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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釋題
攝

 以總攝別：舉十義把大乘經中個別法門總攝起來

 以略攝廣：以十種殊勝廣攝一切大乘法

大乘

 含容大：含一切世間和出世間善法(中觀所重)

 殊勝大：勝於聲聞法，不共法(唯識所重)

境行果等十種殊勝

論：對經的分別、抉擇、詮釋

 宗經論：宗於經意

 攝經論：遂文解釋



二、釋論和譯本
釋論

1. 世親菩薩釋(漢傳有三譯)
2. 無性菩薩釋 (500CE.)

譯本
無梵文原典(有依漢譯的復原版)
有藏版
漢譯

1. 北魏佛陀扇多(539CE)譯出
2. 陳真諦譯(548CE)
3. 唐玄奘譯《攝大乘論本》

 玄奘譯本是近現代研究攝大乘論的法師所主要採
用的版本



三、本論組織

 依十種殊勝從實際的立場統攝大乘的一切

 第一章序說

 第二章所知依：阿賴耶

 第三章所知相：三性

 第四章入所知相：唯識現觀的悟入---一切法唯識

 第五章彼入因果：六度的說明

 第六章彼因果修差別：十地

 第七章增上戒、定、慧

 第八章彼果斷：能斷---無住涅槃

 第九章彼果智：能知---佛身

 第十章結說



四、阿毘達磨大乘經
 主經

依『阿毘達磨大乘經』「攝大乘品」的十種殊
勝次地作論

廣涉

不拘泥的限於一經，而廣引華嚴、般若、解深
密、方廣、思益梵天所問等經，瑜伽、大乘莊
嚴經、辨中邊、分別瑜伽等論。

用意：

可以說，本論是採取十種殊勝的組織形式，要
略的通論大乘法門的宗要。



五、本論的地位
1、作者：無著菩薩
310~390 CE
出生北印
說一切有部 (Sarvāstivāda) 或化地部 (Mahīśāsaka) 出家
著作：

 大乘阿毘達磨集論
 顯揚聖教論
 攝大乘論
 瑜伽師地論．攝釋分以後
 金剛般若經論
 順中論



2、重要性
無著為法相唯識學的中心人物

 彌勒唯識由無著宏提出去

 世親弘布無者思著

無著唯識學以攝大乘論為主

 攝論整合前說對唯識學作了完備的說明

 無漏種子新熏說

 王所有不同体系

 無相唯識

 一意識論者



第一章序說

成立大乘是佛說

1. 略標：十種殊勝

2. 顯大乘的殊勝

3. 顯大乘是佛說

攝大乘



1、略標：十種殊勝
 謂依大乘，諸佛世尊有十相殊勝殊勝語：

一者、所知依殊勝殊勝語；

二者、所知相殊勝殊勝語；

三者、入所知相殊勝殊勝語；

四者、彼入因果殊勝殊勝語；

五者、彼因果修差別殊勝殊勝語；

六者、即於如是修差別中增上戒殊勝殊勝語；

七者、即於此中增上心殊勝殊勝語；

八者、即於此中增上慧殊勝殊勝語；

九者、彼果斷殊勝殊勝語；

十者、彼果智殊勝殊勝語。

 由此所說諸佛世尊契經諸句，顯於大乘真是佛語。



殊勝殊勝語

殊勝：所顯示的「法」殊勝

殊勝語：能顯的「教」殊勝

殊勝：

1. 差別義：大乘有不同於小乘之法

2. 超勝義：大乘法超勝小乘法

目的

1. 是大乘

2. 是佛說



2、顯大乘殊勝
 復次，云何能顯？由此所說十處，於聲聞乘曾不見說，
唯大乘中處處見說。

 謂阿賴耶識，說名所知依體。三種自性：一、依他起
自性，二、遍計所執自性，三、圓成實自性，說名所
知相體。唯識性，說名入所知相體。六波羅蜜多，說
名彼入因果體。菩薩十地，說名彼因果修差別體。菩
薩律儀，說名此中增上戒體。首楞伽摩，虛空藏等諸
三摩地，說名此中增上心體。無分別智，說名此中增
上慧體。無住涅槃，說名彼果斷體。三種佛身：一、
自性身，二、受用身，三、變化身，說名彼果智體。

