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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文的一个早期版本发表于林镇国教授于 &((( 年 3 月在莱顿大学国际亚洲

研究所主办的研讨会 )瑜伽行佛教在中国*, 借此机会# 我感谢诸位与会者以及

读过本文修正版本的 Q;;BM>9TD;>IH 博士+ [ID?E; TBIB>;G# PEI@>;; \B66B?和山

部能宜 %-DFGRD:5ES>@>FB& 诸教授# 他们富于启发的批评和指正使得现版本有

了许多改进和增补# 虽然受本人的时间和其他因素所限# 此版本仍属初步, 对

于此领域的日本学者而言# 本文的结论可能没什么特别# 但我之所以讨论此议

题的动机将会在下文的简介中说明,

"

一!阐释 '成唯识论( 的一个新趋势

按照传统的理解# 瑜伽行 %SDLA9A?>& 思想在认识论立场上主张# 心或识&

!

"

&

译者注" 本文译自东京国际佛教研究院国际佛学研究所于 &((2 年出版的单行本,

山部能宜曾在一篇优秀的论文中 %见 )瑜伽行传统中的自我与他者*# 载于 '北
D

典生博士古稀记

念论文集(# 东京 )..0" )2!4)&# 从一个有些不同的角度 %集中于作为心相续的诸众生及其互动的

问题& 处理了这一问题# 但其结论与我相同, 日本读者可能留意到日文的二手文献付诸阙如, 可这

不只是因为时间限制# 而且也由于本文的特定目的 %如第一章所述& 我将仅基于原始材料立论,

虽然心与识至少大体上可以互换使用# 在本文中我机械地用@E;H %心& 指心 %9E66>&# 用9D;:9EDG:;B::

%识& 指识 %JÊdA;># JÊd>76E&, 着眼于阿赖耶识的潜在特性# 我对后一选择还是相当犹豫的, \Êd>76E

一词更特指识的作用# 意味着 )知道*+ )认知*# 从而译作 )了* 或 )了别*. 可是它也可能把识的

对象限定为只是识中的相, 至于 d̂A;>%智&# 我在讨论到佛的情形时# 选择 N;D8IBHLB%知识&# 而在

道地的语境下选择E;:EL56%慧见&, 如果我的选择不够贴切# 请读者原谅# 毕竟英文并非我的母语,



不会!!!最少不能直接地!!!感知或认知自身以外的任何事物# 而只认知自身

的对象之相"

. 它在存有论立场上则主张# 离开心识以外!!!或更准确地说#

离开各种心 %9E66>& 和心所 %9>E66>& 以外 %参看
#

%& 节& !!!实体不存在#

特别是物质性的实体不存在, 这种理解并非由现代学者创立# 而是可追溯至中

世纪印度 %及西藏& 学者的著述# 包括非佛教&和佛教的'

, 近来# 一些主要

来自盎格鲁!萨克逊文化圈的学者挑战这种传统理解# 特别是其存有论方面,

无可否认# 上述观点并不见于一些早期的瑜伽行典籍 %特别是 '瑜伽师地

论(& 及其他如 '阿毗达摩集论( %QF5EH5>?@>:>@G99>R>&

( 中# 或至多只是

偶尔零星地出现, SDLA9A?>F5j@E可是批判者的议题并不仅止于此# 而是涉及

)一切唯识* %JÊdA76E@A6?>%6A&& 原理的诠释# 这原理通常被誉为瑜伽行派

独特的 认 识 论 和 存 有 论 立 场, 就 如 发 展 成 熟 的 唯 识 典 籍# 如 世 亲

%\>:GF>;HG& 的 '唯识二十论( %\E@

/

:

=

>6ENA&+ '唯识三十颂( %P?E@

/

:

=

ENA& 及

玄奘 %3(&- !334& 依印度材料编撰的 '唯识三十颂( 注释书 '成唯识论(

%此后缩略为"a+Y&# 都被认为没有否定色法 %?j7>& 或所谓外在 %即物理&

世界的独立存在,

/)*&/论'成唯识论(中的外在世界问题

"

&

'

(

以E@>LB来翻译 )相* %当它相当于 )相分* 之时# 可能对应梵文 ;E@E66>& 是权宜之选, 这并不必

然意味着存在某个原型# 而相是它的反映 %更专门的词语 )影像* 常常较贴近这意思&,

例如商羯罗 %+

=

>;

/

N>?>& 的 '梵经( %,?>5@>:j6?>& 注释 &%&%)0" JÊdA;e:6EK6J>K@A6?>KJAHE;>5

/

. &%&%&0"

JÊdA;>{N>K:N>;H5>KJAH>5

/

%当然后一词语难以成立&. 又或是 '道理之灯( %@:8*(7K'(8!# Q%aBZIB?和

+5%MD6BLE编# +6G66L>?6)..0& &).# 2 13" >:>66J>@

/

F5AJA;A@ %在婉转提及世亲 '唯识二十论( 的段

落中&,

例如 '入中论( %S$7-%$.$8!)$*!#$# HBY>\>IIiB$DG::E; 编# +6%$B6B?:FG?L).(/ 1)&& )0&# & 1)0

及 )02# 3 1&(# 月称在此处批评了识论者 %\ÊdA;>JAHE;& 对于 '十地经( %,$"

=

$E-F.(8$"F*#$& 有名

段落 )9E66>@A6?>@EH>@

/

R>H EH>@

/

6?>EH5A6GN>@* 的解释, 依照月称# 此段落的目的仅在于否定作为主

体的恒常我以及色 %?j7>& 等 0对于构成三界1 的重要性# 其目的并不是 %如识论者认为的& 否定

色或外 0境1 %75RE?DI" )02# 0& 的存在
$$

# 意味着只有心存在# 而色不存在或至少不离于心和心所

%:B@:6:>@Z5ELN5D;>RDH NRELZGL:;E@BH HD" )02# ).&, 亦参见御牧克己 %X%ME@>NE& 编;/=5"$/

5#:E.*-$5# )(4 1)(2" %%%LZGL:%%%65>@:9>H NR>;L:B@:H>;L:B@:I>:FRG;LF>I>:LGH ;>@BH HD%

参见Y%+95@E65>G:B;# )qG?YE6B?>6G?LB:95E956BHB?sI6B?B; SDLA9A?>K+95GIB*# 载于Z3(*"A-#(>*73#3:*"A-32

S=#532/O27("A-32 63"3//"A-$>*+G77I%#%* %).3.&" 0&( 10&). 同作者# ) +7E?E6GBIIB$?>̀E:G;H 75EID:DK

75E:95B5BD?EBE@ ,GHH5E:@G:*# 载于 Z3(*"A-#(>*>[#S(""(=2"R(""32"A-$>*:27 Y3/(5(=2"R(""32"A-$>*2/%*

%)./*&" )3) 1)03# 尤其是 )32 1)3/. 同作者# )o; 65B$?DFIB@DC65BUBI>6ED; DC+7E?E6G>I$?>96E9B>;H

$5EID:D75E9>IP5BD?RE; ,GHH5E:@*# 载于]B?@>; +95DI>?:D; #;HE>#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使馆文化部编#

卷
#

# ,D@F>R)./3" &*2 1&2(# 尤其是 &*0 1&4(. 注 )所引山部 )..0" )/,



乐家丹 %T>; YG:65>G:& 的专题著作 '佛教现象学( 是在这背景下的一部新

作"

, 按照乐家丹的说法 %Y2*3&# )就认识论的观念论者也可以是批判的实在

论者而言# 瑜伽行派可以被视为一种认识论的观念论# 但附带条件是它的论证

目的不是引生一种改良的存有论理论或承诺,* 我同意他的观点# 认为唯识的教

说基本上不以理论自身为目标# 而是一项 )治疗工具* 或解脱策略# 用以去除

执着和执持&

, 可是# 玄奘同时亦是一位阿毗达摩的大学者# 故在某意义下

'成唯识论( 也可被理解为尝试以唯识原则去重新整理传统阿毗达摩# 而这可

充分意味着初步的存有论承诺, 乐家丹似乎承认瑜伽行派否定对象的外在性

%例如Y404&# 但他却坚持色法独立于心识以外的某种 )真实* 存在# 如同他

人或众生的心识独立存在于自己的心识一样 %Y4.&# 2)&&, 由于我并非哲学

家# 我不打算讨论乐家丹对 '成唯识论( 的哲学诠释# 遑论他对整个瑜伽行

派传统的哲学诠释, 我倒不如尝试从语言文献学角度# 依照我称之为内在或

)内行* 诠释相关文献的准则# 重新审视乐家丹据以建立 )色法独立存在* 论

题的主要段落,

二!基本证据的讨论

!一"

)%假如我正确理解乐家丹的话# 色法的 )独立存在* 表示色法不能完全地

化约为某些心识的相, 幸好乐家丹至少引用了一段来自 '成唯识论( 的文字'来

证明色法 %?j7>& )虽不离心识但独立存在* %Y4.)&# 就如他人的心识相续一

样, 玄奘在知他心 %7>?>9E66>̂dA;>&

( 的问题上)

# 肯定地指出这种认知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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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YG:65>G:# ,GHH5E:6$5B;D@B;DIDLR%Q$5EID:D75E9>I#;JB:6EL>6ED; DCSDLA9A?>,GHH5E:@>;H 65B"5hB;L

aBEK:5EIG;%YD;HD;" UDG6BIBHLB"G?ZD; &((& %此后缩略为 Y&, 本文的早先版本曾引用乐家丹的博士

论文# 这被他称作是本书的 )远祖* %见Y È&,

例如Y2*/, 亦参见注 )所引山部 )..0" *2!*/,

Y2)& 援引了另外两段# 参见附录 )!& 的讨论,

这是佛陀及高级禅定者或菩萨所独具的神通 %>F5ÊdA& 之一,

"a+Y*.9. 1)3. $4*(. "&*.. + *&(,



是直接的# 而只可通过一个由自己心识自身所变 %自所变&

" 的相为中介来认

识, 玄奘引述 '解深密经(

& 作支持后# 接着说"

如缘他心' 色等亦尔* +"a+Y*.9)3,

乐家丹 %Y4.)& 把这句话译作如下"

他人的心识是这一类的缘' 色法等亦是如此*

基于文法理由# 我们必须摒弃这一理解'

, 在玄奘的用语中# )如* 不会作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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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变* 所据的梵文词是 7>?E;

/

A@># 此词意为 )变化+ 改变+ 变形# 发展# 成长+ 成熟* %MD;EB?aEIK

IE>@:&, 在世亲的著作中 %参见我的文章 )+>G6?A;6EN>K\D?>G::B6ZG;LB; E; \E@

/

:

=

>6ENA G;H P?E@

/

:

=

ENA*#

aEB;B?qBE6:95?EC6Cr?HEBXG;HB+rHKG;H o:6>:EB;:))').3/" )(. 1)*3&# 它用作动名词描述在人之相

续 %:>@

/

6A;># :>@

/

6>6E& 或在识相续或其潜层所发生的进程, 它也可以指这进程的完成或其结果 %即

几类实际起作用的识&, 可在 '成唯识论( 中# 它意指在识或心所中的一瞬间的非时间化的变形或

发展# 即每一瞬间升起时从一开始就变化或发展为认知对象之相 %或变为相与见的二分. 参见 +-+P

/

JDI%P5E)&&F0" I6>F>H>;L?LRG @6:5>; LRE?;>@7>?RD;L::G LRG?7>&, 这相 %相见的二分& 被称作

)识所变* % )识所变化或发展的东西*# 这等同于被动的表达式 )被识所变现*&# 或者省略 )识*#

只称作 )所变* %亦作 )所变现*# 例如 4390&, 在句法没有含糊的情形下# 它甚至可以被缩减为只

是 )变*, 这仅适用于日常的诸识# 也适用于佛的诸识# 只要它们指向世俗之物 %参看 "a+Y

2/9* 14# 209) 1*及 &/ 1&.. ,,5V*)/F). 1&. 批评了反对意见&, 相在识中的现形被描述为 )识

显现或生起# 变现为似x %例如色& 之相* %"a+Y4>&/ 1&0" 识$$变似眼等色等相现. 2>3" 识

变似色生&# )识变为 x %或似 x& 之相* %)(9)3" 识变为此相. 49&&" 识变似声&# )识变现 x*

%&>0" 识变现诸蕴&# 或者只是 )识变为x* %)(>)/ 1)0" 识$$变为$$有根身&, 在玄奘翻译的

另一文献中 %PJDI%*) ;D%)2.0" 4()>&.&# 我们甚至发现这一观念被表述为 )阿赖耶识变作诸色*#

就字面意这可以被译作" )阿赖耶识变化着造作物质,*

_%Y>@D66B所编版本
+$

%/ %77%.)# 0 1))&. 梵文见 MH!2$"

=

#K.(*#$2(E$27-!)$/K%Q%P5>NG?编# $>6;>

).2.& 4/0# * 14" ;>5EM>E6?BR>6>6?>N>:

=

9EH 2H5>?@DN>@

/

9EH3 H5>?@>@

/

7?>6R>JBN:

