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異熟能變－第八識 

以「八段十義」科分；八段者，以頌文標目，十義者，以識體顯義。 

         －阿賴耶識        －－－ 自相門 

  1.三相門－－  異熟          －－－ 果相門 

         －一切種         －－－ 因相門 

  2.所緣行相門  不可知－執、受、處    －－－ 所緣門 

          了          －－－ 行相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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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3.心所相應門－－常與觸、作意、受、想、思相應－－ 相應門 十 

段 4.五受相應門－－（相應）唯捨受     －－－ 五受門 義 

  5.三性分別門－－是無覆無記       －－－ 三性門 

  6.心所例同門－－觸等亦如是  

  7.因果譬喻門－－恆轉如瀑流       －－－ 因果門 

  8.伏斷位次門－－阿羅漢位捨       －－－ 伏斷門 

 

 

思量能變－第七識「八段十義」科分 

  1.舉體出名門－－次第二能變，是識名末那   －－－ 標名門 

  2.所依門  －－依彼轉          －－－ 所依門 

  3.所緣門  －－緣彼           －－－ 所緣門 

  4.體性行相門  思量為性         －－－ 體性門 

八       － 相           －－－ 行相門 十 

段 5.心所相應門  四煩惱常俱，謂我痴我見，并我愛我慢  染俱門 義 

        － 及餘觸等俱        －－－ 相應門 

  6.三性分別門－－有覆無記攝        －－－ 三性門 

  7.界繫分別門－－隨所生所繫        －－－ 界繫門 

  8.起滅分位門－－阿羅漢滅定，出世道無有   －－－ 隱顯門 

 

 

 

 



 

 

了境能變－前六識「七段九義」科分 

  1.能變差別門  －－次第三能變，差別有六種－－－ 體別門 

  2.自性行相門  －－了境為性      －－－ 自性門 

            相         －－－ 行相門 

  3.三性分別門  －－善不善俱非      －－－ 三性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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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相應門： 

   列六位   －－此心所遍行，別境善煩惱，隨煩惱不定 相應門 

   受俱    －－皆三受相應      －－－  受俱門 

        遍行－－初遍行觸等 

        別境－－次別境為欲，勝解念定慧 

七       善 －－善謂信慚愧，無貪等三根         九 

段         －－勤安不放逸，行捨及不害         義 

   釋六位 煩惱－－煩惱為貪瞋，痴慢疑惡見 

        隨煩惱－隨煩惱為忿，恨覆惱嫉慳，誑諂與害憍（小隨） 

            無慚及無愧（中隨） 

            掉舉與昏沉，不信並懈怠 

            放逸及失念，散亂不正知（大隨） 

        不定－－不定謂悔眠，尋伺二各二 

  5.所依門    －－依止根本識      －－－ 所依門 

  6.俱轉不俱轉門 －－五識隨緣現，或俱或不俱，如波濤依水 俱轉門 

  7.起滅分位門    意識常現起，除生無想天 

            及無心二定，睡眠與悶絕 －－－ 起滅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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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唯識論述記序文參考資料        2020-01-13 

p.4：1【序文】秋篠釋善珠集《成唯識論述記序釋》卷 1：「今此序中分為七

段。第一。竊以六位至湛幽章而海濬者。明如來所證之理甚㴱難量。第二。

匪屬具體至歸真上遷者。明世親菩薩造論三十頌。釋佛經唯心之義。第三。

義繁文約至競響而已者。明護法等十菩薩造論。釋本頌義。第四。在昔周皇

至其詳可略者。明先代三藏等譯為非也。第五。惟我親教至云爾而已者。解

玄弉三藏所飜為是也。第六。斯本彚聚至依士釋也者。總明成唯識論名也。

第七。基學慙融愷至詳幽致爾者。敘基師自謙述作也。」(D24,p.4,b5-p.5,a4) 

p.4：2【沙門 基】參考【窺基】～《中華佛教百科全書》《阿彌陀經疏鈔》

卷 1：「慈恩法師者。諱窺基。姓尉遲氏。敬德猶子也。奘師度之出家。學通

大小。造疏計可百卷。釋彌勒下生經。筆鋒得舍利二七粒。復示西方要義。

有彌陀經通贊一卷。」(X22,p.619,c16-19)尉遲敬德（尉遲恭）的姪子。 

p.4：3【六位】《成唯識論述記序釋》：「先舉外書儒道二教。微玅不測。後况

乎下。明內典佛教幽㴱難解。始中又二。先舉儒書周易。六爻為六位。後舉

道教。老子五千文為二篇也。竊以者。斯發端之辭也。言六位者。釋名曰位。

立也。說文又曰：位列也。爻所陳列故稱為位。位既有六。故曰六位。則六

爻也。‥‥言精微者。易道玄㴱難測。名為精微。」(D24,p.5a4-p.6a6)【六爻】

《易》卦之畫曰爻。六十四卦中，每卦六畫，故稱。爻分陰陽，“－”為陽

爻，稱九；“－－”為陰爻，稱六。每卦六爻，自下而上數：陽爻稱初九、九

二、九三、九四、九五、上九；陰爻稱初六、六二、六三、六四、六五、上

六。《易‧繫辭上》：「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孔穎達疏：「言六爻遞相推

動而生變化，是天、地、人三才，至極之道。」後因以指占卜。～《漢語大

詞典》 

p.4：3【資象翼而筌理】資者，取也。《成唯識論述記序釋》：「言象翼者。有

人云周公造象者。不然。孔子所造十翼。內有上下二象。則此象也。然象則

別。翼則通。除翼已外。更無別象也。翼者。即十翼也。翼。羽翼也。孔子

賛明易象為之羽翼也。筌理者。取魚為筌。取兔為蹄。由其筌蹄以求魚兔。

魚兔既獲。筌蹄喻能詮之教。魚兔喻所詮之理。」(D24,p.6a6-b4)靈泰法師《成

唯識論疏抄》卷 1：「然十翼中。以象為首。故今舉象。翼者。十翼也。輔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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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六位也。要將十翼方解釋六位也。言十翼者：一上象。二下象。三上繫。

四下繫。五上彖。六下彖。七文言。八說卦。九雜卦。十序卦等。然六位即

藉十翼。方始筌得道理也。如易中說。」(X50,p.127b5-9)【彖】ㄊㄨㄢˋ《周易》

中斷卦之辭稱“彖”。《易‧乾》：“《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

孔穎達疏：“夫子所作《彖辭》，統論一卦之義，或說其卦之德，或說其卦之

義，或說其卦之名。【十翼】《易》的《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

繫》、《下繫》、《文言》、《說卦》、《序卦》、《雜卦》十篇，相傳為孔子所作，

總稱“十翼”。翼，輔助。南朝梁劉勰《文心雕龍‧宗經》：“於是《易》張

十翼，《書》標七觀。”唐孔穎達《周易正義序》：“若夫龍出於河，則八卦

宣其象；麟傷於澤，則十翼彰其用。”～《漢語大詞典》 

p.4：3【二篇玄妙等】《成唯識論疏抄》卷 1：「二篇玄妙者。即是老子所造。

道德二篇。修行名道。道成曰德。此道德且是幽玄微妙。藉蒙列以探機者。

藉者假藉也。蒙者蒙子。列者列子。即是百家諸子。即要藉蒙子、列子、莊

子、抱朴子、淮南子等百家諸子。釋老子道德二篇。探者。以手探取也。機

者。要也。」(X50,p.127b10-15)《成唯識論述記序釋》：「蒙列者。蒙則是莊

周。莊周。姓莊名周。宋國蒙縣人也。列者。列子。得風仙。乘風而行。號

為風仙。列子八卷。莊子卅二卷。」(D24,p.7a7-10)列子﹐名列御寇﹐亦作周

寇﹐圉寇。戰國時道家﹐鄭人。與鄭繻公或鄭哀公同時。《莊子》多載其傳說﹐

道教又加以神化。《正統道藏》本《沖虛至德真經》前有《列子傳》﹐言其居

鄭圃 40年﹐人無識者。初事壺丘子﹐後師老商氏﹐友伯高子。盡二子之道﹐

9年而後能御風而行。《漢書‧藝文誌》著錄《列子》8 篇﹐已佚。現行《列

子》8 篇﹐為東晉張湛收集﹑整理並作註。～《中華大百科全書智慧藏》 

p.4：3【非有非空】《成唯識論疏抄》卷 1：「今佛教中。即佛教為主。如前

六位及二篇。即菩薩造論以釋佛教。如前十翼百家諸子也。非有非空者。即

佛教。然大小乘教皆名非有非空。今者唯取中道大乘之教。非有非空。遍計

名非有。依圓名非空。」(X50,p.127b17-21)《成唯識論述記序釋》：「言况乎

非有非空及不生不滅者。般若經曰：真般若者。非有非無。無起無滅。不可

說示。肇公解云：言非有者。言其U非是有U。非謂是U非有U。言非無者。言其U非

是無U。非謂是U非無U。然則非有非非有。非無非非無。是以須菩提終日說般若。

而無所說等(云云)。今直應云：所證真理。離有無邊。故云非有非空。亦無

起盡。故云不生不滅。」(D24,pp.7b7-8a4)參考本書p.7：「此即以唯識為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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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有非空，境無非有，以為宗也。雖具明諸法，皆不離識也。」《成唯識論料

