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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本文以《維摩桔所稅經﹒入不二法門品~ (以下筒林

《入不二法門品~ )的梵文本做成的白帝翻母均依掘，就“不二法"

如何方得以“入 fγ' 的奈克里，進行文本要求的整理勾哲學智慧的常度。

在洽述的行文，由如下的七常串迫而成。第一可“緒洽"升 íl 見山，

帶出研究主題，并且逐一交代玲文的拘想勾給廓。第二帝，以現存梵

文本的校封本均依掃，翻淨《入不二法門品~ ，不干又提供盡代學界一

小于尤良積量的母本，而且作均本文后按洽述的括本。第三咕，特《入

不二法門品》的丹、表格式，粗略整理成如下四小方面的要求:文守f舌者、

言稅勾不二法的美系、著手的法局之教目、著手的法用之吳刑。第四章，

舖除《入不二法門品》面!他的二分勾立即的到二笠，包括由面 1)各二分特

而均“入不斗法!可"藉由述結法目改置二分，二分停止在法目刑二

分的書下，法自 flp 門口。第五帝，就三十一位菩妒由法自或河組之“二

分"特而升店一扇門口，進入法自成河組之“非二分"粗略地整

理成五吳祈求舟、法，採汁其如何這特的奈理。第六帝，由元垢林逆時

的沈默，凸旦“入不二法 íl" 并不生落于言況的屆次 ， h人而提升到言

況不現行的是次。第七咕， “結洽"忌給本文的要求。

美鍵明~雄摩桔所說經~ ( ~稅元垢利:經~ )、法、法 íl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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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二、妙吉祥法王子(文殊菩~)

方求快速勾勒大致的捨廓，以及清晰呈現整篇文章的絢成要頃，

一卉弦，即以奈列的方式，依序鑰除“研究主題"、“美鍵概念"、“文

獻依搪"、 “洽述架拘"。

研究主題:本文以《維摩浩研滋銓﹒人不二法汀品} (以下筒林《人

不二法門品} )的梵文本做成的白活翻擇;的依掘，就“不二法"如何

方得以“人汀"的奈理，遊行文本要求的整理勻哲掌智蠶的申度。

美鍵概念:美鍵概念在哲竿的探汁，就如敲門時，可提供人口的

切要工具勻恩辨技巧。在緒洽的逛一苦，將法、法丹、二、不二，列

;每本文主題的美鍵概念，逐一略加解明。

(一)法:既滑的“法" (dharma) ，作方佛教翻譯河，也可翻

譯方法自或法耍，相對于項目或事琪的意思，可用在成多的自承繕，包

括拘成項目、美朕項目、這作項臣、考察項目、修行瑛白、交班項目。

如果用做教掌項目，法即方教法。如果側重法目之余理或旨趣，法即

方法理、半說、或真理。

(二)法汀:既謂的“法仆" (dharma - m ukha) ，可拆解方法目

之門口，或法岳即門口。既瀉的 n 日，或者祺板士也汝貴而成，或者消

板地予以尋找或友瑰。透迂門口，不仗可往有尖的方向、面向、或農吹，

去眺望、常視、或探究，而且可卉扇門口、通泣門口，遊前走向或行

走在有美i亥門口的方向、茁肉、或居次之路徑。如果特法門解渡方法

自即門口，則研設置的法且，即可找出勻卉店一些門口，乃至通道所

卉店的門口，走向或行走在有美法門口的路任。

(三)二:所謂的“二" ( dvaya ) ，意思方二小或二分。所滑的二小，

以數目化的方式，持清象主人知或汝貴方二小來酒、區抉、現象、法目、

概念或數目。所滑的二分，以一分方二的方式做成的分別、反分、比較、

寫照、或故跡。如此的二分，可沿著知究、主人知、判斷、見解、半滋、

或情意的錢索，時做成二分的知究，乃至二分的情意。

(四)不二:昕滑的“不二"廿一dvaya) ，意思、方“不是二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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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二小"、 “不是二分"或“并非二分"。就如“非我"在于指出，

平庸女生盎然把什么事項主人定方自我，其安并不是自我。同祥地， “不

二"在于指出，平庸永生盎然把什么事項反則方二小或判斷方二分，

其突并不是二小或二分。

文獻依掘: ~維摩浩所說銓} ( Vimalakïrti• zirdesa) ， 又翻擇方《佛

滋推磨浩經》或《說元垢林銓} 0 CD 除了沒譯本，現存運有究文有本、

校訂本，以及對代各科培育的翻譯本。@

維摩沾，方 Vimala- kïrti 的音海惘，表示以高卉污垢悶悶名于世，

而玄裝法肺給予的意洋向，即7梅克垢你。《推摩清所說銓》以在家人

士之先垢赫方核心角色之一，但是重京不在于自在家或出家之身分所

造成的差界，而在于由佛教菩提道高盼的著辭行所卉展的教化。之研

以高險，如下的王小共拘旨趣，尤其貢獻卓著。其一，特教辱X才象在現

念勻修方都往更方高超的思吹店友或帶功，而不是局限在編狹的領域

做神渝的下f寺、知涼的灌輸或數目的累紋。其二，將菩排行不仗祺被

地帶往各式各祥的教辱滑象，而且在各方面的表現，美似客制化服努

。 攻譯本對中，己知現存于世的三小譯本，按照觀海年代的先后，首先，

(吳)文謙于公元 223-228 年翻譯的二卷本《佛說雄摩浩銓~ (T. 474, voL 14, pp. 

519a-536c) ;其吹， (姚秦)鳩摩~什 (Kumãr吋ïva) 于公元 406 年翻悍的三卷本《推

摩培所悅詮~ (T. 475, voL 14, pp. 537a-557b) ;第三， (唐)玄樂于公元 650 年翻譯

的六卷本《混元垢輯:銓>> (T. 476, voL 14, pp. 557c-588a )。

@ 梵文校訂本:大正大半綜合佛教研究所梵活佛典研究(校叮)， ~梵文維摩

徑~夕予宮所藏有本l之基寸、〈校訂~ (京京:大正大掌出版金， 2006 年) ;岩松洩夫，

〈究文推磨經偈頌致正(1) >, ~倒個大字人文洽集》第 19 學( 2007 年 3 月) ，頁

A的一A119; 岩松洩夫， <梵文雄摩經偈頌致正(2)> ，~倒個大半人文洽集》第 20等( 2008 

年 3 月) ，第 25-97 頁。當代中譯本:貫主生(譯注)， ~究汲財勘推摩培研說銓~ (北

京:中間社合科掌出版社， 2011 年)。英譯本:拉tinne Lamotle (tr.) , The 鉛aching

01 Vimalakfrti ( 的malakfrtinirdesa) , translated from French by Sara Bo妞， London: The 

Pali Text Socie旬.， 1976; Robert A. F. 四前man (tr.) , The Holy Teαching 01 Vimalakïrti: A 

Mαhãyãna SC1ψture. Universi句 Park: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恥的沌。日海本:植

木雅俊(海、在)， ~梵沒和討照﹒現代i苦海推摩經~ (京京:對波唱店，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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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stomized services) ，熟絡地做出甚至板大幅度地洞整或交吏，址

菩辭行更加地奈和于或造合于所要教辱的小則又才象，而不是傲慢地只

合要求教辱滑象勉強接受其生硬的施教。其玉，菩首位行涉及的現念勻

修方，被致地卉通生命世界、生命肪程、心路店程、修行道路之磷笑

的情形，以通暢的積笑的情形方真裳，并且坦然地宣告通韌的磷裂的

情形之不可被思汶性 (α-cint}叫να" a-cintyatã) ， 既不拘泥于由分別

地iA知在短暫的外貌所形成的知怎只系統 也不闊跟在由定位的( value

fixed) 培河或活句所形成的名吉系統。

洽迷架拘:本文由如下的七常串連而成。第一咕， “緒i合"卉門

兒W ，帶出研究主題，并且逐一交代洽文的拘想勻給廓。第二令，以

現存究文本的校汀本方依掘，翻譯《人不二法門品} ，不仗提供當代

掌界一令你良廣葷的海本，而且作方本文后錢洽述的掘本。第三令，

將《人不二法門品》的外表格式 粗略整理成如下的四小方宙的要J寂:

游活者、吉混勻不二法的美系、著手的法目之數目、著手的法臣之癸剔。

第四咕，鋪除《人不二法門品》面11富的二分勻立即的赴置，包括由面

的工分特而方“人不二法門"藉由速給法自設置二分，二分停止在

法目剛二分的活下，法自即 n 口。第五可言，就三十一位苦苦技由法自或

i司組之“二分"特而卉店一扇門口，遊人法自或河組之“非二分"

粗略地整理成五癸訴求力、法，探i寸其如何返特的奈理。第六咕，出克

垢林道自才的沉默，凸旦“人不二法門"并不坐落于吉悅的思次 ， h人而

提升到吉說不現行的思次。第七咕， “結洽"且結本文的要J束。

二、《入不二法門品》梵文本的白活翻海

《人不二法門品》的核心任券，在于卉扇法盾的門口，由此遊人

法目之不二理趣，亦即遊人法目之不具有二分性的象理。一般永生大

都不得其凡而人不二，以至于衍生各式各祥的二分見解，以及陷落在

二分見解相滑峙的其中一泊。《人不二法門品》大致依循如下的三令

步驟，出三十九位菩辭給流滋明如何汗店勻遊入法目之不二理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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驟一，扼要備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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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拘泥在法自或現象的表面，特而卉店勻遊入其不具

有二分性的奈理。步驟三，由苦說屋次在不二理趣的引辱，提升到吉

混不現行的不二之ilE'惜。

述一可言，以《梵文雄摩銓~夕予官所藏有本l之基7、〈校訂} (2006 

年)的梵文本方依掘，參考《梵汶和財照﹒現代清海推摩經} (2011 

年) ，將《人不二法門品》翻譯方自活文。每一小段的白活翻悸的注腳，

都附有梵文、鳩摩夢什譯文( T. 475 )、玄裝譯文( T. 476 )。至于支

謙譯文( T. 474) ，由于考量篇幅，只好狀缺。

白活翻擇:

那小吋候，寫有三族的先垢赫赫那些苦醉們說: “渚位賢士!清說

明菩雷拉伯的不二法的門口之遊人是什么。" CD 

( 1 )在坊，有一位勻舍的菩醉，名方法神交(或法神通交化、法

自在) ，送么併混: “良家子弟!生起勻杯夫是二分。本凡既非已經

出生的，亦非己銓生起的，那就不招有任何的杯夾。班得湖造于非生

起之法目(或班得先生法忍) ，就是遊人不二(或非二分) 0 " @ 

( 2 )吉祥守妒菩研說: “所滑的‘自我'、 ‘我所(或我的) , 

那是二分。由于不建立(或不游長、不增益)自我，所謂的‘我所

CD atha vimalakïrtir licchavis t在n bodhisatvãn ãmantrayate sma: pratibhãtu sat

puru咧 katamo bodhisatvãnãm advaya一dharma-mu1dha-pravesab. 你肘，維崗的醫余菩醉

宮: “渚仁者!云何菩醉人不二法fl7 各髓所示說之。" (T. 475) 肘，先垢稱:普向余

中渚菩辭曰: “云何菩醉善能情人不二法1'17 仁者!皆J1L任己辯才，各隨眾說。"肘，

余舍中，有堵著醉，各髓所辰，吹第而混。(T. 476) 

@ ( 1 ) tatra dharma-vikurva lJo nãma bodhisatval) sa lTlnipatital). sa evam ãha: 

utpãda-bharigau kula-putra dvayam. yan na j缸alTl nôtpanna巾， na tasya k拾一cid bharigal). 
an-utpãda-dh訂ma一峙ãnti-prati1ambho ' dvaya-prave叫J. 舍中有菩妒，名洽自在，說育:

“渚仁者!生、夾均二。法本不生，今則充夭，得此先生法忍，是方人不二法門。" (T. 

