定義是見道的定義是見道的定義是：：：：新現證無我之智新現證無我之智新現證無我之智新現證無我之智。。。。修修修修

道的定義是道的定義是道的定義是道的定義是：：：：現證無我之後現證無我之後現證無我之後現證無我之後，，，，繼續串習之智繼續串習之智繼續串習之智繼續串習之智。。。。無學道的定義無學道的定義無學道的定義無學道的定義：：：：究竟地現證無我之智究竟地現證無我之智究竟地現證無我之智究竟地現證無我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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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第二部第二部第二部分分分分        安立自宗地道安立自宗地道安立自宗地道安立自宗地道    

 

自宗安立地及道二者。 

1、首先是地的安立，又分三個段落：定義、分類及字義。 

1-1、定義   地道之地的定義：自果種種功德之所依的入道現觀。 

1-2、分類   有兩種地，分為小乘地及大乘地。 

1-2-1、小乘地  又分：聲聞地及獨覺地 

 

小乘地的定義：自果種種功德之所依的小乘入道現觀。 

小乘地有八種：種姓地、八人地、見地、薄地、離欲地、已辦地、聲聞地、獨覺地， 

或者分為見白地，其他同。此若再收攝，可收攝為聲聞及獨覺二地。 

 

1-2-1-1、聲聞地 

聲聞地的定義：自果種種功德之所依的聲聞現觀。 

又分二類：聲聞凡夫地及聲聞聖者地。 

1-2-1-1-1、 

聲聞凡夫地的定義：自果種種功德之所依的聲聞凡夫現觀。 

又分為：聲聞資糧道及聲聞加行道兩種。其中， 

1-2-1-1-1-1、聲聞資糧道的定義：聲聞法現觀。聲聞資糧道又分下中上三品。 

1-2-1-1-1-2、聲聞加行道的定義：聲聞義現觀。 

聲聞加行道又分煖、頂、忍、世第一法四種。 

其中前三個(煖、頂、忍)，又各分為下中上三品，共有九品。 

1-2-1-1-2、 

聲聞聖者地的定義：自果種種功德之所依的聲聞聖者現觀。 

又分三類：聲聞見道、聲聞修道及聲聞無學道。 

1-2-1-1-2-1、 

聲聞見道的定義：以聲聞加行道為因，而現起的，以及自果尚未現起前，所得之聲聞諦現觀。 

又分三種：聲聞見道根本智、聲聞見道後得智及非此二者之聲聞見道智。 

1-2-1-1-2-1-1、 

聲聞見道根本智的定義：心一境性(專注)於自境無我的聲聞諦現觀。 

又分三類：聲聞見道無間道、聲聞見道解脫道及非此二者之聲聞見道根本智。 

1-2-1-1-2-1-1-1、 

聲聞見道無間道的定義：心一境性(專注)於人無我，正對治自分的分別煩惱之聲聞諦現觀。

細分的話，聲聞見道無間道有八忍。 

 

1-2-1-1-2-1-1-2、 

聲聞見道解脫道的定義：以心一境性(專注)於人無我，直接從能引生自己的無間道正斷的分

別煩惱完全解脫的聲聞諦現觀。細分的話，聲聞見道解脫道有八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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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1-2-1-1-3、 

非此二者之聲聞見道根本智，例如，禪定思惟於空性之聲聞見道根本智，以及禪定思惟於異

體空的聲聞見道根本智。 

1-2-1-1-2-1-2、 

聲聞見道後得智的定義：從聲聞見道解脫道出定之後在心中顯現的聲聞諦現觀。 

1-2-1-1-2-1-3、 

非此二者之聲聞見道智，例如，聲聞見道無間道者以及聲聞見道解脫道者心中之四無量心、

出離心及欲解脫之心；聲聞見道後得智者心中之現證空性之智及現證異體空之智。 

1-2-1-1-2-2、 

聲聞修道的定義：自己的因--聲聞見道圓滿達成之後，而自己的果--無學道尚未出現之前的

聲聞隨現觀。 

此又分三：聲聞修道根本智、後得智及非此二者。其他的分類類推。 

1-2-1-1-2-3、 

聲聞無學道的定義：究竟聲聞一切道的聲聞現觀。 

 

