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观庄严论》注疏 

 甲一 论名

 梵语：阿毗三昧耶阿朗迦罗那摩般若波罗蜜多邬拔提
 沙奢萨哆啰
 藏语：希绕街帕曰得谢木波满纳哥达木就问巴到哥波
 剑及下娃
 汉语：般若波罗蜜多窍诀论——现观庄严

 甲二 译礼  敬礼一切佛菩萨！

 甲三 论义

 乙一、宣说
 入造论之分
 支

 丙一、说所诠般若之殊胜性而礼赞

 求寂声闻由遍智，引导令趣最寂灭，
 诸乐饶益众生者，道智令成世间利。
 诸佛由具种相智，宣此种种众相法，
 具为声缘菩萨佛，四圣众母我敬礼。

 丙二、说能诠论之必要而立誓造论

 大师于此说，一切相智道，
 非余所能领，于十法行性，
 经义住正念，具慧者能见，
 为令易解故，是造论所为。

 乙二、所造论体之自性

 丙一、略说现观之自性

 丁一、以八种现观略说论体：

 般若波罗蜜，以八事正说，
 遍相智道智，次一切智性。
 一切相现观，至顶及渐次，
 刹那证菩提，及法身为八。 

 丁二、以七十义略说分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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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智 

 遍智
 [一切相智] 

 1.发心 

 2.教授 

 3.抉择分
 [大乘加行道] 

 修行支分

 4.修行所依
 [修行所依自性住种姓] 

 5.修行所缘 

 6.修行所为 

 修行本体

 7.披甲修行
 [披甲正行] 

 8.趋入修行
 [趣入正行] 

 9.资粮修行
  [资粮正行] 

 10.定离修行
 [决定出生正行] 

 发心与教授，四种抉择分，
 正行之所依，谓法界自性，
 诸所缘所为，甲铠趣入事，
 资粮及出生，是佛遍相智。

 道智
 [道相智] 

 1.道智支分 

 2.弟子声闻道
 [声闻道智之道相智] 

 3.独觉道 

 4.大乘见道 

 5.修道功用
 [大乘修道作用] 

 有漏修道

 6.胜解修道 

 7.胜解修道功德
  [胜解修道胜利] 

 8.回向修道 

 9.随喜修道 

 无漏修道

 10.修行修道
 [引发修道] 

 11.清净修道 

 令其隐暗等，弟子麟喻道，
 此及他功德，大胜利见道，
 作用及胜解，赞事并称扬，
 回向与随喜，无上作意等，
 修行最清净，是名为修道，
 如是说聪智，菩萨之道智。

 基智
 [一切智] 

 1.智不住生死基智
 [由智不住三有之道智] 

 2.悲不住涅槃基智
 [由悲不住涅槃之道智] 

 3.远基智
  [于果般若遥远之一切智] 

 4.近基智
 [于果般若邻近之一切智] 

 5.所治基智
  [所治品之一切智] 

 6.能治基智
 [能治品一切智] 

 7.基智加行
  [一切智加行] 

 8.菩萨加行平等性
  [一切智加行平等性] 

 9.基智见道
  [通达声闻住种类之见道] 

 智不住诸有，悲不滞涅槃，
 非方便则远，方便即非遥，
 所治能治品，加行平等性，
 声闻等见道，一切智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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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加行 

 正等加行
 [圆满现观一切相加行] 

 1.加行相
 [圆加行所修之行相] 

 2.加行
 [能修诸加行] 

 3.加行功德 

 4.加行过失 

 5.加行性相
 [加行定相] 

 6.大乘顺解脱分 

 7.大乘顺抉择分 

 8.有学不还
 [有学不退转相] 

 9.生死涅槃平等加行
 [三有涅槃平等加行] 

 10.清净刹土加行 

 11.方便善巧加行 

 行相诸加行，德失及性相，
 顺解脱抉择，有学不退众，
 有寂静平等，无上清净刹，
 满证一切相，此具善方便。

 顶加行 

 加行道

 1.暖顶加行
 [具足十二相状之顶加行] 

 2.顶顶加行
 [福德增长之顶加行] 

 3.忍顶加行
 [坚固顶加行] 

 4.世第一法顶加行
 [心遍住顶加行] 

 5.见道顶加行 

 6.修道顶加行 

 7.无间顶加行
 [无间道之顶加行] 

 8.应遣邪行 

 此相及增长，坚稳心遍住，
 见道修道中，各有四分别。
 四种能对治，无间三摩地，
 并诸邪执著，是为顶现观。

 次第加行
 [渐次加行] 

 六度

 1.布施次第加行 

 2.持戒次第加行 

 3.忍辱次第加行 

 4.精进次第加行 

 5.静虑次第加行 

 6.般若次第加行 

 六随念

 7.随念佛次第加行 

 8.随念法次第加行 

 9.随念僧次第加行 

 10.随念戒次第加行 

 11.随念天次第加行 

 12.随念舍次第加行 

 13.无实性智次第加行
 [法无性自性渐次加行] 

 渐次现观中，有十三种法。

 刹那加行 

 1.非异熟刹那加行 

 2.异熟刹那加行 

 3.无相刹那加行 

 4.无二刹那加行 

 刹那证菩提，由相分四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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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身 

