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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駁斥常邊論者 

4. 以量斷除梵天學派、文法學派、吠檀多學派及秘密學派四者增益的常邊 

4.1. 說明梵天學派、文法學派、吠檀多學派及秘密學派四者的主張 

4.1.1. 說明梵天學派的主張 

4.1.1.1. 梵天學派的導師 

4.1.1.2. 梵天學派的同義異名 

4.1.1.3. 梵天學派的宗義 

4.1.2. 說明文法學派的主張 

4.1.2.1. 文法學派的導師 

4.1.2.2. 文法學派的同義異名 

4.1.2.3. 文法學派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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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8/26 收稿，2010/9/14 通過審查。感謝匿名審查老師提供的寶貴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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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3.4. 文法學派關於量的主張 

4.1.3. 說明吠檀多學派的主張 

4.1.3.1. 吠檀多學派的導師 

4.1.3.2. 吠檀多學派的同義異名 

4.1.3.3. 吠檀多學派的分派 

4.1.3.4. 吠檀多學派的宗義 

4.1.4. 說明秘密學派的主張 

4.1.4.1. 秘密學派的導師 

4.1.4.2. 秘密學派的同義異名 

4.1.4.3. 秘密學派的經典 

4.1.4.4. 秘密學派的宗義 

4.2. 駁斥梵天學派、文法學派、吠檀多學派及秘密學派四者的主張 

5. 以量斷除毘濕奴學派、彌曼沙學派二者增益的常邊 

5.1. 說明毘濕奴學派與彌曼沙學派的主張 

5.1.1. 敍述毘濕奴學派的主張 

5.1.1.1. 毘濕奴學派的導師 

5.1.1.2. 毘濕奴學派的同義異名 

5.1.1.3. 毘濕奴學派所依的經典 

5.1.1.4. 毘濕奴學派的宗義 

5.1.1.4.1. 毘濕奴天的屬性 

5.1.1.4.1.1. 毘濕奴天及其隨從住處的屬性 

5.1.1.4.1.2. 毘濕奴天的主張出於驕慢的屬性 

5.1.1.4.1.3. 關於毘濕奴天之體性之屬性的主張 

5.1.1.4.1.4. 關於毘濕奴天不寂靜之屬性的主張 

5.1.1.4.2. 毘濕奴天之經典的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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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4.2.1. 毘濕奴學派關於基的主張 

5.1.1.4.2.2. 毘濕奴學派關於道的主張 

5.1.1.4.2.3. 毘濕奴學派關於果的主張 

5.1.2. 敍述彌曼沙學派的主張 

5.1.2.1. 彌曼沙學派的導師 

5.1.2.2. 彌曼沙學派的同義異名 

5.1.2.3. 彌曼沙學派的宗義 

5.1.2.3.1. 彌曼沙學派關於我之屬性的主張 

5.1.2.3.2. 彌曼沙學派關於經典之屬性的主張 

5.1.2.3.2.1. 已經解釋「吠陀是有效」的這個總義 

5.1.2.3.2.2. 彌曼沙學派之經典的別義 

5.1.2.3.2.2.1. 彌曼沙學派經典當中果的屬性 

5.1.2.3.2.2.2. 彌曼沙學派經典關於獲致結果的道 

5.1.2.3.2.2.3. 彌曼沙學派經典中量是認知的手段 

5.2. 駁斥毘濕奴學派與彌曼沙學派的主張 

5.2.1. 駁斥毘濕奴學派關於毘濕奴天之屬性的主張 

5.2.2. 駁斥彌曼沙學派關於遍智、解脫等等的主張 

6. 斷除自在天學派與勝論學派、正理學派三者主張的常邊 

6.1. 說明自在天學派與勝論學派、正理學派三者的主張 

6.1.1. 解釋自在天學派的體系 

6.1.1.1. 自在天學派的導師 

6.1.1.2. 自在天學派的同義異名 

6.1.1.3. 自在天學派的分派 

6.1.1.4. 自在天學派的經典 

6.1.1.5. 自在天學派關於量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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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5.1. 自在天學派關於自在天的主張 

6.1.1.5.2. 自在天學派的宗義 

6.1.1.5.2.1. 自在天學派關於基的主張 

6.1.1.5.2.1.1. 自在天學派主張自在天是情器世間的創造者 

6.1.1.5.2.1.2. 在時輪密續中自在天學派關於情器世間之主張的解釋 

6.1.1.5.2.2. 自在天學派關於果的主張 

6.1.1.5.2.3. 自在天學派關於道的主張 

6.1.1.5.3. 除疑 

6.1.2. 解釋其他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的體系 

6.1.2.1. 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的導師 

6.1.2.2. 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的同義異名 

6.1.2.3. 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的分派 

6.1.2.4. 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的宗義 

6.1.2.4.1. 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關於量的主張 

6.1.2.4.1.1. 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關於現量的主張 

6.1.2.4.1.2. 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關於比量的主張 

6.1.2.4.1.3. 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關於聖教量的主張 

6.1.2.4.2. 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關於基的主張 

6.1.2.4.2.1. 略說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關於基的主張 

6.1.2.4.2.2. 詳說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關於基的主張 

6.1.2.4.2.2.1. 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關於實質的主張 

6.1.2.4.2.2.1.1. 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關於總的實質的主張 

6.1.2.4.2.2.1.2. 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關於常與無常的主張 

6.1.2.4.2.2.1.3. 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關於我的主張 

6.1.2.4.2.2.1.3.1. 正明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關於我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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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4.2.2.1.3.2. 附帶的主題 

6.1.2.4.2.2.2. 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關於功德的主張 

6.1.2.4.2.2.3. 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關於業的主張 

6.1.2.4.2.2.4. 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關於總的主張 

6.1.2.4.2.2.5. 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關於別的主張 

6.1.2.4.2.2.6. 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關於聚集的主張 

6.1.2.4.2.2.6.1. 關於聚集的主張 

6.1.2.4.2.2.6.2. 附帶的主題 

6.1.2.4.3. 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關於道的主張 

6.1.2.4.4. 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關於果的主張 

6.2. 駁斥自在天學派與勝論學派、正理學派三者的主張 

7. 以量斷除遍遊學派增益的常邊 

7.1. 說明遍遊學派的主張 

7.1.1. 正明遍遊學派的主張 

7.1.1.1. 遍遊學派的導師 

7.1.1.2. 遍遊學派的同義異名 

7.1.1.3. 遍遊學派的分類 

7.1.1.4. 遍遊學派的宗義 

7.1.1.4.1. 遍遊學派關於我的主張 

7.1.1.4.2. 遍遊學派關於量這個認識手段的主張 

7.1.1.4.2.1. 遍遊學派關於現量的主張 

7.1.1.4.2.2. 遍遊學派關於比量的主張 

7.1.1.4.2.3. 遍遊學派關於聖教量的主張 

7.1.1.4.3. 遍遊學派關於認識對象的主張 

7.1.1.4.3.1. 遍遊學派關於基之範疇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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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4.3.1.1. 遍遊學派關於九個範疇的主張 

7.1.1.4.3.1.1.1. 香巴拉之應供體系中九個範疇的主張 

7.1.1.4.3.1.1.2. 印度遍遊學派體系中九個範疇的主張 

7.1.1.4.3.1.2. 遍遊學派關於實質與品類之間差異的主張 

7.1.1.4.3.1.3. 遍遊學派關於時間、實質與有壽命者的主張 

7.1.1.4.3.2. 遍遊學派關於解脫道的主張 

7.1.1.4.3.3. 遍遊學派關於果及其證明的主張 

7.1.1.4.3.3.1. 遍遊學派關於解脫的主張 

7.1.1.4.3.3.2. 遍遊學派關於投生及其相關之解脫等特質的主張 

7.1.1.4.3.3.3. 遍遊學派關於束縛及障礙解脫之業之特質的主張 

7.1.1.4.3.3.4. 遍遊學派關於證明的陳述 

7.1.2. 不重要之意義不作說明的理由 

7.2. 駁斥遍遊學派的主張 

附錄、蔣央協巴《宗義理論：斷謬師吼》（GTTB1）藏本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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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以量斷除梵天學派1、文法學派2、吠檀多學派3及

秘密學派4四者增益的常邊5，分二： 

4.1. 說明梵天學派、文法學派、吠檀多學派及秘密

學派四者的主張6，分四： 
4.1.1. 說明梵天學派的主張7，分三： 
4.1.1.1. 梵天學派的導師8 
梵9等10師11及12 

                                                 
※略語請參考《正觀》雜誌第 50 期，〈蔣央協巴《宗義理論：斷謬獅吼》藏本

譯注：非佛教篇（I）〉頁 108-115。 
1 TSHangs pa pa, Brāḥmaṇa。參 MOTP（2003: 126.1）。 
2 brDa spros pa, Vaiyākaraṇa。參 MOTP（2003: 126.1）。 
3 Rig byed mtha’ ba, Vedānta。參 MOTP（2003: 126.1）。其理論體系，亦可參考

TBRC23703098, dBu ma’i snying po’i tshig le’ur byas pa（即清辨的《中觀心論》）, 

ff. 54.5-61.7, Rig byed kyi mtha’ rgyur smra ba’i de kho na nyid la ’jug pa ste le’u 

brgyad pa（〈8. 進入於「吠檀多為因論者」的真實性））。 
4 gSang ba pa, Guhyaka。參 MOTP（2003: 126.2）。 
5 TSHangs brDa Rig byed mtha’ gSang bzhi’i rtag mtha’ ’gog pa, Refuting the 

Extreme of Permanence Superimposed by Brāḥmaṇas, Vaiyākaraṇas, Vedāntins 

and Guhyakas。科判見 GTCM（2000: 73.2, 90.2）、MOTP（2003: 104.4, 126.3）。 
6 [TSHangs brDa Rig byed mtha’ gSang bzhi’i rtag mtha’i] ’dod pa ’god, Stating the 

Assertions of the Four——Brāḥmaṇas, Vaiyākaraṇas, Vedāntins and Guhyakas。科

判見 GTCM（2000: 90.2）、MOTP（2003: 126.8）。 
7 TSHangs pa pa’i ’dod tshul, Stating the Assertions of the Brāḥmaṇas。科判見

GTCM（2000: 90.2, 90.3）、MOTP（2003: 126.12）。 
8 [TSHangs pa pa’i] ston pa, Teachers of the Brāḥmaṇas。科判見 GTCM（2000: 90.3, 

90.4）、MOTP（2003: 126.13, 12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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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2. 梵天學派的同義異名13 
梵志14吠陀15等16 
4.1.1.3. 梵天學派的宗義17 
                                                                                                        
9 TSHangs, Brahmā。參 GTTB1（2000: 3.12）、MOTP（2003: 126.15）與 BP（2003: 

113.5）。即：梵天。 
10 sogs, and so forth。參 GTTB1（2000: 3.12）、MOTP（2003: 126.15）與 BP（2003: 

113.5）。即：眾生的主宰。 
11 ston, the teacher。參 GTTB1（2000: 3.12）、MOTP（2003: 126.15）與 BP（2003: 

113.5）。即：導師。 
12 TSHangs sogs ston dang/ /（s1a+4），GTTB1（2000: 3.12）；GTCM（2000: 90.4）；

GTCMCG（2007: 144.13）。英譯參 MOTP（2003: 126.15）與 BP（2003: 113.5）。

而 NGTTG（1978: 340.5-341.1）關於 s1a 前四音節的詞義釋為：「〔根本偈的〕

『梵等師及』等等這些語詞的意義如下：『梵』（即梵天）與『等』這個語詞

所指的『眾生的主宰』（skyes dguʼi bdag po）等等，〔這些〕是梵天學派的導

師。」（TSHangs sogs ston dang zhes sogs kyi tshig don ni/ lha TSHangs pa dang 

sogs sgras skyes dguʼi bdag po sogs TSHangs pa paʼi ston pa yin la/ /）  
13 [TSHangs pa pa’i] rnam grangs, Synonyms [of the Brāḥmaṇas]。科判見 GTCM

（2000: 90.3, 90.5）、MOTP（2003: 126.13, 126.20）。 
14 Bram ze, Brāḥmaṇa。參 GTTB1（2000: 3.12）、MOTP（2003: 126.20）與 BP（2003: 

113.5）。即：婆羅門或婆羅門學派。 
15 Rig byed, Vaidaka。參 GTTB1（2000: 3.12）、MOTP（2003: 126.20）與 BP（2003: 

113.5）。即：吠陀學派。 
16 Bram ze Rig byed sogs/ /（s1a-5），GTTB1（2000: 3.12）；GTCM（2000: 90.5）；

GTCMCG（2007: 144.14）。英譯參 MOTP（2003: 126.20）與 BP（2003: 113.5）。

而 NGTTG（1978: 341.1-341.2）關於 s1a 後五音節的解釋為：「梵天學派、梵

志學派（即婆羅門學派）及吠陀學派等，是同義異名。」（TSHangs pa dang Bram 

ze dang Rig byed pa sogs rnam grangs d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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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天蓮卵18所生時19七名20 

四臉21四身分22生四吠陀23 

                                                                                                        
17 [TSHangs pa pa’i] grub mtha’, Tenets of the Brāḥmaṇas。科判見GTCM（2000: 90.4, 

90.11）、MOTP（2003: 126.13, 127.1）。 
18 pad sgong, a lotus or an egg/a lotus in the shape of an egg。參 GTTB1（2000: 

3.12）、MOTP（2003: 127.7 & footnotes a）與 BP（2003: 113.8）。此處有三種可

能的解讀方式：○1「蓮花或卵」（padma’am sgo nga）、○2「卵形的蓮花」（sgo nga’i 

padma）或○3「蓮形之卵」（padma’i sgo nga）。MOTP（2003: 127.7）、BP（2003: 

113.8）均採○1，MOTP（2003: footnotes a）採○2，但是本論文依據 NGTTG（1978: 

341.2）採取○3 。 
19 dus, in the ages/[in the seven ages]。參 GTTB1（2000: 3.12）、MOTP（2003: 127.2）

與 BP（2003: 113.8）。即：此劫的不同時期。 
20 ming bdun, seven names。參 GTTB1（2000: 3.12）、MOTP（2003: 127.2）與 BP

（2003: 113.8）。「此劫七個時期〔當中，梵天〕的〔七個〕不同名稱」即○1「自

生」（Rang byung, Self-Arisen）、○2 「梵天」（TSHangs pa, Brahmā）、○3「眾生的

主宰」（sKye dgu’i bdag po, Prajāpati）、○4「蓮花生處」（Padma’i skye gnas, One 

Whose Place of Birth Was a Lotus）、○5「四臉者」（gDong bzhi ba, Four-Faced）、

○6「元老」（Mes po, Patriarch）及○7「金胎」（gSer gyi snying po can, Golden Womb, 

直譯為「具有金之精華者」）。 
21 zhal bzhi, four faces。參 GTTB1（2000: 3.13）、MOTP（2003: 127.3）與 BP（2003: 

114.3）。 
22 lus cha bzhi, four parts of his body。參 GTTB1（2000: 3.13）、MOTP（2003: 127.3）

與 BP（2003: 114.3）。即「身體的四個部分」：「嘴」（kha）、「肩膀」（dpung pa）、

「雙腿」（brla dag）和「雙腳底」（rkang mthil dag）。 
23 Rig byed bzhi, the four Vedas。參 GTTB1（2000: 3.13）、MOTP（2003: 127.3）

與 BP（2003: 113.5）。即「夜柔吠陀」、「黎俱吠陀」、「娑摩吠陀」和「阿闥婆

吠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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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四類人24創造世間者25（1） 

吠陀自生26馬祀27最殊勝28 29 

                                                 
24 mi rigs bzhi, the four castes of humans。參 GTTB1（2000: 3.13）、MOTP（2003: 

127.3）與 BP（2003: 114.3）。即：婆羅門（Bram ze, Brahmin, the priestly caste）、

剎帝利（rGyal rigs, Kṣatriya, the royal caste）、吠舍（rJe’u rigs, Vaiśya, the 

merchant caste）和首陀羅（dMangs rigs, Śudra, the commoner caste）。 
25 ’Jig rten byed pa po, the creator of the world。參 GTTB1（2000: 3.13）、MOTP

（2003: 127.4）與 BP（2003: 114.4）。 
26 rang byung, self-arisen。參 GTTB1（2000: 3.14）、MOTP（2003: 127.5）與 BP

（2003: 114.13）。 
27 aśvamedha, the horse sacrifice。參 GTTB1（2000: 3.14）、MOTP（2003: 127.5）

與 BP（2003: 114.15）。即「馬祀」或「以馬的犧牲作為供施」。 
28 mchog, supreme。參 GTTB1（2000: 3.14）、MOTP（2003: 127.5）與 BP（2003: 

114.15）。即：馬祀是成就梵天最殊勝的方法。 
29 TSHangs pa pad sgong las skyes dus ming bdun/ /zhal bzhi lus cha bzhi las 

Rig byed bzhi/ /mi rigs bzhi skyes ’jig rten byed pa po/ /Rig byed rang byung 

aśvamedhā mchog/ /（ss1bcd, 2a），GTTB1（2000: 3.12）；GTCM（2000: 90.11）；

GTCMCG（2007: 144.15）。英譯參 MOTP（2003: 127.2）與 BP（2003: 113.8）。

而 NGTTG（1978: 341.2-342.4）關於 s1bcd 及 s2a 的詞義釋為：「世間形成之際，

梵天（TSHangs pa）從大自在天（lha chen dBang phyug）所變化的蓮花卵（pad 

ma’i sgo nga brtol ba）中破殼而出。而他的名字在其他劫（bskal pa gzhan）中，

被稱為『具劫』（bsKal ldan, 但 MOTP, p. 127.9 依據 sKal ldan 而讀作 Possessing 

Fortune, 亦即『具緣』）；而在此劫（bskal pa ’di）的七個時期（dus bdun）中，

則依次名為○1 『自生』（Rang byung）、○2 『梵天』（TSHangs pa）、○3 『眾生主

宰』（sKye dgu’i bdag po）、○4 『蓮花生處』（Padma’i skye gnas）、○5 『四臉者』

（gDong bzhi ba）、○6 『元老』（Mes po）及○7 『金胎』（gSer gyi snying po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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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譯為『具有金之精華者』）。眾生主宰出生之後，產生八個『世間之母』（’Jig 

rten gyi ma）；而從四張臉（zhal bzhi）出生『四吠陀』（Rig byed bzhi）；從嘴

（kha）出生婆羅門（Bram ze）；從肩膀（dpung pa）出生剎帝利種姓（rGyal 

rigs）；從雙腿（brla dag）出生吠舍（rJe’u rigs, 即商賈）種姓；從雙足底（rkang 

mthil dag）出生首陀羅（dMangs rigs, 雜役、奴隸）；亦即從身體的四個部分

（lus kyi cha bzhi）出生四種姓（mi rigs bzhi）。同樣地，因為化現情、器（snod 

bcud）〔世間〕，因此成為『創世者』（’Jig rten byed pa po）。因為『吠陀』（Rig 

byed）不是任何人所造，因此是『自生』（rang byung）；而其（de, 即吠陀）

中所說的『阿施瓦美拓瓦』（Aśva-medhva），即『馬的供養及布施』（rTa’i mchod 

sbyin），則是成就梵天的最殊勝方法（TSHangs pa sgrub pa’i thabs mchog）。」

（ʼjig rten chags paʼi tshe TSHangs pa de lha chen dBang phyug gis sprul paʼi 

pad maʼi sgo nga brtol ba las skyes shing/ deʼi ming ni bskal ba gzhan la bskal 

ldan zhes bya la/ bskal ba ʼdiʼi dus bdun la rim bzhin Rang byung dang TSHangs 

pa dang sKye dguʼi bdag po dang Padmaʼi skye gnas dang gDong bzhi ba dang 

Mes po dang gSer gyi snying po can zhes bya ba dang/ sKye dguʼi bdag po byung 

nas ʼjig rten gyi ma brgyad bskyed zhing/ zhal bzhi las Rig byed bzhi byung 

zhing/ kha las Bram ze dang dpung pa las rGyal rigs dang/ brla dag las rJeʼu rigs 

dang/ rkang mthil dag las dmangs rigs te lus kyi cha bzhi las mi rigs bzhi skyes 

shing/ de bzhin du snod bcud sprul bas ʼjig rten byed pa por ʼgyur ro/ /Rig byed 

ni sus kyang ma byas pas rang byung dang/ der bshad paʼi Aśva-medhva ste 

rTaʼi mchod sbyin ni TSHangs pa sgrub paʼi thabs mchog tu ʼdod do/ /） 
30 brDa sprod pa’i ’dod tshul, Stating the Assertions of the Vaiyākaraṇas。科判見

GTCM（2000: 90.2, 92.16）、MOTP（2003: 126.10, 127.25）。 
31 [brDa sprod pa’i] ston pa, Teachers of the Vaiyākaraṇas。科判見 GTCM（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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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6）、MOTP（2003: 127.26, 128.1）。 

32 rTag zhi, Sadāshiva/Sadāśiva。參 GTTB1（2000: 3.14）、MOTP（2003: 128.3）

與 BP（2003: 114.19）。即：常寂天。亦即藏文《文法根本三十論》的書首禮

讚（mchod brjod）第 2 偈當中提及的「常寂天」（rTag zhi ba）。 
33 rTag zhi ston pa/ /（s2b+4），GTTB1（2000: 3.14）；GTCM（2000: 92.16）；GTCMCG

（2007: 145.2）。英譯參 MOTP（2003: 128.3）與 BP（2003: 114.19）。而 NGTTG

（1978: 342.4-343.2）關於 s2b 前四音節的詞義釋為：「以下這些（ʼdi dag）是

總的梵天學派的主張（TSHangs pa ba spyiʼi ʼdod tshul）。其中，若加以區分，

又有聲明學派（即文法學派）〔、吠檀多學派、秘密學派〕等三者。其中，聲

明學派的導師為常寂梵天（TSHangs pa rTag zhi pa）。因為在根本偈當中沒有

『等』這個詞，因此《釋論》（即 GTCM（2000: 92.18））當中以『等』（sogs）

說明『主宰等是導師』（dbang po sogs ston paʼo），是文字上的訛誤。」（ʼdi dag 

ni TSHangs pa pa spyiʼi ʼdod tshul lo/ /de la nang ses(?gses) kyis phye na brDa 

sprod pa sogs gsum las/ brDa sprod ni/ TSHangs pa rTag zhi pa ni ston pa yin 

la/ ʼdiʼi rtsa bar sogs sgra med pas na ʼgrel bar sogs sgras dbang po sogs ston pa 

zhes pa yi ge nor ro/ /） 
34 [brDa sprod pa’i] ming, Names [of the Vaiyākaraṇas]。科判見 GTCM（2000: 92.16, 

92.18）、MOTP（2003: 127.26, 128.4）。 
35 brDa sprod, Vaiyākaraṇa。參 GTTB1（2000: 3.14）、MOTP（2003: 128.6）與 BP

（2003: 114.19）。 
36 sGra byed, Śabdakāra。參 GTTB1（2000: 3.14）、MOTP（2003: 128.6）與 BP（2003: 

114.19）。 
37 ming, name。參 MOTP（2003: 128.6）、BP（2003: 114.19）。即「同義異名」。 
38 brDa sprod sGra byed ming/ /（s2b-5），GTTB1（2000: 3.14）；GTCM（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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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19）；GTCMCG（2007: 145.5）。英譯參 MOTP（2003: 128.6）與 BP（2003: 

114.19）。而 NGTTG（1978: 343.2）關於 s2b 後五音節的詞義釋為：「聲明學派、

造聲者及聲之梵論者等，是同義異名。」（brDa sprod pa dang/ sGra byed pa 

dang/ sGraʼi tshangs pa smra ba sogs ming gi rnam grangs so/ /） 
39 [brDa sprod pa’i] ’dod tshul, Assertions of the Vaiyākaraṇas。科判見 GTCM（2000: 

92.16, 92.21）、MOTP（2003: 127.26, 128.9）。 
40 [brDa sprod pa’i] gzhi[’i ’dod tshul], Vaiyākaraṇas’ Assertions on the Basis。科判

見 GTCM（2000: 92.21）、MOTP（2003: 128.10, 128.12）。 
41 sna tshogs gzhi, the basis of the varieties/ the basis for the varieties。參 GTTB1

（2000: 3.14）、MOTP（2003: 128.13）與 BP（2003: 115.1）。 
42 sGra yi tshangs pa, a Sound Brahmā。參 GTTB1（2000: 3.14）、MOTP（2003: 

128.13）與 BP（2003: 115.1）。 
43 oṃ, the syllable oṃ。參 GTTB1（2000: 3.15）、MOTP（2003: 128.14）與 BP（2003: 

115.2）。 
44 ring, the syllable long auṃ。參 GTTB1（2000: 3.15）、MOTP（2003: 128.14）與

BP（2003: 115.2）。 
45 dngos kun rang bzhin, the nature of all things。參 GTTB1（2000: 3.15）、MOTP

（2003: 128.14）與 BP（2003: 115.2）。即：〔聲之梵，即唵或長唵，是〕一切

事物的本質。 
46 cha med, partless。參 GTTB1（2000: 3.15）、MOTP（2003: 128.14）與 BP（2003: 

115.2）。 
47 rtag, permanent。參 GTTB1（2000: 3.15）、MOTP（2003: 128.15）與 BP（2003: 

1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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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bden ʼjug, truly permeating them/[terms] are truly affixed [to objects]。參 GTTB1

（2000: 3.15）、MOTP（2003: 128.15）與 BP（2003: 115.3）。即：〔聲之梵〕諦

實進入〔一切事物〕。 
49 rab rib kyis bslad, due to cloudiness/pollution by obscuration。參 GTTB1（2000: 

3.15）、MOTP（2003: 128.15）與 BP（2003: 115.3）。 
50 sna tshogs snang, it appears as the varieties/the varieties appear。參GTTB1（2000: 

3.15）、MOTP（2003: 128.15）與 BP（2003: 115.3）。 
51 sna tshogs gzhir byed sGra yi tshangs pa smra/ /oṃ ring dngos kun rang 

bzhin cha med rtag/ /bden ’jug rab rib kyis bslad sna tshogs snang/ /（ss2cd, 

3a），GTTB1（2000: 3.14）；GTCM（2000: 92.21）；GTCMCG（2007: 145.5）。英

譯參 MOTP（2003: 128.13）與 BP（2003: 115.1）。而 NGTTG（1978: 343.2-344.2）

關於 s2cd 及 s3a 的解釋為：「主張『聲之梵』（sGraʼi tshangs pa）為產生種種

情、器世間的基礎；它（聲之梵）就是含攝阿（a）、烏（u）、麻（ma）三者

的唵（oṃ）字。有些典籍也出現長音的嗡（auṃ）字。它是一切事物的自性

（rang bzhin, 即本質）、無法細分、恆常、並且是一個直接（dngos dbang gis）、

諦實地（bden par, 即真正地）進入於對境者。一切內外事物雖皆唯以聲之梵

為自性，但是對於那些被無明眼翳污染慧眼的人而言，則會顯現青、黃、白、

赤等種種客體（gzung, 即所取）與主體（ʼdzin, 即能取）二元對立的情況。」

（snod bcud sna tshogs skye baʼi gzhi(?gzhir) byed paʼi sGraʼi tshangs pa 

smra zhing/ ʼdi ni a u ma gsum ʼdus paʼi oṃ yig dang/ gzhung la lar ooṃ(oṃ) 

ring poʼang byung ba/ dngos po kun gyi rang bzhin dang/ chu(?cha) shes 

med pa dang/ rtag pa dang yul la dngos dbang gis bden par ʼjug pa zhig go/ 

/phyi nang gi dngos po thams cad sGraʼi tshangs pa gcig puʼi rang bzhin yin 

kyang ma rig paʼi rab rib kyis bloʼi mig bslad pa rnams la sngo ser dkar dmar 

sogs gzung ʼdzin sna tshogs su snang ng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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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brDa sprod pa’i] lam [gyi ’dod tshul], Vaiyākaraṇas’ Assertions on the Path。科判

見 GTCM（2000: 92.21, 92.18）、MOTP（2003: 128.10, 129.5）。 
53 phyi nang sbyin sreg, external and internal burnt offerings。參 GTTB1（2000: 

3.15）、MOTP（2003: 129.6）與 BP（2003: 115.15）。 
54 lam, the path。參 GTTB1（2000: 3.16）、MOTP（2003: 129.6）與 BP（2003: 115.15）。 
55 phyi nang sbyin sreg lam dang/ /（s3b+6），GTTB1（2000: 3.15）；GTCM（2000: 

93.19）；GTCMCG（2007: 145.10）。英譯參 MOTP（2003: 129.6）與 BP（2003: 

115.15）。而 NGTTG（1978: 344.2-344.3）關於第 s3b 前六音節的解釋為：「此

派將“家畜於火中燃燒的外在供施”及“於婦女陰道中射精的內在供施”二者，視

為“道”。」（me la phyugs bsreg pa sogs phyi dang/ bud med kyi bhagaʼi thab tu 

khams ʼdzag paʼi nang gi sbyin sreg gnyis lam du byed cing/） 
56 [brDa sprod pa’i] ’bras [bu’i ’dod tshul], Vaiyākaraṇas’ Assertions on the Fruit of 

the Path。科判見 GTCM（2000: 92.21, 94.12）、MOTP（2003: 128.10, 129.12）。 
57 ʼdzag bde, the bliss of emission。參 GTTB1（2000: 3.16）、MOTP（2003: 129.13）

與 BP（2003: 115.15）。 
58 thar, liberation。參 GTTB1（2000: 3.16）、MOTP（2003: 129.13）與 BP（2003: 

115.15）。 
59 ’dzag bde thar/ /（s3b-3），GTTB1（2000: 3.16）；GTCM（2000: 94.12）；GTCMCG

（2007: 145.12）。英譯參 MOTP（2003: 129.13）與 BP（2003: 115.15）。而 NGTTG

（1978: 344.3-344.4）關於 s3b 後三音節的解釋為：「而且將“射精之時遣除粗

顯分別的樂空”許為“解脫”。」（khams ʼdzag paʼi dus kyi rnam rtog rags pa log 

paʼi bde stong thar bar ʼdod do/ /） 
60 [brDa sprod pa’i] tshad ma[’i ’dod tshul], Vaiyākaraṇas’ Assertions on Val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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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gnition。科判見 GTCM（2000: 92.21, 94.19）、MOTP（2003: 128.10, 129.17）。 
61 tshad ma, valid cognition。參 GTTB1（2000: 3.16）、MOTP（2003: 129.18）與

BP（2003: 115.21）。 
62 kho na, only。參 GTTB1（2000: 3.16）、MOTP（2003: 129.18）與 BP（2003: 115.21）。 
63 Rig byed, the Vedas。參 GTTB1（2000: 3.16）、MOTP（2003: 129.18）與 BP（2003: 

