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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學關於「心、心所」法的三種「所依」 
——以《成唯識論》及窺基《成唯識論述記》

為中心的探討 
 
 

趙 東 明
∗ 

 

摘要： 

本文乃在詳細地分析與論述《成唯識論》及窺基（C.E. 632－682）

《成唯識論述記》的解釋中，「心、心所」（citta, caitasika/ caitta）法的

三種「所依」（āśraya），即：「因緣依」（hetupratyaya-āśraya）、「等無間

緣依」（samanantarapratyaya-āśraya）、「增上緣依」（adhipatipratyaya- 

āśraya）的不同觀點與解釋。在《成唯識論》中，羅列出二種觀點的「因

緣依」，三種觀點的「等無間緣依」，以及四種觀點的「增上緣依」，其

中都以各自最後一種的觀點為《成唯識論》中護法（Dharmapāla，約 6

世紀頃）的正義。 

根據《成唯識論》的解釋，若依據「四緣」（catvārah  pratyayāh ），

即「因緣」（hetu-pratyaya）、「等無間緣」（samanantara-pratyaya）、「所

緣緣」（ālambana-pratyaya）、「增上緣」（adhipati-pratyaya）1為綱目來

                                                 
∗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員 
1 「因緣」、「等無間緣」、「所緣緣」、「增上緣」，統稱「四緣」，這是玄奘（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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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分類的話，「心、心所」法有三種「所依」，即：「因緣依」、「等無間

緣依」、「增上緣依」。必須要注意的是，其中並沒有與「所緣緣」相對

應搭配的「所緣緣依」。2 

                                                                                                                   
602－664）的譯詞；鳩摩羅什（Kumārajīva，C.E. 344－413，一說 350－409）

的譯詞為：「因緣」、「次第緣」、「緣緣」、「增上緣」。這是自說一切有部

（sarvāstivādin）發展用以解釋緣起意義與宇宙萬法產生的理論，與瑜伽行學

派的等流、異熟種子的成立有頗密切關係，瑜伽行唯識學派，基本上也接受

了「四緣」的說法，但意義有所不同。簡略來說，依據瑜伽行唯識學派的觀

點：（1）「因緣」是指一切有為法中能親自生起自果的功能與作用，亦即指種

子（bīja）與現行（abhisamskara）諸法；（2）「等無間緣」指八識心、心所自

體由其自類前一念引生後一念之心、心所生起的原因條件；（3）「所緣緣」是

指心、心所作為能緣時，其所緣之對象作為產生結果的原因與條件；（4）「增

上緣」則指以上三緣之外，一切法生起的原因與條件。然本文因主題與篇幅

所限，對「四緣」的問題暫無法詳細分析與討論。 
2 關於為何沒有與「四緣」中「所緣緣」相對應的「所緣緣依」這點，根據唐

代法相宗學者窺基、惠沼（C.E. 651－714）、道邑（唐代僧，生卒年不詳）等

人的看法，他們認為一方面這是因為在「心、心所」法生起的條件中，「所緣

緣」的作用比較疏遠、微弱，故不能當作「所依」。另一方面，他們又認為在

梵文文法第七「處格」（samnidhānārthe，locative，第七囀生、所依聲、於格，

有「於……」之意）中，有「依聲」、「於聲」的不同文法類型區分（這可能

是他們自己的觀點，我們現今所知的梵文文法中，「依聲」與「於聲」是一樣

的意義）。惠沼還認為「因緣」、「等無間緣」、「增上緣」這三種緣，都是屬於

梵文文法上第七格「處格」中的「依聲」；但「所緣緣」，卻是屬於第七「處

格」中的「於聲」；所以，他認為依據梵文文法「依聲」、「於聲」的不同分類，

「所緣緣」，並不能立為「所緣緣依」。 
關於此點，可詳細參考筆者的一篇會議論文：〈《成唯識論》及窺基等中國

法相宗學者對「轉依」之「依」義的理解〉，2011 臺灣哲學學會年會暨學術研

討會：「真理、善與生活：哲學之饗宴」（臺北：臺灣哲學學會與臺北醫學大

學，2011 年 10 月 23 日），頁 1-36。參見網址：http://tpa.hss.nth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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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依據《成唯識論》的正義，這三種「心、心所」法的「所依」，

若僅以作為「心法」之一的「阿賴耶識」（ālaya-vijñāna）為例子來說明

的話，它們分別是： 

一、「因緣依」，又稱「種子依」：是指作為「心法」之一的「阿賴

耶識」，其自身中的「種子」，構成阿賴耶識的「所依」，而被稱作「因

緣依」（「種子依」）。在此情形下，「（現行）阿賴耶識」，則是作為「能

依」，與其自身作為「所依」的「種子」，構成「依」之關係。並產生舊

種子生現行，現行熏新種子的「俱時因果」關係。 

二、「等無間緣依」，又稱「開導依」：是指前一念剎那滅謝的「阿

賴耶識」作為「所依」，而稱作「等無間緣依」（「開導依」），開避、引

導作為「能依」的後一念剎那自類之「（現行）阿賴耶識」的生起，並

互相夠成「依」之關係。因為「所依」、「能依」為前、後念剎那間隔生

起之「阿賴耶識」，故兩者並能不同時存在，所以又稱為「不俱有（所）

依」。 

三、「增上緣依」，又稱作「俱有（所）依」：是指與「（現行）第八

阿賴耶識」俱時而轉起的「第七末那識」作為「所依」而被稱作「增上

緣依」（「俱有（所）依」），此時的「（現行）第八阿賴耶識」則作為「能

依」，彼此互相構成俱時存在之「依」的關係。因為「能依」、「所依」

同時存在而轉起，故又稱為「俱有（所）依」。 

 

關鍵詞：心、心所、所依、因緣依、等無間緣依、增上緣依 

                                                                                                                   
events/2659。或可見筆者博士論文〈轉依理論研究──以《成唯識論》及窺基

《成唯識論述記》為中心〉的第二章（臺北：臺灣大學哲學研究所，2011 年 8
月），頁 93-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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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Three Kinds of the “Basis (Āśraya)” of 
“Cognition [or Consciousness](Citta) and Mental 

Function (Caitasika/ Caitta)” in the 
Consciousness-Only (vijñāpti-mātra) School 

— Focusing on the Cheng weishi lun and Kuiji’s 
Cheng weishi lun shuji 

 
Chao, Tung-ming ∗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study of three kinds of “basis (āśraya)” of “cognition 
[or consciousness] (citta) and mental function (caitasika/ caitt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harmapāla’s (護法, fl. c. 6th century) Cheng weishi lun 
(《成唯識論》) and Kuiji’s (窺基, 632-682 C.E.) Cheng weishi lun shuji (《成

唯識論述記》), every “cognition [or consciousness] and mental function” 
has three kinds of “bases,” such as the “basis of direct causes and conditions 
(hetupratyaya-āśraya),” the “basis of incessant causation (samanantarapratyaya 
-āśraya)” and the “basis of causes beyond direct empowerment 
(adhipatipratyaya-āśraya).” According to Cheng weishi lun’s records, there 
are two kinds of interpretations of the “basis of direct causes and 
conditions,” three kinds of interpretations of the “basis of incessant 
causation” and four kinds of interpretations of the “basis of causes beyond 
direct empowerment.” In light of the theory of Dharmapāla’s Cheng weishi 
lun, the last kind of interpretation holds the correct meaning. 

In terms of Cheng weishi lun, the definition of these three kinds of 
“bases,” the “basis of direct causes and conditions,” the “basis of incessant 
causation” and the “basis of causes beyond direct empowerment,” is based 
                                                 
∗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ship, Institut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Philosophy, 

Academia Sin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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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differentiation of “four conditions (catvārah  pratyayāh),” such as the 
“direct causes and conditions (hetu-pratyaya),” the “incessant causation 
(samanantara-pratyaya),” the “object as condition (ālambana-pratyaya)” 
and the “causes beyond direct empowerment (adhipati-pratyaya).” We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fact that there is no “basis of the object as condition 
(adhipatipratyaya-āśraya)” corresponding to the “object as condition” here. 

Therefore, fore example, the “store consciousness [or eighth 
consciousness] (ālaya-vijñāna),” one of the “cognition [or consciousness],” 
has three kinds of “bases,” such as the “seeds (bīja)” in the “store 
consciousness [or eighth consciousness]” itself is the “basis of direct causes 
and conditions,” the previous “store consciousness [or eighth 
consciousness]” disappearing in an instant is the “basis of incessant 
causation,” and the “seventh consciousnesses (mano-vijñāna)” is the “basis 
of causes beyond direct empowerment.” 

