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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识经论中“三地往生”说之考察

  存德 a

【摘要】自《般若经》以来，大乘佛教就确立了“初地往生”说，然在《瑜伽论》

则出现了“三地往生”说；又据亲光《佛地经论》中引《解深密经》云，净土“三地

已上乃得生”。所以亲光的说法是有其思想渊源的，绝非是圆测所说的“译家之错”。

由于《解深密经》和《瑜伽论》是唯识学的根本经论，故唐代的唯识家景法师、神泰、

窥基、遁伦、圆测、慧沼、智周、元晓、清素等，以及华严宗的法藏等都参与了“三地

往生”说的讨论，三地往生成为唐代唯识学的重要议题。通过经论的对比性研究和对唐

代唯识诸家诠释的分析，可以明确地判定“三地往生”说的“三地”，实是《瑜伽论》

中“十二住（地）”说中的第三极欢喜住，和《般若经》中菩萨不共十地的初地欢喜地，

以及三乘共十地的第三八人地，由此可见大乘佛教的往生净土说，从“望果判人”上来

论，其阶位是相一致的。然后世唯识家将此“三地”解释为菩萨十地中的第三发光地等，

显然不符合唯识经论的本意。

【关键词】往生；八人地；初地；三地；净胜意乐地；极欢喜住；十二住；《解

深密经》《瑜伽论》

引言

佛教的宗趣是获得终极解脱，原始佛教以阿罗汉的获得为界标。初果阿罗汉已预

流圣位，断尽三界之见惑，不再退堕于凡夫，即见道而得法眼净。至四果阿罗汉时，已

断尽色界、无色界之一切见惑、修惑，而永入涅槃，不再有生死流转。后来的部派佛教

对阿罗汉位虽有种种分类和解说，但初果阿罗汉已入见道位而得法眼净，则是《阿含经》

以来的古说。

大乘佛教兴起后，净土信仰高涨，于是将解脱的重点放到往生净土上。往生净土

a　 作者单位：杭州佛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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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即得不退转，这是大乘经论的共说，也是其最基本的定义。所谓不退转后来也有种种

分类和解释，但其古义是指望于无上佛道不再退堕，也就是已入圣位，不再退堕于凡夫。

如大乘早期净土类经典《阿閦佛国经》中所说。这和《阿含经》以来的阿罗汉见道说是

相一致的。所以《大乘庄严经论》中就以此来比照小乘四果立大乘四果。a

所谓往生是指生命终结之后由此土而生于他土，一般是指从此秽土而往生彼净土，

有时也指从彼净土到秽土。关于往生的方法有一般性的念佛闻名、修诸善行、持戒修

定等；也有一些特异的方法，如诸种舍身等自杀式行为。关于往生的净土在大乘经论

中有种种不同，约体性上来分，可分为报、化二土。由于化土在三界内，属于天界，欲

求生者仅以五戒十善世间善法等都能往生，但往生报土就不同了。由于报土在三界外，

是大乘不共土，仅依世间善法是不能往生的，所以在往生行法就有了特殊的要求，特别

是信愿的重要性，故蕅益总结说：“得生与否，全由信愿之有无”。b那么什么样的人

才能往生报土呢？由于经论中的判摄方法不同，所以就有了凡夫往生、菩萨往生二说，

其中菩萨往生又有初地说、三地说等，本论文将对此进行一番考察，重点来论述《瑜伽论》

中的“三地往生”说。

一、“凡夫往生”说

大乘最古老的净土是阿閦佛土。《阿閦佛国经》云：若人合会诸度、无极善本、

持愿佛刹、闻号经法、受持讽诵等，彼佛即念是人，是人可得往生阿閦佛国。c从经意

来看，一切人均可往生净土，这和早期《阿含经》中关于获得阿罗汉果的精神是相一致

的，即一切人均能从凡入圣。《阿含经》中云：佛陀说法时，一切诸天、居士、沙门、

外道等即于座上“远离尘垢，得法眼净”而见道。又如须跋陀罗闻佛说法而得法眼净，

即于座下出家后得阿罗汉果，先佛而入涅槃。d从往生者的根性来说，《阿閦佛国经》

中提倡的“凡夫往生”说，被 1 世纪左右成立的《阿弥陀经》《无量寿经》，以及 4 世

纪后期在中亚结集的《观经》所继承。这一思想就被后来的中国净土宗所继承和发扬。e

“凡夫往生”说是大乘往生法门的古义和根本思想，它和《法华经》的“一佛乘论”

及《涅槃经》的“佛性论”一样，都是佛教基本精神的体现，在思想脉络上是遥相呼应

a　 （唐）波罗颇蜜多罗译：《大乘庄严经论》卷 12 云：“菩萨有四种果：一者入初地时生如来家，是须陀洹果；

二者于第八地中而得授记，是斯陀含果；三者于第十地中而得受职，是阿那含果。四者佛地，是阿罗汉果。”（《大正藏》

卷 31，第 650 页中）

b　 （明）蕅益：《净土十要》卷 1《弥陀要解》，《卍新纂续藏经》卷 61，第 648 页中。

c　 （东汉）支娄迦谶译：《阿閦佛国经》卷下《佛般泥洹品》，《大正藏》卷 11，第 761-763 页。

d　 [ 印 ] 求那跋陀罗译：《杂阿含经》卷 6，《大正藏》卷 2，第 413 页下。

e　 [ 美 ] 肯尼斯·k. 田中著，冯焕珍等译：《中国净土思想的黎明》，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第 42 页。



