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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藏本魏陳本皆不分品.隋本第一品內衆名章第三. 

2
藏本此句云.世尊何處以所謂阿賴耶識者說阿賴耶識耶. 

3
藏本無此等字.魏陳本同.勘梵本安慧三十唯識釋論引文亦同. 

 

 

 

 

 

 

 

 

是中初說智依勝妙勝語。如

來經中說。謂阿犁耶識。以

阿犁耶識語故。作阿犁耶識

語說。如來於大乘阿毘曇經

偈中說。 

無始已來性 一切法所依 

有彼諸道差 及令得涅槃 

 

  

 

 

 

 

 

 

 

此初說應知。依止立名阿黎耶

識。世尊於何處說此識。及說此

識名阿黎耶。如佛世尊阿毘達磨

略本偈中說 

此界無始時 一切法依止 

若有諸道有 及有得涅槃 

 

 

  眾名章第三 

 

 

 

 

 

 

 

論曰。於中即此最初。應知

依止。說名阿梨耶識。世尊

於何處說此阿梨耶識。名阿

梨耶識。世尊於阿毘達磨經

偈中說 

界體無始時 諸法共依止 

由此有諸趣 及涅槃勝得 

 

1
所知依分第二之一 

第二章  所知依 

第一節  從聖教中安立阿賴

耶識 

第一項  釋名以證本識之有

體 

  甲  阿賴耶教 

   一  引經證 

此中最初且說所知依，即阿

賴耶識。
2
世尊何處說阿賴耶

識名阿賴耶識？謂薄伽梵於

《阿毘達磨大乘經》伽他中

說： 

無始時來界 一切法
3
等依 

由此有諸趣 及涅槃證得 

 

所知所依品第二 

 

 

 

 

 

 

 

 此中且唯于最初阿赖

耶识者、说为所知所依。

由薄伽梵显示名为阿赖

耶识故。何处显示阿赖耶

识耶？薄伽梵于《阿毗达

磨经》中说颂云： 

“为无始时来之界、 

诸法一切所依止。 

 由有此故、诸趣往 

及般涅磐可获得。” 

 

 

 

 

 

 

 

 

  此中最初且說藏識為

所知依。世尊何處以藏識 

(名) 說為藏識。世尊於對

法經中說頌如是。 

無始時來界 

為一切法(註 14)依 

此有故諸趣 

及苦寂可得。 

 

 

[0097b25] 還彼經所說。 

一切諸法家 彼識一切種 

 

阿毘達磨中。復說偈云 

諸法依藏住 一切種子識 

 

即彼經復說偈 

 諸法所依住 

  二  釋名義 

即於此中復說頌言： 

由攝藏諸法 一切種子識 

 

又即此经中说： 

“为诸法一切种子识体

 

復於此中為如是說。 

諸法一切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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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藏本此二字作結著. sbyor_pa 與上頌云攝藏 kun_gshi 字異.其意謂因果等之密切不離.故梵本安慧三十唯識釋論引此文作相屬.三本舊譯亦並作依住也.次同. 

故說為家識 聰明者乘此 

 

 

 

[0097b28] 此是經證。然復彼

何故名阿犁耶識。有生法

者。依彼一切諸染法作果。

於彼彼亦依諸識作因故。說

為阿犁耶識。或復眾生依彼

為我故。名阿犁耶識。 

故名阿黎耶 我為勝人說 

 

 

 

此阿含兩偈證識體及名。云何佛

說此識名阿黎耶。一切有生不淨

品法。於中隱藏為果故。此識於

諸法中隱藏為因故。復次諸眾生

藏此識中由取我相故。名阿黎耶

識。 

 一切種子識 

 故名梨耶識 

 我為勝人說 

 

有此等阿含為證。然此識何

因緣故。說名阿梨耶。一切

有生染法依住為果。此識亦

依彼法為因故。名阿梨耶

識。又眾生依住以為自我

故。名阿梨耶識。 

 

故名阿賴耶 勝者我開示 

 

 

 

如是且引阿笈摩證，復何緣

故此識說名阿賴耶識？一切

有生雜染品法，於此
4
攝藏為

果性故。又即此識，於彼攝

藏為因性故，是故說名阿賴

耶識。或諸有情攝藏此識為

自我故，是故說名阿賴耶識 

 

者、名阿赖耶。 

 因此、此阿赖耶识、 

于妙正者我解说。” 

  

此者且为阿笈摩。何故说

此名为“阿赖耶”耶？

谓由一切具有生起杂染

品法于此中、摄藏为果事

体，或此亦于彼等中摄藏

为因之事体故，为阿赖耶

识。复次、由有情等摄藏

为彼之自体故，为阿赖耶

识。 

                                                                                                   

識(註 15)以為依處 

由是為藏識 

我開示聖者。 

 

此且為教(註 16)。 

何故名此為藏識耶。一切

有生雜染法為果性，攝依

(註 17)於此，此復為因

性，攝依於彼等，是故名

為藏識。 

 

 

 

彼亦名阿陀那識。此中有何

證？如《相續解脫經》中說。 

 

  阿陀那識最微深   

  喻如水波於諸子 

 我不為凡言說此   

  莫執取以之為我 

 

 

 

 

阿含云。如解節經所說偈 

 

 

執持識深細 法種子恒流 

於凡我不說 彼物執為我 

 

 

 

 

論曰。此阿梨耶識復說名阿

陀那識。於中有阿含。如世

尊解節經中說 

 阿陀那識甚深細 

 一切種子轉如流 

 嬰兒凡夫我不說 

 不令分別謂為我 

 

 乙  阿陀那教 

  一  引經證 

 

復次此識亦名阿陀那識。此

中阿笈摩者，如《解深密經》

說： 

 阿陀那識甚深細 

 一切種子如瀑流 

 我於凡愚不開演 

 恐彼分別執為我 

 

 

 

 

此者、亦说名为阿陀那

识。此中阿笈摩者、为《决

定解释意趣经》说云： 

“阿陀那识甚深细， 

一切种子如水流。 

 我于凡愚不显示， 

谓不应分别为我。” 

 

 

 

 

復由有情等攝依此

為我性，故名藏識。此亦

名執持識(註 18)。此中教

者，由解深密經如是說。 

執持識是甚湛深 

一切種子如瀑流 

勿彼起於我分別 

故於諸愚不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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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藏本此句云.是一切色根之因.意異□句云.爲執取自體之所依故.此云執取卽今所譯執受.蓋以釋阿陀那之名義也. 

6
藏本此二字作執持.`e_bar bzun_ba 次同.原意以此與執取互訓.今譯雜用無別. 

 

 

[0097c06] 彼以何義故名阿

陀那識。依一切色相故。及

取一切依身事故。如是彼依

諸色等根不壞者。乃至命不

盡。隨順故。 

 

未來取身彼能生取身。是故

彼名阿陀那識。 

 

 

 

 

 

 

 

 

 

云何此識或說為阿陀那識。能執

持一切有色諸根。一切受生取依

止故。何以故。有色諸根此識所

執持不壞不失。及至相續後際。 

 

 

又正受生時由能生取陰故。故六

道身皆如是取。是取事用識所執

持故。說名阿陀那。 

 

 

論曰。何因緣故。說此識名

阿陀那。攝持一切有色諸根

故。及一切自身取依處故。

於彼色根攝持不失。乃至命

在故。 

 

 

又於相續受生時。取生令得

自身故。是故名阿陀那。 

 

  二  釋名義 

論曰。何緣此識亦復說名阿

陀那識？
5
執受一切有色根

故，一切自體取所依故。所

以者何？有色諸根，
6
由此執

受，無有失壞，盡壽隨轉。 

 

又於相續正結生時，取彼生

故執受自體。是故此識亦復

說名阿陀那識。 

 

  

何故说名为阿陀那识

耶？谓由为一切色根之

因及成为执受具有身者

之所依故。如是乃至如其

所有寿量而转起，由此能

摄持五有色根等能不破

坏及成为能执受身体之

所依故。 

  谓由如是乃至如其

所有寿量转起、因此能摄

持五有色根等不破坏及

成为能执受一切身体之

所依故，由于接连生起相

续时亦能摄受所感引故，

为执持身体。由如是故，

说名为阿陀那识。 

 

 

何故名為執持識耶。一切

有色根所因，及執持(註

19)自體所依故。如是於五

有色根盡生時轉決定形

相，執受(註 20)不壞，又

為執持一切自體所依故。 

結合 (註 21)相續時執彼

(註 22)現成故，為執自

體，是以名為執持識。 

 

 

彼亦名心。如佛所說心意識

爾。 

 

 

或說名心。如佛世尊言心意識。 

 

 

 

亦說名心。如世尊說心意

識。 

 丙  心教 

  一  引教 

此亦名心，如世尊說心意識

三。 

 

 

此者亦说名为心。如薄伽

梵说如是言：“心、意、

 

 

此亦名心。如世尊

說，心意及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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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藏本此二句云.由作無間緣而爲依止故.識滅無間名意.爲識生起之所依.與下文相順.陳隋本均同.今譯以意識連綴爲文.則似專爲第六意識而發.有誤. 

8
此段依藏本句讀.蓋依上所引經釋成識之名義也.意云.識者復由彼第一依生.由第二依而成雜染.以了別境義故爲識.此與無性合. 

9
藏本無復次二字.直接上文爲問也.魏本此一大段全缺.但有頌文. 

10
藏本此句云.則成無不共無明之過失故.餘句例知. 

 

 

是中意有二種依。近作緣事

故。近滅識依。與意識作生

因。第二意 

 

雜四種煩惱。常共同身見我

慢愛身及無明。 

 

 

 

彼是依識所染生。若以一身

所生識第二是染境界識義

故。取近義故。及不分別義

故明二意。 

 

 

意有二種。一能與彼生次第緣依

故。先滅識為意。又以識生依止

為意。二有染污意。與四煩惱恒

相應。 

一身見。二我慢。三我愛。四無

明。此識是餘煩惱識依止。 

 

 

 

此煩惱識由一依止生。由第二染

污。由緣塵及次第能分別故。此

二名意。 

 

 

於中意有二種。一次第緣與

作依處者。由識次第滅。意

識依此生故。第二染污意。

與四煩惱常相應。 

謂身見我慢我愛無明。此意

即是餘識染污依止。 

 

 

 

餘識由第一依止生。由第二

染污。由了境義故。次第義

故。念義故。意有二種。 

 

  二  釋意 

  １  釋二種意 

此中意有二種：第一、
7
與作

等無間緣所依止性，無間滅

識能與意識作生依止。第

二、染污意與四煩惱恒共相

應。一者、薩迦耶見，二者、

我慢，三者、我愛，四者、

無明；此即是識雜染所依。 

 

 
8
識復由彼第一依生，第二雜

染，了別境義故。等無間義

故、思量義故，意成二種。 

 

及识。” 

 

此中“意”者：谓二行

相：第一、由能作等无间

缘故，由转依故，说名识

无间灭意为识生起之所

依。第二、染污之意。谓

与萨迦耶见、计我为慢、

染著我、及无明、四烦恼

经常相应。即此者为识杂

染之所依。 

“识”者：谓此既由第一

所依故能生起，又由第二

故者、即已被染污。谓于

境界能了别故、即是

“识”。由等无间及思量

我故、“意”者为二行

相。 

 

 

 

此中意有二種。成彼

無間(註 23)緣為所依止

故，名識為無間滅意，(註 

24)是識(註 25)生所依。第

二染污意，與四種煩惱，

有身見，我慢，我貪，無

明，恒時相應，是識雜染

所依。 

 

識由第一依生，復由第二

成為染污。了別境故為

識。(註 26) 

彼無間及思量故意為二

種。〔244 頁〕 

 

 

 

 

云何得知有染污心。若無此心獨

行無明則不可說有。與五識相似

 

復次云何得知有染污意。此

若不有獨行無明。亦不有此

  2  染意存在之理證 
9
復次，云何得知有染污意？

謂此若無，
10
不共無明則不得

 

 云何知有染污意耶？

若此无有者，则成为不共

 

云何證有彼染污意耶。執

彼是無，則成無不共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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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藏本此句在一期生中句上.文義更順. 

12
藏本無此非字.亦通. 

 

 

 

 

 

 

 

 

 

 

 

 

 

 

 

 

 

 

 

 

 

 

 

 

此法應無。何以故。此五識共一

時有自依止。謂眼等諸根。 

 

 

復次意名應無有義。復次無想定

滅心定應無有異。何以故。無想

定有染污心。所顯滅心定不爾。

若不爾此二定應不異。 

 

 

 

 

復次於無想天一期。應成無流無

失無染污故。於中若無我見及我

慢等。復次一切時中起我執遍善

惡無記心中。若不如此。但惡心

與我執等相應故。我及我所此或

得行。於善無記中則不得行。若

立二心同時生。無此過失。若立

與第六識相應行。有此過失： 

 

 

 

 

為過失。五識相似亦不有此

為過失。如五識身有同時依

止故。 

 

得眼等名。不有此為過失。

無想定滅盡定無有差別。此

為過失。無想定染污意得

名。滅盡定不爾。故有差別。 

 

 

 

 

又即此 無想一 生無有 煩

惱。此為過失。若彼天中無

有我及慢等者。又一切時我

執得行。謂善惡無記心若不

如是。唯不善心中得相應。

我執是煩惱故。不應與善無

記心共行。是故若俱有而共

行。則無此過。若相應現

行。則有此過故。 

 

 

 

有，成過失故。又五同法亦

不得有，成過失故。所以者

何？以五識身必有眼等俱有

依故。 

又訓釋詞亦不得有，成過失

故。又無想定與滅盡定差別

無有，成過失故。謂無想定

染意所顯，非滅盡定，若不

爾者，此二種定應無差別。 

 

 

 

又無想天一期生中應無染

污，成過失故。
11
於中若無我

執我慢，又一切時我執現行

現可得故，謂善、不善、無

記心中，若不爾者，唯不善

心彼相應故，有我我所煩惱

現行，非善無記。是故若立

俱有現行，
12
非相應現行，無

此過失。 

 

 

 

无明无有之过失，亦成为

无有与前五者等相同法

之过失。谓如是五识身之

俱生依为眼根等。 

  亦成为无有训释词

之过失。亦成无想与灭尽

等引之差别无有之过失。

即如是无想之等引者、乃

由染污意所出，而灭尽等

引者非有。若不尔者，则

二之差别成为无有性。 

 

若由无想故、即于其中我

执及以计我为我慢若无

有者，则生于无想天中亦

成为自始至终全部非是

染污之过失。由于诸善、

不善、及无记之心中亦遍

于一切时中我执现前生

起可得故。若不尔者，由

此唯与不善心相应故，我

执之烦恼即非是于善及

无记等心中普遍现行。是

故由与俱时生起现行及

過失。 

亦成無有與五相似過

失，謂五識身俱有依為眼

等。 

又成無彼名語過失。 

又成無想及滅盡等持無

異過失。謂無想等持由染

污意甚為差異，滅盡等持

此則非有，不爾彼二成無

別性。 

 

 

若彼無想無有我執我

慢，又成無想一期生中無

染污過失。 

又諸善不善無記心中，我

執於一切時現起可得故。 

不爾唯不善心與彼相應

故，我想煩惱現起，而諸

善無記中非有。 

是故由俱有現起及(註 

27)相應現起即不成彼諸

過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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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藏本依結頌法此二語互倒.陳本同. 

14
藏本此二句云.若無染汚意.應無二違三.今譯文晦. 

15
魏本缺此一段. 

 

是中有偈。 

雜染障無明 同法及諸五 

三昧或勝事 說中應誠患 

無想而起我 生順行無窮 

近順起我相 一切是不成 

離染無心事 二三是相違 

彼無一切處 執成我等義 

心順正義故 常順不相違 

一切是同行 說無明不離 

 

 

 

 

 

 

 

 

 

 

 

 

無獨行無明 及相似五識 

二定無差別 意名無有義 

無想無我執 一期生無流 

善惡無記中 我執不應起 

離污心不有 二與三相違 

無此一切處 我執不得生 

證見真實義 或障令不起 

恒行一切處 名獨行無明 

 

 

 

 

 

 

 

 

 

此心染污故無記性攝。恒與四惑

 

此中有偈 

若獨行無明 及相似五法 

二種定差別 得名無是過 

無想天中生 無我則有過 

我執隨順轉 一切處不有 

離染意不有 二三即相違 

無此即亦無 一切處我執 

心行實義時 常與為障礙 

一切時共行 名獨行無明 

 

 

 

 

 

 

 

 

 

此意染污故。是障礙無記。

 

此中頌曰： 

若不共無明 及與五同法 
13
訓詞二定別 無皆成過失 

無想生應無 我執轉成過 

我執恒隨逐 一切種無有 
14
雜染意無有 二三成相違 

無此一切處 我執不應有 

真義心當生 常能為障礙 

俱行一切分 謂不共無明 

 

 

 

 

 

 

 

 

   3  辨染意是有覆性 
15
此意染污故，有覆無記性，

非相应现行故、不成为此

等过失。此中颂云： 

“此不共有之无明、 

与前五等亦相同， 

 二等引中之差别、 

成为训释词过失。 

 无想天中生相续、 

无有我执成过失。 

 悉与我执相应者、 

一切行相中不许。 

 染污之意若无有， 

成二无有、三相违。 

 此若无有者， 

我执遍于一切不成有。 

 于真正能悟入义所有

心常能作梗。 

 此一切时遍现行许不

共有之无明。” 

   

意者、由为染污故，即是

 

此中頌曰。 

成無不共愚 

及與五相似 

等持之差別 

及名語過失。 

無想生相續 

成無我執過 

與我執相應 

非是一切類。 

無染污意故 

二無三相違 

無此故我執 

不成一切有。 

又為行真義 

心障礙分別 

一切時中起 

許不共無明。 

 

意是染污故為有覆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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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藏本此二字作有覆煩惱. 

17
原刻作廛.今依麗刻改.次並同. 

18
藏本無此微細二字.陳隋本同.今譯似用成唯識論意. 

19
藏本此四字作第三者心之自體.蓋前文已釋意識二名各有其體.今次第三說心之自體也. 

