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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舍利子）說：「天女！妳是聲聞乘的行者，或者獨覺乘

的行者，或者大乘行者？」

（天女）說：「透過指點聲聞乘，我是聲聞乘的行者。透

過通曉因緣法（或法目之因緣），我是獨覺乘的行者。透過不

放棄大悲，我是大乘行者。」16

《說無垢稱經．入不二法門品》

〈入不二法門品〉的核心任務，在於開啟法目的門口，由

此進入法目之不二理趣，亦即進入法目之不具有二分性的條

理。一般眾生對於進入不二理趣大都不得其門，以至於衍生各

式各樣的二分見解，以及陷落在二分見解相對峙的其中一邊。

〈入不二法門品〉大致依循如下的三個步驟，由三十幾位菩薩

輪流說明如何開啟與進入法目之不二理趣。步驟一，扼要鋪陳

一組又一組在概念或現象之表面看似可立即做二分之法目。步

驟二，不拘泥在法目或現象的表面，轉而開啟與進入其不具有

二分性的條理。步驟三，由言說層次在不二理趣的引導，提升

到言說不現行的不二之證悟。

16 ƗKD: NLূ WYDূ devate ĞUƗYDND-\ƗQLNƗ pratyeka-EXGGKD-\ƗQLNƗ PDKƗ-\ƗQLNƗ YƗ. ƗKD: 

ĞUƗYDND-\ƗQLNkVPL ĞUƗYDND-\ƗQD-VǌFDQDWD\Ɨ. pratyeka-EXGGKD-\ƗQLNkVPL SUDWƯW\D-

GKDUPkYDWƗUHD. PDKƗ-\ƗQLNkVPL PDKƗ-NDUXkQXWVMDQDWD\Ɨ. 舍利子言：「汝於三

乘，為何發趣？」天女答言：「我於三乘，並皆發趣。」舍利子言：「汝何

密意，作如是說？」天曰：「我常宣說大乘，令他聞故，我為聲聞。自然現

覺真法性故，我為獨覺。常不捨離大慈悲故，我為大乘。又，舍利子！我為

化度求聲聞乘諸有情故，我為聲聞。我為化度求獨覺乘諸有情故，我為獨

覺。我為化度求無上乘諸有情故，我為大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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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譯文：17

那個時候，離車族的無垢稱對那些菩薩們說：「諸位賢

士！請說明菩薩們的不二法的門口之進入是什麼。」18

在場，有一位與會的菩薩，名為法神變（或法神通變化、

法自在），這麼講說：「良家子弟！生起與壞滅是二分。舉凡

既非已經出生的，亦非已經生起的，那就不擁有任何的壞滅。

證得調適於非生起之法目（或證得無生法忍），就是進入不二

（或非二分）。」19

吉祥守護菩薩說：「所謂的『自我』、『我所（或我

的）』，那是二分。由於不建立（或不滋長、不增益）自我，

所謂的『我所』，即非實存。再者，舉凡不建立（或不做建立

的增添），這就是進入不二。」20

吉祥峯頂菩薩說：「所謂的『雜染』、『清白』，那是二

分。由於周遍地洞察認知雜染，針對清白的思量，即非實存。

17 梵文本的白話翻譯。依據：大正大學綜合佛教研究所梵語佛典研究（校

訂），《梵文維摩經：ポタラ宮所藏寫本に基づく校訂》（東京：大正大學
出版會，2006年），頁84-89; 植木雅俊（譯注），《梵漢和対照．現代語譯維
摩経》（東京：岩波書店，2011年），頁384-429. 漢譯本，摘錄：《說無垢稱

經》，唐．玄奘譯，T. 476, vol. 14, pp. 577a-578c。

18 atha YLPDODNƯUWLU licchavis WƗQ ERGKLVDWYƗQ ƗPDQWUD\DWH sma: SUDWLEKƗWX sat-SXUXৢƗত 

katamo ERGKLVDWYƗQƗP advaya-dharma-mukha-SUDYHĞDত. 時，無垢稱普問眾中諸

菩薩曰：「云何菩薩善能悟入不二法門？仁者！皆應任己辯才，各隨樂

說。」時，眾會中，有諸菩薩，各隨所樂，次第而說。

19 tatra dharma-YLNXUYDR QƗPD ERGKLVDWYDত VDূQLSDWLWDত. sa evam ƗKD: XWSƗGD-

EKDৄJDX kula-putra dvayam. yan na MƗWDূ Q{WSDQQDূ, na tasya NDĞ-cid EKDৄJDত. an-

XWSƗGD-dharma-NৢƗQWL-SUDWLODPEKR ’dvaya-SUDYHĞDত. 時，有菩薩，名法自在，作

如是言：「生、滅為二。若諸菩薩了知諸法本來無生，亦無有滅，證得如是

無生法忍，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20 ĞUƯ-gupto ERGKLVDWYD ƗKD: DKDূ PDPrWL, dvayam etat. ƗWPkVDPƗURSƗQ, PDPrWL na 

EKDYDWL. \DĞ FrVDPƗURSR, ’yam advaya-SUDYHĞDত. 復有菩薩，名曰勝密，作如是

言：「我及我所，分別為二。因計我故，便計我所。若了無我、亦無我所，

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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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進的道路的通向，順應於根絕所有的思量，這就是進入不