唯识研究（第九辑）

44

的。一切众生只要能对佛法生起信念，当然皆可成就佛道，决不可将一部分拒之门外，

这是佛教的正义，往生净土法门亦然。论其判摄的方法，当是“据因判人”。

二、“初地往生”说

如果从“望果判人”来论，净土清净胜妙，出三界之外，是佛无漏果报的显现。

以自力论，固然有一部分有漏众生不能往生。从业感讲，有漏凡夫只能感得有漏土，

所以净土只有菩萨才可往生，这就拣除了有漏凡夫。如《摩诃般若经》云：净土中“众

生无二乘之名，纯一大乘”。a《瑜伽论》《摄大乘论》《悲华经》《宝积经》等，皆

云净土中唯菩萨所住。《往生论》中总结说：“大乘善根界，等无讥嫌名，女人及缺根，

二乘种不生”。b由于经论中对菩萨的修学阶位有不同的说法，所以往生的菩萨也有阶

位上的不同。

关于菩萨的行位次第，在初期的《小品般若经》中大致分为发心位、不退位、一

生补处位等，其中心是以不退转来区分。c初期般若的菩萨行位与初期大乘通用的“十住”

位相类似。所谓十住者即：初发心住、治地住、修行住、生贵住、方便具足住、正心住、

不退住、童真住、法王子住、灌顶住。d《阿含经》中多以轮王来比拟佛，此“十住”

就是以王子来比拟菩萨。在《小品般若经》中菩萨的“十住”位说还没有形成，到《摩

诃般若经》“十住”已经形成，不过经中只是泛泛地说初地、二地、三地等，并没有十

地的名目，经云：

菩萨摩诃萨住是十地中，以方便力故，行六波罗蜜，行四念处乃至十八

不共法，过乾慧地、性地、八人地、见地、薄地、离欲地、已作地、辟支佛地、

菩萨地；过是九地，住于佛地。e

把菩萨的“十地”与“十住”的位相加以比较，可知“十地”实为“十住”，二

者基本上相一致。f《摩诃般若经》说到了两种十地：一类是菩萨“住是十地”中的十

a　 （姚秦）罗什译：《摩诃般若经》卷 17，《大正藏》卷 8，第 349 页上。

b　 （北魏）菩提流支译：《往生论》，《大正藏》卷 26，页 231 上。

c　 [ 日 ]越路照德：《菩萨十地思想成立的历史考察》，慧观译：《瑜伽论研究论文集》上册，慈氏学会（香港）

印。第 123 页。

d　 [ 印 ] 佛驮跋陀罗译：《华严经》卷 8，《大正藏》卷 9，第 444 页下。

e　 （姚秦）罗什译：《摩诃般若经》卷 6，《大正藏》卷 8，第 259 页下。

f　 据印顺法师研究，十住与十地的梵文本是不相同的，但在菩萨的行位发展之初，是古代的不同译法，“十住”

与“十地”可能渊源于同一原语，可能是“住地”。印顺法师结合经论的翻译用语，比较得出《摩诃般若经》中的“十地”

实为“十住”。（印顺：《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印顺法师佛学著作集》第 37 册，第 705-707 页）神林隆净：

