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那 “三分”说成立的论证
以及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是

“自证 （分）”吗？

赵东明①
!

【摘要】本文旨在分析与论述：（１）关于陈那 （Ｄｉｇｎāｇａ或Ｄｉｇｎāｇａ，约

公元４８０—５４０年）推论 “相分”（ａｒｔｈāｂｈāｓａ）、“见分”（ｓｖāｂｈａｓａ）、“自

证 （分）”（ｓｖａｓａ爞ｖｅｄａｎａ，ｓｖａｓａ爞ｖｉｔｔｉ）这 “三分”说存在成立的论证。

（２）说明 “自证 （分）”到底是指什么？并讨论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认识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是 “自证 （分）”吗？

根据陈那 《集量论》（Ｐｒａｍā爟ａｓａｍｕｃｃａｙａ）的说法，笔者认为陈那是由

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认识，可以区分为 “对象底认识”与 “‘对象底认

识’底认识”② 这两种伴随着产生的双重认识现象，例如我们在 “认识青

色”时，还会产生我们 “知道自己正在 ‘认识青色’”这样的认识。因而

推论出有 “相分”与 “见分”的存在。此外，由于我们还有 “回忆”这样

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认识，因而可以推论出 “自证 （分）”的存在。这是陈那

关于 “相分”“见分” “自证 （分）”这每一心、心所与认识上之 “三分”

之存在能够成立的论证。

而在陈那认识论的 “三分”说这个议题上，笔者的观点是，“相分”

“见分” “自证 （分）”这 “三分”，并不是任何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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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为了解释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认识而采取或推论出的 “抽象认识单元

与结构”。因此，笔者提出这一种推论出 “三分”这 “抽象认识单元与结

构”之存在的成立过程，或许可以称之为 “先验程序”（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

此外，笔者本文要论证的是，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认识 “‘对象底认识’

底认识”，例如我们 “知道自己正在 ‘认识青色’”这样的认识，并不是陈

那的 “自证 （分）”。这种认识只是一种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认识，与先验

（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预设上的抽象认识单元之一的 “自证 （分）”并不一样。

而由于先验预设上 “自证 （分）”的存在，因此也可以合理地解释为何在日

常认识的经验上，当 “对象底认识”产生时，就会伴随着产生 “‘对象底认

识’底认识”，这种日常生活中的双重认识现象。这是本文另一个要说明的

论点。

并且，笔者还以为，陈那的 “自证 （分）”，是有 “体”有 “用”的。

亦即 “自证 （分）”，一方面可以作为 “离分别”“不可说”的 “识体”本

身或 “量果”；这是就 “认识结果”而言，是 “体”意义下的 “自证

（分）”。另一方面，还可以作为 “能量”之 “离分别”的 “现量”；这是就

“认识手段”而言，是 “用”意义下的 “自证 （分）”。

【关键词】三分　相分 （ａｒｔｈāｂｈāｓａ）　见分 （ｓｖāｂｈāｓａ）　自证

（分）（ｓｖａｓａ爞ｖｉｔｔｉ，ｓｖａｓａ爞ｖｅｄａｎａ）　对象底认识　 “对象底认识”底认

识　回忆

一　前言

“自证 （分）”应区分成 “体”与 “用”：作为 “量果”的 “自证 （分）”

与作为 “能量”之 “现量”的 “自证 （分）”。

本文的这个段落，要论述的是，陈那的 “自证 （分）”，应该区分成 “体”

与 “用”这两个面向：（１）所谓的 “体”，是指作为 “量果”（ｐｒａｍā爟ａｐａｌａｍ），

亦即作为 “认识结果”的 “识体”本身之 “自证 （分）”；（２）而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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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则是指作为 “能量”（ｐｒａｍā爟ａ）之 “现量”（ｐｒａｔｙａｋｓ．ａ）①，也就是 “离

分别”（ｋａｌｐａｎāｐｏｄ．ｈａ，ｆｒｅｅｆｒｏｍ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②，ｆｒｅｅｏｆ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ｅｌａｂｏ

ｒａｔｉｏｎ）③ 之获取知识的 “认识手段”之 “自证 （分）”。

简单地说，笔者认为，陈那的 “自证 （分）”，有两种意义。 （１）是作为

“认识结果”的 “识体”本身，即 “量果”的 “自证 （分）”；这是 “体”意义

下的 “自证 （分）”。 （２）是作为 “认识手段”，即 “能量”，在此即是作为

“现量”之一种的 “自证 （分）”；这是 “用”意义下的 “自证 （分）”。

在此，笔者要特别说明的是，在陈那 《集量论》的颂文或其他著作中，或

许并没有出现这样将 “自证 （分）”明确区分成 “体”与 “用”的分类。但是

这样的区分，是笔者依据所考察到的文献，以及理论上的推论，而得出的结果。

亦即笔者认为在陈那的文本中，含有着这样的观点。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

笔者本文的推论，是哲学上的 “接着讲”，而不是完全地 “照着讲”。④ 不过，

笔者的这个 “接着讲”，是有文献作基础与根据而推论出的结果，而不是一种哲

学上 “创造性的诠释”⑤。

按照玄奘 （６０２—６６４年）的弟子窥基 （６３２—６８２）的记载，陈那是主张每

一个认识都具备 “相分”“见分”“自证 （分）”这 “三分”说的。《成唯识论

·５８１·陈那 “三分”说成立的论证……是 “自证 （分）”吗？

①

②

③

④

⑤

服部正明在 《集量论·现量品》的翻译，说明 “量” （ｐｒａｍā爟ａ）有两种，即 “现量”与 “比量”

时，他将 “量”翻译成 “ｔｈｅｍｅａｎｓｏ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获取知识的 “认识手段”），并与 “能量”的译词

一致：“ｔｈｅｍｅａｎｓｏ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ｒｅ［ｉｍｍｅｄｉａｔｅａｎｄｍｅｄｉａｔｅ，ｎａｍｅｌｙ，］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ｐｒａｔｙａｋｓ．ａ）ａｎｄｉｎｆｅｒ

ｅｎｃｅ（ａｎｕｍāｎａ）”ＭａｓａａｋｉＨａｔｔｏｒｉ，Ｄｉｇｎāｇａｏｎ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ｂｅ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ａｔｙａｋｓ．ａｐａｒｉｃｃｈｅｄａｏｆＤｉｇｎāｇａｓ

Ｐｒａｍā爟ａｓａｍｕｃｃａｙａ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ａｎｓｋｒｉｔ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Ｈａｒ
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８，ｐ２４。这可见得 “现量”，是在 “量”，即 “能量”的脉络下而言的。

“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ｐｒａｔｙａｋｓ．ａ）ｉｓｆｒｅｅｆｒｏｍ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ｋａｌｐａｎā）”Ｉｂｉｄ，ｐ２５

ＤａｎＡｒｎｏｌｄ，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ｓ，Ｂｒａｈｍｉｎｓ，ａｎｄＢｅｌｉｅｆ：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ｉｎＳｏｕｔｈＡｓｉａ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ｐ２５
这里的 “接着讲”与 “照着讲”是参考冯友兰在 《新理学》一书中的说法：“我们说 ‘承接’，因

为我们是 ‘接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而不是 ‘照着’宋明以来底理学讲底。因此我们自号我们

的系统为新理学。”［冯友兰：《新理学》，收于 《贞元六书》（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第５页］不过，与冯友兰不同的是，笔者的这个 “接着讲”，是在陈那隐诲难解的文本中，努力发

掘出最完善与合理的解释。

“创造性的诠释”一语，乃借用傅伟勋 （１９３３—１９９６年）的看法。例如他认为中国天台宗的智靑
（５３８—５９７年）即以 “创造性的诠释”将龙树 （Ｎāｇāｒｊｕｎａ，约公元１５０—２５０年）的 “二谛”解说

成 “三谛”。详见傅伟勋 《从中观的二谛中道到后中观的台贤二宗思想对立———兼论中国天台的特

质与思维限制》，《中华佛学学报》第１０期 （台北：中华佛学研究所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８５页）。以及傅
伟勋 《创造的诠释学及其应用———中国哲学方法论建构试论之一》，《从创造的诠释学到大乘佛学》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１９９９年版，第１—４６页）。



述记》（以下简称 《述记》）提到：

然安惠立一分，难陀立二分，陈那立三分，护法立四分。 （ＣＢＥＴＡ，

Ｔ４３，Ｎｏ１８３０，３２０ｃ２０－２２）①

窥基的这个记载，是说明关于唯识中心、境的问题，有四种观点：（１）安

惠 （慧） （Ｓｔｈｉｒａｍａｔｉ，约４７０—５５０）的见解是 “唯识”无境，无有所分别的

“一分”说。（２）难陀 （Ｎａｎｄａ）、火辨 （Ｃｉｔｒａｂｈāｎａ）等人，则采取 “识似见、

相二分”的 “二分”说。（３）陈那的立场是 “相分”“见分”“自证 （分）”的

“三分”说。（４）护法 （Ｄｈａｒｍａｐāｌａ，约６世纪）则建立 “相分”“见分”“自

证 （分）”“证自证 （分）”的 “四分”说。②

（一）作为 “认识结果”，即 “量果”的 “自证 （分）”

如果姑且将 “相分”当作是认识的客体，“见分”当作是认识的主体，那么

陈那的 “自证 （分）”又是指什么呢？这点，《成唯识论》卷二提到：

然心、心所一一生时，以理推征各有 “三分”。“所量” “能量” “量

果”别故，“相”“见”必有所依体故，如 《集量论》伽他中说：

似境相 “所量”，能取相、“自证”；

即 “能量”及 “果”，此三体无别。（ＣＢＥＴＡ，Ｔ３１，Ｎｏ１５８５，１０ｂ１１—１６）

此外，在玄奘翻译亲光 （Ｂａｎｄｈｕｐｒａｂｈａ或Ｐｒａｂｈāｍｉｔｒａ，约６世纪中叶）的

《佛地经论》（Ｂｕｄｄｈａｂｈūｍｉｓūｔｒａｓ＇āｓｔｒａ）中也提到类似的说法：

《集量论》中辩心、心法皆有 “三分”：一、 “所取分”；二、 “能取

分”；三、“自证 （分）”。如是 “三分”不一不异：第一、“所量”；第二、

“能量”；第三、“量果”。（ＣＢＥＴＡ，Ｔ２６，Ｎｏ１５３０，３０３ｂ１０－１３）

·６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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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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引 《大正新修大藏经》（Ｔ）的资料，引自 “中华电子佛典协会”（Ｃｈｉｎｅｓｅ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
Ｔｅｘｔ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简称ＣＢＥＴＡ）电子版。出处依册数、经号、页数、栏数、行数之顺序排列。例如
此处：ＣＢＥＴＡ，Ｔ４３，Ｎｏ１８３０，３２０ｃ２０－２２，代表：ＣＢＥＴＡ电子版，《大正新修大藏经》册４３、经
号１８３０、页３２０、下栏、２０－２２行。以下皆同此。
参见印顺 《印度佛教思想史》（台北：正闻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３７—３３９页）。



上面两段引文，是说明心 （ｃｉｔｔａ）、心所 （ｃａｉｔｔａ，ｃａｉｔａｓｉｋａ），或即每一个认
识，都可以区分成：“认识对象”（或客体）、“认识手段”（或主体），以及 “认

识结果”，也就是 “所量”（ｐｒａｍｅｙａ）“能量”“量果”这三种认识单元的区分。
所以，若依照每一认识都有 “所量” “能量” “量果”这三种认识单元的区分，

与之相搭配，便会有 “见分” “相分” “自证 （分）”这每一认识上之 “三分”

的存在。《成唯识论》并引陈那 《集量论》的颂文，说明 “所量”“能量”“量

果”，虽是三个个体，但却又是一体无别的。所以， “见分” “相分” “自证

（分）”，也是三个个体但却又一体无别的。

上面 《成唯识论》与 《佛地经论》提到的这段 《集量论》之颂文是陈那

《集量论·现量品》的第十个偈颂：

梵文偈颂：

ｙａｄāｂｈāｓａ爞ｐｒａｍｅｙａ爞ｔａｔｐｒａｍā爟ａｐｈａｌａｔｅｐｕｎａｈ．｜
ｇｒāｈａｋāｋāｒａｓａ爞ｖｉｔｔｙｏｓｔｒａｙａ爞ｎāｔａｈ．ｐｒｔｈａｋｋｒｔａｍ ｜｜１０｜｜

①

何建兴的梵文中译：

%

境
&

显现相是所量，量与量果二者即：

能取相与
%

自
&

证知，故此三分不相离。（１０）②

服部正明根据藏文译本的英译：

ｋ１０Ｗｈａｔｅｖｅｒｔｈｅｆｏｒｍｉｎｗｈｉｃｈｉｔ［ｖｉｚ，ａｃｏｎｇｉｔｉｏｎ］ａｐｐｅａｒｓ，ｔｈａｔ
［ｆｏｒｍ］ｉｓ［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ａｓ］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ｏ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ｐｒａｍｅｙａ）Ｔｈｅｍｅａｎｓｏｆｃｏｇｎｉ
ｔｉｏｎ（ｐｒａｍａｎａ）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ｉｓ］ｉｔｓｒｅｓｕｌｔ（ｐｈａｌａ）ａｒ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ｔｈｅｆｏｒｍｏｆ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ｇ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ｃｏｇｎｉｚｉｎｇｉｔｓｅｌｆ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ｓｅｔｈｒｅ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ｏ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ａｒｅｎｏｔ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ｆｒｏｍｏｎｅａｎｏｔｈｅｒ③

法尊法师根据藏文译本的中译：

若时彼现相，所量量与果；

能取能了故，彼三非各异。④

·７８１·陈那 “三分”说成立的论证……是 “自证 （分）”吗？

①

②

③

④

梵文原文引见 ＥｒｎｓｔＳｔｅｉｎｋｅｌｌｎｅｒ，ＤｉｇｎāｇａｓＰｒａｍā爟ａｓａｍｕｃｃａｙａ，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ｐ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ｅ
ａｗａｃａｔ／ｉａｓ／Ｍａｔ／ｄｉｇｎａｇａ＿ＰＳ＿１ｐｄｆ。
引见何建兴翻译自 ＥｒｎｓｔＳｔｅｉｎｋｅｌｌｎｅｒ，ＤｉｇｎāｇａｓＰｒａｍā爟ａｓａｍｕｃｃａｙａ，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ｐｐ１－５的中文翻译
《集量论·现量品》，ｐ７。详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３ｎｃｃｕｅｄｕｔｗ／～９６１５４５０５／５－２ｐｄｆ。
ＭａｓａａｋｉＨａｔｔｏｒｉ，Ｄｉｇｎāｇａｏｎ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ｂｅ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ａｔｙａｋｓ．ａｐａｒｉｃｃｈｅｄａｏｆＤｉｇｎāｇａｓＰｒａｍā爟ａｓａｍｕｃｃａｙａ

