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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學之修習位次的研究─以《成唯識論》為中心 

 

 

楊秀源 
南華大學宗教研究所碩士班二年級 

摘要： 

向來解行並重的佛教，目的是讓人們明理之後，注重行持，依理實行才能證果，

正如六祖大師所說：「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離世覓菩提，恰如求兔角」。一般

人認為唯識學偏重於艱深、難解的理論，而甚少談論及實踐層面，似乎壁立萬仞、高

不可攀，就如銅牆鐵壁般找不到門可進。回溯到西元四、五世紀為印度初期大乘佛

教，當時著重分析和論議風氣的思潮影響之下，一群喜好瑜珈且重視實踐的禪師則選

擇沉潛於深度的禪定，以「境無識有、唯識所現」的結論作為瑜珈學派的學說。意思

是看似永恆的山河大地等一切的外境，皆是因心識而存在。可見此學派之理論是透過

實證體驗而建立，所展現的特質是扣緊人間，深入生活而且貼近人性。有了正確的認

識，了解識是世界萬象的本緣；清楚明了識是眾生痛苦或超越痛苦的本源。既是「煩

惱即菩提，生死即涅槃」。唯識學家不僅整理出一套嚴謹、完整的理論體系，更是把

唯識實踐的方法作出一個流程，作為悟入唯識之方便，稱謂唯識五位。本文依據《成

唯識論》次第地介紹唯識五位的修行理論，並詳細地解析資糧位、加行位、通達位、

修習位和究竟位的內容。藉由有系統的修行次第引導，脫離煩惱的痛苦進而啟發真正

的智慧，這不僅是唯識學追求的目標，也是佛教的本質。 

關鍵字：唯識五位、煩惱障、所知障、我法二空 

壹、前言 

佛陀在菩提樹下證悟成道時，提到「一切眾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

想執著不能證得。」1

                                                           

1 《大正藏》49 冊，頁 616 中。 

眾生本來就有智慧之相，卻被自己有限的知見給蒙住。那

就是錯誤認為生命主體的「我」和認知客體的「法」都是真實存在的。唯識學

派否定這樣的立場，而主張「一切唯識」，意思是宇宙的萬象一切皆因識而

起。因為有識的存在，才能對外在的環境產生種種現象和感覺之識別作用；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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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了識，一切的事物就無法獨立存在。這就是「萬法唯識」的道理，說明萬法

包括心法、色法等一切諸法都是依著識，在眾緣和和的情況下，認識宇宙人生

的現象，故也稱之為法相唯識。 

在大乘的立場在於自利利他，其中唯識是在大乘體系之下建立的學派，主

要思想脈絡也是為利樂有情眾生。透過萬法唯識的理論了解世間諸法皆是虛妄

而非實有，既斷除「我執」，通往涅槃的世界；藉著「我執」的斷除，明白唯

有佛說的法才是真理，既斷除「法執」，成就菩提之路 2

從明理到證果，唯識擁有一套完整、精密、嚴謹的系統，如《唯識三十

頌》先後有次序地闡明唯識性和唯識相，作為修證入門方便之理論，進而修唯

識行，再證唯識果。

。這種對體驗是由瑜珈

禪師以自己身心的實行，透過具有深度的禪定，觀察到外界一切的事物都是由

「識」所變現，而有了「唯識無境」的概念。然後，他們更進一步地組織其理

論架構成為唯識的思想。因此，有「瑜珈學派」之稱。 

3

所謂唯識五位就是唯識學派將修行的方法分成五個階位，每個階位所經歷

的和所證得境界皆是根據瑜珈禪師所體證的結果而建立起來的。這五個階位

是：資糧位、加行位、通達位、修習位、究竟位。依據《成唯識論》簡要地說

明唯識的實踐，內容有：一、在資糧位時，為獲得最高的覺悟，此位菩薩對佛陀

的教法生起信心、加以理解，並廣集福德智慧的資糧；二、在加行位的菩薩透

過四善根（煖、頂、忍和世第一法）之修行加功用行，逐漸地制伏和斷除所取

和能取，趨向無漏智為修行作好準備；三、通達位時，初次證得無漏智，通達

法我二空之理，體悟到唯識性的真如；四、在修習位，根據所通達的道理，不

這是一個井然有序的流程。可是像瑜珈禪師這種實證體

驗，在所證悟的整個過程中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境界？處在娑婆世界的世俗凡夫

應該如何入門呢？倘若要證得涅槃和菩提，如何修持唯識的法門？這系列的疑

問在唯識學派都有詳細的理論。瑜珈禪師所修證的方法、歷程和境界是本文所

要探討的課題，既是唯識五位。本文所討論唯識五位的內容是依據《成唯識

論》著作，次第地說明唯識思想的實踐方法，更重要的是清楚認知「一切唯

識」的概念，斷除執障，漸漸地趨向悟道證果的途徑，也就是開括自己的智

慧。 

                                                           
2 參閱竹村牧男著，蔡伯朗譯，《覺與空─印度佛教的開展》（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
2003），頁 98~99；依昱法師，《關心‧開心：大乘百法明門論解說》（高雄：佛光出版社，

