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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依  ĀDHĀNA

 了解所依，才能安立心在修行的境界。安立心在所緣就是禪

 修，禪修就是佛教的瑜伽，也就是止觀。

 安立在修行的境界，就是安立平等的心

 三昧

 等持  正定就是八種等持

 等至

 鏡子  ĀDARSA

 所有的境界，在我們的心反應，好像在鏡子裡面，了解心就是了解唯識。

 心本來就沒有限制，其實南傳佛教，也是講這個道理。我們的限制，

 就是我們的煩惱，這就是我們的無明。

 如何
 安立
 心在
 所緣

 以何緣安住其心

 四個
 所緣

 遍滿
 所緣

 遍滿所緣是在修行的過程中所有的所緣。

 了解遍滿所緣，其實是了解唯識、阿賴耶

 的道理。成就修行就是滅所依、轉所依、

 遍知所緣、愛樂所緣

 四种
 瑜伽

 所依灭  没有轮回

 所依转  得清净

 遍知所缘  修出离就是遍知所缘，遍知轮回；因为遍知所缘，所以厌离轮回。

 爱乐所缘  就是爱解脱，声闻的修行是靠分别智慧，菩萨道一定也要有分

 别智慧。重点是在无分别智慧(见道)。

 （注：《瑜伽师地论》卷13: 丙七闻所成地 -> 广释其相 -> 内明处 -> 想差别施设建立

 相 -> 第四颂 -> 所作： 云何所作？谓八种所作。一、灭依止，二、转依止，三、遍知所

 缘，四、喜乐所缘，五、得果，六、离欲，七、转根，八、引发神通。修习瑜伽、修习止观

 时的情况；  十科：所作、所缘、瑜伽、止、观、作意、教授、德、菩提、圣教；

 卷28： 问：修瑜伽者凡有几种瑜伽所作？答：四。何等为四？一所依灭。二所依转。三遍

 知所缘。四爱乐所缘。所依灭及所依转者，谓勤修习瑜伽作意故，所有粗重俱行所依渐次而

 灭，所有轻安俱行所依渐次而转，是名所依灭及所依转瑜伽所作。遍知所缘及爱乐所缘者，

 谓或有遍知所缘爱乐所缘与所依灭转而为上首，由此遍知所缘爱乐所缘增上力故，令所依灭

 及所依转。）

 2个凡夫的所緣
 有分别影像

 无分别影像

 空不是概念，空是修行的境界，不過還是需要概念來了解它。

 菩薩道：就是把握所有的概念，但是不執著所有的概念

 我們所知道的過程，就是我們的意念；我們的境界，就是我們的意念。我們对輪迴的

 缘起，涅槃的缘起的了解，還是要從概念下手；我們只會知道我們所知道的所緣，沒

 有領納讓我們解脫的境界，我們都是在影像。

 我们如果沒有相，不會入修行的過程，這個像要很穩定。如果它不穩定，我们沒有辦

 法安立心在上面，相是從哪裡來的相？當然是從「心」來的。

 同分
 影像

 什麼是同分影像？同分影像變成奢摩他相，變成毗缽舍那相。

 修止觀，一定要這個同分影像。我们需要穩定的相在心裡面，

 如果沒有穩定的相，那不能如實觀。

 例安那
 般那念

 比方修安那般那念，要經過培養禪相的過程，才能夠入定，心準備這個

 相，你才能取這個相；如果能取這個相，那變成什麼？變成『似相』。
 似相就是《瑜伽师地论》讲的同分影像

 我們領納呼吸的時候，怎麼知道有呼吸？入息的時候我們感到冷，出息的時候感到暖，

 有推动、粗、滑的感覺。這個暖，冷，粗、細，屬於所緣還是屬於受？它也是所緣，也

 是受，是不能夠分開的。

 我們认为所缘的境界跟我們的心沒有什麼關係，因為不管我们在不在，境界都是

 一樣，不過這是一個錯誤，所以我們的領納所緣的過程也有錯誤。

  

