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依% 与 $心& 心所% 认识论的 $四分% 说
!!!以 "成唯识论# 及窥基 "成唯识论述记# 为中心

赵东明!

#提要$ 根据玄奘糅译之护法 '成唯识论( 及窥基的解释# 所有的 )识* 及

)心+ 心所* 法都具备 )相分+ 见分+ 自证分+ 证自证分* 这认识结构上的 )四

分*# 并且这 )四分* 都是属于 )依他起性*, 这是凡夫之 )识* 在认识上的 )四

分* 结构, 那么# 在修证成佛之后的 )智* 呢- 在圣者的 )智* 之中# 是否也具

备这认识结构上的 )四分* 呢- 这个问题# 便是本文要探讨的重点所在,

本文以修证 )转依* 之关键# 作为能够 )转依* 之枢纽# 即 )能转道* 之

)无分别智* %又分为 )加行+ 根本+ 后得* 三种 )无分别智*&. 以及作为 )转

依* 果位# 即 )所转得* 之一的 )所生得*# 也就是 )四智相应心品* %指与 )成

所作智+ 妙观察智+ 平等性智+ 大圆镜智*# 这 )四智* 相应的无漏心+ 心所& 为

探讨核心. 论述这些 )智* 与认识论 )四分* 说之间的关系, 笔者发现# 按照

'成唯识论( 中护法的正义# )根本无分别智*# 乃有能缘之 )见分* 而无所缘之

)相分*# 因此无有能取+ 所取这二种执取烦恼及 )相缚*. 而其虽无 )相分*# 但

仍有所缘之相# 此乃无相之相. 这是一种 )根本无分别智* 与 )真如*# 构成

)智+ 如不二* 或 )智+ 如不一不异* 之关系的特殊 )无分别的分别* 之认识,

而 )后得无分别智*# 则有所缘之 )相分* 与能缘之 )见分*# 虽然 )后得无分别

智* 与 )所缘的认识对象* 为二# 但亦无能取+ 所取这二种执取烦恼及 )相缚*#

而为一种虽称无分别但仍具分别作用却无执取烦恼的 )无执取的分别* 之认识,

而且# 依据 '成唯识论( 的说法# )唯识* 非凡夫所能亲证# 而是 )通达

位* 或称 )见道位* 之菩萨方能亲证, 而 )见道位* 又分为 )真见道* 与 )相

见道*, 在这里# 笔者发现在能证 )唯识相* 而被 )后得无分别智* 所涵摄的

)相见道* 中# 有仿效 %法+ 学习& 能证 )唯识性* 而被 )根本无分别智* 所

涵摄的 )真见道* 之解脱道+ 无间道之 )见分*+ )自证分* 的观法# 这就是

!

台湾 )中研院* 中国文哲研究所# 博士后研究员,



)相见道* 的三心或十六心, 会有这样的观法# 笔者认为# 这可能是 )后得无分

别智* 是一种没有能取+ 所取二种执取烦恼# 虽无执取而称无分别# 但仍具有

分别之作用的 )无执取的分别* 之认识# 而为了维持这种 )无执取的分别* 之

分别认识# 需要进行仿效属于完全无有分别的特殊 )无分别的分别* 之认识的

)根本无分别智* 之 )见分*+ )自证分* 的观修,

#关键词$ 转依!四分 %相分+ 见分+ 自证分+ 证自证分& !相缚!根本无

分别智!后得无分别智!真见道!相见道!四智 %成所作智+ 妙观察智+ 平等

性智+ 大圆镜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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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缚" ### (成唯识论) 的说法* 由第七识我执之作用使前六识之

!见分" 为 !相分" 所拘缚而不自在的情形

&%!相缚" 是什么' ###窥基的解释

%)& !相分" 缚心+ 名 !相缚" 也

%&& !相缚" 一定是具有 !能取$ 所取" 的执取情形吗'

%*& !相缚" 通于八识吗'

%4& 是否有 !见缚"' ### !见分" 能拘缚 !自证分" 吗'

三! !智" 与 !四分" ###能 !转依" 的 !无分别智" 及 !转依" 果位的

!四智相应心品" 具有 !四分" 吗'

%一& !转依" 指 !动态修证的历程" 与 !究竟成佛的果位"

###关于 (成唯识论) !转依" 的四种 !义别" 与 !转依" 的六种 !位别"

)%(成唯识论) !转依" 的四种 !义别"

&%(成唯识论) !转依" 的六种 !位别"

%二& 能 !转依" 的 !无分别智" 具有 !四分" 吗'

)%断除烦恼$ 所知二障证得 !转依" 的关键枢纽### !无分别智"

&%!无分别智" 具有 !四分" 吗'

%)& !根本无分别智" ###有 !见分" 而无 !相分" 之 !无分别的分别" 的认识

%&& !后得无分别智" ### !见分"$ !相分" 俱有之 !无执取的分别" 的认识

*%唯识五位 !见道位" 中 !无分别智" 的观法与 !四分" 之关系

%)& !唯识" 非凡夫所证而为 !见道位" 菩萨所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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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分别智" 在 !见道位" 中之 !真见道"$ !相见道" 与 !四分" 的关系

"

!真见道"

&

!相见道"

!

%!观非安立谛三品心"

#

%!缘安立谛十六心"

%

!

& 依观所取$ 能取+ 别立法类十六种心

%

#

& 依观下$ 上谛境+ 别立法类十六种心

%三& 作为 !转依" 果位之一的 !四智相应心品" 具有 !四分" 吗'

)%!转依" 的二种 !所转得" 之一### !四智相应心品" 总名 !菩提"

&%!四智相应心品" 具有 !四分" 吗'

四!结语### !识" 与 !智" 在 !四分" 认识结构上的差异

一!前言

)转依*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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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是印度的护法 %,-$#.$'!/$#

/*/)转依*与)心+心所*认识论的)四分*说

"

关于 )转依* 一词# 梵文原文有两种 )!"

=

#$%$&'$#()#

/

**(+!"

=

#$%$&'$#!)#

/

**(*# 中文又有译作 )转身*

% )转* 字有译作 )回* 字&# 真谛 %$>?>@A?65># 4..!23.& 还曾将其译作 )阿摩罗识*, 英文有译作

)65B6?>;:CD?@>6ED; DC65BF>:E:*+ )CG;H>@B;6>I6?>;:CD?@>6ED;*+ )?BJB?:ED; DC65B:DG?9B0DC:G95 HB7?>JEK

6EB:1*+ )?BJDIG6ED; DC65BF>:E:* )DJB?6G?;E;L065BF>:E:D; 85E95 65BA6@>KH5>?@>9E?9GE61 HB7B;H:* %分别

见" M>:>>NEO>66D?E%服部正明&# )P5BP?>;:CD?@>6ED; DC65B,>:E:%Q:?>R>K7>?EJ?

/

66E& E; 65BSDLA9A?>

+R:6B@DC$5EID:D75R*# E; T%OB;?E95 %BH%&# 0//&1(2-3(*43533(23"637$2832"(2 9"*:27 43"*# +6G66L>?6#

).02# 77%)(( 1)(0%%此文中译见" 赵蔼详译" '瑜伽行哲学的转依义(# 刊于国际佛学研究中心编译#

'国际佛学译粹( 第一辑# 台北" 灵鹫出版社# )..)" 2.!/(&, UD;>IH M>?N T>JEH:D;# ;:77-("*<%"*3.

=>?#$2">=#.$*(=2" $"#$%$'$#()#**(+'$#$)#**(0.=25 *-3@=5$A$#$# V;EJB?:E6RDC">IECD?;E># ,B?NIBR# ).02#

7%)24%T>JEH W%X>IG7>5>;># ?-3'#(2A('/3=>;:77-("*'"%A-=/=5%# QIF>;R# +6>6BV;EJB?:E6RDC-B8SD?N

$?B::# ).0/# 7%&)*%T>; YG:65>G:# ;:77-("*'-32=.32=/=5%" $ '-(/="='-(A$/(2)3"*(5$*(=2 =>@=5!A!#$ ;:7&

7-(".$27 *-3B-C325 43(&"-(- /:2# YD;HD;" UDG6IBHLB"G?ZD;# &((&# 7%*(*%, 关于印度瑜伽行唯识学派

的 )转依* 理论# 国外已有以此为题的两本博士论文研究" UD;>IH M>?N T>JEH:D;# ;:77-("*<%"*3.=>

?#$2">=#.$*(=2" $"#$%$'$#()#**(+'$#$)#**(0.=25 *-3@=5$A$#$# V;EJB?:E6RDC">IECD?;E># ,B?NIBR# ).02%OEHBK

;D?E+%+>NG@>%佐久间秀范&# ,(3D"

=

#$%$'$#()#

/

**(&*-3=#(3(2 73#%=5!A!#$E-F.(%PBEI

!#

&# [?>;Z+6BE;B?

\B?I>L+6G66L>?6%]B?@>;&# )..(%又# )转依* 意义的相关说明及两种梵文原文争论之介绍# 可参见赖

贤宗 ' )转依* 二义之研究(# '中华佛学学报( 第 )2 期 %台北" 中华佛学研究所# &((&&" .*!))*

%此文后来收于" 赖贤宗" '如来藏说与唯识思想的交涉( %台北" 新文丰# &((3&" 42!0&&, 以及可

参见拙稿" ' )转依* 理论探析!!!以 2成唯识论3 及窥基 2成唯识论述记3 为中心(# '玄奘佛学研

究( 第 ))期 %新竹" 玄奘大学# &((.年 *月&" )!24, 以及笔者博士学位论文的第一章" '转依理论

研究!!!以 2成唯识论3 及窥基 2成唯识论述记3 为中心(# 台北" 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

文# &())年 0月" )!3&,



约 3 世纪& 传至玄奘 %3(&!334& !窥基 %3*&!30&& 一系中国法相唯识宗将

理论运用于从凡夫经修行实践至圣者 %成佛& 的终极目标,

" 而关于认识论的

)四分* 说# 在 '成唯识论( 中# 是指每一 )心* %A(**$&+ )心所* %A$(**$# A$(&

*$"(8$& 法在其生起时# 都可以分成" )相分* %$#*-!E-!"$# >77B>?>;9BDC>; DFK

B̂96&+ )见分* %")!E-!"$# >77B>?>;9BDCE6:BIC>::GF B̂96&+ )自证分* %")$"$.

/

)(*&

*('")$"$.

/

)37$2$# :BICK9DL;E6ED;&

&

+ )证自证分* 这四部分. 它们是构成唯识学

)心+ 心所* 认识论的核心理论,

因此# 就佛教认识论 %'#$.!2

/

$&)!7$ D?'#$.!2

/

$&"

=

!"*#$# )量论*

'

# 或佛教

知识论&

( 的角度而言# )转依*# 即意味着 )转识成智*# 也就是将凡夫的四类

)识* %)(GH!2$# )前五识+ 第六意识+ 末那识+ 阿赖耶识*&# 转变成圣者 %佛+

菩萨& 的四类 )智* %GH!2$# 即 )四智*" )成所作智+ 妙观察智+ 平等性智+

大圆镜智*&, 但是存在于每一个心+ 心所的 )四分*# 却是一种 )中性* 的认

识单元与结构, 这是因为 )四分*# 非但是组成凡夫四类 )识* 的认识单元与结

构# 亦是构成圣者四类 )智* 的认识单元与结构, 而且# )四分* 都是属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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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关于这点# 吕贗就曾说过" )从 '佛地经论( 来看慈恩宗的唯识说# 乃是归宿于 4转依5 上面的,*

%吕贗会这样说# 是因为 '佛地经论( 的作者亲光 %;$27-:&'#$E-$或I#$E-$&.(*#$# 约 3 世纪中叶&

与玄奘同属那烂陀寺护法一系的唯识宗# 亲光为护法之弟子&, 吕贗还说道" )总之# 慈恩宗的两类

转依说 %笔者按# 即 4持种依5 与 4迷悟依5& 成了他们把理论运用于实践的最后目标,* %参见吕

贗 '中国佛学源流略讲( %北京" 中华书局# )./.&" )00+ )0.&,

此梵文词汇及英译词参考" M>:>>NEO>66D?E# ,(52!5$ =2 I3#A3'*(=2# E3(25 *-3I#$*%$8"

/

$'$#(AA-37$ =>

,(52!5$C"I#$.!2

/

$"$.:AA$%$ >#=.*-3<$2"8#(*>#$5.32*"$27 *-3?(E3*$2 )3#"(=2"# ">@F?EHLB# M>::>95GK

:B66:" O>?J>?H V;EJB?:E6R$?B::# ).30# 77%&0 1&.%

)量* %'#$.!2

/

$&# 是 )能量*+ )测度* 的意思# 有尺度+ 标准+ 规准等意思. 所以在认识中# 就

成为判定真伪的标准# 认识事物之标准+ 根据+ 手段, %参见平川彰 '印度佛教史(# 庄昆木译 %台

北" 商周出版社# &((&&" 4).&, 将之翻成 )获取知识的手段* %65B@B>;:DC9DL;E6ED;& 参见服部正

明# 2陈那之认识论3 吴汝钧译# '佛学研究方法论/下册(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3&" 4((,

)量*# 是玄奘的翻译# 鸠摩罗什 %J:.!#$GK)$# *44!4)*# 一说 *2(!4(.& 将之翻成 )信*# 如 '中

论( 卷三" ) 4信5 有四种" 一+ 4现事可信5. 二+ 名 4比知可信5# 如见烟知有火. 三+ 名 4譬喻

可信5# 如国无 0金
!

俞1 石# 喻之如金. 四+ 名 4贤圣所说故可信5# 如说有地狱+ 有天+ 有郁

单# 曰无有见者# 信圣人语故知,* %P*(# ;D%)234# &4>&0 1F*& 引文中所说的 )信* %量& 有四

种# 分别指" 一+ 现量. 二+ 比量. 三+ 譬喻量. 四+ 圣言量,

根据佛教 )量论* 创始人陈那 %TEL;AL>或TE;

/

;AL># 40(!24(& 在 '集量论( %I#$.!2

/

$"$.:AA$%$&

中的说法# 只有两种 )获取知识的手段* %能量# '#$.!2

/

$&" 一+ )现量* %'#$*%$8"

/

$&# 指纯粹或

直接的 )无分别* 知觉# 亦即一种纯粹+ 直接# 而不涉及任何概念分别之获取知识的手段.

