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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境、行、果

將大乘佛教的瑜伽行派 1之根本論書《瑜伽師地論》（100 卷）傳譯到中國是唐代玄
奘法師（602？～664）西行求法的主要目的。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一所說：「（玄
奘）法師既遍謁（國內）眾師，備飡其說，詳考其理，各擅宗塗，驗之聖典，亦隱顯有
異，莫知適從，乃誓遊西方，以問所惑，並取十七地論以釋眾疑，即今《瑜伽師地論》
也」。
《大唐故三藏法師行狀》也說：「（玄奘）請戒賢法講師瑜伽論，同聽者數千人，如
是聽《瑜伽》三遍」。玄奘法師經中亞絲綢之路往返印度，共歷十七年，行程五萬里，
於貞觀十九年正月還抵長安，回國後，隔年開始翻譯《瑜伽師地論》，到貞觀二十二年
完成， 2 奠定了漢傳佛教「法相宗」（又稱︰唯識宗、慈恩宗、瑜伽宗….）的基礎。
玄奘法師之嫡傳弟子窺基法師（632～682）《瑜伽師地論》（100 卷）之主體部份－
「本地分」
（卷 1～50）
，依三乘境、行、果次第（觀境起行，方證果故)，略釋如下︰ 3
(一)三乘之境
1. 境體：
(1)五識身相應地第一（易知）。 (2)意地第二（難知）。
2. 境相：
(1)有尋有伺地第三（粗）。 (2)無尋唯伺地第四（中）。
(3)無尋無伺地第五（細）。
3. 境用：
(1)三摩呬多地第六（定）（勝）。(2)非三摩呬多地第七（散）（劣）。
(3)有心地第八（有）（顯）。 (4)無心地第九（無）（隱）。
〔﹡(3)有心地第八、 (4)無心地第九或可稱為「境位」〕
(二)三乘之行
1

義淨三藏於《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一所敘述的西元七世紀後的佛教概況中之一派︰「所云大乘，無
過二種。一則中觀，二乃瑜伽」。此二名稱，究其梵語，直譯是「中派」 （mādhyamika）與「瑜
伽行派」（yogācā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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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藤精神︰《國譯一切經》「瑜伽師地論解題」，pp. 10-11。

3

T43, no. 1829, p. 3, c17-p. 4, a7

1. 通行：
(1)聞所成地第十。 (1)思所成地第十一。
(1)修所成地第十二。
2. 別行：
(1)聲聞地第十三。 (2)獨覺地第十四。
(3)菩薩地第十五。
(三)三乘之果
(1)有餘依地第十六。 (2)無餘依地第十七。
本文將對玄奘法師歷盡千辛萬苦所傳譯之如此深廣的修行體系，從修行次第的觀點，
並且以實例來，探討《瑜伽師地論》等漢譯瑜伽行派的佛典對漢傳佛教的未來發展有何
影響？希望能對漢傳佛教因應國際化、現代化的挑戰有所助益。
二、「修行次第」的基本意義︰持戒→無悔→歡→喜→輕安→樂→定→如實知見→厭→
離欲→解脫→解脫知見
所謂「修行次第」
，若根據《瑜伽師地論》卷 92 所說，是指：「又諸苾芻守護諸根，
有慚有愧，由是因緣，恥於惡行，修習妙行。修妙行故，無有變悔。無變悔故，發生歡
喜，此為先故心得正定。心正定故，能見如實。見如實故，明及解脫皆悉圓滿。當知是
名修行次第」 4。這段敘述可追溯到漢傳四種《阿含經》和巴利語經藏五種《尼柯耶》
(nikāya，部、集成)等初期佛教佛典 5。
例如︰《中阿含經》卷 10 習相應品第五中，有 16 部經都有如下類似的說明：
「阿難！
因持戒便得不悔。因不悔便得歡悅。 因歡悅便得喜。因喜便得止。因止便得樂。因樂
便得定。阿難！多聞聖弟子因定，便得見如實、知如真。因見如實、知如真，便得厭。
因厭便得無欲。因無欲便得解脫。因解脫便知解脫︰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
更受有，知如真。阿難﹗是為法法相益，法法相因。如是此戒趣至第一，謂度此岸。得
至彼岸」。 6
在《瑜伽師地論》的綱要書《顯揚聖教論》卷 7 則將此段作為「增上戒學」
、
「增上心
學」
、
「增上慧學」生起分別的說明：
「生起分別者，謂︰由尸羅(śīla, 戒)成就故，無悔。
由無悔故，生悅。生悅故，心喜。心喜故，身安。身安故，受樂。受樂故，心定。心定
故，觀如實。觀如實故，起厭。起厭故，離欲。離欲故，解脫。解脫故，自謂︰我證解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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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0, no. 1579, p. 823, a10-15

平川彰（1974；莊崑木譯 2002）
《印度佛教史》
（上）p. 96︰「說到關於經藏與律藏的現在形

態，在阿育王時代由摩哂陀(Mahinda)傳到錫蘭的佛教，是以巴利語來傳持的，其經藏整理為五
尼柯耶(nikaya，部、集成)，即是上座部(Theravada)系的分別說部(Vibhajjavadin)所傳持的。巴利
語是中印度西南的卑提寫(Vedisa, Bhilsa)地方的古代方言，這裡是摩哂陀母親的出生地，此地的
佛教由摩哂陀傳到了錫蘭。相對地，由北印度經由中亞傳到中國的經藏稱為《阿含經》
，在中國
譯出了四種阿含經（《長阿含經》、
《中阿含經》、
《雜阿含經》、
《增一阿含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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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01, no. 26, p. 485, b8-16

脫，復起如是智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
。7 若將《中阿含經》
卷 10 與《顯揚聖教論》卷 7 二者文句對照，可整理出如下的次第︰
持戒→無悔→生〔歡〕悅→〔心〕喜→止（身安；輕安）→樂→〔心〕定→
見如實、知如真（如實知見； 觀如實）→
得厭（起厭）→無欲（離欲）→解脫→
知解脫（自謂︰我證解脫。復起如是智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
受後有）。
由此「修行次第」可知也是「增上戒學」、
「增上心學」
、「增上慧學」三學（戒→定
→慧）的次第。所謂「學」
，是與初期佛教之修行成果的分類有關。對於修行的成果，
佛教基本上分為初、二、三、四果：初果「須陀洹」（sotāpatti, srotāpatti; 預流）；二果
「斯陀含」
（sakadāgāmin, sakṛdāgāmin；一往來）
；三果「阿那含」
（anagamin；不還果）
；
8
四果為「阿羅漢」
（arahant, arhat）
。 最高修行果位的阿羅漢已斷除能成為輪迴原因的
所有煩惱，圓滿完成三增上學（增上戒學、增上心學、增上慧學）
，所以稱為「無學」
(aśaikṣa)。前三果的行者尚未完全斷除所有煩惱，未圓滿修學三增上學，所以稱為「有
學」或「學人」(śaikṣa)。
「有學」和「無學」都是屬於證果的「聖人」(ārya)。尚未證果
的，則是「凡夫」(pṛthagjana)。所以，修行的過程可分為三階段，凡夫是第一階段，
初、二、三果「有學」聖人是第二階段，「無學」阿羅漢是最後階段。對於初期佛教之
基本修行體系，可以如下之圖表示︰
初期佛教之基本修行體系
聖者位 (ārya)

凡夫位
(pṛthagjana)