115.21）。 
64 la la, for some/some。參 GTTB1（2000: 3.16）、MOTP（2003: 129.18）與 BP（2003: 

115.21）。即主張「現」和「比」二量者。 
65 gnyis, two/the two。參 GTTB1（2000: 3.16）、MOTP（2003: 129.18）與 BP（2003: 

115.21）。即「現量」和「比量」二者。 
66 tshad ma rig byed kho na la la’i gnyis/ /（s3c），GTTB1（2000: 3.16）；GTCM

（2000: 94.20）；GTCMCG（2007: 145.13）。英譯參 MOTP（2003: 129.18）與

BP（2003: 115.21）。而 NGTTG（1978: 344.4-344.5）關於 s3c 的解釋為：「有僅

主張“吠陀”為“量”，以及主張“現”、“比”〔二者〕為“量”的二派。」（tshad ma 

rig byed kho nar ʼdod pa dang mngon rjes tshad mar ʼdod pa gnyis yod do/ /）。

根本偈當中的 la la「有些」即「主張“現”和“比”二者為量者」。 
67 Rig byed mtha’i ’dod tshul, Stating the Assertions of the Vedāntins。科判見 GTCM

（2000: 90.3, 95.4）、MOTP（2003: 126.11, 129.30）。 
68 [Rig byed mtha’i] ston pa, Teachers of the Vedāntins。科判見 GTCM（2000: 

95.4）、MOTP（2003: 129.31, 130.1）。 
69 TSHangs, Brahmā。參 GTTB1（2000: 3.16）、MOTP（2003: 130.3）與 BP（2003: 

116.2）。 
70 TSHangs sogs ston dang/ /（s3d+4），GTTB1（2000: 3.16）；GTCM（2000: 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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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TCMCG（2007: 145.13）。英譯參 MOTP（2003: 130.3）與 BP（2003: 116.2）。

而 NGTTG（1978: 344.5）關於 s3d 前四音節的詞義釋為：「吠檀多學派以梵天

等等為導師。」（Rig byed mthar smra ni/ TSHangs pa sogs ston pa yin la/） 
71 [Rig byed mtha’i] rnam grangs, Synonyms [of the Vedāntins]。科判見 GTCM（2000: 

95.4, 95.6）、MOTP（2003: 129.31, 130.5）。 
72 Rig byed mthar smra, Vedāntavādin。參 GTTB1（2000: 3.17）、MOTP（2003: 130.6）

與 BP（2003: 116.2）。即：吠檀多學派。 
73 Rig byed mthar smra sogs/ /（s3d-5），GTTB1（2000: 3.17）；GTCM（2000: 

95.6）；GTCMCG（2007: 145.14）。英譯參 MOTP（2003: 130.6）與 BP（2003: 

116.2）。而 NGTTG（1978: 344.5-345.3）關於 s3d 後五音節的詞義釋為：「因為

主張已達四吠陀的邊際（極限），所以是吠檀多學派（Rig byed mthar smra, 意

為吠陀邊際論者）；因為主張『諸婆羅門中，我最為殊勝』，因此是勝婆羅門

論者（Bram ze mchog smra）；因為主張吠陀當中所說的士夫是各種情、器世

間的唯一因，因此是士夫因論者（sKyes bu rgyur smra ba）等。以上是同義異

名。」（Rig byed bzhiʼi mthar son par smra bas Rig byed mthar smra dang/ Bram 

ze rnams kyi nang nas kho bo mchog ces smra bas Bram ze mchog smra dang/ 

Rig byed nas bshad paʼi skyes bu gcig pu snod bcud sna tshogs kyi rgyur smra 

bas sKyes bu rgyur smra ba sogs rnam grangs so/ /） 
74 [Rig byed mtha’i] dbye ba, Divisions of the Vedāntins。科判見 GTCM（2000: 95.4, 

95.9）、MOTP（2003: 129.31, 130.16）。 
75 [Rig byed mtha’i] grub mtha’, Tenets of the Vedāntins。科判見 GTCM（2000: 95.4, 

95.16）、MOTP（2003: 129.31, 1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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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khyab, pervasive。參 GTTB1（2000: 3.17）、MOTP（2003: 131.2）與 BP（2003: 

116.5）。 
77 phra, subtle。參 GTTB1（2000: 3.17）、MOTP（2003: 131.2）與 BP（2003: 116.5）。 
78 shes, consciousness。參 GTTB1（2000: 3.17）、MOTP（2003: 131.2）與 BP（2003: 

116.5）。 
79 rtag, permanent。參 GTTB1（2000: 3.17）、MOTP（2003: 131.2）與 BP（2003: 

116.5）。 
80 nyi ma’i mdog, color of sun/sun-colored。參 GTTB1（2000: 3.17）、MOTP（2003: 

131.2）與 BP（2003: 116.5）。 
81 mun ’das, beyond darkness。參 GTTB1（2000: 3.17）、MOTP（2003: 131.3）與

BP（2003: 116.6）。 
82 kho na, only。參 GTTB1（2000: 3.17）、MOTP（2003: 131.2）與 BP（2003: 116.5）。 
83 skyes bu, the person。參 GTTB1（2000: 3.17）、MOTP（2003: 131.2）與 BP（2003: 

116.5）。 
84 byed, create。參 GTTB1（2000: 3.18）、MOTP（2003: 131.3）與 BP（2003: 116.6）。 
85 bcud, animate being/being。參 GTTB1（2000: 3.17）、MOTP（2003: 131.3）與

BP（2003: 116.6）。 
86snod, enviroment。參 GTTB1（2000: 3.17）、MOTP（2003: 131.3）與 BP（2003: 

116.6）。 
87 ’ching, bondage/bind。參 GTTB1（2000: 3.17）、MOTP（2003: 131.4）與 BP（2003: 

116.6）。 
88 gser mdog mthong tshe, when the golden color is seen/when [the person] is seen 

as the color of gold。參 GTTB1（2000: 3.18）、MOTP（2003: 131.4）與 BP（2003: 

116.12）。其中，「見」（mthong）的主詞為「瑜伽行者」。 
89 de, it/[the person]。參 GTTB1（2000: 3.18）、MOTP（2003: 131.5）與 BP（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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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說明秘密學派的主張93，分四： 
4.1.4.1. 秘密學派的導師94 

                                                                                                        
116.13）。即：士夫。 

90 de char thim pa, dissolution as part of it/dissolve as part of [the person]。參

GTTB1（2000: 3.18）、MOTP（2003: 131.4）與 BP（2003: 116.12）。 
91 grol, release。參 GTTB1（2000: 3.18）、MOTP（2003: 131.5）與 BP（2003: 116.13）。 
92 khyab phra shes rtag skyes bu nyi ma’i mdog/ /mun ’das kho nas snod 

bcud ’ching sogs byed/ /gser mdog mthong tshe de char thim pa grol/ /

（s4abc），GTTB1（2000: 3.17）；GTCM（2000: 95.14）；GTCMCG（2007: 145.17）。

英譯參 MOTP（2003: 131.2）與 BP（2003: 116.5）。而 NGTTG（1978: 345.3-346.3）

關於 s4abc 的解釋為：「因為就像須彌山（Ri rab）一樣無法顯示、遍及一切情

器世間、只有髮尖的十萬分之一那麼細微、以認知為體性、不壞滅之恆常、

以及具有不壞滅或銷融之能力者，所以是士夫（sKyes bu, 即我）。由於具有

種種顏色，所以是具日色者（NYi ma’i mdog can）。唯有已從黑闇（mun pa）

即三界（khams gsum）超越的我，才能造作情器世間的生住滅、眾生的束縛

與解脫、以及種種苦樂與尊卑。當瑜伽行者〔透過修行，以天眼〕看見那個

我為金色之時，瑜伽行者將融入那個我當中，這就是解脫。」（ri rab ltar bstan 

par mi nus shing snod bcud thams cad la khyab pa dang skra rtse ʼbum gyi cha 

tsam du phra ba dang shes paʼi ngo bo dang/ mi ʼjig paʼi rtag pa dang/ ʼjig 

paʼam thim par mi ʼgyur paʼi nus pa can yin pas sKyes bu dang/ kha dog sna 

tshogs can yin pas NYi maʼi mdog can dang/ mun pa ste khams gsum las ʼdas 

paʼi bdag kho nas snod bcud skye gnas ʼjig gsum dang ʼgro ba ʼching grol dang 

bde sdug dang mtho dman sna tshogs byed cing/ gang gi tshe rnal ʼbyor pas 

bdag de gser mdog can du mthong baʼi tshe rnal ʼbyor pa de bdag de nyid du 

thim par ʼgyur la de nyid grol ba yin no/ /） 
93 gSang ba pa’i ’dod tshul, Stating the Assertions of the Guhyakas。科判見 GTCM

（2000: 90.3, 98.5）、MOTP（2003: 126.11, 1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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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95等師及96 

4.1.4.2. 秘密學派的同義異名97 
吠陀秘密派98 99（4） 

4.1.4.3. 秘密學派的經典100 
甘露滴101教102 
                                                                                                        
94 [gSang ba pa’i] ston pa, Teachers of the Guhyakas。科判見 GTCM（2000: 98.5）、

MOTP（2003: 132.7, 132.8）。 
95 TSHangs, Brahmā。參 GTTB1（2000: 3.18）、MOTP（2003: 132.9）與 BP（2003: 

116.19）。 
96 TSHangs sogs ston dang/ /（s4d+4），GTTB1（2000: 3.18）；GTCM（2000: 98.5）；

GTCMCG（2007: 146.2）。英譯參 MOTP（2003: 132.10）與 BP（2003: 116.19）。

而 NGTTG（1978: 346.3）關於 s4d 前四音節的詞義釋為：「秘密學派以梵天等

等為導師。」（gSang ba pa ni/ TSHangs pa la sogs pa ni ston pa yin la/） 
97 [gSang ba pa’i] ming, Synonyms [of the Guhyakas]。科判見 GTCM（2000: 98.5, 

98.6）、MOTP（2003: 132.7, 132.12）。 
98 Rig byed gsang ba pa, Vedaguhyaka。參 GTTB1（2000: 3.18）、MOTP（2003: 

132.12）與 BP（2003: 116.19）。 
99 Rig byed gsang ba pa/ /（s4d-5），GTTB1（2000: 3.18）；GTCM（2000: 98.6）；

GTCMCG（2007: 146.2）。英譯參 MOTP（2003: 132.13）與 BP（2003: 116.19）。

而 NGTTG（1978: 346.3-346.4）關於 s4d 後五音節的解釋為：「同義異名有：

吠陀秘密學派（Rig byed gsang ba pa）、觀無二學派（gNYis med lta ba pa）及

識之梵論者（rNam shes kyi tshangs pa smra ba）等等。」（Rig byed gSang ba pa 

dang gNYis med lta ba pa dang/ rNam shes kyi tshangs pa smra ba sogs rnam 

grangs so/ /） 
100 [gSang ba pa’i] lung, Scriptures of the Guhyakas。科判見 GTCM（2000: 98.5, 

98.7）、MOTP（2003: 132.7, 132.16）。 
101 bDud rtsi thigs, the Drop of Ambrosia/Drop of Ambrosia（Amrtanāda）。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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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4. 秘密學派的宗義103 
知104明105常106之我107 

許為無分108無自性109實有110 111 

                                                                                                        
GTTB1（2000: 3.18）、MOTP（2003: 132.9）與 BP（2003: 116.19）。 

102 bDud rtsi thigs lung/ /（s5a+4），GTTB1（2000: 3.19）；GTCM（2000: 98.7）；

GTCMCG（2007: 146.3）。英譯參 MOTP（2003: 132.17）與 BP（2003: 116.21）。

而 NGTTG（1978: 346.4-346.5）關於 s5a 前四音節的解釋為：「《甘露滴論》（bDud 

rtsis thigs pa, Amṛtanāda）等吠陀，是聖教量（lung tshad ma）。」（bDud rtsi 

thigs pa la sogs paʼi Rig byed ni lung tshad ma dang/） 
103 [gSang ba pa’i] grub mtha’, Tenets of the Guhyakas。科判見 GTCM（2000: 98.5, 

98.8）、MOTP（2003: 132.7, 132.20）。 
104 shes, consciousness。參 GTTB1（2000: 3.19）、MOTP（2003: 132.21）與 BP（2003: 

116.21）。 
105 rig, awareness/knower。參 GTTB1（2000: 3.19）、MOTP（2003: 132.21）與 BP

（2003: 116.22）。 
106 rtag, permanent。參 GTTB1（2000: 3.19）、MOTP（2003: 132.21）與 BP（2003: 

116.22）。 
107 bdag, a self/the self。參 GTTB1（2000: 3.19）、MOTP（2003: 132.21）與 BP（2003: 

116.21）。 
108 cha med, partless。參 GTTB1（2000: 3.19）、MOTP（2003: 132.21）與 BP（2003: 

116.22）。 
109 ngo bo nyid med, without a second entity/without entityness。參 GTTB1（2000: 

3.19）、MOTP（2003: 132.22）與 BP（2003: 116.22）。其中，MOTP（2003: 132）

的腳注 b 引 Nga-wang-bel-den（347.2）（即 GTCMCG（2007: 146.6））提到根本

偈的「無自性」（ngo bo nyid med）有待觀察是否誤植（譯按：因為非佛教宗

義會說「無自性」，有點不尋常）。基於此，MOTP（2003: 132.22）將根本偈的

「無自性」（ngo bo nyid med）解讀成「無二體」（ngo bo gnyis med, without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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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駁斥梵天學派、文法學派、吠檀多學派及秘密

學派四者的主張112 
將無四姓113眾兄妹114行淫115 

傷害116是法117地獄因118何119等 120（5） 
                                                                                                        

second entity），這點值得注意。 
110 bden grub, truly established。參 GTTB1（2000: 3.19）、MOTP（2003: 132.22）

與 BP（2003: 116.23）。 
111 shes rig rtag pa’i bdag/ /cha med ngo bo nyid med bden grub ’dod/ /（s5a-5, 

5b），GTTB1（2000: 3.19）；GTCM（2000: 98.8）；GTCMCG（2007: 146.4）。英

譯參 MOTP（2003: 132.21）與 BP（2003: 116.21）。而 NGTTG（1978: 346.5-347.2）

關於 s5a 後五音節與 s5b 的詞義釋為：「所謂『識之梵』（rNam shes kyi tshangs 

pa）是指認知（shes pa）、明知（rig pa），以及無法細分的常我（rtag paʼi bdag 

cha shas med pa），而且由於沒有與其（識之梵）體性相異的所知，因此是體

性無二（ngo bo gnyis med），並許之為諦實成立的事物（bden grub kyi dngos 

po）。在根本偈當中的『無自性』（ngo bo nyid med）是否為文字的謬誤？尚

待考察。」（rnam shes kyi tshangs pa zhes bya ba shes pa dang rig pa dang rtag 

paʼi bdag cha shas med pa dang/ de las ngo bo tha dad paʼi shes bya med 

las(?pas) ngo bo gnyis med dang/ bden grub kyi dngos po zhig tu ʼdod do/ 

/rtsa bar ngo bo nyid med ces yi ge nor ram dpyad do/ /） 
112 [TSHangs brDa Rig byed mtha’ gSang bzhi’i rtag mtha’] de dgag pa, Refuting the 

Assertions of the Brāḥmaṇas, Vaiyākaraṇas, Vedāntins and Guhyakas。科判見

GTCM（2000: 90.2, 99.4）、MOTP（2003: 126.3, 133.3）。 
113 rigs bzhi, four castes。參 GTTB1（2000: 3.19）、MOTP（2003: 133.5）與 BP（2003: 

117.4）。 
114 ming sring kun, all brothers and sisters。參 GTTB1（2000: 3.20）、MOTP（2003: 

133.5）與 BP（2003: 117.7）。 
115 spyad, do it。參 GTTB1（2000: 3.20）、MOTP（2003: 133.5）與 BP（2003: 1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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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品、以量斷除梵天學派、文法學派、吠檀多學派及秘密

學派四者虛構的常邊竟121 

                                                                                                        
116 ʼtshe ba, violence/harming。參 GTTB1（2000: 3.20）、MOTP（2003: 133.6）與

BP（2003: 117.11）。 
117 chos, religious practice。參 GTTB1（2000: 3.20）、MOTP（2003: 133.6）與 BP

（2003: 117.11）。 
118 dmyal baʼi rgyu, the causes of hells/the causes of [birth in] hells。參 GTTB1（2000: 

3.20）、MOTP（2003: 133.6）與 BP（2003: 117.11）。 
119 gang, what。參 GTTB1（2000: 3.20）、MOTP（2003: 133.6）與 BP（2003: 117.11）。 
120 rigs bzhi med ’gyur ming sring kun spyad ’gyur/ /’tshe ba chos yin dmyal 

ba’i rgyu gang sogs/ /（s5cd），GTTB1（2000: 3.19）；GTCM（2000: 99.4）；GTCMCG

（2007: 146.7）。英譯參 MOTP（2003: 133.5）與 BP（2003: 117.4）。而 NGTTG

（1978: 347.2-348.2）關於 s5cd 的詞義釋為：「駁斥他們如下：因為所有人皆

從梵天出生，因此將沒有四種姓。一切男女均從同一位父親出生，因此均是

同胞兄妹；而行淫之時，均是同胞兄妹在行淫。因為採取野蠻人的作法，則

一切婆羅門的法統將會變成〔野蠻人的法統〕。如果『殺死家畜等等傷害』可

以算是『法』（宗教修行）的話，那麼投生於地獄的因又是什麼呢？豈不是應

該沒有了。以『等』這個語詞含攝“駁斥聲之梵者（即文法學派）、士夫、日

色者（即吠檀多學派）及識之梵者（即秘密學派）等等情況。”」（de dag dgag 

pa ni/ mi thams cad TSHangs pa las skyes paʼi phyir rigs bzhi med par ʼgyur ba 

dang/ mi pho mo thams cad pha gcig las skyes paʼi phyir ming sring yin pas na 

de dag ʼkhrig pa spyod tshe ming sring kun spyad par ʼgyur la/ de lta na kla kloʼi 

chos la ʼjug pas bram zeʼi chos lugs thams cad [du] ʼgyur pa dang/ phyugs gsod pa 

sogs ʼtshe ba chos yin na dmyal bar skye baʼi rgyu gang yin te med par ʼgyur pa 

dang/ sogs sgras sgraʼi tshangs pa dang skyes bu nyi mdog dang rnam shes kyi 

tshangs pa sogs ʼgog tshul sdud pa yin no/ /）  
121 zhes TSHangs pa pa dang brDa sprod pa dang Rig byed mtha’ ba dang gSang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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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以量斷除毘濕奴學派122、彌曼沙學派123二者增益

的常邊124，分二： 
5.1. 說明毘濕奴學派與彌曼沙學派的主張125，分二： 
5.1.1. 說明毘濕奴學派的主張126，分四： 
5.1.1.1. 毘濕奴學派的導師127 
財天128月129取童女130為導師131 
                                                                                                        

pa bzhis sgro btags pa’i rtag mtha’ tshad bsal gyi skabs te bzhi pa’o/ /, GTTB1

（2000: 3.20）。 
122 KHyab ’jug pa, Vaiṣṇava。意思為「遍入天學派」。參 MOTP（2003: 134）。 
123 dPyod pa ba, Mīmāṃsaka。意思為「伺察學派」。參 MOTP（2003: 134）。其理

論體系，亦可參考 TBRC23703098, dBu ma’i snying po’i tshig le’ur byas pa（《中

觀心論》）, ff. 61.7-79.3, dpyod pa’i de kho na nyid la ’jug pa ste le’u dgu pa（〈9. 

進入於彌曼沙學派的真實性））。 
124 KHyab ’jug dPyod pa ba gnyis kyi rtag mtha’ ’gog pa, Refuting the Extreme of 

Permanence Superimposed by Vaiṣṇavas and Mīmāṃsakas。科判見 GTCM（2000: 

73.3, 101.2）、MOTP（2003: 104.5, 134.1）。 
125 [KHyab ’jug dPyod pa ba gnyis kyi] ’dod pa dgod [pa], Stating the Assertions of 

the Vaiṣṇavas and Mīmāṃsakas。科判見 GTCM（2000: 101.2）、MOTP（2003: 

134.6）。 
126 KHyab ’jug pa’i ’dod tshul, Describing the Vaiṣṇavas’ Assertions。科判見 GTCM

（2000: 101.2, 101.3）、MOTP（2003: 134.8, 134.10）。 
127 [KHyab ’jug pa’i] ston pa, Teachers [of the Vaiṣṇavas]。科判見 GTCM（2000: 

101.3）、MOTP（2003: 134.11, 134.13）。 
128 Nor lha, Vasudeva/Vāsudeva。參 GTTB1（2000: 4.1）、MOTP（2003: 134.15）

與 BP（2003: 118.3）。 
129 Zla ba, Candra。參 GTTB1（2000: 4.1）、MOTP（2003: 134.15）與 BP（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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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2. 毘濕奴學派的同義異名132 
毘濕奴派133月派134歌法論者135 136 
                                                                                                        

118.3）。即：月亮上師（Bla ma Zla ba）。 
130 gZHon nu ma len, Taker of Virgins。參 GTTB1（2000: 4.1）、MOTP（2003: 134.15）

與 BP（2003: 118.3）。 
131 Nor lha Zla ba gZHon nu ma len ston/ /（s1a），GTTB1（2000: 4.1）；GTCM

（2000: 101.3）；GTCMCG（2007: 183.19）。英譯參 MOTP（2003: 134.15）與

BP（2003: 118.3）。而 NGTTG（1978: 348.3-4）關於 s1a 的解釋為：「『財天、

月、取〔童女為導師〕』等詞義如下：主張財天即毘濕奴天（Nor lha, 即遍入

天）、月亮上師（bla ma Zla ba）及取童女（處女）者（gZHon nu ma len）等，

為毘濕奴學派的導師。」（Nor lha Zla ba zhes sogs kyi tshig don ni/ Nor lha ste 

KHyab ʼjug dang bla ma Zla ba dang gZHon nu ma len sogs KHyab ʼjug paʼi 

ston pa dang/） 
132 [KHyab ’jug pa’i] min, Synonyms [of the Vaiṣṇavas]。科判見 GTCM（2000: 101.3, 

101.7）、MOTP（2003: 134.11, 134.18）。 
133 KHyab ʼjug pa, Vaiṣhṇava/Vaiṣṇava。參GTTB1（2000: 4.1）、MOTP（2003: 134.19）

與 BP（2003: 118.6）。 
134 Zla ba, Chāndraka/Cāndrika。參 GTTB1（2000: 4.1）、MOTP（2003: 134.19）

與 BP（2003: 118.6）。 
135 Gluʼi chos smra, Proponent of the Doctrine of Songs/Proponent of the Doctrine 

of the Gītā。參 GTTB1（2000: 4.1）、MOTP（2003: 134.19）與 BP（2003: 118.6）。

其中的「歌」（Glu, Gītā）即《薄伽梵歌》（Bhagavad Gītā），亦即毘濕奴學派

據以建立的基礎。參 BP（2003: 118）腳注 1。 
136 KHyab ’jug pa dang Zla ba Glu’i chos smra/ /（s1b），GTTB1（2000: 4.1）；

GTCM（2000: 101.3）；GTCMCG（2007: 183.19）。英譯參 MOTP（2003: 134.15）

與 BP（2003: 118.3）。而 NGTTG（1978: 348.4-5）關於第 s1b 偈的解釋為：「毘

濕奴學派（KHyab ʼjug pa）、月亮論者（Zla ba）及歌法論者（Gluʼi chos smra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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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3. 毘濕奴學派所依的經典137 
益分別枝138五夜139等為教140 141 
5.1.1.4. 毘濕奴學派的宗義142，分二： 
5.1.1.4.1. 毘濕奴天的特性143，分四： 
                                                                                                        
等，為毘濕奴學派的同義異名。」（KHyab ʼjug pa dang Zla ba dang Gluʼi chos 

smra ba sogs KHyab ʼjug paʼi rnam grangs dang/） 
137 [KHyab ’jug pa’i] lung, Scriptures on Which the Vaiṣṇavas Rely。科判見 GTCM

（2000: 101.3, 101.12）、MOTP（2003: 134.11, 134.22）。 
138 rTog phan yal ga, Branches Helping Investigation。參 GTTB1（2000: 4.1）、MOTP

（2003: 134.23）與 BP（2003: 118.10）。 
139 mTSHan mo lnga, The Five Nights/Fifth Night。參 GTTB1（2000: 4.2）、MOTP

（2003: 134.23）與 BP（2003: 118.10）。此處，MOTP（2003: 134.23）將 mTSHan 

mo lnga 譯為「五夜」（The Five Nights）而 BP（2003: 118.10）譯為「第五夜」

（Fifth Night），孰是孰非，仍待考察。而筆者從藏文佛典 NYi shu pa 與 Sum cu 

pa 依序譯為《二十頌》與《三十頌》的經驗，此處仍採基數（五夜）而非序

數（第五夜）來翻譯。 
140 lung, scripture/text。參 GTTB1（2000: 4.2）、MOTP（2003: 134.23）與 BP（2003: 

118.10）。 
141 rTog phan yal ga mTSHan mo lnga sogs lung/ /（s1c），GTTB1（2000: 4.1）；

GTCM（2000: 101.12）；GTCMCG（2007: 183.21）。英譯參 MOTP（2003: 134.23）

與 BP（2003: 118.10）。而 NGTTG（1978: 348.5）關於 s1c 的解釋為：「主張《利

益分別枝枒論》及《五夜論》等為聖教量。」（rTog pa la phan paʼi yal ga dang 

mTSHan mo lnga pa sogs lung tshad maʼo/ /） 
142 [KHyab ’jug pa’i] grub mtha’, Vaiṣṇavas’ Tenets。科判見 GTCM（2000: 101.3, 

101.14）、MOTP（2003: 134.11, 135.3）。 
143 [KHyab ’jug pa’i] lha’i khyad par, Attributes of the God Viṣṇu。科判見 GTCM

（2000: 101.14）、MOTP（2003: 1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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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4.1.1. 毘濕奴天的住處及其隨從的特性144 
毘濕奴145眾女146環繞147住148有門149 150（1） 
5.1.1.4.1.2. 毘濕奴天的主張出於驕慢的特性151 
日152等153勝154我155以梵志156身157行158 159 
                                                 
144 lha KHyab ’jug de’i gnas dang ’khor gyi khyad par, Attributes of the Abode of 

the God Viṣṇu and of His Retinue。科判見 GTCM（2000: 101.14）、MOTP（2003: 

135.6）。 
145 KHyab ʼjug, Viṣhṇu/Viṣṇu。參 GTTB1（2000: 4.2）、MOTP（2003: 135.12）與

BP（2003: 118.13）。 
146 bud med mang, many women。參 GTTB1（2000: 4.2）、MOTP（2003: 135.12）

與 BP（2003: 118.13）。 
147 bskor, surround。參 GTTB1（2000: 4.2）、MOTP（2003: 135.12）與 BP（2003: 

118.13）。 
148 gnas, dwell。參 GTTB1（2000: 4.2）、MOTP（2003: 135.12）與 BP（2003: 118.13）。 
149 sgo ldan, Many-Gated/Doors City, Dvāraka。參 GTTB1（2000: 4.2）、MOTP（2003: 

135.12）與 BP（2003: 118.13）。 
150 KHyab ’jug bud med mang bskor sgo ldan gnas/ /（s1d），GTTB1（2000: 

4.2）；GTCM（2000: 101.15）；GTCMCG（2007: 183.22）。英譯參 MOTP（2003: 

135.12）與 BP（2003: 118.13）。而 NGTTG（1978: 348.5-349.1）關於 s1d 的解

釋為：「主張：毘濕奴被為數一萬六千的眾多女子圍繞，並居住於大海當中的

“有門城”（sGor ldan gyi grong ʼkhyer）。」（lha KHyab ʼjug ni bud med mang po 

ste khri drug stong gis bskor zhing rgya mtshoʼi nang du sgor ldan gyi grong 

ʼkhyer na gnas par ʼdod do/ /） 
151 [lha KHyab] de nga rgyal gyis khas len pa’i khyad par, Attributes of Viṣṇu’s 

Assertions Out of Pride。科判見 GTCM（2000: 101.14, 102.1）、MOTP（2003: 135.8, 

135.16）。 
152 nyi, sun/the sun。參 GTTB1（2000: 4.2）、MOTP（2003: 135.17）與 BP（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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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15）。 

153 sogs, and so forth/etc.。參 GTTB1（2000: 4.2）、MOTP（2003: 135.17）與 BP

（2003: 118.15）。即：月亮、具有光芒的風、《歌詠明論》及天主帝釋等。 
154 mchog, the supreme。參 GTTB1（2000: 4.2）、MOTP（2003: 135.17）與 BP（2003: 

118.15）。即「一切情器世間當中最殊勝者」，亦即「日、月亮、具有光芒的風、

《歌詠明論》及天主帝釋等」。 
155 nga, I。參 GTTB1（2000: 4.2）、MOTP（2003: 135.17）與 BP（2003: 118.15）。

即：毘濕奴天。 
156 Bram ze, Brahmin。參 GTTB1（2000: 4.2）、MOTP（2003: 135.18）與 BP（2003: 

118.15）。即：婆羅門。 
157 lus, the body。參 GTTB1（2000: 4.3）、MOTP（2003: 135.17）與 BP（2003: 118.15）。 
158 byed, agent/act。參 GTTB1（2000: 4.3）、MOTP（2003: 135.17）與 BP（2003: 

118.15）。 
159 nyi sogs mchog nga bram ze lus kyis byed/ /（s2a），GTTB1（2000: 4.2）；GTCM

（2000: 102.1）；GTCMCG（2007: 184.1）。英譯參 MOTP（2003: 135.17）與 BP

（2003: 118.15）。而 NGTTG（1978: 349.2-349.5）關於 s2a 的解釋為：「『一切

情、器〔世間〕當中最殊勝者——即〔根本偈的〕“日”（太陽）及“等”這個語

詞所指的月亮、具有光芒的風、《歌詠明論》及天主帝釋等——就是我毘濕奴。』

而且『我（毘濕奴）是藉由婆羅門的身體來實行燒施者（sbyin sreg byed pa 

po），也是食用者（za ba po）。』因為必須讀作『日等我勝』（nyi sogs mchog 

nga），因此〔《大宗義》藏文木刻版的〕『彼勝』（mchog de）不正確。」（nyi 

ma dang sogs sgras zla ba dang/ rlung ʼod zer dang ldan pa dang Rig byed snyan 

tshig dang lha dbang brGya byin sogs snod bcud kyi mchog gang yin pa thams 

cad KHyab ʼjug nga yin no zhes smra pa(?ba) dang/ nga Bram zeʼi lus kyis sbyin 

sreg byed pa po dang za ba po yang yin no/ /zhes zer ro/ /nyi sogs mchog nga 

zhes ʼdon dgos pas mchog de zhes pa dang ma dag g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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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4.1.3. 關於毘濕奴天之體性之特性160 
由二體性161修寂162證解脫163 164 
5.1.1.4.1.4. 關於毘濕奴天不寂靜之特性165 
未寂166之魚167烏龜168及野豬169 
                                                 
