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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俱舍论》依 “有漏无漏”与 “有为无为”为大纲结合四谛结

构析分诸法，以蕴处界作细分科目；另以 “五品”（五位）的间架，详析心

所法与不相应行法，以获得对有情世界的更好理解。《俱舍论》依循有部立

场，将所析诸法视为永恒实存的法体；也透过法数分析证成没有 “自我”

的实体。《成唯识论》亦以五位架构细分诸法，但将心与心所调到色法之

前，凸显对心识的重视。心与心所是世俗谛的缘起假有，并不存在心识以

外的实在外境，将一切外境摄归心识，进而论证心识的缘起性空。即使是

无为法，不外是二空所显真如的假名施设。 《俱舍论》的 “法有”与 《成

唯识论》的 “法空”形成鲜明对比。《俱舍论》仅有 “六识”观念，视六

识为 “体一用别”； 《成唯识论》另开七、八二识，并主张八识各具体相。

《成唯识论》参考 《俱舍论》而调整心所的分类方式，使分类更为合理，其

中也含有两者对心所诸法的义界差别。 《成唯识论》的思想立场与 《俱舍

论》已有显著不同，应关注二部论书对于法的分析在论述脉络与根本思想

上的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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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世亲所著 《俱舍论》以苦、集、灭、道四谛为大纲论说一切诸法的类属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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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以使学法者获得对有情身心与存在世界的适当理解，由真实知识 （境）

指引正确修行 （行），最终导向无我真理的体证 （果）。《俱舍论》基本上站在

说一切有部的阿毗达磨观点，将一切诸法开为有为与无为二分，或依蕴处界，

或按五品 （五位，色、心、心所、不相应行、无为）的纲目以析分一切法，后

人便以 “五位七十五法”作为其法数分析的标志。瑜伽行派对于有部的法数分

析模式既有沿袭亦有批判，在 《显扬圣教论》开出 “五位百法”的析法间架，

《成唯识论》基本上依循如此的法数分析架构。有部为声闻部派，唯识属大乘学

派，二派在义理观点上有相当大的别异，特别是诸法为有为空的思想分歧。“五

位七十五法”与 “五位百法”之间具备何种开合关系？《俱舍论》与 《成唯识

论》解析诸法的基本立场与论述脉络有何同异？本论文尝试通过两部典籍相关

文义脉络的比较研究，以解明上述两个问题，从而增进对二部典籍之法数分析

的思想理解。

二　 《俱舍论》之法数分析及其修证意义

《俱舍论》对于一切诸法的归类架构，在初品 《分别界品》先是以 “有为

无为”“有漏无漏”作为大纲来进行一切法的区分，印顺法师主张这种分类方式

是立基于 “不满于生死流转的现实，而倾向于涅?还灭的修证”。可说是一种从

修证意义上所做的法的分别，朝向无漏与无为的体证。另一种采取 “诸法性相

（静态）的分别”，在 《发智论》中已多处见到 “色、心、心所、心不相应行”

及 “无为”的客观分类法，五大类法的框架已然确立；① 《俱舍论》卷４《分别

根品》亦见 “五品” （五位）的分法： “一切法略有五品：一、色；二、心；

三、心所；四、心不相应行；五、无为。”② 因此，考察 《俱舍论》对一切诸法

的分类，可顺着 “有为无为”与 “有漏无漏”的修证脉络来观照，亦可自 “五

品”的知识性观点来理解。再者，两种分类法虽然精神意趣有别，在相互的类

别之间也具有可对应的关系。

《俱舍论》归敬颂中说道：“若离择法定无余，能灭诸惑胜方便，由惑世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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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有海，因此传佛说对法。”① 长行论释如下：“若离择法，无胜方便能灭诸惑，

