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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題： 

《成唯識論》（Vijñapti-mātratā-siddhi-śāstra），又名《淨唯識論》。 

 

《成唯識論述記》卷一： 

「淨(siddhi, sanctification 使神聖化，accomplishment 成就)彼真識(vijñapti-mātratā，

mere consciousness, 唯識性、唯識相)，成斯雅(正)論，名曰《成唯識論》，或曰《淨唯

識論》。」 

(《成唯識論》卷十：「顯唯識理極明淨故。」) 

 

「『成』(siddhi, establishment 成立)乃能成(立)之稱，以成立為功； 

『唯識』 (vijñapti-mātratā)所成(立)之名，以簡(除、否定、遮離識實有外境)了(肯定心識

及心所的了別認知力)為義。 

唯有識(vijñapti-mātratā, mind only)，大覺之旨(佛說三界唯心、萬法唯識)隆； 

本(三十)頌成，中道(不偏執的中正之道)之義著。」 

 

「『唯』遮(心外)境有，執有(離識有獨立外境)者喪其真； 

『識』簡(除)心空(無體無用)，滯空者乖其實。 

所以晦斯空(離識的外境是不存在)有(有體有用的內識是存在)，長溺二(有執、無執)邊(執

見)；悟彼有空，高履中道。」 

 

「『三十本論』名為『唯識』(三十頌)。藉此(成唯識論)『成』彼(三十頌)，名『成唯識』；

『唯識』之『成』，以彰(釋)論旨。」 

 

其意是《成唯識論》即成立唯識義理的論典，或成立世親《唯識三十頌》的論著。 

 



成唯識論述記‧賴耶篇 2 

撰作者： 

世親(Vasubandhu)菩薩撰作《唯識三十頌》，以三十首頌把唯識的道理扼要地組織，未曾

加以注釋便去世。印度有十大論師各自對《唯識三十頌》造注釋。 

 

十位論師包括： 

  (一)護法，梵名 Dharmapāla，音譯「達磨波羅」。 

  (二)德慧，梵名 Guṇamati，音譯「窶拏末底」。 

  (三)安慧，梵名 Sthiramati，音譯「悉恥羅末底」。 

  (四)親勝，梵名 Bandhuśri，音譯「畔徒室利」。 

  (五)歡喜，梵名 Nanda，音譯「難陀」。 

  (六)淨月，梵名 Śuddhacandra，音譯「戍陀戰達羅」。 

  (七)火辨，梵名 Citrabhāṇa，音譯「質呾羅婆拏」。 

  (八)勝友，梵名 Viśeṣamitra，音譯「毘世沙密多羅」。 

  (九)勝子，梵名 Jinaputra，音譯「辰那弗多羅」。 

  (十)智月，梵名 Jñānacandra，音譯「若那戰達羅」。 

 

《成唯識論述記》卷一： 

「佛滅已後….九百年間天親菩薩出世，造此頌本。…..同時唯有親勝、火辨二大論師造

此頌釋。千一百年後，餘八論師方造斯釋。 

教興主者，《三十頌》本，天親菩薩之所作也。….. 

 

釋此本頌有十論師： 

一、梵云「達磨波羅」(Dharmapāla)，唐言「護法」。此大論師，南印度境達羅毘荼國(Dravida)

建至城(Kāñcipura)中帝王(臣)之子，學乃泉(淵泉，思慮深遠)於海濬(幽深)，解又朗(明)

於曦(日色)明。內教窮於大、小，聲論光於真、俗；外道、小乘咸議之曰：『大乘有此人

也！』既猶日月之麗(附著)天，晈晈而垂彩；亦如溟渤(大海)之紀(括大)地，浩浩而無竭，

天親以後一人而已。』製作破斥，具如別傳(《大唐西域記》、《慈恩傳》)。年三十二而卒

於大菩提寺。臨終之日，天樂霄迎，悲聲慟城，空中響報婆羅門曰：『此是賢劫之一佛也。』

故諸神異，難以備言。 

 

二、梵云「寠拏末底」(Guṇamati)，唐言「德慧」，安慧之師。業冠前英，道光時彥。 

芳聲流於四主，雅韻驤於五天，聖德神奇，未易詳舉。 

 

三、梵云「悉恥羅末底」(Sthiramati)，唐言「安慧」。即糅《(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

救《俱舍論》、破(眾賢)正理師，護法論師同時先德，南印度境羅羅國(Lara)人也，妙解

因明，善窮內論。扇徽猷於小運，飛蘭蕙於大乘。神彩至高，固難提議。 

 

四、梵云「畔徒室利」(Bandhuśri)，唐言「親勝」，天親菩薩同時人也。本頌初行，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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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釋，妙得作者之意，後德因而釋焉。 

五、梵云「難陀」(Nanda)，唐言「歡喜」，勝軍祖習，故於後卷新熏種子，此師所說，

造《瑜伽(師地論)釋》等，大有制作。 

 

六、梵云「戍陀戰達羅」(Śuddhacandra)，唐言「淨月」，安慧同時，造《勝義七十(論)

釋》及《(大乘阿毗達磨)集論釋》之論師也。 

 

七、梵云「質呾羅婆拏」(Citrabhāṇa)，唐言「火辨」，亦世親同時也，尤善文辭，深閑注

述；形雖隱俗，而道高真侶。 

 

八、梵云「毘世沙蜜多羅」(Viśeṣamitra)，唐言「勝友」。 

 

九、梵云「辰那弗多羅(Jinaputra)，唐言「勝子」。 

 

十、梵云「若那戰達羅」(Jñānacandra)，唐言「智月」。 

 

此後三論師，並護法菩薩之門人也，或釋《瑜伽(師地論)》，或別注述，道、名俱遠，辭、

旨咸奧，神德既高，難盡言也。 

製此釋者，雖十論師，於中護法，聲德獨振，故此論題，特以標首(護法等菩薩造)。此師

所說，最有研尋，於諸義中，多為南指。邪徒失趣，正理得方。逈拔眾師，頴超群聖者，

其惟一人乎！」 

 

十大論師的關係：         彌勒 

 

                            無著 

            

      親勝  火辨        世親      

 

                        德慧     陳那 

 

      難陀  淨月    安慧    護法  

 

                         

                         勝軍      戒賢  勝友  勝子  智月 

 

                                   玄奘   

 

                                   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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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三十論釋》原有十本論師的著作，十家共有四千五百頌，觀點不盡相同，玄奘法

師在印度都搜羅到。至於護法的注解書，原本付托給一位玄鑒居士珍藏，以待知者，玄

奘獨獲其傳本而歸。後來玄奘法師採納門人窺基的建議，改用編纂辦法，折中十家之說，

只留窺基一人獨任筆受，這樣糅譯出《成唯識論》十卷，故是一部集注性質的書。奉

護法論師的解釋為指南，去盡繁言，具存精實。此論的首尾有序頌和結頌。《成唯識論》

代表著七世紀時印度瑜伽行派的正義，是最具權威性的、集大成的論書。 

 

窺基法師（632-682）為中國法相宗初祖，撰《成唯識論述記》二十卷（本、末十卷），

對《成唯識論》的注釋極為詳盡，集「六經十一論」的精粹及玄奘法師的口義，難解之

處列有諸師解說，並舉出《成唯識論》未列之印度十大論師名，同時以佛教之因明學，

駁斥小乘及諸外道，故歷來被認為是《成唯識論》最主要之注釋書，亦是大乘法相唯識

宗的重要典籍，總括整個佛學體系中境、行、果的要旨。 

  

《成唯識論述記》全書內容分為五門︰ 

(1) 辨(解釋)教時機︰分為「說教時會」(第三時了義教)與「教所被(覆蓋)機(根器、對象)」

(大乘)兩種。 

(2) 明論宗體︰以識有境無之唯識思想為「宗」(所尊崇的主張、宗旨)，以(收)攝相(現象)

歸(屬)性(本體)、攝境從(屬)心、攝假(法)隨實(法)、性用別論(事物特性、作用各別處

理)之四重(角度)為「體」。 

(3) (三)藏乘所攝︰ 

  ‧《成唯識論》在菩薩藏、聲聞藏中屬「菩薩藏」， 

  ‧在經、律、論三藏中屬「論藏」， 

  ‧在菩薩、獨覺、聲聞三乘中屬「菩薩乘」。 

(4) 說教年(份)主︰闡明世親略傳及十大論師簡歷年代。 

(5) 本文(科)判釋︰立「宗前敘敬分」(序分)、「依教廣成分」(正宗分)、「釋結施願分」

(流通分)等三科，詳細解釋《成唯識論》。 

又卷首有作者自序(沉雄宏整)，說明撰述此疏之用意，並對《成唯識論》之論名加以解說。 

 

若要研習唯識的理論體系，需正確理解世親論師的《唯識三十論》，便不能不讀十大論師

的《成唯識論》，亦應細讀窺基法師撰述玄奘法師口義的《成唯識論述記》。 

 

《成唯識論》的注釋書甚多，除了窺基所撰之的《成唯識論述記》外，亦可參考《成唯

識論掌中樞要》四卷、《成唯識論別鈔》十卷，《成唯識論料簡》二卷，慧沼所撰之《成

唯識論了義燈》十三卷，智周所撰之《成唯識論演祕》十四卷，新羅太賢集《成唯識論

學記》八卷等。 

 

至於注釋《成唯識論述記》則有道邑《成唯識論記義蘊》五卷、如理《成唯識論疏義演》

二十六卷，靈泰之《成唯識論疏鈔》十八卷、日僧湛慧《述記集成編》四十五卷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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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結構及分佈： 

《成唯識論》內容主要分為七段： 

第一、破外道； 

第二、破小乘； 

第三、闡明阿賴耶識； 

第四、闡明其他七個識； 

第五、闡明八識如何變現宇宙； 

第六、闡明有關宇宙萬法空、有的問題； 

第七、闡明如何實踐修行。 

 

《成唯識論》 《成唯識論述記》 內容組織 

卷一至卷二前段 卷一本至卷二末

前段 

論釋「由假說我法」等頌，破斥執著於實我、

實法之外道及小乘。 

卷二中至卷四中 卷二末後段至卷

四末前段 

論釋「初阿賴耶識」等頌，闡明阿賴耶識之相。 

卷四中至卷五中 卷四末後段至卷

五本前段 

論釋「次第二能變」等頌，闡明末那識之相。 

卷五中至卷七中 卷五本前段至卷

七本 

論釋「次第三能變、此心所遍行、依止根本識」

等頌，次第闡明六識能變之相、六識相應之心

所、諸識現起之分位等。 

卷七中至卷八中 卷七末至卷八末 論釋「是諸識轉變、由一切種識、由諸業習氣」

等頌，次第闡明一切唯識之義、諸識輾轉之因

果、生死相續之理等。 

卷八中至卷末 卷九本 論釋「由彼彼遍計」等頌，闡明遍計所執性、

依他起性、圓成實性等三性之義。 

卷九 卷九末前段 論釋「即依此三性」等頌，闡明三無性之義。 

卷九中至卷十 卷九末後段至卷

十末 

論釋「乃至未起識」等頌，闡明五位之相，乃

悟入唯識相性之次第。 

 

經文解讀： 

1 宗前敬敘(序)分 

  1.1  歸敬福田及彰釋論因 

【成論‧卷一】 

 

                敬禮對象 

稽首唯識性 滿、分清淨者。我今釋彼說，利樂諸有情。 

     所證      能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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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皈敬頌：一般在佛典之卷首，撰寫論典或闡釋文義的作者常用偈頌的方式來表示歸

依敬禮諸佛及解釋經義的菩薩，或皈敬三寶，並述說造論的目的。 

如《瑜伽師地論》卷六四云： 

「若欲造論，當先歸禮二所敬師，方可造論。 

『恭敬法』故，先應歸禮論本大師(如來)； 

『恭敬義』故，復應歸禮開闡義師(論師)。」 

 

【述記‧卷一】 

「稽首」二字顯「能敬相」； 

次下八字(「唯識性滿、分清淨者」)彰「所敬體」。 

若依俗釋，「稽」者至也，「首」者頭也；以首至地，故名「稽首」(叩頭)。 

此唯身業，敬相不盡；今但舉身，義顯意、語二業亦敬。 

又依理解，起慇(重)淨心，策(發動)殊勝業，申誠歸仰，「敬禮」之異名也。此通三業，

敬禮乃周(圓滿周徧)。……. 

