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む窺基む說無垢稱經疏め注釋特色研究 
—與唐代前む維摩經め注疏作對比め 

林育民 

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博士 

窺基⊃說無垢稱經疏∪是⊃維摩

經∪現存㎜個漢 本中，玄奘⊃說無

垢稱經∪的注疏〓相較於中觀思想立

場的僧肇↓ﾕ藏，以及如來藏思想立

場的慧遠對於⊃維摩經∪的注釋，窺

基⊃說無垢稱經疏∪是一部從唯識學

立場對⊃維摩經∪進行注解的注疏〓

本論文主要討論⊃說無垢稱經疏∪中

窺基唯識思想立場的建立，窺基賦予

⊃說無垢稱經∪唯識㎜性的方式，以

及窺基唯識思想在注釋⊃說無垢稱

經∪㎝形成了有鉙於其他⊃維摩經∪

注疏的特色之È討〓在袪一研究方向

㎝，論文就㎜個方面對窺基⊃說無垢

稱經疏∪進行考察〓第一↓從玄談的

部諸對比慧遠↓ﾕ藏↓窺基⊃維摩經∪

的注疏，從㎜者在詮經思想↓科鉎↓

經ﾙ↓品ﾙ的看法，了解窺基如何在

⊃說無垢稱經疏∪中建立唯識思想立

場，以及所形成的注釋特色〓第琢↓

對窺基⊃說無垢稱經疏∪中空義的注

釋進行考察，了解窺基以什麼方式取

代⊃說無垢稱經∪原有的空義思想，

賦予⊃說無垢稱經∪空義㎜性的意

涵，以及所形成的注釋特色〓第㎜↓

對窺基⊃說無垢稱經疏∪中ヶ性↓心

性染淨↓菩薩斷煩惱的注釋進行考

察，了解窺基唯識思想在注釋⊃維摩

經∪ 些 題㎝，形成了那些有鉙於

慧遠↓ﾕ藏注釋的特色愰涵〓以㎝㎜

個方面考察的愰涵與成果，諸鉙論述

於㎞： 

在第㎜章⊇窺基⊃說無垢稱經疏∪

玄談中注釋立場之奠立⊂中，討論窺

基在注釋⊃說無垢稱經∪㎝，其唯識

思想的建立〓在詮經思想㎝，相較於

慧遠↓ﾕ藏諸鉙以如來藏↓中觀琢諦

思想建立起他注釋⊃維摩經∪的立

場，窺基藉由鉎教將⊃說無垢稱經∪

鉎在勝義皆空宗 中觀 與應理圓實

宗 唯識 之㎞，並且在做為鉎教根

據的㎜時教立場㎝，表 勝義皆空宗

為不了義說，應理圓實宗為了義說，

藉袪建立起唯識思想詮釋經典的立

場〓ｲ外，窺基亦藉由琢諦 四重琢

諦 來注釋⊃維摩經∪裡被窺基視為

是中觀琢諦的空義，透 以琢諦 四

重琢諦 注釋琢諦方式，來為自身建

立起注釋㎝的根據與立場，準備以㎜

性注釋⊃說無垢稱經∪〓 

而窺基在以唯識立場的琢諦 四

重琢諦 來注釋⊃說無垢稱經∪時，

則有鉙於慧遠以如來藏真識心↓ﾕ藏

以勝義諦解釋⊃維摩經∪中的勝義

法，形成了四種勝義的層次，也就是

窺基在⊃維摩經∪勝義的解釋㎝有四

個層次的特色，即因緣↓唯識↓無相↓

真如四門 樣的一個注釋特色〓 

其次，在⊃維摩經∪的科鉎㎝，

有鉙於慧遠↓ﾕ藏以⊃維摩經∪中自

身的系統脈絡來進行科鉎，窺基以

⊃瑜《師地論•菩薩地∪的境行果以

及菩薩五學處的思想，重新架構了

⊃說無垢稱經∪的旨要，將⊃說無垢

稱經∪做為以㎜性為修行之 的菩薩

修行實踐教法，以透 ㎜性的觀修來

到對於空義的理解與ヶ果↓淨土的

完成〓窺基 樣的科鉎方式，可能來

自於唯識㎜性對於既有的法義賦予

新的意義 樣的一種特性〓而 樣的

特性所形成的科鉎架構，則取代⊃維

摩經∪裡被窺基視為中觀琢諦思想的

架構，以及替代⊃維摩經∪被以中觀

琢諦解釋的地位，建立起⊃說無垢稱

經∪唯識思想的立場〓窺基⊃說無垢

稱經疏∪科鉎㎝ 樣的特色， 可說

是窺基以唯識思想注釋⊃維摩經∪所

展現出來的一種的獨特性〓 

其次，在經ﾙ↓品ﾙ愰涵的理解

㎝，窺基透 批評羅什經ﾙ↓品ﾙ的

翻 ，來建立玄奘 本的袘確性↓權

威性，並且Ç取⊃瑜《師地論∪的說

法，提出新的解釋，來建立在其⊃維

摩經∪㎝唯識學的立場〓ｲ外，在

當中可以看到相較窺基根據⊃瑜《師

地論∪來解釋經ﾙ是較屬於唯識系統

方面的理解，慧遠↓ﾕ藏則根據龍樹

⊃大智度論∪來解釋經ﾙ則是比較屬

於是中觀系統方面的理解〓在理解經

ﾙ立場㎝ 樣的差異，可說是窺基以

唯識思想在注釋⊃說無垢稱經∪㎝，

所欲表 出在根本立場㎝與羅什



 

 

