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55

元代云峰《唯识开蒙问答》思想研究

──聚焦于八识体同体异与心心所关系

黄国清 a

【摘要】元人云峰所集《唯识开蒙问答》是五代到明末仅存的唯识学著作，颇

能谨守玄奘一系所传唯识义学。本文研究聚焦于八识体同体异及心与心所关系两个

议题。八识的现行皆有自种子为依，各有体用。唯识学所说“一心”同于“唯识”

的意义，非指由一真心生出八识作用。处于中国佛教如来藏思想特盛的文化背景，

云峰的“一心”隐含真心本源的意趣。关于心与心所的关系，“唯识”一词涵盖心

所，心王与心所都是有体，但心所是在从属地位。心王认识对境的总相，心所各自

负责细部、具体的认识，共成总体认识活动。八识各有其相应心所，无漏位唯为善

性，只与二十一心所俱起。心与心所在认识时形成四分，云峰指出是侧重量果而论。

第八识心王为所熏，相应心所不为所熏。前七识的心与心所皆有力，都属能熏。

【关键词】云峰；唯识开蒙问答；八识；心所

一、前言

中国唯识学的发展，南北朝时主要有真谛 (499-569) 汉译《摄大乘论》及菩提

流支（508 年来华，534-537 犹在）翻译《十地经论》等印度瑜伽行派经论，思想

a　 作者单位：南华大学宗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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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向是唯识学与如来藏的混融。更重要的是唐代玄奘（602?-664）大量译出弥勒、

无著、世亲诸师的著述，及以护法系统为主的《成唯识论》等重要注释书。a玄奘

弟子窥基（632-682）及再传慧沼（650-714）、智周（668-723）等赓续唯识学在

汉地的弘传，开展以《成唯识论》为中心的中国唯识义学演释。以后直到明末唯识

研究风气再起为止约八百年期间，除华严宗四祖澄观（738-839）《华严经疏钞》

与五代宋初延寿禅师（904-975）《宗镜录》引述唯识学说之外，仅见元代云峰（生

卒年不详）所集《唯识开蒙问答》二卷。b有学者认为延寿在《宗镜录》对唯识学

说的融摄，成为后世弘扬唯识学的范例。然而，他并不遵循玄奘、窥基所建构的义

理标准，而以《大乘起信论》为代表的唯识古学作为理论框架，在某种意义上可视

为慈恩宗终结的象征。c延寿以“一心”为其佛学思想核心，其唯识诠解含容浓厚

的如来藏思想意涵，d此点对后世唯识学说研究造成何种影响，颇值得探讨。

云峰所集《唯识开蒙问答》是仅存元代唯识学著作，然而云峰的生平却未在

史料中留下只言片语。今人所编元代佛教史在“慈恩宗”或“唯识宗”项下所举代

表性的唯识学人名讳，不见云峰的相关资料。e《唯识开蒙问答》非唯识论典的注

释书，而是摘出以《成唯识论》与窥基述记为主 f之唯识教学的重要问题，列举为

一百五十个标题，施设问答，来疏通唯识要义。这部著作为研究元代唯识学观点的

重要资料，并为后代唯识学人多所提及与援引。明代王肯堂（1549-1613）在为明昱《成

唯识论俗诠》所写的序文中说：“《成唯识论》是奘大师最后糅译，囊括诸论，渊

涵义海，融畅奥博。无与为俦。自基师以来，有疏有钞；疏钞之外，又有《掌中枢

a　 参见 [日 ]竹村牧男著：《地论宗、摄论宗、法相宗》，[日 ]高崎直道等著，李世杰译：《唯识思想》，

台北：华宇出版社，1985 年，第 373-430 页。

b　 释严圣：《明末佛教研究》，台北：东初出版社，1987 年，第 197-199 页。

c　 杨维中：《中国唯识宗通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 年，第 841 页。

d　 参见孔维勤：《宋释永明延寿论心王义至八识之展开》，《华冈佛学学报》，第 6 期（1983 年），第

417-451 页。

e　 任宜敏：《元代佛教史》，南投：南林出版社，2005年，第 420-423页；赖永海主编：《中国佛教通史》，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年，卷 11，第 171-173 页。

f　 《唯识开蒙问答》的第四个标题是“成唯识义”，第六个标题是“述记卷次”，第十个标题是“科疏钞序”。

《新纂卍续藏》册 55，第 340 页中、341 页下、342 页中。从这几个标题大抵可反映其摘录所依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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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唯识镜》等诸著述，不知何缘不入藏中。宋南渡后，禅宗盛极，空谈者多，