160 [lha KHyab ’jug de’i] ngo bo’i khyad par, Assertions on the Attributes of the 

Entities of Viṣṇu。科判見 GTCM（2000: 101.14, 102.9）、MOTP（2003: 135.8, 

136.1）。 
161 ngo bo gnyis las, from between the two entities。參 GTTB1（2000: 4.3）、MOTP

（2003: 136.2）與 BP（2003: 119.1）。即下述的「寂靜天質」（zhi ba lha rdzas）

與「未寂靜地上」（ma zhi ba sa steng）這兩種體性。 
162 zhi bsgom, the peaceful is meditated/the peaceful is meditated upon。參 GTTB1

（2000: 4.3）、MOTP（2003: 136.2）與 BP（2003: 119.1）。即：修習寂靜天質

的體性。 
163 thar ba thob, liberation is attained。參 GTTB1（2000: 4.3）、MOTP（2003: 136.2）

與 BP（2003: 119.1）。 
164 ngo bo gnyis las zhi bsgom thar ba thob/ /（s2b），GTTB1（2000: 4.3）；GTCM

（2000: 102.10）；GTCMCG（2007: 184.5）。英譯參 MOTP（2003: 136.2）與 BP

（2003: 119.1）。而 NGTTG（1978: 349.5-350.1）關於 s2b 的解釋為：「毘濕奴

的體性分二：1. 寂靜天質之體性（zhi ba lha rdzas kyi ngo bo）。若修習遠離有、

無等的四邊，許為證得解脫。」（KHyab ʼjug paʼi ngo bo la gnyis las/ zhi ba lha 

rdzas kyi ngo bo yod med sogs mthaʼ bzhi dang bral ba bsgom na thar ba thob 

par ʼdod do/ /） 
165 [lha KHyab ’jug de’i] ngo bo ma zhi ba’i khyad par, Attributes on Viṣṇu’s 

Non-Peaceful Attributes。科判見 GTCM（2000: 101.14, 102.14）、MOTP（2003: 135.9, 

136.8）。 
166 ma zhi, the non-peaceful。參 GTTB1（2000: 4.3）、MOTP（2003: 136.9）與 BP

（2003: 1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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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 nya, fish。參 GTTB1（2000: 4.3）、MOTP（2003: 136.9）與 BP（2003: 119.6）。 
168 rus sbal, tortoise。參 GTTB1（2000: 4.3）、MOTP（2003: 136.9）與 BP（2003: 

119.6）。 
169 phag rgod, boar。參 GTTB1（2000: 4.3）、MOTP（2003: 136.10）與 BP（2003: 

119.6）。 
170 mi yi seng ge, man-lion。參 GTTB1（2000: 4.3）、MOTP（2003: 136.10）與 BP

（2003: 119.7）。 
171 miʼu thung, dwarf。參 GTTB1（2000: 4.4）、MOTP（2003: 136.10）與 BP（2003: 

119.7）。 
172 dGaʼ byed gnyis, two Rāmas。參 GTTB1（2000: 4.4）、MOTP（2003: 136.10）

與 BP（2003: 119.7）。 
173 Nag pa, Kṛṣhṇa/Kṛṣṇa。參 GTTB1（2000: 4.4）、MOTP（2003: 136.10）與 BP

（2003: 119.7）。 
174 Sangs rgyas, Buddha。參 GTTB1（2000: 4.4）、MOTP（2003: 136.10）與 BP（2003: 

119.7）。 
175 Rigs ldan, Kalki/Kālki。參 GTTB1（2000: 4.4）、MOTP（2003: 136.10）與 BP

（2003: 119.7）。 
176 ʼjug pa bcu, the ten incarnations。參 GTTB1（2000: 4.4）、MOTP（2003: 136.9）

與 BP（2003: 119.6）。即「進入十種化現」。 
177 bton, brought out/took out。參 GTTB1（2000: 4.4）、MOTP（2003: 136.11）與

BP（2003: 119.7）。 
178 btegs, raised/helped up。參 GTTB1（2000: 4.5）、MOTP（2003: 136.11）與 BP

（2003: 119.7）。 
179 mnan, suppressed。參 GTTB1（2000: 4.5）、MOTP（2003: 136.11）與 BP（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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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種183作利184淨罪185化有情186 187 
                                                                                                        

119.8）。 
180 bsad, killed。參 GTTB1（2000: 4.5）、MOTP（2003: 136.11）與 BP（2003: 119.8）。 
181 bslus, deceived。參 GTTB1（2000: 4.5）、MOTP（2003: 136.11）與 BP（2003: 

119.8）。 
182 mgrin bcu bsad, killed the Ten-Necked/killed the Ten-necked。參 GTTB1（2000: 

4.5）、MOTP（2003: 136.11）與 BP（2003: 119.8）。 
183 rigs bcad, severed the lineage。參 GTTB1（2000: 4.5）、MOTP（2003: 136.12）

與 BP（2003: 119.8）。 
184 don byas, aided。參 GTTB1（2000: 4.5）、MOTP（2003: 136.12）與 BP（2003: 

119.8）。 
185 sdig sbyangs, purified sins。參 GTTB1（2000: 4.5）、MOTP（2003: 136.12）與

BP（2003: 119.9）。 
186 sems can btul, will tame sentient beings。參 GTTB1（2000: 4.5）、MOTP（2003: 

136.12）與 BP（2003: 119.9）。 
187 ma zhi’i nya dang rus sbal phag rgod dang/ /mi yi seng ge mi’u thung dGa’ 

byed gnyis/ /Nag pa Sangs rgyas rigs ldan ’jug pa bcus/ /bton dang btegs 

mnan bsad bslus mgrin bcu bsad/ /rigs bcad don byas sdig sbyangs sems can 

btul/ /（ss2cd, 3abc），GTTB1（2000: 4.3）；GTCM（2000: 102.15）；GTCMCG

（2007: 184.6）。英譯參 MOTP（2003: 136.9）與 BP（2003: 119.6）。而 NGTTG

（1978: 350.1-351.4）關於 ss2c-3c 的解釋為：「關於 2. 未寂靜地上之體性（ma 

zhi ba sa steng gi ngo bo），主張：進入○1 魚（nya）、○2 烏龜（rus sbal）、○3 野豬

（phag rgod）、○4 人獅子（miʼi seng ge）、○5 侏儒（miʼu thung）、○6 十車之子『作

喜』（SHing rta bcu baʼi bu dGaʼ byed）、○7 嘉曼．阿格尼之子『作喜』（Jamāṅ-agniʼi 

bu dGaʼ byed）、○8『黑』名者（Nag poʼi ming can）、○9 佛陀釋迦能仁（Sangs rgyas 

Śākya thub pa）、○10具種姓者『嘎爾基爾季』（rigs ldan Karkirci）這十種化現當

中，依次○1 〔以化現的魚〕取出消失於海中的四吠陀、○2 〔以化現的烏龜〕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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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物者190與我191業192時193自性194（3） 
                                                                                                        
起沉沒於海中的世間、○3 〔以化現的野豬〕制伏梵天及其以下的世間、○4 〔以

化現的人獅子〕殺死非天（lha min, 即阿修羅）的國王『護生金者』（ʼgGro skyong 

gser can）、○5〔以化現的侏儒〕向非天的國王具力者（sTobs ldan）欺騙：『〔我

向您〕乞求二歩幅之地。』、○6 〔以化現的十車之子作喜〕殺死十頸羅剎鬼藍

嘎（Laṅka）、○7〔以化現的嘉曼．阿格尼之子作喜〕殺死國王『有成』（Srid sgrub）

之後，中斷剎帝利種姓、○8〔以化現的黑名者〕將四大河引導至一切方所等等

而利益有情、○9〔以化現的佛陀釋迦能仁〕淨化殺死許多羅剎鬼的罪惡、○10〔以

化現的具種姓者嘎爾基爾季〕教化許多有情。」（ma zhi ba sa steng gi ngo bo 

la nya dang rus sbal dang phag rgod dang miʼi seng ge dang miʼu thung dang 

SHing rta bcu baʼi bu dGaʼ byed dang Jamāṅ-agniʼi bu dGaʼ byed dang Nag poʼi 

ming can dang Sangs rgyas Śākya thub pa dang rigs ldan Karki-rci zhes bya bar 

sprul paʼi ʼjug pa bcus rim pa bzhin du/ Rig byed bzhi rgya mtshor nub pa bton 

pa dang/ ʼjig rten rgya mtshor bying ba bteg pa dang/ TSHangs paʼi ʼjig rten man 

chad mnan pa dang/ lha min gyi rgyal po ʼGro skyong gser can bsad pa dang/ 

lha min gyi rgyal po sTobs ldan la gom pa gnyis kyi sa slong zhes bslus pa dang/ 

srin po Laṅka mgrin bcu bsad pa dang/ rgyal po Srid sgrub bsad nas rgyal rigs 

bcad pa dang/ chu bo bzhi phyogs kun tu drangs pa sogs sems can gyi don byas 

pa dang/ srin po mang po bsad paʼi sdig pa sbyangs pa dang/ sems can mang 

po brtul bar byed par ʼdod do/ /） 
188 [KHyab ’jug pa’i lha] de’i chos kyi khyad par, Attributes of the God Viṣṇu’s 

Doctrine。科判見 GTCM（2000: 101.14, 103.10）、MOTP（2003: 135.4, 137.1）。 
189 [KHyab ’jug pa’i] gzhi[’i ’dod tshul], Vaiṣṇavas’ Assertions on the Basis。科判見

GTCM（2000: 103.10）、MOTP（2003: 137.2, 137.3）。 
190 byed po, creator。參 GTTB1（2000: 4.6）、MOTP（2003: 137.4）與 BP（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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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德195退失之空196及因果197 198 
                                                                                                        

119.29）。 
191 bdag, self。參 GTTB1（2000: 4.6）、MOTP（2003: 137.4）與 BP（2003: 119.29）。 
192 las, action/activity。參 GTTB1（2000: 4.6）、MOTP（2003: 137.4）與 BP（2003: 

119.29）。 
193 dus, time。參 GTTB1（2000: 4.6）、MOTP（2003: 137.4）與 BP（2003: 119.29）。 
194 rang bzhin, nature。參 GTTB1（2000: 4.6）、MOTP（2003: 137.4）與 BP（2003: 

119.29）。 
195 yon tan, quality。參 GTTB1（2000: 4.6）、MOTP（2003: 137.4）與 BP（2003: 

119.29）。 
196 nyams paʼi stong ba, emptiness which is degeneration/emptiness of 

degeneration。參 GTTB1（2000: 4.6）、MOTP（2003: 137.4）與 BP（2003: 119.29）。 
197 rgyu ʼbras, cause and effect。參 GTTB1（2000: 4.6）、MOTP（2003: 137.5）與

BP（2003: 119.30）。 
198 byed po bdag dang las dus rang bzhin dang/ /yon tan nyams pa’i stong ba 

rgyu ’bras dang/ /（ss3d, 4a）GTTB1（2000: 4.6）；GTCM（2000: 103.10）；GTCMCG

（2007: 184.15）。英譯參 MOTP（2003: 137.4）與 BP（2003: 119.29）。而 NGTTG

（1978: 351.4-352.3）關於 s3d 及 s4a 的解釋為：「主張：有極微、恆常、無法

細分之創造世間的造物者；有常我；有他（常我）所造的善、不善業；有身

為恆常事物的時間；有地等自性或物質；有心力等等物質之功德；有一切事

物透過融入根本（rtsa ba）的方式而衰退或壞滅的空性；作者會得到由善、不

善所成的苦樂果，這是有原因的。〔以上這些均是“基”的主張。〕」（ʼjig rten rtsom 

paʼi byed pa po rdul phran rtag pa cha med yod pa dang/ bdag rtag pa yod pa 

dang/ des byas paʼi dge mi dgeʼi las yod pa dang/ dus rtag dngos yod pa dang/ 

sa la sogs paʼi rang bzhin nam rdzas yod pa dang/ snying stobs la sogs paʼi 

rdzas kyi yon tan yod pa dang/ dngos po thams cad rtsa bar thim paʼi sgo nas 

nyams paʼam zhig paʼi stong pa nyid yod pa dang/ byed pa po dge ba dang 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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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e bas byas paʼi ʼbras bu bde sdug ster baʼi rgyu yod par ʼdod do/ /） 
199 [KHyab ’jug pa’i] lam [gyi ’dod tshul], Vaiṣṇavas’ Assertions on the Path。科判見

GTCM（2000: 103.10, 103.19）、MOTP（2003: 137.2, 137.19）。 
200 sgom, cultivation。參 GTTB1（2000: 4.7）、MOTP（2003: 137.20）與 BP（2003: 

120.11）。 
201 rlung, wind。參 GTTB1（2000: 4.6）、MOTP（2003: 137.20）與 BP（2003: 120.11）。 
202 yig, the syllable。參 GTTB1（2000: 4.6）、MOTP（2003: 137.20）與 BP（2003: 

120.11）。 
203 rlung yig sogs sgom/ /（s4b+4），GTTB1（2000: 4.6）；GTCM（2000: 103.20）；

GTCMCG（2007: 184.20）。英譯參 MOTP（2003: 137.20）與 BP（2003: 120.11）。

而 NGTTG（1978: 352.3-352.4）關於 s4b 前四音節的解釋為：「主張：『具有“轉

移”（ʼpho ba）等六支的風瑜伽』及『若修習“具有三行（三遍）的唵字”（oṃ 

yig tshar gsum ldan pa），則毘濕奴會賜予解脫之成就』。」（ʼpho ba sogs yan lag 

drug ldan gyi rlung gi rnal ʼbyor dang/ oṃ yig tshar gsum ldan pa bsgom na 

KHyab ʼjug gis grol baʼi dngos grub ster bar ʼdod cing/） 
204 [KHyab ’jug pa’i] ’bras bu[’i ’dod tshul], Vaiṣṇavas’ Assertions on the Fruit of the 

Path。科判見 GTCM（2000: 103.10, 104.5）、MOTP（2003: 137.2, 137.25）。 
205 thar ʼdod, assert liberation/there is liberation。參GTTB1（2000: 4.7）、MOTP（2003: 

137.26）與 BP（2003: 120.11）。 
206 ʼkhor mthaʼ ʼdod, assert an end to cyclic existence/assert a [temporary] end to 

saṃsāra。參 GTTB1（2000: 4.7）、MOTP（2003: 137.26）與 BP（2003: 120.12）。 
207 thar ’dod ’khor mtha’ ’dod/ /（s4b-5），GTTB1（2000: 4.7）；GTCM（2000: 

104.5）；GTCMCG（2007: 184.22）。英譯參 MOTP（2003: 137.26）與 BP（2003: 



蔣央協巴《宗義理論：斷謬獅吼．闡明遍智善道寶燈》藏本譯注：非佛教篇（III）   83 
 
 

 

5.1.2. 說明彌曼沙學派的主張208，分三： 
5.1.2.1. 彌曼沙學派的導師209 
勝察者210為師211 
5.1.2.2. 彌曼沙學派的同義異名212 
行213即伺察214 215 
                                                                                                        

120.11）。而 NGTTG（1978: 352.5）關於 s4b 後五音節的解釋為：「因為主張：

『有輪迴衰退或空無的解脫』，因此認為輪迴是暫時而且是有邊際的。」（ʼkhor 

ba nyams pa ʼam stong paʼi thar ba yod par ʼdod pas na ʼkhor ba re zhig paʼi 

mthaʼ can du ʼdod do/ /） 
208 dPyod pa ba’i ’dod tshul, Describing Mīmāṃsakas’ Assertions。科判見 GTCM

（2000: 101.2, 104.8）、MOTP（2003: 134.8, 138.1）。 
209 [dPyod pa ba’i] ston pa, Mīmāṃsakas’ Teachers。科判見 GTCM（2000: 104.8）、

MOTP（2003: 138.2, 138.3）。 
210 rGyal dpog pa, Jaimini。參 GTTB1（2000: 4.7）、MOTP（2003: 139.5）與 BP

（2003: 120.18）。 
211 rGyal dpog pa ston/ /（s4c+4），GTTB1（2000: 4.7）；GTCM（2000: 104.8）；

GTCMCG（2007: 185.1）。英譯參 MOTP（2003: 138.5）與 BP（2003: 120.18）。

而 NGTTG（1978: 352.5-353.1）關於 s4c 前四音節的解釋為：「勝察者（rGyal dpog 

pa）是彌曼沙學派（dPyod pa ba, 即伺察學派）的導師。」（rGyal dpog pa ni 

dPyod pa paʼi ston pa yin la/） 
212 [dPyod pa ba’i] ming, [Mīmāṃsakas’] Names。科判見 GTCM（2000: 104.8, 

104.9）、MOTP（2003: 138.2, 138.7）。 
213 sPyad pa（即 dPyod pa pa）, Mīmāṃsakas。參 GTTB1（2000: 4.7）、MOTP（2003: 

139.8）與 BP（2003: 120.18）。 
214 rGyal dpog pa, Jaiminis。參 GTTB1（2000: 4.7）、MOTP（2003: 139.8）與 BP

（2003: 120.18）。 
215 sPyad(應作 dPyod) pa rGyal dpog pa/ /（s4c-5），GTTB1（2000: 4.7）；GT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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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3. 彌曼沙學派的宗義216，分二： 
5.1.2.3.1. 彌曼沙學派關於我之屬性的主張217 
我218為覺219知明220常221實質222等223（4） 
                                                                                                        
（2000: 104.8）；GTCMCG（2007: 185.2）。英譯參 MOTP（2003: 138.8）與 BP

（2003: 120.18）。而 NGTTG（1978: 353.1）關於 s4c 後五音節的解釋為：「而

『彌曼沙學派』（伺察學派）與『勝察學派』是同義異名。」（dPyod pa pa dang 

rGyal dpog pa ni rnam grangs so/ /） 
216 [dPyod pa ba’i] grub mtha’, Mīmāṃsakas’ Tenets。科判見 GTCM（2000: 104.8, 

104.10）、MOTP（2003: 138.2, 138.11）。 
217 [dPyod pa ba’i] bdag gi khyad par, Mīmāṃsakas’ Assertions on the Attributes of 

the Self。科判見 GTCM（2000: 104.10, 104.11）、MOTP（2003: 138.12, 138.14）。 
218 bdag, self。參 GTTB1（2000: 4.7）、MOTP（2003: 138.15）與 BP（2003: 120.21）。 
219 blo, awareness。參 GTTB1（2000: 4.7）、MOTP（2003: 138.15）與 BP（2003: 

120.21）。 
220 shes rig, consciousness/consciousness, knower。參 GTTB1（2000: 4.8）、MOTP

（2003: 138.15）與 BP（2003: 120.21）。 
221 rtag, permanent。參 GTTB1（2000: 4.8）、MOTP（2003: 138.15）與 BP（2003: 

120.21）。 
222 rdzas, a substantial entity/a substantial existent。參 GTTB1（2000: 4.8）、MOTP

（2003: 138.15）與 BP（2003: 120.21）。 
223 bdag ni blo dang shes rig rtag rdzas sogs/ /（s4d），GTTB1（2000: 4.7）；GTCM

（2000: 104.11）；GTCMCG（2007: 185.2）。英譯參 MOTP（2003: 138.15）與

BP（2003: 120.21）。而 NGTTG（1978: 353.1-353.5）關於 s4d 的解釋為：「關於

“我”（bdag），主張：並非如數論學派一般異於覺知，故其體性為“覺知”（blo）；

不是如自在天學派一般為物質，故其本質為“知明”（shes rig）；不是如佛教徒

一般無常，故其體性為“常”（rtag pa）；不是如遠偏派一般與身心無別，所以

〔我〕是獨立於身外的“實質有”（rdzas yod）；並非如正理學派一般為“完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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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3.2. 彌曼沙學派關於經典之屬性的主張224，分

二： 
5.1.2.3.2.1. 已經解釋「吠陀是有效」的這個總義225 
5.1.2.3.2.2. 彌曼沙學派之經典的別義226，分三： 
5.1.2.3.2.2.1. 彌曼沙學派經典當中果的屬性227 
垢染228士夫自性229無遍智230 
                                                                                                        
跟隨者”（mthaʼ gcig tu rjes su ʼgro ba），而有遮止經驗樂等的體性（亦即我不

會完全跟隨樂等經驗而行）；但是一切時中，均無法遮止〔我為〕“具有思惟

的體性”（sems pa can gyi ngo bo），並跟隨〔思惟〕而行。（譯按：或許這就

是此派被稱為「勝察學派」或「伺察學派」的原因）」（bdag ni grangs can star(?ltar) 

blo las don gzhan ma yin par bloʼi ngo bo dang/ dbang phyug pa ltar bem po ma 

yin par shes rig gi rang bzhin dang/ sangs rgyas pa ltar mi rtag pa ma yin par 

rtag paʼi ngo bo dang/ rgyang phan ltar lus sems dbyer med ma yin par lus las 

yan gar baʼi rdzas yod dang/ Rig(?Rigs) pa can pa ltar mthaʼ gcig tu rjes su ʼgro ba 

ma yin par bde sogs myong baʼi ngo bo ni ldog pa yod la sems pa can gyi ngo bo 

ni dus thams cad du mi ldog par rjes su ʼgro bar ʼdod do/ /） 
224 [dPyod pa ba’i] chos kyi khyad par, Mīmāṃsakas’ Assertions on the Attributes of 

Doctrines。科判見 GTCM（2000: 104.10, 104.11）、MOTP（2003: 138.12, 138.14）。 
225 [dPyod pa bas] rig byed tshad mar bshad nas spyi’i don, Having Explained that 

the Vedas are Valid, the General Meaning。科判見 GTCM（2000: 105.5）、MOTP

（2003: 140.19, 140.21）。 
226 bye brag gi don, Particulars of the Mīmāṃsakas’ Doctrines。科判見 GTCM（2000: 

105.5, 106.3）、MOTP（2003: 140.20, 141.22）。 
227 ’bras bu’i khyad par, Attributes of the Fruit in the Mīmāṃsakas’ Doctrines。科判

見 GTCM（2000: 106.3）、MOTP（2003: 141.23, 141.25）。 
228 dri ma, defilement/stain。參 GTTB1（2000: 4.8）、MOTP（2003: 141.26）與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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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許善脫231 232 
5.1.2.3.2.2.2. 彌曼沙學派經典獲致結果的道233 
四八作力234因235 
                                                                                                        
（2003: 121.3）。 

229 skyes buʼi rang bzhin, the nature of the person。參 GTTB1（2000: 4.8）、MOTP

（2003: 141.26）與 BP（2003: 121.3）。 
230 kun mkhyen, omniscient being/omniscience。參GTTB1（2000: 4.8）、MOTP（2003: 

141.26）與 BP（2003: 121.3）。 
231 mtho ris thar ʼdodʼang, high status is asserted as liberation, but/high status is 

asserted as liberation but [is not irreversible]。參 GTTB1（2000: 4.8）、MOTP（2003: 

141.27）與 BP（2003: 121.7）。亦即「雖許善趣為解脫，但是這個解脫並非究

竟（不可逆）的解脫，而是會退轉的。」 
232 dri ma skyes bu’i rang bzhin kun mkhyen med/ /mtho ris thar ’dod’ang/ /

（s5ab），GTTB1（2000: 4.8）；GTCM（2000: 106.3）；GTCMCG（2007: 185.7）。

英譯參 MOTP（2003: 141.26）與 BP（2003: 121.3）。而 NGTTG（1978: 354.1-354.2）

關於 s5a 及 s5b 前四音節的解釋為：「主張：由於垢染進入“知明之士夫”（shes 

rig gi skyes bu）的本質當中，故無盡除過失的遍智（kun mkhyen）；如善趣的

梵天一般從惡趣脫離，雖許為解脫（thar pa）；但不承認“不再退轉的解脫”（slar 

mi ldog pa’i thar pa）。」（dri ma shes rig gi skyes buʼi rang bzhin la bzhugs pas 

skyon zad paʼi kun mkhyen med la/ mtho ris kyi TSHang pa lta bu ngan song 

las grol bas thar bar ʼdod na yang slar mi ldog paʼi thar ba mi ʼdod do/ /） 
233 de thob byed kyi lam, Paths for Achieving the Fruit in the Mīmāṃsakas’ 

Doctrines。科判見 GTCM（2000: 106.3, 106.17）、MOTP（2003: 141.23, 142.11）。 
234 byas shugs zhe brgyad, forty-eight powers of deeds/the forty-eight powers of 

deeds。參 GTTB1（2000: 4.8）、MOTP（2003: 142.13）與 BP（2003: 121.10）。 
235 rgyu, cause/cause [of becoming a Brahmin]。參 GTTB1（2000: 4.9）、MOTP（2003: 

142.13）與 BP（2003: 1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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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角236三足237二首238與七手239 
三縛240眾尊241聲調242吠陀別243（5） 
許三244或七七245以油246供施247 248 
                                                 
236 rwa bzhi, four horns/the four horns。參 GTTB1（2000: 4.9）、MOTP（2003: 142.13）

與 BP（2003: 121.13）。 
237 rkang gsum, three legs。參 GTTB1（2000: 4.9）、MOTP（2003: 142.14）與 BP

（2003: 121.13）。 
238 mgo gnyis, two heads。參 GTTB1（2000: 4.9）、MOTP（2003: 142.14）與 BP

（2003: 121.13）。 
239 lag pa bdun, seven arms/seven hands。參 GTTB1（2000: 4.9）、MOTP（2003: 

142.14）與 BP（2003: 121.13）。 
240 gsum bcing, the triple binding/three bonds。參 GTTB1（2000: 4.9）、MOTP（2003: 

142.14）與 BP（2003: 121.13）。 
241 khyu mchog, leader of the herd/chief of the herd。參 GTTB1（2000: 4.9）、MOTP

（2003: 142.14）與 BP（2003: 121.13）。 
242 nga ro, the roar/roar。參 GTTB1（2000: 4.9）、MOTP（2003: 142.15）與 BP（2003: 

121.14）。 
243 Rig byed khyad, particulars of the Vedas。參 GTTB1（2000: 4.9）、MOTP（2003: 

142.15）與 BP（2003: 121.14）。 
244 gsum, the three/the three [benedictions, etc.]。參 GTTB1（2000: 4.10）、MOTP

（2003: 142.16）與 BP（2003: 121.24）。 
245 bdun bdun, seven of seven/seven [divisions of] seven。參 GTTB1（2000: 4.10）、

MOTP（2003: 142.16）與 BP（2003: 121.24）。 
246 mar, ghee/butter。參 GTTB1（2000: 4.10）、MOTP（2003: 142.16）與 BP（2003: 

121.25）。 
247 mchod sbyin, offering。參 GTTB1（2000: 4.10）、MOTP（2003: 142.15）與 BP

（2003: 1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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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 byas shugs zhe brgyad rgyu/ /rva bzhi rkang gsum mgo gnyis lag pa bdun/ 

/gsum bcing khyu mchog nga ro rig byed khyad/ /gsum mam bdun bdun 

mar gyis mchod sbyin ’dod/ /（ss5bcd, 6a），GTTB1（2000: 3.19）；GTCM（2000: 

106.17）；GTCMCG（2007: 185.9）。英譯參 MOTP（2003: 142.13）與 BP（2003: 

121.10）。而 NGTTG（1978: 354.2-355.5）關於 s5b 後五音節、s5cd 及 s6a 的解

釋為：「依據前引的《思擇焰》，四十八種造作力（byas pa’i shugs bzhi bcu rtsa 

brgyad）是形成婆羅門（bram ze）的因；而且四角（ra bzhi）為四吠陀；三

足（rkang pa gsum）是黎明等三時或燒施之火等三者；二首（mgo bo gnyis）

是指實行燒施者及其妻子二者，或者唵字母（yi ge oṃ）與音韻聲律學（dbyangs 

kyi sdeb sbyor）二者；七手（lag pa bdun）為七種聲律學；三束縛（gsum bcings 

pa）是指心窩、頸部與頭部；眾中尊（khyu mchog）是指唵字母；聲調（nga 

ro）就是內部發聲之義（nang du sgra byed pa’i don）；如上有許多吠陀的差別

（rig byed kyi khyad par）。另外，主張：認知詮說（shes brjod）、讚嘆（bstod 

pa）、儀軌（cho ga）三者；或者○1 七食即七種燃燒物質（zas bdun ni sreg rdzas 

bdun）、○2 七舌即七種韻律學（lce bdun ni sdeb sbyor bdun）、○3 七仙人（drang 

srong bdun）、○4 七宮（khyim bdun）、○5 於七太陽日（nyin zhag bdun du）、○6 作

七次供養（lan bdun mchod pa）、○7 於七個發音部位，以酥油令其滿足（skye gnas 

bdun du mar gyis tshim par byed pa），亦即以七組（○1 ~○7 ）七事（bdun tshan 

bdun），進行供施。」（rTog ge ̓ bar ba sngar drangs pa ltar byas paʼi shugs bzhi 

bcu rtsa brgyad ni bram zer gyur paʼi rgyu yin zhing/ ra(?rva) bzhi ni Rig byed 

bzhi/ rkang pa gsum ni tho rangs la sogs paʼi dus gsum mam sbyin sreg gi me la 

sogs pa gsum/ mgo bo gnyis ni mchod sbyin byed pa po dang deʼi chung ma 

ʼam yi ge oṃ dang dbyangs kyi sdeb sbyor gnyis/ lag pa bdun ni sdeb sbyor 

bdun/ gsum bcings pa ni snying kha dang mgrin pa dang mgo bo dang/ khyu 

mchog ni yi ge oṃ dang/ nga ro ni nang du sgra byed paʼi don te/ de lta bu Rig 

byed kyi khyad par mang po dang/ gzhan yang/ shes brjod dang/ bstod pa dang 

cho ga gsum mam/ zas bdun ni sreg rdzas bdun/ lce bdun ni sdeb sbyor bd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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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3.2.2.3. 彌曼沙學派經典中量是認知的手段249 
現前250比度251度喻252與聲生253 

解義254無事255許為六種量256 

有257加理258有259不緣260稱261思262等263（6） 
                                                                                                        

drang srong bdun/ khyim bdun/ nyin zhag bdun du lan bdun mchod pa dang/ 

skye gnas bdun du mar gyis tshim par byed pa ste bdun tshan bdun gyis mchod 

sbyin byed par ʼdod do/ /） 
249 ’jal byed tshad ma, Valid Cognitions which are the Means of Comprehension in 

the Mīmāṃsakas’ Doctrines。科判見 GTCM（2000: 106.3, 109.10）、MOTP（2003: 

