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台维摩诘经疏" 所见智 的心识说
!!!与地论师1摄论师之心识说的对比

,日本- 花野充道!

所谓 '天台维摩诘经疏(# 其称呼最初由佐藤哲英氏使用# 具体指智靑

%2*0!2./& 晚年受晋王杨广 %即后来的隋炀帝& 之委托而撰述# 后由弟子灌顶

%23)!3*&& 加以补遗的一类著述,

根据佐藤哲英的研究"

# 其具体形成过程如下,

智靑在安住于荆州的两年期间# 曾讲授 '法华玄义( 和 '摩诃止观(# 于开

皇十五年 %2.2& 春受晋王之请赴扬州# 在那里完成了 '净名玄义( 十卷# 并首

次呈现给晋王, 其内容包含现行的 '三观义( 二卷+ '四教仪( 十二卷以及已经

散逸的 '四悉檀义(,

其后# 智靑再次回到天台山# 在对前次呈现给晋王的 '净名玄义( 进行删

减修订的同时# 开始倾注心血撰写 '文句(, 进而于开皇十七年 %2./ 年& 春完

成了 '维摩经玄疏( 六卷和 '维摩经文疏( 八卷 %至佛国品&# 再次呈现给

晋王,

同年秋# 在豫章静养中的灌顶登上天台山# 将整理好的 '法华玄义( 和

'摩诃止观( 文本交给智靑, 于是智靑一边参照其修订 '维摩经玄疏( 六卷# 一

边口授 '维摩经文疏(# 从 0佛国品1 一直到 0方便品1+ 0弟子品1# 至同年十

月完成至 0佛道品1 的二十五卷, 智靑本打算携带这些新撰的著述下山赶赴扬

州进献给晋王# 不料到石城时病重# 并在同年十一月时在当地圆寂, 于是# 灌

顶和普明为了完成智靑的遗愿# 将书稿进献给了晋王, 这就是第三次进献本#

即现行的 '维摩经玄疏( 六卷和 '维摩经文疏( 二十八卷 %后三卷为灌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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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法华经研究会研究员,

佐藤哲英" '天台大师的研究(# 第四篇第二章,



补遗&,

本文的目的是要对此 '天台维摩经疏( 中所说的心识说加以探讨, 智靑的

心识说是基于圆教之诸法# 即实相论的立场针对当时地论师和摄论师的心识说

进行批判+ 会通后的产物# 其相关表述见如下各段,

%Q& '三观义( %续藏 ..!*0 左上14) 左上&+ '维摩经玄疏( %续藏 &/!

