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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希腊德谟克利特提出原子说，古印度的胜论派有极微说，印

度部派佛教也有相应的极微 （无分微尘）说。十九世纪初的英国科学家道

尔顿提出了现代科学的原子论，认为物质的最小单位是原子，同类原子属

性一致。２０世纪物理学在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基础上建立了粒子物理标准

模型，共有６１种基本粒子。但粒子物理标准模型并没有引入引力子。后来

的超弦乃至膜理论，统一了引力，提出十一维时空模型。基本粒子学说，

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基石。但基本粒子仍然只是一个数学物理模型。世亲菩

萨在 《唯识二十论》中以四个颂子对极微实有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其中，

世亲菩萨用 “六尘绕一尘”的方式证明了极微的可分性，从而否定了无分

微尘的真实存在性。唯识学的基本立场在于否定外境无分微尘的实有，肯

定识的依他起自性 （无分刹那识）的存在。所以唯识学必须防备论敌以唯

识破无分微尘的矛来破唯识无分刹那识的盾。对于 “两瞬夹一瞬”的图式，

萨迦班智达在 《量理宝藏论》中为唯识做过辩护，但没有严格区分无分刹

那和无分刹那识。这个盾，是由陈那论师的自性分现量所打造。无分刹那

识的见分是被自证分整体性现量把握的。所以无分刹那识不可能通过破无

分微尘的方式而被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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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关于极微的哲学与科学背景回顾

古希腊原子说的奠基人是留基伯 （希腊文：Λευ＇κιππο，英文：Ｌｅｕｃｉｐｐｕｓ

或Ｌｅｕｋｉｐｐｏｓ，约公元前５００—约公元前４４０年）。留基伯最重要的学生是德谟克

利特 （希腊文：Δημóκριτο，英文：Ｄｅｍｏｃｒｉｔｕｓ，约公元前４６０—公元前３７０）。

德谟克利特的著作有五十二种，现仅存极少数残篇。他们认为，宇宙万物都是

由原子组成，原子是不可分割的物质最小单位，宇宙间的原子数是无穷多的，

原子不能被毁灭，也不能被创造出来。

德谟克利特进一步认为，万物的本原是原子与虚空。万物都是由在虚空中

运动着的原子构成。原子在永恒运动。虚空是原子运动的场所。原子叫作存在，

虚空叫作非存在，但非存在不等于不存在，只是相对于原子的充实性而言，虚

空是没有充实性的。所以非存在与存在都是实在的。世界是由原子在虚空中的

旋涡运动中产生的。

古希腊的原子说，是一个比较粗糙但较早构建成理论体系的学说。其主要

特征为：原子是万物的本原；原子不可分割；原子不可生灭；原子永恒运动；

原子有不同类别。

古印度的原子说，是极微说。中国古代把类似原子的概念翻译成极微。古

印度的极微说代表是胜论派。胜论派是印度婆罗门教哲学六派之一。传说其创

始人是迦那陀 （Ｋａｎａｄａ，约公元前２世纪），主要著作有 《胜论经》。胜论派的

主要思想有：六句义、极微论、因中无果论等。玄奘法师曾经翻译过印度胜论

派论师慧月的 《胜宗十句义论》，其中对极微的定义是：“极微者，谓极微所有

和合一实极微诠缘因，是名极微。”

《胜论经》：“在微性和大性中不存在微性和大性。通过业与德得到说明。”①

胜论派认为极微是常住不变的实体，极微和极微可以结合成二合体或子极微，

这个二合体是和母极微同样大小的新实体，子极微可以再结合形成子子极微，

辗转结合成整个宇宙，这个宇宙也是实体，即是一合相。

中国先秦诸子中，特别是墨家有类似原子的思想提出。如 《墨经》第六十

一条 《经上》：“端，体无序而最前者也。”《经说上》：“端，是无同也。”清朝

王引之注疏： “序当为厚”。端是没有厚度等尺寸的质点。但是 《墨经》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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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指的是原子，还是几何上的点？至今仍然有不同的解读。