实践者少，排摈义学，轻蔑相宗，前举诸典渐以散失。然《开蒙》之作出于元人，

尔时慈恩疏钞似犹在也。余始闻唯识宗旨于紫柏大师，授以此论，命之熟究，茫无

入处，求古疏钞，已不可得。后阅《开蒙》，及检《宗镜》《华严疏钞》，遇谈此

论处，辄录之简端，于是渐有一隙之明。”a点出唯识诸疏湮没之余，《唯识开蒙问答》

在明人钻研唯识学上的参考价值。

当代学界对《唯识开蒙问答》的相关研究甚为罕见，本文在其先前涉及唯识学

说的《华严经疏钞》与《宗镜录》均以真心佛性思想为本的背景下，尝试探讨这部

唯识著作之心识说的具体内容，及可能受到佛性思想的影响，聚焦于“八识同异”

与“心心所关系”这两个议题。

二、八识体同体异问题

《成唯识论》卷 1 指出唯识学说要破除的异执之一是“或执诸识用别体同”b

窥基《成唯识论述记》解释其义如下：“此第三计，即大乘中一类菩萨，依相似教

说识体一。《摄论》第四说一意识菩萨计，一依远行及独行教，游历诸境故说远行；

复言独行无第二故。二依五根所行境界，意各能受教。三依六识身皆名意处教。四

又《解深密》《瑜伽》等说如依一镜上有多影像教。五如依一水中有多波喻教。此

恐违至教，故说有一识。有云一意识，但说前六识为一意识。理必不然！此说八识

体是一故。”c举出大乘论者中多种主张六识唯为一识或一意识的观点，区别唯识

学强调八识各自有体的立场，八识体别是不容混滥之点。

诸师论说八识体同，也有引述唯识学根本经论《解深密经》与《瑜伽师地论》

的镜与影像的比喻，似为有力的根据。检视《瑜伽师地论》卷 51 的文义，这是在

a　 《新纂卍续藏》册 55，第 503 页上。

b　 《大正藏》册 31，第 1 页上。

c　 《成唯识论述记》卷 1，《大正藏》册 43，第 236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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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阿赖耶识可与七转识与相应诸心所“俱时而转”的情况：“阿赖耶识或于一时

与转识、相应善不善无记诸心所俱时而转。如是阿赖耶识虽与转识俱时而转，亦与

客受客善不善无记心所俱时而转，然不应说与彼相应。何以故？由不与彼同缘转故。

如眼识虽与眼根俱转，然不相应，此亦如是。应知此中依少分相似道理故得为喻。

又如诸心所虽心所性无有差别，然相异故，于一身中一时俱转，互不相违。如是阿

赖耶识与诸转识于一身中一时俱转，当知更互亦不相违。……又如于一清净镜面有

多影像一时而转，互不相违。如是于一阿赖耶识有多转识一时俱转，当知更互亦不

相违。”a引文中说明心识与心所的关系为“相应”，它们之间有相同所缘作联结；

然而，阿赖耶识与七转识所缘有别，就不能说为相应。诸心所虽在“心所性”这点

并无差别，但不妨它们既相异又能同时活动。同样的，阿赖耶识与七转识虽同以阿

赖耶识的自识种子为生起的根本依，但可以同时活动，互不相违。遁伦《瑜伽论记》

卷 13 引述窥基的说法：“此据于第八识非一异故，有种子故，得有诸识并生。”b

据此，不能将一镜面同时显现众多影像之喻理解为由一个阿赖耶识现起诸识，而是

诸识包括阿赖耶识本身都由阿赖耶识所含藏的自识种子因缘和合而起的现行，就这

个视角而言，阿赖耶识与诸识地位是平行的，是异体的。就另一个视角来看，阿赖

耶识含藏一切诸法种子而为“根本识”，七转识皆依阿赖耶识的种子而得现起，所

以说阿赖耶识如镜，七转识如影像，其实所现影像亦包括阿赖耶识自身。

关于八识体同体异的问题，云峰若依据《成唯识论》与窥基的疏注，应该模糊

空间不大，《成唯识论》卷 7 说：“八识自性不可言定一，行相、所依、缘、相应

异故。又一灭时余不灭故；能所熏等相各异故。亦非定异，经说八识如水波等，无

差别故。定异应非因果性故；如幻事等无定性故。如前所说识差别相，依理世俗，

非真胜义；真胜义中，心言绝故。如伽陀说：心意识八种，俗故相有别。真故相无

别，相所相无故。”c八识体异是就俗谛而言，而真胜义谛中，八识的诸法共相（真

a　 《大正藏》册 30， 第 580 页下 -581 页上。

b　 《大正藏》册 42， 第 601 页下。

c　 《大正藏》册 31，第 38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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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无差别的。诸识皆依阿赖耶识种子，就此所依而言，可说同依阿赖耶识，阿