诸惑能令世间漂转生死大海，因此传佛说彼对法，欲令世间得择法故。离说对

法，弟子不能于诸法相如理简择。”② 论师依佛说造论的目的，在于解明法义，

使学者获得择法智慧，由此灭除一切愚惑，解脱生死大海。《分别界品》在归敬

颂之后的最先三颂，是以 “有漏”与 “无漏”二类法为纲，配合苦、集、灭、

道 “四谛”的含义，统摄了一切诸法：

有漏无漏法：除道余有为，于彼漏随增，故说名有漏。

无漏谓道谛，及三种无为，谓虚空二灭。此中空无碍；

择灭谓离系，随系事各别；毕竟碍当生，别得非择灭。③

苦、集二谛所观见者是 “有漏有为”，苦与集的世间法会使烦恼漏增

长；道谛内容属于 “无漏有为”，虽是有为法，却是烦恼漏的对治，不增

长诸漏；三种无为是虚空无为、择灭无为与非择灭无为，不与烦恼漏相

应，亦属无漏。“有漏有为”与 “无漏有为”二类有为法可用 “五蕴”来

做细部的展开，有漏者是 “取蕴”，无漏者单纯为 “蕴” （唯蕴），④ 可用

下表来呈现：

有漏有为 苦谛、集谛 五取蕴 （色、受、想、行、识）

无漏有为 道谛 五 （唯）蕴 （色、受、想、行、识）

无为
灭谛 择灭无为

虚空无为、非择灭无为

灭谛所指涉的意义是 “苦之灭”，在三种无为法当中，是就择灭无为而言，

《俱舍论》卷２２《分别贤圣品》言：“择灭谓离系，此说灭谛。”⑤ 择灭无为意谓

通过对四谛的智慧抉择之力而得远离烦恼系缚，证得解脱涅?的无为境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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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舍论》卷１《分别界品》，《大正藏》第２９册，第１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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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或蕴属取，故名取蕴，如帝王臣。或蕴生取，故名取蕴，如花果

树。”（《大正藏》第２９册，第２页上）
《大正藏》第２９册，第１１３页下。又如 《阿?达磨集异门足论》卷６《四法品》言：“云何苦灭圣
谛？答：择灭无为，是名苦灭圣谛。”（《大正藏》第２６册，第３９２页上）



为法除了依五蕴进行展开，尚可依十二处、十八界展开，蕴、处、界都是一切

有为诸法的分类方式，三者之间有其对应关系。

五蕴之 “色蕴”泛指物质性诸法的范围，就其构成要素的视角来看，系

指由地、水、火、风四种基本物质要素 （四大）所组成的一切现象事物，

《俱舍论》概略举出十一种色法：“色者唯五根，五境及无表。”① 色法包括

五识产生认识所依之由微细四大所成的五种净色根 （眼、耳、鼻、舌、身五

根），以及作为认识对象的色、声、香、味、触五境，还有一种难以明确界

定的 “无表色”。无表色是指由表业 （能显示出来为人所知的行为）与定力

作用后所产生的善与不善的色性潜质，系由微细四大所构成，而不显示出来

为人所觉知的色法。② 表色是由粗显的四大形成的身体言行，能为人所知；

无表色虽是一种色法，因由微细四大所成，无法为肉眼所觉知。 《俱舍论》

更对色、声、香、味、触五境内容给出详细的析分与说明，因本文侧重大方

向问题的掌握，于此不予赘述。

“受蕴”是心所之一，指苦、乐、不苦不乐等的感觉作用。“想蕴”也是心

所之一，其定义为 “取像”，是摄取青、黄、长、短等形象抽象而成的概念、思

想等作用。“行蕴”的基本意义为 “造作”，可指被造作的现象事物，亦可特指

心理面的意志造作活动，涵盖的范围很宽，色、受、想、识四蕴以外的一切有

为法都摄属其中；狭义的界定则为意志活动的 “思心所”，因思心所的造作义最

为强胜，所以特别予以凸显，事实上，思心所也是行蕴中的一种。行蕴包括受、

想以外的其他 “心所法”以及与色和心都不相应的 “不相应行法”。③ “识蕴”

即六识的统称，虽可按照所依的六根区分为眼、耳、鼻、舌、身、意六识，但

共通功能是 “了别”对境，也就是认识作用。④ 心体只是一个，总体功能是 “了

别”，随着六根的增上作用而方便地析分为六识。⑤ 如此，五蕴与四类有为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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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俱舍论》卷１《分别界品》，《大正藏》第２９册，第２页中。
《俱舍论》卷１言：“无表虽以色业为性，如有表业，而非表示令他了知，故名无表。说者显此是师
宗言，略说表业及定所生善不善色，名为无表。既言无表，大种所造。”（《大正藏》第２９册，第３
页上）另参见杨勇 《俱舍论业思想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０７—１１２页。
见 《俱舍论》卷１《分别界品》，《大正藏》第２９册，第４页上。
《俱舍论》卷１《分别界品》言：“各各了别彼彼境界，总取境相，故名识蕴。此复差别有六识身，
谓眼识身至意识身。应知如是所说识蕴。”（《大正藏》第２９册，第４页上）
《俱舍论》卷４《分别根品》言：“集起故名心，思量故名意，了别故名识。复有释言：净不净界种
种差别，故名为心；即此为他作所依止，故名为意；作能依止，故名为识。故心、意、识三名所诠，