《菩萨思想的研究》第八章《十住与十地》一节中，认为二者明方法上虽有粗细广略的不同，但主要意思并无殊异。



唯识经论中“三地往生”说之考察

45

地，但此十地名目不明，另一类是指乾慧等十地。关于这二种十地，龙树在《大智度论》

解释云：

地有二种：一者但菩萨地，二者共地。共地者，所谓乾慧地乃至佛地。

但菩萨地者，欢喜地、离垢地、有光地、增曜地、难胜地、现在地、深入地、

不动地、善根地、法云地。a

以龙树的解释来看，《摩诃般若经》所说的菩萨“住是十地”中的十地当是指欢

喜地乃至法云地。在唐译《大般若经》初分本（《摩诃般若经》）中对菩萨的行位也是

解说为欢喜等十地，这与华严《十地经》所说一样。b由此可以明确地说，大乘佛教所

说的菩萨十地是顺着《般若经》中的十地说而来。

欢喜等十地，但为菩萨说，不为声闻所说，可称为菩萨十地；而乾慧等十地为菩

萨与声闻共说，可称为三乘十地，天台宗称之为通教十地，即从乾慧地至菩萨地，不仅

菩萨能历此阶位，声闻也可以，这意味着小乘声闻亦可修大乘般若法门。初期大乘对声

闻人是包容的，主张声闻人亦可修菩萨道，亦可往生大乘净土。如《阿閦佛国经》《阿

弥陀经》《无量寿经》中均云净土中有无量声闻弟子。《小品般若经》云：“大乘不是

胜出小乘，只是胜出世间。”c各部《般若经》中也是这样说的，所以经云：“三乘同

学般若，而声闻、辟支佛皆不离菩萨之法忍。”d《放光般若》云：“凡夫之等及声闻、

辟支佛及如来皆共一等觉。”e由此可见“三乘同学同入（或同往生），是初期大乘阶

段的特征。”f所以初期大乘在菩萨阶位中建立了三乘“共十地”以包容小乘声闻，至

于建立菩萨“住十地”当是为了突显大乘的优胜独特性罢了。

“共十地”的行位是按声闻人的断惑次第来建立的，被初期大乘所吸收，它并和

菩萨的行位相配。《大智度论》云：

十地者，乾慧地等。乾慧地有二种：一者声闻，二者菩萨。

声闻人独为涅槃故，勤精进，持戒心清净，堪任受道。或习观佛三昧，

a　 （姚秦）罗什译：《大智度论》卷 49，《大正藏》卷 25，第 411 页上。

b　 据印顺法师研究，《摩诃般若经》中的十地是从《小品般若经》中的菩萨行位阶次发展而来，与“十住”说相符合，

关于名目不明的“十地”，《摩诃般若经》只是泛泛地说初地、二地等，至唐《大般若经》时，明确说明是极喜地。乃至法云地，

与《十地经》所说的一样。唐译《大般若经》中也说到了欢喜等十地和净观（乾慧）等十地。《大般若经》集成时，《十地经》

已成立流传，也就取极喜等十地来解说《摩诃般若经》没有名目的十地。（《大乘佛教的起源与开展》，第 919 页）

c　 （姚秦）罗什译：《小品般若经》卷 1，《大正藏》卷 8，第 539 页上。

d　 （姚秦）罗什译：《小品般若经》卷 1，《大正藏》卷 8，第 504 页下。

e　 （东晋）无罗叉译： 《放光般若经》卷 20，《大正藏》卷 8，第 140 页下。

f　 印顺：《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与开展》，《印顺法师佛学著作集》第 37 册，第 78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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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不净观，或行慈悲、无常等观，分别集诸善法、舍不善法。虽有智慧，不

得禅定水则不能得道，故名乾慧地。于菩萨则初发心乃至未得顺忍。

性地者，声闻人从煖法乃至世间第一法。于菩萨得顺忍，爱著诸法实相，

亦不生邪见，得禅定水。

八人地者，从苦法忍乃至道比智忍，是十五心。于菩萨则是无生法忍，

入菩萨位。

见地者，初得圣果，所谓须陀洹果。于菩萨则是阿鞞跋致地。

薄地者，或须陀洹，或斯陀含，欲界九种烦恼分断故。于菩萨过阿鞞跋致地，

乃至未成佛，断诸烦恼，余气亦薄。

离欲地者，离欲界等贪欲诸烦恼，是名阿那含。于菩萨离欲因缘故，得

五神通。

已作地者，声闻人得尽智、无生智，得阿罗汉。于菩萨成就佛地。　

辟支佛地者，先世种辟支佛道因缘，今世得少因缘出家，亦观深因缘法

成道，名辟支佛。

菩萨地者，从乾慧地乃至离欲地，如上说。

复次，菩萨地，从欢喜地乃至法云地，皆名菩萨地。有人言：从一发心

来乃至金刚三昧，名菩萨地。a　

依声闻教说，声闻人以十六心断见惑而见道，而住八人地，其果位相当于声闻初

果预流向，于菩萨则得无生法忍，入菩萨位。关于菩萨得无生法忍在大乘经论中有初地

说、八地说，等等，b这是需要加以解释的。《大般若经》云：

如是不退转菩萨摩诃萨，以自相空，观一切法，已入菩萨正性离生，乃

至不见少法可得。不可得故，无所造作。无所造作故，毕竟不生。毕竟不生故，

名无生法忍。由得如是无生法忍故，名不退转菩萨摩诃萨。c

a　 （姚秦）罗什译：《大智度论》卷 75，《大正藏》卷 25，第 586 页上。龙树这里说到了三种菩萨地：1. 从

乾慧地乃至离欲地，即三乘共十地的前六地。2. 从欢喜地至法云地，即菩萨住十地。3. 从初发心至金刚三昧（十地），乾

慧地于菩萨来说即已发心，那么见道前的乾慧地、性地，加入菩萨位后的欢喜地至法云地，则成十二地，这也正好与《瑜伽论》

中菩萨的十二住位说相一致。

b　 （唐）怀感《释净土群疑论》卷 6中举诸经异说云：《仁王般若经》说无生法忍在七、八、九地。诸论之中说，

无生法忍在于初地，或在忍位；《菩萨璎珞本业经》说无生法忍在十住位。《华严经》说无生法忍在十信位，《占察经》

说无生法忍在十信前凡夫位。无生忍有六位：1.闻慧在十信前；2.生胜解在十信后；3.思慧在十住后；4.修慧在暖后；5.证

得在初地；6. 相续在八地，此在因中，佛果圆满。（《大正藏》卷 47，第 67 页中）

c　 （唐）玄奘译：《大般若经》卷 449，《大正藏》卷 7，第 264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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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智度论》中解释云：