 

 

 

 

 

 

 

 

[0097c24] 心及身第三離阿

犁耶識更餘處無。以是義

故。釋成阿犁耶識是心事隨

種子行。彼意及意識。 

 

 

以何義故。說為心種種法。

種子習熏聚義故。 

 

 

相應。譬如色無色界惑。是有覆

無記。此二界煩惱奢摩他所藏故。 

 

 

 

 

 

 

此心恒生不廢尋。第三體離阿黎

耶識不可得。是故阿黎耶識成就

為意。依此以為種子餘識得生。 

 

 

 

云何此意復說為心。多種熏習種

子所聚故。 

恒與四煩惱相應。如色無色

界煩惱。是障礙無記。為色

無色界奢摩他所藏。此意一

切時染著。 

 

 

 

 

故心體第三離阿梨耶識不

可得。是故成就阿梨耶識為

心。由此為種子故。意及意

識等轉生。 

 

 

何緣故說名為心。種種諸法

熏習種子聚集故。 

 

與四
16
煩惱常共相應。如色無

色二
17
纏煩惱，是其有覆無記

性攝，色無色纏為奢摩他所

攝藏故，此意一切時
18
微細隨

逐故。 

 

 

  三  釋心 

論曰。
19
心體第三，若離阿賴

耶識，無別可得。是故成就

阿賴耶識以為心體，由此為

種子，意及識轉。 

 

 

何因緣故亦說名心？由種種

法熏習種子所積集故。 

 

有障无记。谓恒常与四行

相能为障碍之烦恼相应。

此犹如色及无色缠烦恼，

此者即是能为障碍无记

性。色及无色缠之意者、

既由奢摩他所环绕，并且

意者、于一切时具有故。 

 

除阿赖耶识以外、心

之第三身不可得。由如是

故，乃即成就阿赖耶识

者、即是心体。依此一切

种子识、意及识生起。 

 

此亦何故说名为

“心”耶？由以诸种种

法之习气为种子所遍积

集故。 

 

記，與四種有覆煩惱恒時

相應。〔245 頁〕 

如彼色無色纏煩惱是有

覆無記性。 

色無色纏意(註 28)由止所

含藏(故)，此意則於一切

時隨逐(註 29)故。 

 

離於藏識則心第三身不

可得，是故成就藏識以為

心性。 

由彼(為)一切種子，意及

識起。 

 

此復何故名為心耶。由諸

類法熏習種子所積集故。 

 

佛以何義故。小乘經中彼心

不說為阿犁耶識及阿陀那

云何於聲聞乘不說此心相及說阿

黎耶。阿陀那名微細。境界所攝

論曰。復次何故聲聞乘中。

不說此心名阿梨耶識阿陀

論曰。復次，何故聲聞乘中

不說此心名阿賴耶識，名阿

何以故于声闻乘中

不显示此心名为“阿赖

何故於聲聞乘不名

此心為藏識又不名此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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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藏本此語云.由智得成故解脫成就.陳隋本同. 

21
藏本無此密意二字.次下俱同.三本亦但云異名. 

22
藏本下云如來出現四功德經中. 

23
藏本此句云.如來出世則此希有正法亦出世間. 

識。攝甚微細智義故。彼諸

聲聞不修學行一切智人智

故。是故彼中間釋說智。復

說釋成解脫故不說。諸菩薩

者修行一切智人智故。為彼

說此識。若不說者離彼識不

得解行一切智人智。 

故。何以故。聲聞人無有勝位為

得一切智智。是故於聲聞人離此

說。由成就智令本願圓滿。故不

為說。諸菩薩應有勝位為得一切

智智。故佛為說。何以故。若離

此智得無上菩提無有是處。 

那識。微細爾焰所攝故。諸

聲聞人 不為知 一切爾 焰

故。於彼雖離此說。然得成

就彼智令得解脫。是故不

說。諸菩薩等為欲知一切爾

焰。是故為說。由離此智不

可得一切智智故。 

 

陀那識？由此深細境所攝

故。所以者何？由諸聲聞，

不於一切境智處轉，是故於

彼，雖離此說，
20
然智得成，

解脫成就，故不為說。若諸

菩薩，定於一切境智處轉，

是故為說。若離此智，不易

證得一切智智。 

 

耶识”或名为“阿陀那

识”耶？由为微细所知

当总摄故。而诸声闻者、

一切所知不属于增上智

中所有。是故彼等者虽不

显示此，亦善成就故、由

善成就解脱故、即不显

示。诸菩萨者于一切所知

属于增上智，是故于此等

显示此，即无能知此之智

者、非易获得一切善巧之

智慧。 

 

執持識耶。此集深細境界

故，而諸聲聞不屬於一切

所知智。 

是故彼等雖無此

說，亦得成智及成解脫，

以是不說。 

諸覺有情繫屬一切

所知智。 

是故為彼等說，無此

智故不易得一切智智。 

 

 

然復異名。小乘經說彼識。

如增一阿含中說。喜樂阿犁

耶世間。及著阿犁耶。阿犁

耶所成。并求阿犁耶。滅阿

犁耶故。說法時親近正聽起

隨順心。許取法及次法。如

來出世間時。世間說此希有

法故如來出思益經中說。以

 

復次此識於聲聞乘由別名如來曾

顯。如增一阿含經言。於世間喜

樂阿梨耶愛阿黎耶習阿黎耶著阿

黎耶為滅阿黎耶。如來說正法。 

世間樂聽故。屬耳作意欲知生起

正勤。方得滅盡阿黎耶。乃至受

行如來正法及似法。由如來出

世。是第一希有不可思議法。於

 

論曰。然於聲聞乘中。亦以

別道理說阿梨耶識。如增一

阿含中說。眾生喜阿梨耶。

樂阿梨耶。集阿梨耶。求阿

梨耶。為滅阿梨耶說正法

時。為聽聞故應攝耳。為欲

知故應作意。願滅阿梨耶故

受法順法。如來出世故。此

  丁  聲聞異門教 

復次，聲聞乘中亦以異門
21
密

意，已說阿賴耶識。如彼《增

一阿笈
22
摩》說：世間眾生，

愛阿賴耶、樂阿賴耶、欣阿

賴耶、喜阿賴耶；為斷如是

阿賴耶故，說正法時，恭敬

攝耳，住求解心，法隨法行，
23
如來出世，如是甚奇希有正

 

又由异名已于声闻

乘中显示阿赖耶识。于

《增一阿笈摩》中《如来

出世四行相胜利经》作如

是说：“一切众生于阿赖

耶遍喜悦，从阿赖耶真正

出离、于阿赖耶具有喜悦

等中、由为断离阿赖耶

 

復由異門藏識亦於

聲聞乘中見說。彼增一教

如來出現四功德經中作

如是說，眾生愛藏，樂

藏，欣藏，喜藏，為斷如

是藏故，於說法時恭敬攝

耳，住求解心行法隨法，

彼如來出世則如是希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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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藏本次有一段云.於聖上座部阿笈摩亦說頌云.有分及見.貫徹安立.動及尋求.第七能引.與無性合.  

此義故。小乘經亦異名。說

此阿犁耶識。 

 

 

 

 

 

 

大僧祇增一阿含經中亦說

彼為根本。如樹依根住故。 

 

 

彌沙塞僧中亦說言。乃至世

間陰不斷。如是異名亦說彼

識。或有時節中色及心斷

時。非阿犁耶識有斷義。 

 

 

 

 

 

 

 

 

世間顯現如本識。此如來出世四

種功德經。由別義於聲聞乘此識

已顯現。 

 

 

 

 

 

復次摩訶僧祇部阿含中。由根本

識別名此識顯現。譬如樹依根。 

 

 

彌沙塞部亦以別名說此識。謂窮

生死陰。何以故。或色及心有時

見相續斷。此心中彼種子無有斷

絕。 

 

 

 

 

 

 

 

 

希有難得法世間顯現。如來

出生四種可讚。經中以如是

別名阿梨耶識聲聞乘中已

顯現 

 

 

 

 

摩訶僧祇阿含中。亦以別道

理說此識。名為根本識。譬

如樹依根。 

 

彌沙塞中亦以別道理說此

識。名為窮生死聚。有處有

時見色心斷絕。阿梨耶識中

種子無有斷絕。 

 

 

 

 

 

 

 

 

法出現世間。於聲聞乘《如

來出現四德經》中，由此異

門密意，已顯阿賴耶識。 

 

 

 

 

 

於大眾部阿笈摩中，亦以異

門密意，說此名根本識，如

樹依根。 

 

化地部中，亦以異門密意，

說此名窮生死蘊，有處有時

見色心斷，非阿賴耶識中彼

種有
24
斷。                                                                                                                                                                                                                                                                                                                                                                                                                                                                                                                                                                                                                                                                                                                                                                                                                                                                                                                                                                                                                                                            

  

 

 

 

 

 

 

 

故、既希欲听闻教法而倾

注耳听。即树立心思能遍

知并能成办随顺法行之

法。若如来出现世间，则

此稀有突出之法亦出现

于世间。”由此异名故

者、亦即于声闻乘中已显

示阿赖耶识。 

  大众部之阿笈摩亦

说“根本识”名。由此异

名故、亦即显示此。犹如

依此根本之树木。 

  化地部之阿笈摩中

亦说名为如其诸有生死

之蕴。由此异名故、亦即

显示此。由虽有时或有显

现色与心相续断，而于阿

赖耶识中此之种子相续

不断故。 

诸圣者上座之阿笈摩亦

说颂云： 

“诸有中之支分见、以及

能知、和放置、动摇、及

以能证知、即是乐欲能转

之法亦出於世。 

由此異門藏識於聲

聞乘中亦已見說。 

 

 

 

 

 

大眾部教中又名根

本識，由此異門亦說彼

性，如依彼根樹。〔246

頁〕 

化地部教中又名盡

諸趣蘊，由此異門亦說彼

性，有時有處見色心斷，

然藏識中彼種非有斷故。 

 

 

 

聖上座部教中亦說名

曰。(註 30) 

有分及見 分別及行

動及尋求 第七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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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藏本無此句.三本並同.意義更順.今譯衍文. 

26
藏本次云.有分爲性等.彼卽阿賴耶識. 

27
原刻作有.今依藏本及麗刻改. 

 

 

彼是種子。是故所有彼智所

依阿陀那識事。心事。阿犁

耶事。根本識事。乃至世間

陰事。說彼阿犁耶識。此阿

犁耶識轉明勝。如王大道。 

 

 

是應知依止阿陀那阿黎耶質多根

本識窮生死陰等。 

由此名小乘中是阿黎耶識已成王

路。 

 

 

 

由此應知依止阿陀那識。心

阿梨耶識根本識窮生死聚

等名。此阿梨耶識已成大王

之路。 

 

 

   戊  總結成立 

阿賴耶如是所知依，說
25
阿賴

耶識為性，阿陀那識為性，

心為性，阿賴耶為性，根本

識為性，窮生死蘊為
26
性等。

由此異門，阿賴耶識成大王

路。 

 

起。” 

 

是故于此所知之所

依中此显示为阿陀那识

体、心体、阿赖耶识体、

根本之识体、诸如其有生

死之蕴、及诸有之支分识

者：即是阿赖耶识。阿赖

耶识之广途乃唯一创设。 

 

 

 

是故所知依中說執持識

性，心性，藏識(註 31)性，

根本識性，盡諸趣蘊及有

分，彼即藏識，故藏識成

大王路。 

 

餘者復作是言。心意識是一

義唯文異。然彼義不成。意

及識中義有見異故。是放逸

心亦應有異義成。 

 

 

復有餘者言。如來阿含中所

說。喜樂阿犁耶世間。如是

等句者。謂五陰是阿犁耶。 

 

餘者復言。同貪等樂受是阿

犁耶識。或復言。身見是阿

 

復有餘師。執心意識此三但名異

義同。是義不然。意及識已見義

異。當知心義亦應有異。 

 

 

 

復有餘師。執是如來說世間喜樂

阿黎耶如前所說。此中有五取陰

說名阿黎耶。復有餘師。執樂受

與欲相應說名阿黎耶。 

復有餘師。執身見說名阿黎耶。

如此等諸師迷阿黎耶。由阿含及

 

復有餘師。執心意識義一名

異。是義不然。由見意及識

義故。彼心義亦須有異。 

 

 

 

復有餘師執。世尊所說眾生

喜阿梨耶等諸句者。此中五

取聚是阿梨耶。 

 

復有餘師執與欲俱諸受是

阿梨耶。復有餘師執。身見

 第二項  遮異釋 

論曰。復有一類，謂心意識

義一文異，是義不成。意識

兩義差別可得，當知心義亦

應有異； 

 

 

復有一類，謂薄伽梵所說眾

生愛阿賴耶，乃至廣說。此

中五取蘊說名阿賴耶； 

 

有餘復謂貪俱樂受名阿賴

耶，有餘復
27
謂薩迦耶見名阿

 

或有如是计言：言

心、意、及识者、义唯同

一。此处如是计为仅只单

词差异、亦不应许。由意

与识二差异义可得故。是

故心亦成为差异义。 

  又或有于此薄伽梵

所广说“一切众生遍喜

悦阿赖耶”一语中、计此

等五取蕴者为阿赖耶。 

其他者计具有贪著乐受

为阿赖耶。其他者计萨迦

 

有作是想，心意及識

義唯是一，於中名語為

異。此則非理，意及識二

義異可得故。是故心亦應

成義異。 

 

復有作是想，世尊所

說眾生愛藏乃至廣說，此

中諸五取蘊說名為藏。 

 

餘作是想，樂受與貪

俱者為藏。又有餘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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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藏本此語云雖亦相應.意異. 

犁耶。然彼於阿犁耶識迷癡

故。或從聞及解釋故。作如

是說。 

依小乘經教分別安故。然彼

者此分別安事不成。彼愚癡

故。如是分別已。阿犁耶識

轉勝。成如是差別說故。 

 

 

 

云何轉勝明。如是彼五陰。

於惡道生處一向受苦時厭

成。彼既是一向厭故不成。

有厭樂事。如是彼常求厭離 

 

 

 

同貪樂受者。從四禪已上無

復成厭離。如是彼眾生中依

止事不成。 

 

 

身見亦同。此法中信無我者

厭離成。是故此亦彼者依止

修得。是故作如是執。 

 

 

由隨小乘教及行。是師所立義不

中道理。若有人不迷阿黎耶識。

約小乘名成立此識其義最勝。 

 

 

 

 

云何最勝。若執取陰名阿黎耶。

於惡趣隨一道中一向苦受處於彼

受生。此取陰最可惡逆。是取陰

中一向非可愛。眾生喜樂不應道

理。何以故。彼中眾生恒願取陰

斷絕不生。 

 

若是樂受與欲相應。從第四定乃

至上界皆無此受。若人已得此

受。由求得上界則生厭惡。是故

眾生於中喜樂不稱道理。 

 

若是身見正法內人。信樂無我非

其所愛。於中不生喜樂。 

是阿梨耶。此等諸師迷阿含

及修得故。於阿梨耶識起如

是等執。 

此聲聞乘中成立道理。彼等

所成立道理不相應。若人不

迷阿梨耶體相。以彼所成立

名阿梨耶識即為最勝。 

 

 

 

云何最勝若言五取聚是阿

梨耶。於惡趣一向苦受處

生。即起厭惡。彼眾生一向

不愛。言是著處。不當道

理。以其常求捨離故。 

 

 

若言諸樂受與欲俱是阿梨

耶者。第四禪已上無有此

受。已得厭惡故。是諸眾生

以彼為著處。不當道理。 

 

若言身見是阿梨耶者。佛法

內人信解無我。於彼即生厭

賴耶。此等諸師，由教及證，

愚於藏識，故作此執。 

 

如是安立阿賴耶名，隨聲聞

乘安立道理
28
，亦不相應。若

不愚者，取此藏識安立彼說

阿賴耶名，如是安立則為最

勝。 

 

 

云何最勝？若五取蘊名阿賴

耶？生惡趣中一向苦處，最

可厭逆，眾生一向不起愛

樂，於中執藏不應道理，以

彼常求速捨離故； 

 

 

若貪俱樂受名阿賴耶，第四

靜慮以上無有，具彼有情常

有厭逆，於中執藏亦不應理； 

 

 

若薩迦耶見名阿賴耶，於此

正法中信解無我者，恒有厭

耶见为阿赖耶。即此等者

通过对阿赖耶识愚蒙已、

由教及证各计为此。 

  于声闻乘安立之道

理中此彼等之安立虽无

应理，然而通过由此诸于

此不愚蒙而安立阿赖耶

识为阿赖耶识完全切合

已、而建立者便更为优

良。 

云何更为优良耶？如是

五取蕴等者与生于极度

痛苦之诸恶趣便不相顺

应。由此者于彼等极非所

欲而执藏者不应道理。即

如是彼等者许与此为远

离性。 

  具有贪著乐受者、于

第四静虑以上更高处无

有。由与诸具有此之有情

不相随顺故、彼等于此等

执藏亦不应理。 

  萨迦耶见亦即与此

法者于无我胜解不相随

想，身見為藏。此等由愚

藏識，依教及證故作是

想。 

即聲聞乘安立道

理，如彼安立亦定不成。

此中諸不愚者則取藏識

安立彼藏，由是施設(註 

32) 則為最勝。 

 

 

云何最勝。如是五取

蘊等生諸極苦惡趣即有

厭逆。 

由此一向無欲，攝依

彼等則非道理，如是唯願

離於彼性。 

 

樂受與欲貪俱者亦

於第四靜慮以上無有，與

彼相應諸有情由有厭

逆，攝依於彼亦非道理。

〔247 頁〕 

有身見於信解正法無我

者則有厭逆。是故攝依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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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藏本此語云執爲自內我故.陳本同. 

不成。 

 

然阿犁耶識至內身許事受

一向苦道處生者。及苦陰并

求解脫者。阿犁耶識中皆自

身相彼解脫。 

 

 

 

不應有從第四禪以上生

者。雖有同貪樂厭離。阿犁

耶識起我相愛等。 

 

 

 

如是此諸同法信無我者。雖

有厭離身見。而阿犁耶識作

愛自身相。如是分別阿犁耶

識已。轉勝明智是阿犁耶。 

 

 

此阿黎耶識眾生心執為自內我。

若生一向苦受道中。其願苦陰永

滅不起。阿黎耶識我愛所縛故。

不曾願樂滅除自我。 

 

 

 

從第四定以上受生眾生。雖復不

樂有欲樂受。於阿黎耶識中是自

我愛隨逐不離。 

 

 

 

復次正法內人。雖復願樂無我違

逆身見。於阿黎耶識中亦有自我

愛。以阿黎耶名安立。此識則為

最勝。是名成立阿黎耶別名。 

 

 

惡。以彼為著處。不當道理。 

 

然阿梨 耶識中 內我猶 在

故。若於一向苦受處生。唯

求離苦聚。阿梨耶識中。我

愛所縛故未曾求離。 

 

 

 

又四禪已上生者。雖厭惡欲

俱樂受。於阿梨耶識中。我

愛繫縛猶在。 

 

 

 

又佛法內人雖信解無我厭

惡我見。然阿梨耶識中我愛

繫縛亦在。是故以彼所成立

阿梨耶。成就阿梨耶識體。

則為最勝。是為安立阿梨耶

識別道理。 

 

逆，於中執藏亦不應理。 

 

阿賴耶識
29
內我性攝，雖生惡

趣一向苦處，求離苦蘊，然

彼藏識我愛隨縛，未嘗求離。 

 

 

 

 

雖生第四靜慮以上，於貪俱

樂恒有厭逆，然於藏識我愛

隨縛。 

 

 

 

雖於此正法信解無我者，厭

逆我見，然於藏識我愛隨

縛，是故安立阿賴耶識名阿

賴耶，成就最勝。 

 

顺。是故此等于彼亦执藏

不应道理。 

  于阿赖耶识承许为

内自我事体者、与生于极

度痛苦诸恶趣中者虽希

欲苦蕴破坏，而诸于阿赖

耶识由染著我所束缚者、

从来亦不希欲此识破坏。 

 

诸生于第四静虑以上更

高处者、虽已与具有贪著

之乐受已不相随顺，然而

于阿赖耶识染著为我之

事体，仍在随逐者成为有

性。 

如是此法诸胜解无我者

与我见虽已不相随顺，然

而仍随逐染著为我之事

体仍唯为有。由如是故，

成就于阿赖耶识更优良

安立为阿赖耶性。 

 

彼亦非道理。 

 

於藏識中起內我性生極

苦惡趣者雖於苦蘊願

離，而於藏識由我愛縛未

嘗願離。 

 

 

 

諸生第四靜慮以上

者於欲貪俱樂雖願滅

離，然於藏識有我愛相

性。 

 

 

如彼諸信解正法無

我者於我見雖願離，然於

藏識有我愛相性。是故成

就最善安立藏識為彼藏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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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以下陳本第一分內相品第二.隋本第一品內相章第四. 

