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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造此唯了别识三十论者、为

令於补特伽罗无我及法无我未知与

邪解者无倒了知此二无我故。此中显

示补特伽罗及法无我、为断离烦恼障

及所知障故。所以者何？如是贪著等

一切烦恼、依我见生故。若能了知补

特伽罗无我，即能对治萨迦耶见故。

彼若断离者，一切烦恼随断。若证入

法无我，即能对治所知障故，所知障

随断。断离此烦恼障及所知障、为得

解脱及一切智故。以一切烦恼能障得

解脱故、是故彼等若断，则得解脱。

所知障者：谓於一切所知、能障智转

起，即不染污无明。彼若断离者，遍

於所知一切行相、转起无染著无挂碍

智、是故当证得一切智。     

 

复有谬执法及补特伽罗不善如实了

知唯心者，为令了知法及补特伽罗无

我、渐次悟入唯了别识具果故、今造

此论。 

 

复次、或执所知如辨别识实

始造三十唯識論，為愚謬（一）

於人、法無我者釋人、法無我正理。

且釋人、法無我，為斷煩惱及所知障

故。謂貪等諸煩惱，由我見生；而人

無我理（二），對治薩迦耶見。自從事

於斷此見者，能斷一切煩惱。又法無

我理，對治所知障，所知障斯斷。又

斷煩惱及所知障，為得解脫及一切智

故。以諸煩惱，障得解脫，故若斷彼，

則得解脫。所知障於一切所知中為智

轉礙，是不染無知。斷此，則於一切

所知無著無礙智生。得一切智。 

 
   註一：愚者，全無知者；謬者，即不

正知者。 

   註二：理，─ avabodhah ─義也。 

 

    复次，執人，法者、不知唯心如

是（一），為開示人、法無我，使次第

悟入有果唯識，始造斯論（二） 

註一：如是，──yathabhûtam──如理也。 

註二：萊維(Levi)本，此字 prakaranā 

 rambhah，誤作。ram-yah。 

       复次，或意（三）所知如識，亦

有實體。或意識如所知，唯世俗有，

始造《唯识三十颂》，为使对

人无我和法无我不认识和认识错

误的人们，对人无我和法无我得到

正确的认识。而且，证得人无我和

法无我，是为了断除烦恼障和所知

障。因为贪等烦恼，由我见而生，

由于证悟人无我，能够对治萨迦耶

见，断此见即断一切烦恼。因知法

无我，能够对治所知障，断除所知

障。断除烦恼障和所知障，是为了

获得解脱和一切智性。因为烦恼障

碍获得解脱，所以，当断除它们的

时候，便获得解脱。所知障，于一

切所知当中，障碍智慧的生起，是

不染无知。断此，即于一切所知中，

转起无著无碍智慧，得一切智性。 

 

复次，执著法和我的人们，

不能如实知唯心，因此，为了开示

法无我和人无我，为了渐次悟入有

果唯识，故始造此论。 

 

     

     或者，人们认为任何事物，

為使迷謬人法無我者正解人法

無我，故創茲三十唯識論。此中使解

人法無我者，為斷煩惱及所知障故。

如是貪等諸煩惱由我見生起故，人無

我對治薩迦耶見，彼斷則一切煩惱

斷。法無我【296 頁】對治所知障，彼

障則斷。使斷煩惱及所知障者，為得

解脫乃一切智故。諸煩惱障得解脫，

故斷彼則證解脫。所知障是諸染污無

知，於一切所知中礙彼智轉，故斷彼

則一切所知無著無礙智生，證一切智。 

 

 

 

 

復次，執人法者不能正知唯心，

為使解人法無我次第得入一切唯識，

故創茲論。 

 

 

 

 

 

復次，或執所知如識，亦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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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或执辨别识如所知世俗为有、妙

正义俱无，为遮如是二行相边论、今

造斯论。 

颂曰： 

（一）由假安立我和法，若诸

种种等出现， 

论曰：颂中应补言辞、谓“於

世间、及诸论中”。 

颂曰： 

彼者转为辨别识， 

论曰：即随所应当说“由假安

立我和法”言。由彼能假安立我及法

故，名为“由假安立我和法”。又谓

彼能假安立为我、及假安立为法。 

言“若诸种种”者：谓无量行

相：如我、命者、生者、意生、及儒

童等、名“假安立为我”。如诸蕴、

诸处、诸界、色、受、想、行、识等、

名“假安立为法”。如是二种假安

立、就“转为辨别识”。云何说诸

我、或法、非于事体中假安立耶？以

诸法、及我、除“转为辨别识”以外

无所有故。 

云何名“转为”？即诸转变。

即於因刹那灭之同时、与因刹那不离

果之体获得，名之为“转为”。此中

若我等分别习气遍增长，及色等分别

习气遍增长，则阿赖耶识显现我等分

勝義則無。為遮此二種偏執，始造斯

論。註三：意── manyante ──今言“以

 為”。 

 

由假說我法，有種種相（一）轉。 

 

於世間及論議中之意當增。 

 

 彼依識所變。 

 

彼，謂假說我、法，(文義)如

是聯屬。 

 

 

假立我及諸法，是假說我法。

此則是我智及法世俗言。種種謂非一

種。若我，命者，生者，儒童（二），

作者（三）等，是假說我；若諸蘊，界，

處，色，受，想，行，識等，是假說

法。此二種假說唯依識轉變，非依於

實我及實法。 

 
 

註一: “相”梵本有義無文。 

二:  原人或劫初人名 Manu, 其苗

裔曰 Manuja，舊譯“儒童”。 

三:  Manava, 譯“作者”較妥。 

 

     何以故？以識變外，我及諸法

無故。 

 

變者何謂？變謂殊異性。果自

性成就，與因剎那滅同時，與因剎那

不同種，是謂變。 

 

此中由我等分別熏習增益，及

名﹑色等分別熏習增益，從阿賴耶

所知如识实有。或识如所知，从世

俗来看是有，从真谛来看是无。为 

遮此两种偏见，始造此论。 

 

颂曰： 

 

由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 

还需说明是于世间及论典。 

 

颂曰：彼依识所变 

 

联系“假说我法”。我及诸法

皆被假说，这就是“假说我法”。 

 

 

而且，这就是我的假立和法

的假立。“种种”即不只一种。我、

命者、生者、人、儒童等，是“假

说我”。诸蕴、诸界、诸处、色、

受、想、行、识等，是“假说法”。

因为诸法及我，除识变以外，是不

存在的。 

 

 

 

 

 

 

 

 

    什么名“变”呢？  

 

“变”即是差异性，与因刹

那灭同时，与因刹那异相，得到果

的体性，这就是变。此中，由于我

等分别习气增益，及色等分别习气 

體﹔或執識如所知，世俗雖有勝義則

無，遮茲偏執，故創茲論。 

 

 

     施設我及法。各別種類起， 

 

具足應言於世間及論議中(有各

別種類)。 

 

彼皆由識變。 

 

 

 

 

此貫初句，施設我及施設法，是

為施設我法。言各別種類者，謂有多

種。若我，命者，生者等，是施設我。

若諸蘊界處，色受想等，是施設法。 

 

 

 

 

 

 

 

 

 

 

 

 

兩類施設皆以識變為性，非有實

體，離識變外無諸我法故。變謂變異，

若因剎那滅同時，成就與彼不離果

性，是為變。此中由我等分別色等分

別攝植習氣故，從藏識生起分別現似

我等色等。此中雖無外我外法，而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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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及显现色等分别生起。此中显现

我等、及显现法等、亦由本无有外我

及外法而好象从分别转为外以为因

故，无始时来假安立我等及假安立色

等法而转。喻如眩翳见毛轮等。 

言“假安立”者：谓於此处本

无有彼，即於此处、假安立为彼。喻

如以牛称彼愚人。 

若如是者、於识之自体、及此

外、本无诸我与法故，诸我与法、即

是遍计所执性。由於妙正义非实有

故，彼一边论者执彼所知如辨别识实

有、不当应许。 

又“假安立”者：离彼所依不

得有故。若依於此、生起假安立我与

法之辨别识、决定应许为有事体。是

故由此所许、当知彼识亦如所知为世

俗有、妙正义俱无，道理相违，以世

俗亦应无有故。若无所依，世俗不应

得成。因此二种行相一边论者俱不应

理故，论师说言应舍！ 

 

 

 

 

 

 

識，我等現似分別及名、色等現似

生。雖無外在我、法，以此我等現似，

名、色等現似分別為因，從無始來遂

有我等假說，名、色等假說，如從彼

分別外別有。譬如瞖者，假立毛、髮、

圓物。彼中無彼而說有彼，是謂假

說。譬如說彼外人為牛。 

 

 

 

 

 

 

 

 

 

 

 

由外我、法無故，如是於識自

相中遍計我、法，然非勝義有。偏執

如說所知如識，非可安立。假說及無

住非可有故，必許識變於實中有，此

（識變）中假說我、法生。由是說識

如所知唯世俗（諦）有，勝義則無，

非可安立。世俗(諦)中亦容無有故； 

 

 

世俗無取，是義不然。───

此二種偏執非理故當捨，如阿闍黎

言。 

 

 

 

 

 

 

 

增益，我等现似分别及色等现似分 

别，就从阿赖耶识产生了。我等显

现，色等显现，都是由于这种分别，

像是外境为因。我的假说及色等法

的假说，无始时来而转，虽无外在

我、法，如患眼瞖见发、轮等之假

说。在此本无那种东西，而说在此

有那种东西，这就是假说。如说昏

人是牛。 

 

 

 

 

 

 

 

 

    因为外在我、法是不存在的，

于识自相遍计所执为我、法，但从

胜义来说是没有的，所知被说成是

如识一样，这种偏执不能成立。因

为假说，离其所依是不存在的，实

际上应当认为，肯定是识的转变，

在此，我和法都是假说。因此，识

如所知，从俗谛上来看是有，从真

谛上来看是无，从正理来看，不容

许。从世俗来看，也不应当是有，

因为无其所依，世俗不能成立。因

此，这两种偏执都不合理，所以论

师说应当舍弃。 

 

 

 

 

 

 

分別似外，無始時來施設我法而轉，

譬如翳目見髮繩等。 

 

 

 

 

 

 

 

 

 

 

 

 

 

 

 

     言施設者，謂於彼處施設所無為

有。是故識自性外無諸我法，此等即

遍計性，勝義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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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尔，一切所知是遍计所执性

故、应说无有事体！由辨别识是缘起

故，许说实有。辨别识缘起者、由“转

为”一词显示。 

     云何应知无有外义、即唯此辨

别识体生起义之行相耶？以外义即

由能生起显现自身之辨别识故、许是

识所缘缘，而非唯许能作因。由当与

等无间缘等无差别故。 

五识身者、但缘和合。由似彼

之行相故。和合者：唯是诸微分聚

积，非离彼而有。若分析彼诸微分

时，和合之行相识、定不起故。是故

虽无外义，而识亦起。 

和合之行相以极微和合为体

者、由诸极微非彼行相故。非和合

位、与和合时、体相无异故。因此和

合位如不合时、一切极微为彼所缘，

不应道理。 

有执一一极微不相资位、非根

能知，而展转相资位、根方能取！彼

执不然。由相资位与不相资位自体无

别，故彼为根所取、或根不知、亦应

一致！若诸极微展转相资方为识境

者，则瓶墙等差别行相不应於识现

起。以诸极微非彼之行相故。识则异

显现、境则异行相、有大过失，不应

 

    如是，一切所知，由遍計自性

故，如實非有。然識從因緣生故，如

實有。是義當許。又識從因緣所生性

說為識變，是義亦顯。 

  

 

云何知由無外境，唯識境相

生？外境由識自性生，許為識所緣

緣，非獨為因，不容與次第緣等分別

故。 

 

 

又五識體是和集所緣，為此(和

集)相故。和集離唯分集非別有。捨

此分集，有和集相識無有故。是故雖

無外境，而有和集相識生。 

 

 

 

又極微非和集，不作所緣緣，

極微無和集相故。極微非和集位，與

極微和集位，自性無有分別。是故極

微和集，非能作所緣緣，如非和集。 

 

 

 

(或意)一一極微，非與他極微

相互依倚，非根攝；然多極微相互依

倚，根攝。極微依倚位、非依倚位自

性無分別故，頓顯或隱(一)。若此相

互依倚極微而為識境者，若是則於識

上(所生)瓶壁等相分別非有，極微無

此等相故。又非他相能作有別一相識

境，有不定失故(二)。 

 

 

如此，所知的一切都是由于

遍计所执性，实际上不可得。而且，

识因为是缘起性，可以说是实有。

而且，识的缘起性，可以由变“识”

声可知。 

 

     怎么知道没有外境，而由识

变呢？因为外境是识的自性产生

的，可以做为识的所缘缘，不仅是

因性，因为与等无间缘等是没有差

别的。 

 

     五识体是和集所缘，因为是

其相性。和集并非离微分集而别

有，舍此微分，和集相识是不存在

的。因此，虽无外境，而有和集相

识而生。 

 

 

     而且，极微非和集，不做其

所缘，极微不做和集相故。因为极

微不是和集位，于和集位，其自性

与极微无任何区别。因此，极微和

集，与不和集一样，不是所缘，而

被认为是其他的东西。 

 

     每一极微都舍离其他极微，

非根所摄。但很多极微，互相依存，

属根所摄。极微于相依位和不相依

位，体性无别，或是一根摄性，或

非根摄性。假若互相依存的极微而

为识境，则于识上瓶壁等分别，就

不应当有，因为极微没有此相。    

而且，识则异显现，境则异相，即

为大过，不合道理。 

 

但為施設所依識變自性不無。 

 

  

 

 

 

      － 缺 － 

 

 

 

 

 

 

          － 缺 － 

 

 

 

 

 

 

 

          － 缺 － 

 

 

 

 

 

 

          － 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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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 

又诸极微有此、彼、及中间诸

部分故，犹如柱等、妙正义非有。此

若不许，则极微当无东、南、西、北

等方分不同。是故极微亦当如识无有

质碍、不住方所。 

 

 

 

若尔，外义无故、即唯识体义

之行相生起。应许如同梦中诸识。 

又诸受等过去及未来者、非能

生起彼之行相识。以是已灭及未生

故。彼现在者、亦非能生现在识。於

正生时、识等无有故。若已生起时、

识亦已生起彼之行相故。以都无有少

作用故。意识亦唯无所缘而得生起。 

有作是难：“若我及法不可得

者，则假安立亦不应有！”“假安立”

者：必依三种而成。苟任无其一，则

不得成：谓义体、与此相似、及此二

共法。喻如有义体为火，与此相似为

婆罗门婴，及此二共法为赤及猛利

故。於婆罗门婴假安立为火。此中於

婆罗门婴假安立为火者、或依类假安

 

又非極微如柱等於勝義有，有

下、中、上分故。或不許有東、南、

西、北等差別；若極微無此，則極微

如識。極微無質礙且無方分，(理則)

當然(三)。 

 
註一: 隱、顯，即非根攝、根攝。

Atîndriyatva, Indriyatva。 

註二:  梵文 atiprasanga,舊譯“太

過失”。即“太過之失”。   

註三:  此梵文本作 prasahyate, 當

作 prasajyate 

 

 

 

如是，無外境故，唯有識似境

相生，如夢中識，是義當許。 

 

 

受等過去、未來亦不生具此相

識，已滅、未生故。現在受等亦不生，

生位無故。識已生位，此相已生故，

無有何可作，意識亦無所緣生。 

 

 

 

 

或復有難：若無離識真我、法

者，假說亦應無。假說必因三事而

立，闕一不成。假說必依真事，同乎

此似事，及二所依共法而立。如有真

火，有似火童，及有共法或赤或猛，

此童如火，假說乃成。於此，火童依

類、實假說。 

 

依斯二者，假說不成。──此

 

     而且，诸极微如柱等一样，

从胜义来看，是不存在的，因为极

微有上、中、下之分，则极微不应

当有东、南、西、北等之分，则极

微理应如识一样，无质碍，无方分。 

 

 

 

 

 

 

 

 

 

     如是，虽无外境，识即为境

相产生，应许如同梦中识一样。 

 

     

    过去、未来的受等，不生具此

相识，因其已灭及未生故，现在的

受等，亦不生现在的具此相识，因

为没有正生时之位。于识的已生

位，因为此相已生，没有任何可作

的，意识亦无所缘生。 

 

 

      或复有难：若无真实的我和

法，假说也应当没有。假说依三而

有，缺任何一种都不能成立，即真

事、似此余境及此二共法。如真事

为火，似此为儒童，此二共法或赤

性或猛性。将儒童说成是火，这就

是假说。于此，火童依类、实假说。

然而，这两种假说都不能成立，此

中共法或赤性，或猛性，并非属于

 

   

 

 

           － 缺 － 

 

 

 

 

 

 

 

 

 

 

 

          － 缺 － 

 

 

 

 

 

          － 缺 － 

 

 

 

 

 

 

 

 

          － 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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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或依实物假安立。然此二种假安

立、俱不得成。 

此中且说共法赤、或猛利、非

属火类。若无共法，於婆罗门婴依类

假安立、不应道理。成大过失故。若

谓此类虽不具彼二法，然无此类、则

猛性赤性即不生起。故於婆罗门婴依

类假安立；则虽无有类，於婆罗门婴

猛性赤性亦现见故。若谓彼无、此亦

不生起，亦不应道理！彼无、此亦不

生起者：谓於假安立中无有。以婆罗

门婴亦应如火。有其类故。是故於婆

罗门婴依类假安立、不应道理。 

又依实物假安立、理亦不成。

以无共同法故。即彼火德猛利、或

赤、非此婆罗门婴所有。所以者何？

彼此相异故。其差别乃与自所依相属

故。若无火德，於婆罗门婴假安立为

火、不应道理。若谓人德火德两相似

故、可说为类者，则应由相似故、於

婆罗门婴猛利德及与赤德假安立彼

火所有猛利德及与赤德。而以德相似

故、於婆罗门婴假安立为火，不应道

理。以火名与德相似事不相应故。是

故依实物假安立、亦不应理。 

又义体亦无。以彼自性越过一

切知识及言诠境界故。了彼主体知

识、及诠表彼之言说、唯以德为方便

中共法為猛或赤，要非類有。無共法

童而假說類，此不應理，有不定失

故。若類雖無共法，猛、赤性與類不

相離故，於童說為類者；類無，而猛、

赤性於童現見，不相離說非理。且不

相離假說非有，如於火有類，亦於童

有類故。是故於童非類假說有。 

 

 

 

 

 

 

 

 

 

 

 

依實假說，(理)亦不成，無共

法故。非火猛德或赤正复在童。其為

是者，正爾異是。異屬所依故，無火

德而假說火童，亦不應理。如與火德

相似故說為應理，正爾火德猛、赤與

童德猛、赤相似故假說應理，而火童

非理，德相似不相屬故。是故依實假

說，理亦不成。 

 

 

 

 

 

 

又真事非有，真事自相，離一

切假智言詮境故。因假智言詮，唯於

真事中德性攝，於真事自相不相觸

故。非是，則德性有成虛失。又非離

类。无共法，儒童假说就不合理，

则成大过。假若此类不具共法，猛

性、赤性之儒童，类之假说也会成

立。若类无，由于猛性、赤性之儒

童现见，不相离性非理。于不相离

性的假说是没有的，因为如火之儒

童中有类一样。所以，于儒童之类

假说是没有的。 

 

 

 

 

 

 

 

 

 

依实假说也没有，因为没有共法。

并不是火是猛德或赤即于儒童，为

什么呢？因为彼此相异。因为差别

的与自相依的相关性，无火德而于

儒童假说为火，也不合理。如果因

与火德相似而说为合理。这样，因

为火德猛、赤与童德猛、赤相似，

假说即合理。但火童不合理，因德

相似而不相属，所以依实假说，并

不合理。 

 

 

 

 

 

     真事非有，因其自相超越一

切智和言诠境界。由为于胜义及诠

表智慧，依德相而转，不触其自相。

否则，德将虚无。因为除智和言诠

 

 

 

 

          

 

 

            － 缺 － 

 

 

 

 

 

 

 

 

 

 

 

 

 

 

 

            － 缺 － 

 

 

 

 

 

 

 

 

 

 

            － 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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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转起，不触及彼自性。若不尔者，

德将无义。若离知识及言诠以外，其

馀了知义体自性方便、不可得故。於

主体自性境界中无有知识及言诠

故，当知义体亦无所有。如是与声不

相应处、知识及言诠亦无所有。如是

由无能诠及所诠故，无有义体。 

复次、此诸一切只是假安立，

毫无事体。所谓假安立者：即由如是

道理转起：谓於是处、曾无有此。一

切声亦於主体中实无、唯由假安立性

转起。由如是故，唯无事体。此中若

谓无我与法故、不应假安立，如是所

说、理不成立。 

既所转辨别识有差别，今尚未

知。为显差别、故说颂曰： 

此转为又三行相。 

论曰：若於是处假安立为我、

及假安立为法、即此亦由因事及果事

故而有差异。此中转为因者：谓於阿

赖耶识中所增长异熟、及等流习气。

转为果者：谓由先业所感圆满而异熟

之习气获得生起已、於诸馀众同分中

引生阿赖耶识。并由等流习气得生起

已、从阿赖耶识生起转识、及染污

意。此中由善不善转识於阿赖耶识中

能生起异熟习气及等流习气。由无记

假智言詮，而有其他能量自相方便施

設。正爾由假智言詮為真事自相境者

無有故，真事無有；此義當許。如是

於聲中無有係屬故，假智言詮無有，

如是能詮、所詮無有，是則真事(亦

復)無有。 

 復次，如是一切皆為似事

（一）而非真事。似事謂彼處由無有相

而有者。且一切言詮，於真事中由德

性而有，而德性非有，是故正復無有

真事。彼說若無實我及法，則假說不

成，自不應理。 

 
註一: Gauna 本義為“次事”，對 

pradhāna“第一事”而言。後者者已譯

為“真事”，此故譯為“似事”，於義

亦順。 

 

 

 

     未知識變有幾種，為分別釋，

故云： 

 此能變為三。 

 

 彼處(施設)我、法假說。

此復由因性與果性（一）而有。此中因

變者,謂阿賴耶識中異熟、等流習氣

滋長。又果變者,由異熟習氣得起作

用故,若宿業酬引(二)斷盡，阿賴耶識

於別眾同分中現起。又由等流習氣得

起作用故，諸轉識染汙意自阿賴耶識

現起。此中善、不善轉識，於阿賴耶

識中生異熟、等流習氣。無記及染汙

意，唯生等流習氣。 

 
     註一：“因性”或“果性”之

“性”字，原義為“有”或“道”，在

以外，不会有其他实体自相的方便

施设。所以，因为没有于言诠自相

之境的智和言诠，所以不应当认为

有真事。如是，因于声中没有系属，

所以智及言诠也没有。如是，因为

没有能诠和所诠，所以真事也没

有。所有的一切，都是似事，而非

真事。所谓“似事”，是由那里不

存在的东西而转起。“真事”中的

一切声音都象是由本来不存在的

东西转起，所以“真事”是没有的。

在此所说我及诸法皆不存在，若假

说不成，则不应理。 

 

 

 

 

 

 

不知道识变差别有几种？为了显

示这些差别，而说颂曰： 

 

此能变唯三。 

 

若于此处假说我及假说法，

而且，这种假说是由因性和果性而

有。此中因能变者，即于阿赖耶识

中异熟及等流习气的增长。又果能

变者，由于异熟习气的作用，使宿

业断尽，阿赖耶识于其他的众同分

中生起。又由于等流习气的作用，

诸转识及染污意从阿赖耶识生起。

此中，诸善、恶转识于阿赖耶识中

生起异熟习气和等流习气。无记、

染污意只生等流习气。 

 

 

 

 

 

 

 

 

 

 

            － 缺 － 

 

 

 

 

 

 

 

 

 

 未知識變復有幾種，今分別說。故

云﹕ 

   此變又三類。 (第一頌)  

 

    若處施設我法，復有因性果

性不同。此中因變者，謂即藏識中異

熟等流習氣滋長。果變者，謂由宿業

招引圓滿，異熟習氣得起，而有餘生

藏識現行。又等流習氣得起，而有轉

識染污意及藏識現行。此中由善不善

轉識，於藏識中生異熟習氣。由無記 

(轉識) 及染污意生等流習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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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识、及染污意、生起等流习气。 

 

 

所说所转三行相、今尚未知，

为显彼差别、故说颂曰： 

（二）异熟识及思量识，了别

于自境界识。 

论曰：如是三种所转者：所谓

异熟、所谓思量、及所谓了别境识。

此中由善不善业习气成熟增上力

故、随能引生所感果体者，名为“异

熟”。染污意者：谓恒审思量为我之

体性故、名为“思量”。由能各别显

现色等境界故、六行相眼识等名为能

“了别于自境界”。 

以未说彼自性、今犹未知，为

如次显明彼自性、故说颂曰： 

此中阿赖耶识者，异熟具一切

种子， 

     论曰：言“此中”者：即指无

间所说三种所转。言“阿赖耶”者：

即称阿赖耶识。如是识体、即是所转

异熟。由彼是一切杂染品法种子所依

故，名为“阿赖耶”。所谓“阿赖

第三轉，謂“由因之有”或“由果之

有”。Bhāvena,外此，實無洽當之字可

譯。 

  二:  原文 Aksepa 

 

 

 

又復未知云何為此三種能變。

為分別釋，故云： 

 

謂異熟、思量、 及了別境識 

 

 

此三種能變者，謂異熟，謂思

量，與謂境了別。此中由善、不善業

習氣成熟力故，如是隨引果現起，是

謂異熟。──染汙意以常時思念為性

故，謂之思量。──由色等境現似

故，眼等六識，於境了別。 

 

 

 

 

 

若於彼自性無釋，彼非可知，

是以如彼自性次第釋（一）故云： 

 

    初(二)阿賴耶識， 異熟一切種。 

  

    此中，謂如前所說三變中。所謂

阿賴耶者，表藏識，此識即異熟變。

此中屬一切雜染法種子所依者，為阿

賴耶。阿賴耶與依，同謂而異名。復

次，此中攝藏一切法為果性（三），一

切法中攝藏此為因性（四），是為阿賴

耶。了別謂之識。一切界、趣、胎、

 

 

 

 

 

 

所说的这三种能变不被所

知，为了显明其分别，故说颂曰： 

 

 

谓异熟、思量，及了别境识。 

 

 

这三种能变，称为异熟、称

为思量、称为境的了别。此中，由

善不善业习气的成熟力，如是引发

果的生起，这就称为异熟。因为染   

 

意恒常思量为我性，所以称

为末那（manana，思量），因为色

等外境的显性，眼等六识成为境的

了别。 

 

 

因为还没有说明其自相，所

以仍不被知。为了说明其自相，故

说颂曰： 

 

初阿赖耶识，异熟、一切种。 

 

所说的“此中”，是指无间所

说的三能变。所说的阿赖耶，称为

藏识，又称为异熟识。因为此中是

一切杂染法种子的所依性，所以称

为藏识。阿赖耶与所依，只是异名。

于此识中执持一切法为果性，并相

 

 

 

 

 

 

又復未知三類是何，今分別說。

故云﹕ 

異熟與思量  及於境了別。 

 

 

 

 

彼三類變，所謂異熟，所謂思

量，所謂於境了別。此中善不善業習

氣成熟力故，引果現行，是為異熟。

又染污意以常時思量為性，是曰思

量。六識各別現似色等境界，是為於

境了別。  

 

 

 

 

 

是等自性是何，以次當說。故

云﹕ 

    此中名藏識。異熟一切種。 (第

二頌) 

 云此中者，次前所說三類變

中。云名藏者，謂即名彼藏識，即彼

識為異熟變。彼是一切雜染種子所依

為藏。云藏，云依，異門施設。復次，

此中攝藏一切法為果性，一切法中攝

藏此為因性，故名為藏。了別為識。

於一切界趣生類中，由善不善業成熟

為異熟。一切法種子所依為一切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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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及“所依”者、乃属异名。复次

一切法於此识中果事转起、并相应

故，或此识於一切法中因事转起、并

相应故，名为“阿赖耶”。以能辨

别、故名为“辨别识”。一切界、趣、

生及种姓、是善不善业异熟果故，名 

为“异熟”。是一切法种子所依体

故，名为“具一切种子”。 

 

