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ä‰-TV“P-]HU-NR`-NqEc-GÈc-l…-î`-UWP-n…c-UXN-R]Ã-u⁄T-UM]Ã-éU-CZC-T[÷Cc-cÈ,,
《宗義建立》

É-U-UCÈP-RÈ-]HU-NR`-NqEc-NE-EÈ-TÈ-Nq‰_-U-UG…c-R]Ã-ä‰-TV“P-NU-R-éUc-`-pC-]W`-`È,,
禮敬與上師、怙主、妙音體性無別之諸至尊正士！

]N…_-u⁄T-UM]Ã-éU-CZC-TaN-R-`, UWP-I…N, Nq‰-T, p‰-T-cÈ-cÈ]Ã-NÈP-TaN-R]È,,
此處，關於解說宗義建立，分三：

1.

定義、2. 分類、3. 解說個別分類之義。

NE-RÈ-P…, N@ÈP-UGÈC-Cc“U-´Tc-CPc-^E-NC-Lfi-Bc-`‰P-Z…E-,
定義 「承認三寶為真正的皈依處，而

1.

N‰-`c-CZP-R]Ã-´Tc-CPc-U…-]NÈN-R]Ã-u⁄T-UM]-µ-T]Ã-CE-\C-N‰,
不承認三寶之外的其他皈依處之說宗義的補特伽羅」，

PE-R-cEc-îc-R]Ã-u⁄T-UM]-µ-T]Ã-CE-\C-C…-UWP-I…N, CI…c-R-N‰-`-Nq‰-P,
就是「內道佛教徒之說宗義之補特伽羅」的定義。

分類 若予以區分，有四：

2.

q‰-{C-µ-T, UNÈ-•‰-R, c‰Uc-VU-R, EÈ-TÈ-IN… -U‰N-R_-µ-T-NE-TZ…-`c,

2-1.

毘婆沙宗、2-2. 經部宗、2-3. 唯識宗、2-4. 說無體性宗。

NE-RÈ-CI…c-`-NPÈ -µ-•‰-CI…c-lE-\‰_-_È,,

其中，前二者也可稱為「說實事二宗」。

Cc“U-R-P…, q‰-{C-µ-T]Ã-`“Cc, UNÈ-•‰-R]Ã-`“Cc,

解說個別分類之義 解說：3-1. 毘婆沙宗的系統、3-2. 經部宗的系統、

3.

c‰Uc-VU-R]Ã-`“Cc, EÈ-TÈ-I…N-U‰N-R_-µ-T]Ã-`“Cc-TaN-R]È,,
3-3.

唯識宗的系統、 3-4. 說無體性宗的系統。

NE-RÈ-`-UWP-I…N, Nq‰-T, ±-TaN-R, ^“`-n…-]NÈN-W”`,

解說毘婆沙宗的系統
分七項說明：3-1-1. 定義、3-1-2. 分類、3-1-3. 語詞解說、3-1-4. 境的主張方式、
3-1.

1

^“`-FP-n…-]NÈN-W”`, TNC-U‰N-l…-]NÈN-W”`, c-`U-n…-éU-CZC-TaN-R]È,, NE-RÈ-P…,
3-1-5.

有境的主張方式、3-1-6. 無我的主張方式、3-1-7. 解說地道的建立。3-1-1. 定義

_E-_…C-U…-]NÈN-FE… -p…-NPÈ -TN‰P-u⁄T-Lfi-]NÈN-R]Ã-M‰C-NUP-n…-uT⁄ -UM]-µ-T]Ã-CE-\C-q‰-{C-µ-T]Ã-UWP-IN… ,
「不承認自證分，而且主張外境實有的說小乘宗義的補特伽羅」，就是「毘婆沙宗」的定義。

CI…c-R-P…, N‰-`-Nq‰-P, B-G‰-q‰-{C-µ-T, I…-]ÈC-R, ^“`-NT“c-l…-q‰-{C-µ-T-NE-Cc“U-^ÈN,

分類 若予以區分，有三：
（1）迦溼彌羅毘婆沙宗（西方師）、（2）日下毘婆沙宗（外國師）、（3）中原毘婆沙宗。
3-1-2.

Cc“U-R-P…, F…]Ã-p…_-q‰-{C-µ-T-Z‰c-q-Z‰-P, q‰-{C TaN-UXÍN-G‰P-UÈ]Ã-ä‰c-c“-]{Ec-Pcu⁄T-UM]-µ-Tc-P-N-‰ õ_-TäÈN-R]U-^E-P-Ocÿ -Cc“U-íN-l-… q-‰ {C-Lfi-µ-Tc-q-‰ {C-µ-T-Zc‰ -TäÈN-R]Ã-p_… ,
語詞解說 為什麼被稱為「毘婆沙宗」？因為其宗義主張是遵循《大毘婆沙論》，
所以如此稱呼。或者，因為說明三世物質的差別，所以稱為「毘婆沙宗」。
3-1-3.

TZ…-R-P…, NÈP-q‰N-Q÷c-R-NEÈc-RÈ]Ã-UWP-I…N, NEÈc-RÈ, ^ÈN-R, a‰c-q-éUc-NÈP-CF…C,

境的主張方式 「能發揮功用者」，就是「事物」的定義。「事物」、「有」、「所知」三者同義。

3-1-4.

N‰-`-Nq‰-P, åC-R]Ã-NEÈc-RÈ, U…-åC-R]Ã-NEÈc-RÈ-CI…c-`c,

若予以區分，有二：（1）「常的事物」及（2）「無常的事物」。

NE-RÈ-P…, ]Oÿc-U-qc-l…-PU-UB], cÈ-cÈ_-TåCc-]CÈC, cÈ-cÈ_-TåCc-U…P-n…-]CÈC-R-õ-T“,
其中，（1）如「無為的虛空」、「擇滅」、「非擇滅」。

CI…c-R-P…, ´‰c-R, qc-R, U…-åC-R-õ-T“]È,,
（2）如「已生」、「所作性」、「無常」。

^E-NEÈc-RÈ-`-Nq‰-P, AÿP-íÈT-TN‰P-R-NE-, NÈP-NU-TN‰P-R-CI…c-c“-^ÈN,
「事物」若再區分，有（1）「世俗諦」及（2）「勝義諦」二者。

NE-RÈ-P…, TFÈU-R]U-ÉÈc-G-ac-cÈ-cÈ_-Tc`-T-P-_E-]XÀP-n…-ÉÈc-]NÈ_-T]Ã-GÈc-c“-NU…Cc-R-N‰,

其中，（1）「當破壞或以心將部分個別地除去時，會被執持〔所緣之法〕自身的心所捨棄的這個所緣之法」，

AÿP-íÈT-TN‰P-R]Ã-UWP-I…N, UWP-CZ…-P…, T“U-R-NE-¶U-T“-õ-T“-^…P-K‰,
就是「世俗諦」的定義。 事例：

如瓶及毯子。

T“U-R-MÈ-Tc-TFÈU-R-P, _E-]XÀP-n…-ÉÈc-]NÈ_-T-^…P-R]Ã-p…_-NE-,
因為當以鎚撃碎瓶之時，執瓶的心會捨棄〔瓶的碎片為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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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T“]Ã-¶`-U-cÈ-cÈ_-Tc`-T-P-_E-]XÀP-n…-ÉÈc-]NÈ_-T-^…P-R]Ã-p…_,

而當毯子的紗線被一根一根地除去之時，執毛毯的心會捨棄〔一根一根的紗線為毯子〕。

CI…c-R-P…,
TFÈU-R]U-ÉcÈ -cÈ-cÈ_-Tc`-T-P-_E-]XÀP-n…-ÉÈc-U…-]NÈ_-T]Ã-GcÈ -c“-NU…Cc-R-N‰-NPÈ -NU-TN‰P-R]Ã-UWP-IN… ,

（2）「當破壞或以心將部分個別地除去時，不會被執持〔所緣之法〕自身的心所捨棄的這個所
緣之法」，就是「勝義諦」的定義。

UWP-CZ…-P…, çfl`-zP-pÈCc-l…-G-U‰N-NE-, a‰c-R-Oÿc-l…-G-U‰N-NE-, ]Oÿc-U-qc-õ-T“-^…P-K‰,
事例：

如無方分之極微、

無時分之剎那

及 無為。

UXÍN-`c, CE-`-TFÈU-NE-ÉÈ-^…c-CZP,, Tc`-P-N‰-ÉÈ-U…-]H“C-R,, T“U-G”-TZ…P-Oÿ-AÿP-íÈT-Lfi,,
因為《俱舍論》說過：「彼覺破便無， 慧析餘亦爾，

如瓶水世俗，

^ÈN-N‰-NÈP-NU-^ÈN-CZP-PÈ-Z‰c-Cc“Ec-R]Ã-p…_, N‰c-P-Oÿc-Cc“U-íc-c“-]NÈN-F…E-,
異此名勝義。」

因此主張有三時的物質，而且

T“U-R-T“U-R]Ã-]Nc-R]Ã-Ocÿ -c“-^E-^NÈ , T“U-R-T“U-R]Ã-U-]EÈ c-R]Ã-Oÿc-c“-^E-^NÈ -R_-]NÈN-R]Ã-p…_,
主張瓶既存在於瓶的過去時，

瓶也存在於〔瓶的〕未來時。

ò-R-^“`-FP-n…-]NÈN-W”`-P…, S“E-RÈ-ò-WÍCc-VU-CE-\C-C…-UWP-CZ…-NE-,
僅僅五蘊的聚合，就是補特伽羅的事例，

^…N-l…-éU-a‰c-CE-\C-C…-UWP-CZ…_-]NÈN-R-cÈCc-c“-^ÈN-R]Ã-p…_,
因為有主張意識為補特伽羅的事例之故。

ÉÈ-`-WN-U-NE-, WN-U…P-n…-ÉÈ-CI…c-`c,
3-1-5.

有境的主張方式 「心」可以分為「量心」及「非量心」二種。

NE-RÈ-`-UEÈP-c“U-n…-WN-U-NE-, ä‰c-c“-NRC-T]Ã-WN-U-CI…c,
其中，「量心」分為二種：「現量」及「比量」。

NE-RÈ-P…, NTE-RÈ]Ã-UEÈP-c“U, ^…N-l…-UEÈP-c“U, é`-]qÈ_-UEÈP-c“U-NE-Cc“U-`c,
其中，「現量」又分為三種：「根現前」、「意現前」及「瑜伽現前」。

NTE-RÈ]Ã-UEÈP-c“U-n…-WN-U-`-a‰c-Rc-U-mT-§‰, U…C-C…-NTE-RÈ-UEÈP-c“U-n…-WN-U-^…P-R]Ã-p…_,
其中，對於根現量而言，未必是「認知」，因為眼根（不是認知）是現量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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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qÈ_-UEÈP-c“U-`-^E-, CE-\C-C…-TNC-U‰N-UEÈP-c“U-Oÿ-åÈCc-R]Ã-é`-]qÈ_-UEÈP-c“U-NE-,
對於瑜伽現前而言，

又分為二種：「現證補特伽羅無我的瑜伽現前」及

z-T]Ã-U…-åC-R-UEÈP-c“U-Oÿ-åÈCc-R]Ã-é`-]qÈ_-UEÈP-c“U-CI…c-^ÈN,
「現證微細無常的瑜伽現前」。

NE-RÈ-`, CE-\C-åC-CF…C-_E-NTE-FP-n…c-§ÈE-R_-åÈCc-R]Ã-é`-]qÈ_-UEÈP-c“U-NE-,
其中，初又分二：「了解『補特伽羅為常、一、自在空』的瑜伽現前」及

CE-\C-_E-´-M—T-R]Ã-íc-^ÈN-l…c-§ÈE-R_-åÈCc-R]Ã-é`-]qÈ_-UEÈP-c“U-CI…c-^ÈN,
「了解『補特伽羅自己能獨立之質有空』的瑜伽現前」。

x⁄C-R-TNC-U‰N-]NÈN-W”`-P…, TNC-U‰N-z-UÈ-NE-, CE-\C-C…-TNC-U‰N-z-UÈ-NÈP-CF…C-Lfi-]NÈN-F…E-,
3-1-6.

無我的主張方式 主張「細品無我」及「細品補特伽羅無我」二者同義，然而

GÈc-l…-TNC-U‰N-Bc-U…-`‰P-K‰, N‰c-CZ…-u⁄T-P-GÈc-TNC-^…P-Rc-mT-R-Bc-`‰P-R]Ã-p…_,
不承認「法無我」，

因為他〔們〕主張「若是成立的事物（成事），則必然是法我」。

N‰-éUc-l…-PE-Pc-CP`-U-T“-Rc-åC-CF…C-_E-NTE-FP-nc… -§EÈ -R]Ã-CE-\C-C…-TNC-UN‰ -Bc-`‰P-ZE… -,
在他們（毘婆沙宗）當中的犢子部承認「『常、、自在空』的補特伽羅無我」，然而

_E-´-M—T-R]Ã-íc-^ÈN-l…c-§ÈE-R]Ã-CE-\C-C…-TNC-U‰N-Bc-U…-`P‰ -K‰,
不承認「『自己能獨立之質有空』的補特伽羅無我」，

N‰c-S“E-RÈ-NE-EÈ-TÈ-CF…C-NE-M-NN-NE-åC-U…-åC-CE-Oÿ]E-TäÈN-Oÿ-U‰N-R]Ã-_E-´-M—T-R]Ã-íc-^ÈN-l…TNC-Bc-`‰P-R-^…P-R]Ã-p…_,
因為他（犢子部）主張「在任何情況下，均有不可說與蘊的體性為一或異、以及
〔不可說為〕常或無常之自己能獨立之質有的我」之故。

TOÿP-R-c-`U-n…-éU-CZC-`-^E-, ßE-q-NE-, c-`U-n…-éU-CZC-NEÈc-TaN-R]È,,
3-1-7.