 由此所說十處，顯於大乘異聲聞乘；又顯最勝，世尊
但為菩薩宣說。是故應知但依大乘，諸佛世尊有十相
殊勝殊勝語。



1) 謂阿賴耶識說名所知依體
世親：所知是統指雜染清淨的一切法，就是三性

無性：所知但指一切雜染的有為法

本論對於三性有兩種的見解：

遍計執與依他起是雜染，圓成實是清淨。

二遍計執是雜染，圓成實是清淨，依他起則通
於雜染清淨二分。

照第一義說：賴耶唯是虛妄不實，雜染不淨的。

照第二義說：賴耶不但是虛妄，而且也是真實的；
不但是雜染，而且也是清淨的

無著的思想，確乎重在第一種，因他在說明賴耶
緣起時，是側重雜染因果這一方面



2)所知相體

三種自性：

「依他起自性」，是仗因托緣而生起的；可
染可淨而不是一成不變的一切法。

「遍計所執自性」，分別性或妄想分別性，
即妄分別的意思。這不是指妄分別心，是指
亂識所取的一切法，它毫無實體，不過是
分別心所顯現的意境。

二空所顯的諸法真實性，叫「圓成實性」



3)唯識性說名入所知相體
由修唯識觀而悟入唯識性，就是悟入所知
的實性。

修唯識觀有兩個階段：

1. 以唯識觀，觀一切法皆不可得，虛妄分
別識為一切法的自性，這是第一階段所
觀的唯識觀，也叫方便唯識觀。

2. 進一步的觀察，不但境不可得，就是這
虛妄分別識也不可得，如是心境俱泯，
悟入平等法性，或法性心，或圓成實性；



4)六波羅蜜多說名彼入因果體

彼入就是入彼。要悟入彼唯識實性，必須
修習六波羅蜜多。

地前未悟唯識性時所修施等，是世間波羅
蜜多，因修此六波羅蜜多，能入唯識性，
所以名為因。

證入唯識性以後，修習施等，都成為清淨
無漏的，是出世六波羅蜜多，所以名為入
的果。



5) 菩薩十地說名彼因果修差別體

入地以後的菩薩，於十地中，仍是修
習六波羅蜜多，初地這樣修，十地還
是這樣修，不過在地地修習增上這一
點上，說有十地的差別罷了。

若論波羅蜜多修習圓滿，要到佛果。



6) 菩薩律儀說名此中增上戒體

菩薩律儀：攝律儀、攝善法、饒益有情

7) 首楞伽摩虛空藏等諸三摩地說名此中
增上心體

「心一境性為」定的共同定義
各種定以不同觀成差別

以大乘經中所說的各種觀就成不同大乘定

有些定詣諸佛菩薩的果德神通境界



8) 無分別智說名此中增上慧體

即諸菩薩所修的慧學

無分別智，含有加行、根本、後得三者。

因為菩薩遠離一切法執分別，故所有的智，
皆稱無分別智。

修此三學的時候，或漸次的修上去，或展轉
增上的修上去，所以叫增上，增上就是依。

無分別智的詳細抉擇，是其他論典所沒有的，
可說是本論的特色所在。



9) 無住涅槃說名彼果斷體

彼果：修彼三增上學所得的果。

彼果斷：彼果就是斷，所以叫彼果斷。佛所得
的果，即智、斷二果。學佛者所要求的，也就
是這智斷二果。

無住涅槃：不住生死涅槃二邊。於無住大涅槃
中現起一切法，而一切都趣向於寂滅，所以稱
為涅槃

唯識的解釋：本論說是轉依離雜染所顯的真實
性。斷煩惱所知二障所顯的法性，確是不生不
滅的



10) 三種佛身說名彼果智體
彼果智：彼果就是智，名彼果智。約斷障的寂滅
邊說，是無住大般涅槃；約顯現的智慧邊說，就
是圓滿的無分別智，就是三種佛身。

自性身：第八識轉成的大圓鏡智，第七識轉成的
平等性智，是「自性身」，它的本體是常住的。

受用身：第六識轉成的妙觀察智，是「受用身」

變化身：前五識轉成的成所作智，是「變化身」，
這二身可說是無常的。

三身的關系：自性身即以解性阿賴耶識離障為自
性。由自性身而現起的一切中，受用身為地上菩
薩現身說法，受用一切法樂；變化身為聲聞現身
說法。



小結：殊勝二義
差別義：
以此所說(十種殊勝)顯於大乘異聲聞乘
異於聲聞，因為聲聞乘中是絕對說不到這十種殊
勝，這是殊勝的第一義（差別義）。

殊勝義：
又顯最勝，世尊但為菩薩宣說。是故應知但依大
乘，諸佛世尊有十相殊勝殊勝語。
又顯最勝：是說大乘在整個佛法中，是最殊勝
的，不但與小乘不同而已。

