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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楞伽經》是一部眾多佛教法義的集成，舉凡空義、唯識、如

來藏全都羅致本經當中。儘管這些教義確實有其差異甚至相違

之處，但《楞伽經》仍都將之視為一致。這些不同的教義憑什

麼可得而為同？本經通常不見論證，而是以「自內證智」或「自

內證智境界」等獨創的詞語群
‧‧‧

試圖融貫彼此為同義。而所謂「主

觀」的「自內證智」與所謂「客觀」的「自內證智境界」在《楞

伽 經 》 中 ， 其 實 是 一 如 、 無 別 的 ， 皆 「 唯 自 心 所 現 」

（cittamatra,svacittadrwya 等）。這樣的旨趣也可以從梵語的構造中

發現。因為這些獨創的詞語群
‧‧‧

都以 pratyatmagati- 為基礎，再加

上不同字彙所形成的複合語詞。透過對這些詞語群的用例分

析，可以發現在 pratyatmagati- 之後，如果接-gocara、-visaya、

-gatigamya、-vedya、-dharma、-bhumi 等，則表示「客觀之境界」。

另一方面，如果接-gati 、-adhigama 或-adhigamana，則「主觀之

智慧」或「客觀之境界」的表示都有可能。 

 

                                                 
∗ 2010/4/14 收稿，2013/8/23 通過審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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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序論1 
 
(一)《楞伽經》與自內證智（pratyatmagati-）或自內證智境

(pratyatmagatigocara）   

 

《楞伽經》通常被視為是一部中期大乘佛典，著作年代尚未

有定論，目前以成於西元 4 世紀末至 5 世紀初之說最為有力
2
。《楞

伽經》在中國譯出以來，一度被禪宗奉為修行依據的重要經典
3
，

直到六祖慧能的時候，才為《金剛經》所取代。但在佛教文獻

裏頭，無論是瑜伽行派、中觀學派、甚或印度思想的文獻也常

被當作經證來引用，在後世的佛學研究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
4
 

    集成眾多佛教法要的《楞伽經》，舉凡空義、唯識、如來藏

思想全都羅致本經當中。儘管這些教義確實有其差異甚至相違

之處，但《楞伽經》仍都將之視為一致。其中，將唯識與如來

                                                 
1 本文為 2007 年發表於第三屆印度學學術研討會的論文。由於作者不才，

修改到 2013 年的今日才定稿。因為時日延宕，記憶衰朽，文中頗多格式、

字樣、寫法，前後不一的亂象。感謝評審教授耐心閱讀，並提出眾多有益建

言，讓本文改善不少。更要感謝正觀雜誌的編輯群，不厭其煩，給予仔細校

閱修正，在此特表謝忱。 
2 有關《楞伽經》的著作年代，粗略而言，大致以在世親之前（宇井伯壽）

或世親之後（山口益）為兩大分野。但世親的年代又有 4 世紀說(宇井伯壽

等)、5 世紀說(山口益、干潟龍样等)、A.D.350-430 說(加藤純章)甚至兩個世

親說（E.Frauwallner 首倡）等各種不同的見解。本文依〔高崎  1980：55-62〕

的說法，認為《楞伽經》可能在世親之後，約 4 世紀末成立的經典。  
3 〔印順 1970(重版)165-167〕、〔石井 2001：237〕  
4 〔久保田  198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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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視為同一的部分，向來是眾家學者關注的要點。這些不同的

教義憑什麼可得而為同？本經其實通常不見論證，而僅以一獨

創的詞語群
‧‧‧

試圖融貫彼此為同義。這個不見於其他經典的詞語

群有「自證所趣聖智」、「聖智內證境界」、「證自聖智所行之法」、

「〔生〕智慧〔光〕」、「自證聖智所行」、「自證之境界」、「聖智

境界」、…等等的語彙
5
。  

    任何人在閱讀本經的過程中，很容易發現，充斥在文本中

的這些語彙使得原本就已詰屈聱牙、晦澀難讀的《楞伽經》，真

有「不是一個亂字了得」的感嘆。本文就從這個感嘆出發，首

先比對漢譯，找出梵文原典中一個個與「自內證智」或「自內

證智境界」
6
相似的語彙；繼而，對這些語彙的用例進行語譯及

分析、理解，希望能釐清一些端倪。 

      
(二)本文所據《楞伽經》梵本、漢譯本及其他重要工具書7 
                                                 

5 以上為唐譯（實叉難陀譯）的譯詞。宋譯（求那跋陀羅）的譯詞為「自覺

聖智」、「得自覺聖趣」、「自覺法趣」、「緣自覺趣」「得自覺性」「自覺境界」、

「聖智所行境界」。同處譯詞的魏譯（菩提留支譯）為「內身聖智自覺知」、

「自身內證聖行修行」、「自內身證聖智修行」、「自身內證之法」、「內身證」、

「內身證境界」、「內行境界」等。 
6〔劉〕宋譯多用「自覺聖智」、「自覺聖智境界」等用語，在宋譯普遍流通的

華文佛教圈，此等用語可能較為人所知。但本文綜合梵文語義及諸家譯本，

決定與日本學者一樣，採用「自內證智」、「自內證智境界」的譯詞。 
7 南條校刊本到目前為止，為較多學者所採用。1981 年，高崎直道出版〈第

六章 剎那品〉的校刊本(相當南條本 p.220-239)。據〔Takasaki 1981〕的前

言所敘，此刊本使用東大所藏七種寫本、尼泊爾〔佛經寫本〕保存計畫中

心所藏七種照相膠捲，嘗試為南條本作再校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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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所據《楞伽經》梵本採南條文雄的校刊本

8
 ：   

The Lavkavatara Sutra, ed. by. Bunyiu Nanjio, kyoto, 1923.（2nd. ed. 
1956）（大谷大學刊）；以下簡稱「Lavk」（或稱「梵本」）。 
 
（2） 本文所據《楞伽經》漢譯本：現存漢譯有三

9
，皆存於

大正藏第 16 冊。 

 1.《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四卷 [劉]宋求那跋陀羅譯，（443 
A.D.）；以下簡稱「宋譯」。 

 2.《入楞伽經》十卷 元魏菩提留支譯，（513A.D.）；以下

簡稱「魏譯」。 
 3.《大乘入楞伽經》七卷 唐實叉難陀譯，（700-704A.D.）；

以下簡稱「唐譯」。 
另外，本經還有兩本藏譯，保存于《西藏大藏經》北京版、

No.775（作者不明）及 No.776（作者據說為法成）中；但兩本

皆由漢譯轉譯而成，本論暫時不處理藏譯的部分。 

一直以來，《楞伽經》都以宋譯本流通於世，但宋譯本因

近於直譯，其實不適於大眾閱讀。反倒是後來的唐譯本，譯文

較為通暢。不過，再怎麼說，由於《楞伽經》的原文，亦即梵

文本身充斥所謂‘Hybrid Sanskrit’（混合梵語）；語法經常不循

                                                 
8梵文校刊本另有一本為 P. L. Vaidya, （1963.）所編

Saddharma-Lavkavatara-sutram, （Buddhist Samskrit Series No.3.）。 
9據傳，這三本漢譯之前尚有更早的譯本，為曇無讖在北涼姑臧譯出(412 來華

-433 A.D.)，可惜今已散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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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規，複合語句冗長，有時所謂一個句子卻長達近二十個複合

詞
10
。因此，除了漢譯本之外，還需其他的工具書來輔助閱讀。 

    華文佛教界，一向對《楞伽經》持以高度的關注；《楞伽

經》的註釋、講解乃至白話翻譯，持續在進行；可惜，都沒有

針對梵文原典的研究。當然，就算閱讀梵文原典，也未必真實

理解。可是，不援用梵文原典而來說解《楞伽經》，則易流於

臆測性的發揮。目前為止，梵文原典的翻譯研究，不論是質或

量，筆者認為仍以日本學者居上。 

 

（3）其他重要工具書：日譯、英譯及其注記、研究、索引、辭

書 

日文翻譯方面，有三井晶史（1921）、泉芳璟（1927）、安井

廣濟(1976)、常盤義伸（1994）的全部經文譯出。另外，神谷麻

俊(1973-1978)作為論文發表的逐年譯出。 
不過，以上的翻譯都不包含注記。倒是高崎直道教授著有

以注記為主的《『楞伽經』佛典講座 17》。11可惜本書並非全經的

完整註解，但《楞伽經》的重要課題也囊括不少；而且注記相

當深入，加上高崎教授發表在他處的論文、寫本研究，可說是

《楞伽經》研究的箇中翹楚。此外，安井廣濟與常盤義伸兩位

                                                 
10 見 Lavk.p.41-42：ye punar anye mahamate wramana va brahmana va 

Nihsvabhavaghanalatacakragandharvanagaranutpadamayamaricyudakacandra-

svapnasvabhavabahyacittadrwyavikalpanadikalaprapabcadarwanena 

svacittavikalpapratyayavinivrttirahitah 
11 本書於 2009 年重新收錄於(高崎直道著作集)《大乗起信論・楞伽経》一書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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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衍伸的研究專著，有助於《楞伽經》的解讀。 