初果「須陀洹」
（預

二果「斯陀含」

流）

（一往來）

三果「阿那含」 四果「阿羅漢」
（不還果）

「有學」或「學人」(śaikṣa)

無學(aśaikṣa)

三、修行者類型︰十三種補特伽羅
所謂「凡夫」
、
「有學」
、
「無學」等三階段，若再配合三界來區分，在《瑜伽師地論》
卷 64 中，則分為如下九種（十三種之前九種）：
「復次，即此諸諦，為據、為依、為建立處，立十三種補特伽羅。
云何十三種補特伽羅？謂︰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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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31, no. 1602, p. 513, a29-b5
平川彰（1974；莊崑木譯 2002）《印度佛教史》（上）p. 260︰「第一的預流是「入於佛教之流」

的意思，是指對於佛教得到不壞的淨信者，這可說是本來的意思，但是在《阿含經》裡定型的說明（《十
誦律》卷十八﹐T 23.129a。SN. V, pp.356-7.），說是斷三結（見結、戒禁取結、疑結）者，是不墮
惡趣者，必向於悟者，也說「極七返生」
；至少在七遍生死於此世之間，即至證悟。第二的一來，是盡
三結，三毒（貪、瞋、癡）薄者；因為只轉生於此世一遍，所以稱為一來。第三的不還，是不還於此
世者，亦即死後生於天界，而在那裡反覆生死之間入於涅槃，是斷了五下分結的人。將自己結合於欲
界的煩惱，是五下分結。第四的阿羅漢，是盡煩惱，得無漏的心解脫、慧解脫的人。」

欲界異生、色界異生、無色界異生；
欲界有學、色界有學、無色界有學；
欲界無學、色界無學、無色界無學；
欲界獨覺、欲界菩薩；色界菩薩，不可思議如來。」(T30, no. 1579, p. 655, c27-p. 656,
a3)
《瑜伽師地論》的綱要書《顯揚聖教論》卷 3 對此九種（十三種之前九種）解釋如下：
「復由諸界別，應知十三種者。
一、欲界異生，謂生欲界未見諦者。
二、欲界有學，謂生欲界已見聖諦六種有學，謂從預流果，乃至第六阿羅漢向。 9
三、欲界無學，謂生欲界阿羅漢果。
四、色界異生，謂生色界未見諦者。
五、色界有學，謂生色界已見聖諦二種有學，一、不還果；二、阿羅漢向。
六、色界無學，謂生色界阿羅漢果。
七、無色異生，謂生無色未見諦者。
八、無色有學，謂生無色已見聖諦二種有學，一、不還果；二、阿羅漢向。
九、無色無學，謂生無色阿羅漢果。」(T31, no. 1602, p. 495, a17-27)
可知欲界、色界、無色界中都有可能有凡夫，也都可能有聖人（有學、無學）
，將此 9
種區別，以圖表說明如下︰

欲界

異生（凡夫）

有學

無學

1.未見諦

2.見聖諦六種有

3.阿羅漢果

學：預流
果… … 第六
阿羅漢向
色界

4.未見諦

5.見聖諦二種有

6.阿羅漢果

學：不還果、
阿羅漢向
無色界

7.未見諦

8.見聖諦二種有

9.阿羅漢果

學：不還果、
阿羅漢向
9

上述初期佛教之基本修行體系四種聖者之修行果位，在《阿含經》
、
《尼柯耶》等佛典中，也被細
分作「四向四果」（也稱作「四雙八輩」）︰即（達到預流果之前）預流向、預流果、（達到一
來果之前）一來向、一來果、
（達到不還果之前）不還向、不還果、
（達到阿羅漢果之前）阿羅
漢向、阿羅漢果。對應「有部」的聖者修行體系，
「無學道」相當於「無學」的阿羅漢果，
「修
道」相當於「有學」的初、二、三果（預流果、一來向、一來果、不還向、不還果、阿羅漢向）
聖者。「見道」則相當於預流向。詳參第三節「聲聞乘（部派佛教）的修行體系」。

而且，也可將此 9 種區別，推論出如下的修行路線的各種組合︰


若只重視色界、無色界禪定者的修行路線，可能只順著 1→4→7 來開展，無法到
達聖人（有學、無學）的境界。



若只重視有學、無學智慧者的修行路線，可能只順著 1→2→3 來開展，無法成就
色界、無色界的禪定。



若先重視色界、無色界禪定者的修行路線，可能順著 1→4→7→8→9 來開展。



若先重視有學、無學智慧者的修行路線，可能順著 1→2→3→6→9 來開展。



若先重視色界禪定，然後再修有學、無學智慧者的修行路線，可能順著 1→4→5
→6→9 來開展；或可能順著 1→4→5→8→9 來開展。



若先重視有學智慧，然後再修色界、無色界禪定者的修行路線，可能順著 1→2
→5→6→9 來開展；或可能順著 1→2→5→8→9 來開展。

對此十三種之後四種，
《瑜伽師地論》的綱要書《顯揚聖教論》卷 3 解釋如下：
「十、欲界獨覺，謂住獨覺法性，於前生中，或未見諦、或已見諦；今生欲界，不由
師教，依先因力，修覺分法證得，一切諸結永盡──此復二種，一、如朅伽獨一而行；
二、獨勝部眾而行。
十一、欲界菩薩，謂生欲界住菩薩法性，為令自他證寂滅故，已發正願，修習一切無上
菩提諸方便行。
十二、色界菩薩，謂生色界中住菩薩法性，遠離無色，修諸靜慮，為令自他證寂滅故，
已發正願，修習一切無上菩提諸方便行。
十三、不可思議諸佛如來，謂依修習不住流轉，及與寂滅無分別道，證得諸佛共有解脫
法身所攝無上轉依遍行，十方一切世界作一切有情一切利益事無有斷盡。」(T31, no. 1602,
p. 495, a27-b10)
可以圖表，說明十三種之後四種如下︰
欲界

獨覺

菩薩

諸佛如來

10.不由師教，依先

11.為令自他證寂滅

13.不可思議諸佛如

因力

故，已發正願
修習一切無
上菩提諸方
便行

色界

12. 遠離無色，修諸
靜慮，為令自
他證寂滅
故，已發正願
修習一切無
上菩提諸方
便行

來

無色界

四、瑜伽行派「瑜伽師」的修行次第︰初修業→已習行→已度作意 10
（一）修行成就(所作成辦)之次第︰作意圓滿→所依(身心)清淨→所緣(修行對象)清淨
對於第二節所謂「修行次第」︰持戒→無悔→生〔歡〕悅→〔心〕喜→止（身安；
輕安）→樂→〔心〕定→見如實、知如真（如實知見；觀如實）→得厭（起厭）→無欲
（離欲）→解脫→知解脫（自謂︰我證解脫。復起如是智見︰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
作已辦，不受後有）中，解脫成就之「所作成辦」(kārya-pariniṣpatti)之次第，
《瑜伽師地
論》的說明如下： 11
謂修觀行者，於奢摩他、毘鉢舍那，若修、若習、若多修習為因緣故，諸緣影像所
有作意皆得圓滿。此圓滿故，便得轉依 (āśrayaḥ parivarttate)，一切麁重(dauṣṭhulyāni)
悉皆息滅。得轉依 (āśraya-parivṛtti)故，超過影像，即於所知事有無分別、現量智見
生。入初靜慮者得初靜慮時，於初靜慮所行境界。入第二、第三、第四靜慮者，得
第二、第三、第四靜慮時，於第二、第三、第四靜慮所行境界。入空無邊處，識無
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者，得彼定時，即於彼定所行境界。如是名為所作
成辦。

