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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敦巴尊者百思不解地向阿底峡尊者请问 

种敦巴尊者百思不解 

 

种敦巴尊者百思不解地向阿底峡尊

者请问：「西藏有很多修行者，却没有

人获得成就，这是什么原因？」 

阿底峡尊者答：「获多少大乘功德，

全仰赖上师。西藏人仅将上师视为凡夫，

这哪能获得功德？」

 

 

 

 



请跟随具格上师 

请跟随具格上师 

五浊恶世末法时代，上师难遇，非常难以寻

获一位

的话实践，无论距离多么遥远，皆能得到加持，

如经论所说般，必须长时间观察上师。观世

他，对

尊者的信心越是日益弥增。 

尊

如《大乘庄严经论》中说：「知识调伏静近

厌应依止。」此中谈到了十种功德，尊者也具备

1．偈颂中「调伏」指持戒功德，在此是指

别解脱戒。 

尊者本身持戒清净，一般持守戒律里提到五

种方法，其中一个是时常提醒自己的受戒身分。

尊者曾经开示：「在梦中，始终记得自己是位比

丘。」 果一个人可在梦中仍不忘自己身为比丘、

是一个确确实实的比丘，持戒已达浑然天成的境

界，不须刻意持守，因已成为他的一部分。尊者

应邀远赴世界各地，不辞辛劳讲经说法，不分众

具格上师。若能跟着具资格的上师，照他

内心快速成长， 终成佛无庸置疑。 

音尊者是位具格的上师，越是观察、检验

者具备十种功德 

静，德增具勤教富饶，善达实性具巧说，悲悯离

十种功德。 

如



请跟随具格上师 

生的 ，解决众生身、心上的痛

苦。

饼干。 

约四、五个小时，

未曾有疲态，这是一种已获身、心轻安的征兆。

从事任何善的行为时，可随心所欲操控身、心，

不厌倦、不疲惫。尊者不论从事任何活动：讲经、

下属报告，皆格外专注，并且周遭一花一草、一

举一动、一言一语等绝不离他的观察内。 

3．「近静」指大、小乘宗义共通的粗品无

我智慧，可暂时止息粗品烦恼。 

尊者曾在叙述自己一生的修行经验，提到三

十五岁时，对空性有十分深刻的体验。从那时开

始，就一直觉得没有一个「我」。但尊者认为，

所空掉的那种「我」是「能独立之实体我」，可

见尊者已通达粗品无我的道理。 

4．「德增」指优点多过弟子。 

身、语、意的功德，闻、思、修的功德，以

种族、肤色、语言

尊者晚上不吃晚餐，坚守「过午不食」的出

家戒。为利益众生，他必须资养色身，因此，有

时因应无助众生渴求，时间到了比较晚，肚子会

饿，尊者会请求世尊原谅，然后吃一块

2．「静」指息灭沉没、掉举，已获奢摩他

的禅定功德。 

法王一上法座，传授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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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戒、定、慧的功德等都超过弟子。 

5．「具勤」指努力。尊者片刻不浪费，无

时无刻为众生。 

每日清晨三点起床直到八点，以拜佛、禅修、

阅藏等方式利众；从上午八点到下午五点，正式

利益

点到八点，则又再次修行利众。

带着

针对

任何

见信众时，旁

征博

空现为缘起，

对其 生坚定认

知。不

众生，以演讲、授课、开示、会晤的型式满

众生愿；晚上五

欢喜心行持，时时心系众生、想的唯有众生、

为的只是众生。 

6．「教富饶」指满腹墨水。 

尊者说法时，不时引用佛经、论典、典故，

听者往往觉得以管窥天。从尊者的开示中，可见

他遍览三藏十二部，贯彻通达且了然于心。

问题，立即从头到尾扫描藏经一遍，继而做

出非常详尽的解释。每次说法或会

引，不时引经、举论，彷佛手持经、论直接

朗诵而出，不是背诵，而是自然流露。 

7．「善达实性」指通达空性。 

尊者在诠释空性时，皆以缘起性空互相辅佐

的角度解释。将缘起现为性空、性

中一者有领会时，立即对另一者产

仅如此，更强调所谓「空性」、「无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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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仅仅「寻找不到」而已。因龙树菩萨《宝鬘

论》

」在这之后，龙树菩萨还刻意

加上

懂说话时机，该讲时不说、不

该说 些缺点，他

应众

要对众

生有 于对众生

的爱

云：「士夫非地水，非火风非空，非识非一

切，异此无士夫。

：「如六界集故……」等文，说明缘起性空、

分别心安立，显然可知，「不能找到」并非究竟

空性。 

8．「具巧说」指说话非常善巧。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往往伤及不少人；有

些人语无伦次，不

时，反而口若悬河。尊者没有这

生需求，宣说有益的话语。不论是来问问题

或踢馆者，每位都被他恰如其分的短短几句话说

服得五体投地。据说，有位写大量文章批评尊者

的人，有次晋见尊者、与尊者谈话时，痛哭流涕，

哭得无法自拔，当面告白、忏悔之前做的错事。 

9．「悲悯」指有菩萨的慈悲心肠。 

尊者拥有许多别人供养他的东西，只

利，他都会慷慨布施。这举动发自

，像母亲哪有什么不给孩子？只要对孩子有

帮助的，即使是生命，她也会牺牲。有一天，某

位秘书长带了一位来自内地的僧人面见尊者。那

位僧人向尊者请求赐予一个学中文的环境，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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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几个地方都不合适，其后，就交代秘书长说：

「将这位僧人送往台湾好了。」其实，尊者一心

一意想要帮助僧人，满他的心愿，完全没有考虑

到身为一个内地僧人该如何前去台湾？是否可

办得到签证？纯粹想尽自己所有的能力利他。 

10．「离厌」指从来不喊累，内心持有欢喜

心。

年轻

时，

 

尊者分分秒秒想着众生，时时刻刻为着众

生，将毕生奉献给众生，只要对众生有益，未尝

推辞且乐于其中。尊者说：「这辈子 有意义的

事就是利益众生，没有什么比此更有意义。」 

尊者具备八异熟功德 
尊者也具备了八异熟功德。 

1．寿量圆满（住乐趣）：尊者长寿，现今

已七十八高龄。 

2．形色圆满（身）：尊者相貌庄严，

也是位帅哥。尊者五根具全，人见人爱。 

3．族姓圆满（生）：指于贵族中出生。尊

者为什么不选择出生贵族的原因，可从传记中知

晓。在《我的故乡与人民》中提到：「当我看见

我祖先的村庄和我的家时，我油然产生了一股自

豪之感。我意识到，假如我来自一个富庶或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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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我便不会珍惜西藏的低下阶层的感情和思

想。然而，由于我本人卑微的出身，我可以理解

他们，明白他们的思想。那就是我何以对他们有

如此强烈的感情，并致力于改善他们生活的原

因。」菩萨度化不同众生，示现不同形象，因此，

尊者

贵族中，但没有示现这个相。 

出，大家皆视为真言，不会怀疑他说的是假的。

二〇一三年，尊者在西藏儿童村（Tibetan 
Child

至今仍旧如此，没有改变。可

见他

出生卑微，这应该也是一种示现。他有能力

出生在

4．自在圆满（财位僚属）：尊者拥有财富，

有很多人将自己一辈子的收藏品、金钱、佛像供

养尊者。尊者也有众多的亲朋好友。 

5．信言圆满（世间量则）：由尊者口中所

ren's Villages）传授他五十年前写的一本书

时说：之前的看法

的见解有多么坚固；由此可知，尊者的话可

信度之高。 

6．大势名称（彼所有名称）：尊者美誉遍

扬五大洲，连五、六岁的小孩都知道他是谁。有

时，尊者自己开玩笑说：「以名气而言，可能连

世尊也没有像我这样。」 

7．丈夫性（一切功德之器）：指尊者是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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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不仅如此，还是位比丘。 

8．大力具足（诸所应作势力具足）：尊者

少病，几年感冒一次，几乎无病，非常健康，体

力超乎常人，每天行程紧凑。虽已年长，但不见

其体力不支。二〇〇八年，开刀取出胆囊时，复

愈能力迅速惊人。 

其实，尊者的三身秘密功德无量无边，并非

凡夫

以及众生住， 

 

与言词能表达。在此描述的仅是译者粗略观

察所写下，希望读者阅读之后，对尊者生起虔诚

依止的心。 

乃至有虚空， 

愿吾住世间， 

尽除众生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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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序  赞叹与随喜 

❖ 推荐序 

宗

造

中

师

 

法

 

                                                       

赞叹与随喜1

观世音尊者 

近十年，中国与台湾等地区对于祖先主要

教──佛教宗义的注意逐渐提升，尤其对于殊胜

的那烂佛陀清净传承──大小乘显密圆融之西

藏宗义的信心与修行者亦逐年增长。 

我不断呼吁，佛教印度班智达与成就者所

的中观、现观、戒律、俱舍以及量理等著作翻译

成中文颇为重要，并鼓励大家深入学习。 

现今，华人格西佛子，已于二○○八年成立

班智达翻译小组，计划将五大论的解释等译为

文，我非常赞叹与随喜。 

佛子格西，十三岁从自家园台湾来到印度达

兰莎拉，进入辩经学院。十几年间，受沙弥戒、

比丘戒，并学习五大论以及不分教派之印度大

的解释与各家不同说法，获得哲蚌寺格西学位，

主要担任我对华人请法者开示佛法的翻译责任。

在此，我祈求三宝，希望可令佛子格西发起

的中文翻译计划顺利进行，提升求法华人对佛

的理解，开启易于前往究竟无上圆满菩提之眼。

 
1 此標題為編輯所取。 



译序  跨出第一步 

❖ 译序 
跨出第一步 

七、八年前，一位西藏名叫菩提的上师曾鼓

励我说：「回台湾后，你应该成立一个翻译组织。」

之后，又常听到观世音尊者提及：「桑耶寺多年

前设立了『译师班智达洲』，专门翻译佛法。」

这是我成立「班智达翻译小组」的缘起。 

推广佛法应以培育僧才为基础，进而利益一

切社会大众。藏传佛教格鲁派的僧伽教育，具有

传承与完整的五部大论教育体系，其中的因明系

统来自陈那、法称论师。尔后，西藏先贤祖师，

将佛经内涵以活泼、深入的「辩经理路」树立思

考模式，训练日后广大僧众具备敏锐、清晰、正

确的思惟。 

因此，我决定遵循藏传僧伽教育的顺序，先

翻译《摄类学》，其次《心类学》《因类学》，

进一步再将洛色林的五部大论教科书陆续译出。

这需要许多年的努力与众人的合作，非我一人能

独立完成，故于二〇一一年，在北印度开办翻译

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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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智达佛学会五部大论翻译计划 

班智达佛学会五部大论翻译计划 
类别 书名 册数 出版 作者 

(洛色林学院)摄类学全 蒋贝赤理 2011年、2013

称：摄集摄类学诸涵义

之学者喜宴善说 

云丹嘉措大

师 

一 年出版增订

版 

心类学全称：建立大理

路心类学必备集锦 

洛桑嘉措院

长 
一 2012 年 

基
础
教
材 

(洛色林学院)因类学全

法之镜 

称：建立因类学显映万 戒胜大格西 一 2013 年 

现观庄严论释──显明
福称论师 一 

2013年先出

般若义之灯 版一部分 

现观庄严论释──般若

辨析 
福称论师 二  

般
若
方
面
的
教
科
书

及
参
考
书 

堪苏莲花胜
开慧增喜心摩尼 

幢大师 
二  

释量论明解脱道疏 贾曹杰大师 二  

释量论颂明解脱道疏 福称论师 二  

量
理
方
面
的
教
科

堪苏莲花胜

书
及
参
考
书 

除意闇日光释 
幢大师 

一  

中观总义 福称论师 一 
2013年先出

版一部分 

中观辨析 福称论师 一  

中
观
方
面
的

教
科
书
及
参

考
书

开启深义眼之金匙 
堪苏莲花胜

二  
幢大师 

阿毘达磨俱舍庄严释 钦文殊大师 一  
俱
舍
方
面
的

教
科
书 

阿毘达磨俱舍论之明解

脱道疏 
成大师 一  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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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智达佛学会五部大论翻译计划 

《摄类学》是「因明」的启蒙教育；《摄类

学》翻译完毕后，承蒙持称格西、滇津悲桑法师、

滇津曲 堄 崇安

耿如老 士 居

居 等 ──班智达洛

色林翻译小组多次严谨审定与校稿，在此深深致

谢。另 上 尊 居

士等大德的善款支持。翻译本书的功德，祈愿诸

师 ，功德主

早 就 提

本书若有任何错误，敬请十方大德海涵；若

大众对译文有任何建议，请赐予您宝贵的意见，

www.panditatranslation.org

尊法师、滇金雀

居士、张娅琴居

法师、林

、刘铭仁

教授、林

、孙子晴士

士 人，以及 主要的审定单位

外，由衷感谢 师观世音 者、殷琪

位上

众生

长久住世 事事圆满、顺心，一切

日脱离苦海，成 无上菩 。 

或至  留言，无尽

！

如何学习《摄类学

人如何修学 》

「共学」的方式学习。 

请求 直接传 现今在

，

授《摄类学》，继续还有一些资深的法师，

在印度学习五大论或已毕业的台湾人，如： 巴

感激

 