1994），第 1 冊，頁 16。 

3 引自法航法師，《唯識史觀和其哲學》（台北：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8），頁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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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修習，徹底地制伏和斷除剩餘的二障包括種子和習氣；五、究竟位時，此位

菩薩斷捨二障的種子，證得佛的果位，轉煩惱障為菩提、所知障為涅槃。 

貳、資糧位 

在唯識學派修行次第中，資糧位是大乘菩薩修道最初的階位。在這個階位

的菩薩從發菩提心開始，修習和聚集種種殊勝的福德智慧作為未來證得佛果的

資糧，故稱資糧位。如《攝大成論》認為資糧位是屬於解行地，4初入門的菩薩

雖然深信唯識之道理，但是仍然無法明了能取和所取的空性，尚未有足夠的智

慧力。因此，通過四種勝因緣力或條件，完成此階位的修習：5

一、因力：指具有大乘二種性的行人，他們是本性住種性（先天具有無

漏種子）和習所成種性（籍著多聞薰習法界等流的正法而熏

習成的無漏種子）。  

 

二、善友力：指遇佛和菩薩等殊勝的人物等這類善知識的因緣。  

三、作意力：對大乘的教法有決定的勝解力，任何違逆的外緣或思想都

不會動搖其信念或其對大乘的修習之決心。  

四、資糧力：指所積聚的福智資糧（藉著做布施等善行而得到的儲存）

和智德資糧（智慧方面的儲存）。  

總上述所言，必須先對唯識的道理有正確了解，並產生信心，再根據各自

的見解能力來修福德和智慧。修福智的方法有自利行和利他行兩種。自利行方

法有六波羅蜜，既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和智慧；而利他行有四攝事

（布施、愛語、利行、同事）、四無量心（慈、悲、喜、捨）和六度波羅蜜。6

藉著福智的修習，斷除分別起的能取和所取明顯的現行活動，7

                                                           
4 《攝大成論》菩薩行分成四地：勝解行地、見地、修地和無學地。引自林國良《成唯識論直

解》（台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第 2 冊，頁 801~802。 

但是細微的現行

5 引自橫山紘一著，許洋主譯，《唯識思想入門》（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6），頁

148。 

6 引自林國良，頁 801~802。 

7 能取：指是煩惱障，執取在生命主體的「我」，生起煩惱而障礙涅槃；所取：指是所知障，執

取在認知客觀的「法」，而無法證得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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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和二取種子的潛伏仍然存在。原因在於所行的法門都屬行為上的修持，仍

然沒有足夠的定慧，容易受到外界迷惑。8

有曰：「從發深固大菩提心。乃至未起順決擇識求住唯識真勝義性。齊

此皆是資糧位攝。為趣無上正等菩提。修習種種勝資糧故。為有情故勤

求解脫。由此亦名順解脫分。此位菩薩依因善友作意資糧四勝力，故於

唯識義雖深信解而未能了能所取空。多住外門修菩薩行。故於二取所引

隨眠，猶未有能伏滅功力，令彼不起二取現行。」

如《成唯識論》， 

9

因此，難免在修持過程中會遇到障礙而生起三退道之心。同時，也可藉著

這三種情況來自我磨鍊，既三事對治三種退屈，以便鞏固道心，進而精進地修

各種法門。

 

10這三事對治三種退屈的內容有：一、廣深退：在聽聞正法時，得

知諸佛的圓滿菩提廣大深遠，心升畏懼而退屈。11為了鞏固道心，以獲得證果

的菩薩例子為模範，自我勉勵，努力地向前進；二、難修退：聞得布施等菩薩

行很難修成，因而絕望地退屈。這時應自我反省，在日常生活中隨宜而行，並

發心地行布施等，才不會退失菩提心；12三、難證退：得知諸佛圓滿的證果極

為難證，覺得是高不可攀的，而生起退心。13

在資糧位修習的菩薩因深信自己能證得佛果，藉著接觸善知識的因緣，聽

聞正法，進而培養正確的認知和見解，並時時提起正念，生起菩提心，以期能

安住於唯識實性。

以他人所修的有障粗善與自己所

修的無障善根比較，藉此自我磨練，勇猛精進而不退心。 

14

                                                           
8 引自楊白衣，《唯識要義》（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頁 124。 

透過自利和利他的菩薩行，廣集福智，目的是作為證悟成

佛的資糧。此外，資糧位的根本任務就是斷除分別起的二障明顯之現行活動。

這一切都是為證得佛果的前期準備和修行階段。譬如一個人準備遠行，必須事

先預備充足的錢糧，指的是資糧位。 

9 《大正藏》31 冊，頁 48 中。 

10 引自楊白衣，頁 124。 

11 引自演培法師，《成唯識論講記》（台北：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8），第 5 冊，頁

62~63。 

12 引自楊白衣，《唯識要義》（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頁 124~125；演培法師，《成

唯識論講記》（台北：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8）第 5 冊，頁 62~63。 

13 引自楊白衣，頁 125；演培法師，頁 62~63。 

14 唯識實性：即是真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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叁、加行位 

