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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順導師對攝論學派的詮釋 

——「中間路線」的堅持與游離 

釋聖凱∗ 

《摘  要》 

  
印順導師對攝論學派的關注，始於 1931、1932年，他與守培長老對舊譯、

新譯唯識不同的論爭。以此爲契機，印順導師逐漸確立了他對攝論學派的「中

間路線」的詮釋向度，以 1941年的《攝大乘論講記》爲標誌，他與牟宗三的論

爭充分體現了他對「中間路線」的堅持。在印順導師的晚年，他發表了〈起信

論與扶南大乘〉一文，表明他放棄了「中間路線」，傾向於《起信論》的「本覺」

詮釋向度。印順導師對「中間路線」的堅持與游離，正好體現了攝論學派本身

的思想史發展，從中可以發現從攝論學派到《起信論》的思想軌迹，需要我們

後來學人很好的體會與繼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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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isting and Moving of the Middle-way： 
Interpretation of Venerable Yin Shun on 
Mahayana-sajparigraha-wastra School 

Shih Sheng-kai∗ 

ABSTRACT 

In 1931 and 1932, Debating on the difference of Yogacara latter philosophy and 

Yogacara former philosophy, Venerable Yin Shun started to study on 

Mahayana-sajparigraha-wastra school. Venerable Yin Shun gradually set up the 

interpretation standpoint of Middle-way to Mahayana-sajparigraha-wastra school. In 

his book the Lecture sheets of Mahayana-sajparigraha-wastra, and Discussion with 

Mao Zong-san, Venerable Yin Shun insisted fully on the Middle-way. However, in 

Venerable Yin Shun’s later years, He published the article Qi-xin-lun and Fu-nan 

maha-yana, which indicated that he abandoned the Middle-way and selected the 

interpretation standpoint of original Enlightened of Qi-xin-lun. The change of 

Venerable Yin Shun’s Middle-way talli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ought history of 

Mahayana-sajparigraha-wastra school. We can find the thought history from the 

Mahayana-sajparigraha-wastra school to Qi-xin-lun, and we must study and inherit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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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度瑜伽行派的唯識學傳入中國，以三大翻譯家——菩提流支、真諦、玄

奘爲中心，從而形成地論學派、攝論學派、唯識宗1，前二者稱爲「舊譯」，後

者稱爲「新譯」。攝論學派是以傳習、弘揚《攝論》而得名，其學者稱「攝論

師」。唐代以後，中國佛教界歷來以新譯唯識批判舊譯，一直斥爲增益、謬誤。
2民國以來，隨著舊譯、新譯唯識的論爭，佛教界開始注意到舊譯唯識的特色與

思想價值。其中，以印順導師對攝論學派的研究與詮釋，最引人注目。 

陳一標在〈印順導師對新舊譯唯識的定位與評析〉一文中，已經從經論特

色與思想、阿摩羅識、一種七現與八識現行、阿陀那與末那等方面，探討了印

順導師對攝論學派的研究成果，指出導師爲真諦譯唯識開創一條不同於《起信

論》，而能融合真常與瑜伽二系的「新中間路線」。3但是，從印順導師對攝論學

派的關注與研究來看，具有思想史的發展痕迹。印順導師對攝論學派的詮釋，

是以他與守培長老的論爭爲契機；1941年，以《攝大乘論講記》爲標誌，表明

導師對攝論學派的「中間路線」的確立；1995年，導師發表〈起信論與扶南大

乘〉一文，表示導師放棄「中間路線」，回到《起信論》的「本覺」立場。 

我們將依此思想史的發展，探討印順導師對攝論學派的詮釋，希望依此加

強對攝論學派的研究；另一方面，從攝論學派的思想史，能夠反證印順導師「中

間路線」的堅持與游離，亦是攝論學派本身的思想內在邏輯。 

                                                 
1 「學派」與「宗派」的共同特點在於，具有兩大基本因素——宗義與師承。二者的不同在於：

「學派」的派別意識微細；而「宗派」則形成專宗寺院、組織制度與強烈的派別、宗祖、道

統意識等因素。或者可以說，「學派」只有教義體系；「宗派」除了教義體系之外，還有教團

等現實因素。湯用彤分爲「學派」與「教派」，見《湯用彤全集》（第二卷），河北:人民出版

社，2000 年，第 394-410 頁。顔尚文分爲「學派式宗派」與「教派式宗派」，見《隋唐佛教

宗派研究》，臺北：新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8年，第 9頁。 
2 呂澂說：「無著世親之學，存於難陀等及真諦所傳者更多，尋繹真諦等譯籍更易得實在。此不

關譯文之精當與否，彼此各有學說淵源，實不容輕相是非也」。〈論莊嚴經論與唯識古學〉，《呂

澂佛學論著選集》卷一，濟南：齊魯書社，第 87 頁。湯用彤先生亦認爲「然南方真諦，實

得無著、世親之真傳」，《魏晉南北朝佛教史》（下冊），北京：中華書局，1983 年，第 615

頁。 
3 陳一標〈印順導師對新舊譯唯識的定位與評析〉，《印順導師九秩晉五壽慶論文集》，新竹：正

聞出版社，2000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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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間路線」的確立 

——以印順導師與守培長老的論爭為契機 

1931 年，梅光羲在《海潮音》發表了〈相宗新舊兩譯不同論〉，考證世親

學傳來中土，先後有菩提流支、真諦、玄奘三系，而且探討了三系思想之間的

差異。
4太虛大師在《海潮音》同時發表了〈相宗新舊兩譯不同論書後〉5，於是

引起當時佛學界的論爭。對於舊譯、新譯唯識的真正意義的論爭，是在守培長

老與印順導師之間展開。守培長老精通《金剛》、《維摩》、《楞嚴》、《起信》等

大乘經論，當時支那內學院偏弘唯識，評斥《楞嚴》、《起信》，守培長老於是取

《地論》、《攝論》等法相舊義對決，甚至「語侵世親」。6守培長老的佛學思想

源於《楞嚴經》與《起信論》，以「真常唯心」為主，有其自己的特殊見解。 

印順導師當時在閩南佛學院，他對守培長老的印象，受到當時閩院師生的

影響。因爲守培長老與象賢法師爭辯唯識空有時，對唯識宗採取敵對的態度。

守培長老在解說《八識規矩頌》時，依照自己的觀點而強解一番，當時閩院師

生都稱他爲知見不正的「外道」。
7印順導師正是在這種風氣下，對守培長老進

行反駁。印順導師批判守培長老〈讀唯識新舊兩譯不同論後的一點意見〉，分爲

三個方面。一、「不顧史實」，這是批判守培長老以《起信論》爲“純清潔白＂，

大乘、護法則「玄色滿面」等對印度佛教史的誤解；二、「未窮教理」，批判守

培長老在教義理解方面的不足；三、「成見太深」，批判守培長老將所有錯誤盡

歸於護法。 

印順導師維護新譯唯識的正確性，主張「約畢竟無性而說，則無佛性言，

是究竟了義之說，非方便也」
8，批判舊譯「若立真如名阿摩羅識，應有生滅，

應是有為所攝，名為識故」。同時，印順導師當時是從三論、唯識入門，1931

年，他學習太虛大師的融貫方法，創作〈抉擇三時教〉，對於智光的三時教，唯

                                                 
4 梅光羲〈相宗新舊兩譯不同論〉，《海潮音》第 12 卷第 4期，1931年。收入《唯識學問題研究·

唯識學專集之六》，《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28 冊，臺北：大乘文化出版社，1978年。 
5 太虛〈相宗新舊兩譯不同論書後〉，《海潮音》第 12 卷第 4期，1931年。 
6 印順〈《守培全集》序〉，《華雨集》第 5冊，臺北：正聞出版社，1993年，193 頁。 
7 印順〈悼念守培上人〉，《華雨香雲》，《妙雲集》下編之十，第 350 頁。 
8 印順〈評破守培師之讀唯識新舊兩譯不同論後的一點意見〉，《唯識學問題研究·唯識學專集之

六》，《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28 冊，第 13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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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宗的三時教，抉擇而予以融貫。9因此，印順導師在闡釋唯識的思想時，則融

