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析 “寂因作意”于 《六门教授习定论》的
含义及禅修特色

陈雁姿

【摘要】吕贗先生认为 《六门教授习定论》 （略称 《习定论》）是定学

中最精粹之作，因为有关定学的修习及操作都悉备其中。本文主要探讨

《习定论》中 “寂因作意”的含义及阐发其禅修方法之特色。

本文首先从六门中 “正依门”的三大要项，包括教授禅定的师资素质、正

确的所缘内容及作意正理，彰显这三种圆满是构成 “寂因作意”的重要基础。

吕贗先生指出义净法师译 “寂因作意”与玄奘法师译 “如理作意”都

是源自同一梵语ｙｏｎｉｓ＇ａｍａｎａｓｉｋāｒａ，显示此复合词的语义本有歧义，但 “寂

因作意”的译意更具深意，显示涅?正道之理悉存于心，亦与 《瑜伽师地

论·修所成地》提出的修行的宗趣是以涅?解脱为首要目的相符，故赞叹

此译词对瑜伽行派的学说极有重要关联之处，可惜义净法师没有作进一步

的发挥。因此，本文从复合构词中的 “一体释” （持业释）及 “别句释”

（依主释）来阐析 “寂因作意”的含义，从而了解 “寂因作意”与 “如理

作意”于梵语翻译的同异及译家的译词取向，然后抉择哪一种译法更为

适切。

明白两词于修习止观的重要取向后，笔者再从 《瑜伽师地论·声闻地》

及 《摄大乘论》的内容探析 “寂因作意”与唯识观行的关联。“寂因作意”

包含烦恼寂灭的因素，有赖于作意思惟正确的所缘教法，借此去除执见，

故意言境为达成寂因的基础，而所观的意言对象为同分影像，皆是唯识所

现，最后需超度意言而悟入寂灭的境界，彰显意言境为寂灭因，亦即于心

一境性中作意的圆满运作，于唯识的学理及禅修有重要的含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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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寂因作意与 “正依门”中

三种圆满的关系

《六门教授习定论》的颂文共三十七首，是无著菩萨所造，释文则是世亲菩

萨所解，由唐代译经高僧义净法师 （６３５—７１３年）译成汉文。此论自译出后，
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千余年间中国的高僧大德没有对此论作疏释宣扬。直至

近代的吕贗先生，才有讲解 《六门教授习定论》的本颂和释文。①

此论的第一首颂是 “求脱者、积集，于住勤修习，得三圆满已，有依修定

人”②，已概括了定学本末的六门，此即六个方面。

（一）意乐门：“意乐”是心中所希望达成的目标，颂意说修定者应知道修

定的目的是求解脱。

（二）依处门：修定需要依止及积习福德智慧资粮。

（三）本依门：未正式入色界禅定前，要成就住定的因，即九住心的

修习。

（四）正依门：修定须依止有素质的老师，所缘的方法及如理作意思惟。

（五）修习门：“本依”和 “正依”只是 “定的依因”，真正能在定中修止

观才是 “修习”，这部分正式讲解修止观的方法，即 “定的修习”。

（六）得果门：修止观所获得的成果效益。

虽然第六的 “得果门”并无明示于首颂内，但末颂其实已包含了修行所得

的结果在内：“显意乐、依处，本依及正依，世间定圆满，并了于出世。”此中

的世间定及出世定的圆满修成便是 “得果门”的内容。③ 这六门概括了所有定学

的根本，说明修定的前行工夫、习定的方法及效果，所以是一本组织完整的著

作，故吕贗先生赞誉此论言：“本论独到处，在于定学教授之说，悉备其中……

其为定学教授之要籍，又孤传此土，至足珍贵矣。”④

六门中之第四 “正依门”重视 “定学之依”，解释成就定因的条件最为详

细，反复地说明修定人自身的条件及与他人的关系，强调 “多闻熏习，如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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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此可以三种圆满具足来表示：一、师资圆满；二、所缘圆满；三、作意圆

满。前二种圆满都与闻法有关，由具备多闻、见谛、善说、有慈悲、常生欢喜

心等众德的老师教导，即是 “师资圆满”①；得闻如理如量的正法②，就是了义

的佛法，此即 “所缘圆满”；将所学的教法形成内心的意言境，并作为定中的思

惟对象，此即 “作意圆满”。故先积集多闻，秉承佛法，更待思惟而致用，以此

作为所缘，修习止观而得定慧，并趋向涅?，是为求出世定的重要途径，故与

《瑜伽师地论·修所成地》提出的修行的宗趣是以涅?解脱为首要目的相符。论

中解释 “意言”在禅修的过程中的重要性，是证 “寂灭”的因，此有赖于 “寂

因作意”。具备三种圆满，“定学之依”方称完善，故谓之 “正依”。

无著菩萨总括 “正依门”有师资、所缘及作意三种圆满，笔者认为其说是

承接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磨的观点，可见于 《发智论》卷２所说：

如有一类，亲近善士，听闻正法，如理作意，由此因缘，得谛顺忍。③

《大毗婆沙论》卷４３对此解释说：

此中 “如有一类”者，谓修顺决择分者。

“亲近善士”者，谓亲近善友，善友谓佛及佛弟子，令修善法，得利

乐故。

“听闻正法”者，毁篒流转，赞叹还灭，引胜行教，名为正法。彼能属

耳，无倒听闻。

“如理作意”者，谓厌恶流转，欣乐还灭，正思所闻，趣修胜行。

“由此因缘”者，谓由前三，为加行故。

“得谛顺忍”者，谓顺决择分善根中忍，此忍随顺四圣谛理，或顺圣

道，故名谛顺。④

其意是修顺决择分的人，即是修加行位观智的习定者，应亲近佛及佛弟子

等善士，由良师教令修善而得利益安乐，此即教授师有诲导人的素质，此可相

应于 “师资圆满”。习定者所听闻的正法，是有关生死流转的可愍及涅?还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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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欣的情况，故应学习那些能引发殊胜效益的实践教法，又应以专心的态度及

