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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概述
• 重點：本課程以《成唯識論》的主要思想
為主作介紹，而非做全面性的解說。

• 內容：分為七章：第一章唯識思想概述；
第二章我法的轉現；第三章異熟能變；第
四章思量能變；第五章了境能變；第六章
亦空亦有；第七章唯識的觀行。

• 目的：希望經由本課程的介紹，讓有興趣
唯識學者提供進一步學習的途徑。



第一章唯識思相概述

一、基本教法概要

緣起與四諦



二、唯識與緣起四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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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唯識的認識論與觀念論

見分識 相分 心外

能取 所取

我、我所



第二章我法的變現

一、學習唯識的目的

• 迷謬：二空&唯識

• 學唯識悟二空破二障得大菩提

二空 二執 二障 障礙 二果

人我 人我 煩惱 涅槃 解脫

法我 法我 所知 成佛 菩提



二、我法的轉變

• 世俗所認識的我法由識轉變而來

• 由過去無始以來無我的熏習

• 我與法都是假施設：

二種假施設 理情 假實 二性

有體施設假 情無理有 似我似法 依他起

妄情錯執假 情有理無 實我實法 遍計所執



見分識

能取

實我實法

似我似法

有體施設假
情無理有
似我似法
依他起

無體妄執假
情有理無
實我實法
遍計所執



三、我法二執

定義：一個主宰、永恒的生命體

我執 分別：由外來的學習(唯第六識)

種類 有間斷—第六識相應

俱生

常相續—第七識相應

定義：構成現象背後的質素，如蘊處界

法執 分別：由外來的學習(唯第六識)

種類 有間斷—第六識相應

俱生

常相續—第七識相應



四、識所變：三能變(&一能變)

相分

阿賴耶

前五

第七

第六

見分

見分 相分

見分

相分見分

相分



五、四分說

一分說：安慧

–識體為實，見相二分為妄

二分說：難陀

–見相二分為依他起，不立自証分

三分說：陳那

–自証分、見分、相分

四分說：護法

–証自証分、自証分、見分、相分



六、因能變和果能變

(一) 因能變：種子在第八識中還沒現行時，前種
生後種，不斷生滅相續的狀況。

1、等流習氣：

• 因果性質一樣(八識因果性質相同)

