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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慧《三十唯識釋》原典譯註 

霍韜晦譯註 

序 論 

   一  

 為了使那些對人、法二無我不了解和謬解的人，得解無顛倒的人、法二

無我，造此「三十唯識論」１。復次，人、法二無我的解，是為了斷除煩惱

〔障〕和所知障。為甚麼這樣呢？因為貪等諸煩惱，由我見產生，而人無我的

開悟，即以對治有身見為其自性２，因此，〔這種〕為了斷除彼〔有身見〕而起

現的活動３，可斷一切煩惱。另一方面，法無我的認識，則以對治所知障為其自

性，因此〔當法無我義了解，〕所知障亦斷。復次，煩惱〔障〕和所知障斷，

為得解脫，成一切智境４。蓋諸煩惱是得解脫之障，因此在它們斷除的時候，解

脫即〔同時〕獲得。至於所知障，則是在一切所知之中妨礙正智起現的一種不

染無知〔法〕５；它斷滅時，正智乃能在一切所知的形相之中，無對６無礙的產

生，因此得成一切智境。 

 

  二 

 復次，或為了向那些執有人、法〔的存在〕，而對「唯心」７〔義〕不能

如實了知的人，顯示人、法二無我，使之漸次悟入唯識果８，故造此論。 

 

  三 

 復次，成為了遮遣某些人認為所知〔的對象〕９亦如識一樣是實有１０，或

認為識也如所知一樣：「僅世俗中有，而在勝義上無」的這兩種極端的說法，

故造此論１１。 

 

註： 

 

１「三十唯識論」，原文 trimwkavijbapti-prakarana，直譯是「三十表論」，「唯」

字無。今考慮及歷史文化問題，書名暫仍譯為「唯識論」(參看註 8 及下文第一

品一．一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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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自性」，此仿玄奘譯法。原文是「對治」一詞 (pratipakca)加上抽象名

詞語尾-tva，蓋指對治者或對治狀態。             ____ 

３「起現的活動」，原文 pravartamanah，乃動詞語根√ vrt  之現分詞；舊

譯「轉」。宇井、野澤譯為「努力」，其意甚善，唯義有距離。考述記云：

「我執為根，生諸煩惱；若不執我，無煩惱故，證無我理，我見便除。由根斷

故，枝條亦盡。此依見道及究竟位斷煩惱說。」（卷一、頁一五）由此可見，

這是一種智慧之呈現，故譯為「起現的活動」較妥。 

４「成一切智境」，原文 sarvajbatvadhigama，即成就或到達一切智 

(sarvajba) 的狀態。「境」字乃據原文抽象名詞語尾 –tva 增譯。若依唐人句

法，亦可譯為「證一切智體」。 

５「不染無知」，原文 aklistamajbanam，呂抄作「染污無知」，誤。此語

明有一否定詞 a- 置於前，且考佛地經論云：「所知障者，於所知境不染無知，

障一切智，不障涅槃。」（大正藏卷二六、頁三一 O 下）可證。 

６「無對」，原文 awakta，直譯是「無能」之義，目的在描述正智 (jbana) 

的性質。蓋正智不同於一般的經驗心識：經驗心識有所取，而正智無所取。故

就此義言，正智即非為一有所取的「能者」。今參取此義，譯為「無對」。 

７「唯心」，原文 cittamatra。此處不用「唯識」(vijbaptimatra) 而用「唯

心」，蓋從止觀實踐上說。參看次註引文。 

８「漸次悟入唯識果」，原文 saphale vijbaptimatre’nupurvenapravewa，直

譯是：「依有果的唯識，漸次悟入。」此中言「唯識」而能有果，在義理上必

須經一轉折 纔能明白。蓋「唯識」(vijbaptimatra) 的意義最初並不表「唯心」，

因為「識」字 (vijbapti)在這裏的用法是「表」義，即有所表之境，而不是指心

識 (vijbana)。世親著本頌的意思，即在把我們的所知世界收歸為「表」的世

界，而「表」是從識 (vijbapti)的轉化而來 (此義後詳)；所以所知世界的存在並

無獨立性，識纔是存在有之根，由此言「唯表」之義遂進而為言「唯心」之

義，同時這一觀念亦成為唯識宗人從事修持實踐的理論根據。所以律天 (Vini 

tadeva)註此句云：「識者，即離所取、能取之諸心、心所。彼果即歡喜地等。

使之漸次悟入者，首先是依破有所取、能取的三十論以為聞學方便，然後以正

理思惟，由破所取開始，歷四念住、及至於忍，數數修習。由破所取；所取無

故，能取亦無；於世第一法中便破能取 (譯者按：以上言止觀階位及其升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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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行者如是而破所取、能取故，法界之障，一一遠離，遂至歡喜地等。」(大

意，參看野澤譯頁一五四 ) 

9「所知」(vijbeya) ，與「識」(vijbana)相對，即是境義；依本論下文，亦

即 vijbapti。 

１０「實有」，原文 drava，指有實體的存在；亦即中土唯識家所言之「有

體施設」之義 (參看下文第一品第一節註 8)。此與實事上之有(vastu)不同。實事

上有袛可說為一現象上之有，或一物事上的、物理上的有（參看第一品一．四

註 18）。 

１１以上三段，言造論旨趣，約略與「成唯識論」首段之三解相當。彼論

云：「今造此論，為於二空有迷謬者生正解故。生解為斷二重障故。由我、法

執二障具生，若證二空，彼障隨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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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一解)又為開示謬執我、法，迷唯

識者，令達二空，於唯識理如實知故。(以上二解)復有迷謬唯識理者，或執外

境如識非無，或執內識如境非有；或執諸識用別體同；或執離心無別心所。為

遮此等種種異執，令於唯識深妙理中得如實解，故作斯論。(以上三解)（卷

一、頁一）今勘安慧釋文，三解均有參取安慧義處，述記作者僅指出第一解糅

安慧釋，餘未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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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論 

第 一分   識轉化論 

第一品  標宗 

 

一 識轉化為我、法相 

   

  一．一 

我法施設相１，雖有種種現２；（第一頌 A、B） 

  (〔世間上〕誠然有種種「我」、「法」的施設呈現，不過，) 

 

 〔此中文意，若〕完整的說〔應加簡別語，以表明這是〕：「在世間和

聖教中」。 

 

彼實識轉化３（第一頌 C） 

 (這〔些施設〕都是在識的轉化之中４。) 

 

 〔此中「彼」５是〕連結〔上文的〕我、法施設。 

 

一．二 

施設諸我及諸法，名「我、法施設」。這也就是「我」的假安立和

「法」的假安立。「種種」，即顯非一類：如諸我、命者、生者、人６、童蒙７

等，都是「我施設」；蘊、處、界、色、受、想、行、識等，都是「法施設」

８。這兩種施設，都祇是識的轉化，並無實在的我和諸法９。為什麼呢？因為離

識轉化之外，我和諸法即不存在故。 

 

一．三 

（設）此可謂「轉化」是何義？ 

（答）即以變異為性。〔亦即〕在因剎那滅的同時，成就與因剎那相相

異的果體１０，就是「轉化」１１。此中由於〔無始時來〕對我等作分別的習氣增

長，和對色等〔法〕作分別的習氣增長，從阿賴耶識中生起我等影像和色等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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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分別１２。由於這種分別，於是把這些我等影像和色等影像執如如外有，乃至

我等施設和色等法施設無始時來虛妄而起，〔實質上〕並無外在的我和〔外在

的〕諸法１３。譬如翳眼者見毛輪１４等。〔因此〕言施設者，即是在彼處本來無

有，而復假說它為有。譬如〔假說〕「彼愚人是牛」１５。 

 

一．四 

 如是，在識自相之中，及〔識自相〕之外，並無我、法。諸我、法都是

徧計所執，從勝義上說都不存在。因此，〔那種主張〕「所知〔的對象〕亦如

識一樣是實有１６」的一邊的說法，即不應認可。然而，若無依仗１７，則施設亦

不能有，故必須把識的轉化作為一實事上的有１８來了解；即以此〔轉化〕為

依，我、法施設產生。因此，若認為「識也如所知一樣，僅在世俗中有，而在

勝義上無」的這種說法，便不應理。因為〔識〕在世俗中亦墮「無」過故 

１９；若無所取２０，世俗即不相應故２１。由是，〔上述〕這兩種一邊的說法，以

不應理故，依阿奢黎２２所說，均應捨棄２３。 

 

  一．五 

 

 如是，一切所知，都是〔存在於〕遍計所執自性的狀態２４；從實事言，

都不存在２５。識却是緣生法２６，故應許有實體２７。至於識的緣生法，已在〔上

文〕「轉化」一語中解示２８。 

 

註： 

 
１此句「相」字增譯，原文無。「施設」（upacara），玄奘譯為「假

說」，似易使人誤會為虛假之義，以為我、法都是自畢竟空無中生出。考世親

之意，並不否認有種種客體之存有事呈現，而衹是反對有與「我」、「法」等

觀念相對應之獨立客體之存在而已。換言之，我法觀念雖是一種識心之執，但

仍是依於所呈現之存有事而施設的，故今譯為「設施」，以見其有為所憑藉之

狀態。復次，述記云：「言施設者，安立異名，即假說義。此意顯示隨諸世間

橫計種種我、法等緣施設我、法。」（卷一、頁二九）由此可見，施設、假說

兩義本無異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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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以上兩句，奘譯為：「由假說我法，有種種相轉」，譯文作條件句，極

易使人錯覺以「以說我法」為因，「有種種相轉」為果，（述記即解作「因由

之義」）。今按：「施設」一詞，是句中主語（up-acarah, Nom. Sg.），「現」

是自動詞（pravartate, A. 3
rd 

Sg.），因此全句是以一種肯定語氣，說這些施設狀

態的我、法相，有種種的呈現，而不是說因為「假說」之故纔呈現。至於它們

如何呈現，則是下句的問題。 

 
３「識轉化」，原文 vijbanaparinama，舊譯「識變」、「識所變」、或

「識轉變」，似均未能表達出這原是指一種存在狀態的轉換的意義，反而增添

了一重識為真、境為妄的對列色彩，今按：parinama)，一詞，最先用者為數論 

(Samhkya)。數論言「物原轉化」(prakrtiparinama )，認為宇宙萬有都是從「物

原」(prakrti)，舊譯「自性」)轉出。物原是本，但萬有亦非虛妄，兩者雖有先

後之序，而實可通貫為一。依文獻所傳，世親在未學大乘佛教之前，曾學數

論，且為「金七十論」作釋 (述記卷一、頁六四)。若據真諦譯之「婆藪槃豆法

師傳」，則謂世親著「七十真實論」以破數論 (述記卷四、頁二 O 三亦有相類

似之言)。由此可見，世親思想當與數論有密切關係，影響所及，使其沿用了

parinama 此語來解釋種種我、法相的生起。為了相應世親原義，故今譯為「識

轉化」(關於此義，真諦之古譯似較貼近。真諦譯之轉識論云：「此等識能迴轉

造作無量諸法，或轉作根，或轉作塵，或轉作我．．．如是種種不同，唯識所

作。」(大正藏卷三三、頁六二下) 可證 )。 

 
4此語原文 vijbanapariname，乃於格語尾 (Loc.Sg.)，目的在顯示一範圍意

義，把這些施設狀態之我，法相全部攝收入識轉化的範圍。所以「唯識」的意

義，正是要以「識」(vijbana)來統攝一切法。玄奘譯為「此依識所變」，便落

在識、境對列的意味上，與原意略有距離。 

 
５「彼」，句中主詞，原文省略 (梵文文法，主詞可涵在動詞的語尾變化

中)。 

 
６「人」，原文 manuja，亦譯「意生」，即由 manu 而生。manu 在古吠

陀語中有「思想」之義，故用以指人。 

 
７「童蒙」(manava)，舊譯「儒童」(即「摩納縛迦」manavaka) ，指少年

婆羅門。宇井疑此字乃‘manava ’(人類)之誤 (見宇井譯頁六及頁一九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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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以上解我、法施設。成唯識論的糅譯是:：「論曰：世間、聖教說有我

法，但由假立，非實有性。我謂主宰，法謂軌持。彼二俱有種種相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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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一、頁一) 依述記解，則先釋「假」有兩種：一、無體隨情假、

二、有體施設假；然後指出內識所變之似我、似法，為「有體強設義」，即是

依他法 (卷一、頁二三及三七)。此對奘譯「假說」一詞有進一步之分解及規

定，使讀者對世親原義之了解極有幫助，但亦容易因「假」字之義通有體、無

體兩端而滋生誤解及使義理繁瑣化。今觀安慧解，則較簡樸。 

 
９此中所謂「實在」的意思，原文 mukhya，即「本來」義，或「本自

有」義。 

 
１０此中意趣，即以前一剎那識之活動為因，後一剎那之呈現為果。蓋識

能轉化出種種我、法相之內容，必須以前一剎那之展現為根據，否則即不能說

明其之所以如此呈現之理 (參看下文第六品一．二)。如是再從前一剎那往上

溯，即不能建立一起始觀念，所以下文說這是由於從無始時來對我、法作分別

的習氣增長的緣故。 

 
１１此處解「轉化」，即成唯識論解「識變」一段。成唯識論云：「彼相

皆依識所轉變而假施設∙∙∙∙∙∙變，謂識體轉似二分，相、見俱依自證起故。依斯

二分施設我、法，彼二離此無所依故。」(卷一、頁一)此一解釋，無異將識轉

化劃分能所，再二分化為相、見二分。義雖嚴緊，然亦失之質實。由此遂再追

問此二分產生之根據，屬同種出抑異種出，更有一分家、二分家、三分家、乃

至四分家等各種主張。述記且謂安慧是一分家義，即是主張相見同種者。其說

如下：「安惠解云：變，謂識體轉似二分。二分體無，偏計所執。除佛以外，

菩薩以還，諸識自體即自證分。由不證實，有法執故，似二分起；即計所執，

似依他有。二分體無，如自證分相貌亦有，以無似有。即三性心皆有法執，八

識自體皆似二分；如依手巾變似兔頭，幻生二耳；二耳體無，依手巾起。∙∙∙∙∙

問：此二體無，識體如何轉似二分？答：相見俱依自證起故；由識自體虛妄習

故，不如實故，有惑執故，無明俱故，轉似二分。二分即是相及見分，依識體

起；由體妄故，變似二分，二分說依自證而起。若無識體，二分亦無；故二分

起，由識而有。(問：)既有自體及此二分，依何分上假說我、法?答：依斯二分

施設我、法；依此相、見計所執上世間、聖教說為我、法。此相、見之中說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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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法；彼我、法二，離此相、見無所依故，故依所執相、見二分施設我、

法。」卷一、頁三二）但今查對安慧釋文，並未發現安慧使用相分、見分、自

證分等名詞，亦無上述一段之議論。因此把安慧列為一分家的看法很可能是後

人總結此一問題的討論時加上去的。不過，若從內容上推尋，則後人有這樣的

看法亦自有據。見次兩條說明。 

 
１２「影像」，原文 nirbhasa，指一種不真實的、模擬的顯現。「分別」

(vikalpa)則是一種執,亦即心識的作用。在這種作用之下,上述的影像遂被取着為

外有，並形成「習氣」(vasana)。習氣即是一種潛勢力，能使這種分別活動繼續

下去。所以推原究始，律天解釋「影像」，即以「所取分」(grahyamwa)釋之。

「所」與「能」對，這樣，相、見二分的意義就很容易產生出來，後人以二分

家義釋識轉化是可理解的。 

 
１３以上一段，在文字上反而接近成唯識論解「識變」的第二解。其說如

下：「或復內識轉似外境，我、法分別熏習力故，諸識生時變似我、法。此

我、法相雖在內識，而由分別似外境現。諸有情類無始時來緣此，執為實我、

實法，如患夢者患夢力故，心似種種外境相現，緣此執為實有外境。」(卷一、

頁一)但述記却以為這是難陀、親勝的二分家說 (卷一、頁三四)。今按：安慧義

若予以分解，是可通於二分家說的，這點，我們在前註已指出；但最後仍歸之

於識轉化而消解我、法影像，則不能列為二分家說，故述記列之為一分家，也

許根據在此。但述記在解「諸識生時變似我法」一句時，另舉安慧的說法如

下：「安慧解云：變似我、法總有二解：一者世間、聖教皆是計所執。世間依

此八識所變總無之上，第六、七識起執於我；除第七識，餘之七識起執於法，

不許未那有法執故。如是總說執為我、法。種種別相熏習力故，八識生時變似

於法，六、七似我∙∙∙∙∙又解：諸識生時變似我、法者、即自證分上有似我、法

之相。體變為相，但依他性；依此堅執為我、法者方是二分，其似我，法者不

名二分。以下約喻依他性有，故識所變似我、似法是識自體。」（卷一、頁三

五）以上兩解，述記跟着料簡云：「雖有二解，後解難知，前解為勝。」(同上)

今勘安慧釋文，則明與第二解近，故述記之批評未當。 

 
１４「翳眼者」，原文 taimirikasa (Gen.Sg.) , 指眼睛患有白內障、或視力不

良的人。「毛輪」(kewonduka )，髪毛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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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愚人」，此從藏文譯。梵文作 ‘bahika’，荻原以為這是居住於印度

北部的民族名；彼等多事粗重工作，故有此輕蔑語 (見荻原譯頁六七七,註二)。 

 
16「實有」(dravyatah)，原文缺，此從宇井說補。見宇井譯頁七、及訂正

表頁五四。 

 
１７「無依仗」，原文 niradharasya (Gen.Sg.)., 及「無所安置者」或「無所

容受處」之意，由表示否定意義之字頭 nir-與表示「容器」或「依持」義之

adhara 合成。 

 
１８「實事上的有」，原文 vastuto’sti，即指一事實世界上之有，或物事上

的有。此「有」是不能抽空者，因此亦有一真實義。所以從這些地方看來，唯

識家所言之存有世界，雖為識之轉化，但不能類同於幻夢；我、法施設的產

生、是有所依仗的。從另一方面看，亦祇有先承認了這一層的實在意義，然後

纔可以進言它的存在有依據──體 (dravya) 及存有狀態，此即下文第五段中所

說。 

 
１９此句意思，目的在成立反對意見以駁斥上文的「惡取空者」(即撥識為

無者)的批評。對方的批評可排成因明論式如下： 

 宗：識在勝義上無， 

 因：於世俗中有故； 

 喻：如所知。 

今安慧之意，則以為若如是，則識在世俗中亦無。所以論難的焦點已經由對方

的宗支移至因支。這一相違式便是： 

 宗：識非世俗有 (或「識在世俗中無」)。 

理由見註 21。 

 
２０「所取」，原文 upadana ，即是「執受」。 

 
２１本句是承前宗立因，重點在對「世俗」意義的釐清。依論主之見，所

謂「世俗」者，即是一相關世界，亦是一限定世界。世俗知識否則即不可解。

所以律天解此句云：「所謂「若無所取，世俗即不相應」者，即是所取若無，

則不成世俗。蓋〔世俗中〕必須施設說依於某物，否則即無限定，墮一切可依

一切之過。」( 大意，參看野澤譯頁一六八)據此，則 安慧續出的論式便是： 

 因：〔識〕無所取（所依）故。 

 異喻：如所知。（意者所知為世俗有，所知亦有所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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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阿奢黎」(acarya)，「師」義。這裏是指頌文作者世親。 

 
２３本段破增、減二執以成立唯識轉化義，與成唯論識論之跛法極相似。

其說如下：「愚夫所計實我、似法，雖有而非實我法性，然似彼現，故說為

假。內識所變似我、似法，雖有而非實我法性，然似彼現，故說為假。外境隨

情而施設故，非有；如識。內識必依因生故，非無；如境。由此便遮增減二

執。」(卷一、頁一)述記謂此文「唯是難陀、護法二說，無安惠解」(卷一、頁

三七)，有誤。 

 
２４「遍計所執自性」(parikalpitasvabhava)，蓋指一種由識心的分別活動

所執取的存在，如種種我、法觀念便是。所以一切知識，都可以說是處於此種

存有狀態中 (parikalpitasvabhavatva)。關於此義，詳解見下文第七品一．一。 

 
２５此句即表我、法觀念非一真實之存有。參看註 18。 

 
２６「緣生法」(pratityasamutpannatva)，即「緣生性」，指識之轉化層。

由於此層存在有須「仗因託緣」(詳解見下文第七品)而展現，所以其存在狀態

為「依他」的，又名「依他起自性」(paratantrasvabhava)。 

 
２７此處由緣生法為一真實之有進而提出「體」(dravya)的觀念。「體」是

存有依據 (ground) ，緣生法則可以說是客觀之存有事。參看註 18。 

 
２８本敍總結「識轉化」之義，指出我、法觀念之存有層與識轉化之存有

層不在同一層次；前者為分別心所執取之對象，後者則是緣生法。成唯識論

無。 

 

二 破五識所緣境 

 

  二．一 

 （設問）所謂外境無，而識即為境的行相行起，此事如何可解１？ 

 

 （答）其實所謂外境，即是一能引生似己識２的東西，這也就是識的所緣

緣。不過，〔所緣緣〕却不是〔令識起現的〕唯一的能作因３，〔因為若許所緣

緣是唯一的能作因，便〕不應有等無間等緣４的差別故５。 

 

  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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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次，〔有云：〕五識身６以和合為所緣，有彼〔和合〕行相故。（破）

但和合為物祇是支分７的結集，而非別有〔一和合體８的〕存在；因為分解各支

分時，此有和合行相的識便無９。所以根本無有〔一真實的和合〕外境，祇是識

〔由戲論熏習力故１０〕，有和合行相生１１。 

 

  二．三 

 復次，這一所緣，亦不是〔那種在〕和合〔狀態中〕的極微１２，以諸極

微非彼〔識上的〕行相故。因為在和合狀態１３中的極微和未和合前〔的極微〕

比較，體性並無任何增勝，所以在和合狀態中的極微，亦如未和合前〔的極

微〕一樣，都不是〔五識身的〕所緣１４。 

 

  二．四 

 不過，另外有人１５認為：各個極微之間互不相資１６時，根所能取１７，但

輾轉相資增成實事１８，根便能取。（破）然而，在這種相資或不目資的狀態

中，〔極微〕的體性並伙任何增勝，因此究竟〔它們〕是可以為根所能取、還

是非根所能取？復次，若祇是把輾轉相資的極微作為識境，則識上將不會現起

瓶、壁等行相差別，因為極微中無彼行相故。復，次識中的影像與境的行相不

同１９，亦不合理，成大過失２０。 

 

  二．五 

 復次，諸極微亦如柱等，至勝義上即不存在，以有此方、彼方和中間的

分位故。若不許有此〔分別〕者，則極微中應無東、南、西、北等方向差別。

依是，極微〔的狀態〕亦如識一樣：無質礙、無方所２１，成為過失２２。 

 

  二．六 

 如是，外境無故，〔祇有〕識即為境的行相生起，應知如夢中的識２３。 

 

註： 

 
１本問實即成唯識論所提出的「云何應知實無外境，唯有內識似外境生」

（卷一、頁一）的問題。成唯識諭先答以「實我、實法不可得故」； 然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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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破外執，先破實我，後破實法，內容發展與安慧譯文不同，故述記謂為「多

護法文」（卷一、頁四十）是也。至於安慧釋，則將外境分為五識身所緣、意

識所緣，然後一一對破。脉絡有異，所以比較起來，無成唯識論之破法相當，

唯內容較簡。以下當隨文註明。 

 
２「似己識」(svabhasavijbana )，即似境相之識。據陳那觀所緣緣論的分

析，作所緣緣應有兩條件：一、能生識，二、識上必有似境之相（參看大正藏

卷三一、頁八八八及述記卷二、頁一一三引文）。安慧時雖未有如此清楚分

解，但據此言，意思已備。 

 
３能作因「karana」，此一概念原出有，部指凡對果法的生起有扶助力

者，均得名之；是一最廣義的因。從此一標準看，所緣緣雖能引生識，但其他

諸緣亦具備這一條件，所以不能獨得能作因義。 

 
４「等」者，等取因緣、增上緣。理由見上註。 

 
５以上一段，與成唯識論破所緣緣處之正量部說相當。按成唯識論破法執

至後半時始專破色法，先將各種執實有色的說法分成兩項： 

一、有對色，二、無對色；然後把所緣緣置於有對色下而分四家：正量、經

部、古薩婆多，及新薩多。此中即第一家。論云：「此眼等識外所緣緣理非有

故，決定應許自識所變為所緣緣。謂能引生似自識者，汝執彼是此所緣緣。非

但能生，勿因緣等亦名此識所緣緣故。」(卷一、頁六至七) 述記註云：「正

量不許具二義名緣，但能生識即是所緣，何假似自者。今難之云：以能生識故

是所緣緣者，其因緣等應是所緣緣。」(卷二、頁一一三) 

 
６「五識身」(pancavijnanakayah)，指眼、耳、鼻、舌、身等五個識。

「身」(kaya)，聚集義，即文法上之眾數 (plural)。 

 
7「支分」，原文 avayava，勘成唯識，論蓋指經部的極微。經部主張極

微實有，和合是假，故唯識論破之，以假法無體，即無「緣」義。此與安慧之

破法相同，詳下。 

 
８「而非別有〔一和合體〕」，意謂和合非別有一和合自體。依所緣緣的

標準，無體即不能引生識 (見註 2 )，故祇可有「所緣」義，而不能有「緣

義」。 

 
９此句意謂，若和合有實自體，則分解各極微時亦應有和合行相生；今既

不然，可見和合非實有。參看註 11 成唯識論文。 



13 

 
１０此中意義，依律天註釋補。參看野澤譯頁一七四。 

 
１１以上一段，即成唯識論續破經部有對色處：「眼等五識了色時但緣和

合，似彼相故。非和合相異諸極微有實自體；分析彼時，似彼相識定不生起。

彼和合相既非實有，故不可說是五識緣。」(卷一、頁七) 

 
12此處破本薩婆多。依述記說，本薩婆多許和合位中之極微麤相有實自

體，故得為「緣」。 

 
１３「狀態」，原文 avastha，舊譯「位」，即「階段」、「位置」義。 

 
１４以下一般，成唯識論的糅譯為：「非諸極微共和合位可與五識各作所

緣，此識上無極微相故；非諸極微有和合相，不合時無此相故。非和合位與不

合時，此諸極微體相有異，故和合位如不合時色等極微，非五識境。」(卷一、

頁七)述記亦有一量，云：「極微和合時應無和合相，體即本極微故，如未和合

時。」(卷二、頁一一六)皆與安慧釋文一。取其要言之，即本薩婆多之說，雖

有「緣」義，但無「所緣」義也。 

 
１５勘述記，此指新薩婆多，即眾賢論師云云。 

 
１６「相資」，原文 apeksa，乃「看取」、「觀待」之意；其上文為

anyanir，直譯為「不待他」。今依成唯識論譯法，譯為「互不相資」。藏要編

者謂無安慧說 (卷一頁七)，誤。 

 
１７「根」(indriya)，指五識根。根的作用在發識，以完成一認知活動，故

根亦取對象。近人常以感官比之。 

 
１８「增成實事」，原文 bahavastu，考各日譯本似均未留意此字 (見荻原

譯頁六四一、宇井譯頁一二、野澤譯頁一七六)。今按 ‘baha’源出語根√bamh，

乃「增加」之意， ‘vastu’即「實事」。 

 
１９此句原文為 anyanirbhasasya vijbanasyanyakaro visayo，由於原文中有

兩 ‘anya’ (別的、不同的)，致各日譯本之譯法均未達意。如野澤譯為：「識中

所顯現者為不同之物，境亦為不同之形相」(頁一七六) ，即費解。蓋此中所論

及者乃承上文之義，指出對方勢必導至識中所現出的影像與境之行相不同，而

成矛盾。述記量云：「緣大瓶等識應即緣極微之心，彼彼執所緣即極微故，如

緣極微心。」(卷二、頁一一八至一一九)可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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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以上破新薩婆多，即成唯識論的「有執色等一一極微不和集時非五識

境，共和集位展轉相資，有麤相生，為此識境，彼相實有，為此所緣。彼執不

然。共和集位與未集時體相一故； 瓶、甌等物，極微等者，緣彼相識應無別

故；共和集位一一極微各各應捨微相故；非麤相識緣細相識緣細相境、勿餘境

識緣餘境故；一識應緣一切境故。」(卷一、頁七)在此文中,成唯識論共舉出五

項理由,安慧則僅舉出三項，無第三、第五(讀者可覆按，不贅)。復次，以上四

段文字，述記謂為順次破正量、經部、本薩婆多及新薩婆多 (參着註５)，但安

慧未明言，律天疏亦未明言。若從義理上看，則安慧可以說祇是順所緣緣的意

義破而畧有一邏輯的分解。如先破單具能生義的所緣緣，續破單具所緣 (對象)

義的所緣緣;再進而檢討一般所緣境之存有性格:如為極微性者則無所緣義，如

有所緣義者則非極微性。此即後兩段所說。由是，一切執有色等外境者均破，

固不必問其學派也。 

 
２１「方所」，原文 adewasthatva，直譯為「無塲所住處」。 

 
２２若依成唯識論，此段即破有對色中之能成極微，編排在前四家之前。

原文如下：「彼有對色定非實有，能成極微非實有故。謂諸極微若有質礙，應

如瓶等是假非實。若無質礙，應如非色，如何可集成瓶、衣等。又諸極微若有

方分，必可更析，便非實有；若無方分，則如非色，云何和合承光發影？日輪

纔舉，照柱等時，東西兩邊光影各現。承光發影處既不同，所執極微定有方

分。∙∙∙∙∙∙又諸極微隨所住處，必有上下四方差別，不爾便無共和集義；或相涉

入，應不成麤。由此極微定有方分。執有對色即諸極微，若無方分塵無障隔，

若爾便非障礙有對。」(卷一、頁六)今與安慧釋文相較，義雖詳盡而大旨則

一，蓋承安慧義而精論之。 

 
２３此結上文。勘成唯識論在廣破色法之後，亦有結云：「由此應知實無

外色，唯有內識變似色生。」(卷一、頁一二) 

 

三 破意識所緣境 

 

 受等〔法境〕，於過去、未來時亦不能引生有彼〔受等〕行相的識，是

已滅、未生〔法〕故。至於現在的〔受等〕，亦不能引生現在的〔識〕。蓋

〔受等〕在生的分位１中，〔有受等行相的識〕尚無故；若在已生之後，則識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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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以其行相起現。因此〔這已生的受等２〕並無任何作用。是以意識的生起，也

是無所緣的３。 

 

註： 

 

 
１「分位」(avastha)，階段義。 

 
２荻原、宇井則以為是指「識」(見荻原譯頁六四二，宇井譯頁一六)。 

 
３本節破受等法境，即是意識所緣。原文簡畧，不易見其脉絡。今據律

天，疏謂此段是在破五識所緣境後，住而破意識所緣，即是受等法境。等者等

取想、行。由此可見，安慧是依傳統五蘊之分類以破心外之一切法。但後期唯

識家如成唯識論所言，則依五位百法之分類以破法境，故該論在破色法之後，

即接着破不相應行法、無為法，最後心、心所法，值得注意。因此，安慧此處

以三時分割的方法以破受，成唯識論無。 

 

四 釋外人妨難 

 

  四．一 

 

 然而，外人１〔難〕，云：若無實我、實法時，則施設不應理。何以故?