无颠倒地听闻理解，此可相应于 “所缘圆满”。对所闻义如理作意思惟，发趣修

学瑜伽止观胜行，令烦恼寂灭，此可相应于 “作意圆满”。这三种为止观的加行

位的方便，由此三因缘而得谛顺忍，忍可四谛理及顺生出世智圣道，进而得寂

灭的解脱果。

又 《瑜伽师地论·声闻地》卷２５指示正法的来源：

云何名为闻思正法？谓正法者，若佛世尊、若佛弟子、正士、正至、

正善丈夫，宣说开显分别照了。此复云何？所谓契经、应颂、记别，广说

如前十二分教，是名正法……此闻正法复有二种：一、闻其文，二、闻

其义。①

正法除了如上所说的那些能引胜行的教理，亦是指依据佛及佛弟子等善知

识所教导的十二分教的内容，而闻法包括文字及义理方面的理解。闻思不离语

言概念，但应以佛的教法为准则，能通教者是随法行，不通教者是随信行，佛

教则重视如法修学而得正确知见。

由此而知，无著菩萨是顺应阿毗达磨及瑜伽行派的传统法义而综集成六门

中 “正依门”的三大要项，指出教授禅定的师资素质、正确的所缘内容及作意

思惟正理，这三种圆满皆是构成 “寂因作意”的重要基础。

二　从复合构词看 “寂因作意”的含义

（一）　作意的含义

“作意”一词既是唯识宗的心所理论中 “遍行心所”之一，特指接触境象时

令心警觉注意的精神作用，② 亦是禅定系统中一个重要术语，是有关禅修观想中

的方法及涉及心一境性的不同程度。

“作意”的梵语是 ｍａｎａｓｉｋāｒａ（ｍｅｎｔａｌａｃｔ），此词是由 ｍａｎａｓｉ＋√ｋｒ组成，

ｍａｎａｓｉ是 “意念”“心”，动词语根√ｋｒ是 “造作”，直译是 “意念的造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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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藏》第３０册，４１８ｂ—４１９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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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于意念中造作或构想境相，使对象在禅修者的心中清楚地显现。 “作意”乃

思、慧二心所复合之思惟作用，因为慧心所仅能明辨思惟，而不知深入追求，

故须有思心所推动探究的意志。此显静虑的修定方法是不能离所缘境，亦不能

离思虑心。

至于习定者何时才能在意念中自如地运用 “作意”观想力，令所构想的境

相清楚呈现，达致修观的效果？《瑜伽师地论·声闻地》有严格的定义，只有当

行者得到 “心一境性”及 “轻安”，才是真正进入初禅的定境，那是 “有作意

者”才能达到的禅定状态。

先发如是正加行时，心一境性、身心轻安、微劣而转，难可觉了。

能对治彼，身调柔性、身轻安性，遍满身中，状如充溢。

彼初起时，令心踊跃、令心悦豫，欢喜俱行；令心喜乐所缘境性，于

心中现……由奢摩他所摄持故，心于所缘寂静行转。

从是已后，于瑜伽行初修业者，名 “有作意”；始得堕在 “有作意数”。

何以故？由此最初获得色界定地所摄少分微妙 “正作意”故。

由是因缘，名 “有作意”。①

初习定的行者在进行禅定的加行时，若心能够专注一境，即 “心一境性”，

身心感到柔软安稳的 “轻安”微细地生起，然后继续修至轻安遍满其身，令心

感到喜悦安乐，才是真正进入色界定地的初禅。由 “奢摩他” （ｓ＇ａｍａｔｈａ）寂止

妄念所摄持故，于所缘境能寂静地专注观想，那便达到 “静虑”的正式禅定境

界，出现微妙的 “正作意”，成为 “有作意”的禅修者，表示已入初始成就的

阶位。

至于 “有作意”（ｓａｍａｎａｓｋāｒａ）的特质，ｓａ是 “具有”，ｍａｎａｓ是 “思量”、

“意念”或 “心”，ｋāｒａ是 “造作”，因此 ｓａｍａｎａｓｋāｒａ指具有在意念中造作或构

想境相的能力。“瑜伽行初修业者”即那些初学修止观的人，若能进入 “初禅”