 

1-2-1-2、獨覺地 

獨覺地的定義：自果種種功德之所依的獨覺入道現觀。 

此又分二：獨覺凡夫地及獨覺聖者地。 

1-2-1-2-1、獨覺凡夫地和聲聞凡夫地類同。 

1-2-1-2-2、 

獨覺聖者地的定義：自果種種功德之所依的獨覺聖者現觀。 

此又分：獨覺見道、修道及無學道等三。 

1-2-1-2-2-1、 

獨覺見道的定義：自己的因--獨覺加行道圓滿達成後，而自己的果--獨覺修道尚未出現前的

獨覺諦現觀。 

此又分三：獨覺見道根本智、後得智及非此二者。 

1-2-1-2-2-1-1、 

獨覺見道根本智的定義：心一境性(專注)於自境無我的獨覺諦現觀。 

此又分三：獨覺見道無間道、解脫道及非此二者。 

1-2-1-2-2-1-1-1、 

獨覺見道無間道的定義：心一境性(專注)於異體空，進而正對治自分的分別煩惱之獨覺諦現

觀。 

 

1-2-1-2-2-1-1-2、獨覺見道解脫道的定義：以心一境性(專注)於異體空，從能引生自己的無

間道正斷的自分分別煩惱中完全解脫之獨覺諦現觀。 

細分的話，獨覺見道解脫道有八智。其餘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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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大乘地 

大乘地的說明分五：定義、分類、地地升進方式、特點及字義。 

 

1-2-2-1、定義   大乘地的定義是：自果種種功德之所依的大乘入道現觀。 

1-2-2-2、分類   分二：菩薩地及佛地。 

1-2-2-2-1、 

菩薩地的定義是：自果種種功德之所依的菩薩現觀。 

又分為：菩薩凡夫地及菩薩聖者地。 

1-2-2-2-1-1、 

菩薩凡夫地的定義：自果種種功德之所依的菩薩凡夫現觀。 

又分為：菩薩資糧道及菩薩加行道。 

1-2-2-2-1-1-1、菩薩資糧道的定義：菩薩法現觀。又分為下中上三品。 

1-2-2-2-1-1-2、 

菩薩加行道的定義：菩薩義現觀。 

又分為：煖、頂、忍、世第一法，每一個又分下中上三品，共十二品。 

 

1-2-2-2-1-2、 

菩薩聖者地的定義是：大悲心和現證空性之智所攝的菩薩聖者現觀。 

又分為十地：初地極喜地，二地無垢地，三地發光地，四地焰慧地，五地難勝地，六地現前

地，七地遠行地，八地不動地，九地善慧地，十地法雲地。 

 

有人說：初地的定義是：增上布施波羅蜜多所攝之初地智。這不正確，因為這個初地智並不

存在。應是如此，因為不存在獲得增上布施波羅蜜多之初地智的行者。應是如此，因為在學

道的階段沒有增上布施波羅蜜多。 

 

初地極喜地的定義：在十個波羅蜜多之中，尚未得到增上持戒波羅蜜多以上之波羅蜜多的實

踐，只是得到增上布施波羅蜜多之實踐的初地智。 

以此類推，從二地到最後的十地。和十個波羅蜜多之實踐相配合，而獲得的增上波羅蜜多之

實踐，即是個別的十地智。 

 

1-2-2-2-1-2-1、初地極喜地又分三種：初地無間道、初地解脫道及非此二者的初地根本智。 

1-2-2-2-1-2-1-1、 

初地無間道的定義：既屬於初地之根本智，亦是定於法性，能對治自分實執之智。 

共有兩個：初地見道無間道及初地修道無間道。 

1-2-2-2-1-2-1-1-1、 

初地見道無間道的定義：既屬於初地之無間道，亦是定於法性，能對治自分分別實執之智。 

分類的話有八忍，與大乘見道無間道同義。 

1-2-2-2-1-2-1-1-2、 

初地修道無間道的定義：既屬於初地無間道，亦是定於法性，能對治自分俱生實執之初地智。

它與初地最後之初地無間道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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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1-2-1-2、 