若离转识外、别有阿赖耶识者，

为了解故、亦须说彼所缘及行相。以

辨别识无有所缘、及无行相、不应道

理故。虽不许彼无有所缘、及无行

相，然彼所缘、及以行相、不可分辨。

何以故？谓阿赖耶识生起内执受了

别、及行相不可分辨外器了别二种。

此中内执受者：谓执著遍计所执自性

习气、及具有所依根之色和名。 

以彼之所缘极微细故。颂曰： 

（三）此者执受等、处所等能

了别不显了。 

论曰：若於是处、有不显了执

受及不显了处所了别故，即此阿赖耶

识、说为“执受”及“处所”二行相

“不显了”。此中“执受”者：谓能

执受。此所执受、复分我等分别习气

類中善、不善異熟,謂之異熟。一切

法種子所依，謂之一切種。 

 
註一：此處梵本微有缺漏，萊維據藏

文本補入數字。 

 

 

 二：“初”字奘譯增。直譯當是《此

中所謂阿賴耶識者》限於頌體故爾。 

 三：意謂此識為一切法所依。 

      四：意謂此識依於一切法 

 

 

 

 

     若轉識外別有阿賴耶識，則當

說其所緣或行相。若無所緣或無行

相，識不應理。正爾非無所緣，非無

行相。云何不斷（一）所所緣及行相，

何以故？以阿賴耶識二類生起故。內

自執受了別，外自不斷行相器了別。

此中內執受者，謂愛著遍計自性習

氣，及所住諸根名、色。 

 
     註一：“斷”謂“明了”，“明知”，

“定界義”。 

 

     由此所緣性甚微細故。 

 

不可知執受處了 

 

於此不可知執受處，於此處不

可知處了別，此是阿賴耶識。此之謂

不可知執受處了。執受者，近取也。

亦即我等分別習氣，及色等法分別習

氣。習氣實有故。由阿賴耶識，我等

分別及色等分別，以果性故，皆所取

者。是故此我等分別、及色等分別之

应。或者，此识执持于一切法中以

为因性，并相应，这就是阿赖耶识。

识别即为识，由于善、不善业异熟

性故，而处于一切界、趣、种性、

生中，这就是“异熟”。因为一切

法种子的所依性，这就是“一切

种”。 

 

 

 

 

 

 

 

如果除转识，另有阿赖耶识，

就应当说明其所缘和行相，因为识

不能无其所缘，或无其行相。既然

不许无其所缘，无其行相，为什么

不断其所缘，断其行相呢？什么原

因呢？因为阿赖耶识有两种生起，

即内自执受了别和外不断行相器

了别。此中，内执受了别，即执著

遍计所执自性习气，及其所依的

根、色和名。 

 

 

     这是由于所缘性非常微细的

缘故。 

不可知执受处了， 

 

于此不可知执受，于此处及

了别是不可知的，这阿赖耶就是

“不可知执受处了”。“执受”就是

能执受，这种执受又分为我等分别

习气和色等分别习气，因为习气存

在于阿赖耶识中，所以有我等分别

 

 

 

 

 

 

 

 

 

 

 

 

 

 

若轉識外別有藏識，應說所緣及

行相，無所緣行相不成識故。此雖不

無，然不可分別。所以者何。藏識內

有執受了別，外有行相不斷器界了

別，兩類生起。此中內執受者，謂愛

著遍計性者習氣，及所依 (身) 俱有諸

根名色。 

 

 

 

 

 

彼為所緣甚微細故。 

          

不可知執受  彼及處了別。  

(藏譯順釋，作彼執受及處 

了別不可知。) 

 

執受何等不可知，又依處了別不

可知故，是為藏識執受及處不可知。

此中執受者，謂所執受，亦即我等分

別習氣及色等法分別習氣。藏識有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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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色等分别习气。由於彼中有此故，

阿赖耶识能执受我等分别及色等分

别为果性故，我等分别及色等分别习

气，此二称为所执受。谓於此识不能

了知如是领受行相、谓“此者即此

也”，是故说名“此者执受”“不显

了”。 

再者执受所依、故名“执受”。

所依者：即身。此具有所依根之色和

名。执受彼故、即名为能趣。谓与彼

同安危故、名为“执受”。此中於欲

界及色界、执受二种。由远离色贪著

故，於无色界不感生色异熟故、唯执

受四名。然而此时色居习气位，非异

熟位。於此执受中、不能了知谓“即

此也”如是行相，说名“不显了”。 

“处所等能了别”者：谓器世

间安布了别。此由所缘、及行相、不

分明现故，说名“不显了”。 

     然识所缘、及行相、如何不分

明耶？谓此如同诸馀说为识者、於灭

尽定等位。於灭等时、亦不能证知无

有识。以与理教二相违故。 

 

此中既说阿赖耶是识故、而识

定与诸心所法相应故，应说一切心所

法中、几相应耶？又如是心所有法是

習氣成為執受，應理。彼於此中（二）

是此。因各別執受性故，不可知，故

曰不可知執受。又能依近取，謂之執

受。能依我性,是所住根，色，及名。

於彼有所執受，即有所近至而取，由

一得故（三），亦即是執受。此中於欲

界、色界中，有名、色二執受。然無

色界中無貪於色故，色異熟不現生， 

唯有名執受。然此中色唯在習氣位非

異熟位。又彼執受，不能一一分別此

即是此，故曰不可知。 

 
註二：“此中”謂阿賴耶識中。 

 

註三：“一得”Ekayogaksema , 此

“得”字義廣，謂無則得之，而有則保

之。 

 

 

 

 

 

處了別謂器世間位了別。此識

亦由不斷所緣行相而起故，說為不可

知。 

 

云何了別當是不斷所緣行相？

其他唯識諸論師，皆同是說。在滅盡

定等位，此識正爾無有；非可了知。

與理相違故，又與經相違故（四）。 

 

註四：此義當是：《非是，則與

理相違，又與經相違。》 

 

此中所說阿賴耶識者，此識必

與心所相應，則必說常與幾心所、何

心所相應，又是否恒常與之相應。故

及色等分别以为果性，所以把我等

分别习气和色等分别习气说为执

受。因为于此识中不能了知领受行

相，这就称为“不可知执受”。而

且，执受所依就是执受，所依即身，

具有依止的根、色和名。其执受是

能趣，因其结合的安稳性，所以称

为执受。此中，于欲界、色界，有

名、色两种执受，于无色界中，因 

 

不贪色，不生色异熟，只执受名。

然而，此中之色，只在习气位，不

在异熟位。而且，这种色执受，不

能被了知为就是这个，所以说是不

可知。 

 

 

 

 

 

 

“处了别”就是器世间了别，

此由不断缘行相而起，所以称为

“不可知”。 

 

如何了知不断所缘及行相之

识呢？其他说识者认为，在灭尽定

等位无识，不能证知，因为这既与

理相违，又与经相违。 

 

 

 

 

此中所说阿赖耶识，此识必

与心所相应，常与哪些心所相应

呢？是否常相应呢？故说颂曰： 

習氣故，乃執受我等分別色等分別，

故名彼諸分別習氣以為執受。於此受

此，不可知故，說彼執受不可知。 

 

 

 

 

 

 

 

 

 

 

 

 

 

 

 

 

 

 

處了別者，謂器世間分別。彼亦

難知，又復行相不斷而起，故說不可

知。 

 

如是此識所緣行相不斷而起，入

滅盡定時亦成就此故。  

 

 

 

 

 

 

由如是說藏識決定是識，必與心

所相應，應說此心所是何等，復有幾

種，又得常時相應否耶。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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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相应？抑非常耶？是故颂曰： 

恒常与触及作意、接纳（原作

受）、想及思相应。 

 

 

论曰：言“恒常”者：谓尽其

阿赖耶识所有边际、恒时与五遍行心

所有法相应：即“触、作意、受、想、

及思”。“接纳”者：谓领受。 

此中“触”者：谓三和合已、

可分辨根有变异。具有能作受之依持

为业。根、境、识三、名三。彼三因

事果事同时依住，名为三和合。由此

有故，即於此同时能分辨随顺生起乐

等受根上变异、成为领受与此相同乐

等境界之行相，名之为触。根亦由其

差别、为乐苦等因性，如是即名根上

变异。此触由与根上变异相同故，根

上所有触、或由根触、故名为

“触”。是故虽以分辨境界变异为体

性，然亦说为分辨根上变异。此以受

之依持为业。如经说云：“以领纳乐

所有触为依持故，乐受生起。”乃至

广说。 

“作意”者：谓启动心。能令

启动、故名启动。谓使对所缘境趣向

云： 

  

   常與觸作意、受、想、思相應 

  

  

 

 

 

 

 

 

常(云云)者,謂若是阿賴耶識,則

必與觸，作意，受，想，思，五遍行

法相應。受者，取也。 

 

 

此中觸者，謂三者合，則有根

變異與簡別，受所依為業。根，境，

識三，是唯三者。由其因果，交互定

持，乃為三合。此若是有，則同時與

苦、樂等受相隨之根變異，及同乎根

變異於境之樂等受用相（一）簡別，是

為觸。又根由彼差別得苦、樂等因

性，彼即其變異。又觸者，由與此根

變異相同，於根能觸或為根所觸，說

之為觸。是故以境變異簡別為自性，

亦說為根變異簡別。觸之業，是為受

作所依。經中如是說：樂受用，依觸

生。是謂樂受───詳說如是（二）。 

 
註一：“相”，去聲，名詞。 

 二：此段梵文原本有數字缺漏，

皆由校訂者據藏文譯本補入。 在原本

第六紙第二面。 

 

作意者，心之功用。功用謂遍

 

常与触、作意、受、想、思

相应。 

 

 

 

 

 

 

 

 

所谓“常”，意思是说：只要

是阿赖耶识，就必定与触、作意、

受、想、思五遍行法相应。“受” 

就是感受。 

 

此中之“触”即三位和合时，

使根变异并识别，以受所依为业，

根、境、识三，即“三位”。由其

因果，形成三位和合。当此有的时

候，同时顺起根的乐苦等受，与变

异相同的境之乐等受的行相识别，

这就是触。而且，根由于识别而生

乐苦等因性，这就是触的变异。或

者是根能触，或者被根所触，这就

称为触。以对外境变异的识别为自

性，这被称为对根变异的简别。其

业是对受的所依性，因为经上这样

说：“能生乐受的触是由缘而生，

这就是乐受”。乃至广说。 

 

 

 

 

 

     作意，即发动心。能使发动，

 

  常與觸、作意、取、想、思、相應。 

(第三頌) 

 

 

 

 

 

 

 

    云常者，謂藏識恒時與彼觸

作意受想思五遍行法相應。 (頌中) 取

即是受。 

 

 

 

此中觸者，由三和合分別諸根變

異，是受所依為業。 

 

 

 

 

 

 

 

 

 

 

 

 

 

 

 

 

 

作意者，令心生起，於所緣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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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现起。此以具有於所缘境能操持心

为业。操持心者：谓即只对此所缘

境、数数导心专注。此业决定心相续

所缘境界作意、具有特异之增上力故

说，而此非依一一刹那心。以此唯於

各自刹那心起其业用，而非於馀刹那

故。 

 

“受”者：谓领纳为性。由能

明显感到之差别、此复成三行相：谓

以能令舒适、能令焦躁、及能令远离

此二行相为各自体性故。即乐、苦、

及非苦非乐。便作是思：由此能领受

一切善不善业异熟果故，名为领受。

此中乐领受者：谓诸善业异熟果。苦

领受者：谓诸不善异熟果。非苦非乐

领受者：谓善不善二业异熟果。此中

唯说阿赖耶识体是善不善业异熟。谓

依妙正义，与此识相应舍性、实是善

不善业异熟果。乐与苦者、乃依善不

善业异熟所生起故，假安立“异熟”

名。此中乐领受者：谓此生时、不欲

远离，於此灭时、生再遇欲。苦领受

者：谓此生时、即欲远离，於此灭时、

不欲再遇。非苦非乐领受者：谓若此

生、若此灭时、二欲不起。 

“想”者：谓於境能取所相。

境者：谓所缘。所相者：谓彼之差别，

攝之作用。以此心於所緣現前。又彼

於所緣持心為業（一）。而持心者，謂

但於此所緣數數引趣此心。又此業說

為屬於妙巧作意，此作意與屬於心相

續之決定所緣相合，非謂此作意於獨

一心剎那轉，因其唯於獨一剎那有用

而非一一諸剎那。 

 
     註一：原梵本於業字後有一（^） 

符號，表有所缺字。 

 

 

受者，以領納為自性。此復有

三：於境之樂、苦、與俱非相，由其

各別自相應證殊異故；謂苦受，樂

受，及不苦不樂受。然他人有作別解

者，謂於善、不善業果異熟各別有所

領納，謂之領納。於此，樂受是善業

之果異熟，苦受是不善業之果異熟。

不苦不樂受則二者俱。又於此唯阿賴

耶識是善、不善業異熟。與此相應是

捨；於勝義諦為善、不善業果異熟。

然苦、樂、為善、不善業異熟所生故，

假說異熟。此中樂受，謂若起則生不

離想，若滅則復生合想。苦受，謂若

起則生離想，若滅則不復生合想。此

中不苦不樂受，則若生若滅，二想俱

不生。 

 

 

 

 

 

 

想者，於境取相。境謂所緣。

相、是彼差別。 

所以称为发动。因为心于所缘现

前，又于所缘持心为业。而且，持

心就是于所缘，一再引心。此业由

于心相续决定于所缘，所以作意是

殊胜的，被说成是有增上力，而非

依一一刹那心，因其作用在一刹那

有，在另一刹那无。 

 

 

 

 

 

 

受，以领纳为性，因为各别

证取乐、苦、具非相，故有三种，

即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有人

另有他解：领受善不善业果异熟，

所以称为领受。此中，善业之果异

熟是乐受，恶业之果异熟是苦受，

具二业之果异熟是不苦不乐受。又

于此，阿赖耶识是善不善业异熟，

与此相应是舍。从真谛来看，是善

不善业异熟。因为乐和苦是善不善

业所生，所以假说为异熟。此中乐

受，产生以后不想离，灭时又想合。

苦受，产生以后想离，灭时则不想

合。不苦不乐受，既不想生又不想

灭。 

 

 

 

 

 

 

想，于境取相，境是所缘，

相是其差别，安立青黄等所缘为

為業。 

 

 

 

 

 

 

 

 

 

 

 

 

受者，領納自相。 

 

 

 

 

 

 

 

 

 

 

 

 

 

 

 

 

 

 

 

 

 

想者，於境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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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安立青黄等所缘之因。能取所相

者：如分别谓此是青、而非是黄。 

 

“思”者谓能令心造作、令意

动作，犹如由磁石之增上力令铁动

作，如是由有此故、於所缘境令心动

作。 

 

受者有三行相：一者、乐受。

二者、苦受。三者、非苦非乐受。法

有四行相：一者、善法。二者、不善

法。三者、有覆无记法。四者、无覆

无记法。此中由於阿赖耶识总说受

故、於三种受中尚不知是何受，如是

於四法中亦犹未识是善、是不善、是

有覆无记、是无覆无记，是故颂曰： 

（四）此中受乃属于舍。此者

无覆亦无记。 

论曰：言“此中”者：由正值

说阿赖耶识时分故、今即直指为

“此”。谓於此阿赖耶识中、唯是舍

受，而既非乐、亦非是苦。以此二所

缘、及行相、俱分明故。言“此者无

覆亦无记”者：亦直指阿赖耶识。此

中言“无覆”者：为简别有覆无记故

说。言“无记”者：为简别善、不善

 

為分別青、黃等所緣因。取相

是顯了，辨此是青色而非黃色。 

 

 

 

 

 思者，令心造作，為心之用。

此用是有，以對所緣，心如有所引，

如鐵因磁石力而引。 

 

 

 

受有三種：苦，樂，及不苦不

樂。 

 法有四種：善，不善，無

覆無記，及有覆無記。是處阿賴耶識

中受，乃由總說，未知（總說）三種

受中是何種受。如是亦不識此是善，

不善，無覆無記，有覆無記。故云： 

     

  

 

唯捨受  是無覆無記。 

 

 此中（一）者，聯貫唯阿賴

耶識，是所論故。在阿賴耶識中受唯

是捨，非樂非苦，二者皆有決定所緣

行相故。又彼皆隨貪、嗔故。此無覆

無記，所說乃阿賴耶識。此攝無覆，

以簡有覆；此攝無記，以簡善與不

善。隨煩惱以意為地，且是客塵，非

彼覆故，謂之無覆。由異熟故，對異

熟無可記別善與不善，謂之無記。 

 

註一：“是無覆無記”句前，

因，取相如说这是青，不是黄。 

 

 

 

 

 

思，使心造作，使意行动。

当意行动的时候，其心对所缘似有

所引，就象是铁受吸铁石之力牵引

一样。 

 

 

受有三种：乐、苦和不苦不

乐。 

法有四种：善、不善、无覆

无记和有覆无记。此中，由于在阿

赖耶识中总说之受，不知是三受的

哪一受。 

 

这样，也不知道于四法中，

是善、不善、无覆无记？还是有覆

无记？故说颂曰： 

 

唯舍受，是无覆无记。 

 

“此中”即指阿赖耶识，因

其所论性，所以和它联系起来。于

阿赖耶识是舍受，不是乐，也不是

苦，因为已将苦、乐二者从其所缘

行相分离。又因贪、嗔的随眠性，

此是无覆无记，所论述的就是阿赖

耶识。此中所摄是无覆，是为了简

别有覆。此摄无记，是为了简别善 

 

和不善，因为不被意地随惑

客尘所覆，所以是无覆。因异熟性，

 

 

 

 

 

 

 

思者，令心造作。  

 

 

 

 

 

  受有三種，樂，苦，不苦不樂。

法有四種，善，不善，有覆無記，無

覆無記。藏識中受上雖已說，未知是

三種中何受。又是善不善何等。了決

此義，故云﹕ 

 

 

 於彼是捨受  彼無覆無記。  

 

 云於彼者，貫彼藏識自相。即

彼藏識受是捨性，非樂非苦，此二 (受) 

所緣行相有間斷故。云彼無覆無記

者，亦貫藏識。云無覆者，簡別有覆

無記故。云無記者，簡別善不善故。

不由意雜染心所覆故說為無覆，是異

熟所成故說為無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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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不为意地所有诸飘忽无定烦恼所

覆蔽故，名为“无覆”。以变异而成

熟故，又非善不善可记别故，是异熟

体、亦是无记。 

颂曰： 

触等亦同复如是。 

论曰：如已说阿赖耶识一向异

熟，所缘、行相、不分明，常与触等

相应，唯舍受、及无覆无记，如是触 

等亦是一向异熟，所缘、行相、

不分明，与除自身外馀四及阿赖耶识

常相应。又除此触等以外亦唯舍受及

无覆无记、均如阿赖耶识，即诸与异

熟相应、而非为变异成熟、与所缘行

相不分明相应、即分明所缘及行相亦

不可有。如是於馀、当说亦尔。 

阿赖耶识尽生死际、无差异转

耶？抑相续转耶？以彼非一向无差

异转，而是刹那性故。如是颂曰： 

此者相续如暴流， 

论曰：言“此”者：即正指阿

赖耶识。此中“相续”者：谓因果相

续不断生起。於水聚中、前水後水相

续不断流转，名为“暴流”。犹如暴

流中漂流草、木、牛粪等，如是阿赖

原有“此中”一字。奘頌譯刪。茲長

行釋中存。 

 

 

 

 

 

觸等亦如是。 

 

如阿賴耶識一嚮異熟，其所緣

行相不決定，常與觸等相應。此中唯

捨受，是無覆無記。觸等亦如是，一

嚮唯異熟，所緣行相亦不決定。除

自，常為餘四法及阿賴耶識所隨，此

等中受唯是捨，餘皆是無覆無記，如 

 

阿賴耶識。與異熟相應合無異熟性，

非與決定所緣行相應合而有決定所

緣行相性，是則非有。如是於他處亦

復云爾。 

 

 

 

又復云何：此阿賴耶識，貫生

死流轉為一隨住耶，或為相續耶？非

為一而隨住，念念滅故。然則云何： 

 

恒轉如暴流（一）。 

彼（二），唯與阿賴耶識相合。此

中暴流，謂因果動轉不斷。水聚之前

後分不斷相續流，謂之暴流。如暴流

挾草、木、牛糞等俱下，如是，阿賴

耶識亦為福、非福不消逝之業熏習所

隨，遂挾持觸、作意等貫生死相續不

斷流轉。 

 

对异熟不可记别善性和不善性，所

以称为无记。 

 

故颂曰： 

 

触等亦如是。 

如阿赖耶识，一向异熟，行

相不分明，常与触等相应。此中是

舍受，是无覆无记。触等也是这样，

一向异熟，所缘行相皆不分明，除

自身以外，常被其余四法及阿赖耶 

 

识相随。于此等中，如阿赖耶识一

样，是舍受，是无覆无记。因为不

与异熟相应，但与非异熟性相应。

不与不分明的所缘行相相应，却有

分明的所缘行相性，于余处也应当

这样说。 

 

 

 

 

 

又复云何？这阿赖耶识是随

从一个分明的轮回期呢？还是相

续呢？并非随从一个分明的轮回

期，因其刹那性故。颂曰： 

 

恒转如瀑流。 

 

它就与阿赖耶识联系在一起

了。此中“瀑流”，即因果无间运

转。水聚前后不断流转，所以称为

瀑流。如瀑流牵引草、木、牛粪等

一样。阿赖耶识被福、非福不失业

习气所随，挟带触、作意等，穷生

 

 

 

 

 

 

 觸等亦如是。 

 

 如彼藏識是異熟，所緣行相不

可分別，常與觸等相應，為捨受性，

及無覆無記。如是觸等亦復是異熟，

所緣行相不可分別，常與自餘四法及

藏識相應，又捨受性，及無覆無記， 

 

 

皆如藏識。諸相應法應爾，故說亦如

是。  

 

 

 

 

 

 

 

彼藏識流轉中恒無異耶，或復不

爾。應說一類無異，故云﹕ 

 

彼流如瀑水。 (第四頌) 

 

云彼者，貫上藏識。流者，因果

相續成流。水聚續流不斷，是為瀑水。

如彼水與草木便溺俱流，如是藏譯成

就福非福不動諸業習氣，又攝觸作意

等法，恒時輪轉不斷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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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识具有福非福及不动业熏习；复挟

同触、作意等、尽生死际相续不断相

续生起。 

 

应思如是相续生起何时舍耶？

是故颂曰：唯阿罗汉位能舍。 

论曰：云何说名阿罗汉位耶？

谓若具此者、是名阿罗汉果。具何者

名为阿罗汉耶？谓得尽智、及无生智

故，尔时阿赖耶识中粗重、无馀永断

故，即舍阿赖耶识。即於此位、名“阿

罗汉”。 

已说异熟、及其差别。 

今辨所谓思量为我即第二转

为、故乃广说“依于彼乃善生起”。

此中如共许彼眼等识以眼等为所

依、色等为所缘，如是染污意所依、

及所缘、则不共许。然识无有道理不

待所依、及与所缘，故今为显染污意

所依及所缘故、及为显训释词故、颂

曰： 

依于彼乃善生起， 

并缘于彼说名意。具思量为我

体性。 

註一：梵本此句前有“彼”字，奘

譯刪。 

註二：此即未譯出之出之“彼”

字。 

 

如是由相續流轉者在何位捨

耶？故云： 

 

阿羅漢位捨 

復云何阿羅漢位（三）與之相合而

謂之阿羅漢？又與何相合而謂之阿

羅漢？──由得盡智及無生智故。在

彼位中，住藏識中之麤重(習氣)已斷

無餘故。阿賴耶識遂捨。此為阿羅漢

位。 

 

 

 

釋異熟變已。今論第二變曰末

那者。依彼轉者,詳言之也。此中如

極成眼等為眼等識依,色等為所緣。

如是非於染汙意能依或所緣極成。亦

不許此識不待能依及所緣,是故為(四)

染汙意闡述能依及所緣,為文詞之述

說，又云： 

 

 

 

依彼轉緣彼，是識名末那， 

思量為性相。 

 
註三：此“位”字原文本作

“性”，因奘譯頌中作“位”，故仍之。 

註四：此“為”字去聲讀。 

 

 

 

死际不断流转。 

 

 

 

 

这种相续流转何位舍呢？故

说颂曰： 

 

阿罗汉位舍。 

复次，为什么阿罗汉位与之

相合，而称之为阿罗汉呢？又因为

与什么相合而被称之为阿罗汉

呢？由于得尽智及生智故，因为于

此位阿赖耶识粗重已断无余。阿赖

耶识已舍，此位就是阿罗汉。 

 

 

 

已说异熟及其差别，现在说

称为末那的第二能变，详说是“依

彼转”，此中如极成眼等是眼等识

的所依，色等是所缘。这样，染污

意的所依或所缘不是极成。然而识

不待所依和所缘，为了说明染污意

的所依和所缘，为了说明训释词，

而说颂曰： 

 

 

 

次第二能变，是识名末那。 

依彼转缘彼，思量为性相。 

 

 

 

 

 

 

 

 

 

  

    

  如是流轉何時得捨。故云﹕ 

 

     羅漢位捨彼。 

 

    羅漢位謂得盡智無生智，彼

藏識中粗重無餘斷故，則成捨彼藏

識，亦即彼時為阿羅漢。 

 

 

 

 

異熟變已釋訖。 

 

    今說第二思量變故。云依彼

而生起等。如彼眼等識，眼等為依，

色等為緣，則已共知，今染污意依緣

未知是何。決定說彼，故云﹕ 

 

 

 

  依彼而生起  緣彼名為意  

  識思量為性。 (第五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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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曰：言“依于彼乃善生起”

中、“彼”声即指阿赖耶识，阿赖耶

识为此识习气所依。是故此识与所依

俱转，即相续生起之义。复次若於三

界中某地、阿赖耶识此处得异熟者，

即此染污意亦即此界此地所有。由此

识即依阿赖耶识而转故，颂说“依于

彼乃善生起”言。 

言“并缘于彼”者：即唯缘阿

赖耶识为境。由与萨迦耶见等相应、

而缘阿赖耶识为我及我所故。如何由

彼心所生、又即以此心为彼所缘耶？

犹如有馀虽不许有此识，然亦有时许

依此心、意识得起；复缘此心为境、

彼意识转。 

言“说名意”者：谓名为意之

识、亦依阿赖耶识而得生起。由此所

说颂“并缘于彼说名意”言、简别阿

赖耶识及馀转识不同。复次、应思云

何为彼自性耶？故颂说言“具思量

为我体性”。如是以思量我为自性

故，依训释词、说名为“意”。 

若以此亦是识体故、决定与诸

心所相应者，此中未知与何心所相

应、及几多时相应？是故颂曰： 

（六）恒常与有覆无记之四烦

恼为伴侣， 

依彼轉，此言與阿賴耶識相聯

屬。此習氣所依是彼阿賴耶識，故說

依彼轉。其意謂相續而起。如或在某

界某地阿賴耶為異熟，染汙意即屬彼

界彼地，其作用繫屬於彼（一）。故云

依彼轉。 

 
註一：此“彼”字謂阿賴耶識。 

 

 

緣彼者，謂所緣亦阿賴耶識，

由薩迦耶見等相合故，我，我所，以

阿賴耶識為所緣故。又云何唯由彼心

而起而唯有彼所緣？如彼非願欲之

某知或在某知位，唯彼心、意、識起，

唯彼即起所緣。 

 

 

 

是識名末那。末那者，彼識之

稱。彼依阿賴耶識轉，而且緣彼，是

謂末那。由此簡別阿賴耶識及轉識。 

 

 又此以何者為其自性？

故云：思量為性相。以思量為性相

故，說為意。 

 

 

 

由安立詞義云爾。識自性故，

彼必與心所相應。但不知與何心所、

幾心所、或何時相應，故云： 

 

四煩惱常俱，有覆無記攝（一）。 

 

 心所有二類，煩惱及於異

 

“依彼转”，此言与阿赖耶识

相联系，因为这种习气的所依是阿

赖耶识，所以说依彼转，其意是相

续生起，或在某界中某地阿赖耶识

是异熟，染污意即属某界中的某

地，因为其作用系属于它，所以说

“依彼转”。 

 

 

 