施設有三依，隨一缺減即不成立故。〔三依者〕真事２似真實內境、及兩者的共

通性３。譬如有真火、有似火的童子、和有它們兩者之間的共通性――赤紅性或

猛烈性時，於是可以有「童子是火」的施設。(答)在此所謂「童子是火」的施

設，是依類４還是依實５而行？不過，〔無論是依類是依實，〕這兩種施設都不

成立。此中且先就類而言：共通的赤紅性或猛烈性並〔不在類火〕中存在６；當

共通性無，而在童子身上作類施設，即不合理，成大過失７。(難)類〔火〕中雖

無彼法８，但由於赤紅性和猛烈性與類〔火〕不相離，因此可以童子身上作類施

設。（答）在類〔火〕中無〔彼法〕的情形下，而〔說〕赤紅性和猛烈性可在

童子身上看到，則不相離性不應理９。復次，〔如說與赤紅性、猛烈性〕不相

離，則亦無施設；以在童子身上的類〔火〕亦實有故，如真火〔上的煩火〕 

１０。由此可知，在童子身上作類施設不合理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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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二 

 依實的施設亦然，因為〔此中〕並無共通的性質１２存在。作為火的屬

性，如猛烈性、赤紅性，在童子身上無。因為〔童子身上的屬性〕與彼〔火上

的猛烈性、赤紅性〕相異故。〔一切〕差別１３，都是繫屬於其所依１４。因此，

火的屬性若無，則在童子身上作火的施設不應理。(難)如說〔童子身上的屬

性〕與火的屬性相似，如猛烈性、赤紅性，若與在童子身上的屬性，即猛烈

性、則此施設合理１５。但不是在童子身上〔作「童子是火」的施設〕。因為火

〔實之自身〕與屬性的相似並無關係１６。因此，依實的施設亦不合理１７。 

 

  四．三 

 復次，真事亦無。因為彼自相超越一切思慮、言詮境界。有關存在主體 

１８的了解１９，祇能依思慮、言詮而以〔彼〕屬性相２０展現，因為彼自相〔畢

竟〕非〔思慮、言詮〕所能觸及故。若不如此，即有屬性無意義過。為甚麼

呢？因為離思慮、言詮之外，再無其他的方便以識別事物之自相故。因此，若

以存在主體之自相為境，則思慮、言詮無，所以亦不可說真事畢竟是有。如

是，乃至不依音聲繫屬，思慮、言詮亦無。如是能詮與所詮２１無故，真事畢竟

非有。復次，此一切〔有〕都祇是似有２２而非真有。為甚麼呢？因為似有者假

名，即以此為依，彼以〔種種〕不實在相生。復次，一切音聲於存在主體而

言，都祇是以不實在的實性相〔差別〕而轉，因此，真事畢竟非有。〔由此可

知〕此中彼作「若無實我、實法，則施設不應理」的問難不應理２３。 

 

   

註： 

 

 
１外人，勘述記，說指吠世師 (Vaiwesika)，即是勝論學派。 

 
２「真事」，原 mukhyapadartha，乃「真實的句義」之意。勝論學派對存

有事進行分解，其最後所得，即分別歸入若干存有範疇；此等範疇即名為「句

義」(padartha)。‘mukhya’，本筧有的意思，今依成唯識論譯法，譯為「真

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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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共通性」，原 sadrsya，及「共見」之意；玄奘譯為「共法」。 

 
４「類」，原 jati「生」義、「同類」義。依勝論學派，「同類」不是一

種觀念，而是一種存有，乃六句義之一，稱為‘samanya’（同）。兩物能成一

類，即因為此兩種物中有「同」的存在。 

 
５「實」，原文 dravya，一般的用法，是指實體。在勝論學派中，則把實

體收為九種（九實：地、水、火、風、空、時、方、我、意），而成一「實」

句義。 

 
６依勝論學派對存有事物的分類法，赤妅性與猛烈性都是屬性，應屬

「德」(guna)句義。「德」總有二十四種，而「同」句義中無「德」，因此說

赤妅性和猛烈性不在類火中存在。(雖然，從二十四德的標準上看，赤妅性可說

是色德，但猛烈性祇是「火上猛利之氣」(訹記語，卷二、頁一九０)，是否可

獨立為一「德」，勝論未言。) 

 
７此中意趣，蓋謂在童子身上的祇是類火，類火不能有「德」，即不能有

真火之赤紅性與猛烈性，是以不能作類施設。 

 

 
８「彼法」(traddharmatva)，指赤紅性和猛烈性這兩種性質(注意原文有抽 

象名詞尾-tva)。 

 
9這一句的意思的說：一方面承認類火中無赤紅性和猛烈性 (此即顯示相

離義)，一方面又說在童子身上有赤紅性和猛烈性，此即矛盾。蓋在童子身上者

為類火故。復次，依勝論學派，「不相離性」(avinabhavitva)的意義亦可能是

「和合」(samavaya)句義，此說明火與赤紅性、猛烈性為一內在的、緊密的結

合，故不可分。關於此點，安慧未清楚批評，成唯識論則有指出：「人、類、

猛等現見亦有互相離故。」見註 11。 

 
１０此中意趣，若承認有與類不相離的法性，則在火上實有者，在童子之

上亦應實有。如是即無須施設。 

 
１１以上一段，即相當於成唯識論的「釋外妨難，重淨三句」中的第一

段：「有作是難：若無離識實我、法者，假亦應無。謂假必依真事、共法串

立。如有真火、有似火人、有猛、赤法，乃可假說此人為火。假說牛等，應知

亦然。我、法若無，依何假說？無假說故，似亦不成，如何說心似外境轉？彼

難非理。離識我、法，前己破故，依類、依實假說火等，俱不成故。依類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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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理且不成，猛、赤等，德非類有故。若無共德而假說彼，應亦於水等假說

火等名。若謂猛烈等雖非類德，而不相離，故可假說彼。此亦不然。人、類、

猛等現見亦有互相離故。類既無德，又互相離，然有於人假說火等，故知假說

不依類成。」(卷二、頁一二)  

 
12「共通的性質」，原文 samanyadharma，即勝論之「同法」。參看註

4。 

 
１３「差別」，原文 viwesa，即勝論的「異」句義。依勝論解，凡兩法有

不同之性，即因其有此「異」之存在。無「同」即有「異」，上文既指出在火

與童子之間並無「同法」，即暗示其有「異性」的存在 

 
１４「所依」，原文作「自所依」(svawraya) ，即該存有體的自身，一切屬

性（差別）都以此為依止。 

 
１５此中意思，即許屬性與屬性間施設相似。述記所謂「猛似猛，赤似

赤」(卷一、頁一九二)，但這顯非勝論師之欲主張。 

 
１６本段原來所討論之施設，是依「實」說，而不是依「德」說，故不可

從「德」之相似以言「實」之相似。相反，「德」隨「實」轉，若兩「實」不

同類 (無同法)，即無法施設。 

 
１７本段續破依實施設，即成唯識論的：「依實假說，理亦不，成猛、赤

等德非共有故；謂猛、赤等在火、在人，其體各別，所依異故。無共假說，有

過同前。若謂人、火德相似，故可假說者，理亦不然，說火在人、不在德故。

由此假說不依實成。」(卷二、頁一二) 

 
18「在有主體」，原 pradhann；此處之意義，即指存有自身，與

svabhava , svarupa 相通。不過在名詞訓釋上，「自性」(svabhava)較强調體邊; 

「自相」(svarupa)較強調相邊。性、相實可互訓。 

 
19此句之翻譯，乃據原文之格形(pradhane)。 

 
20「屬性相」,原文 gunarupa,直譯為「第二義之相」(宇井即如此譯)。其

實，這是指事物的性質。我們對事物的了解，是必須通過它的性質的；化為語

言，就是邏輯中的主謂命題。這主謂命題的底子，因明中亦有分析，就是體與

義、自性與差別的關係。此中自性即自相，指存有自身，非思慮可及；差別即

共相，「共」者，可通於他，即是概念境界。參看註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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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能詮」(abhidhana),依律天疏，即音聲等；「所詮」(abhidheya)，即

類、實等。 

 
２２「似有」，原文 gauna，即第二義之有，從屬之有。其實亦即是指共

相。今從成唯識論譯法譯為「似有」。見下註。 

 
２３本段即是成唯識論中續破外道、小乘共許之真事。原文云：「又假必

依真事立者，亦不應理。真謂自相，假智及詮俱非境故。謂假智、詮不得自

相，唯於諸法共相而轉。亦非離此有別方便施設自相為假所依。然假智詮必依

聲起，聲不及，此便不轉。能詮、所詮俱非自相，故知假說不依真事，由此但

依似事而轉。似謂增益，非實有相；聲依增益似相而轉，故不可說假必依真。

是故彼難不應正理。」(卷二、頁一三) 

 

 
 

五 識轉化種類 

 

  五．一 

 未知識的轉化有幾種，為顯示它的種類，故說： 

 

此轉化有三 1：（第一頌 D） 

 (然而２，這種轉化有三種：) 

 

 依此〔識的轉化〕，於是有我等施設和法〔等〕施設。復次，此〔識轉

化〕又有因性和果性的不同。此中因〔性〕轉化３，即是阿賴耶識中異熟〔習

氣〕和等流習氣的增長。果〔性〕轉化４，則是在宿業牽引圓滿５時，由於異熟

習氣的活動，使阿賴耶識自餘眾同分６中生；復由於等流習氣的活動，使諸轉識

及染污意亦自阿賴耶識中〔差別而〕生７。此中善、不善轉識，向阿賴耶識存放

異熟習氣及等流習氣；無記〔轉識〕和染污意，則祗〔向阿賴耶識〕存放等流

習氣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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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二 

 前說三種轉化〔的內容〕，尚未被知，為顯示它的差別，故說： 

 

名異熟、思量、及境之表別９。（第二頌 A、B） 

 (〔分別〕名為異熟〔轉化〕、思量〔轉化〕、和境之表別〔轉化〕１０。) 

 

 這三種轉化，即〔分別〕名為異熟〔轉化〕、名為思量〔轉化〕、和名

為境之表別〔轉化〕。此中，由於善、不善業習氣的成熟力故，果一若牽引而

生，即〔名〕為異熟。染污意常以思量為性，故名為思量。色等境１１各別顯現 

１２故，眼等六識都是境之表別１３。 

 

 

註： 

 
１本句玄奘譯為「此能變唯三」，勘原文「唯」字無。其次，「轉化」

(parinama)玄奘譯為「能變」，此即把識轉化之存有層理解為識自身，不合世親

原意。蓋世親在這裏的目的是承上文把識轉化的存有層分解為三種，而並非識

有三種。雖然，所不離能，識轉化之存有層最後亦須歸原於識以見其存在的性

格，但言有分齊，此處尚未就識之結構上講。玄奘的譯法，把注意力導向能變

方面，以致成唯識論提示此句，亦說：「識所變相雖無量種，而能變識類別唯

三。」(卷二、頁一三)此即未能注視世親原來所提出的問題。 

 
２此詞依原文之連接詞‘ca’譯。頌文受字數限制畧去。 

 
３「因〔性〕轉化，原文 hetuparinama, 奘譯「因能變」。 

 
４「果〔性〕轉化」，原文 phalaparinama，奘譯「果能變」。以上兩名

的譯法，玄奘均從能邊看。 

 
５「宿業牽引圓滿」，指過去業所牽引之異熟果受用已盡的意思。依述記

解，異熟果中有總報、有別報；總先生，然後引別報滿之，此即「牽引圓

滿」，所謂「引如作模，滿如填綵」(卷二、頁二０三)是也。 

 
６「眾同分」(nikayasabhaga)，指各存有體彼此相類似的狀態。或「分」

者因義，即吾人能認識同類事物（眾生或法）的客觀根據。這裏的意思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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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宿業所牽引之異熟果盡，能感召後世之業種（即異熟種子）成熟，於是使阿

賴耶識在某一界趣或某一類眾生中以總報的形態出現。 

 
７以上解釋因性轉化、果性轉化，相當於成唯識論中釋「能變」一段，但

却與述記的疏釋距離甚大。成唯識論云：「能變有二種：一、因能變，謂第八

識中等流、異熟二因習氣。等流習氣由七識中善、惡、無記熏令生長；異熟習

氣由六識中有漏善、惡熏令生長。二、果能變，謂前二種習氣力故，有八識

生，現種種相。等流習氣為因緣故，八識體相差別而生，名等流果；果似因

故。異熟習氣為增上緣；感第八識酬引業力恆相續故，立異熟名；感前六識酬

滿業者，從異熟起，名異熟生；不名異熟，有間斷故。即前異熟及異熟生，名

異熟果，果異因故。」(卷二、頁一三)述記解釋這一段文字時，首先截取「二

因習氣」四字，釋因能變，謂因能變即是種子；又擴展「因」的意義，引申至

現行(由種子變生)亦屬因能變。其次截取「前二種習氣力故,有八識生」一句,釋

果能變，謂此句意義即指自證分變生相、見二分；蓋自證分由前二因習氣生，

所以是果云云（參看述記卷三，頁一九九至二０一；又近代學者熊十力所著之

佛家名相通釋卷下，頁三六至三九）。今按：述記此解除以種子釋因能變一義

外，其餘均不合原文。其中慧沼之了義燈已指出「現熏種不名因變」(大正藏卷

四三、頁七一六)，但關於果能變義則始終未有學者批評。今據安慧釋，顯見果

能變並非指自證分變現相、見二分。安慧時代尚無自證分之名（參看上文第一

品第一節註 11），但因性轉化、果性轉化之觀念已有，可見其原義別有所指。

後人不察，信述記說，遂更滋生誤解。如熊十力先生亦以為以「種子為識因，

此第一種能變；識自體上有現起似能、所緣用，此第二種能變。」遂進而主張

「本唯一事，義說二變」(前引書,頁三七)，這是不妥當的。細檢安慧釋和成唯

識論，它們之所以把轉化作因性、果性二分，理由是基於對生命的因果現象、

亦即業與存在的因果關係作解析。解析結果，從因位上看，有異熟因、有同類

因；從果位上看，即分別有異熟果、等流果。異熟因即是業種子，亦名異熟習

氣，它所感召之果，即名異熟果，取其必須經過性質的變化纔能成熟的意思

（述記有三解，可參看）。這異熟果即釋文下文所說的「使阿賴耶識自眾同分

中生」及即成唯識論中所說的「感第八識酬引業力恆相續故，立異熟名」。至

於同類因即是名言種子，亦名等流習氣，它所感召的果，即名等流果，取其因

果相等以相續的意思。一切存有當下都是以此等流習氣為因以轉出。所以言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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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這等流習氣纔是親因，業種子須經變異而熟，便祇能作增上緣。以上這兩

種因果關係，述記在解釋的時候都大體不誤，問題是並不以這兩種關係來解釋

因能變、果能變。現在我們對照安慧釋文，可知所謂因性轉化，即是從因位上

看，這樣就有兩種自身居於原因狀態中的轉化，這就是等流、異熟二因習氣之

增長情形；所謂果性轉化，即是從果位上看，此二習氣已至果性階段的轉化，

二熟習氣成就總報，即阿賴耶識；等流習氣成就別報，即「異熟生」，這就是

成唯識論的異熟果轉化和等流果轉化。 

 
８這兩句即前註引成唯識論的「等流習氣由七識中善、惡、無記熏令生

長；異熟習氣由六識中有漏善、惡熏令生長」兩句。 

 
９「境之表別」(vijbaptirvisayasya)，奘譯「了別境識」。此中「識」子原

文無，而 vijbapti 一字，玄奘譯為「了別」，亦易引起誤解。因為 vijbapti 一

字，原來是有所表或有所呈顯的意思，由表示「知」(to know)的意義的語根 

√ jba  採取使役結構之名詞形 (jbapti)，再加上表示「分離」或「別異」(apart 

different)意義字頭 vi-合組而成，意思就是指一個自身具有某種內容而使他人得

以知之的呈現。據法蘭克林．愛瑞頓(Franklin Edgerton)所編的佛教混用梵文辭

典的解釋，就是 ‘making known’，玄奘在別處即譯為「表」，如「表色」

(vijbapti-rupa)，「無表色」(a-vijbapti-rupa)。「表」即呈顯義，俱舍論解為「表

示令他了知」(大正藏卷二九、頁三上)；但如此即涵有內容義，否則不足以成

為他人知覺的對象。所以，若沿這一思路看，則玄奘譯為「了別」的意思亦可

以接受。此即是說：從這個自身具有某種內容的呈現的特殊性 (別)上看，它可

以成就我們的知覺活動(了)，因為它自身是一個對象(境)。但是，這一個思，成

唯識論沒有表達出來，它解釋「了別」的時候，反而導致了誤解意。它說：

「三謂了境，即前六識，了境相麤故。」(卷二、頁一三)這就把 vijbapti 是境的

意義轉為是識 (vijbana)的意義。玄奘如此了解，與他解釋「轉化」觀念總是從

能邊看的思路有關；在未有原來對照的情形下，他的誤譯一直影響了中國學者

對唯識觀念的了解，識 (vijbana)境 (vijbapti)不分。窺基作述記，就認定了「了

別」是一種主體指向對象的活動，於是以「能緣境」的意義來解釋 (參看述記

卷二、頁一九八)，而且這種解釋在許多地方都引述到。但事實上，vijbapti 是境

而不是識的指向作用，所以在這裏我們將之譯為「表別」，一來是承玄奘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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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譯「表」之意，二來是藉此境的表別性，來說明境 (梵文作

vijbaptirvisayasya，直譯是「境之表別」，即以表別的性質來界定境)。 

 
１０此句譯法，對三種轉化都補入「轉化」二字，是承文意加入。因為這

種種存有，都是從識 (vijbana)的狀態轉化出來的。問題是一般經驗對象，即通

過感官活動所收攝的存有祗相當於「表別」一層，世親在這裏指出尚有思量轉

化、異熟轉化兩層，這就使得存有的結構複雜化。此中分別，將在後文次第展

示。 

 
１１「色等境」，等取聲、香、味、觸、法；即眼、耳、鼻、舌、身、意

所分別收攝的對象。 

 

 
１２「顯現」原文 avabhasatva，即呈現在前的狀態。藏要成唯識論編者謂

原文為 abhasa (卷二、頁一三)，誤。但據此可印證所謂「唯表別」

(vijbaptimatra)之義。 

 
13以上一段，即成唯識論的：「識所變相雖無量種，而能變識類別唯

三：一謂異熟，即第八識，多異熟性故；二謂思量，即第七識，恆審思量故；

三謂了境，即前六識，了境相麤故」(卷二、頁一三)一段。但成唯識論將此段

置於討論因能變、果能變之前，與安慧釋次序倒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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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品 異 熟 轉 化 

 

一 阿賴耶識自身的存在狀態 

一． 一 

彼〔阿賴耶識的〕自相若不廣釋，則不解了。茲為次第顯示其自相，故

說： 

 

此中名藏識１，異熟、一切種。（第二頌 C、D） 

 (在這〔三種轉化〕之中〔能帶起異熟轉化的，是〕名為阿賴耶的識３，

〔它〕處於異熟的狀態４，〔同時〕擁有一切種子。) 

 

 「此中」者，即指在前所說的三種轉化中。名「藏」(alaya)者，即〔彼

識〕有此阿賴耶識名。彼識即是異熟轉化。復次，一切雜染法種子皆以此為住

處，所以名為阿賴耶。「阿賴耶」與「住處」是同義語。復次，〔亦由於阿賴

耶識與一切法為因，〕一切法以果的狀態而藏於彼處５、繫屬於彼處；或彼以因

的狀態而藏於一切法中、繫屬於一切法中，所以名為阿賴耶６。「識」即識別

７。一切界、趣、生、種８〔的眾生〕，都是善、不善業的異熟位故，所以名為

異熟９。為一切種子之所依，所以名為有一切種子１０。 

 

註： 

 
１「名藏識」，原文  alayakhyam  vijbanam, 意即「名為阿賴耶之識」。

「阿賴耶」(alaya)是「藏」或「庫藏」之義，今為適應偈體字數，故採意譯。 

 
２以上兩句，據傳統解釋，是分別說明阿賴耶識的自相 (藏)、果相（異

熟）、和因相 (一切種)。今則全括入阿賴耶識自相一觀念中。以「以相」即是

指其自身的存在狀態,在這樣的觀點下, 「藏」、「異熟」、「一切種」都不過

是說明它的存在狀態而已。至於此三義的解釋，則分別見下文。 

 
３此句譯法，係依文意補充。蓋上文已經指出：一切存有都不外是三種識

的轉化，但這三種轉化畢竟如何轉出？自須推原到識的存在狀態與內部結構上

來解決，由此我們纔可以了解這三種存有的不同的性質。所以說明識目的即在

說明轉化，此中能所兩層之界域亦須分清楚，未可一下連在一起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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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本句原文僅得 vipakah 一字，語尾作主格形式 (Nom. Sg.), 依文句的考

察，應為上文「識」字的補語；意即指這個名為阿賴耶的識是異熟性的。宇井

譯以為「異熟」方是全句主語，意思變成：「此中異熟，即是被名為阿賴耶的

識，亦即有一切種子者。」(頁二三)今按宇井此一譯法雖然在文脉上頗能順接

上文，亦於梵文之用例上有據宇井譯頁 (一九五以下有說明)，未指出阿賴耶識

何以名為異熟的道理，而且亦與安慧及成唯識論的釋文不合，故未可從；然可

附為參考。 

 
5「藏於彼處」，此字之動詞為 aliyante (a．√Li-, passive, 3

rd
. pl.)，即

「被藏」。藏要編者以為此字是 upanibandha (卷二、頁一三)，誤。今按：

upanibandha 在意思上即下文之「繫屬」義，唯下文之原文為動詞形式

upanibadhayante (upa．ni．√bandh-,  passive, 3
rd

. pl.)。不過，律天疏云：「被

藏，即是被繫屬。」(參看野澤譯頁二０三)，則此兩字之用法固可相通。 

 
6以上釋「阿賴耶」名，安慧先以「住處」(sthana)釋之。由「住處」觀

念,於是引出阿賴耶識為一切法的本原的「因相」,也就是成唯識論所說的「能

藏」義。按：成唯識論以三義解「藏」，原文云：「此識具有能藏、所藏、執

藏義故；謂與雜染互為緣故，有情執為自內我故。此即顯示初能變識所有自

相。攝持因果為自相故，此識自相分位雖多，藏識過重是故偏說。」(卷二、頁

一三)今按：安慧解可通於能藏、所藏義，但無執藏義；述記則以執藏義為正

解，可見此義後出。 

 
7「識別」，原文 vijanati ，指主體之識別活動，亦即指向對象的分別活

動，這原是識 (vijbana)的性格。成唯識論譯為「識謂了別」(卷一、頁一)，意思

相同，但却與「了別境識」的「了別」(vijbapti)相混(參看第一品第五節註 9)。 

 
8「種」，原文 jati, 「生」義、「同類」義，這裏是指「種姓」，或某一

類存在狀態相同的眾生。其次，上文之界、趣、生，即指三界、六趣、四生，

都是生命存在的種種不同的形態。 

 
9此處解釋阿賴耶識何以名為異熟，即成唯識論之「此是能引諸界趣生善

不善業異熟果故，說名異熟」(卷二、頁一三)一句。述記解云：「此意說是總

業之果，明是總報，故名異熟。」(卷二、頁二０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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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有一切種子」，原文 sarvabijakam，即指阿賴耶識為一擁有一切種子

之存在。成唯識論的譯法為：「以能執持諸法種子令不失故，名一切種。」(卷

二、頁一三)據述記解，即是阿賴耶識因相(參看卷二、頁二 0 八)。 

 

二 阿賴耶識的轉化與分別活動 

 

  二．一 

 若離〔諸〕轉識別有阿賴耶識，則應說它的所緣或行相。為甚麼呢？因

為識若無所緣或行相則不應理故；亦非獨許彼〔識〕可以無所緣或行相故１。若

爾，則如何？〔此〕即所緣〔或〕行相不可知。理由是什麼呢？因為阿賴耶識

〔的轉化〕有兩種呈現：內是執受表別，外是不可知行相的器〔世間〕表別２。 

 此中內執受者，即是遍計所執自性妄執習氣、及〔諸〕色根、根依處、

及名３。 

 

二． 二 

它的所緣極微細，所以： 

 

彼４有不可知：執受、處表別５。(第三頌 A、B) 

 (其次６，這〔阿賴耶識〕有〔兩種〕不可知的表別：〔就是〕執受〔表

別〕和處〔表別〕。) 

 

於其間有不可知之執受〔表別〕及不可知之處表別者，即為彼阿賴耶識有不可

知之執受、處表別。 

 

 〔頌文中的〕執受 (upadih)，即是「執受」(upadanam)
7。復次，這〔執

受〕就是對我等作分別的習氣和對色等法作分別的習氣。因為它〔們〕的存

在，遂由阿賴耶識把我等分別色等分別執受為果法，所以這〔些〕我等分別、

和色等分別習氣，即名為執受８。〔由於〕「彼在此處，此即是彼」的明晰的覺

受行相不可知，所以說它有不可知之執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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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次，執受所依故，〔亦〕名為執受。所依即是身１０，及〔諸〕色根、

根依處、及名。復次，與彼執受合為一體，使共安〔危〕，故名執受１１。此在

欲、色兩界，〔各〕有名、色兩種執受。但在無色界，以離色故，色的異熟不

起現，〔因此〕唯有名執受。然而，此時色〔並非全無，而〕祗是處於習氣狀

態，即不在異熟狀態１２。復次，此執受亦不能有「是如此」的明晰的覺受，故

說為不可知。 

 

  二．三 

 處表別者，即是器世間處表別。彼亦以不明確的所緣〔或〕行相起現，

故說為不可知１３。 

 

二．四 

何以〔說此〕識有不明確的所緣〔或〕行相１４？因為這與其他的識論 

者１５〔所主張的〕在滅盡定等位〔的說法〕相同。但若以為在滅盡定等

位時識是全無，則究竟難信１６。與理相違，與經亦相違故１７。 

 

註： 

 

 
１阿賴耶識在佛家思想史上，如此用法是後出的觀念，部派佛教一向祇說

六識 (眼、耳、鼻、舌、身、意)；這些識僅在經驗層面活動，無法解釋生命的

一貫性，所以唯識宗建立一持種受熏的阿賴耶識以作說明：以阿賴耶識為所

依，然後諸識得生(所以在這一意義下，前六識與後來加進的染污意或第七未那

識都稱為「轉識」。「轉」是活動義、生起義)。現在的問題是阿賴耶識既亦是

「識」，則應有「識」的特性，言之亦須有其此即指向對象、收攝對象的分別

活動，換「所緣」或「行相」，所以有此段所提出的問題。 

 
２以上安慧先解答阿賴耶識對其對象的分別活動的結果為不可知；不可知

是不明確、不清楚的意思，所以雖起「執」(分別活動)而無量果;換言之不能有

認知意義 (此義後詳)。為什麼這樣說呢?安慧在這裏未清楚說明,他提供的答

案，是改從阿賴耶識的轉化上看。上文說過，一切存有，包括種種施設狀態的

我、法現象，都是識的轉化，而擔負這一功能的，歸結到最後也就是阿賴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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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因為阿賴耶識擁有一切種子，同時亦為一切雜染法的所依。用現代觀念

看，阿賴耶識就是現象的本源或依據 (ground)。所以在道理上它要創生現象，

至少須轉化出兩類現象來：一是個體生命的存在 (我)，二是客觀世界的存在

(法)。然而從另一面看，唯識家對存有的態度，是要把一般實在論者主張客體

可以獨立自存的觀念去除，而把存有收歸為「表」或「表別」(vijbapti) 。所以

在這種設定之下，所謂阿賴耶識創生現象，即是說阿賴耶識須轉化出這兩種表

別來。這一意思，在前期唯識家的說法中亦有流露。如瑜伽師地論卷五十一，

亦云阿賴耶識有兩種所緣轉化。原文云：「云何建立所緣轉相？謂若畧說阿賴

耶識，由於二種所緣境轉；一由了別內執受故，二由了別外無分別器相故。」

(大正藏卷三０、頁五八０上)這講法與安慧基本上一致。 

 
３此處解釋「執受」，即成唯識論的「執受有二：謂諸種子及有根身。諸

種子者，謂諸相、名分別習氣；有根身者謂諸色根及根依處。」(卷二、頁一七)

比較起來，大體無別。但依窺基解，則有明顯分歧。窺基強調執受是指「一切

有漏善等諸法種子」，即此種子，便是阿賴耶識的所緣 (參看述記卷三、頁二 0

至二二)。所以若順窺基思路,很容易便會產生阿賴耶識轉化為一切種子的觀念 

(傳統唯識家即以賴耶緣種子、有根身、器世間等三境作釋,又說賴耶見分可以親

取前二者而不須別變影像而緣之。此即無異將賴耶與種子從一能所的關係上分

隔，各為一獨立之存在，失世親轉化義)。在這裏我們必須先辨明阿賴耶識與種

子的關係。據上節，阿賴耶識是一擁有一切種子之存在 (sarvabijakam)，則阿賴

耶識與種子便是一內部關係的問題，亦是一內部結構的問題，如果把種子看作

是從阿賴耶識轉出，則在理論上仍然不能解答何以由一（阿賴耶識）而能轉出

多的問題。因為若許此「一」能轉出多，則問題還須推原到此「一」的內部結

構上來解決。所以祇有承認種子自身就是因，在此之前更無別的存在可以轉化

成為種子。阿賴耶識與種子的關係是一整體性的關係，我們不可把種子從阿賴

耶識中抽離出來；離開諸種子，亦無一獨立的阿賴耶識；種子就是阿賴耶識的

內容，種子能量的總和就是阿賴耶識的能量，所以我們不可把種子看作是從阿

賴耶識轉化出來的第二序的存在。(這種情形與數論的物原和三德的關係相似，

三德即物原，而非由物原轉化。參看拙稿「數論哲學研究」，新亞書院學術年

刋第十六期)由此可知，窺基以種子屬諸執受表別是不妥當的，應非世親原意。

不過，若依成唯識論，則所謂所執受的種子，是指「相、名分別習氣」(見上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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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以「分別習氣」來界定此中所說的種子，這却與安慧的「遍計所執自性妄

執習氣」的講法相通。我們首先要注意的是，這裏所說的「妄執習氣」 

(abhinivewavasana) ，指的是一種主體（識）上的分別作用，它雖能呈顯對象(亦

得說為轉出對象)，但却是一種識心之執；所以對象的存在，是一種分別作用下

的存在 (即所謂「執」之存在)，這也就是「遍計所執自性」

(parikalpitasvabhava)。依安慧想法，阿賴耶識雖為存有之根，但仍是識，識即

有「識」的特性，這就是它的分別作用，所以阿賴耶識亦應有它的所緣或行

相。述記云：「安惠等說有漏八識皆能遍計而起於執，即以此文為證。」(卷

三、頁二 0)現在對照起來，這一傳說是對的 (至於窺基的批評、安慧的說法對

不對，則是另一回事)。所以安慧在這裏說明阿賴耶識的轉化時，即加上轉化出

「遍計所執自性妄執習氣」一項 (按：瑜伽師地論亦說：「了別內執受者，謂

能了別遍計所執自性妄執習氣，及諸色根、根依處。」(見前引書頁數) 由此可

見安慧說亦有所本)。其次，我們尚須留意安慧使用「習氣」(vasana)一概念。

「習氣」，即種子轉化為存有後再還熏回來的氣分(勢用)，這樣後時的轉化纔

有根據。所以若單從轉化活動上說，則習氣亦即是種子；但若從習氣和種子兩

名的分立上說，則習氣的產生必須經前時阿賴耶識的活動，所以在分齊上，它

是屬於存有世界的相續邊，而非原始之種子屬於阿賴耶識自身之內部 (雖然，

從存有之相續往上反溯，不一定能得此事實上之原始之賴耶結構，但此超越的

結構却是解釋存有生起時所必須)，所以我們最初所提出來的問題，即阿賴耶識

不能轉化為一切種子的理由，安慧不必答辯。 

 
４「彼」，指阿賴耶識，此依原文‘tat’字譯。奘譯省畧。 

 
５以上兩句，玄奘譯為句半；「不可知執受、處、了。」而且是把這種不

可知的情形析為三種：執受、處、了。成唯識論進一步將前二者稱為「所緣」

(alambana)，後一稱為「行相」(akara) (參看註 13 引文)，與世親原頌及安慧釋

文的距離極大。根據我們上文對世親的了解，存有有兩種：一是個體生命的存

在，二是客觀世界的存在，所以在這一格局下，阿賴耶識必須轉化出這兩種存

有來，否則無以對應這兩種存有的區分。由此可見安慧在上文的解釋，說阿賴

耶識內以執受表別、外以器世間表別而呈現是對的，不知玄奘何以分割為三

種？而且把所緣與行相分開？此中唯一的解釋，可能是「行相」概念的意義分

歧所致。按：所緣和行相，在一意義上說，都是指境，而且都是徧重於為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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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所對的意義，不過「所緣」的意思較為明顯，而「行相」則較為含混。依原 

文 ‘akara’ ，蓋指呈現出來的相狀或姿態，此字的構成是由表示「接近」意義的 

字頭 a-與表示「造作」意義的語根√ kr  合成，因此依原義看，即有一逼近客體

而呈現其相狀的意義。玄奘可能即因此而把它理解為取境活動，以致在成唯識

論中把「不可知執受、處、了」的「了」義．解為：「此中『了』者」，謂異

熟識於自所緣有了別用」(見註 13 引文)窺基據此，即把「行相」說為見分，以

見分即是主體的取境活動故，於是由此主阿賴耶識的「相」(執受及處)、

「見」(了)二分都不可知 (參看述記卷三、頁一八以下)。雖然，窺基亦知「行

境之相狀，名為行相」，但認為本是「行於境相，名為行相」(同上)，所以仍

取為識的了別活動解。但這顯然是一項錯誤。因為頌文中的「了」並不指了別

活動，而是「表別」(vijbapti)，即指識轉化的存有境；譯為「了別」祗是玄奘

的譯法，解為識的取境活動更是玄奘一系的特殊意思。不過後一點問題還不

大，因為「行相」一概念依我們上文所解，即是分別心所呈顯的境相，這與分

別心的活動究竟分不開。問題是在這裏頌文祇說到阿賴耶識的轉化有兩種，而

不是三種；識對境相所起的分別活動亦不可與識轉化的存有層相混。總之，在

這裏我們須先依識轉化的觀念來了解阿賴耶識的轉化，然後再依阿賴耶識亦是

識的意思來了解它的取境；前者是客觀上的存有關係，後者是識上發出來的分

別活動。玄奘把它們並列在一起是不妥當的。至於「行相」一概念的歧義的解

釋，除了此處所涉及的活動義外，尚涉及自陳那以後所建立的影像相分義，且

待他處再詳。 

 
６此詞依文之連接詞 ‘ca’譯，頌文受字數限制省略。 

 
7
‘upadih’,upadanam’兩字同義，梵文偈體選用前者是由於音節 (syllables)

數目的限制。 

 
8以上初解「執受」，就文字看，安慧這種以阿賴耶識有執受我等分別、

色等分別的作用來解釋這些習氣亦名為執受的做法，極易使人誤解，以為阿賴

耶識別有一種力用執持這些習氣。此恐非世親原意。參看下文註 11 的說明。 

 
9阿賴耶識不能有明確的行相，此即回答了上文從識的觀點來看阿賴耶識

的分別活動的問題。換言之，安慧並不否認阿賴耶識有分別活動，他祇是說它

活動後所呈顯出來的相狀不可知。也許就是因為這一點，所以述記批評他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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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漏八識皆能遍計而起執。」成唯識論則認為阿賴耶識的「行相極微細

故」，所以「難可了知」(見註 13 引 文)。若依我們的見解，則認為這一問題的

解決，應從大處着眼，這就是阿賴耶識的功能應和前七識的功能分開，否則不

必建立這種多重轉化的講法。前七識是經驗心識，因此應有強烈的分別作用以

呈顯對象，並成就知識。但阿賴耶識是存有之根，因此在認知方面，祇須說其

有消極性的覺受即可，不必說其有積極的力量以起執。所以「微細」的意思，

即是說它的分別活動握不着對象的內容；或雖有內容，但亦已超越出一般經驗

心識所能及的範圍。兩方皆可，安慧與成唯識論的解釋都可以相通。 

 
10「身」(atmabhavah)，原義「自體」，或「自我之存在」，今依述記

「依止名身」(卷三、頁二一)的語意譯。 

 
11此處再解「執受」,與成唯識論的解釋基本上相同(參看註 13 引文)，但

亦正如上文所說，頗易使人誤會以為阿賴耶識別有一種力用以執持諸色根及根

依處（傳統即如此解）。阿賴耶識是否有此力用以執持諸分別習氣及根身？今

暫不辨（讀者請參看註 3），但如假定其有，亦不可單從這一方面的存有上

說。因為一切存有均自阿賴耶識轉化，同時其習氣亦為阿賴耶識所藏，所以若

阿賴耶識執持一方存有（執受表別）的種子，則同時亦當執受別一方存有（器

世間表別）的種子，這樣何以僅前者獨得「執受」之名？由此可見，「執受」

實不能從阿賴耶識的執持作用上解。我們認為：依世親在上文的思路，是把

我、法現象分別收為兩種表別，則這兩種表別在存有性格上即各自代了我、

法。世親把前者稱為「執受」，後者稱為「處」或「器」，是應當涵示了這兩

者的距離的。所以，在這二分的觀念下，「執受」應當是指一個主體性的存在

(以代表「我」體；梵文「執受」(upadana)原來的意思就是指「攝取」、「獲

得」、「領受」等活動(述記則將「執受」一詞作拆字解，說：「執是攝義、持

義；受是領義、覺義」(卷三、頁一八)，未免拘執)，所以這已經設定了一個主

體的存在。簡言之，「執受」就是個體生命的呈現。(附記：述記解「執受」，

亦曾引瑜伽師地論卷五十三說：「執受有二：一、若識依執，名有執受，謂識

所託安危事同∙∙∙∙∙∙二、以此為依，能生諸受，此義即顯執令不壞能生覺受。」

又問：「外器界既以為境，何非執受？」答：「非是相近、不執為自體故；與

識相遠、不為依故，故非執受。」（卷三、頁一九）其理雖未盡，但已畧顯

「執受」應從個體生命上解。但傳統疏家均未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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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此處蓋指個體生命在欲界、色界、和無色界的存在情形。在前二者，

阿賴耶識轉化出名、色兩種執受，在無色界，依理唯有名執受；但無色界中，

由定力可呈顯一切色境，則色之習氣仍在。瑜伽師地論云：「若在無色，唯有

習氣執受了別。」(大正藏卷三 0、頁五八 0 上)成唯識論亦云：「在欲、色界具

三所緣，無色界中緣有漏種，厭離色故，無業果色；有定果色於理無違。彼識

亦緣此色為境。」(卷二、頁一九)可證。 

 
13以上三段，與成唯識論比較，仍有許多地方相近，茲錄之以見異同：

「此識行相、所緣云何？謂不可知執受、處、了。「了」謂了別，即是行相；

識以了別為行相故。「處」謂處所，即器世間，是諸有情所依處故。「執受」

有二：謂諸種子及有根身。諸種子者，謂諸相、名分別習氣；有根身者，謂諸

色根及根依處。此二怕是識所執受；攝為自體、同安危故。執受及處，俱是所

緣。阿賴耶識因緣力故，自體生時內變為種及有根身，外變為器，即以所變為

自所緣，行相仗之而得起故∙∙∙∙∙∙(中畧，主要為識轉化時四分說之討論，安慧無) 