31
藏本此二句文倒云.由與執持種子相應而爲彼生因性. 

32
藏本此二字作自種子. 

 

 

 

 

說傍名及異名。分別安事。

然復此相分別事云何得

知。彼略有三種。一自相差

別處。二因事差別相。三果

差別相。 

 

 

是中阿犁耶識自相義者。依

一切染等法習故。彼有生因

相種子攝取義故。 

 

 

是中因事差別義者。還彼染

等諸法中。彼阿犁耶識如是

一切種子。一切時作因事現

成。 

 

 

  相品第二 

 

復次成立此識相云何可見。此相

略說有三種。一立自相。二立因

相。三立果相。 

 

 

 

 

立自相者。依一切不淨品法習

氣。為彼得生攝持種子依器。是

名自相。 

 

 

立因相者。此一切種子識。為生

不淨品法恒起為因。是名因相。 

 

 

 

 

   相章第四 

 

成立此識相云何可見。略說

有二種。一成立自相。二成

立因相。三成立果相。 

 

 

 

 

於中阿梨耶識為自相。一切

染法熏習。已為彼生因。攝

持種子相應故。 

 

 

於中因相者。是諸染法。此

阿梨耶識如彼一切種子。一

切時現起為因故。 

 

第二節  在理論上成立阿賴

耶識 

 第一項  安立阿賴耶相 

  甲  三相 

如是已說阿賴耶識安立異

門。
30
安立此相云何可見？安

立此相略有三種：一者、安

立自相，二者、安立因相，

三者、安立果相， 

 

 

此中安立阿賴耶識自相者，

謂依一切雜染品法所有熏習
31
為彼生因，由能攝持種子相

應。 

 

此中安立阿賴耶識因相者，

謂即如是一切
32
種子阿賴耶

識，於一切時與彼雜染品類

諸法現前為因。 

 

 

 

 

此者且为安立阿赖

耶识之异名。 

  此后安立此三能相

云何当看？此若总摄者，

则为三行相：一、安立自

能相。二、安立因性。三、

安立果性。 

  此中阿赖耶识之自

能相者：谓此通过依于一

切杂染品法之习气已、由

遍摄持种子相应故、成为

彼自生起之原由。 

  此中因性之能相者：

谓如是此一切阿赖耶识

自身种子即遍一切时安

立为即此杂染品法之因

 

 

 

 

此且安立藏識異門。 

由此安立彼相云何

可見耶。此略有三種，安

立自相，安立因性，及安

立果性。 

 

 

此中藏識自相者，謂

依一切雜染法熏習故，由

(註 33)與攝持種子 (事) 

相應，為彼生因(之)相。 

 

此中因性相者，如是

藏識一切自種(註 34)一切

時現前，而為彼雜染法因

性。 



後魏譯佛陀扇多譯 陳譯真諦譯 隋譯笈多等譯 唐譯玄奘譯 韓鏡清藏譯 呂澂藏譯 

 

攝 大 乘 論 六 譯 對 照 及 藏 要 本 校 註       趙國森編對 20 

 

                                                           

33
藏本無此相續二字.陳隋本同. 

34
以下隋本熏習章第五. 

35
藏本此句云.此熏習能詮之所詮爲何.三本同. 

36
藏本此字作習染.bsgos_pa 與熏習 bag_chags 字異.蓋內外法不同也. 

 

是中果差別者。阿犁耶識中

所有。彼諸染法依。無始以

來習生事。 

 

立果相者。此識因種種不淨品法

無始習氣方乃得生。是名果相。 

 

 

於中成立果相者。此阿梨耶

識以彼諸染法。無始已來熏

習。力(?方)得生故。 

 

 

此中安立阿賴耶識果相者，

謂即依彼雜染品法無始時來

所有熏習，阿賴耶識
33
相續而

生。 

 

性。 

  此中安立为果性者：

谓此由阿赖耶识即依彼

等杂染品法无始时来之

习气而得生起。    

 

 

此中安立果性者，謂藏識

依彼諸雜染法無始時來

熏習而起。 

 

何者是習而以習名。說此有

何義。依彼法同生滅故。所

有彼生相事此是說。所謂如

華薰胡麻。同生滅胡麻故

生。彼香因事故生。 

 

 

 

 

 

 

 

或多貪欲者有貪習。貪等同

生滅。有彼心故。彼因相似

 

何法名習氣。此習氣名欲顯何

義。此法與彼相應共生共滅。後

變為彼生因。此即所顯之義。譬

如於麻以華熏習。麻與花同時生

滅。彼數數生為麻香生因。 

 

 

 

 

 

 

 

若人有欲等行。有欲等習氣。是

心與欲等同生同滅。彼數數生為

  熏習章第五 

論曰。復次何者熏習。此熏

習名復何所名。與彼法共生

共滅。已能為彼法生因。此

是所因義。譬如胡麻。以華

熏之胡麻與華同生同滅。以

胡麻中有彼華香生因故能

生香。 

 

 

 

 

 

又如欲等行熏習。欲等與心

同生同滅。已後為欲等生

  乙  熏習 

論曰。
34
復次，何等名為熏

習？
35
熏習能詮何為所詮？

謂依彼法俱生俱滅，此中有

能生彼因性，是謂所詮。如

巨勝中有花
36
熏習，巨勝與花

俱生俱滅，是諸巨勝帶能生

彼香因而生。 

 

 

 

 

 

又如所立貪等行者，貪等熏

習，依彼貪等俱生俱滅，此

 

此所说“习气”为

何耶？此诠说为“习

气”之所诠为何耶？ 

  若诸通过依于与彼

法同时生起并同时谢灭

以后、而为彼生起之原由

者，即此为所诠说。喻如

巨滕等中由花熏习。苣滕

与华同时生起并同时谢

灭亦为诸苣滕中出现为

华之其他香气生起之原

由性。 

诸行于贪著等者之贪著

等之习气、亦由与贪著等

 

何謂熏習。熏習是能言

詮，彼所詮者何耶﹖依彼

法俱起滅故，為能起彼因

相是為所詮。如苣藤等由

華習染。(註 35)苣藤與華

俱起俱滅而彼諸苣藤等

起即為起餘香因相。 

 

 

 

 

 

又諸欲貪等行者欲貪等

熏習與欲貪等俱起滅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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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藏本此二字作言說因.魏本同. 

38
以下隋本不一不異章第六. 

39
以下隋本第一品內更互爲因果章第七. 

生。或復多聞者有多聞習。

彼聞憶念已同生滅心中。彼

說因相事生故。是以有此習

義故。說為法器。亦名持

法。如是阿犁耶識中亦如

是。 

心變異生因。若多聞人有多聞習

氣。數思所聞共心生滅。彼數數

生為心明了生因。由此熏習得堅

住故。故說此人為能持法。於阿

黎耶識應知如此道理。 

因。又如多聞。有多聞熏習

思念所聞與心同生同滅。已

為彼記錄生因。由攝持熏習

故。說名持法者。應知阿梨

耶識有如此道理 

 

心帶彼
37
生因而生，或多聞

者，多聞熏習，依聞作意俱

生俱滅，此心帶彼記因而

生，由此熏習能攝持故，名

持法者，阿賴耶識熏習道

理，當知亦爾。 

 

同时生起并同时谢灭、其

心者亦出现彼之原由性。

诸多闻者之众多听闻之

习气亦由此听闻与作意

同时生起并同时谢灭、其

心者亦出现诠说此习气

之原由性。如其于此习气

由彼完全摄持、说为能持

法者，于阿赖耶识亦当视

为如是道理。 

 

而心起為彼因相。諸多聞

者多聞熏習亦與彼聞作

意俱起滅故而心起為〔248

頁〕彼言詮因相。如由此

熏習攝持名持法者，應知

藏識亦復如是道理。 

 

何者復彼阿犁耶識中染等

諸法種子。為當分別住。為

不分別。彼非如物分別。彼

處住非不分別。然如是生彼

阿犁耶識。彼生勝力故。說

為一切種子。 

 

此染污種子與阿黎耶識同異云

何。不由別物體故異如此和合雖

難分別而非不異。阿梨耶識如此

而生。熏習生時有功能勝異。說

名一切種子 

 

  不一不異章第六 

論曰。復次阿梨耶識中彼染

法種子為分分別住。為無差

別。無別物體於識中住。亦

非不異。然阿梨耶識如此而

生。有勝功能能生彼法。說

名一切種子識。 

 

  丙  本識與種子之同異 

論曰。
38
復次，阿賴耶識中諸

雜染品法種子，為別異住？

為無別異？非彼種子有別實

物於此中住，亦非不異，然

阿賴耶識如是而生，有能生

彼功能差別，名一切種子識。 

 

 

于阿赖耶识中此等

杂染品法种子抑为各自

差异住？抑为非差异住

耶？于此中住虽亦与彼

等非随顺差异、亦非无差

异，然而此与彼具有生起

能差别阿赖耶识于如是

生起时说名为一切种子。 

 

藏識中彼諸雜染法種子

為定分分別異而住為不

爾耶。諸於彼住者非有實

異物，亦非不異。然彼藏

識有起彼功能差別，如是

而起，名為一切種子。 

 

 

云何彼阿犁耶識及諸染

法。同時見迭互作因事。所

 

云何阿黎耶識與染污一時更互為

因。譬如燈光與燈炷。生及燒燃

  更互為因果章第七 

論曰。復次阿梨耶識與諸染

法同時互為因。云何可見。

 丁  本識與染法更互為緣 

論曰。
39
復次，阿賴耶識與彼

雜染諸法同時更互為因。云

 

阿赖耶识与此等杂

染品法同时展转更互为

 

藏識與彼諸雜染法

同時更互俱為因性，云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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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此字依藏本及麗刻加. 

41
以下隋本因果別不別章第八. 

42
藏本此句云.如以種種果汁染衣.與無性合.今譯從陳隋本.意云多縷結衣也. 

謂如燈焰及炷生燒因同時

迭互作因。及如葦束迭互人

捉故同時不墮地中。此亦如

是。迭互作因事。應知亦如 

 

 

阿犁耶識諸染法作因。諸染

法與阿犁耶識。如是因緣差

別事。不見有餘因緣。 

一時更互為因。又如蘆束一時相

依持故得住立。應知本識與能熏

習更互為因。其義亦爾。 

 

 

 

如識為染污法因。染污法為識

因。何以故。離此二法異因不可

得故。 

 

譬如然燈焰及炷生與燒同

時為因。又如蘆束更互相持

同時不倒故。識與諸法亦爾

更互為因應知。 

 

 

如成立 阿梨耶 識為染 法

因。染法為阿梨耶識因亦

爾。餘因緣不可得故。 

 

何可見？譬如明燈，焰炷生

燒，同時更互；又如蘆束互

相依持，同時不倒。應觀此

中更互為因，道理亦爾。 

 

 
40
如阿賴耶識為雜染諸法

因，雜染諸法亦為阿賴耶識

因，唯就如是安立因緣，所

餘因緣不可得故。 

 

因性云何当看？喻如灯

焰生起与灯芯燃烧更互

同时，及如芦束同时展转

更互相依不倒，如是此中

亦当视为展转更互成为

因性。 

如其阿赖耶识为诸

杂染品法因，如是诸杂染

品法亦安立为阿赖耶识

之因缘性。由其他因缘不

可得故。 

可見耶﹖如燈，焰生炷燒

同時更互，又如蘆束同時

依餘不倒，於彼互為因性

應知亦爾。 

 

 

如藏識為諸雜染法

因，如是又安立(註 36)諸

雜染法亦為藏識因緣

性，所餘因緣不可得故。

(註 37) 

 

 

云何無分別種種習而與有

分別種種諸法因成。所謂如

種種色染衣已不見種種

色。若彼衣浸在器中。爾時

彼諸色種種差別見。非一器

中故。 

 

 

 

如是阿犁耶識種種習薰習

 

云何熏習不異不多種。而能為有

異多種諸法作生因。譬如多縷結

衣衣無多色。若入染器後於衣上

種種相貌方得顯現。 

 

 

 

 

 

如此阿黎耶識種種諸法所熏熏時

  因果別不別章第八 

論曰。云何熏習。無異無種

種。得為有異有種種諸法作

因。譬如以縷種種結衣。當

時無種種可見。若入染器

已。則有無量種雜色相貌。

於衣上顯現。 

 

 

 

阿梨耶識亦爾。為種種熏習

 戊  本識與雜異諸法為因 

論曰。
41
云何熏習無異無雜，

而能與彼有異有雜諸法為

因？
42
如眾纈具纈所纈衣，當

纈之時，雖復未有異雜非一

品類可得，入染器後，爾時

衣上便有異雜非一品類染色

絞絡文像顯現。 

 

 

阿賴耶識亦復如是，異雜能

 

习气非差异且非种

种，而如何应为差异及种

种法等之因？喻如由种

种线缕所缬成之布料并

未显现出种种颜色；若于

其时放入染料器具内，即

于尔时能于布料上显示

出种种行相诸差异颜色

不同来， 

如是阿赖耶识由种

 

云何無異無類熏習

以(註 38)異類諸法為因。 

如由果汁 (註 39)染各種

衣，初雖不見品類，一入

染器(註 40)爾時衣上即顯

現諸色別異品類。 

 

 

 

如是藏識由雜染熏習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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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以下隋本緣生章第九.又藏本此句云.是爲大乘深細緣起. 

44
藏本此句作自性分別緣起.次後釋爲種種體性分別之緣性故.魏隋本同.次分別愛非愛緣起例知. 

45
魏本缺此一段.  

薰時雖非種種。能生果時向

色器已。無量種種相現諸法

種種事。 

一性無有多種。若生果染器現

前。則有不可數種類相貌。於阿

黎耶識顯現 

 

所薰。於熏時無種種異。若

生果染器現前時則有無量

種種法相貌顯現。 

 

熏之所熏習，於熏習時雖復

未有異雜可得，果生染器現

前已後，便有異雜無量品類

諸法顯現。 

 

种习气所熏习；亦于习气

之分位时虽非种种，然若

于感引果法染色器具中

现在前者，则能显示出无

有能量种种法来。 

染，當熏習時亦無品類，

然果現成染器現前即顯

現無量品類諸法。 

 

 

此是大乘中甚微最細因緣。 

 

有二種。一者性差別二者愛

不愛果差別。是中所有依此

阿犁耶識生諸法者。此是性

差別種種性分別現緣故。 

 

 

此緣生於大乘最微細甚深。 

 

若略說有二種緣生。一分別自

性。二分別愛非愛。依止阿黎耶

識諸法生起。是名分別自性緣

生。由分別種種法因緣自性故。 

 

 

 

 

復有十二分緣生。是名分別愛非

愛。於善惡道分別愛非愛。生種

種異因故。 

  緣生章第九 

 

論曰。此緣生於大乘中微細

最深。 

略說有二種緣生。一自體

分。二愛非愛分。於中由阿

梨耶識故諸法生起。此是自

體分緣生。與種種自體分為

緣故。 

 

 

 

復有十二支緣生。是愛非愛

分。為善趣惡趣可愛不可愛

種種身分緣故。 

 

 己  大乘甚深緣起 

  一  二種緣起 

論曰。
43
如是緣起，於大乘中

極細甚深。 

又若略說有二緣起：一者、
44

分別自性緣起。二者、分別

愛非愛緣起。此中依止阿賴

耶識諸法生起，是名分別自

性緣起，以能分別種種自性

為緣性故。 

 

 
45
復有十二支緣起，是名分別

愛非愛緣起，以於善趣惡趣

能分別愛非愛種種自體為緣

性故。 

 

 

 

此者为大乘最极甚

深缘起。 

  若总略者，缘起者、

即此为二：一、具有能辨

别自性，二、具有能辨别

爱非爱。此中基依阿赖耶

识诸法生起者，即此为具

有能辨别自性。由成为以

能辨别种种自性为缘之

事体故。 

  若诸十二缘起支分，

即此具有能辨别爱与非

爱。由成为以能辨别爱与

非爱身体种种为缘之事

体故。 

 

 

是為大乘中微細甚

深緣起。 

略說緣起有二，差別

自性及差別愛非愛。此中

依止藏識生起諸法，是為

差別自性，為自性種種差

別之緣性故。 

 

 

 

復有十二緣起支是為差

別愛非愛，為善趣惡趣中

愛非愛自體種種差別之

緣性故。 

是中迷初因緣者。於阿犁耶 若人於阿黎耶識迷第一緣生。或 論曰。若於阿梨耶識中迷第 論曰。於阿賴耶識中，若愚 此中或有对第一缘 此中第一緣起若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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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藏本此語云由無明而如生盲. 

識中或言性因事。或言本作

因事。或言自在應化因事。

或言自身我因相事。或言無

因無緣事。 

 

 

 

第二因緣迷者。復自身計為

作者食者。譬如眾生盲人彼

未曾見象。為彼盲人將示

象。諸生盲者或捉象鼻或牙

或耳或足或尾或背。彼示已

問象何相或說言如犁轅。或

言如杵。或言如簸箕。或言

如碓臼。或言如苕箒。或言

如石山。 

 

 

 

 

 

 

如是不通達。不知此二種因

緣故無明障故如生盲。或計

為性或本因或自在或自身

執自性是生死因。或執宿作。或

執自在變化。或執八自在我。或

執無因。 

 

 

 

 

若迷第二緣生。執我作者受者。

譬如眾多生盲人不曾見象。有人

示之令彼觸證。有諸盲人。或觸

其鼻。或觸其牙。或觸其耳。或

觸其脚。或觸其尾。或觸其脊等。

有人問之象為何相。盲人答云。

象如犁柄。或說如杵。或說如箕。

或說如臼。或說如帚。或說如山

石。 

 

 

 

 

 

 

若人不了二種緣生。無明生盲或

說自性為因。或說宿作。或說自

在變化。或說八自在我。或說無

一緣生。或執自性為因。或

執宿作為因。或執自在天變

化為因。或執我為因。或執

無因緣。 

 

 

 

復次若迷第二緣生執我作

者受者。譬如眾多生盲丈夫

未曾見象。或復有人以象示

之。有觸象鼻者。有觸牙

者。有觸耳者。有觸尾者。

有觸腳者。有觸脊者。有人

問之象為何相。或復答言。

猶如犁柄或言如杵。或言如

箕。或言如木桶。或言如

帚。或言如石山。作如此

說。如是如是。 

 

 

 

 

不解二種緣生。無明生盲

者。或執自性。或說宿作。

或說自在變化。或說我作。

第一緣起，或有分別自性為

因，或有分別宿作為因，或

有分別自在變化為因，或有

分別實我為因，或有分別無

因無緣。 

 

 

若愚第二緣起，復有分別我

為作者，我為受者。譬如眾

多生盲士夫，未曾見象，復

有以象說而示之。彼諸生盲

有觸象鼻，有觸其牙，有觸

其耳，有觸其足，有觸其尾，

有觸脊梁。諸有問言：象為

何相？或有說言象如犁柄，

或說如杵，或說如箕，或說

如臼，或說如帚，或有說言

象如石山。 

 

 

 

 

若不解了此二緣起
46
，無明生

盲亦復如是，或有計執自性

為因，或有計執宿作為因，

起阿赖耶识愚蒙、计唯以

自性为因生起性。或有计

唯以宿作为因生起性。或

有计唯以自在变化为因

生起性。或有计唯以我为

因生起性。或有计无因性

及无缘性。 

  于第二缘起愚蒙者：

谓计我为作者及受者。喻

如有一群生盲人、彼等亦

唯是未曾观见过大象者、

对彼等或有示以大象，从

彼等中或有触及大象之

鼻部，或有触及牙部，或

有触及耳部，或有触及足

部，或有触及尾部，或有

触及脊梁；被问到大象奚

似时、或说犹如犁柄，或

说犹如杵，或说犹如簸

箕，或说犹如石臼，或说

犹如扫帚，或说犹如山

峰。 

  此者由不能了知此

二缘起行相成为犹如从

生来盲即为无明所不能

藏識或分別從自性因

起，或分別從宿作因起，

或分別無因無緣。 

 

 

 

 

若愚第二緣起〔249

頁〕，於我分別作者受

者。如有眾多生盲士夫，

未曾見象，由有餘人說示

彼象，由是諸盲或觸其

鼻，或觸於牙，或觸於

耳，或觸於足，或觸於

尾，或觸脊梁。若問彼眾

象如何等，或謂如犁柄，

或謂如杵，或謂如箕，或

謂如臼，或謂如帚，或謂

如大石山。 

 

 

 

如是不了彼二類緣

起，由彼無明亦同生盲，

於如彼象(之)藏識自性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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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藏本此句在前無明生盲句下云.不知如象之賴耶自性因果. 