簡》卷 2：「此論以唯識為宗。雖具明諸法。皆不離識。意成唯識。故唯識為

宗。識有非空。境無非有。非空非有為論所宗。」(X48,p.370a19-21) 

p.4：4【言蹄】《成唯識論疏抄》卷 1：「息者止息也。取魚名筌。取兔名蹄。

辯者。名言能詮之教言也。如藉筌蹄以取魚兔。如因言教方詮得道理。若得

魚兔。即弃筌蹄。若得道理。即息言教也。魚兔喻理。筌蹄喻教。」(X50,p.127, 

b22-c1) 

p.4：4【常寂之津】《成唯識論疏抄》卷 1：「真如之理體。不生不滅。又離

名言及離相狀。體無相故。其體是常。無滅故。又寂靜故。津者。如言實際。

今者真如。即諸法之津際之本也。」(X50,p.127,c2-4) 

p.4：4【至覺、將聖】《成唯識論述記序釋》：「次出證理之人也。至覺者。大

覺如來也。將聖者。彌勒尊也。有人云。將聖者佛大聖也。至覺將聖俱佛。

何勞重言。故前解好。將。大也。甄。去綿切。明也。宰。哉改切。本也。

將聖出論語(子罕)。又宰。割也。出莊子。」(D24,p.8a6-10)《成唯識論疏抄》

卷 1：逈也者。遠也。照者。明也。宗者。崇也。意說佛能遠照深遠道理。

道理可尊重故。將聖者。即是菩薩也。若佛即名至聖。若菩薩即名將聖也。

甄者。簡也。宰者。輔宰。」(X50,p.127c5-8)《論語‧子罕》；大宰問於子貢

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子聞之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p.4：4【無言之言等】《成唯識論述記序釋》：「此出佛所說言教也。驚覺也。

和風驚動卉木。即令生牙出花。佛教亦爾。驚覺有情。令生道牙。開七覺之

花也。韜。吐勞切。藏也。�。私醉切。㴱遠也。彩。光彩也。如高天玄月。

帶光彩而應於萬水之中。皆影現也。佛教亦爾。適應萬機。現於眾生心鏡也。

言非有之有等者。此出教玄。標理㴱。言海濬者。濬思�切。㴱也。所說之

理。湛然甚㴱也。湛。直斬切。滿也。安也。水不流也。幽。㣲也。有本作

涵。下䧟切。沒也。幽字可也。章。美也。明也。又采也。」(D24,pp.8b3-9a1)

《成唯識論疏抄》卷 1：「言風者。即說經教法如風。如世言聽察縣令長官風

教。警者。即是十二部經教法之風。警覺群情。然有本云無言之言風警也。

韜者。藏演也。䆳者遠也。采而月玄者。由如雲披霧盡。即得見於天上月也。

今因言教。即得見於所有藏隱遠道理也。非有之有者。即是前真俗二諦。波



6 

騰者。即是詮真俗二諦言語是也。湛幽章而海濬者。濬者深也。海喻真如之

理。如見水波騰大。即知大海水深也。若水淺波亦小。俗云一尺水不能作一

大波。今者。由因唯識言教故。即顯真如之理深。若不得言教。則不知真如

理也。」(X50,p.127c14-23) 

p.4：6【具體鄰智等】《成唯識論述記序釋》卷 1：「下第二明世親菩薩作三

十頌。釋佛經唯心之理教也。匪。萬尾切。非也。屬。屬著也。世親菩薩也。

言具體隣智者。普歎世親菩薩。具能體解唯識之理。釋經所說唯心之教。故

云具體。位居十向終心。隣於見道無漏智。故言隣智。演頥鈎㴱者。周易文

易曰：探�(仕麥切。幽深也)索(求也)隱。鈎(倭言加氣出之)㴱致遠。言物在

重局幽隱之處。則能索鑰令其出。魚在㴱泉之下。則將鈎鈎之令出也。菩薩

造論釋經。亦同於此也。言幾乎息矣者。幾。近也。言菩薩不作論釋佛經㴱

義。其佛經義近將休息滅沒也。故云匪屬具體隣智等。」(D24,p.9,a3-b3) 

【探 AE賾E

ㄗ
ㄜ

ˊ

A索隱】探索幽深隱微的事理。《易‧繫辭上》：「探賾索隱，鉤深致遠，

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 AE亹E

ㄨ
ㄟ

ˇ

A亹者，莫大乎蓍龜。」孔穎達疏：「探謂窺探

求取，賾謂幽深難見。卜筮則能闚探幽昧之理，故云探賾也。索謂求索，隱

謂隱藏。」～《漢語大詞典》 

p.4：7【白虹飛AE祲E

ㄐ
ㄧ

ㄣ
ˋ

A】《成唯識論述記序釋》卷 1：「言白虹飛祲者。祲(子鴆切)。

佛滅度時。西方有白虹十二道。亙於上天。祲。隂陽氣相侵。漸以成災也。

又妖氣也。禮中有觀祲篇。大史登高臺。觀於上天。天上有妖異祲氣。知有

不祥之事也。周書異記曰：周穆王五十二年壬申二月十五日平旦。暴風怱起。

損壞人舍。傷折樹木。山川天地皆悉震動。午後天隂。西方有白虹十二道。

南北通過。達夜不明。穆王問大史庖多曰：是何徵也？庖多對曰：西方有聖

人滅度表相也。當此之時入涅槃。至漢明帝時。合一千二十年也。」

(D24,p.10,a9-b8)【祲】1.日旁雲氣。古時迷信，認為此由陰陽二氣相互作用

而發生，能預示吉凶。常指妖氣，不祥之氣。～《漢語大詞典》 

p.4：7【素豪銷景】《成唯識論述記序釋》卷 1：「言素毫銷景者。謂白毫消

滅。不復有放光之期也。素白也。銷隱也。景光也。」(D24,p.10,b8-10)《成

唯識論疏抄》卷 1：「即如來臨欲涅槃時。但是有緣之處。皆放白毫光以照之。

其所照處。不經千年或五百年。必聖教流到也。其如佛欲涅槃時。在夜裏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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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夜中即大明。故言銷景。或銷於日也。」(X50,p.128,a20-23) 

p.4：7【綫華奧旨，舛鳳訛風，貝葉靈篇，乖魚謬日】《成唯識論述記序釋》

卷 1：「舛鳳至謬日者。謂佛滅度後。經教傳者。多有錯失乖謬也。如人寫風

字則錯作鳳字。以相似故。言舛鳳訛風也。貝葉靈篇乖魚謬日者。言貝葉者…

謂貝多樹葉。意取梵本經也。…且如魯字。元是一字也。怱有人不解。開為

兩字。謂魚與日也。」(D24,p.11,a1-b1)《成唯識論疏抄》卷 1：「線花者。即

經能持緯。經能持義。如線貫花。奧者深也。舛鳳訛風者。然作鳳字。即令

風脚裏著鳥。名為鳳。有人錯失作其風字。即風脚裏著虫。錯作風字。意說

佛涅槃已。所有經教錯失也。貝葉者。其西國經論皆向唄多葉上寫也。乖魚

謬日者。如俗作魚字。應合魯頭下著火即是。若魯頭下著日。錯作魯字。不

成魯字。」（X50,p.128,b1-7) 

p.4：8【顧惟法寶等】《成唯識論疏抄》卷 1：「融者。通識。謂由造得三十

頌。即出生得及通融得唯識之教。秀者。獨秀也。」(X50,p.128,b13-14)《成

唯識論述記序釋》卷 1：「顧此佛經文。將墜零落也。誕茲融識。誕者。謂世

親菩薩九百年間出興於世。造論釋經也。融識者。謂菩薩自能虛融其心識。

傳燈於世。即傳法二十四人中。世親當第二十人也。」(D24,p.11,b6-10)李潤

生《解讀》：「誕是生義，融識是通達辨識義，故誕茲融識，指今誕生此融通

佛理、識辨過人的世親論師，因世親有「千部論師」的美譽。秀迹，指世親

遺留大小乘千部的論著，有如華秀之迹。傳燈是指世親諸論，有如世間明燈，

能使佛法流傳不絕。」 

p.4：8【晦孤明於俱舍】《成唯識論疏抄》卷 1：「孤明者即是大乘。大乘之

解名為孤明。小乘之解不名孤明。意說。天親菩薩先方便闇於大乘孤明之解。

即向小乘中出家。而造俱舍論。以明經部師宗。示同塵而說有者。天親菩薩

也。天親雖向小乘宗中出家。和光而示同塵也。俱舍論中。且明薩婆多師義。

故云說有也。」(X50,p.128,b14-20)禪宗「歷歷孤明」：即此孤明即是一把「倚

天照雪」的長劍，一念頓悟。又，道生大師，倡「一闡提人皆得成佛」說，

引起舊學守文之徒的激烈反對。曇無讖譯《涅槃經》傳至建康，經中也講到

「一闡提」可以成佛，證明道生說的正確，被稱為「孤明先發」。 

p.4：9【解惠縛於攝論】《成唯識論疏抄》卷 1：「言慧縛者。即是所知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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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知障是慧縛故。能障菩提。其煩惱障名為性縛。能障涅槃。若小乘執即是