475 )肘，有苦苦泣，名法自在，作如是盲: “生、夾方二。若渚菩醉了知渚法本來先生，

亦先有夫，近得如是先生法忍，是:甘情人不二法門。" (T.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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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非笑存。再者，拳凡不建立(或不做建立的增添)，遠就是遊人不二。 "CD

( 3 )吉祥筆頂菩許說: “所滑的‘奈染，、 ‘清白那是二分。

由于周遍地洞察主人知奈染，針清清白的思量，即非笑存。行遊的道路

的通向， }I預bSZ于根絡所有的忠、壘，遠就是遊人不工。" @ 

(4 )善妙是宿菩醉悅: “所謂的‘劫搖(或心功) ，、 ‘思暈

那是二分。再者，拳凡不做功播，不做思量，不做寺心，則成方先增

添造作的情形。脫高于增添造作，遠就是遊人不二。" @ 

(5 )善妙手臂苦苦益悅:“研惰的‘菩提心，、‘育問心那是二分。

再者，拳凡X見者虛幻的心恣方平等的，在遠祥的情形對中，則成方既不

是菩提心，也不是南問心。拳凡其特征三甘心恣之平等，遠就是遊人不二。"@

CD ( 2) srï-gupto bodhisatva ãha: ahar]1 mamêti, dvayam etat. ãtmasamãropãn, 

mamêti na bhavati. ya已成samãropo， ' yam advaya-prave制J. 德守苦苦起曰: “我、我研方

二。因有我故，便有我研。若克有我，則完我即，是:每人不立法汀。" (T. 475 )笈有

菩醉，名日股密，作如是當: “我及我研，分別方二。因汁我故，使汁我膀。若了先我、

亦先我廚，是方情人不二法門。" (T. 476) 

@ (3) 已rï-küto bodhisatva ãha: sar]1kleso vyavadãnam 說， dvayam etat. sar]1組eSa-

parijñãn尉， vyavadãna-mananã na bhavati. sarva-mananã-samudghãtã sãrüpya-gãminï 

pratipad, ayam adv句ra-prave蚓J. 縛頂菩醉曰: “垢、 J爭方二。見垢妥性，則先淨相。

}I摸于夾棺，是方人不二法門。" (T. 475 )友有菩醉，名日腔峰，作如是吉: “梨染、

清淨，分別方二。若堵著醉了知崇染、清J爭先二，則充分別。永斯仕剔，趣寂夾遍，

是方悟人不二法門。" (T. 476) 

@ (4 )su叫他♀甜obo曲isatva ãha: i其janãmanan紹， dvayam etat. yat pun缸的吋ate [na 

manyate] na m如asi-karo旬~ an-adhikãraQ. adhikãra-virahito, ' yam advaya-prave叫J. 善宿

苦苦話曰:“是劫、是念方二。不劫則先念，先念那充分別。通迷此者，是方人不二法門。"( T. 
475 )友有苦苦益，各臼妙星，作如是吉: “散劫、思悔，分別方二。若堵著醉了知一切

先有散劫、先所思』堆，則元作意。住先散劫、充昕恩、惟、先有作意，是;如吾人不二法門。"

(T. 476) 

@ (5) su-bãh肘 bodhisatva ãha: bodhi-cittar]1Srãvaka-cittam iti, dvayam etat. yã 

pun訂 mãyã-citta-sama-d缸Sanat草， tatra na bodhi…ci伽巾， na srãvaka一cittam. y互 citta-sama

lak♀aQatayam advaya-prave制J. 妙臂苦苦益曰:“苦苦益心、 p當時J心方二。現心相空、如幻化者，

先菩醉心、充責問心，是3的人不二法汀。" (T. 475 )笈有菩醉，名日妙臂，作如是曰:

“苦苦盔、育館工心，均工。若渚菩醉了知之心性空、如幻，先苦苦位心、元宵問心。如是

二心，其相平等，皆悶幻化，是3甘情人不二法門。" (T.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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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先眨眼菩醉悅: “所滑的‘抗取'、 ‘先按t敢那是二分。

拳凡不前往抗故，則不前往荻取。本凡不前往族取，在送祥的情形對

中，則不造作肯定的推晰、否定的推斷。本凡就所有的法白，既元造作，

亦充屏除，遠就是遊人不二。 "φ
( 7 )善妙眼睛菩~悅: “所謂的‘一小特征，、 ‘元特征那

是二分。再者，拳凡不賦予特征，不施加分別，則既不造作一小特征，

也不造作先特征。本凡就特征勻差昇特征，都遊入其交乃平等的特征，

遠就是遊人不二。" @ 

( 8 )育莽菩研說: “所謂的‘善，、 ‘不善那是二分。本凡

善勻不善皆方先所安立的情形，則成均不具有意象(或先相)。再者，

由于貫街迎你皆不具有意象(或由于不具有意象至于迎你) ，即方不

二之情形(或不二性)。在遠祥的情形對中，本凡如此地超脫，遠就

是遊人不工。" @ 

CD ( 6) a-nimi♀o bo曲isatva ãha: upãdãnam an-upãdãnam iti, dvayam etat. yan 

nôpãda晶泣， tan nδpalabhate. [yan nôpalabhate,] t泣的hapoharp na karoti. [yat] a-karal)am 

a-V)句“il) sarva一曲訂mãl)恤， ayam a吐vaya-prave但1).不瞄著醉曰: “受、不受方二。

若法不受，則不可得。以不可得，故元取、先舍。先作先行，是方人不二法門。" ( T. 

475 )友有苦苦盔，名日元瞬，作如是言: “有取、充取，分別方二。若渚著醉了知先取，

翔先所得。先所得故，則元增滅。先作、先息，于一切拾元研執蓉，是3甘情人不二法門。"

(T. 476) 

@ ( 7) su-netro bodhisatva ãha: eka一lak扭扭m a-lak♀al)am iti, dvayam etat. 

yat punar na lak♀ayati na vikalpayati, naika一lak♀al) arp karoti na一lak料。am. yallak♀al)a

vilak♀al)a-sama-lak♀al)a-prave益。， 'yam advaya-prave台al).善眼菩醉曰:“一相、先相方二。

若知一相那是先相，亦不取先相，人于平等，是方人不二法汀。" (T. 475 )笈有菩醉，

名日妙眼，作如是吉:“一相、充相，分別克二。若渚菩醉了知渚法先有一相、先有昇相、

亦充充相，則知如是一相、昇相、先相平等，是:每情人不二法門。" (T. 476 ) 

@ ( 8 ) pu♀yo bodhisatva ãha: ku豆alam a-kusalam iti , dvayam etat. yã 

kusalaku豆alasyanupasthãnat益， tad a-nimittam. a-nimitta一ko妙的 cadvayatã. yatra 

nis駝的前ayam advaya-pravesal).弗沙著哥拉曰: “菁、不善方二。若不起善、不善，人充

相除而過迷者，是方人不二法門。" (T. 475 )笈有菩妒，名日育葬，作如是當: “普

及不善，分別克二。若渚菩富起了知善性及不善性，元昕友起，相勾先相二句平等。先取、

充舍，是方情人不二法行。" (T.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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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獅子菩醉悅: “所謂的‘譯址(或垃失) ，、 ‘先罪迂(或

充道失) , ，那是二分。再者，拳凡藉由如同金剛之盜盟的通迷主人知，

既非被束縛，亦非(相X的奇的)解脫，遠就是遊人不二。" CD 

( 10 )獅子聰意菩研說:“所謂的‘遠是帶有(攪劫情意之)泄漏(或

遠是有漏的) ，、‘遠是不帶有(搶劫情意之)泄漏(或遠是元漏的) , , 

那是二分。再者，本凡就法目已經荻得平等性，則不造作有漏或先漏

之概念主人定。并非己銓荻得充概念主人定，亦非在充概念主人定之平等性

活中而已經荻得平等性，亦非已經糾站在概念主人定一…一本凡如此地遊

人，遠就是遊人不二。" @ 

( 11 )安尿姓解苦苦益滋:“五仔滑的‘遠是安眾的'、‘遠是不安眾的

那是二分。再者，本凡脫寓既有勻安示有尖的事頃，成方如同虛空之

平等的兌悟，藉出善妙、清冷的通迷試知，而不黏蓉，遠就是遊人不二。"@

。( 9) sirnho bodhisatva ãha: avadyatan-avadyatê丘， dvayam etat. yat punar vajra

nibaddha一jñãnatayã na badhyate na mucyate, ' yam advaya-pravesab. 蹄子菩~曰: “罪、

福克二。著述擇性，則勾福克界，以金剛蠶決了此相，先縛、先解者，是方人不二法門。"

(T. 475 )友有菩醉，名日卵子，作如是盲: “有罪、充罪，分別方之。若渚苦苦挂了知

有罪及勻先罪之皆平等，以金閉目慧通迷渚法，先縛、先解，是方情人不二法門。" (工

476 ) 

@ ( 10) simha…matir bodhisatva ãha: idarn sasravam, idam an…ãsravar口， iti, dvayam 

et吼 yat punab samatã一dharma-prãptab ， sasravan-ãsrava-sarnjñarn na k前oti. na vasarnjñã

prãptab, na casarnjñã-samatãyãrn samatã…prãptab, na sarnjñã-grathitab. ya evarn praveso, 
, yam advaya-prave蚓J. 卵子意菩研曰: “有漏、充漏方二。若得渚法等，則不起漏、

不漏想。不著于相，亦不住先相，是方人不二法門。" (T. 475 )友有菩醉，名蹄子蠢，

作如是喜:“有漏、充漏，分別均工。若堵著醉知一切法性皆平等，于漏、元漏不妞二想。

不著有想、、不著先想，是;甘情人不二法門。" (T. 476) 

@ ( 11 ) sukhadhimukto bodhisa仇ra ãha: idam sul也叩1， idam a-su組1am， 1泣， dvayam 

etat. yat pun仇。 sarva-saukhyapagato gagana-sama-buddhib , suvisuddha-jñãnatayã na 

sa吋a旬" ayam advaya-pravesab. 掙解著研曰:“有方、充方方二。若高一切數，貝甘心如虛空，

以清冷慧充昕磚者，是方人不二法門。" (T. 475 )友有害阱，名淨姓解，作如是育:“有

三台、元;甜，分別克二。若渚苦苦挂了知之法性皆平等，混寓渚行，覺慧如空，智善清淨，

先抗、充遣，是方悟人不二法門。" (T.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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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那~延苦苦益滋: “既滑的‘遠是世間的'、 ‘遠是超出世

間的那是二分。拳凡世間的本性方空性，在遠祥的情形章中，別

毫先事物被往上超出、被往下遊人、被漂流下去、或被分散地漂流下去。

拳凡其情形方既非往上超出、亦非往下遊人，既非漂流下去、亦非分

散地漂流下去，遠就是避人不二。"。
( 13 )鴻順耳注意菩醉悅:“所謂的 6生死槍的(或流特) ，、‘涅槃

那是二分。由于看透(或通述規看)生死抬回之自性(或生死輪回本

身的存在)，那既不是在生死始凹，也不是在涅槃。本凡成方如此的兌悟

遠就是遊人不二。" @ 

( 14 )現前看見菩醉說:“所謂的‘努息，、‘元努恩那是二分。

努克章，即究竟地巳銓努息。再者，本凡究竟地巳經努息，則不可被努息。

因此，被你7句‘克努息，。再者，拳凡元努息，則成方一剎那的時光。

而一剎那的時光，并不具有努息。如此地遊人，即可被你7'1‘不二法

。( 12 ) nãrãyal)O bodhisatva ãha: ida lT1 laukikam, ida lT1 lokôttara血， iti, dvayam 

etat. yã laukikasya prakrti-s包nyat泣， na tatra kilT1一cid u叮叮rate， navatïryate, na sãrya妞， na 

visãryate. yatra nôtt位al)alT1 nav前aral)alT1 na s前al)alT1 na vis前al)am， ayam advaya-prave但1).

