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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如來成所作事品〉中之論題焦點 

在此章中，將要討論的是：眾生如何藉由如來所宣說的三藏中，找尋出

證得解脫的方向與斷除二障的方法？如何透過四種道理的論辯，証得圓成實

相？並藉由轉識成智的理論，由迷惑的世俗者來達到一切智者相與清靜境

界。藉由對於三藏、四種道理、轉識成智的理論探討，希冀能清楚的闡釋《解

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中所要表達的重點：眾生如何除遣無明大夢，以

獲致二智圓具。 

 

第一節  聲聞如何依經、律、論得證圓成實相 

此節是呼應上一章部分的內容，藉由大乘瑜伽行派所提供的方法，來重

新檢視：有情眾生真的可以僅憑藉著自我修習經、律、論，而獲致二障斷除，

並得證圓成實相嗎？釋尊所說明的契經、調伏、本母中的種種事與種種相，

是要一一的如實修習、通達、了知嗎？又如何能得知自己得證圓成實相？ 

 

〈如來成所作事品〉之重新詮釋經典的方式： 
『契經(SUtra)』四十二事 

首先，就〈如來成所作事品〉中所提及之契經(3.R-# *SUtra)而言，此品將

此『契經』分為三個層次：四事、九事、二十九事1，而此三個層次可視為

是教法中義理的解析。就〈如來成所作事品〉中之所謂的四事而言，此中之

「聽聞事」是指聞、思二慧而言，聞是指聽聞教法，思是指思惟義理。所謂

的聞慧者，是指聽聞他人之宣說教法而得之智慧；所謂的思慧者，則是指經

由自我思惟義理而得之智慧，於此尚未有修習的境地出現。此二者即是說明

聲聞與緣覺。所謂「歸趣事」是指佛教中之三歸依而言，其中『歸依

(*2?-?-2!J/-0 *śaraNaM)』含有救濟、救護之義，於《瑜伽師地論》中有所謂：

「由五處觀察所歸，乃可歸依：一、由身業清淨故；二、由語業清淨故；三、

由意業清淨故；四、由於諸有情起大悲故；五、由成就無上法故。2」即是

指必須藉由身、語、意業的清淨，經由正法的指點達到自我救渡的目的。所

                                              
1 參見《解深密經》，《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708～709。或另參見《顯揚聖教論》，《新修大

正藏》卷 31，頁 581～582。 
2 參見《瑜伽師地論》，《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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謂三歸依即指歸依佛3、歸依法4、歸依僧5，這是成為佛教徒所必經之儀式。

而所謂「修學事」是指戒、定、慧三學而言，在《雜阿含》中即有言：「若

彼善男子自隨意所欲而學者，我為說三學。若學此三學，則攝受一切學戒。

何等為三？謂：增上戒學、增上意學、增上慧學。6」，所謂戒學是指經由對

於戒律的奉行而達到防止自我之身、口、意將作之惡業。定學則是藉由對於

戒律的奉行後，所達到的令心攝散澄神，摒除世俗雜念，獲致見性悟道。而

慧學則是藉由先前之戒學與定學的修持來顯發自我之明澈本性，以斷除一切

煩惱，最後致見諸佛實相。此三學是為佛教中修行實踐的基本綱領，由戒中

生定，由定後發慧，最後可成就圓滿之解脫身。最後之「菩提事」是指三十

七菩提分法而言，所謂的三十七菩提分法即是指四念住、四正斷、四神足、

五根、五力、七覺支、八聖道7而言，是指藉由前述之聽聞事、歸趣事、修

學事而能具足聞、思、修之三慧後，而能修持的三十七菩提分法8。而另根

據《顯揚聖教論》之偈頌：「聞十二分教，三最勝歸依，三學三菩提，為有

情淨說。9」所言，可知《顯揚聖教論》認為因十二分教中具有經、律、論

藏之特性，所以釋尊藉由宣說十二分教來達到：「為令聖教得久住故，以諸

善妙名句字身，如其所應次第結集，次第安置，以能綴緝引諸義利，引諸梵

行種種善義。10」之目的，並且為令眾有情能獲致清淨而宣說十二分教，希

望眾有情能歸趣於佛、法、僧，並以戒、定、慧三學來成就聲聞菩提、獨覺

菩提與無上正等菩提。因此，於〈如來成所作事品〉與《顯揚聖教論》偈頌

中之所言雖不盡相同，但皆是意指「聞思二慧」、「三歸依(triśaraNagamanaM)」、

「三學(tri śikSa)」與「三十七菩提分法(saptatriMśat bodhipakSīyadharmāH)」等四個

佛教次第修法的階段，其所宣說的目的就是在於：使眾有情聞法趣入，歸敬

三寶，最後獲致正覺圓滿的境界。 

                                              
3 據《發智論》認為：「諸歸依佛者，何所歸依？答：若法實有現、有想等想，施設言說，名為佛

陀。歸依彼所有無學成菩提法，名歸依佛。」，《新修大正藏》卷 26，頁 924。 
4 據《發智論》認為：「諸歸依法者，何所歸依？答：若法實有現、有想等想，施設言說，名為達

磨。歸依如是愛盡離滅涅槃，名歸依法。」，《新修大正藏》卷 26，頁 924。 
5 據《發智論》認為：「諸歸依僧者，何所歸依？答：若法實有現、有想等想，施設言說，名為僧

伽。歸依彼所有學無學成僧伽法，名歸依僧。」，《新修大正藏》卷 26，頁 924。 
6 參見《雜阿含》，《新修大正藏》卷 2，頁 210。 
7 參見《大般涅槃經》，《新修大正藏》卷 1，頁 193。 
8 《大毘婆沙論》認為：「三十七菩提分法，亦是世尊契經所說。」，《新修大正藏》卷 27，頁
496。 
9 參見《顯揚聖教論》，《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508。 
10 參見《顯揚聖教論》，《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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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所謂的九事11而言，此中之「施設有情事」是指釋尊所說之色、受、

想、行、識之五蘊。「彼所受用事」是指藉由五蘊而產生之六根與六境等十

二處。「彼生起事」是指藉由五蘊與十二處而觀察到的十二緣起。「彼生已住

事」是指藉由五蘊而觀段、觸、思、識等四食。「彼染淨事」是指藉由十二

緣起而知四聖諦，而感受生死流轉之苦，從而將此心轉向欲證涅槃還滅的清

淨。「彼差別事」是指有情界、器世界、法界、調伏有情界、調伏方便界之

五界。「能宣說事」是指諸佛及諸佛弟子。「所宣說事」是指四念住等諸法。

「諸眾會事」是指剎利眾、婆羅門眾、居士眾、沙門眾、四天王眾、忉利天

眾、魔眾、梵天眾等八眾12。而此九事所著重的是在於釋尊依眾有情之「五

蘊 (paJca skandha)」來察考「十二處 (dvādaśa āyatana)」、「十二分緣起

(dvādaśaGgapratītyasamudpāda)」、「四食(catvāriāhārāH)」、「四聖諦(catvāri ātyasatya)」、

「五界」等最接近眾有情之種種諸法相，而釋尊依這些法相而宣說「三十七

菩提分法」供眾有情次第修持。而「宣說者」與「與會者」則是對於佛教法

會參與者的描述。而宣說此九事的目的就是在於：使眾生藉由對於色、受、

想、行、識的觀察瞭解生命自體的組成結構，並從中體會到諸行無常、諸法

無我，眾世俗相皆是由惑、業、苦的緣起相互鈎鏈而成的。進而從釋尊之演

說法會中體會到生死流轉之苦，從而欲出離生死之苦，得寂滅涅槃之境界。

於此《瑜伽師地論‧攝事分》總結道：「謂於是中，世尊觀待彼彼所化，宣

說如來及諸弟子所說相應；蘊、界、處相應；緣起、食、諦相應；念住、正

斷、神足、根、力、覺支、道支、入出息念、學、證淨等相應；又依八眾，

說眾相應。後結集者，為令聖教久住，結嗢拖南頌，隨其所應次第安布。13」。 

就所謂的二十九事而言，此中又可分為屬於雜染的四類與屬於清淨的二

十五類。首先，就依雜染品的四類而言，「有攝諸行事」是指依有情眾生之

生命自體的五蘊，能總攝世俗有為法的雜染諸行。而「彼次第隨轉事」則是

指這些眾生的雜染諸行在生死流轉中次第展現，而釋尊依此宣說十二緣起。

而「即於是中作補特伽羅想已，於當來世流轉因事」是指在此生死流轉的諸

                                              
11 另《瑜伽師地論‧本地分》中載：「應知諸佛語言，九事所攝。云何九事？一有情事、二受用

事、三生起事、四安住事、五染淨事、六差別事、七說者事、八所說事、九眾會事。有情事者，

謂五取蘊。受用事者，謂十二處。生起事者，謂十二分事，緣起及緣生。安住事者，謂四食。染

淨事者，謂四聖諦。差別事者，謂無量界。說者事者，謂佛及彼弟子。所說事者，謂四念住等菩

提分法。眾會事者，所謂八眾。」，參見《瑜伽師地論》，《新修大正藏》卷 30，頁 294。 
12 參見《長阿含》，《新修大正藏》卷 1，頁 16。 
13 參見《瑜伽師地論》，《新修大正藏》卷 30，頁 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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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染行中，若有不明的眾生將此五蘊視為這是一切自我主宰之來源的中心，

而說我能修行、我持戒、我如法相應，則此是人我執。最後之「作是想已於

當來世流轉因事」則是指在此生死流轉的諸雜染行中，若有不明的眾生將此

十二因緣作為自性實有而觀之，則此是法我執。而由此二執，則為未來世流

轉之因。就依清淨品的二十五類而言，又可分為世間清淨事四類與出世間清

淨事二十一類14。就世間清淨事四類而言，其中「有繫念於所緣事」是指欲

界眾生聽聞釋尊宣說正法，以正法為緣繫念不忘四念處等種種方便法門，成

就聞所成慧。「即於是中勤精進事」是指於先所聞之正法中，如理作意，精

進推求審度，成就思所成慧15。「心安住事」是指：由前二項之聞所成慧與

思所成慧，而使心安住於現所緣之正法，得未至定16。而「現法樂住事」則

是指於據前三事而得根本禪，於禪定中享受現法之妙樂17。以上為四種世間

清淨事。而就出世間清淨事二十一類而言，又可分為六類：「一、明依一事

說順解脫分，二、明依四事說順決擇分，三、明依四事說見道，四、明依六

事說修道，五、明依四事說無學道，六、明依二事說殊勝及非殊勝。18」，

此中之「超一切苦緣方便事」是欲脫離一切苦而獲致解脫，故為順解脫分19，

其內涵是指由觀四聖諦可知，唯有知苦、斷集、證滅、修道，才是眾生離苦

緣方便法門20。以下四事皆因以無漏智明白判斷四諦，故為順抉擇分21，其中

「彼遍知事」是指從觀苦諦中瞭解世間一切皆是苦事，而此復分為三種，顛

                                              
14 此依圓測之分類，參見《測疏補篇》，頁 15。遁倫則將此分為：世間善法與出世淨，參見《瑜

伽論記》，《新修大正藏》卷 42，頁 787 
15 據《顯揚聖教論》所言：「繫念於所緣者，謂四念住。精勤者，謂四正斷修靜定者，謂四神足。」，

《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560～561。 
16 根據《大毘婆沙論》所言：「未至定中，有三十六菩提分法，唯三十三俱時現前，除三念住。

所以者何？以四念住所緣各別。」，《新修大正藏》卷 27，頁 497。 
17 如《雜阿毘曇心論》所言：「初禪若有善，說名現法樂者，淨無漏初禪現法安樂住，是名修定

得現法樂。」，《新修大正藏》卷 28，頁 937。 
18 此依圓測之分類，參見《測疏補篇》，頁 16。而遁倫則將此分為：「下有二十一事是出世淨，

於中一是解脫分、四是順決擇分、四是見道、六是修道、四是無學道、後二校量顯勝。」，參見

《瑜伽論記》，《新修大正藏》卷 42，頁 787。 
19 依《大毘婆沙論》所言：「善根有三種：一順福分、二順解脫分、三順決擇分。⋯⋯順解脫分

善根者，謂種決定解脫種子，因此決定得般涅槃。」，《新修大正藏》卷 27，頁 34～35。 
20 依《大般若波羅蜜多經》則知：「諸菩薩摩訶薩行深般若波羅蜜多，起厭離心除五境欲，滅諸分

別，修無上道，是時此性名為出離，超一切苦故名寂靜，是究竟法世所樂求，一切種智常住微妙。」

，《新修大正藏》卷 7，頁937。而圓測認為：「有一類言，解脫分善有二種境：一、是以超一切

流轉苦為所緣境，二、是以涅槃之方便為所緣境故名超一切苦緣方便事。」，參見《測疏補篇》，

頁 16。 
21 依《大毘婆沙論》所言：「順決擇分善根者，謂煖頂忍世第一法。」，《新修大正藏》卷 27，
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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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遍知所依處是指眾生不迷惑於世間所產生之顛倒眾相中，而知欲界苦。依