解說地道的建立 在地道的建立當中，又直接說明：（1）「所斷」及（2）「地道的建立」

NE-RÈ-P…, ±…T-R-`, IÈP-UÈEc-FP-NE-,

（1）「所斷」 主張「障」分為二種：（1）「具煩惱〔之障〕」及

IÈP-UÈEc-FP-U-^…P-R]Ã-±…T-R-CI…c-c“-]NÈN-F…E-, a‰c-±…T-l…-M-£N-U‰N-R-^…P-PÈ,,
（2）「非具煩惱之障」；然而沒有「所知障」這個名言（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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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RÈc-CVÍ-TÈ_-M_-R-]MÈT-R-`-T_-Oÿ-CFÈN-R_-q‰N,
其中，因為（1）主要是對於證得解脫造作障礙，

CI…c-Rc, CVÍ-TÈ_-MUc-FN-Um‰P-R-]MÈT-R-`-T_-Oÿ-CFÈN-R_-q‰N-R-^…P-R]Ã-p…_,
（2）主要是對於證得一切相智造作障礙。

NE-RÈ]Ã-UWP-CZ…-CE-\C-_E-´-M—T-R]Ã-íc-^ÈN-Oÿ-]XÀP-R]Ã-åÈC-R-NE-,
（1）的事例，就如「執補特伽羅自己能獨立之質有的分別」，以及

N‰]Ã-NTE-C…c-qŸE-T]Ã-OÿC-Cc“U-c-TÈP-NE-TFc-R-õ-T“]È,,
「由其所生之帶有種子的三毒」；

CI…c-R-P…, CE-\C-_E-´‰-M—T-R]Ã-íc-^ÈN-Oÿ-]XÀP-R]Ã-åÈC-R]Ã-TC-GCc-NE-,
（2）的事例，就如「執補特伽羅自己能獨立之質有的分別的習氣」，以及

N‰]Ã-NTE-C…c-qŸE-T]Ã-c‰Uc-l…-CPc-EP-`‰P-õ-T“,
「由其所生之心的粗重（取惡處）」。

CI…c-R-c-`U-n…-éU-CZC-NEÈc-TaN-R-`, M‰C-R-Cc“U-n…-CE-\C-l…c-`U-TuÈN-W”`-n…-mN-R_-]NÈN-N,È ,

（2）「地道的建立」 在直接說明地道的建立當中，主張「三乘的補特伽羅行道的方式有所差別」：

IP-MÈc-l…-_…Cc-FP-éUc-l…c-CE-\C-_E-´-M—T-R]Ã-íc-^ÈN-l…c-§ÈE-R_-åÈCc-R]Ã-õ-T-N‰,
因為「具有聲聞種姓者」將「了解補特伽羅自己能獨立之質有空的見解」

TcÈN-PUc-l…-WÍCc-G”E-E“-NE-\“E-Oÿ-]{‰`-K‰,

與「下品的福德資糧」二者互相聯繫（雙運），

WÂ-Cc“U-`-cÈCc-R]Ã-T_-Oÿ-CÈUc-R_-qc-Pc-qE-G”T-G”E-E“-]MÈT-R_-q‰N,
並於三世等等期間當中修習之後，能證得「下品菩提」（聲聞菩提）。

_E-î`-n…-_…Cc-FP-éUc-l…c-N‰-]x-T]Ã-õ-T-N‰, TcÈN-PUc-l…-WÍCc-]{…E-NE-\“E-Oÿ-]{‰`-K‰,
「具有獨覺種姓者」將「如上的見解」與「中品的福德資糧」二者互相聯繫（雙運），

Tˇ`-R-Tî-`-cÈCc-R]Ã-T_-Oÿ-CÈUc-R_-qc-Pc-qE-G”T-]{…E-]MÈT-R_-q‰N,
並於百劫等等期間當中修習之後，能證得「中品菩提」（獨覺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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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E-c‰Uc-éUc-l…c-N‰-]x-T]Ã-õ-T-N‰, TcÈN-PUc-l…c-WÍCc-G‰P-RÈ-NE-\“E-Oÿ-]{‰`-K‰,

「諸菩薩」將「如上的見解」與「上品的福德資糧」二者互相聯繫（雙運），

Tˇ`-GP‰ -uEc-U‰N-Cc“U-`-cCÈ c-R]Ã-T_-Oÿ-CÈUc-R_-qc-Pc-qE-GT” -GP‰ -RÈ-]MÈT-R_-q‰N-R-^P… -R]Ã-p…_,
並於三無數大劫（三大阿僧祇劫）等等期間當中修習之後，能證得「上品菩提」（佛菩提）。

N‰-éUc-l…c-WÍCc-CcÈC-W”`-n…-mN-R_-^ÈN-N‰,

他們（三乘的補特伽羅）積聚資糧的方式，差別如下：

qE-c‰Uc-éUc-l…c-WÍCc-`U-G‰P-RÈ-UP-GN-Oÿ-Tˇ`-G‰P-uEc-U‰N-Cc“U-`-

諸菩薩在資糧道上品以下（含資糧道上品），須於三無數大劫

cÈCc-R]Ã-T_-Oÿ-WÍCc-TcCc-Pc-ÆÈ_-`U-xÈN-Pc-U…-ÜÈT-`U-n…-T_-§P-MÈC-CF…C-`-UEÈP-Oÿ-q‰N,
等等期間當中積聚資糧，而從加行道煖位至無學道之間，則於一座當中即可現證。

_E-î`-n…-_…Cc-FP-éUc,, WÍCc-`U-G‰P-RÈ-UP-GN-Oÿ-Tˇ`-G‰P-Tî-`諸具有獨覺種姓者在資糧道上品以下（含資糧道上品），須於一百大劫

cÈCc-R]Ã-T_-Oÿ-WÍCc-TcCc-Pc-ÆÈ_-`U-xÈN-Pc-U…-ÜÈT-`U-n…-T_-§P-MÈC-CF…C-`-UEÈP-Oÿ-q‰N,
等等期間當中積聚資糧，而從加行道煖位至無學道之間，則於一座當中即可現證。

IP-MÈc-l…-_…Cc-FP-éUc-l…c-ÜÈT-`U-TZ…-@]Ã-CPc-ˇTc-c“-WÍCc-CcÈCc-F…E-

諸具有聲聞種姓者在四個有學道（資糧道、加行道、見道、修道）的階段中積聚資糧，而

]SCc-`U-MÈT-Pc-lE-´‰-~…N-TF“-TZ…]Ã-T_-Oÿ-ÜÈT-`U-`-ÜÈT-NCÈc-R-^E-^ÈN-R]Ã-p…_,

即使證得聖道（見道、修道），也有必須在十四個生有（即：十四世）當中修學有學道的情況。

N‰c-P-N‰-NC-C…c-cEc-îc-l…-C\“Cc-S“E-cEc-îc-U-^…P-R_-]NÈN-N‰,
因此，他們（毘婆沙宗）主張「佛陀的色蘊，不是佛陀。」

N‰-ßE-q-^…P-R]Ã-p…_-K,‰ N‰-¢_-n…-qE-cU‰ c-ÆÈ_-`U-R]Ã-`“c-å‰P-NE-WÂ-CF…C-Cc… -T•‡c-R-^…P-R]Ã-p…_,

因為它（佛陀的色蘊）是「所斷」之故，因為它（佛陀的色蘊）與〔成佛〕以前的加行道位菩薩
的身依在同一世，而且為它（加行道位菩薩的身依）所攝之故。

mT-§‰, qE-c‰Uc-ÆÈ_-`U-R]Ã-`“c-å‰P-N‰-¢-U]Ã-`c-IÈP-n…c-]SEc-R]Ã-S“E-RÈ-^…P-R]Ã-p…_,

周遍關係（若是因，則必然是所立法）成立，因為加行道位菩薩的身依，是由先前的業及煩惱所引生之蘊。
6

N‰c-`EÈ c-≠NÈ -íÈCc-ˇ‡-Bc-U…-`P‰ -ZE… -, UGÈC-C…-≥„`-ˇ‡-üC-UN‰ -O-ÿ r-EP-`c-]Nc-R]Ã-WÂ-_…C-R-î‡P-GN-R_-]NÈN,

他（毘婆沙宗）不承認「圓滿受用身」，並且主張「勝化身在無餘涅槃時，其明瞭的相續會斷絕。」

cEc-îc-]SCc-Rc-•‡C-AÿP-U-`“c-R_-ßEc-lE-N‰]Ã-î‡N-`-•‡C-TN‰P-^ÈN-R-U…-]C`-K‰,
佛聖者雖然已無餘斷除苦、集二諦，但與「他的心相續當中有苦諦」這點並不相違，

•‡C-TN‰P-`-NU…Cc-R]Ã-IÈP-UEÈ c-U-`“c-R_-ßEc-R-P-•‡C-TN‰P-ßEc-R_-]HÈC-R]Ã-p…_,
因為當無餘地斷除緣苦諦的煩惱時，將之安立為「斷除苦諦」之故。

IP-_E-Nu-TFÈU-Rc-Nu-TFÈU-R]Ã-CÈ-]SE-MÈT-Pc-ˇ‡-WÂ]Ã-]Oÿ-q‰N-U-TKE-C…-T_-üC-TFc-R-NE-,

聲聞及獨覺阿羅漢在證得阿羅漢果位時，在未捨「身命之行」的這段期間，安立為「有餘涅槃」；

ˇ‡-WÂ]Ã-]Oÿ-q‰N-TKE-Pc-üC-U‰N-Oÿ-r-EP-`c-]Nc-R_-]HÈC-R]Ã-p…_,
在捨「身命之行」之後，安立為「無餘涅槃」之故。

üC-TFc-rE-]Nc-l…-WÂ-IÈP-UÈEc-FP-n…-±…T-R-U-`“c-R_-ßEc-lE-,
在有餘涅槃之時，雖已無餘斷除「具煩惱之障」，然仍

IÈP-UEÈ c-FP-U-^P… -R]Ã-±…T-R-U-ßEc-R-^NÈ , üC-U‰N-rE-]Nc-l-… WÂ-N‰-CI‰P-RÈ]-Ã §TÈ c-lc… -TFÈU-R-U-^P… -lE-,

有「非具煩惱之障」尚未斷除。在無餘涅槃之時，雖然沒有透過對治之力將之（非具煩惱之障）斷除的，然而

N‰-U‰N-N‰, N‰]Ã-WÂ-N‰]Ã-å‰P-_…C-R-î‡P-GN-R-^…P-R]Ã-p…_,

它（非具煩惱之障）並不存在，因為在〔無餘涅槃〕那個時候，它（非具煩惱之障）的所依—明瞭的相續—已經斷絕之故。

NEÈc-µ-T-éUc-l…c-UNÈ]Ã-xE-Ec‰ -]q‰N-R]Ã-WÂ-±-H…-TZ…P-Oÿ-Bc-ÉE-Oÿ-_E“ -U…-_E“ -Cc… -°È-Pc-]q‰N-F…E-,
諸說實事師在分辨經典的了義及不了義時，是由語詞能否如實被接受的觀點來區分的；而且

NÈP-µ-CI…c-l…c-M‰C-G‰P-n…-•‰-¶ÈN-cEc-îc-l…-T@_-U…-]NÈN-N‰,
說實事二宗不承認「大乘的經藏為佛語」，

q‰-{C-µ-T-S`-G‰-Tc-UNÈ-`-E‰c-NÈP-n…-UNÈc-mT-R-Bc-`‰P-R]Ã-p…_,?

因為大多數的毘婆沙宗認為「只要是經典，則必然是了義的經典」。

CI…c-R-UNÈ-•‰-R]Ã-`“Cc-TaN-R-`, UWP-I…N, Nq‰-T, ±-TaN-R, ^“`-n…-]NÈN-W”`,

解說經部宗的系統
其中，分七項來說明：3-2-1. 定義、3-2-2. 分類、3-2-3. 語詞解說、3-2-4. 境的主張方式、
3-2.

^“`-FP-n…-]NÈN-W”`, TNC-U‰N-l…-]NÈN-W”`, c-`U-n…-éU-CZC-TaN-R-NE-TOÿP,
3-2-5.

有境的主張方式、3-2-6. 無我的主張方式、3-2-7. 地道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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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RÈ-P…, _E-_…C-NE-p…-NÈP-CI…c-@-Bc-`P‰ -R]Ã-M‰C-NUP-n…-u⁄T-UM]-µ-T]Ã-CE-\C-N‰,
3-2-1.

定義 「承認自證分及外境二者的說小乘宗義的補特伽羅」，

UNÈ-•‰-R]Ã-UWP-I…N, UNÈ-•‰-R-NE-NR‰-§ÈP-R-NÈP-CF…C,

就是「經部宗」的定義。「經部宗」與「譬喻師」同義。

CI…c-R-N-‰ `-Nq‰-P, `“E-C-… äc‰ -]{E-C-… UNÈ-•-‰ R-NE-, _…Cc-R]Ã-äc‰ -]{E-C-… UNÈ-•-‰ R-CI…c-^NÈ ,
3-2-2.

分類 若予以區分，有二：（1）「隨教行的經部宗」及（2）「隨理行的經部宗」。

NE-R-È P,… UEÈP-R-UXÍN-l-… ä‰c-]{E-C-… UNÈ-•‰-R-õ-T,“ CI…c-R-P,… WN-U-•-‰ TOÿP-n-… äc‰ -]{E-C…-UNÈ-•-‰ R-õ-T]“ È,

（1）例如遵循〔世親〕《阿毘達磨俱舍論》的經部宗，（2）例如遵循〔法稱〕「七部量論」的經部宗。

Cc“U-R-P…, F…]Ã-p…_-UNÈ-•‰-R-Z‰c-q-Z‰-P,
3-2-3.

語詞解說 為什麼稱為「經部宗」呢？

TFÈU-úP-]Nc-l…-UNÈ]Ã-ä‰c-c“-]{Ec-Pc-u⁄T-UM]-µ-Tc-P-UNÈ-•‰-R-NE-,
因為遵循世尊的經典而主張宗義，所以稱為「經部宗」；而且

GÈc-MUc-FN-NR‰]Ã-°È-Pc-T§P-R_-]NÈN-Rc-P-NR‰-§ÈP-R-Z‰c-TäÈN-R]Ã-p…_,
因為主張可以透過譬喻的觀點來說明一切法，因此稱為「譬喻師」。

TZ…-R-P,… WN-Uc-NU…Cc-R-^NÈ -R]Ã-UWP-IN… , N‰-`-Nq‰-P, AÿP-íTÈ -TN‰P-R-NE-, NÈP-NU-TN‰P-R-CI…c-^ÈN,

境的主張方式
「以量可以緣得」，就是「有」的定義。其中，若予以區分，有二：（1）「世俗諦」及（2）「勝義諦」。
3-2-4.

NÈP-NU-R_-NÈP-q‰N-Q÷c-R]Ã-GÈc-N‰, NÈP-NU-TN‰P-R]Ã-UWP-I…N,

「在勝義當中，能發揮功用之法」，就是「勝義諦」的定義。

NÈP-NU-TN‰P-R, TN‰P-R_-uT⁄ -R, NEÈc-R,È qc-R, U…-åC-R, ]Oÿc-qc, íc, _E-UWP-éUc-NPÈ -CF…C ,

「勝義諦」、「諦實成立」、「事物」、「所作性」、「無常」、「有為法」、「物質」、「自相」……等等同義。

NÈP-NU-R_-NÈP-q‰N-U…-Q÷c-R]Ã-GÈc, AÿP-íÈT-TN‰P-R]Ã-UWP-I…N,

「在勝義當中，不能發揮功用之法」，就是「世俗諦」的定義。

AÿP-íÈT-TN‰P-R, í’P-R_-u⁄T-R, åC-R, ≠…-UWP-éUc-NÈP-CF…C,
「世俗諦」、「虛偽成立」、「常」、「共相」……等等同義。

^E-^ÈN-R-`-Nq‰-P, NCC-R-NE-, ±„T-R-CI…c,

再者，「有」也可以分為（1）「遮遣法」及（2）「成立法」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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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XÀP-n…-ÉÈc-_E-C…-NCC-q-TFN-R]Ã-°È-Pc-åÈCc-R_-q-T, NCC-R]Ã-UWP-I…N,

「透過執持〔遮遣法〕自身的心斷除〔遮遣法〕自身的所破之後，所了解〔的內容〕」，就是「遮遣法」的定義；

_E-]XÀP-n…-ÉÈc-_E-C…-NCC-q-U-TFN-R]Ã-°È-Pc-åÈCc-R_-q-T, ±„T-R]Ã-UWP-I…N,

「不是透過執持〔成立法〕自身的心斷除〔成立法〕自身的所破之後，所了解〔的內容〕」，就是「成立法」的定義。

NE-RÈ-`-^E-, U‰N-NCC-NE-, U-^…P-NCC-CI…c-`c,
（1）又分二：（1-1）「無遮」及（1-2）「非遮」，

NE-RÈ]Ã-UWP-CZ…-P…, ]Oÿc-U-qc-l…-PU-UB], ]CÈC-TN‰P, §ÈE-I…N-õ-T“]È,,
其中，（1-1）的事例如：「無為的虛空」、 「滅諦」、 「空性」。

CI…c-R]Ã-UWP-CZ…, NEÈc-R-È U-^…P-R-`c-`ÈC-R, T“U-]XÀP-åÈC-R-`-T“U-R-U-^…P-R-`c-`ÈC-R_-¶E-T-õ-T]“ ,È ,
（1-2）的事例如：「非事物的否定」、「在執瓶的分別心當中，顯現『非瓶的否定』」。

^E-^ÈN-R-`-Nq‰-P, CF…C-NE-M-NN-CI…c-`c,

再者，「有」又可以分為（1）「一」及（2）「異」二種。

NE-RÈ-`-^E-, í’P-R]Ã-CF…C-NE-, TN‰P-R]Ã-CF…C-CI…c-`c,

其中，（1）又分二：（1-1）「虛偽的一」及（1-2）「諦實的一」。

NE-RÈ-P,… a‰c-q-NE-, ≠…-UWP-õ-T“],È , CI…c-R-P…, NEÈc-RÈ-NE-, U…-åC-R-õ-T“,
其中，（1-1）例如：「所知」、「共相」；（1-2）例如：「事物」、「無常」。

CI…c-R-M-NN-`-^E-, í’P-R]Ã-M-NN-NE-, TN‰P-R]Ã-M-NN-CI…c-`c,
（2）也分為：（2-1）「虛偽的異」及（2-2）「諦實的異」。

NE-RÈ-P…, T“U-R]Ã-úÈC-R-NE-@-T]Ã-úÈC-R-CI…c-õ-T“, CI…c-R-P…, T“U-R-NE-@-T-CI…c-õ-T“,

其中，（2-1）例如：「瓶的反體」與「柱的反體」二者；（2-2）例如：「瓶」與「柱」二者。

N‰c-P-]Nc-R-NE-U-]ÈEc-R-CI…c-åC-R-NE-, N-õ_-T-NE-NEÈc-RÈ-NÈP-CF…C-^…P-PÈ,,
因此，「過去」與「未來」二者，是常；而 「現在」與「事物」則是同義。

ò-R-^“`-FP-n…-]NÈN-W”`-P…, UNÈ-•‰-R-`,
3-2-5.

