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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谛三藏是否许有第九识

——依据真谛译著考察阿摩罗识

释则生 a

【摘要】自古相传真谛三藏立第九识，然而在真谛三藏译著中并没有发现实质

性的行文支持这种说法。有理由怀疑，此九识说是源于对真谛三藏译著的误读，或

以讹传讹造成的普遍误解。关于真谛三藏所说“阿摩罗识”，结合《转识论》等对

唯识观修的描述及他对根本智证真如的理解，及《中边分别论》中将圆成实性分为

两种，可以确定“阿摩罗识”是描述此圆成实性，这是其“阿摩罗识”思想的最基

本安立。虽然《十八空论》中提到“自性清净心”，却是从“客尘尽”来彰显，不

是从本觉彰显。从真谛译著中，无法找出文句证明真谛三藏具有相当的真常唯心或

本觉思想，没有依据表明真谛三藏认为如来藏（佛性）是第九识。考虑到真谛三藏

的宗教情怀，他推崇弥勒菩萨和无著菩萨等的思想，不至于安立有违唯识法义的第

九识。另外，真谛译著中取“执”义，主要使用“陀那”而非“阿陀那”称第七识，

不会以此种“陀那识”“阿陀那识”为第八识，更不会以之为第九识。

【关键词】真谛；第九识；阿摩罗识；圆成实性

a　 作者单位：温州佛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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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尽管古来就有真谛三藏（Paramārtha，499-569）许第九识的说法，但是有什

么实质性的证据表明真谛三藏许九识说？ 1. 他的译著中是否阐述于八识之外的第

九识的性相？ 2. 他的唯识思想是否会允许第九识的存在。对于第一点，我们现在

无法考察不存在的著作，仅能就现存的著作来加以分析。对于第二点，真谛三藏对

于《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的理解是否与第九识自洽，也就是考察这些论典乃

至经典是否支持存在第九识。佛教论证的特色导致，第九识的存在必须具有经证和

理证，此如同唯识论师通过经证和理证来论证第八识存在一般。没有这样的论证，

在唯识系统没有人会贸然地许有第九识。笔者很怀疑真谛三藏不会承许有第九识，

认为真谛三藏许有第九识是普遍地误解。本文主要基于这两点来考察，以说明笔者

怀疑的理由，及反思或者理清真谛三藏的真实的观点。

本文主要涉及得出真谛三藏许有第九识的几个依据：1. 从真谛三藏对阿摩罗识

的主张，得出真谛三藏许有第九识的结论。这点是本文重点探讨的。2. 从真谛对如

来藏（佛性）的主张，得出真谛三藏许有第九识的结论。这点是本文次要探讨的。

3. 从真谛三藏对第七识的主张，得出真谛三藏许有第九识的结论。真谛三藏不可能

以第七识为第九识，这第 3 点其实无需探讨，也作为一个可能性略加探讨。这三点

中，通常的观点是真谛以阿摩罗识为第九识，所以本文主要针对这点，重点探讨 1。

对于 2 也就是说真谛三藏以如来藏（佛性）为第九识，虽然也有这样认为，但笔者

不觉得应该重点从这个方面探讨。主要的理由是，如果真谛三藏果真认为如来藏（佛

性）就是第九识，那么他应该明确陈述这点。然而，在其译著中根本找不到相关陈

述。考察真谛三藏对如来藏（佛性）的阐述，可以确定与对阿摩罗识的阐述并不能

完全等同。虽然诸如阐述为空性的部分可以认为等同，但如来藏（佛性）的阐述中

增添了阿摩罗识思想所不可能具有的内容，所以我们应该认为：此如来藏（佛性）

尚且不能视为是阿摩罗识，更不要说应视为第九识。换言之，真谛三藏的思想中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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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证据表明如来藏（佛性）是第九识，只是相关人士以如来藏（佛性）为第九识来

解读真谛三藏的译著。本文不反对相关人士的那种解读方式，只是认为真谛三藏会

反对以第九识解读他的如来藏（佛性）思想。

  一、背景回顾

古来就有些法师或居士认为真谛三藏许有第九识，他们的观点可以在相关著作

中见到。当然，这种观点仅是表示自己听到的一种人云亦云的说法，或者是自己对

真谛译著的解读。笔者不得不去考虑一种糟糕的情况，就是说乖离真谛三藏本来的

意思的解读。譬如一种可能是，他们本来承认或者接近承许于八识之外另有第九识，

以这样的立场去解读真谛法师的著作，见到其译著中的“阿摩罗识”等字眼，就认

为这是在说第九识。至少，我们应该联系真谛三藏的出身及成长背景，他并没有中

国传统解经的固有思维。真谛三藏来中国之前，他的见地已经确定持唯识宗见。有

些资料中提出“扶南大乘”的概念，笔者相信扶南当时有大乘佛教，但是是否有汉

僧去扶南的游记或扶南大乘佛教徒的著述能证明扶南大乘是融合瑜伽行派与如来藏

的教派？笔者不知，也没有见到有资料列出这些文献。仅仅从真谛三藏在扶南游化

些年，如何能断言说他的思想具有相当真常唯心的色彩？笔者没有从现存的真谛三

藏译著中看出，真谛三藏具有相当的真常唯心思想。笔者的大致判断是，他很难接

受“本觉”等思想。他对于心识的理解，很难相信会向那些思想靠拢。

或许有这样的可能：真谛三藏来华之后，接受了“性觉”或“本觉”等思想。

那么，这种可能性有多大，笔者有理由认为是无限渺茫。我们可以主要考虑文献，

到底有哪些文献支持真谛三藏许有第九识。这方面，印顺法师《以佛法研究佛法》、

如定法师《真谛三藏“九识说”产生的思想背景之考察》等进行了考察。当然，岩

田良三、胜又俊教等国外学者也进行过考察。由于笔者文献能力限制，非常遗憾不

知他们的研究情况。此处简单介绍几份汉语资料的情况。

印顺法师提出：《九识章》是昙迁法师的作品，而非真谛三藏的作品。真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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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决定藏论》中所译的“阿摩罗识”是玄奘三藏译的“转依”，是转舍阿赖耶识

所得。将阿摩罗识视为本觉，有《大乘起信论》的痕迹，与《决定藏论》思想不符。

印顺法师对于《决定藏论》之外的著作中“阿摩罗识”思想的认识，此处从略。我

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印顺法师不认为真谛会许有第九识。a

如定法师介绍和分析了胜又俊教等的意见，提出：“这可见九识说的成立，未

必非要依某个典籍不可，只要与实相符应者，即可称为第九阿摩罗识。……《楞伽

经》 只能作为广义思想背景，而对真谛的九识说之产生没有直接影响，可能与事

实不符。”b

圣凯法师《摄论学派研究》研究了整个摄论学派，内容丰富。笔者非常欣慰地

在六七十万字中看到，圣凯法师有说：“真谛虽然提出‘阿摩罗识’，但是并没有

明确把‘阿摩罗识’当成第九识。”c

释道厚《真谛的阿摩罗识之意含》一文对于阿摩罗识的看法随顺印顺法师，认

为有转依及自性清净心等两义。此文认为真谛三藏思想应该还属于唯识宗，不认为

阿摩罗识等同于真常如来藏。d

刘海晶《真谛摄论学思想研究》沿用古来的说法，认为真谛三藏是九识说思想

体系，把“阿摩罗识”理解为智如合一，追随圣凯法师的见解。由于主题关系，笔

者无意去介绍此文其他部分，仅就此文对真谛三藏的九识说的判断来说。刘海晶认

a　释道厚：《真谛的阿摩罗识之意含》：“印顺法师认为《九识章》并非是真谛的著作，其第九识之说应是

摄论师所立，而非真谛。”（《“中华”佛学学报》第 12 期，2011 年，第 6页。）

b　释如定：《真谛三藏“九识说”产生的思想背景之考察——重新检讨胜又俊教之观点》，《正观》杂志第

58 期，2001，第 6页。

c　圣凯：《摄论学派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第 386 页。

d　释道厚：“真谛的阿摩罗识就是转依，根据前面《决定藏论》之说法，须灭阿梨耶识，舍凡夫法，阿梨耶

识灭的话，故一切烦恼灭，而证得阿摩罗识。此种转依是瑜伽行派的方式，阿梨耶识是有情身心之所依，是杂染依他

起。转依即转此杂染依他起，得清净依他起。这是本质上转换、变换，将属于染的识，转为清净的识。如果如来藏的

转依，其所依是如来藏，本质上并未作改变，只要去除或远离诸烦恼，就显现净妙功德。因为客尘烦恼于凡夫位时与

如来藏共存，称在缠法身；灭除烦恼藏，称出缠法身。此外真谛的阿摩罗识，作为瑜伽行派的自性清净心的角度来说

的话，可以说是有垢真如，是依他起性诸识的识性空，也可说是法性空，并非同于如来藏。”（第 28-29 页）“他并

非是表达如来藏思想，因其所翻译的作品是唯识学派的著作，所以可以理解为顺着唯识派中的转依及自性清净心之意

味的自性清净心，含藏无量功德。”（第 3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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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真谛承许于八识之外另有第九识。a

