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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舍論》卷 3
〈分別根品〉第二之一
（大正 29，13b11-14c5）
釋宗證重編

壹、明二十二根
（壹）釋根義

1

2

如是因「界」已列「諸根」。3
即於此中，「根」4是何義？5
最勝自在、光顯名「根」──由此總成根增上義。6
（貳）約三說明立根事
一、有部毘婆沙師

此增上義誰望7於誰？8
頌曰：傳說：五於四、四根於二種、五八染淨中，各別為增上。9
1

[001]

編按：本講義依 2010 年福嚴佛學院師生編輯講義為底修改重編。
［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2 分別根品〉（大正 41，512b12-16）：
此品總有七十四頌，分為三節：初二十二頌正分別根，次二十七頌分別俱生，後二
十五頌分別因緣。
尌初節中，復有三段：初六頌建立根，次兩頌釋根體相，後十四頌義門分別。
（3）關於二十二根，詳見：《大毘婆沙論》卷 142-148（大正 27，728c10-760a12）。
3
uktānīndriyāṇi
按：梵文主要引用：北京大學，范晶晶（2005）：
http://www.rism.cn/resour/etext/abhk1.html，登入時間為 2010 年 9 月 10 日，同此網
址者，以下皆省略。
另參考福原亮厳監修《梵本藏漢英和訳合璧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の研究》
，p.172。
4
Indriya.（大正 29，13d，n.2）。
5
kaḥ punar indriyārthaḥ?；
6
（1）［陳］真諦譯《阿毘達磨俱舍釋論》卷 2〈分別根品 2〉（大正 29，173a5-7）：
說二十二根已。根義，云何？
最勝自在為義，於自事用中增上自在故。
復以[3]光飾為義，於身中最明顯故。
是故以最勝自在、光飾為義。
[3]以＝次【宋】【元】【明】【宮】。
（2）《大毘婆沙論》卷 142（大正 27，730c6-25）。
（3）“idi paramairśvarye”, tasya indantīti indriyāṇi；ata ādhipatyārtha indriyārthaḥ；
7
望：20.對著；向著。22.用作介詞。向、往。表示對象或方向。
（《漢語大詞典》
（六），
p. 1283）
8
kasya caiṣāṃ kvādhipatyam?
9
（1）
［陳］真諦譯《阿毘達磨俱舍釋論》卷 2〈2 分別根品〉
（大正 29，173a8-9，a18，
b3-4）：
偈曰：於四義，五根，增上，
偈曰：於二二，四根。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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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曰：
（一）明眼等五根各於四事為增上：釋「傳說：五於四」

10

眼等五根各於四事能為增上：11一、莊嚴身；12二、導養身；13
三、生識等；14四、不共事。15
1、釋眼耳二根增上用

且眼、耳根，莊嚴身者，謂若盲、聾，身醜陋故。
導養身者，謂因見、聞避險難故。
生識等者，謂發二識及相應故。
不共事者，謂能見色、聞聲別故。16
2、釋後三根增上用

鼻、舌、身根，莊嚴身者，如眼、耳說。17
導養身者，謂於段食能受用故。18
生識等者，謂發三識及相應故。19
不共事者，謂「嗅、嘗、覺」「香、味、觸」故。20

偈曰：五及八，於染污、清淨。
（2）caturṣv artheṣu pañcānām ādhipatyaṃ dvayoḥ kila / caturṇāṃ pañcakāṣṭānāṃ
saṃkleśavyavadānayoḥ
另參考福原亮厳監修《梵本藏漢英和訳合璧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の研究》
，p.172。
10
［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2 分別根品〉（大正 41，56b12-21）：
「論曰」至「香味觸故」者，釋第一句。
若具五根，身即莊嚴；隨有所闕，身便醜陋。身根必無總闕；言「闕」
，據餘四根，
或據少分名「闕」，如無手等；或餘四根亦有闕少分者，皆名醜陋。
言「導養」者，眼見險避，耳聞險避，導養於身；身資段食方得增上，段食以香、
味、觸為體，鼻嗅、舌甞、身覺，此三根於段食能受用故，身得增上，名「導養身」。
「生識等」，等取「相應法」。
「不共事」：「事」謂色等事；五根別取，故名「不共」。
11
cakṣuḥ śrotrayostāvat pratyekaṃ caturṣvartheṣvādhipatyam;
12
ātmabhāvaśobhāyāmandhabadhirayorakāntarūpatvāt
13
ātmabhāvaparikarṣaṇe dṛṣṭvā śrutvā ca viṣamaparivarjanāt
14
cakṣuḥśrotravijñānayoḥ sasamprayogayorupattau
15
（1）貢噶旺秋仁波切註釋、張慧娟譯《世親密意莊嚴―對法藏論（俱舍論）註釋―》，
台北，正法源學佛會，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p.49：
眼等五根，彼等各掌控四事：（1）莊嚴根之所依，（2）保護全身，
（3）識連同相應生起，（4）眼見色等，掌控四境。
（2）rūpadarśanaśabdaśravaṇayoścāsādhāraṇakāraṇatve
16
《大毘婆沙論》卷 142（大正 27，730c26-731a10）。
17
ghrāṇajihvākāyānāmātmabhāvaśobhāyāṃ pūrvavat;
18
ātmabhāvaparikarṣaṇe taiḥ kavalīkārāhāraparibhogāt
19
ghrāṇādivijñānānāṃ sasamprayogāṇāmutpattau
20
（1）《大毘婆沙論》卷 142（大正 27，731a26-b5）。
（2）gandhaghrāṇarasāsvādanaspraṣṭavyasparśanānāṃ cāsādhāraṇakāraṇatva 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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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明四根各二增上：釋「四根於二種」
1、總說：女、男、命、意四根於二事