的境界，名为堕在 “有作意数”，即可归属 “有作意”的类别，如此类推，能入

“四禅八定”的禅修者亦属此类，定中所领受的是历历分明的境相。反过来说，

若未能达至初禅或以上的习定者，则未具有在禅观中自如地进行构作境相的能

力，便不属 “有作意”的类别。因此，具备 “有作意”者的资格，是成就 “作

意圆满”的重要条件。

·７·试析 “寂因作意”于 《六门教授习定论》的含义及禅修特色

① 见 《瑜伽师地论》卷３２之 《声闻地》，《大正藏》第３０册，４６４ｃ—４６５ａ。



（二）寂因的含义

“正依门”中前两种的可靠师资与所缘教法都是外在的条件，第三种的作意

才是修定人内在的条件。无著菩萨有颂讲述 “作意圆满”：“由闻生意言，说为

寂灭因，名寂因作意，是谓善圆满。”① 世亲的阐释是：“此显以闻为因，所起意

言能与圣道涅?为正因故，缘此意言所有作意皆得圆满。”②

由听闻教理而转为心中的 “意言”，此意言 （ｍａｎｏｊａｌｐａ，ｍｉｎｄｔａｌｋ）为内心

的语言，运用意言的文字在定中作为所缘境，经常反复思惟 “意言境”的心理

活动名为 “作意”，这种相应正理的 “作意”思惟本身是清净的因，会逐渐消除

障蔽执着，是引生无漏智的圣道及涅?的 “正因”，故又称为 “寂因作意”，若

达到 “善圆满”的境界，也就是 “作意圆满”，因此 “意言”可视为 “寂

灭因”。

所谓 “寂灭”，或译 “涅?” （ｎｉｒｖā爟ａ，ｃｏｍｐｌｅｔｅｅｘｔｉｎｃｔｉｏｎ），在原语应用

上，是指火的熄灭，以喻消灭贪痴等烦恼，及停息生死轮回的苦难，故亦名

“解脱”，是佛教修行之终极目的。小乘以解脱生死为涅?；大乘涅?则着重苦

因苦果消灭后就会出现寂静安稳的境界，并具足一切的清净功德，所以涅?是

超越生死迷界之觉悟境界。

世亲菩萨解说寂灭的 “因”，包括两重的因。

（１）第一重因是从听闻正法为因而形成的 “意言境”，成为自己内在的思惟

对象。此 “意言境”称为 “寂灭因”，是获得智慧涅?的先决条件。

（２）第二重因是对 “意言境”作意思惟，随顺正理而思察，将来会引发无

分别的圣道智慧，得到寂灭的解脱果。就作意方面而言，名为 “寂因作意”。

此显 “意言境” “寂灭因”及 “寂因作意”三者有紧密的因果关联，是禅

修中重要的三环。

循此理路，若对照无著菩萨 《摄大乘论本》的偈颂，与 《习定论》中的主

张可相互呼应。如玄奘译世亲菩萨 《摄大乘论释》卷８说：

诸菩萨因缘，有言闻熏习，是无分别智，及如理作意。

释曰：“诸菩萨因缘”者，谓此智因。

“有言闻熏习”者，谓由他音正闻熏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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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如理作意”者，谓此熏习为因，意言如理作意，“无分别智”因此

而生。①

《摄大乘论》说智慧因是 “诸菩萨因缘”，即菩萨作为菩萨的本质所需的主

要条件。 “菩萨”是梵语 ｂｏｄｈｉｓａｔｔｖａ的略译，全译作 “菩提萨?”。 “菩提”

（ｂｏｄｈｉ）的语根√ｂｕｄｈ（ａｗａｋｅ）含义有觉知、觉醒的意义； “萨?” （ｓａｔｔｖａ，

ｓｅｎｔｉｅｎｔｂｅｉｎｇ）是 “有情”或 “众生”义，即具有情感及意识的生命体；两义合

为ｂｏｄｈｉｓａｔｔｖａ，意译是 “觉有情”，凡发愿为令众生觉悟而求大菩提的人就是菩

萨。菩萨勤修大行，不外为求得大菩提，故求觉悟真理的智慧是成就菩萨的因。

成就智慧需凭借他人正确的教导，也就是 “师资”，正闻熏习形成意言的内容，

这就是 “所缘”。对意言境如理思惟便是 “如理作意”，通达经中正理法义，才

会生起 “无分别智”，证悟寂灭烦恼的清净理境。由此推知 “正闻熏习”为因，

对 “意言境”进行 “如理作意”是 “寂灭因”，因为 “无分别智”由此而生，

遂得证悟涅?解脱之果。此与世亲的 “此显以闻为因，所起意言能与圣道涅?

为正因故，缘此意言所有作意皆得圆满”的阐释完全相合符顺。可见两论有密

切的关联。由此段文意可见无著菩萨也是依其 《摄大乘论本》的要义综集而成

《习定论》中 “寂因作意”的含义。

除了世亲菩萨释寂灭的两重因的意义外，吕贗先生也指出 “意言”一名

有二种用法：“一、心由闻熏所现之境，此作实字。二、为心对境界之分别，

此作虚字 （动词）用。”② “心由闻熏所现之境”，由听闻熏习所得的内容，在

意识上显现出的名言是 “意言境”，“此作实字”的 “实”字是作名词用，意

言的词语是有实所指的对象。至于 “为心对境界之分别”，此指心对境界起分

别的时候，由于思惟不离文字名言概念，需要透过意言认知所知境，这种意言

是动词的用法。 “此作虚字 （动词）用”，这是一个 “虚”字，不是 “实”

字，因为这是无形的精神活动而已。第一种名词的用法内指 “心言”，即于

“意言所成之相”，为意识分别所生的影像。第二种动词的用法则指在意言上

作种种思惟，即在 “心上作意”。《习定论》所说的 “寂因”是依据意言的第

二种意义，即内心随顺经中的正理文句，对意言作分别思惟活动，这种分别境

界的思惟能引发正确智见，由果推因，意言作意是 “寂因”。这种思惟正法的

活动名为 “寂因作意”。

·９·试析 “寂因作意”于 《六门教授习定论》的含义及禅修特色

①

②

《大正藏》第３１册，３６４ｂ。
《吕贗佛学论著选集》第二辑，第１０８９页。



三　寂因作意与如理作意的翻译含义

“寂因作意”是义净法师新译的语词，玄奘法师的旧译则是 “如理作意”。

然而，义净在 《六门教授习定论》中于夹注评说：“如理作意者，非正翻也！”①

玄奘法师在翻译上是否有不确切之处颇值得探索，因此笔者试图从语义方面看

此两词的含义，然后再判断哪个译法较适当。

（一）如理作意的语义

“如理作意”是梵语 ｙｏｎｉｓ＇ａｍａｎａｓｉｋāｒａ的复合词，ｙｏｎｉｓ＇ａ是正当、如理、如

法，ｍａｎａｓｉｋāｒａ是作意、思惟，乃内心的思虑造作的活动，两者结合或译为 “正

思惟”“正作意”“如理作意”“如法思惟”等，② 一般是属于 “思慧”的作用。

无论是 “如理作意”或 “寂因作意”，“作意”（ｍａｎａｓｉｋāｒａ）一词并无异议，其

义已如前述，问题是 “如理”或 “寂因”一义哪种译法较恰当。 “寂因作意”