二乘人于诸佛菩萨智慧得少气分。是故，八人若智若断，乃至辟支佛若

智若断，皆是菩萨无生法忍。智名学人八智，无学或九或十断，名断十种结

使。……智断皆是菩萨忍，声闻人以四谛得道，菩萨以一谛入道。佛说是四

谛皆是一谛，分别故有四。是四谛二乘智断，皆在一谛中。菩萨先住柔顺忍中，

学无生无灭亦非无生非无灭，离有见无见有无见非有非无见等，灭诸戏论得

无生忍。a

四谛实为分别诸法实相之一谛，由于声闻人为钝根，所以声闻人的八人地乃至已

办地、辟支佛地等观四谛，一切智断仅得菩萨无生法忍之部分。而菩萨为利根，直观诸

法实相，见一切法毕竟空而入道，得无生法忍，住不退转地。以《般若经》和《大智度

论》的解释看，三乘共地的第三八人地其行位相当于是菩萨十地的初欢喜地。由此可知，

证得无生法忍，就小乘来说是声闻初果，就大乘来说是菩萨初地。所以吉藏总结说：“小

乘以初果得法眼净，大乘以初地得法眼净。”b法眼净者，观见诸法真理而无障碍、疑

惑之眼，即入正性离生悟无生法忍而见道。初期大乘经论中均云：“初地菩萨三结灭尽，

正性离生，证毕竟空，能见佛报身，庄严净土，住如来境界”，综其境界言，初地菩萨

可往生净土，所以《楞伽经》中明云，龙树菩萨“证得欢喜地，往生安乐国”。c初地

往生成为初期大乘的共说，如果就三乘十地来说，第三八人地才能往生净土。

三、“三地往生”说的提出

初地菩萨往生净土为初期大乘经论的一致说法，但瑜伽行派的经论中则出现了“三

地往生”说。亲光《佛地经论》云：

清净佛土一向净妙、一向安乐、一向无罪、一向自在，余处说故。《解深密》

说三地已上乃得生故。d

关于十地的解说，《解深密经》云：

成就大义，得未曾得出世间心，生大欢喜，是故最初名极喜地。

远离一切微细犯戒，是故第二名离垢地。

a　 （姚秦）罗什译：《大智度论》卷 86，《大正藏》卷 25，第 662 页中。

b　 （隋）吉藏：《维摩经略疏》卷 4，《大正藏》卷 38，第 962 页中 -下。

c　 （北魏）菩提流支译：《入楞伽经》卷 9，《大正藏》卷 16，第 569 页上。

d　 （唐）玄奘译：《佛地经论》卷 1，《大正藏》卷 26，第 292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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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彼所得三摩地及闻持陀罗尼，能为无量智光依止，是故第三名发光地。

由彼所得菩提分法，烧诸烦恼，智如火焰，是故第四名焰慧地。

由即于彼菩提分法，方便修习最极艰难，方得自在，是故第五名极难胜地。

现前观察诸行流转，又于无相多修作意方现在前，是故第六名现前地。

能远证入无缺无间无相作意，与清净地共相隣接，是故第七名远行地。

由于无相得无功用，于诸相中不为现行烦恼所动，是故第八名不动地。

于一切种说法自在，获得无罪广大智慧，是故第九名善慧地。

粗重之身，广如虚空，法身圆满，譬如大云，皆能遍覆，是故第十名法云地。

永断最极微细烦恼及所知障，无著无碍，于一切种所知境界，现正等觉，

故第十一说名佛地。a

瑜伽行派的经论中所说的十地，在叙述上和初期大乘建立的菩萨十地说并没有什

么本质性的不同。但在《解深密经》中并未有明确“三地往生”说的经文，那么亲光《佛

地经论》中为何会出现“《解深密经》说三地往生”呢？

对此唯识家有各种解释。窥基在《阿弥陀经疏》云：

问：“若是化土，何故《解深密经》三地已上乃得生彼？”答：“此约

他受用土说。他受用有二：一为登地已上现者，令登地已上人受用；二为地

前人现者，令愿乐已前人受用，即化净土。彼经据诸大菩萨生彼者约受用土说，

非是西方一向是初地已上净土，由有凡夫二乘亦得生故，有化土及受用土。”b

窥基的解释似是而非，基本上未切入问题的本质。圆测的解释比较有见地，也有

讨论的价值。《解深密经疏》云：

《解深密》说三地已上乃得生故。（解云：此经无此文也，应是广本，

或可译家错也，此文即是《瑜伽》第七十九说）。c

圆测的解释有三个要点。相传《解深密经》梵文广本有十万颂，所以圆测指出，

玄奘译的略本并无此文，应该是广本之文。其二，玄奘可能译错了，但圆测并不十分肯定。

其三，三地往生是《瑜伽论》所说。

《瑜伽论》中确有三地往生说，论中云：

a　 （唐）玄奘译：《解深密经》卷 4，《大正藏》卷 16，第 704 页上 -中。

b　 （唐）窥基：《阿弥陀经疏》，《大正藏》卷 37，第 312 页上。

c　 [ 新罗 ]圆测：《解深密经疏》卷 1，《新纂卍续藏经》卷 21，第 185 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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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净世界中，无那落迦、傍生、饿鬼可得，亦无欲界、色、无色界。亦