女、男、命、意，各21於二事能為增上。22
2、別釋
（1）釋女男根於二事增上
A、初說

且女男根二增上者：一、有情異；二、分別異。23
有情異者：24由此二根令諸有情女、男類別。25
分別異者：由此二根，形相、言音、乳房等別。26
B、敘異說

有說：此於染淨增上，故言「於二」。27
所以者何？28本性、損壞「扇搋29、半擇」30，及二形人，31 無「不律
21

各＝名【宋】【元】
（大正 29，13d，n.3）。
strī-puruṣa-jīvita-manaindriyāṇāṃ dvayorarthayoḥ pratyekamādhipatyam
23
strīpuruṣendriyayostāvat sattvabhedavikalpayoḥ
24
tatra sattvabhedaḥ
25
strī, puruṣa iti
26
（1）
［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2 分別根品〉（大正 41，56b21-c2）：
「女男命意」至「乳房等別」者，此下釋第二句。
「有情異」者，劫初有情形類皆等，由二根生，令諸有情女男類別。
「分別異」者，由此二根，男身形相麁大、言音雄朗、乳房小；女身形相尫（ㄨㄤ）
弱、言音細少、乳房大。「等」者，等取作業等。此形相等別，
能生分別異解，故名「分別異」。
又解：形相等分別各異，名「分別異」。
前「有情異」約總相，後「分別異」約別相。
又《正理》第九云：
「有說：勇怯有差別故名『有情異』
；衣服莊嚴有差別故，名
*
『分別異』。」
此師約內外以明。
*《順正理論》卷 9（大正 41，377c4-5）。
（2）sattvavikalpaḥ stanādisaṃsthānasvarācārānyathātvam
27
saṃkleśavyavadānayorityapare
28
tathā hi
29
Ṣaṇḍha（大正 29，13d，n.4）。
30
（1）
《翻譯名義集》卷 2（大正 54，1083a9-21）：
「般吒」：應言「般荼迦」，此云「黃門」。
「扇搋（ㄔㄨㄞ）」：敕皆切；或「扇荼」，此云「生天然」──生者，男根不滿。
「留拏」：此云「犍」（居言切），或作「劇」，以刀去勢也。
「伊梨沙掌拏」：此云「妒」
；因見他婬，方有妒心婬起。
「半擇迦」：此云「變」；今生變作。
「博叉」：此云「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
此依《四分律》出。
「扇提羅」：此云「石女」，無男女根故。
「槃大子」：此出《楞伽》；若《大乘入楞伽》，則云「石女兒」。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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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32無間、斷善諸雜(13c)染法」
，33亦無「律儀、得果、離染諸清淨
法」。34
（2）Paṇḍaka（大正 29，13d，n.5）。
Ubhaya-vyañjana.（大正 29，13d，n.6）。
32
A-saṃvara.（大正 29，13d，n.7）
。
33
tadviyuktavikalānāṃ ṣaṇḍhapaṇḍakobhayavyañjanānāmasaṃvarān
-antaryakuśalamūlasamucchedā na bhavanti,
34
（1）
［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2 分別根品〉（大正 41，56c3-15）：
「有說此於」至「諸清淨法」者，敘異說於二增上。
此男、女根隨成尌一，於染、於淨有增上用，故言「於二」。
於染增上，謂得不律儀、造無間業、能斷善根；於淨增上，謂得律儀、得果、離
染。
彼扇搋等即無是事，增上染淨俱依勝身，此身劣故非彼所依。如鹹鹵田不生穢草，
故無不律儀、無五無間、無斷善根諸雜染法；如鹹鹵田，嘉苗不植，是故亦無律
儀、亦無得果、亦無離染諸清淨法。一一別明如〈業品〉說。
應知：扇搋、半擇俱名「黃門」。故〈業品〉云：「二黃門二形」。
扇搋唯無根，無根有二：一、本性扇搋，二、損壞扇搋；半擇唯有根，有
根有三：一、嫉妬，二、半月，三、灌灑。
又解：扇搋唯無根；半擇通有根、無根，本性、損壞亦通半擇。……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分別根品〉（大正 41，512c26-513a12）：
論：「有說此於」至「諸清淨法」，敘異說也。
「扇搋」，謂無根、損根。「半擇」，謂無勢、損勢。「二形」，謂具足二根。
初以無根或被損故，於染淨中無增上用；次以無勢或被損故，於染淨中亦無
增上；後具二根具二煩惱，故染淨中亦不增上。
31

扇搋、半擇皆悉通有本性、損壞，由此故言「本性、損壞『扇搋、半擇』」。
扇搋中有全無根，有分無根；半擇中有全無勢，有分無勢。諸經論中有說扇
搋是無根者，全無、少無同名「無」故。
《婆沙》九十解離欲名為丈夫四句中
[2]
云：「或成尌男根而不名丈夫，如 扇搋、半擇迦等」，此意即說分無根也。
有人多解，未能釋難。然此後釋不及前師。所以然者，二根之者雖於染淨無
增上用而得名「根」，故知「有染淨」言非為定證。
[2]（猶）＋如【甲】【乙】。
按：文中的「有人」，即指《俱舍論記》之作者，普光法師。
（3）《大毘婆沙論》卷 142（大正 27，731b12-23）：
男女二根於二處增上：一、有情異；二、分別異。
有情異者，由此二根令諸有情男女類別。
分別異者，由此二根，形相、言音、乳房等別。謂劫初時無女男差別，後於是處
少造色生，便有男女體類、狀貌、顯形、言音、衣著、飲食受用差別。
有說：此二於染淨品增上。
於染勝者，非於婬欲，此無疑故；但由此二若壞、若闕，於不律儀、五無
間業不能受作，亦復不能斷諸善根。
於淨勝者，此男女根若壞、若闕，便不能起一切律儀，亦復不能離三界染，
不能種植三乘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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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釋命根於二事增上

命根二者，謂於眾同分35能續及能持。36
（4）《順正理論》卷 9（大正 29，377c1-9）：
且女男根二增上者：一、有情異，二、分別異。
有情異者，劫初有情形類皆等；二根生已，便有女男形類差別。
分別異者，進止、言音、乳房、髻等安布差別。
有說：勇怯有差別故名「有情異」；衣服莊嚴有差別故名「分別異」。
有說：此於染淨二品有增上力，故言「於二」。
受不律儀、起無間業、斷善根故，名「於染品有增上力」；
能受律儀、入道得果及離欲故，名「於淨品有增上力」。
扇搋等身無如是事。
（5）saṃvaraphalaprāptivairāgyāṇi ceti
35
Nikāya-sabhāga.（大正 29，13d，n.8）
36
（1）
［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2 分別根品〉（大正 41，57a7-10）：
「命根二者」至「及能持」者，此解命根於二增上：一、由命根故，於眾同分能
令續前；二、由命故，於眾同分能持不斷。能續望前，能持據現。
（2）
《大毘婆沙論》卷 142（大正 27，731b23-27）：
命根於二處增上：一、令說有根，二、令根不斷。命根若在，可說有根及令諸根
相續住故。
有說：命根於四處勝：一、續眾同分；二、持眾同分；三、護養眾同分；四、令
眾同分不斷。
（3）
《順正理論》卷 9（大正 29，377c9-13）：
命根於二有增上者，謂由此故施設諸根及根差別，由此有彼有、此無彼無故；或
於眾同分能續及能持，於無色界要有命根方有所生處決定故，彼起自地善染污心
或起餘心非命終故。
編按：
《順正理論》卷 13（大正 29，404c3-15）：
於此但應徵經主意：若處無業所引異熟內五色處，於彼或時無業所引第六意處，
謂於長時起染污識或善有漏及無漏識相續位中，無業所引異熟勢分，說何為
「壽」？
若於是處有業異熟從生剎那至命終位恒無間轉，可說是處有業所引住時勢分相續
決定說為「命根」；此既無業所引異熟住時勢分恒無間轉，云何可說此有命根？
其理既然，為說何法名「業所引住時勢分」？既無所引住時勢分，相續決定復屬
於誰？既無如是相續決定，由何義說「隨應住時爾所時住說為壽體」？
是故經主於此義中專搆[4]多言都無所表。
[4]搆＝構【宋】【元】【宮】。
元瑜述，《順正理論述文記》卷 9（卍新續藏 53，543b1-11）：
「壽體實有」(至)「住時勢分」：
述云：此下徵破，成立為有。
如前根處，謂彼前言「由有命故，施設諸根及根差別，由此有彼有[3]無彼無；又
於眾同分能續、能持故，於無色界要有命根身有所生處決定故，起染等非命終故。」
由此等用，當知實有。
彼言「經主說『諸大種住勢分名為命根』」
，如復當破，故命根之謂無色界無內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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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釋意根於二事增上