近代原子论的提出者是英国化学家约翰·道尔顿 （英文：ＪｏｈｎＤａｌｔｏｎ，１７６６

年９月６日—１８４４年７月２７日）。道尔顿吸收古希腊原子论和牛顿微粒说，于

１８０３年提出科学原子论，主要观点①如下。

（１）化学元素由原子构成，原子在一切化学变化中是不可再分的最小质点。

（２）同种元素的原子性质和质量都相同，不同元素原子的性质和质量各不

相同。

（３）不同元素化合时，原子以简单整数比结合，即倍比定律。

量子力学是在２０世纪初由马克斯·普朗克、尼尔斯·玻尔、沃纳·海森堡、

埃尔温·薛定谔、沃尔夫冈·泡利、路易·德布罗意、马克斯·玻恩、恩里

科·费米、保罗·狄拉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康普顿等一大批物理学家共

同创立的。薛定谔提出可以用波函数来描述微观粒子的运动状态。针对波函数，

玻尔提出了波粒二象性和几率波解释。但波函数并不是一个物理可观测量，仅

仅是一种数学描述工具。只有进行观测后 （本质是意识观测），波函数才会坍塌

到一个本征矢，其本征值才是一个物理可观测量，从而具有物理实在意义。

在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的基础上，物理学家提出了物理学基本粒子标准模型。

１９５４年，杨振宁和米尔斯提出的杨—米尔斯理论，又称规范场理论，应用于弱

相互作用以及强相互作用研究。格拉肖在１９６１年提出了弱电统一模型，但没有

解决零质量规范粒子的认知困难。１９６４年，英国科学家希格斯 （ＰｅｔｅｒＷａｒｅ

Ｈｉｇｇｓ）引入一种标量粒子，后称为希格斯粒子，通过这种粒子的真空自发破缺，

可以使与被破缺的规范对称性相对应的规范场获得静止质量。１９６７年，温伯格

和萨拉姆在格拉肖弱电统一原始模型的基础上，借鉴希格斯的方法发展和完备

了弱电统一规范理论。他们预言的中间玻色子 Ｗ±和 Ｚ０于１９８３年在欧洲核子

中心的实验中被观测到了。

粒子物理学标准模型以夸克模型为结构载体，在弱电统一理论以及量子色

动力学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格拉肖等人被称为标准模型的奠基人。

标准模型描述了与电磁力、强作用力、弱作用力三种基本力 （没有描述万有引

力）及组成所有物质的基本粒子的所有物理现象。标准模型根据自旋将粒子分

成费米子和玻色子两大类。费米子 （指组成物质的粒子，如轻子中的电子、组

成质子和中子的夸克、中微子），有半整数自旋 （如１／２、３／２、５／２等），玻色

子 （指传递作用力的粒子，如传递电磁力的光子、介子、传递强核力的胶子、

·６２· 唯识学相关研究

① ［英］道尔顿：《化学哲学新体系》，李家玉、盛根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



传递弱核力的 Ｗ和Ｚ玻色子）有整数自旋 （如０、１、２等）。

美国费米实验室１９９５年３月２日宣布发现了顶夸克，标准模型所预言的６１

个基本粒子中的６０个都已经得到了实验数据的支持与验证。标准模型中最后一

种被发现的粒子就是希格斯粒子。２０１２年７月４日，欧洲核子研究所 （ＣＥＲＮ）

宣布，大型强子对撞机 （ＬＨＣ）发现了两个新的玻色子。２０１３年３月１４日，欧

洲核子研究所表示，先前探测到的新粒子是希格斯玻色子。①

首个与标准模型不相符的实验结果在１９９８年出现：日本超级神冈中微子探

测器发表有关中微子振荡的结果显示中微子拥有非零质量，因为零质量粒子以

光速行进而不会感受到时间的推移。

基本粒子标准模型并没有把引力统一起来。许多科学家发展出了超弦理论。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爱德华·维顿提出了一个具有１１维时空的Ｍ理论。人们最终