 1.自性身 

 2.报身 

 3.化身 

 种种化身

 殊胜化身

 工巧化身

 调众化身

 4.法身 

 自性受用身，如是余化身，
 法身并事业，四相正宣说。

 丙二、广说彼之分类

 丁一、别说对境三智法相
 三智

 戊一、相无生之现观
 遍智

 己一、宣说意乐
 发大菩提心

 庚一、以法相略说
 本体

 辛一、真实宣说 发心为利他，求正等菩提。

 辛二、对应佛经 彼彼如经中，略广门宣说。

 庚二、以比喻广说
 事相

 如地金月火，藏宝源大海，
 金刚山药友，如意宝日歌，
 王库及大路，车乘与泉水，
 雅声河流云，分二十二种。

 己二、宣说加行遍智
 道之分支

 庚一、实修法之
 教授

 辛一、总说

 壬一、本体实修法之
 殊胜教授

 癸一、修行本体
 殊胜方便智慧之教授 修行及…

 癸二、修行分支
 法圆满之教授

 子一、道所缘之教授 …诸谛。

 子二、道所依之教授 佛陀等三宝。

 子三、道助伴之教授
 丑一、除违缘之助伴 不耽著不疲，周遍摄持道。

 丑二、成顺缘之助伴 五眼六通德。

 癸三、修行基础
 道正行之教授 见道并修道。

 壬二、如是宣说之
 摄义 应知此即是，十教授体性。

 辛二、别说难以通达之
 僧宝

 壬一、真说

 癸一、声闻

 子一、向 诸钝根利根。

 子二、果

 丑一、初果 信见至…

 丑二、胜果

 寅一、预流胜果 …家家。

 寅二、一来胜果 一间…

 寅三、不还胜果

 卯一、定趋色界

 辰一、总定趋色界 …中生般，行无行…

 辰二、分别上流
 巳一、趋色究竟 …究竟，三超…

 巳二、终趋有顶 …往有顶。

 卯二、定趋无色界 坏色贪…

 卯三、此外补特伽罗 …现法，寂灭及身证，

 癸二、缘觉 麟喻…

 壬二、摄义 …共二十。

 庚二、教义道加行之
 抉择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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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庚三、修行所依之
 种姓

21

 己三、宣说本体
 实修之现观

 庚一、取舍所知支
 修行所缘

6

 庚二、究竟
 修行所为

3

 庚三、宣说实修现观
 修行之相

 辛一、意乐方便智慧双运之
 披甲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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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二、趋入对境圆满道果之
 趋入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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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三、加行二资双运之
 资粮修行