颂文所说的“缘彼”，所缘就

是阿赖耶，因为与萨迦耶见等相

合，所以我和我所都以阿赖耶识为

所缘，又云何由心而起那所缘呢？

如有人虽然不承认有此识，但承认

于某位，由心而起意识，又缘此心，

使之产生。 

 

 

“是识名末那”，末那是这个

识的称谓，它依阿赖耶识而转，又

缘彼，这就是“末那”。由此简别

阿赖耶识和转识。复次，它以何为

自性呢？所以说“思量为性相”。

因为是以思量为性相，所以称为

“意”，依训释词的缘故。 

 

 

因为识的自性，它一定与心

所相应，但不知与何心所、几心所，

或何时相应，故说颂曰： 

 

四烦恼常俱，有覆无记摄。 

 

因为心所有二种：烦恼及此

 依彼，彼聲貫上藏識。藏識是

彼習氣所依，故依彼俱起。意謂相續

而生。復次，隨一界地藏識得異熟時，

染污意亦即是彼界地，依藏識而轉

故，為依彼起。 

 

 

 

 

 

云緣彼者，即緣藏識。謂與薩迦

耶見等相應，緣彼藏識以為是我故。  

 

 

 

 

 

 

 

(是) 名為意 (之) 識者，依緣藏

識之識說名為意，簡別轉識及與藏

識。次復說彼自相，故云思量為性，

是由訓釋言詞說意。 

 

 

 

 

 

 

既是識性，應與心所相應，未知

何等心所，何時相應。故云﹕ 

 

與四煩惱俱  常有覆無記。  

(藏譯順釋譯云與有覆無記 

四煩惱常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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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曰：诸心所有法有二种：一

者、烦恼。二者、此馀。为简别此馀

故、今说“烦恼”言。六烦恼中、非

与一切尽相应故，复说“四”言。言

“为伴侣”者：即是相应。烦恼亦有

二种：一者、不善。二者、有覆无记。

为简别不善、故说“有覆无记”言。

此有覆识、不应与不善相应。以“有

覆”者由是染污故。“无记”者：由

不可记别善及不善性故。言“恒常”

者：谓一切时。即尽此识所有边际、

恒与彼等相应。 

 

 

虽已总说，未知差别、今显差

别、颂曰： 

我见及与我愚痴，我骄慢我爱

著想。 

论曰：於诸取蕴随观为我，名

为“我见”。即是萨迦耶见义。“愚

痴”者：谓无知。於我无知，名为我

愚痴。“我骄慢”者：谓思量我所有

境为我。即是计我而起我骄慢之义。

“我爱著”者：谓於我染著，即是喜

恋我之义。此中若愚於阿赖耶识自性

者，即於阿赖耶识生起我见。由观为

我故、令心高举，是名我骄慢。若有

於煩惱者。為簡別其異者，故云與煩

惱俱。煩惱亦六。非與彼皆相應，故

云與四相應。相應者，相合之謂。─

─煩惱亦二類。不善、及有覆無記。

不善差別義故，云有覆無記攝。有覆

識與不善法相應不可有。有覆，有染

汙故。無記，以善、不善無所記別故。

常，謂一切時。如其有彼，即與彼等

相應。 

 
註一：此數句次序依梵本，文字從

奘譯。 

 

 

 

 

 

 

 

 

此皆由共同而非由差別說知；

為差別說，故云： 

 

謂我癡、我見、 並我慢、我

愛。 

於取蘊中見我，是為我見，是

謂薩迦耶見。癡者，無知。於我中無

知，是謂我癡。於我境中之慢，是為

我慢，即我有慢之謂。於自我之愛，

是謂我愛。 

 

於此於阿賴耶識自相中極愚

者，生起阿賴耶識中我見。由我見所

生貢高心，即此處之我慢。若有此三

者，於增上我慢之事中而貪執者，是

為我愛。有云： 

余。为了简别此余，而说与烦恼俱。

烦恼有六种，并非与之都相应，故

说与四烦恼相应。相应就是相合，

烦恼有二种：不善及有覆无记。为

了简别不善，所以说有覆无记。有

覆识不应当与不善法相应，有覆是

由于染污性，无记是因为善和不善

性无所记别。“常”是指一切时，

只要有它，就与之相应。 

 

 

 

 

 

 

 

 

 

 

 

已示总说，不知差别。为示

差别，而说颂曰： 

 

谓我痴、我见，并我慢、我

爱。 

于取蕴中见我，即为我见，

也就是萨迦耶见。痴，就是无知，

于我无知，就是我痴。于我境之慢，

意为我慢。于我之爱，意为我爱。

于此阿赖耶识之愚痴，令人生起于

阿赖耶识之我见，我观为我等，令

人高举，是为我慢。在有这三种的

情况下，而贪执于增上我慢之事，

这就是我爱。是故颂曰： 

 

由无明、我见、我慢、及我

  心所有二類，煩惱及餘，此中

簡餘，故說煩惱。煩惱又有六，彼非

一切相應，故說四。云俱者，即是相

應。煩惱復有二類，不善及有覆無記，

簡別不善，故云有覆無記。有覆識不

能與諸不善法相應，彼染污即是覆

故。云常者，謂一切時，乃至有彼即

與此等相應。 

 

 

 

 

 

 

 

 

 

 

 

 

前說差別未知，故云﹕ 

 

     謂我見我癡  又我慢我愛。  

     (第六頌) 

 

於諸取蘊觀我是為我見，意謂薩

迦耶見。癡者，無知，於我無知是為

我癡。我慢者，緣我心【301 頁】傲，

意謂 (七慢中) 我慢，我愛者，於我貪

著，意謂我貪。此中迷惑藏識自性， 

(我癡) 則於彼識有我見生。由此心

傲，而為我慢。由此三故，貪著樂欲

我體，是為我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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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三，则於思量为我之事体染著不

舍、是名我爱著。复说颂云：“由无

明及与我见、我爱著、我骄慢四，

令意恒常成覆染，以思量我为能

相。并能作颠倒原因，此意此四成

覆染，善心无记心起时、乃恒常执

为我因。” 

此诸我痴等烦恼、亦如意有九

地。此中已总说，但未知为与自地相

应、抑为与异地相应、是故颂曰： 

（七），若生于是即此有 

论曰：“若生于是”者：谓随

於是处生起。言“即此有”者：谓随

於此界、此地、生起，即与此界此地

所有者相应、非与异界异地所有者相

应。 

然此识唯与四烦恼相应耶？

答：不尔。如是颂曰： 

及触等。 

论曰：即指所谓其余触等相应。

言“及”声者：谓和集义。言“触

等”者：谓触、作意、受、想、思。

如是五法者是周遍伴行故，与一切识

相应。彼等亦随所生、即与彼处所摄

相应，而非与异界异地所摄相应。复

次、言“其余”者：为简别根本识相

 

   由無明、我見、我慢、及我愛。 

   由此四染汙，意相是思量。 

   但由顛倒因，末那常染汙， 

   善無記心中，常有我慢因。 

 

 

 

   凡此，必 

  我癡等煩惱，如意，在九地。 

 

由斯總說，未知此為唯與屬自

地煩惱相應，或亦與屬餘地者相應？

故云： 

 隨所生所繫， 

 隨所生，謂隨所生之處。

彼所繫，謂若生於彼界、或彼地，唯

與屬彼界、彼地者相應，而非與屬餘

界、餘地者相應。 

 

 

 

抑又唯與四煩惱相應耶？曰：

不然。 

 

及餘觸等俱。 

 

相應者，相合也。說及者，集

合之謂。觸等俱，謂與觸、作意、受、

想、思俱。此五法遍行故，與一切識

相應。亦與此等於彼所生所繫處者相

應，而非與屬其餘界、地者。又言餘

者，簡別與根本識相應。因根本識

中，觸等是無覆無記。但染汙意中，

觸等是有覆無記，如意。 

 

爱。 

由此四染污，意相是思量。 

但由颠倒因，末那常染污。 

善无记心中，常有我慢因。 

 

 

 

 

正因为这些， 

我痴等烦恼，如意，在九地。 

虽然已在此总说，但不知是

与自地相应，还是与他地相应，故

说颂曰： 

 

随所生所系。 

 

“随所生”，即随所生之处。

“随所系”，即与所生之界或所生

之地相应。 

 

 

不与别界或别地相应，只与

四烦恼相应吗？不。故说颂曰： 

 

及余触等俱。 

    

“相应”，即相合。“及”声，

谓和集义。“触等”，是指触、作意、

受、想、思。因为这五法是遍行性，

所以与一切识相应。又与它们所生

所系处者相应，而不与余界余地者

相应。所说的“余”，是为了简别

与根本识相应，因为根本识中，触

等是无覆无记。而于染污意中，就

象意一样，是有覆无记性。 

 

 

 

 

 

 

 

 

 

如有頌言，此我癡等諸煩惱，亦

如彼意有九地，未知是彼自性相應，

或復與餘相應。故云﹕ 

 

 

 

 隨生是。 

 

 云隨生者，謂隨所起處。云是

者，隨所生何界何地，即惟與彼界地

相應，非與其餘。 

 

 

然亦非說唯與四煩煩惱相應。復

云﹕ 

 

    及餘  觸等 

 

相應。云及者，總攝之義。云觸

等者，謂觸作意受想思五遍行法與一

切識相應。此等亦隨所生處，即與彼

界地相應，非餘界地。復次，言餘者，

簡別諸與本識相應者故，根本識觸等

無覆無記，此則有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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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故。谓根本识相应触等、是无覆无

记性，而染污意相应者、如意亦是有

覆无记性。 

若此染污意於善、染、及无记

位中、无差别生起者，应无舍时！若

无舍时，何有解脱？云何不成为无解

脱？实则不成，如是颂曰： 

阿罗汉无， 

灭尽等引亦无有，出世间道亦

无有。 

（八）此者为第二转为。 

论曰“阿罗汉”者：谓诸烦恼

无馀永断故，染污意亦无。此意如有

顶修所断烦恼、於得阿罗汉时由无间

道断。谓此於阿罗汉位、如馀烦恼亦

无。不还果由已离无所有处贪著、得

入灭尽定，亦由道力得入灭尽定故、

於灭尽定位当亦如道而灭。灭尽定出

已、复从阿赖耶识而生。“出世间道

亦无有”。言“出世间”者：为简别

世间故。唯於世间道位生起染污意。

观见无我者、由能对治我见等故，於

出世间道此不能生。由能对治及所对

治二分不俱起故，此意於出世间道中

灭。从此出时、复从阿赖耶识而生。 

 

 

 

 

 

若此染汙意於善、染、無記諸

位中無差別而轉，則不還滅。若此染

汙意不還滅，則何由有解脫？──云

何無解脫不容立？不容立者，因 

 

  阿羅漢，滅定，出世道無有。 

 

其初，阿羅漢悉斷諸煩惱無

餘，染汙意唯無有。如彼有頂修習，

斷諸惱煩，得阿羅漢，由無間斷道，

彼染汙意則滅。彼在阿羅漢位無有,

如其他煩惱。得無所有處、無欲地之

不還果，是得滅盡定。以道力可得滅

盡定。在滅盡定位中，彼則已滅，如

在道中。自滅盡定出，又唯從阿賴耶

識復起。出世道中亦無有。出世道

言，簡別世間道之謂。而染汙意唯於

世間道轉。無我見對治我見故， 

 

於出世道中彼不能起。異品、對品，

非（一）同時俱有故，於出世道中彼則

斷滅。出此道時，亦從阿賴耶識復

起。 

 
  註一：此“非”字乃釋者足成。 

 

 

 

 

 

 

 

 

 

 

 

若此染污意于善、染、无记

位中无差别而转，就不会有其舍的

时候。若无舍时，哪里还有解脱

呢？既无解脱，又怎能成立呢？不

能成立，故说颂曰： 

 

阿罗汉、灭定、出世道无有。 

 

阿罗汉，因为烦恼皆断无余，

染污意也就没有了。由于有顶修习

而断诸烦恼，至阿罗汉位，由无间

断道断灭意。于阿罗汉位，意如另

外的烦恼，不还果因离无所有处贪

著，故得灭尽定。凭道力而得灭尽

定，于灭尽定位中，如道而灭。从

灭尽定出，又从阿赖耶识产生。出

世道中也没有。说“出世间”，是

为了简别世间。而染污意于世间道 

 

转。因为无我见是为了对治我见，

我见在出世道不能生起。对治、所

治不能同时而有，意于出世道则

灭。出世道后，又从阿赖耶识生起。 

 

 

 

 

 

 

 

 

 

 

 

 

 

若染污意善染無記等時悉無差

別而轉，彼則無捨，云何不成不能解

脫。此亦不爾，故云。 

 

     羅漢無  滅盡定中無   

     出世道亦無。 (第七頌) 

 

    羅漢於煩惱無餘永斷故，無

有染污意。又以滅方便力得滅盡定，

亦如方便無彼意起，出定時乃從藏識

復生。出世者，簡別世間故，世間道

起染污意。若觀無我為我見對治為出

世道，彼不能起，由道出時復從藏識

而生。【30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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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已释所说“此者为第二转

为”言。亦即总结。 

 

於第二转为後、当说第三转为，

是故颂曰： 

第三于六境行相，若诸能缘即

此等， 

论曰：“第三”者：即“转作

辨别识”言为补足语。言“于六境行

相”者：谓自体境有六：色、声、香、

味、触、法。“若诸能缘”者：即能

取、或分别之义。 

 

又此六、为善？为不善？抑为

无记耶？是故颂曰： 

善和不善及非二， 

论曰：谓是善、是不善、及是

非二。言“非二”者：亦名无记。谓

与无贪无嗔及无痴相应者、名为善

性。谓与贪、嗔、及痴相应者、为不

善性。谓不与善心所及不善心所相应

者、为非二。即是非善亦非不善之

义。 

次第二能變。所說已釋竟。 

 

 

 

 

第二變後，自當說第三變，故

云： 

次第三能變(二),， 差別（三）有六

種， 了境為性相（四）， 

 

第三識變乃此句餘分。 

 

六種者，六類色，聲，香，味，

觸，法自境。了者,攝取、行解之謂。 

 

 
註二：“能變”二字梵本無文，故

長行中有“此句餘分”之句指出。 

此二字乃奘譯足成。 

註三：“差別”二字奘譯增文，足

成。 

註四：“為性相”三字奘譯增文，

足成。 

又此為善耶?不善耶?無記耶?

故云:    

 

     善、不善、俱非。 

 

善、不善、俱非者，謂無記。

善，與無貪，無瞋，無癡相應。不善，

與貪，瞋，癡相應。俱非，不與善、

不善相應，非善非不善之謂。 

 

 

 

 

 

所说的“第二能变”，这就解

释完了，并做了总结。 

 

 

 

第二能变后，理应讲第三能

变，故说颂曰： 

 

次第三能变，差别有六种， 

 

了境为性相。 

 

还须说明第三能变，“六种”，

即六类：色、声、香、味、触、法

自境。“了”即摄取、理解之意。 

 

 

 

 

 

 

 

又此为善？不善？无记？是

故颂曰： 

 

善、不善、俱非。 

 

善、不善，“俱非”，即无记。

善与无贪、无嗔、无痴相应，不善

与贪、嗔、痴相应，俱非与善、不

善相应，其意非善非不善。 

 

 

 

 

 

    是為第二變。 

 

廣釋己訖，如是結成。  

 

 

第二變後應說第三變，故云。 

 

第三於六境  若能緣者是。 

 

第三者，具足應言識變。云六

者，六種，即色聲香味觸法自性境。

若能緣 (彼境) 者，意謂能取及分別。 

  

 

 

 

 

 

 

 

 

 

此復是善不善或無記耶。故云﹕ 

 

善不善俱非。 (第八頌) 

 

言俱非，即無記。 (此若) 與無

貪 (Ma-chags-pa)無瞋無癡相應， 

(Ldan-pa) 則善。與貪瞋癡相應，則不

善。非 (Ma-yin-pa) 與二相應者，則俱

非意謂非善亦非不善。 

 

(附記) 日人寺本婉雅最近重校

藏文三十頌，載於佛教研究七卷

三號。謂頌善不善俱非下原缺一

句，應據釋補云，非有無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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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六识、复与何类心所有法

相应耶？与此相应心所有法有几多

耶？是故颂曰： 

（九）遍行及肯定殊异、及诸

善心所有法，如是烦恼随烦恼、此

与三受共相应。 

论曰：如是所说周遍伴行等、 

尚未了知，由为善显此故、颂

曰： 

（十）首先为触等心所。 

论曰：第一说故、名“首先”。

谓最先说。常与周遍伴行触、作意、

受、想、思相应。以触是彼等上首故，

说为“触等”。以触、作意等五法、

是一切心之随行故，说名为“遍

行”。谓彼等於阿赖耶识、染污意、

及诸转识、无差别转。 

 

 

 

 

 

 

 

 

 

 

 

又彼與何心所相應，又與幾心

所相應耶？故云： 

 

  此心所遍行、 別境、善、煩惱。 

  隨煩惱、不定 皆三受容俱。 

 

   此所謂遍行者，抑又未知。為釋

此故云： 

 

初遍行（一）觸等， 

 

 

 

於此先說謂之初，此謂遍行。

謂  

常與觸、作意、 受、想、思相

應。 

此皆先說。觸初說，故曰觸等。

又彼觸、作意等五法，遍隨心轉，說

為遍行。如是，亦皆於阿賴耶識，染

汙意，及諸轉識中各別而轉。 

 

 

 

 

 

 

 

 

 

 

 

 

 

 

 

又与几心所相应呢？与何心

所相应呢？故说颂曰： 

 

此心所遍行、别境、善、烦

恼、随烦恼、不定，皆三受相应。 

 

对此所说的遍行不知，为了

说明这个问题，说颂如下： 

 

初遍行触等。 

 

 

于此先说，这就是“初”。其

意为遍行，故说颂如下： 

 

常与触、作意、受、想、思

相应。 

 

上述内容先说。此中之首为

“触”，这就是“触等”。而且，触、

作意等五法，都随心而转，这就是

遍行，因为它们都在阿赖耶识、染

污意及转识中分别而转。 

 

 

 

Ma-chags-par ldan-pa ma-yin-pa 按

原頌單句，係因前文遞次而然，

本無所缺，安用其補。且所補云

云，隨意連綴，勘梵藏兩本論文，

毫無所據。又藏譯頌皆七言一

句，今補乃有八字，亦非程式。

種種乖違，不可置信。又其本餘

頌亦謬誤多端，不勝指摘。 

 

 

彼復何類心所相應，又各有幾，

故云﹕ 

 

遍行決定別  及善心所法  彼

相應煩惱  隨煩惱三受。 

(第九頌藏譯云三受彼相應。) 

【303 頁】 

 

遍行等未知是何，由是顯示。故

云。 

        第一是觸等。 

 

最初說故，是為第一。即彼遍行

如前廣說常與觸作意等。彼觸為首故

云觸等。此等五法遍行於一切心故名

遍行。如是於藏識染污意及諸轉識無

差別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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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诸肯定有殊异境增上力、颂

曰： 

乐欲、胜解及忆念、 

定及慧能肯定殊异。 

论曰：由於能肯定具有殊异，

故名为“肯定”。彼等之境界、唯是

具有殊异性，而非是一切。此中“乐

欲”者：谓於可意乐事体希欲为性。

由於非意乐事体无有欲乐故，即显示

各自境界决定性。即可见、可闻等境

界可意乐事体、名为可意乐。於此可

意乐境界愿见、愿闻等、名“乐

欲”。此以能作精勤之依持为业。 

“胜解”者：谓於可决定事体

如其可决定印持为性。言“决定”

者：为遮不决定故。於正理、或至教

事体、无有犹豫，名为决定。谓若唯

以此无常、苦等行相决定为彼事所

有，即以如是行相於彼事体其心起

解：谓“此如是、非不如是”。如是

决定印持，即名为“胜解”。此以不

可引夺性为业。谓能珍惜其胜解者、

即敌论不能引夺自已立宗。 

“忆念”者：谓於串习事体、

令心不忘失为性。串习事体者：谓曾

经领受。不忘失者：谓为能续取所缘

不失坠因。数数忆念能缘彼曾取事体

 

若論別境，有云： 

    

次別境謂欲、 勝解、念、

定、慧。 

 

於差別中決定（一），皆謂之別

境。其中獨差別者為境，非謂一切。

───此中欲者，謂於所願事欣樂。

欣樂於所願事，其為有決定境可知。

於非所願樂事，則無欲。見聞等用以

境，凡其可願事，是為可欣樂。此中

見聞等可願樂，即欲。欲以勤依為

業。 

 

勝解者，謂唯於決定事堅執如

彼。決定攝，簡非決定義。成理或聖

教,於是事無可疑，是為決定。凡由

其類，事成決定，如無常、苦等類；

事由該類，於心成念：“斯為此事，

非他”，此定執謂之勝解。勝解以不

可轉移為業。尊勝解人於自宗義，非

敵論師所能轉移。 
 

註一：此“遍行”二字梵本無文。

故長行釋中言“此謂遍行”。奘譯據此

在頌中添二字。 

 

 

 

 

念者，於所曾習事不忘，心中

明記為性。所曾習事，謂所嘗經歷之

事。因所緣攝取不壞故，乃為不忘。

於嘗所攝取事之所緣相一再憶持，是

明記性。明記即明記性。此又以不散

 

为论别境，故说颂如下： 

 

次别境为欲、胜解、念、定、

慧。 

由于差别的决定性，所以称

为别境。因其差别为境，故非一切。

此中欲，于所意乐事希求，知决定

境性，因为于非意乐事无欲。见闻

等作用于境性，凡可意乐事，皆为

意乐。此中，于见闻希求，即为欲。

欲以勤依为业。 

 

 

 

胜解，于已决定事，如其印

持。决定摄，是为了简别不决定。

于正理或圣教之事，没有怀疑，这

就是决定。凡由其类，即为决定，

如无常、苦等类。事由该类，而起

思念：“就是这样，而非不是”。这

种印持，即为胜解。胜解具有不可

动摇性，因为尊胜解者，于自宗义

不会被敌论所动摇。 

 

 

 

 

 

 

念，于曾习之事不忘，念心

明记为性。“曾习之事”，即从前经

历过的事情。“不忘”，即于所缘，

其因所摄而不坏。对于以前经历过

的事情，一再于所缘忆念，明记为

性。“明记”，以明记为性。又以不

次及定別，故云。 

 

欲勝解念俱  定慧為定別。 

 

於差別中決定，是為定別。彼等

境界皆是有差別性，非是一切。此中

欲者，於所願事樂欲，勤依為業。勝

解者，於決定事定執如彼，不可移轉

為業。念者，於所習事不忘明記，心

不散亂為業。定者，於觀察事心集一

性，智依為業。慧即是智，此亦於觀

察事簡擇理非理等，離疑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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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行相、名为明记。唯此明记者、

说为忆念性。此以具有不散乱为业。

谓若於此所缘、有明记者，即不於馀

所缘、或馀行相、散乱其心。是故此

念以具有不散乱为业。 

“定”者：谓於可观察事体、

令心专注同境为性。可观察事体者：

谓观察功德、或过失。令心专注同境

者：谓专注同一所缘性。若心平等运

行者，则能如实善了知故，即是能为

智之依持为业。 

“慧”者：谓般若。即唯於可

观察事体极善简择为性。谓由正理所

引、非正理所引以及其他，由能简择

故、名为极善简择。谓於自能相、共

能相、加杂融通等一切法中、能如实

或颠倒思择。正理者：即是真实不

虚。此复三种：谓至教、比量、及现

量。由此三种正理所引、是名正理所

引。此复三种：一者、闻所生。二者、

思所生。三者、修所生。此中以至教

为能量而解了者、名闻所生。由思量

正理审决所生者、名思所生。依三摩

地所生者、名修所生。非正理者：谓

非至教、似比量、及邪思惟三摩地。

由此非正理所生者、名非正理所引。

由生得智、及世间语言智者、既非由

正理所引，亦非由非正理所引。此具

有以断疑为业。断疑者：谓由慧极善

亂為業。如於所緣有明記性，心於其

他所緣或其他相中無有散亂，此之謂

以不散亂為業。 

 

 

 

 

定者，於所觀察事一心專注為

性。所觀察事，乃由功德或過（二）失

（而觀）。一心專注性，謂唯有一所

緣性。以予智所依（三）為業。心得定，

則如實遍知故。 

 
註一：此謂決定繫於某一處，即差

別處，故謂之別境。 

 二：意謂由事之功、過而觀察。 

 三：“予”謂“施與”，意謂以

所依與智。 

慧者，智也。此亦唯於所觀察

事中，審辨其發於理，非理，或其他。

審辨即揀擇。辨事之正與邪，如於法

有分辨雜自、共相之知。理謂應合。

又此謂聖言量，比量，及現量。與此

三種應合發生者，斯發於理。又此為

聞成，思成，及修成。此中由聖言量

所知是聞成；生於思惟應理者為思 

 

成；生於三摩地者，修成也。不應理，

非聖言，似比量，及邪起定，由非理

生者，皆謂之發於非理。正語，責言，

及世俗言說智，非發於理，亦非發於

非理。此以釋疑為業。釋疑，謂以智

擇法者得決解故。 

 

此五法相互別亦交互離。如是

處有勝解，是處餘法非必定有。遍諸

處亦當如是說。 

散乱为业。若于所缘明记，因为其

心即于所缘内或行相内不散乱，故

以不散乱为业。 

 

 

 

 

定，于所观事，心一境性，“所

观事”者，或从功德，或从过失。

“一境性”，即一所缘。给智所依

为业，因为心入定时，能够如实遍

知。 

 

慧，就是般若，慧于遍观事

中，简择是理、非理，或其他。“简

择”，就是判断。如于杂乱自相、

共相诸法中，区别觉了。“理”，就

是合理，又是圣言量、比量和现量。

由此三种正理所生，即为如理建

立。这又是闻所成、思所成、修所

成。此中由圣言量而觉悟者，为闻

所成；由如理思维而生者，为思所

成；由定而生者，为修所成。不如

理者，即非圣言量、似比量及邪定，

由不如理所生，即为不如理建立，

正语、证得及世间言说悟，既非如

理建立，亦非不如理建立。以此断

疑为业。因为断疑，就是以智择法

而得决定，这五法互相别离。在有

胜解的地方，余法肯定不会有。一

切处也应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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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择诸法得决定故。如是五法者、更

互成为别异而起。若如是者，则於是

处胜解、即於此处、馀定不生。当说

一切亦复如是。 

已说肯定殊异。 

於肯定殊异後、次当说善行，

是故颂曰： 

净信、有惭及有愧、 

（十一）无贪著等三、精进、

纯净与不放逸俱、 

无伤害善。 

论曰：言“如是十一法”者、

是此中省文补足语。此中“净信”

者：谓於业、果、诸谛、及稀有珍宝

极为突出、并具功德、功能、深为忍

可、心极澄净、希欲、为性。此净信

当成为三行相：一者、谓於实有事体

具德、或非具德、深信行相。二者、

谓於实有事体具德、心极澄净行相。

三者、谓於实有事体具德、希欲有功

能能得能生起之行相。言“心极澄

净”中、澄净者：谓由与心浑浊不相

随顺故。若与此相应者，则根本烦

恼、及随行烦恼、秽垢无有故，依此

心澄净当成为澄净故，名为澄净。此

具有能作乐欲之依持为业。 

 

 

 

 

 

 

已說別境。今以次說善法，故

云： 

善謂信、慚、愧 

無貪等三根（一）勤、安、不放逸 

行捨(二)及不害。 

 

 

 

 

 

 

上句餘分為“此為十一法”。 

 

此中信者，謂於因，果，四諦，

三寶，深心信解，清淨願欲。信有三

種。一謂於有功德或無功德事中信解

相。一謂於有功德事中清淨相，一謂

於有功德及所能得、所能造事中願樂

相。心清淨者，信與心渾濁相違。與

此相應，由煩惱、隨煩惱、垢、濁俱

失故，心與信合而清淨，故曰心淨。

此又以與（三）願欲作所依為業。 

 

 

 

 

 

 

 

 

 

 

 

 

 

 

已说别境，然后应当说善，

故说颂曰： 

 

     善谓信、惭、愧、无贪等三

根，轻安不放逸，行舍及不害。 

 

 

 

 

 

 

     连带其余应当说是十一法。 

 