48
藏本此句云略說賴耶自性者.總上文也. 

49
藏本此二字作二者.無此於聲.與無性論本合. 

50
藏本無此唯字.與無性合. 

或無因或作者。或計為食

者。阿犁耶識如象。性相自

體不知故。 

 

 

 

 

 

 

略說阿犁耶識因事及果事

報識一切種子性已。是故三

界中攝一切身及一切道。 

因。或說作者受者。 

由不了阿黎耶識體相及因果相。

如彼生盲不識象體相作種種異

說。 

 

 

 

 

 

若略說阿黎耶識體相。是果報

識。是一切種子。由此識攝一切

三界身一切六道四生皆盡。 

 

 

或說無因。或執作者。或執

受者。由不識阿梨耶識體相

及因相果相故。如不識象體 

 

 

 

 

 

 

若略說阿梨耶識。即果報識

一切種子識是其體相。由攝

持三界中一切身一切趣故。 

 

或有計執自在為因，或有計

執實我為因，或有計執無因

無緣，或有計執我為作者、

我為受者。
47
阿賴耶識自性、

因性及果性等，如所不了象

之自性。 

 

 

 
48
又若略說，阿賴耶識用異熟

識一切即種子為其自性，能

攝三界一切自體，一切趣等。 

 

了知犹如大象之阿赖耶

识所有自性、因及果等，

于是亦或有计自性为因

性，或有以宿作为因生

起，或有计实有自在，或

有计我实有，或有计无因

而生，或有计为能作者，

或有计为能作者。 

 

若总摄者，则阿赖耶

识之自性者、即一切种子

异熟识。由此能摄一切三

界身及一切趣。 

 

果亦復不了，或計自性因

性，或計由宿作因起，計

有自在，或計有我，或計

由無因起，或計作者或計

受者。 

 

 

 

 

略說藏識自性者，即

是異熟識一切種，由此攝

三界一切自體及一切趣。 

 

 

是故說五偈。 

內外不分明 而說相順事 

彼一切真實 說為六種子 

空及同諸大 彼亦說隨順 

定而忘諸緣 及自果將來 

 

為顯此義故說偈言 

外內不明了 於二但假名 

及真實一切 種子有六種 

念念滅俱有 隨逐至治際 

決定觀因緣 如引顯自果 

 

此中有偈 

外內不明二 世數第一義 

此一切種子 當知有六種 

剎那及俱有 與彼相隨轉 

決定及待緣 亦引生自果 

  二  種子 

論曰。此中五頌： 

外內不明了 
49
於二

50
唯世俗 

勝義諸種子 當知有六種 

剎那滅俱有 恒隨轉應知 

決定待眾緣 唯能引自果 

 

此中颂云： 

外及内均不明显， 

二及此等世俗性、 

胜者义、 

所有一切种子、 

此中頌曰。 

外內不明了 

二及幻有性 

勝義彼一切 

種子許六類。 

一念相俱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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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藏本此字作固定. 

52
藏本此二句云.枯喪引續故.如矢不中墜.與無性論本云如任運後滅意同. 

53
魏本缺此二頌. 

彼見而無記 或順彼無餘 

薰彼非餘處 然彼是習相 

六無有順義 二別相違故 

諸念無同故 生餘隨順故 

內外諸種子 彼說為生因 

不續取盡故 自然壞遍故 

 

堅無記可熏 與能熏相應 

若異不可熏 說是熏體相 

六識無相應 三差別相違 

二念不俱有 餘生例應爾 

此外內種子 能生及引因 

枯喪猶相續 然後方滅盡 

 

 

 

 

 

 

 

 

 

 

 

 

 

譬如外種子 內種子不爾 

  此義以二偈顯之 

於外無熏習 種子內不然 

聞等無熏習 果生非道理 

堅無記可熏 與能熏相合 

異此不可熏 是為熏習相 

六識無相合 三差別相違 

二念不俱有 餘生例應爾 

此外內種子 有生及有引 

枯死由引因 自體後邊滅 

 

 

 

 

 

 

 

 

 

 

 

 

 

論曰。此內種子不類外種

子。故復說偈 

外種無熏習 內種則不然 

聞等無熏習 果生非道理 

51
堅無記可熏 與能熏相應 

所熏非異此 是為熏習相 

六識無相應 三差別相違 

二念不俱有 類例餘成失 

此外內種子 能生引應知 
52
枯喪由能引 任運後滅故 

 

 

 

 

 

 

 

 

 

 

 

 

 
53
為顯內種非如外種，復說二

頌： 

外或無熏習 非內種應知 

聞等熏習無 果生非道理 

许为六行相： 

刹那性、 

同时出现、 

此者许相续生起、 

决定属、 

观待诸缘、 

唯以自果为能感。 

平稳、无记、 

可熏习既与能熏习相应、 

非离此能熏习外 

此者为熏习能相。 

由六识等无相应， 

与三差异相应故， 

由无同一刹刹故、 

若依理说余成过。 

外与外所有种子、 

许能生起、能感引， 

由感未种枯坏故、 

如箭中程未即堕。” 

如其外种子、 

如是诸内所有种子性者

即非同然之颂云： 

外种子或未种植， 

設彼隨流轉 

決定與待緣(註 

41) 

及能引自果。 

定無記可熏 

與能熏相應 

能熏非異此(註 

42) 

是為熏習相。 

彼六無相應 

三差別俱故 

一念不並故 

為類則成餘。 

此外內種子 

許能生及引 

枯喪引續故 

如矢不墜地。(註

43) 

 

如外種，內諸種子即不如

是，頌曰：(註 44) 

外種無熏染 

內則不許爾 



後魏譯佛陀扇多譯 陳譯真諦譯 隋譯笈多等譯 唐譯玄奘譯 韓鏡清藏譯 呂澂藏譯 

 

攝 大 乘 論 六 譯 對 照 及 藏 要 本 校 註       趙國森編對 27 

 

                                                           

54
藏本此字作結着.與上文合. 

已作及未作 失得并相違 

由內外得成 是故內有熏 

 

已作及未作 失得相違過 

外種內為緣 以內熏故生 

 

作不作失得 過故成相違 

外種內為緣 由依彼熏習 

 

非许内种子所有。 

若无闻等熏习者， 

此果不得生起故。 

已作、未作、错过、过、

由成过失相违故， 

内者为外在之缘， 

如是此者依熏习。” 

 

無聞等熏習 

果生非理故。〔250

頁〕 

作失不作得 

成過相違故 

內則為外緣 

謂彼(註 45)依熏

習。 

 

 

[0099a08] 所有餘六轉順

識。彼一切身道處受果報。

應知如中邊分別論說。 

一是作緣識 第二受果報 

分別受報者 同發諸心爾 

 

 

所餘識異阿黎耶識。謂生起識。

一切生處及道應知。是名受用

識。如中邊論偈說 

一說名緣識 二說名受識 

了受名分別 起行等心法 

 

 

復次其餘生起識。於一切身

及趣。為受用者應知。 

論曰。如中邊差別論說 

第一謂緣識 第二受用識 

諸心法所扶 了別此受用 

 

  三  四緣料簡 

論曰。復次，其餘轉識普於

一切自體諸趣，應知說名能

受用者，如《中邊分別論》

中說伽他曰： 

 一則名緣識 第二名受者 

 此中能受用 分別推心法 

 

又若诸其他转识者，即此

一切身体及诸趣当视为

具有享用。《辨别中边论》

颂云： 

“第一者、即是缘识， 

第二者、具有享用。 

能享受、完全界定、 

此之能启动、心所。” 

復次應知此餘轉識

於一切自體及趣為有受

用。差別中邊頌中為如是

說。 

一者為緣識 

第二有受用 

受用及分別 

彼能轉心所。 

 

[0099a12] 彼諸識迭互作緣

故。大乘阿毘曇修多羅有

偈。 

一切諸法依 如是彼諸識 

迭互作果事 一切及因事 

 

此二識更互為因。如大乘阿毘達

磨偈說 

諸法於識藏 識於法亦爾 

此二互為因 亦恒互為果 

 

此二種識亦更互為緣。如阿

毘達磨修多羅偈說 

諸法依識住 識依法亦爾 

各各互為因 亦恒互為果 

 

如是二識更互為緣，如《阿

毘達磨大乘經》中說伽他曰： 

 諸法於識
54
藏  

識於法亦爾 

 更互為果性  

亦常為因性 

此二识者展转更互为缘。

《阿毗达磨经》说颂云： 

“诸法于识中摄藏， 

识于诸法中亦。 

 更互为果之事体， 

亦常摄藏为因事。” 

彼二識更互為緣。 

對法經中說如是頌。 

諸法攝於識 

此於彼亦爾 

更互為果性 

又常攝因性。 



後魏譯佛陀扇多譯 陳譯真諦譯 隋譯笈多等譯 唐譯玄奘譯 韓鏡清藏譯 呂澂藏譯 

 

攝 大 乘 論 六 譯 對 照 及 藏 要 本 校 註       趙國森編對 28 

 

                                                           

55
以下隋本第一品內四緣章第十. 

56
以下陳本第一分內引證品第三.隋本煩惱染章第十一.又藏本此句云.已由異門及相安立賴耶.陳本同. 

  

 

[0099a15] 若此諸識迭互作

因緣果者。初因緣及彼第二

因緣有何緣。謂增上緣。然

此六識有幾緣所生。增上念

次第等緣生。是此餘三種因

緣。世間者至愛不愛道。及

受果報者四緣成。 

  

若於第一緣生中。諸法與識更互

為因緣。於第二緣生中。諸法是

何緣。是增上緣。復次幾緣能生

六識。有三緣。謂增上緣所緣緣。

次第緣。如此三緣生。一窮生死

緣生。二愛憎道緣生。三受用緣

生。具足四緣 

 

  四緣章第十 

論曰。於第一緣生中諸法與

識更互為因緣者。於第二緣

生中復是何緣是增上緣。又

此六識幾緣所生。謂增上緣

緣緣次第緣。如是等三種緣

生。謂窮生死愛非愛趣受用

等。具有四緣。 

 

 

論曰。
55
若於第一緣起中。如

是二識互為因緣，於第二緣

起中復是何緣？是增上緣。 

 

如是六識幾緣所生？增上，

所緣，等無間緣。如是三種

緣起：謂窮生死，愛非愛趣，

及能受用；具有四緣。 

 

若于第一缘起中此

等诸识展转为因缘者，然

而于第二缘起中说名为

何缘耶？谓增上缘。 

 

  又六识等、由几缘生

耶？谓由诸增上、所缘、

及等无间缘生起。此三行

相缘起即生死性、可爱非

可爱诸趣及具有能享用

之缘者、即此等四。 

 

若於第一緣起中，彼諸識

互為因緣。 

今於第二緣起說名何緣

耶。增上緣。 

 

又復六識由幾緣生耶﹖ 

由諸增上，所緣，彼無間

緣生。 

如是三緣起，輪轉，(註

46)愛非愛趣，及有受用，

緣則有四。 

 

 

 

以分別明此阿犁耶識。傍名

及相復云何得知。唯是阿犁

耶識如是傍名說及如是

相。而非是六種轉順識爾。

如是中間差別安阿犁耶識

已。是故不成染淨事煩惱事

及業事生染事不成。世間出

世間淨事不成。 

 

  引證品第三 

   

此阿黎耶識已成立。由眾名及體

相。云何得知阿黎耶識。以如是

等眾名故。如來說體相亦爾。不

說生起識。若離此名相所立阿黎

耶識不淨品淨品等皆不成就。煩

惱不淨品。業不淨品。生不淨品。

世間淨品。出世淨品等。皆不成

就。 

 

  煩惱染章第十一 

 

如是成立阿梨耶識別名及

相。云何得知如此別名及

相。唯說阿梨耶識不說生起

識。若離所成立阿梨耶識。

染淨皆不得成。所謂煩惱染

業染生染並不成。世出世淨

亦不成。 

 

 

第二項  抉擇賴耶為染淨依 

   甲  總標 
56
如是已安立阿賴耶識異門

及相。復云何知如是異門及

如是相，決定唯在阿賴耶識

非於轉識？由若遠離如是安

立阿賴耶識，雜染清淨皆不

得成：謂煩惱雜染，若業雜

染，若生雜染皆不成故；世

間清淨，出世清淨亦不成故。 

 

 

此者即是阿赖耶识

由异名及能相安立。 

  如其阿赖耶识体由

此等异名显示、及如是亦

由能相显示，此由何可知

诸转起识者即非是耶？

无有如是安立之阿赖耶

识时、即如是杂染清净不

应成。谓烦恼杂染、业杂

染、及生杂染亦不应成。

 

是由異門及相己安

立藏識。 

云何知見由彼異門

唯說藏識，如是又由諸相

而說，乃非轉識耶﹖如無

安立藏識，如是雜染清淨

不成，煩惱雜染業雜染及

生雜染亦不成，世間及出

世間清淨亦不成。〔25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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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藏本此二字作俱起.意謂眼識現起爲因.乃有貪等.故云與貪等俱起.與前云俱生俱滅意異.今譯不明.  

 

 

 

云何煩惱染事不成。是以六

識身中煩惱染習種子作事

不成如是。彼眼識貪煩惱使

等同生滅彼。是彼者薰有子

(種子)。 

 

 

 

 

 

及非與眼識滅已。餘識中間

以非習。及不見習所依。既

無眼識前滅。眼境中間同貪

等生無故。是故過去者不

成。如過業果報生。 

 

 

 

 

然彼眼識貪等同生故習不

成。彼貪所依故。 

 

 

 

 

云何煩惱不淨品不成就。根本煩

惱及少分煩惱所作熏習種子。於

六識不得成就。何以故。眼識與

欲等大小二惑俱起俱滅。此眼識

是惑所熏成立種子。餘識不爾。 

 

 

 

 

 

是眼識已滅。或餘識間起。熏習

及熏習依止皆不可得。眼識前時

已謝現無有體。或餘識所間從已

滅無法。有欲俱生不得成就。譬

如從過去已滅盡業果報不得生。 

 

 

 

 

復次眼識與欲等或俱時生起熏習

不成。何以故。此種子不得住於

欲中。以欲依止識故。 

 

 

 

云何煩惱染不成。以六識身

中煩惱及隨煩惱所熏習種

子皆不得成。如眼識與欲等

煩惱隨煩惱共生共滅。即此

眼識為彼熏成種子非餘。 

 

 

 

 

 

即此眼識若滅已。餘識間生

熏習及熏習所依止皆不可

得。以無有故眼識先滅餘識

間生。無有與欲俱生義。以

過去故不得成。如已謝之業

果報生不成就。 

 

 

 

又修與欲俱生眼識所有熏

習不成。此熏習亦不在欲

中。以欲依止於識故。 

 乙  煩惱雜染非賴耶不成 

 一  轉識為煩惱熏習不成 

 

云何煩惱雜染不成？以諸煩

惱及隨煩惱熏習所作彼種子

體，於六識身不應理故，所

以者何？若立眼識，貪等煩

惱及隨煩惱俱生俱滅，此由

彼熏成種非餘。 

 

 

 

 

即此眼識若已謝滅，餘識所

聞，如是熏習，熏習所依皆

不可得。從此先滅餘識所

間，現無有體，眼識與彼貪

等
57
俱生，不應道理。以彼過

去現無體故。如從過去現無

體業，異熟果生不應道理。 

 

 

又此眼識貪等俱生所有熏習

亦不成就，然此熏習不住貪

中，由彼貪欲是能依故，不

世间与出世间清净亦不

应成。 

 

烦恼杂染云何不应

成耶？谓如是由烦恼和

随烦恼所作习气种子性

者、于六识身中不应成。

如是此此眼识与烦恼和

随烦恼同时生起并同时

谢灭，即唯于此中虽当熏

习彼等之种子事体成为

习气，然而非是于其相异

之中。 

眼识已灭为余识所

间隔，此中无有习气、并

且习气之所依亦不可

得。眼识先前已灭者、由

已无有、为余识所间隔

故，与此无有已过去者偕

同贪著等一齐生起不应

道理。犹如从过去之业异

熟果已交代完结。 

  眼识与贪著等同时

生起，此中习气亦不应

成、且非是于贪著中。由

 

 

 

煩惱雜染云何不成

耶﹖由彼煩惱及隨煩惱

所作熏習種子性於六種

識身中不成就故，如是若

眼識與欲貪等煩惱及隨

煩惱俱起俱滅唯此由彼

等 (法) 熏成種子性熏習

非餘。 

 

 

眼識既滅餘識所間

此中無有熏習，亦不可得

熏習所依。既眼識先滅無

有為餘識間彼過去無，由

此與貪等俱起不成，如過

去業起異熟果。 

 

 

 

即眼識與欲貪等俱

起，此中熏習亦不成。 

且欲貪中無有，欲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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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藏本此語云於眼識中. 

59
識本此二句云.識由煩惱隨煩惱成染者.最初生時應無種子而生.彼熏習及所依並已過去無有故. 

