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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儼的唯心思想牽涉廣泛的唯識（心）學背景，本文依其代表著作前後的大

脈絡，分為《搜玄記》的「真妄和合期」、《五十要問答》的「真妄對立期」、《孔

目章》的「真妄綜合期」，三期各有不同的重點。智儼始終都依真常經論為本，而

表現出正、反、合的三階段發展。智儼在《搜玄記》卷三解釋《華嚴經‧十地品》

第六地著名的「唯心」說中，即以《起信論》的真心與妄識和合的架構，詮釋《華

嚴經》的唯心思想。在《要問答》中的心識思想，則以回應玄奘新譯與新唯識學

為主，也回應三階教的如來藏思想，整體呈現出真妄對比、分立的局面。在《孔

目章‧名難品初、立唯識章》卷一，智儼綜合新舊唯識學「建立唯識」的系統學

說。在《要問答》與《孔目章》中，〈立唯識章〉是智儼最長的論述單元，這是智

儼回應玄奘新唯識學的力作，文中引用或評議《勝鬘經》、《楞伽經》、《十地經論》、

《攝大乘論》、《起信論》（以上屬真常經論）、《瑜伽論》、《雜集論》、《顯揚論》、《成

唯識論》（以上為新唯識學論典），而以真常經論攝收新唯識學論典。 

關鍵詞：智儼、唯心、搜玄記、五十要問答、孔目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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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智儼（602-668）出身攝論學派、地論學派，是真心系的唯識學，後又回應玄

奘（602-664）新譯的妄心系的新唯識學，順唯識（心）進路，智儼開創出了華嚴

宗義。 

智儼的唯心思想牽涉廣泛的唯識（心）學背景，關於智儼唯心思想的發展脈

絡，與此較相關的智儼著作現存《大方廣佛華嚴經搜玄分齊通智方軌》（以下簡稱

搜玄記）、《華嚴五十要問答》（以下簡稱要問答）、《華嚴經內章門等雜孔目》（以

下簡稱孔目章），這三部公認為智儼真著，本文依其三部著作唯心思想的大脈絡，

恰分為「真妄和合」、「真妄對立」、「真妄綜合」等三期的不同重點，「真妄和合」

指依真常經論中以真心統攝妄心「真妄和合」的架構來闡釋真心妄識；「真妄對立」

指依真常經論批判新唯識學（妄心系）；「真妄綜合」指依真常經論統攝新唯識學

論典。智儼始終都依真常經論為本，而表現出正、反、合的三階段。下文即依智

儼著作的前後次第，展現智儼唯心思想的發展總貌與脈絡。1 

二、《搜玄記》的真妄和合 

智儼早年從學於攝論學派、地論學派，地論學、攝論學的思想發展，其最後

之成熟當為《大乘起信論》。2 智儼在《搜玄記》卷三解釋《華嚴經‧十地品》第

六地著名的「唯心」說中，即以《起信論》的真心與妄識和合的架構，詮釋《華

嚴經》的唯心思想。 

之後，智儼論及「依止一心觀」（行門），提到二種唯識，這在《孔目章‧立

唯識章》卷一「歸成無性」中又再次提及，綜合如下（方括表《孔目章》）： 

一、梨耶唯識［解唯識］：梨耶識持生諸法，離識即無。始是解境，非行所

依。［本識唯識，初即順解，後即順行。］ 

二、意識唯識［行唯識］：生死涅槃染淨等法現在意地，離識即無。意識唯

識，此終是正解所依。［初即順行，後即順解。］3 

「唯識」代表「離識即無」，「本識（阿梨耶）唯識」，這是一般的唯識學，智儼認

                              
1 本文修訂自筆者博論《智儼思想研究──以初期華嚴宗哲學創建過程為主軸》之第3章第2節。 
2 參見牟宗三：《佛性與般若（上）》，頁280。 
3 大正35.64b24-28；45.547b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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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這是從解門進路說的，由解而行。而一切行法都直接依於意業成立，所以從行