即，禪定（靜慮；dhāynā）之成就(所作成辦)者，乃依於不斷重複奢摩他（śamatha；安
止定）
、毘鉢舍那（vipaśyanā；觀察慧）的修習，而對有分別 (毘鉢舍那)、無分別影像 (奢
摩他)等所緣的作意(manaskāra)圓滿時，則「所依」(āśraya；身心)轉換，而一切的身心
麁重(dauṣṭhulyāni)變成完全消失(輕安)。此種狀態即被稱為所依（身心）的轉換，成就
初靜慮、第二、第三、第四靜慮乃至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非想非非想處等
各種禪定。
《瑜伽師地論》又說：
「於所知事(jñeya-vastu)由現見故，隨得觸證所緣清淨」12。由於
所依（身心）的轉換而超越影像，即是對所知事生起無分別、現量的智見。這種場合也
被稱為所緣清淨(ālambana-pariśuddhi)，即、所應知之事能完全清楚的觀察，如在眼前的
狀態。
此等所應知之事，於此，乃意味著 「不淨」
「慈愍」
「緣性緣起」
「界差別」
「安那波
那」五類的淨行所緣、
「蘊」
「界」
「處」
「緣起」
「處非處」五類的善巧所緣、
「下麁上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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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釋惠敏(2004)。〈佛教之身心關係及其現代意義〉。
《法鼓人文學報》第 1 期。台北︰法鼓人文
社會學院籌備處。

11

T30, no. 1579, p. 427, c8~19; ŚrBh 196, 12.

12

T30, no. 1579, p. 428, b21~22; ŚrBh 200, 9.

「四諦」二類的淨惑所緣、等傳統的修行對象。 13
換言之，完成所應成就的事，乃是：(1)圓滿以影像為所緣的止觀修行，(2)身心從麁
重轉換成為輕安的狀態，而後，(3)超越影像，亦即於所應知之事生起無分別、現量的智
見 (=所緣清淨)。若以圖式說明，則為如下的修行過程 (稱為圖式 A)。
A：(1)作意圓滿→(2)所依（身心）轉＝麁重的息滅(＝輕安)＝轉依（身心的轉換）→(3)
超過影像=對所知事生起無分別現量智見＝所知事的現見＝所緣清淨
若欲進而探究上述(1)作意圓滿階段的詳細內容，則《瑜伽師地論》如次的說明是相
關的。14「問：修瑜伽師(yogācāra)凡有幾種？答：三。何等為三？一、初修業(ādikarmika)
瑜伽師。二、已習行(kṛta-paricaya)瑜伽師。三、已度作意(atikrānta-manaskāra)瑜伽師。．．．
云何已度作意瑜伽師？謂住加行究竟果 (prayoga-niṣṭha-phala)作意位中，由此超過
(atikrānta)加行方便所修(prayoga-bhāvanā)作意，安住修果(bhāvanā-phala)，是故說名已度
作意。」
首先，瑜伽師被分為(1)初學者 (ādikarmika，初修業)、(2)積累長期的經驗
(kṛta-paricaya，已習行)者、(3)超越作意 (atikrānta-manaskāra，已度作意)者等三階段。
其中，(3)超越作意瑜伽師為安住於加行究竟果 (prayoga-niṣṭha-phala)。所謂「加行究竟
果」，亦即表示：了相、勝解、遠離、攝樂、觀察、加行究竟、加行究竟
果等七作意之第七位的境地。 15
#《瑜伽師地論》卷 33：
「由七作意方[4]能獲得離欲界欲。何等名為七種作意。謂了相
作意。勝解作意。遠離作意。攝樂作意。觀察作意。加行究竟作意。加行究竟果作意。
」
(CBETA, T30, no. 1579, p. 465, b28-c2)
[4]能＝使【宋】
【元】【明】。
#《瑜伽師地論》卷 34：
「如是已辯往世間道。若樂往趣出世間道。應當依止四聖諦境漸
次生起七種作意。所謂最初了相作意。最後加行究竟果作意。乃至證得阿羅漢果。」
(CBETA, T30, no. 1579, p. 470, c13-16)

13

《瑜伽師地論》
「所知事者，謂或不淨，或慈愍，或緣性緣起，或界差別，或阿那波那念。或蘊善巧，
或界善巧，或處善巧，或緣起善巧，或處非處善巧。或下地麁性、上地靜性。或苦諦、集諦、滅諦、
道諦。是名所知事。」(T30, no. 1579, p. 427, b1~6; ŚrBh 193, 13.)

14

T30, no. 1579, p. 439, b1~14; ŚrBh 284, 4ff.

15

T30, no. 1579, p. 465, b29~c2；T30, no. 1579, p. 470, c14ff.

接著，何以稱彼為超越作意瑜伽師？因為安住於加行究竟果者，已經超越有關加行方便
修習的作意、而安住於修果之故。
復次，為將此三階段配合修行的階位，
《瑜伽師地論》中繼續敘述如下：
「又始從修
習善法欲已去，乃至未起順決擇分善根，於爾所時名初修業。若已起順決擇分善根，所
謂煖、頂、隨順諦忍、世第一法名已習行。若已證入正性離生，得諦現觀，不由他緣，
於佛聖教，不為餘緣之所引奪。當於爾時名度作意。由彼超過他緣作意，住非他緣所有
作意，是故名為已度作意。」 16

依此可知，証得煖、頂、忍、世第一法等順決擇分

(nirvedha-bhāgīya)善根以前的修行者，被稱為(1)初學者(ādikarmika，初修業)，已
生起順決擇分善根者則被稱為(2)積累長期的經驗 (kṛta-paricaya，已習行 )者。最後，
成為決定性地証得無漏的聖道(samyakatva-nyāma，正性離生)、體得四諦等諸真理、
而於聖者的教法能不為其他的影響或因緣所迷惑時，則名為(3)超越作意
(atikrānta-manaskāra，已度)者，若以圖式表示，即相當於如下修行者的地位(稱為圖
式B)。
B：已度(atikrānta)作意＝加行究竟果作意
加行方便所修作意

＝超過(atikrānta))
＝安住修果(bhāvanā-phala)＝正性

(samyaktva)離生(nyāma)

＝諦(satyāni)現觀

(abhisamāgacchati)
因此，所作成辦(kārya-pariniṣpatti)中所謂圓滿作意之後，可說就是表示超越作意
(atikrānta，已度)瑜伽師。此亦即，透過依於圖式 A(所作成辦)的(1)作意圓滿，成為(2)
所依的轉換 (轉依)，然後，(3)超越影像 (生起無分別現量智見)、等的過程，而終於到
達圖式 B (已度作意瑜伽師＝加行究竟果作意＝安住修果＝正性離生＝諦現觀)的修行階
位。
為進一步檢討「所作成辦」中(2)所依的轉換(轉依)、(3)生起超越影像(無分別現量
智見)的過程，將考察《瑜伽師地論》中有關瑜伽所作 (yogasya yoga-karaṇiyāni)諸
項目的說明， 17 以及「所依滅」、「所依轉」
， 18「所依清淨」(āśraya-pariśuddhi) 19之

16

T30, no. 1579, p. 439, b15~22; ŚrBh 284, 23ff.