有境的主張方式 對於經部宗而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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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È -Ã îP‡ -CE-\C-C…-UWP-CZ…_-]NÈN-R-NE-, ^…N-l…-éU-ac‰ -CE-\C-C…-UWP-CZ…_-]NÈN-R-CI…c-`c,

（1）「主張『蘊的相續』為補特伽羅的事例」及（2）「主張『意識』為補特伽羅的事例」二種〔有境的主張方式〕。

NE-RÈ-P…, UEÈP-R-UXÍN-l…-ä‰c-]{E-C…-UNÈ-•‰-R-õ-T“,

其中，（1）例如「遵循〔世親〕《阿毘達磨俱舍論》的經部宗」；

CI…c-R-P…, WN-U-•‰-TOÿP-n…-ä‰c-]{E-C…-UNÈ-•‰-R-õ-T“, Cc`-Z…E-_…C-R-ÉÈ]Ã-UWP-I…N,

（2）例如「遵循〔法稱〕『七部量論』的經部宗」。「清楚而且明瞭」，就是「覺知」的定義。

ÉÈ-`-WN-U-NE-, WN-U…P-n…-ÉÈ-CI…c-^ÈN, Cc_-Oÿ-U…-Ü‡-T]Ã-_…C-R-WN-U]Ã-UWP-I…N,
「覺知」有二：（1）「量的覺知」及（2）「非量的覺知」。
（1）「新的、不受欺誑的明瞭」，就是「量」（有效的認識）的定義。

WN-U]Ã-UWP-I…N-l…-\“_-Oÿ-Cc_-Oÿ-NE-, U…-Ü‡-T-NE-, _…C-R-Z‰c-Cc“U-©Èc-R-`-NCÈc-R-^ÈN-N‰,

在「量」的定義當中，所說的「新的」、「不受欺誑的」、「明瞭」這三個部分，是有其必要的，

Cc_-Oÿ-Z‰c-Rc-NoN-a‰c-WN-U-^…P-R-CFÈN, U…-Ü‡-T-Z‰c-Rc-^…N-NoÈN-WN-U-^…P-R-CFÈN,
因為是要以「新的」斷除「再決知是量」、 以「不受欺誑的」斷除「伺察意是量」、

_…C-R-Z‰c-Rc-NTE-RÈ-C\“Cc-FP-R-WN-U-^…P-R-CFÈN-R-^…P-R]Ã-p…_,
以「明瞭」斷除「具色根是量」之故。

WN-U-`-Nq‰-P, UEÈP-c“U-n…-WN-U-NE-, ä‰c-c“-NRC-R]Ã-WN-U-CI…c-^ÈN,
「量」若予以區分，有二：（1）「現量」及（2）「比量」。

åÈC-R-NE-{`-Z…E-U-]t‹`-T]Ã-_…C-R-UEÈP-c“U-n…-UWP-I…N,
「已離分別且無錯亂的明瞭」，就是「現前」的定義；

åÈC-R-NE-{`-Z…E-Cc_-Oÿ-U…-Ü‡-T]Ã-_…C-R-N,‰ UEÈP-c“U-n…-WN-U]Ã-UWP-I…N,
「已離分別且新的、不受欺誑的明瞭」，就是「現量」的定義。

UEÈP-c“U-n…-WN-U-`-Nq‰-P, _E-_…C-UEÈP-c“U-n…-WN-U, NTE-RÈ]Ã-UEÈP-c“U-n…-WN-U,
「現量」若加以區分的話，有四：（1）「自證現量」、 （2）「根現量」、

^…N-l…-UEÈP-c“U-n…-WN-U, é`-]qÈ_-UEÈP-c“U-n…-WN-U-NE-TZ…-`c,
（3）「意現量」、

（4）「瑜伽現量」。

B-PE-B-È P_-pCÈ c-aE… -]XÀP-R-^P-C_-T_-n_Ÿ -R]Ã-åÈC-R-NE-{`-ZE… -Cc_-O-ÿ U…-Ü-‡ T]Ã-_C… -R, NE-R]È Ã-UWP-IN… ,

其中，「唯朝向內、而且已成為能取之部分的已離分別、新的、不受欺誑的明瞭」，就是（1）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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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C…-M—P-UÈE-U-^…P-R]Ã-TNC-ì‰P-NTE-RÈ-C\“Cc-FP-R-`-Tå‰P-Pc「依於〔根現量〕自身不共的增上緣—具色根—之後

qŸE-T]Ã-åÈC-R-NE-{`-Z…E-Cc_-Oÿ-U…-Ü‡-T]Ã-_…C-R, CI…c-R]Ã-UWP-I…N,

所產生的已離分別、新的、不受欺誑的明瞭」，就是（2）的定義；

_E-C…-MP— -UEÈ -U-^P… -R]Ã-TNC-ìP‰ -^N… -NTE-`-Tå‰P-Pc-qEŸ -T]Ã-åCÈ -R-NE-{`-ZE… -Cc_-O-ÿ U…-Ü‡-T]Ã-_…C-R,
「依於〔意現量〕自身不共的增上緣—意根—之後所產生的已離分別、新的、不受欺誑的明瞭」，

Cc“U-R]Ã-UWP-IN… , _E-C…-TNC-ì‰P-Z…-üC-\E“ -]{‰`-n…-KE… -E‰-]XÀP-`-Tå‰P-Pc-z-T]Ã-U…-åC-R-NE-,

就是（3）的定義；「依於〔瑜伽現量〕自身不共的增上緣—止觀雙運的三摩地—之後，現證『微細無常』及

CE-\C-C…-TNC-U‰N-z-_Cc-CE-_“E-UEÈP-c“U-Oÿ-åÈCc-R]Ã-^‰-a‰c,, TZ…-R]Ã-UWP-I…N,
『粗品或細品補特伽羅無我』的聖智」，就是（4）的定義。

é`-]qÈ_-UEÈP-c“U-n…-WN-U-`-Nq‰-P, z-T]Ã-U…-åC-R-UEÈP-c“U-Oÿ-åÈCc-R]Ã-WN-U-NE-,
「瑜伽現量」若予以區分的話，有三：（1）「現證微細無常之量」、

CE-\C-C…-TNC-U‰N-_Cc-R-UEÈP-c“U-Oÿ-åÈCc-R]Ã-WN-U-NE-,
（2）「現證粗品補特伽羅無我之量」、

CE-\C-C…-TNC-U‰N-z-UÈ-UEÈP-c“U-Oÿ-åÈCc-R]Ã-WN-U-NE-Cc“U-^ÈN,
（3）「現證細品補特伽羅無我之量」。

_E-C…-åP‰ -åCc-^E-NC-`-Tå‰P-Pc-´‰c-R]Ã-Cc_-Oÿ-U…-Ü‡-T]Ã-ZP‰ -_C… -N,‰ ä‰c-c“-NRC-R]Ã-WN-U]Ã-UWP-I…N,

「依於〔比量〕自身的所依—正確的因相（正因）—之後所產生之新的、不受欺誑的耽著知」，就是「比量」的定義。

N‰-`-Nq‰-P, NEÈc-§ÈTc-ä‰c-NRC, uCc-R]Ã-ä‰c-NRC, ^…N-G‰N-ä‰c-NRC-NE-Cc“U-`c,

若予以區分，有三：（1）「事勢比量」、（2）「共稱比量」（即：極成比量）、（3）「信許比量」（即：聖教比量）。

qc-åCc-l…c-±-U…-åC-åÈCc-l…-ä‰c-NRC-NE-RÈ]Ã-UWP-CZ…,

其中，以「所作性」這個因相來了解「聲是無常」〔這個主張〕的比量，就是（1）的事例；

åÈC-^“`-P-^ÈN-R]Ã-åCc-`c-_…-TÈE-FP-Ñ-±c-TäÈN-_“E-Oÿ-åÈCc-R]Ã-ä‰c-NRC-CI…c-R]Ã-UWP-CZ…,

從存在於分別心之對境的因相當中，了解「以『月亮』一詞可以用來說明『有兔』」的比量，就是（2）的事例；

NoN-Cc“U-n…c-NC-R]Ã-`“E-C…-åCc-`c, Æ…P-Rc-`EÈ c-≠NÈ -t…Uc-l…c-TN‰,,,,

從三察清淨之聖教的因相當中，無欺誑地了解「由施得受用，由戒得善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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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c-cÈCc-l…-`E“ -_E-C…-T§P-NÈP-U…-Ü‡-T_-åÈCc-R]Ã-äc‰ -NRC-õ-T,“ Cc“U-R]Ã-UWP-CZ…-^…P,
等聖教本身所開示之義的比量，就是（3）的事例。

uCc-R]Ã-ä‰c-NRC-`-NEÈc-§ÈTc-l…c-ä‰c-NRC-C…c-mT-F…E-,
共稱比量，必然是事勢比量。而

UEÈP-cU“ -^P… -P-UEÈP-cU“ -WN-U-^P… -Rc-U-mT-R-NE-, ä‰c-NRC-^P… -P-äc‰ -NRC-WN-U-^P… -Rc-U-mT-§,‰
若是現前，未必是現量；若是比度，未必是比量；

C\“Cc-]XÀP-NTE-RÈ-UEÈP-c“U-ˇN-F…C-CI…c-R-NE-,
因為「第二剎那的執色根現前」及

±-U…-åC-åÈCc-l…-ä‰c-NRC-ˇN-F…C-CI…c-R-éUc-NoN-a‰c-^…P-R]Ã-p…_-K‰,
「了解『聲是無常』的第二剎那比度」是「再決知」之故；而且

]MN-úP-`c, UEÈP-c“U-NE-ä‰c-c“-NRC-R]Ã-ˇN-F…C-NE-RÈ-CI…c-P…-WN-U-^…P-`,

〔法上在〕《具理》（即：《量觀察》）當中說過：「現前的第一剎那與比度的第一剎那，這二者是量；

N‰-NC-C…-îP‡ -O-ÿ n_Ÿ -R-uT⁄ -TN‰-M-U-… NN-R]Ã-p_… -p-… U-éUc-P-… WN-U-^P… -R-ßEc-R]È,, Z‰c-Cc“Ec-R]Ã-p_… ,

然而已成為前述〔二者〕之相續的成立及安住等等〔與前述之現前的第一剎那與比度的第一剎那二者〕沒
有不同，所以斷除後來那些（已成為前述二者之相續的成立及安住等等）是量」之故。

CI…c-R-Cc_-Oÿ-U…-Ü‡-T-U-^P… -R]Ã-_C… -R, WN-U…P-n…-É]È Ã-UWP-IN… -N‰-`-Nq‰-P,

（2）「非量的覺知」 「不是新的、不受欺誑的明瞭」，就是「非量的覺知」的定義。若予以區分，有五：

NoN-ac‰ -`CÈ -ac‰ , M‰-WUÍ , ^…N-NoÈN, ¶E-`-U-E‰c-R]Ã-ÉÈ-NE-ò-^NÈ ,

（1）「再決知」、（2）「顛倒知」、（3）「猶豫」、（4）「伺察意」、（5）「顯而未定的覺知」。

åÈCc-\…P-åÈCc-R]Ã-_…C-R, NE-RÈ]Ã-UWP-I…N,

（1）「再決知」 「了解『已經了解〔之內容〕』的明瞭」，就是（1）的定義。

N‰-`-^E-, åÈC-R-NoN-a‰c, åÈC-U‰N-NoN-a‰c-CI…c-`c,

其中，又分為二：（1-1）「分別再決知」及（1-2）「無分別再決知」。

NE-RÈ-P…, ¢È-]XÀP-NTE-UEÈP-n…c-xEc-Pc-´‰c-R]Ã-¢ÈP-RÈ-xP-R]Ã-xP-a‰c-NE-,
（1-1）例如：「由執青根現前所引生之憶念青色的憶念知」及

±-U…-åC-åÈCc-l…-ä‰c-NRC-ˇN-F…C-CI…c-R-õ-T“,
「了解『聲是無常』的第二剎那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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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c-R-P…, C\“Cc-]XÀP-NTE-RÈ-UEÈP-c“U-ˇN-F…C-CI…c-R-õ-T“,
（1-2）例如：「第二剎那執色根現前」。

CI…c-R-P…, p…P-F…-`ÈC-Lfi-[÷Cc-R]Ã-_…C-R, `ÈC-a‰c-l…-UWP-I…N,

（2）「顛倒知」 「顛倒趨入的明瞭」，就是「顛倒知」的定義。

N‰-`-^E-, åÈC-R-`ÈC-a‰c-NE-, åÈC-U‰N-`ÈC-a‰c-CI…c-`c,

其中，又分為二：（2-1）「分別顛倒知」及（2-2）「無分別顛倒知」。

NE-RÈ-P…, ±-åC-]XÀP-åÈC-R-õ-T“,

（2-1）例如：「執『聲是常』的分別」；

CI…c-R-P…, Ñ-CF…C-Ñ-CI…c-c“-¶E-T]Ã-NTE-a‰c-NE-, CEc-_…-¢ÈP-RÈ_-¶E-T]Ã-NTE-a‰c-õ-T“,
（2-2）例如：「一個月亮現為二個月亮的根識」及「雪山現為藍色的根識」。