二。」21

善妙星宿菩薩說：「所謂的『動搖（或心動）』、『思

量』，那是二分。再者，舉凡不做動搖，不做思量，不做專

心，則成為無增添造作的情形。脫離於增添造作，這就是進入

不二。」22

善妙手臂菩薩說：「所謂的『菩提心』、『聲聞心』，那

是二分。再者，舉凡觀看虛幻的心態為平等的，在這樣的情形

當中，則成為既不是菩提心，也不是聲聞心。舉凡其特徵為心

態之平等，這就是進入不二。」23

無眨眼菩薩說：「所謂的『執取』、『無執取』，那是二

分。舉凡不前往執取，則不前往獲取。舉凡不前往獲取，在這

樣的情形當中，則不造作肯定的推斷、否定的推斷。舉凡就所

有的法目，既無造作，亦無屏除，這就是進入不二。」24

21 ĞUƯ-Nǌ৬R ERGKLVDWYD ƗKD: VDূNOHĞR Y\DYDGƗQDP iti, dvayam etat. VDূNOHĞD-SDULMxƗQƗG, 

Y\DYDGƗQD-PDQDQƗ na EKDYDWL. sarva-PDQDQƗ-VDPXGJKƗWƗ VƗUǌS\D-JƗPLQƯ pratipad, 

ayam advaya-SUDYHĞDত. 復有菩薩，名曰勝峯，作如是言：「雜染、清淨，分別

為二。若諸菩薩了知雜染、清淨無二，則無分別。永斷分別，趣寂滅跡，是

為悟入不二法門。」

22 su-QDNৢDWUR ERGKLVDWYD ƗKD: LxMDQƗ PDQDQrWL, dvayam etat. yat punar QrxMDWH [na 

manyate] na manasi-karoty, an-DGKLNƗUDত. DGKLNƗUD-virahito, ’yam advaya-SUDYHĞDত. 

復有菩薩，名曰妙星，作如是言：「散動、思惟，分別為二。若諸菩薩了知

一切無有散動、無所思惟，則無作意。住無散動、無所思惟、無有作意，是

為悟入不二法門。」

23 su-EƗKXU ERGKLVDWYD ƗKD: ERGKL-FLWWDূ ĞUƗYDND-cittam iti, dvayam etat. \Ɨ punar 

PƗ\Ɨ-citta-sama-GDUĞDQDWƗ, tatra na ERGKL-FLWWDূ, na ĞUƗYDND-cittam. \Ɨ citta-sama-

ODNৢDDWk\DP advaya-SUDYHĞDত. 復有菩薩，名曰妙臂，作如是言：「菩薩、聲

聞二心，為二。若諸菩薩了知二心性空、如幻，無菩薩心、無聲聞心。如是

二心，其相平等，皆同幻化，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24 a-QLPLৢR ERGKLVDWYD ƗKD: XSƗGƗQDP an-XSƗGƗQDP iti, dvayam etat. yan Q{SƗGDGƗWL, 
tan Q{SDODEKDWH. [yan Q{SDODEKDWH,] WDWU{KkSRKDূ na karoti. [yat] a-NDUDDP 

a-Y\ƗSDWWLত sarva-GKDUPƗƗP, ayam advaya-SUDYHĞDত. 復有菩薩，名曰無瞬，作

如是言：「有取、無取，分別為二。若諸菩薩了知無取，則無所得。無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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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妙眼睛菩薩說：「所謂的『一個特徵』、『無特徵』，

那是二分。再者，舉凡不賦予特徵，不施加分別，則既不造作

一個特徵，也不造作無特徵。舉凡就特徵與差異特徵，都進入

其實乃平等的特徵，這就是進入不二。」25

育養菩薩說：「所謂的『善』、『不善』，那是二分。舉

凡善與不善皆為無所安立的情形，則成為不具有意象（或無

相）。再者，由於貫徹邊際皆不具有意象（或由於不具有意象

至於邊際），即為不二之情形（或不二性）。在這樣的情形當

中，舉凡如此地超脫，這就是進入不二。」26

獅子菩薩說：「所謂的『罪過（或過失）』、『無罪過

（或無過失）』，那是二分。再者，舉凡藉由如同金剛之堅固

的通達認知，既非被束縛，亦非（相對待的）解脫，這就是進

入不二。」27

獅子聰慧菩薩說：「所謂的『這是帶有攪動情意之泄漏

（或這是有漏的）』、『這是不帶有攪動情意之泄漏（或這是

無漏的）』，那是二分。再者，舉凡就法目已經獲得平等性，

故，則無增減。無作、無息，於一切法無所執著，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25 su-netro ERGKLVDWYD ƗKD: eka-ODNৢDDP a-ODNৢDDP iti, dvayam etat. yat punar na 

ODNৢD\DWL na vikalpayati, naika-ODNৢDDূ karoti nâ-ODNৢDDP. yal ODNৢDD-YLODNৢDD-

sama-ODNৢDD-SUDYHĞR, ’yam advaya-SUDYHĞDত. 復有菩薩，名曰妙眼，作如是言：

「一相、無相，分別為二。若諸菩薩了知諸法無有一相、無有異相、亦無無

相，則知如是一相、異相、無相平等，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26 SX ৢ \ R  ERGK L V D W Y D  Ɨ K D :  NX Ğ D O DP  a -NX Ğ D O DP  i t i ,  d v a y a m  e t a t .  \ Ɨ 

NXĞDOkNXĞDODV\kQXSDVWKƗQDWƗ, tad a-nimittam. a-nimitta-NR৬\ƗĞ FkGYD\DWƗ. yâtra 

QLVWƯUDDWk\DP advaya-SUDYHĞDত. 復有菩薩，名曰育養，作如是言：「善及不

善，分別為二。若諸菩薩了知善性及不善性．無所發起，相與無相二句平

等。無取、無捨，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27 VLূKR ERGKLVDWYD ƗKD: avadyatân-DYDG\DWrWL, dvayam etat. yat punar vajra-QLEDGGKD-