赖耶识如水，诸识如波。《成唯识论》卷4说：“种子与果必俱，故种子依定非前后。

设有处说种果前后，应知皆是随转理门。如是八识及诸心所定各别有种子所依。”a

八识乃至诸心所各有其种子，体性不可混滥；然而，同以阿赖耶识中的种子为所依，

这点具有共通意义。在究极真理的意义上来说，八识皆依空性所显真如实相，所以

无差别。玄奘系唯识学说八识体异，是就俗谛层次而言，不可混淆，非指同一心体

派生八识别相。

《唯识开蒙问答》的某些用语，在中国佛教真心佛性说特盛的文化背景下，其

特殊意义若不加以细密甄别，容易衍生义理上的误解。在“八识得名”项，当被问

到经典说“一心”，论典言“唯识”，意义上有何差异时，所给出的答案如下：

心、意、识三，体一名异，随云皆得。问：既然一体，有何义路，

于三能变各立一名，第八名心，七意、六识？答：约偏胜立。问：请示偏胜。

答：若约缘虑名心，或积集名心，八识皆名心；若集起名心，第八独名心。

何以故？集诸种子起现行故。若等无间名意，或思虑名意，八识皆名意；

若恒审思量，第七独名意。何以故？恒常审虑第八见分为自内我故。若了

别名识，八识皆名识；若了别粗境名为识，前六独名识。问：何以故？答：

了别六尘粗显境故。b

窥基在《唯识二十论述记》卷上说明“一心”的意义所指：“问：若八识体各

各名唯，何故乃说一心所作？答：据梵本说，亦无‘一’字，但言‘唯心’。今义

释言：‘唯’，独但义；‘一’，无二义，名异义同。谓无外境，唯有心故，名为‘一

心’。非说心体但是一物。”明确指出“一心”就是“唯识”的意思，不是说只有

一个心体。c云峰所说的“体一名异”，如果从心识的缘虑、积集、等无间、思虑、

a　 《大正藏》册 31，第 19 页下。

b　 《唯识开蒙问答》卷上，《新纂卍续藏》册 55， 第 347 页下。

c　 《大正藏》册 43，第 981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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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别等共通功能来看，八识都可称为“心”“意”或“识”，这三个词语有相通的

语义。“一体”是就这个意义而言，非指它们为同一心体。然而，就第八识、第七

识与前六识分别来看，各在集起种子、恒审思量、了别个别对境的方面功用特强，

所以特别赋予为心、意、识的不同名称。从语境上详细研读，此处“体一用别”的

具体意义算是明确的。

尽管如此，云峰引用“一心”这个术语，若前后文脉有所精省，观念说不清楚，

则容易让人联想到真心佛性的意涵。如《唯识开蒙问答》卷上“八俱不俱”项下的

问答说：

问：一身八识，长俱转耶？有不俱时？答：七、八二识长恒俱转；

若第六起，有三俱转；余随缘合，有四、五、六、七，至八俱转。小乘来问：

一身同时多识俱转，如何说彼是一有情？大乘答云：然立有情，依命根第

八种子，或异熟第八现行，彼俱恒时唯有一故。大乘难曰：汝小乘宗依识

多少立有情者，汝无心位应非有情？小乘质曰：汝大乘宗依一第八立有情

者，何用多识？大乘释曰：依用立多。如浪与像，依一起多。故依一心，

多识俱转。a

这里的“一心”就有一个心识之嫌。小乘人士问道：如果多识可以同时生起，

那怎么可以说是“一个”有情？大乘论者回答：是透过命根或异熟识来界定一个有

情，非以心识。小乘人士追问：大乘唯识论者用一个第八识来建立有情即可，何以

主张多个心识？大乘论者回答：依不同功用而建立多个心识，多个心识依“一心”

而起。这里的“一心”概念是模糊的，如水与浪或镜与像的关系，意指一心由功能

差别而成多识，或意味着由阿赖耶识的种子而起多识的现行。若是前者，则成“体

同用别”，违反唯识的诸识各体观念；顺着前面一段的讨论，云峰应采后义。细检

《成唯识论》卷 7 的引文来源，这是唯识论者与声闻部派对论的语境，为了概念的

共许，此“一心”为“等无间缘”之义，意即前一念灭去的心识，声闻部派有说此

a　 《新纂卍续藏》册 55，第 363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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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意根”者，作为后念诸识生起的所依。a云峰应是将“一心”理解为阿赖耶识，

诸转识依它所含藏的种子为现起之因。

窥基《成唯识论述记》所指的“一心”，概念说得清楚一些是“唯有一心”，

也就是“唯识”。一切法不离心识所现，所以总说“一识”，此“一识”并不是说

只有一个心识，心识是多数的，而且“唯识”之义也涵盖了心所。b云峰的“一心”