因為這十義，世尊但為菩薩宣說，不對小乘說，
這是殊勝的第二義（超勝義）。

這十相如此殊勝，絕非小乘所有，因此可知，
但依大乘，才有這樣殊勝的法門。



3、顯大乘是佛說

復次，云何由此十相殊勝殊勝如來語
故，顯於大乘真是佛語，遮聲聞乘是
大乘性？

由此十處於聲聞乘曾不見說，惟大乘
中處處見說。謂此十處，是最能引大
菩提性；是善成立；隨順無違；為能
證得一切智智。



問：怎麼証明這十種殊勝是：1) 佛說；
2) 聲聞法不是大乘？

答：

1) 教典証：此十種殊勝在勝聞法中沒
有見過，但在大乘經典中此此說到。

2) 義理証：依此十種殊勝，啟發了菩
提因性，得堅固勝解，隨順這菩提因
性去精勤修習，就可「證得一切智智」
的佛果。



能引大菩提性

引發大菩提心發心(因性)

是善成立

由聖教正理諸量獲得堅固的勝解聞法(正解)

隨順無違

十殊勝法能隨順大菩提、趣向大菩提，而不相
違背實踐（修行）

為能證得一切智智

佛果得果(果)



攝大乘
復次，云何如是次第說此十處？

 1) 謂諸菩薩於諸法因要先善已，方於緣起應得善
巧。2) 次後於緣所生諸法，應善其相，善能遠離
增益損減二邊過故。3) 次後如是善修菩薩應正通
達，善所取相，令從諸障心得解脫。4) 次後通達
所知相已，先加行位六波羅蜜多，由證得故應更
成滿，增上意樂得清淨故。5) 次後清淨意樂所攝
六波羅密多，於十地中分分差別，應勤修習；謂
要經三無數大劫。6) 7) 8) 次後於三菩薩所學，應
令圓滿。9) 既圓滿已，彼果涅槃及與10) 無上正等
菩提，應現等證。故說十處如是次第。又此中說
一切大乘皆得究竟。



唯識大乘的修學次第
1. 所知依：謂諸菩薩於諸法因要先善已，方於緣起
應得善巧

 了知萬法之根本因了知緣起所知依

2. 所知相：於緣所生諸法，應善其相

 緣生法三自性；遠離增益損減二邊

3. 入所知相：善修菩薩應正通，善所取相，令從諸
障心得解脫

 正確知見的通達，一切唯識，漸伏煩惱、所知
二障



4. 入彼因果：次後通達所知相已，先加行位
六波羅蜜多，由證得故應更成滿，增上意
樂得清淨故

 修：從世間加行六度到出世間清淨六度

5. 十地：次後清淨意樂所攝六波羅密多，於
十地中分分差別，應勤修習；謂要經三無
數大劫

6. 三學：次後於三菩薩所學，應令圓滿

7. 智斷：既圓滿已，彼果涅槃及與無上正等
菩提，應現等證



所知依

所知相

入所知相

彼入因果

彼因果修差別

增上戒

增上心

增上慧

彼果斷

彼果智

境

大乘不共

果

行

共三乘

理論

知見



第二章 所知依
從聖教中安立阿賴耶

I. 引經証：

此中最初且說所知依，即阿賴耶識。

世尊何處說阿賴耶識名阿賴耶識？

謂薄伽梵於「阿毘達磨大乘經」伽陀中說：

無始時來界，一切法等依，

由此有諸趣，及涅槃證得。

即於此中復說頌曰：

由攝藏諸法，一切種子識，

故名阿賴耶，勝者我開示



無始時來界

界：一切雜染有漏諸法的種子。

因無始時來有這一切雜染的種子

一切法等依

有為有漏的一切法，依之而生起。

由此有諸趣

生起了有為有漏法，就有六趣的差別。

及涅槃證得

假使除滅了這雜染種子，就可證得清淨的涅
槃



由攝藏諸法

攝藏：『依住』，就是依止與住處。

一切法依這藏識生起，依這藏識存在，所以名
為攝藏

一切種子識

諸法依子形態而被攝藏

能攝藏這種子的就是「一切種子識」

故名阿賴耶

藏

勝者我開示

勝者：一切菩薩

佛對菩薩的開示



II. 釋名義(p.37)

如是且引阿笈摩證，復何緣故此識說名阿賴
耶識？

1. 一切有生雜染品法，於此攝藏為果性故；

2. 又即此識，於彼攝藏為因性故；是故說名
阿賴耶識。

3. 或諸有情攝藏此識為自我故，是故說名阿
賴耶識。



1.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