貫中觀的立場。印順導師從諸法實相出發，一切諸法所知性相，離於種種言說

以及假名，法爾如是，絕待超越離一切相，遠離有無二邊，歸無所得，所以有

與空都是戲論也。印順導師說： 

依他起，即是法相；彼圓成實，即是法性。法性法相，二不相離，相不

離體，體不離相，無相之體，世所無有。⋯⋯依他起法，亦有亦空。云

何名有？唯識所現性之相故。地上量智正所緣故，非惟俗有真不無故，

畢竟空中宛然有故。云何名空？勝義諦中虛妄假故，法體離言非情有故，

非有似有如幻事故，宛然有中畢竟空故。無著依初，龍樹依後，有空雖

別，無所爭競。若言定有，則墮小乘，執有相法。若言定空，有所得大，

惡取空見。10 

印順導師以法相與法性的關係，解釋依他性與真實性。這樣，依他性爲畢

竟空中宛然有，真實性爲宛然有中畢竟空，真空不礙妙有，妙有不礙真空，最

後落實到無著與龍樹則無所競爭，二者都是從不同方面詮釋了諸法實相。 

而且，印順導師從中觀的立場解釋三性、三無性，二者體一而義二，非互

相破，而是相互相成。三自性是表詮門，三無性是遮詮門。依他性、真實性是

真實的法體，從理上自不可言，非有非無、非非有非無、非亦有亦無，性相具

足，真實不虛而不是空花。但是，凡情不能正確理解，於是在依他性、真實性

增益成分別性；所以，諸聖者慈悲，說三無性，遣除增益的邪見，顯現諸法實

相。 

所以，守培長老是「舊譯無一非處，新譯無一是處」，而印順導師則「舊的

都錯，新的都對」。但是，二者的基本立場不同，守培長老是從《起信論》、《楞

嚴經》等真常唯心思想出發，對舊譯進行解釋，對新譯進行批判；印順導師則

是從中觀的緣起性空出發，而且對唯識進行融貫與詮釋。
11 

                                                 
9 印順〈遊心法海六十年〉，《華雨集》第 5冊，第 6頁。 
10 印順〈評破守培師之讀唯識新舊兩譯不同論後的一點意見〉，《唯識學問題研究·唯識學專集之

六》，《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28 冊，第 132 頁。 
11 印順在《華雨集》「序」中說：「《華雨集》所沒有編集的，就是我所不要保留的，無論說得

對與不對，都不再是我的了，如舊物而已被丟棄了一樣。」《華雨集》第 1 冊，第 2 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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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培長老與印順導師的論爭，是重「信」與重「解」的論爭，一位耆宿僧

寶，見解獨特；一位學界新秀，嶄露頭角，敢於挑戰權威。這次論爭的結果，

引起印順導師內心的反省： 

這是千百年來的老問題，舊譯與新譯的思想對立，難道都出於譯者的意

見？還是遠源於印度論師的不同見解，或論師所依的經典不同呢？這是

佛法中的大問題，我沒有充分理解，又那裏能夠決了！12 

印順導師對守培長老的論爭，雖然具有一定的理論依據，但是很大一部分出於

意氣。所以，這次論爭讓他反思到自己對舊譯的認識不足，亦讓他生起自求充

實的願望，所以才到普陀山閱藏。 

同時，這次論爭引發了印順導師對舊譯的重視與同情。1941年，他爲演培、

妙欽、文慧講《攝論》時，便漸漸樹立了他的「中間路線」： 

嘗以今之學者，多偏據奘傳之說，於《攝論》本義多昧，乃亦樂爲一談。

依《世親釋》通無著《論》，間取《中邊》、《莊嚴》爲之證。如種識辨三

相，陀那即末那，染意緣種子，自心爲本質，見相成唯識，遍計依他等

如幻，依他具二分，鏡智體常住：異義紛披，每異奘傳之說。
13 

印順導師在《攝大乘論講記》、《如來藏之研究》等書中表達了他對舊譯的

觀點：真諦將如來藏學糅入瑜伽學，如《攝論釋》；將瑜伽學糅入如來藏學，如

《佛性論》：真諦存有調和二系的意圖。調和二系的基本原理，是出於《攝大乘

論》的，真諦是將《攝大乘論》的微言，引申而充分表顯出來。14 

真諦所傳唯識古學與玄奘所傳唯識今學的不同，唐代靈潤便舉出十四點異

義，民國年間，梅光羲增加了八義。15這些異義的形成，主要是舊譯與新譯兩家

淵源的不同。而且，從詮釋學來看，真諦的翻譯雖然不忠實於原文，但本身就

                                                                                                                                           
此，可以認為，印順對其早年反對舊譯的立場，自己是不認同的。 

12 印順〈遊心法海六十年〉，《華雨集》第 5冊，第 8頁。 
13 印順〈《攝大乘論講記》牟言〉，《華雨集》第 5冊，第 192 頁。 
14 印順〈論三諦三智與賴耶真妄〉，《華雨集》第 5冊，第 115 頁。 
15 梅光羲〈相宗新舊兩譯不同論〉，《海潮音》第 12 卷第 4 期，1931 年。收入《唯識學問題研

究·唯識學專集之六》，《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28 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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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種創造性的詮釋。從唯識古學內部來說，真諦與安慧在「虛妄唯識」層面，

確實有許多共同之處；但是，真諦有意對瑜伽行派與如來藏系進行會通，從而

二者表現出不同的走向。真諦的思想體系最大特色在於「解性黎耶」、「阿摩

羅識」的提出，其佛性、一乘思想亦是難解之處。 

印順導師在闡釋真諦的「解性黎耶」、「阿摩羅識」以及佛性思想，充分

堅持其「中間路線」，論述真諦譯唯識的形成有其歷史背景，具融合如來藏與

唯識思想的傾向。我們正是繼承了印順導師的「中間路線」，對攝論學派進行

詮釋。16 

二、印順導師對「解性黎耶」的詮釋 

真諦在翻譯《攝論釋》對「界」的解釋時，在世親的注釋前增補「界有五

義」： 

《阿含》謂大乘阿毗達磨，此中佛世尊說偈。此即此阿黎耶識界，以解

為性。此界有五義：一、體類義，一切眾生不出此體類，由此體類，眾

生不異；二、因義，一切聖人法四念處等，緣此界生故；三、生義，一

切聖人所得法身，由信樂此界法門故得成就；四、真實義，在世間不破，

出世間亦不盡；五、藏義，若應此法，自性善故成內，若外此法，雖復

相應，則成殼故。17 

多數研究者都是以「解性」作為一詞，宇井伯壽、上田義文、勝又俊教、

印順導師、牟宗三、楊白衣等，都是這種解釋方法。
18但是，從思想上解釋「解

性」，則亦有分歧，其中亦涉及對真諦唯識思想的定位與評價問題。牟宗三強調

                                                 
16 筆者博士論文《攝論學派研究》對真諦的思想定位為「從始入終之密意」，在虛妄與經驗層

面，則是純正的瑜伽行派的「阿黎耶識緣起」，則是屬於「始教」；在轉依的果位上，其主張

「性相融即」、「智如不二」與唯識今學所主張「性相永別」、「智如為二」明顯不同，則是具

有「終教」的特點。真諦的思想是妄心派向真心派的過渡，是一種「中間路線」，但是其基

本立場仍然是瑜伽行派。 
17 真諦譯《攝大乘論釋》卷一，《大正藏》第 31 卷，第 156 頁下。 
18 宇井伯壽《印度哲學研究》第 6卷，東京：岩波書店，1965年，第 211-212 頁；上田義文《佛

教思想史研究》，京都：永田文昌堂，1958 年，第 247-254 頁；勝又俊教《佛教における心

識說の研究》，東京：山喜房佛書林，1974年，第 739 頁。楊白衣〈攝論“界頌＂之研究〉，

《現代佛學大系》第 54 冊，臺北：彌勒出版社，1984年，第 31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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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諦的詮釋思路，是生死與涅槃都是依阿黎耶識，所以這種「有」是直接而順

承的根據。牟宗三將「解性」理解成「覺解性」，阿黎耶識的本性是覺解性，是

清淨的。這樣的詮釋思路完全與唯識今學唯識思想相反，因爲阿黎耶識為「流

轉」之「因」只是流轉雜染法之憑依因，而不是其生因；而其為「還滅」之「因」

倒是無漏清淨法之直接的生因。
19牟宗三是把真諦的思想視爲《起信論》的思想，

阿黎耶識視爲「以解爲性」，「解性」即是阿黎耶識的超越性。因此，完全可以

依《起信論》真妄和合識的思想來解釋阿黎耶識： 

當它在纏時，它是迷染的。這迷染性不是它的超越的自性，乃是它的客

性（暫寄的後天性）。故當通過正聞熏習而得轉依時，它恢復了它的超越

的自性（解性）。當其在纏時，吾人就其迷染之客性（不雜而染）而名之

曰阿賴耶。當其出纏時，吾人就其超越的自性名之曰「如來藏自性清淨

心」，此時它只是一「解性」呈現，它就是法身——聖人依。20 

牟宗三強調「解性」是阿黎耶識的超越的自性，即是如來藏自性清淨心，在纏

如來藏，出纏法身，完全是一種「如來藏緣起」的解釋。所以，他總結真諦的

思想是「向往真心派的」。而且，牟宗三站在《成唯識論》的立場，對真諦的思

想缺乏「同情的理解與回應」，他認為真諦以真心派的如來藏自性清淨心主體解

《攝論》的阿黎耶主體，這是「兩派的混擾」，對《攝論》而言爲「擾亂」。
21但

是，他強調在思想上真心系是高於妄心系。 

印順導師在《攝論講記》、《如來藏之研究》等著作中，對真諦的唯識思想

都有所涉及，而且對新舊唯識的差別有所辨析。
22
他認爲出身中印度西部的真

諦，受如來藏思想的影響，以唯識學闡釋如來藏說，因此真諦並不忠於唯識古

學，真諦譯的增益是爲了綜合阿賴耶系統和如來藏系統，絕非自出機杼，而是

多少有根據的。23所以，他解釋說真諦「界有五義」，這是引用《勝鬘經》而給

                                                 
19 牟宗三《佛性與般若》（上冊），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97年，第 291 頁。 
20 牟宗三《佛性與般若》（上冊），第 309 頁。 
21 牟宗三《佛性與般若》（上冊），第 310 頁。 
22 詳細論述參考陳一標〈印順導師對新舊唯識的定位與評析〉，《印順導師九秩晉五壽慶論文