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ａｎｓｋｒｉｔ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８，ｐ２９
参见法尊编译 《集量论略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６页。



在这里，与本论文的讨论有关的是上面 《成唯识论》与 《佛地经论》曾提

到的，“自证 （分）”就是作为每一个 “认识结果”之 “识体”本身，也就是

“量果”，亦即每一个认识它自己本身。这是作为每一个认识之 “量果”的 “自

证 （分）”。

笔者认为，这就是作为 “体”之意义下的 “自证 （分）”。就此而言，每一

个认识，都有其 “量果”，因此也都有各自的 “自证 （分）”。亦即每一个认识

它自己本身，作为 “认识结果”或 “识体”本身而言，都是 “自证 （分）”。

（二）作为 “认识手段”，即 “能量”之 “现量”的 “自证 （分）”

关于作为 “能量”之 “现量”的 “自证 （分）”，在玄奘所译陈那之 《因明

正理门论本》提到：

为自开悟唯有 “现量”及与 “比量”。彼声、喻等摄在此中，故唯二

量。由此能了自、共相故，非离此二别有 “所量”，为了知彼更立余量。故

本颂言：“‘现量’除分别，余所说因生”。此中 “‘现量’除分别”者，谓

若有智于色等境，远离一切种类名言，假立无异诸门分别，由不共缘现现

别转，故名 “现量”。故说颂言：“有法非一相，根非一切行；唯内证离言，

是色根境界。”意地亦有离诸分别，唯证行转。又于贪等诸 “自证 （分）”，

诸修定者离教分别，皆是 “现量”。（ＣＢＥＴＡ，Ｔ３２，Ｎｏ１６２８，３ｂ１０－２１）

引文提及，陈那认为，“量”，即作为 “能量”的脉络而言，也就是获取知

识的 “认识手段”，只有 “现量”与 “比量” （ａｎｕｍāｎａｐｒａｍā爟ａ）。① 然而，重

要的是引文的这句话：“又于贪等诸 ‘自证 （分）’，诸修定者离教分别，皆是

‘现量’。”这里的意思是说，“自证 （分）”，是作为一种 “除分别” “离分别”

或 “无分别”的 “认识手段”，也就是作为 “能量”脉络下的 “现量”之一。

·８８１·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① 关于此段谈及的 “现量”与 “比量”：“现与比是量，二相是所量；于彼结合故，余量则非有。亦非

数数知，无穷如念等；现量离分别，名、种等合者。”“何故量唯二种耶？曰：由所量唯有二相，谓

自相与共相。缘自相之有境心即现量，现量以自相为所现境故。缘共相之有境心即比量，比量以共

相为所现境故。除自相、共相外，更无余相为所量故。”（法尊编译，《集量论略解》，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３页）亦可参见 ＭａｓａａｋｉＨａｔｔｏｒｉ，Ｄｉｇｎāｇａｏｎ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ｂｅ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ａｔｙａｋｓ．
ａｐａｒｉｃｃｈｅｄａｏｆＤｉｇｎāｇａｓＰｒａｍā爟ａｓａｍｕｃｃａｙａ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ａｎｓｋｒｉｔ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８，ｐ２４；ＤａｎＡｒｎｏｌｄ，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ｓ，Ｂｒａｈｍｉｎｓ，ａｎｄ
Ｂｅｌｉｅｆ：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ｉｎＳｏｕｔｈＡｓｉａ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
ｐ２４。



当然，这 “现量”之一的 “自证 （分）”，作为 “能量”而言，它是以 “不可

说”（ａｖｙａｐａｄｅｓ＇ｙａ）的 “自相” （ｓｖａｌａｋｓ．ａ爟ａ）为其 “所量”的，而这 “所量”，

笔者认为也可以说就是 “自证 （分）”自己当作 “能缘”或 “所量”。当然，在

文献中我们没有明确地看到陈那这样说，这仅是笔者推论的结果。

这就是笔者所谓 “用”意义下的 “自证 （分）”。在这个 “用”意义下而

言，“自证 （分）”，作为 “能量”，是一种 “离分别”的 “现量”，其以 “不可

说”的 “自相”为其 “所量” ［其实这也是 “自证 （分）”自己］。而这种认

识，所产生的 “量果”，笔者在上面一段已经论述过，它作为每一个认识它自己

本身或 “识体”本身而言，也是 “自证 （分）”，亦即作为 “体”之意义下的

“自证 （分）”。

（三）“自证 （分）”自己本身作为 “所量”“能量”与 “量果”

的认识———或即 “自证 （分）”自己本身作为自己之 “所缘” “能

缘”与 “认识结果”的认识

在这里，根据上面提及陈那 “所量”“能量”“量果”，虽是三个个体，但却

又是一体而无分别的说法。作为笔者 “用”之意义下 “离分别”的 “现量”之

“自证 （分）”，同时可以自己作为 “能量”，或即 “能缘”；缘取作为 “所量”的

自己，亦即 “不可说”的 “自相”，或即 “所缘”；而产生 “认识结果”或 “识

体”本身，亦即 “量果”，也就是作为 “体”之意义下的 “自证 （分）”。

当然，笔者的这个观点，有来自于汉译经典的根据。例如玄奘汉译 《佛地

经论》中提到的：

《集量论》说： “诸心、心法，皆证自体，名为 ‘现量’。若不尔者，

如不曾见不应忆念。”……灯等亦尔，自体生时边暗障除，令现得见，故名

自照。诸心、心法，虽有胜劣，皆能外缘，内证自体，犹如光明，既能照

他，亦能自照。（ＣＢＥＴＡ，Ｔ２６，Ｎｏ１５３０，３０３ａ２６－２７、ｂ６－９）

笔者认为，引文的这句：“诸心、心法，虽有胜劣，皆能外缘，内证自体，

犹如光明，既能照他，亦能自照。”就是 “自证 （分）”自己本身作为 “所量”

“能量”“量果”的认识，亦即 “自证 （分）”自己本身同时作为 “所缘” “能

缘”“认识结果”或 “识体”本身的认识。这里，“自证 （分）”自己本身，作

为 “能量”，即 “见分”时，是一种 “离分别”的 “现量”，这是笔者 “用”之

意义下的 “自证 （分）”。而 “自证 （分）”自己本身，作为这个认识的 “量果”

·９８１·陈那 “三分”说成立的论证……是 “自证 （分）”吗？



或 “识体”本身，也就是作为 “体”之意义下的 “自证 （分）”。

为了清楚地表达笔者以上的观点，笔者将之画成如下的图示：①

陈那 “相分、见分、自证 （分）”的 “三分”说认识结构图②

二　“三分”［“相分、见分、自证 （分）”］

存在的成立论证

在关于 “相分”“见分”与 “自证 （分）”这三个认识单元的议题上，笔者

认为陈那所建构的这 “三分”，并不是日常生活中的任何经验认识，而是为了解

·０９１·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①

②

笔者以为，从笔者的这个关于陈那 “自证 （分）”的图示，也许可以推知护法建立第四分 “证自证

（分）”的理由。意即就认识论而言，护法并没有真正理解陈那的 “自证 （分）”，是有 “体”有

“用”的。不过，护法建立第四分 “证自证 （分）”，应该还有其形而上学的立场。

图中的所有圆形与椭圆形，其实应该看成完全一致的大小与图形。笔者于此画成不一致，乃是为了

方便理解认识的单元与作用。而两个实线的椭圆与虚线的大椭圆，只是同一个 “自证 （分）”。画成

三个，仅是为方便理解 “自证 （分）”“自己认识自己”之作用。



释日常生活经验中的认识，而采取或说推论出的 “抽象认识单元与结构”。因

此，笔者尝试提出这一种推论出 “三分”之存在的成立过程，或许可以称之为

“先验程序”（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①。
关于 “相分”“见分”“自证 （分）”这 “三分”存在的成立理由，陈那在

《集量论·现量品》的第十一个偈颂中提到：

梵文偈颂：

ｖｉｓ．ａｙａｊāｎａｔａｊｊāｎａｖｉｓ＇ｅｓ．āｔｔｕｄｖｉｒūｐａｔā｜
ｓｍｒｔｅｒｕｔｔａｒａｋāｌａ爞ｃａｎａｈｙａｓāｖａｖｉｂｈāｖｉｔｅ｜｜１１｜｜

②

何建兴的梵文中译：

境知异于彼之知，以此二相义
%

得成
&

；

也因后时回忆故，因不忆及未知者。（１１）③

服部正明根据藏文译本的英译：

ｋ１１ａｂＴｈａｔ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ｈａｓｔｗｏｆｏｒｍｓｉｓ［ｋｎｏｗｎ］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ａｎｄｔｈ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ａｔ［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ｋ１１ｃＬａｔｅｒａｌｓｏ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ａｃｔｏｆ］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
ｋ１１ｄＢｅｃａｕｓｅｉｔ［ｖｉｚ，ｒｅ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ｓｎｅｖｅｒｏｆｔｈａｔ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ｎｏｔｂｅｅｎ

［ｐｒｅｖｉｏｕｓｌｙ］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④

法尊法师根据藏文译本的中译：

知境知彼别，故即觉二相；

亦由后时念，成二相自证。⑤

·１９１·陈那 “三分”说成立的论证……是 “自证 （分）”吗？

①

②

③

④

⑤

要说明的是，这里的 “先验程序”（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这个词汇是笔者尝试提出的用语。这是
得自与学友讨论康德认识哲学时所得的灵感。相关内容，可参见ＢｉｒｄＧｒａｈａｍ，Ｋａｎｔｓ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ｋｎｏｗｌ
ｅｄｇｅ：ａｎｏｕｔｌｉｎｅｏｆｏｎｅｃｅｎｔｒａｌ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ｉｎｔｈｅ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ｏｆｐｕｒｅｒｅａｓ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３。亦可参见 ＤａｎＡｒｎｏｌｄ，“ＩｓＳｖａｓａ爞ｖｉｔｔｉ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Ａ Ｔｅｎｔａｔｉｖｅ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Ｓ＇āｎｔａｒａｋｓ．ｉｔａ”，Ａｓｉａ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１５，Ｎｏ１，２００５，Ｍａｒｃｈ，ｐｐ７７－１１１。

梵文原文引见 ＥｒｎｓｔＳｔｅｉｎｋｅｌｌｎｅｒ，ＤｉｇｎāｇａｓＰｒａｍā爟ａｓａｍｕｃｃａｙａ，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ｐ４。ｈｔｔｐ：／／ｗｗｗｏｅ
ａｗａｃａｔ／ｉａｓ／Ｍａｔ／ｄｉｇｎａｇａ＿ＰＳ＿１ｐｄｆ。
何建兴翻译自 ＥｒｎｓｔＳｔｅｉｎｋｅｌｌｎｅｒ，ＤｉｇｎāｇａｓＰｒａｍā爟ａｓａｍｕｃｃａｙａ，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ｐｐ１－５的中文翻译 《集

量论·现量品》，ｐ７。详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３ｎｃｃｕｅｄｕｔｗ／～９６１５４５０５／５－２ｐｄｆ。
ＭａｓａａｋｉＨａｔｔｏｒｉ，Ｄｉｇｎāｇａｏｎ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ｂｅ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ａｔｙａｋｓ．ａｐａｒｉｃｃｈｅｄａｏｆＤｉｇｎāｇａｓＰｒａｍā爟ａｓａｍｕｃｃａｙａ

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ａｎｓｋｒｉｔ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８，ｐｐ２９－３０
参见法尊编译 《集量论略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６页。



下面，笔者将根据上面所引的文献进行推论，试图重构陈那对于 “相分”

“见分”“自证 （分）”这 “三分”之存在的成立论证。

（一）日常生活经验中存在着 “对象底认识” “‘对象底认识’

底认识”与 “回忆”这三种类型的认识

我们日常生活经验中的每一个认识，都有着双重的认识现象，除非是我们

太投入或不专心、恍神、散乱、失念等情形下才不会有双重的认识现象。

或者笔者应该说，我们的每一个认识，都有两个认识同时 （或一刹那间，这可

再商榷）互相伴随着，亦即：Ｃ１“对象底认识”及Ｃ２“‘对象底认识’底认识”。

并且，我们还可以对这两个认识进行回忆，亦即，Ｍ１：【“对象底认识”的

回忆】，Ｍ２：【“‘对象底认识’底认识”的回忆】。当然，其实还会有 “对回忆

的再回忆”这种认识存在，亦即 “Ｍ１的再回忆”与 “Ｍ２的再回忆”，即 Ｍ３、

Ｍ４ （此详下）。

在以上这方面，如果认为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认识，只有 Ｃ１ “对象底认识”

存在，或说只有认识存在的话。这其实可以说是一种 “一分”说，亦即完全都

是 “唯 （认）识”的。但因为有上述 Ｃ１ “对象底认识”及 Ｃ２ “‘对象底认识’

底认识”的差异，因此必须要有 “相分”Ｏ与 “见分”Ｓ这 “二分”，才可以合

理地解释。

以下，笔者将这日常生活经验中三种类型的认识，即：“对象底认识”“‘对

象底认识’底认识”与 “回忆”，图示如下：

·２９１·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二）由日常生活经验认识中的双重认识现象———从 “对象底认

识”与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论证 “相分”与 “见分”的存在①

这里的论证只能证明或推论出有 “相分”与 “见分”的存在。也就是不须

要成立第三分 “自证 （分）”就可以解释这种日常生活经验认识中的双重认识现

象。因此这里并不需要有 “自证 （分）”存在的预设。

１先假设有 “相分”（Ｏ）与 “见分”（Ｓ）的存在，所以可以写成如下：

ｖｉｓ．ａｙａｊāｎａ＝Ｃ１ “对象底认识”