 

》 

现

如

代在家 《摄类学 ？我建议以

果是中心，可 师长 授。

台湾

文传

有仓忠仁波切与雪歌仁波切两位上师以中

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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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智达佛学会五部大论翻译计划 

格西

经。等到

熟悉

youtube.com/watch?v=8LbdAych9A4

、如性法师、如圣法师、滇津曲尊法师，都

是可用中文教学、具格传授《摄类学》者。 

若老师无法亲至现场传授，可以透过网络教

授，mp3 或听闻师长以前教授的、影音。接下来，

大家再透由网络或电话与法友做点课后研讨。现

在，班智达佛【摄类学】译序学会有开设一些网

络学习的课程，也欢迎大众参加。 

由于辩经有一定的规则，所以在未熟悉之

前，我的想法是，大家可与三、两好友，甚至更

多人一起讨论，或组织读书会以代替辩

内容后，就能直接以辩经的方式学习。 

我们汉人非常幸运，已可用中文学习辩经

了，大家可参考中文辩经的影片，网址如下： 

http://www. 。 

这本书适合初入门的人，也是修行者的幸福

随身书，多多练习，相信你一定能够达成目标，

祝福你圆满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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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传  转世高僧大爱留人间 

❖ 作者传 
转世高僧大爱留人间 

班智达洛色林翻译小组
 
阿旺法师 

在那雪山环绕的雪域高原，历史的车轮无声

地走进了藏历第十五个饶迥水牛年。公元一九一

三年，一个吉祥的日子，在康区草肥水美的芒康

波龙达农庄，

生命，带着清脆的啼声向世人宣告了他的诞生。

迎来了他们的新生婴儿──一个可爱诱人的男

孩。他就是后来闻名西藏的佛学大师楚康喇嘛

云丹嘉措大师。 

密一切教义的大成就者贡噶喇嘛衮秋确扎仁波

切入定观修，确认他是宗喀巴大师的上师喇嘛中

                                                       

晴朗的天空中飘下一阵醉人心怀的

太阳雨；一道绚丽的彩虹，从那高高的雪山顶上

闪耀着七彩的光环，撒向了美丽的藏家农庄。 

在这如诗如画的香巴拉圣洁之地，一个新的

虔诚善良的雅杰仓
2
索南平措与夫人卓玛布迟，

仁

波切，也就是本书《摄集摄类学诸涵义之学者喜

宴善说》3
的作者──楚康敦仓的祖古蒋贝赤理

当这个充满灵慧之气的小男孩三岁时，显、

 
2 雅傑倉是本書作者的家族名稱。 
3 《攝集攝類學諸涵義之學者喜宴善說》是本書的原名，簡稱《攝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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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传  转世高僧大爱留人间 

观者尊珠僧格的再 ，将他恭迎至本

地的僧珠寺举

大师十岁时，在贡噶喇嘛座前受沙弥戒，并

依止贡噶喇嘛学习藏文读写、文法以及本寺的仪

轨经文。

学》理路，

依经

律持戒，终生守持毫无懈怠。 

次转世。于是

行座床仪式。 

十三岁，精通文法，仪轨、诵经亦熟背

如流，备受僧众赞扬。大师不以此为自满，为学

习更深奥的佛学知识，怀着渴者求饮般的希望，

历经两个多月的艰难跋涉，来到地处卫藏、以那

烂陀第二著称的哲蚌寺。 

初，大师拜师于楚康格西迥洛学习《摄类

仅十五天便圆满通达。格西迥洛觉其

天资非凡，甚为欢喜！从《现观庄严论》开始，

就让大师依止博学具贤而美誉传遍雪域的东奔

仁波切。 

其后，在漫长的五大论求学岁月里，他无论

严寒、无论饥渴，枯灯青衣，一心专注浩瀚的佛

典经论之中。并于一九三三年，年届二十岁时，

在雪域怙主十三世达赖喇嘛尊前受比丘戒，

二十八岁，圆满完成五大论的修学。是年春

节，在拉萨大昭寺举办的传大召法会4
上立宗答

                                                        
4 傳大召法會是祈願大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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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传  转世高僧大爱留人间 

辩。三大寺高僧云集，辩论会盛况空前，面对种

种诘难疑问，大师对答如流，顺利获得拉然巴格

西学

场面，至今仍是人们

津津

珠上师。结合上师言教与自己的修行

经验，撰述了显、密二乘各种要义的阐释论著，

仓5
的住持堪布。

依止

                                                       

位，名列第二。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师获取学位后，依旧

前往每年一度的三大寺冬季因明辩论大会。在隆

冬严寒中，徒步到远离哲蚌寺的法会举办之地绛

普寺。大师深夜立宗辩论时，才思敏捷，在空旷

的高原里留下了阵阵喝采，使无数高僧内心叹

服！当年，那些精采的雄辩

乐道的美传。 

完成显宗论典修学后，大师进入上密院，遍

修甚深密法，更得其中深妙法要。密宗方面的传

承，主要依止的上师为：康萨金刚持上师与大善

知识阿旺琼

为后学者点亮了黑暗中的明灯。 

从上密院学成归寺后，遵从师命，专心教学

事业。在这诲人不倦的教授期间，受命于第十四

世达赖喇嘛，出任哲蚌寺杰巴扎

大师的求学者济济盈门，后来成就者多不胜

数，可谓桃李天下！譬如，登上甘丹赤巴法台的

 
5 扎倉：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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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传  转世高僧大爱留人间 

有：洛色林学院的擦瓦至尊洛桑尼玛仁波切与日

宗仁波切；出任夏巴曲杰的楚康达尔仁波切。任

洛色林学院住持堪布的有：楚康格西益西图登、

珠屋

的高足有：洛色林学院珠屋

格西

法修行；大师被押往游街批斗的途中，仍持续修

格西洛桑尼玛、楚康格西衮琼旺堆、楚康格

西衮琼巴桑。任甘丹寺夏孜学院住持堪布的有：

喇迪仁波切、夏孜格西衮琼次仁。任扎仓：僧院。 

哲蚌寺果芒学院住持堪布者：果芒格西楚称

琼谷。任上密院住持堪布者：楚康格西洛桑多杰。

任下密院住持堪布者：珠屋格西图岛衮布。为佛

法教学做出卓越贡献

巴登扎巴、洛巴格西益西涛凯等。限于篇幅

难以一一细数。 

这些遍于西藏内、外的门生，为藏传佛教的

发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单单这些戒、贤、

慧兼备的大德、高僧成就，就使人对大师的敬仰

之心油然而生。 

五〇年代末，西藏遭受前所未有的灾难，在

时局动荡、人心惶惶的时代，许多高僧远走他乡。

大师却做了留在哲蚌寺的决定，再续藏中佛脉薪

火。在那风雨飘摇的岁月，大师身陷囹圄，受到

百般屈辱，即使身居牢笼，依然教导身边徒众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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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传  转世高僧大爱留人间 

持龙树菩萨《中观根本颂》第二品〈观去来品〉。

对心若止水、专注空性观修境界的大师而言，身

外的风风雨雨，不过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万

法皆空犹若幻影泡沫。 

八〇年代初，大师在年迈体弱的状况下讲经

说法、收徒、传戒，为佛教事业竭尽 后的精力、

对徒

请指正为谢！

众留下谆谆的教言。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七

日，于西藏哲蚌寺圆寂。 

这篇大师传记主要史料，是依据楚康扎西顿

珠法师的著作——《楚康喇嘛仁波切传》藏文版，

拙笔劣文难以表达大师的光辉历程，若有误漏与

行文不当之处，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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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 介绍１  不共的珍宝——《摄类学》 

❖《摄类学》 介绍１ 
不共的珍宝——《摄类学》 

班智达莎拉中文译经小组 总智法师 

也用辩经的方

式降伏很多外道学者。

成。这间学校主要学的是各种经典与五部大论，

其中也包括《释量论》。那烂陀的学者各个学富

五车、样样精通、辩经无人能比，所以当时佛教

在印度独一无二。 

那时佛法

宏扬天下，无数的众生得到了解脱和安乐。八世

纪中叶，佛法传至西藏，与原来盛行的苯教产生

一些冲突。从印度请来的学者，以辩经方式破除

于是，佛法如阳光般照亮雪域高原

的每一个角落，从此，藏人对佛法产生很深厚的

感情和高度的虔诚。 

《摄类学》是一门辩经的学科，主要讲的是

辩经的方法。辩经有什么好处？佛陀在世的时候

就有辩经，佛陀常常与一些外道学者一起辩论。

后来龙树菩萨和圣天菩萨等出现，

五世纪时，陈那论师造《量

经》；七世纪时，法称论师写了《释量论》释义。 

当时，在印度，那烂陀为 大的佛学院，佛

教很多学者和论师，都是在这所学院里培养而

佛教从这所学院传到西藏和中国，

他们的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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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 介绍１  不共的珍宝——《摄类学》 

后来， 着《释量

论》开创《 。十四世

纪末，西藏著名的学者宗喀巴大师和他的徒弟传

承下来，到现在有一千多年的历史。然后，辩经

渐渐盛行于整个西藏，

经是不可缺少的一门课程。

所以《摄类

学》是 好的开始。

 

一位西藏学者恰巴曲桑，依

摄类学》等一些辩经的规则

成为不共而具有特色的西

藏文化。 

《摄类学》是五部大论的前行，若不懂《摄

类学》，很难判断和理解五部大论的内涵。修行

的人往往要有一个很正确的见地，辩经能磨练出

经典中 深奥的精髓。对于一个修行者而言，辩

辩经也可以增加智慧

与想象力，能通达因果、善恶、常与无常、量与

非量等很多观念，也能增加判断力，变得又快又

敏锐。 

佛果不是一步登天就能达成，需要累积很多

资粮与前行，才能得到究竟的果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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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介绍２ 从了解迷宫布局到走出迷宫 

❖ 《摄类学》介绍２ 
从了解迷宫布局到走出迷宫 

班智达莎拉中文译经小组 登增法师 

当你进入西藏的寺庙，常会听到一阵阵洪亮

的辩经声，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法师在吵架。然而

这种辩经方式，

可分为小

理路、中理路与大理路三品。 

小理路又分成颜色，基成，认知返体，非是、

非，属尔、非尔，总、别，小因果与实、反等

节。是为利初学者容易掌握辩论的思惟和辨析

宣说，让你从你 熟悉的颜色、柱子、云、方、

圆、有、无等辩论。 

就是西藏法师延续那烂陀寺辩论

学的优良传统。无数西藏高僧大德，就是用这种

辩经方式善巧地掌握深奥的佛学理论，继而滔滔

不绝讲授和解答奥妙的佛法知识。这种辩经是以

逻辑推理，运用自己的智慧和祖师所撰写的圣贤

论典进行辩证，经过反复辩证练习，自己对博大

的佛法有一种明确的认知，对佛法的信心才能稳

如泰山。 

而《摄类学》则是浩瀚辩论学的基础，也是

进入辩经的钥匙。《摄类学》从人们 熟悉的事

物切入，引导你进入推理辩证的善巧。

非

八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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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介绍２ 从了解迷宫布局到走出迷宫 

在辩论 很确定的

一件事，辩 东西。你

明明知道不是这样，但没有充分的理由反驳，此

时，使你有一种如梦初醒的感觉，深深发现到自

己的认知多么片面。

在这之上欲盖更多如佛法般的高

楼，都不会因外来的力量而摧毁。

 

 

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平时

经时，可以辩论成为反面的

即使一般事物都能如此带我

们进入迷宫中，更何况深奥的佛法。 

经过这样细分辩证，熟悉从不同角度审查事

物，了解迷宫布局，进而成功走出迷宫。 后，

进入建立中理路和大理路，如此循序渐进，由浅

入深，从颜色到相违、相属，再到属声、因论式

的辩论，会让你思路开阔，推理明确，懂得如何

引经据典、推理分析与问答。 

学好《摄类学》，相当于打好了盖高楼大厦

的基础，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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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介绍3  藏传佛教认识佛法的独特方式 