慧縛。意說。天親菩薩先示有所知障。有慧縛故晦於大乘。即向小乘宗中出

家。今者捨小向大乘。造於攝論。」(X50,p.128,b20-24)《解讀》：此亦回應上

文「誕茲融識，秀迹傳燈」句義，述世親迴歸大乘，造《攝大乘論釋》而闡

釋「人我空」及「法我空」的大乘宗義。世親迴小向大，從其兄長無著為師，

習《華嚴經‧十地品》及《攝大乘論》，於是其智慧得從小乘執「三世實有」

的思想束縛解脫出來，後並為無著的《攝大乘論》造釋論，故序言「解慧縛

於《攝（大乘）論》」。如此猶如上天縱之使近於聖者而發揚大乘人法二空的

思想，故序言「表（現其）縱聖（才華）而（詳）談（大乘）空義」。《成唯

識論述記序釋》卷 1：「縱聖者。人天所許聖人是也。傳法聖者。二十四人中

是一人也。」(D24,p.12,b6-7)《金剛般若義記》卷 1：「天親菩薩。付法藏中。

是第二十人。」(T85,p.138,b29-c1)《付法藏因緣傳》卷 6：「尊者闍夜多臨當

滅度。告一比丘名婆修槃陀。汝今善聽。昔天人師於無量劫勤修苦行。為上

妙法。今已滿足利安眾生。我受囑累至心護持。今欲委汝當深憶念。婆修槃

陀白言受教。從是以後宣通經藏。以多聞力智慧辯才。如是功德而自莊嚴。

善解一切修多羅義。分別宣說廣化眾生。所應作已便捨命行。次付比丘名摩

奴羅。」(T50,p.321,b22-29)本書列舉印度傳法世系二十四人，從佛滅度時以

最勝法咐囑大迦葉起，其後以次傳法為阿難、摩田提、商那和修、優波毱多、

提多迦、彌遮迦、佛陀難提、佛陀蜜多、脇比丘、富那奢、馬鳴、比羅、龍

樹、迦那提婆、羅睺羅、僧伽難提、僧伽耶舍、鳩摩羅馱、闍夜多、婆修槃

陀、摩奴羅、鶴勒那、師子。……如《雜阿毗曇心論》卷一所載之「無依虛

空論師」，以及《景德傳燈錄》卷二所載之「付法藏第二十一祖」，其原名皆

與世親相同；但其人可能不是無著之弟世親。甚至於瑜伽行派中之若干署名

為世親所撰之書，有人也以為並非同為一人所撰。～《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p.4：9【鑒洽智周】《成唯識論疏抄》卷 1：「鑒者。照也明也。意既天親菩

薩之智。能照明一切義道。皆悉周盡。洽者。潤也。意明天親菩薩所說義。

使普利樂潤益一切有情皆周盡也。故言鑒洽智周也。玄極者。即此三十頌。

普釋一切經幽玄極妙之理皆盡也。」(X50,p.128,c5-9)【窮神盡叡】《解讀》：「世

親能窮究諸法神妙之理而能盡量發揮其深明的睿智。」【遷】音仙。師古曰：

遷，猶仙耳。不勞假借。～《康熙字典》 



p.4：11【義繁文約泉源重秘】《成唯識論述記序釋》卷 1：「下第三明護法等

菩薩造論釋本頌義也。義繁等此之二句。發起下文所以造釋者。義繁文約泉

源重秘故也。」(D24,p.13,b10-p.14,a2)《解讀》：「唯識三十頌義理淵深，故喻

之如『泉』；彼可說為眾義之本，故說之為『源』。…亦難免重歸於隱秘，故

序言『泉源重秘』。」 

 

p.4：11【十大菩薩】《解讀》圖示： 智月⑩ 

 火辨②  －勝子⑨ 

  (陳那)→護法⑦ －勝友⑧ 

(彌勒)－(無著)－(世親)   (戒賢)→(玄奘)→(窺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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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慧③－安慧⑥ 

 親勝①  淨月⑤ (勝軍) 

   難陀④ 

p.4：11【澂情七囀】《解讀》：「澂情」者，使其才情澄明清靜。「七囀」者，

本指梵語名詞語尾的七種轉變，引伸作「聲明學」的借代語。見【八囀聲】。

【八囀聲】梵語之名詞。曰蘇漫多聲。此蘇漫多聲，有八種之語格，稱為八

囀聲。一曰體聲。二曰業聲。三曰具聲。四曰所為聲。五曰所從聲。六曰所

屬聲。七曰所依聲。八曰呼聲。以上八囀聲，各有一言聲、二言聲、多言聲

三種之別，為二十四聲。此二十四聲，又有男聲、女聲、中聲三性，則有七

十二聲之變形。此即蘇漫多聲變化之總數也。此蘇漫多聲之變化，係於名詞

之語基上，附以語尾由其語尾之變化而來。而附加語尾，僅限於前七囀。第

八囀呼聲，非有語尾之變化，僅於語基上加一醯字而已。職此之由，示囀聲

僅限於七種，稱為七囀聲、七例句、七言論句。《唯識樞要上本》曰：「蘇漫

多聲說即八囀聲也。……瑜伽論第二卷七囀聲亦名七例句。……然有別目但

唯七囀，第八乃是汎爾呼聲，更無別詮。」《寄歸傳》四曰：「言七例者，一

切聲上皆悉有之。……於七例外有呼召，聲便成八例。」～《佛學大辭典》 

p.4：11【激河辨而贊微言】《成唯識論疏抄》卷 1：「激者請也。由如將擊鍾。

其聲乃發。若有人請菩薩。菩薩方說法也。河辯者。然此菩薩所有辞辨。狀

若懸河。讚微者。即此十菩薩造長行釋。讚此唯識三十頌微妙之言。」(X50, 

p.129,a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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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11【八藏】《成唯識論疏抄》卷 1：「八藏者。然菩薩聲聞各有四藏。故

有八藏。菩薩中一明定之處。即名修多羅藏。二若明戒之處。即名毗尼藏。

三若明慧立之處。即名阿毗達摩藏。四若雜明戒定慧處。即名雜藏。然聲聞

藏中。亦有四藏。緣覺乘中不立藏者。以無別經教也。」(X50,p.129,a6-10)

《大乘法苑義林章》卷 2：「胎藏經及大眾部又說八藏。菩薩聲聞各有四故。」

(T45,p.271,b24-25) 

p.4：12【振金聲】「玉振金聲」：謂以鐘發聲，以磬收韻，奏樂從始至終。語

出《孟子‧萬章下》：「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

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阿

彌陀經疏鈔事義》卷 1：「孟子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註。金。

鐘也。聲。宣也。八音未作。則先繫鎛鐘以宣其聲。玉。磬也。振。收也。

俟其既闋後。擊特磬以收其韻。」(X22,p.691,b2-4)《阿彌陀經疏鈔演義》卷

3：「玉振金聲者。金。鐘也。聲。宣也。八音未作。則先擊鎛鐘以宣其聲。

玉。磬也。振。收也。俟其既闋後。擊特磬以收其韻。今茲禪定如彼玉振。

今茲觀慧如彼金聲。迭相始終也。」(X22,p.756,a14-17) 

《解讀》：護法等十大論師能遊神通曉佛家八藏的義理，精而採之以釋《唯識

三十頌》，集唯識學之大成，使其精妙的疏釋得以流傳不斷。 

p.4：12【淨彼真識成斯雅論】《成唯識論疏抄》卷 1：「淨彼真識者。其唯識

道理。先來雖有得名真識。由未成立唯識教故。不名為淨。今者造唯識論教。

成立唯識道理。乃名淨彼真識。真識不唯約依他起性、圓成實性名為真識。

三性總名唯識也。雅者正也。」(X50,p.129,a10-14)「淨唯識論」，《成唯識論

掌中樞要》卷 1：「釋題目者。梵云毘若底(丁爾反，識也)摩咀刺多(唯也)悉

提(成也)奢薩呾羅(論也)。應云識唯成論。順此唐言成唯識論。梵音成唯識於

女聲內以呼之。或毘若底摩呾剌多毘輸度迦(淨也)奢薩呾羅。應言識唯淨論。

今云淨唯識論。此論第十卷末解云：此論三分成立唯識。故此論名成唯識論。

則本名唯識。釋論名成。」(T43,p.608,c23-29)《成唯識論》卷 10：「此論三

分成立唯識。是故說為成唯識論。亦說此論名淨唯識。顯唯識理極明淨故。」

(T31,p.59,a17-19)《成唯識論觀心法要》卷 10：「三分。謂宗因喻三支比量。

又略廣位三分。境行果三分。相性位三分。故開蒙曰：有三種三科。一略廣

位三科者。初一頌半。略答外難略標識相。次二十三行頌半。廣明識相顯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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頌意。後有五頌。明修行之位次。二境行果三科者。前二十五頌。明唯識境。