那里亨廷菩醉曰: “世閥、出世間方二。世間性空，即是出世何。于其中，不人、不出、

不溢、不散，是方人不二法門。" (T. 475 )笈有苦苦盔，名那要亨廷，作如是當: “世、

出世筒，分別方二。若渚菩wë了知世間本性空寂，元人、先出，先流、充散，亦不執著，

是方悟人不二法門。" (T. 476) 

@ (13) 品nta-matir bodhisatva ãha: salT1s在ro nirvãl)am iti，卻ayam etat. sa lT1sãra… 

svabhãva-darsanãn na saf]1s盯ati na pa由lÌfv甜. yaiva lT1 budhyanayam advaya-pravesal).善

意苦苦益曰: “生死、涅槃方二。若見生死性，則先生死，先縛、先解，不生、不夭，

如是解者，是方人不二法叮。" (T. 475 )笈有著i妒，名湖順意，作如是當: “生死、

1里槃，分別均工。若渚菩醉了知生死其性本空，元有流特、亦元寂夫，是三甘情人不二

法門。" (T. 476) 

101 



人文眾教研究﹒，態第九輯﹒ 2017 年第 1 加

的門口之遊人'。"。

( 15 )普遍守妒著研說: “研謂的‘自我'、 ‘寓卉自我(或非

我) , ，那是二分。本凡不就任何事物前往荻取方自我性(或主体性) , 

則持拿什么事物造作方寓卉自我(或非我) ?本凡者透(或通迷親看)

自我之自性(或自我本身的存在) ，即不造作二分，途就是遊人不二。"@
( 16 )內屯天菩研滋: “研滑的‘明知(或明) ，、 6元明知(或

先明) , ，那是二分。而正好在克明知之本性，就是明知。再者，本

凡成方先明知，就不是本性的情形，也不是汁算得到的數目，而且超

越汁算所備隊出末的路徑。本凡就送祥的情形在現現，研且現現均不

是二分的，遠就是遊人不二。" @ 

( 17 )喜愛看見著研滋:“研惰的‘物廣(或形狀、色) ，、‘全

那是二分。滅然，正好在物庚，就是空性。空性 并非來自于(或并

。( 14 ) pratyak♀a-dar缸 bodhisatva ãha: 峙ayo 勾aya 1泣， dvayam etat. k♀ayo 

, tyanta-l仁宇iÏQalJ. yas catyanta-k♀iÏQal)， sa na k♀apayitavyal). tenôcyate ' k♀aya iti. yas 

cak♀ayalJ， sa 峙的ika甘.k♀anikasya nasti k♀aya句. evalTl pravi♀to， ' dvaya-dharma-mukha
pravi♀to vaktavyal).現見苦苦益曰: “忠、不息方二。法若究竟，忠、若不息，皆是克思

相。克思相即是空，空則先有忠、不息相。如是人者，是方人不二法門。" (T. 475) 
友有菩阱，名日琨見，作如是盲: “有厚、克思分別方二。若渚菩夢了知都免有忠、

克思，要究竟患，乃名方‘息，。若究竟息，不愛對息，則名‘先息，。叉，有患者，

惜一剎那。一剎那中，定先有息，則是先息。有息，元故，先息，亦元。了知有厚、

先忍住空，是方悟人不二法門。" (T. 476) 

@ ( 15 ) samanta-gupto bodhisatva ãha: ãtmã nirãtmêti, dvayam etat. yas tãm 

E恤latãlTl nôpalabhate, sa ki lTl nirãtmÏ-k訂i♀yati. [ya] ãtma…svabhãva-darSÏ dvayalTl na k缸。旬，
ayam advaya-prave但1).普守菩醉曰: “我、先我方二。我尚不可得，非我何可得?見

我笑性者，不愛起二，是方人不二法門。" (工 475 )友有菩醉，名臼普密，作如是首:“有

我、充哉，分別均工。若堵著草搓了知有我尚不可得，何況完我?見我、先我其性克二，

是;甘情人不二法門。" (T. 476) 

@ ( 16 ) vidyud-devo bodhisatva ãha: vidyavidyêti , dvayam etat. avidyã-

prakrtikaiva vidyã. yã cavidy囂， saprakrtikaga l)anã ga l)anã…patha-samatikrãntã. yo 
，位油hisamayo ' dvayabhisamayo,.' yam advaya…pravesal).屯天苦苦益曰: “朗、充明均工0

元明玄，性即是明，明亦不可取，寓一切斂。于其中，平等元二者，是方人不二法門。"
(T. 475 )友有苦苦盔，名自屯天，作如是吉: “明勾元明，分別方二。若渚苦苦挂了知先

明本性是明，明勾元明俱不可得，不可算汁、超算汁路。于中，現現平等元二，是;甘

情人不二法門。" (T. 476) 

102 



《雄摩活所說設﹒入不二法n晶》梵艾本自培翻譯及其入門義理分析

非由于)物廣之杯夾。正好在物潰之本性，就是全性。問祥地，感受(或

受)、概念主人定(或想)、心意之組合造作(或行) ，分別式知兌(或

缺) ，、‘空那是二分。城然，正好在分別式知究，就是空性。空，性，

并非來自于(或并非由于)分別式知兌之杯夾。正好在分別式知兌之

本性，就是空性。本凡在遠祥的五神受封孰取的老只聚成分(或五取蘊) , 

友而方如此的通迷主人知勻隨)1質兌悟，遠就是遊人不二。"。

( 18 )光明幢轎菩許說: “所滑的‘剃昇的一立于方( :/:也、水、火、

民)送由美要素(或間業領域) ，、 , JJU昇的另一方方虛空之要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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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述四癸要素。(四美要素)打b人近去之迫界，

就是虛空之白，性;打狀未來之迫界，就是虛空之自性;如此地，打狀現在，

也是虛空之自性。再者，本凡成方通迷的主人知高速祥地遊人各美要素，

遠就是遊人不二。" @ 

( 19 )善妙耳惡意菩按說: “眼睛勻物廣(或形杖、色) ，那是二分。

再者，有幸凡其各著周遍地通迷主人知眼睛，不食欲、不瞋惠(或不憎惡)、

CD ( 17 ) priya-darsano bodhisatva ãha: rüpaf]1如nyam i泣， dvayam etat. rupam 

eva hi sünyatã. na rüpa-vinãSãc chünyatã. rüpa-prakrtir eva S誼nyatã. eva f]1 vedanã 

saf]1j草草 saf]1skãr且， vijñãnaf]1Sünyam iti, dvayam etat. vijñãnam eva hi 品nyatã. na vij益ãna

vinãSãc chünyat且， v站在ãna-prakrtir eva sünyatã. yo ' tra pañcasûpãdãna…skandhe♀vevaf]1 

jñãnanubodho, ' yam advaya-prave叫J. 喜見菩哥拉曰:“色、色空方二。色即是空，非色夫。

空，色性自空。如是，受、想、、衍，棋、浪空方二。淑即是空，非現夫。空，奴性自空。

于其中問過述者，是方人不二法門。"( T. 475 )友有菩i芋，名日意見，作如是言:“色、受、想、

行及圾，句空，分別方二。若知取蘊性本是空，即是色。空，非色夾。空，乃至現蘊，

亦笈如是，是3甘情人不二法門。" (T. 476) 

@ ( 18) prabhã-ketur bodhisatva ãha: anye ca仇rãro dhãtavo, 'nya ãk弱a-dhãtur，祉，

dvayam etat.在kãsa-svabhãvã eva catvãro dhãtav均.p在rvantata ãk豆豆a-svabhãv臣，叩前antata

ãkãsa一.svabhãv祉， tathã pratyu中annato ' py ãkãsa-svabhãvãQ. yac caivaf]1 dh這叫一prave但一

jñãnam, ayam advaya-prave位Q. 明相菩f'曰:“四科昇、空科昇方二。由神性即是空神性，

如前你、后除空，故中隊亦空。若能如是知渚神性者，是方人不二法門。" (工 475 ) 

友有菩醉，名日光1蜜，作如是吉: “聞界句空，分別方二。若堵著醉了知四界即虛空性，

前、中、后除、聞界，句空性，皆充倒情人渚界，是三甘情人不二法門。" (T.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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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愚痴(或不的惑)于物廣中，則被務，11 ‘巴經寂靜，。耳朵勾渚背音，

鼻子勻渚代息，舌~勾渚滋味，身体勻渚鰱境，心意勻渚法白，那是

二分。再者，本凡具各著周遍地通迷主人知心意，不食欲、不瞋毒、不

愚痴于渚法目中，則被林方‘已銓寂靜，。如此地正安住于寂靜的肘候，

就是遊入不工。 "φ

(20 )先努思路意(或克思意)苦苦益滋: “所瀉的‘特布施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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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是因向。同祥地，所滑的‘特淨戒、安忍、精避、靜忠、智意(或般若)

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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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回肉。本凡就述祥的情形在遊人一貫的

理趣，遠就是遊人不二。" @ 

CD ( 19) su-matir bodhisatva ãha: c就明的palTl ca, dvayam etat. yat punaS c法制句-
parijñãtãvï fÜpe♀u na rajyati na du♀y叫i na m叫lya祉， sa ucyate sãnta iti. 對otralTlSabdãS ca, 

ghrãQalTl g扭曲話 ca， jihvã rasãs ca, kãyaQ spra♀tavyãni ca, mano dharmãs ca, dvayam etat. 

yatpun缸 manaQ…parijñãtãvï dh位me♀u na rajyate na du♀yati na muhyati, sa ucyate sãnta 社i.

evalTlsãnta-叫hitasyadvaya-prave益的.妙意菩~曰: “眼、色方二。若知自良性，于色不食、

不惑、不痴，是名寂夾。如是，耳南、鼻替、舌昧、身融、意法方二。若知意性，于法

不食、不志、不痴，是名寂夾。安住其中，是7的人不二法門。" (T. 475 )友有菩醉，
名日起!、蠢，作如是吉: “眼色、耳頁、鼻香、苦味、身蝕、意法，分別均工。若渚菩

辭了知一切，其性皆空，見跟自性，于色充食、充瞋、元痴;如是，乃至兒意自性，

于法克食、先聽、先廊，此則方空。如是見巴，寂靜安住，是方悟人不二法叮。" (T. 

476 ) 

@ (20) ak♀aya…matir bodhisatva ãha: dãnalTl sarva一j宜atãyãlTl pariQãmayat妞，

dvayam etat. dãna-svabhãvaiva sarva-j宜atã; sarva…jñatã…svabhãva eva pari早在maQ.

evalTlsTIalTl k$ãntilTl vïryalTl dhyãnalTl pr吋崩lTl sarva…jñatãyãlTl p缸iQãmayatîti， dvayam et前

prajñã-svabhãvaiva sarva一jñatã; sarva一j益atã-svabhãva eva pariQãmaQ. yo'traika-naya… 

prave益。， ' yam advaya-prave制J. 充愿意苦苦益曰: “布施、洒向一切智均工。布滿'1笠，

即是由向一切智性。如是，持戒、忍辱、精避、神定，智慧、自向一切智均工。智慧性，

即是因向一切智性。于其中，人一相者，是方人不二法門。" (T. 475) 笈有菩i妒，名

克思慧，作如是吉:“布施、自向一切智，性，各則方二。如是，分別戒、忍、精避、靜廳、

般若，及勾由向一切智性，各到方二。若了布施，即所由向一切智性，此昕回向一切智性，

即是布施。如是，乃至般若自性，即研回冉一切智性，此新回向一切智性，即是般若。

了此一理，是3甘情人不二法門。" (T.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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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深奧兌悟菩許說: “所謂的‘別昇的一方方空性，、 ‘別