17

T30, no. 1579, p. 439, a16~18; ŚrBh 283, 2. 「問：修瑜伽者凡有幾種瑜伽所作。答：四。何等為四？一、

所依滅(āśraya-nirodha)。二、所依轉(āśraya-parivartta)。
四、愛樂所緣(ālambana-abhirati) 」

三、遍知所緣 (ālambana-parijñāna)。

說明，可知，在「所作成辦」的(2)所依轉換（轉依）之中，有兩個狀況生起：麁重的滅
去 (所依滅)和輕安的顯現 (所依轉)。又，因為此等狀態也被稱為「所依清淨」，所以，
此等轉依的構成，可以如下圖式表示之 (稱為圖式C)。即：
C：(2)轉依＝所依滅(nirodha＝麁重息滅)＋所依轉(parivartta＝輕安顯現)＝所依清淨
其次，有關「所緣」中互成一對的所緣的遍知、愛樂，是和所依清淨相互影響，而
引起「所依」身心的滅、轉(＝所依清淨，viśuddhi)。 20
換言之，有關所依滅、所依轉、遍知所緣、愛樂所緣等四種類的瑜伽所作，其彼此
間的相互關係，可以如下的圖式(稱為圖式 D)表示之。
D：遍知、愛樂所緣  所依的滅、轉(＝所依清淨) 遍知、愛樂所緣的清淨
最後，有關修行成就的過程，其相互關係則為如次。
A：(1)作意圓滿→ (2)所依（身心）轉＝麁重的息滅(＝輕安)＝轉依（身心的轉換）→(3)
超過影像=無分別、現量智見＝所知事的現見＝所緣清淨
C：轉依＝所依滅＋所依轉＝麁重息滅＋輕安顯現＝所依清淨
D：遍知、愛樂所緣  所依的滅、轉  遍知、愛樂所緣的清淨
依於以所作成辦 (圖式 A )為中心、瑜伽所作(圖式 C•D)為傍證所形成之總合的圖式 α
α：(1)作意圓滿＝遍知、愛樂所緣
(2)轉依＝所依滅＋所依轉＝麁重息滅＋輕安顯現＝所依清淨
(3)超過影像=無分別、現量智見＝所知事的現見＝所緣清淨

將可知：
《瑜伽師地論》＜聲聞地＞中，所依(身心)清淨 (＝麁重息滅＋輕安顯現＝所
依滅＋所依轉＝轉依)和所緣(修行對象) 清淨（＝所知事的現見＝無分別、現量智見＝
超過影像）
，乃被視為瑜伽行的最高目標，亦即修行的成就狀態。
（二）修行成就之「毘鉢舍那」和「奢摩他」關係
如上已知修行之成就狀態是可以「所依清淨」 (＝轉依)和 「所緣清淨」 (＝現量
智見)來說明，但是在達成禪定之前，亦即是「所依清淨」 (＝轉依)和 「所緣清淨」 (＝
現量智見)生起之前，毘鉢舍那(vipaśyanā，觀)和奢摩他(śamatha，止)是以何等機轉而
相互影響？解決此問題的關鍵，從＜聲聞地＞中各別修行「毘鉢舍那」（觀）和「奢摩
他」(止)開始，乃至善加運用止和觀而修行的「止觀雙運轉道」(yuga-naddha-vāhī-mārga)
的說明，是可資參考的。
18

《瑜伽師地論》
「所依滅及所依轉者，謂勤修習瑜伽作意故，所有麁重俱行所依漸次而滅，所有輕安
俱行所依漸次而轉，是名所依滅及所依轉瑜伽所作。」(T30, no. 1579, p. 439, a19~22)

19

《瑜伽師地論》「一切麁重悉皆息滅，隨得觸證所依清淨。」(T30, no. 1579, p. 428, b20~21)。

20

《瑜伽師地論》
「遍知所緣及愛樂所緣者，謂或有遍知所緣、愛樂所緣與所依滅、轉而為上首（pūrvaṃ

gamaḥ）
。由此遍知所緣、愛樂所緣增上力(adhipati)故，令所依滅及所依轉。或有遍知所緣、愛樂所緣用
所依清淨(āśraya-viśuddhi)而為上首。由此所依清淨增上力故，令遍知所緣得善清淨，及愛樂所緣得善清
淨，於其所作成辦(kārya-pariniṣpati)時轉，是名四種修瑜伽者瑜伽所作」(T30, no. 1579, p. 439, a22~29)

首先，有關証得「轉依」和「現量智見」之前，
「毘鉢舍那」
（觀）和「奢摩他」(止)，
其敘述如下 ： 21
(1)正修行者如如(yathā ca yathā)毘鉢舍那(vipaśyanā)串習(abhyāsa)清淨增上方故，
增長廣大，如是如是(tathā tathā)能生身心所有輕安(praśrabdhi)奢摩他(śamatha)當知
亦得增長廣大。
(2)如如身心獲得輕安，如是如是於其所緣心一境性(ekāgratā)轉得增長。如如於緣心一
境性轉復增長，如是如是轉復獲得身心輕安。
(3)心一境性、身心輕安如是二法展轉(anyonyaṃ)相依、展轉相屬 (pratibaddha)。心
一境性、身心輕安如是二法若得轉依(gnas yons su gyur pa)方乃究竟。依轉依故，於
所知事現量智(pratyakṣa-jñāna)生。
亦即，如下的三種過程是明白可知的：
(1)「毘鉢舍那」
（觀察的智慧）基於反復練習(abhyāsa，串習)所生清淨的力量，逐漸
增長、廣大(以表示)，伴隨於此，能令生起身心輕安(praśrabdhi)的「奢摩他」(安止
定)亦逐漸增長、廣大()。
(2)隨著身心輕安的增長 ()，心一境性(ekāgratā)亦逐漸增長 ()。
(3)証得此等轉依和現量智見之前，身心輕安和心一境性彼此相互地(anyonyam)影響
(pratibaddha)(以表示相互影響)。
若以圖式來整理，則為如下的關係 (稱為圖式 E)。
E：(1)毘鉢舍那  奢摩他

(身心輕安)

(2)身心輕安  心一境性   身心輕安．．．
(3)身心輕安  心一境性   轉依  現量智見
其中，所謂「毘鉢舍那」（vipaśyanā，觀察的智慧）
，＜聲聞地＞中是以屬於遍滿
所緣的有分別(savikalpa)影像(pratibimba)為其所緣，其敘述則為如下： 22
云何有分別(savikalpa)影像(pratibimba)？謂如有一或聽聞正法(saddharma)、或教
授(avavāda)、教誡(anuśāsanī)為所依止，或見(dṛṣṭa)、或聞(śruta)、或分別(parikalpita)
故，於所知事同分(sabhāga)影像(pratibimba)，由三摩哂多地(samāhita-bhūmika)

21

T30, no. 1579, p. 458, a3~11; ŚrBh 402, 11ff.

22

T30, no. 1579, p. 427, a27ff.; ŚrBh 193, 7-12.