門進路說即是「意識唯識」，由「行唯識」而通向「解唯識」。 

若按解行來說，始終教都應有解行兩種唯識，但智儼在《要問答‧轉四識成

四智》中，卻只將意識唯識歸於終教底下，4 智儼並未說明為何如此，不過依理

來看，在始教意識（第六識）有不起作用間斷之時，如此若說唯意識，則諸識、

諸法當下也應間斷，此則違背始教的「本識唯識」（無間）之說，所以在始教上

不能說「意識唯識」。但在終教，意識的本體即是如來藏心，如《要問答‧心數及

心所有法》中說：「賴耶六識等具起一切法，由唯一識成十一識故」5 ，透過如來

藏心，任何一識都具起一切法，都能成立「唯」義。所以，在終教上才能成立「意

識唯識」。 

在《搜玄記》、《要問答》、《孔目章》都有「意識唯識」之說，可見智儼頗為

重視此說。「意識唯識」在《攝論》、《攝論釋》中有提及，6 而智儼特別強調「意

識唯識」的行門之意，如此在真妄和合的識中，在實踐上必須藉由意識而歸真，

豁顯出意識居轉識成智上的關鍵性。「意識唯識」之說後來似只在法藏的《華嚴經

問答》卷上曾出現過： 

即以二種唯識為順觀（十二因緣）體，謂：一、梨耶唯識，即以真識為體。

二、意識唯識，即以妄識為體也。逆觀同前。成一緣起無性性觀也。7 

法藏將「梨耶唯識」指定真識為體，「意識唯識」則為妄識，依真妄分，不是依解

行分，這與智儼的意趣不同。所以，智儼的「意識唯識」（行唯識）之說其實未被

法藏等後人採用。何以如此？或許強調「行唯識」是「意識唯識」，傾向於「妄心

觀」，所以法藏才會說「意識唯識，即以妄識為（觀）體」。「意識唯識」較相應於

天台宗觀照意識的「一念無明（即）法性心」的妄心觀，卻不相應於後來華嚴宗、

禪宗注重的「真心觀」，如法藏《五教章》卷二，即說頓教為：「言說頓絕，理性

（真心）頓顯，解行頓成，一念（妄心）不生，即是佛等」8，頓教行門透顯「真

心觀」，這在智儼的著作中尚未如此鮮明。 

 

                              
4 見後文3.1。 
5 見後文3.3.1.4。 
6 真諦譯《攝論釋》：「論曰：『諸師說此意識，隨種種依止生起，得種種名。』釋曰：『諸師謂

諸菩薩。成立一意識次第生起，意識雖一，若依止眼根生得眼識名，乃至依止身根生得身識名，此

中更無餘識異於意識，離阿黎耶識此本識入意識攝，以同類故，此意識由依止得別名。』」大正

31.185a4-10。 
7 大正45.605b10-12。 
8 大正45.481b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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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要問答》的真妄對比 

智儼在《要問答》中的心識思想，以回應玄奘新譯與新唯識學為主，也回應

三階教的如來藏思想（此部份另文於〈智儼的如來藏與佛性思想〉9），整體呈現出

真妄對比、分立的局面。 

（一）〈十九、轉四識成四智義，亦地品不同相處釋〉10 

「十地」是進入證智的階段，智儼於解釋〈十地品〉處論「轉識成智」： 

1.初教的轉八識成四智 

(1)舉《佛地經》的五智（較四智多「清淨法界智」）之說，經中「成所作智，

通成（身口意）三業作用」，並未有八識轉成四智的配屬。11  

(2)舉無性《攝大乘論釋》的轉八識成四智，論中阿賴耶識配大圓鏡智，末那

識配平等性智，前五識配妙觀察智，意識配成所作智，並一一略明其相應之處。

智儼指出《攝論釋》謂「如數次第，或隨所應」12，據此智儼闡釋「但為文意（論

中略明一一相應之處），隨義顯法，取其一義，不得定然」，八識與四智的配當（如

數次第）只是方便隨一義而說，並非固定不融的配比。 

(3)智儼判轉八識成四智的一一別配，在初教可以方便如此說，特別指出「如

《成唯識論》」。智儼此說，實指《佛地經》、無性《攝論釋》較《成論》略勝一疇，

因為在《成論》中將八識與四智別配，卻未交待別配是方便之說。以上智儼所引

之論都是玄奘譯的唯識書，而《成論》代表玄奘自宗的觀點。另，智儼並未舉出

《成論》將妙觀察智配第六識，成所作智配前五識，13 配法與《攝論釋》稍異，

而這其實正可作為別配是「不得定然」的最佳例證。 

2.終教與直進教依意識轉 

終教與直進教的轉識成智是從意識上成立，因為唯有意識有聞思作用，一切

業果皆由意識而緣成，並非分別由八識轉成四智。 

總之，智儼將始終教的「轉識成智」對比，指出八識與四智的一一別配，是

大乘始教中方便分解的纡迴之說，終教、直進教是直接由意識上來說轉成。並特

                              
9 〈智儼的如來藏與佛性思想〉，第三屆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華嚴專宗佛學院。 
10 卷上，大正45.521b-522a。智儼先述終教，後始教，本文對調。 
11 《佛說佛地經》，大正16.721a1-723b2。 
12 無性：《攝論釋》卷9，大正31.483a14。 
13 大正31.56a12-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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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批判代表玄奘自宗的《成論》之說。 