证明当时许多不同版本的超弦理论其实是Ｍ理论的不同极限设定条件下的结果。

物理学提出基本粒子标准模型，是否就可以证明基本粒子的实有性？不能。

因为这首先是一个数学模型。通过这个数学模型，物理学家可以做许多实验，通

过观测实验结果来验证模型。而所有的观测最终要转换成我们五根识的所缘量。

其次，基本粒子并不基本，仍然隐藏着内部结构，比如正负电子可以湮没成光子，

基本粒子之间能够相互转化，说明其存在内部结构。最后，这个数学模型的背后

其实是能量或动量的存在，并且在观测时才具有能量或动量的物理实在意义。在

意识观测时测量的能量或动量，其实是识中的四大 （地、水、火、风）。

二　关于极微的佛教背景回顾

声闻部派佛教中探讨极微最详尽的著作，是有部的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

（五百大阿罗汉等造，三藏法师玄奘译）。现在一般认为，《大毗婆沙论》是在贵

霜帝国迦腻色迦王和世友尊者后，大约西元１５０年左右，迦多衍尼子的徒众编纂

的著作。《大智度论》卷２（《大正藏》２５，７０ａ）有相关描述：“迦旃延婆罗门

道人，（中略）作发智经八犍度，（中略）后诸弟子为后人不能尽解八犍度故，

作鍸婆娑。”

《大毗婆沙论》有关极微的论述主要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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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毗婆沙论》卷第１３：“问为有一青极微不。答有。但非眼识所取。若一

极微非青者。众微聚集亦应非青。黄等亦尔。”

《大毗婆沙论》卷第７３：“尊者世友作如是说。极微展转互相触不。答互不

相触。若相触者即应住至第二刹那。大德说曰。一切极微实不相触。但由无间

假立触名。有作是说。极微展转实不相触亦非无间。但和合住彼此相近假立

触名。”

《大毗婆沙论》卷第１２７：“答应作是说。一四大种但能造一造色极微。问如

何不成因四果一。因多果少理不应然。答果少因多理亦无失。世现见有如是类

故。因四果一于理无违。”

《大毗婆沙论》卷第１３２：“问极微当言可见不可见耶。答尊者妙音作如是

说。极微当言可见。慧眼境故。阿毗达磨诸论师言。极微当言不可见非肉天眼

所能见故。此中不依慧眼作问。”

《大毗婆沙论》卷第１３６：“时之极少。谓一刹那。色之极少。谓一极微。”

“问彼极微量复云何知。答应知极微是最细色不可断截破坏贯穿不可取舍乘履抟

掣。非长非短。非方非圆。非正不正。非高非下。无有细分不可分析。不可睹

见。不可听闻。不可嗅尝。不可摩触故说极微。是最细色。此七极微成一微尘。

是眼识所取色中最微细者。此唯三种眼见。一天眼。二转轮王眼。三住后有菩

萨眼。”

有部对实有法的定义是非常简明的，如果一个事物是可分析、分解的，分

析后的部分还能保持原来的性状就是实有，如果不能保持原来的性状就是假有。

比如一个桌子，拆开分解成桌面桌腿后，就是木头了，不能保持桌子的原有性

状，桌子是假有。比如阿特曼我，分析成五蕴，每个蕴都不能保持常一自在我

的性状，我是假有。而青色实有，一片青色，分析成更细微的部分，还是青色。

识实有，再短时间的识，还是识，有认识事物的功能。

有部认为外境存在，极微实有。有部认为极微是不可分的，所以不能采用

上述定义，而直接承认极微的实有性。极微是四大所造。极微是最小的色法，

肉眼和天眼都不可见，只能是慧眼现量所见。肉眼和天眼能看到的最小颗粒，

是七个极微聚合成的微尘。

有部极微实有的观点遭到中观和唯识的批评，极微不可分是有内在的自相

矛盾之处的。

另外，有部关于慧眼和现量的描述主要有：

《大毗婆沙论》第７３：“唯此一处是三眼境。谓肉天圣慧眼故名色处。”

《大毗婆沙论》卷第９９：“此中谤阿罗汉无障无背现量慧眼身证自在者。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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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罗汉实自证得无障无背现量慧眼身证自在。非但由他而得度脱。然说但由他

故得度。则谤圣道。”