二+ )比量* %$2:.!2$&'#$.!2

/

$&# 意指涉及概念+ 分别之获取知识的手段或逻辑推论, 前者类似西

方哲学中的知觉理论# 后者则类似命题知识或逻辑推论, 本文之所以以认识论而不以知识论来称呼#

主要是本文并不涉及命题知识或逻辑推论的探讨# 而只探讨了每一认识或 )心+ 心所* 在其生起时

所具备的四个部分# 即护法的 )四分* 说,



)依他起性* %'$#$*$2*#$&")$E-$)$&, '成唯识论(" )然安惠立一分# 难陀立二

分# 陈那立三分# 护法立四分, 今此论文护法菩萨依四教理说四差别# 俱 4依

他性5# 非安惠等诸师知见*

"

, 因此 )转依*# 可以说意味着基于缘起+ 可熏习

与变化之理的 )依他起性*# 经由 )正闻熏习* 将潜藏于第八阿赖耶识 )相分*

中的杂染种子完全净化,

根据玄奘糅译的 '成唯识论( 以及窥基的说法# 第八阿赖耶识的 )识体*

是作为 )自证分*# 然后才转变出 )相分* 与 )见分*# 而它们都是 )依他起

性* % )护法等云" 谓诸 4识体5# 即 4自证分5# 转似 4相5+ 4见5 二分而生,

此说 4识体5# 是 4依他性5# 转似 4相5+ 4见5. 二分非无# 亦 4依他

起5*&

&

, 而且# )种子* 是阿赖耶识的 )相分*. 而 )见分* 作为 )了别*# 即

)行相*# 乃恒取此 )相分* 为境, % ) 4种子5 虽依第八 4识体5# 而是此识

4相分5 非余# 4见分5 恒取此为境故,*&

'

)故识 4行相5# 即是 4了别5. 4了

别5 即是识之 4见分5*

(

,

因此# 从佛教认识论的角度来说# 第八阿赖耶识的 )识体*# 作为 )自证

分*# 必定是属于 )现量* %证自体者必 4现量5 故&

)

# 因此是 )无分别* 或

)离分别* 的, 而凡夫之所以有执取的 )分别* 认识# 其问题并非是发生在作为

)现量* 的阿赖耶识 )识体* 即 )自证分* 上# 而是发生在阿赖耶识之 )见分*

恒取 )相分* 中的杂染 )种子* 为境# 而为其 )相分* 所拘束捆缚+ 不得自

在# 而造成所谓的 )相缚*, 这也说明了为何 '成唯识论( 认为在成佛达至

)转依* 的 )转识成智* 及修行证得阿罗汉 %$#-$*& 或八地以上的菩萨# 这些

圣者们的第八阿赖耶识之 )识体* 仍然是存在的# 仅仅只是舍弃其执藏为自内

我的含义 %)然阿罗汉断此识中烦恼粗重究竟尽故# 不复执藏 4阿赖耶识5 为自

内我# 由斯永失 4阿赖耶5 名# 说之为舍# 非舍一切第八识体*&

*

,

根据笔者的考察# )转依*# 在 '成唯识论( 中# 分成四种 )转依* 义别与

六种 )转依* 位别这二大面向来论述, 但不论是哪一种论述面向# )转依* 都具

备 )动态修证的历程* 与 )究竟成佛的果位* 这二种内涵, 而其中 )无分别

/2/)转依*与)心+心所*认识论的)四分*说

"

&

'

(

)

*

本文所引 '大正新修大藏经( %P& 的数据引自 )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5E;B:B,GHH5E:6_IB96?D;E9

PB̀6Q::D9E>6ED;# 简称",_PQ&, 出处依册数+ 经号+ 页数+ 栏数+ 行数之顺序排列. 例如此处代表

'大正新修大藏经( 册 4*+ 经号 )0*(+ 页 *&(+ 下栏+ &(!&*行, 以下皆同此,

P4*# ;D)0*(# &4)>& 12,

P*)# ;D%)202# 0>)) 1)*,

P*)# ;D%)202# )(9)&,

P*)# ;D%)202# )(F&) 1&&,

P*)# ;D%)202# )*9* 13,



智* %2(#&)(8$/'$&GH!2$& 是四种 )转依* 义别中的 )能转道*# 也就是作为能够

)转依* 的关键, )无分别智* 是 )唯识五位* 中 )通达位* 或称 )见道位* 的

菩萨方能亲证的智慧# 它以 )真如* 为所缘# 又分为 )加行+ 根本+ 后得* 三

种 )无分别智*, 根据护法的正义# )根本无分别智* 是有 )见分* 而无 )相

分*. )后得无分别智* 则是 )见分* 与 )相分* 都俱有, 而在 )见道位* 中又

分为 )真见道* 与 )相见道*. )真见道* 为 )根本无分别智* 所涵摄# )相见

道* 则为 )后得无分别智* 所涵摄, 而笔者发现在 )相见道* 的修行观法 %相

见道三心+ 十六心& 之中# 有仿效 )真见道* 之中的无间道+ 解脱道之 )见

分* 或 )自证分* 的情形, 而本文之目的# 即在探研 )无分别智*+ )四智相应

心品* 与 )四分* 之间的相关问题# 例如它们是否也具备 )四分*- 与 )识*

的 )四分* 在结构上有何差异- 等问题进行厘清与解析的工作,

二! )识* 与 )四分*

!!!所有 $识% 及一切 $心& 心所% 皆具 $四分%

在这里# 笔者将先简述 '成唯识论( 中对 )识* 的分类与说明# 以及其认

识论的观点# 亦即一切 )心+ 心所* 法皆具备 )相分*+ )见分*+ )自证分*+

)证自证分* 这 )四分*,

!一" %识& 是什么' (((三能变四类识

关于 )识*# '成唯识论( 区分出三种识# 也就是所谓的三能变识" )%眼+

耳+ 鼻+ 舌+ 身+ 意# 这前六识# 又称为境识. &%第七末那识 % .$2$"&

)(GH!2$&# 又称思量识. *%第八阿赖耶识 %!/$%$&)(GH!2$&# 又称异熟识"

识所变相虽无量种' 而能变识类别唯三( 一& 谓异熟' 即第八识' 多

异熟性故) 二& 谓思量' 即第七识' 恒审思量故) 三& 谓了境' 即前六识'

了境相粗故*

"

关于这点# 已故的新儒学宗师牟宗三说得好" )第八识阿赖耶即是一切法的根

源, 阿赖耶与第七识+ 第六识及前五识的总合就是一个完整的识的系统# 识的

/3/ 唯识研究%第二辑&

"

P*)# ;D%)202# /F&3 1&.,



流转变化就成一切缘起法,*

" 这也就是说# '成唯识论( 万法 )唯识* 的道理#

是在说明宇宙一切万法# 都是上述这三类能变识所变现出来的, 而这三能变识#

若再细为分别# 则可分成四类识# 亦即" )前五识+ 第六意识+ 第七末那识+ 第

八阿赖耶识*, 而这四类识# 正好与证得 )转依* 之后# 也就是 )转识成智*

之后的 )四智* % )成所作智+ 妙观察智+ 平等性智+ 大圆镜智*& 相对应, 构

成 )识* %凡夫&

"#

)智* %圣者& 的认识差异,

!二" 所有 %识& 及一切 %心) 心所& 皆具 %四分&

上面三能变四类识# 在唯识五位百法的分类中# 被归类为 )心* 法# 相对

于其附属的心理功能 )心所* 法而言# 又被认为是 )心王*, 然而不论是心法或

心所法# '成唯识论( 的观点乃是# 所有的 )识* 及一切 )心+ 心所* 法都具

备 )相分+ 见分+ 自证分+ 证自证分* 这 )四分*,

关于 '成唯识论( 的 )四分* 说# 窥基在 '成唯识论述记( %以下简称

'述记(& 中曾提到几种说法"

然安惠立一分' 难陀立二分' 陈那立三分' 护法立四分* 今此论 +笔

者案( 指 "成唯识论#, 文护法菩萨依四教理说四差别' 俱 $依他性%' 非

安惠等诸师知见*

&

这意思是关于唯识中心+ 境的问题# 有四种观点" )%安惠 %慧& %<*-(#$.$*(#

4/(!22(& 的见解是 )唯识* 无境# 无有所分别的 )一分* 说, &%难陀 %L$2&

7$&+ 火辨 %B(*#$E-!2$& 等人# 则采取 )识似见+ 相二分* 的 )二分* 说,

*%陈那 %,(52!5$或,(2

/

2!5$# 40(!24(& 的立场是相分+ 见分+ 自证分的 )三

分* 说, 4%护法则建立相分+ 见分+ 自证分+ 证自证分的 )四分* 说,

' 并且#

在上面引文的最末# 窥基还提到护法认为这四分都是属于 )依他起性*,

护法 )四分* 说的观点# 牵涉到所谓 )识转变* %)(GH!2$&'$#(2

/

!.$&

( 的理

///)转依*与)心+心所*认识论的)四分*说

"

&

'

(

牟宗三" '中国哲学十九讲(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 &3/,

P4*# ;D%)0*(# *&(9&( 1&&

参见印顺 '印度佛教思想史( %台北" 正闻出版社# )..*&" **/!**.,

关于 '成唯识论( 的 )识转变* 与 )四分*+ )三性* 说# 根据陈一标的研究" )因为 '成唯识论(

单从识转变即能肯定见+ 相二分的实在性# 且肯定它们是识# 所以在论证 4唯识无境5 方面# 其核

心概念是识转变# 而不是三性# 这与 '摄大乘论( 中需等三性之提出才能论证一切唯识的做法完全

不同# 这是我们鸟瞰 '成唯识论( 的三性说时# 首先必须要注意到的问题,* %陈一标" '赖耶缘起

与三性思想研究(# 台北" 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研究所博士论文# &(((" &.(&,



论, '成唯识论( 卷一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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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引文说明 )相分*+ )见分* 都是依 )自证分* 而生起的# 而关于我+ 法的执

着# 都是依着 )相分*+ )见分* 而建立施设的, 而 '成唯识论( 这句 ) 4变5#

谓 4识体5 转似二分# 4相5+ 4见5 俱依 4自证5 起故,* 有将 )自证分* 当

作是 )识体* 的观点, 这个观点# 窥基说明是护法的见解, '述记( 卷一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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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此二分' 执实二取' 圣说为无' 非 $依他% 中无此二分*

&

窥基说明# 护法的观点是" ) 4识体5# 即 4自证分5*# 而且# 因 )识体* %自证

分&# 是 )依他起性*# 故 )相分*+ )见分* 也属于 )依他起性*, 依这相+ 见

二分# 才有能取 % 5#!-$8$&+ 所取 % 5#!-%$& 这两种执取# 圣者 %佛+ 菩萨&

虽说无有能取+ 所取这二取烦恼# 但并不是说 )依他起性* 中无此相+ 见二分,

圣者的认识与心+ 心所之中# 和一般凡夫一样# 依然有属于 )依他起性* 之

)相分*+ )见分*+ )自证分*+ )证自证分* 这 )四分*. 但和一般凡夫不同的

是# 圣者没有能取+ 所取这二种烦恼的执取分别,

'

上面是从 )识转变*# 可说是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理解的, 若从 )量论*# 亦

即佛教知识论的角度来看" )相分* 若作为 )所量*# )见分* 就是 )能量*#

)自证分* 就是 )量果*# 并且这三部分的关系是无差别的不一+ 不异, 而关于

陈那量论的 )三分*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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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唯识研究%第二辑&

"

&

'

P*)# ;D%)202# )# F %) 1&&,

P4*# ;D%)0*(# &4)>& 13,

)三性* 与 )四分* 的关系# 可详参拙作" '窥基的认识论!!!以 )三性* 和 )四分* 之关系为中

心(# )台蒙佛教思想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台北" 台湾大学文学院暨佛学研究中心+ 蒙古国立

大学外语学院# &((0年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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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是说明认识一对象时# 会有认识的对象+ 获取认识的手段+ 认识的结果 % )所

量+ 能量+ 量果*& 这三种区分, 所以# 以理推知会有 )见分*+ )相分*+ )自

证分* 这 )三分*,

&

'成唯识论( 并引陈那 '集量论( %I#$.!2

/

$"$.:AA$%$&

'

/./)转依*与)心+心所*认识论的)四分*说

"

&

'

P*)# ;D%)202# )(F)) 1)3,

陈那是由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认识# 可以区分为 )对象的认识* 与 ) 4对象的认识5 的认识*

%此二词参见林镇国编 ) '集量论/现量品( 上课讲义* %台北" 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 &((4 年 &!3

月&" )(&# 这两种伴随着产生双重认识现象# 例如我们在 )认识青色* 时# 还会产生我们 )知道自

己正在 4认识青色5* 这样的认识. 因而推论出有 )相分* 与 )见分*# 这二分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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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每一认识上之 )三分* 存在的论证, 笔者称这一种推论出 )三

分* 这 )抽象认识单元与结构* 之存在的过程是 )先验程序* %P?>;:9B;HB;6>I$?D9B::&, %此详见笔

者博士学位论文的第五章" )转依理论研究!!!以 '成唯识论( 及窥基 '成唯识论述记( 为中心*#

台北" 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 &())年 0月" &02!*.*,&

关于陈那 '集量论( 的梵文原始数据# 是比较缺乏的, 日本学者服部正明 %M>:>>NEO>66D?E& ).30

年对陈那 '集量论/现量品( 的英译,(52!5$ =2 I3#A3'*(=2# E3(25 *-3I#$*%$8"

/

$'$#(AA-37$ =>,(52!5$C"