意根二者，謂能續後有及自在隨行。37
「能續後有」38者，如契經言：39「時健達縛於一心內隨一現前，謂或
愛俱、或恚俱」40等。41
處或起餘心，又無異熟意更異勢分，於彼既無，說何為「壽」？若有異熟住時勢
分可名「命根」，此無色界處此起餘心時，既無異熟勢分，說何法為「命」？所
依既無，說何為「勢分」？此依第一轉明無勢分體。
[3]「有」疑「此」。
（4）jīvitendriyasya nikāyasabhāgasambandhasādhāraṇayoḥ
37
（1）
《大毘婆沙論》卷 142（大正 27，731b5-10）：
意根於二處增上：一、能續後有，二、自在隨轉。
能續後有者，如說：「『識若不託母胎，名色得成羯邏藍不？』『不也，世尊！』」
自在隨轉者，如說：「世間心所引，亦為心所勞，心若於彼生，皆自在隨轉。」
（2）
《順正理論》卷 9（大正 29，377c20-22）：
有說：意根於染淨品有增上力，故言「於二」
。如契經言：
「心雜染故，有情雜染；
心清淨故，有情清淨。」
（3）manaindriyasya punarbhavasambandhavaśibhāvānuvarttanayoḥ
38
演培法師著《俱舍論頌講記》
（上）
，高雄，演培法師全集初版委員會，2006 年 1 月，
新版 1 刷，p.240：
「能續後有」的增上：後有，尌釋後一生命。有情的的前一生命過去，後一生命跟
著尌來，但什麼使他這樣延續不斷的呢？這尌是意根的增上力。據有部說，現實生
命的結束階段，是死有；前後生命的延續之間，是中有；由此中有，起愛恚心，生
起後一生命，是生有；到了生有位，完成後一生命，是後有。所以，意根有續後有
的增上用。
39
tatra punarbhavasambandhe yathoktam
40
“gandharvasya tasmin samaye dvayościttayoranyatarānyatara
-cittaṃ sammukhībhūtaṃ bhavati anunayasahagataṃ vā, pratighasahagataṃ vā ”iti
41
（1）
《俱舍論》卷 9〈分別世品〉（大正 29，46c13-14）：
故《施設論》有如是說：「時健達縛於二心中隨一現行，謂愛或恚。」
（2）
《大毘婆沙論》卷 48（大正 27，248c23-27）：
結生義是身繫義者，如契經說：「三事合故得入母胎：一者、父母俱有染心，二
者、其母無病值時，三者、健達縛正現在前。爾時健達縛愛恚二心展轉現在前方
得結生。」故結生義是身繫義。
（3）
《大毘婆沙論》卷 60（大正 309a10-17）：
復次，所以作此論者，謂或有執「唯愛與恚令有相續」，如譬喻者。
問：彼何故作此執？
答：依契經故。謂契經說：「三事合故得入母胎：一者、父母交愛和合，二者、
母身是時調適，三、健達縛正現在前。時健達縛二心互起，謂愛恚俱。」由
此故知「唯愛與恚令有相續」。
為遮彼意，顯「一切煩惱皆令有相續」，故作斯論。
（4）
《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卷 11〈難陀因緣〉（大正 24，253b28-c3）：
「難陀！云何中有得入母胎？若母腹淨中有現前見為欲事，無如上說眾多過患，
父母及子有相感業，方入母胎。又彼中有欲入胎時，心即顛倒──若是男者，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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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隨行」42者，如契經言：43「心能導世間，心能遍攝受；如是心
一法，皆自在隨行。」44
（三）明五受、信等八根於染淨事增上：釋「五、八染淨中，各別為增上」
1、初說：釋十三根各一增上

45

樂等五受、46信等八根，47於染、淨中，如次增上。
◎樂等五受染增上者，貪等隨眠所隨增故。48
◎信等八根淨增上者，諸清淨法隨生長故。49
2、敘異說

有餘師說：樂等於淨亦為增上。50如契經說：
「樂故心定」51，「苦為信
母生愛、於父生憎；若是女者，於父生愛、於母生憎。」
演培法師著《俱舍論頌講記》（上），p.240：
「自在隨行」的增上：
《雜阿含》三十六說：
「心能導世間，心能徧攝受。」經中說
的心，尌是此中說的意。世間的若善若惡，皆由心力所造成，所以說「能導」；一
切的一切，既為心所導引創造，一切諸法當然尌以心為主導，所以說「攝受」。由
於心能導世、攝受，因此於諸法中，唯一心法自在隨行。雖說餘法亦可隨行，但不
自在亦無勝能，所以沒有增上力用。
43
vaśibhāvānuvarttane yathoktam
44
（1）
《雜阿含經》
（1009 經）卷 36（大正 2，264a19-b3）
，
《中阿含經》
（172 經）卷 45
《心經》
（大正 1，709a12-29）。
（2）
［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2 分別根品〉（大正 41，57a10-18）：
「意根二者」至「皆自在隨行」者，此解意根於二增上：
＊
一、能續後有中增上，謂中有未 心與愛等俱，能續生有，故名「能續後有」。
「健
達縛」
：
「健達」名「香」，
「縛」名為「尋」，尋香食故；或名為「食」，由食
香故──即「中有」名也。
二、自在隨行中增上。引經釋云：
「心能導世間」，是「自在」義，謂能導引一切
世間，故名「自在」；「心能遍攝受」，是「隨行」義，謂心能遍攝受諸法，
故名「隨行」。
又解：「心能導世間」是「隨行」義，「心能遍攝受」是「自在」義。
又解：兩句皆通「自在」、「隨行」──有勢力故名為「自在」，隨境而轉名
曰「隨行」。
＊編按：「中有未心」之「未」，應改作「末」。
（3）“cittenāyaṃ loko nīyate ” iti vistaraḥ
45
［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2 分別根品〉（大正 41，57a21-26）：
「樂等五受」至「隨生長故」者，釋第三、第四句。
五受於染增上，貪等隨眠所隨順增長故；或於相應、或於所緣隨順增長。雖此五受
亦通於善，於染用勝，言「染增上」。
信等五根及三無漏根於淨增上，可知。
46
yat punaḥ sukhādīndriyapañcakam,
47
yāni cāṣṭau śraddhādīni,
48
ādhipatyaṃ yathākramaṃ pañcānāṃ sukhādīnāṃ saṃkleśe;rāgādīnāṃ tadanuśāyitvāt
49
śraddhādīnāṃ vyavadāne tairhi vyavadāyate
50
vyavadāne ’pi sukhādīnāmādhipapatyamityapare
51
（1）《中阿含經》
（42 經）卷 10《何義經》（大正 1，485a13-b17）等。
42