     此中信，是对业果、诸谛、

诸宝的信解及心的清净和欲愿。因

为信有三种：对有德或无德之事，

信解其行相。于有德有清净相。对

有德能有证得或生起欲愿之相。所

说的心清净者，因为信与心浑浊相

违。若与此相应，则会远离烦恼、

随烦恼、污、浊，心与信合而清净，

所以称为心净。信又给欲依为业。 

 

 

 

 

 

 

 

 

 

 

 

 

 

釋諸定別已訖。  

次復應說善等。故云。 

 

信及與慚愧 (第十頌)    

無貪等三勤  輕安不逸 

俱 不害善。 

 

 

 

 

 

具足應言此等有十一法。此中信

者，於諸業果諦寶德能等忍可，心淨，

希求，欲樂所依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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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惭”者：谓依自或依法之

增上力於所作罪羞耻为性。是诸正直

人士所诃责故，能得非爱异熟果故，

於诸恶业许以“罪”名。於已作罪、

或未作罪、心怯弱羞耻，是名为有

惭。此以具有能作止息恶行之依持为

业。 

“有愧”者：谓依世间增上

力、於所作罪羞耻为性。谓此为世间

所诃责。若了知自造如是业、亦当为

所诃责，由怖畏如是讥毁等故、於罪

羞耻。此亦具有能作止息恶行之依持

为业。 

“无贪著”者：谓贪著对治。

言“贪著”者：谓於诸现存及现存条

件、染著希愿为性。能对治彼者、名

为“无贪著”。即於诸续有、续有之

资具无染著、及不倾向。此具有能作

不起恶行之依持为业。 

“无嗔恚”者：谓嗔恚对治。

言“嗔恚”者：谓於诸有情、及於诸

苦与苦所依法、憎恚为性。由此无嗔

能对治嗔恚故，即於诸有情及於诸苦

与苦所依法、无有憎恚。此亦具有能

作不起恶行之依持为业。 

“无愚痴”者：谓愚痴对治。

以如其实如是正通达为性。言“愚

慚者，以自我或法為增上（一），

以過失而有羞。為聖賢所責難故，有

非可願樂異熟故，唯過失為罪。以已

成或未成過失，心昏而羞惡謂之慚。

此以與止息惡行作所依為業。 

 

 

 

愧者，以世間為增上，以過失

而有羞。於世間為可責難，知我亦作

此事，將有訶斥，由懼不幸，遂有羞

愧。此亦以與止息惡行作所依為業。 

 

 

 

 

無貪對治貪著。貪者，於有、

有具染著，欲望。其對治為無貪，於

有、有具無染著，無繫注。此又 

 
註一：“根”字奘譯足成。 

註二：‘行捨’原頌無文，奘譯據

釋文足成。 

註三：此“與”義為“給予”。 

 

以與惡行不轉作所依為業。 

 

無瞋對治瞋，是慈。瞋者，於

諸有情，在苦及能生苦法中，生恚。

無瞋是瞋對治故，於諸有情在苦及能

生苦法中不生恚。此亦以與惡行不轉

作所依為業。 

 

無癡對治癡。不如實理明解謂

之癡。是無知於因、果、四諦、三寶。

對治癡故，唯無癡乃於因、果，四諦、

惭，以自己或法为增上力，

因作错事而感到羞耻。因为受好人

的责难，因得非可爱异熟，所以被

说为罪过。因已作或未作过失，而

感心怯羞耻，这就是惭，给止息恶

行所依为业。 

 

 

愧，以世间为增上，因作恶

事而感到羞耻。因为在世间受到责

难，知道我这样作过，应当受到责

难，因惧恶名而感到羞耻，以防止

恶行所依为业。 

 

 

 

 

无贪，对治贪。贪是于有、

有具的执著和希求，无贪是它的对

治，即对有、有具的无执著和弃舍，

以防止恶行所依为业。 

 

 

 

 

 

无嗔，对治嗔，即慈。因为

嗔对有情众生，于苦及造成苦的事

物嗔恚。因为无嗔对嗔的对治性，

对有情众生，于苦及造成苦的事

物，不感到嗔恚，无嗔给防止恶行

所依为业。 

 

无痴，对治痴，不如实明解，

即为痴。对业果、诸谛、诸宝无知。

因为痴的对治性，无痴于业果、诸

慚者，依自及法力故羞畏罪過，

善滅惡行所依為業。 

 

 

 

 

 

 

愧者，依世間力羞畏罪過，業同

慚說。 

 

 

 

 

 

 

 

無貪是貪對治，貪謂遍貪樂著有

及有具，彼對治為無貪。 

 

 

 

 

 

 

 

無瞋是瞋對治故，於有情諸苦及

苦依處【304 頁】心能堪忍。 

 

 

 

 

 

無癡是癡對治，癡謂於諸業果諦

寶無知，彼對治為無癡。此三法皆以

惡行不轉所依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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痴”者：谓於业、果、诸谛、稀有珍

宝、无知为性。由此无愚痴能对治愚

痴故，即於业、果、诸谛、稀有珍宝、

如实通达为性。此亦具有能作不起恶

行之依持为业。 

“精进”者：谓懈怠对治。谓

於诸善品勇悍为性，而非於染污品

类。由於染污品类勇悍者、即是懈怠

故，体即懈怠。此具有能圆满及能成

就善品为业。 

“纯净”者：谓粗重对治、身

与心堪任、调畅为性。言粗重者：谓

诸身与心无堪任性、及一切杂染品法

种子。此若无者，有纯净故。此中身

堪任者：谓随自身应作、轻而易举所

生。心堪任者：谓以於如实作意已转

起清新爽逸之心为因、成为其馀心所

有法。由若与此相应者，则於所缘心

无挂碍转故名为心堪任。由于身特别

所触为喜悦所摄持时、当知名为身纯

净。由经说言“若意喜悦，则身当纯

净”。由此依彼增上力能转所依故，

此具有能无馀除遣烦恼障为业。 

言“不放逸俱”者：谓由与不

放逸相俱故，说“不放逸俱”。此所

“俱”又为何？谓是“平舍”。此何

以故耶？由一律是善性故。此中适说

一切善数故，非如信等、不现前说

三寶明解。此亦以與惡行不轉作所依

為業。 

 

 

 

 

勤對治惰。於善法心奮起，非

於染汙。於染汙雖奮起，可輕鄙故，

亦是惰。此以與圓滿善品圓作所依為

業。 

 

 

安對治麤重。是身、心堪任性。

麤重即身、心不堪任性，及一切雜染

法種子。除去之始有輕安故。此中身

堪任性者，身於自作用之輕等起性，

由之而有。心堪任性者，與正作意相

應之樂、易為因，異心所法生，此相

應心依所緣轉，說為心堪任性。又身

所觸差別由樂而起者，謂之身輕安。

心喜悅則身輕安，經中有說故。此以

由彼勢用轉變所依，盡除煩惱障為

業。 
註一：此“增上”即“至上者”或

“高高在上者”。 

 

 

 

 

不放逸俱，與不放逸俱有，是

為不放逸俱。 

此復何謂？──此謂行捨。 

此復何由？──純善性故。於

此為開示一切善法章故；如信等現

見，非教示故，且外此非有其他善法

故；當知此唯是捨。 

谛、诸宝明解，无痴给防止恶行所

依为业。 

 

 

 

 

精进，对治懈怠，其心努力

行善，而不行染污，而对努力于染

污，视为丑恶，所以是懈怠。而且，

它使善圆满成立为业。 

 

 

 

轻安，对治粗重，是身心的

堪忍性。粗重是身心的不堪忍性，

又是杂染法的种子，因为当它们离

开时，轻安才会是实有。此中，身

堪忍性，是身体于自身的轻松等起

性，由之而有。心堪忍性，是与正

作意相应时，能够引生顺适轻快的

特殊心所法，这种相应心依缘而

转，所以称为心堪忍性。而且，身

的特殊之触由乐而起，称之为身轻

安，所以经说：“心喜悦，则身轻

安”。因为由此之力转换所依，以

尽除烦恼障为业。 

 

 

 

不放逸俱，与不放逸俱起，

称为不放逸俱。这是什么呢？这是

行舍。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是纯善

性。而且，因为此处以开示所有的

善心所法为其主旨，又不像信等直

接指出，除此之外，没有其他的善

法。应当知道，这就是舍。此中不

 

 

 

 

 

 

勤者，怠惰對治，於善策心，此

能圓滿及成就善品為業。 

 

 

 

 

 

輕安者，所依惡損對治，身心安

適性，由彼力故轉依離煩惱盡為業。 

 

 

 

 

 

 

 

 

 

 

 

 

 

 

不逸俱者，不逸及所俱法。俱善

性故，未顯說故，無餘善法故，應知 

(所俱) 說捨。此中不逸是放逸對治，

無貪至精進中為不逸，能圓成世出世

一切勝善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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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除此更无别善数故，即知此所俱

者、乃说“平舍”。此中“不放逸”

者：谓放逸对治。即无贪乃至精进、

名不放逸。若依无贪等能断离诸不善

法、并亦能修习彼之能对治诸善法，

即此诸无贪等、名为不放逸。因此即

是放逸之能对治性。由放逸者与此相

违故。此具有能圆满一切世出世间福

德为业。 

“平舍”者：谓心平等性、心

正直性、及心任运性。由此三句显示

平舍初、中、後位。此中消沉及燥举

者、说名心不平等。由无此故，说为

最初心平等性。从是以後无有造作、

不须励力，随其所应由等至心平等引

转，说名心正直性。於此位中、由修

未久故，时有忧虞消沉燥举生起。此

後由修习胜进故，彼所对治分已远隔

故，无复忧虞。於诸一切能对治消沉

燥举因、无须奋勉任运而住故，说名

心无功用住性。此具有能作不容根本

烦恼及随行烦恼生起之依持为业。 

“无伤害”者：谓害对治。不

由杀缚等损恼有情故，名为无伤害。

即於有情悲恻为性。由免除福德故，

名为悲恻。言福德者：谓即安乐。此

即免除安乐之义。由有悲恻者於他苦

时、亦苦随转故。此具有不损恼为

业。 

 

此中不放逸對治放逸。無貪以

至勤，皆是不放逸。是由依止無貪

等，棄不善法，以思慮善法為對治；

凡此無貪等，乃是不放逸。故唯此是

放逸之對治，與放逸為對反故。又此

以世、出世道成就圓滿為業。 

 

 

 

 

捨者，心平等性，心正直性，

心無功用性。捨由三名即初、中、後

位而顯。此中沉沒，掉舉，皆心不平

等。故無此始是平等性。後由無發

作，無奮勇，專一，平等，隨現精勤，

心如此轉，是心正直性。又此位有沉

沒、掉舉相隨之失，久已成習故。後

修習至頂位，異品皆已遠離故，已無

此失，於沉沒，掉舉對治相，不作功

用。此無功用位，是心無功用性。以

與一切煩惱、隨煩惱不容作所依為

業。 

 

 

 

 

 

不害對治害。加於有情之殺、

縳等，是為損傷； 

 

於有情不害，是悲。悲者，斷

樂。樂者，適悅之謂，斷適悅之謂悲。

有悲者，因他苦而得苦。此復以不損

傷為業。 

 

放逸，是对治放逸。从无贪至精进，

都是不放逸。因为依止无贪等，对

治不善法，弃舍不善法，修习善法，

所以无贪等就是不放逸。因为与放

逸的相反性，所以是对治放逸。它

以圆满成就世间与出世间为业。 

 

 

 

 

 

舍，即心的平等性，心的正

直性和心的功用性。舍由初、中、

后三名所显，此中昏沉或掉举，其

心皆不平等，因为没有此始的心平

等性。其后，心没有造作，没有精

勤地进入禅定，如所应平等而起，

这就是心的正直性。而且，因为长

久修行，此位没有昏沉、掉举的疑

虑相随。此后修习至顶位，所对治

已远离，这种疑虑也就没有了。此

时，在对治昏沉、掉举的因法方面，

已不作功用。无功用位就是心的无

功用性。舍以防止一切烦恼、随烦

恼所依为业。 

 

 

 

不害，对治害，用杀、缚等

损害有情众生。于有情众生不伤

害，就是悲。悲即防止害福。福称

为乐，所以是防止害乐的意思。因

为持悲者，以他人之苦为苦。不害

以不损恼他人为业。 

 

 

 

 

 

 

 

 

 

 

 

 

 

捨者，心平等性，平靜性，及無

功用性，一切煩惱隨煩惱不起所依為

業。 

 

 

 

 

 

 

 

 

 

 

 

 

 

不害者，損害對治，不由殺縛等

損有情是為不害，即不損惱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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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说十一善行。 

次後由显示根本烦恼、是故依

彼等为增上，颂曰： 

烦恼者，贪著、嗔恚及愚痴、 

（十二）我慢、诸见及疑惑。 

论曰：贪著及嗔恚及愚痴者、

颂说“贪著、嗔恚及愚痴”。此中

“贪著”者：谓於后有及受用耽著希

愿为性。此具有能遍生起诸苦为业。

苦者：此中即说五取蕴。由五取蕴乃

依欲、色及无色爱后有之增上力所感

生故。是故今说贪著能遍生起众苦为

业。 

“嗔恚”者：谓於诸有情损恼

为性。即於诸有情心凶暴性。若由此

所伏蔽，则於诸有情思作杀缚等损害

事业。此具有能作不安住於稳触及恶

行之依持为业。触者：谓安乐。与彼

俱住、名安住於稳触。稳触及安住俱

非、名为不住於稳触。即与苦俱之

义。若有损恼心，则遍生起忧故、即

心中焦躁。由随顺心转变故，身亦焦

躁。谓於彼一切威仪中、当具有诸苦

及具有匮乏而住。由具有背逆心者、

与诸恶行邻近住故，今说嗔恚具有能

作不安住於稳触、及恶行之依持为

业。 

 

已說善十一。其次當說諸煩

惱，說此，故云： 

 

煩惱謂貪、瞋，癡， 

慢，疑，惡見， 

 

此說貪與瞋與癡，是謂貪、瞋、

癡。此中貪者，於世欲、樂，耽著求

願。此則以合生諸苦為業。於此苦乃

（五）取蘊，由愛欲、色、無色得現。

於是貪是苦相合業如是說已。 

 

 

 

 

 

 

 

 

瞋者，於有情嫌恨，於有情不

平心。為此所蔽，思於有情為無謂之

殺縳等。此又以與不安隱住惡行所依

為業。安隱者，悅適，依此住謂之安

隱住。不安隱住者，即非安隱而依苦

住之謂。住嗔心必有憂現行故，心惱

熱。又隨心作故，身亦惱熱。由是於

諸威儀路中，與苦與嗔合而有不安隱

住。於有嗔心者，任何惡行非遠。故

說嗔以與不安隱住之惡行所依為

業。蓋如是云。 

 

 

 

 

 

 

已说善十一，其后应说诸烦

恼，故说颂曰： 

 

烦恼谓贪、嗔、痴、慢、疑、

恶见。 

 

所说的贪，与嗔、痴，就是

颂文的“贪嗔痴”。此中之贪，是

对存在和受用的贪著和希求，它又

以合生诸苦为业。此中之苦，就是

各种取蕴，是从欲、色和无色的受

力而生起。从此说明贪与苦相合所

生的业。 

 

 

 

 

 

 

嗔，即损恼众生。于众生的

不平心性，为此所魅者，思维有情

有杀缚等不利之事，它又以不安稳

住恶行所依为业，安稳即适悦，与

此共住，即安稳性。不安稳，即非

安稳，其意为依苦而住。有嗔心，

必有忧现行，其心热恼。因身随心，

身亦热恼。而于一切威仪路，具苦

及嗔而不安稳住。具嗔心者，离任

何恶行都不远了。所以说，嗔以不

安稳住和恶行所依为业。 

 

 

 

 

 

 

釋十一善已訖。  

 

次復說諸煩惱，故云。 

 

煩惱  謂欲貪瞋癡 (第十一頌)   

及與慢見疑。 

 

    欲貪及瞋及癡，故云貪瞋

癡。此中貪者，於諸有及受用果貪著

樂欲，一切苦生為業。 

 

 

 

 

 

 

 

 

 

瞋者，於諸有情損惱，不安樂住

及惡行所依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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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痴”者：谓於恶趣与善

趣、涅磐、与能得彼因、以及彼等诸

因与果无倒相连属无知为性。此具有

能作杂染生起之依持为业。此中杂染

有三行相：烦恼为首，业体及生体。

彼生起者：谓前前杂染为因、能得後

後杂染自体。能作生起之依持者：谓

若愚痴者，则依邪智、疑惑、及贪著

等烦恼、後有之业及诸生等生起、而

非由不愚。 

“我慢”者：谓一切所谓我

慢、均依萨迦耶见生起。此以令心高

举为能相。即於诸蕴增益为我及我所

之事体、谓“此是我，此是我所”。

如是由彼彼差别令自高举、凌慢於

他。此具有能作不谦敬及困窘生起之

依持为业。不谦敬者：谓轻蔑诸师

长、及诸有德补特伽罗，无有身语礼

敬。困窘生起者：此中即谓後有生

起。此於高举心自性、虽无差别、然

由高举心生因差异、故分七行相：即

所说慢、过慢等。若方於他种姓、多

闻、财宝等劣者，谓己种姓、多闻、

财宝等为胜、令心高举，或方於他种

姓等相同者，谓己为等、令心高举、

是名为慢。过慢者：谓方於他种姓、

多闻、财宝等相同者，谓己施舍、尸

罗、及技艺等为胜；或方於他种姓、

财宝、明智等、为胜者，谓己多闻、

财宝等相同；是名过慢。若方於他种

 

癡者，於惡生，善趣，涅槃，

其能立因，及其與非顛倒因果相應，

皆無知已。此又以與雜染生起所依為

業。此中煩惱性，業性，生性，是三

雜染。其生起者，前前雜染為因，成

後後雜染自體。與生起以所依為業。

因唯於癡者，邪知，疑，貪等煩惱，

招後生業，及生轉故，非於不癡者

轉。 

 

 

 

慢。慢者，一切慢。唯依薩迦

耶見而轉。又此是心高舉相。如謂有

我，有我所。於諸蘊妄說此是我，此

是我所。由彼彼差別，遂自高舉，自

思高於餘人。此又以與不敬及生苦所

依為業。不敬者，對諸師尊及諸有功

德人無儀（一），身體、語言，皆非恭

順(二),由此苦生,且於此生後有(三) 。 

 

復次，心高舉自性雖無分別，

由心高舉相有分別，遂分 

 

註一：“無儀”Stabdhatā，原

義謂“木強”，“靜止”。茲譯稍 

    渾淪。 

二：“恭順”，此字原作 apraś

rtatā。以有微誤。或當作 aprasrtat，

字根為 √ sr，有五體投地之義。或

當作 apraśritat，字根為√sri，，有皈

依之義。茲亦渾融出之。 

 

 三：   此謂師尊可導至解

脫。師不導其至解脫，則必入輪迴而

 

痴，于恶趣、善趣、涅槃，

及其能立因，与非颠倒因果相应，

对所有的这一切，皆无知。它以给

杂染生起所依为业。此中杂染共有

三种，即烦恼、业和生。所谓生，

即以前前杂染为因，而得后后杂染

自体，给生起所依为业。因为愚痴

者有邪智、疑、贪等烦恼，招生后

起业，使杂染生起，非愚痴者并非

如此。 

 

 

慢，因为一切皆依萨迦耶见

而转，所以称为慢。它又以心的高

举为相。因为有我，必有我所。于

诸蕴增，说：“这是我，这是我所”。

由于种种差别，令自高举，认为高

于他人。它又以给不敬和生苦为

业。不敬，即对师长和有德之人皆

不行礼，身语皆不恭顺。生苦，这

里是指后有的生起。复次，心高举，

其自相并无差别，但由于心高举的

原因有，而区分为七种，如慢、过

慢等，与其族姓、知识、财产劣者

相比，认为自己的族姓、知识、财

产优胜，令心高举。或与族姓相等

者相比，而认为自己与其相等，这

就是慢。 

 

过慢，与族姓、知识、财产

等同者相比，认为自己在布施、持

戒、勇敢等方面优胜，或与族姓、

学识等方面优胜者相比，而认为我

在学识、财富等方面，与之相等，

这就是过慢。与族姓、知识、财富

 

癡者，於諸苦樂正因果一切無

知，雜染生起所依為業。 

 

 

 

 

 

 

 

 

 

 

慢者，一切依薩迦耶見而起，心

傲為性，不敬及苦生所依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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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多闻、及财宝等胜者，亦谓己种

姓、多闻、及财宝等、为胜、令心高

举，是名慢过慢。我骄慢者：谓於本

无我及我所五取蕴中、执著我我所

故，令心高举，是名为我骄慢。增上

慢者：谓於未得增上殊胜所证法中计

己已得、令心高举，是名为增上慢。

卑慢者：谓方於他种姓、明智等、多

胜，谓己种姓、明智等、少劣、令心

高举；是名为卑慢。邪慢者：即具有

非德、谓己具有功德，令心高举；是

名为邪慢。非德者：谓恶戒律等。若

诸有此非德等者，彼即名为具有非

德。因此由彼计己具有功德故、虽无

布施、戒律等，然亦自许具有彼功

德。是故由无事体故，说名为邪慢。 

 

 

 

 

 

言“诸见”者：虽是通称，然

由属於烦恼故、唯是五种烦恼体性。

即唯指萨迦耶见等见，而非世间如实

见、及无漏见。此诸见等、虽於染污

为性及寻求推度之道理中无有差

有再生，故日後有。   

 

為七，如慢，過慢等。較(一)

卑於族姓、智識、財物等者，而計己

為勝，由族性、智識、財物等，此是

心高舉。或與族姓等同似者較而計己

正為同等，斯亦心高舉，此之謂慢。

───過慢者，由族姓、智識、財物

等同似，然由捨，戒，雄猛等，而計

己為勝，或與族姓、學識等勝己者相

擬(二)，而由學識、財物等計己為同

等,此為過慢。----- 有族姓、智識、

財物等勝於己者，而於族姓、智識、

財物等自以為勝，此心高舉，是慢過

慢。───我慢者，於五取蘊離我、

我所，而於我、我所現貪，由是而有

心高舉，是為我慢。───增上慢

者，若未得至上正證，而自謂為得，

此心高舉，是增上慢。───卑劣慢

者，於族姓、智識等多分勝己者，自

謂於族姓、智識等僅少分不及，此心

高舉，是卑劣慢。── 邪慢者，己

無德而謂己是有德者，此心高舉，是

謂邪慢。無德者，諸惡行於彼人有，

彼則是無德人。是故謂己是有德者，

即雖無布施、持戒等而自許有德，此

無其實事故，稱為邪慢。 

 

註一：“較”字足成。 

註二：“相擬”二字足成 

 

惡見者，雖共性已說，此為釋

煩惱障故，唯釋惡見屬五煩惱自性

者，即薩迦耶見等；非世間正見無

漏。但此諸染汙實相雖無差別，由所

緣相有別，成相互差別。此中薩迦耶

等方面优胜者相同，认为自己更优

胜，令心高举，这就是慢过慢。于

离我、我所的五取蕴中妄执为我、

我所，由此令心高举，这就是我慢。

增上慢，于未得增上殊胜证悟的情

况下，自以为已得，令心高举，这

就是增上慢。卑慢，与族姓、知识

等多分优胜者相比，认为其族姓、

知识等少分不及，令心高举，这就

是卑慢。邪慢，无德之人，自以为

“我有德”，令心高举，这就是邪

慢。因为无德就是毁戒等，当有此

行为时，这就是无德。所以，自以

为“我有德”，虽无布施、持戒等，

自以为有德性，因为没有这样的事

实，所以称为邪慢。 

 

 

 

 

 

 

 

 

 

 

 

 

 

 

恶见，虽已总说，因为属于

烦恼，有五种烦恼体性，被系缚于

身见等见，并非世间正见和无漏

见，这些见的染污推度行相无别，

由于所缘行相有别，所以彼此有

别。此中的萨迦耶见，，即于五取

 

 

 

 

 

 

 

 

 

 

 

 

 

 

 

 

 

 

 

 

 

 

 

 

 

 

 

 

 

 

見者，上雖已釋，但此屬煩惱見

唯彼五種煩惱為自性者，謂薩迦 

耶見等，世間正見等非此所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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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但由所缘及行相之差别故，更互

差异。此中萨迦耶见者：谓於诸五取

蕴中、即观见我及我所为性。边执见

者：谓於五取蕴中先执为我及我所、

复即观见彼为断为常。邪见者：谓由

此见或损减因，或损减果，或损减能

作，或败坏实有事体。此於一切见

中、为邪恶故，说名邪见。取见取为

胜见者：谓即於此一切五取蕴观见为

最上、为殊胜、为最要、为第一。取

戒禁为胜见者：谓即於诸五取蕴观见

为清净、解脱、及已出离。 

“疑惑”者：谓於诸业果、真

谛、稀有珍宝、心二意为性。谓疑为

有、或为无、起种种异慧，名为二意。

此离慧外、别有自性。 

已说六根本烦恼。 

唯识三十论卷第二 

次後为解说所标诸随行烦恼

故、颂曰： 

随烦恼中忿和恨、 

覆藏、恼火及嫉妒、悭吝及以

具诳骗、 

（十三）蒙混、骄满、害、无

惭、无愧、消沉及燥举， 

見者，即五取蘊中我、我所見。唯於

邊執見，唯於五取蘊中我，我所執，

有斷見，常見。───邪見者，毀謗

因，果，作用，真實事。於一切見此

為罪過故，說為邪見。───見取見

者，於五取蘊，執為勝，殊勝，最勝，

至上。───戒禁取見者，於五取蘊

中見為清淨，為解脫，為出離。 

 

 

 

 

 

 

疑者，於業，果（四）諦，（三）

寶猶豫。種種意度，謂之猶豫。如‘是

耶抑又非耶？’或說此是離慧別為

一類。 

 

 

 

已釋六煩惱，但次所說諸隨煩

惱，今當釋，故云： 

 

 

 

 

 

隨煩惱謂忿，恨，覆，惱，嫉，

慳， 誑， 

 

 

 

諂，與害，憍， 無慚，及無

愧，掉舉，與惛沉， 

 

蕴观见我及我所。边执见，因于五

取蕴中执为我和我所，所以有断见

和常见。邪见，由此邪见损减因或

果，破除能见或实有之事。因为于

一切见中是罪过性，所以称为邪

见。见取见，视五取蕴为最上，殊

胜，至上，最胜之见。戒禁取见，

于五取蕴中视为清净、解脱、出离

之见。 

 

 

 

 

 

疑，于业果、诸谛、诸宝犹

豫。种种思虑，即为犹豫。如是呢，

还是非呢？或说这是远离般若，别

为一类。 

 

 

 

这就讲完了六烦恼，然后讲

随烦恼。故说颂曰： 

 

 

 

 

 

随烦恼谓忿、恨、覆、恼、

嫉、悭诳、 

 

 

谄与害、娇，无惭及无愧，

掉举与昏沉， 

 

不信与懈怠。 

 

 

 

 

 

 

 

 

 

 

 

 

 

 

 

 

 

 

 

 

     釋六煩惱已訖。(藏譯論文於此

分卷，上第一卷訖，下題後第二卷。

但梵本不分。) 

 

次後釋諸隨煩惱，故云。 

 

 

復次忿及恨 覆惱及與嫉  慳

及與諂俱 (第十二頌) 【305 頁】 

 

 

誑憍及與害  無慚愧惛掉  不

信及懈怠  放逸及忘念(第十三頌) 

 

散亂不正知 悔眠亦如是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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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净信及与懈怠、其放逸及与

失念、 

（十四）散动不随时跟知。后

悔、睡眠亦如是、 

此寻求及彼伺察，二随烦恼二

行相。 

论曰：此中“忿”者：谓依现

前能妨害事、令心憎恚为性。由此亦

以憎恚为性故、虽非与嗔差异，然此

依嗔分位差别假安立故、即是属於嗔

一分。谓依现前妨害事、於有情非有

情境界心遍憎恚。此具有能作强加处

治等之依持为业。即是假安立为忿。 

“恨”者：谓结怨为性。即於

忿後、念彼於我曾作此害。如是结怨

体性、蕴积不舍相续生起，是名为

恨。此具有不能忍耐之依持为业。不

能忍耐者：即是永不忘怀能妨害事、

欲作报复之义。此亦如忿、乃依嗔恚

分位差别假安立故，当知即是假安立

有。 

“覆藏”者：谓於自所作罪、

隐藏为性。若除遣乐欲、嗔恚、怖畏

等，唯为饶益彼而进言故、若及时斥

责言：“汝现做此！”则由属痴一

分、隐避自罪，是名为覆藏。覆藏者：

不信，並懈怠， 放逸，及失

念，  

 

