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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笔者曾经撰著 '法藏 2大乘起信论义记3 及元晓与见登的相关阐

释( 及其他讨论如来藏说之论文# 收于 '如来藏说与唯识思想的交涉( 一书之

中"

# 乃是以如来藏说与唯识思想的交涉的观点来考察如来藏说与唯识思想在中

国之发展# 特别就 '大乘起信论( 的一心开二门在印度与中国佛教诠释学史之

中的特殊意义来加以反省, 此文的第一节就此加以讨论, 乃是笔者以前的研究

成果的综述# 以及未来研究之前瞻, 经过本文第二节对于数据论的讨论之后#

本文第三节与第四节就法藏的唯识学# 环绕于法藏 '大乘起信论义记( 一书而

进行考察,

#关键词$ 法藏!大乘起信论!如来藏说!十重唯识观!唯识思想!华严

一!法藏的 '大乘起信论( 如来藏缘起说如何收摄唯识学

!一" 背景说明

法藏的 '大乘起信论义记( 和元晓的 '大乘起信论述记会本( 等书阐明如

来藏缘起说对于唯识思想的吸收与运用,

法藏+ 元晓的华严教学在其解释 '大乘起信论( 的相关释论之中# 逐步吸

收了唯识学的理论来加强 )生灭门* 的说明# 这是站在华严教学与如来藏缘起

说的立场来收摄唯识学# 以阐释 '大乘起信论( )一心开二门* 的思想架构, 从

而充实了 '大乘起信论( 如来藏说的理论内涵# 发挥了中国佛教的心性论的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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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随缘的课题,

本文对此一思想进程的下列课题加以探讨" 法藏+ 元晓及其后学的华严教

学与如来藏缘起说如何收摄唯识学以阐释 )一心开二门* 的思想架构# 展开中

国式的如来藏说的诠释理论,

关于如来藏说收摄唯识学的思想脉动# 吉津宜英的 '法藏:大乘起信论义

记:成立<开展( 指出# 元晓的华严教学显示了玄奘所传的唯识学与 '大乘起

信论( 的一心的立场之间并无矛盾# 将玄奘所传的唯识学与 '大乘起信论( 的

一心的立场加以合会, 但是# 法藏的华严教学却反对此一合会的立场# 只在唯

识旧学的意义下# 与 '大乘起信论( 的一心会通,

"

在吉津宜英等人所提示的理论背景之中# 本文讨论如下,

本文在上述如来藏说与唯识思想的交涉的诠释史的观点之中# 进一步回到

华严教学 )如来藏缘起说* 的发展史# 阐释 '大乘起信论( 的一心开二门是一

种对于两种 )如来藏三义* 思想模型的融合# 而有其如来藏说的思想史上的特

殊意义# '大乘起信论( 的一心开二门如何而可以说是中国的体用论对于印度佛

学的 )转依* 说的华语叙述之诠释转化- 笔者除了重视法藏与元晓的各种 '大

乘起信论( 疏论之外# 也讨论 '华严经疏论(# 例如清凉国师的 '华严经疏钞(

与李长者的 '华严经论( 之中关于 )夜摩天宫品* )觉林菩萨偈* 的讨论# 以

及清凉国师与李长者对于 '十回向品( )正显观心* 与 )明观成相* $$的

讨论,

!二" %生灭不生灭和合成黎耶义& 之诠释

关于生灭现象的当下纵向地通贯于如来藏理的课题# 法藏 '大乘起信论义

记( 卷三# 引 '楞伽经(+ '胜经(+ 梁 '摄论(+ '大般涅?经(+ '十地经(+

'十地论释(# 解释 )生灭不生灭和合成黎耶义* 当中所包含的 )四句*# 来加

以解释&

, 法藏的结论为"

又此中真妄和合诸识缘起' 以四句辨之( 一& 以如来藏唯不生灭* 如

水湿性* 二& 七识唯生灭* 如水波浪* 三& 黎耶识亦生灭' 亦不生灭* 如

海含动静* 四& 无明倒执非生灭非不生灭' 如起浪猛风' 非水非浪* 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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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此论主' 总括彼 "楞伽经# 上下文意' 作此安立' 故云非一异也"