199

008-《俱舍論》卷 03
〈2 根品〉1-6 頌

依」52，亦「出離依喜及憂、捨」53。54
（四）結上所說

毘婆沙師傳說如此。55
（2）“yasmāt sukhitasya cittaṃ samādhīyate” ityuktaṃ sutre
（1）意近者，見《雜阿含經》，大正 2：（98 經）卷 4（27a10-b28），（603 經）卷 22
（161a22-b6）。
（2）
《俱舍論》
（國譯 25，118，n.47）
：
《增壹阿含經》卷 23〈增上品〉
（大正 2，668b1-11）
：
云何苦行跡行於速疾？
於是，或有一人少欲少淫，無有瞋恚，亦不起想──行此三法。爾時，有此五根，
無有缺漏。云何為五？所謂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是謂為五。彼以
此法得三昧，盡有漏，成無漏，是謂苦行跡利根者也。是謂，比丘！有此四行跡，
當求方便，捨前三行跡，後一行者當共奉行。所以然者，苦行跡三昧者難得，以
得便成道，久存於世。所以然者，不可以樂求樂，由苦然後成道。
53
《中阿含經》卷 42〈根本分別品〉（大正 1，692c10-16）：
十八意行當知內者，此何因說？比丘者，眼見色已，分別色喜住，分別色憂住，分
別色捨住；如是耳、鼻、舌、身；意知法已，分別法喜住，分別法憂住，分別法捨
住。是謂分別六喜、分別六憂、分別六捨，總說十八意行。十八意行當知內者，因
此故說。
54
（1）
《雜阿含經》
（485 經）卷 17（大正 2，124a15-18）
，
《長阿含經》
（9 經）卷 8《眾
集經》
（大正 1，52a8-20）
，
《長阿含經》
（10 經）卷 9《十上經》
（大正 1，54b1-9）。
（2）
［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2 分別根品〉（大正 41，513a26-b5）：
論：「樂等五受至喜及憂捨」：後釋十三根各一增上。
樂、喜，貪隨增；苦、憂，瞋隨增；捨受，癡隨增。信等八根皆能生長清淨法也。
52

「樂等於淨亦為增上」者，顯有二義，故致「亦」言，謂能令染、亦能令淨。
染義如上。
淨義云何？「如契經說：
『樂故心定』
，
『苦為信依』
，
『六出離依喜及憂、捨』」者，
定、信、出離皆是淨品。樂受與定為增上，苦受與信為增上，喜及憂、捨與於六
境出離之義為增上也。
（3）
《大毘婆沙論》卷 142（大正 27，731c6-12）：
有說：受，於染淨俱勝。
樂受──於染勝者，如說「於樂受，貪隨增」；
於淨勝者，如說「樂故心定」。
苦受──於染勝者，如說「於苦受，瞋隨增」；
於淨勝者，如說「苦為信依」。
不苦不樂受──於染勝者，如說「於不苦不樂受，無明隨增」；
於淨勝者，如說「六出離依捨」。
（4）duḥkhopaniṣacchradhāṣaṇnaiṣkramyāśritāḥ saumanasyādaya iti vai
55
（1）
［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2 分別根品〉（大正 41，57a26-b4）：
「有餘師說」至「傳說如此」者，敘異師說。
樂等五受不但於染增上，於淨亦為增上，如契經說：
「由安樂故，心便得定」
；
「由
厭苦故，引涅槃樂，信有欣求出離。」
「六」謂六境，喜、憂、捨三緣六境故；「出離」謂涅槃。善「喜、憂、捨」與
出離為依，名「出離依」。故下論云：「出離依者，謂諸善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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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二說──識見家
（一）破婆沙師建立二十二根之因

有餘師說：能導養身，非眼等用，是識增上，識56了方能避於險難、受
段食故。57見色等用亦非異識，58故不共事於眼等根不可立為
別增上用。59故非由此眼等成根。60
（二）以三頌建立二十二根

若爾，云何？61
頌曰：了自境增上，總立於六根；62從身立二根，女、男性增上；63

[002]

上來釋「根增上」，毘婆沙師傳說如此。
*編按：《俱舍論》卷 10〈分別世品 3〉（大正 29，54b12-14）：
又即喜等為三十六師句，謂為耽嗜、出離依別。此句差別，大師說故。
「耽嗜依」者，謂諸染受。「出離依」者，謂諸善受。
（2）《順正理論》卷 9（大正 29，377c22-378a5）：
樂等五受、信等八根，於染淨中有增上力。謂樂等五於染增上，貪等隨眠所依事
故。
有說：此於染、淨二品俱有增上，說為「耽嗜、出離依」故，「樂故心定」，「苦
為信依」等。契經中說故。
信等八根於淨增上，如契經說：「我聖弟子，具信牆塹、具勤勢力、具念
防衛，心定解脫、慧為刀劍」，乃至廣說。此中即攝後三根故，彼於淨品
定有增上。
初「傳說」言，顯樂後說，謂或有說：「能導養身，非眼等用，是識增上，要由
諸識了違順境，方能避險難及受段食故」。即彼復謂「能見色等不共功能亦非異
識，故不共事於眼等根不可立為別增上用，故非由此眼等成根。」
（3）bhāṣikāḥ
56
識＝說【宋】【元】【明】【宮】（大正 29，13d，n.10）。
57
（1）
［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2 分別根品〉（大正 41，513b10-14）：
論：
「有餘師說」至「受段食故」
，已下，第二、述曇無德建立根也；真諦云「經部」。
於中有三：一、破婆沙師建立二十二根，二、以三頌建立二十二根，三、長行釋。
此破五根導養身，云「此是識，非根用也。」
58
apare punarāhuḥ nāpi vijñānādanyarūpadarśanaṃ śabdaśravaṇaṃ vā ’sti;
59
yatastayorasādhāraṇakāraṇatve pṛthagādhipatyaṃ yujyeta
60
（1）
［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2 分別根品〉（大正 41，57b5-13）：
「有餘師說」至「眼等成根」者，此下第二、敘異師。
有餘識見等家作如是說：
「能導養身非眼等用，是識增上，識了避險、受段食故。
見色等用亦非異識，故不共事非眼等根別增上用。」此即破前師「導養身」、「不
共事」。
所以此中不破「莊嚴身」者，前第一卷已破云：「若本來爾，誰言醜陋？」或前
文云：「若為嚴身及起說用，但須依處，何用二根？」
所以不破「發識等」者，識見家亦許，故不別破。
（2）tasmānnaivameṣāmindriyatvam
61
kathaṃ tarhi ?
62
（1）
［陳］真諦譯《阿毘達磨俱舍釋論》卷 2〈2 分別根品〉（大正 29，173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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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同住、雜染、清淨增上故64，應知命、五受、信等立為根；65
未當知、已知、具知根亦爾66，於得後後道、涅槃等增上。67
論曰：

[003]
[004]