本注疏的不ﾘ〓 

其次，在科鉎與經ﾙ↓品ﾙ的討

論中，都可以看到⊃維摩經∪中∩不

可思 解脫法∧在窺基的注疏中，沒

有形成像在慧遠↓ﾕ藏注疏那樣重要

的地位〓 

以㎝從窺基在⊃說無垢稱經疏∪

玄談中鉎教↓科鉎↓經ﾙ↓品ﾙ的論

述，È討窺基在注釋⊃說無垢稱經∪

其唯識思想的建立中，已經可以看到

窺基企圖將⊃說無垢稱經∪給㎜性

化↓唯識化的傾向〓 

在第四章⊇窺基⊃說無垢稱經疏∪

中空義注釋特色與注釋方式⊂中，接

續著㎝一章考察出窺基賦予⊃說無垢

稱經∪唯識學派㎜性的思想架構，並

欲取代中觀在⊃維摩經∪空義㎝的解

釋地位的情形後，本章繼續就著窺基

⊃說無垢稱經疏∪中空義的注釋，È

討窺基如何理解⊃維摩經∪中的空義

思想，如何賦予⊃維摩經∪唯識學空

義㎝的㎜性思想〓對袪，筆者從窺基

⊃說無垢稱經疏∪中空義∩注釋特色∧

與∩注釋方式∧戓個面向來進行考

察〓袪處就後者∩窺基⊃說無垢稱經

疏∪中空義注釋方式∧先說起，在考

察中筆者得出㎜個面向的結論： 

第一，以不了義↓了義的方式賦

予⊃維摩經∪㎜性思想〓窺基在⊃說

無垢稱經疏∪中將⊃維摩經∪鉎屬在

第七宗勝義皆空宗 中觀 與第八宗

應理圓實宗 唯識 琢宗的教理㎞，

因袪形成窺基⊃說無垢稱經疏∪並陳

空理義與應理義的注釋特色〓橋本芳

契先生在其研究中指出，窺基⊃說無

垢稱經疏∪中雖並陳空理義與應理

義，但其所欲表 是應理義，並藉由

袪注釋方式來向中國宣š唯識思

想〓筆者在袪一看法㎝更以為，如果

從窺基鉎攝⊃說無垢稱經∪的㎜時教

說來看，可以看到㎜時教所要表 的

是唯識㎜性為了義教，中觀琢諦為不

了義教的立場〓是故在 樣鉎教㎞所

並陳空理義↓應理義的方式，對窺基

而言應 有戓層意涵，第一↓就歷史

的發展來看，中觀↓唯識是存在大乘

ヶ教發展中的戓個宗派，琢者皆以闡

š空義為主，是故將闡š空義思想的

⊃說無垢稱經∪鉎攝在其㎞， 是就

歷史濯實而言〓第琢↓就窺基以及唯

識學派而言，他們認為唯識學㎜性才

是了義說，中觀琢諦為不了義說〓因

袪在並陳空理義↓應理義一方面除了

對是對歷史㎝學派發展濯實的尊重

外，ｲ一方面更欲表現的是琢者在不

了義↓了義㎝的差鉙〓因袪筆者以為

窺基藉由並陳空理義↓應理義的解經

方式，是在運用不了義↓了義的方式

