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事 70 義 - FPMT 經續法林

依：賈曹杰大師《現觀莊嚴略義寶鬘論》所作的科判略表
因果 8 事

1
果

2008.06.04 製

70 義
70 義明細及其差別法數
1.大乘發心(22 種)
2.大乘教授(10 種)
3.大乘四順抉擇分(4 種)：加行道暖、頂、忍、世第一法
4.大乘修行所依自性住種性(13 種)
5.大乘修行所緣(11 種)
6.大乘修行所為(3 種)
7.披甲正行(6 種)：六波羅蜜多。各俱攝六波羅蜜多，成 36 種。
8.趣入正行(9 種)
此二並非不互遍
9.資糧正行(17 種)
10.出生正行(決定出生一切相智正行 8 種)
2.
若誰補特伽 由道相智所攝應 大乘
1(11).道相智之支分(5 種)
見道
11 2(12).了知聲聞道之道相智(16 種)
道相 羅自身相續 當了知的現觀
智 中，以現證 (如現證無常等 ～佛
義 3(13).了知獨覺道之道相智(3 種)
空性慧所攝 16 行相,及現證 地
4(14).了知菩薩道之道相智中，大乘見道人身現證四諦忍智 16 剎那
持的智，亦 色等外境非實有
5(15).大乘修道作用(6 種)
是成辦菩薩 的道相智)，及應
6(16).勝解修道(27 種)
聖者利他事 當作證的現觀
7(17).勝解修道之勝利(讚美，承事、稱揚，此 3 種各有 9 種，共 27 種)
業住現觀種 (如現證空性的
8(18).迴向無上作意修道(12 種)
類
道相智)。
9(19).隨喜無上修道(2 種)
10(20).引發修道(5 種)
11(21).清淨修道(9 種)
3.
若誰補特伽 現證無常等 16 一切
1(22).智不住諸有
一切 羅自身相續 行相，及現證能 聖補
9 2(23).悲不滯涅槃
智 中，現證補 取所取異體空的 特伽
義 3(24).無方便者遠
特伽羅無我 一切智
羅皆
4(25).方便者非遙
慧所攝持的
有
5(26).所治品
智，亦是寂
6(27).能治品
滅苦集，成
7(28).一切智菩薩加行(10 種)
辦解脫的現
8(29).加行平等性(4 種)
證住種類
9(30).大乘見道(三乘見道 3 種)
4.
為修三智行 具有三智行相的 大乘 4
1(31).所修加行相(173 種)：一切智行相(27 種)，道相智行相(36 種)，一切相智行相(110 種)
圓滿 相獲得自在 證受境有 173 法 資糧 加 11 2(32).能修諸加行(20 種)
一切 而修習的菩
道～ 行 義 3(33).修加行功德(14 種)
相加 薩瑜伽
最後 36
4(43).加行過失(46 種)
行
心
法
5(35).加行性相(91 種)
6(36).大乘順解脫分(5 種)
7(37).大乘順抉擇分(12 種)
8(38).有學不退轉眾(總：3 種。廣分：44 種)
9(39).生死涅槃平等加行(3 種)
19(40).清淨剎土加行(嚴淨無上佛土加行 2 種)：有情世間、器世間
20(41).方便善巧加行(10 種)
5.
從緣空性的 略：加行道頂加 大乘
1(42).暖頂加行(12 種)
頂加 修所生慧所 行暖等 4 法
加行
8 2(43).頂頂加行(16 種)
行 攝持門，修 廣：173 法
道暖
義 3(44).忍頂加行(2 種)
習智相至極
位～
4(45).世第一法頂加行(4 種)
的菩薩瑜伽
十地
5(46).見道頂加行(略：4 對治法。廣：8 忍 8 智 16 剎那)
最後
6(47).修道頂加行(能對治修道所斷 4 種)
心
7(48).無間道加行(4 剎那加行)
8(49).遣除邪行(16 種)
6.
為修三智行 能堅固門：13 大乘
1(50).布施波羅蜜多
漸次 相次第決定 法。
資糧
13 2(51).淨戒波羅蜜多
加行 無疑，獲得 行相證受門：173 道～
義 3(52).安忍波羅蜜多
堅固而修習 法
十地
4(53).精進波羅蜜多
的菩薩瑜伽
最後
5(54).靜慮波羅蜜多
心之
6(55).般若波羅蜜多
前剎
7(56).念佛
那
8(57).念法
9(58).念僧
10(59).念戒
11(60).念捨
12(61).念天
13(62).修通達無自性
7.
從修漸次加 有非異熟剎那加 唯在
1(63).非異熟剎那加行
剎那 行力所生的 行等 4 剎那
十地
4 2(64).異熟剎那加行
加行 菩薩究竟瑜
最後
義 3(65).無相剎那加行
伽
心
4(66).無二剎那加行
8.
由修三智行 略：4 身
唯佛 法
1(67).自性身(2 種)
法身 相力所獲得 廣：144 種無漏 地有 身 4 2(68).智法身(略:4 智，大圓鏡智、平等性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廣:21 聚究竟道無漏智德)
的究竟果 聖智
4 義 3(69).圓滿報身(5 種決定)：處決定、身決定、眾決定、法決定、時決定
法
4(70).化身佛(3 種)：生化身、工巧化身、勝應身
性相
1.
現證發菩提
一切 心等性相十
相智 法之究竟智

7
因

1

差別
界限 70 義粗分
就遣除所化眾生 唯在
邪執分別為緣， 佛地
10
總則一切相智可
義
分為二：
1.了知主要所為
3
智
的一切相智
2.了知一切所知
30
行相的一切相智
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