 壬一、总说

 癸一、本体

 癸二、分类

 子一、总说意乐加行之资粮 悲及施等六。

 子二、别说二资粮之本体

 丑一、智慧资粮 并修止观道，以及双运道，
 诸善权方便。智…

 丑二、福德资粮 …福…

 子三、特殊二资粮道 …与诸道，陀罗尼十地，
 能对治…

 癸三、摄义 …当知，资粮行次第。

 壬二、别说难以通达之理

 癸一、后得资粮之修治——地之资粮

 子一、以修治而宣说九地

 丑一、分析说明一地之修治

 寅一、宣说依修治力得地之理 由十种修治，当能得初地。

 寅二、解说实修本体法

 卯一、本体

 卯二、分类

 辰一、财施之修治 意乐饶益事，有情平等心，
 能舍…

 辰二、法施之修治
 …近善友，求正法所缘，
 常发出家心，爱乐求佛身 。
 开阐正法教。

 辰三、无畏施之修治 谛语为第十。

 寅三、以能修甚深智慧修行之理 彼性不可得，当知名修治。

 丑二、说明其余地之修治

 寅一、二地之修治

 卯一、本体

 卯二、分类

 辰一、饶益有情戒 戒报恩安忍，极喜及大悲。

 辰二、严禁恶行戒 承事敬师闻。

 辰三、摄集善法戒 第八勤施等。

 寅二、三地之修治

 卯一、本体

 卯二、分类

 辰一、谛察法忍 多闻无厌足，无染行法施。

 辰二、安受苦忍 严净成佛刹，不厌倦眷属。

 辰三、耐怨害忍 及有惭有愧，五种无著性。

 寅三、四地之修治

 卯一、本体

 卯二、分类

 辰一、披甲精进 住林少欲足，杜多正律仪。

 辰二、摄善精进 不舍诸学处，诃厌诸欲乐。

 辰三、利他精进 寂灭舍众物，不怯无顾恋。

 寅四、五地之修治

 卯一、本体

 卯二、分类

 辰一、静虑之分支法
 巳一、身远离愦闹 亲识及悭家，成为猥杂处 。

 巳二、心远离分别 自赞及毁他。

 辰二、静虑之本体法

 巳一、凡夫行静虑 十不善业道。

 巳二、善逝喜静虑 骄慢与颠倒。

 巳三、义分别静虑 恶慧忍烦恼，远离此十事，
 证得第五地。

 寅五、六地之修治

 卯一、本体

 卯二、分类

 辰一、圆满本体智慧之修治 施戒忍精进，静虑慧圆满。

 辰二、圆满彼作用之修治

 巳一、成就自利法身因之作用 于弟子麟喻，舍喜舍怖心。

 巳二、成就他利色身因之作用 见求无愁戚，尽舍无忧悔，
 虽贫不厌求，证得第六地。

 寅六、七地之修治

 卯一、本体

 卯二、分类

 辰一、所断相执之法

 巳一、执著本体法与补特伽罗之理

 午一、人之相执
 未一、执著差别事补特伽罗 执我及有情，命与数取趣。

 未二、执著差别法二边 断常…

 午二、法之相执

 未一、执著本体戏论 …及相…

 未二、执著彼之差别法

 申一、执著因能生之法 …因。

 申二、执著本体差别之法 蕴界并诸处。

 申三、执著特殊轮涅之法
 酉一、执著所断轮回之法 住三界贪著，其心遍怯退。

 酉二、执著所修涅槃之法 于三宝…

 巳二、彼之过失不善巧方便：
 …尸罗，起彼见执著，
 诤论于空性，违空性过失，
 由离此二十，便得第七地。

 辰二、断彼之修治法

 巳一、证悟本体无我之修治

 午一、人无我之修治
 未一、本体补特伽罗人我之智慧 知三解脱门，三轮皆清净。

 未二、差别法离二边之修治 大悲无执著。

 午二、法无我之修治

 未一、本体法无我平等智慧 法平等…

 未二、彼差别法之修治

 申一、因无相之差别 …一理。

 申二、体无生之差别 知无生知忍，说诸法一相。

 申三、果断证之差别

 酉一、断所断障碍之修治 灭除诸分别，离想见烦恼。

 酉二、对治法止观之修治
 戌一、本体 奢摩他定思，善毗钵舍那。

 戌二、作用 内心善调伏，一切无碍智。

 巳二、彼之作用方便波罗蜜多 非贪地随欲，等游诸佛土，
 一切普现身，共为二十种。

 寅七、八地之修治

 卯一、本体

 卯二、分类

 辰一、本体特有波罗蜜多之差别： 知诸有情意，游戏诸神通。

 辰二、实修圆满成熟清净之差别 修微妙佛刹，观故亲近佛，
 知根…

 辰三、自在圆满相之差别 …净佛土，安住如幻事，
 故思受三有，说此八种业。

 寅八、九地之修治

 卯一、本体

 卯二、分类

 辰一、本体特有波罗蜜多之差别 无边诸誓愿。

 辰二、形相获得自在之差别 了知天等语，辩说如悬河。

 辰三、实修十地修行方式之差别
 入胎最第一，种姓族圆满，
 眷属及生身，出家菩提树，
 圆满诸功德。

 子二、以果而宣说第十地 超过九地已，若智住佛地，
 应知此即是，菩萨第十地。

 癸二、入定智慧清净对治资粮修行

 子一、本体

 子二、分类 见修诸道中，所能取分别，
 由灭除彼故，说八种对治。

 辛四、所修断证圆满之
 定生修行

 壬一、本体

 壬二、分类

 癸一、总定生修行 所为…

 癸二、别定生修行

 子一、别说大心 …及平等，利有情无用。

 子二、别说大断 超二边出生，证得相出生。

 子三、别说大证
 丑一、果 一切相智性。

 丑二、因 道有境出生。

 壬三、摄义 当知此八种，是出生正行。

 总结偈： 
 竟果无愿解脱胜，晓所修相真实际，
 智慧发心大方便，此遍智理当了知。

 戊二、道无相之现观
 道智

 己一、生道智之所依支分

 庚一、本体

 庚二、分类

 辛一、遣除违缘之支分 调伏诸天故，放光令隐暗。

 辛二、成办顺缘之支分

 壬一、缘之差别发心 境决定…

 壬二、因之差别苏醒种姓 …普遍。

 壬三、助伴之差别方便自性 本性…

 辛三、圆满作用之支分 …及事业。

 己二、能依有支之道智

 庚一、无缘了知三道之现观见道道智

 辛一、了知圣者声闻道之道智

 壬一、真实宣说

 癸一、本体

 癸二、分类

 子一、认清所知声闻之道 道相智理中，由诸四圣谛，
 行相…

 子二、无缘了知彼之道智 …不可得，当知声闻道。

 壬二、彼之因抉择分

 癸一、真实宣说

 圣声闻道中，由色等空故，
 空无别为暖，由彼无所得，
 许为至顶位。忍位于色等，
 破住常等理，依于十地等，
 由广说无住，即名第一法。

 癸二、彼等之理由 由佛以现智，不见诸法故。

 辛二、了知所知缘觉道之道智

 壬一、真实宣说

 癸一、总说所依缘觉之特点

 子一、现前证悟自利智慧之理 自觉自证故，亦不依他教，