*0. 左下!*.& 左上# '大正藏( *0!2&2F!2&0F&,

%,& '三观义( %续藏 ..!4& 右下/42 左下/43 左上&+ '维摩经玄疏(

%续藏 &/!*.* 右下/*.4 右上# '大正藏( *0!2&09!2&.9&,

%"& '维摩经玄疏( %续藏 &/!4)/ 右下# '大正藏( *0!22&>&,

%T& '维摩经玄疏( %续藏 &/!4)0 右下/左上# '大正藏( *0!22*>&,

%_& '维摩经玄疏( %续藏 &0!)2& 左下/)23 右上&,

%Q& 文本是第一次进献本 %别行本 '三观义(&# 因此是智靑亲自执笔的部

分# 与此同时# 在第三次进献本 % '维摩经玄疏(& 中也收录了相同的内容, 内

容如下,

若论三观' 则有别教之别相三观和圆教之一心三观二种* 所谓别相三

观者' 初观真谛之理' 破见思之惑 +从假入空观,) 次观俗谛之理' 破尘沙

之惑 +从空入假观,) 最后观中道之理' 破无明之惑 +中道第一义观,* 此

乃历别次第之三观' 其所照之理' 所断之惑均有相异* 将从假入空和从空

入假观作为方便' 观中道实相之理' 当修行三种三昧*

初修空三昧* 若观无明' +一, 不由自 +自性, 生* +二, 不由他 +无

明, 生* +三, 不由共 +法性与无明之共,* +四, 不由离 +法性与无明之

离, 生* 若以四句推检无明' 则无明所生之源不可得' 无始之空故' 此名

为空三昧* 空无住本' 生一切法 +一切法本空,* 地论师论一切法生于真如

+法性,' 摄论师论一切法生于阿黎耶识 +无明,' 两者都不对* 地论师和摄

论师均秉承世亲之教导' 两者为何兵戎相见呢-

次修无相三昧* 若观无生之实相' +一, 若非有相' 于暗室中不应有瓶

盆之相* +二, 若非无相' 乳内不应有酪性* +三, 若非亦有相亦无相' 智

者不见空不空* +四, 若非非有相非无相' 应无执着愚痴之论* 若能不拘泥

于以上四句' 则可修无相三昧' 进入实相* 地论师之说 +执于有相, 犹如

于暗室中论瓶盆之相) 摄论师之说 +执于无相, 犹如于乳中否定酪性* 两

师均偏执一方' 故而构成水火不容之势*

最后修无作三昧* 若不观真如实相' +一, 非缘修作佛* +二, 非真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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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佛* +三, 非合真缘二修作佛* +四, 非离真缘二修作佛* 若有四种修'

则有四种证* 若无四种修' 则无四种证* 此无作三昧' 既不是地论师北道

派 +或江南大小乘论师, 所说的缘修作佛' 也不是地论师南道派所说的真

修作佛*

" 地论师和摄论师各执着于一边' 故而起争讼* 中道不偏于一方'

故而不起争讼*

若用此三种三昧修中道第一义谛' 则开无明' 显法性 +无明即法性,'

真缘二修之作佛共亡' 离水火之争*

上面 %Q& 文本论及的虽说是别教的别相三观# 但假若把空观和假观作为方

便而修中道观 %三种三昧&

& 的话# 便可以破除无明之惑而证得实相之理# 所以

通于圆教的观心, 智靑通过四句推检一方面批判了地论师的真如缘起说和摄论

师的黎耶缘起说之间的争讼# 另一方面也批判了地论宗北道派的缘修做佛说和

南道派的真修做佛说之间的争讼, 因为之所以会产生如此的争讼# 是因为他们

均各执一边# 没有领悟到无自性空+ 不可得空的中道,

智靑的思想是基于空复亦空+ 真空妙有+ 即空即假即中+ 诸法即实相的中

道思想, 这是一种一切诸法圆融相即# 如实构成中道+ 实相的思想# 所以既不

是由真如生一切法# 也不是由阿黎耶识生一切法# 而是无始以来一切法即是诸

相, 智靑将其表述为 )从无住本# 立一切法*, 换言之# 它表明了一切诸法无始

以来为空# 为中道# 为实相# 所以无明就是法性的思想,

接下来探讨 %,& 文本, %,& 文本虽说也是第一次进献本 %别行本 '三观

义(&# 但在现在通行的第三次进献本 % '维摩经玄疏(& 中有经过智靑亲自修订

的曾在第一次进献本中阐释过的十乘观法的内容# 只是在此做了简略化处理,

我们由此可以推测# 第一次进献以后# 静养中的灌顶登上天台山# 将整理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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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藏在 '金刚般若经疏( 中论及" )一真修般若# 即第八识, 二缘修般若# 即第七识* % '大正藏(