无苦受可得，纯菩萨僧于中止住，是故说名清净世界。已入第三地菩萨，由

愿力自在故，于彼受生，无有异生及非异生声闻独觉。a

《瑜伽论》所说的“第三地”究竟是菩萨十地的第三发光地呢？还是三乘十地的

第三八人地呢？这就需要进一步的考察。

四、“三地往生”说的考察

三地往生是《瑜伽论》明文所记，对此唐代的佛学家有激励的讨论，特别是唯识家，

如景法师、神泰、窥基、遁伦、圆测、慧沼、智周、元晓、清素等都参与了关于“三地往生”

说的讨论，还有华严宗的法藏等，由此可见这一问题的已成为唐代佛学的重要议题。遁

伦《瑜伽论记》云：

景云：“有文初地已上皆得往生，此中云何第三地者？约相，三地得定，

依定修观，方得往生，故作是说。”……泰云：“理实而言，初地、二地菩

萨亦得生彼，今据净土无欲，三地已上离欲菩萨生于彼故，但说三地生于净土，

无有凡夫及二乘圣人凡夫菩萨得生于彼。”b

清素《瑜伽论义演》云：“此依七地中已入第三地，即十地中入初地也”。c元晓《游

心安乐道》解释云：“此第三地是欢喜地，以就七种门地，第三净胜意乐地故，摄十三位，

立七种地。”d法藏《华严经探玄记》云：“此第三地既名净意乐，即是欢喜地，以约

七地辨故。”e在《释净土群疑论探要记》中比较详细的罗列个各家对“三地往生”解

释，云：

《瑜伽》明三地菩萨生净土中，若 行施戒修者，施戒修三，如次初、二、

三地行之，今修为要，或 已行三法皆得。

《唯识论》九云：初、二、三地行施戒修相同世间，四地修得菩提分法，

方名出世。《疏》云：初地行施，二地行戒，三地行修，相同世间，有情多

作三福业事故，未能修得菩提分法，今四地修得菩提分法，方名出世，离无

a　 （唐）玄奘译：《瑜伽论》卷 79，《大正藏》卷 30，第 736 页下。

b　 [ 新罗 ]遁伦：《瑜伽论记》卷 21，《大正藏》卷 42，第 790 页下。

c　 （唐）清素：《瑜伽论义演》卷 32，《赵城金藏》卷 120，第 841 页中。

d　 [ 新罗 ]元晓：《游心安乐道》，《大正藏》卷 47，第 111 页中。

e　 （唐）法藏：《华严经探玄记》卷 3，《大正藏》卷 35，第 158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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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定障者，能离无漏定障，第三地始满故。