 

次言「唯識性滿、分清淨者」，顯「所敬體」。…… 

言唯識性(vijñapti-mātratā, 唯識理)， 

即圓成實  

(pariniṣpanna,  

fully established,  

perfectly accomplished, 

ultimate reality, 指真如為諸法所依之體性， 

具有圓滿、成就、真實等三種性質)，…… 

若於識性……「滿淨」之「者」，是依士釋；淨屬智故。……此即如來智周德圓， 

窮(究證入)真如性(tathatā, state of thusness，真實如常之理體)，故稱為「滿」； 

澂(明)鑒(澈)無(塵)垢，二障(煩惱障、所知障)都盡，說名「清淨」……意顯如來證唯識理

究竟(徹底)圓(滿至)極，名「滿淨者」。 

 

[解]： ‧「六離合釋」是解釋梵語複合詞的六種文法規則，又名「六合釋」。 

「六離合」的梵文「殺三摩娑」(ṣaṭ-samāsāḥ)， 

「殺」(ṣaṭ)意謂「六」， 

「三摩娑」(samāsa)意謂「合」(putting together)，表示「合成語」(compound），

「殺三摩娑」即六種複合詞，包括持業釋、依主釋、有財釋、鄰近釋、相違釋、

帶數釋。 

就一個複合詞來說， 

兩個詞分離，則獨立各為一義，指「單獨詞」； 

若兩個詞合併則為「合成詞」。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CHEELocal%20SettingsTemp%22%20l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CHEELocal%20SettingsTemp%22%20l
Documents%20and%20SettingsCHEELocal%20SettingsTemp%22%2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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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釋」，指「意義」。 

 

‧「依主釋」(tat-puruṣa, his servant, the servant of him)，又名「依士釋」。 

這複合詞有兩個名詞，表示兩件東西，但兩個詞之中，一個詞是「所依之主」，

另一個詞是「能依之法」，或「為主所有的」，兩詞之間具有主、從的關係。

這種組合格式叫做「依主釋」。 

譬如「眼識」(eye consciousness)，「眼」是一法，「識」又是一法。不過這個

「識」是隸屬於「眼」，「眼」是「所依之主」，「識」是「能依之法」，指

依眼根所發的識。 

如果以白話文表示「依主釋」，即「眼的識」(consciousness of eye)。 

又如「王臣」，即「王之臣」之意。 

‧「淨者」若是「依主釋」，表示「清淨之人」、「清淨的人」。 

 

於「唯識性分清淨者」，「分」謂少分(部分)，「淨者」同前。即諸菩薩分證唯識真如自性，

覺(慧)未圓(滿澄)明，名「分淨者」。 

欲顯師弟悟證不同，故於唯識[性]說滿、分淨。…… 

此頌所舉「唯識性」言，顯是「所證」，而意歸敬「能證」彼人滿、分淨者。…… 

 

問︰何故論初須敬三寶？ 

答︰有四義︰ 

    一、最吉祥故：故《成實論》說言：三寶最吉祥故，我經初說； 

        (以是三寶功德具足，故經初說。又此三寶於一切世間第一吉祥。如〈吉祥偈〉

說：佛、法及眾僧，是名最吉祥。……是故應禮三寶。) 

    二、真福田故：《論》又說言：堪受世間妙供養故； 

    三、有大力故：福德智慧二種莊嚴功德、神通，實難(比)對故； 

    四、起希求故：說法之首先說三寶，令聞法者發勝心故。憑力請加，方能造釋。…… 

 

凡造論者，總有二緣︰ 

一、令法久住，二、為濟(度、救助)含識(sattva，spiritual essence, consciousness, sentient being, 

薩埵、有情、眾生。 

                                指含有心識、有愛著的生命個體)； 

一、自利，二、利他； 

一、由(為了培植無上菩提)智德，二、由(為了培植)恩德(施恩惠於他之德、度一切眾生)； 

一、為生大智，二、為生大悲。 

 

第三句云「我(十大論師)今釋彼(世親)說」者，正顯釋論令法久住、自利、由有智德、生

大智也。 

第四句云「利(益安)樂有情」者，述意所為濟諸含識、利他、由有恩德、生大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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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法久住，略有六因︰ 

一、欲令法義當廣流布(流傳散播)， 

二、欲令有情隨入正法， 

三、令失沒義重開顯故， 

四、為欲略攝(總括概要)廣(泛)散(說)義故， 

五、為欲顯發甚深義故， 

六、以巧(美好)言詞莊嚴(裝飾美化)法義，令起愛樂生淨信故。…… 

 

然造論者，名莊嚴經（alaṁkāra-sūtrā）。略有五喻，名莊嚴也。 

一者、如蓮未開，見雖生喜，不如已剖，香氣芬馥(濃盛)。 

二者、如金未用，見雖生喜，不如用之，為莊嚴具。 

三者、如膳未食，見雖生喜，不如食已，知真美味。 

四者、如慶(修德、善)書未開，見雖生喜，不如披(翻開)已，知其慶(可喜)事。 

五者、如珍寶未得，見雖生喜，不如得已，攝為己財。 

故今造論，名莊嚴經。 

 

1.2 明論本師(世親)製頌之由(目的) 

     

【成論‧卷一】 

(1)今造此論，為於二空有迷謬者，生正解故。 

(2)生解為斷二重障故。由我、法執，二障具生；若證二空，彼障隨斷。 

(3)斷障為得二勝果故。由斷續生煩惱障故，證真解脫；由斷礙解所知障故，得大菩提。 

 

【述記‧卷一】 

今造此論，為於二空有迷謬者，生正解故。 

一切異生、諸外道等，此愚癡類，彼於二空(真如理)(完)全不解(悟)了，名為「迷者」； 

聲聞、獨覺及惡取空邪解空理，(部)分有(悟)智故，名為「謬者」； 

不解、邪解，合名「迷謬」。 

或但不解無明名「迷」；若不正解邪見名「謬」；癡、邪見人名「迷謬者」。 

為令(使)於彼二(人、法)空真如有迷謬者(目標對象)生正解(無漏般若智、有漏加行智)故，

製斯(此、這個)論也。…… 

 

二重障 

「障」言「重」者，毀責(呵責貶義)名也。 

由煩惱障障大涅槃(無住涅槃)，流轉生死；由所知障障大菩提(四智：大圓鏡智，平等性

智，妙觀察智，成所作智)，不得大覺： 

一者、(二障種子)猶如金剛難可斷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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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擔(荷負)此(二障現行的業果)難越(度)生死流故， 

三者、押(壓迫)(沈)溺有情處四生(胎生、卵生、濕生、化生)故， 

四者、墮墜有情(沈)沒三界故， 

此上四義毀責過失，故名為「重」，通二障解。 

五者、或二障中，我、法二執，為障根本，生餘障類，但說二執名為重障。我、法執之

餘末，障皆輕故。…… 

「障」謂覆礙。覆所知境(一切法、真理)，令(四)智不生，礙大涅槃，令不顯證，故名為

「障」。…… 

 

生解為斷二重障故。由我、法執，二障具生；若證二空，彼障隨斷。 

且煩惱障品類眾多，我執為根，生諸(128 種)煩惱；若不執我，無煩惱故。證無我理，我

見便除，由根斷故，枝條亦盡。此依見道(斷分別我執及分別煩惱障種子)及究竟位斷煩惱

(斷俱生我執及俱生煩惱障種子)說。…… 

所知障中，類亦非一，法執為本，餘障得生；證法空時，法執便斷；以根斷故，莖葉亦

除。…… 

 

斷障為得二勝果故。 

「勝」謂殊勝，「果」謂果(位)利(益)，即順益於因(位)，三(阿僧祇 asaṃkhya, 不可數)劫

(kalpa)修因所得順益(果)故。 

二乘(聲聞、獨覺)二果(阿羅漢果、辟支佛果)非極圓滿，果而非勝； 

下地二法(十地菩薩在佛地之下：菩提、涅槃)非已圓滿，勝而非果； 

究竟二果(佛果：大菩提、大涅槃) (勝)過(超)出於彼(等)，立「勝果」名。 

斷二種障，為得此(佛)果。…… 

 

由斷續生煩惱障故， 

如《瑜伽論》五十九說：一切煩惱皆能續生(結生相續，指輪迴轉生之間，由中有而托生

於母胎)，即是發業(發動行為)、(滋)潤(業種子)生(受生)煩惱(招引來生業果)，今此論中並

皆名「續」。 

「煩」是擾義，「惱」是亂義；擾亂有情，故名煩惱。唯煩惱障發業、潤生，體是(纒)縛

法；其所知障，義即不然，故「續生」，但在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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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真解脫； 

言「解脫」者，體即「圓寂」；  
西域梵音云「波利暱縛喃」  
            (parinirvāṇa,  
              般涅槃， 
        complete extinction)。 
「波利」(pari)者「圓」也，  
「暱縛喃」(nirvāṇa)言「寂」，  
即是「圓滿」體(證)「寂滅」(消滅貪瞋癡等煩惱，停息生死輪迴的苦難，苦因苦

果消滅後出現凝然澄湛的寂靜安穩境界)，  
舊云「涅槃」(nirvāṇa, liberation 解脫)，音訛略也；今或順古，亦云「涅槃」。…… 
 
由煩惱障縛諸有情，恆處生死，證圓寂已，能離彼縛，立「解脫」(離縛自在)名，  
非解脫體即勝解數(心所、於決定境審決印持，明確清楚的了解)。  
(《雜集論述記》卷八：「解脫者，謂涅槃或無漏勝解數。」  
《述記》卷九：  
「解脫者，即勝解數。  
緣解脫、解脫苦，名解脫。  
因(位)中印境為名，乃名勝解；  
在果(位)出苦為因，故名解脫。」) 
「解」謂離縛；「脫」謂自在。  
障即煩惱，名「煩惱障」(kleśa-āvaraṇa, afflictive hindrance)，此持業釋；障蔽涅槃令

不趣證。…… 
又總(上所論而簡)別於外道(非想非非想處)、二乘所得(有餘依、無餘依)解脫，言

「真解脫」；彼唯是假，非不住(著)故。即斷煩惱(障)，(簡)別(佛)得(無住)涅槃。  
 
[解]： ‧持業釋(karmadhāraya samāsa)：前一詞多是形容詞來提供後一詞的各種資料。

如：mahā-yāna「大乘」，「大」為「乘」之形容詞。也可說「乘」為體，「大」

為用。 

         如：「藏識」(store-consciousness)，「識」者是體，「藏」是業用(屬性)，用能顯

體，「體」能「持業」，名為「藏識」。 
‧亦名「同依」︰「藏」取含藏「用」，「識」取了別「用」，此二同一所依，相

即同體，兩詞皆表達同一事物，顯示體用關係，藏即識故，故名「同依」。 
 
               