I#$.!2

/

$"$.:AA$%$ >#=.*-3<$2"8#(*>#$5.32*"$27 *-3?(E3*$2 )3#"(=2"# ">@F?EHLB# M>::>95G:B66:" O>?K

J>?H V;EJB?:E6R$?B::# 可以说是陈那 '集量论( 译注与研究方面# 现代学界的权威, 但是严格地说#

它其实并不是非常忠于原文的理想译本# 因为它是根据两个藏文译本所做的英译# 而并不是建立在

梵文原本之上的翻译, 不过# )..2年奥地利获得了藏于西藏寺庙中# 胜主智 %M(2327#$E:77-(& 的梵

文写本 '集量论大疏/广大离垢论( %I#$.!2

/

$"$.:AA$%$*

/

K8$ N("

/

!/!.$/$)$*K&# 这是现存对陈那 '集

量论( 及其 '自疏( %I#$.!2

/

$"$.:AA$%$)#

/

**(& 的唯一注疏, 而目前任教于德国莱比锡大学的褚俊杰

教授# 他的博士学位论文# M(2327#$E:77-("1#8/O#:25 P: ,(52$5$ ,3>(2(*(=2 73#1#8322*2(".(**3/:27 73#

4$-#23-.:25的主体部分# 就是对梵文本 '集量论大疏( 第一品 '现量品( 中的一部分# 进行文本

校勘和翻译的考释 %笔者对这方面信息的获得# 要感谢林镇国教授的引介并邀请褚俊杰教授来台湾

演讲与短期授课所得&, 由于陈那量论的著作 '集量论(# 目前仅存二种藏译本与少数的梵文残片

%引见" 渥德尔 %Q%X%a>?HB?& '印度佛教史( %Q27($2 ;:77-(".&# 王世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4&&&, 这两种藏译本# 其一是印度学者金铠 %X>;>N>J>?@>;# ]:B?KLRELDK95>& 和西藏学者

信慧 %T>HK7>8B:K?>F& 译出的# 这即是" '集量论( %?"-$7&.$ 8:2&/$"E*:"&'$# I#$.!2

/

$"$.:AA$%$&#

北京版# 第 )*(卷# 第 2/((号. 另一是印度学者持世护 %\>:GH5>?>?>N:

/

E6># -D?K5H:E; F:?G ;

/

KF>& 和

西藏学者师子幢 %+B;

/

K?LR>I& 所译出的# 这即是" '集量论( %?"-$7&.$ 8:2&/$"E*:"&'$# I#$.!2

/

$"$.:AA$%$&# 东北版# 第 4(&*号 %引见" 吴汝钧# '佛教的当代判释(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 *)3&, 而汉译本虽然唐/义净 %3*2!/)*& 曾于景云二年 %/))& 译出四卷本# 然旋即亡

佚, 现代佛学研究兴起后# 陈那与法称 %,-$#.$8K#*(# 3((!33(& 的逻辑知识论 %因明学& 学派受

到重视# 因此关于 '集量论( 的研究也很可观, 吕贗在 ).&0 年译出 '集量论释略抄(# 刊于 '内

学( 第四辑 %见 '吕贗佛学论著选集/卷一(# 济南" 齐鲁书社# )..3&, 除了上述服部正明于 ).30

年将藏译本的梵文引文译成英文出版# 法尊在 0(年代也由藏文译出了 '集量论略解( %北京"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 ).0&&,



的颂文说# 所量+ 能量+ 量果# 虽是三个个体# 但却又是无别的, 所以# )见

分*+ )相分*+ )自证分* 也是三体无别的,

在继承陈那 )三分* 说的基础上# 护法又提出 )四分* 说的理论,

"

'成唯

识论( 卷二提到"

又心& 心所' 若细分别应有四分* 三分如前' 复有第四 $证自证分%*

此若无者' 谁证第三- 心分既同' 应皆证故* 又 $自证分% 应无有果' 诸

能量者必有果故' 不应 $见分% 是第三果' $见分% 或时 $非量% 摄故*

由此 $见分% 不证第三' 证自体者必 $现量% 故* 此四分中' 前二是外'

后二是内* 初唯所缘' 后三通二* 谓第二分但缘第一' 或量& 非量' 或现

或比* 第三能缘第二& 第四* $证自证分% 唯缘第三' 非第二者' 以无用

故* 第三& 第四皆 $现量% 摄* 故心& 心所' 四分合成' 具所& 能缘' 无

无穷过* 非即非离' 唯识理成*

&

护法所建立的 )四分* 说# 是指每一 )心+ 心所* 法具有四个组成部分"

)%)相分*" 是指带有事物的相状# 而可以作为所缘之境, &%)见分*" 有看见

之意# 亦即可以作为能缘# 而具有认识 )相分* 之功能'

, *%)自证分*" 即

相+ 见二分必须要有所依的自体# 也就是 )自证分* 的存在# 由作为自体的

)自证分* 转变生出相+ 见二分, 4%)证自证分*" 护法认为# 在所量+ 能量+

量果三种关系中# 若 )相分* 作为所量# 则 )见分* 是能量# )自证分* 则是

量果, 但假使 )见分* 作为所量# )自证分* 作为能量# 则可立何者为量果呢-

窥基说明" )见分为能量# 第三 %笔者案指 4自证分5& 为量果# 若第三能量#

立谁为量果-*

( 因此这时要建立第四 )证自证分* 作为量果, 然而# 为何不能

以 )见分* 作为量果呢- 这是因为 )见分* 通于 )现量*+ )比量*+ )非量* 三

量, 而要作为 )自证分* 的量果# 是必须返缘自体而为 )现量* 所摄# 因而

)见分* 不能作为 )自证分* 的量果, 笔者以下面的图示# 表示 '成唯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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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法继承陈那 '集量论( )三分* 说# 而成立 )四分* 说的理论# 这是窥基的记载, 窥基" '成唯

识论述记( 卷三 %本&" '述( 曰" 大段第二明 )四分*# 义初申自义# 后方破他, 此出自义# 谓安

惠等古大乘师# 多说唯有 )自证分*# 无 )相分*+ )见分*, 护法出已# 说 )见*+ )相* 有# 依

'集量论( 等# 方显发之, %P4*# ;D%)0*(# *)/F&0 194&

P*)# ;D%)202# )(F)/ 1&0,

参见横山
!

一 '唯识思想入门(# 许洋主译 %台北" 东大图书# &((&&" ))0!)).,

P4*# ;D%)0*(# *).# F# %&& 1&*&,



这 )四分* 说的认识结构# 以便于理解"

"

% )识体*# 即 )自证分* 转变出 )相分*+ )见分*# 并建立 )自证分* 和

)证自证分* 可互缘+ 互证# 以互相证知其存在, 而 )见分* 缘取 )相分* 是

外部的认识结构# )自证分* 与 )证自证分* 互相缘取# 则是内部的认识结构&

图 !" *成唯识论+ %心) 心所& 认识论

%相分) 见分) 自证分) 证自证分& 的 %四分& 说&

!三" %相缚& ((( %见分& 为 %相分& 所拘缚而不得自在之情形

上面曾提到# )相分*+ )见分*+ )自证分*+ )证自证分*# 这四分都是属于

)依他起性*# 上面引用过的这两段引文# 笔者再将之列出如下,

然安惠立一分' 难陀立二分' 陈那立三分' 护法立四分* 今此论文护

/))/)转依*与)心+心所*认识论的)四分*说

"

&

)四分* 说这部分的详细论述# 可详参见拙稿 '陈那 )自证* 理论探析!!!兼论 2成唯识论3 及窥

基 2述记3 的观点(# '圆光佛学学报( 第 )(期 %中坜" 圆光佛学研究所# &((3 年 4月&" 32!))),

以及笔者博士学位论文的第五章" )转依理论研究!!!以 '成唯识论( 及窥基 '成唯识论述记( 为

中心*# 台北" 台湾大学哲学研究所博士学位论文# &()) 年 0月" &02!*.*,

此 '成唯识论( 认识论 )四分* 说的图示# 为笔者参考下列书籍之图示而以自己的观点所绘制" 唐

大圆# '唯识新裁撷汇( %台北" 佛陀教育基金会# &(((&" &0+ &)3!&)0. 横山
!

一" '唯识思想入

门(# 许洋主译 %台北" 东大图书# &((&&" )&(,



法菩萨依四教理说四差别' 俱 $依他性%' 非安惠等诸师知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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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此二分' 执实二取' 圣说为无' 非 $依他% 中无此二分*

&

这两段引文的意思# 上面已曾说明过, 但是其中这句引文" )此说 4识体5# 是

4依他性5# 转似 4相5+ 4见5# 二分非无# 亦 4依他起5, 依此二分# 执实二

取# 圣说为无# 非 4依他5 中无此二分,* 之中说到 )相分*+ )见分* 这二分#

是造成二取烦恼# 亦即能取+ 所取这二种执取烦恼的原因, 而在这方面# '成唯

识论( 提出了 )相缚* 的观念,

)%)相缚* !!! '成唯识论( 的说法

由第七识我执之作用使前六识之 )见分* 为 )相分* 所拘缚而不自在的

情形,

虽然 )四分* 都是 )依他起性*# 因而可以说它们都是 )中性* 的认识结

构# 笔者的意思是指其为一种认识上的结构# 而非关善+ 恶或无记性, 但是上

面的引文也提到由于 )相分* 与 )见分* 的缘故# 会造成能取+ 所取这二种

执取烦恼 %引文" )依此二分# 执实二取,*&, 关于此# 在 '成唯识论( 及窥

基的解释中# 还提到前六识因为第七末那识我执的影响# 其 )见分* 会被

)相分* 所拘缚# 造成所谓的 )相缚*# 而使 )见分* 不得自在的情形, '成

唯识论("

由执我故' 令六识中所起施等不能亡相' 故 "瑜伽# 说( $染污末那'

为识依止' 彼未灭时' 相了别缚'不得解脱* 末那灭已' .相缚/ 解脱*% 言

$相缚% 者' 谓于境相不能了达如幻事等' 由斯 $见分%' $相分% 所拘'

不得自在' 故名 $相缚%* 依如是义' 有伽他言(

如是染污意' 是识之所依)

此意未灭时' 识缚终不脱*

(

/&)/ 唯识研究%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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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D%)0*(# *&(9&( 1&&,

P4*# ;D%)0*(# &4)>& 13,

引文中的 )相了别缚*# 根据 '述记( 的解释是" 了别者# 心行相# 境相能缚心# 名 )相了别缚*,

%P4*# ;D%)0*(# 4)4>&/ 1&0&,

P*)# ;D)202# &2# 9%)) 1).&,



引文的意思是# 由于我执# 亦即第七染污末那识的作用# 造成实践布施等善行

时# 在前六识中# 仍会产生杂染的分别+ 执取之作用# 而不能了达境相如幻#

或即无施者+ 受者+ 布施的三轮体空# 而仍执着于杂染的相状,

" 这也就是由于

第七末那识之我执作用# 而造成前六识的 )见分* 为其 )相分* 所拘缚的所谓

)相缚*, 引文提及 '瑜伽师地论( 的说法# 乃是指 '瑜伽师地论( 卷五十一所

言" )又复意识# 染污末那以为依止, 彼未灭时# 相了别缚# 不得解脱, 末那灭

已# 4相缚5 解脱,*

&

&%)相缚* 是什么- !!!窥基的解释

以下说明窥基在 '成唯识论述记( 中# 对 )相缚* 的解释与提问释疑,

%)& )相分* 缚心# 名 )相缚* 也

上面 '成唯识论( 引文的重点# 认为所谓的 )相缚*# 是因第七末那识我执

之作用# 使得前六识之 )见分* 为其 )相分* 所拘缚而不得自在的情形, 那么#

我们可以问# )相缚* 是仅限于前六识# 还是通于八识呢- 而它到底是指什么

呢- 在这里# 我们可以参考窥基的解释"

何谓 $相缚%- 谓于境相不能了知 $依他% 缘生' 如幻事& 阳焰等* 能

缘 $见分% 诸心& 心所' 为境 $相分% 之所拘碍' 不得自在' 体便粗重'

无所明觉' 起时硬涩有分别相* $相分% 缚心' 名 $相缚% 也*

'

窥基的意思是# 所谓的 )相缚*# 就是对于境界的相状# 不能了知其为 )依他起

性* 的缘生之法# 就像是幻化之事或阳焰等不实在的现象, 而造成作为诸心+

心所其 )能缘* 的 )见分*# 为境界 )相分* 所拘碍束缚# 而不得自在# 因此

)见分* 其体便变为粗重# 而缺乏明白+ 觉解的功能# 心+ 心所生起时便因而坚

硬粗涩而产生分别相, 因为是 )相分* 拘缚心+ 心所之 )见分*# 所以名为

/*)/)转依*与)心+心所*认识论的)四分*说

"

&

'

这句话# 根据 '述记( 的解释是" 述曰" 亡# 由无也. 相# 谓相状# 杂染相状# 通三性也, 由我执

故# 起施等善法# 由有第七内执我故# 外行施等分别相生, 若有漏三性俱心无我执者# 如无漏心便

能亡相# 应成无漏, %P4*# ;D%)0*(# 4)4>2 1.&

P*(# ;D%)2/.# 20(# 9%. 1))&, 除此之外# 根据 '述记( 的说法# 在 '显扬圣教论( 中也有提到

染污末那使得前六识产生 )相缚*" 述曰" '瑜伽( 五十一+ '显扬( 十七等# 同云" 染污末那为依

止等# 由第七故# 余诸识中 )相缚* 不脱, 此中通言六识 )相缚*# '瑜伽( 等说第六 )相缚*# 彼

据亲生识语, 此约实由为论, %P4*# ;D%)0*(# 4)4>)0 1&&& '显扬圣教论( 卷十七# 原文如下" 复

次前说意识依染污意生# 意未灭时# 于相了别缚# 不得解脱, 若意灭已# )相缚* 解脱, %P*(#

;D%)3(&# 23393 1/&,

P4*# ;D%)0*(# 4)4>&. 1F2,



)相缚*,

但是窥基也曾提到# 只要是有烦恼执着的相貌# 拘缚住能观之心# 就可以

称为 )相缚*# 这 )相缚* 的 )相*# 并不一定要专门指 )相分*"

