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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央協巴《宗義理論》藏本譯注：毘
婆沙宗與經部宗∗
法鼓佛教學院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廖本聖

正觀第六十期/二Ο一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除了毘婆沙宗當中的犢子等五部主張「沒有『常、一、自在
的補特伽羅』的見解」
（粗分的補特伽羅無我見）及「不可說我」
之外，其餘的毘婆沙宗及所有經部宗，則均以「沒有『常、一、
自在的補特伽羅』的見解」及「沒有『不依賴五蘊、獨自成立、
實質而有的補特伽羅』的見解」
（細分的補特伽羅無我見）為主

提要

幹，去鋪陳有別於大乘宗義的解脫與成佛的理論。

本篇譯注主要處理的內容是「毘婆沙宗」
（說分別部）和「經
部宗」（經量部）的宗義。但是在說明這兩宗的宗義之前，作者
蔣央協巴先以聖教與正理確立印度佛教的宗義為四部，也就是所
謂的「四部宗義」；接著則是討論小乘宗義與大乘宗義之間，對
於「大乘經典是否為佛說？」所衍生的諍論與回應等問題。
關於毘婆沙宗，首先說明「毘婆沙宗」這個術語的詞源。其
次說明毘婆沙宗的分派情況，亦即從四個根本學派、三個根本學
派、兩個根本學派或一個根本學派分為十八個學派的情況。最後
在「基」
、
「道」
、
「果」這樣的脈絡底下，依序以「略說」及「詳
說」這兩個層次去解釋毘婆沙宗的宗義。
關於經部宗，首先說明「經部宗」這個術語的詞源。其次說
明經部宗的分類，亦即分為：依循法稱「七部量論」的「隨理行
經部宗」與依循世親《俱舍論》的「隨教行經部宗」這兩類；以
及從行相的觀點來區分的三派：能取所取等數頓時派、漸次出生
派及紛雜無二派。最後，同樣在「基」
、「道」
、「果」這樣的脈絡
底下，依序以「總標」及「詳釋」這兩個層次去解釋經部宗的宗
義。

∗

2011/8/26 收稿，2011/9/14 通過審查。感謝匿名審查老師提供的寶貴建議。

關鍵詞：四部宗義；毘婆沙宗；經部宗；無我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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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次
貳關於自部決擇粗細無我的次第
○

8.3.1. 略說毘婆沙宗的宗義主張

一、透過聖教與正理確立自部的宗義為四個

8.3.1.1. 毘婆沙宗關於基的主張

（一）確立自部的四個宗義為合理

8.3.1.2. 毘婆沙宗關於道的主張

（二）駁斥主張自部的宗義非為四個

8.3.1.3. 毘婆沙宗關於果的主張

（三）大乘與小乘之間如何辯論
一
○大乘與小乘之間的諍論

8.3.2. 詳說毘婆沙宗之宗義主張

二大乘與小乘之間對於諍論的回應
○

8.3.2.2. 毘婆沙宗關於三藏的主張

二、佛教學派四部宗義的個別主張

8.3.2.3. 毘婆沙宗關於現量之分類的主張

（一）解釋抉擇粗細補特伽羅無我的宗義
一
○解釋抉擇無常、一、自在之我的宗義

8.3.2.4. 毘婆沙宗關於因果與無表色的主張

8. 毘婆沙宗

8.3.2.6. 毘婆沙宗關於佛陀特質的主張

8.1. 毘婆沙宗的詞源
8.2. 毘婆沙宗的分派

8.3.2.7. 關於各個學派不共特質的主張
二
○解釋抉擇無實質有之我的宗義

8.2.1. 毘婆沙宗的正確分派

9. 經部宗

8.2.1.1. 從四個根本學派分派的模式

9.1. 經部宗語詞解釋

8.2.1.1.1. 依據調伏天等系統說明從四個根本學派分派的

9.2. 經部宗的分類

模式

9.3. 經部宗的宗義說明

8.2.1.1.2. 依據蓮華的體系說明從四個基根本學派分派的

9.3.1. 總標經部宗的宗義

模式

9.3.1.1. 經部宗關於基的主張

8.2.1.2. 從一個根本學派分派的模式

9.3.1.1.1. 經部宗關於二諦的主張

8.2.1.3. 從二個根本學派分派的模式

9.3.1.1.2. 經部宗關於蘊、界、處的主張

8.2.1.4. 從三個根本學派分派的模式

9.3.1.2. 經部宗關於道的主張

8.2.2. 破斥關於毘婆沙宗分派的謬見

9.3.1.3. 經部宗關於果的主張

8.3. 解釋毘婆沙宗的宗義體系

9.3.2. 詳釋經部宗的宗義

8.3.2.1. 毘婆沙宗關於二諦的主張

8.3.2.5. 毘婆沙宗關於識的行相與五個基本範疇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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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1. 安立聖教
9.3.2.2. 解釋聖教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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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依序刊登於《正觀》第 50, 53 及 54 期的〈蔣央協巴《宗義理

9.3.2.2.1. 經部宗主張事物是剎那

論：斷謬獅吼．闡明遍智善道寶燈》藏本譯注：非佛教篇〉
（I）
、
（II）
、

9.3.2.2.2. 經部宗關於聖教的主張

（III）當中，非佛教的宗義見解可以分為兩大類：斷邊論者（一

9.3.2.2.3. 經部宗關於微塵色之特質的主張

派）與常邊論者（十一派）
。

9.3.2.2.4. 經部宗關於施設有之特質的主張
9.3.2.2.5. 經部宗關於識之行相的主張
9.3.2.2.6. 經部宗關於因果的主張

其中的斷邊論者即遠偏派，也就是眾所皆知的「順世外道」
或「加爾瓦嘎」
（Cārvāka, 極端的唯物論者）
，他們主張「唯身心

9.3.2.2.7. 經部宗關於阿羅漢不會退失斷證的主張

我」
（見第 50 期，第 156 頁，科判 2.1.3.2.2.）
，換句話說，就是「只

9.3.2.2.8. 經部宗關於四禪支的主張

有身和心是我」
，而且認為有情在死亡之時，心的相續會中斷，

9.3.2.2.9. 經部宗關於現前知的主張

而身體則會壞滅，因此主張「故無前後」
（因此沒有前後世）。

9.3.2.2.10. 經部宗關於大乘聖者的主張

而另外十一派常邊論者，就像月稱《入中論》第六菩提心現
前地、第 121 偈所述的「外計受者常法我，無德無作非作者，依
彼少分差別義，諸外道類成多派。」
（法尊法師譯）及其自釋「依
數論計之少分差別，轉成多派外道。」及「如是僅依我之差別，
少分不同，諸外道類轉成多派。」以及第六菩提心現前地、第 124ab
偈所述的「是故離蘊無異我，離蘊無我可取故。」
（法尊法師譯）
可以得知：佛教並不承認非佛教常邊論者所主張的這種具有「常」
（不會剎那變化）、
「一」（無法再細分）
、「自在」（不依賴因緣）
這三種基本特質的「離蘊之我」或「離蘊之補特伽羅」
。
如上所述，所有佛教，不分小乘或大乘，均不承認這種猶如
石女兒或兔角一般全然不存在的「離蘊之我」
，這種「我」甚至
連一般世間人也不見得知道，所以月稱接著又說第 124cd 偈：
「不
許為世所執依，不了亦起我見故。」
（法尊法師譯）
，意思是說：
佛教不許這種離蘊之我為世間人的俱生我執的所依，因為即使沒
有學過這些非佛教宗義、不瞭解這種離蘊之我的畜生趣有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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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仍會產生俱生我執（屬於修道所斷的煩惱），就像月稱接著又
說的第 125 偈：
「有生傍生經多劫，彼亦未見常不生，然猶見彼有
我執，故離五蘊全無我。」
（法尊法師譯）
。換言之，依這種離蘊
之我而生的我執，在佛教來看，只能算是遍計我執（屬於見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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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譯注
1
貳 關於自部決擇粗細無我的次第，分二：
○

一、透過聖教與正理確立自部的宗義為四個，分三：2

斷的煩惱）或粗分的補特伽羅我執，而非俱生我執或細分的補特

（一）確立自部的四個宗義為合理3

伽羅我執。因此，什麼才是俱生我執或細分補特伽羅我執所依的

自部4婆沙5經6唯7與中觀8

「我」，便是佛教大小乘宗義均要處理的重要課題，因為如果無
法辨識出俱生我執所依的「我」
，那麼即使用再多的正理去駁斥

1

遍計我執所依的「我」
，終究無法撼動俱生我執，其結果仍舊無

rang sde bdag med phra rags gtan la phab rim, Delineating by Stages the Coarse
and Subtle Selflessness of our own Schools。科判見 GTCM（2000: 52.2, 164.3）、

法脫離輪迴。

MOTP（2003: 91.6, 192.2）。
2

lung rigs kyis rang sde’i grub mtha’ bzhir bzhag pa, positing our own school of
tenets as four through scripture and reasoning。科判見 GTCM（2000: 164.3,
164.4）、MOTP（2003: 192.4, 192.7）。

3

’thad ldan bzhag, positing the correct。科判見 GTCM（2000: 164.4, 164.5）
、MOTP
（2003: 192.9, 192.11）。

4

rang sde, our own schools。參 GTTB1（2000: 6.1）
、GTCM（2000: 164.5）
、KKLZ
（1989: 91.4）、MOTP（2003: 192.14）與 BP（2003: 143.2）。即：「佛教自部」
或「佛教的所有學派」。

5

Bye smra, Great Exposition/Vaibhāṣika。參 GTTB1（2000: 6.1）、GTCM（2000:
164.5）
、KKLZ（1989: 91.4）
、MOTP（2003: 192.14）與 BP（2003: 143.3）
。即「毘
婆沙宗」。

6

mDo, Sūtra/Sautrāntika。參 GTTB1（2000: 6.1）、GTCM（2000: 164.5）、KKLZ
（1989: 91.5）、MOTP（2003: 192.14）與 BP（2003: 143.3）。即：經部宗。

7

Sems, Mind-Only/Cittamātra。參 GTTB1（2000: 6.1）
、GTCM（2000: 164.5）
、KKLZ
（1989: 91.5）、MOTP（2003: 192.14）與 BP（2003: 143.3）。即：唯識宗。

8

dBu ma ba, MiddleWay/Mādhyamika。參 GTTB1（2000: 6.1）、GTCM（2000:
164.5）
、KKLZ（1989: 91.5）
、MOTP（2003: 192.15）與 BP（2003: 143.3）
。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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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四9於此10說11非五宗義12

13

（二）駁斥主張自部的宗義非為四個14

70

此四15攝於大16小17乘二部
亦於三乘18許三19分五20謬21

rang sde……bzhir nges, our own schools are limited to four/our own schools are

15

limited to the four。參 GTTB1（2000: 6.1）
、GTCM（2000: 164.5）
、KKLZ（1989:

’dir, here。參 GTTB1（2000: 6.1）
、GTCM（2000: 164.6）
、KKLZ（1989: 91.5）、

經部、唯識和中觀四宗。
16

MOTP（2003: 192.15）與 BP（2003: 143.4）
。即：在本師釋迦牟尼佛的教法中。
11

亦即：唯識宗和中觀宗二者屬於大乘部。
17

咒（sngags），以及眾多智者（mkhas pa）與成就者（grub pa）的講法。
12

13

theg dman, Lesser Vehicle/Hīnayāna。參 GTTB1（2000: 6.2）、GTCM（2000:
165.21）、KKLZ（1989: 91.15）、MOTP（2003: 192.25）與 BP（2003: 143.10）。

grub mthaʼ lngar min, the schools of tenets are not five/there are not five systems
of tenets。參 GTTB1（2000: 6.1）、GTCM（2000: 164.6）、KKLZ（1989: 91.5）、

theg chen, Great Vehicle/Mahāyāna。參 GTTB1（2000: 6.2）、GTCM（2000:
165.21）、KKLZ（1989: 91.15）、MOTP（2003: 192.25）與 BP（2003: 143.10）。

gsungs, it is said。參 GTTB1（2000: 6.1）、GTCM（2000: 164.6）、KKLZ（1989:
91.5）
、MOTP（2003: 192.15）與 BP（2003: 143.3）
。即：根據許多經（mdo）、

ʼdi bzhi, these four。參 GTTB1（2000: 6.2）
、GTCM（2000: 165.21）
、KKLZ（1989:
91.15）、MOTP（2003: 192.25）與 BP（2003: 143.10）。亦即：佛教的毘婆沙、

91.5）、MOTP（2003: 192.14）與 BP（2003: 143.2）。
10

22

（2003: 192.9, 192.23）。藏文直譯為：駁斥錯謬。

中觀宗。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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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譯為「劣乘」。亦即：毘婆沙宗和經部宗二者屬於小乘部。
18

theg gsum, three vehicles。參 GTTB1（2000: 6.2）
、GTCM（2000: 165.21）
、KKLZ

MOTP（2003: 192.15）與 BP（2003: 143.4）。亦即：只有四宗而沒有五宗。

（1989: 91.16）
、MOTP（2003: 192.26）與 BP（2003: 143.11）
。亦即：
「聲聞乘、

rang sde Bye smra mDo Sems dBu ma ba/ /bzhir nges ʼdir ni grub mthaʼ

獨覺乘（緣覺乘）和大乘」
，意思是說「毘婆沙宗和經部宗二者屬於聲聞與獨

lngar min gsungs/ /（s1ab）
，GTTB1（2000: 6.1）
；GTCM（2000: 164.5）
；GTCMCG
（2007: 303.7）
；KKLZ（1989: 91.4）
。英譯參 MOTP（2003: 192.14）與 BP（2003:

覺二乘（均為小乘）
，而唯識宗和中觀宗則屬於大乘」
。此為蔣央協巴的主張。
19

gsum ʼdod, assertion of three/asserting three [schools]。參 GTTB1（2000: 6.2）、

143.2）
。而 NGTTG（1978: 393.5-394.3）關於 s1ab 的詞義釋為：
「s1a 自部當中，

GTCM（2000: 165.21）
、KKLZ（1989: 91.16）
、MOTP（2003: 192.26）與 BP（2003:

首先是毘婆沙宗的階段：關於佛教自部的數量，確定為毘婆沙宗、經部宗、唯

143.11）。亦即：西藏有人主張「四宗攝於三乘：毘婆沙宗和經部宗二者攝於

識宗及中觀宗這四個，s1b 因為許多經典、續部、智者及成就者均說過：
『在釋

聲聞乘、唯識宗攝於獨覺乘、中觀宗攝於大乘」；而大倉譯師則主張「三宗：

迦能仁的教法中，沒有第五個宗義，而且沒有四乘。』」
（s1arang sde la dang po

毘婆沙宗（包含經部宗）、唯識宗和中觀宗」。蔣央協巴認為這兩個主張都是

Bye smraʼi skabs ni/ Sangs rgyas pa rang gi sde pa la Bye smra dang mDo sde ba
dang Sems tsam pa dang dBu ma pa s1bbzhir grangs nges pa yin te/ Śākyaʼi thub

錯誤的。
20

lngar dbye, division into five/dividing them into five。參 GTTB1（2000: 6.2）、

paʼi bstan pa la grub mthaʼ lnga pa dang/ theg pa bzhi med par mdo rgyud du ma

GTCM（2000: 165.22）
、KKLZ（1989: 91.16）
、MOTP（2003: 192.26）與 BP（2003:

dang mkhas grub du mas gsungs so/ /）

143.11）。亦即：有人主張「五宗：犢子宗、毘婆沙宗、經部宗、唯識宗和中

14

觀宗」。蔣央協巴認為這個分類有誤。

’khrul ba dgag, refuting mistakes。科判見 GTCM（2000: 164.5, 165.21）、MO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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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乘與小乘之間如何辯論，分二：23
24
一 大乘與小乘之間的諍論
○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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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聲聞25不許26賴耶27染意28
法無我29十地30與三身31等
先不許大乘語32稱33後許34

21

’khrul, mistaken。參 GTTB1（2000: 6.2）
、GTCM（2000: 165.22）
、KKLZ（1989:
91.16）、MOTP（2003: 192.27）與 BP（2003: 143.12）。

22

25

ʼdi bzhi theg dman theg chen sde tshul gnyisʼang/ /theg gsum la sdud gsum

GTCMCG（2007: 303.10）；KKLZ（1989: 91.15）。英譯參 MOTP（2003: 192.25）

毘婆沙宗與經部宗。
26

與 BP（2003: 143.10）
。而 NGTTG（1978: 394.3-395.3）關於 s1cd 的詞義釋為：
「s1c

第三句的「不許」，共用同一個 mi ’dod。這樣的理解，是根據注釋而來。
27

藏有人攝〔四宗〕為三乘，亦即：攝毘婆沙宗及經部宗為聲聞乘、攝唯識宗為

的基礎」或「一切所知依」，也就是「阿賴耶識」。
28

出而主張五宗；當知這些〔主張及分類〕均是錯誤的。」
（s1cdbye ba ni bshad ma

第七末那識。
29

theg chen grub mtha’ smra bar bsdus pa ste dbye bsdu’i tshul gnyis bshad pa ltar
yin gyi/ s1dBod kha cig Bye mDo gnyis nyan thos dang Sems tsam pa rang rgyal

包含大乘見道與大乘修道的大乘十地或菩薩十地。
31

lngar dbye ba rnams ’khrul par shes par bya’o/ /）

sku gsum, three bodies/the three bodies。參 GTTB1（2000: 6.3）
、GTCM（2000:
166.16）
、KKLZ（1989: 92.8）
、MOTP（2003: 194.31）與 BP（2003: 144.4）
。即：

theg pa che chung gi brtsad tshul, how the Great and Lesser Vehicles debate。科
判見 GTCM（2000: 164.5, 166.15）、MOTP（2003: 192.10, 194.24）。

sa bcu, ten grounds/the ten grounds。參 GTTB1（2000: 6.3）、GTCM（2000:
166.16）
、KKLZ（1989: 92.8）
、MOTP（2003: 194.31）與 BP（2003: 144.4）
。即：

kun shes mkhan pos/ mDo sde ba Bye smra’i nang du bsdus nas grub mtha’ gsum

24

chos kyi bdag med, selflessness of phenomena。參 GTTB1（2000: 6.3）、GTCM
（2000: 166.16）
、KKLZ（1989: 92.8）
、MOTP（2003: 194.31）與 BP（2003: 144.3）
。

30

dang dBu ma pa theg chen pa ste theg pa gsum du bsdus pa dang/ Grub mtha’
du ’dod pa dang/ kha cig gNas ma bu Bye smra las gzhan du byas te grub mtha’

nyon yid, afflicted mentality/afflicted mind。參 GTTB1（2000: 6.3）
、GTCM（2000:
166.15）
、KKLZ（1989: 92.7）
、MOTP（2003: 194.30）與 BP（2003: 144.3）
。即：

則將經部宗含攝於毘婆沙宗當中而主張三宗；另外有人將犢子部從毘婆沙宗分
thag pa’i ’di bzhi dang bsdu ba ni Bye mDo gnyis theg dman dang dBu Sems gnyis

kun gzhi, a basis-of-all。參 GTTB1（2000: 6.3）、GTCM（2000: 166.15）、KKLZ
（1989: 92.7）
、MOTP（2003: 194.30）與 BP（2003: 144.3）
。字面意思為「一切

宗含攝於大乘說宗義者（大乘）
，亦即解釋分類及含攝這二種方式；s1d 然而西

獨覺乘、攝中觀宗為大乘。
《宗義遍知》堪布（即《宗義遍知》的作者大倉譯師）

mi ’dod, do not assert。參 GTTB1（2000: 6.4）、GTCM（2000: 166.16）、KKLZ
（1989: 92.9）
、MOTP（2003: 194.30）與 BP（2003: 144.3）
。此處的「不許」與

『分類』
（dbye ba）就是剛剛解釋過的那四宗；而『含攝』
（bsdu ba）則是將毘
婆沙及經部二宗含攝於小乘說宗義者（即聲聞乘與獨覺乘）
，而將中觀及唯識二

nyan thos sde gnyis, both Hearer schools。參 GTTB1（2000: 6.3）
、GTCM（2000:
166.15）
、KKLZ（1989: 92.7）
、MOTP（2003: 194.30）與 BP（2003: 144.3）
。即：

ʼdod lngar dbye ʼkhrul/ /（s1cd），GTTB1（2000: 6.2）；GTCM（2000: 165.21）；

23

35

法身、圓滿受用身與化身。
32

theg chen sngon bkar mi ’dod, the earlier do not assert the Great Vehicle as the

rtsod pa, controversies between the Lesser and Great Vehicles。科判見 GTCM

word/the earlier [Hearer schools] do not accept the Mahāyāna [scriptures] as the

（2000: 166.15）、MOTP（2003: 194.26, 194.28）。

word [of Buddha]。參 GTTB1（2000: 6.3）
、GTCM（2000: 166.16）
、KKLZ（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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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二 大乘與小乘之間對於諍論的回應
○

92.8）、MOTP（2003: 194.31）與 BP（2003: 144.8）。「先」（sngon）是指「早
期的聲聞二部」。此處的「不許」與第一句的「不許」，共用同一個 mi ’dod，

（一）解釋抉擇粗細補特伽羅無我的宗義，分二：38

這樣的理解，是根據注釋而來。整句的意思是：早期的聲聞二部不承認「大

39
一 解釋抉擇無常、一、自在之我的宗義
○

乘〔經典〕」（theg chen）為（-r）「佛語」（bka’, 即佛說）。
33

grags, it is renowned。參 GTTB1（2000: 6.4）
、GTCM（2000: 166.16）
、KKLZ（1989:
92.9）、MOTP（2003: 194.32）與 BP（2003: 144.9）。即：「眾所皆知」或「公
認」。

34

二、佛教學派四部宗義的個別主張，分二：37

8. 毘婆沙宗40，分三：41
8.1. 毘婆沙宗的詞源42

phyis ’dod, later ones accept it/the later ones do accept them。參 GTTB1（2000:
6.4）、GTCM（2000: 166.16）、KKLZ（1989: 92.9）、MOTP（2003: 194.33）與
BP（2003: 144.9）。即：後代的聲聞二部則承認〔大乘經典為佛語〕。

35

36

nyan thos sde gnyis kun gzhi nyon yid dang/ /chos kyi bdag med sa bcu sku
gsum sogs/ /theg chen sngon bkar mi ʼdod phyis ʼdod grags/ /（s2abc），

197.4）。這個科判並沒有對應的根本偈。
37

38

（1978: 395.3-396.3）關於 s2abc 的詞義釋為：「s2a 聲聞二部（毘婆沙宗與經

gang zag gi bdag med phra rags gtan la dbab pa’i grub mtha’ bshad pa, systems
delineating coarse and subtle selflessnesses of persons。科判見 GTCM（2000:
172.18, 172.20）、MOTP（2003: 206.11, 206.14）。

部宗）不承認大乘經藏當中所說的阿賴耶、染污意、s2b 無實有、無能所二
取的法無我、菩薩十地、大乘所說的法報化三身、及彼等的眾多功德，並以

so so’i lugs, the individual assertions of the four schools of tenets。科判見 GTCM
（2000: 164.4, 172.16）、MOTP（2003: 192.5, 206.9）。

GTTB1（2000: 6.3）；GTCM（2000: 166.15）；GTCMCG（2007: 303.16）；KKLZ
（1989: 92.7）
。英譯參 MOTP（2003: 194.30）與 BP（2003: 144.3）
。而 NGTTG

lan, the responses。科判見 GTCM（2000: 166.15, 167.22）
、MOTP（2003: 194.27,

39

rtag gcig rang dbang can gyi bdag med gtan la dbab pa’i grub mtha’ bshad pa,

『等』一詞表示大乘經藏當中所說的『無邊的陀羅尼及三昧門等』。s2c 早期

describing a school of tenets delineating the non-existence of a permanent,

的聲聞部派不承認諸大乘經典為佛語（佛說）
；而如眾所周知，後代的聲聞諸

unitary, and self-powered self。科判見 GTCM
（2000: 172.20, 172.21）
、MOTP（2003:

部則承認〔大乘經典〕為佛語。」
（s2anyan thos sde pa gnyis kas theg chen gyi

206.16, 208.2）。

sde snod nas bshad pa’i kun gzhi nyon yid dang s2bbden med dang

40

Bye brag smra ba, Vaibhāṣika。

gzung ’dzin gnyis su med pa’i chos kyi bdag med dang/ byang sems sa bcu

41

即 rtag gcig rang dbang can gyi bdag med gtan la dbab pa’i grub mtha’ bshad pa,

dang theg chen nas bshad pa’i chos longs sprul sku gsum dang de dag gi yon tan

describing a school of tenets delineating the non-existence of a permanent,

mang po dang/ sogs sgras de nyid nas bshad pa’i gzungs dang ting ’dzin gyi sgo

unitary, and self-powered self。科判見 GTCM（2000: 172.21）、MOTP（2003:

mtha’ yas pa sogs mi ’dod pa dang s2ctheg chen gyi mdo rnams sngon dus kyi
nyan thos sde pas bkar mi ’dod la nyan thos sde pa phyi rabs pa rnams kyis
bkar ’dod par grags pa ltar yin no/ /）

208.2）。
42

sgra bshad, etymology/Etymology of Vaibhāṣika。科判見 GTCM（2000: 172.21,
172.22）、MOTP（2003: 208.5, 2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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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毘婆沙論》43為主44宣說45故

8.2. 毘婆沙宗的分派，分二：49

說實質別46故毘婆沙宗47

8.2.1. 毘婆沙宗的正確分派，分四：50

48

分理二等51
43

Bye brag bshad mtsho, the Great Exposition of Particulars/the Great Exposition of
Particulars(Mahāvibhāṣā)。參 GTTB1（2000: 6.4）
、GTCM（2000: 172.22）
、KKLZ

44

45

48

bas bye smra ba/ /（ss2d-3a），GTTB1（2000: 6.4）；GTCM（2000: 172.22）；

主要是針對「七部對法論」（一身六足論）當中的《發智〔身〕論》（迦旃延

GTCMCG（2007: 303.21）；KKLZ（1989: 93.14）。英譯參 MOTP（2003: 208.7）

尼子著）所造的詳細注釋。僅存漢譯，見 T27, no. 1545; T28, nos. 1546, 1547。

與 BP（2003: 145.2）
。而 NGTTG（1978: 396.3-397.1）關於 ss2d-3a 的詞義釋為：

近代法尊（Blo bzang chos ’phags, 1902-1980）法師根據玄奘法師譯二百卷本

「s2d 因為主要遵循《大毘婆沙論》而說宗義，以及 s3a 因為主張〔過去、

（T27, no. 1545）
，於 1940 年代譯為藏文，後因中國文化大革命而毀損近五十

現在與未來〕三時為實質（事物）之別，或者如外道勝論派一般主張許多實

卷，今由達賴喇嘛基金會第一任格西強巴嘉措及其翻譯群進行補譯中。

質成立之法，因此被命名為『毘婆沙宗』
（說分別宗）
。」
（s2dgzhung Bye brag

gtso bor, mainly。參 GTTB1（2000: 6.4）
、GTCM（2000: 172.22）
、KKLZ（1989:

bshad mtsho gtso bor rjes su ’brang nas grub mtha’ smra ba’i phyir dang/

93.14）、MOTP（2003: 208.7）與 BP（2003: 145.4）。

s3adus gsum rdzas kyi bye brag yin par smra ba’am/ mu stegs Bye brag pa ltar
rdzas grub kyi chos mang du smra bas na Bye brag tu smra bar btags pa/ /）

smra, propounding/propound。參 GTTB1（2000: 6.4）
、GTCM（2000: 172.22）、
49

rdzas kyi bye brag, particulars of substantialities。參 GTTB1（2000: 6.4）
、GTCM
（2000: 172.22）
、KKLZ（1989: 93.14）
、MOTP（2003: 208.8）與 BP（2003: 145.5）
。

別』
。」
（即漢譯所謂的「三世實有」）亦即「實質」是總而「三時」是別。其

dbye ba, divisions。科判見 GTCM（2000: 172.21, 173.7）、MOTP（2003: 208.5,
209.5）。

50

’thad ldan, correct divisions。科判見 GTCM（2000: 173.7）
、MOTP（2003: 209.6,
209.7）。

「實質之別」實際上要表達的意思是「過去、現在及未來三時，是『實質之

47

Bye brag bshad mstho gtso bor smra phyir dang/ /rdzas kyi bye brag smra

（1989: 93.14）
、MOTP（2003: 208.7）與 BP（2003: 145.4）
。即：
《大毘婆沙論》，

KKLZ（1989: 93.14）、MOTP（2003: 208.7）與 BP（2003: 145.4）。
46

52

51

gyes tshul gnyis sogs, the modes of splitting off are two and so forth/there are

中，「實質」即「事物」。而根據毘婆沙宗的主張，「事物」分為「常的事物」

two modes of splitting off [of the eighteen sub-schools], etc。參 GTTB1（2000:

（過去時與未來時）與「無常的事物」
（現在時）二種。另參 CGTNZ（1999, 16）

6.4）、GTCM（2000: 172.22）、KKLZ（1989: 93.14）、MOTP（2003: 208.9）與

的 yang na dus gsum rdzas kyi bye brag tu smra bas Bye brag smra ba zhes brjod

BP（2003: 145.3）。意思是：毘婆沙宗分派的方式有二種（由根本四部分為十

pa’i phyir。

八部與由根本二部分為十八部）等等（包含由根本一部分為十八部與由根本

Bye smra ba, Proponents of the Great Exposition or Proponents of
Particulars/Proponents of the Great Exposition [or Proponents of Particulars]。參

三部分為十八部的情況）。
52

gyes tshul gnyis sogs/ /（s3b+4）
，GTTB1（2000: 6.5）
；GTCM（2000: 173.7）；

GTTB1（2000: 6.4）
、GTCM（2000: 172.22）
、KKLZ（1989: 93.14）
、MOTP（2003:

GTCMCG（2007: 304.2）；KKLZ（1989: 93.19）。英譯參 MOTP（2003: 209.8）

208.9）與 BP（2003: 145.3）。意思即：說分別宗。

與 BP（2003: 145.10）
。而 NGTTG（1978: 397.1-397.3）關於 s3b+4 的詞義釋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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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1. 從四個根本學派分派的模式53

