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唯识学现代推广教学的教案初探
———以 《唯识三十论颂》与 《成唯识论》为例

释见晋①

【摘要】印度大乘佛教两大系之一的唯识学，在中国有地论、摄论及法

相唯识等传承。法相唯识虽曾于唐代盛极一时，尔后却逐渐湮没，直至近

代方现复苏之势。

唯识学为一种极具价值的生命学问与思想体系，不应仅活跃于佛教思

想、哲学、文献等研究领域，而要能成为现代佛教教育、生命教育一脉

“活的佛教传承”，以其优异的思想及践行系统，利益有心探究宇宙人生真

相的芸芸众生。

本文以法相唯识重要论典 《唯识三十论颂》及其释论 《成唯识论》为

典据，采台湾香光尼僧团的唯识教学为例，说明唯识教学如何运用在僧伽、

居士乃至大学青年的现代佛学教育中。透过唯识论典核心义理与单元子题

之阐述、佛教教育与生命教育相关议题之探讨，以及认知与数位教学方法

之运用，并与现代的语汇、观念及生活情境接轨，应机引领不同学习者观

察自己的心、意、识———即异熟能变 （阿赖耶识）、思量能变 （末那识）及

了境能变 （眼、耳、鼻、舌、身、意等六识）等三能变，并借由深层透视

此八识、三能变如何蕴含生命流转与还灭的奥秘，如何主宰生命上升与沉

沦的枢纽，将能帮助现代人从观察宇宙人生的实相中，寻求佛教唯识学历

久弥新的智慧与安乐之道。

本文提出普及唯识学教育的目标、方法及案例，又以 “赖耶缘起”“种

现熏习”为教学方法及目标所依据之理论，期能普及与深化社会大众对唯

① 作者单位：香光书乡出版社、香光尼众佛学院。



识思想及践行体系的理解与肯定，同时并透过大力拓展有意愿学习唯识的

群众，作为能令唯识学在各相关研究领域更加深入且多元发展的基础，为

唯识学在现代的弘传开启新机。

【关键词】唯识教学　 《成唯识论》　 《唯识三十论颂》　阿赖耶识　

熏习　佛教教育　生命教育　认知与数位教学

一　前言：唯识教学的时代意义

唯识学是一极具价值的生命学问与思想体系，不该只留存在默默无语的三

藏经论古籍中，或仅活跃于佛教思想、哲学、文献等学术研究领域，亦不唯作

为庞大数位电子数据库的信息内容之一，而更要能成为现代佛教教育、生命教

育一脉 “活的佛教传承”。以唯识学优异的思想及践行系统，利益当代有心探究

宇宙人生真相的芸芸众生，并透过大力拓展有意愿学习唯识的群众，作为能令

唯识学在各相关研究领域更加深入且多元发展的基础，令唯识学活的传承得以

生生不息。因此，现代化的唯识教学，不但极具佛教教育、生命教育的时代价

值与意义，尤为当今普及和发扬唯识学极为重要的一环。

由于唯识学义理精深、术语庞杂、结构繁复，未入门者多以之为艰涩难

懂的古老学问，甚至视为畏途，因而望之却步；也有误以唯识学仅为理论研

究，无关禅修行持等实修实证，也无法在生活中加以应用，不能对人生有所

启迪。且因有心且好学者亦甚为难得，教师们在唯识教学上亦难免感到事倍

功半。

笔者拙见以为：唯识学的普及教育，应要达成三项目标：一是透过唯识学

对心灵运作的解析，增益学习者了解自我、体悟人生，以作为生命教育的一环；

二是以现代的教学方式，并与现代的语汇、观念及生活情境接轨，引导学习者

有兴趣及信心跨越唯识的学习门槛，而得以接触、理解、亲身受用并肯定唯识

学的价值；三是在通俗普及中，对于唯识义理的解说仍须正确而不含混，有唯

识经论之典据与教理系统的根据。

欲透过现代的教学方法来普及唯识学的推广，必须在经论文献上有所典据。

本文以法相唯识重要论典 《唯识三十论颂》及其释论 《成唯识论》为典据，采

台湾香光尼僧团的唯识教学为例，说明唯识教学如何运用在僧伽、居士乃至大

学青年的现代佛学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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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文典据：《唯识三十论颂》及其
释论 《成唯识论》

（一）世亲 《唯识三十论颂》及其注释

公元４世纪末，被尊为大乘佛教唯识学派三大创始人之一的世亲 （梵Ｖａｓｕ

ｂａｎｄｈｕ，４—５世纪①）写成 《唯识三十论颂》的梵本 Ｔｒｉ爞ｓ＇ｉｋａｖｉｊａｐｔｉｋａｒｉｋā，

以短短三十首偈颂提纲挈领地组织之前的唯识理论，又融入世亲本身的创见。

本论将末那识独立，成立完整的 “八识说”；又将八识系统化为三个层面的 “识

转变”，即异熟能变 （阿赖耶识）、思量能变 （末那识）及了境能变 （眼、耳、

鼻、舌、身、意等六识）等三能变，详细说明其名称、自性、所依、所缘、助

伴 （相应心所）、三受 （苦、乐、舍）、三性 （善、恶、无记）、起灭分位等

性质。

这部论最大的特色，是用三层面的 “识转变”来诠释世间一切现象生起的

缘由，乃至有情生命轮回的道理，依此论述我们所经验的身心世界完全是由三

层面的 “识转变”所显现的。 “识转变”也为 《解深密经》以来逐渐萌芽的

“唯识无境”思想，建立了严谨而创新的理论根据。此论还整理唯识学派自 《解

深密经》以降 “三自性、三无自性”的思想，来解说般若空的 “一切法皆无自

性”；又基于实修的立场，叙述修习唯识止观渐进的过程，以及最终圆满的佛

果位。

《唯识三十论颂》以简明的纲要将瑜伽行派的思想加以组织集成，令唯识思

想普及化，是世亲菩萨最后且最有系统的唯识论著，也是赖耶缘起思想史上地

位极为重要的一部，堪称吉光片羽，影响后世非常深远。

世亲之后，多位论师继起，各各造论解释 《唯识三十论颂》。据宋代惟白

《大藏经纲目指要录》卷 ５所载，共有二十八家之多，其中最著名的有十大

论师：

１火辨 （梵Ｃｉｔｒａｂｈāｎａ，５ｔｈ），与世亲同时。

２亲胜 （梵Ｂａｎｄｈｕｓ＇ｒī，５ｔｈ），与世亲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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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世亲菩萨的生卒年代，众说纷纭，有好几种说法：３２０—４００年 （宇井伯寿）；３６１—４４０年 （印顺法

师 《印度佛教思想史》，第２４３页）；４２０—５００年 （高楠顺次郎、吕贗）；３９０—４７０年 （荻原云来）；

３８０—４８０年 （于凌波）；４００—４８０年及３２０—３８０年世亲二人说 （ＥＦｒａｕｗａｌｌｎｅｒ）。



３德慧 （梵Ｇｕ爟ａｍａｔｉ，４２０—５００），学通三藏，穷理四谛，擅长定门。安慧

的老师。曾住那烂陀寺，雅誉甚高。

４难陀 （梵 Ｎａｎｄａ，４５０—５３０），与安慧、净月同时。师与净月皆主张见、

相二分说；又以建立 “新薰种子”之说而闻名，否定 “种子本有”说。属 “唯

识古学”。

５安慧 （梵Ｓｔｈｉｒａｍａｔｉ，４７０—５５０或４５０—５３０），属 “唯识古学”。

６护法 （梵Ｄｈａｒｍａｐāｌａ，５３０—５６１），属 “唯识今学”。

７净月 （梵Ｓ＇ｕｄｄｈａｃａｎｄｒａ，６ｔｈ）。

８胜友 （梵Ｖｉｓ＇ｅｓａｍｉｔｒａ，６ｔｈ末），护法的弟子。

９最胜子 （梵 Ｊｉｎａｐｕｔｒａ，６ｔｈ末），曾受学于护法；著 《瑜伽师地论

释》等。

１０智月 （梵 Ｊāｎａｃａｎｄｒａ，６ｔｈ末），护法弟子，那烂陀寺学僧，声望

颇高。

（二）唯识今学 《成唯识论》传于中国

十大论师各为 《唯识三十论颂》作注释，合计百卷。他们的注释各有特

色，可分为安慧等论师之 “唯识古学”系统与护法等论师之 “唯识今学”

系统。

护法论师的学说后由玄奘大师传入中国，形成法相唯识一派。玄奘留学印

度时，曾亲从那烂陀寺的戒贤论师学习护法一系的唯识学说 （６３５年左右）。

高宗显庆四年 （６５９年），玄奘大师翻译十大论师的注释时，采纳弟子窥基法

师 （６３２—６８２年）的建议，以护法论师的见解 （约５５７年）为中心，取舍其

余九家的疏本，糅译集为 《成唯识论》①。此论囊括从弥勒菩萨到护法论师时

期重要的唯识思想，以唯识相、性、位成立 “唯识”的道理，确立了中国唯

识学的理论体系。窥基法师后为之作 《成唯识论述记》。唯识思想于是传于中

国，成为唐代的显学。唐代以降，中、日唯识学者大多依循护法论师的

看法。②

千余年之后，法国学者莱维 （ＳｙｌｖａｉｎＬéｖｉ）出版安慧论师注释的 《唯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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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护法等造，玄奘译 《成唯识论》１０卷 （ＣＢＥＴＡ，Ｔ３１，Ｎｏ１５８５，ｐｐ１ａ－５９ａ）；韩廷杰：《成唯识论
校释》，收于 《中国佛教经典籍选刊》，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版。
护法及安慧的诠释，可参见吴汝钧 《唯识现象学 （一）世亲与护法》、《唯识现象学 （二）安慧》，