 我們所感到的呼吸，就是風界、地界、火界，水界，那這個地、水、火、風的領

 納跟所緣，怎麼變成同分影像？怎麼變成似相？因為我們的心能夠安住在上面，

 如果我們的心不能安住在上面，那它就不會變成似相，不會變成同分影像。同分

 影像，不是跟地、水、火、風的感覺一樣，但也不是不一樣。

 領納 (受) 跟所緣，怎麼變成同分影像？

 心安住即可见
 到同分影像

 如果意識不穩定，那看不到同分影像，看不到似相，因为这个所缘境是意识所行法处所

 摄。所緣的法界是概念，這個影像也是概念。我們知道呼吸是靠身識，也是靠意識，沒

 有它們在一起，那我們什麼都看不到。

 亂的心，看不到同分，看不到似相。為什麼？ 我們的意、我們的心，好像鼓，上面有

 五個黑石頭 - 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如果一個石頭它跳，別的石頭一定也

 要跳。

 所以我们不可能注意到在呼吸裡面有地界、水界、火界，风界。不過我們注意最明顯的影像：

 入息的時候就是冷，出息的時候就是暖。在呼吸的過程，最明顯就是風。

 呼吸也叫做風界，它有很多名稱，安那般那、入息、出息、風界、身行。

  

 所以我們領納呼吸，就是領納風界，領納風界，就是領納推動。

 我們領納這個推動，安立心在上面，那它就變成同分影像。雖然呼吸入息的過程

 還在，它變成意識的所緣，这样才心能夠安下來 。漸漸那五个石头就也會不跳

 了。如果它是前五識的所緣，那石頭还繼續跳。同分影像/似相，就是心的影像。

 领纳风 (呼吸) 的推动，安立心在其

 上，它则变成同分影像 (所缘境)

 执着影像
 是真实的

 依照《瑜伽師地論》的道理，我們的心都在影像、概念上活动，我們认为这个影

 像是真的(注：法我执），但這個影像本來就是從心來的，心改變，影像也改變；
 缘名为境

 有分别
 影像

 观

 为调心穩定，心需要安住在這個影像上，我們才能夠通達這個影像，了解它，研究它，

 這就是觀。

 依照《瑜伽師地論》，观的体，就是有分別影像，因為我們的心安住在

 這個像上，然后我們就分別它。

 只有（第六）意識能夠修止觀。不過這個所緣是概念，依照唯識，

 這個概念是假的。

 所缘境是心所现的影像

 然后心又去分别它/观察它，或止于它

 《瑜伽師地論》是從有分別影像开始，不過我們應該從無分別所緣开始，因为有定的

 心才能如實觀。

  

 現在不管是漢傳佛教，還是藏傳佛教，多半跟修行有關的書，都有受《瑜伽師地論》

 的影響。漢傳佛教、藏傳佛教都是說明修奢摩他的過程，靠九種心住。如果我們研

 究《清淨道論》，可以配合，其實都是講同樣的過程，都能夠互相配合很好。

 无分别
 影像

 止  如果我們要修奢摩他，那就安住在同分影像 / 似相，不過不繼續檢查、

 不繼續尋、不继续覺知 。

 九心住
 是一個
 统一的
 過程

 九心住是一個過程，我們不能夠機械的分開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

 要漸漸觀全部，它們互相的關係。如果我們修行有進步，那平常已經不需要第一

 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可以直接到第六部分，還是第七部分，如果習慣

 的話，到三昧。

 不過先需要練習，練習需要了解次第，需要每一步徹底的了解，這樣我們才能夠

 觀全部，觀全部的時候，你需要入定。

 入定沒有那麼難。入定自在，很難。

 聲聞他愛樂在涅槃，菩薩愛樂在禪，三昧，修三昧。三昧的意思，我們已經有說明，跟

 ĀDHĀNA 安立心在所緣有關係，就是安立心在所緣上，平等平等。

  

 從近行定到第一禪定、第二禪定、第三禪定、第四禪定，無色界定，《瑜伽師地論》說

 的很詳細，可能比《清淨道論》還詳細，這些道理很有用。

 奢摩他
 的目標

 奢摩他的目標，就是安立心平等平等在所緣上，這是無功作意，菩薩的心磨練，

 就是在這裡。

 無功作意：不需要勉強，心连续不斷的平等，變成習慣。

 如果是真的菩薩，他不會壓迫煩惱，他是用煩惱來學法，如果他壓迫煩惱，他怎麼會了

 解，怎麼度眾生。

 菩萨道
 加法空
 道理

 《瑜伽師地論》雖然是講聲聞地的道理，四種所緣是在<聲聞地>，不過在<菩薩地>我們

 也可以找到同樣的道理，菩薩地也是講四個所緣。四個所緣是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我