义虽有异，而体是一。”（《大正藏》第２９册，第２０页下）又卷３《分别根品》言：“了自境者，谓
六识身。眼等五根于能了别各别境识有增上用，第六意根于能了别一切境识有增上用，故眼等六各

立为根。”（《大正藏》第２９册，第１３页下）



（色、心、心所、心不相应行）的对应关系如表１：

　表１

有

为

法

色蕴 色 五根、五境、无表色

受蕴 心所 受心所

想蕴 心所 想心所

行蕴
心所 受、想以外的一切心所法

心不相应行 色、心、心所以外的有为法

识蕴 心 六识 （统称）

《俱舍论》对五蕴与十二处、十八界的开合关系，有详细的辨析；又依不同

标准分析诸法的各种类属关系，过于细密烦琐，此处不再做进一步讨论。

前述初品 《分别界品》未对心所法与心不相应行法做细部的析分，到了第

二 《分别根品》，更将心所法展开为大地法、大善地法、大烦恼地法、大不善地

法、小烦恼地法五类，另有不定心所一类，其义界与法的析分如表２所示：

　表２

心所类别 义界 所摄心所

大地法 恒于一切心有 受、想、思、触、欲、慧、念、作意、胜解、三摩地

大善地法 恒于诸善心有 信、不放逸、轻安、舍、惭、愧、二根 （无贪、无）、不害、勤

大烦恼地法 恒于染污心有 痴、（放）逸、（懈）怠、不信、胮 （沉）、掉 （举）

大不善地法 恒于不善心有 无惭、无愧

小烦恼地法 少分染污心俱 忿、覆、悭、嫉、恼、害、恨、谄、诳、賅

不定心所 恶作、睡眠、寻、伺、贪、、慢、疑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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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不定心所，《俱舍论·分别根品》有言：“如是已说五品心所，复有此余不定心所，恶作、睡

眠、寻、伺等法。”（《大正藏》第２９册，第２０页上）又说：“于四不善贪、、慢、疑烦恼心品，
有二十一心所俱生，二十如不共，加贪等随一。” （《大正藏》第２９册，第２０页中）未明确将贪、
、慢、疑四法归入不定心所。大乘光 《俱舍论记》卷４《分别根品》言：“‘如是已说’至 ‘寻伺

等法’者，此即总结显余不定。不入五地名为不定…… ‘等’者，等取贪、、慢、疑。此不定地

法，因解五地，文便兼明。若依 《婆沙》，于不定中更说有怖。”（《大正藏》第４１册，页７８中）在
《俱舍论》所列心所五品之中并未纳入贪、、慢、疑四个心所，大乘光系根据前后文句对比而推

论为不定心所，并参见 《大毗婆沙论》的有关说法。《大毗婆沙论》卷４５言：“有法邪精进相应亦
邪念，谓邪精进邪念相应法。此中除邪精进及邪念体，取余染污心心所法，即九大地法，八大烦恼

地法，十小烦恼地法，无惭无愧，贪、、慢、疑、胮沈、睡眠、恶作、怖、寻、伺，及心。”