英譯方面，日本學者禪僧鈴木大拙（Suzuki, D.T）在 1932

年後，陸續出版《楞伽經》的英譯、研究及索引，也是重要的

著作；透過這些成果，《楞伽經》得以介紹給西方社會。此後，

一直要到 1991 年，Sutton F.G 著作 Existence and Enlightenment 
in the Lankavatara-sutra——A Study in the Ontology and 
Epistemology of the Yogacara School of Mahayana Buddhism  
(Delhi)，《楞伽經》研究才再有英文的成書著作12。 

接著 2006 年，Aucke D. Forsten 出書 Between Certainty and 
Finitude: A Study of Lankavatarasutra Chapter Two，以翻譯《楞伽

經》第二章為中心，從哲學詮釋學的角度來談論《楞伽經》，是

近年的重要研究成果。  

辭書方面，除了大家較常使用的〔Monier- Williams 1899〕

的《梵英字典》外，〔Edgerton, F 1953〕的《佛教混合梵語辭

典》更列舉大量《楞伽經》的問題語彙。不過，解釋當中經常

出現問號（？），可見《楞伽經》的難解、不確定程度，連辭

書的作者也不得其解。以上所舉的書目，為個人研究《楞伽經》

的必備參考書籍。 

 

二 自內證智（pratyatmagati-）或自內證智境界 
(pratyatmagati-gocara）的詞意分析 
                                                 

12就如書名副題所示，Sutton 強調他是就《楞伽經》中與瑜伽學派相關的幾個

重要觀念來作存在論及認識論的研究。不過，卻慘遭 De Jong〔De Jong 

1993：146-148〕的批評，認為作者缺乏梵文知識、不能正確呈現其他學者

的意見，以及忽視日本學者的寫本、翻譯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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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同序論中已 提過的，pratyatmagati- 的複 合語為 一詞 語

群，這些語詞有「自覺聖智」「自悟處」、「自證處」、「內身所證

法」、「內心行」、「自證智境」、「自覺境界」等種種譯詞
13
。在梵

文文獻中，不論是佛教或佛教以外的典籍，幾乎不見有此語詞
14
。換言之，pratyatmagati- 及其相關複合詞可說是《楞伽經》獨

創的字彙。 

pratyatmagati- 這個複合詞可以析分為三部分，亦即 prati + 

atma + gati。 prati 是接頭辭，為「向著」、「對著」； atma 的名

詞語幹為 atman，指「自己、自我」；pratyatma 為「自我本身」、

「自我內在」之意。gati 為動詞語根 gam 的陰性名詞，本義作

「去」、「去處」，引申為「理解、領悟、覺知、證知」之意。

pratyatmagati- 一般解釋為「自我內在的證知」，因此，本論譯

作「自內證智」或「自內證智境界」。
15
為何 pratyatmagati- 可以

譯作看似不同表詮的兩個語詞呢？那是因為本經的特殊教義的

                                                 
13 〔Suzuki 1934：115〕  
14 〔Monier- Williams 1899〕的梵英字典查無此字；〔Edgerton 1953：p.376〕說此字在

梵文中罕見，但在《楞伽經》中則常見。  
15宋譯多作「自覺」、魏譯多作「自身內證」「內心證」「內身證」、 唐譯多作「自證」。

日譯本多譯作「自內證」。 〔Suzuki 1934〕譯作 the inmost realisation, the inmost 

consciousness etc. ；〔Edgerton 1953：p.376〕the way by personal realization ；〔Sutton〕

沒有特別討論到這個詞語，但言及其他類似的複合詞時譯作 the inner experience 或  

inwardly by oneself 等。 

〔高崎 1980：354〕特別指出 pratyatmagati- 意指「自我覺悟」，而非「覺悟自我」

的意思。並說此「pratyatmagati-（自覺）」一字的淵源為阿含經所說「法是自內證

的東西  paccattam veditabho」，接著他說此處巴利文的 paccattam veditabho 相當梵

文的 pratyatmam veditavy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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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故。 

    在本論的操作方面，首先列舉「自內證智」或「自內證智

境界」的相關梵文用例，並盡可能譯為現代語譯。然後在語譯

之下，以標楷字體標出三本漢譯的譯詞。再就文法、詞義等分

析此等詞語表示主觀或客觀之意涵。此一作業至目前為止只有

〔鈴木大拙 1965〕的索引（index）有列出；但只在〈梵漢藏字

索引〉arya（pp.41-42）以及 pratyatma-（pp.115-117）條目下標

示此一語詞的漢譯；或在〈漢字索引〉「內」、「自」條目下標示

此一語詞的梵文。本文則進一步列出相關文章，予以分析加上

適度的說明。 
 
（一）pratyatma 的後半部為 -gati 、-adhigama 或

-adhigamana 
這大類又可分為兩種：一是獨立的語詞；二是複合詞的前

半。倘若只是作為複合詞的前半部分，如 pratyatmaryagativiwesa- 
laksane、pratyatmaryadhigamaviwesalaksanaj，因為語意尚不完

整，因而不能確認所指為何。但 pratyatmagati- 、pratyatmadhi- 

gamai- 、pratyatmadhigamana-若為一獨立的語詞，則較有可能表

示主觀的智慧，這部分雖然不多，但也有 9 例。從梵文結構來

看，這一群複合詞的動詞語根為√gam。-gati 為陰性名詞；

-adhigama 或-adhigamana 則是接頭詞 adhi 加上動詞語幹√gam，

再接名詞語尾 a 或 ana 而成的。除了 pratyatmagati- 、

pratyatmadhigama- 、pratyatmadhigamana-之外，類似的用語還有

十幾個，從以下用例的小標題即可得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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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作為獨立語詞的 pratyatmagati 、pratyatmadhigama、
pratyatmadhigamanata  
1-1 pratyatmagati： 
1-1-1 pratyatmagati(例 1 ) 
「kumbhakarnapuroga  w ca raksasah puravasinah / 
   wrosyanti pratyatmagatij16 mahayanaparayanah // 16 

(Lavk.p.6,1-2) 
語譯：住在昆巴城（Kumbha，城主為昆巴格納）的羅剎17們，

他們是志向大乘的人，要來聽聞「自內證」﹝的法門﹞)。 
 

宋譯：無    

魏譯 515c：內身行   

唐譯 508a：自證法 

 
這節偈文見於魏譯〈請佛品第一〉、唐譯〈羅婆那王勸請品

第一〉；梵文題作“Ravanadhyesanaparivarta”；宋譯無此品的譯

文。從梵文的語法風格及內容來看，本品都與其他諸品迥異，

推測應為較晚出的作品。 
pratyatma- 魏譯經常譯作「內身」；唐譯則譯為「自」。-gati

                                                 
16梵文及相應語譯下的黑線，為筆者所添劃，以便讀者查覽。至於與標題相

近的梵文字則用網底深色來表示。 
17 羅剎是 raksas 的音譯，從〔平川 1997：945-946〕可知，漢譯多作「羅剎」，

偶而作「羅叉」。另外，據〔Monier- Williams 1899：860〕，raksas 來自動

詞語根√raks，「守護」之意；有時作「魔神」（an evil being or demon）解。

此處指昆巴城的守護者或守護神。 

16   正觀第六十七期/二 Ο 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魏譯作「行」；唐譯為「證」。譯作「行」，為直譯，因為-gati 的

動詞字根為 √gam，本意為「行、去」；引伸意有「理解、知道」，

所以唐譯以「證」譯之。pratyatmagatim 意指「自內證﹝的法

門﹞」，為「聽聞」（wrosyanti）的對格。 
偈文的意思是說住在昆巴城的羅剎們，他們也是志向大乘

的人，要來聽聞「自內證」的法門。就文義來看，這裡強調「自

內證」（pratyatmagati）的法門是志向大乘的人所要聽聞的。

pratyatmagati 原本應指主觀的智慧，但在此偈文中，也可指稱智

慧所證的客觀境界。 

 
1-1-1 pratyatmagati(例 2) 
 「tatra siddhantanayo mahamate yaduta 
pratyatmadhigamaviwesalaksanaj vagvik- alpaksararahitam 
anasravadhatugatiprapakaj pratyatmagatibhumigatisvalaksanaj 
sarvatarkatirthyamaravarjitaj vinihatya ca tajs tirthyamaran 
pratyatmagatir virajate /」Lavk.p.148,10-14. 
語譯：這當中，大慧！究竟之相亦即以自內證為特相者；離言

語、文字的分別，得無漏智之證智，以趨向自內證之地為自相，

遠離一切空論者、外教、及魔。滅了這些[空論者、]外教、及魔，

則自內證智可散發出光輝。 
 

宋譯 499c：緣自覺趣   

魏譯 542c：自身內證之法  

唐譯 609a：[生]智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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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段文章出自梵本〈無常品〉，說明一切聖者的成就不外兩