《唯识论》九明十重障中第三地障云：三暗钝障谓所知障中俱生一分，

令所闻思修法，忌失彼障，三地胜定总持及彼所发殊胜三慧，入三地时便能

永断。又《论》云：三发光地成就胜定，大法总持，能发无边妙慧光故。《疏》云：

此地中成胜定，定谓三摩地陀罗尼，此名总持，总持有四：一法、二义、三咒、

四能得忍。此地所治迟钝性于三慧，有忌失障，今此地无忘彼法，名大法之

总持，法谓教法，殊胜之教，名为大法，此定及总持为因能发无边妙慧光故，

总持以念慧为性，谓以闻思修三慧照了大乘法故，因得定断障，闻思转胜，

非由定力亲能起。

问：十地配十度，禅定第五地，何故 施戒修，第三地修定？答：《述记》

云，问：若第五地修定度者，何故三地名为发光定？答：障三地除成至五地，

无漏定障第三地，除其定成至第五地究竟圎满，是故第三地始得定自在故，

十方净土随愿往生。《瑜伽论》意据此义，故言第三地菩萨方生，非遮尓前

菩萨得生。

问：何以得知《瑜伽论》言第三地者是发光地？彼论立七地、十三住，

七地第三净胜意乐，即欢喜地。若尓谁知第三地者是欢喜地？何况初地见净

土者，《仁王》《璎珞》《佛地》《摄论》等诸经论，同所许也，《瑜伽》

亦尓，何发光地由斯？元晓《无量寿经宗要》云：此第三地是欢喜地，以就

七种地门，第三净胜意乐地故。《浮丘集》云：第三地者，七地门中第三地也，

谓种姓地为一，胜解行地为二，净胜意乐地即是初地，为第三地。此等解释，

甚应道理。

答：论文意泛，所解非一，愚夫是非，不可輙之，先出异释，如元晓等

七地门判第三地，如上所难。又《灯》六云：《对法》第六、《解深密经》、

《瑜伽》七十九，皆总相说。如《瑜伽》七十九所说净土，或三地菩萨等往生，

十地亦在其中。周《记》释云：《灯》或三地至亦在其中者，八、九、十地

名为三地，既是三地处于净土，所以第十亦在其中，即第十地在净土中。

溜州之意，第八地证相土自在，所依真如；现土自在，名愿自在，故后

三地中第三地名入第三，当第十地。又景法师云：约相三地得定，依定修观，

方得往生，故作是说。遁伦《记》引泰《释》云：理实而言，初地二地菩萨

亦得生彼，今据净土无欲，三地已上离欲菩萨生于彼，故但说三地生于彼土。

此等尺中景法师等，准今论意，且述此义深契本论。所以论云：由愿自在故，

于彼受生，愿自在生，可依胜定欢喜地位，虽亦往生，所得定力相未增上；

更不可云：由愿自在，即生净土。施戒修三，初二地中，虽亦修习，而随相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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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修一，故定自在义在三地，况三地言源出《深密》，七地建立，遥起《瑜伽》。

故《佛地论》第一云：《解深密》说三地已上乃得生故，而彼经中但说十地，

不明七地何云，七地门中，第三准《深密经》《瑜伽》三地应是十地中第三地，

故《佛地论疏》云：就实而言，初地已上皆生净土，然《解深密》说三地已

上乃得生者，以净土之色依定而生，随相而论，三地已上方得静虑，证于定境，

而得生故。a

唐代唯识家的对“第三地”地解释大致可分为二类：一者为菩萨十地中的第三地

发光地，即“三地往生”。二者是菩萨十地中的初地欢喜地，即“初地往生”，另外，

“第三地”是《瑜伽论》中七地说第三净胜意乐地，此地的行位类于十地说中的欢喜地，

故可归入“初地往生”说中。

1.《解深密经》的“三地”是第三“发光地”吗

三地往生以亲光《佛地经论》说，出自《解深密经》。《解深密经》云：三地菩

萨得三摩地及闻持陀罗尼，依止无量智光。“从初极喜地名为通达，从第三发光地乃名

为得。”b三地菩萨由五缘故，当知名得“缘总法止观”。

一者，于思惟时，刹那刹那融销一切粗重所依；二者，离种种想得乐法

乐；三者，解了十方无差别相无量法光；四者，所作成满相应净分无分别相，

恒现在前；五者，为令法身得成满故，摄受后后转胜妙因。c

此奢摩他、毗钵舍那于：

初地中，对治恶趣烦恼业生杂染障。

第二地中，对治微细误犯现行障。

第三地中，对治欲贪障。

第四地中，对治定爱及法爱障。

第五地中，对治生死涅槃一向背趣障。

第六地中，对治相多现行障。

第七地中，对治细相现行障。

第八地中，对治于无相作功用及于有相不得自在障。

第九地中，对治于一切种善巧言辞不得自在障。

a　 《释净土群疑论探要记》卷 4，《国家图书馆藏善本佛典》第 44 册，第 182 中 -185 页上。

b　 （唐）玄奘译：《解深密经》卷 3，《大正藏》卷 16，第 699 页中。

c　 （唐）玄奘译：《解深密经》卷 3，《大正藏》卷 16，第 699 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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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地中，对治不得圆满法身证得障。

善男子！此奢摩他、毗钵舍那，于如来地，对治极微细最极微细烦恼障

及所知障。由能永害如是障故，究竟证得无著无碍一切智见。依于所作成满

所缘，建立最极清净法身。a

三地菩萨对治欲贪障，能依于“五缘”缘总法奢摩他、毗钵舍那，永断所知障中

三闇钝障，得定自在，成就胜定，总持大法，渐得菩提分法。又净土之色依定而生，故

三地菩萨定力自在，可随愿往生。以定力是否成就来论往生，虽然体现了瑜伽学说重于

定学的特色，与声闻教中有部偏于定学相一致，但与大乘佛教自初期以来所建立的信愿

往生（与声闻教中大众部重慧学一致）是有很大的不同。又《解深密经》云：菩萨十地

以四种清净所摄，“谓增上意乐清净摄于初地，增上戒清净摄第二地，增上心清净摄第

三地，增上慧清净于后后地转胜妙故，当知能摄从第四地乃至佛地。”b报土是清净无

漏土，以唯识学的转识成智来论，本识杂染未转时，其所变之土为有漏秽土，只有本识

转清净时，才能变无漏报土，而第三发光地为“增上心清净摄”，渐始圆满菩提分法。

唐代的注疏家主张第三发光地往生者大致就是在此意义上来说的。总之，若以此第三地

为第三发光地确实有不妥当之处，甚至可以说是完全错误的。

在《解深密经》的现存文本中，看不出三地往生的明证，可是在《瑜伽论》中有

明确的记载。如果说《解深密经》是从《瑜伽论》中编辑而成的话，c那么亲光《佛地

经论》中的说法还是有其渊源的，也有可能出自广本的《解深密经》，但绝非是圆测所

说的“译家之错”。从现从的《解深密经》中，是无法清晰有据的去证明“三地往生”