 們已經有講過菩薩道是依照《瑜伽師地論》，在聲聞道上，還要加一些真如道理，一些

 空道理，才能夠徹底的了解所有的修行，菩薩的目標就是度眾生，就是用三乘，聲聞

 乘、獨覺乘、菩薩乘為方便。其實所有的法都是方便，因為究竟法沒有辦法抓，我們只

 能夠抓方便。

 《瑜伽師地論》是連續不斷的講這個道理，鳩摩羅什同樣的道理 - 空不是概念；如果空

 是概念，那我們無法諸法如。那很容易誤會，空就是什麼都沒有。唯識出現是因為彌勒

 佛，就是怕這個空很容易誤會，他称之为惡取空。

 如果要學怎麼在止和观中突破所有的障礙，一定要了解，我們修行的境界，都是意識的境

 界，意識的境界是概念，意識的境界就是相，同分影像。只有意識能夠發智慧，只有意識

 能夠定心在所緣上。

 唯識的觀點就是在這裡，所以眾生，我們眾生，執著、＂迷路＂，

 不是在事實、不是在那個真實義，是在概念，是在相，是在影像。

 凡夫执着影像，不明白诸法的真实义

 （ 卷36 <真实义品> ）

 心有
 輕安

 安立心在所緣上。一定要有奢摩他的基礎，沒有奢摩他的基礎，觀不會出現。

 奢摩他的基礎就是心有輕安。成佛的時候，輕安也沒有斷。現在我們在學，所以輕安

 會有斷。

 什麼是定的好處？在定裡面你有輕安沒有斷，不過出定，它又斷，要多多練習、輕安

 的心要變成自然，這樣不需要壓迫煩惱。我們需要壓迫煩惱，因為輕安的心不自然。

 不像《清淨道論》，《瑜伽師地論》是說明止、觀能夠雙修，

 就是禪變成智慧，智慧變成禪。
 止觀雙修：禪變成智慧，智慧變成禪

 三三昧

 安住在空、無相、無願三昧，不是說我們什麼都看不到，是說我們用智慧。

 什麼智慧？般若波羅蜜智慧，來領納所緣，大乘佛教的修行多半都是靠這個

 道理。不管是藏傳佛教，漢傳佛教，不過其實也都是靠《瑜伽師地論》所講

 的境界，一定要發現我們的心的相是「假」的，這個影像是「假」的。我們

 所執著的境界，就是我們的心的影像，這個我們的心的影像，是靠我們的經

 驗，所以我們有念這個影像，所以我們這樣思維。

 心的影像是假的

 (心去想它才有，心不想就没有）

 影像改變，思維改變

 思維改變，概念改變

 概念改變，名稱改變

 名稱改變，再相改變

 我們取相是靠名稱，不過第一要知道怎麼「安立心」在修行的過程。

 （《大智度论》）

 问曰：是三种以智慧观空、观无相、观无作。是智慧，何以故名三昧？ 

 答曰：是三种智慧，若不住定中，则是狂慧，多堕邪疑，无所能作。

 若住定中，则能破诸烦恼，得诸法实相。 

 九種
 心住

 九種心住

 內住  sthāpayati

 等住  saṃsthāpayati

 安住  avasthāpayati

 近住  upasthāpayati

 調順  damayati

 寂靜  śamayati

 最極寂靜  vyupaśamayati

 專注一趣  Ekotīkaroti

 等持  samādhatte

 先分開了解，再整体了解。我們漸漸習慣在寂靜的境界、寂靜的境界有輕安。

 有輕安，就可以用有分別影像，無分別影像，來調心完全平等，能夠用奢摩他