一词只见于 《习定论》中，其他佛典并未发现此译词，故无从追查。因此，笔

者试从经典中寻找有关 “如理作意”的解释，借以探明其义。

据 《大毗婆沙论》卷１所说：

又如经说：有二因缘能生正见：一、外闻他法音，二、内如理作意。③

正见的获得有内外两种条件，“外”是无颠倒地听闻他人的法音言教，则能

成就 “闻慧”。“内”是如所闻的正法而审正思惟，如理作意则能成就 “思慧”。

故 《瑜伽论记》卷２３说：“如理作意所发者，闻、思二慧也。”④

《集异门足论》卷６对 “如理作意”有如此的分析：

云何 “如理作意”？

答：于耳所闻，耳识所了无倒法义。耳识所引，令心专注，随摄、等

·０１· 唯识学相关研究

①

②

③

④

《大正藏》第３１册，７７６ａ。
参见荻原云来编的 《梵和大辞典》，第１１０３页。
《大正藏》第２７册，２ｂ。
《大正藏》第４２册，８３８ｃ。



摄；作意、发意；审正思惟，心警觉性，如是名为 “如理作意”。①

人们需依耳根听闻教法的音声，又依耳识分别了知无颠倒的法义，由耳识引

发意识的专注力，随言声而摄取其意义，相续平等地摄取其义，然后作意思惟，

阐发意义，详细正确地思虑，且心能警觉地了知，这便是 “如理作意”的状况。

作意思惟若要符合正理法则，所闻所知应是 “无倒之法”，才能引起如实

智，故 《瑜伽师地论》卷９４说：

……听闻随顺缘性缘起无倒教已，于缘生行因果分位，住异生地，便

能如实以闻、思、修所成作意如理思惟，能以妙慧悟入信解：苦真是苦，

集真是集，灭真是灭，道真是道。诸如是等，如其因果安立法中所有妙

智……②

所谓符合真理的无倒教法是随顺缘起法则的道理，于定中依闻思修慧加以

思惟作意，即使是在凡夫位也能引发妙慧而得胜解，了知四谛理为真实，由是

获得不同阶位的如实妙智。

《大毗婆沙论》卷５１说：

若法是如理作意自性，与如理作意相应，从如理作意等起，是如理作

意等流离系果，故名善。③

凡是一法的本质是 “如理作意”，唯有与 “如理作意”相应及相续而起，灭

除三界系缚而得清净涅?，那便是 “如理作意”相似相续地引生的等流法，其

因果皆属善净的同类性质，由此等流方能证得离系果，故名为 “善”的法。此

与无著颂文中的 “是谓善圆满”的意义吻合。

总括而言，闻法音而生正见，以如理思惟法义而得妙慧，妙智相续等流则

得善法圆满，故如理作意能得寂灭解脱之果。

（二）一体释与别句释的不同意涵

世亲于 《习定论》中阐释 “寂因作意”的不同意义：

·１１·试析 “寂因作意”于 《六门教授习定论》的含义及禅修特色

①

②

③

《大正藏》第２６册，３９３ａ、ｂ。
《大正藏》第３０册，８３５ｃ。
《大正藏》第２７册，２６３ｂ。



此显以 “闻”为 “因”所起 “意言”，能与圣道涅?为 “正因”故，

缘此意言所有 “作意”，皆得 “圆满”。

此中 “因”言，显闻即是意言之因。

言 “寂灭”，即是涅?及以道谛，自体寂灭及能趣灭，故总言之。

“寂因作意”者，明此作意缘寂灭因，何谓①所缘了法无性。如是缘时，

即是其 “因”，亦是 “寂灭”，故此 “作意”名为 “寂因”，是 “一体释”。

又缘此 “作意”，亦名 “寂因”，此 “别句释”。②

上文已释 “意言”此一概念的用法有二：一是作名词用，代表心中所显

的境相；二是作动词用，表示内心的思惟活动。这里的 “意言”应解作思惟，

依 “意言境”进行思惟的时候，这种作意活动就是 “寂灭因”。“圣道”是无

漏的般若智，般若正智所了解的是诸法实相，也就是涅?境。这是说 “意言

境”可以作为圣智证涅?的正因。作意亦是 “因”，将来得般若智和涅?是

“果”。

意言境的 “寂因作意”，含有两重意思。

（１）自体寂灭：涅?本身是寂灭的，因为不与烦恼相应。

（２）能趣寂灭：意言境作意能令人趣入寂灭的境界，故属道谛的范畴，将

来会得到圣智般若和涅?。

意言境是证得涅?的因及作道谛修行的因，亦即是觉悟的重要条件。这两

重因果意义总括在 “寂因作意”这一个概念中，“故总言之”。

按 《习定论》所说应取准于 “作意缘寂灭因”，心中现示涵有法无自性或法

无我义之意言，其内容须是相应于无我、无常、涅?寂静等法理，故与涅?相

顺，为烦恼寂灭之因，烦恼息灭，即是解脱，此是 “寂因作意”的含义。“故此

作意名为寂因”： “作意”名为 “寂因”，而 “寂因”亦指 “作意”， “是一体

释”，“寂灭因”与 “作意”是同一体的。义净法师的 “一体释”，玄奘法师翻

作 “持业释”，为 “六离合释”（ｓ．ａｔ．ｓａｍāｓāｈ．，ｓｉｘｔｙｐｅｓｏｆ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亦即六种

复合词的一种。

“持业释” （ｋａｒｍａｄｈāｒａｙａｓａｍāｓａ，ｄｅｅ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这种 Ａ—Ｂ

的复合形式，通常以Ａ修饰Ｂ。“寂因作意”这个复合词的结构有两个组成部分

·２１· 唯识学相关研究

①

②

这里的 “何谓”应是 “所谓”之意。

《大正藏》第３１册，７７６ａ、ｂ。



（Ａ—Ｂ），一个语词是 “寂因”（Ａ），一个语词是 “作意”（Ｂ）。“持业”意谓

其中一法的自体持有另一法的作用，Ａ是 Ｂ所持有的 “业”。“业”包括作用、

特质、属性等含义，两个构成部分是相即同体的，说Ａ即Ｂ，Ｂ即Ａ。“寂因作

意”是 “作意”持有 “寂因”的作用，显示 “作意”本身是可以得到 “寂灭”