台湾：学生书局２００２年版。



十颂释》（梵Ｔｒｉｍｓ＇ｉｋāｖｉｊａｐｔｉｂｈāｓ．ｙａ）①。安慧论师的注释亦曾流传于藏地。②

对于无著及世亲菩萨 “境识俱泯”的思想，安慧论师从胜义谛的立场彻底

否定 “识”的实存，而护法论师则侧重从世俗谛的立场主张 “识有”。安慧等人

认为自证分才是相对的实在 （依他实体），其余是无体的、虚妄的 （遍计无体），

被称为 “无相唯识”派。玄奘、窥基将安慧论师的学说视为 “一分说”；并将护

法论师的学说视为 “四分说”，亦即 “相分、见分、自证分与证自证分皆依他

起”，为 “有相唯识”派。③

（三）《成唯识论》释造论旨趣

《成唯识论》卷１释造论旨趣云：“今造此论，为于二空有迷谬者生正解故，

生解为断二重障故。由我、法执，二障具生；若证二空，彼障随断。断障为得

二胜果故：由断续生烦恼障故，证真解脱；由断碍解所知障故，得大菩提！又

为开示谬执我、法，迷唯识者，令达二空，于唯识理如实知故。复有迷谬唯识

理者，或执外境如识非无，或执内识如境非有，或执诸识用别体同，或执离心

无别心所。为遮此等种种异执，令于唯识深妙理中得如实解，故作斯论。”

（ＣＢＥＴＡ，Ｔ３１，Ｎｏ１５８５，ｐｐ１，ａ８－１８）

有鉴于当时教内或教外的学者争相发表己见，各种异于佛教正见的学说横

行于当代，为了确立大乘佛教的正见，破执显理，令正法久住，利乐有情，于

是著作这部 《唯识三十论颂》。

本论的目的，是为了指引对于二空完全不了解 （迷）、了解不正确 （谬）的

众生，生起正确的理解，舍去对实有我、实有法的迷执，断除烦恼、所知二障，

得证真解脱 （涅?）、大菩提这二种殊胜的佛果。这是第一项旨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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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１９２２年，法国学者莱维 （ＳｙｌｖａｉｎＬéｖｉ）于尼泊尔发现安慧论师注释 《唯识三十颂》 《唯识二十颂》

的古贝叶梵文钞本，１９２５年校订出版。此梵本现有汉、英、日、德、法语等译本。１９８０年，香港学
者霍韬晦教授汉译为 《安慧 “三十唯识释”原典译注》（香港：中文大学，１９８０，一版）。另有大陆
学者徐梵澄教授汉译为 《安慧 “三十唯识”疏释》（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１９９０，一版）；韩廷杰译
《安慧释》梵汉对照。

安慧论师的疏解，曾由胜友 （Ｊｉｎａｍｉｔｒａ）、戒主觉 （Ｗｉｌｅｎｄｒａｂｏｄｈｉ）、施戎 （Ｄａｎａｓｉｌａ）译为藏文，现
刊于北京影印版目录 （Ｎｏ５５６５）、东北目录 （Ｎｏ４０６４）。今有大陆学者韩镜清教授汉译为 《三十唯

识论》。此藏本，由寺本婉雅译为日文，１９３３年出版。
公元八世纪印度中观派名僧莲花戒论师 （约７３０—８００年）将唯识学分成 “有相唯识”与 “无相唯

识”两学派。“无相唯识”属于唯识古学，始自德慧，传至安慧论师。这个流派有部分思想由真谛

法师传译到中国，于是乃有 “摄论宗”的成立。“有相唯识”属于唯识今学，始自陈那论师，传至

无性、护法等论师，又由法称论师所继承。这个流派的思想由玄奘大师传译到中国，又由窥基法师

继承，于是乃有 “法相宗”的成立。



第二项旨趣，是透过 “识转变”来诠释唯识的理论与实践，引导我们体悟

到：识之外乃至识本身，都没有固定实存的我、固定实存的法，因而了达 “二

空”的真理。我们就是因为执我、执法，于是生起烦恼障、所知障，进而造作

诸业，承受生死轮回的苦果。一旦能悟入真实法性，了达 “我、法二空”，就能

够除去烦恼障及所知障，圆满涅?、菩提二转依的终极目标。“二空”，也就是

人无我、法无我。大乘佛教不但否定个体的我——— “我”，也否定某些部派认为

有构成存在要素的实体——— “法”，而主张人、法二无我，认为一切存在皆无

自性。

第三项旨趣，是引导迷谬于唯识道理的修行人，回到正途。我们就是因为

无明而颠倒妄想：（一）执外境如识非无：有些人偏于有，执着心外的境是有实

体、固定存在的；（二）执内识如境非有：有些人偏于空，认为连内在的心识也

完全不存在；（三）执诸识用别体同：或有些人认为诸识虽各有差别功用，然识

体是同一的；（四）执离心无别心所：还有人执着离心王之外则无别心所。为了

破除种种偏颇的执着，令我们如实领解唯识深妙的道理，所以作此 《唯识三十

论颂》。

综上所述，《唯识三十论颂》及其释论 《成唯识论》是现代唯识教学适用的

文本典据。

三　僧伽基础教育：《唯识三十颂》

香光尼众佛学院为僧伽基础教育所开设的唯识课程，以汉译 《百法明门

论》① 为首，接续 《唯识三十论颂》② 作为唯识学入门，其后再开设 《瑜伽师地

论》③ 等课程。

本节简介 “唯识三十颂”的教学设计，就课程性质、教学目标、教学大纲、

教学方法举隅、单元教学举隅等方面作介绍。

（一）课程性质

本课程是二学分３６小时，内容导读佛学思想中极为重要的大乘唯识学论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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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天亲菩萨造，（唐）玄奘译 《大乘百法明门论》本事分中略录名数１卷 （ＣＢＥＴＡ，Ｔ３１，Ｎｏ１６１４，
ｐ８５５ｂ－ｐｃ）。
世亲菩萨造，（唐）玄奘译 《唯识三十论颂》１卷 （ＣＢＥＴＡ，Ｔ３１，Ｎｏ１５８６，ｐ６０ａ－ｐ６１ｂ）。
弥勒菩萨说，（唐）玄奘译 《瑜伽师地论》１００卷 （ＣＢＥＴＡ，Ｔ３０，Ｎｏ１５７９，ｐ２７９ａ－ｐ８８２ａ）。



《唯识三十论颂》。此论由世亲菩萨所造，短短三十首偈颂，架构清楚，提纲挈

领地论述唯识思想，有助于学习者掌握唯识学核心要义，并借之探讨佛教的宇

宙人生观。课程辅以护法论师等 《成唯识论》及安慧论师的注释本为典据。

（二）教学目标

一）理知目标：增长闻慧

１理解并能白话解释 《唯识三十论颂》颂文。

２掌握本论引导证悟人无我、法无我之要旨；了解佛教唯识学对宇宙人生

的基本观点。

３解析颂文 “唯识相、性、位”结构，探讨其重要义理：

（１）相：依识立缘起。明白 “三能变”为何蕴涵生命流转还灭的奥秘，如

何主宰生命升沉。

（２）性：以 “三性、三无性”辨明万法的 “有”与 “空”。

（３）位：略明 “唯识五位”的大乘修学次第。

二）情、意目标：增长思慧 （独立思考能力）、修慧

１与生活经验对话：观察自己 （或他人）身口意行为中，“赖耶缘起”“三

能变”的作用，逐步灭除错误的分别 （我、法执）。

２与修道体验对话：对照自己与善知识的生命历程，增益躬行菩提行愿等

“四胜力”的信念，寻求佛法历久弥新的智慧、安乐之道。

３与时代、社会对话：关怀、省思人类目前处境及佛教的时代意义。

（三）教学大纲

单元一　唯识学鸟瞰及 《唯识三十论颂》解题

一、唯识与我／鸟瞰 《唯识三十论颂》

（一）假说我、法 （宇宙人生万有）依识所变

（二）一切唯识

（三）造论旨趣及作者、译者、注释书

（四）本论探讨哪些宇宙人生课题？／组织：唯识相、性、位

１深层透视你的 “心”———三能变 （八识：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识）／唯识相：

依识立缘起

２明辨万法 “有”与 “空”／唯识性：三性、三无性

３从佛法的宇宙人生观中寻求智慧、安乐之道／唯识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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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略探大乘唯识学

（一）思想背景

（二）三大论师

（三）重要经论：一本十支、六经十一论

单元二　升沉于感官、认知与思惟世界中———了境能变前六识①

一、了别境界的浅层心灵———了境能变前六识

（一）觉知 六识 “了境为性相”

（二）五遍行心所

（三）六类五十一心所 （体性、业用）→ 培育善心所

二、升沉于感官、认知与思惟世界的枢纽

（一）建立正见———佛教的善恶观 （三性）：这样的心念、这样说、这样做，有益吗？

（二）前六识的苦、乐、舍———三受

（三）触境系心的因缘观

（四）意识的重任———个人修道与社会向上的契机

三、前六识的起灭

（一）眼识九缘生：涛波依水喻

（二）五位无心———前六识何时起、何时灭？

四、唯识相：善观缘起———依 “了境能变”立假我、假法

单元三　最深层的自我意识———思量能变末那识

一、恒审思量

（一）审：不自觉的深层自我意识

（二）恒：万古不歇的爱执———我痴、我见、我慢、我爱

（三）染污末那的 “有覆无记”