唯識五位的第二階位是加行位，既是在資糧位之後再加功用行的階段。在

資糧位時，菩薩經歷漫長劫中而圓滿完成順解脫分的修行 15

《成唯識論》曰：「煖等四法依四尋思四如實智初後位立。四尋思者尋

思名義自性差別假有實無。如實遍知此四離識及識非有名如實智。名義

相異故別尋求。二二相同故合思察。」

。為了進入見道

位、安住於唯識實性，透過煖、頂、忍、世第一法等四善根位次，來斷除所有

無論是粗或細分別起二取的現行。藉由四善根的修習，增長善根，領悟我法二

空的道理，引發無漏智的根本。 

16i

此四善根位次是依據四尋思觀來觀察所取是假有實無的，所取的對象有

名、義、自性和差別等四種。

 

17然後，再如實透徹地認識到所取和能取皆是因

識而起，稱為四如實智。18從尋思觀到如實智的過程，都要靠第四禪的實踐方

法來確認二取皆空，19

                                                           
15 順解脫分：在資糧位時，偏重於修福德，以求佛果菩提；順決擇分：可直接通達唯識性的修

行，以求見道。引自林國良，《成唯識論直解》（台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第 2
冊，頁 807。 

才能依序地生起善根。這四個位次也稱為四加行，內容

如下： 

16
 《大正藏》冊 31，頁 49 中。 

17
 四尋思觀：以觀智尋思所取的境。名尋思：指一切事物的名稱；義尋思：指有體有相之實

物，皆是見聞覺知的對象，藉著言說被指示的事物；自性假立尋思：指名和義的自體性，如

色、受、想等各自的本性；差別假立尋思：指名和義差別的差別相。名之差別，如一言、多

言；義之差別，如美醜、長短等種種特殊狀態。既分成煖位是下品的尋思觀，頂位是上品的尋

思觀。引自橫山紘一著，許洋主譯，《唯識思想入門》（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6），

頁 149。 

18
 四如實智：以觀智能如實偏知。名尋思所引如實智：由名尋思所引生，如實了知諸法的名稱

唯有識所顯現而方便安立，只有離開一切虛妄分別心而入唯識實性。事尋思所引如實智：由事

尋思所引生，如實了知一切色等想事，離開一切言說、不可言說而入唯識實性。自性假立尋思

所引如實智：由自性假立尋思所引生，如實了知諸法之自性是假立而非實有，自性猶如影像水

月，似有實性。差別假立尋思所引如實智：由差別假立尋思所引生，如實了知諸法差別的可言

說性、離言說性，假立為有，能夠通達不二之義，得以入唯識實性。既忍位是下品的如實智

觀、世第一位是上品的如實智觀。引自演培法師，頁 62。 

19 
第四禪：也稱為第四靜慮，是止、觀實踐的一種。止是攝心專注不散，而觀是以智慧觀照萬

事萬物。第四靜慮指的是明得定、明增定、印順定和無間定等四種。引自葉少勇，〈唯識淺

談〉，《法音》，第 7 期（2001），頁 8~12；李潤生，《唯識三十頌導讀》（台北：全佛文化事業有

限公司，1991），頁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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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煖位時，菩薩依明德定的定力，20引發初步的下品尋思觀，21觀由分別起

的所取名、義、自性、差別四者而假立為有漏智，實際上所觀得此四者皆非實

有。因此，初次使得無漏智前行的相狀現起，如鑽木取火，必須先有煖氣才有

火。這裡的「煖氣」指的就是火的前行相狀。22

在頂位時，菩薩依靠明增定之定力，

 

23而引發上品尋思觀，更加深入觀察

有漏智，既是所認取的對象實際上不存在，有漏尋思狀態達到定點，故為頂

位。此外，無漏智的前行相狀漸漸清楚，這如同鑽木取火，火未生起前，熱氣

上騰，意思是距離前往「無漏智火」去處不遠。24

在忍位時，菩薩依著印順定的定力，

 

25引發下品如實智觀，先確認所認取

的對象完全不存在。然後，再順著其能認取的識也是空，才印持認可「所取之

境」和「能取之識」二取皆空。從確認、順應到認可的過程，作為「忍」的狀

態。26譬如鑽木取火，火還未生起，煙就先發出。27

在世第一法位時，菩薩依靠無間定之定力，

 

28而引發更深入的上品如實智

來確認所取能取皆空，並順利無間斷地進入見道位。由於此法是世間法中最為

殊勝，最為第一，因此名為「世第一法」。另外，從忍位到見道只有一剎那的

功夫，這尤如鑽木取火，雖然沒有焰火，卻間斷地有猛燄出現。29

                                                           
20
 明得定：「明」有智慧的定義，故「明得定」是初獲得「唯識無境」的智慧之義。引自李潤

生，頁 483。 

 

21
 四尋思、四如實智可分為：下品尋思、上品尋思和下品如實智、上品如實智。 

22 引自演培法師，《成唯識論講記》（台北：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8），第 5 冊，頁

76~77；方倫，《唯識三頌講記》（台北：佛光出版社，1968），頁 152。 

23 明增定：由於觀得更深入，使得智慧之光漸漸增長。引自李潤生，頁 483。 

24 引自林國良，《成唯識論直解》（台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第 2 冊，頁 805；演