141.24, 143.18）。 
250 mngon sum, direct perception。參 GTTB1（2000: 4.10）、MOTP（2003: 143.20）

與 BP（2003: 122.4）。 
251 rjes dpag, inference/inferential cognition。參 GTTB1（2000: 4.10）、MOTP（2003: 

143.20）與 BP（2003: 122.4）。 
252 nyer ʼjal, comprehension through analogy/comprehension through an 

example。參 GTTB1（2000: 4.10）、MOTP（2003: 143.20）與 BP（2003: 122.5）。 
253 sgra byung, arisen from sound/[valid knowledge] arisen from sound。參 GTTB1

（2000: 4.10）、MOTP（2003: 142.21）與 BP（2003: 121.5）。 
254 don go, understanding through an object(implicit understanding)/understanding 

the meaning。參 GTTB1（2000: 4.11）、MOTP（2003: 142.21）與 BP（2003: 121.6）。 
255 dngos med, the non-existent/[observing] that a thing does not exist。參 GTTB1

（2000: 4.11）、MOTP（2003: 142.22）與 BP（2003: 121.6）。 
256 tshad ma drug, six valid cognitions。參 GTTB1（2000: 4.11）、MOTP（2003: 

142.22）與 BP（2003: 121.6）。 
257 kha cig, one。參 GTTB1（2000: 4.11）、MOTP（2003: 142.22）與 BP（2003: 

121.17）。即：加惹嘎瓦（Cārakava）仙人（thub pa, 牟尼）。參 NGTTG（1978: 

3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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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8 rig(?rigs), reasoning(依據 rigs)/knowing(依據 rig)。參 GTTB1（2000: 4.11）、

MOTP（2003: 142.22）與 BP（2003: 121.17）。 
259 srid, existence/possibility。參 GTTB1（2000: 4.11）、MOTP（2003: 142.23）與

BP（2003: 121.17）。 
260 ma dmigs, non-apprehension/non-observation。參 GTTB1（2000: 4.11）、MOTP

（2003: 142.23）與 BP（2003: 121.17）。 
261 grags, renown。參 GTTB1（2000: 4.11）、MOTP（2003: 142.23）與 BP（2003: 

121.17）。 
262 snyam, thinking。參 GTTB1（2000: 4.11）、MOTP（2003: 142.23）與 BP（2003: 

121.18）。 
263 mngon sum rjes dpag nyer ’jal sgra byung dang/ /don go dngos med ces 

bya’i tshad ma drug/ /kha cig rig(?rigs) srid ma dmigs grags snyam sogs/ /

（s6bcd），GTTB1（2000: 4.10）；GTCM（2000: 109.10）；GTCMCG（2007: 185.18）。

英譯參 MOTP（2003: 143.20）與 BP（2003: 122.4）。而 NGTTG（1978: 355.5-356.2）

關於 s6bcd 的解釋為：「量（tshad ma, 即有效認知）有：現量（mngon sum）、

比量（rjes dpag）、度喻量（dpe nyer ’jal）、聲生量（sgra byung）、義解量（don 

gyis go ba）及無事量（dngos med kyi tshad ma）六類；有人－－即加惹嘎瓦

（Cārakava）仙人－－主張〔除了前述六量之外，還有〕論理量（rigs pa）、

存有量（srid pa can）、不可得量（ma dmigs pa）、共稱量（grags pa）及心思

量（snyam sems pa）等等。」（mngon sum dang rjes dpag dang dpe nyer ʼjal 

dang sgra byung dang don gyis go ba dang dngos med kyi tshad ma ste sngar 

bshad pa ltar gyi mtshan(?tshad) ma drug dang/ kha cig ste thub pa 

Cārakavas(?Cārikapa) rigs pa dang srid pa can dang ma dmigs pa dang grags 

pa dang snyam sems paʼi tshad ma sogs ʼdod do/ /）從「量」的總數為十一的

觀點來看，Cārakava 應該就是《西藏佛教認知理論》（2008, 251-253）當中提

及的「匝日嘎派」（Cārikā, TSa ri ka pa），但是拉諦仁波切（Lati Rinbochay）

解釋為「勝論學派分支」，這點似乎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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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破斥毘濕奴學派與彌曼沙學派的主張264，分二： 
5.2.1. 破斥毘濕奴學派關於毘濕奴天之屬性的主張
265 
遍266一切267故違268逃269十入270偽271 272 
                                                 
264 [KHyab ’jug dPyod pa ba gnyis kyis ’dod pa] de dgag pa, Refuting the Assertions 

of the Vaiṣṇavas and Mīmāṃsakas。科判見 GTCM（2000: 101.2, 111.9）、MOTP

（2003: 134.5, 146.27）。 
265 [KHyab ’jug pas ’dod pa’i] lha’i khyad par dgag pa, Refuting Vaiṣṇavas’ 

Assertions on the Attributes of the God Viṣṇu。科判見 GTCM（2000: 111.9）、MOTP

（2003: 146.29, 147.1）。 
266 khyab, pervade。參 GTTB1（2000: 4.12）、MOTP（2003: 147.3）與 BP（2003: 

123.2）。 
267 kun, all。參 GTTB1（2000: 4.11）、MOTP（2003: 147.3）與 BP（2003: 123.2）。 
268 ʼgal, contradictory。參 GTTB1（2000: 4.12）、MOTP（2003: 147.3）與 BP（2003: 

123.2）。 
269 bros, run away/flee。參 GTTB1（2000: 4.12）、MOTP（2003: 147.3）與 BP（2003: 

123.2）。 
270 ʼjug bcu, the ten incarnations。參 GTTB1（2000: 4.12）、MOTP（2003: 147.4）

與 BP（2003: 123.2）。 
271 rdzun, false。參 GTTB1（2000: 4.12）、MOTP（2003: 147.4）與 BP（2003: 123.3）。 
272 kun la khyab phyir bros ’gal ’jug bcu rdzun/ /（s7a），GTTB1（2000: 4.11）；

GTCM（2000: 111.9）；GTCMCG（2007: 185.21）。英譯參 MOTP（2003: 147.3）

與 BP（2003: 123.2）。而 NGTTG（1978: 356.2-356.3）關於 s7a 的解釋為：「駁

斥彼等如下：因為毘濕奴（遍入天）遍及一切情、器〔世間〕，因此這與他遁

逃〔這點正好〕牴觸〔，亦即他應該無所遁逃才是〕；而且成立十種進入（ʼjug 

pa bcu, 即前述的十種化現）為虛假。」（de dag ʼgag pa ni/ khyab ʼjug ni snod 

bcud kun la khyab paʼi phyir na de bros pa ʼgal zhing ʼjug pa bcu rdzun 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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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破斥彌曼沙學派關於遍智、解脫等等的主張
273 
由274斷275證276圓277立278盡過279遍智280 281 
                                                                                                        

grub pa dang/） 
273 [dPyod pa bas ’dod pa’i] kun mkhyen dang thar pa med par ’dod pa sogs dgag 

pa, Refuting Mīmāṃsakas’ Assertions on Omniscience, Liberation, and so forth。

科判見 GTCM（2000: 111.9, 113.17）、MOTP（2003: 146.30, 148.1）。 
274 -s, because/since。參 GTTB1（2000: 4.12）、MOTP（2003: 148.3）與 BP（2003: 

123.9）。 
275 spangs, abandonment/abandonment [of faults]。參 GTTB1（2000: 4.12）、MOTP

（2003: 148.3）與 BP（2003: 123.9）。 
276 rtogs, realization/realizations [that are antidotes]。參 GTTB1（2000: 4.12）、MOTP

（2003: 148.3）與 BP（2003: 123.9）。 
277 mthar ʼgro, can be completed/can be brought to completion。參 GTTB1（2000: 

4.12）、MOTP（2003: 148.3）與 BP（2003: 123.9）。 
278 ʼgrub, be established。參 GTTB1（2000: 4.12）、MOTP（2003: 148.4）與 BP（2003: 

123.10）。 
279 nyes zad, abandonment of all defects/has abandoned all faults。參 GTTB1（2000: 

4.12）、MOTP（2003: 148.4）與 BP（2003: 123.10）。 
280 kun mkhyen, omniscience。參 GTTB1（2000: 4.12）、MOTP（2003: 148.4）與

BP（2003: 123.10）。 
281 spangs rtogs mthar ’gros nyes zad kun mkhyen ’grub/ /（s7b），GTTB1（2000: 

4.12）；GTCM（2000: 113.14）；GTCMCG（2007: 186.1）。英譯參 MOTP（2003: 

148.3）與 BP（2003: 123.9）。而 NGTTG（1978: 356.3-356.5）關於 s7b 的解釋

為：「透過〔彌曼沙學派自己承認的〕“有斷（spangs）、證（rtogs）趨於究竟”

的這個理由（rtags），依次可以成立“有〔佛教主張的〕盡除過失與遍智”〔，

因此可以破斥他們不承認盡除過失與遍智這點〕。以上是以量破除毘濕奴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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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品、以量破除毘濕奴學派、彌曼沙學派二者增益的常邊

竟282 

 
6. 斷除自在天學派283與勝論學派284、正理學派285三者

主張的常邊286，分二： 
6.1. 說明自在天學派與勝論學派、正理學派三者的

主張287，分二： 

                                                                                                        
派、彌曼沙學派之宗義的階段。」（spangs rtogs mthar thug par ʼgro ba yod paʼi 

rtags kyis rim bzhin nyes pa zad pa dang kun mkhyen yod par grub ces paʼo/ 

/KHyab ʼjug pa dang Yod pa paʼi grub mthaʼ tshad bsal gyi skabs so/ /） 
282 ces khyab ’jug pa dang dpyod pa ba dag gis sgro btags pa’i rtag mtha’ tshad bsal 

gyi skabs te lnga pa’o// //, GTTB1（2000: 4.12）。 
283 dBang phyug pa, Śaiva。即：濕婆派。參 MOTP（2003: 151）。 
284 Bye brag pa, Vaiśeṣika。即：衛世師。參 MOTP（2003: 151）。其理論體系，

亦可參考 TBRC23703098, dBu ma’i snying po’i tshig le’ur byas pa（《中觀心論》）, 

ff. 52.4-54.5, Bye brag pa’i de kho na nyid la ’jug pa ste le’u bdun pa（〈7. 進入於

勝論學派的真實性））。另外亦可參寂天的《入菩薩行論》（Byang chub sems 

dpa’i spyod pa la jug pa, TBRC23703105, ff. 66.1, 70.5），第 9 品，ss68, 69, 126ab。 
285 Rig(?Rigs) pa can pa, Naiyāyika。即：尼夜耶學派或理論學派。參 MOTP（2003: 

151）。其理論體系，可參寂天的《入菩薩行論》（Byang chub sems dpa’i spyod 

pa la jug pa, TBRC23703105, f. 70.1）與賈曹傑的《入行廣釋》（sPyod ’jug 

rtsa ’grel chen mo rgyal sras ’jug ngogs, TBRC0711, f. 312.5），第 9 品，ss118-125。 
286 ZHi Bye Rig gsum gyi rtag mtha’ ’gog pa, Refuting the Extreme of Permanence 

Superimposed by Śaivas, Vaiśeṣikas, and Naiyāyikas。科判見 GTCM（2000: 73.3, 

118.2）、MOTP（2003: 104.7, 151.2）。 
287 [ZHi Bye Rig gsum gyi] ’dod pa brjod pa, Expressing the Assertions of the Śaiv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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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解釋自在天學派的體系288，分五： 
6.1.1.1. 自在天學派的導師289 
寂靜290足目仙291等為導師292 
6.1.1.2. 自在天學派的同義異名293 
自在294本有派295等296 
                                                                                                        

Vaiśeṣikas, and Naiyāyikas。科判見 GTCM（2000: 118.2, 118.3）、MOTP（2003: 

151.5, 151.6）。 
288 ZHi ba ba’i lugs bshad pa, Explaining the Śaivas’ system。科判見 GTCM（2000: 

118.3, 118.4）、MOTP（2003: 151.8, 151.10）。 
289 [ZHi ba ba’i] ston pa, Śaivas’ Teachers。科判見 GTCM（2000: 118.4）、MOTP（2003: 

151.11, 151.13）。 
290 ZHi ba, Shiva/Śiva。參 GTTB1（2000: 4.14）、MOTP（2003: 151.15）與 BP（2003: 

124.4）。即：濕婆天或濕婆神。 
291 drang srong rKang mig, the sage Akṣhipāda/the sage Akṣipāda。參 GTTB1（2000: 

4.14）、MOTP（2003: 151.15）與 BP（2003: 124.4）。 
292 ZHi pa(?ZHi ba) drang srong rKang mig la sogs ston/ /（s1a），GTTB1（2000: 

4.14）；GTCM（2000: 118.4）；GTCMCG（2007: 217.10）。英譯參 MOTP（2003: 

151.15）與 BP（2003: 124.4）。而 NGTTG（1978: 356.5-357.2）關於第 s1a 的解

釋為：「『寂靜……仙』等等的詞義如下：由於證得寂靜（zhi ba），所以『寂

靜』（ZHi ba）即守護自在天（dBang phyug）及大天（lHa chen）之后妃的足

目仙人（drang srong rKang mig）等等，是自在天學派的導師。」（ZHi ba drang 

srong zhes sogs kyi tshig don ni/ zhi ba thob pas na ZHi ba ste dBang phyug 

dang lHa chen gyi btsun mo bsrung baʼi drang srong rKang mig la sogs pa ni 

dBang phyug paʼi ston pa dang/） 
293 [ZHi ba ba’i] ming, Śaivas’ Names。科判見 GTCM（2000: 118.4, 118.11）、MOTP

（2003: 151.11, 152.2）。 
294 dBang phyug, Aishvaras/Aiśvaras。參 GTTB1（2000: 4.14）、MOTP（2003: 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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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3. 自在天學派的分派297 
分三派298 

6.1.1.4. 自在天學派的經典299 
宣聲300積兆續301為教量302似303 304 
                                                                                                        
與 BP（2003: 124.6）。 

295 Ye srid pa, Followers of the Origin of Existence。參 GTTB1（2000: 4.14）、MOTP

（2003: 152.3）與 BP（2003: 124.6）。 
296 dBang phyug Ye srid pa sogs/ /（s1b+6），GTTB1（2000: 4.14）；GTCM（2000: 

118.11）；GTCMCG（2007: 217.12）。英譯參 MOTP（2003: 152.3）與 BP（2003: 

124.6）。而 NGTTG（1978: 357.2-357.3）關於 s1b 前六個音節的解釋為：「○1 自

在天學派；○2 由於原本拔除三有，所以是本有（Ye srid），亦即大天（lHa chen）

的跟隨者，故稱為本有學派（Ye srid pa）；以及○3 寂靜學派（ZHi ba pa）等，

均是自在天學派的同義異名。」（dBang phyug pa dang gdod nas srid pa ʼbyin 

pas Ye srid de lHa chen gyi rjes su ʼbrangs paʼi phyir Ye srid pa dang ZHi ba pa 

sogs dBang phyug paʼi rnam grangs yin no/ /） 
297 [ZHi ba ba’i] dbye ba, Divisions of Śaivas。科判見 GTCM（2000: 118.4, 120.1）、

MOTP（2003: 151.11, 152.17）。 
298 dbye na gsum/ /（s1b-3），GTTB1（2000: 4.14）；GTCM（2000: 120.1）；GTCMCG

（2007: 217.13）。英譯參 MOTP（2003: 152.18）與 BP（2003: 124.9）。而 NGTTG

（1978: 357.3-357.4）關於 s1b 後三個音節的解釋為：「其中，若加以區分，有

三：○1 有神數論學派、○2 令顯學派、及○3 耳莫刺學派。」（de la dbye na Grangs 

can lhar bcas dang gSal byed pa dang rNa ba ma phug pa dang gsum yod la/） 
299 [ZHi ba ba’i] lung sogs, Scriptures of the Śaivas。科判見 GTCM（2000: 118.4, 

121.2）、MOTP（2003: 151.11, 152.22）。 
300 sGra bsgrags, the Tantra of Resounding Sound/the Tantra Renowned Sound。

參 GTTB1（2000: 4.14）、MOTP（2003: 152.23）與 BP（2003: 124.12）。 
301 sMe brtsegs rgyud, the Tantra of Bhurkuṃkūṭa。參 GTTB1（2000: 4.15）、MO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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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5. 自在天學派關於量的主張305，分三： 
6.1.1.5.1. 自在天學派關於自在天的主張306 
自在307具308八功德309住310底斯311 312 

                                                                                                        
（2003: 152.23）與 BP（2003: 124.12）。 

302 lung tshad ma, valid scripture/ the valid scripture。參 GTTB1（2000: 4.15）、MOTP

（2003: 152.24）與 BP（2003: 124.12）。 
303 ʼdra, as explained 或 tshad ma ʼdra, other valid sources of knowledge [will be 

explained at the] appropriate [time]。參 GTTB1（2000: 4.14）、MOTP（2003: 152.24）

與 BP（2003: 124.13）。即「關於其他量的主張，“就像”（ʼdra, as）個別學派所

解釋的一樣。」（以上根據 MOTP（2003: 152.27））或「關於其他量的主張，

會在“適當”（ʼdra, appropriate）的時機解釋。」（根據 BP（2003: 124.13））。 
304 sGra bsgrags sMe brtsegs rgyud lung tshad ma ’dra/ /（s1c），GTTB1（2000: 

4.14）；GTCM（2000: 121.2）；GTCMCG（2007: 217.14）。英譯參 MOTP（2003: 

152.23）與 BP（2003: 124.12）。而 NGTTG（1978: 357.4-357.5）關於 s1c 的解

釋為：「《自在宣聲續》及《積徵兆續》等等是聖教量。」（dBang phyug sGra 

bsgrags kyi rgyud dang rMe brtsegs kyi rgyud la sogs pa ni lung tshad maʼo/ 

/） 
305 [ZHi ba ba’i] tshad ma ’dod tshul, Śaivas’ Assertions on Valid Cognition。科判見

GTCM（2000: 118.4, 121.5）、MOTP（2003: 151.12, 153.1）。 
306 [ZHi ba ba’i] lha[’i ’dod tshul], Śaivas’ Assertions on the God Īśvara。科判見

GTCM（2000: 121.5）、MOTP（2003: 153.2, 153.4）。 
307 dBang phyug, Īshvara/Maheśvara。參 GTTB1（2000: 4.15）、MOTP（2003: 153.5）

與 BP（2003: 125.4）。 
308 ldan, endowed with/has。參 GTTB1（2000: 4.15）、MOTP（2003: 153.5）與 BP

（2003: 125.4）。 
309 yon tan brgyad, eight qualities。參 GTTB1（2000: 4.15）、MOTP（2003: 153.5）

與 BP（2003: 1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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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5.2. 自在天學派的宗義313，分三： 
6.1.1.5.2.1. 自在天學派關於基的主張314，分二： 
6.1.1.5.2.1.1. 自在天學派主張自在天是情器世間的

                                                                                                        
310 gnas, dwell/live。參 GTTB1（2000: 4.15）、MOTP（2003: 153.5）與 BP（2003: 

125.8）。 
311 Ti se, Mount Kailāsa/Mount Kailāśa。參 GTTB1（2000: 4.15）、MOTP（2003: 153.5）

與 BP（2003: 125.8）。 
312 dBang phyug yon tan brgyad ldan Ti ser gnas/ /（s1d），GTTB1（2000: 4.15, 

121.6）；GTCM（2000: 121.5）；GTCMCG（2007: 217.15）。英譯參 MOTP（2003: 

153.5）與 BP（2003: 125.4）。而 NGTTG（1978: 357.5-358.4）關於 s1d 的解釋

為：「大自在天被〔觀音禁〕解釋為具有八種功德：○1 細微（phra ba）、○2 輕盈

（yang ba）、○3 主宰（bdag por gyur pa）、○4 自在（dbang du gyur pa）、○5 無所

不至（gar yang phyin pa, 即無遠弗屆）、○6 應供（mchod par bya ba）、○7 具有

各種願望（ʼdod gur ldan pa）、○8 住於歡娛（dgaʼ mgur gnas pa）；並居住於岡

底斯山（gangs ri chen po Ti se）中。猶如小斧（steʼu）一般，時而靜止時而

進行活動（sdod cing las la ʼjug pa）；猶如瓶（bum）等，具有特殊的形狀；猶

如斧鉞（dgra sta）一般，能發揮功能。」（lHa chen dBang phyug ni phra ba dang 

yang ba dang bdag por gyur pa dang/ dbang du gyur pa dang/ gar yang phyin pa 

dang mchod par bya ba dang ʼdod gur ldan pa dang dgaʼ mgur gnas pa zhes paʼi 

yon tan brgyad dang ldan zhing/ gangs ri chen po ti se la gnas par bshad do/ 

/steʼu bzhin sdong(?sdod) cing las la ʼjug paʼi phyir dang/ bum sogs bzhin dbyibs 

khyad par pa dang ldan paʼi phyir dang/ dgra sta bzhin don byed nus paʼi phyir 

dang/） 
313 [ZHi ba ba’i] grub mtha’[i ’dod tshul], Explaining Śaivas’ Tenets。科判見 GTCM

（2000: 121.5, 122.5）、MOTP（2003: 153.2, 153.28）。 
314 [ZHi ba ba’i] gzhi[’i ’dod tshul], Śaivas’ Assertions on the Basis。科判見 GTCM

（2000: 122.5）、MOTP（2003: 153.29, 15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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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者315 
住等316亂故317立生滅作者318 319 

6.1.1.5.2.1.2. 在時輪密續中解釋自在天學派關於情

器世間的主張320 
                                                 
315 [ZHi ba bas] dbang phyug snod bcud kyi byed por bshad pa, Śaivas’ Assertions 

that Īśvara is the Creator of Enviroments and Animate Beings。科判見 GTCM（2000: 

122.5, 122.6）、MOTP（2003: 153.31, 154.1）。 
316 sdod sogs, things abide differently and so on/[things] remain [different and 

separate], etc.。參 GTTB1（2000: 4.15）、MOTP（2003: 154.3）與 BP（2003: 125.11）。 
317 ʼchol phyir, because there would be confusion/because of confusion。參 GTTB1

（2000: 4.16）、MOTP（2003: 154.3）與 BP（2003: 125.11）。 
318 skye ʼjig byed por grub, he is established as the agent of production and 

destruction/he is established as the agent of production and disintegration。參

GTTB1（2000: 4.16）、MOTP（2003: 154.4）與 BP（2003: 125.12）。即：大自在

天被成立為生與滅的作者。 
319 sdod sogs ’chol phyir skye ’jig byed por grub/ /（s2a），GTTB1（2000: 4.15）；

GTCM（2000: 122.6）；GTCMCG（2007: 217.20）。英譯參 MOTP（2003: 154.3）

與 BP（2003: 125.11）。而 NGTTG（1978: 358.4-359.1）關於 s2a 的解釋為：「因

為看見有罪者（sdig can）長壽、行善者（dge ba can）短壽等；慳吝者（ser sna 

can）富有、具布施心者（gtong sems can）貧窮等錯亂顛倒的情況，因此成立

有異於善、不善業並讓情器世間生滅的作者；並成立這個作者也就是自在天。」

（sdig can tshe ring pa dang/ dge ba can tshe thung ba sogs dang/ ser sna can 

phyug pa dang/ gtong sems can dbul ba sogs ʼchol bar mthong baʼi phyir na 

dge mi dgeʼi las las gzhan paʼi snod bcud ʼjig rten skye ʼjig byed pa po yod par 

grub cing/ de yang dbang phyug yin par grub bo/ /） 
320 Dus ’khor nas [ZHi ba bas snod bcud du ’dod pa’i] bshad tshul, Explanation of 

Śaivas’ Assertions about Enviroments and Animate Beings in the Kālacak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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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321我322等六道323界324及咒325 

欲望326我327與寂靜328五原理329 

彼330住331於三332繫333離334十二結335 336 

                                                                                                        
Tantra。科判見 GTCM（2000: 122.5, 122.16）、MOTP（2003: 153.32, 155.6）。 

321 Byed po, Creator/a Creator。參 GTTB1（2000: 4.16）、MOTP（2003: 155.8）與

BP（2003: 125.18）。 
322 bdag, self/Self。參 GTTB1（2000: 4.16）、MOTP（2003: 155.8）與 BP（2003: 

125.18）。 
323 lam drug, six paths。參 GTTB1（2000: 4.16）、MOTP（2003: 155.8）與 BP（2003: 

125.19）。 
324 khams, constituents/the constituents。參 GTTB1（2000: 4.16）、MOTP（2003: 

155.8）與 BP（2003: 125.25）。 
325 sngags, mantra。參 GTTB1（2000: 4.16）、MOTP（2003: 155.9）與 BP（2003: 

125.25）。 
326 ʼdod pa, desire。參 GTTB1（2000: 4.16）、MOTP（2003: 155.9）與 BP（2003: 

125.25）。 
327 bdag, self/Self。參 GTTB1（2000: 4.16）、MOTP（2003: 155.9）與 BP（2003: 

125.25）。 
328 ZHi ba, Shiva/Śiva。參 GTTB1（2000: 4.17）、MOTP（2003: 155.9）與 BP（2003: 

125.25）。 
329 de nyid lnga, five principles。參 GTTB1（2000: 4.16）、MOTP（2003: 155.8）與

BP（2003: 125.25）。「五原理」即：○1 界（元素）、○2 咒、○3 欲、○4 我與○5 寂靜天。 
330 de, he(ZHI ba)。參 GTTB1（2000: 4.17）、MOTP（2003: 155.9）與 BP（2003: 

126.5）。即：寂靜天或濕婆天。 
331 gnas, abide。參 GTTB1（2000: 4.17）、MOTP（2003: 155.9）與 BP（2003: 126.5）。 
332 gsum, three/the three [doors]。參 GTTB1（2000: 4.17）、MOTP（2003: 155.9）

與 BP（2003: 126.5）。即：一切眾生的身、語、意三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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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 sbyor, join/bring together [the six paths at birth……]。參 GTTB1（2000: 4.17）、

MOTP（2003: 155.9）與 BP（2003: 126.5）。即：〔一切眾生出生時，寂靜天扮

演將六道——六根——與眾生〕聯繫〔的因〕。 
334 gtong, disjoin/disperse them [at death]。參 GTTB1（2000: 4.17）、MOTP（2003: 

155.9）與 BP（2003: 126.6）。即：〔一切眾生死亡時，寂靜天扮演將六道——

六根——與眾生〕分離〔的因〕。 
335 bcu gnyis mdud, the twelve knots/twelve konts。參 GTTB1（2000: 4.17）、MOTP

（2003: 155.10）與 BP（2003: 126.7）。即：十二個星座。 
336 byed po bdag sogs lam drug khams dang sngags/ /’dod pa bdag dang zhi 

ba’i de nyid lnga/ /de ni gsum gnas sbyor gtong bcu gnyis mdud/ /（s2bcd），

GTTB1（2000: 4.16）；GTCM（2000: 122.17）；GTCMCG（2007: 218.1）。英譯參

MOTP（2003: 155.8）與 BP（2003: 125.18）。而 NGTTG（1978: 359.2-360.5）關

於 s2bcd 的解釋為：「情器〔世間的〕作者、常我、業、時、自性、功德、壞

滅之空等，亦即先前〔5.〕毘濕奴的階段所說的那些內容；能讓識進入諸對境

之道，即眼〔根〕等六者；○1 虛空、風、火、水、地之界，即界的實相（khams 

kyi de nyid）；○2 以母音及子音為本質的咒語之實相（sngags kyi de nyid）；○3 行

樂的六十四種技藝，即欲之實相（ʼdod paʼi de nyid）；○4 常我者，即我的實相

（bdga gi de nyid）；而○5 遍及一切的自在（dBang phyug），即寂靜（ZHi ba）

的實相；以上即五實相（de nyid lnga）；而由於該寂靜或自在，住於一切有情

世間眾生的身語意三者當中，因此出生之時，結合六道等（即眼根等），即收

攝因（’du ba’i rgyu）；而在死亡之時捨棄，即分離因（bral ba’i rgyu）；住於身

體之十二宮，即內在的十二大轉氣（’pho chen）中，而以『結』這個語詞（mdud 

pa’i sgra）來表達；○1 清醒、○2 熟睡、○3 作夢及○4 交合之時的智慧，即四智（shes 

pa bzhi）。」（snod bcud byed pa po dang/ bdag rtag pa dang las dang dus dang 

rang bzhin dang yon tan dang zhig paʼi stong pa sogs sngar KHyab ʼjug gi skabs 

su bshad pa rnams dang/ rnam par shes pa yul rnams la ʼjug par byed paʼi lam 

mig la sogs pa drug dang/ nam mkhaʼ rlung me chu saʼi khams te khams kyi 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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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id dang/ dbyangs gsal gyi bdag nyid can gyi sngags kyi de nyid dang/ dgaʼ ba 

spyod paʼi sgyu rtsal drug cu rtsa bzhi ste ʼdod paʼi de nyid dang/ bdag rtag pa 

ste bdag gi de nyid dang/ thams cad la khyab paʼi dBang phyug ZHi baʼi de nyid 

de de nyid lnga dang/ ZHi ba dBang phyug de ni bcud kyi ʼgro ba thams cad kyi 

lus ngag sems gsum la gnas pas skye baʼi tshe lam drug sogs sbyor ba ste ʼdu 

baʼi rgyu dang/ ʼchi baʼi dus su gtong ba ste bral baʼi rgyu dang/ lus la gnas paʼi 

khyim bcu gnyis te nang gi ʼpho chen bcu gnyis la mdud paʼi sgras bstan pa 

dang/ sad pa dang gnyid ʼthug dang rmi lam dang ʼkhrig dus kyi ye shes te shes 

pa bzhi las/） 
337 [ZHi ba ba’i] ’bras bu[’i ’dod tshul], Śaivas’ Assertions on the Fruit of the Path。科

判見 GTCM（2000: 122.5, 124.11）、MOTP（2003: 153.29, 155.34）。 
338 smra, propound。參 GTTB1（2000: 4.18）、MOTP（2003: 155.35）與 BP（2003: 

126.12）。 
339 bzhi paʼi ye shes, the pristine wisdom of the fourth state。參 GTTB1（2000: 

4.17）、MOTP（2003: 155.35）與 BP（2003: 126.12）。即：交合之時的智慧。 
340 thar baʼi go ʼphang, the state of liberation/the rank of liberation。參 GTTB1（2000: 

4.17）、MOTP（2003: 155.35）與 BP（2003: 126.12）。 
341 bzhi ba’i(應作 bzhi paʼi) ye shes thar ba’i go ’phang smra/ /（s3a），GTTB1