/

>6B# >7E6G 6>65A :>K

@G67>;;>@

/

6>99E66>@

/

R>66>65A N5RA6E,

有多处我根本不赞同乐家丹的翻译# 通常是由于文法的原因# 可这里不是细谈的地方 %可参见注释

&3# *)# /4# /3# /0及附录 � )&, 总而言之# 蒲桑的翻译更为可靠# 乐家丹对它偶尔的嘲讽完全不

恰当, 在Y4/(# ;%)0# 虽然蒲桑在翻译"a+Y*.>&0 %顺便提一下# 是八个字# 而不是四个字& 时#

有解释性的增补# 但完全正确# 而乐家丹却是错的, )二随一故* 显然意味着 )因为它是两者之一*

%随一b>;R>6>?>&# 如同在 *.>&2 )五随一故* 的意思是 )因为它是五者之一*, 乐家丹著作的读者

常常也会惊异于他对梵文表达式的引用或评论, 例如参见 Y4./# 正确的 9JE1构成式 :>@

/

@GN5kK

F5AJ>%他似乎把它与:>@

/

@GN5E;联系在一起& 被有意替换为并不存在的词汇:>@

/

@GN5AKF5AJ>, 顺便

提一下# 作为 )种子* %Fk̂>& 的反义词# )现行* 对应于:>@GHA9A?>% )完满+ 真实的突现*& 或:>

@

/

@GN5kKF5AJ>%)面对面*# )真实地呈现*&# 而不是>H5RA9A?>%意指 )犯过错*&# 如在 '阿毗达摩

集论( %$%$?>H5>;编# +>;6E;ENB6>; ).2(& *2# *和 *2# )2!)3 所看到的,



一类的* 的意思# 而毫无疑问是对应 )亦尔* 的连词"

# 而且 )缘他心* 应当

作动词跟宾词# 就如蒲桑 %HBY>\>IIiB$DG::E;& 及库轲 %"DDN& 的理解"

心识认知色法等' 就如心识缘取 + AI>@F>N>, 他人的心识一样* +$

4*(,

就如以他人的心识为对象' 色法等亦如是* +"&*.) 参见 + *&(,

这句法分析亦符合玄奘的新罗学生圆测 %3)*!3.3& 的藏文本 '解深密经疏(

相应段落的译文&

"

就如以他人的心识为对象' 也是 2以3 色法等 2为对象3* + +-+P

1

JDI%P5E)).F*( LZ5>; LRE:B@:I>H@EL:7>̂EI6>F>FZ5E; HG LZGL:I>:DL:7>R>;L

HBFZ5E; ;D,

当考虑到这个段落的文章脉络# 即这 '解深密经( 引文的前句'

# 较为清晰的译

文应为如下"

就如 2识3 以他人的心识作为 2它的3 所缘 +缘 xbxKAI>@F>;>,'

2直接被认知的并非他人的心识本身' 而只是由此心识自身变现的相3' 色

法等 2的情况3 也如是(

' +即识以色法等作为它的所缘', 2直接被认知的

只是由心识自身变现的相*3

)

&%但是# 这短小段落是否够力及足以明确地担当对 '成唯识论( 系统作根本性

重新诠释的重任呢- 这是否真正预设了独立存在于心识以外的色法- 假若真的

如此# 蒲桑认为这独立的色法是在认知的识 %JÊdA;>& 以外的其他识内的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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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见"a+Y)&F) 1&# 92 13# / 10# . 1)(. &)>)/. *.92 13. 2(>&0 1&.. 2094 12,

参见WD5; $D8B?:# )YD:6E; "5E;># [DG;H E; PEFB6" OD8aD;95hGN ,B9>@B65BQG65D?DC65B]?B>6"5E;B:B

"D@@B;6>?R*# M=:#2$/=>*-3Q2*3#2$*(=2$/0""=A($*(=2 =>;:77-("*<*:7(3")2%) %)..&&" .2 1)(*,

"a+Y*.9)* 1)4" 但如镜等似外境现名了他心, 非亲能了, 亲所了者谓自所变, $4*(. "&*..

+*&(. 参看Y4.),

我认为 )等* 指的是其他种类的物质的感官对象 %即声等&# 如在"a+Y*.>&3# F&/ 或9& %参见注

0)&# 而不是指心不相应行法和无为法# 如在"a+Y4>/# />).# 和 *.9&2 %可能但不必然&,

注 )所引山部 )..0" *)的译文与我的稍有不同" )认知他人的心或色法也以同样的方式 0受影

响1*, 也许由于印刷错误# 此句被他包括在 '解深密经( 的引文中,



之相
$

"

# 这样的理解是否的确如乐家丹 %Y4.& 14.*& 所言# 只是蒲桑把自己的

观念论预设强加给 '成唯识论( 呢- 我则宁愿选择从 '成唯识论( 中那些既清

晰又明确地表达此论自身立场的陈述来理解这段落, 假如 '成唯识论( 本身所

示的图像被中国早期诠释者或印度与西藏的资料所明确地证实或有机地补充#

我会倾向以它作为确切的证据,

*%我当然知道乐家丹 %Y*0& 以下& 怀疑窥基 %3*&!30&&

& 注释的可信

性# 窥基是玄奘的学生# 又是仅存的 '成唯识论( 直接注释的作者, 无疑# 我

们值得系统地在下列文献中寻找有关议题的附加材料# 包括窥基的反对者圆测

的 '解深密经疏(+ 窥基的新罗同僚遁伦 %或道伦&

' 的 '瑜伽师地论记(# 而

遁伦又经常引述其他注释者 %包括圆测& 的解释# 但这超出本论之限, 无论如

何# 乐家丹质疑窥基把 '成唯识论( 的内容归功于印度作者尤其是护法

%T5>?@>7AI>& 的做法# 但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这一看法# 因为在显著的实例中圆

测亦确认窥基的做法, 即使随意翻阅圆测的 '解深密经疏(

( 亦会发现他同样将

'成唯识论( 内容归于护法的证据# 例如 '成唯识论( )29/!)4 解释 '解深密

经( 第五品的最后偈颂)

, 而更重要的是圆测引述了 '成唯识论( %429&&!&3&

中八识全部或部分是能遍计问题的两种观点# 因为他与窥基一样把这两种观点

分别归于安慧 %+65E?>@>6E& 与护法*

, 因此我们有理由假设至少有一些依托并不

是窥基编造的# 而应追溯至玄奘 %虽然我不得不承认这未能解决所有问题&,

/2*&/论'成唯识论(中的外在世界问题

"

&

'

(

)

*

$4*(" )色法是他人心识的相分 %他人身体则是他人识的变现&# 并且色法也是同一个人的其他识

所变现的, 0也就是说# 眼识作为见分以其自身的相分为亲所缘缘# 此相分是阿赖耶识所变现的色

法之相,1*

我采用他的 )传统名字* %其他名字参见O�F[Q&34&, 如山部教授惠示# 关于此名字问题的讨论见

于深浦正文 '唯识学研究# 上卷" 教史论(# 东京" 永田文昌堂 0).241 )./&" &23# ;%& 和 +6>;IBR

aBE;:6BE;# )Q,EDL?>75E9>I+6GHRDCPZhGKB;*# S=2:.32*$ L(''=2(A$ )2�) 1& %).2.&" )). 1)4. %尤

其是 )&. 以下&,

O�F[Q&04 %PD;?E;条&, 关于其名字问题的讨论见于结城令闻 '唯识学典籍志(# 东京 ).3&" &34 以

下, 如山部教授惠示# 亦见于结城令闻 ) '瑜伽论记( :著者名6对j9疑义*# '结城令闻著作撰

集# 第一卷" 唯识思想( 东京# 春秋社# )..." )42!)22 和杨白衣 )新罗:学僧道 %遁& 伦: '瑜

伽师地论记( :研究*# '东洋学术研究( &*%) %).04&" &.&!*(2,

可惜我没有其中文原本 %如果它还存世的话&# 而只好依赖法成的藏文翻译,

+-+P

/

PE&03>2 %以下&" F:6>; F9D:?->@7>??EL7>6:>@HG L?GF 7>5 E;>;L;>::IDF H7D; "5D::NRD;LLE

F:5>H 7>:;E%%%

+-+P

/

PE&.(>3 1F)" N5>9EL;>?B?;>@7>?:5B:7>F?LR>H H>;L:B@:I>:FRG;LF>Z>L7>H>;LF9>:7>:F:K

HG:7>;E%%%Z5B:ZB?6B'4HE;E,IDF?6>; LREF:5>H 7>5 EHD; 6D''R>;LN5>9EL;E?;>@7>?:5B:7>H?GL

27>-3 H>;LFHG; 7>5 E:B@:NRE?;>@7>%原文为 7>:& FH>LH>;L95D::G 4HZE; 7>;E$ Z5B:ZB?6B'4HE

;E:IDF H7D; "5D::NRD;LLEF:5>H 7>5 ELZ5G;L;LD'', 在此处归于安慧的观点同于其 '三十唯识颂

释( %P?E@

/

:

=

ENAF5A:

/

R>& %P?,5 *2# )4 1)/&,



!二"

让我先对上述段落的上下文作较深入的审察, 它总结以下反驳瑜伽行观点

的章节"

2根据你的系统3' 外在 2于心识的3 色法
$$

实际上不存在' 2你主张3

这并非识内的对象或可成立* 2但在你的系统中3' 他人的心识真实存在*

为何它不是自己的 2识的3 所缘- +外色实无' 可非内识境* 他心实有' 宁

非自所缘- $4*() "&*.) + *&(

"

,

敌论者明显预设# 瑜伽行系统 %在存有论意义上& 否定色法存在于心识以外#

但承认他人心识的存在, 换句话说# 他们对唯识 %JÊdA76E@A6?>& 的存有论
$$$

理解

是它只遮遣外在色法而非复多的心识相续, 同时# 敌论者又预设了唯识的认识
$$

论
$

理解" 每个识都严格地限定于自身# 它不能认知自身以外的任何东西, 他们

似乎又把认识论的预设关联到存有论方面# 将前者建基于后者# 预设了瑜伽行

派否定外在实体作为识的对象# 是因为
$$

它们不存在, 可是这看法在他人心识方

面却站不住脚# 他人心识存在着所以应被认知 %至少佛教传统一般认为禅定者

有这能力&, 然而# 这却违反了唯识的认识论
$$$

原则&

# 并且在色法方面构成疑问,

辩护者 0瑜伽行派1 接着讨论并详述唯识的主旨" 作为认识论原则# 唯识

肯定地表示在各别刹那的识自身以外的东西都不可能是它的亲
$

所缘, 但这并没
$

有完全
$$$

否定在各别刹那的识以外的东西作为它的所缘# 即可以间接
$$

方法被认知,

在这脉络下# 那具争议的句子不但适用于他人心识# 亦同样适用于色法, 但这

并没有
$$

否定敌论者的预设" 0瑜伽行主张1 外在色法# 即存在于任何
$$

心识以外的

色法# 并不真实存在, 相反# 以下一节重申了唯识的原理如何兼容存有论复多

性的问题# 并且清楚解释唯识包含
$$

复多的多层次心识相续# 以及其心所 %9>E66>&

和由心+ 心所 )变现* 或 )展现* 而成的相 %;E@E66>&+ 见 %H>?:

=

>;>& 二分,

$识% +JÊd>76E, 这个词概要地显示一切有情各自都有 +), 八 +种,

识 +JÊdA;>,' +&, 六类心所' +*, 它们所变现的相分和见分' +4, 其不

同的分位 +>J>:65AKJE:

=

B:

1

>, +一切有部学者错误地把其中的一些实体化为心

/3*&/ 唯识研究%第二辑&

"

&

Y4.( 奇怪地歪曲了本段# 把 )实无* 理解为让步的意味, 没有让步连词# 这是不可能的,

参见 '入中论( %见注 2& )33# )4!)3,



不相应行法,' 以及 +2, 由其空性的原则所显现 + 7?>F5AJE6>, 的真如

+6>65>6A,

"

* 由于这 2五者分别3 为 + ) , 以识 +或认识 2的作用3,

+JÊd>76E, 为其自相 +:J>I>N:

1

>;

1

>, 者&

' +&, 与识 +JÊdA;>, 相应 +:>@

1

7?>RGN6>, 者'

' +*, 2前述3 二者所变现者' +4, 2前述3 三者的分位'

+2, 2前述3 四者的真实性* 所有这些法都不离于识' 被概要地立名为

$识%* +"a+Y*.9&( 1&4( 识言总显一切有情各有八识& 六位心所& 所变

相见& 分位差别及彼空理所显真如* 识自相故' 识相应故' 二所变故' 三

分位故' 四实性故* 如是诸法' 皆不离识' 总立识名* $4*)) "&4() +

*&(!*&)) 参见Y40/,

然而# 这段文字同样清晰地否定
$$

色法在任何心识以外真实存在# 就如疏于

或未经训练的人所见那样"

所谓 $唯%' 不过是遮遣(可见到的色法等)

' 就如疏于或未经训练的

//*&/论'成唯识论(中的外在世界问题

"

&

'

(

)

关于真如 %6>65>6A&# 我不同意乐家丹 %Y2*(以下# 亦见 *2.# 2*2& 的说法# 他认为真如只是假名

%7?>̂d>76E&, 这说法基于"a+Y39)( 1&(# 此处如空间 %ANA:

=

>& 之类的无为法 %>:>@

/

:N?

/

6>& 从某些

侧面看被解释为一切事物的无分别的+ 不可说的真实终极本性 %H5>?@>6A# 法性& 的假名, 在此语

境下# 文本接着说即使 )真如* 0一词1 以及把真如界定为存有+ 空无等都只是 0这法性1 的假名#

用以去除关于无分别的终极本性的错误分别, 文本还说不能像其他佛教学派那样把真如看作一个脱

离色心等法的无为法, 但同时这意味着在无分别智 %;E?JEN>I7>@

/

d̂A;>@# 见"a+Y4.9&( 以下& 中得

以显现的+ 作为一切事物的无分别的+ 不可说的真实终极本性的真如没有被摒弃, 真如构成了本来

自性清净涅? %22F/ 10&# 并且是一切形式的真实涅? %22F)& 1)/& 的基础, 有其无分别的真实

本性# 真如绝不可能只是一个假名, 事实上# '成唯识论( 在别处明确说等同于真如的圆成实性

%"a+Y43F)2 1)3& 只是真实存在# 因为它不被构成为 0仅是1 基于其他事物的一个施设

%7?>̂d>76E& %"a+Y4/9)& 1)*" 圆成实性唯是实有# 不依他缘而施设故,&

参见世亲 '五蕴论( %$>d9>:N>;H5>N>& %北京版丹珠尔 JDI%+E& )3F0" ?;>@7>?:5B:7>L>;LZ5B;>'

H@EL:7>?;>@7>??EL7>hD''# 这也许译自梵文"

!