初地見道解脫道的定義：既屬於心一境性(專注)於法性上的初地根本智，亦是已斷除和自己

同一禪定之無間道自分實執的初地智。分類的話有八智。 

 

1-2-2-2-1-2-1-3、 

非此二者者，如禪定於補特伽羅無我的大乘見道，或禪定於異體空的大乘見道，及大乘見道

後得智後，重覆禪定於空性的初地智。 

初地後得智的定義：從初地解脫道出定後，行者心相續中現前顯現的大乘諦現觀。 

大乘見道非根本智及後得智二者者：如大乘見道無間道心相續中的世俗菩提心，直接了解人

無我的智慧，大乘見道後得智菩薩的心中直接了悟空性的智慧等。 

 

生起的次第：禪定思惟於法性之大乘加行道世第一法，和大乘見道無間道、大乘見道解脫道

是在同一禪定中生起，然後生起大乘見道後得智，非初地無間道、解脫道二者之初地根本智。

接著初地修道無間道，與二地解脫道同一禪定生起。然後生起二地後得智，非二地解脫道、

無間道二者之二地根本智。二地最後剎那是無間道。以此類推。 

 

1-2-2-3、地地升進方式 

所謂升進是說從禪定到禪定，因為是從無間道移到解脫道之故。從初地升進至二地之時，是

從初地的無間道升進到二地解脫道。從七地升進到八地之時，也是相同的情況。從十地升進

到佛地，也是相同的。因此十地最後剎那是無間道。如這樣的，九地最初剎那是解脫道。 

 

1-2-2-4、特點  

有五：六度增上的差別、功德數量增長的差別、取異熟生的差別、斷所斷的差別及地之修習。 

 

1-2-2-4-1、六度增上的差別 

從初地增上布施波羅蜜多之實踐到十地增上智波羅蜜多之實踐。 

1-2-2-4-2、功德數量增長的差別 

在初地後得時，一剎那中 

1、可見一百個佛面，2、並獲得那些佛的加持，3、能至一百個佛土，4、能看到一百個佛土，

5、能搖動一百個世間，6、能住世百劫，7、能以清靜智慧看到一百劫的前後， 

8、能定於一百種不一樣的禪定，9、能開啟一百個法門，10、能成熟一百位眾生， 

11、有一百個變化身，12、每個變化身各自有一百個聖者菩薩圍繞。以此類推， 

二地行者獲得如同上述的十二組功德各千個。 

三地行者獲得如同上述的十二組功德各十萬個。 

四地行者獲得如同上述的十二組功德各百千個。 

五地行者獲得如同上述的十二組功德各千億個。 

六地行者獲得如同上述的十二組功德各百千億個。 

七地行者獲得如同上述的十二組功德各百千億那由它個。 

八地行者獲得如同上述的十二組功德百萬三千大千世界微塵數個。 

九地行者獲得如同上述的十二組功德十阿僧祗劫百千佛國土微塵數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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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地行者獲得如同上述的十二組功德各十不可說百千萬億那由它佛世界微塵數個。 

 

1-2-2-4-3、取異熟生的差別 

初地投生為轉輪王統治贍部洲，二地投生為四大王眾天王， 

三地投生為三十三天王，四地投生為夜摩天王， 

五地投生為覩史多天王，六地投生為樂變化天王， 

七地投生為他化自在天，八地投生為小千世界大梵天王， 

九地投生為中千世界大梵天王，十地轉生為色究竟天大梵天王。 

 

1-2-2-4-4、斷所斷的差別 

見道時能斷一百一十二個見所斷的(分別)煩惱障以及一百零八個(分別)所知障。 

見所斷的一百一十二個煩惱障包括欲界四十個煩惱障，上二界七十二個煩惱障。 

 

第一，因為有苦、集、滅、道四種見道斷煩惱障各十個。 

第一項成立，因為有屬於它(見道所斷的)的貪、瞋、我慢、染污無明、染污的疑、薩迦耶見、

邪見、邊見、見取見、戒禁取見十種。其餘可類推。在《明論》中也說：「此中又以貪、瞋、

我慢、染污無明、染污的疑、薩迦耶見、邪見、邊見、見取見、戒禁取見十種，在欲界以四

諦不同而成為四十個。」 

 