MxƗQDWD\Ɨ na EDGK\DWH na mucyate, ’yam advaya-SUDYHĞDত. 復有菩薩，名曰師子，

作如是言：「有罪、無罪，分別為二。若諸菩薩了知有罪及與無罪二皆平

等，以金剛慧通達諸法，無縛、無解，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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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不造作有漏或無漏之概念認定。並非已經獲得無概念認定，

亦非在無概念認定之平等性當中而已經獲得平等性，亦非已經

糾結在概念認定—舉凡如此地進入，這就是進入不二。」28

安樂勝解菩薩說：「所謂的『這是安樂的』、『這是不安

樂的』，那是二分。再者，舉凡脫離所有與安樂有關的事項，

成為如同虛空之平等的覺悟，藉由善妙清淨的通達認知，而不

黏著，這就是進入不二。」29

那羅延菩薩說：「所謂的『這是世間的』、『這是超出世

間的』，那是二分。舉凡世間的本性為空性，在這樣的情形當

中，則毫無事物被往上超出、被往下進入、被漂流下去或被分

散地漂流下去。舉凡其情形為既非往上超出、亦非往下進入，

既非漂流下去、亦非分散地漂流下去，這就是進入不二。」30

調順聰慧菩薩說：「所謂的『生死輪迴（或流轉）』、

『涅槃』，那是二分。由於看透（或通達觀看）生死輪迴之自

性（或生死輪迴本身的存在），那既不是在生死輪迴，也不是

28 VLূKD-matir ERGKLVDWYD ƗKD: LGDূ sâsravam, idam an-ƗVUDYDP, iti, dvayam etat. yat 

SXQDত VDPDWƗ-dharma-SUƗSWDত, sâsravân-ƗVUDYD-VDূMxDূ na karoti. na YkVDূMxƗ-

SUƗSWDত, na FkVDূMxƗ-VDPDWƗ\Ɨূ VDPDWƗ-SUƗSWDত, na VDূMxƗ-JUDWKLWDত. ya HYDূ 

SUDYHĞR, ’yam advaya-SUDYHĞDত. 復有菩薩，名師子慧，作如是言：「有漏、無

漏，分別為二。若諸菩薩知一切法性皆平等，於漏、無漏不起二想。不著有

想、不著無想，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29 sukhâdhimukto ERGKLVDWYD ƗKD: LGDূ sukham, idam a-sukham, iti, dvayam etat. yat 

SXQDত sarva-saukhyâpagato gagana-sama-EXGGKLত, VXYLĞXGGKD-MxƗQDWD\Ɨ na sañjaty, 

ayam advaya-SUDYHĞDত. 復有菩薩，名淨勝解，作如是言：「有為、無為，分別

為二。若諸菩薩了知二法性皆平等，遠離諸行，覺慧如空，智善清淨，無

執、無遣，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30 QƗUƗ\DR ERGKLVDWYD ƗKD: LGDূ laukikam, LGDূ ORN{WWDUDP, iti, dvayam etat. \Ɨ 

laukikasya SUDNWL-ĞǌQ\DWƗ, na tatra NLূ-cid XWWƯU\DWH, QkYDWƯU\DWH, na VƗU\DWH, na 

YLVƗU\DWH. yatra Q{WWDUDDূ QkYDWDUDDূ na VDUDDূ na YLVDUDDP, ayam advaya-

SUDYHĞDত. 復有菩薩，名那羅延，作如是言：「世、出世間，分別為二。若諸

菩薩了知世間本性空寂，無入、無出，無流、無散，亦不執著，是為悟入不

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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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涅槃。舉凡成為如此的覺悟，這就是進入不二。」31

現前看見菩薩說：「所謂的『窮盡』、『無窮盡』，那是

二分。窮盡，即究竟地已經窮盡。再者，舉凡究竟地已經窮

盡，則不可被窮盡。因此，被稱為『無窮盡』。再者，舉凡無

窮盡，則成為一剎那的時光。而一剎那的時光，並不具有窮

盡。如此地進入，即可被稱為『不二法的門口之進入』。」32

普遍守護菩薩說：「所謂的『自我』、『離開自我（或非

我）』，那是二分。舉凡不就任何事物前往獲取為自我性（或

主體性），則將拿什麼事物造作為離開自我（或非我）？舉凡

看透（或通達觀看）自我之自性（或自我本身的存在），即不

造作二分，這就是進入不二。」33

閃電天菩薩說：「所謂的『明知（或明）』、『無明知

（或無明）』，那是二分。而正好在無明知之本性，就是明

知。再者，舉凡成為無明知，就不是本性的情形，也不是計算

得到的數目，而且超越計算所鋪陳出來的路徑。舉凡就這樣的

31 GƗQWD-matir ERGKLVDWYD ƗKD: VDূVƗUR QLUYƗDP iti, dvayam etat. VDূVƗUD-VYDEKƗYD-

GDUĞDQƗQ na VDূVDUDWL na SDULQLUYƗWL. \DLYDূ EXGK\DQk\DP advaya-SUDYHĞDত. 復有

菩薩，名調順慧，作如是言：「生死、涅槃，分別為二。若諸菩薩了知生死

其性本空，無有流轉、亦無寂滅，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32 SUDW\DNৢD-GDUĞƯ ERGKLVDWYD ƗKD: NৢD\R ’NৢD\D iti, dvayam etat. NৢD\R ’tyanta-NৢƯDত. 