❖ 《摄类学》介绍３ 
藏传佛教认识佛法的独特方式 

班智达莎拉中文译经小组
 
洛绒法师 

《摄类学》是藏传佛教独有的一部教科书，

也是用辩经方式深入佛法的一本重要学说。在藏

传佛教三大寺院里，

7)小因果，

(8)实、反。现在，暂且不谈大理路。 

基成，因为不了解基成，就不可能认知万事万物。

经里常提出基、道、果三个阶段，基就是属于

成的部分。 

基成与万物是同等的，只要是存在的东西，

就是基成。存在的东西，我们可以分为有变化

的东西与无变化性的东西。有变化性的东西，

比如人有变化性，因为有生、老、

、死的变化。总有一天，我们的身体回归于尘

初学者必须接触的第一部课

本就是《摄类学》。《摄类学》有很多不同的版

本，大致上可分为三种：第一是小理路、第二是

中理路、第三为大理路。小理路可以分为八种：

(1)颜色，(2)基成，(3)认知返体，(4)非是、非

非，(5)属尔、非尔，(6)总、别，(

首先，在小理路中 重要的部分有基成，总、

别、小因果等三个。这三个当中 重要的应该是

佛

基

那

性

我们叫做无常，

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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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介绍3  藏传佛教认识佛法的独特方式 

土，肉体消失在这个世界，这就是无常的体性。

无变化性 。虚空

本身无边无际，看不到、也摸不着。它没有变化，

永远都是那样存在，这就是常的体性。 

的事物，我们称为常，比如虚空

有些人认为佛教不重视基的部分，而比较重

视道与果，这个观点有一些误解。虽然我们要的

的确是道与果，但道与果是依赖修行基而获得的

成就。比如说，道谛与灭谛是道与果，空性是基，

如果没有空性，怎么能够有空正见？没有空正

见，谈不上什么道谛与灭谛，更不用说解脱了，

因此认知佛法，要从认知基成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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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介绍4  提升三力——领悟力、判断力 

❖ 《摄类学》介绍４ 
提升三力——领悟力、判断力、 

班智达莎拉中文译经小组
 
克主法师 

《摄类学》是藏传佛教里 初开启智慧的一

把钥匙，可提高自己的领悟力、判断力和思惟力，

也可以说是一种逻辑学。藏传寺院为了使初学者

在以后能更方便地体悟更深的佛理，所以让初学

者于学习佛法之前接触《摄类学》。 

虽然每个教派和寺院所设立的《摄类学》有

所不同，但大致都分成三个部分，分别是大理路、

中理路和小理路；也可以说是为初学者从粗到

细，从浅到深的学习方式。 

因为颜色是 容易认识的一

种事物，比方说：「白马是不是白色？」如果说：

「是。」「那么，白马是颜色吗？」如此，使学

习者具有准确的判断能力。然后进一步讲到基

成，也就是存在或所知。 

懂得自己。然后非是、非非，属尔、非尔，这也

是在短时刻里须做出 正确的回答，也是很费精

神的。《摄类学》的由来有个小小传说。听说在

很久以前，和尚和比丘尼辩经，比丘尼辩得很厉

初提到颜色，

而后说到认知返体，是让修学者认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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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介绍4  提升三力——领悟力、判断力 

害，所以和 丘尼摸不

着头脑。 由此，

便能看出这门学科有多么复杂。 

再者就是总、别；小因果则是举出眼识能看

得见的，

如今不只

是各寺院学习

 

 

尚就新创了这门学科，使比

这只是传说，不能信以为真，可是

如：烟和火是因果关系，母亲和儿子是

因果关系等浅显、较容易理解的一些例子；后面

还有大因果，讲的是前世与今生，以及事物之间

细微的因果关系。 

这种学习方式得到了广泛的好评，

《摄类学》，流亡小区的所有西藏

儿童村都设立这门学科，大家都觉得这不但可以

提高孩子的智商，还能使修学者认识与接触到佛

法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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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介绍5  《摄类学》是 好的佛法入门「小老师」 

❖ 《摄类学》介绍５ 
《摄类学》是最好的佛法入门「小老师」 

班智达莎拉中文译经小组
 
多杰法师 

《摄类学》是藏传佛教的入门，有很好地理

解《摄类学》的能力，就能有初步的推理和思考

蓝图，我们就可以依照蓝图发挥，更深入参悟佛

法的奥妙之处。 

佛法并非一蹴可几，所以必须借助一系列的

辅助工具，才能够更清楚地了解什么是佛法。现

今，被誉为唯一能与科学并驾齐驱的思想，就是

佛陀的思想，甚至有学者认为其凌驾于科学之

上，所以有很多人研究、修习佛法。但也有很多

中途辍修的，很可能是因为他们没有机会从《摄

学》一步步学起，当真正接触佛法时，其深奥

他们望而却步。西藏先贤大师为了饶益法界众

而著述许多类似《摄类学》的经典，都是 好

佛法入门「小老师」。 

《摄类学》分为大、中、小三大理路，顾名

该书就是一本训练初学者理路的书。它是

么训练我们的？就是通过辩经。在双方激烈辩

不知不觉，我们的思惟模式就会有实质的

跃。从一个懵懂的初学者，渐渐变成一位思惟

类

让

生

的

思义，

怎

论中，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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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介绍5  《摄类学》是 好的佛法入门「小老师」 

敏锐的学佛 学》之后，

才能

看看藏传寺院的法师拍手跺脚，有人曾经质

疑过。的确，在世俗的眼光里，有很多人很难接

受这种学习模式，

乍听之下觉得十分滑稽，但这

就是世间万法皆为佛法的 完美体现，

者，这个也只有学了《摄类

真正明了。 

他们觉得学习就应该是学校式

的单一模式。可是学海无涯，学习的方法又何止

一种。听听他们在辩论什么；什么宝瓶啊、柱子

啊、因啊、果啊。

我们在以

世间所有存在和不存在的东西，做为我们学习佛

法的公案、凡例。 

「声为有法，理应是无常，所作性故。」看

似简单的一句话，其实包含了声无常的证悟法

门。在学习《摄类学》时，我们只是初步了解这

句话，可是当我们讲到《释量论》时，这论式就

是证悟声无常的比量之因。《摄类学》在无形中

教会了我们万物的真实本质是什么，谈笑间便是

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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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介绍6  让我们一起踏出这重要的第一步 

❖ 《摄类学》介绍６ 
让我们一起踏出这重要的第一步 

辩好小因果，也就辩好大因果。大因

果讲述前世今生的心续因果，但因果的内涵是相

同的。对一位佛教徒来说，想要了解佛法，必须

学好 ，并要精熟《摄类学》名相，这

辩经的第一步。

 

班智达莎拉中文译经小组
 
桑布法师 

《摄类学》是一部让学习者练习辩经和加强

智慧的经论。在《摄类学》里 重要的理路有：

小因果、大因果、相违、相属与总、别等，这些

是必须要了解的。因为拥有《摄类学》的知识，

就会熟稔辩经的方法，因此学习《摄类学》是辩

经的第一步；也就是说，《摄类学》是让修学者

学走路的工具。 

如果不够了解《摄类学》，就不了解辩经的

方式，那么未来辩般若、中观等经时，会有很大

的困难，所以《摄类学》对一位学习者来说，是

很重要的一部经典。 

特别在《摄类学》中讲的小因果，可不要小

觑它的内涵。由小因果的内涵，可以推展到大因

果的内涵；

《摄类学》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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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介绍7  学习《摄类学》好处多多 

❖《摄类学》介绍７ 
学习《摄类学》好处多多 

印

需的资粮为何，以及什么才是

真正的菩提心与空正见。许多重要的修行关键、

有本书的理路基础，未来

难用

，打开心胸：有些人思想局

限，只看到事情的一面，不知变通而且容易想不

度达兰莎拉辩经学院
 
滇津曲尊法师 

为何要学习这本《摄类学》？有何利益？好

处很多，可分三点说明。 

第一，本书就像一把钥匙，让我们打开佛教

的宝藏之门：透由它的开启，我们可以知道五部

大论的内涵；也就是诸佛从凡夫到达彼岸的这条

路，如何修才是够格的菩萨、阿罗汉，如何入五

道、登十地，其所

过程等，都可经由这本理路的基础了解；特别是

成佛所需的智慧资粮──空正见，抉择、分辨其

细微的道理。因此，没

心中的智慧剑斩断令我们生生世世轮回的

烦恼根本──我执。 

第二，增加判断力，明辨正邪之说：近代各

个宗教、派别林立，哪一个才是真正引领我们离

开黑暗苦海的明灯？有了《摄类学》的基础，就

能增加我们的智慧，帮助我们找到成佛之道。 

第三，拓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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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介绍7  学习《摄类学》好处多多 

开。有了《摄 能从多方

面思考、观 法。若有

这样的处事态度，不论在工作或生活上，都能令

他人或自己感到自在与快乐。 

相信在

各方面都能得到极大的利益。

 

 

 

 

 

类学》的基础，自然而然

察，进而接受更多不同的看

总之，这本《摄类学》虽薄小，但应有尽有。

若认真研习，不论佛教徒或非宗教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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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说明 

凡例说明 
⑴本书前面的法照、〈请跟随具格上师〉、

推荐序、译序、作者传、《摄类学》介绍，空白

页放置的内文摘句、内页的小喇嘛插图与辩经

照，以及后面的

编辑群制作目录、书眉，

文加上大、小标题与编号，这皆是藏文原书中

⑶三个与藏文原书分段不同之处，在译注中

明。 

⑷过门中的介绍文字，如：小理路的「必须

过两层思考了解」、中理路的「更深入地运用

相与名相为主题辩论」、大理路的「建立理由

方法」……是希望读者能更加了解《摄类学》

⑸ 〔〕里的字代表加字。 

⑹本书引用的《俱舍论》，译文皆依据中华

子佛典协会(CBETA)的《阿毘达磨俱舍论本

》，请见网址http://www.cbeta.org/result/T29/T29n1560.htm

《摄类学》名相中、藏对照表与

《摄类学》名相、性相表等为特别企画，专为现

代读者量身订做，是藏文原书中所没有的。 

⑵为利于读者阅读，

内

所无。 

说

透

性

的

而撰写，也是藏文原书中没有的。 

电

颂 。 

 ⑺中、藏对照表与名相、性相表中的内容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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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说明 

序，以在本书出现的先、后为主，其次则考虑读

者的背诵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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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目次 
请跟随具格上师 

❖ 推荐序 

赞叹与随喜   观世音尊者 

❖ 译序 

跨出第一步 

❖ 作者传 

转世高僧大爱留人间  阿旺法师 

❖《摄类学》介绍1 
不共的珍宝──《摄类学》总智法师 

❖《摄类学》介绍2 
从了解迷宫布局到走出迷宫 登增法师 

❖ 《摄类学》介绍3  
藏传佛教认识佛法的独特方式 洛绒法师 

❖ 《摄类学》介绍4  
提升三力──领悟力、判断力、思惟力 

克主法师 

❖ 《摄类学》介绍5  
《摄类学》是 好的佛法入门「小老师」

多杰法师 

❖ 《摄类学》介绍6  
让我们一起踏出这重要的第一步 桑布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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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 类学》介绍7  
滇津曲尊法师 

 

㈣大性相名相 

㈦破除驳斥、成立驳斥 

 《摄

学习《摄类学》好处多多 

凡例说明 

建立小理路 

㈠颜色 

㈡基成 

㈢认知返体 

㈣非是、非非

㈤属尔、非尔 

㈥总、别 

㈦小因果 

㈧实、反 

建立中理路 

㈠相违、相属 

㈡有证、无证 

㈢附带判别 

㈤大因果 

㈥同品遍、异品遍  

建立大理路 

㈠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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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㈡附带所有摄类单元之所需的等同承许

遣处所牵引 

  

成入 

结语

附录 》名相中、藏对照表 

《摄类学》名相、性相表 
 

6
， 

贤海
 

在此 者，讲说建立小理路；对

中根器者 路；对利根器者，讲说

建立大理

                

之理 

㈢提问遮

㈣应成 

㈤遣他法

㈥遣入、

㈦境、有境 

㈧表征论式 

㈨因论式 

 
 

《摄类学

十方诸佛总集体，本师语自在慧藏
7
母母

8
百部主，今至菩提未离护。 

，为利益初学

，讲说建立中理

路。

                                        
6 母母含括生母、養母與利益之母。 
7 賢海（藏文是￼ 文直譯是賢劫大海。第七世達賴喇嘛的名字。這裡因為偈頌體字

數的關係，省略了「劫」、「大」二字。 
8 慧藏：藏文為文殊之意。 

￼￼་￼￼￼་￼་￼ཚ￼￼）：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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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小理路 

 

建立小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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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小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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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者，建立小理路 

初者，建立小理路，彼可分说为： 
 

 

㈠ 颜色， 

㈡ 基成， 

㈢ 认知返体 

㈣ 非是、非非， 

㈤ 属尔、非尔， 

㈥ 总、别， 

㈦ 小因果， 

㈧ 实、反， 

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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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颜色 