二、末那识的所依、所缘、随所生所系

三、凡圣之别

（一）末那识何时起、何时灭———三位无染污末那

（二）“阿罗汉”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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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教学单元二介绍第三能变 “了境能变前六识”，不同于 《唯识三十颂》以初能变 “异熟能变阿赖耶

识”为首的顺序。原因是对于初学者而言，“了境能变前六识”的运作是生活中较为明显而可以觉

知观察的，而且也是先了解了境能变六识内容安排。



（三）“出世道”“根本智、后得智”

四、善观缘起

（一）俱生、分别之我法二执

（二）我法二执生起之缘：种现熏习

（三）补充：善观内外因缘

五、四烦恼的对治与 “转识成智”

（一）四烦恼的对治

（二）清净末那的 “平等性智”

１众生为何对立、斗争———帝释天的请法

２自他平等的人际社会

单元四　一切法因果缘起的核心———异熟能变阿赖耶识

一、由第八识的异名探讨 “赖耶三相”

二、由所缘探讨第八识的机能

（一）内：“执受”根身、种子

（二）外：“处”

三、由 “唯识无境”探讨佛教的宇宙观

（一）你认为的水，就是水吗？一境四心

（二）什么决定你的 “正报”及 “依报”？三界六趣的依报世界

四、“恒转如瀑流”的前世、今生、来世

五、我执放下则生死解脱——— “阿罗汉位舍”

单元五　佛教的宇宙人生观：总结三种识转变———一切唯识、赖耶缘起

一、一切唯识

（一）宇宙人生万有，依识立缘起

（二）总结三种识转变

（三）护法论师以 “见分、相分”说明 “识转变”

二、种子的类别

（一）什么是 “种子”（习气）

（二）名言种子、业种子／相、名、分别种子

三、赖耶缘起之一———诸法生起的缘由 （唯识无外缘，诸法如何生起？）

（一）展转力

１种子生现行。２现行熏种子。３种子生灭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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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彼彼分别生

四、“种现熏习”与我

（一）一期生命中：善友力 （外）、作意力 （内）的熏习

（二）死生之间：随业、随习、随念

五、赖耶缘起之二———有情为何生死相续 （唯识无外缘，生命何以会轮回？）

（一）生死流转与业力

（二）什么是 “二取”

（三）惑业苦的因缘观

六、“恒转如瀑流”的前世、今生、来世

（一）生从何来？死往何去？能否永生？———离常见、断见的缘起正理

（二）缘起无我

单元六　能于有、空善抉择———三自性、三无自性

一、三自性———三种存在 （认识）的状态及关系

（一）遍计所执

（二）依他起

（三）圆成实

二、三无自性———从 “无自性”的角度看三自性

（一）相无自性

（二）生无自性

（三）胜义无自性

三、大乘唯识学之施教意趣：“一切法无性，善入者能入。或五事不具，佛复解深密。”①

四、“唯识实性”（唯识性）是什么？如何体证

（一）虚妄唯识观：如何悟入 “一切唯识”

（二）真实唯识观：如何悟入 “唯识性”

单元七　迈向人法二无我的体证———唯识瑜伽观行 （修道五阶位）

一、福德、智慧资粮的积聚———资粮位 （顺解脱分）

（一）“资粮位”怎么修？———四胜力：因力、善友力、作意力、资粮力

二、加功用行于慧观———加行位 （顺决择分）

三、超凡入圣之界———通达位 （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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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修习无分别智、十波罗蜜———修习位

五、善、净、常、安乐的佛境界———究竟位

（四）教学方法举隅———认知与数位教学

本课程在教学方法上特色之一是协助初学者解决入唯识之门的困难，在实

体课堂上尝试运用现代 “认知与数位教学”的最新研究成果，降低学生 “认知

负荷”（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Ｌｏａｄ），并采用循序渐进的教学脉络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Ｃｏｎｔｅｘｔ），以增

益学习效能。

“教师”“学生”及 “口语与画面”是教学的三要素，教学过程中，师生

透过 “口语与画面”的表征传递信息。如何设计 “教材教法”及安排教学脉

络，让学生的 “认知历程”能够有脉络的萃取信息，聚焦于认知的整合及理

解，是提升教学质量极为核心的问题。在 “教材教法”设计方面，掌握教学

“信息元素交互关系”及 “脉络整合效应”。利用 “步骤化” （Ｓｔｅｐｓ）与 “区

块化”（Ｂｌｏｃｋ）来降低信息元素交互关系的复杂度，使得学习过程中信息的

选取与组织变得容易，然后以 “结构化”（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配合口语引导产生脉络，

令学生能与先备经验做连接，进行脉络整合，触发学生的自我学习基模

（Ｓｃｈｅｍａ）。在 “认知历程”方面，优质有效的教学设计，必然需要考量学习

者认知历程由 “选取”（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组织”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整合” （Ｉｎｔｅ

ｇｒａｔｉｏｎ）到 “学习”（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等四个阶段的运作顺畅。而 “教材教法”与

“认知历程”相互配合的有效教学，需考量两项指标：（１）沟通性：教学进行

时，信息设计有利于学生进行选取与组织；（２）连接性：让信息与学生的先

备经验产生交互作用，触发学生的自我学习基模，帮助其进行整合与学习。①

如此，在教学法方面，认知与数位教学的方式可运用于改善佛学教育的教学方

法，提升学习效果。

在认识论 （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方面，现代认知心理学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的

研究成果正可与唯识学的理论相互发明、辩证。例如上述教学法中，学生经由

吸收教师口语的声音 （学生的耳识缘声境、五俱意识缘法境），及经由吸收教师

提供的画面，如纸本及数位教材、版书、肢体语言等 （学生的眼识缘色境、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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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程相配合的有效教学设计》（台湾新竹：交通大学，２０１６）。



俱意识缘法境），依教师的口语引导产生脉络 （五俱意识、独头意识的随念分

别），并与自己的先备经验做连接 （独头意识的随念分别，阿赖耶识中的种子生

现行），进行脉络整合 （独头意识的计度分别，阿赖耶识中的种子生现行、现行

熏种子）。而为达成有效教学的沟通性，教学进行时的信息设计有利于学生进行

选取，不但与唯识学的 “遍行”（梵ｓａｒｖａｔｒａｇａ）心所 （作意、触、受、想、思）

有密不可分的关联，还和 “别境”（梵ｖｉｎｉｙａｔａ）心所 （欲、胜解、念、定、慧）

及 “不定”心所中的寻、伺，“善”（梵ｋｕｓ＇ａｌａ）心所中的精进、不放逸等有所

关联。

佛经里有一则瞎子摸象①的典故，形容人们有如瞎子摸象，常把部分的事

实，误认为普遍的真理。在教学上，当教师引导先备知识 （Ｐｒｉｏｒ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不

足的学生学习新知识时，学生犹如进入瞎子摸象的历程，尤其针对义理精深、

术语庞杂、结构繁复的唯识学，此时教师若懂得考量学习者的认知历程，设计

适当的教材教法及教学脉络，必能达成更有效益的学习成果。

（五）单元教学举隅：单元四　一切法因果缘起的核心———异
熟能变阿赖耶识②

唯识学的普及教育，一方面不可偏离唯识经论典据与佛法教理体系，一方

面当与现代人的思想观念及生活情境接轨。本一期生命中，以 “异熟能变”与

器世间的关联等两个子题为例，简述这部分唯识学的理论，以及与现代人思想

观念、生活情境接轨的例子。

《唯识三十论颂》说明 “异熟能变”：“初阿赖耶识，异熟，一切种。不可知

执受、处了。常与触、作意、受、想、思相应，唯舍受。是无覆无记。触等亦如

是。恒转如瀑流，阿罗汉位舍。”这是说：初能变 “异熟能变”是阿赖耶识，又名

“异熟识” “一切种识”。③ 它 “执受”此生的 “色身”，执持生生世世一切法的

“种子”，并了别生命所依存的世界 （处）。它贯生命之流，连接了过去、现在与未

来，如瀑流之水相续不间断的现起活动，非断、非常，直至阿罗汉位 （三乘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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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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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阿含经》卷１９《兽鸟品·世记经》中，佛陀提出沙门、婆罗门的 “有边、无边”， “常 （指常

见）、无常 （指断见）”等的错误见解，并以 “瞎子摸象”来形容这些人对真理的偏执。

参见释见晋 《唯识三十颂释义》，台湾嘉义：香光尼众佛学院２０１６年版。
《成唯识论》卷３则说阿赖耶识有七个异名：心、阿陀那识、所知依、种子识、阿赖耶识、异熟识、
无垢识。