集》，新竹：正聞出版社，2000年。 
23 印順《如來藏之研究》，第 2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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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一一的解說，這是如來藏爲依止說；他認為清淨的「解性」即是「阿摩羅識」，

這就是他所謂的「賴耶通真妄」說。24 

印順導師將「解性」解釋爲「如來藏」，而不是「本覺」，強調應該是解脫

性，也就是心真如性，合於無著、世親的論義25。「解性黎耶」只指心真如性，

有如空宗由心無自性而言「心本性淨」一樣，並無能生起無漏清淨法的功能，

依《攝論》之意，一切種子新熏，無漏清淨法是由「最清界法界等流」熏習而

得，因此「解性黎耶」並無「本覺」有能生的功能。他說： 

如來藏是在眾生身中(或蘊處界中，或貪瞋癡中)，而眾生的身心一切，

即是阿賴耶種識所幻現，所以如來藏也即在阿賴耶識的底裏。一切心識

的根本真實，也即是如來藏了。基於這一意義，如來藏是內在的心性；

阿賴耶識是承內啟外的動力。26 

「如來藏」或「解性」只是內在的心性，阿黎耶識才是動力，能夠較好地闡明

了「解性黎耶」的內涵。 

印順導師認爲，「《阿毗達磨大乘經》是阿賴耶識、唯識說，立依他起通二

分：表面上是賴耶緣起，而內在貫通真心說（主新聞熏習，與如來藏說還有多

少距離）」。這是《攝論》的特色，而印順導師自己試圖闡明「依他起性，有會

通真、妄的傾向」
27。真諦綜合如來藏與阿黎耶識兩系，從「解性」非是「本覺」

來看，真諦唯識思想淡化了如來藏「我」的色彩。我們從法藏對「始教」、「終

教」的判教，以及普寂對《攝論》的定位，進一步證明印順導師「中間路線」

的正確性。 

唐代法藏對如來一代時教，判爲四宗：一、隨相法執宗，即小乘諸部，小

乘諸師所立；二、真空無相宗，《般若經》、《中論》等經論，龍樹、提婆所立；

三、唯識法相宗，《解深密經》、《瑜伽論》等經論，無著、世親所立；四、如來

                                                 
24 印順另外從《攝論》的金土藏喻的二分依他來對「賴耶通真妄」加以說明，見《以佛法研究

佛法》，《妙雲集》下編之三，臺北：正聞出版社，1990年，第 296-299 頁。 
25 印順《如來藏之研究》，第 215 頁。 
26 印順〈如來藏之研究〉一文，《以佛法研究佛法》，《妙雲集》下編之三，第 353 頁。 
27 印順〈論三諦三智與賴耶通真妄〉，《華雨集》（五），臺北：正聞出版社，1993年，第 125-126

頁。此文是回應牟宗三在《佛性與般若》一書中對其的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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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緣起宗，《楞伽經》、《密嚴經》、《起信論》、《寶性論》等經論，馬鳴、堅慧所

立。而且，法藏對明確指出唯識思想與如來藏緣起說的不同，前者「依理起事

差別說」，爲「始教」；後者「理事融通無礙說」，爲「終教」。28始教與終教的差

別非常明顯，前者立「性相永別」，後者立「性相融即」。法藏詳細分析二者的

思想差異： 

若依始教，於阿賴耶識，但得一分生滅之義。以於真理未能融通，但說

凝然，不作諸法。故就緣起生滅事中建立賴耶，從業等種辨體而生，異

熟報識爲諸法依。⋯⋯若依終教，於此賴耶識，得理事融通二分義。故

論云：不生不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異，名阿梨耶識。以許真如隨熏和

合，成此本識，不同前教業等種生故。29 

按照法藏的理解，瑜伽行派強調阿黎耶識的生滅性，認爲真如是凝然不動的真

理，不能融通；同時，阿黎耶識是從緣起生滅的意義上而建立，依善惡諸法的

種子而生的識體。
30而作爲「終教」的《起信論》等，阿黎耶識於生滅與不生滅

和合而具有事理融通的特點，阿黎耶識並不是依善惡業種子所生，而是真如受

熏而與生滅事法和合而成。31 

所以，始教與終教的區別，在於“阿黎耶識＂的不同，而真諦的阿黎耶識

說無疑是屬於「始教」，這是無可否認的。但是，法藏論述「終教」的理事融通

無礙說，指出「以此宗中許如來藏隨緣成阿賴耶識，此則理徹於事也；亦許依

他緣起無性同如，此則事徹於理也。」
32
從理事的關係，我們看到真諦的唯識思

想與《起信論》的同異，真諦所傳的阿黎耶識的全體是虛妄分別，這是二者不

同之處；但是，真諦在三性方面，亦主張「分別、依他二無性即是真實性」，即

“事＂亦能貫徹於「理」，這是二者的相同之處。而後來的研究者亦基於此相同

                                                 
28 《大乘起信論義記》卷上，《大正藏》第 44 卷，第 243 頁中-下。 
29 《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二，《大正藏》第 45 卷，第 484 頁下-485 頁上。 
30 有關法藏對唯識學的批判，參考董群《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學思想研究》，北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年，第 90-95 頁。 
31 有關如來藏緣起與阿賴耶緣起的同異，詳細論述請參考法舫〈阿賴耶緣起與如來藏緣起之研

究〉，《唯識思想論集（一）·唯識學專集之三》，《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 25 冊，臺北：大乘

文化出版社，1978年，第 97-146 頁。 
32 《大乘起信論義記》卷上，《大正藏》第 44 卷，第 243 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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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主張真諦的佛學思想同於《起信論》，這是有偏頗的。 

《起信論》主張：「所謂心性不生不滅，一切諸法唯依妄念而有差別」、「心

生滅者，依如來藏故有生滅心，所謂不生不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異，名爲阿

梨耶識。」33《起信論》建立「一心二門」，其主要意義是爲了建立生死的流轉

與解脫的還滅；其一方面解釋現實生命的缺陷，另一方面提供一個涅槃解脫的

超越根據——人性本具的清淨如來藏（或佛性），而貫穿二者的是統一真妄的「阿

黎耶識」。我們認為，「一心二門」的思惟模式與真諦的「二分依他」確實有相

同之處。但是，如我們的研究表明，前者為「平面」，而後者爲「立體式」，其

詮釋向度完全不同。《起信論》的阿黎耶識，在凡夫未得無分別智之前，便是「真

妄和合」。而真諦的「二分依他」，在未轉依之前只是「分別性」，唯有虛妄（生

滅），不能與真實性（真如）和合；轉依之後，顯現真實性，而且具有「性相融

即」的特點，這種融通是「從事向理」、「從相向性」的向度，即終教的「事徹

於理」。但是，終教的「理徹於事」即「從理向事」的融通，在真諦的思想是根

本沒有的。因爲，真諦繼承《辯中邊論》、《大乘莊嚴經論》等一係的三性思想，

主張真實性含有真如與智——智如不二，無分別智與真如是冥合為一的，無法

分開；所以，真諦的「道後真如」具有「隨緣之用」（而且，是清淨法的隨緣），

而其「道前真如」則無法隨緣。而《起信論》的真如則始終是「隨緣起用」。
34 

所以，真諦的思想在虛妄與經驗層面，則是純正的瑜伽行派的「阿黎耶識

緣起」，是屬於「始教」；《起信論》則是「真如緣起」，二者有根本的不同。真

諦堅持能分別爲「依他性」、所分別爲「分別性」，在凡夫位上唯妄非真，是「唯

識無境」。這時，唯有統一的識體，這種「一」是現在刹那的「統一」
35，是具

有時間性，而且是識有境無的矛盾對立的存在狀態。《起信論》主張虛妄無體、

真實有體，以「真如」爲體。這是一種超越的「一」，是非時間性的，虛妄與真

實之間是一種「縱貫系統」。36同時，真諦堅持「依他性」的識是由種子所生，

主張「種子緣起」、境無識有，這是一種經驗的差別的多元論；而《起信論》的

「阿黎耶識」是真如受熏與妄法和合而成，因此相對於真如的實有體而妄法是

                                                 
33 《大乘起信論》，《大正藏》第 32 卷，第 576 頁上、中。 
34 上田義文《佛教思想史研究》，京都：永田文昌堂，1958年，第 231 頁。 
35 上田義文《佛教思想史研究》，第 232 頁。 
36 牟宗三認爲「真心派」是「縱貫系統」，見《佛性與般若》，第 35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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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體的，這樣「識」與「境」之間不會形成如「識有境無」之間的對立矛盾關