（《大正藏》第２７册，第２３６页上）



　　 “大地法”遍于一切心，只要心识产生任何认识活动时必然与之俱行。“大

善地法”遍与一切良善的心识活动俱行。“大烦恼地法”遍与一切染污的心识活

动相应。“大不善地法”是与一切不善的心识活动俱行。“小烦恼地法”意谓只

与一部分染污心相应。“不定心所”的善恶性质则不确定，依所涉事情而判断。①

以上心所总计有４６种。《分别根品》将一切诸法依五品详细辨析的用意，在于
论说某法生起或处于何种心识状态会与哪些法俱生的问题，以对现象万法获得

更精细的理解。以心所为例，可说明有情处于三界的善心或不善心状态，会与

哪些心所相应，如欲界善心品至少与２２个心所相应，不善心品至少与２０个心所
相应。② 知识性的意味相当浓厚，当然，依据阿毗达磨的观念，获取正确的知识

是为了消除愚惑。

《分别根品》也列举了 “心不相应行法”的各种法：“心不相应行，得、非

得、同分，无想、二定、命，相、名身等类。”③ 其中 “二定”指无想定与灭尽

定；“相”指有为法的生、住、异、灭四相；“名身等”包括名身、句身、文身

等语言单位，共计１４种法。这些法都属于有为法，由于无法归入色、心、心所
各类之下，所以特立此项目。“得”是指有情成就善恶业或择灭和非择灭二种无

为法时，将其与有情身心系连起来的作用；“非得”与此相反，使其不相系连。

“同分”即众同分，使众多有情同等相类而得归于一类的因，或使众多的法能归

于一类 （如蕴处界之分）的因。“无想”指无想天，是修无想定所得的异熟果。

“命”是命根，支持有情于三界某一众同分中得以相续存在的生命力 （寿）。

“名身”是词语或概念；“句身”指句子；“文身”意谓字母。这些不相应行法，

《俱舍论》基本上视为实有体性，例如， “命体即寿，故 《对法》言：云何命

根？谓三界寿。此复未了，何法名寿？谓有别法能持眗、识说名为寿。”④ 命根

就是 “寿”，是一个能支持眗、识存续的独立之法。再如名身等，“岂不此三语

为性故，用声为体，色自性摄，如何乃说为心不相应行？此三非以语为自性，

语是音声，非唯音声即令了义。云何令了？谓语发名，名能显义，乃能令了。

非但音声皆称为语，要由此故义可了知，如是音声方称语故。”⑤ 名身、句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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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恶作意指追悔，或善或不善，《俱舍论·分别根品》言：“何等恶作说名为善？谓于善恶不作

作中，心追悔性。与此相违名为不善。”（《大正藏》第２９册，第２０页中）又如睡眠，《俱舍论》
言：“应知睡眠与前所说一切心品皆不相违，通善、不善、无记性故。”（《大正藏》第２９册，第２０
页下）寻、伺意谓粗细二种思虑活动，要依思虑内容决定善恶。