Cc“U-R-P…, _E-§ÈTc-l…c-UM]-CI…c-c“-NÈCc-R]Ã-c‰Uc-qŸE-M‰-WÍU-n…-UWP-I…N,

（3）「猶豫」 「由於〔猶豫〕自己本身的力量，而於二端起懷疑的心所」，就是（3）的定義。

N‰-NE-UW”Ec-úP-Oÿ-nŸ_-R]Ã-^…N-l…-éU-a‰c-NE-,
「與其（猶豫）相應的意識」及

N‰]Ã-]BÈ_-Oÿ-qŸE-T]Ã-WÍ_-T-éUc-P…-_E-§ÈTc-l…c-UM]-CI…c-c“-NÈCc-R-U-^…P-K‰,

「伴隨它（猶豫）而生的諸受」不是「由於〔猶豫〕自己本身的力量，而於二端起懷疑」，

N‰-éUc-M‰-WÍU-N‰]Ã-§ÈTc-l…c-UM]-CI…c-c“-NÈCc-R-^…P-R]Ã-p…_,

因為它們是透過猶豫之力，而於二端起懷疑〔，然並非透過自己本身的力量〕。

N‰-`-^E-, NÈP-]nŸ_-n…-M‰-WÍU, NÈP-U…-]nŸ_-n…-M‰-WÍU, G-£ÈUc-R]Ã-M‰-WÍU-NE-Cc“U-`c,

猶豫又分為三種： （3-1）「符合事實的猶豫」、（3-2）「不符合事實的猶豫」、（3-3）「等分猶豫」。

NE-RÈ-P…, ±-U…-åC-CU-£U-R]Ã-M‰-WÍU-õ-T“,

其中，（3-1）例如「想著『聲是無常的嗎？』的猶豫」、

CI…c-R-P…, ±-åC-CU-£U-R]Ã-M‰-WÍU-õ-T“, Cc“U-R-P…, ±-åC-CU-U…-åC £U-R]Ã-M‰-WÍU-õ-T“,

（3-2）例如「想著『聲是常的嗎？』的猶豫」、（3-3）例如「想著『聲是常或無常？』的猶豫」、

TZ…-R-P…, _E-^“`-`-Z‰P-Rc-Ü‡-T]Ã-Z‰P-_…C-NÈP-]M—P-N‰, ^…N-NoÈN-l…-UWP-I…N,

（4）「伺察意」 「被耽著自境（？對顯現境產生錯亂）所欺誑之符合事實的耽著知」，就是「伺察意」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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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 î‡-UWP-U‰N-R]Ã-^…N-NoÈN, î‡-UWP-NE-]C`-T]Ã-^…N-NoÈN,

「伺察意」又分為五：（4-1）「沒有原因的伺察意」、（4-2）「與原因相違的伺察意」、

î‡-UWP-U-E‰c-R]Ã-^…N-NoÈN, î‡-UWP-U-u⁄T-R]Ã-^…N-NoÈN,

（4-3）「原因不確定的伺察意」、（4-4）「原因不成立的伺察意」、

î‡-UWP-^ÈN-lE-CKP-`-U-S‰Tc-R]Ã-^…N-NoÈN-NE-ò-`c,
（4-5）「雖有原因、然未經抉擇的伺察意」。

±-U…-åC-F‰c-T]Ã-EC-VU-`-Tå‰P-Pc-±-U…-åC-R_-]XÀP-R]Ã-ÉÈ-õ-T“, NE-RÈ]Ã-UWP-CZ…-^…P-K‰,

其中，僅依「聲是無常」這個語詞，而執持「聲是無常」的覺知，就是（4-1）的事例，因為

±-U…-åC-F‰c-R]Ã-±-Nc‰ -±-U…-åC-R]Ã-NU-TF]-TäÈN-R-^P… -n…-±-U…-åC-R]Ã-î‡-UWP-^E-NC-U-TäÈN-R]Ã-p…_,

雖然藉由「聲是無常」這個語詞來說明「聲是無常」這個主張（宗），然而卻沒有說明「聲是無常」的正確原
因。

NÈP-q‰N-Q÷c-§ÈE-C…-åCc-`c-±-U…-åC-R_-]XÀP-R]Ã-ÉÈ-õ-T“, CI…c-R]Ã-UWP-CZ…-^…P-K‰,
透過「能發揮功能空」這個因相，執持「聲是無常」的覺知，就是（4-2）的事例，

NÈP-q‰N-Q÷c-§ÈE-±-NE-]C`-T-^…P-R]Ã-p…_,

因為「能發揮功能空」與「聲」是相違的。

CZ`-q]Ã-åCc-`c-±-U…-åC-R_-]XÀP-R]Ã-ÉÈ-õ-T“, Cc“U-R]Ã-UWP-CZ…-^…P-K‰,
從「所量」這個因相，執持「聲是無常」的覺知，就是（4-3）的事例，

CZ`-q-±-U…-åC-R_-±„T-R]Ã-U-E‰c-R]Ã-CKP-WÀCc-^…P-R]Ã-p…_,
因為「所量」是成立「聲是無常」的不定因。

U…C-a‰c-l…-C\“E-q]Ã-åCc-`c-±-U…-åC-R_-]XÀP-R]Ã-ÉÈ-õ-T“, TZ…-R]Ã-UWP-CZ…-^…P-K‰,

透過「眼知（眼的認知）的所取」這個因相，執持「聲是無常」的覺知，就是（4-4）的事例，

U…C-a‰c-l…-C\“E-q-±-U…-åC-R_-±„T-R]Ã-U-u⁄T-R]Ã-CKP-WÀCc-^…P-R]Ã-p…_,
因為「眼知的所取」是成立「聲是無常」的不成因。

±-U…-åC-R_-GN-Uc-U-E‰c-R]Ã-CE-\C-C…-î‡N-l…-qc-åCc-`c-±-U…-åC-R_-]XÀP-R]Ã-ÉÈ-õ-T“,

無法以量確定「聲是無常」的補特伽羅的心相續當中，透過「所作性」這個因相，執持「聲是無常」的覺知，

ò-R]Ã-UWP-CZ…-^…P-K‰, qc-R-±-U…-åC-R_-±„T-R]Ã-î‡-UWP-^E-NC-^…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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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4-5）的事例，因為「所作性」雖然是成立「聲是無常」的正確原因，

N‰-]x-T]Ã-CE-\C-N‰c-N‰]Ã-î‡-UWP-^E-NC-N‰, CKP-`-U-STc-R-^…P-R]Ã-p…_,

但是如上的補特伽羅尚未抉擇出那個〔「所作性」是「聲是無常」〕的正因之故

ò-R-P…-_E-^“`-U-E‰c-R]Ã-Cc`-¶E-FP-n…-U-]t‹`-T]Ã-_…C-R-N‰, ¶E-`-U-E‰c-T]Ã-ÉÈ]Ã-UWP-I…N,
「無法決定自境之清楚顯現之不錯亂的明瞭」，就是「顯而未定之覺知」的定義。

N‰-`-Nq‰-P, BÈ-_E-Oÿ-nŸ_-T]Ã-NTE-UEÈP, ^…N-l…-UEÈP-c“U-NE-_E-_…C-UEÈP-c“U-Cc“U-`c,
（5）「顯而未定的覺知」

若予以區分的話，有三：已成為它（顯而未定之覺知）自身的（1）根現前、（2）意現前、及（3）自證現前。

NE-RÈ-P…, U…C-C\“Cc-UXÂc-R-`-üC-R_-GCc-R]Ã-Oÿc-l…-±-]XÀP-IP-a‰c-õ-T“,
其中，（1）例如：在眼睛沉溺於美色之時的執聲的耳知（耳的認知）；

CI…c-R-P…, cÈ-´‰]Ã-î‡N-l…-C\“Cc-cÈCc-NÈP-ò-]XÀP-R]Ã-^…N-l…-UEÈP-c“U-õ-T“,
（2）例如：凡夫心相續當中，執色等五境的意現前；

Cc“U-R-P,… cÈ-´]‰ -Ã îN‡ -l…-C\“Cc-cCÈ c-NPÈ -ò-]XÀP-R]Ã-^N… -l…-UEÈP-cU“ -IUc-c-“ rEÈ -T]Ã-_E-_C… -õ-T,“
（3）例如：凡夫心相續當中，領受「執色等五境之意現前」的自證。

≠…_-^“`-FP-`-Nq‰-P, ´‰c-T“, EC, WN-U-Cc“U-^ÈN, ^“`-FP-WN-U-N‰-`-Nq‰-P,
一般而言，「有境」若區分的話，有三：士夫、言語、量。

´‰c-T“-WN-U, EC-WN-U, a‰c-R-WN-U-NE-, Cc“U-`c,

「有境量」若區分的話，有三：士夫量、言語量、認知量。

NE-RÈ-P…, §ÈP-R-cEc-îc-õ-T“-`-q‰N, CI…c-R-P…, TN‰P-TZ…]Ã-GÈc-]BÈ_-õ-T“-`-q‰N,
其中，（1）例如：導師佛陀；

（2）例如：四諦法輪；

Cc“U-R-P…, UEÈP-c“U-WN-U-NE-, ä‰c-c“-NRC-R]Ã-WN-U-õ-T“-^…P-PÈ,,
（3）例如：現量

及 比量。

x⁄C-R-TNC-UN‰ -]NÈN-W`” -P,… CE-\C-åC-CF…C-_E-NTE-FP-nc… -§EÈ -R-CE-\C-C-… TNC-UN‰ -_Cc-R-NE-,
3-2-6.

無我的主張方式 主張「『補特伽羅常、一、自在空』是『粗品的補特伽羅無我』，以及

CE-\C-_E-´-M—T-R]Ã-íc-^ÈN-l…c-§ÈE-R-CE-\C-C…-TNC-U‰N-z-UÈ_-]NÈN-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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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特伽羅自身能獨立之質有空』是『細品的補特伽羅無我』」。

GÈc-l…-TNC-U‰N-Bc-U…-`‰P-R-q‰-{C-µ-T-NE-UW”Ec, TOÿP-R-c-`U-n…-éU-CZC-P…,
不承認「法無我」這點，類似於毘婆沙宗。

3-2-7.

地道的建立

_…Cc-FP-Cc“U-C]Ã-WÍCc-CcÈC-R]Ã-WÂ-ÜÈT-`U-TZ…-C]Ã-CPc-ˇTc-c“-WÍCc-CcÈC-R-^…P-RcN‰]Ã-î‡-UWP-n…c-cEc-îc-l…-C\“Cc-S“E-cEc-îc-c“-Bc-`‰P-R-^…P-PÈ,,

因為三種種姓的行者在積聚資糧時，是在四個有學道位的階段積聚資糧的，因此主張「『佛的色蘊』是『佛』」。

±…T-R]Ã-éU-CZC-NE-c-`U-n…-TuÈN-W”`-cÈCc-q‰-{C-µ-T-NE-UW”Ec-cÈ,? ,
「障的建立」及「地道的行走方式」等，與毘婆沙宗類似。

Cc“U-R-cU‰ c-VU-R]Ã-`“Cc-TaN-R-`, c-TFN-¢_-õ_-TOÿP-`c,

解說唯識宗的系統 分七項說明：3-3-1. 定義、3-3-2. 分類、3-3-3. 語詞解說、
3-3-4. 境的主張方式、3-3-5. 有境的主張方式、3-3-6. 無我的主張方式、3-3-7. 解說地道的建立。

3-3.

NE-RÈ-P,… p…-NÈP-Bc-U…-`‰P-FE… -, _E-_…C-TN‰P-u⁄T-Lfi-]NÈN-R]Ã-M‰C-GP‰ -n…-uT⁄ -UM]-µ-T]Ã-CE-\C-N,‰
3-3-1.

定義 「不承認外境，而且主張『自證是諦實成立』的說大乘宗義的補特伽羅」，

c‰Uc-VU-R]Ã-UWP-I…N, c‰Uc-VU-R-NE-, éU-_…C-R-NE-, é`-]qÈ_-≠ÈN-R-T-éUc-NÈP-CF…C,
就是「唯識宗」（唯心宗）的定義。「唯識宗」、「唯表宗」、「瑜伽行派」三者同義。

CI…c-R-N‰-`-Nq‰-P, c‰Uc-VU-éU-TN‰P-R-NE-, éU-í’P-R-CI…c-`c,
3-3-2.

分類 若予以區分，有二：（1）「形象真實的唯識宗」及（2）「形象虛偽的唯識宗」。

c‰Uc-VU-R-CE-Z…C, W”_-UMÈE-C…-îN‡ -l…-C\“Cc-]XÀP-UEÈP-cU“ -`-C\“Cc-_Cc-R_-¶E-T]Ã-G-`其中，「主張『在凡夫心相續的執色現前當中，粗分色顯現的部分，

U-_…C-TC-GCc-l…c-TÜN-R-U-[÷Cc-R_-]NÈN-R-N‰, NE-RÈ]Ã-UWP-I…N,
沒有被無明習氣所染污』的唯識宗」，就是（1）的定義。

N‰-CE-Z…C, W”_-UMÈE-C…-î‡N-l…-C\“Cc-]XÀP-UEÈP-c“U-`「主張『在凡夫心相續的執色現前當中，

C\“Cc-_Cc-R_-¶E-T]Ã-G-`-U-_…C-TC-GCc-l…c-TÜN-R-[÷Cc-R_-]NÈN-R-N‰-CI…c-R]Ã-UWP-IN… ,
粗分色顯現的部分，已被無明習氣所染污』的唯識宗」，就是（2）的定義。

éU-TN‰P-R-`-Nq‰-P, C\“Ec-]XÀP-uEc-UIUc-R, °ÈE-E-pN‰ -W`-T, ¶-WCÍ c-CI…c-UN‰ -R-NE-Cc“U-^N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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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若加以區分的話，有三：（1-1）「能取所取等數派」、（1-2）「半卵對開派」、（1-3）「紛雜無二派」。

N‰-éUc-cÈ-cÈ]Ã-]NÈN-W”`-^ÈN-N‰,

他們各自的主張方式存在如下：

q-U-`‰T-l…-CaÈC-§‰E-C…-t-TÈ-]XÀP-R]Ã-U…C-a‰c-l…-t-TÈ-]XÀP-R]Ã-WÂ,

「因為主張『以執取蝴蝶翅膀上面之斑紋的眼知來執取斑紋之時，

^“`-n…-EÈc-Pc-¢È-c_‰ -cÈCc-U…-]x-T-_‰-_‰]Ã-éU-R-CKN-F…E-,
對境方面提供了青、黃……等等各自不同的形象，而

^“`-FP-n-… EcÈ -Pc-lE-¢-È c_‰ -cCÈ c-U-… ]x-T-_-‰ _]‰ -Ã éU-R-éU-TN‰P-O-ÿ ´-‰ T_-]NÈN-Rc-P-C\“Ec-]XÀP-uEc-UIUc-R-NE-,

有境方面也形象真實地產生青、黃……等等各自不同的形象』」，所以稱為「能取所取等數派」。

N‰-õ_-]XÀP-R]Ã-WÂ-^“`-n…-EÈc-Pc-¢È-c‰_-cÈCc-U…-]x-T-_‰-_‰]Ã-éU-R-CKN-F…E-,

「因為主張『如上執取〔斑紋〕之時，對境方面提供了青、黃……等等各自不同的形象，而

^“`-FP-n…-EcÈ -Pc-¢È-c‰_-cÈCc-U…-]x-T-_‰-_‰]Ã-éU-R-éU-UN‰ -Oÿ-´‰-T_-]NÈN-Rc-P-°EÈ -E-pN‰ -W`-T-NE-,
有境方面則無形象地產生青、黃……等等各自不同的形象』」，所以稱為「半卵對開派」。

N‰-õ_-]XÀP-R]Ã-WÂ-^“`-n…-EÈc-Pc-¢È-c‰_-cÈCc-U…-]x-T-_‰-_‰]Ã-éU-R-U-CKN-F…E-,

「因為主張『如上執取〔斑紋〕之時，對境方面沒有提供了青、黃……等等各自不同的形象，而

t-VU-n…-éU-R-CKN, ^“`-FP-n…-EÈc-Pc-¢È-c‰_-cÈCc-U…-]x-T-_‰-_‰]Ã-éU-R-éU-U‰N-Oÿ-U-´‰c-R_,
僅提供斑紋的形象，有境方面沒有無形象地產生青、黃……等等各自不同的形象，

t-VU-n…-éU-R-éU-U‰N-Oÿ-´‰c-R_-]NÈN-Rc-P-¶-WÍCc-CI…c-U‰N-R-Z‰c-TäÈN-R-^…P-R]Ã-p…_,
而僅是無形象地產生斑紋的形象』」，所以稱為「紛雜無二派」。

CI…c-R-éU-í’P-R-`-Nq‰-P, x…-TFc-éU-í’P-R, x…-U‰N-éU-í’P-R-CI…c-c“-^ÈN,

（2）若加以區分的話，有二：（2-1）「形象虛偽有垢派」、（2-2）「形象虛偽無垢派」。

Cc“U-R-c‰Uc-VU-R]Ã-±-TaN-R-P…, F…]Ã-p…_, c‰Uc-VU-R-Z‰c-q-Z‰-P,
3-3-3.