 
 
 

Keywords: cognition [or consciousness](citta), mental function (caitasika/ 
caitta), basis (āśraya), basis of direct causes and conditions 
(hetupratyaya-āśraya), basis of incessant causation 
(samanantarapratyaya-āśraya), basis of causes beyond direct 
empowerment (adhipatipratyaya-āśra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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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佛經以「不識影」為題材的故事，主要是借故事人物誤認自己身影

為他人，或誤認他人身影為自己，而做出令人癡笑的愚行。此一詼諧有

趣的故事題材，不僅被佛教徒借用來承載教義或譬喻教理，隨著佛經傳

譯進入中國以後，在歷代笑話集及各地民間故事中也產生了不同的變

化。 

《成唯識論》關於「心、心所」法的三種「所依」，是在解說《唯

識三十頌》第五頌之頌文時提出的，《成唯識論》卷四： 

次第二能變，是識名末那；依彼轉緣彼，思量為性相。3 

                                                 
3 《成唯識論》，T31, no. 1585, 19b1-2。本文所引《大正新脩大藏經》（T）的資

料引自「中華電子佛典協會」（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簡

稱 CBETA）。出處依冊數、經號、頁數、欄數、行數之順序排列。以下皆同此。 
又 此 句 偈 頌 之 梵 文 為 ： tasya vyāvrttir arhatve tad-āśritya pravartate/ 

tad-ālambam mano-nāma vijñanam mananātmakam //。引見：歐陽竟無，《成唯

識論》，《藏要》校正本，〈附錄之二：唯識三十頌（梵文原文）〉（臺北：方廣

文化，1997 年），頁 276。 
真諦《轉識論》此句譯為：「乃至得羅漢果，此流浪法亦猶未滅，是名第一

識。依緣此識有第二執識，此識以執著為體。」（T31, no. 1587, 62a12-14） 
霍韜晦譯為：「依彼起、緣彼，是識名為意。思量為自性。」（霍韜晦，《安

慧「三十唯識釋」原典譯註》[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80 年]，頁 4） 
吳汝鈞梵文語譯：「這識的轉捨在阿羅漢位中。至於名為意的識，則依止這

識，以它為所緣而生起。這是以末那作為其性格的東西。」（吳汝鈞，《唯識

現象學（一）世親與護法》[臺北：臺灣學生書局，2002 年]，頁 73） 
Kalupahana 英譯為：‘Its (i.e. ālaya’s) dissipation occurs in arhatship. Associated 

with this process and depending upon its occurs the consciousness called manas, 
which is of the nature of mentation.’ (David J. Kalupahana, The principl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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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這三種「心、心所」法的「所依」，是在說明第二能變識，亦即

第七末那識時，提出來討論與解析的。而在這裡，《成唯識論》認為「心、

心所」法，又可以稱作「有所依」： 

唯「心、心所」，具三「所依」，名「有所依」，非所餘法。4 

故諸聖教，唯「心、心所」，名「有所依」；非「色」等法，無「所

緣」故。5 

上面的第一段引文，說明了只有「心、心所」法，具有三種「所依」（指

「因緣依」、「等無間緣依」、「增上緣依」），因而能夠被稱作「有所依」，

而其餘的其它諸「法」，如色等法，則不具備此種意義，也不能如此稱

呼之。而第二段引文的意思則是說，只有「心、心所」法，才能稱作「有

所依」。然而，之所以「色」（眼、耳、鼻、舌、身、色、聲、香、味、

觸、法處所攝色，共十一種）等法不能稱為「有所依」，是因為它們並

沒有「所緣」（ālambana），即認識、緣取的對象之故。 

而根據《成唯識論》卷四，「心、心所」法的「所依」有如下三種： 

諸「心、心所」，皆有「所依」，然彼「所依」總有三種：一、「因

緣依」，謂自「種子」，諸有為法皆託此「依」，離自因緣必不生

故。二、「增上緣依」，謂內六處，諸「心、心所」皆託此「依」，

                                                                                                                   
Buddhist psycholog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 p. 196.)。 

其它如 R.H. Robinson、Dan Lusthaus 之英譯可參看：Dan Lusthaus, Buddhist 
phenomenology: a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of Yogācāra Buddhism and the 
Ch’eng Wei-shih lun, London: RoutledgeCurzon, 2002, p. 279。 

4 《成唯識論》，T31, no. 1585, 19b26-28。 
5 《成唯識論》，T31, no. 1585, 20c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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離「俱有根」必不轉故。三、「等無間緣依」，謂前滅意，諸「心、

心所」皆託此「依」，離「開導根」必不起故。唯「心、心所」

具三「所依」，名「有所依」，非所餘法。6 

上引文中說到，諸「心、心所」法的三種「所依」是：（一）「因緣依」，

又稱「種子依」，是指第八「阿賴耶識」自體中作為生起之因緣的「種

子」，為一切有為法的依託處。（二）「增上緣依」，是指「六根」（內六

處，又稱「俱有（所）依」）。（三）「等無間緣依」，又稱「開導依」，是

指開避現行，引導剎那後念心、心所法，使其生起的前念剎那滅謝之心

識，又稱「不俱有（所）依」。以下，筆者將分別論述《成唯識論》中

這三種「心、心所」法的「所依」。 

二、因緣依（種子依） 
「因緣依」，根據定義，簡單地說，此類「所依」，乃是指「心、心

所」法的生起，都要依托它們自類的「種子」，作為「因緣」而生起。

故此，又稱為「種子依」： 

「因緣依」，謂自「種子」，諸有為法皆託此依，離自「因緣」必

不生故。7 

不過，關於「因緣依」和「種子依」這二個名稱，深浦正文在《唯識學

研究》一書中，認為「因緣依」一詞的內容涵蓋有「種生現」、「種生種」、

「現熏種」三項（即「種子生現行」、「種子生種子」、「現行熏種子」）。

而「種子依」一詞的內容則僅含括「種生現」、「種生種」二項。他將此

                                                 
6 《成唯識論》，T31, no. 1579, 19b22-28。 
7 《成唯識論》，T31, no. 1585, 19b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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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緣依」、「種子依」二名寬狹相異的關係圖示如下： 

圖表 1：「因緣依」、「種子依」二名寬狹相異之關係8 

 

但是，在這裡，筆者認為深浦正文的這個觀點可能有誤，而值得商榷。

因為深浦正文並沒有說明他這種觀點的文獻根據為何，而讓人懷疑這是

他自己個人私下的看法，而不符合《成唯識論》（或《瑜伽師地論》）的

原文。9這一方面是由於，深浦正文認為「種子依」並沒有含括「現熏種」

（「現行熏種子」），這點並不符合《成唯識論》的原文「『種子』與『果』

（筆者案，指「現行果法」）必俱，故『種子依』定非前、後。」10至於《瑜

伽師地論》中的「種子依」似乎也沒有深浦正文的這種說法。而另一方

面則是因為，根據《成唯識論》，「種生種」，也就是「種子生種子」的

關係，是不能被稱為「種子」，而是稱作「種類」的，所以這根本上不

可能構成所謂的「種子依」；因之也就不可能構成「因緣依」，根據《成

                                                 
8 深浦正文，《唯識學研究》下卷（京都：永田文昌堂，1954 年），頁 353。 
9 當然，深浦正文是可以有著自己的詮釋的。確實由於古籍本身即有不同理解

之可能，其他的解讀者亦可能會有不同的詮解模式（此點感謝匿名審查本文

的評審教授所提供的意見）。但由於深浦正文並沒有說明文獻出處，且他的解

釋與《成唯識論》（或《瑜伽師地論》）有著比較顯著的不同，因此筆者仍傾

向認為深浦正文此處的觀點可能不符合《成唯識論》（或《瑜伽師地論》）的

原文，因而可能有誤或者是他自己個人私下的詮釋。 
10 《成唯識論》，T31, no. 1585, 19c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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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識論》：「因緣依，謂自『種子』。」11而且，這「種子生種子」的關係，

意即「種類」，是「因果異時」的關係，亦不符合「因緣依」和「種子

依」在《成唯識論》中特殊的「俱時因果」關係（此詳下）。因此，筆

者認為深浦正文這個「因緣依」、「種子依」二名寬狹相異的觀點可能有

誤，而值得再商榷。至少，在《成唯識論》中，「因緣依」就是指「種

子依」，這二個名稱並無差異。 

另外，《成唯識論》認為在「種子」引生「現行」果法的關係上，

是「因果俱時」之關係。並在這方面提出了兩種說法：（一）是難陀等

人的主張，源自經量部等的「因果異時」說；（二）是《成唯識論》護

法的正義所認為的「俱時因果」說。12以下分別論述之。 

（一）第一種觀點的「因緣依」──「因果異時」說 

這第一種觀點的「因緣依」，依據窺基的說法，是難陀等人的觀點：13 

初、「種子依」，有作是說：要種滅已，現果方生。「無種已生」，

                                                 
11 《成唯識論》，T31, no. 1585, 19b23-24。 
12 關於《成唯識論》的「俱時因果」理論，這方面前人的相關研究，可以說所

見不多，筆者檢索「佛學數位圖書館暨博物館」（http://buddhism.lib.ntu.edu.tw/ 
BDLM/index.htm）及日文的「印度學佛教學論文數據庫」（http://www.inbuds.net/ 
schi/index.html），僅找到下面三篇相關論文：楊惠南，〈論俱時因果在《成唯