齐芳芳《摄论学派的九识论与心性观研究》提出：阿摩罗识并没有识的分别用，

也是作为真实性的常法，是法界、心性。不过，又认为将其视为真如与正智的和合

也是可以的。b对此，笔者认为可以直接说“阿摩罗识”在不同语境中有时是指真如，

有时是指智如二者。

比之以上的专著或论文，本文或没有创新性。笔者用自己的方法，研究这样一

个问题：真谛三藏立第九识很可能是普遍地误解。c笔者很怀疑，真谛三藏根本就

不许有第九识。真谛三藏应许八识说，虽然他有说阿摩罗识，但并不是于八识外另

立第九识。这样的观点已经被提出，本文在此问题上并无新观点。如此，本文就权

当作一份学习报告，倾听赐教。

在九识说上，如果对于真谛三藏的误会由来已久，那无疑是非常遗憾的，应该

a　刘海晶：“总之，真谛以阿黎耶识为核心和基础，于种子熏习过程之中统一因相、果相以为阿黎耶识自相。

因种子而运生一切诸法，本识自身又成为轮回中的主体使得业力相续从而令众生于六道之中流转不断。同时，真谛主

张阿黎耶识真妄和合，更于八识之外讲说第九识阿摩罗识，以阿摩罗识为清净真实世界的本体。这样，以阿黎耶识为

本源的现实世界同以阿摩罗识为本体的彼岸世界便有了比较明显的分割。”（《真谛摄论学思想研究》，南开大学硕

士论文，2009，第 17—18 页。）我无法认同刘海晶“真谛主张阿黎耶识真妄和合”等观点，他这个观点的得出主要

援引圆测法师《解深密经疏》的表述。在他所引的真谛三藏的译著中，有引《摄大乘论释》中“如此九识，是应知依

知”，而此处“九识”是《摄论》安立的十一识中的九识，并非“九识说”中的“九识”。所引《决定藏论》中虽然

有说“阿摩罗识”，其实是“转依”，如果要放识体，那也是转依之后的八识，而非九识。这样说的理由，主要是《决

定藏论》节译自《瑜伽师地论》。

b　可直接参看齐芳芳《摄论学派的九识论与心性观研究》一文结语部分：“阿摩罗识，名为第九识，却不实

有识性，无有识性之分别用，也无可立对应的见分与相分。经文中说，阿摩罗识是清净法界，所以是理体。阿摩罗识

是自性清净心，是众生心性。它也是境识俱泯之理境中的净识，众生之究竟所依，是此境中唯一识，所以成就正观唯

识，即唯识实义。阿摩罗识也是真实性，是常法。是净法之所依，然此真如境界，亦只有真如理了。有学者说阿摩罗

识是真如与正智的和合，也不是不可的，阿摩罗识是理是心，理是真如理，心已无识，真如所对正智，识之能以无以

有所对而转灭，故而心中是智。真谛立第九识为真识，但第九识也不是真识，而是法界、心性。”（南昌大学硕士学

位论文，2001，第 44 页。）

c　古来道听途说或代代相传的普遍误解乃至于以讹传讹，不难举例：1.《摄大乘论章》：“又外国传云：《十七

地论·菩萨品》中广辨阿摩罗识以为九识。”（《大正藏》，册 85，第 1016页下）事实上《瑜伽师地论》（十七地论）

无论是菩萨地还是其他章品，都没有“辨阿摩罗识以为九识”。2.“《摄大乘论》云：‘九识乃名净识’。”在若干

本土著述中有出现，此处就不具体列出。我想不通，如果真的认真读过《摄大乘论》，何出此言？从这两个例子可以

看出，事情的真相如何还需审视文本。真谛三藏是否许第九识，应从真谛三藏的翻译或自己写的著作（本文统称为“译

著”）来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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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正。如果没有误会真谛三藏，也需要弄清楚，他到底如何看待阿摩罗识与诸识的

关系，如何能从印度唯识八识思想过渡到九识说。本文主要就这两个点来分析，此

为本文的意义所在。

二、“九识”的直接证据分析

“阿末罗识”“庵摩罗识”“唵摩罗识”“菴末罗识”“庵摩罗识”“阿摩罗

识”等都是 amala-vijñāna 的音译，意译无垢识、清净识、如来识、白净识等。在

汉译经典中，经藏部分出现此名的主要有：《金刚三昧经》《大乘理趣六波罗蜜多

经》《最胜问菩萨十住除垢断结经》等。限于本文的主题，主要讨论真谛译著。而

依据岩田良三研究，真谛三藏把将 lokottara-jñāna（出世间智）、 viśuddha（清净）、 

āśraya-parāvṛtti（转依）等都译为“阿摩罗识”。a这样，面对真谛译著中“阿摩罗识”，

我们需要根据具体语境来厘定“阿摩罗识”具体指什么。

我们需要直接的证据，就是真谛三藏的译著中有出现“九识”这样的字眼。我

们利用 CBETA 检索“九识”就会发现：《大乘起信论》根本就没有提及“九识”，

此论不是真谛三藏许有第九识的证据。《显识论》随顺《摄论》的说法，虽然有提

及“九识”，但此九识是指身识乃至善恶生死识等十一识中的九个。在真谛三藏所

译《摄论》及世亲释中，行文上虽然出现“九识”，显然不是于八识体系之外许有

另外的识体的意思。认为《摄论》提出有第九识，毫无依据，属于典型的以讹传讹。

毕竟，我们也可以参照玄奘三藏译本及藏译本来确定《摄论》思想，完全可以排除

《摄论》会支持第九识存在的可能。剩下的，直接出现“九识”字眼的，就只有《转

识论》中一处文：

a　转引释如定：《真谛三藏“九识说”产生的思想背景之考察——重新检讨胜又俊教之观点》，第6、22、23页。

此文脚注 23 有列出岩田良三原始论文出处，本文从略。如定法师提出：“‘阿摩罗识’的原语未必一定是指 amala-

vijñāna 这个梵文字不可。因为，amala-vijñāna 这个语辞所要呈显的只是——‘扫除虚妄性，成就清净性’（表显‘转

依’‘清净’的境界）而已，亦即只要与这样的内涵相符者，即可名为‘阿摩罗识’。所以即使没有‘阿摩罗识’一

词，但是在内容的本质上与此义涵相应者，我想它就是‘阿摩罗识’。”（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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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识亦尔，相境无差别。但由事故，知其有也。就此识中，具有八种异，

谓依止处等，具如九识义品说。又与五种心法相应：一、触；二、作意；

三、受；四、思惟；五、想。以根尘识三事和合生触，心恒动行名为作意，

受但是舍受。思惟筹量可行、不可行，令心成邪、成正，名为思惟。作意

如马行，思惟如骑者。马但直行不能避就是非，由骑者故令其离非就是。

思惟亦尔，能令作意离漫行也。此识及心法，但是自性无记，念念恒流如

水流浪。本识如流，五法如浪，乃至得罗汉果，此流浪法亦犹未灭，是名

第一识。a

这段文是讲“根本识”，五遍行心所相应，心王及心所都是无记，“本识”恒

转如瀑流，在阿罗汉位舍。不难发现，此识就是阿赖耶识。在八识中，通常排名第

八，也可排在第一位。若排在第八，称“第八识”；若排在第一，称“第一识”。

真谛法师此处选择后种排序，取名为“第一识”。如果真谛法师许有九识，按照这

种排名序列，“本识”应排在第二，说为“是名第二识”。当然，“第一”也可能

从根本或殊胜的意思来说。如果是这样，就不可用于探讨第九识的问题。如果非要

从此义涵去探讨，也只能得出第九识的根本或殊胜不如“本识”之结论，否则第九

识应“名第一识”。

从文献中，主要支持真谛三藏许有第九识的证据当属《九识义章》（简称“九

识章”）。在真谛译著中所能找到的直接与此《九识义章》相关的，只有《转识论》。

那么，“九识义品”或“九识义章”在哪里？ b

唐代道宣法师所了解到情况，昙迁法师写过《九识章》或注疏。道宣法师在为

昙迁法师所著的传记（隋西京禅定道场释昙迁传）中如此描述：“又撰《楞伽》《起

信》《唯识》《如实》等疏，《九识》《四月》等章，《华严明难品玄解》总二十

a　《转识论》，《大正藏》，册 31，第 62 页上。

b　关于《九识章》，一般理解“九识”是指“阿摩罗识”；也有种意见认为未必如此，完全可以是对阿赖耶

识或现识的九种描述。可参阅《中国六世纪的心识哲学》“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部分。这部作品有这样几种可能：

1. 失传；2. 非真谛译著，托名真谛；3. 实际不是一个明文使用的品名，而是一种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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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卷，并行于世。”a此中提到的《九识》等著作，是昙迁法师的作品，并非真谛

三藏所著。b我们需要考察的是真谛三藏《九识章》，而非昙迁法师《九识章》。

唐代圆测法师所了解到的情况，真谛三藏《九识章》是这样的：

二、真谛三藏依《决定藏论》，立九识义，如《九识品》说。言九识者：

眼等六识，大同《识论》；第七阿陀那，此云：“执持”，执持第八为我

我所。唯烦恼障，而无法执，定不成佛；第八阿梨耶识，自有三种：一、

解性梨耶，有成佛义。二、果报梨耶，缘十八界。故《中边分别》偈云：

“根尘我及识，本识生似彼。”依彼《论》等说，第八识缘十八界。三、

染污阿梨耶，缘真如境，起四种谤，即是法执，而非人执。依安慧宗，作

如是说：第九阿摩罗识，此云：“无垢识”，真如为体。于一真如，有

其二义。一、所缘境，名为“真如”及“实际”等。二、能缘义，名“无垢识”，

亦名“本觉”。具如《九识章》，引《决定藏论·九识品》中说。c

a　《续高僧传》卷 18，《大正藏》，册 50，第 574 页中。

b　可参阅印顺法师《以佛法研究佛法》：“从现有的史料看来，《九识章》是昙迁的作品。这不但昙迁的作

品中有《九识章》，而他与当时的地论师慧远等重视《大乘起信论》（依《四论玄义》，‘北地诸论师云：……昔日

地论师造论，借菩萨名目之’），也与《九识章》的引用《大乘起信论》义，指阿摩罗识为本觉相通。总之，圆测所

传对阿摩罗识的解说，是《九识章》的。真谛依《九识品》而立阿摩罗识，应别为研考！”（CBETA，Y16，no.16，p.273a8—

13）

c　《解深密经疏》卷 3，《卍续藏经》，台湾：新文丰影印本，册 34，第 360 页中—下。用 CBETA2018 检

索真谛三藏译著中“解性”出现次数，貌似只在《摄大乘论释》中出现一次，此词却成为后代摄论学派的重要概念。

圣凯法师：《摄论学派研究》（下）说：“真谛译《摄论释》只出现两次‘解性’。”（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6，第342页）或许是笔者所使用的计算机和CBETA2018有问题，未能检索出另一处。玄奘三藏所译《摄论》世亲释，