唯識宗的語詞解說

為什麼稱為「唯識宗」？

GÈc-éUc-c‰Uc-l…-TNC-I…N-VU-Oÿ-]NÈN-Rc-P-c‰Uc-VU-R-NE-,

因為主張「『一切法』唯是『心的本質』」，所以稱為「唯識宗」；

GÈc-MUc-FN-éU-R_-_…C-R]Ã-TNC-I…N-VU-Oÿ-]NÈN-Rc-P-éU-_…C-R-Z‰c-TäÈN-R-^…P-R]Ã-p…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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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因為主張「『一切法』唯是『表的本質』」，所以稱為「唯表宗」

TZ…-R-^“`-n…-]NÈN-W”`-P…, a‰c-q-`-Nq‰-P, NÈP-NU-TN‰P-R-NE-, AÿP-íÈT-TN‰P-R-CI…c-^ÈN,
3-3-4.

境的主張方式 「所知」若加以區分的話，有二：（1）「勝義諦」及（2）「世俗諦」。

_E-UEÈP-cU“ -Oÿ-åÈCc-R]Ã-UEÈP-cU“ -WN-Uc-CI…c-¶E-QT÷ -R]Ã-°È-Pc-åCÈ -R_-q-T, NE-RÈ]Ã-UWP-IN… ,

「必須以現證〔勝義諦〕自身的現量，透過二顯消失的方式方能了解者」，就是「勝義諦」的定義。

NÈP-NU-TN‰P-R, GÈc-I…N, GÈc-Nq…Ec, CPc-`“Cc-UM_-M—C-éUc-NÈP-CF…C,
「勝義諦」、「法性」、「法界」、「究竟實相」……等等同義。

NÈP-NU-TN‰P-R-`-Nq‰-P, GÈc-l…-TNC-U‰N-z-UÈ-NE-, CE-\C-C…-TNC-U‰N-z-UÈ-CI…c-^ÈN,
「勝義諦」若加以區分的話，有二：「細品法無我」及「細品補特伽羅無我」。

GÈc-l…-TNC-U‰N-z-UÈ-`-§ÈE-CZ…]Ã-°È-Pc-Nq‰-P, §ÈE-I…N-I…-b÷, N‰-`c-T•‡-P-TFÈ-TîN,

若從「空性的所依處」來區分「細品法無我」，有二十種空性；若再簡略的話，有十八種〔空性〕；

N‰-`c-T•‡-P-TF“-x⁄C, N‰-`c-T•‡-P-§ÈE-I…N-TZ…-cÈCc-^ÈN,

若再簡略的話，有十六種〔空性〕；若再簡略的話，有四種空性……等等。

GÈc-l…-TNC-UN‰ -z-UÈ]Ã-UWP-CZ…-P,… C\“Cc-NE-C\“Cc-]XÀP-R]Ã-WN-U-íc-CZP-nc… -§EÈ -R]Ã-§EÈ -I…N-NE-,
「細品法無我」的事例如：「色及執色之量〔二者〕異質空的空性」及

C\“Cc-C\“Cc-Z‰c-R]Ã-±-]H“C-R]Ã-]H“C-CZ…_-_E-C…-UWP-I…N-l…c-u⁄T-Rc-§ÈE-R]Ã-§ÈE-I…N-õ-T“,
「安立『色』這個語詞的基礎—色—自性相成立空的空性」。

CE-\C-C…-TNC-U‰N-z-UÈ]Ã-UWP-CZ…-P…, CE-\C-_E-´-M—T-R]Ã-íc-^ÈN-l…c-§ÈE-R]Ã-§ÈE-I…N-õ-T“,
「細品補特伽羅無我」的事例如：「補特伽羅自己能獨立之質有空的空性」。

_E-UEÈP-c“U-Oÿ-åÈCc-R]Ã-UEÈP-c“U-WN-Uc-CI…c-¶E-NE-TFc-R]Ã-°È-Pc-åÈCc-R_-q-T-N‰,
「必須以現證〔世俗諦〕自身的現量，透過帶有二顯的方式方能了解者」，

AÿP-íÈT-TN‰P-R]Ã-UWP-I…N,
就是「世俗諦」的定義。

Nq‰-P, CZP-NTE-NE-, AÿP-TKCc-lc… -T•‡c-T]Ã-AÿP-íTÈ -TN‰P-R-CI…c-c-“ ^NÈ , NE-RÈ-NE-]Oÿc-qc-NPÈ -CF…C,

若區分的話，有二：（1）「依他起性」及（2）「遍計所執性」所攝的二種世俗諦。（1）與「有為法」同義，

CI…c-R-NE-, NÈP-NU-TN‰P-R-`c-CZP-R]Ã-]Oÿc-U-qc-l…-GÈc-NÈP-C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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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與「異於勝義諦的無為法」同義。

NEÈc-RÈ-MUc-FN-TN‰P-R_-u⁄T-R-NE-, í’P-R]Ã-CZ…-]M—P-Oÿ-Bc-`‰-P,
主張「『一切事物諦實成立』與『虛假』同位（有交集）」；

GÈc-I…N-MUc-FN-TN‰P-R_-u⁄T-R-NE-, TN‰P-R]Ã-CZ…-]M—P-Oÿ-Bc-`‰-P,
主張「『一切法性諦實成立』與『諦實』同位（有交集）」；

GÈc-IN… -`c-CZP-R]Ã-]Oÿc-U-qc-MUc-FN-í’P-R_-uT⁄ -R-NE-, í’P-R]Ã-CZ…-]M—P-Oÿ-Bc-`P-R-^…P-PÈ,,
主張「『異於法性的一切無為法虛假成立』與『虛假』同位（有交集）」。

GÈc-I…N-`-U‰N-NCC-C…-mT-F…E-, U‰N-NCC-CZP-éUc-l…-UWP-CZ…-UNÈ-•‰-T-NE-UW”Ec-`,
「法性」必然是「無遮」，而 其他無遮的事例與經部宗類似。

C\“Cc-cÈCc-NÈP-ò-RÈ-N‰-AÿP-CZ…]Ã-éU-a‰c-l…-§‰E-Oÿ-M—P-UÈE-T-NE-M—P-UÈEc-U-^…P-R]Ã-`c-l…色等五種對境是依於阿賴耶識之上安立（留下）的共與不共業的

TC-GCc-TZC-R-`-Tå‰P-Pc-PE-ac‰ -R]Ã-íc-l…-§‰E-Pc-´‰c-R-^P… -n…-p…-_È`-n…-NPÈ -Oÿ-u⁄T-R-U-^P… -R]Ã-p…_,
習氣，而於內識這個物質之上產生的；而不是成立於外在的對境。

éU-TN‰P-R-õ_-P, C\“Cc-cÈCc-NÈP-ò-RÈ-N‰, p…-_È`-n…-NÈP-U-^…P-lE-_Cc-R_-u⁄T-R_-Bc-`‰P,
若根據形象真實派的話，主張「色等五種外境，雖然不是外在的對境，但其粗分是成立的」。

éU-í’P-R-õ_-P, C\“Cc-cÈCc-NÈP-ò-_Cc-R-U-^P… -K,‰ _Cc-R_-uT⁄ -P-p…-NPÈ -Oÿ-uT⁄ -NCÈc-R]Ã-p_… ,

若根據形象虛假派的話，主張「色等五種外境不是粗分，因為如果粗分成立的話，則外境必須成立」。

ò-R-^“`-FP-n…-]NÈN-W”`-P…, éU-TN‰P-R-õ_-P, éU-a‰c-WÍCc-TîN-Oÿ-Bc-`‰P-K‰,
3-3-5.

有境的主張方式

若根據形象真實派的話，主張「八識身」，

u⁄T-UM]-µ-T-CZP-n…c-Bc-`‰P-R]Ã-éU-a‰c-WÍCc-x⁄C-C…-§‰E-Oÿ,
亦即在其他說宗義者所主張的「六識身」之上，

AÿP-CZ…]Ã-éU-a‰c-NE-, IÈP-^…N-T¶P-R]Ã-éU-a‰c-WÍCc-TîN-Oÿ-]NÈN,
再加上（1）「阿賴耶識」及（2）「染污意」而主張「八識身」。

AÿP-CZ…]Ã-éU-ac‰ -NE-, IÈP-^…N-CI…c-l…-UWP-CZ…-^NÈ -N,‰ éU-ac‰ -WÍCc-x⁄C-`c-NÈP-CZP-Z…E-,
（1）「阿賴耶識」及（2）「染污意」二者的事例如下：主張「異於六識身，而且

_E-C…-TNC-ì‰P-NTE-RÈ-`-U…-õÈc-R]Ã-éU-a‰c-NE-RÈ-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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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觀待自己的增上緣—根—的識」，就是（1）的事例；

NU…Cc-R-AÿP-CZ…-`-NU…Cc-aE… -éU-R-_E-´-MT— -R]Ã-íc-^NÈ -lc… -E_-]XÀP-R]Ã-éU-ac‰ -CI…c-R-^P… -R_-]NÈN,

「以阿賴耶識為所緣，而且以『自己能獨立之質有的形象』來執我的識」，就是（2）的事例。

AÿP-CZ…]Ã-éU-a‰c-N‰, `c-]{c-l…-å‰P-Oÿ-nŸ_-R]Ã-CE-\C-C…-UWP-CZ…_-]NÈN,
主張：「阿賴耶識」是「業果所依之補特伽羅的事例」。

éU-í’P-R-õ_-P-éU-a‰c-WÍCc-x⁄C-Lfi-]NÈN-FE… -,
形象虛假派主張「六識身」，並且

`c-]{c-l…-å‰P-Oÿ-n_Ÿ -R]Ã-CE-\C-C…-UWP-CZ…_, ^…N-l…-éU-a‰c-VU-]HÈC-R-^…P-R]Ã-p…_,
僅安立「意識」為「業果所依之補特伽羅的事例」之故。

ÉÈ-`-WN-U-NE-, WN-UP… -n-… É-È CI…c-c-“ ]NÈN-FE… -, WN-U-`-UEÈP-cU“ -WN-U-NE-, ä‰c-c-“ NRC-R]Ã-WN-U-CI…c-c-“ ]NÈN,

主張「覺知」有二：「量的覺知」及「非量的覺知」；而且 主張「量」有二：「現量」及「比量」。

UEÈP-cU“ -`-TZ…-^NÈ -FE… -, _E-_…C-UEÈP-cU“ -NE-, é`-]qÈ_-UEÈP-cU“ -`-U-]t‹`-T]Ã-a‰c-Rc-mT,
「現前」有四，而且 「自證現前」及「瑜伽現前」必然是「不錯亂的認知」。

cÈ-´‰]Ã-î‡N-l…-NTE-RÈ]Ã-UEÈP-c“U-`-]t‹`-a‰c-l…c-mT,
「凡夫心相續的根現前」，必然是「錯亂的認知」。

N‰]Ã-î‡N-l…-^…N-l…-UEÈP-c“U-`-]t‹`-a‰c-NE-U-]t‹`-T]Ã-a‰c-R-CI…c-^ÈN,

「其（凡夫）心相續的意現前」，有「錯亂的認知」及「不錯亂的認知」二種。

UEÈP-c“U-`-UEÈP-c“U-n…-WN-Uc-U-mT-§‰, cÈ-´‰]Ã-î‡N-`-C\“Cc-]XÀP-^…N-UEÈP-^ÈN-lE-,
「現前」未必是「現量」，因為凡夫心相續中雖有「執色意現前」，然而

N‰]Ã-î‡N-`-C\“Cc-]XÀP-^…N-UEÈP-n…-WN-U-U‰N-R]Ã-p…_,
其心相續中無「執色意現量」之故；

N‰]Ã-î‡N-l…-C\“Cc-]XÀP-^…N-UEÈP-IUc-c“-rÈE-T]Ã-_E-_…C-NE-,
而且因為其心相續之「領受『執色意現前』的自證」及

C\“Cc-]XÀP-NTE-RÈ]Ã-UEÈP-c“U-ˇN-F…C-CI…c-R-éUc-WN-U-U-^…P-R]Ã-p…_,
「第二剎那執色根現前」等不是量之故。

é`-]qÈ_-UEÈP-c“U-`-z-T]Ã-U…-åC-R-UEÈP-c“U-Oÿ-åÈCc-R]Ã-é`-]qÈ_-UEÈP-c“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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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現前」有四：（1）「現證微細無常的瑜伽現前」、

CE-\C-C…-TNC-U‰N-z-UÈ-NE-, CE-\C-C…-TNC-U‰N-_Cc-R-NE-,

（2）「現證細品補特伽羅無我的瑜伽現前」、（3）「現證粗品補特伽羅無我的瑜伽現前」、

GÈc-l…-TNC-U‰N-UEÈP-c“U-Oÿ-åÈCc-R]Ã-é`-]qÈ_-UEÈP-c“U-NE-TZ…-^ÈN,
（4）「現證法無我的瑜伽現前」。

ä‰c-NRC-WN-U-`-åÈC-Rc-mT-F…E-, GÈc-N‰-`-ä‰c-NRC-^…P-P-GÈc-N‰-`-åÈC-R-^…P-Rc-U-mT-§‰,
「比量」必然是「分別」；然而， 若是某法的比度，未必是該法的分別；

±-U…-åC-åÈCc-l…-ä‰c-NRC-N‰-±-åC-§ÈE-`-ä‰c-NRC-^…P-lE-N‰-`-åÈC-R-U-^…P-R]Ã-p…_-K‰,
因為例如「了解『聲是無常』的比度」雖然是「『聲常』空」的比度，然而

〔了解『聲是無常』的比度〕却不是它（『聲常』空）的分別識；

GÈc-N‰-`-åÈC-R-^…P-P-GÈc-N‰]Ã-éU-R-a_-Tc-mT-R-CE-Z…C-±-U…-åC-åÈCc-l…-ä‰c-NRC-N‰-`-

因為若是某法的分別識，則必然要顯現該法的形象，然而對它（了解『聲是無常』的比度）而言，

±-åC-§ÈE-C…-éU-R-U-a_-T]Ã-p…_, N‰c-N‰-NEÈc-c“-U-åÈCc-R]Ã-p…_,

却沒有顯現「『聲常』空」的形象之故。因為它（了解『聲是無常』的比度）沒有直接了解它（『聲常』空）的緣故；

N‰c-±-U…-åC-R-NEÈc-c“-åÈCc-R]Ã-b÷Cc-`-N‰-åÈCc-R]Ã-p…_,

因為它（了解『聲是無常』的比度）是在直接了解「聲是無常」的時間接了解它（『聲常』空）的緣故。

x⁄C-R-TNC-UN‰ -]NÈN-W`” -P,… CE-\C-C…-TNC-UN‰ -z-_Cc-l…-UWP-CZ…-_E-î‡N-R-UP-GN-]HÈC-W`” -]x-`,
3-3-6.

無我的主張方式 「粗品及細品補特伽羅無我」的事例，類似於自續派以下的安立方式；

GÈc-l…-TNC-UN‰ -l…-UWP-CZ…, C\“Cc-NE-C\“Cc-]XÀP-WN-U-íc-CZP-n…c-§EÈ -R]Ã-§EÈ -IN… -õ-T“-`-qN‰ ,
而「法無我」的事例，

則如「『色』及『執色之量』異質空之空性」。

TOÿP-Rc-`U-n…-éU-CZC-TaN-R-`, ßE-q-NE-, c-`U-n…-éU-CZC-NEÈc-TaN-R]È,,
3-3-7.