JÊdA;>@

/

N>6>@>6'AI>@F>;>JÊd>76E5

/

', 此段落玄奘

的中文翻译如下" 云何识蕴- 谓于所缘境了别为性 %PJDI%*) ;D%)3)&" 04.9&/&, 这里用 )性* 非

常接近于上面所译段落中的 )自相*,

中文字面义为 )对应*+ )符合*# 这其实是此梵文词汇含义的一个方面 %例如参看 QX,5 3&# 3 1

)(&,

Y400 说 ) 4唯5 %@A6?>& 一词只是 0用来显明1 那些对于有所执着的愚夫而言被遮蔽的东西*# 此

处乐家丹误解了 )遮*# 此词虽然可意味 )遮蔽*# 但在现下应诠释为 )遮遣*+ )遮除* 之意 %参

见平川彰 '佛教汉梵大辞典(# 东京" 灵友会 )../" ))33" 7?>6E:

/

BH5># ;EJA?>R>6E# 7?>6EK

%

N:

/

E7# JRAJ

?

/

66E# JRGHA:>等&, 另外# )所* 是一个处格或宾格的关系代词# 从来不是主格, 因此# )愚夫所执

x* 不意味着 )执着于x的愚夫*# 而是意味着 )愚夫所执着的x*# 这等同于被动式表达 )被愚夫

所执取的x*,

参见注 )0, 在此段落中# 只说 )色等* % )等* 指心不相应行法和无为法& 也合适,



人所看到的& 那些在任何形式的识以外真实存在的东西* +"a+Y*.9&4 1

&2( 唯言但遮愚夫所执定离诸识实有色等* $4*)) "&4() + *&),

看来乐家丹的看法 %参看第一部分& 并没有成立的空间# 他认为有独立存在的

色法# 它既不是某些形式的心识中的相# 又不完全与心识分离开,

!三"

'成唯识论( 包含了一些对心识以外的色法或实体的陈述# 而其中有很多是

否定意谓的# 但把它们分成不同类别来处理会是明智的做法# 纵使未必能做清

晰的区分,

)%其中一类陈述否定 )外在于或离开心识 %心与心所& 的实体或色法* 作

为境 %JE:

/

>R>& 或心识的所缘 %AI>@F>;>&# 现只举一些例子"

因此必须知道实际上并没有外在的境' 但只有内在的识以类似境 2的

模样般3 生起* +"a+Y/>&& 1&*( 由此应知' 实无外境' 唯有内识似外境

生* $04) "4( 14)) + 2.* 亦见"a+Y)F)4 1)2 及 )F& 1**,

外在的境因随情地设立"

' 它并不如识 2那样3 存在* +"a+Y)F)( 1

))( 外境随情而施设故' 非有如识* $)() ")() + )*' 亦见 "a+Y)>

)& 1)**,

为了消除 $境在心& 心所以外真实存在% 的错误观念' 因此说明唯有

识* +"a+Y39&4 1&2( 为遣妄执心心所外实有境故' 说唯有识* $0() "

*.) + 2/) 参看Y2*)%,

2当3 他们通达了 $离开识以外没有所缘境%' 则向他们说明相分是

2各别识自身的3 所缘* +"a+Y)(F2 13( 达无离识所缘境者' 则说相分是

所缘* $)&0) "3&) + /.%,

这些陈述可能打算对在任何心识以外或独立存在的实体作出全盘否定# 但如持

谨慎态度# 我们应暂缓做出判断并以认识论角度来理解这些陈述, 换句话说#

它不过否定心识以外的实体作为识的境
$

%而保留作为 )非境* 的可能性# 即不

被认知# 或至少不足以作为识的 4境5 而被认知&,

/0*&/ 唯识研究%第二辑&

"

)随情* 用作 )随妄情* 之意# 参见 "a+Y)F0 和 +5GK95E&4*F&( n&&# "a+Y*9)* 和 +5GK95E

&32>&., 在玄奘所译的 '瑜伽师地论( %PJDI%*) ;D%)2/." 3*.>0 1." 随情造作身语意业三种恶行&

中# )随情* 对应于藏文9E4HDH HLG?%如其所愿& %北京版丹珠尔JDI%qE" )3(F&&,



&%但根据 '成唯识论( />)/ 1). %$0&. "4(. + 2.&# 心及心所必然地不

以外在色法等作为其所缘 %AI>@F>;>& 的原因在于这些心识以外的实体并不
$

真

实存在
$$

"

这样' 非佛教徒及其他乘 2的信徒分别地3 构想的识以外的我和法'

实际上并不存在* 因此
$$

' 心与心所必定不以外在色法等作为其所缘

+AI>@F>;>,* +如是外道余乘所执' 离识我法皆非实有* 故心心所决定不用

外色等法为所缘缘*,

此外# 还有其他段落以清楚的存有论用语直接地说明外在色法不存在
$$$

"

# 如 '成

唯识论( 2>2 13 %$2*. "&0. + *2&"

因此应知道实际上并没有外在的色法
$$$$$$$

' 只有内在的识生起 2并且3 展

现 +或转变自身, 为似色的 2像3* +由此应知' 实无外色' 唯有内识变似

色生*,

虽然上述只反驳阿毗达摩式的色法概念# 但毫无疑问# 任何支持 )存在于心识

以外或独立存在的色法* 的说法都应被批判, 事实上# 论证指出实有色法在逻

辑上是站不住脚的
$$$$$

# 因为作为可分割的整体不可能是实有. 而不可分割的极微

既无形状又无质碍 %>@j?6>&# 所以在彻底分析下应是非物质的 %"a+Y4>)) 1

)*. $*. 14(. "&4. + *(&

&

, '成唯识论( 总结这些论证说"

因此必须知道所有有质碍的 +:>7?>6EL5>' 即普通的, 色法 2只是3 由

识变现的 2像3 的显现' 并不是由极微构成 +即不是真实物质,* +"a+Y

/.*&/论'成唯识论(中的外在世界问题

"

&

亦见P?,5 )2%&2 1)3%)" )法和我不存在于转识之外* %H5>?@A;

/

A@A6@>;>:

=

9>JÊdA;>7>?E;

/

A@AH F>5E?

>F5AJA6&. )/%&" FA5RA?65AF5AJA6%外义无故&. )3%&& 1&*" JE;>{J>FA5RB;e?65B;>%以无外义& %亦

见 )3%3 1/# )3%)0&, 这里似乎倾向于把印度作者并未意指的含义加诸>?65>这个词, 依照梵文词典

编者们的意见 %如 0.$#$8="

=

$ *%*%03. +

=

?kH5>?>:B;># 0E-(7-!2$)("

=

)$/=A$2$# Y%W>@:7>I编# ->?E6>:>;

)..&" .4& 1.4*&# >?65>可能不只意味着 )目的* %7?>RD̂>;>&+ )意义* %>F5EH5BR>& 或 )对象* %JE

:

/

>R># 但不见于0.$#$8="

=

$&# 而且直接意指 )事物* %J>:6G&, 这提示这个词涵盖认识论和存有论两

个方面, 亦见安慧 '大乘庄严经论( 的注释
1

%4/" LZGL:I>:DL:7>75RE5 EH;LD:7D;E@BH NRE%%%

%色等外物
$

非有故& %丹珠尔# 北京版JDI%ME&)*>). 德格版JDI%ME).&>/ 10. o%O>R>:5E@># )T5>?K

@>7>?RB:

/

6

/

E*# ,GIIB6E; DC[>9GI6RDC_HG9>6ED;# ->L>:>NEV;EJB?:E6R&/')./0" ))3&,

这当然雷同于世亲在 '二十唯识论( %+%YBJE编& 3%&&以下的论证,



494 12( 由此应知' 诸有对色皆识变现' 非极微成*,

以及

就算是有质碍的色法' 2虽则3 看似物质' 但经逻辑推论证明不是离开

识而存在* 何况无对 +>7?>6EL5>, 色' 不似色法的样子' 而可以说是真实的

色法- +"a+Y493 10( 诸有对色现有色相' 以理推究' 离识尚无* 况无对

色' 现无色相' 而可说为真实色法- $4/) "&/) + **%,

"

!四"

)%然而# '成唯识论( 亦有一些段落肯定
$$

外法 %B̀6B?;>IH5>?@>:& 存在# 尽管蕴

含特别意义, 至少粗略地看# '成唯识论( %/>)& 1)*. $0). "4(. + 2.& 可能

在说# 就前接章节描述的各种不同形式法执 %H5>?@>L?A5>& 而言&

# 那些由执取

性心理活动所歪曲的法并不只限于自己心识之内的法 %自心内法&# 在一些情况

下亦包括自己心识之外的法 %自心外法. 我对 )自心* 的翻译是初步的# 在 4%*

节会修正&"

如 2前段落3 所述一切 2不同类型的3 法执' 在自己心识以外的法部

分存在& 部分不存在' 而在自己心识以内的法' 则一律存在* +如是所说'

一切法执' 自心外法' 或有或无* 自心内法' 一切皆有*,

&%但是# 我们必须追问这些法的精确意义# 为方便起见# 我称之为 )外* 法与

)内* 法, 第一个考虑可能是从一般的意义来理解这些 )外* 法与 )内* 法# 它

们是复合缘的构成部分# 那些由分别 %JEN>I7E6>& 生起的两类法执牵涉外缘'

#

(

/(4&/ 唯识研究%第二辑&

"

&

'

(

类似的说法见于"a+Y*.9&4 1&2" )唯识* %JÊd>76E@A6?>& 的 )唯* %@A6?>& 所遮除的是被认作离

开心识而真实存在的色等 %唯言但遮愚夫所执定离诸识实有色等&, 其他段落则说是离于心识的实

物 %但不是如心所之类不离于心识的实物& %"a+Y*094 1&2" 唯言为遮离识实物# 非不离识心所法

等&# 或只是外在者 %参见 2.>)3" 除识性&# 它决不存在 %都无&# 从而不同于 )内境* %2.>0 1."

唯言遣外# 不遮内境. 2.>)4" 非谓内境如外都无&,

即"a+Y39&3 1/>)&,

窥基没有具体说明这些外缘是什么# 但它可能指下文提到的错误的教导和错误的反省, 亦参见

SD,5j )3&%)) 1)&,

"a+Y/>2. 参见 &>)/,



而由前世熏习 %JA:>;A& 生起的俱生 %:>5>̂>& 法执只牵涉内因"

, 但 '成唯识

论( 亦有一段落 %"a+Y&>. 1&.& 用上述描绘法执的相同句式来形容不同形式

的我执 %A6@>L?A5>&, 在对应的段落中# 我们知道在不同形式的我执中# 自心外

蕴部分存在+ 部分不存在. 而自心内蕴则永远存在&

, 如果考虑到 '成唯识论(

%"a+Y&>&/ 1&.& 引述的经典语句" 各种我见都以五种取蕴 %G7AHA;>K:N>;H5>&

或至少一种为其所缘'

# 那么蕴 %:N>;H5>& 在 )我执* 的脉络下清楚表示是其

所缘
$$

(

$

, 因此在法执方面# )外* 法与 )内* 法很自然被理解为其所缘)

, 事实

上# 文本下文清楚说明 )内* 法就是那些似法显现的相*

# 此相在自己的心识中

变现-

# 因此必定是其所缘 0缘1 %AI>@F>;>07?>6R>R>1&. 这好比前五识的例

子# 其所缘被定义为似色等显现的相# 而这相正是由自己心识变现的 %:J>K

JÊdA;>K7>?E;

/

A@>&

.

,

但是# 在某些情况下关涉于我执或法执生起的 )外
$

* 蕴或 )外
$

* 法又是什

么- 显然# 它们不可能是 '成唯识论( 后文 %"a+Y/>)0& 形容为 )离识* 而

)非实有* 的假想实体法# 如同在我执方面的假想实体我, 相反# 在纯粹虚构的

)我* %如胜论的我& 或 )法* %如数论的自性 %7?>N?

/

6E或 7?>H5A;>& 或胜论的

实句义 %H?>JR>K7>HA?65>&& 概念中# )外* 蕴或 )外* 法看来并不存在/

# 但

'成唯识论( 清楚说明在那些俱生分别中# 它们是必需的678

, 那么这些 )外* 蕴

/)4&/论'成唯识论(中的外在世界问题

"

&

'

(

)

*

-

.

/

678

"a+Y39&/ 1&0. 参见 &>)( 1)),

"a+Y&>&4 1&2 %$).&" 如是所说一切我执# 自心外蕴或有或无# 自心内蕴一切皆有,

'杂部( %<$.