方面。一為教說，二為修行。類似的內容又見於稍後的經文

（Lavk.p.171,10-172）18。此處所引為第二「究竟」(siddhanta，

成就）之相，直言「究竟之相」以「自內證」（pratyatmadhigama）

為其定義，這是《楞伽經》獨自的說法。此中，「自內證」出現

三次：前兩次位在複合詞的前半；第三次的 pratyatmagati 明顯

為主詞，表示主觀的智慧的自內證智散發出光輝。 
 
1-1-2 pratyatmaryajbanagata： 
 「na ca mahamate cittamanomanovijbanacittaparavrttyawrayanaj 
svacittadrsyagrarahakavikalpaprahinaj 
tathagatabhumipratyatmaryajbanagatanaj yogin  aj

bhavabhavasajjba pravartate //」Lavk.p.93,2-5 
語譯：大慧！對一些能轉依（paravrtty-awraya）心、意、意識，

捨棄自心所現（svacittadrsya）之能取、所取的分別，獲致如來

地之聖自內證智的瑜伽行者而言，存在（bhava）與不存在

（abhava）的想法是不會生起的。 
 

宋譯 491c：自覺聖智[修行者]  

魏譯 532a：自身進趣證聖智  

唐譯 601b：自證聖法 

 

                                                 
18如來之法分為兩種理趣：一﹑教說之理趣（dewana-naya），二﹑究竟的獨自

之理趣（siddhanta-pratyavasthana-naya）。  

18   正觀第六十七期/二 Ο 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本段主要在對瑜伽行者（yogin）的描述。證得如來地聖自

內證智（pratyatmarya- jbanagata）的瑜伽行者不會有「存在與不

存在」的想法。 
此中，較之前一項引文，聖自內證智多了 aryajbana，意為

「神聖的智慧」，簡譯為「聖智」。用 gata 取代 gati，整個語詞

為陽性、屬格、複數，修飾後面的瑜伽行者（yogin），此處，無

論是主觀的智慧或客觀的境界似乎都可解釋得通。 

 
1-1-3 svapratyatmaryagati： 
 「…mahamate vagvikalparutapradipena bodhisattva mahasattva 
vagvikalparahitah svapratyatmaryagatim anupraviwanti //」
Lavk.p.155,11-12. 
語譯：大慧！透過分別言語的“語之燈”（ruta-pradipa）19，菩

薩大士們捨離言語的分別（vag-vikalpa），證入自內證智。 
 

宋譯 500c：[以語入]義  

魏譯 543c：[入]自內身修行義  

唐譯 610a：自證境界 

 
本文強調菩薩大士捨離言語的分別，證入自內證智。自內

                                                 
19 此處是說語言如燈。藉由燈火可以照明，分辨物體；同樣地，藉由語言可 

以分別語言。〔Suzuki 1934：134〕譯作 by means of the lamp of words and  

speech originating from speech-discri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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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智的 svapratyatmaryagati 多了 sva（自己），而且多了 arya（神

聖的）的修飾詞。就文義而言，此處的自內證智既可解為主觀

之智，也可解為客觀之境界。 
 
1-2 pratyatmadhigama： 
1- 2- 1 aryajbanadhigama 
 「asti dharmadharmayoh prativibhago balaprativikalpamupadaya 
na tu aryajbanadhigamaj pratidarwanena /」Lavk.p.17,11-13 
語譯：法與非法的差別是因為愚者的分別才存在的。但若依證

得聖智的見解則不存在。 
 

宋譯：無  

魏譯 518b：聖證智  

唐譯 590a：證智 

 

這節偈文見於〈羅婆那王勸請品〉(Ravanadhyesana-parivar- 
ta），宋譯無此文。 

本節乃針對羅婆那王請問世尊「〔法與非法〕二法」，於是

世尊為他說示「法與非法」的教說。首先，羅婆那王首先舉頭

冠、腕錬、花環等妝點在身上的「法」（dharma，「事物」之意），

說這些都是「應捨」之物；何況其他「非法」（adharma）之物，

更是當捨。接著問道：「為何這兩種都是應捨之物？而且，兩者

既然都屬「捨」之性質，為何還分有「兩種狀態」呢？於是世

尊舉出各種瓶、薪火、種子等例子，說明「法與非法」的分別

不外是愚者的分別才存在；但若證得聖智則不存在此種分別。

20   正觀第六十七期/二 Ο 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文中的 aryajbanadhigama（聖智之證得）可解為主觀之智慧。 
 
1-2-2 
svapratyatmaryajbanadhigama：(例 1) 

「paramartharyajbanamahawunytata punar mahamate katama 
yaduta svapratyatmaryajbanadhigamah sarvadrstidosavasanabhih 
wunyah /」Lavk.p.75,7-8. 
語譯：再者，大慧！最高真理的聖智空性是什麼呢？換句話說，

就是聖自內證智的證得，且無一切見解之過失與習氣。 
 

宋譯 488c：得自覺聖智  

魏譯 543c：自身內證聖智法[空] 

唐譯 599a：得自證聖智 
 

paramartharyajbanamahawunytata 這個複合詞包含 paramartha
（第一義）、aryajbana（聖智）、mahawunytata（大空性）三個語

詞；三個語詞的語義其份量相當，均可指稱最高的智慧，此語

詞應該可作並列複合詞（Dvandva Compound）來解釋。 
 
svapratyatmaryajbanadhigama：(例 2) 
 「tatra nirvanam iti mahamate yathabhutarthasthanadarwanaj 
vikalpacittacaittakalapasya paravrttipurvakaj 
tathagatasvapratyatmaryajbanadhigamaj nirvanam iti vadami //」
Lavk.p.200,5-8. 
語譯：這當中，大慧！所謂「涅槃」，是指照見真實事物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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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已被分別〔觀念所染污之〕心‧心所的聚合加以轉換」，〔然

後〕證得如來之聖自內證智，我說這才是涅槃。 
 

宋譯 507b：逮得[如來]自覺聖智  

魏譯 552c：於自內身聖智所證 

唐譯 616c：獲於[如來]內證聖智 

 
    本經多處言及「涅槃」，有批評三乘論者之涅槃觀

（Lavk.p.61-62.）、批評外教之四種涅槃（Lavk.p.126-127.）、列

舉二十餘種外教之涅槃論（Lavk.p.182-187.）等。本處所引「涅

槃」的說法，反倒是在梵本〈無常品〉末，論及「不滅不生」

的結尾處提到的。 
   「涅槃」（nirvana）為接頭詞 nir 加字根√va( ‘blow’) ，再

加名詞語尾 ana 所成，為「吹熄、止滅」之意；一般多以「吹熄

煩惱之火的狀態」來形容涅槃。20但此處卻簡明扼要標舉本經獨

自的涅槃觀，說「涅槃」是「照見真實事物的狀態」（yathabhu- 
tarthasthana-darwana）、「將已被分別〔觀念所染污之〕心‧心所

的聚合加以轉換」（vikalpacittacaitta-kalapa-paravrtti）21，最後說

這才是「如來聖自內證智之證得」（tathagata-svapratyatmarya-jba- 
nadhigama）。此處的 svapratyatmaryajbanadhi- gama（聖自內證

                                                 
20 參見〔中村 1975 下：1076〕 
21 此句複合詞應該是唯識學派的「轉識成智」之說。vikalpa 是「被分別」、

citta-caitta-是「心、心所」、kalapa 是「一束、一群」、-paravrtti 是「轉變」

之意。綜合起來，是指將已被分別的心‧心所所結合的染污心識加以轉換，

成為如來的智慧。 

22   正觀第六十七期/二 Ο 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智之證得）可解為主觀之智慧。 
 
1- 3 pratyatmadhigamanata： 
1-3-1 pratyatmadhigamanata 
 「marakarmaklewaviyuktartha  j wravakadhyanabhumyaprapatana- 
taya ca tathagatabhumi-pratyatmadhigamanataya ca 
praptadharmadhigamavivrddhaya ca / etena mahama te karanena 
tathagata arhantah samyaksajbuddha bodhisattvanaj 
mahasattvanam adhistanair adhistanti /」Lavk.p.102,14-18. 
語譯：﹝菩薩大士﹞因為離魔業（marakarma）和煩惱，因為不

落聲聞禪定之地，因為證得如來之地，以及增上所證得的法。

大慧！由於這些原因，完全覺悟的如來以菩薩大士的灌頂

（adhistana）來灌頂。 
 

宋譯 492c：[為得如來]自覺[地故]   

魏譯 534a：[為]內身證[如來地故] 

唐譯 602c：[為令速入如來地故] 
 
   本段談菩薩大士得以接受灌頂，成為如來的理由有四，其中

之一為「證得如來之地」，「如來之地」亦即菩薩位階中的「第

十法雲地」；「證得」的梵文為 pratyatmadhigamana 加上表示「性

質」的語尾 ta 所成的抽象名詞，為主觀之智慧。 

 
1-3-2  pratyatmaryadharmagatigamanatva： 
 「…buddhasutabhumim atikram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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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tyatmaryadharmagatigamanatvat tathagato- 
dharmakayavawavarti bhavisyati dharmanairatmyadarwanat /」
Lavk.p.70,4-6 
語譯：﹝他﹞以超越佛子地22，了解聖自內證的法，而知見法無