《大正藏》第２９册，第２０页中—下。
同上书，第２２页上。
同上书，第２６页上。
同上书，第２９页上。



文身三者虽凭借声音，但不随声音归入色法，是因单独声音本身不能显义，意

义是由名、句、文等来显，所以将三者放置在不相应行法中的独立项目。又如

有人质疑有为法的 “生”只是假立，论主回答说如果没有生相，世人怎会产生

“生觉”（生的认识）？我们在语言中有 “色之生”“受之生”的所有格用法，如

果生相不是一法，怎么可能用所有格来连接？因此，若否定生、住、异、灭等

法，将落入虚无的错误知见。① 总之，《俱舍论》主张不相应行法的１４法都是实

有法体的现象存在。

如上述的分析，色法１１种，心法１种，心所法４６种，不相应行１４种，加

上３种无为法，正是 《俱舍论》之 “五位七十五法”说法的来源。 《俱舍论》

本身未明确说到 “七十五”的数目，贪、、慢、疑是否可归属于不定法仍值

得商榷，有待进一步的探讨。无论如何，《俱舍论》将五位中所析分出来的诸法

都视为独立存在的实体法，再由它们作为基本要素组合成一切万法，这是其世

界观与有情观的一大特色。

《俱舍论》对一切法的五品析分，特别详于 “心所”的分别，这点自

然可运用于修证上面，观照心与心所的善恶性质，了知应修应舍，有利心

灵的净化，由有漏趣向无漏。《俱舍论》详细分析诸法的最重要目的，是

帮助 “无我”真理的理解与领悟。如同当时多数有部论书，《俱舍论》主

要以苦、集、灭、道四谛为其论释的组织结构，但在最后加上第九 《破执

我品》，将法的分析导向 “无我”的了知，而关联到生死解脱的真理

修证：

越此依余岂无解脱？理必无有。所以者何？虚妄我执所迷乱故。谓此

法外诸所执我，非即于蕴相续假立，执有真实离蕴我故，由我执力，诸烦

恼生，三有轮回无容解脱。以何为证？知诸我名唯召蕴相续，非别目我体，

于彼所计离蕴我中无有真实，现、比量故，谓若我体别有实物，如余

有法。②

不论是以 “五蕴”或 “五品” （五位）为纲，分析一切万法的基本构成要

素，发现其中并无 “自我”（āｔｍａｎ）的体性，“自我”不外是就五蕴色心相续

·４０１·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①

②

《俱舍论》卷５《分别根品》，《大正藏》第２９册，第２８页下。
《大正藏》第２９册，第１５２页中—下。



而假立的概念，非独立实存的一法，由此而得 “无我”的信解。有情之所以烦

恼纷起，不能解脱三界生死轮转，实因执取自我之力，通过法数分析而得领解

“无我”的真理，是通往生死解脱的必要进路。

《俱舍论》所留下的问题是，既然五蕴或五位中的诸法，许多都可再做细部

的析分，如眼根又由地、水、火、风或色、香、味、触等粒子或分子所组成；

心可随六根而有六识的差别；名、句、文须依凭声，名由文成，句由名成，既

可分解就非一个独立实存之法。这也是有部主张 “法体恒存”所必须共同面对

的问题，如此的认识观念是否有违佛陀的法义？

三　 《成唯识论》之法数分析及其修证意义

瑜伽行派在有部的法数分析的基础上，对其观念既有继承又有所批

判，依据大乘学说，尝试对法相思想进行拓展与深化。不同于有部的五位

架构将色法放在首位，瑜伽行派特别重视心与心所，主张无心识以外的现

象存在，因此将 “心”放在五位法之首，紧接着为 “心所”，两者是 “唯

识”之 “识”的意义所涵盖者；① 再次才为 “色法” “不相应行法”与

“无为法”。② 唯识学重视心与心所，《成唯识论》所疏释之 《唯识三十论

颂》的多数篇幅是以异熟、思量、了别境三类心识为纲，带出各类心识所

相应的心所，然后证成 “识有境无”的真理观，进而带出体悟二空真如

的菩萨道修证次第，导向圆满佛果的成就。换言之，凸显转识成智的真理

修证进路，法数分析只是附属在这个目标之下，作为了知心识与世界之真

实情状的知识标准，以期在此种真理知识的指引之下通过正确的修行而达

致对究极真理的体证。

有别于 《俱舍论》依据契经只论 “六识”，唯识学更开出第七末那识

（ｍａｎａｓ，意）及第八阿赖耶识 （āｌａｙａｖｉｊāｎａ），以解明我执、法执、现象世

界、业力承载等的发生机制问题。心识的功能为 “了别” （认识），在心识活

·５０１·《俱舍论》与 《成唯识论》之法数分析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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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唯识论》卷１：“识谓了别。此中 ‘识’言亦摄心所，定相应故。”（《大正藏》第３１册，第１页
上）说明 “识”这个词语的意义内容包含心与心所。

《显扬圣教论》卷１〈摄事品〉言：“一切者，有五法总摄菩萨藏。何等为五？颂曰：心、心所有、
色，不相应、无为。”（《大正藏》第３１册，第４８０页中）《成唯识论》卷１：“余乘所执离识实有色
等诸法，如何非有彼所执色、不相应行，及诸无为？理非有故。”（《大正藏》第３１册，第４页上）
此段文字在识这个类别之外举示色、不相应行、无为法三种类别。



动的同时，相应的心所必与之俱起，而其他色法、不相应行法，及无为法的

“概念”，不外是在心识产生认识之时，在心识中所变现出来的 “相分”（认识

对象）；心所的认识作用亦是如此。也就是说，心识在认识之时，会变现出见

分 （认识主体）与相分 （认识客体），主客认识都是发生在心识之中，但有情

却误以为是心识这个认识主体 （能取）在知觉外在于心识的认识客体 （所

取）。唯识无境的真理观旨在帮助学法者了知外境非实有，摄境归识，进而了

悟心识本身亦是缘起性空，消除人我与法我的执取，体证真如实相，圆满福慧

二种资粮而成就无上佛果的菩提涅?。在论述此种真理观的同时，亦沿袭阿?

达磨的法的分析进路，展示了现象世界的构成要素，而有 “五位百法”的架

构。然而，与 《俱舍论》视七十五法为实有法体的观点截然不同，唯识学主

张百法中的有为法均为心识变现的缘起假有，若视为心外实有则成遍计所执的

虚妄法执。唯识学 “五位百法”也对诸法调整其归类方式，以显得更为合理，

当然，其中包含了有部和唯识两派对于法的定义的理解差异而给出不同类别

归属。

《成唯识论》将心识依异熟、思量、了别三类开为八识，第八识因特显轮回

转世的异熟功用而立为 “异熟识”；第七识因恒常将第八识认取为自我而立 “思

量识”；前六识各有其认识对境而合称 “了别境识”。不同于 《俱舍论》主张六

识 “体一用别”，《成唯识论》强调八识为不同个体，不可混同为一，《成唯识

论》卷７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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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伽他说：心意识八种，俗故相有别，真故相无别，相所

相无故。”① 就胜义谛而言，包括八识在内的一切现象诸法皆为空性而无差别；

但从世俗谛的立场来看，八个心识各以其自类种子为因，缘起而有，必须承认

为不同个体。因此，唯识学说有八识，是就缘起假有面必须区别为八法，非指

八识为永恒不灭的实有法体。

《成唯识论》将心所析分为５１种，第八识、第七识、第六识及前五识，各

与不同数目的心所相应。在世俗谛的层面，唯识学认为心与心所都是以种子为

因，因缘和合而具有体相的存在，不同于色法与不相应行法纯是心识的显现。

在转依之前的染污位，第八识作用隐微，只与触、作意、受、想、思五种遍行

·６０１·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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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所相应；① 第七识的我执作用又多与关涉自我的痴、见、慢、爱等烦恼相应；②