ｖｉｓ．ａｙａｊāｎａｊāｎａ＝Ｃ２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

ｓｖāｂｈāｓａｉｎＣ１＝Ｓ１ “见分１”（自显现１）

ｓｖāｂｈāｓａｉｎＣ２＝Ｓ２ “见分２”（自显现２）

ａｒｔｈāｂｈāｓａｉｎＣ１＝Ｏ１ “相分１”（义显现１）

ａｒｔｈāｂｈāｓａｉｎＣ２＝Ｏ２ “相分２”（义显现２）

（１）因此Ｃ１ “对象底认识”可写成：Ｃ１＝Ｓ１→Ｏ１ （符号→，可代表 “缘

取”或 “意向性”之关系）。

（２）而Ｃ２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可写成：Ｃ２＝Ｓ２→Ｏ２。

（３）而因为Ｃ２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是以Ｃ１ “对象底认识”为其认识

的对象，所以Ｃ２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之 “相分”（Ｏ２）就是Ｃ１，亦即Ｓ１
缘取Ｏ１，所以Ｏ２＝Ｃ１＝Ｓ１→Ｏ１。这样，就可以将Ｃ２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

写成Ｃ２＝Ｓ２→ （Ｓ１→Ｏ１）。

（４）总结以上，将之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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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个论证，参见服部正明在其著作之注释中的解说。参见ＭａｓａａｋｉＨａｔｔｏｒｉ，Ｄｉｇｎāｇａｏｎ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ｂｅ
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ａｔｙａｋｓ．ａｐａｒｉｃｃｈｅｄａｏｆＤｉｇｎāｇａｓＰｒａｍā爟ａｓａｍｕｃｃａｙａ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ａｎｓｋｒｉｔ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ｖｅｒ

ｓｉｏ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８，Ｎｏｔｅ１７０，ｐ１０８。又 Ｓｉｄｄｈｅｓｗａｒ
ＲＢｈａｔｔ与ＡｎｕＭｅｈｒｏｔｒａ曾以 “双重显现 （像）” （ｄｖａｉｒūｐｙａ）的教义对服部正明的看法提出一些不
同的质疑。见ＳｉｄｄｈｅｓｗａｒＲＢｈａｔｔａｎｄＡｎｕＭｅｈｒｏｔｒａ，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Ｅｐｉｓｔｅｍｏｌｏｇｙ，Ｌｏｎｄｏｎ：Ｇｒｅｅｎｗｏｏｄ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０，ｐｐ１６－１８。



（注意：图中虚线的 “大椭圆”与 “小圆形”，其实都是一样大小的）

２假设只有 “相分” （Ｏ），而没有 “见分” （Ｓ）的存在，亦即只有 “相

分”Ｏ存在，那么套入上面，可以写成：

Ｃ１＝Ｓ１→Ｏ１＝Ｏ１　　 Ｃ２＝Ｓ２→Ｏ２＝Ｏ２
　　　　　　　 ∵Ｏ２＝Ｃ１＝Ｓ１→Ｏ１＝Ｏ１　　　　　　　　

　　　　　　　　　 ∴Ｃ１＝Ｃ２
这样便没有日常生活经验中的两种现象认识之区别，亦即 Ｃ１ “对象底认

识”及Ｃ２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是相同的。但这违反常识经验，因此

不可能。

所以，不可能只有 “相分”（Ｏ），而没有 “见分”（Ｓ）的存在。

３假设只有 “见分” （Ｓ），而没有 “相分” （Ｏ）的存在，亦即只有 “见

分”Ｓ存在，那么套入上面，可以写成：

Ｃ１＝Ｓ１→Ｏ１＝Ｓ１
Ｃ２＝Ｓ２→Ｏ２＝Ｓ２

　　所以 （１）如果 Ｓ１＝Ｓ２，那么将与上面结果一样，区分不出 Ｃ１与 Ｃ２的

不同。

（２）如果Ｓ１≠Ｓ２，那么将导出有两个不同的认识主体的存在，但这亦违反

常识经验上我们只有一个认识主体，因此也不可能。

（３）结论：若主张只有 “见分”存在，这是一种彻底的绝对 “唯心论”。

应该可以说是 “一分”说的形式，亦即只有认识主体 Ｓ的存在。但若只有认识

主体Ｓ存在，为何会有日常生活经验中的认识 Ｃ１与 Ｃ２的不同呢？若你说是 Ｓ１
与Ｓ２的不同 （因为Ｃ１＝Ｓ１，Ｃ２＝Ｓ２），但我们不可能有两个认识主体吧？（亦即

两个我的存在）因此这也不可能。

所以，不可能只有 “见分”（Ｓ）而没有 “相分”（Ｏ）的存在。

·４９１·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４结论———必须要有 “相分”与 “见分”的存在。

如上面的推论 （１—３），我们可以知道，每一个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认识

（Ｃ），都必须有 “见分” （Ｓ）与 “相分” （Ｏ）的存在，这样才能合理的解

释。因此，主张 “相分”与 “见分”存在的 “二分”说是符合日常经验认

识的。

但在这里，并不需要成立第三分 “自证 （分）”，就可合理地解释日常经验

上的双重认识现象。所以这个论证，只能证明 “见分”（Ｓ）与 “相分”（Ｏ）的

存在。因在这里不须预设 “自证 （分）”，因此也无法证明 “自证 （分）”的

存在。

Ｃ１＝Ｓ１→Ｏ１，Ｃ２＝Ｓ２→Ｏ２＝Ｓ２→ （Ｓ１→Ｏ１），可以图示如下：

（三）由日常生活经验的 “回忆”认识，论证 “自证 （分）”的

存在

从以下的这个关于 “回忆”的论证，我们可以证明或推论出有 “自证 （分）”

的存在。当然这个论证，也可以推论或支持 “相分”与 “见分”的存在。

１“回忆”以及 “回忆的回忆”之论证———从 【“对象底认识”Ｃ１的回

忆】Ｍ１、【“‘对象底认识’底认识”Ｃ２的回忆】Ｍ２，以及 “Ｍ１的再回忆”

Ｍ３、“Ｍ２的再回忆”Ｍ４，论证 “自证 （分）”及 “见分”“相分”的存在。

如上面 （一）已经提过的，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认识，有如下的认识

类型。

除了以上之外，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认识，其实还有 “对回忆的再回忆”

这样的认识存在，例如：

（１）我 “记得我曾经有 【‘对象底认识’Ｃ１的回忆】”，亦即 “Ｍ１的再回

忆”（即Ｍ３）。因 【“对象底认识”Ｃ１的回忆】就是Ｍ１。

·５９１·陈那 “三分”说成立的论证……是 “自证 （分）”吗？



（２）我 “记得我曾经有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Ｃ２的回忆】”，亦即
“Ｍ２的再回忆”（即Ｍ４）。因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Ｃ２的回忆】就是Ｍ２。

但是在这里，笔者认为在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中，并没有再有 “Ｍ３的再回
忆”（即 “Ｍ１的再回忆的再回忆”）或 “Ｍ４的再回忆”（即 “Ｍ２的再回忆的再
回忆”）这种认识的存在，所以这里并不存在无穷后退的过失。这里或许可以有

“对回忆的再回忆的再回忆”以及……这样的 “想象”，亦即逻辑上或许可以说

得通。但我认为经验上是没有的。而且若有的话，就会有无穷后退的过失。

因为在上面已经推论出见分 （Ｓ）及相分 （Ｏ）的存在，所以我们可以将
Ｍ１：【“对象底认识”Ｃ１的回忆】以及Ｍ２：【“‘对象底认识’底认识”Ｃ２的
回忆】写成如下：

Ｍ１ ＝Ｓ３→Ｏ３ （而且这里Ｏ３＝Ｃ１）　　Ｍ２ ＝Ｓ４→Ｏ４ （而且这里Ｏ４＝Ｃ２）
＝Ｓ３→ （Ｓ１→Ｏ１） ＝Ｓ４→ （Ｓ２→Ｏ２）
∵Ｏ３＝Ｃ１＝（Ｓ１→Ｏ１） ∵Ｏ４＝Ｃ２＝（Ｓ２→Ｏ２）

所以，得到如下之结果：

（１）Ｍ１ 【“对象底认识”的回忆】 ＝Ｓ３→ （Ｓ１→Ｏ１）：
因为在我们的回忆Ｍ１ 【“对象底认识”的回忆】这个认识之中，我们能够

记得、回忆起 “认识主体”（Ｓ１）以及 “认识客体”（境，即Ｏ２）。因此这里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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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证明有 “相分”与 “见分”的存在。

重要的是，我们还能记得、回忆起 “对象底认识”这个 “认识本身”，因此

在这里一定要成立第三分，即自证 （分）Ｘ，在这里是 Ｘ１。这样才能圆满地解
释这种经验认识的 “回忆”。也就是这样才能合理地解释记得、回忆起 “对象底

认识”这个认识本身，以及其当下的认识主、客体之存在。因此，“自证 （分）”

（Ｘ）必然存在①。

①　笔者这里的论证，是基于陈那 《集量论·现量品》的这个梵文段落：ａｔｈａｄｖｉｒūｐａ爞ｊāｎａｍｉｔｉ

ｋａｔｈａ爞ｐｒａｔｉｐāｄｙａｍ

ｖｉｓ．ａｙａｊāｎａｔａｊｊāｎａｖｉｓ＇ｅｓ．āｔｔｕｄｖｉｒūｐａｔā｜

ｖｉｓ．ａｙｅｈｉｒūｐāｄａｕｙａｊｊāｎａ爞ｔａｄａｒｔｈａｓｖāｂｈāｓａｍｅｖａｖｉｓ．ａｙａｊāｎｅｔｕｙａｊｊāｎａ爞ｔａｄｖｉｓ．ａｙāｎｕｒūｐａｊāｎāｂｈāｓａ爞

ｓｖāｂｈāｓａ爞ｃａａｎｙａｔｈāｙａｄｉｖｉｓ．ａｙāｎｕｒūｐａｍ ｅｖａｖｉｓ．ａｙａｊāｎａ爞 ｓｙāｔｓｖａｒūｐａ爞 ｖā，ｊāｎａｊāｎａｍ ａｐｉｖｉｓ．
ａｙａｊāｎｅｎāｖｉｓ＇ｉｓ．ｔ．ａ爞ｓｙāｔ

ｎａｃｏｔｔａｒｏｔｔａｒā爟ｉｊāｎāｎｉｐūｒｖａｖｉｐｒａｋｒｓ．ｔ．ａｖｉｓ．ａｙāｂｈāｓāｎｉｓｙｕｈ．，ｔａｓｙāｖｉｓ．ａｙａｔｖāｔａｔａｓ
＇ ｃａ ｓｉｄｄｈａ爞

ｄｖａｉｒūｐｙａ爞ｊāｎａｓｙａ

ｓｍｒｔｅｒｕｔｔａｒａｋāｌａ爞ｃａ

ｄｖａｉｒūｐｙａｍｉｔｉｓａｍｂａｎｄｈａｈ．ｙａｓｍāｃｃāｎｕｂｈａｖｏｔｔａｒａｋāｌａ爞ｖｉｓ．ａｙａｉｖａｊāｎｅ＇ｐｉｓｍｒｔｉｒｕｔｐａｄｙａｔｅ，ｔａｓｍāｄａｓｔｉ

ｄｖｉｒūｐａｔāｊāｎａｓｙａｓｖａｓａ爞ｖｅｄｙａｔāｃａ

ｋｉ爞ｋāｒａ爟ａｍ

ｎａｈｙａｓāｖａｖｉｂｈāｖｉｔｅ｜｜１１｜｜

ｎａｈｙａｎａｎｕｂｈūｔāｒｔｈａｖｅｄａｎａｓｍｒｔīｒūｐāｄｉｓｍｒｔｉｖａｔ

ｓｙāｄｅｔａｔｒūｐāｄｉｖａｊｊāｎａｓｙāｐｉｊāｎāｎｔａｒｅ爟āｎｕｂｈａｖａｈ．ｔａｄａｐｙａｙｕｋｔａｍ，ｙａｓｍāｊ

ｊāｎāｎｔａｒｅ爟āｎｕｂｈａｖｅ＇ｎｉｓ．ｔ．ｈā

ａｎａｖａｓｔｈāｉｔｉｔａｊｊāｎｅｊāｎāｎｔａｒｅ爟ａａｎｕｂｈūｙａｍāｎｅｋａｓｍāｔ

ｔａｔｒāｐｉｈｉｓｍｒｔｉｈ．｜

ｙｅｎａｈｉｊāｎｅｎａｔａｊｊāｎａｍａｎｕｂｈūｙａｔｅ，ｔａｔｒāｐｙｕｔｔａｒａｋāｌａ爞ｓｍｒｔｉｒｄｒｓ．ｔ．āｙｕｋｔāｔａｔａｓｔａｔｒāｐｙａｎｙｅｎａｊāｎｅｎａ

ａｎｕｂｈａｖｅ＇ｎａｖａｓｔｈāｓｙāｔ

ｖｉｓ．ａｙāｎｔａｒａｓａｃāｒａｓｔａｔｈāｎａｓｙāｔｓａｃｅｓ．ｙａｔｅ｜｜１２｜｜

ｔａｓｍāｄａｖａｓ＇ｙａ爞ｓｖａｓａ爞ｖｅｄｙａｔāｊāｎａｓｙāｂｈｙｕｐｅｙāｓāｃａｐｈａｌａｍｅｖａｔａｔｈāｐｒａｔｙａｋｓ．ａ爞ｋａｌｐａｎāｐｏｄ．ｈａｍｉｔｉｓｔｈ

ｉｔａｍ（梵文原文引见 ＥｒｎｓｔＳｔｅｉｎｋｅｌｌｎｅｒ，ＤｉｇｎāｇａｓＰｒａｍā爟ａｓａｍｕｃｃａｙａ，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ｐｐ４－５。见 ｈｔ

ｔｐ：／／ｗｗｗｏｅａｗａｃａｔ／ｉａｓ／Ｍａｔ／ｄｉｇｎａｇａ＿ＰＳ＿１ｐｄｆ）

上面这个梵文段落，根据何建兴的梵文中译是：

然则，所说 “知具二相”义，如何得知？

境知异于彼之知，以此二相义
&

得成
'