**!).(>&, 第七识为缘修般若 %缘智&# 依此七识之缘智灭烦恼 %六识&# 谓悟空理缘修做佛, 八

识为真修之般若 %真智&# 七识 %智障波浪识& 灭# 八识之真如自我显现谓真修做佛, 地论师南道

派的慧远 %**4!4)3& 立小乘 %三乘别教&+ 大乘破相门 %通教&+ 大乘显实门 %通宗+ 真宗& 之

三教判# 且将三教各自配以六识 %事识&+ 七识 %缘智&+ 八识 %真识&# 于地前# 缘智是断除烦恼

障的智慧# 于七地以上# 则为智障# 是应被断除的惑障 % '大乘义章( '大正藏( 44!0*.>/23*9&,

地论师之懔 '法镜论( 云# 七识之缘智不能入# 八识之真智为能入 %续藏 )&!*4& 左下&, 智靑指

出# 地论师所立的通教提倡依据七识智的缘修作佛# 而真宗则提倡依据八识真如显现的真修作佛

% '维摩经玄疏( '大正藏( *0!24.F&,

智靑在早期著作 '觉意三昧( 中曾把三观作为三三昧# 即初观为空三昧# 第二观为无相三昧# 第三

观为无做三昧 % '大正藏( 43!3&3F&,



'法华玄义( 和 '摩诃止观( 交给智靑# 智靑于是将有关圆教一心三观的详细解

说让给 '摩诃止观(# 由此对 '维摩经玄疏( 进行了大幅度的删减, 不过# 此

'三观义( 为智靑晚年所述# 故而不可等闲视之,

一心三观作为深行利根菩萨修持的观法# 被分说为所观之境和能观之观,

其基本结构与 '摩诃止观( 中的 )正修止观章* 在内容上相同, 只是在 '摩诃

止观( 中# 针对所观之境# 当阴入界境以外的九境生起时# 作为应分别观察的

境共提出了十种"

# 而本书中只阐释了于日常生活中现前的阴入界境一种, 所谓

%一心三观的& 所观之境# 恰如 )一念无明心# 因缘所生十法界以为境* 所示#

是通过观六识阴妄之一念# 而悟得十法界之即空即假即中之理的一心三观观法#

而不是 '摩诃止观( 中所阐释的一念三千的观法# 这一点需要引起注意, 作为

能观之观的十乘观法 %十法乘&# 与 '摩诃止观( 中的说法基本相同,

与心识说相关联的 )识不思议境* 的阐释如下,

不可思议即是一念十二因缘* "大智度论# 云 $十二因缘有烦恼道& 业

道& 苦道%* "涅?经# 云 $十二因缘是佛性%* 故苦道之七觉支 +无明&

行& 识& 名色& 六处& 触& 受, 是正因佛性' 烦恼道之三支 +爱1取1有,

是了因佛性' 业道之二支 +生1老, 是缘因佛性* 三道 +一念十二因缘,'

其本身就是三因佛性 +因,' 三德涅? +果,*

由于无明之烦恼其本身就是 +智慧, 之性' 所以是了因佛性* 关于七

识' 地论师主张是智识' 摄论师则主张是执见识' 两者之间发生争讼' 那

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了因的种性义 +无明是明之性,* 由于地论师和摄论师不

知六识是缘因种性' 八识是正因种性' 故而争执不休*

文本 %,& 也讨论了诸法即实相# 即一切诸法圆融相即# 其即为实相的道

理, 智靑指出 )地论师和摄论师针对把七识看作智识# 还是看做执见识引起争

端# 然七识是惑即解的了因佛性# 八识是生死即涅?的正因佛性# 六识是善即

惑的缘因佛性*,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 针对第七识# 智靑从诸法即实相 %基于开

悟的空思想& 的立场对七识是智识或是执见识之争论本身进行了批判# 因此#

关于七识究竟为何的问题# 智靑完全没有阐述自身的观点, 关于这一点# 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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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诃止观( 有云 )依止观观十种境中# 最初为阴入界境者有两种理由, 一者现前于任何人. 二者