第六识作用最为强胜，可与全部的心所相应；至于前五识作用不及第六识强，

不与全部心所相应。③ 《成唯识论》未明言前五识相应的心所数量，《五事毗婆沙

论》卷１《分别色品》有所分别，以眼识为例：“诸心、心所和合不定，谓善眼
识与二十二心所相应；不善眼识与二十一心所相应；有覆无记眼识与十八种心

所相应；无覆无记眼识与十二种心所相应。”④ 窥基 《成唯识论疏义演》卷８也
说：“今与眼识同聚有二十二法。”⑤ 可见眼识并不与全部心所相应，详细情形于

此处不再深究。《成唯识论》在卷５到卷７以大量篇幅讨论六位心所，其析分的
概括情形如表３所示：

　表３

心所类别 义界 所摄心所

遍行 于一切位恒与此五心所相应 触、作意、受、想、思

别境 所缘境多分不同 欲、胜解、念、定、慧

善 唯善心俱
信、惭、愧、无贪、无、无痴、勤 （精进）、 （轻）

安、不放逸、行舍、不害

烦恼 根本烦恼摄故 贪、、痴、慢、疑、恶见

随烦恼 唯是烦恼分位差别等流性故

小随烦恼
忿、 恨、 覆、 恼、 嫉、 悭、 诳、 谄、

害、賅

中随烦恼 无惭、无愧

大随烦恼
掉举、胮沉、不信、懈怠、放逸、失念、

散乱、不正知

不定 于善、染等皆不定故 悔、眠、寻、伺

“遍行”心所是与一切心识活动俱行的心所，类同于 《俱舍论》的 “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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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唯识论》卷３言：“阿赖耶识无始时来乃至未转，于一切位恒与此五心所相应，以是遍行心所摄
故。”（《大正藏》第３１册，第１１页中）
《成唯识论》卷４言：“从无始至未转依，此意任运恒缘藏识，与四根本烦恼相应。其四者何？谓我
痴、我见，并我慢、我爱，是名四种。”（《大正藏》第３１册，第２２页上）《成唯识论》卷４又举出
护法的主张如下：“染污心决定皆与八随烦恼相应而生，谓胮沈、掉举、不信、懈怠、放逸、忘念、

散乱、不正知。……然此意俱心所十八，谓前九法、八随烦恼，并别境慧。……若作是说，不违理

教。”（《大正藏》第３１册，第２３页中）认同第七识有１８个相应心所之说。
《成唯识论》卷５只笼统地说：“此六转识总与六位心所相应。”（《大正藏》第３１册，第２６页下）
未明确说出第六识与前五识的相应心所数量。