界的另一方方先意象(或不具有意象、先相) ，、 ‘划界的又一方方

先愿求(或不其有愿求、先愿) , ，那是工分。誠然，拳凡成方空的，

在遠祥的情形對中，貝司成均不是任何的意象。本凡成方先意象的情形，

則成方先應求。拳凡成7g元愿求的情形，貼心恣(或心)不退特，心意(或

意}不返特，知究上的分別式知強(或意恢)不這特。本凡于任何所在(或

于任何境界)成;每一小解脫口(或一小通往解脫的門口)，則于該所在(或

于該境界)既有的解脫口都可被親看到，途就是避人不二。" CD 

(22 )寂靜裝各(或寂靜根)菩研悅:“所謂的 6佛陀(或佛) ，、 6 法

目(或法) ，、 ‘修行目体(或僧) , ，那是二分。城然，佛陀之本性，

就是法目;法目之本性，就是修行囡体。所有的送些珍笠，都是非造

作所組成的(或非和合做成的、元;力的)。再者，非造作所組成的，

就是虛空。再者，平等于虛空的(或等向于虛空的) ，就是所有的法

自之理趣。本凡如此地隨JI飯了悟，遠就是遊人不二。" @ 

(23 )先障鶴眼睛菩研滋: “所謂的‘妥有的身体(或有身、研

迦耶) ，、 ‘裝有的身体之熄夾(或有身夾、醉迦耶夾) , ，那是二分。

CD (21 ) gambhïra-buddhir bodhisatva ãha: anyã sünyatanyad animittam, anyad 

apralJ ihitam, iti, dvayam etat. yad dhi sünya lT1, tatra na ki lT1-cin nimittam. animitte, 
, pralJihitam. apralJ ihi峙， na citta巾， na mano, na mano-vijñãna lT1 pracarati. yatraika lT1 
vimok♀a-mu1也alT1， tatra sarvãlJi v出101苟a-mukhãni 世時tavyãny， ayam a位vaya-prave叫).深

慧苦苦位自: “是空、是先相、是先作方二。空即先相，先相即先作。若空、先相、元作，

則先心、意、濕。于一解脫汀，即是三解脫汀者，是方人不二法門。" (T. 475) 友有菩阱，
名甚深究，作如是當: “空、充相、充愿，分別方二。若堵著~了知空中，都先有相;

此克相中，亦先有廳、;此先應中，先心、先意、元主只可特。如是，即于一解脫汀，其

接一切三解脫汀。若此通述，是:的情人不二法門。" (T. 476) 

@ (22) sãntêndriyo bodhisatva ãha: buddhodharmab sa lT1gha iti, dvayam etat. 

bud曲a-pr能制ko hi dharmo; dharma-pr雄阱k話 ca salT1ghab. sarvãlJye伯世 ra恆ãny asalT1skl}:ãni. 

asalT1skl}:alT1 cak豆豆am. ãk話a-sa血泊 ca sarva一位h訂ma-nayab. ya evam anugamo, 'yam advaya

prave但b. 寂根苦苦益曰: “佛、法、余均二。-佛即是法，法即是余，是三室皆元;每相，勻

虛空等;一切法亦分之。能隨此行者，是方人不二法汀。" (T. 475) 友有菩醉，名寂靜根，
作如是宮: “佛、法、僧笠，分別;的二。若渚菩醉了知佛性即是法性，法郎僧性，如是

三宣言皆元;句相，勻虛空等;渚法亦然。若此通述，是方惜人不二法門。" (T.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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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然，正好在笑有的身体，就是熄夾。理由何在?亦即，拳凡藉出任

何見解，若舍辱致在所謂的‘妥有的身体'勻昕謂的‘安有的身体之

熄夾，之問做成分別，則不前往建立所滑的‘遠是笑有的身体'之見解。

如此即不造作分別，不造作i是一展的分別，究竟地不造作分別，以及

理解到熄夾之自性(或理解到以熄夾方自性)。本凡既不刻意戶生(分

別) ，也不刻意遺除(分別) ，途就是遊人不二。"。
(24 )善妙洞)1灰菩醉說:“研瀉的‘身体之防妒(或律伙、禁戒) ，、

‘浩宮之防妒，、 ‘心意之防妒那是二分。理由何在?城然，送

些法自都不具有造作(或先路作) ~每其特征。拳凡身体成均不具有造

作的情形，則正好在送祥的特征，就是培育之不具有造作的情形;如

正好在遠棒的特征，就是心意之不具有造作的情形。再者，拳凡所有

的法自成均不具有造作的情形，則成方既可被逼迷主人知，又可被隨)1質

理解。在遠祥的情形對中，本凡通迷主人知(有美法目之)不具有造作，

遠就是避人不二。" @ 

CD (23) apratihata-c成學lT bodhisatva ãha: sat-kãyaQ sat-kãya-nirodha i泣， dvayam etat. 
sat-kãya eva hi nirodhaQ. ta前t ka卸sm恐lã叡甜d dhe前tot令如J呎l口? t阻at也hã hi s鵲a s臨at-一-k這句ya it世i， d 坊tirn nôpasthãpayati, 
yayãdr♀tyã， sat-kãya iti v且， sat-kãya-nirodha iti v且， kalpayati. 鉤 'kalpo 'vikalpo '句rantâvikalpo

nirodha-svabhãva-prãptalJ. [yan] na sarnbhavati na vibhav呦" ayam advaya-pravesaQ. 扑克磚

菩肝曰: “身、身夾方二。身即是身灰。研以者何?見身笑相者，不起見身、及見夾身。

身勻夾身，先二、充分別，于其中，不僚、不慎者，是方人不二法門。" (T. 475 )笈
有苦苦盔，名先碑眼，作如是盲: “是醉:ìlJ[耶及醉迦耶夾，分別方二。若渚菩醉知醉迦耶

即首位迦耶夾，如是了知，早竟不起f:迦耶兒，于許Jll.!!郁、藍藍迦耶夫，即充分別，先昇分

別，混得此之究竟夾性，先所猜疑，先僚、充慎，是方，陪人不二法門。" (T. 476) 

@ ( 24) su-vinïto bodhisatva ãha: kãya-vãri-manalJ-sarnvara iti, dvayam etat. 

tat kasmãd 齒的。? anabhisarnskãra-lak$an在 hy ete dharmãQ. yã kãyasyânabhisarnskãr咐，

tal-lak♀alJaiva vãg-anabhisarnskãrat且， tal一lak.$alJ aiva mano'nabhisarnskãratã. yã ca s缸va

dharmãlJ恤粗的趾sarnskãrat置， sã jñãtavyânugantavyã. yad atrânabhisarnskãr吋ñãnam， ayam 

advaya-prave臼Q. 上普苦苦益曰: “身、口、意善方二。是三血，皆元作相。身先作相，

即日元作相;口先作相，即意先作相。是三.ill!.元作相，郎一切法克作相。能如是隨先

作慧者，是方人不二法刊。" (T. 475 )友有菩i芋，名善鴻)1跤，作如是當: “是身、浩、

意三科律仗，分別均工。若渚菩辭了知如是三科律伙皆先作相，其相元之。研以者何?

此三.ill!.道，皆先作站。身先作相，即i吾先作和。塔克作相，即意元作相。意先作相，

即一切法俱元作相。若能關人先造作招，是;甘情人不二法門。" (T. 47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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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福田菩番話說: “所謂的‘造作褔德的、不福德的(或罪泣

的)、充傾功的(或不傾功的)所作所方那是二分。再者，本凡福德、

不福德、元傾功成均不具有造作的情形，則成均不是二分的。再者，

拳凡福德的、不褔德的、元傾功的研作所方其本身的特征:句空性(或

自相空性) ，在送祥的情形對中，則成均不是福德的、不褔德的、元

傾功的所作所方。本凡如此地沿著路往深入探究，遠就是遊人不二。"。
( 26 )蓮花庄戶菩研混: “已經制造出自我之戶物，是二分的。

其各著周遍了知島我，即不制造二分。已銓安住于不二，即不帶有主只

別(呈現的)表象(或表淚、主人涼之表征)。拜者，不帶有浪則表象，

就是避人不二。" @ 

( 27 )吉祥庫藏苦苦益說: “已銓盟現3的前往眾取，是二分的。本

凡不做荻得的功作，則不做前往毅取的功作，不做帶來的劫作，不做

拿去的功件。在遠祥的情形對中，既不帶來，也不拿去，遠就是避人

CD (25) pU l) ya-k~etro bo往hisatva ãha: pU l) yâpu l)yâniñjyãn sa f!1 skãrãn 

abhisaf!1skarotîti, dvayam etat. yat punalJ pUl)yâpul)yâniñjyânabhisaf!1 skãrat豆， sâdvayã. y在

ca pUI月râpUl)yâniñjyãnãf!1 saf!1skãrãl)ãf!1 sva一lak♀al)a一如nyat置， na tatra pUl)yâpul)yâni哇jyãlJ

saf!1skãrãlJ. yaivam anumãIjanâyam advaya-prave叫J. yai vam anumãr janayam advaya

pravesalJ.搞自菩肝曰: “福行、罪行、不劫佇方二。三行宴，性，那是空。空如充福行、

元罪行、元不功行。于此三行而不起者，是方入不二法叮。" (T. 生75) 笈有菩醉，

名臼福臣，作如是當: “罪行、福行、及不劫衍，分別方二。若渚菩WF了知罪行、福、

及不劫皆元作相，其相充二。所以者何?罪、福、不劫，如是三行，性相皆空。空中，

充有罪、福、不劫三行差別。如是通站，是79'1苦入不二法門。" (T. 476) 

@ (26) padma-vyi1ho bodhisatva ãha: ãtma-samu位hãna-samutthitaf!1 dvayam. 

ãtma-p訂站直在tãvï dvayaf!1 nôtthãpayati. advaya-sthitasya vij草草.ptir nâsti. avijñaptik站 câdvaya…

pravesalJ.學戶菩胖曰: “此我起二，方二。見我~相者，不起立法。若不住二法，則

充有t扎元所浪者，是方入不二法!可。" (T. 475) 笈有菩妒，名目中戶，作如是言:“一

切二法，皆此我起。若渚菩許知我呂定性，即不起二。不起二故， EIP充了肘。充了別故，

先所了點，是方悟入不二法n 0 " (T.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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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二。" CD 

(28 )月亮股上菩i軒說: “所瀉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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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郎，已安ìlE夾

忠等至者(或巴在夾恩定) ，既不具有黑暗，也不具有光明。再者，所有

的法白，都是如此的特征。本凡遊入迷祥的平等性，遠就是遊人不二。"@
(29 )珍室印契手持菩醉說: “所謂的‘攻欣于涅槃'、 ‘不玫

欣于生死給凹那是二分。拳凡既非攻欣于涅槃，亦非不攻欣于生

死給凹，則遠是不二。理由何在?減然，對現安上受到束縛的時候，

解脫就被單瑰。拳凡究竟地并非巳銓受到束縛，則注要追求什么祥的

解脫?既非己受到束縛亦非巴得到解脫的比丘，既不戶生攻欣，亦不

戶生不攻欣，遠就是遊人不二。" @ 

CD (27)如-garbho bodhisatva ãha: upalambha-prabhãvitaf!1 dvayam. yan na 

labha妞， tan nôpalabh前已 tan nôy前lati na niry茁lati. tatra nâyüho na n訪問泊， 'yam advaya

prave位Q. 德藏著哥拉曰: “有所得相方二。若元所得，則元取、舍。先取、舍者，是方

入不二法叮。" (T. 475) 愛有菩醉，各日駐藏，作如是吉: “一切二法，有所得，起。

若渚苦苦忘了知渚法都充所得，即充取、舍。既元取、舍，是方悟入不工法1'1 0 ". (T. 

是76)

@ (28) candrôttaro bodhisatva ãha: tamaQ prak豆豆ai話， dvayam etat. atamo '伊拉到a

ity, advayam. t叫 kasmãd dheto年? tathã hi nirodha-samãpannasya na tamo na prak說aQ.

evaf!1…1呦alJ豆豆 ca sarva-d加mãQ. yo 'tra samatã-prave船， 'yam advaya-prave品Q. 月上菩

醉曰: “闇勻明方二。先閩、光明，則充有二。所以者何?如入夾受想定，充閩、元明。

一切法相，亦笈如是。于其中，平等入者，是方入不二法1'1 0 " (T. 475) 笈有菁詩話，

名日月上，作如是吉:“瞬之勻暗，分知方二。若渚菩醉了知宴招先暗、元明，其性充立。

所以者何?譬如立志告入夾恩定，元暗、充明。一切i者法，其相亦然。如是妙契渚法平等，

是方悟入不二法1'1 0 " (T. 哇76)

@ (29) ra阻a-mudrã-hasto bodhisatva ãha: nirvãne 'bhiratih samsãre 'nabhiratir 

悅，位vayam etat. yasya na nirvã肘 'bhiratir na saf!1sãre 'nabhirat缸" idam advayam. t剖 kasmãd

dhetoQ? baddhasya hi sato, mok♀aQ prabhãvyate. yo 'tyantam evâbaddh峙， sa 蚵f!1 mok♀af!1 

p缸ye♀i防御. abaddho 'm能to bhik♀ur na ratim utpãday前i nâratim, ayam advaya-pravesaQ. 
主r:p乎菩醉曰:“法涅撓、不法世尚方工。若不法涅槃、不民世1月，那光有三。所以者何?