\DĞ câtyanta-NৢƯDত, sa na NৢDSD\LWDY\Dত. WHQ{F\DWH ’NৢD\D iti. \DĞ FkNৢD\Dত, sa 

NৢDLNDত. NৢDQLNDV\D nâsti NৢD\Dত. HYDূ SUDYLৢ৬R, ’dvaya-dharma-mukha-SUDYLৢ৬R 

YDNWDY\Dত. 復有菩薩，名曰現見，作如是言：「有盡、無盡，分別為二。若諸

菩薩了知都無有盡、無盡，要究竟盡．乃名為『盡』。若究竟盡，不復當

盡，則名『無盡』。又，有盡者，謂一剎那。一剎那中，定無有盡，則是無

盡。有盡．無故，無盡．亦無。了知有盡、無盡性空，是為悟入不二法

門。」

33 samanta-gupto ERGKLVDWYD ƗKD: ƗWPƗ QLUƗWPrWL, dvayam etat. yas WƗP ƗWPDWƗূ 

Q{SDODEKDWH, sa NLূ QLUƗWPƯ-NDULৢ\DWL. [ya] ƗWPD-VYDEKƗYD-GDUĞƯ GYD\Dূ na karoty, 

ayam advaya-SUDYHĞDত. 復有菩薩，名曰普密，作如是言：「有我、無我，分別

為二。若諸菩薩了知有我尚不可得，何況無我？見我、無我其性無二，是為

悟入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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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在現觀，而且現觀為不是二分的，這就是進入不二。」34

喜愛看見菩薩說：「所謂的『物質（或形狀、色）』、

『空』，那是二分。誠然，正好在物質，就是空性。空性，並

非來自於（或並非由於）物質之壞滅。正好在物質之本性，就

是空性。同樣地，感受（或受）、概念認定（或想）、心意之

組合造作（或行），『分別式知覺（或識）』、『空』，那是

二分。誠然，正好在分別式知覺，就是空性。空性，並非來自

於（或並非由於）分別式知覺之壞滅。正好在分別式知覺之本

性，就是空性。舉凡在這樣的五種受到執取的積聚成分（或五

取蘊），發而為如此的通達認知與隨順覺悟，這就是進入不

二。」35

光明幢幡菩薩說：「所謂的『別異的一方為（地、水、

火、風這）四類要素（或四類領域）』、『別異的另一方為虛

空之要素（或虛空之領域）』，那是二分。正好在虛空之自性

（或虛空本身的存在），就是（地、水、火、風）這四類要

素。（四類要素）打從過去之邊界，就是虛空之自性；打從未

來之邊界，就是虛空之自性；如此地，打從現在，也是虛空之

自性。再者，舉凡成為通達的認知而這樣地進入各類要素，這

34 vidyud-devo ERGKLVDWYD ƗKD: YLG\kYLG\rWL, dvayam etat. DYLG\Ɨ-SUDNWLNDLYD YLG\Ɨ. 

\Ɨ FkYLG\Ɨ, VkSUDNWLNkJDDQƗ JDDQƗ-patha-VDPDWLNUƗQWƗ. yo ’WUkEKLVDPD\R 

’GYD\kEKLVDPD\R, ’yam advaya-SUDYHĞDত. 復有菩薩，名曰電天，作如是言：

「明與無明，分別為二。若諸菩薩了知無明本性是明，明與無明俱不可得，

不可算計、超算計路。於中，現觀平等無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35 priya-GDUĞDQR ERGKLVDWYD ƗKD: UǌSDূ ĞǌQ\DP iti, dvayam etat. rupam eva hi ĞǌQ\DWƗ. 

na UǌSD-YLQƗĞƗF FKǌQ\DWƗ. UǌSD-SUDNWLU eva ĞǌQ\DWƗ. HYDূ YHGDQƗ VDূMxƗ VDূVNƗUƗ, 

YLMxƗQDূ ĞǌQ\DP iti, dvayam etat. YLMxƗQDP eva hi ĞǌQ\DWƗ. na YLMxƗQD-YLQƗĞƗF 

FKǌQ\DWƗ, YLMxƗQD-SUDNWLU eva ĞǌQ\DWƗ. yo ’tra SDxFDV�SƗGƗQD-VNDQGKHৢY HYDূ 

MxƗQkQXERGKR, ’yam advaya-SUDYHĞDত. 復有菩薩，名曰憙見，作如是言：「色、

受、想、行及識，與空，分別為二。若知取蘊性本是空，即是色．空，非色

滅．空，乃至識蘊，亦復如是，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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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進入不二。」36

