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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心釋論》 

龍樹菩薩 造 

見悲青增格西 翻譯 

 

 

梵文云：波迪吉達比瓦惹納納麻 

藏文云：江秋森吉哲巴協加哇 

禮敬聖金剛薩埵 

遠離一切物  蘊界及身處  斷除能所相 

無我平等故  自心本無生  是為空性性 

經云：如佛薄伽梵及諸大菩薩生起大菩提心，吾亦為未度脫之有情得度脫，未解

脫之有情得解脫，未息者得歇息、未完全涅槃者得完全涅槃故，從此刻起乃至無

上菩提藏前發菩提心。 

於密咒門行行持之眾菩薩，由此世俗相發起具備願心本性的菩提心後，應由修持

力令勝義菩提心生起。今說彼之自性： 

真菩提心性  禮敬金剛持  修菩提之心  能滅有故說 

諸佛菩提心  我蘊等心識  分別不能礙  恆許空性性 

以悲滋潤心  勤奮作觀修  具悲性佛陀  昔恆修菩提 

外道增益我  若以理審察  於一切蘊中  遍尋亦不得 

蘊有然非常  彼亦非我性  任常及無常  無能及所依 

若無所謂我  何能觀作者  有法則法有  世間作審查 

以是恆常性  無漸頓作用  是故於外內  非有增益物 

若能怎觀待  事物同俱成  凡觀待他物  非常非有能 

若物則非常  諸物恆剎那  無常故事物  不遮作者性 

離我之世間  蘊界以及處  能取所取性  以心將滅除 

益者為聲聞  根性諸眾說  色受以及想  行識等五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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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足尊常言  色蘊如聚沫  受蘊如水泡  想蘊如陽燄 

行蘊如芭蕉  識蘊如幻事  蘊體性如是  為菩薩眾說 

具四大種性  說此為色蘊  餘者無色性  無則不生故 

如是眼及色  十二處等性  能取及所取  亦應當了知 

色塵不生根  彼乃離越根  若聚生彼等  聚集亦不許 

以方向區分  塵亦見有分  凡有支分尋  彼豈成微塵 

一相外境物  進入別別識  任何悅意色  彼由餘成餘 

如一女色身  遍行貪者犬  謂屍所欲食  三種分別識 

相同有作用  欺非如夢害  夢與甦醒際  作用無差別 

任何心顯現  能取所取性  決非與心識  相異之外境 

故事物本性  絕無外境相  種種識顯現  現為色法相 

如同愚昧者  看見尋香城  幻影陽焰等  如是現色等 

為除我執故  佛說蘊界等  安立於唯識  勝緣亦捨彼 

唯識宗義者  眾相由心成  若何謂心性  今當說彼義 

此等皆唯識  能仁所宣說  為除愚稚懼  然非如實言 

遍計依他起  以及圓成實  空性一本性  安立於心性 

歡喜大乘性  法無我平等  自心本無生  能仁作略說 

諸瑜伽行者  說由自己心  轉化清淨心  自證所行境 

過去已無有  未來不可得  住者已無住  現在云何有 

能見非能見  所見非能見  識無我自性  非有餘依識 

如由近磁石  其鐵速動轉  彼鐵實無心  似有心顯現 

如是阿賴耶  非實現似實  若時去來動  爾時取後有 

如木在大海  無心亦蕩動  如是阿賴耶  依身而動轉 

無身而有識  非有謂共知  彼有自證性  如何能詮釋 

詮自證性故  許彼乃實有  亦說不能說  此是如是等 

自定解為他  生如是定解  諸智者恆應  善趨離錯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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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知知所知  離所知無知  如是何不許  無能知所知 