观念并非如此明确，在《唯识开蒙问答》卷上“王所一异”项下有言：

问：八王相望，约真谛说，亦应无异？答：理固同然，宁分彼此？问：

何以知之？答：《仁王疏》说性源、相源，若相源者，前七皆归一第八识。

问：何以故？答：渊深七浪，《楞伽》说故。若性源者，诸法皆归一真如故。

问：喻如何者？答：如水与波。若俗谛说，停水非波，波非停水；又此一波，

非彼多波。若真谛说，唯是一水，湿性何异？难曰：如此说成用别体同，

合不正义。答：彼不正者，体一用别；此正义家，各分体用。问：请说各分，

不违真俗之理。答：东波西波，各全水体，各全波用。若依俗谛，其东水

波非西水波。若依真谛，东西波水一个湿性，岂东湿性别如西湿？况湿无

东西，人自分为东西故。……真是俗法之本源故。傥若无真，俗依何有？

若无俗者，汝之真性对谁说真？既相待立，必不相离，必然之道，何疑之

有？……第八识是其相源，唯依第八立一有情，是总报主，一命根故。c 

a　 《成唯识论》卷7：“（声闻问：）一身唯一等无间缘，如何俱时有多识转？（大乘答：）记许此一引多心所，

宁不许此能引多心？又谁定言此缘唯一？说多识俱者许此缘多故。又欲一时取多境者，多境现前，宁不顿取？诸根境

等和合力齐，识前后生，不用理故。又心所性虽无差别，而类别者许多俱生，宁不许心异类俱起？又如浪像依一起多，

故依一心多识俱传。”（《大正藏》册 31， 第 38 页中）《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 127：“心中有依眼根。乃至有

依意根。依眼根者立眼识界。乃至依意根者立意识界。即六识身无间已灭立为意界。”（《大正藏》卷27，第661页下-662

页上）《大毗婆沙论》的“意界”即“意根”，是前念无间已灭的六识。

b　 《成唯识论述记》卷3说：“如第十卷《楞伽经》说，此颂意言外境无故，唯有一心，由执着故似外境转。

定无外境，许有自信，不离心故，总名一识。……论：如是处处说唯一心。述曰：此指例也。诸师因此执诸有情唯有

一识，此义非也。至下当知。今此即是例《十地》等一心之文，三界唯尔心，虽一心外无别法故。论：此一心言亦摄

心所。述曰：此颂非唯一心，如境更无异物，亦有心所。如言王者亦摄臣故。”（《大正藏》册 43，第 320 页下。）

c　 《新纂卍续藏》册 55， 第 361 页中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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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诸识各分体用，及第八识为诸识相的本源，都是就俗谛而说。真谛离一切

分别，言语道断，无八识的关系可说。说真谛是诸识的共相，玄奘系唯识学指二空

所显真如，通于空性的意义，偏向以遮诠说明其义，并不积极、正面地诠释其具体

内容。a云峰虽强调唯识正宗意旨是八识各分体用，但在讨论真俗二谛的关系时，

留有模糊的空间，甚至可能偷渡真心佛性的观念。引文中援引“仁王疏”说“性

源、相源”，现存文献之中，在他之前有说到性源与相源的著作，只见于唐代宗密

(780-841)《圆觉经大疏释义钞》，然而，其内容是依于佛性本觉之说。b“渊深七浪”

出于《八识规矩颂》，讨论第八识与前七识的关系，第八识如大海，前七识似海浪。

这个譬喻最初源自《楞伽经》。c刘宋求那跋陀罗译《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卷 1《一