• 由前七識中善、惡、無記熏習令其生長

• 第七識(有覆無記)唯做無記熏習

• 前六識能做三性(善惡無記)熏習

2、異熟習氣：

• 由六識中善、惡所熏習而令種子生長。

• 即一般之業種子



(二) 果能變：

種子生現行。等流和異熟兩種習氣成熟時，現行為
八識的種種相狀。

1、異熟習氣：

• 重業：現行成為引業，引導第八識去投胎。

• 輕業：感招前六識的等流習氣酬得滿業。

2、等流習氣：

• 第八現行識稱為異熟體，受引業引導投胎，做
為受報之報體。

• 前六識受滿業之增上而受滿業報—異熟生(依
異熟體生起)。

• 異熟體+異熟生 = 異熟果



第三章異熟能變

一、名稱特性

1、自相

阿賴耶識 (ālaya)：藏

▪「能藏」：阿賴耶有攝藏諸種子的功能，
種子能變現為諸法，為諸法之因。

▪「所藏」：阿賴耶是諸法所藏之處。現
行諸法熏成新種，儲存在阿賴耶中，為
諸法之果。

▪「執藏」：有情執阿賴耶為自內我，所
以又稱為我愛執藏。



2、果相

–異熟識：這是從造業受報說的，能引生死、受
善不善業異熟果報。

–這個名稱用在凡夫位、二乘和所有菩薩位，唯
獨不用於如來位，因為異熟體是無記的，但佛
的無垢識唯是純善，所以異熟識不適用於佛。

–成唯識論特重此名稱

3、因相

–一切之因

–種子識：一切種子識能攝持世、出世間諸種子，
這個名稱使用最廣，可通一切位。



4、其他不同名稱

❖心：心的梵文是citta，有積集之意，指
無量種子所積集。

❖阿陀那：有「執持」之意，是從執持種
子及諸色根令不壞失來說的。

❖所知依：從認識論的觀點來說的，能做
為染淨所知諸法的依止。



二、阿賴耶行相及所緣

見分阿賴耶
相分：根
身、種子、
器世間

不可知執受、處、了
•了別：阿賴耶的能緣很微細，一般是感覺不到的，

不像前六識那麼清楚明顯，所以稱為不可知。
• 執受：阿賴耶向內執受種子和根身，也是微細難知，

所以不可知。
•處：器世間則是廣大難測，所以也是不可知。



特論所緣性：唯識三境

1、性境：獨立存在於心外的客觀外境，
一般不隨心轉

❖有托質：色等五境依托阿賴耶相分而
變現

❖無托質：阿賴耶的所緣—相分

2、獨影境：沒實質的客觀外境，全是能
緣識 (見分) 自己所憑空憶想出來的

❖無質：完全憑空憶想出來的

❖有質：有質獨影境是意識緣五境所遺
下的影像(=似帶質)



3、帶質境：

❖定義：就是對境的錯認，當心認識境時，心
自身帶起和境不相應的相分。

❖真帶質：以心緣心

➢如第七末那緣第八識見分而執為我，成為
第七識的相分。

➢如第六識遍緣一切心、心所

❖似帶質：以心緣色

➢這是第六識緣五境所遺下的影像，自己再
產生相分(=有質獨影)。

➢第八識和前五識的所緣是性境，第七識唯
是帶質境 (真帶質)，第六識則通三境。



三、阿賴耶與轉識

種現生熏，相互為因果

• 種子：阿賴一方面攝持種子，

• 現行：種子能現行為轉識，為轉識(一切
法)之因

• 生起：轉識的現起，要看所緣(等因緣)

• 熏習：轉識又可回熏成種子，攝藏於賴耶
中，為賴耶之因



四、轉識成智

捨斷三位

1、我愛執藏位：

–通凡夫、有學和七地菩薩

–阿羅漢斷煩種子即捨

–八地(不動地)：煩惱障種子不再現行

2、異熟體位：

–用在凡夫位、二乘和所有菩薩位

–菩薩將證得無上菩提時捨離

–阿羅漢或獨覺在入無餘依涅槃時捨離

3、無垢識體位：

–無垢識體無有捨時，因為要永遠利樂一切有情。



第四章思量能變

一名稱：

• manas直譯末那，意譯為「意」

• 末那識(manas-vijñāna)直譯和義譯混合，意即是識。

• 可含括一切的精神活動和作用，如心、思量、理性、
認識等等

二、恒審思量

• 第七末那緣第八識見分而執為我，成為第七識的相
分。帶質境(真帶質)。詳見下圖：

三、三性：有覆無記。

• 有覆：恒與我見、我愛、我慢、我癡(無明)四根本
煩惱相應，

• 無記：但微細故不造善惡。



見分阿賴耶 相分

末那 見分 相分



四、轉識成智

1、初地即轉依得平等性智

2、伏斷位

• 阿羅漢：指三乘無學果位。證阿羅漢位
時，因為根本煩惱永斷，染末那的種子
失去現行的因緣，永不再現行。

• 出世道：根本智和後得智

• 滅盡定：在滅盡定中，第七識暫不現起



3、末那三位

▪人我見相應位：一切凡夫、二乘有學、
七地以前的菩薩

▪法我見相應位：凡夫、聲聞獨覺、法空
智未現前的菩薩。會緣異熟識起法我見。

▪平等性智相應位：一切如來、菩薩見道
及修道中法空智果現前，佛緣無垢識，
菩薩緣異熟識等起平等性智。



第五章了境能變
一、差別

1、六種：眼識~意識

2、依根差別：隨根立名具五義：

(1) 依根取境：根對境時才會引生識。

(2) 根能發識：淨色根有能發識的功能。

(3) 屬於根：這是說識屬於根，即識種子必依根
為增上依，才得以現行。

(4) 助根：識能助益於根。不但根的好壞會影響
識，識的損益也會影響根。

(5) 如根：如根之識，即是說根攝屬於有情，識
如根一樣，也攝屬於有情，而境是非有情。



二、性相：特質
(一)、了境：以了別境為自性和行相。

(二)、所緣境

1、前五識：性質(有托質)