总而言之，有部认为慧眼可现量极微，六尘绕一尘的微尘可被肉眼和天眼

现量。

中观派对极微或微尘实有进行了批判。龙树菩萨在 《中论》破斥了微尘实

有。而提婆 （圣天）论师在 《广百论》① 破常品第一中，非常详尽地破除极微

实有：

在因微圆相　于果则非有

是故诸极微　非遍体和合

于一极微处　既不许有余

是故亦不应　许因果等量

微若有东方　必有东方分

极微若有分　如何是极微

要取前舍后　方得说为行

此二若是无　行者应非有

极微无初分　中后分亦无

是则一切眼　皆所不能见

若因为果坏　是因即非常

或许果与因　二体不同处

不见有诸法　常而是有对

故极微是常　诸佛未曾说

世亲菩萨曾注释过 《广百论》，鸠摩罗什翻译成汉文，但翻译并不完整。瑜

伽行派的护法论师，以唯识解释 《广百论》，造 《大乘广百论释论》②，上述颂

文的释论如下：

复次有执极微是常。是实和合相助有所生成。自体无亏而起诸果。此

亦不然。义不成故。若许和合必有方分。既有方分定是无常。若言极微遍

体和合。无方分者。此亦不然。何以故。颂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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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因微圆相　于果则非有

是故诸极微　非遍体和合

论曰。若诸极微遍体和合。无方分故非少分合。是则诸微应同一处。

实果应与自因遍合。无别处故。应亦微圆。若尔应许一切句义。皆越诸根

所了知境。由见所依余可知故。是则违害世间自宗。若言实果虽与自因遍

体和合无别处所。然由量德积集力故。令其实果亦可得见。谓诸实果虽无

住处方分差别。然由量德积集殊胜。令所依实非大似大。方分差别分明可

见。此但有言都无实义。我先难汝。所生实果与诸极微既无别处。应如极

微越诸根境。汝不能救何事余言。若所依实如是相现。应舍实体同彼能依。

既成他相应舍自相。亦不可说。如颇胝迦不舍前相而现余相。其体无常前

后异故。此若同彼。应舍实体。德依于实。实体既无。德亦非有。无实无

德。谁现谁相。故可不说所生实果不舍自相而现他相。如是即应唯德可见。

所有实性皆越根境。此亦违汝自所立宗。

复次有说极微有其形质。更相碍故居处不同。是则极微住虽邻次。而

处各别应不和合。若许和合处同不同。即违自执。及有分过。有说极微生

处各异。虽复无间而不相触。各据一方相避而住。积集差别似有方分。无

间处生似有流转。刹那前后展转相续。有因有果非断非常。为兼破彼。故

复颂曰。

于一极微处　既不许有余

是故亦不应　许因果等量

论曰。如是所说诸极微相。竟不能遮有方分失。何以故。颂曰。

微若有东方　必有东方分

极微若有分　如何是极微

论曰。是诸极微既有质碍。日轮才举舒光触时。东西两边光影各现。

逐日光移随光影转。承光发影处既不同。故知极微定有方分。既有方分便

失极微。如是极微即可分析。应如粗物非实非常。违汝论宗极微无方分常

住实有造世间万物。复次所执极微定有方分。行所依故。如能行者凡所游

行必有方分。若无方分则无所行。何以故。颂曰。

要取前舍后　方得说为行

论曰。进所欣处。名为取前。退所厌处。名为舍后。要依前后方分差

别起取舍用。乃名为行。离方分行所未曾见。极微既是行用所依。故知极

微定有方分。若无所行行用差别。是则应拨行者为无。故说颂曰。

此二若是无　行者应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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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曰。依前后方起取舍用。方若非有。用亦应无。若尔虽行应如不动。