《大正藏》第２８册，第９９１页中—下。
见 《新纂碯续藏》第４９册，第７４０页上。



法”，但只取其中的五种，将其他五种另立为 “别境”心所，表示在认识特定对

象时始会相应，如欲的定义是 “于所乐境希望为性”，胜解意为 “于决定境印持

为性”，念是 “于曾习境令心明记不忘为性”，定、慧分别意为 “于所观境令心

专注不散为性”及 “于所观境简择为性”。① 与此相较，《俱舍论》只说：“欲谓

希求所作事业；慧谓于法能有简择；念谓于缘明记不忘……胜解谓能于境印可；

三摩地谓心一境性。”② 并未限定认识的对象。何以 《俱舍论》与 《成唯识论》

的归类有所不同？应是出于二者对于法所给义界的差异。以欲为例， 《成唯识

论》列举其他几种观点，其中一义说到对所乐境会起希望，但对可厌事寻求与

它不相合或别离，也可算是一种希望。又有一义说所乐境就是欲观境，对于一

切想观察的对象都会起希望之心。③ 他们都主张欲可针对一切法，所以归入大地

法；反之，唯识家认为欲仅针对可乐境，只在特定的对象范围起作用。 “善心

所”相当于 “大善地法”，但 《成唯识论》多出 “无痴”一项，《俱舍论》不列

此项是将其视同别境的 “慧”心所，《成唯识论》卷６对此解释说：“有义：无
痴即慧为性。……生得、闻、思、修所生慧，如次皆是决择性故。此虽即慧，

为显善品有胜功能，如烦恼见，故复别说。有义：无痴非即是慧，别有自性，

正对无明，如无贪、，善根摄故。”④ 《俱舍论》将无痴视同抉择慧，不予别

立；《成唯识论》则侧重其生善的意义，所以另列于善心所。《成唯识论》特立

“烦恼”心所一类，含摄 《俱舍论》中妾身未明的贪、、慢、疑四法，加上痴

与邪见，作为派生随烦恼的根源性之法。将此六法视为根本烦恼有其典籍依据

与合理性，如 《大毗婆沙论》卷７５言：“此是诸取巢穴舍宅，故名取蕴，谓依
此故贪、、痴、慢、见、疑缠垢皆得生长。”⑤ 作为根本烦恼之下位分类或由

其所流出的心所称为 “随烦恼”，遍于一切染心者称 “大随烦恼”，遍于不善心

者称 “中随烦恼”，只在部分染心各别生起者为 “小随烦恼”。⑥ 这三类随烦恼

心所大抵相应于 《俱舍论》的大烦恼地、大不善地与小烦恼地三类法，只是大

烦恼地法除去痴一法，归入根本烦恼，另加失念、散乱、不正知。在 “不定”

心所，悔、眠、寻、伺通于二本，有所疑义的贪、、慢、疑四法， 《成唯识

·８０１·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见 《成唯识论》卷５，《大正藏》第３１册，第２８页上—下。
《俱舍论》卷４《分别根品》，《大正藏》第２９册，第１９页上。
参见 《成唯识论》卷５，《大正藏》第３１册，第２８页上—中。
《大正藏》第３１册，第３０页上。
《大正藏》第２７册，第３８６页下。
《成唯识论》卷６言：“唯是烦恼分位差别，等流性故，名随烦恼。此二十种类别有三：谓忿等十各
别起故，名小随烦恼；无惭等二遍不善故，名中随烦恼；掉举等八遍染心故，名大随烦恼。”（《大

正藏》第３１册，第３３页中）



论》中归入根本烦恼，较为合理。

《成唯识论》详于心与心所的解析，对于色法与不相应行法则是采取破斥实

有的态度，不重其法数的分析与罗列。在此论卷１批判有声闻部派所执 “离识

实有色等诸法”的部分，将色法大分为 “有对，极微所成”与 “无对，非极微

所成”二类，论证其理论上的自相矛盾问题，也模糊地提到 “似眼等色等相”

“眼等根”“似色等相”，应该也用五根、五境、无表色等来规定色法内容。① 若

参照 《显扬圣教论》卷１，可将色法析分为１５种，即 “地、水、火、风，眼、

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一分，及法处所摄色”②。地、水、火、

风四大是五根与五境的组成要素，有上下位重复罗列之嫌，如果将四大忽略，

则为１１项，近于 《俱舍论》的分法。因为无表色不显示为眼识能见的状态，

《俱舍论》将其放置在十二处的 “法处”或十八界 “法界”之中，③ 与 “法处所

摄色”的概念可以相通。尽管如此，《俱舍论》视１１种色法为别立于心、心所

之外的实有法体，《成唯识论》则主张色法都是由心识所变现的相似外境，并不

存在识外的实体事物。

“不相应行法”比起心法、色法更为虚妄，它们不像色法、心法和心所法那

样有体相可得，也非离开色法、心法和心所法而能有作用，它们不外是依色心

等法分位假立的概念。换言之，心相应行法不外是色法、心法和心所法的表现

形式，却被误认为可以别立的现象存在。在 《成唯识论》卷１破斥不相应行法

为实有的部分，提到了得、非得、同分、命根、二种无心定 （无想定、灭尽

定）、无想果、生、住、异、灭、名、句、文身、随眠等。④ 《成唯识论》所列

１５种不相应行法，除最后一项的随眠外，与 《俱舍论》的１４种可说全同。《显

扬圣教论》卷１《摄事品》列举２４种 “色心不相应行法”：得、无想定、灭尽

定、无想天、命根、众同分、生、老、住、无常、名身、句身、文身、异生性、

流转、定异、相应、次第、势速、时、方、数、和合、不和合。⑤ 《显扬圣教论》

略去 “非得”，将生、住、异、灭改为生、老、住、无常，再加上其他一些项

目。“不相应行法”本来就是心、心所、色法的分位差别，无法归于这三类的法

都放在不相应行法这个大项之中，其数目可能随归纳者的不同认定方式而有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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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大正藏》第３１册，第４页上。
同上书，第４８３页上—中。
《俱舍论》卷１《分别界品》言：“即此所说受、想、行、蕴，及无表色、三种无为，如是七法于处
门中立为法处，于界门中立为法界。”（《大正藏》第２９册，第４页上）
参见 《成唯识论》卷１、卷２，《大正藏》第３１册，第５页上—第６页中。
同上书，第４８４页上。