散亂，不正知。不定（一）謂悔，

眠，尋，伺二各二（二）。 

 

 

 

 

 

此中忿者，依現前損害而心憤

發。此由憤發自相故，與瞋無別。但

瞋位差別施設故，此屬嗔分。依現前

損害而心憤發者，以與有情及非有情

類施罰等所依為業，施設為忿。 

 

 

 

 

恨者，怨仇相續。于忿怒後以

我由此損害，不捨怨仇性隨眠相續而

轉，是為恨。此復以與不容忍所依為

業。不容忍，謂不能含忍損傷，且思

為報復。此亦于嗔位差別施設，如

忿。當知此唯施設有。 

 

 

 

 

 

覆者，隱藏己過。有善願者，

于欲，瞋，懼等皆捨時，問：《是汝

作此事耶？》受此質問者，則隱藏過

失，此乃癡一分，是覆。 
 

註一：依此梵本原文次第，則為：《忿，

恨 (復次) 覆，惱，嫉， 

放逸及失念， 

 

 

散乱、不正知。 

不定谓悔、眠、寻、伺，二

各二。 

 

 

 

 

此中“忿”，因迂现前的妨害

事，而使心嗔恚，因为“忿”以嗔

恚为自相，所以与嗔无别。因为它

是在嗔位差别施设，所以是嗔的一

部分。因迂现前的妨害事而使心嗔

恚，以给有情和非有情惩罚所依为

业，所以施设为“忿”。 

 

 

恨，怨的相续。忿怒之后，

因我受此损害，以怨为其自体的随

眠不舍。相续而转，这就是恨。它

以给不宽忍所依为业。不宽忍，对

妨害事不能忍受，总想报复。这种

恨，像忿一样，是于嗔位的差别施

设。应当知道，它是由此施设而有。 

 

 

 

 

覆，罩覆自我的过错，希望

利益他的教诲者，遣除欲、嗔、畏

等后，及时对他说：“你这样做

吗？”覆是痴的一部分，以隐覆为

其行相，它给悔及不住于触所依为

业。其法性即隐蔽自罪而生悔，生

尋及與伺 隨惑二各二(第十四頌) 

 

 

 

 

 

 

 

此中忿者。依於現前損惱心怒，

割截等所依為業。 

 

 

 

 

 

 

 

 

 

 (恨等體業文繁不具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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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属愚痴一分。以隐避为行相故。此

具有能作追悔、及不安住於稳触之依

持为业。此即法尔彼若隐避自罪时，

必起追悔故。若起追悔，则决定与忧

相应；故不安住於稳触。 

 

“恼火”者：谓发粗恶言陵犯

为性。粗恶言者：谓以能刺恼为快；

此能陵犯之手段者，即是陵犯；此之

事体即陵犯性。如同受到粗恶言所刺

恼故，为陵犯性。此以忿和恨为先

行、以憎恚心为自性故，亦即属嗔恚

一分、非是实有。此具有能生起语言

恶行为业、及不安住於稳触为业。以

与具有此等之补特伽罗难为友故。 

 

 

 

“嫉妒”者：谓於他荣盛、心

忌不平为性。谓由耽羡成就、荣誉

故，见他利养、荣誉、种姓、尸罗、

多闻等功德差别己、由属於嗔恚一分

不能忍耐心忌不平，是名为嫉妒。由

於自所依遍骚动不平故，名为妒忌。

由与忧相应故、及以此为先故、不安

住於稳触，即说此具有能生起忧及不

安住於稳触为业。 

慳，與誑，憍，諂，害，無慚，無愧，惛沉，

掉舉，不信，  又懈怠，放逸，失念，散

亂，不正知，與惡作，及睡眠，及尋，與伺，

此隨煩惱，二各二。》 

 

二：“不定”二字梵本無文。 

 

 

 

癡一分者，覆之隱藏相故

(一)。此又以與惡作、不安隱所依為

業。隱藏過失者，惡行必起，法性自

爾。由惡作故，必與憂思相應故，則

為不安隱住。 

 

惱者，毒言虫旦螫(二)性。毒言

謂極粗惡言，由損他身要害處，很戾

性人，是虫旦螫者，此性即虫旦螫性。

又此‘性’字即以自义為義（三）。

以惡毒言損害他人，即毒言虫旦螫。

以忿恨為先之心憤發自性，嗔分與此

實無有別。此又以發語惡為業。又以

不安隱住為業。具此之人與苦共住

故。 

 

嫉者，心不耐他榮，貪求利養

恭敬，見彼之族姓、戒行、知聞等功

德差別而得利養恭敬，嗔分不忍，心

之憤懣曰嫉。自所依遍是恚，謂之憤

懣。與憂戚相應，以不安隱住為因，

故說以憂戚不安隱住為業。 
 

註一：此句又可譯為“覆之癡一分

者，有隱藏相故”。“覆之” 

mra-ksasya 一詞，謂之“燈屝語”。如燈置

屝，兩室俱明，既能屬前，亦能屬後。此之

謂 Dipadehalinyāya。 

 

註二：虫 旦 螫，從奘譯。虫 旦 奴曷切，

悔必与忧相应，所以不住于触。 

 

 

 

 

 

 

 

恼，即恶语蚒螫。恶语，极

其粗恶的语言。蚒螫，对要害处施

以打击，习惯上是用牙咬，这种情

况就是蚒螫。恼是以忿恨为先的心

愤发性，属于嗔，实际上于此无别。

以生恶语恶行为业，因为具此之人

与苦共住。 

 

 

 

 

 

 

 

 

 

嫉，对于别人的成就，心怀

嫉妒，贪求利养恭敬。见到别人的

利养、恭敬、戒行、学问等功德殊

胜，嗔恚不忍，心怀嫉妒，这就是

嫉。嫉妒者，自己的所依充满嗔。

嫉与忧相应，以不安稳住为因，所

以说以忧和不安稳住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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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悭吝”者：谓与布施相违、

心遍悭持为性。不论希欲或不希欲均

欲以此供养及饶益故，谓即以诸所摄

受事体法和财宝、以及智者本身、能

作施与，是为布施。若据有此者，成

为无有布施故、即与此相违。由极度

耽著利养、荣誉故，属于贪著之一

分、於资生众具令心深作悭持吝惜、

唯不欲少舍；是名为悭吝。此具有能

於诸资生众具无有餍足之依持为

业。於诸资生众具无餍足者、当知由

此悭吝故，於诸一时非所需用亦遍蓄

积。 

“诳骗”者：谓为欺他、即诈

现不实之义为性。谓由极度耽著利养

荣誉故、由欲欺他意乐故、虽住於别

异尸罗等义中，然而诈现为馀。此乃

由贪著愚痴和合、诈现不实功德故，

即合此二假安立名诳骗。亦如忿等、

是假安立性，非是实有。此具有能作

不合理生活之依持为业。 

 

 

“蒙混”者：谓掩盖自过方便

又陟列切。左僖二十二傳疏引 

通俗文云：蠆，長尾謂之蠍。蠍毒傷人曰虫 旦。 

 

 三：原文謂語尾取自義，蓋文法上

之疏釋也。 

 

慳者，違逆布施，心之執拗。

所執事物，以法，可樂者(一)，善行

為性。欲供養恭敬，或求者或不求者

而予之，謂之布施。有慳則無布施，

故曰違逆。貪利養恭敬者之資生器

物，臨此貪得心堅而欲不捨，是為

慳。此又以與鄙蓄(二)所依為業。鄙

蓄者，由慳而集聚無用物故。此義

(三)當知。 

 

 

 

 

 

誑者，欺人，矯現不真實事。

貪得利養恭敬者，意在欺人。別異開

演別解(四)之持戒等義。此又與開演

不真實功德者之貪、癡俱、說為與二

相集。此亦隨俗(五)施設，如忿等，

都無有實。以與邪命所依為業。 

 
註一：“可樂者”，原文āmisam，本

義為“肉”，衍義為“可樂之事物” 

 二：“鄙蓄”，原文 samlekha，義為

“儉約”，奘譯“鄙畜”，“畜”同“蓄”，

茲從之。 

 三：“此義”二字足成。 

 四：“解”字原義為“種”或

“位”或“狀況”。 

 五：“隨俗”二字足成。 

 

謟者，隱藏己過方便攝，心之

險曲。方便隱藏己過者，即冒罔他。

 

 

 

 

悭，与施相违，即心的恪惜。

所执持的东西，法、饮食及幸福本

身，为了供养和饶益，不管对方的

否欲取，都要给予，这就是布施。

有悭时必无施，所以说与施相违。

因为贪著利养、恭敬，所以是贪的

一部分，于生活资具心生恪惜，不

想布施，这就是悭。它给不厌足所

依为业。复次，不厌足，就是由于

悭。应当知道，积蓄无用之财，也

是由于悭。 

 

 

 

 

 

诳，欺骗别人，显现不真实

境义。贪著利养、恭敬的人们，想

欺骗别人，把原住的持戒等义，开

显为另外的意思。它与贪、痴相应

合，开显不真实功德，于此二者相

合假立。如忿等一样，只是假立，

并非实有。给邪命所依为业。 

 

 

 

 

 

 

 

 

谄，隐瞒自己过失方便所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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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摄、心弯曲不直为性。掩盖自过方

便者：谓能使他心愚蒙无解，又此能

使无序而转、假托於馀、真假难辨。

是故蒙混覆藏二者差异：彼则径覆不

露、非由方便。此由极度耽著利养、

荣誉故，由贪著愚痴二、为覆藏自过

能使他心愚蒙故。即合此二假安立名

为蒙混。此具有能障碍获得真正教授

为业。真正教授者：谓若得此，能如

理作意。然彼能为此障。 

“骄满”者：谓於自荣盛深生

染著醉傲、心完全矜持为性。谓种

姓、无病、年少、力壮、色丽、富裕、

明敏、聪睿等、成为优胜，名自荣盛。

醉傲者：谓殊胜喜悦；即由此殊胜喜

悦令心无自主，此等依彼增上、当为

所持。是故说名心完全矜持。此具有

能作一切根本烦恼及随行烦恼之依

持为业。 

“害”者：谓於诸有情损恼为

性。即以刺杀、捆缚、捶打、威吓等

种种手段损恼有情。由此以损害心、

以刺杀捆缚等损恼诸有情、能令生起

苦和忧故，名为损恼有情。此属於嗔

恚一分。谓於诸有情无有悲恻、心怀

凶暴、而能损恼有情为业者、是名为

害。 

“无惭”者：谓不由所作罪、

此又以別一事曲隨別一事，致他昏

亂，或使他不能滿知。唯獨由此，謟

與覆有分別。彼則明明隱藏，非由險

曲。此則以貪、癡，以貪得利養、恭

敬方便，隱藏己過而冒罔他轉，說為

適與二俱轉。又此以阻障正教誨利益

為業。正教利益如理作意，此為其阻

障。 

 

 

 

 

憍者，於己盛事深生樂著，心

之傲逸。以族姓，無疾，年少，勇力，

美貎，財富，睿智，聰明勝者，為己

盛事。樂著者，殊異欣喜。由彼殊異

欣喜，心不自主。此依自得起故，遂

成逸樂，說為心之傲逸。又此以與一

切煩惱、隨煩惱所依為業。 

 

 

 

 

 

害者，損惱有情。以種種殺，

縳，撲擊，恫嚇等加諸有情，是謂害。

由損惱有情，憂、苦由殺、縳等而起

故，是為一切有情損惱。此又以臨嗔

無悲憫於有情，以心之粗暴性損害有

情為業，說為害。 

 

 

 

 

 

無慚者，以己過而無羞。於彼

心的歪曲，方便隐瞒自己的过失，

即迷惑他人。展转相依，造成混乱。

或使人不能圆满理解。所以谄与覆

有别。覆是周遍隐覆，不是用声音。

以贪、痴为贪著财利、恭敬的方便，

为了隐瞒自己的罪过而迷惑他人，

所以谄与贪、痴二者俱存，它以障

碍正教诲的利益所依为业，正教利

益如理作意，就成为谄的障碍。 

 

 

 

骄，对自己的盛事执著喜乐，

其心傲逸。自己的盛事是指家族、

健康、力壮、有力、美貌、财富、

智慧、见识等优胜，喜乐是指特殊

的欣喜，心不自主，都以己为依而

得成功，所以说为心的傲逸。它给

一切烦恼、随烦恼所依为业。 

 

 

 

 

 

害，损恼有情。以种种杀、

缚、打击、恐吓等手段，伤害众生，

即为害。众生因此而损恼，由于杀、

缚等而使苦、忧生起，这就是损恼

一切众生，而且，害属于嗔的一部

分，对众生不讲慈悲，其心粗暴，

所以说“害”以损恼众生为业。 

 

 

 

 

无惭，对自己的过失不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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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自羞耻为性。即虽当正知彼业应非

己分，然不以此所作罪而随自羞耻、

是名无惭。即是惭所对治分。 

“无愧”者：谓不以所作罪於

他羞耻为性。即虽如是了知今已若

作、与世间及论典适相违反，然犹不

以造此罪恶而随他羞耻、是名无愧。

即是愧所对治分。此二具有能作一切

根本烦恼及随行烦恼助伴为业，谓於

贪著、嗔恚、愚痴之行相即一切恶行

生起之因中、随其所应假安立。由贪

著、嗔恚二不俱起故，此二、无自相

续。 

 “消沉”者：謂心無堪能、蒙

昧為性。即蒙昧之事體、說名蒙昧為

性。若與此相應者，則令心愚鈍、成

蒙昧性；無有力能了達所緣。此具有

能作一切根本煩惱及隨行煩惱助伴

為業。由於愚痴一分假安立故，即屬

於愚痴一分、無別有法。 

“燥舉”者：謂心不平靜為

性。平靜者：即是止。與此相違者、

為不平靜。此即隨順貪著追憶往昔嬉

笑、戲謔、戲縱等故，以此為因、心

不平靜。謂具有能障奢摩他為業。 

“無淨信”者：謂於諸業果、

真諦及稀有珍寶、均無淨信，即是淨

行業，由過失故，自知不宜，而不慚

恥，是與慚違異。 

 

 

 

無愧者，以他責而無羞(一)。

與世間論說相違事為我所作，雖如是

解，而不恥其罪惡，此即無愧，與愧

違異，是謂無愧── 

 

此二皆以助伴一切煩惱、隨煩

惱為業。於種種貪、嗔、癡中，於一

切惡行源起因中，貪、嗔非同時頓

有，此如其所應施設，而非依自起。 

 

 

 

惛沉者，心堪任性之沉寂。沉

寂之性，即是落寞。心與此合，則為

瞢重，為沉寂，而不能攝所緣俱起。

此又以與一切煩惱、隨煩惱助伴為

業。唯由癡一分施設故，非離癡分別

有。 

 

 

 

 

掉舉者，心之不靜止。靜止者，

奢摩他，與之相違，是不靜止。此又

以憶念樂欲，嘗所喜笑，翫味，嬉戲

等事，心不靜止為因，阻障奢摩他為

業。 

 

 

不信者，於因、果、諦、寶無

深信解，與信違反。信者，於實性，

羞耻。于其业，虽感不好，而不惭

耻。以惭对治。 

 

 

 

无愧，对于别人的责难不感

到羞耻，虽知违逆世间圣典之事由

我所做，但不为此恶行感到羞耻。

无愧由愧对治，此二皆以助伴一切

烦恼、随烦恼为业。于贪、嗔、痴

中，于一切恶行源起因中，贪、嗔

并非俱起，它们是随其所应而施

设，而无自己的相续。 

 

 

 

 

昏沉，心无堪住性，即不调

畅，不活发状态，就是不调畅，“不

活发”就是蒙昧，不能了知所缘，

给一切烦恼随烦恼助伴为业。因为

是痴之一分施设，并非别有。 

 

 

 

 

 

掉举，心不寂静，因为寂静

而奢摩他，掉举与之相违，所以是

不寂静。复次，它随顺贪，回忆过

去的欢乐、玩味、嬉戏等，是心不

寂静之因，障碍奢摩他为业。 

 

 

不信，即对业果、诸谛、诸

宝不信解，由信对治。因为信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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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所對治。淨信者：則於諸真實有、

功德、及功能、深為忍可、心極澄淨

及樂欲為性。如其次第無淨信與此相

反。於諸真實有、功德、功能，無深

忍可、心不澄淨、無樂欲。具有能作

懈怠之依持為業。由此無淨信者於諸

加行無有樂欲故，說具有能作懈怠之

依持為業。 

“懈怠”者：謂於善等不勇悍

為性。即是精進所對治分。由愚痴一

分、依於睡眠、倚卧諸樂、於身語意

善業、心不勇悍。此具有能障善品加

行為業。 

“放逸”者：謂由貪著、嗔恚、

愚痴、及懈怠等故，於貪著、嗔恚、

愚痴等、心不防護，及不修習能對治

彼所有善法為性。即於貪著、嗔恚、

愚痴、及懈怠、假安立放逸。此具有

能作增惡、損善之依持為業。 

“失念”者：謂染污念為性。言

染污者：謂與煩惱相應。此具有能作

散動之依持為業。 

“散動”者：謂屬於貪著、嗔

恚、愚痴一分，心流散為性。由此能

心種種散動故，名為散動。謂由貪

著、嗔恚、愚痴、令心遠離三摩地所

緣，向外流散。即於此三、隨其所應

德性，能性，依次深信解，樂，欲。

不信者與此相違，則於實性，德性，

能性，不深信解，不樂，不欲。以與

懈怠所依為業。不信者，無加行願

故，具有與懈怠所依為業性。 

 
註一：原字 avadyam 有二義：一為過

失，一為責備。故此句又可 

譯為：“自過而不羞於他人”。 

 

 

懈怠者，於善法心之不競，是

精進異品。由睡眠依倚(一)安樂，於

身、語、意業善法中慵惰(二)，癡分

所攝，是謂心之不競。此又以阻障善

法加行為業。 

 

 

放逸者，由貪、嗔、癡、懈怠，

不調攝心以袪貪、瞋、癡等煩惱，且

不思善法及其對治。於此貪、瞋、癡、

懈怠中，設為放逸。此又以與不善法

增長、善法損減所依為業。 

 

 

 

失念者，染汙念。染汙與煩惱

相應。此又以與散亂所依為業。 

 

 

 

散亂者，屬貪、瞋、癡分，心

之流蕩。以此，心多方散投，是謂散

亂。由貪、瞋、癡，心投等持所緣以

外。於彼如其所應施設，設為散亂。

此又以阻障無貪為業。 

 

信解、喜欢、希求实性、德性和能

性。不信与之相反。对实性、德性、

能性不信解，不喜欢、不希求，它

给懈怠所依为业。因为不信无加行

欲，所以它给懈怠所依为业。 

   

 

 

 

 

懈怠，其心与善不努力，由

精进对治。享受睡眠、侧卧之乐，

属于痴的一部分，心不努力，它以

障碍善加行为业。 

 

 

放逸，由于贪、嗔、痴、懈

怠使心不能于贪、嗔、痴烦恼中得

到防护，也不能修习善法，加以对

治。于贪、嗔、痴、懈怠施设放逸，

它给不善法增长、善法减损所依为

业。 

 

 

 

失念，即染污之念。染污与

烦恼相应，它又给散乱所依为业。 

 

 

 

散乱，属于贪嗔痴的一部分，

心的流散。因为它使心发生种种散

乱，所以称为散乱。因为贪、嗔、

痴能使心远离三摩地所缘，于彼随

其所应，假立散乱，以障远离贪为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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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安立為散動。此具有能障遠離貪著

為業。 

“不隨時跟知”者：謂與煩惱

相應慧為性。即由此慧於往還等中、

不能正知身語心行而轉。由不知當作

及不當作故。具有能作毀犯之依持為

業。 

 

“后悔”者：謂心變悔為性。

由作斥責故、心生追悔。此之事體、

說名後悔。心對于失作之境不喜悅，

由是說心所分際故、說名後悔。此具

有能障心安住為業。 

“睡眠”者：謂轉起無自主、

心極昧略為性。轉起者：謂於所緣境

轉起。又依此生起心無自主，即為睡

眠。復次即依此生起不能執持身、心

無自主轉起，是為睡眠。心極昧畧

者：謂不以眼等根為門而轉起故。由

此依愚痴一分假安立故，即是假安立

愚痴一分。此具有能作徒失當作事業

之依持為業。 

“尋求”者：謂尋求之意識中

詮說、由思與慧所顯示為性。尋求

者：即分別謂“此為何”如是行相轉

起。意識中詮說者：謂意識之言說。

即與詮說相同。詮說者：謂能詮顯於

 

 

 

不正知者，與煩惱相應之知。

以此，於緩、急等行事中，身、語、

意不知所措，不知所當為所不當為

故。此又以與毀犯所依為業。 
 

註一：此字原作 nidrāpaśvaśayana，疑

誤。當作 nidrāpāśrayna，如上譯。 

註二：“慵惰”二字，足成。 

   

悔者(一)，心之自恨。作卑鄙

事謂之惡作。有此即是有悔。於此但

謂心於惡作境之磨刮為悔，此為說心

所障故。此又以阻障心之定止為業。 

 

 

 

睡眠者，心之闇昧，不自在轉。

轉謂於所緣轉。由彼心不自在，斯之

謂睡眠。身、心不堪任持或轉，心不

自在，由此謂之睡眠。闇昧，謂心於

眼等根門不轉。此於癡分中施設，屬

癡分。此又以廢失所當為者所依為

業。 

 

 

 

 

 

尋者，推求之意言，即慧、思

差別。推求者，謂從事決定“此為何

者”。意之言，謂之意言，如言說之

言。言者，義之說。慧、思差別者，

即：思是心搖盪性故，而慧是功能、

過失分辨性故，心為此所制而轉。有

 

 

 

不正知，与烦恼相应之慧。

由于此慧与次第等中不知身、语、

心的活动。因为不知应作与不应

作，所以它给犯罪所依为业。 

 

 

 

 

恶作，心的后悔，对所作恶

事感到后悔，这种状况就是恶作。

此中对作恶境心的懊悔，就是恶

作，因为以心所为增上。它以妨害

心的安住为业。 

 

 

睡眠，心的暗昧，不自在转。

转，即于所缘转。因其心不自在，

所以称之为睡眠。身心不能执持。

或者说转，是心的不自在性，所以

是睡眠，暗昧，就是心不能通过眼

等根门而转，这于痴中假说，属于

痴，它给失去作为所依为业。 

 

 

 

 

 

寻，即寻求之意言，即慧思

差别。寻求，即决定“这是什么”。

意言，即意之言，如言说。言说，

即所说之义。慧思差别，于思中，

是由于心的动转性。于慧中，是由

于德和过失的分辨性，心由此力而

 

 

 

 

 

 

 

 

 

 

 

於惡作境心不喜樂，是心所位說

名為悔，損害心所依為業。 

 

 

 

 

眠者，不自在轉心略，轉謂轉於

所緣，此是癡分，損害所作所依為業。 

 

 

 

 

 

 

 

 

 

 

尋者，遍尋求意言，是慧及思差

別。遍尋求者，謂起分別「此是何等。」

意言者，是意之言，與言相似，即境

義言。伺亦是慧思差別性，各別分別

意言，於前所習說為「是此」故，是

以亦名心細。尋伺二者皆以安住不安

住所依為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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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言由思與慧所顯示中、思者：謂

能令心動作為性。慧者：謂能辦別功

德、過失為行相。或時由依彼增上力

令心轉起故，依此心及思假安立為尋

求，或時依慧及心假安立。如次即是

不推度位、及推度位。復次、唯依思

及慧二假安立為尋求。以由依彼增上

力令心如是轉起故。此尋求、即是心

粗。言粗者：即是粗略。由唯尋求事

體為行相故。此道理、於伺察當知亦

爾。 

 “伺察”者：亦以由思與慧所

顯示為性。即此伺察之意識中詮說、

於先前已明了事體、伺察謂 “此原

即是此”故。是故說為心細。此二俱

具有能作安住於稳觸及不安住於稳

觸之依持為業。此二由安立行相為粗

及細故、而有差別。 

言“二隨煩惱二行相”(或二

種二)者：謂二二種中各有二行相。

如是彼等即後悔、及睡眠二種，與尋

求、伺察二種。此二二種四法、又分

為二：一者、染污。二者、非染污。

此中由未作不善、已作諸善故，如是

不善追悔心，是名染污後悔。若由未

作諸善、已作不善故，心生後悔，是

為非染污。若由睡眠由染污心所感

引，或與染污心相應，即是染污。若

由非染污心所感引，或與非染污心相

時說尋在心與思中。有時說慧如次在

非論理位，思如次在論理位中。復

次，施設為尋，唯在思、慧，因心為

此所制如是而轉故。此唯是心之粗

性，粗性謂唯於粗事中有推求相故，

此理亦通於伺。 

 

註一：kaukrtyma 一字，原有二

義：一為“惡作”，一為“後悔”。 

 

 

 

 

 

伺者,亦以思、慧差別為自性,

唯是分別觀察之意言。“此即是

此”，為解說夙所知悉故。是以說為

唯是心細。此二俱以與安隱、不安隱

住所依為業。二者，粗、細確立故，

其事各別。 

 

二各二者，二者各有二。此復

為悔、眠二，尋、伺二。此四法皆二

重，即染汙與非染汙。此中心悔未為

不善而已為善，此是染汙悔。心悔未

為善，此是非染汙悔。睡眠亦然。由

染汙心穿貫，與染汙心相應，是為染

汙；由非染汙心穿貫，與非染汙相

應，是非染汙。尋欲事，殺戮，損害

等，是為染汙。尋棄欲等是非染汙。

伺損害他方便，是為染汙。伺利樂他

方便，是非染汙。此中染汙悔、眠、

尋、伺，皆唯是隨煩惱，非他。 

 

 

 

转，有时候寻在心与思中，有时候

在慧与思中，慧如次在非推度位，

思如次在推度位。复次，只在思与

慧假立为寻，因为心如是转动是由

此增上力。寻就是心的粗性，粗性

就是因为在粗事中的寻求行相，这

种道理也应见于伺。 

 

 

 

 

 

 

 

伺，也是以思、慧差别为其

自性，即伺察之意言。因为是于原

先已明了的事物，说明“这个就是

这个”。所以说为心细，此二给以

安住于触和不安住于触所依为业。

“此二”，即安立行相有粗细之别。 

 

  “二各二”，即二种当中各有

两个二，此复恶作与睡眠，寻与伺，

这四法各有染污和不染污。此中不

作不善，而作善，对此心中懊悔，

这是染污恶作。为不作善而悔，这

是非染污恶作。睡眠也通染污心，

与染污心相应，就是染污的。又通

非染污心，与非染污心相应，就是

非染污的。寻欲、恶意、杀害等，

是染污的。寻出家等，是非染污的。

伺伤害他人之方便，这是染污的。

伺饶益他人之方便，这是非染污

的。此中染污的悔、眠、寻、伺就

是随烦恼而非其他。 

 

 

 

 

 

 

 

 

 

 

 

 

 

 

 

 

 

 

 

 

 

 

云二各二者，二種二各有二，即

悔眠二與尋伺二，彼四法皆二類，染

與非染。此中若已作善。心悔未作不

善，是染污悔。反此非染。 (如是眠

等皆分別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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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即是非染污。貪欲、恚恨、及害

等尋求、是染污性。出離等尋求、是

非染污性。如是伺察損害他人方便，

是染污性。伺察饒益他人方便，是非

染污性。此中若諸染污後悔、睡眠、

尋求、伺察、即屬煩惱，其它者即非

是。 

 