㈠

色由《释量论•自利品》：「青等

各见故。
10
」等文字引申而出。复

即颜色的性相11
。可分为：

12
。 

的颜色」，即根本色的性相。可

白、红四种。 

的颜色」，即支分色的性相。可

在彼等各自性相中，必须有「堪为」某某「的颜

色」〔五字〕。由根本色中二、三种混合之后所

形成的皆是支分色。 

「堪为形状」，乃形状的性相。可分为八种：

长、短、高与低；方、圆、正与歪13
。在彼等各

自〔性相〕中，必须有「堪为」某某「的形状」

〔五字〕
14
。 

                                                       

 颜色9

白、红颜

于眼识，功能

次， 

「堪为颜色」，

根本色与支分色两类

「堪为根本

分为：青、黄、

「堪为支分

分为：明、暗、云、烟、尘、影、雾、日八种。

 
9 此标题为编辑便利读者所下，是藏文书中没有的。本书像这样的标题，皆是编辑所取。 
10 「青等于眼识，功能各见故」，请见法尊法师译着《释量论略解》。 
11 性相：定义。 
12 这里是指「颜色」可区分为：根本色与支分色两类。藏文原书并无提到颜色二字，省略了主词。

类似的写法，本书中有许多。 
13 正、歪：《藏汉大辞典》（张怡荪主编，民族出版社）译为「平、不平」；《俱舍论》的解释为「正、

不正」，请见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阿毘达磨俱舍论本颂》T29n1558_p0002b27(06)。 
14 从「初者，建立小理路⋯⋯必须有『堪为』某某『的形状』〔五字〕」，藏文原书为同一段，没有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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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成 

㈡ 基成 

建立基成。由《释量论•现前品》：「所量

有二故，能量唯二者。」等文字引申的涵义，即

「量」为有法，尔有现、比，数量确定为二，因

尔之

隐蔽分，二者数量确

定故

分的性相。 

于自所量，是新不欺诳耽

著了

」，即有的性相。 

「堪为觉知境」，即所知的性相。 

「量所通达」，即所量的性相。 

彼等有常、无

所量中，以自相为所取境的所证，谓现前分；

以共相为所取境的所证，谓

。 

「依正因所通达」，即隐蔽

「非依正因所通达，而是以现前所通达」，

即现前分的性相。 

「离分别且无错乱之新不欺诳了知」，即现

量的性相。 

「依自所依正因，

知」，即比量的性相。分类等将于《心类学》
15
中讲说。 

「量所成立

_

16」，即基成的性相。 

「量所缘及

「持自体性」，即法的性相。
常等多种〔分法〕。 
                                                        
15 《心類學》或可譯為《覺知學》。 
16 成立：通達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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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成 

「刹那性」，乃无常的性相。 

「具有作用者」，乃事物的性相。 

「已生」，乃所作性的性相。 

「堪生、住、灭」 ，乃有为的性相。 

「胜义具有作用者」，乃胜义谛的性相。 

彼等皆同义。 

。 

所作性的性相。 

具有作用者之法」，即世俗谛的性

相。

三种。 

与法处色六种。性相依次为：「眼知所取」、「耳

知所闻」、「鼻知所嗅」、「舌知所尝」、「身

17

「非仅〔存〕于分别假立、而由自方成立」，

乃自相的性相。

「非刹那性与法的同位」18，即常的性相

「空有作用者」，即无事的性相。 

「不生」，即非

「不堪生、住、灭」19，即无为的性相。 

「非胜义

 

「仅〔存〕于分别假立的法」，即共相的性

相。 
事物等可分为：色、知觉、不相应行

「堪为色」， 即色的性相。 
可分为： 色处、声处、香处、味处、触处

                                                        
17 「堪生、住、滅」，藏文原文為「堪生、住、滅三者」。因性相必須簡潔，故在此省略「三者」，原

意不變。 

原文為「不堪生、住、滅三者」。因性相必須簡潔，故在此省略「三者」，原意不變。
 

18  同位：二者皆是的基礎。
19 

「不堪生、住、滅」，藏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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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成 

知所触」与「唯显现于意知的堪为色」。 

十，声

唯有八种，味六香四种，触十一为性。」 

知

等六

属补特伽罗的不

相应

三者；

有是 二者；名

相、

 

 

性相 等起，随属

的善

「无有是尔、又是堪为觉知境的同位」，即

分类如《俱舍论》所说：「色二或二

「明而了知」，即知觉的性相。可分为眼

种。 

「被缘为非『色、知觉任一』的有为法」，

即不相应行的性相。可分为：「

行」与「非补特伽罗的不相应行」两种。 

又，从所知分类有多种：善、恶、无记

的所知、无是的所知二者；一、异

性相二者等。 

「经中有记、且是能生快乐住类」，即善的

性相。

「经中有记、且是能生痛苦住类」，即恶的

性相。

「非被成立为善、恶随一的法」，即无记的

。可分为：胜义，自性，相应，

、恶、无记五种。 

「有是尔、又是堪为觉知境的同位」，即有

是的所知的性相。 

无是的所知的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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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成 

「非各别的法」，即一的性相。「各别的法」，

即异

⑴自

是名

有法，有称尔为假有三法的理由，因

为在

性相

为在觉知境上显现，不须观待名言故。 

「非齐备假有三法」，即非名相的性相。 

「腹鼓缩底且具有盛水作用者」，即宝瓶的

性相。 

「具有撑梁作用者」，即柱子的性相。 

「具有枝叶者」，即树的性相。 

「依于自身五蕴随一而假立的士夫」，即补

特伽罗的性相。 

「热焚」，即火的性相。 

「坚实」，即地的性相。 

「湿润」，即水的性相。 

                                                       

的性相。 

「齐备假有三法」，即名相20的性相。

相， ⑵不作他法的名相， ⑶于性相之上成

立，三项为

觉知境上成立，〔三法〕存于事相上，必须

观待名言故。 

「齐备实有三法」，即性相的性相。⑴自是

， ⑵不作他法的性相， ⑶于名相之上成立，

三项为有法，有称〔此〕为实有三法的理由，因

「非齐备实有三法」，即非性相的性相。 

 
20  名相：藏文直譯是「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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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成 

「轻动」，即风的性相。 

「遮除碍触之分」，即虚空的性相。 

遍、二无周遍。必须于各自事相

上，

皆应

「

                                                       

「量所成立」为有法，是基成的性相，因为

具备基成性相的规则故。举出规则！因以量决定
21
基成之前，必先以量决定量所成立故。 

性相、名相的八周遍门，指：二是周遍、二

非周遍、二有周

以性相彻底领悟名相之理。 

「与尔为异是尔」和「与尔互异是尔」，二

者有四句，因可依次安立为：唯常、无、所知、

兔角之故。 

「尔是尔自己」和「非尔是尔」有四句等，

广大了知。 

堪为颜色」，即颜色的性相。

 
之意。 21  決定（藏文是￼￼￼￼￼￼）：通達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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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认知返体 

㈢ 认知返体 

建立认知返体。 

由《释量论》：「是故诸有物，自性住各体，

反同物他物，依存于返体
22
…… 」等文字引申之

23
义，

等同所知数目

的自

 

， 

 

⑶ 具有作用者的名相，  

⑷ 齐备具有作用者的假有三法四者。 

有四个与刹那性的返体为是等遍者，即： 

⑴ 与刹那性为一， 

⑵ 与刹那性为一的刹那性， 

⑶ 无常的性相， 

⑷ 齐备无常的实有三法四者。

                                                       

即藉由显现自相的力量通达义 之理，及靠

显现返体的力量通达自返体与基返体之理。 

同此，实际上，自相是事物及

返体与基返体等，为显示〔彼等〕皆是分别

假立故。为决定彼等故，讲说四个与返体为「是

等遍者」。 

例如：有四个与事物的返体为是等遍者，即： 

⑴ 与事物为一

⑵ 与事物为一的事物，

 
22  「是故諸有物，自性住各體，反同物他物，依存於返體」，法尊法師譯為「諸法由自性，住各自

。 
 
體故，從同法餘法，遮回為所依」

23  義與境同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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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非是、非非 

与返体为是等遍法的规则如下：尔与彼为

异、是尔周遍是彼的返体、是彼的返体周遍是尔。

此四者中，

相与名相之上，

「

 

 

非是两个或三、四、五

个等，凡是双数即是自己，单数则非自己。 

「刹那性」，乃无常的性相。 

是事物的有一个、是常的有三个、是

名相的有一个、是性相的〔也〕有一个，当〔如

此〕类推于一切事物。但与常之返体为是等遍者

中，则没有一个是事物。同理，应该用于所有性

并须加以做广大论辩。然《释量

论》述说有等同所知数量的各自返体，是故，并

非「彼之返体」周遍是「与彼为一」。 

 

量所成立」，即基成的性相。 

㈣ 非是、非非 

建立非是、非非。 

非是事物与无事同义； 

非是无事则与事物同义。 

非非事物与事物同义；

非非无事则与无事同义。 

同此，即可安立非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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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属尔、非尔 

㈤ 属尔、非尔 

建立属尔、非尔。 

「有属尔的一切种智，尔又是此一切种智的

所量」与「有非尔的一切种智，尔又是此一切种

智的所量」有四句。 

若「有属尔的一切种智，尔又是此一切种智

的所量」，不周遍是「有非尔的一切种智，尔又

是此一切种智的所量」，因所知是此故，因所知

是「有属尔的一切种智，尔又是此一切种智的所

量」 ，因有属所知的一切种智、且此一切种智

量所

所知为有法，不是「有非尔的一切种智，尔

又是此一切种智的所量」，因无「非所知的一切

种智

尔又是此一切种智

的所 一切种智，尔又

是此一切种智的所量」，因宝瓶是彼故。 

又是此一切种智

的所

种智，尔又是此一切

种智的所量」，不周遍是「有非尔的一切种智，

故

知故。 

」故。 

是「有非尔的一切种智，

量」，不周遍是「有属尔的

是「有属尔的一切种智，尔

量」，不周遍非「有非尔的一切种智，尔又

是此一切种智的所量」，因名相是彼故。 

若不是「有属尔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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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属尔、非尔 

尔又是此一切种智的所量」，因虚空的花是彼故。 

无？若答以是有，不是

无。然

24 25

当以此了知。 

「

那么，若问是有或是

则，若问是常或是事物？答是常，非事物。

因此之故，「是」与「常」同义，「非」与「事

物」同义。 

如是，当运用遮遣法与成立法、实法与反法

等。那么，理应无「有属尔的一切种智 」。若

许，则应成无「有属尔的一切种智，尔又是此一

切种智的所量」等，必须多加论辩。 

以下的判别、属声、等同承许、提问遮遣处

所牵引等，应

具有作用者」，乃事物的性相。 

                                                        
24  實法與反法，即實與反。 
25  「理應無『有屬爾的一切種智』」，藏文另外可理解成「理應沒有屬於『是』的一切種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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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总、别  

㈥ 总、别 

建立总、别。 

「随行自别的法」，即总的性相。 

「有自种类的法」，即别的性相。 

为令了知总觉26
执取的方式故，堪以声诠之

门
27
，可分为：类总、义总、聚总。初者与总同

义。 

执宝瓶

分别中所现的宝瓶相。 

」，即聚总的性相。

譬如：宝瓶、柱等粗色。 

所知为有法，是事物的总，因事物是尔之别

故。事物为有法，尔理应不是所知的别，〔若是

的话〕，请举出「别」的规则！事物为有法，尔

理应是所知的别，因：⑴尔是所知，⑵ 尔与所

知同体相属，⑶有许多非尔又是所知的同位故，

名相是彼、性相也是彼故。当以有无具备三个规

则的方式，应用于总、别与总的总、别的别等，

加上二、三……〔乃至〕无数层。 

                                                       

「实非宝瓶，然执宝瓶分别中显现似宝瓶的

增益分」，即宝瓶之义总的性相。例如：

「由许多部分集成的粗色

 
知。 26  總覺：以義總為所取境的覺

27  離繫果是果堪以聲詮之門而分類出來的，但離繫果並非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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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小因果  

㈦ 小因果 

建立小因果。「能生」，即因的性相。可分

为：
_ 

四种。 

的性相。 

相。可分为：直接果、

间接

果的性相。 

者，即是间接果。 

一切事物当以此类推得知。

直接因、间接因
28
、近取因、俱生缘

「直接能生」，即直接因的性相。 

「间接能生」，即间接因的性相。 

「自近取果成为自类续流的主要能生」，即

近取因

「自俱生果成为非自类续流的主要能生」，

即俱生缘的性相。 

「所生」，即果的性
果、近取果、俱生果四种。 

「直接所生」，即直接

「间接所生」，即间接果的性相。 

「自近取果成为自类续流的主要所生」，即

近取果的性相。 

「自俱生果成为非自类续流的主要所生」，

即俱生果的性相。 
彼之前生者，乃直接因；彼之前生者的前生

者，即是间接因。 

彼之后生者，乃直接果；彼之后生者的后生

                                                        
28 直接因又稱親因，間接因又稱疏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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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实、反  