識論》中的困難〉，《臺灣大學哲學論評》4 期（臺北：臺灣大學哲學系，1981
年 1 月），頁 221-238。楊惠南，〈《成唯識論》中時間與種熏觀念的研究〉，《華

岡佛學學報》5 期（臺北：中華學術院佛學研究所，1981 年 12 月），頁 249-273。

渡邊隆生，〈唯識學における因緣種子依に關する異說〉，《佛教學研究》45（京

都：龍谷大學佛教學會‧武內井ノ口教授定年記念，1990 年），頁 33-51（L）。 
13 窺基《成唯識論述記》卷 4（末）：「今難陀、勝子等，朋彼論勢，遂復引證

《對法》第三。」（T43, no. 1830, 379c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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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論》14說故，種與芽等不俱有故。15 

關於「因緣依」，亦即「種子依」，第一種觀點認為，要等待「種子」消

失之後，「現行」的有為諸法才會生起。因為《大乘阿毘達磨集論》

（Mahayānābhidharma-samuccaya）提到「無種已生」16的說法，亦即無

學阿羅漢的最後五蘊之身，在此時其「種子」進入過去，而過去已經消

失而不存在，因此當來之果已不會再生起，而現在的「種子」已經滅去，

只有「現行」的五蘊存在。亦即，他們認為種子與芽，是不會同時俱有

而存在的。根據窺基的說法，這個「因果異時」觀點，也是經量部的立

場。17 

（二）第二種觀點的「因緣依」──「俱時因果」說 

上面窺基認為屬於經量部的「因果異時」說，《成唯識論》是不認

同的。依據窺基的記載，《成唯識論》中護法提出的正義是「俱時因果」

說，18亦即種子與現行是因、果同時俱起的說法： 

                                                 
14 指《大乘阿毘達磨集論》。 
15 《成唯識論》，T31, no. 1585, 19b28-c1。 
16 關於「無種已生」，是《大乘阿毘達磨集論》所說的「二十四種已生」中的第

十三個已生（T31, no. 1605, 668b25-c3）。窺基在《成唯識論述記》中是這樣

解釋的： 
《論》：「無種已生」，《集論》說故。 

《述》曰：謂無學最後蘊，此時種入過去，過去是無，當果不生，現種已

滅，唯有現行蘊在，名「無種已生」。此中文略，《集論》本但「有無種已

生」之言，今釋家取以為證。（T43, no. 1830, 380a1-5） 
17 窺基《成唯識論述記》卷 4（末）：「因果異時，經部等義。」（T43, no. 1830, 

379b10-11） 
18 窺基《成唯識論述記》卷 4（末）：「此即初也，護法等釋。」（T43, no. 1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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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義：彼說為證不成。彼依引生後種說故，「種」生芽等非勝義

故，「種」滅芽生非極成故。焰、炷同時，互為因故。然「種」

自類，因、果不俱，「種」、「現」相生，決定俱有。故《瑜伽》

說：「無常法與他性為因，亦與後念自性為因」，是「因緣」義。

「自性」言，顯「種子」自類前為後因；「他性」言，顯「種」

與「現行」互為因義。《攝大乘論》亦作是說：「藏識、染法互為

因緣，猶如束蘆俱時而有。」又說：「種子與果必俱」，故「種子

依」定非前後。設有處說種、果前後，應知皆是隨轉理門。如是

八識及諸心所，定各別有「種子所依」。19 

《成唯識論》首先說明，上面經量部那種「因果異時」的說法，是

不能成立的。因為那是依照「種子」引生後來的「種子」而說的，而不

是「種子」生起「現行」的情形。種子消失之後，芽才能生起的情形，

這只是世間的現象，是不能類比於勝義的真理的。因此種子消滅之後，

芽才生起的情形，這不是立、敵雙方共許的「極成」。其實「種子」與

所生「現行」的關係，就像火焰與燈炷的關係，二者是同時存在而作為

彼此的生因的。「種子」若是前後自類相生的情形，則因與果確實是不

能同時的。但是「種子」與「現行」之間的因果關係，則必定是因果俱

有、同時而起的「俱時因果」。並且《瑜伽師地論》也提及：無常的諸

法，對於「他性」來說是其因，對於後來的「自性」來說，也是因，這

就是「因緣」的含義（「無常法與他性為因，亦與後念自性為因」）。其

中「自性」指的是「種子」前後自類相生、前為後因的異時情形；而「他

性」則是指「種子」與「現行」作為「俱時因果」的情形。而《攝大乘

                                                                                                                   
380a16） 

19 《成唯識論》，T31, no. 1585, 19c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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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也有這樣的說法：第八阿賴耶藏識，與雜染法，互相作為「因緣」，

就像是束蘆彼此互相支撐，而同時存在的情形。而且還提到，「種子」

與「現行」果法，必定是同時存在的。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種子」與「現行」所構成的「種子依」（「因

緣依」），必定不是「種子」與「現行」前、後異時存在的關係。如果其

它地方說「種子」與「現行」是前、後異時的，應該要知道都是權宜隨

機的說法。因此八識以及各自的心所法，必定有自己各別的「種子所依」

（「種子依」、「因緣依」）存在。 

三、等無間緣依（開導依） 
「等無間緣依」，又稱「開導依」；因此情形「能依」、「所依」不能

同時存在，故又被稱為「不俱有（所）依」。 

窺基在《成唯識論述記》卷第四（本）中論述了「開導依」的意義： 

此「開導依」，若言「開避」，二義無別，「開」即「避」故。今

言「開」者，離其處所，即開彼路；復言「導」者，引彼令生，

引導招彼，令生此處。故梵言「羯爛多」，此可言「次第緣」，如

逆次第云：「阿奴羯爛多」。「阿奴」是「逆」義；「羯爛多」，云

「次第」。須（筆者案，應為「順」）次第者，云：「鉢剌底羯爛多」，

「鉢剌底」，是「順」義。此緣既云「三摩難咀囉」故，言「等

無間緣」也；「三」，是「等」義；「摩」，是「無」義；「難咀囉」，

是「間」義故。20 

窺基解釋，在此「開導依」中，若稱為「開避」，那麼「開」就是

                                                 
20 《成唯識論述記》，T43, no. 1830, 379a7-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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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二義並無差別。但在這裡，「開」，是指離開其處所，也就是開

其道路；又「導」，是引其令生，引導招其生於此處。窺基還在引文中

以梵文「羯爛多」（krānta，意為次第）來解釋，被稱為「次第緣」

（krama-pratyaya）21之緣由。窺基說就如逆次第說：「阿奴羯爛多」

（anukrama），其中「阿奴」，梵文 anu，是「逆」義；「羯爛多」，梵文

krama，是「次第」。因此順次第者，云：「鉢剌底羯爛多」（pratikrama），

其中「鉢剌底」，梵文是 prati，是「順」義（但窺基此處的梵文知識有

誤，anu，是順義；prati，則是逆義才對）。因此窺基認為此緣稱為「三

摩難咀囉」（samanantara），意思是「等無間緣」（samanantarapratyaya）；

其中「三」（sam），是「等」義；「摩」（a），是「無」義；「難咀囉」（antara），

是「間」義。 

此外，窺基還說明了「開導依」與「等無間緣」是有差異的。《成

唯識論述記》卷第五（本）： 

「開導依」者，與「四緣」中「無間緣」別。但是「開導依」，

必是「無間緣」；有是「無間緣」，非「開導依」。謂前念滅自類

心所。22 

窺基的意思是，「開導依」和「四緣」中的「等無間緣」是有差別

的。不過，「開導依」，必定是作為「等無間緣」；但是「等無間緣」，則

未必是「開導依」。例如前一念滅卻的自類「心所」，不能作為後一念生

起之「心所」的「開導依」，這是因為「心所」法並不能作為「開導依」，

                                                 
21  參考：Junjie Chu (褚俊傑 ), “The Yogācāra Thesis of Mental Awareness 

Accompanying Sensory Awareness,” Workshop on the Indian Buddhist Thought 
in 6th-7th Century China, Foguang University (March 27-28, 2010), p. 2。 

22 《成唯識論述記》，T43, no. 1830, 390a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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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心」法，才能作為「開導依」。23 