（二）〈二十五、心意識義，十稠林初釋〉14 

《華嚴經》中形容心相的「十稠林」15 ，智儼寄於此處運用判教的架構說明

「諸教內建立心意識差別」，文中重在回應玄奘的新唯識學。 

1.小教：「若依小乘但有六識，義分心意識，餘如小論釋。」智儼說明小乘的

心識思想可謂一筆帶過，其意或是以大乘唯識學來涵蓋小乘之說。 

2.初教：智儼舉出新唯識學論典自身的表白，來證明新唯識學本來就是權立的

大乘初教： 

(1)意引無性《攝大乘論釋》云：「今立異熟賴耶，此亦無傷」。 

(2)《瑜伽師地論》中「異熟受薰為愚者說，於內於外無有薰習，即不見藏住，

能如是知者是名菩薩摩訶薩」，另在《孔目章‧立唯識章》卷一「真妄不同」中也

同樣引《瑜伽論》：「廣辨賴耶薰習成種，判定異熟生滅報分」，「我為愚癡無智者

說」，「我不齊如是說阿賴耶，若知賴耶及陀那識等，於內於外，不見藏住，能如

是知者，是名菩薩菩薩。」16 

智儼解釋，《攝論釋》、《瑜伽論》安立賴耶，「既知無傷（雖不合究竟真理，

但不妨害），故知權立」，是為了接引小乘迴心聲聞（愚者）而廣辨賴耶諸相。因

為「迴心聲聞，未達法空，權舉異熟（賴耶）相，漸引小乘，變易生死，漸向細

滅」，「後知無生」。這應是說，賴耶是微細的生滅之法，若於中不見賴耶（藏識）

常住，即能循序領悟到諸法無有真實（無生、法空）。 

3.終教：相對於賴耶的無有薰習（法空），智儼舉《起信論》的「真如薰無明，

無明薰真如」作為真實說，如有金方能成器。又說「《起信論》為直進菩薩，識緣起

相，即會無生」，也就是說，《起信論》不廣辨賴耶諸相，而說真如緣起，是直接相

應於真理（無生）之教（無生無滅可指空理，也可指真常心體）。又舉《楞伽經》，

智儼解釋異譯本因為染淨開合不同，而形成七識、八識、九識等差異之說。17 

4.八識之義：智儼又略述始教的八識之義。首先就阿賴耶識，引《成唯識論》

卷二「三能變」、「因能變、果能變」的一段文，18 智儼對此引文未加解釋，本

                              
14 卷上，大正45.522c-523a。 
15 後文《孔目章‧立唯識章》「舉數」中釋。 
16 《瑜伽論》卷51，大正580b、581c，說意引要。 
17 《孔目章‧立唯識章》中有詳說薰習依如來藏，參見筆者博論《智儼思想研究》「《攝論》的

八義十九相」（章3.4.3.1）；《楞伽經》之說參見「如來藏存在的論證」（3.4.2.2）。 
18 《成唯識論》原文，見大正31.7b26-7c12。略釋如下：1.三能變：這是將識分為八識，又歸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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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認為智儼引文的目的在於略明識變的原理，「唯識」可說即在明「萬法唯識

變」，識的「能變」之義即是唯識的根本原理，所以智儼引用其文以略明唯識之

理。並且從中也可看出，《成論》雖然建立八識能變之理，但尚未明白終教的真

如隨緣之義。 

又依判教（含三乘教、小乘愚法聲聞、退菩提心聲聞及迴心聲聞、初迴心菩

薩、直進菩薩、一乘）的觀點，判分諸教說末那識的惑執、伏斷、留惑。又略說

到意識及五識、心數等義。 

5.一乘：「此文（以上所說）在三乘，義通一乘用，由同法界故。」這是從一

乘同教導歸三乘於究竟法界的立場，攝收三乘佛法。「又一（乘）教唯一心，顯性

起具德故，如〈性起品〉說。又說十心欲顯無量故，如第九地說。此據一乘別教

言。」一乘別教的心識，總說「唯一心」（性起具德），分別說則為「十心」（無量

心）。但在此智儼未再加以說明，無論一心或十心，都與一切法圓融，如此才是真

正一乘別教之義；否則，唯心之說恐濫終教的「理事無礙」，十心（無量心）之說

則恐濫天台宗所謂的「別教」（別而非圓、非一乘）。 

（三）〈三十六、心數及心所有法〉19 

心數即是心所有法，心數是舊譯，依數目立名，心所有法是玄奘的新譯，依

歸屬立名，智儼在〈心數及心所有法〉中，所述包含新舊譯的諸論，引用並評議

《毗曇論》、《雜集論》、《瑜伽師地論》、《成唯識論》、《顯揚聖教論》、《大乘百法

明門論》等論的觀點。其文要點： 

1.大乘心所有法：有六位，遍行五、別境五、善十一、大煩惱十、隨煩惱二十、

不定四，共五十五個心所。《百法》、《瑜伽》等諸論有所增簡。又從六位的「釋名」、

「對諸門分別」、「約自乘隨意分別（設問釋疑）」來闡釋。 

「對諸門分別」從五門考察心所的性質：20 

(1)約乘分別：以上是大乘始教所立的心數。終教與一乘別教的心數有無量，

                                                                                      