/

%:**$2(8!%$&

$

43 %;D%&&%4/. 参见PEI@>;; \B66B?# ?-34J-$27-$ I$""$53"5 (2 *-3N(&

2$%$'(*

/

$8$ $27 *-3>=:#.$(2 L(8!%$"# aEB;" \B?I>LHB?�:6B??BE95E:95B; QN>HB@EBHB?aE::B;:95>C6B;

&(((" ).* 1).4& 略同于PJDI%& ;D%.." )3F)2 1)3, 亦见PJDI%&/ ;D%)242" *0>)4 1)2 %引文& 和

PJDI%*( ;D%)2/." /00>3以下 %经文注释&, 在 '杂部( 的段落中# 取蕴 %G7AHA;>KNN5>;H5>& 作为

我执的所缘
$$

的事实被表达为取蕴作为动词:>@>;G7>::>;6E%正观& 的直接宾语 %参看SD,5j )3&%)& 1

)*&, 在 '杂阿含( 的相应处由介词 )于* 来标示, 玄奘则选用 )缘*# 理由可能是为了明确指出

其作用为所缘,

被
$

+5GK

$

95E&2(9. 1

$

)(和
$

9&(所间接证实
$$$$$

,

参见 +5GK95E&.&9&& 1&*" )如是所说* 下 %即"a+Y/>)& 1)*&# 显执所缘或有或无,

"a+Y/>)4 %似法相&, 参见 &>&2 1&3 %五取蕴相& 和 &>&3 %诸蕴相&,

"a+Y/>)* 1)4 %$0) 10&&" )是故法执# 皆缘自心 %参见 4%*节& 所现似法# 执为实有,* 在我执

的情形下# 则只用 )相* %;E@E66>&,

"a+Y4F&4 1&2" 自识所变似色等相# 为所缘缘, 亦见 4F* 14 %$4&. "&2. + *)&" 此眼等识# 外

所缘缘 %这里明确指存在于任何心识的色法& 理非有故# 决定应许自识所变为所缘缘,

参见 +5GK95E&2(9)3 1)/ %亦见9)0 1).& 和 &.*9&2 1&3,

参见"a+Y4(9&/ 1&. %$44/. "&4/. + *&/&" 第七心品$$是俱生故# 必仗外质. +5GK95E&4.9&4"

)$$因为 0一个分别1 是俱生的而又没有 0其自身相1 的 4本质5 %FE@F>& 0作为其疏所缘缘1

是不 0可能的1* %$$非无本质是俱生故&,



或 )外* 法所指示的是什么- 它们是否包含乐家丹所设想的独立存在色法-

&%让我从较简易的课题入手, )我* 和 )法* 的两个俱生分别之一是建基

于 )第七识* 末那识# 而它是相续的, '成唯识论( 定义第七识的 )我* 的俱

生分别如下 %我的翻译现在还是初步的&"

第一种 2俱生我分别3 是相续的' 发生在第七识中* 以第八识 +即阿

赖耶识, 为其所缘' 第七识在 2其3 自心中生成相 +;E@E66>,' 并把此相构

想为实我* +"a+Y&>)* 1)4( 一& 常相续' 在第七识' 缘第八识* 起自心

相' 执为实我* $)/) ")*) + )/ 1)0*,

"

由于是俱生的# 基于第七识的 )我* 分别不但以内蕴为它的所缘# 亦以外蕴为

所缘 %参见 4%& 节和注 4.&, 由于类似内法# 内蕴被理解为自己心识的相# 我们

很容易界定它们是同一的# 因同样的词语亦在别处使用&

, 至于外蕴'

# 在我们

现在的定义中则必然是第八识阿赖耶识(

, 这是 '成唯识论( 本身肯定的, '成

唯识论( 对所缘做系统分析)

# 分辨亲所缘缘与疏所缘缘, 前者存在于所有心

识中# 而后者只存在于某些形式的心识# 但另外形式的心识则没有 %"a+Y

4(9). 1&)&, 这二元对立明显对应于 '成唯识论( 中 %"a+Y&>&4 1&2 和

/>)& 1)*& 内蕴+ 外蕴或内法+ 外法的分别, 实际上# 亲所缘缘被定义为与

取相的心识不分离. 疏所缘缘或本质 %

!

FE@F>&

* 则与心识分离# 而被明确标

/&4&/ 唯识研究%第二辑&

"

&

'

(

)

*

基于第七识相续的法分别有类似的定义" "a+Y39&. 1/>&" 一+ 常相续# 在第七识, 缘第八识# 起

自心相# 执为实法, $0(. "*.. + 20,

参见 +5GK95E&2(9&( %注释"a+Y&>&2& 明确把内蕴等同于亲所缘" 论" 自心内蕴一切皆有, 述曰"

亲所缘也,

事实上# 按照玄奘似乎赞成的立场 %参见"a+Y&)9)/ 1&&>)*# 尤其是 &&>/ 10&# 第七识的我执可

以被认为只是以阿赖耶识的见分 %

!

H>?:

=

>;>KF5AL>& 为所缘 % )应知此意但缘藏识见分*&# 因此只

是以识蕴为所缘, 亦见 +5GK95E&4.9)/ %第七识中唯缘别识蕴& 和 +-+P

/

PE&2/F) %$;RD; @D;L:7>

9>; LREREH ;E'NG; LZ5E?;>@7>?:5B:7>hEI6>%北京版误为I6B& F>hE?;>@7>I>H@EL::5E;LFH>LH>;L95D:

:G 4HZE; 7>?FRBH HD''&,

阿赖耶识被包含在五蕴的分类中明确见于 "a+Y)2>&* 1&/ 等处# 此处阿赖耶等同于化地部的穷生

死蕴 %A:>@

/

:A?EN>K:N>;H5>&# 亦见 '摄大乘论( %S$-!%!2$"$.

/

5#$-$& %�%Y>@D66B编# YDGJ>E; ).*0&

#%))%*,

"a+Y4(9)4 1).%$442 1443. "&43 1&4/. + *&3 1*&/%

参见平川彰编 '阿毗达摩俱舍论索引( 第 ) 部# 东京 )./*# FE@F>条. <$.

/

7-(2(#.=A$2$"F*#$

%�%Y>@D66B编&

+$

%/. 中村元 '佛教语大辞典( 东京 )./2" )&349" $$影像 %相分& 的基石.

[%+%"DGJ?BG?# ,(A*(=22$(#3A/$""(\:373/$ /$25:3A-(2=("3# XG>;L95E$?B::).33重印" 00* 以下 % )质*

条&" )材料# 物质# $$. 基地
$$

# 基础
$$

. $$见证# 证明# 保证*, 亦见 Y2() 把它译为 )质素*

%5RIB&# 在我看来这意指太没定形的东西, 我的印象是玄奘用 ) %本& 质* 一词时# 更多是 )基质*

)原质* 之意而不是 )物质* 之意,



示为 )外*

"

, '成唯识论( 明确表示俱生的第七识必须依仗这外质"

只要没达到 2菩萨道3 的转依位' 与第七识相关的心识类别&

' 由于是

俱生的 +:>5>̂>,' 必定要依仗外在的本质 +

!

FE@F>,* 因此' 它也一定有

疏所缘缘* +"a+Y4(9&/ 1&.( 第七心品未转依位是俱生故' 必仗外质' 故

亦定有疏所缘缘* $44/) "&4/) + *&/%,

由于第七识的唯一所缘是第八识'

# 所以它的外质只可以是第八识或阿赖耶识#

正如窥基正确理解的(

,

明显地# '成唯识论( 中的外蕴 %"a+Y&>&4 1&2& 与外法 %"a+Y/>)& 1

)*& 一样# 并不一定是心外实体# 但可以是相应的我执或法执的特定
$$

心识类别

以外的心识
$$

# 就像我执 %法执亦类同& 例子中的第七识, 因此# )自心内* 与

)自心外* 不能理解为带有 )人或有情的整体多层次心识相续* 综合意义上的

)自己
$$

心识之内或外*, 它们应指在特定
$$

形式或刹那的心识之内或外的蕴或法#

而那特定的心识联系着相应的我执或法执)

, 在 4%) 节开头引用的 '成唯识论(

段落 %"a+Y&>&4 1&2& 应更准确地翻译为"

如 2前段落3 所述一切 2不同类型的3 法执' 在 2相应法执的3 自己

心识以外*的法部分存在& 部分不存在' 而在 2相应法执的3 自己心识以内

的法' 则一律存在* +如是所说' 一切法执' 自心外法' 或有或无* 自心内

法' 一切皆有*,

这亦同样适用于 )自心相*# 在这脉络下应翻译为 )在 0相应法执或我执的1

/*4&/论'成唯识论(中的外在世界问题

"

&

'

(

)

*

"a+Y4(9&). 参见 4)>&, 亦见 +5GK95E3(3>&3明确把疏所缘缘称为 )外* % )又疏所缘缘亦是外*&#

即 )本质* %PJDI%3/ ;D%&&33" .)2F)3 1)/&# 并且把这一用法区别于 )非心识所变现之法* 意义上

的 )外* %3(3>&4 1&2" )以非心所变法说之为外*&,

即相应的心 %9E66>& 及其心所 %9>E66>&,

"a+Y&)9)/以下 %参见注 2&&# 尤其是 &&>)* %$&2&. ")*(. +)/*&" )未转依位唯缘藏识,* 亦见

4&9)) 1)4,

+5GK95E2()90 1)( %注释"a+Y4(9&0&" )第七心品$$, 述曰" 此识$$必仗第八识以为外质,*

参见 +5GK95E2()>)2 1)/# 此处 )疏所缘缘* 被描述为 )外在于 0相应的1 心识* %心外" 2()>&0 1

&.&# 并且包括 )他人的识所变现的 0相1 与自身相续中其他 0形式1 的识所变现的 0相1* %疏所

缘缘# 与能缘心相离法是, 谓即他识所变# 及自身中别识所变, 仗为质者是&, 类似地参见 +5GK95E

&2(9)4 1)2,

或者可以理解为 ) 0相应的1 心识自身之外*# 以及在下一句类似的 ) 0相应的1 心识自身之内*-



自己心识中的相*# 或甚至是 )自己的心相*

"

, 窥基亦赞同此点, 在讨论第七识

的我分别时# 他把 '成唯识论( %"a+Y&>)* 1)4& 中的 )自心相* 界定为 )在

0我执的1 自心中!!! 0即在1 第七识中!!!之相* %+5GK95E&4.F&/ 1&0" 是第

七识自心之相&

&

, 因此# 4%* 节开头所引段落 %即"a+Y&>)* 1)4& 应翻译为"

第一种 2俱生我分别3 是相续的' 发生在第七识中* 以第八识 +即阿

赖耶识, 为其 2疏3 所缘缘' 第七识在 2其3 自心中生成 2此疏所缘缘3

的相 +;E@E66>, +或作( 生成其自身 2相应的3 心相,' 并把此相构想为实

我* +一& 常相续' 在第七识' 缘第八识* 起自心相' 执为实我*,

4%现在让我们转向讨论与第六识即意识 %@>;DJÊdA;>& 相关联的俱生 %但间断

的& 我执和法执, 第六识的定义为"

第二种 2俱生我执3 是有间断的' 并且出现在第六识中* 以识所变现

的五取蕴 +在法执的情形下' 为蕴& 处和界, 之相或一起或分别作为所缘'

此我执生起一个自心的相 +或自己的心相, 并把它想象为实我 +或法,*

+"a+Y&>)4 1)2( 一& 有间断' 在第六识' 缘识所变五取蕴相' 或总或别'

起自心相' 执为实我* $)/) ")* 1)4) + )0* "a+Y/>& 1*( 二& 有间断'

在第六识' 缘识所变蕴处界相' 或总或别' 起自心相' 执为实法* $0( 1

0)) "*.) + 20*,

这里清楚地看到在相关心识以外的蕴或法都是心理
$$

现象# 或更准确地说是识所

变 %JÊdA;>K7>?E;

/

A@>& 的相,

这里肯定有一个问题, 第六识的我执或法执所变现 %然后被误解& 的 )外

在* 事物被界定为包括心及心所等法的心识形相
$$$$

%如蕴等&# 为何心及心所自身
$$

不被界定为 )外在* 的所缘# 就如第七识以阿赖耶识为所缘一样- 后期注释家

/44&/ 唯识研究%第二辑&

"

&

就我所见# 此段落没有区分作为一个心所的我执或法执与作为心自身的我执或法执# 而似乎把我执

或法执看作心自身的作用, 如果做了这样的区分# 译为 )自己的心相* 就更合适, 因为即使一个特

定 )品类* 的所有心理要素 %心与诸心所& 的相分是一样的# 每个心理要素还是变现其自身的相

分,

在第六识 %即意识& 的俱生我执的情形下# 注释者智周清楚表示 '成唯识论( 中的 )自心之相* 指

的是 )第六识所变现的# 0因而是其1 自身的+ 亲近的相分* %SB;K7E0&2>&* 1&4" 第六所变自亲相

分# 下文别说" 起自心相$$&,



已注意到这问题并展开讨论"

# 但因它不是我关注的问题重点 %即独立存在的色

法&# 所以我不打算深入讨论, 就色法来说# 它的定义并没有问题&

# 看来玄装

在作出定义时首要考虑包含身体和其他的色法
$$

, 无论如何# 这章节清楚显示#

玄奘理解作为第六识的我+ 法俱生分别的 )外在* 所缘的色法# 纯粹只是识内
$$

的色法的相
$

,

但色法的相是在哪种识中出现呢- 玄奘并没有特别说明# 而后来的注释家

亦众说纷纭'

, 无论如何# 色法的相间断地存在于根识中(

, 此外# 每个有情的

阿赖耶识都连续不断地变现自己的身体和感觉器官的相)

# 以及多少算是全面的

器世界及其他有情身体的相*

"

当阿赖耶识由于其因缘-自身生起时' 它内在地变现为00具有感官的

身体' 外在地变现为器 +F5A >̂;>, 2世间3' 它就以这些所变的 2相3 为其

所缘 +AI>@F>;>,* +"a+Y)(>)/ 1).( 阿赖耶识' 因缘力故' 自体生时'

内变为00有根身' 外变为器' 即以所变' 为自所缘* $)&2) "3( 13)) +

/0%,

.