培法師，頁 78。 

25 印順定：決定印持無所取的境，順著無能取的識印忍。引自演培法師，頁 79。 

26 此位的「忍」分成下忍、中忍和上忍，共三品。這裡是指下忍、順應是中認和認可是上忍。

引自林國良，頁 805。 

27 引自李潤生，頁 426。 

28 無間定：既從不間斷地印可所取能取二空，體證唯識實性。引自演培法師，頁 81。 

29 引自李潤生，頁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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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行位的菩薩仍然無法斷除俱生起的現行、分別與俱生二障的種子，識

所浮現的真如相分是由思辨分別而起的狀態，還未真正地體證到唯識實性。30

換言之，煖等修行結果仍然帶有所取和能取的某種形相，誤以為是唯識真正勝

義的本性。這如《成唯識論》所說加行位的特徵﹕「現前立少物，謂是唯識

性；以有所得故，非實住唯識。」31

在資糧位時，初發菩提心的菩薩有分別心，觀慧的能力較弱。因此，較偏

重於修福德，必須透過修自利利他的方法和四種勝因緣力，廣集福智的資糧，

作為修行基本性的努力；在加行位時，因福德資糧具足，所以著重於修智慧。

透過煖、頂、忍和世第一法等四善根、四觀四智的靜慮方法印可二取皆空，這

時似乎看到智慧之光。可是所顯現的真如是由思辨分別而起的，仍屬有所得的

狀態，既執以為有，故稱為唯識性。

 

32只是透過更大的努力而獲得褔慧雙修，

能觀所取之境和能取之相皆空，但是還未真實地安住於唯識實性中。唯識五位

屬於菩薩的修行，《攝大成論》把菩薩修行前的預備階段資糧位和加行位歸納

為勝解行地。33

肆、通達位 

。由於尚未證得唯識實性，得依解而修福德和智慧，才能斷除

二取。 

在加行位中的世第一法圓滿修行，徹底斷除二取，包括二取的形相也消

失，這時候開始生起無漏無分別智慧，體會到真如的境界，故稱通達位；34為

了證得唯識實性，從資糧位到加行位不斷地修福智，至到世第一法才突然了解

二空所顯現的真如，有見道位之稱。35《成唯識論》有曰﹕「若時於所緣，智

都無所得﹔爾時住唯識，離二取相故。」36

                                                           
30 引自李潤生，頁 428~429；林國良，頁 810。 

位於通達位的菩薩證得真如，所生

31 《大正藏》冊 31，頁 49 上。 

32 引自于凌波，《唯識學綱要》（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頁 258~259。 

33  引自林國良，《成唯識論直解》（台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第 2 冊，頁

801~802。 

34 引自橫山紘一著，許洋主譯，《唯識思想入門》（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6），頁

150~151。 

35 引自方倫，《唯識三頌講記》（台北市：佛光出版社，1968），頁 154~155。 

36 《大正藏》冊 31，頁 49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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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無分別智不再現起任何所取和能取的形相，既「無所得」，這時候方可算真

實安住於唯識實性。37

上述所提到真如和無分別智，這兩者有何差別？《成唯識論》論曰：「若

時菩薩於所緣境無分別智都無所得。不取種種戲論相故。爾時乃名實住唯識真

勝義性。既證真如智與真如平等平等俱離能取所取相故。

 

38」由有所得之心所

顯現的能取和所取的二相是一種分別，在通達位時斷除分別而生起無分別智。

因此，所生起的無分別智與所緣的真如境是平等而毫無差別可言。39兩者都是

無法透過言語、思慮、分別等說明法的甚深微妙之處。無分智也屬諸智的根

本，故稱為根本智。40後得智則是依據根本智所證得二空之道理，然後起有分

別一切差別之相的智慧以斷除二障。41

在通達位的修行有兩種見道：一、真見道，既是以根本無分別智來斷除分

別起的煩惱障和所知障的種子，來證得我法二空真如，既唯識之性。從斷除二

障到證得二空的過程必須經過四個階段，就是加行道、無間道、解脫道和勝進

道。加行道是為斷除二障而準備加功用行的修行之道；無間道是直接斷除二

障；解脫道是二障斷除之後所顯現的真理；勝進道則是將無間道和解脫道之過

程有個圓滿。雖然此二道分成兩個階段，亦是「一心」的

因此，後得智也稱為分別智。 

42

                                                           
37 引自林國良，頁 812~814；演培法師，《成唯識論講記》（台北：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

司，1978），第 5 冊，頁 91~93。 

，原因是斷除二障

和證二空的同時，也可頓時斷除和頓時證得。因此，真見道也名為「一心見

道」。 

38 《大正藏》冊 31，頁 49 下。 

39 引自林國良，頁 812~814；演培法師，頁 91~93。 

40 引自楊白衣，《唯識要義》（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頁 133~134。 

41 引自于凌波，頁 263。 
42 引自林國良，頁 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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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見道是依著效法真見道而建立，生起的根本無分別智加以觀心熟