果位），方才永舍阿赖耶识里的烦恼粗重，并舍 “阿赖耶”之名。①

“异熟”（梵ｖｉｐāｋａ），是结果、果报、异熟果、成熟的意思，原义是形容农

作物的收成，唯识学用来指称我们无始以来积聚的善、不善业习气成熟而生的

果报。潜伏在六识深处，相续的阿赖耶识，是生死流转的担当者，它是三界、

六趣、四生等一切种类众生善、不善业的异熟果。② 异熟果，是由过去的善业或

恶业为因，而感召来世的乐果或苦果。例如，由于善业而感召来世的人天乐果。

虽然因为善或为恶，但果则是无记性，果与因异类而成熟 （异类而熟）③，所以

称为 “异熟”。

《成唯识论》卷２解释阿赖耶识的所缘 “不可知执受、处了”说：“此识行

相、所缘云何？谓 ‘不可知执受、处了’。‘了’谓了别，即是行相，识以了别

为行相故。 ‘处’谓处所，即器世间，是诸有情所依处故。” （ＣＢＥＴＡ，Ｔ３１，

Ｎｏ１５８５，ｐｐ１０，ａ１１－１４）

阿赖耶识有两种所缘 （梵、巴 āｌａｍｂａｎａ）：对内是了别 “执受”，也就是执

受 “有根身”，以及执持一切法的 “种子”；对外则了别 “器世间”④。这两种所

缘对象都相当微细，不能被我们清楚地认知，一般人通常对之没有明晰的觉受，

所以说 “不可知”⑤。“了”（梵ｖｉｊａｐｔｉｋａ），是了别，说明阿赖耶识具有缘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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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成唯识论》卷３：“此识无始恒转如流，乃至何位当究竟舍？阿罗汉位方究竟舍。谓诸圣者，断烦
恼障究竟尽时，名阿罗汉。尔时此识烦恼粗重永远离故，说之为 ‘舍’。”（ＣＢＥＴＡ，Ｔ３１，Ｎｏ１５８５，
ｐｐ１３，ａ１９－２２）
《成唯识论》卷２：“此是能引诸界、趣、生，善不善业异熟果故，说名 ‘异熟’。离此，命根、众同

分等 （按：唯识学派认为部派佛教所说的命根、众同分，都是依此识而假立的）恒时相续胜异熟果

不可得故。此即显示初能变识所有 ‘果相’。此识果相虽多位多种，异熟宽 （按：凡夫、二乘、菩

萨位皆有其粗细的异熟果报，故适用此名称的范围宽广），不共，故偏说之 （按：‘异熟果’为此识

所有，不共于前七识）。”（ＣＢＥＴＡ，Ｔ３１，Ｎｏ１５８５，ｐｐ７，ｃ２４－２９）
“异熟”有三义：

ａ变异而熟：要因变异之时，果方熟故。此义通余，种生果时皆变异故。
ｂ异时而熟：与因异时，果方熟故。今者大乘，约造之时，非约种体，许同世故。
ｃ异类而熟 （异性而熟）：与因异性，果酬因故。

参见 《成唯识论述记》卷２（ＣＢＥＴＡ，Ｔ４３，Ｎｏ１８３０，ｐｐ２３８，ｃ１５－２０）。
《瑜伽师地论》卷５１：“云何建立所缘转相？谓若略说阿赖耶识，由于二种所缘境转：一、由了别内
执受故；二、由了别外无分别器相故。了别内执受者，谓能了别遍计所执自性妄执习气，及诸色根、

根所依处。此于有色界，若在无色，唯有习气执受了别。” （ＣＢＥＴＡ，Ｔ３０，Ｎｏ１５７９，ｐｐ５８０，
ａ２－７）
《成唯识论》卷２：“‘不可知’者，谓此行相极微细故，难可了知。或此所缘内执受境亦微细故，
外器世间量难测故，名 ‘不可知’。”（ＣＢＥＴＡ，Ｔ３１，Ｎｏ１５８５，ｐｐ１１，ｂ３－５）
《瑜伽师地论》卷 ５１： “阿赖耶识缘境微细，世聪慧者亦难了故。” （ＣＢＥＴＡ，Ｔ３０，Ｎｏ１５７９，
ｐｐ５８０，ａ１３－１４）



缘境的作用。①

一）一期生命中，“异熟能变”执受根身

生命最底层的心——— “异熟能变：阿赖耶识”，代表由过去的善业、恶业为

因，而感召此世苦、乐的异熟果。这异熟果报，决定了一期生命出生为人、天、

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牲等六趣，同时也执受这一期生命的色根———眼、耳、

鼻、舌、身等五根。

“执受”（梵 ｕｐāｄｉ），是摄取、获得、领受的意思。佛法中，用 “执受”

解释色身与精神的相互关系，表明身体的机能要运作，是有心理作用在统合维

系；而肉体产生变化，也会使心理有苦乐等感受。② 唯识学用 “摄为自体，与

之同安共危”来诠释 “执受”。安，指有所增益；危，指有所衰损。阿赖耶识

执受的对象为 “种子”（梵ｂīｊａ）及 “有根身”（梵 ｓｅｎｄｒｉｙａｋāｙａ）。阿赖耶识

若安，种子及有根身也就随之而安稳；阿赖耶识若危，种子及有根身亦随之而

危厄。③

“有根身”（梵ｓｅｎｄｒｉｙａｋāｙａ）指人的色身，它包括 “净色根”及 “根依处”

两部分。“净色根”指眼、耳、鼻、舌、身等五种感觉器官的官能，由肉眼所看

不见而有对碍 （不见有对）的精细物质构成，约分布于现代医学所说的神经系

统 （包括脑、脊髓和神经）、内分泌系统等生理组织。五种净色根能摄取色、

声、香、味、触等五境，并能引发五识生起，但它们又为阿赖耶识所统摄。“根

依处”即扶尘根，就是肉体生命，如眼球等血肉形成的外部器官。它是净色根

所依据的血肉之躯，由肉眼可以看见而且有对碍 （可见有对）的粗显物质构成，

并不具有发识取境的作用。扶尘根也由阿赖耶识统摄着。净色根则以扶尘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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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成唯识论》卷２： “‘了’谓了别，即是行相。识以了别为行相故。” （ＣＢＥＴＡ，Ｔ３１，Ｎｏ１５８５，
ｐｐ１０，ａ１２－１３）《成唯识论》卷２描述 “因缘变”说：“阿赖耶识因 （按：亲因缘）缘 （按：增上

缘）力故，自体 （按：第八识）生时，内变为种及有根身，外变为器。即以所变，为自所缘，行相

仗之 （按：见分行相依仗所缘的相分）而得起故。此中 ‘了’者，谓异熟识于自所缘有了别用。此

了别用，见分所摄。然有漏识自体生时，皆似所缘、能缘相现，彼相应法应知亦尔。似所缘相，说

名 ‘相分’；似能缘相，说名 ‘见分’。” （ＣＢＥＴＡ，Ｔ３１，Ｎｏ１５８５，ｐｐ１０，ａ１７－２４） 《成唯识论》
卷２：“有漏识变略有二种。一随因缘势力故变。二随分别势力故变。初必有用后但为境。异熟识变
但随因缘。所变色等必有实用。”（ＣＢＥＴＡ，Ｔ３１，Ｎｏ１５８５，ｐｐ１１，ａ２１－２４）
“执受”之义，部派佛教本指 “执受根身”；《瑜伽师地论》扩大至 “执取结生相续”；《解深密经》

还指出 “执持种子”。有关 “执受”一词意义的演变，请参见陈一标 《唯识学中的 “执受”义》，

收于 《“宗教与心灵改革研讨会”论文集》（高雄：道德院，１９９８年３月）。
《成唯识论》卷２说：“‘执受’有二，谓诸种子及有根身。诸种子者，谓诸相、名、分别习气；有
根身者，谓诸色根及根依处。此二皆是识所执受，摄为自体，同安危故。”（ＣＢＥＴＡ，Ｔ３１，Ｎｏ１５８５，
ｐｐ１０，ａ１４－１７）



所依处。

阿赖耶识的执受微细难知 （所以说 “不可知”），因此在教学上，可以配合

补充佛法 “十二因缘”的 “识缘名色”和佛法中对死亡的判定，以及唯识学中

前六识不起的 “五位无心”等内容，来帮助学习者理解阿赖耶识执受有根身的

作用。例如：一期生命的最初，由阿赖耶识结合父精母卵，形成 “名色”。生命

的维持，尤赖阿赖耶识执受根身并支持身体的基本机能。阿赖耶识滋养了名、

色，因此，它是一种 “识食”。又如，这生理机构的五根，之所以能在一期寿命

中持续存在，并且能引起觉受，都是由于阿赖耶识在 “执受”它们，使之无有

失坏。即使在 “五位无心”的熟睡中，或重度昏迷不省人事时，以及进入无想

定、灭尽定等禅定中，前六识虽已停止作用，阿赖耶识却依旧活动着，维持着

身体器官、循环系统与生命体的联系。乃至投生于无色界唯识的众生，虽然没

有色身，依然有阿赖耶识执受种子。又如，直到一期生命的最后，当阿赖耶识

不再执受此根身时，就是死亡，即这一期生命的结束，再待开启下一期生命的

相续。佛法认为死是一期生命的最后结束。经上说：“寿、暖及与识，三法舍身

时，所舍身僵仆，如木无思觉。” “寿”也称为 “命根”，指因业力而决定的生

存期限。“暖”是体温。死亡后由于火大分解，身体的温度会逐渐消失，四肢渐

渐发硬、变冷，乃至非常僵硬。人是温血动物，当体温渐渐下降至全身冷透，

就是死。“识”舍身时，不但前六识无法再依此根身生起作用，连阿赖耶识也不

再执受此根身。没有寿、暖及识这三者，就是死亡，倒在地上的身体与砍断了

的树木一样，没有知觉，没有 “识”的心理活动。

《成唯识论》卷３归结 “阿赖耶识”的三种作用：“以能执持诸法种子，及

能执受色根、依处，亦能执取结生相续，故说此识名阿陀那。” （ＣＢＥＴＡ，Ｔ３１，

Ｎｏ１５８５，ｐｐ１４，ｃ７－８）意指 “阿赖耶识”又名 “阿陀那”， “阿陀那”意译

为执持，具有三义：①

１执持：能执持有漏、无漏一切法的种子令不失坏。

２执受：能执受色根及根依处，令生觉受，统合身心机能。

３执取：能执取结生相续。结生相续是后生接续前生，在此过程中，必须

有阿赖耶识摄取其他属于自己，并执取不失，从而令生死相续。

二）一期生命中，“异熟能变”与器世间的关联

“处”（梵ｓｔｈāｎａ），处所，指 “器世间”，是一切有情众生所依存的山川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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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成唯识论述记》卷４：“若初结生，后生相续，名为 ‘执取’，取诸有故。或为种依持，领以为境，