第二，因為有色界地所攝的三十六個煩惱障和無色界地所攝的三十六個煩惱障。第一項成立，

因為有屬於它的，在苦見道所斷煩惱之貪、我慢、染污無明、染污的疑、薩迦耶見、邪見、

邊見、見取見、戒禁取見九種。餘下的(集滅道)也各有九種，共三十六個。在《明論》中也

說：「同樣的，在色界和無色界，以見四諦而斷除的煩惱，去掉了八個瞋，而成為七十二個。

總共加起來是見道斷的一百一十二個煩惱障。」 

 

第二個(分別所知障)根本因成立。大乘見所斷所知障一百零八個，因為有欲界三十六個、色

界、無色界所攝的各三十六個見所斷所知障。 

第一項成立，因為欲界的見所斷所知障有九種轉趣品所取分別，九種退還品所取分別，九種

實有能取分別，九種假有能取分別。其餘的(上二界)類推。 

 

第二，修所斷有(俱生)煩惱障及(俱生)所知障。 

第一項有十六個。因為有屬於初地修道無間道斷除的煩惱障，屬欲界所攝的有六個，上二界

所攝的有十個。第一項成立，因為有屬於大乘修所斷的欲界所攝之煩惱有貪、瞋、我慢、無

明、薩迦耶見、邊見六個。 

第二項成立，因為有色界所攝的五個和無色界所攝的五個。 

 

第一項成立，因為有色界所攝的貪、我慢、無明、薩迦耶見、邊見五個。無色界類推可知。

在《明論》中說到：「是故，初地的第一剎那是見道。此外，從第二剎那起，直到名為金剛喻

定的無間道，由彼無間得普光之佛地之間的一切道，因為別別通達勝義之法界，所以都被稱

為修道。它也有十六個煩惱依次而斷除，如是欲界有貪、瞋、我慢、無明、薩迦耶見、邊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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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個，色界和無色界去掉瞋，共有十個。」 

第二項（所知障）成立，因為在《明論》中說到：「經由見道、修道之行持之別而分極喜地等

十地。」大乘修所斷所知障共有一百零八個，因為有欲界所攝的屬於修所斷所知障三十六個，

色界所攝的屬於修所斷所知障三十六個，無色界所攝的屬於修所斷所知障三十六個。 

第一項成立，因為欲界的修所斷所知障有九種轉趣品所取分別，九種退還品所取分別，九種

實有能取分別，九種假有能取分別。其餘的(上二界)類推。 

 

1-2-2-4-5、地之修習  

地之修習的定義是：斷除自地之過失及獲得自地功德的功德。共有九個。 

初地地之修習的定義是：去除初地的過失，圓滿初地功德的初地功德。其餘的以此類推。十

個地各自的地之修習的數目各不相同。 

因為初地有十個，二地有八個，三地有五個，四地和五地各有十個，六地十二個，七地二十

個，八地八個，九地十二個。 

 

又，(有人問)沒有十地地之修習嗎？不是的，因為有能除盡十地過失，並且獲得十地功德的

十地智。這裡沒有直接講出十地地之修習的理由是，因為直接顯示九地地之修習之後，就能

了解十地地之修習之故。 

 

那麼，十地的這些地之修習，是為了證得未得之功德而修習，還是為了已得(功德)而修習？

有人說：「是為了得未得(功德)故修習，如引水的水道。」有人說：「是為了修習已得(功德)，

如打掃房子。」第一種說法是不對的，只要是初地功德，都必須存在於初地之時故。 

 

1-2-2-5、(地的)字義  

又分為：地的總稱及個別地的字義。 

1-2-2-5-1、地的總稱  

地的梵語是「磞」(bhumi)，從定義上來看，大乘見道等被稱之為地，是因為可以給眾生無量

的無畏於二障的依靠，並依次漸進增長功德之故。《大乘莊嚴經論》說：「數數數無畏，復以

地為名。」 

 

1-2-2-5-2、個別地的字義 

初地極喜地的字義是： 

在初地的時候，因為靠近圓滿的菩提以及看到能夠利益眾生，生起了特別的喜悅，故稱極喜

地。《大乘莊嚴經論》說：「見真見利物，此處得歡喜。」 

 