若汝拨无行处行用。是则所依行者亦无。执此极微便着邪见。又诸极微若

无行用。则不能造有方分果。若无所造有方分果。即诸天眼亦无所见。是

则所立一切句义。越诸根境顿绝名言。云何自立句义差别。

复次若执极微无初中后。即净眼根亦不能见。应如空花都无所有。为

显此义。故说颂曰。

极微无初分　中后分亦无

是则一切眼　皆所不能见

论曰。若执极微是常是一。无生住灭三种时分。无前中后三种方分。

应似空花都无实物。是则极微越诸根境。不为一切眼所观见。自他推捡都

不可得。是故不应计为实有。此中正破外道所执。极微是常无有方分。越

诸根境非眼所见。兼显极微无常有分。非越根境净眼所见。

复次为破极微因果同处。及显因体定是无常。故说颂曰。

若因为果坏　是因即非常

或许果与因　二体不同处

论曰。诸有碍物余碍逼时。若不移处必当变坏。如是极微果所侵逼。

或相受入异体同居。如以细流溉粗沙聚。或复入中令其转变。如妙药汁注

赤铜。若许如前则有诸分。既相受入诸分支离。如相离物不共生果。是

则应无一切粗物。又若同彼有诸细分。即应如彼体是无常。若许如后自说

极微。体有变坏何待
!

难。若并不许。应许极微互相障隔因果别处。以有

碍物处必不同。如非因果诸有碍物。又说颂曰。

不见有诸法　常而是有对

故极微是常　诸佛未曾说

论曰。现见石等于自住处对碍余物。既是无常。极微亦尔。云何常住

对碍与常。互相违反二法同体。理所不然。复有别释。余物共合变坏生因。

名为有对。不尔极微皆有对碍。碍证无常其义明了。若谓极微障碍余物。

他不全许。故须别立余物共合变坏生因。比度极微是无常者。是则但应以

能生义。证极微性定是无常。何以颂中说为有对。故知此言是有碍义。虽

不全许。而因义成。彼许极微碍余物故。既破极微方亦随坏。因极微果证

实有方。极微既无。果则非有。何缘而立方实常耶。又方不定待缘而立。

假施设有。非实非常。由上所说诸因缘故。极微是常。佛未曾说。但言诸

行皆是无常。唯我大师独称觉者。于一切境智见无碍。所说无倒真号如来。

愍彼邪徒不能归信诸行无常。诚哉佛说无为非行。何废常耶。然所立常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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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二种。一有所作。二无所作。若有所作非谓无为。若无所作但有名想。

故契经说。去来及我虚空涅?是五种法。但有名想都无实义。

有论敌说，极微在空间中的位置各有差异，虽然极微和极微之间是无间隔

的，但不会真正接触。极微们各个占据一个方位相避而住，这些差别积累多了

就好像有了方向之分。

圣天论师以颂反驳： “微若有东方，必有东方分。极微若有分，如何是极

微？”护法论师根据 《唯识二十论》在解释中说，极微既然有质碍，太阳刚出来

时，照射一个物体，这个物体的东边有光西边有影，并且随着日光的移动，影

子也会移动。如果论敌认为极微本身没有方位之分，而只是占据了不同方位的

位置，这一点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极微没有方位之分，日光从东方照射，极微

不会区分东方西方，影子应该是任何方向都有才对，而不应该显现在西边，这

与事实不符。

护法论师又说，“（极微）诸有碍物余碍逼时。若不移处必当变坏。”“或复

入中令其转变。”现代实验物理学采用高能粒子对撞机，实现基本粒子的逼碍。

如正负电子对撞机，用极大能量把正负电子加速到接近光速的程度，让两者发

生撞击，研究其实验现象。低能级的正负电子相撞会湮灭成两个光子，高能级

的正负电子相撞可产生介子，介子是由两个夸克构成。正负电子和光子、夸克

都是基本粒子。这至少说明基本粒子不是恒常的，基本粒子之间可以相互转化，

其内部必定有共同的东西，基本粒子有未知的内部结构。

三　世亲 《唯识二十论》与陈那

《观所缘缘论》

世亲菩萨在 《唯识二十论》① 中，以四颂和相应的长行破斥了极微实有，最

为翔实和全面，相关内容如下：

颂曰。

以彼境非一　亦非多极微

又非和合等　极微不成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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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曰。此何所说。谓若实有外色等处。与色等识各别为境。如是外境