 
 
 

「煩惱障」：    煩惱本身就是障礙  
kleśa-āvaraṇa:   afflictive hind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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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斷礙解所知障故，得大菩提  
言「所知」者，即一切法，若有(體法)、若無(體法)皆所知故。了(知)所知(境之)智，

說之為「解」。  
 
 

 

 
 
 
 
 
 
 
「礙」是障義。由法執類覆所知境，障礙正解(正確了知一切所知境的智慧)，令不

得生。  
 
 
 
 
 
 
 
 
 
 
 
 
言「正解」者，「正覺」異號；梵云「菩提」(bodhi, enlightenment)，此翻為「覺(智
慧)」，覺(悟)(諸)法(實)性故。  
 
「末迦」(mārga, path)言「道」，遊履(walk)義故；  
古云(正覺、正解是)「菩提道」者，非也。  
由法執類，覆所知境，令智不生，名「所知障」；  
此從所障(被障之所知境)以立「障」名，「所知」之「障」，依主釋也。  
 
[解] 執我法者 → 不知唯識之理 

明二空理 → 斷二障 → 得涅槃解脫和四智(一切相智)  
∴ 開示二無我理 → 漸次悟入有果唯識 

《大乘阿毗達磨集論》列出「所知」包括： 

蘊、處、界等三法、 

五事(色、心、心所有法、心不相應行、無為法)、 

一切定、散心位及其所緣、 

三性、三世、 

迷亂與不迷亂諸法等， 

故「所知」是對不同範疇的一切事物的總稱，有包括為法及真如等無為

法。 

 

「所知障」：   「所知」的「障」 

 jñeya-āvaraṇa:   hindrance of the knowable 

雲峰《唯識開蒙》：  
「智所知境，名所知，  
被此染法障所知境，令智不知，名所知障⋯⋯	

所知之障，作依主釋⋯⋯	

所知不是障，被「障」障所知，故非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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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依教廣成分 

 2.1 略辨識相彰能變體 

【成論‧卷一】 

若唯有識，云何世間及聖教說有我、法？ 

(唯識三十)頌曰：「由假說我法，有種種相轉，彼依識所變。 

                 此能變唯三，謂異熟、思量，及了別境識。」 

世間、聖教說有我、法，但由假立，非實有性。 

「我」(ātman, 阿特曼、自我、神我、生命主體、實我、soul，包涵一、常、主宰義)謂

主宰(自在力及割斷力)； 

「法」(dharma, thing, 事事物物、實法)謂軌持 

(「軌」謂軌範 ─ 軌跡模範，可生物解， 

 「持」謂任持，不捨自相 ─ 維持特徵，才能引生眾人的知解)。 

彼俱有種種相轉。 

我種種相，謂有情、命者等；預流、一來等。 

法種種相，謂實、德、業等；蘊、處、界等。 

「轉」謂隨緣施設有異。 

如是諸相若由假說，依何得成？彼相皆依識所轉變而假施設。…… 

 

[解] 識變（vijñāna-pariṇāma,	mind	transformation）： 

「識」：vijñāna 是由 vi＋√jñā所構成的名詞。 
字首 vi 有分離(apart)、二分(in two parts)之意， 
語根√ jñā (to know, perceive) 有認識之意。 
字首 vi 加上語根√jñā 及語尾 na， 形成 vijñāna  
(vi-jñāna, 指分離地或分別地知的判別力，the act of discriminating, cognizing, understanding)
這一名詞，音譯為「毘若南」(vijñāna)或「毘闍那」(vijñāna)，意譯為「識」(consciousness、
mind)，表示出「分別地了解的認識」。 
如《瑜伽論記》說：「毘若南，此云識，了別為義。」表示心識有辨別外境的作用。 

 
「變」：梵語 pariṇāma (change, transformation)為「轉」義, 即轉化、變現的意思。 
(按：早期經典則用pratibhāsa	(appearing, occurring to the mind, mental image, 顯現) 

 
「識變」涵有由識轉變、顯現等含義。 

 

八識的心王及心所(自證分、自體分)，都能轉變似見、相二分，這就叫「識變」，或「識

轉化」。 
 
安慧謂轉化有三種：異熟轉化、思量轉化、了境(表境)轉化。 

玄奘譯為「三能變識」:  此即異熟能變, 思量能變, 了境能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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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眼識(視覺)轉變 

 
 
                                 

眼識種子  →                                     

                                      

 
 
 

 
 
識變也就是識的分別活動，一切我、法的境相，都是由「內識」(vijñāna) 所變現(pariṇāma)
的影像，對象世界的存在事物，都只是識的表象(vijñapti)而巳，所緣(認知對象, cognized 
object) 自身不是獨立實有。所以，識變(vijñāna-pariṇāma,	mind	transformation)是萬法

呈現的原理，而vijñāna則是此呈現的認知主體。 
 
心識活動時自然會區別出主觀和客觀方面的界域，此界域其實是我們心識內部的主客形

式結構，是同時地生自內在的功能力量(種子、bīja, seed, primary cause, potential)，使我們

誤認為是實在的認知主體(我)及客觀的所知物體(法)，唯識家的術語稱之為「能取」與「所

取」，以相對於所謂「我」與「法」的對立面而假立，就如《解深密經》所言的「此心(見
分)還見此心(相分)…… 然即此心如是生時，即有如是影像顯現」，意味著認識的出現是

源於內部，而非外在的泉源。 
 
所謂「唯識無境」, 是把一切存在都捲入識的活動中，涵有「存在即是被知覺」(巴克萊：

To be is to be perceived)的意義。 

 

【述記‧卷一】  由假說我法，有種種相轉  
此中所說「由」者故也，因由之義。 

「假」有二種：  
一者無體(無實質、無屬性、無作用)隨情假：多分世間、外道所執。雖無如彼所執

「我法」，隨執心緣亦名我法，故說為假。(如杯弓蛇影、繩上蛇相) 
二者有體(有實質、有屬性、有作用)施設假：聖教所說。雖有法體而非「我法」，

本體無名強名我法，不稱法體隨緣施設，故說為假。  
因二起言，稱之為「說」。  

   

無體隨情假說 

二種假說 

 
見分 

 

 
自證分 
  

( 

分 

相分 
(瓶) 

 

世間所說我（如：神我、實餓鬼、實牛、鳥） 

世間所說法（如：梵、自性、實山、河） 

 

 

 

聖教所說我（如：預流、阿羅漢、佛陀） 

聖教所說法（如：五蘊、八識、十八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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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體施設假說    

「相」謂相狀。  
「轉」是起義。  
相起非一，故名「種種」。  
 
二句意言：汝所問云：我法若無，世間及聖教云何說有者？非離識外有實我法自

體性故。世間、聖教說有我法，但由二種假名言故，說有我法種種相轉。…… 
外復問言：有實我法可依假說，我法實無，假依何立？  
 
彼依識所變  
第三句云：「彼」我法相「依」內「識」等「所變」現相而起假說。我法諸相非依

離識實有我法而起假說，但依內識所變相、見而假說故。…… 
 

【成論‧卷二】  

識「所變相」雖無量種，而「能變識」類別唯三。    

 

 

能變體    

 

 

 

 

 

【述記‧卷二】此能變唯三  

「所變相」者，釋頌「此」言；此見、相分相狀各各有無量故。   
所言「唯」者，  
是「決定(一定)義」，此見、相分所依自體能變之識體類定三(少一不可)，非增、減

故。  
或「簡別(只有)義」，如前1已說。…… 

                                                
1  見《述記》卷二云︰ 

「頌中『唯』言，顯其二義︰  
一、簡別義：遮虛妄執，顯但有(只有)識，無心外境。  
二、決定義：離增減數  ─『略』唯決定(一定)有此『三』(能變)故，『廣』決定

有『八』種識故。  
本論卷七云︰『唯』言，為遮離識實物，非(遮)不離識心所法等。」 

假我（執為我， 

或施設我） 

識變 

假法（執為法， 

或設施法） 

1異熟能變（識） 

（第八識：阿賴耶） 

2思量能變（識） 

（第七識：末那） 

3了境能變（識） 

（前六識：眼、耳、鼻、舌、身、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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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論‧卷二】 

一、謂異熟，即第八識，多異熟性故(「多」是多時相續義, 「異熟」是業果義) 。 

 

[解] 阿賴耶識的安立主要是解決： 

1. 業力承担者的問題需建立一個類似輪迴主體的存在。 

2. 為了對有漏生命的來源作一說明，俾能交代生死與解脫的問題。 

3. 宇宙一切法的總依據，賴耶是含藏一切種子的總體，一切法的發生須靠種子，所

以賴耶是一切法的所依。 

4. 貫通三世相續而轉變的精神主體。 

5. 潛在的記憶系統以保持一切經驗與知識。 

                                                                                                                                                     
《唯識二十論述記》卷一云︰ 
「『唯』者，獨但『簡別』之義；『識』者，『了別』、『詮辨』之義。  
唯有內心，無心外境，立『唯識』名。」 



 《瑜伽師地論》中的阿賴耶： 

「阿賴耶識」是梵語 ālaya-vijñāna 的音譯，又作「阿梨耶識」或「阿黎耶識」，意

譯為「藏識」、「第八識」、「本識」、「根本識」等。 

 

阿賴耶： ālaya 是由字首 ā＋語根√lī 所構成的動名詞。 
 
動詞語根√lī 有二類意思： 

（A）to lie, to hide， 有眠住、伏藏之意。 

（B）to attach, to cling, 有黏著、慾望之意。 

 

唯識宗從不同角度或層面來闡釋阿賴耶識，於是建立不同的名稱。 

 

    1 阿賴耶識

《瑜伽師地論‧三摩呬多(samāhitā)地》： 

「問：滅盡定中，諸心、心法並皆滅盡，云何(佛)說『識不離於身』？ 

答：由不變壞諸色根中，有能執持轉識(前七識)種子阿賴耶識不滅盡故，後時彼(諸

心、心法)法從此得生。」 

滅盡定有心無心的問題，在部派佛教中曾有過熱烈的討論。說一切有部主張「滅定

無心」，至於此無心的狀態如何與死亡有別，非得建立「阿賴耶識」，以解決滅盡

定中不可缺少的壽(壽命)、暖(體溫)、識的問題。(Schmithausen：Ālayavijñāna, On the Origin 

and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a Central Concept of Yogācāra Philosophy, §2.5-2.7) 

  2 一切種子心識

《瑜伽師地論》卷 1：「一切種子識，謂無始時來樂著戲論熏習(數數擊發、打擊興

發而成氣分餘勢。戲論熏習即名言習氣：名言 concept 指稱現象，投射現象，名言習

氣是親生有為法的種子，由名相概念熏習而生成，是變現宇宙萬有的原因) 為因所生

一切種子異熟識。」 

 
「種子依，謂即此(含藏)一切種子、執受所依(滲透支持身體而有覺受生命活力)、異

熟(果報)所攝[的]阿賴耶識。」 

 