在《成唯識論》中，關於此「等無間緣依」（「開導依」），則有以下

三種觀點。 

（一）第一種觀點的「等無間緣依」 

第一種觀點的「等無間緣依」（開導依），依據窺基的記載，是難陀

等人的觀點：24 

後、「開導依」（筆者案：即是「等無間緣依」），有義： 

1.五識自他前後不相續故，必第六識所引生故，唯第六識為「開

導依」。 

2.第六意識自相續故，亦由五識所引生故，以前六識為「開導依」。 

3.第七、4.八識自相續故，不假他識所引生故，但以自類為「開

導依」。25 

這種觀點認為： 

1. 前五識自類與他類前後並不相連續，所以五識必定由第六識所引

生，只以第六意識為「開導依」。 

2. 第六意識自類相互連續，也由前五識所引生，所以第六意識以前

                                                 
23 窺基《成唯識論述記》卷 4（末）： 

若言「無間依」，即前滅種子，望後種子，應是此依。簡異彼故，言「等無

間緣依」。若爾，前念「心所」應是此依，是此緣故？不爾，「心所」非是

「所依」。（T43, no. 1830, 379a22-24） 
24 窺基《成唯識論述記》卷 5（本）：「即是難陀等長徒之義。」（T43, no. 1830, 

387c20）惠沼《成唯識論了義燈》亦載：「後、『開導依』，本疏三師，第一、

難陀等。」（T43, no. 1832, 741a17） 
25 《成唯識論》，T31, no. 1585, 21a3-8。數字符號 1. 2. 3. 4. 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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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識為其「開導依」。 

3. 第七識以及 4. 第八識，都自類相互連續，並不需假借其它識所

引生，因此只以自類識為其「開導依」。 

茲將此第一種觀點的「等無間緣依」（開導依），圖示如下： 

圖表 2：第一種觀點的「等無間緣依」（開導依），難陀等說26 

 

（二）第二種觀點的「等無間緣依」 

《成唯識論》第二種觀點的「等無間緣依」（開導依），說法如下： 

有義：前說未有究理。且前五識未自在位，遇非勝境可如所說，

若自在位，如諸佛等於境自在，諸根互用，任運決定，不假尋求，

彼五識身寧不相續？等流五識既為決定、染淨、作意勢力引生，

專注所緣未能捨頃，如何不許多念相續？故《瑜伽》說：「決定

心後，方有染淨，此後乃有等流眼識善不善轉。而彼不由自分別

                                                 
26 此圖參考：文智，〈略述開導依〉，收入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冊

26《唯識思想論集（二）》（唯識學專集之四）（臺北：大乘文化，1980 年），

頁 129。亦可參考：井上玄真，白湖无言譯，《唯識三十論講話》（臺北：世

樺印刷企業有限公司，1994 年），頁 158（此感謝匿名審查本文的評審教授所

提供的參考資料，以下同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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力，乃至此意不趣餘境，經爾所時眼意二識，或善或染，相續而

轉，如眼識生乃至身識，應知亦爾。」27彼意定顯經爾所時，眼

意二識，俱相續轉。既眼識時非無意識，故非二識互相續生。若

增盛境相續現前，逼奪身心不能暫捨時，五識身理必相續，如熱

地獄、戲忘天等。故《瑜伽》言：「若此六識為彼六識『等無間

緣』，即施設此名為意根。」28若五識前後定唯有意識，彼《論》

（筆者案，指《瑜伽師地論》）應言：「若此一識為彼六識『等無間

緣』」；或彼應言：「若此六識為彼一識『等無間緣』」。既不如是，

故知五識有相續義，五識起時，必有意識，能引後念意識令起，

何假五識為「開導依」？…… 

「平等性智」相應末那，初起必由第六意識，亦應用彼為「開導

依」。「圓鏡智」俱第八淨識，初必六、七方便引生。又異熟心依

染污意，或依悲願相應善心，既爾必應許第八識亦以六、七為「開

導依」。由此彼言，都未究理，應說： 

1. 五識前六識內，隨用何識為「開導依」。 

2. 第六意識，用前自類，或第七、八為「開導依」。 

3. 第七末那，用前自類，或第六識，為「開導依」。 

4. 阿陀那識，用前自類，及第六、七為「開導依」。皆不違理，

由前說故。29 

這第二種觀點的「等無間緣依」（「開導依」），根據窺基《成唯識論

                                                 
27 此段引文見：《瑜伽師地論》卷 1，T30, no. 1579, 280a24-27。 
28 此段引文見：《瑜伽師地論》卷 52，T30, no. 1579, 584c1-2。 
29 《成唯識論》，T31, no. 1585, 21a8-b11。數字符號 1. 2. 3. 4. 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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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記》的說法，是安慧的觀點。30此觀點乃是破斥前面難陀的觀點。其

中涉及到「率爾心」、「尋求心」、「決定心」、「染淨心」、「等流心」等「五

心」說。 

這一觀點認為，前五識在尚未得到自在無礙之前的凡夫位，所遇到

的境界並非殊勝，可以如前面第一種觀點。但是，倘若到了自在無礙之

聖位，像是諸佛都能對境自在，五根互用，能任運決定緣取之境，而不

需借助「尋求心」。那樣的五識怎能說不是相續無間的呢？此外，「等流

心」的五識既然是由「決定心」、「染淨心」的五識，以及第六意識作意

的勢力所引生，能專注於所緣之對象，不曾片刻捨離，怎能不允許其為

多念相續呢？所以《瑜伽師地論》說明了：「『決定心』之後，才有『染

淨心』的生起，之後才有或善或不善之『等流心』眼識的生起。但是那

些『等流心』眼識並不是由於它們自己的分別力生起的，而是由第六意

識所引生的。此時的意識，專注於其所緣而不趣向另一餘境之時，這時

的眼識、意識這二識，它們或善或染，都是相續而轉的。如此眼識之生

起，以此類推，乃至身識，應知也是如此的。」《瑜伽師地論》的這個

意思，一定是顯示了在「等流心」的眼識生起之後，這時的眼識、意識

這二識，都是相續而轉生起的。顯然此時眼識生起時並非沒有意識，所

以此時眼識、意識此二識，不是相互接替地相續的生起。在平時五識應

                                                 
30 窺基《成唯識論述記》卷 5（本）：「《述》曰：安惠等解。」（T43, no. 1830, 388a16）

惠沼《成唯識論了義燈》亦載：「第二安惠等。」（T43, no. 1832, 741a24）不

過，惠沼的注疏還記載，西明圓測認為這是淨月的觀點，但惠沼加以反駁：「西

明云：第二淨月，安惠師許三位無末那故。《要集》亦云：定非安惠。……准

何得知是淨月義？既自不識梵本，又非翻譯之人，若是安惠，前難如何？……

疏主既親承梵本翻此論文，豈肯鄭重為斯錯判？今又助解，言安惠等許淨第

七，即是餘師，餘文即通安惠及餘。」（T43, no. 1832, 741a25-26、a29-b1、

b10-12） 



 

                                           唯識學關於「心、心所」法的三種「所依」 

 
 

 213 

該是有間斷的，但是若遇到強烈的外境連續出現，逼奪身心使其無法頃

刻暫捨，此時的五識，必定是相續無間斷的。例如在熾熱的地獄，或是

在戲忘天中就是如此。所以《瑜伽師地論》才提到：「如果前念的六識

是作為後念六識的『等無間緣』，就虛假施設以此前念引生後念的名為

意根。」但是倘使五識前後一定有意識的話，則《瑜伽師地論》應該說：

「要以前念一識，為後念六識的『等無間緣』」；或者說：「以前念六識，

為後念一識的『等無間緣』」。但是《瑜伽師地論》並沒有這樣說明，所

以我們知道五識有相互連續的含義，而五識生起時，必定有意識和其同

時俱起，此與五識俱起之意識能引導後念之意識令其生起。因此意識何

必假借前五識為「開導依」呢？ 

而與「平等性智」相應的末那識，最初生起時必定是由於第六意識，

而且要以此意識為「開導依」。與「大圓鏡智」同時並存的第八清淨識，

其最初生起時，必定由第六意識與第七意識所方便引生。此外，第八異

熟心要依賴染污的第七識，或依賴與大悲之願相應的第六意識，才得生

起。既然如此的話，必定要允許第八識以第六識、第七識為「開導依」。

所以，前面的第一種觀點，所說的都不是究竟的道理。應該要這樣說才

是： 

1. 前五識，乃是以前六識中的任一識，作為「開導依」。 

2. 第六意識，是以它前念的自類識意識，或是第七識、第八識，作

為「開導依」。 

3. 第七末那識，是以其前念自類的末那識，或第六意識，作為「開

導依」。 

4. 第八阿陀那識，則是以前念自類的阿陀那識，或第六意識、第七

末那識，作為「開導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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茲將此第二種觀點的「等無間緣依」（開導依），圖示如下： 

圖表 3：第二種觀點的「等無間緣依」（開導依），安慧、淨月等說31 

 