「不可知」者，謂此行相極微細故，難可了知；或此緣內執受境亦微細故，外

器世間量難測故，名不可知。」(卷二、頁一七至二０)復次，關於最後一句，

藏要編者亦指出其糅集安慧解，並引安慧之言云：「外器界之了別，行相所緣

無盡，故云不可知。」(同上)今勘梵本，「所緣無盡」一語恐為「不明確」

(aparicchinna)一字之誤譯。 

 
14據律天疏，此問目的在答經部之難。述記亦作是說，蓋經部、薩婆多 

等不信有阿賴耶識。若行相難知，即證明無有識的存在。 

 
15此指經部。經部許滅盡定中有識（即細意識，經部亦名之為一味

蘊），但活動之情形難知，因此安慧取為同喻。(參看述記卷三、頁五二) 

 
16以上答薩婆多。薩婆多不許定中有識，故安慧駁之。律天疏云：「若

於彼分位中，識是全無，則出定時，識如何生起？」（參看野澤頁二一二） 

 
17本段，即成唯識論的「云何識取所緣境行相難知？如滅定中不離身

識，應信為有。然必應許滅定有識。有情攝故，如有心時。無想等位當知亦

爾。」（卷二、頁二０）一段。  

 

三 阿賴耶識的相應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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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 

 己說「此中名藏識」，但識必與諸心所１相應，故應說彼〔識〕與何種及

幾種心所相應？又是否與它們一切時皆相應？故說： 

 

常與觸、作意、受、想、思俱起２。(第三頌 C、D) 

 (〔它又〕常與觸、作意、受、想、思〔等五心所〕一起活動。) 

 

三．二 

 「常」者，隨阿賴耶識的存在而與彼等名為觸、作意，受、想、思之五

遍行法俱起。〔頌文中的〕「受」(Vit) 即是受 (vedana)。 

 

  三．三 

 此中「觸」者，即是在三者和合時，根起識別變異３；〔它的〕作用就是

為「受」作所依４。根、境、識三，即是三者。此〔三者〕是因法，亦是果法，

同處而住，是為三者和合５。當其〔和合〕時，根即隨順苦、樂等受而起變異，

由此而有與境相似之樂等受用行相之識別，這就是觸６。 

 復次，根由其〔行相〕差別而成樂、苦等因，這〔差別〕就是它的變異

７。復次，觸〔亦可以說是〕以相似於〔境〕的根的變異〔行相〕來接觸根，或

為根所接觸，故說為觸。因此，這正是以識別境之變異為其自性，故說為根的

識別變異。〔復次，〕它的作用就是作受的所依。何以故？如經云「受用樂

時，以觸為緣，能生樂受」，乃至廣說８。 

 

  三．四 

 「作意」者，心的發動９。發動即是迴趣，令心趣向所緣。復次，彼於所

緣有持心的作用。而持心者，即於此所緣數數引心。因此，它的作用，就是使

心在相續中決定所緣。但這〔作用〕是從作意的特殊〔義〕上說的，並非念念

皆有。為甚麼呢？因為〔一般而言，〕它的作用祇在每一刹那而祇在餘刹那中

故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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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五 

 「受」者，以領納為自性。復次，它是直接感受順適、違逆、及離此兩

者之境之自體，由此差別，遂有三種：樂、苦、和不苦不樂１１。然而，有人如

是想：領納者，即是〔人人〕各別領受諸善、不善業異熟果。此中諸善業異熟

果，〔名〕為樂的領納；諸不善〔業異熟果，名〕為苦〔的領納〕；〔善、不

善〕兩者〔的業異熟果，名〕為不苦不樂〔的領納〕１２。復次，此中善、不善

業異熟果，但指阿賴耶識。彼〔阿賴耶識〕祇與捨〔受〕相應，從勝義上說１

３，即是諸善、不善業異熟果。但是，樂〔受〕、苦〔受〕，却是從善、不善業

之異熟生，因此亦得假說為異熟１４。 

 〔復次，〕此中樂的領納生後，不欲〔彼〕離，滅已復有望其再和合之

欲生；但苦的領納生後，則欲〔彼〕離，滅已亦無望其再和合之想。至於不苦

不樂的〔領納〕生時，或滅已，〔離、合〕兩者〔之欲〕皆不生１５。 

 

  三．六 

 「想」者，於境取像１６。境是所緣，像是它的差別１７，亦即是青、黃等

所緣的安立根據。由取彼〔像〕，即可決定此是青而非黃１８。 

 

三．七 

 「思」者，令心造作，驅使意１９活動。當它起時，心就像鐵被磁力吸動

一樣，向所緣移動２０。 

 

註： 

 
1「心所」，原文 ccaitta，別作 caitasika,意思就是屬於心(citta)的東西，所

以譯為「心所有法」(在這一從屬關係下，心亦名「心王」)；「心所」祇是簡

稱。由於它們都從屬於心，所以在存有上，祇能算是次一序的存在，而且不能

離開心而單獨活動。為什麼會有這許多心所呢？原來依佛家想法，主體與對象

之間，除了認識關係外，還有感情和意欲的問題，這就是一般所說的心理反

應；而且有時也不一定是對對象的反應，而是發自主體的創造活動，於是有種

種的表現。佛家站在經驗立場，把這些心理反應和活動作分解，於是就安立了

種種的心所名字。這種做法，在部派佛教時已很流行，如俱舍論即說有四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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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所；至世親時，即把這些心所確定為五類（或六類）五十一目(詳細說明見第

九頌至第十四頌)，現先列其名字如下： 

一、遍行心所（五）：觸、作意、受、想、思； 

二、別境心所（五）：欲、勝解、念、定、慧； 

三、善心所（十一）：信、慚、愧、無貪、無瞋、無癡、勤、輕安、不

放逸、行捨、不害； 

四、煩惱心所：（六）：貪、瞋、癡、慢、疑、惡見； 

五、隨煩惱心所（二十四）：忿、恨、覆、惱、嫉、慳、誑、諂、憍、

害、無慚、無愧、惛沉、掉舉、不信、懈怠、放逸、失念、散亂、

不正知、悔、眠、尋、伺。(最後四目世親在五蘊論及百法明門論中

再別開為一組，稱為不定心所。玄奘譯成唯識論時，即據此立為六

位，但三十頌原文無此劃分。見下文第四品、二。) 

從上面的分類，我們可以看出：世親是希望通過它們的存在來說明主體方面的

一切活動都有內在根源，不止心理反應與對對象的認識，更重要的是人的善惡

行為的說明，如善心所與煩惱心所的對立，即為人的上升與下降提供根據。人

可以自我提升，亦可以自我沉淪，由此可以點明人心（自我抉擇）的重要。這

一點，是原始佛教以來的精義。 

 
2本句說明阿賴耶識活動時的相應心所。由於各個識的功能有別，因此它

們所分別統率的心所亦有不同。依上文所說，阿賴耶識的主要功能不在認知方

面，但它仍是識，因此它亦具有一切識所具有的特性，這就是它對對象的指向

活動和攝收活動；這些活動經分解之後，就是遍行心所所造成的幾種情形。所

以遍行心所所代表的，正是一切主體（心識）攝收外境時所必然經歷的五種心

理狀態；凡言取境，即攝此五步，所以當然為一切心識所有，而「遍行」的意

義，亦應從處了解（參着原文安慧解「常」段及下文第四品二．一解遍行心所

段）。其次，「俱起」一詞，原文 anvitam,直譯是「隨行」；此即表明上述的

五心所活動，都跟隨着阿賴耶識的活動而起：當阿賴耶識轉化為客體，隨即有

此五心所出現，所以是「遍行」。 

 
3「識別變異」，原文 vikara  paricchedah, 意思是指根起變化(vikara)，

割截出對象的內容(parichedah) ，按此字由表示「周遍意義的字頭 pari-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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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截」意義的語根√chid 組合變化而成。玄奘將此字譯為「分別」，述記則

說「分別即是領似異名」，又舉例說：「如子似父」（卷三、頁五四），由此

可見其意義。今改譯為「識別」，以免與識的分別活動混淆。 

 
4安慧此解，與集論相似。集論云：「何等為觸？謂依三和合諸根變異分

別為體，受所依為業。」（大正藏卷三一、頁六六四上）成唯識論亦云：「根

變異力引觸起時勝彼識境，故集論等但說分別根之變異。」（卷三、頁二０）

今按：成唯識論與安慧釋之最大不同，在安慧釋所說的識別變異，是識別境，

即變似與境相似之受用行相（見下文），但成唯識論則說是根、境、識三，

「皆有順生心所功能」（見下文），但成唯識論則說是根、境、識三，「皆有

順生心所功能」（見註６），所以觸能「領似彼三」(述記，卷三、頁五四)。 

 
5三者和合之義，安慧未詳言，律天疏亦未釋，然述記云：「由二義，觸

名三和；一、依彼生，彼即根等，是觸之因，依三和故，亦名三和∙∙∙∙∙∙二、令

彼合，彼亦根等，即觸之果，謂觸能令根等三法合為依取所生了別。此三和合

由觸故然，故說觸能和合之法。」（卷三、頁五四）此即安慧所謂「是因法、

亦是果法」之註脚。 

 
6以上一段，茲引成唯識論比較如下：「觸謂三和分別變異，念心、心所

觸境為性，受、想、思等所依為業。謂根、境、境識更相隨順，故名三和。觸

依彼起，故名分別。∙∙∙∙∙∙和合一切心及心所，令同觸境，是觸自性。既似順起

心所功能，故以受等所依為業。」(卷三、頁二 0_) 

 
7以上是由根之變異以說識別(即對象內容的割截)，現在是由所領取內容

之不同以說變異，由此可見這兩種活動是同時時而有，而且是互為因果。 

 
8以上一段續解「觸」，成唯識論無。其實「觸」是主客發生關係時的第

一步，所以對境的內容有所識別或領取，但這種識別或領取是未分明的，所以

纔由此帶出受、想、思的活動來。 

 
9「發動」，原文 abhoga，舊譯「警覺」。警覺者，述記譯云：「警應生

心之種可起趣境∙∙∙∙∙∙有二功力」：一者令心未起正起；二者令心起已趣境。」

（卷三、頁五九）由此可見，作意主要是一種發動能力，在主客尚未接觸之

前，使心、心所趨赴外境。其次，根據此義，作意的活動應在觸之前，頌文將

之排列在後，可能是音律的緣故（按：百法明門論即將作意排列在前，窺基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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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二心所各有所勝，因此亦可以各據一義而互為先後云云。見述記卷三、頁六

０至六一）。 

 
10安慧解作意，亦據集論。成唯識論在「有說」中加以引述而不贊同。

其全文如下：「作意謂能警心為性，於所緣境引心為業。謂此警覺應起心種，

引令趣境，故名作意∙∙∙∙∙∙有說令心迴趣異境，或於一境持心令住，故名作意。

彼俱非理，應非徧行，不異定故。」（卷三、頁二一）述記解云：「集論文意

亦非盡理。下破之云：不異定故；定行相亦能持心住境故。此師亦可，應非徧

行；若散亂心，行相無故。∙∙∙∙∙由雜集師（指安慧）不解集論，約此行相以為

真理，故今破之。」（卷三、頁六０）今按：成唯識論與述記之破，主要是認

為安慧以「於一境持心令住」的意思來解作意，即無異為定（別境心所之一）

行相，因為定亦能「持心住境」。後來慧沼之了義燈亦就此意反覆說明（大正

卷四四、頁七二七）。但是，若細審安慧，則此說充量祇能相當於安慧解作意

的第二義，亦即是作意的特殊義；依律天解，亦即是指定中作意（野澤譯，頁

二一八）（亦不是定心所）。因此安慧在下句中已表明不是念念皆有。 

 
11「不苦不樂」，即是捨受；「捨」是雙遣苦樂的意思。又，以上所

解，自領納客體的作用上看「受」的特性，與成唯識論一致（參看卷三、頁二

一）。若從認識的程序上看，則「受」應該是主客接觸後所引生的東西，所以

應排在「觸」之後。 

 
12以上一段介紹「有人如是想」的內容，據西藏文本是至此止。但若對

照雜集論，則應延至本段完。參看註 14 引文。 

 
13此所謂「勝義上說」(paramarthatah),依律天疏，即是「實義上說」

(bhutarthatah)，意即從道理上或實事上說是如此。 

 
14以上敍述「有人如是想」的主張，與安慧的另一著作雜集論的說法極

為接近。雜集論的說法如下：「問：受蘊何相？答：領納相是受相。謂由受

故，領納種種淨、不淨業所得異熟。若清淨業受樂異熟，不清淨業受苦異熟，

淨、不淨業受不苦不樂異熟。所以者何？由淨、不淨業感得異熟阿賴耶識，恆

與捨受相應；唯此捨受是實異熟體。苦、樂兩受從異熟生故，假說名異熟。」

(大正藏卷三一、頁六九五下)（按：此中「清淨」一詞，梵文 wubha ，亦譯為

「善」）從這一段文字看來，則安慧所引述的「有人」，實在他是自己的見

解。不過，安慧這樣的解釋是否合符世親想法?尚有疑問。因為依我們在上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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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遍行心所所代表的，是主體攝收外境時所必然經歷的五步歷桯，則受的

呈現便不能從善惡活動的因果關係來說明。也許安慧所注意的，是阿賴耶識為

什麼祇與捨受相應的問題，於是希望通過「因通善惡、果唯無記」的異熟關係

（參看下文四．一註 5 至 7）來解釋。但是這一解釋祇能說明阿賴耶識的存在

德性，却不宜拿來說明識的取境活動。關於此義，在下文談到阿賴耶識的覺受

行相及存在德性時再詳。 

 
15此段，即成唯識論的「起愛為業，能起合、離、非二欲故」(卷三、頁

二一)。述記解云：「謂於樂受，未得希合；已得，復有不乖離欲。於苦未得，

有不合欲，已得之中，有乖離欲。欲者欣求，即通三性。」（卷三、頁六一）

今按：成唯識論與述記的解釋，是從一般性的受上說，並未考慮及阿賴耶識的

受的特殊性格（解其他各相應心所亦然），所以纔有下第四段的補充。 

 
16「於境取像」，這是繼「觸」及「受」之後進一步對對象所呈現的具

體內容（像，nimitta）的把握及收攝。「觸」祇是識別及領似外境，「受」是

感覺，但對對象的內容和分齊尚未決定；「想」即進一步把對象罝定下來而收

攝之（這頗近於西方哲學中所說的象表作用）。所以這一步很重要，因為從認

識的歷程上想，必先如此然後纔可以對對象施設名言概念。 

 
17「差別」(viwesa)，即境自身的特殊性，亦即境所呈顯的內容、分齊。 

 
18以上一段解釋與成唯識論最大不同之點，是安慧並未提及「想」的作

用可以施設名言。成唯識論云：「想謂於境取像為性，施設種種名言為業。謂

要安立境分齊相方能隨起種種名言。」(卷三、頁二一)本來，從概念產生的程

序上說，成唯識論此中末句的講法是對的，但問題是概念的產生是否由「想」

來負責(即由「想」來建構)?因為概念的構造需要一個有建構能力的心識來擔

當，依理，這應屬諸意識，而不是靠「想」心所。「想」的活動，依上文說，

是提供一外在的憑依，因此這祇能是意識構作概念時的客觀根據；何況此刻是

討論阿賴耶識，依八識所分負的功能上看，阿賴耶識根本不須提供名言。所以

儘管成唯識論如此說，述記仍然指出：「此業（指起名言之業）但是意俱之

想，餘識俱想不起名故。」又說：「第八識如何起名？由此故知此業不遍。」

（卷三、頁六四）這就證明了安慧未提及施設名言是有道理的。 

 
19「意」(manas)，在這裏即是心識，而非特指意（第六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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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思」(ccetana )，在原始佛教中屬諸行蘊，通過「思」的活動，人的善

惡行為產生，因此向以「造作」之義釋思。世親將之列於受、想活動之後而並

為遍行心所之一，大概是想說明人由知覺對象到轉化為行動的歷程；這也就是

人對知覺對象後的反應。這頗似於今日心理學所說的反射弧 (reflex are)，由知

覺神經通過反射弧傳導至運動神經時，有心力(psychical energy)發出。這是行動

的來源，也是意志的下達。所以成唯識論說「思」是：「謂念心造作為性，於

善品等役心為業。謂能取境正因等相、驅役自心令造善等。」(卷三、頁二一)

與安慧的解釋大體一致。 

 

四 阿賴耶識的覺受行相與存在德性 

四．一 

受有三種：樂、苦、和不苦不樂。法亦四種：善、不善、無覆無記、和

有覆無記。此處於阿賴耶識但總言有受，在三受中未知是何受？同樣，它是善

或不善？是無覆無記抑有覆無記？亦未了知。故說： 

 

於此是捨受，又無覆無記１。觸等亦如是２。（第四頌 A、B、C） 

 

 （在〔三受中〕這〔阿賴耶識〕是捨受；其次，它３是處於無覆無記的狀

態。觸等〔五心所的情形〕也是一樣。） 

 「於此」者，指阿賴耶識，是議論中之對象故。在阿賴耶識中的受，唯

是捨〔受〕；而非樂、非苦，以此二者均有明確的４所緣行相故。復次，貪、瞋

隨增故５。 

 「又無覆無記」，也是〔指〕討論中的阿賴耶識。此中說為「無覆」

者，為簡別有覆；說為「無記」者，為簡別善與不善。由意地客塵隨煩惱所不

覆故，即為「無覆」６。是異熟性故，對異熟不可記別善與不善，所以「無記」

７。 

 

  四．二 

 如上〔所述〕，阿賴耶識一向是異熟、所緣行相不可知、常與觸等〔五

心所〕俱起，又此中祇是捨受、和無覆無記。觸等〔五心所〕亦復如是一向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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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熟、所緣行相不可知，除己之外，常與其他的四〔心所〕及阿賴耶識俱起，

又它們都祇有捨受，和無覆無記，一如阿賴耶識。為甚麼呢？因為與異熟相應

的，不可能是非異熟性故；與有不可知之所緣行相〔相應〕的，亦不可能是有

可知之所緣行相故。其餘的〔情形〕亦應如是說８。 

 

註： 

 

 
１此兩句奘譯僅得八字，即「唯捨受，是無覆無記」，連同上文第三頌，

合計恰少梵文原頌一句。這種調動可能是為了遷就下文五言偈體的翻譯，但其

實並非必須。此點至下文與奘譯對照即明。 

 
２此句在文義上是處理阿賴耶識的相應心所的問題，本來可以另開一節。

但內容則連貫於上文而無新義，故今合為一段解釋。 

 
３「它」，指阿賴耶識，乃句中主語；頌文受字數限制省畧。 

 
４「明確的」，原文 parichinna，即是「明了」義，與上文「識別」

(pariccheda)一字同語根（呂抄譯作「間斷」，誤。見內學第三輯頁一二五）。

述記云：「極不明了是捨受相，若苦、樂受必明了故」又云：「不能分別違、

順境相，取中容境是捨受相。」可證。 

５「貪、瞋增故」，即成唯識論說「受」的作用是「起愛為業」（參看前段註

15）的意思。其次，本段安慧解釋阿賴耶識的覺受行相，內容其實已為上文所

涵。根據本品上文二．二節解釋阿賴耶識的分別活動時，已說明阿賴耶識雖有

取境，但對其對象的分別行相不可知，因此一般的覺受雖有樂、苦、捨三種，

但順其分別活動來說便祇有捨受可得。這是因為阿賴耶識作為識的性格是如

此，我們從它的主要功能着眼，不必要求它有很強的分別能力，所以安慧在這

裏的解釋是對的。但是，跟着在第三節中，安慧解釋阿賴耶識的相應心所

「受」時，却改從阿賴耶識的存在性格上着眼，認為阿賴耶識 (包括其所轉化

的世界)的存在是異熟性的;凡異熟性,其自身即無善惡可講,因此阿賴耶識所領納

的便祇有捨受。為什麼異熟性的識祇可以有捨受？此義且待次下兩註中再詳。

不過這一解釋既然是從存有的性質上說，即不是主體上的覺受義。安慧把這兩

段文字分隔，初看可能不發生問題；成唯識論則把這兩理由並列，說：「此識

行相極不明了，不能分別違、順境相，微細一類相續而轉，是故唯與捨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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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又此相應受唯是異熟，隨先引業轉，不待現緣；任善、惡業勢力轉故，唯

是捨受。」(卷三、頁二一)這就很明顯地重複了安慧的錯誤。 

 
６以上解釋「無覆」。「覆」，梵文 nivrta ，原來是「逆轉」、「退轉」

的意思。成唯識論即解為「覆謂染法，障聖道故，又能蔽心令不淨故」(卷三、

頁二二)。由於阿賴耶識自身不是染性，對成佛之道不構成障礙，所以從這一方

面來規定它是「無覆」。今安慧的解釋，是從它不為意地客塵煩惱所覆來說，

意思即有距離。安慧似乎尚未進至就阿賴耶識自身的存在德性 (存在價值性。

按：印度人的思想，一般都是存在與價值不分，即視存在所在之處即同時為價

值之所在之處)上來說，固然，把煩惱視為外來的東西（客塵），此中即可以有

一涵義：阿賴耶識是一非煩惱性的存在；但亦可以說：阿賴耶識自身清淨。這

就分別與成唯識論及早期大乘經典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之說相通。 

 
７此處續解「無記」。「記」(vyakrta)是「記別」、「招引」、「標誌」

之義。成唯識論云：「記謂善、惡，有愛、非愛果及殊勝自體可記別故。」(卷

三、頁二二)由此可見，這是指存有自身的德性問題。如是善、惡性者，即稱為

「有記」；如非善惡性者，便是「無記」。但是這種善、惡、無記性的分別，

亦可從其所招致的果上說。例如經驗上的善、惡、活動，將來必分別招致可或

不可愛果，這就是記別果的活動。現在阿賴耶識之所以是「無記」，主要的理

由，安慧說，是因為它是自身已處於異熟狀態（即異熟性）。它之所以如此呈

現，祇是為了酬報前業。酬報前業，從另一角度看，也就是從前的善惡活動至

今已成熟，須轉化為現實的存在。所以「異熟」的意義，一是指轉化，使前通

於後；二是指成熟，使前所記別者實現。即就其實現一義說，則亦可以說是其

先前的善惡活動已得一消解轉化，所以異熟是一種果；如果要繼續轉化，即非

有待於新業的加入不可。由此可知，異熟自身是不能記別果的，這就是它被稱

為「無記」的道理。「無記」成為阿賴耶識的存在德性。不過，若依成唯識

論，則另外還舉出兩項理由：一是善染依，二是所熏性。「善染依」者，即指

阿賴耶識同時作善、染法的所依，它對善法的收容固然無排拒，即對染法的進

入亦無排拒。因為從業的因果關係上想，一個人可以向上提升、亦可以向下沉

淪，兩下貫通，完全看你自已如何活動。善、惡業均能進入，均能影響生命的

存在形態，則這個作為能容受善、惡業的阿賴耶識的自身必然是無色彩的，非

善惡性的，否則業與輪迴的關係就不能建立起來。所以成唯識論說：「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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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者，互相違故，應不與二俱作所依。」（同上）其次，由業能夠進入，能夠

影響生命的方向，這就涉及「所熏性」的問題。「所熏」即是說阿賴耶識能夠

接受善惡活動的影響，如衣被花熏而染有香氣；一切善惡活動過後，都會在阿

賴耶識留下新熏種子，以待其增長成熟。這一點很重要，因為阿賴耶識如果不

能受熏，則從修行成佛的理想看來，人便不可能實現，因為人已失去轉化的可

能。所以阿賴耶識的「所熏性」，即是人的可轉化性；人可轉化向善，亦可轉

化向惡，全憑中間的熏習關係過轉。唯識宗就是希望通過這一關係來談人的努

力。所以成唯識論說：「無熏習故，染淨因果俱不成立」(同上)，而熏習能夠

進行，即己經設定了阿賴耶識的存在是無記性的。 

 
８此段說明與阿賴耶識俱起的五遍行心所的存在狀態與活動情形都和阿賴

耶識一樣。因為既然「俱起」(相應)，即不可能有異。成唯識論及述記嘗據

「亦如是」一語而引述多家資料，分析各心所可以有多少種「如是」以例同阿

賴耶識，似無必要。因為這些說明祇是順識的意義說，在唯識系統中並無實質

意義（參看成唯識論卷三、頁二二；述記卷三、頁七二至七九）。 

 

五 阿賴耶識的相續與轉捨 

五．一 

復次，(設問)彼阿賴耶識是否同一不異地隨輪迴而起現？或相續〔而起

現〕？（答）彼決非同一不異地起現，刹那性故１。若爾，如何？ 

 

彼２轉如瀑流３（第四頌 D） 

 (還有４，它就像瀑流一樣地起現〔，前後不斷〕。)  

 

 「彼」者，指阿賴耶識。此中「流」(Srotsa)者，即因果無間斷地起現。

〔如〕水的滙集，前後段不斷，故說為瀑流 (ogha)。這就是說，如瀑流牽引腐

草、枯枝、牛糞等〔物〕前行一樣，阿賴耶識亦與福、非福、不動業５習氣俱

起，牽引觸、作意等〔心所〕成流，在輪迴中無間起現６。 

 

五．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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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如此，彼〔阿賴耶識〕起現之流至何位時方轉捨７？ 

 

阿羅漢位８捨。(第五頌 A) 

 (到阿羅漢的階段，它就轉捨了９。) 

 

 然而，如何是阿羅漢位？謂有彼〔法〕故，名為阿羅漢。復次，有何法

故名為阿羅漢？〔謂〕得盡智及無生智故１０。蓋在彼位時，依止於阿賴耶識中

之麤重已斷滅無餘，所以阿賴耶識得以轉捨。這就是阿羅漢位１１。 

 

註： 

 

 
１此一問答，目的在去除阿賴耶識為一不變的存在的觀念，以免眾生執此

識為自我。成唯識論則提出「恆轉」二字以作說明，但意思仍與安慧同。其說

如下：「（問）阿賴耶識為斷、為常？（答）非斷、非常，以恆轉故。恆，謂

此識無始時來一類相續、常無間斷∙∙∙∙∙∙轉，謂此識無始時來念念生滅，前後變

異。」（卷三、頁二二） 

 

 
２
「彼」，句中主詞，奘譯省畧；今依原文補。 

 
３「瀑流」，原文 srotasaugha，乃 srotasa（流動之狀態 srotas 之

Inst.Sg.）與 ogha （急流）兩字的複合詞。玄奘將此句譯為「恆轉如瀑流」，

「恆」字於原典無據，可能是取 srotasa 一字意譯（參看宇井譯頁二０二之批

評）。 

 
４此詞依原文之連接詞‘ca’譯。 

 

 
５據佛家業論，能招引欲界善果的稱為福業（即善業），招引欲界惡界的

稱為非福業（即惡業），最後能招引色界、無色界善果的稱為不動業（取其果

報不會改動之意，由實踐不同的禪定而得）。 

 
６以上一段，以瀑流的前後不斷來解釋阿賴耶識的轉化活動，目的在點示

人的輪迴問題。所謂「前異熟既盡，復生餘異熟」（下文第十九頌），一切法

前因後果，相續而生，如是即無窮。從阿賴耶識的存在上說，阿賴耶識自身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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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已酬答了前時的善惡業而為一異熟體，但它同時又受當前的善惡行為所熏而

須再受將來的異熟報，所以它的因果關係不能止截。安慧在這裏即以逝水牽引

草木同流為喻，說明阿賴耶識亦連同其各種性質之業習氣一起翻滾，而這也就

是生命的輪迴情形。所以依唯識宗的觀念，阿賴耶識雖不是自我，但却是輪迴

主體，所謂「去後來先作主公」(玄奘著八識規矩頌語)，即成為一般人所說的

自我的化名詞。按佛家自原始佛教的時代起便已經破「我」而被稱為「無我論

者」(nairatmyavadin)，但佛定所破之我，其實祇是訴諸經驗律則：經驗界是一

個變動的世界，因此如何可以有一個獨立不變的我體？所以祇可就經驗現象的

延續性一面來建立一「假我」、或一「緣起我」（參看拙著原始佛教無我觀念

之探討，新亞書院學術年刊第十五期）。而「假我」、「緣起我」，即是說通

過一些所憑藉的現象來說我，或依佛家的分解，通過一緣起的序列來說我；而

「緣起的序列」，亦即是作業受果的因果關係的解明，所以這也就是從作業受

果的因果關係中說我。到了唯識宗時代，緣起歷程改造為賴耶轉化的思想，作

業受果變成了阿賴耶識的相續，於是一個新的「自我」觀念形成。正如成唯識

論所說，阿賴耶識是「界、趣、生施設本」（卷三、頁二二），則一切個體問

題、自我問題和輪迴問題，都可以從此中獲得解釋。 

 
７「轉捨」，原文 vyavftti，舊譯「捨」；今據宇井譯改。 

 
８「阿羅漢位」，原文 arhatva,亦可解釋為成阿羅漢之狀態。 

 
９此句若依原文直譯，應為：「它的轉捨，是成在阿羅漢的時候。」

(tasya vyavfttirarhatve) 

 
１０「盡智」(ksayajbana),指已盡知四諦之智(即知苦、斷集、證滅、修道

等智)。「無生智」(anutpadajbana),則是在盡智之上，知此中更無有可知者之

智，乃部派佛教中實踐修行之最高智慧。 

 
１１此段談阿賴耶識的轉捨，即是生命價值的轉換問題，也是理想生命的

成就問題。為什麼呢？因為阿賴耶識畢竟是與煩惱習氣、分別習氣相結合的

識，言些習氣與阿賴耶識一起翻滾，使阿賴耶識成為「有漏」(sasrava)，

「漏」是流溢的意思，與 srotasa 同一語根，引申作煩惱的流動）。從成佛的理

想上說，這些煩惱習氣、妄執習氣總須化盡；當它們化盡之後，阿賴耶識即成

為「無漏」(anasrava)狀態，與先前的情形大異。所以，無着在攝大乘論中即稱

之為「無垢識」(amala-vijbana)，成唯識論則強調此是「鏡智」(adarwa-jb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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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轉捨有兩義：一是指阿賴耶識舊有結構的解體，二是指新的智體代

之而起現行（活動），作為理想人生及其世界的根本依據。不過，問題是：阿

賴耶識到什麼時候纔能轉捨？世親認為應至阿羅漢階段。阿羅漢（arhat）在原

始佛教時代，原是解脫者的尊稱，與「佛陀」是同義詞。「佛陀」是從得正覺

方面說，阿羅漢則主要是從已滅絕煩惱、不再入輪迥方面說，兩者的位格是一

致的。但是，到大乘佛教時代，阿羅漢的地位漸次於佛，因為大乘佛特重佛的

慈悲精神，垂教眾生，使眾生最後亦得成佛，這樣便與原來祇強調解脫境界的

阿羅漢不免有所距離。不過這一距離應如何規定，亦很難說。大概世親把阿賴

耶識的轉捨定在阿羅漢位，亦不一定表示此與佛位有何距離，因為真正的轉捨

總須待至無垢識起，這也就是佛位。所以成唯識論引集論文，亦以為轉捨時頓

斷煩惱障及所知障，即得阿羅漢及如來（卷三、頁二四）。述記更指出：安慧

的雜集論亦有這樣的主張（卷三、頁九二）。今考雜集的確雖有此說（見大正

藏卷三一、頁七六三下），但亦並非阿羅漢與佛之階位全不分（見同書頁七六

一至七六二），不過未如成唯識論引護法等人的說法以十地配分之清楚而已。

總之，現在我們結合各家的疏文看來，世親最初解轉捨，是側重煩惱滅盡一

義，所以纔以阿羅漢作標準，但由於煩惱滅盡即涉及理想人格的成就問題，於

是與佛的觀飲相連；後來再由於十地觀念的影響，阿羅漢遂被安排於七至八地

之間，於是使得此句的解釋趣於複雜。例如護法的說法是：修行者到了八地

（不動地）以後，其煩惱習氣雖未全滅，但己經全部在無漏無分别智的控制之

下，不能活動，於是第七識再無法執阿賴耶識為自我，而其修行活動亦不會再

退轉（稱為「不退菩薩」。所以護法認為：阿賴耶識的名目自此即可捨棄（見

成唯識論卷三、頁二四，又述記卷三、頁九三至九五）。至於阿羅漢和佛的區

別，護法認為除了在修行進境上相距三地之外，還有斷障的分別：阿羅漢祇斷

煩惱障，不斷所知障，佛則兼斷二障。這一點安慧也承認（見第二十九、三十

兩頌釋文），問題是未考慮到為他們安排詳細的距離而已。若依我們的見解，

則以為如果把阿賴耶識的轉捨拘限於阿羅漢位的原文而將之排在第八地的話，

亦祇能算是一方便說。以上，安慧釋異熟轉化至此止。成唯識論此下以教理詳

證有阿賴耶識的存在，安慧釋全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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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品  思 量 轉 化 

 

一 染污意的活動與存在性格 

 

一．一 

異熟轉化已廣分別，今說第二種名為思量的轉化，即所謂「依彼起」

等。此中如眼等識以眼等〔根〕為所依１，復以色等〔境〕為所緣，已是共許

〔的事實〕，但染污意２的所依和所緣尚未共許。然而，識若無待３於所依及所

緣，則不應理，所以，為說明染污意的所依及所緣，並顯示（其）語義，故

說： 

 

依彼起、緣彼，是識名為意４。思量為自性５。（第五頌Ｂ、Ｃ、Ｄ） 

(以這〔阿賴耶識〕為所依、再以這〔阿賴耶識〕為所緣，如此而起現

〔轉化〕的，就是那名為「意」的識。〔它的〕特性６便是思量。) 

 

一．二 

 

所謂「依彼起」者，「彼」一詞指阿賴耶識。這也就是說，阿賴耶識是彼〔染

污意的〕習氣的所依，所以〔染污意〕依彼起；〔而「起」，是相續地生起的

意思
７
。復次，或阿賴耶識於某界、某地中異熟，彼染污意亦〔隨之而繫屬於該

地界、該地中起，所以〔說為〕依彼起８。 

 

一．三 

「緣彼」者，即以〔彼〕阿賴耶識為所緣。由與有身見等〔煩惱心所〕

相應故，遂執阿賴耶識以為我、及我所９。（問）何以（染污意）從其所依之心

生，又復以此〔心〕即是所緣而有？（答）正如那些不承認〔有染污意〕的

人，取某一分位之心為意識生起的所依１０，又復以彼〔心〕為所緣一樣１１。 

 

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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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識名為意」者，「意」是名，亦是稱號，即指此以彼阿賴耶識為所

依、復以〔阿賴耶識〕為所緣而起現的識名為意，由此與阿賴耶識及轉識遂有

區分１２。復次，此〔識〕之自相如何？謂以思量為其特性。如是，以思量為性

故，自語詞釋的規則上看，即名為「意」１３。 

 

註： 

 

 
1「所依」(awritya)一概念，依成唯識論的分析，有三種用法：一因緣

依，即阿賴耶識中之自種子；二增上緣依，即眼根等內六處；三等無間緣依，

即前剎那滅意（參看卷四、頁三五以下）。安慧時代則尚未如此分解。所以若

從成唯識論的標準看，則安慧下文之論證便有問題，因為「所依」的意義有歧

義。參看註８。 

 
2「污染意」，此處原文用屬格形式，即 klistasya  manasah (Gen.Sg.)，但

亦常常寫作 klista manas，意即污染了的意識。意識而有污染，這一觀念主要是

出自無着的攝大乘論（瑜伽師地論亦有提及）。因為傳統的用法，「識」

(vijabna) 較偏重於向外取境之義，所以在這一規定下，意識的作用主要是與前

五識俱起以綜合前五識所收攝的影像、並進而提出名言以安立一「法境」；換

言之，意識是一建構性的認識主體，通過它的活動，我們纔能產生知識（雖然

從佛家的終極立場上看，這種知識並不可貴，它祇是一種虛妄分別、一種

執）。現在即就意識這種綜合並構作一法境的能力來說，它的存在的性格，就

是「思量」(manana，或譯為「思惟」)。無着認為：這種思量活動若在「我

癡」等煩惱心所的影響下，它的方向就不是向外取境，而是虛構出一「自我」

的觀念來，所以這是一個被煩惱心所染污了的意識，即稱為「染污意」，以與

前一個向外取境的意識分開（參看攝大乘論卷上論所知依處，大正藏卷三一、

頁一三三下）。後來玄奘糅譯成唯識論，即據後期唯識家義進一步把染污意列

為第七識，並從音譯為「末那」（manas）；一方面又借梵文複合詞的訓釋法說

末那識是持業釋，「識即意故」，第六意識則是依主釋，「識異意故」（卷

四、頁三五），於是徹底分裂為二。其實若從末那識的建立經過上看，則與第

六意識在存有上應為一體。今安慧沿用染污意之名，可見其思想上仍不脫早期

唯識家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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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無待」，原文 nirapeksa，亦譯「不相待」或「不相資」。 