 是故当宣说，麟喻智甚深。

 子二、无声以身示现利他之法理 若谁于何义，欲闻如何说，
 于彼彼彼义，无声如是现。

 癸二、宣说所知缘觉道之差别 远所取分别，未离能取故，
 当知由所依，摄为麟喻道。

 壬二、彼之因——抉择分

 开阐假法性，无违相为暖，
 顶由达色等，无减等所显，
 忍由内空等，不执色等故，
 色等无生等，相为第一法。

 辛三、了知菩萨道之见道道智

 壬一、略说本体 由谛与谛上，忍智四刹那，
 说此道相智，见道具功德。

 壬二、广说十六种忍智之差别

 癸一、苦谛之四相
 真如与诸智，互无能所依，
 故不许差别，广大无能量，
 无量…

 癸二、集谛之四相
 …无二边，住彼于色等，
 执为佛自性，无取无舍等，
 慈等…

 癸三、灭谛之四相 …及空性，证得佛陀性，
 遍摄诸净法，除遣诸苦病。

 癸四、道谛之四相

 灭除涅槃执，诸佛守护等，
 不杀害生等，一切相智理，
 自住立有情，所修布施等，
 回向大菩提。

 壬三、摄义 是道智刹那。

 庚二、已见修行之现观修道道智

 辛一、修道之作用

 壬一、本体

 壬二、分类

 癸一、能依修道之作用

 子一、暂时之作用
 丑一、成办顺缘之作用 遍息敬一切。

 丑二、遣除违缘之作用 能胜诸烦恼，祸患不能害。

 子二：究竟之作用 菩提…

 癸二、所依补特伽罗之超胜作用 …供养依。

 辛二、具作用之真实修道

 壬一、后得福德自性有漏修道

 癸一、后得资粮自性未生令生之因— —胜解修道

 子一、真实宣说

 丑一、总说本体 胜解谓自利，俱利及利他，
 当知此三种。

 丑二、别说彼之分类
 各有下中上，别别为三品，
 又以下下等，复各分为三，
 共二十七种。

 子二、宣说彼之功德 般若波罗蜜，于诸胜解位，
 由三种九聚，赞事及称扬。

 癸二、已生令不退之因——回向修道

 子一、略说本体 殊胜遍回向，其作用最胜。

 子二、广说分类

 丑一、所回向资粮之分类

 寅一、智慧资粮 无所得行相，不颠倒体性，
 远离…

 寅二、福德资粮 …佛福品，自性念行境。

 丑二、能回向方便智慧之分类 有方便无相。

 丑三、回向殊胜作用之分类

 寅一、总作用 诸佛所随喜，不系于三界。

 寅二、别作用 下中及上品，是余三回向，
 生大福为性。

 癸三、未退令增长之因——随喜修道 由方便无得，随喜诸善根，
 是此中所说，修随喜作意。

 壬二、入定智慧自性无漏修道

 癸一、宣说无间道之自性——修行修道

 子一、真实宣说 此自性殊胜，一切无作行，
 立法不可得，是大义利性。

 子二、二道违缘顺缘之差别

 丑一、宣说二道之顺缘

 寅一、外缘 依佛…

 寅二、内因 …及施等，善巧诸方便，
 此是胜解因。

 丑二、宣说二道之违缘

 寅一、总违缘 诸法衰损因，谓魔所魅著。

 寅二、别违缘 不信解深法，执著五蕴等，
 恶友所摄持，

 癸二、宣说解脱道之自性——清净修道

 子一、认识总义清净之自性 果法清净性，即色等清净，
 以彼二无异，不可分故净。

 子二、别说引申义四圣之清净 惑所知三道，断故为弟子，
 麟喻佛子净，佛一切最净。

 子三、真实宣说清净修道

 丑一、真实宣说

 寅一、本体

 寅二、分类 对治九地中，上上等诸垢，
 谓由下下等，诸道能清净。

 丑二、遣除于断治详细分类之诤 由断诤斗中，道能量所量，
 由是平等性，遍对治三界。

 总结偈： 
 无相解脱之三乘，晓诸道相真实际，
 具慧自性大方便，此道智理当了知。

 戊三、基无我之现观
 基智

 己一、宣说真实论义

 庚一、认请基离边之现观 非此岸彼岸，不住其中间，
 知三世平等，故名般若度。

 庚二、广说彼之特殊分类

 辛一、近远果般若之差别
 壬一、离方便之现观远基智 彼由缘相门，非方便故远。

 壬二、方便所摄之现观近基智 由善巧方便，即说为邻近。

 辛二、本体断治之差别

 壬一、认清所断违品

 癸一、本体

 癸二、分类
 子一、执著基是二谛所摄之法 色蕴等空性，三世所系法。

 子二、执著基是行道之补特伽罗 施等菩提分，行想所治品。

 壬二、宣说彼之对治

 癸一、本体

 癸二、分类

 子一、基对治人无我之基智 施等无我执，于此令他行。

 子二、基法无我圆满之基智

 丑一、需证悟基离边之原因 此灭贪著边，执佛等微细。

 丑二、证悟基等性之智慧 法道最甚深，自性远离故，
 知诸法性一，故能断贪著。

 丑三、甚深基般若之殊胜性 由遣除见等，故说难通达，
 色等不可知，故为不思议。

 壬三、如此断治圆满之摄义 如是一切智，所治能治品，
 无余诸差别，当知如经说。

 庚三、宣说如何修行之真实道

 辛一、宣说修基智加行

 壬一、分析说明对境加行之分类

 癸一、本体

 癸二、分类

 子一、入定之本体加行

 丑一、灭除耽著有法显现之加行
 寅一、灭除耽著对境之加行 色等无常等，未圆满圆满。

 寅二、灭除耽著有境之加行 及于无贪性，破实行加行。

 丑二、灭除耽著法性空性之加行

 寅一、灭除耽著对境之理 不变无造者。

 寅二、灭除耽著有境之理 三难行加行，如根性得果，
 故许为有果，不依仗于他。

 子二、后得之本体加行 证知七现事。

 壬二、摄略说明有境加行相 不执著色等，四种平等性。

 辛二、宣说加行之果——见道

 壬一、认清见道忍智之智慧

 癸一、本体

 癸二、分类

 子一、略说 苦等诸圣谛，法智及类智，
 忍智刹那性，一切智见道。

 子二、广说

 丑一、苦谛之四智 色非常无常，出二边清净，
 无生无灭等。

 丑二、集谛之四智 如虚空离贪，脱离诸摄持，
 自性不可说。

 丑三、灭谛之四智 由宣说此义，不能惠施他，
 皆悉不可得，毕竟净无病。

 丑四、道谛之四智
 断除诸恶趣，证果无分别，
 不系属诸相，于义名二种，
 其识无有生。

 壬二、宣说基离增益之行相

 壬三、如是宣说之摄义 一切智刹那。

 己二、宣说三品圆满之结尾 如是此及此，又此三段文，
 当知即显示，此三品圆满。

 总结偈：
 体空解脱所知基，具双运相真实际，
 晓此智系慈悲心，此基智理当了知。

 丁二、略说彼相加行
 四加行

 戊一、总说修三智相 之
 加行

 己一、宣说圆满摄修相之现观——正等加行

 庚一、摄所修三智之相