 

 

及貪不堅。非餘諸識別體

故。諸識同時生滅無故。 

 

 

非自性。餘性可有同生滅。

如是故。 

 

非眼識貪等煩惱及使薰成。 

 

 

非彼識及識所薰。如眼識。

如是餘六轉順識等如順釋。 

 

 

又欲相續不堅住故。此欲於餘識

亦無熏習。依止別異故所餘諸識

無俱起俱滅故。 

 

同類與同類不得相熏。以無一時

共生滅故。 

 

是故眼識不為欲等大小諸惑所

熏。 

 

亦不為同類識所熏。如此思量眼

識。所餘諸識亦應如此思量。 

 

 

又不堅住亦不在餘識中。以

諸識各別依止故。又不同生

滅故。 

 

亦不在自體中。以自體無二

識俱生滅故。是故欲等煩惱

隨煩惱。 

熏習眼識不得成。 

 

 

識熏習識亦不成。如眼識所

餘轉識亦不成。如其相應

知。 

 

堅住故。 

 

亦不得住所餘識中，以彼諸

識所依別故，又無決定俱生

滅故。 

 

亦復不得住自體中，由彼自

體決定無有俱生滅故。 

 

是故
58
眼識貪等煩惱及隨煩

惱之所熏習，不應道理。 

 

又復此識非識所熏，如說眼

識，所餘轉識亦復如是，如

應當知。 

 

贪著者及依于此故。由不

平稳故。 

  亦非是于其余识

中。由诸识之所依差异

故。由无有同时生起及同

时谢灭故。 

  亦非是于自事体

中。由自事体者同时生起

及同时谢灭乃无有性故。 

  由如是故，于眼识中

由贪著等及随烦恼熏习

成种子不应道理。 

  于此识中由识熏习

亦不应理。如其眼识、如

是亦于诸其余转起之识

随其所应当知。 

 

 

依於此故。又非依故。(註 

47) 

諸餘識中亦復無

有，諸識所依別異故，又

無俱起俱滅故。 

 

於自體中亦復無

有，自體無俱起俱滅性

故。 

故眼識中由欲貪等

煩惱及隨煩惱熏為熏習

不成。 

此識由識所熏亦不

成，如分別眼識如是所餘

轉識隨應當知。 

 

 

應知所有非想以上滅已。此

處生煩惱染。彼初生識彼亦

無種子生同依止。彼習過無

故。 

 

 

復次若眾生從無想天已上退墮。

受下界生大小惑所染初識。此識

生時應無種子。何以故。此惑熏

習與依止。並已過去滅無餘故。 

 

 

論曰。復次從無想天以上。

彼地退此間生。煩惱隨煩惱

所染。初識生時此無種子而

生。以熏習及依止並已過去

無有故。 

二  離欲後退煩惱雜染不成 

論曰。復次，從無想等上諸

地沒來生此間，
59
爾時煩惱及

隨煩惱所染初識，此識生時

應無種子。由所依止及彼熏

習並已過去，現無體故。 

 

无论从何更上诸地

无想天死殁、诸于此生时

所有识由此烦恼及随烦

恼成为烦恼最开始性生

起、此亦成为无有种子而

 

又從無想上地歿已

生此之識由煩惱及隨煩

惱所染，彼最初生亦應無

種而生，彼熏習與所依俱

過去無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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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以下隋本第一品內業染章第十二. 

 

 

以生煩惱對治識。彼餘一切

世間識滅已。中間阿犁耶識

煩惱及使種子。彼對治識

中。不成於諸煩惱性解脫

故。及同生滅無故。 

 

 

 

 

 

後復更生世間識故久滅無

已同依彼習應離種子生中

間阿犁耶識。是故中間阿犁

耶識煩惱染事不成。 

 

 

復次或(釋論作「惑」)對治識已

生。所餘世間諸識皆已滅盡。若

無阿黎耶識。此對治識共小大惑

種子俱在。此義不成。何以故。

自性解脫故。無流心與惑不得俱

起俱滅故。 

 

 

 

 

復次後時出觀正起世間心。諸惑

熏習久已謝滅。有流意識無有種

子生應得成。是故離阿黎耶識。

煩惱染污則不得成。 

 

 

論曰。復次對治煩惱識生

時。一切世間識皆滅。若無

阿梨耶識。煩惱隨煩惱種

子。在對治識中不成自體。

解脫不得與煩惱同生同滅。 

 

 

 

 

 

若於後時世間識生。離欲

心。不有彼依止及習氣久已

謝滅。若離阿梨耶識應無種

子而生。是故離阿梨耶識。

煩惱隨煩惱皆不成故。 

 

 

三  對治識生煩惱雜染不成 

論曰。復次，對治煩惱識若

已生，一切世間餘識已滅，

爾時若離阿賴耶識，所餘煩

惱及隨煩惱種子在此對治識

中，不應道理。此對治識自

性解脫故，與餘煩惱及隨煩

惱不俱生滅故。 

 

 

 

復於後時世間識生，爾時若

離阿賴耶識，彼諸熏習及所

依止。久已過去，現無體故，

應無種子而更得生。是故若

離阿賴耶識，煩惱雜染皆不

得成。 

 

徒然生起。由此习气连同

其所依已是过去故。由已

无所有故。  

若烦恼之能对治识

已生起者，若非此一切其

他世间之识已灭者，则无

有阿赖耶识时此能对治

识者、连同烦恼及随烦恼

之种子悉不应成。由自性

解脱、无有与烦恼及随烦

恼同时生起及同时谢灭

故。 

  若无有阿赖耶识者，

则在此以后于转起识生

起时此习气连同其所依

已过去长时期，由无所有

故、当从无种子而生起。 

  由如是故、若无有阿

赖耶识者，则烦恼杂染不

应成立。 

 

 

 

 

煩惱對治識起時此

則無有，一切世間餘識亦

滅，若無藏識彼對治識與

彼煩惱及隨煩惱種子相

俱不成，自性解脫又與諸

煩惱無俱起俱滅故。 

 

 

 

 

若無藏識，於彼後時

復起世間識彼熏習與所

依俱久過去，以是無故應

由無種子而生。是故若

〔252 頁〕無藏識即煩惱

雜染不成。 

 

 

云何業染不成。行緣識不順

義故。彼無取緣有。亦不順

  業不淨章第二 

復次業染污云何不得成。緣行生

識分無得成義。若無此義緣取生

  業染章第十二 

論曰。云何業染不成。行緣

識不成。此不有故。取緣有

 丙  業雜染非賴耶不成 

論曰。
60
云何為業雜染不成？

行為緣識不相應故。此若無

 

业杂染云何不应成耶？

由“行为缘识”不应成

 

業雜染云何不成

耶﹖由行緣識不成就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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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隋本生染章第十三. 

62
藏本合二句爲一云.於恆久時爲染汙依故.隋本同. 

故。 有亦無成義。故業染污不成。 

 

亦不成。 

 

者，取為緣有亦不相應。 

 

立故。由此无故，“取为

缘有”亦不应成立故。 

若無此者，由取緣有

亦不成故。 

 

 

 

 

 

 

云何生染不成。取後身身不

順義故。 

 

不入定地中滅已在中陰。念

雜染意識取後身。然彼雜染

意識中陰中滅已。彼以歌囉

囉故。母腹中託。 

 

 

若唯意識託者。託已彼依力

故。母腹中應有依識行。是

以二種意識從母胎應有。 

 

 

同有故而非彼所託意識。意

識事成。上以雜染身故。及

  生不淨章第三 

 

 

 

 

復次云何生染污此義不成。結生

不成故。 

 

若人於不靜地退墮。心正在中陰

起染污意識方得受生。此有染污

識於中陰中滅。是識託柯羅邏。

於母胎中變合受生。 

 

 

若但意識變成柯羅邏等依止。此

意識於母胎中有別意識起。無如

此義。於母胎中二種意識一時俱

起。無此義故。 

 

已變異意識不可成立。為意識依

止不清淨故。長時緣境故。所緣

  生染章第十三 

 

 

 

 

云何生染不成。結生不成

故。 

 

若於不靜地。墮住中有。意

以染污意識結生。此染污意

識於中有中滅。識於母胎中

與迦羅邏和合。若唯是意識

和合受生。和合生已 

 

依止此識。於母胎中意識轉

生。即是於母胎中二意識同

處並生。 

 

 

彼和合受生意識。不可成

立。為意識一切時依止染污

所知依分第二之三 

丁  生雜染非賴耶不成 

 一  約生位辨 

 １  約非等引地辨 

  Ａ  結生相續不成 
61
云何為生雜染不成？結相

續時不相應故。 

 

若有於此非等引地沒已生

時，依中有位意起染污意識

結生相續。此染污意識於中

有中滅，於母胎中識羯羅藍

更相和合。 

 

若即意識與彼和合，既和合

已依止此識，於母胎中有意

識轉。若爾，即應有二意識

於母胎中同時而轉。 

 

又即與彼和合之識，是意識

性，不應道理。
62
依染污故，

 

 

 

 

 

生杂染云何不应成

立耶？由接连相续生起

不应成立故。 

从非等至地死殁之

意、于中有身上安住时、

由染污意识接连生起相

续。此染污意识者既于中

有身中谢灭，又于母胎中

昏厥于羯罗蓝体中。 

若即此意识昏厥

者，则依于此昏厥以后、

意识于母胎中当复转

起。因此、二意识同时于

母胎中当转起。 

此昏厥意识者、不应

成为意识性。由为恒常时

 

 

 

 

 

生雜染云何不成

耶﹖結合相續不成故。 

由非等引地歿者意

住中有時，由染污意識結

合相續，此染污意識即於

中有中滅，而母胎中識更

與卵體(註 48)和合。 

 

 

若即彼意識與彼體

和合，依彼和合於母胎中

更轉起意識，由此即應有

二意識同時於母胎中轉

起。 

彼和合意識是意識

性亦非道理，常時依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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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藏本此二句云.無有離彼餘異熟識能執持色根. 

隨順意識念。 

 

雖有彼意識託既休託意

識。彼為一切種子。為當隨

彼身依行者。若隨彼所託彼

是一切種子者。是故唯阿犁

耶識。是傍名差別安成依識

爾。 

 

 

 

然若依彼故。一切種子者。

彼以何依事作因識者。彼非

一切種子。若所依作果事

者。彼一切種子此義不成。

是故此釋成。所有彼託識彼

非意識。是報識。 

境不可知故。 

 

若此意識已變異。是時意識成柯

羅邏。為此識是一切法種子為依

止。此識生餘識。為一切法種子。

若汝執已變異識名一切種子識。

即是阿黎耶識。汝自以別名成立

謂為意識。 

 

 

 

若汝執能依止識。是一切種子

識。是故此識由依止成他因。此

所依止識。若非一切種子識能依

止。名一切種子識。是義不成。

是故此識託生變異成柯羅邏。非

是意識。但是果報。亦是一切種

子。此義得成。 

故。如意識所緣境此不可得

故。 

設令此意識與赤白和合。為

即此和 合意識 是一切 種

子。為依止此識生餘識。為

一切種子。若即彼和合識是

一切種子者。即是阿梨耶

識。汝自安置別名以為意

識。 

 

 

若以依止生識為一切種子

者。不以彼所依因體為一切

種子者。無有道理以是義故

得成就此和合識非意識。但

是果報識。是一切種子故。 

 

時無斷故，意識所緣不可得

故。 

設和合識即是意識，為此和

合意識即是一切種子識？為

依止此識所生餘意識是一切

種子識？若此和合識是一切

種子識，即是阿賴耶識，汝

以異名立為意識。 

 

 

 

若能依止識是一切種子識，

是則所依因識非一切種子

識，能依果識是一切種子

識，不應道理。是故成就此

和合識非是意識，但是異熟

識是一切種子識。 

 

染污所依、及于意识之所

缘中不可得故。 

即便令此意识昏

厥，则抑此意识为一切种

子性耶？抑而依于此而

彼已转起耶？ 

  若彼昏厥者、即此为

一切种子性者，则因此所

谓“意识”者即是安立

为阿赖耶识异门之名矣。 

 

若能依于此即是一切种

子性者，则因此、由此为

所依之事体故、此成为因

之识，若尚非一切种子性

者，则如是此能依成为果

者、绝非一切种子性。是

故若诸昏厥识者，即此非

是意识，而正是异熟识。

即成就此所谓此始名为

“一切种子性”。 

 

 

污，又不得意識所緣故。 

 

設意識是彼和合

者，為即彼和合意識是一

切種子否耶﹖為或有餘

依止彼者耶﹖若彼和合

者是一切種子，是則名為

意識，實是異名安立藏

識。 

 

 

或依止彼者為一切

種子，是則所依性為因之

識非一切種子，彼能依為

果者亦復不成一切種

子。是故為彼和合識者非

是意識，此唯是異熟識名

為一切種子得成。 

 

 

彼一切種子故。以取後身以

 

復次若眾生已託生。能執持所餘

 

復次結生已攝持色根。若異

  Ｂ  執受根身不成 

復次，結生相續已，
63
若離異

 

能执受诸已接连相

 

結合相續已能執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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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取餘色根。何者報識而認

不可見上意。意識及不堅牢

固。彼諸餘識取色根。無非

色可成。 

色根。離果報識則不可得。何以

故。所餘諸識定別有依止不久堅

住。若此色根無執持識。亦不得

成。 

 

果報識無可得義。其餘諸識

各別依止。又不堅住故。然

諸色根無識不成。 

 

熟識，執受色根亦不可得。

其餘諸識各別依故，不堅住

故，是諸色根不應離識。 

 

续生起之有色根、亦除此

以外不许之为异熟识。诸

非此以外之其余识者、由

决定为各别所依及不平

稳故、离开识能执受之有

色根不应道理。 

諸有色根者，亦非離異熟

識。彼餘諸識所依定異，

又不可為依故。 

無識(之)諸有色根亦

不成。〔253 頁〕 

 

 

是識及滅色迭互相依。如葦

束順義故。行彼亦不成中間

報識。 

 

復次此識及名色更互相依。譬如

蘆束相依俱起。此識不成。 

 

識與名色更互相依。如蘆束

相依住。此義不成故。 

 

  Ｃ  識與名色互依不成 

若離異熟識，識與名色更互

相依，譬如蘆束相依而轉，

此亦不成。 

 

 

若诸识及名与色由

犹如芦束展转更互相依

道理故而得保住者，即此

亦若无有异熟识，则不应

道理。 

 

 

識與名色譬如蘆束

更互相依而住，若無異熟

識亦復不成。 

 

 

食事義故。不成諸大。眾生

非報識。中間諸六識隨所三

界中生諸大。 

 

復次若離果報識。一切求生已生

眾生識食不成。何以故若離果報

識。眼識等中隨有一識。於三界

中受生眾生。為作食事不見有能

故。 

 

 

若離果報識所有眾生識食

不成。離此果報識六識中隨

一識。於三界所有眾生中。

食事不成故。 

 

   Ｄ  識食不成 

若離異熟識，已生有情識食

不成。何以故？以六識中隨

取一識，於三界中已生有

情，能作食事不可得故。 

 

 

其他识者、诸已生起

有情之食亦不应理。若无

有异熟识者，则从诸六异

熟识中无论由任何其一

能作诸已生三界有情之

食事悉不可得。 

 

 

 

若無異熟識，餘識為

諸已起有情食事亦不

成。諸六種異熟(註 49)識

中隨立何識能為三界，已

生有情食事皆不可得。 

 

 

 

眾生作食所見從此滅已。雖

入生定。以雜染不入定。意

識取後身。然彼不入定心。

 

 

若人從此生捨命生上靜地。由散

動染污意識。於彼受生是染污散

動識。於靜地中離果報識有餘種

 

 

若從此退已於上靜地生。以

染污不靜意識結彼生。此不

靜染污心。於彼地中。若離

  ２  約等引地解 

   Ａ  結生心種子不成 

若從此沒於等引地正受生

時，由非等引染污意識結生

相續。此非等引染污之心，

 

从此死殁、于等至地

中生时、染污意识由非等

至地接连生起相续、亦若

无有异熟识者，则此其他

 

從此歿已生彼等引

地，由非等引染污意識結

合相續若無異熟識，而有

餘與彼地非等引染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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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藏本此二句云.諸生彼而有染汙善心者.此染善心應無種無依.魏本同. 

彼地中雜中間報識以種子

不成。 

子。此義不成。 阿梨耶識。種子不可得。 

 

彼地所攝，離異熟識，餘種

子體定不可得。 

 

染污非等至心连同其种

子不许有。 

 

種子相應者此亦非理。 

 

 

然生在無色界中。中間一切

種子報識雜染善根覺者。無

有種子。無所可依。 

 

復次若眾生生無色界。離一切種

子果報識。若生染污心及善心則

無種子。并依止染污及善二識皆

不得成。 

 

 

設令生無色界。所有染污及

善心。若離一切種子果報

識。此染污及善心。應無種

子及住處故。 

 

   Ｂ  染善心種不成 

復次，生無色界，若離一切

種子異熟識，
64
染污善心應無

種子，染污善心應無依持。 

 

 

又于诸有生无色界

之染污善心时、染污善心

若亦无一切种子性异熟

识者，则成为无有种子并

且无有基础。 

 

又生無色界有諸染

污善心若無一切種子異

熟識，染污善心亦應無種

及無依處。 

 

 

得雜染善根心。還彼處現出

世間心。諸餘世間心謝已。

彼行應得迴。 

 

生非有想非無想生者。現不

用處出世間心時應得迴彼

二道。彼出世間識非有想非

無想。至所依非有用處行所

依。涅槃道所依成。 

 

於無色界若起無流心。所餘世間

心已滅盡。便應棄於此道。 

 

 

若眾生生非想非非想中。起不用

處心及無流心。即捨二處。何以

故。無流心是出世心故。非想非

非想道非其依止。不用處道亦非

依止。直趣涅槃亦非依止。 

 

 

若即於 彼界中 出世心 現

前。所餘世間心滅盡。便應

滅離彼趣。 

 

若生非想非非想中。依無所

有處。出世間心現前。即應

捨離二趣。此出世識不依止

非想非非想趣。亦不依止無

所有處趣。依止涅槃處亦不

成。 

 

  Ｃ  出世心異熟不成 

又即於彼，若出世心正現在

前，餘世間心皆滅盡故，爾

時便應滅離彼趣。 

 

若生非想非非想處，無所有

處出世間心現在前時，即應

二趣悉皆滅離。此出世識不

以非想非非想處為所依趣，

亦不應以無所有處為所依

趣，亦非涅槃為所依趣。 

 

 

即于此中出世间心

能现在前时、由其他非此

之世间心成为无有故、与

彼之趣往成为相成性。 

诸生于无想非无想

处者、无所有处出世间心

亦能现在前时即与彼等

二趣成为相反。此出世间

之所依者、即非无想非无

想处之趣，亦非无所有处

之趣所依，且亦不应般涅

磐趣之所依。 

 

即彼出世間心顯現

時，由餘世間心無有故，

則應成離彼趣性。 

 

諸生非想非非想處

者，或顯現無所有處出世

間心，即應離彼二趣。彼

出世間心所依非是非想

非非想趣，無所有處趣亦

非依，又苦寂為依亦不得

成。 

 

 

欲捨身時。或造善不善。若

 

復次若人已作善業及以惡業。正

 

若人造善造惡於捨命時。若

 二  約死位辨 

又將沒時，造善造惡，或下

 

能作善所作，或能作

 

作善或作惡者，死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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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以下隋本第一品內世間淨章第十四. 

66
藏本此下云如是一切離欲種子如應當知. 