 
4以上兩句，奘譯倒置，作：「是識名末那，依彼轉、緣彼」，又於其前

另加「次第二能變」一句。今按「次第二能變」原在第八頌，奘譯將之抽前，

是為了方便漢譯在形式上的整齊；由此再進一步影響及下面兩句的排列。讀者

參看次行語體文譯即明。其次，原文「名為意」(manonama)，玄奘音譯為「名

末那」，理由見註２，不贅。 

 
5「思量為自性」，奘譯作「思量為性相」。影響所及，成唯識論遂分別

從自性、行相兩方面解釋。但此句原文實僅得一複合詞：mananatmakam，即指

一以思量為其性質的存在物；「行相」純為增益之詞。 

 
6「特性」，此依原文 atmakam 一詞譯。參看前註解釋。 

 
7所謂「相續地生起」，依律天疏。即是「剎那剎那、輾轉而生」（參看

野澤譯、頁二三三）。又此中「起字」，梵文 pravartate，奘譯「轉」。成唯識

論釋云：「轉謂流轉」(卷四、頁三五)；述記則以拆字法進一步界定流轉之義

說：「流是相續義，轉是起義」（卷四、頁二０一）。在訓釋方法上雖有問

題，但意思與安慧一致。 

8以上釋染污意之所依。據成唯識論，先將此所依析為種子依（因緣

依）、俱有依（增上緣依）、和開導依（等無間緣依）三種，然後在種子依

中，舉難陀、護法二說；俱有依中，舉難陀、安慧、淨月、護法四說；最後開

導依中，亦有難陀、安慧、護法三說。如在俱有依中，認為安慧主張第七識應

以第八識為俱有依（淨月、護法皆表同意，但安慧不許第八識有俱有依，淨

月、護法則為第八識安立一俱有依而諍論）。在開導依中，認為安慧主張第七

識應以第六意識為開導依（以上所言參看成唯識論卷四、頁三六至三八，又述

記卷四、頁二一五至卷五、頁七）。但現在對勘安慧釋原文，這些說法可謂全

無根據。安慧固然未使用俱有依、開導依之名，更談不上他提出什麼主張；反

而在種子依中，成唯識論未舉安慧說法，却與安慧釋文更近。 

9以上釋染污意之所緣，成唯識論舉四家說法：難陀、火辨、安慧、護

法。其引安慧之言曰：「此意但緣藏識及彼種子，如次執為我及我所。」（卷

四、頁三九）今按：實不必言及種子，因為種子即阿賴耶識的內容，阿賴耶識

是一整體性的存在，故說但以賴耶為所取之對象即可，如是即與安慧原釋一

致。但若從阿賴耶識自始即處於一轉化流中之一面言，則所謂整體性的存在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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伸展至全法界，亦難成為一所執的對象，所以護法即承此意說第七識但以賴耶

的見分為緣，如此方能維持一「相續似常一」(卷四、頁三九)的狀態。但見分

在存有上如何與相分分開？亦是問題。所以若不在名相中求解，則安慧總說染

污意以賴耶為所緣，目的蓋在顯示一向內執取的意義，由此說明自我觀念的構

成，其思路仍可接受。 

10意識以其前念為所依，此即成唯識論中所謂「開導依」的意義。律天

亦以等無間緣一義解釋（野澤譯，頁二三四）。但安慧未明言。 

11此番問答，成唯識論別譯如下：「(問) 如何此識緣自所依？（答）如有後識

即緣前意。彼既極成，此亦何咎? 」(卷四、頁四０)述記釋云：「如第六識緣前

等無間緣意，既是所依，亦是所緣。大小二乘既共許此，第七緣第八亦即依

之，有何過也？」（卷五、頁二０）但述記並未明言此一問答依安慧義說。 

12「轉識 (pravrtti-vijbana」，傳統的解釋是指前七識，包括末那在內，因

為前七識都是以阿賴耶識為所依而分別起現的識。因此，安慧在這裏特別點明

染污意與阿賴耶識及轉識不同，值得注意。染污意與阿賴耶識不同，其理甚

顯；染污意與諸轉識不同，推尋其文意，則大概是指它向內取境的性格，與前

六識的活動方向有異。成唯識論云：「是識聖教別名末那，恆審思量勝餘識

故。」又說：「又標意名，為簡心、識，積集、了別，劣餘識故。」（卷四、

頁三五）也是強調它的特殊的取境活動。 

１３「思量」(manana)和「意」(manas)在梵文上都是同一語源，由表示

「思考」意義的語根√man所分別構成。前者是思考活動(行為)，後者是思考主

體 (行為者)。由活動以界定主體，所以「意」的得名，是從其能有此思量活動

上說。攝大乘論世親釋云：「又訓釋詞故，所以者何？能思量故，說名為

意。」(大正藏卷三一、頁三二六上)可見此義安慧是受世親影響。 

 

二 染污意的相應心所與存在德性 

 

  二．一 

 彼〔染污意〕以識為其自相，因此必與諸心所相應。然而，此尚未了

知。〔為顯示〕彼與何等心所及在何時１相應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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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煩惱常俱，皆有覆無記２。（第六頌 A、B） 

 (〔它〕常常和屬於有覆無記性的四煩惱〔心所〕一起活動３。) 

 

 蓋心所有兩種：煩惱及其餘４。為簡別其餘，故說煩惱。復次，煩惱有六

種５，但並非與它們〔全部〕相應，故說「四」。「俱」者，即是相應。復次，

煩惱又〔可以在性質上分為〕兩種：不善及有覆無記。為差別不善，故說有覆

無記。為甚麼呢？因為不善〔性質的煩惱〕不可與有覆〔無記之〕識相應６。蓋

「有覆」，即是處於染污的狀態；而「無記」，即不作善與不善的記別。

「常」，是一切時；〔意思是說〕在彼〔染污意〕所在之處，都和這些〔煩

惱〕相應７。 

 

  二．二 

 〔以上〕已總顯〔染污意的相應心所〕，但各別的〔內容〕尚未了知，

故各別宣說如下： 

 

謂我見，我癡，及我慢，我愛８。(第六頌 C、D) 

 （這就是：我見、我癡、我慢、我愛。） 

 

 於諸取蘊中見有我，即為「我見」；就是有身見的意思。「癡」是無

知；於我無知，便是「我癡」。「我慢」者，於我境〔心生〕高慢；就是自負
９

的意思。「我愛」者，於我起愛；就是喜愛自己的意思。此中，由對阿賴耶識

自相迷闇的緣故，於阿賴耶識有我見產生；由見有我，心自高舉，此即我慢。

當此三者存在，「我」即被虛構為一實而對之起貪著，這就是我愛１０。復次，

〔頌〕曰： 

 無明及我見，我慢並我愛。 

 意為此四染，思量是其相。 

 然此染污意，常作顛倒想， 

 於善、無記心，常為我執因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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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三 

 事實上，這些 

 我癡等煩惱，如意屬九地１２。 

 不過，此處祇是總述，〔畢竟染污意〕唯與屬於自地〔的煩惱〕相應？

或亦與屬於他地〔的煩惱〕相應？仍未了知，故說： 

 

同生處１３，（第七頌 A 上） 

 (〔還有，〕和同一生處〔的煩惱〕１４，) 

 

 〔生處〕，即所生之處。「同」１５者，不論何界、何地，唯與屬於其所

生之界或地〔的煩惱〕相應，而不與屬於他界或他地〔的煩惱相應〕１６。 

 

  二．四 

 復次，(問)〔染污意〕是否唯與四煩惱相應？(答)否。故說： 

 

及餘觸等１７。(第七頌 A 下、B 上) 

 （及其他的觸等〔心所相應〕。） 

 

 〔句末應〕接續說「相應」。〔此中〕「及」字，是總合義。「觸等」

者，指與觸、作意、受、想、思等。為甚麼呢？因為此五法是遍行〔心所〕

故，與一切識〔定〕相應。復次，它們亦難與屬於其所生之處〔的煩惱〕相

應，而不與屬於他界、〔他〕地〔的煩惱相應〕。復次，或言「餘」者，是為

了簡別與根本識相應的心所。為甚麼呢？因為根本識中的觸等都是無覆無記，

但在染污意中的〔心所〕，則正如其〔所依的〕意一樣，是有覆無記的 18。 

 

註： 

 
１據原文，此處共有三問：何者（katama）、幾許（kiyat)、及何時 

(kiyantam kalam)。今約為二。 

 
２「皆有覆無記」一句，玄奘譯為「有覆無記攝」，並置於下文「及餘觸

等俱」一句之後。玄奘之調動，自有其理，此至第七頌 B 上句自明。今據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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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置於此。其實〔有覆無記〕是形容詞，用以限制及表明下文所列出的四煩惱

及其他與染污意相應的心所的性質。參看次行語體文譯及註 17。 

 
３「一起活動」，此據原文「俱」(sahitam)字譯。但就全句之文意言，此

字應下貫至第七頌 B 上句。參看註 17 釋文。 

 
４「其餘」，原文 tadanye (Loc.Sg.)，即指在彼煩惱心所以外的心所，如

遍行心所，別境心所、善心所等。 

 
５即貪、瞋、癡、慢、疑、惡見等六心所。 

 
６此中意趣，蓋謂染污意是無記，因此不可與不善性質的煩惱相應。律天

即持此說（參看野澤譯、頁二三八）。 

 
７以上一段解釋「有覆無記」，已涉及染污意相應心所有的存在德性問

題。成唯識諭亦有相類似的講法，如下：「末那心所何性所攝？有覆無記所

攝，非餘。此意相應四煩惱等是染法故，障礙聖道，隱蔽自心，說名有覆。非

善、不善，故名無記。如上二界諸煩惱等，定力攝藏，是無記攝。此俱染法所

依細故，任運轉故，亦無記攝。」（卷五、頁四三）述記認為：此段文字雖是

討論心所，實亦及於末那識；因為心體與心所相應，所以「舉相應染以顯心

體」（卷五、頁四七）。了義燈即據此意，說：「疏有二解∙∙∙∙∙∙初舉『所』顯

『王』∙∙∙∙∙∙次顯由『王』，『所』成有覆。」（大正藏卷四三、頁七四五下）

由此可見，由相應心所的性質影響所及，末那識自身最後亦成有覆。此義，安

慧雖未明言，但觀其行文，似亦如此主張。其次，關於「有覆」的意義，正如

成唯識論所說，是「障礙聖道」及「隱蔽自心」，這從四煩惱的意義，梵文作

klewa,是苦惱、心被干擾的意思，由表示污染活動的語根√Kliw  構成。所以，在

這一意義下，煩惱所表現的就是一種對心的污染作用；這也就是「有覆」。但

是，心被污染不一定就是行為上的惡；祇要煩惱的種子一天未除，心中仍然是

有覆，但這却並不等於人不作善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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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論解釋善惡三性

云：「能為此世、他世順益，故名為善∙∙∙∙∙∙能為此世、他世違損，故名不善

∙∙∙∙∙於善、不善損益義中、不可記別，故名無記。」(卷五、頁四八)由此看來, 

「無記」最重要的意義,是在於它不能招致異熟果 (此與上文解釋阿賴耶識是

「無覆無記」的「無記」義相一致。參看第二品四．一註 7)。所以，安慧在這

裏的解釋：「無記者，即不作善與不善的記別」，意思實尚未透徹。若依成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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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論及述記解，則以為與末那識相應的四煩惱與經驗表層的善、惡活動應不在

同一層次。在經驗表層的活動，由前六識發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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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所依細故，

任運轉故，亦無記攝」）。另一個意思是：由於末那識通善惡三性活動，所以

是「無記」（此義見於述記之「不障善故，徧三性故，亦無記攝」。見述記卷

五、頁四六）。總之，綜合說來，染污意雖然是一被染污的存在，但由於它祇

是隨善惡業而轉，它自己不負引生異熟果的責任，所以是「無記」。 

 
８以上這四煩惱的排列，若據奘譯，則以我癡為首，可能是考慮到無明較

為根本。 

 
９「自負」，原文 asmimana，與「我慢」(atmamana)實為同義詞。 

 
１０此處重釋四煩惱並將之安排成一因果關係，歸結至無明為本。藏要本

編者謂安慧釋三惑皆依我見而起（卷四、頁四０），誤。 

 
１１以上兩偈出處不明，不似為安慧自作。第一頌即釋文之重頌，無新

意；第二頌則指出污染意常虛構出「我」的觀念，使善、無記心亦成染污。此

意，成唯識論在舉出種種道理證明有染污意的存在時亦有引及：「由有末那恆

起我執，令善等法有漏義成。此意若無，彼定非有，故知別有此第七識。」

（卷五、頁四七）亦末說明此是安慧義。又據真諦譯之攝大乘論，亦云：「復

次，一切時中起我執，遍善、惡、無記心中。若不如此，但惡心與我執等相應

故，我及我所此或得行，於善、無記中則不得行；若立二心同時生無此過失，

若立與第六識相應行有此過失。」（大正藏卷三一、頁一一四中）則此義可能

出於無着，安慧蓋受無着影響。 

 
１２這兩句偈文的意思是說，我癡等四煩惱，就像染污意一樣通貫於九地

（欲界、色界四禪、無色界四處）。 

 
１３此三字之原文是 : yatrajastanmayain。指染污意所生之處（界或地）與

屬於該處〔的煩惱相應〕。參看次行語體文譯。玄奘譯為「隨所生所繫」。 

 
１４此中「和」字，據原文具格 (Instrumental case)語尾譯。 

 
１５「同」，即原文 ‘tanmaya’之譯。原義是指屬於彼處、或與彼處同一的

東西（煩惱）。 

 
１６以上一段，即成唯識論釋「隨所生所繫」處；「末那心所何地繫耶？

隨彼所生、彼地所繫。謂生欲界，現行未那相應心所即欲界繫；乃至有頂，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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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亦然。任運恆緣自地藏識執為內我，非他地故。若起彼地異熟藏識現在前

者，名生彼地，染污末那緣彼為執我，即繫屬彼，名彼所繫。或為彼地諸煩惱

等之所繫縛，名彼所繫。」（卷五、頁四三） 

 
１７此處「餘觸等」(anyaih sparwadyaiw)三字，與前句「同生處」一樣，原

文均作具格。據宇井指出，這是由於與第六頌中「俱」(samhitam)字連用的關

係，依規定必須如此（宇井譯，頁二０九）。所以，自梵文的脉絡言，句子應

從第六頌起，至此處方完結。茲以語體文重譯如下（如此長句，偈體極難表現

恰當）： 

 〔它〕常常和屬於有覆無記性的四煩惱心所，這就是：我見、我癡、我

慢、我愛，和同一生處的煩惱、及其他的觸等心所一起活動。比較起來，玄奘

的譯法變動頗多。他的譯法是：「四煩惱常俱，謂我癡我見，並我慢我愛，及

餘觸等俱；有覆無記攝，隨所生所繫。」文意顯然不如原文緊湊。 

 
１８以上總述染污意的相應心所，除四煩惱外，尚有五遍行，即共九心

所。成唯識論則舉五家說法，其第一家亦主九心所，如下：「有義：此意心所

唯九，前四及餘觸等五法，即觸、作意、受、想、與思，意與遍行定相應故。

前說觸等異熟識俱，恐謂同前，亦是無覆，顯此異彼，故置「餘」言。「及」

是集義，前四後五合與末那恆相應故。」（卷四、頁四０）與安慧釋文可謂完

全一致。其次，成唯識論在相應心所之後，即進言染污意的覺受行相，舉三家

說法，而歸結於與賴耶一樣唯有捨受。但安慧釋無文，僅在下文結語中提到

（第四品末結語）。 

 

三 染污意的斷滅 

  三．一 

 若彼污染意於善、染污、及無記的分位中，〔一直如此〕無差別地起

現，則它不會有止息；若無止息，則從何而得解脫? 〔不得解脫即陷於無解脫

過，因此，〕如何方不陷於無解脫過？（答）即不陷入〔該〕過。所以： 

 

羅漢中、（第七頌 B 下） 

滅定、出世道，三者均無有１。(第七頌 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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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成阿羅漢的時候２，它３就沒有了。其次，在滅盡定和出世間道中，

〔它〕亦不存在。) 

 

 首先，由於阿羅漢中的煩惱已斷滅餘，所以染污意根本不存在。為甚麼

呢？因為這正如有頂〔天〕４中修所斷的煩惱５一樣，在得阿羅漢的時候，由無

間道〔的作用〕而全部斷除。所以，此〔染污意〕亦與其餘的煩惱一樣，在阿

羅漢位中決定非有。 

 〔其次，〕諸離無所有處而得滅盡定的不還者，由道力６而得滅盡定故，

亦如道一樣，〔染污意唯〕於滅盡定的分位中消失。然而，〔修行者〕若從滅

盡〔定〕起，則〔染污意〕亦再從阿賴耶識生。 

 至於「出世道無有」７，〔此中〕「出世」一語，為簡別世間。為甚麼

呢？因為染污意僅在世間道中起現；而無我見者，以對治我見為自性，所以在

出世道中〔染污意〕不得生。能對治與所對治二者不相並，所以在出世道中彼

〔染污意〕消失。但是，〔修行者〕從彼〔出世道〕起時，〔染污意〕亦再從

阿賴耶識生８。 

  三．二 

此即次轉化９。（第八頌 A） 

 (這就是第二種轉化。) 

 〔如上第二轉化〕已被標顯及解釋，作結。 

 

註： 

 
1此處據原文譯為兩句半，受字數影響，意義略有距離（參看次行語體文

譯）。玄奘譯為「阿羅漢、滅定出世道無有」，字數較少，這是因為玄奘在第

七頌前半中譯「隨所生所繫」一句字數增多了的關係（參看前段註 17）。 

 
2此句依原文 arhatas (Gen.Sg.)譯。 

 
3「它」（tat），原文句中主詞，偈體受字數限制畧去。 

 
4「有頂天」(bhavagrika)，無色界中四天之最高者，亦即非想非非想處。 

 
5煩惱依修行階位之進境而先後斷除，由此說有兩類煩惱：一、見所斷

(亦名見惑、分別惑)，指人的虛妄分別，或對不正確道理的執取，由見道智

起，即可將這些分別性的煩惱斷除。二、修所斷（亦名修惑、俱生惑），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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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無始時來隱伏在生命中的煩惱，不待思慮而自然起活動，埋根極深，必須通

過長期的修行始能將之伏滅。染污意中的相應煩惱即屬於此類，所以必須修行

至無間道（按：無間道的解釋，大乘和小乘不同。有部以為無間道中尚有惑

得，唯識宗則以為此時已斷惑種。見述記卷十、頁一三四）時方全部斷滅。 

 
6「道力」，即定力。這裏是指由修無所有處的禪定而獲得而更進以達於

滅盡定的力量。據說由修滅盡定，即可生有頂天。 

 
7此句原文與第七頌 D 句同，今依玄奘譯法引用。 

 
8此上敍述染污意的斷滅，認為染污意祇有在到達阿羅漢位時纔完全斷

滅，但在滅盡定和出世間道中，它祇是被對治而不起現，出定之後染污意又再

存在。這一講法，與成唯識論基本上一致：「（問）此染污意無始相續，何位

永斷或暫斷耶？（答）阿羅漢、滅定、出世道無有。阿羅漢者，總顯三乘無學

果位，此位染意種及現行俱永斷滅，故說無有。學位滅定、出世道中俱暫伏

滅，故說無有。謂染污意無始時來，微細一類任運而轉，諸有漏道不能伏滅，

三乘聖道有伏滅義，真無我解違我執故；後得無漏現在前時，是彼等流，亦違

此意。真無我解及後所得俱無漏故，名出世道。滅定既是聖道等流，極寂靜

故，此亦非有。由未永斷此種子故，從滅盡定、聖道起已，此復現行乃至未

滅。然此染意相應煩惱是俱生故，非見所斷；是染污故，非非所斷；極微細

故，所有種子與有頂地下下煩惱一時頓斷；勢力等故，金剛喻定現在前時，頓

斷此種成阿羅漢。」（卷五、頁四三）但述記並未明言此是據安慧義說。反

之，成唯識論文，却另引一段安慧說法，認為安慧主張末那無體，而祇是與

「煩惱障俱」，與「四惑恆相應」，所以在阿羅漢等位煩惱被對治時，此染污

意之意義即不存在。但護法却認為：在此三位中雖無染污，但不可無末那識之

自體，否則轉識成智時，將無出世末那。為了反對安慧的說法，護法於是廣引

經論作證，更從道理上反覆說明非有一獨立的末那識存在不可（卷五、頁四四

以下）。今勘安慧釋文，成唯識論的這番議論，從安慧立場上看並不矛盾，因

此可以理解為這是後人據安慧的意思引申。蓋安慧使用染污意一名，即暗示了

它在存有上和意識同體，而不必分裂為二物（參看本品一．一註 2）。 

 
9此句原為結語，玄奘將之置於第五頌首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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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品  境之表別轉化 

 

一 六識的收攝活動與存在德性 

一．一 

 第二轉化之後，應說第三轉化。故說： 

 

第三於六境，能收攝者 1是。（第八頌 B、C） 

 （〔能帶起〕第三種轉化〔的〕，就是那能收攝六種境的〔識〕。） 

  

 〔此中文意，若〕完整的說〔，應云〕：第三種識轉化。 「六」者，六

種類〔對象〕，即色、聲、香、味、觸、法〔等〕自性境。 「收攝」者，則是

取〔或〕知覺的意思 2。 

 

一．二 

 復次，此〔等識〕3 是善、不善、或無記？〔尚未了知，〕故說： 

 

善、不善、俱非。（第八頌 D） 

 （〔它們〕都通向善、不善、和俱非。） 

 

 〔它們〕是善、是不善、是俱非亦即無記。 〔蓋它們〕若與無貪、無

瞋、無癡相應、即是善；若與貪、瞋、癡相應，即是不善；若與善、不善均不

相應，即是俱非 － 即非善、亦非不善的意思 4。 

 

註： 

 1此處玄奘譯作三句：「次第三能變，差別有六種，了境為性相。」明顯

指出有六識，原文則但說有收攝六種境之物，且用單數。 其次，「為性相」三

字增譯，這恐怕是譯者受後期唯識家處理識的問題時必分別從自性、行相兩方

面看的影響（譯染汚意時已是如此，見第三品一．一註 5） 

 2「收攝」，原文 upalabdhih， 玄奘譯為「了別」（有時在其他地方則譯

為「得」）。成唯識論云：「隨境立名，順識義故，謂於六境了別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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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五、頁四七）玄奘在第二頌 B 句中把「境之表別」譯作「了別境識」，似

乎也是以此為理由。 但如此即混淆了此兩名的界綫，因為第二頌中的「了別」

原文是 vijñapti，應該譯為「表別」的（參看第一品五‧二註 9）。 

 3原文為單數，即 ‘sa’。 

 4 以上一段，成唯識論糅譯如下：「此六轉識何性攝耶？ 謂善、不善、

俱非性攝。 俱非者，謂無記：非善、不善，故名俱非。 能為此世、他世順益，

故名為善…… 能為此世、他世違損，故名不善….. 於善、不善益損義中，不可

記別，故名無記。 此六轉識，若與信等十一相應，是善性攝；與無慚等十法相

應，不善性攝；俱不相應，無記性攝。」（卷五、頁四八） 

 

二 六識的相應心所 

二．一 

 復次，彼與何者心所相應？ 或與彼相應的心所有幾？﹝尚未了知，﹞故

說： 

 

彼與諸遍行、別境、善心所、煩惱、隨煩惱、三受共相應 1。（第九頌） 

 （它﹝們﹞2和各個遍行、別境、善心所相應，亦同樣和煩惱、隨煩惱

﹝心所﹞，及三種覺受﹝行相相應﹞。） 

 

 此處遍行﹝之名﹞己被標舉，但﹝內容﹞尚未知。 為顯示彼，故說： 

 

最初是觸等 3。（第十頌 A 上） 

 （首先﹝要說明的﹞，是觸等﹝五遍行心所﹞。） 

 

 最先被說明，所以是「最初」；﹝這﹞也就是遍行的意思。 為甚麽這樣

說呢？ 因為「常與觸、作意、受、想、思俱起」（第三頌 C、D）是最先被說

及的，由於觸在這些﹝遍行心所。﹞中居最先，所以說「觸等」。 復次，這些

觸、作意等五法，隨一切心﹝的活動﹞而行，故名遍行。 因為它們在阿賴耶

識、染汚意、和諸轉識中都無差別地起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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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 

關於別境﹝心所﹞，則說： 

 

別境 4者謂欲、勝解、念、定、慧 5。（第十頌 A 下、B 、C） 

 （別境﹝心所﹞是欲、勝解、念、和 6定、慧。） 

 

 於特殊﹝之境﹞，決定為性，故名「別境」。 因為這些境僅為特殊﹝之

呈現﹞而非一切。 

 

 此中「欲」者，即對所愛樂的事物的希望。 所謂對所愛樂的事物的希

望，即顯示對之有一決定境，而於不愛樂者無欲故。 於見、聞等所作境中構想

為實事，此即愛樂；對之而起見、聞的希求，就是欲。 復次，它有給予精進作

發起﹝活動﹞的所依的作用 7。 

 

 「勝解」者，對已決定的事物如其所如的印持狀態。 ﹝此中﹞「決定」

一語，為遮不決定；或由聖教、或由正理，於﹝所知﹞事無疑，即為決定。 不

論由何種行相，於中決定，﹝如﹞由無常、苦等行相，即如彼行相﹝起﹞。 在

心中將其事審決：此是如此，而非如彼，如是而印持，即名勝解。 復次，它有

不可移奪的作用 8。 為甚麽呢？ 勝解為主時，自己﹝所建立﹞的主張敵論者不

能奪故。 

 

 「念」者，於曾習之事不忘失，﹝這﹞也就是心的明記性。 曾習事者，

指前所領受﹝的事﹞。 由對所緣的攝受不失壞為因，所以不忘失。 對前所攝取

的事屢屢憶念〔其〕所緣〔或〕行相，〔這〕就是明記性。 明記性即是明記

9。 復次，它有不散亂的作用。 〔所謂〕不散亂的作用，是指明記所緣時，心

不於其他所緣或其他行相起散亂故 10。 

 

 「定」者，於所觀事心一境性。 所觀事者，即從功德或過患兩方面

〔觀〕 11。 一境性者，即一所緣。 〔復次，它的〕作用就是給予智作所依，心

入定時有如實遍智故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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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者，即是般若（prajña）。 彼亦於同一所觀事中，作〔其為〕如

理、不如理建立、或為俱非 13的簡擇。 簡擇者即是作判分。 如於雜亂的自、共

相諸法 14,正或邪〔等〕，區別覺了。 〔此中〕如理者即是合理〔的意思〕；這

也就是指聖教、比量、和現量。 由此三種正理所生，即為如理建立。 〔復

次，〕這也就是聞所成、思所成、和修所成。 此中以聖言為量而得解悟者為聞

所成，由如理思惟而生者為思所成，由定而生者為修所成。 〔復次，〕不如理

者，指非聖教、似比量、和邪念定。 由此〔三種〕不如理所生，即為不如理建

立。 〔復次，〕由俱生而得及由世間習俗〔而得〕的知識 15，則非如理建立，

亦非不如理建立 16。 復次，這〔慧〕有斷疑的作用，斷疑者，即由般若判分諸

法，由此而得決定 17。 

 

 〔以上〕此五法互相分離而起現，如勝解所在之處，其他〔四心所〕即

決定不會有。 於〔其餘的〕一切亦應如是說 18。 

 

二．三 

別境已說，今應續論在其後被標舉的各善〔心所〕。 故說： 

 

善謂信、慚、愧、（第十頌 D） 

無貪等三根、勤、安、不放逸、與彼俱 19不害 20。（第十一頌 A、B、C 上） 

 （其次 21，信、慚、愧、無貪等三、精進、輕安、不放逸、和與不放逸

一起的〔行捨〕、〔還有〕不害〔等〕，〔這些〕都是善「心所」。） 

 

 〔此中文意，若〕完整的說，〔應云：〕彼十一法。此中「信」者，即

對業果、〔四〕諦、和〔三〕寶的信受，〔同時〕亦指心的清淨〔狀態〕和願

望。 為甚麼呢？因為信分三種起現： （一）對有德或無德的實事 22，有信受行

相； （二）對有德的實事有清淨行相； （三）對有能證得〔滅諦〕及生起〔道

諦〕的實事 23，有願望行相。 〔復次，〕心的清淨，蓋指一種與心的混濁相違

的狀態，所以若與這種〔狀態〕相應，煩惱、隨煩惱的汚垢和混濁便會遠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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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心得信時，即得清淨，這就名為心清淨。 復次，它有給予欲作所依的作

用 24。 

 

 「慚」者，取自己或法作增上力，以受非議為恥 25。 由於作惡被善人呵

責，而且是不可愛異熟，所以〔作惡〕即是受非議。 由此非議，心意消沉，以

已作或未作〔之事〕為恥，這就是慚。 復次，它有給予防止惡行作所依的作用

26。 

 

 「愧」者，取世間作增上力，以受非議為恥。 為甚麼呢？因為這〔種行

為〕在世間被呵責，又知我有如此行為可被呵責，畏惡名等故，以之為恥。 復

次，它亦有給予防止惡行作所依的作用 27。 

 

 「無貪」者，即貪的對治者。貪的得名，是指對﹝生命﹞存在和存在資

具 28的執着和希求；而無貪是它的對治者，所以即是對存在和存在資具的無執和

棄捨。 復次，它有給予惡行的不起作所依的作用。 

 

 「無瞋」者，即瞋的對治者，也就是慈。 蓋瞋對眾生、苦、和﹝一切﹞

有苦的諸法﹝起﹞憎惱，無瞋以對治瞋為其自性。 所以對眾生、苦、和﹝一

切﹞有苦的諸法不﹝起﹞憎惱。 復次，它亦有給予惡行的不起作所依的作用。 

 

 「無癡」者，即癡的對治者。 ﹝對事理﹞不如實正解，就是癡；對業

果、﹝四﹞諦、﹝三﹞寶，都無智見。 由於無癡以對治癡為其自性，所以對說

之相同的業果、﹝四﹞諦、﹝三﹞寶，能如實正解。 復次，它亦有給予惡行的

不起作所依的作用 29。 

 

 「精進」（勤）者，即懈怠的對治者；也就是心向善﹝道﹞，而不是向

染汚的奮進狀態。 若向染汚偏嗜，則﹝必﹞受呵斥，所以即是懈怠。 復次，它

有使善品圓滿成就的作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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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安」者，即麤重的對治者；也就是身心的調順狀態 31。 麤重是身心

的不調順，亦即指各種雜染法種子﹝的活動而言﹞。 當它﹝們﹞離開時，輕安

纔能實有。 此中身的調順（身輕安），是指身在自利 32的過程中由此所生起的

輕快狀態；而心的調順（心輕安），則是指﹝在禪定中﹞與正確作意相應時一

種能引生順適與輕快﹝狀態﹞的特殊的心所法。 與之相應時，心即於所緣﹝順

適而輕快地﹞起現，所以說它為心的調順。 

 

 復次，身輕安者，應知此是身中殊勝之觸，由喜所引發。 如經言：「心

歡喜時，身成輕安」33。﹝復次，﹞由此﹝心所﹞之力而轉換所依故，它有把煩

惱障除遣無餘的作用 34。  

 

 「與﹝彼﹞不放逸俱」者，即與不放逸共起﹝的心所﹞，名「與不放逸

俱」。（問）這畢竟是什麽？（答）即是捨。（又問）為什麼是它呢？（答）

因為﹝捨﹞一向是善性；復次，此處以解釋所有的善﹝心所﹞為主題故；亦非

如信等有直接的說明故；若非此其他的善﹝心所﹞不可得故；可知﹝這﹞正是

捨。 

 

 此中，﹝不放逸﹞者，即放逸的對治者。 由無貪乃至精進，都是不放

逸。因為它們都是以無貪為依，而修習能對治這﹝些不善﹞的諸善法，及斷諸

不善法，所以這些無貪等即是不放逸。 亦因此，正是放逸的對治者，以與放逸

相反故。 復次，它有圓滿世間、和出世間福德的作用 35。 

 

 「捨」者，即心的平等性、心的正直性、和心的無功用性。 由此三句，

捨的初、中、後位已被顯示。 此中，心不平等，是指惛沉或掉舉；由於它

﹝們﹞已不在﹝當前顯現﹞，﹝此﹞即﹝進入﹞初﹝位﹞心的平等性。 順次，

心無造作、無勉力地進入禪定，如所應平等而起，這就心的正直性。 然而，在

此位中，由於修習未久，尚有惛沉、掉舉的怖畏伴隨，直到修習增進之後，所

對治者遠離，於是這些怖畏不再有。 此時，在對治惛沉、掉舉之因法方面，功

用﹝亦﹞不起，所以即﹝至﹞無功用位，﹝這﹞就是心的無功用性。 復次，此

﹝拾心所﹞有給予一切煩惱、隨煩惱作無﹝活動﹞餘地的所依的作用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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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害」者，即害的對治者。 由殺、縳等﹝事，是損害眾生，所以﹞，

於諸眾生不損惱，即是不害；也就是於諸眾生起悲。 悲（karuna），﹝自語源

上解釋，﹞即妨害福（kam runaddhi）。 福（kam）即是樂（sukham），所以

也就是妨害樂的意思。 為什麼呢？因為有悲者苦別人之所苦故。 復次，這

﹝悲﹞有不損惱﹝他人﹞的作用 37。 

 

二．四 

 已說十一善；然而，﹝在第九頌中﹞煩惱﹝心所﹞是在其後被標舉，所

以﹝現在﹞即以它們為主題而說之： 

 

煩惱貪、瞋、癡，更有 38慢、見、疑 39。（第十一頌 C 下、D，第十二頌 A） 

 （煩惱﹝心所﹞是貪、瞋、癡，慢、見、和疑。） 

 

 「貪、瞋、癡」者，即是貪、和瞋、和癡。 

 此中「貪」者，即對﹝生命﹞存在和受用的耽著和希求。 復次，它有生

苦的作用。 苦，在這裡是指各種取蘊；它們﹝分別﹞由欲、色、和無色﹝等三

界﹞的愛力生起。 因此，貪的作用即被說為生苦 40。 

 

 「瞋」者，憎惱眾生；即對眾生心中冷酷。 若為此所魅，即思欲對諸眾

生有殺、縛等不利益﹝事﹞。 復次，它有給予不安穏住和惡行作所依的作用。 

﹝此中﹞安穏即是樂；與之相偕而住，就是安穏住。 而不安穏住，就是無安穏

住，也就是與苦相俱的意思。 由於憎惱心起時，憂亦必﹝同時﹞現行，所以心

內惱亂；而﹝身﹞隨心故，身亦惱亂，對於一切威儀路 41便會﹝構成﹞苦和障

礙；﹝這也﹞就是不安穏住。 復次，有瞋恚心時，更無何種惡行可遠，所以說

瞋有給予不安穏住和惡行作所依的作用 42。 

 