法藏在此讨论了 '大乘起信论( 之 )生灭不生灭和合成黎耶* 的理论, 生

灭与不生灭的和合成而成为阿黎耶识# 此中# 探讨下列两点,

%)& 法藏以为 '大乘起信论( 之 )生灭不生灭和合成黎耶* 的理论根据在

'楞伽经(, 所以他说# )今此论主# 总括彼楞伽经上下文意# 作此安立# 故云非

一异也,*

%&& 至于 )生灭不生灭和合成黎耶* 所引生的问题# 法藏则放在一个更大

的对如来藏说和唯识思想的交涉之解释架构之中# 来看此问题# 亦即 )又此中

真妄和合诸识缘起# 以四句辨之* 所说者, 也就是下列四句" 第一# 如来藏只

是不生灭的# 比喻为" 不管波浪是什么形状# 水的湿性都是不变的, 第二# 第

七识末那识只是生灭的# 比喻为水的波浪的形状各有差异# 乃是生灭不已的,

第三# 阿黎耶识亦生灭# 亦不生灭# 如同大海水含动与静, 第四# 无明倒执

%前六识& 乃是非生灭非不生灭# 比喻为吹起海浪的猛风# 非水非浪,

经过如上的诠释过程# '大乘起信论( 成为 '起信论义记( 所立的 )四宗

教判* 的第四宗 )如来藏缘起宗* 的主要文本# 成为法藏和元晓及其后学的华

严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澄观与李长者的华严疏论之中# '大乘起信论( )一

心二门三大* 甚至成为华严教学的具有统合意义的主要诠释体系,

法藏和元晓及其后学的华严教学关于 '大乘起信论( 的 )真妄和合识* 的

论述之比较研究,

法藏在 '大乘起信论义记( 卷三采取真心论的立场# 来解释 )生灭不生灭

和合成黎耶义*,

元晓的华严教学于其 '大乘起信论疏记会本( 卷二又解释了 '深密经( 和

'楞伽经( 的两种不同解释进路# 而归结于四卷本和十卷本的 '楞伽经(# 用以

解释 )转识藏识真相若异若一* 的问题, 四卷本 '楞伽经( 提出 )如来藏藏

识*# 十卷本 '楞伽经( 提出如来藏与转识具有不一义与不异义二门# 如来藏是

不生灭的# 转识则是包含生灭的# 如来藏与转识的不同只是解脱前后的不同#

或说是悟前与悟后的不同,

并且# 元晓依 '楞伽经( 而做 '大乘起信论( 的释论# 说明了以如来藏思

想为归结而收摄唯识论的转识论, 在此# 元晓的华严教学主张合会玄奘所传的

八识分别的唯识思想与 '大乘起信论( 的心识说# 和法藏固守于 '大乘起信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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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心识说和弥勒+ 无著+ 世亲+ 安慧的旧传唯识论# 二者有所不同, 至于对于

如何进一步会通唯识之转识论和起信论的一心二门的架构下的三粗六细的转识

思想的具体内容# 法藏+ 元晓与见登对相关课题都有很好的发挥,

!三" *大乘起信论+ %三细 !无明业相) 能见相) 境界相"&

与 *楞伽经+ 之 %三转识& 二者之会通

法藏 '大乘起信论义记( 引用了相当多的唯识论典# 目的在收摄唯识说

到华严宗的真心论, 例如法藏说" ) '瑜伽( 云赖耶识起必二识相应故, $$

'楞伽( 中亦同此说# 故彼经云$$何等为三# 谓真识+ 见识+ 分别事识*

"

#

这是关于 )染污缘起* 的过程的说明# 引用了 '楞伽经( 之 )三转识* '瑜

伽师地论(# 来说明法藏对于 '大乘起信论( )三细 %无明业相+ 能见相+ 境

界相&*,

本觉心体如何生起染污- 若心体本觉# 则如何又有污染的差别世界- '大乘

起信论( 是用 )三细 %无明业相+ 能见相+ 境界相& 六粗* 来说明 )染污缘

起* 的过程# 四卷本 '楞伽经( 卷一则阐释了 )三识* 的现起为 )真识+ 见

识+ 分别事识*# 而法藏认为 '楞伽经( 卷一与 '大乘起信论( 的这两个理论

是相通的, 本来 '大乘起信论( 关于 )三细六粗* 的说明十分简约# 从而对于

如来藏说的 )染污缘起* 的课题没有很好的说明# 法藏于 '大乘起信论义记(

卷四援引 '楞伽经( 的 )三识* 之说来加以阐明# 弥补了如来藏缘起说在这方

面的缺漏,

'大乘起信论( 的 )三细* 是 )无明业相+ 能见相+ 境界相*# 法藏的 '大

乘起信论义记( 卷四以 )业相+ 转相+ 现相* 释此 )三细*# 并认为它们 )常

在本识$$此三并由根本无明动本净心# 成此三细, 即不相应心# 属赖耶位

摄*#

& 并进一步解释三细是阿赖耶识所摄# 不必讨论到末那识# 三细是内我细

识# 而六粗属外所的差别世界的生起# 法藏说"

以无明住地动本净心' 令起和合成黎耶' 末那既无此义' 故前三细中

略不说* 又' 由外境牵起事识' 末那无缘外境义' 故六粗中亦略不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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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细* 是 )以无明住地动本净心# 令起和合成黎耶*# )六粗* 所说的是

)由外境牵起事识*, 如果采取真心论# 那么如何解释染污的生起的问题- 这是

法藏以 )业相+ 转相+ 现相* 释 '大乘起信论( 的 )三细*# )三细* 乃是内识

的业+ 转+ 现# 认为 )由根本无明动本净心# 令起和合成黎耶*# 成此三细"