 三昧，毗缽舍那三昧。

 《法句經》有名的頌（註：第372偈）：無慧則無禪，無禪亦無慧，

 禪慧具足者，實近於涅槃。
 定慧合起来名之为禅

 止觀雙修只能夠出現在出世的所緣。什麼是出世的所緣？空、無相、無願三昧。

 什麼是修中观禪？就是依照這個道理，真的境界就是空、無相、無願。心要安住在

 這個境界，這是禪，安住在這個境界，不会成羅漢，這是菩薩道。

 修行
 目标

 心自在就是修行的目標，在可意的境界，有厭離的心；在不可意的境界，

 有慈悲的心。

 净行所缘

 善巧所缘

 净惑所缘

 补充
 参考

 遍滿
 所緣

 云何遍满所缘境事？谓复四种：一有分别影像，二无分别影像，三事边际性，四所作成办。  卷26.276

 云何有分别影像？谓如有一，或听闻正法、或教授教诫、为所依止，
 或见或闻、或分别故于所知事同分影像，由三摩呬多地毗钵舍那行，
 观察拣择极拣择遍寻思遍伺察。
  
 所知事者：谓或不净、或慈愍、或缘性缘起、或界差别、或阿那波那
 念、或蕴善巧、或界善巧、或处善巧、或缘起善巧、或处非处善巧、
 或下地粗性上地静性、或苦谛、集谛、灭谛、道谛。是名所知事。
  
 此所知事，或依教授教诫，或听闻正法为所依止，令三摩呬多地作意
 现前，即于彼法而起胜解；即于彼所知事而起胜解。
  
 彼于尔时、于所知事、如现领受、胜解而转。虽彼所知事、非现领受
 和合现前；亦非所余、彼种类物。然由三摩呬多地胜解、领受相似作
 意、领受彼所知事相似显现。由此道理，名所知事同分影像。
  
 修观行者，推求此故；于彼本性所知事中，观察审定功德过失。是名
 有分别影像。

 影像是所缘；分别是能缘，即从日常生活上去观察佛法的真理。正法

 是十二分教。

  

 于所知事同分影像，前五识和色声香味触接触时去认识前五境，这叫

 所知事。第六意识所分别所观察的色声香味触法，与前五识所知事是

 相同的。影像：第六意识所观察的是前五识所知事的影像，与它相

 似，就像镜中的影像似的；影像是亲所缘缘，所知事是疏所缘缘。你

 闭上眼睛思惟前五识所知道的事情，这就叫做所知事同分影像。闻慧

 思慧也有这种境界，这是闻慧思慧的同分影像。

 高深的禅定里面去观察所知事，也叫做同分影像。此时的观察有四种

 不同，即拣择、极拣择、遍寻思、遍伺察。

 拣择：思惟缘起法的差别相，思惟五蕴、十二处、十八界。极拣择：思

 惟缘起法的无我的道理、毕竟空的道理。遍寻思：取彼蕴界处缘起的差

 别相、平等相。遍伺察：更深一层地去推求观察。

 云何无分别影像？谓修观行者，受取如是影像相已；不复观察拣择、
 极拣择、遍寻思、遍伺察。然即于此所缘影像，以奢摩他行寂静其
 心，即是九种行相令心安住。谓令心内住、等住、安住、近住、调
 伏、寂静、最极寂静、一趣、等持。彼于尔时，成无分别影像所缘。
 即于如是所缘影像，一向一趣安住其念，不复观察拣择、极拣择、遍
 寻思、遍伺察。是名无分别影像。
  
 即此影像亦名影像；亦名三摩地相；亦名三摩地所行境界；亦名三摩
 地口；亦名三摩地门；亦名作意处；亦名内分别体；亦名光影。如是
 等类、当知名为所知事同分影像，诸名差别。