有漏相貌' 缚能观心' 名为 $相缚 %) 非谓 $相 % 者' 是 $相

分% 也*

"

这样的说法# 当然是窥基广义的解释, 根据前面提过 )四分* 说的理论# 有漏

的识或心+ 心所都一定具有 )四分*# 所以虽然窥基这种广义的解释认为 )相

缚* 的 )相* 不一定指 )相分*# 但这种认识其实仍是具有 )相分* 的, 所以

按照窥基的解释# 可以说# 只要有 )相分* 拘缚 )见分* 的情形# 就可称作

)相缚*, 窥基并没有说这仅限于前六识# 而以下我们会看到# 窥基认为这 )相

缚* 其实是通于八识的, 既然 )相分* 拘缚 )见分*# 就称为 )相缚*# 那么四

分之间 )见分* 缘取 )相分* 的认识结构# 可以说是中性的吗- 或者说# )相

缚* 一定是具有能取+ 所取这二取烦恼的执取状态吗-

%&& )相缚* 一定是具有 )能取+ 所取* 的执取情形吗-

上面曾提及# )相分* 与 )见分*# 会造成能取+ 所取这二种执取烦恼

% )依此二分# 执实二取,*&, 因此# 在这里# 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 那就是" 这

种作为能缘之 )见分* 缘取作为所缘之 )相分* 时# )见分* 被 )相分* 所拘

缚而不得自在的情形# 一定是具有执取的吗- 亦即有 )相缚* 就一定具有能取+

所取这二种执取烦恼吗- 这点# 窥基在 '成唯识论( 对唯识五位之 )加行位*

的释义时曾提到"

此 $加行位%' 未遣 $相缚%' 于 $粗重缚%' 亦未能断* 唯能伏除分

别二取' 违见道故' 于俱生者及二随眠' 有漏观心有所得故' 有分别故'

未全伏除' 全未能灭*

&

这里说到 )加行位* 还未能驱遣+ 断除二种缚# 即 )相缚* 与 )粗重缚*# 只

能伏除分别的能取与所取, )粗重缚* 由于不是本文要处理的重点# 故暂时置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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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

, 而窥基是这样解释这段中的 )相缚* 的"

"论#( 此加行位00至亦未能断*

述曰( 相缚者' 谓 $相分% 缚 $见分% 等也' 如前第五卷证第七识有

中说* 谓一切有漏' 善& 无记& 不善等心' 皆有分别 $相分%* 此 $相% 能

缚于心' 非谓 $相缚%' 即是执也*

&

窥基所谓 )前第五卷证第七识有中说*# 就是笔者上面第一段落所引用的文字,

窥基在这里说明了# 一切有漏 %烦恼& 的+ 善的+ 无记的+ 不善的等心# 皆有

分别的 )相分*, 这个 )相分* 能拘缚住心# 但并不是说 )相缚*# 就一定具有

能取+ 所取这二种执取的情形,

因此# 按照窥基的解释# 我们可以说# )相缚* 只是一种在认识的结构上#

)相分* 拘缚+ 捆绑住 )见分* 的一种具有分别的认识情形# 但却不一定是具有

能取+ 所取二取烦恼的执取情形, 因此# 即使 )相缚* 存在# 四分认识结构中#

)相分* 与 )见分* 的关系# 应该仍可以作为一种中性而无执取的认识结构. 当

然# 依据窥基的意思# 这种关系# 也有可能是一种具有能取+ 所取二取烦恼的

执取情形,

之前提过# '成唯识论( 此处的 )相缚*# 乃是在解说因为第七末那识我执

的作用# 使前六识的 )见分* 为其 )相分* 所拘缚, 因此# 我们必然要问# 这

种 )相缚* 是通于八识的吗-

%*& )相缚* 通于八识吗-

关于 )相缚* 是否通于八识# 窥基提出了两种说法"

有义( 八识皆有执故' $相缚% 于 $见%' 通于八识*

有义( 不然* 有漏八识有分别故' 分别之 $相%' 缚于 $见分%' 名为

$相缚%' 非要有执*

'

/2)/)转依*与)心+心所*认识论的)四分*说

"

&

'

)相缚* 与 )粗重缚* 在 '成唯识论( 中是一组成对的概念# )缚*# 梵语 )E$27-$2$*# 为拘束+

捆缚之义# 乃烦恼之异名, 不过# 因为在 '成唯识论( 中并没有提及 )粗重缚* 与 )四分* 之间的

关联# 因此本文仅针对 )相缚* 进行讨论, 而根据窥基的说法# )相缚* 是就现行来说的# )粗重

缚* 是对种子来说的" )相缚即约现行相# 粗重约种子语,* %P4*# ;D%)0*(# 23/9)3 1)/&

P4*# ;D%)0*(# 23/>)0 1&&,

P4*# ;D%)0*(# 23/>&& 1&4,



在引文中# 窥基提出了两种解释, 不过# 这两种解释虽有不同# 但都肯定 )相

缚* 是通于八识的" 这两种说法是"

"

因为八识都是有执取的# 因此 )相分*

拘缚 )见分* 的 )相缚*# 是通于八识的,

&

前一种说法有些问题# 因为并不是

要有执取的情形# 才有 )相缚*. 有漏的八识是因为有分别的缘故# 这分别的

)相分* 拘缚于 )见分*# 才称为 )相缚*,

按照 '成唯识论( 及 '述记( 的惯例# 第
&

种解释才是护法的正义, 而这

里两种说法的不同之处# 只是说明并不是要具有执取# 即能取+ 所取这二取烦

恼# 才会有 )相缚*# 而是只要具有分别# 即可说有 )相缚* 之情形, 这在上一

段落中也谈过了,

但是# 这里还会产生一个问题# 那就是" 假使说无执取的不执之相# 亦能

有 )相缚*# 那么# )后得无分别智* 其无执取的 )相分*# 虽然是无分别的但

仍有分别之作用# 那这亦会有 )相缚* 之情形吗- %关于 )后得无分别智* 虽

然具有 )相分*+ )见分*# 但却没有执取# 这在下面笔者会论述到&, 窥基是这

样问答的"

若不执之 $相%' 亦名能缚者' $后得智% 品 $相分% 应亦能缚-

答曰( 不然* 彼 $后得智% 断漏方得' 体非硬涩' 非漏所增 $相分%'

非分别境* $后得% $见分% 缘一切相' 皆为证解* 有漏不然' 有分别故'

漏相俱故' 漏所增故' 非断漏证故' 缘一切境非皆证解' 或比量故' 若善&

无覆& 无记心中现& 比量' 其染污心亦通非量* 所以 $相缚% 能拘碍

$见%' 不令明净' 不令证知' 故有别也* 一切有漏法能缚 $见分% 者' 皆

名 $相缚%*

"

根据上面的引文# )后得无分别智* 是没有所谓的 )相缚* 的, 窥基认为其理由

是因为后得无分别智是断漏 %断除烦恼& 才能证得的# 其体并非坚硬粗涩# 而

并不是因烦恼 %漏& 所增的 )相分*# 而且不是分别之境相, )后得无分别智*

的 )见分*# 其缘一切相# 皆为证解, 但有漏的八识心+ 心所却并不是如此# 它

们是有分别的# 是具有烦恼 %漏& 相的# 是烦恼 %漏& 所增之故# 非断除+ 证

解之故等, 因此# 一切有漏法# 能拘缚 )见分* 的情形# 都称为 )相缚*,

%4& 是否有 )见缚*- !!! )见分* 能拘缚 )自证分* 吗-

既然 )见分* 作为能缘缘取所缘之 )相分* 时# 会被 )相分* 所拘缚而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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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所谓的 )相缚*, 那么按照护法的 )四分* 说# 这里将产生一个问题" 那就是

那么当 )自证分* 缘取 )见分* 时# 是否也会被 )见分* 所拘缚呢- 若是有#

这种情形是否可以称为 )见缚* 呢- 窥基对于这点# 亦曾有过说明"

问( $相分% 为 $见% 缘' 缚 $见% 名 $相缚%* $见分%' $自证%

缘' 缚体名 $见缚%) 缚 $证自证%' 例亦应然* 何故不名为 $见缚% 等-

答( 以 $相% 缚 $见%' 体状易彰) 或所缚 $见%' 有非& 比量) 或能

缚 $相%' 通于内外* 从此胜义' 且名 $相缚%* 非 $见分% 等体' 非能缚

$自证分% 等' 说非所缚* 如前第二展转相望' 互为能& 所二种缚也*

问( 有漏& 有相' 即名 $相缚%' $后得% 有 $相%' 应为 $相缚%-

答( 此亦不然' 作证解故* 既尔 $自证%' 应非 $见% 缚- 此亦不然'

体是惑故* 若尔善心 $见% 应非缚' 此有漏故' 烦恼增故' 有漏第八之所

生故' 有漏末那之所增故' 后得无漏时能断此故' 有粗重故' 不可为例*

"

根据窥基第一段问答的文字# 我们可以知道# 确实当 )自证分* 作为能缘# 缘取

所缘的 )见分* 时# )自证分* 也会受到 )见分* 的拘缚 % )非 4见分5 等体#

非能缚 4自证分5 等*&, 甚至他还说到缚 )证自证分* 的情形亦是一样 % )缚

4证自证5# 例亦应然*&# 他这句话应该是指当 )证自证分* 作为能缘# 缘取所缘

的 )自证分* 时# )证自证分* 亦会受到 )自证分* 的拘缚, 但是# 为什么我们

不称这些情形是 )见缚*+ )自证缚* 或 )证自证缚* 呢- %注意窥基的引文有一

个 )等* 字" )何故不名为 4见缚5 等-*&

窥基在这里认为有三个理由"

"

因为 )相分* 拘缚 )见分*# 这种情形其体

状比较容易彰显# 所以称之为 )相缚*,

&

或者因为作为所缚的 )见分*# 还会

出现非量及比量等不同的情形# 因此以 )见缚* 为名# 可能会不太恰当. 这似

乎是对比于 )见分* 缘取 )相分* 一定是分别的比量之故,

'

或者能缚之

)相*# 通于内外. 这 )相*# 可以指认识的 )四分* 结构中# 作为外部所缘时

的 )相分*# 或作为内部所缘时的 )见分*+ )自证分* 或 )证自证分*. 因此统

称其为 )相缚* 即可,

而关于上面所引窥基的第二段问答# 是要讨论有漏+ 有相之心+ 心所# 因

为具有 )相分*# 即具有 )相缚*. 那么 )后得无分别智*# 因为其也具有 )相

分*# 所以是否也有 )相缚* 的情形-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这在前文中笔者已经

//)/)转依*与)心+心所*认识论的)四分*说

"

P4*# ;D%)0*(# 4)4>2 1)/,



说明过了, 而窥基在 '述记( 卷九末时# 再次提到 )自证分* 缘取 )见分*

时# )见分* 是否能够拘缚 )自证分* 的问题"

若尔 $自证% 缘 $见%' 缚 $自证% 耶-

有义( 亦缚* 有漏类故*

有义( 彼非* 不同 $见分% 缘于 $相% 故' 彼外取故' 通诸量故* 此

$自证分% 缘 $见分% 时' 非外取故' 唯是 $现量% 作证相故* 若尔第八

识等 $现量% 心 $相分%' 应非 $相缚% 体* 由此 $见分%' 亦缚 $自证%'

分别类故' 不明净故' $见分% 漏心' 增 $自证% 故* 有漏相貌' 缚能观

心' 名为 $相缚%) 非谓 $相% 者' 是 $相分% 也* 经说所取& 能取缠者'

即是 $四分% 互相缚义' 不尔 $见分% 便非 $相缚%' $自证% 缘时' 不名

$相分% 故*

"

在这里# 窥基解释得更为详细# 但与上面不同的是# 他在这里提供了两种回答"

"

是确实 )见分* 亦能拘缚 )自证分*# 因为有漏的心+ 心所法皆有这种情形,

&

是上面的说法有些问题 %)彼非*&# 不过必须注意的是# 这里窥基并不是说没

有 )见分* 拘缚 )自证分* 的情形 % )由此 4见分5# 亦缚 4自证5*&, 而是要

说明 )相缚* 的 )相*# 不一定是要专门指 )相分*# 而是只要是具烦恼+ 有漏

的相貌# 拘缚能观之心的情形# 都可称为 )相缚* % )有漏相貌# 缚能观心# 名

为 4相缚5. 非谓 4相5 者# 是 4相分5 也*&, 并且窥基还提到# )见分* 缘取

)相分* 时# 是属于四分认识结构中外部缘取的情形# 而通于现量+ 比量+ 非

量, 但 )自证分* 缘取 )见分* 时# 并不是属于外部缘取的情形# 而是四分认

识结构中内部缘取情形# 因此唯是 )现量*,

但笔者认为上引文中最为重要的是窥基提到的这句话" )经说所取+ 能取缠

者# 即是 4四分5 互相缚义*, 这段文字是在说明" 能取+ 所取的烦恼 %缠&#

就是 )四分* 之间互相拘缚的状态, 而这句话中的能取+ 所取# 在这里应该是

指 )执取* 之意# 而不是指 )缘取*, 因为如上所论述过的# )相缚* 也有可能

是不具能取+ 所取二种执取烦恼的情形, 所以 )相分*+ )见分* 之间能取+ 所

/0)/ 唯识研究%第二辑&

"

P4*# ;D%)0*(# 23/F2 1)4,



取的关系# 应该要区分 )执取* 与 )缘取*

"