  3 結生相續的阿賴耶識

「爾時父母貪愛俱極，最後決定各出一滴濃厚精血。二滴和合住母胎中，合為一段，

猶如熟乳凝結之時。當於此處，[與]一切種子、異熟所攝、執受所依 [的]阿賴耶識

和合依託。…於此時中，說識已住結生相續，即此名為「羯羅藍」（kalala 胚胎）位。

此羯羅藍中，有諸根大種，唯與身根及根所依處大種俱生。… 
又此羯羅藍，色、心、心所安危共同，故名依託。由心、心所依託力故，色不爛壞；

色損益故，彼亦損益；是故說彼安危共同。 
又此羯羅藍[中]，識最初託處，即名肉心。如是識於此處最初託，即從此處最後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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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一切雜染法的根本

《瑜伽師地論》卷 51 說：「阿賴耶識是一切雜染根本，所以者何？由此識是有情

世間生起根本，能生諸根、根所依處及轉識等故；亦是器世間生起根本，由能生起

器世間故。」 
賴耶識中藏有色法種子，現行而生五根，扶根塵及五境，又藏有心法種子，現行而

生前七轉識。因此說賴耶是眾生個體(有情世間)及器世界生起的根本。 
 

【述記‧卷二】 

「多異熟」者，謂此識體總有三位︰ 
一、我愛執藏現行位，即唯七地以前菩薩、二乘有學、一切異生，從無始來謂名「阿賴

耶」(ālaya, √lī - 有伏藏、黏著、慾望之意，store, 藏)，至無人(我)執位(大乘第八地、

小乘阿羅漢)，此名「執藏」。 
 
二、善惡業果位，謂從無始乃至菩薩(成佛前)金剛心(無間道時)或解脫道時，乃至二乘無

餘依(涅槃)位，謂名「毗播迦」(vipāka, mature, fruit of action, consequence) ，此云「異

熟識」(vipāka-vijñāna)，「毗」(vi, different)者，異也，「播迦」(pāka, ripe)熟義，至無

「所知障」位。 
 
三、相續執持位，謂從無始乃至如來盡未來際利樂有情位，謂名「阿陀那」(ādāna, seizing, 

執持一切種子及執受有根身，持令不壞，能生覺受)，此云「執持」，或名「心」等(等
取「種子識」、「所知依」[賴耶是一切有為法之因])。 

長短分限不過三位。以「異熟」名亦通初位，故論說言「多異熟性故」。…… 
 
又為五位︰ 
一、異生位， 

二、二乘有學位(預流、一來、不還果)， 

三、二乘無學位(阿羅漢果、辟支佛果)， 

四、十地菩薩位， 

五、如來位。 

「異熟」一名通前四位，故言「多異熟性」，不說餘名。 

 

又「十三住」，通十二故。…… 

[解] 「十三住」為大乘入道之十三個階次，即： 

 (一)種性住，具成佛種性而未發心趣向之位。 

 (二)勝解行住，由初發心乃至入初地之前(資糧位、加行位)。 

 (三)極歡喜住，即十地中之初歡喜地。(見道位、修道位) 

  (四)增上(增勝、勢力強盛)戒住，即十地中之第二離垢地。 

  (五)增上心(定)住，即十地中之第三明地(發光地)。 

  (六)覺分(三十七菩提分法)相應增上慧住，即十地之第四燄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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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諸諦(二諦、四諦)相應增上慧住，即十地之第五難勝地。 

 (八)(十二)緣起相應增上慧住，即十地之第六現前地。 

 (九)有加行有功用無相住，即十地之第七遠行地。 

 (十)無加行無功用無相住，即十地之第八不動地。  

 (十一)(四)無礙解(法、義、辭、樂說無礙)住，即十地之第九善慧地。  

 (十二)最上成滿菩薩住，即十地之第十法雲地。 

 (十三)如來住，即佛果究竟地。 

 前十二住皆可名「異熟識」。 

 又十三住︰初名(我愛執藏)通九(位)，第三名(阿陀那)通十三(位)，「異熟」名，該

十二(位)，故名為「多」。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我愛執藏 

                                 異熟 

                                            阿陀那 

 

 

【成論‧卷二】 

二、謂思量（manas、末那、意），即第七識，恆審思量故。 

 

[解] ‧末那（manas, √man- think）表示思量、思考、思惟的意義。 
    • 《瑜伽師地論》卷 1：「意謂恒行意。」 

‧眾生恆有微細我執及微細無明現行故，此無明名曰「恆行、不共無明」，即與第七

識相應的我癡，及伴隨我見、我慢、我愛三大煩惱，以無始以來恆時現行，有障

無漏智之勝用，而此種勝用非前六識(有間斷故)所共有故。 
→  外令前六識恆成有漏(末那為所依根而生意識，意識亦成有漏 ) 
→  內令第八識不得轉成無漏 

‧此潛意識常熏有漏相、見種子入第八識中故，障礙第八識中無漏種子，令不得發

現，乃眾生不能轉凡為聖之根本。 
‧末那恒時思量賴耶「見分」的生生不息攝持力為我，遂變現自識「相分」中的「我

相」。此「我相」不是如實反映境相。 
 

           執為：「自內我」 

 ︹
末
那
︺ 

見
分 

相
分 

  

見
分 

相
分 

︹
賴
耶
︺  

 

【述記‧卷二】 

謂第七識恆(常)審(細)思量(起計度分別 — 堅著我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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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說「恆」言，簡(別)第六識；意識雖「審思」，而非是「恆」，有間斷故。 

次「審思」言，復簡第八；第八雖「恆」，非「審思」故。 

「恆審思量」雙簡五識，彼非「恆」起、非「審思」故。 

若言此識實內思量(賴耶見分為我)，何故此中不言「內」(思量能變)者？通無漏(第七識)

說，佛此(無漏第七識)亦緣外境相故。…… 

 

意識──（審而不恆） 

前五識──（不恆不審） 

    心──集起名心──賴耶──（恆而不審） 

識的分類  意──思量名意──末那──（亦恆亦審） 

                        識──了別名識──前六識 

 

【成論•卷二】 

三、謂了境，即前六識，了境相粗故。 

 

【述記•卷二】 

以前六識同了粗境，異七、八故，合為一名。 

問︰此前六識亦緣細境(五根細境及真如境)，如佛六識等，何故但名粗？ 

答︰ 

一、多分(緣色聲香味觸法境)故， 

二、(粗境)易知故， 

三、諸有情共可悉故， 

四、內外道皆許有故， 

五、大小乘所極成故， 

六、不共義故，七、八二識不粗了故。 

此後(思量、了境)二(能變)識亦通(雜染因位及清淨果位)淨名，非「所熏」(異熟能變唯在

雜染因位，至果位方成無漏)故…… 

 

【成論•卷二】 

「及」言顯六合為一種。 

 

【述記•卷十二】 

謂前頌言「及了別境識」，解彼「及」字。 

「及」者，合集義。以「了境識」六種不同，今合為一(類)，名為「了境」，故言「及」

也。…… 

 

2.1.1 別解能變義 

【成論•卷二】 

此三皆名能變識者，能變有二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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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記•卷十二】 

上來雖別解後三句，出「能變體」，然未解釋「能變」（pari�āma）之義，故今應說。......  

束三能變合為二種，即以二義解「能變」也。 

 

   2.1.1.1 總列因能變之二因習氣 

【成論•卷二】 

一、因能變（hetupari�āma），謂第八識中等流、異熟二因習氣。 

 

【述記•卷十二】 

此言「因」（hetu）者，即所由(而可得果法)故，謂「種子」也。辨體(種子)生現(行)，

為(色、心現象的)「現行」生(起)之所由(因、種子)也，此(因能變)名唯(對)望現(行)

果為名。…… 

「變」（pari�āma）者，是轉變(成現行)義。 

 

在「三能變」初異熟(能變)中，顯所依止能持(種子)之識所有等流、異熟二種習氣是也。 

言「習氣」者，是現(行所遺留的)氣分，熏習所成，故名「習氣」。 

(色法、心法能起現行的)自性(自類性質)親因名「等流」種。 

異性(善、惡之因)招感(無記果)名「異熟」種。 

一切種子二種攝盡。...... 
 

謂「因」即「能變」，名「因能變」(持業釋)，謂此二因能變生後自(同)類種、(等流習

氣轉變生起)同類現行，及(異熟習氣招感)異熟果故。 

 

[解] 唯識宗認為世間種種精神的、物質的現象，皆是阿賴耶識中各種心法或色法的名言

種子(因緣種)變現而起，如果眾緣具備時，種子即顯現成為諸法，名為「種子生現行」。

種子名相之建立，乃欲說明現行生起之因。就俗諦說「有實自體」(有體有用)，唯依世俗

假立種子之名，顯種子屬依他起性。 
 
《成唯識論》說種子是：「謂本識(賴耶)中親生自果功能差別。」也就是一法產生的直接

原因，如穀種有生麥的力用。各種現象有染、淨、善、惡、無記、色、心之差別，亦各

有自身的潛在功能。 
 

 
          種子     從能生講 
力        功能     從自體講 
          習氣     從熏習講 
 

• 每一種子各是一種生生不已之力，有強弱變化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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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眾生之第八識自體分中，皆積集無量種子，由第八識之見分攝持之，而形成

一股生生不息的大流。 
• 在此大流(一切種子如瀑流)中，每一種子遇眾緣具備則起現行。 
• 種子是現行之內蘊勢用，現行是種子勢用之顯現相狀； 
• 種子是諸法之因，種子無量，宇宙萬物的現象亦無量。 
• 有一種生生不息的力(頼耶)以統攝之。 
  

種子是第八識自體分(自證分)中所具有

能起現行之力。 

以其所具的能力能起現行，有似於稻、

麥等種之能生芽葉； 

從譬喻立名，名為種子 

若從其自體立名， 

功者功用，能者能力。  
名之曰功能 

從其由現識熏令得生或增長， 

 

則稱之以習氣 

「習」謂熏習， 

「氣」者─ 氣分； 雖無形相，而勢

用非無，故名之以氣分。 

 
「等流習氣」：「等」是相似，「流」是流類，等流(ni�yanda, flowing down, stream, the flow 
of sameness)即同類相似的因，「習氣」(vāsanā, perfuming, 曾現行及串習的潛勢力)為「種

子」的異稱；種子(因)與所生之果（現行法）相似而成同類的存在(the equality of cause and 
effect)，因善則果善，因惡則果惡，因果的性類相同，即稱等流習氣。此謂善、惡、無記

等三性諸法中，能由善因引生善果，由惡因引生惡果、由無記因引生無記果，熏成如是

同類的種子(有部則名「同類因」)。 
 
 

 

能變（pari�āma） 

 

因能變之   果能變之   見分 

二因種子   八識自證分   相分 

   等流習氣（ni�yanda-vāsanā） 
因能變 
   異熟習氣（vipāka-vāsanā） 
果能變  八識自證分    

假我、假法 

 

「識轉變」指藏於第八阿賴耶識的諸法種子生起八識現行的過程，名為「因能變」，以能

變的力量根源在於種子。一切現象的出現又要透過現行八識而起，因此八識的自體名為

「果能變」，顯示出由種子功能所生起的結果。 

識的自體(自證分、自體分)屬「能變」體，於分別活動中，又變現成「見分」與「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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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為「所變」。 

諸法現行後，又熏發其餘勢氣分，投入於第八識內，成為新生的力量，這就是習氣或種

子，待緣又再從第八識中湧現，「熏習」能影響一個人未來的性格和素質。由前七識起

活動產生見聞覺知等認識，形成經驗的積累和行為習慣，在心理上遺留印象、痕跡、沉

積於第八識中，成為以後認識的依據，並可由此產生再認識的功能和作用。 

「異熟習氣」指心法、色法的異性招感之因，亦即前六識中熏習第八識的有漏善惡種子(業

種子)，為招感三界(無記性)「異熟果」(無記性)的「增上緣種」。 

    2.1.1.2 別解等流習氣 
【成論•卷二】 

 