由于共相种 +:AH5A?>;

1

>KFk̂>, 的成熟' 作为 2业3 异熟 2之果的3 识

+JE7AN>JÊdA;>,

/ 变现肖似器世间之相' 此器世间 2包含3 色等' 即外在
$$

的
$

大种 +@>5AF5j6>, 及其所造色 + G7AHAR>K?j7>,* 虽诸多有情所变现的

/24&/论'成唯识论(中的外在世界问题

"

&

'

(

)

*

-

.

/

SB;K7E0&2>&2 1F). PJDI%3/ ;D%&&33 %湛慧 0)3/2 1)/4/1 撰&" ))/F)( 1&& %引用 '义蕴(# 参见

注 32&,

参见PJDI%3/ ;D%&&33" ))/F. 1)(和 )( 1&& %引用 '义蕴(&, 文中首先说到# 在第六识的俱生我分

别中# 第六识执取第八识所变现的五取蕴之相, 可是这说法只是针对色法而言没有问题# 而四种非

色法之蕴 %即心和心所& 不属于第八识的所缘# 不能在通常的意义上 0被心识1 所变现, 如果它们

在另外的意义上被称为是由心识变现 %参见 +5GK95E*)/>)0 1F/&# 也不能被称作相# 至少不是 )影

像* 意义上的相, %$$第六意识# 缘第八识所变五取蕴相也, 问" 若尔# 第八所变色可尔, 余之

四蕴# 第八不缘# 如何称变- $$问" 变义可尔, 四蕴既非第八影像# 何名蕴相- $$&

关于我执# 参见SB;K7E0&2>&& 1&4# #KRB; &4>3 1)&. 关于法执# 参见SB;K7E024>) 1)(,

参见例如"a+Y4F* 14 %见注 4/&,

依照PJDI%3/ ;D%&&33" ))/F)( %见注 32&# 这阿赖耶识中身体的相是第六识的俱生我分别中的相的

)本来的*# 即 )外在的* 所缘,

遁 %道& 伦在 '瑜伽师地论( 的注释中明确说# 其他有情的身体准确地说属于器世界 %PJDI%4&

;D%)0&0" 3(&F&*" 然变为他身# 是即外器所摄&,

依照 +5GK95E*)/>. 1)(# 即亲因种和业缘种,

在 +-+P

/

PE&3.>* 14有此段的藏文翻译# 把 )变为x* 译为 )xI6>FG?:;>;L* % )显现为x*&,

这是第八识的另一个名称# 比 )阿赖耶识* 用途更广 %参见"a+Y)*9)* 1).&,



2器世间之相3 各不相同"

' 但其形相相似' 处所也无差异* 就像 2室

内3 众多灯的亮光' 各个都充遍 2全室3 ' 看似同一 2光亮* 众有情的

异熟识中的器世间之相也是如此' 各个都充遍同一空间' 看似同一3 *

+"a+Y)(9)* 1)3( 异熟识' 由共相种成熟力故' 变似色等器世间相'

即外大种及所造色* 虽诸有情所变各别' 而相相似' 处所无异' 如众灯

明' 各遍似一* $)*2 1)*3) "34) + 0)%,

由于不共相种 +>:AH5A?>;

1

>KFk̂>, 的成熟' 作为 2业3 异熟 2之果的3

识 +JE7AN>JÊdA;>, 变现肖似 2有情自身的微细3 色根 +?j7k;H?ER>,

& 以及

作为这些根所依处 +E;H?ERAH5E:

1

6

1

5A;>, 2的有情的粗重身体之相3' 这即是

内在 的
$$ $

大种及其所造色* 由于 2其他 3 共相种的成熟' 2异熟识

+JE7AN>JÊdA;>, 变现另外的相(3 在有他人的身体之处'

' 它亦变现肖似那

2身体之相3* 不然的话' 不可能经验到他人 2的存在3* +"a+Y))>0 1))(

异熟识' 不共相种' 成熟力故' 变似色根及根依处' 即内大种及所造色*

由共相种成熟力故' 于他身处' 亦变似彼* 不尔应无受用他义* $)*0) "

33) + 0*%,

/34&/ 唯识研究%第二辑&

"

&

'

每个有情有其自己的阿赖耶识 %或至少其自己的第八识&# 参见 "a+Y&F2 13 及注 ) 所引山部的论

文第 &)页,

亦见"a+Y&(>&2 1&3 %$&*2. ")).. + )3&&" )阿赖耶识变现肖似色根+ 色根所依处及器世间等的

东西,* %阿赖耶识变似色根及根依处器世间等&. 4)>)( 1)) %$44.. "&40. + *&0&" )前五种色根

以眼 %9>N:

/

G:& 等 0感官的1 净色 %?j7>7?>:AH>& 为性 % 1:J>F5AJ>&# 0此净色是1 由本识

%@jI>JÊdA;># 即第八识& 等所变现的 0相1* %前五色根以本识等所变眼等净色为性&, 我确信乐家

丹 %Y4.2 ;%&2& 对此段落的解释不可行, 他的翻译如下" )五色根# 在本识中转变等# 由眼等摄

入, 净色被认为是其本性,* 依照乐家丹# 本段的主旨在于 ) 4净色5 的视觉经验被登记为 4在本识

中转变等5* 以及 )并没有暗示使动的观念论# 阿赖耶识$$和其他识只是被动地记录着视觉器官

及其相应对象的活动,* 乐家丹的翻译 %即使其英文也很奇怪" 也许应该在两句间加冒号# 把它读

为一句话&, 除了与上文更清楚的段落相矛盾之外# 在我看来完全与中文句法规则不相容, 他似乎

把 )以* 看作主要动词 % )6>NBE;*&# 跟着是作为主语的 )本识等所变* % )>I6B?;>6ED;:E; 65B@jI>K

JÊdA;># B69%*&# 跟着又是没有标示的工具式成分 )眼等* % )65?DGL5 65BBRB:*&, 开头的 )五色根*

不是 )色感官* %)?j7>D?L>;:*&# 而是微细的物质性感觉器官 %?j7k;H?ER>b?j7E; nE;H?ER>&# 它至少

大约正确地与段落的后半部分连接# 同时被构建为动词 )以* % )6>NBE;*& 的宾语# 结果感官既是

)摄入* 和 )登记* 的对象又是其工具, 事实上# 此段落无疑由常见的结构 )Q以,为性* %Q拿,

把它作为其性质# Q把,作为其性质# Q在于,& 构成, 因此# )本识等所变眼等净色* 一定是规定

者,# 它由传统的 )眼等净色* % b9>N:

/

G?AHEK?j7>7?>:AH>& 构成# )眼等净色* 又被瑜伽行派特有的

属性 )本识等所变* % )本识等变现或已变现的*# 即 )由本识等变现*# 参见 "a+Y23F&3& 所界

定, 我承认这里的 )等* 需要解释# 也许可以联想到第八识或第六识的心所 %参见 PJDI%3/

;D%&&33" )3(>)0 1&(&# 但我不确定这是不是正确的路向,

我不确定是否正确理解了 )于$$处* %$和"都忽略了它&, 我认定玄奘想说" 其他有情的身体处

于有此身体的有情的异熟识之 )相分* 中,



!五"

但感官识及阿赖耶识又如何- 它们或它们所变现的色法的内相# 是否亦建基于

)疏所缘缘* 或外质呢- 若然如此# 则这外质又可否是独立存在的色法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 '成唯识论( 有关感官识的立场很明确# 它说"

$前五 2种3 心识的品类' 只要它们还未达到转依位00必然依仗"外

质' 因而也一定有疏所缘缘*% +"a+Y4)>* 14( 前五心品' 未转依位00

必仗外质' 故亦定有疏所缘缘* $440) "&40) +*&0%,

&%至于阿赖耶识的情形# '成唯识论( 中的意见分歧, 有一种意见认为阿赖耶识

并没有疏所缘缘# 只由业力决定 %"a+Y4(9&) 1&&&, 但其他的看法认为# 至少

那些众多有情所经验的相同器世界 %即周围世界及粗身& 的相是建基于质的

%4(9&& 1&/" 这里包含两种立场# 以较严格限制的第二种为权威&, 而这质 %这

亦回答了第二个问题& 被明确界定为他人即他人的心识所变现 0的相1"

有的意见认为( 2阿赖耶识或异熟识3 也一定有疏所缘缘' 因为它必定

要依仗于质' 此质即是他人 2心识3 所变现的 2相3

&

' 只在其后它自身才

变现其自己的 2相3

'

* 00有别的意见认为( 自己的身体& 他人的身体以

及国土 +即周围世界, 可以被互相经验到' 是因为他人 2心识3 所变现的

2相应的相3 成为自己 2心识' 即阿赖耶识3 的质' 2反之亦然3* +"a+Y

4(9&& 1&2( 有义( 亦定有疏所缘缘' 要仗他变质' 自方变故* 00有义(

//4&/论'成唯识论(中的外在世界问题

"

&

'

乐家丹 %Y2(4& 把 )仗* 译为 )面对*# 似乎基于 )打仗+ 兵器* 之意# 但显得很牵强, )仗* 和

)杖* %后者在 '述记( 中更多见# 如 2()9)2& 也有 )依仗* 之意# 玄奘在此意义上使用此词明确

见于"a+Y&(94# 其中说到 )依* 意指所有无常法要升起并持续必得依杖因缘 % )仗因托缘*&, 亦

见 +5GK95E*)/>)4" 杖谓杖托,

在 '成唯识论( 的术语中 %参见注 )&&# )变* 和 )所变* %参见 "a+Y4(9&4 1&2" 他所变& 等同

于 7>?E;

/

A@># 是 )识所变* %JÊdA;>K7>?E;

/

A@>& 的省略# 必定暗示心相
$$

%或者至少心识的面相# 如

果我们考虑到 )见分* 的话&, 因而# )他 %所& 变* 是 )他识所变* 的缩写, 事实上# 在其关于

疏所缘缘定义的注释中 %参见注 3(&# 窥基明确说它不只是本人的其他识所变现的 0相1# 也是他人

的识所变现的 0相1, 他没提到还有什么疏所缘缘独立存在于任何
$$

形式的心识,

乐家丹 %Y2(&& 的翻译为" )$$由于他人变化的影响是指向自身变化的质素,* 他是不是把 )方*

看作动词 % )6DHE?B96*&# 把 )变* %与 )自* 一起# 很奇怪& 看作其宾语- 其实# )方* 在这里是

连词# 窥基的复述支持这一点" )这第八识必须要依杖他人 0之识1 所变现的 0相1 作为其本质#

它方才能变现其自身* %+5GK95E2()F. 1)(" 此第八识# 要杖他变为本质# 方能自变&,



自他身土可受用' 他所变者' 为自质故* 00$44/) "&4/) + *&/%,

这些由他人心识变现的相# 应该是他们阿赖耶识中相应的相# 否则难以理解#

因为只有这些
$$

相类似于自己的阿赖耶识中的相,

窥基的新罗同道遁伦 %或道伦& 在其 '瑜伽师地论( 的注释中对这一议题

有明确的讨论"

"

不应该有这样的责难( 由于第八识没有本质' 2在此情形下3 如何说

2心与心所3 有同一个所缘 +如果这意味着它们基于同一本质的话,- 这是

因为第八识用他人的第八识所变现的诸相作为其本质* +PJDI%4& ;D%)0&0(

*)/>)3 1)/( 不应难言( 第八无本' 如何说云同一所缘- 用他第八所变诸相

为本质故*,

*%由于阿赖耶识中的物质世界的相# 并非建基于独立的物质世界# 而是建基于

其他的心识形相 %即那些在他人阿赖耶识中的相&# 因此如认为感官识与阿赖耶

识的情况有本质上的不同将是不恰当的, 由于严格意义上的外境被决然否定&

#

感官识的疏所缘缘不可能是独立色法# 而应是其他深层心识的色相, 而至少就

一般的识而言# )质* 当然就是自身阿赖耶识中的物质世界 %即器世界与身体&

的相, '成唯识论( %"a+Y4&9)) 1)2& 在系统阐明同一相续中不同诸识间的因

果关系时# 明确肯定这看法, 而在所缘缘 %AI>@F>;>7?>6R>R>& 方面# 我们知道

只有第八识 %即阿赖耶识或异熟识& 可以是前五感官识的所缘缘# 而第七识

%即意& 或第六识 %即意识& 都不可能是, 当然# 第六与第七识也不可能互为所

缘缘,

00因为五 2感官3 识只是依托于第八 2识3 的相 2分3* +"a+Y

4&9)4 1)2( 五识唯托第八相故* $43.) "&2.) + *4.) 参见Y2(2,

/04&/ 唯识研究%第二辑&

"

&

参见注 &&,

"a+Y4F* 14 %参见注 4/&, 参见 +5GK95E&3.F&& 1&*和 &/(>0 1." )然而# 0完全1 在心识之外的所

缘缘# 确定不存在, $$如果我们不遮除作为疏所缘缘的心识外之法# 这就是第八 0识1 作为质#

其余的识依托此质而变现 0其相应的相1,* %然心外所缘缘# 决定非有, $$若不遮心外法为疏所

缘缘# 既是第八为质# 余识托之而变,& 对此段落的解释# 参见 #KRB; *093K0 bPJDI%3/ ;D%&&33"