（2000: 4.17）；GTCM（2000: 124.11）；GTCMCG（2007: 218.11）。英譯參 MOTP

（2003: 155.35）與 BP（2003: 126.12）。而 NGTTG（1978: 360.5）關於 s3a 的

解釋為：「其中，將〔前述四智當中的〕第四，亦即成就交合樂之智（ʼkhrig paʼi 

bde ba grub paʼi ye shes），說為解脫的果位（thar paʼi go ʼphang）。」（bzhi pa 

ʼkhrig paʼi bde ba grub paʼi ye shes thar baʼi go ʼphang yin par smra ba dang/） 
342 [ZHi ba ba’i] lam gyi khyad par [gyi ’dod tshul], Śaivas’ Assertions on the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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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判見 GTCM（2000: 122.5, 124.17）、MOTP（2003: 153.29, 156.9）。 

343 rlung sbyor, yoga of the wind/wind yoga。參 GTTB1（2000: 4.18）、MOTP（2003: 

156.10）與 BP（2003: 126.16）。即：風瑜伽（rlung gi rnal ʼbyor）。 
344 Drag poʼi dbang, Rudraʼs initiation/initiation [at the phallus] of Maheśvara。參

GTTB1（2000: 4.18）、MOTP（2003: 156.10）與 BP（2003: 126.16）。即：自在

天的灌頂。 
345 ʼdzag bde, bliss of emission/the bliss of emission [of the essential constituent 

into a woman]。參 GTTB1（2000: 4.18）、MOTP（2003: 156.10）與 BP（2003: 

126.16）。 
346 lam, the path。參 GTTB1（2000: 4.18）、MOTP（2003: 156.10）與 BP（2003: 

126.17）。 
347 rlung sbyor Drag po’i dbang dang ’dzag bde lam/ /（s3b），GTTB1（2000: 

4.18）；GTCM（2000: 124.17）；GTCMCG（2007: 218.12）。英譯參 MOTP（2003: 

156.10）與 BP（2003: 126.16）。而 NGTTG（1978: 361.1-361.3）關於 s3b 的解

釋為：「如同在〔5.〕毘濕奴的階段所說的一般，從風瑜伽（rlung gi rnal ʼbyor）

及勇武（Drag po）即自在天（dBang phyug）的生殖器頂端行灌頂；而主張：

與有能力的婦女結合後的射精之樂等，為證得解脫之道（thar pa thob byed kyi 

lam）。」（KHyab ʼjug gi skabs su bshad pa ltar gyi rlung gi rnal ʼbyor dang Drag 

po ste dBang phyug gi ling gaʼi rtse nas dbang bskur bar byed pa dang/ bud 

med nus ldan dang sbyar nas khams ʼdzag paʼi bde ba sogs thar ba thob byed kyi 

lam du ʼdod do/ /） 
348 dogs pa bsal ba, Elimination of Qualms。科判見 GTCM（2000: 121.5, 125.15）、

MOTP（2003: 153.3, 156.18）。 
349 tha snyad ʼgal bas, because their conventions are contradictory/since their verb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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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tions [and the meanings] are contradictory。參 GTTB1（2000: 4.18）、MOTP

（2003: 156.19）與 BP（2003: 126.21）。 
350 Bye brag pa sogs min, they are not the Vaisheṣhikas and so forth/they are not 

the Vaiśeṣikas, etc.。參 GTTB1（2000: 4.18）、MOTP（2003: 156.19）與 BP（2003: 

126.21）。亦即《時輪密續》當中所說的〔香巴拉體系的〕自在天學派、勝論

學派、正理學派等，和一般眾所皆知的自在天學派、勝論學派、正理學派等，

不論在術語或意義均有牴觸；因此《時輪密續》當中所說的〔香巴拉體系的〕

自在天學派、勝論學派、正理學派等，不是眾所皆知的自在天學派、勝論學

派、正理學派等。 
351 tha snyad ’gal bas bye brag pa sogs min/ /（s3c），GTTB1（2000: 4.18）；GTCM

（2000: 125.15）；GTCMCG（2007: 218.14）。英譯參 MOTP（2003: 156.19）與

BP（2003: 126.21）。而 NGTTG（1978: 361.3-362.2）關於 s3c 的解釋為：「一般

而言，對於自在天學派而言，有勝論、正理二學派、數論學派、梵天學派、

毘濕奴學派等許多分派；然而“時輪”（Dus ’khor）當中所說的自在天學派，

則主張作者及我〔、業、時、自性、功德、壞滅之空〕等七個；這與眾所皆

知的勝論、正理二學派所許的六句義（tshig don drug）及二十四功德（yon tan 

nyer bzhi）等的名言（tha snyad, 即術語）相違，而且意義也不一致；因此上

述〔時輪密續所說〕的自在天學派，不是眾所周知的自在天學派、勝論學派

及正理學派等。」（spyir dBang phyug la Bye Reg(?Rigs) gnyis dang Grangs can 

dang TSHangs pa dang KHyab ʼjug pa sogs mang po yod kyang Dus ʼkhor nas 

bshad paʼi dBang phyug ni byed pa po dang bdag sogs bdun ʼdod pa dang/ 

yongs grags kyi Bye Rig(?Rigs) gnyis kyis tshig don drug dang yon tan nyer bzhi 

sogs ʼdod paʼi tha snyad ʼgal ba dang/ don kyang mi mthun pas/ de 'dra baʼi 

dBang phyug pa ni yongs grags kyi dBang phyug pa dang Bye brag pa dang 

Rig(?Rigs) pa can pa sogs ma yin no/ /） 
352 Bye brag pa dang rig pa can gzhan gyi lugs bshad pa, Explaining the system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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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iśeṣikas and Naiyāyikas。科判見 GTCM（2000: 118.3, 126.2）、MOTP（2003: 151.8, 

156.30）。 
353 [Bye brag pa dang rig pa can gzhan gyi lugs kyi] ston pa, Teachers of Vaiśeṣikas 

and Naiyāyikas。科判見 GTCM（2000: 126.2, 126.3）、MOTP（2003: 156.32, 157.1）。 
354 ʼUg pa, Uluka。參 GTTB1（2000: 4.19）、MOTP（2003: 157.3）與 BP（2003: 127.2）。

即：鸺鶹仙人。而「鸺鶹」的意思是「貓頭鷹」或「鴟梟」。 
355 gZegs zan, Kaṇāda。參 GTTB1（2000: 4.19）、MOTP（2003: 157.3）與 BP（2003: 

127.2）。即：食屑仙人。 
356 rKang mig pa, Akṣhipāda/Akṣipāda。參 GTTB1（2000: 4.19）、MOTP（2003: 157.3）

與 BP（2003: 127.2）。即：足目仙人。 
357 ston pa ’Ug pa gZegs zan rKang mig pa/ /（s3d），GTTB1（2000: 4.19）；GTCM

（2000: 126.3）；GTCMCG（2007: 218.19）。英譯參 MOTP（2003: 157.3）與 BP

（2003: 127.2）。而 NGTTG（1978: 362.2-362.3）關於 s3d 的解釋為：「勝論學

派的導師，為鵂鶹仙人（drang srong 'Ug pa）及食屑仙人（drang srong gZen 

zan）；而正理學派的導師，為足目仙人（drang srong rKang mig）等。」（Bye brag 

paʼi ston pa ni drang srong ʼUg pa dang drang srong gZen(?gZegs) zan dang/ 

Rig(?Rigs) pa can paʼi ston pa ni drang srong rKang mig sogs dang/） 
358 [Bye brag pa dang rig pa can gzhan gyi lugs kyi] rnam grangs, Synonyms [of 

Vaiśeṣikas and Naiyāyikas]。科判見 GTCM（2000: 126.2, 126.8）、MOTP（2003: 

156.32, 157.1）。 
359 gZegs zan, Kāṇādas。參 GTTB1（2000: 4.19）、MOTP（2003: 157.8）與 BP（2003: 

127.5）。即「食屑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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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0 rKang mig, Akṣhipādas/Akṣipādas。參 GTTB1（2000: 4.19）、MOTP（2003: 157.8）

與 BP（2003: 127.5）。即「足目派」。 
361 ʼUg phrug, Ulukaputrīyas。參 GTTB1（2000: 4.19）、MOTP（2003: 157.8）與

BP（2003: 127.5）。即：小鸺鶹派。 
362 Lung tsam pa, Āgamamātrins。參 GTTB1（2000: 4.19）、MOTP（2003: 157.8）

與 BP（2003: 127.5）。即：唯教學派。 
363 ʼang, also more。參 GTTB1（2000: 4.19）與 MOTP（2003: 157.8）。即：不只

這些，還有其他同義異名。 
364 gzegs zan rkang mig ’ug phrug lung tsam pa’ang/ /（s4a），GTTB1（2000: 

4.19）；GTCM（2000: 126.8）；GTCMCG（2007: 218.20）。英譯參 MOTP（2003: 

157.8）與 BP（2003: 127.5）。而 NGTTG（1978: 362.4）關於 s4a 的解釋為：「同

義異名（rnam grangs），則如其（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所應地結合食屑派（gZen 

zan pa）、足目派（rKang mig pa）、鵂鶹派（'Ug pa pa）、小鵂鶹派（'Ug phrug 

pa）及唯教派（Lung tsam pa）等種種名稱。」（rnam grangs ni gZeg(?gZegs) zan 

pa dang rKang mig pa dang ʼUg pa pa dang ʼUg phrug pa dang Lung tsam pa 

sogs ci rigs sbyor ro/ /） 
365 [Bye brag pa dang rig pa can gzhan gyi lugs kyi] dbye ba, Divisions of Vaiśeṣikas 

and Naiyāyikas。科判見 GTCM（2000: 126.2, 127.6）、MOTP（2003: 156.32, 

157.11）。 
366 Bye brag pa, Vaisheṣhikas/Vaiśeṣikas。參 GTTB1（2000: 4.19）、MOTP（2003: 

157.12）與 BP（2003: 127.8）。即：衛世師。 
367 Rig(?Rigs) pa can, Naiyāyika。參 GTTB1（2000: 4.20）、MOTP（2003: 157.12）

與 BP（2003: 127.8）。即：尼夜耶學派。 
368 dbye ngo Bye brag pa dang Rig(?Rigs) pa can/ /（s4b），GTTB1（2000: 4.19）；

GTCM（2000: 127.6）；GTCMCG（2007: 218.21）。英譯參 MOTP（2003: 15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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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BP（2003: 127.8）。而 NGTTG（1978: 362.4-363.1）關於 s4b 的解釋為：「分

派：追隨食屑〔仙人〕所造經典的勝論學派，以及跟隨足目〔仙人〕所造、

名為『明見』（Rig pa’i lta ba）之論典的正理學派二者，以及也有『加上唯教

派而為三派」的這種說法。」（dbye ba ni gZeg(?gZegs) zan gyis byas paʼi mdoʼi 

rjes su ʼbrangs paʼi Bye brag pa dang/ rKang mig gis byas paʼi Rig paʼi lta ba zhes 

bya baʼi bstan bcos kyi rjes su ʼbrangs paʼi Rig(?Rigs) pa can gnyis dang Lung 

tsam pa dang gsum zhes bshad paʼang yod do/ /） 
369 [Bye brag pa dang rig pa can gzhan gyi lugs kyi] grub mtha’, Tenets of Vaiśeṣikas 

and Naiyāyikas。科判見 GTCM（2000: 126.2, 127.12）、MOTP（2003: 156.32, 

157.28）。 
370 [Bye brag pa dang rig pa can gzhan gyi lugs kyi] tshad ma, Vaiśeṣikas’ and 

Naiyāyikas’ Assertions on Valid Cognition。科判見 GTCM（2000: 127.12, 127.13）、

MOTP（2003: 157.29, 158.1）。 
371 [Bye brag pa dang rig pa can gzhan gyi lugs kyi] mngon sum gyi tshad ma, 

Vaiśeṣikas’ and Naiyāyikas’ Assertions on Direct Perception。科判見 GTCM（2000: 

127.13, 127.13）、MOTP（2003: 158.3, 158.5）。 
372 don drug tshad ma bzhis ʼjal, the six categories are comprehended by the four 

valid cognitions/the six categories are comprehended by the four valid sources of 

knowledge。參 GTTB1（2000: 4.20）、MOTP（2003: 158.6）與 BP（2003: 127.10）。

其中，「四量」即「現前（mngon）、比度（rjes）、度喻（nyer ʼjal）及聲生（sgra 

byung）四量」，而「六義」即「六句義」或「六個範疇」。 
373 mngon sum, direct perception。參 GTTB1（2000: 4.20）、MOTP（2003: 15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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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BP（2003: 127.10）。 

374 dbang don phrad……drug, the meeting of sense power and object; there are 

six/the meeting of sense power, [mind,] and object; of which there are six。參

GTTB1（2000: 4.20）、MOTP（2003: 158.7）與 BP（2003: 127.14）。即「六根與

六境的會遇（關係）」。 
375 ʼbrel……bem, relation is material/the relations [or meetings] are matter。參

GTTB1（2000: 4.20）、MOTP（2003: 158.8）與 BP（2003: 127.18）。即：〔勝論

學派認為六根與六境的會遇或〕關係是物質。 
376 Bye brag pa, for Vaisheṣhikas/the Vaiśeṣikas [assert that]。參 GTTB1（2000: 

4.21）、MOTP（2003: 158.8）與 BP（2003: 127.18）。 
377 de phrad khyad par ʼdzin rtog, a conceptual consciousness from a meeting that 

apprehends a specificity is a direct perception/the conceptual consciousness 

[produced from] a meeting that apprehends a specificity [is a direct perception]。

參 GTTB1（2000: 4.21）、MOTP（2003: 158.8）與 BP（2003: 127.21）。即：〔正

理學派認為從〕該〔六根與六境〕會遇而生的執“特殊性”（別相）的分別心〔是

現量〕。 
378 Rig(?Rigs) pa can, for Naiyāyikas/the Naiyāyikas [assert that]。參 GTTB1（2000: 

4.21）、MOTP（2003: 158.8）與 BP（2003: 127.21）。 
379 don drug tshad ma bzhis ’jal mngon sum ni/ /dbang don phrad ’brel drug 

bem Bye brag pa/ /de phrad khyad par ’dzin rtog Rig(?Rigs) pa can/ /（ss4cd, 

5a），GTTB1（2000: 4.20）；GTCM（2000: 127.13）；GTCMCG（2007: 219.2）。

英譯參 MOTP（2003: 158.6）與 BP（2003: 127.10）。而 NGTTG（1978: 363.2-364.1）

關於 s4cd 及 s5a 的詞義釋為：「主張：“六句義”（tshig gi don drug po）如其所

應地透過現前（mngon）、比度（rjes）、度喻（nyer ʼjal）及聲生（sgra byung）

這四量來理解。其中，現量（mngon sum tshad ma）就是我（bdag）、根（db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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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4.1.2. 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關於比量的主張380 
比度381三382三383有餘正確384等 

具五他利385度喻由似成386 387 

                                                                                                        
po）、意（yid）及遇境（don ’phrad pa）；而若予以區分，有六類；主張“相遇

的體性”（phrad pa deʼi ngo bo）為異（別義）於根、境等等的物質（bem po）

者，為勝論學派的體系。根與境相遇所生的“特殊認知”（shes pa khyad par），

即非於名言中起作用的能取分別（tha snyad du bya ba ma yin paʼi ʼdzin rtog），

亦即不錯亂的耽著知（ma ʼkhrul baʼi zhen rig），而將之許為現量者，則是正理

學派的體系。」（tshig gi don drug po de mngon rjes nyer ʼjal sgra byung tshad 

ma bzhi po ci rigs kyis ʼjal bar ʼdod pa las/ mngon sum tshad ma ni/ bdag dang 

dbang po dang yid dang don phrad pa de yin la/ dbye na drug yod cing/ phrad 

pa deʼi ngo bo ni dbang don sogs las don gzhan paʼi bem por ʼdod pa ni Bye 

brag paʼi lugs dang/ dbang po dang don phrad pa las skyes paʼi shes pa khyad 

par te tha snyad du bya ba ma yin pa ʼdzin rtog ste ma ʼkhrul baʼi zhen rig 

mngon sum tshad mar ʼdod pa ni Rig(?Rigs) pa can paʼi lugs so/ /） 
380 [Bye brag pa dang rig pa can gzhan gyi lugs kyi] rjes dpag gi tshad ma, 

Vaiśeṣikas’ and Naiyāyikas’ Assertions on Inference。科判見 GTCM（2000: 127.13, 

128.7）、MOTP（2003: 158.3, 158.22）。 
381 rjes dpag, inference。參 GTTB1（2000: 4.21）、MOTP（2003: 158.23）與 BP（2003: 

127.26）。 
382 gsum, three。參 GTTB1（2000: 4.21）、MOTP（2003: 158.23）與 BP（2003: 

127.26）。即：正理學派主張的三個自利比度。 
383 gsum, three。參 GTTB1（2000: 4.21）、MOTP（2003: 158.23）與 BP（2003: 

127.26）。即：勝論學派主張的三個自利比度。 
384 lhag ldan yang dag, remainder is correct/[inference] having remainder is 

correct。參 GTTB1（2000: 4.21）、MOTP（2003: 158.23）與 BP（2003: 128.4）。 
385 lnga ldan gzhan don, that having five is for others/that which possesses the f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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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ches of a proof statement] is [inference] for others。參 GTTB1（2000: 4.22）、

MOTP（2003: 158.23）與 BP（2003: 129.17）。 
386 nyer ʼjal ʼdra bas sgrub, comprehension is proof through 

similarity/comprehension is through similarity。參 GTTB1（2000: 4.22）、MOTP

（2003: 158.24）與 BP（2003: 129.18）。 
387 rjes dpag gsum gsum lhag ldan yang dag sogs/ /lnga ldan gzhan don 

nyer ’jal ’dra bas sgrub/ /（s5bc），GTTB1（2000: 4.21）；GTCM（2000: 128.7）；

GTCMCG（2007: 219.7）。英譯參 MOTP（2003: 158.23）與 BP（2003: 127.26）。

而 NGTTG（1978: 364.1-366.2）關於 s5bc 的解釋為：「在正理學派的體系中，

以『執“自相（rang mtshan pa, 自己的特性）的○1 因（rtags）、○2 法（chos, 即

所立法），以及○3 因與法之關係（rtags chos kyi ʼbrel ba）〔這三者〕”的現前

（mngon sum）』作為前行的比度（rjes dpag），有三：○1 由因推果之“具先者”

（snga ma can, 具先比度）、○2 由果推因之“有餘者”（lhag ma ldan, 有餘比度）

及○3 由見一法而推知極隱蔽之他法的“見總者”（spyir mthong ba can, 見總比

度），亦即有三個自利比度（rang don rjes dpag gsum）。而在勝論學派體系中，

『這就只是牛。這就只是馬。』（ʼdi ni ba lang kho naʼo/ /ʼdi ni rta kho naʼo）

的想法，是現前；而透過現前所見之義，而隨後瞭解其他所見之義的認知，

則是比度。其中，○1 由因推論果、○2 由所取之關係而推知具關係者、○3 由聚集

而推知同義、以及○4 以相違推知其他相違，即所謂的四個自利比度（rang don 

rjes dpag bzhi）。但是此處〔根本偈〕所說的『三三』（gsum gsum）〔，其中

第一個『三』是指正理學派前述的三個自利比度，至於第二個『三』〕，我（昂

望奔登）想：『是不是將〔勝論學派的四個自利比度的〕中間的兩個（即○2 與○3 ）

合為一個？』將由因推論果的“有餘因”（lhag ldan gyi gtan tshigs）許為正因

（rtags yang dag）；而〔根本偈的〕『等』（sogs）這個語詞所攝者，例如“思辨

十六句義”（rtog geʼi tshig don bcu drug）與“具有五支之成立語”（yan lag lnga 

ldan gyi sgrub ngag），則許為他利比度（gzhan don rjes dpag）；而度喻量（nyer 

ʼjal gyi tshad ma）就像“因為與黃牛（ba lang）相似，所以成立為野牛（ba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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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Rigs) pa can paʼi lugs la/ rtags chos dang rtags chos kyi ʼbrel ba rang 

mtshan pa ʼdzin paʼi mngon sum ste(?de) sngon du song ba can gyi rjes dpag la 

rgyu las ʼbras bu dpog pa snga ma can dang/ ʼbras bu las rgyu dpog pa lhag ma 

ldan dang/ chos gcig mthong ba las gzhan shin tu lkog gyur dpog pa spyir 

mthong ba can te rang don rjes dpag gsum dang/ Bye brag paʼi lugs la ʼdi ni ba 

lang kho naʼo/ /ʼdi ni rta kho naʼo snyam pa ni mngon sum yin la/ mngon sum 

gyis mthong baʼi don las blta bar bya baʼi don gzhan rjes su rtogs paʼi blo ni rjes 

dpag yin no/ /de la rgyu las ʼbras bu dpog pa dang/ ʼbrel ba bzung ba las ʼbrel ba 

can dpog pa dang/ don gcig la ʼdu ba las dpog pa dang/ ʼgal zlas ʼgal zla gzhan 

dpog pa ste rang don rjes dpag bzhir bshad do/ /ʼon kyang ʼdir gsum gsum zhes 

gsungs pa ni bar ba gnyis gcig tu bsdud(?bsdus) dam snyam mo/ /rgyus ʼbras bu 

dpog paʼi lhag ldan gyi gtan tshig(?tshigs) de rtags yang dag tu ʼdod pa dang/ 

sogs sgras bsdud(?bsdus) pa rtog geʼi tshig don bcu drug dang/ yan lag lnga ldan 

gyi sgrub ngag lta bu gzhan don rjes dpag tu ʼdod la/ nyer ʼjal gyi tshad ma ni 

ba lang dang ʼdra bas ba min yin par sgrub pa lta buʼo/ /） 
388 [Bye brag pa dang rig pa can gzhan gyi lugs kyi] lung gi tshad ma, Vaiśeṣikas’ 

and Naiyāyikas’ Assertions on Scriptural Valid Cognition。科判見 GTCM（2000: 

127.13, 130.7）、MOTP（2003: 158.4, 160.18）。 
389 sgra byung, those arisen from sound/[among vaild source of knowledge risen] 

from terms。參 GTTB1（2000: 4.22）、MOTP（2003: 160.20）與 BP（2003: 129.23）。 
390 ZHi rgyud, the tantras by Shiva。參 GTTB1（2000: 4.22）、MOTP（2003: 160.20）

與 BP（2003: 129.23）。 
391 ʼJig rten mig mdo, the Lokachakṣhu Sūtra/the Lokacakṣu Sūtra。參 GTTB1（2000: 

4.22）、MOTP（2003: 160.20）與 BP（2003: 12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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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4.2. 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關於基的主張394，分

二： 
6.1.2.4.2.1. 略說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關於基的主張
395 
實質396功德397業398以及總399別400 
                                                                                                        
392 lung, scripture/valid scripture。參 GTTB1（2000: 4.22）、MOTP（2003: 160.21）

與 BP（2003: 129.24）。 
393 sgra byung ZHi rgyud ’Jig rten mig mdo lung/ /（s5d），GTTB1（2000: 4.22）；

GTCM（2000: 130.8）；GTCMCG（2007: 219.20）。英譯參 MOTP（2003: 160.20）

與 BP（2003: 129.23）。而 NGTTG（1978: 366.2-366.5）關於 s5d 的解釋為：「聲

生量（sgra byung tshad ma）有二：○1 認知（shes pa）及○2 聖教（lung, āgama）。

其中，聖教即是寂靜（ZHi ba）或自在（dBang phyug）所造的續，亦即《寂

靜美合》（ZHi ba’i mdzes sbyar）等；鵂鶹仙人（drang srong ʼUg pa）所造的

《闡明差別經》（Bye brag gsal baʼi mdo），別名即眾所周知的《世間眼經》（ʼJig 

rten mig mdo）；以及足目（rKang mig）所造的《明見論》（Rig paʼi lta ba）等。」

（sgra byung tshad ma la shes pa dang lung gnyis las/ lung ni ZHi ba ste dBang 

phyug gis byas paʼi rgyud de ZHi baʼi mdzes sbyar sogs dang/ drang srong ʼUg 

pas byas paʼi Bye brag gsal baʼi mdo ming gzhan ʼJig rten mig mdor grags pa 

dang/ rKang mig gis byas paʼi Rig(?Rigs) paʼi lta ba zhes bya baʼi bstan bcos sogs 

so/ /） 
394 [Bye brag pa dang rig pa can gzhan gyi lugs kyi] gzhi[’i ’dod tshul], Vaiśeṣikas’ 

and Naiyāyikas’ Assertions on the Basis。科判見 GTCM（2000: 127.12, 130.17）、

MOTP（2003: 157.29, 160.30）。 
395 [Bye brag pa dang rig pa can gzhan gyi lugs kyi gzhi’i ’dod tshul mdor] bstan, 

Brief Indication of Vaiśeṣikas’ and Naiyāyikas’ Assertions on the Basis。科判見

GTCM（2000: 130.17）、MOTP（2003: 160.31, 160.32）。 
396 rdzas, substance。參 GTTB1（2000: 4.22）、MOTP（2003: 160.34）與 BP（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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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集401六句義402為實事403依404 405 

6.1.2.4.2.2. 詳說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關於基的主張
406，分六： 
                                                                                                        

129.31）。 
397 yon tan, quality。參 GTTB1（2000: 5.1）、MOTP（2003: 160.34）與 BP（2003: 

129.31）。 
398 las, activity。參 GTTB1（2000: 5.1）、MOTP（2003: 160.34）與 BP（2003: 129.31）。 
399 spyi, generality。參 GTTB1（2000: 5.1）、MOTP（2003: 160.34）與 BP（2003: 

129.31）。 
400 bya brag, particularity。參 GTTB1（2000: 5.1）、MOTP（2003: 160.34）與 BP

（2003: 129.31）。 
401 ʼdu ba, inherence。參 GTTB1（2000: 5.1）、MOTP（2003: 161.1）與 BP（2003: 

129.32）。 
402 tshig gi don drug, the six categories。參 GTTB1（2000: 5.1）、MOTP（2003: 161.1）

與 BP（2003: 129.32）。 
403 bden dngos, truly established effective thing/truly [established] functioning 

thing。參 GTTB1（2000: 5.1）、MOTP（2003: 161.1）與 BP（2003: 129.32）。 
404 gzhi, base。參 GTTB1（2000: 5.1）、MOTP（2003: 161.1）與 BP（2003: 129.32）。 
405 rdzas dang yon tan las dang spyi bye brag/ /’du ba tshig gi don drug bden 

dngos gzhi/ /（s6ab），GTTB1（2000: 4.22）；GTCM（2000: 130.17）；GTCMCG

（2007: 220.1）。英譯參 MOTP（2003: 160.34）與 BP（2003: 129.30）。而 NGTTG

（1978: 366.5）關於 s6ab 的解釋為：「實質（rdzas）、功德（yon tan, 即特質

或屬性）、業（las）、總（spyi）、別（bye brag）與聚集（ʼdu ba）這六句義（tshig 

gi don drug po, 即六個範疇），是實有的事物（bden grub kyi dngos po）或基

礎（gzhi）。」（rdzas dang yon tan dang las dang spyi bye brag dang ʼdu ba ste 

tshig gi don drug po bden grub kyi dngos po ʼam gzhi yin la/） 
406 [Bye brag pa dang rig pa can gzhan gyi lugs kyi gzhi’i ’dod tshul rgyas] bsh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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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4.2.2.1. 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關於實質的主張
407，分三： 
6.1.2.4.2.2.1.1. 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關於總的實質

的主張408 
四大409意410空411方412我413時414九質415 

五不遍416四遍417四質四等418 419 

                                                                                                        
Extensive Explanation of Vaiśeṣikas’ and Naiyāyikas’ Assertions on the Basis。科

判見 GTCM（2000: 130.17, 131.3）、MOTP（2003: 160.31, 161.33）。 
407 [Bye brag pa dang rig pa can gzhan gyi lugs kyis ’dod pa’i] rdzas bshad pa, 

Vaiśeṣikas’ and Naiyāyikas’ Assertions on Substance。科判見 GTCM（2000: 131.3, 

131.4）、MOTP（2003: 161.35, 162.2）。 
408 [Bye brag pa dang rig pa can gzhan gyi lugs kyis ’dod pa’i] rdzas spyi’i khyad par, 

Vaiśeṣikas’ and Naiyāyikas’ Assertions on Substance in General。科判見 GTCM

（2000: 131.4, 131.5）、MOTP（2003: 162.3, 162.5）。 
409 ʼbyung bzhi, the four elements。參 GTTB1（2000: 5.1）、MOTP（2003: 162.6）

與 BP（2003: 130.1）。即：地、水、火、風四者。 
410 yid, mentality/mind。參 GTTB1（2000: 5.1）、MOTP（2003: 162.6）與 BP（2003: 

130.1）。 
411 mkhaʼ, space。參 GTTB1GTTB1（2000: 5.1）、MOTP（2003: 162.6）與 BP（2003: 

130.1）。 
412 phyogs, direction。參 GTTB1（2000: 5.2）、MOTP（2003: 162.6）與 BP（2003: 

130.1）。 
413 bdag, self。參 GTTB1（2000: 5.2）、MOTP（2003: 162.6）與 BP（2003: 130.1）。 
414 dus, time。參 GTTB1（2000: 5.2）、MOTP（2003: 162.6）與 BP（2003: 130.1）。 
415 dgu rdzas, the nine substances。參 GTTB1（2000: 5.2）、MOTP（2003: 162.6）

與 BP（2003: 1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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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6 lnga……ma khyab, five substances are non-pervasive。參 GTTB1（2000: 5.2）、

MOTP（2003: 162.7）與 BP（2003: 130.5）。此處的「五」即「五實質」，也就

是：地、水、火、風、意。 
417 bzhi……khyab, four are pervasive。參 GTTB1（2000: 5.2）、MOTP（2003: 162.7）

與 BP（2003: 130.5）。此處的「四」即「四實質」，也就是：我、方向、虛空、

時間。 
418 rdzas bzhi sogs bzhi, the four have four and so forth/the four [elements] have 

four [qualities], etc.。參 GTTB1（2000: 5.2）、MOTP（2003: 162.7）與 BP（2003: 

