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始終心要始終心要始終心要始終心要    唐唐唐唐    天台荊溪湛然大師天台荊溪湛然大師天台荊溪湛然大師天台荊溪湛然大師        

夫三諦者夫三諦者夫三諦者夫三諦者，，，，天然之性德也天然之性德也天然之性德也天然之性德也。。。。中諦者中諦者中諦者中諦者，，，，統一切法統一切法統一切法統一切法；；；；真諦者真諦者真諦者真諦者，，，，泯一切法泯一切法泯一切法泯一切法；；；；俗諦俗諦俗諦俗諦    者者者者，，，，

立一切法立一切法立一切法立一切法。。。。舉一即三舉一即三舉一即三舉一即三，，，，非前後也非前後也非前後也非前後也。。。。含生本具含生本具含生本具含生本具，，，，非造作之所得也非造作之所得也非造作之所得也非造作之所得也。。。。    悲夫悲夫悲夫悲夫！！！！祕藏不祕藏不祕藏不祕藏不

顯顯顯顯，，，，蓋三惑之所覆也蓋三惑之所覆也蓋三惑之所覆也蓋三惑之所覆也。。。。故無明翳乎法性故無明翳乎法性故無明翳乎法性故無明翳乎法性，，，，塵沙障乎化導塵沙障乎化導塵沙障乎化導塵沙障乎化導，，，，見見見見    思阻乎空寂思阻乎空寂思阻乎空寂思阻乎空寂。。。。    然茲然茲然茲然茲

三惑三惑三惑三惑，，，，乃體上之虛妄也乃體上之虛妄也乃體上之虛妄也乃體上之虛妄也。。。。    於是大覺慈尊於是大覺慈尊於是大覺慈尊於是大覺慈尊，，，，喟然歎曰喟然歎曰喟然歎曰喟然歎曰：「：「：「：「真如界內真如界內真如界內真如界內，，，，絕生佛之假名絕生佛之假名絕生佛之假名絕生佛之假名；；；；

平等慧中平等慧中平等慧中平等慧中，，，，無自無自無自無自    他之形相他之形相他之形相他之形相。。。。但以眾生妄想但以眾生妄想但以眾生妄想但以眾生妄想，，，，不自證得不自證得不自證得不自證得，，，，莫之莫之莫之莫之能返也能返也能返也能返也。」。」。」。」    由是立由是立由是立由是立

乎三觀乎三觀乎三觀乎三觀，，，，破乎三惑破乎三惑破乎三惑破乎三惑，，，，證乎三智證乎三智證乎三智證乎三智，，，，成乎三德成乎三德成乎三德成乎三德。。。。    空觀者空觀者空觀者空觀者，，，，破見思惑破見思惑破見思惑破見思惑，，，，證一切智證一切智證一切智證一切智，，，，成成成成

般若德般若德般若德般若德。。。。假假假假觀者觀者觀者觀者，，，，破塵沙惑破塵沙惑破塵沙惑破塵沙惑，，，，證道種證道種證道種證道種    智智智智，，，，成解脫德成解脫德成解脫德成解脫德。。。。中中中中觀者觀者觀者觀者，，，，破無明惑破無明惑破無明惑破無明惑，，，，證一證一證一證一

切種智切種智切種智切種智，，，，成法身德成法身德成法身德成法身德。。。。    然茲三惑然茲三惑然茲三惑然茲三惑、、、、三觀三觀三觀三觀、、、、三三三三智智智智、、、、三德三德三德三德，，，，非各別也非各別也非各別也非各別也，，，，非異時也非異時也非異時也非異時也。。。。天天天天

然之理然之理然之理然之理，，，，具諸法具諸法具諸法具諸法    故故故故。。。。    然此三諦然此三諦然此三諦然此三諦，，，，性之自爾性之自爾性之自爾性之自爾；；；；迷茲三諦迷茲三諦迷茲三諦迷茲三諦，，，，轉成三惑轉成三惑轉成三惑轉成三惑。。。。惑破藉乎三惑破藉乎三惑破藉乎三惑破藉乎三

觀觀觀觀，，，，觀成證乎三觀成證乎三觀成證乎三觀成證乎三    智智智智，，，，智成成乎三德智成成乎三德智成成乎三德智成成乎三德。。。。從因至果從因至果從因至果從因至果，，，，非漸修也非漸修也非漸修也非漸修也；；；；說之次第說之次第說之次第說之次第，，，，理非次理非次理非次理非次

第第第第。。。。大綱如大綱如大綱如大綱如    此此此此，，，，網目可尋網目可尋網目可尋網目可尋。。。。    

    