（三）第三種觀點的「等無間緣依」 

《成唯識論》第三種觀點的「等無間緣依」（開導依），窺基等人認

為是護法的正義：32 

                                                 
31 此圖參考：文智，〈略述開導依〉，收入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冊

26《唯識思想論集（二）》（唯識學專集之四）（臺北：大乘文化，1980 年），

頁 129-130。亦可參考：井上玄真，白湖无言譯，《唯識三十論講話》（臺北：

世樺印刷企業有限公司，1994 年），頁 159。 
32 窺基《成唯識論述記》卷 5（本）：「此護法釋。」（T43, no. 1830, 390a4）惠

沼《成唯識論了義燈》亦載：「第三護法等。」（T43, no. 1832, 741a24）遁倫

的《瑜伽論記》卷 1（之上）亦載：「『等無間依』，彼（筆者案，指《成唯識論》）

有三說，第三正義，八識各以自類為『開導依』。……彼《論》（筆者案，指《成

唯識論》）『等無間依』，合有三解：第三、五識各唯取自類識為『依』，以之為

正。」（T42, no. 1828, 318c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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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義：此說亦不應理。「開導依」者，謂：1. 有緣法；2. 為主；

3. 能作「等無間緣」。此於後生心、心所法，「開避引導」名「開

導依」。此但屬心，非心所等。 

若此與彼無俱起義，說此於彼有開導力。一身八識，既容俱起，

如何異類為「開導依」？若許為依，應不俱起，便同異部，心不

並生。又一身中諸識俱起，多少不定，若容互作「等無間緣」，

色等應爾，便違聖說「等無間緣」唯心、心所。然《攝大乘》說

色亦容有「等無間緣」者，33是縱奪言，謂假縱小乘色心前後有

「等無間緣」奪「因緣」故。不爾「等」言，應成無用。若謂「等」

言，非遮多少，但表同類，便違汝執異類識作「等無間緣」。 

是故八識各唯自類，為「開導依」，深契教理。34 

這第三種觀點認為，「等無間緣依」（開導依），要具備三個條件： 

1. 「有緣法」，35也就是具有能認識與緣取事物的心法，這是簡別排

                                                 
33 此處提及《攝大乘論》的說法，可見世親《攝大乘論釋》卷 3：「謂若有執前

剎那色能為種子，後剎那色因彼而生，前識、後識相望亦爾，此前已破。又

無色沒色復生時，色久斷滅何有種子？無想天沒，或復從於滅定等出，心復

生時，心久斷滅何有心因？若如是者，諸阿羅漢終不應得無餘涅槃，色、心

兩因永無盡故。前剎那色望於後色，前剎那識望於後識，應知容有『等無間

緣』，無有『因緣』。」（T31, no. 1597, 390a14-21） 
34 《成唯識論》，T31, no. 1585, 21b12-25。數字符號 1. 2. 3. 為筆者所加。 
35 林國良在《成唯識論直解》中將「有緣法」又另分成「有」及「緣法」，因此

形成他認為的「開導依」需具備四個條件（見：林國良，《成唯識論直解》（上

海：復旦大學出版社，2000 年），頁 284-285、287）。不過，根據窺基《成唯

識論述記》的解釋，林國良的此種說法可能有錯誤。當然，林國良可以有自

己對古籍的詮釋空間，但他的詮釋不符合窺基《成唯識論述記》的解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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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心所法、色法、心不相應行法和無為法等能作為「開導依」。36 

2. 「為主」，也就是有自在作用力能為主，這簡別排除了心所法作為

「開導依」。37 

3. 「能作等無間緣」，也就是能夠作為「等無間緣」，這是簡別排除

異類它識為此識的「開導依」，或簡別排除自類識後念心不為前念心的

「開導依」，或簡別排除與心同時而起的心所能作為「開導依」。38因此，

能對於後念心、心所法，具有「開闢引導」的作用，稱為「開導依」。

而這「開導依」，只屬於心，不屬於心所和色法。 

如果此識與彼識沒有同時俱起的可能性，可說此識與彼識有「開避

引導」的能力。但是一身的八識，既然可以同時生起，那麼如何能以異

類的識為「開導依」呢？如果允許異類識它們之間互相作為「開導依」，

那麼八識就不應該是同時俱起了，這就和小乘說一切有部，心（六識）

不能俱起的觀點相同了。此外，同一身中各種識同時生起時，生起多少

                                                                                                                   
文因為以《成唯識論》與窺基《成唯識論述記》的解釋為探討範圍，因而筆

者認為林國良的說法可能有著錯誤而待釐清。當然，《成唯識論》及窺基《成

唯識論述記》兩書的觀點是否就必定（全然）一致？亦即窺基《成唯識論述

記》所理解的《成唯識論》是否即正確理解《成唯識論》？（此點感謝匿名

審查的評審教授所提供的意見）。雖然窺基基本上都會提供各家說法的來源並

貼著《成唯識論》的原文解釋，但這確實是一個很好與尚待筆者之後繼續仔

細探究與努力加強比較、分析以解決的文獻學問題。 
36 窺基《成唯識論述記》卷 5（本）：「『有緣法』，謂若有法，體是有緣。即簡

色、不相應、無為法等。有所緣、有力者，能引生故。」（T43, no. 1830, 390a11-13） 
37 窺基《成唯識論述記》卷 5（本）：「『為主』者，即簡一切心所法等。彼非主

故，要主有力，方可為依。」（T43, no. 1830, 390a13-14） 
38 窺基《成唯識論述記》卷 5（本）：「『能作等無間緣』者，簡異類他識為此識

依，或自類識後心不為前心依，或雖是心俱時不得為心所依。俱非開導故，

故言等無間緣即唯自類。」（T43, no. 1830, 390a1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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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是不能確定的，如果允許它們互相作為「等無間緣」，那麼色這物質

性的現象也可以作為「等無間緣」了，這就違背了聖典中所說的，「等

無間緣」，只限於心與心所。而《攝大乘論》說色這物質性的現象也可

以作為「等無間緣」，是一種縱（寬假一時）、奪（撥無之義）之言，亦

即假設性地肯定後再否定的說法。也就是說即使假設小乘所說前後瞬間

的物質與心，相互之間有「等無間緣」是正確的話，色、心它們之間也

不可能有「因緣」的關係。若不如此解釋的話，那「等無間緣」的「等」

字，便成無用了。如果說「等」字，並非是指前後瞬間生起的二種現象

的數量應該相等，只是表示二者應是同類的話，那就違背了你們自己所

執的異類識相互之間可以作「等無間緣」的觀點。 

因此，「是故八識各唯自類，為『開導依』」。亦即，八識都是各自

僅僅以自類識作為「開導依」（「等無間緣依」），這樣的觀點便完全符合

佛典與正理。 

茲將此第三種觀點的「等無間緣依」（開導依），圖示如下： 

圖表 4：第三種觀點的「等無間緣依」（開導依），護法等說39 

護法說─前五識、第六識、第七識、第八識─各各自類為開導依 

 

綜合以上，將上面三種觀點的「等無間緣依」（開導依）圖示如下： 

 

                                                 
39 此圖參考：文智，〈略述開導依〉，收入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冊

26《唯識思想論集（二）》（唯識學專集之四）（臺北：大乘文化，1980 年），

頁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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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5：《成唯識論》三種觀點的「等無間緣依」（開導依）對照表40 

提出人

等無間緣依 
難陀 安惠 護法 

前五識 第六識 前六識 自類識 

第六識 前六識 

自類識 

第七識 

第八識 

自類識 

第七識 第七識 
自類識 

第六識 
自類識 

第八識 第八識 

自類識 

第六識 

第七識 

自類識 

四、增上緣依（俱有[所]依） 
「增上緣依」，又稱為「俱有依」、「俱有所依」，這是指「能依」、「所

依」俱時（同時）存在的情形。根據《成唯識論》，關於「增上緣依」，

有四種觀點，以下分別論述： 

（一）第一種觀點的「增上緣依」 

根據窺基的記載，第一種觀點的「增上緣依」（俱有[所]依），是難

陀等人的說法。41《成唯識論》卷四： 

「俱有依」（筆者案：即是「增上緣依」），有作是說： 

                                                 
40 參：太田久紀，《成唯識論要講──護法正義を中心として》卷 2（東京：中

山書房佛書林，1999 年），頁 117。 
41 窺基《成唯識論述記》卷 4（末）：「此即難陀等義。」（T43, no. 1830, 380c1） 



 

                                           唯識學關於「心、心所」法的三種「所依」 

 
 

