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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GƯUJKD�UƗWUDP），流轉於生死循環（VDۨVƗUD）的困苦；

再加上與這一套透顯智慧的旨趣（MxƗQD�YƗGD）益發背道而

馳，將會偏差地追逐，甚至就出生到牛（JR）或羊（HڲDND）

等生命形態的環圈中。」

《解深密經．心意識相品第三》

〈心意識相品〉的主旨，以「熟練於極致的意義之菩薩」

（勝義善巧菩薩）為標準，設立「熟練於心意識所有樣式的祕

密之菩薩」（於心意識一切祕密善巧菩薩）。這在菩提道相當

高超、深奧與微細的學養，由至少如下的三個環節構成：其

一，確實認知而熟練於長久且深厚的心路歷程與轉起的知覺活

動之間的關係；其二，確實認知而熟練於長久且深厚的心路歷

程的重大面向的作用或樣態，包括因而給予的名稱，例如「帶

著長久的活動資訊轉成的所有的種子之心識」（一切種子心

識）、「執持識」（阿陀那識）、「庫存識」（阿賴耶識）、

「心」。其三，確實認知而熟練於長久且深厚的心路歷程與轉

起的知覺活動都是系統關聯的動態表現，而非單獨的、靜態的

存在體。因此，如果就這一套教學分別出任何項目或概念而想

成主體式的自我，那就落入平庸眾生習慣的錯謬知見。

唐．玄奘譯文：3

爾時，廣慧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說：

『於心意識祕密善巧菩薩』。於心意識祕密善巧菩薩

3 《解深密經．心意識相品第三》，唐．玄奘譯，T 676, vol. 16, p. 692a-c。相

關傳譯本：《深密解脫經》，元魏．菩提流支（Bodhiruchi）譯，T 675, vol. 

����S�����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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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齊何名為『於心意識祕密善巧菩薩』？如來齊何

施設彼為『於心意識祕密善巧菩薩』？」

說是語已，爾時，世尊告廣慧菩薩摩訶薩曰：「善

哉，善哉。廣慧！汝今乃能請問如來如是深義。汝今

為欲利益、安樂無量眾生，哀愍世間．及諸天、人、

阿素洛等，為令獲得義利、安樂，故發斯問。汝應諦

聽。吾當為汝說心意識祕密之義。

廣慧！當知於六趣生死，彼彼有情，墮彼彼有情眾

中—或在卵生，或在胎生，或在濕生，或在化

生—身分生起。

於中，最初，『一切種子心識』成熟，展轉和合、增

長、廣大。依二執受：一者，有色諸根及所依．執

受；二者，相、名、分別、言說、戲論、習氣．執

受。有色界中，具二執受；無色界中，不具二種。

廣慧！此識亦名『阿陀那識』。何以故？由此識．於

身．隨逐、執持故。

亦名『阿賴耶識』。何以故？由此識．於身．攝受、

藏隱．同安危義故。

亦名為『心』。何以故？由此識．色聲香味觸等．積

集、滋長故。

廣慧！阿陀那識．為依止、為建立故，六識身．轉。

謂：眼識，耳、鼻、舌、身、意識。

此中，有識，眼及色為緣，生眼識。與眼識俱．隨

行，同時、同境，有分別意識轉。有識，耳、鼻、

舌、身，及聲、香、味、觸為緣，生耳、鼻、舌、身

識。與耳、鼻、舌、身識俱．隨行，同時、同境，有

分別意識轉。廣慧！若於爾時，一眼識．轉，即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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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唯有一分別意識．與眼識同所行．轉。若於爾

時，二、三、四、五諸識身．轉，即於此時，唯有一

分別意識．與五識身同所行．轉。

廣慧！譬如，大瀑水流，若有一浪生緣現前，唯一

浪．轉；若二、若多浪生緣現前，有多浪．轉。然此

瀑水，自類恆流，無斷、無盡。又，如善淨鏡面，若

有一影生緣現前，唯一影．起；若二、若多影生緣現

前，有多影．起。非此鏡面轉變為影，亦無受用、滅

盡可得。

如是，廣慧！由似瀑流．阿陀那識為依止、為建立

故，若於爾時，有一眼識生緣現前，即於此時，一眼

識．轉；若於爾時，乃至有五識身生緣現前，即於此

時，五識身．轉。

廣慧！如是，菩薩雖由法住智．為依止、為建立故，

於心意識祕密善巧，然諸如來，不齊於此．施設彼為

『於心意識一切祕密善巧菩薩』。

廣慧！若諸菩薩，於內各別．如實不見阿陀那，不見

阿陀那識；不見阿賴耶，不見阿賴耶識；不見積集，

不見心；不見眼、色及眼識，不見耳、聲及耳識，不

見鼻、香及鼻識，不見舌、味及舌識，不見身、觸及

身識，不見意、法及意識，是名『勝義善巧菩薩』；

如來施設彼為『勝義善巧菩薩』。廣慧！齊此名為

『於心意識一切祕密善巧菩薩』；如來齊此施設彼為

『於心意識一切祕密善巧菩薩』。」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頌曰：「阿陀那識甚深

細，一切種子如暴流；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

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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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譯文：4