1、明眼等六根：釋「了自境增上，總立於六根」
（1）標舉：眼等六各立為根

「了自境」者，謂六識身。
眼等五根於能了別各別境識有增上用；68
第六意根於能了別一切境識有增上用。69
故眼等六各立為根。70
（2）通外難
A、外難

豈不色等於能了識亦有增上應立為根？71
B、通難

境於識中無增上用。
夫「增上用」
，謂勝自在。72
眼於所發了色識中最勝自在，故名(14a)「增上」73──於了眾色為通
因故，識隨眼根有明昧故；74色則不然，二相違故。75
偈曰：得自塵增上，得一切六根。
（2）svārthopalabdhyādhipatyāt sarvasya ca ṣaḍinḍriyam
另參考福原亮厳監修《梵本藏漢英和訳合璧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の研究》
，p.174。
63
strītvapuṃstvādhipatyāt tu atrīpuruṣendriye
另參考福原亮厳監修《梵本藏漢英和訳合璧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の研究》，p.174。
64
nikāyasthitisaṃkleśavyavadānādhipatyataḥ
另參考福原亮厳監修《梵本藏漢英和訳合璧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の研究》，p.176。
65
jivitaṃ vedanāḥ pañca śraddhādyāś cendriyaṃ matāḥ
另參考福原亮厳監修《梵本藏漢英和訳合璧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の研究》，p.176。
66
ājñāsyāmākhyam ājñākhyam ājñātāvīndriyaṃ tathā
另參考福原亮厳監修《梵本藏漢英和訳合璧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の研究》，p.178。
67
utttrottarasaṃprāptinirvāṇādyādhipatyataḥ
另參考福原亮厳監修《梵本藏漢英和訳合璧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の研究》，p.178。
68
cakṣurādīnāṃ pañcānāṃ svasya svasyārthasyopalabdhāvādhipat-yam
69
manasaḥ punaḥ sarvārthopalabdhāvādhipatyam
70
（1）
［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2 分別根品〉（大正 41，57b15-17）：
「論曰」至「各立為根」者，五識各緣自境名「各別境識」，意識遍緣一切[6]名為
「一切境識」，亦名「自境」
。六根能生六識，有增上用，故立為根。
[6]切＋（境）【乙】。
（2）ata etāni ṣaṭ pratyekamindriyam
71
nanu cārthānāmapyatrādhipatyam ?
72
nādhipatyam adhikaṃ hi prabhutvaṃ = ādhipatyam
73
cakṣuṣaścakṣūrūpopalabdhāvadhikamaiśvaryam;
74
（1）
［陳］真諦譯《阿毘達磨俱舍釋論》卷 2〈分別根品 2〉（大正 29，173b20-21）
：
由其增損，識隨明昧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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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意根於法亦爾。76
2、明女男根：釋「從身立二根，女、男性增上」
（1）總說：女男二根

從身復立女、男根者，女、男性中有增上故。
（2）別釋
A、別立根因由

女、男根體不離身根，77身一分中立此名故。如其次第，女、男身中，
此女、男根有增上用。78此處少異餘處身根，故從身根別立為二。79
B、差別增上用

女身形類、音聲、作業、志樂差別，名為「女性」
；
男身形類、音聲、作業、志樂不同，名為「男性」
。
二性差別由女、男根，故說「女、男根於二性增上」。80
（2）
［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2 分別根品〉（大正 41，513b29-c4）：
「色則不然，二相違故」者：
一、青色唯為了青色[13]為所緣，不為了黃等色[＊]為所緣；
二、色有變壞，識不隨變壞。色之二事與根二事以相違故，不立為根。
[13]色＋（識）【甲】【乙】＊。
（3）sarvarūpopalabdhau sāmānyakāraṇatvāt tatpaṭumandatādyanuvidhā-nāccopalabdheḥ
75
na rūpasya;tadviparyayāt
76
（1）
［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2 分別根品〉（大正 41，57b19-c2）：
「境於識」中至「於法亦爾」者，釋。
夫增上用，最勝、自在。
眼於所發了色識中最勝自在：一、於了眾色為通因故，謂一眼根能與了別眾色諸
識為通因故；二、識隨眼根有明昧故，謂根強識明，根弱識昧。故名「增上」。
為通因故名「最勝」，有明昧故名「自在」；或有明昧故名「最勝」，為通因故名
「自在」；或通因、明昧俱名「最勝自在」。
色即不然，二相違故：
一、非通因，謂青等色，但能生青等識，不能生黃等識；
二、非隨色境有明昧故，謂不隨境有強弱故識有明昧──或有境弱識強，如觀
青色；或有境強識弱，如觀日等。
由二相違，故不立根。
乃至意根於法亦爾。
（2）evaṃ yāvat manaso dharmeṣu yojyam
77
kāyendriyādeva strīpuruṣendriye pṛthak vyavasthāpyete; nārthānta-rabhūte
78
［陳］真諦譯《阿毘達磨俱舍釋論》卷 2〈2 分別根品〉（大正 29，173b23-25）：
復從身根更立女、男二根，此二與身根不異，是身根中有一分，於下門處次第得女、
男根名，於女、男性為增上故。」
79
kaścidasau kāyendriyabhāga upasthapradeśo yaḥ strīpuruṣendriyā-khyāṃ pratilabhate;
yathākramaṃ strītvapuṃstvayorādhipatyāt
80
（1）
［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2 分別根品〉（大正 41，57c2-7）：
「從身復立」至「於二性增上」者，釋第三、第四句。
女身形類尫弱、音聲細少、作縫衣等業、志樂脂粉等；男身形類麁大、音聲雄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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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釋「於同住、雜染、清淨增上故，應知命、五受、信等立為根」

◎於眾同分住中，命根有增上用。
◎於雜染中，樂等五受有增上用。81
所以者何？82
由契經說：
「於樂受貪隨增，於苦受瞋隨增，於不苦不樂受無明隨增」
83
84
故。
◎於清淨中，信等五根有增上用。85
所以者何？
由此勢力伏諸煩惱、引聖道故。86
※言「應知」者，勸許一一各能為根87。88
4、釋「未當知、已知、具知根亦爾，於得後後道、涅槃等增上」
（1）總說

三無漏根89於得後後道、涅槃等有增上用。90
作書寫等業、志樂弓馬等。二性不同由女男根，故女男根於二性增上。餘文可知。
（2）tatra strībhāvaḥ —— stryākṛtisvaceṣṭābhiprāyāḥ,etaddhi striyāḥ strītvam puṃbhāvaḥ
—— puruṣākṛtiḥ svaraceṣṭā abhiprāyāḥ,etaddhi puṃsaḥ puṃstvam
81
nikāyasabhāgasthitau jīvitendriyasyādhipatyaṃ saṃkleśe vedanā-nām
82
tathā hi
83
（1）
《雜阿含經》卷 17，大正 2：
（468 經）
（119b11-c6）
，
（470 經）
（119c28-120b14）。
（2）《中阿含經》
（210 經）《法樂比丘尼經》卷 58（大正 1，789b29-c5）：
法樂比丘尼答曰：「樂覺者，生樂、住樂，變易苦，無常者即是災患，欲使也。
苦覺者，生苦、住苦，變易樂，無常者卽是災患，恚使也。不苦不樂覺者，不知
苦不知樂，無常者卽是變易，無明使也。」
84
“sukhāyāṃ vedanāyāṃ rāgo ’nuśete, duḥkhāyāṃ pratighaḥ,aduḥkhāsukhāyāmavidyā”
ityuktaṃ sūtre
85
vyavadāne śraddhādīnāṃ pañcānām
86
tathā hi taiḥ kleśāśca viṣkambhyante, mārgaścāvāhyate
87
ata ete ’pi pratyekamindriyamiṣṭāḥ||3||
88
［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2 分別根品〉（大正 41，57c7-14）：
「於眾同分」至「各能為根」者，釋第二頌。
由有「命根」故「同分」得住，故於「眾同分」「命」有增上用。
由「五受」故起諸煩惱，故於雜染中「五受」有增上用。引證可知。經約「三受」，
不言「憂」、「喜」，以苦攝憂、以樂攝喜。
「信等五根」於清淨中有增上用，由此信等善根勢力伏諸煩惱、引聖道生。
餘文，可知。
89
貢噶旺秋仁波切註釋、張慧娟譯《世親密意莊嚴―對法藏論（俱舍論）註釋―》，p.50：
未知當知根是見道之智，已知根是修道之智，具知根是無學道之智。
90
［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2 分別根品〉（大正 41，57c14-21）：
「三無漏根」至「能般涅槃故」者，釋第三頌，解三無漏根。
初引第二，故於已知有增上用；第二引第三，故於具知有增上用；第三能證涅槃，
故於涅槃有增上用──心無煩惱方得涅槃，非心未解脫煩惱能般涅槃故。
言「後後」者，第二根是初根後道，第三根是第二根後道，故言「後後道」。第三
根於涅槃有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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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亦爾」者，類顯一一各能為根。91
（2）別釋
A、初解