 「癡」者，是對﹝為了說明﹞惡趣、善趣、和湼槃而安立的各種道理、

及它們之間的無顚倒的因果關係的無知。 復次，它有給予雜染﹝法﹞的生起作

所依的作用。 此中雜染有煩惱、業、和生三種自體。 它的生起是以前前的雜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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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而得後後的雜染體。 ﹝所謂﹞給予雜染﹝法﹞的生起作所依的作用者，

即因為唯有愚癡﹝人﹞，由﹝其﹞邪智、疑、和貪等煩惱﹝的活動﹞，而有後

有的業、生﹝雜染﹞起；但不愚癡者則非﹝如此﹞故 43。 

 

 「慢」者，事實上一切稱為慢者全以有身見為所依而起現。 復次，它的

特質就是心的高舉。 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它﹞把我及我所，在諸蘊之上加

以增益，說：「這是我，這是我所。」把自己從各個特殊方面高舉起來，認為

﹝自己﹞比他人增勝。 復次，它有給予不尊重和苦的生起作所依的作用 44。

﹝此中﹞不尊重者，即對諸師長及有德的人傲慢，身、語二者均不謙遜。 復

次，苦的生起者，這裡是指後有（他生）的生起。 

 

 復次，它﹝這種﹞心的高舉，從自性方面看雖無差別，但﹝造成這種﹞

心的高舉的原因，却可分為七種。 如慢及過慢等。 

 

 〔此中〕與在家族、智力、財產等方面的較劣者比，而說我之家族、智

力、財產更勝，由此而有的心的高舉；或與在家族等方面的相等者比，而說我

亦如是相等，由此而有的心的高舉，就是慢。 

 

 〔復次，〕過慢：與在家族、智力、財產等方面的相等者比，而說我在

施、戒、勇力等方面更勝；或與在家族、學問等方面的較優者比，而說我在智

力、財產方面與之相等，這〔種心的高舉，〕就是過慢。 

 

 〔復次，〕與在家族、智力、財產方面的較優者比，而竟說我在家族、

智力、財產方面更勝，由此而有的心的高舉，就是慢過慢。 

 

 〔復次，〕我慢：於離我、及我所之五取蘊中妄執為我、及我所，由此

而有的心的高舉就是我慢。 

 

 〔復次，〕增上慢：於高〔層次〕的殊勝的證悟，未得，而說我已得，

由此而有的心的高舉，就是增上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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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次，〕卑慢：與在家族、學問等方面非常殊勝的〔人〕比較，而說

自己在家族、學問等方面〔僅〕少分不及，由此而有的心的高舉，就是卑慢。 

 

 〔復次，〕邪慢：有無德者〔自〕謂：「我是有德者」，由此而有心的

高舉，就是邪慢。 為什麼呢？因為無德即是毁戒等〔行為〕。 當這些〔行為〕

仍然存在，他便是一無德者。 所以若說：「我是有德者」，但與此〔言相應〕

的施、戒等〔德〕却無，則汝雖自認為有德，以無實事故，即被說為邪慢 45。 

 

 「見」者，〔此名〕雖是總說，但由於〔這裡〕是以煩惱為主題，所以

在性質上屬於煩惱的〔見〕只有五種。 〔換言之，〕也就是繫屬於有身見等諸

見，而不是指世間的正見和無漏〔見〕。 雖然，這些〔見〕從染汚、和有計度

行相上說是沒有差別，但由於〔它們的〕所緣行相有不同，所以彼此仍有差

別。 此中，有身見者，即於五取蘊〔起〕我、我所見。邊執見者，即於此相同

的五取蘊上，執有我，及我所；復於此執而起斷或常見。 邪見者，由某一邪見

而損減因、或果 46、或所作、或毁謗實有之事，這在一切見中是惡性故，所以

說為邪見。見取者，把五取蘊〔視〕為最上、最善、第一、及殊勝之見。戒禁

取者，把五取蘊〔視〕為清淨、解脫、及出離之見 47。 

 

 「疑」者，即對業果、〔四〕諦、〔三〕寶的猶豫。 是耶？是否？種種

慧〔起〕，便是猶豫。 復次，此與般若（慧心所），應被說為全不同類 48。 

 

二．五 

 已說六煩惱；然而，〔在第九頌中〕隨煩惱〔心所〕是在其後被標舉，

所以今應說之。 故說： 

 

復次隨煩惱：忿與恨與覆，惱、嫉、與慳、誑，（第十二頌 B、C、D） 

 

諂與憍與害，無慚及無愧，惛沉與掉舉，不信並懈怠 49。 放逸及失念，散亂不

正知，悔、眠與尋、伺。 二二各二種 50。（第十三、十四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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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忿、恨、覆、惱、嫉、慳、誑、諂、憍、害、無慚、無

愧、惛沉、掉舉、不信、懈怠、放逸、失念、散亂、不正知、悔、眠、尋、伺

〔等，這些〕都是隨煩惱〔心所〕。 在〔最後的〕兩對〔心所〕中則各有〔染

汚和不染汚〕兩種情形。） 

 

 此中，〔忿〕者，指遇到當前的不饒益事時心的憤怒。復次，由於它以

憤怒為自性，所以與瞋並無區別。 不過，由於它是在瞋的特殊分位上假立，所

以屬瞋的一分。 〔而〕遇到當前的不饒益事時心的憤怒者，〔這是說它〕對於

有情或不是有情的對象，有給予鞭杖等〔行為〕作所依的作用，所以施設為

忿 51。 

 

 「恨」者，怨的相續。由彼對我作此不饒益事，於是繼忿之後，以怨為

自體的憎惡〔心，緊隨〕不捨、相續而起，就是恨。復次，它有給予不寬容作

所依的作用。不寬容者，對於不饒益事不能忍受，而且渴望報復。它和忿一

樣，也是在瞋的特殊分位上假立，因此應知〔這〕不過是施設有 52。 

 

 「覆」者，隠蔽自己的過錯。 當〔那些〕希望利益他的敎誨者，在離開

欲、瞋、和怖畏等的情形下、為〔督促〕他而詰問他道：「此處汝嘗如是作

耶？」〔由於〕屬癡一分故，隠蔽過錯，〔不予承認，〕這就是覆。為什麼

呢？因為屬癡一分故，所以覆有隠蔽行相。復次，它有給予悔恨和不安穏住作

所依的作用。法爾隠蔽過錯者，必生悔恨；而悔恨又必與憂相應，所以成不安

隠住 53。 

 

 「惱」者，以粗言螫害。粗言者，粗暴的惡言；螫害（dawita）者，對弱

點施以打擊的一種〔齧食〕狀態。齧食（dawi），即習慣上以齒咬動

（dawana）。此一〔表示〕狀態的語尾（-ta）與其原義一致 54，所以以粗言螫

害，即〔如以齒齧食一樣，〕由粗言而咬動。復次，它雖以忿，恨為先，但

〔亦〕以心的憤怒為自性，所以亦僅屬瞋的一分，而非有實體之存在 55。 復

次，它有生惡語言行的作用；〔此外〕又有不安穏住的作用，因為若與有此

〔惱心所〕的人共住〔易生〕苦故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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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嫉」者，對別人的成就，心的妒忌。〔那些〕財利與名聲的貪着者，

以屬瞋的一分故，見別人的財利，名聲、家族、儀規、和學識等殊勝功德，不

能忍受，心生妒忌，就是嫉。妒忌者，指充滿自己全身的怨怒。〔復次，〕由

於〔嫉〕與憂相應，又以彼〔憂〕為先，成不安穏住，所以說〔它〕有憂和不

安穏住的作用 57。 

 

 「慳」者，與施相違，即心的吝惜狀態。所得之物，不論由法、或財、

或技術而成，即依供養及攝益〔他人〕之願，而不問〔對方〕欲不欲取，均與

之，即是施。 當此〔慳〕有時，施即無故，所以說為與彼相違。 〔那些〕財利

與名聲的貪着者，以屬貪的一分故，於生活資財心生吝惜，不欲施捨，即是

慳。復次，它有給予無厭足作所依的作用。復次，無厭足者，應知即是由慳之

故，對不必要的資財的蓄積 58。 

 

 「誑」者，欺瞞他人，〔虛假〕顯現不真實境事。 〔那些〕財利與名聲

的貪着者，由於意圖欺瞞他人，於是把〔原來〕所住的戒等意義，作不同的開

顯。 復次，由於它和貪、癡相伴，以開顯各種不真實功德，所以即是在這兩者

的集結之上假立。 正如忿等〔心所〕一樣，唯施設有，而不是實體有。 〔復

次，〕它有給予邪命 59作所依的作用 60。 

 

 「諂」者，執取隠蔽自己的過失以為方便，〔亦〕即心的扭曲。 隠蔽自

己的過失以為方便者，〔目的〕即見惑亂他人。 復次，由此而展轉遷移，以造

成散蔓和含混 61。 所以，諂與覆不同；因為彼〔覆〕只是隠蔽確定〔的事

情〕，而不是以音聲〔惑亂他人〕。 復次，由於此〔諂〕與貪、癡〔相伴〕，

〔那些〕財利與名、聲的貪着者即以之為方便，為隠蔽自己的過失、惑亂他人

而起現。 〔復次，此諂亦〕唯於此二者（貪、癡）之上而假立。 它並且有妨害

得正教誨的作用。 得正教誨者，〔可以〕如理作意，〔諂〕即成為它的障礙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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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憍」者，對自己的成就的染着和喜躍，〔亦〕即心的倨傲。 自己的成

就者，指〔自己的〕家族、健康、少壯、勢力、容顏、富貴、智慧、識見

〔等〕優越事。 喜躍者，是一種特殊之喜。 由此特殊之喜，心〔狂放〕不能自

主。因為這〔些優越事〕皆以自己為依，而有成功 63，所以說此為心的倨傲。 

復次，它有給予一切煩惱、隨煩惱作所依的作用 64。  

 

 「害」者，損惱眾生。 由種種殺、縛、打、嚇等〔行為〕，以傷害眾

生，就是害。 諸眾生由此而被損惱；由〔種種〕殺、縛等〔行為〕而生憂、

苦，所以說〔害〕即是損惱一切眾生。 復次，以屬瞋的一分故，它對於眾生並

無悲憫，心處於冷酷狀態，所以說害有損惱眾生的作用 65。 

 

 「無慚」者，對自己的過錯不以為恥；認為那種行為雖是我所作，但並

無不當，不以過錯為恥，這就是無慚。即是為慚所對治的存在。 

 

 「無愧」者，對他人的非議不以為恥。 這〔種〕與世間、聖教相違〔的

事〕，雖知是由我所作，但不以這種惡行為恥。 它為愧所對治，所以是無愧。 

 

 復次，此二亦有給予 66一切煩惱、隨煩惱作助援的作用。 貪、瞋、癡原

是生一切不善果之因，在〔這些〕品類中，貪、瞋不俱起，所以〔此二〕但隨

其所應而施設，〔自身〕決不是獨立的存在 67。 

 

 「惛沉」者，心不調順，也就是重鈍（staimitya）的狀態。 不活動

（stimita）的樣子就是重鈍 68。 若與此相應，心便會闇昧和不活動，對於所緣

無能了知。 復次，它〔亦〕有給予一切煩惱、隨煩惱作助援的作用。 又由於

〔它〕是在癡一分上假立，所以僅屬癡的一分，而非別有所存 69。 

 

 「掉舉」者，心不寂靜。 因為寂靜即是「止」（奢摩他 wamatha）

〔今〕與之相違，即是不寂靜。 復次，它是隨順貪而〔使行者〕對過去的歡

笑、喜樂、嬉戲等〔事〕加以追憶，所以這是心不寂靜之因，有妨害「止」的

作用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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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信」者，指對業果、〔四〕諦、和〔三〕寶的不信受，為信所對

治。 為什麼呢？因為信是對實有之事、實有之德、和實有之能順次〔起〕信

受、清淨、和願望〔行相〕71。 不信正與之相反，對實有之事、實有之德、和

實有之能無信受、無清淨、亦無願望。 〔復次，它〕有給予懈怠作所依的作

用。 因為不信者無加行欲，所以有給予懈怠作所依的作用 72。 

 

 「懈怠」者，對善〔行〕心不奮進，為勤所對治。 於身、語、意善業，

耽於睡眠〔或〕側卧的快樂，心無奮進；屬癡一分。 復次，它有妨害善品加行

的作用 73。 

 

 「放逸」者，由貪、瞋、癡、懈怠〔四者結合〕，使心不能自貪、瞋、

癡、煩惱〔之覊絆中〕而得護持，亦不能修習能對治彼之善法，即於這些貪、

瞋、癡、懈怠上假立放逸。 復次，它有給予不善增長和善〔品〕減退作所依的

作用 74。 

 

 「失念」者，即有染汚之念。 染汚，是與煩惱相應的狀態。 復次，它有

給予散亂作所依作用 75。 

 

 「散亂」者，屬貪、瞋、癡的一分；也就是心的流散。 由此心作種種投

射，就是散亂。 以貪、瞋、癡故，心由禪定境向外投射；即在這些〔貪、瞋、

癡〕上假立散亂。 復次，它有妨害厭離〔世俗〕的作用 76。 

 

 「不正知」者，即與煩惱相應之慧。 由於它〔的存在〕，於進退〔往

來〕之際，對身、語、心的活動不能正知起現；因為對應作、不應作無知故。 

復次，它有給予罪行作所依的作用 77。 

 

 「惡作」（悔）者，心的追悔。 自責所作，即惡其所作（kukrtam）；它

的狀態（抽象名詞）就是惡作（kaukrtayam）。 在這裡惡作其實即對所惡作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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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懊惱，因為〔這裡〕以心所為主題故。 復次，它有妨害心的安住的作用

78。 

 

 「睡眠」者，心不自主而起的簡昧狀態。 起，即對所緣起現。 心在此

〔起現〕中不自主而起，就是睡眠。 或者，對身、心缺乏撐持能力，心不自

在，由此而起，就是睡眠。 簡昧者，即心不隨眼等根門起現。 復次，它是在癡

的一分上假立，所以屬癡的一分，並有給予輕畧所應作事作所依的作用 79。 

 

 「尋」者，尋求意言，是一種特殊的思與慧。尋求者，即〔追問〕「此

是何？」的推究行相的起現。 意言，即意識的語言。 〔意識的〕語言亦如〔一

般用法的〕語言。 語言就是對境的記述。 特殊的思與慧者，思以發動心為其自

性，而慧則有對功德、過失的辨別行相； 由此〔兩者隨一〕之力，心〔均〕得

起現。 所以，尋有時是在心、思二者之上假立，有時是在慧、心二者之上〔假

立〕，此二依次即分別為不推度及推度分位。 復次，尋或僅於思、慧二者之上

假立，由此〔二者〕之力，心如是而活動故。 〔復次，〕此〔尋〕僅屬心之粗

性。 粗性即是粗顯性，只有事物的尋求行相故。 

  

 復次，此理趣亦〔同樣〕見之於「伺」。 為什麼呢？因為伺亦以特殊的

思與慧為其自性，以伺察意言，對前〔人〕已通達的「彼是此」〔的道理〕加

以推究故。 因此，即說為心的細性。 復次，這兩〔心所〕均有給予安穏及不安

穏住作所依的作用。 而且，這兩〔心所雖同以思、慧為體，但〕以粗、細不同

而建立故，即造成別異 80。 

 

 〔頌文中〕「二二各二種」者，二與二即是兩二。 復次，它們便是惡

作、睡眠之二與尋、伺之二。 這四法又各有染汚與不染汚兩種。 此中，作善而

不作不善，心中懊悔，這就是染汚性的惡作。 若不作善〔而作不善，心中懊

悔〕，這就是不染汚的惡作。 復次，睡眠亦通染汚心，若與染汚心相應，即成

染汚；在另一方面，則通不染汚心，若與不染汚心相應，便是不染汚。 〔復

次，〕有欲、惡意、害等〔相伴〕之尋，有染汚；出家等之尋，不染汚。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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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損害他人為方便之伺，有染汚；以攝持他人為方便之伺，不染汚。 此

中，唯有染汚的惡作、睡眠、尋、伺、是隨煩惱，其他〔不染汚的〕不是 81。 

 

 

註： 

 
1此頌與奘譯最大之不同，是奘譯在隨煩惱之後，增「不定」兩字，成六

位心所。今勘梵文無，真諦譯之轉識論亦無，因此可能是後期唯識家，據世親

別著五蘊論、及百法明門論等之分類所加。 參看註 50 及 81。 

 
2「它」，原文為單數，即 asau。 

 
3此句玄奘譯為：「初遍行觸等」，勘原文「遍行」兩字無。 

 
4
 「別境」，頌文在此處用 niyatah（Nom. pl.）一字，與釋文所用的

viniyata 不同。niyatah 是決定義，安慧即以之界定別境心所的活動性質（見釋

文）。 頌文取此字以代替 viniyata，是為了音節上的限制。 

 
5在這兩句之下，玄奘還增添了一句：「所緣事不同」，今勘梵文無。 

通觀三十頌中對心所的處理，都祇是列舉名字，很少加以說明的，所以此句的

增添，不會是傳本的問題。 比較合理的推想，可能是因為下文隨煩惱的翻譯，

中文名字不如梵文冗長，所以多出了空位。 

 
6「和」，原文作「俱」(saha)，即與下文的定、慧俱。 

 7此處解「欲」，與成唯識論距離較遠，而與據傳為安慧造的大乘廣五蘊

論距離較近。 成唯識論在解釋欲是「於所樂境希望為性、勤依為業」之後, 即

以「有義」對安慧說加以稱引。 如下：「有義：所樂謂可欣境, 於可欣事欲見

聞等有希望故。」（卷五、頁五一）然廣五蘊論云：「云何欲？謂於可愛樂事, 

希望為性。 愛樂事者, 所謂可愛見聞等事, 是願愛、希求之義。 能與精進所依為

業。」（大正藏卷三一、頁八五一下）但據野澤言，則謂漢譯廣五蘊論脫落甚

多，尚未能曲盡安慧原義云云（見野澤譯、頁二五六）。 

 8在意義上，勝解之解釋與成唯識論無殊。 但在行文上則更接近廣五蘊

論。彼論云：「云何勝解？謂於決定境，如所了知，印可為性。 決定境者，謂

於五蘊等，如世親說 …. 如是決定。或如諸法所住自相，謂即如是而生決定。

言決定者，即印持義。餘無引轉為業。此增勝故，餘所不能引。」（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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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明記性即是明記」，據原文 abhilapanamevabhilapanata 譯。 此中「明

記性」（abhilapanata）一字有抽象名詞語尾 -ta， 指明記的狀態。 

 10對於念的明記性，成唯識論與廣五蘊論均有指出，但對於念的作用，成

唯識論則說是「定依為業 ….. 能引定故」（卷五、頁五二），此即稍異。 

 11「觀」字據西藏譯補。 又成唯識論云：「謂觀得失」，可證。 

 12廣五蘊論亦强調定是「於所觀事心一境性」（大正藏卷三一、頁八五一

下），但成唯識論則認為定是「於所觀境令心專注不散為性，而「心專注言，

顯所欲住，即便能住，非唯一境。」（卷五、頁五二）似是批評安慧，但述記

未註明。 

 
13「俱非」，原文 anyatha，本為「其他」之意。 今據下文之文意譯。 

 
14自、共二相是境的兩種存在形態，安慧在此泛指一切法。 若據陳那

（Dignaga，約與安慧同時或稍後），則認為這兩種境已窮盡一切法，所以量亦

祇有現、比兩種。 安慧用法似尚非其義。 

 
15「俱生而得」（upapattipratilambhika），據律天解，即由生而得，亦即

指俱生起之物，如俱生起慧。 其次，「世間習俗」（lukikavyavahara）, 律天則

以為是買賣等世間交易活動（見野澤譯、頁二六一至二六二）。 

 16此即指「俱非」。 參看註 13。 

 17以上釋慧，在行文上亦與廣五蘊論接近：「云何慧？謂即於彼，擇法為

性。 或如理所引，或不如理所引，或俱非所引。即於彼者，謂所觀事。 擇法

者，謂於諸法自相、共相，由慧簡擇，得決定故。 如理所引者，謂佛弟子；不

如理所引者，謂諸外道；俱非所引者，謂餘眾生。 斷疑為業。 慧能簡擇，於諸

法中得決定故。」（大正藏卷三一、頁八五二上）復次，安慧以「般若」

（prajña）釋慧，此「般若」並非用以指成佛智慧之般若，而只是一般之「智

慧」義。 參看下文註 48。 

 18成唯識論在逐一介紹別境心所的活動之後，亦有一段長文討論別境心所

的生起是否互相分離的問題。 由此引兩說：一、並生說，二、獨生、並生不定

說。 其第一說云：「有義：此五定互相資，隨一起時必有餘四。」（卷五、頁

五二）述記認為這是安慧義（卷六、頁一三二）。 今勘安慧釋文，可謂完全誤

解，因為安慧明說「此五法互相分離而起現」。 這種情形正如述記下文解釋獨

生義時說：「此欲等五緣四境時，或時起一：於所樂境唯起於欲，境非串習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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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念起，境不決定故無勝解，非所觀境故無定、慧。 此所樂境既如是簡，次餘

三境準此可知。」（卷六、頁一三三）但是，述記雖能如此解釋獨生，却並不

表示窺基贊成此說。 他實在是附和成唯識論的獨、並不定說，所以述記下文即

隨論文詳列這五心所的組合活動，以見它們亦可以俱起。 就形態而論，這的確

是表現了一個綜合、批判的態度，較之安慧是進了一步。不過，成唯識論之所

以如此不厭求詳的討論別境心所的俱生問題，自思想史的觀点看，這是承自部

派的心所理論所致。 因為在阿毘達磨論書之中，別境心所和遍行心所都是屬於

十大地法，即都可以俱生，所以唯識家建立別境心所，首先即須論證這五法何

以不是遍行的問題。 這一點，安慧釋文無，蓋安慧釋文較為簡單直截，但成唯

識論欲承前而有所說明，結果便產生了或獨或並的綜合性講法。 

 
19「與彼俱」, 若依原文直譯是「與彼不放逸俱」（sapramadika）。 換

言之，此中有兩心所：一、不放逸， 二、與不放逸一起的心所。 但後者畢竟是

什麼呢？依釋文顯示，即是「行捨」（或「捨」），所以玄奘即直截了當地將

之譯為「行捨」，而與下文的「不害」合為一句，而成：「行拾及不害」。 

 20此中四句譯法, 除最後一句外, 與奘譯一致。 若依梵文, 則「善」之總名

在後，各心所之列舉在前。 見次行語體文譯。 

 
21此詞依頌文‘atha’一字譯。 

 22此句依律天解，即不管有德、無德，重要是對實有之事的信受（野澤

譯、頁二六五）。 從上下文看來，此釋合理。 成唯識論亦但云「信實有」，可

證。 

 23本句中「滅諦」及「道諦」兩詞，據野澤譯補。 據野澤自註：兩詞均

曾參考藏文之五蘊論釋（即廣五蘊論）。 見野澤譯頁二六六。然漢譯廣五蘊論

本無。 

 24成唯識論譯「信」云：「云何為信？謂於實、德、能，深忍樂欲，心淨

為性，對治不信，樂善為業。 然信差別畧有三種：一、信實有，謂於諸法實事

理中深信忍故；二、信有德，謂於三寶真淨德中深信樂故；三、信有能，謂於

一切世、出世善，深信有力能得、能成，起希望故。 ….. 此信澄清，能淨心

等；以心勝故，立心淨名。如水清珠能清濁水 ….. 又諸染法，各別有相、唯有

不信，自相渾濁，復能渾濁餘心、心所。 如極穢物，自穢穢他。 信正翻彼，故

淨為相。」（卷六、頁五四）以上所引，均與安慧釋文相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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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此中增上之義，指一種向上力，由對自己的自愛及對法的尊重而生。 

述記解云：「謂於自身生自尊愛增上，於法生貴重增上，二種力故，崇賢重

善，羞恥過惡。」（卷六、頁一四四） 

 26安慧解慚，亦較接近廣五蘊論。 彼論云：「云何慚？謂自增上及法增

上於所作罪，羞恥為性。罪謂過失，智者所厭患故。 羞恥者，謂不作眾罪，防

息惡行所依為業。」（大正藏卷三一、頁八五二上）此外，恐亦受顯揚聖敎論

影響。 見述記引文，不贅。 

 27廣五蘊論云：「云何愧？謂他增上（按顯揚譯為「於世增上」）於所作

罪羞恥為性。 他增上者，謂怖畏責罰，及議論等所有罪失，羞恥於他。 業如慚

說。」（同上） 

 
28「存在和存在資具」，原文 bhave bhavopakaranewu (Loc. Pl.)，舊譯

「有、有具」，語意較隠晦。 

 29以上解無貪等三根，行文亦與廣五蘊論接近。 彼論云：「云何無貪？ 

謂貪對治，令深厭患無著為性。 謂於諸有、及有資具染著，為貪。 彼之對治，

說為無貪。此即於有、及有資具無染著義，遍知生死諸過失故，名為厭患。 惡

行不起所依為業。云何無瞋？謂瞋對治，以慈為性。謂於眾生不損害義。業如

無貪說。云何無癡？謂癡對治，如實正行為性。如實者，略謂四聖諦，廣謂十

二緣起，於彼加行，是正知義。業亦如無貪說。」（大正藏卷三一、頁八五二

上、中）不過，成唯識論在無癡之後，更有一段討論無癡是否即慧的問題，諸

論均無。 

 30此解仍近廣五蘊論，但亦與成唯識論一致。 成唯識論云：「勤謂精

進，於善、惡品修、斷事中勇悍為性，對治懈怠，滿善為業。」（卷六、頁五

五）但成唯識論又謂「此相差別畧有五種，所謂被甲、加行、無下、無退、無

足。」則安慧未言。 

 
31「調順狀態」（karmanyata），奘譯「堪任性」。 然窺基以「離重

名、調暢名安」解輕安，則顯據此義。 

 
32「自利」，原文此字本為 svakarya，即自所作。 今從宇井校訂改為

svakartha， 即以自己為（修行的）目的，故譯如上。 

 33此中意趣，蓋謂輕安既是心所法，何以又有身輕安？安慧於此引經文作

答，以為這是身隨心轉，歸結到底還是心的問題。 所以藏譯五蘊論釋，則直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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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輕安不是心所，但在心所的主題下附帶說之而已（野澤譯、頁二七三）。 不

過這一段文字，漢譯廣五蘊論無。 但若參看世親早年之著述俱舍論，則已有廢

除身輕安的想法（大正藏卷二九、頁一九）。 

 34以上一段解釋輕安，是諸論中較為詳細的。 成唯識論和漢譯廣五蘊論

都没有提到身、心輕安的分法。 此義宜究之於諸部派論典。 

 35成唯識論和廣五蘊論都指出由無貪乃至精進都是不放逸，並對治放逸。 

所以成唯識論認為不放逸無體：「謂即四法於斷、修事皆能防、修名不放逸。 

非別有體，無異相故。 於防惡事、修善事中，離四功能無別用故。」（卷六、

頁五五）。 

 36若依成唯識論及廣五蘊論，捨亦是從精進三根來，此處未言。 廣五蘊

論云：「云何捨？謂依如是無貪、無瞋，乃至精進，獲得心平等性、心正直

性、心無功用性。」（大正藏卷三一、頁八五二中）成唯識論云：「云何行

捨？精進三根令心平等、正直、無功用住為性，對治掉舉，靜住為業。 謂即四

法令心遠離掉舉等障，靜住名捨。」因此，成唯識論認為捨也是「無別體，如

不放逸，離彼四法無相用故；能令寂靜即四法故。」（卷六、頁五六） 

 37「不害」的解釋，安慧從語源上說，此非他論所有。 一般是以「於眾

生不損惱」一義解，所以成唯識論即據此主張不害其實即是無瞋，所以亦非別

有自體。 跟着，成唯識論為善心所作結云：「此十一法, 三是假有, 謂不放逸、

捨、及不害，義如前說。 餘八實有，相用別故。」（卷六、頁五六）此外，成

唯識論亦有一段討論善心所的俱生問題，安慧均從畧。 

 
38此依原文連接詞 ‘ca’ 譯。 

 39此此兩句奘譯作「煩惱謂貪瞋，癡慢疑惡見」，把「癡」移為下句，又

將「惡見」置於最末（「惡」字增譯，原文無），今悉依原文改列（參看次行

語體文譯）。 

 40以上釋貪，大體上與成唯識論的「云何為貪？於有、有具染著為性，能

障無貪，生苦為業；謂由愛力，取蘊生故」（卷六、頁五七）一致。 但亦與廣

五蘊論相近。茲不○引。 

 

 41「威儀路」，指行、住、坐、卧等日常生活的動作表現皆須守種種法。

這種合法的表現就是「威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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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成唯識論釋瞋，強調「於苦、苦具憎恚為性」，但安慧則強調是對眾生

的憎惱，廣五蘊論亦然（大正藏卷三一、頁八五二中）。 

 43「癡」即無明。 安慧此釋頗為詳盡。 成唯識論僅云：「云何為癡？於

理事迷闇為性，能障無癡，一切雜染所依為業。 謂由無明起疑、邪見、貪等煩

惱、隨煩惱業，能招後生雜染法故。」（卷六、頁五七） 

 44對「慢」的解釋，成唯識論亦較簡潔：「云何為慢？恃己、於他高舉為

性，能障不慢，生苦為業。 謂若有慢，於德、有德，心不謙下，由此生死輪轉

無窮，受諸苦故。」（同上） 

 45以上七慢，廣五蘊論亦有解釋：「慢有七種，謂慢、過慢、過過慢、我

慢、增上慢、卑慢、邪慢。 云何慢？謂於劣計己勝；或於等計己等，如是心高

舉為性。 云何過慢？謂於等計己勝，或於勝計己等，如是心高舉為性。云何過

過慢？謂於勝計己勝，如是心高舉為性。 云何我慢？謂於五取蘊，隨計為我，

或為我所，如是心高舉為性。 云何增上慢？謂未得增上殊勝所證之法，謂我已

得，如是心高舉為性。 ….. 云何卑慢？謂於多分殊勝，計己少分下劣，如是心

高舉為性。 云何邪慢？謂實無德，計己有德，如是心高舉為性。」（大正藏卷

三一、頁八五二中、下）述記亦說七慢、九慢，其前者說法與此亦大體相同。

（卷六、頁一七三） 

 46此中所謂由某一邪見而損減因、或果，據律天解，因指布施等善、惡

行，果即是異熟果（野澤譯、頁二九○） 

 47以上釋「見」。 由於「見」通善惡、正邪，所以玄奘特增一「惡」字

來標顯和限制它。 成唯識論云：「云何惡見？於諸諦理顛倒推度，染慧為性，

能障善見，招苦為業；謂惡見者多受苦故。 此見行相差別有五：一、薩迦耶

見，謂於五取蘊執我、我所，一切見趣所依為業…. 二、邊執見，謂即於彼隨執

斷、常，障處中行、出離為業….. 三、邪見，謂謗因果、作用、實事，及非四

見、諸餘邪執，如增上緣，名義徧故…. 四、見取，謂於諸見及所依蘊，執為最

勝，能得清淨，一切鬥爭所依為業；五、戒禁取，謂於隨順諸見戒禁及所依

蘊，執為最勝，能得清淨，無利勤苦所依為業。」（卷六、頁五八至五九）內

容似較安慧完整。 

 
48成唯識論先解「疑」云：「云何為疑？於諸諦理猶豫為性，能障不疑

善品為業；謂猶豫者善不生故。」然後評別家義云：「有義；此疑以慧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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猶豫簡擇說為疑故。毘助末底是欵義故；末底、般若，義無異故。」（卷六、

頁五八）今按：此似批評安慧。 蓋安慧雖亦認為疑與般若（prajba）不同，但

解猶豫云：「種種慧〔起〕，便是猶豫」（vividha  matirvimatih），此中「猶

豫」一詞，便是成唯識論所說的「毘助末底」（vimatih），「末底」（matih）

的意思便是慧。 所以述記解云：「於慧上加毘字助之，毘（vi-）是種種義，即

指種種慧也 ….. 故知疑體即慧。」（卷六、頁一七四）但是，成唯識論認為：

不能以名辭的構造關係來代表體性關係，正如 jbana （智）和 vijbana（識）一

樣，語根和語幹都相同，但增一字頭 vi-意義即全變。 此即：「毘助若南

（jbana），智應為識，界（語根）由助力，義便轉變，是故此疑非慧為體。」

（同上）其次，以上六煩惱，成唯識論在逐一疏解之後，即綜合討論到俱起和

與識、受、界繫等相應問題，安慧釋文無。 

 49由第十二頌起，偈體譯文即無法與原文逐句對等，一來是因為文字調

動，例如「隨煩惱」之總名原文置於最末，即在第十四頌尋、伺之後，今順應

上文習慣，移譯於前；二來這裡多是心所名，原有文些音節頗長，譯成中文後

僅得一兩字，於是無法在長度上對應。 現在的補救辦法，是在譯文中增加連接

詞（奘譯亦然）。 經如此調動、增譯的結果，原文第十三頌中尚有放逸、失念

兩心所名須移在第十四頌中譯出。 

 50最後兩句奘譯為：「不定謂悔、眠、尋、伺。二各二」，意思本來與此

同，但却確立了不定心所的名稱。 原文「隨煩惱」一名在尋、伺之後，所以即

統括了以上的二十四法。 但跟着說「二二各二種」，目的即在補充說明最後的

兩對心所在性質上可有二種，這就有不定的意義，所以玄奘翻譯時，便逕以不

定心所一名來代替。 不過，若根據其他資料綜合來看，則不定心所一名亦不一

定是玄奘據內容所加，亦可能是佛敎傳統的分類。 因為部派佛敎中，已有不定

心所，如俱舍論即以為有八法。 世親另外兩本著述：五蘊論和百法明門論亦同

樣有不定心所。所以三十頌中雖未明列，可能是受字數限制的結果，亦可能是

隨順瑜伽師地論的講法（瑜伽以此四為隨煩惱），不一定不立；只是影響所

及，安慧亦未明言而已。（但廣五蘊論則明言有之）。 

 51成唯識論云：「云何為忿？依對現前不饒益境憤發為性，能障不忿，執

仗為業；謂懷忿者多發暴惡身表業故。此即瞋恚一分為體，離瞋無別忿相用

故。」（卷六、頁六一）大體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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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成唯識論云：「云何為恨？由忿為先，懷惡不捨、結怨為性。 能障不