那個時候，廣慧（9LĞƗOD-mati）菩薩摩訶薩向佛陀提問：

「世尊！您曾經說過：『熟練於（NXĞDOD）心（FL W WD）意

（PDQDV）識（YLMxƗQD）的祕密（JXK\D）之菩薩』。所謂的熟

練於心意識的祕密之菩薩，要達到什麼水準，才適合稱為『熟

練於心意識的祕密之菩薩』？如來拿什麼樣的標準設立『熟練

於心意識的祕密之菩薩』？」

如此問說之後，那個時候，世尊回應廣慧菩薩摩訶薩：

「太好了，太好了。廣慧！你能請問如來這麼深奧的道理。你

是為了助成很多眾生的福利（EDKX�MDQD�KLWƗ\D）與安樂（EDKX�

MDQD�VXNKƗ\D），出自對於包括天神、人類與阿修羅（DVXUD）

在內的世間之悲憫（DQXNDۨSƗ），幫助這些眾生營造福利與安

樂，才如此發問。請專心聽。我將講解心意識的祕密之條理。

廣慧！應當認知：在六條生命路徑（܈Dڲ�JDWL／六趣、六

道）所組成的生死輪迴（ V Dۨ V Ɨ U D），各式各樣的眾生

（VDWWYD），落入各式各樣的眾生的社群（VDWWYD�JRWUD）—有

一些從卵而出生（D۬ڲD�MD），或者從母胎而出生（MDUƗ\X�

MD），或者從濕潤而出生（VDۨVYHGD�MD），或者從變化而出生

（DXSDSƗGXND）—從而顯露出組成的身體。

在生死輪迴當中，一輩子的開始（SUDWKDPDP），由『帶

著長久的活動資訊轉成的所有的種子之心識』（VDUYD�EƯMDNDۨ�

4 參考如下的譯著：Étienne Lamotte, 6DۨGKLQLUPRFDQD�VǌWUD�� O¶�([SOLFDWLRQ�GHV�
0\VWqUHV��/RXYDLQ��8QLYHUVLWp�GH�/RXYDLQ��������-RKQ�3RZHUV� �WU����:LVGRP�RI�
%XGGKD��7KH�6DۨGKLQLUPRFDQD�0DKƗ\ƗQD�6ǌWUD, Berkeley: Dharma, 1994; 

/DPEHUW�6FKPLWKDXVHQ��ƖOD\DYLMxƗQD��2Q�WKH�2ULJLQ�DQG�WKH�(DUO\�'HYHORSPHQW�RI�
D�&HQWUDO�&RQFHSW�RI�<RJƗFƗUD�3KLORVRSK\��7RN\R�� ,QWHUQDWLRQDO� ,QVWLWXWH� IRU�
Buddhist Studies, 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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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WWDP��VDUYD�EƯMDNDۨ�YLMxƗQDP／一切種子心識），其中若干種