,

元晓的 '大乘起信论疏记( 对三细的 )业相+ 转相+ 现相* 有进一步的发

挥# 元晓的 '大乘起信论疏记( 认为第一的 )业相* 是 )能所未分* %亦即

)主客未分* 的状态&, 而第二的 )转相* 是 )虽有能缘而未能显所缘境界*#

只有主体能动性和意向性之出现# 但是还没有对象性的显现, 第三的 )现相*

是 )依前转相能现境界*# 也就是主客二分的表象的开始# 知识分别之境界相的

始现, )业相+ 转相+ 现相* )此三皆是异熟识摄*# 这里所说的 )异熟识* 是

阿赖耶识,

&

)业相+ 转相+ 现相* 标示了 )能所未分* 到 )主体能动性和意向

性之出现* 再到主客二分的 )表象的开始* 的本体力动和其间的知识主体的辩

证开展的三个环节的过程, 此中# 我之解释所用的 )意向性*+ )主体能动性*+

)表象* 等名词是参照胡塞尔 %_%OG::B?I& 现象学和康德 %#%X>;6& 知识论的相

关讨论之术语,

'大乘起信论(+ 法藏和元晓三者对于三细的说明# 简示如下,

%)& '大乘起信论( 阐释三细为 )无明业相+ 能见相+ 境界相*,

%&& 四卷本 '楞伽经( 卷一则将此异熟识的展开过程说成为真识+ 见识+

分别事识# 法藏认为 '楞伽经( 此说就是 '大乘起信论( 所说的三细,

%*& 法藏的 '大乘起信论义记( 解释三细为 )业相+ 转相+ 现相*,

%4& 元晓的 '大乘起信论疏记( 对 )无明业相+ 能见相+ 境界相* 的三细

之 )业相+ 转相+ 现相* 进一步解释其含义分别为第一的 )业相* 是 )能所未

分*# 第二的 )转相* 是 )虽有能缘而未能显所缘境界*# 第三的 )现相* 是

)依前转相能现境界*,

此中# '大乘起信论(+ 法藏和元晓三者都认为 )此三 %三细& 皆是异熟识

摄*, 法藏和元晓认为 '大乘起信论( 的三细就是 '楞伽经( 的真识+ 见识+

分别事识, 法藏和元晓的不同之处在于" 元晓的 '大乘起信论疏记( 进一步将

之与玄奘所传的唯识论所说的识转变之中的见分相分的理论会通起来# 认为三

细分别是 )能所未分*+ )虽有能缘而未能显所缘境界* 和 )依前转相能现境

界* 的认识开展过程# 这可以说是进一步吸收了唯识思想的新课题到如来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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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充实了如来藏说与唯识思想的交涉的课题,

!四" *大乘起信论+ 以一心开二门取代了印度佛学的 %转依& 课题

'大乘起信论( 的一心开二门可以说是中国的体用论对于印度佛学的 )转

依* 说的华语叙述的诠释转化# 由于 '大乘起信论( 的一心开二门具有系统性+

明晰性# 发挥了统合的作用# 取代了印度佛学的 )转依* 课题# 在后来的中国

佛学的发展之中# )转依* 乃至于 )识变* 的问题没有充分受到重视# 而转而以

一心二门三大的体用论 %体相用& 来加以统整, 一心开二门乃是众生心的心体

%体&# 开出作用层面 %用& 的 )生灭门* 与实相层面 %相& 的 )真如门*, 法

藏与元晓及其后学对于 '大乘起信论( 的一心开二门以及 '华严经( 如来藏缘

起说的相关论题的诠释# 如何以中国体用论对于印度佛学的 )转依* 说# 进行

华语叙述的佛教诠释- 本文就此加以探讨,

笔者阐明法藏如何以 )如来藏缘起宗* 的观点解说 '大乘起信论(# 并对于

印度佛教传来的如来藏说# 进行华严教学之华语叙述的佛教诠释, 华严宗三祖

法藏的 '起信论义记( 立有 )四宗教判*# 第四宗即名为 )如来藏缘起宗*# 内

容含摄楞伽+ 密严+ 起信+ 宝性等经论之说# 就华严宗五教判而言相当于第三

之终教, 中国地论宗以如来藏为究竟# 而立净识缘起说# 地论宗的某些说法也

影响了华严教学的如来藏缘起说, 天台宗认为如来藏即实相# 而视其为不可思

议之妙法# 在笔者的本文之中# 则是比较研究的主要参考坐标之一,

对于法藏+ 元晓的华严教学在其 '大乘起信论( 的疏解之中如何展开 )如

来藏缘起说*# 以响应印度佛学之中固有的 )如来藏说与唯识思想的交涉* 的课

题# 笔者探讨如下课题,

%)& 法藏对于 '大乘起信论( 在其华严教学之中# 由如来藏缘起说与唯识

旧学 %真谛三藏等人& 的会通的观点# 响应印度佛学之中固有的 )如来藏说与

唯识思想的交涉* 的课题,

%&& 法藏和元晓的华严教学对于 '大乘起信论( 的阐释都归趣于 '楞伽

经(, 元晓继承法藏的说法更认为 )初师所说得瑜伽意 %别记云依显了门&# 后

师义者得起信义 %别记云依显密门&*# 尝试整合玄奘所传唯识新学与 '大乘起

信论( 的一心二门的思想, 在起初阶段的论师所说是得瑜伽师之意# '大乘起信

论别记( 说这是依显了门. 在后期阶段的论师所说是起信义# '大乘起信论别

记( 说这是依显密门,

笔者就下列论题加以展开与论述" 就法藏和元晓及其后学 %如澄观与李长

者& 的华严教学而言# '大乘起信论( 阐释 )生灭门* 和 )阿黎耶识 %阿赖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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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 是不只是要阐释差别世界的现起# 而是要进而放在一心二门的架构之中#