# 才能恰当地解释,

因此# 笔者认为 )四分* 之间互相作为能缘+ 所缘的 )缘取* 之认识结构#

乃是一种 )中性* 的意向性认识结构# 因此是通于有漏之 )识* 与无漏之

)智* 的, 但是 )四分* 之间若有能取+ 所取的 )执取* 产生# 而造成 )相缚*

的话# 那么这样的 )四分* 结构# 便只能是有漏之 )识* 的认识结构# 而无法

构成 )智* 的认识结构, 所以# 笔者以为# 若站在 )四分* 的认识结构是 )中

性* 的立场# 问题的关键便在于 )能取*+ )所取* 是意味着 )执取* 还是 )缘

取*, 若有 )执取* %能取+ 所取& 存在# 便构成有漏之 )识* 的认识结构. 若

仅是 )缘取* %能缘+ 所缘& 而无 )执取*# 便可以成为 )智* 的认识结构, 因

此# 下面笔者接着要探讨 )智* 是否也具有 )四分*- 特别以作为 '成唯识论(

中四种 )转依* 义别的 )能转道* 之 )无分别智* 及 )转依* 果位的 )四智相

应心品* 与 )四分* 之间的关系来论述,

三! )智* 与 )四分*

!!!能 $转依% 的 $无分别智% 及 $转依% 果位的

$四智相应心品% 具有 $四分% 吗-

既然每一 )识* 都具备认识上的 )四分* 结构# 那么 )智* 是否也具备这

认识上的 )四分* 结构呢- 这里将以作为使 )转依* 成为可能的 )无分别智*

及作为 )转依* 果位之一的 )四智相应心品*# 作为讨论的内容,

!一" %转依& 指 %动态修证的历程& 与 %究竟成佛的果位&

!!!关于 '成唯识论( )转依* 的四种 )义别* 与 )转依* 的六种 )位别*

/.)/)转依*与)心+心所*认识论的)四分*说

"

根据笔者的考察与理解# )能取+ 所取* 在 '成唯识论( 及窥基的解释中# 应该有两种不同的意义"

一是 )执取* 之意# 这代表着这种认识是具有烦恼+ 执着+ 不清净的分别认识# 而构成凡夫执取烦

恼的认识状态, 二是 )缘取* 之意# 乃作为 )能缘+ 所缘* 的认识结构# 这种意涵# 具有中性的意

义# 而代表着认识结构的一种意向性# 为凡夫与圣者皆具备的认识结构, 四分之间# 若有执取之情

形# 就一定会具有分别# 便会产生执着+ 烦恼# 因此必然会出现 )相缚* 的认识状态, 不过# 重点

在# 具有分别之作用的认识# 不一定会有能取+ 所取这二种执取的情形, 因为根据 '成唯识论( 及

窥基的解释# )后得无分别智* 便是一种具有 )相分* 与 )见分* 但却没有 )相缚*# 虽然称其无

分别智# 但仍具有分别之作用的认识# 因而它也有 )缘取* 的情形# 也就是作为能缘的 )见分* 去

)缘取* 作为所缘之 )相分* 的认识# 而这之中并无 )执取* 的状态# 所以称为 )后得无分别智*,

笔者认为这是一种 )无执取的分别* 认识, 此详下文,



'成唯识论( 的 )转依* 理论# 上承自 '瑜伽师地论(

" 以及 '摄大乘

论(

& 的观点# 并以自己的理论脉络将之综合与组织化而提出了所谓 )转依* 的

/(&/ 唯识研究%第二辑&

"

&

关于 '瑜伽师地论( 的 )转依* 理论# 根据日本学者佐久间秀范 %OEHB;D?E+%+>NG@>& 其德文博士学

位论文D"

=

#$%$'$#()#

/

**(&*-3=#(3(2 73#%=5!A!#$E-F.(%'2瑜伽师地论3 中的 )转依* 理论(& 的研究, )转

依* 是描述实践精神的修炼或通向解脱道路之人的 )基本转换* %CG;H>@B;6>I95>;LB&# 是瑜伽行学派

发明的重要理论之一, 其 )转依* 的形态有" %)& 基于 )奢摩他* %"

=

$.$*-$# 止& 与 )?婆舍那*

%)('$"

=

%$2!# 观& 的禅观修行# 而造成身+ 心之 )所依* 的净化, 也就是离于 )烦恼* %8/3"

=

$&+ )粗

重* %7$:"

/

*

/

-:/%$&# 而与 )轻安* %'#$"#$E7-(& 结合的状态, %&& 意味着对烦恼+ 所知二障的排除#

并以佛的自在力取代 )轻安* %'#$"#$E7-(& 的概念# 而将 )转依* 安置在大乘自利+ 利他的思想之

中, %*& )所依*# 有指 )六入* %"

/

$7

/

!%!*$2$&# 因此 )转依* 除了意味着烦恼的排除# 还有 )灭所

依* %!"

=

#$%$2(#=7-$&+ )回转所依* %!"

=

#$%$'$#()$#*$& 的观念# 亦即消灭旧的 )所依*# 转换成新的

)所依* 之说法, %4& )所依* 还可以指 )真如*# 而 )转* %'$#()#

/

**(& 则是指 )清净* %)("

=

:77-(& 之

意# 因此 )转依* %!"

=

#$%$'$#()#

/

**(& 是指 )真如或终极实在的净化* %*$*-$*!&)("

=

:77-(&'#$E-!)(*$&, %2&

此外特别的是还引入了 )阿赖耶识* 的概念# 将 )阿赖耶识* 视为世间染污的种子# 而 )真如* 视为

清净的种子, )转依* 则意味着对治 )阿赖耶识*" )当知转依由相违故# 能永对治阿赖耶识* %P*)#

;D%)2/.# 20)90 1.&, %3& 还有引用 '解深密经( 的说法# 将佛的 )转依* 视为 )法身*# 而将声闻+

缘觉的 )转依*# 视为 )解脱身* 的观点, %OEHB;D?E+%+>NG@>%佐久间秀范&# _-]Y#+O+VMMQUS#

D"

=

#$%$'$#()#

/

**(&*-3=#(3(2 73#%=5!A!#$E-F.(%PBEI

!

&# [?>;Z+6BE;B?\B?I>L+6G66L>?6%]B?@>;&# )..(# 77%

)34 1)/(%佐久间秀范" ' )瑜伽师地论* 6789

"

依思想(# '印度学
#

教学研究( // %*. 1)&#

)..(" 33!/4 %Y&,

关于 '摄大乘论( 的 )转依* 理论# 根据竹村牧男的研究# 在 '摄大乘论/所知依分( 中# 有

)所依* %!"

=

#$%$& b阿赖耶识之说# 因此他认为 '摄大乘论( 是以 )二分依他起性*# 亦即 )依他

起性* 杂染分的消灭+ 清净分的证得# 诠释 )转依* 理论, 生死是 )依他起性* 的杂染分# 涅?是

)依他起性* 的清净分, 而 )转依*# 则是以 )依他起性* 为中心# 转 )依他起性* 的杂染# 变为

清净, 在 '摄大乘论( 中并以金+ 土+ 藏为譬喻作解释# 竹村氏认为这是" %)& 金+ 土+ 藏之譬喻

是说明 )二分依他* b )转依* 理论, %&& 地界中的金# 是表示 )依他起性* 中存在着 )圆成实

性*, %*& )二分依他* 是表示 )虚妄分别* b识中 )依他起性* 中 )遍计所执性* 的消灭# )圆成

实性* 的显现, %4& )遍计所执性* 是无+ 虚妄的# )圆成实性* 是真实有的, %竹村牧男" '转

依
$

二分依他 )摄论* 金/土/

%

:譬喻:解明;通路<=>(# '印度学
#

教学研究( 4. %&2!

)&# )./3" &()!&(4, 竹村牧男" '唯识:构造( %东京" 春秋社# ).02&" )03!)./&, 关于金+

土+ 藏之譬喻# 玄奘译 '摄大乘论本(" )世尊依何密意# 于 '梵问经( 中说" 4如来不得生死# 不

得涅?,5 于依他起自性中# 依遍计所执自性及圆成实自性# 生死+ 涅?# 无差别密意, 何以故-

即此依他起自性# 由遍计所执分成生死. 由圆成实分成涅?, 故 '阿?达摩大乘经( 中# 薄伽梵说

法有三种" 一+ 杂染分. 二+ 清净分. 三+ 彼二分, 依何密意做如是说# 于依他起自性中# 遍计所

执自性# 是杂染分. 圆成实自性# 是清净分. 即依他起# 是彼二分, 依此密意做如是说, 于此义中

以何喻显- 以金+ 土+ 藏为喻显示, 譬如世间金+ 土+ 藏中三法可得# 一+ 地界. 二+ 土. 三+ 金,

于地界中土非实有而现可得# 金是实有而不可得# 火烧炼时土相不现金相显现, 又此地界土显现时

虚妄显现# 金显现时真实显现# 是故地界是彼二分, 识亦如是# 无分别智火未烧时# 于此识中所有

虚妄# 遍计所执自性显现# 所有真实圆成实自性不显现, 此识若为无分别智火所烧时# 于此识中#

所有真实圆成实自性显现# 所有虚妄遍计所执自性不显现# 是故此虚妄分别识依他起自性有彼二分,

如金+ 土+ 藏中所有地界,* %P*)# ;D%)2.4# )4(9) 1&*&



四种 )义别* 与 )转依* 的六种 )位别*# 而后者的名目# 完全同于 '摄大乘

论(,

但特别的是# '成唯识论( 认为之所以成立 )唯识* 的教理# 乃在使人们亲

证 )菩提* %E=7-(& 与 )涅?* %2(#)!2

/

$& 这两种 )转依* 果位" )成立唯识#

意为有情证得如斯二转依果,*

"

, 这表示# 之所以建立唯识的教理# 是导向佛教

成佛解脱的目标, 然而# 这是否代表唯识的学说# 仅是一种引导走向成佛解脱

的 )方便教化*- 而在根本上并不是一般的什么形而上学唯心论 %EHB>IE:@& 或

者知识论上的表象论 %?B7?B:B;6>6ED;>IE:@& 呢- 而 '成唯识论( 还曾提到" )为

遣妄执心+ 心所外实有境故# 说唯有识, 若执唯识真实有者# 如执外境# 亦是

法执,*

& 这段话表明了唯识的教义# 乃是为了遣除错误的认识# 例如执着实有

外境存在的实在论 %?B>IE:@& 而才说出的, 因此# 笔者以为唯识的教义# 在认

识论的形态上# 是比较接近所谓的 )实用主义* %$?>L@>6E:@& 的, 不过# 此非

本文要探讨的核心# 故暂且点到为止,

笔者认为# '成唯识论( 对 )转依* 的说明# 可以分成两个主要的面向"

%)& 动态修证的历程" 这方面以 )无分别智* 为轴心# 用以断除烦恼+ 所知二

障# 直至究竟成佛. %&& 究竟成佛的果位" 这是指 )大涅?* 与 )大菩提*

%即 )四智相应心品*# 指与 )成所作智+ 妙观察智+ 平等性智+ 大圆镜智*#

这 )四智* 相应的无漏心+ 心所&, 由于笔者此文的核心在于 )智* 的探讨#

因此将以 )无分别智* 与 )四智相应心品* 和 )四分* 之间的关系# 作为讨论

的重点, 要特别说明的是# 这方面的研究# 仍尚缺乏# 因此笔者认为这有重大

的意义与价值, 以下# 笔者将先论述 '成唯识论( )转依* 的四种 )义别* 与

)转依* 的六种 )位别*# 我们将会发现# '成唯识论( 这两种对 )转依* 的释

义# 都包含着笔者所认为的 )动态修证的历程* 与 )究竟成佛的果位* 这二个

面向,

)%'成唯识论( )转依* 的四种 )义别*

而关于 )转依* 的四种 )义别*# '成唯识论( 提到"

$转依% 义别略有四种(

一& $能转道%( 此复有二( 一& $能伏道%' 谓伏二障随眠势力' 令不

引起二障现行* 此通有漏& 无漏二道' 加行& 根本& 后得三智' 随其所应

/)&/)转依*与)心+心所*认识论的)四分*说

"

&

P*)# ;D%)202# 2)>0 1.,

P*)# ;D%)202# 39&4 1&3,



渐顿伏彼* 二& $能断道%' 谓能永断二障随眠* 此道定非有漏加行' 有漏

曾习' 相执所引未泯相故' 加行趣求所证& 所引未成办故* 00

二& $所转依%( 此复有二( 一& $持种依%' 谓本识* 由此能持染& 净

法种' 与染& 净法俱为所依* 圣道转令舍染得净' 余 $依他起性% 虽亦是

依' 而不能持种故此不说* 二& $迷悟依%' 谓 $真如%* 由此能作迷悟根

本' 诸染& 净法依之得生* 圣道转令舍染得净' 余虽亦作迷悟法依' 而非

根本' 故此不说*

三& $所转舍%( 此复有二( 一& $所断舍%' 谓二障种* 真无间道现在

前时' 障治相违' 彼便断灭永不成就' 说之为舍* 彼种断故' 不复现行妄

执我& 法* 所执我& 法不对妄情' 亦说为舍* 由此名舍 $遍计所执%*

二& $所弃舍%' 谓余有漏劣无漏种' 金刚喻定现在前时' 引极圆明纯净本

识' 非彼依故皆永弃舍* 彼种舍已' 现有漏法及劣无漏毕竟不生' 既永不

生亦说为舍* 由此名舍生死劣法* 00

四& $所转得%( 此复有二( 一& $所显得%' 谓 $大涅?%* 此虽本来

自性清净' 而由客障覆令不显' 真圣道生断彼障故' 令其相显名得 $涅

?%* 此依 $真如% 离障施设' 故体即是清净法界00四涅?中唯后三种名

$所显得%* 二& $所生得%' 谓 $大菩提%* 此虽本来有能生种' 而所知障

碍故不生* 由圣道力断彼障故' 令从种起' 名得 $菩提%* 起已相续' 穷未

来际' 此即 $四智相应心品% 00此四心品名 $所生得%* 此 $所生得%

总名 $菩提%' 及前 $涅?%' 名 $所转得%*

虽 $转依% 义总有四种' 而今但取二 $所转得%

"