此中如緣色聲等六種識、隨其

所應與周遍伴行、肯定殊異、善行、

根本煩惱、隨行煩惱，一切心所有法

相應；如是於樂、苦、非苦非樂、三

種受中、亦與三受相應。謂由喜懮舍

所依色等、此生起故。又與善、不善、

無記、一切相應。阿賴耶識唯與五周

遍伴行相應，非餘。此中唯是舍受相

應。唯是無覆無記性。染污意與五周

遍伴行、及我愚痴等四煩惱、恒時相

應。此中亦唯舍受相應。唯是有覆無

記性。 

於此當作是思：如何眼等五識

雖同時與所緣遇合，即從阿賴耶識唯

一生起、而非二、非多耶？抑或如有

作是思“非二、或俱起。由無等無間

緣故，唯一識生起。謂由一識，無有

力能可作多識等無間緣”？抑或當

說“實無有定：若一得緣遇合，則一

生起？如是若二若多，得緣遇合，則

二或多生起”耶？是故頌曰： 

 

 

 

 

 

 

 

 

 

 

 

此中如色、聲等六種所得，隨

其生起，與諸心所相應。又與遍行、

別境、善、煩惱、隨煩惱相應。如是

與三受相應，即樂，苦，不苦不樂三

種受。此於喜、憂、捨處色等起，即

善，不善，無記。然阿賴耶識唯與遍

行五相應，非與其他。此中又唯與捨

受相應，是無覆無記。 

 

染汙意與遍行五，四煩惱我癡

等相應。此中唯捨受，是有覆無記。 

 

 

 

 

此今當思惟：云何眼識等五，

同時遇所緣緣，而自阿賴耶識唯起一

識，非二或多。有作是計：非二或多，

非同時有等無間緣故，唯有一識起。

又非一識能為多識勤作等無間緣

性。抑或此非決定耶？若唯遇一緣，

則唯起一識；若遇二緣及多，則起二

及多。故云： 

 

 

 

 

 

 

 

 

 

 

 

 

 

此中如色、声等六种所得，

随其生起，与所有的心所法相应，

又与遍行、别境、善、烦恼、随烦

恼相应。就这样与三受相应，即乐

受、苦受和不苦不乐受。于喜、忧、

舍处色等起，即善、不善和无记性，

阿赖耶识只与五种遍行相应，非与

其他。只与舍受相应，是无覆无记。

染污意与五种遍行、四种烦恼、我

痴等相应，此中唯舍受，是有覆无

记性。 

 

 

 

 

现在应当思考：为什么眼等

五识同时迂所缘缘，而从阿赖耶识

只起一识，不是两种，或者多种？

有人认为不是两种或多种，因为并

非同时有等无间缘，只有一识生

起。又不是一识能为很多识作等无

间缘，或者是并非决定。假若迂到

一缘，就只起一识。如是，若迂二

缘或多缘，则起二识或多识。所以

说： 

 

 

 

 

 

 

 

 

 

 

 

此中染污悔眠尋伺為隨煩惱非

是其餘。此中如彼色聲等六種能緣，

與諸遍行等一切心所隨應相應，如是

亦與樂苦不苦不樂三受相應，由樂意

不樂意及俱非色聲等起故。又與善不

善無記相應。 

 

 

 

 

 

 

 

 

 

 

或作是計，眼識等五同時遇所緣

緣，但從藏識生起一識，非二非多，

無彼無間緣故，一識不能為多緣故。

此亦不定，若遇一緣則唯起一，遇二

及多亦得起多。故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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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 諸五識依根本識、依如

是之緣生起， 

猶如水中諸波浪，諸識俱非俱

生起。 

論曰：言“諸五識”者：謂眼

等諸識。 

彼隨行者、謂諸五俱意識。阿

賴耶識、由是五識種子依故，由依此

生起及執受五趣諸生體故，由依此生

起及執受五趣諸生體故，說名“根本

識”。言“依如是之緣”者：謂遇彼

彼眾緣現前、即有此此決定出現。

“生起”者：即獲得自體。言“俱非

俱”者：謂俱時、或次第義。 

言“猶如水中諸波浪”者：即

喻依阿賴耶識諸轉識，或俱時生起、

或次第生起。如經云：“廣慧！譬如

大暴水流，若有一浪生緣現前，唯一

浪轉。若二、若三、若多浪生緣現前，

有多浪轉。然此暴水流自類恒流無斷

無盡。(中略鏡影喻)如是廣慧!由似暴

流阿賴耶識(漢文兩種譯本均作“阿

賴耶識”。)為依止、為建立故、若

於爾時有一眼識生緣現前，即於此时

一眼识转。若於尔时若二、若三、(汉

文两种译本、此处无“若二若三”)

乃至有五识身生缘现前，即於此时有

二、或三、乃至五识身转。(“有二

或三”句、同上汉文两种译本均无。)” 

又此经中复说颂曰：“阿陀那

识甚深细，一切种子如暴流。我於

 

依止根本識， 五識隨緣現； 

或俱、或不俱， 如波濤依水。 

 

 

 

五者，眼等識隨此意識俱。眼

等五識種子所依故，能生故，又能取

諸趣故，稱阿賴耶識為根本識。──

隨緣現者，若遇彼彼緣，則彼彼識決

定起，即是自知見。 

 

或俱、或不俱者，謂同時、或

依次等。───如波濤依水者，轉識

同時，或不同時自阿賴耶識生；是

喻。故(經)(一)云：廣慧！譬如大暴

(二)水流，若有一浪生緣現前，唯一

浪轉；若二、三，若多浪生緣現前，

有多 

浪轉。然此暴水流，無斷無盡

(三)。如是，廣慧！由似暴流，阿賴

耶識為依止，為建立故、若於爾時有

一眼識生緣現前，即於此時(四)一眼

識轉。若於爾時若二、若三、乃至五

識生緣現前，即於此時五識身轉。

頌：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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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一： 此原引據《解深密經》卷一。

此據奘師譯本。 

 

 二： 今言“瀑水”。入聲字。 

 三： 奘譯作“然此暴水，自類恒

流，無斷無盡。”── 譯義圓足，見仝經。

（卷四） 

 

依止根本识，五识随缘现。 

或俱或不俱，如波涛依水。 

 

 

  

“五识”眼等识随行五俱意

识，因为眼等五识种子的所依性，

由此而生。又因为于诸趣取生，所

以称阿赖耶识为根本识。“随缘

现”，若迂各种缘，与此相应的各

种识必定生起，这就是得自体。“或

俱或不俱”，即同时或次第。“如波

涛依水”，比喻转识从阿赖耶识同

时或不同时生。如经云：“广慧，

大瀑水流现前，若有一浪生缘现

前，就有一浪产生。若有二、三、

多浪生缘现前，就有多浪产生。这

个水流不断不尽。如是，广慧，依

止如瀑流的阿赖耶识而立，若有一

眼识生缘现前，就有眼识而转。若

有二识、三识，乃至五识生缘现前，

就有五识现前。”此中颂曰： 

 

阿陀那识甚深细，一切种子

如瀑流。 

 

我于凡愚不开演，恐彼分别

执为我。 

 

 

 

 

 

 

 

 

諸五依本識  隨緣而生起  識

或俱或否  如諸波依水。(第十五頌) 

 

 

 

  諸五者，謂眼等諸識，又次後

諸與意識俱者。藏識是諸五 (識) 種子

所依，能生起彼，又生諸【306 頁】趣

能執受故，名根本識。云隨緣者，遇

彼彼緣，即彼彼識得生。起者，成就。

云或俱或否者，謂同時或次第。云如

諸波依水者，依於藏識生諸轉識，或

俱或否。如經云，廣慧，譬如大河水

流，若有一浪生緣現前則一浪起，若

二若三若多生緣現前則多浪起，如是

廣慧，即彼流轉藏識為依止故，若眼

識等一生緣現前則一眼識起，乃至廣

說。(見解深密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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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愚不开演，恐彼分别执为我。” 

 

 

 

 

 

 

 

如识所缘缘、各各定异，如是

等无间缘、则不许尔。以一切识生起

可许为一切识等无间缘故。若遇所缘

缘现前时，则由此一等无间缘、或二

或多识生起、不相违反。若无各各定

异等无间缘，则汝说五识同遇所缘缘

时，唯一识生起、不许五俱者，有何

成立因由耶？是故应许若有所缘

时，或五识俱起、或不俱起。 

 

 

如是今当说意识为与彼诸眼识

等俱时生起耶？抑为虽无彼等，亦自

生起耶？是故颂曰： 

（十六）意识生起出现者可经

常，除无想天、 

及二行相等引定、无心睡眠及

昏厥。 

论曰：言“可经常”者：谓一

切时分。即是与眼识等相俱时、及非

与彼相俱时之义。於一般中约此之特

别除遣故说“除无想天、及二行相等

引定、无心睡眠及昏厥”。 

 

四： “即於此時”──此梵本作

evameva，不合。當作 tadaiva, 始與上文 saced

聯貫。 

 

 

 

 

 

 

如是。非許等無間緣於各識分

別決定，如所緣緣。一切識生，一切

識作等無間緣性，是義已許。是故雖

由一等無間緣，所緣緣現前，起二或

多識，於理無違。此復何義？彼等無

間緣有分別決定，若五識所緣緣同時

現前，則唯由一起，亦非由五俱起。

是故若有所緣，則五識起，此義當

許。 

 

 

 

 

此今當說：云何意識必與眼識

等俱轉，及不與俱轉，抑或未嘗轉

耶？有云： 

 

意識常現起， 除生無想天， 

及無心二定， 睡眠與悶絶。 

 

如是。常者，一切時。義是與

眼識等或俱或不俱。此起通說有所除

外，除生無想天，及無心二定，睡眠、

與悶絶者，如是。 

 

 

 

 

 

 

 

 

 

 

 

 

如此看来，不允许等无间缘

如所缘缘那样，于各识分别决定。

因为于一切识生时，要允许为一切

识的等无间缘性。所以，由于一个

等无间缘，使所缘缘现前，产生二

个或多个识，并不矛盾。此中是何

原因呢？因此，在没有等无间缘的

情况下，汝 说五识同时迂到所缘

缘的时候，只有一个识生起，不会

有五识生起。所以，应当承认，若

有所缘缘，就有五识生起。 

 

 

现在要说明这个问题：为什

么意与眼等识俱转？或不俱转？

或不转？故说颂曰： 

 

意识常现起，除生无想天， 

及无心二定，睡眠与闷绝。 

 

如是，“常”即一切时。其义

为与眼等识俱或不俱，在此通说

中，要除去例外。即除生无想天，

及无心二定，睡眠与闷绝。 

 

 

 

 

 

 

 

 

 

 

 

 

 

 

 

 

 

 

 

 

  － 缺 － 

 

 

 

 

 

 今復當說，彼意識者必與眼等

識俱起，或無彼時亦得生起。故云。 

 

 意識生起者  是常除無想  及

二種等至  無心眠及悶。(第十六頌) 

 

云常者，一切時，意謂與眼等識

或俱或否。但除彼諸違緣無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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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无想天”者：谓生於无

想诸天有情中、诸心心所法灭为体。 

言“二行相等引定”者：谓无

想定、及灭尽定。此中无想定者：谓

由已远离第三静虑贪、未远离以上贪

著故，由出离之想为先所有作意故，

诸意识及彼相应之心所灭为性。如是

即是此中所谓无想定。由此成为灭

故、即名为灭。又此即是意识连同彼

相应心所之不生起，名灭。谓所依之

分位差别。又复此等引定由其心以

後、能获得与馀心生起相违反之所

依，故名为等引。灭尽定者：谓已远

离无所有处贪著，由以止息想为先之

作意、意识及染污意连同其相应心所

俱灭、为性。此亦如无想等引於所依

分位差别假安立。 

“无心睡眠”者：谓由所依

身、由沉重睡眠所制，随所有时一律

意识不生起故，说名无心。 

“无心昏厥”者：谓由所依不

平衡故，即由猛击，及风、热、痰不

平衡故，与意识生起相违反；依此假

安立为无心闷绝。当知除此五位、馀

一切时意识现起。 

 

 

 

如是无想等位、此识灭无。若

由此灭、既成为无，此後复生起者；

此中無想者，生諸無想有情天

中，心、心所法皆滅。 

二定者，無想定及滅盡定。此

中無想定者，自第三靜慮離貪，而非

離上靜慮貪，作意以出離想為先，意

識及與此相應心皆滅，於此說為無想

定。滅盡者，由此盡滅(一)。此又有

相應意識現行皆滅。此即依位差別。

此又由定心無間，違餘心起依得

(二)，說為定。滅盡定自無所有處離

貪，作意以安靜住想為先，有相應意

識及染汙末那皆滅。此亦說為依位差

別，如無想定。 

 

 

 

 

 

 

 

無心眠者，極深睡眠，損抑依

故，是時意識不起，說為無心眠。─

──無心悶者，由風、火、痰不調，

侵入逼伏，致依處不調，違意識起，

於此稱說無心悶。除此五位而外，意

識於其他一切位皆轉，當知。 

 

註一：此謂之“具語”，

karanavyutpatti，說出“由此”而已。 

 二：“依之得”，是為“依

得”。 

 

 

如是於無想等位意識滅已，然

離此後意識何由而更起耶？是則彼

無死亡？──彼又唯自阿賴耶識更

此中“无想天”，即生于诸无

想有情天中，这种有情的心法、心

所法皆灭。“无想二定”，即无想定

和灭尽定。此中“无想定”，已经

远离第三静虑的贪，还没有远离更

上静虑的贪。作意以出离想为先，

意识及其与此相应的心所法皆灭，

于此被称为无想定，由此而灭，所

以称为“灭”。此又有相应意识现

行皆灭。这就是依位差别。此又由

于定心无间，与余心生起违逆，得

到所依，所以称为定。灭尽定，远

离无所有处贪著，由于预先止息想

的作意，使染污意及其相应的心所

法皆灭，此如无想定那样，于所依

分位差别假立。 

 

 

 

 

“无心睡眠”，由很深的睡眠

损治所依，此间意识不起，所以称

为“无心睡眠”。“无想闷绝”，因

为不调的风、火、痰袭来，或使依

处不调，与意识生起相违逆，于此

称为“无想闷绝”。除此五位以外，

意识于一切位皆转。 

 

 

 

 

 

 

应当知道，于无想等位，当

意识灭除的时候，离此又如何生起

呢？他还没有死亡，所以再从阿赖

此中無想者，謂生彼無想諸有情

中，心心所法一切皆滅。 

二種等至者，無想等至及滅盡等

至。無想等至者，已離第三靜慮貪，

猶起上貪，出離想作意為先，意識及

彼相應諸心所皆滅，是為無想等至。

滅盡等至者，已離無所有貪，以安靜

想出離作意為先，意識及染污意諸相

應皆滅。此亦如無想說依及位差別。 

 

 

 

 

 

 

 

 

 

 

 

無心眠者，所依不適覆心故，乃

至彼位意識不起，名為無心。又無心

悶者，卒然風痰等不平等為依，意識

不起，為無心悶。除彼等五位，應知

意識一切時起。 

 

 

 

 

 

 

 

 

 

 

－ 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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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何故不能作为彼等命终位耶？谓

此识即唯从阿赖耶识生起。又由阿赖

耶识具有一切识种子故。 

于识转作之中假安立为我和

法，标举为三行相、今已广解为三行

相讫。 

此假安立为我和法、即是诸识

转作，离识转作以外、无有我和法；

为成如是所成立宗故、颂曰： 

（十七）此辨别识转作者、既

为能分别，由此 

其所分别乃无有，故一切唯了

别识。 

论曰：无间所解说三行相识转

作者、即“能分别”。谓以增益之义

为其行相三界所有心心所有法、说名

“能分别”。如《辨别中和边颂》云：

“非真正能遍计者，三界心心所有

法。”由此阿赖耶识、染污意、转识

自体连同彼相应三行相“所分

别”，如此等器、我、蕴、界、处、

色、声等诸事体、皆无所有故。即此

识转作、说名“能分别”。以无所缘

故。 

云何得知无有所缘耶？谓若由

此所有之因、及彼和会并亦无有违反

起！蓋阿賴耶具一切識種子。 

 

 

於此識變中假說我、法。此變

又三，亦詳說為三類。 

 

今所許我、法假說唯彼識變，

我、法非自識變分別；為極成所許，

故云： 

 

 

 

 

是諸識轉變， 分別、所分

別， 由此彼皆無， 故一切唯識。 

 

如是。如上所云三種轉變皆是

分別。增益義相，屬三界諸心、心所

法，說為分別。故云： 

 

虛妄分別者， 心、心(一)三

界法。 

 

如是。由彼三種分別，阿賴耶

識，染汙意，轉識自性，有相應法有

所分別。如器，我，蘊，界，處，色，

聲，等事，皆是無有，此即說為識變

分別，所緣是無故。 

 

註一：“心、心”，第二“心”

字謂“心所”。 

 

 

 

又云何知所緣是無耶？因若彼

此聚合有，且不相違，則彼起，非自

耶识生起，因为阿赖耶识具有一切

识的种子。 

 

 

于识变中，假说我、法，而

且，这种能变识共有三种，详说为

三类。现在承认这种假说我、法，

就是识的变现。离开能变识以外，

没有别的我和法。为成所许，故说

颂曰： 

 

 

 

是诸识转变，分别、所分别， 

由此彼皆无，故一切唯识。 

 

无间所说三种识变，都是分

别。增益义相的三界心、心所法，

被称为分别。故云： 

 

虚妄分别，即三界心心所。 

 

如是，器世间、我、蕴、界、

处、色、声等事，都是不存在的。

由此三种分别，以及阿赖耶识、染

污意、转识自性，连同相应、所分

别，它们都是识变现的，所以称为

分别，因为所缘是没有的。 

 

 

 

 

 

 

又如何知道没有所缘呢？这

是因为，由此之因，当其聚合并不

 

 

 

 

 

於彼識變施設我法，此有三類，

廣釋已訖。 

 

彼起我法施設者既識變為性，是

我與法離識變外，應皆無有。今成此

義，故云。 

 

 

 

即彼識變是  分別所分別  彼

無故由此  一切是唯識。(第十七頌)       

        【307 頁】 

     

如次上釋三種識變，即是分別。

云分別者，增益義相三界心心所法。

如 (中邊論) 說，虛妄分別者，三界心

心法。 

 

由彼藏識等三種分別自性及相

應法有所分別，若器、若我、若色聲

等，彼等體性是無，故說是識變分別，

所緣是無故。 

 

 

 

 

 

 

 

謂惟因緣或順或違而起，此外無

有。廣說乃至增益性故，應知識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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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则此当生起、非馀。 

“识”者：谓幻化、乾闼婆城、

梦景、及眩翳等无有所缘时亦即生

起。若识生起、唯依所缘处者，则於

幻化等处本无义故、识应不起！是故

依彼前灭同一类识、此识生起。以彼

虽无，此亦生故、非依外境。若依一

义非异，而亦见有诸能分别识、更互

相违知体生起。然一者与多体更互相

违，不应道理。由是当知以增益为自

性故，非有分别所缘境界。 

由此且破增益边已。欲破损减

边故，说言“故一切唯了别识”。言

“故”者：是因此义。谓如是转作假

安立体性、唯是能分别，都无所分

别。由如是故，无有境界、一切唯为

了别识(Rnamparriqpa.Vijn.apti)。言

“一切”者：谓三界、及无为。“唯”

声者：即简别除此所馀外境义。(此

处为补足颂句音节数、梵本加 Ka，

藏译加 Pa)。 

 

若一切法但唯是了别识、离此

更别无有能作及能作者，则根本识无

能摄益、即无能作、应思诸分别云何

生起？是故颂曰： 

（十八）一切辨别识种子，由

更互增上力故、 

如是如是增上转、彼彼能分别

生起。 

 

论曰：此中由具有生起一切法

餘起。─── 

 

 

識雖無所緣，而由幻事，乾闥

娑城，夢，目翳等生。若識以繫於所

緣而生，則於幻事等無外境處識不當

生。是故自前已滅彼同種識又一識

生。非由外境故，雖無彼境而有彼識

故。又見彼境雖無分別，而解者行

解，有互相違。又非許一（物）而有

多自性互相違。是故由增益相故，分

別所緣無有；此義當知。 

 

 

 

由此離增邊且欲離損邊故，有

云： 

 故一切唯識。 

 

如是。故者，由是也。由彼轉

變自性分別，則無由彼所分別者。是

故,無外境故,一切唯識。一切者，三

界及無為（法）。唯言，義簡增上境。

言‘羯’(一)者，填句。 

 

 

若一切唯識，遂無別作者能

作，云何自所加根本識，無能作而諸

分別得生？故此有云： 

 

由一切種識 如是、如是變， 

以展轉力故，彼、彼分別生。 

 

 

於此，隨順起一切法功能故，

是為一切種。識者，謂阿賴耶識。識

相违的时候，才能生起，而非从余

起。 

 

“识”，即幻化、乾躂婆城、

眩翳等，虽无所缘，亦可生起。假

若识因系缚所缘而生，于幻等无外

境时则识不应生。所以，此识从前

灭同一类识产生。虽无外境，仍可

现起。外境虽然不异，解者却见违

逆。一物有多个互相违逆的自体，

这不合道理。所以，应当这样理解：

因为以增益为性相，分别所缘是没

有的。 

 

 

以上已破增益边，欲破减损

边，故云： 

 

故一切唯识。 

 

如是，“故”，即由此。转变

自性差别，就是所分别，是不存在

的，所以是唯识。“一切”，即三界

和无为。“唯”言，是为了简别增

上境，“羯”，是为了补足字数。 

 

若一切唯识，就没有另外的

作者或作。因其根本识无依，怎能

有分别呢？故说颂曰： 

 

由一切种识，如是如是变， 

以展转力故，彼彼分别生。 

 

 

于此，因为随顺生起一切法

的功能，这就是“一切种”。“识”，

是無。 

 

 

 

 

 

 

 

 

 

 

 

 

 

 

復欲離增損兩邊故，說由此一切

是唯識。云由此 (第三轉聲) 者，即是

此故。 (第五轉聲) 如彼轉變自性分

別，彼所分別是無，此則無境故，一

切是唯識。一切，謂三界及無為。唯

聲，意在遣心外境。云是者，填頌之

辭。  

 

 

 

 

    若一切唯識無別作者能

作，云何根本識無能作，諸分別得生。

是故說云。 

 

一切種子識  如是如是變   

由展轉力故  彼彼分別生。 

 

    (第十八頌，藏譯順釋，顛倒第二

三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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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故，名“一切种子”。“辨别

识”(Rnampars'espa.Vijn.ata)者：谓阿

赖耶识。由或有是识、而非一切种

子，故说“一切种子”言。或有於非

是识亦计为一切种子，故复说“辨别

识”言。复由一语句有失误故，乃显

示差别、及差别之所依、此中即无过

失。 

言“由更互增上力故、如是如

是增上转”中、“增上转”者：即由

阿赖耶以前分际变异。言“如是如

是”者：即是获得能生起分别及以后

分别分际之义。言“以展转力”者：

谓由眼等识长养自果功能故，於转起

时、当成为阿赖耶识具有功能差别转

变之因。此转变阿赖耶识、亦即成为

眼等识之因。如是说名“以展转(增

上)力”。若由是故、二俱生起，即

由此故、阿赖耶识不待馀缘摄益、彼

彼众多行相分别生起。此者即是显示

於现在世阿赖耶识如何生起转识。 

若唯了别识者，则今为显示现

在世灭已、於未来世如何结生相续；

故颂曰： 

（十九）诸业习气由具有二抓

取之习气故、 

先前异熟既尽已、复能生起他

异熟。 

论曰：“业”者：谓福、非福、

及不动思。於阿赖耶识中、能生起功

亦有非自一切種者，故此云一切種。

識以外亦有分別勝性等為一切種

者，故此云識。復次，雖離一字，以

見分別、所分別性故，無過失(二)。

如是、如是變,以展轉力故者:自前位

而他轉,是為變。如是、如是者，意

謂到彼、彼分別無種識，或言一切

種，二皆無過失。 

 
註一：梵文於此頓句末有“羯”kam

一音，蓋湊成一音，以合行十六音之格。其

字原無意義，填分該句而已。 

 

 二：“一字”謂“識”或“一切

種”。意謂或言識而不言一切 

 

間起功能位。以展轉力故者，

謂眼等識在自功能增長中，為功能具

足阿賴耶識轉變因，而阿賴耶識變，

亦為眼等識因。如是以展轉力故，二

者俱轉。是故自阿賴耶識，非由外力

所加，多種彼、彼分別生。此於現在

生中，自阿賴耶識有轉識生。斯義已

說如此。 

 

 

 

今若唯有識，云何現在生逝

已，未來生更結？為闡斯義，故云： 

 

 

由諸業習氣，二取習氣俱， 

前異熟既盡，復生餘異熟。 

 

如是。福德，非福德，及不動

搖思惟，是為業。若由彼業於阿賴耶

識中，留植未來自體成就功能，是為

即阿赖耶识。因为还有非出自一切

种的识，故说“一切种”。除识以

外，有人妄执有一切种子，故说为

识。虽离一字，因见分别和所分别，

所以没有错误。“如是如是转，以

展转力故”，与前位状态相异，这

就是“变”。“如是如是”，意思是

说到各种分别无间生起功能位。

“以展转力故”，谓眼识等在自功

能增长中，是功能殊胜阿赖耶识转

变的因，阿赖耶识转变又是眼识等

的因。就这样，以展转之力，使二

者俱转。多种分别，不受外力所加，

自阿赖耶产生。 

 

 

 

 

 

 

 

 

 

 

 

 

“此”就是如此说明：于今

生，转识从阿赖耶识产生。现在要

说明：于唯识中，当今世已灭的时

候，来世如何受生？故说颂曰： 

 

由诸业习气，二取习气俱， 

前异熟既尽，复生余异熟。 

 

业即福、非福和不动的思。

为了未来自体，通过此业，在阿赖

    此中成就生一切法功能，是

為一切種子。識者，藏識。以有識而

非一切種故，說一切種子。又為分別

一切種而非識故，復云識言。如是如

是變等者，從前藏識位而有變異，是

為變。如是如是，意說成就彼分別及

後生起功能位。言展轉力者，如彼眼

等識為熏各自功能而轉，則為藏識功

能差別之因，即彼藏識變時，又為眼

識等因，是為由展轉力。兩俱起故，

不待外力，亦有彼彼多種分別得生。 

 

 

 

 

 

 

 

 

 

 

 

 

 

 

 

此則已說現時藏識如何生起轉

識，現在既滅，應說未來云何相續。

故云。 

 

諸業習氣與  二取習氣俱  

前異熟既盡  彼餘異熟生。( 

第十九頌) 【308 頁】 

 

    福非福及不動思是為業。若

由彼業，為成未來自體，於藏識中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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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是名“业习气”。即由此业能感

引未来所依身。“二抓取”者：谓即

抓取所取、及抓取能取。此中增上染

著实有离识以外、别自实有故、安立

之所取者、为抓取所取。又若由辨别

识能识之能辨别、所有决定能抓取

者，即此为抓取能取。若诸种子由以

前生起之抓取能取及抓取所取所熏

成，当得生起未来彼同种类之抓取所

取及抓取能取；是名“二抓取习

气”。此中由业习气差别故，由不同

诸趣故，能得生身各异。喻如种子差

异、生芽各各别异。 

“二抓取习气”者：谓如由其

一切业习气自所感引能生所依身

时、如是诸能参预，名为能俱起体性

之因。喻如由种生芽时、诸水分等。

若如是者，则当显示谓非唯业习气、

而且亦由二抓取习气所摄持故，能生

起异熟。是故颂说言“由具有二抓取

之习气故”。 

言“先前异熟既尽已、复能生

起他异熟”者：谓由前世中所积集业、

於此感引异熟；齐至所引终限所谓尽

时、复如其业习气力、如是由彼所具

有二抓取习气故，即从此已受用尽异

熟能生起馀新异熟即此阿赖耶识。以

离阿赖耶识、无别异熟故。由所说“前

异熟既尽”言、遮彼常边。由所说“复

生馀异熟”言、遮彼断边。 

業習氣。二取者，所取取與能取取。

此中唯離識，而有所取自類相續貪

著，此決定是為所取取。而此以識

了、知、取此決定，是為能取取、前

起所取、能取取，牽引生起末來此類

所取、能取取種子，是為二取習氣。

此中由業習氣異，而有異趣中自體

異，如由種子異而有芽異。 

 

 

 

 

 

 

 

而二取習氣得助取性，助一切

業熏習於其生起，依自牽引自體中

轉。如芽生時，水等得助取性(一)。

如是，非獨諸業熏習，亦是由二取習

氣隨助諸業習氣而生異熟，是義已

說。故云：二取習氣俱。 

 