的，由于广本《解深密经》不存，所以要真正弄清“三地往生”的所指还需从《瑜伽论》

入手。

2.《瑜伽论》“三地”即是初地“欢喜地”

《瑜伽论》云：三地菩萨受生净土，清素、元晓、法藏等就从“三地往生”说的

行相境界来主张，此“三地”即是七地说中的第三净胜意乐地。此净胜意乐地的行相与

a　 （唐）玄奘译：《解深密经》卷 3，《大正藏》卷 16，第 702 页上。

b　 （唐）玄奘译：《瑜伽论》卷 79，《大正藏》卷 30，第 729 页上。

c　 日本深浦正文认为，《解深密经》的最显著特点是，如其他大乘经一样，不去平铺直叙经的性质之类的事实，

而专门进行带有“论”性质的问答论辩。而由于其叙述方法是所谓阿毗达磨论式的，因此与其把《解深密经》看作是经，

不如视为论来得更加妥当。从《瑜伽论》的教法直接源于引用该经的情况看，我们不得不说“瑜伽”的教系，很明显的是

自《解深密经》流衍而来的。然而事实上与其说改经为《瑜伽论》所引用，倒不如说《瑜伽论》的一部分内容后来被从《瑜

伽论》中独立出来，再添上序品，从而具备了“经”的样式。（[ 日 ] 西义雄：《论〈瑜伽师地论〉的三乘——以声闻地

为中心》，慧观等译《瑜伽论研究论文集》上册，第 144-1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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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地中的初欢喜地相一致，所以此“三地”即是初欢喜地，这就和大乘初期以来建立的

初地往生说相一致。

《瑜伽论》“虽被称为大乘论著，其实是大小乘论，是三乘各别论，而并非全部

是大乘内容。甚至可以说是三乘教的论著。”a重点阐述三乘的境、行、果。本论并非

顺着般若，而是从声闻教发展而来，所以就三乘行来说，是以声闻乘的行位为基础来组

织的，进而加入菩萨行位，以完成瑜伽师的行地。

《瑜伽论》是一部综合类的大型汇编性论著，其中讨论瑜伽行者行位境界时，有

四位说、六地说、七地说、十地说（加佛地成十一地）、十种说、十二住说（加佛住成

十三住）、十七地说等，b除十七地说外，c其余的菩萨诸地说在《瑜伽论》中都可以

被摄于十二住说中。论中云：十二住说包摄“一切诸菩萨住”“一切诸菩萨行”，由此

可以认定“十二住说”为《瑜伽论》中菩萨地的总结和中心，诸种菩萨阶位和菩萨行都

可以以“十二住说”来考察。d以下就以十二住说为中心来考察“三地往生”说的本意。

《瑜伽论》云：“菩萨十二种住，随其次第，类声闻住”。e以大类小的次第，结

合遁伦《瑜伽论记》整理如下：f

菩萨十二住 声闻十二住 《瑜伽论记》位相 《十地经》十地

1 种性住 自种性住
种性（在未发心时本有
种性）

2 胜解行住 趣入正性离生加行住 在七方便

3 极欢喜住 已入正性离生住 见道乃至初果 欢喜地

4 增上戒学住 增上戒学住 戒学 离垢地

a　 [ 日 ] 宇井伯寿著，慧观等译：《瑜伽论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 年，第 45-46 页。