；

实在说来，以色等物为境的知 （Ａ１）有境显现相与自显现相，但是，该境知的知 （Ａ２）则有具彼境

相之知 （＝Ａ１）的显现相及其自显现相。若不然者，即如果该境知 （Ａ１）只有彼境相，或只有它的

自
&

显现
'

相，则这境知与这境知的知 （Ａ２）二者将无从区别。复次，
&

如果识知不具二显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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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Ｍ２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的回忆】 ＝Ｓ４→ （Ｓ２→Ｏ２）：

因为在我们的回忆Ｍ２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的回忆】这个认识之中，

我们能够记得、回忆起 “认识主体”（Ｓ２）以及 “认识客体”（境，即Ｏ２）。因

此这里亦可以证明有 “相分”与 “见分”的存在。

重要的是，我们还能记得、回忆起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这个 “认识

本身”，因此在这里一定要成立第三分，即自证 （分）Ｘ，在这里是Ｘ２。如此才

能圆满地解释这种经验认识的 “回忆” （也就是这样才能合理地解释我们能记

得、回忆起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这个认识本身及其当下的主、客体之存

在）。因此，“自证 （分）”（Ｘ）必定存在。

而且这样也才可以合理地解释，除了 “回忆”（Ｍ１与Ｍ２）之外，我们日常

生活经验中还有如下这样的认识存在，亦即 “对回忆的再回忆”这样的认识：

（１）我 “记得我曾经有 【‘对象底认识’Ｃ１的回忆】”，亦即 “Ｍ１的再回

忆”（即Ｍ３）。因 【“对象底认识”Ｃ１的回忆】就是Ｍ１。

（２）我 “记得我曾经有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Ｃ２的回忆】”，亦即

“Ｍ２的再回忆”（即Ｍ４）。因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Ｃ２的回忆】就是Ｍ２。

（接上页）那么
'

续起之识知将不会有前行
&

之识知的
'

境物的显现相，因为
&

这续起知生起时
'

该
&

境物已不存在，自然
'

不能是
&

这续起知的
'

对境。缘此，知的二相义得成。
&

尤有进者
'

也

因后时回忆故。

这
&

颂文
'

指涉
&

前此所说的
'

二相义。在现证或领受知 （ａｎｕｂｈａｖａ）后某时，
&

意识中或
'

生起该

知及其境物的回忆，因此，识知具有二相。再者，识知的自证性 （ｓｖａｓａｍ· ｖｅｄｙａｔａ）
&

也以此成就
'

。

何以故？

因不忆及未知者。（１１）

毕竟说来，不见有对未曾领受的对象知的回忆，如色等物的回忆那样
&

，若先未知觉该物，则无从

忆及
'

。有谓，识知一如色等物，也为其他识知所领受。这不应理。

因为，他知领受，则无穷。

在识知为他知所领受的情况，则有无穷
&

回溯之过
'

。云何如此？

彼知也须回忆故；

彼领受
&

第一
'

知的识知，也应可见于后时
&

为人所
'

回忆。
&

如此，这第二知当先为一第三知所

领受。
'

如是，在还需另一知以领受彼
&

识知
'

的情况下，则有无穷
&

回溯之过
'

。
&

如若这样不

断回溯，我人心识将无法从一境物转移向于其他境物，唯此事则众人所共许。
'

如是，将无他境转移事，此则所共许。（１２）

职是之故，确然应认许识知的自证性，而这
&

自证知
'

即是量果。现量离分别，如是安立。（引见何

建兴翻译自ＥｒｎｓｔＳｔｅｉｎｋｅｌｌｎｅｒ，Ｄｉｇｎāｇａ’ｓＰｒａｍā爟ａｓａｍｕｃｃａｙａ，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ｐｐ１－５的中文翻译 《集量

论·现量品》，ｐｐ７－８。详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３ｎｃｃｕｅｄｕｔｗ／～９６１５４５０５／５－２ｐｄｆ）

·８９１·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上面两点，笔者将之图示如下：

（１）Ｍ１ 【“对象底认识”的回忆】 ＝Ｓ３→Ｃ１ ＝Ｓ３→ （Ｓ１→Ｏ１）

＝Ｓ３→Ｘ１

（２）Ｍ２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的回忆】 ＝Ｓ４→Ｃ２ ＝Ｓ４→ （Ｓ２→Ｏ２）

＝Ｓ４→Ｘ２

２由我们日常认识经验上可以一再重复、甚至无限制次数地进行 “对象底

认识”与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的 “回忆”，论证 “自证 （分）”的

存在。①

除了上面的论证之外，关于 “自证 （分）”的存在，还有着如下这样的

·９９１·陈那 “三分”说成立的论证……是 “自证 （分）”吗？

① 这个论证，亦参考自服部正明在其著作之注释中的解说。见 ＭａｓａａｋｉＨａｔｔｏｒｉ，Ｄｉｇｎāｇａｏｎ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ｂｅ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ａｔｙａｋｓ．ａｐａｒｉｃｃｈｅｄａｏｆＤｉｇｎāｇａｓＰｒａｍā爟ａｓａｍｕｃｃａｙａ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ａｎｓｋｒｉｔ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

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８，Ｎｏｔｅ１７０－７１，ｐ１０８－１１０。



“回忆”之经验认识的支持，而可以推论出其存在，亦即，由于我们的 “回

忆”在经验上可以随时、一再重复，甚至无限制次数地忆起先前的某事或曾

经历之境界，或者可以说，我们在经验上可以无数次地 “回忆”起某事，这

是指只要我们愿意进行 “回忆”的话，我们将可以一再重复、无限制次数地

忆起某事或某个曾经经历之境界。

假设过去对某对象的认识可写成：Ｃ１＝（Ｓ１→Ｏ１）

第一次回忆此对象可写成：Ｃ２＝（Ｓ２→Ｏ２） ＝（Ｓ２→ （Ｓ１→Ｏ１））

第二次回忆此对象可写成：Ｃ３＝（Ｓ３→Ｏ３） ＝（Ｓ３→ （Ｓ２→ （Ｓ１→Ｏ１）））

…………

第Ｎ次回忆此对象可写成：Ｃｎ＝（Ｓｎ→Ｏｎ） ＝（Ｓｎ→ （Ｓ（ｎ－１）→ （Ｓ（ｎ－２）→…

（Ｓ１→Ｏ１））））

由以上可知，若没有作为 “识体”本身或 “量果”的 “自证 （分）” （即

“Ｓ１→Ｏ１”）的存在。亦即我们心中若不曾有对过去某个对象的认识 “Ｃ１” （即

“Ｓ１→Ｏ１”）之 “自证 （分）”存在的话，那么我们一切的一再重复、无限制次

数地 “回忆”，例如 Ｃｎ＝ （Ｓｎ→Ｏｎ） ＝ （Ｓｎ→ （Ｓ（ｎ－１）→ （Ｓ（ｎ－２）→… （Ｓ１→
Ｏ１））））这样的公式，都会因为少了 “自证 （分）”（“Ｓ１→Ｏ１”）的存在，而变

成不可能的事。或者，若于此不成立 “自证 （分）”的话，将会陷入无穷后退的

困境。

陈那以为，对往事的忆念或 “回忆”这种认识，如果没有 “自证 （分）”

作为 “识体”本身或 “量果”的话，即使我们能够认取境相，但之后升起的

“回忆”认识，由于我们没有自己再次去认取境相，便无法忆念往事或 “回忆”

起了知境界的情形了。因此，对往事的忆念或 “回忆”这种认识，也还是一样

要具足 “三分”，即 “相分”“见分”“自证 （分）”的。否则的话，后念便无法

忆知或 “回忆”前念了。①

假设没有 “自证 （分）”的存在，“回忆”的认识，是由其他意识所认识

到的。但因我们可以有一再重复、甚至无限制次数的 “回忆”，这便要有无穷

个其他的意识来让我们得以进行 “回忆”认识的支撑。但是这种无穷的后退，

是会有论证上的问题的。这即是像上面 Ｃｎ＝ （Ｓｎ→Ｏｎ） ＝ （Ｓｎ→ （Ｓ（ｎ－１）→
（Ｓ（ｎ－２）→… （Ｓ１→Ｏ１））））这样的公式一般，若少了 “自证 （分）” （“Ｓ１→
Ｏ１”）的存在，便将陷入无穷后退的困境而找不出 “回忆”这种认识产生的

·００２·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① 参见印顺 《印度佛教思想史》，台北：正闻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３３９页。



原因。

３结论———必须要有 “自证 （分）”的存在，以及必须区分 “体”与

“用”的 “自证 （分）”。

（１）必须要有 “自证 （分）”的存在。

总结以上，如果没有 “自证 （分）”Ｘ的存在，亦即认识 Ｃ作为 “识体”

本身或 “量果”的存在，我们便不可能有 “回忆”这回事了。因此 “自证

（分）”必须存在。

在这里我们用Ｘ代表 “自证 （分）”，是为了与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认识Ｃ相

区别。实际上，每一个认识Ｃ作为 “识体”本身，都是 “自证 （分）”Ｘ。但实

际上，笔者认为 “相分”Ｏ、“见分”Ｓ、“自证 （分）”Ｘ这 “三分”并不是日

常生活中的经验认识，而是为了解释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认识，而采取的 “抽象

认识单元与结构”。因此经验认识 Ｃ与 “自证 （分）”Ｘ，是有区别的。只有在

经验认识Ｃ作为 “离分别”之 “识体”本身或 “量果”时，才可将经验认识

Ｃ＝“自证 （分）”Ｘ。

（２）必须区分 “体”与 “用”的 “自证 （分）”。

而关于必须区分 “体”与 “用”的 “自证 （分）”这个观点，除了本文第

一大段 “前言”中提到之外。笔者的观点，还有着汉译文献的支持。例如窥基

在 《述记》中曾提到：

护法等云：谓诸 “识体”，即 “自证分”，转似 “相”“见”二分而生。

此说 “识体”，是 “依他性”，转似 “相”“见”；二分非无，亦 “依他起”。

（ＣＢＥＴＡ，Ｔ４３，Ｎｏ１８３０，２４１ａ２－５）

上面引文提到的 “谓诸 ‘识体’，即 ‘自证分’”，就是笔者在本文第一大

段中所提到的 “自证 （分）”作为 “量果”或这里说的 “识体”，亦即笔者所言

“体”之意义下的 “自证 （分）”。

而笔者所言， “用”意义下的 “自证 （分）”则是作为 “现量”，亦

即在 “能量”的脉络下而言的。这在 《成唯识论》及 《述记》中都有

提到：

“证自体”者，必 “现量”故。（ＣＢＥＴＡ，Ｔ３１，Ｎｏ１５８５，１０ｂ２１－２２）

夫 “证自体”，必 “现量”摄。（ＣＢＥＴＡ，Ｔ４３，Ｎｏ１８３０，３１９ｃ１２）

·１０２·陈那 “三分”说成立的论证……是 “自证 （分）”吗？



“自证”于境，虽是邪见。亲 “证自体”故，不作邪、正等解。故前诸

难，理皆不成。如五识中贪、嗔等惑，虽染仍 “现量”。由他引故成染，亲

得故 “现量”摄。（ＣＢＥＴＡ，Ｔ４３，Ｎｏ１８３０，３２１ａ２７－ｂ１）

引文所言的 “证自体”，就是笔者 “用”意义下的 “自证 （分）”。因为这

时的 “自证 （分）”，是站在 “能量”，即获取知识的 “认识手段”这个脉络下

而言的。而此作为 “能量”的 “自证 （分）”，必定要是 “离分别”的 “现量”

才行。上面第三个引文提及的窥基之解释，告诉我们，因为这种认识是 “证自

体”，所以不能当作邪 （染）或正 （净）的认识，而必定是 “离分别”的 “现

量”。

（３）“贪”作为 “识体”本身即 “量果”，亦是 “自证 （分）”（体），而此

“识体”亦可 “证自体”，因而亦必须有作为 “能量”之 “现量”的 “自证

（分）”（用）。

其实上面第 （２）段的第三个引文，即窥基的解释，在陈那 《集量论·现量

品》的第六个偈颂亦曾提及。

梵文偈颂：

ｍāｎａｓａ爞ｃāｒｔｈａｒāｇāｄｉｓｖａｓａ爞ｖｉｔｔｉｒａｋａｌｐｉｋā｜

ｙｏｇｉｎā爞ｇｕｒｕｎｉｒｄｅｓ＇āｖｙａｖａｋīｒ爟āｒｔｈａｍāｔｒａｄｒｋ｜｜６｜｜
①

何建兴的梵文中译：

意识处境物知，贪等自证，皆无分别；

瑜伽行者离师教，观物自身
%

是现量
&

。（６）②

服部正明根据藏文译本的英译：

ｋ６ａｂＴｈｅｒｅｉｓａｌｓｏｍｅｎｔａｌ［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ｉｓｏｆｔｗｏｋｉｎｄｓ：］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ｏｆａｎ［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ａｎｄｓｅｌｆ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ｓｕｃｈｓｕｂ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ｍｅｎｔ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ｓ］ｄｅｓｉｒｅａｎｄｌｉｋｅ，［ｂｏｔｈｏｆｗｈｉｃｈａｒｅ］ｆｒｅｅｆｒｏｍ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ｋ６ｃｄＴｈｅｙｏｇｉｎｓ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ｏｆａｔｈｉｎｇｉｎｉｔｓｅｌｆｕ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ｄ（ａｖｙａｔｉｂｈｉｎｎａ）

·２０２·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①

②

梵文 原 文 引 见 ＥｒｎｓｔＳｔｅｉｎｋｅｌｌｎｅｒ，ＤｉｇｎāｇａｓＰｒａｍā爟ａｓａｍｕｃｃａｙａ，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ｐ３。见 ｈｔｔｐ：／／
ｗｗｗｏｅａｗａｃａｔ／ｉａｓ／Ｍａｔ／ｄｉｇｎａｇａ＿ＰＳ＿１ｐｄｆ。
何建兴翻译自ＥｒｎｓｔＳｔｅｉｎｋｅｌｌｎｅｒ，ＤｉｇｎāｇａｓＰｒａｍā爟ａｓａｍｕｃｃａｙａ，Ｃｈａｐｔｅｒ１，ｐｐ１－５的中文翻译 《集量