130.5）。此處的「四質」即「四大」。「四等」即「具四功德者」（地）、「具三

功德者」（水）、「具二功德者」（火）和「具一功德者」（風）四類。  
419 ’byung bzhi yid mkha’ phyogs bdag dus dgu rdzas/ /lnga bzhi ma khyab 

khyab rdzas bzhi sogs bzhi/ /（s6cd），GTTB1（2000: 5.1）；GTCM（2000: 131.5）；

GTCMCG（2007: 220.2）。英譯參 MOTP（2003: 162.2）與 BP（2003: 130.1）。

而 NGTTG（1978: 367.1-367.5）關於 s6cd 的解釋為：「其中，實質（rdzas）有

九類：地、水、火、風－－即四大（ʼbyung bzhi）－－及意（yid）、虛空（nam 

mkhaʼ）、方向（phyogs）、我（bdag）、時（dus），亦即“九實質”（rdzas dgu）；

其中，地、水、火、風、意這五個，因為完全斷絕（yongs su chad pa, 即會

中斷），所以是“不周遍之實質”（ma khyab paʼi rdzas）；而我、方向、虛空、

時間四者，由於完全不斷絕（yongs su ma chad pa, 即不會中斷），所以是“周

遍之實質”（khyab paʼi rdzas）。具色香味觸四功德（屬性）者、具色味觸三功

德者、具色觸二功德者、唯具觸一功德之實質，依次為地、水、火、風，亦

即四大。」（deʼi dang po rdzas la sa chu me rlung ste ʼbyung bzhi dang yid dang 

nam mkhaʼ dang phyogs dang bdag dang dus ste rdzas dgu las/ sa chu me 

rlung yid de lnga ni yongs su chad paʼi phyir ma khyab paʼi rdzas dang bdag 

phyogs mkhaʼ dus bzhi ni yongs su ma chad paʼi phyir khyab paʼi rdzas so/ 

/gzugs dri ro reg ste yon tan bzhi ldan dang/ gzugs ro reg ste yon tan gsum ldan 

dang/ gzugs reg ste yon tan gnyis ldan dang/ reg bya tsam ste yon tan gcig ld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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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4.2.2.1.2. 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關於常與無常

的主張420 
餘常421功德二分422業無常423 424 

6.1.2.4.2.2.1.3. 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關於我的主張
425，分二： 
                                                                                                        

gyi rdzas ni rim bzhin sa dang chu dang me dang rlung ste ʼbyung bzhiʼo/ /） 
420 [Bye brag pa dang rig pa can gzhan gyi lugs kyis ’dod pa’i] rtag mi rtag gi khyad 

par, Vaiśeṣikas’ and Naiyāyikas’ Assertions on Permanence and Impermanence。

科判見 GTCM（2000: 131.5, 132.2）、MOTP（2003: 162.3, 163.36）。 
421 gzhan rtag, the others are permanent。參 GTTB1（2000: 5.2）、MOTP（2003: 

163.38）與 BP（2003: 130.12）。 
422 yon tan cha gnyis, quality has two classes。參 GTTB1（2000: 5.2）、MOTP（2003: 

163.38）與 BP（2003: 130.12）。亦即「功德有常與無常兩類」。 
423 las mi rtag, activity is impermanent。參 GTTB1（2000: 5.3）、MOTP（2003: 163.38）

與 BP（2003: 130.12）。 
424 gzhan rtag yon tan cha gnyis las mi rtag/ /（s7a），GTTB1（2000: 5.2）；GTCM

（2000: 132.2）；GTCMCG（2007: 220.8）。英譯參 MOTP（2003: 163.38）與 BP

（2003: 130.12）。而 NGTTG（1978: 367.5-368.2）關於 s7a 的解釋為：「雖然解

釋其他句義（tshig don gzhan, 即實質、總、別與聚集四個範疇）是常，而功

德則有常、無常二部分，業唯是無常；但是，〔蓮華戒關於寂護的《攝真性論》

的〕《難處釋》（TSHad chen dkaʼ ̓ grel）及〔克主傑的〕《〈釋量論〉大疏》（rNam 

ʼgrel ṭīk chen）當中卻說實質有常、無常二部分。」（tshig don gzhan ni rtag pa 

dang yon tan la rtag mi rtag gi cha gnyis dang las ni mi rtag pa kho nar bshad 

kyang rdzas la rtag mi rtag gi cha gnyis yod par TSHad chen dkaʼ ̓ grel dang rNam 

ʼgrel ṭīk chen sogs las bshad do/ /） 
425 [Bye brag pa dang rig pa can gzhan gyi lugs kyis ’dod pa’i] bdag gi khyad par, 

Vaiśeṣikas’ and Naiyāyikas’ Assertions on Self。科判見 GTCM（2000: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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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4.2.2.1.3.1. 正明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關於我

的主張426 
受者427作者428無為429常430非知431 

遍432無作433許434我435依序遍微436 437 
                                                                                                        

132.5）、MOTP（2003: 162.4, 164.19）。 
426 [Bye brag pa dang rig pa can gzhan gyi lugs kyis ’dod pa’i bdag gi khyad par] 

dngos, Actual Indication of Vaiśeṣikas’ and Naiyāyikas’ Assertions on Self。科判見

GTCM（2000: 132.5）、MOTP（2003: 164.20, 164.21）。 
427 za bo, the experiencer。參 GTTB1（2000: 5.3）、MOTP（2003: 164.22）與 BP

（2003: 130.16）。 
428 byed po, agent/the agent。參 GTTB1（2000: 5.3）、MOTP（2003: 164.22）與

BP（2003: 130.16）。 
429 ma byas, uncompounded/a non-product。參 GTTB1（2000: 5.3）、MOTP（2003: 

164.22）與 BP（2003: 130.16）。 
430 rtag, permanent。參 GTTB1（2000: 5.3）、MOTP（2003: 164.22）與 BP（2003: 

130.16）。 
431 shes min, not conscious/not consciousness。參 GTTB1（2000: 5.3）、MOTP（2003: 

164.23）與 BP（2003: 130.17）。 
432 khyab, pervasive。參 GTTB1（2000: 5.3）、MOTP（2003: 164.223）與 BP（2003: 

130.17）。 
433 bya med, without activity。參 GTTB1（2000: 5.3）、MOTP（2003: 164.23）與

BP（2003: 130.17）。 
434 ʼdod, assert。參 GTTB1（2000: 5.3）、MOTP（2003: 164.22）與 BP（2003: 130.16）。 
435 bdag, a self/a Self。參 GTTB1（2000: 5.3）、MOTP（2003: 164.22）與 BP（2003: 

130.16）。 
436 khyab phra rim, respectively, pervasive and minute/it is [respectively] pervasive 

and tiny。參 GTTB1（2000: 5.3）、MOTP（2003: 164.23）與 BP（2003: 13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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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4.2.2.1.3.2. 附帶的主題438 
意439為常事440分別441有境442覺443 444 

                                                                                                        
亦即：「遍」（khyab）和「遍、微」（khyab phra）依序是「勝論學派」與「正

理學派」的主張。 
437 za bo byed po ma byas rtag shes min/ /khyab dang bya med bdag ’dod 

khyab phra rim/ /（s7bc），GTTB1（2000: 5.3）；GTCM（2000: 132.5）；GTCMCG

（2007: 220.10）。英譯參 MOTP（2003: 164.22）與 BP（2003: 130.16）。而 NGTTG

（1978: 368.2-369.3）關於 s7bc 的解釋為：「有人將○1『有領受苦樂果報者、造

作善不善因者、無為、不壞滅之常、非認知之物質（bem po）、以及周遍（涵

蓋）一切且沒有作用的我之實質（bdag rdzas）』的主張，以及○2『我周遍一切

及〔我〕僅有極微之量』的主張，依序許為『勝論學派』及『正理學派』。但

是，自宗則認為：勝論學派主張『我周遍一切』，而正理學派總的來說雖也主

張『我周遍一切』，但是卻有差別，就是主張『唯與意離合關係之我（yid tsam 

dang ʼphord ʼdu ʼbrel baʼi bdag），則僅有極微之量（rdul phra rab kyi bongs tshad 

tsam）』。在根本偈的版本中，由於『所作、能作』（bya byed）是文字上的錯

誤，因此要讀作『無作』（bya med, 即無作用）。」（ʼbras bu bde sdug za pa po 

dang rgyu dge mi dge byed pa po dang ʼdus ma byas dang mi ʼjig paʼi rtag pa 

dang/ shes pa min paʼi bem po dang thams cad la khyab pa dang bya ba med 

paʼi rtag(?bdag) rdzas yod ʼdod la/ bdag kun la khyab pa dang rdul phra rab kyi 

tshad tsam du ʼdod pa ni rim bzhin Bye brag pa dang Rig(?Rigs) pa can paʼi lugs 

su kha cig ʼdod la/ rang lugs ni Bye brag pas bdag kun la khyab par ʼdod pa dang 

Rig(?Rigs) pa can pas spyir bdag ni kun la khyab kyang/ yid tsam dang ʼphrod ʼdu 

ʼbrel baʼi bdag ni rdul phra rab kyi bongs tshad tsam du ʼdod paʼi khyad par yod 

do/ /rtsa baʼi dpe la bya byed ces pa yig nor yin pas bya med ces ʼdon par gyis/ 

/） 
438 zhar byung, Ancillary Topic。科判見 GTCM（2000: 132.5, 134.21）、MOTP（2003: 

164.20, 1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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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9 yid, mentality/mind。參 GTTB1（2000: 5.3）、MOTP（2003: 166.2）與 BP（2003: 

131.3）。 
440 rtag dngos, a permanent effective thing/a permanent functioning thing。參

GTTB1（2000: 5.4）、MOTP（2003: 166.2）與 BP（2003: 131.3）。 
441 rtog bcas, conceptual。參 GTTB1（2000: 5.4）、MOTP（2003: 166.2）與 BP（2003: 

131.3）。 
442 yul can, an object-possessor。參 GTTB1（2000: 5.4）、MOTP（2003: 166.3）與

BP（2003: 131.3）。 
443 blo, awareness。參 GTTB1（2000: 5.4）、MOTP（2003: 166.2）與 BP（2003: 131.3）。 
444 yid ni rtag dngos rtog bcas yul can blo/ /（s7d），GTTB1（2000: 5.3）；GTCM

（2000: 134.21）；GTCMCG（2007: 220.17）。英譯參 MOTP（2003: 166.2）與

BP（2003: 131.3）。而 NGTTG（1978: 369.3-370.1）關於 s7d 的解釋為：「意之

實質（yid kyi rdzas）雖被解釋為常的事物（rtag paʼi dngos po）、有分別（rtog 

bcas）、有境（yul can）及覺知（blo）；但我（昂望奔登）認為：『如前述（嘉

擦大師《量決定疏》雖作是說，但這與〔克主傑〕《大疏》一致、不一致，如

前所述，仍有待觀察。）一般，仍有待觀察吧！』（sngar bshad pa ltar dpyad gzhi 

yod dam）；因為〔？〕解釋意之實質與覺知是功德之故，以及〔？〕解釋意

是物質而覺知是認知之故。實質具有三個特質，亦即：○1 具有作用（bya ba dang 

ldan pa）、○2 具有功德（yon tan dang ldan pa）及○3 為聚集之因（ʼdu baʼi rgyur gyur 

pa）。」（yid kyi rdzas ni rtag paʼi dngos po dang rtog bcas dang yul can dang 

blo yin par bshad kyang sngar bshad pa ltar dpyad gzhi yod dam snyam ste/ yid 

kyi rdzas dang blo ni yon tan yin par bshad paʼi phyir dang/ yid ni bem po dang 

blo shes pa yin par bshad paʼi phyir ro/ /rdzas ni bya ba dang ldan pa dang yon 

tan dang ldan pa dang/ ʼdu baʼi rgyur gyur pa ste khyad par gsum ldan yin la/） 
445 [Bye brag pa dang rig pa can gzhan gyi lugs kyis ’dod pa’i] yon tan bshad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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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iśeṣikas’ and Naiyāyikas’ Assertions on Quality。科判見 GTCM（2000: 131.3, 

135.19）、MOTP（2003: 161.35, 167.1）。 
446 bzhi ldan yon tan, Qualities possess four/Qualities possess four [attributes]。參

GTTB1（2000: 5.4）、MOTP（2003: 167.2）與 BP（2003: 131.7）。即：功德具有

四個特質。 
447 nyer bzhi, twenty-four。參 GTTB1（2000: 5.4）、MOTP（2003: 167.2）與 BP（2003: 

131.7）。即：功德有二十四個分類。 
448 yang, also。參 GTTB1（2000: 5.4）、MOTP（2003: 167.2）與 BP（2003: 131.7）。 
449 nyer lnga, twenty-five。參 GTTB1（2000: 5.4）、MOTP（2003: 167.2）與 BP（2003: 

131.7）。即：功德有二十五個分類。 
450 bzhi ldan yon tan nyer bzhi nyer lnga yang/ /（s8a），GTTB1（2000: 5.4）；

GTCM（2000: 135.19）；GTCMCG（2007: 220.21）。英譯參 MOTP（2003: 167.2）

與 BP（2003: 131.7）。而 NGTTG（1978: 370.1-370.5）關於 s8a 的解釋為：「功

德（yon tan）具有四個特質（khyad par），亦即：○1 依於實質（rdzas la rten pa）、

○2 不具其他功德（yon tan gzhan dang mi ldan pa）、○3 不作聚集與分離之因（ʼdu 

bral gyi rgyu mi byed pa）、○4 不觀待因相（rtags la ltos pa med pa）；有人說，

若予區分，有二十四類；然而也有說為二十五類的情況；而色等五類（gzugs 

sogs lnga）；糞（lci）、溼（gshir）、暖（dro）、油（snum）等四類；數（grangs）、

量（tshad）、手指（sor）、差別（dbye）、具有（ldan）、異（gzhan）、非異（gzhan 

min）等七類；覺知（blo）、苦（sdug）、樂（bde）、欲（ʼdod）、瞋（sdang）、

有為（ʼdus byas）、努力（ʼbad）、法（chos）、非法（chos min）等九類，亦即

執〔功德〕為二十五類。」（rdzas la rten pa dang yon tan gzhan dang mi ldan pa 

dang ʼdu bral gyi rgyu mi byed pa dang rtags la ltos pa med pa ste khyad par 

bzhi ldan gyi don ni yon tan yin zhing/ de la dbye na nyer bzhi yod par ka shis 

bshad la/ nyer lngar bshad pa yang yod la/ gzugs sogs lnga dang lci gshir dro 

snum bzhi/ grangs tshad sor dbye ldan gzhan gzhan min bdun/ blo dang b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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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ug ʼdod ldang(?sdang) ʼdus byas ʼbad/ chos dang chos min dgu ste nyer lngar 

gzung/） 
451 [Bye brag pa dang rig pa can gzhan gyi lugs kyis ’dod pa’i] las bshad pa, 

Vaiśeṣikas’ and Naiyāyikas’ Assertions on Activity。科判見 GTCM（2000: 131.4, 

138.6）、MOTP（2003: 161.35, 170.5）。 
452 las lngaʼo, activity is fivefold。參 GTTB1（2000: 5.4）、MOTP（2003: 170.6）與

BP（2003: 131.27）。即：業（即活動）分為五類。 
453 cha, part。參 GTTB1（2000: 5.4）、MOTP（2003: 170.6）與 BP（2003: 131.27）。 
454 cha can, whole。參 GTTB1（2000: 5.4）、MOTP（2003: 170.6）與 BP（2003: 

131.27）。即：整體。 
455 sogs, and so forth。參 GTTB1（2000: 5.5）、MOTP（2003: 170.6）與 BP（2003: 

131.27）。即：功德（yon tan）及有德（yon tan can）、定義（mtshan）與術語

（mtshon）等。 
456 gzhan rdzas, different substantial entities。參 GTTB1（2000: 5.5）、MOTP（2003: 

170.6）與 BP（2003: 131.27）。 
457 las lnga’o cha dang cha can sogs gzhan rdzas/ /（s8b），GTTB1（2000: 5.4）；

GTCM（2000: 138.6）；GTCMCG（2007: 221.3）。英譯參 MOTP（2003: 170.6）

與 BP（2003: 131.27）。而 NGTTG（1978: 371.1-371.3）關於 s8b 的解釋為：「業

（las, 即活動）有五種如下：○1 舉起（ʼdegs pa）、○2 放置（ʼjog pa）、○3 收縮（bskum 

pa）、○4 伸展（brkyangs pa）、○5 行走（ʼgro ba）。同樣地，許一切的部分（cha）

及具有部分者（cha can, 即整體）、功德（yon tan）及有德（yon tan can）、定

義（mtshan）與術語（mtshon）等，為彼此別義（don gzhan pa, 即不同）之

實質有。」（las ni ʼdegs pa dang ʼjog pa dang bskum pa dang brkyangs pa dang 

ʼgro ba ste lngaʼo/ /de bzhin du cha dang cha can dang/ yon tan dang yon tan 

can dang mtshan mtshon sogs thams cad phan tshun don gzhan paʼi rdzas y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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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ʼdod do/ /） 

458 [Bye brag pa dang rig pa can gzhan gyi lugs kyis ’dod pa’i] spyi bshad pa, 

Vaiśeṣikas’ and Naiyāyikas’ Assertions on Generality。科判見 GTCM（2000: 131.4, 

138.12）、MOTP（2003: 162.1, 170.33）。 
459 gsum las don gzhan, factually other than the three/factually other than the [other] 

three [categories]。參 GTTB1（2000: 5.5）、MOTP（2003: 170.34）與 BP（2003: 

132.3）。即：實際上異於三者。 
460 spyi, generality。參 GTTB1（2000: 5.5）、MOTP（2003: 170.34）與 BP（2003: 

132.3）。 
461 khyad par brgyad, eight features/eight attributes。參 GTTB1（2000: 5.5）、MOTP

（2003: 170.34）與 BP（2003: 132.3）。 
462 gsum las don gzhan spyi yin khyad par brgyad/ /（s8c），GTTB1（2000: 5.5）；

GTCM（2000: 138.12）；GTCMCG（2007: 221.6）。英譯參 MOTP（2003: 170.34）

與 BP（2003: 132.3）。而 NGTTG（1978: 371.3-372.2）關於 s8c 的解釋為：「隨

行於實質、功德及業三者，而且別義（don gzhan, 意義不同）於這三個的所

知，即是總（spyi）。總（spyi）、別（bye brag）、聚集（ʼdu ba）三者，被解

釋為具有○1 不生（mi skyes pa）、○2 周遍（khyab pa）、○3 常（rtag pa）、○4 無法

細分（cha med）、○5 無作用（bya ba med pa）、○6 依於實質（rdzas la brten pa）、

○7 依於功德（yon tan la brten pa）、○8 依於業（las la brten pa）這八個特質；然

而這三者（總、別、聚集）的任何一個未必具有八特質；因為例如“依於功德”

的片面之總（yon tan la brten paʼi nyi tshe baʼi spyi）及它（總）的別（deʼi bye 

brag），它（總）並非“依於實質”（亦即有○7 而無○6 ）。」（rdzas dang yon tan las 

gsum la rjes su ʼgro zhing gsum po de dag las don gzhan paʼi shes bya ni spyi 

yin la/ spyi bye brag ʼdu ba gsum ni ma skyes pa dang khyab pa dang rtag pa 

dang cha med dang bya ba med pa rdzas la brten pa dang yon tan la brten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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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4.2.2.5. 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關於別的主張463 
差異464是別465 466 

6.1.2.4.2.2.6. 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關於聚集的主張
467，分二： 
6.1.2.4.2.2.6.1. 關於聚集的主張468 
                                                                                                        

dang las la brten pa ste khyad par brgyad du bshad kyang/ de gsum gang rung la 

khyad par brgyad tshang bas ma khyab ste/ yon tan la brten paʼi nye(?nyi) tshe 

baʼi spyi dang/ deʼi bye brag lta bu de rdzas la brten pa ma yin paʼi phyir/） 
463 [Bye brag pa dang rig pa can gzhan gyi lugs kyis ’dod pa’i] bye brag bshad pa, 

Vaiśeṣikas’ and Naiyāyikas’ Assertions on Paticularity。科判見 GTCM（2000: 131.4, 

139.11）、MOTP（2003: 162.1, 172.23）。 
464 khyad zugs, the presence of difference/that which [provides for] difference。參

GTTB1（2000: 5.5）、MOTP（2003: 172.24）與 BP（2003: 132.16）。 
465 bye brag, particularity。參 GTTB1（2000: 5.5）、MOTP（2003: 172.24）與 BP

（2003: 132.16）。 
466 khyad zhugs bye brag/ /（s8d+4），GTTB1（2000: 5.5）；GTCM（2000: 139.11）；

GTCMCG（2007: 221.11）。英譯參 MOTP（2003: 172.24）與 BP（2003: 132.16）。

而 NGTTG（1978: 372.2-372.3）關於 s8d 前四音節的解釋為：「執（ʼdzin）“自

己的所依（rang gi rten）勝過其他，亦即有不同的差異”的認知（shes pa），其

所取境（gzung yul），就是別（bye brag）。」（rang gi brten de gzhan las khyad 

zhugs pa ste mi ʼdra baʼi khyad par yod par ʼdzin paʼi shes paʼi gzung yul ni bye 

brag dang/） 
467 [Bye brag pa dang rig pa can gzhan gyi lugs kyis ’dod pa’i] ’du ba bshad pa, 

Vaiśeṣikas’ and Naiyāyikas’ Assertions on Inherence。科判見 GTCM（2000: 131.4, 

139.16）、MOTP（2003: 162.1, 172.34）。 
468 [Bye brag pa dang rig pa can gzhan gyi lugs kyis ’dod pa’i ’du ba bshad pa] de, 

[Vaiśeṣikas’ and Naiyāyikas’] Assertions on Inherence。科判見 GTCM（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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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4.2.2.6.2. 附帶的主題472 
情器世間473由474極微475自在476 477 

                                                                                                        
139.16）、MOTP（2003: 172.35, 173.1）。 

469 ʼdu ba, inherence。參 GTTB1（2000: 5.5）、MOTP（2003: 173.2）與 BP（2003: 

132.19）。 
470 ʼbrel ba gnyis, two relations。參 GTTB1（2000: 5.5）、MOTP（2003: 173.2）與

BP（2003: 132.19）。 
471 ’du ba ’brel ba gnyis/ /（s8d-5），GTTB1（2000: 5.5）；GTCM（2000: 139.16）；

GTCMCG（2007: 221.12）。英譯參 MOTP（2003: 173.2）與 BP（2003: 132.19）。

而 NGTTG（1978: 372.3-373.1）關於 s8d 後五音節的解釋為：「執“所依中有能

依”（rten la brten pa yod pa）的認知，其（認知）所取境（gzung yul），即是

聚集（ʼdu ba）的意義（don）；其中，有所依與能依（rten dang brten pa）“位

置相異的具有關係”（go sa tha dad paʼi ldan ʼbrel）及“位置不相異的聚集關係”

（go sa tha mi dad paʼi ʼdu ʼbrel）二種，〔嘉擦傑〕《量決定疏》（rNam nges Dar 

ṭīk）雖這樣說，但與〔克主傑的〕《大疏》（Ṭīk chen）一致、不一致，如前所

述，仍有待觀察。」（rten la brten pa yod par ʼdzin paʼi shes paʼi gzung yul du gyur 

paʼi don ni ʼdu ba lta bu ste/ de la rten dang brten pa go sa tha dad paʼi ldan ʼbrel 

dang go sa tha mi dad paʼi ʼdu ʼbrel gnyis yod par rNam nges Dar ṭīk tu bshad 

kyang/ Ṭīk chen dang mthun mi mthun dpyad gzhi yod par sngar bshad zin/） 
472 zhar byung, Ancillary Topic。科判見 GTCM（2000: 139.16, 139.20）、MOTP（2003: 

172.35, 173.22）。 
473 snod bcud, environments and animate beings/beings and environments。參

GTTB1（2000: 5.6）、MOTP（2003: 173.23）與 BP（2003: 132.26）。 
474 gyis, by。參 GTTB1（2000: 5.6）、MOTP（2003: 173.23）與 BP（2003: 132.26）。 
475 phra rab rdul, minute particle/tiny particle。參 GTTB1（2000: 5.6）、MOTP（2003: 

173.23）與 BP（2003: 13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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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4.3. 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關於道的主張478 
浴479等480是法481輪迴功德聚482 483 

                                                                                                        
476 dBang phyug, Īshvara/Maheśvara。參 GTTB1（2000: 5.6）、MOTP（2003: 173.23）

與 BP（2003: 132.26）。 
477 snod bcud phra rab rdul dang dBang phyug gis/ /（s9a），GTTB1（2000: 5.6）；

GTCM（2000: 139.20）；GTCMCG（2007: 221.15）。英譯參 MOTP（2003: 173.23）

與 BP（2003: 132.26）。而 NGTTG（1978: 373.1-373.4）關於 s9a 的解釋為：「主

張：『情、器世間最初形成之時，在虛空中，諸恆常且無法細分之四大種的極

微個別安住，那個本身即為自在天化現的世間。』而由於有情的法與非法的

業力，依風及極微二者圓滿等等次第，形成〔情、器世間〕的方式如前所述。」

（snod bcud kyi ʼjig rten dang por chags paʼi tshe/ nam mkhar ʼbyung bzhiʼi 

rdul phra rab rtag cing cha shas med pa rnams so sor gnas pa de nyid/ dBang 

phyug gis ʼjig rten sprul par ʼdod pa dang sems can gyi chos dang chos min gyi 

las kyi dbang gis rlung rdul phra rab gnyis ʼbyor ba sogs kyi rim pas chags tshul 

sngar bzhin dang/） 
478 [Bye brag pa dang rig pa can gzhan gyi lugs kyi] lam [gi ’dod tshul], Vaiśeṣikas’ 

and Naiyāyikas’ Assertions on the Path。科判見 GTCM（2000: 127.12, 141.7）、

MOTP（2003: 157.29, 173.30）。 
479 khrus, bathing。參 GTTB1（2000: 5.6）、MOTP（2003: 173.31）與 BP（2003: 

132.29）。 
480 sogs, and so forth/etc.。參 GTTB1（2000: 5.6）、MOTP（2003: 173.31）與 BP

（2003: 132.29）。 
481 chos, religion/religious practice。參 GTTB1（2000: 5.6）、MOTP（2003: 173.31）

與 BP（2003: 132.29）。 
482 ʼkhor ba yon tan ʼdu, cyclic existence is inherence of the qualities/saṃsāra is the 

inherence of the qualities in the Self。參 GTTB1（2000: 5.6）、MOTP（2003: 173.31）

與 BP（2003: 13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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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2.4.4. 勝論學派與正理學派關於果的主張4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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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3 khrus sogs chos yin ’khor ba yon tan ’du/ /（s9b），GTTB1（2000: 5.6）；GTCM

（2000: 141.7）；GTCMCG（2007: 221.19）。英譯參 MOTP（2003: 173.31）與

BP（2003: 132.29）。而 NGTTG（1978: 373.4-374.1）關於 s9b 的解釋為：「『沐

浴』，以及透過『等』這個語詞，主張“灌頂（dbang bskur）、齋戒（bsnyung gnas）

及住於上師的房子後（bla maʼi khyim du gnas nas），行梵行等”（tshangs par 

spyod pa sogs）為“法”。只要覺知等九功德（blo la sogs paʼi yon tan dgu po）

與我（bdag）有聚集關係（ʼdu ʼbrel），就是於輪迴流轉（ʼkhor bar ʼkhor ba）。」

（khrus dang sogs sgras dbang bskur dang bsnyung gnas dang bla maʼi khyim 

du gnas nas tshangs par spyod pa sogs chos su ʼdod do/ /ʼkhor bar ʼkhor ba ni ji 

srid du blo la sogs paʼi yon tan dgu po de bdag dang ʼdu ʼbrel yod pa de srid du 

yin la/） 
484 [Bye brag pa dang rig pa can gzhan gyi lugs kyi] ’bras bu[’i ’dod tshul], 

Vaiśeṣikas’ and Naiyāyikas’ Assertions on the Fruit。科判見 GTCM（2000: 127.12, 

141.20）、MOTP（2003: 157.29, 174.7）。 
485 thar ba brjod med, liberation is inexpressible。參 GTTB1（2000: 5.7）、MOTP

（2003: 174.10）與 BP（2003: 133.1）。 
486 yon tan ʼdu ʼbral bdag, the self separated from inherence with the qualities/the 

Self separated from inherence with the qualities。參 GTTB1（2000: 5.7）、MOTP

（2003: 174.10）與 BP（2003: 133.1）。 
487 de nyid rtogs pa thar rgyu, realizing suchness is a cause of liberation/the 

realization of suchness is a cause of liberation。參 GTTB1（2000: 5.7）、MOTP（2003: 

174.11）與 BP（2003: 133.6）。 
488 thar bar ʼkhrul, that it is liberation is mistaken/[calling] it liberation is mistaken。

參 GTTB1（2000: 5.7）、MOTP（2003: 174.11）與 BP（2003: 1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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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駁斥自在天學派與勝論學派、正理學派三者的

主張490 
自在喜苦因491及將行罪492 

依欲無能493普遍違無分494 
                                                                                                        
489 thar ba brjod med yon tan ’du ’bral(?bral) bdag/ /de nyid rtogs pa thar rgyu 

thar bar ’khrul/ /（s9cd），GTTB1（2000: 5.7）；GTCM（2000: 141.20）；GTCMCG

（2007: 221.22）。英譯參 MOTP（2003: 174.10）與 BP（2003: 133.1）。而 NGTTG

（1978: 374.1-374.4）關於 s9cd 的解釋為：「“解脫”（thar pa）被解釋為“不可

說”（brjod du med pa）；並且主張：藉由修道之力，斷除覺知等九功德與我聚

集的關係，並在分離之後，當我單獨安住之時，即是證得解脫。因為“瞭解那

個本身”（de nyid rtogs pa）才是解脫之因，所以有人主張它（瞭解那個本身）

為解脫，當知這是錯誤的。」（thar ba ni brjod du med par bshad cing/ lam sgom 

stobs kyis blo la sogs paʼi yon tan dgu bdag dang ʼdu baʼi ʼbrel ba bcad cing bral 

te bdag yan gar bar gnas paʼi tshe thar ba thob pa yin no/ /zhes ʼdod do/ /de 

nyid rtogs pa ni thar baʼi rgyu yin pas kha cig de thar bar ʼdod pa ni ʼkhrul bar 

shes par byaʼo/ /） 
490 [ZHi Bye Rig gsum gyi ’dod pa] de dgag pa, Refuting the Assertions of the Śaivas, 

Vaiśeṣikas, and Naiyāyikas。科判見 GTCM（2000: 118.2, 142.14）、MOTP（2003: 

151.5, 174.20）。 
491 dBang phyug dgaʼ sdug rgyu, Īshvara would be the cause of pleasure and 

pain/Maheśvara would be the cause of pleasure and pain。參 GTTB1（2000: 

5.7）、MOTP（2003: 174.22）與 BP（2003: 133.11）。 
492 sdig spyod ʼgyur, would perform sins/he would perform sins。參 GTTB1（2000: 

5.8）、MOTP（2003: 174.23）與 BP（2003: 133.11）。 
493 ʼdod ltos nus med, that which depends on wish does not have capacity/if [his 

creation] depends on his wish, he would not have [independent] capacity。參

GTTB1（2000: 5.8）、MOTP（2003: 174.23）與 BP（2003: 13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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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故495恆常生496或全不生497 498 