 辛一、略说所修相之本体 一切智差别，行相为能相，
 由三种智故，许行相为三。

 辛二、广说彼等各自事相

 壬一、广说基智之行相 始从无边相，及至无动相，
 三谛各有四，道中说十五。

 壬二、广说道智之行相 于因道及苦，灭中如次第，
 说彼有八七，五及十六相。

 壬三、广说遍智之行相

 始从四念住，究竟诸佛相，
 道谛随顺中，由三智分别，
 弟子及菩萨，诸佛如次第，
 许为三十七，卅四三十九。

 庚二、宣说实修加行之现观

 辛一、趋入加行实修之身份补特伽罗

 壬一、总法器 昔承事诸佛，佛所种善根。

 壬二、别法器
 善知识摄受，是闻此法器。
 亲近佛问答，及行施戒等，
 诸胜者许此，是受持等器。

 辛二、宣说修行实修加行之自性

 壬一、宣说甚深智慧之本体大平等之禅定 不住色等故，遮彼加行故。

 壬二、宣说广大方便相三智加行之分类 彼真如深故，此等难测故，
 此等无量故。

 壬三、宣说实修分位界限加行之差别

 劬劳久证故，授记不退转，
 出离及无间，近菩提速疾。
 利他无增减，不见法非法，
 色等不思议，色等诸形相。
 自性无分别，能与珍宝果，
 清净及结界。

 辛三、广说彼之差别分支

 壬一、所得功德之差别 摧伏魔力等，十四种功德。

 壬二、所断过失之差别 当知诸过失，有四十六种。

 壬三、所知法相之详细分类

 癸一、略说法相、名相之本体 由何相当知，即性相分三，
 谓智胜作用，自性亦所相。

 癸二、广说彼之详细分类

 子一、宣说能表之法相

 丑一、证悟智慧之自性——智相

 寅一、宣说基智之智相

 卯一、了知基之总实相方式 知如来出现，世间无坏性。

 卯二、了知基之别实相方式

 辰一、了知总心之分摄方式 有情诸心行，心略及外散，
 知无尽行相。

 辰二、了知分别断治之详细分类方式 有贪等及无，广…

 辰三、了知特殊心之一切所缘详细分类方式 …大无量心，识无见无对，
 及心不可见。

 卯三、了知基之特殊实相方式
 了知心出等，除此等所余，
 知真如行相，能仁证真如，
 复为他开示。

 卯四、如此宣说之摄义 是摄一切智，品中诸智相。

 寅二、宣说道智之智相

 卯一、了达道之总实相方式 空性及无相，并舍弃诸愿。

 卯二、了达道之别实相方式

 辰一、分别了知体空性道之方式 无生无灭等。

 辰二、分别了知因无相道之方式 法性无破坏。

 辰三、分别了知果无愿道之方式 无作无分别。

 卯三、了达道之特殊实相方式 差别无性相。

 卯四、如是宣说之摄义 道相智品中，许为诸智相。

 寅三、宣说遍智之智相

 卯一、了知遍智之总实相方式 彼依自法住。

 卯二、了知遍智之别实相方式

 辰一、了知身神境神变之差别方式 恭敬善知识，令其生欢喜，
 供养无作用。

 辰二、了知意教诫神变之差别方式 及了知遍行。

 辰三、了知语记说神变之差别方式 能示现无见，世间真空相，
 说知及现见，不思议寂静。

 卯三、了知遍智之特殊实相方式 世间灭想灭。

 卯四、如是宣说之摄义 一切相智中，是说诸智相。

 丑二、彼之差别自性——殊胜相

 寅一、略说本体 由难思等别，胜进谛行境，
 十六刹那心，说名殊胜相。

 寅二、广说自性

 卯一、现见苦谛智慧四种殊胜相 不思议无等，超越诸量数。

 卯二、现见集谛智慧四种殊胜相 摄圣智者了，证知诸不共，
 通疾…

 卯三、现见灭谛智慧四种殊胜相 …无增减，修行及正行，
 所缘…

 卯四、现见道谛智慧四种殊胜相 …与所依，一切并摄受，
 及无味当知，十六殊胜性。

 寅三、彼要点之摄义 由此胜余道，故名殊胜道。

 丑三、方便作用之自性——作用相

 寅一、基智加行之作用相 作利乐济拔，

 寅二、道智加行之作用相

 卯一、智慧之作用 诸人皈依处，住处及友军，
 洲渚…

 卯二、方便之作用 …及导师，并任运所作，
 不证三乘果。

 寅三、遍智加行之作用相 最后作所依。

 寅四、如是宣说之摄义 此即作用相。

 子二、宣说事相自性相

 丑一、基智加行事相之自性 离烦恼状貌，障品及对治。

 丑二、道智加行事相之自性 难行与决定，所为无所得，
 破一切执著。

 丑三、遍智加行事相之自性 及名有所缘，不顺无障碍，
 无基无去生，真如不可得。

 丑四、如是宣说之摄义 此十六自性，由如所相事，
 许为第四相。

 壬四、所行道之差别

 癸一、宣说顺解脱分资粮道

 子一、略说本体方便智慧之差别 无相善施等，正行而善巧，
 一切相品中，谓顺解脱分。

 子二、广说彼分类之差别
 缘佛等净信，精进行施等，
 意乐圆满念，无分别等持，
 知一切诸法，智慧共为五。

 子三、以引申义根基之差别归纳宣说 利易证菩提，许钝根难证。

 癸二、宣说顺抉择分加行道

 子一、本体

 子二、分类

 丑一、暖位 此暖等所缘，赞一切有情，
 缘彼心平等，说有十种相。

 丑二、顶位 自灭除诸恶，安住布施等，
 亦令他住彼，赞同法为顶。

 丑三、忍位 如是当知忍，自他住圣谛。

 丑四、胜法位 如是第一法，成熟有情等。

 癸三、宣说随正等菩提分不退转众

 子一、略说差别基

 丑一、本体

 丑二、分类 从顺抉择分，见修诸道中，
 所住诸菩萨，是此不退众。

 子二、广说各自差别相法

 丑一、宣说加行道不退转之相法

 寅一、略说自性 由说于色等，转等二十相，
 即住抉择分，所有不退相。

 寅二、广说相之分类

 由于色等转，尽疑惑无暇， 
 自安住善法，亦令他安住， 
 于他行施等，深义无犹豫， 
 身等修慈行，不共五盖住。
 摧伏诸随眠，具正念正知，
 衣等恒洁净。身不生诸虫，
 心无曲杜多，及无悭吝等，
 成就法性行，利他求地狱。
 非他能牵引，魔开显似道，
 了知彼是魔。诸佛欢喜行。

 寅三、摄义 由此二十相，诸住暖顶忍， 
 世第一法众，不退大菩提。

 丑二、宣说见道不退转之相法

 寅一、略说自性 见道中忍智，十六刹那心， 
 当知此即是，菩萨不退相。

 寅二、广说相之分类

 遣除色等想，心坚退小乘， 
 永尽静虑等，所有诸支分。 
 身心轻利性，巧便行诸欲， 
 常修梵净行，善清净正命。
 蕴等诸留难，资粮及根等， 
 战事悭吝等，加行及随行， 
 破彼所依处，不得尘许法， 
 安住三地中，于自地决定， 
 为法舍身命。