来看华严教学之中的如来藏缘起说如何收摄唯识思想, 通过此一工作# 一方面

解释了 )识转变* 的理论不停留在现象世界的生灭变化的解释# 展开关于 )生

灭门* 的随缘不变的体用诠释# 从而得以从 )一心二门* 的立场进而讨论 )识

转变* 的存在根基是众生和诸佛所共有的体性# 对于解脱学向度的相关理论有

了进一步的说明, 所以# 依他起的生灭现象的当下纵向地通贯于如来藏理, 另

一方面# 华严教学之中的如来藏缘起说在吸收了唯识思想之后# 可以更恰当地

说明差别世界的生灭现象的生起的进程与体验主体的先验条件,

又# 在 )信仰论* 方面的讨论# 疏解 )十信位* 的 )如来名号品* 说到

)以果成信# 信自己心之是佛分*# 这是以 )如来藏缘起说* 从 )果* 上来解说

)因位* 中的 )信*,

法藏的 '大乘起信论义记( 和元晓的 '大乘起信论述记会本( 阐明如来藏

缘起说对于唯识思想的吸收与运用, 法藏和元晓的 '大乘起信论( 疏论如何回

应印度佛学本有的 )如来藏说与唯识思想的交涉* 之课题# 而转化成 )体用论*

的中国式佛性论佛学, 此中# 法藏的 '大乘起信论( 疏论的 )一心二门三大*

如何综合如来藏三义的两种理论模式# 而 '大乘起信论( 如何会通真心论与唯

识论# 做出善妙的阐释- 此外# 元晓强调 '大乘起信论( 的真心论与玄奘唯识

论之融通# 和法藏反对此种合会有所不同# 后者主张如来藏缘起说应只与唯识

旧学会通,

印度佛学的如来藏说阐明 )如来藏三义* 的两种模型# 法藏和元晓的 '大

乘起信论( 疏论则诠释 )一心二门三大*, 前者的三义就相通于后者所说的三

大, 此中从印度如来藏说# 到达法藏和元晓的如来藏缘起说# 此一佛教诠释学

史的诠释模型的转化# 乃是笔者关心所在, 就 )如来藏三义* 的两种模型所共

同的 )所摄藏义* 和 )法身藏义* 而言" )心体离念* 的讨论出现于法藏的

'大乘起信论义记( 卷三# '大乘起信论( 说 )心体离念# 离念相者# 等虚空

界*, '大乘起信论义记( 解释离念为 )离念者# 离于妄念# 显无不觉$$虚空

有二义# 以况于本觉# 一周遍义# 谓横遍三际# 竖通凡圣# 故云无所不遍也,

二无差别义# 谓在缠出障# 性恒无二$$即是如来平等法身* %法藏" '大乘起

信论义记(# 碯续藏经第七十一册# 页 0(2&, 所以# 这里用来比喻本觉的虚空有

两个意义# 周遍义是指如来藏三义中的 )所摄藏义* %含摄染净一切法&, 而所

谓的无差别义# 这则是指如来藏三义中的 )法身藏义*,

又# 就 )如来藏三义* 的两种模型所不同的 )隐覆藏义* 或 )胎藏义* 而

言# 法藏的 '大乘起信论义记( 及其他人的相关的释论也发展新的理论模型而

/.(&/法藏对于唯识学的吸纳与转化



融会这两种不同的进路的优点" )心体离念* 一语除上述引文之外# 又出现于

'大乘起信论义记( 卷二# 论云 )若离心念# 则无一切境界之相*, 关于这里的

)一切境界之相* 的现起# '大乘起信论义记( 认为 )诸法差别迁流* 的现起是

)遍计妄情所作*# 法藏在此引用了 '圆觉经( 的 )依病眼妄见空花* 的例子来

说明"

# 这是用如来藏缘起来说明现象世界的差别的生起# 有情众生 )遍计妄情

所作* 而有 )诸法差别迁流* 的现起# 有情众生的识转变作为修持主体的意识

行动# 依于 )一心开二门*# 此一 )诸法差别迁流* 仍然可以是真如能熏所引生

的 )法界等流*, 所以# 一方面站在唯识思想的修持主体是隐覆藏的立场来看#

)诸法差别迁流* 的现起是 )遍计妄情所作*# 是 '大乘起信论义记( 所解释的

三粗六细所解释的差别世界的现起, 另一方面# '大乘起信论义记( 的如来藏缘

起宗# 站在胎藏义的观点来看# 则认为 )诸法差别迁流* 的现起是 )法界等

流*# )诸法差别迁流* 的一念心中# 已经蕴含了如来圣胎在其中, 此中从印度

如来藏说# 到达法藏的如来藏缘起说# 从 )一心二门三大* 的体用论来诠释

)心体离念*+ )真如随缘*# 此一佛教诠释学史的诠释模型的转化# 乃是笔者关

心之所在,

笔者曾经为文 '法藏 2大乘起信论义记3 及元晓与见登的相关阐释( 及其

他讨论如来藏说之书# 此文收于 '如来藏说与唯识思想的交涉( 一书之中&

# 回

到如来藏说与唯识思想的交涉之观点来考察# 就 '大乘起信论( 的一心开二门

在印度与中国佛教诠释学史之中的特殊意义来加以反省, 笔者讨论法藏+ 元晓+

见登的起信论释论# 阐释 '大乘起信论( 的一心开二门是一种对于如来藏三义

两种思想模型的响应# 因此有其思想史上的特殊性,

目下此文提出的研究乃是在此基础之上# 更予以推进, 由于近年来笔者完

成 )中国哲学与诠释学* 的四本书以及其他有关解脱诠释学+ 比较哲学的专书

之写作与出版# 故感到 '大乘起信论( 的一心开二门在印度与中国佛教华严教

学的诠释学史之中的特殊意义# 有必要从如来藏说与唯识思想的交涉的角度#

加以反思# 进行阐明,

二!资料论" 法藏关于 '大乘起信论( 的诠释及其相关疏论

真谛译 '大乘起信论(# 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二卷# 页 2/2!20*, '大乘起信

/()&/ 唯识研究%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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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藏" '大乘起信论义记(# '碯续藏经( 第七十一册# 第 /.3页,

赖贤宗" '如来藏说与唯识思想的交涉(# 九州出版社 &()&年版,



论( 另有实叉难陀之新译# 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二卷# 页 204!2.),

大正藏第四十四卷收有法藏的 '大乘起信论义记(, 法藏的 '大乘起信论义

记( 所依的文本为真谛的译本. 而元晓 '大乘起信论疏记( 和见登的 '大乘起

信论同异略集本( 比照法藏亦依真谛译本,

杨文会在清光绪年间由日本请回法藏的 '大乘起信论义记( 的七卷本足本#

此本始复刊于中土, 杨文会于光绪戊戌作 '会刊古本起信论义记缘起(# 指出这

个缘起"