记于经文, 行者若于此受生# 则五阴+ 十二入+ 十八界之诸法现前# 因此最初观察到此阴入界境

%六识阴妄之心&, 而且# 其后显现其他九种异相# 顺次而观* %'大正藏( 43!4.F&, 然而# 十境之

中# 至第七诸见境为止即讲完了止观# 就第八增上慢境# 第九二乘境# 第十菩萨境没有讲授,



以适用于对八识的态度, 智靑的观法立足于诸法即实相的圆教教理# 即是通过

观诸法之事 %现前六识阴妄心& 而悟实相之理# 所以地论师和摄论师基于唯识

理论所立的七识+ 八识 %乃至九识& 等# 对他而言毫无意义, 不过# 既然此类

学说流行于当时社会之中# 所以作为圣人的对机方便 %权说& 也不得不承认其

存在, 因此# 将此类唯识佛教中的心识说纳入诸法即实相 %一切诸法三谛圆

融&# 而论及六识+ 七识+ 八识之 )三识*# 正因+ 了因+ 缘因之 )三佛性*# 法

身+ 般若+ 解脱之 )三德* 的圆融相即, 对于地论师北道派和南道派所立的缘

修作佛说和真修作佛说也是一样# 智靑将此类修证论配于别教 %别相三观+ 次

第三观& 而指出# 圆教一心三观是 )一心之三观三智*# 即证得三智相即的空智

%一切智&+ 假智 %道种智&+ 中智 %一切种智& 于一心,

%"& 文是第三次进献的 '维摩经玄疏( 中的句段, 上文提及# 智靑在第一

次进献本十卷的基础上经删减修订而完成六卷本的 '维摩经玄疏(, 其内容

如下,

地人言* 六识是分别识* 七识是智障波浪识* 八识是真常识* 智识是

缘修* 八识若显七识即灭* 八识名真修* 任运体融常寂* 而摄大乘论云*

七识是执见心* 八识是无记无没识*

那么# 作为无记无没识的八识之显现如何能说成真修作佛呢- 此外# 因为

通过观六识阴妄之心得不思议解脱# 所以为何要说灭六识+ 七识后而显现八识

才是不可思议解脱- '法华经( 中讲了六根清净, 那么为何灭除六根后另有缘修

作佛和真修作佛呢- '维摩经( 云 )解脱即诸法*, 那么为何即六识+ 十八界

%六根+ 六境+ 六识& 以及一切诸法仍有不能解脱者呢- 以及为何说只有八识显

现才能获得解脱呢- 地论宗的北道派和南道派分别执着于缘修作佛和真修作佛#

这是堕于自他见 %建立自他彼此差别并执着的& 的谬见, 诸经论中之所以提及

缘修作佛和真修作佛# 不过是圣人利用四悉檀对机说法的结果 %权说&# 所以决

不可执着于一边 %缘修作佛和真修作佛都不是圆教的解脱&, 换言之# 通过观六

识阴妄之心而悟实相之理# 通过得自在而说不思议解脱 %作佛&,

%T& 文也是第三次进献本 '维摩经玄疏( 中的句段, 与 '法华玄义( 一

样# 讲述了十种类通三法说# 不过其中讲述的类通三识说与 '法华玄义( 的三

识说不同, 其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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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通三识者* 一波陀那识即六识* 二阿陀那识"即七识* 三阿黎耶识即

八识也* 真性解脱即阿黎耶识* 实慧解脱即七识* 方便解脱即六识*

关于八识 %阿梨耶识&# 摄论师说成是无记# 是生死之根本, 地论师依据

'楞伽经(

& 说成佛性 %真如&

'

# 两者相互争讼# 互有得失, 阿黎耶识的本性若

不清净# 那么为何 '摄大乘论( 中要说 )地界有金土*

(

- 阿黎耶识是地界# 将

染识比作土# 将净识比作金# 因此# 地界的阿黎耶识通于土的染识和金的净识,

这样的话# 为何要执着于一方呢 %地论师执净识 b真识# 摄论师执染识 b妄

识&- 说阿黎耶识为真性解脱# 是就地中之金而言# 说阿黎耶识为生死根本# 是

就地中之土而言,

关于七识# 摄论师称其为执见 %迷& 之心, 可是# 因转迷而成解# 所以即

使离妄执之迷# 也不得实慧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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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陀那识和阿梨耶识均有梵文# 但波陀那识却不见于梵文, 智靑究竟是从哪本书中引用的# 目前尚

不清楚, 唐末被指认为中国创作的据说是善无畏译的 '破地狱轨( % '佛顶尊胜心破地狱传业障出三

界秘密三身佛果三种悉地真言仪轨(& 中有云# )三识者# 一波陀那识即六识# 二阿陀那识即七识#

三阿黎耶识即八识也, 今第四加阿摩无垢净识* % '大正藏( )0!.)*9&

求那跋陀罗译 '楞伽阿跋多罗宝经( %四卷& 中有云" )略说有三种识, 广说有八相, 何等为三, 谓

真识现识及分别事识* )藏识海常住# 境界风所动, 种种诸识浪# 腾跃而转生$$海水起波浪# 七

识亦如是, 心俱和合生# 譬如海水变, 种种波浪转# 七识亦如是, $$藏识如巨海# 业相犹波浪,

何等为八# 谓如来藏名藏识* % '大正藏( )3!04*>/404F/2)&F&, 即八识b真识b如来藏# 菩提

流支译 '入楞伽经( %十卷& 中有云" )阿梨耶识者# 名如来藏* )欲证胜法如来藏阿黎耶识者# 应

当修行令清净故* % '大正藏( )3!223F9&# 即阿黎耶识b如来藏, 由此可知# 智靑认为# 地论师利

用 '入楞伽经( 中的 )阿梨耶识名如来藏* 之说法主张八识 b真识说, 不过# 在菩提流支翻译的

'入楞伽经( 中也有 )如来藏识不在阿梨耶识中* 的表述 % '大正藏( )3!2239&# 所以吉藏在 '中

观论疏( 中指出" )楞伽经亦有二支, 一云梨耶是如来藏# 二云是如来非阿梨耶* % '大正藏( 4&!

