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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五】法相宗《成唯識論》識變段－論文共學（文字檔: 07 音檔: 06） 110.11.14 

 

八識規矩頌                                                                 唯識三字經 
 

 五識身相應地    意地   妙觀察智    平等性智    大圓鏡智 

成所作智 

  

前五識頌  

緣境：性境  

識量：現量  

性別：通三性  

界地：眼耳身三二地居 

相應：遍行別境善十一 

中二大八貪瞋癡 

依緣：五識同依淨色根 

九緣七八好相鄰 

業用：合三離二觀塵世 

愚者難分識與根 

智力：變相觀空唯後得 

果中猶自不詮真 

轉依：圓明初發成無漏 

果德：三類分身息苦輪 

第六識頌 

性別：三性 

識量：三量 

緣境：通三境 

界地：三界輪時易可知 

相應：相應心所五十一 

善惡臨時別配之 

行相：性界受三恒轉易 

根隨信等總相連 

業用：動身發語獨為最 

引滿能招業力牽 

智力：發起初心歡喜地 

俱生猶自現纏眠 

轉依：遠行地後純無漏 

果德：觀察圓明照大千 

第七識頌  

所緣：帶質 

性別：有覆通情本 

識量：隨緣執我量為非 

相應：八大遍行別境慧 

貪癡我見慢相隨 

行相：恒審思量我相隨 

業用：有情日夜鎮昏迷 

作依：四惑八大相應起 

六轉呼為染淨依 

智力：極喜初心平等性  

轉依：無功用行我恒摧 

果德：如來現起他受用 

十地菩薩所被機 

 

第八識頌  

性別：性唯無覆 

相應：五遍行 

界地：界地隨他業力生 

理證：二乘不了因迷執 

由此能興論主爭 

體相：三藏 

依緣：浩浩三藏不可窮 

淵深七浪境為風 

業用：受薰持種根身器 

去後來先作主公 

智力：不動地前才舍藏 

金剛道後異熟空 

轉依：大圓無垢同時發 

果德：普照十方塵剎中 

總標：# 1~ # 3 

心王：# 4~ # 9              

心所：#10~#23     

識分：#24~#29 

識變：#30~#33 

 

四緣：#34~#37 

三量：#38~#41 

 

三境：#42~#49 

 

三自性：#50~#52 

 

三無性：#53~#57 

     

   識體   自性 

   相應   助伴 

 

   識變   業用 

 

 

   見分   依 

 

   相分   緣 

 

 

   唯識性  轉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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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三字經： 

《總標》# 1~ #3    

#1 人之初 性無記 非善惡 名藏識  #2 一切種 皆攝藏 萬法本 善惡詳  #3 種發動 名現行 七轉識 依止生 

《心王》#4~ #9   

#4 眼見色 耳聞聲 鼻嗅香 舌味萌  #5 身感觸 意知法 此六識 根塵挟  #6 塵為境 根能助 十八界 種各殊 

#7 第七識 亦意根 名末那 我執深  #8 第八識 阿賴耶 能所藏 我愛者  #9 八為王 各自在 號心王 能主宰 

《心所》#10~#23  

#10 王相應 有心所 五十一 種類多  #11 初遍行 有五支 觸作意 受想思  #12 次別境 亦五類 欲勝解 念定慧 

#13 善心所 共十一 信為首 繼慚愧  #14 無貪等 三根聚 勤輕安 不放逸  #15 行蘊舍 非舍受 及不害 無瞋有 

#16 根本惑 六可辨 貪瞋癡 慢疑見  #17 隨煩惱 有二十 小中大 堪分別  #18 忿恨覆 惱嫉慳 誑諂害 與憍並 

#19 此自類 各別起 小隨十 粗猛爾  #20 無慚愧 自他辨 中隨寬 遍不善  #21 始掉舉 昏不信 怠放逸 失念侵 

#22 及散亂 不正知 染心遍 八大隨  #23 四不定 曰悔眠 共尋伺 善染兼 

《識分》#24~#29 

#24 唯識言 攝心所 各四分 顯量果  #25 能分別 名見分 如明鏡 能鑒形  #26 所分別 相分起 似人影 生鏡裡 

#27 相見依 名自證 若鏡體 光影映  #28 證自證 喻鏡背 自證依 善分配  #29 三與四 又互證 故能去 無窮病 

《識變》#30~33 

#30 山河大 微塵細 皆識變 如幻戲  #31 人不知 執是我 與是法 道已左  #32 生煩惱 及所知 二障起 佛性迷 

#33 真覺者 佛菩薩 說唯識 破我法 

《四緣》#34~#37 

#34 識種子 遍法界 待眾緣 現行快  #35 種生現 名因緣 見取相 所緣緣  #36 刹那續 念生滅 平等緣 無間隔 

#37 此三餘 緣增上 順或違 俱無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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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量》#38~#41 

#38 離名種 現前取 是現量 無計度  #39 籍眾相 觀其義 由比度 量乃遂  #40 現比謬 量為非 此三量 能緣依 

#41 後有量 曰聖言 佛親證 更宜遵 

《三境》#42~#49 

#42 識所緣 有三境 不仗質 名獨影  #43 緣兔角 本來無 隨意變 影自孤  #44 緣無為 或有質 彼不生 仍非實 

#45 帶質境 亦分二 皆仗質 真與似  #46 真帶質 心緣心 中間相 兩頭森  #47 似帶質 心緣色 相從見 一頭得 

#48 性境生 從是種 既是體 亦是用  #49 前五識 初刹那 緣性境 俱不差 

《三自性》#50~#52 

#50 緣生法 依他起 如幻現 無自體  #51 執實有 成遍計 所執妄 性亦偽  #52 從依他 去計執 名圓成 自性是 

《三無性》#53~#57 

#53 依三性 立三無 相無性 遍計虛  #54 由依他 生無性 勝義無 圓成應  #55 此諸佛 密意說 因執有 空對治 

#56 或不了 復空執 救惡取 說唯識  #57 唯識學 廣依他 非空有 極到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