我，乃至成為有自在力法身（dharmakaya）的如來。 
 

宋譯 488a：到自覺聖智法趣  

魏譯 528a：觀諸佛法，如實修行 

唐譯 598b：獲自證法 

 
「了解聖自內證的法」的梵文為 pratyatmaryadharmagati- 

gamana 加上表示「性質」的語尾 tva 所成的抽象名詞。gati- 
gamana 都是源自√gam 的分詞，引伸為「了解、了知」，此句

複合詞與上例相同，可表示主觀之智慧。 
 
2  作為複合詞前半的 pratyatmagati-, pratyatmadhigama-  
2-1 複合詞前半為 pratyatmagati- 
2-1-1 pratyatmagati-(例 1) 
 「dharmaj didewa yaksaya pratyatmagatisucakam / didewa 
nikhilaj sutraj watasahasrikaj girau // 37」Lavk.p.8, 12-13. 
語譯：說自內證之法是為夜叉23而說，所有百千經典都在山裏說

出。 
                                                 

22 佛子地指的是菩薩地，亦即菩薩的境地。 
23 夜叉為 yaksa 的音譯，與羅剎（1-1-1）一樣；在此，皆指「守護者、守護

神」之意。 

24   正觀第六十七期/二 Ο 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宋譯：無  

魏譯 516b：內身所證[法]  

唐譯 588b：自證智[境] 

 

本節（2-1）所引為複合詞前半是 pratyatmagati-的例子，已

如前文（p.7）所言，pratyatmagati- 倘若只是作為複合詞的前半

部分，因為語意尚不完整，因而不能確認所指為主觀之智慧或

客觀之智慧。以下亦同，不再重複敘述。 

 
pratyatmagati-(例 2) 
「viwvarupagatiprapako ’yaj lavkadhipate 
svapratyatmagatibodhako ’yaj mahayanadhigamah / 
viwesabhavopapattipratilambhaya ca pravartate /」Lavk.p.11,5-8 
語譯：楞伽王啊！覺知自內證的大乘的證得者，他可獲致種種

的色相、形態。得以成為特殊的存在。 
 

宋譯：無  

魏譯 517a：內身覺觀  

唐譯 589a：自證聖智 

 

pratyatmagati-(例 3) 
「…lavkahipate dharmanaj prativibhagaviweso yoginam api 
yogamabhyasyataj yogamarge pratyatmagatilaksanaviweso drstah 
/」Lavk.p.18,1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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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譯：楞伽王啊！﹝不只是﹞各種事物有所差別，修學瑜伽的

瑜伽行者在瑜伽的道上，也可見到自內證之相的差別。 
 

宋譯：無  

魏譯 518c：內證行  

唐譯 588b：自證所行 

 

pratyatmagati-(例 4) 
 「tasmat tarhi mahamate pratyatmaryagativiwesalaksane yogah 
karaniyah / svacittalaksanadrwyavinivrttidrstina ca te bhavitavyam 
//」Lavk.p.57,16-p.58.1. 
語譯：大慧！因此，對以聖自內證為特相的人而言，瑜伽是應

該要學的。你應知道遠離自心之相的顯現。 
 

宋譯 486b：自覺聖[差別相]  

魏譯 525c：內身自覺修行[勝相] 

唐譯 596c：自覺聖智[勝]境界[相] 

 
     本段將「聖自內證」（pratyatmaryagati）與「學習瑜伽」

相結合；亦即瑜伽行者是以「聖自內證」為其「特相」。「特相」

的梵文為 viwesa-laksana， viwesa 為特殊、特別的；laksana 的漢

譯一般作「相」，為特徵、特色、特質等的意思。一件事物若有

某項特徵或特質，則可以此定義之；因而 laksana 可引伸為「定

義」之意。以牛為例，牛的明顯特徵如：頭上的角、腳下的蹄、

頸下的垂肉等，這些就是牛的 laksana，亦即牛的特色、牛的定

26   正觀第六十七期/二 Ο 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義內涵。加上 viwesa，為強調之意，兩個詞語複合而譯為「特相」。 
    本小段文意是說：一個以「自內證」為其特質的人，他應

該學習瑜伽，如此才能遠離自心之相的顯現。 
 
pratyatmagati-(例 5) 
 「aryaih punar mahamate mayavicitrarupakrtivad 
anyanayavarjitah prajbapyan te svapnavimbapurusavat / 
awrayananyatvad aryajbanagatisajmohan mahamate 
skandhavikalpah khyayate /」Lavk.p.125,10-12 
語譯：再者，大慧！聖者知道﹝諸蘊﹞如種種幻化的色相，離

異與不異。如夢中之人與影像之人，其基體（awraya）為同一。

大慧！只因愚於聖﹝自內證﹞智，蘊的分別才出現。 
 

宋譯 496a：聖智趣  

魏譯 538b：聖人智修行  

唐譯 605c：聖智所行境 

 

pratyatmagati-(例 6) 
「pramanaptopadewavikalpabhan mahamate bodhisattvo 
mahasattva ekaki rahoga tah svapratyatmabuddha 
vicarayatyaparavewanataya drstivikalpavivarjita 
uttarottaratathagatabhumipravewanataya vyayamate / etan 
mahamate svapratyatmaryajbanagatilaksanam /」Lavk.p.133,9-13. 
語譯：再者，大慧！由於對知識的基準與可信賴者的教說不起

分別的緣故，菩薩大士獨自到僻靜之處，依自發之知來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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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依他人的引導，離見與分別，一心一意向上進入如來地。大

慧！這就是聖自內證智的定義（laksana）。 
 
宋譯 497a：自覺聖智[相]  

魏譯 593c：自身內證聖智修行[相]所證[法] 

唐譯 607a：自證聖智行[相] 

 
pratyatmagati-(例 7) 
 「yaduta nama nimittaj vikalpah samyagjbanaj tathata ca 
tathagatapratyatmaryagatipravewah 
wawvatocchedasadasaddrstivivarjitah drstadharmasukhamapattisu 
khavihara amukhibhavati yogayoginam /」Lavk.pp.224,15-225,2. 
語譯：﹝所謂五法為﹞名、相、分別、正智、真如。﹝由於了

知此五法﹞入如來自覺境地，捨棄常斷、有無的見解，住於現

法樂三昧之安樂等事會出現於瑜伽行者的身上。 
 

宋譯 510c：自覺聖趣  

魏譯 557b：內身修行證聖人智 

唐譯 620a：自證境界 

 
《楞伽經》中的「唯心說」，很明顯地。以「五法、三自性、

八識、二無我」為其中心思想。「五法、三自性、八識、二無我」

的教說是來自瑜伽行派，而五法、三自性等每一項目都各自有

其體系的教理。在《楞伽經》裡，明言透過「五法、三自性、

八識、二無我」的特質，來理解一切的佛法，而得以悟入自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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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智。 

五法是指五種存在。五法為：１相（nimitta 現象）２名（nama

名 稱 ． 言 語 ） ３ 分 別 （ vikalpa,samkalpa; 識 別 知 ）、 ４ 正 智

（samyagjbana 正確的智慧）５真如（tathata 究極的真理）。相．

名．分別屬於世俗的存在；正智．真如則為真理的存在。五法

是從存在論的視點，把所有的法分為以上兩種層次的存在。24 
 

2-2 複合詞前半為 pratyatmadhigama - 
2-2-1 pratyatmadhigama - 
「tatra nikayasahajasajskarakriyamanomayah kayah katamo 
yaduta sarvabuddha-                                    
dharmapratyatmadhigamasukhalaksanavabodhan 
nikayasahajasajskarakriyamanomaya ity ucyate /」Lavk.p.137,8-10 
語譯：這〔三種意生身〕當中，所謂「〔聖〕種性所具備的的驅

動行為的意生身」是什麼呢？那就是因為了解一切佛法的自內

證之樂，〔而得到〕「〔聖〕種性本所具備的的驅動行為的意生身

（？）」。25 
 

                                                 
24 參考〔菅沼  1971〕、〔舟橋  1972〕  
25關於第三種意生身，各譯本的定義如下：  

宋譯作「云何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所謂覺一切佛法緣自得樂相，是名

種類俱生無行作意生身」。 

魏譯作「何者種類生無作行意生身，謂自身內證一切諸法，如實樂相法相

樂故。大慧，是名種類生無作行意生身」。  

唐譯作「云何種類俱生無作行意生身，了達諸法自證法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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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譯 498a：自得[樂相]  

魏譯 540c：自身內證  

唐譯 607c：自證[法相] 

 

根據〔久保田 力 1998:15〕的整理，《楞伽經》中共有十一

處提到「意生身」，26，本節所說「意生身」最為充實、重要。 
意生身（mano-maya-kaya），又做意成身。是指不需透過父

精母血為緣，單單由「意」，就可迅速、無障礙地行進的「身體」；

換言之，沒有時‧空之障礙，隨其意念，來去自如。27〔高崎 1979：

327〕及〔久保田 力 1998〕的研究指出，佛教中的意生身其內

涵意義經歷「神變、中有、變化身、變化佛」的種種變遷，用

久保田氏的說法，稱為「意生身的系譜」。28《楞伽經》中，將

                                                 
26其中有八處為偈頌：五處見於〈偈頌品〉；三處見於經文（2-7 章）當中的

偈頌，其餘三處見於長行散文。 
27 在另一段文中，梵本 p.81 可見「意生身」的定義。宋譯：「意生者，譬如

意去，迅疾無礙，故名意生。譬如意去，石壁無礙，於彼異方，無量由延，

因先所見，憶念不忘，自心流注不絕，於身無障礙生。」（見《大正藏》vol.16 

p.489 下  ） 
28 謝謝匿名審稿者的提醒，建議筆者是否在此稍事解釋「三種意生身」。根

據〔久保田 力  1998〕的研究，mano-maya（意-成）這一語詞早自吠陀就

已出現，mano-maya 即是  atman（自我）之意。其後，在若干原始佛典中，

將 mano-maya 與 kaya（身體）結合，特別在四禪修行者的得果上，強調「意

生身」即「神通」（神變）的觀念。 

到了阿毘達磨佛教，則不重視「神變」的意生身；說一切有部論典中，轉

為重視「中有」概念的意生身，而 mano-maya 一詞也被 manojava（意之

迅速、心疾行）所取代。而且，它不再是四禪修行者的得果表現，而是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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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生身視同為佛的變化身（亦即「變化佛」），這是《楞伽經》