㈧ 实、反 

建立实、反。此复，宝瓶为有法，是实法，

因尔是基成、尔是尔自己、非尔不是尔、尔的返

体与实法不相违故。 

属于反法的事物为有法，是「随顺实法」，

因尔是基成、尔是尔自己、非尔不是尔、尔的返

体与随顺实法不相违故。 

名相为有法，是「是自之反法」，因尔是基

成、尔是尔自己、非尔是尔、尔的返体与是自之

反法不相违故。 

性相为有法，是「非自之反法」，因尔是基

成、尔不是尔自己、非尔不是尔、尔的返体与非

自之反法不相违故。 

事物的总为有法，是「纯反法第三类」，因

尔是基成、尔不是尔自己、非尔是尔、尔的返体

与纯反法第三类不相违故。 

非是自之反法，乃是「随顺是自之反法」；

非自之反法，即是「随顺非自之反法」；纯反法

第三类，即是「随顺纯反法第三类」。随顺、随

顺等乃至无数层。如尔非尔也有非二者之句。 

「已生」，乃所作性的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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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建立中理路 

第二，建立中理路，彼可分说为七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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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违、相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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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相违、相属  （一）相违、相属  

 70

 

 

 

 

，

                                                       

㈠ 相违、相属 

建立相违、相属。可分为：相违、相属二者。

「相异且不可能有同位的法」，即相违的性

相。可分为：直接相违、间接相违、不并存相违、

互排相违四种。 

「直接互不相顺而存在」，即直接相违的性相。

「间接互不相顺而存在」，即间接相违的性相。

「不能无伤害而并存的不可能有同位的

法」，即不并存相违的性相。 

「于觉知境上互相排斥而存在」，即互排相

违的性相。例如：常、无常为初者；常、事物二

者为第二；冷、热二者是第三；有、无二者是第

四29
。 

「尔与彼为异，以遮彼之力遮尔」，即尔与彼

相属的性相。可分为：同体相属、从生相属两种。

「尔与彼以同体性之门为异，以遮彼之力遮尔」

即尔与彼同体相属的性相。譬如：所作性与无常

相属。在此所说的「遮力」，仅是指于觉知境上

的遮除力。 

「尔与彼体性为异，以遮彼之力遮尔」，即

尔与彼从生相属的性相。譬如：烟与火相属。当

 
29  從「第二，建立中理路⋯⋯有、無二者是第四」，藏文原書為同一段，沒有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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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有证、无证   （三）附带判别 

了解 对境上的遮除力与在觉知

境上

四句。如是当知，相违与相属有四句，相

属与相违有四句等。 

「相异且不可能有同位的法」，即相违的性相。 

列「证为常之量，

将此

相似自己的后同类者」，即同类因的性相。 

或无？若如初者，证为事物的量，

则应成无事。若许，则应成无有「是事物者」。

因非事物故，因是「非」故。凡是「是」，必须
                                                       

此遮除力，兼指在

的遮除力二者。 

「与名相相违是相违」和「与性相相违是相

违」有

 

㈡ 有证、无证 

建立有证、无证。例如：排

量证为事物之量，再将此量证为有之量存

在」与「证为异之量，将此量证为一之量，再将

此量证为有之量存在」是四句等无量无边。 

「能生

 

㈢ 附带判别 

建立附带判别
30
。譬如：有人说，凡是无我

周遍是尔有或尔无随一。那么，证为事物的量，

将此量证为无事的量为有法，理应是彼，因是彼

故。若许，有

若如次者，证为事物的量为有法，理应是无事，

 
30 「附带判别」藏文原书作「判别」，藏文原书偶有前、后科判不一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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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性相名相  （五）大因果 

是「常」故。三轮！如是反驳至此，此中的区分

方式称为「熏31」或「判别」。 
 

齐备「不齐备性相的假有

三法 ……性

相等，互相多多添加等。 

「摄于有漏善、恶随一」，即异熟因的性相。 

。

一般 「与

宝瓶为异质、又不碍于宝瓶之生起的同位」，即

宝瓶之能作因的性相。可分为：有功用的能作因

与无

㈣ 大性相名相 

建立大性相名相。

之名相的性相」的实有三法，性相的

 

㈤ 大因果 

建立大因果。如「能作及俱有，同类与相应，

遍行并异熟，许因唯六种
32
」，所说有六种因

而言，其中的能作因没有性相，然而，

功用的能作因两种。诸事物皆是初者，诸常

法均是次者，如云：「除自余能作。
33

」故。 

「互相同时、亦是异质，又不障碍互相生起

的同位」，即俱生因的性相。譬如：俱时生起的

四大。如云：「俱有互为果34
。」故。

                                                        
31  薰為藏文音譯。有二義，一是「皮」、一是「判別」。 
32  此段話出自《俱舍論》。 
33  此句話出自《俱舍論》。 
34  此句話出自《俱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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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因果 

「能生相似自己的后同类者」，即同类因的

性相。宝瓶是彼，因如云：「同类因相似
35
。」

故。 

应、又不障碍互相生起的同

位」

所依、所缘、行相相

应。亦有相应方式：同有心所一质（事）37
故，

质（事）相应；形成的时刻、所依、所缘、行相

同义，故后四者相应。 

38

39

缘缘、增上缘、等无间缘四种。初者与缘同义。

缘、复是
                                                       

「互相为五相相

，即相应因的性相。眼识与其受眷属二者是

彼，如云：「相应因决定，心心所同依
36
。」故。 

有五相相应：事、时、

「能生自果同地后染污〔法〕的染污」，即

遍行因的性相。譬如：嗔是彼，因如言：「遍行

谓前遍，为同地染因 。」故。 

「摄于有漏善、恶随一」，即异熟因的性相。 

恶业、善业、福业、不动业等皆是彼，因如

云：「异熟因不善，及善唯有漏 。」 

「助伴」，即缘的性相。可分为：因缘、所

 

「执色根现前之三缘随一、又是自或自类中

无有任何执色根现前的增上缘与等无间
 

35  此兩句話出自《俱舍論》。 

 
 

36  此句話出自《俱舍論》。 
37  此處質與事同義。 
38  此兩句話出自《俱舍論》。
39  此兩句話出自《俱舍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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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因果 

外处

譬如：色。 

譬如

色根现前之前，无间生

起的作意色知觉。凡是根现前周遍具有三种缘，

果、等流果、

士用

器世

杀生之

力好

者。

的同位，而且又是生起执色根现前为具色相

的主要直接能生者」，即执色根现前之所缘缘的

性相。

「执色根现前之三缘随一、又是执色根现前

成为能执色的主要直接能生之同位，复被缘为清

晰内色」，即执色根现前之不共增上缘的性相。

：执色根现前的增上缘眼根。 

「令执色根现前成为领纳、清明、了知之体

性的主要直接能生的了知」，即执色根现前之等

无间缘的性相。譬如：执

诸意现前有二或三种缘，分别均有两种缘。 

果堪以声诠之门可分为：增上

果、异熟果、离系果五种。如：共同使用的

间是初者；次者有：感受等流果与造作等流

果两种。如：因杀生短寿是初者；如：因

乐杀生为次者；如： 庄稼是第三者；如：

有漏苦受、有漏乐受是第四者；如：灭谛是第五

「助伴」，即缘的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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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同品遍、异品遍 

㈥ 同品遍、异品遍 

讲解同品遍、异品遍
40
。 

⑴正同品遍，⑵倒同品遍， 

若非彼遣法周遍非彼因，为第五遍； 

若非彼遣法周遍非非彼因，为第六遍； 

                                                       

⑶正往下遍，⑷倒往下遍， 

⑸正异品遍，⑹倒异品遍， 

⑺正相违遍，⑻倒相违遍， 

应成八周遍门。 

若是彼因周遍是彼遣法，为第一遍； 

若是彼因周遍非彼遣法，为第二遍； 

若是彼遣法周遍是彼因，为第三遍； 

若是彼遣法周遍非彼因，为第四遍； 

若是彼因周遍非彼遣法，为第七遍； 

若是彼因周遍非非彼遣法，为第八遍， 

并说应成的八周遍门中只决定一者，乃至决

定八者；只决定一正遍，乃至决定四正遍随一与

只决定一倒遍，乃至决定四倒遍随一有四句。

 
40 「同品遍、异品遍」，藏文原书是「随行周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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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破除驳斥、成立驳斥 

㈦ 破除驳斥、成立驳斥 

 

那么，于前处

有理

理应是彼，因

是彼

应是无，因量不可缘故，

因是隐蔽事故。 

事的 遍，

是成 是破

除驳
 

果堪以声诠之门可分为：

离系果

                                                       

讲说破除驳斥、成立驳斥。

有人说：「若有周遍是有。」

应周遍是有，因是彼故。 

若许，隐蔽事的鬼
41
为有法，

故。 

若许，鬼为有法，理

若答：「不周遍。」正被量所缘，仍是隐蔽

话，当思惟，如何以不现不可得因证成周

立的驳斥。「于前处若无则应成无」，

斥之理。 

增上果、等流果、士用果、异熟果、

五种。

 
，因此食肉罗刹一词，在此以「鬼」代替。 41  藏文￼་￼￼ 指食肉罗刹。由于辩经时，必须用词简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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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大理路 

第三，建立大理路，彼可分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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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大理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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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 属声 

㈠ 属声 

                                                     

属声。譬如： 

对于「理应是常，因是常故」的应成，答：

「承许。」谓「是常」为单独纳入； 

对于「声为有法，理应是常，因是常故」的

应成，答：「承许。」谓「声是常」为诤事纳入；

如是以「声」为差别事，承许是「无常」，则为

半诤事纳入，自宗必须遵循第三者42
。 

 

 

 

「缘为应成语」，即应成的性相。 

   
  从「第三，建立大理路⋯⋯自宗必须遵循第三者」，藏文原书为同一段，没有分段。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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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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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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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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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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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附带所有摄类单元之所需的等同承许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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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附带所有摄类单元之所需的等同承许之
 

；

实

引

答

许

理

附带所有摄类单元之所需的等同承许之理。

可分为：总、别二者。 

初者：直接承许声无常，即是「直接承许」

虽未承许无常，但承许是与彼同义之事物，则

际已承许「是无常」，故为「实际已承许」；

领敌者至其宗、且可用理由推出「推理至边际的

承许」，共三种。 

次者，若云：「于前处为有法，宝瓶理应与

宝瓶为一，因有与宝瓶为一故。若许，于前处宝

瓶为有法，应成与宝瓶为一。」答：「承许。」

故等同承许所许「于前处宝瓶与宝瓶为一」之「于

前处宝瓶」与「于前处宝瓶」为一，然非等同承

许「于前处宝瓶」与「一般宝瓶」为一，此即是

承许之作答的等同承许边际。如是，若对因答「因

不成」、「不周遍」时，以及对于「有法」作

等，亦当分别结合等同承许的边际与非等同承

的边际。 
 

 

 

 

 



㈢ 提问遮遣处所牵引 

㈢ 提问遮遣处所牵引 

提问遮遣处所牵引。如：立论者对敌论者提

问，

引；若敌论者问立论者

时，因

非内道、敌论者不知续流无

常与

                                                     

而敌论者作答时，立论者觉知境中附带
43
领

会的是立论者之提问所牵

立论者立应成等，敌论者觉知境中附带领

会的乃敌论者之提问所牵引，共有两种。 

初者如：立论者问敌论者说：「声是常或无

常？」敌论者回答：「是常。」时，立论者觉知

境中附带领会敌论者

非刹那性之常。 

第二如：立论者对敌论者说：「声为有法，

理应非所作性。」敌论者以「何以故」反问时，

立论者答：「是常故。」敌论者附带领会三轮正

相违。以此能表征辩诤时，立论者与敌论者觉知

境中的附带领会之理多不胜数。 

   
 同时产生，但非主要的。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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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应成 

㈣ 应成 

述说应成。 

「被缘为应成语」，即应成的性相。可分为：

正应成与似应成两种。 

「能压伏自所遣除之倒执遍计现行的应成

语」，即正应成的性相。 

可分为：牵引自续应成、不牵引自续应成、

牵引能立应成、不牵引能立应成四种。 

⑴「能牵引自续三支、又能压伏自所遣除之

倒执遍计现行的应成语」，即初者的性相。 

自所遣除之倒

执遍计现行的应成语」，即第四者的性相。 

如：「声为有法，理应非所作性，因是常故」

的应成，是第一与第三； 

如：「声为有法，理应是无常，因是所作性

故」的应成，是第二及第四。 

正应成须三轮正相违，此复，即因成立、周

遍成立与宗受到遣除三者。为明显三轮正相违于

⑵「不能牵引自续三支、但能压伏自所遣除

之倒执遍计现行的应成语」，即次者的性相。 

⑶「能牵引三支、又能压伏自所遣除之倒执

遍计现行的应成语」，即第三者的性相。 

⑷「不能牵引三支、但能压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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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应成 