等流習氣，由(前)七識中善、惡、無記(種子現行所)熏令(熏)生、(熏)長。 

 

[解] 藏於賴耶中的有漏、無漏種子皆本然存在(本有的名言種子)。 

    從能熏的前七識一切相、見分，各各從自種起時， 

                ↓ 

    現行後有餘勢續生，是名習氣，熏入賴耶中而潛藏之，故現行識能「熏生」新種。 

                ↓ 

    遂成為一種新勢力，即名「新熏種子」，復能為「因緣」，生起後時一切相、見分。 

    此新種者，實即現行識之餘勢不絕者，所謂習氣是也。 

               ↓ 

    而現行識：熏生新種時，藏伏賴耶中一切「本有種子」之性類相同者，亦同時受現

行識所生習氣之影響，熏發而增長，此即「熏長」，屬「增上緣」。 

 

【述記•卷十二】 

[成論]不以「等流所變之果」顯其(等流習氣)自性，但舉「等流能變之因」(能熏的現行

前七識)以顯自體。義顯所生(等流習氣)通諸有漏(善、惡、無記)三性之法各自種子，(由

現行諸識)所引(熏生、熏長)八識各各自果，「名言種子」是也。 

 

「等」謂(因法與果法的體性彼此)相似；「流」謂流類(彼此同類)。即此種子與果性(善、

惡、無記三性)同，相似名「等」；果是彼類(同類因法所流出)，名之為「流」。即從等(相

似之因法)所流(出)，從因為名，故名「等流」。即「等」之「流」(the flow of sameness)，
依士釋也。即名言熏習(所得)種子是等流之習氣，名「等流習氣」。 

「等流」(是果)非因名，故等流習氣非持業釋。 

(「等流」是果名，「習氣」才是因名，故不能說「等流」即「習氣」。) 

 

以第八識不能熏故，唯說(前)七(識現行熏)生。(第)七(識所熏的等流習氣)唯無記，(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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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識所熏的等流習氣)通(善、惡、無記)三性。 

 

   2.1.1.3 別解異熟習氣 
【成論•卷二】 

異熟習氣（vipāka-vāsanā），由六識中有漏善、惡熏令生、長。 

 

【述記•卷十二】 

前等流因是因緣種(名言種子)，其所生果即通八識種(應為八種識)。 

此異熟因增上緣種，即是「有分熏習種子」(有分 bhavā�ga，存在之因，即三有果報之

助因、業種子)，不以所生異熟之果顯其因性，但舉此「因能變」之因以彰自體。義顯「所

生」(異熟果報是無覆無記的業果，故剔)除(有覆無記)第七識，可通餘(第八及前六)識

及五蘊等(無覆)無記之法。 

 

此(異熟習氣)體唯通善、惡二性，(業)果唯無記，前因(等流習氣)因果皆通三性。第七

識唯無記，非異熟因，勢力羸劣，不感果也。此非異熟(因)，有覆(無記)性故；第八(識)

不能熏(習)。此中皆不說。 

 

明「因能變」(等流及異熟習氣)即是種子，轉變生果。果通種子及與現行，自類種子亦

相生故。…… 

言「異熟」者，如前已說。「異熟習氣」(能生異熟果之習氣)，唯依士釋。果是「異熟」，

因名「習氣」故。…… 

 

[解]  
善與不善的意義是要從活動上看的，通過活動（業）的善惡性，於是可以解釋生命的上

升與沉淪。 

「無記」者，即不作善與不善的記別。 

「無記」最重要的意義，是在於它不能招致異熟果。 

 

末那識雖與四煩惱相應而成染污性，但與經驗表層的善、惡活動不在同一層次。由前六

識發出經驗表層的活動，是有善惡三性的，但末那識並不冒上表層，它祇是使這些善惡

三性的活動染上自我色彩而已，因此只是「有覆無記性」，不招業果。 

 

【成論•卷二】 

二、果能變（phala-pari�āma），謂前二種習氣力故，有八識生，現種種相。 

 

【述記•卷十二】 

即前二因(等流習氣的名言種子、異熟習氣的業種子)所生(八識的自體分/自證分)現果，

謂(具)有(能)緣法、能變現(見分、相分)者，名「果能變」。非(一切)因(種子)所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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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類未現行的等流種子、見分、相分等皆不等合「能緣」、「能變現」義)皆名為果(能變)。

不爾，種子應名「果變」，自(類)相生(種生種)故。此果能變即自證分，能變現生見、相

分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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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相」者，顯相應(心所)等見、相分法，五蘊非一，言「種種」也。…… 

 

  2.1.2 總加料簡 

 【成論•卷二】 

「等流習氣」為因緣故，八識體相差別而生，名「等流果」；果似因故。 

 

【述記•卷二】 

習氣者，種子也，必有其果。未知生何？如何生果？能起何果？即有三義(以作判別)。 

今顯(等流習氣)所生(之法)，通於八識(答生何法)， 

(等流習氣)能為因緣生八識也(答如何生果)。 

「體」謂體性(自體即自證分)，「相」謂相狀(即見、相分)。自證、見、相俱名為「識」(的

內在結構)。…… 

釋「等流」義為因緣生(「等流習氣」為因緣而生「等流果」, 答能起何果)；因緣之法必

同性故1。 

 

[解]此說「因能變」中的「等流習氣」(種子)能生八個識的自證分為「等流果」。 

因能變：種子 現行（識自證分） 
識轉變 

果能變：識自證分  見
分 

 

相
分 

 

      （客體）所分別（境物）  分別（主體） 

【成論‧卷二】 

「異熟習氣」為增上緣，感第八識酬引業力恆相續故，立「異熟」名。 

 

【述記•卷二】 

前因能變中言「異熟習氣」既是(業)種子……未知生何？如何生果？能起何果？

今顯(異熟業種子能作)增上緣生(果)，不(作因緣以)親生(自果)故。 

 

[解]「業種子」或善性、或惡性，但所生果報則是無記性，因與果的性類不同，非如「因

緣種子」親生自果，善性因能生善性果故。 

 

    等流習氣(因緣)   → 等流果(自類同性) 

    異熟習氣(增上緣) → 異熟果(別類異性) 

 

   「業種子」定義： 
                                                 
1
 種與現、現與種，同時相似生。種與種，前後相似、相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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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是造作義。 
‧由意識造作善、惡等業所熏生之種子，名「業種子」。 
‧能感業果的操作程序： 

﹝驅策者：﹞意識相應之思心所，審慮、決定、動發， 
﹝執行者：﹞依身、語、意三， 
﹝所作事：﹞造作善、惡等業， 
﹝完事後：﹞新熏自思種子於第八識中， 

• 此思心所種子，有二種功用： 
      一、能生自﹝思心所種子﹞現行(意志作用：審慮、決定、動發)；  

   就此方面言，仍名為「名言種子」，不名為「業種子」。 
二、能助他無記名言種子(新的五蘊根身器界)，令起現行。  
    就此方面言，則名為「業種子」，不名為「名言種子」。 

  以無記性之名言種子(根身器界等功能)： 
         ‧作用微弱羸劣，非有資助，不能自起現行， 
         ‧必待作用強烈之善性或惡性業種子為增上緣，始能生自現果(新五蘊生命及

世界)。 
 又同一思種子， 
 ‧就其為「業種子」邊言，受果有盡，有受盡相。 
   即感一次異熟果已，後不再感果。 
 ‧就其為「名言種子」邊言，生果無窮，無受盡相。 
   每一遇緣，便起(意志)現行，現行時復熏新種， 
   新種遇緣，又能生現行也。 

 
所生「真異熟」者唯(指)第八識。 

增上緣生性(類)不同故，唯第八識是「總果」故。 

是果之主(要部分)，餘(別)果方生，主引生故；由強勝業引「總果」已，餘別弱業方能

生果。據其勝業名「引」(引業)，(牽)引餘(別)業生故。(總)報亦名「引」(業)，引餘

果故；業勝名「引」。 

果無間故，說「恆相續」。 

由「恆相續」及是「引果」，立「異熟」(果)名。餘法(第八識相應心所)亦爾(亦是引業)。 

 

【成論‧卷二】 

感前六識酬滿業者，從「異熟」起，名「異熟生」，不名異熟，有間斷故。 

 

【述記•卷二】 

顯異熟因所生未盡(果法不僅總報，還有別報)，即明亦感(招)前之六識，俱增上緣(而感

果)。 

此是「別果」(別報)，故(此)業名「滿(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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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果)」如作模(式樣)，「滿(果)」如填彩。 

以此六識從第八識「真異熟」起，名「異熟生」。 

以非是主(總果)，有間斷故，不名「真異熟」。 

成(就)圓(滿)果事，具足果事，名之為「滿」。亦通因(業行)果(報)，皆有(酬)滿義，

業(因)勝名「滿」。 

 

[解] 異熟果定義： 
• 由業種子為增上緣所感之果，名「異熟果」。 
• 業種子各隨其能熏之現行因力， 

或是有漏善性， 或是惡性；  
      所感之異熟果，則唯是無記性。 

• 即果望因，異類而熟(性類異故)，故名「異熟」。異熟有三義： 
(1) 異時而熟，謂因先果後，果之成熟，與因異時故； 
(2) 異類而熟，因是善惡業種，果是無記性之異熟果， 
              因果性類異故； 
(3) 變異而熟，由因變異，果方成熟故。 
 

• 此果報體(異熟果)有二： 
(1)  總報

• 「總報」即第八識中名言種子所變之器界與根身。 
• 器界與根身：皆是第八識之相分， 

能變器界、根身之種子亦是第八識之相分； 
      故說總報體即第八識。 

• 所以名「總報」者， 
   以第八識相續不斷， 

遍於欲、色、無色三界， 
是果之主，(言「主」者，謂此果報由其所藏之種子所變生。) 
能通與前七識聚之一切相、見為所依故。 

• 由第八識所藏能生器界、根身之名言種子法爾各別，故所生之器界、根身，亦有

三界五趣差別。 
§器界亦名依報， 
即山河大地星球等是，是眾生依住處故。雖眾生共依，實則各自變起，和合似一。 

§根身亦名正報， 
即人、畜等身體。 
合依報與正報，名為「總報」。 
 

(2) 別報

• 別報是前六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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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八所變之總報(器界、根身)為本質， 
而﹝前六識﹞託此本質各別變起之相分。 

• 此種相分，即前六識見分所緣之器界(五境之苦樂受用)與根身(美醜)； 
是為「別報」。 

• 別報既是前六識之相分，故說「別報」體即前六識。 
• 所以名「別報」者，因前六識： 

有間斷， 
不遍三界， 
以非是主， 
又受報各別不同故也。 

 
﹝從不同角度命名「總體、別體果報」：﹞ 

• 能引總報之業，名為引業。 
能酬滿別報之業，名為滿業。 

• 業種子資助親因緣名言種子，對於總、別報，祇為疏緣。 
於此稱業種子為異熟因， 
名總、別報為異熟果。 
此（1）異熟果，乃四緣中增上緣之果也。 

• 若對名言種親因緣，則應名之以（2）等流果(由種子、現行所生自果，或 
自同類所引起勝法) 。 
自一類法所引之同類勝法， 
如：下品善法所引中品善法， 
    中品善法所引上品善法， 亦名「等流果」。 
    善法如是，惡法及無記法可準知。(善因善果、惡因惡果) 