子成熟了，從而經歷一系列的步驟，包括演變與有關項目的結

合、增長及擴大。這一系列的步驟，依靠如下的二類執取

（XSƗGƗQD／執受），才得以推進：其一，執取的對象為帶有

物質成分的感官裝備以及如此裝備所連帶的依託（VkGKLܒ܈KƗQD�

UǌSvQGUL\D）；其二，執取的對象為意象（QLPLWWD／相）、名言

（QƗPDQ／名）、分別式認知（Y L ND OSD／分別）、言說

（Y\DYDKƗUD）、概念泡沫化（SUDSDxFD／戲論）、習氣

（YƗVDQƗ）。在色界（UǌSD�GKƗWX），這二類執取都活躍；在

無色界（ƗUǌS\D�GKƗWX），並非這二類執取都活躍。

廣慧！一切種子心識又稱為『執持識』（ƗGƗQD-YLMxƗQD／

阿陀那識）。理由何在？由於執持識既追逐（DQXJ܀KƯWD／隨

逐）身體（NƗ\D），又執持（ƗWWD）身體。

一切種子心識又稱為『庫存識』（ƗOD\D�YLMxƗQD／阿賴耶

識）。理由何在？由於庫存識以安危與共的方式，將身體納入

自己的領域，而且隱藏在身體裡面。

一切種子心識又稱為『心』（FLWWD）。理由何在？由於心

所做的事情，就在於針對物質（UǌSD）、聲音（ĞDEGD）、氣息

（JDQGKD）、滋味（UDVD）、觸境（VSUDܒ܈DY\D）等知覺對象，

收集（Ɨ�FLWD）與滋生（XSD�FLWD）活動之資訊。

廣慧！以執持識為其依靠（VDۨ�QL�ĞULW\D／依止）與設立

在執持識之後（SUDWLܒ܈�KƗ\D／建立），六項分別式知覺之組合

體（܈Dڲ�YLMxƗQD�NƗ\Ɨۊ／六識身）—視覺上的分別式知覺之

組合體（FDN܈XU�YLMxƗQD�NƗ\D／眼識身）、聽覺上的分別式知覺

之組合體（ĞURWUD�YLMxƗQD�NƗ\D／耳識身）、嗅覺上的分別式知

覺之組合體（JKUƗ۬D�YLMxƗQD�NƗ\D／鼻識身）、味覺上的分別

式知覺之組合體（MLKYƗ�YLMxƗQD�NƗ\D／舌識身）、身覺上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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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式知覺之組合體（NƗ\D�YLMxƗQD�NƗ\D／身識身）、知覺上的

分別式知覺之組合體（PDQR�YLMxƗQD�NƗ\D／意識身）—才得

以轉起。

在這樣的格式，伴隨著一切種子心識（VD�YLMxƗQDND／有

識），而且以視覺裝備之眼根與視覺對象之色塵為依靠的條件

之後（QL�ĞULW\D），視覺上的分別式知覺才得以產生。與視覺

上的分別式知覺同伴（VDKD）且跟著運作的（DQXJDWD），即知

覺上的分別式知覺之轉起，而且視覺上的分別式知覺與知覺上

的分別式知覺，同時作用（VDPD�NƗOD）且面對共同的對象

（VDPD�YL܈D\D）。

伴隨著一切種子心識，而且以聽覺裝備之耳根與聽覺對象

之聲塵為依靠的條件之後，聽覺上的分別式知覺才得以產生；

以嗅覺裝備之鼻根與嗅覺對象之香塵為依靠的條件之後，嗅覺

上的分別式知覺才得以產生；以味覺裝備之舌根與味覺對象之

味塵為依靠的條件之後，味覺上的分別式知覺才得以產生；以

身覺裝備之身根與身覺對象之觸塵為依靠的條件之後，身覺上

的分別式知覺才得以產生。與聽覺上的分別式知覺、嗅覺上的

分別式知覺、味覺上的分別式知覺、身覺上的分別式知覺同伴

且跟著運作的，即知覺上的分別式知覺之轉起，而且視覺上的

乃至身覺上的分別式知覺與知覺上的分別式知覺，同時作用且

面對共同的對象。

廣慧！如果那時只轉起一套視覺上的分別式知覺，就在那

時，與視覺上的分別式知覺分享共同的作用對象，即轉起也只

是一套知覺上的分別式知覺。如果那時轉起二套、三套、四

套、乃至五套分別式知覺之組合體，就在那時，與五套分別式

知覺之組合體分享共同的作用對象，即轉起也只是一套知覺上

的分別式知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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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慧！譬如，在巨大的河川水流，如果現前的只有推動一