次四頌。明唯識行。後一頌。明唯識果。三相性位三科者。前二十四頌。明

唯識相。第二十五頌。明唯識性。後五頌。明唯識位。當知三科即三分也。」

(X51,p.452,c15-23) 

p.4：13【鷲巘】「AE巘E

ㄧ
ㄢ

ˇ

A」：山；山頂。「鷲巘」＝靈鷲山、耆闍崛山。法相宗所

立「三時教」︰為慈恩大師窺基的說法，指第一時有教、第二時空教、第三

時中道教。又稱有、空、中三時教。此等思想淵源於《解深密經》卷二〈無

自性相品〉。第一時有教，謂佛在鹿野苑因外道、凡夫只趣向二乘，故為說四

諦法，令小根者登聖位。代表性經典即《阿含經》。第二時空教，謂佛在靈鷲

山等地，為由二乘轉向大乘者，說諸法皆空之理，除其法有執見，迴小向大。

彼時所說者，即《般若》等經。第三時中道教，佛為五乘人談三性三無性，

詳示空有之真相，顯中道實義，除有空偏執，令入究竟了義之教。彼時所說

者，即《解深密》、《華嚴》等經。此三時中，前二時屬有上有容教，第二時

雖屬大乘教，但其說隱密，故二者皆是方便未了義；第三時屬無上無容教，

教法顯了，故為真實了義。故《解讀》云：如巨鳥能陵越鷲嶺而高飛；能洞

察如希夷般的真如實相。（參考本書p.6） 

p.4：13【希夷】《法華經大成音義》卷 1：「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

名曰希。摶之不得。名曰微。註云。夷。無形也。希。無聲也。微。妙也。

出道德經上篇。」(X32,p.547,a22-23)《成唯識論述記序釋》卷 1：「王弼曰：

無狀無象。無聲無響。無所不通。無所不徃。」(D24,p.15,a4-5) 

p.4：13【揜龍宮而騰彩】《成唯識論疏抄》卷 1：「 AE揜E

ㄧ
ㄢ

ˇ

A者覆障。龍宮者。意

取於海。其唯識理深邃。即深於大海。若理高於山也。又解云。龍宮中多有

經論。今此唯識論。更勝龍宮中經論。或可鳥獸相對。前句言鷲。鷲即鳥。

後句言龍。龍即獸也。」(X50,p.129,a20-23)「鷲巘」→法華經；「龍宮」→華

嚴經。《解讀》云：「揜」是藏義，而相傳龍樹菩薩曾入龍宮研習所藏《華嚴

經》等大乘經義。「騰彩」是傳播文彩義。此句義是指十大論師所撰《成唯識

論》的理論能洞察通達真如正理，覆藏大乘經中一切諸義，而辭句美妙，極

富文彩，故能傳播於四方。 

p.4：13【諸經、眾論】《成唯識論述記序釋》卷 1：「諸經之綱領者。正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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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名為綱領。兼通諸經。言六經者。所謂華嚴、深密、如來出現功德、阿

毘達磨、楞伽、厚嚴也。言眾論之菁華者。亦通兼正。正依十一部論。名為

菁華。所謂瑜伽、顯揚、莊嚴、集量、攝論、十地、分別瑜伽、觀所緣緣、

二十唯識、辨中邊、雜集論等。如此皆是為此論證明唯識等因果、行位了相

大乘。」(D24,p.15,b3-9)「索隱涵宗」：彼論亦能探索所涵攝的唯識（精微）

旨趣。「AE掇E

ㄉ
ㄨ

ㄛ
ˊ

A奇提異」：彼論亦能採綴與提取《瑜伽》、《攝論》等希有難得的精

義。～《解讀》 

p.4：14【三量】量，即尺度、標準之意。印度自古各哲學宗派間即盛行探討

知識來源、形式、真偽之學問，遂產生各種「量論」之說，三量之內容與名

稱，各宗所說互異。(一)就心、心所量知所緣對境而立之三種量。唯識宗於

此，多所分別，並詳加闡論；而於因明之中，亦為重要之「自悟」方法。此

三量即：(1)現量，又稱真現量。乃對境時無任何分別籌度之心，各各偪附自

體，顯現分明，照了量知。亦即由五官能力直接覺知外界之現象者；此一覺

知乃構成知識之最基礎來源。(2)比量，乃由既知之境比附量度，而能正確推

知未現前及未知之境。(3)非量，即似現量、似比量之總稱。乃非正確無訛之

現、比量，或非可量知之量。(二)瑜伽師地論卷十五與顯揚聖教論卷十一所

立之三量：(1)現量（同上），(2)比量（同上），(3)聖教量，又作至教量、正教

量，為一切智所說之言教，或從其聞，或隨其法，其中又分：１.不違聖言，

佛自說經教，輾轉流佈，不違正法、正義。２.能治雜染，善修此法，能永調

伏貪癡等煩惱。３.不違法相，不於一切離言法中建立言說。(三)數論外道所

立之三量：(1)證量，(2)比量，(3)聖言量。（四）《成唯識論》卷二所立之三量。

即：(一)所量，指被測度量知之對象。(二)能量，指能夠用以量知者。(三)量

果，指所量知之結果。例如欲量知一織物，則織物為所量，尺度為能量，所

量得之尺寸為量果。《成唯識論》復基於此說，將心識之作用分為四分，而以

相分為所量，見分為能量，自證分為量果。～《佛光大辭典》 

p.4：14【二因】<一>生因、了因。～北本《涅槃經》卷二十八。<二>能生

因、方便因。(一)能生因，謂第八識能生起眼等諸識，為一切善惡之因，如

穀、麥等種能生萌芽。(二)方便因，謂眼等諸識能為方便，引發第八識善惡

之種，如水土能引發穀、麥等萌芽之方便。〔瑜伽師地論卷三十八、宗鏡錄卷

七十一〕<三>習因、報因。～《天台四教儀集註》卷中、《法華文句》卷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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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四>近因、遠因。～《大智度論》卷九十六。<五>牽引因、生起因。(一)

牽引因，謂未潤位之種子，間接牽引生死之苦果者。(二)生起因，謂已潤位

之種子，直接生起生死之苦果者。如十二緣中之無明、行、識、名、色、六

處、觸、受等屬前者，愛、取、有等屬後者。〔瑜伽師地論卷三十一〕～《佛

光大辭典》 

p.4：14【儀天地、孕日月】《解讀》：「儀天地」指與天地匹配。「齊載」指同

其年代的久遠。「孕日月」指如日月在懷。「融明」是同明合光義。句義是指

護法等的《成唯識論》能與天地匹配，同其長久，功用弘大，如日月在懷，

朗然徹照。 

p.4：15【 A E潢E

ㄏ
ㄨ
ㄤ

ˊ

A河】潢水：今(內蒙古)西拉木倫河。或指「黃河」？源自青海

省巴顏喀拉山脈，流經四川、甘肅、寧夏、內蒙古、陝西、山西、河南等省

區，在山東省北部入渤海。《成唯識論疏抄》卷 1：「與黃河爭流者。其黃河

水流極是迅速。我今此唯識論。諸方流行。更速於黃河水流也。而與黃河爭

流也。」(X50,p.129,b14-16) 

p.4：16【周星閟色】「閟」：ㄅㄧˋ。1.關門。亦泛指關閉。2.止息；終盡。～

《漢語大詞典》《成唯識論述記序釋》卷 1：「下第四明先代三藏等譯為非也。

周星閟色者。左氏傳云。周魯二莊者。周莊王十年。當莊公七年（西元前 687

年）也。夏四月五日辛卯夜明。此時佛生西國也。然則周莊王與魯莊公為同

時也。據此文則佛生之日。其夜明也。夜中星隕如雨。與雨偕[雲/日](落也)

而已。偕俱也。又周書異記曰：周昭王即位廿四年。甲寅年四月八日。江河

泉池怱然泛漲。井水悉皆溢出。宮殿人舍。山川天地。咸悉震動。其夜五色

光氣入貫大微。遍於西方。盡作青紅色。周昭王問大史蘓由（蘇由）曰：是

何祥也？蘓由對曰：有大聖人生西方。故見此瑞。昭王：於天下何如？對曰：

即時無化。一千年外。聲教被及此土。當之時。佛初生也。」(D24,p.16,b8- 

p.17,a10) 《成唯識論疏抄》卷 1：「像者。若正法五百年時。佛法未到此間。

至像法中方到此土。遐者。遠也。被也。及也。」(X50,p.129,c2-3) 

p.4：16【漢日通暉】後漢孝明帝永平七年。《佛祖歷代通載》卷 4：「帝夢金

人身長丈六。項佩日輪飛至殿庭。旦集群臣令占所夢。通人傅毅奏曰。臣按

周書異記。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平旦之時。暴風忽起宮殿人舍咸悉



14 

震動。夜有五色光氣入貫太微。遍於四方盡作青紅色。王問太史蘇由曰。是

何祥也。對曰。西方有大聖人生也。王曰。於天下何如。對曰。此時無他。

後一千年聲教被及此土。王使鑴石記之。埋在南郊天祠前。以年計之。至今

辛酉一千一十年也。陛下所夢將必是乎。帝信以為然。即遣中郎將蔡愔。博

士王遵、秦憬等十有八人。西訪其道。至大月氏國。果遇迦葉摩騰、竺法蘭

二三藏。持優填王第四造白㲲像并四十二章經。愔等奉迎而歸于洛矣。」(T49,p. 