名曰 ‘执持’。执色根等，令生觉受，名为 ‘执受’。”（ＣＢＥＴＡ，Ｔ４３，Ｎｏ１８３０，ｐｐ３５０，ｃ１２－１５）



木、江河大地等生活环境，相当于现代所谓的世界。① 它是阿赖耶识的第二种所

缘，对外了别 “器世间”。

佛教说器世间从何而来呢？佛陀指出，器世间为 “有情业增上力”所成，②

是由众生业力所感召，并不是由什么创世主所创造的。 《唯识三十论颂》说，

“器世间”是由阿赖耶识的转变而呈现出来的，这是唯识学派对心识与外境关系

的独特见解，称为 “唯识无境”，意指世界一切现象皆为内心所转变而呈现，心

外无独立的客体存在。

１你认为的水，就是水吗？一境四心

“一境四心 （一水四见）”是唯识学中一个相当有名的例子，它以器世间的

水为例，说明不同种类的有情众生，对同一种色法，会产生本质上不同的生理

及心理反应：天人见为宝严地、人见是水、饿鬼见成为脓血、鱼见则是住所。

那么，水的本质究竟是同一种，还是四种？同样是水，在天人眼里，会觉

得这是晶莹剔透的琉璃；人所见的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水，可以解渴、洗涤；而

对鱼虾等水族而言，水是它的家，是它所居住的地方，也是它的空气；如果换

成饿鬼所看到的水，就成了可怕的脓血，甚至如火焰般会烧伤饿鬼的身体，完

全没有滋润、解渴的功效。这正是基于众生善恶业力的不同，当业成熟之时，

感召各自的异熟果报，于是反映出器世间不同的状态。因此，就每一个体生命

而言，器世间为阿赖耶识所缘，也是由阿赖耶识所转变而成的啊！

器世间的色法，在每个个体生命中的定位，源自天生的果报，并不是后天

转个念头或身体动个小手术就可以轻易改变的。看来似乎同样是 “水”，其实会

因为各个众生的业报不同，而有不同的作用。这种差别来自众生的业报和心识

的不同，境因业而有 （因缘变），又因心而转 （分别变）。③ 由于过去种下的业

因 （种子）不同，阿赖耶识所转变的境，包括个人内在身心的 “正报”以及身

体依之而住的外在 “依报”世界———器世间，自然而然地也就有所不同了。因

此，唯识则主张 “外境无、内识有”，外境并没有第一义的存在性，因为它们的

存在都根源于阿赖耶识，一切事相皆唯识所现。这就是 “唯识无境”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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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成唯识论》卷２： “‘处’谓处所，即器世间。是诸有情所依处故。” （ＣＢＥＴＡ，Ｔ３１，Ｎｏ１５８５，
ｐｐ１０，ａ１３－１４）
《佛地经论》卷６：“器世间随有情业增上力故，阿赖耶识共相种子，变生种种共相资具，为令有情
广大受用。”（ＣＢＥＴＡ，Ｔ２６，Ｎｏ１５３０，ｐｐ３１７，ａ１－３）
因缘变、分别变：《成唯识论》卷２云：“有漏识变略有二种：一、随因缘势力故变；二、随分别势
力故变。初必有用；后但为境。异熟识变但随因缘，所变色等必有实用。”（ＣＢＥＴＡ，Ｔ３１，Ｎｏ１５８５，
ｐｐ１１，ａ２１－２４）



在无性菩萨 《摄大乘论释》卷４中，有相当生动的描述：“如饿鬼、傍生及
诸天、人等者。谓：于饿鬼自业变异增上力故，所见江河皆悉充满脓血等处；

鱼等傍生即见舍宅，游从道路；天见种种宝庄严地；人见是处有清冷水，波浪

湍洄；若入虚空无边处定，即于是处唯见虚空。若许外物都无实性，一切皆从

内心变现，众事皆成。如有颂言：于一端严?女身，出家、耽欲及饿狗，臭尸、

昌艳、美饮食，三种分别各不同。”

２现代举例
其他类似 “一境四心”的现代举例：对同样的东西，人眼所见与其他生物

所见 （如有复眼的昆虫），有极大的不同。如狗能分辨深浅不同的蓝、靛和紫

色，但对红绿等高彩度的色彩没有感受力，因此绿色草坪从狗眼来看，是一片

白色草地！又如鹰眼的敏锐度约为人眼的八倍，可以从数百英尺的高空看到地

面的小动物，?们视觉暂留的时间为二百分之一秒，远短于人眼视觉暂留的二

十四分之一秒。不同的物种，天生具有不同的器官、不同的感官能力、不同的

习性。唯识学派认为，这是每一个有情众生，由于异熟果报不同，而感得不同

的 “色根”及展现出不同的 “器世间”的风貌。

３灯喻
《瑜伽师地论》卷 ５１以灯为譬喻，说明阿赖耶识缘内执受，缘外器相，

就有如灯焰生起时，内执膏炷，外发光明：“器世间相，譬如灯焰生时，内执

膏炷，外发光明。如是阿赖耶识，缘内执受，缘外器相。” 《成唯识论》卷２
也以灯光为譬喻，说明 “器世间”与众多有情的 “异熟识”密不可分的关联：

“所言 ‘处’者，谓异熟识由 ‘共相种’① 成熟力故，变似色等器世间相，即

外大种及所造色。虽诸有情所变各别，而相相似，处所无异，如众灯明各遍

似一。”

世界上无数有情众生，各各 “异熟转变”呈现各自所取的世界 （相分），然

而共相种子所感的共报果相的 “处”，却是相似无异。就如众灯齐明，遍满室

中，却分不出彼此所照的光。有情众生的业力成熟，由第八异熟识里的 “共相

种子”② 成熟的因缘之力，变似出器世间相 （处），虽是各个有情各别所变，而

其相状相似，处所也相同。此器世间相，也就是身外能造的地、水、火、风等

四大种，以及所造的色、香、味、触等四尘。一般人看似客观的物质世界，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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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摄大乘论》卷１《依止胜相品１》：“共相者，是器世界种子。不共相者，是各别内入种子。”
“共相种子”，指所生之果可使多人共同受用的种子。如山河大地等器世间，即众生 “共相种子”所

变。能感的业种子，有共业、不共业种子；所感的名言种子，有共相种子、不共相种子 （例：五根

种子）。其中，共业种子资助共相种子，不共业种子资助不共相种子而令其起现行。



实色而非实色，并不是心外的实法。

唯识不是唯独有自己的识，只是在认识上，都以自己的识为前提，而强调

自识的所缘境都是自识所变，这是 “唯识无境”的道理。

虽关于 《唯识三十论颂》及 《成唯识论》等唯识论书，是否完全否定色法

或所谓外在物理世界的独立存在，在古今佛教界乃至现代学术界都有不少精辟

的见解与讨论。① 然而本文并不涉入这些学术上的讨论，而是就唯识学的普及与

推广，来探究适当的教学。

三）灵魂存在吗？“恒转如瀑流”的前世、今生、来世

佛教主张 “无我”，又同意 “轮回”，如果没有一个 “我”，那么佛陀的本

生故事怎样解释？轮回的主体又是什么？小时候的自己，长大的自己，是同一

个 “我”吗？自己的前生，是同一个 “我”吗？灵魂到底存在不存在？

在佛学思想史上，关于 “无我论”与 “业果轮回观”二者贯通的问题，唯

识经论是在意识之外建立 “阿赖耶识”，尝试说明 “有轮回、无轮回主体”。最

先成立 “阿赖耶识”的经论，包括 《摄大乘论本》所引用的 《大乘阿毗达磨

经》（中国未传译）② 及 《解深密经》与 《瑜伽师地论》。

１“恒转如瀑流”：非常、非断

佛教认为常一主宰的 “我” “灵魂”并不存在。阿赖耶识 “非常、非断”，

绝不是 “我”“灵魂”。

阿赖耶识是断、是常呢？《唯识三十论颂》说：“恒转如瀑流”（瀑流喻）。

“恒”是相续、不间断的意思，从无始以来，阿赖耶识中同一种类的种子相续的

发展，没有间断。阿赖耶识是三界、六趣、四生等一切众生施设异熟果报的根

本，由于阿赖耶识的性格坚定，而且从不间断，所以才能不断地执持种子，令

种子不失坏。“转”（梵ｖａｒｔａｔｅ），是现起、活动的意思，形容阿赖耶识从无始以

来念念生灭，前后变异，因灭果生、因果相续，非常、非一，可以作为七转识

受熏成种的依处。“恒”是否定断见；“转”是否定始终不变的常见。阿赖耶识

犹如 “瀑流” （梵 ｓｒｏｔａｓａｕｇｈａｖａｔ），一切因果法尔如是，都是非断、非常的。如

《成唯识论》卷３说：“阿赖耶识为断、为常？非断、非常，以恒转故。‘恒’谓

此识无始时来一类相续，常无间断，是界、趣、生施设本故，性坚持种令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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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德］史密特豪逊：《〈成唯识论〉中的外在世界问题》，收于杭州佛学院编 《唯识研究》第二辑，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３２—２６４页。
《摄大乘论本》卷１：“世尊何处说阿赖耶识名 ‘阿赖耶识’？谓薄伽梵于 《阿?达磨大乘经》伽他