 寅三、摄义 此十六刹那，是住见道位， 
 智者不退相。

 丑三、宣说修道不退转之相法

 寅一、总说不退之特点

 卯一、略说自性 修道谓甚深，甚深空性等， 
 甚深离增益，及损减边际。

 卯二、广说安立

 辰一、由释词而认清修道之本体 于顺抉择分，见道修道中，
 有数思称量，及观察修道。

 辰二、广说彼行相之详细分类 此常相续故，诸下中上品，
 由下下等别，许为九种相。

 辰三、宣说离增损相说法之遣诤

 巳一、遣除于资粮之详细分类之诤
 午一、遣除于胜义中“有”增益之诤 经说无数等，非胜义可尔。

 午二、遣除于世俗中“无”损减之诤 佛许是世俗，大悲等流果。

 巳二、遣除于道断治之详细分类之诤

 午一、遣除证悟胜义之法断得不合理之诤

 未一、辩论 不可说性中，不可有增减，
 则所说修道，何断复何得？

 未二、答辩 如所说菩提，此办所欲事，
 菩提真如相，此亦彼为相。

 午二、遣除以世俗刹那法不得遍智之诤 初心证菩提，非理亦非后，
 由灯喻道理，显八深法性。

 卯三、相法之摄义 生灭与真如，所知及能知，
 正行并无二，巧便皆甚深。

 寅二、别说殊胜净地之加行

 卯一、能依法身之因——有寂平等加行
 辰一、真实宣说 诸法同梦故，不分别有静。

 辰二、遣诤 无业等问难，如经已尽答。

 卯二、所依报身之因——清净刹土加行 如有情世间，器世未清净，
 修治令清净，即严净佛土。

 卯三、事业化身之因——善巧方便加行

 辰一、本体

 辰二、分类

 巳一、摄义而宣说 境及此加行。

 巳二、广说分类

 午一、所修对境之善巧方便 超过诸魔怨，无住如愿力。

 午二、能修加行之善巧方便

 未一、本体 及不共行相。

 未二、断证特点 无著无所得，无相尽诸愿。

 未三、作用 相状与无量，十方便善巧。

 总结偈： 
 入定金刚之喻定，后得如幻之等持，
 了知有现与无现，深广正等加行理。

 己二、宣说各分位究竟之现观——顶加行

 庚一、加行道顶加行

 辛一、以相表示暖顶加行 梦亦于诸法，观知如梦等，
 是至顶加行，所有十二相。

 辛二、以增表示顶顶加行 尽赡部有情，供佛善根等，
 众多善为喻，说十六增长。

 辛三、以稳表示忍顶加行 由三智诸法，圆满最无上，
 不舍利有情，说名为坚稳。

 辛四、以资粮表示世第一法顶加行 四洲及小千，中大千为喻，
 以无量福德，宣说三摩地。

 庚二、见道顶加行

 辛一、宣说所断——遍计之分别

 壬一、略说分别之本体

 癸一、宣说所取法之分别

 子一、真实宣说 转趣及退还，其所取分别，
 当知各有九。

 子二、彼是遍计之理由 非如其境性。

 癸二、宣说能取补特伽罗之分别

 子一、略说本体 由异生圣别，分有情实假，
 是能取分别，彼各有九性。

 子二、彼是遍计之理由 若所取真如，彼执为谁性，
 如是彼执著，自性空为相。

 壬二、广说彼之分类

 癸一、广说趋入所取分别

 子一、分别基方式 自性及种姓。

 子二、分别道方式
 丑一、分别本体方式 道即真成就。

 丑二、分别差别方式 智所缘无乱，所治品能治。

 子三、分别果方式
 丑一、分别如何证菩提之理 自内证…

 丑二、分别如是证菩提之本体 …作用，彼业所造果。

 子四、如是宣说之摄义 是为转趣品，所有九分别。

 癸二、广说舍弃所取分别

 子一、分别道之方式

 丑一、分别本体方式 堕三有寂灭，故智德下劣。

 丑二、分别差别方式 无有摄受者，道相不圆满，
 由他缘而行。

 子二、分别果之方式

 丑一、分别总方式 所为义颠倒。

 丑二、分别别方式 少分及种种，于住行愚蒙，
 及于随行相。

 子三、如是宣说之摄义 九分别体性，是所退还品，
 声闻等心起。

 癸三、广说实有能取分别

 子一、对异生凡夫补特伽罗执为实有之分别方式 所取及所舍，作意与系属，
 所作意三界。

 子二、对声闻补特伽罗执为实有之分别方式 安住与…

 子三、对大乘所依补特伽罗执为实有之分别方式
 丑一、对道差别补特伽罗执为实有之分别方式 …执著，法义唯假立。

 丑二、对根性差别补特伽罗执为实有之分别方式  贪欲及对治，失坏如欲行。

 子四、彼之摄义 当知初能取：

 癸四、广说假有能取分别

 子一、对小乘补特伽罗执为假有之能取分别
 不如所为生，执道为非道，
 谓生俱有灭，具不具道性，
 安住…

 子二、对大乘补特伽罗执为假有之能取分别 …坏种性，无希求无因，
 及缘诸敌者。

 子三、彼之摄义 是余取分别。

 辛二、宣说对治— —见道之智慧

 壬一、宣说因缘聚合之差异