謂未知當知根92，於得已知根道，有增上用；93
已知根94，於得具知根95道，有增上用；
具知根96，於得涅槃，有增上用，97非心未解脫能般涅槃98故。99
B、二解

「等」言為顯復有異門。100
云何異門？101
謂見所斷煩惱滅中，未知當知根有增上102用；103
於修所斷煩惱滅中，已知根有增上用；104
於現法樂住中，具知根有增上用，105由此能領受解脫喜樂故。106
91

pratyekamindriyamityupadarśanārthaṃ tathāśabdaḥ
《法蘊足論》卷 10（大正 26，499c15-18）：
云何「未知當知根」？
謂已入正性離生者所有學慧慧根；及隨信、隨法行於四聖諦未現觀，為現觀故，諸
根轉。是名「未知當知根」。
93
tatrājñāsyāmīndriyasyājñendriyasya prāptāvādhipatyam
94
《法蘊足論》卷 10（大正 26，499c18-21）：
云何「已知根」？
謂已見諦者所有學慧慧根；及信勝解、見至、身證於四聖諦已現觀而現觀，為斷餘
煩惱故，諸根轉。是名「已知根」。
95
《法蘊足論》卷 10（大正 26，499c21-24）：
云何「具知根」？
謂阿羅漢所有無學慧慧根；及慧解脫、俱解脫於四聖諦已現觀而現觀，為得現法樂
住故，諸根轉。是名「具知根」
。
96
Ajñātāvīndriya.（大正 29，14d，n.1）。
97
ājñendriyasyājñātāvīndriyaprāptau, ājñātāvīndriyasya parinirvāṇe
98
Parinirvāṇa.（大正 29，14d，n.2）。
99
na hyavimuktacittasyāsti parinirvāṇamiti
100
ādiśabdo ’nyaparyāyadyotanārthaḥ
101
katamo ’nyaḥ paryāyaḥ ?
102
上＝一【宮】
（大正 29，14d，n.3）。
103
darśanaheyakleśaparihāṇaṃ pratyājñāsyāmīndriyasyādhipatyam
104
bhāvanāheyakleśaprahāṇaṃ pratyājñendriyasya
105
dṛṣṭadharmasukhavihāraṃ pratyājñātāvīndriyasya;
106
（1）［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分別根品〉（大正 41，513c20-514a19）：
論：「等言為顯」至「解脫喜樂故」：釋頌「等」字[24]。
「等言為顯更有[26]異門」，釋增上也。
92

《正理論》云：
「此說非理！彼同分根應非根故(以非識依，應非根故)。豈不斯過
汝亦有耶(經部却難：汝「不共事」等以見聞等為增上，彼同分眼更不見色，應
非是根)？我無此失，說「於嚴身有增上」故(彼同分眼雖無餘三增上，有「嚴身」
等增上用也)。又非一切與能了別一切色識為通因性，以諸眼根剎那滅故、了諸
205

008-《俱舍論》卷 03
〈2 根品〉1-6 頌

（三）辨立根之量
1、述自宗

若增上故立為根者，107
（1）約自宗為問

無明等性應立為根！108無明等因於行等果各各別有增上用故。109
（2）約數論為問

又語具等應立為根！語具、手、足、大小便處，於語、執、行、棄樂
事中，如其次第有增上故。110
色識不俱生故。若言「眼類無差別」者，色亦應同，類無異故。若謂「青黃種類
別」者，眼亦應爾，有異熟生及所長養類不同故(准此，見青黃色眼根不別)。
「識
但隨根有明昧」者，此亦非因，識體生已，方可得有隨根明昧(未生，不可說「隨
根」也)。未生令生增上力等，隨闕一種即不生故(未生令生，若色、若根，隨闕
一種，識即不生──此說「根與境等」)。」
若作俱舍師彈：「只由未生令生之根有明昧故，識隨眼根有明昧生，誰言『識獨
至現已方說「隨」』耶？又現在世唯一剎那，如何得有轉明作昧、移昧作明耶？」
「或[6]識隨根有明昧故，
『導養身』義應許在根──眼用若增隨發勝識，能避險難
導養於身；眼用若微隨發劣識，不了險難令身顛墜。故『導養身』在根非識。」
彈曰：「避險導身親由識濟，今既廢親立遠，一何誤耶？」
《正理》又云：「又於此中有何少異？前門已顯『眼等諸根發眼等識及相應法』，
今此門中略彼一分，非己所見，何足生欣？既無別義，不應重說。」
即是於我前說中[10]減却一分，所不略者，還說我說，何足生喜？已下[12]諸根言同
我說。
[24]字＝言【甲】
【乙】
。[26]（復）＋更【甲】
【乙】
。[6]（又云）＋或【甲】
【乙】。
[10]（之）＋中【甲】【乙】。[12]下＝上【甲】
【乙】。
詳見：《順正理論》卷 9（大正 29，378a12-379a9）。
（2）vimuktiprītisukhapratisaṃvedanāditi
107
《順正理論》卷 9（大正 29，379a9-14）：
若「增上故立為根」者，於愛、見品諸煩惱中，受、想二法有增上用，想應如受
亦立為根；又諸煩惱於能損壞善品等中有增上用，應成根體。
又「最勝故建立諸根」，一切法中涅槃最勝，何緣不立涅槃為根？
108
ādhipatyādindriyatve ’vidyādīnāmupasaṅkhyānaṃ karttavyam ?
109
（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2 分別根品〉（大正 41，57c28-58a4）：
「若增上故」至「有增上用故」者，此下第二、明根廢立。尌中，一、述自宗，
二、敘異說。此下述自宗。將明問起。尌問中，一、約自宗為問，二、約數論為
問。此即約自宗為問。
十二緣起中，無明等因於行等果各各別有增上用故，應立為根。
（2）avidyādīnāmapi hi saṃskārādiṣvādhipatyam,
110
（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2 分別根品〉（大正 41，58a4-b8）：
「又語具等」至「有增上故」者，此約數論為問。
數論宗立二十五諦義。
言二十五諦者，一、我，彼計常。……；二、自性，……；三、從自性生大……；
四、從大生我執……；五、從我執生五唯量，謂色、聲、香、味、觸……；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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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述自宗答