毘鉢舍那行觀察：簡擇(vicinoti)、極簡擇(pravicinoti)、遍尋思(parivitarkayati)、遍
伺察(parimīmānsam āpadyate)。

即，有人或基於聽聞正確的教法、或者教授和教誡，或者依於曾見、曾聞、或者思
考，對於和所應知之事(jñeya-vastu，所知事)具有相同作用的(sabhāga)影像，在諸禪
定(三摩哂多地)中依毘鉢舍那的方式(ākāra)而觀察之。亦即：簡擇、極深地簡擇、普遍
地尋思、普遍地伺察。
所謂「所知事」 (jñeya-vastu)是五類的淨行所緣、五類的善巧所緣、二類的淨惑所
緣等，在其他經論中也是被頻繁列舉的種種傳統的修行對象。
其次，所謂「奢摩他」(śamatha)，＜聲聞地＞中是以屬於遍滿所緣的無分別(nirvikalpa)
影像(pratibimba)為其所緣，其敘述則為如下: 23
云何無分別(nirvikalpa)影像(pratibimba)？謂修觀行者，受取如是影像已，不復
觀察：簡擇(vicinoti)、極簡擇(pravicinoti)、遍尋思(parivitarkayati)、遍伺察
(parimīmānsam āpadyate)。然即於此所緣影像，以奢摩他行寂靜其心，即是九種行
相令心安住：謂，令心內住、等住、安住、近住、調伏、寂靜、最極寂靜、一趣、等持。
彼於爾時成無分別影像，即於如是所緣影像，一向一趣安住其念，不復觀察：簡擇、極
簡擇、遍尋思、遍伺察。是名無分別影像(nirvikalpaṃ pratibimbam)。
即，修行者在把握〔毘鉢舍那的有分別〕影像之後，不是以簡擇、極簡擇、遍尋思、
遍伺察等〔種種毘鉢舍那的方式〕而作觀察，在此一所緣的影像上，乃是依奢摩他的九
種方式 (ākāra)而令其心寂靜。此等方式亦即：令心內住(adhyātmam eva cittaṃ
sthāpayati)、等住(saṃsthāpayati)、安住(avasthāpayati)、近住
(upasthāpayati)、調順(damayati)、寂靜(śamayati)、最極寂靜
(vyupaśamayati)、專注一趣(ekotīkaroti)、等持(samādhatte)、等九種奢摩他的
階段。 24
如此地，對於此等種種傳統修行對象的修行方式雖可收攝為毘鉢舍那（觀）和奢摩
他（止） )兩種的基本模式，此一奢摩他、毘鉢舍那究竟是以何等關係而被稱為止觀的

23

T30, no. 1579, p. 427, b15ff.; ŚrBh 194, 21ff.

24

T30, no. 1579, p. 450, c18ff.; ŚrBh 363, 7ff.

雙運轉道(yuga-naddha-vāhī-mārga)？有關此一問題＜聲聞地＞中其說明如次 ： 25
問：齊何當言奢摩他、毘鉢舍那二種和合平等俱轉(samayugaṃ varttate)，由此說名止觀
雙運轉道？答：若有獲得九相(navākāra)心住(cittasthiti)中第九(navama)相(ākāra)心
住，謂三摩呬多(samāhita)。彼用如是圓滿(pariniṣpanna)三摩地(samādhi)為所依止，
於 法 觀 (dharma-vipaśyanā) 中 修 (prayujyate)增 上 慧 。 彼 於 爾 時 由 法 觀 故 ， 任 運 轉
(svarasa-vāhana)道，無功用轉(anābhoga-vāhana)，不由加行(anabhisaṃskareṇa)，毘
鉢 舍 那 清 淨 (pariśuddha) 鮮 白 (paryavadāta) ， 隨 (anuyoga) 奢 摩 他 調 柔 (kalpita) 攝 受
(parigṛhīta)。如奢摩他道攝受而轉。齊此名為奢摩他、毘鉢舍那二種和合(mitrī-bhūta)
平等(samayugaṃ)俱轉，由此說名奢摩他、毘鉢舍那雙運轉道。

其中，最初所說的九相(navākāra)心住(cittasthiti)，即是上述的令心內住、等
住、．．．．等持、等九種奢摩他的階段。其第九(navama)相(ākāra)心住，即是
等持(samādhatte)。於此，第九心住＝三摩呬多(samāhita)=圓滿(pariniṣpanna)三摩
地(samādi)等關係是明顯可知的。
其次，基於這種圓滿三摩地(samādhi)狀態，在法的毘鉢舍那(vipaśyanā)上習得殊
勝的智慧(adhiprajña)。此時，修行者基於法的毘鉢舍那，自然地，不依功用和加行，
隨從奢摩他，而且具有完全被包含其中、善巧圓滿清淨的毘鉢舍那。當此之際，奢摩他、
毘鉢舍那兩者一方面善自配合(mitrī-bhūta)，一方面平等地活動之事，名為奢摩他、毘
鉢舍那雙運轉道。
復次，在如上的定義裡，若再加上止觀雙運道＝見道，26和見道＝無分別、決定智。
現見智 27等兩項來考察，則成為如下的圖式 (稱為圖式F)。
F：圓滿三摩地＋法觀 (慧)  任運轉道，無功用轉，不由加行＝奢摩他、毘鉢舍那
雙運轉道＝見道：無分別、決定智．現見智
首先， 比對如下此二者的關係

T30, no. 1579, p. 458, b4ff.; ŚrBh 404, 4ff.

25
26

根據《瑜伽論》＜攝決擇分＞所云：
「由見道中止觀雙運故，聖弟子俱時能捨止觀二道所斷隨眠」 (T30,
625a18-9)。又，「又此現觀即是見道，亦名雙運道」

27

(T30, 605c24-5)等亦可知。

《瑜伽論》＜聲聞地＞ (T30, 475c29ff.; ŚrBh 500. 11ff.)謂云：
「如其次第有無分別(nirvikalpa)、決定智
(niccaya-jnana)、現量智(pratyaksa-jnana)生，由此生故，三界所繫見道所斷附屬所依諸煩惱品一切麁
重皆悉永斷」

α：(1)作意圓滿
(2)轉依
(3)超過影像=無分別、現量智見
E：(3)身心輕安  心一境性

 轉依  現量智見

可提供禪定（靜慮；dhāynā）之成就狀態的出發點。即，在依於轉依生超現量智見 (轉
依現量智見) 的階段前，身心輕安(praśrabdhi)的增長和心一境性(ekāgratā)的增長乃相
互影響(身心輕安  心一境性)，此一過程是明顯可知的。
其次，一方面，伴隨身心輕安的增長，生起轉依，即、麁重的滅去 (所依滅)和輕安的
顯現 (所依轉)，而成為所依清淨(āśraya-viśuddhi=pariśuddhi)：另一方面，伴隨心一境
性的增長，超越影像，對所知事生起無分別、現量智見，而能在眼前完全地觀察 (所知事的
現見)，成為所緣清淨(ālambana-pariśuddhi)，此可說是禪定成就的兩項指標。
此亦即，新的圖式 (稱為圖式 β)也可推論得之：
β：身心輕安 轉依＝所依滅＋所依轉＝麁重息滅＋輕安顯現＝所依清淨
心一境性 超過影像＝無分別、現量智見＝所知事的現見＝所緣清淨
由此可知，在＜聲聞地＞裡，是以達到禪定成就狀態：所依清淨和所緣清淨為修行目標，
而達到禪定成就狀態之機轉，是身心輕安(praśrabdhi)的增長和心一境性(ekāgratā)的增長。
接著，身心輕安的增長過程，即：基於以屬於遍滿所緣中有分別(savikalpa)影像為所
緣之毘鉢舍那(vipaśyanā)，因反復練習所生清淨的力量，逐漸增長、廣大，伴隨於此，能
令身心輕安(praśrabdhi)；同時，以屬於遍滿所緣中無分別(nirvikalpa)影像為所緣之奢摩
他(śamatha)，也逐漸增長、廣大。此等的過程，亦即為圖式 E：(1)毘鉢舍那  奢摩他
身心輕安)。
因此，在＜聲聞地＞裡，種種的修行對象被收攝於有分別影像(毘鉢舍那、觀)和無
分別影像 (奢摩他、止)兩種的基本模式，依於「身心輕安」和「心一境性」相互影響的禪
定成就機轉，而達到禪定成就狀態：所依轉換 (所依＝身心清淨)，超越影像 (禪定之意像)，
對所知事生起無分別、現量的智見 (所緣清淨)。