《摄大乘论释》卷 3：“此中转依当知亦尔。”（《大正藏》，册 31，第 334页下）这是类比总结，其后不必解释可也。

真谛三藏所译《摄大乘论释》卷 3 中则对此进行了解释：“出世转依亦尔。由本识功能渐减，闻熏习等次第渐增，舍

凡夫依，作圣人依。圣人依者，闻熏习与解性和合。以此为依，一切圣道皆依此生。”（《大正藏》，册 31，页 175

上）其实，真谛三藏根本就没有解释“解性”。仅就真谛译本《摄论释》文字来看，圣道生起的所依是“闻熏习与解

性和合”，而舍掉凡夫依的本识之所以能成为作为圣人依，就是因为“闻熏习与解性和合”。推测这里的意思是：心

智依闻熏习而灭掉乱识，而有缘真如的智（“智相应的识”），这样圣道生起。我们从其他经论中来去推测“解性”

的意思，撇开无关的“信解性”“胜解性”等干扰项，主要的信息是《菩萨璎珞经》卷 8：“法身璎珞，解性清净”。

（《大正藏》，册16，第 72页下）这样，“解性”是清净法。对于“解性”，我觉得也就能推到这个解释，“本觉”“佛

性真心”等解释不知有什么经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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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圆测法师陈述关于识的第二种说法，提到了真谛三藏和安慧论师的观点。

我们先撇开其他问题，锁定“第九阿摩罗识”。不难确定，这是描述具有觉知能力

的真如，真如能够觉知自己（真如），是真如自证（自了）。纵然如此限定真如，

按照唯识宗义，此真如也绝非离八识而另有其体。

事实上，所谓“安慧宗”的观点，笔者认为是源于《中边分别论》或者是对此

论的发挥。圆成实性分为不变异圆成实和不颠倒圆成实性，如《辩中边论》中所说：

“此圆成实总有二种：无为、有为，有差别故。无为总摄真如涅槃，无变异故名圆

成实。有为总摄一切圣道，于境无倒故亦名圆成实。”a常说的“真如”是无变异

圆成实，属于无为法；“根本智”是不颠倒圆成实，属于有为法。根本智上当然可

以安立二谛，从胜义谛体来说是真如，从世俗谛体上来说是觉知。譬如妙观察智相

应净识（无漏第六识）、平等性智相应净识（无漏第七识）等上都可以安立这两种

圆成实性，但显然这两种圆成实性都不是第九识。没有任何理由和证据，能够让我

们相信安慧论师会违背《中边分别论》，许真如（不变异圆成实性）是本觉。b

“依安慧宗，作如是说”这样的文句下来，我们也要认为安慧论师也承认有第

九识吗？我们完全可以确定，安慧论师绝对不会承认有第九识。那么，我们又有何

理由认为真谛三藏承认有第九识。

按照圆测法师的介绍，所谓《九识章》是援引《决定藏论·九识品》来建立的。

换言之，《九识章》的思想与《决定藏论·九识品》自洽。利用 CBETA2018，指

a　《辩中边论》卷 2，《大正藏》，册 31，第 469 页下。我们可以对比安慧论师的描述：“如是，〔即有〕

所缘与能缘各各平等的无分别出世间智生，对所取、能取起执的随眠便被断除，成就心正住于自心法性中〔的境界〕。”

（霍韬晦：《安慧“三十唯识释”原典译注》，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第 145 页。）韩镜清译藏为汉：

“若如是者，由于所缘虑及能缘虑无分别故、平等出世间智生起。即能断离所取能取执著之随眠，心亦当安住于自心

之法性。”显然，此出世间智是“生起”的无漏有为法，自境是真如（法性），安住于对此的现观。此智不是真如（无

为法），在《中边分别论》说为“不颠倒圆成实性”。事实上，仅仅从真谛三藏的译著中，很难找到足够清晰的字眼

表明真谛三藏许智等同于真如，是无为法。无为法无造作，不能觉知，而智有觉知，这样的基本安立，也就限定了正

智不等于真如。

b　可参阅 [ 美 ] 蒂安娜·保尔所著《中国六世纪的心识哲学：真谛的《转识论》》：“圆测将九识学说与安

慧和真谛的《决定藏论》及《九识章》密切联系起来，即认为此说出自印度，但是现存安慧的作品中没有任何迹象可

以表明安慧曾设想过此等学说。”（秦瑜、庞玮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第 13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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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搜索范围为《决定藏论》，搜索“九识”，会发觉根本搜不到。a那么，《决定

藏论》中《九识品》在何处？是我们现在的版本遗失了部分内容吗？如果遗失，那

么最早在唐代的时候就已经遗失了，如唐代新罗遁伦法师所说：“此中景拟真谛师

引《决定藏论·九识品》立九识义，然彼《决定藏》即此论第二分曾无九识品。”b

对于此《九识品》，印顺法师认为“《决定藏论》的《心地品》，可断为就是《九

识品》”。c

对比《瑜伽师地论》就知，《决定藏论》有八相成立有阿赖耶识等，是翻译《摄

抉择分》的一部分。《瑜伽师地论》通篇根本就没有提到第九识，而且也会反对在

八识之外另有一个识体，自然谈不上此论一部分内容的译本会成立第九识。真谛安

立“九识说”是依于《决定藏论》的观点，应该站不住脚。真谛三藏的品格不至于

硬着添加《瑜伽师地论》梵本所没有的内容，《决定藏论》作为一个翻译作品，并

没有遗失成立八识之外的第九识的章节。成立彼第九识的章节并不存在，自然谈不

上依据《决定藏论》所著的《九识章》会去建立第九识。d如果这种情况下，《九

识章》建立第九识却援引《决定藏论》或者唯识系的任何印度著作，那么是引火烧

a　笔者实际经验：在 CBETA2018 软件勾选“搜索本经：决定藏论”，检索字符串中输入“九识”，开始搜索，

软件反馈结果是“找到 0笔”。

b　《瑜伽论记》卷 1，《大正藏》，册 42，第 318 页上。

c　可参阅《以佛法研究佛法》：“《决定藏论》的《心地品》，可断为就是《九识品》，理由是：一、如测

疏说‘引《决定藏论 . 九识品》中说’，可见‘决定藏’为一论的总名，而《九识品》为一品的别目。真谛仅译《决

定藏论》的一品——《心地品》，当然就是《九识品》了。二、《心地品》中，以阿黎耶识为主，说到八识，又说到

阿摩罗识，恰合九识的内容。三、最有力的理由，是《转识论》说：‘就此识中具有八种异，谓依止处等，具如《九

识义品》说’，这确为《决定藏论 . 心地品》的内容。《决定藏论》说‘以此八种因缘知有阿罗耶识’（奘译作‘由

八种相，证阿赖耶识决定是有’），就是《转识论》所说《九识（义）品》所说的‘就此识中具有八种异’。而八异

中的第一‘依止处’，即《决定藏论》所说‘若离此识，根有执持，实无此理’（奘译作‘若离阿赖耶识，依止执受，

不应道理’）。据此，以八种异（依止处等）来证成阿赖耶识的，称为《九识品》的，显然的就是《决定藏论》的《心

地品》了。”（CBETA，Y16，no.16，p.271a4—272a2）

d　真谛三藏译著中有删减的情况，譬如《俱舍论》对于缘起的释词，大概感觉对于不懂梵语的华人意义不大。

玄奘三藏译《阿毗达磨俱舍论》卷 9：“此中缘起是何句义？钵剌底是至义，医底界是行义。由先助力界义转变，故

行由至转变成缘。参是和合义，嗢是上升义，钵地界是有义。有藉合升转变成起，由此有法至于缘已和合升起，是缘

起义。”（《大正藏》，册 29，页 50 中） 真谛三藏译：《阿毗达麿俱舍释论》卷 7简单译为：“若合此句所显义，

谓诸行法至因及缘，由聚集未有成有，是义至行集生所显。”（《大正藏》，册 29，第 207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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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因为所引的著作是否定第九识的。如果其没有发觉诸如《瑜伽师地论》等否定

第九识，其文本解读能力就难以让人恭维。这是说，作者有权力和自由去构建第九

识，但理智上不能去引唯识宗所依的经论作为证成。如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

〔当前发现的〕真谛三藏的译著中并无直接证据表明许有第九识。至于《九识义记》，

笔者只能说等发现后再以它作为证据，而如果《九识义记》与当前发现的真谛著作

思想一致，定然不会许有第九识。

那么，真谛三藏是否可以去找其他经论作为第九识的证成？我们不去探讨那些

不存世或者没有发现的经论，在存世的印度论典中实在找不到第九识的证成。a我

们从大正藏收入的经论来说，仅有两部经字面上疑似在宣说“九识”。正常情况下，

我们应该考察真谛三藏所能看到的母本，这对于笔者来说是难以完成的任务。这样，

采取的方法是从现存汉译本的含义来确定是否能从相关经典中得出第九识存在的结

论。

1.《金刚三昧经》

为说戒者，不善慢故，海波浪故，如彼心地，八识海澄、九识流净，

风不能动、波浪不起，戒性等空，持者迷倒。如彼之人，七六不生，诸集

灭定，不离三佛而发菩提，三无相中顺心玄入，深敬三宝，不失威仪，于

彼沙门不无恭敬。菩萨！彼仁者不住世间动不动法，入三空聚，灭三有心。b

此经所说的八识是“耳、鼻、舌、身、心意意识，及以末那、阿梨耶识”c。

关于“九识”，推测是指“庵摩罗识”。此经对庵摩罗识的描述如下：

譬如迷子，手执金钱而不知有。游行十方经五十年，贫穷困苦，专

事求索而以养身，而不充足。其父见子有如是事，而谓子言：“汝执金钱

a　笔者认为无端猜测并无意义，当然可以质疑说：“存在证成有第九识的典籍，只是你没有看到”，那么就

请指出您看到的相关论典的出处和行文。

b　《金刚三昧经》，《大正藏》，册 9，第 370 页中。此处选择北凉失译人名，CBETA2018，T09, no.273。

c　同上，第 368 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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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不取用？随意所须皆得充足。”其子醒已，而得金钱，心大欢喜，而谓