 癸一、陈述缘——教法证法 为他示菩提，其因谓付嘱。

 癸二、宣说因——福德资粮之近取 证彼无间因，具多福德相。

 壬二、宣说果断得之详细分类

 癸一、安立大中观之观点 垢尽无生智，说为大菩提，
 无尽无生故，彼如次应知。

 癸二、遮破有实宗之观点

 子一、以事势理而破 无灭自性中，谓当以见道，
 尽何分别种，得何无生相？

 子二、以承许相违而破 若有余实法，而于所知上，
 说师尽诸障，吾以彼为奇。

 壬三、本体方便智慧之真实特点

 癸一、宣说见道入定智慧

 子一、因无间道忍智

 丑一、宣说甚深智慧远离破立之特点 此中无所遣，亦无少可立，
 于正性正观，正见而解脱。

 丑二、宣说广大方便具一切波罗蜜多相 施等一一中，彼等互摄入。

 丑三、说明本体方便智慧双运之忍智 一刹那忍摄，是此中见道。

 子二、果解脱道之智狮子迅奋相 次由入狮子，奋迅三摩地。

 癸二、宣说表示彼后得之实修 观察诸缘起，随顺及回逆。

 庚三、修道顶加行

 辛一、对治修道之特点——所依寂止等持

 壬一、加行狮子奋迅等持 灭尽等九定，修往还二相。

 壬二、正行超越等持
 后以欲界摄，非定心为界。
 超越入诸定，超一二三四，
 及五六七八，至灭定不同。

 辛二、所断修断之自性——俱生分别

 壬一、宣说所取法之分别

 癸一、宣说趋入所取分别

 子一、本体

 子二、分类

 丑一、于所入境大乘之教法分别方式 略标及广释。

 丑二、于所入境大乘之证法分别方式

 寅一、于所断过失法分别方式 佛所不摄受。

 寅二、于所取功德法分别方式
 卯一、于胜义空性之殊胜功德分别方式 无三世功德。

 卯二、于名言显现殊胜功德分别方式 及于三妙道。

 子三、摄义 所取初分别，加行相行境。

 癸二、宣说舍弃所取分别

 子一、本体 次许心心所，转趣时有境。

 子二、分类

 丑一、于所遣小乘资粮道法分别方式 不发菩提心，不作意菩提。

 丑二、于加行道法分别方式 作意小乘法。

 丑三、于见道法分别方式 不思大菩提。

 丑四、于修道法分别方式 有修与无修。

 丑五、于无学道法分别方式 及与彼相反，非如义分别。

 子三、摄义 当知属修道。

 壬二、宣说能取补特伽罗之分别

 癸一、宣说实有能取分别

 子一、本体

 子二、分类

 丑一、于基见之差别补特伽罗分别 施设有情境，施设法不空。

 丑二、于道修之差别补特伽罗分别 贪著简择性。

 丑三、于所得果之差别补特伽罗分别 为寂事三乘。

 丑四、于所为行之差别补特伽罗分别 受供不清净，破坏诸正行。

 子三、摄义 经说是第一，能取应当知。

 癸二、宣说假有能取分别

 子一、本体 设有情及因，由此所摧害，
 故是修道系，其余九违品。

 子二、分类

 丑一、于所断障分类愚昧不知之补特伽罗分别 如自所缘性，三智障有三。

 丑二、于对治般若道愚昧不知之补特伽罗分别

 寅一、于有境般若愚昧不知之补特伽罗分别 静道…

 寅二、于对境基道果愚昧不知之补特伽罗分别

 卯一、于基愚昧不知之所依补特伽罗分别 …真如等，相应不相应。

 卯二、于道愚昧不知之所依补特伽罗分别 不等及苦等。

 卯三、于果愚昧不知之所依补特伽罗分别 诸烦恼自性，及无二愚蒙。

 子三、摄义 为最后分别。

 辛三、宣说如是断证圆满之功德

 如诸病痊愈，常时获安慰，
 恒修众生乐，一切胜功德，
 任运而依附，胜果所庄严，
 上品位菩萨，如众流归海。

 庚四、无间顶加行

 辛一、宣说本体止观双运等持

 戊二、宣说次第与同时修之
 道次第

 己一、分位道次第之渐次现观加行

 己二、究竟道顿时之刹那现观加行

 丁三、广说所得果之功德
 法身

 丙三、如是宣说之摄义

 乙三、造论圆满尾义 般若窍诀——现观庄严论，至尊弥勒怙主撰著圆满。

 甲四 末义译跋

 此般若波罗蜜多教授现观庄严论由梵译藏者谓天竺明
 本光论师与吉祥积译师翻译校对，后又经天竺大德无
 死论师与具慧译师重译校阅善为抉择。
 此言：
 众论注疏语虹虽绚丽，然而深感空洞无实义，
 讲辩著之徒劳得何果？无言禁行稳固得满足。
 本释论义精华之日轮，未被戏论言支云所遮，
 借助教理窍诀之七马，成为佛教四洲之庄严。
 依此愿利乐源如来教，无偏讲修殊妙日月轮，
 讲辩著之光芒遍诸方，成为利乐众生吉祥因。
 愿我亦由此世结生际，于兜率天顶戴怙主尊，
 弥勒足尘圣尊行列中，再度获得同缘之正法。
 此《现观庄严论释》，出生在东方达波地带的释迦比
 丘多昂丹毕尼玛于华智仁波切修行处石渠嘎琼山间撰
 著圆满。 2007 年 7 月 15 日译毕于色达喇荣