係，這是一種發生論的一元論。37二者的差別，是顯而易見的。 

同時，唯識今學認爲，“唯識相＂是指依他性，唯是有爲法，通有漏、無

漏法；“唯識性＂是指真實性，唯是指真如，只是無爲無漏法。而且，無分別

智是有爲法，屬於依他性，真實性不包含無分智。這樣，“真如＂只是後世所

謂“凝然真如＂，因此相、性永遠處於二分的狀態，即是“性相永別＂、“智

如二分＂。所以，在轉依的果位上，真諦主張「性相融即」、「智如不二」與唯

識今學所主張「性相永別」、「智如二分」明顯不同，則是具有「終教」的特點。 

所以，真諦譯具有「從始入終之密意」的性質，這是非常有道理的。38 但

是，真諦的這些思想都是《辯中邊論》、《大乘莊嚴經論》等早期瑜伽行派本身

具備的，真諦只是將如來藏說糅進唯識思想中，但是其基本立場是符合瑜伽行

派的思想，真諦的「中間路線」並未遠離此立場。這樣，我們剛好能夠印證印

順導師「中間路線」的遠見。 

三、印順導師對阿摩羅識的詮釋 

真諦的佛學體系中，阿摩羅識可以說是其思想的中心；而其建構阿摩羅識

是為了證成「萬法唯識」——瑜伽行派的核心問題。而且，他以「阿摩羅識」

去詮釋如來藏，這是對如來藏進行去神秘化、非存在性的詮釋，將具有實體、

神我危險性的如來藏轉換爲精神主體的境界，這就是其建構「阿摩羅識」的出

發點。 

唯識今學唯識堅持「性相永別」、「智如二分」，「阿摩羅識」譯爲「無垢識」，

《成唯識論》說：「或名無垢識，最極清淨諸無漏法所依止故，此名唯在如來地

有」；並且引經說：「如來無垢識⋯⋯圓鏡智相應」
39。唯識今學唯識以如來所有

的無漏第八識，為無垢識，其實應該包括地上無漏第六、第七識。唯識今學唯

                                                 
37 「批判佛教」以《起信論》的「本覺」思想是「發生論的一元論」；而末木剛博主張《起信

論》爲經驗主義的唯心論的一元論，包含經驗論、唯心論、一元論三方面。見《大乘起信論

の論理——凡夫日常心の立場から》，平川彰編《如來藏と大乘起信論》，東京：春秋社，1990

年，第 139 頁。 
38 普寂說：「今此論本末所說正明始門，兼含容從始入終之密意，與隋唐譯，頗有逕庭。」《攝

大乘論釋略疏》卷一，《大正藏》第 68 卷，第 120 頁下。 
39 《成唯識論》卷三，《大正藏》第 31 卷，第 13 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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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強調真如是「迷悟依」，「由此能作迷悟根本，諸染淨法依之得生，聖道轉令

捨染得淨」。40真如屬於非現象界，與現象界的「持種依」截然不同，真如是識

的實性，絕對不可稱之爲「識」。從存在論來說，真如與阿黎耶識都可以作爲存

在的根據，真如為超越的根據，阿黎耶識爲經驗的根據，因此有「雙重存在根

據」（或「雙重本體」）的嫌疑。 

依印順導師的觀點，真諦提出「阿摩羅識」的理由在於，為了貫徹「一切

法唯識」原則。41虛妄分別爲自性的心識（根本是阿黎耶識）爲依止，說明「一

切法唯識所現」，開示轉雜染爲清淨的轉依，是彌勒、無著、世親論所說的。但

轉依的內容，都沒有說到「識」；可以見到的，反而是阿黎耶識，「阿羅漢位捨」
42。《攝論》說：「謂轉阿賴耶識，得法身故」；法身由五種自在而得自在，「五、

由圓鏡、平等、觀察、成所作智自在，由轉識蘊依故」43。《大乘莊嚴經論》說：

「如是種子轉者，阿梨耶識轉故。⋯⋯是名無漏界」44。在轉依位，阿黎耶識與

識蘊都被轉捨了，在無漏法界中便沒有生死雜染的「識」；而且，識是虛妄分別

爲自性的，轉依後而真實性顯現，依唯識今學唯識思想，是無法稱爲「唯識」。

所以，真諦在果報黎耶、種子黎耶之外，提出「解性黎耶」、「阿摩羅識」，堅持

「性相融即」、「智如合一」，旨在於解決「若種子新熏，如何生起第一念出世心」、

「一切法唯識」的問題。而且通過淡化如來藏「我」的色彩，融攝如來藏與阿

黎耶識兩系，解決瑜伽行派的內在矛盾與困境。 

印順導師指出「阿摩羅識」的意義：一、阿摩羅識是境識並泯、境智無差

別的實性，二、阿摩羅識是分別性與依他必並泯的實性，三、阿摩羅識是自性

清淨心。
45我們依導師的研究，歸納爲三方面：（1）阿摩羅識是境識俱泯之實性，

（2）阿摩羅識是究竟果位之淨識，（3）阿摩羅識是自性清淨心。但是，境識俱

泯之實性與究竟果位之淨識，都是從轉依方面而言，即是無垢真如；而自性清

淨心即是有垢真如。前者是從解脫論、實踐論來說，後者是從存在論而言，詮

                                                 
40 《成唯識論》卷十，《大正藏》第 31 卷，第 55 頁上。 
41 印順《如來藏之研究》，臺北：正聞出版社，1992年，第 228 頁。 
42 《唯識三十論頌》，《大正藏》第 31 卷，第 60 頁中。 
43 玄奘譯《攝大乘論本》卷下，《大正藏》第 31 卷，第 149 頁下。 
44 《大乘莊嚴經論》卷五，《大正藏》第 31 卷，第 614 頁中。 
45 印順〈論真諦三藏所傳的阿摩羅識〉，《以佛法研究佛法》，《妙雲集》下編之三，臺北：正聞

出版社，1990年，第 281-29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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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向度不同。我們依印順導師的概括而進一步深入詮釋，試圖揭示真諦的阿摩

羅識思想。 

1、境識俱泯之實性 

我們曾經以「有相唯識」與「無相唯識」的差異，考察玄奘與真諦所傳唯

識思想的差別。依「無相唯識」的思想，「唯識無境」指境不外乎識，從識這一

方來說，識（能見）成為境（所見），而且若識不經過自己的否定，就不能成為

境。如此，境無而唯有識，看起來似乎是表現境的否定和識的肯定，但實際上

同時也包含識的否定。如《轉識論》說： 

問：此識何相何境？答：相及境不可分別，一體無異。問：若爾，云何

知有？答：由事故，知有此識。此識能生一切煩惱業果報事。譬如無明，

當起此無明，相境可分別不？若可分別，非謂無明。若不可分別，則應

非有。而是有非無，亦由有欲嗔等事，知有無明。本識亦爾，相境無差

別。但由事故，知其有也。就此識中，具有八種異，謂依止處等，具如

《九識義品》說。46 

此《九識義品》就是《決定藏論·心地品》。47真諦堅持「一種七現」，強調阿黎

耶識是「相境無差別」。「相」是指阿黎耶識的執受，即主體性的識；「境」即所

執受的種子。因為阿黎耶識是「種識不分」，所以是「相境無差別」。這是與護

法強調「諸識現行」、「見相有別」不同。 

同時，真諦主張識是能分別，境是所分別。於是，存在的全體就是識（能

識），境是被否定的，這是認識論層面的意義，因此我們稱爲「具有存在論意義

的認識論」；從存在論來說，識以非識爲自性，舉其全體成爲境，因此識是無。

所以，真諦的認識論與存在論是一體的，是一種「無境論」。
48如《轉識論》說： 

立唯識義，意本為遣境遣心，今境界既無，唯識又泯，即是說唯識義成

                                                 
46 《轉識論》，《大正藏》第 31 卷，第 61 頁下-62 頁上。 
47 印順〈論真諦三藏所傳的阿摩羅識〉，《以佛法研究佛法》，《妙雲集》下編之三，第 270-271

頁；牟宗三《佛性與般若》（上冊），第 356 頁。 
48 所以，我們在強調真諦的存在論與認識論時，是用「具有認識論意義的存在論」、「具有存在

論意義的認識論」。而唯識今學唯識強調識自體變現出相分，成為認識物件，這是識自己看

見自己所變現的物件，這是一種「有境論」，用現代哲學來說，是一種「觀念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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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問：遣境存識，乃稱唯識義，既境識俱遣，何識可成？答：立