藏内贤首疏五卷' 人皆病其割裂太碎' 语意不贯' 盖圭峰科会之本

也00近年求得古逸内典于日本' 自六朝以迄元明* 凡数百种* 内有起信

论义记* 以十门开释* 始知圭峰删削颇多* 致失原本规模00复别获别行

古本*

'大乘起信论义记( 圭峰科会本五卷# 杨文会于光绪年间所得之别行古本为

七卷本# 以十门开释,

又# 明代的憨山德清编纂有 '大乘起信论疏略( 两卷 %法藏疏# 明代憨山

德清纂略&# 收于 '中华大藏经( 第二辑第七十四册# 页 *(2)2!*(2/*# 憨山德

清说 )贤首本疏精详# 但科假少隔# 故删繁从略# 间会记义# 不别出文# 贵成

一贯# 故云疏略*# 显示法藏 '义记( 在明代仍被广为研读的状况, 此处所说的

)间会记义*# 乃是指有时候会通法藏 '大乘起信论别记( 一卷的意思, 法藏

'大乘起信论别记( 一卷收于碯续藏经第七十一册# 页 0/)!000,

关于起信论研究资料# 续藏经第七十一册的起信论研究资料# 列出如下,

)%'起信论一心二门大意(# 77%(2&2 1(2&/# 扬州智恺作.

&%'大乘起信论义疏(# 77%2&0 123(# 只存上卷# 昙延法师撰 %附日本沙

门转写后记&.

*%'大乘起信论义疏(# 77%23) 13)0# 净影寺沙门慧远撰.

4%'大乘起信论疏会本(# 77%3). 1/()# 唐海东沙门元晓疏并别记 %附洛

东智积门下觉眼# 起信论海东疏刊行序&.

2%'大乘起信论内义略探记(# 77%/(& 1/&0# 太贤作.

3%'大乘起信论同异略集本(# 77%/&. 1//(# 青丘沙门见登之补# 上下卷.

/%'大乘起信论义记(# 77%(//) 1(0/(# 唐法藏# 七卷, %附杨文会光绪戊

戌会刊古本起信论义记缘起&.

0%'大乘起信论别记(# 77%(0/) 1(000# 唐法藏分节, 如" 0 释本觉义 &(

/))&/法藏对于唯识学的吸纳与转化



生灭不生灭和合成黎耶义# *) 二谛无碍义# *& 二谛义.

.%'大乘起信论纂注(# 77%(00. 1(.4)# 明携李沙门真界纂注 %附跋万历

己亥真界&,

就见登 '大乘起信论同异略集本( 一书之体例而言# 凡 '大乘起信论同异

略集本( 中之 )案云* 皆为见登之见解. 而文中之 )丘龙* 指 )元晓*# )香

象* 指 )法藏*

"

# 在对比研究之下可以看出见登的阐释是就元晓与法藏的释论

而进一步发挥,

三!法藏 )十重唯识观* 之研究

法藏的 '大乘起信论义记( 卷四引用 '中边论( % '中边分别论(& 本颂

)由依唯识故# 境无体义成# 以尘无有故# 本识则不生*# )以此当知唯识观成#

则无有识*# 此中诠释 )唯识* 到 )一心 %真心&* 的 )摄相归性* 的过程&

#

堪值注意,

法藏在其 '华严经探玄记( 卷十三中提出了华严教学的十重唯识观# )五重

唯识观* 乃是唯识思想的修持方法# 法藏大师则另立 )十重唯识观*, 依法藏的

'探玄记(# )十重唯识观* 是 ) %)& 相见俱存故说唯识# %&& 摄相归见故说唯

识# %*& 摄数归王故说唯识# %4& 以末摄本故说唯识# %2& 摄相归性故说唯

识# %3& 转真成事故说唯识# %/& 理事俱融故说唯识# %0& 融事相入故说唯

识# %.& 全事相即故说唯识# %)(& 帝网无碍故说唯识*

'

,

)十重唯识观* 之前五重是方便唯识之观法# 亦即表象是识所变现而对象本

身不存在的观法# 后五重则是摄相归性之后的对体性的现观,

法藏大师立十重唯识观# 前五重内容参考窥基在 '大乘法苑义林( 之所说,

法藏大师另立华严经教的 )十重唯识观* 的前五重虽然名称略有不同# 但是显

然可以等同于唯识思想的 )五重唯识观*,

)五重唯识观* 是窥基在 '大乘法苑义林( 之所说# 从粗至细总有五重" 一

为遣虚存实观# 指外境唯遍计所执虚妄起# 无有真体# 应正遣空# 情有理无故.

心内诸法# 为依他性. 圆成性# 圆成实性非无非有# 存之于能观之心, 二为舍

/&)&/ 唯识研究%第二辑&

"

&

'

见登" '大乘起信论同异略集本(# '碯续藏经( 第七十一册# 第 //(页,

元晓" '大乘起信论疏记(# '碯续藏经( 第七十一册# 第 0&4页,

法藏" '华严经探玄记( 卷十三# 此处的讨论参见 '碯续藏经( 第四册# 第 24&!24* 页,



滥留纯观# 指事理皆不离识# 但是言唯识不言唯境# 是因为识唯内有# 境亦通

外# 若言唯境恐滥外之故# 所以只言唯识, 三是摄末归本观# 是说见相二分#

俱依识有# 离识自体# 本末必无# 是故摄末归本而名之曰唯识, 四是隐劣显胜

观# 是说心及心所俱能变现# 以心王胜# 而心所劣# 是故隐劣显胜而名为隐劣

显胜之唯识, 五为遣相证性观# 是说识之一名所表具有事理两相# 事为相用#

遣而不取# 理为性体# 应求作证# 故遣事证理# 而名之曰唯识,

"