论·现量品》，ｐｐ４－５。详见ｈｔｔｐ：／／ｗｗｗ３ｎｃｃｕｅｄｕｔｗ／～９６１５４５０５／５－２ｐｄｆ。



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ｉｓａｌｓｏａｔｙｐｅｏｆ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①

法尊法师根据藏文译本的中译：

意亦义贪等，自证无分别；

瑜伽师所教，无杂见唯义。②

笔者对上面这段偈颂的解释是：“贪”，是我们日常生活经验中的认识，这

个 “贪”认识的产生，有着一个 “相分”（“所量”）与 “见分”（“能量”），即

我们看到、听到、闻到等等某物时，产生的执取认识。但是 “贪”作为 “识体”

本身而言，是作为 “认识结果”，即 “量果”的。而这个 “贪”作为 “识体”

本身或 “量果”而言，就是 “自证 （分）”。这是笔者所言， “体”意义下的

“自证 （分）”。

而根据前面笔者引用过的文献，《佛地经论》提到：“诸心、心法，虽有胜

劣，皆能外缘，内证自体，犹如光明，既能照他，亦能自照。” （ＣＢＥＴＡ，Ｔ２６，
ｎｏ１５３０，３０３ｂ７－９）《成唯识论》与 《述记》都提到：“‘证自体’者，必 ‘现

量’故。”（ＣＢＥＴＡ，Ｔ３１，Ｎｏ１５８５，１０ｂ２１－２２）因此，我们知道，“贪”作为
一个 “量果”或 “识体”本身而言，还能 “证自体”，因而会有作为 “离分别”

之 “现量”，即 “能量”或 “认识手段”脉络下的 “自证 （分）”。这是笔者所

言，“用”意义下的 “自证 （分）”。

（４）“自证 （分）”不论是作为 “量果” （“体”）或 “能量”之 “现量”

（“用”），都是 “离分别”或 “不可说”，而为凡夫所无法认识的。

经由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知道。陈那之所以建立 “相分” “见分”与

“自证 （分）”这三个抽象的认识单元，是从我们日常生活经验中有 “对象底认

识”“‘对象底认识’底认识”与 “回忆”这三种类型的经验认识，而推论出来

的。因为 “一分”说与 “二分”说，都不够完善、无法充足地解释日常生活经

验中这三种类型的经验认识，因此陈那建立的 “三分”说得以成立。

并且，陈那的 “自证 （分）”，除了作为 “识体”本身或 “量果”之外。还

·３０２·陈那 “三分”说成立的论证……是 “自证 （分）”吗？

①

②

ＭａｓａａｋｉＨａｔｔｏｒｉ，Ｄｉｇｎāｇａｏｎ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ｂｅ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ａｔｙａｋｓ．ａｐａｒｉｃｃｈｅｄａｏｆＤｉｇｎāｇａｓＰｒａｍā爟ａｓａｍｕｃｃａｙａ

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ａｎｓｋｒｉｔ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８，ｐ２７这个偈颂的前半部分 （ｋ６ａｂ），笔者以为，服部正明所说属于 “现量”之 “意识”的

第 （１）种，即：“意识”对外界对象的知觉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ａｎ［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ｏｂｊｅｃｔ），是特指 “五俱意

识”而言。而第 （２）种，贪、嗔、痴等 “意识”活动的 “自证 （分）”（ｓｅｌｆ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ｏｆ［ｓｕｃｈｓｕｂ
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ｍｅｎｔａｌ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ａｓ］ｄｅｓｉｒｅａｎｄｌｉｋｅ），则是指 “意识”，包括 “五俱意识”“第六意识”“贪、

嗔、痴”等诸心、心所法等之 “自证 （分）”。

见法尊编译 《集量论略解》，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４页。



能 “证自体”，而有 “能量”或 “认识手段”脉络下，作为 “离分别”之 “现

量”的 “自证 （分）”。这就是笔者区分 “体”与 “用”意义的 “自证 （分）”

之缘故。

当然，在这里，我们会有一个问题产生，那就是：作为 “能量”之 “现量”

的 “自证 （分）”，缘取作为 “所量”的不可说之 “自相”，而产生 “量果”之

“自证 （分）”时。这里作为 “所量”的不可说之 “自相”，也是 “自证 （分）”

自己吗？虽然我们并没有在陈那的文献中看到有这样的说法。不过，依据推论，

作为 “所量”的不可说之 “自相”，一样也应该是 “自证 （分）”自己的。

所以笔者认为，“证自体”意义的 “自证 （分）”，其实是 “自证 （分）”自

己本身同时作为 “能量”“所量”“量果”而有的认识，或者站在 “所缘”、“能

缘”与 “认识结果”的立场上来看，是 “自证 （分）”自己作为 “所缘”与

“能缘”而产生的自己认识自己的 “证自体”以及 “认识结果”，这应该就是

《佛地经论》说的：“内证自体，犹如光明，既能照他，亦能自照。” （ＣＢＥＴＡ，

Ｔ２６，Ｎｏ１５３０，３０３ｂ７－９）

不过，必须注意的是，在这样意义下的 “自证 （分）”，因为陈那认为 “现

量”的定义是 “离分别”的，而 “所量”的 “自相”也是 “不可说”的，因此

“量果”也必然是 “离分别”或 “不可说”的。而这种 “离分别”或 “不可说”

的认识，笔者以为，是为了解释认识理论而必须有的预设。这种 “离分别”或

“不可说”的认识，并非我们一般人能够认识的。① 因为我们一般人的认识，永

远都是 “分别”（ｖｉｋａｌｐａ）的，即我们认识的基础或知识的来源 “现量”，始终

被我们概念分别的 “比量”所遮蔽住。只有在心灵寂静的禅定中 （如 “瑜伽现

量”）或经由修行拔除无明 （ａｖｉｄｙā）后，才能使这 “离分别”的 “现量”彰显

出来。

因此，这样的 “自证 （分）”，只是为了解释不可以语言言说的认识而已。

并且还是为了解释日常生活经验中的认识而建立的抽象认识单元，而不是一种

实体性的任何东西。而且根据汉译的文献，“自证 （分）”与 “相分” “见分”

一样是缘起性的 “依他起性” （ｐａｒａｔａｎｔｒａｓｖａｂｈāｖａ），因而也可以说， “相分”

·４０２·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① 日本学者桂绍隆 （ＳｈｏｒｙｕＫａｔｓｕｒａ）在解释陈那的 “意现量” （ｍāｎａｓａｐｒａｔｙａｋｓ．ａ，ｍｅｎｔａｌ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

时，也有类似的看法：“Ｔｈｅｉｎｉｔｉａｌｎｏｎ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ｏｆＤｉｇｎāｇａ，Ｉｔｈｉｎｋ，ｉｓａｌｓｏａ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ａｌ
ａｓ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ｆｏｒｂｙ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ｗｅｏｒｄｉｎａｒｙｐｅｏｐｌｅａｒｅｎｏｔａｂｌｅｔｏａｗａｒｅｏｆｓｕｃｈ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ＳｈｏｒｙｕＫａｔｓｕｒａ，
Ｄｉｇｎāｇａｏｎｗｈａｔｅｘｉｓｔｓａｎｄｈｏｗｔｏｋｎｏｗｉｔ，Ｌｅｃｔｕｒｅ１，ＴｈｒｅｅＬｅｃｔｕｒｅｓｏｎＤｉｇｎāｇａ，２００７，Ｊｕｎｅ，２１－２３，
Ｔａｉｐｅｉ，ｐ９。论文可见ｈｔｔｐ：／／ｂｕｄｄｈｉｃａｍｅｐｏｐｅｄｉａｃｏｍ／２００８／０６２１－１ｐｄｆ。



“见分”与 “自证 （分）”，其实也是一种 “假名”（ｐｒａｊａｐｔｉ）而已。①

三　用 “三分”说 “相分、见分、自证 （分）”

来解释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认识

在这些段落里，笔者要从上面 “先验程序”（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论证

“三分”说存在的过程中，再逆回到日常生活中，以解释日常生活中的经验

认识。

（一）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认识：

１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认识：Ｃ。

有 “对象底认识”Ｃ１，与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Ｃ２之差异。

２日常生活的 “回忆”认识：Ｍ。

有 【“对象底认识”的回忆】Ｍ１，与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的回忆】

Ｍ２之差异。除此之外，还有 Ｍ３，即 “Ｍ１的再回忆”；与 Ｍ４，即 “Ｍ２的再回

忆”的存在。

（二）用三分说 “相分、见分、自证 （分）”来解释日常生活中的经验

认识：

１“相分”：Ｏ。配合上面，分别写成：Ｏ１与Ｏ２。

２“见分”：Ｓ。配合上面，分别写成：Ｓ１与Ｓ２。

３“自证 （分）”：Ｘ。配合上面，分别写成：Ｘ１与Ｘ２。

又因为 “识体”本身即 “自证 （分）”，所以其实 Ｃ＝Ｘ，亦即 Ｃ１＝Ｘ１，

Ｃ２＝Ｘ２。但是必须注意，Ｃ与Ｘ其实是有区别的，即 Ｃ为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认

识，而Ｘ则为抽象的认识单元 “自证 （分）”，将之等同，是就 “离分别”之

·５０２·陈那 “三分”说成立的论证……是 “自证 （分）”吗？

① 关于这点，吕贗的研究值得我们注意。他曾这样说：“‘假名’的原意是 ‘假设’‘施设’，梵文是

Ｐｒａｊａｐｔｉ。后来从这个字又引出Ｖｉｊｊａｐｔｉ一字，汉文常译作 ‘了’或 ‘表’（如表业、无表业）。Ｖｉ
ｊｊｂａｐｔｉ这个字是由 ‘识’（Ｖｉｊｊāｎａ）变化而来，是识的过去分词，不但是识义，且有 ‘识所表现出

来的’意义。龙树第一次提出 ‘假名’这一范畴，‘假’用语言表示谓之 ‘假名’，而在思想上的

表现则谓之 ‘了’，即 ‘识’。后来就说成缘起法是空，但另一方面是 ‘唯假’。向后发展，就说缘

起法但有思想上的表现，谓之 ‘唯表’，也就是 ‘唯了’。由 ‘唯假’到 ‘唯了’（唯识）的思想变

化，是很值得注意的。初期把 ‘假’与 ‘表’两个字看成一个字，曾经通用，后来才分清界限，表

示两个不同的意思。这就说明：‘唯假’、‘唯识’这两种思想是有先后、内在的关系。龙树的思想

是指示了向唯识发展的这一方向。” （吕贗： 《印度佛学源流略讲》，世纪出版集团２００５年版，第
１０３页）



“识体”本身或 “量果”的立场而言。

所以，上面就 “识体”本身的立场而言，Ｃ＝Ｘ，可写成如下：

“对象底认识”Ｃ１＝“自证 （分）”Ｘ１＝Ｓ１→Ｏ１。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Ｃ２＝“自证 （分）”Ｘ２＝Ｓ２→Ｏ２。

∵Ｏ２＝Ｓ１→Ｏ１
∴Ｃ２＝Ｘ２＝Ｓ２→ （Ｓ１→Ｏ１）

根据上面的 “三分”说，可将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认识 “对象底认识”Ｃ１与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Ｃ２，画成如下的认识结构图：

（注意：图中实线的 “大椭圆”与 “小圆形”其实都是一样大小的）

１“相分”
Ｏ
“见分”

Ｓ
“自证 （分）”

Ｘ
这 “三分”及其与“日常经验认识”

Ｃ
的关系：

（１）在上面与下面图示中虚线及实线的 “大椭圆”与 “小圆形”其实都是

一样大小的。因为陈那说 “三分”的关系是 “不一不异”。所以，其实应该画成

如下的两个图案，可能才比较好理解这种 “三分”为 “不一不异”的关系。

（２）三分之间具有的 “缘取”或称 “意向性”之关系是： “见分”缘取

“相分”（Ｓ→Ｏ），“自证 （分）”缘取 “见分”（Ｘ→Ｓ）。因此三者可构成：Ｘ→

·６０２·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Ｓ→Ｏ的关系。而且，每一个 “日常经验认识”Ｃ都具有这Ｘ、Ｓ、Ｏ三分。

（３）但是，要注意的是，上述三分之间的 “缘取”或称 “意向性”之关系

不能直接写成Ｃ＝Ｘ→Ｓ→Ｏ。因为这是抽象认识单元 “三分”之间的内在逻辑结

构，亦即内在 “缘取”或 “意向性”的结构，而与 “经验认识”Ｃ无关。而且，

“经验认识”Ｃ是具有 “分别”的认识，所以 Ｃ≠Ｘ“自证 （分）”，因 “自证

（分）”一定是 “现量”而 “离分别”的。但是，Ｃ若作为 “识体”本身而言，

则可以等于Ｘ（“自证 （分）”），不过我们凡夫经验不到。所以，以下说到Ｃ＝Ｘ

之处，都是指Ｃ作为 “识体”本身而言＝Ｘ（“自证 （分）”）。

２“对象底认识”Ｃ１与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Ｃ２的关系：

（１）“对象底认识”Ｃ１及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Ｃ２都具有其各自的

“三分”。

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认识都有 Ｏ、Ｓ、Ｘ这 “三分”。而 “三分”之间相互

“缘取”或 “意向性”的关系是： “见分”缘取 “相分”， “自证 （分）”缘取

“见分”。因此构成如下Ｘ→Ｓ→Ｏ的关系，这是 “三分”之间，内在认识的逻辑

结构。

（２）“对象底认识”Ｃ１与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Ｃ２，其各自的 “自证

（分）”Ｘ１与Ｘ２之间的关系：

·７０２·陈那 “三分”说成立的论证……是 “自证 （分）”吗？



图①　

因为Ｏ２＝Ｓ１→Ｏ１ （亦即＝Ｘ１，即Ｃ１），所以上面的图示，可以画成如下：
图②　

因为陈那说 “三分”是 “不一不异”的。所以上面的图示，接着可以画成

如下的图示 （上图中删掉Ｓ２，即成下图）：
图③　

又接着进一步，上面的图示，还可以画成如下的图示：

图④　

·８０２·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以上，可以推导出 Ｘ２与 Ｘ１之间的关系是：Ｘ２→Ｘ１ （或可写成 Ｃ２→Ｃ１）。