上述 '成唯识论( 关于 )转依* 的四种 )义别*# 笔者将之做成图 & 如下# 以

便于理解,

&

'成唯识论( 解释 )转依* 之义有上面 )能转道*+ )所转依*+ )所转舍*+

)所转得* 这四种# 前面三项 )能转道*+ )所转依*+ )所转舍* 即是笔者所谓

的 )转依* 意指 )动态修证的历程*, 而最后的 )所转得*# 就是笔者所言 )转

依* 意指 )究竟成佛的果位*, 这点 '成唯识论( 在总结此段时的说明亦可佐

证# 它说明在这里的 )转依* 义# 是采取 )所转得* 之意义# 也就是上引文的

/&&/ 唯识研究%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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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涅?*+ )大菩提* 两种 )转依* 果位, '成唯识论("

图 &! *成唯识论+ %转依& 的四种 %义别&

此四心品 +笔者案( 指 $转识成智% 之后的 $成所作智%& $妙观察

智%& $平等性智%& $大圆镜智% 这四智相应心品,' 名 $所生得%' 此 $所

生得%' 总名 $菩提%) 及前 $涅?% 名 $所转得%* 虽 $转依% 义总有四

种' 而今但取二 $所转得% +笔者案( 指 $大涅?%& $大菩提% 二种 $所

转得%,*

"

窥基的解释# 可以让我们更明白"

述曰( 总有四种' 而今但取二 $所转得%' 余三 $转依% 不可证故* 设

有真如及无漏道' 不是证义' 故不说之*

&

意思是 '成唯识论( )转依* 四种义别中的前三种 )转依*# 是无法证得的# 因

此仅取第四义二种 )所转得*# 作为 )转依* 的果位,

/*&/)转依*与)心+心所*认识论的)四分*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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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唯识论( )转依* 的六种 )位别*

关于 )转依* 的六种 )位别*# '成唯识论( 提到"

菩萨于十地中勇猛修行十种胜行' 断十重障' 证十真如' 于二 $转依%

+笔者案( 指 $涅?%& $菩提%, 便能证得* $转依% 位别' 略有六种(

一& $损力益能转%( 谓 $初二位% +笔者案( 指 $资粮位%& $加行

位%,* 由习胜解及惭愧故' 损本识中染种势力' 益本识内净种功能* 虽未

断障种实证 $转依%' 而渐伏现行' 亦名为 $转%*

二& $通达转%( 谓 $通达位%* 由见道力通达 $真如%' 断分别生二障

粗重' 证得一分真实 $转依%*

三& $修习转%( 谓 $修习位%* 由数修习十地行故' 渐断俱生二障粗

重' 渐次证得真实 $转依%* "摄大乘论# 中说 $通达转% 在前六地' 有无

相观通达真& 俗间杂现前' 令真非真现& 不现故) 说 $修习转% 在后四地'

纯无相观长时现前' 勇猛修习断余粗重' 多令非真不显现故*

四& $果圆满转%( 谓 $究竟位%* 由三大劫阿僧企耶修集无边难行胜

行& 金刚喻定现在前时' 永断本来一切粗重' 顿证佛果圆满 $转依%' 穷未

来际利乐无尽*

五& $下劣转%( 谓 $二乘位%* 专求自利' 厌苦欣寂' 唯能通达 $生

空真如%' 断 $烦恼种%' 证真择灭无胜堪能' 名 $下劣转%*

六& $广大转%( 谓 $大乘位%* 为利他故' 趣大菩提' 生死& 涅?俱无

欣厌' 具能通达二空真如' 双断所知& 烦恼障种' 顿证无上菩提& 涅?'

有胜堪能' 名 $广大转%* 此中意说广大 $转依%' 舍二粗重而证得故*

"

以上这部分 '成唯识论( 关于 )转依* 的六种 )位别*# 前面四项 )损力益能

转*+ )通达转*+ )修习转*+ )果圆满转*# 分别代表着唯识五位 )资粮位*+

)加行位*+ )通达位*+ )修习位*+ )究竟位* 的修道阶段# 这也就是笔者所谓

的 )转依* 指 )动态修证的历程*. 而达至 )究竟位*# 就是笔者所言 )转依*

指 )究竟成佛的果位*, 而第五项 )下劣转* 是指声闻+ 缘觉的 )二乘位*# 笔

者以为# 若能回小向大# 这亦是 )转依* 动态修证的历程之一, 而第六项 )广

大转*# 是指 )大乘位*# 这亦是笔者所谓的 )转依* 指究竟成佛的果位, 除了

)通达转*+ )修习转* 和 '摄大乘论( 有差异之外 % '摄大乘论( 认为 )通达

/4&/ 唯识研究%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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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 在前六地# )修习转* 在后四地. '成唯识论( 的说法是 )通达转* 是 )通

达位*# )修习转* 在十地&# 大致上是继承 '摄大乘论( 的说法# 名目也都与

'摄大乘论( 完全一致, 笔者亦将之做成图如下# 以便于理解"

图 #" *成唯识论+ %转依& 的六种 %位别&

!二" 能 %转依& 的 %无分别智& 具有 %四分& 吗'

上面说明了 '成唯识论( 的 )转依* 理论# 其中作为 )转依* 四种义别之

一的 )能转道*# 是指 )无分别智*# 这可以说是使 )转依* 成为可能的关键,

因此在这里# 笔者要探讨这 )无分别智* 是否和 )识* 一样# 也具有认识上的

)四分* 结构-

)%断除烦恼+ 所知二障证得 )转依* 的关键枢纽!!! )无分别智*

在上文提到四种 )转依* 义别时# 在 )能转道* 的部分# 曾提到"

$转依% 义别略有四种( 一& $能转道%( 此复有二( 一& $能伏道%'

谓伏二障随眠势力' 令不引起二障现行* 此通有漏& 无漏二道' 加行& 根

本& 后得三智' 随其所应渐顿伏彼* 二& $能断道%' 谓能永断二障随眠*

此道定非有漏加行' 有漏曾习' 相执所引未泯相故' 加行趣求所证& 所引

未成办故*

"

画成图# 如图 4 所示,

从这里# 我们可以看出# )能转道* 就是指 )无分别智*# 而此 )无分别

智*# 依据上面的引文# 又可分为 )加行无分别智*+ )根本无分别智*+ )后得

/2&/)转依*与)心+心所*认识论的)四分*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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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成唯识论+ %转依& 的关键枢纽 %能转道& ( %无分别智&

无分别智* 这三种, 但总之# 在 '成唯识论( 中# )无分别智*# 是能够对治烦

恼+ 所知二障# 证得 )转依* 的关键枢纽# 这点我们从下面的引文中亦可得知"

由数修习 $无分别智% 断本识中二障粗重' 故能转舍 $依他起% 上

$遍计所执% 及能转得 $依他起% 中 $圆成实性%* 由转烦恼得大涅?' 转

所知障证无上觉*

"

由数修习 $无分别智% 断本识中二障粗重' 故能转灭依 $如% 生死'

及能转证依 $如% 涅?*

&

既然 )无分别智* 是断除烦恼障+ 所知障证得 )转依* 的关键# 那么# 它的功

能与作用是什么呢- 为何能对治烦恼+ 所知二障# 而证得 )转依* 呢- 这点#

'成唯识论( 在解释世亲 '唯识三十颂( 第二十九颂" )无得不思议# 是出世间

智# 舍二粗重故# 便证得转依,*

'

%梵文" $A(**=C2:'$/$.E-=C"$: GH!2$./=8=**$#$

.

/

A$ *$*+!"

=

#$%$"%$ '$#!)#

/

**(#7)(7-!7$:"

/

*

/

-:/%$-!2(*$-

/

++& 之颂文时解释道"

菩萨从前见道起已' 为断余障证得 $转依%' 复数修习 $无分别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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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D%)202# 3)F)0 1).# 真谛 '转识论( 此句译为" )是名无所得# 非心+ 非境# 是智名 4出世

无分别智5# 即是境+ 智无差别# 名 4如如智5# 亦名 4转依5, 舍生死依# 但依如理故# 粗重及执#

二俱尽故, 粗重即分别性# 执即依他性# 二种俱尽也,* %P*)# ;D%)20/# 3*94 1/,& 霍韬晦译为"

)彼无心+ 无得# 是出世间智, 所依得转换# 舍二粗重故,* %霍韬晦" '安惠 )三十唯识释* 原典译

注(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0(&" .&, 吴汝钧梵文语译" )这是无心+ 无得, 因而# 这是出世

间的智慧# 是所依的转得, 因舍弃了两种粗重,* %吴汝钧" '唯识现象学 %一& 世亲与护法( %台

北" 学生书局# &((&&" &*.&, X>IG7>5>;>英译为" )#6E:8E65DG665DGL56>;H 8E65DG6DF B̂96%#6E:>I:D65B

:G7?>@G;H>;BN;D8IBHLB%P5?DGL5665BHB:6?G96ED; DC65B68DCDIH HB7?>JE6EB:# 65B?BE:?BJB?:ED; DC65B:DG?9B

0DC:G95 HB7?>JE6EB:1 %* %T>JEH W%X>IG7>5>;># ?-3'#(2A('/3=>;:77-("*'"%A-=/=5%# QIF>;R# +6>6BV;EK

JB?:E6RDC-B8SD?N $?B::# ).0/# 7%&)*%& 其他如U%O%UDFE;:D;# T>; YG:65>G:之英译可参见T>; YG: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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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智远离所取& 能取' 故说无得及不思议) 或离戏论说为无得' 妙用难测

名不思议* 是出世间 $无分别智%' 断世间故' 名出世间* 二取随眠' 是世

间本' 唯此能断' 独得出名* 或出世名依二义立' 谓体无漏及证真如* 此

智具斯二种义故' 独名出世' 余智不然* 即十地中 $无分别智%' 数修此故

舍二粗重*

"

引文说明了# )无分别智* 因为远离能取+ 所取# 所以说它是 )无得* 及 )不

思议*, 因其远离戏论# 故称 )无得*. 功用微妙难测# 所以名为 )不思议*,

而能取+ 所取这二取随眠 %$2:R$%$# 烦恼的异名&# 是世间的根本# 唯有 )无

分别智* 能够断除# 所以称其为 )出世间*,

既然远离能取+ 所取这二种执取烦恼是 )无分别智* 重要的功用# 那么这

)无分别智* 还和有漏的 )识* 一样具有 )见分* 与 )相分* 的吗- 窥基曾这

样解释上面的颂文"

述曰( 远离 $所取%' 名为 $无得%) 远离 $能取%' 说不思议* 此即

解上初句颂也 +笔者案( 指 "唯识三十颂# 第二十九颂( $无得不思议' 是

出世间智%,* 即一智体' 离计所执实 $所& 能取%' 说 $无得% 等' 非无

$见分% 等*

&

窥基说明 )无分别智*# 乃是离开能取+ 所取的一个智体# 但并非是说# )无分

别智*# 没有 )见分* 等, 可见 )无分别智* 确实是具有 )见分* 的, 而又因

为 )无分别智* 作为智体本身就是 )自证分*# 因此依据护法的 )四分* 说#

当然也有 )证自证分*, 所以# )无分别智* 乃具有 )见分*+ )自证分* 及 )证

自证分*, 不过# )无分别智* 具有 )相分* 吗- 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

&%)无分别智* 具有 )四分* 吗-

)无分别智* 是否与 )识* 一样具有 )四分*# 关键在于 )相分* 的有无,

而这个问题# 因着 )根本无分别智* 与 )后得无分别智* 的不同'

# 而答案也

有所不同# 以下# 我们即进行这方面的讨论,

//&/)转依*与)心+心所*认识论的)四分*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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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加行无分别智* 是否有 )相分*+ )见分*# 亦是一个问题# 但 '成唯识论( 并无任何原文提

及此点# 因此笔者此处暂时无法论断, 不过据理推测# )加行无分别智* 因为还未能达至我+ 法二

空# 也未能亲证真如# 所以应该是具有 )相分*+ )见分* 的# 亦即 )四分* 皆具备,



%)& )根本无分别智* !!!有 )见分* 而无 )相分* 之 )无分别的分别*

的认识

关于 )无分别智* 中的 )根本无分别智*# '成唯识论( 在解释 '唯识三十

颂( 第二十八颂时曾提到"

次 $通达位%' 其相云何- 颂曰(

若时于所缘' 智都无所得) 尔时住唯识' 离二取相故*

"论# +笔者案( 指 "成唯识论#, 曰( 若时菩萨于所缘境' $无分别

智% 都无所得' 不取种种戏论相故* 尔时乃名实住 $唯识真胜义性%' 即证

真如智与真如平等& 平等' 俱离能取& 所取相故* 能& 所取相' 俱是分别'

有所得心戏论现故*

"

有义( 此智二分俱无' 说无所取& 能取相故*

&

有义( 此智 $相%& $见% 俱有' 带彼 $相% 起名缘彼故' 若无彼

$相% 名缘彼者' 应色智等名声等智' 若无 $见分% 应不能缘' 宁可说为缘

真如智' 勿真如性亦名能缘' 故应许此定有 $见分%*

'

有义( 此智 $见% 有 $相% 无' 说无 $相% 取' 不取 $相% 故* 虽

有 $见分% 而无分别' 说非能取' 非取全无* 虽无 $相分%' 而可说此带

$如% 相起' 不离 $如% 故) 如 $自证分% 缘 $见分% 时' 不变而缘' 此

亦应尔* 变而缘者' 便非亲证' 如 $后得智% 应有分别* 故应许此有 $见%

无 $相%* 加行无间此智生时体会真如' 名 $通达位%' 初照理故亦名 $见

道%*

"

+数字符号
"

&

&

&

'

为笔者所加,

上引文中的 )无分别智*# 是指 )根本无分别智*# 而与 )后得无分别智* 有所

不同, 而 '成唯识论( 在此对于 )根本无分别智* 有无 )相分* 与 )见分* 的

问题# 提供了三种解答"

"

)相分*+ )见分* 俱无.

&

)相分*+ )见分* 俱

有.

'

有 )见分* 而无 )相分*, 不过# 第三种有 )见分* 无 )相分* 才是

'成唯识论( 认同的护法正义, 引文提及虽然有 )见分*# 但却并没有虚妄分别.