類：第八識是根本識，在識變上能表現「異熟」（變異成熟）的因果作用。第七識是「恒審思量」

第八識的「見分」（相似於主體、能力）為自我，也就是心內執著一內在主體為自我。前六識是眼、

耳、鼻、舌、身、意，也就是能「了別境」（認識境象）的感官與意識。識都有異熟、思量、分別

的功能，而三類識分別在三類作用上表現最為出色。總之，在由主（心）而客（境）的唯識變現上，

三能變建構出存在事物的種類、因果與內心執持的識變原理。2.因能變、果能變與等流、異熟：這

是進一步說明，識變的因果感應中，如何產生同類性與變異性。 
19 卷上，大正45.524c-528b。 
20 鐮田茂雄對照智儼的五門分別與普光的《大乘百法明門論疏》，《百法疏》的五門：諸論不同

（智儼二問意引）、假實分別、四界分別、三性分別、廢立六法，見〈五十要問答心所有法義の

基づく資料について〉，《印佛究》，1958，6.2，頁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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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不同的緣境之下，就會產生不同的差別心。智儼此說，間接表達出，終實

之教是依據實存的狀態，始教則是依據歸納的抽象原則。 

另在《孔目章‧立唯識章》中論「末那識」的相應心所時，始教說末那識有

「五遍行」的心所與「四使（我見、我愛、我慢、我癡）」，「問：《攝論》何故不

明心所有法，但與四使相應？答：《攝論》教興在其熟教。……當知，教高非是初

教，若立心數，即有所妨，於道無益，故不明之。」終教如《攝論》不立心數，

因為「即有所妨，於道無益」，智儼並未闡釋此一重要論點，若以理推之，終教依

止真常心，表現出「會相歸性」的風格，少說法相，多說法性，而唯識始教則多

說法相，少說法性，21順此，智儼之意應為，太多分析心的雜多現象，會迷於枝末，

於體悟實存大道（心體）無益！ 

由上可說，終（實）教依止真常心，展示實存狀況，唯識始教則多以抽象分

析，方便顯示現象差別，使人透過現象上染淨善惡的取捨，而能轉識成智。 

(2)約三性分別：又從「善、惡、無記」與「徧計、依他、圓成」兩種三性考

察心所。 

(3)約諸惑分別：又從「皮、肉、心」、「煩惱障、所知障」、「五住」等惑上考

察心所。這三種惑都是依修行程度對惑的分類。  

(4)對諸識分別：就八識上考察心所。後提及，若就終教言，「賴耶六識等具起

一切法，由唯一識成十一識故」，這是就真常心（一識）融通一切識（十一識）來

說，所以融通地說，則任何一識也統一切識。 

(5)約假實分別：從緣成、本末、理事上分別三種假實。「無性故實，緣成故假」，

「煩惱為本，隨煩惱為末」，「理事相應為實，但理（抽象假立）無事為假」。 

在設問釋疑上，其中一條涉及初終教的重要差別，就三乘初教即說斷惑（煩

惱、不善性的無記等心所），但「若約終教及一乘，則非初非中後，前中後取（或

作「收」）故，即斷而無相，及不可斷故。」這是說，真常心超越時間的前後相（非

初非中後），又顯現出時間的前後相，斷惑（差別惑）其實就是回歸無相真心（超

越差別），惑的本真即是真常心，並不可斷。 

2.小乘心所有法：通大地十、善大地十、小煩惱大地十、大煩惱大地五、不善

大地二、使四、纏三、覺一、觀一等共四十六個心數，智儼對此略同大乘心數的

分類考察。設問中有一條就大小乘對比說，小乘狹劣，「為治麤惑，不假細說」，「相

                              
21 如華嚴宗六祖子璿《起信論疏筆削記》卷2：「三、相多性少，即分教。多說法相，少說性故。

四、性多相少，即終教。多說法性，少說法相。縱說法相，亦不離性故。」大正44.307c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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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者不說」，所以大乘中有些隱細的心數在小乘中即不說。 