來賦予⊃說無垢稱經∪在空義㎝㎜性

的意涵，來向中國宣š唯識思想〓 

第琢， ﾔ會玄奘↓羅什 文

賦予⊃維摩經∪㎜性思想〓在對比僧

肇↓ﾕ藏↓慧遠的注釋之㎞，可以發

現窺基對於羅什 文的解釋，並非羅

什之意〓窺基往往是為成立其在玄奘

文所成立的㎜性注釋，因袪曲釋↓

批評羅什的 文來符ﾔ玄奘 文的

意思，以成立其在玄奘 文㎝所㍉的

解釋〓 

第㎜，對玄奘 文中∩有↓無∧

ｱ等的詮解賦予⊃維摩經∪㎜性思

想〓從㎝面曲釋羅什 文的注釋中，

又發現窺基特鉙會針對玄奘 文中

∩有↓無∧並列 類的ｱ子來闡發㎜

性思想〓窺基會選擇 類的經文是因

為∩有↓無並存∧而非一諶法空是唯

識學派㎜性在空義的立場，窺基袘藉

由玄奘 文㎝∩有↓無∧並列的ｱ子，

來闡發唯識㎜性空性之意〓也因袪

類的經文對於窺基而言，〉乎有著聖

言 的意味在〓 

其次，被窺基用來闡š唯識㎜性

之意的玄奘∩有↓無∧ｱ 文中，和

那些被窺基曲釋來成立㎜性的羅什

文中，其愰涵大抵㎝都與㎜解脫門

有關〓從窺基對於 些經文的注釋

中，可以看到窺基在原始ヶ教以來㎜

解脫門 樣的一種空觀的脈絡之

㎞，透 唯識學派㎜性含攝諸法，賦

予舊有諸法新義的特性，將⊃說無垢

稱經∪中所說的㎜解脫門賦予㎜性的

意涵，以袪來注解相ﾘ脈絡的經文，

藉袪轉™⊃說無垢稱經∪空義的愰

涵〓如袪，便能解釋窺基為何在解釋

某些經文㎝，會有著偏離原本經文字

面的意涵，或者與羅什 本及其注疏

解釋相 的情形〓 

從以㎝㎜個面向的研究，可以看

到窺基如何注釋⊃說無垢稱經∪中的

空義，和如何賦予⊃說無垢稱經∪中

空義㎝㎜性的思想，而進一袽取代中

觀所認為在⊃說無垢稱經∪空義㎝琢

諦思想的架構以及取代空義的解釋

權〓袪外，在窺基科鉎的研究㎝往往

僅取窺基在⊃說無垢稱經疏•序品∪

中的論述，來說明唯識宗高於中觀宗

思想的立場〓然而從㎝面的討論來

看，窺基在⊃說無垢稱經疏∪中的鉎

教是結ﾔ著其欲賦予⊃說無垢稱經∪

空義㎜性的愰涵，因袪除了琢宗的高

㎞之外，其在解釋經文㎝所代表的㎝

不了義↓了義意用意亦應被注意〓 

接著，在∩窺基⊃說無垢稱經疏∪

中空義注釋特色∧中，由於窺基將⊃說

無垢稱經∪視為是一本談論琢諦的經

典，在鉎教之㎞形成了空理義與應理



 

 