)33>&2 1&0" )$$虽然有实体法作为疏所缘缘起作用# 可是这本质法只是第八识所变现的 0相1#

不是脱离识而实有的 0东西1,* %$$虽然有实体法为疏所缘缘# 然此本质法但是第八识所变# 亦

不是离识实有,&



窥基把这一段复述如下,

00因为五感官识把本识 +@jI>JÊdA;>' 即第八识, 所变现的 2相3

作为对境' 而不依待第六识 +即意识, 所变现的色 +?j7>, 等"作为其自身

的对境* ++5GK95E2)&F&4 1&2( 五识缘本识所变为境' 不待第六识所变色等

为自境故*,

&

窥基亦在其他地方表示同一看法,

00由于第八 2识3 的相 2分中所变现的3 色等' 生起作为五 2感

官3 识相分的色等' 并作为后者的本质而起作用* ++5GK95E2)&F)( 1))( 以

第八相色等' 为其本质' 生五识相分色等故*,

甚至更清晰的,

00第八识变现肖似五感官和五感官境 2之相3* 包含眼 2识3 等的五

感官识' 依托于那 2第八识3 所变现的感官' 以那些 2第八识所变现3 的

本质的感官境为所缘* 00实际上' 基于本识 +@jI>JÊdA;>, 中物质性的

感官境 2之相3' 2感官识3 现起并变现 2其自身的3 五感官境之相* 00

如果五 2感官3 识不依托于第八识所变现的 2感官境之相3' 那么它们便没

有 2完整的3 所缘* 因为 2在感官识的情形下3' 所缘之中包含有亲所缘缘

和疏所缘缘* ++5GK95E&30F/ 1)*( 第八识变似五根& 五尘' 眼等五识依彼

所变根' 缘彼本质尘* 00实于本识色尘之上' 变作五尘相现* 00五识

若不托第八所变' 便无所缘* 所缘之中有亲疏故*,

而在遁 %道& 伦的 '瑜伽师地论( 的注释中# 亦可找到一段简明而意思相同的

/.4&/论'成唯识论(中的外在世界问题

"

&

)等* 在此段落中明显指其他感官识的对境 %即声等&,

在 +5GK95E2()9)3 1).中# 虽然强调五感官识必须基于外质# 却把这外质看作第八识 %即阿赖耶识&

或第六识 %即意识& 中的相 % )眼等五识$$必杖第八或第六所变外质方起*&, 可这说明似乎指非

常态的色法之识# 例如禅定 %参见#KRB; &3)H)以下 bPJDI%3/ ;D%&&33" 3./9) 以下&# 现下可以忽

略 %亦参见窥基在 '成唯识论枢要( %PJDI%4* ;D%)0*)& 3409). 以下的讨论# 特别参见 PJDI%33

;D%&&3* %良算 0约 )&((1 撰&" 44.F)*以下&,



陈述"

眼识及其心所被认为有同一所缘' 2因为3 它们 2基于3 本质的感官境

而升起' 此本质的感官境即是阿赖耶 2识3 所变现的相分' 此相分与 2它

们自身的相分3 同属一类* +PJDI%4& ;D%)0&0( *)/>)& 1)*( 眼识及心所'

同类赖耶所变相分本质尘起' 名同一所缘*,

4%这解释并非窥基及其学派的独特之见# 宗喀巴讨论末那识与阿赖耶识的论著

'末那识与阿赖耶识释难( %@(7 7$25 8:2 5P-(5 (78$5 45#3/& 亦印证了窥基的看

法"

"

阿赖耶识的相分' 被五种 2感官3 识所了知* +NG; LZ5E/ ELZG;L95>

H>LI>;E''?;>@:5B:I;L>RE:.HZE; FRBH%%%,

印度瑜伽行论师安慧 %约 2)(!2/(&

& 也认定# 那阿赖耶识中共通于一切有情

的对象之相参与了一般感官识的升起# 虽然他把这相看作只是增上缘 %>H5E7>6EK

7?>6R>R>& 而不是境 %JE:

/

>R>&"

在阿赖耶识中共通于 2所有有情的3 对象之相' 亦被称为外处* 因为

它是呈现为所取 +L?A5R>K7?>6EF5A:>, 的转识 + 7?>J?

1

66EKJÊdA;>, 的增上缘

+>H5E7>6EK7?>6R>R>,' 而非因为它是转识的境 +JE:

1

>R>, 2或所缘缘3*

'

/(2&/ 唯识研究%第二辑&

"

&

'

白馆戒云# 小谷信千代 '宗喀巴著阿赖耶识和末那识的研究(# 京都# ).03" )2)# CDI%/F2, 宗喀巴

熟知圆测 '解深密经注( 的藏译本 %参见注 )3 所引$D8B?:" .3&# 但不知窥基的作品, 可惜我没有

时间进一步研究圆测的注释# 但至少可以看到他区分阿赖耶识所变现 % 17>?E;

/

A@>& 的色 %NG; LZ5E

?;>@7>?:5B:7>I>:LRG?7>hELZGL:& 和眼识所变现的相分 %@ELLE?;>@7>?:5B:7>I>:LRG?7>5 E?LRG

@6:5>; LRE?;>@7>& %+-+P

/

P5E)&&>3 1/&,

其年代依据_?E95 [?>G8>II;B?# J/3(23<A-#(>*32 %]%oFB?5>@@B?与_%+6BE;NBII;B?编# aEB:F>HB;" [?>;Z

+6BE;B?).0&&" 02.. 亦参见 SGE95EX>̂ER>@># <*:7(3"(2 ;:77-("*I-(/="='-%%X%ME@>NE编# XRD6D"

UE;:B; ).0.&" &((%

山口益编" '中边分别论释( %S$7-%!2*$)(E-!5$&*

/

K8!& )43# 2 1." 2R>AI>R>JÊdA;>:R>:AH5A?>;

/

e?65>K

7?>6E3 F5A:D%%%# :D47EL?A5R>1%%%7?>6EF5A:>:R>7?>J?

/

66EKJÊdA;>:R�67>66AJ>H5E7>6EK7?>6R>R>6JAH FA5R>@

AR>6>;>@G9R>6B# ;>6G 6>HKJE:

/

>R>6JAH E6E%参见同上著 )/# )* 1)4 和 )3 1)/" 6>6?e?65>K:>66J>K7?>6EF5A:>@

AI>R>JÊdA;>@

/

%%%%JÊd>76EK7?>6EF5A:>@

/

%%%9>N:

/

G?KJÊdA;eHEK:

/

>6

/

N>@%参见 Y%+95@E65>G:B;# D/$%$)(GH!2$#

PDNRD" P5B#;6B?;>6ED;>I#;:6E6G6BCD?,GHH5E:6+6GHEB:).0/#

#

" 4)4和 4)3 %注 /3*和 /3.& %



另外# '摄大乘论( 的后期残缺注释 '秘义分别摄疏( %\EJ?

/

6>KLjH

/

5A?65>K7E;

/

H

/

>K

JRAN5RA& 指出下列两者的分别" 识自身中作为其亲所缘缘的境相# 与作为其疏

所缘缘的阿赖耶识,

2与其他论者所设想的不同3' 所缘另有两方面( 亲所缘缘与疏 2所缘

缘3* 其中' 亲所缘缘是所取的相 +L?A5RANA?>,) 疏所缘缘是阿赖耶识' 由

于 2后者' 识3 以所取的形相显现*

"

此外# 这论著亦清楚说明任何不属于心及心所 %即心及心所以外& 之物并不
$

存在
$$

,

&

!六"

现在回到那具争议性的章节 "a+Y*.9)3, 根据我的理解# 下面这一说

法是非常不可能的" )色法等* 指涉任何独立存在的物质# 而不
$

只是某种
$$

心

识的相, 正如我已引述的# 经典中有不少章节# 不但否定心识以外的物质性

%或其他& 实体作为识的对象# 并且毫无保留地否定它们本身
$$

的存在可能,

而 '成唯识论( 有足够的内部证据# 并获早期注疏甚至佛教以外的印度资

料支持这看法" 如心识具有外质或疏所缘缘# 则这外质应是其他的识或心理

要素. 或就色法而言# 它应是包含在自己或他人心相续中的其他识的色相,

因此# 蒲桑对这具争议性章节的理解至少符合 '成唯识论( 的教义立场'

,

这理解并非全凭他的个人测想# 事实上这或多或少是对窥基注释的一种处理,

窥基说"

2识3 的所缘是作为其他 2心识3 相分的色' 或自身 2相续3 之外的

识所变现的色' 等等' 也是这样 2来解释3' +即如同识以其他心识作为其

所缘一样' 是通过其自身中相应的相实现的,* ++5GK95E4.4>0 1.( 缘他相

/)2&/论'成唯识论(中的外在世界问题

"

&

'

北京版丹珠尔唯识部JDI%YE" *.2F2 1/ %德格版JDI%UE" *&.F* 14&" %%%@;LD; :G@HG H@EL:7>H>;L

F?LRGH 7>5 E:LD;>:LZ5>; HG ?;>@7>L;RE:6B'HBI>@;LD; :G@LREH@EL:7>;ELZG;LF>5 E?;>@7>L>;L

031 RE; 7>5 D''FLRGH 7>5 EH@EL:7>;ENG; LZ5E5 E?;>@7>?:5B:7>:6B'HB5 EHF>;LLE:LZG;L%北京

版为 FZG;L& F>5 E?;>@7>?:;>;LF>5 E75RE?D'',

同上著 *.2>/" :B@:H>;L:B@:I>:FRG;LF>I>@>L6DL:7>5 EH;LD:7D@BH 7>5 E75RE?%%%

亦见注 )所引山部 )..0" *),



分色& 自身别识所变色等亦尔*,

"

窥基作为玄奘最出色的学生之一# 我认为他不大可能在色法独立存在这一

关键问题上有误解或甚至歪曲了老师的意思# 况且窥基的诠释完全符合 '成唯

识论( 本身的内部
$$

证据# 而且起码在圆测的现存著作中找不到反证,

三!唯识的精神修炼语境

!一"

我把那具争议性的章节放至深入而宏阔的背景下思考# 并参考早期注释及

其他证据而得出的研究结果# 可能并不被那些瑜伽行思想传统诠释的批判者所

接受, 可是我得承认我为他们批判的激情而感到惊诧, 这是否因为传统理解下

的瑜伽行思想与现代西方常识直觉上背道而驰# 所以一些学者认为他们必须反

对这传统理解而对瑜伽行思想进行 )辩护*, 但学者们在观念论作为西方哲学主

流的时代不也历经同样的模式吗- 现在他们因为以自己时代背景的预设解读传

统文本而受批判, 这限制可能难以彻底避免# 但最少应尽力从其内部去理解文

本 %当然准确度会有不同& 及按其自身的前提来解释文本&

, 乐家丹的研究的一

项优点是他的确尝试按佛教传统的核心问题来诠释瑜伽行思想# 特别是业 %Y

402 和 2*3& 和执 %Y2*/&, 可是# 我认为从佛教的理论前提出发# 一般的瑜伽

行及特别是 '成唯识论( 系统# 若依我所示的贴近文本自身所述来理解亦同样

合理, 具体而言# 即外在而独立存在的物质被否定或至少不被承认# 即使它们

是 )疏所缘缘*# 也把它们化约为某些心识的相,

/&2&/ 唯识研究%第二辑&

"

&

#KRB; &4*9/ 1)(和 +5G 1955 >D**(F. 1)&解释说" )自己的识# 如果缘取作为其他人相分的色# 把

0这相1 作为其疏所缘缘 %即本质&. 它也变起自己的相分# 把它作为亲所缘, 自身的前六识等
>

#

缘取作为 0其自身1 第八识所变现相分的色时# 把它作为其疏所缘缘 %即本质&, 同样的这六识等
>

也变起自己的相分# 把它作为亲所缘,* %自识# 若
)

缘他
%&

余人
& &

相分色# 以为本质, 亦自变起
*

相

分
%4

为亲所缘,

4 &

及
2

自身前六识等# 缘第八识所
3

变相分色
/

# 以为本质, 即六识等# 自变起相分#

0

为

亲所缘,&

>

这也许意味着包含与它们相关的心所,

)

#KRB;" 别,

&

#KRB;" 人余,

*

#KRB; 省略,

4

#KRB;" 为亲

所缘. +5GK955 >D" 之,

2

#KRB;省略,

3

#KRB;省略,

/

+5GK95h>D省略,

0

+5GK955 >D添加" 六识等,

我的意思绝不是否认具创意的哲学诠释的合法性, 但如果声称这诠释与古老文献自身的意趣一致#

那就要在文本内的和更广的历史的语境中审查文献的行文,



!二"

至少就大多数佛教传统而言# 说它们的核心关怀在于众生应是恰当的, 更

准确地说# 在于他们轮回而不断的苦及其成因# 即烦恼 %尤其是执& 和业# 以

及苦的解脱和经消除或取代那些成因而成就精神宁静与真正的喜悦, 在大乘佛

教中# 不但关乎个人的苦# 更多甚至是主要关乎其他众生的苦, 在理解 '成唯

识论( 时# 我们不能忽略阿毗达摩# 它旨在设计一个关乎缠结和解脱过程# 以

及有关因素的连贯结构, 从早期起瑜伽行便与阿毗达摩或多或少地关联着"

, 在

此意义下# '成唯识论( 可被视作早期阿毗达摩式瑜伽行著述加以 )一切唯识*

%JÊd>76E@A6?>& 的修订或补充,

!三"

0

$

*1 在佛教思想中# 业不是轮回以至于使众生缠结于苦中的根本原因# 而

是引至他们的特定
$$

处境 %即轮回形态& 的原因, 而苦乐的数量和质量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这处境# 恶业招引苦恼的处境. 善业招引欢喜的处境, 在佛教中# 作业被

界定为由思 %9B6>;A& 自身或意图 %9B6>RE6JA& 所引发&

, 这意味着在任何情况下#

)思*# 就是说心理
$$

因素# 是决定性的, 如果苦乐经验是业的 %无论直接或间接的&

最终结果# 那么整个过程就在心识中开始及终结# 而身体与感官的生起作为业的

直接结果只是一个中间步骤, 在早期瑜伽行中# 引入了阿赖耶识作为业感的唯一

直接的主要结果后# 这些物质因素的重要性进一步减低'

, 在业感与招果过程中#

更少重要性的是外在世界, 如器世界 %F5A >̂;>KIDN>& 这一名称所示# 它的功能

只是众生身体的 )贮藏器*, 在早期瑜伽行典籍中已表明# 它的出现+ 消灭以至

品质都被视作众生的业的副产品(

, 而 '瑜伽师地论/摄抉择分( 已说明大概因

贮藏业种子的缘故# 阿赖耶识生起
$$

%:NRBH 7>?FRBH 7>& 器世界并同时认知它)

,

/*2&/论'成唯识论(中的外在世界问题

"

&

'

(

)

例如参看 '阿毗达摩集论(# '瑜伽师地论( 的大多部分也是阿毗达摩式的,

例如注 )4 所引 '阿毗达摩集论( 2*# * %经重构&. QX,5 ).&# )(. 即使有意图的身业和口业也被

归结为思# 见QX,5 ).2# )0 1&),

参见注 02 所引 +95@E65>G:B; 2/ 13&,

SD,5j *(# &) 1*)# ). *3# ). 1&(. )04# 3 1.. '阿毗达摩集论( %PJDI%*) ;D%)3(2" 3/.F&3 1&/.