 《披寻记》九〇二页：不复观察拣择等者：此中义显于所缘境不舍不

 取，名无分别影像。谓于所缘修观行已，还舍观相，复于所缘思惟止

 行；由于所缘止行转故，不名为舍。即于所缘不作相故，无分别故，

 不名为取。

 修止观一定要有所缘境，没有所缘境是不能修止观的。所缘境有种种

 差别，现在这文的次第先说观，有分别影像就是观。这里说的奢摩他

 的相貌，一个是不舍，一个是不取，不舍所缘境，也不取所缘境，这

 就叫做无分别影像。有念就是不舍，不观就是不取。

 复于所缘思惟止行：只是弃舍了观察，对于所缘境还不能弃舍，还要

 忆念这个所缘境，没有其余的虚妄分别。所缘境还在心里分明地显现

 出来，这是念心所的力量，不念的时候所缘境就没有了，那就不是奢

 摩他了，所以不舍。所缘境虽然在心面很清楚地显现出来，但是不

 观，只是念，这就是止，这个念实在就是止。念最后成功了就是定

 了。我们没得定的人，所缘境也能现出来，这是念的力量，刹那禅那

 相续下去，久了就变成定了。

 云何事边际性？谓若所缘尽所有性，如所有性。
  
 云何名为尽所有性？谓色蕴外更无余色；受想行识蕴外、更无有余受
 想行识；一切有为事、皆五法所摄；一切诸法、界处所摄；一切所知
 事、四圣谛摄。如是名为尽所有性。
  
 云何名为如所有性？谓若所缘，是真实性；是真如性；由四道理、具
 道理性。谓观待道理、作用道理、证成道理、法尔道理。
  
 如是若所缘境尽所有性、如所有性，总说为一事边际性。

 没入圣道之前，所缘境要有所选择，不可以「所有的色都可以作所缘

 境」。入圣位时能够尽所有性：「色蕴外更无余色，受想行识蕴外，更

 无有余受想行识」能这样观察。一切因缘生法，不管是凡夫的、圣人

 的、染污的、清净的，都属于「色受想行识」，在这里面含摄了一切有

 为法了。一切诸法 界处所摄，十八界十二处。包括无为也在内了。

 一切所知事，四圣谛摄：佛的境界，所知道的一切事情就是四圣谛所摄，

 就是苦集灭道四谛含摄了一切法了。

 凡是因缘生法都是虚妄的；凡是名言、假借名言来表达的也都是虚

 妄的。不是因缘生法那当然是无为法，远离一切名言境界那是胜义

 谛了，那是真实性。

 一切因缘生法表现于外的相貌是有差别的，但是它里边那个「如」义是

 无差别的，那个胜义谛是无差别的。真是形容词，形容如；这个如是真

 实的，它没有欺骗性、没有欺诳性。这因缘生法是虚妄的，你看它是那

 样子到时候又变了，所以它靠不住。

 云何所作成办？谓修观行者，于奢摩他毗钵舍那，若修若习若多修
 习为因缘故；诸缘影像所有作意皆得圆满。此圆满故便得转依，一
 切粗重悉皆息灭。
  
 得转依故，超过影像；即于所知事，有无分别现量智见生。
  
 入初静虑者，得初静虑时于初静虑所行境界；入第二第三第四静虑
 者，得第二第三第四静虑时，于第二第三第四静虑所行境界；入空
 无边处、识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者、得彼定时，即于
 彼定所行境界。如是名为所作成办。

 《披寻记》九〇三页：〈摄异门分〉说：若修者，谓由了相作意故。若

 习者，谓由胜解作意故。多修习者，谓由余作意故。又若修者，谓于所

 知事而发趣故。若习者，谓无间殷重修加行故。多修习者，谓于长时熟

 修习故。

 有分别影像、无分别影像是在内凡位的所缘境；事边际性是见道以后，

 得无生法忍以后的所缘境。现在所作成办就是无学道的时候的所缘境，

 约三乘佛法来说，就是阿罗汉、辟支佛、和佛的境界。

 了相作意是闻思智慧。胜解作意已经达到修慧的境界了，在禅定里边修诸

 法实相观。

 依：身心就是所依，一切的罪福以此为依止处，奢摩他毗钵舍那修圆满了

 的时候，你的身心转变了。粗重：烦恼的种子

 有分别影像所缘境事和无分别影像所缘境事，是开始修止观，事边际所缘

 就是修道了，修道最后圆满就是所作成办所缘境事，这样子就是遍行一切

 所缘境事了。一开始修行到最后成功，所有的所缘境都包括在这里面了，

 所以叫做遍满所缘境事。

 如是四种所缘境事、遍行一切，随入一切所缘境中，去来今世正等觉
 者、共所宣说。是故说名遍满所缘。
  
 又此所缘遍毗钵舍那品、遍奢摩他品、遍一切事、遍真实事、遍因果
 相属事，故名遍满。谓若说有分别影像、即是此中毗钵舍那品。若说
 无分别影像、即是此中奢摩他品。若说事边际性、即是此中一切事真
 实事。若说所作成办、即是此中因果相属事。