二地無垢地的字義是： 

在二地的時候，因為解脫了損戒以及小乘道心之污垢的束縛，故稱無垢地。《大乘莊嚴經論》

說：「出犯出異心，是名離垢地。」 

 

三地發光地的字義是： 

在三地的時候，因為他們不顧身命地努力學習教法，也讓有情得到法的光明，故稱發光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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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莊嚴經論》說：「求法持法力，作明故名明。」 

 

四地焰慧地的字義是： 

在四地的時候，因為他們具足順解脫分的法，智慧如同閃耀的火焰一樣，燒掉自分的二障，

故稱焰慧地。《大乘莊嚴經論》說：「惑障智障薪，能燒是焰慧。」 

 

五地難勝地的字義是： 

在四地以下的菩薩，去做成熟眾生這件事情的時候，對於眾生的顛倒行很難忍受，而在五地

的時候，去做成熟眾生這件事情就能勝任愉快。故稱難勝地。《大乘莊嚴經論》說：「難退有

二種，能退故難勝。」 

 

六地現前地的字義是： 

順觀緣起故，現前證得遮滅輪迴；逆觀緣起，現前證得涅槃，故稱現前地。《大乘莊嚴經論》

說：「不住二法觀，恒現名現前。」 

 

七地遠行地的字義是： 

由於長時間修道，所以已究竟了有相道及學道。且與二種一趨向道相關，故稱為遠行地。《大

乘莊嚴經論》說：「雜道隣一道，遠去名遠行。」 

 

八地不動地的字義是： 

在八地的菩薩，他的心不存在兩種想，亦即有相想和無相但有功用的想，他的心不被這兩種

想動搖。《大乘莊嚴經論》說：「相想無相想，動無不動地。」 

 

九地善慧地的字義是： 

獲得稱為正確別別通達之忍故。《大乘莊嚴經論》說：「四辯智力巧，說善稱善慧。」 

 

十地法雲地的字義是： 

如同天空佈滿雨雲而下雨，從而增長世間農作物，十地菩薩如同虛空之心中，佈滿如咒與三

摩地等法雲，從而下法雨，廣增所化有情心相續中的善法農作物故。《大乘莊嚴經論》說：「二

門如雲遍，雨法名法雲。」 

 

1-3、字義  

總結來說，入道者的現觀是地，因為是成為自果種種功德所依之現觀。 

2、道的安立分五：定義、分類、異名、釋名及生起情況。 

2-1、定義  

任運而起的出離心所攝之智是道的定義。(道、智、正智、妙智、現觀、乘，同義異名。) 

2-2、分類  

2-2-1、若從境方面分資糧道等五種。 

2-2-2、若從時段方面分三：根本、後得及非此二者之道。 

2-2-3、若從所依方面分聲聞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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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聞資糧道、獨覺資糧道及大乘資糧道。 

2-2-1-1-1、 

聲聞法現觀為聲聞資糧道的定義。 

分下中上三品。每一品復有現量、比量及已決智三種。 

初如聲聞資糧道行者內心的五通。 

第二如其心相續中由正理最初通達人無我的智慧。 

第三如其心相續中決定人無我的已決智。 

獨覺及大乘資糧道以此類推，只是獨覺資糧道行者是對於異體空，大乘資糧道行者是對於空

性。 

 

2-2-1-2、義現觀為加行道的定義。分聲聞加行道等三種。 

2-2-1-2-1、聲聞義現觀為聲聞加行道的定義，分煖、頂、忍、世第一法四種，前三種各有下

中上三品，世第一法不分下中上三品，因為它僅是時邊際刹那。 

《俱舍論》說：「一行一刹那，世第一亦然。」分類有現量、比量、已決智三種，舉例如前。 

2-2-1-2-2、以此類推獨覺加行道。特點如前(只是獨覺加行道行者是對於異體空，大乘加行

道行者是對於空性。) 

2-2-1-2-3、 

大乘義現觀為大乘加行道的定義，分煖、頂、忍、世第一法四種，每一種分下中上三品，共

十二品，亦有現量、比量、已決智三種，舉例如前。 

 