天台三惑天台三惑天台三惑天台三惑、、、、三觀三觀三觀三觀、、、、三諦三諦三諦三諦、、、、三果三果三果三果、、、、二死二死二死二死、、、、四土四土四土四土    

                                    地獄地獄地獄地獄————上品十惡心上品十惡心上品十惡心上品十惡心                    

                                    畜生畜生畜生畜生————中品十惡心中品十惡心中品十惡心中品十惡心            三惡道三惡道三惡道三惡道        

界內界內界內界內                餓鬼餓鬼餓鬼餓鬼————下品十惡心下品十惡心下品十惡心下品十惡心                                                六道六道六道六道﹙﹙﹙﹙見思未盡見思未盡見思未盡見思未盡，，，，受受受受                                                            

                                    修羅修羅修羅修羅————下品十善心下品十善心下品十善心下品十善心                                                        三界分段生死三界分段生死三界分段生死三界分段生死﹚﹚﹚﹚        

六凡六凡六凡六凡                    人人人人    ––––中品十善心中品十善心中品十善心中品十善心            三善道三善道三善道三善道        

                                        天天天天    ––––上品十善心上品十善心上品十善心上品十善心                

                                        

                                聲聞聲聞聲聞聲聞————四諦四諦四諦四諦-------- ( ( ( (斷見思斷見思斷見思斷見思、、、、具一切智具一切智具一切智具一切智)     )     )     )                                                  ( ( ( (尚有塵沙尚有塵沙尚有塵沙尚有塵沙、、、、無無無無明明明明    

界外界外界外界外            緣覺緣覺緣覺緣覺    ————十二因緣十二因緣十二因緣十二因緣（（（（更斷見思習更斷見思習更斷見思習更斷見思習））））                                            三乘三乘三乘三乘        二惑受界外變二惑受界外變二惑受界外變二惑受界外變                                

                                菩薩菩薩菩薩菩薩————六度萬行六度萬行六度萬行六度萬行（（（（斷塵沙惑斷塵沙惑斷塵沙惑斷塵沙惑、、、、具道種智具道種智具道種智具道種智））））                                                變易生死變易生死變易生死變易生死))))    

四聖四聖四聖四聖                佛佛佛佛    --------    證一種切智證一種切智證一種切智證一種切智（（（（斷無斷無斷無斷無明惑明惑明惑明惑    ））））------------一佛乘一佛乘一佛乘一佛乘                 ( ( ( (三惑盡淨三惑盡淨三惑盡淨三惑盡淨、、、、二死永亡二死永亡二死永亡二死永亡))))    

                                    

    註註註註：：：：三三三三界界界界中中中中，，，，除除除除天天天天界界界界外外外外，，，，皆皆皆皆屬屬屬屬「「「「欲欲欲欲界界界界」」」」；；；；且且且且包包包包括括括括欲欲欲欲界界界界天天天天，，，，此此此此上上上上尚尚尚尚有有有有色色色色界界界界天天天天--------屬屬屬屬「「「「色色色色

有有有有」」」」；；；；無無無無色色色色界界界界天天天天————無無無無色色色色有有有有------------以以以以上上上上統統統統稱稱稱稱「「「「三三三三有有有有」」」」。。。。悉悉悉悉屬屬屬屬「「「「凡凡凡凡界界界界」」」」    

            至至至至四四四四聖聖聖聖：：：：則則則則屬屬屬屬三三三三界界界界以以以以外外外外。。。。必必必必借借借借「「「「空空空空性性性性」」」」﹙﹙﹙﹙先先先先我我我我空空空空，，，，次次次次法法法法空空空空﹚﹚﹚﹚，，，，空空空空「「「「三三三三有有有有」」」」，，，，乃乃乃乃能能能能

出出出出三三三三界界界界之之之之外外外外。。。。﹙﹙﹙﹙三三三三乘乘乘乘之之之之共共共共般般般般若若若若，，，，屬屬屬屬「「「「我我我我空空空空」」」」；；；；菩菩菩菩薩薩薩薩乘乘乘乘之之之之「「「「不不不不共共共共般般般般若若若若」」」」，，，，兼兼兼兼具具具具「「「「法法法法空空空空」」」」，，，，

證證證證入入入入「「「「實實實實相相相相」」」」，，，，乃乃乃乃能能能能究究究究竟竟竟竟圓圓圓圓滿滿滿滿成成成成佛佛佛佛。。。。﹚﹚﹚﹚    

    

三惑三惑三惑三惑：：：：見思惑見思惑見思惑見思惑、、、、塵沙惑塵沙惑塵沙惑塵沙惑、、、、無明惑無明惑無明惑無明惑。。。。二死二死二死二死：：：：分段生死分段生死分段生死分段生死、、、、變易生死變易生死變易生死變易生死    

    