上若下漸次依跡。滅毒得清

涼。不應成中間有阿犁耶

識。是故生染中間一切種子

報識中不成。 

捨壽命離阿黎耶識。或上或下次

第依止冷觸不應得成。是故生染

污離一切種子果報識不可得立。 

 

離阿梨耶識。或上或下次第

身冷不得成。是故若離一切

種子果報識。生染污亦不

成。 

 

或上所依漸冷。若不信有阿

賴耶識，皆不得成。是故若

離一切種子異熟識者，此生

雜染亦不得成。 

 

恶所作者于死殁时从下

身或下身温暖逐渐消失；

亦若无阿赖耶识者，则不

应成。是故生杂染亦若无

有一切种子性异熟之识。 

身分或上或下依處煖當

漸離，無藏識亦不成。 

是故生雜染無一切種子

異熟識亦復不成。 

 

 

 

云何世間淨事不成。如是離

諸欲者。未得色界心。唯得

欲界善心。於欲生厭離。然

是欲界中心。後用行色界心

不共同生滅。彼不薰此種子

者不成。 

 

 

 

 

非彼色界心。過去無量生所

隔。彼入定心作種子不成。

既無彼已釋成此所有。彼入

定色界心一切種子報識久

時轉轉來。後因緣故。是彼

善行習故。彼心增上緣。如

  世間淨章第四 

 

 

云何世間淨品不成。若眾生未離

欲欲界。未得色界心先起欲界善

心。求離欲欲界。修行觀心。此

欲界加行心與色界心。不俱起俱

滅故非所熏。是故欲界善心。非

是色界善心種子。 

 

 

 

 

過去色界心無量餘生及別心所

隔。後時不可立為靜識種子。已

無有故。是故此義得成謂色界靜

心一切種子果報識。次第傳來立

為因緣。此加行善心立為增上

緣。如此於一切離欲地中。是義

應知依止勝相勝語第一之

三 

世間淨章第十四 

論曰。云何世間淨不成。如

未離欲界欲。未得色界心。

即以欲界善心修行。除欲界

欲。此欲界修行心與色界

心。不得俱生俱滅故無熏

習。種子不成。 

 

 

 

 

無有色界心為過去。無量。

生中餘心隔故。彼靜心種子

不得成就。已無有故是故成

就彼色界靜心。由一切種子

果報識。次第傳來得為因

緣。修行善心為增上緣。如

 戊  世間清淨非賴耶不成 

 

 
65
云何世間清淨不成？謂未

離欲纏貪未得色纏心者，即

以欲纏善心為離欲纏貪故，

勤修加行。此欲纏加行心，

與色纏心不俱生滅故，非彼

所熏，為彼種子不應道理。 

 

 

 

 

又色纏心過去多生餘心間

隔，不應為今定心種子，唯

無有
66
故。是故成就色纏定心

一切種子異熟果識，展轉傳

來為今因緣；加行善心為增

上緣。如是一切離欲地中，

 

 

 

云何世间清净不应

成？如是诸欲界贪著者

由未远离贪著未获得色

缠心故，由欲缠喜心体

故，由为远离欲贪著故，

善加行时、由此从欲缠加

行生起之心亦与色缠之

心无有同时生起及谢灭

故，由因此无有熏习故，

不应成为种子。 

此色缠之心过去已

众多世代、为其他心所间

隔、亦无有故，此等至心

之种子性亦不应成。如是

于一切贪著远离性之种

子中亦随其所应当知。由

 

 

 

世間清淨云何亦不

成耶﹖謂諸欲者未離欲

貪，未得色纏。心為離欲

界欲貪，故即以欲纏善

心，勤為修習，此由欲纏

修所起心，與彼色纏心曾

無俱起俱滅，故不由彼熏

習即不成彼種子。 

 

 

色纏心過去多生餘

心，間隔亦無有，故不成

彼等引心種子性。 

如是離欲貪性 (之) 

一切種子應攝 (於) 別

類。(註 50)〔25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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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以下隋本出世淨章第十五. 

68
藏本此語云此由他言音之如理作意. 

是一切厭離地行中隨順如

義應知。 

 

 

 

 

如是世間淨事中間一切種

子報識不成。 

應知。 

 

 

 

 

 

如此世間清淨品義。離一切種子

果報識。則不可立。 

 

是一切離欲地。如其相應

知。 

 

 

 

 

如是世間淨離一切種子果

報識亦不成。 

 

如應當知。 

 

 

 

 

 

如是世間清淨，若離一切種

子異熟識，理不得成。 

 

如是故，若此一切种子性

异熟之识展转相续传来

者，即是此色缠等至心之

因缘；而此加行生起之善

心者、即是增上缘；即成

就此。 

  如是出世间之清净

亦若无有一切种子性异

熟之识者，不应成立。 

 

是故成就一切種子

異熟識展轉傳來為彼色

纏等引心之因緣，而修習

所生善心為增上緣。(註 

51) 

 

如是一切出(註 52)世

間清淨無一切種子異熟

識亦不成。 

 

 

 

 

云何出世間淨事不成。如佛

所說。外聞他聲音以內寂靜

思量。因彼事故得生正見。

以聞彼聲響音念故。或薰耳

識。或薰意識或薰彼二。是

中彼諸法寂靜思惟憶念

故。耳識爾時不行。意識亦

餘識所隔雜故。若寂靜思惟

行生時。彼久滅無常意識聞

習所薰同習既無。何處復彼

種子心。後時寂靜思惟行而

  出世間淨章第五 

 

 

云何出世淨品離阿黎耶識不可得

立。佛世尊說。從聞他音及自正

思惟。由此二因正見得生。此聞

他音及正思惟。不能熏耳識及意

識。或耳意二識何以故。若人如

聞而解及正思惟法。爾時耳識不

得生。意識亦不得生。以餘散動

分別識所聞故。若與正思惟相應

生。此意識久已謝滅。聞所熏共

熏習已無。云何後時以前識為種

子後識得生。 

  出世間淨章第十五 

 

 

云何出世淨不成。如世尊

說。從他聞音及自正思惟。

由此二因正見得生。此他音

聲及正思惟。為熏耳識為熏

意識。為熏耳意二識。於彼

法中起正思時耳識不生。意

識亦為餘識別攀緣所間。若

於正思惟相應心生時。彼意

識久滅過去。聞所熏及熏習

皆不得有。何處得種子。於

後時生正思惟相應心。 

己  出世清淨非賴耶不成 

 一  約出世心辨 

  １聞熏習非賴耶不成 
67
云何出世清淨不成？謂世

尊說：依他言音及內各別如

理作意，由此為因正見得

生。
68
此他言音，如理作意，

為熏耳識？為熏意識？為兩

俱熏？若於彼法如理思惟，

爾時耳識且不得起，意識亦

為種種散動餘識所間。若與

如理作意相應生時，此聞所

熏意識與彼熏習久滅過去，

定無有體，云何復為種子能

 

 

 

云何出世间清净不

应成耶？“如通过依于

他人之言音及依于各自

如理作意已、从此为因真

正之见生起。”如是为薄

伽梵所教。由此从他人言

音作意思惟、抑为于耳

识，抑为于意识，抑或为

于二识中成为熏作习气

耶？此中作意思惟此等

法时耳识者且不生起；意

 

 

 

出世間清淨云何不

成耶﹖世尊作如是說，依

他言音及依各自如理作

意故，由此因生正見。由

他言音如理作意，若唯於

耳識，或唯意識，或於彼

二者當成熏習。今諸法如

理，作意時耳識且不起，

意識亦為餘散動識所

間。若時與如理作意相應

心起，爾時彼聞所熏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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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藏本此句云.此中由聞熏習與攝持種子不相應故.今譯攝受卽上云攝持也. 

生所有。 

 

 

 

 

 

 

 

 

 

彼寂靜思惟修行世間心。彼

正見同順出世間心。或時同

生滅。是故彼不薰。以不薰

故彼種子不成。是故出世間

淨中間一切種子報識不

成。是中間習者。彼種子攝

不順故。 

 

 

 

 

 

 

 

 

 

 

復次世間心與正思惟相應。出世

淨心與正見相應。無時得共生共

滅。是故此世心非關淨心所熏。

既無熏習。不應得成出世種子。

是故若離一切種子果報識。出世

淨心亦不得成。何以故。此中聞

思熏習。無有義能攝出世熏習種

子。 

 

 

 

 

 

 

 

 

 

 

 

與正思 惟相應 者是世 間

心。與正見相應者是出世間

心。無有共生共滅義故不。

為彼所熏。既不被熏則為種

子不成。是故出世間淨。離

一切種子果報識亦不成。彼

中攝持聞熏習種不成故。 

 

生後時如理作意相應之心？ 

 

 

 

 

 

 

 

 

 

又此如理作意相應是世間

心，彼正見相應是出世心，

曾未有時俱生俱滅，是故此

心非彼所熏。既不被熏，為

彼種子，不應道理。是故出

世清淨，若離一切種子異熟

果識，亦不得成。
69
此中聞熏

習，攝受彼種子不相應故。 

 

识亦为彼相异之散动意

识所间隔；若于彼时与如

理作意思惟相应之心生

起，即于尔时若此熏作听

闻习气意识者、连同习气

已谢灭成为过去以后历

时已久而无所有者，则以

后具有此种子之与如理

作意思惟相应之心当依

何生起？ 

此无论如何与此如

理作意思惟相应之世间

心者、与真正之见相应所

有出世间之心从来不曾

同时生起及同时谢灭。是

故非是由此所熏习。由无

有此熏习故，此不应成为

种子。由如是故，出世间

之清净、亦若无有一切种

子性异熟之识者，则不应

成。由于此中因听闻之习

气、完全摄持彼之种子不

应道理故。 

 

與熏習俱久滅過去無

有，後時有彼種子如理作

意相應之心由何能起﹖ 

 

 

 

 

 

 

 

復次與如理作意相

應者是世間心，與正見相

應者是出世間心，定無俱

起俱滅，由此非從彼熏。 

不熏習故彼種不

成，是則出世間清淨，無

一切種異熟識亦復不

成，此中由聞熏習攝持彼

種子非道理故。 

 

     ２  辨聞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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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藏本此句云.以和合相於異熟識中轉.無寄字.三本並同.今譯取意增文. 

 

復云何一切種子與報識作

染因成。彼對治出世間心種

子事不成。出世間心是未曾

有。是故彼習本無。 

 

 

 

既無彼習已有何種子生。彼

應說善淨法界盡唯以聞習

種子生彼所有。 

 

云何一切種子果報識成不淨品

因。若能作染濁對治出世淨心

因。此出世心昔來未曾生。習是

故定無熏習。 

 

 

 

若無熏習。此出世心從何因生。

汝今應答。最清淨法界所流正聞

熏習為種子故。出世心得生。 

 

 

論曰。復次此一切種子果報

識既為染法因。云何復成彼

對治出世心種子。又此出世

心昔未曾有故無熏習。 

 

 

 

既無熏習從何種子而生。汝

今應答。善清淨法界所流津

液聞熏習。為種子得生。 

 

   Ａ  因 

論曰。復次，云何一切種子

異熟果識為雜染因，復為出

世能對治彼淨心種子？又出

世心昔未曾習故，彼熏習決

定應無。 

 

 

既無熏習，從何種生？是故

應答：從最清淨法界等流正

聞熏習種子所生。 

 

 

一切种子性异熟之

识者、若为杂染之因者，

则此之能对治出世间之

心 所 有 种 子 云 何 当 成

耶？出世间之心者为不

共有。由如是故，彼之习

气者、为无有性。 

此习气若无有者，则

须要说明从何生起耶？

乃从此以听闻最清净法

界等流为习气所有种子

而生起。 

 

 

一切種子異熟識為

雜染因，而彼對治如是由

出世間心為種子。出世間

心曾未生起，今彼熏習則

無有性。(註 53) 

 

 

既無熏習，應說由何

種子起耶﹖由最淨法界

等流聞熏習種子起。 

 

 

彼聞習彼為是阿犁耶識性

為不。若是阿犁耶識性者。

是中云何彼對治種子成。若

是非如是性者。是以彼聞習

種子有何依身可見。諸佛得

菩提已。所有彼聞習隨心身

現彼共同事。報識中行亦如

乳水。然非彼阿犁耶識。彼

對治種子故。 

 

此聞慧熏習為與阿黎耶識同性為

不同性。若是阿黎耶識性。云何

能成此識對治種子。若不同性。

此聞慧種子以何法為依止至諸佛

無上菩提位是聞慧熏習生隨在一

依止處。此中共果報識俱生。譬

如水乳。此聞熏習即非本識。已

成此識對治種子。 

 

 

此聞熏習為是阿梨耶識自

性。為非若是阿梨耶識自

性。云何得成對治種子。若

非彼識自性。此聞熏習種子

依止云何可見。乃至佛菩提

位所有聞熏隨在何身中。與

果報識同相而生。猶如水乳

然非阿梨耶識。以成彼對治

種子故。 

 

   Ｂ  所依 

此聞熏習，為是阿賴耶識自

性？為非阿賴耶識自性？若

是阿賴耶識自性，云何是彼

對治種子？若非阿賴耶識自

性，此聞熏習種子所依云何

可見？乃至證得諸佛菩提，

此聞熏習隨在一種所依轉

處，
70
寄在異熟識中，與彼和

合俱轉，猶如水乳；然非阿

賴耶識，是彼對治種子性故。 

 

若诸听闻之习气者，

即此亦抑为阿赖耶识之

体性耶？若为阿赖耶识

之体性者，则云何应为彼

之能对治所有种子耶？

若非彼之体性者，则由此

故此听闻之习气所有种

子所依处当视为何耶？ 

  若诸通过依于诸佛

陀之菩提成为听闻之习

 

聞熏習者為是藏識

自性否耶﹖若是藏識自

性，云何得成彼對治者種

子﹖若非藏識自性，彼聞

熏習種子所依知復是

何﹖其成熏習乃至得諸

覺者之正覺者，隨轉何依

由和合俱有方便，於異熟

識〔255 頁〕中轉(註 54)，

如乳與水。彼非藏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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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本此語云多時所作相應故. 

72
藏本此句云.由是阿賴耶識對治故非阿賴耶識自性.陳本同. 

 气于此处而转起者，即此

同同时共住道理故于异

熟识中转起、犹如乳与

水、此者非是阿赖耶。由

是此之能对治所有种子

性故。 

彼對治者種子性故。 

 

 

是中依微習故生中習依中

習故上習生。多以聞思修順

義故。 

 

故此中依下品熏習中品熏習生。

依中品熏習上品熏習生。何以

故。數數加行聞思修故。 

 

 

論曰。於中依下熏習成中熏

習。依中熏習成上熏習。由

聞思修數習故。 

 

   Ｃ  品類 

論曰。此中依下品熏習成中

品熏習，依中品熏習成上品

熏習，依聞思修
71
多分修作得

相應故。 

 

此中依于下品习气

成为中中品习气。依于中

品习气成为上品习气。由

与听闻、思惟、修习多次

所作相应故。 

此中依下品熏習成

中品熏習。 

依中品熏習成上品

熏習，與聞思修多時能作

相應故。 

 

 

然彼聞思修種子雖微中

上。然是法身種子應知阿犁

耶識相違。非阿犁耶識所

攝。出世間善淨法界因氣事

故。世間及出世間心作種

子。 

 

 

然彼未得出世間心時。現氣

煩惱對治。隨惡道對治。消

滅作一切惡對治。隨順親近

 

是聞熏習若下中上品應知是法身

種子。由對治阿黎耶識生。是故

不入阿黎耶性攝。出世最清淨法

界流出故。雖復世間法成出世心。 

 

 

 

 

何以故。此種子出世淨心未起時

一切上心。惑對治一切惡道生。

對治一切惡行朽壞。對治能引相

 

彼聞熏習種子。隨下中上應

知皆是法身種子。是阿梨耶

識對治故。非阿梨耶識所攝

故。出世善清淨法界所流津

液故。雖是世間為出世心種

子體。 

 

 

出世心未生時。為現起煩惱

對治故。惡趣對治故。一切

惡業朽壞對治故。能隨順得

   Ｄ  體性與作用 

又此正聞熏習種子下中上

品，應知亦是法身種子，
72
與

阿賴耶識相違，非阿賴耶識

所攝。是出世間最淨法界等

流性故，雖是世間，而是出

世心種子性。 

 

 

又出世心雖未生時，已能對

治諸煩惱纏，已能對治諸嶮

惡趣，已作一切所有惡業朽

 

此中下、中、及上品

听闻习气之种子当视为

法身之种子。由是阿赖耶

识之对治故，由非是阿赖

耶识之体性。由虽是世

间，而是出世间最清净法

界等流故、即成为出世间

心之种子。 

  此者虽出世间心尚

未出现，然而烦恼杂染之

能对治、趣往恶趣之能对

此中應知聞熏習種

子上中下品亦是法身種

子。由是藏識對治非藏識

自性，雖是世間而是出世

最清淨法界等流，故為出

世間心種子。 

 

 

 

由此出世間心未生

亦為煩惱纏對治，為惡趣

對治，又為一切惡事朽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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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藏本此二句云.卽異熟識之一切種子成無種子.而一切類皆斷.陳隋本同.今譯一切類亦作一切種.因之文晦. 

諸佛菩薩。世間亦諸新學者

法身所攝。應知諸菩薩解脫

身所攝。聲聞緣覺 

 

 

 

 

 

彼阿犁耶識法解脫身所

攝。隨所隨所微中上漸次增

長。如是如是。報識亦微劣

身亦轉明。一切時身亦轉

明。 

 

 

一切時轉身已。彼報識一切

種子離種子成。及一切時滅

已。 

續令生。是處隨順逢事諸佛菩

薩。此聞熏習雖是世間法初修觀

菩薩所得。應知此法屬法身攝。

若聲聞獨覺所得屬解脫身攝。 

 

 

 

 

此聞熏習非阿黎耶識。屬法身及

解脫身攝。如是如是從下中上次

第漸增。如是如是果報識次第漸

減依止即轉。 

 

 

 

若依止一向轉。是有種子果報識

即無種子一切皆盡。 

 

親近諸佛菩薩故。雖是世間

初修行菩薩所得。應知皆法

身攝。聲聞緣覺所得解脫身

攝。 

 

 

 

 

此非阿梨耶識。法身解脫身

所攝。隨下中上次第增。如

是果報識漸減依止。即轉依

止。 

 

 

 

一切轉已此一切種子果報

識悉無。種子即一切皆滅。 

壞對治，又能隨順逢事一切

諸佛菩薩。雖是世間，應知

初修業菩薩所得，亦法身

攝；聲聞獨覺所得，唯解脫

身攝。 

 

 

 

又此熏習非阿賴耶識，是法

身、解脫身攝，如如熏習下

中上品次第漸增，如是如是

異熟果識次第漸減，即轉所

依。 

 

 

既一切種所依轉已，
73
即異熟

果識及一切種子無種子而

轉，一切種永斷。 

 

治及决定能作一切过失

所作之能对治。能随顺际

遇佛陀及菩萨。即使为诸

福业之世间性，然而亦当

视为即是已能总摄于法

身之中；及亦当视为总摄

于诸声闻和独觉之解脱

身之中。 

  此者既已非是阿赖

耶识，而是总摄于法身及

解脱身之范围中。如其

下、中、及上品，如是如

是渐次增长，如是如是异

熟识亦渐次销减并当转

依。 

  若能转一切行相所

依者，则异熟识一切种子

性亦能转为无有种子及

亦即已断离一切行相。 

 

 

對治。 

隨順逢事覺者及覺

有情因緣。 

應知覺有情中諸信

心者所得雖是世間亦法

身攝，聲聞獨覺則唯解脫

身攝。 

 

此非藏識，法身及解

脫身攝故。下中上品如彼

如彼漸增，如是如是藏識

即減，亦轉變所依。 

 

 

 

轉變一切依己異熟

識一切種子即變無種，斷

一切類。(註 55) 

 

彼復云何。阿犁耶識如乳

水。若爾非阿犁耶識。同事

而行。一切時壞如鵝水中飲

若本識與非本識共起共滅。猶如

水乳和合。云何本識滅非本識不

滅。譬如於水鵝所飲乳猶如世間

論曰。復次非阿梨耶識與阿

梨耶識同處而生。猶如水

乳。云何一切皆滅。如鵝飲

論曰。復次，云何猶如水乳？

非阿賴耶識與阿賴耶識同處

俱轉，而阿賴耶識一切種盡

又如何诸阿赖耶识

及非阿赖耶识犹如水与

乳同时共住于一切行相

云何藏識與非藏識

如水乳俱有，而 (唯) 一

切類所依滅(註 56)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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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藏本缺此語. 