2-2-1-3、諦現觀為見道的定義。分三：聲聞見道、獨覺見道及大乘見道。 

2-2-1-3-1、聲聞諦現觀為聲聞見道的定義。分類已說。 

既是聲聞見道無間道，又是自所應斷欲地所攝自分苦見斷的正對治，是聲聞見道苦法忍的定

義。既是聲聞見道無間道，又是自所應斷上二地所攝自分苦見斷的正對治，是聲聞見道苦類

忍的定義。集、滅、道諦以此類推。 

有同時生起聲聞見道八忍者，頓斷所斷的預流向心中聲聞見道八忍是同時生起的，亦有漸次

生起聲聞見道八忍者，漸斷所斷預流向心中即漸次生起之故。 

 

2-2-1-3-2、如是獨覺以此類推。 

2-2-1-3-3、大乘諦現觀為大乘見道的定義，分類已說。 

2-2-1-4、隨現觀為修道的定義。分三：聲聞修道、獨覺修道及大乘修道。 

2-2-1-4-1、聲聞隨現觀為聲聞修道的定義。分三：根本智、後得智及非此二者之聲聞修道。 

2-2-1-4-1-1、專住於自境無我的聲聞隨現觀，為聲聞修道根本智。 

分三：聲聞修道無間道、聲聞修道解脫道及非此二者之聲聞修道根本智。 

2-2-1-4-1-1-1、既是專住人無我的聲聞隨現觀，復是正對治自所應斷修所斷煩惱障，為聲聞

修道無間道的定義，分有九品，從聲聞修道無間道下下品乃至上上品。 

2-2-1-4-1-1-2、從自近取因且同一定而生的聲聞修道無間道所應斷的障礙中解脫出來，專住

於無我的聲聞隨現觀，為聲聞修道解脫道的定義，分有聲聞修道解脫道下下品乃至上上品共

九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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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1-4-2、獨覺修道以此類推。 

2-2-1-4-3、大乘隨現觀為大乘修道的定義。 

分三：大乘修道根本智、後得智及非此二者之大乘修道。 

2-2-1-4-3-1、 

專住於自境無我的補特伽羅內心所現前生起的大乘隨現觀，為大乘修道根本智的定義。 

分三種：大乘修道無間道、解脫道及非此二者之根本智。 

2-2-1-4-3-1-1、既是專住於法性的大乘隨現觀，復是自所應斷俱生實執的正對治，為大乘修

道無間道的定義，分有下中上三品，每類又分下中上三品，共九品。 

既是大乘修道無間道，復是自所應斷俱生實執上上品的正對治，為大乘修道無間道下下品的

定義，此分有二：初地修道無間道，二地修道無間道。大乘修道無間道下中品與第三地無間

道同義，以此類推。 

 

2-2-1-4-3-1-2、既是大乘修道根本智，復從與自己同一定之無間道自分實執中解脫出來，為

大乘修道解脫道的定義，分有九品。大乘修道解脫道下下品與二地修道解脫道同義。 

2-2-1-5、斷盡煩惱障之智為無學道的定義，分類有三：聲聞無學道、獨覺無學道、大乘無學

道。 

2-3、異名  

資糧道、信地、順解脫分、法現觀同義。加行道、抉擇支、順抉擇分、義現觀同義。見道、

諦現觀、見道者之智同義。修道、隨現觀、修道者之智同義。無學道、阿羅漢智同義。 

2-4、釋名 

2-4-1、聲聞資糧道被稱為資糧道者，是因為它是為了得到解脫，最初積集資糧之道故。 

被稱為法現觀者，是因為它是通過聞思主要抉擇經、律、論三法字義的階段。 

被稱為信地者，是因為它是主要對於信、進、念、定、慧五境善巧的階段。 

被稱為順解脫分者，斷盡煩惱障的滅諦是解脫，斷盡遍計煩惱障的滅諦是解脫的一分，因為

是隨順得到此解脫分之道。 

 