得钱。其父谓言：“迷子！汝勿欣怿，所得金钱是汝本物，汝非有得，云

何可喜？”善男子！庵摩罗者亦复如是。本无出相，今即非入。昔迷故非无，

今觉故非入。a

此识是本有或本具的，是凡夫迷失，而圣者证入的，可以解读为“本觉”。b

此经是北凉时期翻译的，远在真谛三藏来华之前就已经在汉地出现。完全可以认为，

汉传佛教界完全可能在真谛三藏之前依据此经建立九识说。

只是，真谛三藏属于唯识宗。依顺教派唯识的立场，《金刚三昧经》等宣说毕

竟一乘的经典是不了义经。以不了义经的经文无法令人信服地证成有第九识，真谛

三藏大概不会以此经来证成有第九识。

2.《大乘密严经》

心有八种或复有九，与无明俱为世间因，世间悉是心心法现。是心

心法及以诸根，生灭流转为无明等之所变异，其根本心坚固不动。c

此经许八识说，不会许有第九识，如说：“定心无碍者，内智之所证，若离阿

赖耶，即无有余识。”d也就是知所谓的“或复有九”，与“心有八种”并不矛盾。

有大量的经文表明，依据八识建立杂染法，是描述习气覆心的情况。笔者无能，于

此经中未找到明确经文表明所描述的是“第九识（心）”，怀疑此第九识（心）是

指无垢智（如来清净藏），这是不为习气所覆之心。总之，此经中并没有明确列出

“第九识（心）”，然后加以详细解释，这决定很难将其作为许有第九识的依据。

a　《金刚三昧经》，《大正藏》，册 9，第 369 页上。

b　《金刚三昧经》：“无住菩萨言：‘不可思议！觉念不生，其心安泰，即本觉利。利无有动，常在不无，

无有不无，不无不觉。觉知无觉，本利、本觉，觉者清净无染、无著，不变、不易。决定性故，不可思议。’”（《大

正藏》，册 9，第 369 页上）许“本觉”的人士自然会认为此经了义，且作为许有第九识的证据。本文仅仅探讨真谛

三藏的观点，无意涉及这些人士的观点。

c　《大乘密严经》卷 2，《大正藏》，册 16，第 734 页上。

d　同上，第 731 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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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乘楞伽经》

由虚妄分别，是则有识生，八九识种种，如海众波浪。a

此偈颂出在偈颂品，是对前面的经文的概括。所以此处“九识”是何义，应依

据前面的经文来界定。《楞伽经》成立八识说，此偈颂并无对应长行表明有第九识。

对于此“九识”，笔者认可窥基法师的理解：“《楞迦经》说‘八九种种识如水中

诸波’，说有九识，即是增数。显依他识略有三种，广唯有八。离于增减故，说‘唯’

言。《楞迦经》中兼说识性，或以第八染、净别开，故言‘九识’。非是依他识体

有九，亦非体类别有九识。”b简言之，窥基法师理解此处“九识”并不是主张识

体有九个或于八识之外另有第九识。因为这样解读是理智的，符顺《楞伽经》思想

及唯识思想体系。

笔者当然认为真谛三藏是理智的，文本解读能力较强。那么，所能给出的结论

就不多了：宣说第九识亦名“本觉”的《九识章》，或不是真谛三藏的著作，或是

圆测法师的错误概括。我们需要质疑圆测法师的文本解读能力吗？或者，圆测法师

真的看到署名真谛著的《九识章》，或者仅仅是道听途说而认为真谛有这样一本著

作？

我们知道唯识论师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观点不同，但受许《解深密经》《瑜伽师

地论》等的顺教派唯识论者，确定一致认为识只有八种。如前所说，对于理智的唯

识论者，需要经证和理证来严格证成有第八识。真谛三藏应该是理智的，那就难以

理解他去安立应被否定掉的第九识。基于这些点，笔者有些怀疑，圆测法师看到一

部署名真谛著《九识章》的话，最大的可能是托名真谛而已。

圆测法师非常确信，真谛三藏是许第九识的。因为这样的观点，在圆测法师的

a　《大乘入楞伽经》卷 6，《大正藏》，册 16，第 625 页上。

b　《成唯识论述记》卷1，《大正藏》，册43，第239页上。也可参考《成唯识论述记》卷3：“述曰。唯无漏依，

体性无垢，先名阿末罗识，或名阿摩罗识。古师立为第九识者，非也。然《楞伽经》有九种 [7] 识。如上下会，此无

垢识是圆镜智相应识名，转因第八心体得之。”（《大正藏》，册 43，第 344 页下。CBETA2019 校： [7] 识【大】，

识彼说真识为第九名无垢识【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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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中不止一次提及。如《仁王经疏》中说：“言‘众生识’者，总标诸识。自有

两释：一、真谛三藏总立九识。一、阿摩罗识，真如本觉为性，在缠名如来藏，出

缠名法身。‘阿摩罗识’此云‘无垢识’，如《九识章》。余之八识，大同诸师。

二、慈恩三藏但立八识，无第九识，而言‘阿摩罗识’，第八识中净分第八。”a《仁

王经疏》是圆测法师对同一依据（《九识章》）的重申，并无新增证据来说明真谛

三藏许有第九识。

笔者感觉在八识之外是否另有第九识，真谛三藏在这个基本问题上与玄奘三藏

并无根本的差异。总之，这是顺教派唯识宗的基本观点，此派的奉行者定然不会违

背此。有足够的证据表明真谛三藏归属于顺教派唯识，笔者认为无须再用篇幅来证

明这点。基于真谛三藏基本立场，可以基本否定他许有第九识。被称为“第九识”

的“阿摩罗识”，是转依之后的第八识或根本智，或者还有其他阐述，但都不会支

持在八识之外另有一个识体（第九识）。

我们不必再去探讨一个支持第九识存在的《决定藏论·九识品》，原因如前所

说：《决定藏论》根本不可能会支持第九识存在。《决定藏论》也不可能支持“本

觉说”，《九识章》无法以《决定藏论》作为依据，来承许有第九识或本觉说。

我们退一步，纵然真谛三藏将“阿摩罗识”称为“第九识”，也并不是八识之外

另有第九个识体的意思。真谛三藏关于“阿摩罗识”的看法，自然应从他的译著中来

确定。从存世的真谛三藏的译著来看，我们首先可以排除真谛三藏认为第九个识（第

九识）存在的可能。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做的是弄清楚真谛三藏如何理解“阿摩罗识”。

三、阿摩罗识的安立

翻译的著作中的观点，未必是翻译者所认可的。譬如玄奘法师持唯识见，他不

会认可许有外境的清辩论师及有部论师的观点，却翻译了他们的若干论著。也就是

a　《仁王经疏》卷 2，《大正藏》，册 33， 第 400 页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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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翻译仅仅是对翻译的作品负责，不代表翻译者本人的观点和所翻译的作品观点

定然一致。当然，就某些译著而言，翻译者的观点与所翻译的作品的思想是一致的。

此处是想说明这样一种方法，我们应该尽量去找真谛三藏本人的作品，而非翻译的

作品。从真谛三藏本人的著作，理清他的思想。这样，我们需要考察的就是：1. 不

是翻译的作品，印度本来就没有。2. 是翻译的作品，但有真谛三藏所添加的自己的

理解。a

真谛三藏所译《摄论》和世亲释，如果不是所据的梵本不同，与玄奘译本的不

同，只能表明真谛是如此理解行文及基于他的汉语水平而如此翻译。这里重申，尽

管容易认定真谛三藏认同《摄论》思想，笔者仍然不建议从真谛三藏所译《摄论》

和世亲释来考察真谛三藏个人的思想。譬如《转识论》等，我们不确定是翻译某个

已有的注释还是真谛三藏自己的注释，也就是说有可能是真谛三藏自己的著作，从

这样的著作来考察真谛三藏个人的思想是可取的。

本文选择一个较为保守的方案：抛开《摄大乘论》《摄大乘论释》《中边分别

论》《决定藏论》《佛性论》《大乘起信论》等，而重点考察《转识论》《三无性

论》《十八空论》《显识论》。

选择此方案的理由是：真谛三藏所译《摄大乘论》等是确定是从某部论翻译而

来，或者比如《大乘起信论》视其为是真谛三藏的翻译作品有较大的争议。《佛性

论》需要特别说明，此论四卷，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一册，标记为“天亲菩萨造”，

据此推测真谛三藏认为是世亲论师的作品。此论究竟多少是世亲论师《究竟一乘宝

性论》的解释？也就是说针对真谛三藏接触的《佛性论》母本，真谛三藏翻译的行

文之外，他是否有额外增添注释？笔者无法确定。有说此论中“释曰”之后的内容

a　笔者觉得很难厘定第二点：譬如笔者不持有部宗见，但解释有部思想系统典籍中的文句时，尽量结合有部

思想来解释此文本。这个情况套到唯识资料也一样，虽然笔者持唯识见，但尽量按文本来解释，避免把自己的思想硬

着添加进去。如果说真的表露了自己的意思，也仅仅是意味着自己认为文本的意思和自己的思想一致。这是说，如果

有谁要理解笔者个人的思想，笔者并不推荐去看笔者写的某部经论的注解，而推荐看笔者写的文章，那些文章如实阐

述写文章时所持有的观点。注解尚且如此，更不要说翻译。虽然某种意义上，翻译是译者对文本的一种诠释，但这种

诠释的自由度远不如注解某部经论高。其实，如果尊重文本，注释的自由度也很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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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谛三藏的注释，然而理解为世亲论师的注释也未尝不可。a这样，较为保守的

