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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百法明門論》
世親菩薩造‧玄奘法師譯



研究的目的



1.知萬法之要─研究此論，即可知萬法的綱
要。宇宙萬法，彌勒菩薩在瑜伽師地論本
地分中，將它歸納為六百六十法。天親菩
薩為使後學者易知易從，再將它濃縮為百
法。我們只要明白了百法，就已經把握住
萬法的要義了。

2.明無我之理── 此論要旨，即在闡明緣起無
我（人無我，法無我）的道理。

解門方面



1.破執去煩惱─當知：眾生所以在生死流中，輪
迴不停，其根本原因在於煩惱執著。譬如我們見
到美色，因為將美色看成實在，所以 就在色相上
起執著，生起貪愛的煩惱，而為色相所縛，不得
解脫！又如我們聽到惡聲，因為將惡聲看成實在
，所以就在聲相上起執著，生起瞋恚的煩惱，而
為聲相所縛，不得解脫！凡夫處處執著，所以煩
惱紛紜而生死流轉不息！殊不知：所謂美色、惡
聲等一切法，若以緣起無我的正智觀照之，則知
無有一法，不是虛妄不實的， 其本性無不是空寂
的。

行門方面



 從大乘佛法的思想來看；生命若想真正離苦得樂，應該要改造我們的念頭，所謂「

轉識成智」。念頭轉變了，我們的生命就轉變了，而要改變念頭之前，首先一定要

先了解「心念的相貌」。先了解它了，才能改變它。在《唯識》的教育中，對於我

們心識活動的相貌，講得非常詳細、透徹。什麼是善念，什麼是惡念，都有明確的

定義，透過這樣的定義我們才能知道如何斷惡修善？乃至於使令生命得以真正的增

上。因此希望生命增上，研究《唯識學》就很重要了。

 從大乘的角度來看：「因緣法」完全決定於你「內心」的造作；身、口、

意三業，身業跟口業只是工具而已。 「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正表

示：我們現在每一剎那的心念，都在創造未來的生命──簡單說：生命的本

質是由你的「念頭」決定的。就要改造我們的念頭──轉識成智。只要轉變

我們的念頭，生命就轉變了！

 透過唯識的教育，來觀察我們的念頭，了解我們的念頭，進一步來修正我們的念頭

，使令念頭改變，生命也得以改變。這就是我們修學佛法的目的。

 大乘百法明門論是唯識 最基礎最重要的課程。

學習唯識的目的



唯識的特點

●唯識學主旨在以精闢的論理方法、謹嚴的組織分析，說明內在不動的

識性以及外在變異的識相。菩薩即從識相而作重重分析，令眾生按

圖索驥，轉識成智，泯相歸性。

●相宗則將心心所法的活動情況，心性的真妄虛實交代清楚，修證層次

歷歷分明。

●唯識學所詮釋的是一種行布分明，把整個心念雜染的相貌跟清淨的相
貌，很明確的分析：什麼是煩惱？什麼是菩提？都有很清楚的界限
。煩惱裡面就有貪煩惱、瞋煩惱、痴煩惱，每一種煩惱都有一個簡
明、易懂的定義和相貌。