又# 窥基的五重唯识观具有由浅而深+ 由粗而细# 层层分析的过程# 从虚

与实+ 境与心+ 相与见+ 心所与心王+ 相与性五个环节揭示了唯识观的进程,

第一重观法为遣虚存实观还较为粗疏# 乃是一种观念提醒# 只要求去除对

于外境的遍计所执的虚妄执着# 保持觉性之自主# 转而肯定能知的主体乃是圆

成实性的存在# 从虚与实,

第二重观法是舍滥留纯观# 则就识转变的活动而论# 而从事绵绵密密之观

修# 对于时时现起的种种心识相分# 不落入所知之浮滥的外缘之种种牵扯# 保

持觉知# 时时刻刻都存在于纯粹能知之中,

第三重摄末归本观的观法# 乃是在观行的深度上# 更加讲究# 以相分为末#

以见分为本# 则是深入地保持觉知# 存在于能知本身之中# 见分和相分都只是

识体所生起的# 在它们的背后还有一个自证分作为主体# 行者在此体验见分和

相分都摄归于此一自证分中, 摄末归本观已能展现识体之光明# 已经有几分的

禅定光之境界,

第四重观法是隐劣显胜观# 观想心所和心王# 心所部分必须隐去# 而只显

现心王之纯粹能知# 此时# 在自证分的光明之中# 显现种种殊胜禅相# 行者不

加以执着# 深修禅观, 深入于识体之光明# 对于各种禅定光之境界都不加以

执着,

最后的第五重观法是遣相证性观. 行者已经体会心体# 从而心王本身又可

以做性相的分析# 生起方便的慧光# 而不落入于相之执着# 对于心相分别执着

必须加以除遣# 而只肯定心王性体,

法藏的华严经教 )十重唯识观* 的后五重则是以华严的四法界观来建立的#

也就是以 )事法界观*+ )理法界观*+ )理事无碍观*+ )事事无碍观* 来建立

的# 阐明如下" %3& 转真成事唯识说是 )事法界观*# 前述的摄相归性唯识说是

)理法界观*# 此则更由真性 %空性& 如幻宛然转成诸事聚集# 而此一如幻显现

的事法界乃是唯识所现# 称为转真成事唯识说+ )事法界观*, %/& 理事俱融唯

/*)&/法藏对于唯识学的吸纳与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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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群编辑" )华严宗十重唯识观略述*# '闽南佛学(# &((/ 年 *月 &3日,



识说是 )理事无碍法界观*# 理事俱融于毕竟空# 都是唯识所现# 此乃是 )理事

无碍法界观*, %0& 融事相入唯识说是 )事事无碍观* 之初阶# 融事相入# 光

光相网, %.& 全事相即唯识说是 )事事无碍观* 之进阶, %)(& 帝网无碍唯识

说是 )事事无碍观* 之完成,

"

关于以华严的四法界观来建立 )十重唯识观* 的后五重的唯心观# 第八融

事相入唯识乃是以四法界事事无碍法界的相入关系而论唯识# 事法依理而起#

都以同一的华严法界之理为基础# 没有互相隔碍的自性# 因而事法之间都可以

相入圆融# 正如法藏所说 )事亦融# 互不相碍# 或一入一切# 或一切入一#

无所障碍*

&

, 窥基的观法一开始就否定了遍计所执的事法的存在# 而专讲层层

心识之突破与舍离# 而法藏在强调法界性起# 以理的本体地位作为前提# 又讨

论了理与事之间的融合性# 从这可以看出两人的根本不同点,

第九全事相即唯识# 是从事事无碍法界观的相即关系而说, 比较起前一种

)相入* 是已经预设了两个个别的个体# 现在说的 )相即* 乃是一种更为深入的

事事无碍法界观, 若说 )相入* 是由事事无碍法界观的因相来说# 则 )相即*

是由事事无碍法界观的果德来说, 正如法藏所说的 )依理之事事无别# 事理既

无此彼之异# 令事亦一即一切,*

'

又# 关于窥基与法藏解释五重唯识观的不同, 前三重所涉及的观修层次尚

低# 所以两人并无不同的解释, 到了后面两重唯识观则观行已深# 此时已经涉

及转识成智所涉及的体性之诠释问题# 故两人依照其学问进路而有所不同的解

释, 首先# 关于第四以末归本观, 窥基与法藏解释这里的本末# 两人的解释有

所不同# 法藏在这里明确把唯识宗所讲的八识做本末之分# 以前七识为末# 第

八识为本# 末识都由本识所生起# 末识没有自体# 因此都可摄归于本识之中,

这是唯识古学的立场, 这是讲本+ 末相对# 而窥基则是唯识新学的立场# 八识

各有能所, 又# 第五摄相归性观# 此中# 法藏依 '大乘起信论( 的如来藏缘起

说而认为# 唯识学所讲的八识都是如来藏所显现的识相# 如来藏为性# 八识为

相, 按照 '起信论(# 由不生不灭的真性之体与生灭心相和合而成阿梨耶识+ 众

生心体# 虽然识体又有觉和不觉两种特征# 由不觉而有三细六粗诸种心相产生#

但是都是在一心二门的如来藏缘起之中, 窥基解释摄相归性观# 则并无如来藏

缘起说的问题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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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密直接从华严判教的五教判摄的角度论唯识观# 并更加淡化了华严十重