北京版丹珠尔 JDI%YE" )(&F3 1/" I>:65G; @D;LF>%%%L>;L:;DH NRE4 ÊL?6B; ?;>@7>?4FRBH 7>5 D%亦

见QX,5 .4# &&. .2# )2. )20# ) 1& %JARG@>;

/

H

/

>I>@>F5E;E?J?

/

66>@

/

:>?J>:>66JA;A @

/

N>?@AH5E7>6RB;>&.

)20# 3 1)). ).&# * 12%

北京版丹珠尔 JDI%qE" 0>3 和 4F). PJDI%*( ;D%)2/." 20)>&0 1&. 和 20(>& 14. 参见注 02 所引

+95@E65>G:B;# D/$%$)(GH!2$" 34. .(. &(*%



因此可见# 这样解释业与其果报经验的联结关系# 而不求助于心识以外独立的

物质实体# 并没有什么违漏之处, 这较 )简约* 的理论可能更受欢迎"

# 因为在

早期瑜伽行典籍如 '阿毗达摩集论( 中已倾向省略掉不必要的理论实体&

,

!四"

另一方面# 佛教作为一套解脱论或宗教# 在本质上关怀所有
$$

众生的福祉#

这取向防止了这理论变成唯我论'

, 在 '成唯识论( 较倾向的立场中# 如 '唯识

二十论( %.# &( 1&*& 所主张的复多心识相续的因果互动# 通过 )疏所缘缘*

概念的引入# 发展成为认识论层面的间接的主体间性, 这一概念亦同样适用于

物质世界的经验# 结果是就算以唯识理论来理解# 也可较完满地解释物质世界

一方面是理论预设(

# 另一方面有主体间性,

!五"

苦与缠结的主要原因是执取
$$

或欲# 而它们是由错误见解引起的, 为了消除

错误见解及执取# 早期佛教传统强调一切现象都是无常+ 苦与无我 %或缺乏

我&, 在很多大乘经典中# 我们所相信所经验的东西被彻底地界定为虚幻+ 不

实+ 纯属虚构或唯心 %9E66>@A6?>&, 乐家丹 %Y2*4& 正确地指出有如这些术语#

瑜伽行术语 )唯识* %JÊd>76E@A6?>& 主要是贬损之意, 很多早期瑜伽行典籍已

说明# 在禅定中)领悟到我们经验的事物都只是心识# 只是迈向觉悟最高真理或

/42&/ 唯识研究%第二辑&

"

&

'

(

)

关于世亲解决业与业果的问题时唯识理论的地位# 参见 W%,?D;N5D?:6# J$#.$ $27 ?3/3=/=5%# PDNRD"

P5B#;6B?;>6ED;>I#;:6E6G6BCD?,GHH5E:6+6GHEB:&(((" 3/!/2, 按照 ,?D;N5D?:6的说法 %同书 //!.*&#

对于这一问题的反省甚至是最初引入唯识理论的决定性诱因, 但这不是本文所关注的,

参见注 )4 所引 '阿毗达摩集论(# 心不相应行法被化约为假法 %)(# )2!))# &4&# 或许多传统意

义上的心所法被化约为一些更基本心所的特例或复合 %0# )*!.# ).. )(# 2!)&&,

乐家丹 %Y403 140/& 正确地强调了这点, 关于这一问题# 参见注 ) 所引山部 )..0" )2 14) 和

SjE95EX>̂ER>@>)TDo65B?$BD7IBh:ME;H:_̀E:6-*# 022:$/Y3'=#*=>*-3Q2*3#2$*(=2$/Y3"3$#A- Q2"*(*:*3>=#

07)$2A37 ;:77-=/=5%$*<=8$ ]2()3#"(*%* %)...&" * 1*2 %日文# 主要处理世亲的 '唯识二十论(# 法

称的 '成就他相续( %<$2*!2!2*$#$"(77-(& 和宝称 %U>6;>Nk?6E& 的 '驳他相续( %<$2*!2!2*$#$7F"

/

$2

/

$&&. 亦参见S%X>̂ER>@># ),GHH5E:6+DIE7:E:@%QC?BB6?>;:I>6ED; DCU>6;>Nk?6Eh:+>@

/

6A;A;6>?>Hj:

/

>;

/

>*#

S%X>̂ER>@># <*:7(3"(2 ;:77-("*I-(/="='-%%注 04所引&" 4() 14)3,

即体验到物质世界不是由个人的知觉随意创造,

例如 '大乘庄严经论( %+%YiJE编# $>?E:).(/&

0%

%&* 1&4 %:>@AH5E6>5

/

[&, 此处亦参见注 ) 所引

山部 )..0" *2 1*0# 他主张精神修炼是瑜伽行体系背后的基本主题, 这也是笔者早先研究的结论#

参见注 3所引拙文,



在见道位 %H>?:

=

>;>@A?L>& 证得真如 %6>65>6A& 的初步"

, 即便如此# 唯识的层

次比普通经验或传统阿毗达摩的层次较高# 所以适合于构造一个改进的及更高

层次的阿毗达摩体系, 就如乐家丹所正确强调的# 我们亦不应把识当作实体来

执取# 而 '成唯识论( 本身在这点上与 '唯识二十论( %3# )* 1&& 和 )(# &0 1

))# 2& 基本一致# 它们明确把周密发展的八识系统定位于 4理世俗5 %RGN6EK:>

@

/

J?

/

6E& 层面&

, 在胜义谛的层面# 思维与语言都泯绝了'

, 毫无疑问# 这真如的

境界不能被概念化# 而是在无分别智 %;E?JEN>I7>@

/

d̂A;>@& 中被体验到, 我找

不到任何迹象预设在无分别智中有任何关于独立色法或多样性的直接体验, 安

慧在 '入无分别总持( %-E?JEN>I7>7?>JB:

=

>H5A?>;

/

k& 中却指向相反方向" 在无分

别智中所有法都被体验为如天空的表面一样(

, 若唯识的体验及建基这层面上的

阿毗达摩系统# 真是引致一个如此彻底消解任何多样性的经验 %足以称为神秘

经验& 的决定性中间步骤# 那么预设一个帷幕后的独立的物质世界# 便在解脱

论意义下看来也是适得其反,

!六"

但是# 唯识的层面不只是一个需要超越的初阶# 它亦是佛与菩萨为了其他众生

而回归或重临的平台, 在得到无分别智后# 菩萨的回归理应就像重新退还到多样性

世界再度出现的体验, 但在这所谓的后得智 %6>67?

/

:

/

6

/

5>I>FH5>@

/

d̂A;>@& 中# 多样性

的缘起世界不再是被错误构想# 而是恰当地被经验为虚幻
$$

的或唯有心识 %及心所&

)

,

/22&/论'成唯识论(中的外在世界问题

"

&

'

(

)

例如注 )((所引 '大乘庄严经论(

,

%3 10.

0%

%&* 1&0. '辨法法性论( %参见 XI>G:KTEB6B?

M>65B:# ]2*3#"A-3(7:25 73#6353E32-3(*32 )=2 (-#3.43"32# +8E:66>IKoHB;HD?C)..3&" 34# .0!)(( 和 33#

)4(!)4/. %注释& 04# 4)3!4&/ b)(&# 0&!)(*# .4 %梵文& 和 .)# 20&!.&# 3(0. '摄大乘论(

%_%Y>@D66B编&

#

%)4

F

%9和Cb'阿毗达摩集论( %-%P>6E>编& 4&# 0 1. 和 )4!)2, 参见Y2*. 引

用 '辨中边论( 和 '三自性颂(,

"a+Y*090 1. %$4)4. "&*). + *)4&. 参见 */>.%

"a+Y*09.. 参见 39))# 39&* 1&3# */>. 1))# 22F))%

P?,5 4(# &. 14)# )" ;E?JEN>7B;> d̂A;B;eNA:

=

>:>@>6>IA; :>?J>H5>?@A; 7>:

=

R>6E, 识读作 1:>@>6>IA;

%YiJE" 1:>@>6ARA@

/

. 手稿" 1:>@>6>RA 6A@

/

& 是依据莲花戒 '修习次第( %;-!)$2!8#$.$& 第三部

分 %]%PG99E编# UD@B)./)# ))# / 10 & 和 '入无分别总持 ( %L(#)(8$/'$'#$)3"

=

$7-!#$ 2

/

K&

%X%M>6:GH>编# ;://3*(2 =>*-3Y3"3$#A- Q2"*(*:*3=>;:88%=]2()3#"(*%*')..3" .3# / 和 )(.# CDI%&>0&,

我对此复合词的翻译是依照藏文 %;>@@N5>hEHNREIH>;L@6:5G;L:7>?&. 此梵文复合词也可意指 )如

天空一样形成表面*, 亦参见P?,5 4(# &." 7>?E;E:

/

7>;;>:

=

9eNA:

=

>J>H BN>?>:>5

/

%依手稿&# d̂A;>@

/

9>,

"a+Y43F&0 193. P?,5 4(# &3 1&0 %引自 '入无分别总持(&" 6>67?

/

:

/

6

/

5>I>FH5B;>̂dA;B;>@ARAK@>?k9EK

:J>7;>K7?>6E:

=

?G6N�H>N>9>;H?>K;E?@E6>K:>@A; :>?J>H5>?@A; 7?>6RB6E. 安慧 '大乘庄严经论释(# 北京版丹

珠尔# JDI%ME*(3>2 13" H>L7>4 ÊL?6B; 7>5 ERB:5B:NRE:;EN5>@:L:G@7>5 E4HG:FR>:65>@:9>H

:B@:H>;L:B@:I>:FRG;LF>6:>@HG Z>H 7>?@65D;L;LD'',



然而# 后得智亦同时是佛面临多样性世界时的心识形式, 在 '成唯识论( 较倾

向的立场中# 后得智以至佛对多样性的类近智慧# 在认识论的意义下# 本质上

与平凡的世俗心识同一结构"

, 无疑 '成唯识论( 与 '佛地经论( 都曾提及一

个观点认为# 至少在佛的情形下# 后得智可以直接认知对象# 而不需要以相为

中介&

, 但这看法基于以下认识论理由被摈弃" 如果事物的相不在
$

识中
$

出现# 则

这事物不可能是该识的对象'

, 因此# 在 '成唯识论( 较倾向的立场中# 唯识作

为认识论原则# 否定直接
$$

认知某一刹那的识以外的事物的可行性# 这原则亦适

用于佛的情形, 在这语境下# )唯识* 并没有负面地意指某一需要被超越的层面

或限制, 反之# 就可被描述的事物而言# )唯识* 是在多样性领域 %即世俗:>@

/

J?