阿賴耶 見分 相分

見分五識 相分



2、第六識：三境

1)明了意識(三性)：率爾心五俱意識是性境；
爾後是有質獨影即似帶質。

2) 獨頭意識(三性)：

• 緣初剎那獨影境：意識獨自思惟

• 帶質境：緣自身現行心心所

• 性境：緣五塵謝落下的影相

3) 定中(三性)：一般是獨影、緣自心心所是帶
質，引發神通是性境。

4) 夢中唯獨影



三、三性：善、惡、無記

(一)第六識通三性

(二) 前五識亦通三性(五俱意識)

五心論

五心 剎那 所緣 三性 特性

率爾 一 同緣 無記 初緣境

尋求 多 不同 無記 尋求、比對

決定 多 不同 無記 認定對象

染淨 一 不同 三性 起染淨

等流 多 不同 三性 別緣他境即止



四、五識起現

眾緣 因緣 根本 染淨 分別 俱有 所緣 心所 空 明

眼識 種子 第八 第七 第六 根 色 作意  

耳識 種子 第八 第七 第六 根 聲 作意 

鼻識 種子 第八 第七 第六 根 香 作意

舌識 種子 第八 第七 第六 根 味 作意

身識 種子 第八 第七 第六 根 觸 作意

1 2 3 4 5 6 7 8 9



五、第六識的中斷
1、無想天：生無想天的眾生六轉識全斷不現行。

2、無想定：得此定的行者六識暫不現行

3、滅盡定：六、七識暫時停

4、無心睡眠：極深沉的睡眠也會讓前六識不現行。

5、極重悶絕：由重病或外來的重擊如車禍等，造成的
休克悶絕，也會因身體的重創而造成六識不起。

❑這五種狀況中，除滅盡定外(唯聖人能入)，其餘四種
凡夫都有可能。聖人不會修無想定，也不會投生無
想天，所以唯有後三種狀況。如來和自在菩薩唯得
存一種，即滅盡定，因為不會有極重睡眠和悶絕的
可能



第六章亦空亦有

一、思想演化：

般若經 解深密經 成唯識論

一切法空 三性 三無性 依他圓成 遍計

空 有 空 有 空

一切法空 究竟不了義 不究竟不了義



• 般若經：

▪諸法勝義諦

▪一切法空

• 解深密經：亦空亦有

▪三時教：阿含、般若、解深密

▪立一切法：五事不俱足者依三性明白的說
明一切法，對治對空的誤解(斷滅見)

▪一切法空：從三性到三無性

▪究竟但不了義



二、三性

1、遍計所執：

• 能遍計：第六、七識

• 所遍計：依他起

• 遍計所執：所遍計被能遍計所執取遍
計所執

2、依他起：虛妄分別識所生

3、圓成實：

• 依他起上，離遍計所執，二空所顯真如。

• 二空非真如，二空所顯才是真如。



見分識

能遍計

實我實法
遍計所執

似我似法

依他起

遍計所執
第六七識



三、三無性：一切法空

三性

遍計所執

依他起性

圓成實性

❖三性三無性一切法無自性

四、三性亦空亦有

• 遍計所執：虛妄分別 無自性空

• 依他起性：因緣所生 世俗諦不空

• 圓成實性：二空所顯真如 勝義諦不空

三無性

相無自性性

生無自性性

勝義無自性性



第七章唯識的觀行
一、資糧位：

• 以發無上正等菩提心，修集種種勝資糧為主。

• 這一階位從求斷煩惱障得解脫而言，又稱為順解
脫分。

• 修集四力：

–因力：聽經聞法

–善友力：親近善知識

–作意力：對佛法有深度的解悟

–資糧力：所修相通攝世與出間一切善法或稱萬
行，而萬行可總攝為六度，六度萬行可修集福
智兩種資糧。



二、加行位

• 煖、頂位：

–觀所取空

–我與法的名、義、自性、差別等四尋思

• 忍位

–下忍位：印可所取空

–中忍位：觀能取空

–上忍位：印能取空

• 世第一法

–二取空相仍在



三、通達位

• 從世第一法剎那離二空相

• 根本無別智證真如

• 無相見(有見無相)