观法中的唯识思想# 将之局限与贬低在始教之中. 而将其改造成一心论之绝对

唯心说# 配合华严五教判教加以诠释# 也就是加进小+ 权 %始&+ 实 %终&+ 顿+

圆的次序, 法藏解释十重唯识观" )中初三门约初教说# 次四门约终教顿教说#

后三门约圆中别说,*

" 此中讨论过于简单# 而且不够严密, 宗密以华严宗的判

教模式来进行诠释# 不仅修正了法藏之简说# 更加以严密化# 乃是更体现出宗

密心学的独特进路# 从而将 )十重唯识观* 完全华严化了,

宗密十重观法的内容# 阐明如下&

,

%一& 小教" 声闻教# 假说一心, 这是第一重唯识观,

%二& 始教" 大乘权教# 以阿赖耶识为一心, 于中分为三种,

%)& 始教之开始" )相见俱存以说一心*, 这是第二重唯识观,

%&& 始教之进阶" )摄相归见故说一心*, 这是第三重唯识观,

%*& 始教之终了" )摄所归王故说一心*, 这是第四重唯识观,

%三& 终教" )大乘实教明如来藏识唯是一心*, 于中分为两种"

%)& )摄前七识归于藏识# 故说一心*# 这是第五重唯识观,

%&& )总摄染净归如来藏# 故说一心*# 这是第六重唯识观,

%四& )大乘顿教# 泯绝无寄# 故说一心*,

' 这是第七重唯识观,

%五& 一乘圆教# 总该万有# 即是一心, 于中分为三种,

%)& 圆教之开始" 融事相入# 故说一心, 这是第八重唯识观,

%&& 圆教之进阶" 融事相即# 故说一心, 这是第九重唯识观,

%*& 圆教之终了" 帝网无尽# 故说一心, 这是第十重唯识观,

见登在 '大乘起信论同异略集本( 卷上探讨了窥基的 )五重唯识观*

(

# 又

探讨了法藏 )十重唯识观*

)

, 见登将玄奘+ 窥基的唯识新学之 )五重唯识观*

融入华严经教之中# 其说法相当有特色# 然而此一解说显然并非主流# 当时的

诠释主流乃是澄观与宗密的绝对唯心论的方向, 然而从 '大乘起信论同异略集

本( 乃至新罗元晓的相关诠释# 可以参见在法藏的 '大乘起信论义记( 之外的

当时百花齐放的佛教唯识观+ 唯心观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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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书# 第 /43页及以下,



四!觉林菩萨偈与法藏的唯识观

关于法藏 )唯识观* 之研究# 笔者除了重视法藏与元晓的各种 '大乘起信

论( 疏论之外# 也讨论清凉国师的 '华严经疏钞( 与李长者的 '华严经论( 如

何阐明如来藏缘起说对于唯识思想的运用, 在清凉国师与李长者对于 '华严经(

的疏论之华严教学之中# '大乘起信论( 的一心二门三大与 '解深密经(+ '楞

伽经( 等是此中讨论没有明说出来的隐藏式文本# 例如他们关于 )夜摩天宫品*

)觉林菩萨偈* 与 '十回向品( )正显观心* 与 )明观成相* $$的讨论, 笔者

也以清代道霈的 '大方广佛华严经疏论纂要( 一书为核心而讨论 )譬喻工画师#

分布诸彩色# 虚妄取异相# 大种无差别*,

'华严经( 是唯识所依止的根本经典之一# 其中的 )夜摩天宫品* 的 )觉

林菩萨偈* 是一段有关万法唯识的经文, 底下是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十九(

%唐/实叉难陀译/八十华严& 夜摩宫中偈赞品的相关经文# 此段经文在汉地流

传十分广泛"

尔时' 觉林菩萨承佛威力' 遍观十方* 而说颂言(

譬喻工画师' 分布诸彩色' 虚妄取异相' 大种无差别*

大种中无色' 色中无大种' 亦不离大种' 而有色可得*

心中无彩画' 彩画中无心' 然不离于心' 有彩画可得*

彼心恒不住' 无量难思议' 示现一切色' 各各不相知*

譬喻工画师' 不能知自心' 而由心故画' 诸法性如是*

心如工画师' 能画诸世间' 五蕴悉从生' 无法而不造*

如心佛亦尔' 如佛众生然' 应知佛与心' 体性皆无尽*

若人知心行' 普造诸世间' 是人则见佛' 了佛真实性*

心不住于身' 身亦不住心' 而能作佛事' 自在未曾有*

若人欲了知' 三世一切佛' 应观法界性' 一切唯心造*

"

其异译为 '大方广佛华严经卷第十( %东晋天竺三藏佛驮跋陀罗译& 夜摩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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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菩萨说偈品第十六# 所说如下"

尔时' 如来林菩萨承佛神力' 普观十方' 以偈颂曰(

譬如工画师' 分布诸彩色' 虚妄取异色' 四大无差别*

四大非彩色' 彩色非四大' 不离四大体' 而别有彩色*

心非彩画色' 彩画色非心' 离心无画色' 离画色无心*

彼心不常住' 无量难思议' 显现一切色' 各各不相知*

犹如工画师' 不能知画心' 当知一切法' 其性亦如是*

心如工画师' 画种种五阴' 一切世界中' 无法而不造*

如心佛亦尔' 如佛众生然' 心佛及众生' 是三无差别*

诸佛悉了知' 一切从心转' 若能如是解' 彼人见真佛*

心亦非是身' 身亦非是心' 作一切佛事' 自在未曾有*

若人欲求知' 三世一切佛' 应当如是观' 心造诸如来*

"