8.2.1.1.2. 依據蓮華的體系說明從四個基根本學派分派的模

8.2.1.1.1. 依據調伏天等系統說明從四個根本學派分派的模

式60

式54
說有55及大眾56
上座57正量58〔依序分為〕七、五、三、三部

94.1）、MOTP（2003: 209.24）與 BP（2003: 145.11）。即：上座部。由此再細
59

分為三個部派。
58

Mang bkur, Saṃmitīyas。參 GTTB1（2000: 6.5）、GTCM（2000: 173.8）、KKLZ
（1989: 94.1）、MOTP（2003: 209.24）與 BP（2003: 145.11）。藏文字面意思為
「眾敬部」或「一切所貴部」，亦即「正量部」。由此再細分為三個部派。

1 從根本四部開展為十八部的情
「s3b+4 其中，開展為十八部的情況如下：○
2 從根本二部開展為十八部的情況二種、以及○
3 以『等』一詞說明也有
況及○

53

54

55

59

從根本一部及根本三部開展的情況。」
（ s3b+4de la sde pa bco brgyad gyes tshul

gsum/ /（ss3b-5, c）
，GTTB1（2000: 6.5）
；GTCM（2000: 173.8）
；GTCMCG（2007:

1 rtsa ba’i sde pa bzhi las bco brgyad gyes tshul dang/ ○
2 rtsa ba’i sde pa
ni/ ○

304.4）
；KKLZ（1989: 93.19）
。英譯參 MOTP（2003: 209.24）與 BP（2003: 145.11）
。

3 sogs sgras rtsa ba’i sde pa gcig
gnyis las bco brgyad gyes tshul gnyis dang/ ○

而 NGTTG（1978: 397.3-398.1）關於 ss3b-5, c 的詞義釋為：
「s3b-5 從根本四部

dang gsum las gyes tshul yod par bshad do/ /）

開展為十八部的情況，又分為（1）調伏天（或譯為：律天）及（2）問年堪

rtsa ba’i sde bzhi[ las gyes tshul]’i ngos ’dzin, mode of splitting off from four basic

布（Lo dri mkhan po）的二個體系。調伏天的解說方式如下：從『說一切有

schools/Mode of Splitting off from Four Basic Schools。科判見 GTCM（2000:

部』、『大眾部』、s3c『上座部』及『正量部』這根本四部，依次開展出七、

173.10, 173.13）、MOTP（2003: 209.16, 209.19）。

五、三、三部，這是《異部論》當中的說法。」（s3b-5rtsa ba’i sde ba bzhi las

Dul lha sogs spyi’i lugs, the general system of splitting off from four basic schools

bco brgyad gyes tshul la’ang Dul lha dang Lo dri mkhan po’i lugs gnyis las/ Dul

according to Vinītadeva and so forth/General System of Splitting off from Four

lha’i bshad tshul ni/ gZHi thams cad yod par smra ba dang/ PHal chen pa dang

Basic Schools according to Vinītadeva and so forth。科判見 GTCM（2000:

s3cgNas brtan pa dang/ Mang pos bkur ba ste rtsa ba’i sde ba bzhi las rim pa

173.14）、MOTP（2003: 209.20, 209.22）。

bzhin du sde ba bdun dang lnga dang gsum dang gsum du gyes par sDe ba tha

Yod smra, the Sarvāstivādins。參 GTTB1（2000: 6.5）、GTCM（2000: 173.8）、

dad pa las gsungs shing/ /）其中的《異部論》（sDe ba tha dad pa）應該是指

KKLZ（1989: 93.19）、MOTP（2003: 209.24）與 BP（2003: 145.11）。即：說一

清辨所造的《異部分別與廣釋》（sDe pa tha dad par ’byed pa dang rnam par
bshad pa, TC, No. 4139）。

切有部。由此再細分為七個部派。
56

57

Yod smra PHal chen dang/ /gNas brtan Mang bkur sde bdun lnga gsum

PHal chen, Mahāsaṃghikas。參 GTTB1（2000: 6.5）
、GTCM（2000: 173.8）
、KKLZ

60

Padmas gsung lugs, the general system of splitting off from four basic schools

（1989: 94.1）、MOTP（2003: 209.24）與 BP（2003: 145.11）。即：大眾部。由

according to Padma’s system/Splitting off from Four Basic Schools according to

此再細分為五個部派。

Padma’s System。科判見 GTCM（2000: 209.20, 210.5）、MOTP（2003: 209.20,

gNas brtan, Sthaviras。參 GTTB1（2000: 6.5）
、GTCM（2000: 173.8）
、KKLZ（1989:

209.22）。此處的 Padma「蓮華」並不是「蓮華生大士」而是另有其人。

蔣央協巴《宗義理論》藏本譯注：毘婆沙宗與經部宗 79

80

正觀第六十期/二Ο一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8.2.1.2. 從一個根本學派分派的模式61

8.2.1.4. 從三個根本學派分派的模式66

8.2.1.3. 從二個根本學派分派的模式62

8.2.2. 破斥關於毘婆沙宗分派的謬見67

或大眾分八63上座分十64

彼皆68婆沙宗69與二宗70違71

61

62

63

65

rtsa ba’i sde pa gcig las gyes tshul, mode of splitting off from one basic

65

school/Mode of Splitting off from One Basic School。科判見 GTCM（2000: 173.11,

GTCM（2000: 174.12）
；GTCMCG（2007: 304.8）
；KKLZ（1989: 94.2）
。英譯參 MOTP

174.9）、MOTP（2003: 209.16, 210.12）。這個科判並沒有對應的根本偈。

（2003: 210.20）與 BP（2003: 146.9）。而 NGTTG（1978: 398.1-398.3）關於 s3d

rtsa ba’i sde pa gnyis las gyes tshul, mode of splitting off from two basic

的詞義釋為：
「s3d 此外，從根本二部開展的情況也有二種說法：第一〔依清辨

schools/Mode of Splitting off from Two Basic Schools。科判見 GTCM（2000:

《中觀心論：思擇燄》所說、公認為上座部主張〕
、大眾部僧伽當中開展八部，

173.10, 174.12）、MOTP（2003: 209.16, 210.19）。

而上座部當中開展十部，就像〔《大宗義》〕在攝頌（或譯為嗢陀喃，亦即根本

brgyad, eight。參 GTTB1（2000: 6.6）
、GTCM（2000: 174.12）
、KKLZ（1989: 94.2）
、

偈）之外（即 GTCM（2000: 174.13-20）的內容）清楚說明的一般。」
（s3dyang

MOTP（2003: 210.20, 212）與 BP（2003: 146.9）。即由大眾部再細分為八個部

na rtsa ba’i sde ba gnyis las gyes tshul la’ang bshad tshul gnyis las/ dang po ni

派：僧伽大眾部（dGe ’dun phal chen pa, Mahāsaṃghikas）
、一說部（THa snyad

dge ’dun PHal chen pa la sde brgyad dang gNas brtan pa la bcur gyes pa ni

gcig pa, Ekavyavahārikas）、說出世部（’Jig rten ’das par smra ba,

sDom logs su gsal ba ltar yin no/ /）至於第二說，則是根據一般公認為「眾敬部」

Lokottaravādins）
、多聞部（Mang thos pa, Bahuśrutīyas）
、說假部（bTags par smra

或「正量部」的主張，內容參 GTCM（2000: 174.20-175.12）。

ba, Prajñaptivādins）
、制多山部（mCHod rten pa, Chaitikas）
、東山住部（SHar gyi

66

ri bo pa, Pūrvaśailas）及西山住部（Nub kyi ri bo pa, Aparaśailas）。
64

yang na PHal chen sde brgyad gNas brtan bcu/ /（s3d）
，GTTB1（2000: 6.6）；

schools/Mode of Splitting off from Three Basic Schools。科判見 GTCM（2000:
173.10, 175.13）、MOTP（2003: 209.16, 218.7）。

bcu, ten。參 GTTB1（2000: 6.6）
、GTCM（2000: 174.12）
、KKLZ（1989: 94.2）、
MOTP（2003: 210.20）與 BP（2003: 146.10）
。即由上座部再細分為十個部派：

67

上座部（gNas brtan pa, Sthaviras=Haimavatas）
、說一切有部（THams cad yod par

209.6, 218.16）。
68

（bZang po’i lam pa/bZang lam pa, Bhadrayānīyas）
、眾敬部或正量部（Kun gyis

de kun, all those/all of those。參 GTTB1（2000: 6.6）、GTCM（2000: 178.17）、
KKLZ（1989: 96.8）
、MOTP（2003: 218.18）與 BP（2003: 146.20）
。即：所有十

bkur ba/Mang bkur ba, Saṃmitīyas=Avantakas=Kurukullas）
、化地部（Mang ston
pa/Sa ston pa, Mahāśāsakas）、法藏部（CHos sbas pa, Dharmaguptakas）、飲光

’khrul ba dgag pa, refuting mistakes/Refuting Mistakes regarding the Divisions of
the Great Exposition School。科判見 GTCM（2000: 173.7, 178.17）
、MOTP（2003:

smra ba, Sarvāstivādins=Vibhajyavādins=Hetuvādins=Muruntakas）
、犢子部（gNas
ma’i bu pa, Vatsīputrīyas）、法上部（CHos mchog pa, Dharmottaras）、賢冑部

rtsa ba’i sde pa gsum las gyes tshul, mode of splitting off from three basic

八部派。
69

Bye smra’i sde, the Great Exposition School/Vaibhāṣika。參 GTTB1（2000: 6.6）、

部（’Od srung ba/CHar bzang ’bebs pa, Kāśyapīyas=Suvarṣakas）
、說轉部（Bla ma

GTCM（2000: 178.17）
、KKLZ（1989: 96.8）
、MOTP（2003: 218.18）與 BP（2003:

pa, Uttarīyas=Saṃkrāntivādins, 藏文直譯為「上師部」）。

146.20）。即：說分別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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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攝〔經部宗〕過狹，說大乘故〔大乘經典〕亦〔應為毘婆
147.4）
。即：沒有「具『常』
、
『一』
、
『自在』這三種特質的我」或沒有「粗品

沙宗所攝〕
72

的補特伽羅之我」。
75

73

眾敬五部 雖說無詮我

無具三我74皆同非其餘75

de gzhan min, they are not other/they are not other [than Buddhist in terms of
view]。參 GTTB1（2000: 6.8）、GTCM（2000: 178.18）、KKLZ（1989: 96.11）、

76

MOTP（2003: 218.22）與 BP（2003: 147.5）。即：眾敬等五部不是異於其他佛
教宗派與毘婆沙宗的外道。
76

70

71

72

73

74

de kun Bye smraʼi sde dang sde gnyis ʼgal/ /ʼdus tsam la chung theg chen

sde gnyis, two schools/[the Mahāsaṃghikas] are the second school

bshad phyir yang/ /mang bkur sde lngas brjod med bdag smra yang/ /gsum

[Sautrāntika]。參 GTTB1（2000: 6.6）
、GTCM（2000: 178.17）
、KKLZ（1989: 96.8）
、

ldan bdag med kun mtshungs de gzhan min/ （
/ s4）
，GTTB1（2000: 6.6）
；GTCM

MOTP（2003: 218.18）與 BP（2003: 146.9）。即：十八部派包含毘婆沙與經部

（2000: 178.17）
；GTCMCG（2007: 304.10）
；KKLZ（1989: 96.8）
。英譯參 MOTP

二宗。

（2003: 218.18）與 BP（2003: 146.20）。而 NGTTG（1978: 398.3-401.1）關於

’gal, contradictory。參 GTTB1（2000: 6.6）
、GTCM（2000: 178.17）
、KKLZ（1989:

s4 的詞義釋為：
「s4a 大倉譯師主張所有十八部派均為毘婆沙宗（說分別宗），

96.8）、MOTP（2003: 218.19）與 BP（2003: 146.9）。即：十八部派包含毘婆沙

而且主張化地部及說喻部等等為經部宗，並認為十八部派當中包含聲聞二宗

與經部二宗，這是和「十八部派均是毘婆沙宗」相牴觸的。

（即毘婆沙宗與經部宗）
，這是〔前述的所有十八部派均為毘婆沙宗〕相牴觸

Mang bkur sde lnga, the Five Saṃmitīya schools/the five Saṃmitīya schools。參

的；s4b 經部宗被含攝在毘婆沙宗的情形：如果僅將屬於經部宗的諸比丘及

GTTB1（2000: 6.7）
、GTCM（2000: 178.18）
、KKLZ（1989: 96.10）
、MOTP（2003:

沙彌含攝於根本四部的任何一部的沙彌及比丘當中，則會產生所攝範圍過於

218.20）與 BP（2003: 147.3）
。即：眾敬部或正量部（Kun gyis bkur ba/Mang bkur

狹窄的過失，因為屬於中觀宗及唯識宗的諸沙彌及比丘也應被含攝於根本四

ba, Saṃmitīyas=Avantakas=Kurukullas）、犢子部（gNas ma’i bu pa,

部的任何一部的沙彌及比丘當中之故。不僅如此，因為清辨及觀音禁（觀誓）

Vatsīputrīyas）
、法上部（CHos mchog pa, Dharmottaras）
、賢冑部（bZang po’i lam

說過大乘經典也應被含攝於十八部派的典籍當中，因此這（經部宗被含攝在

pa/bZang lam pa, Bhadrayānīyas）與密林山住部（Grong khyer drug pa,

毘婆沙宗）也會產生所攝範圍太狹的過失。s4c 在《思擇燄》當中從根本二部

Ṣaṇṇagarika）。

開展為十八部派的第一種情況當中所說的、從上座部分出的十部當中的眾敬

brjod med bdag, an inexpressible self/a self that is inexpressible。參 GTTB1（2000:

等五部雖說有『不可詮說為實質與施設、常與無常、與蘊體性一及異等之我』

6.7）、GTCM（2000: 178.18）、KKLZ（1989: 96.10）、MOTP（2003: 218.21）與

1 不壞滅之常（常）
2 無部分之唯一
（即不可說我），s4d 但主張『無“具有○
、○

BP（2003: 147.3）。即：不可詮說為實質與施設、常與無常、與蘊體性一及異

3 不依賴他之自主
（一）
、○
（自在）這三種特質的我”』
（粗品的補特伽羅無我）
。

等之我。亦即：不可說我。

因為重視能仁的教正法與證正法，與自部的所有說宗義者相同，因此〔眾敬

gsum ldan bdag med, the nonexistence of a self endowed with the three/a self

等五部〕絕對不是〔佛教以外的〕他部（即外道）
；而且由於是主張『虛空等

that possesses the three [characteristics] does not exist。參 GTTB1（2000: 6.7）、

諸無為是實質及事物』的自部，因此也不是異於毘婆沙宗的其他宗義。」

GTCM（2000: 178.18）
、KKLZ（1989: 96.11）
、MOTP（2003: 218.21）與 BP（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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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解釋毘婆沙宗的宗義體系77

8.3.1.1. 毘婆沙宗關於基的主張79

8.3.1. 略說毘婆沙宗的宗義主張78

二諦80蘊81界82處83五趣84及食85
有漏86無漏87有為88三無為89

（s4asTag los sde ba bco brgyad po de kun Bye brag smra ba’i sde bar khas
blangs pa dang/ Sa ston pa dang dPe ston pa sogs mDo sde bar khas blangs nas

78

sde ba bco brgyad du nyan thos sde gnyis bsdus par ’dod pa ni ’gal ba dang/

the Assertions of Tenets by the Great Exposition School。科判見 GTCM（2000:

s4bmDo sde ba Bye smra’i nang du bsdu tshul ni/ mDo sde bar gyur pa’i dge
slong dge tshul rnams rtsa ba’i sde bzhi po gang rung gi dge tshul dge slong

181.22）、MOTP（2003: 222.17, 222.19）。
79

du ’dus pa tsam la byed na bsdu bya ha cang rgya chung ba’i skyon ’byung ste/

222.22）。
80

ma zad theg chen sde snod kyang sde ba bco brgyad kyi gzhung du ’dus par

義諦。
81

sde ba gnyis las bco brgyad du gyes tshul dang po’i skabs su bshad pa’i gNas
brtan pa bcu’i nang tshan gyi Mang pos bkur pa la sogs pa’i sde ba lngas rdzas

十二處。
84

mtshungs pas gzhan sde ba gtan min la nam mkha’ sogs ’dus ma byas rnams

ʼgro lnga, five transmigrations/five migrations。參 GTTB1（2000: 6.8）、GTCM
（2000: 182.1）
、KKLZ（1989: 98.13）
、MOTP（2003: 222.24）與 BP（2003: 149.8）
。

rdzas dang dngos por ’dod pa’i rang sde ba yin pas Bye smra las grub mtha’
gzhan pa yang min no/ /）

skye mched, sense-spheres/sources。參 GTTB1（2000: 6.8）、GTCM（2000:
182.1）
、KKLZ（1989: 98.13）
、MOTP（2003: 222.24）與 BP（2003: 149.8）
。即：

can te khyad chos gsum ldan gyi bdag med par ’dod cing/ thub pa’i lung rtogs

77

khams, constituents。參 GTTB1（2000: 6.8）
、GTCM（2000: 182.1）
、KKLZ（1989:
98.13）、MOTP（2003: 222.24）與 BP（2003: 149.8）。即：十八界。

83

2 cha shas med pa’i gcig bu(?pu) dang ○
3 gzhan la mi ltos pa’i rang dbang
dang ○

kyi bstan pa gces par ’dzin pa ni rang sde’i grub mtha’ smra ba kun dang

phung, aggregates。參 GTTB1（2000: 6.8）
、GTCM（2000: 182.1）
、KKLZ（1989:
98.13）、MOTP（2003: 222.24）與 BP（2003: 149.8）。即：五蘊。

82

btags dang rtag mi rtag dang phung po las ngo bo gcig dang tha dad sogs gang du
1 mi ’jig pa’i rtag pa
yang brjod du med pa’i bdag yod par smra na yang/ s4d○

bden gnyis, two truths。參 GTTB1（2000: 6.8）、GTCM（2000: 182.1）、KKLZ
（1989: 98.13）、MOTP（2003: 222.24）與 BP（2003: 149.8）。即：世俗諦與勝

Legs ldan ’byed dang sPyan ras gzigs rtul(?brtul) zhugs kyis bshad pa’i phyir
yang bsdu bya rgya chung ba’i skyon ’byung ngo/ s4crTog ge ’bar bar rtsa ba’i

gzhi, presentations of the basis/Presentations of the Basis by the Great
Exposition School。科判見 GTCM（2000: 181.22, 182.1）
、MOTP（2003: 222.21,

dBu ma pa dang Sems tsam par gyur pa’i dge tshul dge slong rnams kyang rtsa
ba’i sde bzhi po gang rung gi dge tshul dge slong du bsdus pa’i phyir dang/ der

’dod tshul spyir bstan, general indication of their assertions/General Indication of

即：五趣眾生。
85

zas, foods。參 GTTB1（2000: 6.7）
、GTCM（2000: 182.1）
、KKLZ（1989: 98.14）、

grub mtha’i lugs bshad pa, system of tenets/Assertions of Tenets by the Great

MOTP（2003: 222.25）與 BP（2003: 149.9）。即：四食（zas bzhi）。亦即：段

Exposition School。科判見 GTCM（2000: 172.21, 181.22）、MOTP（2003: 208.5,

食（含細段食與粗段食）
、觸食（即觸心所）
、思食（即意業）
、識食（即識蘊）。

222.15）。

參 T29, No. 1558, p. 55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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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zag bcas, the contaminated/contaminated phenomena。參 GTTB1（2000: 6.8）、

95

bden gnyis phung khams skye mched ʼgro lnga zas/ /zag bcas zag med ʼdus

GTCM（2000: 182.1）
、KKLZ（1989: 98.14）
、MOTP（2003: 222.25）與 BP（2003:

byas ma byas gsum/ /nam mkhaʼ snang mun phra rdul cha reg min/ /

149.9）
。即：會由所緣或相應這兩個其中之一增長煩惱者。例如除了道諦以外

（s5abc）
，GTTB1（2000: 6.8）
；GTCM（2000: 182.1）
；GTCMCG（2007: 305.3）；

的一切有為法。

KKLZ（1989: 98.13）。英譯參 MOTP（2003: 222.24）與 BP（2003: 149.8）。而

zag med, the uncontaminated/non-contaminated phenomena。參 GTTB1（2000:

NGTTG（1978: 401.1-402.5）關於 s5abc 的詞義釋為：
「s5a 基當中，對境的建

6.8）、GTCM（2000: 182.2）、KKLZ（1989: 98.14）、MOTP（2003: 222.25）與

立，主張：世俗及勝義二諦、色等五蘊、從眼乃至意處及色乃至法處的十二

BP（2003: 149.9）。即：不會由所緣或相應這兩個其中之一增長煩惱者。例如

處、從眼〔界〕乃至意〔界〕之間的所依及從色〔界〕乃至法〔界〕之間的

道諦與無為法。

對境及從眼識〔界〕乃至意識界之間的能依－－亦即十八界、地獄及餓鬼及

ʼdus byas, compounded phenomena/caused phenomena。參 GTTB1（2000:

畜生及人及天－－亦即五趣、段食及觸食及思食及心（識）食－－亦即四食、

6.9）、GTCM（2000: 182.2）、KKLZ（1989: 98.14）、MOTP（2003: 222.25）與

s5b 從所緣及相應任一方面容不容許漏增而安立有漏無漏二者、有為的色等

BP（2003: 149.9）。即：無常法。

五蘊、無為的虛空及擇滅及非擇滅三者、s5c 六十二界當中的六組的第一組的

ʼdus ma byas gsum, three uncompounded phenomena/three uncaused

虛空界是本質為光明或黑闇任一的色處〔，而不是無為〕
；而實質的極微並非

phenomena。參 GTTB1（2000: 6.9）
、GTCM（2000: 182.2）
、KKLZ（1989: 98.14）
、

具有部分（無方分）
，而且彼此無法碰觸。」
（s5agzhi yul gyi rnam bzhag ni/ kun

MOTP（2003: 222.26）與 BP（2003: 149.10）
。即：三類常法。包含：擇滅、非

rdzob dang don dam bden pa gnyis dang/ gzugs sogs phung po lnga dang/ mig

擇滅與無為的虛空。

nas yid kyi skye mched dang/ gzugs nas chos kyi skye mched de bcu gnyis

nam mkhaʼ, space。參 GTTB1（2000: 6.9）
、GTCM（2000: 182.2）
、KKLZ（1989:

dang/ mig nas yid kyi bar rten dang/ gzugs nas chos kyi bar yul dang/ mig gi

98.15）、MOTP（2003: 222.26）與 BP（2003: 150.3）。

rnam par shes pa nas yid kyi rnam par shes pa’i khams kyi bar brten pa de bco

snang, illumination。參 GTTB1（2000: 6.9）
、GTCM（2000: 182.2）
、KKLZ（1989:

brgyad dang/ dmyal ba dang yi dwags dang dud ’gro dang/ mi dang/ lha ste ’gro

98.15）、MOTP（2003: 222.26）與 BP（2003: 150.3）。

ba lnga dang/ kham dang/ reg pa dang/ sems pa dang/ sems kyi zas te bzhi

mun, darkness。參 GTTB1（2000: 6.9）、GTCM（2000: 182.2）、KKLZ（1989:

dang/ s5bdmigs mtshungs gang rung gi sgo nas zag pa rgyas su rung mi rung gis

98.15）、MOTP（2003: 222.27）與 BP（2003: 150.3）。

zag bcas zag med gnyis dang/ ’dus byas gzugs sogs phung po lnga dang/ ’dus

phra rdul, subtle particles。參 GTTB1（2000: 6.9）
、GTCM（2000: 182.2）
、KKLZ

ma byas nam mkha’ dang so sor brtag ’gog dang so sor brtag min gyi ’gog pa ste

（1989: 98.15）、MOTP（2003: 222.27）與 BP（2003: 150.5）。

gsum dang/ s5ckhams re gnyis kyi nang gi drug tshan dang po’i nam mkha’i

cha reg min, do not have parts and do not touch。參 GTTB1（2000: 6.9）
、GTCM

khams ni snang mun gang rung gi bdag nyid du gyur pa’i gzugs kyi skye mched

（2000: 182.2）
、KKLZ（1989: 98.15）
、MOTP（2003: 222.27）與 BP（2003: 150.5）
。

dang/ rdzas rdul phra rab ni cha bcas min zhing phan tshun reg pa min

即：〔前述極微〕無法細分且彼此無法接觸。

par ’dod d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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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2. 毘婆沙宗關於道的主張96

8.3.1.3. 毘婆沙宗關於果的主張103

現比二量97五道98菩提99等100

二十僧伽104向住八105

六度101

十二行誼106二分107滿108正覺109

96

102

lam, presentations of the path/Presentations of the Path by the Great Exposition

以『等』一詞說明：由於與菩提的方向相一致，因此稱為『三十七菩提分法』，

School。科判見 GTCM（2000: 181.22, 183.11）、MOTP（2003: 222.21, 225.6）。

亦即從『四念住』乃至『八聖道支』，由名稱的觀點有三十七個；以及 s6a+2

mngon rjes tshad ma, direct perception and inference are the valid

布施等六度。」（yul can mngon sum dang rjes dpag tshad ma dang/ lam ni

cognitions/direct perception and inference are valid cognition。參 GTTB1（2000:

tshogs sbyor sogs lam lnga dang/ zad pa shes pa dang mi skye ba shes pa gnyis

6.9）、GTCM（2000: 183.11）、KKLZ（1989: 100.6）、MOTP（2003: 225.8）與

byang chub yin la/ sogs sgras byang chub de’i phyogs dang mthun pas byang

BP（2003: 150.8）。即：現量與比量。

chub phyogs mthun sum cu rtsa bdun te/ dran pa nyer bzhag nas ’phags lam yan

lam lnga, five paths/the paths are five。參 GTTB1（2000: 6.9）、GTCM（2000:

lag brgyad de ming gi sgo nas so bdun dang/ s6a+2sbyin pa sogs phar phyin

97

98

drug dang/ /）

183.11）
、KKLZ（1989: 100.6）
、MOTP（2003: 225.8）與 BP（2003: 150.8）
。即：
資糧道、加行道、見道、修道與無學道。
99

byang chub, enlightenment/[the seven branches of] enlightenment。參 GTTB1
（2000: 6.10）
、GTCM（2000: 183.11）
、KKLZ（1989: 100.6）
、MOTP（2003: 225.9）
與 BP（2003: 150.8）。即：盡智及無生智二者。

100

sogs, and so forth/etc.。參 GTTB1（2000: 6.10）
、GTCM（2000: 183.11）
、KKLZ

（1989: 100.7）
、MOTP（2003: 225.9）與 BP（2003: 150.9）
。即：三十七菩提分
法。
101

103

’bras [bu], presentations of the fruit/Presentations of the Fruit by the Great

Exposition School。科判見 GTCM（2000: 182.1, 184.21）
、MOTP（2003: 222.21,
228.8）。
104

dge ʼdun nyi shu, Twenty aspirants to virtue/twenty aspirants to virtue。參

GTTB1（2000: 6.10）
、GTCM（2000: 184.21）
、KKLZ（1989: 102.3）
、MOTP（2003:
228.10）與 BP（2003: 151.7）。
105

zhugs ʼbras brgyad, Eight Approachers to and Abiders in the fruit/eight

phyin drug, six perfections/the six perfections。參 GTTB1（2000: 6.10）
、GTCM

Approachers to and [Abiders in] the fruit。參 GTTB1（2000: 6.10）
、GTCM（2000:

（2000: 183.11）
、KKLZ（1989: 100.7）
、MOTP（2003: 225.9）與 BP（2003: 150.10）
。

184.21）
、KKLZ（1989: 102.3）
、MOTP（2003: 228.10）與 BP（2003: 151.7）
。即：

即：六波羅蜜多。
102

mngon rjes tshad ma lam lnga byang chub sogs/ /phyin drug/ /（ss5d,
6a+2）
，GTTB1（2000: 6.9）
；GTCM（2000: 183.11）
；GTCMCG（2007: 305.15）；
KKLZ（1989: 100.6）。英譯參 MOTP（2003: 225.8）與 BP（2003: 150.8）。而
NGTTG（1978: 403.1-403.4）關於 ss5d, 6a+2 的詞義釋為：「s5d 有境的建立，
主張：現量及比量。主張：資糧、加行等五道；盡智及無生智二者是菩提。

四向果者與四住果者。
106

bcu gnyis mdzad pa, the twelve deeds/the twelve deeds [of Buddha]。參 GTTB1

（2000: 6.10）
、GTCM（2000: 184.21）
、KKLZ（1989: 102.3）
、MOTP（2003: 228.11）
與 BP（2003: 155.18）。即：十二行誼或十二相宏化。
107

cha gnyis, in two parts/have two parts。參 GTTB1（2000: 6.10）
、GTCM（2000:

184.21）、KKLZ（1989: 102.4）、MOTP（2003: 228.11）與 BP（2003: 15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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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詳說毘婆沙宗之宗義主張，分七：113

112

8.3.2.1. 毘婆沙宗關於二諦的主張114
即：在家人、出家人、凡夫、聖者、菩薩及佛陀這六種身分均各有二種宏化。
108

由壞115與析116知捨不捨法117

rdzogs, be completed/perfect。參 GTTB1（2000: 6.10）
、GTCM（2000: 184.21）、

KKLZ（1989: 102.4）
、MOTP（2003: 228.11）與 BP（2003: 155.19）
。即：圓滿。
109

Sangs rgyas, Buddha is finished/Buddha。參 GTTB1（2000: 6.10）
、GTCM（2000:

相續中斷，而僅留下寂靜的法界。以上就是果的建立。」
（s6a-7’bras bu’i rnam

184.21）、KKLZ（1989: 102.4）、MOTP（2003: 228.11）與 BP（2003: 155.19）。

bzhag ni/ ’phags pa brgyad pa dang/ chags bral sngon song gzhug pa dbang po

即：成佛。

rno rtul gnyis dang/ de’i ’bras gnas gnyis dang/ lha dang mi’i rigs nas rigs skye