507,a11-25) 

p.4：16【譯經律義。繼武聯蹤等】《成唯識論述記序釋》卷 1：「譯經律義者。

此有二說：一云。律述也。釋經義也。一云。經者。素怚䌫藏。律者。毘奈

耶藏。論者。阿毘達摩藏。譯三藏也。繼武者。武。腳跡也。……覿。徒答

達寂二切。見也。葱者。葱嶺。右者。從彼山以西也。通曰胡地。謂從葱嶺

以西。從五天竺以東。彼此中間名胡地也。意者見胡地勝人等。而聞天竺勝

者少也。」(D24,p.18,a4-b1) 

【武】迹也。【詩‧大雅】履帝武敏歆。【禮‧曲禮】堂上接武（步履相接。

謂小步前進），堂下布武（足跡分散不重疊。謂疾走）。【爾雅‧釋詁】武，繼

也。【詩‧大雅】下武惟周。【箋】言後人能繼先祖者，惟有周也。 

【覿】ㄉㄧˊ。【唐韻】徒歷切，【集韻】【韻會】亭歷切，【正韻】杜歷切，�

音狄。【說文】見也。～《康熙字典》 

【蔥嶺】(今帕米爾高原)位於中國、塔吉克斯坦和阿富汗的邊境上。高原最

高峰爲中國境內的公格爾山（7719 米）。帕米爾高原也是亞洲主要山脈的匯

集處，包括喜馬拉雅山、興都庫什山等五大山脈，號稱「亞洲屋脊」。目前除

東部傾斜坡仍為中國所管轄外，大部分屬於塔吉克斯坦，只有瓦罕帕米爾屬

於阿富汗。～《維基百科》 

《成唯識論疏抄》卷 1：「自從佛法東流。翻譯經僧。乃有三百餘人。由如河

流之而不沙絕也。繼武者跡也。從西國譯經之僧。而脚蹤跡相續也。」(X50,p. 

129,c4-6) 

p.4：17【音韻、宮羽、文字、形聲】「音韻」：1.抑揚頓挫的和諧聲音。2.指

文學作品的音節韻律。「宮羽」：1.五音中的宮音與羽音。2.用指聲調。「形聲」：

六書之一。意符和聲符並用的構字法，亦稱象聲、諧聲。漢許慎《＜說文解

字＞敘》：「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漢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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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典》。《解讀》：舊譯諸師所操的胡語與華語不同，本有天壤之隔；而譯經之

時，所使用的語言便混雜而難通。胡人與漢人的文字，如天地的懸殊，故暗

昧而難明，所出的佛典恐難信達。 

p.4：18【髣髴糟粕】糟粕，已漉過酒的渣滓。《成唯識論疏抄》卷 1：「糟者

酒糟。粕者。糟中元有好味名粕。但得少許糟粕。不得幽玄之處也。」(X50, 

p.130,a17-18)「髣髴」，別作「彷彿」、「仿佛」。 

p.4：18【微辭致爽】「微辭」：委婉而隱含諷諭的言辭；隱晦的批評。「爽」：

差失；不合；不同。喪失；失去。 

p.4：18【幽 A E絢E

ㄒ
ㄩ

ㄢ
ˋ

A屢彰】《成唯識論述記序釋》卷 1：「碩滯者。碩大也。言鴻

疑者。不能令氷消解[(林/日)*ㄆ]也。言幽絢屢彰者。AE絢E

ㄒ
ㄩ
ㄢ

ˋ

A。許懸切。文貌也。

聚五色彩為絢也。譯言綴文亦爾。前後三藏等所譯經論等種種文義。如絢文

彩。然其詳審且可略矣。又言幽絢者。高僧傳等記書之名。言前後三藏所譯

經論種種文義文彩之相。於幽絢中數彰示。故言詳可略。」(D24,p.20,b3-9)

《解讀》：〔那些譯文旣然〕欠缺淸晰，〔恐成〕糟粕，〔自然〕未能曲盡原典

幽深的玄理，〔因而引致〕大義有所乖違，微辭有所失誤。〔於是使學人對所

出的經義產生〕大大的懷疑，有如大霧之擁塞，〔對經義的理解產生〕大大的

阻礙，有如大雲的凝聚。〔學人的疑滯〕，發為幽思，寫成富有絢燦文采〔的

作品〕亦屢有所見；〔但恐繁複，故〕其詳情〔只好〕略而不述。 

p.4：20【含章拔萃等】「含章」：包含美質。《易‧坤》：「六三，含章可貞。」

孔穎達疏：「章，美也。」《成唯識論疏抄》卷 1：「含章。章者文章。萃者聚

也。意顯三藏法師與餘人聚集之處。其三藏名即出於餘人外。燭者眼之所見

名之為燭。搏者拖取。靈臺者。即是中心。意說三藏法師心眼能取義理之心

髓三年。畜者畜也。德謂道德。宗者尊也。意說唐三藏身中畜積道德。居其

尊位也。漪者水也。沼者池也。意說三藏身中有智水。涌而無盡。」(X50,p.130, 

b1-6) 

《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29冊，北京法相研究會編，《成唯識論述記序釋》：

「章，光彩也。搏景，古本作榑景，說文扶桑神木，日所出也。燭，輝映也。

靈臺，心也。燭搏景於靈臺者，意指奘師幼含慧光，當洛陽度僧時，獨受大

理卿鄭善果之知鑒，特拔取而預度焉，其時正如扶桑之初日，先照靈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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蓄德，蓄積眾德也﹔謂漸長後，廣聞諸師說教。居宗者，謂深解經教，廣為

開演，於吳蜀秦隴間，獨居宗宰也。漪，波也。智沼，謂智如沼。涌談漪於

智沼者，謂為眾說法，辭辯無礙，如波涌注，出自深沼而無竭也。」 

p.4：21【騖三輪之寶躅等】「騖」：1.亂馳。2.疾速行進；馳騁。「躅」：ㄓㄨ

ㄛˊ。1.足跡；蹤跡。2.喻人的行為、業跡。「晉」：進也；升，升級。～《漢

語大詞典》「三輪」：神通輪，謂佛身業現化。二正教輪，謂佛口業說法。三

記心輪，謂佛意業鑑機。三皆摧碾眾生惑業，故名為輪。「金沙」：《成唯識論

疏抄》卷 1：「金沙即是西方阿利羅跋提河。河中有金沙也。此一句意。說。

唐三藏遠進向西方阿利羅跋提河邊去。」(X50,p.130,b8-10)中印度拘尸那揭羅

國，因釋尊涅槃於此河西岸而著稱。《大唐西域記》卷六稱之為「阿恃多伐底

河」，其下註（T51,p903,b）：「唐言無勝，此世共稱耳。舊云阿利羅跋提河，

訛也。典言謂之尸賴拏伐底河，譯曰有金河。」 

p.4：21【遼清玉井等】「八解」＝「八解脫」、「八背捨」。八種背棄捨除三界

煩惱繫縛的禪定。《瑜伽師地論》卷 11：「一有色觀諸色解脫。二內無色想觀

外諸色解脫。三淨解脫身作證具足住解脫。四空無邊處解脫。五識無邊處解

脫。六無所有處解脫。七非想非非想處解脫。八想受滅身作證具足住解脫。」

(T30,p.328,c17-21)前三解脫係以無貪為體，其中，前二者依初、二靜慮，緣

欲界可憎之色為境；第三解脫依第四靜慮，緣欲界可愛色為境。其次之四無

色解脫則以四無色禪定為體，各緣自地及上地苦集滅諦及九地類智品之道

等。～《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成唯識論述記序釋》卷 1：「玉井者。蜀中有玉井。西方聖人以箭射地。遂