若有埠，則有解。若本充縛，其堆求解?充縛、充解，則充氏、民，是方入不二法汀。"

愛有苦苦露，名堂印芋，作如是當:“欣民捏槃、生死，均工。若渚菩辭了知捏槃及勻生死，

不生欣炭，則完有立。所以者何?若均生死之所系縛，財求解脫。若知生學竟充生死縛，

何方更求混槃解脫?如是通述，元縛、充解，不欣涅槃，不民生死，是方悟入不二法口。"

(T.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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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主珠預警王菩辭悅: “研滑的‘道路，、 ‘歧途(或緒漠

的道路、邪道) , ，那是二分。就已經趣向道路(或已經鐵腹在道路)

而洽，歧途就不現行(或不遂行)。就已經安住于不現行兩洽，既不

做成道路之概念主人定(或不拿道路此一概念在做主人定) ，也不做成歧

途之概念主人定(或不拿歧途此一概念在做主人定)。減然，就已銓其各

著周遍了知概念主人定而洽，成方兌悟，即不漫步在二分道中。就此而洽，

遠就是遊人不工。" CD 

( 31 )真理攻喜菩辭說:“所謂的‘真理(或正碗的洽斷) ，、‘虛

妄(或錯謬的洽慚) , ，那是二分。其各著親者真理者，甚至看不對

真理那小京西，而虛妄那小京菌，都又放哪里而可被看見?理由何在?

誠然，修行者并不是藉出肉跟在看，而是藉由智慧之跟在看。再者，

如此地X見者，就不是在做分別式的現看。再者，本凡其情形方既非溉者，

亦非分別地規屑，遠就是遊人不二。" @ 

如上，那些菩辭官〕如此地表白了各自的滋法之后，文才妙吉祥(或

CD ( 30) mal)i-küta-r可o bodhisatva ãha: mãrga年 ku-mãrga iti, dvayam etat. mãrga-

pratipannasya na ku一站在rg均 samudãcarati. asaIÌ1U品cãra-sthitasya na mãrga-salllj直在 bhavati 

na ku-mãrga-salllj宣ã. sallljñã-parijñãtãvÎllo hi dvaye buddhir nâkrãma旬.， ayam asyâdvaya

praves均. 珠頂王苦苦主曰: “王道、那道方二。住正造者，則不分別是邪是正0 萬此之

者，是方入不二法口。" (T. 475) 笈有苦苦缸，名珠醫玉，作如是寄: “正道、那道，

分別方二。若渚菩肝善能安住正道，邪道究竟不行。以不行故，則元正道、邪道二相。

除工相故，民目光二賞。若充二賞，是方悟入不二法n 0 " (T. 476) 

@ (31) satya-nandï bodhisatva ãha: satyalll m恃e泣， dvayam etat. satya-darsï 

sa句ram eva na samanupasya祉， kuto m持這 drak♀yati. tat kasmãd dheto lJ? na hi sa mãlllsa一

cak♀u♀ã pasya丘， pr吋草草一ca1句u♀ã pasyati. tathã ca pasyati, na vipasyati. yatra ca na pasyanã na 

vipasyanâyam advaya-prave叫:1. EES是苦苦藍曰: “安、不安均工。奕見者，詢不見裳，

何況非妥?所以者何?非肉眼所丸，慧眼乃能見。而此蠶眼，元見、光不見，是方入

不二法行。" (T. 475) 笈有菩妒，名日i帝裳，作如是言: “虛之勾裳，分別均工。

若渚苦苦藍兢i帝與性尚不見裳，何況見盧?所以者何?此性非是肉眼所見，慧眼乃丸。

如是見肘，于一切法充克、先不見，是方悟入不二法門 o " (T.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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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殊辦科)法王子說: “妙吉祥!哪一小是菩辭之遊人不二? " CD 

妙吉祥混:“渚位賢士!你們都說得很精彩。然而，被你們研游悅的，

就游說所及的程度而洽，那聲小都茲在二分的范醋。一吉以蔽之(或

設置在一套滋河) ，拳凡就所有的法目皆均不帶有盲說，不帶有解說，

不帶有友衰，不帶有名林(或不帶有你贊) ，不帶有淡洽，不帶有主人

知之施役，遠就是遊人不二。" @ 

那小吋候，妙吉祥法王子游寓卒族的先垢你說: “良家子弟!我

們都已表白各自的混法。清您也就不二法的川口之避人，友表一下高

見。" @ 

那小吋候，高卒族的先垢林保持沉默。@

那小吋候，妙吉祥法王子林贊寓卒族的先垢林:“太好了，太好了。

良家子弟!途就是菩醉的的不二法的口口之遊人，迷對中，音帶、吉況、

CD ity evalll te bodhisatvãlJ svaka-svakãn nird的ãn nirdi忌ya， mañju后riyam kumãra

bhütam etad 前oc叫: katamo m祠的前 bo也isatvasyâdv句ra-prave如何. 如是渚苦苦哀各各說

己，何文殊怖和: “何等是菩諾言 6入不二法門， ?" (T. 475) 如是，舍中有渚苦苦益，

隨所了知，各別說己，同肘投向妙吉祥寄: “云何苦苦主名3的 4悟入不二法門， ?" (T. 

476) 

@ mañjusrïr ãha: su…bhã♀italll YU♀mãkalll sat-puru♀ãlJ sarve♀ãm. api tu y在vad

m♀mãb話r nirdi♀ta巾， sarvam etad dvayam. eka-nirde但111 sthãpayitv且， ya lJ sarva-dharmãQãm 

an-udãhãro 'pravyãhãro 'n-udïranâldrtanân-abhilapanam a-praj挂apanam， ayam advaya

prave叫J. 文殊師利曰: “如我意者，于一切法，充吉，先混，元示，充氓，高渚何答，

是方 4入不二法門， 0 " (T. 475) 時，妙吉祥告渚菩醉: “汝等所吉，里皆是善。

如我意者，汝等此說，我名方 4立，。‘若渚菩醉于一切法，充宮，充悅，先衰，充示，

寓渚戒槍，絕于分點，是方 6悟入不二法門， 0 " (T. 476) 

@ atha 1也alu mañj泌的 kumãra-bhüto vim蜘愉tilll licchavim etad avocat: nirdi抖。

切的呦 kula-putra svaka-svako nirdesalJ. pratibhãtu tavâpy advaya-dharma一[mu組叫

pravesa-nirde叫J. 于是，文殊照和伺維摩培:“我等各自說已。仁者!治現，何等是 6菩

肝入不二法門， ?" (T. 475) 肘，妙吉祥笈何苦i許充垢林宮: “我等隨意各別混已。

仁者!主混，去何菩醉名方 6悟入不二法汀， 0 " (T. 476) 

@ atha vimalakïrtir licchavis 也Snïm abhüt.肘，誰摩浩默然充宮。 (T. 475) 肘，

元垢輯:默然元混。 (T.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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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音、缺別(呈現的)表象，皆不現行。"。

當述一系列的說法正在被表白的吋候，五千位菩阱，由于遊人不

之法的口口，都征得洞造于非生起之法自(或混得先生法忍) 0 @ 

以上是第人《人不二法門品} 0 @ 

五、《入不二法門品》的外表格式

《人不二法汀品》的外表格式，可粗略整理成如下的四小方面的

要立 x才活者、吉悅句不二法的美系、著手的法目之數目、著手的法

目之美別。

第一面，又的舌者0 元垢林(維摩浩)邀清勻舍的菩辭官]混明“菩

話說們的不二法的門口之遊人"主人而揭卉述一品的序幕。首先友育的

是法神交菩阱，一直到真理玫喜苦苦盔，慈共三十一位菩醉，給番地表

白各自的說法。然后，妙吉祥法王子，一方面慈錯地指出，法目要不

帶有吉混，才足以磷笑地遁入法目之不工的叮口;另一方茁則邀清克

垢林，就不二法的門口之遊人，友表高見。先垢你的座以沈默。妙吉

祥法王子隨即予以林贊，并且再次磷主人，透迂吉悅之不現行，方方遊

人不二法的門口之要領。慈之，述一品的游活者，三句笑似在做心得披

告的菩妒。

第二醋，吉說勻不二法的美系。第一小農吹，由多葷的吉況，真

CD atha mañjusrïQ kumãra-bhüto vimalakïrter licchaveQ s在dhu-kãram adãt: sãdhu 

sãdhu, kula-put間， ayafTl bodhisatvãnãm advaya也.dharma-mukha-praveso， yatra nâk♀ara

ruta-ravita-vijñapti-pracãraQ. 文殊肺利哎曰: “替哉，善哉。乃至光有文字、 i晉、膏，

是真入不二法門。" (T. 475) 按吉祥寄: “善哉，善哉。如是菩肝是真悟入不二法門，

于中，都元一切文字、吉、氓、分別。" (T. 476) 

@ iha nirde的 nirdi句ramãne， pañcãnãfTl bodhisa仗va-sahasrãl)ãm advaya-dharma

mu1也a-praves單位 an-utpattika-dharma-k♀ãnti-prati1ambho 'bhüt.說是《入不二法門品》時，

于此獄中，五千菩肝皆入不二法汀，得元生法忍。 (T. 475) 此渚苦苦益視是法肘，于

余舍中，五千菩醉皆得悟入不工法汀，俱吋ìiE金元生法忍。 (T. 476) 

@ i\dvaya-dharma-mukha-prave蛤.parivarto 寄tamaQ. <<入不二法門品第九)) (T. 

475) <<不二法門晶第九)) (T. 4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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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二法的汀口之得以遊人的外間奈件。第二小農次，由一切盲悅之

過高或不現行，遊而磷寞地遊入不二法的門口。

第三醋，著手的法目之教目。由于備隊的程序以至瑰二分方共通

的第一小步驟，三十一位菩醉大都以二小法自著手友宮。例如，第一

位友富的法神交菩阱，以“生起"句“杯夾"遠二小法目卉端，而最

后一位友育的法神交菩阱，則第一招就你拳“真理"勻“虛妄"達二

令法目。然而，有四位菩阱，直然以王小法目著手友盲，部仍然特王

小法自林示均工分，而非三分。@此外，最特別的，莫泣于有三位菩阱，
并不明磷列主答几小法目，而是仗根掘一小盎然巴做成洽晰的i司組，指

出對中通常容易被忽略的二分。@慈之，著手友育的法臣，不限于二

小;而是王小法臣，或一小在表示洽餅的消組，都可充方二分之工具。

就此而洽， {人不二法汀品》座談是以尸文的方式在看待工分;而尸

火的二分，其突相對于分別、 IK分、或反鵝。順著如此的尸叉的方式，

所謂的不二，其意，文大致在于概括地指向充分別或超越分別，而非{叉

止于克二分或超越二分。

第四面，著手的法誼之美別。銓由三十一位菩排的表白，著手友

育的法白，也就是平庸永生容易犯下二分見解所依掘的項目，可滑五

花八門，大致可整理成如下的六小癸剔。

美則一，世間事琪的拘成部分或造作方面。拘成部分，包括: (地、水、

火、民述)問美要素勻虛空要素之間的二分。返作方面，包括:眼睛(或

耳朵、鼻子、舌失、身体、心意)勻物廣(或渚背音、渚究息、渚j括昧、

渚做境、渚法自)之間的二分。

CDi述玄四位菩諒肝在，依吹均、深探吳5究說悟薔富肝支，著乎的法目〉均甘“空性\“元意象"\、“充

麼慰、求"寂靜裝各菩肝，著乎的y法去目均“佛陀P\ “法目"、 “修行盟体"善妙i鴻聞

j順|嶼頤菩苦肝義，著手的法呂;均句“身体之紡t妒戶"、 “ t培吾寄之防妒P\ “ J令心意之防t妒}戶泊ν~" 褔區菩詩肝支，

著手的法自〉均h “植德的所作所;均甘

@j培哀三位菩§醉姦，依吹7方古充努恩聰蕙菩苦醉亟，著手的向組方“特布施凹向在一切智

性中"蔥花EtF菩妒，著手的情鎧方“己銓制造出自我之戶物"吉祥庫藏菩醉，

著手的情組方“己銓盈現方前往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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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別二，世尚可適用的相財概念或相又才洽斷。相X才概念，包括:

生起勻掠夾之詞的二分;奈染勻清白之間的二分;劫搖勻思量之悶的

二分;一小特征勻克特征之祠的二分;善勻不善之間的工分;罪垃勻

元罪述之間的二分;勞息勻充努忍之詞的工分;找取勻克孰取之間的

二分;黑暗勻光明之娟的二分;道路勻歧途之間的二分;真理勾虛妄

之間的二分。相財洽斷，包括: “途是安氏的"勻“遠是不安氏的"

之間的二分。

美別三，佛法就永生的自我牽挂或身体牽挂所施設的有美概念或

有美洽斷。有美概念，包括:自我勻我研之間的二分;自我勾寓卉自

我之間的二分;安有的身体勾妥有的身体之熄夾之肉的二分。有美洽麟，

包括:洽斷“已經制造出自我之戶物"以及洽斷“已銓並現方前往荻取"。

笑到阻，佛法就世詞句超脫世間辦施役的有美概念或有美洽晰。

有美概念，包括:生死給回勻涅槃之闊的二分;明知勻克朗知之肉的

二分;玫欣于涅槃勻不攻欣于生死抬回之悶的二分。有美洽餅，包括:

“遠是帶有(挽功情意之)泄漏"勻“遠是不帶有(攪劫情意之)泄漏"

之間的二分; “遠是世間的"句“遠是超出世問的"之間的二分。

美到五，佛法在隔明世界之交相研施役的有美概念。包括:物康(或

感受、概念主人定、心意之組合造作、分別式知兌)句空之間的二分;“空

性"、 “先意象"、 “先愿、求"之間的二分。

笑別六，落妥佛法的修行所施圾的有美概念或有美洽晰。有失概念，

包括:菩提心勾背問心之悶的二分; “佛陀"、 “法白"、 “修行間

体"之間的二分﹒ “身{本之防妒"、 “培育之防妒"、 “心意之防t戶"

之間的二分; “福德的所作所方"、 “不福德的所作研方"、 “先做

功的所作研方"之間的二分。有美洽斷，包括:洽斷“特布施自向在

一切智性中"。

如上的六小癸划，只是整理上粗略的嘗試措施，其主要的作用，

一方面，在于提供化繁Jg筒的解旗參考;另一方面，在于b人外表的格

式提供錢索，倍以言人已只《人不二法門品》所面 11益的大都是怎祥的一些

事恣。換吉之，有所謂的“人不二法汀"前提之一，在于茁i隨著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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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已被二分的法目"。經由游覽如上整理的六小癸剔，座可主人知，

有美世間的事琪、世間的洽迷、超脫世肉、世界之妥相以及佛法妥修

的施淚，只要落在平庸女生的手上 j 都合被做成各式各祥的二分。就

此而洽，法目被放在二分的框架做成二分，涉及的法自美則相當尸泛，

几乎任何游得出口的概念，都能施加二分的赴理。

四、《入不二法門晶》面臨的二分勾立即的必蠶

銓由上一哲針X才外表的格式整理的四小方面的要鼠，在遊一步探

究“人不二法門"研送行的是怎祥的采理之前，有必要稍加拉視《人

不二法門品》醋的著什么祥的二分，以及斷然的赴置。如果更方清楚

所茁!隘的是什么祥的二分傾向于持有更大的机合做出斷然的赴置，

以及看出或領悟“不二法"之“人汀"的美鍵。基于如此的考量，述

一句古准各藉由如下的四小要鼠，概括備隊《人不二法門品》面 11益的工

分勻立即的姓置:其一，由面的二分，特而方“人不二法門"其二，

藉由述結法自設置二分;其三，二分停止在法自制二分的對下;其間，

法自農戶口口。

要J京一，由面11各二分，特悶:句“人不二法門" 0 ~人不二法門品》

友育的三十一位著妒，共同的任券，在于說明菩阱。]如何遊人不二法

的門口。述三十一位菩許采用的程序，并非一步到位，而是第一小步驟，

先設置工分，再由各自研設置的工分，里示如何得以遊人不二。

要京之，藉由連結法自設置之分。述三十一位菩阱，既非抽寓地

淡洽二分或分別，亦非聚焦在心意板的這特探i寸分別式知兌(或缺)

或知兌上的分別式知兌(或意浪) ，而是首先提出二小法自(或概念)、

三小法目、或一小在表示洽餅的河鈕，隨即就所提出的法目或向紹，

宜林由此設置的二分。就此而洽， ~人不二法門品》面的的二分，主

要由于使用法自或造結法目而起。因此，反思二分是否本身磷妥存在

方二分，以及如何找出得以遊入“非二分"的口口，美鍵之一，就在

于令人清二分句法目的密切速倍。

要成玉，二分停止在法自剛二分的三百下。述三十一位菩妒，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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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步驟，在進給法目以汝貴二分的三百下，往二分的方向立即煞卒，而

不放所設置的工分，繼續衍生渚如見解、意玖形恣、爭坎乃至相沿成

耳的二分式的生活方式。佛教旦有余多的經典在看待紛歧的見解乃至

民余盎根錯可穹的生活方式，但是《人不二法門品~ ，在二分尚未演交

成笈奈勻糾結的事恣，也就是正好在伴隨法目的工分初露端倪的肘候，

就切斷工分的后路，也不去肆意批坪二分的神神迂失，特而尋求“非

二分"之出路。

要成凹，法自即門口。《人不二法門品》以法自(或概念)著手洽述，

而法目就是叮口或人口 (mukha) 。如果以法自宇宙的指你或宇宙的意

思以分辨的方式在全人淚世界，則几乎任何的法目都舍被做成遊人“二分"

的門口。然而，如果以清法岳不必然帶往二分，立即以二分的方向急

流勇退，則几乎任何的法目都能做成遊人“非二分"的門口。換宮之，

并不是寓卉適用的法臣，另外存在著神秘兮兮的“不二法"。事宴上，

將任何的法自對成門口，打汗汀，通往“非二分"該法自就是“不二法"。

五、 “不二法"之得以“入{γ 的還特象現

探究“人不二法門"最引人人腔且挑故度也九乎最高的地方，血

淚就在于如何貼切地解坊，依靠什么祥的奈理， “不二法"方得以“人

汀"。就此而洽，只要出現成的培筒、概念、或消組入手，平庸余生

大都渾然不兌地迅即被帶往二分方向的深淵而不可自拔。然而， {人

不二法門品》既要展示的，同祥雄卉培i菁、概念、或向鈕，一方面，

具各有美修沛的菩許很清楚平庸永生一碰上述些項目就金以送些項目

〉倚門口而近人二分方向的女多言人淚、分辨、思想、勻糾葛;另一方面，

其各有失修方的菩研以送些項目均門口，卉店前遊人的，均是“非二分"。

《人不二法門品》三十一位菩醉備隊的程序，大致由王小步驟串

連而成。第一小步驟，藉由法目(或概念)或向鈕，呈現平庸永生二

分玖玖之格式。第二小步驟，面11臼同祥的法自或向鈕，部反向操作，

沿著春似筒耍的這特奈理，遊人該法自或向姐的“非二分"。第三小

步驟，慈站送一套程序就是“近人不二" (或“遊人非二分" / ay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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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dvaya-praνesab) ， 也可林方“遊人不二法的門口" (或“遊入非二

分之法自門口" / advaya-dharma-mukha-praνi$to vaktaνyab) 。迷

對中的第一小步驟，已在本文的第三令勻第白令予以藥理和鹿清;至

于逛一帶，將聚焦在第二小步驟。

慈括三十一位苦苦益由法目或向組之“二分" 特陌卉屁另外一扇

門口，遊入法自或河飽之“非二分"其這特的奈理，可粗略整理成

如下的五美訴求夷、法:其一，特牽引二分的法目，主人清并不是表面所

設置的法自;其二，就牽引二分的法目，三百場各自了晰，不造作后縷

的繁衍;其玉，就法自汗友周遍的洞察主人知 ， b人而根金色二分形志的玖

玖勻忠、暈;其囚，就表象上或清河上的差界，主人清其一貴的情形是平

等的;其五，透迂培i司分析之悴洽，跳脫培i司之周定令人圾，避而拆散

以浩尚方根掘的工分形恣的主人淚。

(訴求夷、法一)將牽引二:分的法白，主人清并不是表茁研設置的法目。

二分形恣的主人圾，主要來自于者在法自(或概念)或向經宇宙的

指你或字富的意思，部反迂未被所看上的，沿路遭受其牽引、拉扯、

究單而成。如果言人清法自磷笑的情形并非存在Jg表菌研設置的法且，

即不至于被法自往二分令人圾的方向牽引述去，避而特往并非二分之汀

口。

例如，第一位友育的法神交菩阱，不)À “生起"勻“杯夾"遠

二小法臼門口近人二分的眸式，特悶著清法自既“非己銓出生" (na 

j ãta l11) ，亦“非己銓生起" (nôtpannalT1)，更“不捕有任何的杯夾"

( na tasya kas-cid bha丹gab) ， 設出如此的法曰 n 口，遊人不二。

此外，第八位友育的育莽菩妒，不b人“善"勻“不善"述二小法

自門口遊入二分的碎式，特而看清述三小法目皆方“先所安立的情形"

(如一upasthãnatã )、 “不具有意象"廿一nimitta) ，甚至“貫街迫你

皆不具有意象" (a-nimitta-kotï) ，就送祥狀表面所設置的法自“超脫"

( nis-tïranatã) ，遊人不二。

第十二位友育的那~延菩阱，面 11告“遠是世間的" ( idaf!1 

laukikam) 句“遠是超出世間的" (idarn lokôtfaram) ， 并不因此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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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二小在表示洽晰的消組帶往二分的方向。逆特的美鍵，就在于主人

清世間之本性方空性 ( laukikasyα prak[ti…釘inyatã) 。既然磷寞的情形

是空性，所謂的世詞，即非往上超出 ( nδttaral)αm) ， 亦非往下遊入

( navataral)αm) ， 正好由此遊人研謂的世間勻出世間之不二。

第十三位友育的鴻販聰慧菩i妒，苗i悔“生死捨囡" ( safT1sãra )句

“涅槃" (nirvãl)a) ，也不被迫二小法目的外表研蒙蔽，美鍵在于，

看透生死給田之自性 ( safT1sãra-svabhãvα) 既不是在遊行生死松自忱。

safT1sarati) ， 也不是在遊行涅槃 ( na parinirvãti) ， 正好由此遊人所

滑的生死給回勻涅槃之不二。

第十八位友育的光明蟑轎菩妒，宙的的一方方“四界" (catvãro 

dhãtανα。;或四大笑物農要素，包括地界、水界、火界、JXl界) , 

另一方方“虛空界" (ãkãsa-dhãtu; 或虛空之要素)。然而，之所

以不往之分的方向追逐，美鍵在于主人清:正好在虛空之自性，就是

因界 ( ãkãs軒"的hãvã eva catvãro dhãtανab) ， 而且貫街時間向度

之迂去之迫界 (pürvantatab )、未來之迫界 (αparantatαh) 、現在

( pratyutpannαtab) ， 皆是如此 ( tathã )。因此，著眼于貫街吋向肉

皮之何以如此的存在，不被堵i司表面的“四界"勻“虛空界"所蒙蔽，

即此遊人不二。

第二十位友盲的先努恩耳惡意菩站起 ， l人二分之表面往不二之方向翻

特，第一步面臨的，就是“特布施自向在一切智性中" (dãna fT1 sarνα一

jñatãyãfT1 pαril)ãmayati )。 述一小河鈕，可分析出“布施"、“回向

切智性"送三小絢成的概念，即此形成二分之表面。然而，事情這特

磷笑的情形，并非鎮定在由 i司組分析的表罰。番苦特的第一小尖鍵:正

好在布施之自性，就是一切智性 ( dãna-svabhãvaiva 叩門α弋j舟似的。

翻辛苦的第二小美鍵:正好在一切智性之自性，就是由向 ( sarva手加tã

sνabhãνα eva paril)ãmαb) 。能育之，如此的{修彥行，并不是要把“布施

“阻向"、 “一切智性"建立成三/小令相互眩隔的京西，荷是要造就i述玄

三者能全然通迷且毫充隔|飼淘的一撰的智蠶勻能力 O 不仗修行“布施

{修彥行“J淨爭戒、安忍、精避、靜忠、智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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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都伺祥地著眼于遊人一貴的理趣( eka-naya-praνesa) ， 即此避人