獨自的說法。 
本段文見於梵本〈無常品〉的開頭一節。「三種意生身」宋

譯作：①三昧樂正受意生身﹑②覺法自性性意生身﹑③種類俱

生無行作意生身。此處所引為三種意生身的第三種。梵文

nikaya-sahaja-sajskara -kriya- manomaya（種類-俱生-行-作-意生

〔身〕），複合語中的 sajskara，漢譯一般作「行」，造作之意。

但本經三本漢譯不知為什麼，都作「無行作」（宋譯）或作「無

作行」（魏譯、唐譯），與梵文（藏文同梵本）剛好相反。 
複合詞中 nikaya 為「種類」（英譯為 ‘a group,class’），

saha-ja 為「一起生起」（英譯為‘produced together’）之意。「種

類‧一起生起‧行‧作‧意成」這句複合詞據〔鈴木 1994：118〕

的英譯為：〔第三種〕意生身是指〔菩薩〕依所救度眾生的種類

而行「無做作」的行為，29這個翻譯與三本漢譯相同。 
                                                                                                        

的神變。 

大乘佛教興起，在新的佛陀觀及菩薩論的展開過程中，開始跳脫原有的

mano-maya 或「中有」的觀念。經典方面，《勝鬘經》當中，意生身成為

「不思議變異生死」的「阿羅漢‧獨覺‧大力菩薩」的身體。論典方面，

《成唯識論》一方面繼承《大乘莊嚴論》所說，意生身相當於不定種性的

聲聞；另一方面卻採折衷說法，承繼《勝鬘經》所說，意生身雖仍限定為

「不定種性」，但意生身同時適用在「獨覺和得自在的菩薩」身上。《成唯

識論》甚至提出「變化身」可視同「意生身」的新說法。 

至於《楞伽經》，則比《勝鬘經》更寬鬆，和如來‧佛同等的變化身（亦

即「變化佛」）亦可適用為意生身，這是《楞伽經》獨自的說法。有關「意

生身」的研究，為久保田教授長期關注的論題，本文只略做介紹。 
29 the will-body which is assumed [by a bodhisattva according  to ] the clas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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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安井 1976：123〕、〔高崎 1980：41〕、〔常盤 1994：144〕、

〔久保田 力 1998：16〕則將（種類-俱生）譯為：「〔聖〕種性

（或「覺悟者」）本所具備的…」。30由於第三種意生身由前後文

脈明確可知是指「如來地」，所以才譯成「〔聖〕種性（或「覺

悟者」）」吧！ 
 
2-2-2 pratyatmaryadhigama- 
      pratyatmaryadhigama（例 1） 
「punar paraj mahamate dvividhaj 
wravakayananayaprabhedalaksanaj yad uta 
pratyatmaryadhigamaviwesalsksanaj ca 
bhavavikalpasvabhavabhinivewalaksanaj ca / 
 tatra mahamate pratyatmaryadhigamaviwesalaksanaj 
wravakanaj katamad yaduta 
wunyatanatmaduhkhanityavisayasatyavairagyopawamat 
skandhadhatvayatanasvasamamya laksanavahyarthavinawalaksanad 
yathabhutaparijbanac cittaj samadhiyate / svacittam 

                                                                                                        
being [ to be saved ] and which perfects and achieves [ without a thought of its 

own achievement]. 
30〔安井 1976：123〕：〔聖なる〕種姓と倶生する行作の意成身。 

〔高崎 1980：41〕種姓と倶生する行の所作の意生身〕。  

〔常盤 1994：144〕：〔聖者の境界にある〕人々〔すなわち覚者たち〕に共

通に備わる無作為自然の行為をなす意から成る身体。  

〔久保田 力  1998：〕：〔聖なる〕種姓に本来的に備わった行為の働きを持

つ意生〔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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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adhayadhyanavimoksasamadhimargaphalasamapattivimuktivas
anacintyaparinaticyutivigatam  
pratyatmaryagatilaksanasukhaviharam mahamate adhigacchanti 
wravakah/etan mahamate wravakanam pratyatmaryagatilaksanam/  
etadd hi mahamate wravakanam prayatmaryadhigamaviharasukham 
adhigamya bodhisattvena mahasattvena nirodhasukham 
samapattisukham ca sattvakriyapeksaya 
purvasvapranidhanabhinirhrtataya ca na saksat karaniyam/ 
etan mahamate wravakanam pratyatmaryagatilaksanasukham yatra 
bodhisattvena mahasattvena pratyatmaryagatilaksanasukhe na 
wiksitavyam/」Lavk.p.58,4-59,1 
語譯：再者，大慧！聲聞乘的教理有兩項之差別：（一）關於聖

自內證的特相、（二）對事物的分別，執取其自性的特相。 
這當中，大慧！諸聲聞的聖自內證的特相為﹝通達﹞空性、無

我、苦、無常之真理；離貪欲，得寂靜的緣故；真實遍知蘊、

處、界、自﹝相﹞、共相的外界對象為滅壞之相31，心得入定。 
    〔雖然〕心得入定，〔也證得〕禪定、解脫（vimoksa）、三

昧、道、果、等持、解脫（vimukti），離（vigata）習氣（vasana）

及不可思議變易死（acintya-parinati-cyuti），得聖自內證的特相

之樂住，而得聲聞〔之果〕。大慧！這就是諸聲聞的聖自內證的

特相。 
大慧！證得聲聞之聖自內證的樂住後，菩薩大士為了慈愛

                                                 
31 據〔高崎 1980：210〕，宋譯作「外不壞相」，但根據梵本，是「外界對象

為滅壞之相」，沒有否定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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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生，成就自己的夙願，不應直證寂滅之樂、等持之樂。大慧！

這就是諸聲聞的聖自內證的特相之樂，菩薩大士不應學此等聖

自內證的特相之樂。 
。 
宋譯 486b：自覺聖[差別相]  

魏譯 525c：內身證得聖[相] 

唐譯 596c：自證聖智[殊勝相] 

 

本節引文稍長，因為文中有多處「自內證」相關的梵文語

詞，故而一併錄用。本節在說明聲聞乘的兩大教理：第一是聖

自內證的特相；第二是對自性的執取。此處只擷取第一的聖自

內證的特相。 

如同經文所說，「聲聞的聖自內證」為通達苦、空、無我、

無常等等吾人熟知的定義。這裏明顯又將「聲聞」與「聖自內

證」相結合。乍看之下，令人生疑：聲聞人可以證得聖自內證

的智慧嗎？果然在一大段的說明之後，最末，還是說：「以上這

些是諸聲聞的聖自內證的特相之樂，菩薩大士不應學此等聖自

內證的特相之樂」。32 
 
pratyatmaryadhigama（例 2） 

                                                 

32 etan mahamate wravakanam pratyatmaryagatilaksanasukham yatra 

bodhisattvena mahasattvena pratyatmaryagatilaksanasukhe na wiksitavyam/

（Lavk.p.58,15-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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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ma tu mahamate paramarthanityacintyaj 
paramarthalaksanahetuyuktaj bhavabhavavigataj 
pratyatmaryadhigamalaksanatval laksanavat 
paramarthajbanahetutvac ca hetumad bhavabhavabigatatvad 
akrtakakawanirvananirodhadrstantasadharmyan nityam /」
Lavk.p.60,3-7. 
語譯：但是，大慧！對我而言，最高真理之常住不可思議是以

最高真理為原因之特相，離存在與非存在。﹝何以故？它﹞具

有聖自內證的特相，故說為 laksanavat(具有特相者)。又，它以

最高真理之智為原因，故說為 hetumad(具有原因者)。由於它離

存在與非存在，故非所作之物。和虛空、涅槃、寂滅﹝等﹞類

例同性質，故為常住。 
 

宋譯 486c：得自覺性[故有相]  

魏譯 526a：內身證[相] 

唐譯 596c：自證聖智所行[相] 

 

2-2-3 pratyatmaryajbanadhigama- 
「nityacintyataiveyaj mahamate tathagatanaj 
pratyatmaryajbanadhigamatathat  a / tasmat tarhi mahamate 
bodhisattvena mahasattvena 
nityacintyapratyatmaryajbanadhigamaya yogah karaniyah /」
Lavk.p.60,8-9. 
語譯：大慧！此常住不可思議即諸如來的聖自內證智之真如。