处理是缩小参考范围，索性把《佛性论》排除掉。从《转识论》等考察真谛三藏对

“阿摩罗识”“佛性”或“如来藏”的论述，分析是否支撑许有第九个识体。

《显识论》《转识论》与《三无性论》一般都标明出自《无相论》。b如果说《无

相论》有宣说第九识，而此论又是翻译并未曾宣说第九识的《显扬圣教论·成无性

品》，那无疑是令人诧异的。主要原因是翻译应该忠实于母本，并不允许译者新增，

这是古今翻译界的共识。这样，或许我们应该考虑若干古代僧人曲解《无相论》的

可能性。c

《显识论》一卷，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一册，有解释《摄论》所提出的十一

识。《转识论》一卷，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一册，解释《唯识三十颂》。《三无

性论》二卷，收于《大正藏》第三十一册。其作者是世亲还是无著，并无定论。有

说本论是《显扬圣教论·成无性品》释论部分的异译本。《十八空论》一卷，收于

《大正藏》第三十一册。有说，此论解释世亲的《中边分别论》中相品及真实品部

分，古人错误认为是龙树所著。又说，原著作者并不确定。

《决定藏论》的文句对比《瑜伽师地论》卷 51 等就可知，这是五识身相应地

意地品的一个异译本，文句上绝不可能有许有第九识之义。此论中“阿摩罗识”是

“转依”。d

玄奘三藏译为：“当知转依由相违故，能永对治阿赖耶识。又阿赖耶识体是无

a　对此可参考恒清法师的看法：“不过，《佛性论》之中有十七处‘释曰’‘记曰’，以注解本文。如果真

谛是《佛性论》的作者的话，不会有‘释曰’‘记曰’的情况出现。较有可能的推测是真谛在翻译的过程中，加入自

己对论文的注解，故有‘释曰’等字样出现。”（释恒清：《佛性思想》，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12，第 146-147页）

b　并不所有的藏经版本都有出自《无相论》题记，而《无相论》被分成多个章节不会早于 695 年之前。可参

阅[美 ]蒂安娜·保尔：《中国六世纪的心识哲学：真谛的《转识论》》，第103页、105页；圣凯：《摄论学派研究》，

第 27 页等。

c　《瑜伽论记》卷 1：“备师又云：昔传引《无相论》阿摩罗识证有九识。彼《无相论》即是《显扬论·无

性品》，然彼品文无阿摩罗名。”（《大正藏》，册 42，第 318 页上。）我们需要考虑所谓“昔传”是以讹传讹的

可能，或说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普遍误解的可能性。

d　不难得出此观点，印顺法师《以佛法研究佛法》、释道厚《真谛的阿摩罗识之意含》、周贵华《根本唯识

思想研究》、赵东明《真谛译“转依”为“阿摩罗识”的问题》等有明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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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有取受性。转依是常，无取受性。缘真如境，圣道方能转依故。又阿赖耶识恒

为一切粗重所随，转依究竟远离一切所有粗重。又阿赖耶识是烦恼转因，圣道不转

因。转依是烦恼不转因，圣道转因。应知但是建立因性，非生因性。”a

真谛三藏译为：“阿罗耶识对治故，证阿摩罗识。阿罗耶识是无常、是有漏法；

阿摩罗识是常、是无漏法。得真如境道故证阿摩罗识。阿罗耶识为粗恶苦果之所追

逐，阿摩罗识无有一切粗恶苦果。阿罗耶识而是一切烦恼根本，不为圣道而作根本；

阿摩罗识亦复不为烦恼根本，但为圣道得道得作根本。阿摩罗识作圣道依因，不作

生因。”b

两个译本对比就不难得出结论，真谛三藏把“转依”（āśraya-parāvṛtti）翻译为“阿

摩罗识”（amala-vijñāna）。“转依”或“阿罗耶识”的证得，源于“缘真如境圣道”

（得真如境道）。无疑，阿赖耶识转依之后是大圆镜相应净识，第七识转依之后是

平等性智相应净识。此四智无漏心识，并不超乎八识说。所以，《决定藏论》无法

证成真谛三藏许第九识，只是证明真谛三藏许八识。由于这部是《摄抉择分中五识

身相应地意地》的异译本，按照前文所说的原则，我们就排除在外。真谛三藏其他

的译著由于同样的原因，乃至全然不出现“罗识”这两个汉字，我们就排除在外。

现在分析《转识论》，此论从行文上看是解释世亲论师《唯识三十颂》。在此

论中“罗识”出现两次，集中出现在描述唯识无境的修法一段。

问：遣境在识，乃可称“唯识”义；既境识俱遣，何识可成？

答：立“唯识”乃一往遣境留心。卒终为论，遣境为欲空心，是其正意。

是故境识俱泯是其义成。此境识俱泯即是实性，实性即是阿摩罗识，亦可

卒终为论是摩罗识也。c

唯识无境观行目的是证圆成实性（唯识实性），而此论著中把圆成实性（唯识

a　《瑜伽师地论》卷 51，《大正藏》，册 30，第 581 页下。

b　《决定藏论》卷 1，《大正藏》，册 30，第 1020 页中。

c　《转识论》，《大正藏》，册 31，第 62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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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性）称为“阿摩罗识”（“摩罗识”），并解释为识境俱泯。境识俱泯是无二取

的情形，具体来说是根本智证真如。佛的四智心品中除成所作智都有根本智。单单

依据此句，是否就能断定阿摩罗识不是大圆镜智心品，而是除成所作智外三智心品

的根本智，这当然是不可以的。

考虑到真谛三藏的翻译习惯，也可能原词是“转依”。理解为转依，也与观真

如而获得转依相符顺。

分析《三无性论》，此论提道：“由分别性永无故，依他性亦不有，此二无所

有，即是阿摩罗识。唯有此识独无变异，故称如如”a。

从教理上可以确定：此处“阿摩罗识”虽然称为“识”，如同唯识典籍中将山

河大地称为“识”一般，此识其实不是有觉知的心识，而是指“圆成实性”或“唯

识〔实〕性”。永无遍计所执性是圆成实性，证入圆成实性要除遣依他起性。b在

真谛的思想中圆成实性是遍依二性之无。

虽然有说“〔唯有此〕识”，但按照《中边分别论》：“无为法者，无变异成

就。得入真实性，摄一切有为法，道所摄无颠倒成就故。”c无变异的圆成实性只

能是真如（无为法），而非根本智，根本智说为“无颠倒”。无变异圆成实性是根

本智的所行境，论中提到“独无变异，故称‘如如’”。

真谛三藏是否可能抛开这样的观点，而承认另外的观点，我们看看后文：

次以分别依他，遣此乱识，唯阿摩罗识；是无颠倒、是无变异、是

真如如也。前唯识义中亦应作此识说：先以唯一乱识遣于外境，次阿摩罗

识遣于乱识故，究竟唯一净识也。d

从字面上，“阿摩罗识”是真如，既是无颠倒又是无变异，这是智如合一的意

a　《三无性论》卷 1，《大正藏》，册 31，第 872 页上。

b　《瑜伽师地论》卷 74：“问：若观行者如实悟入遍计所执自性时，当言随入何等自性？答：圆成实自性。

问：若观行者随入圆成实自性时，当言除遣何等自性？答：依他起自性。”（《大正藏》，册 30，第 705 页中。）

c　《中边分别论》卷 1，《大正藏》，册 31，第 456 页中。

d　《三无性论》卷 1，《大正藏》，册 31，第 872 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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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这样，剩下的工作就是从教理的研判。所谓的“净识”如果指向心智的话，那

无疑是指现证真法界的无分别智。但此智只能说为无颠倒，此智的真如（胜义谛）

倒可说为“无变异”。否则，就与《中边分别论》等唯识宗典籍确立的基本观点相

违。不过，真谛貌似真的持相违的观点。此后，《三无性论》中一段文可作为证明：

问曰：经中说有五相：一、名言相；二、所言相；三、名义相；四、

执著相；五、非执著相。……“第五相唯为真性所摄”者，此不执著名义

二相，即是境智无差别阿摩罗识故。第四，第三亦不离真实性，但其所立

正为偏显一义耳。a

真如本身并无觉了能力，谈不上执著，而根本智也不执著。真如是根本智之境，

根本智自境中根本智的俗谛泯灭，胜义谛显现，说为“境智无别”。纵然我们不从

教理介入，仅仅从“境智无差别”来限定“阿摩罗识”（转依识）来看，很难判断

真谛是否真的违背《摄论》中对“无分别智”的界定。笔者只能保守地推测，阿摩

罗识的概念是根本无分别智或连同其证的圆成实性（真如）。b

 进一步的甄别，最后只能借助于《十八空论》。但此论中“阿摩罗”出现了

两次而已，特难判断。

问：若尔，既无自性不净，亦应无有自性净。云何分判法界非净非

不净？

答：阿摩罗识是自性清净心，但为客尘所污故名不净，为客尘尽故

立为净。c

首先，我们确定《十八空论》没有说阿摩罗识是八识外的第九识。其次，此处

a　《三无性论》卷 2，《大正藏》，册 31，第 873 页下。

b　可参考圣凯法师的观点：“真谛从存在论出发，分别、依他无所有即是真实性，此真实性境智俱泯即是阿

摩罗识。……真谛建立‘阿摩罗识’，从存在论和认识论来说，阿摩罗识必须是一种‘过程’的存在，从妄染的心识

探究到心性的终极意义，约真如无差别而说‘阿摩罗识自性清净心’……”（《摄论学派研究》，第 404 页。）

c　《十八空论》，《大正藏》，册 31，第 863 页中。



唯识研究（第八辑）

244

提到阿摩罗识，明显是回答“法界非净非不净”。这意味着，“阿摩罗识”等同于

“法界”。“客尘尽”意味着转舍客尘或断除客尘所起乱识，“自性清净心”从当

来会得到阿摩罗识来说，究竟是“客尘尽”而得。

“阿摩罗识”就是法界，就是自性清净心。对《十八空论》所说的“自性清净”