解脱果的因。所以 “作意”与 “寂因”是相即同体，“作意”即 “寂因”、“寂

因”即 “作意”。这种复合词名为 “持业释”，又名 “一体释”。

世亲菩萨说 “又缘此作意，亦名寂因”，又由于这种 “作意”，亦是许

多种 “寂因”中的一种，如守戒、修禅定、般若、精进等都是能得寂灭的

因，“作意”是众多 “寂因”中的一种，也可以说成 “寂因的作意”，是指

在许多种 “寂因”中，有一种名为 “作意”，两者不是同体，这便是 “别

句释”。

义净法师的 “别句释”，玄奘法师译作 “依主释”（ｔａｔｐｕｒｕｓ．ａ，ｈｉｓｓｅｒｖａｎｔ），

也是 “六离合释”的一种。这种复合词以Ａ—Ｂ为一主一从的形式，Ａ以主格与

呼格之外的六种格之一来限定 Ｂ，大多是以属格来限定，如 “眼识”一词，表

示 “眼之识”，即隶属眼根的识。“寂因作意” （Ａ—Ｂ）中的 “寂因” （Ａ）是

主，限定 “作意”（Ｂ）从属于 （Ａ），表示 “寂因之作意”，即隶属于寂因的作

意。两个语词并不是相等，亦非同体相即。这种复合词就是 “依主释”的构成

方法。

“寂因作意”的名称有两种解释：“寂因作意”如果作 “一体释”，“作意”

本身持有 “寂因”的作用，这是体用的关系；如果作 “别句释”，“作意”隶属

于 “寂因”，则是主从的关系。一词显示不同的意义，饶具意趣。

（三）义净与玄奘的译词取向

吕贗先生分析 “寂因作意”此复合词可从 “能缘”与 “所缘”的同体或别

体的关系来理解：

次辨其名……一为 “一体释” （奘译作 “持业释”），谓 “寂因作意”，

即寂灭，即作意。以意言本身是无自性法 （即因位寂灭），又是其作意故，

此合能缘 （作意）、所缘 （寂因）于一心而言之也。①

作意思惟应以意言为依据，如了解事物的本质是无自性的，透过法无实性

·３１·试析 “寂因作意”于 《六门教授习定论》的含义及禅修特色

① 《吕贗佛学论著选集》第二辑，第１０８６—１０８７页。



来了解法无我之理，以此无自性的意言概念为作意思惟的对象，在心中去除各

种执着，那便与寂灭烦恼的作用相符顺，即使在因位也可引发寂灭的效果。“此

合能缘 （作意）、所缘 （寂因）于一心而言之也”，“能缘”就是作意，“所缘”

就是寂因，“作意”里有 “寂因”的用，作意与寂灭是相即同体，体用不异，即

作意时亦即发挥寂灭烦恼的作用，“作意”与 “寂因”同在心中，名为 “一体

释”，所以这种思惟本身具有因位寂灭的作用。

二为 “别句释”，（奘译作 “依主释”），谓 “寂因作意”，意云 “寂因

之作意”，即析所缘、能缘为两者，而以 “作意”系属于 “寂因”也。①

“寂因作意”若为 “别句释”，意思是 “寂因的作意”，“即析所缘、能缘为

两者”，“能缘”相配于 “作意”，“所缘”相配于 “寂因”，两种是不同的法，

一是能依，一是所依，“作意”是能依，“寂因”是所依，两者是从属的一主一

从关系，“作意”从属于 “寂因”，因为 “作意”是 “寂因”中的一种，是令人

能得寂灭的作意，所以 “作意”隶属于 “寂因”。

“寂因作意”此复合词，义净法师是从 “能缘”与 “所缘”的同体关系或

体用关系来理解。至于玄奘法师，则从 “能缘”与 “所缘”的别体关系或主从

关系来理解的，都各有其合理及独到的见解。

吕贗先生认为义净法师留学印度十九年，于那烂陀寺极盛的时代学有秉承，

所译的名词多数是正确的，而且极有学说上的深意。吕贗先生也曾校勘过相关

的资料，发现梵藏文都是译作 “如理作意”，而义净法师说应译作 “寂因”，究

竟根据什么原因而作此说呢？

勘 “如理”一词，梵文作 “育尼奢”，以 “瑜”为语根，本有歧义，

一为 “结合”，一为 “从生”。

译作 “如理”者，乃据 “结合”之义，谓 “与理相合”也。

译为 “寂因”者，乃本 “从生”之义，谓 “从寂而生”也。

（但梵作文字中，并无 “理”字与 “寂”字之义。）②

“如理”这一个词是梵文 ｙｏｎｉｓ＇ａ（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的意译，音译作 “育尼奢”，