110

gnyis dang/ bar chad gcig pa dang/ bar ’da’ ba dang/ skyes tsam nyid nas ’da’ ba

lhag med gsum ga, all three without remainder/[at the time] of all three [nirvāṇas]

without remainder。參 GTTB1（2000: 6.10）
、GTCM（2000: 184.22）
、KKLZ（1989:

dang/ ’du byed dang bcas te ’da’ ba dang/ ’du byed med par ’da’ ba dang/ ’phar

102.4）、MOTP（2003: 228.12）與 BP（2003: 155.26）。即：聲聞、獨覺與佛的

ba gsum dang/ srid rtse’i mthar thug ’gro dang/ gzugs med nyer ’gro dang/

三類無餘涅槃。

mthong chos zhi dang/ lus mngon byed dang/ bse ru lta bu ste dge ’dun nyi shu

111

dang/ rgyun zhugs zhugs ’bras gnyis nas dgra bcom zhugs ’bras gnyis te brgyad

bem rig rgyun chad, severance of the continuum of matter and mind/severing

the material and mental continuum。參 GTTB1（2000: 6.10）、GTCM（2000:

dang/ s6bdGa’ ldan gnas na zhugs pa la sogs pa’i mdzad pa bcu gnyis la khyim

184.22）、KKLZ（1989: 102.5）、MOTP（2003: 228.12）與 BP（2003: 155.26）。

pa dang/ rab byung/ so skye dang ’phags pa/ Byang sems dang Sangs rgyas kyi

即：在前述三類無餘涅槃中，物質相續與認知相續均會中斷。

mdzad pa cha gnyis gnyis phye ba rnams rdzogs pa na Sangs rgyas kyi sku

112

dge ʼdun nyi shu zhugs ʼbras brgyad/ /bcu gnyis mdzad pa cha gnyis rdzogs

dngos kyi mdzad pa rnams tshar phyin pa yin la/ s6cNYan thos dang Rang rgyal

sangs rgyas/ /lhag med gsum gar bem rig rgyun chad ʼbras/ /（s6a-7, bc），

dang Sangs rgyas kyis sdug bsngal gyi phung po’i lhag ma med pa’i myang ’das

GTTB1（2000: 6.10）
；GTCM（2000: 184.21）
；GTCMCG（2007: 305.18）
；KKLZ

mngon du mdzad pa gsum kar bem rig gi rgyun chad de zhi ba’i dbyings ’ba’
zhig lus par ’dod pa ni ’bras bu’i rnam bzhag yin no/ /）

（1989: 102.3）
。英譯參 MOTP（2003: 228.10）與 BP（2003: 151.7）
。而 NGTTG
（1978: 403.4-405.4）關於 s6a-7, bc 的詞義釋為：「s6a-7 果的建立，主張：八
種聖者、離貪先行與趨向的利鈍二根、前述二者的二種住果、天家家與人家
112

112

家二種、一間、 中般、生般、有行般、無行般、三種超越、 最後往趨有
112

112

112

112

頂、 定趨無色界、 見法靜、 身現證、 麟角喻－－亦即『二十僧伽』；
以及從入流向果二者乃至阿羅漢向果二者－－亦即八者；以及 s6b 住於兜率
天等等的十二相成道當中，在家人、出家人、凡夫、聖者、菩薩及佛陀〔這
六種身分〕均各有二個宏化，當這些圓滿時，就是佛身親自宏化達到究竟。
s6c 在聲聞、獨覺及佛陀各自現證的三種苦蘊之無餘依涅槃中，物質及明瞭的

113

khyad par du bshad pa, detailed explanation/Detailed Explanation of the

Assertions of Tenets of the Great Exposition School。科判見 GTCM（2000: 181.22,
186.13）、MOTP（2003: 222.17, 233.2）。
114

bden gnyis kyi ’dod tshul bshad pa, assertions on the two truths/Assertions on

the Two Truths in the Great Exposition School。科判見 GTCM（2000: 186.13,
186.15）、MOTP（2003: 233.4, 233.8）。
115

bcom, break up/be broken up。參 GTTB1（2000: 6.11）
、GTCM（2000: 186.15）
、

KKLZ（1989: 104.15）、MOTP（2003: 233.10）與 BP（2003: 156.4）。即：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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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3. 毘婆沙宗關於現量之分類的主張126

118

8.3.2.2. 毘婆沙宗關於三藏的主張119
三120故七部121為經122教123為行124

125

經藏、律藏與對法藏三者。
121

sde bdun, the Seven Treatises/the seven Abhidharma treatises。參 GTTB1（2000:

6.12）、GTCM（2000: 187.10）、KKLZ（1989: 105.3）、MOTP（2003: 235.3）與
理的方式破壞。
116

gzhig/zhig, separation/mentally separated。參 GTTB1（2000: 6.11）
、GTCM（2000:

186.15）、KKLZ（1989: 104.15）、MOTP（2003: 233.11）與 BP（2003: 156.4）。
即：以心理的方式分析。
117

blo ʼdor mi ʼdor chos, phenomena such that awareness is cancelled or is not

cancelled/phenomena such that awareness of them is [and is not] cancelled。參
GTTB1（2000: 6.11）
、GTCM（2000: 186.15）
、KKLZ（1989: 104.16）
、MOTP（2003:

BP（2003: 156.12）。即：七部對法。
122

bkaʼ, the word/the word [of Buddha]。參 GTTB1（2000: 6.12）、GTCM（2000:

187.10）
、KKLZ（1989: 105.4）
、MOTP（2003: 235.3）與 BP（2003: 156.13）
。即：
佛語。
123

lung, Scriptures。參 GTTB1（2000: 6.12）
、GTCM（2000: 187.10）
、KKLZ（1989:

105.4）、MOTP（2003: 235.3）與 BP（2003: 156.16）。即：聖教。
124

ʼdu byed, compositional factors/[non-associated] compositional factors。參

233.10）與 BP（2003: 156.3）。即：被認知所捨棄之法與不被認知所捨棄之法

GTTB1（2000: 6.12）
、GTCM（2000: 187.10）
、KKLZ（1989: 105.4）
、MOTP（2003:

二者。

235.4）與 BP（2003: 156.16）
。即：不相應行。亦即十四不相應行當中的文身、

118

bcom dang gzhig pas blo ʼdor mi ʼdor chos/ /rim bzhin kun rdzob bden
dang don dam bden/ /（ss6d, 7a）
，GTTB1（2000: 6.11）
；GTCM（2000: 186.15）
；

119

名身與句身三者。
125

GTCMCG（2007: 306.9）
；KKLZ（1989: 104.15）。英譯參 MOTP（2003: 233.10）

GTCM（2000: 187.10）；GTCMCG（2007: 144.13）；KKLZ（1989: 105.3）。英譯

與 BP（2003: 156.3）。而 NGTTG（1978: 405.4-406.1）關於 ss6d, 7a 的詞義釋

參 MOTP（2003: 235.3）與 BP（2003: 156.12）
。而 NGTTG（1978: 406.1-406.4）

為：
「s6d 直接破壞或壞滅－－亦即以心一一個別地將部分去除時，執持自己

關於 s7b 的詞義釋為：「s7b 若七部對法不是佛語，則『對法藏』將不存在，

的心會被捨棄及不會被捨棄之法，s7a 依次為『世俗諦』及『勝義諦』的意

因為經云：『比丘！三藏』，故七部〔對法〕是佛語。由於諸聖教及論典是由

義。」（s6ddngos su bcom pa’am zhig pa ste blos cha shas so sor bsal ba na

名、句、文三者組合的聲共相，所以是『不相應行』
。」
（s7bmNGon pa sde bdun

rang ’dzin pa’i blo ’dor ba dang mi ’dor ba’i chos ni s7arim bzhin kun rdzob

bka’ ma yin na mngon pa’i sde snod med par ’gyur pa las/ dge slong sde snod

dang don dam bden pa yin pa’i don yin la/ /）

gsum pa zhes gsungs pa’i phyir sde bdun bka’ yin pa dang/ lung dang bstan
bcos rnams ming tshig yi ge gsum tshogs pa’i sgra spyi yin pas na ldan min ’du

sde snod kyi ’dod tshul bshad pa, assertions on the scriptural

byed yin zhing/ /）

collections/Assertions on the Scriptural Collections in the Great Exposition
School。科判見 GTCM（2000: 186.13, 187.10）、MOTP（2003: 233.4, 235.1）。
120

gsum phyir sde bdun bkaʼ dang lung ʼdu byed/ /（s7b）
，GTTB1（2000: 6.12）
；

gsum, three/three [scriptural collections]。參 GTTB1（2000: 6.12）
、GTCM（2000:

187.10）
、KKLZ（1989: 105.3）
、MOTP（2003: 235.3）與 BP（2003: 156.12）
。即：

126

mngon sum gyi ’dod tshul bshad pa, divisions of direct perception/Assertions on

the Divisions of Direct Perception in the Great Exposition School。科判見 GTCM
（2000: 186.13, 188.17）、MOTP（2003: 233.5, 23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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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果同時134以及無表色135

136

8.3.2.5. 毘婆沙宗關於識的行相與五個基本範疇的主張137
根知138無相139五基140事141實質142

127

mngon sum, direct perceptions/direct perceivers。參 GTTB1（2000: 6.13）
、GTCM

（2000: 188.17）、KKLZ（1989: 105.15）、MOTP（2003: 236.3）與 BP（2003:
156.19）。即：現前知。
128

dbang, sense。參 GTTB1（2000: 6.13）、GTCM（2000: 188.17）、KKLZ（1989:

105.15）、MOTP（2003: 236.3）與 BP（2003: 156.19）。即：根現前知或前五根
現前知。
129

yid, mental。參 GTTB1（2000: 6.13）、GTCM（2000: 188.17）、KKLZ（1989:

105.15）、MOTP（2003: 236.3）與 BP（2003: 156.19）。即：意現前知或第六意
現前知。
130

236.15）。
134

rgyu ʼbras dus mnyam, simultaneous cause and effect exist/[there is]

simultaneous cause and effect。參 GTTB1（2000: 6.13）
、GTCM（2000: 189.6）、
KKLZ（1989: 106.8）、MOTP（2003: 236.17）與 BP（2003: 157.3）。
135

rnam par rig min gzugs, non-revelatory form is form。參 GTTB1（2000: 6.13）、

GTCM（2000: 189.6）
、KKLZ（1989: 106.8）
、MOTP（2003: 236.17）與 BP（2003:
157.5）。
136

rnal ʼbyor, yogic。參 GTTB1（2000: 6.13）
、GTCM（2000: 188.17）
、KKLZ（1989:

rgyu ʼbras dus mnyam rnam par rig min gzugs/ /（s7d），GTTB1（2000:
6.13）
；GTCM（2000: 189.6）
；GTCMCG（2007: 306.15）
；KKLZ（1989: 106.8）。

105.15）、MOTP（2003: 236.3）與 BP（2003: 156.19）。即：瑜伽現前知。
131

143

英譯參 MOTP（2003: 236.17）與 BP（2003: 157.3）
。而 NGTTG（1978: 406.5-407.2）
關於 s7d 的詞義釋為：「s7d 有相應〔因果〕及俱生因果等許多真正的同時因

rang rig, self-cognizing consciousnesses/self-consciousnesses。參 GTTB1（2000:

6.13）
、GTCM（2000: 188.17）
、KKLZ（1989: 105.15）
、MOTP（2003: 236.3）與

果；『無表色』是真正的色。」（s7dmtshungs ldan dang lhan cig ’byung ba’i

BP（2003: 156.19）。即：自證現前知。

rgyu ’bras sogs dus mnyam pa’i rgyu ’bras mtshan nyid pa du ma yod cing/

132

mngon sum dbang yid rnal ʼbyorʼang rang rig med/ /（s7c）
，GTTB1（2000:
6.13）
；GTCM（2000: 188.17）
；GTCMCG（2007: 306.14）
；KKLZ（1989: 105.15）。

shes rnam gzhi lnga’i ’dod tshul bshad pa, aspects of consciousness and five

英譯參 MOTP（2003: 236.3）與 BP（2003: 156.19）
。而 NGTTG（1978: 406.4-406.5）

basic categories/Assertions on Aspects of Consciousness and Five Basic

關於 s7c 的詞義釋為：「s7c 現量當中雖有『根現量』、『意現量』及『瑜伽現

Categories in the Great Exposition School。科判見 GTCM（2000: 186.14, 189.15）
、

量』三者，然而沒有『自證現量』。」（s7cmngon sum gyi tshad ma la dbang
mngon yid mngon rnal ’byor mngon sum gsum yod pa yin na’ang rang rig
mngon sum med pa dang/ /）
133

rnam par rig byed ma yin pa’i gzugs ni gzugs mtshan nyid pa yin la/ /）
137

rgyu ’bras kyi ’dod tshul bshad pa, cause and effect and non-revelatory

form/Assertions on Cause and Effect and Non-revelatory Form in the Great
Exposition School。科判見 GTCM（2000: 186.13, 189.6）、MOTP（2003: 233.5,

MOTP（2003: 233.6, 236.23）。
138

dbang shes, sense-consciousnesses/sense consciousnesses [know objects]。參

GTTB1（2000: 6.14）
、GTCM（2000: 189.15）
、KKLZ（1989: 107.5）
、MOTP（2003:
236.25）與 BP（2003: 157.7）。即：前五根的認知。
139

rnam med, do not have the aspect/without [taking on] their aspect。參 GTTB1

（2000: 6.14）
、GTCM（2000: 189.15）
、KKLZ（1989: 107.5）
、MOTP（2003: 23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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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6. 毘婆沙宗關於佛陀特質的主張144

8.3.2.7. 關於各個學派不共特質的主張149

色蘊145非彼146佛陀無學法147

多不共150應閱清辨151論152等153

148

與 BP（2003: 157.7）。即：沒有行相（rnam pa, ākāra）。
140

gzhi lnga, the five categories/the five categories [of phenomena]。參 GTTB1

（2000: 6.14）
、GTCM（2000: 189.15）
、KKLZ（1989: 107.5）
、MOTP（2003: 236.25）
與 BP（2003: 157.10）。即：包含一切存在現象的五個範疇。
141

dngos po, things。參 GTTB1（2000: 6.14）
、GTCM（2000: 189.15）
、KKLZ（1989:

107.5）、MOTP（2003: 236.25）與 BP（2003: 157.10）。即：事物或無常法。
142

rdzas, substantially established/substantially existent。參 GTTB1（2000: 6.14）、

154

與 BP（2003: 158.5）。即：佛陀的色蘊或佛身。
146

de, a Buddha/Buddha。參 GTTB1（2000: 6.14）
、GTCM（2000: 191.18）
、KKLZ

（1989: 108.2）、MOTP（2003: 243.17）與 BP（2003: 158.5）。即：佛陀。
147

mi slob chos, the attributes of non-learning [in the continuum of that Buddha]。

參 GTTB1（2000: 6.14）、GTCM（2000: 191.18）、KKLZ（1989: 108.2）、MOTP
（2003: 243.17）與 BP（2003: 158.5）。即：無學道。
148

gzugs phung de min sangs rgyas mi slob chos/ /（s8b）
，GTTB1（2000: 6.14）
；

GTCM（2000: 189.15）
、KKLZ（1989: 107.5）
、MOTP（2003: 236.25）與 BP（2003:

GTCM（2000: 191.18）；GTCMCG（2007: 306.20）；KKLZ（1989: 108.2）。英譯

157.10）。

參 MOTP（2003: 243.17）與 BP（2003: 158.5）
。而 NGTTG（1978: 407.4-408.1）

143

dbang shes rnam med gzhi lnga dngos po rdzas/ /（s8a），GTTB1（2000:

關於 s8b 的詞義釋為：「s8b 佛陀的色蘊不是佛陀。主張：只有無學法才是成

6.14）
；GTCM（2000: 189.15）
；GTCMCG（2007: 306.17）
；KKLZ（1989: 107.5）。

為歸依境之佛陀。」（s8bSangs rgyas kyi gzugs phung Sangs rgyas ma yin pa

英譯參 MOTP（2003: 236.25）與 BP（2003: 157.7）
。而 NGTTG（1978: 407.2-407.4）

dang/ gang la skyabs su ’gro ba’i yul du gyur pa’i Sangs rgyas ni mi slob pa’i
chos kho nar ’dod do/ /）

關於 s8a 的詞義釋為：
「s8a 諸根知在不透過『相似行相』
（’dra rnam）的情況
下，直接明瞭對境。顯現的色方面、心王方面、伴隨的心所方面、階段的不
相應行方面及無為方面這五個是『事物』及『實質成立』
。」
（s8adbang shes
rnams ’dra rnam med par yul la dngos su rig pa yin no/ /snang ba gzugs kyi gzhi
dang/ gtso bo sems kyi gzhi/ ’khor sems byung gi gzhi/ gnas skabs ldan pa ma

144

sde pa so so’i thun mong min pa’i khyad par, unique features of individual

schools/Assertions on the Unique Features of Individual Schools。科判見 GTCM
（2000: 186.14, 192.9）、MOTP（2003: 233.7, 244.15）。
150

thun mong min mang, many unique/[the individual schools have] many unique

yin pa’i ’du byed kyi gzhi/ ’dus ma byas kyi gzhi ste lnga ka dngos po dang

[positions]。參 GTTB1（2000: 6.14）
、GTCM（2000: 192.9）
、KKLZ（1989: 108.16）
、

rdzas su grub pa yin zhing/ /）

MOTP（2003: 244.17）與 BP（2003: 158.10）
。即：毘婆沙宗有許多不共於佛教

sangs rgyas kyi ’dod tshul bshad pa, features of a Buddha/Assertions on Features

of a Buddha in the Great Exposition School。科判見 GTCM（2000: 186.14,
191.18）、MOTP（2003: 233.6, 243.15）。
145

149

gzugs phung, the form aggregate/the form aggregate [of a Buddha]。參 GTTB1

（2000: 6.14）
、GTCM（2000: 191.18）
、KKLZ（1989: 108.2）
、MOTP（2003: 243.17）

其他宗派的主張。
151

Legs ldan, Bhāvaviveka。參 GTTB1（2000: 6.15）
、GTCM（2000: 192.9）
、KKLZ

（1989: 108.16）、MOTP（2003: 244.17）與 BP（2003: 158.11）。
152

gzhung, the texts。參 GTTB1（2000: 6.15）
、GTCM（2000: 192.9）
、KKLZ（1989:

108.16）、MOTP（2003: 244.17）與 BP（2003: 158.11）。即：清辨阿闍黎的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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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品破斥常邊之後，說三時為實質之別者（毘婆沙宗）竟

9. 經部宗157

155

9.1. 經部宗語詞解釋158
說經為量159故名經部宗160
156

二 解釋抉擇無實質有之我的宗義
○

著《中觀心論》的根本頌（TC, No. 3855）及注釋（TC, No. 3856）。
153

sogs, and so forth/etc.。參 GTTB1（2000: 6.15）、GTCM（2000: 192.9）、KKLZ

（1989: 108.16）
、MOTP（2003: 244.17）與 BP（2003: 158.11）
。即：觀音禁《般
若燈論釋疏》（TC, No. 3859）及世友《建立學說差別之輪》（TC, No. 4140, 相
當於 T, No. 2032 的《異部宗輪論》）及調伏天《異部攝論》（TC, No. 4140）。
154

thun mong min mang Legs ldan gzhung sogs ltos/ /（s8c），GTTB1（2000:
6.14）
；GTCM（2000: 192.9）
；GTCMCG（2007: 306.22）
；KKLZ（1989: 108.16）。
英譯參 MOTP（2003: 244.17）與 BP（2003: 158.10）
。而 NGTTG（1978: 408.1-408.4）
關於 s8c 的詞義釋為：「s8c 各部的許多不共的主張方式，請見清辨阿闍黎的
論著《中觀心論》的根本頌及注釋，及以『等』
（sogs）一詞所包含的〔觀音
禁的〕《般若燈論釋疏》及〔世友的〕《建立學說差別之輪》及〔調伏天的〕
《異部攝論》
，將會了解。以上為毘婆沙宗的階段。」
（s8csde ba so so’i thun
mong ma yin pa’i ’dod tshul mang po ni slob dpon Legs ldan ’byed kyi

155

9.2. 經部宗的分類162

判見 GTCM（2000: 172.20, 198.2）、MOTP（2003: 206.17, 245.2）。
157

rdzas yod kyi bdag med gtan la dbab pa’i grub mtha’ bshad pa, Describing a

School of Tenets Delineating the Non-Existence of a Substantially Existent Self。科
判見 GTCM（2000: 172.20, 198.2）、MOTP（2003: 206.17, 245.1）。
158

ming, meaning of the term/Meaning of the Term Sautrāntika。科判見 GTCM

（2000: 198.3）、MOTP（2003: 245.5, 245.7）。
159

mdo sde tshad mar smra ba, propounding the sets of sutras as

valid/propounding that the sets of sūtras are valid。參 GTTB1（2000: 6.17）
、GTCM
（2000: 198.3）
、KKLZ（1989: 110.10）
、MOTP（2003: 245.8）與 BP（2003: 159.2）
。
160

mDo sde pa, Proponents of Sūtra/Proponents of Sūtra (Sautrāntikas)。參 GTTB1

（2000: 6.17）
、GTCM（2000: 198.4）
、KKLZ（1989: 110.10）
、MOTP（2003: 245.8）
與 BP（2003: 159.2）。或稱為「經量部」。
161

mdo sde tshad mar smra bas mDo sde pa/ （
/ s1a）
，GTTB1（2000: 6.17）
；GTCM

gzhung dBu ma snying po rtsa ’grel dang sogs sgras SHer sgron ’grel bshad dang

（2000: 198.3）
；GTCMCG（2007: 345.6）
；KKLZ（1989: 110.10）
。英譯參 MOTP

gZHung lugs kyi bye brag bkod pa’i ’khor lo dang sde ba tha dad pa bsdus pa

（2003: 245.8）與 BP（2003: 159.2）。而 NGTTG（1978: 408.4-409.1）關於 s1a

rnams ltos shig dang shes par ’gyur ro/ /zhes pa’o/ /Bye brag tu smra ba’i skabs

的詞義釋為：「s1a 在經部宗的階段，〔根本偈所說的〕『契經為量』等，主要

so/ /）

是以契經為量而說宗義的聲聞部派，因此命名為『經部宗』（或經量部）。」

zhes rtag paʼi mthaʼ bkag nas dus gsum rdzas kyi bye brag tu smra baʼi

（s1amDo sde ba’i skabs la/ mdo sde tshad mar zhes sogs gtso bor mdo sde

skabs te brgyad paʼo/ /，GTTB1（2000: 6.15）。
156

161

tshad mar byas nas grub mtha’ smra ba’i nyan thos sde ba yin pas na mDo sde
ba zhes tha snyad gdags pa de la/ /）

rdzas yod kyi bdag med gtan la dbab pa’i grub mtha’ bshad pa, Describing a

School of Tenets Delineating the Non-Existence of a Substantially Existent Self。科

162

dbye ba, divisions/Divisions of the Sūtra School。科判見 GTCM（2000: 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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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經部宗的宗義說明168
9.3.1. 總標經部宗的宗義169

198.12）、MOTP（2003: 245.5, 245.16）。
163

dbye ngo, the divisions/are divided [by way of] entity。參 GTTB1（2000: 6.17）、

GTCM（2000: 198.12）
、KKLZ（1989: 110.14）
、MOTP（2003: 245.17）與 BP（2003:
159.6）。
164

9.3.1.1. 經部宗關於基的主張170
9.3.1.1.1. 經部宗關於二諦的主張171
二諦即勝義能否作義172

173

Lung gi rjes ’brang, Followers of Scriptures。參 GTTB1（2000: 6.17）
、GTCM
（2000:

198.12）、KKLZ（1989: 110.14）、MOTP（2003: 245.17）與 BP（2003: 159.6）。
即：隨教行經部宗（Lung gi rjes ’brang gi mdo sde pa）。
165

Rigs pa’i rjes ’brang, Followers of Reasonings。參 GTTB1（2000: 6.17）、GTCM

（2000: 198.12）、KKLZ（1989: 110.104）、MOTP（2003: 245.17）與 BP（2003:
159.6）。即：隨理行經部宗（Rigs pa’i rjes ’brang gi mdo sde pa）。
166

rnam pa’i gsum, by way of aspect, three/[when they are divided] by way of

aspect, there are three。參 GTTB1（2000: 6.17）、GTCM（2000: 198.12）、KKLZ
1 能取所
（1989: 110.14）、MOTP（2003: 245.18）與 BP（2003: 159.11）。即：○
2 漸次出生派、○
3 紛雜無二派－－亦即從行相的觀點來區分
取等數頓時派、○

的三種。
167

dbye ngo Lung Rigs rjes ʼbrang rnam paʼi gsum/ /（s1b），GTTB1（2000:

168

grub mtha’, description of tenets/Description of Tenets of the Sūtra School。科判

見 GTCM（2000: 198.3, 200.17）、MOTP（2003: 245.5, 246.23）。
169

spyir bstan pa, general indication of their tenets/General Indication of the Tenets

of the Sūtra School。科判見 GTCM（2000: 200.17）
、MOTP（2003: 246.24, 246.26）
。
170

gzhi’i rnam bzhag, presentation of the basis/The Sutra School’s Presentation of

the Basis。科判見 GTCM（2000: 200.17, 200.18）
、MOTP（2003: 246.27, 246.28）。
171

bden gnyis kyi rnam bzhag bshad pa, their presentations of the two

truths/Presentations of the Two Truths by the Sūtra School [Following
Reasoning]。科判見 GTCM（2000: 200.18, 200.19）
、MOTP（2003: 246.29, 246.31）
。
172

bden par don byed nus mi nus, are and are not truly able to perform

6.17）
；GTCM（2000: 198.12）
；GTCMCG（2007: 345.8）
；KKLZ（1989: 110.13）。

functions/[respectively, those phenomena that] are and are not truly able to

英譯參 MOTP（2003: 245.17）與 BP（2003: 159.6）
。而 NGTTG（1978: 409.1-409.3）

perform functions。參 GTTB1（2000: 6.18）
、GTCM（2000: 200.19）
、KKLZ（1989:

1 追隨《俱舍論》根本頌及其
關於 s1b 的詞義釋為：
「s1b 其中，
『分類』有：○

111.12）、MOTP（2003: 247.1）與 BP（2003: 160.2）。即：「勝義諦」與「世俗

2 追隨『七部量論』等說法的『隨理行』二種；
注釋等說法的『隨教行』及○

諦」（二諦）依次為「於勝義中能發揮功用者」（即無常法）與「於勝義中不

1 能取所取等數頓時派、○
2 漸次出生派、○
3 紛雜無二派－－亦即從行相
以及○
1 mDZod rtsa ’grel sogs su bshad pa’i
的觀點來區分的三種。（s1bdbye ngo ni ○

能發揮功用者」（即常法）。
173

bden gnyis bden par don byed nus mi nus/ /（s1c），GTTB1（2000: 6.17）；

2 TSHad ma sde bdun sogs su bshad pa’i rigs pa’i
lung gi rjes ’brang dang/ ○

GTCM（2000: 200.19）
；GTCMCG（2007: 345.11）
；KKLZ（1989: 111.11）
。英譯

1 gzung ’dzin grangs mnyam gcig char pa dang/ ○
2
rjes ’brang gnyis dang/ ○

參 MOTP（2003: 247.1）與 BP（2003: 160.2）。而 NGTTG（1978: 409.3-409.4）

3 sna tshogs gnyis med pa ste rnam pa ’dod tshul gyi sgo
rim ’byung ba dang/ ○

關於 s1c 的詞義釋為：
「s1c 基的主張方式：
『勝義諦』及『世俗諦』二者，依

nas gsum yod do/ /）

次是指勝義當中能及不能發揮功能之法。」
（s1cgzhi’i ’dod tshul ni/ don dam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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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分177解脫178住邊179悲180等181道

182

175

9.3.1.2. 經部宗關於道的主張176

177

byang phyogs, the harmonies with enlightenment/the [thirty-seven] harmonies

with enlightenment。參 GTTB1（2000: 6.18）
、GTCM（2000: 204.7）
、KKLZ（1989:
112.17）
、MOTP（2003: 258.12）與 BP（2003: 160.16）
。即：三十七菩提分法。
dang kun rdzob kyi bden pa gnyis ni rim bzhin don dam par don byed nus mi
nus pa’i chos so/ /）
174

phung khams skye mched kyi rnam bzhag bshad pa, their presentations of the

aggregates, constituents, and sense spheres/the Sūtra School’s Presentation of the
Aggregates, Constituents, and Sense spheres。科判見 GTCM（2000: 200.18,
203.2）、MOTP（2003: 246.29, 255.21）。
175

phung khams skye mched ʼdus byas ma byas gzhi/ /（s1d），GTTB1（2000:
6.18）
；GTCM（2000: 203.2）
；GTCMCG（2007: 345.12）
；KKLZ（1989: 112.6）。
英譯參 MOTP（2003: 255.23）與 BP（2003: 160.8）
。而 NGTTG（1978: 409.4-410.4）
關於 s1d 的詞義釋為：「s1d 雖然五蘊、十八界及十二處的主張方式大多與毘
婆沙宗一致，但由於認為『蘊』是『施設有』
，因此『色』及『色蘊』並非『是
等遍』；而我想：『〔經部宗〕也主張“眼”與“眼界”二者有四句吧！』雖然也有

176

178

rnam thar, the liberations/the [eight] liberations。參 GTTB1（2000: 6.18）
、GTCM

（2000: 204.7）、KKLZ（1989: 112.17）、MOTP（2003: 258.12）與 BP（2003:
160.16）。即：八解脫。
179

mthar gnas, the serial/the [nine] serial [absorptions]。參 GTTB1（2000: 6.19）、

GTCM（2000: 204.7）
、KKLZ（1989: 112.17）
、MOTP（2003: 258.12）與 BP（2003:
160.16）。即：九次第等至。
180

brtse, mercy。參 GTTB1（2000: 6.19）、GTCM（2000: 204.7）、KKLZ（1989:

112.17）、MOTP（2003: 258.12）與 BP（2003: 160.17）。即：大悲心。
181

sogs, and so forth/ect.。參 GTTB1（2000: 6.19）、GTCM（2000: 204.7）、KKLZ

（1989: 112.18）、MOTP（2003: 258.12）與 BP（2003: 160.17）。即：地與波羅
蜜多。
182

byang phyogs rnam thar mthar gnas brtse sogs lam/ /（s2a）
，GTTB1（2000:

有為的五蘊及三或四種無為的名言，但是它們的數量並非決定，因為有聲總

6.18）
；GTCM（2000: 204.7）
；GTCMCG（2007: 345.18）
；KKLZ（1989: 112.17）。

及義總等許多無為之故。以上就是『基的建立』。」（s1dphung po lnga dang

英譯參 MOTP（2003: 258.12）與 BP（2003: 160.16）
。而 NGTTG（1978: 410.4-412.5）

khams bco brgyad dang skye mched bcu gnyis kyi ’dod tshul phal cher Bye

關於 s2a 的詞義釋為：「s2a 關於道〔的建立〕：身等『四念住』、斷除已生的

smra dang mthun kyang phung po btags yod du ’dod pas gzugs dang gzugs

雜染等的『四正斷』
、欲勤心觀的『四神足』
、信勤念定慧之『五根』
、由信乃

phung yin khyab mnyam ma yin pa dang/ mig dang mig khams gnyis la mu bzhi

至慧之『五力』
、正念及法抉擇及精進及歡喜及輕安及三昧及平等捨之『七覺

yang ’dod dam snyam mo/ /’dus byas phung po lnga dang ’dus ma byas gsum

支』
、正見及正語及正思惟及正業邊際及正命及正業及正念及正定之『八種正

mam bzhi’i tha snyad kyang yod mod kyi/ de dag tu grangs nges pa ma yin te/

確的聖道』（八聖道）－－即『三十七菩提分』、『有色觀色』及『無色觀色』

sgra spyi don spyi sogs ’dus ma byas mang po yod pas so zhes pa ni gzhi’i rnam

及『淨色』及『空無邊處』及『識無邊處』及『無所有處』及『有頂』及『滅

bzhag go/ /）

等至』或『八解脫』
、從『初靜慮等至』乃至『滅等至』之九次第等至。雖然

lam gyi rnam bzhag, presentation of the path/the Sutra School’s Presentation of

證悟種類沒有不同，但是悲愍－－大悲心－－等與地與波羅蜜多等令大乘顯

the Path。科判見 GTCM（2000: 200.17, 204.7）
、MOTP（2003: 246.27, 258.11）。

出殊勝。道的建立大多與《俱舍論》一致。」
（s2alam la lus sogs(tshor ba d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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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3. 經部宗關於果的主張183

9.3.2. 詳釋經部宗的宗義，分二：188

向住184獨覺二185與正等覺186

9.3.2.1. 安立聖教189

187

9.3.2.2. 解釋聖教的意義，分十：190
sems dang chos) dran pa nyer bzhag bzhi dang/ kun nyon skyes pa spong ba

9.3.2.2.1. 經部宗主張事物是剎那191

sogs yang dag par spong ba bzhi dang/ ’dun pa dang brtson ’grus dang sems
dang dpyod pa’i rdzu ’phrul gyi rkang pa bzhi dang/ dad pa dang brtson ’grus
dang dran pa dang ting nge ’dzin dang shes rab kyi dbang po lnga dang/ dad pa
nas shes rab bar stobs lnga dang/ dran pa dang chos rab tu rnam ’byed dang
brtson ’grus dang dga’ ba dang shin sbyangs dang ting nge ’dzin dang btang

186

practicing the paths]。參 GTTB1（2000: 6.19）
、GTCM（2000: 207.1）
、KKLZ（1989:
113.15）、MOTP（2003: 263.15）與 BP（2003: 161.13）。即：圓滿的佛陀。
187

6.19）
；GTCM（2000: 207.1）
；GTCMCG（2007: 345.10）
；KKLZ（1989: 113.14）。

ngag dang rtog pa dang las mtha’ dang ’tsho ba dang rtsol ba dang dran pa dang

英譯參 MOTP（2003: 263.15）與 BP（2003: 161.12）
。而 NGTTG（1978: 412.5-413.2）

ting nge ’dzin yang dag ’phags lam brgyad de byang phyogs so bdun dang/

關於 s2b 的詞義釋為：
「s2b 聲聞、獨覺二者當中有八向〔果者〕
、住〔果者〕；

gzugs can gzugs la blta ba dang gzugs med gzugs la blta ba dang gzugs sdug pa

聲聞當中有二十僧伽；獨覺則有部行及麟角喻二種；以及圓滿的佛陀（正等

dang nam mkha’i mtha’ yas dang rnam shes mtha’ yas dang ci yang med dang srid

覺）也如《俱舍論》的主張一般，這就是『果的建立』
。」
（s2bNYan Rang gnyis

rtse dang ’gog pa’i snyoms ’jug gam rnam thar te brgyad dang/ bsam gtan dang

la zhugs gnas brgyad dang NYan thos la dge ’dun nyi shu dang Rang rgyal

po’i snyoms ’jug nas ’gog pa’i snyoms ’jug gi bar mthar gnas snyoms ’jug dgu

tshogs na spyod pa dang bse ru lta bu gnyis dang rdzogs pa’i Sangs rgyas

dang phar phyin sogs kyis theg chen mchog tu byed pa ni lam gyi rnam bzhag
ste phal cher mDZod dang mthun no/ /）
’bras bu’i rnam bzhag, presentation of the fruit/the Sutra School’s Presentation of

the Fruit。科判見 GTCM（2000: 200.17, 207.1）
、MOTP（2003: 246.27, 263.14）。
184

zhugs gnas, the Approachers and Abiders/[the Hearer] Approachers and

Abiders。參 GTTB1（2000: 6.19）
、GTCM（2000: 207.1）
、KKLZ（1989: 113.14）、
MOTP（2003: 263.15）與 BP（2003: 161.12）。即：四向果者與四住果者。
185

ZHugs gNas Rang rgyal gnyis dang rdzogs Sangs rgyas/ （
/ s2b）
，GTTB1（2000:

snyoms yang dag byang chub kyi yan lag bdun dang/ yang dag pa’i lta ba dang

dang/ rtogs rigs mi ’dra ba med kyang brtse ba snying rje chen po sogs dang sa

183

rDZogs sangs rgyas, perfect Buddhas/perfect Buddhas [are the fruits of

Rang rgyal, Solitary Realizers。參 GTTB1（2000: 6.19）
、GTCM（2000: 207.1）、

kyang mDZod ltar ’dod pa ni ’bras bu’i rnam bzhag yin no/ /）
188

bye brag tu bshad pa, detailed explanation/Detailed Explanation of the Tenets

of the Sūtra School。科判見 GTCM（2000: 200.17, 207.12）
、MOTP（2003: 246.24,
263.29）。
189

lung dgod pa。科判見 GTCM（2000: 207.13）。此處 MOTP（2003）漏列這個

科判。
190

de’i don bshad pa。科判見 GTCM（2000: 207.13, 208.9）。此處 MOTP（2003）

漏列這個科判。
191

dngos po rnams skad cig mar sgrub pa, assertion that things are momentary/The

KKLZ（1989: 113.15）
、MOTP（2003: 263.15）與 BP（2003: 161.12）
。即：辟支

Sutra School’s Assertion that Things are Momentary。科判見 GTCM（2000: 208.9,

佛或緣覺。

208.12）、MOTP（2003: 263.31, 2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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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教199詞200色201

202

9.3.2.2.2. 經部宗關於聖教的主張194

9.3.2.2.3. 經部宗關於微塵色之特質的主張203

七部195非佛語196

微塵204有無分205

對法存於釋自197共198經律
199

lung, discourses。參 GTTB1（2000: 6.20）
、GTCM（2000: 209.9）
、KKLZ（1989:

115.4）、MOTP（2003: 267.29）與 BP（2003: 162.4）。
192

dngos rnams, things。參 GTTB1（2000: 6.19）、GTCM（2000: 208.12）、KKLZ

（1989: 114.18）
、MOTP（2003: 264.6）與 BP（2003: 161.19）
。即：諸事物（即
無常法或有為法）。
193

dngos rnams skad cig/ /（s2c+4）
，GTTB1（2000: 6.19）
；GTCM（2000: 208.12）
；
GTCMCG（2007: 346.12）
；KKLZ（1989: 114.18）
。英譯參 MOTP（2003: 264.6）

194

200

115.4）、MOTP（2003: 267.29）與 BP（2003: 162.10）。即：語詞。
201

gzugs, form。參 GTTB1（2000: 6.21）、GTCM（2000: 209.10）、KKLZ（1989:

115.4）、MOTP（2003: 267.29）與 BP（2003: 162.10）。即：聲處，屬於色蘊。
202

sDe bdun bKaʼ min byas/ /mngon pa mdo ʼdul nang gnas rang spyi ʼchad/

與 BP（2003: 161.19）
。而 NGTTG（1978: 413.2-413.3）關於 s2c+4 的詞義釋為：

/lung ni tshig gzugs/ /（ss2c-5, 2d, 3a+4）
，GTTB1（2000: 6.20）
；GTCM（2000:

「s2c+4 因緣聚集造作而成的諸事物是剎那〔壞滅〕的。」（s2c+4rgyu rkyen

209.9）
；GTCMCG（2007: 346.13）
；KKLZ（1989: 115.3）
。英譯參 MOTP（2003:

tshogs shing ’dus byas pa’i dngos po rnams skad cig ma dang/ /）

267.29）與 BP（2003: 162.1）
。而 NGTTG（1978: 413.3-414.1）關於 ss2c-5, 2d, 3a+4

lung gi ’dod tshul, assertions on scripture/Sutra School’s Assertions on

的詞義釋為：「s2c-5 七部對法被〔經部宗〕視為不是佛語；s2d 屬於對法藏

Scripture。科判見 GTCM（2000: 208.9, 209.9）、MOTP（2003: 263.31, 267.28）。
195

tshig, words。參 GTTB1（2000: 6.20）、GTCM（2000: 209.10）、KKLZ（1989:

的佛語，是存在屬於修多羅（經）及毘奈耶（律）藏當中之解釋零散的諸法

sde bdun, the Seven Treatises/the seven [Abhidharma] treatises。參 GTTB1（2000:

自相與共相的諸經。s3a+4 因為經論等等聖教的本質是語詞，因此攝於色法

6.20）、GTCM（2000: 209.9）、KKLZ（1989: 115.2）、MOTP（2003: 267.29）與

當中。」
（ s2c-5mNGon pa sde bdun bka’ ma yin par byas shing/ s2dmngon pa’i

BP（2003: 162.1）。即：七部對法。

sde snod du gyur pa’i bka’ ni mdo sde dang ’dul ba’i sde snod du gyur pa’i nang

196

du gnas pa’i chos rnams kyi rang dang spyi’i mtshan nyid thor bu thor

bKa’, the Word/[Buddha’s] word。參 GTTB1（2000: 6.20）
、GTCM（2000: 209.9）
、

bur ’chad pa’i mdo rnams yin la/ /s3a+4bKa’ bstan bcos la sogs pa’i lung ni

KKLZ（1989: 115.2）、MOTP（2003: 267.29）與 BP（2003: 162.1）。
197

6.20）、GTCM（2000: 209.9）、KKLZ（1989: 115.3）、MOTP（2003: 267.29）與
BP（2003: 162.4）。即：自相（無常法或有為法）。
198

tshig gi rang bzhin yin pas gzugs su bsdus so/ /）

rang, the specific/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phenomena]。參 GTTB1（2000:

spyi, the general/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phenomena]。參 GTTB1（2000:

6.20）、GTCM（2000: 209.9）、KKLZ（1989: 115.3）、MOTP（2003: 267.29）與
BP（2003: 162.4）。即：共相（常法或無為法）。

203

rdul sogs gzugs kyi khyad par, assertions about the features of forms such as

minute particles/Sutra School’s Assertions about the Features of Forms such as
Minute Particles。科判見 GTCM
（2000: 208.9, 211.6）
、MOTP（2003: 263.32, 270.1）
。
204

phra rdul, minute particles/tiny particles。參 GTTB1（2000: 6.21）
、GTCM（2000:

211.6）、KKLZ（1989: 116.5）、MOTP（2003: 270.3）與 BP（2003: 16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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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2.5. 經部宗關於識之行相的主張215

208

9.3.2.2.4. 經部宗關於施設有之特質的主張209
無為210無事211行212無質施設213

108

根知216具相217三派218許所取

214

（1989: 117.9）、MOTP（2003: 271.34）與 BP（2003: 163.5）。即：無為法。
205

cha yod med, have parts, and are partless/[are asserted by some to have] parts,

[by others to be] partless。參 GTTB1（2000: 6.21）
、GTCM（2000: 211.6）
、KKLZ
（1989: 116.5）、MOTP（2003: 270.3）與 BP（2003: 162.13）。即：「可再細分」
與「不可細分」二類。
206

rig min gzugs med, the non-revelatory is not form/the non-revelatory [form] is

not form。參 GTTB1（2000: 6.21）
、GTCM（2000: 211.6）
、KKLZ（1989: 116.5）、
MOTP（2003: 270.3）與 BP（2003: 163.1）。即：無實質（rdzas su med）。
207

gzugs can, the physical/physical [sense powers]。參 GTTB1（2000: 6.20）
、GTCM

（2000: 211.6）
、KKLZ（1989: 116.5）
、MOTP（2003: 270.4）與 BP（2003: 163.3）。
即：淨色根。經部宗主張淨色根不是量，這點與毘婆沙宗不同。
208

211

（1989: 117.9）、MOTP（2003: 271.34）與 BP（2003: 163.5）。即：無事物。
212

271.34）與 BP（2003: 163.7）。即：心不相應行（ldan min ’du byed）。
213

bem med btags, are not material, but imputed/are not material; they are

imputed。參 GTTB1（2000: 6.22）
、GTCM（2000: 214.21）
、KKLZ（1989: 117.10）
、
MOTP（2003: 271.34）與 BP（2003: 163.7）
。即：無物質或實質之施設有（bem
po ste rdzas su med pa’i btags yod）。
214

phra rdul cha yod med/ /rig min gzugs med gzugs can tshad mar min/ /

ma byas dngos med ʼdu byed bem med btags/ /（s3c）
，GTTB1（2000: 6.21）；
GTCM（2000: 214.21）；GTCMCG（2007: 346.18）；KKLZ（1989: 117.9）。英譯

（s3a-5, b），GTTB1（2000: 6.21）；GTCM（2000: 211.6）；GTCMCG（2007:

參 MOTP（2003: 271.34）與 BP（2003: 163.5）
。而 NGTTG（1978: 414.3-414.4）

346.16）
；KKLZ（1989: 116.5）
。英譯參 MOTP（2003: 270.3）與 BP（2003: 162.13）
。

關於 s3c 的詞義釋為：
「s3c 諸無為法是『無事物』
。不相應行是『無物質或無

而 NGTTG（1978: 414.1-414.2）關於 s3a-5, b 的詞義釋為：「s3a-5 主張極微分

實質的施設有』
。」
（s3c’dus ma byas kyi chos rnams dngos por med cing/ ldan

表色』為無實

質。眼的具色根（淨色根）不是量。」
（s3a-5phra rab rtul la

phyogs cha yod par ’dod pa dang med par ’dod pa gnyis dang s3brnam rig min
pa’i gzugs rdzas su med cing mig dbang gzugs can pa tshad ma min pa dang/
/）
dngos med sogs btags yod kyi khyad par, assertion about the features of

imputed existents/Sutra School’s Assertion about the Features of Imputed
Existents。科判見 GTCM（2000: 208.10, 214.20）
、MOTP（2003: 263.33, 271.32）。
210

’du byed, compositional factors/[non-associated] compositional factors。參

GTTB1（2000: 6.22）
、GTCM（2000: 214.21）
、KKLZ（1989: 117.10）
、MOTP（2003:

min ’du byed bem po ste rdzas su med pa’i btags yod dang/ /）

為『有方向及部分』
（有方分）及『無方向及部分』
（無方分）二種。s3b『無

209

dngos med, non-things。參 GTTB1（2000: 6.21）
、GTCM（2000: 214.21）
、KKLZ

ma byas, non-products。參 GTTB1（2000: 6.21）
、GTCM（2000: 214.21）
、KKLZ

215

shes rnam khyad par, assertions about the aspect of consciousness/Sutra

School’s Assertions about the Aspect of Consciousness。科判見 GTCM（2000:
208.10, 217.7）、MOTP（2003: 263.33, 274.20）。
216

dbang shes, sense consciousnesses。參 GTTB1（2000: 6.22）、GTCM（2000:

217.7）
、KKLZ（1989: 117.15）
、MOTP（2003: 274.22）與 BP（2003: 163.9）
。即：
根的認知或前五根的認知。
217

rnam ldan, are aspected。參 GTTB1（2000: 6.22）
、GTCM（2000: 217.7）
、KKLZ

（1989: 117.15）
、MOTP（2003: 274.22）與 BP（2003: 163.9）
。即：具有〔對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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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等219等數序執220雜一221
教理部派222

223

Reasoning。參 GTTB1（2000: 7.1）
、GTCM（2000: 217.8）
、KKLZ（1989: 117.16）、
MOTP（2003: 274.22）與 BP（2003: 163.12）
。即：「隨教行經部宗」（Lung gi
rjes ’brang gi mdo sde pa）與「隨理行經部宗」
（Rigs pa’i rjes ’brang gi mdo sde
pa）二者當中皆有許第一個主張者。僅「隨教行經部宗」許第二個主張。另

的〕行相者（rnam pa dang ldan pa）
。另外，KKLZ（1989: 117.17）提及這是經

外，KKLZ（1989: 117.19）提及隨理行經部宗分為「所取能取等數派」
（bzung ’dzin

部宗為了駁斥毘婆沙宗主張的「根的認知不具有行相」而說的。

1 能取所取等數頓時派）及「紛雜無二派」
grangs mnyam pa, 即前述的○
（sna

218

lugs gsum, the three systems/the three systems [of asserting aspects]。參 GTTB1

（2000: 6.22）
、GTCM（2000: 217.7）
、KKLZ（1989: 117.15）
、MOTP（2003: 274.22）
1 能取所取等數頓時派、○
2 漸
與 BP（2003: 163.9）
。即：三種體系，即前述的○
3 紛雜無二派。
次出生派、○
219

gZung rnam mnyam, equal number of apprehended-objects and

3 紛雜無二派）二派；而隨教行經部宗則是「紛
tshogs gnyis med pa, 即前述的○
2 漸次出生派）
。
雜漸執派」（sna tshogs rim ’dzin pa, 即前述的○
223

dbang shes rnam ldan lugs gsum gZung rnam mnyam/ /Grangs mnyam
rim ʼdzin sNa tshogs gcig rnams ʼdod/ /Lung Rigs sdeʼi lugs/ /（ss3d, 4a,
b+4）
，GTTB1（2000: 6.22）
；GTCM（2000: 217.7）
；GTCMCG（2007: 346.19）；

apprehending-subjects/an Equal Number of Apprehended Objects and

KKLZ（1989: 117.15）。英譯參 MOTP（2003: 274.22）與 BP（2003: 163.9）。而

Apprehending Subjects。參 GTTB1（2000: 6.22）、GTCM（2000: 217.7）、KKLZ

NGTTG（1978: 414.4-415.5）關於 ss3d, 4a, 4b+4 的詞義釋為：
「s3d『根知』
（前

（1989: 117.15）、MOTP（2003: 274.22）與 BP（2003: 163.10）。即：主張「與

1 在注視斑紋
五根的認知）具有對境的相似行相，而且它有三種體系如下：○

青、黃、白、紅等所取的行相相同數目的許多同類眼識頓時（gcig car, 同時）

時，與青、黃、白、紅等所取的行相相同數目的許多同類眼識頓時（同時）

1 能取所取等數頓時派）
產生」的體系（即前述的○
。

2 在〔注視斑紋的〕那個時候，與彼〔青、黃、白、紅等所取的行
產生；s4a○

220

Grangs mnyam rim ’dzin, equal number apprehended serially/Equal Number

3 在〔注視斑紋的〕那個時候，由
相〕等數的許多同類〔眼〕識依次產生；○

Apprehended Serially。參 GTTB1（2000: 6.22）
、GTCM（2000: 217.7）
、KKLZ（1989:

於斑紋上的各種顏色〔同時〕在同一個〔眼〕識當中顯現，彼此並不會相違，

117.16）
、MOTP（2003: 274.22）與 BP（2003: 163.10）
。即：主張「與青、黃、

因此主張只有一個具有斑紋行相的〔眼〕識產生。s4b+4 其中，第一個主張

2
白、紅等數量相等的許多同類眼識依次（rim gyis）產生」的體系（即前述的○

包含『隨教行』及『隨理行』二系統；主張中間者，則僅有『隨教行的經部

漸次出生派）。

宗』這個體系，而由於並沒有清楚說明『能立』（理由），因此仍需觀察。」

221

sNa tshogs gcig, the varieties as one aspect/the Varieties as One Aspect。參

（s3ddbang po’i shes pa ni yul gyi ’dra rnam dang ldan zhing de lugs gsum

GTTB1（2000: 7.1）
、GTCM（2000: 217.7）
、KKLZ（1989: 117.16）
、MOTP（2003:

1 khra bo la bltas pa’i tshe sngo ser dkar dmar sogs gzung ba’i rnam pa
ste/ ○

274.22）與 BP（2003: 163.11）
。即：主張「由於斑紋上的各種顏色同時在同一

dang grangs mnyam pa’i mig gi rnam shes rigs mthun du ma gcig char skye

個眼識當中顯現，彼此並不會相違，因此只有一個具有斑紋（雜色）行相的

2 de’i tshe de dang grangs mnyam pa’i rnam shes rigs
bar ’dod pa dang/ s4a○

3 紛雜無二派）
眼識產生」的體系（即前述的○
。

3 de’i tshe khra bo’i steng gi kha dog sna
mthun du ma rim gyis skye ba dang/ ○

222

Lung Rigs sde’i lugs, the systems of the schools of Scripture and

Reasoning/[these] are the systems of [most of] the schools of Scripture and

tshogs pa rnam shes gcig la ’char ba mi ’gal bas na khra bo’i rnam can gyi r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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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2.8. 經部宗關於四禪支的主張231
身知232容為支233

225

234

9.3.2.2.7. 經部宗關於阿羅漢不會退失斷證的主張226
斷227證228不失229

230

220.20）、KKLZ（1989: 120.4）、MOTP（2003: 278.35）與 BP（2003: 163.19）。
即：不退失。亦即不像毘婆沙宗所主張的「六類阿羅漢」
（退法、思法、護法、
安住法、堪達法與不動法）的前五類（屬於時解脫的阿羅漢）容有退失的情

shes gcig bu skye bar ’dod pa dang gsum mo/ /s4b+4de dag las dang po la Lung
Rigs kyi rjes ’brang gnyis ka yod la/ bar ba ni Lung gi rjes ’brang gi mdo sde pa

224

況。參 T29, No. 1558, 129a-b。
230

kho na’i lugs su bshad de/ sgrub byed gsal bar ma bshad pas na brtag dgos so/

GTCMCG（2007: 347.5）；KKLZ（1989: 120.4）。英譯參 MOTP（2003: 278.35）

/）

與 BP（2003: 163.19）
。而 NGTTG（1978: 416.1）關於 s4c+4 的詞義釋為：
「s4c+4

rgyu ’bras khyad par, assertion about cause and effect/Sutra School’s Assertion

如果是阿羅漢，其斷證〔功德〕必然不會退失〔，這點和毘婆沙宗的主張不
同〕
。」
（ s4c+4dGra bcom pa yin na spang rtogs las mi nyams pas khyab cing/ /）

about Cause and Effect。科判見 GTCM（2000: 208.10, 220.12）、MOTP（2003:
263.34, 278.13）。
225

rgyu ʼbras dus mi mnyam/ /（s4b-5），GTTB1（2000: 7.1）；GTCM（2000:
220.12）
；GTCMCG（2007: 347.4）
；KKLZ（1989: 119.8）
。英譯參 MOTP（2003:
278.14）與 BP（2003: 163.17）。而 NGTTG（1978: 415.5-416.1）關於 s4b-5 的
詞義釋為：「s4b-5 符合定義的因果（真正的因果）必須是『不同時』。」
（s4b-5rgyu ’bras mtshan nyid pa la dus mi mnyam pa zhig dgos la/ /）

226

spangs rtogs mi ldog pa’i khyad par, assertion that Foe Destroyers do not fall

from abandonments and realizations/Sutra School’s Assertion that Foe Destroyers
Do Not Fall from Abandonments and Realizations。科判見 GTCM（2000: 208.11,
220.20）、MOTP（2003: 263.34, 278.33）。
227

spangs, abandonments。參 GTTB1（2000: 7.1）
、GTCM（2000: 220.20）
、KKLZ

（1989: 120.4）、MOTP（2003: 278.35）與 BP（2003: 163.19）。即：斷德。
228

rtogs, realization。參 GTTB1（2000: 7.1）
、GTCM（2000: 220.20）
、KKLZ（1989:

120.4）、MOTP（2003: 278.35）與 BP（2003: 163.19）。即：證德。
229

spangs rtogs mi nyams/ /（s4c+4）
，GTTB1（2000: 7.1）
；GTCM（2000: 220.20）
；

mi nyams, no falling/[Arhats] do not fall。參 GTTB1（2000: 7.1）
、GTCM（2000:

231

bsam gtan yan lag gi khyad par, assertion about the branches of

concentrations/Sutra School’s Assertion about the Branches of Concentrations。科
判見 GTCM（2000: 208.11, 221.1）、MOTP（2003: 264.1, 279.28）。
232

lus shes, a body consciousness。參 GTTB1（2000: 7.2）
、GTCM（2000: 221.1）、

KKLZ（1989: 120.7）、MOTP（2003: 279.11）與 BP（2003: 163.21）。即：與身
根的認知相應的受心所。
233

yan lag, a branch。參 GTTB1（2000: 7.2）
、GTCM（2000: 221.1）
、KKLZ（1989:

120.7）
、MOTP（2003: 279.11）與 BP（2003: 163.22）
。即：靜慮的支分（bsam
gtan gyi yan lag）。
234

lus shes yan lag rung/ /（s4c-5）
，GTTB1（2000: 7.2）
；GTCM（2000: 221.1）；
GTCMCG（2007: 347.6）；KKLZ（1989: 120.7）。英譯參 MOTP（2003: 279.11）
與 BP（2003: 163.21）
。而 NGTTG（1978: 416.1-416.3）關於 s4c-5 的詞義釋為：
「s4c-5 前三靜慮支的樂〔受〕，因為是已成為身知（身根的認知）的感受，
因此由修習之力所生的身知，容許為『靜慮支』
（即禪支）
。」
（s4c-5bsam gtan
dang po gsum gyi yan lag gi bde ba ni lus shes su gyur pa’i tshor ba yin pas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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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2.9. 經部宗關於現前知的主張235

9.3.2.2.10. 經部宗關於大乘聖者的主張240

現前236根意瑜伽自證四

菩薩聖241定242法243色244二為佛245

現前現境237無常無我力238

239

240

sgom stobs kyis bskyed pa’i lus shes ni bsam gtan gyi yan lag tu rung ngo/ /）
235

mngon sum gyi khyad par, assertions about direct perception/Sutra School’s

Assertions about Direct Perception。科判見 GTCM（2000: 208.11, 221.12）
、MOTP
（2003: 264.2, 279.28）。
236

mngon sum, direct perceptions。參 GTTB1（2000: 7.2）
、GTCM（2000: 221.12）
、

KKLZ（1989: 120.9）
、MOTP（2003: 279.29）與 BP（2003: 164.8）
。即：現前知。
237

snang yul, an appearing-object/the appearing object。參 GTTB1（2000: 7.2）、

GTCM（2000: 221.12）
、KKLZ（1989: 120.10）
、MOTP（2003: 279.30）與 BP（2003:
164.8）。即：現前知當中的顯現境。
238

shugs, implicit/implicitly。參 GTTB1（2000: 7.3）
、GTCM（2000: 221.13）
、KKLZ

（1989: 120.11）、MOTP（2003: 279.31）與 BP（2003: 164.9）。即：shugs 的字
面意思為「力量」，但此處要表達「間接」（shugs la）之意。
239

246

mngon sum dbang yid rnal ʼbyor rang rigs bzhi/ /mngon sum snang yul mi
rtag bdag med shugs/ /（ss4d, 5a）
，GTTB1（2000: 7.2）
；GTCM（2000: 221.12）
；
GTCMCG（2007: 347.8）；KKLZ（1989: 120.9）。英譯參 MOTP（2003: 279.29）
與 BP（2003: 164.4）
。而 NGTTG（1978: 416.3-417.1）關於 ss4d, 5a 的詞義釋為：
「s4d 主張有四種現前知：根現前知、意現前知、瑜伽現前知、自證現前知；

theg chen ’PHags pa’i khyad par, assertions about Great Vehicle Superiors/Sutra

school’s Assertions about Great Vehicle Superiors。科判見 GTCM（2000: 208.11,
226.13）、MOTP（2003: 264.2, 287.15）。
241

Byang ’phags, Bodhisattva Superiors。參 GTTB1（2000: 7.3）、GTCM（2000:

226.13）、KKLZ（1989: 125.1）、MOTP（2003: 287.17）與 BP（2003: 164.12）。
即：菩薩聖者。
242

mnyam bzhag, meditative equipoise。參 GTTB1（2000: 7.3）、GTCM（2000:

226.13）、KKLZ（1989: 125.1）、MOTP（2003: 287.17）與 BP（2003: 164.12）。
即：進入根本定者或等引者（mnyam bzhag pa）。
243

chos, truth/Truth [Bodies]。參 GTTB1（2000: 7.3）
、GTCM（2000: 226.13）
、KKLZ

（1989: 125.1）
、MOTP（2003: 287.17）與 BP（2003: 164.14）
。即：佛的法身。
244

gzugs, form/Form [Bodies]。參 GTTB1（2000: 7.3）、GTCM（2000: 226.13）、

KKLZ（1989: 125.2）、MOTP（2003: 287.18）與 BP（2003: 164.14）。即：佛的
色身或色蘊。
245

Sangs rgyas, Buddha。參 GTTB1（2000: 7.3）、GTCM（2000: 226.13）、KKLZ

（1989: 125.2）
、MOTP（2003: 287.18）與 BP（2003: 164.14）
。即：佛陀或佛寶
（Sangs rgyas kyi dkon mchog）。
246

Byang ʼPHags mnyam bzhag chos gzugs gnyis Sangs rgyas/ /（s5b）
，GTTB1

而 s5a 因為有情的現前知，其顯現境必須是無常，因此瞭解無我的瑜伽現前

（2000: 7.3）；GTCM（2000: 226.13）；GTCMCG（2007: 347.11）；KKLZ（1989:

知，是直接（dngos su）瞭解『無我之行』
（無常）而間接（shugs la）瞭解『無

125.1）
。英譯參 MOTP（2003: 287.17）與 BP（2003: 164.12）
。而 NGTTG（1978:

我』（常）。」（s4dmngon sum la dbang mngon yid mngon rnal ’byor mngon

417.1-417.2）關於 s5b 的詞義釋為：「s5b 菩薩聖者必須是根本定者，這點雖

sum rang rig mngon sum bzhi dang/ s5asems can gyi mngon sum gyi snang

然與《俱舍論》
〔當中毘婆沙宗〕的系統一致；但主張佛陀的法身與色蘊二者

yul la mi rtag pa yin dgos pa’i phyir/ bdag med rtogs pa’i rnal ’byor mngon sum

為佛陀（佛寶）
，這點則是〔與毘婆沙宗〕不同的差別。」
（s5bByang ’phags

gyis bdag gis dben pa’i ’du byed dngos su dang bdag med shugs la rtogs/ /）

la mnyam bzhag pa yin dgos pa ni mDZod lugs dang mthun kyang/ Sangs rgyas

蔣央協巴《宗義理論》藏本譯注：毘婆沙宗與經部宗 115

第九品、破斥常我及實質而說經部為量者（經部宗）竟

247

kyi chos sku dang gzugs phung gnyis ka Sangs rgyas su ’dod pa ni mi ’dra ba’i
khyad par yin no/ /mDo sde ba’i skabs so/ /）
247

zhes rtag paʼi bdag dang rdzas bkag nas mDo sde tshad mar smra baʼi skabs

te dgu baʼo/ /，GTTB1（2000: 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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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ʼJam dbyangs
bzhad paʼs Presentation of Tenets:
Vaibhāṣika and Sautrāntika
Liao, Ben-sheng

Abstract
The subject which is dealt with within this annotated translation
is the tenets of both of Vaibhāṣika(Bye brag smra ba, the Great
Exposition School) and Sautrāntika(mDo sde pa, the Sūtra School).
However, before delineating these two tenets, in the first place the
author ʼJam dbyangs bzhad pa established Indian buddhist tenets as
four from the viewpoint of scriptures and reasonings, i.e. “Four
Tenets of Indian Buddhist Schools”. After that it is the dispute and
reply derived from that whether the scriptures of Great Vehicle were
taught by Lord Buddha or not between Lesser Vehicle and Great
Vehicle of Tenets.
As far as Vaibhāṣika is concerned, the etymology of Vaibhāṣika
is elucidated first of all. Secondly, it is the explanation with regard to
the division of Vaibhāṣika, i.e. from four root schools, from three
root schools, from two root schools, or from one root school divided
into eighteen schools. Finally, within the context or framework of
base, path, and result, the tenets of Vaibhāṣika are explained in
terms of outline and elaboration in turn.
With regard to Sautrāntika, at first the author depicts the
etymology of Sautrāntika. Secondly, he divides Sautrāntika into two
groups: Followers of Reasonings described in Dharmakīrtiʼs Seven

蔣央協巴《宗義理論》藏本譯注：毘婆沙宗與經部宗 119

Treatises on Prime Cognition and so forth and Followers of
Scriptures described in Vasubandhuʼs Treasury of Manifest
Knowledge. And by way of assertions on aspect there are three,
Proponents of an Equal Number of Apprehended-Objects and
Apprehending-Subjects, Sequentialists, and Non-Pluralists. Ultimately,
likewise within the context or framework of base, path, and result,
the tenets of Sautrāntika are explained in terms of outline and
elaboration in turn.
Apart from Vatsīputrīyas(gNas maʼi bu pa, Vatsīputra Followers)
and so forth who advocated “the view of non-existence of a
permanent, single, independent person”(gang zag rtag gcig rang
dbang can gyis grub pas stong pa) and “the view of existence of a
self-sufficient person that neither the same as nor different from the
mental and physical aggregates and neither permanence nor
impermanence” (phung po dang ngo bo gcig dang tha dad dang rtag
mi rtag gang duʼang brjod du med paʼi rang skya thub paʼi rdas yod
kyi bdag yod pa), the rest of Vaibhāṣikas and all of Sautrāntikas
elaborated the presentation of Liberation and Buddhahood in the
primary axis of “the view of non-existence of a permanent, single,
independent person” (gang zag rtag gcig rang dbang can gyis grub
pas stong pa) and “the view of non-existence of a self-sufficient
person” (gang zag rang rkya thub paʼi rdas yod du grub pas stong pa)
other than Great Vehicle Schools of Tenets.