有情想外有情中，邪行遍知所依處是指由於眾有情知真理，不被煩惱與彼所

起業行所迷惑，而知色界苦。內離增上慢遍知所依處是指眾有情於依正法修

諸禪定中，必知四無色處不是究竟解脫，而瞭無色苦。「修依處事」則是指

眾有情依止正行，於集諦中漸次斷除諸煩惱與諸惡行。「作證事」是指從觀

苦、斷惑中獲致涅槃解脫。「修習事」是指修習三十七菩提分法22。以下四

事因以無漏智現觀四諦後，依照其理斷除諸惑，故為見道。「令彼堅固事」

是指於見諦修行中，不再退墮。「彼行相事」是指依觀四諦時，各有四種差

別，於其時所產生之十六種行相23。「彼所緣事」此是指依四諦十六行相所

緣之事。「已斷未斷觀察善巧事」是指於見道中之修行者，除觀察自身見惑

已斷，但必須瞭解自身之修惑未斷，故需時時觀察精進。以下六事為入見道

後，初證四諦之真理，於此真理中更加修習，故為修道。「彼散亂事」是指

修行者已出見道，但尚未入於修道，於其中漸起散亂心。「彼不散亂事」是

指在修道過程中，若未入禪定時，心所起之各散亂相，但入於禪定中則不起

散亂。「不散亂依處事」是指若依於根本禪，則不起散亂。「不棄修習劬勞

加行事」是指在修道中不畏勞苦、精進修習，斷除一切煩惱。「修習勝利事」

是止於修道中，得入涅槃解脫，不再退墮，故名勝利。「彼堅牢事」是指修

道者因瞭知一切煩惱、斷除一切煩惱，信心堅固不動，已如金剛心一般堅硬

不被任何事物、煩惱所破壞。 

以下四事是由於已達涅槃，無迷惑可斷，亦無可修學，故為無學道。「攝

聖行事」其中聖行是指佛及菩薩之所行處24，即是證涅槃、得菩提智。「攝

聖行眷屬事」即是指一切福慧。「通達真實事」是指由菩提智通達一切諸法

之真實義。「證得涅槃事」是指於諸心心法滅之滅盡定中而般涅槃。以下言

殊勝與非殊勝二事，「於善說法毘奈耶中，世間正見超昇一切外道所得正見

                                              
22 不僅是眾有情需修三十七菩提分法，連菩薩也皆需修三十七菩提分法，如《維摩詰所說經》中

所言：「三十七道品是菩薩淨土，菩薩成佛時念處、正勤、神足、根、力、覺、道，眾生來生其

國。」，《新修大正藏》卷 14，頁 538。 
23 依《俱舍論》所言之「四諦十六行相」有：「謂苦聖諦有四相：一非常、二苦、三空、四非我，

待緣故非常，逼迫性故苦，違我所見故空，違我見故非我。集聖諦有四相：一因、二集、三生、

四緣，如種理故因，等現理故集，相續理故生，成辦理故緣，譬如泥團、輪、繩、水等眾緣和合

成辦瓶等。滅聖諦有四相：一滅、二靜、三妙、四離，諸蘊盡故滅，三火息故靜，無眾患故妙，

脫眾災故離。道聖諦有四相：一道、二如、三行、四出，通行義故道。」，《新修大正藏》卷 31，
頁 137。 
24 參見《大般涅槃經》，《新修大正藏》卷 12，頁 4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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頂事」是指於法律25中順解脫分所攝之世間正見是超越外道所得之正見，而

為世間究竟唯一之正見，此即為佛法之殊勝處。「及即於此不修退事」是指

若於此善說正見之法毘奈耶中，若不依正法修習即是退墮，也不能見佛法之

殊勝處。而「於善說法毘奈耶中，不修習故，說名為退，非見過失，故名為

退」，圓測認為此句是答外道諍論26。依此句之意是指：若自始即不修習此

善說正見之法毘奈耶，此即是退墮，而非此法律有過失而成邪見，即是因未

得、未修正法而說名為退。 
 

『調伏(Vinaya)』七相 
其次，就〈如來成所作事品〉中所提及之調伏(:.=-2 *Vinaya)而言，是以

討論別解脫與別解脫相應之相為主。首先，〈如來成所作事品〉中所謂：「若

於是處，我依聲聞及諸菩薩，顯示別解脫及別解脫相應之法，是名調伏。27」，

其中「別解脫」是指對於對於釋尊所宣說之種種律軌，能夠一一個別的解脫

其過非，而獲得真正身心自在，根據部派之《大毘婆沙論》所言，可將一切

律儀分為四種，而別解脫律儀所指涉的是欲界戒28；另依《華嚴經》所言，

則可分為二種戒，一是菩薩戒、另一是別解脫戒，依持此二戒則能得圓滿知

識法29。此中所謂的別解脫律儀的集結是以《別解脫經》為代表，如《根本

薩婆多部律攝》所言：「言別解脫者，由依別解脫經，如說修行，於下下等

九品諸惑，漸次斷除永不退故，於諸煩惱而得解脫，名別解脫。又見修煩惱

其類各多，於別別品而能捨離，名別解脫。30」，而《大般若波羅蜜多經》

中也言：「佛於淨教毘奈耶中，說別解脫相應戒經，菩薩應學不見戒相及能

受持，不著戒見亦不著我，無二無別自性離故。31」。而所謂的「別解脫相

                                              
25 如《瑜伽師地論》所說：「善說法者，道理所攝故，任持勝德故。毘奈耶者，隨順一切煩惱滅

故。」，《新修大正藏》卷 30，頁 762 
26 參見《測疏補篇》，頁 22。 
27 參見《解深密經》，《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709。 
28 參見《大毘婆沙論》：「一切律儀總有四種：一、別解脫律儀，二、靜慮律儀，三、無漏律儀，

四、斷律儀。別解脫律儀者，謂欲界戒。靜慮律儀者，謂色界戒。無漏律儀者，謂無漏戒。斷律

儀者，謂離欲界染。九無間道中所有靜慮無漏戒廣說。」，《新修大正藏》卷 27，頁 84。而《俱
舍論》則認為：「律儀差別略有三種：一、別解脫律儀，謂欲纏戒。二、靜慮生律儀，謂色纏戒。

三、道生律儀，謂無漏戒。」，《新修大正藏》卷 29，頁 72。 
29 參見《華嚴經》：「言有二種戒，具足受持，則得圓滿善知識法。何等為二？一菩薩戒、二別

解脫戒。持是二戒，則能圓滿善知識法，如佛所說，自不持戒，令他持戒，自未調伏，令他調伏，

無有是處。」，《新修大正藏》卷 10，頁 814。 
30 參見《根本薩婆多部律攝》，《新修大正藏》卷 24，頁 525。 
31 參見《大般若波羅蜜多經》，《新修大正藏》卷 7，頁 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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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之法」即是指相關於律儀的一切法，促使眾生依循律軌，從律儀中所宣說

的一切過非中解脫出來。若依律宗之分析，可分為通戒與別戒二大類：通戒

就是所謂的三聚淨戒，即是所謂的攝善法戒、攝眾生戒、攝律儀戒32。 

另外，關於別解脫律儀相有幾相？於《俱舍論》中將別解脫律儀33分為

四體八相：其中以苾芻律儀、勤策律儀、近事律儀、近住律儀為四體，以苾

芻律儀、苾芻尼律儀；正學律儀；勤策律儀、勤策女律儀；近事律儀、近事

女律儀；近住律儀等八相34。在〈如來成所作事品〉中所論述的別解脫相有

七事35：「宣說受軌則事」是指不論是受比丘戒或菩薩戒，都有其一定的界

定範圍與儀式，而宣說這些戒律的種種，是名宣說受軌則事。「宣說隨順他

勝事」是指宣說四他勝處法36，此四他勝處法為菩薩戒中最重要、最根本的

戒律，如受者能堅守此四法而不犯，則是勝他處法。「宣說隨順毀犯事」是

指釋尊宣說犯戒緣、所犯戒之罪責等，故言宣說隨順毀犯事。「宣說有犯自

性」是指於凡夫中，皆有犯戒之可能性，而眾生則必須時時審視、防範犯戒

之可能性，故言宣說有犯自性。「宣說無犯自性」是指聖者已證得聖果，由

於有先前之攝持，故已無犯戒之可能性出現，故言宣說無犯自性。「宣說出

所犯」是指當於犯戒之後，眾生如何悔過，出離引發犯戒之種種雜念，還復

清淨之心。「宣說捨律儀」是指有些佛弟子因特別之因緣而捨戒還俗。 
而於〈如來成所作事品〉中，對於戒律七相所要詮釋的是：一、說明一

般佛教戒律中的受戒儀式與戒律的內容。二、說明傳統五戒中之殺、盜、淫、

妄等四波羅夷，此被視為佛教中之根本重罪。三、說明除根本重罪外，其他

                                              
32 參見《菩薩瓔珞本業經》，《新修大正藏》卷 24，頁 1020。 
33 印順法師認為：「優婆塞戒也好，沙彌戒也好，比丘戒也好－七眾的別解脫戒，從菩提心出發

而受持的，就是菩薩的別解脫律儀。」，參見釋印順，2001：293。 
34 參見《俱舍論》：「別解脫律儀相差別有八：一、苾芻律儀，二、苾芻尼律儀，三、正學律儀，

四、勤策律儀，五、勤策女律儀，六、近事律儀，七、近事女律儀，八、近住律儀。如是八種律

儀相差別，總名第一別解脫律儀。雖有八名，實體唯四：一、苾芻律儀，二、勤策律儀，三、近

事律儀，四、近住律儀。唯此四種別解律儀皆有體實，相各別故。」，《新修大正藏》卷 29，頁
72。 
35 另參見《顯揚聖教論》也有相似之文句，《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582。 
36 如《瑜伽師地論》所載：「如是菩薩住戒律儀，有其四種他勝處法。何等為四？若諸菩薩為欲

貪、求利、養恭敬、自讚、毀他，是名第一他勝處法。若諸菩薩現有資財、性慳財故，有苦、有

貧、無依、無怙、正求財者來現在前，不起哀憐而修惠捨，正求法者來現在前，性慳法故，雖現

有法而不給施，是名第二他勝處法。若諸菩薩長養如是種類忿纏，由是因緣不唯發起麤言便息，

由忿蔽故加以手足塊石刀杖，捶打、傷害、損惱有情，內懷猛利忿恨意樂，有所違犯他來諫謝不

受、不忍、不捨、怨結，是名第三他勝處法。若諸菩薩謗菩薩藏，愛樂宣說、開示、建立像似正

法，於像似法或自信解、或隨他轉，是名第四他勝處法，如是名為菩薩四種他勝處法。」，《新

修大正藏》卷 30，頁 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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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失較為輕之戒律內容。四、說明眾生於攝持戒律中需要注意的部分與攝持

戒律的進程。五、說明離犯戒律之過失。而這些所關涉的就是：釋尊對於為

了避免佛弟子於世間的種種行為受染污而產生偏差，而宣說這些戒儀，希望

佛弟子對於這些能將其導向清淨無惱的戒律，能夠個別地瞭知、解脫戒律中

所顯現的過非，從隨順律儀的種種法則中，真正獲得身心之大解脫。另外，

依據印順法師所言：「中國一向所說的菩薩三聚淨戒，以七眾律儀為菩薩的

「攝律儀戒」，出於『解深密經』、『瑜伽師地論』，是中期大乘(依本書，
應稱為後期大乘)的後起說。37」，而此中所謂的「七眾」是指：「苾芻、苾

芻尼、正學、勤策男、勤策女、近事男、近事女38」，而所謂的「攝律儀戒」

是指：涵攝於菩薩一切戒中之律儀戒、攝善法戒、攝眾生戒，而且此律儀戒

是指七眾所受戒，在家、出家隨其所應39。並且依持此攝律儀戒，能讓眾生

斷捨諸惡與諸煩惱，成為修證法身之因。而這些皆是以大乘時期所出現的律

典為主，重新詮釋律典中所述及的戒律之受持對象、受戒儀式與戒律的內

容、攝持戒律的進程、離犯戒律之過失，以及釋尊所宣說的根本重罪、與其

他過失較為輕之戒律內容。 

 
『本母(MātRkā)』十一相 

再者，就〈如來成所作事品〉中所提及之本母(3-3R *MātRkā)40而言，是討

論本母中所展現的十一種相為主，於品中所言：「若於是處，我以十一種相，

決了、分別、顯示諸法，是名本母。41」。而AsaGga於SNAb中又將其再歸類

為五個層次42，以下條列分析此五個層次： 

一、所宣示性相：世俗相、勝義相 

二、遍計性相：菩提分法所緣相、行相、自性相 

三、果性相：彼果相、彼領受開示相 

四、此等障礙與攝受性相：彼障礙法相、彼隨順法相 

                                              
37 參見釋印順，1994：1189～1190。 
38 參見《瑜伽師地論》，《新修大正藏》卷 30，頁 511。 
39 參見《菩薩地持經》，《新修大正藏》卷 30，頁 910。 
40 其中《顯揚聖教論》有異於此品之譯，為：「復次，佛世尊以十一種相，顯了、分別、開示諸