或应是一。如胜论者执有分色。或应是多。如执实有众多极微各别为境。

或应多极微和合及和集。如执实有众多极微皆共和合和集为境。且彼外境

理应非一。有分色体异诸分色不可取故。理亦非多。极微各别不可取故。

又理非和合或和集为境。一实极微理不成故。云何不成。颂曰。

极微与六合　一应成六分

若与六同处　聚应如极微

论曰。若一极微六方各与一极微合。应成六分。一处无容有余处故。

一极微处若有六微。应诸聚色如极微量。展转相望不过量故。则应聚色亦

不可见。加湿弥罗国毗婆沙师言。非诸极微有相合义。无方分故离如前失。

但诸聚色有相合理有方分故此亦不然。颂曰。

极微既无合　聚有合者谁

或相合不成　不由无方分

论曰。今应诘彼所说理趣。既异极微无别聚色。极微无合聚合者谁。

若转救言聚色展转亦无合义。则不应言极微无合无方分故。聚有方分亦不

许合故。极微无合不由无方分。是故一实极微不成。又许极微合与不合。

其过且尔。若许极微有分无分。俱为大失。所以者何。颂曰。

极微有方分　理不应成一

无应影障无　聚不异无二

论曰。以一极微六方分异。多分为体。云何成一。若一极微无异方分。

日轮才举光照触时云何余边得有影现。以无余分光所不及。又执极微无方

分者。云何此彼展转相障。以无余分他所不行。可说此彼展转相碍。既不

相碍。应诸极微展转处同。则诸色聚同一极微量。过如前说。云何不许影

障属聚不属极微。岂异极微许有聚色发影为障。不尔。若尔聚应无二。谓

若聚色不异极微。影障应成不属聚色。安布差别立为极微。或立为聚俱非

一实。

世亲菩萨先用非一、非多破斥外境，再用非和合、非和集破斥。一个极

微，我们从物理学上的立方晶体来进行空间放置，一个极微放在中间，上下左

右前后，它最近的地方放六个极微，这叫极微与六合。这是按照最小距离来摆

放的极微，实际上物理学上有很多种晶格摆放方式，这是最简单的一种晶体

方式。

很多外道或者是小乘的论师都认为极微是无方分微尘，是没有方向，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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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是无方也无分。

中间一个极微，它的上、下、左、右、前、后可以各放一个极微，一共可

以放六个极微。如果它们通过这样的组合排列就可以组装出我们这个外部世界，

组装出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棵树、我们的地球。那么它可以有这种排列方

式，这种排列方法又称为六尘绕一尘 （其他的排列方式同理可证，但这种排列

是最简单的）。为简化起见我们改为四尘绕一尘，四尘绕一尘证明后，六尘绕一

尘是同理可证的，旋转９０度即可。上下左右这四个尘绕着中间的一个微尘，都

是极微微尘。无分微尘又称之为极微。如果说微尘是最微小的，不可再分割了。

那么，如果承认这些极微是通过这样的排列组合形成了我们的世界，那它一定

是可以存在这样的排列的：上下左右中间一个。中间的这个极微是不是不可分

的呢？因为它有一个和上面对应的方向，和下面有一个对应的方向，和左边右

边各有一个对应的方向，也就是说中间的这个极微一定至少是有四个方向的。

如果中间的极微没四个方向它是没办法这样排列起来的，这个极微如果有了方

向，它一定是可以分割的，因为有了方向它就有了一个可以和上面接触的点，

或最近的点。和下面接触的点，和左右两面接触的点，那么它至少有四个点是

不同的。它有四个接触的点不同，那它就是可以分割的，这样就把无分微尘破

掉了。因为胜论认为微尘是最小的不可分割的，但如果只要可以这样排列，那

它就有上、下、左、右四个方向，有上、下、左、右四个点。所以无分微尘一

旦可分之后，这个微尘就不是实有的，它只不过是一个数学物理模型而已。

陈那论师是印度中世纪逻辑之父。陈那论师提出了新因明，总结了唯识的

认识论 （量论），引入自证分，精确分析了所缘缘。

陈那所著的 《观所缘缘论》①，虽然非常简短，但却非常精要。论中有关极

微的内容如下：

诸有欲令眼等五识。以外色作所缘缘者。或执极微许有实体。能生识

故或执和合。以识生时带彼相故。二俱非理。所以者何。

极微于五识　设缘非所缘

彼相识无故　犹如眼根等

所缘缘者。谓能缘识带彼相起及有实体。令能缘识托彼而生。色等极

微。设有实体能生五识容有缘义。然非所缘。如眼根等于眼等识无彼相故。

如是极微于眼等识。无所缘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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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于五识　设所缘非缘