Key word: Four Tenets of Indian Buddhist Schools； Vaibhāṣika；
Sautrāntika； view of selfles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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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三十頌》與《成唯識論》
的阿賴耶識思想∗
中央研究院文哲所特聘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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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宗教的解脫性格：轉依。具體地說，是所謂轉識成智：轉八識
為四智。特別阿賴耶識轉為大圓鏡智，奠定覺悟成佛的基礎。

吳汝鈞

關鍵詞
識轉變、詐現、種子、轉識成智、解脫、世親、《唯識三十
頌》、護法、《成唯識論》。
摘要
《唯識三十頌》是世親所寫，簡明地表明唯識學的綱領，
《成
唯識論》則是護法對這部綱領書的解釋與發揮。二書都非常重視
阿賴耶識的思想。這裏的扼述，是就二書一齊說。在這方面，作
者提出三點。第一，識具有濃厚的心理學上的情執的意味，更有
存有論方面的旨趣，阿賴耶識尤其是這樣。它自己先分裂出相分
作為對象，自身則以見分作為主體對相分加以執持，視之為具有
獨立自在性。這便是所謂“轉變”或“詐現”，護法的說法特別
精細，超過在此之前的一切唯識學的文獻。第二，以種子來說一
切事物的潛在狀態，它是經驗的性格，潛藏在阿賴耶識中，遇到
足夠的條件便會現行，成就存在世界的事物。護法在這方面，提
出非常精密而確定的說法，也超越前賢。第三，阿賴耶識有濃厚
∗

收稿：2010/11/20，通過審查：2011/6/20
本文是筆者在香港浸會大學任教時所做的〈唯識學的阿賴耶識思想〉－研究
的部分成果，主要是對有關文獻的解讀，加上詮釋與反思。由我擬定文獻
的研讀範圍，由李健生、陳森田兩位研究助理參考多種有關研究成果，進
行梳理、闡釋，最後由我自己作審閱、校正與補充。我們吸收了多方時人
的研究，融會貫通，有些一般觀點已成為自己的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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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唯識三十頌》與《成唯識論》的文獻學背景

語詞，本來便廣泛地見於多個學派的文獻中，佛教文獻只是其中

印度唯識學（Vijbana-vada）肇始於彌勒與無著，這是一般

的一部分而已。但世親把它與識（vijbana）關連起來，而成識轉

的說法。但彌勒（Maitreya）是一個傳奇性的人物，究竟是否真

變（vijbanaparinama）一新的述詞，表示心識的一種獨特的活動

有其人，難以確定。在這裏我們以無著（Asavga）為唯識學的開

方式。在世親之前的唯識學文獻中，沒有提及這個語詞，因此它

山立派人物，他寫有《攝大乘論》（Mahayanasajgraha）和其他

是新的，同時也是非常重要的，起碼在唯識學的義理來說是如

好些重要著作。他的弟弟世親（Vasubandhu）承接他的衣鉢，在

此。 1

理論體系方面開拓出唯識哲學，他有多本重要著作，包括《唯識

有關識轉變，安慧與護法有完全不同的解釋。在安慧來說，

三十頌》（Trijwikavijbaptimatrata-karika）和《唯識二十論》

識轉變表示在緊接著的前後剎那中，識都是不同的。護法則提

（Vijwatikavijbaptimatrata-siddhi）。其中尤以《唯識三十頌》（以

出，在同一剎那中，或現前的剎那中，能變的識與所變的東西有

下省稱《三十頌》）最具理論規模，但行文簡約，解讀不易，於

一種關係，因而轉變不可能跨越兩個瞬間、剎那。上田義文認為，

是有唯識後學安慧與護法作注釋。安慧（Sthiramati）寫有《唯識

安慧的解釋較近於《三十頌》的原意，護法在《成唯識論》中以

三十論釋》（Trijwikavijbapti-bhasya）；護法（Dharmapala）則寫

變指識體轉似為相分（nimitta）與見分（drsti）
，是他自己提出的

有《成唯識論》
（Vijbaptimatrata-siddhi）
。安慧的唯識學傳入西藏，

新的觀點，這種觀點構成了唯識說的基本架構。但安慧與世親都

而發展出藏傳唯識學；護法的唯識學則傳入中土，發展出漢傳唯

沒有由識變現相分的意思，他們認為轉變是指在前後兩剎那之間

識學。護法的《成唯識論》由玄奘翻譯，他同時也翻譯了世親的

的識在轉變，故兩剎那中的識並不相同。 2

《三十頌》。以下我們要依據《三十頌》和《成唯識論》分別探
討世親和護法的阿賴耶識思想。安慧對阿賴耶識解釋和發揮不

1

大乘論》中，但在《三十頌》這一小部頭著作中，便出現了五次。參看中村元

多，這裏就暫時把它擱下。

等編《新佛典解題事典》
，東京：春秋社，1965, p.141，上田義文解〈唯識三十

《三十頌》的梵文原典見於 Sylvain Lévi,
Vijbaptimatrata-siddhi, Trijwika. Paris, 1925；西藏文翻譯則見於

據日本學者上田義文的調查，識轉變（vijbanaparinama）一述語未有見於《攝

頌〉條。
2

關於世親與護法對識轉變的理解，參看拙著《唯識現象學一：世親與護法》，

《影印北京版西藏大藏經》113。
《三十頌》總結了《瑜伽師地論》

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2, pp.17-30；關於安慧對識轉變的理解，參看拙著《唯

和《攝大乘論》的要旨而提出整個唯識學的理論綱要，是偈頌形

識現象學二：安慧》，台北：台灣學生書局，2002, pp.5-23。又，這裏說安慧與

式的著作，著力於心所（caitasa）與識的轉變（parinama）問題

世親說識轉變的意思比較接近，但對於其他的說法，世親還是較接近護法的。

的發揮，說法非常簡明。在它之前的唯識學對心所問題說得很

在他的《三十頌》中的首頌的兩句“由假說我法，有種種相轉”

少，
《三十頌》繼續發揮它、說明它。至於轉變（parinama）這個

（atmadharmopacaro hi vividho yah pravartate）中，提出我（atma）與法（dharma）
被施設地建立起來，成為種種相或現象，明顯地是以我或主體與法或客體來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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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學界，香港的李潤生也對《成唯識論述記》作過周詳的解讀。

頌》的巨構。這書也收納一些其他唯識學論師的觀點，但不多，
主要還是收納護法的。按玄奘本來是要分別翻譯十大論師的解
釋，其高弟窺基認為只有護法的解釋是正義，故應該集中翻譯護

二、
《唯識三十頌》及《成唯識論》中的阿賴耶識說

法的部分，而把其他論師的解釋縮為一小論典來翻譯，玄奘從

（０１）

之。這樣，把護法的解釋和其他論師的解釋集合起來，便成為《大

《三十頌》梵文本：

藏經》中的《成唯識論》。有人提議《成唯識論》的作者是玄奘

vipako mananakhyaw ca vijbaptir visayasya

本人，筆者認為這難以說得通。

ca/tatralayakhyaj vijbanaj vipakah
sarvabijakam//

在《成唯識論》中，有關阿賴耶識的說明，佔了相當多的篇
幅，其中也引述了《瑜伽師地論》和《攝大乘論》的說法。唯識

梵本語譯：這是異熟與所謂末那，及境的了別識。其中，異熟即

學傳到中土後，形成了法相宗，它的根本文獻，便是這部《成唯

是稱為阿賴耶的識，具有一切種子。

識論》。另外，這一宗派的開祖窺基寫了《成唯識論述記》來解

玄奘譯《三十頌》：謂異熟思量，及了別境識。

3

初阿賴耶識，異熟一切種。 5

釋這部論典，後來慧沼和智周也作過類似的注釋。 近現代的日本

（《大正藏》卷 31，頁 30 上－中）

學者也對這部論典作出多元性的研究，其中包括宇井伯壽、渡邊
隆生、太田久紀、小島惠見等。成績最優秀的，莫如法比系學者
蒲桑（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對這部論典的翻譯與疏解。4在

上半首偈頌首先列出三類能變識，即“三能變”。能變是變現現
象之意。它們分別是異熟識（vipaka-vijbana）、思量識
（mano-vijbana）和了別境識（khyati-vijbana）
。異熟識指第八識，

括一切主體現象與客體現象的。我與法是在對比的脈絡中說的，主體現象與客

即阿賴耶識；思量識指第七識，即末那識；了別境識指前六識。

體現象也是如此。這與護法所提出的由識轉出見分與相分也有相應點：主體現

下半頌開始逐一介紹這三種能變，首先是阿賴耶識

象或我相應於見分，客體現象或法則相應於相分。世親與護法都有主客的關係
的意識，只是護法說得鮮明，以見分、相分字眼來表示，世親則比較含糊而已。
但他的“我”、“法”的對比說法，明顯地也有主客關係的意識在。這是安慧
未有直接涉及之處。

“玄奘譯《三十頌》”縮寫作“玄奘譯本“，見於《大正藏》卷 31。另外，
《三
十頌》的梵文本以以下文獻中所載為據：

3

詳情參看結成令聞著《唯識學典籍志》
，東京：大藏出版社，1985, pp.308-360。

4

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Vijbaptimatratasiddhi, La Siddhi de Hiuen-Tsang.
Librairi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48.

5

Paris:

Sylvain Lévi, Vijbaptimatratasiddhi, deux traitus de Vasubandhu, Vijwatika
accompagnée d’une explication en prose et Trijwika avec le commentaire
de Sthiramati. Paris, 1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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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aya-vijbana）。阿賴耶識又稱為異熟識和一切種子識。異熟

識，因它具有異熟的性格。第二種能變是思量識，即第七識。稱

（vipaka）主要是就種子來說，照唯識所說，一切善惡行為本身

之為思量識是因為它恒時在審度思量，而審度思量的對象就是第

過去後，其影響力仍然存留，成為一股潛在勢力，這即是種子

八識的見分，它以為第八識的見分是一個恒常不變的自我。第三

（bija）。當這種勢力成熟時，就會招引果報。異熟主要是就種子

種能變是了別境識，即前六識。稱之為了別境識是因為這六識能

的這種變化歷程來說。由於種子形成後要經過一段潛在的過程，

了別粗大的境相，而且這六識同屬一類，同樣具有了別外境的作

在另一個時間才能成熟，招引果報，所以說種子是異時而熟，簡

用，所以總稱它們為了別境識。在這八識中，只有前六識具有認

稱為異熟。這是對異熟的其中一種解釋，另一種解釋則是從因果

識論意義。若與康德（I. kant）的認識論比較，前五識即感識：

的相異來說。善或惡的行為的餘勢在第八識熏習成種子，潛藏於

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相當於康德的感性直覺（sinnliche

其中。這第八識作為果報體，它整體來說是無記的。由或善或惡

Anschauung），意識則相當於他的知性（Verstand）。

的行為的餘勢熏習成的種子構成的第八識，其性質跟它的或善或

（０３）

惡的因相異，故稱為異類而熟，亦簡稱為異熟。此外，唯識學認

《成唯識論》說：

為不論是山河大地，或一切生命，就連其他識體都是由阿賴耶識

此三皆名能變識者，能變有二種，一因能變，謂第八識中

所藏的種子所變現，一切種子又是藏於這識中，所以阿賴耶識又

等流、異熟二因習氣。等流習氣由七識中善、惡、無記熏

稱為一切種子識（sarvabija-vijbana）。

令生長；異熟習氣由六識中有漏善、惡熏令生長。二果能

（０２）

變，謂前二種習氣力故，有八識生，現種種相。
（《大正藏》

《成唯識論》或《成論》說：

卷 31，頁 7 中一下）

識所變相，雖無量種，而能變識，類別唯三。一謂異熟，
即第八識，多異熟性故。二謂思量，即第七識，恆審思量

這段引文是護法對能變含義的析說。他將能變分為因能變

故。三謂了境，即前六識，了境相麁故。及言顯六，合為

（hetu-parinama）和果能變（phala-parinama）兩種。簡單來說，

一種。（《大正藏》卷 31，頁 7 中）

因能變指熏生的種子，果能變指種子在成熟後現行而產生的八
識。種子現行時產生識，所以相對於識，種子就是因（hetu）
。種

這段引文是解釋三十頌中“謂異熟思量，及了別境識”一句，是

子作為因而能變現八識，故稱種子為因能變。若從種子的功能來

護法（Dharmapala）對三能變的解釋。首句指出由識所變現出的

說，又可分為等流習氣（nisyanda-vasana）和異熟習氣

事物的相狀雖然有無數種類，但能夠變出這些相狀的識只有三

（vipaka-vasana）。等流習氣指名言習氣。名言（abhilapa,

種。它們依次為異熟識、思量識及了別境識。第八識又稱為異熟

vyavahara）表示語言、概念。唯識學認為，宇宙萬物都是識所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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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而識包括相分和見分，都是由種子生起的，由於語言、概念

識的主體。所以這現行的識就稱為果能變。6是以依前面所說的兩

是用來表示宇宙萬物，所以生起宇宙萬物的種子稱為名言種子。

種習氣即等流習氣和異熟習氣的作用，有八識生起，這八識又會

這些種子是從前七識的認識活動熏習而成。所謂認識活動，是指

變現見分和相分，即主觀方面的認識能力和客觀方面的認識對

相分和見分的生起，也即是識的生起。在識生起時，見分攀緣相

象。兩者相遇，便成就了有染污傾向的認識活動。
至於所謂“現行”（abhisajskara, mvon par hdu byad），指

分，認識相分，稱為了別。在見分和相分生起的同時，熏習阿賴
耶識，成為見分和相分的種子，這些就是名言種子。反過來，這

實現、實行狀態，與種子（bija）對說，後者指潛藏狀態。

種子又是生起善（kuwala）、惡（akuwala）、無記（avyakrta）等一

（０４）

切法的親因緣。由這些種子作為因，當它生起果（phala）時，這

《成唯識論》說：

因與果之間有著等流（nisyanda, naisyandika）關係，即是這因與

初能變識，大、小乘教名阿賴耶。此識具有能藏、所藏、

果的性質是相同的，所以稱為等流。異熟習氣即是業種子。業

執藏義故。謂與雜染互為緣故，有情執為自內我故，此即

（karma）是做作的意思，也可以指活動、行為。由於第六識的

顯示初能變識所有自相，攝持因果為自相故。此識自相分

思心所能夠發動，作出善、惡、無記等東西，所以第六識的思心

位雖多，藏識過重，是故偏說。（《大正藏》卷 31，頁 7

所生起時，能夠熏習阿賴耶識而成業種子。就種子的自體來說，

下）

業種子與名言種子無別。兩者的分別只在於功能上。可以說，業
種子是某些具有特別功能的名言種子。業種子除了具有一般名言

這段引文是護法對《三十頌》“初阿賴耶識，異熟一切種”一句

種子的功能，即是作為因緣，引生自身的果報之外，亦有增上緣

的解釋，重點是解說阿賴耶識的自相（sva-laksana）。 7對於第一

的功能，招引異熟果往生善趣或惡趣。一般名言種子有善、惡、

能變識，大乘（maha-yana）和小乘（hina-yana）佛教皆稱之為

無記三種性格，但業種子只有善、惡二性格，而且都是第六識的

阿賴耶（alaya）。alaya 是貯藏、倉庫的意思。由於此第八識貯藏

思心所在有漏位中熏成的，所以都屬有漏善或惡的性格。業種子
沒有無記或中性性格。果能變是指識在現行（samudacara, pracara）

6

的狀態中說的。潛藏狀態中的識本身就是種子，當種子現行，就

（differentiation）
，分生出客體方面的相分，而自身即以主體方面的見分的身分

成為現行狀態中的識，故種子是因，而現行的識是果。這種作為
果的識，本身又能變現出相分和見分，而成為被認識的客體和認

較確定而全面的意思是：由種子現行而成的識，自身起分裂、分化作用

去了別、認識相分，並執持之為有自性的實在世界。
7

這裏說阿賴耶識有自相，這與其說是相狀、形貌，不如說是作用，能藏、所藏、
執藏的作用。這是一種心理學特別是深層心理學（Tiefen-cychologie）的作用。
透過這種作用，包括自我（自我意識 Sebst-bewuβtsein）與諸法便得以形成、存
在。但這亦只是施設性的形成、存在而已，沒有終極的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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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一切種子，像倉庫儲藏米粒那樣，所以稱為阿賴耶識。依引文
所述，阿賴耶識是以藏為自相，而藏又有三種意義，即能藏、所

這段文字主要是說明阿賴耶識作為諸法，包括色法、心法等一切

藏和執藏。能藏是指阿賴耶識能攝持一切諸法種子。所藏是就阿

現象的根源，如何引生種種現象。當中又突顯出阿賴耶識的果

賴耶識與前七識互為因緣的關係而說的。引文中的“雜染

相。引文說在阿賴耶識中所藏的種子能生起不同界、趣和善、不

（sajklewa, aviwuddhi）是指有漏種子生起的前七識。由於阿賴耶

善業的果報體。“諸界”（traidhatuka, sarvesu）指的是欲界

識能攝持生起前七識的有漏種子，所以說阿賴耶識是雜染的緣；

（kama-dhatu）、色界（rupa-dhatu）和無色界（arupya-dhatu）；

反過來，這些有漏（bhava-asrava）種子生起的前七識又能對阿賴

“趣”（gati, gamana）是指天（deva-gati）
、人（manusya-gati）、

耶識進行熏習（vasana）作用，熏習成的種子就是阿賴耶識的自

地獄（naraka）、餓鬼（preta-loka）、畜牲（tiryag-yoni-gati）等五

身，所以七識又是阿賴耶識的緣，故說阿賴耶識與雜染互為緣。

個生存的領域；“生”（jati, utpatti）是指胎生（jarayu-ja）、卵

就為七識所熏而生種子而言，阿賴耶識就是所藏。至於執藏，則

生（anda-ja）、濕生（sajsveda-ja）和化生（upapaduka）四種生

指阿賴耶識的被妄執的作用。有情眾生的第七識，即末那識，恒

命體誕生的方式。依佛教所說，胎生的有人、象等動物；卵生是

常地執持此阿賴耶識的見分，以之為真實的自我，這就是阿賴耶

從卵孵化成的，例如鳥；濕生是在濕潤的地方自動生出的，印度

識的執藏的意義。以上是第八識的自相的三種意義。

人認為某些動物會在潮濕的地方自行生成，例如孑孓；化生是因

在述及自相、因相和果相三者間的關係時，引文指出自相是

以往的惡業而生，佛教認為在地獄中的動物是透過化生而生成

同時包含著因相和果相的。因相指種子，果相指果報，種子和果

的。這當然不是全然有科學理據。由於阿賴耶識能引生三界

報都為阿賴耶識的自相所包含，所以引文說“攝持因果為自相

（traidhatuka, dhatu-traya）、五趣（pabca gatayah）、四生

故”。最後，引文又說到第八識雖然有很多方面的特性，但以藏

（catur-yoni）等由善業和不善業帶來的異熟果，所以又稱為異熟

的性質最為重要，故以“藏”，即“阿賴耶”（alaya）名之。因

識。這裏的“異熟”（vipaka, vipakva）當解作異時而熟，即種

此以“藏識”說阿賴耶識便流行開來。

子在阿賴耶識中被熏生後，會在不同的時段中成熟而生起果報。

（０５）

此外，引文又提到阿賴耶識為貫連前後期生命的識體，令得輪迴

《成唯識論》說：

受生可能。如沒有阿賴耶識，則命根、眾同分等恒時相續的殊勝

此是能引諸界、趣、生、善、不善業異熟果故，說名異熟。

異熟果就不可得。命根（jivita-indriya）是使生命延續不斷的一種

離此，命根、眾同分等恒時相續勝異熟果不可得故，此即

力量。一個生命體在輪迴中生死相續，當中有一種力量令這個生

顯示初能變識所有果相。此識果相雖多位、多種，異熟寬、

命不會中斷，這種力量就是命根，所以命根是恒時相續的。眾同

不共，故偏說之。（《大正藏》卷 31，頁 7 下）

分（nikaya-sabhaga）是眾分子同時分有的性質，即各個分子共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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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的性質。基於這種共通的性質，各個分子可歸為一類，所以眾同

為“一切種識”，意即一切種子所貯藏的地方。 除此阿賴耶識，

分實際是指種或類的概念。生命體在一期生命中，會以某一種類

其餘一切東西都沒有執持諸法種子的能力，由是又顯示出阿賴耶

的姿態出現，例如是人或某種畜牲，而在一期生命中，此生命體

識的因相，這因相就是能執持一切種子的功能。這識的因相即作

會固定地維持在這一類的姿態中，而不會一時是人，另一時變成

為原因這方面的功能雖然有多種，但執持種子的這種性格是其餘

猪。所以，一個生命體在一期生命中的種類的姿態是相續不斷

七識所沒有的，所以以“一切種識”（sarva-bija-vijbana）稱之。

的。命根、眾同分等這類恒時相續的異熟果必須依賴著一個恒時

關於種子的性格、活動，護法在《成論》中特別標出種子六

相續的識才能成立，八識中就只有阿賴耶識為恒時相續，所以，

義的說法，突顯出種子的六種性質。有關這點，《成論》有如下

離開阿賴耶識就不能成立命根、眾同分等果，不能解釋某些生命

的說明：

現象。故阿賴耶識是眾生自我認同的基礎；它內裏雖有種子不斷
熏生或滅去，但大體上仍然能讓生命作為某一類的生物而持續下

然種子義，略有六種：一、剎那滅，謂體纔生，無間必滅，

去。此識的果相雖有多種，但以異熟的作用最為廣泛，而且其餘

有勝功力，方成種子。此遮常法，常無轉變，不可說有能

七識都不具有這作用，故以異熟識稱之。

生用故。二、果俱有，謂與所生現行果法，俱現和合，方

（０６）

成種子。此遮前後及定相離，……。三、恆隨轉，謂要長

《成唯識論》說：

時一類相續，至究竟位，方成種子。此遮轉識，轉易間斷，

此能執持諸法種子，令不失故，名一切種。離此餘法能遍

與種子法不相應故。此顯種子自類相生。四、性決定，謂

執持諸法種子，不可得故，此即顯示初能變識所有因相。

隨因力，生善惡等功能決定，方成種子。此遮餘部執異性

此識因相雖有多種，持種不共，是故偏說。（《大正藏》卷

因生異性果，有因緣義。五、待眾緣，謂此要待自眾緣合，

31，頁 7 下－8 上）

功能殊勝方成種子。此遮外道執自然因，不待眾緣，恆頓
生果，或遮餘部緣恆非無，顯所待緣非恆有性，故種於果，

這段文字說明阿賴耶識作為一切法的原因時所呈現出來的相

非恆頓生。六、引自果，謂於別別色心等果，各各引生，

狀，當中又突顯出阿賴耶識的因相。阿賴耶識主要的作用是執持

方成種子。此遮外道執唯一因生一切果。或遮餘部執色心

一切法的種子，使它們不會失去。一切行為過後，其影響力不會
消失，相反會以種子的形式藏在阿賴耶識中，所以阿賴耶識又稱

8

這解釋了因果報應的現象與律則。一個人努力向上，會在阿賴耶識中熏得殊勝
的種子，這些種子會聚合起來，形成一種巨大的勢用，為當事者帶來善的果報。
相反，惡人作壞事，將來也會召來邪惡的遭遇。這種因果說法，似乎很有理性
基礎，符合因果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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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位的種子變現而成，就算種子雖未變現出現行，但也涵攝著果
性。這情況就如蘋果的種子含有生出蘋果的因性一樣。第二，從

引文提出的種子六義，便是從六個方面分別說明種子的特質。它

種子與種子相互間的流轉情況來說，潛存在阿賴耶識中的種子剎

們分別是剎那滅（ksanika, ksana-bhavga）、果俱有（sahabhuka）、

那不住，前種滅，後種即生。這時前種可說是後種的因，後種為

恆隨轉（sajtananuvrt, anuvrtti, nityanugatatva）、性決定（niyata）、

前種的果。這樣因果得以相連。無論是哪一種說明，都強調作為

待眾緣（pratyayapeksa）和引自果（svaphalasyaiva sadhanaj,

果性的現行早已涵攝在因性的種子中。若種子不同時含有其果

svaphala-utpatti）。

性，則種子已滅，果又如何能夠生起呢？依引文說，這是破斥因

現在先看剎那滅。依引文看，種子是以剎那（ksana）不住的

果前後異時及因果肯定相離的主張。

方式在阿賴耶識中不斷流轉。當種子生起後隨即消失，正因為種

恆隨轉是種子的第三種特質。依引文說，種子是潛藏於阿賴

子是無間即滅，這樣才能令得生起可能，萬法才可相繼生起。如

耶識中，且不斷伴隨阿賴耶識而恆常流轉。這情況直到修行者修

種子不是以剎那滅的方式存在，種子只會永遠保留它的因性，這

到究竟位，將阿賴耶識轉成大圓鏡智（adarwa-jbana）才會停止。

樣就難以解釋種子具有生起現象的作用。此外，只有種子是剎那

具體來說，由於阿賴耶識是同類相續，流轉不已，可推知寄存在

不住，這樣才可符合阿賴耶識恆轉不定的性格。因為依唯識學

阿賴耶識中的種子也是流轉不停。正因為種子是即滅即轉，故才

說，阿賴耶識本身便是一個恆轉不已的識，是以寄存在此識中的

可令生起可能。依引文說，只有阿賴耶識才可與種子法相應，因

種子不能是常存不變，不然便會出現懶人永遠是懶人的現象，人

二者都是以相續流轉為其活動方式。

便不能透過努力向上、不怠墮而轉化為勤力用功的人了。由此可

性決定是種子的第四種特質。所謂性決定即果報的性質是由

知，種子在阿賴耶識中是恆轉不已，剎那生滅。引文指出提出種

種子的性質所決定。種子的性質由因位至果位，都是保持著它的

子是剎那滅，是要破斥以為種子為常住的說法，因為常住便不能

一貫性，不會改變。例如善種引出善果，惡種生出惡果。善惡二

有能生作用，現種子有能生的作用，可見種子當不是常住的。我

果的性質早已決定於它們的種子屬性中，而在因生果的過程中，

們甚至可以說，若種子有常住性，則世間一切事物的變化便不可

善性決不會中途變成惡性而引出惡果。這種特質能令因果關係井

能。

然有序，不相雜亂。依引文說，這種說法是破除認為因與果性格
其次是種子的第二種特質，即果俱有。依字面看，果俱有是

指種子早已涵攝著由它引生出的果性。這令得種滅果生的現象可

相異的說法。
待眾緣是種子的第五種特質。所謂待眾緣，意即種子能生

能。有關種子的因果關係，可從兩方面來看：首先是從種子與現

果，但必須待條件完備後方能生起果報。依唯識學說，種子生起

行果報來說。依唯識學說，種子是因，現行是果。現行是由處於

現行須待四緣。除種子的自身的因緣（hetu-pratyaya）外，還得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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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備所緣緣（alambana-pratyaya）
、等無間緣（samanantara-pratyaya）