3.統論大小乘心所的假實：之前智儼從緣成、本末、理事上分別大乘心所的三

種假實。此處最後又從性空、名言、三性、品類（本末、增微、善惡、違順）等

四方面統論大小乘心所的假實。22 

總之，智儼在〈心數及心所有法〉中，從各方面對大小乘、新舊譯的心所作

了精細繁瑣的考察，其中在判分始終教的差別上與多種假實的建立上，最為重要。 

四、《孔目章》的真妄綜合 

在《孔目章‧名難品初、立唯識章》卷一23，智儼綜合新舊唯識學而「建立唯

識」的系統學說。在《要問答》與《孔目章》中，〈立唯識章〉是智儼最長的單元

論述（長度約同《十玄門》），這是智儼回應玄奘新唯識學的力作，文中引用或評

議《勝鬘經》、《楞伽經》、《地論》、《攝論》、《起信論》、（以上屬真常經論）、《瑜

伽論》、《雜集論》、《顯揚論》、《成論》（以上為新唯識學論典），而以真常經論攝

收新唯識學論典。 

為何〈立唯識章〉是在《華嚴經．明難品》之處建立？本文認為： 

(一)明初學入門：據《搜玄記》卷一的判釋，〈明難品〉是經中解分十信位的

解門，也就是居於瞭解佛法的入門地位，此品論十種甚深，智儼稱第一為「緣起

甚深」，經文提出：「心性是一，云何能生種種果報？」智儼說：「所以初緣起者，

由菩薩初學應先觀諸法如實因緣故也。緣起者，梨耶共善等三性及無為集起故也。」
24 《孔目章‧明難品初、立唯識章》，即是解釋此「緣起甚深義」，並且智儼說，

緣起義是初學應先學的，所以才排在十種甚深義的初首。此中「如實因緣」在《搜

玄記》與《孔目章》中實指圓融互涵的法界緣起，「一心」在《搜玄記》解釋第六

地「一心所作」時，則指《起信論》中真妄和合的「阿梨耶識」。25 

(二)明佛法總綱：《華嚴經》十句式中的第一句，常代表總說。而緣起也正是

佛學的總綱，智儼在〈明難品〉初緣起義中提出〈立唯識章〉，也可說是以唯識的

緣起進路來講法界緣起。〈立唯識章〉即是順經中「一心」的「緣起」，廣以諸經

論講解唯識的義理。 

〈立唯識章〉是智儼唯識思想的代表作，系統嚴整，分十門論述唯識：舉數、

                              
22 詳見筆者博論《智儼思想研究》「阿賴耶識的真妄性質」（章3.4.3.3）。 
23 大正45.543a13-547c7。 
24 《搜玄記》，大正35.28b4-7。 
25 《搜玄記》，大正35.61b1-63b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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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名、出體、明教興意、建立、辨成就不成就、明對治滅不滅、明薰不薰、辨真