及前文所谓“非净非不净”，可以对比《中边分别论》《佛性论》中所提到“非净

非不净”。a不难得出结论，这“阿摩罗识”“法界”其实是空性（真如）。

关于此识，我们只剩下一条线索。

第三，明唯识真实。辨一切诸法唯有净识，无有能疑亦无所疑，广

释如《唯识论》。但唯识义有两：一者方便，谓先观唯有阿梨耶识、无余

a　《中边分别论》卷 1：“云何不染非不染？心本自性清净故。云何非净非不净？烦恼客尘故。如是空分别

略说已。”（《大正藏》，册 31，第 453 页中）。《佛性论》卷 2：“问曰：是真实性者，为可立净、为立不净？答

曰：不可得说定净不净。若定净者，则一切众生不劳修行，自得解脱故。若定不净者，一切众生修道即无果报。若定

净者，则无凡夫法；若定不净者，则无圣人法。何以故？净不净品皆以如为本故。若其定净，不即无明；若其不净，

不即般若。此两处如性不异，故此真如非净非不净。何以故？欲显真如异眼等诸根、异禅定心等故。异眼等诸根者，

诸根既不被染，亦应得同如理清净。而不然者，以有漏业为因故从本不净。真如不尔，在于佛地本性清净，无有从本

是不净义，故异诸根。异定心等者，定体本性自净，可得同真，而为四惑所噉故，转成不净。真如之理本来清净则不

如是，虽复在无明㲉中，终不为彼所污。”（《大正藏》，册 31，第 795 页中 -下）《十八空论》：“第十八出空果，

所言不可得空者，明此果难得。何以故？如此空理非断非常，而即是大常。常义既不可得，故断义亦不可得。无有定

相可得，故名难得。何以故？此之空理非苦非乐而是大乐，非我无我而是大我，非净非不净而是大净。此空属八空事

用所摄，以见无人法正是空体，故名随事用不同离张成异。”（ 第 863 页上 -中）

 《十八空论》：“问：何故不说定净定不净，而言或净或不净耶？答：为显法界与五入及禅定等义异。所以不说净者，

为明眼等诸根虽为烦恼所覆，而不为烦恼所染。又非是净，又非自性净，故不说为净。若是法界，虽为烦恼所覆，而

不为烦恼所染，故非不净，而是自性净。以是自性净故，不说为不净。故知法界与五入体异也。问：何故不说定是不

净？答：为明与禅定有异。何以故？若言法界定有烦恼，即自性不净。而此法界虽为烦恼所覆，而非自性不净，故不

得说定是不净。非不净，正是法界之道理定有。问：何故不说如如定净，而言净不净耶？答：为令众生修道故，说为

净不净。即显如如与五根有异。何以故？如如及五根同为烦恼所覆，而并不为烦恼所染，同皆是净而净义有异。何以

故？五根体离烦恼，非烦恼性故，五根唯净，非是不净。若如如不离烦恼，而是烦恼自性，故知净而复有不净之义。

又如如及禅定同为烦恼所覆，并有不净义，而不净义不同。若是禅定，为烦恼所覆而复被染，一向失于自性，举体成

烦恼亦成不善。若是如如，虽复不离烦恼名为不净，而犹不失自性，亦不转成烦恼及以不善故。言即不净而复有净义，

可为三句：一五根离烦恼，不为烦恼所染，则但是净，非是不净。二禅定成烦恼，为烦恼所染，但是不净，无复有净。

三如如以异五根故，不为烦恼所染是净；而不离烦恼，即是不净。故言净而复有不净义也。又如如以异禅定故，不离

烦恼，故言不净；而犹不失自性，亦不转成烦恼及以不善，故言即不净而复有净义。二明非有非无道理。无人无法故

言非有，实有无人无法之道理故言非无。亦言真实有、真实无，即非有非无也。三明不一不异道理。诸净不净，净则

离断离常。常义异我故言不一，我体常故言不异。此明如如具三德也。”（第 863 页中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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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界，现得境智两空，除妄识已尽，名为方便唯识也。二明正观唯识，遣

荡生死虚妄识心及以境界一皆净尽，唯有阿摩罗清净心也。a

“唯有阿摩罗清净心”呼应《三无性论》中“究竟唯一净识”或“唯有此识独

无变异，故称如如。”如此在真谛三藏看来，“圆成实性”“法界”“如如”是同

义词。

那么，其他唯识学典籍中提到“自性清净心”或“心性净”是怎样说的呢？

已说心性净　　而为客尘染　不离心真如　　别有心性净

释曰：譬如水性自清而为客垢所浊，如是心性自净而为客尘所染。

此义已成，由是义故。不离心之真如别有异心，谓依他相说为自性清净。

此中应知。说心真如名之为心，即说此心为自性清净。此心即是阿摩罗识。b

意思明显：无论色法心法都有真俗二谛体，二谛都是在法上安立，如说“不离

心之真如别有异心”。 从依他相都可以许为“自性清净”，如同从“心真如”说为“心”。

这意味着，从依他起心识的真如的角度，依他起心识也完全可以说“自性清净”。

即使心识是杂染虚妄分别，也是自性清净。自性清净建立在心真如上，从这个角度，

又名为“阿摩罗识”。c不难确定：这样的解释，符顺《中边分别论》中三性中道观。

真谛三藏是否见过《大乘庄严经论》梵本，笔者不得而知。不过，貌似《大乘

庄严经论》梵本中并无“阿摩罗识”。d也就是说，如果他看到的话，有效的参考

部分主要是对心真如的描述。不过，以真谛三藏的翻译习惯，倒是可能把“心真如”

a　《十八空论》，第 864 页上。

b　《大乘庄严经论》卷 6，《大正藏》，册 31，第 623 页上。

c　此是就真如而如是取名，也可以称为如来藏。 可参阅《大乘庄严经论》卷3： “一切无别故，得如清净故，

故说诸众生，名为如来藏。释曰：此偈显示法界是如来藏。一切无别故者，一切众生、一切诸佛等无差别，故名为如。

得如清净故者，得清净如以为自性，故名如来。以是义故，可说一切众生名为如来藏。”（《大正藏》，册 31，第

604 页下。）

d　按照藤隆生胜又俊教、宇井伯寿对存世的《大乘庄严经论》梵本的研究，“此心即是阿摩罗识”中 “阿摩罗识”

（amala-vijñāna）并没有在梵本中出现。而所谓“心真如”对应法性心（citta-tathatā），汉译本的“阿摩罗识”

相当于citta-tathatā（“心真如”或“心如性”），与“阿摩罗识”（amala-vijñāna）原义不符 。参看释如定：《真

谛三藏“九识说”产生的思想背景之考察──重新检讨胜又俊教之观点》，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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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心如性”翻译为“阿摩罗识”；当然，这是猜测。不过，笔者可以确定：他的

确是用唯识学解释“自性清净心”。 其他需要说明的是： 真谛三藏并没有很强的

真常如来藏思想，佛性和如来藏在真谛译著中不等价于第九识，乃至不同于阿摩罗

识。即使考虑《佛性论》，也难以找到依据推翻前面的话。《佛性论》用三性来解

释“佛性”（佛界、如来性），a界定佛性是二无我，又分为三因等，对应于一个

修行实践的动态过程，这是与第九识是不同的。b从其对如来藏的论述来说，此如

来藏不可能是八识之外的第九个识。c而如前所说，笔者的研究方法上排除《佛性论》

a　 “佛性”的原词应该是 buddhadhātu（佛界），而不是 buddhatā 或 buddhatva，更不是如来藏

（tathāgatagarbha）。“佛界”有佛的体性和因性二义，所以如此解释。《佛性论》卷 2：“三无性者，一无相性、

二无生性、三无真性。此三性摄如来性尽。何以故？以此三性通为体故。”（《大正藏》，册 31，第 794 页上。）

b　《佛性论》卷 2：“复次佛性体有三种，三性所摄义应知。三种者，所谓三因、三种佛性。三因者，一应

得因、二加行因、三圆满因。应得因者，二空所现真如，由此空故，应得菩提心及加行等，乃至道后法身，故称应得。

加行因者，谓菩提心，由此心故，能得三十七品十地十波罗蜜助道之法，乃至道后法身，是名加行因。圆满因者，即

是加行，由加行故得因圆满及果圆满。因圆满者，谓福慧行。果圆满者，谓智断恩德。此三因，前一则以无为如理为

体，后二则以有为愿行为体。三种佛性者，应得因中具有三性：一住自性性、二引出性、三至得性。记曰：住自性者，

谓道前凡夫位。引出性者，从发心以上，穷有学圣位。至得性者，无学圣位。”（第 794 页上）《佛性论》卷 3：“由

因摄者，是如来性清净。有四种因、三种法与三譬相似，故取海为喻。三法者，一法身清净因、二佛智德生因、三佛

恩德因。法身清净因者，修习信乐大乘应知。佛智德生因者，修习般若及禅定应知。恩德因者，修习菩萨大悲应知。”