成其井。言水白如玉。故為玉井。又云：佛在太子時。與提婆達多弓射天。

處地即為玉井。三藏至此間。求佛法故(云云)。遼。力條切。遠也。」(D24,p.21, 

b5-9)《成唯識論述記序釋》：二句指謂奘師邁然獨舉，徑往姑臧，蓋凡世尊

應化三輪寶跡之處，靡不馳心嚮往，而欲遠進金沙，企達聖境也。…奘師睹

此念淨解脫，因得澄心於八解脫之真波也。又【按】疏抄云：西方有一國，

有其玉井之事，蓋謂奘師遠向玉井去也。 

p.4：21【冥契天真等】《成唯識論述記序釋》：「奘師故事，於曲女城東南行

二千餘里。經於四國，順恒河側，忽被秋賊須人祭，同舟八十餘人，悉被執

縛，唯選奘公堪充天食，因結壇河上，置奘壇中，初便生饗，將加鼎鑊﹔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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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時也，取救無緣，注想慈尊彌勒如來及東夏住持三寶，私發誓曰：餘運未

絕，會蒙放免，必其無遇，命也如何。忽惡風四起，賊船覆沒，飛沙折木，

咸懷恐怖，諸人又告賊曰，此人可愍，不辭危難，專心為法，利益邊陲，君

若殺之，罪莫大也﹗寧殺我等，不得損彼。眾賊聞之，投刀禮愧，受戒悔失，

放隨所去。（出自《續高僧傳》卷 4，T50,p.449,c）忘軀殉法者，即指奘師被

縛將以祭天。委運祈通者，即指取救無緣，但注想慈尊彌勒如來及東夏住持

三寶也。冥契天真者，即謂注想冥心，竟與天真契合而得解免也。微假資習

者，蓋謂其中隱微，亦由諸大聖神欲假其人資學修習，俾得弘傳也。匪摛靈

而顯異，固蘊福而延祥者，基師自謂敘此故事，匪為摛靈顯異，盛美徒誇，

固知奘師福由夙蘊，亦且祥益有延，而為大唐法相始祖之所由然也。」 

「摛」：ㄔ。1.舒展；鋪陳。2.傳播。「微」：1.暗暗；悄悄。2.稍；略。3.

非，不是。～《漢語大詞典》「微假資習」，《解讀》：指非藉資取於人為造作

之所能成就。 

p.4：22【窮探秘府等】《成唯識論述記序釋》：「備踐神蹤者，謂凡五天諸神

及諸菩薩聖蹟，奘師悉皆親至其處，參禮讚歎。窮探秘府者，指謂奘師禮讚

戒賢論師訖，並命令坐，問從何來﹖答從支那國來，欲學瑜伽等論，聞已啼

泣，召弟子覺賢說已舊事。賢曰：和尚三年前，患困如刀刺，欲不食而死、

夢金色人曰：「汝勿厭身，往作國王，多害物命，當自悔責，何得自盡﹗有支

那僧來此學問，已在道中，三年應至，以法惠彼，彼復流通，汝罪自滅。吾

是曼殊室利，故來相勸。」和尚所苦今已瘳除，正法藏問在路幾時﹖奘曰：

出三年矣，即與夢同，悲喜交集。奘師便請戒賢講瑜伽論，聽者數千人，十

有五月，方得一遍，重為再講，九月方了。自餘順理顯揚對法等，並得諮稟。

然於瑜伽論所鑽仰，經於五年，晨夕無輟，故云爾也。（出自《續高僧傳》卷

4，T50,p.451,c）先行未覿者，指謂戒賢論師，年百六歲，眾所仰重，號正法

藏，博聞強識，內外大小一切經書，無不通達，實為先賢高勝之所未覿，今

則奘師親承其教。咸貫情樞者，指謂先賢高勝不能決疑於彌勒者，今則咸得

釋然，故能融貫於情樞也。曩哲所遺並包心極者，謂凡曩昔賢聖所遺造諸經

論等，今因窮探之功，並包心極也。 

《成唯識論疏抄》卷 1：「神者。即是佛菩薩諸聖弟子等是也。蹤者跡也。意

顯三藏至彼西國中。所有聖人蹤皆悉周遍。兼履踐也。窮探秘府。秘府者。

即是佛菩薩聖人等心中之事。意顯三藏往彼西國。能窮盡探取得佛菩薩心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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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秘要之事。覿者見也。先賢者。即是此國中上代已來諸法師等。樞者樞機。

此已上二句。意顯此方上古大德未見之義。三藏皆貫達。在情府樞機之等。

曩者往也。遺者失也。次二句。意顯古來大德所遺失之義。三藏並包心極也。」

(X50,p.130,c3-11) 

p.4：23【言旋舊邦等】《成唯識論疏抄》卷 1：「志者。意志也。弘者。大也。

撫者。接也。此文意說。三藏本意誓願意志大撫接眾生。此已上文。即讚三

藏在西國時事。言旋舊邦者。此已下文。即顯三藏即從西國還本國也。」(X50,p. 

130,c12-15)《成唯識論述記序釋》：「指謂奘師將事博義，未忍東歸，戒賢誡

之曰：吾老矣﹗見子殉命求法，經途十年方至。今日不辭朽老，力為申明，

法貴流通，豈期獨善﹖更參他部，恐失時緣。智無涯也，惟佛乃窮，人命如

露，非旦則夕，即可還也。奘曰：敢聞命矣﹗弘者，弘揚佛法。撫者，攝益

有情。」 

《續高僧傳》卷 4：「人命如露。非旦則夕。即可還也。便為裝行調。付給經

論。奘曰。敢聞命矣。意欲南巡諸國。還途北指。以高昌昔言。不得違也。

便爾東行大山林中。至伊爛拏國。」(T50,p.452,a28-b2)  

p.4：23【德簡帝心等】《成唯識論述記序釋》：「德簡帝心者，奘師歸國，唐

帝屢降手敕，備極崇禮。道延天藻者，指謂瑜伽翻成，唐帝親製聖教序，其

教乃大顯揚。天藻頌美唐帝之稱，頌其能親製序，佛道賴以延流也。」 

「簡帝心」，「簡在」，猶存在。《論語‧堯曰》：「帝臣不蔽，簡在帝心。」貞

觀二十二年（648）譯完《瑜伽師地論》一百卷的大部之後，請唐太宗替新譯

諸經做了總序，即後世所傳的《大唐三藏聖教序》。 

《成唯識論述記序釋》卷 1：「道延天藻者。三藏道德。天子玉筆之所陳讚也。

如聖教序曰……」(D24,p.23,a3-4)《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 6：「帝

先許作新經序，機務繁劇，未及措意。至此法師重啟，方為染翰。少頃而成，

名《大唐三藏聖教序》，凡七百八十一字，神筆自寫，勅貫眾經之首。……有

玄奘法師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懷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情，先包四

忍之行。…」(T50,p.256,a26-b27) 

p.4：-7【南贊、東流等】《成唯識論述記序釋》：「寶偈南贊者，意指奘師行

將歸國，重復東南經行諸國，弘贊佛化﹔承前誓志弘撫二句而言。金牒東流

者，意指唐帝親製聖教序後，聖教乃大流通，承前德簡帝心二句而言。寶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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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牒，即謂瑜伽等論也。由茲玄津翳理，乃得暢明，縟思疑氛，乃得蕩盡，

不復如前鴻疑碩滯，霧擁雲凝矣﹗有謂寶偈、金牒，皆指護法三十頌釋。」

《成唯識論疏抄》卷 1：「南贊者。三藏既得此唯識釋已。廣向南天竺國天子。

讚嘆而廣流行。金牒。問：此言帝心者。為是西國天子？為是此國天子？若

言此國天子者。三藏既別此國。何故下文言南讚。即說寶偈向南印度境。若

言西國天子。其三藏未來此土。何故前文即言『言旋舊邦』？應問。如愚意

者。未來之日。向南印度流行。即談彼此亦無過也。金牒東流者。即將唯識

釋。來向東本國也。暢者說也。翳者障弊也。蕩者洗蕩也。疑者氣也。意說。

上古已來。所有疑惑氣氣鐃鐃有多也。縟者即五色縟也。思者智慧思。」

(X50,p.131a2-12) 

p.4：-7【穎標三藏，殫駕一人】《成唯識論述記序釋》：「穎摽三藏殫駕一人

者。傳有二說：一云。穎。役餅切。禾穗禾末也。殫。終也。盡也。駕。乘

也。一人者。天子也。謂終所乘一人也。謂文武聖皇帝(太宗名世民)貞觀廿

三年。則於大內臥痾苦疾。避京�。就山涼宮。消息養病。漸漸衰損。臨終

之日。仰臥三藏法師膝上。奄然遷化。故曰殫駕一人。一曰。穎。居領切。

明也。摽。顯也。一人者。自三藏身也。於明顯三藏盡唯乘駕三藏一人。」

(D24,pp.23b9-24a6)《成唯識論述記序釋》：「指謂奘師參禮戒賢論師，即住寺

中。寺名施無厭，備極莊嚴，常住僧眾四千餘人，外客道俗，通及邪正，乃

出萬數，皆周給衣食，無有窮竭，故號寺為施無厭也。寺素立法，通三藏者，

置員十人，由來闕一，以奘風向，便處其位，故云穎標三藏殫駕一人也。擢

秀五天，陵揜千古。指謂奘師遍歷五天，學滿將還。時戒日王王五印土，為

設十八日無遮大會，令奘師立義，遍諸天竺揀選賢良，皆集會所，遣外道小

乘競生難詰，奘師立真唯識量，無敢對揚者。由此故云。」 

p.4：-6【家依驤譽、童壽流芳】《成唯識論述記序釋》：「家依，即真諦三藏。

真諦獨擅聲明，以得驤譽。童壽即羅什法師，羅什徒以中觀論、百論、十二

門論見稱於當時。意顯不如奘師備踐神蹤，窮探秘典，覿先行之未覿，包曩

哲之所遺，盛弘法相一宗，諸經律論翻傳極多，而為大唐法相始祖，天竺相

承為第六祖師也。」【家依】《妙法蓮華經玄贊》卷 1：「西天竺優禪尼國沙門

拘羅那陀，此云家依，亦云婆羅末陀，此云真諦」(T34,p.659a22-24)《歷代

三寶紀》卷 9：「西天竺優禪尼國三藏法師拘那羅陀。陳言親依。又別云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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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49,p.88a24-25)【AE驤E