如是等事不應立根，由所(14b)許根有如是相：111
頌曰：心所依，此別，此住，此雜染，112
此資糧，此淨──由此量立根。113[005]
1、明諸根之作用

論曰：
（1）明六根：釋「心所依」

「心所依」者，眼等六根──114此內六處是有情本；115
（2）明二根：釋「此別」

此相差別由女、男根；
（3）明命根：釋「此住」

復由命根，此一期住；116
（4）明五受根：釋「此雜染」

此成雜染，由五受根；117
從五唯量生五大，謂地、水、火、風、空……；七、從五大生十一根，謂眼、耳、
鼻、舌、身、意、手、足、大便處、小便處、語具──語具即是肉舌，足前為二
十五……。今約彼宗十一根中五作業根為難。
「語具」謂肉舌，於語有增上；
「手」
於執增上；「足」於行增上；「大便處」於棄捨便穢增上；「小便處」於婬欲樂事
增上。此等竝增上，應立為根！
（2）
［陳］真諦譯《阿毘達磨俱舍釋論》卷 2〈2 分別根品〉
（大正 29，173c17-19）：
能言等亦爾，謂舌、手、脚、穀道、男女陰，皆應立為根，於言說、執捉、離向、
棄捨、戲樂中增上，是故應立為根！
（3）vāgādīnāṃ ca;vākpāṇipādapāyūpasthānāmapi
cendriyatvamupasaṅkhyātavyam;vacanādānaviharaṇotsargānandeṣvādhipatyāt ?
111
（1）［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2 分別根品〉（大正 41，514c4-6）：
論：「如是等事」至「有如是相」：下一頌，第三、論主為曇無德建立根也。
以語具等自餘諸法無根相故，不立為根。
（2）na khalūpasaṅkhyātavyam;yasmādiheṣṭam
112
（1）
［陳］真諦譯《阿毘達磨俱舍釋論》卷 2〈2 分別根品〉
（大正 29，173c20-21）：
偈曰：心依此差別，其住及染污、資糧并清淨，如此量立根。
（2）cittāśrayas tadvikalpaḥ sthitiḥ saṃkleśa eva ca
另參考福原亮厳監修《梵本藏漢英和訳合璧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の研究》，p.180。
113
sambhāro vyavadānaṃ ca yāvatā tāvad indriyam
另參考福原亮厳監修《梵本藏漢英和訳合璧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の研究》，p.180。
114
tatra cittāśrayaḥ ṣaḍindriyāṇi
115
etacca ṣaḍāyatanaṃ maulaṃ sattvadravyam
116
tasya strīpuruṣavikalpaḥ strīpuruṣendriyābhyāṃ sthitirjīvitendriye-ṇa,
117
（1）［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分別根品〉（大正 41，514c11-18）：
論：「此相差別」已下，釋餘根作用[22]。
「此」者，此上六根也。不可「此有情」，有情無體故，即以六處為其體故。不
可言「此心心所法」，男女相別多是色故。
真諦云「此六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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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明信等五根：釋「此資糧」

此淨資糧，由信等五；118
（6）明三無漏根：釋「此淨」

此成清淨，由後三根，119
（7）結：釋「由此量立根」

由此立根事皆究竟。120
2、顯餘法非根攝

是故不應許無明等及語具等亦立為根，彼無此中增上用故。
三、第三說──約流轉、還滅應立二十二根
（一）明立根相

復有餘師別說根相。
頌曰：或流轉所依及生、住、受用，121建立前十四；還滅，後亦然。122[006]
「相別」、「令住」，如文可解。
此成雜染由五受根。雜染有二：一、與煩惱相應故名「雜染」，此即意根；
二、以被煩惱緣縛故故名「雜染」，此通六根。
[22]作用＝非因也【甲】
【乙】。
按：《俱舍論疏》所評述的相關內容，參見：
［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分別根品 2〉（大正 41，58b9-19）：
「如是等事」至「增上用故」者，述自宗答，即說一切有部。
此內六處共成有情，是有情本、是心所依，皆有根義。
即此六根相差別者由女男根；復由命根此六根一期住；此六根成雜染由五
受根；此六根能為清淨無漏資糧由信等五；此六根成清淨無漏由後三根。
有差別者，「別」、「住」二種皆攝六根；雜染、資糧及淨，唯在於意。
又解：從「此相差別」已下五種皆此於「心」，或此「有情」。
由此六種建立諸根事皆究竟。
彼無明等、語具等無有此中增上用故，不應立根。
［陳］真諦譯《阿毘達磨俱舍釋論》卷 2〈分別根品 2〉（大正 29，173c22-23）：
釋曰：此中心依，謂眼等六根，眾生類以六入為根本故。
（2）saṃkleśo vedanābhiḥ
118
vyavadanasambharaṇaṃ pañcabhiḥ,
119
［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2 分別根品〉（大正 41，514c19-22）：
論：
「此成清淨由後三根」
，此有三[26]種：若體無漏故名「清淨」
，即唯意根；若離
[27]
自煩惱縛及 還滅故名「清淨」者，即通眼等六根。
[26]三＝二【甲】【乙】
。[27]及＝為【甲】【乙】。
120
vyavadānaṃ tribhiḥ
121
（1）
［陳］真諦譯《阿毘達磨俱舍釋論》卷 2〈2 分別根品〉
（大正 29，173c26-27）：
復有生依、生、生住、生受用，立十四；後八，約解脫立根。
（2）pravṛtter āśrayotpattisthitipratyupabhogataḥ
另參考福原亮厳監修《梵本藏漢英和訳合璧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の研究》，p.182。
122
caturdaśa tathānyāni nivṛtter indriyāṇi vā
另參考福原亮厳監修《梵本藏漢英和訳合璧阿毘達磨俱舍論本頌の研究》，p.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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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曰：
1、釋「或」

「或」言，顯此是餘師意123──約流轉、還滅立二十二根。124
2、釋立根之因
（1）約流轉立前十四根：釋「流轉所依及生、住、受用，建立前十四」

流轉所依，謂眼等六；125
生由女、男，從彼生故；126
住由命根，仗127彼住故；128
受用由五受，因彼領納故129。
約此建立前十四根。130
123

apare punarāhuḥ
（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2 分別根品〉（大正 41，58b20-24）：
「復有餘師」至「立二十二根」者，此下第二、敘異說。是識見等家立根相。
言「流轉」
、
「還滅」者，
《正理》云：
「生死相續是流轉義」
，
「生死止息是還滅義，
[7]
即是六根 畢竟斷滅。」又《婆沙》一百云：
「流轉者謂更受生；還滅者趣[8]涅槃。」
[7]根＝處【甲】【乙】。[8]（謂）＋趣【乙】。
（2）《大毘婆沙論》卷 100（大正 27，515b12-13）：
諸有情類，有流轉者，有還滅者。流轉者，謂更受生；還滅者，謂趣涅槃。」
（3）《順正理論》卷 9（大正 29，379c3-15）：
論曰：
「或」言顯此是餘師執。彼約生死流轉、還滅最勝「所依、生、住、受用」
有增上故建立諸根。
生死相續是流轉義。流轉所依，謂六內處，眼等定是彼自性故；生由男女，二根
為緣彼得生故；住由命根，是彼相續不斷因故；受用由受，五受為緣損益轉故。
於流轉中，約此四種勝作用故立十四根。
還滅位中，亦約此四勝作用故立餘八根。生死止息是還滅義，即是六處畢竟斷滅。
此得所依謂信等五，以是一切善根生長最勝因故；初無漏根能生此得，正定聚中
此初生故；次無漏根令此得住，由彼長時相續起故；後無漏根令得受用，現法樂
住彼所顯故。