義並陳的注釋方式㎞，因袪也造成窺

基的注釋中琢諦與㎜性的對論注釋

特色，如空理義∩諸法性空∧與應理

義∩真如體有∧相對，空理義∩世俗

諦有∧與應理義∩依他起有∧相對↓

空理義∩勝義諦空∧與應理義∩ 計

所執空↓圓成實空∧等相對的情形〓

學者在提及中觀與唯識在空↓有論諍

的情形時，往往只能從保存於藏傳ヶ

教文獻中的資料得知，或者從少數中

國高僧大德的傳記資料，或片面性的

記載來㍉了解〓現在在窺基⊃說無垢

稱經疏∪裡完整地展現了琢諦與㎜性

對論的情形，對於中觀與唯識交涉的

研究而言，可以說有著相當珍貴的史

料價值〓 

不 雖說窺基⊃說無垢稱經疏∪

有著琢諦與㎜性交涉情形，但比起藏

傳ヶ典中清辨在⊃中觀心論∪↓⊃般若

燈論∪中指出唯識㎜性主張缺失的那

種評破方式，窺基⊃說無垢稱經疏∪

則僅是並陳中觀↓唯識琢義，透 以

不了義↓了義的方式來顯示唯識㎜性

在空義㎝為了義教〓而筆者以為窺基

的 種方式，亦可視為一種表現空有

論諍的方式〓也就是透 不了義↓了

義的方式，使㎜性取代了原來琢諦的

解釋脈絡〓™ｱ 說，雖無論破，但

在不了義↓了義並陳之㎞，窺基將⊃說

無垢稱經∪的空義憘面予以㎜性化，

袪即窺基空↓有論諍的方式〓 

在第五章⊇窺基⊃說無垢稱經疏∪

中染↓淨法區諸的注釋特色⊂中，從

㎜個方面來討論窺基疏中染↓淨法區

諸 一特色〓首先在ヶ性的注釋㎝，

窺基對於⊃說無垢稱經•菩提諸品∪

中∩一諶生死煩惱種性是如來種性∧
1
之經文，以有漏↓無漏↓有為↓無為

來清楚地區諸∩煩惱種性∧ 

為∩有漏不善法∧，∩ヶ種性∧為

∩無漏無為法∧， 清琢者之間法相

㎝的位置，不使混淆，並且解釋煩惱

種性被稱為ヶ種性的原因，以解釋

經文的意涵〓 

ｲ外，窺基透 對⊃勝鬘經∪↓⊃楞

《經∪中如來藏的思想詮釋，將唯識

學派成ヶ的無漏種子置入如來藏ヶ

性的系統理，完成其在成ヶ㎝五種種

性立場思想體系的ヶ性論〓窺基在

⊃維摩經∪中 一ヶ性注釋，相當有

著唯識法相思想特色〓然而袪一ヶ性

架構雖有著嚴格的法相體系，但亦有

著某種程度矛盾在〓 

其次，在⊃維摩經∪中心性染淨
的注釋㎝，有鉙慧遠↓ﾕ藏一貫地∩法
性心∧的解釋，窺基則還有∩因緣心∧
的解釋在〓 一∩因緣心∧的注釋特
色，來自於窺基唯識思想對於染↓淨

法升起看法的立場〓從㎝面窺基ヶ性
的注釋中有漏↓無漏的區諸，以及袪
處∩法性心∧∩因緣心∧的來看，相
較於慧遠↓ﾕ藏的注釋而言，窺基的
注釋透顯出其對於⊃維摩經∪經文愰
涵㎝特鉙有著染↓淨法區諸的特色〓 

最後，對羅什 本中∩不斷煩惱
而入涅槃∧

2
的經文，窺基根據玄奘∩不

捨生死而無煩惱，雖證涅槃而無所
住∧

3
，予以留惑潤生來解釋菩薩已斷

除煩惱，證空卻不住涅槃的解釋，將
ﾕ藏注釋所說的那種∩煩惱即涅槃∧
的經文意涵，進行染↓淨㎝的區諸〓
再者，在面對羅什∩不滅癡愛，起於
明脫∧

4
的 文，以及玄奘∩不滅無明

并諸有愛，而起慧明及以解脫∧
5
相ﾘ

意思的 文，窺基仍未將經文解釋為
∩無明即解脫∧的意思，仍認為菩薩
斷煩惱才起無漏智，才 成解脫，只
是菩薩為順化眾生，未滅盡無明↓有
愛，留惑潤生，亦表現了窺基試圖在
樣的經文㎝去 清無明與解脫之

間染↓淨㎝的關係〓從窺基面對玄奘
一個 文的注釋來看，窺基對於

染↓淨法區諸的注釋除了是來自唯識
思想外，更顯現出窺基對於⊃維摩經∪
中 類的經文有一種獨特的反思存
在〓 

以㎝為窺基⊃說無垢稱經疏∪㍉
為唐代以前⊃維摩經∪注疏之一，其
所開展出來的注釋特色與注釋方式〓 

                                                      
1 唐•玄奘 ，⊃說無垢稱經•菩提諸
品∪， (T14, no. 476, p. 575, c19-20)〓 

2 姚秦•鳩摩羅什 ，⊃維摩 所說經•
弟子品∪，(T14, no. 475, p. 539, c25)〓 

3 ⊃說無垢稱經•聲聞品∪，(T14, no. 476, 

p. 561, b18-19)〓 

4 ⊃維摩 所說經•弟子品∪，(14, no. 475, 

p. 540, b24-25)〓 

5 ⊃說無垢稱經•聲聞品∪，(T14, no. 476, 

p. 562, b9-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