（第 801 页上）如此安立佛性，显然不是真常唯心思想所许的佛性，更不可能是八识之外的第九个识。

c　可以从三义上来理解《佛性论》中的如来藏，“如来藏义有三种应知。何者为三？一所摄藏、二隐覆藏、

三能摄藏。一所摄名藏者，佛说约住自性如如，一切众生是如来藏。言如者，有二义：一如如智、二如如境，并不倒

故名如如。言来者，约从自性来，来至至得，是名如来。故如来性虽因名，应得果名。至得其体不二，但由清浊有异，

在因时为违二空故起无明，而为烦恼所杂，故名染浊。虽未即显，必当可现，故名应得。若至果时，与二空合，无复

惑累，烦恼不染，说名为清。果已显现，故名至得。譬如水性体非清浊，但由秽不秽故，有清浊名。若泥滓浊乱故不

澄清，虽不澄清而水清性不失，若方便澄渟即得清净，故知净不净名由有秽无秽故得，非关水性自有净秽应得至是。

二种佛性亦复如是，同一真如无有异体，但违空理故起惑著，烦恼染乱故名为浊。若不违二空与如一相，则不起无明，

烦惑不染，所以假号为清。所言藏者，一切众生悉在如来智内，故名为藏，以如如智称如如境故。一切众生决无有出

如如境者，并为如来之所摄持，故名所藏众生为如来藏。复次藏有三种：一显正境无比，离如如境无别一境出此境故。

二显正行无比，离此智外无别胜智过此智故。三为现正果无比，无别一果过此果故。故曰无比。由此果能摄藏一切众

生故，说众生为如来藏。二隐覆为藏者，如来自隐不现，故名为藏。言如来者，有二义：一者现如不颠倒义，由妄想

故名为颠倒，不妄想故名之为如。二者现常住义，此如性从住自性性来至至得，如体不变异，故是常义。如来性住道

前时，为烦恼隐覆，众生不见，故名为藏。三能摄为藏者，谓果地一切过恒沙数功德，住如来应得性时，摄之已尽故。

若至果时方言得性者，此性便是无常。何以故？非始得故。故知本有，是故言常。”（《佛性论》卷 2，第 795 页下 - 

796 页上。）“住自性如如”中，“住自性”结合“住自性者，谓道前凡夫位”及“如来性住道前时，为烦恼隐覆，

众生不见，故名为藏”，“住自性如如”应理解为凡夫具有的如如（二空），凡夫并无如如智，不能证此如如，所以

论中说“约住自性如如，一切众生是如来藏”。“违二空故起无明”限定了凡夫没有如如智，不通达二空（如如境），

所以称为“未即显”。“虽未即显，必当可现，故名应得”应结合佛性的“至得性”来理解，如来性于因位凡夫安立

为“应得”，并非已得。通常所理解的第九识，凡夫亦有，是“已得”而非“应得”。不过，从“能摄为藏”的确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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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理解真谛三藏思想的依据。a

《转识论》《十八空论》《三无性论》中并无“如来藏”一词。

《决定藏论》只有这一处提到“如来藏”：“五识地心地。经言：阿罗耶识普

为种本。云何知有？此是如来藏说。故《解节经》偈云：盛识普种本，深细流如溢；

不为凡人说，恐生我见故。”。b这个“如来藏说”应该断句为“如来”“藏说”，

是对于凡人“如来不说﹝而隐藏﹞”的意思。对比玄奘译本，也可知。c总之，《决

定藏论》并没有说阿摩罗识是如来藏。

《转识论》中无“佛性”一词，《决定藏论》中有提到“佛性”。“有诸众生

永障种本，不能通达真如境界，说此众生无涅槃性。有诸众生不依此义说涅槃性，

诸智慧障永依于本，亦非解脱为障种本，明于此义，有声闻性、辟支佛性；不如前

义，是名佛性，是故无失。”d此处是申明定性二乘及无种姓之外的有情可以成佛。

《十八空论》中多处提到“佛性”，但主要从空的角度去讲，如说“佛性即是

空也”e。虽然有说“常乐我净”，但无疑是在讲无余涅槃。f笔者目前没有发现

真谛三藏译著中论述佛性或如来藏就是阿摩罗识，无法认同真谛三藏阿摩罗识思想

有凡夫位的如来性摄尽果位功德的意思，理由是此如来性应是常法。然而，这样安立显然不应与“应得”（至得性）

相违。且若是常法，必无造作，如此果位功德中应排除有为法，这又产生论理上的问题。功德者中有断除烦恼障之圣

智功德，若许凡夫有，则不名凡夫，若许凡夫无，果地才有，就又是有为法。总之，如果真的具足佛的功德，必然就

是佛，因为佛的功德不为烦恼所覆，烦恼无容身之地，二障与佛的功德不能并存。这样的话，凡夫若有烦恼就不具足

佛的功德，还是主要从凡夫未证得的二空理解为宜。合《佛性论》中以四相、八法诠释转依，这样的阐述与《佛性论》

中的如来藏思想应是自洽的，如果再结和对佛性的阐述，此论中的如来藏才能完整地把握。

a　如果此论中“释曰”之后的内容是真谛三藏的注释，那么的确是应该作为理解真谛三藏的如来藏思想的重

要参考。整体来说，《佛性论》并没有把如来藏构建为第九个识体。就探讨真谛三藏是否许有第九识这一问题而言，

是可以把《佛性论》排除在外。如果不把《佛性论》排除在外，需要增加相应的行文分析，然后给出这样的结论。总

之，无论是否把《佛性论》排除在外，基于《佛性论》对如来藏或佛性作出的描述，笔者认为此论不支持许有第九识。

由于本文篇幅已经相当大，无意对此展开详细论述。

b　《决定藏论》卷 1，《大正藏》，第 30 册，第 1018 页下。   

c　《瑜伽师地论》卷51：“云何应知？答：由此建立是佛世尊最深密记，是故不说。如世尊言：阿陀那识甚深细，

一切种子如瀑流；我于凡愚不开演，恐彼分别执为我。”（《大正藏》，册 30，第 579 页上。）

d　《决定藏论》卷 2，《大正藏》，册 30，第 1025 页下。

e　《十八空论》，第 862 页下。

f　《十八空论》：“非行空者，谓二种善果，即余、无余涅槃。若有余除集，此果则离四种颠倒，非是常乐

我净。若无余灭苦，即是常乐我净。”（第 861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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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如来藏思想的影响而非常接近如来藏观点。a 这个问题或许需要更多的篇幅辨析，

考虑到本文的主题，笔者认为略说如此即可。

四、阿摩罗识及阿陀那识的正确观点

如果阿摩罗识是指无垢识，唯识宗的基本原则是这种识只有圣者乃至佛才具有。

八识分有漏无漏两类，如果无漏识单独计算那么也是八个，如此就应说十六识，而

非九识。如前文所探讨，凡夫心识中有任何一个识是“无垢识”都是不合理的。

笔者认为可以排除真谛三藏不知道“转依”包含转得四智相应净识相关法义的

可能。即使退一步，他没有见到梵文文献中有这样确切的描述，按照法义也是能推

导出的。依据《转识论》等所描述的八识关系，当第八识转依，其他的转识没有可

能不转依。他没有理由承许佛只有一个无漏识（说为“阿摩罗识”，而无其他心识）

等有教理违害的观点。

笔者很怀疑，“阿摩罗识”在一些语境中就是指根本智。当有情通过观修获得

根本智，也就转识成智之时，所谓“识境俱泯”描述的根本智证真如的情况就出现

了。彼时，仅仅安立根本智或真如，都是不合理的。

无情有真如，但无情无心智。或者说无情上可以安立胜义谛，但不能安立有心

智。如果真如一定有觉义，此称之为“本觉”等，无情既无烦恼障，又无所知障，

那么无情依其真如就能觉知万法。如此无情应是佛，具一切智智。无情成为圣者的

原因并不是修行，而是法尔或说它是无情的缘故。这种安立是有过失的。如此，通

过唯识的观行所证入的阿摩罗识，是无情无法证入的，或者不具有的。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可以准确理解“阿摩罗识”。我们相信真谛三藏建立阿摩

罗识，会注意避免与唯识教理违害。这样，我们有理由相信，真谛三藏所许的阿摩

a　关于真谛三藏的唯识思想（含阿摩罗识思想）明显受如来藏思想的影响之观点，按照释道厚《真谛的阿摩

罗识之意含》一文（页8）、日本学者岩田谛静《真谛の唯识说の研究》及释如定《高崎直道的“解性”思想再议》（大

专学生佛学论文集，2011，台北市华严莲社，第 108 页）、高崎直道《如来藏とア－ラヤ识》持有此类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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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识，与唯识宗典籍中安立的根本智证空性相符顺。当然，笔者不否认从文本来看，

真谛的确是将“阿摩罗识”（净识）等同于“真如”。如前所说，对此就需要引入

教理分析。如果“阿摩罗识”（净识）=“真如”，那么无情有真如，也有“阿摩罗识”

（净识），这将是非常不合理的。也与需要观修才能证“阿摩罗识”相矛盾，无情

不可能修观的缘故。对此道理，不再赘述。另一方面，如开篇所说，真谛三藏不是

华人，他的思想体系及知识构成与许本觉的汉僧显然有别。这点是我们必须考虑的。

对于真谛三藏来说，一个法既是无为法，又是有觉知的净识，应该是相矛盾的，绝

非“似乎并没有什么纠结之处”。a

有情不可能有第九识。首先没有任何可靠的经论依据，其次有教理违害。一个

无垢的第九识存在的话，我们不必去设想那个第九识，设想其他心识就可知过患所

在。当第六意识变成无垢，比如当某个有情的第六识变成妙观察智相应净识，那么

有情一定是圣者。如果第八识变成无垢，所有众生就成佛。以佛的智慧，烦恼根本

就不会与佛智并存，佛智将灭除一切烦恼障和所知障，谈不上佛智被烦恼障蔽。类

似地，有情有无垢的第九识，世界上将没有凡夫，有情法尔就是圣者。这当然与事

实有违，存在教理违害。

我们也可以参考宗喀巴早年持唯识见时的说法：

八类之外的根本识存在的话，将有常法和实有法。因为他不是有为

法而且是能缘的识之故。若人问，假使主张有为法二八类不聚集的话，如

何？这不可能，因为若是色和心不相应行的话则与能缘相违背。而且也不

是心、心所，故主张八类不聚集的识存在，无教证也无理证。第七识阿陀

那识，如来的经和弥勒的典籍的任何部分，都不说的缘故。而且伟大的兄

弟（无著、世亲）也不说。对那些成为自己标准的典籍，安慧自己也不随

a　笔者并不能论断：印度佛教中绝对不存在“真如是心识”的观点。客观地讲，需要较多的印度文献或汉藏

译本来梳理，才能理清相关情况。譬如宝藏寂论师（约 11 世纪）的著作需要仔细梳理，才能确定他的观点。我们可

以确定是，这持这种观点的人，如果是唯识论者，那么一定不会违背三性。笔者只能推测，真谛三藏或许反对将他的

思想解读为承许“真如是心识”或“阿摩罗识等同于真如”，也就是说若干摄论师在思想上或许是对真谛三藏的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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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的缘故。a