切佛语心品》说：“譬如巨海浪，斯由猛风起，洪波鼓冥壑，无有断绝时。藏识海

常住，境界风所动，种种诸识浪，腾跃而转生。”d《楞伽经》是一部融合唯识说

与如来藏的经典，很有意思的，延寿《宗镜录》卷56正是用佛性如来藏说来解释“藏

识海常住”一句：“如是现识及七转识，八种心识，唯有生灭无常相耶？亦有实相

常住相耶？如是八识从无始来，三际不动，四相不迁，真实常住，自性清净不坏之相，

俱足圆满，无所阙失。而如是等一切功德同法界故，无有二相；无二相故，唯是一相；

唯一相故，亦是无相；皆以无相故，无相亦无相。”e云峰说“第八识是其相源”，

又说“真是俗法之本源”，也就是性源，这个作为俗法之本源的真谛，内容究竟为

何，关涉到诸识是否源自“一体”的问题。

《唯识开蒙问答》卷下最后一项“三教同异”中说到如来所诠中道之法，援引

a　 《成唯识论》卷2说明“真如”意义如下：“依法性假施设有，谓空无我所显真如，有无俱非，心言路绝，

与一切法非一异等。是法真理，故名法性；离诸障碍，故名虚空；由简择力灭诸杂染，究竟证会故名择灭；不由择力，

本性清净，或缘阙所愿，故名非择灭；苦乐受灭，故名不动；想受不行，名想受灭。此五皆依真如假立，真如亦是假

施设名，遮拨为无，故说为有；遮执为有，故说为空；勿谓虚幻，故说为实；理非妄倒，故名真如。不同余宗离色心

等有实常法，名曰真如。故诸无为非定实有。”（《大正藏》册 31， 第 6 页下。）

b　 《圆觉经大疏释义钞》卷4说：“性相源者，流出一切真如菩提涅槃，则性源也；种种幻化，皆生于觉心，

即相源也。”（《新纂卍续藏》册 9，第 546-547 页上。）

c　 倪梁康：《新译八识规矩颂》，台北：三民书局，2005 年，第 67-68 页。

d　 《大正藏》册 16，第 484 页中。

e　 《大正藏》册 48，第 741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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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台宗法云 ( 普润大师，1088-1158)《翻译名义集》的说法：“普润自说属真如门，

此乃对事拣理之谓也。若即事说理，理性无体，全依无明；无明无体，全依法性。

就此相即之义，则法性为所诠理。”a检视《翻译名义集》卷 2 原文，这是依据《大

乘起信论》，那么，真如门就属如来藏说。云峰虽然致力于忠实传达玄奘系唯识学

的观点，但在其思想的底层含有佛性如来藏思想；再者，也对禅宗的心性思想有所

认同。b此外，在《唯识开蒙问答》卷上“判教顿渐”项，尝试融通顿渐、性相诸教。c

还有卷下“世界名义”项，引如来藏系《楞严经》“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沤发。迷

妄有虚空，依空立世界。想澄成国土，知觉乃众生”的文句，证明妄心依真心，真

心无所依，而为一切法的本源。d在八识各具体用的说法，在俗谛层面不致产生太

大问题，事法各有其差别法相。就真俗二谛关系来说，俗谛依于真谛，如果真谛是

空性真如，问题亦可化解，因为对空性不赋予任何内容规定，可避开“一体”的概念。e

然而，如果真谛是佛性如来藏的话，问题就变得复杂，八识在此常住本源层面会有

依于一体真性的隐含意义。

a　 《新纂卍续藏》册 55，第 385 页中 -下。

b　 《唯识开蒙问答》卷上“能所成义 ( 附唯识义利 )”项有如此的问答：“问：以何方便得归本源？答：

有五观门，令自观心归本源故。……问：存遣何意？答：遣虚破有，存实破空，合观空有，而遣空有，双遣有空，而

归中道。问：所遣无时，便为中道？为不尔也？答：所遣有空若无，能遣空有不存。问：不存能遣，其故何也？答：

有空、空有相待观成，纯有纯空，谁之空有？如病既除，何用药为？问：如禅宗云：念起即觉，念灭觉灭。合此义否？

答：合。又云：眼前无阇黎，此间无老僧。此亦合否？答：亦合。……问：双观空有方得证入，有说观空得证真者，

复何义也？答：观遍计空而为其门，证入真性，真体非空。问：凭何以知？答：《清凉疏》云：妙有得之不有，真空

得之不空。……问：识言所表具有理事，取舍于何？答：第五观云遣相证性。问：何以故也。答：事为相用，遣而不取；

理为性体，应求作证。从粗至细，有此五重，归本源心，成立唯识，其理在兹。问：禅宗云：皮毛脱落尽，唯有一真实。

符此义否？答：符。”（《新纂卍续藏》册 55，第 343 页中 -下。）除了表示唯识与禅宗之理相合，都在遣相证性，

归于心源；亦引澄观《华严经疏》以印证真空妙有之义。

c　 《新纂卍续藏》册 55， 第 342 页中 -343 页上。

d　 《新纂卍续藏》册 55， 第 372 页上。

e　 《唯识开蒙问答》卷上“八识一异”项说：“问：八识相望，定一？定异？答：内返征云：定一何失？

外难内曰：若定一者，行相、所缘、相应何异？能所熏等何以不同？见一灭时，余不灭故，知非定一也。内又征曰：

定异何过？外难云：若定异者，非因果性。非如水波；非如幻事。亦非定异。内答之曰：八识相望，不定一异。外又

征曰：何故不定？内释曰：真俗道理须如此故。外难曰：何以知之？内引订曰：如伽陀说：心意识八种，俗故相有别；

真故相无别，相所相无故。”（《新纂卍续藏》册 55， 第 363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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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心与心所的关系