隨著觸、作意、受、想、思。

和增上緣（adhipati-pratyaya）方能有生的作用。所謂因緣是主要

玄奘譯本：不可知、執受、處、了，常與觸、

因素，結果之成為如何，基本上是由因緣所決定；所緣緣是指與

作意、受、想、思相應，唯捨受。

心識俱起的對象。緣緣即作為對象的因素、條件，意指心識必須

（《大正藏》卷 31，頁 60 中）

有對象作為牽引的因素，才能生起；前一緣字是對象之意，後一
緣字是條件之意。等無間緣是從心王與心所方面來說，前念的心

這首偈頌續寫阿賴耶識，並提到它的行相（akara）、所緣

法必須滅掉，俾能讓出一個空位，使後念的心法得以生起。增上

（alambana）和與此識相應的五種遍行心所。依頌文看，第八識

緣指三種緣以外的其他因素，凡對現象的生起不構成障礙的一切

的行相和所緣都是微細難知。行相是指了別（prativijbapti）；所

東西，都可以是增上緣。總括而言，待眾緣的提出是要破斥無因

緣是指執受（upadhi, upadhi-wesa）和住處（sthana）
。此識又恆常

生的主張。這主張提出自然而有之因，不需要其他條件的配合也

地與觸、作意、受、想和思五個遍行心所相應。其中的受有三種，

可永遠生起現行果報。此外，這也破斥外道恆存的主張。依此外

包括苦受（duhkha-vedana）、樂受（sukha-vedana）和捨受

道所說，能生起果報之外緣是常存的，是以因必能生果。但唯識

（upeksa）
，與阿賴耶識相應的只有捨受。至於具體的內容，則頌

學以為外緣本身也是依待其他條件方可出現，是以種子不一定能

文沒有作進一步的解說。

生起果報，而必須在各種條件構合下方可生起。

（０８）

最後是引自果，即同類性質的種子只會生起同類性質的果

《成唯識論》說：

報。依唯識學，宇宙萬象的五位百法中的每一法都由自身的種子

此識行相、所緣云何？謂不可知、執受、處、了。了謂了

作親因，它們都是按著同類相生的法則而成為萬法。例如心種子

別，即是行相，識以了別為行相故。處謂處所，即器世間，

只會生起心法，色種子生起色法，有漏種子生起有漏法，無漏種

是諸有情所依處故。執受有二，謂諸種子及有根身。諸種

子生無漏法。這樣諸法的成立便井然有序，因果不致相亂混雜。

子者，謂諸相、名、分別習氣。有根身者，謂諸色根及根

這種說法，是破斥一因能生起萬種不同性質的果報和色心二法互

依處。此二皆是識所執受，攝為自體，同安危故。執受及

為因緣的說法。

處俱是所緣。阿賴耶識因緣力故，自體生時，內變為種及

（０７）

有根身，外變為器。即以所變為自所緣，行相仗之而得起

《三十頌》梵文本：asajviditakopadisthanavijbaptikaj ca tat/

故。此中了者，謂異熟識於自所緣有了別用。此了別用，

sada sparwamanaskaravitsajjbacetananvitam//
梵本語譯：阿賴耶識的執受、住處與了別都是微細難知。它常伴

見分所攝。（《大正藏》卷 31，頁 1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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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段引文是對《三十頌》“不可知、執受、處、了”一句的解釋。

東西，淨色根較為幼細，而扶塵根則較粗大而明顯可見。引文又

引文指出對於一般人來說，第八識的行相都是不可知，但對覺悟

提到能執持的阿賴耶識與被執持的根身和種子具有“同安危”

9

的聖者來說則是可知。 這裏的行相是指了別，行是心之行、心之

的關係。如果第八識生於善趣（sugati），則種子和根身亦同樣生

作用。所緣是指執受和處。以現代的語言來說，行相就是指作用

善趣，此情況就是同安；如果第八識生於惡趣（durgati）
，種子和

的相狀，所緣是指作用的對象。而此識的作用的相狀正是了別，

根身亦會同樣地生於惡趣，此就是同危。此外，護法又提到第八

而作用的對象是執受和處。引文中提到的“了”是指了別

識如何變現種子、根身和器世界。依他所說，阿賴耶識以因和緣

（vijbapti）
，是一種認識事物相狀的能力，也是阿賴耶識的行相。

的作用力，當其自體生起時，內部方面變現種子和根身，外部方

10

處（sthana）指處所，此識的處所是器世間，也是我們日常面對

面則變現器世界。此識繼而以本身變現的種子、根身和器世界作

的山河大地。諸有情生命都是依於此器世間的，這即是我們生活

為所緣，而依仗這些所緣使本身的行相生起。這種作用是阿賴耶

所處的地方。執受（upadhi）即所執持的東西，第八識所執持的

識的見分所特有的。

是種子和根身。而種子又可分成相習氣、名習氣和分別習氣三

（０９）

種。“相”指相狀，“名”指名言，“分別”指辨別對象的一種

《成唯識論》說：

活動，這些種子都為第八識所執持，成為第八識的所緣境。“根

此識與幾心所相應？常與觸、作意、受、想、思相應。阿

身”又稱為“有根身”，是指“諸色根及根依處”。諸色根是指

賴耶識無始時來，乃至未轉，於一切位，恒與此五心所相

眼根（caksur-indriya）、耳根（wrotrendriya, wrotra）、鼻根

應，以是遍行心所攝故。觸謂三和，分別變異，令心、心

（ghrana-indriya）、舌根（jihva-indriya）和身根（kaya-indriya）共

所觸境為性，受、想、思等所依為業。……作意謂能警心

五種淨色根（rupa-prasada），即五種感覺神經。而根依處即扶塵

為性，於所緣境引心為業。……受謂領納順、違、俱非境

根，是五種感覺神經所依附而作用的五種感覺器官。淨色根和扶

相為性，起愛為業。……想謂於境取像為性，施設種種名

塵根亦是第八識所執持的對象。此淨色根和扶塵根都是物質性的

言為業。……思謂令心造作為性，於善品等役心為業。
（《大
正藏》卷 31，頁 11 中－下）

9

覺悟的聖者之所以能夠知曉第八阿賴耶的行相，是因為他自身曾經歷過這種有
負面傾向的行相，其後矢志悔改；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一般人沒有這樣的悔

這段文字是對《三十頌》“常與觸、作意、受、想、思相應”一

改的行為歷程，故不知阿賴耶識的行相。

句的解釋。引文總括地說明第八識與五種遍行心所具有相應而生

10

阿賴耶識的了別，相當於下意識或潛意識的了別，這不是在主客相互對峙而成

起的關係，並對五種遍行心所作出簡介。照唯識所說，心的組成

的水平狀態的了別，所了別的東西也不是嚴格意義的、知識論涵義的客觀對象，

包括心王（citta）和心所（caitasa），心王指心本身，而心所是伴

而是心理學中的情執，了別模糊的東西即執取之，執取之為有自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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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心王而生起的心理狀態，即是心王所附帶的作用。唯識學者

應。而此識的引生作用是役使心生起善、惡或無記的行動。

提出有五十一種心所，關於這五十一種心所，引文先交代其中五

（１０）

種。這裏提出的五種心所，不單是恒常地與第八識相應，亦與其

11

《成唯識論》說：

餘七識恒常地相應，即八識中任何一識生起，這五種心所都相應

此識行相極不明了，不能分別違、順境相，微細一類相續

起生起，所以稱為“遍行心所”。引文強調阿賴耶識從無始時

而轉，是故唯與捨受相應。……又由此識常無轉變，有情

來，直至轉依之前，在任何情況下都與這五種心所相應地生起。

恒執為自內我。若與苦、樂二受相應，便有轉變，寧執為
我？故此但與捨受相應。（《大正藏》卷 31，頁 11 下－12

第一個遍行心所是觸（sparwa）心所。觸是接觸的意思，是
心能接觸外境，並能對各種對象產生了別的作用。簡單來說，觸

上）

心所本身的作用是令到心和心所接觸外境。而它的副作用或引生
的作用就是令作意、受、想、思等心所依於它自己而生起。作意

這段引文主要是解釋《三十頌》中“唯捨受”的意思。引文解釋

（manaskara）是第二個遍行心所。它本身的作用就是“警心”，

了阿賴耶識只會與非苦非樂的捨受相應的原因。順境會引致快樂

即是促發心的作用，使之對外境產生警覺，而副作用是引領心王

的感受；違境會引起苦痛的感受。由於此識不能確定對象是違抑

去趨赴所緣境。受（vedana）是第三個遍行心所。它本身的作用

是順，致不能與苦或樂受相應，故此只會相應地生起捨受。此外，

是領受種種外境的相狀，而副作用則是生起愛和惡兩種感受。這

由於第八識的轉變，不容易被察覺到，所以被第七識不斷地執取

些外境包括順境、違境和非順非違三種境況。領受的主體會對順

它，誤以為它是恆常不變，繼而以為它是一個不變的內在的自

適的感受產生一種愛著的情感，對於違逆的感受產生憎惡。第四
種遍行心所是想（sajjba）
，它並不是一般所說的想像，而是一種
表面上的認識作用，是以“取像為性”。“取像”是攝取外境的
相狀，令它存留於心中，這好比一部攝影機將外境拍攝下來一

11

這裏提到想和思，表面看來，似乎有西方知識論特別是康德（I. Kant）所說的

純粹理性（reine Vernunft）一機能，實際不是這樣。想是取像，有吸取外境的
形相之意，再加上思的概念思維，便頗有以感性直覺認識事物的性格，而由思

般，這就是想心所的本來作用。這個心所的引生作用就是“施設

來提供概念，把事物分類的意味。想是取像，近於這方面的意思；但思則完全

種種名言”，“名言”就是概念，它先攝取外境的相狀，然後提

不同，它不是用範疇或概念去概括同性質、同類的東西，而是“令心造作”，

出種種概念去表象那外境。第五個遍行心所是思（cetana）。它不

讓心活動起來，生起倫理義的或善或惡或無記的行動。因此，想與思在這裏都

同於一般所理解的思辯，而是以“令心造作為性”，即是說，它

沒有嚴格的認知意義，而是倫理的、心理的性格。牟宗三先生說到唯識學的這

本身的作用是促發心造出一些行為，這些行為是對於境相的反

個“想”概念時，說想就是想像作用（imagination），這是不對的。他是以康德
哲學中的構想力（Urteilskraft）來說這想，並不相應。牟宗三著《中西哲學之會
通十四講》，台北：台灣學生書局，1990，頁 107,131,170。

《唯識三十頌》與《成唯識論》的阿賴耶識思想

143

144

正觀第六十期/二 Ο 一二年三月二十五日

我。引文中的“有情”就是指第七末那識。倘若第八識與苦受和

性故，若善、染者，如極香、臭，應不受熏，無熏習故，

樂受相應，末那識就應察覺到它的時苦時樂的轉變。若末那識察

染、淨因果俱不成立。故此唯是無覆無記。覆謂染法，障

覺到第八識有轉變，又怎會執取它作為常住不變的自我呢？故此

聖道故，又能蔽心，令不淨故。此識非染，故名無覆。記

第八識於對境所領受的只會是捨受。

謂善、惡，有愛、非愛果及殊勝自體可記別故，此非善、

（１１）

惡，故名無記。（《大正藏》卷 31，頁 12 上）

《三十頌》梵文本：upeksa vedana tatranivrtavyakrtaj ca tat/
tatha sparwadayas tac ca vartate srotasaughavat//

以上的引文是解釋《三十頌》中“無覆無記”的意思。引文開首

梵本語譯：此中捨棄受。又，這是無覆無記。觸等亦是這樣。又，

即點出阿賴耶識為無覆無記，並提出三個理由加以解說。引文中

這好像瀑流那樣，在流動中存在。
玄奘譯本：是無覆無記，觸等亦如是，
恒轉如瀑流，阿羅漢位捨。
（《大正藏》卷 31，頁 60 中）

提到的“法”（dharma），指的是一般的事物，這些事物依其品
性，可分成善法、不善法、有覆無記法和無覆無記法四種。而阿
賴耶識是屬於無覆無記法。
依引文所說，阿賴耶識是由善、惡業引生出來的一個總的
果，這個果可以引生出清淨或染污的果報，所以就這個果本身來

這首偈頌說明阿賴耶識和五遍行心所的性格以及阿賴耶識

說應是無記。因為只有是無記，才能開出污染的流轉和清淨的還

的行相和轉捨的階位。還提到在何種情況下，此第八識會被捨

滅，所以第八識沒有明確的善或染的記號。如果此識確定地是善

棄。依頌文所說，第八識是沒有苦、樂的感受，它的性格是“無

性，有情就必定得到善果，這樣就不會墮入流轉當中；倘若此識

覆無記”（anivrtavyakrta）。恆常伴隨它而生起的觸、作意、受、

確定地是染污，有情就永不能達到還滅。所以，第八識不能確定

想、思五種心所也是無覆無記。而第八識會像瀑流一樣持續地轉

是善或染污，否則就不能建立流轉和還滅。第八識不是善亦不是

動著。此識轉捨的階位是阿羅漢（arhat）。

染，所以是無記。這是第一個理由。

（１２）
《成唯識論》說：

其次，善和惡的果報都是依阿賴耶識而生起，若此識本身已
確定地為善或染，就不能夠同時作為善法和染法的所依

法有四種，謂善、不善、有覆無記、無覆無記。阿賴耶識

（awraya）
。因為如果阿賴耶識確定地是善性，就不可能有染法依

何法攝耶？此識唯是無覆無記，異熟性故。異熟若是善、

此而生起；如果此識確定地為染性，則不可能生出善法。阿賴耶

染污者，流轉、還滅應不得成。又此識是善、染依故，若

識同時作為善法及染法的所依，故不可能確定地是善或染，只會

善、染者，互相違故，應不與二俱作所依。又此識是所熏

是無記。這是第二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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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個理由則是從熏習的觀點加以論證。第八識是被前七識
所熏習，熏習成的種子藏在第八識中。如果第八識是明確地具有

上引文字主要集中解說阿賴耶識這心王本身的無覆無記性格。這

善或染的性格，正如極香或極臭的氣味，就不能受熏習。因為極

段引文則說明伴隨阿賴耶識而生起的五個遍行心所的性格。依引

香的東西不會受一般的香氣所影響；極臭的東西亦不會為一般的

文所說，觸、作意、受、想、思這五個心所，跟阿賴耶識一樣，

臭氣所影響；同樣地，如果第八識明確地是善性或染性，它就不

都是無覆無記，因這五個心所與阿賴耶識有五點相同的地方。它

會被其他的善、染業所熏習，這樣就不能建立阿賴耶識的受熏習

們分別是“亦是異熟”、“所緣、行相俱不可知”、“緣三種

的性格。如果承認此識具有受熏習的性格，此識本身就不可能明

境”、“五法相應”和“無覆無記”。首先，“亦是異熟”指觸、

確地是善性或染性。由此可推知阿賴耶識只能是無覆無記。

作意、受、想、思這五個心所都是異熟性格，此五心所伴隨第八

此外，引文又提到“覆”是一種染法，它能障礙我們對聖道

識而生起，第八識本身具有異熟性，故相應的五心所亦有異熟

的體證，並遮蔽我們的心，使之變成不淨。而上面已經列舉了三

性。第二點，“所緣、行相俱不可知”表示此五心所的所緣與行

個理由證明此識不是染性的，所以它是無覆。“記”指一種記

相跟第八識一樣，都是不可知。第八識的所緣是執受和處，此五

號，有善的記號，亦有惡的記號。阿賴耶識無所謂善，亦無所謂

心所亦同樣以執受和處為所緣。執受指種子（bija）和根身

惡，所以沒有善、惡的記號，稱為無記。最後，引文以為“愛”

（indriya-kaya）
，處指器世界（bhajana-loka）
。行相是了別的作用，

（ista）是可慾樂的東西，能使人對它趨赴；“非愛”（anista）

第八識與此五心所的行相皆是了別的作用。它們的所緣和行相都

是不可慾樂的，使人憎惡它。某些事情能夠引生可慾樂的果，或

相當細微，不易被了解。 第三點，“緣三種境”表示此五心所

是使人厭離的果，而這些殊勝的事情本身是可被判別為善或惡，

與第八識都是以三種境作為所緣，此三種境是種子、根身和器世

這些事情就是有記；其中有愛果的是善記，有非愛果的是惡記。

間。第四點，“五法相應”表示此五心所加上第八識的心王共六

阿賴耶識不可被確定為善或惡，所以是無記。

法，當中每一法皆與其餘五法相應。例如觸心所，它與其餘五法，

12

（１３）
《成唯識論》說：

12

這裏說第八識和五心所的所緣與行相都是不可知的，由此可以看到阿賴耶識的

觸等亦如是者，謂如阿賴耶識，唯是無覆無記性攝，觸、

識的作用是隱晦的，有神秘主義的意味。從嚴格的角度看，現象層面的認知活

作意、受、想、思亦爾。諸相應法必同性故。又觸等五，

動是非常清晰的，絕對不是“不可知”，或微細難知。就康德的知識論言，現

如阿賴耶，亦是異熟，所緣、行相俱不可知。緣三種境，

象界的雜多在時空中為我們的感性直覺所吸收，而由知性的範疇加以範鑄，而

五法相應，無覆無記。故說觸等亦如是言。（《大正藏》卷

成為對象，為我們帶來知識。我們的知識是清晰的，由意識或知性來導引，阿

31，頁 12 中）

賴耶識或下意識的認識或了別才是含混的，對象的界線不清楚，它只是被執著
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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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作意、受、想、思、第八識心王是相應而生起的。最後一點是

展，從不間斷。這種相續是以瞬間生滅的方式進行，如此不斷地

“無覆無記”，此五心所與第八識同是無覆無記。由於以上的相

發展。正因它是恆常不斷，所以它是施設界、趣、生的根本。這

同之處，故說“觸等亦如是”，即是說觸等五個心所亦與第八識

裏所說的界是指欲界、色界和無色界；趣是指五趣，即天、人、

一樣是無覆無記。

地獄、餓鬼和畜牲這五種生存領域；生是指胎生、卵生、濕生、

（１４）

化生。所謂界、趣、生，其實是指一切眾生的存在領域中的東西，

《成唯識論》說：

這些東西全因以阿賴耶識為本，所以能相續地存在，從不間斷。

阿賴耶識為斷為常？非斷非常，以恒轉故。恒謂此識無始

此外，又因為阿賴耶識性格堅住，不容易被破壞，能不斷地執持

時來一類相續，常無間斷，是界、趣、生施設本故，性堅，

種子，令種子不致失落。若此識有間斷，種子就會失落。所以說

持種，令不失故。轉謂此識無始時來念念生滅，前後變異，

此識無間斷，而無間斷就是恒。 13

因滅果生，非常一故，可為轉識熏成種故。恒言遮斷，轉

至於“轉”（vartate）是變異的意思。第八識從無始時來每

表非常。猶如瀑流，因果法爾。如瀑流水，非斷非常，相

一瞬間都在生滅，這一瞬間生起，立刻就消失，下一瞬間又生起，

續長時，有所漂溺。此識亦爾，從無始來生滅相續，非常

又再立刻消失，沒有一個狀態是持續不變的，所以稱謂“念念生

非斷，漂溺有情，令不出離。又如瀑流，雖風等擊起諸波

滅，前後變異”。種子因在第八識中不斷地轉，所以第八識整體

浪而流不斷。此識亦爾，雖遇眾緣，起眼識等，而恒相續。

地也在不斷地轉。理由是此識中的種子作為因，會不停地生起種

又如瀑流，漂水下上，魚、草等物，隨流不捨。此識亦爾，

種結果，不可能固定不變。此外，此識可被前七識熏習成種子，

與內習氣、外觸等法恒相隨轉。如是法喻意，顯此識無始

因此不斷會有新種子加入，所以必定不斷在變。扼要來說，“恒”

因果，非斷、常義。謂此識性，無始時來，剎那剎那果生

是說明此識具有持續性，不會斷絕；“轉”表示此識不是常一

因滅。果生故非斷，因滅故非常。非斷非常，是緣起理。

的，它會不斷地轉變，所以第八識被認為是非斷非常。這種非斷

故說此識恒轉如流。（《大正藏》卷 31，頁 12 中－下）

非常的狀態就好像瀑流一般。瀑流的每一部分都不會有一瞬間停
留，都是不斷地因滅果生，此一瞬間的瀑流為因，帶引出下一瞬

在這段引文中，論主以瀑流（augha）的現象比喻第八識恆時流轉

間的瀑流為果，因與果之間已有所改變，不會恒常如一。這可說

的性格。引文先提出了“恆轉”的觀念，並就此說明了阿賴耶識
的作用是“非常非斷”。“恒”（srotasa）是恆常不斷的意思。

13

阿賴耶識的了別作用是恆時性的，不會間斷。知性或意識在現象層面的認識則

第八識自無始時來，其所藏的同一類種子會相續地發展，例如色

是有間斷的，不是恆時性的。在睡眠中，或在禪定中，意識便休歇下來，不起

法種子繼續作為色法種子發展，心法種子亦繼續作為心法種子發

了別、認知的作用，也不會成立甚麼對象。但阿賴耶識作為下意識，在意識的
底層，為後者的依據，作用不會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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瀑流的轉相。另外，這種因果不斷地生起，此一瞬間的因，帶出

常。由此可見第八識的這種非斷非常的作用是依緣起性空的義理

下一瞬間的果，此果又作為因，又帶出另一瞬間的果，如此不斷

而建立的。正由於“恒”表示非斷，“轉”表示非常，所以引文

地持續，此謂之“因果法爾”。這可視為瀑流的恆相。引文續說

說第八識是“恒轉如流”。

第八識跟瀑流一樣，因二者同樣以因滅果生的方式延續下去。瀑

（１５）

流的水不會斷絕，亦沒有一滴水可停住不動，第八識亦好比瀑流

《成唯識論》說：

的水，非斷非常。瀑流的水長時相續，人置身其中，會沉溺於水

此識無始恒轉如流，乃至何位當究竟捨？阿羅漢位方究竟

中。第八識亦是一樣，從無始時來已是相續地存在，非常非斷，

捨。謂諸聖者斷煩惱障，究竟盡時，名阿羅漢。爾時此識

亦由於此識的染污性，令有情生命沉溺於其中，不能脫離這種困

煩惱麁重永遠離故，說之為捨。（《大正藏》卷 31，頁 13

局，這困局就是生死輪迴（sajsara）。瀑流雖經常遇到風等影響

上）

而激起波浪，但它本身仍然不斷地往下流動，沒有一刻停止。第
八識亦是一樣，它的種子遇上適當的條件就會現行，生起眼、耳、

這段引文說明了只有在證得阿羅漢位時，第八識才會被捨離。所

鼻、舌、身等識的作用，但此第八識本身仍然保持恒時相續，沒

謂捨離阿賴耶識，不是說將整個阿賴耶識的體性捨去，只是捨棄

有因其他作用的影響而停止。瀑流的水不住地由上往下流動，而

它的名稱而已。引文的首句表明第八識這種染污的作用要到阿羅

水中魚、草等東西亦跟隨著水流由上而下，而不能離開水流。第

漢的階位才能脫離。阿羅漢是小乘佛教中聲聞乘所證得的第四

八識亦如水流一樣，識中的種子以及其外的種種“觸等法”，即

果。聲聞的修行者所證的四個果位依次是須陀洹（srota-apanna）、

種種心所，都是隨著此識的洪流，不斷地流轉，而沒有間斷。

斯陀含（sakrdagamin）、阿那含（anagamin）和阿羅漢（arhat）。

接著，論主又提出緣起（pratitya-samutpada）的觀念去詮釋第

須陀洹又譯作預流，意即開始進入聖道，這是聲聞四果中的初

八識這種恒轉如流的作用。從以上的比喻看，論主是要顯出第八

果。斯陀含又譯為一來，證得此果者將再一次還生於天或人間，

識從無始時來一直保持著因滅果生的狀態。由於因會滅去，不能

此後便證入無餘涅槃，不再還生了，故稱為“一來”，此為聲聞

常住不變，故此是非常；而因滅去後，並非一無所有，卻是有果

四果中的第二果位。阿那含又譯作不還，證得此果者斷盡了欲界

隨之生起，故此它不會斷滅。在這種因滅果生的情況下，此識的

的煩惱，來世不會再生於這個迷妄的欲界，只會生於色界或無色

作用便是非常非斷。這種非常非斷的狀態的說明，就是緣起義理

界，故稱為不還，此為聲聞四果中的第三果位。在其梵文語詞

的應用。緣的聚合令事物生起，故非斷（anuccheda）；緣起的另

anagamin 中，agamin 是還、回轉，an-是否定之意。故 anagamin

一面是性空（svabhava-wunyata），性空就是無自性，即無常住不

譯為不還。阿羅漢又作應供，意思是應該得到供養、尊敬的聖者。

變的自性（svabhava），故非常（antiya）。緣起是非斷，性空是非

在小乘，阿羅漢是最高階位的聖者，他們斷除了一切煩惱，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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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的人格。依引文說，在阿羅漢的階位中，一切煩惱已經遠離，

垢識，最極清淨，諸無漏法所依止故。此名唯在如來地有，

而“阿賴耶”此名，是就染污的第八識來說，所以到了阿羅漢果

菩薩、二乘及異生位，持有漏種，可受熏習，未得善淨第

位就捨棄了“阿賴耶”之名，即表示此識脫離了染污的狀態。所

八識故。（《大正藏》卷 31，頁 13 下）

謂“捨”是指阿羅漢斷除了此識中一切煩惱粗重的種子，在這種
情況下，第七識不再執持第八識作為一個常住不變的自我，由於

這段文字主要是補充說明阿賴耶識的不同稱謂。依引文說，第八

捨棄了我執，故捨棄“阿賴耶”之名。扼要來說，阿賴耶識本有

識又可稱為“心”、“所知依”、“種子識”、“阿賴耶識”和

執藏的意思，即被第七識執持為自我，現第八識已斷除一切煩

“無垢識”。 這些異名是按不同的修行階位而安立的。第八識

惱，不再被執為自我，所以就失去了執藏的意義，由此亦不再名

名“心”（citta）
，這是相對於意和識來區分的。唯識學所說的八

為“阿賴耶”。由此可見，“捨”是指捨棄“阿賴耶”這個稱

識，其中的前六識稱為“識”，第七識稱為“意”，而第八識就

號，而不是捨棄阿賴耶識整個識體，因為第八識先前具有煩惱種

稱為“心”。第八識稱為“心”，主要是就種子來說。種種事物

子，是一個妄識，所以才稱為“阿賴耶”。當識中的煩惱種子都

以種子的模式留於第八識中，由於種子的積集，故將此識稱為

斷除了，此識仍然存在，只是從妄識轉變為另一種狀態，這種轉

“心”。 此外，此識執持事物的種子和諸色根，諸色根相當於

變就是唯識學所說的“轉識成智”或“轉依”，而“阿賴耶”這

神經系統。因為神經系統相當幼小，故又稱為“淨色根”

個表示妄識的名字亦要捨棄掉。

rupa-prasada。第八識執持種子和神經系統，使之不會壞滅，因具

（１６）

有執持的作用，所以此識又稱為“阿陀那”（adana）
。“所知依”

《成唯識論》說：

14

15

是《攝大乘論》
（ Mahayanasajgraha）採用的名稱。“所知”（jbeya,

然第八識雖諸有情皆悉成就，而隨義別，立種種名。謂或

visaya）指一切作為對象的東西，由於一切對象都是依止於第八

名心，由種種法熏習種子所積集故。或名阿陀那，執持種

識，所以稱第八識為“所知依”。又由於一切對象都依於第八識

子及諸色根，令不壞故。或名所知依，能與染淨所知諸法

而生起，而生起一切對象的種子都是藏於第八識中，所以第八識

為依止故。或名種子識，能遍任持世出世間諸種子故。此

又稱為“種子識”。以上名稱的內容其實是有重覆的，例如“種

等諸名通一切位。或名阿賴耶，攝藏一切雜染品法，令不
失故，我見、愛等執藏以為自內我故。此名唯在異生、有

14

在這裏，“種子識”的“種子”是一個存有論甚至宇宙論的概念，種子的現

學，非無學位，不退菩薩，有雜染法執藏義故。或名異熟

起，便構成種種事物、存在，以至整個宇宙。“無垢識”的“無垢”則是一個

識，能引生、死、善、不善業異熟果故。此名唯在異生、

工夫論的概念，把一切染污的成素否棄、滅除，“無”掉，便是無垢。眾生在

二乘、諸菩薩位，非如來地，猶有異熟無記法故。或名無

倫理學上必須能達致無垢，成覺悟、得解脫才能說。
15

心的梵文是 citta。這個字除表示思考、研究之外，亦可解作積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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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識”攝藏種子的意義在“阿陀那”中亦已包含了。此外，“所

淨的無漏法所依止，故稱為“無垢識”。此名稱只用於如來的階

知依”、“心”等名稱都是跟種子有關。這幾個名稱都可以用在

位，因為如來是完全清淨無雜染的。而菩薩、二乘和異生階位的

一切階位的眾生之上。

眾生的第八識，由於仍藏有有漏種子，可受熏習，未轉為淨善的

引文繼續說，第八識又稱為“阿賴耶”（alaya）
，“阿賴耶”