三三三三惑惑惑惑                三觀三觀三觀三觀﹙﹙﹙﹙諦諦諦諦﹚﹚﹚﹚        三三三三德德德德                三智三智三智三智                            三果三果三果三果                                二死二死二死二死                            四土四土四土四土    

見思惑見思惑見思惑見思惑        空觀空觀空觀空觀﹙﹙﹙﹙真真真真﹚﹚﹚﹚    般般般般若若若若德德德德        一切智一切智一切智一切智            羅漢羅漢羅漢羅漢（（（（慧眼慧眼慧眼慧眼））））    分段生死分段生死分段生死分段生死            凡聖同居土凡聖同居土凡聖同居土凡聖同居土        

塵沙惑塵沙惑塵沙惑塵沙惑        假觀假觀假觀假觀﹙﹙﹙﹙俗俗俗俗﹚﹚﹚﹚    解解解解脫脫脫脫德德德德        道種道種道種道種智智智智            菩薩菩薩菩薩菩薩（（（（法眼法眼法眼法眼））））    變易生死變易生死變易生死變易生死            方便有餘土方便有餘土方便有餘土方便有餘土    

無明惑無明惑無明惑無明惑        中觀中觀中觀中觀﹙﹙﹙﹙中中中中﹚﹚﹚﹚    法法法法身身身身德德德德    一切種智一切種智一切種智一切種智        佛佛佛佛    （（（（佛眼佛眼佛眼佛眼））））                                                實報莊嚴土實報莊嚴土實報莊嚴土實報莊嚴土    

                                                                                                                                                                                                                                            常寂光常寂光常寂光常寂光淨土淨土淨土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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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教藏教藏教藏教    析空觀析空觀析空觀析空觀    生滅四諦生滅四諦生滅四諦生滅四諦        思議生滅十二因緣思議生滅十二因緣思議生滅十二因緣思議生滅十二因緣        事六度事六度事六度事六度        正化二乘旁化菩薩正化二乘旁化菩薩正化二乘旁化菩薩正化二乘旁化菩薩    

通教通教通教通教    體體體體空觀空觀空觀空觀    無生四諦無生四諦無生四諦無生四諦        思議不生滅十二因緣思議不生滅十二因緣思議不生滅十二因緣思議不生滅十二因緣    理六度理六度理六度理六度    正化菩薩旁化二乘正化菩薩旁化二乘正化菩薩旁化二乘正化菩薩旁化二乘    

別教別教別教別教    次第三觀次第三觀次第三觀次第三觀    無量四諦無量四諦無量四諦無量四諦    不思議生滅十二因緣不思議生滅十二因緣不思議生滅十二因緣不思議生滅十二因緣    不不不不思議十度思議十度思議十度思議十度    別藏通別後圓教別藏通別後圓教別藏通別後圓教別藏通別後圓教    

圓教圓教圓教圓教    一心三觀一心三觀一心三觀一心三觀    無作四諦無作四諦無作四諦無作四諦    不思議不生滅十二因緣不思議不生滅十二因緣不思議不生滅十二因緣不思議不生滅十二因緣    稱性稱性稱性稱性十度十度十度十度    圓妙圓頓圓斷圓位圓妙圓頓圓斷圓位圓妙圓頓圓斷圓位圓妙圓頓圓斷圓位    

    

表一表一表一表一            

                    資糧位資糧位資糧位資糧位                        加行位加行位加行位加行位                    見道位見道位見道位見道位                    修道位修道位修道位修道位                        究竟位究竟位究竟位究竟位（（（（無學位無學位無學位無學位））））    

（（（（外凡外凡外凡外凡））））                        （（（（內凡內凡內凡內凡））））    

藏教藏教藏教藏教            觀行即觀行即觀行即觀行即                    相似即相似即相似即相似即                    分證分證分證分證（（（（初果初果初果初果
1111））））        （（（（二果二果二果二果

2222三果三果三果三果
3333））））                    阿羅漢阿羅漢阿羅漢阿羅漢

4444    

（（（（修五停修五停修五停修五停、、、、別總相念別總相念別總相念別總相念））））（（（（煖頂忍第一煖頂忍第一煖頂忍第一煖頂忍第一））））            （（（（斷見惑斷見惑斷見惑斷見惑））））                                            斷思惑斷思惑斷思惑斷思惑                                        （（（（斷見思惑盡斷見思惑盡斷見思惑盡斷見思惑盡））））    

通教通教通教通教        （（（（乾慧地乾慧地乾慧地乾慧地））））                得法性水伏見思惑得法性水伏見思惑得法性水伏見思惑得法性水伏見思惑        （（（（八人地八人地八人地八人地、、、、見地見地見地見地））））    （（（（薄地薄地薄地薄地
5555、、、、離欲地離欲地離欲地離欲地