                                                                                                        
494 kun khyab cha med ʼgal, pervading all and being partless are contradictory。參

GTTB1（2000: 5.8）、MOTP（2003: 174.24）與 BP（2003: 133.27）。 
495 rtag phyir, because he is permanent。參 GTTB1（2000: 5.8）、MOTP（2003: 

174.24）與 BP（2003: 134.1）。 
496 rtag tu skye, things would always be produced/[things] would always be 

produced。參 GTTB1（2000: 5.8）、MOTP（2003: 174.25）與 BP（2003: 134.1）。 
497 gtan mi skye, be never produced at all/never be produced at all。參 GTTB1（2000: 

5.8）、MOTP（2003: 174.25）與 BP（2003: 134.1）。 
498 dBang phyug dga’ sdug rgyu dang sdig spyod ’gyur/ /’dod ltos nus med kun 

khyab cha med ’gal/ /rtag phyir rtag tu skye ’am gtan mi skye/ /（s10abc），

GTTB1（2000: 5.7）；GTCM（2000: 142.14）；GTCMCG（2007: 222.3）。英譯參

MOTP（2003: 174.22）與 BP（2003: 133.11）。而 NGTTG（1978: 374.4-376.5）

關於 s10abc 的解釋為：「駁斥此〔三〕派（自在天、勝論與正理三學派）如下：

因為你（自在天、勝論與正理三派）主張自在天會對信仰自己的補特伽羅賜

予安樂，而對於不信自己者，則給予苦因；因此它（自在天）將不會是一切

情、器〔世間〕的造作者；因為○1〔我們可以〕看見不敬自在天的佛教徒們有

安樂幸福，而敬自在天的那些人則產生痛苦，而且○2 造作〔○1 〕那些情況者不

是自在天〔而是業〕所致。若自在天是一切不善業的造作者，則由於它造下

勢力極大的罪惡，因此它將即刻於地獄中被烹煮。自在天產生情、器〔世間〕

的這個情況，若有賴（bltos pa）於想要產生情、器〔世間〕的覺知（blo, 即

想法），則自在將被欲望所宰制（gzhan dbang du song ba），而沒有自主產生

情、器〔世間〕的能力；而如果不是依賴欲望的話，那麼會和“主張〔情、器

世間〕由自在天的欲望所生”（dBang phyug gi ʼdod pa las byung bar khas blangs 

pa）相違（ʼgal ba, 即牴觸）。若自在天是含遍一切動、靜（brtan g.yo, 即情、

器世間），則又和“主張〔自在天〕無法細分”（cha shas med par khas blangs pa）

相違。因為自在天是常，因此一切情、器世間將恆常產生或完全不生。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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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品、斷除自在天學派與勝論學派、正理學派三者主張的

常邊竟499 

 

7. 以量斷除遍遊學派500或令盡學派501增益的常邊
                                                                                                        
遮遣（tshad bsal）自在天、勝論、正理三學派宗義的階段。」（de dgag pa ni/ 

dBang phyug rang la dad paʼi gang zag la dgaʼ ba ster ba dang/ rang la ma dad 

pa rnams la sdug pa ster baʼi rgyu yin par khyod kyis khas blangs paʼi phyir na 

de snod bcud thams cad byed pa po ma yin par ʼgyur te/ dBang phyug la ma gus 

paʼi sangs rgyas pa rnams la bde skyid byung ba dang/ dBang phyug la gus pa 

rnams sdug bsngal byung ba mthong la/ de dag byed pa po dBang phyug ma yin 

paʼi phyir/ dBang phyug de mi dge baʼi las thams cad kyi byed pa po yin na sdig 

pa shin tu stobs ldan spyod paʼi phyir de ma thag tu dmyal bar ʼtshed par ʼgyur 

ro/ /dBang phyug snod bcud bskyed pa ni snod bcud bskyed par ʼdod paʼi blo la 

bltos pa yin na dBang phyug ʼdod pa deʼi gzhan dbang du song baʼi phyir rang 

dbang du snod bcud bskyed paʼi nus pa med par ʼgyur la/ ʼdod pa la bltos pa 

min na dbang phyug gi ʼdod pa las byung bar khas blangs pa dang ʼgal lo/ /dbang 

phyug brtan g.yo kun la khyab pa yin na cha shas med par khas blangs pa dang 

ʼgal zhing/ dBang phyug rtag pa yin paʼi phyir snod bcud mthaʼ dag rtag tu 

skye baʼam gtan nas mi skye bar ʼgyur ro/ /zhes paʼo/ /dBang phyug Bye 

Rig(?Rigs) gsum gyi grub mthaʼ tshad bsal gyi skabs so//  //） 
499 zhes dBang phyug pa dang Bye Rig(?Rigs) gnyis dang gsum gyis ’dod pa’i rtag 

mtha’ bsal ba’i skabs te drug pa’o// //, GTTB1（2000: 5.9）。 
500 Kun tu rgyu, Parivrājaka。即遊行外道。參 GTTB1（2000: 5.20）、MOTP（2003: 

176.3）。也就是「耆那教」（rGyal ba pa, Jaina）或「裸形學派」（gCer bu ba, 

Nirgrantha）。另參宗喀巴大師著；法尊法師譯，《入中論善顯密意疏》，（台北：

法爾，民 80），頁 300。其中的「露形外道」即「遍遊學派」，亦即主要主張

「自他共生」（bdag gzhan gnyi ka las skye ba）的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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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2，分二： 
7.1. 敘述遍遊學派或令盡學派的主張503，分二： 
7.1.1. 正明遍遊學派或令盡學派的主張504，分四： 
7.1.1.1. 遍遊學派或令盡學派的導師505 
勝者大雄506眾尊507盲種508師509 510 
                                                                                                        
501 Zad byed pa, Kṣapana。參 GTCM（2000: 146.2）、MOTP（2003: 176.3）。  
502 Zad byed pa’i rtag mtha’ ’gog pa, Refuting the Extreme of Permanence 

Superimposed by Kṣapanas, or Parivrajakas。科判見 GTCM（2000: 73.3, 146.2）、

MOTP（2003: 104.8, 176.2）。 
503 [Zad byed pa’i] ’dod pa brjod pa, Expressing Kṣapanas’ Assertions。科判見

GTCM（2000: 146.2）、MOTP（2003: 176.4, 176.6）。 
504 [Zad byed pa’i ’dod pa brjod pa] de dngos, Actual Expression of Kṣapanas’ 

Assertions。科判見 GTCM（2000: 146.3）、MOTP（2003: 176.7, 176.9）。 
505 [Zad byed pa’i ] ston pa, Kṣapanas’ Teachers。科判見 GTCM（2000: 146.3, 

146.4）、MOTP（2003: 176.10, 176.12）。 
506 rGyal ba dam pa, Jinatā。參 GTTB1（2000: 5.11）、MOTP（2003: 176.13）與

BP（2003: 135.2）。  
507 KHyu mchog, Ṛṣhabha/Ṛṣabha。參 GTTB1（2000: 5.11）、MOTP（2003: 176.13）

與 BP（2003: 135.2）。  
508 lDong ris, Dong-ri/Dongri。參 GTTB1（2000: 5.11）、MOTP（2003: 176.13）與

BP（2003: 135.2）。  
509 ston, the teachers。參 GTTB1（2000: 5.11）、MOTP（2003: 176.13）與 BP（2003: 

135.2）。  
510 rGyal ba dam pa KHyu mchog lDong ris ston/ /（s1a），GTTB1（2000: 5.11）；

GTCM（2000: 146.4）；GTCMCG（2007: 234）；GTCMCG（2007: 234）。英譯參

MOTP（2003: 176.13）與 BP（2003: 135.2）。而 NGTTG（1978: 376.5-377.2）關

於 s1a 的解釋為：「〔根本偈的〕『勝者大雄』等等詞義（tshig don）：有仙人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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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2. 遍遊學派或令盡學派的同義異名511 
令盡512應供513裸形514遍遊學派515 516 

                                                                                                        
者大雄（drang srong rGyal ba dam pa）、眾中尊（KHyu mchog）、盲種（lDong 

ris）、器部（sNod kyi sde）及令增（ʼPHel byed, Vardhamāna）等二十五位裸

行學派的導師，這是般若鎧（SHes rab go cha, Prajñāvarman, 慧鎧）阿闍黎的

說法。」（rGyal ba dam pa zhes sogs kyi tshig don ni/ drang srong rGyal ba dam 

pa dang/ KHyu mchog dang/ lDong ris dang/ sNod kyi sde dang/ ʼPHel byed la 

sogs pa gCer bu paʼi ston pa nyi shu rtsa lnga yod par slob dpon SHes rab go 

chas mdzad do/ /）  
511 [Zad byed pa’i ] rnam grangs, Kṣapanas’ Synonyms。科判見 GTCM（2000: 146.3, 

146.11）、MOTP（2003: 176.10, 176.17）。 
512 Za byed, Kṣhapanas/Kṣapanas。參 GTTB1（2000: 5.11）、MOTP（2003: 176.18）

與 BP（2003: 135.5）。  
513 mCHod ʼos, Arahatas。參 GTTB1（2000: 5.11）、MOTP（2003: 176.18）與 BP

（2003: 135.5）。  
514 gCer bu, Nirgranthas。參 GTTB1（2000: 5.11）、MOTP（2003: 176.18）與 BP

（2003: 135.5）。  
515 Kun tu rgyu, Parivrajakas。參 GTTB1（2000: 5.11）、MOTP（2003: 176.18）與

BP（2003: 135.5）。  
516 za(應作 Zad) byed mCHod ’os gCer bu Kun tu rgyu/ /（s1b），GTTB1（2000: 

5.11）；GTCM（2000: 146.11）；GTCMCG（2007: 234）。英譯參 MOTP（2003: 176.18）

與 BP（2003: 135.5）。而 NGTTG（1978: 356.5）關於 s1b 的解釋為：「同義異

名（ming gi rnam grangs）：主張解脫就像毛髮每天耗盡、掉落一般，因此是

令盡學派（Zad byed pa）；如前所述，執應供仙人（drang srong mCHod ʼos）

為導師，因此是應供學派（mCHod ʼos pa）；因為不穿衣服，因此是裸行學派

（gCer bu pa）及空衣學派（Nam mkhaʼi gos can）；由於不積蓄食物等等而行

化緣（ldom bu byed pa），因此是遍遊學派（Kun tu rgyu）。」（ming gi rnam gra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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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3. 遍遊學派或令盡學派的分類517 
7.1.1.4. 遍遊學派或令盡學派的宗義518，分三： 
7.1.1.4.1. 遍遊學派或令盡學派關於我的主張519 
壽520為身量521常522我523士夫524眾525 526 
                                                                                                        

ni/ rang gi skra nyin re bzhin du zad bar phyis pas thar bar ʼdod pas Zad byed pa 

dang/ sngar bshad pa ltar drang srong mCHod ʼos ston par ʼdzin pas mCHod ʼos 

pa dang/ gos med pas gCer bu pa dang/ Nam mkhaʼi gos can dang/ bzaʼ bcaʼ 

sogs gsog ʼjog mi byed par ldom bu byed pas Kun tu rgyu dang/）  
517 [Zad byed pa’i ] dbye ba, Kṣapanas’ Teachers。科判見 GTCM（2000: 146.3, 

147.2）、MOTP（2003: 176.10, 177.14）。 
518 [Zad byed pa’i ] grub mtha’, Kṣapanas’ Tenets。科判見 GTCM（2000: 146.4, 

147.3）、MOTP（2003: 176.11, 177.18）。 
519 [Zad byed pas ’dod pa’i] bdag, Kṣapanas’ Assertions on Self。科判見 GTCM（2000: 

147.3, 147.4）、MOTP（2003: 177.19, 177.21）。 
520 srog, life/the living being。參 GTTB1（2000: 5.11）、MOTP（2003: 177.22）與

BP（2003: 135.7）。  
521 lus tshad, the size of the body/the size of oneʼs body。參 GTTB1（2000: 5.12）、

MOTP（2003: 177.22）與 BP（2003: 135.7）。  
522 rtag, permanent。參 GTTB1（2000: 5.12）、MOTP（2003: 177.22）與 BP（2003: 

135.7）。  
523 bdag, self。參 GTTB1（2000: 5.12）、MOTP（2003: 177.22）與 BP（2003: 135.7）。  
524 skyes bu, person。參 GTTB1（2000: 5.12）、MOTP（2003: 177.22）與 BP（2003: 

135.7）。  
525 ʼgro ba, transmigrator/migrator。參 GTTB1（2000: 5.12）、MOTP（2003: 177.22）

與 BP（2003: 135.7）。  
526 srog ni lus tshad rtag bdag skyes bu ’gro/ /（s1c），GTTB1（2000: 5.11）；GTCM

（2000: 147.4）；GTCMCG（2007: 234.10）。英譯參 MOTP（2003: 177.22）與 B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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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4.2. 遍遊學派或令盡學派關於量這個認識手

段的主張527，分三： 
7.1.1.4.2.1. 遍遊學派或令盡學派關於現量的主張528 
現量有無分別解總529別530 531 
                                                                                                        
（2003: 135.7）。而 NGTTG（1978: 377.5-378.4）關於 s1c 的解釋為：「因為活

命（ʼtsho ba）就是壽命（srog），而且主張壽命為我（bdag），或者由於認為

除了養活身體〔的資具〕外，多餘的資具不是自己的，所以是活命學派（ʼTSHo 

ba pa）；因為對於裸體不感到羞恥，所以是無慚學派（ʼDZem med pa）及塗

灰學派（THal ba pa）等等。主張：壽命或我與身體的體積（bong tshod）相

同，實質（rdzas）是常而品類（rnam grangs, 即狀態）是無常，而且我、壽

命、活命、士夫（skyes bu）、補特伽羅（gang zag）及眾生（ʼgro ba）等等為

同義異名。」（ʼtsho ba ni srog yin la/ srog de bdag tu smra bas sam/ lus ʼtsho ba 

tsam las lhag paʼi yo byad bdag gir mi byed pas ʼTSHo ba pa dang/ gcer bu la ngo 

mi tsha bas ʼDZem med pa dang THal ba pa sogs so/ /srog de bdag ni lus dang 

bong tshod mnyam pa/ rdzas rtag pa yin la/ rnam grangs mi rtag pa yin zhing/ 

bdag dang srog dang ʼtsho ba dang skyes bu dang gang zag dang ʼgro ba sogs 

ming gi rnam grangs su ʼdod do/ /）根本偈當中的 tshad「量」，相當於 NGTTG

當中的 bong tshod「體積」，而在 GTTB1（2000: 147.6）中則引《殊勝讚》（KHyad 

par ʼphags bstod）說明：「裸形主張如身量，壽命蜷縮並伸展。」（gCer bu lus 

kyi tshad bzhin du/ /srog ni zhum dang rgyas par smra/ /）。  
527 [Zad byed pas ’dod pa’i] ’jal byed tshad ma, Kṣapana-Nirgranthas’ Assertions on 

Valid Cognitions which are the Means of Comprehension。科判見 GTCM（2000: 

147.3, 147.21）、MOTP（2003: 177.19, 178.10）。 
528 [Zad byed pas ’dod pa’i] mngon sum tshad ma, Kṣapana-Nirgranthas’ Assertions 

on Direct Perception。科判見 GTCM（2000: 147.21）、MOTP（2003: 178.12, 

178.14）。 
529 mngon sum rtog med spyi ʼjal, non-conceptual direct perception compreh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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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4.2.2. 遍遊學派或令盡學派關於比量的主張532 
三式533非理比量534為一式535 536 

                                                                                                        
generalities/non-conceptual perceiver comprehends generalities。即「理解“總”

的無分別現量」。參 GTTB1（2000: 5.12）、MOTP（2003: 178.15）與 BP（2003: 

135.11）。  
530 mngon sum rtog bcas gsal ʼjal, conceptual direct perception comprehends 

instances/conceptual perceiver comprehends instances。即「理解“別”的有分別

現量」。參 GTTB1（2000: 5.12）、MOTP（2003: 178.15）與 BP（2003: 135.11）。  
531 mngon sum rtog bcas rtog med spyi gsal ’jal/ /（s1d），GTTB1（2000: 5.12）；

GTCM（2000: 146.22）；GTCMCG（2007: 234.12）。英譯參 MOTP（2003: 178.15）

與 BP（2003: 135.11）。而 NGTTG（1978: 378.4-379.2）關於 s1d 的解釋為：「在

此（《大宗義》）雖解釋：現量當中，有“理解總的離分別”（spyi ʼjal baʼi rtog bral）

及“理解別的有分別”（gsal ba ʼjal baʼi rtog bcas）兩類，但我（昂望奔登）認為：

『還必須找出根據吧！』而且雖然如上那樣結合，但我（昂望奔登）想：『是

否也可以解釋為“理解總的有分別（spyi ʼjal baʼi rtog bcas）及理解別的離分別

（gsal ba ʼjal baʼi rtog bral）”？』這點還必須考察。」（mngon sum gyi tshad ma 

la spyi ʼjal baʼi rtog bral dang gsal ba ʼjal baʼi rtog bcas gnyis yod par ʼdir bshad 

kyang khungs ʼtshol dgos sam snyam pa dang/ gal te de ltar sbyor na yang spyi 

ʼjal baʼi rtog bcas dang gsal ba ʼjal baʼi rtog bral zhes bshad na ʼgrig gam snyam 

pas dpyad par byaʼo/ /）  
532 [Zad byed pas ’dod pa’i] rjes dpag tshad ma, Kṣapana-Nirgranthas’ Assertions on 

Inference。科判見 GTCM（2000: 147.21, 148.10）、MOTP（2003: 178.12, 178.24）。 
533 tshul gsum, that which is the three modes/the three modes。參 GTTB1（2000: 

5.12）、MOTP（2003: 178.25）與 BP（2003: 135.15）。  
534 rjes dpag, inference。參 GTTB1（2000: 5.12）、MOTP（2003: 178.25）與 BP（2003: 

135.15）。  
535 tshul gcig pa, one mode。參 GTTB1（2000: 5.12）、MOTP（2003: 178.25）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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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P（2003: 135.15）。  

536 tshul gsum mi ’thad rjes dpag tshul gcig pa/ /（s2a），GTTB1（2000: 5.12）；

GTCM（2000: 148.10）；GTCMCG（2007: 234.15）。英譯參 MOTP（2003: 178.25）

與 BP（2003: 135.15）。而 NGTTG（1978: 379.2-379.5）關於 s2a 的解釋為：「不

必有隨行與遮遣的周遍關係（rjes su ʼgro ldog gi khyab pa, 即第二因式隨遍與

第三因式遣遍），而宗法（phyogs chos, 第一因式）又被攝於名為『於異不合

理』（gzhan du mi ʼthad pa）的這一個因式當中，因此〔此派認為〕正因（rtags 

yang dag）的定義為“是三因式者”（tshul gsum yin pa）不合理〔，而“是一因

式者”才合理〕；而且比量是依於一個因式〔所產生〕者。」（rjes su ʼgro ldog 

gi khyab pa yod mi dgos shing/ phyogs chos kyang gzhan du mi ʼthad pa zhes 

bya baʼi ming can gyi tshul gcig par ʼdus pas tshul gsum yin pa rtags yang dag gi 

mtshan nyid du mi ʼthad la/ rjes dpag tshad ma ni tshul gcig la brten pa yin 

zhing/）  
537 [Zad byed pas ’dod pa’i] lung gi tshad ma, Kṣapana-Nirgranthas’ Assertions on 

Scriptural Valid Cognition。科判見 GTCM（2000: 147.21, 148.3）、MOTP（2003: 

178.13, 179.1）。 
538 rGyas byed skar maʼi bstan bcos, Bhāratatārakashāstra/the treatise of 

Bhāratatāraka。參 GTTB1（2000: 5.13）、MOTP（2003: 179.2）與 BP（2003: 136.3）。  
539 lung, the scripture/text。參 GTTB1（2000: 5.13）、MOTP（2003: 179.2）與 BP

（2003: 136.3）。  
540 rGyas byed skar ma’i bstan bcos la sogs lung/ /（s2b），GTTB1（2000: 5.13）；

GTCM（2000: 148.13）；GTCMCG（2007: 234.18）。英譯參 MOTP（2003: 179.2）

與 BP（2003: 136.3）。而 NGTTG（1978: 379.5）關於 s2b 的解釋為：「許《日

星論》等等為聖教量。」（rGyas byed skar maʼi bstan bcos la sogs pa l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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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4.3. 遍遊學派或令盡學派關於認識對象的主

張541，分三： 
7.1.1.4.3.1. 遍遊學派或令盡學派關於基之範疇的主

張542，分三： 
7.1.1.4.3.1.1. 遍遊學派或令盡學派關於九個範疇的

主張543，分二： 
7.1.1.4.3.1.1.1. 香巴拉之應供544體系中九個範疇的

主張545 
壽命546非壽547漏548斷549及律儀550 

                                                                                                        
tshad mar ʼdod do/ /）  

541 [Zad byed pas ’dod pa’i] gzhal bya tshig don gyi khyad par, 

Kṣapana-Nirgranthas’ Assertions on Objects of Comprehension。科判見 GTCM

（2000: 147.3, 148.16）、MOTP（2003: 177.20, 179.5）。 
542 [Zad byed pas ’dod pa’i] gzhi, Kṣapana-Nirgranthas’ Assertions on the Categories 

of the Basis。科判見 GTCM（2000: 148.16）、MOTP（2003: 179.7, 179.9）。 
543 [Zad byed pas ’dod pa’i] tshig gi don dgu, Kṣapana-Nirgranthas’ Presentation of 

Nine Categories。科判見 GTCM（2000: 148.17, 148.18）、MOTP（2003: 179.11, 

179.14）。 
544 mCHod ’os。參 GTCM（2000: 148.18）、MOTP（2003: 179.16）。即：應供學派。

參〈7.1.1.2. 遍遊學派或令盡學派的同義異名〉。 
545 Śambhala’i mCHod ’os lugs [kyi Zad byed pas ’dod pa’i tshig gi don dgu], 

Presentation of Nine Categories in the System of Arhat in Shambhala。科判見

GTCM（2000: 148.18, 148.19）、MOTP（2003: 179.16, 179.18）。 
546 srog, living being/life。參 GTTB1（2000: 5.13）、MOTP（2003: 179.20）與 BP

（2003: 136.6）。  
547 srog min, lifeless。參 GTTB1（2000: 5.13）、MOTP（2003: 179.20）與 BP（2003: 

136  正觀第五十四期/二 Ο 一 Ο 年九月二十五日 

 

 

 

縛551脫552去553來554九或555 

                                                                                                        
136.6）。  

548 zag pa, contamination。參 GTTB1（2000: 5.14）、MOTP（2003: 179.20）與 BP

（2003: 136.6）。  
549 spangs pa, abandonment。參 GTTB1（2000: 5.14）、MOTP（2003: 179.20）與

BP（2003: 136.6）。  
550 sdom, restraint。參 GTTB1（2000: 5.14）、MOTP（2003: 179.20）與 BP（2003: 

136.6）。  
551 bcing, bond。參 GTTB1（2000: 5.14）、MOTP（2003: 179.21）與 BP（2003: 136.6）。  
552 thar, liberation。參 GTTB1（2000: 5.14）、MOTP（2003: 179.21）與 BP（2003: 

136.6）。  
553 ʼgro, going。參 GTTB1（2000: 5.14）、MOTP（2003: 179.21）與 BP（2003: 136.6）。  
554 ʼong, coming。參 GTTB1（2000: 5.14）、MOTP（2003: 179.21）與 BP（2003: 136.7）。  
555 srog dang srog min zag pa spangs pa sdom/ /bcing thar ’gro ’ong dgu ’am/ 

/（s2cd），GTTB1（2000: 5.13）；GTCM（2000: 148.19）；GTCMCG（2007: 234.19）。

英譯參 MOTP（2003: 179.20）與 BP（2003: 136.6）。而 NGTTG（1978: 379.5-381.1）

關於 s2c 及 s2d 前六音節的解釋為：「“時輪”（Dus ʼkhor）這類典籍中所說的“九

句義”（tshig gi don dgu, 即九個範疇）如下：○1 具命者（srog can）即補特伽

羅（gang zag）、○2 非具命者（srog can ma yin pa）即非補特伽羅（gang zag ma 

yin pa）、○3 漏（zag pa）即業（las）、○4 後面將解釋的五種律儀（sdom pa lnga）、

○5 斷除不善行（mi dge ba spangs pa）、○6 束縛（bcings pa）即三百六十三類惡

說者施設的那些惡見、○7 如後將解釋的解脫（thar pa）、○8 由此世前往後世（ʼdi 

nas ʼjig rten pha rol tu ʼgro ba）及○9 由前世來到此世（ʼjig rten snga ma nas ʼdir 

ʼongs pa），亦即主張以這九個含攝一切所知（shes bya）者，在《大宗義》（Grub 

mthaʼchen mo）當中將之解釋為是“香巴拉裸行學派的體系”（Śambhalaʼi gCer 

bu paʼi lugs）。」（Dus ʼkhor gyi skor nas bshad paʼi tshig gi don dgu ni/ srog can 

gang zag dang/ srog can ma yin pa ni gang zag ma yin pa dang/ zag pa las 



蔣央協巴《宗義理論：斷謬獅吼．闡明遍智善道寶燈》藏本譯注：非佛教篇（III）   137 
 
 

 

7.1.1.4.3.1.1.2. 印度遍遊學派或令盡學派體系中九

個範疇的主張556 
壽557漏558戒559 

定衰560縛561業562罪563福564解脫565九566 
                                                                                                        

dang/ ʼog nas ʼchad paʼi sdom pa lnga dang/ mi dge ba spangs pa dang/ nyes 

par smra ba sum brgya drug cu rtsa gsum po dag gis btags paʼi lta ngan rnams ni 

bcings pa dang/ ʼog nas ʼchad pa lta buʼi thar pa dang/ ʼdi nas ʼjig rten pha rol tu 

ʼgro ba dang/ ʼjig rten snga ma nas ʼdir ʼongs pa ste/ dgus shes bya thams cad 

ʼdus par ʼdod pa ni Śambhalaʼi gCer bu paʼi lugs yin par Grub mthaʼ chen mor 

bshad do/ /）  
556 ’PHags yul gyi mCHod ’os lugs [kyi Zad byed pas ’dod pa’i tshig gi don dgu], 

Presentation of Nine Categories in the Kṣapana-Nirgrantha System in the Country 

of Superiors [India]。科判見 GTCM（2000: 148.18, 149.8）、MOTP（2003: 179.16, 

180.6）。 
557 srog, living being/life。參 GTTB1（2000: 5.13）、MOTP（2003: 180.8）與 BP

（2003: 136.7）。  
558 zag, contamination。參 GTTB1（2000: 5.13）、MOTP（2003: 180.8）與 BP（2003: 

136.7）。  
559 sdom, restraint。參GTTB1（2000: 5.13）、MOTP（2003: 180.8）與BP（2003: 136.8）。  
560 nges rga, wearing down。參 GTTB1（2000: 5.13）、MOTP（2003: 180.8）與 BP

（2003: 136.8）。  
561 ʼching, bond。參 GTTB1（2000: 5.13）、MOTP（2003: 180.8）與 BP（2003: 136.8）。  
562 las, karma/activity。參 GTTB1（2000: 5.13）、MOTP（2003: 180.9）與 BP（2003: 

136.8）。  
563 sdig, sin。參 GTTB1（2000: 5.13）、MOTP（2003: 180.9）與 BP（2003: 136.8）。  
564 bsod, merit。參 GTTB1（2000: 5.13）、MOTP（2003: 180.9）與 BP（2003: 136.8）。  
565 thar ba, liberation。參 GTTB1（2000: 5.13）、MOTP（2003: 180.9）與 BP（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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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8）。  

566 srog zag sdom/ /nges rga ’ching las sdig bsod thar ba dgu/ /（ss2d, 3a），

GTTB1（2000: 5.14）；GTCM（2000: 149.8）；GTCMCG（2007: 235.3）。英譯參

MOTP（2003: 180.8）與 BP（2003: 136.7）。而 NGTTG（1978: 381.1-383.3）關

於 s2d 後三音節及 s3a 的解釋為：「《思擇焰》（rTog ge ʼbar ba）及《廣量論》

（TSHad chen, 即《釋量論》）的根本偈及其注釋當中所說的“九句義”如下：○1

壽命（srog）即前述的我（bdag）；○2 漏（zag pa）即善、不善諸業；因為此（善、

不善諸業）令漏（墮落）之故。此外，善、不善的任何一個均能使〔有情〕

流轉；因此這二個也是漏。○3 律儀（sdom pa）就是遮止漏的狀態，也就是完

全不再累積新業。○4 定衰（nges par rga ba）是指由於那個律儀本身，以及不

吃東西、不喝飲料、靜慮、加行、惱害身體、拔頭髮等苦行，是令先前所累

積的業衰損（rgas par byed pa）或窮盡（zad pa）之因。○5 束縛（ʼching ba）

是指三百六十三種惡說者施設的邪見。○6 業（las）是指『後來將領受者（果

報）、名字、族姓、壽命』等。○7 罪惡（sdig pa）即非法（chos ma yin pa）等。

○8 福德（bsod nams）即法（chos）。○9 解脫（thar pa）就是透過苦行（dkaʼ thub）

等，盡除以前作過的一切業，並不再累積新業，因而名為『聚集於一切世間

之上』（ʼjig rten thams cad kyi steng na ʼdus pa），就像酪（zho）或睡蓮（kumuta）

般潔白；因為有壽命，所以是事物（dngos po）；而由於已脫離輪迴，所以也

是無事物（dngos po med pa）；並且前往一個猶如白傘〔內部〕朝上〔的地方〕

（gdugs dkar po gyen du bslangs pa）。亦即主張這九個〔句義〕攝一切所知（一

切現象）者，就是此處所說的“聖境（印度）裸行學派體系”（ʼPHags yul gyi gCer 

bu paʼi lugs）。」rTog ge ̓ bar ba dang TSHad chen rtsa ̓ grel las bshad paʼi tshig gi 

don dgu ni/ 1. srog ste sngar bshad paʼi bdag dang/ 2. zag pa ni dge mi dge baʼi 

las rnams te ʼdis zag par byed paʼi phyir ro/ /de yang las dge mi dge gang gis 

kyang ʼkhor bar byed pas deʼi phyir de gnyis kaʼang zag paʼo/ /3. sdom pa ni zag 

pa ʼgog pa nyid de/ las gsar pa gang yang mi sogs paʼo/ /4. nges par rga ba ni/ 

sdom pa de nyid dang/ zas mi za ba dang/ skom mi btung ba dang/ bsam gt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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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4.3.1.2. 遍遊學派或令盡學派關於實質與品類

之間差異的主張567 
眾568又質常569與品類無常570 571 

                                                                                                        
dang/ sbyor ba dang/ lus gdung ba dang/ skra ʼbal sogs dkaʼ thub dang bcas pas 

sngon nye bar bsags paʼi las rgas par byed pa ste zad paʼi rgyu yin paʼi phyir/ 5. 