第八識，故不能稱為“無垢識”。

是倉庫的意思。由於此識攝藏一切雜染之法的種子，使它們不會

（１７）

失去，故稱為“阿賴耶”。由於阿賴耶識是被第七識的我見、我

《三十頌》梵文本：yena yena vikalpena yad yad vastu vikalpyate/

愛等作用執為內在的自我，所以此名稱只用在異生（prthagjana）
和有學（waiksa）階位中。異生指異於聖者的眾生，即是凡夫；
有學是小乘四果中的前三果，即是仍要繼續學習的階位。異生和
有學階位的眾生仍執持雜染，故他們的第八識可稱為“阿賴

parikalpita evasau svabhavo na sa vidyate//
梵本語譯：不管甚麼樣事物依於甚麼樣的虛妄分別而虛妄地被分
別，這全是分別性。這不是實有。
玄奘譯本：由彼彼遍計，遍計種種物，

耶”。但到了無學（awaiksa）和不退轉菩薩（avaivartika-bodhisattva）

此遍計所執，自性無所有。

階位，就不能稱為“阿賴耶”。無學是小乘最高的果位，即阿羅

（《大正藏》卷 31，頁 61 上）

漢果。不退菩薩是菩薩的第七地（第七個階位）以上的階位。到
達此階位的菩薩不會退墮變回雜染的眾生，故稱為“不退菩

以下幾首偈頌和引文主要是析述唯識學中有關三性的理

薩”。無學和不退菩薩已脫離雜染，故他們的第八識不再稱為

論。在未解說這偈頌的內容前，需先對三自性作一扼要的介紹。

“阿賴耶識”。第八識又稱為“異熟識”（vipaka-vijbana）
，因為

三自性（tri-svabhava）是指遍計所執性（parikalpita-svabhava）
、依

此識作為無記性格的一個總體，引生出善、不善的果報，就著果

他起性（paratantra-svabhava）和圓成實性（parinispanna-svabhava）。

報的善、不善性異於作為因的無記性這一點，而稱為“異熟”。

三自性中的“自性”並不是佛教一般所指的自性。按照一般所

此名稱只用於異生、二乘（yana-dvaya）、諸菩薩位的眾生，而不

說，通常人了解事物時，都會以一種實在的眼光去看，以為有自

同於如來（tathagata）階位。二乘是聲聞（wravaka）和緣覺

性可得，而不知道事物本身是無自性的。一般人以為事物中有一

（pratyekabuddha）。在這些階位中的眾生的第八識仍有異熟無記

種實在性，這種虛構的實在性就是自性，即 svabhava。但三自性

法，會引出善、不善果，故他們的第八識可稱為“異熟”

所說的 svabhava 並不是指實在性，而是指三種事物的存在形態。

（vipaka）。到了如來階位，因與果無異，都是清淨的，沒有異熟

三性是對一切事物的存在狀態的說明。其中，遍計所執性屬於染

的情況，故不稱此識為“異熟”。第八識又稱為“無垢識”

污方面，依他起性是中性，而圓成實性是屬於清淨方面。若以八

（amala-vijbana），amala 音譯為“阿摩羅”。由於此識為一切清

識的觀念看，三性應與第六識有密切關係，因為一切事物都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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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他事物而生起的， 它們本無自性，這是依他起性的基本意

事物進行主觀的臆測、主觀的計度，以為事物具有實體，並對它

思。當事物生起後，若意識對它起執著，以為所見的事物具有自

們生起自性的執著。自性是實體的一種表述形式。第六識因有了

性，這種虛構出來的自性的本質就是遍計所執性。如果能夠直觀

別的作用，所以稱為“能遍計”；而被第六識所認識的事物則相

事物的自身，就能了解到認識中的事物的緣起性格，這樣就不會

對地稱為“所遍計”。第六識所周遍計度的事物可概括為“法”

對它們起執著。這種所觀的事物自身的本質就是圓成實性。

（dharma）和“我”（atman）。“法”即客觀的存在物，泛指十

這首偈頌主要是解釋遍計所執性。偈頌的意思是說第六識會

二處（dvadawayatana）和十八界（astadawa dhatavah）等法數；“我”

對種種事物進行周遍計度，以為事物各具自性。這種由遍計而起

則指五蘊所構合而成的假我，是主觀存在的我。由此可見，第六

的執著，其本身是沒有存在性的。即是，這個世界中本來並沒有

識與被認識的事物具有主客和能所的關係。引文接著提出了“自

遍計所執性；在這個世界之外的任何處所，都不存在一種稱為

性差別”（svabhava-viwesana, svabhava-viwesa）和“遍計所執自

“遍計所執性”的東西。這遍計所執性的矛頭指向人的虛妄執著

性”（parikalpita-svabhava）兩個概念。第六識對於它的對象產生

的行為。若不生起這種行為、這樣的東西便成無有。

誤解，以為每件事物都有各自的自性，這就是所謂“自性差

（１８）

別”。這種以一切事物都有自性的認識，它的本質就是“遍計所

《成唯識論》說：

執自性”。在這種認識中的事物根本是不存在的。引文末幾句是

周遍計度，故名遍計。品類眾多，說為彼彼。謂能遍計虛

對整首偈頌作一總結。“初句”即偈頌的第一句，這句指能遍計

妄分別，即由彼彼虛妄分別，遍計種種所遍計物。謂所妄

識。“第二句”指被第六識遍計的種種事物。第三、四句被執為

執蘊、處、界等，若法若我，自性差別。此所妄執自性差

實在的我和法，其實都是無自性的。

別，總名遍計所執自性。如是自性，都無所有。理教推徵，

（１９）

不可得故。或初句顯能遍計識。第二句示所遍計境。後半

《三十頌》梵文本：paratantrasvabhavas tu vikalpah pratyayodbhavah/

方申遍計所執若我若法，自性非有。
（《大正藏》卷 31，頁
45 下）

nispannas tasya purvena sada rahitata tu ya//
梵本語譯：但虛妄分別是依他起性，由緣所生。然而，一切在這
方面時常遠離前者的，是真實性。

這段文字是護法對遍計所執自性的解釋。依引文看，遍計即周遍
計度的意思。第六識會對事物生起周遍計度的作用，並廣泛地對

玄奘譯本：依他起自性，分別、緣所生，
圓成實於彼，常遠離前性。
（《大正藏》卷 31，頁 61 上）

16

這事物指在認識中的事物，即現象，而不是說物自身（Ding an s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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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分依他，不包括淨分依他。但是，如果“分別”的意思只是“能

性。依他起性具有分別（vibhaga）和緣所生（pratyayodbhava）兩

緣慮”，則所說的依他起性就包括了染、淨二分，因為無論染或

方面的性格。《成論》解釋說：

淨的心、心所，都有緣慮的作用。就上述的問題看，《成論》只
提出兩種可能性，並沒有確定的說法。下半首偈頌解釋圓成實

眾緣所生心、心所體及相、見分，有漏、無漏，皆依他起。

性，《成論》說：

依他眾緣而得起故。頌言分別緣所生者，應知且說染分依
他。淨分依他亦圓成故。或諸染、淨心、心所法，皆名分

二空所顯，圓滿成就諸法實性，名圓成實。顯此遍、常，

別，能緣慮故。是則一切染、淨依他，皆是此中依他起攝。

體非虛謬。……於彼依他起上，常遠離前遍計所執，二空

（《大正藏》卷 31，頁 46 中）

所顯真如為性。說於彼言，顯圓成實與依他起不即不離。
常遠離言，顯妄所執能、所取性，理恒非有。前言義顯不

從存在方面說，依他起的事物都是由眾緣所生，包括心、心所的

空依他。性顯二空非圓成實，真如離有離無性故。（《大正

自體及它們的相分和見分。按這裏提心體和心所體，“體”字易

藏》卷 31，頁 46 中）

生誤解。心和心所都是緣起法、生滅法，沒有自性、體性義。
《成
論》更指出，有漏、無漏的緣生法都屬於依他起。照這樣說，依

“二空”指我空（atma-wunyata）和法空（dharma-wunyata）。圓成

他起性包括了清淨和雜染二分。依他起既然有二分，上引《三十

實表示“圓滿成就諸法實性”，意思是“遍、常，體非虛謬。”

頌》所說的依他起性是指其中一分，還是包括了二分呢？《成論》

“圓滿”（paripurna, sajpad）表示普遍，亦有絕對的涵義。“成

認為有兩種可能性：第一種可能是單獨染分依他；第二種包括了

就”（siddha, nispatti）表示恆常。“實”（tattva, satya, dravya）

染、淨二分的依他起。《三十頌》說：“分別、緣所生。”“緣

表示自體為實在。偈頌說“圓成實於彼，常遠離前性。”“彼”

所生”所指的相等於整體的依他起，包括雜染和清淨二分，這點

指依他起，“前”指遍計所執，意思是圓成實是於依他起之上，

毫無疑問。關鍵就在於“分別”的意思。《成論》指出，“淨分

恆常離開遍計所執性。遍計所執性包括我執（atma-graha）和法執

依他亦圓成故。”它的意思是，如果“分別”表示非圓成實，則

（dharma-graha），即是執著自我和對象為具有自性。“空”

只能代表染分依他，不應包括淨分依他，因為淨分依他含著圓成

（wunyata）表示否定自性，“二空”即是我空和法空，是否定對

性格。圓成即是圓滿成就，這有絕對、整一的意思。所以，如果

自我和對象的自性的執著。所以二空即是離開遍計所執性。依他

“分別”表示有相分、見分的區分，即是有主體與客體的相對

起之上離開遍計所執性，就顯出圓成實性。此圓成實以真如為

性，就只能包括現象界的事物，這樣，所說的依他起性就只代表

性，即是圓成實之性就是真如。《成論》又指出，偈頌中說“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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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前”，則指遍計所執。
照窺基的意思，
《成論》在這裏所說的“二空”中的“空”，

他”，“性”表示二空並非圓成實。在“於彼”中，主詞是圓成

只是與有相對的概念，並不是具有終極意義的空。

實，受詞是依他起，這表示圓成實並不等同依他起，這是不即。

（２０）

但“於”亦表示圓成實的顯現，是以依他起為基礎，所以圓成實

《三十頌》梵文本：ata eva sa naivanyo nananyah paratantratah/

並不能離開依他起，即是不離。故此，圓成實與依他起不即不離。

anityatadivad vacyo nadrste’smin sa drwyate//

在依他起的根本架構上，若有執取，便是遍計所執，無執取，即

梵本語譯：因為這個原故，這與依他既不是相異，亦不是不相異。

是圓成實。引文最末說到，偈頌中的“性”字，顯出“二空非圓

這應說為像無常等那樣，這個不見時，那個也看不到。

成實；真如離有離無”。對於這句說話，窺基在《成唯識論述記》

玄奘譯本：故此與依他，非異非不異。

解釋說：

如無常等性，非不見此彼。
（《大正藏》卷 31，頁 61 中）

真如是空之性，非即是空。空為所由，如方顯故，如體空
者，何所妨也？真如離有，及離無相。若言於空，雖離有

這首偈頌主要是說圓成實性與依他起性的關係。這兩者的關

相，非離空相。故此空言，非真如體。故致性言，深為有

係應是“非異非不異”，即是並非完全不同，亦非完全相同。依

用。真如離空，名空性；真如離有，名有性。病多起有，

偈頌所說，圓成實與依他起的這種關係，應說為像無常與諸行的

但說空門。若空病生，亦立有性。此意總顯圓成實性於依

關係，無常與諸行亦有著非異非不異的關係。偈頌中最後一句

他上，無前所執，所顯之性。（《大正藏》卷 43，頁 546

“非不見此彼”是從修行實踐的角度來說明圓成實與依他起的

上－中）

關係。“此”指圓成實性，“彼”指依他起性。全句的意思是，
如果我們不了解圓成實性，也就不能了解依他起性。換句話說，

按照窺基的解釋，圓成實性就是真如。真如並不等同空，而是空

我們要先了解圓成實性，然後再去了解依他起性。這個意思在梵

之性。真如離有離無，但空只離有而不離空（無）。所以真如與

文本中非常清楚，但在玄奘的譯本中就很模糊。

空並不是等同。這裏說的“離”應解作不完全等同，不能解作別

（２１）

異或隔絕，因為真如為空性，亦為有性，空與空性，有與有性，

《成唯識論》說：

都應是不一不異。“圓成實於彼，常遠離前性”這兩句話的意思

由前理故，此圓成實與彼依他起，非異非不異。異，應真

是：圓成實是在依他起上，遠離遍計所執所顯的性。而“前性”

如非彼實性；不異，此性應是無常，彼此俱應淨、非淨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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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說依他起為不淨、圓成實為清淨。本有智以清淨的圓成實為
境；後得智以不淨的依他起為境，如果圓成實與依他起為不異，

這段是護法解釋圓成實與依他起的“非異非不異”的關係的文

則本有智和後得智的作用就毫無分別。《成論》的意思是，本有

字。護法是基於上首偈頌所說的“圓成實於彼，常遠離前性”的

智和後得智的作用應是有別的，所以它們的境，即圓成實和依他

道理，說明圓成實和依他起有著非異非不異的關係。引文先假設

起應是非不異。

兩者的關係為“異”，再指出這種假設會出現的問題，由此推斷
兩者的關係並非異。如果圓成實與依他起是完全不同的、隔斷
的，則“真如”這個圓成實性就不能當體作為依他起性的真實

（２２）
《成唯識論》說：

性。換句話說，如果圓成實與依他起是完全隔絕的，我們就不能

云何二性非異非一？如彼無常、無我等性。無常等性與行

說真如或圓成實性是依他起的本質或本性。但事實上，真如或圓

等法，異，應彼法非無常等；不異，此應非彼共相。由斯

成實是依他起的本質或本性，所以我們不能說圓成實與依他起兩

喻顯此圓成實與彼依他，非一非異。法與法性，理必應然；

者是“異”（anya, viwesa）
，亦即是說，兩者的關係為“非異”。

勝義、世俗，相待有故。（《大正藏》卷 31，頁 46 中）

17

接著護法假設兩者的關係為“不異”（ananya, aviwesa），然

這段引文是以無常法和行等法的關係比喻圓成實與依他起的非

後指出這個假設會導致困難，由此推論兩者的關係是“非不

異非一的關係。“行等法”指種種心念。行（sajskara）即是心

異”。引文主要是以“常法”、“無常法”、“淨法”、“不淨

念、心之行。依引文看，如果無常法與行等法的關係為異，就會

法”、“本有智”和“後得智”的論據作論證。如果圓成實與依

產生“應彼法非無常等”的困難；如果兩者的關係為不異，則會

他起的關係是“不異”，則會出現兩種困難。第一個困難是，如

出現“此應非彼共相”的困難。由於假設兩者的關係為異會出現

果兩者是不異的，則圓成實應跟依他起同樣是無常法。但圓成實

困難，為不異亦會出現困難，所以兩者的關係應是非異非不異。

不應是無常法，所以兩者“不異”的關係不能成立。第二個困難

依引文所說，如果無常法與行等法是異，異就是互相隔絕，沒有

是，如果兩者是不異的，則兩者應同時通於淨境和不淨境，而不

任何相同點，則行等法就不是無常。這違反了佛教的基本義理，
即三種法印（dharma-mudra）中的“諸行無常”（anitya bata
sajwkarah, sajskaranityata）。所以不能說無常法與行等法是相異

17

印度佛學要論証某個題材，先擬設它的反面，引致這反面的不可能性，因而推

的。故此，兩者的關係應是非異。另一方面，如果兩者是不異，

斷出該題材的合法性。在這裏也以同一方式來進行，先假設非異的反面異，而

不異就是完全相同，則無常不能說是行等法的共相。但實際上，

引出異不可能，這樣便導致非異的關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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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常是行等法的共相（samanya-laksana）所以兩者的不異的關係

達到這個目標。即是先要究明圓成實，然後再看依他起。是以，

亦不能建立。因此，行等法與無常的關係是非異非不異。圓成實

從實踐的角度看，修行者先要通達虛妄的根源，認清遍計所執的

與依他起的關係亦是這樣，所以圓成實與依他起的關係亦是非一

性格，然後再看遍計所執的對象，其真性應是依他起。接著引文

非二。引文末句更以“相待”的概念再次論證出二者具有非異非

又提到無分別智與後得智在實踐上的先後次序，藉此再論證出圓

不異的關係。“法”（dharma）指依他起，“法性”（dharmata）

成實性和依他起性的關係。無分別智（nirvikalpa-jbana）是照見空

指圓成實，法與法性的關係必定是非異非不異。“勝義”

理的智慧，這種智慧能照見事物的本性都是空的，沒有個別的情

（paramartha）指圓成實，“世俗”（laukika, sajvrti, sajvrtti）指

狀。後得智（prstha-labdha-jbana）能照見各種事物的特殊相狀，

依他起，兩者是相待而有。相待而有一方面表示兩者是兩樣不同

亦可說是一種世俗的智慧。這種智慧亦就是照見科學的研究對象

的東西，所以是非不異；另一方面，兩者是相依待，互相依待就

的特性的智慧。無分別智則是照見終極真理的智慧。按照一般的

不可能完全隔絕、完全不同，所以兩者是非異。勝義和世俗是相

程序，修行者先要把握世俗的智慧，然後才能進一步認識事物的

待而有，所以有非異非不異的關係。同樣地，圓成實與依他起亦

空的真相。但從宗教實踐的角度看，則先要照見第一義，然後再

是相待而有，所以亦是非異非不異。

回頭看事物不同的相狀。所以，偈頌說如果不先了解圓成實性，

（２３）

修行者就不能了解依他起性。

《成唯識論》說：
非不證見此圓成實，而能見彼依他起性。未達遍計所執性

（２４）
《成唯識論》說：

空，不如實知依他有故。無分別智證真如已，後得智中方

有頌言：非不見真如，而能了諸行，皆如幻事等，雖有而

能了達依他起性。（《大正藏》卷 31，頁 46 中）

非真。此中意說：三種自性，皆不遠離心、心所法。謂心、
心所及所變現，眾緣生故，如幻事等，非有似有，誑惑愚

這段文字是護法對《唯識三十頌》中“非不見此彼”一句的釋

夫，一切皆名依他起性。愚夫於此橫執我、法、有、無、

說。引文清楚表示不能不證見圓成實而見到依他起。這即是說，

一、異、俱、不俱等，如空花等，性、相都無，一切皆名

必須先證見圓成實，才能見到依他起。這種說法是從實踐修行的

遍計所執。依他起上，彼所妄執我、法俱空。此空所顯識

角度來說的。依他起好比一個歷程，而圓成實就是歷程的目標。

等真性，名圓成實。是故此三不離心等。
（《大正藏》卷 31，

從邏輯上說，我們要先走過這歷程，然後才達到目標，即是要先

頁 46 下）

經過依他起的歷程，然後才達到圓成實的目標。但從整個宗教活
動的導向說，修行者要先確認目標，然後再決定應走的途徑，去

這段引文是對以上三首偈頌所說的三性問題的總結。論主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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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性都是不可遠離心而獨立存在。可以說，它們是依於心識而被

緣而起，亦就是主體生起的心、心所的外表的變現物，而不是事

確立。引文先對依他起性作一總結說明。一切心、心所以及所變

物本身。所以，它是一種面對這種依他而起的現象，主體會對它

現的東西都是眾緣所生。“所變現”指由識變現出來的相分和見

們起執著，把這些現象視為具有自性的真實存在。這些由主體虛

分。相分（nimitta）相當於客觀的現象世界，見分（drsti）則是

構出來的，不具有自性的事物，它們的存在性格屬於遍計所執

主觀的自我。這些東西都是由因緣和合而生，就好像虛幻的事

性。主體接觸事物時，只能感知緣起的現象，而不能達到事物的

物，不是實有，但表面上卻似是有。這些事物迷惑一般愚夫。然

自身，這是由於主體的認識能力有障礙，即有煩惱障

而，一切都只是依他起，都不是實有。

（klewa-avarana）和所知障（jbeya-avarana）
。當主體排除這兩種障

引文接著總結遍計所執性的意思。愚夫在依他起的事物上起

礙，就能直達事物的自身，這就是體証諸法實相。這時接觸的是

執著，對我（atman）、法（dharma）、有（bhava）、無（abhava）、

真實的事物自身，這真實的事物自身的存在性就是圓成實性。在

一（eka）、異（anya）、俱（ubhaya）、不俱（anubhaya）等對立的

體証圓成實性後，再觀察事物的緣起（pratitya-samutpada）現象時，

概念加以執著，將主觀的自我和客觀的事物對立起來。這些在執

就清楚體會到緣起事物的空的本性，由此就不會對它們執著。這

著中被虛構出來的實體，既無自體，亦無相狀，全都屬於遍計所

種在無執狀態下所見的現象，它們的存在性格就是淨分依他起。

執性。

依他起性，包括染分和淨分都是由緣而起，所以都不是真實

最後，引文總結圓成實性的意思。依引文所說，在依他起之

的存在。但依他起的現象既然在我們面前生起，成為我們認識的

上，如果我們了解到我和法都是空的，則由這種空所顯示出的識

對象，它們也不可能是一無所有，因為生起的事物總要有它們生

等真實性格，就是圓成實性。

起的基礎，不可能脫離任何存在的基礎而有現象生起。所以緣起

總結以上所述三自性的意義，三自性是存在的三種形態，包

的現象亦有它們的存在性。由於這種存在是以認識對象姿態出

括：虛構的存在，顯現為現象的存在和真實的存在。其實，虛構

現，所以它們存在的性格，可以說是一種只有認識意義的存在

的存在不應視為一種存在的形態，因為它完全沒有存在性，只可

性。這所謂認識對象，不是主體以外的東西，它們的本質就是主

以說是關於存在問題的一個概念，但三自性既將三者並列來討

體所生起的識體的相分。所以，就存在性來說，認識對象不離於

論，為方便計，現姑且當作一種存在形態來說。三者中，從存在

認識主體。即是說，依他起的現象的存在性是來自認識的主體。

的角度來說，最根本的當然是真實的存在，這即是圓成實性。但

所以，最終只有認識的主體才具有真實的存在性。然而，這個認

如果要把三者串連起來，去了解它們的關係，則顯現為現象的存

識的主體並不是一般人所執著的，以為是具有自性的自我。這個

在，即依他起性就成為重心。按照《成論》的意思，依他起性包

具有自性的自我只屬於遍計所執性。這點稍後再討論。

括染、淨二分。染分依他是一般人所見的現象，這些現象都是由

對於依他起的現象的認識，會在一種主體與客體相互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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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峙的格局中進行。如果我們把這個在相對格局中的主體當作真

上文已解釋過，三自性包括了一切事物的存在性格，分別是

實的主體，這個所謂“真實的主體”只屬於遍計所執性。因為當

虛構的存在性，即遍計所執性；作為現象的存在性，即依他起性；

我們思考這個主體時，它已經成為了客體，這客體是依他起的現

以及真實的存在性，即圓成實性。這首偈頌說，依於三自性而立

象。如果我們把這個客體現象當作實在的自我，這“實在的自

三無性（tri-vidha nihsvabhavata），這顯示出了三無性跟三自性的

我”就只是虛構的，所以只屬遍計所執性。真正的主體永遠不能

關係。這裏說三無性依於三自性而立，但這種“依”不是一種肯

在相對的格局中被認識或思考，而需要被直覺，而是睿智的直覺

定性的依靠。如果是肯定性的依靠，則表示必須肯定所依，才能

（intellektuelle Aschauung），不是感性的直覺（sinnliehe

確立能依，就好像建築一座大廈，必須先建立根基，然後才能在

Anschauung）。

根基之上建立大廈。“無性”原文是 nihsvabhava，意思是自性的

在體証事物自身時，那種認識並不是在相對的格局中進行。
在這種情況中，沒有認識主體和認識對象的區分。在這種體証中
的事物的存在性格就是圓成實性。我們試區分開來說，在這種真

否定。而所謂“依”，只是一種相對概念在意義上的依持關係，
例如有與無的關係。
由於三自性涵蓋了一切法的存在性，它的否定面，即三無性

實的體証中，所証的是事物自身（Ding an sich），能証的是真實

亦具有同樣的涵蓋性，所以三無性亦涵蓋了一切法。三無性的建

的認識主體，都是真實的存在。但實際上不能作出區分，所說的

立，意思就是對一切法的存在性的否定，即是偈頌所說的“一切

所証和能証，二者其實是一，真實的認識主體其實是沒有相對的

法無性”。至於這首偈頌的詳細意思，可參看《成論》：

客體的主體，只有這樣，主體才是真實的存在。
（２５）

即依此前所說三性，立彼後說三種無性。謂即相、生、勝

《三十頌》梵文本：

義無性。故佛密意，說一切法皆無自性。非性全無，說密

trividhasya svabhavasya trividhaj nihsvabhavatam/

意言，顯非了義。謂後二性雖體非無，而有愚夫於彼增益，

sajdhaya sarvadharmanaj dewita nihsvabhavata//

妄執實有我、法自性，此即名為遍計所執。為除此執故，

梵本語譯：基於三種自性，因而有三種無自性。一切法的無自性

佛世尊於有及無，總說無性。
（《大正藏》卷 31，頁 48 上）

便被說示了。
玄奘譯本：即依此三性，立彼三無性。
故佛密意說，一切法無性。
（《大正藏》卷 31，頁 61 上）

三種無性依於三自性而立，這點正文已提過。護法指出，這三種
無性是：相無性（laksana-nihsvabhavata）、生無性
（utpatti-nihsvabhavata）和勝義無性（paramartha-nihsvabhavata）。
他特別強調一點，偈頌說一切法皆無自性，這種說法是非了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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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 svayajbhava etasyety apara nihsvabhavata//
梵本語譯：第一，就特質一點而為無自性。其次，此中不是自有。
這樣所說的，是跟著的圓成實性的無自性。

在性，但一般凡夫會在這二性上增益，執著為實在的我和實在的

玄奘譯本：初即相無性，次無自然性，

法，由此形成遍計所執性。佛為了除去凡夫這種執著，於是無論

後由遠離前，所執我法性。

是存在性，即後二性，和無存在性，即遍計所執性，都總說為無

（《大正藏》卷 31，頁 61 上）

性。所謂“增益”（samaropa, vrddhi）
，即是把事物的存在性格過

這裏逐一列舉三種無性的意思。第一種是相無性，第二種是

分加強地理解。在依他起上增益，即是把原本只是現象的事物理

無自然性，第三種是遠離前所執的我性和法性。相無性對應於遍

解為真實的東西，這即是以為一切所見的事物都具有自性。在圓

計所執性。屬於這種性格的事物完全是虛構的，不單沒有真實的

成實性方面，從真實的角度說，圓成實性是終極的實在，本來是

存在性，就是作為現象的存在性也沒有，所以它們連相狀

無可增益。以語言文字表達的“圓成實性”只是一種概念，屬於

（laksana）也是沒有的。所以對應於遍計所執性的無性，是存在

依他起性。若執著圓成實性這個概念，以為外在世界有一種實在

性的徹底否定，包括否定相狀的存在。對應於依他起性的無性是

的東西與它相應，這就是一種增益。

無自然性。自然性是表示自己本身就是這樣的一種性格。若事物

偈頌指出，三無性是依於三自性而立，這種立可理解為假

具有自然性，即表示它具有自身存在性的充足條件。依他起性是

立。《三十頌》開首就說“由假說我、法”，表示我和法都是假

依靠其他事物而生起的性格，而生起的只能是相狀或現象，不是

立，而假立我和法，目的是要對凡夫演說唯識的義理。這裏假立

真實事物的生起，因為真實事物本身就是存在的，不用生起。依

三無性，亦是另有目的，就是要去除凡夫的妄執。可見這種非了

他起性的事物具有相狀，所以不能對應它說相無性。但它們只有

義的說法是《三十頌》常用的。而偈頌又特別指出“一切法無性”

依他起的相狀，不具有本身存在的條件，所以對應依他起性可以

是佛密意言，表示這種說法是帶有另一層意思。再者，唯識學一

說無自然性。這即是否定依他的事物有自身的存在性，但不否定

向承認真如為實性，如果在這裏說圓成實性為無性，即全沒有存

它們具有相狀，即作為現象的存在性。最後一種是由遠離前所執

在性，這豈非自相矛盾麼？所以，護法理解三無性，或一切法無

我性、法性而達到的性格，這對應圓成實性而說。要注意的是，

性為非了義的說法，應是可接受的。

這裏沒有再稱這種性格為無性。若與前兩種無性相比，第一種是

（２６）

連相狀也要否定的無性，第二種是否定自身存在性的無性，但第

《三十頌》梵文本：

三種，若從了義的說法，就不應再稱為無性。因為圓成實性是真

prathamo laksanenaiva nihsvabhavo’parah punah./

實的存在性格，不能對它否定。“後由遠離前”中的“後”指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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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實性，“前”指對應於相無性的遍計所執性。在圓成實性中具

自然性而說，並非說它完全沒有存在性。所以，這第二種無性只

有否定意思的地方就是否定遍計所執的我性和法性，這就是“遠

是假說，其實不是說依他起性完全沒有存在性。

離”的意思。但這不是對圓成實性的否定，所以不能對圓成實性
說無性。現再看《成論》的解釋：

最後，依於第三種自性，即圓成實而立勝義無性。勝義無性
並不表示一種徹底的、絕對的無的性格，像虛無主義（nihilism,
Nihilismus）那種。而是說，這第三種無性是勝義的。這種無性是

云何依此而立彼三？謂依此初遍計所執，立相無性。由此

遠離遍計所執的我和法而說的。“無”表示沒有被執著的我和

體相，畢竟非有，如空華故。依次依他，立生無性。此如

法，由此而假說無性，並非說圓成實性為無存在性。這種遠離執

幻事，託眾緣生，無如妄執自然性故，假說無性，非性全

著的性格就是勝義，所以稱為“勝義無性”。

無。後圓成實，立勝義無性。謂即勝義，由遠離前遍計所

（２７）

執我、法性故，假說無性，非性全無。（《大正藏》卷 31，

《三十頌》梵文本：

頁 48 上）

dharmanaj paramarthaw ca sa yatas tathatapi sah/
sarvakalaj tathabhavat saiva vijbaptimatrata//