异。《俱舍论》将不相应行法也视为实在恒存之法，此种思惟方式甚为奇特，

《成唯识论》对心相应行法的破法非如破斥色法那样论证色法是心识所变现的相

似之法，而是指陈不相应行法都非异于色、心之外有实在自性，也就是说它们

不过是依于色、心的作用表现而假立，较色法更不真实。

关于 “无为法”， 《俱舍论》列举虚空无为、择灭无为、非择灭无为三项，

而以非择灭无为最重要，此种无为就是四谛的灭谛所指涉，是经由智慧修证力

量而体得的涅?。《成唯识论》卷２虽列出六种无为，但以其中的 “真如无为”

为中心，其余五种无为是对真如意趣的不同面向表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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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缘阙所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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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真如是离言法性，由体

证空性所显，本不可用语言概念加以指称，只是运用语言做方便表达，使学法

者在修证上得到指引，有所依从。真如不可执有执无，是超越有无的中道真理，

用语言所指涉的 “真如”概念仍属假名施设。从真如远离一切障碍的视角，说

为 “虚空无为”；依智慧抉择力灭除烦恼，证得涅?，就此面向说为 “择灭无

为”；非依智慧抉择之力，由诸法本性清净，或因缺缘所显的真如面向，称为

“非择灭无为”；真如中一切苦乐的感觉灭尽，依此说 “不动无为”；真如中想和

受的作用不起，说为 “想受灭无为”；作为中心概念的是 “真如无为”，表达终

极真理的真实无妄意涵。不同于某些声闻部派执取有离色、心之外的永恒真实

之法，如此的无为法只是概念上的虚构。据此而推，《俱舍论》所言的三种无为

亦非真实存在，真如不与有为法相对，不可析分，不落言诠，要须由消尽我法

二执，以二空相应智慧去亲身体证。唯识学并非否定有真如的真实体证，而是

主张其他学派依相对观念所立的无为法体都是虚妄无实，在世俗语言的层面，

真如无为只能做假名施设，将其想为实有法已经偏离大乘佛法的真理意趣。

四　结论

《俱舍论》依 “有漏无漏”与 “有为无为”为大纲结合四谛结构析分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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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以五蕴作为细部分析的科目，并可与十二处和十八界的分类方式互相对应。

如此法数分析脉络有其修证上的意义，了知诸法的义界、性质及诸法之间的联

系关系，以导向无漏无为的体证。《俱舍论》另以 “五品”（五位，色、心、心

所、不相应行、无为法）的间架，特别针对心所法与不相应行法进行详细析分，

以获得对有情身心与现象世界的更好理解。《俱舍论》站在有部之法体恒存的实

有思想立场，将所分析出来的诸法视为有情与世界的基本构成要素，为永恒实

存的法体；同时也透过法的分析证成没有 “自我”的实体，获致无我的理解。

《成唯识论》亦以五位的架构细分诸法，但将心与心所调到色法之前，凸显

唯识学对心识的重视。心与心所是世俗谛的缘起假有，不可认为虚无；色法是

心识所显现的认识客体；不相应行法不过是色心诸法的分位差别所形成的概念，

总而言之，并不存在心识以外的实在外境。如此将一切外境摄归心识，进而论

证心识的缘起性空，达到人法二空的真理体悟。即使是无为法，不外是二空所

显真如的假名施设，借用表述真理的语言概念指向离言真如的体证，不应将概

念误执为真实。《俱舍论》的 “法有我无”与 《成唯识论》的 “人法二空”形

成鲜明的对比。

《俱舍论》仅有 “六识”的观念，视六识为 “体一用别”；《成唯识论》另

开第七、第八二识，以说明我执与业力轮转的机制，并主张八识各具体相，应

视为八法，不可混同为一。心所亦类同于心，是由种子为因所合成的具有体相

的法，是在缘起面存在之法。《俱舍论》与 《成唯识论》都详于心所的分析，有

利于对有情心理的理解。《成唯识论》参考 《俱舍论》而调整心所的分类方式，

增加 “别境”与 “根本烦恼”二类法，以使分类更为合理，其余心所诸法的析

分与归类与 《俱舍论》相近。二论对部分心所归类的不同，也含有对心所意义

的理解差异。关于 “色法”与 “不相应行法”，《成唯识论》将其视为心识的附

属地位，大抵沿用 《俱舍论》的类分方式，但意在论证它们相较于心与心所的

虚妄无实性质。

综而观之，《成唯识论》对于诸法的分析，建立在如 《俱舍论》那样的有部

析法架构，然而，思想立场已有显著差别， 《俱舍论》对诸法的解说或能帮助

《成唯识论》中法相义界的理解，仍应关注两部论书在论述脉络与根本思想上的

巨大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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