75
以下隋本第一品內順道理章第十六. 

76
魏本缺此一大段.但有次下又此定中由意識故一段. 

77
藏本此下二句互倒云.由不善及無記非理.當成善根相應故.又缺下應有想受至善根現行過故五句. 

乳。或入世間厭。或入定習

滅故。入定習增長。如轉身 

離欲時。不靜地熏習滅。靜地熏

習增世間轉依義得成。出世轉依

亦爾。 

 

水中乳。又如世間離欲不靜

地熏習滅。靜地熏習增依止

即轉。 

 

74
，非阿賴耶識一切種增，譬

如於水鵝所飲乳；又如世間

得離欲時，非等引地熏習漸

減，其等引地熏習漸增，而

得轉依。 

 

当成为销减耶？犹如由

鹅从水中饮乳，于远离世

间之贪著时、犹如通过非

等至地之习气减少、即等

至地之习气增加已、而得

转依。 

由鵝於水中飲乳。又如離

世間欲貪，由非等引地熏

習減等引地熏習增，而轉

變所依。 

 

 

 

及入諸滅盡定。雖不著識故

彼中唯執不離。成非滅盡

定。彼對治可取生。 

 

 

非彼起已更復生。報識已

斷。非餘處可取順成。 

  

   

若人入滅心定。由說識不離身。

是故果報識於定中應成不離身。

何以故。滅心定非此識對治故。

云何知然。 

 

若從此定出識不應更生。何以

故。此果報識相續已斷。若離託

生時不復得生。 

 

  順道理章第十六 

 

如入滅盡定說識不離身。此

成立果報識不離身。以滅盡

定不為對治此識故生。 

 

 

亦非出定時此識復生。此果

報識斷已非結餘生不得更

生。 

 

二  約滅定識辨 

 １ 正辦滅定識非賴耶不成 
75
又入滅定識不離身。，聖所

說故。此中異熟識應成不離

身，非為治此滅定生故。 

 

 

又非出定此識復生，由異熟

識既間斷已，離結相續無重

生故。 

 

 

 

由诸灭尽等引亦说

为与识不相远离故，此者

理应与异熟识不相远离

非为此之能对治灭尽等

引生起， 

亦非诸从此定起之

本来再现者。由异熟识相

续已断以后除接连相续

以外无有其他生起故。 

 

 

諸入滅定者亦與識

不離有如是說故，此應是

與藏識不離，非為彼對治

而滅定生。 

 

亦無由彼出得始起

(註 57)。異熟識既間斷，

已離結相續無重起故。

〔256 頁〕 

 

若復計言。滅盡定有心。 若人說滅心定有心。此人所說則

不成心。何以故定義不成故。解

相及境不可得故。與善根相應過

故。與惡及無記不相應故。想及

論曰。若人執以意識故。說

滅盡定有心者。彼人所執心

不成。定義不成故。攀緣相

不可得故。善根相應過故。

論曰。
76
又若有執以意識故，

滅定有心。此心不成定，不

應成故，所緣行相不可得

故，
77
應有善根相應過故，不

若如有如是计执谓

无论如何灭尽等引中由

有意识故、即具有心者，

则心亦不应理。由不应为

復次有執滅定中由

有意識為與心俱，如彼心

亦不成。入定不成故，不

得所緣及行相故，為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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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藏本缺此一句.陳隋本並缺此一段.勘世親釋云.今當略顯第二頌（誦）義.卽引此文詳釋.可證此是別傳之論本.故魏本有此段卽無前段.陳隋本有前段卽無此段.皆不並行.今譯殆依晚出之

本.故二誦俱出.藏本亦同. 

受生起過故。於三和合必有觸

故。於餘定有功能故。但滅想是

過患故。作意信等善根生起過

故。拔除能依離所依不可得故。

有譬喻故。如非一切行。一切行

不如是故。 

 

不善無記不相應故。想受共

行過故。則有觸故。三摩提

中此有力故。唯滅想是過

故。思惟即與信等善根俱起

過故。能依離所依不可得

故。有譬喻故非一切行者亦

不有故。 

 

善無記不應理故，應有想受

現行過故，觸可得故，於三

摩地有功能故，應有唯滅想

過失故，應有其思信等善根

現行過故，拔彼能依令離所

依不應理故，有譬喻故，如

非遍行此不有故。 

 

等引故、由所缘及行相不

可得故、由不善及无记不

应理故、由当与善根相应

故、由触可得故、由想及

受当现在前故、由唯想变

为相续■故、由彼之势力

成为等至故、由思及净信

等善根当现在前故、由能

依与依持相离不应理故、

由有譬喻故、由除为遍行

性外如是无有故、由善、

不善、及无记不应许故、

此亦不如理。 

無記非理故，應與善根相

應故(註 58)由所依離不成

故。有譬喻故，又遍行性

中不如是故。(註 59) 

為 善 不 善 無 記 皆 非 理

故，此亦不成。 

彼亦是心善不善。彼無記事

故。不生成彼亦不成。 

 

陳隋二譯無此段論本文但有釋文 

 

 

陳隋二譯無此段論本文但

有釋文 

 

 

論曰。
78
又此定中由意識故執

有心者，此心是善不善無記

皆不得成，故不應理。 

 

  

 

若復言色心後生者。諸法種

子事分別前未生。亦不生色

無色。滅已及從滅盡定起。

彼不成。及阿羅漢後心亦不

成。除唯次第緣事可成。 

 

若有人執色心次第生是諸法種

子。此執不然何以故。已有前過

復有別失。別失者。若人從無想

天退及出滅心定。此中所執不

成。阿羅漢最後心亦不得成。若

 

論曰。若復執色心次第生。

為諸法種子。此破如前復有

不成。於無色界及無想天退

墮。從滅盡定起此義不成。

阿羅漢最後心亦不得成。唯

２附論色心無間生為種不成 

論曰。若復有執色心無間生

是諸法種子，此不得成，如

前已說。又從無色無想天

沒，滅定等出不應道理。又

阿羅漢後心不成，唯可容有

 

无论色及心之无间

生起、计为种子性，此如

上说已非所许。而且从上

地无色及无想死殁及从

灭尽等引出定之此心亦

 

復次有執色及心相

續而起是諸法種子性，此

亦如前非理。前說由無色

無想歿。及由(入)滅定

出，皆不成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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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藏本此二句云.彼若卽是斷.應因果無異. 

80
藏本云.於彼無無二.陳本同.又與無性合. 

 

 

 

 

如是一切種子報識中間無

染無淨成。是故釋成彼無及

隨所相說。 

離次第緣此執不成。 

 

 

 

如此若離一切種子果報識。淨不

淨品皆不得成。是故此心有義成

就。應當信知依前所說相。今更

作偈 

除次第緣義得成。 

 

 

 

如是若 離一切 種子果 報

識。染污清淨皆不得成。是

故如前所說相阿梨耶識成

就是有 

 

等無間緣。 

 

庚  結成賴耶 

 

如是若離一切種子異熟果

識，雜染清淨皆不得成，是

故成就如前所說相。阿賴耶

識，決定是有。 

 

不应成。 

  除等无间缘性阿罗

汉最后之心亦复应不得

成。 

若如是者，若无有一

切种子性异熟之识者，则

杂染与清净悉不应成。由

如是故，此为有性及如所

解说之能相亦悉成就。 

 

 

除可成彼無間緣，勝

怨者(註 60)最後心亦應不

成。 

 

如是若無種子異熟

識者，雜染清淨皆不得

成，是故成就彼(識)有性

及如所說相。 

 

 

是中說偈。 

 菩薩淨心  離諸五識   

  離餘轉事   心。云何作   

  對治迴轉  無量不成 

 因果分別  彼滅應順   

 離(種)子非事  若取轉事   

  彼事二無  轉事不成 

 

 

 

菩薩於善識 則離餘五識 

無餘心轉依 以何方便作 

若對治轉依 非滅故不成 

因果無差別 於滅則有過 

無種子無法 若許為轉依 

於無二無故 轉依義不成 

 

 

 

論曰。此中有偈 

菩薩善心中 則離於五識 

無復有餘識 轉依何心作 

對治為轉依 未滅故不成 

果因無差別 於滅則有過 

無種子無體 許此為轉依 

彼無二無故 轉依則不成 

 

辛  別釋轉依非賴耶不成 

此中三頌： 

菩薩於淨心 遠離於五識 

無餘心轉依 云何汝當作 

若對治轉依 
79
非斷故不成 

果因無差別 於永斷成過 

無種或無體 若許為轉依 
80
無彼二無故 轉依不應理 

 

 

此中颂云： 

“菩提萨垛优良心、 

断离前五诸根识， 

 除所除遣以外时、 

心者云何能转依？ 

 于说成为对治时、 

非断离故不应理。 

 此者即便为断离， 

当成无因果差异。 

 若或远离诸种子、 

许为无有事体者， 

 此无有故、二俱无， 

 

此中頌曰 

覺有情淨心 

即斷除五識 

轉事於彼餘 

心云何能成。 

(註 61) 

若對治名轉 

非斷故不成 

若彼亦是斷 

(註 62) 

因果成無別。 

若離種子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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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以下陳本第一分內差別品第四.隋本第一品內差別章第十七. 

82
勘藏本此卽相字解作因者.故別以緣相譯之. 

非是能成为转依。” 

 

無體許能成 

    無彼則無二(註 63) 

亦不成就轉。 

 

 

 

[0100b16] 何者。復此阿犁耶

識差別事略有三種。及四種

應知。 

 

是中三種者。以三種習差別

故。一言說習差別。二身見

習差別。三因緣習差別。 

 

 

 

四種習差別。一取時差別。

二報差別。三念事差別。四

相差別。 

 

是中取時差別者。所有諸習

生彼無故。行緣識及取緣有

不成。 

 

   差別品第四 

 

此阿黎耶識差別云何。若略說或

三種或四種差別。 

 

 

三種者。由三種熏習異故。謂言

說我見有分熏習差別。 

 

 

 

 

四種者。謂引生果報緣相相貌差

別。 

 

 

引生差別者。是熏習新生。若無

此緣行生識緣取生有。是義不成。 

 

 

  差別章第十七 

 

論曰。復次此阿梨耶識差別

云何。略說或三種或四種。 

 

 

應知於中三種者。由三種熏

習差別故。一名言熏習差

別。二我見熏習差別。三有

分熏習差別。 

 

 

四種者一引生差別。二果報

差別。三緣相差別。四相貌

差別。 

 

於中引生差別者。謂新生熏

習。若無此行緣識。取緣有

不得成。 

 

第三項  成立賴耶差別 

 甲  總標 

論曰。
81
復次，此阿賴耶識差

別云何？略說應知或三種或

四種。 

 乙  三種差別 

此中三種者，謂三種熏習差

別故：一、名言熏習差別，

二、我見熏習差別，三、有

支熏習差別。 

 丙  四種差別 

  一  總標 

四種者：一、引發差別，二、

異熟差別，三、
82
緣相差別，

四、相貌差別。 

  二  引發差別 

此中引發差別者，謂新起熏

習。此若無者，行為緣識，

取為緣有，應不得成。 

  三  異熟差別 

 

 

阿赖耶识之差别为

何耶？若总摄者，则当视

为三行相或四行相。 

   

此中由三行相习气差别

故、即为三行相。 

  谓由诠说习气之差

别、我见习气之差别、及

诸有支分习气之差别故。 

 

  四行相者：谓由感引

故差别、由异熟故差别、

因性中差别、及唯由能相

差别故。 

此中由感引故差别

者：谓若此异熟习气新生

起。此若已告罄者，行为

缘识、取为缘有不应道

 

 

此藏識差別如何。 

應知略有三種及四

種。 

 

此中由三種熏習差

別為三種，名言熏習差

別，我見熏習差別，及有

支熏習差別。〔257 頁〕 

 

 

四種者，(由)引發差

別、(由)異熟差別。因性(註

64)差別、(由)相貌差別。 

此中引發差別者，為

新起異熟(註 65)熏習。此

若無有則由行緣識由取

緣有不成。 

此中異熟差別者，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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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藏本此句云卽彼由意執我之因. 

84
藏本此句在次二頌下始出.文義更順.魏隋本同.  

是中報差別者。所有行有緣

故。諸道受報彼無故。無子

後生。諸法生事不成。 

 

 

念事差別者。所有彼意我相

念事。彼意無己身念取事不

成。 

 

果報差別者。依行於六道中此法

成熟。若無此後時受生所有諸法

生起此義不成。 

 

 

緣相差別者。於此心中有相能起

我執。若無此於餘心中執我相

境。此義不成。 

 

果報差別者。以行有為緣於

諸趣成熟。若無此則無種

子。後有諸法生不得成。 

 

 

緣相差別者。此即是意所取

我相。若無此則我取意念。

所緣不得成 

 

此中異熟差別者，謂行有為

緣，於諸趣中異熟差別。此

若無者，則無種子，後有諸

法生應不成。 

  四  緣相差別 

此中緣相差別者，
83
謂即意中

我執緣相。此若無者，染污

意中我執所緣，應不得成。 

 

理。 

  此中由异熟故差别

者：谓若此由行及有为缘

诸趣异熟。此若无有者，

则由无有种子故、诸再生

之法不应生起。 

此中于因性中差别

者：谓若彼即于此中以由

意执著我为因性。此若无

者，则以意执著我为所缘

不应成。 

行及有為緣於諸趣中異

熟，(註 66)此若無有則無

種，故當起諸法生亦不

成。 

此中因性差別者，為

意於此執我(之)因性，此

若無有則由意執我(之)所

緣不成。 

 

 

是中相差別者。所有彼同相

不同相。離受生種子相同。

受生種子相同。 

 

 

 

所有器世間。種子不同者。

所有內入種子。所有同者。

彼離受生種子。 

 

 

對治生。不同者。障滅。及

 

 

相貌差別者。此識有共相。有不

共相無受生種子相。有受生種子

相。 

 

 

共相者。是器世界種子。不共相

者。是各別內入種子。復次共相

者。是無受生種子。不共相者。

是有受生種子。 

 

若對治起時不共所對治滅。於共

 

 

於中相貌差別者。此識有共

相有不共相。無受生種子

相。有受生種子相。 

 

 

共相者是器世界種子故。不

共相者 是各別 內入種 子

故。此共相是無受生種子。 

 

 

若對治起時不共相障礙滅

  五  相貌差別 

   １  總標 

此中相貌差別者，謂即此識

有共相、有不共相；無受生

種子相、有受生種子相等。 

   ２  共不共相與有受 

          生無受生相 

論曰。共相者，謂器世間種

子。不共相者，謂各別內處

種子；
84
共相即是無受生種

子，不共相即是有受生種子。 

 

對治生時唯不共相，所對治

 

此中由能相差别者：

谓若彼即此之共有能相

与不共有能相者、乃以无

受生起之种子为能相与

以有受生起之种子为能

相。     

共有者、即是所有器

世间种子。非共有者、即

是所有各自内六处种

子。若诸共有者，即此为

无有受生起之种子。 

  若能对治已生起

 

 

此中相差別者，即此

性(之)共相，不共相，無

受起種子相，受俱起種子

相。 

 

共者，為器世間種

子。不共者，為各各自處

種子。彼為共者即無受起

種子。(註 67) 

 

對治起時不共者滅



後魏譯佛陀扇多譯 陳譯真諦譯 隋譯笈多等譯 唐譯玄奘譯 韓鏡清藏譯 呂澂藏譯 

 

攝 大 乘 論 六 譯 對 照 及 藏 要 本 校 註       趙國森編對 47 

 

                                                           

85
藏本缺此句並次頌.魏本同.疑此云別頌.亦是別傳之論本也.但陳隋本有文.僅缺對前所引至皆得成立一句. 

同者。他所妄想分別取見

淨。諸行人一事中種種信如

種見得。是中偈。 

 

 

 難滅證縛  說為同事   

  行人亂心   自念外壞   

  淨不相違  真實見淨  

 佛戒清淨  諸佛見淨 

 

 

 

 

 

 

[0100c05] 所有不同彼同受

生種子。彼無故。器世間眾

生世間順勝事不成。 

種子識他分別所持正見清淨。譬

如修觀行人。於一類物種種願樂

種種觀察隨心成立。 

 

此中說偈 

難滅及難解 說名為共結 

觀行人心異 由相大成外 

清淨人未滅 此中見清淨 

成就淨佛土 由佛見清淨 

 

  復有別偈 

種種願及見 觀行人能成 

於一類物中 隨彼意成故 

種種見成故 所取唯有識 

 

是不共本識差別。有覺受生種

子。若無此眾生世界生緣不成。

是共阿黎耶識無受生種子。若無

此器世界生緣不成。 

 

故。共相者他分別所持。觀

行者於中見清淨。如於一切

物中種種樂欲種種見成故。 

 

此中有偈 

難滅及難知 所謂共相結 

觀行者心異 於外大相中 

清淨者不滅 於中見清淨 

諸佛見清淨 成嚴淨佛剎 

 

復有別偈 

隨種種欲樂 種種見得成 

觀人於一物 隨種種欲樂 

種種見得成 所取唯有識 

 

此不共相。是有受生種子。 

此等若不有器世界及眾生

世界轉生。差別不成。 

 

滅。共相為他分別所持，但

見清淨。如瑜伽師於一物中

種種勝解，種種所見皆得成

立。 

此中二頌： 

 難斷難遍知  應知名共結 

 瑜伽者心異 由外相大故 

 淨者雖不滅 而於中見淨 

 又清淨佛土 由佛見清淨 

 
85
復有別頌：對前所引種種勝

解，種種所見皆得成立。 

 諸瑜伽師於一物 

 種種勝解各不同 

 種種所見皆得成 

 故知所取唯有識 

此若無者，諸器世間、有情

世間生起差別，應不得成。 

 

者，则为非共有所对治分

灭。共有者于为他人分别

所完全执持时、观见成为

清净。谓犹如由诸瑜伽师

之差异胜解故、于同一事

体所看见却差异可得。此

中颂云： 

 “许共有缚难断离， 

所完全应知非易， 

  与巨大外在所相、 

瑜伽师之差异心 

  彼者亦不为梗阻， 

诸清净者之观见 

  由佛陀清净观照故

佛陀刹土严净。” 

  若诸非共有者，即此

等为具有受生起之种子。

若无有此者，则器世间、

及有情世间生起之差别

不应成立。 

 

共者為餘分別所持，但成

清淨證見，如諸修行者由

勝解異於一物中所見得

異。 

此中頌曰。 

共結者難斷   

難遍知故說 

由外相大故   

行者各別心。 

此雖不得滅   

然成諸淨見 

覺者見淨故   

覺者土即淨。 

(註 68) 

 

 

為不共者即受俱起

種子(註 69)此若無有，器

世間及有情世間生起差

別不成。〔258 頁〕 

 

 

復麁澁相安相。麁澁相者。

所有煩惱及使種子。安相

者。有漏善法種子。彼無故

 

復次麁重相識。細輕相識。麁重

相識者。謂大小二惑種子。細輕

相識者。謂一切有流善法種子。

 

論曰。復有麤惡相輕安相。

麤惡相者是煩惱小煩惱種

子。輕安相者是有流善法種

  ３  麤重輕安相 

論曰。復有麤重相及輕安

相。麤重相者，謂煩惱隨煩

惱種子。輕安相者，謂有漏

 

又有粗重之能相与轻

安之能相。 

   粗重之能相者：谓所

 

復有麤重相及輕安相。 

麤重相者，為煩惱隨煩惱

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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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藏本此語作所起種子.陳隋本同. 