地道的建立 分二： （1）「所斷」及（2）「直接說明地道的建立」。

NE-R-È P,… CE-\C-C-… TNC-]XÀP-c-TPÈ -NE-TFc-R-NE-, N‰]-Ã NTE-Cc… -qEŸ -T]Ã-OCÿ -Cc“U-c-TPÈ -NE-TFc-R-IPÈ -±T… -NE-,

（1）安立「『帶有種子的補特伽羅我執』及『由彼（帶有種子的補特伽羅我執）勢力所生之帶有種子的三毒』為『煩惱障』；

TN‰P-]XÀP-c-TPÈ -NE-TFc-R-NE-, N‰]-Ã TC-GCc-NE-N]‰ -Ã NTE-Cc… -qEŸ -T]Ã-CI…c-¶E-]t‹`-R-MUc-FN-ac‰ -±T… -L-fi ]HÈC,
『帶有種子的實執』及『它的習氣與它的勢力所生的一切的二顯錯亂』為『所知障』」。

CI…c-R-P…, CE-\C-C…-TNC-U‰N-åÈCc-R]Ã-õ-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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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了解補特伽羅無我的見解」與

IP-MÈc-l…-_…Cc-FP-éUc-l…c-G‰N-Oÿ-q-T-_E-NÈP-Oÿ-TcÈN-PUc-l…-WÍCc-G”E-E“-NE-,
「諸具有聲聞種姓者的所為—屬於自利的下品福德資糧」、

_E-î`-n…-_…Cc-FP-éUc-l…c-G‰N-Oÿ-q-T-_E-NÈP-Oÿ-TcÈN-PUc-l…-WÍCc-]{…E-NE-\“E-Oÿ-]{‰`-K‰,
「諸具有獨覺種姓者的所為—屬於自利的中品福德資糧」二者雙運，

WÂ-Cc“U-NE-Tˇ`-R-Tî-`-cÈCc-R]Ã-T_-Oÿ-CUÈ c-R_-qc-R-`-Tå‰P-Pc-_E-_E-C…-qE-GT” -UEÈP-Oÿ-qN‰ ,
藉著在三世及百劫等等當中串習之後，而現證各自的菩提。

qE-c‰Uc-éUc-l…c-C\“Ec-]XÀP-íc-CZP-n…c-§ÈE-R_-åÈCc-R]Ã-õ-T-N‰-

諸菩薩則是將「了解能取、所取異質空的見解」與

G‰N-Oÿ-q-T-CZP-NÈP-Oÿ-TcÈN-PUc-l…-WÍCc-G‰P-RÈ-NE-\“E-Oÿ-]{‰`-K‰-Tˇ`-R-uEc-U‰N-Cc“U-`「所為—屬於他利的上品福德資糧」雙運，並藉著在三無數劫（三大阿僧祇劫）

cÈCc-R]Ã-T_-Oÿ-CÈUc-R_-qc-R-`-Tå‰P-Pc-_E-C…-qE-G”T-UEÈP-Oÿ-q‰N,
等等當中串習之後，現證自己的菩提。

éU-TN‰P-R-õ_-P, IP-_E-Nu-TFÈU-R-éUc-üC-UN‰ -Oÿ-r-EP-`c-]Nc-R-P-_…C-R-îP‡ -GN-R_-]NÈN,

若根據形象真實派的話，主張「諸聲聞、獨覺阿羅漢在無餘涅槃時，明（心識）的相續是斷絕的。」

cEc-îc-]SCc-R-_…C-R-î‡P-GN-R-U…-~…N-R_-]NÈN-R-^…P-K‰,
主張「佛聖者的明（心識）相續不可能斷絕」，

qE-cU‰ c-éUc-NE-RÈ_-]CÈ -U…P-Oÿ-`EÈ c-ˇ‡_-cEc-îc-R]Ã-`EÈ c-ˇ‡-N-‰ ]BÈ_-T-H…-~N… -U-§EÈ c-l…-T_-Oÿ-

這是因為他們主張「諸菩薩最初在色究竟天當中以報身成佛，而只要輪迴不空，

éU-R]Ã-_…Cc-]x-î‡P-U…-GN-R_-COÿ`-q-_E-_E-C…-ˇ`-T-NE-

那個報身的同類形象就會依照所化機各自的因緣（福分、緣分），

]WU-R_-≥„`-R-¶-WÍCc-l…c-CZP-NÈP-q‰N-R_-]NÈN-R]Ã-p…_,
而不斷地以各種化身行利他。」的緣故。

M‰C-R-Cc“U-_C… c-cÈ-c_È -Ec‰ -R-^P… -K,‰ c‰Uc-FP-éUc-MCÈ -U-UN‰ -R-Pc-_C… c-cU-BUc-U-… ]x-T-Cc“U,

「三乘各自的種姓是決定的」，這是因為他們主張「諸有情從無始以來，就有三種不同的種姓及本質（個性），

N‰-`c-UcÈ -R-U-… ]x-T-Cc“U, N‰-`c-±T„ -T-U-… ]x-T-Cc“U, N‰-`c-]{c-T-“ U-… ]x-T-Cc“U-]MÈT-R_-]NÈN-R-^P… -R]Ã-p…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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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形成三種不同的信解（勝解），因而也就有三種不同的修行，因此就證得三種不同的〔修行〕結果。」

éU-íP’ -R-õ_-P, IP-_E-Nu-TFÈU-R-éUc-üC-U‰N-O-ÿ r-EP-`c-]Nc-R-P-_C… -R-îP‡ -GN-R_-U-… ]NÈN-N,‰

若根據形象虛偽派的話，主張「諸聲聞、獨覺阿羅漢在無餘涅槃時，明（心識）的相續並沒有斷絕。」

N‰c-N‰]Ã-WÂ-•‡C-AÿP-n…c-T•‡c-R]Ã-_…C-R-VU-î‡P-GN-R_-]NÈN-lE-,

這是因為主張「他們（聲聞、獨覺阿羅漢）在那個時候僅僅斷除苦、集二諦所攝的明（心識）」然而

_…C-R-VU-Z…C-cEc-îc-l…-c_-]uÈ-T_-]NÈN-Rc-UM_-M—C-M‰C R-CF…C-Lfi-u⁄T-R_-]NÈN-NÈ,?,

因為主張「唯明（已斷除苦、集二諦所剩下的明）朝向佛地」，所以他們認為「成立究竟一乘」。

TZ…-R-EÈ-TÈ-I…N-U‰N-R_-µ-T]Ã-`“Cc-TaN-R-`, UWP-I…N, Nq‰-T, p‰-T-cÈ-cÈ]Ã-NÈP-TaN-R]È,,
4.

解說說無體性宗的系統 分三：4-1. 定義、4-2. 分類、4-3. 分類的個別意義。

NE-R-È P,… TN‰P-NEÈc-M-£N-O-ÿ ^E-U-… ]NÈN-R]Ã-MC‰ -GP‰ -n-… uT⁄ -UM]-µ-T]Ã-CE-\C-N,‰ EÈ-T-È IN… -UN‰ -R_-µ-T]Ã-UWP-IN… ,
4-1.

定義 「即使在名言中，也不承認『實有事物』之說大乘宗義的補特伽羅」，就是「說無體性宗」的定義。

CI…c-R-P…, N‰-`-Nq‰-P, _E-î‡N-R-NE-, M`-]nŸ_-R-CI…c-^NÈ ,
4-2.

分類 若予以區分，有二：4-2-1. 自續派、4-2-2. 應成派。

Cc“U-R-P,… _E-îN‡ -R]Ã-`“Cc-TaN-R-NE-, M`-]nŸ_-T]Ã-`“Cc-TaN-R]È,,
4-3.

分類的個別意義 分二：4-3-1. 解說自續派的系統、4-3-2. 解說應成派的系統。

NE-RÈ-`, UWP-I…N, Nq‰-T, ±-TaN-R,
4-3-1.

解說自續派的系統 分七項說明：4-3-1-1. 定義、4-3-1-2. 分類、4-3-1-3. 語詞解釋、

^“`-NE-, ^“`-FP-n…-]NÈN-W”`, TNC U‰N-l…-]NÈN-W”`, c-`U-n…-éU-CZC-TaN-R-NE-TOÿP-`c,
4-3-1-4.

境的主張方式、4-3-1-5. 有境的主張方式、4-3-1-6. 無我的主張方式、4-3-1-7. 地道的建立。

NE-RÈ-P…, _E-î‡N-l…-åCc-Z`-n…c-TZ‰c-T]Ã-°È-Pc-TN‰P-NEÈc-M-£N-Oÿ]E-U…-]NÈN-R]Ã-NT“-U-R-N‰,
4-3-1-1.

定義 「主張有『自續因』，然而即使在名言中也不承認『實有事物』的中觀宗」，

_E-î‡N-R]Ã-UWP-I…N, N‰-NE-_E-TZ…P-n…c-^ÈN-R_-µ-T]Ã-NT“-U-R-NÈP-CF…C,
就是「自續派」的定義。它與「說『自性有』的中觀宗」同義。

CI…c-R-N‰-`-Nq‰-P, UNÈ-•‰-≠NÈ -R]Ã-NT“-U-_E-îN‡ -R-NE-, é`-]qÈ_-≠NÈ -R]Ã-NT“-U-_E-îN‡ -R-CI…c-^NÈ ,
4-3-1-2.

分類 有二：（1）經部行中觀自續派、（2）瑜伽行中觀自續派。

M-£N-l…-éU-CZC-S`-G‰_-UNÈ-•‰-R-NE-°È-T§flP-Pc-µ-T]Ã-NT“-U-R-N‰, NE-TÈ]Ã-UWP-I…N.
23

「關於名言的安立，大多與經部宗一致的中觀宗」，就是（1）的定義。

M-£N-l…-éU-CZC-S`-G‰_-c‰Uc-VU-R-NE-°È-T§flP-Pc-µ-T]Ã-NT“-U-R-N‰, CI…c-R]Ã-UWP-I…N,
「關於名言的安立，大多與唯識宗一致的中觀宗」，就是（2）的定義。

NE-RÈ]Ã-UWP-CZ…-`‰Cc-úP-]q‰N-NE-, ^‰-a‰c-£…E-RÈ-õ-T“]È,,
（1）的實例如「清辨」及「智藏」。

CI…c-R]Ã-UWP-CZ…, Z…-T-]WÍ, c‰E-C‰-T\E-RÈ, @-U-`-bf…-`-NRÈP-ÜÈT-õ-T“],È ,
（2）的實例如「寂護」、「獅子賢」及「蓮華戒」師徒。

Cc“U-R-P…, `‰Cc-úP-]q‰N-GÈc-FP, mÈN-`-NT“-U-_E-î‡N-R-Z‰c-TäÈN-R]Ã-î‡-UWP-^ÈN-N‰,
4-3-1-3.

語詞解釋 「清辨」有法，稱你為「中觀自續師」的原因如下：

_E-î‡N-l…-åCc-Bc-`‰P-R]Ã-NT“-U-R-^…P-R]Ã-î‡-UWP-n…c-N‰-õ_-TäÈN-R]Ã-p…_,
因為〔你〕是主張有『自續因』的中觀師，因此那樣稱呼之故。

TZ…-R-P…, _E-C…-UWP-I…N-l…c-u⁄T-R, _E-EÈc-Pc-u⁄T-R, _E-TZ…P-n…-c-u⁄T-R-éUc-NÈP-CF…C,
4-3-1-4.

境的主張方式 「以自性相成立」、「由自己方面成立」、「自性成立」等為同義詞。

]Oÿc-U-qc-l-… PU-UB], ]CÈC-TN‰P, ]Nc, U-]EÈ c, CE-\C-C…-TNC-UN‰ -z-U-È éUc-UN‰ -NCC-NE-,
主張「無為的虛空」、「滅諦」、「過去」、「未來」、「細品補特伽羅無我」均為「無遮」及

AÿP-íÈT-TN‰P-R-CI…c-@_-]NÈN, NÈP-NU-TN‰P-R, GÈc-I…N, GÈc-l…-TNC-U‰N-z-UÈ-éUc-NÈP-CF…C ,
「世俗諦」二者。

「勝義諦」、「法性」、「細品法無我」等為同義詞。

UNÈ-•‰-≠ÈN-R]Ã-NT“-U-R-õ_-P, C\“Cc-cÈCc-NÈP-ò-a‰c-R-NE-EÈ-TÈ-M-NN-F…E-,
若根據經部行中觀派，主張 「色等五義」與「認知」體性異，

çfl`-zP-G-U‰N-`c-T˛Uc-R]Ã-_Cc-R-p…-NÈP-Oÿ-]NÈN,
並主張「由無部分之極微所形成的粗分是外境」。

é`-]qÈ_-≠ÈN-R]Ã-NT“-U-R-õ_-P, C\“Cc-cÈCc-NÈP-ò-_E-]XÀP-R]Ã-a‰c-R-NE-EÈ-TÈ-CF…C-Lfi-]NÈN,
若根據瑜伽行中觀派，則主張 「色等五義」與「取〔色等五義〕本身之認知」體性一。

ò-R-P…-^…N-l…-éU-a‰c-CE-\C-C…-UWP-CZ…-NE-, éU-a‰c-WÍCc-x⁄C-Lfi-]NÈ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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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5.

有境的主張方式 主張「意識」為「補特伽羅的實例」；而且 〔主張〕「六識身」。

ÉÈ-`-WN-U-NE-WN-UP… -n…-É-È CI…c-^NÈ , NE-R-È `-UEÈP-cU“ -WN-U-NE-, ä‰c-c-“ NRC-R]Ã-WN-U-CI…c-^NÈ ,
「覺知」分為「量的覺知」及「非量的覺知」二種。第一當中，有「現量」及「比量」二種。

UNÈ-•‰-≠ÈN-R]Ã-NT“-U-R-õ_-P, _E-_…C-UEÈP-c“U-U…-]NÈN,
若根據經部行中觀派，則不主張自證現前。

CF…C-aÈc-õ_-P, UEÈP-c“U-TZ…-C-]NÈN-F…E-, _E-_…C-UEÈP-c“U-NE-,
若根據另一派，則主張有四種現前；而且

é`-]qÈ_-UEÈP-c“U-`-U-]t‹`-T]Ã-a‰c-Rc-mT, CZP-CI…c-`-]t‹`-U-]t‹`-CI…c-@-^ÈN,
自證現前與瑜伽現前必然是「不錯亂知」，而另外二者則有「錯亂」及「不錯亂」二種。

UNÈ-c‰Uc-CI…c-@-NE-_E-î‡N-R-éUc-l…c-UEÈP-c“U-`-åÈC-{`-n…-a‰c-Rc-mT-R-NE-,
因為經部、唯識二宗及自續派主張：（1）「現前」必然是「已離分別之知」，

NoN-a‰c-`-WN-U…P-n…-a‰c-Rc-mT-R-NE-,
（2）「再決知」必然是「非量之知」，

_E-C…-Z‰P-^“`-`-]t‹`-T]Ã-a‰c-R-`, `ÈC-a‰c-l…c-mT-R-NE-,
（3）「對於自己的耽著境錯亂之知」必然是「顛倒知」，

GÈc-N‰-`-]t‹`-a‰c-^…P-P, GÈc-N‰-`-WN-U-U-^…P-Rc-mT-R-NE-,

（4）對於彼法而言，若是「錯亂知」，則對於該法而言必然不是「量」，

ä‰c-NRC-^…P-P-_E-C…-¶E-^“`-`-WN-U-U-^…P-Rc-mT-R-cÈCc-Bc-`‰P-R]Ã-p…_,
（5）若是「比度」，則對於自己的顯現境而言，必然不是「量」……等等。

x⁄C-R-P…, CE-\C-åC-CF…C-_E-NTE-FP-n…c-§ÈE-R-CE-\C-C…-TNC-U‰N-_Cc-R-NE-,
4-3-1-6.