法，是名摩怛履迦藏。云何名為十一種相？一、世俗諦相；二、勝義諦相；三、菩提分法所緣相；

四、此行相；五、此自體相；六、得此果相；七、此領受顯了相；八、此障礙法相；九、此隨順

法相；十、此過患相；十一、此稱讚相。」，參見《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582。 
41 參見《解深密經》，《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709。 
42 參見本文之〈附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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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過患與功德性相：彼過患相、彼勝利相 

而「世俗相」是指眾生現所見的迷惑現實，是釋尊為施設虛妄假有而安

立之諸法相。此中包含三種，一、是「宣說補特伽羅」：即謂因應眾生將攝

諸行的五蘊，執為一切有主宰作用之實體個我(補特伽羅)的存在，故於此宣說

補特伽羅虛妄不可得。二、是「宣說遍計所執自性」：是謂眾生於種種諸法

中起種種計度、執著與分別而不自知，是故釋尊宣說此種周遍於一切境，分

別計度之妄執性者，其也是虛妄不可得。三、是「宣說諸法作用事業」：即

是釋尊所宣說之世俗諸法作用是必假因緣、無自體存在的。「勝義相」是指

不可言說、絕諸表示、息諸諍論、超越一切尋思之境相。如聖道、涅槃、真

如等皆是超越世俗的真理。而於此中，宣說七種真如 (.J-28A/-*A.-i3-0-2./ 

*sapta-vidhā tathatā)：流轉真如、相真如、了別真如、安立真如、邪行真如、清

淨真如、正行真如43，而於《瑜伽師地論》中認為此七真如是「七種慧清淨

相44」。其中，「流轉真如」是指以一切有為諸法相而言，一切生死的流轉

並非是以自在為其不變之因，而是此以分別、依他之因緣而起，此乃真實不

虛。「相真如」是指於一切諸法上之是人無我、法無我的。「了別真如」是

指一切行皆是唯識性。「安立真如」是指釋尊所宣說的諸苦諦。「邪行真如」

是指釋尊所宣說的諸集諦。「清淨真如」是指釋尊所宣說的諸滅諦。「正行

真如」是指釋尊所宣說的諸道諦45。此中所謂的「菩提分法所緣相」是指釋

尊宣說三十七菩提分法與其所緣之境，依此而使眾生遍知勝義與世俗二諦之

                                              
43 依玄奘於《解深密經‧分別瑜伽品》言：「此復七種：一者流轉真如，謂一切行無先後性；二

者相真如，謂一切法補特伽羅無我性及法無我性；三者了別真如，謂一切行唯是識性；四者安立

真如，謂我所說諸苦聖諦；五者邪行真如，謂我所說諸集聖諦；六者清淨真如，謂我所說諸滅聖

諦；七者正行真如，謂我所說諸道聖諦。」，《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699。 
而《測疏》另言：「七真如者：一、流轉真如，謂有為法流轉實性；二、實相真如，謂二無我

所顯實性；三、唯識真如，謂染淨法唯識實性；四、安立真如，謂苦實性；五、邪行真如，謂

集實性；六、清淨真如，謂滅實性；七、正行真如，謂道實性。此七實性圓成實攝根本，後得

二智境故。」，卷十三，頁 21～22。 
44 參見《瑜伽師地論》：「謂於七真如，又無分別離諸戲論，純一理趣多所住故，無量總法為所

緣故，及毘缽舍那故，能善成辦法隨法行，是名七種慧清淨相。」，《新修大正藏》卷 30，頁 732。 
45 另參見《華嚴經隨疏演義鈔》所言：「一、流轉真如作意：謂已見說諸菩薩，以增上法行善修

治作意，於染淨法時，思惟諸行無始時來流轉實性，既思惟已離無因見及不平等見。二、實相真

如作意：謂如前說，乃至於染淨法，因思惟諸法眾生無我性及法無我性，既思惟已一切身見，及

思惟分別，眾相作意不復現行。三、唯識真如作意：謂如前說，乃至於染淨法所依，思惟諸法唯

識之性，既思惟已如實，了知唯心染故，眾生染；唯心淨故，眾生淨。四、安立真如作意：謂如

前說，乃至於染淨法體，思惟苦諦既思惟已，欲令知，故為有情說。五、邪行真如作意：謂如前

說，乃至染污法因思惟集諦，欲令斷，故為有情說。六、清淨真如作意：謂如前說，乃至於清淨

法體，思惟滅諦既思惟已，欲令證，故為有情說。七、正行真如作意：謂如前說，乃至於清淨行，

思惟道諦既思惟已，欲令修，故為有情說。」，《新修大正藏》卷 36，頁 398。 

 102



第三章  第一節  聲聞如何依經、律、論得證圓成實相 

一切法相。論及「行相」，最常見者是指散見於原始佛典中的「四諦十六行

相46」而言，此即是修行者依循釋尊之教理，以觀悟四諦之理來修習而得證

的內容。於此觀悟過程中，修行者一一對於觀察苦、集、滅、道，並且針對

心中所浮現之種種影像加以分別、解了。並且於此行相中，宣說八種行觀47：

諦實、安住、過失、功德、理趣、流轉、道理、總別。首先，所謂的「諦實

(2.J/-0 *satya)者」是指以根本智來現觀諸法，而不棄自性、能知此非虛妄真

如。第二，所謂的「安住($/?-0 *sthāna)者」包含了「或安立補特伽羅；或復

安立諸法遍計所執自性；或復安立一向、分別、反問、置記；或復安立隱密、

顯了、記別、差別」四部分，這是指釋尊為了使眾生能理解佛法，因此安立

人我二執來說世俗法、安立四記48來解答眾生之疑惑、或以隱密、顯了、記

別、差別的方式來表現各種不同的教法意涵。第三，「過失(doSa *R/)者」是

指釋尊說法為了要讓眾生理解與對比，而宣說諸雜染法。第四，「功德(;R/-+/ 

*guNa)者」是指釋尊所顯現之種種清淨的法門，讓眾生有依循的途徑來修行。

第五，所謂的「理趣(5= *naya)者」，其中包含了六種理趣49：真義理趣、證

得理趣、教導理趣、遠離二邊理趣、不可思議理趣、意趣理趣50。第六，「流

                                              
46 參見《俱舍論》，《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137。 
47 參見《大乘義章》另譯為：「八行觀者，如地持說：於八境界涉求名行，照察稱觀，理實通觀

一切諸法，今此且就一色論之，餘類可知。名字是何？一者觀色、二觀色集、三觀色滅，亦名色

離、四觀色道、五觀色味、六觀色過，亦名色患、七觀色出、八觀色第一義。」，《新修大正藏》

卷 44，頁 734。 
48 如《佛地經論》中所言：「言四記者：一、一向記，二、分別記，三、反問記，四、默置記。」，

《新修大正藏》卷 26，頁 320。 
49 參見《雜集論》中所載：「理趣門者：謂若處，顯示六理趣義。何等為六：一、真義理趣，二、

證得理趣，三、教導理趣，四、離二邊理趣，五、不思議理趣，六、意樂理趣。如是六種，前三

如其次第應隨後三決了。如愛味經中，佛告諸比丘，於色有味乃至廣說，此中顯示：由遠離增益

損減二邊理趣決了真義理趣，有味、有患、有出離者，顯離損減邊，於色乃至於識者，顯離增益

邊，由顯示染污、清淨，唯依諸蘊，不依我故，乃至告諸比丘，我自證知由此故，乃至已證覺無

上正等菩提者，顯由不思議理趣決了證得理趣，此顯真證內自所受故，如是一切經皆是教導理趣，

應隨意樂理趣決了，謂依所遍知事、所遍知義、遍知、遍知果、彼證受、意樂說此經。所遍知事

者，謂色等。所遍知義者，謂有味等。由此差別義，遍知色等事故。遍知者，謂於五取蘊由如是

三轉如實遍知。遍知果者，謂從此諸天世間乃至并天人皆得解脫乃至極解脫。彼證受者，謂自證

知我已證覺無上正等菩提。」，《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766。 
50 如《注大乘入楞伽經》中所言：「問理趣解釋幾差別？大般若經理趣分說：諸法皆空，無生無

滅，無自性性，離一切相，不可願求，然第一義湛然常住。解深密經應機解釋，通說有六：一、

真義理趣：謂二障淨智所行真實。二、證得理趣：謂於真義得如實知。三教導理趣：謂自證已開

示眾生。此三為本，後三解釋。四、離二邊理趣，謂有問言：云何名為真義理趣？應答彼言：非

有非無，非常非斷。五、不思議理趣，謂有問言：云何證得？應答彼言：謂不思議，若於諸法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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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0 *pravRtti)者」是指於世俗的一切，皆是在三世(過去、現在、未來)流轉、

三有為相(生相、住相、滅相)流轉與四緣(因緣、增上緣、所緣緣、等無間緣)流轉中

變動不已。第七，「道理(< A$?-0 *yukti)者」，其中包含四種道理：觀待道理、

作用道理、證成道理、法爾道理。第八，「總別者」是指於諸法宣說中，先

總說一句法義已後，再由以後後其他的諸句，加以差別、分別、究竟、顯了

的方式一一的說明下去。「自性相」是指依止於三十七菩提分法中，能於此

依緣而行。「彼果相」是指修於三十七菩提分法中，能斷除世間一切諸煩惱；

由斷除諸煩惱而得世出世間的諸果功德。「彼領受開示相」是指以由修三十

七菩提分法中所獲得的諸果功德，能以解脫智而領受之，並且將此功德利益

廣為他人宣說開示，使眾生能領受此一無上法樂。「彼障礙法相」是指於修

三十七菩提分法中，能了知與能不執著修行中所產生的諸障礙染污法。「彼

隨順法相」是指在修三十七菩提分法中，能多多的思維教理中所提示的不

淨、諸苦、無常與無我等，使得所修更得精進。「彼過患相」是指當修三十

七菩提分法時，有前所說的障礙法生起，則可能會使所修之菩提分法無法完

成，進而造成戒學與定學上的退墮與起種種顛倒妄想的過失。「彼勝利相」

是指前所說之彼諸隨順法中的修行功德，能幫助菩提分法的修行更為圓滿

中，而能成就種種功德，是名彼勝利相。 

 
宣說化身三藏如何令眾生速得解脫： 

在〈如來成所作事品〉中有言：「曼殊室利菩薩復白佛言：世尊！凡有

幾種，一切如來身所住持言音差別？由此言音所化有情，未成熟者令其成

熟，已成熟者緣此為境，速得解脫。佛告曼殊室利菩薩曰：善男子！如來言

音略有三種：一者契經、二者調伏、三者本母。51」，於此是將前章所述之

佛經身作為如來言音52教化有情的化身來看待，如《大般若波羅蜜多經》中

所說：「若菩薩摩訶薩，於如是入諸字門，得善巧智，於諸言音所詮、所表

皆無罣礙，於一切法平等空性，盡能證持於眾言音，咸得善巧。53」一般。

因此於《解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中所提及之『契經』、『調伏』、『本

                                                                                                                                     
離戲論，爾時證得真勝義性，故知言說皆非真實。六、隨眾生所樂理趣，謂有問言，云何教導？

應答彼言：隨諸眾生意樂各異，順彼所欲，方便開示。」，《新修大正藏》卷 39，頁 440。 
51 參見《解深密經》，《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708。 
52 此言音即是釋尊八十相隨好中之第七十三相，如《大般若波羅蜜多經》中所說：「世尊一音演

說正法，隨有情類各令得解。」，《新修大正藏》卷 6，頁 968。 
53 參見《大般若波羅蜜多經》，《新修大正藏》卷 5，頁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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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之三層次來分析釋尊之言說法門而言，其中反覆論及聞思二慧、三歸依、