觉知境中而抛应成，尔时，即是正应成。当三轮

成正相违而弃宗时，谓形成应成，因藉由应成于

宗上

 

共三者；而周遍、因二者成立之应成可分为：  

除、

宗毫

除

两种。 

宗毫无受到遣除三种。 

宗毫无受到遣除三种，共十四。 

形成三轮正相违故。那时，当了知非正应成

之理。 

「不能压伏自所遣除之倒执遍计现行的应

成语」，即似应成的性相。

为能令领会应成，故讲说十四应成：周遍、

因二者皆不成立；唯周遍不成立；唯因不成立，

⑴二者皆以承许成立， 

⑵二者皆以量成立， 

⑶周遍以承许成立，因以量成立， 

⑷周遍以量成立，因以承许成立，共四种。 

初者有：宗受到承许遣除、宗受到量遣

无受到遣除之应成三种。 

次者有：宗受到承许遣除、宗毫无受到遣

三者有：宗受到承许遣除、宗受到量遣除、

四者有：宗受到承许遣除、宗受到量遣除、

彼亦如《量理宝藏论》说：「四应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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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应成 

藏人如是许，由遣除能否，正似各有七_ ，六半

不牵引，许七半牵引。」 

再者，立应成的方式有： 

⑴ 因、法
44
、义三者一一的立式， 

应成 许多重迭者如：立

「一切种智为有法、宝瓶为有法、柱子为有法，

理应 所知45
、

柱子

诸后

诤事、遣法、因

蕴含

意。彼等亦如：色之遮处、声之遮处、

香之

，理应是色之遮处、声

之…

是无常，因是

                

⑵ 许多有法重迭的立式， 

⑶ 遣法重迭的立式， 

⑷ 因重迭的立式， 

⑸ 蕴含的立式，共五种。 

初者，如：〔仅〕有因、法、义各一所立之

，则如普遍〔的应成〕。

是所知」。此谓以一切种智，宝瓶是

是所知。如是，后二有法迭在一切种智上，

遣法亦迭于前遣法上，当了知诸后因亦应迭

于前者上之理。蕴含亦可分为：

三种。彼等并不须重迭于另一者上领会，即

是蕴含之

遮处、味之遮处、触之遮处为有法，理应是，

因是故。如是，常为有法

…等，因是常故。常为有法，理应是有，因

是色之遮处故……等。声为有法，

                                        
44  法：有法。 
45  以一切种智，宝瓶是所知、柱子是所知：一切种智将宝瓶、柱子当做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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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 遣他法应成 

所作性故时，所立的「所作性」为有法，理应是

正因……等的诸立式，应当了知。 

遣他法可分为：无遮遣他法、非遮遣他法两种。 

 

为带遮遣相」，即遮

遣法的性相，此也是遣他法的性相。 

相。

㈤ 遣他法 

建立遣他法。 

「彼义于觉知显现时现

「此义于觉知显现时现为带成立相」，即成

立法的性相。 

遣他法可分为：无遮遣他法、非遮遣他法两

种。 

「是遣他法，说自之声时，遮遣该法之所遮

品，不另引出成立法」，即初者的性相。 

「是遣他法，说自之声时，遮遣该法之所遮

品，能另引出成立法」，即第二的性相。 

非遮遣他法可分为：觉知遣他法、义自相遣

他法两种。 

「是非遮遣他法、且仅存于分别假立」，即

初者的性相。 

「是非遮遣他法、且是胜义自相成立」，即

第二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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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遣入、成入  

这些譬喻如：无「宝瓶与无宝瓶的同位」，

是无遮；在分别上显现为非非宝瓶，即觉知遣他

法； 遮遣法

可分为：说自之声时，遮遣该法之所遮品，不另

引出 接引出、随附引出与应时引出

四种。

 

成入。 

于自境以事物之力趣入」，即成入的性相。 

言，

谓以

「

 

 

非非宝瓶，即义自相遣他法。此复，

成立法、能直

 

 

㈥ 遣入、成入 

讲说遣入、

「于自境以言之力趣入」，即遣入的性相。 

「

诸能诠声与分别皆是前者，诸现前是次者。

必须领会为：于自显现彼法，而彼之总称之为

彼之力趣入；于自显现彼法，是以自相成为

事物之力趣入，故谓以事物之力趣入。 

觉知所了知」，即境的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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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 境、有境  

㈦ 境、有境 

讲说境、有境。 

「觉知所了知」，即境的性相。可分为：显

现境、所取境、趣入境、耽著境四种。无分别知

觉的显现境、所取境与直接境，不仅三者同义、

且诸有境皆具有此三者。符义
46
的觉知、声皆具

有趣入境，仅符义分别与符义声有耽著境。 

「具有自境随一的事物」，即有境的性相。

可分 士夫三种。「所闻」，即

声音的性相。可分为：名、句、字三者。 

「由最初命名者对彼义最先命名，如所命名

般无误领会的所闻」，即彼义之实名的性相。 

「最初命名者非对彼义先命名，而后命名的

所闻」，即彼义之假名的性相。可分为：以相似

为〔命名〕原因的假名与以相属为〔命名〕原因

的假名两种。 

初者，如：对「大嘴、扁鼻的婆罗门」，谓

「狮子」的声音。第二者，有以同体相属为〔命

名〕原因的〔假名〕与以从生相属为〔命名〕原

因的〔假名〕两种。 

初者，如：谓「声」为「成立声是无常之宗」

                                                       

为：声音、觉知、

 
46 符义：符合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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㈦ 境、有境  

的声 果取因名、于因取果名两种。 

阳光」为「太阳」的声音。

次者

47

的方

式，可分为：诠类声与诠聚声两种。然诠类声，

知聚

实名所趣入事、又具有与聚总之

同位

                                                       

音。次者，有于

初者，如：谓「太

，如：谓「真能立」为「比度」之声。彼义

之实名与实名趣入于彼义有大差异，如是，亦了

知于假名。 

「差别事、差别法结合揭示的所闻」，即句

的性相。 

「形成名、句二者的基础音」，即字的性相。

如：说「声无常」的声音是句，「尬」 等三十

辅音或每一音皆是字。又，为了知声音诠释

可令了知种类与有种类二者；诠聚声，不能令了

合体与有聚合体二者。 

「为自不共实名所趣入事48、又具有与类总

之同位的所闻」，即诠类声的性相。 

「为自不共

的所闻」，即诠聚声的性相。此二者有四句。

 
47  尬：在此指藏文「￼ 」。「￼」同中文字音「尬」，是藏文三十辅音的第一个。 
48  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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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表征论式  ㈨ 因论式  

㈧ 表征论式 

建立表征论式。如：「以此现证十法的究竟

本智表征〔其〕为一切种智，因是现前通达十法

的本智 究竟者」的立论式，当应用于诸性相、

名相。 

「具有自境随一的事物」，即有境的性相。 

㈨ 因论式 

。 

因类的强

有势

论式等必须是语，是故，应当了知因与因论式的

分类。

 
 

 

 

 

因论式。如谓：「凡是强有势力的能害，其

种类中周遍具有『与尽除一切所害品相聚』的性

质，如：东边的火，现证四谛实相之觉知，也是

强有势力的能害。」之能立语

如谓：「凡夫的异熟蕴体为有法，具有被对

治力尽除自类续流的性质，因有能害自

力的对治故。」之论式。 

所谓：表征论式、因论式、应成论式、论典

 

 93



结语 

结语 

如是，恳请〔诸大德帮助〕上述初学者、稍

微熟练理路的中根者，以及娴熟理路的利根者，

经由清净正理之门，了悟解脱与一切种智道的成

办之理，并将领悟的道理如实善加修持，为拔度

苦海 切种智果

位。 

理导师一切善说要，国王译师

班智达之勇，立规灿烂裨益此雪域，愿此亦能开

启众理门。」此《摄集摄类学诸涵义之学者喜宴

善说》，经洛色林图书馆数数催促、并提及洛色

林求法者的需求，以此因缘，楚康上区转世号称

「蒋贝赤理云丹嘉措」者至诚造论与撰写跋文；

承蒙所有校稿大善知识协助，于十六胜生水龙年

完成。 

 

 

 

 

愿此功德令佛陀珍贵教法，以一切门弘扬、遍布十方，常久

世。 

一切母亲众生，速疾证得解脱与一

如是曰：「量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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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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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名相中、藏對照表——小理路  

 96

学》名相中、藏对照表 《摄类

小理路 

序号 中文 藏文 
1 颜色 ￼་￼￼￼ 

2 基成 ￼￼￼་￼￼￼ 

3 认知返体 ￼￼￼་￼་￼￼￼་￼￼￼￼￼ 

4 非是、非非 ￼￼￼་￼￼￼་￼￼￼་￼￼￼ 

5 属尔、非尔 ￼￼￼་￼￼་￼￼￼་￼￼￼ 

6 小因果 ￼￼￼￼￼་￼￼་￼￼ 

7 实、反 ￼￼་￼￼￼ 

8 《释量论•自利品》 ￼￼་￼￼￼￼་￼￼་￼￼￼་￼￼￼￼ 

9 根本色 ￼་￼￼￼་￼་￼￼￼ 

10 支分色 ￼￼་￼￼་￼￼་￼་￼￼￼ 

11 明 ￼￼་བ￼ 

12 暗 ￼￼་པ￼ 

13 云 ￼￼￼￼ 

14 烟 ￼་￼￼ 

15 尘 ￼ 

16 影 ￼￼￼་མ￼ 



【摄类学】名相中、藏對照表——小理路  

序号 中文 藏文 

17 雾 ￼￼་￼￼ 

￼￼་￼￼ 18 日 

19  形状 ￼￼￼￼￼།

长 ￼￼￼་￼￼ 20 
短 ￼￼་￼￼ 21 
高 ￼￼￼￼￼￼ 22 
低 ￼￼￼￼￼￼ 23 
方 ￼་￼￼￼￼ 24 
圆 ￼￼￼￼￼￼￼ 25   
正 ￼་￼￼ 26 

27 歪 ￼་￼￼་￼￼￼་￼￼ 

28 《释量论•现前品》 ￼￼་￼￼￼￼་￼￼￼￼་￼￼་￼￼￼￼

29 所 ￼ 量 ￼￼￼་￼

30 自 ￼￼ 相 ￼￼་￼￼

31  共 ￼￼ 相 ￼￼་￼￼

32  现前分 ་￼￼￼ ￼￼￼￼

33 隐蔽分 ་￼ ￼ ￼￼￼ ￼

34 现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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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名相中、藏對照表——小理路  

序号 中 藏文 文 

35 量 ￼￼་￼ ￼ 

36 耽著了知 ￼￼￼་￼￼￼ 

37 比 ￼￼￼་￼￼￼་￼￼་￼￼ 量 

 38 《心类学》 ￼￼་￼￼￼

39 有 ￼￼￼་￼ ￼ 

40 所知 ￼￼￼་￼ ￼ 

法 ￼￼￼། 41  

￼￼་￼￼ 42 刹那性 ￼￼་￼

43 无常 ￼￼་￼￼ ་￼￼ 

44 常 ￼￼་￼ ། 

45 事物 ￼￼￼￼་ ￼￼￼ 

46 无事 ￼￼￼￼་￼￼￼￼ 

47  空有作用者 ￼￼￼་￼￼￼་￼￼་￼￼￼་། 

48 已 ￼￼￼་￼生 ￼ 

49 不 ￼་￼￼￼生 ་￼￼ 

50 所 ￼￼་￼作性 ￼ 

51 非所作性 ￼་￼￼་￼￼ 

52 有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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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名相中、藏對照表——小理路  

序号 中文 藏文 
无为 ￼￼￼ 53 ￼￼￼་￼་

￼￼￼་￼། 胜义谛 ￼￼￼་￼￼་￼54 

55 世俗谛 ￼￼་￼￼￼་￼￼￼￼་￼￼ 

 色 ￼￼￼￼￼56 

57 知觉 ￼￼￼་￼￼ 

不相应行 ￼￼་￼￼￼￼ 58 ￼￼་￼￼￼་

色 ་￼￼་￼￼་￼￼￼￼￼ 59 处 ￼￼￼￼

60 声处 ￼￼￼་￼￼་￼￼￼￼￼ 

61 ￼￼￼￼་￼￼་￼￼香处 ￼￼￼ 

62  味 ￼￼￼￼ 处 ￼￼￼￼་￼￼་￼

63 触处 ￼￼￼་￼￼￼་￼￼་￼￼￼￼￼ 

64  法 ￼￼￼་￼￼￼་￼￼￼￼￼ 处色 ￼￼￼་￼￼་￼￼་￼

65 眼知所取 ￼￼￼￼￼￼￼་￼￼་￼￼￼་￼￼ 

66 耳知所闻 ￼་￼￼￼་￼￼ ￼་￼￼￼་￼

67  鼻知所嗅 ￼་￼། ￼་￼￼￼་￼￼་￼

68  舌 ￼་￼￼་ ￼ 知所尝 ￼￼་￼￼￼་￼

69  ￼་￼￼￼་￼￼ 身知所触 ￼￼་￼￼￼་￼

70  意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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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名相中、藏對照表——小理路  