練，而起後得智，模仿真見道所有的功能，僅證得唯識之相，並細分為三心相

見道和十六心相見道兩類。三心相見道是依著有分別無漏後得智所起的相來認

識真如無差別的本性，既是非安立諦，43並分成下品、中品和上品等三品心。

下品為內遣有情假緣智，乃是初步斷除分別起的人我執煩惱障的種子之智慧，

故稱為法智；中品為內遣諸法假緣智，乃是斷除分別起的法我執所知障的種子

之智慧，稱為法智；上品為遍遣一切有情諸法假緣智，乃是斷除一切由分別起

煩惱障和所知障的種子之智慧，稱為類智。44

第二種相見道是認識真如的種種表現或對真如的各種表述，既是安立諦，

共有十六種心，有兩種情況。第一、根據所取的對象（四諦真如）和能取的觀

察（正智），建立法智忍、法智、類智忍、類智等十六種心。

 

45法智忍和法智

是依據四諦真如的所取觀，而類智忍和類智是觀由四諦而生起的正智，46

第二、觀上下八諦十六心指的是上界（色界和無色界）的四諦各建立類忍

和類智；下界（欲界）的四諦各建立法忍和法智，共十六心。在色與無色界皆

屬定地，一切法是相等；在欲界則有兩種心來觀現前和不現前的四諦相應，既

是現行觀忍和現行觀智。這两種心分別效法位於真見道中的無間道和解脫道之

見分觀四諦，來斷除通達位中分別起的一百一十二種分別二障的種子，令這些

種子永不現行。

既是

所謂「八心觀真如」和「八心觀正智」。譬如苦諦，就有苦法智忍、苦法智、

苦類智忍和苦類智等四種心，集、滅、道皆可建立這四種心。 

47

                                                           

43 引自李潤生，《唯識三十頌導讀》（台北：全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1），頁 433；林國良，

《成唯識論直解》（台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第 2 冊，頁 816。 

 

44 引自李潤生，頁 433~434；楊白衣，《唯識要義》（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頁

134。 
45 引自林國良，頁 816~819。 
46 引自林國良，頁 816~819；楊白衣，頁 138。 
47 引自林國良，頁 816~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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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在此階位的菩薩經歷真、相見二道的修行，而證得唯識實性，

也就是說從凡夫位進入聖者之位，登上修習位的十地菩薩之歡喜地。48可說是

從初發菩提心、修行以來最大的成就。正如《成唯識論》曰：「菩薩得此二見

道時，生如來家，住極喜地，善達法界得諸平等。常生諸佛大集會中，於多百

門已得自在。自知不久證大菩提，能盡未來利樂一切。」49這時候的菩薩能深

入諸佛自證的法界，通達法界之理，獲得一切有情、菩薩和如來三種的平等

性；藉由見佛聞百法來增進自己的福德智慧，獲得自在、證得大菩提，也能利

樂一切有情。50

伍、修習位 

 

在邁入唯識第四階段修行前，菩薩在「通達位」見道時，已經斷除「分別

二障」的現行和種子而證得唯識實性，但是「俱生二障的種子」仍然存在。因

此，為了斷除俱生二障和其習氣，菩薩就必須不斷地修習無漏無分別智，同

時，也能夠在修道中圓滿二種轉依，既是在「究竟位」證得大涅槃和大菩提，

故稱為修習位。51其特徵是﹕「無得不思議，是出世間智。捨二麤重故，便證

得轉依。」52無漏無分別智是屬出世間之智慧，具有兩個含義，一、本體既是

無漏，二、能證得真如。在斷除二障的種子，簡稱為二種「粗重」，便證得轉

依。由於既將達到真如的境界而且二粗不易斷除，整個轉依的過程需要經過兩

大阿僧祇劫完成。53

                                                           

48 引自李潤生，頁 442~443。 

 

49 《大正藏》冊 31，頁 50 下。 

50 引自林國良，頁 823；演培法師，《成唯識論講記》（台北：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78），第 5 冊，頁 131~133。 

51 引自林國良，頁 826~828。 

52 《大正藏》冊 31，頁 50 下。 

53 唯識五位是屬菩薩的修行，必須經三大阿僧袛劫，方能證得涅槃和菩提。若將三大阿僧袛劫

列入唯識五位，即：第一大阿僧袛劫為資糧位和加行位；第二大阿僧袛劫為通達位至修習位的

第七地；第三大阿僧袛劫為第八地至第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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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證得二種轉依？《成唯識論》有曰：「謂十地中，修十勝行、斷十重