彼体实无故　犹如第二月

色等和合于眼识等有彼相故。设作所缘然无缘义。如眼错乱见第二月。

彼无实体不能生故。如是和合于眼等识无有缘义故。外二事于所缘缘互阙

一支。俱不应理。有执色等各有多相。于中一分是现量境故。诸极微相资

各有一和集相。此相实有各能发生。似己相识故与五识作所缘缘。此亦非

理。所以者何。

和集如坚等　设于眼等识

是缘非所缘　许极微相故

如坚等相虽是实有。于眼等识容有缘义。而非所缘。眼等识上无彼相

故。色等极微诸和集相。理亦应尔。彼俱执为极微相故。执眼等识能缘极

微。诸和集相复有别失。

瓶瓯等觉相　彼执应无别

非形别故别　形别非实故

瓶瓯等物大小等者。能成极微多少同故。缘彼觉相应无差别。若谓彼

物形相别故觉相别者。理亦不然。顶等别形唯在瓶等假法上有。非极微故

彼不应执。极微亦有差别形相所以者何。

极微量等故　形别惟在假

析彼至极微　彼觉定舍故

非瓶瓯等能成极微有形量别。舍微圆相故。知别形在假非实。又形别

物析至极微。彼觉定舍非青等物。析至极微彼觉可舍。由此形别唯世俗有。

非如青等亦在实物。是故五识所缘缘体非外色等其理极成。

陈那论师在世亲菩萨 《唯识二十论》的基础上，严密定义了所缘缘的法相

概念，对极微与外境实有的破斥更加清晰。所缘缘定义：“所缘缘者。谓能缘识

带彼相起及有实体。令能缘识托彼而生。”如果认为极微是有体的缘，但却不是

五识的现量所缘，所以极微不是所缘缘，所以否定了极微的实有性。

四　自证分现量立无分刹那识

《量理宝藏论》是萨迦班智达根嘎嘉村的主要因明量论著作。因明是逻辑

学，量论是认识论。萨迦班智达继承陈那、法称的因明量论思想，站在唯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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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场上，诠释因明量论。《量理宝藏论颂》第一品 《观境品》说①：

粗尘同时环绕故，居中微尘成有分，

三时顿时不生故，现在刹那乃无分。

前半颂，萨迦班智达采用了 《唯识二十论》“六尘绕一尘”的方式，破除无

分微尘的实有性。在这种结构图式下，中间的无分微尘是有六个方向的，因而

是可分的。无分微尘可分，产生逻辑矛盾，从而反证无分微尘非实有。

后半颂，萨迦班智达站在唯识的立场，为刹那的无分做了辩护。他认为，

过去、未来、现在的三个刹那不能同时生起。因为过去已灭，未来未生，只有

当下的一刹那。所以，现在的刹那是无分的。无分刹那是可以成立的，当然是

在世俗谛上成立。

萨迦班智达的思想体系比较复杂，混合了唯识、中观应成、如来藏的思想。

并且他没有严格区分无分刹那和无分刹那识。

如果我们站在纯粹唯识的立场来看，无分刹那和无分刹那识是有严格界定

和区分的。按世亲菩萨的 《百法明门论》分类，无分刹那属于心不相应行法中

的二十一时，属于时间假法，三分位差别；无分刹那识，属于心法，严格说是

八个心王和五十一心所中的有体法。

无分刹那本来就是三分位差别安立的假法，如果抽离了其所依的实法，讨

论是否可分，讨论是否实法，其实没有意义。如同数学微积分的无穷小，讨论

无穷小实际上是否可分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它本来就是假立的。

而讨论无分刹那识，却是有意义的，因为无分刹那识是有体法，有种子能

现行。

但反过来会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唯识如果把无分微尘破掉了，那唯识的

无分刹那识会不会也破掉了呢？用唯识的矛把唯识的盾给戳破了？这是不行

的。唯识的识是刹那生灭相续不断的，识的状态就是刹那生灭，识就是唯有

识，唯有刹那识。唯识认为这个识或者是无分刹那识是有的。如果这个无分

刹那识被破掉了，唯有识就不能够成立。如果唯有识不能够成立，那唯识的

理论体系就垮掉了！所以在破无分微尘的时候，必须要保证无分刹那识不能

够被破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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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想三个刹那，中间的这个刹那是当下的一个刹那，也就是现在，左边是