ㄒ
ㄧ
ㄤ

A】1.後右足白的馬。2.上仰；上舉。3.奔馳，騰越。【AE詎E

ㄐ
ㄩ

ˋ

A】相當於『豈』、『難道』。～《漢語大詞典》 

《解讀》：「此暗中映襯玄奘法師不論般若中觀，抑或唯識法相，不獨聲明，

乃至因明，都無不精通，故勘配前文『穎標三藏，殫駕一人；擢秀五天，陵

揜千古』的讚譽。」 

p.4：-5【商搉華梵】《成唯識論述記序釋》：「華梵，指謂華梵文字音韻。輕

重，謂其意義差別。商榷、徵詮，指謂各隨所宜幽玄曲盡也。諸義之差，謂

十師造釋義有差別。一師之製，謂以護法一師所製為宗。陶甄云者，謂於十

師釋義之差，而能有以陶融之、甄簡之。有叶云者，承前總謂或融或簡，妙

能留捨，文義各無舛乖，有所叶於護法一師之製也。」《成唯識論疏抄》卷 1：

「此唯識論本。類有其十師釋。以糅作為一部也。……三藏翻譯唯識論時。

即商搉量陳漢語梵語。詮量音聲輕重。而翻譯也。陶甄諸義之差別。甄者成

也。意說。三藏譯此十師義者。十師義不同者。即於唯識文中。釋一箇義文

處。宜多有義有義等。即簡三个五个有義也。即如釋種子中有三師義等是也。

有叶一師之翻者。叶者和也。意說。三藏譯唯識時。若見釋一義處。十師皆

同一解者。譯論之時。即和十師義。同着一个有義處。不着多有義也。」

(X50,p.131b3-14)《成唯識論述記序釋》：「言輕重者。有無義也。又輕重者。

聲輕重也。依聲輕重。詮義有別也。有。于九切。專也。有叶一師之製又輕

重者。則有無義者。謂三藏法師翻譯之時。商量審定梵與漢語。亦明顯十大

菩薩釋本頌。互有有無也。叶。合也。協也。」(D24, p.25a1-5)【叶】【玉篇】

古文協字。～《康熙字典》同協字。【叶】ㄒㄧㄝˊ1.輔助 2.和諧 3.共同。【搉】

ㄑㄩㄝˋ1.商量 2.引述 3.敲擊。～《丁德先新創字典》 

p.4：-4【宏綱、藻鏡】《成唯識論述記序釋》：「旌。子盛切。表也。藻鏡者。

鏡背文采也。如藻文。故曰藻鏡。二藏。經律二藏也。阿毗達磨種種文義。

如鏡背藻。慧學照明如鏡靣照。故舉藻鏡喻慧藏也。」(D24,p.25a8-b1)二藏，

謂經藏、律藏。論乃簡別二藏之別名。藻鏡，謂能鑑別得失，喻之如鏡。《成

唯識論疏抄》卷 1：「且舉大綱。旌者。如見旌。即知下有天子。如見旌幡。

即知下有將有軍。如見成唯識言。即知下有唯識論也。鏡者。鑒照義。簡二

藏者。既言論者。即簡却餘經律二藏。獨標論藏。」(X50,p.131b15-18)【藻

鏡】同「藻鑑」，品評鑒定、鑒別(人才)。【都目】綱目，綱要。～《漢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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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典》 

p.4：-3【成、唯識】《成唯識論述記序釋》：「安教立理，名之曰成。以此教

理成立唯識教理，是教理二字，通於能成、所成，但約安立義邊，名曰能成；

若約圓成義邊，即名所成；是成之一字，亦通能所二邊。今首解成字，為簡

所成義故，稱名能成，但以成立為功也。唯識略義既如前解，今解其名之所

由得，則由先來教理而安立之，是則由教及理為能成，唯識之名為所成。……

此名之義，即謂簡了。簡者，簡別；簡非境有，義對唯字。了者，了別；了

別諸法，義對識字。」 

p.4：-2【遮無外境、詮有內心】《成唯識論述記序釋》：「外境，謂外色境，

通一切色而言，凡色聲香味觸等皆是。唯即簡此，謂此離識外非實有，故云

遮無；然此等境，決定現前，既非實有，果何是耶﹖是由內識所變，依之而

有似外之境顯現其相，此即第八識中，由宿業熏習之力，有其種子，而又會

遇種種之緣，是故能變似有，此愚夫迷執之所由起也。內心即內識；內言簡

外，識言簡境，有言簡空。承前二句，意言此識以簡外故，假立內名；以簡

境故，假立識名；以識所變境似外現，雖名外現，仍不離識，何以故﹖境為

所了，識為能了，故能了不無，所了似現；所了若無，能了亦無。故自中道

之義言之，一切眾生，既皆有似所了之境，顯現當前，當知所了不離能了，

能了唯有內識。故云識謂能了，即此名詮，推義所在，即謂唯有內心也。前

二句指破凡外及小，後二句兼破大小，而歸中道義也。」《成唯識論》卷 1：

「外境隨情而施設故，非有如識；內識必依因緣生故，非無如境，由此便遮

增減二執。境依內識而假立故，唯世俗有；識是假境所依事故，亦勝義有。」

(T31, p.1b10-13) 

p.4：-2【識體即唯等】《成唯識論述記序釋》：「識體，謂識自體。以識自體

言之，本無能變所變之可言﹔能變即是見分，所變即是相分。前云能了，即

是能變，此之能變，因何而有﹖不離識體，然非即是識體，故護法言：識體

變似見相二分。又難陀言：識能變似外境，今以唯識二字相對釋義，約識自

體，故可言唯。體即是唯，持業釋也。〔如後解〕識性，即頌言圓成實。識相，

即頌言依他起。相之與性，皆不離心。心者，緣慮義、積集義。識者，了別

義。義雖有別，而體無別，不離心言，即不離識。心所云者，心王所屬，譬

如從臣。心王云者，能為主義，喻如主君。心所與王，二雖義別，王實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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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即是識。故云以識為主，識雖為主，非無臣所，但總言唯也。又歸心泯相

者，泯一切相，歸心自體，如《入楞伽》伽他中說：由自心執著，心似外境

轉，彼所見非有，是故說唯心。由是故知證圓成性，性不離識，泯依他相，

相是識變。唯識二字兼攝數義，故云總言。 

p.5：1【喪真、乖實】《成唯識論述記序釋》：「境有，即有外境實有。由實義

言，凡是外有，但是遍計所執，妄謂為境耳。不但此也，即如此唯識教，由

能緣識執為實有而起分別，亦即是境，皆應遮之。乃能悟證而得妙理；不然，

執有皆足以喪真，聞但增執(增益執)，無益又害。心空者，謂如清辨等計，

依勝義諦，內心外境，並皆說空。今明不然，識言簡此，以其內外皆空，非

能顯空，實滯空相，與真如實，大為乖反。」 

p.5：1【空有二邊】《成唯識論疏抄》卷 1：「晦者闇也。長溺二邊者。即便

溺在增益邊、損減邊也。藉此成彼，名成唯識者。其此三十頌。名為唯識。

其長行論。名之為成。即將論而成立三十唯識。故言唯識之成也。三摩娑者。

即是六釋中依士釋也。梵云三摩娑。此云依士釋也。」(X50,p.131c3-8)《成

唯識論述記序釋》：「此文則釋上本頌成。中道義著也。由釋論師釋成本頌。

遮外境有。遣內識空。空有之執既除。中道之義彌明也。」(D24,p.26b2-4)