·４１· 唯识学相关研究

①

②

《吕贗佛学论著选集》第二辑，第１０８７页。
同上书，第１０８７—１０８８页。



吕贗先生所谓以 “瑜”为语根，笔者认为应可对应于梵文的语根的√ｙｕ，① 梵文
的语根有许多不同的解释：其中一义是 “结合”义，即与其他东西联结在一起。

如果√ｙｕ字是作 “结合”解，那么 ｙｏｎｉｓ＇ａ就应译作 “如理”，表示与理相合之

意，因此，“如理作意”即是作意与正理相结合。另一义是 “从生”之意，指由

其他东西而引出。如果√ｙｕ字是作 “从生”解，则是 “从寂而生”，便应译为

“寂因”，以是基于 “从生”的意义而来的。因此，“寂因作意”即是从寂而生

的作意。笔者查勘梵文语根的√ｙｕ的确是 “结合”的意思，但却无 “从生”之

意，因此，笔者试考查梵文ｙｏｎｉ的含义，则有 “出生”的意思②，与吕贗先生所

说的 “从生”义相合。由此判断，ｙｏｎｉｓ＇ａ一语应可解作 “结合”或 “从生”之

意。另外，吕贗先生也指出梵文著作的文字当中，并没有 “如理”的 “理”字，

表示是否与正理结合并无明示；至于 “寂因”的 “寂”字也没有清楚显示，那

都是译者增添而令语词的意义令人容易明白而已。由此证知若取语根的不同意

义，所指亦有差异，虽然会造成歧义，但也提供更多的意境给读者去解读，故

有关于学说的探究极有深意。

至于义净法师改译 “如理作意”而成 “寂因作意”此一译词究有何意？吕

贗先生有以下的观点：

若以世亲之说解之，净师之改译 “寂因作意”，实有深意存焉。

盖以 “如理”而言，此理 （即涅?与正道）似在心外，而须如其理以

作意，此易使人向外追求。

今以 “寂因”言，则显示涅?正道之理悉存于心，从心而生，应在心

内。有此心，则有此理，心理相关，是以心之实相得体认一分，实践一分，

其理亦即显现一分也。此种心理不二，由心体验之义，自是义净所主张，

惜其仅于小注略存绪论，未及阐发也。③

根据两位译家的译法，其不同之处如下：

（１）玄奘法师的 “如理作意”，涅?正道之理似在心外，若需恰如其理以作

意，容易令人向外追求心外之理。

（２）义净法师据 “从生”意，说从意言 “寂因”而生 “作意”，多闻熏习，

·５１·试析 “寂因作意”于 《六门教授习定论》的含义及禅修特色

①

②

③

Ｗｈｉｔｎｅｙ，ＷｉｌｌｉａｍＤｗｉｇｈｔ，ＴｈｅＲｏｏｔｓ，Ｖｅｒｂｆｏｒｍｓ，ａｎｄＰｒｉｍａｒｙＤｅｒｉｖａｔｉｖ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ａｎｓｋｒｉｔ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Ｌｏｎ
ｄｏｎ，Ｌｅｉｐｚｉｇ，１８８５，ｐｐ１３１－１３２
参见林光明编 《梵汉大辞典》，第１５１９页。
《吕贗佛学论著选集》第二辑，第１０８８页。



寂因作意，作意多少，寂灭就显露多少，越加以思惟，则显露也越多，显示涅

?正道之理是完全内在于心，“作意心”和 “寂灭理”是一体的，正合心理不二

之道。

这种体证自然是义净法师所主张的 “心即理，理即心”的用意，而这种观

点亦符合唯识家所说的无分别智内证真如实性时，能缘智冥合所缘理而成圣谛

现观，“由即以其能取作意，还即通达能取作意，如是方有能缘所缘平等平等无

漏智生，通达谛理。”① 无漏智依能取作意而起，复能通达能取作意之真实义，

能知与所知平等无碍地和合。所以吕贗说 “寂因作意”的新译是有关于学说，

因为这更符合瑜伽行对唯识实性的体证。因此，“寂因作意”这一名词的译法，

对于唯识学理的阐发有重大的影响。

综言之，义净法师的 “寂因作意”蕴含实证唯识所现之理的 “作意圆满”，

较之玄奘法师的 “如理作意”涵摄更广，包括世间定与出世间定的层面，于唯

识学理的阐释比较适切及深广。可惜 “寂因作意”一词的意义不易明白，且仅

见于 《习定论》中，加以此论在中国并不流行，故此译词的深意未能普及。相

反 “如理作意”的翻译则遍于奘师译的大量毗昙及唯识经典中，意思亦很明白，

流行程度较普遍。

四　寂因作意与唯识观行的关系

（一）　意言之相乃唯识所现

听闻佛典之后所得的语言概念是闻慧，经过吸收后再组织重新展现相似法

义的意言境是思慧， “意言所现之相”的本质是意识分别所生影像，是唯识所

现。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不能离开 “文字名言”而能理解，心亦不能无所缘而能

思虑，而作意的思虑活动是不即文字，亦不离文字，乃是正闻宇宙人生的法则

所熏现之境。如闻思 “五蕴皆空”，此即意言所成，唯识所现，初习仅得法义概

念的意言境，若于定中反复作意思量，由熏习而深入了解其义，而后能切实现

观空的理境。因此 《摄大乘论》明示意言为入 “所知相”，亦是 “清净法因”，

如无性释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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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曰：入所知相云何应见？多闻熏习所依。……如理作意所摄似法似

义而生，似所取事有见意言。

释曰：多闻熏习所依者，谓于大乘而起多闻，闻法义已熏心、心法相

续所依。其少闻者无容得入此现观故。……此所依性能为一切清净法因。①

可见闻法义已，熏心相续，如理作意于似法似义的意言境，才能现观入所

知相，这就是 “清净法因”，亦即义净法师所译的 “寂因作意”，不论是 “意

言”“寂因”或是 “作意”，皆不能离开心识而有其功用，故是唯识所现。

（二）意言境为同分所缘

吕贗先生认为对意言境作意，其真正所缘是 “所知事同分影像”，又名 “同

分所缘”，那是相似于赖耶的本质相分而成心中的所缘境相，这需要由意言过渡

而洞明唯识实性。这种观点出自 《瑜伽师地论·声闻地》卷３０：

云何名为 “同分所缘”？

谓诸定地所缘境界，非一众多种种品类，缘此为境，令心正行，说名

为定，此即名为 “同分所缘”。

问：此所缘境是谁同分说为同分？

答：是 “所知事相似品类”，故名 “同分”。

定中意识于作意思惟时，有种类众多的所缘境，攀缘这些境相令心正行于

境，意念不向外驰才能入定，这些境相名为 “同分所缘”。如定中观想白骨，真

正所知是内心的影像，却以阿赖耶识的相分为本质，以白骨为 “本质相分”，托

质变相而成内在的 “影像相分”，此 “影像相分”相似于 “本质相分”之境相。

这些内心生起与 “所知事相似品类”的影像，名为 “同分所缘”。正如 《解深

密经·分别瑜伽品》所言：“由彼影像，唯是识故，我说识所缘，唯识所

现故。”②

《瑜伽师地论·声闻地》卷２６又曰：

所知事者……此所知事，或依教授教诫，或听闻正法为所依止……然

·７１·试析 “寂因作意”于 《六门教授习定论》的含义及禅修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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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三摩稲多地胜解领受、相似作意领受，彼所知事相似显现，由此道理，