▪ 有見無相：根本無分別智有見分而無相分，所以
不取相而無分別

▪ 挾帶真如相：緣真如智生起時，挾帶真如相而起，
成為見分的所緣。

▪ 根本無分別智和真如體不相離



四、修習位
• 菩薩從見道位出後，後得智生起，但為斷除剩餘二障，不斷的修習此無
分別智。

• 十地中修十勝行、斷十重障、證十真如。

依蘊計：在蘊處界相上計我
分別：見道位頓斷其種子

我相計：外道所說的種種我
有間斷：第六識—第四地種子不再現行

俱生：金剛喻定頓斷種子 第八地種子不再現行
常相續：第七識

金剛喻定頓斷其種子

依蘊計：在蘊處界相上計法
分別：見道位頓斷其種子

自性計：外道所說的種種自性

有間斷：第六識—第八地種子不再現行
俱生：金剛喻定頓斷種子

常相續：第七識—金剛喻定頓斷種子



五、究竟位：轉依

• 成佛的究竟轉依略有四種：能轉道、所轉
依、所轉捨、所轉得。

1、能轉道：

這是指能轉依的方法，有兩種：

（1）能伏道：能伏二障隨眠力量，令不起
現行。此通有漏、無漏，加行智是有漏，
根本與後得智是無漏

（2）能斷道：能永斷二障隨眠，此唯是無
漏，唯根本智能親證二空真理。



2、所轉依：

• 這是指被轉的體，這也有兩種解說：

（1）持種依：指的就是阿賴耶識，能持染淨
法種子，為染淨的所依。聖道起時，阿賴
耶即能轉染成淨。

（2）迷悟依：指的是真如，真如為迷悟的根
本，一切染淨法依之而得生。聖道起時，
可令捨染得淨。



3、所轉捨：

• 這是說，轉依時所要除棄的，可分兩種：

（1）所斷捨：即二障種子，真無間道現前時
（見道位和金剛喻定），永斷二障種子，
也可說為捨斷遍計所執。

（2）所棄捨：二障以外不造成障礙的其他有
漏法和低劣的無漏法種子，這些法的種子
在金剛喻定現前時，全會被捨棄，唯剩佛
的最純淨圓明本識。



4、所轉得：

• 指轉依後的所得，亦可分兩種：

（1）所顯得：就是大涅槃。涅槃有四義：

1) 自性涅槃：即指一切法相真如，雖有客塵而自性
清淨和俱一切功德。這是一切有情平等共有的，
但唯有聖者自內證離障而顯。

2) 餘依涅槃，即真如出煩惱障，因為所依異熟身未
滅，有微苦（身苦），障礙永寂滅。

3) 無餘依涅槃，真如出生死苦，煩惱既盡，餘依亦
滅，眾苦永寂故名涅槃。

4) 無住處涅槃：即是真如出所知障，因此不住生死、
不住涅槃而能利樂有情，雖窮未來際而體常寂，
故名涅槃。



（2）所生得：

• 即是大菩提，雖本來有能生的菩提種子，但所知
障阻礙所以不生。由聖道力斷所知障故使種子起
現行，稱為得大菩提。生起後，能相續不斷，窮
未來際。

• 大菩提有四智相應。

–大圓鏡智能現一切諸法影像，平等性智觀一切
法平等起受用身，妙觀察智觀察一切自相共相、
陀羅尼門，成所作智依神通作用起變化身。

• 此外，所顯得的涅槃顯佛陀的無為功德，此四智
攝佛地一切有為功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