/

6E& 中的任何经验的基本结构(

, 鉴于佛智所展现的相并不只限于平凡与染污

世界的重现# 它亦包括光耀而清净的佛境与佛身# 唯识的意义更应如是)

, 这里

并没有暗示这些佛境与佛身比平凡染污的器世间和身体更具独立的物质存在*

,

尤其是器世间# 正因它只是心识的相# 才可能通过个人修持# 从染污的世界转

化而成清净庄严的世界, 这转化在一个独立于心识以外的坚固死板的物质世界

将会是极为困难的,

四!附录" 讨论 '成唯识论( 中的四个段落

我将利用附录讨论 '成唯识论( 的四个段落# 其中两段乐家丹 %Y2)&& 曾

引用作为色法独立存在的证明# 其余两段则是在发表本论文的会议上遇到的反

对意见的可能证据,

!一"

第一段是描述佛的大圆镜智的部分特性"

大圆镜智相应心品00能现能生身土智影00如大圆镜智现众色像*

/32&/ 唯识研究%第二辑&

"

&

'

(

)

*

"a+Y2(F&(. ,,5V*)/F)/ 1)0,

"a+Y2(F)0 1).. ,,5V*)/F). 1&),

,,5V*)/F&0 1&." 若诸境相非心上现# 彼虽有力生心心所# 如五根等不名所缘,

参见"a+Y239)(和9)3,

"a+Y209) 1*和 0 1)(,

亦见附录 ),



+"a+Y23>)& 1)3) $30)) "*4/) + 42&,

乐家丹的翻译为" )大圆镜智$$相应于心识 %:>@

/

7?>RGN6>9E66>KJ>?L>0原文如

此1& $$能呈现和生起身体及感知域# 认识它们的反影 %7?>6EFE@F>& $$就

如大圆镜呈现色法及它的像,*

但 )智* 一般不会做动词使用, 事实上# )智影* 一词出自 '佛地经(

%;:77-$E-F.("F*#$&# 梵语为 d̂A;>7?>6EFE@F>%参见 '大乘庄严经论(

9

%3.H

"

#

藏文译作RB:5B:NRELZGL:F?;R>;

&

&, 一方面# 这词语可能仅用来表示大圆镜智

呈现的相是心识
$$

反影# 就好比镜子反射的影, 另一方面# 它亦被理解为 )作为

0佛的其他三种1 智的相*

'

,

就 )能现能生身土智影* 这含糊词语的解释# 我建议依照 '佛地经论( 的

一个段落# 其中明确解释了这一词语 %,,5V*))>&/ 1&0&

(

"

如果遇到 2合适的3 $外% 缘' 2与大圆镜智相应的净识 +*))>&/,3

就会变现身体和 2佛3 土的种种影像作为其境界 +JE:

1

>R>,

)

' 并且能生起

与平等智 +:>@>6AK̂dA;>, 和其他 2佛智3 相应的一类心 2和心所3 作为

2心识活动的3 不同方式 +行相' ANA?>,

*

* +,,5V*))>&/ 1F)( 若遇外缘'

即便变现身土境界种种影像' 及能生起平等智等相应心品行相差别*,

-

至于 )色像* 一词# 不应解作相违释 %HJ>;HJ>&, 因连系着 )现* 这一动

//2&/论'成唯识论(中的外在世界问题

"

&

'

(

)

*

-

)由于智影的生起# 它 0被称为大圆镜智1* % d̂A;>7?>6EFE@FDH>RA99>6>6. 参见注释" d̂A;>7?>6EFE@FDH>RA9

9>6>H AH>?:

=

>̂dA;>@E6RG9R>6B&,

XRDD-E:5ED编# ?-3;:77-$E-F.(&"F*#$ $27 *-3;:77-$E-F.(&)%!8-%!2$ =><

=

K/$E-$7#$# PDNRD" XDNG:5D

X>;NDN>E).0&重印# 页 .# )(等,

参见安慧 '大乘庄严经论释(# 北京版丹珠尔# JDI%ME)2/>* 12,

窥基有个类似的解释 %参见 +5GK95E2.09&0 12..>)&,

亦见,,5V*(&9&4 1&2" 现身土等一切影像# *)&9&*" 能变现身, "a+Y209) 1*" 圆镜智相应净

识$$变为纯净佛土, 这说明 )现x*+ )变现x* 和 )变为x* 可以交换使用,

这指的是佛的自相续 %亦见,,5V*)&9&) 1&&&, 另外# 与大圆镜智相应的一类心识# 作为增上缘#

在其他有情的相续中生成智等的影像 %,,5V*)&9&& 1&4&, 亦参见 ,,5V*)/9)0 1&)" 佛的妙观察

智 %7?>6R>JBN:

/

AK̂dA;>&# 或通过在相应于其大圆镜智的心识中生起教法影像# 或通过其自身显现这

样的影像# 使得足够成熟的有情在其自心中变现类似的影像,

稍微不同的翻译见于WD5; XBB;>;译# ?-3Q2*3#'#3*$*(=2 =>*-3;:77-$ T$27 E%;$27-:'#$E-$# ,B?NBIBR"

-G@>6>"B;6B?CD?,GHH5E:6P?>;:I>6ED; >;H UB:B>?95 &((& %,TX_;LIE:5 P?E7E6

/

>N>43 1

#

&" )*4,



词# 我们应以依主释 %6>67G?G:

/

>& 把它理解为 )色的像*

"

, 而且这部分定义明

显纯是一个比喻&

# 即把相在大圆镜智中的自身呈现比作可见物在镜中所呈现的

相, 因此不管怎样# 这并不支持或反对 '成唯识论( 系统中有关色法的义理
$$

之争,

我的翻译 %与"*4/没有实质不同& 是" )与大圆镜智相应的心 0及心所1 $$

呈现'众多(

%或单一)

& 身体+ 佛土 0之相1# 并且生成 0作为其他形式的1

智的影相$$就如大圆镜呈现众多可见物的形像,*

!二"

在乐家丹引用的第二个段落中# 玄奘认为心+ 心所及色法# 与复合和连续

性的假有 % 7?>̂d>76E:>6& 不同# 都是实有 % H?>JR>:>6&# 因它们都是从缘生的

%"a+Y4/9)( 1))" 心+ 心所+ 色# 从缘生故# 说为实有, $224. "&.* 1&.4.

+ *0(&, 由于 '成唯识论( 开首 %4>0 12>3& 便已详细讨论色法是否真实存在

的问题# 因此在方法论上# 不应把这章节从 '成唯识论( 这系统性作品中单独

抽离# 相反地# 我们应把它置于那些详细讨论的清楚说明背景中来理解, 在此

背景下# 我们应理解到在心识以外的色法并不真实存在, 但这并非意昧色法完

全不存在# 相反色法是存在# 但只是由识展现的色法之相
$

*

, 在 '成唯识论( 突

出的立场中# 这相由缘所生# 与识一般真实-

, 因此这段落亦应从这思路理解,

色法是识中色法之相的简称# 它不能被视作色法独立于任何心识而真实存在的

/02&/ 唯识研究%第二辑&

"

&

'

(

)

*

-

参见,,5V*(.9& 1*# 其中说到在大圆镜智等中# 所有被认知的对象的相清楚地呈现自身, 其语境

显示# 这对象包括可见物等以及物质性的感官 %,,5V*(.>&/ 1&.&, 亦参见注 ))* 所引 '佛地经

释( %;:77-$E-F.(&)%!8-%!2$& 0&# &/ 1&.# 它认为这对象在大圆镜智中显现# 只要对象以镜智为基

础并以单纯影像 %7?>6EFE@F>& 的形式生起 %@BID;LI6>FGhERB:5B:$HBI>F?6B; ;>:LZGL:F?;R>; 6:>@

LRE6:5GIHG 4FRG;LF>HBI>:;>;LF>?4LRG?F>5 E75RE??D&,

这一解释被佐伯 %+ 42&& 和库克 %"*4/& 所支持# 无疑优于蒲桑 %$30&& 的解释# 但即使后者也

把 )色像* 看作依主释 % )像的所有色*&,

)影* 可能从属于两组宾语,

参见,,5V*)/>* 1.# 其中说到其他佛智作为增上缘起作用# 驱使与大圆镜智相应的识 %亦见注 ))/

所引,,5V*)/9)0 1).& 变现受用身 %:>@

/

F5DL>KNAR>& 和变化身 %;E?@A;

/

>KNAR>& 0之相1, 依我所

见# '成唯识论( %"a+Y2/>) 14# 2/9&0 120>4& 仅把这些身与其他智关联,

也就是说# 如果文本特指自受用身 %:J>:>@

/

F5DL>KNAR>& 层面上的特定的色身和佛土的话 %"a+Y

2/>) 1&. 9&3 1&/. 209) 14&,

例如参见"a+Y4>&/" )虽然并不是色法不存在# 而它 0只1 是心识所变现的* %虽非无色# 而是识

变&. 4F) 1&" )既然有质碍的色的外在 0存在1 不成立# 所以它应该只是内在的识所变现的* %外

有对色理既不成# 故应但是内识变现&. 2>3 %见 *%& 节&,

"a+Y2.>0" 识相见等从缘生俱依他起虚实如识, 亦见本附录第四节,



证据, 这色法独立存在的看法在更详细的讨论中找不到任何痕迹,

!三"

'成唯识论( %"a+Y))>) 1&. $)*/. "32. + 0*& 说"

所以' 当器世界将要坏灭和最初形成时' 2在其中3 虽然没有有情' 但

它也真实存在* +故器世界将坏初成' 虽无有情而亦现有*,

这里指的是以下状态" 在低层世界周期性坏灭 %:>@

/

J>?6>& 前# 居于此地的有情

因善业得以提升至高层境界 %参见SD,5j *4# . 以下# 尤其是 *2# 2 13&# 以及

居于高层境界的有情因善业耗尽# 低层世界再次生起# 但有情还未投生至这世

界 %参见SD,5j *3# ). 以下# 尤其是 4)# )/ 1)0&, 若如前述的第二个理论所

言# 只有那些居于特定世界或被注定投生于此的有情的异熟识 %JE7AN>JÊdA;>&

会变现那世界的相 %"a+Y)(9&) 1&&&# 那么崩坏前的世界 %如欲界& 再没有

原居于此或被注定投生于此的有情# 然则这世界又是由谁的异熟识变现而成的

相 %"a+Y)(9&* 1&4&- 第三种理论提供的答案是# 有情的异熟识只变现他所处

的器世界层次 0的相1# 但又不局限于他实际居住的世界# 而是包括其他世界系

统的相应层次, 这里所依据的规则是"

如果 2器世界的一个层次3 能够
$$

起到支持 2某一有情的3 身体的作用'

那么 2这有情的异熟识3 就变现那 2层次之相3* 因此' 即使 2有情3 投

生到其他
$$

世界系统中其自己的层次' 他的异熟识也可以变现这世界中其自

身层次 2之相3* +"a+Y)(9&0 1))>)( 故若于身可有持用' 便变为彼* 由

是设生他方自地' 彼识亦得变为此土* $)*/) "32) + 0& 10*,

由于不同的世界系统不会于同一时间坏灭及生起# 我们的欲界作为其他
$$

世界系

统的有情异熟识中的相而存在着# 就算其中已没有或还没有有情居住,

无论从 )识变* %JÊdA;>7>?E;

/

A@>& 这一语词或其语境来看# '成唯识论(

明确主张纵使是在没有有情的时候# 器世界依然存在# 因为它作为其他
$$

有情的

心识之相
$

而持续存在, 假如世界独立真实存在# 那么便无须建构如此迂回的理

论了,

/.2&/论'成唯识论(中的外在世界问题



!四"

在 '成唯识论( 末段# 玄奘再次申述唯识原理的实际意味, 其中没有明确

提及色法# 但涉及其地位问题, 首要讨论的问题是 )唯* %@A6?>& 有没有排除

在同一刹那的识之中所区分的部分 %F5AL># >@

/

:

=

>&# 特别是相分, 第一种意见

%2.>2 1/& 认为有排除# 这些部分只不过是构想出来的, 这似乎意味着相的形

成# 或主体客体的对立# 必定联系着 )外在化*, 第二种意见# 符合 '成唯识

论( 倾向的立场# 认为识的 )部分* 没有被排除# 而它们的真实程度与识一样#

两者都是依他起 %'$#$*$2*#$& 而非遍计执 %'$#(8$/'(*$& %2.>/ 10&, 因此#

)唯* 只排除外境# 而非内境# 即相分 %2.>0 1." 唯言遣外# 不遮内境&, 针对

这一观念# 可能是持第一种意见的敌对者提出反对"

"

既然内在的
$$$

境与识并不是虚假 +即同等实在,' 为何 2文本在说明它们

不可分割时3 只是说 $唯识% 而不是 $2唯3 境%- +"a+Y2.>. 1)(( 内境

与识既并非虚' 何但言唯识非境* $/)0) "*3.) + 4/(,

&

有关解答的第一项论证 %2.>)( 1))& 指出# )境* 的意义含糊# 因可能被

误解为包括外境# 即明显具存有论意义的心识以外实体, 第二项论证 %2.>)) 1

)4& 暗示 )唯识无境* 的精神修炼主题# 但强调只否定彻底不存在 %都无& 的

外境# 而非内境, 最后一项论证 %2.>)4 1)2& 清楚解释为何要说 )唯识*# 是

因为不被遮遣的内境即相分等 % )等* 包含识的其他部分& 都以识作为其本性

% )皆识为性*&# 而境的性质只限于相分, '成唯识论( 还补充说# 真如与心所

亦不是唯识原理所排除的对象,

/(3&/ 唯识研究%第二辑&

"

&

如蒲桑所示 %$/)0. 亦见PJDI%3/# ;D%&&33" .)2F& 13&# 这反对意见近似于 '佛地经论( 中从识

之相分不真实的立场所提出的一个论证 %,,5V*)/93 1.# 参见注 ))0所引XBB;>; )3.# 但我的翻译

与他的很不同&" )虽然心识所变现的 0对境之1 相看似存在# 但实际上却没有体性, 如果不然的

话# 色法等就会如同心和心所法一样存在# 那么唯识 0的立场1 就不成立, 如果 0你认为1 说 4唯

识5 是由于那 0对境1 真实存在但与识不相离# 那么也应该说 4唯境5# 因为心和心所法也与那些

色法等的诸相不相离, 0可是# 这样的话# 你的立场1 便有很大的过失,* %心所变相# 虽相似有而

实无体, 若不尔者# 应有色等如心心法# 不成唯识, 若彼实有但不离识名唯识者# 心及心法亦不离

彼色等诸相应名唯境# 便成大过,&

参见 +5GK95E3(3>)). &/. &0. 和注 )&3所引,,5V*)/9." 唯境,



!!因此# 这一段落同样没有色法独立存在的清晰说明或依据, 色法在唯识原

理下只是色法的心相, 任何非心或心所之相的色法都必定是严格意义上的 )外

在的*# 因此被 )唯* 所排除, 假定有色法既非外在又非内在则太随意了# 因为

文本并没有提及这种可能性,

%余振邦!姚治华!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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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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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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