識乃唯名言  除名無有餘  名由識觀察  名亦無自性 

內相或外相  或是內外間  諸佛不獲識  故此識如幻 

形色與顯色  所執及能執  男女陰陽等  彼性非識性 

總言諸勝者  未見不會見  無性之自性  如何能觀見 

說實乃妄念  離妄知空相  若仍執妄念  豈能了知空 

能識所識實  如來等不見  若有能所執  於此無菩提 

無相亦無生  無有離語錄  虛空菩提心  菩提離二相 

住於菩提藏  大德諸佛及  具悲皆三時  知如虛空空 

如是諸法本  寂靜如幻化  摧毀輪迴本  恆觀此空性 

謂空性無生  空性及無我  劣慧者所修  彼非能修彼 

善不善分別  斷續之性相  佛說為空性  餘此不許空 

心離所緣境  安住虛空性  彼等空相觀  許為虛空觀 

空性獅子吼  能懾一切說  於何處住彼  於此處成空 

若識剎那異  是故非有常  心若是無常  如何與空違 

總之若諸佛  許心為無常  彼等何不許  心為空性相 

若從最初心  自性非恆常  非是自性有  而說自性無 

若如是言心  離住自己性  若離自性性  彼非諸法法 

如同蔗甘味  亦如火性熾  如是一切法  應許自性空 

說空性本性  故非墮斷滅  彼亦非偶爾  落於恆常見 

無明至老死  最終十二緣  依因而起識  我許如夢幻 

十二支分輪  轉於生死道  此外不許有  有情行業果 

猶如依明鏡  面容輪廓現  彼非移於彼  彼無彼亦無 

如是蘊相續  非能生他趣  能投他處有  智者恆應知 

總之由空法  產生諸法空  作者業果報  佛陀示世俗 

如同鐘鼓聲  苗由聚緣生  外在緣起相  許如空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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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法由因生  終無有相違  因由因空故  由此證無生 

諸法之無生  佛說是空性  總言五蘊等  一切之諸法 

如實說真如  不斷世俗流  離於世俗諦  真諦不可得 

說俗諦即空  唯空即俗諦  離一餘亦無  如有為無常 

世由惑業生  業由心所生  心由習氣積  離習氣安樂 

安樂心寂靜  心靜不愚昧  不愚知自性  知彼得解脫 

真如真實邊  無相與勝義  殊勝菩提心  亦說為空性 

若不知空性  即非解脫器  愚者墮流轉  六道輪迴獄 

如是空性義  瑜伽者觀修  貪求利他心  決定生無疑 

於我具恩利  一切諸父母  以及諸眾生  今應報其恩 

三界獄眾生  煩惱火燒苦  如我予苦般  如是應施樂 

世間善惡趣  樂與不樂果  皆由利有情  或惱有情生 

若依眾生得  無上佛果位  天人遍享受  梵帝及威猛 

天王九生王  僅利有情爾  三界不得彼  無有有何奇 

於三惡趣中  種種苦相物  眾生一切受  皆由損他生 

飢渴互鬥爭  折磨諸苦惱  無量難遮止  皆是損他果 

佛陀及菩薩  善趣與惡趣  有情異熟果  當知有二性 

以一切依止  守護如守身  離貪有情心  應斷如棄毒 

聲聞離貪故  得下菩提果  不捨眾生故  佛獲正菩提 

如是若審查  利不利之果  彼等一剎那  豈存貪自利 

如何由悲根  菩提苗能生  菩提唯利他  佛子眾觀修 

何者觀修穩  驚惶於他苦  縱捨靜慮樂  無間亦趣入 

此奇應讚歎  此乃勝聖道  彼等捨己身  財物不驚奇 

由知法性空  依於業與果  稀有極稀有  神奇勝神奇 

念護眾生者  雖生輪迴泥  不沾諸過患  猶如水蓮瓣 

普賢等佛子  空性智慧火  焚毀煩惱薪  但以悲心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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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心所轉者  蒞臨誕生戲  王宮與苦行  大菩提降魔 

轉無上法輪  眾天殷祈請  以及涅槃相  諸相佛示現 

化身梵帝釋  遍入威猛色  調伏眾生行  演出悲性舞 

厭離三界者  為息說三乘  亦說二種智  然非真實義 

乃至佛未請  爾時智慧身  沉迷於禪定  彼住聲聞地 

請則各種身  愛樂利眾生  積福智資糧  獲正覺菩提 

具二習氣故  習氣謂種子  種子若聚物  則生三界苗 

世間怙主示  隨順有情意  世間多方便  隨順各別異 

甚深或廣大  有些二者具  教導雖相異  空無二無別 

咒地等功德  佛德到彼岸  彼菩提心分  諸遍智所說 

恆以身語意  如是利眾生  而辯空性者  非有斷滅諍 

生死與涅槃  智者皆不住  是故諸佛陀  言無住涅槃 

悲味成福德  空味乃最上  為求自他利  飲此即佛子 

以諸物敬彼  三有恆應供  為持佛法脈  世怙彼等住 

言此菩提心  大乘之最上  以定勤觀修  生起菩提心 

為求自他利  三界無餘法  除菩提心外  佛陀昔未見 

僅生菩提心  所得諸福聚  若是有形色  虛空亦難量 

何者若僅觀  剎那菩提心  彼之福德蘊  佛亦無能數 

離惑珍寶心  此乃唯勝寶  煩惱諸魔賊  無能盜或損 

諸佛及菩薩  所發之大願  心堅不動搖  勤持菩提心 

縱使心存疑  如上精進行  此後自了知  成就普賢願 

讚佛稱揚菩提心  所得無邊諸福德 

願此沉淪諸眾生  能隨聖尊示道行 

 

印度和尚古侞嘎那，大譯師極息親師初譯此論 後由印度和尚嘎那嘎哇嗎，藏譯

師巴囃日稱揚次修此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