無我的主張方式 主張「補特伽羅為常、一、自在空」是「粗品補特伽羅無我」及

CE-\C-_E-´-M—T-R]Ã-íc-^ÈN-l…c-§ÈE-R-CE-\C-C…-TNC-U‰N-z-UÈ_-]NÈN,
主張「補特伽羅為自己能獨立之實質有空」是「細品補特伽羅無我」。

é`-]qÈ_-≠NÈ -R]Ã-NT“-U-R-õ_-P, C\“Cc-NE-C\“Cc-]XÀP-R]Ã-WN-U-íc-CZP-nc… -§ÈE-R-GcÈ -l-… TNC-UN‰ -_Cc-R-NE-,
若根據瑜伽行中觀派，則是主張「『色』及『取色之量』異質空」為「粗品法無我」及

GÈc-MUc-FN-TN‰P-Rc-§ÈE-R-GÈc-l…-TNC-U‰N-z-UÈ_-]NÈN-R-^…P-R]Ã-p…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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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一切法諦實空」為「細品法無我」。

TNC-U‰N-CI…c-NCC-q]Ã-°È-Pc-]q‰N-R-^…P-n…-§ÈE-CZ…]Ã-°È-Pc-]q‰N-R-U-^…P-K‰,

「二無我」是由「所破」的觀點來區分的，而不是由「空性的基礎」的觀點來區分的；

CZ…-CE-\C-C…-§‰E-Oÿ-NCC-q-TN‰P-u⁄T-T@C-R-N‰-GÈc-l…-TNC-U‰N-z-UÈ-NE-,

亦即在基礎—補特伽羅—之上，破斥「所破」—「諦實成立」，就是「細品法無我」；

CZ…-CE-\C-C…-§E‰ -Oÿ-_E-´-M—T-R]Ã-íc-^NÈ -Oÿ-uT⁄ -R-T@C-R-N‰, CE-\C-C…-TNC-UN‰ -z-UÈ-^…P-R]Ã-p…_,

而在基礎—補特伽羅—之上，破斥〔「所破」—〕「自己能獨立之質有成立」，則是「細品補特伽羅無我」。

TNC-]XÀP-CI…c-]XÀP-§Ec-l…-°È-Pc-]q‰N-R-^…P-n…-NU…Cc-R]Ã-°È-Pc-U-^…P-K‰,
「二我執」是由「執持方式」的觀點而非由「所緣」的觀點來區分的；

CZ…-CE-\C-`-NU…Cc-Pc-TN‰P-u⁄T-Lfi-]XÀP-R-N‰, GÈc-l…-TNC-]XÀP-NE-,

亦即：緣於基礎—補特伽羅—之後，執〔補特伽羅〕為「諦實成立」，則為「法我執」；

CZ…-CE-\C-`-NU…Cc-Pc-_E-´-MT— -R]Ã-íc-^NÈ -O-ÿ uT⁄ -R_-]XÀP-R-N,‰ CE-\C-C-… TNC-]XÀP-^…P-R]Ã-p_… ,

而緣於基礎—補特伽羅—之後，執〔補特伽羅〕為「自己能獨立之質有成立」，則為「補特伽羅我執」

TOÿP-R-P…, é`-]qÈ_-≠ÈN-R]Ã-NT“-U-R-õ_-P,
4-3-1-7.

解說地道的建立

M‰C-R-Cc“U-n…-CE-\C-C…-mN-R_-éUc-ßE-q]Ã-CVÍ-TÈ-±…T-R-U…-]x-T-Cc“U,

若根據瑜伽行中觀派，三乘的補特伽羅的種種差別，是由「主要的所斷—三種不同的障礙」、

T°ÈU-q]Ã-CVÍ-TÈ-õ-T-U…-]x-T-Cc“U-n…-°È-Pc-]HÈC-R-^…P-K‰,
「主要的所修—三種不同的見解」的觀點來建立的。

IP-McÈ -l-… _C… c-FP-éUc-lc… -_E-´-MT— -R]Ã-íc-^NÈ -O-ÿ uT⁄ -R_-]XÀP-R]Ã-åCÈ -R-]BÈ_-TFc-ßE-q]Ã-CVÍ-T_È -qc-Pc-

因為諸具有聲聞種姓者，以「執『自己能獨立之質有成立』的分別及其眷屬」作為「主要的所斷」；

N‰]Ã-CI‰P-RÈ_-CE-\C-_E-´-M—T-R]Ã-íc-^ÈN-Oÿ-u⁄T-Rc-§ÈE-R_-åÈCc-R]Ã-õ-T-N‰它的對治是以「了解『補特伽羅為自己能獨立之質有成立空』的見解」

T°ÈU-q]Ã-CVÍ-TÈ_-qc-R-`c-qE-G”T-G”E-E“-]MÈT-R_-q‰N,
作為「主要的所修」，然後證得「下品菩提」。

_E-î`-n…-_…Cc-FP-éUc-l…c-C\“Cc-NE-C\“Cc-]XÀP-R]Ã-WN-U-íc-CZP-Oÿ-]XÀP-R]Ã-åÈC-R26

因為諸具有獨覺種姓者，以「執『色』（所取）及『取色之量』（能取）異質的分別」

ßE-q]Ã-CVÍ-TÈ_-qc-Pc-N‰]Ã-CI‰P-RÈ_-C\“Ec-]XÀP-íc-CZP-n…c-§ÈE-R_-åÈCc-R]Ã-õ-T作為「主要的所斷」；它的對治是以「了解『所取、能取異質空』的見解」

°ÈU-q]Ã-CVÍ-TÈ_-qc-R-`c-qE-G”T-]{…E-]MÈT-R_-q‰N,
作為「主要的所修」，然後證得「中品菩提」。

qE-cU‰ c-éUc-lc… -TN‰P-]XÀP-TC GCc-NE-TFc-R-ßE-q]Ã-CVÍ-T_È -qc-Pc-

因為諸菩薩以「實有執及其習氣」作為「主要的所斷」；

N‰]-Ã CI‰P-R_È -GcÈ -MUc-FN-TN‰P-UN‰ -O-ÿ åCÈ c-R]Ã-õ-T-°UÈ -q]Ã-CVÍ-T_È -qc-R-`c-qE-GT” -GP‰ -R-È ]MÈT-R_-qN‰ -R-^P… -R]Ã-p_… ,
它的對治是以「了解『一切法無實有』的見解」作為「主要的所修」，然後證得「上品菩提」。

UNÈ-•‰-≠NÈ -R]Ã-NT“-U-R-õ_-P, IP-_E-CI…c-l…-ßE-q]Ã-CVÍ-TÈ-NE-T°ÈU-q]Ã-CVÍ-TÈ-`-mN-R_-UN‰ -N‰,
若根據經部行中觀派，對於聲聞及獨覺二者的主要所斷及主要所修而言，並沒有差別；

N‰-CI…c-@c-IÈP-±…T-ßE-q]Ã-CVÍ-TÈ_-q‰N-R-UW”Ec,

因為此二者均以「煩惱障」作為主要的所斷，這點是相同的；

CE-\C-C…-TNC-U‰N-T°ÈU-q]Ã-CVÍ-TÈ_-q‰N-R-^E-UW”Ec-R]Ã-p…_,

〔此二者〕均以「補特伽羅無我」作為主要的所修，這點也是相同的緣故。

]ÈP-lE-, N‰-CI…c-`-]{c-T“-NUP-UGÈC-C…-mN-R_-^ÈN-R]Ã-î‡-UWP-^ÈN-N‰,
但是此二者的果位有優劣的差別，其原因如下：

TcÈN-PUc-l…-WÍCc-î-G‰-G”E-NE-^“P-_…E-M—E-C…-NTE-C…c-mN-R_-^NÈ -R]Ã-p…_,
因為福德資糧範圍的大小及期間的長短而有差別之故。

UNÈ-`-MC‰ -GP‰ -n-… UNÈ-NE-M‰C-NUP-n-… UNÈ-CI…c-NE-, xE-Ec‰ -l-… G-CI…c-c-“ ]NÈN-R-cU‰ c-VU-R-NE-UW”Ec-`,
主張「經典有大乘經典及劣乘經典二種及了義、不了義二部分」，這點和唯識宗相同；

UWP-CZ…-U…-]x-T-^…P-K‰, c‰Uc-VU-Rc-]BÈ_-`È-NE-RÈ-CI…c-xE-NÈP-n…-UNÈ-NE-,
但事相不同：唯識宗主張「初二法輪為不了義經典，而末法輪為了義經典」；

p…-U-Ec‰ -NPÈ -n-… UNÈ_-]NÈN, ˇTc-]N…_-]BÈ_-`-È MCÈ -UM]-CI…c-xE-NPÈ -n-… UNÈ-NE-, T_-R-`-xE-Ec‰ -l-… G-CI…c-^NÈ -N,‰
而此處（中觀自續派），初、末二法輪為不了義經典，中法輪當中則有了義、不了義二部分；

NCC-q-`-NÈP-NU-n…-mN-R_-Æ_-T-éUc-E‰c-NÈP-n…-UNÈ-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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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在所破當中，有結合「勝義」之簡別者，為了義經典；

N‰-õ_-U-Æ_-T]Ã-]BÈ_-`È-T_-R-éUc-xE-NÈP-n…-UNÈ_-]NÈN-R-^…P-R]Ã-p…_,?,
沒有那樣結合的中法輪，則為不了義經典之故。

CI…c-R-M`-]nŸ_-T]Ã-`“Cc-TaN-R-`, ¢_-õ_-TOÿP-`c,

解說應成派的系統 如前一般，分七項說明：4-3-2-1. 定義、4-3-2-2. 分類、4-3-2-3. 語詞解釋、
4-3-2-4. 境的主張方式、4-3-2-5. 有境的主張方式、4-3-2-6. 無我的主張方式、4-3-2-7. 地道的建立。

4-3-2.

NE-RÈ-P…, CZP-uCc-l…-M`-]nŸ_-VU-Z`-n…c-TZ‰c-R]Ã-°È-Pc4-3-2-1.

定義 「僅接受他人共許之應成論式，並由此主張即使在世俗當中

TN‰P-NEÈc-M-£N-Oÿ]E-U…-]NÈN-R]Ã-NT“-U-R-N‰-M`-]nŸ_-T]Ã-UWP-I…N,
也無實有事物的中觀者」，就是「應成派」的定義。

CI…c-R-P…, ÜÈT-NRÈP-cEc-îc-T´Ec, Ñ-uCc, Z…-T-ü-õ-T“]È,,
4-3-2-2.

分類 如佛護阿闍黎、月稱、寂天。

Cc“U-R-P…, ÜÈT-NRÈP-cEc-îc-T´Ec-GÈc-FP, mÈN-`-M`-]nŸ_-T-Z‰c-TäÈN-R]Ã-î‡-UWP-^ÈN-N‰,
4-3-2-3.

語詞解釋 「佛護阿闍黎」有法，將您稱為「應成師」的理由如下：

M`-]nŸ_-VU-n…c-p…-àÈ`-n…-îN‡ -`-T±„T-q-åÈCc-R]Ã-ä‰c-NRC-´‰-T_-]NÈN-Rc-N‰-õ_-TäÈN-R]Ã-p_… ,

因為〔您〕主張僅透過「應成論式」，即可在敵論者的心相續當中產生了解「所立」（宗）的比度；所以那樣稱呼。

TZ…-R-^…`-n…-]NÈN-W”`-P…, ^“`-N‰-`-ñÈC-nŸ_-NE-, UEÈP-nŸ_-CI…c-^ÈN,
4-3-2-4.

境的主張方式 「境」有「隱蔽〔境〕」及「顯現〔境〕」二種。

åCc-`-Tå‰P-Pc-åÈCc-NCÈc-R]Ã-^“`-éUc-ñÈC-nŸ_-NE-,

必須依賴因相才能了解的那些境，〔安立〕為「隱蔽〔境〕」。

W”_-UMÈE-éUc-l…c-åCc-`-U…-Tå‰P-R_-rÈE-§ÈTc-l…c-E‰c-Q÷c-R]Ã-^“`-éUc-UEÈP-nŸ_-Oÿ-]HÈC,
凡夫在不依賴因相的情況下，透過經驗之力而能夠決定的那些境，安立為「顯現〔境〕」。

NE-RÈ]Ã-UWP-CZ…, ±-U…-åC-R, ±-TN‰P-§EÈ -õ-T-“ `-q‰N, CI…c-R]Ã-UWP-CZ…, T“U-R-NE-, ¶U-T“-õ-T“-`-qN‰ ,
第一的事相，如「聲是無常」、「聲是諦實空」；第二的事相，如「瓶」、「毛織品」。

UEÈP-cU“ -NE-, UEÈP-nŸ_-NÈP-CF…C, ^E-^“`-N‰-`, AÿP-íTÈ -TN‰P-R-NE-, NÈP-NU-TN‰P-R-CI…c-^ÈN,
「現前」與「顯現」同義。

此外，「境」有「世俗諦」及「勝義諦」二種。

M-£N-NoÈN-qN‰ -l…-WN-U]Ã-ãN‰ -NPÈ -CE-Z…C , M-£N-NoÈN-qN‰ -l…-WN-U-_E-IN… -`-M-£N-NoÈN-qN‰ -l…-WN-U_-cEÈ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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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抉擇名言之量』本身已成為『抉擇名言之量』的情況下，『抉擇名言之量』所得之境本身」，

_E-I…N-AÿP-íÈT-TN‰P-R-^…P-R]Ã-UWP-I…N,
就是「世俗諦」的定義。

N‰-`-^E-NCAÿP-íÈT-NE-, `ÈC-R]Ã-AÿP-íÈT-CI…c-c“-]q‰N-U…-_…Cc-K‰,
區分彼〔世俗諦〕為「正世俗」及「倒世俗」是不合理的；

^E-NC-AÿP-íTÈ -UN‰ -R]Ã-p…_-K‰, AÿP-íTÈ -^P… -P-^E-NC-U-^…P-NCÈc-R]Ã-p…_-K,‰ N‰-^…P-P-`ÈC-R-^P… -NCÈc-R]Ã-p…_,
因為並無正世俗；因為若是世俗，則必然不是正；因為若是彼（世俗），則必然是倒。

AÿP-íÈT-TN‰P-R-`-]H…C-å‰P-a‰c-EÈ-`-õÈc-K‰-^E-`ÈC-CI…c-c“-]q‰N-_…Cc-K‰,
理應是觀待於世間人的認知，才將世俗諦區分為正、倒；

C\“Cc-N‰-]H…C-å‰P-a‰c-EÈ-`-õÈc-K‰-^E-NC-NE-,
U‰-`ÈE-PE-C…-qN-TZ…P-n…-C\“Cc-TãP-N‰-]H…C-å‰P-a‰c-EÈ-`-õÈc-K‰-`ÈC R-^…P-R]Ã-p…_,

亦即「色」觀待於世間人的認知，是「正」；「鏡中臉影」觀待於世間人的認知，是「倒」。

]H…C-å‰P-a‰c-EÈ-`-õÈc-K‰-^E-NC-^…P-P-^ÈN-Rc-U-mT-§‰, C\“Cc-TN‰P-u⁄T-N‰, N‰-^…P-R]Ã-p…_,

觀待於世間人的認知，是「正」的話，未必是有（存在），因為色諦實成立，就是那種情況。

CI…c-R-P…, UM_-M—C-NoÈN-q‰N-l…-WN-U]Ã-ã‰N-NÈP-CE-Z…C ,
第二，「在抉擇『究竟之量本身』

UM_-M—C-NoÈN-q‰N-l…-WN-U-_E-I…N-`-UM_-M—C-NoÈN-q‰N-l…-WN-U_-cÈE-T,
已成為『抉擇名言之量』的情況下，『抉擇名言之量』所得之境本身」，

_E-I…N-NÈP-NU-TN‰P-R-^…P-R]Ã-UWP-I…N,
就是「勝義諦」的定義。

Nq‰-T-c‰Uc-VU-R]Ã-ˇTc-NE-]x-ZE… -, ˇTc-]N…_-]CÈC-TN‰P-`-NÈP-NU-TN‰P-Rc-mT-R-Bc-`P‰ -R]Ã-p…_,
分類與唯識宗的情況類似；而且此處主張「滅諦」必然是「勝義諦」。

ò-R-^`“ -FP-n…-]NÈN-W”`-P,… S“E-RÈ-ò-`-Tå‰P-Pc-TKCc-R]Ã-E-VU-CE-\C-C…-UWP-CZ…_-]NÈN-FE… -,
有境的主張方式
主張「依於五蘊之後『假名安立的唯我』為『補特伽羅』的事相」，而且
4-3-2-5.