妄不同、歸成第一義無性性。底下略述此十門，以見智儼對唯識學的總體觀。又

高峰了州的《華嚴孔目章解說》，對於智儼所論、所引，凡有關的文獻出處、資料，

都充份察考、旁徵博引，形成其解說的主要部份，在這方面本文只採扼要註釋的

方式。 

1.舉數：依數目次序配合佛學名詞來解釋教義，這是佛教常用的方法。智儼依

次列舉一心、三法、八識、九識、十心、十一識、無量心差別相，其對種種心識

的名相，幾乎都未加解釋。首先，「一心」只說「一心即第一義清淨心」，這應是

引《地論釋》，26 智儼開宗明義建立其真常心的基本立場。三法只說「謂唯量唯二

及種種。又有三法，謂心意識。」「唯量唯二及種種」，典出《攝論》、《成論》等

處，27 「唯量」指識的自體，也稱「量果」，「唯二」指識體上變現的見分與相分。

另又有「心、意、識」三法，「眼等五識，意識，末那識，阿賴耶識」等八識，九

識「加阿摩羅識」（無垢識、清淨識），這些都是唯識學上慣見的用法。十心、無

量心相，智儼舉《地論》，以「十稠林」、「乃至無量百千種種心差別相」來形容眾

生心。28 十一識只列名「身識，身者識；受者識、應受識、正受識；世識、數識、

處識、言說識、自他差別識、善惡兩道生死識。」又攝為四，「一似塵識，二似根

識，三似我識，四似識識。」此出《攝論（釋）》。29 以上，智儼以《地論》、《攝

論》為主。 

另〈立唯識章〉第十「歸成無性」中述，此唯識門攝一切法，皆是唯識。或

三、一（本識）、八、九、十一、四識等，這是三乘之說，也是一乘同教。若說唯

十識，乃至種種（無量心相），則是一乘別教。此說同於前文《要問答‧心意識義》

中說。 

2.列名：前文舉數中已大致列名，此處智儼更就「第八識」列出幾個名稱，「謂

阿賴耶識、阿陀那識、心意識，乃至窮生死蘊等，餘七識可知。」另第八識也較

常稱為種子識、異熟識。30 

                              
26 參見《搜玄記》，大正35.63b21。 
27 梁本《攝論》上：「入唯量唯二，種種觀人說」（大正31.119a10）、《成論》卷8「諸聖教說

唯量唯二唯種種。」（大正31.46a24）。 
28 智儼舉《地論》「第九地」云：「是菩薩，如實知眾生諸心種種相，心雜相、心輕生不生相、

心無形相、心無邊一切處眾多相、心清淨相、心染不染相、心縛解相、心幻起相、心隨道生相，

乃至無量百千種種心差別相，皆如實知。」（此是《地論》中所載的《十地經》經文，大正26.187a5-8）

智儼為了配合數目，將這段文分開成十心與無量心。 
29 梁本《攝論》：「虛妄分別所攝諸識差別，何者為差別……」，大正31.118a24-27。梁本世親《攝

論釋》：「虛妄分別若廣說有十一種識，若略說有四種識……」，大正31.181c28-29。 
30 阿賴耶識翻為藏識，有能藏、所藏、執藏等三義，能藏種子，為種子所藏之處，（故也稱種子

識）以及被第七識執藏為我。阿陀那識翻為執持識，此識隨逐於身，執受色根令不失壞。「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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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出體：「究竟用如來藏為體」，心識的究竟本體是真常心，此處智儼舉《勝鬘

經》說明如來藏體「不染而染」、「染而不染」、「生死即涅槃」的性質，以及生滅

心須有不生不滅的本體為究竟依靠。這是「假必依實」的理路。 

4.教興意：智儼引梁本《攝論》謂，佛言心識的微細境界，不是為了聲聞二乘

所說，而是為了菩薩才說的，是為讓菩薩能得「一切智」（通達一切）。31 

5.建立：智儼舉經論中建立「阿賴耶識」的四說。一、智儼引《雜集》、《瑜伽》

等論中阿賴耶識存在的「八相」論證， 幾乎全文照引，對此八相論證未加解釋與

評論，其意應只是先用此來證明阿賴識存在，以此為前提，之後再以《攝論釋》、

《顯揚論》廣為建立阿賴耶識的各方面義理。二、智儼依真諦譯的世親《攝論釋》

的「七義」綱目，以自己的理解加以說明，形成「八義」，表現出智儼消化後的唯

識思想。三、智儼略釋《顯揚論》的「十九相建立」，又略以《起信論》、《勝鬘經》

詮釋。四、智儼說明識的生滅究竟必須依靠不生滅的本體，略說《成唯識論》的

阿賴耶識「但於生死之中，辨因果相生道理」（只具染門），《勝鬘經》具「不染而

染門」，後廣引《楞伽經》十段文證明如來藏存在。這是前述第三「出體」義的回

扣與發揮。 

又從「八門」建立「末那識」：一、辨名者，末那之義為「染污意」。二、體

性者，以心聚為體。三、明建立（論證）者，舉《攝論》中，若無末那識存在，

即成六種過失，反證末那識存在。32四、相應者，一有末那就相續不廢，與我見、

我慢、我愛、無明等四種煩惱相應，及與五種遍行心所相應。五、約對治道辨有

無并辨斷之位分者：末那識是污染意，不相應於無漏道。初見道（初地）位，即

滅末那的迷惑，於後修道位，再滅習氣，引證無性《攝論》之文。33又反對「人言」：

「在修道中滅俱生我，末那俱生（人執）並無明心煩惱（法執）修道斷」，「人言」

                                                                                      

意、識」分別是識的集起、思量、了別的不同功能，通於八識，又可分別配合第八、第七、第六

識的特性。窮生死蘊代表生死輪迴的主體，原乃小乘化地部所稱之名，大乘以第八識相當。異熟

識，為先業的總報果體。 
31 梁本《攝論》云：「（由此心識）微細境界所攝故，（不為聲聞二乘說，為諸菩薩說。）、「應

有勝位，為得一切智[智]，故佛為說。何以故？若離此智得無上菩提（者），無有是處。」智儼所

引與《攝論》原文（大正31.114b）意思大同，文字稍異，括弧中字《攝論》無，方括[智]字，智

儼無。  
32 本文略釋：1.由大乘佛語，「意」（末那）具有「同時依止根」的意思，所以若無末那，意識與

五識則無「同時依止根」，不成同時相似緣境。2.若無末那，第六識得「意識」（依「末那污染意」

之識）之名，即無意義。3.若無末那，無想定（滅前六識）、滅盡定（滅前七識），即無差別。4.