 219 

1. 眼等五識，意識為依，此現起時，必有彼故。無別眼等，為

「俱有依」，眼等五根，即種子故。 

《二十唯識》伽他中言：「識從自種生，似境相而轉；為成內外

處，佛說彼為十。」
42
彼頌意說，世尊為成十二處故，說五識種

為眼等根，五識「相分」為色等境，故眼等根，即五識種。 

《觀所緣論》亦作是說：「識上色功能，名五根應理；功能與境

色，無始互為因。」
43
彼頌意言，異熟識上能生眼等色識種子，

名色功能，說為五根，無別眼等。種與色識，常互為因，能熏與

種，遞為因故。 

2. 第七、八識，無別此依，恒相續轉，自力勝故。 

3. 第六意識，別有此依，要託末那而得起故。44 

這第一種的「增上緣依」，其觀點為： 

1. 眼識、耳識、鼻識、舌識、身識等前五識，必定以第六意識為「俱

有（所）依」。這是因為五識現行生起時，必定有意識同時存在。而並

沒有另外的眼等五根作為「俱有（所）依」，因為眼根等五根就是五識

的種子。 

在《二十唯識論》的頌文中說：「五識從自己的種子生起，產生似

乎是實在的外境形相而轉起；而為成立內、外處，佛陀將它們說為十種。」

這句頌文的意思是，世尊為了成立六根、六塵的十二處，因此說五識的

種子是眼根等五根。而五識的「相分」，就是色等外境。所以眼等五根

就是五識的種子。 
                                                 

42 此頌文見：世親著，玄奘譯，《唯識二十論》，T31, no. 1590, 75b17-18。 
43 此頌文見：陳那著，玄奘譯，《觀所緣緣論》，T31, no. 1624, 888c29-889a1。 
44 《成唯識論》，T31, no.1585, 19c12-27。數字符號 1. 2. 3. 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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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所緣緣》論也這樣說：「將識上的色功能，名為五根是合理的；

這功能與作為境相的色等，無始以來即互相作為彼此的因。」這句頌文

的意思是，第八異熟識上能產生眼識等五識的種子，名為「色功能」，45

也說其為五根，並無另外的眼等五根。五根種子的功能與現行境相的「色

識」，46無始以來，恆常互相為因。因為能熏的事物與種子，互相之間輾

轉作為對方的因。 

2. 第七識和第八識，則並不存在此「俱有（所）依」，這是因為它

們恆常相續生起的自力殊勝。 

3. 第六意識，則另外存在此「俱有（所）依」，因為它要依托末那

識才得以生起。亦即第六意識的「增上緣依」就是第七識。 

                                                 
45 這裡的「功能」，據窺基的解釋，有三種說法，亦即；（1）見分種子；（2）相

分種子；（3）業種子。《成唯識論述記》卷第四（末）：「釋頌功能，亦如自種，

各有三種：一、見分種；二、相分種；三、業種。」（T43, no. 1830, 381a9-10） 
46 這裡的「色識」，根據窺基的說法，有三種解釋，《成唯識論述記》卷 4（末）： 

《述》曰：彼《觀所緣》頌中意說，第八識上有生眼等色識種子，不須分

別「見分」、「相分」。但總說言：由現行識，變似色塵等，故說此識，名為

色識。即此種子，名眼等根，能生現識故。生色識故，名色功能。言內色

根，非體是色，故說現識名為色識。」（T43, no. 1830, 381a11-17） 
以上這是總解，別解則有三種：（1）「又見分識，變似色故，名為色識。」

（2）「或相分色，不離識故，名為色識。」（3）「或相分名色，見分名識，此

二同種，故名色識種子。」（T43, no. 1830, 381a17、18、19）前面兩種解釋，

是作「見分」、「相分」別種生說，第三種解釋，則是「見分」、「相分」同種

生說。（參：釋演培，《成唯識論講記》（二）[臺北：天華出版事業，2002 年]，
頁 392）關於「相分」、「見分」究竟是同種？或別種？在民國初年曾引起爭

議。景昌極（C.E. 1903－1982）主張同種；繆鳳林（C.E. 1899－1959）、唐大

圓（C.E. 1890－1941）則主張別種。詳見：周志煌，《唯識與如來藏》（臺北：

文津出版社，1998 年），頁 179-201。 



 

                                           唯識學關於「心、心所」法的三種「所依」 

 
 

 221 

總結以上，將這第一種觀點的「增上緣依」，畫成如下的表格： 

圖表 6：第一種觀點的「增上緣依」（俱有[所]依），難陀等說47 

能依 所依 

1. 前五識 第六意識（五識起必依第六意識） 

2. 第六意識 第七末那識 

3. 第七識 

4. 第八識 
無別所依，恆相續轉，自力勝故 

（二）第二種觀點的「增上緣依」 

關於第二種觀點的「增上緣依」（俱有[所]依），根據窺基的記載，

是安惠等人的說法。48《成唯識論》卷四： 

有義：彼說理教相違。若五色根即五識種： 

1. 十八界種應成雜亂。然十八界各別有種，諸聖教中處處說故。 

2. 又五識種各有能生「相」、「見分」異，為執何等名眼等根？

若「見分」種，應識蘊攝；若「相分」種，應外處攝；便違聖教

                                                 
47 參考：釋演培，《成唯識論講記》（二）（臺北：天華出版事業，2002 年），頁

394。亦可參考：井上玄真，白湖无言譯，《唯識三十論講話》（臺北：世樺印

刷企業有限公司，1994 年），頁 153。 
48 窺基《成唯識論述記》卷 4（末）： 

即安惠等諸師所說：雖實無色，似色等現。（T43, no. 1830, 381c4） 
窺基《成唯識論掌中樞要》卷下（本上）： 
「俱有依」中，第二、是安惠師義。彼「見」、「相分」，雖是所執，體性都

無，亦有似色之相，如夢所見。今時山、河，一切皆爾，故有藏識所變根、

境為所依、緣，亦無失也。（T43, no. 1831, 637c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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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等五根，皆是色蘊內處所攝。 

3. 又若五根即五識種，五根應是五識「因緣」，不應說為「增上

緣」攝。 

4. 又鼻、舌根，即二識種，則應鼻、舌唯欲界繫，或應二識通

色界繫，許便俱與聖教相違。眼、耳、身根即三識種，二界、五

地為難亦然。 

5. 又五識種既通善惡，應五色根非唯無記。 

6. 又五識種無執受攝，五根亦應非有執受。 

7. 又五色根若五識種，應意識種即是末那，彼以五根為同法故。 

8. 又《瑜伽論》說眼等識皆具三依，若五色根即五識種，依但

應二。 

9. 又諸聖教說眼等根皆通現、種，執唯是種，便與一切聖教相違。 

10. 有避如前所說過難，朋附彼執，復轉救言：異熟識中，能感

五識增上業種，名五色根，非作因緣生五識種。妙符二頌，善順

《瑜伽》。49 

首先，第二種觀點的「俱有（所）依」，認為上面第一種觀點，無論在

正理和聖教上都有所違背。上面的這段引文，根據窺基的解釋，說明了

若站在第一種觀點，亦即認為假使眼等五色根就是五識的種子的話，則

會有如下的十種過難：1.「諸界雜亂難」；2.「二種俱非難」；3.「四緣相

違難」；4.「根識繫異難」；5.「根通三性難」；6.「根無執受難」；7.「五七

不齊難」；8.「三依闕一難」；9.「諸根唯種子難」；10.「假為他救難」。50 

                                                 
49 《成唯識論》，T31, no. 1585, 19c28-20a17。數字符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為筆者所加。 
50 《成唯識論述記》卷 4（末），T43, no. 1830, 381c6-382b22。 



 

                                           唯識學關於「心、心所」法的三種「所依」 

 
 

 223 

而關於第二種觀點的「俱有（所）依」。《成唯識論》卷四提出： 

又緣五境「明了意識」，應以五識為「俱有依」，以彼必與五識俱

故。若彼不依眼等識者，彼應不與五識為依，彼此相依勢力等故。 

又第七識雖無間斷，而見道等既有轉易，應如六識有「俱有依」。

不爾，彼應非轉識攝，便違聖教轉識有七。故應許彼有「俱有依」，

此即現行第八識攝。如《瑜伽》說：「有藏識故，得有末那；末

那為依，意識得轉。」51彼《論》（筆者案，指《瑜伽師地論》）意

言：現行藏識為依止故，得有末那，非由彼種。不爾應說：有藏

識故，意識得轉。由此彼說，理教相違。 

是故應言： 

1. 前五轉識，一一定有二「俱有依」，謂：（1）五色根；（2）同

時意識。 

2. 第六轉識，（1）決定恒有一「俱有依」，謂第七識；（2）若與

五識俱時起者，亦以五識為「俱有依」。 

3. 第七轉識，決定唯有一「俱有依」，謂第八識。 

4. 唯第八識恒無轉變，自能立故，無「俱有依」。52 

之前的引文是解釋前五識的「俱有（所）依」，這段引文則一併說明了

第五、第六、第七、第八識的「俱有（所）依」。引文說明緣取色、聲、

                                                 
51 此頌文的原文見《瑜伽師地論》卷 51：「又由有阿賴耶識故，得有末那。由

此末那為依止故，意識得轉。」（T30, no. 1579, 580b15-16） 
52 《成唯識論》，T31, no.1585, 20a15-b3-18。數字符號 1. 2. 3. 4.（1）（2）為筆

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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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味、觸五境的「明了意識」，又稱「五俱意識」，也應該以五識為「俱