亦即，“自证 （分）”Ｘ１、Ｘ２之间具有一种内在 “缘取”或 “意向性”的认识

逻辑结构关系。

这种Ｘ２→Ｘ１的内在 “缘取”或 “意向性”的认识逻辑结构之关系，笔者亦

称之为 “自证 （分）”之 “用”，以与 Ｘ１、Ｘ２作为 “自证 （分）”之 （体）相

区别。

（３）结论 ［根据上面 （２）图①—④来分析］：

Ｃ１ “对象底认识”作为 “识体”本身＝“自证 （分）”Ｘ１＝Ｓ１→Ｏ１
Ｃ２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作为 “识体”本身 ＝ “自证 （分）”Ｘ２＝

Ｓ２→Ｏ２
∵Ｃ１作为 “识体”本身＝Ｘ１＝Ｓ１→Ｏ１＝Ｏ２
∴Ｃ２作为 “识体”本身＝Ｘ２＝Ｓ２→Ｏ２＝Ｓ２→ （Ｓ１→Ｏ１） ＝Ｓ２→Ｘ１
又因Ｘ２有缘取Ｓ２的关系，所以有Ｘ２→Ｓ２→Ｘ１这样的关系。若去掉中间的

Ｓ２，则可以写成上面所图示的关系：Ｘ２→Ｘ１。当然，作为 “识体”本身而言，

这也可以写成Ｃ２→Ｃ１的关系。

所以，可以得到如下的结果：

①Ｘ１与Ｘ２都是 “自证 （分）”，亦即经验上的认识Ｃ１、Ｃ２作为 “识体”本

身，都是 “自证 （分）”。这是 “自证 （分）”作为 “识体”本身或 “量果”而

言的。笔者将之称为 “自证 （分）”之 “体”。

②如上图所示，Ｘ１与Ｘ２这两个 “自证 （分）”之间，确实有一种 “缘取”

或 “意向性”的关系，亦即 “自证 （分）”Ｘ２可以缘取 “自证 （分）”Ｘ１。当

然这是透过Ｘ２→Ｓ２→Ｘ１而有的关系，又因 “三分”是不一不异，所以这里去掉

Ｓ２，即可得到Ｘ２→Ｘ１这层关系，就 “识体”本身而言，也可以写成Ｃ２→Ｃ１。这

亦是一种 “自证 （分）”作为 “能量”之 “现量”而言。笔者亦将之称为 “自

证 （分）”之 “用”。其实这也可以称为：“自证”（当作动词），或 “证自体”，

或 “自证分”之自照，或是 “自证 （分）”之间的内在认识之 “缘取”或 “意

向性”的逻辑结构。

上面第②点，若就 “识体”本身而言，也可以说成 Ｃ１与 Ｃ２之间有这种关

系，亦即：“‘对象底认识’底认识”Ｃ２是可以 “缘取”“对象底认识”Ｃ１的，

也就是Ｃ２与Ｃ１构成 “缘取”或 “意向性”的关系：Ｃ２→Ｃ１。

这样就可以合理地解释，为什么在日常生活的经验中，当我们有 “对象底

认识”Ｃ１产生时，就总是伴随着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Ｃ２产生。除非是我

们太投入或不专心、恍神、散乱、失念等时，才可能没有。

·９０２·陈那 “三分”说成立的论证……是 “自证 （分）”吗？



上面就是笔者所言，“自证 （分）”有 “体”（Ｘ１、Ｘ２），亦有 “用”（Ｘ２→
Ｘ１。以及上面曾谈过 Ｘ１、Ｘ２各自的 “自己认识自己”）的理由。当然使用

“体”“用”这组词汇，是否很恰当？还可以深入地讨论，但笔者认为大致来说，

在理解上使用 “体”与 “用”，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４）以 “贪”这个 “日常经验认识”作为例子来说明。

若以我们 “贪”这个 “日常经验认识”当作例子来说明，当我的心识主体

（即 “见分”Ｓ１）缘取外境 （→）（即 “相分”Ｏ１），而起了 “贪”（Ｃ１）之时，

同时 （或一刹那之间），还会有 “我知道我起了 ‘贪’” （Ｃ２）这个认识产生。

会有这两个认识伴随产生的原因，上面已经讨论过，是因为有 Ｃ２→Ｃ１，亦即

Ｘ２→Ｘ１，这种 “识体”本身或 “自证 （分）”之间的内在 “缘取”或 “意向

性”的认识逻辑结构之关系的缘故。

我们知道，“贪” （Ｃ１）与 “我知道我起了 ‘贪’” （Ｃ２），都是一种带有

“分别”的认识，因而不能是 “离分别”的 “自证 （分）” （Ｘ１、Ｘ２）。所以就

此而言Ｃ１≠Ｘ１、Ｃ２≠Ｘ２。但是，就 “识体”本身而言，则 Ｃ１可以 ＝Ｘ１、Ｃ２可

以＝Ｘ２，但这是 “离分别”的认识，我们凡夫认识不到。

也就是说，“贪”（Ｃ１）作为 “识体”本身 ［即 “自证 （分）”Ｘ１］与 “我

知道我起了 ‘贪心’”（Ｃ２）作为 “识体”本身 ［即 “自证 （分）”Ｘ２］。亦即

Ｃ１、Ｃ２这 “日常经验认识”作为 “识体”本身，即 Ｘ１、Ｘ２，都是 “自证

（分）”。这是指 “自证 （分）”之 “体”。因为它们都是 “离分别”的 “现量”

之 “量果”，所以肯定也是 “离分别”的，为我们凡夫认识不到的认识。

并且，“贪”（Ｃ１）与 “我知道我起了 ‘贪’” （Ｃ２）这两个 “日常经验认

识”之间，还有一种 “缘取”或 “意向性”的关系，亦即 “我知道我起了

‘贪’”作为 “识体”本身 （Ｘ２），会 “缘取”前者 “贪”作为 “识体”本身

（Ｘ１），亦即Ｘ２→Ｘ１，这是 “自证 （分）”之 “用”之一，或者也可说 “我知道

我起了 ‘贪心’”（Ｃ２）对 “贪”（Ｃ１），有一种 “缘取”或 “意向性”的关系。

这就是 “自证 （分）”Ｘ２、Ｘ１之间的 “缘取”或 “意向性”的内在认识逻辑结

构：Ｘ２→Ｘ１。当然，这也可写成 “识体”本身之间的 “缘取”或 “意向性”的

关系：Ｃ２→Ｃ１。

当然，我们还有对 “贪”的回忆 （Ｍ１）与对 “我知道我起了 ‘贪’”的回

忆 （Ｍ２）。以及 “我记得我有对 ‘贪’的回忆”与 “我记得我有对 ‘我知道我

起了 “贪”’的回忆” （亦即 Ｍ１、Ｍ２的再回忆———Ｍ３、Ｍ４）。这些都可以运用

“三分”说来合理地解释，在此就不再详细一一分析说明了。

·０１２·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三）用 “三分”说来解释日常生活中的 “回忆”这种经验上的认识。

【“对象底认识”Ｃ１的回忆】Ｍ１＝Ｓ３→Ｃ１ ＝Ｓ３→Ｘ１
＝Ｓ３→ （Ｓ１→Ｏ１）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Ｃ２的回忆】Ｍ２＝Ｓ４→Ｃ２ ＝Ｓ４→Ｘ２
＝Ｓ４→ （Ｓ２→Ｏ２）

当然，每一个认识 （包括 “回忆”，亦即 Ｍ１与 Ｍ２），就其 “识体”本身

来说，都是 “自证 （分）”。因此有 “自证 （分）”Ｘ３ （Ｍ１的）、“自证

（分）”Ｘ４ （Ｍ２的）。而我们又能有 “Ｍ１的再回忆”（Ｍ３）与 “Ｍ２的再回忆”

（Ｍ４）的认识，所以当然也有 “自证 （分）”Ｘ５ （Ｍ３的）、“自证 （分）”Ｘ６
（Ｍ４的）。

除了 “对象底认识”Ｃ１与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Ｃ２，以及 【“对象底

认识”Ｃ１的回忆】Ｍ１与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Ｃ２的回忆】Ｍ２之外，我

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认识还有：

·１１２·陈那 “三分”说成立的论证……是 “自证 （分）”吗？



１我 “记得我曾经有 【‘对象底认识’Ｃ１的回忆】”，亦即 “Ｍ１的再回忆”

（即Ｍ３）。因 【“对象底认识”Ｃ１的回忆】是Ｍ１。

２我 “记得我曾经有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Ｃ２的回忆】”，亦即 “Ｍ２
的再回忆”（即Ｍ４）。因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Ｃ２的回忆】是Ｍ２。

这部分在本文上面第二大段第 （三）段已经论述过。重复图示如下，并加

上 “自证 （分）”Ｘ的图示。因这已很复杂，所以此处不再一一解释。

１Ｍ１ 【“对象底认识”Ｃ１的回忆】 ＝Ｓ３→Ｃ１ ＝Ｓ３→ （Ｓ１→Ｏ１）

＝Ｓ３→Ｘ１

２Ｍ２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Ｃ２的回忆】 ＝Ｓ４→Ｃ２ ＝Ｓ４→ （Ｓ２→Ｏ２）

＝Ｓ４→Ｘ２

·２１２·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四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是
“自证 （分）”吗？

经过上面对陈那 “三分”说文献与推论的详细分析，在本文的结尾，笔者

要分析关于日常生活中的其中一类经验认识，亦即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是

“自证 （分）”吗？

正是在这个议题上，当今学术界的研究，充满着许多不同的分歧与解读。

因此对陈那的 “自证 （分）”有许多不尽合理与不尽完善的解释。①

而在这里，笔者个人观点是：“‘对象底认识’底认识”，若作为一般日常生

活中的 “日常经验认识”而言，因其是具有 “分别”的认识，因而绝对不可能作

为陈那所定义的 “自证 （分）”的。但是，若其作为 “离分别”的 “识体”本身

或 “量果”而言，则可以作为 “自证 （分）”。不过，要注意的是，这作为 “离分

别”的认识结果，即 “识体”本身或 “量果”，其实是我们凡夫认识不到的。

至于为何不能将上面所言的 “日常经验认识”之一，即本文的 “‘对象底认识’

底认识”Ｃ２，直接当作 “对象底认识”Ｃ１的 “自证 （分）”呢？（注意：这里是指

“自证 （分）”Ｘ１，而不是 “自证 （分）”Ｘ２）以下，笔者将进行分析与推论。

（一）直接将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Ｃ２当作 “对象底认识”Ｃ１之 “自

证 （分）”Ｘ１是错误的———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Ｃ２作为 “识体”本身或

“量果”其实是另一个 “自证 （分）”Ｘ２。

首先，假设我们先采取直接将 “日常经验认识”之一的 “‘对象底认识’

底认识”Ｃ２，当作 “对象底认识”Ｃ１之 “自证 （分）”Ｘ１的说法。

这个观点与笔者之观点的不同处，在于这个论点直接将 “日常经验认识”

之一的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Ｃ２＝Ｓ１→Ｏ１产生的 “自证 （分）”Ｘ１，也就

是当作 Ｃ１的 “自证 （分）”Ｘ１。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这并不是指作为

·３１２·陈那 “三分”说成立的论证……是 “自证 （分）”吗？

① 例如在台湾，笔者的博士论文导师———政治大学的林镇国教授主持的台湾国科会学门人才培育计划

“拓深佛教哲学—佛教知识论研究”（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００８年１月）邀请的许多学者，诸如日本龙谷
大学的桂绍隆 （ＳｈｏｒｙｕＫａｔｓｕｒａ）教授、德国莱比锡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ｔＬｅｉｐｚｉｇ）的褚俊杰教授、香港
中文大学的姚治华教授、广州中山大学的倪梁康教授等他们对于陈那的 “自证 （分）”都有着各自

不同的看法与解释。当然，这是因为陈那的文本本身晦涩难解之故，因此存在着诸多的解读空间。

此外，关于 “自证”，陈雁姿教授也写过一本博士论文 （陈雁姿：《佛教对自证的辨析———以唯识学

为中心》，香港新亚研究所哲学组博士班毕业论文，２００４年）。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的 “自证 （分）”Ｘ２，即直接将 “日常经验认识”之

一的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Ｃ２，当作 “对象底认识”Ｃ１ “离分别”的 “识

体”本身或 “量果”，即 “自证 （分）”Ｘ１ （下图虚线大椭圆），或直接将Ｃ２＝

Ｘ１ （下面图示中实线的大椭圆）。

而这个论点之所以是错误的，在于它没有清楚地分辨出 “日常经验认识”Ｃ

（亦即：“对象底认识”Ｃ１、“‘对象底认识’底认识”Ｃ２）与 “抽象认识单元”

即 “相分” “见分” “自证 （分）”Ｏ、Ｓ、Ｘ（亦即各自的 “相分”Ｏ１、Ｏ２，

“见分”Ｓ１、Ｓ２，与 “自证 （分）”Ｘ１、Ｘ２）的差异。

笔者认为 “日常经验认识”的 “对象底认识”Ｃ１与 “‘对象底认识’底认

识”Ｃ２，都有其各自的 “相分”、“见分”、“自证 （分）”，也就是说：“日常经

验认识”的 “对象底认识”Ｃ１，其 “抽象认识单元”即 “相分”“见分”“自证

（分）”，分别为Ｏ１、Ｓ１、Ｘ１。而 “日常经验认识”的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

Ｃ２，其 “抽象认识单元”即 “相分” “见分” “自证 （分）”，分别为 Ｏ２、Ｓ２、

Ｘ２。

因此，笔者的看法是，“对象底认识”Ｃ１，其 “自证 （分）”为 “抽象认识单

元”，即 “识体”本身或 “量果”Ｘ１。而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Ｃ２，其 “自

证 （分）”为 “抽象认识单元”，即 “识体”本身或 “量果”Ｘ２。并且，笔者的观

点是，“对象底认识”Ｃ１、“‘对象底认识’底认识”Ｃ２要作为 “识体”本身或

“量果”而言，才能＝“自证 （分）”Ｘ１、Ｘ２ （这如本文上面作过的说明）。

但是现在的这个观点，却混淆了 “日常经验认识”Ｃ与 “抽象认识单元”