善妙聰慧菩薩說：「雙眼與物質（或形狀、色），那是二

分。再者，舉凡具備著周遍地通達認知眼睛，不貪欲、不瞋恚

（或不憎惡）、不愚癡（或不困惑）於物質中，則被稱為『已

經寂靜』。耳朵與諸聲音，鼻子與諸氣息，舌頭與諸滋味，身

體與諸觸境，心意與諸法目，那是二分。再者，舉凡具備著周

遍地通達認知心意，不貪欲、不瞋恚、不愚癡於諸法目中，則

被稱為『已經寂靜』。如此地正安住於寂靜的時候，就是進入

不二。」37

無窮盡聰慧（或無盡意）菩薩說：「所謂的『將布施迴向

在一切智性中』，那是二分。正好在布施之自性（或布施本身

的存在），就是一切智性；正好在一切智性之自性（或一切智

性本身的存在），就是迴向。同樣地，所謂的『將淨戒、安

忍、精進、靜慮、智慧（或般若）迴向在一切智性中』，那是

二分。正好在智慧之自性，就是一切智性；正好在一切智性之

自性，就是迴向。舉凡就這樣的情形在進入一貫的理趣，這就

36 SUDEKƗ-ketur ERGKLVDWYD ƗKD: anye FDWYƗUR GKƗWDYR, ’nya ƗNƗĞD-GKƗWXU, iti, dvayam 

etat. ƗNƗĞD-VYDEKƗYƗ eva FDWYƗUR GKƗWDYDত. SǌUYkQWDWD ƗNƗĞD-VYDEKƗYƗ, aparântata 

ƗNƗĞD-VYDEKƗYƗV, WDWKƗ pratyutpannato ’py ƗNƗĞD-VYDEKƗYƗত. yac FDLYDূ GKƗWX-

SUDYHĞD-MxƗQDP, ayam advaya-SUDYHĞDত. 復有菩薩，名曰光幢，作如是言：「四

界與空，分別為二。若諸菩薩了知四界即虛空性，前、中、後際．四界，與

空性，皆無倒悟入諸界，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37 su-matir ERGKLVDWYD ƗKD: FDNৢǌ UǌSDূ ca, dvayam etat. yat SXQDĞ FDNৢXত-SDULMxƗWƗYƯ 
UǌSHৢX na rajyati na GXৢ\DWL na muhyati, sa ucyate ĞƗQWD iti. ĞURWUDূ ĞDEGƗĞ ca, 

JKUƗDূ JDQGKƗĞ ca, MLKYƗ UDVƗĞ ca, NƗ\Dত VSUDৢ৬DY\ƗQL ca, mano GKDUPƗĞ ca, 

dvayam etat. yat punar PDQDত-SDULMxƗWƗYƯ GKDUPHৢX na rajyate na GXৢ\DWL na muhyati, 

sa ucyate ĞƗQWD iti. HYDূ ĞƗQWD-sthitasyâdvaya-SUDYHĞDত. 復有菩薩，名曰妙慧，作

如是言：「眼色、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分別為二。若諸菩薩了

知一切．其性皆空，見眼自性，於色無貪、無瞋、無癡；如是，乃至見意自

性，於法無貪、無瞋、無癡，此則為空。如是見已，寂靜安住，是為悟入不

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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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進入不二。」38

深奧覺悟菩薩說：「所謂的『別異的一方為空性』、『別

異的另一方為無意象（或不具有意象、無相）』、『別異的又

一方為無願求（或不具有願求、無願）』，那是二分。誠然，

舉凡成為空的，在這樣的情形當中，則成為不是任何的意象。

舉凡成為無意象的情形，則成為無願求。舉凡成為無願求的情

形，則心態（或心）不運轉，心意（或意）不運轉，知覺上的

分別式知覺（或意識）不運轉。舉凡於任何所在（或於任何境

界）成為一個解脫門（或一個通往解脫的門口），則於該所在

（或於該境界）所有的解脫門都可被觀看到，這就是進入不

二。」39

寂靜裝備（或寂靜根）菩薩說：「所謂的『佛陀（或

佛）』、『法目（或法）』、『修行團體（或僧）』，那是二

分。誠然，佛陀之本性，就是法目；法目之本性，就是修行團

體。所有的這些珍寶，都是非造作所組成的（或非和合做成

38 DNৢD\D-matir ERGKLVDWYD ƗKD: GƗQDূ sarva-MxDWƗ\Ɨূ SDULƗPD\DWvWL, dvayam etat. 

GƗQD-VYDEKƗYDLYD sarva-MxDWƗ; sarva-MxDWƗ-VYDEKƗYD eva SDULƗPDত. HYDূ ĞƯODূ 

NৢƗQWLূ YƯU\Dূ GK\ƗQDূ SUDMxƗূ sarva-MxDWƗ\Ɨূ SDULƗPD\DWvWL, dvayam etat. 

SUDMxƗ-VYDEKƗYDLYD sarva-MxDWƗ; sarva-MxDWƗ-VYDEKƗYD eva SDULƗPDত. yo ’traika-

naya-SUDYHĞR, ’yam advaya-SUDYHĞDত. 復有菩薩，名無盡慧，作如是言：「布

施、迴向一切智性，各別為二。如是，分別戒、忍、精進、靜慮、般若．及

與迴向一切智性，各別為二。若了布施．即所迴向一切智性，此所迴向一切

智性．即是布施。如是，乃至般若自性．即所迴向一切智性，此所迴向一切

智性．即是般若。了此一理，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39 JDPEKƯUD-EXGGKLU ERGKLVDWYD ƗKD: DQ\Ɨ ĞǌQ\DWkQ\DG animittam, anyad DSUDLKLWDP, 

iti, dvayam etat. yad dhi ĞǌQ\Dূ, tatra na NLূ-cin nimittam. animitte, ’SUDLKLWDP. 

DSUDLKLWH, na FLWWDূ, na mano, na mano-YLMxƗQDূ pracarati. \DWUDLNDূ YLPRNৢD-

PXNKDূ, tatra VDUYƗL YLPRNৢD-PXNKƗQL GUDৢ৬DY\ƗQ\, ayam advaya-SUDYHĞDত. 復有

菩薩，名甚深覺，作如是言：「空、無相、無願，分別為二。若諸菩薩了知

空中，都無有相；此無相中，亦無有願；此無願中，無心、無意、無識可

轉。如是，即於一解脫門，具攝一切三解脫門。若此通達，是為悟入不二法

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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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無為的）。再者，非造作所組成的，就是虛空。再者，平