三學、三十七菩提分法、五蘊、十二處、十二緣起、四食、四聖諦、五界、

八眾、人執、法執、禪定、根本禪、解脫分、抉擇分、見道、修道、無學道、

涅槃、菩提智、補特伽羅、八行觀、七真如、染污法、清淨法等佛教次第修

法的法門與階段。而關於『契經』四十二事所著重的是：大乘瑜伽行派欲藉

由對於『契經』的重新詮釋，運用最核心的「佛法知識系統主題」與「主題

詞」的應用，重新建構出大乘瑜伽行派所特有的佛教知識系統，正如《瑜伽

師地論》中所言：「云何契經？謂薄伽梵於彼彼方所，為彼彼所化有情。依

彼彼所化諸行差別。宣說無量蘊相應語、處相應語、緣起相應語、食相應語、

諦相應語、界相應語、聲聞乘相應語、獨覺乘相應語、如來乘相應語；念住、

正斷、神足、根、力、覺支、道支等相應語；不淨、息念、諸學、證淨等相

應語。結集如來正法藏者，攝聚如是種種聖語，為令聖教久住世故，以諸美

妙名句文身，如其所應，次第安布，次第結集。54」，顯示大乘瑜伽行派透

過運用十二分教的方式重新解構釋尊所宣說的諸法門，重新進行建構與詮

釋。另關於『調伏』七相所著重的是：如法修行者之內在的調和、藉由釋尊

所制訂的戒律來控御身口意三業，以此來制伏諸惡行之滋生。重點是在於：

令眾生離過順法，究竟出離世俗煩惱。但戒律的功能不僅如此，印順法師認

為：「律儀有三類：一、如真智現前，以慧而離煩惱，就得道共律儀。二、

如定心現前，以定而離煩惱，就得定共律儀。三、如淨信(信三寶四諦)現前，

願於佛法中修學，作在家弟子，或出家弟子，就得別解脫律儀。55」，因此

必須要真切的淨信與誓願修學，才是釋尊宣說戒學的根本，也是《解深密經‧

如來成所作事品》所要強調的調伏之真正要義。最後關於『本母』十一相所

著重的是：「為欲對治自見、取執、隨煩惱故，建立阿毘達磨藏」與「為令

智者論議、決擇、受用法樂住故，建立阿毘達磨藏。56」，因此大乘瑜伽行

派藉由對於阿毘達磨藏的諸論典研究，抉擇十一相來說明眾生應如何對治、

決了、分別顯示一切法義。如此才能「唯願世尊為諸菩薩略說契經、調伏、

本母、不共外道陀羅尼義。由此不共陀羅尼義，令諸菩薩得入如來所說諸法

甚深密意。57」。 

                                              
54 參見《瑜伽師地論》，《新修大正藏》卷 30，頁 418。 
55 參見釋印順，《成佛之道(增注本)》，2001：179。 
56 參見《集論》，《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686。 
57 參見《解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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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於此為何要言大乘瑜伽行派藉由「佛法知識系統主題」與「主題詞」

來重新詮釋三藏系統？所謂「佛法知識系統主題」，是林崇安經由對於《雜

阿含經》主題內容的解析，而認為釋尊所教導的佛教知識系統中，最核心的

佛法主題有十七事：五蘊、內外六處、十二緣起、四食、四聖諦、界、受、

四念住、四正斷、四神足、五根、五力、七覺支、八道支、入出息念、三學、

四證淨。而此十七事又可依於「境、智」二類而開展成「境、行、果(根、道、

果)」。此中，由「境」含攝「蘊、處、緣起、食、諦、界、受」等七事，由

「智」含攝「四念住、四正斷、四神足、根、力、覺支、八聖道、入出息念、

三學、四證淨」等十事，林崇安認為《雜阿含經》以此十七事建構出釋尊所

說的佛教知識系統的大綱58。而「主題詞」則是郭忠生採用現代文獻資料處

理研究法中，對於可規範、檢索之文獻所建構出來的一種語詞形式，最主要

的目的是將其作為理解佛教知識體系的一種工具，成為輔助研究者對於文獻

的掌握、研究與表現文獻所蘊含之具體論述的相關標引、指示的功能。而這

種「主題詞」可藉由單詞式、整合式、結構式的方式，進行管理、分類、分

析、歸納整個佛教所建構之龐大的知識系統。藉由主題詞的標引、指示，達

到對於整個知識體系之完整檢索的功能，吾人可以運用此種功能所揭示之文

獻之中心思想、主要問題與對象、體系之間的差異與互補，從而建構出自成

體系的另一套新知識系統，並且能適用到原先已存在之各種知識體系之中
59。以林崇安所提之「佛法知識系統主題」十七事而言，其所指涉的也是涵

蓋於「主題詞」之中，這是因為：「佛教的「主題詞」，有的已經是知識內

容的一部份，並不是另一序列的存在。60」 
於今可知大乘瑜伽行派藉由此主題詞的分析與對於佛法之事主題體系

的解析，將自原始佛教、部派佛教與大乘初期佛教以來所建構的知識系統、

修行實踐之理論體系，進行全盤性的整理、重構與批判、創新。此「佛法知

識系統主題」與「主題詞」二詞，雖是現代學者針對佛教文獻解讀而提出的

二種解構性、分析性之研究工具。但是吾人可看出，就《解深密經》之全經

理論架構而言，大乘瑜伽行派其所採取的方式即是：採取以解除空宗之隱

晦、詳盡分析部派所著重的「迷惑之現實」，以契合原始佛教的了義之說，

成就其為善解釋尊密意之深密教理的經典立場。並且於〈如來成所作事品〉

                                              
58 參見林崇安，〈《阿含經》中所建構的佛教知識系統〉，2002.a：12。 
59 參見郭忠生，2003.a：35。 
60 參見郭忠生，2003.a：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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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採取如《大毘婆沙論》所說的世俗正法與勝義正法的分類一般，世俗正法

即是所謂的經、律、論；而勝義正法則是所謂的無漏三十七菩提分。並且《大

毘婆沙論》將對象又分為：「行法者亦有二種：一、持教法；二、持證法。

持教法者，謂讀誦、解說素怛纜等。持證法者，謂能修、證無漏聖道。若持

教者相續不滅，能令世俗正法久住；若持證者相續不滅，能令勝義正法久住。

彼若滅時，正法則滅。故契經說：我之正法，不依牆壁柱等而住，但依行法

有情，相續而住。61」。因此對於十七事、三歸依、人執、法執、禪定、解

脫分、抉擇分、三道、涅槃、菩提智等一一的法門以或整合，或重構的方式

來重新說明此由契經攝四十二事分別諸法、由調伏攝七相顯示別解脫與別解

脫相應之法、本母攝十一相對治、顯了、分別顯示諸法門。藉由分別契經、

調伏、本母之三個說法層次，一一以不同的面向解析眾生要如何擺脫「迷惑

之現實」，入於解脫生死煩惱之境界。 
而以〈如來成所作事品〉中所宣說的『契經』而言，四事首先所要詮釋

的，是釋尊於原始佛教對佛弟子之知識理論之確立與修習諸法門的說明，著

重在於二慧、三皈依、三學與三十七菩提分法。其此，對於九事所詮釋的，

則是藉由宣說法會的形式與說法的對象，從另一面向重新察考釋尊所宣說的

蘊、處、緣起、緣生、食、諦、界等基礎概念，這些都是於部派佛教經典中

時常討論，並且非常重視的62。再者，二十九事所欲詮釋的，則是以上二者

為基礎，以大乘的立場詳細說明：如何從迷惑世間的染污諸法中，藉由正法

之宣說來覺知到自我之五蘊、諸法相緣起的流轉、人我二執所造業的狀態

下，進行三十七菩提分與禪定之修習，獲致聞思所成慧，以觀四諦而知苦、

斷集、證滅、修道，進而成就出世間之修道與無學道，終入涅槃而不退。於

此隱含大乘佛教中對於阿羅漢之證悟過程與菩薩修證十地經歷63的說明。如

此三層次所要宣說的皆是《解深密經》之前出現的經典所論及的種種理論與

種種法門，也是林崇安所列舉之佛法知識系統主題的十七事為基礎，僅是於

〈如來成所作事品〉中以不同的名相重新說明「境」、「智」之相互關係，

並以此重新歸納、建構成三個『契經』所含攝的層次。並且透過這些主題詞

                                              
61 《大毘婆沙論》，《新修大正藏》卷 27，頁 917～918。 
62 郭忠生認為此九事依《瑜伽師地論‧攝事分》的分析，可分為『能說』、『所說』、『所為說』

三個層次，而這樣的結構就是「一切佛語」經典部分集出的最初形態。參見郭忠生，2004.a：50
～55。 
63 可參見《解深密經‧地波羅蜜多品》之說明，《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703～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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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反覆的解構與建構，可發現佛教的基礎知識理論體系於此三個層次中，可

依對象修證的程度不同，而展現出層層含攝，事事交融的樣貌。 
而這些契經四十二事、調伏七相、本母十一相的分類方式，就AsaGga

而言，這些都是如來法身為了要透過化身來教化迷執眾生，而安立與正確地

宣說三藏，以對治世俗間眾生所迷執的愚癡法而建立的。而釋尊之所以顯

了、分別、開示這些諸法性相的目的除了要對治世俗之愚癡法外，另外其最

主要的目的是在於：「諸比丘美妙，寂靜離諸漏，離欲離繫縛，無執受涅槃，

任持最後身，摧伏魔所使。64」，而於此所強調的是：聲聞乘除了一方面要

藉由經典所建構的知識系統中了知種種法門背後所隱含的真理法相；另一方

面是要透過戒律的攝持與諸性相的展現與瞭解，達到離欲斷惑、終得涅槃境

界的目的。另外就菩薩乘而言，正如論中所載：「又諸菩薩起正願心求菩提

時，發如是心，說如是言：願我決定當證無上正等菩提，能作有情一切義利，

畢竟安處究竟涅槃及以如來廣大智中，如是發心，定自希求無上菩提，及求

能作有情義利。是故發心，以定希求為其行相。65」一般，這是說明菩薩以

許多的方便行中，發菩提心，以希求無上菩提及希求利益一切眾生為相，而

這些都是在諸經論中所宣說的種種法相中，促使諸菩薩求渡一切眾生利益。

如此，釋尊才能透過對於契經、調伏、本母以及不共陀羅尼義66的宣說，讓

眾生藉由佛經身的宣說與修持，獲致涅槃解脫的境界。 
 
 

                                              
64 參見《顯揚聖教論》，《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583。 
65 參見《瑜伽師地論‧菩薩地發心品》，《新修大正藏》卷 30，頁 480。 
66 《解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中言：「由此妄見，謂我見、我聞、我嗅、我甞、我觸、我知、

我食、我作、我染、我淨，如是等類邪加行轉。若有如實知如是者，便能永斷麁重之身，獲得一

切煩惱不住，最極清淨，離諸戲論，無為依止，無有加行，善男子！當知是名略說不共陀羅尼義。

」，《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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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如何以四種道理獲致一切智相與清靜境界 

本節是欲透過觀待道理、作用道理、證成道理、法爾道理來說明如何以

此四種道理來獲致一切智相與清靜境界。於此四種道理的解說部分，有坂本

幸男、梶山雄一67、吉水千鶴子68都對此有詳盡的研究，因此本節將藉由前人

的研究，概略的顯現佛教邏輯與一切智相之間的關係。 

 

關於「道理(nyāya,yukti)」的字辭釋義： 

所謂的『道理(<A$?-0 *nyāya,yukti)』，首先就nyāya而言，其有方法(method)、

規則(rule)、原初形態(an original type)、規範(standard)等意味69，古譯為「正理」。

就nyāya之意涵而言，梶山雄一引富差延那(Vātsyāyana)所言：「借助於量(pramāNa)

來考察對象是正理(nyāya)。即依據知覺和聖言的推理；這是『推究』。也就

是說，用知覺和聖言再次考察 (anvlks)已知的情況，因此叫anvikSaNa(推

究)。......但與知覺和聖言相矛盾的推理不外是似正理(nyāyābhāsa)。」而認

為：「正理」不僅是邏輯學，更特別指『推理』而言；而這種推理依據知覺

與聖言，所以不能違背它們；而量(pramāNa)意味著得到確實知識的手段以及

知識本身。並且梶山雄一認為：正理(nyāya)並不只是以思維法則為主題的純

粹邏輯學，而是依據聖言的推理，以「我」等為對象的邏輯考察來考量70。

而相對於nyāya的字義而言，yukti則有不同的認定，就梶山雄一所認為yukti
是「論理」之意；而Steinkellner則認為yukti應為Argumentationsweise(論理法)、

Begründungsmethode(論證方法)71；而佐久間秀範則認為應將yukti等同於yoga
也等同於upāya，此三字義皆為方法、Stimmigkeit之意72；而Oberhammer則認
為yukti為Denken in Zusammenhängen(思想的連貫性)73；吉水千鶴子則認為yukti
是：「対象となるものごとに定まって観察されるある根本的な法則74」，