中说：‘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依，由此有诸趣，及涅?证得。’即于此中，复说颂曰：‘由摄藏诸

法，一切种子识，故名阿赖耶，胜者我开示。’”（ＣＢＥＴＡ，Ｔ３１，Ｎｏ１５９４，ｐｐ１３３，ｂ１２－１９）



故。‘转’谓此识无始时来念念生灭，前后变异，因灭果生，非常、一故，可为

转识熏成种故。‘恒’言遮断，‘转’表非常。犹如瀑流，因果法尔。” （ＣＢＥ

ＴＡ，Ｔ３１，Ｎｏ１５８５，ｐｐ１２，ｂ２８－ｃ５）

在 “无我论”方面，唯识学派由 “识有”入手，说明有储藏经验与业力的

阿赖耶识，为导致轮回的必要原因之一，依识成立缘起。生命最底层的心———

阿赖耶识，代表了由过去的善业、恶业为因，而感召此世苦、乐的异熟果。这

异熟果报，同时也执受这一期生命的色根———眼、耳、鼻、舌、身等五根，执

受种子，对外了别 “器世间”。阿赖耶识在烦恼的推动下，于生死轮回中生灭相

续。接着在教理、修证上，首先说明外境无、内识有，让我们体会到境依识有，

所以唯识无境，去掉对所取境的执着 （所取空），然后更进一步引导我们认识到

连识本身也是因缘和合而存在的，并不是常一主宰的生命主体，生命的实相是

“无我”，去掉对能取识的执着 （能取空）。最终完全灭去对所取的境及能取的识

的执着 （二取空），体证境识俱泯的胜义真理。

２有情相续的缘由

既然 “无我”，有情为何会生死相续的不断轮回呢？

佛典经论上处处说到 “有业报、无作者”；许多论典也以灯焰、水流为喻，

来说明不必预设常一主宰的 “我”亦能维系业果不断。那么，当此生结束时，

下一期生命何以能产生呢？若唯有 “识”，而没有离识实有的 “我” “法”，那

么生命为何轮转不息？有情众生如何结生相续，前后异熟果报如何接续？

《唯识三十论颂》说：“由诸业习气、二取习气俱，前异熟既尽，复生余

异熟。”有情死而又复投生，是由 “二取习气”协助 “业习气”，于生命结束

之时，引生下一期生命新的异熟果报体。因此，虽然只有 “识”，而没有实

我，也无须假借外缘，有情众生仍然会相续的轮回生死。生死轮回的作用皆不

离 “识”，所以说心、心所法正是生死相续的内容体性！ 《成唯识论》卷 ８：

“由感余生业等种熟，前异熟果受用尽时，复别能生余异熟果。由斯生死轮转

无穷，何假外缘方得相续？此颂意说：由业、二取，生死轮回皆不离识，心、

心所法为彼 （按：指生死相续）性故。”（ＣＢＥＴＡ，Ｔ３１，Ｎｏ１５８５，ｐｐ４３，

ａ２６－２８）

“业习气”（梵 ｋａｒｍａｖāｓａｎā）由品德、操守等善恶的身口意行为形成，决

定下一期生命的状态，指透过业的活动，熏习于阿赖耶识 （根本识），而能生起

未来自体果报的功能。“业”，即造作福业 （梵 ｐｕ爟ｙａｋａｒｍａ）、非福业 （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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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ｐｕ爟ｙａｋａｒｍａ）、不动业 （梵ａｎｉｂｊｙａｋａｒｍａ）① 的思心所。业的眷属 （善或恶的

身、语动作———律仪、不律仪）也成立业之名，因为它们和业一样，能召感

“引异熟果”（总报）、“满异熟果” （别报）。所造作的业，才刚生起，随即灭

去，似乎没有道理能够招感许久之后未来的异熟果，但由于正当造作现行之业

时，熏习于根本识，生起自业的功能———习气 （这是业的气分，由现行熏习而

来），透过熏习本识，业的影响力积存下来，成为一种习气，这就是本识中的种

子。这种习气展转相续，至成熟时就能够成为招感异熟果的增上缘。② 特定的

业，会引导众生投生在三界中特定的地作为果报。

正如种子生芽一般，不同品种的植物种子 （比喻 “业习气”），会萌生不同

种类的芽。由于 “业习气”的不同，生起的趣类便有种种差别，于是自体就有

种种的不同。而种子发芽之际，必然需要水等助缘 （比喻 “二取习气”）。同样

的道理，当业习气牵引异熟果生起时，必然需要二取习气的助力。“业习气”的

活动不是孤独的，是由 “二取习气”的资助，异熟果方得以生起。③

“前异熟”（梵ｐūｒｖａｖｉｐāｋｅ），指此生的异熟果，为之前多生以来所积集的

业，在今生现起成异熟。“余异熟”（梵ａｎｙａｄｖｉｐāｋａ），指下一生或后世多生的

异熟果。虽然前一期生命的躯体，随着死亡而腐败，而且之前的异熟果受用已

尽，但是轮回并没有停止下来。一旦 “前异熟”灭尽，下一生的 “余异熟”即

刻生起。④

就如洪水挟带着草、木等一同往下奔流而去，异熟识为 “业习气”及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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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瑜伽师地论》卷９：“‘福业’者，谓感善趣异熟，及顺五趣受善业。‘非福业’者，谓感恶趣异
熟，及顺五趣受不善业。‘不动业’者，谓感色、无色界异熟，及顺色、无色界受善业。”（ＣＢＥＴＡ，
Ｔ３０，Ｎｏ１５７９，ｐｐ３１９，ｃ２１－２４）
《成唯识论》卷８：“‘诸业’谓福、非福、不动，即有漏善、不善思业。业之眷属亦立业名，同招
引、满异熟果故。此虽才起，无间即灭，无义能招当异熟果，而熏本识起自功能，即此功能说为

‘习气’，是业气分熏习所成，简曾、现业 （按：不同于萨婆多部过去有体的 ‘曾业’；也不同于顺

世外道的一切果唯 ‘现业’所得），故名习气。如是习气展转相续，至成熟时招异熟果，此显当果

胜增上缘。”（ＣＢＥＴＡ，Ｔ３１，Ｎｏ１５８５，ｐｐ４３，ａ１２－１８）
如 《安释》云：“此中，由 ‘业习气’不同，趣有种种差别，故自体 〔亦〕有不同。 〔这〕正如

〔草木的〕种子不同，而有种种的芽 〔生起〕一样。然而，一切 ‘业习气’各别牵引其自体生现时，

须知 ‘二取习气’即为其活动的助力。譬如芽生时之水等。如是，即说明了 ‘业习气’ 〔的活动〕

不是孤独的，由 ‘二取习气’资助，异熟生起。故说：‘二取习气俱’。”（ｐｐ１１８－１１９）
“异熟果”包括引业所感的第八识——— “异熟”，以及满业所酬的前六识——— “异熟生”。《成唯识

论》卷２：“‘异熟习气’为增上缘，感第八识，酬引业力，恒相续故，立 ‘异熟’名；感前六识，

酬满业者，从异熟起，名 ‘异熟生’，不名异熟，有间断故。即前 ‘异熟’及 ‘异熟生’，名 ‘异

熟果’，果异因故。此中，且说我爱执藏持杂染种，能变果识名为 ‘异熟’，非谓一切。” （ＣＢＥＴＡ，
Ｔ３１，Ｎｏ１５８５，ｐｐ７，ｃ７－１２）



取习气”所随，于是挟持触、作意等心所，贯生死流，相续不断地流转。有情

生命之所以继续轮回，是由于业习气和二取习气共同的推动，令下一期生命的

异熟果成熟生起。当 “前异熟”的心识之流已灭尽，命根亦即中止，身体如同

无生命的槁木。而在 “余异熟”第一刹那出现在来生的界地时，一期新生命于

焉展开。

在一期又一期的生命中，随着我们生命的活动，这些活动熏成的种子含藏

于阿赖耶识里，一点一滴地改变了阿赖耶识的内容。阿赖耶识绝不会停滞于某

一固定的状态不变。这一期生命———前异熟，有结束的时候，所以破除了认为

生命可以永远存在的错误见解———常见；另一方面，下一期生命———余异熟，

会接着生起，破除了认为生命在死后就永远消灭的错误见解———断见。常见或

断见，都是 “边见”（边执见）———执于一边，偏于某种极端的偏见。

有情众生因 “业”与 “烦恼”流转生死，非由神所创造、主宰或冥冥中

有神的赏赐与惩罚 （尊论），亦非由咒术乃至外界任何力量所决定，更非无

因无缘的偶然发生 （无因论），也不是消极的宿命 （宿命论）。由于烦恼的主

导，我们才会不断地造业和受生，烦恼才是令我们无止境生死流转的根本

原因。

３生命的流转、还灭

就如缺乏水分滋润的种子，没有萌芽的机会；即使还有业，只要无明等烦

恼已经断尽，就如缺乏水分滋润的种子没有萌芽的机会，由于缺乏烦恼为助力

的缘故，便不能产生新的异熟果。如此，就能解脱轮回，永远不再受生死

之苦。

唯识学上，以阿赖耶识来说明诸业的聚合及作用。《大乘阿毗达磨经》说：

“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依，由此有诸趣，及涅?证得。”指的正是阿赖耶识。

界，是阿赖耶识中一切有漏诸法的种子。倘若没有阿赖耶识，则迷妄众生无限

延续下去的生命流转不可能成立；生命的还灭 （有余依涅?、无余依涅?）、涅

?寂静也不可能成立。生命轮回、还灭皆不离识。由于烦恼潜势力的聚合之处，

正是阿赖耶识，如果除尽阿赖耶识中所有的烦恼种子，便体证到 “有余依涅?”