不二。

第二十五位友育的福田菩阱，面11告“造作福德的研作所方"(p仰'yãn

sal]7skãrãn abhisal]7skaroti) 、 “造作不褔德的所作所方" (α-puJ)yãn 

sal]7skãrãn abhisal]7skaroti) 、 “造作先傾功的所作所方" (α恥的íjyãn

sal]7skãrãn abhisal]7skaroti -) ，由于送些都是造作的表現，如果著眼于

“不其有造作的倩影" (an-abhisal]7skãratã) 、 “其本身的特征方空

性" (sva…lak$aJ)α-sünyatã) ， 則送些就成方“不是福德的、不福德的、

先做功的所作所方" (na tatra pUJ)yapuJ)yaniñjyãl) sal]7skãrãl)) ， 那此

遊人不二。

(訴求1]\法二)就牽引二分的法目，三百場各自了斯，不造作后縷

的繁衍。

二分形恣的主人叭，除了來自于計財涉及法目的看待方式，也來自

于后縷的炒作。如果能修不就涉及的法自對中的任何一小友而7的思想、

或情意的連帶造作，則不仗該法自沒演唱，涉及的其他法目也跟著沒

演唱，如此即不至于往二分玖玖的方向黨廷， i堂而特往并非二分之門口。

例如，第二位友富的吉祥守妒菩阱，第一小步驟，持“自我" ( aham ) 

勻“我痴" (mama) 述二小法自連結以設置二分;但是第二令步驟，

特而指出，就所謂的“自我" (ãtman) ，不去“建立" (sαm-ã-ropa) 

渚如主人悶、如屑、故我等思想或情意，逕帶地，既謂的“我研"即

活跌不起來。因此， “自我"勻“我研"遠二小法目，各小青破，以

不去蔓延地“建立"方指辱原則，即不再是二分的。

此外，第四位友育的善妙星宿菩阱，以脫高于增添這作

(αdhikãra一νirahita) 方指早原則，遊人不二。

第六位友育的先眨眼菩妒，以不前往抗取( nôpãdαdãti) 、不前

往荻取( nôpα的bhate) 、不造作肯定的推斷忱的1]7 na karo ti ) 、不

造作否定的推斷 (α:poha1]7 na karoti ) 、先造作 (α一的raJ)a) 、克屏除

(α一ν'yãpatti) ~每指辱原則，遊人不二。

第十五位友盲的普遍守妒菩妒，一方茁，不在“自我"( ãtman )勻“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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卉自我" (nir-ãtman) 之間推遊二分或陷入商雄;另一方面則指引出，

不就任何事物前往荻取方自我性( tãm ãtmatãf]7 nôpalabhate) ， 即不

至于拿任何事物造作方商卉自我( kim nirãtm f.一切均yαti ) 。換吉之，

所滑的“自我"勻“寓卉串我

既不皇織陸縷前往毅取存在主趴人定或非存在主趴人定，也不遊前造作任何的二分

(dvaya f]7 na karoti ) 。就送祥以不去蔓延地荻取或造作方指辱原則，

即不再是二分的。

第二十一位友育的深奧兌悟菩醉，面的“空性" (sünyatã) 、 “先

意象" (α-nimitta) 、 “先應求" (α-prafJ ihita) ， 一方茁，不在述

三小法自延鎮二分形恣的玖玖;另一方筒，主人清送去小法目之一貫的

理趣。正好基于如此一貫的体叭，不再造作繁笈的事琪，尤其“心恣

不這特，心意不遠特，知究上的分別式知究不這特" (na cittaf]7, na 

mano, na mαno…ν伊ãnaf]7 pracarati) ， 而只是安住在“空性"、 “先

意象"、 “先愿求"都是相遁的“解脫汀" (νimo姑α-mukha) 之通迷

的現看。

第二十三位友吉的先障磚眼睛菩阱，面i陷“安有的身体" ( sat-kãya ) 

勻“安有的身体之熄夾" (sat-kãya-nirodha) ，代表著“表現于世間"

的一方，勻“熄夾子世伺之表現"的另一方。然筒，之所以能移不在看

似昭然若揭的活謂的表面往二分的方向大做文章，美鍵在于對場主人清:

正好在安有的身体，的碗就是熄夾( sat-kãya eva hi nirodhab ) 。如此

地急流勇退，不前往建立“遠是安有的身体"之見解( sα sat-kãyα iti， 

df.持if]7 nôpαsthãpayati) ， 不就此造作分別(。一切lpa) ， 不造作避一展

的分別 (α-vikalpα) ，究竟地不造作分別( aty仰的νikalpa) ， 以及理

解此乃熄夾之自性( nirodha-svσbhãva-prãpta) ， 即此遊人不二。

第二十七位妥當的吉祥岸藏菩醉，菌的“已經里現方前往荻取"

( upαlambha-prabhãvita ) 。述一小河鈕，可分析出“已經里現"句“前

往荻取"遠二小拘成的概念，即此形成二分之表面。然而，就對中的

一小拘成概念，例如“前往荻取"若益底抽薪， “本凡不做荻得的

功作，則不做前往荻取的功作" (yGn nα labhate， tan nôpαlabhαt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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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不做前往荻取的功作，也“不做帶來的功作" (nôyühati) , “不

做拿去的功作" (na niryühati) ， 即不至于財著勻“巴銓監現"越來

越加二分的方向蔓延。

(訴求11、法三)就法目卉友周遍的洞察主人知 ， h人而根金色工分形恣

的玖玖勻思量。

由于能力不足以周遍地洞察以知 ( pari-jñãna )法自磷笑的情

形，平庸永生退而求其吹，只好往法自二分的方向，蕾造玖玖勻忠

(mananã) 。問根結蒂，就涉及的法白，卉友周遍的洞察主人知，別注

結法目之二分形恣的主人呎勻思量即可根飽，遊而特往并非二分之汀口。

例如，第三位友育的吉祥率1頁菩妒，第一小步驟，持“奈染"

(samklesa) 勻“清白" (ν'Yavadãna) 送二小法自遙倍以設置之分;

但是第二小步驟，特而就“奈染"此一法自周遍地洞察主人知(pari-jñãna ), 

連帶地，拿“清白"此一法自勻“崇染"此一法目要做的反分、封上仁、

或比較的思量，都交得毫克必要了。因此，基于周遍地洞察主人知，行

遊的道路的通向 (gãminz pratipad) ， 皆 1灰皮于 (sãrüpya) 根絕所有

的思牽( sarva-mananã-sαmudghãtã) ， 即不再是二分的。

此外，第九位友育的獅子菩醉，茁的“罪泣" (αvadyatã) 勻“先

罪道" (an-avadyatã) 達二小法目，訴求如同金剛之堅固的通迷主人知

(νajra-nibaddhα-jl1ãnatã) ， 主人清不洽罪垃或先罪泣，終究既非被束

縛 (nα badhyate) ， 亦非解脫 (nα mucyate) ， 即此遊人不二。

第十六位'&.盲的內屯天菩妒，面幅“明知" (νidyã) 句“元明知"

(α一νidyã)述二小法目，訴求現現( abhisamaya ) ，主人清既謂的“先明知"

并非其本性就是“元明知" (yã cavidyã, saprak(tikã ) ;而正好在 (eva)

克朗知之本性 (ανidyã-prak(tikã) ， 就是明知。因此，法目所投貴的“明

知"勻“元明知"若著眼于現就其本性，即不拘成二分。

第十七位友育的喜愛看見菩阱，面的的一方方五蘊(或佛法赫

示生命体的五科祺聚之拘成部分，包括物庚、感受、概念主人定、心意

之組合造作、分別式知覺) ，另一方方“空" (sünya) 。然而，之

研以不往二分的立于向追逐，美鍵在于通迷言人知 (j丹ãna) 均隨)1肢究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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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nubodha) 以“物潰" (rüpa) ~每例，正好在物潰，就是空位

(rupam eνα hi sünyatã) 。空性，并非來自于物廣之杯夾 (nα rüpα

yinãsãc chünyatã) 。正好在物反之本性，就是空性 ( rüpα-prak(tir 

eva sünyatã )。筒吉之， “物炭"句“空"盎然改置方二小浩呵，

但是在本性上，二者完全等悶，并不拘成二分。

第十九位友育的善妙耳惡意菩妒，面的的一方方六項知兌裝各(包

括眼睛、耳朵、鼻子、舌失、身体、心意) ，另一方方六項知覺滑象(包

括物庚、南音、汽息、控告昧、她境、法目)。然而，透泣如下的三大

要券，遊人不二。其一，就六項知兌裝各，成方其各著用遍的通迷古人

知 (pαri-jñãtãvin )其二，于六項知兌滑象，不食欲、不聽惑、不愚

痴;其三，置身于由遠攻方共梢的知免這作的格局，成;句“巳銓寂靜"

( sãnta )。

第二十四位友吉的善妙鴻順菩醉，面 11借“身体之防t戶" (kãya-

saf!1ναra) 、“浩吉之防妒" (vãk-saf!1ναra) 、“心意之防 t戶"

( manaQ-saf!1νarα) ，藉由通迷主人知送些皆不具有造作 ( an

abhisaf!1skãra-jñãna) ， 遊人不二。

第二十六位妥當的蓮花庄戶菩阱，面1/告“已銓制造出自我之戶物"

( ãtma-samutthãna目﹒侃mutthita) 。逛一小河組，可分析出“已經制

造"、 “自我

然荷，就三虫5中的一小絢成概念，例如“自我"不停留在概念的居吹

球磨，而是活生生地、碗契地予以探究，而成;句“具各著周遍了知自我"

( ãtma-parijñãtãvin) ，即不制造二分 (dναyaf!1 nôtthãpα:yati) 。

第三十位友育的主珠頂醫王菩阱，以“道路" (mãrgα) 勻“歧

途" (ku-mãrgα) 著手友育，但是不捕捉在清河二分的表面，特而強

鴻要其各滑于概念主人定的周遍了知 ( saf!1jñã…parijñãtãvin) ， 也就是要

清楚不座核拿“道路"概念或“歧途"概念去主人定滑象。美鍵在于，

不停留在紙上作此，而腳踏契地且寺J心走在“道路"上，以至于不合

浮瑰“歧途"概念。連帶地，既不做成道路之概念主人定 (na mãrgα

sαf!1jñã bhaνati) ， 也不做成歧途之概念令人定 ( na ku-mãrga-saf!1jñ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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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aνati) ， 即此遊人不二。