《成唯識論述記序釋》：「空有，謂空有二教。世尊說空、說有，皆為密意，

聞者不明，故墮空有。二邊，即空有二邊。長溺云諸，謂於二邊或迷或謬，

如溺海中，淪沒無依，終非可能證真解脫，得大菩提。悟彼有空者，意謂有

空二教，佛雖密意言說，要在聞者能悟；或即唯識教中，佛既了義開演，於

此非有非空，當悟彼有空義。教雖佛說，悟在聞者，教無頓漸，悟有頓漸。

高履中道，即簡前長溺二邊也。離有空邊，即是中道；釋免長溺，即得高履。

四句總顯佛說空有，即非空有，說非空有，亦即空有；惟晦與悟，聞者自生

差別耳﹗言教無定空有也，但名空有者，亦隨差別假立也。」 

p.5：2【三十本論】《成唯識論述記序釋》：「〔次以能所相對，依六釋八轉釋

名〕三十，謂三十頌。對釋論言，此為本論，但名唯識。此，謂釋論，護法

等釋對本論言此為釋論，藉此釋論能成之功，成立彼本論唯識教理，是名成

唯識，是此成字屬釋論言，唯識二字屬本論言。又言唯識之成者，表此成字

非屬於他，但屬唯識。依本釋言，即表釋論不離本論，本論何待釋論成立耶﹖

為答此問，略別二義：一謂釋論依於唯識甚深理智而成立之，故謂能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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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本論亦依於此而得成故，以此成彼，無此彼異。二謂為恐本論唯識妙理散

滅，以此釋論攝廣散義而成立之，由彼待此，乃得不滅，故謂能成。故云唯

識之成以彰論旨，即此意也。」 

p.5：3【三摩娑釋，依士立名】《法華經玄贊要集》卷 6：「梵云煞三磨娑。

此云六離合釋。梵云煞者，六義。磨娑，云合也。即名六合釋。慈恩疏云。

更加離字。意道釋名中。先離後合解。故名六離合釋。」(X34,p.287b24-c3)

依主釋︰謂所依為主，如說眼識，識依眼起，舉眼之主以表於識，故名眼識。

亦名依士釋，如子取父名，即名依主；父取子名，即名依士；所依劣故。言

離合相者︰離謂眼者是根，識者了別；合謂此二合名眼識。餘五離合，準此

應知。複合詞中的前節之語，作為名詞，或視同名詞，而對後節之語有「格」

（格，梵文文法之一，有八種格）之關係者。如「山寺」，即「山之寺」之意；

「王臣」，即「王之臣」之意。前節之語為於格，後節之語為屬格（所有格）。

以上係指狹義之依主釋。在廣義上則含有持業釋與帶數釋，即凡是依前節之

語而限製後節之語的複合詞，皆稱依主釋。～《中華佛教百科全書》、《佛光

大辭典》 

p.5：3【蘇漫多聲】《成唯識論述記序釋》：「今此唯識之成，依八囀聲而言，

當屬第六所屬聲，以舉釋成之主，即是唯識。表示唯識所屬，即是唯識之成，

故云屬主為目。…（六）所屬聲：此物主格，舉物之主，表示所屬也。例如

「人之物」、「我的家」，與此之字、的字之義相當。」 

p.5：3【論則賓主云烈】《成唯識論述記序釋》：「云烈者。云。爰也。於此也。

烈。猛也。火猛也。暴也。…載揚者。兩陣交戰則旗皷急揚也。載者。則也。

幽關洞開玅義斯賾者。如軍陣交戰。破關門打開時。城內事物皆顯見也。即

因問答。破邪顯正。諸法實相�玅之義。皆顯現也。」(D24,p.27a1-6)《成唯

識論疏抄》卷 1：「賓者。歒論者。主者。即是立論者。云烈者。立者歒者。

立歒兩伴。作行座也。夫言論者。必有賓主擊物。有立有破。名之為論也。

旗皷載揚者。夫論義之法。由如兩陣相戰。旗幡打戰皷。即有一退一勝。論

義亦爾。即須打鐘集眾。有立有破。有勝有負也。幽關洞開者。因於論議。

所有幽隱難解之義。皆得解之。而得洞徹也。」(X50,p.131c10-16)《成唯識

論述記序釋》：「俱舍云：教誡學徒，故稱為論。瑜伽釋云：問答決擇諸法性

相，故稱為論。俱舍約悲而言，利眾生故；瑜伽約智為論，辨諸法故。今言



24 

賓主云烈旗鼓載揚者，屬前成唯識言；義准俱舍約悲成論，是則成唯識即論

也。幽關洞開妙義斯賾者，屬前唯識之成而言；義准瑜伽約智成論，是則成

唯識之論也。」 

p.5：4【以教成教等】《成唯識論述記序釋》：「此釋成唯識論名有四義：一謂

以教成教，二謂以教成理，三謂以理成理，四謂以理成教。理教二言即是論

義，以理屬智，准瑜伽說；以教屬悲，准俱舍說。前已具明，今反覆辨，故

再約理教為論也。一言之中，前之教理為能成，後之教理為所成，教理二義，

通於能所，故得反覆為辨，以彰論字之旨。何謂能成教理﹖如論末云：已依

聖教及正理(《成唯識論》卷 10(T31,p.59a22))。又云：此論三分成立唯識(《成唯識論》卷

10(T31,p.59a17))，故知能成通教及理。何謂所成教理﹖如論初頌云：我今釋彼說

(p.11)，說即本論所立之教，或所說之理，二義皆通。論末又云：以三十頌顯

唯識理極明淨故(《成唯識論》卷 10(T31,p.59a19))。頌曰：分別唯識性相義。義則是理，

故知所成亦通教理。然由六釋言之，則能所教理，義各有屬，如以教成教，

資教成理，上教字屬能成，下教理屬所成。所成為體，約論字說；能成為用，

約成唯識；以具成唯識之用，而顯此論之體。因知此論之體，具能持成唯識

之用，即成是論，故是持業。如以理成理，因理成教，上理字屬能成，下理

教屬所成。能成約成唯識，所成約論，如前所說。然茲以論為主，而以成唯

識妙理為論之所從出，因論而成，是成之論，故是依士。」 

p.5：6【融、愷】《成唯識論述記序釋》：「〔自下謙述纂成今本之由〕融，道

融法師，羅什弟子。愷，慧愷法師，真諦弟子。觚，木簡，古以用以為書者。

操 AE觚E

ㄍ
ㄨ

A，謂操此木簡，親承譯事也。資，謂弟子，師之所資也。函杖者，函，

容也。典禮，席間函丈，謂弟子執經請業，對席間可容丈，以故得名。以下

基師深自謙抑，述己隨伍陪譯，學慚融愷、謬廁師資、業謝顏游，皆遜詞也。」

《成唯識論述記序釋》：此則舉道中二勝人及俗中二勝人。以謙自身也。融者。

道融法師。即羅什弟子也。愷者。慧愷法師。即真諦弟子也。觚。木之方者。

古人用之以書。猶今之簡也。顏回也。子游也。此二人并孔子弟子也。廁。

交也。資。弟子也。函杖者。函。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劃也。

(D24,pp.27b7-28a4)【謝】遜讓；不如。清姚 A E鼐E

ㄋ
ㄞ

ˋ

A《次韻答吳竹橋》：「文章已

謝當時好，止足寧希史傳名。」～《漢語大詞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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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6【雅吹、濫竽等】《成唯識論述記序釋》：「屬，聯屬，人多相屬也。前

二句喻謂翻經盛事，不一其人，己預其間，猶濫竽於雅吹。後二句喻己非良

工，惡能治玉﹖徒自濫承美玉之暉，因以得譽耳﹗四句亦遜語也。」 

「濫竽」：《韓非子‧內儲說上》：「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南郭處士請

為王吹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之，處士

逃。」後以“濫竽”比喻沒有真才實學的人。有時也表示自謙。比喻以劣充

優。「濫竽充數」。 

「良工」：古代泛稱技藝高超的人。《成唯識論述記序釋》：顧異良工者。則楚

國指能知玉之人。名為良工。叨暉薀玉者。薀。積也。叨。他勞切。貪也。

文賦曰：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言顧異良工叨暉薀玉二句。意者此

序文拙。而義絕玅文如韞玉石。義似所韞玉。知玉良工不捨礦石。知義哲人

豈譏文哉。」(D24,p.28a10-b5)《解讀》：「玄奘之糅譯《成唯識論》，如良工

之治寶玉，使蘊藏山中之寶玉得以顯耀其光暉；窺基參與譯場，則謙稱自己

非是良工，本不能治寶玉，今《成唯識論》之譯成，如蘊玉之生暉者，皆叨

玄奘之光彩而已。」 

p.5：7【凡斯纂敘等】《成唯識論述記序釋》：「以下敘承奘師因己所請，而得

獨授此本。敘辭纂義，無不親承；庶其立義可作鑒於來英﹔幽致未伸，可藉

此以為藻鏡也。」《成唯識論疏抄》卷 1：「凡斯纂敘者。即是造章疏也。指

麾者。蒙三藏親加指授教示也。庶玄鑒來英鏡詳者。疏主云。我造得疏已。

已後有玄鑒若英賢人。來鑒知其是非也。」(X50,p.132b19-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