序号 中文 藏文 

71  《俱舍论》 ￼￼￼￼￼ 

72  属补特伽罗的不相应行 ￼￼་￼￼་￼￼￼་￼￼་￼￼￼￼ ￼￼￼￼￼་￼￼￼་￼￼￼་￼￼་￼￼་￼

73  非补特伽罗的不相应行 ￼￼￼་￼￼་￼￼￼་￼￼་￼￼￼￼￼￼￼￼￼་￼￼￼་￼་￼￼￼་￼￼་￼￼་

善 ￼￼￼￼￼￼ 74  
￼ 75 恶 ￼￼་￼￼￼￼￼

无记 ￼￼་￼་￼￼￼￼ 76 

有是的所知 ￼ 77 ￼￼￼་￼་￼￼￼་￼￼￼་￼￼￼་￼

无是的所知 ￼￼་￼￼￼་￼￼ 78 ￼￼￼་￼་￼￼་￼￼￼་￼

一 ￼￼￼￼ 79 

异 ￼་￼￼￼ 80 

名相 ￼￼￼￼་￼￼ 81 

性相 ￼￼￼་￼￼￼￼ 82 

胜义 ￼￼￼་￼￼￼ 83 

自性 ￼￼་￼￼་￼￼￼￼ 84 

相应 ￼￼￼་￼￼། 85 

86 等起 ￼￼་￼￼￼་￼ 

87 ￼￼￼་￼￼￼￼་￼￼་￼￼￼་བ随属的善 ￼ 

88 宝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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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名相中、藏對照表——小理路  

序号 中文 藏文 

89 柱子 ￼་￼￼ 

90 树  ￼￼￼་￼ 

91 补特伽罗 ￼￼་￼￼ 

92 火 ￼￼￼ 
93 地 ￼￼ 
94 水 ￼￼ 
95 风 ￼￼་￼ 

96 虚空 ￼￼་￼￼￼￼ 

97 性相、名相的 ￼￼￼་￼￼་￼་￼￼་￼￼￼￼ ￼￼￼་￼

98 二是周遍 ་￼￼￼￼￼ ￼￼￼་￼￼

99 二非周遍 ￼￼￼￼ ￼￼￼་￼￼་￼

100 二有周遍 ￼￼￼ ￼￼￼་￼￼་￼￼

101 二无周遍 ￼￼￼￼ ￼￼￼་￼￼་￼

102 与尔为异是尔 ￼￼་￼￼￼￼ ￼￼￼་￼￼་￼་

103 与尔互异是尔 ￼་￼་￼￼་￼￼￼￼ ￼￼￼་￼￼་￼￼་

104 ￼ 唯 ￼￼་￼་￼￼་￼

￼￼￼་￼￼ 常无 105 

106 ￼ 兔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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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名相中、藏對照表——小理路  

序号 中文 藏文 

107 尔是尔自己 ￼￼་￼￼་￼￼￼་￼￼ ￼￼￼་￼

108 非尔是尔 ￼￼་￼་￼￼￼་￼￼￼་￼￼ ￼￼￼་￼

109 《 ￼ 释量论》 ￼￼་￼￼￼￼

110 自返体  ￼￼￼ ￼￼་

111 基返体  ་￼￼￼ ￼￼￼

112 是等遍者  ་￼￼་￼￼￼￼ ￼￼￼

113 虚空的花  ￼￼་￼￼་￼￼￼ ￼￼་￼￼

￼￼￼ 总  114 
￼￼￼￼￼ 别  115 

116 堪以声诠之门分 ￼￼་￼￼￼￼་￼￼￼￼་￼￼་￼￼￼￼￼་￼￼￼་￼￼

￼￼￼￼་￼￼￼ 类总  117 
￼￼￼་￼￼￼ 118 义总  
￼￼￼￼་￼￼￼ 119 聚总 
￼￼￼་￼￼￼￼ 120 能生 
￼￼ 121 因 
￼￼￼￼་￼￼ 直接因 122 

间接因 ￼ 123 ￼￼￼་￼

近取因 1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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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名相中、藏對照表——小理路  

序号 中文 藏文 
￼￼་￼￼￼་￼￼￼་￼￼￼￼ 125 俱生缘 
￼￼￼￼་￼་￼￼￼་ ེད། 126 直接能生 
￼￼￼￼་￼། 127 所生 
￼￼￼་ ￼ 128 果 

￼￼ 129 直接果 ￼￼￼￼་￼￼

130 间接果 ￼￼￼་￼￼￼￼ 

131 近取果 ￼￼￼་￼￼￼￼ 

俱 ￼￼￼་￼￼￼་￼￼￼￼ 生果 132 ￼￼་

反 ￼ 法 133 ￼￼￼་￼￼￼

134 随顺实法 ￼￼་￼￼￼་￼￼་￼￼￼་￼￼￼།   

是自之反法 ￼￼་￼￼￼￼ 135 ￼￼་￼￼￼་￼

非自之反法 ￼￼་￼￼￼་￼￼￼་￼￼￼￼ 136 ￼￼་￼་￼

137 随顺是自之反法 ￼￼་￼￼￼་￼￼་￼￼￼་￼￼￼￼ ￼￼་￼￼￼་￼

138 随顺非自之反法 ￼￼་￼￼￼་￼￼￼་￼￼་￼￼￼་￼￼￼￼ ￼￼་￼་￼￼￼་￼

纯反法第三类 ་￼￼￼་￼￼་￼￼￼་￼￼་￼￼་￼￼ 139 ￼￼￼

140 随顺纯反法第三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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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名相中、藏對照表——中理路  

中理路 

序号  文 中文 藏

1 有证 ་￼￼￼￼￼ 、无证 ￼￼￼་￼￼￼￼་￼￼￼

2 附带判 ￼￼་￼￼་￼￼￼ 别 ￼￼་

3 大性相名相 ་￼￼￼￼་￼￼་￼￼ ￼￼￼

4 大因 ་￼￼་￼￼ 果  ￼་￼￼￼

5 破除 立驳 ￼￼￼་￼￼་￼￼￼￼￼驳斥、成 斥 ￼￼￼་ག

6 相违 ￼￼  ￼￼￼་

7 相属  ￼￼￼￼་￼￼ 

8 直接相 ་￼￼￼། 违 ￼￼￼￼

9 间接相违 ￼￼￼་￼￼￼￼ 

10 不 ￼￼་￼￼￼￼ 并存相违   ￼￼་￼￼￼་￼￼་￼

11 互 ￼ 排相违   ￼￼་￼་￼￼￼་￼￼￼

12 同体相属   ￼￼￼་￼￼￼￼་￼￼￼￼￼ 

13 从生相属   ￼￼་￼￼་འ ེལ￼ 

14 能作因   ￼￼￼་ ￼ 

15  ￼￼￼་￼་￼￼་￼￼￼ 有功用的能作因 

16 无功用的能作因  ￼￼￼་￼་￼￼་￼￼￼￼ 

17 俱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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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名相中、藏對照表——中理路  

序号 中文 藏文  
18 ￼ 同类因 ￼￼￼་￼￼￼་￼￼་￼ 

￼་￼￼་￼￼་￼￼ 19 ￼￼相应因  

20 ￼￼￼་￼￼་￼￼་￼￼￼￼ 眼识   
￼་￼￼་￼￼་￼་￼￼ 21 ￼￼五相相应  

22 ￼￼￼ 事 

时  ￼￼￼ 23 

24  ￼￼￼￼ 所依 

25 ￼￼￼￼￼་￼￼ 所缘   

26 ￼￼་￼￼ 行相  

27 ￼￼་￼遍行因  ་￼￼￼￼￼་￼￼ 

28 异熟因   ￼￼་￼￼￼་￼￼་￼￼ 

29 恶业   ￼￼་￼￼￼་￼￼￼་￼￼￼ 

￼￼་￼￼￼ 30 善业 ￼￼￼་￼

31 福业   ￼￼￼￼་￼￼￼་￼￼་￼￼￼ 

32 不动业   ￼￼་￼￼￼་￼￼￼་￼￼￼ 

33 有漏  ￼￼ ￼￼￼ ་￼

34 缘 ￼￼￼￼ 

35 因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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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名相中、藏對照表——中理路  

序号 中文 藏文 
￼￼￼￼￼་￼￼￼￼ 36 所缘缘   
￼￼￼་￼￼￼￼ 37 增上缘   
￼￼་￼་￼￼་￼￼￼།   38 等无间缘

￼￼￼ 39 执色根现前   ￼￼￼￼་￼￼￼￼་￼￼￼་￼￼

40 不共增上缘   ￼￼་￼་￼￼￼་￼￼￼་￼￼￼་￼￼￼￼ ￼￼་￼

   ་￼￼￼￼་￼￼￼་￼￼ 41 增上果 ￼￼￼

￼་￼￼་￼￼￼་￼￼ 42 等流果 ￼་￼￼

་￼￼￼་￼￼￼་￼￼ 43 士用果  ￼￼￼་￼￼་￼￼￼

་￼￼་￼￼￼་￼￼ 44 异熟果   ￼￼་￼￼￼

45 离系果 ￼￼་￼￼￼་￼￼￼་￼￼ 

46 感受等流果  ་￼￼་￼￼￼་￼￼ ￼￼￼་￼་￼་￼￼￼

47 造作等流果   ￼་￼￼￼་￼￼ ￼￼￼་￼་￼་￼￼￼་￼

￼￼￼་￼￼￼￼￼ 48 杀生   

￼￼་￼￼་￼￼ 49 短寿  

50 好乐杀生  ￼་￼￼ ￼￼￼་￼￼￼￼་￼་￼￼

￼￼་￼￼￼ 51 庄稼   

52 灭谛   ་￼￼￼￼￼ ￼￼￼￼

53 正同品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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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名相中、藏對照表——中理路  

序号 中文 藏文 
54 倒同品遍  ￼￼￼་￼￼་￼￼￼་￼￼་￼￼￼ 

55 正往下遍  ￼￼་￼￼་￼￼་￼￼ 

56 倒往下遍   ￼￼་￼￼་￼￼￼་￼￼་￼￼￼ 

57 正异品遍  ￼￼￼་￼￼་￼￼་￼￼ 

58 倒异品遍   ￼￼￼་￼￼་￼￼￼་￼￼་￼￼￼ 

59 正相违遍  ￼￼￼་￼￼་￼￼་￼￼ 

  ￼￼￼་￼￼་￼￼￼་￼￼་￼￼￼ 60 倒相违遍

61 应成八周遍门 ￼￼་￼￼￼་￼￼་￼་￼￼་￼￼￼￼ 

  ￼་￼་￼￼￼་￼￼￼￼ 62 隐蔽事的鬼

 ￼￼￼་￼￼￼￼ 63 隐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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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名相中、藏對照表——大理路  

大理路 

序号 中文 藏文 
1 属声 ￼￼་￼￼ 

附 单

元之所需 等同

承许之理 

￼￼་￼་ 

￼་￼￼￼་￼￼ 

带所有摄类

的
￼￼་￼￼་￼￼￼་￼￼་

￼￼￼་￼་￼￼་￼￼
2 

3 提 引 ￼￼￼ 问遮遣处所牵 ￼￼￼་￼￼￼་￼￼￼་￼￼

应成 ￼￼་￼￼￼￼ 4 

 ￼￼￼￼་￼￼￼། 5 表征论式

因论式 ￼￼￼་￼￼￼￼ 6 

单独纳入 ￼￼་￼￼￼￼ 7 

8 诤事纳入 ￼ ￼￼￼་￼￼￼

9 半诤事纳入 ￼￼￼་￼￼￼་￼￼￼￼ 

10 差别事 ￼￼་￼￼￼￼ 

11 正应成 ￼￼་￼￼￼་￼￼་￼￼ 

12 似应成 ￼￼་￼￼￼་￼￼་￼￼་￼ 

13 牵引自续应成 ￼￼་￼￼་￼￼￼￼་￼￼￼་￼￼་￼￼￼￼

14 不牵引自续应成 ￼￼་￼￼་￼￼་￼￼￼￼་￼￼￼་￼￼་￼￼￼￼ 

15 牽引能立應成 ￼￼་￼￼￼་￼￼￼￼་￼￼￼་￼￼་￼￼￼།

16 不牽引能立應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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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名相中、藏對照表——大理路  