唯識乃一往遣境留心，卒終為論，遣境為欲空心，是其正意。是故境識

俱泯，是其（唯識）義成。此境識俱泯，即是實性，實性即是阿摩羅識；

亦可卒終為論，是阿摩羅識也。49 

識與境之間建立了相互否定又是同一的矛盾結構，所以不管認識任何事物，都

不外是認識自己本身，這是「識有境無」。同時，境既然不可得，識也不得生，

所以能取的「識」與所取的「境」平等俱成無所得。因為，這種自性空、不帶

有任何物件化作用的無相的識，即是「無分別智」，這才是真正的「唯識」。從

「識有境無」到「境識俱泯」，在唯識學中，是從虛妄分別而契入空性的方便次

第。真諦將唯識區分爲「不淨品唯識」（又稱「方便唯識」）和「淨品唯識」（又

名「真實唯識」、「正觀唯識」），貫徹一切法唯識的終極意義。 

從存在論來說，真諦的三性思想是分別性以依他性爲體，「識境合一」，分

別性、依他性無所有即是真實性，體現了「性相融即」的思想。如《三無性論》

卷上說： 

識如如者，謂一切諸行但唯是識。此識二義故稱如如：一、攝無倒，二、

無變異。攝無倒者，謂十二入等一切諸法，但唯是識，離亂識外無別餘

法故，一切諸法皆爲識攝。此義決定，故稱攝無倒，無倒故如如，無倒

如如未是無相如如也。無變異者，明此亂識即是分別，依他似塵所顯；

由分別性永無故，依他性亦不有，此二無所有，即是阿摩羅識。唯有此

識獨無變異，故稱如如。⋯⋯唯阿摩羅識是無顛倒，是無變異，是真如

如也。
50 

識是以非識爲自性，依他性的識與分別性的境之間是否定對立且又無差別、同

一的關係。依他性無性（生無性）的「無」，並不是相對於「有」的相對無，而

是也將「有」包含於其中（與「有」融即）的「絕對無」，這就是「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的「空」（wunya）。51這種「空」、「無」即是「真實性」。真諦將「真

                                                 
49 《轉識論》，《大正藏》第 31 卷，第 62 頁中、下。 
50 《三無性論》卷上，《大正藏》第 31 卷，第 871 頁下-872 頁上。 
51 上田義文《大乘佛教思想》，陳一標譯，臺北：東大圖書有限公司，2002年，第 12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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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性」稱爲「阿摩羅識」，即是空性、真如等意思。 

而且，真諦繼承《辯中邊論》、《大乘莊嚴經論》等早期瑜伽行派的思想，

對真實性強調「智如合一」，則將此視爲阿摩羅識，阿摩羅識即是境識俱泯、非

心非境、境智無差別、如如智、轉依，即是其獨特的思想。智如之所以能夠「合

一」，必須在解脫論的意義上：就存在論而言，「真實性」是「真正的實在」、「如

實之境」、「勝義諦」的真如；從認識論而言，「真實性」是「真正的智慧」的無

分別智。在轉依位，存在論與認識論完全合一，沒有任何物件化，主體如實地

認識到自己本身，以及事物如實地被主體認識，這是一體的兩面。 

從解脫論來說，般若是一種「轉換」，轉捨自我的虛妄主體以成就真實的主

體。但是，這種轉換並非是世界中某一主體的孤立事件，而是和世界整體有關

的事件。52虛妄的自我把我們自身表像爲主觀，而且把外在事物表像爲獨立於我

們之外的客觀。因此，轉捨虛妄的自我就是捨去自我所表像出來的世界之種

種——主觀與客觀，這同時就是自我捨離虛妄性轉而成爲真實的自己。真實自

我的誕生同時就是真實世界的誕生，所以是「智如合一」。如《三無性論》說：

「唯爲真實性所攝者，此不執著名義，即是境智無差別、阿摩羅識故。」
53而「阿

摩羅識」正是對此解脫與「轉換」的最好表達，這是一種「解脫詮釋學」的詮

釋方法，恰好說明瑜伽行派的唯心論是源自禪觀經驗的普遍化。
54 

從實踐論來說，必須有方便次第，真諦建構「方便唯識」與「真實唯識」

正是爲了顯示其實踐論的次第。《轉識論》說：「由修觀熟，亂識盡，是名無所

得，非心非境，是智名出世無分別智，即是境智無差別，名如如智，亦名轉依」。
55這一見解，在《十八空論》、《三無性論》都是一樣的，《十八空論》說：「唯識

義有兩：一者，方便：謂先觀唯有阿梨耶識，無餘境界，現得境智兩空，除妄

識已盡，名爲方便唯識也。二者，明正觀唯識：遣蕩生死虛妄識心，及以境界

一切皆淨盡，惟有阿摩羅清淨心也」。56 「先以唯一亂識，遣於外境；次阿摩羅

                                                 
52 上田義文《大乘佛教思想》，陳一標譯，第 67 頁。 
53 《三無性論》卷下，《大正藏》第 31 卷，第 873 頁下。 
54 這種觀點來自德國漢堡大學史密斯豪先，見林鎮國《空性與現代性》，臺北：立緒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2004年，第 236 頁。 
55 《轉識論》，《大正藏》第 31 卷，第 63 頁下。 
56 《十八空論》，《大正藏》第 31 卷，第 864 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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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遣於亂識故，究竟唯一淨識也」。57阿摩羅識不但離於亂相的外境，而且也遣

於亂識，故阿摩羅識是心境俱泯的，無有能取所取的。如果阿摩羅識從無漏現

證來說，那就是「境智無差別」。所以，雖然八識是無常，是有漏、經驗的；而

阿摩羅識是無漏、超越的，兩者異質而異層。58 對於實踐次第，真諦譯《攝論

釋》也有相近的說明，如說：「一切法以識爲相，真如爲體故。若方便道，以識

爲相；若入見道，以真如爲體」。59以方便道、見道來分別解說，與《三無性論》

相同，只是稱爲真如，而沒有稱爲阿摩羅識而已。 

攝論師亦繼承唯識實踐次第，敦煌本《攝論疏》卷七（S.2747）說： 

觀前有四種定心：一、思，二、了，三、證，四、除。先尋思一切法唯

有識，既尋思已，決了知一切法唯有識。決定明瞭已後，證知唯識。證

知唯識，止除外塵，未除識體。後更尋思塵既無相，識則無因緣不得生。

復不見識體，故名除心。此除心與真如相鄰，由此心在障，不得真證。

心即是解脫道，除則是無礙道。過此後，心與理一，無有心境之異。60 

攝論師對實踐次第以四種定心進行具體分析，首先尋思、明瞭一切法唯有識，

即主體不再以物件化去認識事物，於是除了識自身之外，沒有所認識的外塵。

既然外境是無相，依他性的識亦因緣無生，於是認識自己本身，即「識」亦空。

這種沒有任何物件化作用的無相的識，即是無分別智，證入真如法界，即是「心

與理一，無有心境之異」。 

所以，真諦從其存在論出發，分別、依他無所有即是真實性，此真實性、

境識俱泯即是阿摩羅識。他通過建構阿摩羅識，作爲其解脫論與實踐論的中心：

從解脫論來說，阿摩羅識即是境智無差別、智如合一、如如智、轉依；從實踐

                                                 
57 《三無性論》卷上，《大正藏》第 31 卷，第 872 頁上。 
58 牟宗三認爲，既然八識與阿摩羅識是異質異層，阿摩羅識應該稱為「真常心」或「自性清淨

心」。因爲識是以迷染為性的。如是，則於「境識俱泯」時而復名之曰「識」，則有矛盾之嫌，

又有混淆之嫌。見《佛性與般若》（上冊），第 358 頁。這種觀點是錯誤的，稱境識俱泯之實

性為阿摩羅識，這是解脫論層面的意義，並非存在論意義的「自性清淨心」。此超越應該是

解脫論、實踐論的超越，而非存在論的超越。而「阿摩羅識」是一個整體的意義，不能因有

「識」便認為是迷染的。 
59 真諦譯《攝大乘論釋》卷七，《大正藏》第 31 卷，第 200 頁上。 
60 《攝大乘論疏》卷七，《大正藏》第 85 卷，第 992 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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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來說，建立「方便唯識」與「真實唯識」（或「正觀唯識」）的實踐次第。可