五、《瑜伽師地論》之四種所緣與《六門教授習定論》之三種所緣 28
1. 《瑜伽論》四種所緣︰
《瑜伽論》
〈聲聞地〉在第二瑜伽處（yogasthāna）討論的「所緣」(ālambana；修
行對象）的項目之，提到遍滿(vyāpya)所緣、淨行所緣（carita-viśodhana）
、善巧（kau
śalya）所緣、淨惑(kleśa-viśodhana)所緣等四種所緣，其內容與所對治的功能 29分別如
下：

28

參見︰釋惠敏(2002)︰從《六門教授習定論》三種「禪定對象」的分類看佛教禪法的特色。
《宗
教研究》第 6 期「宗教的靈修傳統」）。台北：輔仁大學宗教學系

29

T30, no. 1579, p428, a10ff.(Sh 198, 12ff.; Td 77a5ff.)

A.

遍滿(vyāpya)所緣＝有分別影像、無分別影像、事邊際性、所作成辦。 30

B.

淨行所緣（carita-viśodhana）＝不淨、慈愍、緣性緣起、界差別、阿那波那等五
類，分別可以矯正如下所列之個性與嗜好的偏差： 31

貪行(rāga-carita)←不淨緣（na śubhâlambana）。
瞋行(dveṣa-carita) ← 慈愍（maitrī）
。
痴行(moha-carita) ←緣性緣起(idampratyayatā-pratītyasamutpāda)。
慢行（māna-carita）←界差別(dhātu-prabheda)。
尋思行（vitarka-carita）←阿那波那念（ānāpāna-smṛti）
。
善巧（kauśalya）所緣＝蘊、界、處、緣起、處非處等五類，分別可以矯正如下所
列之見解的偏差： 32
若愚諸行自相、愚我、有情、命者、生者、能養育者、補特伽羅事←蘊善巧。

C.

若愚其因(hetu) ←界善巧（dhātu-kauśalya)。
若愚其緣(pratyaya) ←處善巧(āyatana-kauśalya) 。
若愚其無常、苦、空、無我←緣起（pratītya-samutpâda）
。
處非處善巧（sthāna-asthāna-kauśalya）
。
D.

淨惑(kleśa-viśodhana)所緣＝下麁上靜、四諦等二類，分別可以暫時斷（世俗道淨
惑所緣）或究竟斷（出世間道淨惑所緣）煩惱： 33
若樂離欲界欲：諸欲麁性（audārika）
、諸色靜性（śāntatva）安住其心。
若樂離色界欲：諸色麁性、無色靜性。
若樂通達、及樂解脫遍一切處薩迦耶事：苦諦、集諦、滅諦、道諦。

但是實際上禪定修習時，是否按照如上所說：A 遍滿(vyāpya)所緣→B 淨行所緣
（carita-viśodhana）→C 善巧（kauśalya）所緣→D 淨惑(kleśa-viśodhana)所緣等四種
所緣的順序？這是需要再探討的問題。
2. 相稱所緣→相似所緣
從《瑜伽論》〈聲聞地〉引用Revata(頡隸伐多)長老向世尊尋問之經典中，則說明瑜
伽師（禪師）實際之修行次第： 34
如佛世尊、曾為長老頡隸伐多、說如是義。曾聞長老頡隸伐多、問世尊言：大德！諸有
比丘勤修觀行、是瑜伽師。能於所緣安住其心。為何於緣安住其心？云何於緣、安住其
心？齊何名為心善安住？
佛告長老頡隸伐多‧‧‧‧‧‧頡隸伐多！諸有比丘勤修觀行，是瑜伽師能於所緣安住
其心，(1)或樂淨行、或樂善巧、或樂令心解脫諸漏、於相稱緣安住其心；(2)於相似緣
安住其心；(3)於緣無倒安住其心；(4)能於其中不捨靜慮。

30

T30, no. 1579, p. 427, a24ff.

31

T30, no. 1579, p. 428, c18ff.

32

T30, no. 1579, p. 433, c1ff.

33

T30, no. 1579, p. 434, b14ff.

34

T30, no. 1579, p. 427C27ff.

(1)云何比丘勤修觀行、是瑜伽師、於相稱緣安住其心？ ‧‧‧‧‧‧
(2)頡隸伐多！云何比丘勤修觀行、是瑜伽師、於相似緣安住其心？‧‧‧‧‧‧
(3)頡隸伐多！云何比丘勤修觀行、是瑜伽師、於緣無倒安住其心？ ‧‧‧‧‧‧
(4)頡隸伐多！云何比丘勤修觀行、是瑜伽師、能於其中不捨靜慮？‧‧‧‧‧‧
由世尊的回答，可以知道：瑜伽師（禪師）的修行次第是以
(1)相稱(anurūpa)緣：淨行、善巧、淨惑所緣等 B（～類）
、C（～類）
、D（
～類）等三級十二類為始；
其次觀察(2)相似(pratirūpa)緣(有分別影像、無分別影像)等心中所浮現的影像(pratirū
pa, pratibimba)、 (令心)寂靜。進而；然後當(3)於緣無倒（事邊際性）之際、如實地令
心安住；最後，從麁重的消滅到轉換成輕安，即証得所謂「轉依」的(4)不捨靜慮（所作
成辦）之結果。其修行順序如下圖所示；
(1)相稱緣：(所知事，jñeya-vastu) ------ B 淨行、C 善巧、D 淨惑所緣
(2)相似緣：(所知事同分影像)有分別影像、無分別影像
(3)於緣無倒：(如所有性、盡所有性)

事邊際性

(4)不捨靜慮：(轉依等)