以及可從「考察対象を理解するともの拠り所であるから「正しい方法」

                                              
67 參見梶山雄一，〈佛教知識論的形成〉，2003。 
68 參見吉水千鶴子，〈SaMdhirmocanasūtra Xにおける四種のyuktiについて〉，1996。 
69 參見M. Williams，1999：572。另參見武邑尚邦，《佛教論理學の研究》，1988：18。 
70 參見梶山雄一，《印度邏輯學論集》，1987：9。 
71 參見吉水千鶴子，1996：125、127。 
72 參見Sakuma，Die ĀśrayaparivRtti-Theorie in der Yogācārabhūmi，1990Ⅱ：99。 
73 參見吉水千鶴子，1996：125。 
74 參見吉水千鶴子，1996：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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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ga),「方便」(upāya)なのである。75」方面來考察其意義。並且吉水千鶴子

又參考坂本幸男76、Śrāvakabhūmi(〈梵文聲聞地〉)77與矢板秀臣78的論述，認為

Lamotte、梶山雄一應將nyāya改為yukti才是適切的。而就藏文之<A$?-0 而言，

其含有合理、應該、適宜、原因、理路、道理、如(四諦十六行相之一)之意79。

而就漢譯而言，求那跋陀羅譯為『成80』；菩提流支譯為『相應81』、『善淨

堪智82』；真諦、玄奘則譯為『道理83』。而玄奘譯為『道理』，可能是因：

「云何名為如所有性？謂若所緣是真實性、是真如性，由四道理具道理性。
84」，或其依「云何應理語。謂依四道理。能引義利稱實而語。名應理語。85」

之義，而譯為『道理』，其目的即是在建立「道理極成真實86」。 
 

四種道理之作用與一切智之關係： 
以下將說明由道理所言生出的四種道理其作用為何？如何藉由此四種

道理獲致一切智相與清淨境界。首先，在《解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中

將「道理」分為：觀待道理、作用道理、證成道理、法爾道理87等四種。而

宣說此四種道理的目的為何？在經典中，認為建立「道理」的目的是在於：

                                              
75 參見吉水千鶴子，1996：134。 
76 參見坂本幸男，〈經典解釋の方法論の研究(上)〉，1937.a：44～49。 
77 參見声聞地研究会，《瑜伽論‧声聞地》，1998：237。 
78 參見矢板秀臣，〈四種道理について一資料〉，1989.a：70。 
79 參見張怡蓀，2003：2690。 
80 參見《相續解脫如來所作隨順處了義經》，《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719。 
81 參見《深密解脫經》，《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686。 
82 參見《十地經論》，《新修大正藏》卷 26，頁 125。 
83 參見《如實論》，《新修大正藏》卷 32，頁 29；參見《雜集論》，《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745。而《顯揚聖教論》中則言：「道理真實者，謂正智者有道理義。諸聰叡者、諸黠慧者、諸推

求者、諸審察者、住尋思地者、具自辯才者、處異生位者、隨觀察行者，依現比至教三量，極善

決擇智所行所知事，以證成道理所建立故，是名道理真實。」，《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507。 
84 參見《瑜伽師地論》，《新修大正藏》卷 30，頁 427。 
85 參見《瑜伽師地論》，《新修大正藏》卷 30，頁 855。 
86 《瑜伽師地論》：「云何道理極成真實？謂諸智者有道理義，諸聰叡者、諸黠慧者、能尋思者、

能伺察者、住尋伺地者、具自辯才者、居異生位者、隨觀察行者、依止現比及至教量，極善思擇

決定智所行所智事，由證成道理所建立、所施設義，是名道理極成真實。」，《新修大正藏》卷

30，頁 486。 
87 《如實論》則譯為：「於世間中立四種道理：一、因果道理；二、相待道理；三、成就道理；

四、如如道理。」，《新修大正藏》卷 32，頁 29；另《十地經論》則譯為：「善淨堪智有四種：

一者緣、二者法、三者作、四者成。善知此義，成不成相故。如經與善淨智差別入故。」，《新

修大正藏》卷 26，頁 125；《大乘莊嚴經論》：「道理假建立有四種：一、相待道理，二、因果

道理，三、成就道理，四、法然道理。」，《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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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法勤審觀察88」、「因辯觀察契經等法89」、「思惟諸蘊相應言教90」、

「正思能起正見91」或建立「道理極成真實」等方面，因此由上述《集論》、

《雜集論》、《瑜伽師地論》、《大乘莊嚴經論》所引之文可知，大乘瑜伽

行派對於『道理』的施設如同正理學派(Nyāyasūtra)對於正理(nyāya)的施設一

般，皆是藉由量(pramāNa)的考察來判斷對象是否合乎正理；所不同的是大乘

瑜伽行派是對於釋尊所宣說的十二分教正法來加以思維考察，是針對宿習、

無知、猶豫、顛倒、執著等諸漏習氣加以摒除，而達到開顯正論、滅除邪說

的目的。如此觀察所有言教，思惟一切所說正法，因而展現其目的為「審正

觀察、聞思正法92」，以達至「善淨堪智」的目的。即是以『法(dharma)』作

為思維、考察的對象，而將道理(yukti)作為獲致正法的手段93。因此如同《顯

揚聖教論》所言：所謂的道理真實者，即是擁有道理義的正智者，而且這些

對於正法觀察的聰叡者、黠慧者、推求者、審察者、住尋思地者、具自辯才

者、處異生位者、隨觀察行者，依現量、比量與聖教量來決擇其智所行、所

知之事，並且以證成道理來建立其個人之清淨智慧，如此可名之為道理真實
94。而藉由觀察事物的因果關係、事物的相對關係中，觀察、尋找、獲得正

確與清淨的知識，即是此四種道理所要表達、建立的95。因此《如實論》中

言：「於世間中，言說為果，道理為因。世間中，若見果則知有因，若見言

                                              
88 《集論》的解釋是：「若欲於法勤審觀察，由幾道理能正觀察？由四道理，謂：觀待道理、作

用道理、證成道理、法爾道理。」，《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687。 
89 《雜集論》的解釋是：「因辯觀察契經等法，應當解釋諸法道理，由依此道理，能觀彼法故。

問：若欲於諸法正勤審觀察，由幾種道理能正觀察耶？答：由四種道理：謂觀待道理、作用道理、

證成道理、法爾道理。」，《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745。 
90 參見《瑜伽師地論》中所言：「觀察諸蘊相應言教，如由算數行相及稱量行相，觀察諸蘊相應

言教，如是即由二種行相。觀察其餘所有言教，如是總名審正觀察。思惟一切所說正法，如是名

為聞思正法。......云何以稱量行相？依正道理，思惟諸蘊相應言教，謂依四道理無倒觀察。何

等為四？一觀待道理、二作用道理、三證成道理、四法爾道理。」，《新修大正藏》卷 30，頁 419。 
91 《大乘莊嚴經論》中則言：「問何故正思能起正見？此已成就不應更思。何故正見能斷煩惱及

得於滅？此已成就不可更思。諸如是義悉是法然道理，如此四種名道理假建立。」，《新修大正

藏》卷 31，頁 653。 
92 參見《瑜伽師地論》，《新修大正藏》卷 30，頁 419。 
93 在《瑜伽師地論‧聲聞地》中有言：「云何六事差別所緣毘缽舍那？謂尋思時，尋思六事：一

義、二事、三相、四品、五時、六理，既尋思已，復審伺察。」，於此即在說明大乘瑜伽行者在

進行毘缽舍那時有所謂的三門六事，而最後一事：『理』，即是所謂的四種道理，大乘瑜伽行者

藉此來審察於止觀修習中所修的法門是否無誤，是否能斷除諸貪、嗔、癡、煩惱等。參見《新修

大正藏》卷 30，頁 451、453。或參見吉水千鶴子，1996：136；矢板秀臣，1989.a：70～72。 
94 參見《顯揚聖教論》，《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507。 
95 《顯揚聖教論》：「道理施設建立者，有四種道理：一觀待道理、二作用道理、三證成道理、

四法爾道理，是名道理施設建立，應知！」，《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519。另外，坂本幸男認
為此四種道理其實是以思惟形式的立場來對於經典之解釋方法論進行考察。參見坂本幸男，

1937.a：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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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則知有道理。96」，即是說明為何要在世俗間建立觀代、作用、證成與法

爾等四種道理。 

首先，就觀待道理(vR?-0:A-<A$?-0 *apekSāyukti)97而言，《瑜伽師地論》認為：

「謂略說有二種觀待：一生起觀待、二施設觀待。生起觀待者，謂由諸因諸

緣勢力生起諸蘊，此蘊生起要當觀待諸因諸緣。施設觀待者，謂由名身、句

身、文身，施設諸蘊。此蘊施設要當觀待名句文身，是名於蘊生起觀待施設

觀待。即此生起觀待施設觀待，生起諸蘊施設諸蘊，說名道理瑜伽方便，是

故說為觀待道理！98」。另外所謂的觀待道理也可解釋為：從事物的因果關

係上，觀察出事物的道理。如〈聲聞地〉中所說的：在不淨觀的修習中，首

先僅能見到自身之色相與身形，如能於此中瞭解不論是壽、煖、青瘀、骨鎖，

皆是父母不淨和合所生、糜飯等食之所增長、此身先業煩惱之所引發。藉由

此因、此緣、此由藉故，瞭知這些都是暫時而皆悉充滿不淨的，如此依世俗

而求勝義，即是煩惱的斷滅，如是依觀待道理尋思此一道理99。 

其次，就作用道理(L-2-LJ.-0:A-< A$?-0 *kāryakāraNayukti)100而言，《瑜伽師地論》

認為：「云何名為作用道理？謂諸蘊生已由自緣故，有自作用各各差別，謂

眼能見色，耳能聞聲，鼻能嗅香，舌能嘗味，身能覺觸，意能了法。色為眼

境，為眼所行，乃至法為意境，為意所行。或復所餘如是等類，於彼彼法別

別作用，當知亦爾。即此諸法各別作用，所有道理瑜伽方便，皆說名為作用

道理！101」。另外所謂的作用道理也可解釋為：從事物的相對關係上，尋找

出之間的道理。如在不淨觀中，能尋思觀待道理，而能在作意思惟道：於此

不淨中，若能依正法如是地善修、善習、善多修習，思思念念如何能斷除己

                                              
96 參見《如實論》，《新修大正藏》卷 32，頁 29。 
97 《探玄記》認為：「觀待有二：一、俗諦緣起，要相待生，因此通染淨。二、真諦之理，待了

因顯，此唯約淨。」，《新修大正藏》卷 35，頁 148；《大乘莊嚴經論》：「相待道理者，所謂

正思。由待正思，出世正見方始得起。離正思惟，更無別方便故。」，《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653。 
98 《瑜伽師地論》，《新修大正藏》卷 30，頁 419。 
99 另參見mDo btus pa，北京版：〈觀待道理相第一品〉的說明：64a5～70a2；或散見於 66a7、70a3、
70b7、100a3中。另參見吉水千鶴子，1996：130～131。 
100 《探玄記》：「一、緣起諸法，各有業用。二、真如法界，依持等用。」，《新修大正藏》卷

35，頁 148；《大乘莊嚴經論》：「因果道理者，所謂正見及果。」，《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653。 
101 《瑜伽師地論》，《新修大正藏》卷 30，頁 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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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之欲、貪，若於如此作意思惟，則欲、貪定當能斷除，如是而以作用道理

來尋思彼此之間的道理102。 

再者，就證成道理(:,.-0<-12-0:A-<A$?-0 *upapattisādhanayukti)103而言，《瑜伽

師地論》認為：「云何名為證成道理？謂一切蘊皆是無常，眾緣所生苦空無

我，由三量故，如實觀察。謂由至教量故，由現量故，由比量故。由此三量

證驗道理，諸有智者心正執受安置成立，謂一切蘊皆無常性，眾緣生性、苦

性、空性，及無我性。如是等名證成道理！104」。另外所謂的證成道理也可

解釋為：經由形式論法的推衍，而得知的道理。而若在不淨觀中，如能瞭知

事物間的因果關係與相對關係後，又能憶起釋尊所宣說之聖教量(若於不淨，

善修、善習、善多修習，能斷欲貪
105)，而使自身能現見諸不淨，進而如理作意、

思惟、修習，而令欲貪除遣不再纏生，則是現證量。或作意思惟欲貪纏生，

而求諸法以對治之，則是以比度量而可得。如此以三量立證諸煩惱該當斷

除，如是而名依證成道理尋思彼理106。 

最後，就法爾道理((R?-*A.-GA-<A$?-0 *dharmatāyukti)107而言：《瑜伽師地論》：

「云何名為法爾道理？謂何因緣故，即彼諸蘊，如是種類，諸器世間如是安

布。何因緣故，地堅為相、水濕為相、火煖為相、風用輕動以為其相。何因

緣故，諸蘊無常、諸法無我、涅槃寂靜？何因緣故，色變壞相、受領納相、

想等了相、行造作相、識了別相？由彼諸法，本性應爾、自性應爾、法性應

爾。即此法爾說名道理瑜伽方便。或即如是，或異如是，或非如是，一切皆

以法爾為依，一切皆歸法爾道理。令心安住令心曉了，如是名為法爾道理！

                                              
102 另參見mDo btus pa，北京版：〈作用道理相第二品〉的說明：70a3～70b6。另參見吉水千鶴子，

1996：131。 
103 《探玄記》：「一、比量成立。二、現量成立。」，《新修大正藏》卷 35，頁 148；《大乘莊
嚴經論》：「成就道理者，所謂以現等量簡擇諸法。」，《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653。 
104 《瑜伽師地論》，《新修大正藏》卷 30，頁 419。 
105 如《雜阿含》所載：「爾時，世尊告諸比丘：當修不淨觀，多修習已，當得大果大福利。云何