的境界，这时，前业所感的身体依然存在，继续活动着，但心境上已经永远不

再有任何的烦恼了。一旦前业所感的现在身已尽，则不会再有来生，这时，便

体证到 “无余依涅?”的境界。

有情过去、现在、未来的生死轮回，不待外缘，而由内识所成；乃至修行

证果的清净法相续，一样不待外缘，而由内识。这是由于无始来依附于根本识

的无漏种子，经由转识的数数熏发，于是渐渐增胜，乃至于究竟成佛时，转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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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的杂染种子，转得清净种子。因此，染净诸法的相续，皆唯由有识，非由

外缘。①

四）佛教教育、生命教育相关议题探讨

教学中，可以透过讲解、研讨等，带领学习者探讨佛教教育、生命教育的

相关议题。略举数则如下：

１阿赖耶识所缘的对象是什么？这代表生命现象的什么意涵？
２不同宗教，有不同的生命观。佛教对前世、今生、来生的看法是什么？
３阿赖耶识是流转于前世今生的 “灵魂”吗？它是实质不变、常一主宰的

“我”吗？为什么说阿赖耶识 “恒转如瀑流”呢？

４面对死亡，我最害怕的是……我肯定的是……我计划如何面对自己和至
亲生命的终点？

５中国大陆作家杜虹因为胰腺癌于２０１５年离开人世，享年６１岁。杜虹过
世后，她的女儿决定透过美国的先进科学技术，低温冷冻母亲的头颅，期待或

许５０年后的医学能让这颗头复活。这是中国首例参与人体冷冻保存以期望 “复

活”的案例。依佛教阿赖耶识的理论，您如何解释这种冷冻头颅的生命状态？

“复活”的可能性、同一性？

６现代社会里，许多前所未见的生命道德价值判断议题，需要我们省思与
面对。

（１）生命初期的伦理课题。例如：

①何时是一期生命开始 （入胎、出生），法律、医学、伦理、风俗文化、宗

教等怎么说？

②胚胎是生命吗？婴灵存在吗？如何看待堕胎、避孕、基因筛检、基因改
造、试管婴儿、冷冻胚胎、优生干预和生男生女偏爱的问题？

③如何处理代理孕母的伦理争议 （如：精、卵、子宫商品化，亲子关系认

定的法律、伦理问题）？

④如何看待无性生殖的复制人、复制生物？人类胚胎干细胞研究是否物化
了生命？基因遗传工程与基因改造产业 （农畜）是否违背生命伦理？

（２）生命末期的伦理课题。例如：

①死亡的判定———法律、医学、伦理、风俗文化、宗教等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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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成唯识论》卷８：“前中后际生死轮回，不待外缘，既由内识；净法相续，应知亦然。谓无始来，
依附本识有无漏种，由转识等数数熏发，渐渐增胜。乃至究竟得成佛时，转舍本来杂染识种，转得

始起清净种识，任持一切功德种子，由本愿力尽未来际，起诸妙用相续无穷，由此应知唯有内识。”

（ＣＢＥＴＡ，Ｔ３１，Ｎｏ１５８５，ｐｐ４５，ｂ２８－ｃ５）



②植物人处于什么生命状态？医护伦理 （无效医疗、安宁疗护、医疗资源

分配等）问题。

③佛教主张临终念佛八小时吗？可以器官捐赠、移植吗？器官可以商品

化吗？

④人有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吗？（自杀、安乐死争议）

⑤人有结束他人生命的权利吗？杀人有果报吗？维持死刑还是废除死刑？

７佛教可以如何回应宗教自杀 （如：末日自杀）事件？佛教如何看待战争、

种族屠杀？如何回应宗教攻击、大屠杀事件？

四　居士佛学教育：佛教心理学———
唯识入门十二课

本节简介居士佛学教育 “佛教心理学———唯识入门十二课”。

（一）课程性质

“佛教心理学———唯识入门十二课”共２２小时，是香光尼僧团针对已完成

六学分１０８小时基础佛学课程的居士们所开设的进阶研读课程，以 《唯识三十

论颂》为主要典据，探讨唯识重要主题，引领人们借由唯识学，更深入且结构

化的了解佛教的宇宙人生观，培养自我观照及思考的能力，并与个人生活经验、

人生观、生死轮回观等相互对话。学习此课程的在家居士们主要为４０至６０岁的

壮年，除了对佛法的信仰与好乐外，日常在家生活中所关心的多为家庭 （夫妻、

亲子、婆媳等人际关系，子女教育、父母照护）、工作 （经济生活、同事人际关

系）及健康等问题。面对亲友的生离死别以及对每个人都将面临老、病、死的

人生必然课题，居士们也很希望在佛法中得到生从何来、死往何去、如何应对

的智慧。

（二）教学目标

１肯定学习唯识有益于今生、来生的增上。

２透过对了境能变前六识的了解，正视意识是升沉于感官、认知与思惟世

界的枢纽。

３了解 “一切唯识”。

（１）“假说我、法，依识所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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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三能变 （了境能变前六识、思量能变末那识、异熟能变阿赖耶识）在

生命中的作用。

（三）教学大纲

第一课　唯识与我

一、共同迈向成佛之道

（一）归敬三宝、亲近善士：“稽首唯识性，满、分清净者。”

１法宝———唯识性

２佛宝———满清净者

３僧宝———分清净者

（二）闻法趣入：听闻正法→ 如理思惟→ 法随法行：“我今释彼说，利乐诸有情。”

１《唯识三十论颂》探讨了哪些人生课题？

２深层透视你的心———八识：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识

３什么是 “三能变”？———异熟、思量、了境能变

二、唯识与我———善用唯识，转化生命

（一）佛陀教导什么？———苦的止息：人生安乐之道

（二）幸福指数三种乐

１初段：“下求增上生，现乐后亦乐。”

２中段：“中发出离心，涅?解脱乐。”

３最高段：“最上菩提心，悲智究竟乐。”

（三）根机：五乘、三乘、大乘

（四）转识成智

　　注：限于篇幅，以下各课省略大纲内容。

第二课　 总说 “唯识相”——— “假说我、法”依识所变

第三课　 升沉于感官、认知与思惟世界的枢纽———了境能变前六识

第四课　 善观 “了境能变前六识”，启动健康排毒新生活！

第五课　 最深层的自我意识———思量能变末那识

第六课　 一切法因果缘起的核心———异熟能变阿赖耶识

第七课　 第八识的所缘 （一）执受

第八课　 第八识的所缘 （二）处、“一境四心”

第九课　 恒转如瀑流，阿罗汉位舍 （我执放下则生死解脱——— “阿罗汉位

舍”执藏义）

第十课　 解开一切法因果缘起之谜———赖耶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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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课　宇宙人生万有，依识立缘起———一切唯识

第十二课　迈向人法二无我的体证———唯识五位

（四）单元教学举隅：第十一课　宇宙人生万有，依识立缘起———
一切唯识

《唯识三十论颂》说：“由假说我、法，有种种相转，彼依识所变。此能变

唯三，谓：异熟、思量及了别境识。”又说 “是诸识转变，分别；所分别，由此

彼皆无；故一切唯识”。“假说我、法”的转起，是依着 “三种识转变”而生起

的，其中并没有离识实有的 “我”、离识实有的 “法”，一切唯识所现。但凡夫

却将诸识转变出的分别、所分别现象，妄执为离识而有的实我、实法，这些妄

执的对象并非真实存在，所以说 “一切唯识”。

中国有一则 “草木皆兵”的成语故事，形容由于心理因素作怪，又遇上风

吹草动，于是就把草木当成军旗，误以为敌军将要大举奇袭而惊恐不安，事实

上是自己疑神疑鬼，产生错误的认知，竟反而吓到自己啊！类似这样的情况，

生活中比比皆是，一般人经常无法察觉到错误认知对自己的影响，盲目地为之

贪爱痴狂。然而生命中最大的错误认知，是误以为 “我” “法”真实独自恒存

着，并为之贪爱痴狂。“无我”是佛教论述的核心。三法印中，对 “诸法无我”

的彻底体解，正是我们超越苦难的 “诸行无常”的世间，转向 “涅?寂静”之

出世间的关键！

在灰色横直条的交叉的白色小圆点上，我们能看到微

弱而闪烁的小黑点 （幻觉），这些幻觉是由眼睛这生

理器官加上识 （眼识、意识）所共同构造出来，尔后

又被当成外部实存的对象，误以为小黑点是实存于外

界的东西——— “增益执”。识，包括识的活动本身，

以及那些被识所构造出来的东西。所以说 “一切唯识”

图例一　 “一切唯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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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识学指出：世间一切现象，皆基于 “异熟、思量及了别境识”的作用，