6666、、、、已辦地已辦地已辦地已辦地
7777））））        佛地佛地佛地佛地

8888    

別教別教別教別教        （（（（十信十信十信十信
9999））））    初住初住初住初住

10101010二住二住二住二住~~~~七住七住七住七住
11111111            初地初地初地初地

12121212                    二地二地二地二地~~~~十地十地十地十地
13131313、、、、等覺等覺等覺等覺

14141414            妙覺妙覺妙覺妙覺
15151515    

（（（（位不退位不退位不退位不退））））    

                                            行不退行不退行不退行不退    --------    八住八住八住八住~~~~十住十住十住十住
16161616                

--------十行十行十行十行
17171717、、、、十回向十回向十回向十回向

18181818    

圓教圓教圓教圓教    五品位五品位五品位五品位
19191919            初初初初信信信信

20202020    二二二二信信信信~~~~七信七信七信七信
21212121        初住初住初住初住

22222222、、、、二住二住二住二住~~~~十住十住十住十住
23232323            妙覺佛妙覺佛妙覺佛妙覺佛

24242424    

                                                                八八八八信信信信十十十十信信信信
25252525                                    初初初初行行行行位位位位

26262626、、、、二行位二行位二行位二行位
27272727、、、、    

                                                 
1 初果（譯為須陀洹，入流、預流），斷三界八十八使見惑，名見道位。在天上、人間尚有七翻
生死。 
2 二果（斯陀含，一來），斷欲界九品思惑，因尚未斷欲界後三品思惑，故人間、天上尚有一度
受生。 
3 三果（阿那含，不還）斷盡欲界九品思惑，不再至欲界受生。 
4 阿羅漢，有不生、應供、殺賊三義。斷盡見惑，子縛已盡，果縛猶在，名「有餘依涅槃」；若
灰生滅智，名「無餘依涅槃」。 
5 薄地，斷欲界思惑前六品盡，與斯陀含齊。 
6 離欲地，斷欲界九品思惑盡，與阿那含齊。 
7 斷三界見思惑盡，與阿羅漢齊。 
8 現劣應身，正習俱除，如炭灰盡。 
9 伏三界見思煩惱。 
10 斷三界見惑盡，與通教八人、見地齊。 
11 斷三界思惑盡，與通教佛地齊。 
12 此是「見道位」，又無功用住，入「實報無障礙土」。 
13 地地各斷一品無明，證一分法性。 
14 更斷一品，入等覺位。亦名金剛心，亦名一生補處。 
15 更破一品無明，入妙覺位。現圓滿報身。 
16 斷界內塵沙，伏界外塵沙。此十住，亦名「習種性」，用「從假入空觀」，見真諦理，開「慧
眼」，成「一切智」。 
17 亦云「性種性」，用「從空入假觀」，見俗諦理，開「法眼」，成「道種智」。 
18 伏無明習，亦名「道種性」。居「方便有餘土」。以上三十位名「內凡位」。八住~十迴向，名
「行不退」。 
19 圓伏五位煩惱，「外凡位」，與別地十信齊。 
20 斷見惑，證「位不退」與別地初住齊。 
21 斷思惑盡，與別地七住齊。 
22 斷一分無明，證一分三德。開佛眼，成「一切種智」。 
23 各斷一品無明，證一分中道。與別教十地齊。 
24 進斷一品微細無明，永別無明父母，成清淨法身，居「常寂光淨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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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行三行三行三行~~~~十十十十行行行行、、、、十十十十迴向迴向迴向迴向、、、、    

十地十地十地十地
28282828、、、、等覺等覺等覺等覺

29292929    

資糧資糧資糧資糧位位位位        觀行即觀行即觀行即觀行即（（（（外凡外凡外凡外凡））））：：：：    

藏教藏教藏教藏教：：：：五五五五停停停停心心心心、、、、別別別別、、、、總總總總相相相相念念念念    

通教通教通教通教：：：：乾乾乾乾慧地慧地慧地慧地    

別教別教別教別教：：：：伏伏伏伏見思見思見思見思煩煩煩煩惱惱惱惱        十信位十信位十信位十信位    

圓教圓教圓教圓教：：：：圓圓圓圓伏伏伏伏五住五住五住五住煩惱煩惱煩惱煩惱    五品位五品位五品位五品位    

加行位加行位加行位加行位        相似即相似即相似即相似即（（（（內凡內凡內凡內凡））））：：：：    

                藏教藏教藏教藏教：：：：煖煖煖煖、、、、頂頂頂頂、、、、忍忍忍忍、、、、世世世世第一第一第一第一            

                通教通教通教通教：：：：相似得法性相似得法性相似得法性相似得法性水水水水        伏伏伏伏見思惑見思惑見思惑見思惑    

                別教別教別教別教：：：：斷三界見思惑斷三界見思惑斷三界見思惑斷三界見思惑盡盡盡盡、、、、斷界內塵沙斷界內塵沙斷界內塵沙斷界內塵沙伏伏伏伏界外塵沙界外塵沙界外塵沙界外塵沙、、、、伏伏伏伏無明習無明習無明習無明習        十住十住十住十住、、、、十行十行十行十行、、、、