第三十一位友苦的真理攻喜菩阱，面的“真理" (satya) 勾“虛

妄" (mrSã) 述一組表面上二分的活河，特而訴求磷笑的親看，尤其

藉由智慧之跟在現者 ( prajñã-cak$u宇ã pasyati) 。然而，并不是把

“真理"當成家商再說成看到“真理" ( satya-dadf satyam eva na 

samanupasyati ) ;基于磷笑的溉看所傲的正磷的洽麟，才你方“真理"。

同祥地， “虛妄"也不是可被看到的家商(如to m($ã dra均yαti )。

再者，如此地親看，就不是在做分別式的現者 ( tathã ca pasyati, na 

vipasyati) 。如此地況看，甚至既非親看 ( na pasyanã) ， 亦非分別地

飄著 ( na νipasyanã) ， 即此遊人不二。

(訴求身、法四)就表象上或活湖上的差昇 主人清其一貴的情形是

平等的。

不洽尸又之分別，或狹文之二分，大致皆追逐在表象上、知兌捕

捉上、清河上、或模式塑造上的差昇、不同、或不平等，而且沿著差

昇乃至不平等方錢索，逆能繁衍展出不旁的差昇泡沫乃至不平等泡沫。

如果以清如此造成的差昇泡沫乃至不平等泡沫，不洽依靠在表象、知

兌捕捉、清筒，或依靠在模式捏造，其一貫的、碗裂的情形都是平等

(sαma) 而不存在差昇性的，即不至于被繁衍的泡沫蒙蔽，遊而特往

并非二分之門口。

例如，第五位友育的善妙手臂菩妒，第一小步驟，將“菩提心"

( bodhi-citta )勻“南問心" ( srãvaka-citta )述三小法間進絡以設置二分;

但是第二小步驟，特而指出，“菩提心"句“育問心"都是“虛幻的心志"

( mãyã-citta )。溉看3方訂“虛幻的心恣

心;而巨研仔涓的寅悶心，也不是再問心。因此，研滑的菩提心勻背向心，

一貫地皆方虛幻的心志，而正好透迂浮瑰的心恣之一貫的虛幻所輪車

的“心恣之平等" (citta…samα) ，遊人不工。

此外，第七位友育的善妙眼睛菩阱，面臨 ih “一小特征"勻“先

特征"所設置的二分，特市透迂既不造作一小特征 ( naika一切均a(1af!1

karoti) ， 也不造作克特征 ( na-lak$al)af!1 karoti) ， 遊入其安乃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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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 sαma…lak$al)a-praνesa) ， 也就是遊人不二。

第十位友育的獅子聰慧菩醉，茁11告“遠是帶有(攪劫情意之)泄漏"

( idaf]7 sasravam ) 勻“遠是不帶有(搶劫情意之)泄漏" (idam an… 

ãsravam) 述工令在表示洽晰的i司組，特前訴求就法目 (dharma) 主人清

其平等性 (samatã) ， 如此即不至于造作“帶有泄漏"之概念主人定或“不

帶有泄漏"之概念主人定 (sasravan-ãsrava-saf]7jñaf]7 na karoti) 。透

近有美法目之平等性，不再糾站在有美法目之概念令人定( na saf]7jñã… 

grathital)) ， 即此遊人不二。

第二十二位友育的寂靜裝各菩阱，醋11告“佛陀"、 “法曰"、 “修

行間体"著眼于“本性" (prakrtika) 之態次，特述三項珍笠，磷主人

均“非造作所組成的" (α-saf]7skrta) ， 就是“虛空" (ãkãsa) 。因此，

述三項珍窒共通的理趣( naya) , “平等于虛空"(dMSG-sαma) , 

即此遊人不二。

第二十八位友育的丹亮姓土菩阱，面牆“黑暗" (tama) 勻“光明"

(prakãsa) ， 并不像平庸余生那祥輕易被送二小概念所吸引而往之分

的方向蔓延，特市著眼于“日灰缸夾忠等至" (nirodha-samãpanna) 

之“非黑暗" (α-tama) 句“非光明" (α-prakãsa) 。就所謂的黑暗

勻光明，遊人“非黑暗"勻“非光明"之“平等性" (samatã-pravesα) , 

即此道人不二。

(訴求亦法五)透迂清清分析之悸洽，跳脫培肉之周定主人圾，避

而拆散以浩河方根掘的二分形志的玖玖。

由于使用培向所形成的二分主人圾，有1透迂浩i可分析，引出“，t字洽"

(paradox) ，也就是里示所分析的清河相對于其財反潛向或矛盾培i旬，

再反迢來拆散和培向挂鉤的二分玖玖，遊而特往并非二分之門口。

例如，第十四位友育的現能看見著阱，第一小步驟，將“努怨"

(k$aya) 勻“先努克豆" (αk$aya) 遠二令法且連結以設置之分;但是

第二令步驟，特而分析所設置的法白，友現各小法目不仗不是由定在

概念表面的范筒，而且通可推敲出其財反的或矛盾的概念。如此的分

析程序，可筒化成二小小步驟。第一小小步驟:出“努惡"此一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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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手，如果將此一概念游到完全，而不是只拼了半吊子的事情，那就

是“究竟地已經努怨" (aty仰的一k$ïl)a) 。但是，既然究竟地已銓努息，

也就“不可被努怨" (na k$apayit仰yaIJ ) 。在不可更遊一步被努慰的

情形，也就是毫克可再予以努厚的余地，即可你方“先努惡" (tenôcyate 

'k$αya iti) 。結果，由“努克家"此一概念人子的分析，稍加推敲，竟

然又可你7句“先努怨"。第二小小步驟:由“先努克革"此一概念人手，

當成不其有努息，因此相道于不具有努感所有吋光之“一剎那的吋光"

( k$al) ikα) ;反之，由“一剎那的時光"此一概念人手，由于只是一

剎那的肘光，宙就不金另外具有所謂的“努息"。結果，由“先努克革"

此一概念人子的分析，通迂“一剎那的吋光"的特接 i 而成均不具有“努

克革"。綜合如土的二小小步驟， “努尿"又可稱\751 “先努息"而“先

努息"又相對于“一剎那的財光"囡而不其有“努f恩家

根掘“努1忠忍"勻“元努惡"要做二分，三雪場即喪失根掘。

此外，第二十九位友育的珍室印契手持菩妒，以“攻欣于

涅槃" (nirvã l)e 'bhirαtib ) 勻“不攻欣于生死蛤四" (sαmsãre 

'n-abhiratih ) 呈現表面的二分;再者，以“既非攻欣于涅槃" ( nαnirvãl) e 

'bhiratih ) 勻“亦非不攻欣于生死給囡" (nasa fT1 sãre 'n-abhiratib) , 

遊人不二。就此而洽，順著表面二分的培冉的指引，即走向二分的路子;

特表面之分的培冉一概路加否定呵，即走向不二的路子。然而，像“既

非攻欣、亦非不攻欣"送祥的攻迫否定筒，又是如何施加的呢?“減然，

對現突上受到束縛的吋候，解脫就被監瑰。" (如ddhasya hi sato, 

mok$alJ prabhãνyate. ) 再者， “支持凡究竟地并非己銓受到束縛，則運

要追求什么祥的解脫?" (yo 'tyantam evabaddhaIJ, sa kifT1 mok$afT1 

pαrye$i$yαte. ) 筒宮之，設置什么活筒，以及皮法使用會走向或否定河，

既非培育竿草方面的事情，亦非浩河本身固定的事情，而是隨著磷笑

的情況得以美活鴻藥的事情。例如，昕滑的“解脫"由于現妥上受到“束

縛"才得以里現;如果街底不受到“束縛

就i途玄祥，“既不戶生攻欣" (na ratim utpãdayati ) ，“亦不戶生不攻欣"

( naratim utpãdayati) ， 藉白送X又迎的否定筒，遊入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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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的五美訴求1]\法，只是便于理解勾銷隊而粗略地整理，彼此

既非沒滑分明，亦非互斥;在各美訴求身、法之祠的統括這用，其妥更

方常見。例如，第十一位友盲的安系腔解菩醉，面的“遠是安眾的" ( id，αf!7 

sukham) 句“遠是不安系的" (idam a一位lkhαm) 送二小在表示洽晰的

消鈕，特而脫寓 (apagata) 且不黏著 (na sα趕jati) 級使勾安示有尖的

事頃，遊而所謂的安示或不安辰，皆釋放宛如同虛空之平等( gaganα

sama) 勻善妙清冷( suvisuddha) ， 而予以覺悟( buddhi )和通迷言人知

(jñãnatayã) ， 即此遊人不二。

六、自古悅的思次提升到當悅不現行的屢次

《人不工法門品》并不是在述三十一位菩iVE友育之后就結束。可

以看成庄軸的童失茂，就在緊接著的段落，由妙吉祥慈錯地指出，述

三十一位菩i箏的支育，盎然都很精彩，郁郁迷在吉悅的}芸次，遠帶地，

遠整1--都迷在二分的范自 (yãvad YU$mãbhir nirdi$tαm， sarvam etad 

dvayam) 。就任何法白布洽，若要磷契地遊人并非二分的法自門口，

該法自必須不帶有言混( an-udãhãra) ， 不帶有解說 (α-pravyãhãra) , 

不帶有友表( an-udïranα) ，不帶有名林 (α-kïrtana) ， 不帶有淡洽

(仰一αbhilapana) ， 不帶有主人知之施改 (α-praj丹αpana) 。

全!、吉祥按著邀清元垢林，就此一主題，友表高見0 元垢你自座以

沈默( tûsnïm )。此一沈默，日才机掌握地相對精准。假如主人夫到尾大家

都沈默，皮i亥就不含有《人不二法門品》精彩的卉演。在妙吉祥巧妙

地做球給克垢你的吋候，元垢林迢肘的沈默，會羊明地凸里“人不二法門"

并不坐落于吉悅的思吹。因此，妙吉祥隨即臨先京睛地提示，在菩僚

們所遊人的不二法的門口( bodhisatvãnãm advaya-dharma-mukhα

pravesrab) ， 音帶 (aksara) 、吉說( rωα) 、南音( raνitα) 、主只則

表象 (νijñapti) ， 皆不現行( napracãrab )。

七、結給

人笑文明的友展勾社舍的建約，似乎見怔了現裝這特的主稍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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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走在追逐分別勻洽述的方向。此一傾向，于今方烈。尤其二分式的

世肉洽述，几乎在所有的思苗，強勢地宰制著永人的思想，以及綿綿

密密的体制化公共生活的模式。影哨所及，成人可能滑于早就被滲透

且几乎先所不在的二分式的世問洽述，或者視;哲理研三當然，或者毫元

警錯。連帶地，所謂的一切的事項碗曳的情影并非二分的，送祥的渚

法不三之說，寫于余人而宮，可能益友稀薄、迫緣，乃至不得其門而入。

本文以現存梵文本的校訂本方依掘，翻洋《人不二法門品} ，按

著整理勻說明《人不二法汀品》的外表格式、面 11宙的工分、勾立即的

赴置，以此方前置作過，避而探究“不二法"之得以“人口"的這特

奈理。藉由本文的翻海、整理、說明勻探究，一方面，二分式的世間

洽途，不再那么地理所聳然，而且其跌洩勻局限，也較容易予以察兌;

另一方苗，渚多法自如何特向不二，不{又通篇成方核心的洽題，而且

透泣多葷的訴求11、法，皆可入內。

法舍的卉演句洽文的寫作盎然都有賴于思辨句古況，均不等于只

有思辨勻盲說。同祥地，~人不二法門品》在結尾的段落體備有力地提示，

“不二法1'1"的門口并不在吉視、主人知施投 (praj丹αpanα) 或淑則表

象 (ν仰apti) 的思次。如果要磷妥士也找到、卉店，乃至遊人法目之并

非二分的口口，則不洽面的什么祥的法目，都要能不現行有尖的吉悅、

主人知施投或缺則表象。 J惡之，法舍的汗演能修傲的，在于善用渚如思

辨勻吉悅之洶通工具，并且提示:句通工具之不足。洶通工具既不等于

也不能取代我們的溉看、理解、領悟或安斑。我們因此可以有所店炭

的，則包括冷眼旁溉現突世界充斥著的二分式的世間洽述，以及就所

茁i隘的任何項目，將《人不二法門品》掌到的一盤指、法東活地這用出末，

或游找得到立遊得去所面11各項目之可通往并非二分的1'1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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