因此，菩薩大士為了此常住不可思議之聖自內證智的獲得，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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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修行瑜伽。 
 

宋譯 486c：[諸如來]自覺聖智所得  

魏譯 526a：[諸佛]聖智內身證得[故] 

唐譯 597a：[諸如來]自證聖智所行[真理] 
 
    本文的「常住不可思議」與後文的「聖自內證智之真如」

為同格。「聖自內證智之真如」這個複合詞可解為同格或所屬複

合詞。換言之，「聖自內證智」可以修飾「真如」，或說「聖自

內證智」即是「真如」。但「真如」通常是表示一種狀態，故「聖

自內證智」若修飾「真如」，則「聖自內證智」則作「智慧」解

釋。若「聖自內證智」即是「真如」，即是「常住不可思議」，

那「聖自內證智」則作「狀態、境界」解釋。 
 
2-2-4 svapratyatmaryajbanadhigama- 
「katamaiw caturbhir yaduta svacittadrwyavibhavanataya 

cotpadasthitibhavgadrsti-vivarjanataya ca 
badyabhavabhavopalaksanataya ca 
svapratyatmaryajbanadhigamabhi-laksanataya ca / ebhir mahamate 
caturbhir dharmaih samanvagata bodhisattva mahasattva 
mahayogayogino bhavanti//」Lavk.p.79,16-p.80,2. 
語譯：哪四種呢？亦即 1 修習自心所現 2 遠離生住滅的見解 3
觀察外界之存在為無 4 得聖自內證智（svapratyatmaryajbana- 
dhigama）。大慧！擁有此四種性質（dharma）的菩薩大士才是

大瑜伽的瑜伽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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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譯 489b：得自覺聖智[善樂]  

魏譯 529c：[樂修]內身證聖 

唐譯 599c：[專求]自證聖智 

 

2-2-5 svapratyatmadhigama- 
 「evam anyatra svapratyatmadhigamaviwesagamitayaj 
parinamayanti nirvikalpan asravadharmalaksanakarena prasajyante 
wilavgaih / etan mahamate srotapannasya 
wilavrataparamarwalaksanam bhavati/」Lavk.p.119,6-8 
語譯：像這樣一心嚮往殊勝的自內證，依各種無分別˙無雜染

的戒律（wila- avga）來修行。 
大慧！這就是須陀洹（srotapanna,預流人）〔在斷〕戒禁取

〔見〕（wila-vrata-paramarwa）時的特徵。 
 

宋譯 495a：自覺  

魏譯 537b：自身內聖  

唐譯 605a：所證 

 

「須陀洹」（意譯為「預流人」）乃梵文 srotapanna 的音譯，

srota（河流）加 apanna（進入）的複合語，「進入聖流」之意；

為佛陀聲聞弟子中的最初位階。原始佛教說，「須陀洹」須斷三

界的見惑，亦即身見、疑見、戒禁取見，方能證得須陀洹的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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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33 
《楞伽經》先是承原始佛教的基本定義，在本節前文已說

身見、疑見，接著談「戒禁取見」。「戒禁取見」是指一種錯誤

的見解；持守不正的戒律或禁制（通常指佛教以外的教派所遵

行的）以為可得解脫的一種執取之見。34 
但《楞伽經》在此特意結合「自內證」（svapratyatmadhi- 

gama-），說須陀洹在斷「戒禁取」之際的特色為：「一心嚮往殊

勝的自內證」，且依持「無分別˙無雜染」（nirvikalpanasrava）

的戒律（wila- avga），這種講法明顯有別於原始佛教，為《楞伽

經》獨自的詮釋。 
 
（二）後半部為 –gocara, -visaya, -gatigamya, -adhigamya, 
-dharma,-vedya, -bhumi 

基本上，就字義而言，gocara, visaya, gatigamya, 
adhigamya,dharma,vedya, bhumi 皆可指「對象、事物、境界」。 

分別來說，go-cara,原指「牛的活動範圍」，漢譯經常譯為「境

界」。visaya  指「感官所對應的事物」，多半譯為「對象」。, 
gatigamya 與 adhigamya 都是√gam（或 adhi√gam）的過去被

動分詞，兩者皆可直譯為「被證知的」、「被獲得理解的」，亦即

自內證智所證知的境界。vedya 為“vid”(知道)的被動態，亦即

「被知道的」，漢譯常作「所知」。dharma，漢譯大都作「法」，

有「事物、東西」的意思。bhumi 是「地、境地」之意。 

                                                 
33 〔中村 1975 上卷：628-629〕 
34 〔中村 1975 上卷：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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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說，pratyatmagati 接-gocara, -visaya, -gatigamya, 

-adhigamya, -dharma, -vedya, -bhumi 所形成的複合詞全都指稱客

觀的智慧。 
 

1  -gocara 
1-1 pratyatmagatigocaram 
「tarkikanam avisayam wravakanaj na caiva hi / yaj dewayanti vai 
nathah pratyatmagatigocaram //124」Lavk.p.49,4-5  
語譯：大師們所說的自內證的境界，既非外教〔所說的〕內容

（visaya），也非聲聞〔所說的〕內容。 

 

宋譯 485a：自覺之境界  

魏譯 524a：自覺境界[說]  

唐譯 595b：證智所行處 

 
pratyatmagatigocaram 很明顯地，指的是表示客觀的自內證

的境界。偈文中談到此非外教與聲聞所說的內容。visaya 一般譯

為「對象」，此處引伸為「所證得、所說的內容」。 
 

1-2 pratyatmaryajbangatigocara 
 「pratyatmaryajbanagatigocaro hi mahamate sarvabhavasvabha- 
valaksanotpadah na balaprthagjanavikalpadvayagocarasvabhavah 
/」Lavk.pp.62,12-14 
語譯：大慧！一切事物（bhava）的自性（svabhava）之相不生，

這才是聖自內證的境界。而非愚夫的以二取〈能取˙所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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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境界為自性。 
 

宋譯 487a：自覺聖智趣境界  

魏譯 526c：內身證聖智境界 

唐譯 597a：自證聖智所之處 

 
1-3 aryajbanapratyatmagatigocara 
 「punaraparaj mahamate nirvanam 
aryajbanapratyatmagatigocaraj wawvatoccheda 
vikalpabhavabhavavivarjitam /」Lavk.p.99,1-2. 
語譯：再者，大慧！涅槃即是聖自內證的境界，離常與斷的分

別以及有與無〔的分別〕。 
 

宋譯 492b：聖智自覺境界  

魏譯 533b：內身聖智修行境界 

唐譯 602b：自證聖智所行境界 

 
1-4 svapratyatmagatigocara 
 「tatra svapratyatmadharmatanusajdhih katamattais tathagatair 
adhigatam tan mayapy adhigatam anunam anadhikaj 
svapratyatmagatigocaraj vagvikalparahitam 
aksaragatidvayavinirmuktam /」Lavk.p.143,6-9 
語譯：大慧！這當中，所謂「自證法性的密意」是什麼呢？亦

即諸如來所證得的；離言語分別的；離文字及兩邊（gati-dvaya）；

不減也不增的；也是我證得的；為自內證所趣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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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譯 498c：緣自得法究竟境界  

魏譯 541c：自身內證諸境界行 

唐譯 608b：證智所行  

     
本段主題為「一字不說」。此處提出兩種密意（anusajdhi）：

自證之法與本住之法。本住之法(purvadharmasthitita)指不管如來

出世、不出世，自古以來不變的真理。自證之法則強調為諸如

來所證得的境地。 
 
2  -visaya 
2-1 pratyatmaryajbanagativisaya 
 「yaduta maricisvapnakewondukaprakhya mahamate sarvabhava 
anadikalaprapabca 
daustulyavicitravipakavikalpavasanabhinivewahetukah 
sarvabhavasvabhava iti sajpawyan pratyatmaryajbanagativisayam 
abhilasate /」Lavk.p.82,1-5. 
語譯：大慧！一切的存在就如陽炎、夢、毛輪一般，以無始時

來執著種種戲論妄想分別的習氣為因而生，為無自性。以上能

正確觀察的話，就可求得自內證智。 
 

宋譯 489c：得自覺聖智[善樂]  

魏譯 530a：[求]證聖智修行境界   

唐譯 600a：[專求]自證聖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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梵文詞語雖然很多字彙，但意思無非指稱「自內證智」或

「自內證智的對象」。visaya 與前面的 gati 若以「所屬複合詞」

來解釋，則可譯為「自內證智的對象」：但若以「同格複合詞」

來解釋，則可直譯為「自內證智這個東西」，而意譯為「自內證

智」。 

 

2-2 aryajbanagatigocaravisaya- 
 「kim idaj bhagavan sattvanaj tvaya nastyastitvadrsti vinivarya 
vastusvabha vabhinivewenaryajbanagocaravisayabhinivewan 
nastitvadrstih punar nipatyate viviktadharmopadewabhavaw ca 
kriyata aryajbanasvabhavavastudewanaya /」Lank.p.165,7-10 
語譯：世尊！您〔說法〕既讓眾生離有、無之見，為何又說聖