唯识学的“唯识”之义，不仅是唯有“识”的意义，范围也包含了“心所”，

所以完整地说，应说是“唯有心与心所”，一切万法都是心与心所的显现，不存在

心与心所之外的事物。《成唯识论》卷 1 说：“识谓了别。此中‘识’言亦摄心所，

定相应故。变谓识体转似二分，相见俱依自证起故。依斯二分施设我、法，彼二离

此无所依故。或复内识转似外境，我、法分别熏习力故，诸识生时变似我、法。此我、

法相虽在内识，而由分别似外境现，诸有情类无始时来，缘此执为实我、实法。”a

识的定义是“了别”，也就是认识。因为心识在活动时，心所必然与之相应而起作

用，所以“唯识”一词也涵盖心所。玄奘所传护法系唯识学说主张心识的“四分说”，

心识在产生认识作用的同时，心识内部会形成见分（认识主体）、相分（认识对象）、

自证分（证知见分与证自证分的活动）、证自证分（证知自证分的活动）四分。在

认识时，见分与相分依自证分而生起，一切主客二分形式的认识都发生在心识与心

所之中，无知者却误认有存在于心识系统之外的认识对象，以致形成能取之心与所

取心外对象的结构，而执取为实在的我与法。之所以只说“唯识”，不说“唯识与

心所”，窥基在《成唯识论述记》卷 1 指出，心识为主、为胜，心所为从、为劣，

“隐劣显胜”，所以说“识”而不说“心所”，但说“识”已隐含心所。其次，虽

然心所必定与心相应而起，但并非意指心识在活动时，五十一个心所全部同时在起

作用。换言之，心识生起时必有心所相应而起，而不是说所有的心所都会同时相应。b

这说明施设“唯识”一词的正当理由。《唯识开蒙问答》卷上“成唯识义”精简地

说明这个道理。c 

心识与心所都有“了别”（认识）的作用，但它们在识取一个对象时各担负不

a　 《大正藏》册 31， 第 1 页上 -中。

b　 《成唯识论述记》卷 1，《大正藏》册 43，第 240 页下。

c　 《新纂卍续藏》册 55， 第 340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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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面向的认识任务。《成唯识论》卷5说：“此六转识总与六位心所相应，谓遍行等。

恒依心起，与心相应，系属于心，故名心所。如属我物，立我所名。心于所缘唯取

总相；心所于彼亦取别相，助成心事，得心所名。如画师资作模、填彩。故《瑜伽》说：

‘识能了别事之总相，作意了此所未了相。’即诸心所所取别相。触能了此可意等

相；受能了此摄受等相；想能了此言说因相；思能了此正因等相，故作意等名心所

法。此表心所亦缘总相。余处复说：欲亦能了可乐事相；胜解亦了决定事相；念亦

能了串习事相；定慧亦了得失等相。由此于境起善染等。诸心所法皆于所缘兼取别

相。”a心识认识一个对象的总相，将整个心与相应心所的认识系统导向同一个对象，

而由心所负责细部的、具体的认识功能，共同完成对一个对象的认识。论中举出一

个譬喻，心识如画师，画出整个轮廓；心所就像他的徒弟，涂上各部分的色彩。例

如，受心所担任感觉方面的认识，想心所进行概念、分别的认识，思心所负责采取

行动的认识。有的心所也识取对象的总相，但不同于心识的作用，心所是对此总相

进行某具体面向的了别。《唯识开蒙问答》卷上“心所立名”项说明心所的恒依心

起、与心相应、系属于心三义，及心与心所相应的时同、依同、所缘同、事同四义。b

又《唯识开蒙问答》在卷上“王所取相”项下对心与心所的所缘境相有精要说明，

强调心王缘境的总相，心所通缘总别二相；并举示五遍行（触、作意、受、想、思）

与五别境（欲、胜解、念、定、慧）的心所各自所缘的别相。此外，除了“画师资

作模填彩”的比喻，另举一个特别例子，说心王缘总相如同一州总共要征收多少钱

粮；心所通缘总别相则如诸县要先知总数，方能别知一县合多少数量。c《唯识开

蒙问答》卷上“王所一异”说明心王与心所的同异关系，主张“俗谛是异，真谛非

异”，因为俗谛上有心王与心所的主从尊卑不同；就真谛而言，则二空理超越言诠，

无心王、心所的分别。d

a　 《大正藏》册 31， 第 26 页下。

b　 《新纂卍续藏》册 55， 第 357 页下 -358 页上。

c　 《新纂卍续藏》册 55，第 358 页上。

d　 《新纂卍续藏》册 55， 第 361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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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漏位八识的每一识各与多少心所相应，数目有所差别。根据《唯识三十颂》，

第八阿赖耶识只与五遍行相应；第七末那识除五遍行之外，另与我见、我痴、我慢、

我贪四个烦恼心所相应；第六意识与全部六类五十一个心所相应，即五遍行、五别

境、十一善、六（根本）烦恼、二十随烦恼及四不定；前五识的相应心所则未见列

举。a何以善心所数少而烦恼数多？云峰指出净胜染劣，所以善心所数少能敌烦恼

心所的数多。b关于第七识的相应心所，《成唯识论》卷 4 所说护法正义有十八个：

“意俱心所十八，谓前九法、八随烦恼，并别境慧。”c八种大随烦恼是昏沉、掉

举、不信、懈怠、放逸、妄念、散乱、不正知。至于前五识，玄奘弟子圆测 (613-696)