虽然并没有 )能取*# 但并不是说完全没有 )缘取* 的作用# 因此必须要有见

分# 作为 )能缘*, 而 )根本无分别智*# 乃以 )真如* 作为 )所缘*# 并亲证

)真如*# 达成智如不二的认识, 但这种认识# 与一般的认识并不相同, 一般的

认识# 其 )能缘* 之 )见分* 与所缘之 )相分*# 按照 '成唯识论( 的说法#

/0&/ 唯识研究%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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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识体 )自证分* 所变现出来的"

# 但 )根本无分别智* 的认识对象 )真如*

并不能作为识所变现出来的# 否则便失去 )真如* 的意义, 因此 )根本无分别

智* 虽然以 )真如* 为 )所缘*# 但 )真如* 却不能作为 )根本无分别智* 所

变现的 )相分*# 因此必然会得出有 )见分* 而无 )相分* 的观点# 也才会有

引文的 )带 4如5 相起* 这种解释,

)带 4如5 相起* 的观点在上引文第
'

点的" )虽无 4相分5# 而可说此带

4如5 相起# 不离 4如5 故. 如 4自证分5 缘 4见分5 时# 不变而缘# 此亦应

尔, 变而缘者# 便非亲证*, 意思是虽然 )根本无分别智* 并没有 )相分*# 但

在其亲证 )真如* 之时# 是 )挟带* 真如之相而生起# 而不离开真如# 这正像

)自证分* 缘于 )见分* 时的情况一样# 是不变而缘的, 因为 )真如* 若是

)无分别智* 所变现出来而再缘取的# 就不能说是亲证, 这点窥基在 '述记( 中

亦曾记载# 并说这是玄奘曾提出独特的关于 )无分别智* 亲证 )真如* 时# 在

)带相* 理论上的 )变带* 与 )挟带* 之区分"

$带% 有二义' 若古西方师释* 己者境体' $带者% 是心似彼境相义'

即能缘之心有似所缘之 $相% 名 $带%* $相% 者 $相状%' 小乘是 $行

相%' 能缘体摄' 大乘是 $相分% 所摄* 以前第二卷中' 解谓能缘心等' 带

此色等己之相也* 以此理故正量部师般若球多造谤大乘论' 遂破此云( $无

分别智% 不似 $真如% 相起' 应非 $所缘缘%* 我之大师 +笔者案' 指玄

奘, 戒日大王为设十八日无遮会时' 造 "制恶见论#' 遂破彼云( 汝不解我

义' $带% 者' 是 $挟带% 义) $相% 者 $体相%' 非 $相状% 义* 谓正智

等生时' 挟带 $真如% 之体相起' 与真如不一& 不异' 非相& 非非相* 若

$挟带% 彼所缘之己以为境相者' 是所缘故* 若相言体' 即有同时心& 心所

之体相* 亦心挟带而有' 虽有所托* 然非所虑故非 $所缘缘% 故* $相%

者' $相分% 义' 或 $体相% 义' $真如% 亦名为 $相%' $无相之相%* 所

以经言皆同一 $相%' 所谓 $无相%*

&

上面引文最后的部分提及 )相* 具有 )相分* 或 )体相* 的意义# )真如* 亦

可名为 )相*# 但这却是一种 )无相之相*, 吕贗依据窥基的记载# 认为这种

/.&/)转依*与)心+心所*认识论的)四分*说

"

&

'成唯识论(" 达 )无离识所缘境* 者# 则说" )相分* 是 )所缘*. )见分* 名 )行相*. )相*+

)见* 所依 )自体*# 名 )事*# 即 )自证分*, %P*)# ;D%)202# )(F2 1/&

P4*# ;D%)0*(# 2((9) 1)/,



)无分别智* 缘取 )真如* 的认识是玄奘提出的新见"

, 但当代学人吴汝钧却认

为这是护法解释的漏洞&

# 不过他的这个观点# 是站在圆教# 尤其是天台圆教的

立场来谈# 认为玄奘+ 窥基的法相唯识学# 依然是有能+ 所# 或即主体性+ 客

体性之二分区分与对立的情形,

'

当然依据窥基本人的记载与说明# )无分别智* 依然是有 )所缘* 境的# 此

如窥基言" )此缘真智# 4挟带5 4真如5 之体相起故# 名 4所缘5, 非带彼 4相

分5 影像而起# 名缘于 4如5# 不离 4如5 故,*

()

, 在此段引文中# 窥基明确

地提到 )无分别智* 是有 )所缘* 境的# 只是这种 )所缘* 境# 是 )挟带* 真

如之体相而起# 而不是一般认识中由识体转变出所缘之 )相分* 的 )变带*, 并

且这种 )所缘* 境# 是不能离开 )真如* 本身的, 也就是 )根本无分别智* 与

)真如* 是构成 )智+ 如不二 %不一+ 不异&* 的关系, 因为 )根本无分别智*

作为一种认识是 )无分别* 的# 但 )根本无分别智* 缘取+ 亲证 )真如* 时#

为了将理论说清楚与明白些# 却不得不将无分别的智+ 如不二 %不一+ 不异&

仍区分成 )根本无分别智* 与 )真如* 这二部分的差别*

# )真如* 即作为 )无

相之相*# 所以 '成唯识论( 特别界定这种认识是有 )见分* 而无 )相分*, 也

因此笔者认为# 这种 )根本无分别智* 缘取+ 亲证 )真如* 的认识# 是一种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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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贗说" )带相才可以为所缘缘# 所以心境在内而不在外$$到达佛境根本无分智时# 是与境界的

实体 %本质& 直接发生关系的所谓 4亲证5# 绝不会有另外变出来的 4行相5# 这时候就不能说是带

相了$$玄奘把 4带相5 的 4带5 与 4相5 作了两层新的说明" %一& 所谓 4带5# 并不限于 4变

带5 一义# 还有 4挟带5 一义$$在根本无分别智亲证真如时# 是亲切的理解# 认识的同时便挟带

着行相 %无相之相& 一道起来, %二& 所谓 4相5# 可以就相分方面说# 也可以就见分方面说# 而唯

识家之说行相# 是侧重在见分方面的, 所以# 尽管是根本无分别智了解境界的本质# 也应该有行相#

不过这行相是无相之相 %是无分别的行相, 虽无分别# 但仍有其理解的行相&,* %吕贗" '印度佛学

源流略讲( %上海" 世纪出版集团# &((2&" &)2 1&)3,

吴汝钧说" )一般来说# 对应于所缘境的认识能力应是分别识心, 一般的认识就是以分别的识心去

认识所缘境# 把所缘境视为一种对象去认取, 而说到无分别智时# 所缘境都已被克服+ 被超越过来,

所缘境和无分别智很难放在一起来说, 当提到所缘境时# 对应于所缘境的应是一个有分别的识心,

如果说到无分别智# 就应没有所缘境# 这里看到护法的解释有点漏洞$$* %吴汝钧" '唯识现象学

%一&" 世亲与护法( %台北" 学生书局# &((&&" &*/&,

关于这点# 感谢吴汝钧教授于 &((0年 4 月 )) 日在 )中央研究院* 中国文哲研究所# 接受笔者拜访

请益时# 给予笔者的当面提示与说明,

P4*# ;D%)0*(# 23.F&4 1&3,

这里笔者之所以使用 )能缘*+ )所缘* 这样属于 )分别* 认识的概念# 也是因为窥基 '述记( 提

到 )无分别智* 缘 )真如* 时# 亦以 )真如* 作为 )所缘* 之故, 即此段引文,

这点在印顺对汉传法相唯识宗的看法中可以得到佐证" )对有漏与无漏+ 如与智+ 性与相# 唯识宗

始终取着差别论的说明,* %印顺" '以佛法研究佛法( %台北" 正闻出版社# )..&# 修订一版&"

&0(&,



殊的 )无分别的分别* 之认识情形, 这种认识情形和 )后得无分别智* 虽仍分

别世间诸法而却不执取诸法的无分别之情形 %笔者认为这可以说是一种 )无执

取的分别*# 详下&# 是有所不同的, 而其差别乃在于# )根本无分别智*# 是有

)见分* 而无 )相分*. 而 )后得无分别智*# 则是 )相分*+ )见分* 这二分

俱有,

"

%&& )后得无分别智* !!! )见分*+ )相分* 俱有之 )无执取的分别* 的

认识

关于 )无分别智* 中的另一种 )后得无分别智*# 根据艾伦/史彭伯格

%QI>; +7D;FB?L& 的研究# 他认为这是一种从 )圆成实性* 返回到清净 )依他起

性* 的回归转移, 这种转移是在开悟后所获得的理解# 即 )根本无分别智*# 给

予 )圆成实性* 再次回到真实之清净 )依他起性* 的通路# 也就是 )后得无分

别智*

&

, 因此作为 )无分别智* 之一的 )后得无分别智*# 虽然说是无分别#

但其实是必须要 )有分别* 的# 但是这种分别因为已经远离+ 舍弃了 )遍计所

执性*# 所以并无能取+ 所取# 而恒与清净的 )依他起性* 相应, 因此笔者认为

这可以说是一种 )无执取的分别* 的认识情形, 这是菩萨+ 圣者们在亲证属于

)圆成实性* 之 )真如* 的无分别之 )根本无分别智* 后# 回到世俗世间生活+

作用或化导有情众生时# 所必须具有的一种与清净 )依他起性* 相应的 )分别*

认识,

关于这 )后得无分别智*# 是否具有 )相分*+ )见分* 这个问题# '成唯识

论( 的解答如下"

诸 $后得智% 有二分耶-

"

有义( 俱无' 离二取故*

&

有义( 此智 $见% 有 $相% 无* 说此智品有分别故' 圣智皆能亲照

境故' 不执着故' 说离二取*

'

有义( 此智二分俱有*

!

%说此思惟似真如相' 不见真实真如性故*

#

%又说此智分别诸法自& 共相等观诸有情根性差别而为说故*

$

%又说此

智现身& 土等为诸有情说正法故' 若不变现似色& 声等' 宁有现身说法等

事*

%

%转色蕴依不现色者' 转四蕴依应无受等*

+

%又若此智不变似境'

/)*/)转依*与)心+心所*认识论的)四分*说

"

&

当然# 不论是 )根本无分别智* 或 )后得无分别智*# 两者作为智体本身# 都是 )自证分*# 因此两

者一定都有 )自证分* 与 )证自证分*, 所以差别只在于 )相分* 的有或无上,

QI>; +7D;FB?L# )P5BP?E:J>F5>J>TD96?E;BE; #;HE>c"5E;>!Q+6GHRDCP5?BB_̀BLB6E9>IMDHBI:!*# '龙

谷大学佛教文化研究所纪要( -D%&)# ).0&# 7%)(4%



离自体法应非所缘' 缘色等时应缘声等*

,

%又缘无法等应无所缘缘' 彼体

非实' 无缘用故* 由斯 $后智% 二分俱有*

"

+数字符号
"

&

&

&

'

及
!

&

#

&

$

等为笔者所加,

这方面# '成唯识论( 一样提出三种解答# 即 )后得无分别智* 是"

"

)相

分*+ )见分* 俱无.

&

有 )见分* 而无 )相分*.

'

)相分*+ )见分* 俱有,

当然第三种解答才是 '成唯识论( 所支持的护法正义, 而在第
&

点中# 之所以

认为有 )见分*+ 无 )相分*# 是因为 )说此智品有分别故# 圣智皆能亲照境

故# 不执着故# 说离二取*, 可见得 )后得无分别智*# 确实是 )有分别* 而无

能取+ 所取这二种执取的,

但为何此 )后得无分别智* 具备 )相分* 与 )见分* 呢- 上引文的第
'

点

提出的理由有六个"

!

%)说此思惟似真如相# 不见真实真如性故*# 因为此智

并未亲证真如# 而是 )思惟似真如相*# 其中的思维就是显示出有 )见分* 存

在# 似真如相就是显示有 )相分* 存在,

&

#

%是因为 )此智分别诸法自+ 共相

等观诸有情根性差别而为说故,* 亦即此智能分别诸法的自相+ 共相# 并观察有

情众生的根性差别而为之说法# 所以要有 )相分* 与 )见分*,

$

%是 )又说此

智现身+ 土等为诸有情说正法故# 若不变现似色+ 声等# 宁有现身说法等事,*

因为此智要为有情众生现身说法# 所以要变现似色+ 声等境界# 因此必然要有

)相分*+ )见分*,

%

%是 )转色蕴依不现色者# 转四蕴依应无受等,* 这是说明

)转依* 后若转五蕴之色蕴而不变现色等# 则转其他受+ 想+ 行+ 识四蕴应该会

没有受等出现# 则会如木石般毫无感觉# 因此佛应有无漏的五蕴# 因此是 )相

分*+ )见分* 都要有,

+

%)又若此智不变似境# 离自体法应非所缘# 缘色等时

应缘声等,* 亦即此智要能变现似五境之各别所缘# 才能进行认识# 因为脱离识

自体的事物# 如颜色+ 声音等# 并不是认识的对象# 否则缘取颜色之时就应该

能缘取声音. 既然要变现所缘境# 就有 )相分*# 因而 )相分*+ )见分* 都具

有,

'

,

%)又缘无法等应无所缘缘# 彼体非实# 无缘用故,* 这意思是认识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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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释演培 '成唯识论讲记( %五& %台北" 天华出版事业# &((&&" )&(,

窥基" '述记( 解释此段" '论(" )又若此智$$至应缘声等,* 述曰" 既无 )相分*# 其他之心+

他身土等离自己体之法# 不带影像# 应非所缘缘# 直亲照彼不变为相故# 不同真如, )真如* 即是

智自体故, 若尔真如应非所缘缘# 无似境相故- 答" 不然, 带如之相起故, 离自体法既无影像# 不

可言带彼相起# 如何说有所缘缘- 彼皆离自体故# 既不带相起名所缘缘# 缘色等时应缘声等# 缘色

等智不带声等相故, %P4*# ;D%)0*(# 2/&>)/ 1&2&



存在的事物时# 如果不能变现此智的 )相分*# 则便无所缘缘# 而会无法认识,

"