)(49&,

吉藏在 '法华玄论( 中有云" )摄大乘论阿僧伽菩萨所造及十八空论婆薮所造# 皆云八识是妄识#

谓是生死之根, 先代地论师用为佛性# 谓是真极,* % '大正藏( *4!*0(F& 关于第八识# 视其为妄

识# 言是生死之根本# 地论师则言佛性b真识# 二者争讼# 这样的说法与智靑的观点相符,

真谛译 '摄大乘论( 中有云" )毗达摩修多罗中佛世尊说法有三种, 一染污分, 二清净分, 三染污

清净分, 依何义说此三分, 于依他性中分别性为染污分, 真实性为清净分, 依他性为染污清净分,

依如此义故说三分, 于此义中以何为譬, 以金藏土为譬, 譬如于金藏土中, 见有三法, 一地界二金

三土, 于地界中土非有, 而显现金实有不显现此土, 若以火烧炼土则不现金相自现, 此地界土显现

时由虚妄相显现, 金显现时由真实相显现, 是故地界有二分, 如此本识未为无分别智火所烧炼时,

此识由虚妄分别性显现, 不由真实性显现, 若为无分别智火所烧炼时, 此识由成就真实性显现, 不

由虚妄分别性显现, 是故虚妄分别性识即依他性有二分, 譬如金藏土中所有地界,* % '大正藏(

*)!)&)>& 值得注意的是# 此中金藏土譬喻的含义是 )藏金之土*# 所以 )土* 有 )地界 %土块&

%依他性& 之意# 以及依火而被烧灼之土 %分别性& 两种意义, 此处的 )分别性*+ )依他性*+ )真

实性*# 就是玄奘所译的 )遍计所执性*+ )依他起性*+ )圆成实性*,



关于六识# 由于是颠倒臆想分别# 所以应当断除, 六识是非善非恶之识#

只是依缘而起善恶, 菩萨知晓六识为非善非恶之识# 但为了救度众生而从缘起

善恶, 此乃和光同尘化导 %方便&# 故说方便解脱,

%T& 文是智靑亲自撰述之文# 所以可以确认智靑曾提倡过类通三法说, 据

佐藤哲英推测# 真谛曾撰有 '金光明经疏( %现不存& 之著述# 其中就金光明记

载了三种三法说# 所以智靑在此基础上进行扩充# 创制了十种类通三法说"