名 “所知事同分影像”……由见、闻、觉、知增上力故，以三摩稲多地作

意思惟分别，而起胜解，彼虽于其本所知事，不能和合现前观察，然与本

事相似而生，于彼所缘有彼相似，唯智、唯见、唯正忆念……①

即此影像，亦名影像，亦名三摩地相，亦名三摩地所行境界，亦名三

摩地口，亦名三摩地门，亦名作意处，亦名内分别体，亦名光影。

如是等类，当知名为 “所知事同分影像”诸名差别。②

“所知事”是依善士的教授教诫，或以听闻正法为依止，由见、闻、觉、知

的增上力，于三摩稲多地 （ｓａｍāｈｉｔａｂｈūｍｉ）的等引地中作意思惟， “所知事”

的本质境虽然不能现前观察，但与所知事相似而生的同分影像 （影像相分），屡

于定中显现，而起胜解领受。这种影像是 “三摩地③所行境界”，亦即内心的

“作意处”，于此所缘，唯智、唯见、唯正忆念。

其理可相通于无著 《摄大乘论本》所说的入唯识性的作意过程：

以诸菩萨如是如实为入唯识勤修加行，即于似文似义意言，推求文名

唯是意言，推求依此文名之义亦唯意言，推求名、义、自性、差别唯是假

立。若时证得唯有意言，尔时证知若名、若义、自性、差别皆是假立。自

性、差别义相无故，同不可得。由四寻思及由四种如实遍智，于此似文似

义意言，便能悟入唯有识性。④

其意是依似文似义的意言推求其名、义、自性、差别等皆无实义，唯是假

立。于所思惟的善法，透过修习禅定，起三摩地所行同分影像，通达心中所现

的影像其实是识的显现，借此影像发起胜解作意，如理思惟，离意言的实执，

得如实遍智，便能悟入唯有识性之境。但此唯识仍是有相，亦即 《唯识三十

颂》所说的 “现前立少物，谓是唯识性”。⑤ “现前立少物”的二取空，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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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大正藏》第３０册，４２８ｂ。
同上书，４２７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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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散乱，音译或作 “三昧”，意译为 “定”（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正心行处”“正受”等，泛指平等持心
之意。

《大正藏》第３１册，１４２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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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识性的 “同分影像”而已，一定要由意言境过渡至离言的唯识实性

（ｖｉｊａｐｔｉｍāｔｒａｔā），唯识性即是真如，此需超度意言，才能证得真如涅?。

（三）意言作意圆满的过程

但怎样的意言才能令 “作意圆满”？若依吕贗先生的看法：

正闻意言，为寂灭因，于此意言上思惟，谓之 “寂因作意”。又唯此思

惟最为合理，故亦谓之 “如理作意”。得此作意者，为 “作意圆满”。①

《习定论》说意言为禅修的内所缘境，“内缘”谓从其意言所现之相为

所缘境，是从意识显现出来的概念。意言的内容一定依据佛法，如 《解深密

经·分别瑜伽品》说：“菩萨于此善听、善受，言善通利、意善寻思、见善

通达”。② 习定者应多闻熏习，依止假安立的教法，这是修止观的要道，离

此就不能如理地修学。大乘的修学者除了要善听闻正法，亦要领受佛说的深

意，还要通晓佛经文字的内容，根基于此而善加寻思，即理性思考，并需通

达明了，以智慧判断佛法的深义，能恰如其分地在观想中运用，这是闻、思

所成慧。

无著菩萨言 “心缘字而住”，“字”是指语言概念的境，即是心攀缘着一个

概念而止住在那处。“此是心寂处”，这就是令心寂静的所在之处。此心之寂静

处，“说名奢摩他”，奢摩他是梵文ｓ＇ａｍａｔｈａ（ｃａｌｍｎｅｓｓ）的音译，是 “止”的意

思。世亲菩萨解释 “但缘其字”是指攀缘在一个概念上，“依于字处所有诸义，

起诸观故，于观义相，所有作意”，对由概念所形成的境相进行审察，全面而深

入思择，观察种种义理的相状，故 “寻伺皆以意言为性”。③

吕贗先生指出 “住内所缘名曰凝定，谓心现之境，无待于外，缘境之心，

亦不待他，如是心境自然相契，安住不移”；而 “住心之自体即自性，谓于所缘

心不散乱，相契吻合，极其至，而成心一境性”。④

意言境与定中心一境性 （ｃｉｔｔａｉｋａｇｒａｔａ，ｏｎｅｐｏｉｎｔｅｄｍｉｎｄｆｕｌｎｅｓｓ）有密切的关
联，此如 《瑜伽师地论·闻所成地》卷１４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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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略有三种心一境性，能令证得如实智见。

一、于意言中，种种差别所缘行相；

二、意言无间，种种差别所缘行相；

三、超度意言，专注一境，无种种无差别所缘行相。①

《瑜伽师地论略纂》卷６对此解释：

又三种心一境性，能令证得如实智见者，如其次第，即初习业、已习

行、已超度，三种作意相应定。

又初是闻思慧。第二修慧，世间三慧相应定也。第三超度者，无分别

智相应定也。②

心一境性有不同的程度，表示 “三种作意相应的禅定”，能令修定人证得如

实的智见：

（１）第一种作意相应定是 “初习定”的行者，依闻思所成的智慧，于意言

境中寻伺观察种种不同的所缘境的行相，如不净观、慈悲观等。

（２）第二种作意相应定是 “已习定”的行者，无间地在定中修意言的所缘

相，这已是升进到修所成慧的体察程度。

（３）第三种作意相应定是 “已超度意言”的习定者，在一心专注中体会无

差别的所缘境相，那是与无分别智相应的定地境界。

这三类习定人，《瑜伽师地论·声闻地》皆称之为 “瑜伽师”，也有不同的划分：

（１）第一类 “初习业者”有二种，属 “顺解脱分”的修定者：

第一种 “安住一缘的初习业者”，勤修七作意中的第一种了相作意，但未得

所修作意及触证心一境性，表示仍未入三摩地的境界。

第二种是 “净除烦恼的初习业者”，已入三摩地的境界，谓已证得所修作

意，于诸烦恼，欲净其心，正勤修习了相作意。

（２）第二类是 “已习行瑜伽师者”，属 “顺决择分”的修定者，即是那些

已能善修七作意中的第二至第六的作意，包括胜解作意、远离作意、摄乐作意、

观察作意、加行究竟作意。

（３）第三类是 “已度作意瑜伽师者”，即 “谛现观后”的修定者，已能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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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于第七的加行究竟果作意。①