87
勘藏本此卽虚妄分別種子.三本並同. 

報作不作勝身中不成。 

 

 

 

 

 

復受不受相。受相者。所有

熟報善不善種子。不受相

者。所有言道習種子。無量

分別順種子故。彼無者作不

作善惡業得時不受用義不

成。新語言習生事不成。 

 

 

 

 

 

復喻相幻焰夢患目等。彼阿

犁耶識彼時無故。虛妄分別

種子故。相事不成。 

 

 

 

 

若無此由前業果有勝能。無勝能

依止差別不得成 

 

 

 

 

復次有受不受相二種本識。有受

相者。果報已熟善惡種子識。不

受相者。名言熏習種子無量時戲

論。生起種子故。若無此識有作

不作善惡二業因與果報故。受用

盡義不成始生。名言熏習生起亦

不得成。 

 

 

 

 

復次有譬喻相。識如幻事鹿渴夢

想翳闇等譬。第一識似如此事。

若無此虛妄分別種子故。此識不

成顛倒因緣。 

 

 

 

子故。若無此於果報身中。

有堪能無堪能差別不成故。 

 

 

 

 

論曰。復有受用相不受用

相。受用相者。謂果報已熟

善不善種子故。不受用相

者。謂言說熏習種子。無始

時戲論生起種子故。若無此

數數所作善惡業。得果受用

此義不成。此新言說熏習出

生亦不成。 

 

 

 

論曰。復有相似相。謂似幻

焰夢翳等故。若無此相似相

阿梨耶識。由虛妄分別種子

故成顛倒相。此義不成。 

 

 

 

善法種子。此若無者，所感

異熟無所堪能、有所堪能所

依差別應不得成。 

 

  ４  有無受盡相 

 

復有有受盡相、無受盡相。

有受盡相者，謂已成熟異熟

果善不善種子。無受盡相

者，謂名言熏習種子，無始

時來種種戲論
86
流轉種子

故。此若無者，已作已作善

惡二業，與果受盡應不得

成。又新名言熏習生起，應

不得成。 

 

  ５  譬喻相 

復有譬喻相，謂此阿賴耶

識，幻炎夢翳為譬喻故。此

若無者，
87
由不實遍計種子

故，顛倒緣相應不得成。 

 

  ６  具足不具足相 

 

有烦恼及随烦恼之种

子。轻安之能相者：谓所

有有漏之善法种子。此若

无有者，则由异熟故、所

依之堪能不应成及堪能

之差别成为不应成。 

  又有已受与未受能

相。已受之能相者：谓此

善与不善种子之异熟已

异熟。未受之能相者：谓

以诠说之习气为种子。由

无始时来戏论生起之种

子故。此若无者，已作后

已作善与恶业由已给与

果故而已受尽既不应

成，而诠说习气创新出现

亦不应成。 

  复次、譬喻之能相

者：谓由此阿赖耶识犹如

幻化、阳焰、梦景、及眩

翳故。此若无者，则由虚

妄能遍计不应成为颠倒

之因性。 

  又有全部与不全部

輕安相者，為有漏善法種

子，此若無有，異熟所依

無能有能差別應不得成。 

 

 

 

復有受已相及不受相。(註

70)受已相者，若善不善種

子已成熟(註 71)者是。不

受相者名言熏習種子，是

由無始時來戲論而起之

種子故。 

此若無有，已作已作

善惡業與果已盡不成，又

新起名言熏習亦不成。 

 

 

復有譬喻相者，是藏

識如幻燄夢翳故，此若無

有，由非實遍分別種子所

有顛倒因性不成。 

 

 

復有具足不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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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
原刻作令.今依藏本及麗刻改. 

89
藏本此語作雜染次第還滅應不得成. 

彼復同相別相具有縛者同

相世間。離欲者壞相。學者

聲聞及諸菩薩一義一處除

相。阿羅漢辟支佛諸如來煩

惱障具除相。煩惱障智障及

具除相。如順彼無漸次。煩

惱滅事。 

 

 

 

 

 

 

 

以何義故。善不善諸法報中

不定無記報。如是無記善不

善不相違。善不善事迭互相

違善不善事煩惱轉事不

成。是故唯不定無記是報

識。 

復有具不具相。若具縛眾生有具

相。若得世間離欲有損害相。若

有學聲聞及諸菩薩有一分滅離

相。 

若阿羅漢獨覺如來有具分滅離

相。何以故。阿羅漢獨覺單滅惑

障。如來雙滅惑智二障。若無此

煩惱次第滅盡則不得成。 

 

 

 

 

 

 

何因緣善惡二法果報。唯是無覆

無記。此無記性與善惡二法俱生

不相違。善惡二法自互相違。若

果報成善惡性。無方便得解脫煩

惱。 

又無方便得起善及煩惱故。無解

脫及繫縛。無此二義故。是故果

報識定是無覆無記性 

 

論曰。復有具相不具相。具

縛者是具相世間。離欲者損

減相。有學聲聞及諸菩薩一

分拔離相。阿羅漢辟支佛如

來煩惱障具拔離相。煩惱障

智障具拔相者。如其所應。

若無此次第滅煩惱義不成。 

 

 

 

 

 

 

 

何因緣故善惡法果報唯是

無障無記。此果報是無障無

記故。與善惡不相違。善惡

更互相違。若果報是善惡。

無有道理得滅煩惱。是故果

報識唯是無障無記。 

 

復有具足相、不具足相。謂

諸具縛者，名具足相。世間

離欲者，名損減相。有學聲

聞及諸菩薩，名一分永拔

相。阿羅漢獨覺及諸如來，

名煩惱障
88
全永拔相，及煩惱

所知障全永拔相，如其所

應。此若無者，如是
89
次第雜

染還滅應不得成。 

 

 

 

第四項  辨賴耶是無覆性 

 

論曰。何因緣故，善不善法

能感異熟，其異熟果無覆無

記？由異熟果無覆無記，與

善不善互不相違。善與不善

互相違故，若異熟果善不善

性，雜染還滅應不得成，是

故異熟識唯無覆無記。 

之能相。诸具有全部束缚

所有者、为全部性之能

相。诸远离世间之贪著所

有者、为具有残缺失坏之

能相。诸声闻及菩萨有学

所有者、为一分拔除之能

相。诸阿罗汉、独觉、及

如来所有者、为烦恼障全

部拔除之能相。此全部拔

除烦恼与所知障之能相

随其所应当知。此若无有

者，则渐次违反杂染不应

成。 

 

何故诸善及不善法

之异熟说名为无障无记

之异熟耶？如是无障无

记者与善及不善更互无

有违反。若异熟亦成为善

及不善者，杂染与还灭则

不应成。由如是故，异熟

识者为无障无记性。所知

所依已解说讫。 

相。諸具縛者為具足相，

諸離世間欲貪者為損減

相。 

諸有學聲聞及覺有

情者為一分拔離相，諸勝

怨者獨覺及如來者隨應

為煩惱障全拔相及煩惱

所知障全拔相，此若無有

則雜染還滅不成。 

 

 

 

 

 

何故諸善不善法之

異熟說為無覆無記異熟

耶﹖如是無覆無記與善

不善無違，其善不善則相

違非理故。 

若異熟識為善不善

者，雜染還滅不成。是故

異熟識唯無覆無記性。 

所知依說竟。〔25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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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澂藏譯前言及注 

 

西藏傳本攝大乘論 

呂澂重譯 

1978 年 11 月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30 冊(原刊內學第二輯) 

頁 237-263 

〔237 頁〕 

此論原文載西藏一切經丹殊論部第五十六利字函亡友黃樹因先生嘗從北京雍和宮抄出一本詳加校勘擬事迻譯不果而歿既逾歲矣茲得遺卷每覽憮然研究之餘勉出初分將為

迴向亡友上生兜率速得聞熏成就菩提云 

 

〔解題〕此論梵本傳來中國，前後四譯。初譯元魏佛陀扇多出，次譯陳真諦出，三譯隋笈多等出，四譯唐玄奘出，共經一百一十七年。西藏別有傳本，約在西紀九世紀頃譯

出，距唐譯又後 〔238 頁〕 百五十餘年也。各譯文句頗有出入，如所知依分種子五頌次句或云於二，或云二種，末句或云任運後滅故，或云如任運後滅，此為無性釋論所已

解者。其他如滅定有心意識不成一段，或出多因，或出一因，或多因與一因並舉。賴耶共相不滅一段，或但共結難斷一頌，或並有諸瑜伽師一頌。又以對讀而知。凡此種種

皆可見論文以傳者為之增減，實有多本焉。如滅定有心段總舉一因，唐譯世親論解云第二誦。共相不斷次頌，唐譯論又云別頌。蓋其先皆另一誦本，後乃合之一處，揆諸義

理實複出矣。今以此考各本之同異關係，則唐譯二釋滅定段共相段皆二誦合本，其源流自極相近。陳隋兩譯滅定段皆不舉一因，又相類似，而俱屬先出者。至於魏譯本與西

藏本共相段皆無第二頌，滅定段或無多因或有而不全，又大致相類也。至於立名釋義，則藏本與隋陳諸譯又時見一致焉。以藏本之最晚出，乃與數百年前魏陳等本有相同處，

此正可證西土之傳無著學說有以章句分判者。餘嘗謂唯識古今學各傳無著世親之說，而各異文，如奘師傳今學亦依無著世親，而其引據則已殊於舊文也。今以藏本攝論證之，

此說彌信。如賴耶之為一切種子，賴耶之以依得名，聞熏種子之為無漏因緣，至三性之解釋，凡古學之所特異，皆可於藏本攝論得其確詁，而見其不必一一與今學家言同也。

此實藏本論文最足珍重者已。 

藏本論末云，攝大乘，大規範師無著造已究竟。此直譯梵本論名與作者，梵本題名例在最後也。譯者據以復出梵名與藏名於篇首，譯其意皆但云攝大乘。我國隋唐譯論

末云，阿毘達磨經中〔239 頁〕攝大乘品解釋。此句當於梵本題名，論即應是經釋。但魏譯無此文，而首云攝大乘，與藏譯本大同。今考論文散釋經中十句，不似直解經一品

者。如論中引阿毘達磨經頌處處皆出經名，若即釋本經文，不應有此體例。故隋唐兩譯論末題名釋經之說，猶待攷也。藏本譯者為印度班抵達勝友(耆那蜜多羅)戒王覺 (尸稜

特羅菩提) 及西藏大校訂家僧智軍。譯時約在唐文宗之世，即西曆紀元九世紀初頃。勝友為當時譯師上首，出籍頗多，藏文俱舍論亦其手筆，以今梵本勘之，所譯實最精審，

此攝論文當亦爾爾。今舉例數端，如各專名除少分外皆用意譯，不似我國之有不翻使讀者難解。又如意義相近之字皆致意分別，不使相混，蓋即各當原文不可移易也。以此

例勘唐譯，乃見自來推許為精嚴者，其實乃多疏漏焉。如云薄伽梵，又云世尊，每於一段文中前後兩異，按諸藏本乃是一字。依奘師六不翻之例，此名本不應譯，世尊之稱

實自破其例，況一文中音義雜出乎。又意義彷彿之字，每同一譯。如依，如攝，如含，皆以一藏字譯之，按諸藏文，則 Kungshi,Sbyorba,Khyudpa 字各別也。如起，如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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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如入，皆以一轉字譯之，按諸藏文，則 Hbyunba,Gyurba,Hjugpa 字又別也。又如差別，分別，了別，皆以分別譯之，而按諸藏文，則 Hbyedpa Rdogpa Regpa, 字又別也。

乃至成句之文如不成就，不應理，非道理等，唐譯每每雜用無擇，在藏譯皆一一有別焉。至於唐譯文句限以四言，時有遊詞損字曲就軌式以至害意費解，則又遠遜藏譯之造

句自然能盡原意也。故欲通文〔240 頁〕字之障得論本意，捨對勘藏本殆末由已。 

    此論梵本似無品次，觀魏譯可知。後陳隋唐章節區分，頗有增損，殆皆譯人以意為之。藏本亦由譯者酌為三分，自論初至所知依說訖為第一分，說所知相為第二分，其

餘為第三分。初二分篇幅相當，末分則倍之也。此中雖有大分，然無品名。 

    今出初分，仿直譯之例，凡可以存原文面目處皆存之。如用字，則求其前後一律。如句讀章段，則求與原文區畫相當。至與唐譯相異可資參考之處，皆為註出於後，俾

讀者由此得推見原文之形式與特質之一斑也。以上題名大分與歸敬文，皆西藏譯家所加，此下乃譯論本文。 

 

 

(註 1)原文作 byan-chub-sems-dpah，係梵語菩提薩埵之意譯。 

(註 2)原文作 bchon-ldan-hdas，係梵語薄伽梵之意譯。 

(註 3)原文係 sans-rgyas，梵語佛陀之意譯。 

(註 4)原文句末俱有及字 dan，唐譯每句區別一者二者等，或係潤文所加。 

(註 5)原文作 tshig，謂諸字所成名，名語，唐譯作句。 

(註 6)原文作 kun-gshi，為梵語阿賴耶意譯，意云一切依處，魏譯作家，今旁翻為藏。 

(註 7)三性依原文翻應如此，舊譯大同，又參考內學第一輯一九○、一九一頁。 

(註 8)原文作 mya-nan-las-hdas，為梵語般涅槃之意譯。 

(註 9)原文作 rnam-pa，意云種類，唐譯作行相，或行，或相，或種，極不一律。 

(註 10)原文作 byan-chub.，係梵語菩提之意譯。 

(註 11)原文舉頌皆不標數，唐譯云二頌，或係潤文所加，以下例知。又原文譯頌有九韻一句者，有七韻一句者，今倣舊例，以七言或五言別之。 

(註 12)原文作 bskal-pa.，係梵語劫波之音譯，今省為劫。 

(註 13)唐譯此下題所知依分第二，藏本無此分判。 

(註 14)唐譯為諸法等，等是多數，非謂平等，舊解穿鑿。 

(註 15)識字屬上，意云一切種識為諸法依處也。唐譯云由攝藏諸法一切種子識，此以依為攝藏。〔260 頁〕 

(註 16)原文作 lun，為梵語阿笈摩之意譯。 

(註 17)原文作 sbyor-ba，有連結、合一等意。今旁譯為攝依。唐譯仍作攝藏。 

(註 18)原文作 len-pa.，為梵語阿陀那之意譯。 

(註 19)原文與上同，唐譯為執受，則與下執受五根之執無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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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20)原文作 bzud-ba.，意云執受，與上執持字別。(註 21)原文作 sbyor-ba-sbrel-ba，意云結合，唐譯作結生。 

(註 22)此彼字意指相續，唐譯作彼生，則與上結生之生相混。 

(註 23)原文作 de-ma-thag-pa。但云彼無間，唐譯作等無間。 

(註 24)原文以無間滅屬意，唐譯作無間滅識。 

(註 25)魏隋唐三譯皆作意識，疑有誤，無間滅意不止是意識之緣也。 

(註 26)唐譯此句連下讀，文段有誤。 

(註 27)唐譯作非字，與此造句相反。 

(註 28)依成唯識論卷五所釋，此意字疑是煩惱之誤。 

(註 29)唐譯作微細隨逐。 

(註 30)諸本均無此上座部教一段，惟無性釋中見有此意。 

(註 31)此識字疑衍寫。〔261 頁〕 

(註 32)原文作 hjag-pa.，意云施設，與前安立 gshag-pa 有別，唐譯兩處俱作安立。 

(註 33)原文上句用故 nas 是第五轉聲，此句用由 pas 是第三轉聲，仍當作第五轉解，即是與攝持種子相應故。 

(註 34)此指各雜染法之自種，唐譯以一切種連賴耶識，未顯此意。 

(註 35)原文作 bsgos-pa，與熏習 bag-chags 字有別，唐譯並作熏習，蓋以外種為有熏習也。 

(註 36)唐譯此二字，見下文總結句中。 

(註 37)此句但與安立雜染為因相貫，唐譯別出唯就如是安立因緣八字遂成總結上文。 

(註 38)原文作 gis，第三轉聲，唐譯作與字，更洽。 

(註 39)此染衣所用。 

(註 40)唐譯作入後，但入時即顯現時，實無先後之別。 

(註 41)唐譯作眾緣，藏本無眾字。 

(註 42)唐譯作所熏非異此，語意相反，待勘。 

(註 43)此是如任運後滅之意云見無性釋論。藏譯此論蓋每取無性說改文也。 

(註 44)魏譯無此二頌。 

(註 45)原文作 de-ni，是第一轉聲。唐譯作依彼熏習，彼字則成第六轉聲。 

(註 46)原文作 hkhor-ba，意云輪轉，唐譯依前文仍作自性。 

(註 47)唐譯取意，作不堅故。〔262 頁〕 

(註 48)原文作 nur-nur-po.，意云卵，指胎中一二週間之形體。唐譯作羯羅藍。 



後魏譯佛陀扇多譯 陳譯真諦譯 隋譯笈多等譯 唐譯玄奘譯 韓鏡清藏譯 呂澂藏譯 

 

攝 大 乘 論 六 譯 對 照 及 藏 要 本 校 註       趙國森編對 53 

 

(註 49)唐譯無此二字。 

(註 50)唐譯無此句。 

(註 51)唐譯此下有如是一切離欲地中如應當知一句。 

(註 52)此出字疑衍。 

(註 53)唐譯以此數句屬下，並為問語。 

(註 54)唐譯作寄，疑是意翻。 

(註 55)原文作 rnam-pa，意云種類，唐譯為種，則與上種子之種相混。 

(註 56)唐譯下更有非阿賴耶一切種增一句。 

(註 57)唐譯此句作又非出定此識復生。 

(註 58)唐譯此句與上句顛倒，且多應有想受現行過故等五句，合前後共十二因也。 

(註 59)唐譯此句作如非遍行此不有故，與藏本造句相反。 

(註 60)原文作 dgra-bcom-pa.，為梵語阿羅漢之意譯。 

(註 61)唐譯作無餘心轉依云何汝能作，以心轉依相連解。 

(註 62)唐譯此句在後云於永斷成過。 

(註 63)唐譯作無彼二無故，以二無連上解，與藏本造句相反。〔263 頁〕 

(註 64)唐譯作緣相。 

(註 65)唐譯無此二字。 

(註 66)唐譯作異熟差別。 

(註 67)唐譯作下有不共相即是有受生種子一句，此係下文前出於此。 

(註 68)唐譯下有二別頌諸瑜伽師云云。 

(註 69)唐譯此句在前出。 

(註 70)唐譯作有受盡相無受盡相，疑是意翻。 

(註 71)唐譯作成熟異熟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