 《披寻记》九〇四页：如是四种所缘境事等者：此说四种所缘境事，谓

 即有分别影像，乃至所作成办。如是四种于所知事次第现前，是名遍行

 一切。于净行所缘乃至净惑所缘，随应能入，是名随入一切所缘境中。

 随入一切所缘境中：后边又有净行所缘、善巧所缘、净惑所缘这三种，

 这三种随其所依，也入于这四种所缘境里面了。这段文说这个所缘境事

 是佛这么开示的。

 双运
 转道

 问：齐何当言奢摩他、毗钵舍那二种和合平等俱转，由此说名双运转道？  卷31

 答：若有获得九相心住中第九相心住，谓三摩呬多。彼用如是圆满三摩地为所依止，
 于法观中修增上慧。

 彼于尔时，由法观故，任运转道，无功用转，不由加行；毗钵舍那清净鲜白，随奢摩他调柔
 摄受，如奢摩他道摄受而转。齐此名为：奢摩他、毗钵舍那二种和合平等俱转。

 由此名为：奢摩他、毗钵舍那双运转道。

 于恶取
 空者

 恶取空者，亦于所知境界迷惑，亦谤一切所知境界，由此因故堕诸恶趣，于他求法求苦解
 脱，能为虚诳亦作稽留；于法于谛不能建立；于诸学处极生慢缓，如是损减实有事者，于
 佛所说法毗奈耶甚为失坏。

 卷36

 恶取
 空者

 云何名为恶取空者？

 谓有沙门或婆罗门，由彼故空亦不信受，于此而空亦不信受，如是名为恶取空者。

 《披寻记》一二〇二页：沙门婆罗门者：沙门有四：谓圣道沙门等；婆罗门有
 三：谓种姓婆罗门等；如〈声闻地〉说。(陵本二十九卷十七页)

 何以故？由彼故空彼实是无，于此而空此实是有，由此道理可说为空。若说一切都
 无所有，何处何者何故名空，亦不应言由此于此即说为空，是故名为恶取空者。

 《披寻记》一二〇一页：由彼故空至可说为空者：由彼色等假说性法，但为名言

 之所取故，说之为空，彼假说法实无自性，是名由彼故空彼实是无。彼假说法虽

 说为空，然此空言要观待有方可施设。何者为有？谓即色等假说所依色等想事。

 于此色等想事假说色等性法，当知其中有空不空：色等想事实有性故为所依故，

 不应说空；色等假说唯于色等想事增益相故应说为空，是名于此而空此实是有。

 由此观待道理，观待于此余实是有，故可于彼假说为空。

 《披寻记》一二〇一页：何处何者何故名空至恶取空者者：此处若有，可于此处说

 彼为空，处既是无，依于何处名彼为空？是故说言何处名空。又所依处都无所有，

 彼能依法亦不可得，是故说言何者名空。说有说空，相待有别，若唯说空，应无所

 待，是故说言何故名空。亦不应言由此一切都无所有，于此一切都无所有，即说为

 空。何以故？如有颂言：要由余释余，非即此释此。如是说者，名顺正理。如先问

 言：云何有为？后答释言：所谓五蕴。若如是者，名顺正理。非先问言：云何有

 为？后答释言：所谓有为。今此中义，当知亦尔。一切都无，义即是空，不应即此

 都无，释此空义，若如是者，不顺正理。

 善取
 空者

 云何复名善取空者？

 谓由于此彼无所有，即由彼故正观为空；复由于此余实是有，即由余故如实知有。
 如是名为悟入空性如实无倒。

 《披寻记》一二〇二页：善取空者至如实无倒者：此中取言，谓无相取。胜义

 智见熏习成故，性无颠倒，故名为善。前恶取空，是有相取，世俗名言熏习成

 故，与此有别。谓由于此彼无所有者，简此说彼有空差别故；复由于此余实是

 有者，简彼名余，唯有非空故。

 谓于如前所说一切色等想事，所说色等假说性法都无所有，是故于此色等想事，由
 彼色等假说性法说之为空。

 于此一切色等想事，何者为余？谓即色等假说所依。

 如是二种皆如实知，谓于此中实有唯事，于唯事中亦有唯假；不于实无起增益执，
 不于实有起损减执，不增不减、不取不舍，如实了知如实真如离言自性，如是名为
 善取空者，于空法性能以正慧妙善通达。

 《披寻记》一二〇二页：谓于此中实有唯事至妙善通达者：于前所说假有法中实有

 唯事为所依因，非无实物假法成立，名于此中实有唯事。此谓遍计所执，实、谓依

 他起及圆成实。若于依他起相及圆成实相中，一切杂染清净遍计所执相，是名于唯

 事中亦有唯假，名言熏习执着起故。于实无事离有相取，是名不取。于实有事成无

 相取，是名不舍。了知诸法如所有性，是名通达，通达一切所知境界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