前異熟既盡，復生餘異熟者，

前生所集業，今於此成異熟，是彼已

盡。在牽引時，前異熟住邊將盡

(二)，業熏習與二取習氣俱，自已受

用異熟，隨力乃生餘(三)異熟即阿賴

耶識。離阿賴耶識無別異熟故。云前

異熟既盡者。所以離常邊。云復生餘

異熟者，所以離斷邊。 
 

註一：“得助取性”，足義。“水

等”，此梵本原文有誤，作 

Arvadayo，不通；當是 

Ambvādayo。 

 二：此句中“前異熟”三字，“將

盡”二字，皆據文義足成。 

 三：“餘”謂“其他”。 

耶识中存放功能，这就是业习气。

“二取”，就是对所取和能取的执

取。此中，离识以外，安立自己的

相续，执有所取，就是摄受执取。

而此以识了解，知、执取，这是肯

定无疑的，这就是能取的取。前生

所取、能取引生来生所取、能取的

种子，就是二取习气。此中由于业

习气各异，趣各异，自体各异，犹

如种子各异，而使芽各异。 

 

 

 

 

 

“二取习气”，就是一切业习

气牵引自体产生的助力，如芽产生

时的水一样。如上所述，业习气不

是孤立地产生异熟，要有二取习气

随助，故说“二取习气俱”。 

 

 

“前异熟尽时，复生余异

熟”。前生积集的业，是今生成熟

的异熟已至尽头。已至尽头的牵引

时，业习气与二取习气俱，从受用

异熟，产生另一个异熟，这就是阿

赖耶识。因为除阿赖耶识以外，并

不存在其他的异熟。“前异熟既

尽”，由此断常边，“复生余异熟”，

由此断断边。 

 

 

 

 

 

起功能，是為業習氣。二取者，所取

取及能取取。此中深著離識別有所取

自類相續而住，是為所取取。若復決

定取著，由識了知，分別，是為能取

取。前能所取熏習起彼當來二取種

子，是為二取習氣。此中由業而有各

別異趣自體， 

 

 

 

 

 

 

 

 

由二取習氣有自體生時諸俱有

法。如是非獨由業習氣能生異熟，故

說二取習氣俱。 

 

 

 

 

言前異熟既盡等者，前所集業異

熟既已現行，由餘業力，又與二取習

氣俱，所餘異熟即彼藏識又生，離藏

識外無別異熟故。說前異熟盡則遣常

邊，餘異熟生則遣斷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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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眼识等外、别有阿赖耶识，

即此为一切种子。 

云何应说非是眼识等耶？谓由

教及理、故知为有：如佛陀世尊《大

乘阿毗达磨经》云： 

“无有开始以来界，是一切法

平等依，由此有故诸趣生，涅磐亦

可能获得。” 

若无阿赖耶识者，则生死流

转、及以还灭、俱不应理。此中“生

死流转”者：谓於诸馀众同分中、能

结生相续。“还灭”者：谓有馀依、

及无馀依涅磐界。 

此中离彼阿赖耶识，行为缘

识、不应道理。若无行为缘识，流转

亦无。若不许有阿赖耶识者，则为此

结生相续识、作行为缘而生耶？抑为

由此等诸行所遍熏六识身、作行为缘

而生耶？此中且彼诸行、不许作结生

相续识之缘。由彼灭去已久远故。由

灭即是无故。无则不能作缘，是故彼

行能作结生相续识之缘、不应道理。 

又结生相续时、亦有名色。若

非唯有识者，此中有何道理说行识为

之缘而非名色为之缘耶？由如是

故、亦应说行为名色缘、非唯为识

缘，则何者说为“识缘名色”耶？若

 

 

 

除眼等識外，有阿賴耶識。又

唯彼具一切種，而非眼等識(具一切

種)。斯義云何?阿含及道理故。佛在

阿毗達磨經中說: 

 

 

自無始有界一切法所依， 

此有、一切趣，及得涅槃有。 

 

 

若無阿賴耶識，則輪迴流轉、

還滅，皆不應理。此中輪迴流轉者，

謂眾同分於異眾同分中結生縳。還滅

者，謂有餘依及無餘依涅槃界。 

 

 

 

此中離阿賴耶識，而曰他行緣

識，則不應理。若行緣識無，則轉識

亦無。若不許輪迴之阿賴耶識，則當

遍計或結生識為行緣，或六種識體為

行修成。此中諸行，皆許由結生識

緣。彼(一)久已滅故，已滅者非有

故，非有者不能為緣故。謂結生識為

行緣，則不應理。 

 

 

 

且結生時亦有名、色，非獨有

識；此中唯說識為行緣而不言名、

色，非獨有識；此中唯說識為行緣而

不言名、色，此是何理？然則當說

名、色為行緣而非識。若由何別名、

 

 

 

 

除眼识等以外，只有阿赖耶

识。只有阿赖耶识才是一切种子，

并非眼识等。这是为什么呢？由教

及理，世尊曾于《阿毗达摩经》中

说过： 

 

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依， 

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证得。 

 

而且，若无阿赖耶识，轮回

流转或还灭，都不合理。此中“轮

回流转”，即在众同分中结生相续。

“还灭”，即有余依和无余依的涅

槃界。 

 

 

此中，除阿赖耶识以外，而

称其他的行缘识，则不合理。在行

缘识没有的时候，转识也不存在。

若不许有轮回的阿赖耶识，则遍计

或结生识为行缘，或六识身由行修

成。 

 

 

 

 

 

此中诸行不许做结生识之缘

性，因为它们谢灭已久，已灭即无，

不存在的东西不能作缘。所以，受

生识以行为缘不合道理。受生时有

名色，不仅有识。此中之识以行为

   

 

 

 

 

   － 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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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後时为彼之缘者，则此与结生相续

时名色自性成为差别，如是即此名色

以识为缘而生、而非前时。前时名色

以行为缘而生、而非後时。是故以行

为缘名色生起，更遍计结生相续识为

别支、当何所为？由如是故，结生相

续识以行为缘而生、不应道理。 

又诸行所熏习六识身是以行为

缘之识、亦不应理。何以故耶？谓识

於己不能生起异熟习气、及等流习

气。由己於己能作成相违故。又非无

间後生。由於尔时彼尚未生故。未

生、即为无故。又非已生。彼於尔时

已先灭故。又无心灭尽定等位、依诸

行所熏之心所有法不得故、识缘名色

亦当无有。由此无故、六处亦当为

无。如是乃至生缘老死、亦当非有。

是故生死流转不成。由如是故、无明

为缘诸行生。由此所熏阿赖耶识、即

行缘识。由识为缘、於结生相续时有

名色生。於此缘起道理中无过。 

复次、若无阿赖耶识，生死、

还灭、亦不应理。生死因者：谓业、

及烦恼。於此二中、烦恼为主要。如

是即依烦恼增上力故，业能感生後

有、而非其他。如是所感诸有、又由

业及烦恼增上力故，当再感生後有、

即非其馀。若如是者，则烦恼由是主

要故、即唯是生死流转根本。由断彼

色屬後時者以識為緣，則彼(二)有何

自體優異性別於結生名色？何以唯

彼是識緣而非前時(三)者？且何以

前時者是識緣而非後時者？然則何

故許行緣唯是名色，而遍計結生識別

為一支？是故謂結生識為行緣，則不

應理。 

 

 

 

 

行思惟或六種識體亦然。識以

行為緣則不應理。何以故？非識能遺

留異熟、等流習氣於其自體中，自體

中作用相違故。亦非於未來自體中，

彼時彼未生故。未生者無有故。又非

於已生者，彼時彼已滅故。又於無

心、滅盡定等位，行思惟心更起則不

可有。識緣名、色則不可有。六入則

不可有。如是乃至生緣老死則不應

有。由此輪迴流轉則不應有。----是

故無明緣諸行，諸行熏阿賴耶識,名

為行緣識。彼緣是結生中名色，斯理

無違。 

 

 

 

 

若無阿賴耶識，則輪迴流轉不

應理。業與煩惱，為輪迴因；此二者

中，煩惱為上。謂業由煩惱增上能引

後生，非由他道。斯則所引後生之

業，唯由煩惱增上，乃成後生，不由

其他。如是，唯煩惱為上，乃為輪迴

流轉本。是故煩惱斷則行滅，非由他

道。若無阿賴耶識，彼斷則不應理。 

缘，而不是名色。此中是何道理

呢？所以应说名色以行为缘，而不

是识。名色云何以他识为缘呢？假

若是后时名色，这后时名色比受生

时的名色有何增胜而使它以识为

缘，而前时名色不以识为缘呢？而

且，前时名色以行为缘，后时名色

不以行为缘。由此，以识为缘有名

色，为什么遍计结生识另为一支

呢？所以，结生识以行为缘，不无

道理。 

若以行熏成的六识身，以行

为缘而有识，亦不合理。什么原因

呢？因为识不能把异熟习气或等

流习气存放在自体之中，因为自体

作用与其相违。也不是存放在未来

的自体中，因为那时它还没有产

生。没有产生的东西是不存在的。

也不是以前产生的，因为那时它已

谢灭。而且，在无心位和灭尽定等

位，由行所熏成的心不能生起。以

识为缘的名色不可有，六处也没

有。如是，乃至于以生为缘的老死

也没有。因此，轮回流转也不会有。

所以，无明缘行，由此所熏阿赖耶

识，就是行缘识，此理无过。 

 

 

如果没有阿赖耶识，轮回流

转也不合理。因为轮回的原因是业

和烦恼。二者之中，烦恼为主。所

以如此，是因为烦恼的增上性，又

使业能引后生，并非其他。如此所

引后有之业也是由于烦恼的增上

力，乃成后有，并非其他。正因为

烦恼是轮回流转的主因，所以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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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生死亦随还灭、而非其他。若无

阿赖耶识，断离彼等、不应道理。 

云何非理？为於烦恼现行时断

离耶？抑为於种子位断离耶？此中

若谓烦恼现行时断离者，此唯不许。

由现住断离彼之道故。种子位断离、

亦不应理。若处为烦恼种子安住，即

於彼诸处由能对治能断离者、则尔时

除能对治外、都不许有任何其他故。

若许即此能对治心、具有烦恼种子

者，既由彼具有烦恼种子而又能成彼

对治、不应道理。诸未断离烦恼种子

之生死者、则不得还灭。由如是故、

决定无疑由此相异诸识俱生根本烦

恼及随行烦恼、於阿赖耶识中当长养

各自种子故，即应许为熏发习气。 

若诸习气随其种力获得转起

者，则即此心体获得因性差别故、即

能生起彼根本烦恼及随行烦恼诸种

子摄藏在阿赖耶识中；由与彼俱时生

起之能对治烦恼道、即能除遣。由如

是故，於此所依中、以一切烦恼不复

生起故，即是证得有馀依涅磐界。先

业所感引寿命尔时既已灭讫、而与他

世不复结生相续故、即是证得无馀依

涅磐界。虽尚有业，然诸烦恼已尽断

离。由无俱有因故、无有力能引生後

有。如是若有阿赖耶识，得有生死流

转、及以还灭、而非其馀可尔。由离

 

 

 

 

──且云何不應理？煩惱或現

前斷，或種子位斷。於此現前斷者，

非此意。於此彼住斷道中者，其種子

位中煩惱亦永不斷。非離對治此時別

有何少可達者。彼處煩惱種子住，彼

則由對治能斷。若唯住對治心者，則

煩惱種子相隨， 

 
註一：“彼”謂“諸行”。 

註二：“彼”謂“後時名、色”。 

註三：“前時者”謂“結生名、

色”。 

 

是義當許。蓋非此唯與煩惱種

子相隨之心，堪為此心對治。又非不

斷煩惱種子者能出離生死。是故必有

阿賴耶識，由與餘識俱之煩惱、隨煩

惱而有，自種子由此滋育；是義當共

許。又唯自彼心相續變異差別，隨力

若得熏習事用。煩惱、隨煩惱俱轉。

彼住阿賴耶識中種子，為與彼俱之煩

惱對治道所除，彼時又非由彼能依能

再起煩惱，乃得有餘依涅槃界。若宿

業引生既滅，由是別生不結，則得無

餘依涅槃界。又雖有業，而煩惱已

斷，無同事因故，不能成再生。如是，

若有阿賴耶識，則有輪迴流轉、還

滅。非以他故；必離眼等識有阿賴耶

識。唯此是一切法種子所隨順，而非

眼等識，是義當許。詳釋如‘廣五蘊

論’中說當知。 

 

本。所以，烦恼断，则行灭，而非

其他。假如没有阿赖耶识，此断则

不合理。 

 

又如何不合理呢？烦恼或现

前断，或种子断。此中现前断，不

被允许。住于断道位者，种子位的

烦恼或许不断。因为并非对治，此

时另有少许人可达。在烦恼种子安

住的地方，在此就要由其对治断

离。然后，若许能对治之心与烦恼

种子相连结。因为与烦恼种子相连

结，所以不能成为它的对治者。烦

恼种子没有断除的人，轮回还灭是

不可能的。所以应当承认，由阿赖

耶识以外的识俱生烦恼和随烦恼，

在阿赖耶识中长养各自的种子。复

次，当随力得到习气作用的时候，

烦恼和随烦恼由其心相续变异差

别转生，以阿赖耶识为住处的种

子，由其共住的烦恼对治道前消

除。当其消除后，烦恼不再由其所

依产生，这就证得有余依涅槃。当

其前世业牵引的生灭尽的时候，就

不能在后世受生，这就证得了无余

依涅槃。虽然业还存在，烦恼已断，

因为缺乏助因，后有就不能转生。

如是，只要有阿赖耶识存在，就有

轮回的流转和还灭，其他识则不

然。所以除眼等识以外，必有阿赖

耶识。应当承认，这正是一切诸法

种子所跟随的存在，而不是眼识

等。然而要详细说明，只有依五蕴，

方可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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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等识外、决定当有阿赖耶识故。即

此具有一切法种子、决定当许非眼等

识。馀广分别、当知如《大乘五蕴论

广释》中说。 

若一切唯有了别识者，云何不

违契经耶？如《解深密经》、《楞伽

经》、《密严经》等说有三自性：一

者、遍计所执自性。二者、依他起自

性。三者、圆成实自性。应知即於唯

了别识、安立三性无违。云何尔耶？

是故颂曰： 

（二十）即此任何能分别、任

何事体所分别、 

即此遍计所执之自性无者、此

本无。 

论曰：为依所遍计内外诸事体

种种差别、显示无数分别故，颂说

“即此任何能分别”言。言“任何事

体所分别”者：谓内外诸事体最後乃

至佛陀法。由如是故，唯此事体为遍

计所执自性。此中说其成立因者：谓

“无者”。如所遍计之境界事体、如

是即此自性无所有故，说“此本

无”。由如是故，此事体唯是遍计所

执自性、非以依诸因与缘为其自性。

所以者何？於同一事体或无有事体

中、观见有更互不同众多分别转起。

便谓同一事体或无有事体成为众多

更互不同自性，不应理故。由如是

故，此诸一切唯是分别性。以彼诸义

 

 

 

 

 

 

若唯有識，云何非與經相違？

諸經中說三自性；遍計所執性，依他

起性，與圓成實性。無有相違。若唯

有識，三自性皆安立故。此復何義？

故云： 

 

 

由彼彼遍計， 遍計種種物， 

此遍計所執， 自性無所有。 

 

 

 

為顯示由內外所分別事，異諸

無邊分別，故云：由彼彼遍計。遍計

種種物者，或內或外，究竟以至於佛

法皆是。此唯遍計所執自性，於此說

其因由，彼是無有。彼事物分別境

無，以自體無故，由是彼事物唯是遍

計所執自性。非因緣所行解自性。如

在一事物中，或雖無彼，而見相互

違，非一分別轉，又非彼一事物或雖

無彼，而有非一自性相互違；此不應

理。是故此一切唯是分別，其境是遍

計所執色故。且經中有云：“須菩

提！又非諸法如是有，如愚癡凡夫所

執。” 

 

 

 

 

 

 

 

 

 

 

若一切唯识，怎么不与经相

违呢？因为经说有三种存在：遍计

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这

不矛盾，因为唯识要在三自性中建

立。如何建立？故说颂曰： 

 

 

由彼彼遍计，遍计种种物。 

此遍计所执，自性无所有。 

 

 

 

因为内外分别事体的差别， 

为了显示分别的无限，故说

“由彼彼遍计”。“遍计种种物”，

内或外，最后乃至佛法，都是所分

别，故说“遍计所执性”。此中说

其因，即“无所有”。所遍计的外

境事体，即“自性无所有”。所以，

遍计所执性的事体，并不是因缘所

行的自性，因为在一事体和不存在

的事物中，能看到彼此相违的很多

分别转起。于同一事物，或它不存

在时，有很多彼此相违的自性，这

就不合理。所以，所有的这一切，

都是唯分别，因为这是外境的遍计

所执状态。经说：“复次，须菩提，

如愚夫、异生执著的东西，如是诸

法不可得。” 

 

 

 

 

 

 

 

若此等是唯識者，經說有遍計依

他圓成三種自性，云何不與相違。即

於唯識性中安立三性，故亦不違。此

復如何。故云。 

 

 

由彼彼分別  分別彼彼事   

即彼是遍計  自性彼無有。 

(第二十頌) 

 

 顯示內外諸事差別無邊分別

故，說由彼彼分別。云分別彼彼事者，

即內外事。在佛法中此皆遍計自性。

說此因故，云彼無有。分別境界諸事，

由無自體為無。是以彼事唯是遍計自

性，非依因緣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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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遍计所执自性故。如契经说云：

“善现！如诸异生愚夫执著、如是诸

法非有。” 

 

於遍计所执後、当说依他起自

性，是故颂曰： 

（二十一）唯是依他起自性、

能分别为缘生起， 

论曰：言“能分别”者：此中

即是显示依他起自性。言“为缘生

起”者：即显示所说依他起之生起

因。此中“能分别”者：谓善、不善、

无记、种种差别三界一切心心所法。

如《辨别中和边颂》云： 

“非真正能遍计者，三界心心

所有法。” 

由其他因与缘增上力故、名为

“依他”。即使能生起之义、应说依

托除自以外所馀因缘而当生起。 

已说他依起性，云何圆成实性

耶？是故颂曰： 

圆成者此中前者、恒常成为无

所有。 

论曰：由不变异故、为“圆成

 

 

 

 

 

 

遍計所執後，當說依他起自

性。故云： 

 

依他起自性， 分別緣所生。 

 

此處分別者，謂依他起自相。

緣所生者，以此說依他一詞之作用

因。此中遍計者，即由善、惡、無記

分辨而辨別之三界心、心所。如是有

云： 

 

 

 

 

非實遍計心， 心所屬三界。 

 

如是。以諸因緣結合，是謂依

他起。其義如是。全說乃是由他因緣

相聯繫及自得其自體。───釋依他

竟。 

 

 

 

 

圓成實者何義？──故云： 

 

圓成實於彼 常遠離前性。 

 

由無變異圓成者，彼是圓成

實。於彼者，謂依他起性。前(性)者，

 

 

 

 

 

 

遍计所执之后，应说依他起

自性，故说： 

 

依他起自性，分别缘所生。 

 

此中“分别”，是说依他起的

自相。“缘所生”，是以此说明“依

他”所诠释的转起因。此中“分别”，

是由善、不善、无记的不同所辨别

的三界心和心所。如说： 

 

 

 

而虚妄分别就是三界心和心

所。 

 如是，因为其他因缘而起，

所以称为依他起。其义如是。乃至

说为，除自己以外，由于其他因缘

而得自体。 

 

 

 

 

 

已说依他起性，圆成实性如

何？故说颂曰： 

 

圆成实于彼，常远离前性。 

 

由于不变异的圆满成就，故

 

 

 

 

 

 

次遍計後當釋依他，故云。 

 

依他自性者  分別由緣起。 

 

云分別者，此說依他自體。云由

緣起者，是說依他得名所由。此中分

別，即是諸善不善無記各【309 頁】別

三界心心所，如前所說。皆依因緣他

增上，故為依他。意謂所生，依於自

餘諸因緣法而得生故。釋依他訖。  

 

 

 

 

 

 

 

 

 

 

 

 

 

 

    圓成如何。故云。 

 

成者即於彼  前者常離性。  

(第二十一頌) 

 

由不變異，是為圓成。云於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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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言“此中”者：谓於依他起性。

言“前者”者：谓遍计所执性。即於

此能分别中、遍计执为所取及能取之

事体。所以者何？谓如其本无所取与

能取、而唯由遍计横自执著故，说名

遍计所执。即此依他起性上恒常於一

切时毕竟远离彼所取与能取，是名圆

成实性。 

颂曰： 

（二十二）是故即此与依他、

即非异亦非不异， 

论曰：言“是故即此”者：谓

即此依他起性、毕竟与遍计所执自性

远离，为圆成实。此远离性、即是法

性。法性与法若异、若不异，俱不应

理。以圆成实是依他起之法性故。是

故应知依他起与圆成实非异、非不

异。若圆成实与依他起异者，若尔，

则依他起不当由遍计所执故空。若不

异者，若尔，则圆成实应不成为清净

所缘；如是由依他起乃以杂染为体性

故，如是依他起性当不成为以杂染为

体性。由与圆成实不异故。如同圆成

实性。颂曰： 

说犹如无常等中、 

论曰：此中所谓“即非异亦非

不异”者、应是补足语。喻如无常性、

苦性、及无我性、与无常等行、非异，

亦非不异。若诸行与无常性异者，若

謂遍計所執性。於此遍計能取、所取

是有，是為遍計所執。是於如此分別

中，能取、所取性唯無有而遍計之，

說為遍計所執，應理。常於一切時，

畢竟遠離依他之能取、所取，此性即

是圓成實自性。 

 

 

 

 

 

故此與依他，非異、非不異。 

 

故此與依他者，常遠離依他起

之遍計所執自性，是為圓成實。遠離

性者，法性；非異於法，非不異於法，

應理，而圓成實是依他法性，故圓成

實與依他，非異非不異，是義當知。

若圓成實異於依他，則以遍計不應有

依他空。若不異者，則圓成實不應是

清淨所緣，當如依他是雜染自體故。

如是依他則不應是煩惱自體，與圓成

實非異故，如圓成實。 

 

 

 

 

 

 

如無常等性(一) 

 

非異非不異，是此句餘分。如

無常性，苦性，及無我性，與諸行非

異非不異。若無常性與諸行異者，則

諸行應是常。若不異者，則諸行應是

壞自性色，如無常性。如於苦等性，

称“圆成实”。“于彼”，即于依他

起性。“前性”，即遍计所执性。即

于这种分别中，遍计所执能取和所

取是有。如是因为于此分别中，对

于不可得的能取和所取进行遍计，

这就称为遍计所执。即于依他起

性，恒常一切时毕竟远离能取和所

取，这就是圆成实自性。 

 

 

 

故此与依他，非异非不异。 

 

“故此与依他非异”，即依他

起性，永远与遍计所执性远离，就

是圆成实性。“远离性”，就是法性，

与法非异非不异，应理。圆成实性

就是依他起的法性，所以应当明

白，圆成实性与依他起性非异非不

异。如果圆成实性异于依他起性，

则依他起性就不应当因为遍计所

执而是空。若不异，圆成实性就不

应当是清净所缘，因为它就象依他

起性那样是杂染体性。如此看来，

依他起性不应当以杂染为其体性。

因为与圆成实非异，所以如圆成实

一样。颂曰： 

 

 

        如无常等性。 

还需说明“非异非不异”。如

无常性、苦性和无我性，与诸行等

非异非不异。假若无常性与诸行相

异的话，若尔，诸行则为常。若不

异，诸行则如无常性一样，是坏自

性的状态。于苦性等也应当这样

者，謂依他性。云前者者，謂遍計性。

遍計能所取體是無有，於依他中常一

切時遠離此者，為圓成性。 

 

 

 

 

 

 

 

 

故此與依他、非異非不異。 

 

云故此者，依他與遍計常離是為

圓成。此常離性即法性，法性與法不

可言異非異。圓成是依他法性故，應

作是觀。若相異者，依他應不能離遍

計成空。若非異者，圓成又不能成清

淨所緣，依他是雜染自體故。 

 

 

 

 

 

 

 

 

 

 

        說如無常等。 

   

  具足應言，亦異亦非異。譬如

無常性，苦性，無我性，與無常等非

異非不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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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诸行当不成为无常。若不异者，

诸行灭已、当即成无。如无常性，苦

等、亦当如是准说。 

若於依他起性中、无有所取及

能取者，云何能取彼耶？若不能取，

云何知是有耶？是故颂曰： 

不观见彼、彼无见。 

论曰：言“不观见彼”者：谓

圆成实性自性。言“彼无见”者：谓

依他起自性。於此圆成实性未观见

者、即是未通达或未现证。以由无分

别出世间智当能观见故。於依他起

性、非馀智能取。由是後得清净世间

与出世间智所行境界故。是故不见圆

成实、则不见依他起。以非不由出世

间智後所得智观见故。 

如《入无分别总持经》说“由

後得智观一切法同於幻事、阳焰、梦

景、影像、光影、谷响、水月、变化

法。”法者：此中即许说一切依他起

性所摄。圆成实者、犹如虚空，谓智

同一味。如云：“由无分别智观一切

法同於虚空轮。”由观一切依他起

法、唯是真如性故。 

问：若依他起为有实质者，云

何经说一切法无有自性、无生、无灭

耶？答：不违经言。如是颂曰： 

亦可作如是說。 

 

 

 

 

若依他離能取、所取性，云何

此是所取，云何彼非是所取而知為

有，是故有云： 

 

非不見此、彼(一)。 

 

非不見此者，圓成實性；彼者，

依他起性。由無分別出世間智，可見

圓成實自性。若不見者，非通非證。

由彼後得純世間智可得故,依他非餘

智可取。故若不見圓成,則不見依

他。又非由出世智後得智不見。如在

“入無分別陀羅尼”中說：“由彼後

得智，解一切法如幻，陽焰，夢，應

聲，水月所化”。又此中諸法，意是

依他起攝。圓成實如虛空，是一味

智。如云由無分別智於虛空奢摩他中

見一切法，如是見一切法依他起，唯

見真如故。 

 
註一：此句原文有一“說”字，作“說

如無常等性”，奘譯略。頌製所限也。 

 

 

 

 

 

 

 

若依他唯是實，云何經中如是

說：一切法無自性，不生，不滅？─

说。 

 

 

 

 

假若依他起性没有所取和能

取，它如何被取呢？或者如何知道

它是有呢？是故颂曰： 

 

非不见彼此。 

    

“非不见此”，即圆成实自

性。“见彼”，即依他起自性。由无

分别出世间智，能够看见圆成实自

性，未证悟、未通达者看不见。依

他起自性，因为其后得纯世间智可

得，非余智可取。所以，当看不见

圆成实自性的时候，也看不见依他

起自性。又不是由出世间智后得智

看不见。如《入无分别总持经》说：

“由其后得智观一切诸法，都如幻

事、阳焰、梦境、影像、光影、谷

响、水月、变化法。”此中“诸法”，

其意为由依他起所摄。圆成实性，

如虚空，是一味智。如说：“由无

分别智观诸法，如同虚空。”因为

观依他起唯是真如。 

 

 

 

 

 

 

 

如果依他起是实有的话，如

何经说一切法无自性，不生不灭？

 

 

 

 

 

 

若能取所取是無，依他起有執無

執云何分別。故云。 

 

此不見彼昧。 (第二十二頌) 

 

云此不見者，謂圓成性。云彼昧

者，謂依他性。圓成性是出世智無分

別現觀。言不見者，即未【310 頁】無

分別現觀。依他性是由此後得世出世

智所取。故不見圓成，即昧依他。  

 

 

 

 

 

 

 

 

 

 

 

 

 

 

 

 

 

 

若依他是實性者，云何經說一切

法無自性，不生不滅。此亦不違。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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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三）由三行相自性故，