道波浪產生的關聯條件（HNDV\D� WDUD۪JDV\{WSDWWL�SUDW\D\Dۊ�

SUDW\XSDVWKLWR� EKDYDWL），則只有一道波浪轉起（HNDP� HYD�

WDUD۪JDۨ�SUDYDUWDWH）。如果現前的有推動二道或多道波浪產

生的關聯條件，則有二道或多道波浪轉起。但是，這樣的河川

水流一直在奔流，既不中斷（QD� VDP�XF�FKLWWLۊ），也不窮盡

（QD�SDUL�N܈D\Dۊ）。

再者，譬如，在相當清淨的鏡面（ƗGDUĞD），如果現前的

只有推動一個影像（ELPED）產生的關聯條件，則只有一個影

像轉起。如果現前的有推動二個或多個影像產生的關聯條件，

則有二個或多個影像轉起。但是，這樣的鏡面並不因此轉變成

影像，也談不上鏡面或者在容納影像，或者在滅絕影像。

廣慧！同樣地，以猶如水流〔或鏡面〕的執持識（或阿陀

那識）為其依靠與設立在執持識之後，如果那時現前的只有推

動一套視覺上的分別式知覺產生的關聯條件（HNDV\D� FDN܈XU�

YLMxƗQDV\{WSDWWL�SUDW\D\Dۊ�SUDW\XSDVWKLWR�EKDYDWL），就在那時，

則只有一套視覺上的分別式知覺轉起（HNDP� HYD� FDN܈XU�

YLMxƗQDۨ�SUDYDUWDWH）。如果那時現前的有推動乃至五套分別式

知覺之組合體產生的關聯條件，就在那時，則有五套分別式知

覺之組合體轉起。

廣慧！透過這樣的方式，菩薩以確實通曉關聯項目的居住

情形（QƯWL�MxƗQD��GKDUPD�VWKLWL�MxƗQD／法住智）為其依靠與設

立在通曉關聯項目的居住情形之後，雖然熟練於心意識的祕

密，但是如來並不以這樣的水準就把這樣的菩薩設立為『熟練

於心意識所有樣式的（VDUYH۬D�VDUYDP）祕密之菩薩』。5

5 參閱：1RULDNL�+DNDPD\D�� ³7KH�2OG� DQG�1HZ�7LEHWDQ�7UDQVODWLRQV� RI� WKH�
6DۨGKLQLUPRFDQD�VǌWUD��6RPH�1RWHV�RQ�WKH�+LVWRU\�RI�(DUO\�7LEHWDQ�7UDQVODWL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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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慧！菩薩如果內部方面（DGK\�ƗWPDP）逐一地（SUDW\�

HNDP）如其確實地（\DWKƗ�EKǌWDP）看不見執持之現象（ƗGƗQD

／阿陀那），看不見執持識（或阿陀那識）；看不見庫存之現

象（ƗOD\D／阿賴耶），看不見庫存識（或阿賴耶識）；看不見

收集之現象（FD\D／積集），看不見心；看不見視覺裝備之眼

根、視覺對象之色塵、視覺上的分別式知覺，看不見聽覺裝備

之耳根、聽覺對象之聲塵、聽覺上的分別式知覺，看不見嗅覺

裝備之鼻根、嗅覺對象之香塵、嗅覺上的分別式知覺，看不見

味覺裝備之舌根、味覺對象之味塵、味覺上的分別式知覺，看

不見身覺裝備之身根、身覺對象之觸塵、身覺上的分別式知

覺，看不見知覺裝備之意根、知覺對象之法塵、知覺上的分別

式知覺，即可稱為『熟練於極致的意義（SDUDPkUWKD�NXĞDOD／

勝義善巧）之菩薩』；而如來也將這樣的菩薩設立為『熟練於

極致的意義之菩薩』。廣慧！要達到這樣的水準，才適合稱為

『熟練於心意識所有樣式的祕密之菩薩』；而如來也拿這樣的

標準設立『熟練於心意識所有樣式的祕密之菩薩』。」

那個時候，世尊要再度闡發這一番道理，就講說偈頌：

「執持識（或阿陀那識）是相當地深奧與微細（ƗGƗQD�YLMxƗQD�

JDPEKƯUD�VǌN܈PR）；一切種子轉起猶如水流（RJKR� \DWKƗ�

YDUWDWL�VDUYD�EƯMR）。我不曾對平庸者開演這一個課題（EƗOƗQD�

H܈R�PD\L�QD�SUDNƗĞL），以免他們會把這一個課題分別而想成自

我（PƗ�KDLYD�ƗWPƗ�SDULNDOSD\H\Xۊ）。」6

-RXUQDO�RI�WKH�)DFXOW\�RI�%XGGKLVP�RI�WKH�.RPD]DZD�8QLYHUVLW\ 42 (March 1984): 

9-10.

6 參閱：Hartmut Buescher, 6WKLUDPDWL¶V�7ULۨĞLNƗYLMxDSWLEKƗ܈\D��&ULWLFDO�(GLWLRQV�RI�
WKH�6DQVNULW�7H[W�DQG�LWV�7LEHWDQ�7UDQVODWLRQ,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NDGHPLH�GHU�:LVVHQVFKDIWHQ��������S�������eWLHQQH�/DPRWWH��HG��	�WU����/D�6RPPH�
GX�*UDQG�9pKLFXOH�G¶$VD۪JD� �0DKƗ\ƗQDVDۦJUDKD�, vol. 2, Louvain: Institut 

2ULHQWDOLVWH��8QLYHUVLWp�GH�/RXYDL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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