即 “识体”本身或 “量果”Ｘ。而直接将 “日常经验认识”之一的 “‘对象底认

识’底认识”Ｃ２，当作是 “对象底认识”Ｃ１的 “自证 （分）”，即Ｘ１。

这个直接将 “日常经验认识”之一的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Ｃ２，当作

“日常经验认识”之 “对象底认识”Ｃ１之 “自证 （分）”Ｘ１的观点，我们可以

图示如下：

·４１２·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但是，上面提过，这个论点的问题在于混淆了 “抽象认识单元”之 “自证

（分）”Ｘ与 “日常经验认识”Ｃ，而直接将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Ｃ２，等同

于 “对象底认识”Ｃ１之 “自证 （分）”Ｘ１。这个观点的过失与问题如下：
若按照此观点的话，“‘对象底认识’底认识”Ｃ２，就没有办法有其独立的

“相分”Ｏ２及 “见分”Ｓ２的存在。这是因为 Ｃ２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直
接＝“对象底认识”Ｃ１之 “自证 （分）”Ｘ１。而在 “自证 （分）”Ｘ１中，将不

可能再区分出 “相分”Ｏ２以及 “见分”Ｓ２，因 “自证 （分）”Ｘ１有其自己独立
的 “相分”Ｏ１以及 “见分”Ｓ１并构成 “日常经验认识”之一的 “对象底认

识”Ｃ１。

但是假使这样，必然与我们日常生活中经验的认识明显相违背，因为 “日

常经验认识”之一的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Ｃ２，明明是：“我”（抽象认识

主体，即 “见分”Ｓ２）知道 “我”（注意是另一抽象认识主体，即 “见分”Ｓ１）

正在认识 “对象”（抽象认识客体，即 “相分”Ｏ１）。这可写成Ｃ２＝Ｓ２→Ｏ２，又
因Ｏ２＝Ｓ１→Ｏ１，所以可写成Ｃ２＝Ｓ２→ （Ｓ１→Ｏ１）。

上述的说明，已经指出 “自证 （分）”Ｘ１中，将不能再区分出 “相分”Ｏ２
与 “见分”Ｓ２，这是因为 “自证 （分）”Ｘ１，有其自己独立的 “相分”Ｏ１与

“见分”Ｓ１，并会构成 “日常经验认识”之一的 “对象底认识”Ｃ１。所以若还
要硬说Ｓ１就是 “自证 （分）”Ｘ１的 “见分”Ｓ２ （亦即 Ｓ２＝Ｓ１），“自证 （分）”

Ｘ１自己还可当作 “相分”Ｏ２ （Ｏ２＝Ｘ１）［其实 “自证 （分）”Ｘ１中，已有自己
的 “相分”Ｏ１与 “见分”Ｓ１，因而根本不能再分出另一个 “相分”Ｏ２与 “见

分”Ｓ２］。但若顺着这个观点这样说，依然是错误的，因为依据陈那的观点，
“见分”Ｓ１，并不能 “缘取”“自证 （分）”Ｘ１，只有 “自证 （分）”Ｘ１能缘取

“见分”Ｓ１。

所以，这个论点直接将 “日常经验认识”之一的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

Ｃ２，等同于 “对象底认识”Ｃ１之 “自证 （分）”Ｘ１是错误的。

另外，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认识，“对象底认识”Ｃ１，是 “我” （抽象认

识主体，即 “见分”Ｓ１）认识到的 “对象” （抽象认识客体，即 “相分”

Ｏ１）。因此，我们可以知道，不论是 “对象底认识”Ｃ１或是 “‘对象底认

识’底认识”Ｃ２，这两个认识都各自具有 “相分”Ｏ、 “见分”Ｓ、 “自证
（分）”Ｘ这 “三分”。

而且，本文第二大段第 （二）（小节中），１—４点的推论中，已经说明了日

常生活经验认识的双重认识现象 （即 “对象底认识”Ｃ１与 “‘对象底认识’底

认识”Ｃ２），都有其各自独立的 “相分”Ｏ１、Ｏ２与 “见分”Ｓ１、Ｓ２。而本文第

·５１２·陈那 “三分”说成立的论证……是 “自证 （分）”吗？



二大段 （三），也已经证明了 “对象底认识”Ｃ１与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

Ｃ２，都有各自独立的 “自证 （分）”Ｘ１、Ｘ２的存在。亦即这两个日常生活中的
经验认识，“对象底认识”Ｃ１与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Ｃ２，都有各自独立的
“三分”存在 （即Ｏ１、Ｓ１、Ｘ１与Ｏ２、Ｓ２、Ｘ２）。

因此，直接将 “日常经验认识”之一的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Ｃ２，等
同于 “对象底认识”Ｃ１之 “自证 （分）”Ｘ１，是一种不清楚与错误混淆的
观点。

（二）“自我认识”与 “自证 （分）”的厘清——— “日常经验认识”Ｃ（“对
象底认识”Ｃ１、“‘对象底认识’底认识”Ｃ２与 “回忆”的认识Ｍ），以及 “抽

象认识单元”［“相分”Ｏ、“见分”Ｓ与 “自证 （分）”Ｘ］的区分。
在本论文的末尾，笔者想要稍微讨论一下 “自我认识” （ｓｅｌｆ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ｓｅｌ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ｅ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①理论模型的问题。根据Ｍａｔｔｈｅｗ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在

一篇 “Ｔｈｅ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ｏＳｅｌｆ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
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② 之论文中的分类，关于 “自我认识”有以下三种理论

模型：

１ＴｈｅＳｅｌｆ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Ｔｈｅｓｉｓ：这是说，若一认识主体 （ｓｕｂｊｅｃｔ），认知到某
对象 （ｏｂｊｅｃｔ）时，则该认识主体，也必会有对该对象之认识。③

２Ｔｈ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ｉｓ：自我认识 （ｓｅｌｆ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乃是二阶认识 （ｓｅｃｏｎｄ

ｏｒｄｅｒ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将与其有区别的一阶认识 （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当作其意向对

象所得的产物。④

·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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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三个英译词，是西方学界对 “自证 （分）” （ｓｖａｓａ爞ｖｅｄａｎａ，ｓｖａｓａｊｖｉｔｔｉ）的翻译，见 Ｚｈｉｈｕａ，Ｙａｏ
（姚治华），Ｔｈｅ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ｏｆＳｅｌ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ａｎｄ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５，ｐ１。
Ｍａｔｔｈｅｗ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Ｔｈｅ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ｏＳｅｌｆ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ｉｎ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ａｎｄ
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Ｅａｓｔ＆Ｗｅｓｔ，Ｖｏｌ５７，Ｎｏ１，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ａｗａｉｉ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Ｊａｎｕａｒ
ｙ，ｐｐ４０－６２另可参考 “Ｍａｔｔｈｅｗ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Ｓｅｌｆ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ｗｉｔｈｏｕｔａＳｅｌｆ：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Ｒｅｆｌｅｘ
ｉｖｉｔｙｏｆ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Ａｓｉａ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１８Ｎｏ３，Ａｂｉｎｇｄｏｎ，Ｏｘｆｏｒｄｓｈｉｒｅ：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０８，Ｎｏｖｅｍ
ｂｅｒ，ｐｐ２４５－２６６。以及 Ｍａｔｔｈｅｗ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的博士学位论文 “Ｍａｔｔｈｅｗ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Ｓｅｌｆ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
ＩｓｓｕｅｓｉｎＣｌａｓｓｉｃＩｎｄｉａｎ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Ｗｅｓｔｅｒ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ＰｈＤＤｉｓｓｅｒｔａ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ａｗａｉｉａｔ
Ｍａｎｏａ，２００４。
“ＴｈｅＳｅｌｆ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ＴｈｅｓｉｓＩｆａ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ｓａｗａｒｅｏｆａｎｏｂｊｅｃｔ，ｔｈｅｎ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ｓａｌｓｏａｗａｒｅｏｆｂｅｉｎｇａｗａｒｅ
ｏｆｔｈａｔｏｂｊｅｃｔ”ＭａｔｔｈｅｗＭａｃＫｅｎｚｉｅ，“ＴｈｅＩｌｌｕｍ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ｔｏＳｅｌｆ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ｉｎ
ｔｈｅＩｎｄｉａｎａｎｄＷｅｓｔｅｒ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Ｅａｓｔ＆Ｗｅｓｔ，Ｖｏｌ５７，Ｎｏ１，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ａｗａｉ’ｉ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Ｊａｎｕａｒｙ，ｐ４０
“Ｔｈ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ｓｉｓＳｅｌｆ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ｉｓｔｈ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ｏｆａｓｅｃｏｎｄｏｒｄｅｒ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ｔａｋｉｎｇａ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ｆｉｒｓｔｏｒｄｅｒ
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ａｓｉｔｓ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ｏｂｊｅｃｔ”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Ｅａｓｔ＆Ｗｅｓｔ，Ｖｏｌ５７，Ｎｏ１，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ａｗａｉ’ｉ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Ｊａｎｕａｒｙ，ｐ４０



３Ｔｈｅ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ｙＴｈｅｓｉｓ：在意识的状态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ｓｔａｔｅｓ）下，该意识状态

同时显现着意识的对象以及意识状态自身之面相。①

由于本文并不是要专门讨论这些理论及其区分，所以在这里并不细

究与详谈这个议题。笔者想说的是，上述这些理论的区分，很可能都是

在混淆了上面说过的 “日常经验认识”Ｃ与 “抽象认识单元”的 “三

分” （Ｏ、Ｓ、Ｘ）之下所做出的分类，而这样的分类，由于没有搞清楚

“自证 （分）”的问题与重点，所以也可以说并不尽于完善，甚至有错

误的可能。

亦即笔者认为，只要我们能够清楚地区分出 “日常经验认识”Ｃ（包括：

“对象底认识”Ｃ１、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Ｃ２，与关于 “回忆”的认识

Ｍ１、Ｍ２，这三种认识形态），以及 “抽象认识单元”［“相分”Ｏ、“见分”Ｓ、

“自证 （分）”Ｘ这 “三分”］的不同。我们对这些议题的争议，都将可以迎

刃而解。

也就是，我们若能搞懂下面笔者所绘制的 【“对象底认识”“‘对象底认识’

底认识”与陈那 “三分”说的认识结构图】，就能清楚地区分 “日常经验认识”

Ｃ与 “抽象认识单元”的 “三分” （Ｏ、Ｓ、Ｘ）之间的不同。问题也将得以

解决。

【“对象底认识” “‘对象底认识’底认识”与陈那 “三分”说的认识结

构图】

·７１２·陈那 “三分”说成立的论证……是 “自证 （分）”吗？

① “ＴｈｅＲｅｆｌｅｘｉｖｉｔｙＴｈｅｓｉｓ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ｓｔａｔｅｓ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ｄｉｓｃｌｏｓｅｂｏｔｈｔｈｅｏｂｊｅｃｔｏ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ａｎｄ（ａｓ
ｐｅ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ｓｔａｔｅｉｔｓｅｌ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Ｅａｓｔ＆Ｗｅｓｔ，Ｖｏｌ５７，Ｎｏ１，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Ｈａｗａｉ’ｉ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７，Ｊａｎｕａｒｙ，ｐ４０



（注意：图中实线的 “大椭圆”与 “小圆形”，其实都是一样大小的）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在汉译的论典 《成唯识论》中，是如何说明抽象的

认识单元 “相分”“见分”“自证 （分）”与经验认识现象之 “我”“法”的

差异，并用以解释 “一分”说、“二分”说、“三分”说与 “唯识”理论的

关系。

“变”，谓 “识体”转似二分，“相”、“见”俱依 “自证”起故。依斯

二分，施设我、法，彼二离此，无所依故。 （ＣＢＥＴＡ，Ｔ３１，Ｎｏ１５８５，

１ｂ１－２）

这段引文，之前也曾引用过。引文的意思是：我们会有关于 “我”与

“法”之概念的产生，是依据 “见分”与 “相分”，亦即 “二分”说，来施

设的。而 “见分”与 “相分”乃是依于 “自证 （分）”而成立，它们是

“自证 （分）”展转变似出来的。因此究其实而言，只有 “自证 （分）”或

所谓的 “识体”本身之存在。这也就是 “唯识无境”的理论，就是 “一分”

说的形式。而引文的 “相分” “见分”与 “自证 （分）”，则构成陈那的

“三分”说形式。①

不过，笔者以为，这作为 “唯识无境”理论最后支撑点的 “自证 （分）”，

因其为 “离分别”“不可说”的 “量果”或 “识体”本身，即笔者所言 “自证

（分）”之 “体”以及是作为 “能量”之 “离分别”的 “现量”，即笔者所言

“自证 （分）”之 “用”。所以，这 “自证 （分）”并不是我们凡夫所能经验到的

·８１２·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① 另外，关于护法的 “四分”说，可参见赵东明 《陈那 “自证”理论探析———兼论 〈成唯识论〉及

窥基 〈述记〉的观点》，《圆光佛学学报》第１０期 （中坜：圆光佛学研究所，２００６年４月，第６５—
１１１页），ｈｔｔｐ：／／ｏｌｄｙｋｂｉｅｄｕｔｗ／ｈｔｍ／ｙｋｂｊ１０／ｙｋｂｊ１０＿３－１０９ｐｄｆ。



认识。这是因为我们凡夫的认识，总是被 “分别”的概念认识所遮蔽住。所以，

我们凡夫只生活在概念 “分别”构成的 “比量”认识世界之中。① 并且，陈那

的 “自证 （分）”，其实很可能指涉的是 “离分别” “不可说”的 “离言自性”