修不淨觀，多修習已，得大果大福利？是比丘不淨觀，俱念覺分，依遠離、依無欲、依滅、向於

捨，修擇法、精進、喜、猗、定、捨覺分，依遠離、依無欲、依滅，向於捨。」，《新修大正藏》

卷 2，頁 197。 
106 另參見mDo btus pa，北京版：〈因證成支分第三品〉的說明：70b7～75b6。另參見吉水千鶴子，

1996：131～132。 
107 而《探玄記》則言：「一、諸緣起法，有佛、無佛性，從緣起。二、真如、法界性自平等。」，

《新修大正藏》卷 35，頁 148；《大乘莊嚴經論》：「法然道理者，所謂不可思議處，此法已成

故如。」，《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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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另外所謂的法爾道理也可解釋為：先於經驗的公理、定律。如在不淨

觀中，已能瞭知欲、貪、煩惱該斷，並且能思惟作意：如是之法成立法性，

但難思法性、安住法性。如在修不淨中，能與欲貪作對治與斷除，但應瞭知

無我如如、無常如如、寂靜如如，是故不應思議、不應分別、唯應信解。如

是名依法爾道理尋思彼理109。 
經由此種繁複程序而得的四種道理，並不是皆是正確、清淨的。如所宣

說的與諸量不相違語，令正覺悟，則是正確的證成道理；若是所宣說的與諸

量相違語，令生邪見，就不是正確的證成道理。因此就《解深密經‧如來成

所作事品》中認為有五種情況下所導演出來的證成道理是正確的；而相對的

在另外七種狀況下所產生出來的證成道理是不正確的。以下分別列舉五種清

淨相與七種清淨相： 
五種清淨相：                     七種不清淨相： 
現見所得相。                     此餘同類可得相。 
依止現見所得相。                 此餘異類可得相。 
自類譬喻所引相。                 一切同類可得相。 
圓成實相。                       一切異類可得相。 
善清淨言教相。                   異類譬喻所得相。 

非圓成實相。 
非善清淨言教相。 

首先，就五種清淨相而言，Ⅰ現見所得相是指：根據世間當下親自得到

的事實，見到的現象，應有世俗說法的正確性。Ⅱ依止現見所得相是指：普

遍依據現件所得的事實，比較測度，知道一切現象事物有三種性質：剎那性、

他世有性、淨不淨業無失壞性。Ⅲ自類譬喻所引相是指：將已經共知、共許、

共認可的事物，用以譬喻未共知、未共許、未共認可的事物。Ⅳ圓成實相是

指：將當下現見的事實，或依照事實所得的直接知識，或依自類引喻所得的

知識，在共同所要成立的過程中，圓滿地令其成立，決定能成。Ⅴ善清淨言

                                              
108 《瑜伽師地論》，《新修大正藏》卷 30，頁 419。 
109 參見《瑜伽師地論》，《新修大正藏》卷 30，頁 453；或參見吉水千鶴子，1996：132～133、
138。另參見mDo btus pa，北京版：〈法爾道理第十四品〉的說明：102b2～103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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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相是指：瞭知一切智者所宣說之涅槃究竟寂靜的聖教量110。《解深密經‧

如來成所作事品》中認為：透過此五種清淨相的證成，可獲得一切智相。 

其次，就七種不清淨相而言，此是以九句因來檢討所謂的不正確之七種

不清淨相。所謂的九句因是指： 

　同品有，異品有(因的範圍為同品與異品之總和).......不定 

　同品有，異品非有(因與同品的範圍相等)..............正 

　同品有，異品有非有(因涵攝同品，以及部分異品).....不定 

　同品非有，異品有(因與異品的範圍相等)............相違 

　同品非有，異品非有(因不涵攝同品及異品)..........不定 

　同品非有，異品有非有(因只攝異品之部分)..........相違 

　同品有非有，異品有(因涵攝異品以及部分同品).......不定 

　同品有非有，異品非有(因只攝同品之部分)............正 

　同品有非有，異品有非有(因涵攝部分同品及部分異品)..不定 

就七種不清淨相而言，此處所謂的「同類」、「異類」只是比較法與法

間之同類或異類，如《瑜伽師地論‧本地分》中談到「論所依」所言：「能

成立法有八種者：一、立宗；二、辯因；三、引喻；四、同類；五、異類；

六、現量；七、比量；八；正教量。111」，這並不是等同於「合」與「結」
112。而若配合九句因來說明，則首先應注意到：這是因(中詞)與所立法(大詞)

之間的九種排列，若因的集合大於所立法的集合，就成了似因。而所立法的

整個集合，就是所謂的「同品」，所立法之外的，就是所謂的「異品」。若

同品整體皆被因的集合所涵攝，因此稱之為「同品有」；若同品整體皆不具

有因則稱之為「同品非有」；若於同品中一部份具有因，而另一部份不具有

因，則此稱之為「同品有非有」。而異品的配合也是如此結構。 

就所謂的七種不清淨相而言，所謂此餘同類可得相，此於因明中是指：

同品有非有，因此犯了九句因中之第七、第九項之過失。所謂此餘異類可得

相，此於因明中是指：異品有非有，因此犯了九句因中之第三、第六、第九

項之過失。所謂一切同類可得相，此於因明中是指：一切同類即是全分同品，

                                              
110 梶山雄一將此五相另外解釋為：具有知覺對象的特徵、屬於其內部之知覺對象的特徵、本身及
作為同類喻例被引用的特徵、完全的特徵、極清淨的傳承教理的特徵。參見梶山雄一，2003：78
～81；參見坂本幸男，1937.a：44；吉水千鶴子，1996：144。。 
111 參見《瑜伽師地論》，《新修大正藏》卷 30，頁 356。 
112 如《集論》中所言：「合者，為引所餘此種類義，令就此法正說理趣。結者，謂到究竟趣所有

正說。」，《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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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犯了九句因中之第一、第三項之過失。所謂一切異類可得相，此於因明

中是指：一切異類即全分異品，因此犯了九句因中之第一、第四、第七項之

過失。所謂異類譬喻所得相，此於因明中是指：異類一分與全分，因此犯了

九句因中之第一、第三、第四、第六、第七、第九項之過失。所謂非圓成實

相，此於因明中是指：犯有因明三十三過(宗九過、因十四過、喻十過)，即是犯

了九句因中之第一、第三、第四、第五、第六、第七、第九項之過失，即是

言：若於證成道理中，論式的不完備或不合三量，皆非圓成實相。所謂非善

清淨言教相，此於因明中是指：若不是經由善巧的觀察，或於事實無徵，或

理路不清無法建立正確的論式，或無法以清晰的道理考察，皆是犯了九句因

中之所有過失。因此，由此七種不清淨相的論證，讓眾有情加以對照、審思，

如此纔能擺脫諸惡趣，證入無上教法。另外，圓測並舉《因明入正理論》中

之六種不定因來說明前五項不清淨相113可攝六不定因114，即是：此餘同類可

得相攝於「同品一分轉異品遍轉」、「俱品一分轉中同品一分轉」。此餘異

類可得相攝於「異品一分轉同品遍轉」、「俱品一分轉中異品一分轉」。一

切同類可得相攝於「共不定」。一切異類可得相攝於「不共不定」。異類譬

喻所得相攝於「俱品一分轉」115。 
 
 

                                              
113 即是指：此餘同類可得相、此餘異類可得相、一切同類可得相、一切異類可得相、異類譬喻所

得相。 
114 即是指：共不定、不共不定、同品一分轉異品遍轉、異品一分轉同品遍轉、俱品一分轉(同品一
分轉、異品一分轉)、相違決定。參見《因明入正理論》，《新修大正藏》卷 32，頁 11。 
115 圓測於此以《因明正理門論》之六不定因來解釋此五種不清淨相，並廣說二種解釋。但於本文

中僅取其中一種解釋作為說明，圓測之詳細說明，參見《測疏補篇》，頁 106～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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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聲聞果位如何轉依至如來果德 

轉識成智，是一切學者與修行者所關心的問題，在討論何以要轉識成智、如何轉

識成智的問題上，此品所提供的線索並不太多，但是此品中所提出的轉識成智的必然

性與重要性卻是不可忽略的一個重點。因為眾生經由迷執所得到的『識』，是不能得

證圓成實相與清靜境界，而釋尊所展現的一切智相卻是修行者所追求的終極目標。因

此如何說明聲聞者何所依？如何轉？將是本節論述的重點。 

 

關於「轉依(āśraya-parivRtti)」的字辭釋義： 

所謂的『轉依 (āśraya-parivRtti, āśraya-parāvRtti $/?-I<-0)
116 』是由 āśraya($/?-0)及

parivRtti(I<-0)兩個詞複合而成的。其中所謂的āśraya是源自ā-√śri之動詞語根117，表示：

依據、以為基礎(basis)之意，而在後世論書中則有引申解釋為依止、所依的意思。關於

āśraya之語義的研究，長尾雅人根據Bareau的相關研究來說明：在佛教文獻中，關於所

謂的āśraya之基本的語義，是具有support(支持、依持)、body(身體)、recipient of states of 

consciousness(意識能接受的狀態)的意涵。另外相對應於āśraya的藏文就有七種：{-(所依)、

gJ/-(所依)、2gJ/-/?-(依)、2gJ/-0-(為所依止,所依止)、$/?-(依止,所依)、$8A-(所依)、=?(依止,依身,

所依之身,身,身心)
118等意義存在；另外就《解深密經‧如來成所做事品》藏譯本中所使

用之$/?-0 而言，還有存在、留、依止、住的意思。長尾雅人依其對於《大乘莊嚴經

論》的研究，認為關於āśraya之語義有下列九項：　基體‧支持、　根柢、　歸所依、

　根源‧源泉、　文法上動作主體之主語、　肉體‧六根、　人間之總體存在、　法

界、　轉換存在之根柢119。鄭郁慧則認為āśraya有依止、所依的意思，指的是「作為生

死與涅槃的所依體120」。而關於parivRtti之字意則是源自pari-√vRit之意，pari是指全體、

全然121之意，而parivRtti是表示：形成(turning)、轉動(rolling)、循環(revolution)之意122；另

一個parāvRtti是源自parā-√vRit之意，parā是指他者(other)的意思，而parāvRtti是表示：轉
向(turning back)、回復(returning)、旋轉(revolving)之意123；而就藏文之I<-0 而言，則有變動、

 
116 高崎直道則依《莊嚴經論》之藏譯註釋者所註之$/?- ;R%?- ?- I<- 0(得轉依)來指涉āśraya-parāvRtti，參見高崎直

道，1989：171。 
117 參見M. Williams，1999：158。 
118 參見橫山紘一，1996：67。 
119 參見長尾雅人，1978：432～433。而賴賢宗則依其英文版，認為此九義的闡述中，以作為turning about the 
support(依所轉)之一義最為重要，且為其他八義所同具有之意義。參見賴賢宗，《佛教詮釋學》，2003：99。 
120 參見鄭郁慧，《《究竟一乘寶性論》如來藏思想之研究—以「轉依」觀念為主》，2000：38。 
121 參見賴賢宗，2003：204。 
122 參見M. Williams，1999：601。 
123 參見M. Williams，1999：5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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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易、轉成另一種、變異、具足等的意思124。因此早島鏡正認為āśraya-parivRtti或
āśraya-parāvRtti皆是以心身基層(āśraya)的質變貌(parāvRtti,parivRtti)而言的複合語125。而賴賢

宗則認為就āśraya-parāvRtti而言，是著重於「依之轉變為他者」是「由轉煩惱得大涅槃」
之義，這是從佛教認識論而言的轉依義；而就āśraya-parivRtti而言，則是著重於意指轉
依之「依之全體之變貌」之義126，這是從佛教存有學而言的轉依義。另外，鄭郁慧的