見，真諦建立「阿摩羅識」，從存在論與認識論來說，可以貫徹「一切法唯識」

的要求；而其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從解脫論與實踐論，將禪觀經驗進行普遍化

的詮釋，構成一種「實踐存在論之縱貫系統」。61 

2、究竟果位之淨識 

就解脫論而言，解構現象界的目的在於認清現象的虛妄性，即「轉識成智」。

所以，瑜伽行派強調「唯識」的目標在於達到「唯智」，這就是方東美所謂的「超

越現象學」。62依無分別智，觀照世界的種種現象與構成因素，才能獲得圓滿的

瞭解，所以法相唯識學的源頭在於「唯智」。而真諦的「阿摩羅識」正是體現了

這種解脫論的意義。 

真諦將《瑜伽論》中相應的「轉依」、「轉依力」、「淨識」都譯成「阿摩羅

識」。如《決定藏論》說： 

斷阿羅耶識，即轉凡夫性；捨凡夫法，阿羅耶識滅。此識滅故，一切煩

惱滅。阿羅耶識對治故，證阿摩羅識。阿羅耶識是無常，是有漏法；阿

摩羅識是常，是無漏法，得真如境道，故證阿摩羅識。阿羅耶識為粗惡

苦果之所追逐，阿摩羅識無有一切粗惡苦果。阿羅耶識而是一切煩惱根

本，不為聖道而作根本；阿摩羅識亦復不為煩惱根本，但為聖道得道得

作根本。阿摩羅識作聖道依因，不作生因。阿羅耶識於善無記不得自

在。⋯⋯捨離一切粗惡果報，得阿摩羅識之因緣故。⋯⋯一切煩惱相故，

入通達分故。修善思惟故，證阿摩羅識，故知阿羅耶識與煩惱俱滅。 

諸世俗法，阿羅耶識悉為根本；一切諸法出世間者，無斷道法，阿摩羅

識以為種本。 

說出世法所生相續，依阿摩羅識而能得住。以此相續，與阿羅耶識而為

                                                 
61 牟宗三認爲真諦是真心派，融真如理於真心中，而爲一實踐存有論之縱貫系統。但是，他認

爲心理爲一的真如有內熏力，則不是真諦的思想。我們主張真諦是「從始入終之密意」，是

從妄心派向真心派過渡的「中間路線」。當然是否「顯刺謬」，則必須進行系統性的詮釋。 
62 方東美《中國大乘佛學》，臺北：黎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1年，第 589-59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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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治。自無住處，是無漏界，無惡作務，離諸煩惱。 

阿摩羅識對治世識，甚深清淨，說名不住。63 

通過《決定藏論》與《瑜伽論》的漢譯、藏譯比較
64，《瑜伽論》的相違、轉依、

轉依力、淨識，真諦在《決定藏論》都譯爲「阿摩羅識」。「相違」，表示轉依是

阿黎耶識的對治，二者性質相反，即表示「轉依」。阿黎耶識是有漏、無常，而

阿摩羅識是無漏、常；阿黎耶識是煩惱根本，阿摩羅識是聖道根本（依止）；阿

黎耶識是粗重所隨，阿摩羅識離一切粗重；阿黎耶識是「一切雜染根本」，是「一

切戲論所攝諸行界」（種子），是一切有漏雜染種子的總匯（或稱之爲「過患聚」），

所以必須轉滅這阿黎耶識，才能證得轉依──阿摩羅識。這樣，阿黎耶識是有

漏雜染識，阿摩羅識是（譯義爲）無垢識、白淨識。玄奘所傳唯識學，有漏的

妄識有八識，轉成無漏也還是八識，所以在八識以上，別立第九阿摩羅識，是

不妥當的。 

凡夫性與聖人性、凡夫依與聖人依，是相反的對立面。境智無差別，即是

聖性；依此攝持清淨聞熏習，而爲聖依，依此而現起一切無漏的現行法。反之，

同樣由於轉阿黎耶識證得阿摩羅識，這就是無分別智親證真如，也即是境智無

差別性，就是說由聖依而證得究竟的聖性。當然，如果從捨阿黎耶識來說，在

八地、阿羅漢位就能充分體現出來，但是究竟圓滿證得阿摩羅識是在佛位。「轉

依」爲「阿摩羅識」，是通於三乘的，如《決定藏論》卷上說：「阿羅漢及辟支

佛、不退菩薩、如來世尊，此四種人，以有心處，有於六識，無阿羅耶識」。「阿

羅漢及辟支佛、菩薩、世尊入滅盡定，又世尊入無餘涅槃，無阿羅耶，亦無六

識」。
65所以《決定藏論》在說明轉滅阿梨耶識，證得阿摩羅識，是與《唯識三

十論》所說的阿賴耶識「阿羅漢位捨」
66完全一致。所以阿摩羅識，是與阿梨耶

識性質相反的，指無學聲聞、緣覺、八地以上菩薩所證的智如無差別而說，「即

                                                 
63 《決定藏論》卷上，《大正藏》第 30 卷，第 1020 頁中、1022 頁上；卷中，第 1025 頁下；卷

下，第 1031 頁上。 
64 《決定藏論》三卷是《瑜伽師地論·攝決擇分》卷五十一至五十四的異譯。漢譯及藏譯的比較，

參考岩田諦靜《真諦の唯識說の研究》，第 160-164 頁。 
65 《決定藏論》卷上，《大正藏》第 30 卷，第 1020 頁下。 
66 《唯識三十論頌》，《大正藏》第 31 卷，第 60 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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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境智無差別阿摩羅識故」。67但是阿摩羅識，並不侷限於阿羅漢位，智證如如

的轉依，從初地見道位到佛果，轉依是徹始徹終的。在見道以上，創獲根本智

親證真如，真實的依他圓成顯現時，雖然遠離七識的亂，而妄識的根本——一

切種子阿梨耶識，仍然照樣存在。即使到了阿羅漢位，斷盡煩惱障的種子與現

行，究竟滅盡一切雜染種子識，獲得了智證如如的究竟清淨；只有到了佛地，

才是「最清淨法界」、「無垢識」——阿摩羅識。 

而真諦於八識之上，建立阿摩羅識的目的在於，闡明「轉依」是一種主體

的實踐過程。因爲「轉依」體現了瑜伽行派的實踐與解脫理論，是把阿黎耶識

作爲自我的根源性存在的狀態轉迷爲悟，自我徹底證得絕對真理，而且自我成

爲絕對真理。68阿摩羅識正是體現了轉依的主體性與實踐性，即自我與絕對真理

合一的狀態，所以我們一直強調必須從解脫論與實踐論來理解「阿摩羅識」；若

依存在論，阿摩羅識必須是一種“過程＂的存在，這是佛教存在論的核心。69依

阿摩羅識是一種「過程」的存在，則正好能夠貫徹「一切法唯識」的原則，在

從迷到悟、從染到淨的轉換過程中，在從「阿黎耶識」到「阿摩羅識」的轉變

過程中，實現了解脫的終極意義。 

3、自性清淨心 

在「解脫詮釋學」的視野下，我們並沒有看到《起信論》「本覺」義的思想。

但是在《十八空論》，約「法界本淨」來說明阿摩羅識，這樣，阿摩羅識就是自

性清淨心，也就是「如來藏」的別名。《十八空論》說： 

云何分判法界非淨非不淨？答：阿摩羅識是自性清淨心，但為客塵所汙，

故名不淨；為客塵盡故，故立為淨。問：何故不說定淨、定不淨，而言

                                                 
67 《三無性論》，《大正藏》第 31 卷，第 873 頁下。 
68 橫山紘一《唯識思想入門》，許洋主譯，臺北：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2年，第 152-153

頁。有關轉依的原語考察以及其內涵，參考賴賢宗〈“轉依＂二義之研究〉，《中華佛學學報》

第 15 期，2002年，第 93-113 頁。 
69 Florin Giripescu Sutton 提出存在論（Ontology）有兩種：一、實在（substance）、不變性

（immutability）、是（Being）哲學,二、過程（process）、內在變化與超越（dynamic change and 

transormation）、將然存在（Becoming），Existence and Enlightenment in the Laxkavatara_s[tra: 
Astudy in Ontology and Epistemology of the Yogacara School of Mahayana Buddhism,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Albany, 1991, p.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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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淨或不淨耶？答：為顯法界與五入及禪定等義異。70 