有（所）依」，因為此「明了意識」必定與五識同時而生起並同緣五境。

如果這個「明了意識」不依眼等五識的話，那此「明了意識」也不應該

與五識為依，因為它們彼此相互依托的勢力是相等的。 

而第七識雖然是無間斷的，然而在從見道位到修道位的過程中，有

從有漏到無漏的轉變改易。因此，第七識應該像六識一樣具有「俱有（所）

依」，不然的話，第七識便不應該屬於轉識了，如此就會違背佛典聖教

中轉識有七種的說法。所以，應該要承認第七識有「俱有（所）依」，

這「俱有（所）依」便是現行的第八識。此正如《瑜伽師地論》所說：

「因為有第八阿賴耶識，就有了末那識。以末那識為依託，意識才得以

生起。」頌文的意思是：由於有現行的第八藏識作為依止，才有末那識；

而並不是說由於有藏識中的種子才從而有末那識。否則頌文應該說因為

有藏識中第六識的種子意識便得以生起。因此第一種觀點的說法與正理

和聖教相違背。 

所以，關於「俱有（所）依」（增上緣依），應該要這樣說： 

1. 前五轉識，各自一定具有二個「俱有（所）依」：（1）是五色根；

（2）是與前五識同時生起的意識，意即「五俱意識」或「明了意識」。 

2. 第六意識，（1）必定決定始終恆常存在一個「俱有（所）依」，

亦即第七末那識。（2）而如果是與五識同時生起的意識（「五俱意識」

或「明了意識」），則也以五識為「俱有（所）依」。 

3. 第七識，決定唯有一個「俱有（所）依」，那就是第八識。 

4. 只有第八識，永遠恆常無轉變，自己就能成立，因此沒有「俱有

（所）依」。 

總結以上，將這第二種觀點的「增上緣依」，畫成如下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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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7：第二種觀點的「增上緣依」（俱有[所]依），安惠等說53 

能依 所依 

1. 前五識 

（1）五色根 

（2）與前五識同時生起的意識，即「五俱意識」或「明

了意識」 

2. 第六意識 

決定：（1）第七末那識 

不定：（2）若與前五識同時生起的意識（「五俱意識」

或「明了意識」）則也以五識為「俱有（所）

依」 

3. 第七識 第八阿賴耶識 

4. 第八識 無別所依，恆無轉變，能自立故。 

（三）第三種觀點的「增上緣依」 

第三種觀點的「增上緣依」（俱有[所]依），依據窺基的記載，是淨

月等人的說法。54《成唯識論》卷四： 

有義，此說猶未盡理。第八類餘既同識性，如何不許有「俱有依」？

第七、八識，既恒俱轉，更互為依，斯有何失？許現起識，以種

為依，識種亦應許依現識，能熏、異熟為生、長、住依，識種離

彼不生長住故。又異熟識，有色界中，能執持身，依色根轉，如

                                                 
53 參考：釋演培，《成唯識論講記》（二）（臺北：天華出版事業，2002 年），頁

414。亦可參考：井上玄真，白湖无言譯，《唯識三十論講話》（臺北：世樺印

刷企業有限公司，1994 年），頁 153。 
54 窺基《成唯識論述記》卷 4（末）：「自下第三、淨月等師，復非前義。」（T43, 

no. 1830, 383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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契經說：「阿賴耶識，業風所飄，遍依諸根，恒相續轉。」《瑜伽》

亦說：「眼等六識，各別依故，不能執受有色根身。」55若異熟識

不遍依止有色諸根，應如六識，非能執受；或所立因，有不定失。

是故藏識若現起者，定有一依，謂第七識。在有色界，亦依色根，

若識種子定有一依，謂異熟識，初熏習位亦依能熏。餘如前說。56 

引文第三種觀點的「俱有（所）依」（增上緣依），在前五識、第六

識、第七識都與第二種觀點相同。不同的是，認為前說未盡合理，第八

識也應當有「俱有（所）依」才是：第八識既與前七轉識類似，具有相

同的性質，那麼為什麼不允許第八識也有「俱有（所）依」呢？既然第

七識與第八識都是恆常同時而轉生，那麼它們若互相作為依托，這會有

什麼過失呢？既然允許現行識以種子為依托，那麼也應當允許種子識以

現行識為依托。因為能熏的前七識與所熏的異熟識，是新熏種子的生

依、本有種子的長依，這可說是「因緣」。異熟現行識不能熏成種子，

只是種子的住依，這便不是「因緣」。此外，異熟識在欲界和色界之中，

也能執持身命，並依托眼等色根而轉起，這正如同《楞伽經》中所說的：

「阿賴耶識隨業力的風而飄游，普遍地依止有色諸根，恆常相續地轉

起。」《瑜伽師地論》也說：「眼等六識，各別有各自的依托，所以不能

執受有色根身。」因此如果異熟識不是普遍依止有色諸根的話，那就會

像六識一樣，不能執受身命；或者對第八識與第六識異同原因所作的分

析，有不確定的過失。因此第八識如果現起的話，必定有一「俱有（所）

依」，亦即第七識。但是在欲界和色界之中，除第七識之外，還要依止

                                                 
55 《瑜伽師地論》卷 51：「又六識身，各別依轉；於彼彼依，彼彼識轉。即彼

所依，應有執受；餘無執受，不應道理。」（T30, no. 1579, 579b3-7） 
56 《成唯識論》，T31, no.1585, 20a1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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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根。至於識的種子必定有一「俱有（所）依」，也就是異熟識，但在

最初的熏習位時，除了異熟識外，也還要依托能熏的現行識。其餘的則

與前面的觀點相同。 

總結以上，將這第三種觀點的「增上緣依」，畫成如下的表格： 

圖表 8：第三種觀點的「增上緣依」（俱有[所]依），淨月等說57 

能依 所依 

1. 前五識 

（1）五色根 

（2）與前五識同時生起的意識，即「五俱意

識」或「明了意識」 

2. 第六意識 

（1）第七末那識 

（2）若與前五識同時生起的意識（「五俱意

識」或「明了意識」）則也以五識為「俱

有依」 

3. 第七識 第八阿賴耶識 

決定 第七識（同是識性，故第八有所依） 
現行識 

不定 五色根（在有色時，執受五色根） 

決定 第八現行（能任持種子） 
4. 第八識

種子 
不定 能熏現行（初熏習時生長依故） 

 
                                                 

57 參考：釋演培，《成唯識論講記》（二）（臺北：天華出版事業，2002 年），頁

421。亦可參考：井上玄真，白湖无言譯，《唯識三十論講話》（臺北：世樺印

刷企業有限公司，1994 年），頁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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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四種觀點的「增上緣依」 

而第四種觀點的「增上緣依」，依據窺基的記載，則是護法的正義。58

《成唯識論》卷四： 

有義：前說皆不應理，未了「所依」與「依」別故： 

1. 「依」，謂一切有生、滅法，仗因託緣而得生、住，諸所仗託，

皆說為「依」，如王與臣，互相「依」等。 

2. 若法決定、有境、為主，令心、心所取自「所緣」，乃是「所

依」，59即內六處。餘非有境、定、為主故，此但如王，非如臣等。

故諸聖教唯「心、心所」，名「有所依」，非「色」等法，無「所

緣」故。但說「心所」，「心」為「所依」；不說「心所」，為「心」

「所依」；彼非主故。 

3. 然有處說「依」為「所依」，或「所依」為「依」，皆隨宜假說。60 

上引文筆者將之分為三個段落來解說： 

1. 在「俱有（所）依」中，所謂的「依」，乃是指：「一切有生、滅

法，仗因託緣而得生、住，諸所仗託，皆說為『依』」。這段引文的意思

是，那些作為生、滅法之所倚仗、依託的而生起、安住的因、緣，皆可

以說是「依」。文中並舉王與臣互相倚仗、依託的例子作比喻，說明「依」

的意義。 
                                                 

58 窺基《成唯識論述記》卷 4（末）：「自下第四、護法菩薩解。」（T43, no. 1830, 
384c22） 

59 窺基在《成唯識論述記》中認為「俱有(所)依」必須具備四種定義，也就本

文上面此引文所提及的：(1)決定；(2)有境；(3)為主；(4)令心、心所取自「所

緣」。關於這四種定義，窺基有詳細的解釋，可參見：T43, 385a15-27；T43, 
385a27-b5；T43, 385b5-7；T43, 385b7-14。 

60 《成唯識論》，T31, no.1585, 20c3-12。數字符號 1. 2. 3. 為筆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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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俱有（所）依」中，所謂的「所依」，則是指在「若法決定、