十十十十迴向迴向迴向迴向等三十位等三十位等三十位等三十位為為為為三三三三賢賢賢賢位位位位。。。。    

圓教圓教圓教圓教：：：：斷見思惑斷見思惑斷見思惑斷見思惑、、、、斷界內界外塵沙惑斷界內界外塵沙惑斷界內界外塵沙惑斷界內界外塵沙惑盡盡盡盡        十信位十信位十信位十信位    

見道見道見道見道位位位位            分證即分證即分證即分證即    

                藏教藏教藏教藏教：：：：斷三界斷三界斷三界斷三界八八八八十十十十八使八使八使八使見惑見惑見惑見惑            須陀還須陀還須陀還須陀還（（（（初果初果初果初果））））                    

通教通教通教通教：：：：斷三界斷三界斷三界斷三界八八八八十十十十八八八八使使使使見惑見惑見惑見惑            八八八八人地人地人地人地、、、、見地見地見地見地    

                別教別教別教別教：：：：分段無明惑分段無明惑分段無明惑分段無明惑            初地初地初地初地        

圓教圓教圓教圓教：：：：品品分斷無明品品分斷無明品品分斷無明品品分斷無明                初住初住初住初住        

修道位修道位修道位修道位        分證即分證即分證即分證即    

                藏教藏教藏教藏教：：：：斷欲界思惑前六品斷欲界思惑前六品斷欲界思惑前六品斷欲界思惑前六品--------斯陀還斯陀還斯陀還斯陀還，，，，次斷欲界次斷欲界次斷欲界次斷欲界殘留殘留殘留殘留三品思惑三品思惑三品思惑三品思惑--------阿阿阿阿那那那那含含含含    

                通教通教通教通教：：：：斷欲界思惑前六品斷欲界思惑前六品斷欲界思惑前六品斷欲界思惑前六品        薄薄薄薄地地地地            次斷欲界次斷欲界次斷欲界次斷欲界殘留殘留殘留殘留三品思惑三品思惑三品思惑三品思惑        離離離離欲地欲地欲地欲地    

別教別教別教別教：：：：地地各斷一品無明惑地地各斷一品無明惑地地各斷一品無明惑地地各斷一品無明惑            二地二地二地二地~~~~十地十地十地十地    

圓教圓教圓教圓教：：：：各斷一品無明惑各斷一品無明惑各斷一品無明惑各斷一品無明惑        二住二住二住二住~~~~等覺等覺等覺等覺    

究竟位究竟位究竟位究竟位        究竟究竟究竟究竟即即即即    

藏教藏教藏教藏教：：：：斷見思惑斷見思惑斷見思惑斷見思惑盡盡盡盡        

通教通教通教通教：：：：盡盡盡盡入滅正習入滅正習入滅正習入滅正習俱俱俱俱除除除除            如如如如炭灰俱炭灰俱炭灰俱炭灰俱盡盡盡盡            

別教別教別教別教：：：：更破無明更破無明更破無明更破無明        入妙覺位入妙覺位入妙覺位入妙覺位        

圓教圓教圓教圓教：：：：進進進進斷斷斷斷微細微細微細微細無明無明無明無明        永永永永別無明別無明別無明別無明父母父母父母父母    成成成成就清就清就清就清淨法身淨法身淨法身淨法身    居常寂光居常寂光居常寂光居常寂光土土土土    

    

********空觀空觀空觀空觀：：：：從假入空從假入空從假入空從假入空        假觀假觀假觀假觀：：：：從空出假從空出假從空出假從空出假    

別教別教別教別教：：：：    

十信十信十信十信、、、、十住十住十住十住：：：：從假入空觀從假入空觀從假入空觀從假入空觀，，，，斷見思斷見思斷見思斷見思與與與與界內塵沙界內塵沙界內塵沙界內塵沙。。。。    

十行位十行位十行位十行位：：：：從空入假觀從空入假觀從空入假觀從空入假觀，，，，斷界外塵沙斷界外塵沙斷界外塵沙斷界外塵沙。。。。    

                                                                                                                                            
25 斷界內、界外塵沙盡。「行不退」，與別地十迴向齊。居「實報無障礙土」。「念不退」，與別教
初地齊。 
26 斷一品無明，與別地等覺齊。 
27斷一品無明，與別地妙覺齊。 
28 從此位位各斷一品無明，證一分中道，別教不知其名。 
29 更斷一品無明，乃一生補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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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十十十回向回向回向回向：：：：習中觀習中觀習中觀習中觀，，，，伏伏伏伏無明無明無明無明。。。。    