《十八空論》是《中邊分別論》注釋的一部分，一分釋「相品」的空義，一分

釋「真實品」的分破真實（七真如）及勝智真實。71上面所引述的文句，是解釋

《中邊分別論》中的一個偈頌：「不染非不染，非淨非不淨；心本清淨故，煩惱

客塵故」。72早期瑜伽行派典籍《辯中邊論》、《大乘莊嚴經論》等對「心性本淨」

有兩種詮釋進路：一、存在論的進路，強調法界清淨與「空性」相應；二、實

踐論與解脫論的進路，首先依修道與心解脫而施設雜染性與清淨性，其次依實

踐論而如實知見染淨差別。而其心性清淨是約真如無差別而建構，這種立場正

是被真諦所繼承。  

《十八空論》的「阿摩羅識自性清淨心」正是「空性」，即是真實、真如、

法界、實際、無相、勝義。但是，在說非淨不淨、非染不染時，不說「空性本

淨」、「法性本淨」，而說「心本清淨」。這裏的「心本清淨」，就是經典中常見所

說的「心性本淨」。唯識今學從「性相永別」、「智如二分」的立場出發，強調心

是有爲的心識，可能是染、淨、有漏、無漏，不能說心本清淨，而只能說心的

法性本淨。真諦依「性相融即」、「智如合一」的觀點，主張心與空性無二，所

以解說空性本淨爲「阿摩羅識是自性清淨心」，這顯然是從真如無差別而說。 

真諦從妄染的心識探究到心性的終極意義，約真如無差別而說「心性本

淨」，從而會通了如來藏。所以，他建構「阿摩羅識」，不但貫徹了「一切法唯

識」的思想，而且會通了如來藏思想。而且，他從「解脫詮釋學」出發，對如

來藏進行了去神秘化、非存在化的詮釋。所以，我們繼承印順導師的思想，一

直強調真諦的思想是一種“中間路線＂，並沒有離開瑜伽行派的根本立場。 

四、印順導師對《佛性論》的詮釋 

——以印順導師與牟宗三的論爭為中心 

目前國際學界對《佛性論》的詮釋出現三大趨勢：第一、實踐論與「解脫

                                                 
70 《十八空論》，《大正藏》第 31 卷，第 863 頁中。 
71 印順〈論真諦三藏所傳的阿摩羅識〉，《以佛法研究佛法》，《妙雲集》下編之三，第 287 頁。 
72 《中邊分別論》卷上，《大正藏》第 31 卷，第 453 頁上。在《辯中邊論》卷上，玄奘譯此偈

爲：「非染不染時，非淨非不淨；心性本淨故，由客塵所染」。《大正藏》第 31 卷，第 466 頁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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詮釋學」的進路，以 Sallie B. King（莎麗·B·金）爲代表，其主要觀點堅持「真

如」是經過修行而能夠漸漸照見實體本身，另外則是佛性思想是一種救世的方

便，應該是信仰狀態的經驗，「我信一切衆生都能夠並終將脫離生死、獲得自在」
73。釋恒清的詮釋，是在前者的基礎上，而偏向如來藏思想。釋恒清認爲，《佛

性論》的中心思想還是遵循正統如來藏學，其重要主題目有樂觀的人生論、強

調證悟境界的肯定特性、不二的真如、佛性即是修證。74 

第二，印順導師強調真諦是以瑜伽學所說的，去解說、比附、充實如來藏

學，如《佛性論》的三因說，是參考《瑜伽論·菩薩地》的「三持」而改寫的；

強調《佛性論》三藏說的「隱覆藏」是約煩惱隱覆如來性說，與《寶性論》第

二「真如無差別」不合；主張《佛性論》是受《攝論》的影響，因爲《攝論》

「無始時來界」對阿黎耶識解釋爲「三藏義」：攝藏爲因性、攝藏爲果性、攝藏

爲自我性，從而推斷：《佛性論》以三藏解釋如來藏，是比合阿黎耶識三藏的；

而且，隱覆藏與執藏，是富有共同性的。
75印順導師對真諦的思想一向亦是堅持

「中間路線」的詮釋，給予我們很大的啓發，因爲《寶性論》缺乏從染到淨實

踐過程的闡明，因此如來藏說在面對修持的問題之時，必須從「法身藏」轉而

重視「隱覆藏」的課題，從「隱覆藏」作爲實踐論與存在論的出發點，這就是

瑜伽行派「經驗立場」之所在。印順導師推斷「三因佛性」的根源來自《瑜伽

論》的「三持」，這是深具意義的。 

印順導師的「中間路線」得到我們的繼承與發揚，但是他在《攝論講記》

則有一段話，遭到牟宗三的批判，引起二者的一些爭論。他說： 

二、在新熏種以外，承認有本有種，但不同於《瑜伽》、《莊嚴》的有為

無漏本性住種，而是諸法法性本具的一切無為功德（接近心性本淨說）：

                                                 
73 Sallie B. King（莎麗·B·金）《佛性論是地道的佛教》，[美]傑米·霍巴德、保羅·史萬森主編《修

剪菩提樹——批判佛教的風暴》，龔雋等譯，第 182、185 頁。Sallie B. King 博士論文《佛性》

曾經總結《佛性論》的思想重點：（1）超越空性，從肯定的進路強調正覺的積極內涵；（2）

引入瑜伽系三自性、三無性、轉依等概念，以會通佛性的意義和實現；（3）佛性論建立在不

二真如的形上架構，有別於神我的一元論；（4）佛性非凝然的本體存在，佛性的體證是佛法

實踐過程的圓成；（5）基於佛性普遍性存在的理論，對人性，甚至於其他一切衆生，持肯定

樂觀的看法。Sallie King, Buddha Natur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1, p.27.  
74 釋恒清《佛性思想》，第 147、204-205 頁。 
75 印順《如來藏之研究》，第 210-211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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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親的《佛性論》，說二種佛性，在行性佛性外，還有理性佛性。這本有

的佛性，是一切眾生所共有的如來藏性，沒有離纏的有情，雖不能顯現，

但是本來具足的。實際上，《本地分》的無始傳來的六處殊勝的本性住種，

和世親說的理性佛性，蘊界處中的勝相──如來藏，原是一個。只要把

《瑜伽》的六處殊勝，與《楞伽》、《密嚴》、《無上依》、《最勝天王般若》

等的如來（界）藏，比較一看，就可知道。不讀大乘經的唯識學者，理

性佛性上再加瑜伽的本性住性、習所成性，真是頭上安頭。但承認這個

思想，就得承認唯是一乘，不能說有究竟三乘。這麼一來，又與《瑜伽》

不合了。 76 

印順導師主張無漏本性住種是對「一切衆生有如來藏」從緣起論的立場給以善

巧解說，如來藏與本性住種，都是在陰界入中的「勝相」，無始相續流來，法爾

所得，所以「原是一個」。《瑜伽論》不同意性德本有論，轉化爲事相的本性住

種性，這樣自然是三乘究竟、五性各別；《佛性論》以「二空所顯真如」爲應得

因，就是理性佛性，最終則是一乘究竟。77唯識今學唯識學，尤其是窺基及其弟

子，主張「理佛性」、「行佛性」，則是在本性住種、習所成種之外，再加「理性

佛性」。 

印順導師堅持瑜伽行派及真諦都是以「真如」詮釋如來藏，而且“唯是一

乘＂，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此「真如」是「凝然真如」還是「隨緣真如」

則是唯識思想與如來藏思想的分水嶺。牟宗三對印順導師的批評集中在兩點：

一、《佛性論》的「理性佛性」是「諸法法性本具的一切無爲功德」；二、唯識

今學唯識以理性佛性再加本性住種，依唯識今學的唯識思想本身，是合理的。78 

牟宗三首先指出，「理性佛性」是「無爲無漏」；而「本性住種」則是「有

爲無漏」，這並不是超越本有，而是在時間中爲描述的先而已，先於父母、祖先

乃至種族的遺傳。既然二者不是「同一」，那麽便無所謂「頭上安頭」。其次，

                                                 
76 印順《攝大乘論講記》，《妙雲集》上編之六，臺北：正聞出版社，1990年，第 149-150 頁。 
77 印順〈論三諦三智與賴耶通真妄〉，《華雨集》（五），臺北：正聞出版社，1993年，第 116 頁。

該篇文章是印順導師回應牟宗三的批評而作，不過基本觀點沒變。 
78 牟宗三《佛性與般若》（上冊），臺北：臺灣學生書局，1997年，第 3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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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宗三主張，理性佛性是就真如空理（應得因佛性）而言，而三種佛性只是由

「顯」與「未顯」而言，這樣「有為無漏本性住種」與理性佛性（包括三種佛

性）自然不是同一。79牟氏強調，理性佛性是以無爲如理爲體，並非即是真如心、

心真如，所以不能說其「本具一切無爲功德」，這是其批評印順導師所在。因爲

功德皆屬 「加行因」、「圓滿因」都是「以有爲願行為體」，而「如理」是無爲

的；至果圓滿而成法身，則法身上的一切功德當然是無爲，但不能說這是真如

空理所本具。所以，「理性佛性」並不是「如來藏自性清淨心」，不能說具有功

德。牟氏的根據來自《佛性論》的三性說，因爲真實性只攝如如一法。 

牟氏的理解與剖析，是十分有道理的。但是，他對《佛性論》的「如如」

缺乏理解，此如如包含「境如」與「智如」，所以稱爲「如如」。因此，真實性

雖然只攝「如如」，但是仍然含有功德，才能說法身具有一切功德。但是，在出

世轉依之前，「如如」只是「境如」，不含有智慧功德。同時，牟氏對真諦的佛

學思想存在前後矛盾的判斷，他認爲《佛性論》雖然依傍《勝鬘經》而言如來

藏，然卻不是真心派80；但是，在分析《攝論釋》時，強調真諦的思想是向往真

心派的，是以真心派的如來藏自性清淨心主體解《攝論》的阿賴耶主體81。 

我們堅持「中間路線」的詮釋模式，強調真諦的佛學思想是從妄心派向真

心派的過渡，在出世轉依之前，真諦堅持瑜伽行派的「虛妄唯識」，強調「真如」

沒有隨緣之用；在「道後真如」，智慧與真如相融，則自然能起作用。因此，我

們與印順導師、牟宗三皆有所區別，印順導師主張真如「本具一切無爲功德」，

我們則不能同意；唯識今學爲了能夠抵抗「一切衆生悉有佛性」的影響，則必

須在本性住種、習所成種之外，再加上「理性佛性」，這是《大乘莊嚴經論》以

來的“法界無差別而種性差別＂矛盾結構的延伸，亦是「虛妄唯識系」的必然

發展。 

但是，印順導師認為真諦是以瑜伽學去解說、充實如來藏，這種觀點得到

我們更進一步深化與發展，尤其是三真如、三佛性、三藏義的貫穿解釋，更是

                                                 
79 牟宗三《佛性與般若》（上冊），第 314-318 頁。 
80 同上書，第 320 頁。 
81 同上書，第 310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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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於印順導師的啓示。牟宗三對《佛性論》的詮釋，其大部分觀點我們是贊