（ｎｉｒａｂｈｉｌāｐｙａｓｖａｂｈāｖａｔā）② 之 “缘起” （ｐｒａｔīｔｙａｓａｍｕｔｐāｄａ）法。不过，这部分

确实仍有待进一步的厘清与研究。

（三）关于 “自证 （分）”的 “灯 （火）喻”：以 “灯 （火）能自照，亦能

照他”譬喻 “自证 （分）”能否成立？———瑜伽行学派对此质难的反驳：

关于 “灯 （火）喻”与 “自证 （分）”。亦即 “灯 （火）能自照，亦能照

他”，是否与 “自证 （分）”有关，这还有争议。例如ＭａｒｋＳｉｄｅｒｉｔｓ与ＤａｖｉｄＢｕｒ

·９１２·陈那 “三分”说成立的论证……是 “自证 （分）”吗？

①

②

笔者这里并不是说我们凡夫没有 “现量”的任何经验。事实上，依照陈那的看法，我们日常生活经

验知识的基础与来源，正是 “现量”。所以，确实可以说，我们获取知识的基础与来源，都是 “离

分别”、“不可说”的 “现量”这个 “认识手段”。而且，我们若在心灵寂静的瑜伽禅定中，还可能

会得到 “离分别”的 “瑜伽现量”。但是，因为我们凡夫日常生活经验知识的这个基础与来源，即

“现量”这个 “认识手段”，总是被我们的 “分别”概念所遮蔽住，而无法显现出来。所以笔者才

说，我们凡夫只生活在概念 “分别”构成的 “比量”认识世界之中。《佛地经论》的看法，或许可

以提供我们一些参照：

如是 “分别”，但就 “世俗”言说道理，非就 “胜义”。若就 “胜义”，离言绝虑，既无 “相”、

“见”，不可言心及心法等，离诸戏论不可思议。（ＣＢＥＴＡ，Ｔ２６，Ｎｏ１５３０，３０３ｃ２５－２８）
“自证 （分）”是 “现量”所摄，而 “离分别”的 “现量”则以 “不可说”的 “自相”为对象。所

以，以这个立场言，套用 《佛地经论》的这段话，“自证 （分）”其实是 “不可说”的 “胜义”。将

之名为 “自证 （分）”也只是顺应 “世俗”的言说方便。

此外，笔者认为，这个看法，亦即笔者说的，我们凡夫只生活在概念 “分别”构成的 “比量”认识

世界之中，这正是陈那重视 “比量”的原因。因为我们凡夫，在言说的世界之中，只可能借由 “分

别”概念构成的 “比量”这个 “认识手段”，去认识佛陀所说的教法与真理，即以 “闻、思、修”

的方法，达成解脱之目的。

并且，笔者还以为，这正是陈那在 《集量论》的论首，称赞佛陀是 “成量者”（ｐｒａｍā爟ａｂｈūｔａ）的缘
故。因为只有证得 “无上正等正觉悟”（ａｎｕｔｔａｒａｓａｍｙａｋｓａｍ· ｂｏｄｈｉ）的佛陀，才能说成是具有 “离分

别”之 “现量”与清净、正确无错谬之 “比量”，这两个陈那所言的 “认识手段”，而作为一圆满

的 “成量者”： “今此
&

论首
'

，为使
&

众生
'

生净信于世尊，以彼因果圆满，赞说彼为成量者

（ｐｒａｍā爟ａｂｈūｔａ）。”引见：何建兴翻译自 ＥｒｎｓｔＳｔｅｉｎｋｅｌｌｎｅｒ，ＤｉｇｎāｇａｓＰｒａｍā爟ａｓａｍｕｃｃａｙａ，Ｃｈａｐｔｅｒ１，
ｐｐ１－５的译文 《集量论·现量品》，ｐ１。详见 ｈｔｔｐ：／／ｗｗｗ３ｎｃｃｕｅｄｕｔｗ／～９６１５４５０５／５－２ｐｄｆ。
另可参考服部正明 （ＭａｓａａｋｉＨａｔｔｏｒｉ）“成量者”的英译词：“ｐｅｒｓｏ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ｍｅａｎｓｏｆ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见ＭａｓａａｋｉＨａｔｔｏｒｉ，ＤｉｇｎāｇａｏｎＰｅｒｃｅｐｔｉｏｎ，ｂｅｉｎｇｔｈｅＰｒａｔｙａｋｓ．ａｐａｒｉｃｃｈｅｄａｏｆＤｉｇｎāｇａｓＰｒａｍā爟ａｓａｍｕｃｃａｙａ

ｆｒｏｍｔｈｅＳａｎｓｋｒｉｔ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ｔｈｅＴｉｂｅｔａｎｖｅｒｓｉｏ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８，ｐ２３。
关于 “离言自性”的议题，可参见赵东明 《从 〈瑜伽论记〉析论 〈真实义品〉“离言自性”的语言

哲学及对 “说一切有部”语言观的批判》，台大 《佛学研究中心学报》第１０期 （台北：台湾大学文

学院佛学研究中心，２００５年７月，第４１—７９页）。ｈｔｔｐ：／／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ｌｉｂｎｔｕｅｄｕｔｗ／ＢＤＬＭ／ｔｏＭｏｄ
ｕｌｅｄｏ？ｐｒｅｆｉｘ＝／ｗｅｂｓｉｔｅ＆ｐａｇｅ＝／ｐｅｒｉｏｄｉｃａｌｊｓｐ？ｓｅｑ＝４＃２００５０７。



ｔｏｎ即主张 《回诤论》（Ｖｉｇｒａｈａｖｙāｖａｒｔａｎｉ）中的火喻和自证问题没有关系。①

龙树生活的年代在陈那之前，因此 《回诤论》至少不可能是在批评陈那的

“自证 （分）”理论。不过，龙树在 《十二门论》 （Ｄｖāｄａｓ＇ａｍｕｋｈａｓ＇āｓｔｒａ）中的

《观一异门》第六中也曾言：“凡物不能自知，如指不能自触，如眼不能自见。”

（ＣＢＥＴＡ，Ｔ３０，Ｎｏ１５６８，１６４ｂ１－２），另在 《十二门论》中的 《观作者门》第

十亦说道：“如识不能自识，指不能自触，是故不得言自作。” （ＣＢＥＴＡ，Ｔ３０，

Ｎｏ１５６８，１６５ｃ１４）这可能就与当时的一些 “自证”理论有着某种关联或牵涉。

而陈那之后，中观应成派 （Ｐｒāｓａｇｇｉｋａ，具缘派）的月称 （Ｃａｎｄｒａｋīｒｔｉ，约

七世纪）在其 《入中论》 （Ｍａｄｈｙａｍａｋāｖａｔāｒａ）之中，也有着对以 “灯 （火）

喻”譬喻 “自证 （分）”的批评：“剑不自割，指不自触，轻捷技人不能自乘己

肩，火不自烧，眼不自见。”以及 “如剑不自割，指亦不自触，如是应知，心不

自证亦尔。”② 这很有可能是针对陈那的 “自证 （分）”进行的批判。

但是，月称或类似的批判，能够成立吗？瑜伽行学派又会如何回应呢？笔

者在窥基的 《述记》中，发现了这样的记载：

然 《佛地》第三，有解 “灯照”难。（ＣＢＥＴＡ，Ｔ４３，Ｎｏ１８３０，３２１ａ２４）

窥基的这个记载，是指 《佛地经论》卷三，瑜伽行学派反驳以 “灯 （火）

喻”譬喻 “自证 （分）”不能成立的质难：

云何不与世法相违？刀不自割，指端不能触指端故，不见灯等能自照

耶？云何得知灯等自照？现见无暗分明显现，若不自照，应有暗障，应不

现见。由此故知，灯等自照。灯等非暗，何须照耶？如瓶衣等，体虽非暗，

无灯等照，边有暗障，不得现见。灯等照时，除彼边暗，令得现见，说名

为照。灯等亦尔，自体生时，边暗障除，令现得见，故名自照。诸心、心

法虽有胜劣，皆能外缘，内证自体。犹如光明，既能照他，亦能自照。非

如刀等诸法，法尔不可一类。（ＣＢＥＴＡ，Ｔ２６，Ｎｏ１５３０，３０３ａ２８－ｂ９）

·０２２·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①

②

详见林镇国 《龙树 〈回诤论〉与基础主义知识论的批判》，《“国立”政治大学哲学学报》第１６期
（台北：政治大学哲学系，２００６年７月，第１８２页）。这篇论文详尽地分析了龙树批判 “灯 （火）能

自照，亦能照他”的理论 （见该文第１７１—１７７页），以及火喻与自证的关系 （见该文第１８１—１９０
页）。十分值得参考。

参见月称 《入中论》，法尊法师译，台北：新文丰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６４、１７１页。



当然，《佛地经论》的作者亲光，因其生活年代早于月称，所以上面自然不

可能是对月称质难的反驳。但这可以见得，对瑜伽行学派以 “灯 （火）喻”譬

喻 “自证 （分）”的批判在月称之前即已经有了。并且瑜伽行学派，对这个质

难，也有着回应与反驳。至少，如果 《佛地经论》是玄奘忠实地翻译的话，我

们就知道，与玄奘同属那烂陀 （Ｎāｌａｎｄā）寺护法一系唯识学的亲光论师，就曾

对这种质难，提出他的反驳。

上面引文的重点，是在说明以 “刀不自割，指端不能触指端”这样的 “类

比论证” （ａｎａ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或 ａｒｇｕｍｅｎｔｓｂｙａｎａｌｏｇｙ），类比地推论不能成立

“灯 （火）能自照，亦能照他”，这样的质难是有问题的。这是因为 “类比论

证”是一种运用事物或命题之间的相同或类似性而获致结论的推论。但这种论

证，只有 “或然性”（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而没有 “必然性”（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ｔｉｃ）。

《佛地经论》的作者即认为以世俗之法可见的 “刀不自割，指端不能触指

端”类比于不能成立 “灯 （火）能自照，亦能照他”，是一种不恰当、无效的

类比 （引文的：“非如刀等诸法，法尔不可一类”）。

至于为何不能将 “刀不自割，指端不能触指端”，类比于不能成立 “灯

（火）能自照，亦能照他”呢？上引文 《佛地经论》的作者认为这是因为：“灯

等照时，除彼边暗，令得现见，说名为照。灯等亦尔，自体生时，边暗障除，

令现得见，故名自照。”笔者认为，这也就是说，我们之所以称某物为 “灯

（火）”，是因为它们有着照明与发光的作用。正是因为这照明与发光的作用

（用），才能彰显什么是 “灯 （火）” （体）。这可以构成两个面向：“灯 （火）”

（体）→照明与发光的作用 （用）；以及：照明与发光的作用 （用）→彰显出什

么是 “灯 （火）” （体）。但是 “刀”与 “指端”，它们都仅仅只有 “向外”的

指向作用或姑且暂时称 “向外”的 “意向性”。也就是 “刀”仅仅只能向外割，

而 “指端”确实也必然只能向外指。而且，“刀”与 “指端”，并不需要 “割”

与 “指”的作用，才能彰显出什么是 “刀”与 “指端”。不过，“灯 （火）”却

是不一样的类型。因为 “灯 （火）”，一方面它们有着 “向外”的照明与发光之

作用，亦即构成 “灯 （火）” （体）→照明与发光的作用 （用），这种与 “刀”

与 “指端”一样的 “向外”之指向作用或姑且暂时称 “向外”的 “意向性”

（引文：“灯等照时，除彼边暗，令得现见，说名为照。”）但另外一方面，“灯

（火）”正是因为其有着这照明与发光的作用 （用），才能彰显什么是 “灯或

火”，亦即构成：照明与发光的作用 （用）→彰显出什么是 “灯 （火）”（体），

这种 “刀”与 “指端”并不具备的 “向内”之指向作用或姑且暂时称 “向内”

的 “意向性” （引文： “灯等亦尔，自体生时，边暗障除，令现得见，故名

·１２２·陈那 “三分”说成立的论证……是 “自证 （分）”吗？



自照。”）。

也可以进一步说，“刀”与 “指端”，是以其 “体”（“刀”“指端”）呈现

“用”（“割”“指触”）的器具或事物。但是，“灯 （火）”却是要在 “用”（照

明或发光）出现之后，其 “体”［“灯 （火）”］才接着一起同时呈现的器具或事

物，即所谓的 “自照”。换言之，可以说，照明或发光的功用消失，“灯 （火）”

的 “体”也便隐匿消失了。或者说，“刀”可以不待 “割”而为 “刀”，“指端”

可以不待 “指触”而为 “指端”，因它们还有许多功能或显现可以成其为 “刀”

与 “指端”。但是，“灯 （火）”若不待照明或发光的功用，则很难成其为 “灯

（火）”，因为 “灯 （火）”的主要功能就是照明或发光的功用。因此 “刀、指

端”与 “灯 （火）”，这两者在这点上，并不相同、不具有相同的类似性。因此

若将之进行相同或类似性的类比论证是错误的。

因此，以 “刀不自割，指端不能触指端”，类比于不能成立 “灯 （火）能

自照，亦能照他”，将会是一个无效的论证。因为 “刀”与 “指端”，只有在

“向外”之指向作用上是与 “灯 （火）”相同的。但 “刀”与 “指端”却没有

“灯 （火）”的 “向内”之指向作用 （或可说即 “自照”）。因此是不能相类比的

（引文：“非如刀等诸法，法尔不可一类”）。所以这样的质难，将是无效而无法

被瑜伽行学派所接受的 （这在三支 “比量”的论式中，应该是犯了 “所喻不

成”的过失）。

而陈那的 “自证 （分）”，正是与 “灯 （火）”，有着相同或类似的 “体”与

“用”。亦即都具备着 “向外”之指向作用或姑且暂时称 “向外”的 “意向性”

以及 “向内”之指向作用或姑且暂时称 “向内”的 “意向性”。因此，以 “灯

（火）能自照，亦能照他”譬喻 “自证 （分）”是颇恰当，而且能够成立。

五　结语

经由笔者本文的分析，我们知道，陈那所建立的 “相分” “见分”与 “自

证 （分）”这 “三分”，并不是任何的 “日常经验认识”，而是为了解释日常生

活经验认识中有 “对象底认识”“‘对象底认识’底认识”与 “回忆”这三种类

型的认识，才建构出的 “抽象认识单元与结构”。而笔者提出，我们或许可以称

这种由日常生活的经验认识，推论出 “三分”说存在的过程，叫作： “先验程

序”（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ｔａｌＰｒｏｃｅｓｓ）。

而且，笔者认为，只要我们能清楚、明白地区分这 “日常经验认识”与

·２２２·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抽象认识单元”的差异与不同。以及知道陈那的 “自证 （分）”，有作为 “离

分别”“不可说”之 “量果”或 “识体”本身，即 “认识结果”，或 “体”之

意义以及有作为 “能量”的 “离分别”之 “现量”，这 “认识手段”，或 “用”

之意义。许多关于陈那 “自证 （分）”的争论与歧异，或许都将可以得到完善与

合理的解决。当然，笔者在这里所进行的，也仅仅是一个理论尝试与探析的

工作。

·３２２·陈那 “三分”说成立的论证……是 “自证 （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