等於虛空的（或等同於虛空的），就是所有的法目之理趣。舉

凡如此地隨順了悟，這就是進入不二。」40

無障礙眼睛菩薩說：「所謂的『實有的身體（或有身、薩

迦耶）』、『實有的身體之熄滅（或有身滅、薩迦耶滅）』，

那是二分。誠然，正好在實有的身體，就是熄滅。理由何在？

亦即，舉凡藉由任何見解，若會導致在所謂的『實有的身體』

與所謂的『實有的身體之熄滅』之間做成分別，則不前往建立

所謂的『這是實有的身體』之見解。如此即不造作分別，不造

作進一層的分別，究竟地不造作分別，以及理解到熄滅之自性

（或理解到以熄滅為自性）。舉凡既不刻意產生（分別），也

不刻意遣除（分別），這就是進入不二。」41

善妙調順菩薩說：「所謂的『身體之防護（或律儀、禁

戒）』、『語言之防護』、『心意之防護』，那是二分。理由

何在？誠然，這些法目都不具有造作（或無施作）為其特徵。

舉凡身體成為不具有造作的情形，則正好在這樣的特徵，就是

語言之不具有造作的情形；則正好在這樣的特徵，就是心意之

40 ĞƗQWrQGUL\R ERGKLVDWYD ƗKD: EXGGKR GKDUPDত VDূJKD iti, dvayam etat. EXGGKD-

SUDNWLNR hi dharmo; dharma-SUDNWLNDĞ ca VDূJKDত. VDUYƗ\ HWƗQL UDWQƗQ\ 

DVDূVNWƗQL. DVDূVNWDূ FkNƗĞDP. ƗNƗĞD-VDPDĞ ca sarva-dharma-QD\Dত. ya evam 

anugamo, ’yam advaya-SUDYHĞDত. 復有菩薩，名寂靜根，作如是言：「佛、法、

僧寶，分別為二。若諸菩薩了知佛性即是法性，法即僧性，如是三寶皆無為

相，與虛空等；諸法亦爾。若此通達，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41 apratihata-FDNৢXU ERGKLVDWYD ƗKD: sat-NƗ\Dত sat-NƗ\D-nirodha iti, dvayam etat. sat-

NƗ\D eva hi QLURGKDত. tat NDVPƗG GKHWRত? WDWKƗ hi sa sat-NƗ\D iti, Gৢ৬Lূ 

Q{SDVWKƗSD\DWL, \D\Ɨ Gৢ৬\Ɨ, sat-NƗ\D iti YƗ, sat-NƗ\D-nirodha iti YƗ, kalpayati. so 

’kalpo ’vikalpo ’tyantâvikalpo nirodha-VYDEKƗYD-SUƗSWDত. [yan] na VDূEKDYDWL na 

YLEKDYDW\, ayam advaya-SUDYHĞDত. 復有菩薩，名無礙眼，作如是言：「是薩迦

耶及薩迦耶滅，分別為二。若諸菩薩知薩迦耶即薩迦耶滅，如是了知，畢竟

不起薩迦耶見，於薩迦耶、薩迦耶滅，即無分別，無異分別，證得此二究竟

滅性，無所猜疑，無驚、無懼，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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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有造作的情形。再者，舉凡所有的法目成為不具有造作的

情形，則成為既可被通達認知，又可被隨順理解。在這樣的情

形當中，舉凡通達認知（有關法目之）不具有造作，這就是進

入不二。」42

福田菩薩說：「所謂的『造作福德的、不福德的（或罪過

的）、無傾動的（或不傾動的）所作所為』，那是二分。再

者，舉凡福德、不福德、無傾動成為不具有造作的情形，則成

為不是二分的。再者，舉凡福德的、不福德的、無傾動的所作

所為其本身的特徵為空性（或自相空性），在這樣的情形當

中，則成為不是福德的、不福德的、無傾動的所作所為。舉凡

如此地沿著路徑深入探究，這就是進入不二。」43

蓮花莊嚴菩薩說：「已經製造出自我之產物，是二分的。

具備著周遍了知自我，即不製造二分。已經安住於不二，即不

帶有識別（呈現的）表象（或表識、認識之表徵）。再者，不

42 su-YLQƯWR ERGKLVDWYD ƗKD: NƗ\D-YƗৄ-PDQDত-VDূYDUD iti, dvayam etat. tat NDVPƗG 

GKHWRত? DQDEKLVDূVNƗUD-ODNৢDQƗ hy ete GKDUPƗত. \Ɨ NƗ\DV\kQDEKLVDূVNƗUDWƗ, tal-

ODNৢDDLYD YƗJ-DQDEKLVDূVNƗUDWƗ, tal-ODNৢDDLYD mano’QDEKLVDূVNƗUDWƗ. \Ɨ ca sarva-

GKDUPƗƗP DQDEKLVDূVNƗUDWƗ, VƗ MxƗWDY\kQXJDQWDY\Ɨ. yad DWUkQDEKLVDূVNƗUD-

MxƗQDP, ayam advaya-SUDYHĞDত. 復有菩薩，名善調順，作如是言：「是身、

語、意三種律儀，分別為二。若諸菩薩了知如是三種律儀皆無作相，其相無

二。所以者何？此三業道，皆無作相。身無作相，即語無作相。語無作相，

即意無作相。意無作相，即一切法俱無作相。若能隨入無造作相，是為悟入

不二法門。」

43 SX\D-NৢHWUR ERGKLVDWYD ƗKD: SX\kSX\kQLxM\ƗQ VDূVNƗUƗQ DEKLVDূVNDURWvWL, 
dvayam etat. yat SXQDত SX\kSX\kQLxM\kQDEKLVDূVNƗUDWƗ, VkGYD\Ɨ. \Ɨ ca 

SX\kSX\kQ Lx M\ƗQƗূ  VDূVNƗUƗƗূ  sva - O DNৢDD - ĞǌQ\D WƗ ,  na  t a t r a 

SX\kSX\kQLxM\Ɨত VDূVNƗUƗত. yaivam DQXPƗUMDQk\DP advaya-SUDYHĞDত. 復有菩

薩，名曰福田，作如是言：「罪行、福行及不動行，分別為二。若諸菩薩了

知罪行、福及不動皆無作相，其相無二。所以者何？罪、福、不動，如是三

行，性相皆空。空中，無有罪、福、不動三行差別。如是通達，是為悟入不

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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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有識別表象，就是進入不二。」44