恨、熱惱為業；謂結恨者不能含忍，恆熱惱故。 此亦瞋恚一分為體，離瞋無別

恨相用故。」（同上）亦大體一致。 

 53以上解「覆」，在行文上較接近廣五蘊論：「云何覆？謂於過失隠藏為

性；謂藏隠罪故，他正敎誨時，不能發露，是癡之分。 能與追悔，不安隠住所

依為業。」（大正藏卷三一、頁八五三中）不過，成唯識論認為此覆雖有人主

張是癡一分，但究實而言，應該是「貪、癡一分攝，亦恐失利、譽，覆自罪

故。」（卷六、頁六一） 

  
54即指 dawita 與其原義 dawi 一致。 又，此數字，皆從表示齧食意義的語

根√aw 變來。 

 
55此據藏本譯。 梵文原作 bhidyate（區別），句意即成：非在實體上有

別。 今易為 vidyate（存在）。 

 56成唯識論釋惱云：「云何為惱？忿恨為先，追觸暴熱很（狠）戾為性，

能障不惱，蛆螫為業；謂追往惡觸現違緣，心便很戾多發囂暴，凶鄙麤言蛆螫

他故。 此亦瞋恚一分為體，離瞋無別惱相用故。」（卷六、頁六一）此雖未從

語源上釋，但內容一致。 

 57廣五蘊論云：「云何嫉？謂於他盛事，心妬為性；為名利故，於他盛事

不堪忍耐，妬忌心生，自住憂苦所依為業。」（大正藏卷三一、頁八五三中）

亦畧近本文。 

 58廣五蘊論云：「云何慳？謂施相違，心悋為性；謂於財等生悋惜故，不

能惠施，如是為慳。 心遍執著利養眾具，是貪之分，與無厭足所依為業。無厭

足者，由慳悋故，非所用物，猶恒積聚。」（同上）內容亦幾一致。 

 59「邪命」（ajiva），指不正當的生活。 據藏譯五蘊論釋，則強調邪命

在此處的用法是指：「由身語之詐偽而得來卧具等〔物質〕生活，不從精進而

得者生活。」（參看野澤譯、頁三○○） 

 60成唯識論云：「云何為誑？為獲利、譽，矯現有德，詭詐為性，能障不

誑，邪命為業；謂矯誑者心懷異謀，多現不實邪命事故。 此即貪、癡一分為

體，離二無別誑相用故。」內容亦畧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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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據律天疏，所謂「展轉遷移」（anyenanyat  pratisaran），即「有所問

時以別事答」；「散蔓」（viksipati），即變更話題；「含混」（aparisphuta，

亦譯「不明瞭」），即語焉不詳之意。（參看野澤譯、頁三○一） 

 
62廣五蘊論云：「云何諂？謂矯設方便，隠已過惡，心曲為性。 謂於名

利有所計著，是貪、癡分，障正敎誨為業。 復由有罪，不自如實發露歸懺，不

任敎授。」（大正藏卷三一、頁八五三中、下）大旨亦同，唯文字較簡。 

 
63「成功」，原 paryatta，其結構形式為表示「施與」意義之語根√da   

的過去被動分詞與字頭 pari‧a-合成。宇井即據此譯為「被取去」，野澤則譯

為「被執持」，似皆不達原意。 今據佛蘭克林‧愛瑞頓（Franklin Edgerton）的

佛敎混用梵語辭典（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Dictionary），謂此字有 masters, 

overcomes 之意，故譯如上。 

 64成唯識論將「憍」置「害」之後，次序畧異。 其釋「憍」云：「云何

為憍？於自盛事深生染著，醉傲為性，能障不憍，染依為業；謂憍醉者生長一

切雜染法故。此亦貪愛一分為體，離貪無別憍相用故。」（卷六、頁六一）今

勘安慧釋文，則未指出憍以貪一分假立；廣五蘊論則有說明。 

 65安慧對「害」的解釋，與「忿」幾一致。 忿強調內心的憤怒，害是發

出傷害行為的心理根據，二者似有先後。廣五蘊論云：「云何害？謂於眾生損

惱為性，是瞋之分。損惱者，謂加鞭、杖等。即此所依為業。」（大正蔵卷三

一、頁八五三下）語較簡潔。 

 66「給予」（dana）一詞，原文脫落，今據藏本及參考下文釋「惛沉」 

一段之文字補。 

 67「無慚」、「無愧」，成唯識論說前者是「不顧自法」，後者是「不顧

世間」，最後都是「生長惡行」，與安慧釋文旨亦同。 其次，問及此二是一特

殊對象境抑是一普遍境的問題，成唯識論以為此二「是二通相」（即普遍

境），因為不論「隨緣何境」都是會有這種心態的（卷六、頁六二）。俱舍論

以此二為「二大不善地法」，恐怕亦是這一理由。 今安慧亦以為此二不過是在

貪、瞋、癡的活動上假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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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8此句亦可以譯為：「不活動的抽象名詞就是重鈍。」蓋‘bhava’一詞，

除表狀態、關係之意外，從語言觀點看，就是抽象名詞。 不過從行文看，則顯

非此義。 

 69成唯識論以惛沉在掉舉之後，同時其釋惛沉亦與安慧異：「云何惛沉？

令心於境無堪任為性，能障輕安、毘鉢舍那為業。」（卷六、頁六二）此即強

調對禪定進行的妨礙，安慧未言。 但下文又云：「惛沉別相謂即瞢重，令俱生

法無堪任故。」述記解云：「瞢謂○瞢，即是惛義；重謂沉重，即是沈義。」

（卷六、頁二二○）雖是拆字法，但與安慧釋同，推想此為惛沉之原義。 

 70成唯識論亦云：「云何掉舉？令心於境不寂靜為性，能障行捨、奢摩他

為業。」（卷六、頁六二）與安慧釋同。 

 71上文釋「信」的活動有三種行相，此處即與之對照着說。讀者請覆按上

文。 

 72成唯識論云：「云何不信？於實、德、能，不忍樂欲，心穢為性；能障

淨信、惰依為業。謂不信者多懈怠故。」（同上）內容較簡。 

 73成唯識論認為，「懈怠」固然是「於善、惡品修、斷事中懶墮為性，能

障精進」，但還有「增染為業」，因為「於諸染事而策勤者亦名懈怠、退善法

故」（同上）。就文字看，此點安慧似未言。但若對照上文安慧釋精進處，則

「增染」正是懈怠的作用。 

 74此解與廣五解蘊論一致。 彼論云：「云何放逸？謂依貪、瞋、癡、懈

怠故，於諸煩惱心不防護，於諸善品不能修習為性，不善增長，善法退失所依

為業。」（大正藏卷三一、頁八五三下） 

 75成唯識論與漢譯廣五蘊論均有明確指出：失念是於所緣「不能明記為

性」，安慧於此雖未提及，但據藏譯五蘊論釋，則以為「有染汚之念」，即對

善蒙昧；又上文釋念心所時，已說明念是「心的明記性」，所以亦可以一致。

其次，成唯識論對失念的存在體性提出討論，舉三說：一、念一分說，二、癡

一分說，三、念、癡俱各一分說。今按：安慧似是第一家義。 

 76散亂的性質，諸論都說它是「令心流蕩」（成唯識論）或「令心、心法

流散」（廣五蘊論），但在業用上，成唯識論則說是「能障正定、惡慧所

依」，而非「能障離欲」（廣五蘊論）。其次，對於散亂的存在分位，成唯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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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亦舉三家解釋：一、癡一分說，二、貪、瞋、癡俱各一分說，三、別有體

說。今安慧顯屬第二家義。 

 77安慧此解同廣五蘊論。 彼論云：「云何不正知？謂於煩惱相應慧，能

起不正身、語、意行為性，違犯律行所依為業。謂於去、來等不正觀察故。而

不能知應作、不應作，致犯律儀。」（大正藏卷三一、頁八五四）其次，成唯

識論對於不正知的存在分位，亦有三師說：一、慧一分說，二、癡一分說，

三、俱一分說。安慧顯屬第一師義。又：若依成唯識論，隨煩惱之解釋至不正

知止，共為二十。其中又分三類：一、小隨煩惱，由忿至害，共十心所；二、

中隨煩惱，包括無慚、無愧兩個；三、大隨煩惱，即掉舉以下八心所。但安慧

無此劃分。 

 78成唯識論云：「悔謂惡作，惡所作業，追悔為性，障止為業。」（卷

七、頁六五）此即安慧之義。但其下文又云：「此即於果假立因名，先惡所作

業，後方追悔故。」（同上）此則安慧未言。 

 79成唯識論云：「眠謂睡眠，令身不自在，昧畧為性，障觀為業。謂睡眠

位身不自在，心極闇劣，一門轉故。」（卷七、頁六五）內容亦大畧相同。下

文討論悔、眠的存在分位，總列四說：一、均以癡為體；二、應分染善兩類

說，前者以癡為體，後者以無癡為體；三、惡作以思、慧兩心所為體，睡眠以

思、想兩心所為體；四、各別有體。安慧蓋屬第一家義（據藏譯五蘊論釋，惡

作屬癡一分。見野澤譯、頁三一四） 

 80安慧釋尋、伺，較成唯識論及廣五蘊論詳盡。成唯識論云：「尋謂尋

求，令心悤遽於意言境麤轉為性；伺謂伺察，令心悤遽於意言境細轉為性。此

二俱以安不安住身心分位所依為業。並用思、慧一分為體，於意言境不深推度

及深推度義類別故；若離思、慧，尋、伺二種體類差別不可得故。」（卷七、

頁六五）廣五蘊論在行文上更接近本譯。此處不欲多所重複，從畧。 

 
81成唯識論解「二各二」（dvaye dvidha）時，舉三釋，其第三釋據述記

說，即是安慧義，今勘果然。述記解云：「初一『二』者，顯二種『二』：

一、悔、眠二；二、尋、伺二。 何以知者？梵言特縛炎（按即 dvayam）、特

縛曳（按即 dvaye）別。其特縛炎但名為二，即一名身中目一種二。泛言二

也，即是一種二。今梵本言特縛曳者，即二名身中目二種二義故。今一種二

言，顯二種二，與前特縛炎別。不爾，有何別因一種二言目二種二？聲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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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卷七、頁八）今按 dvaye 是梵文「二」字（dvaya，中性名詞）的雙數

主格（Nom. Du.），所以「二名身中目二種二義」；若一種二，便是 dvayam

（Nom. Sg.）。這種文法觀念，中文極難譯出，所以述記費如許唇舌，仍然解

不清楚。 今譯為「二二」或「兩對」，便較明白，即共有四法。  然後，再在

這兩組法中，又各有二種，成唯識論所謂「各有二，謂染、不染、非如善、染

各唯一故。」（卷七、頁六五）這一解釋，與安慧義完全相同。所以，從這些

地方看來，安慧自己雖未另闢不定心所之名，可能只是因為別的原因，或只是

順頌文的意思解，並非有意遺漏或不贊成的（參看註 50）。 

 

三 三種轉化小結 

 

 此中、色、聲等六種〔境〕的收攝，隨其所應而與遍行，別境，善、煩

惱、隨煩惱〔等〕一切心所相應。 如是有三受，即復與樂、苦、及不苦不樂三

種受相應，因為在喜、憂、捨位色等〔境〕中，此〔受〕生起故。 復次，〔這

六種收攝，又〕有善、不善、無記。 

 

 然而，阿賴耶識則唯與五遍行相應而不與其他〔相應〕，又唯捨受，及

無覆無記。染汚意則與五遍行及我癡等四煩惱〔相應〕，亦唯捨受，及有覆無

記 1。 

 

註： 

 1自釋文之結構言，此段結語包括三種轉化，應獨立在第四品外。 以內

容簡畧，不過為牒述前文，故附於此，不再別開一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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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品  諸識起現 

 

一 五識起現 

一．一 

 現擬考慮下列〔問題〕：〔假設〕眼等五識的所緣緣同時現前，是否自

阿賴耶識中亦只有一〔識〕生起，而非二〔識〕、亦非多〔識生起〕？正如有

一類人 1認為：非二〔識〕、亦非多〔識〕同時〔生起〕，因為等無間緣無

故，唯有一識生；復次，在一識中亦不能取多等無間緣故。或〔有人認為〕不

定：若只有一緣現前，便只有一〔識〕生，如是若有二或多緣現前，便有〔二

或多識〕生。故說： 

 

依於根本識 2，五識隨緣現：或俱、或不俱，如濤波依水。（第十五頌） 

 （五識在根本識中隨緣而起：或同時或不同時，就像水上的波濤〔的生

起情形〕一樣。） 

 

 「五」者，指與彼隨行意識相伴的眼等五識。由於阿賴耶識是眼等五識

種子的所依，〔五識種子〕由此而起故；復次，在諸趣中取生 3故，所以稱為

「根本識」4。 「隨緣現」者當各個不同的緣現前，即分別有不同的〔識〕決定

現起。〔現起，〕即是得自體〔的意思〕。 「或俱或不俱」者，指同時或次第

〔生〕。「如濤波依水」者，是對諸轉識從阿賴耶識中同時或不同時生起的譬

喻。 如〔經〕云： 

 

 「廣慧，譬如大水流動時，若有〔能使〕一波生起之緣現前，唯一波

生；若有〔能使〕二、或三、或多波生起之緣現前，〔便有二波〕乃至多波

生。 然而，此水之流動奔流不斷，而不知有盡。 如是，廣慧，如彼大水，阿賴

耶識即是依止、即是住處；若有〔能使〕一眼識生起之緣現前，唯一眼識生；

若有〔能使〕二、或三、或五識生起之緣現前，即於一時乃至有五〔識〕

生」。」於此有偈云： 

阿陀那識甚深細， 一切種子如暴流； 

我於愚夫不開演，莫使分別 5執為我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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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 

 另一方面，〔若說〕等無間緣如識的所緣緣那樣各別決定，則不能認

許，因為一切識生時，一切識均可以為其等無間緣。因此，所緣緣現前時，即

使是由一等無間緣〔引導〕有二或多識生起亦不相違 7。 

 

 復次，等無間緣雖無各別決定、「但若主張」在五〔識的〕所緣緣現前

時，仍唯一〔識〕生，而非五〔識生〕，此說是否有理由 8？因此，當所緣真有

時，應許五〔識〕亦生 9。 

 

註： 

 
1據律天註，此指經量部等師，認為不能同時生兩個以上的識，因為等無

間緣只能引一識故。（參看野澤譯、頁三二三） 

 
2此句玄奘譯為「依止根本識」，這是據釋文意義譯，即以阿賴耶識為依

（awraya）。但原文為於格形式：mulavijbane（Loc. Sg.），故譯作「依於」較

合。 

 
3「取生」，原文 janmopadana，即在六趣之中執持其生，（亦名受生

upapatti）由此以形成其下期生命之活動。「取」（upadana）即是執持的意

思。 

 
4成唯識論認為根本識不宜通過阿賴耶識的觀念解，故只說：「根本識者

阿陀那識，染淨諸識生根本故。」（卷七、頁六七）述記解云：「言阿賴耶

者，位便局故。」（卷七、頁三一）這就是說，阿賴耶識之名，偏重染法根

本，所以不若阿陀那識可以兼攬淨法。 此與安慧釋立塲異。 安慧只是順上文阿

賴耶識一觀念解。 其次，根本識的得名，成唯識論說是：「謂前六轉識以根本

識為共親依」（同上），安慧亦云：「阿賴耶識是眼等五識種子的所依」，則

二說共通。不過成唯識論更解何以此中不包括第七識之故，此則非安慧所有。 

蓋安慧時代第七識是否獨立為一識以言其存在，尚有問題（參看上文第三品第

一節註 2）。 

 
5「莫使分別」，奘譯「恐彼分別」。 今按此語原文為 mohaiva，可能是

由 ma ．uha．eva 三字組成，故改譯如上。（宇井易原文為 mahaiva，亦費解，

不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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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以上一段經文，蓋引自解深密經之心意識相品，唯畧有刪節。茲附玄奘

譯文比對如下： 

 「廣慧，譬如大暴水流，若有一浪生緣現前，唯一浪轉；若二、若多浪

生緣現前，有多浪轉。然此暴水自類恆流，無斷無盡 …… 如是，廣慧，由似暴

流，阿陀那識為依止、為建立故。 若於爾時有一眼識生緣現前，即於此時一眼

識轉；若於爾時乃至有五識身生緣現前，即於此時五識身轉……爾時世尊欲重

宣此義而說頌言：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暴流；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

分別執為我。」（大正藏卷一六、頁六九二） 

 7據律天疏，前段引解深密經是敎證，此段是理證。按成唯識論在釋諸識

起現之後，亦有一段藉外人難及由一等無間緣而引多識生起的問題。 原文如

下：「（問）一身唯一等無間緣，如何俱時有多識轉？（答）既許此一引多心

所，寧不許此能引多心？又誰定言此緣唯一？說多識俱者，許此緣多故。」

（卷七、頁七○）此即與安慧釋不同。 

 8這是從反面論證五識可以俱生，以與前段照應。成唯識論亦有相類似的

返難：「又欲一時取多境者，多境現前寧不頓取？諸根、境等和合力齊，識前

後生不應理故。」（同上） 

 9以上言五識起現，安慧的重點，始終在五識是否可以俱生的問題；若據

成唯識論，則先着重對「隨緣」一義的了解，然後方及於俱生的問題（即註

7、8 所引），恰為安慧所畧。茲引如下：「五識者，謂前五轉識種類相似，故

總說之。隨緣現言，顯非常起。 緣謂作意、根、境等緣。 謂五識身內依本識，

外隨作意，五根、境等眾緣和合，方得現前。 由此或俱或不俱起，外緣合者有

頓、漸故。 如水濤波，隨緣多少。」（卷七、頁六七）因此，述記即承此意，

進一步分解各識生起時所須的緣的數目。 例如說肉眼具九緣：空、明、根、

境、作意、根本依（第八識）、染淨依（第七識）、分別依（第六識）、因緣

依（種子）等（參看卷七、頁三二）。 

 

二 意識起現 

二．一 

 現應說次項〔問題〕：即意識是否與眼等識俱起？或不與〔眼等識俱

起〕？或全無〔眼等識而起〕？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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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常現起，除却無想果 1、二定、無心之睡眠與悶絕。（第十六頌） 

 （意識是恒常生起的，只有無想果、和〔無想、滅盡〕兩種定，還有無

心狀態的睡眠與悶絕〔等五種情形〕例外。） 

 

 「常」者，即一切時；〔不論其〕與眼等識俱或不俱的意思。 〔今〕在

此通則中取例外，故說：「除却無想果、二定、無心之睡眠與悶絕。」 

 

 此中，「無想果」者，即生於無想有情天中〔的眾生〕，〔在此位

中，〕其心、心所法〔的活動〕己經息滅 2。 

 

 「二定」者，指無想定和滅盡定。 此中無想定者，指已離第三禪貪、而

尚未離上〔地〕貪〔的修行者〕，由以出離想 3為先的作意〔的活動〕，使意

識及其相應心所息滅，這就稱為無想定。 而滅，即是由此〔修習活動〕而滅

〔的意思〕。 復次，這〔滅〕也就是相應於意識的現行的滅。 〔它〕是所依 4

的特殊分位。 復次，此定由心的無間〔延續〕而使餘心的生起相違，由此而得

所依，故說為定。〔至於〕滅盡定者，指已離無所有處貪〔的修行者〕，由以

寂住想 5為先的作意〔的活動〕，使一起相應的意識和染汚意滅。 和無想定一

樣，這也是在所依的特殊分位上施設 6。 

 

 「無心之睡眠」者，由於所依〔之身體〕為熟睡所累，在這段期間內意

識不起，所以稱為無心。 「無心之悶絕」者，因突然的打擊，或因風、熱、痰

失調 7，身體不均衡，於是有違意識的生起，即於此施設為無心之悶絕 8。 

 

 除此五位，此外的一切階位應知均有意識生起。 

 

二．二 

 如上所述，在無想果等〔情形〕中，意識已滅，何以離開此〔等情形〕

時，〔意識〕又再生起？因為彼〔修行者〕無有死故 9，所以它再從阿賴耶識

生。 為什麽呢？因為這〔阿賴耶識〕擁用一切種子故。 



87 

註：  

 
1此句玄奘譯為「除生無想天」，與原文畧有距離。 原文只是說除却無

想果〔的狀態〕（asamjbikadfte），而不是生於無想天（asamjbisattva-deva，無

想有情天）。 但若從意義上說，則亦可以說是相通。 因為修行者若得生於無想

天，是他修行無想定而引致的果報。 

 
2據述記，無想天的生往，是因為有「諸外道以想為生死之因，今偏厭

之 ….. 想滅為首。」（卷七、頁三五）這即是說，無想天的境界，是從修習一

種以去除「想」為目的的禪定（無想定）而達到的。 據說，當時有外道相信這

即是最高的悟境，但從佛敎看來，不過是第四禪中的廣果天而已。所以成唯識

論描述這種境界云：「修彼定，厭麤想力生彼天中，違不恆行心及心所，想滅

為首，名無想天。」（卷七、頁六八）所謂「麤想」，即前六識想（言下之

意，即尚有七、八細想在）；「不恆行心」，即前六識心。所以述記解，即明

白指出：「顯六轉識滅全不行，非如七、八，無不行故。」（同上） 

 
3「出離想」（nihsaranasamjba），即厭離想，希望自「想」中出離。 述

記釋云：「修唯厭背想作意，於所生起種種想中厭背而住；唯謂無想寂靜微妙

於無想中持心而住。如是漸次離諸所緣，心便寂滅。」（卷七、頁四一） 

 
4「所依」（awraya），此處蓋指生命的所依、有情的所依而言；亦即生

命在修行實踐中的一種特殊情態。 但「所依」一詞，有時亦指身體，或生命的

存在體。 終極而言，則指阿賴耶識。 

 
5「寂住想」（wantaviharasamjba），成唯識論譯作「止息想」，即希望

通過「想」能徹底止息作意的活動，而入於一「無心寂靜」的禪定境界（述記

卷七、頁四四）。 據說，由修此定，可生於無色界中最高的有頂天。 

 
6無想定和滅盡定依安慧的解釋都是止滅意識活動，但無想定並不包括滅

染汚意（參看上文第三品第三節）。 對此，成唯識論的解釋亦同。成唯識論

云：「滅盡定者，謂有無學或有學聖，已伏或離無所有貪，上貪不定，由止息

想作意為先，令不恆行、恆行染汚心、心所滅，立滅盡名。」（卷七、頁六

九）此中「恆行染汚心」，即染汚意。 

 
7「風、熱、痰」（vata-pitta-wlesma），這可能是當時一般印度人的講

法，認為身體內有三種重要的液質，彼此互相調和。這就是風（精力、氣

息）、熱（胆汁）、痰（黏液）。 見金七十論（大正藏卷五四、頁一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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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但成唯識論及述記均未言此義，在行文中反有導人誤以為此三者是外緣

之義。如述記引大論第一云：「由風、熱、痰等他咒術、神力所引，瀉過量出

血故。」（卷七、頁五五） 

 
8成唯識論解睡眠與悶絕云：「疲極等緣所引，身位違前六識故，名極重

睡眠……風熱等緣所引，身位亦違六識故，名極重悶絕。」（卷七、頁六九） 

 
9成唯識論設問云：「正死生時亦無意識，何故但說五位不行？」答：

「應說死生即悶絕攝，彼是最極悶絕位故。」（卷七、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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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分    唯表別論 

第六品  一切唯表別 

一切唯表別的證成 

一˙一 

〔在第一頌中〕所提出的於識轉化上施設我､法､又〔說〕這〔種轉化〕有三種,

〔到第十六頌為止〕三種都已經詳細說明｡ 現在, 為了證成我､法施設的起現 1唯

是識的轉化, 而不是在識轉化外別有諸我或諸法的這種主張, 故說: 

 

識轉化分別 2｡彼皆所分別｡由此 3彼皆無,故一切唯表 4｡（第十七頌） 

（這 5識的轉化就是分別｡ 那些〔我､法〕都是所分別｡ 因此, 它們〔其實〕是沒

有的, 這一切都不過是一種表別狀態的存在 6｡） 

 

在此〔論〕中前述的三種轉化, 即是這裡〔所說〕的「分別」｡〔換言之, 能〕增

益境相 7的三界心､心所, 就被稱為分別｡ 如〔論〕云:  

 

虛妄分別, 即三界心, 心所 8｡ 

 

依是, 阿賴耶識､染污意､轉識, 連同〔它們的〕相應〔心所〕, 均以分別為自性〔, 

由此〕三種分別, 於是一切所分別的器､我､蘊､處､界､色､聲等物事,都不是實有｡ 

 

這種識的轉化, 就稱為分別: 因為所緣不是實有的緣故 9｡ 

 

一˙二 

復次, 彼所緣不是實有, 此事如何得知﹖其實,  一法〔能够成為所緣, 〕祇有在它

的能作因已經具足, 並在無相違〔因〕的情形下,  它纔生起,  而非〔因為有〕別

的〔原因〕10｡ 但另一方面,  對於〔那些〕幻像､乾闥婆城 11､夢､翳眼〔之影〕等

不真實的所緣､ 識亦生起｡ 所以, 若說識須與〔真實的〕所緣結合而生, 如是, 實

有的幻等境無故, 識應不起｡ 由此, 〔我們認為, 〕識是從前〔一剎那〕已滅的同

類識生, 而不是從外境〔生〕12；因為彼〔外境〕不存在時, 〔識〕仍起現故｡ 復

次, 即使境不異,  但諸知覺者〔對之〕仍然有彼此相違的知覺, 因此〔若主張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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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是從外境生, 則〕於一物中有多個彼此相違的自體不合理｡ 所以, 分別的所緣

由於以增益為其自性, 應知不是實有 13｡  

 

一˙三 

以上, 〔對於所緣的〕增益边（邊）已先予以破斥；〔現在〕欲破除損減邊, 故

說:「故一切唯表」｡〔此中, 〕「故」者, 是由此〔之意〕；即由此一以轉化為

自性的分別而有所分別｡ 所以這〔些所分別的法〕是沒有的, 因為〔外〕境無故, 

即一切唯表｡「一切」, 指三界內之法及無為法｡「唯」字是為簡別在此以上（以

外）的境｡「-ka」字則是為了補足〔頌文中第四句的〕字數 14｡ 

 

註: 

1「起現」, 原文作 prajñapyate, 乃施設之義, 今勘藏本及據第一頌「我法施設相,  

許有種種現」之義, 改為 pravartate（起現）｡ 

2此句玄奘譯為「是諸識轉變」, 「分別」兩字則移下句｡ 今按原文

vijñanaparinamo'yam vikalpo, 皆作主格, 此即說明「分別」(vikalpo)一詞作「識

轉化」一詞的補語, 故應譯作:「識轉化者即是分別｡」(參看次行語體文譯)  

3「由此」, 指上句「彼皆所分別」(參看下文一˙三段解), 成唯識論引護法義解作

「由此正理」(述記､卷七､頁六五), 意思即有不同｡ 

4合以上三句, 方為一完整句｡ 此中前後兩「彼」字, 依原文兩個關係代名詞

(yad……tan……)譯, 所以所論謂的對象是同一的 (參考次行語體文譯)｡ 玄奘的譯

法,  由於把前句的「分別」兩字移下, 於是影響了後人的詮解, 見註 8｡ 

5此字依原文 ayam 譯; 即奘譯「是」字｡ 

6「存在」兩字,  據原文「唯表」一詞之語尾 –ka 譯｡ 按「唯表」,  即

vijñaptimatra,  在第四句中由於尚差一音節方足字數, 故世親補入-ka 字成為 

vijñaptimatrakam｡ 由於 –ka 有表示所屬的意思,  因此亦可以譯為「東西」或

「者」｡ 不過若自義理上看,  則不必拘泥,  以陷於語言之網｡ 

7「增益境相」(adhyaropitarthakarah), 「增益」(adhyaropita)的原意是在上面增

大,由 adhy•a- 和表示「生長」､「增大」意義的語根√ ruh 的使役狀態合成, 因此

可引申為「虛假」､「虛構」的意思｡「增益境相」, 即說明了這一所緣境是虛假

地思構出來的, 並非為客觀獨立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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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此蓋引自辯中邊論｡ 原文云:「虛妄分別差別相者, 即是欲界､色界､無色界諸心､

心所｡ 」(大正藏卷三一､頁四六五上) 

9以上解「分別」, 安慧主要是通過識轉化的觀念解｡ 本來, 在用法上, 這兩個概念

應有區分｡ 依上文註解, 分別是主體對客體進行收攝的活動, 這種收攝的結果,  最

後即虛構出客體的形相來以成執, 所以它的意義主要是從認識關係上說; 但轉化

則是說明客體的存有, 都是從識轉化出, 所以在這裏所表達的是存有關係｡ 由於

識兼具這兩方面的意義（參看上文第二品第二節註 3-5 ）, 所以安慧從一最廣的

角度說識轉化就是分別: 識為它自己的分別活動提供對象｡ 不過問題是: 分別活

動是向外收攝的, 所以在這一作用下, 純從這一方面想, 識的轉化層便會分裂為二: 

一是能知心識的存在, 二是所知對象的存在; 這也就是成唯識論見､相二分的由來

｡ 所以成唯識論解此頌文云:「是諸識者, 謂所說三能變識及彼心所, 皆能變似見､

相二分, 立轉變名｡ 所變見分, 說名分別, 能取相故; 所變相分, 名所分別, 見所取

故｡ 由此正理, 彼實我､法離識所變皆定非有; 離能､所取無別物故; 非有實物離二

相故｡」（卷七､頁七Ο至七一）這樣的解釋, 便與安慧有距離而與護法解識變的

觀念較近（參看成唯識論卷一､ 頁一, 又本書第一品第一節註 11）｡ 依安慧意, 

是不必通過能､所的二分來說明我､法不落這兩範疇下, 而衹須緊隨頌文（自然, 

這裏涉及對頌文的了解問題, 玄奘的翻譯亦可能是受護法影響｡ 此問題甚複雜,  

今暫置之不論）,  把經驗上的一切法都列為識的分別作用下的存在（即所分

別）, 而最後歸之於識所提供（識轉化）, 所以我､法不是實有｡ 比較起來, 安慧

這一解釋較為簡樸, 且亦可能較接近唯識的原義｡ 護法則發揮了他的分析能力, 

使問題步法緊嚴, 但亦可能趨於質實複雜｡ 此外, 很奇怪的是,  成唯識論中引有一

段據說是難陀的見解, 但却與安慧說幾乎是完全一致的, 如下:「或轉變者謂諸內

識轉似我､法外境相現｡ 此能轉變即名分別, 虛妄分別為自性故, 謂即三界心及心

所｡ 此所執境名所分別, 即所妄執實我､法性｡ 由此分別變似外境假我､法相, 彼所

分別實我､法性決定皆無｡」（卷七､頁七一）此外, 述記亦引述一段資料謂是安

慧說, 但却全採後期唯識家的名詞, 與今釋文不合｡ 茲亦引錄如下:「安慧解云: 何

名轉變? 謂是三識自體皆能變似見､相二分｡ 識自體分名為轉變｡ 轉變者變現義, 

即識自體現似二相, 實非二相, 其實二相即所執故｡ 即徧計所執, 似依他有, 理實

無也｡ 或轉變者是變異義, 謂一識體變異為見相二分用起也｡」（卷七､頁六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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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許是因為窺基認定了安慧是一分家義, 所以纔有這樣的傳言吧（參看第一品

第一節註 11）｡ 

10此中意趣, 蓋在說明一法的生起, 皆受其前時心識活動牽引, 而與外境無關, 所以

下文說這是由其同類識生｡ 其次, 這也說明了一法的生起, 均各有其特殊條件,  所

以法與法之間不會相混, 亦不會錯亂｡ 這是安慧解釋 「識轉化」 的重要觀念,  由

此可見其立塲是更接近於主觀觀念論, 而與成唯識論承認有「疏所緣」不同｡ 此

意詳論之且俟異日｡ 

11「乾闥婆城」, 原文 gandharvanagara, 據說乾闥婆神（天龍八部之一, 以香為食,  

又名尋香; 一說乃司雅樂之神, 此蓋與吠陀之頌讚有關）, 能於空中幻化城巿, 經

典中遂多取為假有､不實在事物的譬喻｡ 

12此義宜參看第一品一˙三段及註 10｡ 

13以上一段破所緣以歸唯表, 在意義上相當於成唯識論後文所解答的唯識九難, 不

過在內容上不同｡ 唯識九難可能是由護法組織, 大部分均取自唯識二十論; 也許

是因為這一點, 所以安慧纔不擬重複吧｡ 

14此句意思見註 6｡ 又, 以上一段自唯表立場說雙離增､減二執, 以履中道, 與成唯

識論的一段結文相同, 但如依述記解, 則有異｡ 成唯識論云:「是故一切皆唯有識, 

虛妄分別有極成故｡唯既不遮、不離識法, 故真空等亦是有性｡ 由斯遠離增減二

邊, 唯識義成, 契會中道｡ 」（卷七､頁七一）述記解云:「無心外法故, 除增益邊; 

有虛妄心等故, 離損減邊｡」（卷七､頁六七）這就把成唯識論句中的「識」字理

解為心識, 而不是表别境了｡ 

 

二  各種分別的生起 

 

若一切〔存在〕都祇是唯表別的狀態, 無外在的作者和作具 1, 則〔識的〕各種分

別如何在不受〔外力〕支配｡〔及〕在無作具的情形下, 自根本識中起現? 故說: 

 

識有一切種 2｡ 以相互力故, 如是如是轉 3, 彼彼分別生｡（第十八頌） 

 

（〔阿賴耶〕識其實是一擁有一切種子的存在｡ 由於〔它和各轉識〕彼此的相

互影響力, 於是〔識的〕轉化就如此如此地進行, 因此有各種各樣的分別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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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 「有一切種」者,  即有能生一切法的功能隨伴, 故名｡「識」, 指阿賴耶識｡

然而, 〔因為〕亦有無一切種子的識存在 4, 所以須說明為「有一切種」5｡〔復次

｡〕離識外亦有人妄執「勝性」第〔一類的存在〕有一切種子 6, 〔為簡除之,〕

故說為「識」｡ 或復次, 於一語中〔主詞意義〕雖有不定, 但能別､所別〔成一命

題而〕顯現故, 此即無過失 7｡ 

 

「以相互力故, 如是如是轉」者, 與前一分位的狀態相異, 就是「轉（化）」｡

「如是如是」者, 意思是說已至一能無間生起各種分別的功能分位｡「以相互

力」者, 一方面是指眼等識的活動（起現）, 增長自身的功能即成為有殊勝功能

的阿賴耶識的轉化之因; 另一方面, 此阿賴耶識的轉化, 又成為眼等識〔活動〕之

因｡ 如是相互作用, 兩皆生起 8｡ 所以各種各樣的分別〔能够〕自阿賴耶識中不受

外〔力〕支配, 非一而起 9｡ 

 

註: 

1作具 (karana), 造作活動時所須的工具或手段｡ 有時亦指感官｡ 這裏是一般用法｡ 

2此句奘譯:「由一切種識」, 「由」字增譯｡ 原文實為一獨立句子: sarvabijam hi 

vijñanam, 在此句子中, 識 (vijñanam) 與擁有一切種子者 (sarvabijam) 同格,  因此

應譯為: 識其實是有一切種子的存在 （參看次行語體文譯）｡ 

3以上兩句, 恰與奘譯倒置｡ 按原文: parinamastatha tatha yatyany○nyavawad,  在位

置上的確是「如是如是轉」在前,  但依原義之因果關係審察,  則以先提因文氣較

順,  故今易之如上｡ 其次, 「相互力」（anyonyavawa）, 玄奘譯為「展轉力」,  今

不從｡ 蓋「展轉」之意,  兼貫時､空兩方面, 而常識用法則更重時間義, 但若自內

文看來, 則純為一空間的對待關係, 故譯為「相互力」較妥｡ 此義, 宇井譯中亦有

指出, 見彼著頁二三三｡ 

4依律天, 此指諸轉識（見野澤譯､頁三四一）｡ 又成唯識解「種識」云: 「種識

二言簡非種識, 有識非種, 種非識故｡ 」（卷七､頁七三）意思亦同｡ 蓋「有識非

種」,  即指轉識, 而「種非識」, 則指數論「物原」一類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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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此句强調阿賴耶識是一擁有一切種子的存在, 這樣纔可以成為種種分別生起的