• 第八總報果體名「真異熟」，是無記性。 
• 前六別報果體從第八異熟識而生，故名「異熟生」，亦是無記性。 

      合真異熟及異熟生，名「異熟果」。 
 

由業種子為強烈的增上緣，擊發賴耶中相關的福與非福名言習氣為親因緣，感召

來生的異熟果(餘異熟)，作業與感果完全在自身的賴耶之內進行，結合種子理論，

保證「自作自受」及善惡因果規律，皆不離識而引發。 
 

【成論‧卷二】 

即前異熟及異熟生，名異熟果，果異因故。 

 

【述記•卷二】 

釋生何果言「異熟果」，及釋異熟因是善惡，果無記故。別從總稱，二種俱名「異熟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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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由如前所說(從異熟起)故，其第七識非異熟種之所引生，因位唯染(有覆無記)，果(位)

無漏故…… 

 

【成論•卷二】 

此中且說我愛執藏、持雜染種(初)能變果識名為「(真)異熟(果)」，非謂一切。 

 

【述記•卷十二】 

雖異熟果通七識有，今初能變唯真異熟。我(愛)所藏故，持(雜)染種故，名真異熟。非

說一切業所感者(如不能持種的別報異熟)皆初能變。 

「持雜染種」，即顯(持)善、惡業(種)果(法)名(真異熟)識。 

「能變果識」(果能變)者，顯此非是能變之中因能變也，不能熏故。 

「我愛執藏」，顯初名(初位阿賴耶識之名)也。 

言「異熟」者，或異時而熟，或變異而熟，或異類而熟，或異熟因所招(果法)，名「異

熟果」。…… 

 

[解]李潤生《成唯識論述記解讀‧破執篇》(四), p. 2353-4 圖解： 

因能變 生果方式 所生果法 所生果名 

等流習氣(名言種子) 作因緣 八識 等流果 

異熟習氣(業種子) 作增上緣為引業、總因 第八識 真異熟果(名總報、引果)

 作增上緣為滿業、別因 無記前六識 異熟生(名別報、滿果) 

 

  2.2 廣明三種能變識相 

   2.2.1  解初異熟識能變相  

【成論•卷二】 

雖已略說能變三名，而未廣辨能變三相，且初能變，其相云何？ 

 

【頌文】 

頌曰：初阿賴耶識，異熟、一切種，不可知執受、處、了。常與觸、作意、受、想、思

相應。唯捨受。是無覆無記；觸等亦如是。恆轉如暴流。阿羅漢位捨。 

 

【述記•卷十二】 

問︰頌文何故如是次第？ 

答曰︰宗明唯識，若不了知能變識體，何以能解法皆識變？雖了能變及法唯識，義猶未

盡，理更須彰…… 

   

本頌以十門解釋︰ 

  一、自相：謂「初阿賴耶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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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果相：謂「異熟」。 

  三、因相：謂「一切種(子識)」。 

  四、所緣：謂「執受、處」。 

  五、行相：謂「了(別)」、「不可知」者，即於所緣(執受、處及)行相(ākāra, mental form, 
perceptual image，指心、心所認知境的活動時，於能緣心上顯現所緣境的影像)
之內差別(viśe�a，特色 attribute、類別 kind)之義，既無別用(途)，故非(必要)

別(開一)門。 

  六、相應：謂「常與觸、作意、受、想、思相應」。 

  七、五受：謂「相應唯捨受」。一「相應」言，通二處(五心所及捨受)也。 

  八、三性：謂「是無覆無記」。 

  九、因果譬喻：謂「恆轉如暴流」。 

  十、伏斷位次：謂「阿羅漢位捨」。 

   「觸等亦如是」者俱時心所，例同於(心)王，非是分別(說明)第八識也。…… 

 

  2.2.1.1 明自相果相因相三門 

【成論•卷二】 

初能變識，大、小乘教名阿賴耶。 

 

【述記•卷十二】 

初、略解三相……先解「自相」，次解「果相」，後解「因相」。…… 

此識總於「大、小乘教名阿賴耶」，下第三卷，大、小乘經自有證故，非此「阿賴耶」名，

大乘獨有。 

 

【成論•卷二】 

此識具有能藏、所藏、執藏義故。 

 

【述記•卷十二】 

此釋「藏」義通合三種。《攝論》卷二云：謂(賴耶)與(雜)染法互為(增上緣及因)緣故，

為染末那所緣義(境)故。 

 

【成論•卷二】 

謂與雜染互為緣故，有情執為自內我故。 

 

[解] 《攝大乘論‧所知依分》原文為： 

「一切有生雜染品法(有漏法)，於此攝藏為『果性』故。 

又即此識，於彼(諸法種子)攝藏為『因性』故，是故說名阿賴耶識。 

或諸有情攝藏此識為『自我』故，是故說名阿賴耶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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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記•卷二】 

(賴耶)能(攝)持染種(有漏種子)，種(子)名「所藏」，此識是「能藏」。 

(賴耶)是雜染法(有漏法的)所熏、所依，(故)染法名「能藏」，此識為「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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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煩惱相應的)諸有漏法(善、不善及無記法)，皆名「雜染」，非唯「染」法(不善及

有覆無記的污染法)。梵云「僧吉疑爍」(sa�kleśa, defilement)，此名「雜染」。若不言「僧」

(sa�, together、雜)，即唯「染」(kleśa, stain 污染、煩惱)也。 

 

     善性（kuśala） 

   三性 惡性（pāpa） 

     無記性（avyākṛta） 

無漏善 
有漏善 

無漏法 
有漏法 

有覆無記 
無覆無記 

 
「有情執為自內我故」，解「執藏」義，唯煩惱障義，非所知障義；不爾，無學(阿羅漢

未盡所知障)應有此名(「阿羅漢位捨」阿賴耶名)。此(名)不(為有情)別執為其「我所」

及與「他我」，名「自內我」，此即正解阿賴耶義。 

 

阿賴耶(ālaya)者，此翻為「藏」。藏具三義，如論已說。 

義雖具三，正取唯以「執藏」為名。不爾，二乘(無學)、八地菩薩應有此(阿賴耶)名。三

名缺一(執藏)，即不得名。 

若爾，七地已前，二乘有學入無漏心(定)，我愛不執，應捨此名，至下當辨。 

 

[解] 阿賴耶一名至阿羅漢位捨，表示需到完全無我執的狀況才捨此名，暫伏我愛執藏不

可名為捨。 

    藏具三義之表列： 

   (a) 自相：名「阿賴耶（ālaya）識」（總相） 

是識有「能藏」、「所藏」、「執藏」義。 

三相  (b) 果相：名「異熟（vipāka）識」（別相） 

是一期生果報之所依。 

     (c) 因相：名「一切種子（sarvabījaka）識」（別相） 

是一切色、心諸法生因。 

 

【成論•卷二】 

此即顯示初能變識所有自相。 

 
【述記•卷二】 

「自相」者，自體相也。但言「藏識」(ālaya-vijñāna)，即持業釋，藏即識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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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論•卷二】 

攝持因、果為自相故。 

 

【述記•卷二】 

……自體是「總」(collective, general)，因、果是「別」(specific, particular)；「自相」攝持

因、果二相為自體故。 

「攝」是包含義，包二(因、果二相)為一(自相)故。 

「持」是依持義，以總為別(之)所依、持故。 

別為總所包，總為別所依，故名「攝持」。 

又離二無「總」，攝二為「體」；二是總「義」，總是義之體；體(給)與義為依，名之為「持」；

攝二義為體，名之為「攝」。…… 

 

[解] 「總、別」二相為「一、多」或「整體、部分」的關係，表示統一體及此整體中的

個別要素。「總相」即一事物作為「一」整體的存在，包含多種性質而組成，如整楝

房「舍」為「總相」，包含椽、瓦等材料而為一體。「別相」即一整體事物所具有的

眾多性質，都是整體的「部分」，彼此相依而合成一法，如房舍雖為一總體，但椽、

瓦等部分各不相同。 
 

【成論•卷二】 

此識自相分位(名稱)雖多，(我愛執)藏識過(失嚴)重，是故偏說。 

 

【述記•卷二】 

……三能變中舉「異熟」(識)者，如前已解(多異熟性故)。 

今由二義說「阿賴耶「(為初能變識)： 

[1]由此自相雖有三位(我愛執藏位、善惡業果位、相續執持位)，以彼「藏」(阿賴耶)名三

位之中初位所攝，(分限)自從無始乃至七地(菩薩)、二乘有學，最初捨故。 

[2]又以是(阿賴耶)名我執(之)所執，過失重故；雖染分(阿賴耶)名亦通異熟(識)，異熟(識

名)之名望此(阿賴耶名過失)仍輕。 

以此「藏」(阿賴耶)名通二種義，過失之重，故今偏說(「阿賴耶」為初能變之名)。…… 

 

【成論•卷二】 

此是能引(生)諸界、趣、生(的)善、不善業異熟果故，說名異熟。 

 

【述記•卷二】 

謂此(第八)識是能引 (欲、色、無色) 諸界、 (天、人、阿修羅、地獄、餓鬼、畜生) 諸

趣、(胎、卵、濕、化)諸生(的)總善、惡業之異熟果，說名「異熟(識)」。 

此意說 (第八識) 是總業之果，明是「總報」，故名「異熟(識)」，(以)簡「別報」果。 

「別報」果者，但名「異熟生」，不名「(真)異熟」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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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論•卷二】 

離此(異熟識)，命根、眾同分等恆時相續勝異熟果不可得故。 

 

[解] 
命根(jīvita-indriya) 能使有情於一期之間之煖（體溫）、識持續不斷，指生命、生命之持

續力。命根即是「壽」。說一切有部認為命根是實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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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同分：梵語 nikāya-sabhāga (group-common, commonality of a group)，指同類眾生相似的

要素，也就是使有共同性的有情成為同類有情的原理。由於有此眾同分，人與人的相似

性成為人類，各物種亦由於同類相似的性質而有其類別。又指使眾生得同等類似果報之

因。說一切有部主張眾同分具有實體。 

 

【述記•卷二】 

……顯離本識無別真異熟(果報總體)。 
謂若離此第八異熟識，有別命根及眾同分等， 
「等」者，等取或執別有(化地部)「窮生死蘊」等，恆時不斷相續生滅殊勝真實異熟果體

不可得也。 
即破薩婆多(Sarvāstivāda) 「命根」、「眾同分」是真異熟(果體)， 

破化地部等離此別有「窮生死蘊」； 

大眾部別有「根本識」； 

上座部分別論者別有「有分識」等為勝異熟果不可得也。 

返顯不離本識恆時相續勝異熟果可得之義。 

「恆時」之言，已顯相續；「相續」之言更何所顯？ 

「恆時」簡(終)斷，「相續」簡(恆)常(不變)，(恆時與相續連用)故無失也。 

「勝異熟」者，顯真異熟(果體)；異熟生法非真異熟(果體)故。 

破命根、(眾)同分，如前卷末(卷一中破不相應行法)解。 

 

[解] 

無性《攝大乘論釋》說：  

「化地部(Mahīśāsaka，由說一切有部分出)等者，於彼部中有三種蘊： 

一者一念頃蘊，謂一剎那有生滅法。 

二者一期生蘊，謂(從出生)乃至死恒隨轉法。 
三者窮生死蘊，謂(從無始以來)乃至得金剛喻定(生死的最後邊)恒隨轉法。….. 
如名諸蘊決定無有窮生死故，…...於無色界諸色(蘊)間斷，於無想天及二(無心)定分諸心