心识无论是有漏无漏，都是有为法，这是佛教阿毗达磨的基本观点。但如果说

心识不是有为法，是真如无为法，又具有觉知。这样的心识就是常法，在无为法中

其实不存在这样的常法。唯识或中观，任一都不会许那样的常法的存在模式是正确

的。心智具有空分和明分没有问题，但心智不能说是真如，空分可以说是真如。

另外，也可以把无漏的第八识称为“阿摩罗识”（无垢识）。此如窥基法师所

说：“依《无相论》《同性经》中，若取真如为第九者，真俗合说故。今取净位第

八本识以为第九，染净本识各别说故。《如来功德庄严经》云：‘如来无垢识，是

净无漏界；解脱一切障，圆镜智相应。’此中既言无垢识与圆镜智俱，第九复名阿

末罗识，故知第八识染净别说以为九也。”b无垢的第八识（无垢识）即使称为“第

九识”，也不应被误解为彼是八识之外的第九个识体。

真俗二谛可在心色等法上安立，特别将唯识实性（真如、胜义谛）称为第九识

的话，那是要连同证真如的根本智一起来讲，也就是“真俗合说”。第九识如果解

读为唯识实性（胜义谛），显然不是一个依他的识体。另一方面由于胜义谛遍一切

一味，也要说第九识遍一切一味，这当然说不通，因为每个补特伽罗的心智都是个

别的。于一补特伽罗，依他起的识体只有八个。八识当然可以有状态的变化，把转

依后的第八识特别拿出来称为“第九识”，当然不是有九个识的意思，毕竟转依后

的第八识仍然是第八识。

至于真谛三藏把第七识翻译为“陀那识”，本文无意盯在这个点上。笔者甚至

有些怀疑，真谛三藏是把第七识翻译为“陀那识”，只是笔受誊写或他人传抄的时

候，把“陀那识”写为“阿陀那识”。

笔者认为真谛三藏主要是取第七识执我的“执”意，而选择这个译名。他选择

a　 宗喀巴：《末那阿赖耶识广释》，钟国贤译，台湾政治大学 1995 年硕士论文，第 133—134 页。宗喀巴

亲自看过真谛三藏的译著是可以质疑的，最低程度上没有确切的记载表明亲自看过。

b　 《大乘法苑义林章》卷1，《大正藏》，册45，第261页中。标点上，道厚法师一文第4页断句为《无相论.同

性经》，当然该文是针对于《瑜伽论记》转述的窥基法师的说法而如此处理。



真谛三藏是否许有第九识

251

这个译名的时候，显然已经不把“陀那识”视为第八识的异名。真谛三藏显然知道

“阿陀那识”（执持识）是第八识的异名，在他所翻译的《摄论》中有明确的文句：

“如《解节经》所说偈：执持识深细，法种子恒流，于凡我不说，彼物执为我。云

何此识或说为阿陀那识？能执持一切有色诸根，一切受生取依止故。”a

《显识论》：“又梨耶识是凡夫所计我处，由陀那执梨耶识作我境，能执正

是陀那故。”b此处很明晰，使用的文句是“陀那”而非“阿陀那”。事实上，用

CBETA 在《显识论》中检索“阿陀那”，即知此论中根本就没有这个词。《显识论》

论中“陀那”出现十次，而“陀那”（或“阿陀那”）在《佛性论》《转识论》中

仅仅各出现一次。分别是：“一、果报识，即是阿梨耶识。二执识，即阿陀那识。

三、尘识，即是六识。”c“心者即六识心，意者阿陀那识，识者阿梨耶识。”d

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如何选择？笔者认为完全可以总结说：真谛三藏译著中描述

第七识的语句，字眼上主要是使用“陀那”而非“阿陀那”。这样的情况也可以忽

略？对此问题，或应认为“陀那”等同于“阿陀那”。

笔者猜测：由于真谛三藏取第七识执持第八识的作用（取“执”之义），所以

把第七识翻译为“阿陀那识”“陀那识”。没有任何依据表明真谛三藏会把此“阿

陀那识”“陀那识”视为第八识（阿梨耶识），或者把第八识（阿梨耶识）识为能

执第八识（阿梨耶识）的陀那识，更无依据证明真谛三藏会以此“阿陀那识”“陀

那识”为第九识。

结语

真谛三藏在战乱时期，颠沛流离中翻译典籍，这样的菩萨行难能可贵。他的一

a　 《摄大乘论》卷 1，《大正藏》，册 31，第 114 页上。

b　 《显识论》，第 879 页中。

c　 《转识论》，第 61 页下。

d　 《佛性论》卷 3，第 801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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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中有被人误解，有种种不得意，但终究为世人留下丰富的典籍，对于汉传佛教产

生了巨大的影响。真谛三藏不亏欠中国什么，反倒是中国亏欠他太多。这样一位高

尚的译师，笔者觉得如果后人误解他，实在太不应该。

本文主要处理一个问题：真谛三藏许有第九识？笔者分析了他的译著，得出这

样的结论：很怀疑是误解及以讹传讹。

我们并没有证据表明，真谛三藏自认为自己的见解比弥勒、无著等大菩萨更高

明。他应该自觉地想要和弥勒、无著等的思想一致，可以认定真谛三藏是顺教派唯

识论者。简单说，考虑到他的宗教情怀，他推崇弥勒菩萨等的思想。这样，笔者就

以这种理由来抉择“阿摩罗识”。真谛三藏所讲的“阿摩罗识”一定不会与弥勒菩

萨等所宣说的三性相违。只能说，真谛用“阿摩罗识”来描述圆成实性而已。圆成

实性分为有为的智（无颠倒圆成实）和无为的真如（无变异圆成实性），从这两点

理解“阿摩罗识”是恰当的，也是合理的。

从现存的真谛三藏译著来看，并没有确凿的文句能够表明他承许有第九识。在

那些译著中并没有明确的句子描述“九识”性相。传说是真谛三藏所著的《九识章》，

现在根本找不到。我们当然可以假设此作品存在，由于此作品是依据《决定藏论》

来建立，而《决定藏论》是翻译《瑜伽师地论·摄抉择分》的某一部分。《决定藏

论》提到阿罗耶识，鉴于对阿罗耶识持种、执持根身、与七识俱生等描述，本文有

理由认为是阿赖耶识。此中对于阿罗耶识的八种证明，可以视为对于《瑜伽师地论》

卷 51 中对于阿赖耶识的八种证明的解释。《瑜伽师地论》根本就没有提到第九识，

且反对在八识之外另有一个识体。所以，《决定藏论》并没有遗失成立第九识的章

节，不可依据《决定藏论》去建立第九识。而《决定藏论》中“阿摩罗识”是“转

依”，并无第九识的内涵。

《转识论》中又把阿摩罗识定义为境识俱泯是无二取的实性，而此实性包含根

本无分别智和根本无分别智的所行境（圆成实性）。《三无性论》中阿摩罗识相关

行文有对圆成实性的说明，但文句上更强调以圆成实性为所行境的根本无分别智。

真谛三藏所许的修行次第，描述的是获得现证真法界的无分别智的过程。在《三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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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中，阿摩罗识的概念是根本无分别智或连同其证的圆成实性（真如）。《十八

空论》没有说阿摩罗识是八识外的第九识。提到阿摩罗识，明显是用唯识学解释“自

性清净心”。此中，“阿摩罗识”与“法界”等同，通过“客尘尽”彰显，实是通

过唯识观修来证得之意。这样，我们应该认为：从真谛三藏对阿摩罗识的主张，无

法得出真谛三藏许有第九识的结论。

本文也考察了真谛三藏是否持有真常唯心的见地，并视如来藏（佛性）为第九

识。《转识论》《十八空论》《三无性论》中并无“如来藏”一词。《决定藏论》

并没有说阿摩罗识是如来藏。《转识论》中无“佛性”一词。《决定藏论》中提到

“佛性”，但不是指阿摩罗识，而是阐述唯识学在五种姓中关于可以成佛的种姓的

主张。《十八空论》中多处提到佛性，但主要从空的角度去讲。因此，并没有证据

表明阿摩罗识就是如来藏（佛性）。从《佛性论》对如来藏或佛性做出的描述来看，

此论不支持许有第九识。这样，从真谛三藏对如来藏（佛性）的主张，我们应该认

为他不会认为第九识是如来藏（佛性）。

真谛三藏绝不会认为第七识是第九识。鉴于真谛三藏清楚“阿陀那识”是第八

识的一个异名，而其译著中多用“陀那”而非“阿陀那”，主要取“执”义说为“执

识”。笔者有些怀疑，实际情况是否都是用“陀那”。当然这是次要的问题。真谛

三藏确定不会以这样的“陀那识”或“阿陀那识”或“执识”为第九识。

厘清真谛三藏是否许有第九识，还是应主要从阿摩罗识是否是第九识这点来探

讨。真谛三藏译著中并无任何行文宣说如来藏（佛性）就是第九识，这只能解释为

真谛三藏并不认为第九识就是如来藏（佛性）。如果说真谛三藏认为有第九识，候

选者是阿摩罗识，而非如来藏（佛性），更不可能是执识。

从唯识无境的修法才能获得阿摩罗识来看，阿摩罗识是转依或转依之果。只是，

真谛三藏有时将智如都称为阿摩罗识。实则，正智当然可以认知智在内的诸法的真

如。从作为法界或自性清净心来讲，阿摩罗识仅仅是真如。当然，对于真如（圆成

实性），真谛三藏有时用“识境俱泯”来表述，也就是前所说的转依或转依之果。

真谛三藏如此论述此识，并不意味着此识是八识之外的第九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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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考察之后，笔者认为真谛三藏所讲的“阿摩罗识”应主要以两种圆成实性

来理解为宜。在不同的语境中，“阿摩罗识”或指根本智及其所证的真如，或指大

圆镜智相应心等，绝非八识之外的第九识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