根據, 因為真正能生者是種子｡ 成唯識論亦有此義: 「又種識言, 顯識中種, 非持

種識……此識中種, 餘緣助故, 即使如是如是轉變｡ 」（同上） 

6這裏主要是批評數論｡ 數論立「物原」（prakrti,  舊譯「自性」）, 即所謂「勝

性」（pradhana）｡ 物原由三德所成, 畧似賴耶擁有一切種子的關係, 故安慧特別

點明物原為客體而不是「識」的意義以破之（關於數論學說, 參看拙著「數學晢

學研究」,  「新亞書院學術年刋」第十六期）｡ 至於賴耶與種子之關係應如何了

解, 請參閱上文第二品､第二節註 3, 此處不贅｡ 

7此中意趣,  蓋謂「識」之一詞意義雖有不定, 但由主詞（所別）､賓詞（能別）

結合而成一命題時, 意義即告明確｡ 今頌文者句即如此: 以「識」為主詞, 復以

「有一切種子者」為賓詞而限定之, 這就不會有誤解｡ （按: 能別､所別, 皆因明

用語｡） 

8唯識論解「展轉力」云: 「展轉力者, 謂八現識及彼相應相､見分等, 彼皆互有相

助力故｡ 」（卷七､頁七三）述記因此說這是「現行為緣生分別」（卷七､頁九

○）, 此即與安慧釋異｡ 安慧解「相互力」,  是以諸轉識與阿賴耶識的相互活動

言: 由阿賴耶識, 諸轉識起, 亦即種種分別生；由諸轉識的活動, 於是還熏阿賴耶

識中的功能, 使其繼續轉化｡ 意思簡潔明確, 與成唯識論上文言「三法展轉, 因果

同時」的熏習義相通｡ 從解決問題的方向上看, 這應是唯識宗建立賴耶緣起的初

意｡ 

 

9本節敍述各種分別的生起, 蓋承自上文無實所緣的問題來｡ 因為若無所緣, 則一

切我､法分別如何次第起現? 此中畢竟誰是作者? 即成疑問｡ 所以成唯識論在本

頌起始時亦問: 「若唯有識（按: 即唯表）都無外緣, 由何而生種種分別?」其意

相同｡ 經下文解答之後, 成唯識論最後由現行相助力而歸諸緣生法的分解, 廣列

四緣: 因緣､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 又進一步在所緣緣中分親､疏, 理論系統的

組織極為細密｡ 此則安慧全缺｡ 安慧僅至阿賴耶識與諸轉識的相互作用力而止｡ 

 

三 生命的相續 

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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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 於現在生中〔諸〕轉識如何自阿賴耶識中生起的情形已說, 今當顯示在唯

表別的狀態之下, 現在生滅盡時, 未來生如何受生 1｡ 故說: 

 

諸業習氣與  二取習氣俱 2｡｡ 前異熟盡時 3,  餘異熟彼生 4｡ （第十九頌） 

（各種業習氣和二取習氣在一起〔相互作用〕, 當前異熟果〔受用〕盡時, 即有

那另一異熟狀態〔的阿賴耶識〕生｡） 

 

「業」, 即〔造作〕福､非福､不動〔業〕5的思〔心所〕｡ 通過它的活動, 向阿賴

耶識存放功能, 〔目的〕即在生轉未來自體; 這〔功能〕就是業習氣｡ 「二取」

者, 即對所取的執取和對能取的執取｡ 此中, 完全離開識而在自己的相續狀態 6中

執有所取的存在, 就是對所取的執取｡ 復次, 此〔所取〕由識而得解､得知､得取

的這種決定, 就是能取的執取｡ 由前時生起的所取及能取的執取牽引, 向未來生

起同類的所取､能取的執取種子, 就是二取習氣｡ 

此中, 由業習氣不同, 趣 7有種種差別, 故自體〔亦〕有不同｡ 〔這〕正如〔草木

的〕種子不同, 而有種種的芽〔生起〕一樣｡ 然而, 一切業習氣各別牽引其自體

生現時, 須知二取習氣即為其活動的助力｡ 譬如芽生時之水等｡ 如是, 即說明了業

習氣〔的活動〕不是孤獨的, 由二取習氣資助, 異熟生起｡ 故說:「二取習氣俱」8

｡ 

「前異熟盡時, 餘異熟彼生」者｡ 即由前生所積集的業, 在今生起現為異熟, 至此

已盡; 即〔已至〕牽引時間的最後位｡ 〔這時〕業習氣和二取習氣一起, 由已被

受用的異熟, 隨力生起其餘〔另一〕異熟的「彼」, 也就是阿賴耶識 9｡ 因為離阿

賴耶識外, 其餘的異熟並不存在故｡ 

〔復次, 〕「前異熟盡時」, 由此即斷常邊; 「餘異熟生」, 即〔遮〕斷邊 10｡ 

 

三˙二 

眼等識外別有阿賴耶識｡ 唯有它纔是擁有一切種子的存在, 而不是眼等識｡ 這是

甚麼緣故呢? 由教與理（兩方面都可以證明）｡〔首先, 〕世尊在阿毘達磨經中

說: 

無始時來界, 一切法所依 11;    彼有時趣有 12, 或 13涅槃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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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次, 〔理證者, 〕若無阿賴耶識, 則輪迴的流轉､或還滅, 即不合理｡ 此中, 輪迴

的流轉, 即是在眾同分中結縛受生; 還滅, 則是指有餘依和無餘依的涅槃界｡ 

對此〔問題〕, 若〔說〕在阿賴耶識外〔別有一物〕以行為緣而有識, 不合理; 但

若以行為緣而無識, 則輪迴流轉亦無｡ 阿賴耶識不被認許時, 則受生之識或由行

熏成的六識身〔何者方〕為以行為緣而被分別 14? 此中, 不能以這些行作為受生

時的識的緣性, 因為它們已經謝滅許久｡ 復次, 已滅者無, 無即不能為緣｡ 所以, 受

生之識以行為緣不合理｡ 

復次, 受生時亦有名色, 而不是獨有〔受生之〕識｡ 此中, 若〔說〕衹有〔受生

之〕識是以行為緣而名色不爾, 這是否有道理? 因此應說名色以行為緣而不是

〔受生之〕識〔以行為緣〕｡ 

〔若說〕名色以他識 15為緣, 則何故〔這樣說〕? 若這是指後時的〔名色〕, 則這

〔後時的名色〕比起受生時的名色自體有何增勝而使它唯以識為緣, 而前時的

〔名色〕不爾? 或前時的〔可以〕以行為緣, 而後時的則否? 是故, 以行為緣唯有

名色, 何須分別有受生時〔以行為緣〕的識支? 所以, 受生之識以行為緣不合理｡  

復次 16, 由行所熏成的六識身, 以行為緣而有〔六〕識, 亦不合理｡ 理由是甚麼呢? 

因為〔六〕識不能把異熟習氣或等流習氣存放在自體中, 〔這〕與〔它們〕自體

上的作用相違故 17｡ 後起的〔六識〕亦不能〔存放這些習氣〕, 因為那時候它

〔們〕尚未生起, 未生起者即非實有｡ 而前時已生的〔六識〕亦不能〔存放這些

習氣〕, 因為那時候〔它們〕已經謝滅｡ 

復次, 在無心和滅盡定等位, 由行所熏習的心亦不能再起｡ 於是以識為緣, 名色不

有; 〔因為名色不有, 〕六處不有｡ 如是乃至以生為緣, 老死亦無｡ 由此, 輪迴流轉

亦歸虛有｡ 

由此道理, 無明為緣而有行, 復以行為緣而有識, 此〔識〕即〔為行〕所熏習的阿

賴耶識｡ 在受生時, 以之為緣, 於是有名色｡ 祇有如此處理方無過 18｡ 

〔同樣, 〕輪迴的還滅若無阿賴耶識亦不合理｡ 因為輪迴的根源在業和煩惱, 在

這兩者之中煩惱是主因; 之所以如此, 是因為由煩惱的增上力, 業有牽引後有的功

能, 其他情形就不是〔這樣〕｡ 如是, 業所牽引的後有, 亦唯因煩惱的增上力而生

後有, 而不是因為其他｡ 所以, 煩惱是輪迴流轉的主因, 所以〔它們〕纔是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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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這些〔煩惱〕斷滅時, 輪迴即止息, 而不是別的情形｡ 但是, 若無阿賴耶識, 

則這斷滅不合理｡ 復次, 如何不合理? 〔今且先難: 〕煩惱被斷滅時, 是在現行狀

態抑在種子狀態? 此中, 若是在現行狀態被斷, 則這絕不能同意 19｡ 〔若於種子狀

態被斷 20, 則〕此中於斷道上住的人 21亦不能把種子狀態〔的煩惱〕完全斷除｡  

為甚麼呢? 因為煩惱種子須在其所在之處由其對治者〔將之〕斷除, 而〔汝〕於

能對治之外, 更不許有少法於其時存在故 22｡ 復次, 若許與煩惱種子相連結者即是

能對治心, 由於它和煩惱種子相連結, 所以根本不能成為它的對治者 23｡ 由此, 煩

惱種子未斷除的人, 輪迴的還滅不可能〔實現〕｡  

因此, 必須許有阿賴耶識以執持由在它以外的識及〔和這些識〕俱起的煩惱､隨

煩惱所熏習的自種的增長｡ 復次, 當習氣得生, 煩惱､隨煩惱從心中､亦即從相續

轉化差別中隨力起現; 它們以阿賴耶識為住處, 〔它們的〕種子即由和它〔們〕

共在的煩惱對治道除去｡ 復次｡ 當它〔們〕被除去時, 煩惱不再從它〔們〕的所

依中生起, 即證得有餘依涅槃｡ 復次, 當前生業所牽引的生〔報〕滅盡, 由此不再

在後世受生, 即〔證得〕無餘依涅槃界｡  為甚麼呢? 因為這時候業雖繼續存在, 

但煩惱已斷, 在缺乏助力因〔同事因〕的情形下, 後有即無能生現｡  

如是, 有阿賴耶識的存在, 即有輪迴的流轉和還滅｡ 其他的〔識〕不然｡ 因此, 離

眼等識外, 必然別有阿賴耶識｡ 它正是一切種子所伴隨的存在, 而不是眼等識｡  

〔這一說法〕應被認許｡ 然而, 詳細論究, 則須依五蘊論而了知 24｡  

 

註: 

1成唯識論亦有難云: 「雖有內識而無外緣, 有何有情生死相續?」（卷八､頁七

九）與此畧同｡  

 

2以上兩句, 奘譯為:「由諸業習氣, 二取習氣俱｡」今按「諸業習氣」（karmano 

vasana）原文作主格, 「二取習氣」（grahadvaya
-
vasanaya）作具格（Inst. Sg.）, 

因改譯如上｡  

 

3「前異熟盡時」, 此依原文 ksine purvavipake（Loc. Sg.）譯｡ 奘譯為:「前異熟

既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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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此句玄奘譯為「復生餘異熟」｡ 今按原文句末有「彼」（tat）字, 即指出「餘異

熟」即是彼阿賴耶識, 故特補入此字（意義參看次行語體文譯, 又註 9）｡  

 

5參看第二品第五節註 5｡  

 

6「自己的相續狀態」, 指自己個體生命的存在｡ 唯識家接受有部的刹那觀念, 認

為一切存在都是刹那性的, 所以稱為「相續」（samtana）｡  

 

7「趣」（gati）, 即輪迴的種種類別, 如天､人､餓鬼､畜生之類｡ 「趣」原來是

「前往」的意思, 即引申作輪迴的方向與類別｡  

 

8以上一段, 敍述業習氣與二取習氣相互合作而生果, 比較籠統; 與成唯識論言業

種子與名言種子（即異熟習氣與等流習氣）, 前者為增上緣, 後者為因緣, 以感生

異熟果及等流果之義, 精密程度遠遜｡ 由此可見, 安慧時代之唯識學尚屬草創階

段, 故有待後人修補｡ 此等證據在本書中隨處可見｡  

 

9此句之原文為: “karmavasana grahadvaya vasanasahita upabhuktadvipakad 

anyadvipakam tadevalayavijñanam janayanti”可見頌文中此一「彼」字之意義, 乃

指阿賴耶識言｡  

 

10以上一段, 從兩種習氣的相俱活動來解釋生命的相續, 成唯識論亦大體相同｡ 茲

引如下: 「諸業謂福､非福､不動, 即有漏善､不善思業｡ 業之眷屬亦立業名, 同招

引､滿異熟果故｡ 此雖纔起, 無間即滅, 無義能招當異熟果, 而熏本識起自功能, 即

此功能說名習氣｡ 是業氣分熏習所成; 簡曾現業, 故名習氣｡ 如是習氣展轉相續至

成熟時招異熟果｡ 此顯當果勝增上緣｡ 相見､名色､心及心所､本末, 彼取皆二取攝

｡ 彼所熏發親能生彼本識上功能, 名二取習氣｡ 此顯來世異熟果心及彼相應諸因

緣種｡ 俱, 謂業種､二取種俱, 是疏､親緣互相助義｡ 業招生顯, 故頌先說｡ 前異熟

者, 謂前前生業異熟果; 餘異熟者, 謂後後生業異熟果｡ 雖二取種受果無窮, 而業

習氣受果有盡｡ 由異熟果性別難招, 等流增上性同易感｡ 由感餘生業等種熟, 前異

熟果受用盡時, 復別能生餘異熟果, 由斯生死輪轉無窮, 何假外緣方得相續｡ 此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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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說由業､二取, 生死輪迴皆不離識, 心､心所法為彼性故｡ 」（卷八､頁七九）這

一段文字, 基本上衹是隨頌文解, 所以與安慧釋畧近｡ 但下文成唯識論重新分解

這種生死相續的情形, 先分別習氣的種類和作用, 然後藉十二有支來說明生死相

續的過程極詳｡ 成唯識論的解釋, 即所謂兩世一重因果（與部派之三世兩重因果

異）, 以前十支為過去因, 以末二支為現在果, 可能是護法的創見｡  因為這並未見

之於安慧釋, 亦不見於無着､世親著述（述記謂世親造十二因緣論亦言三際, 但非

三世, 可證）, 而義理精嚴, 述記於文末作結云:「後諸講者準此應說｡」（卷八､

頁二Ο四）可見其抱負｡ 今安慧下文雖亦言十二因緣, 但却把重點轉移到證明阿

賴耶識的存在上去, 對於本段的主要論題, 反而未能扣緊｡  

 

11「所依」, 玄奘譯為「等依」, 若從原文上看, 此「等」字亦可不譯, 因為原文

samawraya 是由字頭 sam- 與「所依」（awraya）一字結合, 玄奘以「等」字譯

sam, 已十分習慣, 如「等持」（samadhi）､「等無間」（sam-anantara）之類, 但

sam 不能全譯作「等」, 有時它是「共」義､「同」義､或「全」義, 有時則僅是

加强語氣, 今 samawraya 即屬後者, 玄奘譯為「等依」, 引致成識論解為「與一切

法等為依止」, 即屬蛇足｡ 

 

12此句玄奘譯為: 「由此有諸趣」, 從梵文上看有奪格（Ab. Sg.）意味, 但原文實

為於格（Loc. Sg.）｡ 即: tasmin sati gatih sarva｡ 意思是「它有時, 一切趣有」｡ 

 

13「或」, 此據原文 va 字譯｡ 玄奘譯為「及」, 雖畧異（梵文「及」字, 多用 ca）, 

意思亦通, 但若連同上句解, 輪迴流轉的「諸趣」與「涅槃證得」意義互相排斥, 

故此以譯為「或」較合｡ 

 

14此中意趣, 據律天解, 前者是有部義, 後者是經部義（見野澤譯､頁三五二）｡ 蓋

自原始佛教以來, 以無明為緣而有行, 以行為緣而有識, 以至以生為緣而有老死的

這十二因緣的系列已成公論, 問題是對此十二支的確解｡ 此中關於以行為緣而有

識的問題, 由於部派時代尚無阿賴耶識作根本依的概念, 因此對於「識」的了解, 

有部認為這裏是指受生之識, 經部則認為是指六識身｡ 這種分別是否正確,安慧在

這裏先提出質詢, 然後在下文給予破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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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他識」(anyavijbana), 依下文, 即在受生識之後的識｡ 因為順上文思路, 有部可

能同意受生時的名色不以識為緣, 而以行為緣, 但是這樣即違反了當時以識為緣

而有名色的公論｡ 為了調和這一困難, 有部便提出後時的名色方以識為緣, 而這

一識也不是受生識｡ 安慧即進而否定這種講法｡ 其次, 在文句上, 野澤認為此中

anya (他)一字應與 vijbana (識)字分開, 因為它所修飾的名詞是「名色」｡ 全句即

改易為: 「以識為緣, 如何有他名色? 」 (野澤譯､頁三四七, 及三五七註 1
)但安慧

下文已暗示前時名色與後時名色的自體並無增勝, 因此「他名色」一概念極費解

｡ 今唯列其說以供參考｡  

 

16「復次」, 原文為 va, 即「或者」｡ 蓋其上文已結束對有部的批評, 以下轉言經

部｡ 

 

17六識的作用, 為向外收攝六境, 而非存藏習氣, 所以安慧作此語｡  

 

18 此處總結對有部､經部的批評, 轉出阿頼耶識的概念, 頗近於成唯識論上文之持

種證和滅定證｡ 由此可見其重點已不在於說明生命的相續, 而在證明有阿頼耶識

的存在｡  

19 據律天解, 瑜伽行者入定時, 諸煩惱如何能現起? 所以不能在現行中斷除之云｡ 

參看野澤譯頁三五五｡ 

20 此句亦依律天疏意補入｡ 宇井譯由於斷句錯誤, 把下句「此中於斷道上住的

人」(tatra prahanamargasthayinam) 改為「彼〔煩惱〕於斷道上住故」 (tatra 

prahanamargasthitatvat)而移置於前文之末, 實無理由 (見宇井譯頁一二五至一二

六)｡ 

21「斷道上住的人」, 即瑜伽行者｡ 他們住於斷煩惱道中故, 以實踐斷除煩惱的活

動其存在的狀態故｡ 

22 此即暗示須有一能持煩惱種之阿賴耶識的存在｡ 

23 此中意趣, 蓋謂若無阿賴耶識, 則全部煩惱種子的活動與能對治此煩惱之心均

全落在一平面, 彼此相結, 一起活動, 則此時時與煩惱種子相結而動之心如何能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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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煩惱種子? 律天所謂「以垢洗垢」, 故不合理｡ 至於阿賴耶識中能夠兼持善､染

種子, 及有漏､無漏種子, 則純為「住處」之義, 而非活動層面之意義, 問題不同｡  

24 此指安慧自己的另一著述廣五蘊論, 律天已明言｡ 總結本段, 安慧大體上是依所

引的阿毗達磨經頌順文解, 歸結在證明有阿賴耶識的存在, 然後方能說明生命之

流轉與還滅｡ 成唯識論亦曾引及此頌(按無着之攝論已先引用), 但却是列為上文

言阿賴耶識時之教證(卷三､頁二五), 不同安慧將之歸入言生命相續的問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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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品 違經難解 

 

一  對三自性不成難的解答 

 

一˙一 

(難)若這〔一切〕都不過是唯表的狀態, 如何與經不相違, 蓋經中說有三種存在 1: 

遍計所執〔自性〕､依他起〔自性〕､和圓成〔自性〕2｡ (答)不相違｡ 因為三自性

正是於此唯表別中建立｡ 如何〔建立〕? 故說: 

 

由彼彼分別, 種種物分別 3｡ 此遍計所執自性, 無所有 4｡ (第二十頌) 

(由各種各樣的分別活動, 於是有各種各樣的物事被分別出來, 其實 5, 這〔些物

事〕都不過是一種遍計所執的存在, 它〔們〕是沒有的｡) 

 

由內外種種所分別的物事而顯示〔識的〕分別活動的無限, 故說「由彼彼分別」

｡「種種物分別」者, 由內或外, 乃至佛法, 都是〔所分別的範圍〕｡ 「此遍計所

執自性」者, 即申述其中理由｡ 「彼無所有」6者, 所有作為分別對象之物事, 其存

在性無故｡ 即非〔真〕有｡ 所以, 這〔些〕物事, 都祇是遍計所執的存在, 而不是

繫屬於因､緣的存在｡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對於一物事, 或它無時, 〔我們〕都

可以看到有許多彼此相違的分別生起 7｡ 若一物事, 或它無時, 有多於一的自性不

合理｡  

因此, 這一切都不過是唯分別〔而有〕, 它〔所分別〕的對象就是遍計所執的狀

態 (rupa)｡ 所以經中亦說:「復次, 須菩提, 如諸凡夫､異生執, 諸法實不有｡」8 

 

一˙二 

在遍計所執之後, 應說依他起自性, 故說: 

 

依他起自性分別; 緣所生 9｡ (第二十一頌 A､B) 

(然而 10, 依他起的存在即是分別; 〔它〕從緣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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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裏, 「分別」的意思是指依他起自體 11, 而「緣所生」, 則是用以說明依他起

〔這〕一言詮產生的根據｡ 

此中「分別」12, 依善､不善､無記的不同而有差別, 即是三界心､心所｡ 如〔論〕

言: 

虛妄分別, 即三界心､心所｡13 

〔復次,「依他起」者〕由依於各種他因､及緣〔而起〕, 故名依他起｡〔依, 〕14

即是使生起的意思｡ 乃至說為非關自體, 由其他的因､緣繫約而生 15｡ 

 

一˙三 

已說依他起, 圓成如何?  故說: 

圓成性即彼 16, 常遠離前性｡ (第二十一頌 C､D) 

(至於圓成狀態〔的存在〕, 即是這〔依他起的存在〕與前面的〔遍計所執的存

在〕永遠遠離的情形｡) 

不變異的圓滿成就, 就是「圓成」｡ 「彼」, 是指依他起〔自性〕; 「前」是指遍

計所執〔自性〕｡ 在這〔自體為依他起的存在的〕分別〔活動〕之上, 有所取､

能取的關係存在, 就是遍計所執〔自性〕｡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在這分別〔活

動〕之上, 所取、能取之體性無而有〔所取、能取的〕執取, 所以稱為遍計所執

〔自性〕｡ 於依他〔自性〕中, 一切時永遠與這種所取､能取畢竟遠離的狀態, 就

是圓成自性 17｡ 

 

一˙四 

故此與依他, 非異非不異｡ (第二十二頌 A､B) 

(正因為這一緣故, 它和依他起〔的存在〕既非有異, 亦非不異｡) 

 

「故此〔與依他〕非〔異〕」者, 是說〔這種〕永遠與遍計所執自性遠離的依他

起〔的狀態〕就是圓成〔自性〕｡ 復次,〔這種〕遠離的狀態即是法性｡ 法性 18與

法異､或不異, 都不合理, 而圓成即是依他起的法性｡ 所以應該明白圓成與依他起

〔的存在〕非異非不異｡ 因為若圓成與依他起〔的存在〕有異, 則依他起將成遍

計所執〔的對象〕而非空 19；若不異, 則圓成〔自性〕將不成清淨所緣, 如依他

起〔自性〕一樣以雜染〔法〕為自體故 20｡ 同樣, 〔反過來〕, 依他起〔自性〕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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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不以雜染〔法〕為自體, 因為與圓成〔自性〕不異; 如〔已實現的〕圓成

〔自性〕一樣｡ 

 

如無常等性｡ (第二十二頌 C) 

(〔這種情形, 〕應說 21正如無常等狀態〔與諸行的關係〕一樣〔, 也是非異非不

異的〕｡) 

 

〔此中文意, 若〕完整地說〔, 應續云〕: 「非異非不異」｡ 例如： 無常性､苦性､

和無我性, 即與諸行等非異非不異｡ 蓋無常性若與諸行異, 則諸行為常； 若不異, 

則諸行便成壞滅無的狀態, 就像無常性一樣｡ 於苦性等亦應如是說｡ 

一˙五 

若依他起〔的在在是一種〕遠離所取､能取的狀態, 則它如何可被攝取? 或者, 

〔若〕不能攝取, 則其存在如何可被了知? 故說： 

 

此隱時彼隱 22｡ (第二十二頌 D) 

(當這〔圓成自性〕不被見時, 那麼那〔依他起自性〕亦不被見｡) 

 

「此隱時」者, 指圓成自性〔不被見〕時; 「彼隱」者指依他起自性〔亦不被

見〕｡ 〔本來, 〕圓成自性應由無分別的出世間智所證; 〔今說〕不被見時, 即是

指尚在未通達､〔或〕未現證時｡ 〔至於〕依他起〔自性〕則應由在此之後所獲

得的清得世間智 23所了達, 所以亦非由其他的智所攝取｡ 由此道理; 圓成〔自

性〕不被見時, 依他起〔自性亦〕不被見｡ 然而, 若說〔依他起自性〕亦不由在

出世間智之後所獲得的智證見則不然, 如 「悟入無分別陀羅尼」中說：「由彼

後得智, 即見一切諸法與幻象､陽炎､夢､廻響､水月､變化〔等現象〕等同｡」 在

這裏「諸法」的意思, 即為依他起〔自性〕所攝 24｡ 

復次, 圓成〔自性〕如虛空, 而證智一味 25, 如〔前陀羅尼〕所說:「由無分別智, 

即是一切諸法等同虛空｡」 蓋見〔一切〕依他起之諸法唯是真如狀態故｡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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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這是指解深密經把一切法分解為三自性的講法 (見該經之一切法相品)｡ 三自性

是舊譯, 今為了說明此傳統所使用之「自性」( svabhava) 一詞之意義即是代表一

種存在形態, 故特譯為三種存在｡ 若從語源上說, 則 svabhava 可訓為「自己的存

在」, 由表示「自己的」意義的字頭 sva- 與表示「存有」意義的名詞 bhava (按: 

此字由存有動詞√bhu-a 變成, 相當於英文的 being, existing )所合成, 所以譯為

「存在」亦無不妥｡  

 

2「圓成」, 原文 parinispanna, 即是圓滿成就或完全成就的意思, 舊譯「圓成實」; 

「實」字是玄奘添加, 目的大概是想强調圓成自性與前兩種自性不同, 圓成自性

是諸法實性｡ 述記解云:「一､圓滿, 二､成就, 三､法實性, 具此三義, 名圓成實｡ 」

(卷五､頁一七) 但是, 若從原語的涵義方面看, 則「實」字的添加, 似非必須｡ 因

為圓成是一種自性, 即是一種實在 (存在), 經論既已明言自性有三種, 即是說存在

的層次有區分; 再以圓成的意義來規定, 即表示了這種存在是終極的, 故今決定僅

譯為圓成｡ (附說: 依他起自性之「起」字, 本來原語 paratantra 中亦無, 增一

「起」字亦可能滋生誤解｡ 但經論之原意既以這種存在為依他而有 (參看註 9), 

則亦可以說是涵一「起」義, 故今仍從舊譯｡) 

 

3此兩句玄奘譯為:「由彼彼遍計, 遍計種種物」, 意思畧同, 不過原文「物」

(vastu)字為主語, 而非賓詞｡ 其次, 句中「遍計」一詞, 梵文實為「分別」

(vikalpa), 上文第十七頌已見, 「遍計」是 parikalpa, 在字形結構上畧異(pari- 是周

遍義, 即所謂「周遍計度」), 所以玄奘在這裏把 vikalpa 譯為「遍計」, 態度似不

夠緊嚴｡ 但實質上, 此兩詞在用法上有時是可以一致的, 因為都是指心識的分別

活動｡ 雖然, 分別不一定起執 (如自性分别), 心識的活動亦可以從存有方面看 (參

看次頌以分別釋依他起自性), 但在本頌, 「分別」沒有這些歧義, 「分別」就是

指「遍計」, 則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本頌目的就是要說明遍計所執自性的構成, 所

以玄奘逕以「遍計」一詞來代替 (此外, 還有一可能, 就是梵文原頌要節省音節以

適應八音節一句的字數, 所以用 vikalpa 來取代 parikalpa)｡ 不過依我們的看法, 翻

譯有時須忠實於其原語, 概念的解釋是另一回事, 故今仍按其原義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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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此兩句與玄奘的譯法相同, 但傳統疏家的斷句有異｡ 一般的斷法, 是將「自性」

攝屬下句, 以為「自性無所有」(成唯識論引第一師說法, 即解作「如是自性都無

所有, 理､教推徵不可得故」, 可證)｡ 其實原文句中之主詞上句是「此」(asau), 下

句是「彼」(sa);「自性」一詞攝屬上句, 即指這些物事都不過是一種遍計所執的

存在, 所以纔引出下句「彼無所有」｡ 不過由於五言偈體的限制, 「彼」字不得

不刪去吧了, 參看次行語體文譯即瞭然｡ 

 

5此詞據原文`eva’一詞譯｡ 

 

6本句即頌文第四句｡ 原文翻譯時, 「彼」字畧｡ 參看註 4 的說明｡ 

 

7此句意趣, 據律天解: 例如於身之一物, 即有味､欲等種種差別; 又如眼前雖無虎, 

但聞虎來時, 勇者起戰意, 而他人則起怖畏｡ 這就是彼此相違云云 (野澤譯 

､頁三六○)｡ 所以安慧下文續言: 若不許這些都是一種執取的存在, 則一物之中便

會有許多自性, 即不合理｡ 這種思考方式, 與上文言一切唯表別時的論證相同(參

看第六品一˙二)｡ 

 

8以上一段解釋遍計所執自性, 成唯識論的說明亦大體相似: 「周遍計度, 故名遍

計｡ 品類眾多, 說為彼彼, 謂能遍計虛妄分別｡ 即由彼彼虛妄分別, 遍計種種所遍

計物, 謂所妄執蘊､處､界等若法､若我自性差別｡ 此所妄執自性差別, 總名遍計所

執自性｡ 如是自性都無所有, 理､教推徵不可得故｡」 (卷八､頁八四) 

 

9此兩句亦同奘譯, 但斷句不同｡ 成唯識論以「分別」攝屬下句, 解云:「頌言『分

別緣所生』者, 應知且說染分依他｡」 (卷八､頁八五) 述記進一步說: 「染分依他, 

謂分別法, 因緣所生雜染諸法名為分別, 依他因緣之所生故; 或染依他為分別緣之

所生故｡ 」(卷九､頁一七) 此即以「分別緣」合論, 有違原文 (雖然意思可曲折會

通)｡ 今按原文中「依他起自性」(paratantrasvabhavas)和「分別」(vikalpah)都是

主格, 換言之即以後者為補語, 所以句子應至「分別」止(參看次行語體文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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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此詞據原文連接詞`tu’譯｡ 原文有此詞, 即增强遍計所執自性與依他起自性之聯

繫, 所以成唯識論解此兩句, 先敍其遍計所執的關係 (卷八､頁八四至八五), 再獨

立解依他起自身的意義, 是有道理的｡  

 

11依他起的意思其實亦即是心識的轉化活動依他 (他因､他緣) 而起, 所以這主要

是解釋存有關係｡ 從這一角度看, 依他起的自體 (原文用 svarupa) 便是心識 (按: 

svarupa 有本質義､本性義, 一般譯為「自相」)｡ 安慧下文跟着用三界心､心所來

解釋是對的｡ 但由此亦可以看出: 這裡所用的「分別」一詞的意義, 與前頌不相

同｡ 前頌是言心識對客體之執, 由此提供 (虛構) 出種種的我､法存在的概念, 但此

處則着重指出: 這種「執」的活動亦有一存有關係為其底子, 否則不會起執;這就

是心識的轉化活動, 一切心､心所自身轉化為客體的存有, 現在即依這種轉化的存

有關係而言「分別」, 同時也就是指前頌所言的分別活動的存有性格｡ 所以說依

他起自性就是分別｡ 再說直截一點, 遍計所執自性所表示的存在是識心分別作用

下的存在, 這是一種虛構的存在, 一切法但依識的思構活動而立; 但依他起自性却

是一種實在的存有, 是心識自身依外緣的帶動而轉化, 所以這不能說是虛構的存

在｡ 這兩層存在一虛一實, 但却祇有一個存有主體----心識, 所以若落於存有上說, 

便祇有一層, 這就是依他起自性即是分別的意義｡ 

 

12原文用「遍計」(parikalapah), 今依頌文改為「分別」｡ 此中微意, 參看前註及

第十七頌譯法｡  

 

13參看第六品一˙一｡ 

 

14「依」字據律天疏補 (野澤譯､頁三六二)｡ 

 

15以上一段解釋依他起自性, 由於涉及與遍計所執的關係, 成唯識論先有一段討論

遍計所執的性質, 引安慧義云：「有義：八識及諸心所有漏攝者, 皆能遍計；虛

妄分別為自性故；皆似所取､能取現故｡」(卷八､頁八四)又云：「有義：三界心

及心所, 由無始來虛妄熏習, 雖各體一而似二生｡ 謂見､相分, 即能､所取｡ 如是二

分, 情有理無, 此相說為遍計所執｡ 二所依體, 實託緣生, 此性非無, 名依他起；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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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分別緣所生故｡ 云何知然? 諸聖教說虛妄分別是依他起, 二取名為遍計所執｡」

(頁八五) 這一段話, 很明顯地是出於後人的推論, 因為安慧時代尚無見､相分的分

別存在問題 (即所謂同種､別種之爭), 亦無八識間分別活動與轉化活動的輕重考

察, 所以言心識, 即同時有它的分別義和轉化義, 所以後人纔會說他主張「有漏八

識皆能遍計」(參看第二品第二節註 3)｡ 至於心､心所與二分的假實問題, 則是依

據他對遍計所執自性和依他起自相的存有性格的看法推演出來的 (參看本節註

10)｡ 

 

16此句舊譯為：「圓成實於彼」, 意思亦通, 但原文「彼」(tasya)字作屬格, 翻譯

時可作主格處理, 意思是說這依他起自性永遠與遍計所執自性相離的狀態就是圓

成實, 故改為今譯｡ 

 

17以上一段解釋圓成自性｡ 成唯識論云: 「二空所顯圓滿成就諸法實性, 名圓成

實……此即於彼依他起上常遠離前遍計所執､二空所顯真如為性｡ 說『於彼』言, 

顯圓成實與依他起不即不離；『常遠離』言, 顯妄所執能､所取性, 理恆非有｡ 

『前』言顯不空依他; 『性』顯二空非圓成實, 真如離有､離無性故｡」 (卷八､頁

八五)意思亦大體一致｡  

 

18此二字原文脫落, 依西藏譯補｡ 

 

19此中意趣, 蓋先設定圓成自性遠遍計所執, 因此若依他與圓成有異, 便會成為遍

計所執的存在, 能取､所取不空｡  

 

20此承上文意, 若依他起自性變成遍計所執的存在, 而圓成又與依他不異, 則圓成

亦成執之對象, 而為雜染法｡  

 

21此據原文`vacyo’譯｡ 頌文受字數限制, 無法譯出｡ 

 

22此句玄奘譯為:「非不見此彼」, 極費解｡ 其實此句之原意是:「此不被見時, 彼

亦不被見｡」 (nadrste’smin sa drwyate) 由於字數限制, 故改譯如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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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即「後得智」｡ 

 

24以上一段說明對依他起自性的證見須以先證見圓成自性為條件｡ 成唯識論的解

釋是:「非不證見此圓成實而能見彼依他起性, 未達遍所執性空, 不如實知依他有

故｡ 無分別智證真如已, 後得智中方能了達依他起性如幻事等｡」 為甚麼呢? 成

唯識論亦有進一步之說明:「雖無始來心､心所法已能緣自相､見分等, 而我､法執

恆俱行故, 不如實知眾緣所引自心､心所, 虛妄變現, 猶如幻事､陽炎､夢境､鏡像､

光影､谷響､水月､變化所成, 非有似有｡ 依如是義, 故有頌言: 『非不見真如, 而能

了諸行, 皆如幻事等, 雖有而非真』｡」(卷八､頁八五) 此段說明, 較之安慧更為明

晰｡ 

 

25虛空與一味都是無差別的意思, 所謂無相即是一相, 一相即是無相, 當證入圓成

自性時, 智境與圓成自性在本質上是同一的｡ 

 

二   對三無性不成難的觧答 

 

二˙一     

(難)若依他起〔自性〕即是一有實質的存在 1, 如何經中說一切法皆無自性､不生

不滅? (答) 〔此〕不相違｡ 為甚麼呢? 