若是已入三摩地的境界的瑜伽师，这已可说是 “所作成办”了，如 《瑜伽

师地论·声闻地》卷２６所言：

所作成办所缘境事，谓修观行者修习止观为因缘故，诸缘影像所有作

意，皆得圆满。此圆满故，便得一切?重悉皆息灭。得转依故，超过影像，

即于所知事，有无分别现量智见生。

入初静虑者，得静虑时，于初静虑所行境界，乃至入非想定者，得彼

定时，即于彼定所行境界，如是名为所作成办。②

修观行者对于各种所缘的作意都能圆满观想，表示身体的粗重已息灭而得

轻安，由入初禅开始，已可称为 “转依” （āｓ＇ｒａｙａｐａｒāｖｒｔｔｉ，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其后的二禅直至非想非非想处，都是修作意圆满所得的成就。若能超过

影像的作意，于所知事有无分别的现量智生起，便名为 “所作成办”（ｋｒｔｙāｎｕｓ．ｔ．
ｈāｎａ，ｔｈｅａｃｃｏｍｐｌｉ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唯有在 “作意圆满”的运作之下，习

定者才能超越概念而直取所知事的实相。所以吕贗先生总结说：“有此而后得大

寂灭，故说为 ‘寂灭因’（闻之 ‘等流果’，寂之 ‘同类因’），烦恼为心障、心

染，若自觉有此障、染，而求其净，此清净境界即名寂灭，亦名解脱。”③ “有此

而后得大寂灭”，即是掌握了寂因作意的操作，发挥意言境的净除心垢的作用，

经过止观修行而得清净寂灭的解脱。

“同类因”是以同类相似之法为因，所相应的是 “等流果”，“同类因”的

意义见于 《俱舍论》曰：“同类因者，谓相似法与相似法为同类因，谓善五蕴与

善五蕴展转相望为同类因，染污与染污，无记与无记，五蕴相望，应知亦尔。”④

·１２·试析 “寂因作意”于 《六门教授习定论》的含义及禅修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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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之同类因”，以正法为意言境的本身是清净的，与正理相应的作意活动亦是

灭除烦恼的清净力量，两者是同类相似之法，所以说意言的寂因是作意的同类

因，故名 “寂因作意”。

至于 “等流果”，可见 《入阿毗达磨论》卷２的解说：“果似因故，说名为

‘等’。从因生故，复说为 ‘流’。果即等流，名等流果。”① 等流果是从相同性

质的因法所引起同类性质的果法，果相似于因及从同类的因而生，这种果法便

属等流果。如下品善法辗转引发中品善法，中品善法辗转引发上品善法。因果

同类故名等流果。“闻之等流果”，闻法为因，清净法义有灭除执见的作用，把

接收所得的佛法用意言境显现出来，然后思惟其义，此寂灭烦恼的因由下品辗

转成为上品的寂灭效益，平等流出体证涅?的解脱果。由闻正法为清净因，平

等流出的清净涅?境为寂灭果，因果的性质类同，故称为 “等流果”。因此，

“闻之等流果，寂之同类因”，彰显 “寂因作意”的因果相应规律，对禅修者有

重要的启导作用。

若据世亲释文，“缘内心时得出世净住者，即是永得出离，必趣涅?更不退

转。”② 意言作为内缘，可以证得出世间清净的出离果，世间定只能暂伏烦恼种

子的现行，出世定则能永拔烦恼种子潜能，故必定趣向涅?而不会退转。这样

修意言境便可得作意圆满的寂灭效果，从而证明作意是从意言的寂因而生，即

作意即寂灭，最后得无分别智证涅?。故义净法师的 “寂因作意”的译法较

“如理作意”更适切，以此复合词作一体释的 “即作意即寂灭”于唯识观行的学

说有更深入的阐释，发挥意言作为所知事同分影像，乃是唯识所现的内所缘境。

由此止观双运为用进而所作成办，因 “所作成办”不能骤得，必由意言过渡，

方能悟入唯识实性。诚如吕贗先生所说的 “故此一名词的译存，甚有关于学

说也”。③

五　结论

本文探究 “正依门”中 “寂因作意”得出的结论如下。

１无著菩萨承接阿毗达磨及瑜伽行派的观点然后总括出 《习定论》中 “正

·２２· 唯识学相关研究

①

②

③

《大正藏》第２８册，９９８ｂ。
《大正藏》第３１册，７７６。
《吕贗佛学论著选集》第二辑，第１０８９页。



依门”有 “师资圆满”“所缘圆满”及 “作意圆满”三种要项。

２“寂因作意”与 “如理作意”的构词表示不同的意涵，通过 “一体释”

及 “别句释”的词意了解，义净法师取 “一体释”之 “即作意即寂灭”的含意

较合符心理相即不二，也体现涅?实是自心之清净境界，故相应唯识内证心之

实性的原理。

３义净法师的 “寂因作意”蕴含 “作意圆满”的意言为境及超度意言的实

证唯心之理，包括世间定与出世间定的层面，于唯识学理的阐释比较适切及深

广，但玄奘法师的 “如理作意”的意思则比较容易掌握及普及。

４《习定论》中 “寂因作意”的内涵写得很扼要，如要详审地了知其内容

的深意，应进一步探寻 《瑜伽师地论·声闻地》及 《摄大乘论》的相关资料，

才能深入地了解 “寂因作意”与唯识观行的关联。尤其是作意思惟意言正法，

明白缘起无我之理才能成为寂因的基础，彰显 “意言”为 “寂灭因”，而所观的

对象是唯识所现的同分影像，最后需超度意言而证真理，才是 “作意圆满”的

“所作成办”，于中显其禅修方法的特色所在。

·３２·试析 “寂因作意”于 《六门教授习定论》的含义及禅修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