序号 中文 藏文  
17 三 ￼￼￼￼་￼￼￼￼ 轮 

1 周遍成立 ￼། 8 ￼￼་￼་￼

￼￼་￼￼￼། 19 宗 

￼￼￼་￼། 2 遣除 0 
2 宗受到承许遣除 ￼￼ 1 ￼￼་￼￼￼་￼་￼￼་￼￼￼་￼￼￼་￼￼￼་

2 宗受到量遣除  2 ￼￼་￼￼￼་￼་￼￼་￼￼￼བས￼￼￼￼

2 宗毫无受到遣除  3 ￼￼￼￼￼￼￼￼￼￼￼￼￼￼￼￼￼￼￼￼￼￼

2 《量理宝藏论》 4 ￼￼￼￼་￼￼￼￼￼ 

2 因、法、义三者一

一的立

￼￼་￼￼￼་￼￼་￼￼་￼

￼￼ 式 

￼￼￼་￼￼￼་￼

￼￼་￼￼￼￼་
5 

2 许多有法重迭的立式 ￼￼￼￼་￼￼￼་￼￼￼￼་￼￼ 6 ￼￼￼་￼￼་￼་￼་￼

2 遣法重迭的立式 ￼￼￼￼￼￼ 7 ￼￼￼￼￼￼￼￼￼￼￼￼

2 因重迭的立式 ￼￼￼￼￼￼￼￼￼￼￼ 8 ￼￼￼￼￼￼￼

2 蕴含的立式 ￼། 9 ￼￼￼་￼￼་￼￼་￼￼￼￼་

3 一切种智 0 ￼￼་￼￼￼￼￼ 

￼￼￼་￼￼￼￼ 31 诤事 

￼￼￼་￼￼ 32 遣法 

￼￼￼￼ 33 因 

34 色之遮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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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名相中、藏對照表——大理路  

序号 中 藏文 文 

35 声之遮处 ￼  ￼￼་￼￼￼་￼￼￼￼

36 香 ￼￼￼￼་￼￼￼་￼￼￼￼ 之遮处 

37 味之遮处 ￼￼་￼￼་￼￼￼་￼￼￼￼ 

38 触之遮处 ￼￼￼་￼￼￼་￼￼￼་￼￼￼། 

39 遣他法 ￼￼￼་￼￼￼￼ 

无遮遣他法 ￼￼￼་￼￼￼་￼￼་￼￼￼་￼￼￼￼ 40 

41 非遮遣他法 ￼་￼￼￼་￼￼￼་￼ ￼￼￼་￼￼￼། ￼་

42 觉知遣他法 ￼￼￼￼་￼￼￼་￼￼￼￼ 

43 义自相遣他法 ￼￼￼་￼￼་￼￼￼་￼￼་￼￼￼་￼￼￼￼ 

44 遮遣法 ￼￼￼་￼￼ 

45 成立法 ￼￼་￼￼ 

46 遮遣该法之所遮品，

不另引出成立法 

￼￼་￼￼་￼￼￼་￼་￼￼￼་￼￼་￼་

￼  ￼￼￼་ ￼￼￼་￼￼་￼་￼￼￼་￼￼ 

47 能 ￼￼￼￼་￼་￼￼￼￼་￼￼ 直接引出 

48 随附引出 ￼￼￼་￼་￼￼￼￼་￼￼ 

49 应时引出 ￼￼￼་￼￼￼￼་￼￼￼་￼￼￼￼་￼￼ 

50 遣 ￼￼￼་￼￼￼ 入 

51 成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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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名相中、藏對照表——大理路  

序号 中文 藏文 
￼￼￼ 52 境 
￼￼་￼￼￼ 53 有境 
￼￼་￼￼￼ 54 显现境 
￼￼￼་￼￼￼ 55 所取境 
￼ ￼་￼￼￼ 56 趣入境 
￼￼￼་￼￼￼ 57 耽著境 
￼￼ 58 聲音 
￼￼￼ 59 覺知 

60 士夫 ￼￼￼་￼￼ 

61 所聞 ￼￼￼་￼￼ 

62 名 ￼￼￼་། 

63 句 ￼￼￼ 

64 字 ￼￼་￼￼ 

་￼ 彼義之實名 ￼￼￼་￼￼￼￼་￼￼￼￼་￼￼￼65 

彼義之假名 ￼་། 66 ￼￼￼་￼￼￼￼་￼￼￼￼་￼￼

以相似為〔命名〕

原因的假名 
་ ￼￼་￼་￼་￼￼￼་￼་￼￼་￼￼￼་￼￼￼￼

￼￼￼་། 67 

以相属为〔命名〕

原因的

￼￼་￼་￼￼་￼￼￼་￼￼￼￼་

68 
假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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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名相中、藏對照表——大理路  

序号 中文 藏文 
婆罗门 ￼￼ 69 ￼￼་￼

70 以同体相属为〔命

名〕原

￼་￼￼￼￼་￼་￼￼￼་￼་

因 

￼￼￼་￼￼￼

￼￼་￼￼ 

以从生相属为 71 ￼￼་￼￼་￼￼￼￼་￼་￼￼￼་￼་￼￼་￼￼

于果取因名 ་￼་￼￼￼￼་￼￼ 72 ￼་￼￼￼་￼￼￼

于因取果名 ་￼་￼་￼￼￼￼་￼￼ 73 ￼￼￼་￼￼￼

诠类声 ￼་￼￼￼￼་￼￼་￼￼ 74 ￼￼￼

诠聚声 ￼་￼￼￼￼་￼￼་￼￼ 75 ￼￼￼

东边的火 ￼་￼￼་￼￼￼ 76 ￼￼་￼￼￼

￼￼་￼￼￼། 77 应成论式 

论典论式 ￼￼￼། 78 ￼￼￼་

79 蒋贝赤理云丹嘉措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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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名相、性相表——小理路  

《摄类学 相、性相表 

理路

号

》名

小  

序  名相 性相（定义） 
1 堪为颜色。 颜色 

根本色 堪为根本的颜色。 2 
3 支分色 堪为支分的颜色。 
4 形状 堪为形状。 
5 隐蔽分 依正因所通达。 

现
非依正因所通达，而是以

现前
前分 

所通达。 6 

离分别且无错乱之新不

欺诳了知。 现量 7 

比量 依自所依正因，于自所量，

是新不欺诳耽着了知。 8 

9 基成 量所成立。 
有 量所缘及。 10 

11 所知 堪为觉知境。 
12 所量 量所通达。 
13 法 持自体性。 
14 无常 剎那性。 
15 常 非剎那性与法的同位。 
16 事物 具有作用者。 
17 无事 空有作用者。 
18 所作性 已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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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名相、性相表——小理路  

序号 （定义）  名相 性相
19 作性 不生。  非所

20 有为 堪生、住、灭。 
21 无为 不堪生、住、灭。 
22 胜义谛 胜义具有作用者。  
23 世俗谛 非胜义具有作用者之法。 

24 非仅（存）于分别假立、

而由自方成立。
自相  

25 共相 仅（存）于分别假立的法。

26 堪为色。 色 
27 色处 眼知所取。 
28 耳知所闻。 声处 

29 香处 鼻知所嗅。 

30 舌知所尝。 味处 

31 触处 身知所触。 

32 法处色 唯显现于意知的堪为色。

33 知觉 明而了知。 

34 不相应行 被缘为非「色、知觉任一」的有为法。

35 善 经中有记、且是能生快乐住类。

36 恶 经中有记、 是能生痛苦住类。且

37 无记 非被成立为善、恶随一的法。 

38 有是的所知 有是尔、又是堪为觉知境的同位。

39 无是的所知 无有是尔、又是堪为觉知境的同位。

40 一 非各别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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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名相、性相表——小理路  

序号 名相 性相（定义） 
41 异 各别的法。 

42 名相 齐备假有三法。 

43 非名相  非齐备假有三法。 

44 性相  齐备实有三法。 

45 非性相  非齐备实有三法。 

腹鼓缩底且具有盛水作

用者。 
46 宝瓶  

47 柱子  具有撑梁作用者。 

48 树  。 具有枝叶者

补特伽罗  
随一而假立依于自身五蕴

49 
的士夫。 

50 火  热焚。 

51 地  坚实。 

52 水  湿润。 

53 风  轻动。 

54 虚空 。   遮除碍触之分

55 总 随行自别的法。 

56 别  有自种类的法。 

实非宝瓶，然执宝瓶分别
57 宝瓶之义总 

中显现似宝瓶的增益分。

58 聚总  由许多部分集成的粗色。

59 因  能生。 

60 直接因  直接能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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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名相、性相表——小理路  

序号 名相 性相（定义） 

61 间接因  间接能生。 

62 近取因 
类续流自近取果成为自

的主要能生。 

自俱生果成为非自类续
63 俱生缘 

流的主要能生。 

64 果 所生。 

65 直接果 直接所生。 

66 间接果 间接所生。 

67 近取果 
自类续流自近取果成为

的主要所生。 

68 俱生果  
成为非自类续

所生。 

自俱生果

流的主要

 

 

 

 

 
 

 

 

 

 

 

 

 116



【摄类学】名相、性相表——中理路  

中理路 

序号 义） 名相 性相（定
1 相违 相异且不可能有同位的法。

2 直接相违 存在。 直接互不相顺而

3 间接相违 间接互不相顺而存在。 

4 不并存相违 
存的不

位的法。 

不能无伤害而并

可能有同

5 互排相违 
相排斥而于觉知境上互

存在。 

尔与彼为异，以遮彼之力

遮尔。 
6 尔与彼相属 

7 
尔与彼 

同体相属 尔。 

尔与彼以同体性之门为

异，以遮彼之力遮

8 
尔与彼 

从生相属 

尔与彼体性为异，以遮彼

之力遮尔。 

9 
宝瓶之 

能作因 

与宝瓶为异质、又不碍于

宝瓶之生起的同位。 

10 俱生因 
互相同时、亦是异质，又

不障碍互相生起的同位。

11 同类因 能生相似自己的后同类者。 

12 相应因 互相为五相相应、又不障

碍互相生起的同位。  

13 遍行因 能生自果同地后染污﹝

法﹞的染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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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名相、性相表——中理路  

序号 相 性相（定义）  名
异熟因 摄于有漏善、恶随一。 14 

缘 助伴。 15 
执色根现前之三缘

随一、又是自或自类中无

1 执

之所缘缘 
是外

前为具色相的

有任何执色根现前的增

上缘与等无间缘、复
色根现前6 

处的同位，而且又是生起

执色根现

主要直接能生者。 

1
执色根现前

之

缘 

根现前之三缘执色

随一、又是执色根现前成

为能执色的主要直接能

生之同位，复被缘为清晰

内色。 

7 不共增上

1 执色根现前

之等无间缘 
性8 

令执色根现前成为

领纳、清明、了知之体

的主要直接能生的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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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名相、性相表——大理路  

大理路 

序号 名相 性相（定义） 
1 应成 成语。 被缘为应

2 正应成 能压伏自所遣除之倒执

遍计现行的应成语。 
能牵引自续三支、又能压

伏自所遣除之倒执遍计

现行的应成语。 
 3 牵引自续

4 不牵引自续 执遍

计现

不能牵引自续三支、但能

压伏自所遣除之倒

行的应成语。 
能牵引三支、又能压伏自

所遣除之倒执遍计现行

的应成语。 
5 牵引能立 

6  
三支、但能压伏

自所

不能牵引

不牵引能立 遣除之倒执遍计现

行的应成语。 

7 似应成 
执遍计现行的应成语。 
不能压伏自所遣除之倒 

8 遮遣法 彼义于觉知显现时现为

带遮遣相。 

9 遣他法 彼义于觉知显现时现为

带遮遣相。  

10 成立法  此義於覺知顯現時現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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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名相、性相表——大理路  

帶成立相。 

序号 名相 性相（定义） 

11 无遮遣他法 

声时，是遣他法，说自之

遮遣该法之所遮品，不另

引出成立法。 

是遣他法，说自之声时，

遮遣该法之所遮品，能另

引出成立法。 

12 非遮遣他法 

是非遮遣他法、且仅存于

分别 

假立。 

13 觉知遣他法 

是非遮遣他法、且是胜义

自相成立。 
14 义自相遣  

15 遣入  力趣入。 于自境以言之

16 成入  于自境以事物之力趣入。

17 境  觉知所了知。 

18 有境  事物。 具有自境随一的

19 声音 所闻。 

由 初命名者对彼义

20 彼义之实名 

 

先命名，如所命名般无误

领会的所闻。

初命名者非对彼义先

命名， 21 彼义之假名 

而后命名的所闻。 

22 句  差别事、差别法结合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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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类学】名相、性相表——大理路  

的所闻。 

序号 名相 性相（定义） 
形成名、句二者的基础

音。 
23 字 

24 诠类声 

趣入事、为自不共实名所

又具有与类总之同位的

所闻。 

25 诠聚声 

趣入事、

 

为自不共实名所

又具有与聚总之同位的

所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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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底  

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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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底  封  底  

 123

国家图书馆出版品预行编目（CIP）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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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  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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