(蘊)間斷。」 

因此，窮生死蘊是至生死窮極、相續隨轉之根本蘊，可能於三界中有間斷，故亦不能作

為業力所感的「真異熟果體」。 

 

大眾部(Mahāsā�ghika摩訶僧祇部），在六識以外建立一個恆存的細心，有生起六識的功

能，為六識所依，故名根本識(mūla-vijñāna)；譬如樹莖、樹枝等所依的樹根一樣。此根

本識的建立為說明心理活動的源泉，因細心遍藏在根身之內，並執取五根身而起六識的

覺受。這種細心的覺受，既是生命的表徵，亦是微細的心理活動，由此判別眾生生存與

死亡的分野，但不能證明細心具持種受熏的功能，故亦不能作為業力所感的「真異熟果

體」。 

 

分別論者(vibhajya-vādin，赤銅鍱部，對經義作不同角度的分別論究，非一概而論)別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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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識」(bhavā�ga，細意識)，即三有之因的識。 

《成唯識論述記》卷四︰「說有分識，體恒不斷，周遍三界，為三有因。其餘六識，時

間斷故，有不遍故，故非有分。」 

此「有分識」如潛意識，儲諸異熟業報，聯結此生及前後世的輪迴，如暴流不斷。若入

滅盡定及無想天，則斷。有間斷故，亦不能作為業力所感的「真異熟果體」。 

 

【述記•卷二】 

然有(他比)量(論證)云︰ 

(宗：)離我第八識，汝[宗所執]命根、[眾]同分能執持[根]身[而成]真異熟果定不可得， 

結論                               S         P 

(因：)[以彼等]非[是三世相續不斷的]第八識故。 

小前提                   M 

    (理由是第八識能夠三世相續不斷，遍於欲、色、無色三界，由其所藏之名言及業種

子變生及執持維繫異熟「總報」的根身器界，方能成為果報之主。餘法不符此「真

異熟果」義。) 
 
(喻：)如[汝所執識]外[的]色[境]等。 (如 x) 

大前提 

喻：[喻體] 若非三世相續不斷的第八識，能執持根身而成真異熟果定不可得。 

 (說因宗所隨，M     P) 
    [喻依] 如外色境等。 

 

大前提：M      P   所有動物都會死 
小前提：S       M  人是動物______ 
結論  ：S       P   人是會死 

 

大前提：M      P  若非三世相續不斷的第八識，能執持根身而成真異熟果定不可得。 
小前提：S       M 汝[宗所執]命根、[眾]同分非[是]第八識故。 
結論  ：S       P  汝[宗所執]命根、[眾]同分能執持[根]身[而成]真異熟果定不可得。 

 

然彼本計六種轉識能執持(根)身，今此亦簡(別)。謂……彼非「真異熟」，不極成故。 

破離第八(識計)有窮生死蘊等 (是真異熟果體)亦不(能)成(立)者，如下第三卷中廣解。 

(至於證)成第八識能執持(根)身者，如下(文的)十證。…… 

 

[解]《成唯識論》卷一載，「命根」是依於第八識之「名言種子」上，由過去世之業所牽

引而可賴以執持維繫此世之身命者，其功能具有決定色、心等住時長短差別之壽命，故

假立為命根，非離第八識而別有實體。至於「眾同分」是依有情身心相似分位差別而假

立。兩者皆是「不相應行法」，故非三世相續的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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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論•卷二】 

此即顯示初能變識所(具)有(的)果相。 

 

【述記•卷二】 

問：阿賴耶、阿他那名亦是果相，獨言異熟，有何意耶？ 

 

【成論•卷二】 

此識果相雖多位、多種，異熟(名較)寬，不共，故偏說之。 

 

【述記•卷二】 

「此識果相雖(有)多位」者， 

如前三位(我愛執藏位、善惡業果位、相續執持位，異熟識名通前二位)， 

或復五位(異生位、二乘有學位、二乘無學位、十地菩薩位、如來位，異熟識名通前四位)，

故言「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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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多種」者，即五果中，有義(謂異熟識)具四果，除「離繫果」，此(異熟識)可具有。 

[1]謂前(念異熟識為「同類因」，即同類相似之法為因)望後(念異熟識)為「等流果」(從

相同性質的因所流出之果，因果同類故)。 

[2]同時(與異熟識相應的遍行心所為「俱有因」，即同時存在之法相互為因)心所望此(異

熟識)心王名「士用果」。 

  (又能親生異熟識的)種子生(起現行異熟識)時(為「俱有因」，以種子與現行同時存在

故，而所生之異熟識則)亦名「士用」(果)，故(本)論下(文)言「如『俱有因』得士用

(果)」故。 

[3](餘一切不妨礙異熟識生起的相關諸法為「能作因」，所生的異熟識)亦名「增上果」、 

[4](異熟識亦名)「異熟果」可知(從先前的善惡業為異熟因所生之果)。 

 

[解] 小乘之說一切有部以「六因」、「四緣」及「五果」來安立依因緣而出現的結果的類

別，包括「因緣所生」與「道力所證」的五種有為、無為果。 

《瑜伽師地論》認為建立因緣果的理論，目的是應知三界繫法及不繫法之成立理則和相

互關係，也就是緣起法「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之意。若對因緣果的理論有正確而

深入的認識，才能掌握因緣果理論之規律，這是菩薩求正法時所應學處。 

六因是相應因、俱有因、同類因、遍行因、異熟因、能作因。 

(一)相應因，謂認識發生時，心及心所必同時相應而起，相互依存，故稱相應因。此因

所得之果稱士用果。 

(二)俱有因：多法同時為因而得同一果者，如三杖互相依持以支持一物。此因所得之果

稱士用果。 

(三)同類因：以同類相似之法為因，故稱同類因，如善法為善法之因。此因所得之果稱

等流果。 

(四)遍行因，指能遍行於一切染污法之煩惱，已生之煩惱為後時染法生起之因。此因所

得之果稱等流果。 

(五)異熟因，指能招感三世苦樂果報之善惡業因。以善因惡因皆感無記之果，因果異類

而熟，故其因稱為異熟因，所得之果稱異熟果。 

(六)能作因，即某物生時，凡一切不對其發生阻礙作用之事物，或能加強助力而成辦之，

皆為某物之能作因，其範圍至廣。所得之果稱增上果。 

 

《成唯識論》卷八：「果有五種： 

一者異熟，謂有漏善及不善法所招自相續異熟生無記。 

二者等流，謂習善等所引同類，或似先業，後果隨轉。 

三者離繫，謂無漏道(智)斷障所證善無為法。 

四者士用，謂諸作者假諸作具所辦事業。 

五者增上，謂除前四，餘所得果。」 

 

第一之「異熟果」是指相應於有情造善惡業所招感的果報。 

(有部的「異熟因」所生之果。)  

 

第二之「等流果」是同類法所引起或所生之果，結果與因相似，如下品善法所引中品善

法，中品善法所引上品善法。因果之性同類，故云等流。如從前念之不善心生後念之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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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心或不善業。 

(有部的「同類因」、「遍行因」所生的結果與因相似。) 

 

第三之「離繫果」是由無漏智之揀擇力斷煩惱諸障，遠離有漏法之繫縛所證顯之無為法，

名離繫果。 

 

第四之「士用果」，由士夫作用所得之果，名士用果。凡由人力造作達成目的，能成辦各

種事業。「士」謂士夫，即能作者。「用」謂作用，即「依人的行動所生的作用」。如農夫

藉著農具而成辦稼穡，其他如商人藉貿易而得之財利，畫家藉繪事而作成之圖畫等，皆

名士用果。 

(有部的由「俱有因」與「相應因」的作用所得之果。) 

 

第五之「增上果」，是加強助力，資助他法，或不加障礙者為增上義，所引生的結果名增

上果。此指除上述四果外，餘一切所得果皆名增上果。如眼識是眼根之增上果；乃至意

識是意根之增上果等。 

(有部的「能作因」所得之果。) 

 

前四種果中，異熟、等流、士用三種唯是有為法，離繫果唯是無為法，增上果則通乎有

漏、無漏、有為、無為。 

 

六因與五果的關係，如下圖示： 

          相應因 

俱有因           
士用果

 

六因      同類因                        世間四果 
遍行因           等流果 
異熟因           異熟果                    世出世間五果 
能作因           增上果 
                 離繫果 

 

【述記•卷二】 

有義(謂異熟識)具三(果)，除「士用果」，五蘊假者所得，名「士夫果」(即士用果)。 

(今異熟識非是五蘊假體，故不可名士用果。) 

由此本識具三、四果，故言「多種」。 

 

「此識果相雖多位、多種」，以「異熟」之名，一、寬、二、不共，故偏說之。 

三位通二位 (除「相續執持位」)；五位通四位 (除「如來位」)；故說言「寬」。 

有餘三果(除離繫果外之等流果、士用果、增上果)，可通餘法，唯「異熟果」不通餘法，

故言「不共」。 

此諍「真異熟」(果)，故偏說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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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論•卷二】 

此(第八識)能執持諸法種子令不失故，名「一切種」。 

 

【述記•卷二】 

頌言「一切種」也，以現行(第八)識執持諸法自(識)、他(餘七識)種子，令不(散)失故，名

「一切種」，釋(第八識的)「因相」義。 

此第八識所執諸法之因，今說亦是此識「因相」，即種子識。……其第八識若現(行)、若

種(子)，皆是「因相」 ── 現行為種(子)等依持之因，種子即是諸法因緣，皆「因相」

也。…… 

 

[解] 

‧ 唯識宗的種子觀念之建立，乃欲說明現行生起之因或本質。種子（bīja）原指植物種

子，借喻為現象生起之根據，即世間的事象及行為在發生過後尚有餘勢潛在地存留著，

並成為未來事象及行為生起的原因或影響。 
• 種子是「本識中親生自果（之）功能差別」，有染、淨、善、惡、無記、色、心之差別。

每一眾生之第八識自體分中，皆積集無量種子，由第八識之見分攝持著而不散失。 
‧ 種子遇緣則現行受熏，被種植的種子在阿賴耶識中成長發展，其後遇緣又會再種植新

的種子。由於表層的現行識與深層的阿賴耶識互為因果的關係，一切種子與賴耶可視

為一整體的關係，不可分割，種子是諸法之因，賴耶只是貯藏及提供功能活動的場所，

賴耶的內容就是種子的總和，故名之曰「一切種子識」(sarva-bīja-vijñāna)。 
• 賴耶執持種子之力並非永恆不變的主宰，而是與諸種子、諸現行相分、見分每一剎那

俱生俱滅之連續。 
• 唯識宗以賴耶持種、待緣現行的觀念來交代客觀世界的生起，那就是「賴耶緣起說」。 

 
【成論•卷二】 

(若)離此(第八識)，餘法能(周)遍執持諸法種子不可得故。 

 

【述記•卷二】 

破經部(中的)譬喻師等。如(《瑜伽師地論》卷)五十一說： 

彼(宗)計(執入無心定及生無想天等時，於有情的)色根中(可執持)有心、心所等及四大

種種子，(又於無色界中，其現行的)心、心所中(亦可執持)有色根種子等；以於有色、

無色界生時，(其色、心)互能持種故。 

及(有外宗計執前六識雖是)假類(亦)能持(種)等，如下 (卷三的)十證(賴耶)自當廣破。 

 