过去的那一个刹那，右边是将来的那一个刹那。这种图式叫两瞬夹一瞬，就是

两个瞬间夹了一个瞬间。中间的这个刹那相对于前面的有一个方向，中间的这

个刹那相对于后面的也有一个方向。就是说这个无分刹那有两个方向，那有两

个方向是不是可以分割呢？如果它可以分割，那么这个无分刹那识是不是可以

不成立了？它是可以分割的怎么能成立无分刹那识呢？这个问题虽然非常严重，

但是唯识可以解决掉的。

这个无分微尘跟无分刹那识它们有本质上的不同。无分微尘主要是破有部

师的，有部认为极微是实有的。虽然有一部分有部师认为极微看不到，但是它

们七个极微聚合之后就可以看得到，这个阿耨色通过天眼是可以现量看得

到的。

为什么通过这种方式可以把无分微尘破掉，而不会把无分刹那识破掉

呢？唯识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唯有识。如果承认有实有的话，那它一定是

可以被现量到的。特别是这种四尘绕一尘的结构，这种结构的色法一定是可

以被眼识现量到的。任何一个实体最终应该可以被现量到，这才叫真正的一

个实体。如果不能被现量到的，那它只能是第六识的分别假立，或者是第七

识的分别假立。因为这个结构的色法是我们眼识或慧眼所现量到的，中间的

微尘有四个方向，所以可以破掉无分微尘。因为它可以被现量到，至少可以

被慧眼现量到。

而无分刹那识的结构是我们无法现量到的，这就是不同！无分微尘的四尘

绕一尘结构色法我们可以现量到，无分刹那识的两瞬夹一瞬的识结构是不可能

被现量到的。

我们要区分什么是无分刹那和无分刹那识。无分刹那和无分刹那识是两个

完全不同的东西。无分刹那属于时间，属于心不相应行法，去破一个无分刹那

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假立法。而无分刹那识属于识，它不是心不

相应行法。无分刹那和无分刹那识是二个不同的东西。这里辩护的是无分刹那

识，不是无分刹那。无分刹那本身是假立的，去破它有分无分，这个没有意义，

因为它成了一个微积分的问题，也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数学上的假立。但是无分

刹那识是有体的，是可以被现量到的，而无分刹那是现量不到的。

识是分成四分的，相分、见分、自证分、证自证分。相分是识上的所缘境

的体这一部分。识的见分，是被识的自证分所缘。自证分，在因明是自证现量。

当下这一刹那的自证分，它完全地把握了当下这一刹那的见分，是现量。但是，

我们当下这一刹那的自证分是现量不到前一刹那的见分和后一刹那的见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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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它现量到了，那就不叫前一刹那。所以，当下的这一刹那的见分是整体性地

被自证分所把握的。所以我们当下这一刹那的自证分现量是看不到这个结构的，

它只看到了中间当下这一个见分，前面的它现量不到，后面的它也现量不到。

这个结构是自证分无法现量到的。这个结构既然无法被现量到，就不能够把当

下这一刹那再进行分割了，因为当下这一刹那识是整体性地被当下的自证分所

把握的。四尘绕一尘图式的整体结构是可以被现量到的。但是这个两瞬夹一瞬

的识结构图式是自证分没办法现量到，自证分只能现量到当下中间这个刹那。

当下的这一刹那的见分被整体性地把握了，所以它是无分刹那识。无分刹那识

是不能够用破极微的方法来破的。

五　结论

唯识可以破外境无分微尘的实有，但论敌不能用六尘绕一尘破极微的方式

来破唯识的无分刹那识。因为无分刹那识的自证分现量是整体性把握其见

分的。

·８３· 唯识学相关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