吉祥庫藏菩薩說：「已經顯現為前往獲取，是二分的。舉

凡不做獲得的動作，則不做前往獲取的動作，不做帶來的動

作，不做拿去的動作。在這樣的情形當中，既不帶來，也不拿

去，這就是進入不二。」45

月亮勝上菩薩說：「所謂的『黑暗』、『光明』，那是二

分。所謂的『非黑暗』、『非光明』，那是不二。理由何在？

亦即，已實證滅盡等至者（或已在滅盡定），既不具有黑暗，

也不具有光明。再者，所有的法目，都是如此的特徵。舉凡進

入這樣的平等性，這就是進入不二。」46

珍寶印契手持菩薩說：「所謂的『歡欣於涅槃』、『不歡

欣於生死輪迴』，那是二分。舉凡既非歡欣於涅槃，亦非不歡

欣於生死輪迴，則這是不二。理由何在？誠然，當現實上受到

束縛的時候，解脫就被顯現。舉凡究竟地並非已經受到束縛，

則還要追求什麼樣的解脫？既非已受到束縛亦非已得到解脫的

比丘，既不產生歡欣，亦不產生不歡欣，這就是進入不

44 padma-Y\ǌKR ERGKLVDWYD ƗKD: ƗWPD-VDPXWWKƗQD-VDPXWWKLWDূ dvayam. ƗWPD-

SDULMxƗWƗYƯ GYD\Dূ Q{WWKƗSD\DWL. advaya-sthitasya YLMxƗSWLU nâsti. DYLMxDSWLNDĞ 
câdvaya-SUDYHĞDত. 復有菩薩，名曰華嚴，作如是言：「一切二法，皆從我起。

若諸菩薩知我實性，即不起二。不起二故，即無了別。無了別故，無所了

別，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45 ĞUƯ-JDUEKR ERGKLVDWYD ƗKD: XSDODPEKD-SUDEKƗYLWDূ dvayam. yan na ODEKDWH, tan 

Q{SDODEKDWH, tan Q{\ǌKDWL na QLU\ǌKDWL. tatra Qk\ǌKR na QLU\ǌKR, ’yam advaya-

SUDYHĞDত. 復有菩薩，名曰勝藏，作如是言：「一切二法，有所得．起。若諸

菩薩了知諸法都無所得，則無取、捨。既無取、捨，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46 FDQGU{WWDUR ERGKLVDWYD ƗKD: WDPDত SUDNƗĞD iti, dvayam etat. atamo ’SUDNƗĞD ity, 

advayam. tat NDVPƗG GKHWRত? WDWKƗ hi nirodha-VDPƗSDQQDV\D na tamo na SUDNƗĞDত. 

HYDূ-ODNৢDƗĞ ca sarva-GKDUPƗত. yo ’tra VDPDWƗ-SUDYHĞR, ’yam advaya-SUDYHĞDত. 復

有菩薩，名曰月上，作如是言：「明之與暗，分別為二。若諸菩薩了知實相

無暗、無明，其性無二。所以者何？譬如苾芻入滅盡定，無暗、無明。一切

諸法，其相亦爾。如是妙契諸法平等，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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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47

寶珠頂髻王菩薩說：「所謂的『道路』、『歧途（或錯誤

的道路、邪道）』，那是二分。就已經趣向道路（或已經踐履

在道路）而論，歧途就不現行（或不遂行）。就已經安住於不

現行而論，既不做成道路之概念認定（或不拿道路此一概念在

做認定），也不做成歧途之概念認定（或不拿歧途此一概念在

做認定）。誠然，就已經具備著周遍了知概念認定而論，成為

覺悟，即不漫步在二分當中。就此而論，這就是進入不

二。」48

真理歡喜菩薩說：「所謂的『真理（或正確的論斷）』、

『虛妄（或錯謬的論斷）』，那是二分。具備著觀看真理者，

甚至看不到真理那個東西，而虛妄那個東西，卻又從哪裡而可

被看見？理由何在？誠然，修行者並不是藉由肉眼在看，而是

藉由智慧之眼在看。再者，如此地觀看，就不是在做分別式的

觀看。再者，舉凡其情形為既非觀看，亦非分別地觀看，這就

是進入不二。」49

47 ratna-PXGUƗ-hasto ERGKLVDWYD ƗKD: QLUYƗH ’EKLUDWLত VDূVƗUH ’QDEKLUDWLU iti, dvayam 

etat. yasya na QLUYƗH ’EKLUDWLU na VDূVƗUH ’QDEKLUDWLU, idam advayam. tat NDVPƗG 

GKHWRত? EDGGKDV\D hi sato, PRNৢDত SUDEKƗY\DWH. yo ’tyantam HYkEDGGKDত, sa NLূ 

PRNৢDূ SDU\HৢLৢ\DWH. DEDGGKR ’mukto EKLNৢXU na ratim XWSƗGD\DWL nâratim, ayam 

advaya-SUDYHĞDত. 復有菩薩，名寶印手，作如是言：「欣．厭涅槃、生死，為

二。若諸菩薩了知涅槃及與生死，不生欣．厭，則無有二。所以者何？若為

生死之所繫縛，則求解脫。若知畢竟無生死縛，何為更求涅槃解脫？如是通

達，無縛、無解，不欣涅槃，不厭生死，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48 PDL-Nǌ৬D-UƗMR ERGKLVDWYD ƗKD: PƗUJDত ku-PƗUJD iti, dvayam etat. PƗUJD-

pratipannasya na ku-PƗUJDত VDPXGƗFDUDWL. DVDPXGƗFƗUD-sthitasya na PƗUJD-VDূMxƗ 

EKDYDWL na ku-PƗUJD-VDূMxƗ. VDূMxƗ-SDULMxƗWƗYLQR hi dvaye EXGGKLU QkNUƗPDW\, 

ayam asyâdvaya-SUDYHĞDত. 復有菩薩，名珠髻王，作如是言：「正道、邪道，

分別為二。若諸菩薩善能安住正道，邪道究竟不行。以不行故，則無正道、

邪道二相。除二相故，則無二．覺。若無二．覺，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49 satya-QDQGƯ ERGKLVDWYD ƗKD: VDW\Dূ PৢrWL, dvayam etat. satya-GDUĞƯ satyam eva na 