若無末那，意識起解脫分善時，即須是無（我見及我慢）流。5.若無末那，意識起解脫分善時，即

已無我執。6.意識行時，末那常為染污依止。梁本《攝論》上，大正 31.114b。梁本世親《攝論釋》

卷 1，大正 31.158b。《成論》卷 5，大正 31.24c。 
33 「轉染污末那，故得平等性智。初現觀時，先已證得。於修道位，轉復清淨。」無性：《攝論

釋》卷9，大正31.438a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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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指護法或《成論》，智儼質疑「人言」在修道中一起斷人法二執，若如此，「末

那一起，相續緣我不廢，因何得改境起其法執」，不先斷粗的人執，如何斷細的法

執？34不過，在《成論》是就種子與現行，分別而論，人執的現行先斷，即可再斷

法執現行。智儼之說，反映出了始終二教在現象與本體上用功的區別，現象可區

分為種種差別，各種差別中又有淺深，若在本體上用功，則粗惑自然先斷，細惑

隨後根除，直捷簡約，不須細分現象。六、三性分別者：末那識是染污故，「有覆

無記性」攝。七、遍計等三性者：在初教說，末那識屬「依他起性」上的「遍計

所執性」，其法性是「圓成實性」，此「三性」同時也是「三無性」。若在終教，當

體即是真如。若在圓教，一即一切。八、還原顯實者：末那識屬生死邊，即空無

實故。以上，以批判新唯識學，為其特色。 

又略說前六識，意識（第六識）的功能是無邊分別一切處，意識與其五識（感

官認識）的認識對象，或同一或相異，如《要問答》中心數分別等章。 

6.成就不成就：總說「世諦因緣無性故成」，這是依緣起性空的常談。又就心

相上說，依《顯揚論》的四句，論凡聖成就賴耶與轉識的差別狀況。35 若就理體

上說，則依止如來藏，智儼舉《瑜伽菩薩決擇》中云：「若諸菩薩，於內各別，如

實不見阿陀那，不見阿陀那識，不見阿賴耶，不見阿賴耶識，不見積集，乃至是

名勝義善巧，齊此名為於心意識一切祕密善巧。」36 智儼解釋「當知，阿賴耶識

欲成就者，會須通如來藏，始可得成堅實依止。若但取生滅相識，則同七法不住，

非究竟依也。」其意應是將「不見阿賴耶識」作「見於賴耶是如來藏」，所以也可

說不見阿賴耶識。《瑜伽論》中的「不見」，文意應指超越知見，屬否定法，智儼

進而從否定中又肯定，以如來藏詮釋「否定（超越）賴耶」之意。 

7.對治滅不滅：智儼舉經論，「梁《攝論》云：『四德圓時，本識都盡』37，今

言滅（盡）者，《楞伽經》云：『唯心相滅，非心體滅』38。解云：『心相即空，故

                              
34 如《孔目章》卷3：「如十卷《百論》判：分別我見，見道斷。俱生我見，修道斷。」（大正45.569c），

此即護法《廣百論》卷2：「俱身我見，微細難斷……分別我見，麁重易斷，聖諦現觀，初現行時，

便為除滅。」取意。（大正30.196c）又《成論》主張成佛前才頓斷俱生人我執種子，《成論》卷5：

「然此染意相應煩惱，是俱生故，非見所斷。」、「金剛喻定現在前時，頓斷此種」。（大正31.24a） 
35 《顯揚論》卷 17，大正 31.567c。《瑜伽論》卷 51，582a，亦有。1.成就阿賴耶識：「謂無心睡

眠者、無心悶絕者、入無想定者、入滅盡定者、生無想天者。」以上都是不起前六識或前七識（滅

盡定）的「無心位」狀況，總體相應於賴耶。2.成就轉識：「謂住有心位，阿羅漢、獨覺、不退轉

菩薩及與如來。」這是指斷我執的聖者，處「有心位」時，已成就轉識（成智）。3.俱成就：「謂

所餘住有心位者。」這應特別是指，凡夫與三果聖人等，尚有染污的轉識。4.俱不成就：「謂阿羅

漢、獨覺、不退轉菩薩及與如來，入滅盡定，若處無餘依涅槃界。」這是從聖者的無餘涅槃超越一

切現象來說。 
36 節錄《瑜伽論》，大正30.718b21-29。 
37 《攝論釋》卷3，大正31.174a。 
38 意引《楞伽經》，《起信論》也有此說，大正32.57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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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所滅，是名為滅。』故《地論》云：『何滅如虛空，如是滅。』39」這是說，轉