例如 )夜摩天宫品* 的 )觉林菩萨偈* 之中# 道霈的 '大方广佛华严经疏论

纂要( 一书认为" )譬如工画师* 是 )总喻一心*, )分布诸彩色* 是 )喻随缘熏

变*# 是比喻心识的随缘而转变变现诸境# 万法唯识# )成依他*, 又# )虚妄取异

相* 是 )喻不了依他*# 比喻不明了一心而有的有染的依他所现# )成遍计*, )大

种无差别* 是 )喻依他相尽*# 是圆成实性# )体即圆成*, 以上以三性来诠释

)譬如工画师# 分布诸彩色# 虚妄取异色# 四大无差别* 四句# 道霈说为 )依持真

妄*,

& 如此# 道霈收摄了唯识思想关于 )三性* %遍计所执性+ 依他起性+ 圆成

实性& 的讨论于 )一心二门* 的架构之中# 呼应了唐代法藏大师的主题,

以唯识思想的三性说# 来诠释 )譬如工画师# 分布诸彩色# 虚妄取异色#

四大无差别* 四句# 就道霈的华严经教的立场而言# 也只是一个过渡的方便,

其重点还在于超越五重唯识观# 融摄唯识思想于如来藏说+ 华严法界观之中,

所以# 在接下来的经文解释之中# 以 )不即不离* 来加以诠释. 也就是理与事

的 )不即不离*# 或说是体与用的 )不即不离*# 也就是如来藏之体性与唯识转

变的作用之 )不即不离*, 此中# 道霈的 '大方广佛华严经疏论纂要( 认为

)大种中无色# 色中无大种* 是 )不即*, )亦不离大种# 而有色可得* 是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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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 此是 )约事喻真妄依持*, 这是呼应于法藏大师的 )十重唯识观* 的第一

)相见俱存唯识说*, 不论是 )真妄依持*# 或是 )相见俱存唯识说* 都是以

)一心二门* 的架构而说的,

又# 道霈的 '大方广佛华严经疏论纂要( 认为" )心中无彩画# 彩画中无

心# 然不离于心# 有彩画可得, 彼心恒不住# 无量难思议# 示现一切色# 各各

不相知,* 是 )约心喻于唯识心生灭门*# 此中很明显是在 )一心二门* 的架构

之中# 来讨论唯识思想, )心中无彩画# 彩画中无心# 然不离于心# 有彩画可

得* 乃是阐明心与境之不即不离. 可以说是呼应于法藏大师 )十重唯识观* 的

第二 )摄相归见唯识说*, 又# )彼心恒不住# 无量难思议# 示现一切色# 各各

不相知* 讨论的乃是能变所变之行相. 可以说是呼应于法藏大师 )十重唯识观*

的第三 )摄数归王唯识说*

"

,

又# 道霈的 '大方广佛华严经疏论纂要( 认为 )喻工画师# 不能知自心#

而由心故画# 诸法性如是* 是 )重喻不相知义*# )双喻心境接无自性# 各不相

知$$正由无性# 方成万境# 故云诸法性如是*. 可以说是呼应于法藏大师 )十

重唯识观* 的第四 )摄数归王唯识说* 与第五 )摄相归性唯识说*

&

,

又# 道霈的 '大方广佛华严经疏论纂要( 将 )心如工画师# 能画诸世间#

五蕴悉从生# 无法而不造, 如心佛亦尔# 如佛众生然# 应知佛与心# 体性皆无

尽*, 科判为 )法合成观*# 此中的唯识观诠释为 )何不离义难思议等, 而能作

佛事# 自在未曾有, 双合前两偈下半不离之义, 谓虽不相住# 而依心现境# 依

体起用, 作诸佛事# 为未曾有*

'

# 这种体用圆融无碍的唯识观# 可以说是呼应

于法藏大师 )十重唯识观* 的第六至第十重唯识观# 也就是华严经教的理事无

碍与事事无碍的唯识观, 而道霈的 '大方广佛华严经疏论纂要( 在这里多处引

用 '起信论( )一心二门* 的架构而加以诠释# 仍然呼应着法藏大师诠释 )十

重唯识观* 的原始洞见,

结语

本文以如来藏说与唯识思想的交涉的观点# 来考察如来藏说与唯识思想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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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华严思想之吸纳与转化# 尤其是集中于法藏大师 )十重唯识观* 的原始洞

见# 环绕于此来从事考察,

法藏大师以 )十重唯识观* 来吸纳与转化唯识思想# 其改造的主脑乃是

'起信论( )一心二门* 的架构# 而更进以华严法界的圆融之说# 其着眼的唯识

古学 %弥勒+ 无著等&,

又# 相对于法藏# 于此我们也观察到韩国高僧见登与元晓吸纳与转化唯识

思想# 其着眼的是玄奘大师新译的唯识新学, 然而# 这个学术探讨并非主流#

埋沉于历史之中而不彰, 法藏大师的 )十重唯识观* 之所以吸纳与转化唯识思

想# 诚然是发挥了强势的华严经教的诠释角度# 最强烈者莫过于宗密对于十重

唯识观的诠释# 强烈发挥了一心论的绝对唯心说之主张# 更会通了华严的五重

教判# 从而认为窥基所创建的 )十重唯识观* 只是局限于大乘始教# 成为被超

越的一个过渡阶段, 法藏大师 )十重唯识观* 吸纳与转化唯识思想于华严经教

的洞见在清代道霈的 '大方广佛华严经疏论纂要( 仍有其回响, 本文就此扣紧

唯识所依止的根本经之一的 '华严经( 之 )夜摩天宫品* )觉林菩萨偈*# 加以

探讨,

在印度大乘佛教所说的中观逻辑之中# 只有 )不来不去# 不一不异* 等双

重否定之对于现象世界的边见的破斥, 相对于 )不来不去# 不一不异* 等双重

否定# )不即不离* 之说不见于印度佛教# 自是一种体与用的 )不即不离* 的中

国佛教的独特思维# 而不只是现象世界的作用层面的双重否定, 然而# )不即不

离* 这种独特思维在这里得以显发# 也是为了融摄唯识思想于如来藏说+ 华严

法界观之中, 清代道霈的 '大方广佛华严经疏论纂要( 这里的诠释策略# 仍然

呼应着唐代法藏大师的原始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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