ʼching ba ni nges par smra ba sum brgya drug cu rtsa gsum po dag gis btags paʼi 

log par lta baʼo/ /6. las ni phyis myong bar ʼgyur ba dang/ ming dang/ rus dang/ 

tshe zhes bya ba dag go/ /7. sdig pa ni chos ma yin pa dag go/ /8. bsod nams ni 

chos so/ /9. thar ba ni dkaʼ thub la sogs pas sngar byas kyi las thams cad zad par 

byas shing/ las gsar pa ma bsags pas ʼjig rten thams cad kyi steng na ʼdus pa zhes 

bya ba/ zhoʼam kumuta ltar dkar ba/ srog yod pas dngos po yin cing/ ʼkhor ba las 

grol bas dngos po med paʼang yin la/ gdugs dkar po gyen du bslangs pa lta bu 

gcig yod pa der ʼgro ba ste dgus shes bya thams cad ʼdus par ʼdod pa ni ʼPHags 

yul gyi gCer bu paʼi lugs su ʼdir bshad do/ /）  
567 [Zad byed pas ’dod pa’i] rdzas dang rnam grangs kyi khyad par, 

Kṣapana-Nirgranthas’ Assertions 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Substances and 

Enumerations。科判見 GTCM（2000: 148.17, 149.12）、MOTP（2003: 179.11, 

179.14）。 
568 kun, concerning all/with respect to all [phenomena]。參 GTTB1（2000: 5.15）、

MOTP（2003: 181.3）與 BP（2003: 13.26）。即：所有詞義（範疇）或一切現象。  
569 rdzas……rtag, the substantial entities are permanent/their substantial entities 

are permanent。參 GTTB1（2000: 5.15）、MOTP（2003: 181.3）與 BP（2003: 13.26）。  
570 rnam grangs……mi rtag, the enumerations are impermanent/their states are 

impermanent。參 GTTB1（2000: 5.15）、MOTP（2003: 181.3）與 BP（2003: 13.26）。

其中，「品類」（rnam grangs）即「狀態」。  
571 kun kyang rdzas dang rnam grangs rtag mi rtag/ /（s3b），GTTB1（2000: 

5.15）；GTCM（2000: 149.12）；GTCMCG（2007: 235.18）。英譯參 MOTP（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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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3）與 BP（2003: 136.26）。而 NGTTG（1978: 383.3-4）關於 s3b 的詞義釋

為：「所有的詞義（範疇）又如下：實質為常、而品類（即狀態）是無常。」

（tshig gi don kun kyang rdzas ni rtag pa dang rnam grangs ni mi rtag pa yin 

no/ /）  
572 [Zad byed pas ’dod pa’i] dus rdzas srog can gyi rnam bzhag, 

Kṣapana-Nirgranthas’ Presentation of Time, Substances, and Life-Possessors。科判

見 GTCM（2000: 148.17, 150.16）、MOTP（2003: 179.13, 181.22）。 
573 dus gsum, three times。參 GTTB1（2000: 5.15）、MOTP（2003: 181.23）與 BP

（2003: 137.3）。  
574 rdzas drug, six substances。參 GTTB1（2000: 5.15）、MOTP（2003: 181.23）與

BP（2003: 137.3）。  
575 srog can drug, six life-possessors。參 GTTB1（2000: 5.15）、MOTP（2003: 181.23）

與 BP（2003: 137.3）。  
576 srog can dgu, nine life-possessors。參 GTTB1（2000: 5.15）、MOTP（2003: 181.23）

與 BP（2003: 137.3）。  
577 dus gsum rdzas drug srog can drug gam dgu/ /（s3c），GTTB1（2000: 5.15）；

GTCM（2000: 150.16）；GTCMCG（2007: 235.18）。英譯參 MOTP（2003: 181.23）

與 BP（2003: 137.3）。而 NGTTG（1978: 383.4-386.1）關於 s3c 的解釋為：「過

去時、現在時及未來時為“三實質有”（rdzas yod gsum）。壽命、補特伽羅、時

間、虛空、福德及罪惡，名為“六實質”（rdzas drug），這是《時輪大釋》（Dus 

ʼkhor ʼgrel chen）的解釋。地、水、火、風、森林主宰（nags kyi bdag po）即

樹木（ljon shing）、青稞及米等穀物，此即“時輪”類典籍所說的“六類有壽命者”

（srog can gyi sde drug）。而『地、水、火、風及樹木等五類，以及昆蟲、螞

蟻、蜜蜂及人等四類』，也就是《思擇焰》（rTog ge ʼbar ba）等等當中解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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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類有壽命者”（srog can gyi sde dgu）。這兩部典籍（即《時輪大釋》與《思

擇焰》）皆說：『地等五是一根者（dbang po gcig pa）；因為均具有觸根之故。

昆蟲、螺貝（硨磲）、牡蠣、水蛭等是二根者（dbang po gnyis pa）；因為具有

觸根與味根之故。螞蟻與蜈蚣等是三根者（dbang po gsum pa）；因為具有觸

根、味根與鼻根之故。蜜蜂、蒼蠅、長嘴蚊等是四根者（dbang po bzhi pa）；

因為具有觸根、味根、鼻根與眼根之故。人、四足者、鳥類等是五根者（dbang 

po lnga pa）；因為具有觸根、味根、鼻根、眼根與耳根之故。』」（ʼdas pa dang 

da ltar ba dang ma ʼongs paʼi dus te rdzas yod gsum dang/ srog dang gang zag 

dang dus dang nam mkhaʼ dang bsod nams dang sdig pa ste rdzas drug ces Dus 

ʼkhor ʼgrel chen las bshad do/ /sa dang chu dang me dang rlung dang nags kyi 

bdag po ste ljon shing dang nas ʼbras la sogs paʼi ʼbru rnams te Dus ʼkhor gyi skor 

nas bshad paʼi srog can gyi sde drug gam/ sa chu me rlung ljon shing lnga 

dang/ srin bu dang grog ma dang bung ba dang mi zhes bya ba bzhi ste rTog ge 

ʼbar ba sogs las bshad paʼi srog can gyi sde dguʼo/ /de dag las sa la sogs palnga 

ni dbang po gcig pa ste reg paʼi dbang po dang ldan paʼi phyir ro/ /srin bu dang/ 

dung dang/ nya phyis dang/ srin bu pad pa la sogs pa ni dbang po gnyis pa ste/ 

reg pa dang roʼi dbang po dang ldan paʼi phyir ro/ /grog ma dang srin gyi me la 

sogs pa ni dbang po gsum pa ste/ reg pa dang/ ro dang/ snaʼi dbang po dang 

ldan paʼi phyir ro/ /bung ba dnag/ sbrang bu dang/ sbrang bu mchu rings la sogs 

pa ni dbang po bzhi pa ste/ reg pa dang ro dang/ sna dang/ mig gi dbang po 

dang ldan paʼi phyir ro/ /mi dang rkang bzhi pa dang bya la sogs pa ni dbang po 

lnga pa ste/ reg pa dang/ ro dang/ sna dang/ mig dang rna baʼi dbang po dang 

ldan paʼi phyir ro/ /zhes zer ro/ /）  
578 [Zad byed pas ’dod pa’i] lam, Kṣapana-Nirgranthas’ Assertions on the Path of 

Liberation。科判見 GTCM（2000: 148.16, 151.17）、MOTP（2003: 179.7, 1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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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9 sdom lnga, five restraints。參 GTTB1（2000: 5.16）、MOTP（2003: 182.9）與

BP（2003: 137.17）。  
580 brtul zhugs lnga, five modes of conduct。參 GTTB1（2000: 5.16）、MOTP（2003: 

182.9）與 BP（2003: 137.17）。  
581 ye shes lnga, five exalted wisdoms。參 GTTB1（2000: 5.16）、MOTP（2003: 182.9）

與 BP（2003: 137.17）。  
582 spyod pa bcu gsum, thirteen behaviors/the thirteen behaviors。參 GTTB1（2000: 

5.16）、MOTP（2003: 182.9）與 BP（2003: 137.18）。  
583 lam, the path。參 GTTB1（2000: 5.16）、MOTP（2003: 182.9）與 BP（2003: 137.18）。  
584 sdom lnga brtul zhugs lnga dang ye shes lnga/ /spyod pa bcu gsum 

lam ’dod/ /（ss3d, 4a），GTTB1（2000: 5.16）；GTCM（2000: 151.18）；GTCMCG

（2007: 236.9）。英譯參 MOTP（2003: 182.9）與 BP（2003: 137.17）。而 NGTTG

（1978: 386.1-389.3）關於 s3d 及 s4a 前六音節的解釋為：「1. 五律儀（sdom pa 

ni lnga）如下：○1 行裸體等，即威儀律儀（spyod lam gyi sdom pa）；○2 不語之

誓言等，即語律儀（skad kyi sdom pa）；○3 唯透過向他人化緣而活命，即遍尋

律儀（yongs su ʼtshol baʼi sdom pa）；○4 不浪費捨棄化緣所得之律儀（bsod 

snyams bslangs pa chud zos su mi ʼdor baʼi sdom pa）；○5 執持驅蚊扇及淨瓶等，

即極近住律儀（nye bar rab tu gnas paʼi sdom pa）。有人說：『不捨棄主張』（khas 

blangs pa mi ʼdor ba），而完全沒有翻譯（rtsa mi ʼgyur）；而在許多翻譯當中

（ʼgyur mangs su），以『取律儀』（len pa sdom pa）來取代（dod, 或對應）『不

捨棄化緣所得』（bslangs pa mi ʼdor ba）如果是那樣的話，則是『取超過生活

所需之律儀』（ʼtsho tsam las lhag pa len pa sdom pa）。在許多翻譯中，以『下

體放空的律儀』（ʼdoms stong bar ʼjog paʼi sdom pa）來取代『極近住』；若是

如此，則是連下衣也斷除之裸體義。2. 五戒禁（brtul zhugs lnga）即：○1 不傷

害他人、○2 斷除妄語而說真實語、○3 斷除偷盜而接受別人布施之物、○4 斷除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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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行而行梵行、○5 連衣服也不執取而完全捨棄一切所得。3. 五智（ye shes 

lnga）：○1 生得慧之智、○2 聞所生智（聞所成智）、○3 關於『帶有界限』（mtshams 

dang bcas pa），有人〔把界限〕解釋為『死時的界限』（ʼchi baʼi dus kyi 

mtshams）；而另外有一些人則說為『四座〔修行〕的界限之智』（thun bzhiʼi 

mtshams kyi ye shes）；或者如同在許多翻譯當中譯為『邊際』（mthaʼ）一般，

解釋為『解脫階段之智』（thar paʼi gnas skabs kyi ye shes）、○4 透過意的思惟與

觀察（yid kyi rtog dpyod），周遍尋求所知之智、○5 卜卦（mo）及曆算（rtsis）

等等之智。4. 行（spyod pa）的分類有十三種如下：戒禁的分類即前述的五

個（○1 ~○5 ）、律儀的分類即前述的五個（○6 ~○10）、○11身密即依止五火及進入恆

河等、○12語密即念誦咒語等、○13心密即修習自己的體系的解脫道。主張這些均

是能證得解脫之道。」（1. sdom pa ni lnga ste/ ○1 gcer bu la sogs pa byed pa 

spyod lam gyi sdom pa dang/ ○2 mi smra baʼi yi dam ʼchaʼ ba sogs skad kyi sdom 

pa dang/ ○3 gzhan la slongs mo spyod pa ʼbaʼ zhig gis ʼtsho ba yongs su ʼtshol baʼi 

sdom pa dang/ ○4 bsod snyoms bslangs pa chud zos su mi ʼdor baʼi sdoms pa 

dang/ ○5 sbrang g.yab dang ril pa la sogs pa ʼdzin pa nye bar rab tu gnas paʼi 

sdom paʼo/ /kha cig khas blangs pa mi ʼdor ba zer la/ rtsa mi ʼgyur dang ʼgyur 

mangs su bslangs pa mi ʼdor baʼi dod la len pa sdom pa zhes byung ste/ de ltar na 

ʼtsho tsam las lhag pa len pa sdom paʼo/ /nye bar rab tu gnas paʼi dod la ʼgyur 

mangs su ʼdoms stong par ʼjog paʼi sdom paʼo zhes ʼbyung ba ltar na ʼdoms dkris 

kyang spangs paʼi gcer buʼi don to/ /2. brtul zhugs lnga ni/ ○1 dang po gzhan la 

ʼtshe ba med pa dang/ ○2 gnyis pa rdzun spangs pas bden par smra ba dang/ ○3

gsum pa rku ba sogs spangs pas byin pa len pa dang/ ○4 bzhi pa mi tshangs 

spyod spangs pas tshangs par spyod pa dang/ ○5 lnga pa gos tsam yang mi ʼdzin 

pas yongs su bzung ba thams cad yongs su gtong paʼo/ /3. ye shes lnga ni/ ○1

skyes thob kyi blo gros kyi ye shes dang/ ○2 thos pa las byung baʼi ye shes dang/ 

○3 mtshams dang bcas pa la/ kha cig ʼchi baʼi dus kyi mtshams zhes ʼchad la/ 

gzhan dag thun bzhiʼi mtshams kyi ye shes dang/ yang na ʼgyur mangs su mtha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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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4.3.3. 遍遊學派或令盡學派關於果及其證明的

主張585，分四： 
7.1.1.4.3.3.1. 遍遊學派或令盡學派關於解脫的主張
586 
解脫587色588 589 

                                                                                                        
zhes ʼbyung ba ltar thar paʼi gnas skabs kyi ye shes so zhes ʼchad do/ /○4 yid kyi 

rtog dpyod kyis shes bya yongs su ʼtshol baʼi ye shes dang/ ○5 mo dang rtsis la 

sogs paʼi ye shes so/ /4. spyod paʼi dbye ba ni bcu gsum ste ○1 -○5  brtul zhugs 

kyi dbye ba sngar bshad pa lnga dang/ ○6 -○10 sdom paʼi dbye ba sngar bshad pa 

lnga dang/ ○11lus kyi gsang ba me lngar bsten pa dang gang gar ʼjug pa sogs 

dang/ ○12ngag gis gsang sngags bzla ba sogs dang/ ○13sems kyis gsang ba rang gi 

lugs kyi thar baʼi lam sgom paʼo/ /ʼdi dag thar pa thob byed kyi lam du ʼdod do/ 

/）  
585 [Zad byed pas ’dod pa’i] ’bras bu sgrub byed dang bcas pa, 

Kṣapana-Nirgranthas’ Assertions on the Fruit together with Proofs。科判見 GTCM

（2000: 148.16, 152.6）、MOTP（2003: 179.7, 183.12）。 
586 [Zad byed pas ’dod pa’i] thar pa bshad pa, Kṣapana-Nirgranthas’ Assertions on 

Liberation。科判見 GTCM（2000: 152.6, 152.7）、MOTP（2003: 183.14, 183.17）。 
587 thar ba, liberation。參 GTTB1（2000: 5.16）、MOTP（2003: 183.18）與 BP（2003: 

138.4）。  
588 gzugs, form。參 GTTB1（2000: 5.16）、MOTP（2003: 183.18）與 BP（2003: 138.4）。  
589 thar ba gzugs/ /（s4a），GTTB1（2000: 5.16）；GTCM（2000: 152.8）；GTCMCG

（2007: 237.6）。英譯參 MOTP（2003: 183.18）與 BP（2003: 138.4）。而 NGTTG

（1978: 389.4）關於 s4a 後三音節的解釋為：「解脫，就是前述名為『世間聚

集』（ʼJig rten ʼdus pa）的色；」（thar pa ni gong du bshad paʼi ʼJig rten ʼdus pa 

zhes bya baʼi gzugs yin 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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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趣591五身592具有一根593等594 

                                                 
590 [Zad byed pas ’dod pa’i] de dang ’brel ba’i ’gro sogs kyi khyad par bshad pa, 

Kṣapana-Nirgranthas’ Assertions about Features of Transmigrations Related with 

Liberation and so forth。科判見 GTCM（2000: 152.6, 153.4）、MOTP（2003: 183.14, 

183.21）。 
591 ʼgro lnga, five transmigrations/five migrators。參 GTTB1（2000: 5.16）、MOTP

（2003: 183.23）與 BP（2003: 138.7）。  
592 lus lnga, five bodies。參 GTTB1（2000: 5.16）、MOTP（2003: 183.23）與 BP（2003: 

138.7）。  
593 dbang po gcig ldan, possessing one sense power/those who possess one 

power。參 GTTB1（2000: 5.17）、MOTP（2003: 183.23）與 BP（2003: 138.7）。  
594 ’gro lnga lus lnga dbang po gcig ldan sogs/ /（s4b），GTTB1（2000: 5.16）；

GTCM（2000: 153.4）；GTCMCG（2007: 237.7）。英譯參 MOTP（2003: 183.23）

與 BP（2003: 138.7）。而 NGTTG（1978: 389.4-390.4）關於 s4b 的解釋為：「1. 五

趣（ʼgro ba lnga）是：○1 地獄趣、○2 畜生趣、○3 人趣、○4 天趣、○5 解脫趣。2. 所

謂『五身』（lus lnga）就是：○1 以段食（khams(應作 kham) kyi kha zas）為生

的人等身體、○2 諸天的光身（ʼod kyi lus）、○3 以壽命為本質（srog gi rang bzhin 

can）的森林主宰（nags kyi bdag po, 即樹木）等六種的身體、○4 化生（rdzus 

skyes）即眾所周知的那些化生的身體、○5 邊際階段（mthaʼi gnas skabs）證得

解脫的身體。這些有情又被含攝於前述（s3c）“有壽命的部類”（srog can gyi sde）

的“具有一根等等”（dbang po gcig ldan sogs）當中。」（ʼgro ba lnga ni/ 1. dmyal 

ba dang 2. dud ʼgro dang 3. mi dang 4. lha dang 5. thar paʼi ʼgro baʼo/ /lus lnga 

zhes pa ni/ 1. mi la sogs pa khams kyi kha zas can gyi lus dang/ 2. lha rnams kyi 

ʼod kyi lus dang/ 3. srog gi rang bzhin can nags kyi bdag po la sogs pa drug po 

rnams kyi lus dang/ 4. rdzus skyes ni yongs su grags paʼi rdzus skyes nyid de de 

146  正觀第五十四期/二 Ο 一 Ο 年九月二十五日 

 

 

 

7.1.1.4.3.3.3. 遍遊學派或令盡學派關於束縛及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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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g gi lus dang/ 5. mthaʼi gnas skabs thar pa thob paʼi lus so/ /ʼgro ba ʼdi dag 

kyang dbang po gcig ldan sogs sngar bshad paʼi srog can gyi sder ʼdus so）  
595 [Zad byed pas ’dod pa’i] de’i bgegs byed ’ching las kyi khyad par bshad pa, 

Kṣapana-Nirgranthas’ Assertions on Features of Bonds and Karmas Obstructing 

Liberation。科判見 GTCM（2000: 152.7, 153.18）、MOTP（2003: 183.15, 184.3）。 
596 ʼching ba sum brgya drug cu, three hundred sixty-three bonds/three hundred 

and sixty bonds。參 GTTB1（2000: 5.17）、MOTP（2003: 184.5）與 BP（2003: 

138.8）。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根本偈僅提及「三百六十束縛」（ʼching ba sum 

brgya drug cu），但 MOTP（2003: 184.5）則根據 GTTB1（2000: 153.20）與 GTCMCG

（2007: 237.12）而將根本偈譯為「三百六十三束縛」（ʼching ba sum brgya drug 

cu rtsa gsum po）。  
597 las, karma/activity。參 GTTB1（2000: 5.17）、MOTP（2003: 184.5）與 BP（2003: 

138.8）。  
598 tshe, life/lifespan。參 GTTB1（2000: 5.17）、MOTP（2003: 184.5）與 BP（2003: 

138.8）。  
599 ’ching ba sum brgya drug cu las tshe sogs/ /（s4c），GTTB1（2000: 5.17）；

GTCM（2000: 153.18）；GTCMCG（2007: 237.12）。英譯參 MOTP（2003: 184.5）

與 BP（2003: 138.8）。而 NGTTG（1978: 390.4-391.2）關於 s4c 的解釋為：「束

縛（ʼching ba）即三百六十三種惡見。業（las）有四類，即○1 壽命（tshe）及

〔根本偈的〕『等』（sogs）一詞所表示的○2 姓氏（rus）、○3 名字（ming）及○4 未

來將領受者（phyis myong ʼgyur）。《宗義釋》（Grub ̓ grel, 即GTCM（2000: 154.4））

當中的『以〔根本偈的〕「壽等」說明其餘的業，即身等。』（tshe sogs zhes pas 

las lhag ma lus sogs ʼdon paʼo）是版本的謬誤（dpe ma dag），因為必須解釋為

『說明「姓氏等」。』（rus sogs ʼdon paʼo, 亦即『身』應改為『姓氏』）。」（ʼ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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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1.4.3.3.4. 遍遊學派或令盡學派關於證明的陳述
600 
未造601故無記602及睡603等故 

成立無遍智604樹等有心605 
                                                                                                        

ba ni lta ngan sum brgya drug cu rtsa gsum dang/ las ni tshe dang sogs sgras 

rus dang ming dang phyis myong ʼgyur te bzhiʼo/ /Grub ʼgrel las tshe sogs zhes 

pas las lhag ma lus sogs ʼdon paʼo zhes pa dpe ma dag ste/ rus sogs ʼdon paʼo 

zhes bshad dgos paʼi phyir/）  
600 [Zad byed pas ’dod pa’i] sgrub byed bshad pa, Kṣapana-Nirgranthas’ Expression 

of Proofs。科判見 GTCM（2000: 152.7, 154.5）、MOTP（2003: 183.16, 184.10）。 
601 brtsams, compose。參 GTTB1（2000: 5.17）、MOTP（2003: 184.11）與 BP（2003: 

138.25）。  
602 lung ma bstan, non-committal/silent [in respect to fourteen questions]。參 GTTB1

（2000: 5.17）、MOTP（2003: 184.11）與 BP（2003: 138.25）。  
603 nyal, sleep。參 GTTB1（2000: 5.18）、MOTP（2003: 184.12）與 BP（2003: 138.26）。  
604 kun mkhyen, omniscience。參 GTTB1（2000: 5.18）、MOTP（2003: 184.12）與

BP（2003: 138.27）。  
605 ma brtsams lung ma bstan dang nyal sogs phyir/ /kun mkhyen med dang 

shing sogs sems ldan sgrub/ /（ss4d, 5a），GTTB1（2000: 5.17）；GTCM（2000: 

154.5）；GTCMCG（2007: 237.15）。英譯參 MOTP（2003: 184.11）與 BP（2003: 

138.25）。而 NGTTG（1978: 391.2-392.2）關於 ss4d, 5a 的解釋為：「如果根據

裸形學派，則因為〔佛陀〕沒有造《星論》（sKar maʼi bstan bcos, 即《日星

論》）；而若依據彌曼沙學派，則〔佛陀〕沒有造供施、禳災等《吠陀論》（Rig 

byed kyi bstan bcos）；而裸形及伺察二學派均以〔佛陀〕沒有說明（lung ma bstan 

pa）十四種無記的事物（lung ma bstan paʼi dngos po bcu bzhi），以及〔佛陀〕

沒有明確說明輪迴的開始。」等等，成立〔佛陀〕沒有『遍智』；而由於在冬

季睡眠或入睡（dgun dus su nyal ba ste gnyid log pa）而在夏季狂亂等（dby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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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不重要之意義不作說明的理由606 
似顯607雖多要少608此不贅609 

                                                                                                        
dus su smyo ba sogs），因此成立樹木（ljon shing, 屬於“地”）及『等』一詞所

表示的水、火、風等具有心（sems ldan）。」（gCer bu pa ltar na sKar maʼi bstan 

bcos ma brtsams pa dang/ dPyod pa ba ltar na mchod sbyin srid srung sogs Rig 

byed kyi bstan bcos ma brtsams pa dang/ gCer dPyod gnyis kas thun mongs du 

lung ma bstan paʼi dngos po bcu bzhi lung ma bstan pa dang/ ʼkhor baʼi thog 

ma mi mngon par gsungs pa sogs kyis kun mkhyen med pa dang/ dgun dus su 

nyal ba ste gnyid log pa dang/ dbyar dus su smyo ba sogs kyis ljon shing dang 

sogs sgras sa chu me rlung sogs sems ldan du sgrub bo/ /）  
606 dgos chung [Zad byed pa’i ’dod pa] gzhan ma bshad tshul, Reason for Not 

Describing Other of Lesser Import[ant]。科判見 GTCM（2000: 146.3, 156.21）、

MOTP（2003: 176.7, 187.12）。 
607 ltar snang, quasi/facsimile。參 GTTB1（2000: 5.18）、MOTP（2003: 187.13）與

BP（2003: 139.5）。即：似是而非的宗義。  
608 gnad chung, little important/little need。參 GTTB1（2000: 5.18）、MOTP（2003: 

187.13）與 BP（2003: 139.5）。  
609 ltar snang mang yang gnad chung ’dir mi spro/ /（s5b），GTTB1（2000: 

5.18）；GTCM（2000: 156.21）；GTCMCG（2007: 237.20）。英譯參 MOTP（2003: 

187.13）與 BP（2003: 139.5）。而 NGTTG（1978: 392.2-4）關於 s5b 的解釋為：

「在聖境（’PHags yul, 即印度）當中出現的二十五個外道宗義（mu stegs pa’i 

grub mtha’ nyer lnga）等等，以及西藏出現的苯教（Bon）的似是而非的宗義

（grub mtha’ ltar snang）雖然為數眾多，但因為瞭解彼等〔宗義〕的重要性

（gnad）或必要性（dgos pa）低，因此在這首根本偈當中就不予贅述（mi spro）

或不加以解釋了（ma bshad）。」（ʼPHags yul du byung baʼi mu stegs paʼi grub 

mthaʼ nyer lnga sogs dang/ Bod du byung baʼi Bon gyi grub mthaʼ ltar snang 

mang po yod kyang/ de dag shes paʼi gnad de dgos pa chung bas na rtsa ba 



蔣央協巴《宗義理論：斷謬獅吼．闡明遍智善道寶燈》藏本譯注：非佛教篇（III）   149 
 
 

 

7.2. 駁斥遍遊學派或令盡學派的主張610 
實質611品類612彼此一無613壞614 

解脫色故業盡將無義615 

若成大小無常違一式616 
                                                                                                        
ʼdir mi spro ste ma bshad do/ /）  

610 [Zad byed pa’i ’dod pa] de sun dbyung ba, Refuting Kṣapanas’ Assertions。科判

見 GTCM（2000: 158.14）、MOTP（2003: 176.4, 187.20）。 
611 rdzas, substance/the substance。參 GTTB1（2000: 5.19）、MOTP（2003: 187.21）

與 BP（2003: 139.12）。  
612 rnam grangs, enumeration/its state。參 GTTB1（2000: 5.19）、MOTP（2003: 

187.21）與 BP（2003: 139.12）。  
613 phan tshun gcig med, whether mutually one entity or not。亦即「觀察實質與

品類二者是否為同一體性？」。參 GTTB1（2000: 5.19）、MOTP（2003: 187.21）

與 BP（2003: 139.12）。  
614 ʼjig, fall apart。參 GTTB1（2000: 5.19）、MOTP（2003: 187.22）與 BP（2003: 

139.12）。  
615 don med, senseless。亦即「無解脫之義」。參 GTTB1（2000: 5.19）、MOTP（2003: 

187.23）與 BP（2003: 139.20）。  
616 rdzas dang rnam grangs phan tshun gcig med ’jig/ /thar ba gzugs phyir las 

zad don med ’gyur/ /che chung ’gyur na mi rtag tshul gcig’ang ’gal/ /（ss5cd, 

6a），GTTB1（2000: 5.19）；GTCM（2000: 158.15）；GTCMCG（2007: 238.1）。

英譯參 MOTP（2003: 187.21）與 BP（2003: 139.12）。而 NGTTG（1978: 392.4-393.5）

關於 s5cd 與 s6a 的解釋為：「駁斥彼等〔遍遊學派或令盡學派的主張〕如下：

○1 如果觀察『實質（rdzas）與品類（rnam grangs），彼此是體性一或不存在於

體性一？』則實質與品類的差別，將趨於壞滅（亦即二者沒有差別）；以及○2 由

於解脫（thar pa）是極微累積而成之色（rdul phra rab bsags paʼi gzugs），〔和

業的窮盡與否無關，〕因此即使業盡也無解脫之義；○3 如果我（bdag）猶如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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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品、以量斷除遍遊學派增益的常邊竟617 

 

 

 

 

 

 

 

 

                                                                                                        
體一般會變大、變小的話，則〔我〕將成為無常，因此『〔我是〕常的主張』

則站不住腳；○4 由於『單一因式的正因論式』（tshul gcig paʼi rtags sbyor）沒有

產生『瞭解所立（即宗或主張）的比量』（sgrub bya rtogs paʼi rjes dpag）的能

力，因此與〔遍遊學派或令盡學派的〕『主張單一因式的正因』（tshul gcig pa’i 

rtags yang dag khas len pa）相違，亦即〔這個主張〕不合理。以上是以量遮

遣（tshad bsal）裸形學派（gCer bu pa, 即遍遊學派或令盡學派）的階段。〔非

佛教的〕他部階段（gzhan sde’i skabs）已撰述完畢。」（de dgag pa ni/ rdzas dang 

rnam grangs ni phan tshun ngo bo gcig yin paʼam ngo bo gcig tu med ces 

dpyad na rdzas dang rnam grangs kyi khyad par ʼjig ʼgro ba dang/ thar pa rdul 

phra rab bsags paʼi gzugs yin paʼi phyir las zad kyang grol baʼi don med pa 

dang/ bdag ni lus bzhin du che chung du ʼgyur na mi rtag par ʼgyur bas rtag par 

khas len pa nyams pa dang/ tshul gcig paʼi rtags sbyor la sgrub bya rtogs paʼi rjes 

dpag bskyed paʼi nus pa med pas tshul gcig paʼi rtags yang dag khas len pa ʼgal 

ba ste mi ʼthad do/ /zhes paʼo/ /gCer bu paʼi grub mthaʼ tshad bsal gyi skabs so/ 

/gzhan sdeʼi skabs byas zin to/ /）  
617 zhes Kun tu rgyu dag gis sgro btags pa’i rtag mtha’ tshad bsal gyi skabs te bdun 

pa’o// //, GTTB1（2000: 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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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蔣央協巴《宗義理論：斷謬師吼》（GTTB1）藏本 2.~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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