2-4-2、聲聞加行道被稱為加行道者，為現證四諦而起加行之故。 

被稱為義現觀者，對於經教之義任何一種粗細無我，由修所生慧而生起覺受，而作是說。 

被稱為抉擇支者，根本無分別智稱為抉擇。而此加行道是自果—根本無分別智的直接近取因。

被稱為順抉擇分者，根本無分別智稱為抉擇，由於與此相順，故作是說。 

 

2-4-3、如大乘見道無間道，被稱為抉擇者，是因為它是從見所斷中抉擇而出之道。 

如菩薩見道，被稱為見道者，是因其為現前見到四諦之道。被稱為諦現觀者，是因其為現前

新證諦理之道。 

2-4-4、如大乘修道，被稱為隨現觀者，是因其為現前已證諦理後，持續修習之道。 

2-4-5、阿羅漢智被稱為無學道者，是因其成為還有貪欲者的頂禮對象，並且是斷盡煩惱障之

道。 

 

 

 



 
14

2-5、生起情況 

2-5-1、以暫時定性的聲聞補特伽羅而言，當內心生起任運而起的出離心時，說明他得到了下

品資糧道，隨後生起中品、上品資糧道。 

住於上品資糧道的聲聞，何時對人無我達止觀雙運，即得到聲聞加行道煖位。隨後生起頂、

忍二位。其後的世第一法、聲聞見道無間道、聲聞見道解脫道三者是在同一定中生起的。 

暫時定性的聲聞加行道世第一法行者，何時得到最初現證人無我的智慧，即為得到聲聞見道。 

如此的聲聞見道行者，由串修已證人無我, 何時得到上上品煩惱障的正對治，即為得到聲聞

修道。 

當斷盡煩惱障時，即證得聲聞無學道。 

2-5-2、以此類推獨覺道生起情況。 

2-5-3、未入道的定性大乘補特伽羅內心何時生起大乘發心，即得到下品大乘資糧道。 

大乘資糧道升進到大乘加行道有兩種情況： 

1、未曾先入小乘道的上品資糧道菩薩，何時對空性達止觀雙運，即得到大乘加行道煖位。這

樣的加行道菩薩何時得到現證空性的智慧，即得到大乘見道。 

2、曾先入小乘道的資糧道菩薩，其進修情況又有兩種： 

(1)、在小乘道中未曾證空性的資糧道菩薩，對空性達止觀雙運與得到大乘加行道煖位同一時

間。(2)、在小乘道中曾證空性者， 

復分兩種： 

(甲)、曾在小乘道中，證空性且曾先得到小乘資糧道，但未先得到小乘加行道的大乘資糧道

菩薩，對空性達止觀雙運時，即為得到大乘加行道。 

 (乙)、曾在小乘道中，證得空性，且曾先得到小乘加行道的資糧道菩薩，當積集圓滿大乘資

糧道時應積集的二種資糧後，第二刹那即得到大乘加行道煖位。 

 

從大乘加行道升進到見道的情況，分二： 

1、先未曾入小乘道的菩薩如前已說。 

2、先曾入小乘道的加行道菩薩，有兩種情況： 

(1)、在小乘道中未曾證空性的加行道菩薩，當最初現證空性時，即為得到大乘見道。 

(2)、在小乘道中曾證空性的加行道菩薩，復分兩種情況： 

(甲)、曾於小乘道中，證得空性先已得過小乘加行道的證悟，但未先得過小乘見道的加行道

菩薩，當最初現證空性時，即為得到大乘見道。 

(乙)、曾在小乘道中，證得空性，且先已得過小乘見道證悟的加行道菩薩，當積集圓滿加行

道時應積集的二種資糧後，第二刹那即得到大乘見道。 

從初地到二地的升進等已在前面講過，故從略。 

 

講地資糧等語的目的，是為了圓滿講說極喜地等十地地之修習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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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第三部份第三部份第三部份        斷諍斷諍斷諍斷諍    

 