于三行相无自性， 

通过意趣即显示诸法一切自性

无。 

论曰：为显唯有三性、无有第

四故，即标其数。谓由如其各自能

相、实成为如是有，故名“自性”。

三行相无自性者：谓能相无自性、生

起无自性、及妙正义无自性。“一切

法”者：谓以遍计所执、依他起、及

圆成实、为其体性。 

今者为显依何三自性其自性即

为无有、颂曰： 

（二十四）第一者能相自性无

所有、依他起性， 

此由自性不出现、故是依他自

性无。 

（二十五）此亦法之妙正义、

如是此亦即真如。 

论曰：言“第一者”者：谓遍

计所执自性。此即能相无自性。彼者

由能相是所计执故。如说色之能相

者、是有变坏，受之能相者、是领纳

等。此等由无自性故，如空中华、无

有自体。言“依他起性”者：谓依他

起自性。此即犹如幻化。由依他众缘

而生起故，无有自身事体。如是如所

显现、此中亦曾无如是生起，是故说

─此不相違，由於 

 

即依此三性， 立彼三無性。 

故佛密意說， 一切法無性。 

 

自性唯有三而非四，說數以明

之也。由各各自相，現如彼有。三無

自性者，相無自性，生無自性，及勝

義無自性。一切法者，屬遍計。依他、

圓成、自體之法。 

 

 

 

 

 

 

 

今為顯三自性屬何三無性，故

云： 

註一：此句直譯當是“非不見

此而能見彼”。 

 

初即相無性， 次無自然性， 

後由遠離前 所執我、法性 (一)。 

此諸法勝義。 亦即是真如, 

 

初者，遍計所執自性。唯由其

相，是無自性，其相可計度故。色者，

色相；受者，領納相，如是等等。自

相無故，猶如空華。唯以自相，是無

自性。──次者，依他起性。非由自

而有(二)，猶如幻事，由他緣生。是

故如是如其現似，如是彼為無生。故

此說為生無自性。── 此諸法勝

義，亦即是真如者：勝者，超世間智，

以無上故，此義謂之勝義。復次，是

并不矛盾，因为 

 

即依此三性，立彼三无性。 

故佛密意说，一切法无性。 

 

为了让人们知道，自性是三

种，而不是四种，故标明数字。各

以自相呈现为有。三无自性，即相

无性、生无性和胜义无性。“一切

法”，以遍计所执、依他起、圆成

实为其体性。 

 

 

 

 

 

 

现在为了说明三自性三无

性，故说颂曰： 

 

初即相无性，次无自然性， 

后由远离前，所执我法性。 

此诸法胜义，亦即是真如 

    

“初”，即遍计所执自性。这

是由于相而无自性，因为其相的可 

 

计度性。“色”，以色为相。“受”，

以领纳为相，如是等等。所以，因

为没有自相，即如空华。因其自相，

故无自性。“次”，即依他起自性，

并非自然而有，如幻事一样，是依

他缘而生。所以，如其显现，其生

是不存在的，所以说生无自性。“此

诸法胜义，亦即是真如”，因为

“胜”，即出世间智。因无上性，

云。 

依三自性之  三種無自性   

密意故說言  一切法無性。 

(第二十三頌) 

 

自性唯三，故說彼數。各自有其

相現，是為自性。三種無自性者，相

無自性，生無自性，及勝義無自性。

一切法者，即遍計依他圓成自體之法。  

 

 

 

 

 

 

 

 

今說三自性無何種自性，故云。 

 

第一者由相  無自性餘復   

由非自生起  為餘無自性。 

(第二十四頌) 

 

 

彼諸法勝義 彼亦是如性。 

 

第一者，遍計自性。彼由相無自 

性，相是分別故。如說色相有礙，受

者領納等，皆無自體，猶如空華。云

餘復者，依他自性。彼如幻等，由他

緣生，故無自性。又現似如彼。實不

如彼生故，為生無性。云彼諸法勝義

等中，勝謂出世智，彼無上故，彼義

亦為勝。復次，猶如虛空一切一味，

無垢不變法是圓成，說為勝義。如是

圓成自性，是依他自體一切法之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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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生起无自性。 

言“此亦法之妙正义、如是此

亦即真如”中、“妙正”者：即是出

世间智。由无上故。此所有义、即名

妙正义。复次即犹如虚空周遍一切、

一味、无秽垢、无变异法、圆成实性，

说名妙正义。所以者何？谓圆成实自

性、是依他起之性体，一切法之妙正

义。由是彼之法性故。即此圆成实自

性、名妙正义无自性。由圆成实以无

事体为自性故。 

问：唯说妙正义为此圆成实性

名耶？答：不尔，亦即是真如。“亦”

声者：谓非唯说真如声，亦当如所说

一切法界等异名。颂曰： 

遍于诸时常如性、 

论曰：此真如者：谓於异生、

有学、及无学位中、遍一切时常如其

实无变易故，名为“真如”。 

 

应思此唯了别识性、亦如真如

即是圆成实性耶？为别有唯了别识

性耶？是故颂曰： 

即此唯是了别识。 

如虛空，遍處是一味，無垢，且不變

異，此圓成實自性義，說為勝義。圓

成實自性，是一切法依他自體勝義，

是彼法性，由是唯圓成實自性，是勝

義無自性性，圓成實以無為自性故。 

 

註一：據此梵本，此乃第二十

四頌第二行。“後由遠離前所執我， 

法性”十字無文。疑奘譯增文，或所

據乃另一梵本。下疏文中亦無其釋。 

 

註二：“由自而有”，即奘譯

所謂“自然”。 

 

 

 

云何唯以勝義一詞說圓成實

耶？曰：不然。然則云何？曰：彼亦

即是真如。亦言，顯非獨由真如一詞

所表。然則云何？乃至一切法界同語

皆所應表。 

 

 常如其性故， 

 

真如者，如彼異生、有學、無

學位一切時唯如彼而有，非如其他，

斯說為真如。 

 

 

 

 

又云何真如唯彼圓成實又是唯

識性耶？或異唯識性耶？故云： 

 

 即唯識實性。 

 

其义为胜义。或如虚空，遍一切处，

一味，无垢，又无变异。圆成实自

性，被称为胜义。所以，圆成实性

是依他体性的胜义，是其法性。所

以，圆成实自性是胜义无性，因为

圆成实性以无为自性。 

 

 

 

 

 

 

 

 

 

 

  复次，是以胜义说圆成实吗？

答：不。为什么呢？又是真如。由

“亦”字，是不仅以真如一词来说

明它。为什么呢？因为所有的一切

都可以说成是法界的异名。 

 

常如其性故。 

 

真如，因为在异生、有学、

无学，于一切时皆如此而有，没有

变异，所以称为真如。 

 

 

 

 

复次，为什么真如是其圆成

实，又是唯识性呢？或另有唯识性

呢？是故颂曰： 

 

即唯识性。 

義，為彼法性故，即是勝義無自性，

圓成為無性之自性故。 

 

 

 

 

 

 

 

 

 

 

 

 

 

 

豈唯勝義說圓成耶。不爾，彼亦是如

性。亦聲表非獨說如性，亦應說法界

等一切。 

 

一切時皆爾。【311 頁】 

 

 

 

即彼如性，異生有學及無學位中

一切時皆如彼，由不變異說為如性。  

 

 

 

 

 

為即彼如性圓成是唯識性，或復

有餘唯識性耶。故云。 

 

此即唯識性。 (第二十五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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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曰：所以者何？由能通达最

极清净能相故。即说颂云： 

“尔时观见唯此故，心乃住於

名之中。由只住在名中故、于了别

中断所缘。仗此修习因之时、触证

无有所得界。从一切法得解脱，尔

时便充裕自在。” 

由此“即此唯是了别识”句、

即显示现证。 

若彼一切唯是了别识者，应思

何由生起如是思惟谓眼、耳、鼻、舌、

身、取於色、声、香、味、触耶？是

故颂曰： 

（二十六）直至辨别识住在唯

了别识性中前，二抓取所有随眠、

即此随眠尚未遣。 

论曰：又如前颂有云：“诸业

习气由具有二抓取之习气故、先前异

熟既尽已、复能生起他异熟。”当说

二抓取云何断、及未断、故今广说言

“直至辨别识住在唯了别识性中

前”。谓此辨别识乃至不住於心之法

性、即不住于所说“唯了别识性”

中，即是辨别识但行於所取与能取所

缘。“二抓取”者：谓抓取所取、及

抓取能取。彼之“随眠”者：谓为生

起未来二抓取故、即於彼等之阿赖耶

识中所熏植之种子。乃至修观行者

(即瑜伽行师)於无二之能相唯了别

识性、尚未起心求住，即如许时、未

 

由知極淨相故，如是云： 

 

彼心立名中， 時見唯彼故， 

住名故、識中 所受則已滅。 

時不觸受界， 修習深定故， 

時則得遍在， 解脫一切障。 

 

 

 

 

如是。即唯識實性者，以此言

現觀。── 

若唯有識，何由色，聲，香，

味，觸，為眼，耳，鼻，舌，身所取？

故云： 

 

乃至未起識， 求住唯識性（一）， 

於二取隨眠， 猶未能伏滅。 

 

復次：如前說諸業習氣與二取

習氣俱，前異熟既盡，復生餘異熟，

如是說已，故問云何斷、不斷。如是

有云：乃至未起識，求住唯識性。─

─詳言之：時若識未住於心法性中所

謂唯識性者，則其時彼於所取、能取

想中轉。二取者，所取取與能取取。

彼之隨眠，是彼所招引阿賴耶識中種

子，以生未來二取者。時若瑜伽師心

未住於無二相唯識性，時則所取、能

取隨眠猶未伏滅，即猶未斷。於此外

所受未斷，內所得未滅。是義已顯。

是故人作是計：我以眼等取色等。 

 

 

 

 

因为由此能够证悟极清净

相。是故颂曰： 

 

其心住于名，此时唯见彼， 

住于名中故，了别所得断。 

修习相续行，能证无得界， 

解脱一切障，此时得自在。 

 

 

 

如是，这唯识性以此语言说 

明了。 

如果是唯识，为什么由眼、

耳、鼻、舌、身缘取色、声、香、

味、触呢？是故颂曰： 

 

乃至未起识，求住唯识性。 

于二取随眠，犹未能伏灭。 

 

如前所述：“由诸业习气，二

取习气俱，前异熟既尽，复生余异

熟。”这样讲完以后即问：“如何是

断，如何是不断？”于是乃至广说：

“乃至未起识，求住唯识性。”识

还没有安住于唯识性中，此时为什

么行于所取和能取的所缘呢？“二

取”即所取和能取取。其随眠就是

未来二取生起的阿赖耶识中的种

子。瑜伽师之心若未住于无二取相

的唯识中，则所取、能取随眠仍未

伏灭，其意是还没有断除。这就说

明外所得未断，内所得也没断。所

以人们认为：“我以眼等，执取色

等。” 

 

    由此言說現觀。 

 

若此等亦是唯識，彼眼耳等取色

聲等，心由何起。故云。 

 

若於唯識性  識未依住時   

彼二取隨眠  爾時則未遣。 

(第二十六頌) 

 

 

 

復次，前說諸業習氣與二取習氣

俱等，彼遣不遣，其如何等，故今說

頌云云 (按此是另一章句。) 若時識未

依住於心法性所謂唯識性者，爾時猶

緣所取能取。二取者，所取取及能取

取。彼隨眠者，為生未來二取，攝藏

於藏識之種子。乃至瑜伽師心未轉依

於無二相唯識性，彼時二取習氣未

遣，意即未斷。此中顯示外所得未斷

故內所得未斷，乃作是計，我由眼等

取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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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违反二抓取随眠。即是未能断离之

义。此中显示若未能断离外所缘者，

则内所缘亦未能断离。是故今说彼作

是思谓“我由眼等能取色等”。 

 

 

今者如是当说由诸义远离、唯

心可得故，抑即住於心之法性耶？

答：不尔。是故颂曰： 

（二十七）此谓唯了别识性，

思及此者于所缘， 

现前树立无论何，则唯不住于

此中。 

论曰：复次、为除遣具有增上

慢者唯由听闻便计执谓我已安住清

净唯了别识性故，今说“此谓唯了别

识性，思及此者于所缘”等。言“此

谓唯了别识性”者：谓远离於义，谓

无有外义。“于所缘”者：即是能作

为能取与能作为所相之义。言“现

前”者：谓当下呈现。言“树立”

者：谓如所听闻、如是意能安立。由

瑜伽行师之所缘行相众多故，今说任

取“无论何”者谓如骨锁、青瘀、烂

坏、虫侵、肿胀等。言“则唯不住于

此中”者：谓尚未断离识之所缘故。 

 

 

 

 

 

 

 

 

 

 

今應說：由離境唯心所得，為

有住心法性耶？曰：不爾。然則云

何？ 

 

現前立少物， 謂是唯識性， 

以有所得故， 非實住唯識。 

 

復次，或復彼具增上慢人，唯

以所聞，遂計：我具淨唯識性。為遺

彼執，故如是云。──謂是唯識性，

以有所得故．．．．等者，說唯有識，

所以(二)遣境，即無外境。有所得

者，謂有所取，即心有所造(三)。現

前者,對嚮義。立者，如所聞隨意安

立。少物者(四)，有多種故，謂觀行

瑜伽多種所緣中之少物，或骨聚，或

青瘀，或膿爛，或蟲啖，或腫脹等具。

非實住唯識者，由未斷識所得。 

 
註一：於此奘譯稍晦。第一句原意

為“如若識不住唯識性時” 

則…》──以“乃至”譯“如若……

時”，又增“起”字，“求”字以填頌，

皆譯師苦心經營處。 

 

註二：“所以”二字，足成。 

 

註三：梵本 Citrikaranata,疑誤，當

作 Cittikaranata。 

 

 

 

 

 

 

 

 

现在应当说明；由离境而得

唯心，是安住于心法性吗？回答说

“不”。为什么呢？ 

 

现前立少物，谓是唯识性， 

以有所得故，非实住唯识。 

 

复次，增上慢者仅以听闻便

认为我安住于清净唯识性中，为遣

此执故说：“谓是唯识性，以有所

得故”等。这“唯识”就是离境，

即没有外境。“有所得”，其意为有

执取，心有描绘。“现前”，即面前。

“立”，以意如闻安立。由于修瑜

伽者的所缘有多种，故说“少物”，

如骨锁、青瘀、脓烂、虫咬、肿胀

等。“非实住唯识”，由非断识所缘。 

 

 

 

 

 

 

 

 

 

 

 

 

 

 

 

 

 

 

  

今復應言，離境有唯心可得，即

住於心法性 (唯識性) 耶。不爾。            

 

設想唯識性  如是有所得   

隨應現安立  彼未住唯識。 

(第二十七頌) 

 

    復次，為對治慢心惟有所聞

即計已住，故頌云云。此中云唯識性

者，遣境謂無外境。如是有所得者，

意謂能取及能相。現者，現前。安立

者，即隨所聞由意安立。謂瑜伽師多

種所緣中隨應取一，如白骨青瘀等。

彼未住唯者，未斷識有所得故。【31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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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断识能取、得善住心之法

性耶？是故颂曰： 

（二十八）若时由知诸所缘、

为所缘不可得时， 

即安住唯了别识，所取无、能

取此无。 

论曰：谓若时无论缘虑教法、

缘虑教授、最後乃至缘虑色声等，由

智都不缘虑离心以外者、即无观见、

无能取、且无有执著、而如其实而如

是观见於义、非如生盲者。尔时即识

之能取亦断离、而安住於自心之法

性。即於此中出其成立因、说言“所

取无、能取此无”。若有所取，亦有

能取。若无所取，则亦非有能取，若

无所取，则亦当知无有能取、而非只

是无有所取。若如是者，由於所缘虑

及能缘虑无分别故、平等出世间智生

起。即能断离所取能取执著之随眠，

心亦当安住於自心之法性。 

 

若心如是已安住於唯了别识

性、尔时当何所说？故颂曰： 

（二十九）此者无心不可得，

乃有出世间智慧。 

所依亦转为其他，二粗重亦已

断离。 

 

註四：“立者”二字，“少物者”

三字，足成。 

 

且何時能斷識取而住唯心性中

耶？於是有云： 

若時於所緣，智都無所得， 

爾時住唯識；離二取相故(五)。 

 
註五：此第四句直譯是“無所取，彼

無取故”。奘譯依義而變其 

文，乃覺圓妙。 

 

如是。爾時於教所緣,佛語所緣,

或俗語色、聲等所緣知,心以外則不

可得，不可見，不可執，不可著。由

見如實境，非如生盲。其時識取已

斷，而住自心法性中。唯於此說因，

有云：無所取則無能取，有所取則有

能取，非無所取而有能取。是義(一)

所取無則能取無當知；非獨無能

取，…..(二)。如是無所緣、能緣、

無分別、平等、超世間智起。所取、

能取、執著，隨眠皆斷，則心唯住於

自心法性中。 
 

註一：“是義”二字足成。 

註二：此句已斷，亦可足成曰“從可

知已”。 

 

 

若心如是住唯識性中時，其說

如何?故云: 

 

無得不思議，是出世間智， 

捨二麤重故，便證得轉依。 

此即無漏界，不思議、善、常、 

安樂、解脫身， 大牟尼名法。 

 

 

 

 

何时能断识所取呢，或住于

唯识性呢？故说： 

 

若时于所缘，智都无所得， 

尔时住唯识，离二取相故。 

 

如是，当于教法所缘、于教

所缘，或于世俗的色、声等所缘，

心外无得，不见、不取，无所执著

的时候，此时因为如实见义，不像

生来就是盲人一样，识取已断，安

住于自己的心法性当中。于此说

因，故说“离二取相故”。有所取，

就有能取；没有所取，也就没有能

取。应当知道在：没有所取，就没

有能取。如是，因为所缘与能缘各

各平等的无分别出世间智生起，执

著所取、能取的随眠就能断离，心

即安住于自己的心法当中。 

 

 

 

 

 

 

当心安住于唯识性的时候，

此时如何表示呢？故云： 

 

     无得不思议，是出世间智， 

舍二粗重故，便证得转依。 

此即无漏界，不思议、善、 

常安乐、解脱身， 

 

 

 

 

何時則斷識能取而住心法性

耶。故云。 

 

  若時識所緣  都無得爾時   

  住唯識所取  無故能取無。 

  (第二十八頌) 

 

若時於言說所緣乃至色聲等自

性所緣，隨一知為識外不可得，一無

所著，如是實見不同生盲。此時識能

取亦斷而住自心法性。說此因云，所

取無故能取無。有所取則起能取，無

所則無餘。 (能取) 如是於能所取無分

別平等出世智起，二取愛著 (即二取

取) 隨眠則斷，而於自心法性亦得轉

依。  

 

 

 

 

 

 

 

 

若心轉依於唯識性時，復如何

等，故云。 

 

   彼無思無得  亦出世間智   

   彼依復異轉  斷二粗重故。 

   (第二十九頌) 

  彼即無漏界、不思議善堅、彼

樂解脫身、名大牟尼法。(第三十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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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即此乃为无漏界，不

可思议善平稳， 

此者安乐解脱身，说为伟大牟

尼法。 

论曰：由此二颂显示依止修观

行者之证见道、已悟入唯了别识性、

节节胜进差别故，得果法圆满。此中

由既无能取之心、并且所取之义亦不

可得故，说言“此者无心不可得”。

由不染习世间、亦不集起世间、无有

分别、及翻越世间故，说言“乃有出

世间智慧”。於此智後显示转依故，

说言“所依亦转为其他”。“所依”

者：此中即是一切种子阿赖耶识。

“转为其他”者：谓若转舍粗重异

熟、及二障习气事体者，则转得堪

任、法身、及无二智之事体故。 

此转依法、复由断何而得耶？

是故说言“二粗重亦已断离”。言

“二”者：谓烦恼障粗重、及所知障

粗重。“粗重”者：谓所依无堪任

性。又此即是烦恼障及所知障种子。

此转依若由断声闻等所有粗重而得

者，今说名“安乐解脱身”。若由断

菩萨所有粗重、而得者，今说“伟大

牟尼法”。由断二种障差别故，显示

有上转依、及无上转依。如有颂云： 

 

“当知阿陀那识体、二障所有

 

 

 

 

 

如是。以此二頌，始於見道，

優異上進，臻果圓滿。在入唯識瑜伽

師，此中無能取心，所取境亦不可

得。──無得不思議者，不相當故，

於世間無現行故，又無分別故，超出

世間故。是出世間智者，此智後有轉

依(一)，明之故說：便證得轉依。依

者，於此謂具一切種阿賴耶識。其轉

者，由彼無麤重異熟二種習氣故，轉

為不二智，即真諦堪任性，亦即(二)

法身，此為轉。── 

 

 

 

 

 

 

又彼轉依，由何所斷而證得？

是故有云：捨二麤重故。二者，煩惱

障麤重，所知障麤重。麤重者，即所

依之不堪任性。彼又為煩惱及所知二

障種子。又彼依轉，得自聲聞等斷所

有麤重，是曰解脫身。又得自菩提薩

埵斷所有麤重，是曰大牟尼名法。由

二種障分別，說轉依為有上與無上。

於此有迦他云： 

 

 

所知、阿陀那識，二障為相 

具一切種子煩惱種子縳； 

此中二與二。 

大牟尼名法。 

 

 

 

如是，以此二颂，说明悟入

唯识的瑜伽行者，始于见道，再入

胜进道，终得因满果。因为此中既

无能取之心，所取之境亦无得。“无

得不思议”，于世间既不相应，又

不集起。又无分别，又超越世间，

故称“是出世间智”。此智之后，

即显示转依，故说“便证得转依”。

“依”，在此是指具有一切种子的

阿赖耶识。“转”，因为转舍粗重、

异熟及二障习气，即转得真谛的堪

任性、法身及不二智。 

 

 

 

 

 

这种转依，又是由于断除什

么而得呢？故说“舍二粗重故”。

“二”， 即烦恼障粗重和所知障粗

重。“粗重”， 即所依的无堪任性，

它又是烦恼障和所知障的种子。这

种转依若因为是断除声闻等的粗

重而得，即称为“解脱身”。若因

为是断除菩萨粗重而得，即称为

“大牟尼名法”。因为二障的分别，

所以转依有有上和无上。于此有颂

如下： 

 

阿陀那识有二障， 

应知此为其自相。 

一切种及烦恼种， 

 

 

 

 

 此二頌說，依瑜伽道入唯識

性，漸次勝進得圓滿果。此中無能取

思惟，亦無所取義可得故，說彼無思

無得。無戲論集起分別超出世間故，

為出世間智。彼智後說轉依，故云彼

依復異轉。依者，藏識一切種。轉者，

一切粗重，異熟，及二習氣體，轉為

正受，法身，及無二智體。 

 

 

 

 

 

 

 

 

彼轉依復由斷何而得耶。故說斷

二粗重故。所謂二者，煩惱障粗重及

所知障粗重。粗重者，即所依不正受

性，亦即二障種子。又彼轉依，有斷

聲聞所有粗重而得者，是曰解脫身。

斷菩薩所有粗重而得者，是曰名牟尼

法。由斷二種障差別，說轉依有上，

或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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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能相。 

烦恼种子、一切种、此中于二

有二缚。” 

言“二”者：谓声闻、及菩萨。

缚於前者、即是烦恼种子。缚於後

者、即是二障种子。由摧毁此二、当

能获得一切智体。言“此即无漏界”

者：谓即此转依自性、说名无漏界。

由无粗重故。由远离一切漏故、名为

无漏。由是圣法因故、名之为界。

“界”声者、此中即是因义。“不思

议”者：以非寻思境界故。自内证知

故。无有比喻故。“善”者：谓以是

清净所缘。以安乐、及无漏法、为自

性故。“常”(即是稳定)者：谓由恒

常及不尽故。“安乐”者：由是常性

故。若彼无常，此即是苦。转依是常，

是故安乐。由断烦恼障故，诸声闻得

解脱身。今此转依之能相、即名“大

牟尼”法身。所以者何？由修习诸地

及波罗蜜多、断除烦恼及所知二障、

圆满成就转依故，即说“大牟尼”法

身名。又由既不舍生死、又不为生死

所染污，於一切法获得自在故。即说

为菩萨法身。言“大牟尼”者：谓具

有最胜威力故，即佛世尊名“大牟

尼”。                                       

 

 

 

 

 

 

如是。聲聞與菩提薩埵為二。

前者有煩惱種子縛,後者有二障種子

縛。斷此則得遍知性。此即無漏界

者，唯此是轉依相，說為無漏界。由

無麤重故，此是離漏，是謂無漏。是

聖法因故，是為界。此中界言，即是

因義。──不思議者，非乾慧所行性

故，是各自覺悟性故，且無喻故。善

者，是清淨所緣性故，是安隱性故，

且是無漏法圓滿性故。常者，恆性

故，無減。樂者，唯是恆性故，非恆

性者是苦。此是恆常，由此故樂。由

斷煩惱障，聲聞有解脫身。亦說彼轉

依相名法。大牟尼由修習(十)地(六)

度等，斷煩惱、所知障，真得轉依。

故說為大牟尼之法身。永捨輪迴，無

雜染性，且得一切法遍主性，是謂法

身。大牟尼者，與至上寂默相應，是

佛，世尊，是大牟尼。 

 

 三十唯識疏釋竟。 

 

 阿闍黎耶安慧造。 

 

註一：“轉依”即依之轉。 

 二：“亦即”二字足成。 

 

 

 

 

 

 

此中于二复有二。 

 

 

“二”，即声闻和菩萨。属于

前者，是烦恼种子；属于后者，是

二障种子。断除此二，即可达到知

一切者位。“此即无漏界”，这种转

依称为无漏界。因其没有粗重性，

又离漏，所以称为无漏。因其圣法

因性，所以称为界。因为此中“界”

一词，即因义。“不思议”，因非寻

思境界性，自内证知，又无法比喻。

“善”，因为清净所缘性、安稳性

和无漏法所成性。“常”，由于常性

及不灭性。“乐”，由于常性。无常

即苦，而此为常，所以是乐。因断

烦恼障，即有声闻解脱身。这种转

依相，就称为法。因为大牟尼修习

十地、六度，断除烦恼障和所知障，

圆满达到转依，所以被称为大牟的

法身。不舍轮迴，没有杂染性，一

切诸法得自在，所以称为法身。“大

牟尼”，因为与最高寂默相应，所

以佛世尊是大牟尼。 

 

《唯识三十颂疏》至此结束 

安慧造 

   

 

 

 

由煩惱障縛聲聞，所知障【313

頁】縛菩薩，斷是等則得遍知性。云

彼即無漏界者，謂轉依自性是無漏及

界。無粗重故，離一切漏，是為無漏。

聖法之因，是為界。界聲，因義。不

思議者，非分別所行境，各別證知，

又無喻故。善者，清淨所緣，安樂，

及無漏法之自性故。堅者，常不滅故。

樂者，常性故。若無常則苦，此常故

樂。由斷煩惱障為諸聲聞解脫身。彼

轉依相為名大牟尼法身。若由地度及

定斷所知障，轉依真實，故名大牟尼

法身。不流轉，無煩惱，得一切聖材

故，名為菩薩法身。云大牟尼者，覺

者成就最勝，為佛世尊，是大牟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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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一九二二年，法國學

者萊維(Sylvain Levi)求梵本於尼泊

爾，於其首都大寺得古貝葉鈔本。塵

封微敝，攜歸巴黎，考之則唯識《二

十頌》，《三十頌》並安慧疏也。遂籍

助於藏文漢文舊譯，校訂出版。其書

旋由德國學者雅各比(Hermann 

Jacobi)譯成德語。後萊維氏又將華文

本《成唯識論》譯成法文，由是唯識

學乃彰於歐陸。而當世吾華佛學名

家，宜黃歐陽鏡芙漸之後，有呂秋逸

澂。宜黃大師固判法相與唯識為二宗

者也，至今學林無以易其說；呂氐則

據藏文古譯，成其《唯識簡譯略鈔》，

刊於支那內學院學誌。一九四七年，

梵澄於印度偶見萊維氏校訂本，以為

可以印證古譯，且覩論製之原型。星

鳳見稀，而萊氏本已不可得，因借錄

一過，參以魏、陳、唐三譯，於二十

論有所鉤稽，於三十頌則存唐譯而翻

其安慧疏。文字求不與古甚相乖背而

已。稿成，無從問世，迄今出版，且

四十年矣。因誌其經過如此。 

 

一九八七年秋徐梵澄跋 

 

 

  (附記) 西藏譯三十頌本一

種，亦勝友等譯，亦存安慧之說。本

刊第一輯中 已為重譯矣。但對勘此

論引文。乃見其中錯誤凡有多處。 [藏

譯中頌本與釋論參差者，時常見之。] 

自宜依釋訂正，不容異說，今不詳舉。                                                  

 

作者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