, 就

十种类通三法说# 智靑在讲授 '法华玄义( 之际已经提出过# 所以在灌顶整理

的 '法华玄义( 中应该有关于十种类通三法说的记述, 但是# 关于十种三法中

的类通三识说# %T& 的三识说与现今通行的 '法华玄义( 的三识说之间存在差

异, 在 %T& 文之中# 有六识+ 七识+ 八识的类通三识# 这是贯穿 '天台维摩

经疏( 的一致说法, 比智靑年长十五岁的慧远也提倡六识+ 七识+ 八识的心识

说# 如上智靑也提倡六识+ 七识+ 八识的类通三识说# 由智靑监制的 '法华玄

义( 整理本中自然也会有同样的记载吧,

'法华玄义( 整理本在智靑圆寂 %2./& 后又获得了修订# 于仁寿二年 %3(&&

进献给晋王# 其内容与现行的 '法华玄义( 几乎相同, 在现行的 '法华玄义( 中#

记述的不是六识+ 七识+ 八识的类通三识# 而是七识+ 八识+ 九识的类通三识#

或许是灌顶经过再三思索而改成了现在的三识说# 之后才进献给晋王的,

湛然在解释现行 '法华玄义( 中所说七识+ 八识+ 九识之三识时指出# )三

识同在理心, 教门权说且立远近*

&

, 此时的 )理心* 并不意味着 )真心*, 针

对现前六识之 )事心*# 而把其根底的 )理心* 即唯识学说 %权说& 中的心称

为 )理心*, 智靑的观心论# 观的是 )即事而真*# 即观的是现前六识阴妄的事

心# 通过观心证得即假即空即中的实相之理# 而通过实践上的六识之事心与学

说上的七识+ 八识之理心的圆融相即+ 事理不二来实现类通三识, %"& 文中也

有 )于六识思议分别法中# 得自在名为不思议解脱* 的解释# 因此在智靑的类

通三识说中存在六识之内容也是理所当然的,

如以下 %_& 文所示# 智靑也知晓真谛 %4..!23.# $>?>@A?65>& 的九识说'

,

/3&&/ 唯识研究%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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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佐藤哲英" '天台大师的研究(# 第四篇第三章,

'法华玄义释( % '大正藏( **!0..>&

)九识* 之语出现于菩提流支译 '入楞伽经( 中 )八九种种识# 如水中诸波* % '大正藏( )3!

232F&, )阿罗识* %九识& 之语未见于真谛译 '摄大乘论(# 而出现在 '决定藏论(+ '三无性论(+

'十八空论(+ '转识论( 中, 另外传闻真谛著有 '九识义记( 二卷 %现不存&# 而智靑认为# 真谛

的摄论学受自慧旷 %2*4!3)*& 和警韶 %2(0!20*&, 参见池田鲁参 )天台教学与地论摄论宗*

% '佛教学( 第十三号所收&# 岩田谛静 '真谛唯识说之研究( 第二章,



可是# 智靑本身并没有把九识说纳入类通三识中# 因此如 %T& 文所见# 尽管举

出 '摄大乘论( 中所说的金藏土的譬喻# 但并没作为 )三藏即一识*+ )一识即

三藏* 的 )圆教之意* 来解说, 然而# 在现在流行的 '法华玄义(

" 却把九识

纳入到了类通三识中# 有云"

类通三识者* 庵摩罗识即真性轨* 阿黎耶识即观照轨* 阿陀那识即资

成轨* 00若阿黎耶中* 有生死种子* 熏习增长即成分别识* 若阿黎耶中

有智慧种子* 闻熏习增长* 即转依成道后真如名为净识* 若异此两识* ?

是阿黎耶识* 此亦一法论三* 三中论一耳* 摄论云* 如金土染净* 染譬六

识* 金譬净识* 土譬黎耶识* 明文在兹*

上文中 )染譬六识* 一句# 不过此文在逻辑上暧昧含糊# 但从文章的脉络

上看# 则可理解为将八识譬喻为地# 将九识譬喻为金# 将七识譬喻为土# 由此

而形成一识即三藏+ 三藏即一藏的论观,

至后来 '金光明经玄义(

& 时# 则获得进一步明确,

料简三识* 若分别说者则属三人* 此乃别教意* 非今所用* 若依摄论

如土染金之文* 即是圆意* 土即阿陀那* 染即阿梨耶* 金即庵摩罗* 此即

圆说也*

即明确指出金藏土的譬喻为 )圆意*+ )圆说*, 针对智靑作为阿黎耶识通于净识

和染识而引用的金藏土的譬喻# 灌顶为了将其活用为 )圆意*+ )圆说*# 便有必

要对类通三识中的六识和九识做一个对调, 假若不把八识放在中间# 而把七识

的染识和九识的净识配置在左右的话# 则无法以八识为中心阐述 )一识即三

藏*+ )三藏即一藏* 的圆教教理, 其结构可以图示表示如下"

'天台维摩经疏( 现行 '法华经疏( / '金光明玄义(

//&&/'天台维摩诘经疏(所见智靑的心识说

"