b　 [ 日 ] 清水海隆在《关于中期大乘佛教的菩萨思想（三）——关于从菩萨地所说的阶位说看到的菩萨行构造》

中对此种种异说加以对比和研究后指出，六地说和十种说，都被包含在七地说中；十地说和四位说都被集中在十二住说中；

十二住说和七地说只是开合不同。《瑜伽论》中的菩萨阶位基本上被集中在十二住说当中。（慧观等译：《瑜伽论研究论文集》

上册，第 273-277 页）

c　 关于十七地说，真谛曾译出《十七地论》，与《瑜伽论》中的十七地名目有很大的不同，但十七地的阶数是统

一的，可知二者属于不同的流派，源流来自何处，目前还不清楚。

d　 《瑜伽论》中的十二住位的位相境界，前二住位（种性住、胜解行住）可与三乘共十地的前二地（乾慧地、性地）

相对应；后十住（极欢喜住至最上成满菩萨住）可与菩萨但十地（欢喜地至法云地）相对应，由此可见本论建立十二住说的本意，

那就是要将声闻教的修学次第纳入整个菩萨修学阶梯，体现了大乘菩萨道包罗万象的思想特点。其十二住说可与龙树《大

智度论》中的二种菩萨十地说相对应。由此可见，三乘同学同入大乘，别扬菩萨道，《瑜伽论》和《大智度论》的精神是

相一致的。又经论中有十二因缘、十二行相、十二年成道、佛寿十二劫、宫殿华台等广十二由旬、翅城广十二里、维摩心

室十二年、十二年转女成男，等等。由此可见十二在佛教语境当中是个比较特殊的数字，这也许是《瑜伽论》以十二住位

说为中心的思想渊源吧。

e　 （唐）玄奘译：《瑜伽论》卷 48，《大正藏》卷 30，第 562 下。

f　 [日 ]清水海隆：《〈瑜伽师地论〉中的声闻道与菩萨道》，慧观等译：《瑜伽论研究论文集》上册，第89-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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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菩萨十二住 声闻十二住 《瑜伽论记》位相 《十地经》十地

5 增上心学住 增上心学住 定学 发光地

6
觉分相应增上慧
住

增上慧学住 断上三品惑 焰慧地

7
诸谛相应增上慧
住

增上慧学住 断中三品惑 极难胜地

8
缘起流转止息相
应增上慧住

增上慧学住 断下三品惑 现前地

9
有加行有功用无
相住

无相三摩地加行住
已得四根本定、与彼无
色为加行道

远行地

10
无加行无功用无
相住

成满无相住 三无色 不动地

11 无碍解住 从此出已入解脱处住
从断非想九无碍及灭尽
定

善慧地

12 最上成满菩萨住 阿罗汉住 阿罗汉果 法云地

《瑜伽论》解释云：“菩萨从种性住、胜解行住进入第三极欢喜住”“一切恶趣

诸烦恼品所有粗重皆悉永断，一切上中诸烦恼品皆不现行。”a此地菩萨断尽随烦恼，

证百三摩地，住不退转，发决定愿，能现见诸佛，彼变化住持，教化有情。《论》云：

略说菩萨极欢喜住，谓善决定四相发心故，发起精进引发正愿故，净修

住法故。开晓余住故。修治善根故，受生故，威力故。若广宣说：如《十地经》

极喜地说，彼《十地经》广所宣说菩萨十地，即是此中菩萨藏摄；摩怛理迦

略所宣说菩萨十住，如其次第，从极欢喜住乃至最上成满菩萨住。应知此中

由能摄持菩萨义故，说名为地；能为受用居处义故，说名为住。b

《瑜伽论》中解释说，菩萨十二住中的第三极欢喜住至第十最上成满菩萨住，次

第相对应于《十地经》的初欢喜地至第十法云地。由此可毫无疑问地断定，《瑜伽论》

中所说的“第三地”是实指十二住位中的第三极欢喜住。极欢喜住从受用居处义说，亦

可称为“极欢喜地”，又就七地说来论，极欢喜住即第三净胜意乐地，c其位地阶数是

第三，所以又可称“第三地”。这应该是《瑜伽论》所说“第三地”的本义。此“第三地”

的位相境界与《十地经》的初欢喜地相对应，d绝非有人误解为第三发光地。如此以来，

a　 （唐）玄奘译：《瑜伽论》卷 48，《大正藏》卷 30，第 562 中。

b　 （唐）玄奘译：《瑜伽论》卷 47，《大正藏》卷 30，第 556 中。

c　 （唐）玄奘译：《瑜伽论》卷 49 云：《大正藏》卷 30，第 565 上。

d　 昙摩谶译《菩萨地持经》是《瑜伽论·菩萨地》的节译本，此经中所说的十二住也是第三欢喜住相对应于初欢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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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论》中的“三地往生”说就和大乘《般若经》以来建立的“初地往生”说相一致。

五、余论

大乘佛教开出净土往生以来，其往生者的根性在经论中有不同的判摄，可分为“据

因判人”的“凡夫往生”和“望果判人”的“菩萨往生”二说。关于“菩萨往生”自《般

若经》以来，大乘就确立了“初地往生”说，然在瑜伽行派中则出现了“三地往生”说。

瑜伽师的行地是在声闻教的基础上发展而来，为建立统摄三乘的瑜伽师地，所以《瑜伽

论》中的菩萨行地融摄了声闻行位。《瑜伽论》的菩萨地是以十二住说为中心的，通过

经论的对比性研究和对唐代诸唯识家解释的分析，可以明确的判定此“第三地”实是《瑜

伽论》中十二住说中的第三极欢喜住，或七地说中的第三净胜意乐地。《瑜伽论》中并

明言，此第三极欢喜住如菩萨十地的初地欢喜地；又以《般若经》说，菩萨初地与三乘

共地之第三八人地相对应，由此可见大乘佛教的往生净土说，从“望果判人”上来论，

其阶位是相一致的，即：从菩萨十地论，是初地欢喜地；从三乘十地说，则是第三八人地；

从七地说，是第三净胜意乐地；从十二住讲，是第三极欢喜住。后世唯识家对此混淆，

误将“第三地”解释为菩萨十地中的第三发光地等，显然不符合唯识经论的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