124

［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分別根品 2〉（大正 41，515a22-25）：
論：
「還滅所依謂信等五」
：
《正理》釋云：
「生死止息是還滅義，即是六處畢竟斷
滅。此得所依謂信等五(「此得」者，是擇滅得；或是六處不生，即非擇滅得也)，
以是一切善根生長最勝因故。」
125
pravṛtterāśrayaḥ ṣaḍindriyāṇi
126
utpattiḥ strīpuruṣendriye; tata utpatteḥ
127
仗＝枝【宋】【元】【明】【宮】（大正 29，14d，n.4）。
128
sthitirjīvitendriyam; tenāvasthānāt
129
upabhogo vedanādibhiḥ
130
（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2 分別根品〉（大正 41，58b24-c1）：
「流轉所依」至「前十四根」者，於流轉位約四義立前十四根。
三界生死以識為主，識起必以六根為依；此六根生由女男根；此六根住復由命根；
六根受用境界復由五受，因彼五受，六根領彼境界故──受用境界名為「領納」，
不同於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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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約還滅立後八根：釋「還滅，後亦然」

還滅位中，即約此四義類別故，立後八根：131
還滅所依，謂信等五；132
於三無漏，由初故生、133由次故住、134由後受用。135
3、結

根量由此無減無增。136
即由此緣，經立次第。137
四、彈斥外道立十一根
（一）別破
1、破語具於語為根

不應語具於語為根，138待學差別語方成故。139
2、破手足於執行為根

手、足不應於執、行事各立為根，無異性故，140謂即「手、足」
「異處、
異相」差別生時名「執」
、「行」故。
又離手、足亦有執、行，如腹行類。141
是故手、足不可於彼建立為根。142
（2）ata etāni caturdaśendriyāṇi
tenaiva prakāreṇa nivṛtteranyāni
132
śraddhādayo hi nivṛtterāśrayāḥ
133
ājñāsyāmīndriyaṃ prabhavaḥ,
134
sthitirājñendriyam,
135
upabhoga ājñātāvīndriyaṃ,
136
etāvantyevendriyāṇi
137
（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2 分別根品〉（大正 41，58c1-13）：
「還滅位中」至「經立次第」者，於還滅位即約四義立後八根。
《正理論》意約涅槃得明，故《正理》第九云：「生死止息是還滅義，即是六處
畢竟斷滅。此得所依謂信等五，以是一切善根生長最勝因故；初無漏根能生此得，
正定聚中此初生故；次無漏根令此得住，由彼長時相續起故；後無漏根令得受用，
現法樂住彼所顯故。」(已上論文)
謂還滅得所依，謂信等五；由初無漏故，涅槃得生；由次無漏故，涅槃得住；由
後無漏故，涅槃得受用現法樂住。
根量由此四義建立，無減無增。
即由此流轉、還滅四義因緣，經立二十二根次第前後。
（2）ata eva caiṣāmeṣo ’nukramaḥ
138
vācastu nendriyatvam;
139
（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2 分別根品〉（大正 41，58c13-17）：
「不應語具」至「語方成故」者，此下別破。此破「語具」。
不應語具於語為根，此語待習學差別語等方成故，故知語具望語非有增上。
若語具於語能為增上，初生有舌，應即能言！
（2）vacane śikṣāviśeṣāpekṣatvāt
140
pāṇipādasya cādānaviharaṇādananyatvāt
141
tadeva hi tadanyathā anyatra cotpannamādānaṃ viharaṇaṃ cocyate vināpi ca
pāṇipādenādānaviharaṇāduragaprabhṛtīnām.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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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破出大便處於能棄糞為根

出大便處於能棄事不應立根，143重物於空遍墮落故，144又由風力引令出
故。145
4、破出小便處於生樂事為根

出小便處於生樂事不應立根，146即女男根起此樂故。147
（二）引例反破

又諸喉、齒、眼瞼、支148節應立為根，於能吞、嚼、開閉、屈申有力用
故。149
或一切因於自所作有(14c)力用故皆應立根！150
142

（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2 分別根品〉（大正 41，58c17-26）：
「手足不應」至「建立為根」者，此破手、足。
手於執，足於行，此執與行離手、足外無異性故。謂即手、足從此至彼名「異處」；
舉、下、屈、申名「異相」。由此差別生時名「執」、名「行」，離手、足外無別
「執」、「行」。
又離手、足亦有執、行，猶如蛇等諸腹行類，雖無有足而亦能行，雖無有手亦能
執縛。
是故手、足不可於彼執、行建立為根；若固執者，亦有由腹，應立腹根。
（2）［唐］法寶撰《俱舍論疏》卷 3〈分別根品 2〉（大正 41，515b17-20）：
論：「手足不應」至「建立為根」，破手足也。
「異處」，謂運動。
「異相」，謂申、屈。
餘文可了。
已上不定雜亂失也。
143
pāyorapi nendriyatvam;
144
utsarge gurudravyasyākāśe sarvatra patanāt
145
（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2 分別根品〉（大正 41，58c26-59a3）：
「出大便處」至「引令出故」者，此破大便處。
出大便處於能棄捨便穢等事不應立根。
重物在空性不停住，若內、若外遍墮落故，非由其處。若固執者，亦由空墮，應
立空根！
身中不淨，又由風力引令出故，非關其處；若固執者，亦由風引出，應立風根！
（2）vāyunā ca tatpreraṇāt
146
upasthasyāpi nendriyatvam;
147
（1）［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2 分別根品〉（大正 41，59a3-5）：
「出小便處」至「起此樂故」者，此破小便處。
出小便處於生婬欲樂事不應立根，即女男根能起此樂，何須計處別立為根？
（2）ānande strīpuruṣendriyakṛtaṃ hi tat saukhyamiti
148
支＝肢【宋】【元】【明】【宮】（大正 29，14d，n.5）。
149
（1）
［陳］真諦譯《阿毘達磨俱舍釋論》卷 2〈2 分別根品〉
（大正 29，174a12-14）：
喉、齒、眼臉、節解於吞、嚼、開閉、屈伸事中增上故，應立為根！
（2）kaṇṭhadantākṣivartmāṅguliparvaṇāmapi cābhyavaharaṇacarvaṇon
-meṣanimeṣākuñcanavikāśakriyāsvindriyatvaṃ prasajyeta,
150
（1）［陳］真諦譯《阿毘達磨俱舍釋論》卷 2〈2 分別根品〉（大正 29，174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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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雖有用，非增上故，不立根者；此語具等，亦非增上，不應立根。151

一切因緣於其自事增上，皆應立為根！
（2）sarvasya vā kāraṇabhūtasya svasyāṃ kriyāyām
151
（1）［陳］真諦譯《阿毘達磨俱舍釋論》卷 2〈2 分別根品〉（大正 29，174a15）：
若不許如此，舌等根義，此亦不成。
（2）［唐］普光述《俱舍論記》卷 3〈2 分別根品〉（大正 41，59a6-12）：
「又諸喉齒」至「不應立根」者，引例反破。
如喉於吞、齒於嚼、眼瞼於開閉、支節於屈申，各有力用，皆應立根。
或一切因於一切自所作果各有力用，皆應立根。
彼喉、齒等雖有力用非增上故不立根者，此語具等亦非增上，不應立根。
由此亦通無明等難；或於「等」中亦攝無明等故。
（3）ityayuktaṃ vāgādīnāmindriyatvam
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