同的，但是由於「如如」理解的問題，導致其將《佛性論》歸屬於「妄心派」，

不符合印順導師與我們的「中間路線」，這是根本差別。我們稱真諦爲「中間路

線」，在於融合瑜伽行派與如來藏。他把「種性」改爲「真如」，則引向如來藏

的存在論；但是，他又依實踐論，將存在論轉向以修持主體爲重心，從而消除

存在論的實體性、神我化，建構「過程存在論」和「解脫詮釋學」。
82 

五、印順導師對「中間路線」的游離 

印順導師之所以在晚年放棄「中間路線」，其重要原因在於扶南所傳來的大

乘經論（稱爲「扶南大乘」），如《法界體性無分別經》所說：「心如實解本始平

等，如隨所聞其心體性，解知一切衆生體性，解知一切諸法體性故」83，「解」

即是「覺」、「知」的意思，也可以是無漏智的，這樣與《起信論》所說的本覺、

始覺的平等不二以及始覺等具有相同的意思；而《文殊師利摩訶般若波羅蜜經》

則說明「一行三昧」，亦被《起信論》所採用。同時，真諦在扶南遊化多年，真

諦引如來藏說，說「界以解爲性」，其思想即是「扶南大乘」的特色，即融合瑜

伽行派與如來藏說。所以真諦譯《攝論釋》所說的，「此識界」是「解性」（又

是「因性」），與《起信論》的心生滅──阿黎耶識，有覺與不覺二義，可說是

大致相近的。84 

「解性」即是「本覺」，這只是譯語的相近。另外，從思想上，真諦確實是

以如來藏思想來解決阿黎耶識緣起的難題，從而有一種「真心論」的傾向；而

後來的攝論師、地論師、圓測等人，則進行了「如來藏緣起式」的解釋，這是

其「中間路線」的陷阱與必然趨勢。以佛性、本覺來解釋「解性」、「阿摩羅識」，

這是隋唐佛教界的普遍觀點，這樣自然會將阿黎耶識視爲「真妄和合識」，這也

是真諦思想的發展必然趨勢。而中國思想中的「理」、「體用」等思想，則對攝

                                                 
82 印順指出，佛弟子的修定——修心，引出了「心性本淨」，「唯心所作」（「唯識所現」）的二

大思想。西元三世紀，出現了如來藏說，與二大思想相結合。〈修定——修心與唯心·秘密乘〉，

《華雨集》（三），臺北：正聞出版社，1993年，第 167 頁。 
83 《大寶積經》卷二十六，《大正藏》第 11 卷，第 145 頁上。 
84 印順〈起信論與扶南大乘〉，《中華佛學學報》第 8期，1995年，第 1-1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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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學派的中國化提供了思想背景。 

印順導師並不是受到攝論師乃至隋唐佛教的影響，而且直接從《攝大乘論》

的思想出發。印順導師指出，《攝大乘論》的特色在於，如依他性阿黎耶識通二

分說；無漏種子是新熏的，以聞熏習爲真實性，這是真實熏虛妄說；多心論，

而又別說一意識師，不加抉擇取捨。這是在《瑜伽師地論》的傳統下，而引進

《阿毘達磨大乘經》的思想；實際上是在傳統的虛妄唯識的立場，引進真常心

（如來藏學）的思想。在唯識（唯心）經典的發展上，從《解深密經》到《阿

毘達磨大乘經》，再進就是《楞伽經》、《大乘密嚴經》。由於虛妄唯識學的興盛，

真常心（真常我）融攝他，引起真常唯心思想的大成。在思想演進過程中，《阿

毗達磨大乘經》與《攝大乘論》，起著仲介的作用。這樣，爲真諦的思想體系找

到詮釋的契入點。 

當然，真諦的思想不僅是依《攝論》而推闡；依我們的研究，真諦是《中

邊分別論》、《大乘莊嚴經論》等的觀點，以真如來詮釋如來藏、佛性。真諦的

佛學思想是「從始入終之密意」，是妄心派向真心派的過渡；真諦的「識界」並

非是《起信論》的真妄和合識。但是，真諦的佛學思想最終必定能夠走向《起

信論》，這是其思想的內在必然發展趨勢。 

因爲，依真諦的三性思想，依他性的不淨品爲凡夫——虛妄分別，淨品則

爲聖人——涅槃——無分別智法身。“二分依他＂則是相反對立的存在，凡夫

與聖人，生死與涅槃，虛妄分別與無分別智，相反的二者統一於“一＂中。所

以，依他性的“二分＂是“一人＂的轉換過程乃至異時而成立的，所以是矛盾

的對立的關係。當主體“人＂是凡夫時，不是聖人；既然是聖人時，也不是凡

夫，二者乃是相互否定而成立。85但是，淨品是指法身、真如，這是否會有如來

藏的意思？按照《攝論》的本義，淨品是無分別智的成立，並不是從本來自性

清淨與無垢清淨而成立，所以不會有如來藏的思想。但是，依《大乘起信論》

的生滅與不生滅和合，“淨品＂與“不淨品＂同時存在，這是平面式的“染淨

二分依他＂。立體式的“染淨二分依他＂強調“淨品＂與“不淨品＂絕對不是

                                                 
85 上田義文《佛教思想史研究》，第 126-1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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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存在的，是從“相＂向“性＂轉換的過程，是“一＂主體從凡夫向聖者轉

變的過程。 

雖然，立體式的“染淨二分依他＂的思想體系中，二分前後的依他性則肯

定不是《起信論》真妄和合的思想；但是二分同時的依他性雖然不是真妄和合

的思想，但卻是《起信論》“一心二門＂的思想模式，即依他性中同時具足分

別性與真實性。而且，《攝論》爲了解釋依他性，舉出“金土藏喻＂，無疑爲“一

心二門＂與“真妄和合＂的思想提供了重要的啓示。 

所以，印順導師晚年放棄了「中間路線」，恰好符合攝論學派思想的發展線

路，正如北方攝論師背離了真諦的原有思想，依「本覺」等來詮釋真諦的思想。 

六、結 語 

印順導師對攝論學派的關注，始於 1931、1932年，他與守培長老對舊譯、

新譯唯識不同的論爭。以此爲契機，印順導師逐漸確立了他對攝論學派的「中

間路線」的詮釋向度，以 1941年的《攝大乘論講記》爲標誌，他與牟宗三的論

爭充分體現了他對「中間路線」的堅持。在印順導師的晚年，他發表了〈起信

論與扶南大乘〉一文，表明他放棄了「中間路線」，傾向於《起信論》的「本覺」

詮釋向度。 

我們繼承印順導師的「中間路線」，對真諦的思想進行詮釋，將真諦的思想

定位爲「從始入終之密意」，在虛妄與經驗層面，則是純正的瑜伽行派的「阿黎

耶識緣起」，則是屬於「始教」；在轉依的果位上，其主張「性相融即」、「智如

不二」與唯識今學所主張「性相永別」、「智如爲二」明顯不同，則是具有「終

教」的特點。真諦的思想是妄心派向真心派的過渡，是一種「中間路線」，但是

其基本立場仍然是瑜伽行派。但是，真諦的佛學思想最終必定能夠走向《起信

論》，這是其思想的內在必然發展趨勢。 

所以，印順導師對「中間路線」的堅持與游離，正是體現了攝論學派本身

的思想史發展，從中可以發現從攝論學派到《起信論》的思想軌迹。因此，若

依印順導師晚年的詮釋，結合《大乘起信論講記》與地論學派的思想，則有可

能會對《起信論》進行很好的梳理與研究。印順導師的思想與研究方法，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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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我們深入研究攝論學派與地論學派的指南針，值得我們後來學人很好的體

會與繼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