[解] 

經部(Sautrāntika)從說一切有部分出，此部的譬喻師 (d���āntika) 以故事的方式來解釋

道理，「以事喻經」，亦從業力潛在的思想建立種子的學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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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舍論》卷四述其種子論：  
「此中何法名為種子？謂名與色於生自果所有展轉鄰近功能。」 

種子是能為因性的功能差別，即能生自果的功能，由熏習所引起，以後經過相續、展轉、

鄰近生果。 

 

《順正理論》卷三四：  
「譬喻宗說：如外種果感赴理成，如是應知業果感赴。謂如外種由遇別緣，為親傳因，

感果已滅，由此後位，遂起根、芽、莖、枝、葉等諸異相法，體雖不住而相續轉。於最

後位，復遇別緣，方能為因生於自果。」 

其說是種子不能同時有果，也不是無間生果，它要經過相續展轉轉變的過程才能生果。 
 
至於持種方面，則建立色、心互持種子說： 

 (1) 熏習所成種子，或可依附於「心相續」中，或「五色根相續」中。 
(2) 入無想定及滅盡定時，心種依於「五色根相續」中，而不會散失；出定時，心種能

從「色根」而起，再生心、心所活動。 
(3) 生無色界天時，色根不起，色種依附於「心相續」中；再生色界及欲界時，色種從

「心相續」中起，變現成根身與器世界。 
如是名為「色心互持種子說」。此說仍不能解決色法間斷後如何保持種子不失傳於來世，

仍未符合種子所依體須三世無間相續的要求。 
 
【述記•卷二】 

今量云︰彼不能持一切種子，非第八識故。如外色等。 

返顯第八(識)能能執持(種)義。…… 

 
[解] 

今列因明論式如下： 

宗：[離此第八識，]外宗所執一切色根、心、心所、六識假類等等一切諸法都不能執持一

切種子。 

因：[以彼等]非能持種的第八識故。 

    (理由是第八識能夠三世相續不斷，才能成為持種識，以執持名言及業種子而無散

失。餘法不符此「無間持種」義。) 
喻：[喻體] 若非是能持種的第八識，則都不能執持一切種子。 

    [喻依] 如外色境等。 

 

大前提：M      P  若非能持種的第八識，則都不能執持一切種子。 
小前提：S       M 外宗所執一切色根、心、心所、六識假類等非能持種的第八識故。 
結論  ：S       P  外宗所執一切色根、心、心所、六識假類等都不能執持一切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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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論•卷二】 

此即顯示初能變識所有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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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記•卷二】 

問曰︰「因相」六因、十因，皆是因相，此中何故但說「持種」(是第八識的因相)、(且)

唯有(第八識在)現行(狀態中方有持種功用，以現行第八識為種子等依持之因)？…… 

   

【成論•卷二】 

此(第八)識因相，雖有多種，持種不共(餘法)，是故偏說。 

 

初能變識體相雖多，略說唯有如是三相(自相、果相、因相)。 

 

【述記•卷二】 

謂此(第八)識(自)體變為見、相二分相狀。 

又亦為清淨(無漏)種(寄存所)依， 

或為(前後念相續)等流果等，或為同類因等(異熟果、增上果、士用果)， 

體上所有(因、果)義相非一，故言「雖多」。 

以(現行第八識的)自證分但有(三藏、異熟、持種)三義，略說 (自相、果相、因相) 三相。…… 

 

   2.2.1.1.1 辨種子義 

 

【成論•卷二】 

一切種相應更分別，此中何法名為種子？ 

 

【述記•卷二】 

上來雖言(第八識)能持(一切)法種、與(諸)法為種(子生因)，仍未盡理。分別種相，故

今應說。…… 

 

【成論•卷二】 

謂本識中親生自果(之)功能差別。 

 

【述記•卷二】 

言「本識」者，顯種(被攝藏)所在，簡經部師等色、心等持種。 

「親生自果」，簡異熟因(作增上緣)望所生(異熟)果，非(因緣)種子故，要望自品(自類果法)

能(作因緣名言種子)親生(根身器界等法)故。 

「功能差別」，簡現行七轉識等望所生種，雖是因緣，亦親生(自類)果(法)，(以)是現(行)

法故，非名功能，故以(潛伏)功能顯種子相。 

 

【成論•卷二】 

此(第八識內的諸法種子)與本識(的自體)及(種子現行)所生果(八識、根身、器界等法)

不一不異。體、用；因、果，理應爾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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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記•卷二】 

種(子)望所依(的第八識)及所生果(現行的八識、根身、器界等法)為不一異(的關係)。…… 

本識是「體」，種子是「用」； 

種子是「因」，所生是「果」。 

此(體用、因果)之二(類)法，理應如是(具)不一、不異(的關係)。 

本識望種，(前述)四 (門/重)出體中攝相歸性(收攝差別事相歸屬同一體性)，故(本識及種

子)皆無記(是以種識不異)。 

種從現行(具善、惡、無記三性)，望於本識(是無記)，相用別論(事物的體相、功用各別

處理)，故通三性。(是以種識不一) 

若(諸法)即是一，不可說為有因果(關係之)法、有體用(關係之)法。 

若(諸法)一向異，應榖、麥等(應)能生豆等，以許因、果一向異故。 

不爾，法(體先)滅(而後)應方有(功)用(生起)，以許體用一向異故。 

(故知)用、體相似，氣勢必同。(故是非一向異) 

果、因相似，(故其)功能、狀貌可相隨順，(故是)非一向異。…… 

   

【成論•卷二】 

(本識及種子、種子與現行)雖(是)非一、異(的關係)，而(種子)是(真)實有(體的法，有

真實的作用)；(虛)假法如無(體的法)，非(現象的)因緣故。 

 

【述記•卷二】 

生(住、異、滅)等假法如龜毛等，體是無(實之)法，非(能生現行的)因緣故。 

種子(功能)望(所生現行諸)法，即是(彼法的)因緣，故體實有(體性是真實存在的)。…… 

 

【成論•卷二】 

此(種子)與(色心)諸法，既非一、異，應如瓶等是假非實(瓶是各種物質和合而成的假法，

是假名有，非真實有)。 

 

【述記•卷二】 

此安慧等(質)難。…… 

 

[解]安慧主張諸識的見分和相分是遍計所執的假法，種子是第八識的相分，故是遍計所

執的假法。 

 

【成論•卷二】 

若爾(種子與諸法的關係非一異，故是假非實)，真如(與諸法的關係亦非一異)應是假有；

許 (認同真如是假有) 則便無真勝義諦(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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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記•卷二】 

此論主(反)質。 

(真)如與諸法既非一、異，應是假有，如種子故。 

真如是法性(諸法體性)，與(諸)法不一、異，如前(卷二)已解，故得為喻。 

此難清辨、安慧等。 

設彼(清辨)救言︰真如(無為法)亦假(無有實性)，不起故。如空華。 

許則無真勝義諦。 

真勝義諦若許無者，約誰(相對什麼真實法)說有世俗諦耶？ 

何有(可證之)涅槃而有造修(善業、福慧)求成佛等？ 

蘊、處、界等通真、俗諦；真如唯真(真諦所攝)，名真勝義。…… 

 

[解] 清辨於《掌珍論》有量：「真性有為空，如幻，緣生故。無為無有實，不起，似空華。」

清辨依因明論式對「一切皆空」此命題的普遍必然性作出論證(三支作法)： 

宗：無為法是無有實性（就真實而言，凡是無為法都是無有實性的假法）； 

因：不起故(凡是無為法都是沒有生起的相狀)； 

喻：如空華（凡是沒有生起的相狀，都是無有實性，就如空華一樣）。 

 

「無為法」指離生滅造作的、無因無果、無變易之法，亦名真如、涅槃、諸法空相等。 

「緣生法」是就世俗諦而言，依眾緣和合而有生滅造作、因果變易之法，本身是「無自

性」而「空」的。 

清辨對一切法的觀點是：約勝義諦言皆是空(無實自體)而不真；依世俗諦言皆是緣起和合

假有。萬法的普遍原理是「真空假有」，真諦即真空，俗諦即假有。 

 

不論是有為法或是無為法，都是無自性的假法，故一切皆空。因此，就其「無實自性」

方面來說，真實狀況是「不起」(即不生，不生故不滅)的，這種「不起」性是「空」的更

深層次的內涵。「不起」並不是對「緣起」的否定，而是對真實相(就真實而言)的本實描

述。因此，「空」的基本含義中，「不起性」與「緣生性」是對應分屬的不同層次。簡言

之，清辨對「空」的證明也就是尋求對「不起」性及「緣起」性的普遍說明。 

 

若改寫成定言三段式，其證「無為法空」的形式如下： 

大前提：M      P     凡是不生起的都是無有實性。    (喻) 

 小前提： S      M    凡是無為法都是不生起的。      (因) 

  結論  ：S       P    凡是無為法都是無有實性。      (宗) 

 

從邏輯的角度看，由於「不起」是「無為法」的屬性，「不起」的外延包含著「無為法」

的外延，而「空」(無實性)的外延又大於「不起」的外延。因此，「無為法」、「不起」、「空」

存在著內在的聯繫，所以能證成「凡是無為法都是假法」。此量屬分析命題，即只憑定義

就能推出真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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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識宗則主張無為法是真實有，是二空所顯的真實不變離言的理境，且具滅除有漏種子

的淨化功能，故非假法。 

 

【成論•卷二】 

然諸種子唯依世俗說為實有，不同真如。 

 

【述記•卷二】 

謂此種子唯(依)世俗諦說為實有，不同真如，真如唯是勝義勝義(離言、無相、離分別、

非相對、非安立的最高勝義諦，完全不通依言、有相、分別、相對、安立的世俗諦)。 

種子不然，非唯勝義，亦通世俗(說為實有)，道理世俗(所攝)故。今顯異於勝義，故說「唯

依世俗」，非不通勝義(世間勝義)也。 

又依《瑜伽》等，勝義唯一非安立諦，故種(子)言唯俗，真(如)唯勝義；據實種子亦通勝

義。…… 

此(論)則通說一切有漏、無漏種子，義皆同故。 

 

[解] 「諦」者，指「真實的事情」、「真實的道理」。 

用世俗的知識都可以了解得到的真實事理名「世俗諦」。 
「勝義諦」者，「勝」是「殊勝的」，指殊勝的智慧，即「無漏智」；「義」作「境界」解；

「諦」是實事實理。具有殊勝的智慧所了解得到的真實事理名「勝義諦」。 
世間的實事實理，有些用世俗的知識都可以了解，有些要用清淨無漏的智慧才能了解得

到，於是分為二諦。 
唯識宗的四重二諦，從淺到深，於勝義（真）、世俗（俗）二諦各分四種。 

 

四重世俗諦                    四重勝義諦                 如

(1)世間世俗                                               瓶、車乘、舍等 
  (世人說是實有，不入勝義諦) 
(2)道理世俗                    (1)世間勝義                 種子、五蘊等 
  (依諸法的道理、事相作區別) 
(3)證得世俗                    (2)道理勝義                 預流果等 
  (闡明迷悟、染淨的因果差別， 
  令行人依此證得聖果) 
(4)勝義世俗                    (3)證得勝義                 二空真如 
  (聖者的智慧自內所證， 
  為引導眾生故安立真如之相) 
                              (4)勝義勝義                 一真法界 
                                (非安立真如，不屬世俗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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