障、證十真如，二種轉依由斯證得。54

一 .  歡喜地：此地菩薩修行布施波羅蜜，有財施、無畏施和法施三種

而斷除異生性障。因為進入此階段前，仍然屬凡夫，經過見道位

而斷除分別二障，超凡入聖，證得偏行真如。由於初次證得真

如，而獲得聖者的屬性，證得我法二空，皆能自利利他而生起大

歡喜。  

」在修習位中，必須經歷菩薩修行的十

個階位，名為十地。藉著十地依次修習施、戒、忍、精進、靜慮、般若、方便

善巧、願、力、智等十波羅蜜（十勝行）；依所修的勝行斷除異生性障、邪行

障、闇鈍障、微細煩惱現行障、於下乘般涅槃障、粗相現行障、細相現行障、

無相中作加行障、利他門中不欲行障、於諸法中未得自在障等十重障；各獲證

遍行真如、最勝真如、勝流真如、無攝受真如、類無別真如、無染淨真如、法

無別真如、不增減真如、智自在所依真如、業自在等所依真如。換言之，在十

地的各處，依次修一個波羅蜜，斷一種障，證一真如，獲得二種轉依。以下依

序簡單地把每一地所修的勝行、所斷的障礙和所證的真如之內容敘述： 

二 .  離垢地：此地菩薩受持戒波羅蜜，既攝律儀戒、攝善法戒和饒益

有情戒三種。藉由受持淨戒而斷除邪行障，並遠離一切粗細的煩

惱污垢，證得最勝真如。  

三 .  發光地：此地菩薩修習忍波羅蜜，有三種忍：耐怨害忍、安受苦

忍和諦察法忍。在入此位時，必須斷除障礙勝定（殊勝的定）、大

法（殊妙的教法）和總持法門（法、義、咒、忍），證得勝流真如

而引發無邊的殊妙智慧之光，故稱發光地。  

四 .  焰慧地：此地菩薩修精進波羅蜜，包括被甲精進、攝善精進和利

樂精進。由斷除微細煩惱現行障，安住於最為殊勝的菩提之法，

而證得無攝受真如，使得智慧之火更加旺盛。  

五 .  難勝地：此地菩薩修靜慮波羅蜜，有安住靜慮、引發靜慮和辦事

靜慮共三種。藉由斷除於下乘般涅槃障，證得類無別真如。此

外，因不斷修證般若智，得以在一念之間同時生起無分別和有分

別二智，使得本來相違的真俗二諦相互相應，極為難行而殊勝，

故有極勝地之稱。  

六 .  現前地：此地最為圓滿的修行是般若波羅蜜，既有生空無分別

                                                           
54 《大正藏》冊 31，頁 51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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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法空無分別慧和俱空無分別慧三種。此地的菩薩修般若行，

斷除粗相現行障，了知緣起性空、性空既是緣起、理事無礙、事

事無礙，進而引發最勝的根本智。因斷除俱生所知障，通達緣起

智無染淨，證得無染淨真如，令無分別智的般若顯現在前。  

七 .  遠行地：此地菩薩修習回向方便和拔濟方便兩種方便善巧波羅

蜜，安住於無相，不為一切相所能動搖；藉由無功用的修行，斷

除細想現行障，超越世間道和二乘的出世間道之有相行，而證得

法無別真如。  

八 .  不動地： 55

九 .  善慧地：為了能遍遊十方善巧地說法而無礙，此地菩薩修思擇力

和修習力兩種力波羅蜜，以斷除利他中不欲行障，證得智自在所

依真如，成就微妙四無礙解（法、義、辭、辯）。  

此地菩薩修習願波羅蜜，既是求菩提願和利樂他願兩

種。由於八地以上的根本無漏分別智能夠任運地生起，都不為一

切現象和活動產生煩惱情況之下所動搖。因此，修此二願心的菩

薩能斷除無相中作加行障，令根本無漏無別智不斷地顯現，而證

得不增減真如。  

十 .  法雲地：此地菩薩具足廣大的教法，能蔭蔽一切如虛空般的無邊

障礙，作大法雨，滋潤大地，普渡眾生，故稱法雨地。此地修習

智波羅蜜，有受用法樂智和成就有情智兩種。在斷除於諸法中未

得自在障之後，證得業自在等依真如。  

                                                           
55 在十地之中，前五地「有相觀」多，「無相觀」少；第六地則「無相觀」多，「有相觀」少；

第七地雖純修無相觀，但仍然需要加行而令他相不能顯現；第八地斷除加行障後，無漏智才可

任運生起。也就是說八地以上的修行活動，純屬無漏無分別智。引自林國良，《成唯識論直解》

（台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第 2 冊，頁 857~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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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初地到第十地的菩薩依序修十勝行、斷十障和證得真如。同時，依次地

斷除由分別起的二障種子，進而漸漸地斷除所知障俱生起的種子和捨棄習氣。

直到第十地的最後心時，也就是金剛喻定現起時，所有俱生起和細微的二障種

子皆頓斷，證得二種「轉依」。56修習位主要任務是為二種轉依的妙果進行準

備功夫（因位），於究竟位證得大涅槃和大菩提（果位）。57

一 .  能轉道：既是轉依活動之動因，有能伏道和能斷道兩種。能伏道

就是無論有漏道或無漏道的中加行智、根本智和後得智皆能制伏

二障的現行力量；能斷道是永遠斷除無漏道中的根本智和後得智

之二障的現行力量。

因此，這裡所指

的「轉依」有四種成分： 

58

二 .  所轉依：指轉依的對象，有兩種：一是持種依，既第八識，在能

轉道協助之下，把所有污染的種子完全捨棄，使第八識轉變成完

全清淨；二是迷悟依，既真如，本性是清淨，卻是一切迷悟現象

的根本，只有完全捨棄染污現象，真如才得以轉變成清淨。  

 