&

'法华玄义( % '大正藏( **!/44F&

'金光明经玄义( % '大正藏( *.!29&,



%_& 文是第三次进献本 '维摩经文疏( 中的段落, 第二次进献本的 '维摩

经文疏( 或许只有 0佛国品1 第一的注释, 其后# 智靑继续向灌顶口授# 到第

三次献时已完成了至 0佛道品1 第八的注释, %_& 文为 0佛道品1 的注释# 所

以或许是智靑临终前的口授, 与 %,& 文相同# 其阐述了三藏相即于三因种性

%三因佛性& 的道理, 其具体内容如下,

关于七识# 地论师言智识# 摄论师言执见识# 相互争讼# 然七识为了因之

种 %了因佛性&, 七识乃惑与解之依止# 离七识无惑解# 故七识为了因 %解& 之

种, 六识乃善恶之依止# 离六识无善恶# 故六识为缘因之种 %善&, 八识为生死

涅?之依止# 离八识无生死涅?# 故八识为正因 %涅?& 之种,

真谛三藏云" )有第九识是真识, 八识犹是虚妄# 生死种子所依,* 对此#

地论师有云" )用七识断六识, 智障灭八识真修方显,* 关于两者之意义# 有必

要援引 '中论( 自他之四句加以料简和破斥,

智靑在临终前口授的 %_& 文中# 关于地论师和摄论师的心识说# 有 )此须

中论四句检破* 一句, 智靑在 %Q& 文阐述三种三昧之际既已依据四句推检驳

斥过地论师和摄论师的心识说# 此刻则一定是意识到有必要依据 '中论( 的自

他四句从圆教一心三观 %正修止观& 的立场# 对思路进行进一步整理# 进而全

面驳斥, 现行 '摩诃止观( 在阐述一念三千的地方没有涉及这个问题# 所以可

以推测灌顶在智靑圆寂以后根据大师之遗志而撰述的, 假若灌顶在与 '法华玄

义( 一起提交的 '摩诃止观( 修订本中就已经记载了这些内容的话# 那么智靑

%或灌顶& 就应该在 %_& 文中标记出 )详如止观* 之类表述,

如上所述# 关于 '天台维摩经疏( 所提倡的智靑的观点大体可概括如下,

%一& 关于八识 %阿黎耶识&# 地论师视其为真常识# 摄论师视其为无记的

无没识,

%二& 关于七识# 地论师视其为智识# 摄论师视其为执见识,

%三& 地论师认为由真如生一切法# 摄论师认为由阿黎耶识生一切法,

%四& 地论师的北道派主张依七识而灭六识的缘修作佛# 南道派主张进而灭

七识而显现八识之真如的真修作佛,

%五& 无论是地论师还是摄论师# 北道派还是南道派# 均因执着于权说偏执

一边而起争讼, 只要能悟出一切诸法圆融相即# 皆为实相的道理 %即空即假即

中之中道&# 则一切争讼 %相待对立& 均可止息,

%六& 六识乃善恶之依止# 为缘因佛性, 七识乃惑与解之依止# 为了因佛

性, 八识乃生死涅?之依止# 为正因佛性, 无论六识+ 七识+ 八识之三识# 或

是缘因+了因+ 正因之三佛性# 都是圆融相即# 其本身即为实相# 所以观六识之

/0&&/ 唯识研究%第二辑&



阴妄心 %即于阴入界之诸法&# 证得诸法即实相之理是非常重要的,

%七& 智靑之思想# 与倡导无明转明/转识得智的唯识思想+ 真如缘起诸

法/隐名如来藏显名法身的如来藏思想有根本性的不同# 是基于空思想的诸法

即实相的思想, 由于这是一种一切诸法圆融相即+ 其本身即为实相的思想# 所

以在智靑看来# 八识既不是真识 %真如&# 也不是妄识 %无明&. 七识既不是智

识# 也不是执见识. 作佛既不是缘修# 也不是真修. 一切法既不是由真如生起#

也不是由阿黎耶识生起 %这样的争讼是由于固执于权说而产生的&. 无明即明+

识即智故# 一心即三藏+ 三藏即三惑即三佛性即三智+ 三智即一心# 一修一切

修+ 一证一切证+ 因果不二+ 修性不二, 因此# 针对地论师把八识说成真修#

智靑援引 '摄大乘论( 指出 )八识乃无没识# 岂得言是真修*, 一方面# 这样说

并不是苟同于摄论师的说法, 另一方面# 虽然引用金藏土的譬喻来阐述阿黎耶

识# 但也没有把阿黎耶识作为如来藏思想来解释, 因此# 我们有必要基于空思

想作为有所展开的即空即假即中的圆融思想# 来考察智靑的心识说 %唯心思想&

或佛性论 %如来藏思想&,

%慧观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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