1、有人說：「通達人無我的遍智為有法，應是聲聞入道之智，以是聲聞地故。」應是如此，

以是聲聞道之故。此因周遍，地道之地與道同義之故。(自宗)此說不遍。 

同樣，(自宗反問)通達空性之聲聞見道，應是大乘入道之智，以彼是大乘地之故，你已承許

此周遍之故。(他人補答)彼應是大乘地，以彼是佛地故。應是如此，以是彼道(佛道)之故。(自

宗)此說不遍。 

又，(有人說)通達異體空之遍智為有法，應是獨覺入道之智，以是獨覺地之故。應是獨覺之

地，以是彼(獨覺)之道故。這是周遍的，因只要是道必須是地道之地故。(自宗)此說不遍。 

 (自宗以他人的邏輯反問說)彼(通達人無我的遍智)為有法，應是聲聞智，以是彼(聲聞)之道

故。這是周遍的，因只要是道必須是智之故。(轉三輪) 

 

2、有人說：「證聲聞阿羅漢之後入大乘資糧道的大乘資糧道，應是無學道，以汝之宗是正確

的之故。」但不能承認，以其是學道之故。應是如此，以彼是大乘學道之故。(自宗)此說不

遍。 

有人說:「以彼為有法，應是自乘學處究竟之道，以是無學道之故。」(自宗)此說不遍。若承

許，以彼為有法，應是究竟大乘學處之道，既已承認是大乘資糧道之故。 

3、復次，有人說：「安住於大乘見道後得智的菩薩心相續中的現證空性之慧為有法，應不是

非根本智與後得智二者的非此二者之見道，以它是大乘見道根本智之故。」 

應是如此，以它是根本智，而若是根本智，它就應是彼(大乘見道根本智)之故。放棄第二因，

若(另一他人)說第一因不成立。應是如此，以汝是專注於空性之智故。應是如此，以汝是於

空性無二現之智故。(自宗)此說不遍。 

4、「超過九地已」第一頌時，分二：第一、經說「須菩提，何為菩薩地？如是菩薩善巧方便」

等句。 

第二、前九地從修習而說，而十地從定義講說的理由是什麼？此是因為它(十地)只要從定義

講說就能了解之故。如是承上啟下而說因地，為了說十地之自性，而說「超過九地已」等等，

產生於自己所越九地之後，佛經以佛地之名而命名之究竟菩薩智。十地的定義分為三種，剛

得到十地的十地智、一生補處之智、最後的後有智。第十地被稱為「佛地」是因為其在後得

時教化有情的事業與佛相似之故。如《寶性論》說：「菩薩此情行，後得與諸佛，度化有情眾，

在世間等同。」  

有人說：「他已得與佛相同的利生行。」這是不正確的，彼論(《寶性論》)說：「雖如此塵埃，

大海牛跡水，等差別乃佛、菩薩之差別。」 

5、「見修諸道中」等頌時，分二： 

第一、如是說「須菩提，何者如是言，大乘生何處，彼以無緣理」等。 

第二、別說對治資糧的理由是什麼呢？為講此故而講此段。正對治自分所斷之大乘無間道是

此段直接講的對治資糧的定義，分為二：見道對治資糧及修道對治資糧，即是大乘見道無間

道具足自分見所斷所知障之正對治，是此段直接顯義所講之見道對治資糧的定義，分為見所

斷所取分別及能取分別等四者之四正對治。對治自分修所斷俱生實有執之正對治，是此段直

接顯義所講之修道對治資糧的定義，分為四，修所斷實有執之四正對治。 

6、「所為及平等」等頌時，分經說與講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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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為答前說大乘定義，及當說諸大乘何故說為大乘之隱藏問題而答曰：「爾時具壽須菩提

請薄伽梵，如是曰：『此謂大乘者，壓伏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故曰大乘。』」 

第二、為講經義說「所為及」，那麼，對治資糧之後講出生正行的理由是什麼呢？依聚集二資

糧，定生出遍智之出生正行，如是承上啟下而說「如是」等。 

有人說：「決定產生遍智的菩薩瑜伽是出生正行的定義。」(這麼說的話，)大乘見道無間道為

有法，應是出生正行，以是彼定義之故。能立及所立都成立，以是彼有法之故。 

自宗(的定義)決定產生遍智的淨地菩薩瑜伽是出生正行的定義，分為八，界限唯在三淨地。

出生正行為有法，它有若干(分類)的，以決定出生之門有八種故。 

 

「增勝遍知一切地，莊嚴地道本質等，如理如意善說王，語義葉果願增長。」願吉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