論點則異於前二位學者的研究，其認為āśraya-parivRtti與āśraya-parāvRtti之間的差異，應

是在於āśraya字義上的差別。因為在大乘瑜伽行學派使用āśraya-parāvRtti的場合中，其
āśraya是指所依，表示阿賴耶識；而在如來藏經典中所使用的āśraya-parivRtti時，其āśraya
是表示如來藏(tathāgata-garbha)或種性(gotra)127。 

 

āśraya-parivRtti與 āśraya-parāvRtti的相關討論： 

關於「轉依」是āśraya-parivRtti或是āśraya-parāvRtti之二義的諍論中，在高崎直道、

Schmithausen、袴谷憲昭、葉阿月、Davidson、佐久間秀範、賴賢宗、橫山紘一、釋恒
清等學者間進行了許多相關的討論，本文於此將略要說明如下。而在Lamotte註釋SNSū
之〈如來成所作事品〉時，關於「轉依」一詞則採取將āśraya-parivRtti作為藏譯本中
$/?-I<-0的梵文還譯，這是否能代表Lamotte已經注意到āśraya-parivRtti與āśraya-parāvRtti

之間的差異？Lamotte是否注意到āśraya-parivRtti一語較常出現在如來藏經典中，而大乘

瑜伽行學派較常使用āśraya-parāvRtti一語？另外，就《解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的

漢譯諸版而言，若Lamotte對於「轉依」所還譯為āśraya-parivRtti是無誤的話，則在求譯
與菩譯中，為何分別譯為『身轉128』與『轉身129』二語？就漢譯的『身轉』或『轉身』

而言，並無法推論出何所得、何所捨與何所依的理論，也無法推論出轉識成智的理論，

並且其中包含著具體的『身』義，如此不但無法說明這是一種非認識、是在解脫向度

出現的上迴向體系，也無法說明此一存在的根據 (āśraya-parāvRtti)和認知的根據

(āśraya-parivRtti)構成一個佛教詮釋學的詮釋循環130。 
就現代討論āśraya-parivRtti、āśraya-parāvRtti二義的相關學者研究中，高崎直道首先

認為：所謂的āśraya-parāvRtti是意味著轉識得智、入於唯識性的結果導致所依的阿賴耶

 
124 參見橫山紘一，〈転依に関する若干の考察〉，1978：374～375。 
125 參見早島鏡正，〈仏陀觀展開の基調〉，1988：327。 
126 參見賴賢宗，2003：96。 
127 參見鄭郁慧，2000；38。 
128 參見《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718。而《發智論》中則言：「當言依身轉耶？依心轉耶？答：應言亦依身轉、

亦依心轉。如其所應，若入出息，但依身轉，不依心轉，則在無想定、滅盡定位，入出息亦應轉。若入出息，

但依心轉，不依身轉，則無色界有情，入出息亦應轉。若入出息但依身心轉，不如所應。」，《新修大正藏》

卷 26，頁 921。 
129 參見《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685。 
130 參見賴賢宗，2003：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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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之轉換(轉捨)、以獲得智來理解佛法身(轉得)，而如此的用法主要是出自於安慧釋之《唯

識三十頌》中，其他相關的用法又可見於《大乘莊嚴經論》、《楞伽經》、《中邊分

別論(安慧釋)》等書中。而關於āśraya-parivRtti一語則是散見於《瑜伽師地論》、《法法

性分別論》、《楞伽經》、《大乘莊嚴經論》、《寶性論》等。而就《寶性論》中所

使用的āśraya-parivRtti是指由有無垢真如(samalā-tathatā)轉變為菩提、法身乃至無垢真如

(nirmalā-tathatā)。而就《唯識三十頌(安慧釋)》中所說的āśraya-parivRtti與《寶性論》所提

及的āśraya-parivRtti同一義，就āśraya的使用意義而言，āśraya-parivRtti是指如來性

(tathāgataagotra,tathāgatadhātu)乃至於如來藏131。並且高崎直道另依據《寶性論》的梵文校

訂者Johnston在其序言中所說的：AsaGga使用『轉依(āśraya-parāvRtti)』一語，是欲表現其

嚴密地metamorphsis(全然變貌)的意味。而關於～parivRtti的使用，則展現此中兩者教說

的差異。就AsaGga所使用的āśraya-parivRtti一語而言，āśraya是指自體的實在性、本識

的延長，而～parivRtti則是表示自性清淨心從煩惱中解放出來132。並且高崎直道認為關

於「轉」有parāvRtti與parivRtti二者意義：就歷史上而言，parāvRtti的出現較早；但若依

思想上而言，如果是說「所依之轉」的「所依」是指阿賴耶識或是種子時，則用parāvRtti；
若是所依是指真如時，則用parivRtti133。因此就āśraya-parivRtti(轉變所依)而言，是指境識

俱泯於法界之時所顯現的如來性和如來藏。而就āśraya-parāvRtti(所依轉變)而言，則是指

阿賴耶識之寂滅與種子等的轉換(parāvRtti)，而此另一面則意味著由實有到如來法身等等

的顯現或現成(parivRtti)134。並且高崎直道認為在《大乘莊嚴經論》中，對於文中散見

āśraya-parivRtti與 āśraya-parāvRtti二辭所表現的意涵來看，發現不能簡單地說

āśraya-parivRtti與āśraya-parāvRtti二義是因為代表了「不同的學說」或「不同的作者」而

有所區別，而應是考察參雜著如來藏學說的唯識古論，與以AsaGga、Vasubandhu為主
之唯識新說之間的相關差異。據此，高崎直道認為於：所謂的āśraya-parivRtti是參雜著

如來藏學說的唯識古論發展出來得，而āśraya-parāvRtti則是以AsaGga、Vasubandhu為主
之唯識新說的獨特表現135。 
而Schmithausen則針對高崎直道對於『轉依』二義的區分加以批判，Schmithausen

利用《瑜伽師地論‧攝決擇分》中之有餘依與無餘依之二涅槃地中之「轉依」語來證

明高崎直道對於「轉依」之二種區別，並無異義使用上的差別。Schmithausen認為「轉
依」之二義皆為「所依的變貌」，即是所謂『Neugestaltung der Grundlage(基層之新形態)』，

因此Schmithausen認為以變貌而言，於此二義而言皆有使用其意。再者，對於高崎直
道針對parivRtti與parāvRtti二者的區分，Schmithausen認為首先關於āśraya之意是具有「der 

 
131 參見高崎直道，1989：169～170。 
132 參見高崎直道，1989：170，及其解說 361～362。 
133 參見高崎直道，1989：177。 
134 參見高崎直道，1989：171～178。 
135 參見高崎直道，1989：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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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begriff der körperlichen Persönlichkeitskonstituenten(肉體的人格構成之總體)」，即是「der 
Leib(身體 )」之意。關於parivRtti則具有Umgestaltung(改變 )、Ausweckselung(交換 )、

Ersetzung(替換)等的意味；而parāvRtti另具有Veränderung(變化)、Umgestaltung(改變)、

Beseitigung(除去)、Ersetzung(替換)等的意涵。另外Schmithausen認為若依此二語意義上

的相互比對可發現，二語之間的共同意義為：Ersetzung(替換)之義。就parivRtti而言，其
是屬於eine Ersetzung durch etwas Neues(肯定積極的意涵)；而就parāvRtti而言，其是屬於
eine Ersetzung von etwas Altem(否定消極的意涵)，但是此二者皆通於Umgestaltung(改變)

之義。因此，Schmithausen認為在論書文獻史上關於āśraya-parivRtti、āśraya-parāvRtti二
義所展現出來的不同意涵，只是因為不同的論書作者隨著當時所奉為權威的經典語言

的流變而產生的差別，不應將此解釋為唯識古論與唯識新說之間的差異136。 
對於Schmithausen的種種評論，高崎直道認為：在其論述中所論及的「轉依」差

異，是指在「阿賴耶識之基層」時與在「真如之基層」之時的意義是不同的。就指「阿

賴耶識之基層」時而言，轉依是煩惱的轉捨，是對於雜染的非顯現而言，是從有垢真

如轉換到無垢真如的意味。而就指關於如來藏之轉依的「真如之基層」時而言，此是

依自性清淨與離垢清淨之間的關係來說的。高崎直道認為其因為對於如來藏之真如與

無為之側面的重視，而將parivRtti解釋為「現成」之意義，並且將「轉依」之用語限定
於《寶性論》作者所明確重視的「如來藏變貌」的側面重視與考察137。 
而賴賢宗則認為：關於 āśraya-parivRtti、 āśraya-parāvRtti二義並不只是如同

Schmithausen所說的，其不同的使用是因為論書作者隨著經典之語言慣用法而產生改

變的。賴賢宗認為雖然不同的論書中有這種隨著慣用法而採取不同的表述的情況存

在，但是關於「轉依」二義確實可以整理出如同高崎直道所說的兩種不同的意義，而

這兩種不同的異義呈現了轉依說的理論結構，而對於這裡的理論結構說明，才是轉依

說的哲學闡釋的重點所在。於此，賴賢宗依循高崎直道的論述而認為：轉依的兩種不

同的意思是一方面指「阿賴耶識之基層」，另一方面是指「真如之基層」。而此二者

之間的意義是不同的，āśraya-parāvRtti是指「轉依的種子等之消滅、活動停止、非顯現
之認識論的側面」；而āśraya-parivRtti則是指「轉依的依之全體之變貌的轉依的佛教存
有論的側面」。所以據此，賴賢宗主張：「對於轉依說的考察，必須從文獻學的層次

提升到哲學反思的層次，這樣才能看出觀念發展史的內在發展脈動，其轉依說所形成

的思想基盤的深義。138」，並且賴賢宗以如來藏學說的立場認為：轉依的縱貫義是轉

所依，是轉依的佛性存有論的側面；而轉依的橫攝義是依所轉，是轉依的佛教知識論

 
136 另袴谷憲昭也對於二位學者的討論加以說明，參見袴谷憲昭，2001：719～740。 
137 參見高崎直道，1989：362。 
138 參見賴賢宗，200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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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側面。如此從如來藏說與唯識說的交涉觀點，來討論轉依二義的課題，跳脫了現有

的討論轉依二義的限制139。 

而葉阿月則認為所謂的「還滅緣起」就是「識的轉依說」，而關於āśraya-parāvRtti
則多使用於唯識論書中，依其學派意涵可解釋為：轉世得智(轉滅所依的阿賴耶識，得出世

間無分別智)、無心、法身、涅槃、菩提、無垢真如等。而關於āśraya-parivRtti則多使用
於《寶性論》中，其學派意涵是表示為：菩提、法身、無垢真如等，並且《寶性論》

中所說的āśraya(所依)是如來性(tathāgata-gotra,tathāgata-dhātu)、或是如來藏(tathāgata-garbha)。

這一點就與唯識論的學說所使用的āśraya-parāvRtti有其不相同之處。葉阿月認為：就唯

識論書中所常用的āśraya-parāvRtti而言，安慧於註釋《唯識三十頌》之第廿九頌與第卅

頌中，解釋所謂的所依(āśraya)是有一切種子的阿賴耶識，因此其轉(parāvRtti)是表示阿賴

耶識的轉，並且區別其轉依為二種：聲聞乘的人所得的轉依名為解脫身(vimuktikāya)，

菩薩乘的人所得的轉依名為法身(dharmakāya)。而其他關於無漏界、不思議、善、常住、

樂等的同義語皆表示轉依所得的結果。另，葉阿月又引《成唯識論‧卷九》對於轉依

的兩種解釋：以依他起為所依，或以唯識真如為所依140；與《成唯識論‧卷十》中說

明轉依的四種意義：能轉道、所轉依、所轉捨、所轉得141。所以據此，葉阿月認為：

關於其「所轉依」，就是所轉的依(āśraya)說有持種依的阿賴耶識(ārayavijñāna)及迷悟依

的真如(tathatā)的二種，而關於「轉所得」則是以一切法的真如來解釋本來自性清淨等

的涅槃。因此，葉阿月認為《成唯識論》所說的āśraya不但是表示ārayavijñāna，也表

示tathatā，而此為《成唯識論》於唯識論書之轉依說中的特色。但是葉阿月認為只有

主張ārayavijñāna為āśraya的學說是不夠的，必須在勝義諦方面要採用與如來藏思想共

通的nirmala-tathatā為āśraya才能發揮理想的理論－獲致理想的轉依圓成實性的境界142。 
橫山紘一則是依《俱舍論》、《解深密經》與《瑜伽師地論》三書中所提及的轉

依說，作為初期唯識思想中的轉依理論的開展。橫山紘一引《俱舍論》中之所言：「謂

諸聖者見、修道力，令所依身轉變異本。143」與「從修道出，謂此道中永斷一切修所

斷惑，得勝轉依，從此出時，淨身續起。144」，而認為所謂的「轉依」之原語－āśrayaH 
parāvRttiH與āśraya-parivRtti的二種表現皆受矚目，橫山紘一認為在《俱舍論》中，此二