所作成辦

A 遍滿所緣

3. 淨行、淨惑所緣與三種禪修結果
其後，在說明〈聲聞地〉修行體系初段階第三瑜伽處的心一境性處和修作意處裡，則
僅有淨行所緣（T30, pp. 452a11~455b9; pp. 459c3~464c2）被提起，而說明世間道和出
世間道之第四瑜伽處裡，則僅以淨惑所緣(T30, pp. 465a27~477b27)作為禪修對象。
因此〈聲聞地〉修行體系之要點可略述如下：首先，在〈聲聞地〉的第三瑜伽處，
指導者以種種的方法，判別初心者的願(pranidhāna)、種姓(gotra)、根(indriya)、行
(carita)，而選擇適切的淨行(carita-viśodhana)所緣。依於此，初心者累積定資糧的護
養等種種予備條件，而趣入四念住。依此，可以體得身心輕安和心一境性，成為被稱為
具有少分禪定心之「有作意者」(samanaskāra)。此即是初階段。
而後，在〈聲聞地〉的第四瑜伽處，有作意者選擇兩種的道：即，若趨向世間道的
話，則修行觀察「下麁上靜」的淨惑(kleśa-viśodhana)所緣，完成四靜慮、四無色定、
二無心定、五神通等，而生到天界。若趨向出世間道的話，則修行觀察四諦十六行相
的淨惑(kleśa-viśodhana)所緣，歷經初果、二果、三果，而証得阿羅漢果。
總之，〈聲聞地〉雖然將所緣整理為「遍滿所緣」
、
「淨行所緣」
、
「善巧所緣」、
「淨惑
所緣」等四種，以及提示有三級十二類的相稱(anurūpa)所緣，但其修行體系主要是以
淨行(carita-viśodhana)之五類所緣和淨惑(kleca-viśodhana)之二類所緣等三種結果為
主而開展。
但其修行體系主要是以淨行(carita-viśodhana)之五類所緣和淨惑(kleca-viśodhana)之
二類所緣等三種結果為主而開展。
1. 淨行所緣（不淨、慈愍、緣性緣起、界差別、阿那波那念）─有作意者
2. 世俗道淨惑所緣（觀下地麤性、上地靜性）─四靜慮、四無色定、二無心定、五神
通
3. 出世間道淨惑所緣（苦聖諦、集聖諦、滅聖諦、道聖諦）─初果、二果、三果、阿

羅漢果
4. 《習定論》三種所緣︰外緣、上緣、內緣
《六門教授習定論》
（一卷, T31, no. 1607, p. 774a-777b，以下簡稱《習定論》）是印
度大乘佛教「瑜伽行派」(yogācāra)無著(Asaṅga; 約 395~470)菩薩、世親(Vasubandhu；
。據《開元釋教錄》卷九所記載，
約 400～480) 35 菩薩所著的「大乘佛教禪定指導手冊」
此論是唐代義淨法師於武后長安三年（703）十月四日在西明寺譯出。 36
所謂「六門」是敘述「學習」和「指導」禪定時，須具備如下六個要點：
「若人(1)能
於解脫起願樂心，復曾(2)積集解脫資糧，(3)心依於定，(4)有師資等三而為依止；(5)有
依修習，由習定故，(6)能獲世間諸福及以殊勝圓滿之果」
。37

其前五門的相關說明，可

從《習定論》第一頌以及釋文得知大要，今將其頌文（以［）表示）與釋文的對照整理
如下： 38
1. [求脫者]：謂是求解脫人
2. [積集]：謂能積集勝行資糧
3. [於住勤修習]：於所緣處令心善住，名之為定，由不散亂不動搖故。
云何修習？
4. 謂[得三圓滿已]：師資圓滿、所緣圓滿、作意圓滿
5.

[有依]：三定：有尋有伺定、無尋唯伺定、無尋無伺定
[修定人]：謂能修習奢摩他、毘缽舍那
《習定論》第三門「於住勤修習」第 1 項「所緣」中，提出所緣（修行對象）有「外

緣」、「上緣」
、
「內緣」等三種。 39

世親菩薩在釋文中則說：

「釋曰：言三種者。一、外緣。二、上緣。三、內緣。
外緣謂白骨等觀所現影像，是初學境界。
上緣謂未至定，緣靜等相。
內緣謂從其意言所現之相為所緣境。」(T31, p. 774, c27ff.)
《習定論》在第三門「於住勤修習」第 7 項「修定出離果」(23)頌中，將如上三種所
緣（修行對象）的修行結果，分判解釋如下：
「由三種定得三出離。緣外境時得作意住，
緣上境時得世清淨，緣內心時得出世淨住者，即是永得出離，必趣涅槃更不退轉。」 (T31,
p. 776, a6~9)
綜合上述，
《習定論》將三種所緣（外緣、上緣、內緣）的意義與修行結果的差別，

35

無著、世親年代參考平川彰《インド仏教史》（下冊）東京：春秋社，1979 年，pp. 101-102

36

《開元釋教錄》
「 六門教授習定論一卷(無著菩薩本世親菩薩釋長安三年十月四日於西明寺譯)」(T55, no. 2154, p. 567,
c15~16)。宇井伯

37

T31, no. 1607, p. 774, a26~29

38

T31, no. 1607, p. 774, a17~26

39

《習定論》「言所緣者，有其三種：外上及以內，此三所緣生」(T31, no. 1607, p. 774, c24~25)

寿「 六門教授習定論―国

整理成下圖所示：
1.

外緣：白骨等觀所現影像

─得作意住

2.

上緣：緣［上地］靜性等相

─得世間淨住

3.

內緣：意言所現之相

─出世淨住

比較二者，可以知道：
《習定論》的禪定修行對象（所緣）體系與《瑜伽論》
〈聲聞
地〉的禪修體系之基本結構是相同的。而且，若根據《瑜伽論》〈聲聞地〉禪修體系如
下的修行次第：
「已得作意諸瑜伽師，已入如是少分樂斷，從此已後唯有二趣更無所餘。何等
為二？一者世間，二出世間。
彼初修業諸瑜伽師，由此作意或念我當往世間趣，或念我當往出世趣。
‧ ‧‧‧‧‧彼於爾時或樂往世間道發起加行，或樂往出世道發起加行。」(T30,
no. 1579, p. 465, b4~14)
可知實際修行並非一定是按照 1. 淨行所緣（不淨、慈愍、緣性緣起、界差別、阿那
波那念）→ 2. 世俗道淨惑所緣（觀下地麤性、上地靜性）→

3. 出世間道淨惑所緣，

而是從 1. 淨行所緣之後，有兩種可能性（選擇性），其次第關係可用下圖表示：
世俗道淨惑所緣


淨行所緣（得作意者）
出世間道淨惑所緣

因此，我們可推論《習定論》之三種所緣（外緣、上緣、內緣）也應該不是 1. 外緣

→

2. 上緣→

3. 內緣，而是從 1. 外緣之後，也是有兩種可能性（選擇性）
，其實際

修行順序也可用下圖表示：
上緣（得世間淨住）


外緣（得作意住）
內緣（出世淨住）

其中，
《習定論》第三種修行對象－「內緣」之定義「意言所現之相」是與〈聲聞地〉
之出世間道淨惑所緣（四諦）不同，但是此定義與無著菩薩《攝大乘論本》中藉由「唯
是意言」而體會「唯識」的道理是相通的，這也可說是《習定論》修行用語的特色之一。

六、《六門教授習定論》之「九心住」與「修止喻圖」
其中， 第三門「於住勤修習」之「九心住」在瑜伽行派之根本論書《瑜伽師地論》

中的說明 40 較詳細，此外《大乘莊嚴經論》與《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也有提到，41 所
以可配合參看。首先，將《六門教授習定論》第十三、十四頌中的「九心住」標號如下：
(1)堅執及(2)正流，并(3)覆審其意，
(4)轉得(5)心歡喜，(6)對治品生時。[13]
(7)惑生能息除，(8)加行常無間，
(9)能行任運道，不散九應知。[14]
釋曰：於彼住中，差別有九。謂最初住、正念住、覆審住、後別住、調柔住、寂靜
住、降伏住、功用住、任運住。
此等並依阿笈摩經，隨句次第而為修習。

其次，所說「阿笈摩經」
（
《阿含經》）可能是漢譯《中阿含經》的「大空經」(T1, p. 738c)、
《雜阿含經》的 560 經(T2, p. 147a)等經典。 42
在印度以及西藏的修行教學傳統中，有以「修止喻圖」 43之調伏象的比喻及圖像來說明
「九心住」
。

40
41

T30，p. 450c18ff.
《大乘莊嚴經論》( T31, p. 624, b20ff.)；《大乘阿毘達磨雜集論》( T31,p. 741,
b9ff.)