 事业 

 辛二、广说彼特点之分类

 辛三、遣诤

 壬一、因福德无量无间道之自性

 壬二、本体止观双运究竟之智慧

 壬一、宣说所缘之特点——无戏平等之真如

 壬三、宣说行相之特点——息灭相执之胜观智慧

 壬二、宣说增上缘之特点——寂止正念相续之等持

 壬一、略说辩论之本体

 壬二、广说分类

 壬三、摄义

 癸一、总辩论

 癸二、别辩论

 子一、辩论对境基道果之所缘

 子二、辩论有境三智相

 安立三千生，声闻麟喻德，
 及离生菩萨，众善为譬喻，
 经以无量福，明佛无间道。

 无间三摩地，证一切相智。

 无性为所缘。

 寂静为行相。

 正念为增上。

 胜义世俗谛，加行与三宝。

 巧便佛现观，颠倒及道性，
 能治所治品。

 于所缘证成，及明所缘性，
 一切相智智。

 爱说者常难。

 说者邪分别，依一切相智，
 说为十六种。

 癸三、摄义辩论 性相并修习。

 总结偈： 
 凭依胜勇之等持，入出地道断证增，
 圆满差别无有量，顶加行理当了知。

 庚一、后得具广大六度之渐次加行

 庚二、入定甚深无实性智渐次加行

 庚三、摄义

 总结偈： 
 入定后得轮番式，如所入定甚深智，
 尽所广大相渐修，三定圆满当了知。

 辛一、真实宣说

 辛二、宣说道之助伴六随念之修法

 布施至般若。

 随念于佛等。

 法无性自性。

 许为渐次行。

 庚一、广大方便之资粮非异熟刹那

 庚二、甚深智慧之资粮异熟刹那

 庚三、对境等性无相刹那

 庚四、有境无现无二刹那

 总结偈： 
 竟入出定无轮番，无量四相四解脱，
 诸相顿圆顿现前，菩提胜道当了知。

 辛一、宣说真实本体

 辛二、宣说能表之比喻

 施等一一中，摄诸无漏法，
 当知即能仁，一刹那智德。

 犹如诸士夫，动一处水轮，
 一切顿转动，刹那智亦尔。

 若时异熟起，一切白法性，
 般若波罗蜜，即一刹那智。

 由布施等行，诸法如梦住，
 一刹那能证，诸法无相性。

 如梦与能见，不见有二相，
 一刹那能见，诸法无二性。

 戊一、意法身及功德

 戊二、所依报身及相好

 戊三、行为化身及事业

 己一、总说具三特点法身之本体

 己二、广说意法身之功德

 庚一、总功德

 庚二、别功德

 辛一、无染之差别

 辛二、愿智之差别

 己三、说明其力功德恒常周遍任运

 庚一、本体无勤任运自成之功德

 庚二、行相广大周遍方际之功德

 庚三、时间无尽恒常之功德

 辛一、真实宣说

 辛二、遣诤

 己一、总说具五决定之报身本体

 己二、广说相好功德

 庚一、宣说差别基相之功德

 辛一、宣说果相之功德

 壬一、三类十相

 壬二、二相

 手足轮相具，足底如龟腹，
 手足指网连，柔软极细嫩。
 身七处充满，手足指纤长，
 跟广身洪直，足膝骨不突。
 诸毛皆上靡。腨如瑿泥耶，
 双臂形长妙，阴藏密第一，
 皮金色细薄，孔一毛右旋，
 眉间毫相严，上身如狮子，
 膊圆实项丰。非胜现胜味，
 身量纵横等，譬若瞿陀树，
 顶肉髻圆显，舌广长梵音，
 两颊如狮王，齿洁白平齐，
 诸齿极细密，数量满四十。

 绀目牛王睫，妙相三十二。

 若善因成熟，于彼彼所化，
 尔时能饶益，即于彼彼现。

 如天虽降雨，种坏不发芽，
 诸佛虽出世，无缘不获善。

 声闻无诤定，除人之烦恼，
 佛无诤永断，聚落等烦恼。

 佛所有愿智，任运无碍著，
 无障碍常住，普答一切问。

 能仁自性身，得诸无漏法，
 一切种清净，彼自性为相。

 顺菩提分法，无量及解脱，
 九次第等至，十遍处自体。
 最为殊胜处，差别有八种，
 无诤与愿智，神通无碍解。
 四一切清净，十自在十力，
 四种无所畏，及三种不护。
 并三种念住，无忘失法性，
 永害诸随眠，大悲诸众生。
 唯佛不共法，说有十八种，
 及一切相智，说名为法身。

 如是事广大，故说佛为遍。

 即此无尽故，亦可说为常。

 说三十二相，八十随好性，
 受用大乘故，名佛受用身。

 辛二、宣说能成之因

 壬一、总说

 壬二、因之差别

 庚二、宣说差别法随好之功德

 佛甲赤铜色，润泽高诸指，
 圆满而纤长，脉不现无结，
 踝隐足平正。行步如狮象，
 鹅牛王右旋，妙直进端庄，
 光洁身相称。洁净软清净，
 众相皆圆满，身广大微妙，
 步均匀双目，清净身细嫩，
 身无怯充实。其身极坚实，
 支节善开展，顾视净无翳，
 腰圆腰际展，无凹腹便便，
 脐深脐右旋，为众所乐见。
 行净身无疣，及诸黑黡点，
 手软如木棉，手纹明深长，
 面门不太长，唇红如频婆，
 舌柔软微薄。赤红发雷音，
 语美妙牙圆，锋利白平齐，
 渐细鼻高隆，清净最第一。
 眼广眼睫密，犹如莲花瓣，
 眉修长细软，润泽毛齐整，
 手长满耳齐，耳根不衰退。
 额部善分展，开广顶周圆，
 发绀青如蜂，稠密软不乱，
 不涩出妙香，能夺众生意，
 德纹相吉祥，是为佛随好。

 迎送师长等，正受坚固住，
 习近四摄事，布施妙资财，
 救放所杀生，增长受善等，
 是能生因相，如经所宣说。

 此中此此相，所有能生因，
 由彼彼圆满，能感此诸相。

 己一、认清具五特点化身之本体

 己二、广说事业之功德

 庚一、略说本体

 庚二、广说分类

 庚三、摄义

 辛一、安置于道之所依

 辛二、安置于道之本体

 辛三、安置于道之果位中

 壬一、安置于资粮道

 壬二、安置于加行道

 壬三、安置于见道

 壬四、安置于修道

 癸一、安置于不清净七地之方式

 癸二、安置于清净三地

 子一、安置于八地

 子二、安置于九地

 子三、安置于十地

 丑一、安置于总特点

 丑二、安置于最后有者之特点

 寅一、安置于有学清净圆满成熟究竟之特点

 寅二、安置于彼地功德法获得自在之特点

 寅三、安置于彼地道果法中之特点

 若乃至三有，于众生平等，
 作种种利益，佛化身无断。

 如是尽生死，此事业无断。

 诸趣寂灭业。

 安立四摄事，令知诸杂染，
 及知诸清净，有情如证义，
 六波罗蜜多，佛道…

 …自性空。

 尽灭二戏论。

 假名无所得，成熟诸有情。

 及立菩萨道，遣除诸执著。

 得菩提…

 …严净，佛土及决定，
 无量有情利。

 亲近佛等德。

 菩提分诸业，不失坏见谛，
 远离诸颠倒。

 无彼根本理，清净及资粮，
 有为与无为，悉不知有异。

 安立大涅槃。

 许法身事业，有二十七种。

 总结偈： 
 具三解脱三智海，三定四行所成果，
 三身坛城圆法身，事业威光当了知。

 丁一、摄为六种现观

 丁二、摄为三种现观

 相及彼加行，彼极彼渐次，
 彼竟彼异熟，余六种略义。

 初境有三种，因四加行性，
 法身事业果，余三种略义。

 增上缘

 增上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