智的境界？如此一來，又要讓他們執著聖智的境界，以為有此

事物的自性可執著，而再度墮入有的見解。換句話說，您所做

的是，不說寂靜之法（viviktadharma），而說聖智的自性。 

 

宋譯 502a：聖智所行境界  

魏譯 545c：聖智境界  

唐譯 611b：聖智境界 

 
3 -gatigamya 
3-1 aryajbanapratyatmagatigamya  
paramarthas tu mahamate aryajbanapratyatmagatigamyo na 
vagvikalpabuddhigocara  h tena vikalpo nodbhavayati paramartham/ 
Lavk.p.8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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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譯：大慧！最高真理必須透過聖自內證智的所行才能覺知；

它不是靠言語分別來覺知的對象。 
 

宋譯 490c：聖智自覺所得  

魏譯 531a：聖智內證  

唐譯 600c：聖智內自證境 

 
3-2 aryajbanagatigamya 
tatra mahamate abhilapavikalpah katamad yaduta 
vicitrasvaragitamadhuryabhinivesah esa mahamate 
abhilapavikalpah/  tatra mahamate abhidheyavikalpah katamad 
yadutasti tat kimcid abhidheyavastu 
svabhavakamaryajbanagatigamyam yadawrityabhilapah pravartata 
iti vikalpayati/ Lavk.p.128,9-12. 
語譯：這當中，大慧！「對於所言（abhidheya）的分別」是什

麼呢？亦即對於某個所言的事物，把它當作聖智的所行而執著

其自性。依此，言語（abhilapa，能言）就產生，且被分別。 
 

宋譯 496b：聖智所知  

魏譯 539a：聖人修行知  

唐譯 606a：聖智所證境 

 
4  -adhigamya 
aryajbanapratyatmadhigamya 
punar aparam mahamate pramanatrayavayavapratyavastha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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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tvaryajbanapratyatmadhigamyam svabhavadvayavinirmuktam 
vastu svabhavato vidyata iti vikalpayisyanti/ 
 na ca mahamate cittamanomanovijbanacittaparavrttyawrayanam 

svacittadrwya- grahyagrahakasvikalpaprahinanam 
tathagatabhumipratyatmaryajbanagatanam yogin  am

bhavabhavasamj  ba pravartate// Lavk.p.92,18-93,5. 
語譯：此外，大慧！〔外教之人〕建立三支之量

（pramana-traya-avayava），他們或許如是分別：將〔本來已〕

離能取‧所取之自性〔而證得的〕聖自內證智，又把它當作諸

事物的自性〔誤以為它是〕存在的。 
但是，大慧！對一些瑜伽行者而言，他們是不會生起有與

無的想法的。〔因為這些瑜伽行者〕已經轉依心‧意‧意識，捨

棄自心所現之所取‧能取的分別，獲得如來地之聖自內證智。 
 

宋譯 491b：已得聖智自覺   

魏譯 532a：聖智內證之法   

唐譯 601a：聖智內證 

 
5 -vedya 
5-1pratyatmavedya(例 1) 
 「tathahaj laksanaiw citrair dharmanaj prativimbakaih 
/pratyatmavedyaj putrebhyo bhutakotij vadamy aham //148」

Lavk.p.88,12-13 
語譯：同樣地，我先說諸法的種種形象，後然再跟〔佛〕子們

說自內證的真實（bhutako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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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譯 490c：自覺聖智  

魏譯 531b：明實際  

唐譯 600c：自證實際法 

 
    前文已說過，pratyatmavedya 的 vedya 為動詞字根 √vid（知

道）的被動態。亦即「被知道的〔事物〕」，漢譯常作「所知」。

因此，pratyatmavedya 在此，譯為「自內證」（為自我內心所證

知的事物）。 
根據〔Suzuki 1933:116〕，本經出現的 pratyatmavedya 有七

處（包括下文的例 2），全部見於偈頌當中；此外，還有衍伸的

語詞如：pratyatmavedyagati-、pratyatmavedyagatidharma、

pratyatmavedyayana，皆各一處。35 
 
5-1pratyatmavedya(例 2) 
 「pratyatmavedya wuddha ca bhumir esa mamatmika/ mahewvaraj 
paraj sthanam akanisto virajate //3」Lavk.p.215,13-14. 
語譯：清淨的自內證之境地，就是我們本身。大自在天是最上

的住所，色究竟天光明莊嚴。 
 

                                                 
35 本文最初發表於〈台灣〉第三屆印度學學術研討會（2007），會中蒙法鼓

山中華佛學研究所‧釋見弘教授的補充，並於會後惠寄資料，提示我《明

句論：  493, ll. 10-11 3731-2》及《入菩薩行論細疏：BCAP 367, l. 13》中

也見得 pratyatmavedya 一詞，在此特表謝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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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譯 509c：自覺智  

魏譯 555c：內心證  

唐譯 619a：自證 

 
6 pratyatmadharma 
「pratyamadharmo nirdistah tvam caivapy anukampitah/ 
Anagataw ca vaksyanti girau ratnavibhusite//21」Lavk.p.6,11-12 
語譯：〔佛〕說自內證之法，一方面也是憐憫你。 
     未來的〔諸佛〕也會在這座寶物嚴飾的山上說法。 
 

宋譯：無    

魏譯 515c：內心證法   

唐譯 588a：自證法 

 
7 –pratyatmabhumi 
Buddhabodhisattvawatam ca samadhiviwesapratilambhena pawyanti 
kalpawatam ca purvantaparantato 'nupravisanti ksetrawatam 
cavabhasayanti ksetrawatam 
cavabhasyottarottarabhumilaksanavidhijbah 
pranidhanavaiwesikataya vikridanto dharmeghabhisekabhisiktas 
tathagatapratyatmabhumim adhigamya 
dawanisthapadasunibaddhadharmanah sattvaparipakaya vicitrair 
nirmanakiranair virajante pratyatmagatisukhamahitah//, 
Lavk.p.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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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譯：大慧！〔菩薩〕他們因為獲得殊勝的三昧，而見到成百

的佛˙菩薩；知曉前際（過去）及後際（未來）的百劫〔事〕，

照見成百的國土。照見成百的國土之後，進而理解「〔菩薩諸〕

地」的特色與規矩。以殊勝的誓願來遊方，直到法雲地接受灌

頂，證得如來的自內證之地；伴隨十無盡誓願（dawanisthapada-）
36，入自內證的安樂；為成熟眾生，以種種變化光明來放光。 
 

宋譯 495c：〔得如來〕自覺地  

魏譯 538a：〔證如來內〕究竟法身智慧地  

唐譯 605b：〔入於〕佛地 

 
本節論說「菩薩的兩種知」；「兩種知」談論之後，則說菩

薩在擁有此兩種知之後的神通境地。本文此處為後半節，在說

「菩薩的神通得果」。 
《楞伽經》多處談論菩薩的得果，有時還會與菩薩的階位

（十地）相結合「獲得殊勝的三昧」應該是指第八地以上，得

「如幻三昧」。以下「成百」的修飾詞，是「眾多」之意：進入

                                                 
36 dawanisthapada –一詞，宋譯：〔善繫心〕十無盡句；魏譯：〔依〕十無量善

根願〔轉〕；唐譯：〔入於佛地〕十無盡願。dawanisthapada 此梵文不見於

〔Monier-Williams 1899〕的梵英辭典。但〔Edgerton 1953(rep.1993)〕的混

合梵語辭典則收錄之。dawa 為「十」，pada 為「句、語詞」，nistha 漢譯做

「無盡」（宋譯）、「無盡」（宋譯）、「無量」（宋譯），據〔Edgerton 

1953(rep.1993)：25、308〕的說法，本經中出現的 nisthapada 和 anisthapada 

似乎是同義詞（synonym），而且 Suzuki 也將兩者都譯做 inexhaustible v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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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際及後際的百劫（意即知悉過去‧未來各百劫事）、見到成百

的佛菩薩、國土等。而菩薩第十地是「法雲地」，接受諸佛灌頂，

證明自己證得如來的自內證之地。 
「如來的自內證之地」梵文為 tathagatapratyatmabhumim 

為對格、陰性、單數，乃動詞 adhigamya（證得） 的對象詞。 
 
三 結論 

所謂「主觀」的「自內證智」與「客觀」的「自內證智境

界」其實是一如、合一的，皆「唯自心所現」（cittamatra, 

svacittadrwya 等）的教義為《楞伽經》特色之一。從字面看，

梵文用語群也有「智」與「境界」的主客之別。透過用例分析，

可以發現在 pratyatmagati- 之後，如果接-gati 、-adhigama

或-adhigamana，則有可能表示「主觀之智慧」，雖然這樣的詞

例只有幾個，；另一方面，如果接-gocara、-visaya、-gatigamya、

-vedya、-dharma、-bhumi 等，則表示「客觀之境界」。綜合來

看，pratyatmagati- 的相似用語中，表示客觀境界的次數多於

表示主觀智慧。而看似主觀智慧的詞語往往也可解釋成客觀的

境界，兩者皆可解釋的用例不在少數。 

最後，將文中所舉用例可以歸納出與「自內證」（包含自

內證智或自內證智境界）相關的教旨如下： 

（一）「自內證」即究竟(siddhanta)（1-1-1 例 2），即最高

真理（＝第一義）（1-2-2 例 1），即空性（1-2-2 例 1），即

聖智（1-2-2 例 1），即涅槃（2-2-2），即不思議（2-2-2），

即真如（2-2-3）。最高真理需透過自內證智的所行方可覺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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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清淨即「自內證」(二 5-1 例 2)。了知「聖自內證」的法