《解深密经疏》卷 3 列举三十四个：“有漏五识各与三十四心所相应，谓遍行五；

别境五；善有十一；根本惑三，谓贪、瞋、痴；随惑有十，谓中二、大八。”又第

七识相应心所亦为十八个。d《宗镜录》卷 36 所示八识相应心所数目，即前五识

有三十四，第六识五十一，第七识十八，第八识唯有五遍行。e《唯识开蒙问答》

卷上“八具心所”项所列有漏八识相应心所同于《解深密经疏》与《宗镜录》所说。

另外，列示果位八识各与二十一心所俱起，即遍行五、别境五及善十一。f《成唯

识论》卷3、卷5言及第八识与第七识的无漏位或已转依位，同样与二十一心所具起，

因为无漏位只为善性所摄。g《宗镜录》卷 36 说八种识成无漏时唯与二十一心所

相应。h至于八识“受心所”的类型，《唯识开蒙问答》卷上“八识五受”项说七、

八识仅有舍受；前五识唯有苦受。关于第六识有两种观点，一师主张“意地有苦”，

说第六识通有苦、乐、忧、喜、舍五受；另一师主张“意地无苦”，说第六识只有

a　 [日 ]竹村牧男：《唯识の探究──“唯识三十颂”を读む》，东京：春秋社，1992年，第 92页、115页、

126 页。

b　 《唯识开蒙问答》卷上，“染净相番”，《新纂卍续藏》册 55， 第 359 页上。

c　 《大正藏》册 31，第 23 页中。

d　 《新纂卍续藏》册 21， 第 242 页上。

e　 《大正藏》册 48，第 623 页下 -624 页上。

f　 《新纂卍续藏》册 55，第 353 页上。

g　 《大正藏》册 31， 第 14 页上、23 页下。

h　 《大正藏》册 48， 第 624 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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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喜、舍三受，无苦、乐二受。云峰比较认同意地有苦说。a 