●透過唯識學來幫助我們修行。憶佛念佛，從一種心態的調整而產生一種生命的

改變。唯識學它的特點就是幫助你瞭解自己，一個學佛人你不瞭解自己，

你就很難進步了，因為你不知道你的盲點在哪裏，你就不知道所有的法門

這麼多，到底你需要哪一方面的藥。佛法最難的地方就是取捨問題。

唯識的特點



唯識學的起源



印度佛教發展的歷史

 根本佛教時期：，。、（P055）
 原始佛教時期—結集了四阿含

 部派佛教時期—上座部、大眾部。

1.對律的受持輕重有爭議 2.對法的著重各有不同。

 大乘佛教時期—初期、後期



佛教在印度發展的歷史





 【六經】者：

（1）解深密經 （2）大方廣佛華嚴經

（3）如來出現功德經

（4）大乘阿毘達磨經

（5）楞伽經 （6）厚嚴經

【十一論】者：

（1）瑜伽師地論

（2）顯揚聖教論

（3）大乘莊嚴論

（4）集量論

（5）攝大乘論

（6）十地經論

（7）分別瑜伽論

（8）觀所緣緣論

（9）二十唯識論

（10）辯中邊論

（11）阿毘達磨集論

 有人會奇怪為何唯識學的論說多於經典，這是因為唯識學是崇尚論說的。例如【瑜伽師地論】

則是唯識理論立論的根據。以上簡單的介紹了唯識學的起源。

唯識學所依的經論，約有六經十一論



 法相宗以唐朝玄奘三藏為始，由其弟子窺基法師宏揚。玄奘三藏曾求

經學於中印度那爛陀寺，親學於戒賢論師，返回中國以後開設譯場譯

經。由於窺基法師大弘法相唯識學於慈恩寺，故此派得名慈恩宗，窺

基號稱「百部論師」，註作甚多。門下出慧沼，慧沼傳智周。自唐武

宗毀佛之後，此宗傳承斷絕，經典大部份也散失，相應的釋義也隔斷

。

 唐朝時，此宗傳入日本、韓國。在日本，日本僧侶自中國取回大量窺

基著作，建立日本唯識宗，歷代傳承不絕。至清末楊仁山居士至日本

，重新將唯識經典帶回中國，歐陽竟無居士創建支那內學院宣揚唯識

，門下呂澂也是一代佛學大家，北方韓清淨也起而倡導唯識學，他們

帶動了唯識學在現代中國重新復興。

 玄奘所創立的法相宗僅傳四代而絕。玄奘→窺基→慧沼→智周

法 相 宗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6%9C%9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3%95%E5%B8%AB_(%E4%BD%9B%E6%95%9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E%84%E5%A5%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B0%E5%BA%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2%A3%E7%88%9B%E9%99%80%E5%AF%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92%E8%B4%A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1%9C%E4%BC%BD%E8%A1%8C%E5%94%AF%E8%AD%98%E5%AD%B8%E6%B4%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5%88%E6%81%A9%E5%AF%B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5%A7%E6%B2%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BA%E5%91%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4%90%E6%AD%A6%E5%AE%9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D%A8%E4%BB%81%E5%B1%B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D%90%E9%99%BD%E7%AB%9F%E7%84%A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4%AF%E9%82%A3%E5%86%85%E5%AD%A6%E9%99%A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1%82%E6%BE%8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D%9B%E5%AD%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F%93%E6%B8%85%E6%B7%A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5%A7%E6%B2%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9%BA%E5%91%A8


論主簡介





●佛滅度九百年頃，婆藪槃豆菩薩，初於薩婆多部

出家，修習禪定而得離欲，思惟空義不能悟入

，欲自殺身。時賓頭盧尊者，於東毘提訶觀見

此事，從彼方來，為說小乘空義，聞已即悟意

猶未盡。因乘神通往兜率天諮問彌勒菩薩，彌

勒菩薩為說大乘空義，還閻浮提，如說思惟即

得悟入，時大地六種震動，因此更名「阿僧伽

」，此云「無著」。

無著菩薩--大乘唯識教法的興起



●爾後數上兜率天詢問大乘經義，彌勒廣為宣說，

隨有所得，還閻浮提，以己所聞，為餘人說，

聞者多不生信。無著菩薩即自發願：「我今欲

令眾生信解大乘，唯願大師下閻浮提，解說大

乘經義，令諸眾生皆得信解。」彌勒菩薩即如

其願，於中天竺阿踰闍國講堂，說《瑜伽師地

論》、《大乘莊嚴經論》等，弘通大乘法相唯

識之法門，其中以《瑜伽師地論》為唯識宗之

正所依。

無著菩薩--大乘唯識教法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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