滅賴耶的心相，心體不滅，又依空理，亦無滅相可說。智儼又據《地論》說，40 賴

耶相滅在初地盡，此後得依止真常身修行。若據初教，因無真常身之說，所以要

到十地終心，才能說捨賴耶，成就智身。 

8.薰不薰：依《攝論》「應知勝相」說三種法41（能）薰習阿賴耶識（所），並

未加以解釋。 

9.真妄不同：智儼從諸教廣辨阿賴耶識的真妄之義。42 

10.歸成第一義無性性：引《攝論》、《楞伽經》、《佛性論》，43 歸成唯識尚是俗

諦，因為起心見法則不免戲論，故以「唯一真如，無我實性」為究竟。智儼此說，

是「會相歸性」的進路，強調心不滯於相，而證實性。 

以上十門，綜合新舊唯識經論，判分始終教，並常以真常義詮釋新唯識學。 

五、結語 

    智儼在《要問答》與《孔目章》中對唯識思想的論列相當豐富與系統化，法

藏《五教章》的心識之說大體依據智儼而精簡扼要，且其最後說「其餘義門，如

〈唯識章〉說」，〈唯識章〉可能就是指智儼的〈立唯識章〉。這與一般法藏對

智儼之說會多加闡釋不同，大概智儼的唯識說已相當體系化且多涉及唯識學的內

部細節，以華嚴宗判教的立場（法藏）來看實不必再多說了。又法藏之說中，判

始教的真如「凝然」（不活動），終教「理事無礙」，在表述上更顯畫龍點睛。44 

總之，智儼從學攝地論學派，又批判、綜合新唯識學，涉及唯識學內部頗多細節，

反映出華嚴宗初創時期，順唯識學發展華嚴學的交涉情形。 

                              
39 《地論》卷2：「云何解脫？偈言：『其相如虛空』，無一切煩惱障礙故。」大正26.133b。 
40 智儼意引「十地轉依止，依止常身故，非如無常，意識智依止，無常因緣法。」，此參照《地

論》卷2：「出過於三世轉依止……因緣法」，大正26.133b。 
41 一、名言薰習識。二、見識薰習識，識薰習見識。三、煩惱薰習、業薰習、果報薰習。典出梁

本《攝論釋》卷5，大正31.187c。可對應於《成論》卷八的名言習氣、我執習氣、有支習氣，大正

31.43b。 
42 詳見筆者博論《智儼思想研究》「阿賴耶識的真妄性質」（章3.4.3.3）。 
43 梁本《（攝）論（釋）》卷8：「知塵無所有，是通達真。知唯有識，是通達俗。」（大正31.208c）

《論》（同前）：「初地現證，明得唯識。若知唯識，即是境界。」（大正31.206c，意引）《（四

卷）楞伽》卷4：「心如工伎兒，意如和伎者，五識為伴侶，妄想觀伎眾。」（大正16.510c）《佛

性論》卷1：「一切虛妄，如石女兒，用炎水浴，被龜毛衣，著菟角屣，戴空華冠，入揵闥婆城，

共幻化女戲。」（大正31.791c） 
44 參見《五教章》卷2，大正45.484c11-485b26。 



智儼唯心思想的發展脈絡 217 

 

徵引資料： 

《勝鬘經》，大正 12。 

《楞伽經》，大正 16。 

《佛地經》，大正 16。 

《十地經論》，大正 26。 

《瑜伽師地論》，大正 30。 

《佛性論》大正 31。 

梁譯世親《攝大乘論釋》，大正 31。 

唐譯世親《攝大乘論釋》，大正 31。 

唐譯無性《攝大乘論釋》，大正 31。 

《顯揚聖教論》，大正 31。 

《成唯識論》，大正 31。 

《大乘起信論》，大正 32。 

《搜玄記》，大正 35。 

《起信論疏筆削記》，大正 44。 

《五十要問答》，大正 45。 

《孔目章》，大正 45。 

《華嚴經問答》，大正 45。 

《五教章》，大正 45。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上）》，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89。 

李治華：〈智儼的如來藏與佛性思想〉，第三屆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華嚴專

宗佛學院，2014。 

李治華：《智儼思想研究──以初期華嚴宗哲學的創建過程為主軸》，台北：輔仁

大學哲學博士論文，2008。 

鐮田茂雄：〈五十要問答心所有法義の基づく資料について〉，《印佛究》，1958，

6.2。 

 

 

 

 

 

 

 

 



218 2016 華嚴專宗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