護法在這裏逐一解釋如何依三自性而立三無性。首先，依遍計所
執性而立相無性。由於遍計所執性體、相全無，因此，對應它而

梵本語譯：因此，這是諸法的勝義。另外，這是真如。因為在一
切時間中，都這樣地是存在。這正是所謂唯識。

說相無性。“體”（bhava）指真實的存在，“相”（laksana）指

玄奘譯本：此諸法勝義，亦即是真如，

相狀，即作為現象的存在。遍計所執既非真實的存在，就是現象

常如其性故，即唯識實性。

的存在也不是。說遍計所執性是相無性，不單是說它沒有現象的

（《大正藏》卷 31，頁 61 上）

存在性，而是說它這兩種存在（真實的存在與現象的存在）都沒
有。由於現象存在性是一種較為寬鬆意義的存在性，所以說沒有
這種存在性即表示必定也沒有真實的存在性。

“此諸法勝義”的“此”，不能指整體的三無性。因為第一
種無性代表遍計所執性，這完全是虛妄的，不能說是勝義。第二

其次，依於第二種自性，即依他起性而立生無性。依他起性

種無性是依他起性，這種性格是現象性，是世俗的，不是真實性，

是說依眾緣而生起的一種現象的存在性，就好像幻化的事物，只

所以也不是勝義。只有第三種無性，即圓成實性才是真實性，才

有形相，沒有實體。說依他起性為無，是就著一種妄執的自然性

能說是諸法的勝義，所以“此”應只是指前者偈頌的下半頌所說

而說的。自然性是具有自身存在的一種性格，依他起的事物須依
靠眾緣而起，不是自性無。說依他起性為無性，只是就著它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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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後由遠離前，所執我、法性”，即是指圓成實性。 此性是

此隨淺深，以立四種，皆勝之義，或以勝為義。勝即是義，

諸法的勝義，表示圓成實性是一切事物的真實性。這即是真如。

隨其所應，皆勝於初世俗諦故。然此初真即十善巧。第二

為甚麼稱它為真如呢？“常如其性故”，即是說此性為常，而且

即是四諦因果理等。第三即是依詮顯實。第四廢詮談旨。

如其性，即為事物原來、真實的性格。這亦就是唯識實性

（《大正藏》卷 43，頁 555 上）

（vijbaptimatrata）。我們再看《成論》較詳細的解釋：
按照窺基的解釋，四種勝義可理解為指各同一道理的四個階段。
此性即是諸法勝義，是一切法勝義諦故。然勝義諦略有四

“此隨淺深，以立四種”表示出這四個階段依著淺深程度，逐步

種：一、世間勝義，謂蘊、處、界等；二、道理勝義，謂

提升。而且這四種亦只是方便安立的名稱。這四種稱為勝義諦，

苦等四諦；三、證得勝義，謂二空真如；四、勝義勝義，

是由於它們比世俗諦更為優勝。第一種，世間勝義，即是十善巧。

謂一真法界。此中勝義，依最後說，是最勝道所行義故。

關於十善巧，世親著《辯中邊論》（ Madhyantavibhaga）說：

為簡前三，故作是說。此諸法勝義，亦即是真如。真謂真
實，顯非虛妄；如謂如常，表無變易，謂此真實，於一切

於蘊等十法，起十種我見：一、執一性；二、執因性；三、

位常如其性，故曰真如。即是湛然不虛妄義，亦言顯此復

執受者性；四、執作者性；五、執自在轉性；六、執增上

有多名，謂名法界及實際等，如餘論中，隨義廣釋。此性

義性；七、執常性；八、執染淨所依性；九、執觀行者性；

即是唯識實性。謂唯識性，略有二種：一者虛妄，謂遍計

十、執縛解者性。為除此見，修十善巧。
（《大正藏》卷 31，

所執；二者真實，謂圓成實性。為簡虛妄，說實性言。復

頁 470 上）

有二性：一者世俗，謂依他起；二者勝義，謂圓成實。為
簡世俗，故說實性。（《大正藏》卷 31，頁 48 上－中）

引文所說的“蘊等十法”，包括：蘊（skandha）、界（dhatu）、
處（ayatana）
、緣起（partitya-samutpada）
、處非處（sthana-asthana）
、

“此性”指圓成實性。圓成實性是諸法勝義，因為此性是一切事

根（indriya）、世諦（sajvrti-satya）、乘（yana）、有為無為法

物的勝義諦（paramartha-satya）
。引文說勝義諦有四種，關於這四

（sajskrta-asajskrtatva）。由於執著這十種法而生起十種我見，

種勝義諦，窺基的《成唯識論述記》有較詳細的解釋：

以為這些事物具有實在性。要破除這些我見，就要修十善巧，可
見十善巧是對治這十種我見的。《辯中邊論》又說：“此中緣蘊
等十義所起正知，名蘊等善巧。”（《大正藏》卷 31，頁 471 上）

18

上田義文亦有同樣看法，他亦認為只有第三種無自性才是諸法的勝義。參考他

的《梵文唯識三十頌の解明》，東京：第三文明社，1987, p.93。

總括來說，對蘊等十種法起執，就會生起十種我見；若對這十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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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意義有正確的見解，這就是十善巧。所謂正確的了解，是對

遍計所執性；二者真實，指圓成實性。唯識性之中的實性，就是

治我見的了解，即是無自性的了解。

圓成實性。我們又可從另一個角度劃分為兩種：一者世俗，指依

第二種，道理（yukti, nyaya）勝義，即是四諦因果理，這是

他起；二者勝義，指圓成實。實就是勝義，所以唯識實性就是圓

從因果關係去理解四諦的義理。第三種，證得（adhigama, prapta）

成實性。這樣的劃分，實在令人不解。我們知道唯識性有三種，

勝義，窺基解釋為“依詮顯實”，意思是依靠詮釋來顯示真實。

但這兩個劃分的方式，都沒有同時包括三性。若劃分為虛妄和真

這是透過語言概念去了解實相。第四種是，勝義（paramartha）

實兩種，依他起性究竟屬哪一種呢？若劃分為世俗和勝義兩種，

勝義，窺基解釋為“廢詮談旨”，即是廢棄語言概念的詮釋，而

遍計所執性又屬於哪一種呢？按道理，依他起為現象，在現象事

直指真理本身。

物上起執而成的自性是遍計所執性，故遍計所執性是虛妄的。但

《成論》繼續說，真正的勝義，是第四種，即勝義勝義

這虛妄的性格是由執著而成的，就依他起性本身來說，應不是虛

（paramartha-paramartha）。圓成實性是廢詮談旨的勝義勝義，這

妄。而對現象事物的正確了解就是世俗諦。所以依他起性應是

勝義亦就是真如。《成論》說：“真謂真實，顯非虛妄；如謂如

真，不是妄。若從真、妄來劃分，圓成實性和依他起性應是真；

常，表無變易。”真如的意思就是不虛妄、無變易。這兩方面意

遍計所執性則是妄。然而，依他起性雖是真，但不是實，因為實

思把圓成實性跟遍計所執性和依他起性區別開來。遍計所執性是

則不變，而依他起性是變易的。在兩種真性當中再劃分為世俗和

在本為緣起的事物上執著的自性的性格，自性在認識論上雖無變

勝義，則依他起是世俗，圓成實是勝義。所以“唯識實性”應是

易，但這種由執著的工夫論而來的自性卻是虛妄的。依他起性是

指三種唯識中的真實性。遍計所執性是虛妄不真，依他起性雖真

緣起事物的性格，這不是虛妄，但是變易的。不虛妄、無變易的

非實，只有圓成實性為真且實，故圓成實性即唯識實性。

就只有圓成實性，所以只有圓成實性才是真如。偈頌說“常如其

（２８）

性故”，其中的“常”表示不變易，“如其性”就是不虛妄。依

《三十頌》梵文本：

照《成論》的解釋，圓成實性就是真如，而真如即是“湛然不虛

acitto’nupalambho’sau jbanaj lokottaraj ca tat/

妄”。“湛然”表示寂然不動，所以一般稱唯識所說的真如為

awrayasya paravrttir dvidha dausthulyahanitah//

“凝然真如”，這有別於中國佛教真常心系統的心真如。

19

偈頌最後一句是“即唯識實性”，意思是圓成實性即是唯識
實性。按照《成論》的解釋，唯識性可分為兩種：一者虛妄，指

梵本語譯：這是無心、無得。因而，這是出世間的智慧，是所依
的轉得。因捨棄了兩種麁重。
玄奘譯本：無得不思議，是出世間智，
捨二麁重故，便證得轉依。

19

（《大正藏》卷 31，頁 61 中）
參考拙著《佛教思想大辭典》，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2, p.361 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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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起上遍計所執，及能轉得依他起中圓成實性。由轉煩
惱，得大涅槃；轉所知障，證無上覺。成立唯識意，為有

這首偈頌談到轉依的問題。轉依（awraya-paravrtti）在佛教

情證得如斯二轉依果。
（《大正藏》卷 31，頁 50 下－51 上）

很多文獻中都有提到，一般意思是轉捨染污，依於清淨。轉和依
不是兩種工夫，而是同一種工夫的兩面。轉依並不是先轉捨染
污，然後才依得清淨。轉和依是沒有時間上的先後之分的，兩者

這段文字談到轉依和無分別智的關係，並對轉依作出字義上的解

應是同時進行的。當轉捨染污時，同時間就能依於清淨。在唯識

說。修行的菩薩由見道開始，為斷除煩惱障和所知障而證得轉

學來說，轉依專指轉識成智，即轉捨有分別的心識，而成就無分

依，於是繼續修習無分別智。無分別智（nirvikalpa-jbana）是一

別的智慧。轉識和成智是同時進行的，兩者其實也是同一事體的

種超越主客的分別而達到的智慧。 20它有助菩薩遠離所取、能取

不同表示。當轉捨分別的心識時，同時間就能成就無分別的智慧。

而達致“無得”和“不思議”的無分別境界。“無得”即遠離種

偈頌的大意是說當修行者能捨離煩惱和所知兩大障礙，就能

種戲論，不對它們加以任何執取。“不思議”表示妙用難測。這

修到“無得”（anupalambha）和“不思議”（acintya）的境界。

裏可以解作超越一般的思惟。由於這種智慧能斷除世間的二取隨

那時修行者可超越主觀的分別的心識和客觀的被分別的對象，獲

眠（anuwaya），它們是世間的根本，所以無分別智被稱為出世間

得出世間的無分別的智慧。那時污染的識體會被轉捨，成就清淨

的智慧。此外，這種無分別智也因具足“體無漏”和“證真如”

的智慧。這意味著修行者已達致轉依的目標。

這兩方面的意義，所以名為“出世間無分別智”。“體無漏”指

有關轉依，《成論》有很詳細的文字說明：

無分別智的體性是以無漏清淨為主，且以真如覺性為所依，這是
“証真如”。這兩者都不屬於有漏的世間法，所以無分別智又被

菩薩從前見道起已，為斷餘障，證得轉依，復數修習無分

稱為“出世間無分別智”。

別智。此智遠離所取、能取，故說無得及不思議。或離戲

接著引文便從三性的觀念去說明轉依的含義。轉依的依表示

論，說為無得；妙用難測，名不思議。是出世間無分別智。

所依，即是以依他起為所依。在依他起上生起種種遍計執，這就

斷世間故，名出世間。二取隨眠是世間本，唯此能斷，獨

成為染法；在依他起上不起任何執著，而就著依他起本身如實地

得出名。或出世名，依二義立：謂體無漏及證真如。此智
具斯二種義故，獨名出世，餘智不然。即十地中無分別

20

無分別智不是要否定、捨棄分別，而是要超越分別，超越分別的主客對峙的二

智。……依謂所依，即依他起，與染淨法為所依故。染謂

元關係，由二元、相對上翻騰出來，以達於一元的絕對的理境。天台宗也說過

虛妄遍計所執。淨謂真實圓成實性。轉謂二分：轉捨、轉

“除無明，有分別”，一般的世間的、現象性格的分別還是要保留的。一個人

得。由數修習無分別智，斷本識中二障麁重故，能轉捨依

成就了正覺，還是要在世間中生活，以普渡眾生。因此，對於世間方面的種種
知識、分別，還是要保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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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先看大圓鏡智：

的脈絡中說，轉依就是轉捨虛妄的遍計執，而依於清淨的圓成
實。而轉有轉捨和轉得兩個意思。轉捨和轉得是同時進行的。轉

云何四智相應心品？一、大圓鏡智相應心品。謂此心品離

捨是轉捨遍計執；轉得是轉得圓成實。轉捨遍計執，表示同時轉

諸分別，所緣、行相微細難知，不妄、不愚一切境相。性、

得圓成實。依引文的意思，菩薩只要透過不斷地修習，實踐無分

相清淨，離諸雜染，純淨圓德，現種依持。能現能生身、

別智，由此斷除第八識中的煩惱障和所知障的種子，就能夠轉捨

土、智影，無間無斷，窮未來際。如大圓鏡，現眾色像。

依他起上的遍計執和轉得依他起中的圓成實。轉依理論的提出是

（《大正藏》卷 31，頁 56 上）

要令有情眾生證得這二轉依果，即大菩提（maha-bodhi）和大涅

這段文字談的是大圓鏡智（adarwa-jbana）的內容。由於四智都是

槃（maha-parinirvana）。

從心而生，是相應於心的作用，所以四智都可稱為“相應心

從轉依的觀念出發，唯識哲學提出了自己一套獨特的理論去

品”。依引文來看，這種智慧能遠離虛妄分別，即不對外境概念

說明成佛的可能。這即是轉識成智的理論，將虛妄的心識轉化為

化，而執取它們，以為它們具有自性。由於大圓鏡智是轉第八識

清淨的智慧。具體來說，轉識成智即轉八識成四智，分別將前五

而成，所以大圓鏡智和阿賴耶識的所緣和行相，即所處理的對象

識轉為成所作智；意識轉為妙觀察智；末那識轉為平等性智；阿

和本身的作用都是相同，而且一樣是微細和難以了解。不同的只

賴耶識轉為大圓鏡智。一般來說，前五識轉為成所作智，這是由

是阿賴耶識對於一切法是有執著的，而大圓鏡智則沒有執取的作

於前五識屬於感識，它們轉成的成所作智都是跟感官和日常生活

用。所以大圓鏡智是“不妄、不愚一切境相”，即是對於一切境

有具體關係的智慧。成所作智的意思是成就世間日常事務的智

相都予以正確的安立，不會作出虛妄分別。正由於這種智慧好像

慧。這主要是觀照俗諦而表現出來的智慧。妙觀察智是從第六意

一塊明淨的鏡，能照見種種事物的真實性格，所以被冠以“大圓

識轉出的。這種智慧能夠觀察不同事物的個別相狀。平等性智是

鏡智”的稱號。

由第七末那識轉出的。這種智慧牽涉到諸法的普遍性。平等性指

引文繼續說，這種智慧的本質和相狀兩方面都是清淨無染。

諸法的緣起無自性或空的性格，是諸法的普遍性。平等性智就是

“現種依持”表示這種智慧是現起的一切種子的所依，但這些種

觀照事物的空性的智慧（wunyata-jbana）
。大圓鏡智是從阿賴耶識

子不同於阿賴耶識的有漏種子（sasrava-bija），而是無漏種子

轉出的。這種智慧能同時觀照一切事物的個別的特殊面相和普遍

（anasrava-bija）。在轉識成智中建立起的大圓鏡智，其中所包含

面相，即是能夠同時觀察事物的特殊性（particularity）和普遍性

的種子都是無漏的。在轉識成智之前的第八識所包含的現行種子

（universality）。

基本上是有漏的。雖然第八識亦含有無漏種子，但這些種子未起

有關四種清淨的智慧，護法在《成論》中有頗詳細的說明。

現行，所以在轉識成智前的第八識之中，現行的都是有漏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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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第八識整體來說亦是有漏。但轉識成智後，大圓鏡智中的種子

伴隨著；同樣地，當表現慈悲時，亦有平等性智伴隨著。証得平

都是無漏的，沒有染污的成份。

等性智後，聖者便可隨著各有情眾生所樂於接受的方式，為他們

引文又說這大圓鏡智能生起無量身（ananta-kaya）、無量土

示現受用身和受用土，用以引導眾生堅決求道。這平等性智是妙

（ananta-ksetra）、無量智（ananta-jbana）的表象。無量身、無量

觀察智的“不共所依”。在轉識成智之前，第六意識依於第七末

土、無量智是從教化方面說的。當菩薩成就了大圓鏡智，表示已

那識的我執而產生自我意識。在轉識成智之後，第六意識轉成妙

得到覺悟，解脫成佛。在教化的工作上，他能表現出無量的身相，

觀察智，第七末那識轉成平等性智，這種依待的關係仍然存在，

對應於不同的眾生而示現不同的身相去進行渡化，亦可變現無量

即是由第六意識轉成的妙觀察智，仍要依於第七末那識轉成的平

環境，運用無量的智慧去點化眾生。無量身、無量土、無量智表

等性智而發揮它的作用。所以平等性智是妙觀察智的所依。“不

示覺者所表現出來的種種功德（guna）
。而這些表現是無間斷的，

共”正好表示沒有其他智慧具有這種所依的作用，只有平等性智

在未來不停地表現，永無終止。

才能成為妙觀察智的所依。接著引文指出無住涅槃的建立也是依

交代過大圓鏡智以後，
《成論》便轉而談及平等性智。
《成論》
說：

於平等性智的。無住涅槃（apratisthita-nirvana）指由心靈不住著
於任何對象而顯示出的一種涅槃境界。所謂任何對象包括在染污
方面的生死的範圍的東西，以及清淨方面的寂滅的範圍的東西。

二、平等性智相應心品。謂此心品觀一切法，自、他、有

這無住涅槃的達致，是依於平等性智的實現。可以說，平等性智

情，悉皆平等。大慈悲等，恒共相應。隨諸有情所樂，示

是妙觀察智的所依以及無住涅槃的建立基礎，這些作用會延續不

現受用身、土影像差別。妙觀察智不共所依，無住涅槃之

斷，無窮無盡。

所建立。一味相續，窮未來際。（《大正藏》卷 31，頁 56

關於妙觀察智，《成論》有以下的說明：

上）
三、妙觀察智相應心品。謂此心品善觀諸法自相、共相，無
平等性智（smata-jbana）是由第七末那識轉出。平等性的意思關

礙而轉。攝觀無量總持之門，及所發生功德珍寶，於大眾會，

連到一切事物的無自性空的性格。這種智慧能夠照見事物的普遍

能現無邊作用差別，皆得自在。雨大法雨，斷一切疑，令諸

性格，即無自性（asvabhava）空（wunyata）的性格。在這方面，

有情皆獲利樂。（《大正藏》卷 31，頁 56 上）

一切事物都是無差別的。在平等性智的觀照下，一切法的自相、
他相和有情眾生都是平等無自性。此外，這種智慧與大慈悲

妙觀察智（pratyaveksanika-jbana）是對應於平等性智而提出。平

（maha-maitri-karuna）恒常地相應。當表現平等性智時，慈悲會

等性智是觀照事物的普遍的相狀的智慧，而妙觀察智則是觀察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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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特殊相狀的智慧。在妙用方面，妙觀察智能“攝觀無量總持

此轉有漏八、七、六、五識相應品，如次而得。智雖非識，

之門，及所發生功德珍寶”，即這妙觀察智包含一切令人進入覺

而依識轉；識為主故，說轉識得。又有漏位，智劣識強；

悟境界的法門和一切由覺悟而來的功德珍寶。依引文所述，妙觀

無漏位中，智強識劣。為勸有情依智捨識，故說轉八識而

察智又具有教化的作用，能對於不同的眾生施以不同的作用，以

得此四智。（《大正藏》卷 31，頁 56 中）

教化他們，使他們都能得到精神上的自由。這有如天降甘霖，施
予每一個眾生，幫助他們斷除一切疑惑，令他們獲得精神上的種

這裏說，四智相應於第八、第七、第六和前五識而轉生。關於智

種殊勝的益處。

和識的關係，可以說，智是清淨，識是虛妄；智是無執，識是有

至於成所作智，《成論》有如下的說明：

執。所以智和識是不同的。但兩者又有很密切的關係，因為智是
從識轉出來。若沒有識，就不能轉出智來；必須以識作為基礎，

四、成所作智相應心品。謂此心品為欲利樂諸有情故，普

才能轉出智。所以智是依於識。從這裏可以再進一步說，智和識

於十方，示現種種變化、三業，成本願力所應作事。（《大

基本上是一體。所謂一體，是就著智和識都是從種子生起來說。

正藏》卷 31，頁 56 上）

智基於無漏種子而生起，而識則基於有漏種子。當有漏種子現
行，就成為識；當有漏種子轉為無漏種子而現行，就成為智。所

成所作智（krtyanusthana-jbana）一般來說是指成就世間種種事務

以兩者的基礎都在種子。

的智慧。這可以說是一種俗諦的智慧，是在解決日常生活中種種

引文繼續說，在有漏位中，智劣識強；在無漏位中，智強識

困難時表現出來的智慧。依引文說，具備這種成所作智的菩薩，

劣。即是說在有漏位中，智和識都已經存在，但在這時，智處於

為著要令有情眾生獲得種種利益和快樂，於是在十方，即一切地

劣勢，而識處於強勢；而在無漏位中，智處於強勢，而識則處於

方示現出種種變化身，因應著眾生不同的情況，而示現不同的變

劣勢。在有漏位中所表現出的主要都是虛妄心識的作用，而智則

化身來渡化他們。“三業”指菩薩因應不同的眾生而示現的不同

處於一種潛隱的狀態，所以是智劣識強。但到了無漏位，則是“智

的身業（kaya-karma）
、語業（vak-karma）和意業（manas-karma），

強識劣”。在無漏位中，智慧當然處於強勢，但識仍然存在，只

目的都是要教化眾生。成所作智所成就的，是與眾生日常生活最

是處於劣勢。按照這種說法，人就算達到了解脫的階位，仍然存

切近的願望。

有妄識，即是說，仍然有墮落的可能性。在解脫的階位中，雖然

以上的文字解釋了四智及其相關的內容，接著《成論》便正
式提出轉識成智的說法。有關這點，《成論》有如下的說明：

妄識處於劣勢，但只要生起妄念，妄識仍會產生作用，令生命退
墮。這是從引文中可引伸的意思。是以修行者雖然已經得到覺悟
解脫，仍需要經常警惕自己，避免生起邪惡的念頭。引文繼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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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著勸化有情歸向智慧而捨棄妄識，所以向他們述說“轉八識得

識說明果相，詳細說明阿賴耶識為不同界、趣、善惡業的果報體，

四智”的方法。

又提出“眾同分”的說法，強調一個生命體在一期生命中會以同
類性質的姿態相續不斷，不會隨時改變他們的存在形態。以一切

三、全文總結

種子識說明因相，強調阿賴耶識能執持一切法的種子。此外，護

《唯識三十頌》為世親晚期的成熟著作，最能代表他的唯識

法又論及阿賴耶識的行相和所緣。大體上，護法對阿賴耶識的解

思想。可惜他未對《三十頌》作深入義理的分析時便已離世，這

釋，與前人的解釋沒有太大的分別。不同的是，護法將這些說法

為後學在解讀上增添了不少困難。幸而當時印度有十大論師曾對

以極具條理的方式表達出來。不過在解釋還滅的轉依問題時，護

《三十頌》作注釋。這對了解世親的唯識思想有一定的幫助。其

法則加入了個人的析說。護法將轉依解釋為轉八識成四智，將轉

中，護法對《三十頌》有非常詳盡的注解，這些解釋被玄奘翻譯

依跟識體的概念關連起來，認為只有將有漏的識體轉成無漏的清

成《成唯識論》。

淨智慧方可解脫生死輪迴。所謂轉識成智，具體來說，即轉前五

《三十頌》雖只得三十首偈頌，共六百字，但它對唯識的一

識為成所作智、轉第六識為妙觀察智、轉第七識為平等性智及轉

些基本義理已有說明。其中對識轉變的理論更有很深入的發揮。

第八識為大圓鏡智。此外，護法又特別將三性的觀念引入轉依的

世親按八識的功能將它們分成異熟識、思量識及了別境識三大

內容，強調在實際的修行過程中，修學者應先把握圓成實性，然

類，並對識體的三種能變功能逐一說明，又詳細列寫了每個識體

後回去了解遍計所執性及依他起性的虛妄性格。

與不同的心所間的關係。最後又提出三自性及三無性的說法，由

如將《三十頌》和《成唯識論》、《攝大乘論》和《瑜伽師地

識體的虛妄性歸結出一切法無性的主張。在還滅方面，則提出轉

論》所述的阿賴耶識說作一比較，可發覺後兩者對於阿賴耶識如

依的說法，強調轉有漏的識體為清淨的智慧。這所謂“轉識成

何引出生死輪迴有較詳細的說明。例如《攝大乘論》特別提到“食

智”，提供人在實踐生活中一種具有理想義、現象學義的活動方

識”的觀念，強調阿賴耶識為一期生命形成和持續的精神食糧，

式。

能滋長有情眾生的生命，而《瑜伽師地論》則對中陰身的說法有
護法則在《三十頌》的內容上進一步發揮及深化世親的唯識

學說。在某程度上看，這又可視為護法的個人見解。依本文所見，

十分詳盡的記述。反觀《三十頌》和《成唯識論》則較集中說明
阿賴耶識與其他識體的關係，且傾向理論化的說明。

護法同樣將八識分成三類，即異熟識、思量識及了別境識。其中

以上我們就《唯識三十頌》和《成唯識論》的內容就其自身

對異熟識的阿賴耶識有不少的論述。例如護法以自相、果相及因

的概念、語言作了一總的說明。以下我們轉變一下方式，透過哲

相分別說明阿賴耶識的特性。護法以阿賴耶識為自相，強調它以

學方面，特別是宇宙論與宗教救贖論方面對這兩部文獻的義理作

藏為其自身的作用，這又可分為能藏、所藏及執藏三種。以異熟

進一步的闡述與發揮。而所用的“識”、“阿賴耶識”等語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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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在倫理與宗教活動上，阿賴耶識也擔負重要的功能。
由於它內藏的種子每一瞬間都在生滅變化，而七識又不斷現行，

首先，唯識學所說的識，包括其中的意識，基本上都不是指

現行後餘勢不失，熏習阿賴耶識，而成為新的種子，藏於其中。

嚴格意義的西方知識論特別是康德的那一套的客觀的、靜態的知

基於阿賴耶識是眾生的主體、靈魂，它的善惡性格會相應於其內

識或認識、認知，而是具有濃烈的心理學（包括精神分析與深層

的種子的變化而變化，惡的阿賴耶識可以轉變為善的阿賴耶識，

心理學）的情執在裏頭。識自己起分裂，分化出相應於客觀的質

由於這種變化，眾生才能在道德上可被教化，在宗教上可被轉

體世界的相分，自身則以作為主觀的、心理學性格的自我或見分

化。惡的性格可成為善的性格，生死流轉可轉化為涅槃還滅。倘

去了別它，在了別的同時，執取它為具有常住不變的自性、實體

若不是這樣，種子的數目、性質、功能若是常住不變；例如一個

的存在。我法二執都是從這種脈絡中說。識只攀緣質體而已。作

人一出生便有了固定數量的種子，不能增、減，這些種子都是惡

為心所的想、思，由取像到辨解，亦是攀緣活動。

性的，也無殊勝的功能，則這個人註定要做一個惡人了，不管他

第二，上面剛說過識分化出相分，而自身則以見分來攀緣

如何自覺，如何努力，嘗試謀求教化、轉化，都變得不可能，這

它，這相分便表示了整個存在世界、整個宇宙。在這個意義下，

勢必淪於宿命論這一錯誤的思想，人的前途會變得一團漆黑，沒

識實具有存有論以至宇宙論的意義。具體來說，世界或宇宙的一

有希望，沒有現象學，沒有生活世界。

切質體，都是從識特別是阿賴耶識變似、變現出來的，唯識學者
把這種作用或現象稱為轉變（parinama）或詐現（pratibhasa）。

附記：有關文中一些重要觀點，將於筆者另文〈阿賴耶識的理論

阿賴耶識中藏有世界、宇宙的全部質體、事物的種子，這些種子

性探討與反思〉中交代。

是精神性的，說氣更為貼切，因它們畢竟是經驗的、材質的性格。
它們作為因，待得到足夠的緣或條件時，便會現行，表現為在時
空下的現象。順著這點說下去，阿賴耶識存在於每一個眾生之
中，統攝一切存在。即使是在經驗方面似是不可能的事、不可思
議的事，它們的可能性、種子都存在於阿賴耶識中。在幾乎全部
的情況下，它們都不可能實現，不可能成為現實，那是由於條件
未具足。一朝條件具足，便甚麼怪異的事都會出現。如一個窮小
子，一夜之間可以成為總統，或億萬富豪。故一切取決於緣或條
件是否湊得成。說來說去，還是原始佛教的緣起的道理。

《唯識三十頌》與《成唯識論》的阿賴耶識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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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ntless jbana or wisdom.when the transformation reaches profound

The theory of alaya-vijbana as presented in the
Trijwikavijbaptikarika and the
Vijbaptimatratasiddhi-wastra
Ng, Yu-kwan

maturity, complete enlightenment of sentient beings will be attained.
Keywords
vijbana-parinama, pratibhasa, bija, transformation of vijbana,
salvation,

Abstract
The Trijwikavijbaptikarika written by Vasubandhu was a
refined but pivotal work in Yogacara Buddhism, and the
Vijbaptimatratasiddhi-wastra of Dharmapala was its sophisticated
and comprehensive commentary. Both treatises laid significant
emphasis on the alaya-vijbana, or storehouse of consciousness. In
the stndies of these two important works, the author achieved three
main points. First, the vijbana or consciousness is deeply
psychological and soteriological in nature, rather than cognitive as
commonly known. Second, the vijbana also works in the
cosmological dimension in the form of changing or seeming
appearing Dharmapala’s delineations on this point should draw our
intention in particular, which far more exceeded those of his
predecessors. Third, Dharmapala most positively spoke of the
potentiality of all things in terms of bija or seeds which reside in the
alaya-vijbana. When all conditions are fulfilled, the seeds will
mature and appear as phenomena. Fourth, the alaya-vijbana
functions on the dimension of salvation. It is the basis of spiritual
transformation, the delusive vijbana being changed into the pure and

Vasubandhu,

Vijbaptimatratasiddhi-wastra

Trijwikavijbaptikarika

Dharmapal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