CE-\C-`-úP-U…P-]Oÿ-q‰N-l…c-mT, ÉÈ-`-WN-U-NE-WN-U…P-n…-ÉÈ-CI…c-^È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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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補特伽羅必然是不相應行。 「量」則有「現量」及「比量」二種。

WN-U-`-UEÈP-c“U-n…-WN-U-NE-ä‰c-c“-NRC-R]Ã-WN-U-CI…c-^ÈN,
「覺知」有「量的覺知」及「非量的覺知」二種。

_E-_…C-UEÈP-c“U-U…-]NÈN-F…E-, c‰Uc-FP-n…-î‡N-l…-NTE-a‰c-`-]t‹`-a‰c-l…c-mT,
不承認「自證現前」， 而且 認為有情心相續當中的「根識」必然是錯亂識。

^…N-a‰c-NE-é`-]qÈ_-UEÈP-c“U-`-]t‹`-U-]t‹`-CI…c-^ÈN,
而「意識」及「瑜伽現前」則有錯、不錯亂二種。

UEÈP-c“U-n…-WN-U-`-åÈC-TFc-UEÈP-c“U-WN-U-NE-, åÈC-U‰N-UEÈP-c“U-WN-U-CI…c-^ÈN,
「現量」有「有分別的現量」及「無分別的現量」二種。

NE-RÈ]Ã-UWP-CZ…, ±-U…-åC-åÈCc-l…-ä‰c-NRC-ˇN-F…C-CI…c-R-NE-,

第一〔有分別的現量〕的實例如：「了解『聲是無常』的第二剎那比度」及

¢È-]XÀP-NTE-UEÈP-n…c-xEc-Pc-´‰c-R]Ã-¢ÈP-RÈ-NÈP-]M—P-Oÿ-xP-R]Ã-xP-a‰c-õ-T“-`-q‰N,
「取青色之根現前所引生的憶念符合事實之青色的記憶識」；

CI…c-R]Ã-UWP-CZ…, C\“Cc-]XÀP-NTE-RÈ]Ã-UEÈP-c“U-õ-T“-`-q‰N,
第二〔無分別的現量〕的實例如：「取色之根現前」。

UEÈP-c“U-WN-U-^…P-P-UEÈP-c“U-^…P-Rc-UmT-§‰,
若是「現量」，則未必是「現前」；

é`-]qÈ_-UEÈP-cU“ -^P… -P-UEÈP-cU“ -U-^P… -NCÈc-R]Ã-p_… -K,‰ UEÈP-cU“ -NE-UEÈP-n_Ÿ -NPÈ -CF…C-R]Ã-p_… ,
因為若是「瑜伽現前」，則必然不是「現前」；

因為「現前」與「顯現」同義。

NoN-a‰c-^…P-P-UEÈP-c“U-WN-U-^…P-Rc-mT, ä‰c-NRC-`-Nq‰-P, NEÈc-§ÈTc-ä‰c-NRC,
若是「再決識」，則必然是「現量」。

「比度」若予區分，有四：「事勢比度」、

uCc-R]Ã-ä‰c-NRC, NR‰-I‰_-]H`-n…-ä‰c-NRC, ^…N-G‰c-ä‰c-NRC-NE-TZ…-^ÈN,
「極成比度」（共稱比度）、「譬喻比度」及「信許比度」（聖教比度）；

uCc-R]Ã-ä‰c-NRC-NE-NR‰-I‰_-]H`-n…-ä‰c-NRC-CI…c-NEÈc-§ÈTc-ä‰c-NRC-C…-PE-Oÿ-]Oÿ,
其中，「極成比度」與「譬喻比度」被含攝在「事勢比度」當中。

WN-U-^…P-P-_E-C…-Z‰P-^“`-`-U-]t‹`-Rc-U-m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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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量」，對於〔量〕自己的耽著境而言未必不錯亂，

±-U…-åC-åÈCc-l…-ä‰c-NRC-N‰-±-U…-åC-R-`-]t‹`-a‰c-^…P-R]Ã-p…_,

因為「了解『聲是無常』的比度」，對於〔其耽著境〕「聲是無常」而言，是錯亂識之故。

a‰c-R-^…P-P-_E-C…-CZ`-q-åÈCc-Rc-mT-§‰, _…-TÈE-¿]Ã-NÈP-≠…-_…-TÈE-¿-]XÀP-åÈC-R]Ã-CZ`-q-NE-,

若是「認知」，則必然了解自己的「所量」，因為「『兔角』的義共相」是「取『兔角』之分別的所量」，

±-åC-R]Ã-NÈP-Æ…-±-åC-]XÀP-åÈC-R]Ã-CZ`-q-^…P-R]Ã-p…_,

而「『聲是常』的義共相」是「取『聲是常』之分別的所量」之故。

x⁄C-R-TNC-U‰N-]NÈN-W”`-P…,
4-3-2-6.

無我的主張方式

CE-\C-_E-´-M—T-R]Ã-íc-^ÈN-l…-u⁄T-R]Ã-§ÈE-R-CE-\C-C…-TNC-U‰N-_Cc-R-NE-,
主張「『補特伽羅為自己能獨立之質有的成立空』為『粗品補特伽羅無我』」及

CE-\C-TN‰P-Rc-§ÈE-R-CE-\C-C…-TNC-U‰N-z-UÈ_-]NÈN,
「『補特伽羅諦實空』為『細品補特伽羅無我』」，

çfl`-zP-G-U‰N-TcCc-R]Ã-_Cc-R-NE-, N‰-]XÀP-R]Ã-WN-U-íc-CZP-n…c-§ÈE-R-GÈc-l…-TNC-U‰N-_Cc-R-NE-,

並且安立「『無部分之極微所累積的粗分與取彼〔無部分之極微所累積的粗分〕之量〔二者〕異質空』為『粗品法無我』」及

CNCc-CZ…-S“E-RÈ-TN‰P-Rc-§ÈE-R-GÈc-l…-TNC-U‰N-z-UÈ_-]HÈC-R-^…P-R]Ã-p…_,
「『〔補特伽羅的〕施設處—蘊—諦實空』為『細品法無我』」。

TNC-U‰N-CI…c-§ÈE-TZ…]Ã-°È-Pc-]q‰N-R-^…P-n…, NCC-q]Ã-°È-Pc-U…-]q‰N-N‰,

「二種〔細品〕無我」是從「空性的所依處」的觀點來區分，而非從「所破」的觀點來區分的：

CZ…-CE-\C-C…-§‰E-Oÿ-NCC-q, TN‰P-u⁄T-T@C-R-CE-\C-C…-TNC-U‰N-z-UÈ-NE-,

因為「『在〔空性的〕所依處—補特伽羅—之上，破除所破—諦實成立』就是『細品補特伽羅無我』」及

CZ…-S“E-cÈCc-l…-§‰E-Oÿ-NCCc-q-TN‰P-u⁄T-T@C-R-GÈc-l…-TNC-U‰N-z-UÈ-^…P-PÈ,,

「『在〔空性的〕所依處—蘊等—之上，破除所破—諦實成立』就是『細品法無我』」。

TNC-]XÀP-CI…c-NU…Cc-R]Ã-°È-Pc-]q‰N-R-^…P-n…, ]XÀP-§Ec-l…-°È-Pc-]q‰N-R-U-^…P-K‰,
「二種我執」是從「所緣」的觀點來區分，而非從「執取之方式」的觀點來區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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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Z…-CE-\C-`-NU…Cc-Pc-TN‰P-u⁄T-Lfi-]XÀP-R-CE-\C-C…-TNC-]XÀP-NE-,
因為安立「『緣〔產生補特伽羅我執的〕所依處—補特伽羅—之後，
執〔補特伽羅〕為諦實成立』就是『細品補特伽羅我執』」及

CNCc-CZ…-SE“ -cÈCc-`-NU…Cc-Pc-TN‰P-uT⁄ -Lfi-]XÀP-R-GcÈ -l…-TNC-]XÀP-z-UÈ_-]HÈC-R-^…P-R]Ã-p…_,
「『緣〔補特伽羅的〕施設處—蘊等—之後，執〔蘊等〕為諦實成立』就是『細品法我執』」。

TOÿP-R-c-`U-n…-éU-CZC-TaN-R-`, ßEc-q-NE-, c-`U-n…-éU-CZC-NEÈc-TaN-R]È,,
4-3-2-7.

地道的建立 正說「所斷」及「地道的建立」。

NE-RÈ-P…, TNC-]XÀP-z-_Cc-c-TÈP-NE-TFc-R-NE-,
第一、所斷 安立「『粗、細品我執及其種子』及

N‰]Ã-NTE-C…c-qŸE-T]Ã-GCc-cÈCc-c-TÈP-NE-TFc-R-IÈP-±…T-NE-,

『由其（粗、細品我執）勢力所生之貪等及其種子』」為「煩惱障」—

CVÍ-TÈ_-M_-R-]MÈT-R-`-T_-Oÿ-CFÈN-R]Ã-±…T-R_-]HÈC,
「主要對於證得解脫造成中斷的障礙」；

TN‰P-]XÀP-n…-TC-GCc-NE-N‰]Ã-NTE-C…c-qŸE-T]Ã-CI…c-¶E-]t‹`-R]Ã-G-MUc-FN-a‰c-±…T-NE-,

安立「『實執的習氣』及『由其（實執的習氣）勢力所生的一切〔能、所〕二顯的錯亂部分』」為「所知障」—

CVÍ-TÈ_-MUc-FN-Um‰P-R-]MÈT-R-`-T_-Oÿ-CFÈN-R]Ã-±…T-R_-]HÈC,
「主要對於證得一切相智造成中斷的障礙」。

M‰C-R-Cc“U-C]Ã-CE-\C-éUc-l…-T°ÈU-q]Ã-õ-T-`-UMÈ-NUP-n…c-mN-R_-U‰N-N‰,
對於「三乘之補特伽羅所修習的見解」而言，並無優劣的差別，

N‰-Cc“U-n…-CE-\C-C…-TNC-UN‰ -NE-, GÈc-l…-TNC-UN‰ -z-UÈ-T°ÈU-q]Ã-CVÍ-TÈ_-qN‰ -R-UW”Ec-R]Ã-p_… ,
因為這三者均以「細品補特伽羅無我」及「細品法無我」作為主要的所修。

ßE-q]Ã-CVÍ-TÈ-`-mN-R_-^ÈN-N,‰ IP-_E-éUc-lc… -TNC-]XÀP-CI…c-c-TPÈ -NE-TFc-R-ßE-q]Ã-CVÍ-TÈ_-q‰N,

對於「主要的所斷」而言，〔三乘之補特伽羅〕則有差別，因為聲聞及獨覺以「二我執連同其種子」作為主要的所斷；

qE-c‰Uc-éUc-l…c-N‰]Ã-TC-GCc-ßE-q]Ã-CVÍ-TÈ_-q‰N,

而諸菩薩則以它（二我執）的習氣作為主要的所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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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_E-Nu-TFÈU-UIU-CZC-R]Ã-î‡N-l…-TNC-]XÀP-CI…c-c-TÈP-NE-TFc-R-

〔第二、地道的建立：〕
「處於『根本定』當中之聲聞及獨覺阿羅漢之心相續中，以『斷除二我執連同其種子』

ßEc-Rc-mN-R_-Oÿ-qc-R]Ã-N‰-TZ…P-I…N-üC-U‰N-rE-]Nc-NE-,
而顯出差別的真如性」是「無餘涅槃」；

IP-_E-Nu-TFÈU-ä‰c-MÈT-R]Ã-î‡N-l…-N‰-]x-T]Ã-N‰-TZ…P-I…N-üC-TFc-rE-]Nc-^…P-R]Ã-p…_,
「處於『後得位』當中之聲聞及獨覺阿羅漢之心相續中，
如上那樣〔以『斷除二我執連同其種子』而顯出差別〕的真如性」則是「有餘涅槃」。

NE-RÈ-I…N-Pc-_…Cc-E‰c-R]Ã-M‰C-GP‰ -n…-_…Cc-FP-éUc-l…c-IÈP-±…T-ßEc-R-NE-,
從一開始種姓就決定的諸大乘種姓者，他們「斷除煩惱障」與

c-TîN-R-MTÈ -R-Ocÿ -UIU-ZE… -, a‰c-±T… -ßEc-R-NE-ˇ‡-TZ…-UEÈP-Oÿ-qN‰ -R-Ocÿ -UIU-R-^P… -R]Ã-p…_,,,,,
「證得〔菩薩〕第八地」〔這二者〕是同時的；而「斷除所知障」與「現證〔佛的〕四身」是同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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唵 斯哇斯帝
辨別自他二種系統中，無謬理及非理善說藏，
由宗義之理付梓所生 極白善聚匯集之勢力，
透過趨入正道之理則，從根拔除邪說之誤謬；
願諸眾生心光中持有：佛教長久清明勝福分！

√-§…,
Cc“E-_T-î-UWÍ-T~⁄T-R]Ã-£…E-RÈ-UGÈC,
î-TÈN-UBc-R-^ÈEc-l…-u⁄T-R]Ã-UM],,
q‰-UNÈ-c‰Uc-VU-NT“-U-M`-_E-C…c,,
TZ‰N-~È`-U-]x‰c-Cc`-T_-UXN-R]Ã-C\“Cc,,
Cc`-q‰N-PÈ_-T“]Ã-U‰-`ÈE-u⁄T-UM]Ã-C[÷E-,, JfiE-E“]Ã-WÀC-C…c-Cc`-T_-TaN-]N…-êN,,
R_-T∞„P-Æ…P-TNC-UBc-NTE-æ-c_-n…,, T§P-R]Ã-Cc`-q‰N-î-`“-≥„`-R]Ã-ˇ‡,,
NC‰-]OÿP-TcÈN-PUc-GÈc-]S‰`-ˇ‡-UGÈC-NE-,, UXÍN-R-GcÈ -UXN-ÉÈ-T\E-T§P-R-^…c,,
]N…_-]TN-NC‰-Tc-TNC-NE-]uÈ-T-AÿP,,
\“E-]H“C-ˇ‡-TZ…]Ã-CÈ-]SE-rŸ_-MÈT-aÈC,
TFc-R_-qE-©ÈP-WÀC-]N…-P…-c‰_-q‰c-UBP-\“_-TcÈN-PUc-uCc-RcÆ_-T]Ã-^…-C‰-R-P…-˛‰]Ã-xE-^…C-T§P-]XÀP-S“P-WÍCc-cÈ,,
]N…c-lE-M—T-R]Ã-T§P-R-_…P-RÈ-G‰-°‰-MUc-FN-PcpÈCc-MUc-FN-Oÿ-N_-Z…E-îc-`-^“P-_…E-Oÿ-CPc-R_-nŸ_-F…C, Ts-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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