初初初初教教教教~~~~九九九九地地地地：：：：破一分無明破一分無明破一分無明破一分無明，，，，見一分法身見一分法身見一分法身見一分法身。。。。    

天台六即佛天台六即佛天台六即佛天台六即佛────────別教別教別教別教    

理即理即理即理即────但中佛性但中佛性但中佛性但中佛性    

名名名名字字字字即即即即────仰仰仰仰信但中信但中信但中信但中    

觀行即觀行即觀行即觀行即────外凡外凡外凡外凡「「「「十信位十信位十信位十信位」」」」    

相似即相似即相似即相似即－－－－內凡三內凡三內凡三內凡三賢賢賢賢位位位位    

            「「「「十住位十住位十住位十住位」」」」－－－－由假入空由假入空由假入空由假入空（（（（成成成成一切智一切智一切智一切智，，，，開開開開慧眼慧眼慧眼慧眼）「）「）「）「位不位不位不位不退退退退」」」」『『『『習種性習種性習種性習種性
30303030』』』』    

            「「「「十行位十行位十行位十行位」」」」－－－－由空出假由空出假由空出假由空出假（（（（成成成成道種智道種智道種智道種智，，，，開開開開法眼法眼法眼法眼））））『『『『性種性性種性性種性性種性
31313131』』』』    

            「「「「十十十十迴迴迴迴位位位位」」」」－－－－正修中道正修中道正修中道正修中道「「「「行不行不行不行不退退退退」」」」『『『『道種道種道種道種性性性性
32323232』』』』    

分證即分證即分證即分證即－－－－「「「「十地位十地位十地位十地位」」」」－－－－破一分無明證一分中道破一分無明證一分中道破一分無明證一分中道破一分無明證一分中道「「「「念念念念不不不不退退退退」」」」『『『『聖種性聖種性聖種性聖種性
33333333』』』』    

究竟即究竟即究竟即究竟即－－－－「「「「妙覺位妙覺位妙覺位妙覺位」（」（」（」（證一切種智證一切種智證一切種智證一切種智，，，，開開開開佛眼佛眼佛眼佛眼））））    

    

    

唯識唯識唯識唯識「「「「五位五位五位五位」」」」────────詳詳詳詳分分分分細細細細目成目成目成目成四十一位四十一位四十一位四十一位    

                                                                                                --------    十住十住十住十住（（（（含十信含十信含十信含十信））））                                    --------    

--------    一一一一、、、、    資糧位資糧位資糧位資糧位    ------------        十行位十行位十行位十行位                                                                                --------【【【【三賢位三賢位三賢位三賢位】】】】    

                                                    --------        十回向十回向十回向十回向                                                                --------        （（（（順解脫分順解脫分順解脫分順解脫分））））    

--------    二二二二、、、、加行位加行位加行位加行位—煖煖煖煖、、、、頂頂頂頂、、、、忍忍忍忍、、、、世第一世第一世第一世第一（（（（四善根四善根四善根四善根））））--------    （（（（順決擇分順決擇分順決擇分順決擇分））））            

菩薩位菩薩位菩薩位菩薩位--------        --------    三三三三、、、、見道位見道位見道位見道位（（（（通達位通達位通達位通達位））））—初地初地初地初地（（（（觀喜地觀喜地觀喜地觀喜地））））----    --------    入心入心入心入心    

--------    住心住心住心住心    

--------出心出心出心出心    

--------    四四四四、、、、修道位修道位修道位修道位（（（（修習位修習位修習位修習位））））--------七地七地七地七地（（（（遠行地遠行地遠行地遠行地））））以前以前以前以前    

                                                                                                    八地八地八地八地（（（（不動地不動地不動地不動地））））以上以上以上以上    

                                    --------    五五五五、、、、究竟位究竟位究竟位究竟位—金剛道金剛道金剛道金剛道    

                                                                            （（（（初地至十地為初地至十地為初地至十地為初地至十地為【【【【十聖位十聖位十聖位十聖位】】】】））））    

地前菩薩為一大阿僧祗劫地前菩薩為一大阿僧祗劫地前菩薩為一大阿僧祗劫地前菩薩為一大阿僧祗劫，，，，二地至七地為第二阿僧祗二地至七地為第二阿僧祗二地至七地為第二阿僧祗二地至七地為第二阿僧祗，，，，八地至等覺為三大阿僧劫八地至等覺為三大阿僧劫八地至等覺為三大阿僧劫八地至等覺為三大阿僧劫。。。。    