VDPDQXSDĞ\DWL, kuto PৢƗ GUDNৢ\DWL. tat NDVPƗG GKHWRত? na hi sa PƗূVD-FDNৢXৢ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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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那些菩薩們如此地表白了各自的說法之後，對妙吉

祥（或文殊師利）法王子說：「妙吉祥！哪一個是菩薩之進入

不二？」50

妙吉祥說：「諸位賢士！你們都說得很精彩。然而，被你

們所講說的，就講說所及的程度而論，那整個都還在二分的範

圍。一言以蔽之（或設置在一套說詞），舉凡就所有的法目皆

為不帶有言說，不帶有解說，不帶有發表，不帶有名稱（或不

帶有稱讚），不帶有談論，不帶有認知之施設，這就是進入不

二。」51

那個時候，妙吉祥法王子對離車族的無垢稱說：「良家子

弟！我們都已表白各自的說法。請您也就不二法的門口之進

入，發表一下高見。」52

那個時候，離車族的無垢稱保持沉默。53

SDĞ\DWL, SUDMxƗ-FDNৢXৢƗ SDĞ\DWL. WDWKƗ ca SDĞ\DWL, na YLSDĞ\DWL. yatra ca na SDĞ\DQƗ na 

YLSDĞ\DQk\DP advaya-SUDYHĞDত. 復有菩薩，名曰諦實，作如是言：「虛之與

實，分別為二。若諸菩薩觀諦實性尚不見實，何況見虛？所以者何？此性非

是肉眼所見，慧眼乃見。如是見時，於一切法無見、無不見，是為悟入不二

法門。」

50 ity HYDূ te ERGKLVDWYƗত svaka-VYDNƗQ QLUGHĞƗQ QLUGLĞ\D, PDxMXĞUL\DP NXPƗUD-

EKǌWDP etad avocat: katamo PDxMXĞUƯত ERGKLVDWYDV\kGYD\D-SUDYHĞDত. 如是，會中

有諸菩薩，隨所了知，各別說已，同時發問妙吉祥言：「云何菩薩名為『悟

入不二法門』？」

51 PDxMXĞUƯU ƗKD: su-EKƗৢLWDূ \XৢPƗNDূ sat-SXUXৢƗত VDUYHৢƗP. api tu \ƗYDG \XৢPƗEKLU 
QLUGLৢ৬Dূ, sarvam etad dvayam. eka-QLUGHĞDূ VWKƗSD\LWYƗ, \Dত sarva-GKDUPƗƗP an-

XGƗKƗUR ’SUDY\ƗKƗUR ’n-XGƯUDQkNƯUWDQkQ-DEKLODSDQDP a-prajñapanam, ayam advaya-

SUDYHĞDত. 時，妙吉祥告諸菩薩：「汝等所言，雖皆是善。如我意者，汝等此

說，猶名為『二』。若諸菩薩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表，無示，離諸戲

論，絕於分別，是為『悟入不二法門』。」

52 atha khalu PDxMXĞUƯত NXPƗUD-EKǌWR YLPDODNƯUWLূ licchavim etad avocat: QLUGLৢ৬R 

’VPƗEKLত kula-putra svaka-svako QLUGHĞDত. SUDWLEKƗWX tavâpy advaya-dharma-

[mukha-]SUDYHĞD-QLUGHĞDত. 時，妙吉祥復問菩薩無垢稱言：「我等隨意各別說

已。仁者！當說．云何菩薩名為『悟入不二法門』。」

53 atha YLPDODNƯUWLU licchavis WǌৢƯP DEKǌW. 時，無垢稱默然無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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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時候，妙吉祥法王子稱讚離車族的無垢稱：「太好

了，太好了。良家子弟！這就是菩薩們的不二法的門口之進

入，這當中，音節、言說、聲音、識別（呈現的）表象，皆不

現行。」54

當這一系列的說法正在被表白的時候，五千位菩薩，由於

進入不二法的門口，都證得調適於非生起之法目（或證得無生

法忍）。55

以上是第八〈入不二法門品〉。56

54 atha PDxMXĞUƯত NXPƗUD-EKǌWR YLPDODNƯUWHU OLFFKDYHত VƗGKX-NƗUDP DGƗW: VƗGKX VƗGKX, 

kula-putra, D\Dূ ERGKLVDWYƗQƗP advaya-dharma-mukha-SUDYHĞR, yatra QkNৢDUD-ruta-

ravita-vijñapti-SUDFƗUDত. 妙吉祥言：「善哉，善哉。如是菩薩是真悟入不二法

門，於中，都無一切文字、言、說、分別。」

55 iha QLUGHĞH QLUGLĞ\DPƗQH, SDxFƗQƗূ ERGKLVDWWYD-VDKDVUƗƗP advaya-dharma-

mukha-SUDYHĞƗG an-utpattika-dharma-NৢƗQWL-SUDWLODPEKR ’EKǌW. 此諸菩薩說是法
時，於眾會中，五千菩薩皆得悟入不二法門，俱時證會無生法忍。

56 Advaya-dharma-mukha-SUDYHĞD-parivarto ’ৢ৬DPD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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