依因待缘而生起，都是 “依他起” （缘起）；都是 “唯识所现”。其中， “了别

境”（梵ｖｉｊａｐｔｉｖｉｓ．ａｙａ）即了境能变 （了境转变），即第三层面的识转变，指眼

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等 “前六识”能了别色、声、香、味、触、

法等境的作用。包括日常生活中一切知、情、意的心理活动。前六识会把对象

重新建构，呈现为识的所缘境，这个被重新构画的境，称为 “了别”（梵

ｖｉｊａｐｔｉ），强调了别境识将对象重塑而呈显于心的功能。

五　大学青年生命教育：心灵总铺师：
认识佛教心理学———唯识学

（一）课程性质

两小时的课程，如何让大学青年接触、有所受用并肯定唯识学？本节以香

光智慧青年社的两小时课程 “心灵总铺师：认识佛教心理学———唯识学”为案

例。学习此课程的青年朋友们主要为１８岁至３５岁的青年，日常生活中最关心的
多为爱情问题或同侪朋友、家庭亲子相处的人际关系，也会关心学业、升学、

未来就业的发展，自己人生目标仍待寻求，对于生命是怎么一回事多少有些迷

茫，对于个人心理内在的情绪及想法不很清楚而常受困其中。他们不见得信仰

佛教，但愿意接触佛教为青年举办的活动，试看能否由佛法中得到智慧与慈悲。

教学上举例说明时，可以多以青年朋友最关心的各种人际关系为话题，引发他

们的兴趣，进而增益其对自我、人生的了解。

（二）教学目标

１透过唯识 “五遍行心所”增益青年朋友们对自我心理运作模式的理解与

掌握。

２透过唯识 “四胜力”帮助青年朋友们借由良善的内、外因缘，朝向正面

积极的人生。

３透过唯识 “三能变”让青年朋友们注意到生活中的 “唯识所现”，由错

误认识及种种不必要的苦恼束缚中解脱出来。

（三）教学大纲

心灵总铺师：认识佛教心理学———唯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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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唯识？

世间一切现象 （包括有情众生的生死轮回），皆基于 “八识 （三能变）”的作用，依因待缘而生起，都

是 “依他起”（缘起）；都是 “唯识所现”。

二、谁是唯识学派的重要人物？唯识三大论师：弥勒、无著、世亲菩萨。

何者是唯识思想纲要书？《唯识三十论颂》。

三、学习唯识的目标何在？

转识成智：以智慧观照 “缘起”，除去颠倒妄想 （错误认识及种种苦恼），了悟一切事相皆 “唯识所

现”，澈底圆满的净化身心。

四、什么是唯识 “五、四、三”？五遍行、四胜力、三能变

（一）五遍行：“五”种普遍的心理因子。

一）运心自在五遍行：以唯识学 “五遍行心所”增益对自我心理运作模式的理解，学习运心自在。课

程依前述 “认知与数位教学”的原理，制作数位教材ＰＰＴ以帮助学员学习吸收。

二）什么是 “心所”？“心”“所”拥有的心理因子 （成分）、伴随物。

１“性”：自体本身、特性、亲作用。

２“业”：衍生的影响、副作用 （疏作用）。

三）一位好的 “心灵总铺师”要能判别 “六位５１心所”的素材优劣：

１遍行５心所。２别境５心所。３善１１心所。

４烦恼６心所。５随烦恼２０心所。６不定４心所。

（二）四胜力：“四”种朝向 “转识成智”的强大正能量来源。

１因力：多闻熏习大乘佛法。

２善友力：亲近善知识，远离恶友。

３作意力：深深理解、肯定善法，没有任何犹疑，如理作意。

４资粮力：广修福德、智德资粮，在生活中真正的实践，利己利人。

（三）三能变：能转变一切的 “三”层次心灵。

六　以 “赖耶缘起”“种现熏习”为教学理论

“赖耶缘起”“种现熏习”为本文教学方法及目标所依据之理论。本文所述

教学方法之理论，系基于佛教极为重要且具特色的唯识学 “熏习”理论而施设。

犹如以香气熏附于物品之上，“熏习”（梵ｖāｓａｎā，ｐｒａｖｒｔｔｉ，ａｂｈｙāｓａ）是将一法

之势力熏附于他法。由 “熏习”而新生种子，且令种子增长。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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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一切生命活动，包括学习，必然不离唯识学 “熏习”的原理。如 《成

唯识论》卷１云：“然诸有情各有本识，一类相续，任持种子，与一切法更互为

因熏习力故，得有如是忆、识等事。” （ＣＢＥＴＡ，Ｔ３１，Ｎｏ１５８５，ｐｐ２，ｂ５－７）

即使没有一般人所执的实我，然而由于一切有情各各具有根本识———第八阿赖

耶识，此识一类相续，堪任摄持种子使之不失不坏，正是依于诸种子与现行诸

法更互为因的熏习之力，如是才得以有对往事的记忆、对现前境界的认识、诵

持、诵习书籍、学习技能，以及人际间的恩怨等事。

教学上，要能善巧运用七转识及其心所具有的 “能熏四义”———能熏习的

四项关键特征。《成唯识论》卷２：“何等名为 ‘能熏四义’？一、有生灭。……

二、有胜用：若有生灭，势力增盛，能引习气，乃是能熏。……三、有增减：

若有胜用，可增可减，摄植习气，乃是能熏。……四、与所熏和合而转。……

唯七转识及彼心所，有胜势用而增减者，具此四义，可是能熏。” （ＣＢＥＴＡ，

Ｔ３１，Ｎｏ１５８５，ｐｐ９，ｃ１９－１０，ａ２）有效的教学方法正须掌握 “一、有生灭，

二、有胜用，三、有增减，四、与所熏和合而转”，让学生经由眼、耳、鼻、

舌、身、意，缘色、声、香、味、触、法等境之时，发挥 “能熏四义”的最佳

效用，来加强加深学习效果。

在教学目标之理论方面，迥然不同于其他哲学、教育学对于 “自我”、“自

我成长”的肯定与追求，佛陀最核心的教示是 “诸法无我”。然而佛教不但不主

张虚无主义、断灭空，反而鼓励人人透过学习佛法而能增益智慧、超越现况、

体悟人生。本文所述之教学目标，既不离佛法 “无我”之标杆，又结合佛教唯

识学 “赖耶缘起” “种现熏习”之理论。盖唯识学以 “赖耶缘起”来说明一期

生命中，即使没有实我，诸法仍能相续生起的缘由： “由一切种识，如是如是

变，以展转力故，彼彼分别生。”① 即使没有常一主宰的 “作者”（梵

ｋāｒａｋａ）———能造作天地万物的神或有 “我”以身体手足能做各种事者，也不

由外力，而各种各样的分别构想仍得以绵绵不绝地自阿赖耶识中生起。这是由

于阿赖耶识蕴藏一切事物的种子 （亲因缘），这些种子在因缘条件具足时，成熟

现行而如是生起前七识。“前七识”与 “阿赖耶识”展转互为因缘，此即种子生

现行、现行熏种子、种子生灭相续之 “种现熏习”。“赖耶缘起”可以说明一期

生命中，只有 “识”但没有 “作者”，而一切法仍能生起的缘由。在漫长的学习

过程中，若能掌握 “赖耶缘起”“种现熏习”的理则，在教与学上，将能有更良

好的效益以达成教学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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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唯识学”是历久弥新的智慧

从古至今，对于生命何去何从，人们从没有停下探寻的脚步。而在发展快

速的现代社会里，更有许多前所未见的生命道德价值判断议题，需要人类省思

与面对。笔者以台湾香光尼僧团的唯识教学经验为例，说明在僧伽、居士乃至

大学青年等不同学习者的现代佛教教育中，如何借由唯识的现代教学，培养学

习者观照思考的能力，并与生活经验、修行体验乃至现代社会的生命教育等课

题对话。

本文以法相唯识重要论典 《唯识三十论颂》及其释论 《成唯识论》为典据，

阐述以唯识相、性、位成立 “唯识”“一切法因果缘起的核心———异熟能变阿赖

耶识”等唯识核心义理，并采三种不同对象的教学设计，就课程性质、教学目

标、教学大纲、教学方法举隅或单元教学举隅等方面作介绍。又说明唯识教学

如何与现代的语汇、观念、生活情境及生命教育议题接轨，如何运用认知与数

位教学方法达成 “教材教法”与 “认知历程”相互配合的有效教学，以引领学

习者观察自己的心、意、识———即异熟能变 （阿赖耶识）、思量能变 （末那识）

及了境能变 （眼、耳、鼻、舌、身、意等六识）等三能变，并借由深层透视此

三能变、八识如何蕴含生命流转与还灭的奥秘，如何主宰生命上升与沉沦的枢

纽，帮助现代人从观察宇宙人生的实相中，寻求佛教唯识学历久弥新的智慧与

安乐之道。

本文提出普及唯识学教育的方法、案例及理论，呼应唯识学普及教育的三

项目标，一是透过唯识学对心灵运作的解析，增益学习者了解自我、体悟人生，

以作为生命教育的一环；二是以现代的教学方式，引导学习者有兴趣及信心跨

越唯识的学习门槛，而得以接触、理解、亲身受用并肯定唯识学的价值；三是

在通俗普及中，对于唯识义理的解说仍须正确而不含混，有唯识经论之典据与

教理系统的根据。同时，期以唯识学优异的思想及践行系统，利益当代有心探

究宇宙人生真相的芸芸众生，并透过大力拓展有意愿学习唯识的群众，以之作

为能令唯识学在各相关研究领域更加深入且多元发展的基础，为唯识学在现代

的弘传开启新机，令唯识学 “活的传承”得以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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