於此三自性, 即有三無性 2｡ 密意故說言, 一切法無性 3｡ (第二十三頌)         (在這

三種存在中, 即〔分別〕有三種無體狀態的存在 4｡ 所以〔經典中〕意義深長地 5

宣說一切法都是無自性的｡) 

為使知自性祇有三種, 並無第四, 所以以數顯示｡ 〔此中, 依他起是有實質的存在, 

或可稱為自性, 其餘兩者何以亦稱自性? 這是因為〕6 各若以其自相之呈顯而存在, 

所以〔三者都〕稱為「自性」｡ 「三無性」是: 相無自性性, 生無自性性､和勝義

無自性性｡ 「一切法」者, 即〔分別〕由遍計所執､依他起､和圓成所構成的存在

｡  

 

二˙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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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於此三種自性, 何種〔自性相應〕有何種無自性性? 為說明之, 故說: 

初由相故無 7; 次非自身有 8｡ 復有圓成者, 彼亦無自性 9｡ (第二十四頌)         

(最初的〔遍計所執的存在, 〕從相上看, 便是無自性; 其次的〔依他起的存在,〕 

因為它不是由自身生成 〔､所以亦無自性〕｡ 〔至於〕後一的〔圓成狀態的存在, 

本身〕就是無自性的狀態｡) 

此諸法勝義, 亦即是真如 10｡ (第二十五頌 A､B) 

 (而且 11它是一切法中最高的理境, 因此它 12也就是真如｡)  

「初」者, 指遍計所執自性｡ 復次, 從相上看, 它正是無自性的存在｡ 它的相由想

像〔施設概念〕而有, 〔如〕色以變壞為相, 受以領納為相等等｡ 因此, 〔這些遍

計所執的存在, 〕固有的形相 (sva-rupa) 無故, 一如空華; 從固有的形相上看, 正

是無自性的存在｡「次」指依他起自性｡ 它不是由自身生成, 而是像幻象一樣, 依

〔幻術師､咒語等〕他緣而起｡ 因此, 如所現見那樣的生起此中是沒有的, 所以在

這裏稱為生無自性性 13｡   「此諸法勝義, 亦即是真如」者, 〔此〕中「勝」實即

出世間智, 以是無上故｡它〔所證悟〕的理境 (arthah) 就是勝義 (paramarthah)｡ 或

復次, 如虛空之遍一切處, 即以〔此〕一味義 15及無垢､不變異義, 稱圓成自性為

「勝義」｡  此圓成自性, 於一切依他起所成之法中, 即是勝義, 以是彼〔依他起

法〕之法性故｡ 因此, 圓成自性即勝義無自性性; 圓成以無 〔遍計所執的存在〕

為其存在 (自性) 故 15｡ 

 

註:                                                                    

 

1「有實質的存在」, 原文 dravya, 若依傳統唯識家之義亦可譯為「有體法」(參

看第一品第一節註 8 及 26), 但「體」之觀念異解極多, 為免與下文之「真如」､

「法性」混淆, 故今改譯如上｡                                             

2此兩句玄奘譯為「即依此三性, 立彼三無性」, 理路上似以三無性為後立, 以對

消三自性者｡ 但若按原文, 則是說這三自性若從另一面看, 便是三無性, 有與無都

是論謂同一存在｡                                                     

 

3此兩句玄奘譯為「故佛密意說, 一切法無性」, 今勘原文「佛」字無, 乃玄奘所

加｡ 蓋三自性､三無性的觀念都是出自解深密經, 則玄奘據之冠以佛說亦無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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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意」, 成唯識論的解釋是:「顯非了義」(卷九､頁八八)｡ 這一解釋, 對後世的

影響極大, 相宗輕性宗, 心裡的根據可說在此｡ 但此字之原文 samdhaya, 本有秘

密､隱藏之義 (與解深密經之「深密」samdhi 同語根), 所以亦可能是指一種深藏

的真理｡ 解深密經無自性相品云: 「我今請問如來斯義, 惟願如來哀愍解釋, 說一

切法皆無自性､無生無滅, 本來寂靜, 自性湼槃所有密意｡」 (大正藏卷一六､頁六

九四上) 今本頌之典據既在解深密經, 則其涵義亦應隨同｡ 故不應以「不了義」

解｡                                                                

4「三種無體狀態的存在」, 即原文「三種無自性性」 (三無性 travidham 

nihsvabhatam) 的語體譯｡                                                

5即「密意」, 參看註 3｡                                                   

6以上括弧中文字, 據律天疏意補, 見野澤譯､頁三七四｡ 若據成唯識論, 則以為

「後二性雖體無非, 而有愚夫於彼增益妄執實有我､法自性, 此即名為遍計所執」

(卷九､頁八八), 意思畧異, 蓋已與圓成自性合論｡                            

7此句玄奘譯為「初即相無性」, 成唯識論解為: 「由此體相畢竟非有, 如空華

故」(卷九､頁八八), 這樣在行文上即有把「相無」兩字合解之嫌｡ 今按此句之原

文較長, 達十二音節 (一句半): 「prathamo laksanenaiva nihsvabhavo」, 將之濃縮

為五字, 自難翻譯, 所以原來「無」是指「無自性」之存在一義不能收進｡ 其次, 

文中「相」(laksana)字, 原文用具格 (laksanena), 意思是指這種無自性的存在是自

一固有的「相」上要求; 所以解深密經對相無自性性 (按後一「性」字即存在之

狀態義, 餘二性亦同) 的解釋是:「此由假名安立為相, 非由自相安立為相｡」 (大

正藏卷一六､頁六九) 但譯為「相無自性性」後, 此義即不容易表達｡ 望讀者注意 

(參看次行語體文譯)｡                                                 

 

8此句玄奘譯為:「次無自然性」｡ 此中「自然」之原文為 svayam, 即「自身」之

意｡ 所以「自然性」(svayambhava) 不是指自然的狀態, 或物理的狀態, 而是指一

切法自己生成, 或自己而然的意思｡ 衹有這樣解釋, 「自然性」的觀念纔可以與

「依他」對列, 故今改譯為「自身有」｡                                      

 

9以上兩句若據原文則僅得一句 (前半頌之原文較長佔去四分三): 「apara 

nihsvabhavata」, 直譯就是「次無自性性」｡ 由於原文並未明指這是第三種無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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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所以近代學者多將之理解為第二種無自性 (如荻原､宇井；野澤)；安慧譯文

中亦語焉不詳, 故不易確解｡ 不過, 若考慮及與下文第二十五頌的關聯, 則在語氣

上第二十四頌是應該完全解盡三無性的, 所以玄奘的翻譯, 即逕取第二十一頌語

意, 添補成: 「後由遠離前, 所執我法性」｡ 看來, 玄奘的理解是對的, 不過所添補

的內容太多, 難與原文對應, 故今僅按行文酌加, 以符翻譯之意｡ 至於原頌涵義, 

五言偈體不能曲盡, 請參看次行語體文譯法｡ (宇井有文詳論此句應攝屬第二種無

自性, 見宇井譯, 頁二四四至二四五, 今雖不從, 但亦可供參考｡)      

 

10此兩句從玄奘譯, 不過原文上下句之間有關係詞`yatas’連結因此亦可譯為有因

果之義 (見次行語體文譯)｡                                              

 

11此據原文連接詞`ca’譯｡                                                       

 

12「它」, 據原文`sah’譯, 頌文省畧｡                                                              

 

13據此段譯法, 則所謂「生無自性性」之「生」義, 亦如「相無自性性」的「相」

字意思一樣, 是指這種無自性的存在, 從其「生」上決定； 即因為其「生」須待

他緣, 所以無自性｡ 成唯識論解作:「無如妄執自然性故, 假說無性, 非性全無｡」

（卷九、頁八八）着眼點在虛假義上, 即把依他起自性假說為無性, 而不是將之

理解為生無自性的存在｡                                                 

 

14見上一節一˙五, 註 25｡                                               

 

15以上別解三無性, 相當於成唯識論的:「云何依此而立彼三? 謂依此初遍計所執, 

立相無性; 由此體相畢竟非有, 如空華故｡ 依次依他立生無性, 此如幻事託眾緣生, 

無如妄執自然性故, 假說無性, 非性全無｡ 依後圓成實之勝義無性, 謂即勝義由遠

離前遍計所執我､法性故, 假說無性, 非性全無; 如太虛空雖遍眾色, 而是眾色無性

所顯｡……此性即是諸法勝義, 是一切法勝義諦故｡ 然勝義諦畧有四種……此中

勝義依最後說, 是最勝道所行義故……此諸法勝義, 亦即是真如｡ 真謂真實, 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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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妾, 如謂如常, 表無變易; 謂此真實於一切位常如其性, 故曰: 真如, 即是湛然不

虛妄義｡ 」(卷九､頁八八) 中間一段對勝義諦的分解, 為安慧所無｡ 

 

三   附說圓成異名及對唯表別狀態的現觀 

 

三˙一                                                               

復次, 是否唯 「勝義」一詞可以詮解圓成? 答: 不是的｡ 然則如何? 〔頌云: 〕 

「彼亦即是真如」1, 由「亦」字, 即〔說明了它〕不是單獨以真如一概念來詮解

｡ 然則如何? 〔應知〕乃至一切屬於法界的同義詞, 亦可以以之詮解｡ 

常如此有故 2 (第二十五頌 C) (因為〔它〕永遠 3都是這樣存在｡) 

〔這〕就是真如｡ 為甚麼這樣說呢? 因為〔不論〕在凡夫､有學､〔或〕無學的分

位中, 一切時〔它〕都是如此存在, 沒有變異, 所以稱為「真如」4｡ 

三˙二                                                               

復次, 是否如真如一樣, 祇有圓成〔自性〕纔是唯表別狀態的存在 (唯表別性)5? 

抑〔尚有〕別的東西是唯表別狀態的存在? 故說: 

彼即唯表性｡ (第二十五頌 D)      (它就是唯表別狀態｡) 

 

因為對極清淨相開悟的緣故, 如〔偈〕云: 

心於名中住, 爾時唯見彼; 由名中住故, 於表所得斷｡                                             

修習相續行, 觸證無得界; 一切障解脫, 爾時得自在｡ 

 

即〔如是〕由此「彼即唯表性」一語而說現觀｡ 

 

註:                                                                    

1此即 B 句頌文, 參看前節註 12｡                                           

 

2此句玄奘譯為「常如其性故」｡ 成唯識論以上之從屬上文, 作為對前句頌文的

解釋, 故說:「謂此真實於一切位常如其性, 故曰真如｡」 (參看前段註 15) 引文)但

安慧則以為此句是別解圓成自性的異名, 因此在行文上他是先指出所有屬於法界

的同義詞, 都可以拿來詮解圓成自性, 然後再說明它為甚麼稱為真如的道理, 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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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甚麼可以用種種概念來詮解的原因, 次序上恰與成唯識論倒置｡ 蓋成唯識論

亦有一段提及真如異名的, 但却是安排在上文之後, 如下:「『亦』言顯此復有多

名, 謂名法界､及實際等, 如餘論中隨義廣釋｡」 (同上) 由此可見雙方重點不同｡                                                               

 

3「永遠」, 原文為「一切時」(sarvakalam), 即一切階位 (參看下安慧解), 玄奘譯

為「常」｡                                                               

 

4成唯識論對「真如」採拆字解, 此即上文所引之「真謂真實, 顯非虛妾；如謂如

常, 表無變易」｡ 今勘安慧解, 即知這是把`tathata’的存在義與無變化義分別譯出

合成｡ 若據原文 tathata 之義, 採嚴格譯法, 實祇能譯為「如性」, 即如此存在的狀

態｡                                                                 

 

5「唯表別狀態的存在」(vijbaptimatrata), 玄奘譯為「唯識性」｡                     

 

6此句玄奘譯為「即唯識實性」｡ 這樣的譯法, 問題不在省畧主詞「彼」, 而是增

一「實」字以描述這種唯表別的狀態｡ 此中微意, 正如成唯識論解釋:「此性即是

唯識實性, 謂唯識性畧有二種: 一者虛妄, 謂遍計所執; 二者真實, 謂圓成實性｡ 為

簡虛妄, 說簡世俗, 故說實性｡」 (卷九､頁八八)由此可見, 這是一種對列的方法, 

即故意把圓成與遍計所執對列起來, 以構成真妄關係, 又將圓成與依他起對列, 以

構成相性關係 (依述記語), 於是得出此實性､實體意義｡ 玄奘這樣喜歡使用

「實」字, 如圓成實性､唯識實性, 可能是受護法影響｡ 護法思路, 前面已多次提

及, 是長於組織, 成唯識論隨處都可以看到他對問題的分解能力｡ 對於三性關係, 

他以真妄､性相對列, 目的即在顯體, 所以傳統疏家對於唯識三十頌的組織 (科判), 

亦以為前二十四頌是明唯識相, 第二十五頌是明唯識性｡ 必須承認, 這樣的分解

是清楚的, 但却很容易造成三性壁壘｡ 尤其是後二性的相､性分裂, 更難會通, 所

以近代學者批評唯識家是二重本體, 即緣於對此關係誤解而來｡ 護法的語言, 不

能不負一點責任｡ 其實依世親原頌, 祇要我們對識轉化的世界 (依他起的存在) 不

加以分別心的執取, 就是圓成自性, 也就是唯表別狀態的存在; 世間上並非另有一

獨立的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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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以上兩偈出典不明｡ 據律天解, 這是敍述瑜伽行者對圓成自性悟入的歷程｡ 第一

首第一､二句是指行者在歷煖､頂分位之後, 已至於忍位, 所以說「心於名中住」; 

此時由於所取之相已遠離, 所以但見名 (即表別境)｡ 第三､四句指已進於世第一

法分位, 對表別境的攝取活動已放棄｡ 第二頌即續說由修習之力進至見道位, 通

達法界, 識的分别活動停止, 更無所得; 於是由此再續至勝進道, 自一切障中解脫, 

獲大自在 (參照野澤譯､頁三八二)｡ 這樣的現觀歷程, 目的即在支持最高的真實, 

就是唯表別狀態的存在｡ 此與下文第三分所說的修行階位原則上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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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分 瑜伽實踐 

 

第八品 瑜伽實踐 

一 瑜伽實踐的第一階段 

若這〔一切〕都不過是唯表別的存在, 何以〔世間尚有〕以眼､耳､鼻､舌､身〔等

識〕來〔分別〕攝取色､聲､香､味､觸〔等境的現象產生〕1 ? 故說: 

乃至唯表性, 識未安住時 2, 彼二取隨眠 3, 猶未能伏滅 4｡ (第二十六頌) 

(〔由初發心修行, 〕乃至識尚未能安住於唯表別的狀態, 在這一階段中, 二取隨

眠〔的活動〕還在繼續｡) 

 

復次, 或者正如〔前第十九頌〕所說: 「諸業習氣與二取習氣俱; 前異熟既盡, 復

生餘異熟｡」 據此, 則如何有斷及不斷? 所以廣說為:「乃至唯表性, 識未安住時

｡」 〔此〕即〔表明〕到此階段為止, 識尚未能安住於名為唯表別狀態的心法性

5中; 而且相反, 〔它〕是行於所取與能取的所得中｡ 「二取」者, 即對所取的執

取和對能取的執取｡ 它的隨眠, 就是為了生起未來二取而置存於阿賴耶識中的種

子｡  瑜伽行者〔實踐時, 〕心中若對〔本來〕無二相的唯表別狀態不能安住, 則

在此階段中, 所取､能取隨眠不止息; 〔這也〕就是未被斷除的意思｡ 復次, 此中

所說, 亦即顯示若對外界的所得不斷除, 則對內在的所得亦不會斷除｡ 所以,〔一

般〕人便會這樣想:「我以眼等〔識〕取色等〔境界〕｡」6 

 

註:      

 

 
1此中意趣, 蓋謂唯表別的存在遠離能取､所取, 則一切法中何以尚有主客存在的

二分? 或何以會有人自以為取得客體的種種境界? 由此乃引起頌文的解答｡     

 

2此兩句玄奘譯為：「乃至未起識, 求住唯識性」, 意思亦通｡ 惟原文「識」作主

語, 即指識尚未至住於唯識性 (唯表性) 的分位, 故須改成今譯, 此義始顯｡           

 

3此句玄奘譯為「於二取隨眠」, 今勘原文, 二取隨眠為主語, 置一「於」字在其

上不當｡ 若以為「於」字是原頌關係詞組 yavat……tavat 的意譯, 則上文「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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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時」已顯此義, 不須重複｡ 因見呂澂畧抄譯此句, 增一「彼」字以加强語

氣 (頁二五), 今從之 (參看語體文譯)｡                                       

 

4「伏滅」, 此從玄奘譯法, 但原文為 vinivartate, 本義為「止息」｡                 

 

5「心法性」(cittadharmata), 即心的存在狀態, 一切表別境的存在最後皆歸原於此, 

故名｡                                                                 

 

6以上一段, 成唯識論亦有相類似的講法, 如下:「從發深固大菩提心, 乃至未起順

決擇識求住唯識真勝義性, 齊此皆是資糧位攝｡ 為趣無上正等菩提, 修習種種勝

資糧故｡ 為有情故勤求解脫, 由此亦名順解脫分｡ 此位菩薩依因､善友､作意､資糧

四勝力故, 於唯識義雖深信解, 而未能了能､所取空, 多住外門修菩薩行｡ 故於二

取所引隨眠, 猶未有能伏滅功力, 令彼不起二取現行｡ 此二取言, 顯二取取: 執取

能取､所取性故｡ 二取習氣名彼隨眠, 隨逐有情, 眠伏藏識, 或隨增過, 故名隨眠, 

即是所知､煩惱障種｡」 (卷九､頁八九) 此中最明顯的分別, 是成唯識論以此階段

為資糧位, 並列為入唯識五位的第一位｡ 安慧則無五位之説, 亦無完整的五位之

名  (參看下文第四節); 而且自行文看, 似乎僅得四階段｡ 由此可見, 五位之說非三

十頌之原始義｡ 若再以世親的另一著作三性論 (Trisvabhava)來比較, 最後的四頌

也祇是說及如何自所取的捨離而捨棄能取, 最後以見唯識無境的狀態, 歷程正與

此三十頌中所說者一致｡ 不過, 五位之說却亦並非無據, 事實上當時安慧同時代 

(或以前) 的經論已討論極多, 如無着的大乘莊嚴經論已提及集大聚位､通達分位､

見道位､修道位､和究竟位等五位, 真諦譯之攝論釋亦有願樂行地､見道､修道､和

究竟道等四位, 即安慧自己疏解的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 亦有資糧道､方便道､見

道､修道､和究竟道等五道, 所以亦不能說安慧不知; 而成唯識論的五位說法, 不過

是順古而已｡ 

 

二   第二階段 

 

今應(續)說次事: 由遠離境而得唯心, 是否即可住於心法性中? 答: 不是的｡ 然則如

何? 



118 

謂是唯表別, 然有所得故; 現前立少物 1, 實未住唯表 2｡ (第二十七頌)         

  (若說這就是唯表別狀態, 但由於〔在禪定中〕仍然有所得, 在面前現起一些相

狀, 即未〔真〕住於唯表別境界｡) 

復次, 或有增上慢人, 僅由聽聞〔經教〕, 即思惟:「我已於清淨唯表別中住｡」 為

除被執, 故說「謂是唯表別, 然有所得故」等｡ 〔此中〕「唯表別」者, 即遠離境, 

外境不有｡ 如是, 「有所得故」者, 即有執取故, 有〔觀念或意想〕描畫故的意思

｡ 「現前」者, 即面前; 「立」, 指如所聞以意〔建立〕｡                     〔復次, 〕

由於瑜伽行的所緣有多種類, 所以說為「少分」｡ 〔例如: 〕或〔觀〕骨鎖､或

〔觀〕青瘀､或〔觀〕膿血､或〔觀〕蟲咬､或〔觀〕腫脹｡ 「未住唯彼」者, 即

對唯表別狀態 3的所得未斷 4｡ 

 

註:                                               

1以上三句, 奘譯次序倒置, 作:「現前立少物, 謂是唯識性, 以有所得故｡」 如此倒

置, 推測是為了行文順暢的關係, 蓋連同下句「非實住唯識」一起讀, 即覺其渾然

天成, 實勝於據原文直譯｡ 今為存真, 特保留其原文句式, 以便學者研究｡   

 

2「唯表」, 此語若據原文 tanmatre (Loc. Sg. ), 應譯為「唯彼」, 但意思其實是指

vijbaptimatra, 由於頌文受音節限制, 故用「彼」tan 字代｡ 今即從其原意, 並仿玄

奘句法, 譯為「唯表」｡ 其次, 譯文「實」字, 原文無, 亦從奘譯增｡               

 

3「唯表別狀態」, 原文為 vijbana, 今據律天疏及文義改為 vijbaptimatra｡             

 

4本節, 成唯識論以為是說加行位, 主要目的是伏滅二取, 在禪定階位中即是煖､

頂､忍､世第一法｡ 為甚麼稱為加行呢? 成唯識論云:「近見道故, 立加行名」;又說:

「如是煖､頂, 依能取識, 觀所取空, 下忍起時, 印境空相｡ 中忍轉位, 於能取識如

境是空, 順樂忍可｡ 上忍起位, 印能取空｡ 世第一法, 雙印空相｡ 皆帶相故, 未能證

實; 故說菩蕯此四位中, 猶於現前安立少物, 謂是唯識真勝義性｡ 以彼空有二相未

除, 帶相觀心有所得故, 非實安住真唯識理｡ 彼相滅已, 方實安住｡」 (卷九､頁九○

至九一) 比較起來, 成唯識論對禪定觀法有較清楚之描述, 而非徒解文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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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第三階段  

 

然而, 〔畢竟〕至何時方能斷除對客體的執取 1而安住於唯心法性中? 故說: 

若智 2於所緣, 全然無所得, 爾時住唯表 3, 無二取相故 4｡ (第二十八頌) 

 (當智對於所攝取的對象, 全然無所得的時候, 這時便是安住於唯表別的狀態中｡ 

因為所執取的〔對象〕沒有時, 能執取它的〔主體〕也不會有 5｡) 

 

當〔修行實踐到達〕那一階段, 智 6對於〔經典所說的〕教說､教誡､或自然〔世

界〕有的色､聲等所緣, 都置於心外, 〔這〕就是「無所得」; 〔亦〕即不見､不

取､不執｡ 但却並非如盲人, 因為證見如實境故｡ 到這時候, 即斷除對客體的執取, 

而安住於自心法性中｡                    

 

正說此中道理, 故云:「無二取相故」｡ 〔這〕即是說: 所取有時, 能取亦有; 但所

取無時, 〔能取亦〕無｡ 〔因為〕所取無時, 能取無亦可被知, 而不是單〔了〕所

取無｡                                                              

 

如是, 〔即有〕所緣與能緣各各平等的無分別出世間智生, 對所取､能取起執的隨

眠便被斷除, 成就心正住於自心法性中〔的境界〕7｡ 

 

註:                                                                    

1對客體的執取, 原文 vijbanagrahasya (G. Sg.), 即指識所取的東西｡               

 

2「智」, 原文作「識」(vijbana), 然藏譯本作「智」(jbana)｡ 今按: 若作識, 則於

音節不合, 全句已超逾八音節之數; 其次若自意義言, 能取客體之主體,亦即有對

對象的分別能力的, 方名識, 此中既言雙離能所, 即非一般之分別主體, 故應為智｡ 

奘譯亦作智, 可證｡                                                  

 

3「唯表」, 頌原作 vijbanamatratve (Loc. Sg. ), 故玄奘譯「唯識」, 今據律天疏及

本書立場, 改為 vijbaptimatrat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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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頌譯法, 大體上仍從奘譯｡ 茲錄奘譯如下: 「若時於所緣, 智都無所得, 爾時住

唯識, 離二取相故｡ 」此中第二句, 原文有副詞 eva, 表「完全」之義, 今即據增｡ 

奘譯第四句, 與原文距離最遠, 意譯成分最多, 但受五言字數限制, 無法改動｡ 參

看次註｡                                                         

 

5此處據原頌第四句譯｡ 原文為: grahyabhave tadagrahat, 即是此意｡ 玄奘譯為

「離二取相故」, 是一種變通譯法｡ 其實在這裏所說的是一種先遣客體､後遣主

體的止觀實踐法, 由此而至雙離能所的「無所得」境界｡ 參看下文安慧釋即瞭然

｡      

 

6「智」, 原文亦作「識」(vijbana), 今從頌文改｡                                 

 

7以上一段, 成唯識論以為敍述通達位境界｡ 其說如下: 「爾時乃名實住唯識真勝

義性, 即證真如｡ 智與真如平等平等, 俱離能取､所取相故; 能､所取相俱是分別有

所得心, 戲論現故｡」 (卷九､頁九一) 成唯識論下文, 更詳述見道之內容､能所 (見

相) 關係､分位差別 (真見道與相見道) 等, 安慧釋無｡ 

 

四 最高階段 

如是, 若心於唯表別狀態已然安住, 則此時應如何表示? 故說: 

 

彼無心､無得 1, 是出世間智｡ 所依得轉換, 捨二麤重故 2｡ (第二十九頌)       

  (它沒有〔能知之〕心, 亦無〔對所知之境的〕所得, 這 3就是一種超越於世間的

智慧｡ 〔有漏生命的〕存在依據〔在這時候〕即得到轉換, 因為〔他〕已經捨棄

了兩種麤重｡) 

 

此即無漏界､不思議､善､常､安樂､解脫身; 名大牟尼法 4｡ (第三十頌)          

 (這就是無漏界､不思議､善､和堅穩; 5這 6就是安樂､解脫身｡ 這〔也〕就是名為

大牟尼的〔最高的〕存在｡) 

此處, 由此二頌, 即顯示諸悟入唯表別狀態之瑜伽行者, 由見道開始, 而勝進

〔道〕, 〔終〕得果〔位〕圓滿 7｡ 此中, 由能執取之心無故, 及由對所執取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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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得無故, 所以〔說〕: 「彼無心､無得」｡ 由不相應, 所以〔它〕在世間不現

行｡ 復次, 是無分別狀態故, 所以由世間超出, 故說:「是出世間智」｡ 為使知此智

有無間轉換所依〔的可能〕, 故說:「所依得轉換」｡ 在這裡, 所依是指有一切種

子的阿賴耶識｡ 它的轉換, 即是在麤重､異熟､和二〔取〕習氣的存在斷滅時, 有

調順 8､法身､和無二智的繼起｡復次, 此轉依由斷除何物而得? 故說:「捨二麤重

故」｡ 「二」者, 指煩惱障麤重和所知障麤重｡ 「麤重」, 即是所依的不調順的狀

態; 這也就是煩惱；所知二障種子｡ 復次, 此轉依一方面對聲聞等〔人〕, 由捨離

〔其自身的〕麤重而得, 這就是所謂「解脫身」;另一方面對菩薩, 由捨離〔其自

身的〕麤重而得 , 此即名為「大牟尼法」｡ 由〔修行者自身所具的〕二障差別, 

故說轉依有有上的和無上的〔兩種〕｡ 於此有偈云: 

阿陀那識中, 應知有二障: 煩惱､一切種､於二有二縛 9｡ 

 

「二」者, 聲聞､菩薩為二｡ 前者有煩惱種子; 後者有二障種子｡ 由滅除彼〔二障

種子〕故, 即至一切智者位 10｡                                         

〔復次, 〕 「此即無漏界」者, 由轉依而成, 此即說為無漏界, 以無麤重故, 離一

切漏故, 所以說它是無漏｡ 〔復次, 〕 是聖法因 11, 故名界｡ 為甚麼呢? 因為

「界」一詞, 在這裡是「因」義｡               

「不思議」者, 則因為〔它〕不是思慮境界; 是〔聖者〕自內證故; 亦無〔可〕譬

喻故 12｡                                                            

「善」, 則因為〔它〕是清淨所緣, 平和安穩, 又由無漏法所成 13｡                      

「常」, 則因為〔它〕是常住, 〔並且〕永遠無盡 14｡                           

「樂」則因為〔它〕是常｡ 蓋無常即苦, 而此是常, 所以為樂 15｡          

      〔最後, 〕由斷煩惱障故, 於諸聲聞中得解脫身｡ 即此轉依相, 〔於菩薩中〕

亦名為「大牟尼法」｡ 由〔十〕地､〔十〕波羅密等的修習, 斷除煩惱､所知二障, 

轉依得現行, 即說為大牟尼法身 16｡ 〔諸佛､菩薩, 雖〕不捨輪迴, 而不為彼雜染, 

於一切法得自在, 所以說為法身 17｡ 「大牟尼」者, 即是與最高的寂默相應, 所以

佛世尊名為大牟尼｡ 

 

三十唯識釋終                                                        安慧阿闍黎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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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1此句玄奘譯為「無得不思議」, 成唯識論即據此解為「離戲論說為無得, 妙用

難測名不思議」(卷九､頁九三)｡ 今勘原文, 「不思議」實是「無心」(acitta)之誤, 

即不起分別活動心, 故下文跟着說「無得」(anupalambha), 即無所得｡ 此外, 真諦

之轉識論亦如此譯 (「無所得非心非境」, 見大正藏卷三一､頁六三), 可證｡ 不知

玄奘何以譯為不思議? 蓋第三十頌亦有不思議 (acintyah) 一詞, 未免重複｡           

 

2以上兩句, 玄奘譯為「捨二麤重故, 便證得轉依」, 次序恰倒置｡ 又原文無「證

得」一詞; 至於「轉依」者, 原文直譯是「所依之轉換」(awrayasya paravrttih), 今

即據譯｡                                                               

 

3原頌第二句有主詞「彼」(tat), 漢譯畧去｡                                    

 

4此頌大體上從奘譯, 唯第四句奘譯作「大牟尼名法」, 未免拘守原文: 

“dharmakhyo’yam mahamuneh” 之次序, 不合漢語詞序｡                        

 

5「堅穩」, 玄奘譯為「常」, 但原文 dhruvah 是堅固､不搖動之義, 所以在釋文中, 

安慧以「常住」(nitya) 解釋｡ (參看註 14) 今於頌文中仍依其意趣譯為「常」, 但

在此處則改譯為堅穩以供參考｡                                           

 

6原頌有主語「彼」(asau), 又下句亦有主語「此」 (ayam)｡ 今均據補｡              

 

7此處安慧似亦承認有見道､修道 (勝進道)､和究竟道等三位 (參看上文第一節註

6), 不過意趣仍在最後果位, 所以二頌合言; 非如成唯識論先將第二十九頌列為修

習位｡                                                                 

 

8「調順」, 原文 karmanyata, 亦譯「堪任性」, 蓋取「調暢身心, 堪任為性」(成

唯識論語, 卷六､頁五五; 又本書第四品二˙三註 31) 之義, 即是一種對治麤重後的 

調順狀態｡ 今即譯為調順, 其義較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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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此頌原出無着所著之六門教授習定論 (按: 安慧引無着之言甚多, 此可注意), 義

淨之譯法如下:                                                      

 

「應知執受識, 是二障體性｡ 惑種一切種, 由能縛二人｡」 (大正藏卷三一､頁七七

四中) 世親解云: 「應知執受識是二障體性, 識者即是阿賴耶識, 執受者是依止義, 

謂是煩惱､所知二障體性｡ 此復云何? 惑種即是煩惱障自性, 一切種即是所知障自

性｡ 又一切種者, 即是二障種子能縛二人: 煩惱障種子能縛聲聞, 一切種子能縛菩

薩, 由與聲聞､菩薩為繫縛故｡」 (大正藏卷三一､頁七七四中) 今安慧亦是如此說

｡                                                                   

10成唯識論說轉依位別有六種, 其最末兩種為: 「五､下劣轉, 謂二乘位, 專求自利, 

厭苦欣寂, 唯能通達生空真如, 斷煩惱種, 證真擇滅, 無勝堪能, 名下劣轉｡ 六、廣

大轉, 謂大乘位, 為利他故, 趣大菩提, 生死湼槃, 具能通達二空真如, 雙斷所知､煩

惱障種, 頓證無上菩提湼槃, 有勝堪能, 名廣大轉｡ 此中意說廣大轉依, 捨二麤重

而證得故｡」(卷十､頁一○一) 此即有類於安慧的有上､無上兩種轉依｡ 但安慧言

詞簡單, 未及成唯識論更於其中廣分十地, 由修十勝行､斷十重障､證十真如以說

菩薩之修道歷程, 又於轉依位中, 詳辨其能轉､能斷之道, 及所轉之依､與所得之大

湼槃､大菩提境界｡ 經此分析, 二乘與菩薩即界分釐然｡   

 

11「聖法因」 (aryadharmahetutva), 即指此轉依境界能成就聖者之意｡ 成唯識論云:

「界是藏義, 此中含容無邊希有大功德故; 或是因義, 能生五乘世､出世間利樂事

故｡」 (卷十､頁一○五)可證｡                                            

 

12成唯識論云: 「此轉依果又不思議, 超過尋思､言議道故; 微妙甚深自內證故; 非

諸世間喻所喻故｡」 (卷十､頁一○六) 與安慧釋同｡ 述記指出: 此三義亦見諸攝

論､顯揚論､瑜伽論, 可知乃當時之共說｡                                   

 

13成唯識論云: 「此又是善, 白法性故; 清淨法界､遠離生滅､極安隱故; 四智心品

妙用無方極巧便故, 二種皆有順益性故; 違不善故, 俱說為善｡」(同上) 此與安慧

說亦大體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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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成唯識論云: 「此又是常, 無盡期故; 清淨法界, 無生無滅, 性無變易, 故說為常

｡」(同上) 此即安慧說, 述記稱之為「自性常」(卷十､頁一九六)｡ 但成唯識論續

云: 「四智心品所依常故, 無斷盡故, 亦說為常｡ 非自性常, 從因生故; 生者歸滅, 

一向記故; 不見色心, 非無常故; 然四智品由本願力, 所化有情無盡期故, 窮未來際

無斷無盡｡」 (同上) 此即「相續常」(述記, 同上), 是護法所特重之義｡        

 

15成唯識論云: 「此又安樂, 無逼惱故｡ 清淨法界眾相寂靜, 故名安樂; 四智心品永

離惱害, 故名安樂｡ 此二自性皆無逼惱, 及能安樂一切有情, 故二轉依俱名安樂

｡」 (同上) 此與安慧以常說樂之思路異｡ 然述記云: 「又有漏法皆是行苦, 逼迫性

故, 增煩惱故, 故非安樂｡」 (卷十､頁一九六) 此則畧近安慧說｡ 今按: 安慧以無常

說苦, 乃原始佛教以來之通義; 若以煩惱說苦, 則不過為心理意義耳｡  

 

16成唯識論亦云: 「二乘所得二轉依果, 唯永遠離煩惱障縛, 無殊勝法故, 但名解脫

身｡ 大覺世尊成就無上寂默法故, 名大牟尼｡ 此牟尼尊所得二果永離二障, 亦名法

身, 無量無邊力無畏等大功德法所莊嚴故｡」(同上) 

 

17成唯識論於此復分解為三相:「如是法身有三相別: 一､自性身……二､受用

身……三､他受用(身) 」, 並詳論其關係, 安慧釋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