            二二二二執與執與執與執與二空因果二空因果二空因果二空因果    

                                                                            染染染染                                                    淨淨淨淨    

                                                    因因因因                                                                                    果果果果                                                因因因因                                                            果果果果    

二二二二        執執執執            二二二二            障障障障        二二二二    種種種種    生生生生    死死死死            二二二二            空空空空        二二二二            果果果果    

        我我我我        執執執執    煩煩煩煩    惱惱惱惱    障障障障    分分分分    段段段段    生生生生    死死死死            我我我我        空空空空    涅涅涅涅            槃槃槃槃    

        法法法法        執執執執            所所所所    知知知知    障障障障        變變變變    易易易易    生生生生    死死死死            法法法法        空空空空            菩菩菩菩            提提提提    

                                                 
30為大乘菩薩修行階位中之十住。見真諦理，開慧眼。此階位之菩薩，習空觀之教，破除見思之

惑。 
31 從空入假，斷界外塵沙。見俗諦理，開法眼。分別十法界中種種性，種種欲無有錯謬。 
32 正修中觀之道，能生佛果曰種。 
33 地地各斷一品無明，證一分中道。在十聖地，故名聖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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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俱俱俱俱        生生生生                                                        我我我我執執執執    

二二二二執執執執--------                

--------分分分分        別別別別                                                        法法法法執執執執    

附天台六即佛附天台六即佛附天台六即佛附天台六即佛    

天台宗就佛而判立六即位天台宗就佛而判立六即位天台宗就佛而判立六即位天台宗就佛而判立六即位，，，，稱為六即佛稱為六即佛稱為六即佛稱為六即佛。。。。一切眾生本來是佛一切眾生本來是佛一切眾生本來是佛一切眾生本來是佛，，，，心心心心、、、、佛佛佛佛、、、、眾生三眾生三眾生三眾生三無差別無差別無差別無差別，，，，但若不加分層次說但若不加分層次說但若不加分層次說但若不加分層次說

明明明明，，，，易滋混淆易滋混淆易滋混淆易滋混淆。。。。六即者六即者六即者六即者，，，，依淺深次第分為六個層階依淺深次第分為六個層階依淺深次第分為六個層階依淺深次第分為六個層階，，，，不生上慢不生上慢不生上慢不生上慢；；；；亦明當體即是亦明當體即是亦明當體即是亦明當體即是，，，，即時承擔即時承擔即時承擔即時承擔，，，，不生退怯不生退怯不生退怯不生退怯。。。。前前前前

者對治妄自尊大者對治妄自尊大者對治妄自尊大者對治妄自尊大，，，，後者對治自生退落後者對治自生退落後者對治自生退落後者對治自生退落。。。。六即佛者六即佛者六即佛者六即佛者：：：：((((一一一一))))理即佛理即佛理即佛理即佛：：：：又作理佛又作理佛又作理佛又作理佛，，，，蓋指一切眾生本具佛性之理蓋指一切眾生本具佛性之理蓋指一切眾生本具佛性之理蓋指一切眾生本具佛性之理。。。。

即便不知自具佛性即便不知自具佛性即便不知自具佛性即便不知自具佛性，，，，從未聽聞佛名字從未聽聞佛名字從未聽聞佛名字從未聽聞佛名字，，，，仍與諸如來本無二無別仍與諸如來本無二無別仍與諸如來本無二無別仍與諸如來本無二無別，，，，皆即是佛皆即是佛皆即是佛皆即是佛，，，，故稱理即佛故稱理即佛故稱理即佛故稱理即佛。。。。如如如如：：：：天空本來有天空本來有天空本來有天空本來有

月月月月，，，，但從未聽聞月名但從未聽聞月名但從未聽聞月名但從未聽聞月名，，，，亦未知有月亦未知有月亦未知有月亦未知有月；；；；曰曰曰曰：「：「：「：「理即月理即月理即月理即月」。（」。（」。（」。（雖有不知雖有不知雖有不知雖有不知））））((((二二二二))))名字即佛名字即佛名字即佛名字即佛：：：：又作名字佛又作名字佛又作名字佛又作名字佛。。。。謂經從善知謂經從善知謂經從善知謂經從善知

識處聞知識處聞知識處聞知識處聞知，，，，或從經卷中得見或從經卷中得見或從經卷中得見或從經卷中得見，，，，而了知有佛而了知有佛而了知有佛而了知有佛，，，，並知自具佛性並知自具佛性並知自具佛性並知自具佛性，，，，絲毫無所欠缺絲毫無所欠缺絲毫無所欠缺絲毫無所欠缺。。。。但只於名字中了知佛法但只於名字中了知佛法但只於名字中了知佛法但只於名字中了知佛法，，，，故稱故稱故稱故稱