者之間的並無差異。而就《解深密經》中之轉依說而言，橫山紘一認為就《解深密經‧

分別瑜伽品》中之所言：「若諸菩薩即緣一切契經等法，集為一團、一積、一分、一

聚作意思惟，此一切法隨順真如、趣向真如、臨入真如，隨順菩提、隨順涅槃、隨順

 
139 參見賴賢宗，2003：111～112。 
140 參見《成唯識論》，《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50～51。 
141 參見《成唯識論》，《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54～56。 
142 參見葉阿月，〈唯識論上的還滅緣起之意義〉，1974：19～20。 
143 參見《俱舍論》，《新修大正藏》卷 29，頁 22。 
144 參見《俱舍論》，《新修大正藏》卷 29，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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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依及趣向彼。若臨入彼此一切法，宣說無量、無數善法，如是思惟修奢摩他、毘缽

舍那，是名緣總法奢摩他、毘缽舍那。145」，而其認為轉依是與真如、菩提、涅槃等

三個概念相互配合的，這是由於菩提與涅槃概念來自於原始佛教；真如概念源自於般

若思想；而轉依概念則發源於阿毘達磨思想。橫山紘一認為這是《解深密經》之作者

將之前從究極的真實所表達的諸思想以四種概念進行選擇與考察。因此，橫山紘一認

為瑜伽行唯識學派將阿毘達磨思想中的轉依觀念應用在於其止觀修行的方面，其認為

所謂的「如是菩薩能求奢摩他，彼由獲得身心輕安為所依故。146」與「一切麤重悉皆

息滅，隨得觸證所依清淨。147」，即是瑜伽行派以自身之淨化的體驗作為其轉依思想

的根本動因。另外，橫山紘一依《解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中之：「若於諸地、

波羅蜜多，善修、出離、轉依、成滿，是名如來法身之相。148」，認為此即是其所說

之瑜伽行派以自身之淨化的體驗作為其轉依思想的根本動因的最極致化，即是以最淨

化完成的如來法身來表現瑜伽行派初期的轉依說149。 

釋恆清則根據其對於《寶性論》的研究而認為「轉依」一詞在《寶性論》與《莊

嚴經論》二論中的意義是有不同的。「轉依」之梵文是āśraya-parāvRtti或āśraya-parivRtti，
在傳統的大乘瑜伽學派所使用的「轉依(āśraya-parivRtti)」是意指無漏法界(anasravadhatu)，

而所謂的āśraya(依)是指依於阿賴耶識(ārayavijñāna)而言。而在《寶性論》中所使用的轉

依(āśraya-parivRtti)，則是用於描述法界或菩提，而āśraya(依)則是指如來藏(tathāgata-garbha)

或種性(gotra)。釋恆清認為大乘瑜伽行派和如來藏真常系統所使用的轉依理論各自不

同，這是起源於二學派對於所轉的「依(āśraya)」的意義使用有很大的不同，但最後卻

皆共同的指向於真如實相。就大乘瑜伽行學派而言，其所謂的轉依是要將阿賴耶識轉

染成淨，做本質上的徹底改變，此即所謂的轉識成智的功夫；而就如來藏的真常系統

而言，所謂的「轉依」是要把依附於本淨的如來藏上的染污煩惱「減去(abstration)」即

可，就如來藏本身而言，無須發生轉變。並且釋恆清認為所謂的如來藏之轉依，是從

生死煩惱轉為涅槃解脫，即是所謂的「如來藏轉依」。但是其意義與瑜伽學說的轉依

有所不同。如來藏的轉依是將有垢真如「轉」為無垢真如，因為煩惱諸垢自無始以來

就與如來藏共存，因此若要顯現清淨善妙之身，就如來藏的轉依理論而言，只要遠離

諸煩惱，就可「轉身得清淨」。因此在如來藏轉依的過程中，首先要相信煩惱本空，

不可得和如來藏本具清淨法。其次，只要去除或遠離煩惱，就可「轉成」離垢清淨如

來藏、法身、真如。雖然此如來藏轉依(或轉得)的過程中，似乎必須去除或遠離某些事

物，但事實上就一切功德所本具的如來藏所要出離煩惱而言，其本質並無發生任何轉

 
145 參見《解深密經》，《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699。 
146 參見《解深密經》，《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698。 
147 參見《瑜伽師地論》，《新修大正藏》卷 30，頁 428。 
148 參見《解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708。 
149 參見橫山紘一，1978：230～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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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而大乘瑜伽行學派中所論及的轉依(āśraya-parāvRtti)理論中，所謂的依是指依於阿賴

耶識，是轉換(捨)阿賴耶識後，轉得智慧佛法身。而此阿賴耶識與如來藏不同之處，是

後者本具有清淨功德，而前者卻沒有。因此，大乘瑜伽行派要說明從煩惱到解脫的過

程，就必須要將阿賴耶識轉變成為清淨智，以作本質上的改變150。 

 

轉依與法身之關係： 

根據上述橫山紘一對於初期瑜伽行派轉依學說的分析，可發現瑜伽行派之轉依概

念可能發源於阿毘達磨思想，是意圖藉由止觀的修習151來脫離世俗染污與眾生對於迷

妄的執著(阿賴耶識)，轉換成另一種新覺悟存在的根據(智)。但在初期大乘瑜伽行派的經

典－《解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中所提及的轉依理論，僅是短短的二句：「若於

諸地、波羅蜜多，善修、出離、轉依、成滿，是名如來法身之相。」與「聲聞獨覺所

得轉依，名法身不？善男子，不名法身。世尊！當名何身？善男子，名解脫身。」，

但是其背後所預設的背景則是非常複雜。其中最主要關注的是：如何把在世間的迷妄

眾生，轉其世俗識為佛的清淨智慧，進而獲致戲論寂滅的境界，如何轉迷開悟達到如

來究竟解脫境界，則是大乘瑜伽行派對於「轉識成智」討論的重點。這是因為世間眾

生以識為依，而出世間的諸菩薩、諸佛則以清淨智為主，如何藉由釋尊的教化，而讓

眾生瞭知現實的迷惑與證悟？這是從部派以來所關注的議題。在《入楞伽經》中，初

步有對於識相與智相作了較為細緻的比較，此經中關於智的種類分為三種152，而關於

識則有八種153，此經是將對於智的分類立足於種性的差別上而說的，而關於如何轉八

識成四智的理論，則該經還沒說到。最早出現轉識成智思想的，被認為是在《大乘莊

嚴經論》中所提及的154。而這一重要思想，在《佛地經論》以及《成唯識論》中，發

揮得極為詳盡。而對於此一理論的使用，在此二經中主要是為了要回答：在佛地之後

的是否還是唯識的問題，這不但反映了修習止觀實踐的要求，並且也反映出當時不論

是大乘瑜伽行派內部或是其他的學派，都對這一問題有探知的興趣，而對此一問題的

探索後來也影響了密教的即身成佛的理論發展。 
在後期大乘瑜伽行學派的發展中，「轉依」理論的建構是以阿賴耶識為輪迴主體

的基礎上衍生出來的。大乘瑜伽行學派認為唯有轉變輪迴的主體，才有可能成佛。因

此，轉變所依的對象從雜染的阿賴耶識，轉成清淨的佛智，這即是唯識學派所欲展現

 
150 參見釋恆清，《《寶性論》的研究》，1995：169～230。 
151 《顯揚聖教論》：「所謂轉依究竟，亦是現觀智究竟，亦名究竟現觀。」，《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562。 
152 《入楞伽經》：「一者、世間智；二者、出世間智；三者、出世間上上智。」，《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544。 
153 《入楞伽經》：「一者、阿梨耶識；二者、意；三者、意識；四者、眼識；五者、耳識；六者、鼻識；七者、

舌識；八者、身識。」，《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559。 
154 《大乘莊嚴經論》：「其菩提一品，最為微妙，轉八識以成四智，束四智以具三身，詳諸經論所未曾有，可

謂聞所未聞，見所未見。」，《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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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轉依意涵，即是轉生死依為涅槃依。但是在初期大乘瑜伽行學派的的經典－《解深

密經》中，轉依的理論應仍是著重於如何擺脫所知障與煩惱障的纏繞，而如何藉由對

於佛法的理解與對於止觀的修習，來將此二障斷除，以得清淨無礙智慧果，這個歷程

應是《解深密經》成立時期所討論的重點。至於阿賴耶識的轉依、三所知能相的轉依155、

見道轉依156、八識轉四智等則應是更為後期的所討論的議題。且若從《解深密經‧地

波羅蜜多品》與《解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順觀，則可知《解深密經》的轉依理

論如《成唯識論》中所說：「云何證得二種轉依？謂十地中，修十勝行、斷十重障、

證十真如，二種轉依由斯證得。157」一般。《解深密經》是以菩薩為對象，認為菩薩

若欲登佛地，則必須於十地中對治二十二種愚癡與十一種麤重158，最後才能獲致「於

諸地、波羅蜜多，善修、出離、轉依、成滿，是名如來法身之相。159」。所以登入佛

地後，方才能言轉依得圓滿，是名究竟轉依160。並且由於釋尊之轉依為諸轉中最勝，

勝過聲聞、獨覺、菩薩所得轉依，安處於無漏界處。因此，如來轉依之能轉道有二種：

一、得極清淨出世智道；二、無邊所識境界智道。 
又《莊嚴經論》中有言如來的轉依相有十種功德：「何等為十？一者、他義轉，

謂：轉依已，為利他故。二者、無上轉，謂：轉依已，一切法中而得自在，過二乘轉

故。三者、不轉轉，謂：轉依已，染汙諸因不能轉此依，彼依轉故。四者、不生轉，

謂：轉依已，一切染汙法畢竟不起故。五者、廣大轉，謂：轉依已，示現得大菩提及

般涅槃故。六者、無二轉，謂：轉依已，生死涅槃無有二故。七者、不住轉，謂：轉

依已，有為無為俱不住故。八者、平等轉，謂：轉依已，與聲聞、緣覺同解脫煩惱障

故。九者、殊勝轉，謂：轉依已，力、無畏等一切佛法無與等故。十者、遍授轉，謂：

轉依已，恒以一切乘而教授故。161」，再加上《解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中所言：

「世尊！聲聞、獨覺所得轉依，名法身不？善男子！不名法身。世尊！當名何身？善

男子！名解脫身。由解脫身故，說一切聲聞、獨覺與諸如來平等平等，由法身故，說

有差別。如來法身有差別故，無量功德最勝差別，算數譬喻所不能及。162」。因此可

知，在《解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中認為：聲聞乘與菩薩乘雖都能進行對於證法

之轉依，但是聲聞乘所得的轉依，僅名為解脫身(vimuktikāya)；而菩薩乘必須達到佛地

的境界，其所得的轉依，才能名之為法身(dharmakāya)，而此二者之間所顯的十種功德

 
155 《大乘莊嚴經論》：「能相略說有三種，謂：分別相、依他相、真實相。」，《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613。 
156 《成唯識論》中言：「菩薩從前見道起已，為斷餘障，證得轉依。」，《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50。 
157 參見《成唯識論》，《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51。 
158 參見《解深密經‧地波羅蜜多品》，《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704。 
159 參見《解深密經‧如來成所作事品》，《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708。 
160 《三無性論》：「五者、究竟轉依，謂：如來地至，得圓滿，故名究竟，是名轉依也。」，《新修大正藏》

卷 31，頁 874。 
161 參見《大乘莊嚴經論》，《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603。 
162 參見《解深密經》，《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708。 



第三章  第二節  如何以四種道理獲致一切智相與清靜境界 

 102

                                             

差異是無法比擬、不可思議的163。因此，《解深密經》最後是透過轉依理論來達致清

淨智慧法身的，如《顯揚聖教論》中所說：「如薄伽梵說，有五種法能攝一切瑜伽行

者諸瑜伽地，謂：持住明鏡及與轉依，當知！聞正法是持所緣，是住止觀，是明影像，

是鏡事成就，是轉依。164」，而此正是大乘瑜伽行派欲透過正法的宣說來揭示生命中

的種種煩惱障礙，進而凸顯與煩惱相異的自性清淨心，來試圖為芸芸眾生提供種種解

脫正法之依據。 

 

 
163 如《佛說無上依經》所說：「阿難！云何如來為利益事不可思議？如是如來等一法界，智慧、神力、正勤、

威德悉皆平等，住於無漏清淨法界。諸如來等，因此轉依，能為眾生無量利益，是名利益不可思議。復次，不

可思議有二種：一者、不可言說，過語言境界故；二者、出一切世，於世間中無譬類故，是名不可思議。」，

《新修大正藏》卷 16，頁 473。 
164 參見《顯揚聖教論》，《新修大正藏》卷 31，頁 5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