有境、為主」的情形下，「令『心、心所』取自『所緣』，乃是『所依』」。

亦即「所依」是指那個令心、心所取其自己「所緣」之境的「內六處」

（六根）。《成唯識論》認為若以王、臣的關係來比喻的話，只有王才能

稱為「所依」，臣是不能稱為「所依」的。而若是以心、心所法的關係

來看的話，則只有「心」能作為「心所」的「所依」；「心所」是不能作

為「心」之「所依」的。這是因為，「心所」是附屬於「心」的狀態，

而不是作為「心」的主體之故。 

3. 是說明將「依」當作「所依」或將「所依」當作「依」，其實都

是隨權宜而假說的。關於這點，窺基在《成唯識論述記》也有相同的解

說：「『所依』及『依』，皆名『所依』，如下文云，此假說故。」61 

因此，依據上面這種觀點，五、六、七、八識，便各自有其「俱有

（所）依」（「增上緣依」）。《成唯識論》卷四： 

1. 由此五識「俱有所依」定有四種，謂：五色根、六、七、八

識，隨闕一種必不轉故：「同境」、「分別」、「染淨」、「根本」，「所

依」別故。聖教唯說依五根者，以不共故，又必「同境」，近相

順故。 

2. 第六意識「俱有所依」唯有二種，謂七、八識，隨闕一種必

不轉故。雖五識俱取境明了，而不定有，故非「所依」。聖教唯

說依第七者，「染淨依」故，同轉識攝，近相順故。 

3. 第七意識「俱有所依」但有一種，謂第八識，藏識若無，定

不轉故。如伽他說「阿賴耶為依，故有末那轉；依止心及意，餘

轉識得生」。 
                                                 

61 《成唯識論述記》，T43, no.1830, 378c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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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阿賴耶識「俱有所依」亦但一種，謂第七識。彼識若無，定

不轉故。《論》說藏識恒與末那俱時轉故，又說藏識恒依染污，

此即末那。62 

所以關於「俱有（所）依」，引文說得很清楚，也就是：  

1. 前五識的「俱有（所）依」（增上緣依）必定有四種，亦即：（1）

五色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因為與前五識同緣一境，故

稱作「同境依」；（2）第六意識：因幫助前五識分別、明了外境，故稱

作「分別依」，這是指「五俱意識」或「明了意識」；（3）第七識：因與

染、淨法作依持，故稱「染淨依」；（4）第八識：因為作一切有為法的

根本依持，故稱「根本依」。 

2. 第六意識的「俱有（所）依」，則只有二種，即：作為「染淨依」

的第七識，以及作為「根本依」的第八識。 

3. 第七識的「俱有（所）依」，僅有一種，即：第八「阿賴耶識」。 

4. 第八識的「俱有（所）依」，也僅有一種，即：第七「末那識」。 

總結以上，將這第四種觀點的「增上緣依」，畫成如下的表格： 

圖表 9：第四種觀點的「增上緣依」（俱有[所]依），護法等說63 

能依 所依 

1. 前五識 

（1）五色根—同境依             不共依64 

（2）第六識—分別依 

（3）第七識—染淨依              共依 

（4）第八識—根本依 

                                                 
62 《成唯識論》，T31, no.1585, 20c24-26。數字符號 1. 2. 3. 4. 為筆者所加。 
63 釋演培，《成唯識論講記》（二）（臺北：天華出版事業，2002 年），頁 433-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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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六意識 
（1）第七識               不共依 

（2）第八識               共依 

3. 第七識 第八識               不共依 

4. 第八識 第七識               不共依 

以下，綜合上面所有的論述，將這四種觀點的「增上緣依」（俱有[所]

依）圖示如下： 

圖表 10：《成唯識論》四種觀點的「增上緣依」（俱有[所]依）對照表65 

提出人

增上緣依 
難陀 安惠 淨月 護法 

前五識 意識
五色根 

意識 

五色根 

意識 

五色根 (同境依) 

第六識 (分別依) 

第七識 (染淨依) 

第八識 (根本依) 

第六識 第七識

第七識 

（若與前五識同

時生起的意識，

以五識為「俱有

(所)依」） 

第七識 

(若與前五識同

時 生 起 的 意

識 ， 以 五 識 為

「俱有(所)依」)

第七識 

第八識 

第七識 無 第八識 第八識 第八識 

第八識 無 無 第七識 第七識 

                                                                                                                   
64 「不共依」是僅限於一識所依的法。「共依」則是不僅一識的所依，也通於它識

所依的法。參楊白衣，《唯識要義》（臺北：佛陀教育基金會，2005 年），頁 65。 
65 參：太田久紀，《成唯識論要講──護法正義を中心として》卷 2（東京：中

山書房佛書林，1999 年），頁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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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語 
本文在上面詳細地論述了《成唯識論》提出的「心、心所」的三種

「所依」，即「因緣依」、「等無間緣依」、「增上緣依」。在此，筆者總結

如下，並將這三種「心、心所」的「所依」繪製成圖示，以便於更清晰

地理解。 

（一）因緣依（種子依） 

是指八識「現行」，各有其「種子」作為「所依」，這「所依」即稱為

「因緣依」；此時的「能依」，乃是指八識「現行」；而「能依、所依」，互

相構成「依」的關係。依據《成唯識論》這還構成，舊種子生現行，現行

熏新種子（要注意前七轉識是作為「能熏」，「阿賴耶識」是作為「所熏」），

這種三法輾轉（舊種子、現行、新種子）、因果同時的關係。圖示如下： 

圖表 11：因緣依（或稱「種子依」） 

（舊種子、現行、新種子，構成三法輾轉、俱時因果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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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裡的舊種子、現行、新種子，構成三法輾轉、因果同時的「俱

時因果」關係。所以雖然《成唯識論》沒有明文提及，但應該仍可形成

「能依」、「所依」互相依持的所謂「依」的情形。不過，雖然「能依、

所依」是同時存在，但因為其實是三法輾轉的「俱時因果」關係；且「種

子」並不具備「俱有（所）依」四義之「有境」（亦即要有緣取之境相

「所緣」）；故不能被稱為「俱有（所）依」。 

（二）等無間緣依（開導依） 

依據《成唯識論》，八識心法之「現行」識，各以其自類識為「開

導依」，亦即前念一剎那滅謝之自類識，開避、引導後念一剎那自類識

的生起。這前念一剎那滅謝之識，作為「所依」，就稱為「等無間緣依」。

而後念一剎那生起的自類識，則是作為「能依」。這裡的情形，因為必

須要等前一念剎那的「所依」滅謝，後一念剎那的「能依」才能生起，

所以「能依」、「所依」並能不同時存在。圖示如下： 

圖表 12：等無間緣依（或稱「開導依」） 

（前一念剎那滅謝之識，開避、引導後一念剎那自類識的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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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裡的「能依」、「所依」並不同時存在，必須要等作為「所依」

的前一念剎那之自類識滅謝之後，才能開避、引導作為「能依」的後一

念剎那自類識之生起。因此，這種情形又稱為「不俱有（所）依」。而

「能依」、「所依」形成的「依」之關係，也是在前一念「所依」滅謝之

後，下一念「能依」剎那生起之時才能成立。 

（三）增上緣依（俱有[所]依） 

這「增上緣依」，比較複雜，因為八識心法的情形各不相同： 

1. 以前五識作為「能依」來說，其作為「所依」的「增上緣依」有

四種，亦即：（1）五色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因為與前

五識同緣一境，故稱作「同境依」；（2）第六意識：這是指意識中的「五

俱意識」或「明了意識」，因幫助前五識分別、明了所緣之境相，故稱

作「分別依」；（3）第七識：因與染、淨法作依持，故稱「染淨依」；（4）

第八識：因為作一切有為法的根本依持，故稱「根本依」。 

2. 以第六意識作為「能依」來說，其作為「所依」的「增上緣依」，

有二種，即：（1）作為「染淨依」的第七識；（2）以及作為「根本依」

的第八識。 

3. 第七識作為「能依」，其作為「所依」的「增上緣依」，僅有一種，

即第八「阿賴耶識」。 

4. 第八識作為「能依」，其作為「所依」的「俱有（所）依」，也僅

有一種，即第七「末那識」。 

雖然八識心法的各情形不相同，但是，依據《成唯識論》的觀點，

「增上緣依」是一種「能依」與「所依」同時存在的情形，所以又稱為

「俱有（所）依」。而且，此「俱有（所）依」還必須要具備四種定義：

1. 決定；2. 有境；3. 為主；4. 令心、心所取自「所緣」。下面，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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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表示前五識、第六識、第七識、第八識之「俱有（所）依」：66 

圖表 13：增上緣依（俱有[所]依） 

能依 所依 

1. 前五識 

（1）五色根—同境依            不共依 

（2）第六識—分別依 

（3）第七識—染淨依            共依 

（4）第八識—根本依 

2. 第六意識 
（1）第七識              不共依 

（2）第八識              共依 

3. 第七識 第八識             不共依 

4. 第八識 第七識             不共依 
 

在這裡，不論是前五識、第六識、第七識、第八識，都是「能依」、

「所依」同時存在的情況。因此自然可以構成「能依」、「所依」互相依

持之「依」的情形。而因為「能依」、「所依」同時存在，所以「增上緣

依」，又被稱為「俱有（所）依」。 

以上，就是《成唯識論》中，護法關於「心、心所」的三種「所依」

之觀點。 

 

 

                                                 
66 同註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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