即知見「法無我」（1-3-2）。 

（二）離言語分別即可證入「自內證」(1-1-3)。「自內證」離

言語分別（二 1-4）。會起言語分別是因為執取「聖智境界」為

有的緣故(二 3-2) 

（三）依證得聖智則無法與非法的分別（1-2-1）。不知「自內

證」，才會起蘊的差別(2-1-1 例 5)。自內證智境界為一切法的

自性不生(1-2)。自內證智境界離二邊(1-3)。正觀一切法無自

性，則樂得自內證智(2-1)。 

（四）「自內證」為瑜伽行者所證得 (1-1-2)。瑜伽行者方得

理解「自內證」(2-1-1 例 3)。行者應修瑜伽(2-1-1 例 4)、樂

求「自內證」（2-2-4）。瑜伽行入「自內證」，了知五法(2-1-1

例 7)。 

（五）「自內證」乃為大乘人所說的法(2-1-1 例 1、2)；非外

教所說，非聲聞所說(二 1-1)如來地即「自內證」之地（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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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skt. 頁數 宋譯 頁數 魏譯 頁數 唐譯 頁數

6 無   內身行 515c 自證法 508a

8 無   內身所證

法 

516b 自證智 588b

11 無   內證行 518b 自智所行 590a

93 自覺聖

智[修行

者] 

491c 自身進趣

證聖智 

532a 自證聖法 601b

123 自覺 495c 自身修行

證智 

538a 自覺境界 605b

pratyatmaga
ti 

148 緣自覺

趣 

499c 自身內證

之法 

542c [生]智慧

[光] 
609a

svapratyatm

agati 
11 無   內身覺觀 589a 自證聖智 589a

49 595b

50 

自覺聖

智 

485a 內身聖智

自覺知 

524a 自證聖智

所趣 * 

pratyatmary
ajbanagati 

133 自覺聖

智 

497a 自身內證

聖智修 

539a 自證聖智

行 

607a

57 自覺 486b 內身自覺

修行 

525c 自證聖智 596cpratyatmary
agati 

224 自覺聖

趣 

510c 內身修行

證聖人智

557b 自證境界 62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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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t. 頁數 宋譯 頁數 魏譯 頁數 唐譯 頁數 

pratyatmary
asvagati 

127 到自覺

聖 

496b 自身內修

行法 

538c 證聖智境 606a 

自身內證

聖智 

607a svapratyatm

aryajbanaga
ti 

133 自覺聖

智 

497a

修行 

539c 自證聖智

行 

* 

155 [以語入

義] 
500a 入自內身

修行義 

543c 自證境界 610a 

222 自覺聖

趣 

510b 自內身聖

行 

556c 內境界 619c 

622a 

svapratyatm

aryagati 

238 得自覺

聖趣 

512c 自身內證

聖行修行

560a 聖智內證

境界 * 

620b svapratyatm

aryadharma
gati 

226 自覺法

趣 

511a 自內身證

聖智修行

557c 證自聖智

所行之法 

* 

102 [為得如

來]自覺

[地故] 

492c [為]內身

證[如來

地故] 

534a [為令人

速入如來

地故] 

602c 

137 緣自得 498a 自身內證 540c 了達…自

證法 

607c 

pratyatmadh
igama- 

148 緣自得 499b 自身內證 542c 自所證 609a 

svapratyatm

adhigama- 
119 自覺 495a 自身內聖 537b 所證 6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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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t. 頁數 宋譯 頁數 魏譯 頁數 唐譯 頁數

58 自覺聖

[差別

相] 

486b 內身證得

聖[相] 
525c 自證聖智

[殊勝相]
596c

60 得自覺

性[故有

相] 

486c 內身證

[相] 
526a 自證聖智

所行[相]
596c

60 [諸如

來]自覺

聖智所

得 

486c [諸佛]聖

智內身證

得[故] 

526a [諸如來]

自證聖智

所行[真

理] 

597a

61 自覺聖

境界 

486c 內身證 526b 自證 597a

pratyatmary
adhigama- 

79 得自覺

聖智[善

樂] 

489b [樂修]內

身證聖 

529c [專求]自

證聖智 

599c

aryajbanadh
igama 

17 無   聖證智 518b 證者 590a

pratyatmaga
manatva 

70 到自覺

聖智法

趣 

488a 觀諸佛

法，如實

修行 

528a 獲自證法 598b

svapratyatm

aryajbanadh
igama 

75 得自覺

聖智 

488c 自身內證

聖智法

[空] 

543c 得自證聖

智 

59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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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t. 頁數 宋譯 頁數 魏譯 頁數 唐譯 頁數 

80 得自覺

聖智 

489b 內身證智 529c 自證聖智 599c 

194 得自覺

聖智 

506c 自身內證

聖智 

551c 聖自證 616a 

200 逮得[如

來]自覺

聖智 

507b 於自內身

聖智所證

552c 獲於[如

來]內證

聖智 

616 

200 得…自

覺聖智

507b 自內身聖

智所證 

552c 內證聖智 616c 

pratyatmaga
tigocara 

4 無   身所證法 515b 自所證法 587c 

 5 無   內身行境

界 

515b 自證法 588a 

  7 無   內身證境

界 

516a 自證境界 588b 

  7 無   內身行境

界 

516a 自證智境

界 

588b 

  11 無   內心修行

所觀境界

517a 自證聖智

境界 

589a 

  12 無   內心修行

境界 

517b 自證智所

行 

589a 

  23 自覺之

境界 

480b 自覺之境

界 

519a 自證之境

界 

58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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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t. 頁數 宋譯 頁數 魏譯 頁數 唐譯 頁數

  39 自覺境

界 

483b 內行境界 522b 自證聖智

所行 

593c

  49 自覺之

境界 

485a 自覺境界

[說] 

524a 證智所行

處 

595b

  55 自覺之

境界 

485c 自覺之境

界 

525a 自證之境

界 

596a

  62 自覺聖

智趣境

界 

487a 內身證聖

智境界 

526c 自證聖智

所之處 

597a

svapratyatm

agatigocara 
143 緣自得

法究竟

境界 

498c 自身內證

諸境界行

541c 證智所行 608b

82 得自覺

聖智[善

樂] 

489c [求]證聖

智修行境

界 

530a [專求]自

證聖者 

600a
Pratyatmary
ajbanagativi 

saya 165 聖智所

行境界 

502a 聖智境界 545c 聖智境界 611b

87 聖智自

覺所得 

490c 聖智內證 531a 聖智內自

證境 

600c

123 自覺聖

智所行 

490c 聖智自證

覺所行 

531b 自證聖智

所行境界

601b

aryajbanapr

atyatmagatig

amya 

 

 

aryajbanaga

128 聖智所

知 

496b 聖人修行

知 

539a 聖智所證

境 

6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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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t. 頁數 宋譯 頁數 魏譯 頁數 唐譯 頁數 

tigamya 

Aryajbanap
ratyatmadhi
gamya 

 

93 已得聖

智自覺

491b 聖智內證

之法 

532a 聖智內證 

 

601a 

88 自覺聖

智 

490c 明實際 531b 自證實際

法 

600c 
pratyatmave

dya 215 自覺智 509c 內心證 555c 自證 619a 

–prapratyat
madharma 

6 無  內心證法

 

515c 自證法 

 

588a 

-pratpratyat
mabhumi- 
 

123 自覺地 495c 究竟法身

智慧 

地  

538a  佛地 60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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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y 

 

 

Abstract 

 

Lavkavatara-sutra (the rest omitted as LAS) is  a canon which 

like as a collection of  Buddhism terms, it contains many concepts of 

Mahayana Buddhism such as Wunyata( Emptiness) 、 

Vijbamatra( consciousness- only ) 、 Tathagatagarbha 

( ≒Buddha-nature )  and so on. Even these concepts are pretty 

different or opposite , but in LAS, those different concepts are treated 

as same, and always no explanation reasonlly.  

However in LAS, originated some peculiar terms, for example, 

pratyatmagati﹑pratyatmagatigocara etc. Although pratyatmagati means

“ subjective ”  experience ；  pratyatmagatigocara means

“ objective ” state. In LAS, “ subjective ”  experience and 

“objective”state are not different. namely, they are regarded as same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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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n from the strcture of Sanskrit, we can find that if the 

compound which the first half“pratyatmagati-” adds  -gocara、

-visaya、-gatigamya、-vedya、-dharma、-vastu etc, almost means

“objective” state； otherwhise, if “pratyatmagati-” connects 

-gati 、 – adhigama or – adhigamana etc, will be possibly means

“subjective” experience. And all those vocabularies only are seen at 

LAS, not seen at other Buddhist canons. I think it is very interesting. 

 

Keyword ： Lavkavatara-sutra  Tathagatagarbha  pratyatmagati  

pratyatmagatigocar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