三 .  所轉捨：既是轉依活動，在轉依時被捨棄的東西，共有所斷捨和

所棄捨兩種。所斷捨是指二障種子，所斷捨的有分別二障的種子

（在見道位的真見道的無間道時斷除）和俱生二障的種子（在金

剛喻定的無間道斷除）；所棄捨是指一切剩餘的有漏善法、無記法

和此二法的種子以及低劣的無漏法。 59

四 .  所轉得：藉著轉依活動而獲得的結果，既是證得佛果，亦名二種

轉依。他們是：所顯得，既大涅槃，本性清淨，因二障的覆蓋而

無法顯現，只要透過修行證道，使得其形相顯現；所生得，既大

菩提，是由各自的種子生起，卻因所知障的障礙而無法生起，只

要透過修行證道，令其形相顯現。

所棄捨的對象是位於金剛

喻定的解脫道，就是既成佛果時斷除的。  

60

                                                           
56 引自橫山紘一著，許洋主譯，《唯識思想入門》（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6），頁

151。 

 

57 引自李潤生，《唯識三十頌導讀》（台北：全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1），頁 460~461。 

58 引自林國良，頁 873。 

59 引自李潤生，頁 464。 

60 引自于凌波，《唯識學三論今詮》（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頁 319~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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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涅槃是在轉依活動中，斷除煩惱障而顯得自性清淨法界，61得以了脫生

死的證果，既是真如的理體。然而，可分成四種涅槃，皆以四個角度來觀察的

結果。一、本來自性清淨涅槃是指一切諸法本具有、實性真如的理體，也就是

一切存在的絕對真理，簡稱為性淨涅槃；62二、有餘依涅槃就是斷除煩惱障所

顯的真如，但其有餘依仍然存在。63這是二乘所證的涅槃；64三、無餘依涅槃也

是二乘所證的涅槃，既斷煩惱障所顯的真如，肉體已經消滅；四、無住處涅槃

則是大乘的主張，斷除煩惱和所知二障所顯的真如，卻不住生死和涅槃，反之

以大悲和般若來利樂有情。65

另外，大菩提則是在轉移活動中，斷除所知障，轉捨有漏八識而成為無漏

八識。即是無漏四智相應心品，簡稱為轉識成智。

 

66

                                                           
61 引自李潤生，《唯識三十頌導讀》（台北：全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1），頁 469。 

簡言之，以事理二法作說

明。理就是涅槃，斷除煩惱障之智；事就是一切有為法，斷除所知障之智。只

要了悟此二法，就是大菩提。四智相應心品的內容有四：一、大圓鏡智相應心

品，就是轉有漏第八識所得之智慧，引發含藏著無漏種子變現佛果妙境，猶如

大圓鏡中映現萬物，故稱大圓鏡智；二、平等性智相應心品，既轉得無漏第七

識之智慧，能觀一切諸法和一切有情與自己平等不二，簡稱為平等性智；三、

妙觀察智相應心品，以無漏第六識智慧自在無礙地觀察一切法的自相和共相，

並能在大眾聚會中轉大法輪，斷除眾生一切的疑惑，而利樂諸有情，簡稱妙觀

察智；四、成所作智相應心品，為了利樂眾生，以無漏前五識的智慧變現出種

種變化的清淨身、口、意三業遍及十方世界，來成就本願力所應作的事。 

62 引自橫山紘一著，許洋主譯，《唯識思想入門》（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6），頁

152；楊白衣，《唯識要義》（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頁 149~150。 

63 有餘依：既是有殘餘的依身尚存，來自身和智的束縛。 

64 只有二乘證得而已，因為只斷煩惱障而了脫生死。 

65 引自林國良，《成唯識論直解》（台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第 2 冊，頁 879。 

66 引自李潤生，頁 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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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修習位，經歷十地的修行，捨棄二種「粗重」，而證得轉依。透過「能

轉道」、「所轉依」、「所轉捨」和「所轉得」四個轉依的成分，先後明了煩

惱根源的所在和應對治的對象，然後，才能對症下藥以及其整個療程，既所顯

得的大涅槃。最後，就是康復的結果。這個結果是所生得的大菩提。不過，這

不是修習位應達到的最高境界，其功能只是完成一切所應完成準備的工作，以

便在唯識第五階位「究竟位」獲得圓滿。 

陸、究竟位 

究竟位是唯識五位的最後階段，既是達成佛圓滿的階位。《唯識三十頌》

最後一頌描述佛的果位：「此既無漏界，不思議善常﹔安樂解脫身，大牟尼名

法。67」在修習位經歷十地的修行圓滿，並於第十地最後心金剛喻定現前時，

無間道永斷除二障的種子證得大涅槃，解脫道永捨劣無漏及有漏的諸法，以證

得菩提妙果。68

由於處在無漏的境界，非世俗凡夫甚至二乘可以了知的狀態。因此，藉由

「不思議」、「善」、「常」和「安樂」四種勝德說明究竟位的性質。一、不

思議是指佛果的境界是如此的甚深微妙深澳，超越思維和言語所能表達的範

圍，只能從自己內心證得；二、善是指具有清淨的性質，大涅槃的清淨法界是

遠離生滅，安寧寂靜的。大菩提則有無量的妙用來普渡一切有情，極為善巧方

便；三、常既是永恆的。大涅槃的清淨法界是無生無滅，毫無變化。大菩提所

依託的清淨法界是永恆的，既不會中斷，也不會滅盡；安樂指的是二種轉依果

的本質沒有壓抑和煩惱，能使一切有情獲得安樂。

 