有关心识与心所在了别时有多少分位的问题，《唯识开蒙问答》卷上“四师心

分”项的问答如下：“问：四宗何？答：安一、难二、陈三、护四。问：不同理？答：

安慧一分，约唯识门；难陀二分，约心境门；陈那三分，约体用门；护法四分，约

量果门。问：四宗既异，孰是孰非？答：据义不同，皆不违理。（问：）毕竟几分，

须有定数。如人有四支，言三则不尽，言五则数虚。答：胜义法门非如尔举，盖有此义，

必有此理；有此用者，必有此能。若义尽，则其理亦尽；若义不尽，理必不尽。用、

能亦然，宜深思之。”b安慧、难陀、陈那、护法分别主张心识的一分说、二分说、

三分说与四分说，云峰站在调和的立场，认为四家都有道理，各从不同视角来看待

心识起认识作用时的分支，在义理上可互相充实。安慧一分说侧重表达诸法唯识的

意义；难陀二分说显示心与境的主客关系；陈那三分说以自证分为体，见、相二分

唯用；护法四分说，自证分、证自证分重在说明认识的量果（认识作用的结果）。

关于四分说的“量果门”，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 3 说：“论：又自证分至必有

果故。述曰：见分为能量，第三为量果。若第三能量，立谁为量果？为量如前。”c

见分认识作用的结果由自证分所证知，而自证分的认识作用结果也必须有证知者，

因此须立证自证分。云峰据此说四分说强调量果。其实，陈那立自证分亦有量果的

意义，但云峰主要是从见、相二分依于自证分的角度来观看。d

关于心所是否与心识同样具有染净种子的“能熏”“所熏”的作用，《唯识开

蒙问答》卷上“八能所熏”项说：“问：能所熏中，八识谁能谁所？答：前七皆能熏，

八独所熏。问：前七三性皆能熏邪？有不能者？答：除无记。阙有胜用，不能熏种。

a　 《新纂卍续藏》册 55，第 355 页上 -中。相关的讨论可参见《成唯识论述记》卷 6，《大正藏》册 43， 

第 433 页上 -中。

b　 《新纂卍续藏》册 55，第 347 页上。

c　 《大正藏》册 43，第 319 页中。

d　 《成唯识论述记》卷 3 说：“论：然心、心所至各有三分。述曰：此即陈那菩萨依经立理，诸论共同。

何须说三？论：所量能量至所依体故。述曰：相分、见分、自体三种，即所、能量、量果别也，如次配之。如以尺丈

量于物时，物为所量，尺为能量，解数之智名为量果。心等量境类亦应然，故立三种。若无自证分，相、见二分无所

依事故，即成别体心外有境。今言有所依故，离心无境，即一体也。”（《大正藏》册 43， 第 319 页上 -中。）



唯识研究（第八辑）

268

其余善恶，及有覆性，尽皆能熏。……问：八俱五所，具前二义，应为所熏？答：

第三义拣要可熏性。问：可熏何义？答：自在之义。五所非自在，不可受其熏。……

问：何故前七皆是能熏？答：亦具四义，故皆能熏。问：何名四义？答：一、有生灭；

二、有胜用；三、有增减；四、与所熏和合。……问：能熏前七皆有王、所，莫同

第八唯王非所么？答：王、所皆能。问：前七心所何故同王亦能熏也？答：四义具

故。问：第八心所何不同王亦所熏邪？答：适来已拣，阙自在义，所以非所。难曰：

心所不自在，心所非所熏；心所不自在，心所非能熏。答：已具义不具义故，何烦

再问？我问前义，岂可重繁！答：为因据有力，心所亦能熏，心所有力故。受熏须

报主，心所非能熏，所非报主故。难曰：为因言有力，心所便能熏；为果应有力，

心所亦所熏。答：为果无力，又过失多，所以心所非是所熏。问：何知无力，及有

过失？答：既有过失，知是无力。问：过失者何？答：顿生六果，是为过失。问：

何故便能顿生六果？答：若第八识王所一聚，六皆受熏。凡一能熏，熏六个种，后

遇缘时，六种顿生六个现行。”a前七识的心与心所同具有四义，有生灭、有胜用、

有增减、与所熏和合，有力所以成为“能熏”。第八识无力，不为能熏，但心王具

坚住性、无记性、可熏性、与能熏和合四义，可为“所熏”；心所因无像心王那样

的自在义，缺可熏性，所以不能成为所熏。另外，如果第八识的心王与五相应心所

都是所熏，那么一个能熏便会同时熏成六个种子，因缘和合衍生六果的现行，此不

合道理。

以上是云峰对于心与心所关系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唯识”一词包含心所，

心王与心所都是有体存在，但心所是在从属地位。心王与心所都有“了别”作用，

而各自承当不同认识任务。心王认识对象的总相，将整个心与心所的认识系统引向

同一对境；心所助成心王，缘取总相和别相，共同完成整体认识活动。心所总数为

五十一个，八识的相应心所在数量上各有不同；在无漏位唯为善性，只与遍行、别

境、善等二十一个心所俱起。玄奘系所从的护法论师主张心与心所在认识时都形成

a　 《新纂卍续藏》册 55， 第 353 页上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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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相、自证、证自证四分，云峰指出这是侧重量果而论，自证分为见分量果，又

设证自证分作为自证分的量果。关于心与心所的能熏所熏，唯有第八识心王为所熏，

相应的五遍行心所不具自在义，及避免熏成六种而衍生六果，因而不为所熏；前七

识的心与心所都有力而为能熏。   

四、结论

由元人云峰所集《唯识开蒙问答》是五代到明末期间仅存的汉地唯识学著作，

从《成唯识论》及其疏钞摘录文句，标举一百五十个题目，用施设问答的方式精简

地解明唯识要义。此书颇能谨守玄奘一系所传唯识义学，对后世了解唯识教理有所

助益。本文聚焦于八识体同体异及心与心所关系两个议题，依据《唯识开蒙问答》

的有关文义进行讨论。

八识的现行皆有自种子为所依，皆为有体，各有体用，破斥体同用别之说。云

峰虽说心、意、识三者“体一名异”，但此“体一”是说八识同具缘虑、积集、等

无间、思虑、了别等共通功能，非为同体的意义。心、意、识又分指第八识、第七

识与前六识，是在突显其集起种子、恒审思量、了别各境方面的特胜功能。唯识学

所说的“一心”同于“唯识”的意义，非指由一真心生出八识作用。然而，处于中

国佛教佛性如来藏思想特盛的文化背景，云峰的“一心”含义是模糊的，隐含真心

本源的意趣。云峰在文字上虽仍明确表述八识体异的观点，在俗谛上不致衍生理论

问题；但在真谛面，佛性真心思想容易导出同一本源的体同意涵。

关于心与心所的关系，“唯识”一词涵盖心所，心王与心所都是有体，但心所

是在从属地位，恒依心起，与心相应，系属于心。心王与心所都有“了别”作用，

它们在识取一个对象时各自承当不同的认识功能。心王认识一个对境的总相，心所

各自负责细部、具体的认识，助成心王的整体认识活动。六类心所总计五十一个，

八识各有其相应心所的不同数目；在转依后的无漏位，唯为善性，不与烦恼心所相

应，所以只与二十一个心所俱起。依护法正义，心与心所在认识时有见、相、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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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自证四分，云峰指出这是侧重量果而论。在心与心所的能熏所熏方面，第八识心

王为所熏，相应五心所不具自在义，及避免熏成六种子，所以不为所熏；前七识的

心与心所皆为有力，都属能熏。以上是云峰对心与心所关系特别关注的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