42
43

詳見《大乘止觀導論》注 40 (p. 95-96)
此圖藏語名為"Zhi gnas dpe ris"，譯為「修止喻圖」、「止的修習圖」、「西藏牧牛圖」。原作者
khri byang rin po che (1901-1981)。轉引自宗喀巴著，Tsultrim kelsang、小谷信千代共譯《佛教
瑜伽行思想研究》文榮堂，1991, p.118。



修止喻圖符號說明

圖(1)內住
(a)繩，喻正念。
(b)釣，喻正知。
(c)道路上共有六個彎曲，表示與六種
力相關。

圖(5)調順
(n)先前的散亂力減弱。
(o)猴子跳到樹上採果子吃 ，表示有
時會起善尋思，這是被允許的。
(P)藉由正知不令心散亂，策勵心導
向三昧的方向。

(d)象，喻昏沈。
(e)猴，喻散亂。
圖(6)寂靜
(f)從 火 焰 的 有 無 及 大 小 ， 表 示 從 圖 (q)精進力，依此從第六寂 靜到達第
(1)內住到圖(7)最極寂靜為止，產 七最極寂靜。
生正念正知的努力及力量的大小
圖(7)最極寂靜
區別。
(g)思惟力，最初的轉角， 由此力從 (r)此時微細昏沈興散亂很難產生，即
使產生，亦不需努力即能將之斷
內住到達等住。
除。

圖(2)等住
圖(8)專注一趣
(h)象徵五種欲界對象(五欲德)，表示 (s)象純白，猴子不見，表示此時不可
能有散亂，而且可以不間斷、無缺
散亂的對象。
無間。但是仍為有功用行。
(i)自此以後，動物白色的部分從頭部
逐漸增加，以此表示安住漸增。
(j)此轉角表示憶念力。
圖(3)安住
(k)兔子，喻細微的昏沈。

(t)串 習 力 ， 依 此 從 有 功 用 到 達 無 功
用。
圖(9)等持
(u)身輕安
(v)得止之體。

(l)動物回頭，表示開始「相應」。知 (w)心輕安。
道心散亂，而再度令心回到所緣。
(x)以空性 為 所 緣 ，修 習 止 觀雙
運，依此斷除我執。

圖(4)近住

(m)正知力，依此到達第五調順、第
六寂靜之階段。

(y)依 強有 力 的 正 念、 正 知 ，尋
求空性之見。

七、普明禪師與廓庵禪師之「牧牛圖頌」
其次，介紹普明禪師與廓庵禪師之「牧牛圖頌」
（又作十牛圖頌）
，如下所示︰

此為中國佛教說明調心的過程。前次所介紹的是印度佛教說明傳統調心的過程，是用
象作比喻；在中國象很少，大家對調象不是很了解，中國不會用象來做一些事情，如打
仗、搬東西等，而多用「牛」
。中國以牧牛為例談調心，有二個系統：第一是廓庵禪師
的系統

44

，
（編號A）
，是從「尋牛」
、
「見跡」
，然後逐漸到「入廛垂手」
，共十個。第二

是普明禪師的系統
A. 廓庵禪師

45

，
（編號B）
，直接從「未牧」開始說，所以著重點不太一樣。

B. 普明禪師

九心住

1.尋牛

1.未牧

2.見跡

2.初調

內住

3.見牛

3.受制

等住

4.得牛

4.迴首

安住、近住

5.牧牛

5.馴伏

調順、寂靜、最極寂靜

6.騎牛歸家

6.無礙

專注一趣（無間斷）

7.忘牛存人

7.任運

等持（無功用）

8.人牛俱忘

8.相忘

9.返本還源

9.獨照

10.入廛垂手

10.雙泯

配合九心住的過程，
「內住」大概相當於「初調」的過程，一直講到無功用。

44

廓庵禪師之十牛圖頌，全稱「住鼎州梁山廓庵和尚十牛圖頌并序」，一卷，收於卍續藏第 113
冊，p.917ff.。

45

普明禪師之十牛圖頌，全稱「普明禪師牧牛圖頌」
，參見明嘉興大藏經 23 冊，No.128，p. 347ff.。

首先說明此二系統之差別。A 系統是先要尋牛(A1)，但 B 系統無尋牛的過程，一下子就
講已經看到牛了，只是牛還未被調伏(B1.未牧)。可能普明禪師偏重於修定過程的說明，
因為禪定的對象較為明顯，不論念佛號，或不淨觀的對象，對象很明顯，不必特別講如
何找它。
在廓庵禪師(A)的部分，簡單講一個「牧牛」(A4)的過程而已；B 特別講「受制」(B3)、
「迴首」(B4) 、
「馴伏」(B5)三個；A 講一個「騎牛歸家」(A6)；B 也講了三個，從「無
礙」(B6)、
「任運」(B7)到「相忘」(B8)，此處講得特別詳細，到最後能修、所修「雙泯」
(B10)時，就結束了。但在 A 的過程中，特別強調以下還有「返本還源」(A9)、 「入廛
垂手」(A10)真諦與俗諦圓融的兩個境界。
A 過程並未太強調如何把心調伏，而是強調於你如何追尋真正的東西。所以 A 過程強調
於如何尋找真理；B 過程強調於心調伏的過程，與 A 不太一樣。
所以對照此二系統，由A系統探討如何修慧，因為尋找真理是修慧之過程；而B系統則
是說明修定過程。換言之，前者強調智慧的追尋；後者強調如何使心定下來。二者若能
配合，就是止觀雙運了。 46

八、結語
從上述《瑜伽師地論》
、
《六門教授習定論》等瑜伽行派的論典中有關修行次第的探究，
例如︰境、行、果等十七地的修行體系，十三種補特伽羅之修行者類型，作意圓滿→所
依(身心)清淨→所緣(修行對象)之修行成就(所作成辦)次第，修行成就之「毘鉢舍那」和
「奢摩他」關係︰種種的修行對象被收攝於有分別影像(毘鉢舍那、觀)和無分別影
像 (奢摩他、止)兩種的基本模式，依於「身心輕安」和「心一境性」相互影響的修行成
就機轉，而達到修行成就狀態：所依轉換 (所依＝身心清淨)，超越影像 (禪定之意像)，
對所知事生起無分別、現量的智見 (所緣清淨)。
《習定論》之三種所緣（外緣、或是上
緣、內緣）的修行次第是從 1. 外緣之後，有兩種可能性（選擇性）︰上緣（得世間淨
住）或是內緣（出世淨住）等資料與傳承，應該對漢傳佛教修行次第的未來發展有許多
運用價值。以瑜伽行派之「九心住」的修行次第與「修止喻圖」的傳承為例，我們也可
看出對漢傳佛教禪宗「十牛圖」的詮釋有所助益，期待漢傳佛教界能依此模式，對原有
漢譯佛典能繼續研究發展，此也是漢傳佛教因應國際化、現代化的挑戰的基本策略之
一。玄奘法師歷盡千辛萬苦所傳譯之瑜伽行派典籍，對於漢傳佛教界的修行體系未來發
展有很大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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