69

                                                           
67 《大正藏》冊 31，頁 57 上。 

 

68 引自李潤生，頁 465~466。 

69  引自林國良，《成唯識論直解》（台北：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2），第 2 冊，頁

904~905；李潤生，《唯識三十頌導讀》（台北：全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1），頁 467~468；
于凌波，《唯識學三論今詮》（台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4），頁 323~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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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大牟尼法身是永斷二障一切法的性相，透過轉依活動而轉成大涅槃和

大菩提之佛果，既稱為法身。70

一 .  自性身所依的佛土是法性土，為諸佛所證的清淨法界，乃是一切

有為、無為，眾善萬德所依的「真如理體」，也就是一切事物同等

的真實本性。  

法身有三差別相，並且各有所依的佛土。自性

身所依的佛土是法性土；自受用身所依的佛土是自受用土，他受用身所依的佛

土是他受用土；變化身所依的佛土是變化土。以下是三身、三土的內容： 

二 .  受用身有二種，既自受用身和他受用身。自受用身是由大圓鏡智

所變現，經歷三大阿僧袛劫來修集無量福智資糧，而成就無邊功

德，獲得圓滿清淨的色身，並具莊嚴相好，故稱報身；他受用身

是以平等性智所顯現的微妙清淨功德身，為十地的菩薩受用，能

現大神通，轉正法輪，決斷眾生的疑惑，令其感到大乘的法樂受

用。自受用身所依的佛土是自受用土，而他受用身所依的佛土是

他受用土。  

三 .  變化身：待因緣成熟，根據一切未登地菩薩、二乘、凡夫的素質

和時機，由成所作智所顯現的佛身，示現種種的「變化身」如顯

現神通和說法，令眾生獲得利樂。變化身所依的佛土是變化土。  

總上述所言，修到究竟位就是證得佛果，也就是轉依活動最重的目標和結

果。這時候完全處在清淨，永斷一切煩惱的狀態，並具備一切功德來利樂所有

有情眾生。由於佛果的境界是超越世俗凡夫、二乘所能理解，因此，在唯識思

想脈絡之下透過「不思議」、「善」、「常」和「安樂」四種勝德以及三身、

三土的內容來皆是佛果圓滿的狀態。 

                                                           
70 基於篇幅有限，法三身、三土、四智等佛果的境界在這裡僅略述，詳細的部分將會延至另一

篇論文探討。引自于凌波，頁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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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結論 

佛陀的一生沒有離開過人間，在人間出生、在人間成道、在人間為人們說

法、在人間入滅。只要依據佛陀的教法如實地實踐，皆能達到如實的境地。同

樣的，唯識學派的實踐方法是瑜珈禪師本身在禪定中體悟到所顯現出的種種影

像來自於識，然後，有組織地所體驗的理論化。71在世間的凡夫眾生都認為唯識

學的道理深硬，非常難以理解。其實，看似艱深的理論，卻能解決所有硬碰硬

的問題，把人們思想上的疙瘩全解開，終極的目標是為了能紮實地走好修行之

路。72其中最大的特色是從眾生觀點來闡明宇宙人生的現象和理性，73以「識」

為整個學派的核心，一切的萬象都不離識，唯有識所變，即是「唯識無境」的

主張。更重要的是透過唯識五位的修行，至究竟位時斷盡二障的種子，轉煩惱

障得涅槃，轉所知障得菩提；透過主觀世界的改造，轉染污為清淨，提升生命

的境界進而解脫成佛的境界。74

佛教的建立是教導眾生如何從生命中的煩惱與痛苦獲得解脫，邁進一個清

淨、少欲的生活，也就是智慧真正開啟的時候。無論是唯識的理論或實踐層

面，最終目的是了悟「一切唯識」之道理，引導眾生從錯誤的認識轉化成正確

的認識，徹底認識宇宙人生的真相。整個學派的理論都是繞著「成佛」的目標

進行，如實地依據佛陀創教的宗旨而建立一個完整的體系。藉著唯識五位的修

行，斷除我法二執，轉識成智，獲得圓滿的智慧。 

 

                                                           

71 引自橫山紘一著，順真、劉泓譯，〈唯識之意趣〉，《世界哲學》，第 1 期（2007），頁 83~90。 

72
 引自葉少勇，〈唯識淺談〉，《法音》，第 7 期（2001），頁 8~12。 

73 引自法航法師，《唯識史觀和其哲學》，台北市：天華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78，頁

243。 

74 引自李佩樺，〈唯識學「轉識成智」理論〉，《湖南科技學院學報》，第 1 期（2008），頁

5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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