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佛寶論 

(一)  具足品  

(二)  十力品  

(三)  四無畏品  

(四)  十號品  

(五)  三不護品  

 

二、 法寶論 

(六)  初三善品  

(七)  眾法品  

(八)  十二部經品 

 

三、 僧寶論 

(九)   清淨品  

(十)   分別賢聖品  

(十一) 福田品 

(十二) 吉祥品 

 

四、 本論序 

(十三)  立論品  

(十四)  論門品  

(十五)  讚論品 

(十六)  四法品 

(十七)  四諦品 

(十八)  法聚品 

 

五、 十異論 

(十九)    有相品  

(二十)    無相品  

(二十一)  二世有品 

  (二十二)  二世無品 

(二十三)  一切有無品 

 

(二十四)  有中陰品  

(二十五)  無中陰品  

(二十六)  次第品 

  (二十七)  一時品 

(二十八)  退品 

(二十九)  不退品  

(三十)    心性品  

(三十一)  相應不相應品 

  (三十二)  過去業品 

壹
、
發 

聚 

卷一 

卷二 

卷三 



(三十三)  辯三寶品 

  (三十四)  無我品 

(三十五)  有我無我品 

 

 

一、 色論 

(三十六)  色相品  

(三十七)  色名品  

(三十八)  四大假名品  

(三十九)  四大實有品  

(四十)    非彼證品  

(四十一)  明本宗品  

(四十二)  無堅相品 

(四十三)  有堅相品  

(四十四)  四大相品 

 

(四十五)  根假名品  

(四十六)  分別根品 

(四十七)  根等大品  

(四十八)  根無知品 

(四十九)  根塵合離品  

(五十)    聞聲品 

(五十一)  聞香品 

(五十二)  覺觸品 

(五十三)  意品 

 

(五十四)  根不定品 

(五十五)  色入相品 

(五十六)  聲相品 

(五十七)  香相品 

(五十八)  味相品 

(五十九)  觸相品 

 

二、 識論 

(六十)    立無數品  

(六十一)  立有數品  

(六十二)  非無數品  

(六十三)  非有數品  

(六十四)  明無數品  

(六十五)  無相應品  

(六十六)  有相應品  

(六十七)  非相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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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八)  多心品  

(六十九)  一心品  

(七十)    非多心品  

(七十一)  非一心品  

(七十二)  明多心品 

(七十三)  識暫住品 

(七十四)  識無住品 

(七十五)  識俱生品 

(七十六)  識不俱生品 

 

三、 想陰 

(七十七)  想陰品  

 

四、 受論 

(七十八)  受相品 

(七十九)  行苦品 

(八十)    壞苦品 

(八十一)  辯三受品 

(八十二)  問受品 

(八十三)  五受根品 

 

五、 行論 

(八十四)  思品 

(八十五)  觸品 

(八十六)  念品 

(八十七)  欲品 

(八十八)  喜品 

(八十九)  信品 

(九十)    勤品 

(九十一)  憶品 

(九十二)  覺觀品 

(九十三)  餘心數品 

 

(九十四)    不相應行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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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業論 

(九十五)  業相品 

(九十六)  無作品 

(九十七)  故不故品 

(九十八)  輕重罪品 

(九十九)  大小利業品 

(一百)    三業品 

(一百一)  邪行品 

(一百二)  正行品 

(一百三)  繫業品 

 

(一百四)   三報業品 

(一百五)   三受報業品 

(一百六)   三障品 

(一百七)   四業品 

(一百八)   五逆品 

(一百九)   五戒品 

(一百一十) 六業品 

(一百一十一) 七不善律儀品 

(一百一十二) 七善律儀品 

(一百一十三) 八戒齋品 

(一百一十四) 八種語品 

(一百一十五) 九業品 

(一百一十六) 十不善道品 

 

(一百一十七) 十善道品 

(一百一十八) 過患品 

(一百一十九) 三業輕重品 

(一百二十)   明業因品 

 

二、 煩惱論 

(一百二十一) 煩惱相品 

(一百二十二) 貪相品 

(一百二十三) 貪因品 

(一百二十四) 貪過品 

(一百二十五) 斷貪品 

(一百二十六) 瞋恚品 

(一百二十七) 無明品 

 

(一百二十八) 憍慢品 

(一百二十九) 疑品 

(一百三十)   身見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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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三十一) 邊見品 

(一百三十二) 邪見品 

(一百三十三) 二取品 

(一百三十四) 隨煩惱品 

(一百三十五) 不善根品 

(一百三十六) 雜煩惱品 

(一百三十七) 九結品 

 

(一百三十八) 雜問品 

(一百三十九) 斷過品 

(一百四十)   明因品 

 

 

(一百四十一) 立假名品 

(一百四十二) 假名相品 

(一百四十三) 破一品 

(一百四十四) 破異品 

(一百四十五) 破不可說品 

(一百四十六) 破無品 

(一百四十七) 立無品 

(一百四十八) 破聲品 

(一百四十九) 破香味觸品 

(一百五十)   破意識品 

(一百五十一) 破因果品 

(一百五十二) 世諦品 

 

(一百五十三) 滅法心品 

(一百五十四) 滅盡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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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定論 

(一百五十五) 定因品 

(一百五十六) 定相品 

(一百五十七) 三三昧品 

(一百五十八) 四修定品 

(一百五十九) 四無量定品 

(一百六十)   五聖枝三昧品 

(一百六十一) 六三昧品 

(一百六十二) 七三昧品 

(一百六十三) 八解脫品 

(一百六十四) 八勝品 

(一百六十五) 初禪品 

 

(一百六十六) 二禪品 

(一百六十七) 三禪品 

(一百六十八) 四禪品 

(一百六十九) 無邊空處品 

(一百七十)   三無色定品 

(一百七十一) 滅盡定品 

(一百七十二) 十一切處品 

(一百七十三) 無常想品 

(一百七十四) 苦想品 

(一百七十五) 無我想品 

 

(一百七十六) 食厭想品 

(一百七十七) 一切世間不可樂想品 

(一百七十八) 不淨想品 

(一百七十九) 死想品 

(一百八十) 後三想品 

 

二、 定具論 

(一百八十一) 定具品 

(一百八十二) 惡覺品 

(一百八十三) 善覺品 

(一百八十四) 後五定品 

(一百八十五) 出入息品 

(一百八十六) 定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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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八十七) 止觀品 

(一百八十八) 修定品 

 

三、 智論 

(一百八十九) 智相品 

(一百九十)   見一諦品 

(一百九十一) 一切緣品 

 

(一百九十二) 聖行品 

(一百九十三) 見智品 

(一百九十四) 三慧品 

(一百九十五) 四無礙品 

(一百九十六) 五智品 

(一百九十七) 六通智品 

(一百九十八) 忍智品 

(一百九十九) 九智品 

(二百)   十智品 

(二百一)  四十四智品 

                                          (二百二)  七十七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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