名字即佛名字即佛名字即佛名字即佛。。。。如如如如：：：：既聽聞既聽聞既聽聞既聽聞月名月名月名月名，，，，知天空有月知天空有月知天空有月知天空有月，，，，但尚未真實見到月但尚未真實見到月但尚未真實見到月但尚未真實見到月；；；；曰曰曰曰：「：「：「：「名字即月名字即月名字即月名字即月」。（」。（」。（」。（知而未覓知而未覓知而未覓知而未覓））））((((三三三三))))觀行即觀行即觀行即觀行即

佛佛佛佛：：：：從了知佛法從了知佛法從了知佛法從了知佛法，，，，進而依教修行進而依教修行進而依教修行進而依教修行，，，，由心由心由心由心起觀起觀起觀起觀，，，，而能如理作意思維而能如理作意思維而能如理作意思維而能如理作意思維，，，，至理慧相應至理慧相應至理慧相應至理慧相應，，，，境智相當境智相當境智相當境智相當，，，，但仍在門外但仍在門外但仍在門外但仍在門外，，，，

尚未能昇堂入室也尚未能昇堂入室也尚未能昇堂入室也尚未能昇堂入室也；；；；故屬故屬故屬故屬「「「「外凡位外凡位外凡位外凡位」。」。」。」。如如如如：：：：抬頭望月抬頭望月抬頭望月抬頭望月，，，，雖未親睹月體雖未親睹月體雖未親睹月體雖未親睹月體，，，，但已開始覓月但已開始覓月但已開始覓月但已開始覓月；；；；曰曰曰曰：「：「：「：「觀行即月觀行即月觀行即月觀行即月」。（」。（」。（」。（覓覓覓覓

而未見而未見而未見而未見））））((((四四四四))))相似即佛相似即佛相似即佛相似即佛：：：：經前經前經前經前「「「「觀行即觀行即觀行即觀行即」」」」位位位位，，，，斷除見思之惑斷除見思之惑斷除見思之惑斷除見思之惑，，，，伏住塵沙惑伏住塵沙惑伏住塵沙惑伏住塵沙惑；；；；雖未能進斷無明雖未能進斷無明雖未能進斷無明雖未能進斷無明，，，，但已彷彿近但已彷彿近但已彷彿近但已彷彿近

似似似似，，，，故稱相似即佛故稱相似即佛故稱相似即佛故稱相似即佛。。。。如如如如：：：：在雲層後彷彿見有月影在雲層後彷彿見有月影在雲層後彷彿見有月影在雲層後彷彿見有月影，，，，故曰故曰故曰故曰：「：「：「：「相似即月相似即月相似即月相似即月」。（」。（」。（」。（見而未真見而未真見而未真見而未真））））((((五五五五))))分證即佛分證即佛分證即佛分證即佛：：：：又作分又作分又作分又作分

真即佛真即佛真即佛真即佛。。。。指分斷無明而證中道之位指分斷無明而證中道之位指分斷無明而證中道之位指分斷無明而證中道之位；；；；無明惑開始漸斷無明惑開始漸斷無明惑開始漸斷無明惑開始漸斷，，，，所謂所謂所謂所謂破一分無明破一分無明破一分無明破一分無明，，，，證一分法身證一分法身證一分法身證一分法身。。。。如如如如：：：：見一分之月見一分之月見一分之月見一分之月，，，，

以至九分之月以至九分之月以至九分之月以至九分之月。。。。曰曰曰曰：「：「：「：「分證即月分證即月分證即月分證即月」（」（」（」（己見未全己見未全己見未全己見未全））））((((六六六六))))究竟即佛究竟即佛究竟即佛究竟即佛：：：：無明斷盡無明斷盡無明斷盡無明斷盡，，，，證到證到證到證到究竟圓滿之極果妙覺之佛位究竟圓滿之極果妙覺之佛位究竟圓滿之極果妙覺之佛位究竟圓滿之極果妙覺之佛位。。。。

如如如如：：：：十五之皓月十五之皓月十五之皓月十五之皓月，，，，圓發光明無有障礙圓發光明無有障礙圓發光明無有障礙圓發光明無有障礙。（。（。（。（澈見全月澈見全月澈見全月澈見全月））））此六佛雖因智此六佛雖因智此六佛雖因智此六佛雖因智（（（（悟悟悟悟））））情情情情（（（（迷迷迷迷））））之深淺之深淺之深淺之深淺，，，，而有六種之別而有六種之別而有六種之別而有六種之別，，，，

然其體性不二然其體性不二然其體性不二然其體性不二，，，，彼此互即彼此互即彼此互即彼此互即，，，，故稱為故稱為故稱為故稱為「「「「即即即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