由于以上的种种理由# '成唯识论( 认为 )后得无分别智* 必须具备 )相分*

与 )见分*# 而其智体就是 )自证分*# 因而也有 )证自证分*# 所以是 )四分*

都有,

*%唯识五位 )见道位* 中 )无分别智* 的观法与 )四分* 之关系

经由以上的分析# 我们可以知道# )根本无分别智* 只具备四分中的三分#

即 )见分*+ )自证分*+ )证自证分*# 而无 )相分*# 这是与 )识* 在认识结构

上最大的差异, 但 )后得无分别智*# 则四分都具备# 而与所有的 )识* 和心+

心所的认识结构在 )四分* 说这点上是一致的. 不一样的是此智虽一样有 )四*

分与有分别的功能# 但却远离了能取+ 所取这二取烦恼而无执取之作用,

依据 '成唯识论( 的说法# )唯识* 并不是凡夫所亲证的# 而是 )通达位*

或 )见道位* 的菩萨才能亲证的, 而在 )见道位* 中# '成唯识论( 提出了许

多在 )无分别智* 的观法上与 )见分*+ )自证分* 有关的说明# 值得深入

研究,

%)& )唯识* 非凡夫所证而为 )见道位* 菩萨所证

在此必须注意的一点是# 依据 '成唯识论( 的说法# )唯识* 的道理# 亦即

)唯识真胜义性*# 是要 )通达位* 或称 )见道位* 的菩萨# 才能亲身证得的#

一般人仅是知晓名目或信解而已# 而无法亲证 )唯识*"

云何渐次悟入 $唯识%- 谓诸菩萨于识相& 性 $资粮位% 中能深信解'

在 $加行位% 能渐伏除所取& 能取引发真见' 在 $通达位% 如实通达'

$修习位% 中如所见理数数修习伏断余障' 至 $究竟位% 出障圆明' 能尽未

来化有情类复令悟入 $唯识% 相& 性*

&

引文提到要如何悟入 )唯识*# 那就是要经由 )唯识五位* 的修炼# 即资粮位+

加行位+ 通达位 %又称见道位&+ 修习位+ 究竟位, 而在 )通达位* 或称 )见

道位* 中# 便能如实通达唯识的道理, '成唯识论( 卷九"

次 $通达位%' 其相云何- 颂曰(

/**/)转依*与)心+心所*认识论的)四分*说

"

&

窥基" '述记( 解释此段" '论(" )又缘无法等$$至无缘用故,* 述曰" 不变为无相为 )见* 所缘

故, 以无 )相分* 直照于无# 无非有体# 所缘缘义如何得成- 由此故知# 佛亦不能亲缘于无# 此文

理证也, %P4*# ;D%)0*(# 2/&>&3 1&.&

P*)# ;D%)202# 40F)2 1&(,



若时于所缘' 智都无所得) 尔时住唯识' 离二取相故*

"

"论# 曰( 若时菩萨于所缘境' $无分别智% 都无所得' 不取种种戏论

相故* 尔时乃名实住 $唯识真胜义性%' 即证真如智与真如平等& 平等' 俱

离能取& 所取相故*

&

在这个位次# 由于 )无分别智* 的作用# 远离能取+ 所取的种种戏论# 因此称

为 )实住唯识真胜义性*, 从这点来理解的话# )唯识* 似乎并不仅仅只是一种

学说理论# 而是可以亲身证得而获知的, 而之所以称为 )通达位*# 是由于在此

位时# 生起 )无分别智*# 因而体会真如# 所以名为 )通达位*# 又因初次照见

唯识之理# 所以又名为 )见道位*, '成唯识论( 卷九"

加行无间' 此智 +笔者案( 指 $无分别智%, 生时体会 $真如% 名

$通达位%* 初照理故' 亦名 $见道%*

'

此 )见道位*# 在 '成唯识论( 中又分成二种# 即 )真见道* 与 )相见道*, 而

正是在这个地方# 有不少与 )四分* 说有关的观法内容, 这部分在目前的学术

界中# 仍欠缺相关的研究# 因此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 )无分别智* 在 )见道位* 中之 )真见道*+ )相见道* 与 )四分* 的

关系

在这里# 笔者将探讨 )见道位* 中 )无分别智* 在 )真见道* 与 )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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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唯识论( 卷九. P*)# ;D%)202# 4.9)3 1)/, 此句偈颂之梵文为" %$7!/$.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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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3*$7!+"*-(*$.)(GH!2$.!*#$*)35#!-%!E-!)3*$7$5#$-!*++%引见" '成唯识论(# 欧阳竟无 '藏要(

校正本# 2附录之二" 唯识三十颂 %梵文原文&3 %台北" 方广文化# )../&" &0(&, 真谛 '转识论(

将此句译为" )若智者不更缘此境# 二不显现# 是时行者名入唯识, 何以故- 由修观熟乱执尽# 是

名无所得# 非心+ 非境,* %P*)# ;D%)20/# 3*9& 14& 霍韬晦译为" )若智于所缘# 全然无所得# 尔

时住唯表# 无二取相故,* %霍韬晦" '安慧 )三十唯识释* 原典译注(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0(&" .&, 吴汝钧梵文语译" )不管是什么时候# 当识不得所缘时# 便能成立唯识, 当所取没有

时# 亦没有取着所取的事,* %吴汝钧" '唯识现象学 %一& 世亲与护法( %台北" 台湾学生书局#

&((&&" &*2&, X>IG7>5>;>英译为" )a5B; 9D;:9EDG:;B::8E65 DF B̂96E:;D6DF6>E;BH# 65B; 65B?BFB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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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其他如U%O%UDFE;:D;+ T>; YG:65>G:之英译可参见T>; YG:65>G:# ;:77-("*'-32=.3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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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的修证观法与 )四分* 之间的关系# 为了完整呈现 '成唯识论( 的这部分

说明# 兹将此段原文完整摘录如下# 再分段解说 %重点在下面笔者标底线的部

分&"

然此 $见道%' 略说有二(

一& $真见道%' 谓即所说 $无分别智%' 实证二空所显真理' 实断二障

分别随眠' 虽多
!

那事方究竟而相等故总说一心* 有义( 此中二空& 二障

渐证& 渐断' 以有浅深粗细异故* 有义( 此中二空& 二障顿证& 顿断' 由

意乐力有堪能故*

二& $相见道%' 此复有二(

一& 观非安立谛有三品心( 一& 内遣有情假缘智' 能除软品分别随眠)

二& 内遣诸法假缘智' 能除中品分别随眠) 三& 遍遣一切有情诸法假缘智'

能除一切分别随眠* 前二名 $法智%' 各别缘故) 第三名 $类智%' 总合缘

故* 法 $真见道% 二空 $见分% 自所断障无间& 解脱' 别总建立名 $相见

道%*

二& 缘安立谛有十六心' 此复有二(

一者依观所取& 能取' 别立法类十六种心' 谓于苦谛有四种心( 一&

苦法智忍' 谓观三界苦谛真如' 正断三界见苦所断二十八种分别随眠* 二&

苦法智' 谓忍无间观前真如证前所断烦恼解脱* 三& 苦类智忍' 谓智无间

无漏慧生于法忍智各别内证' 言后圣法皆是此类* 四& 苦类智' 谓此无间

无漏智生审定印可苦类智忍* 如于苦谛有四种心' 集& 灭& 道谛应知亦尔*

此十六心' 八观真如& 八观正智* 法 $真见道% 无间& 解脱' $见%& $自

证分% 差别建立' 名 $相见道%*

二者依观下& 上谛境' 别立法类十六种心* 谓观现前& 不现前界苦等

四谛各有二心( 一& 现观忍) 二& 现观智* 如其所应' 法 $真见道% 无间&

解脱 $见分%' 观谛断见所断百一十二分别随眠' 名 $相见道%*

"

以上的引文# 分 )真见道* 与 )相见道* 两大部分, 而首先要知道的是# '成

唯识论( 认为在 )真见道* 中证得 )唯识性*# 即证得圆成实性+ 亲证 )真

如*, 而在 )相见道* 中证得 )唯识相*# 亦即了知依他起性能变的诸识与诸

法, )真见道* 为 )根本无分别智* 所涵摄# 因此没有 )相分* 而有 )见分*,

/2*/)转依*与)心+心所*认识论的)四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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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见道* 则为 )后得无分别智* 所包摄# 因此 )相分*+ )见分* 都具有, '成

唯识论( 卷九"

前 $真见道% 证 $唯识性%' 后 $相见道% 证 $唯识相%* 二中初胜'

故颂偏说* 前 $真见道%' $根本智% 摄) 后 $相见道%' $后得智% 摄*

"

以下分别说明 )真见道* 与 )相见道*,

"

)真见道*

在 )真见道* 的部分# 就是所谓 )根本无分别智* 证得我+ 法二空所显之

真理# 断除烦恼障+ 所知障这二障的分别种子, 在这里又涉及 )四道* 的理论,

所谓的 )四道*# 乃是指从此处 )见道位* 到之后的 )修道位* 十地中的每一

地# 在每一修行阶段都可以分为四阶次" 加行道+ 无间道+ 解脱道+ 胜进道,

)加行道*# 乃修行前的准备工夫. )无间道*# 则直接断除烦恼. )解脱

道*# 则指证得真理. )胜进道*# 意味着使前二道过程圆满, 在这里上面引文要

说明的是# 在 )见道位* 的 )无间道* 中断除二障种子# 而在其 )解脱道* 中

证得二空真理的部分,

& 但关于断除烦恼+ 证得真理# 这里又有两家的说法"

!

%是难陀+ 胜军主张的渐证+ 渐断.

#

%是护法+ 戒贤主张的顿证顿断,

' 以

后者为 '成唯识论( 的正义,

&

)相见道*

上引文在关于 )真见道* 的部分# 并无与 )四分* 相关的说明, 不过在

)相见道* 的解释中# 就有这方面的相关讨论, 而且在这里又谈论到仿效 )真见

道* 中之无间道与解脱道的 )见分* 与 )自证分* 的关系, 根据上面的引文#

)相见道* 又分成两大部分,

!

%)观非安立谛(三品心*

这部分# 我们可以称为 )相见道* 三心# 其与 )四分* 相关的说明在这句"

)法 4真见道5 二空 4见分5 自所断障无间+ 解脱# 别总建立名 4相见道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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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国良" '成唯识论直解(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 323,

参见太田久纪 '成唯识论要讲!护法正义;中心<=>( %第三卷& %东京" 中山书房
#

书林#

&(((&" *24!*22, 释演培" '成唯识论讲记( %五& %台北" 天华出版事业# &((&&" )(),

)非安立谛*# 是指离开言语文字的真如之理, 窥基在 '述记( 卷九末中曾解释" 有差别+ 名言者#

名 )安立*, 无差别+ 离名言者# )非安立* 也, )安立* 者# 施设义, 此位菩萨# 若加行不作二种

观者# 不能引真+ 相见二种生故# 亦不能伏二乘者故, 为入二空观真如理# 正观 )非安立* 为起游

观# 起胜进道成熟佛法# 降伏二乘亦观 )安立*, %P4*# ;D%)0*(# 230>) 1)/&



为清楚理解这部分# 笔者将这个解释图示如下"

"

图 %"观非安立谛三品心 ! %相见道& 三心" 法 %真见道& 二空 %见分&

由上面的图示# 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了解 )相见道* 的 )观非安立谛三品

心* 仿效或效法学习 )真见道* 我+ 法二空 %图中的生空即指我空& )见分*

的情形,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 那就是为什么只效法 )真见道* 中之无间道与

解脱道的 )见分* 而不仿效其 )自证分* 呢- 这点在窥基的解释中可以找到

解答"

"论#( 法 $真见道% 00至名 $相见道%*

述曰( 法者' 法则' 放学为义* $真见道% 中有二空 $见分%' 虽亦有

$自证% 而不法彼* 亲缘 $如% 者' 即乃放之' 就 $见分% 中有无间& 解

脱' 随自所断障有四 $见分%* 就无间道中人& 法二 $见分% 各别法故' 有

初二心) 解脱道中人& 法二 $见% 总法' 有第三心* 但法 $见分% 者'

$见分% 行相' 与 $真如% 境别故) 以 $自证分% 与 $真如% 境' 体义&

无别) 故不法之* 别& 总法者' 显无间所断有差别故' 显解脱道所证唯一

味故*

&

窥基首先解释 )法真见道* 中的 )法* 字# 是法则# 意味着仿效+ 学习或效法,

至于为什么只仿效 )见分* 而不仿效 )自证分*- 窥基的回答是# 因为 )自证

分* 与 )真如* 在体义上没有差别# 所以不仿效它# 而因为 )见分* 的行相与

)真如* 之境有差别# 所以在这里只仿效 )见分*,

不过# 在这里# 笔者的疑惑是# )相见道* 的这三心到底要如何进行仿效

)真见道* 中无间道+ 解脱道的 )见分* 呢- 上面提及过# )真见道* 为 )根本

//*/)转依*与)心+心所*认识论的)四分*说

"

&

下面这三个图乃参见释演培 '成唯识论讲记( %五& %台北" 天华出版事业# &((&&" )(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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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分别智* 所涵摄# 所以它代表着修习 )根本无分别智*. 而 )相见道* 为

)后得无分别智* 所涵摄# 所以它是代表着修习 )后得无分别智*, 而 )根本无

分别智* 是有 )见分* 而无 )相分* 的# )后得无分别智* 则是 )相分*+ )见

分* 俱有, 因此 )相见道* 的这三心# 仿效 )真见道* 中无间道+ 解脱道的

)见分*# 或许是因为在 )相见道* 中仍有 )相分* 的存在# 因此必须仿效无

)相分* 而仅有 )见分* 的 )真见道* 中的 )见分*, 而不仿效 )自证分* 的原

因# 窥基已经说明# 因 )自证分* 与 )真如* 体无差别# 故仅仿效 )见分*,

不过# 这种 )相见道* 仿效 )真见道* 中无间道+ 解脱道之 )见分*# 是否指

的是一种学习观修 )唯识无境* 的唯识观呢- 由于 '成唯识论( 在这方面并没

有解说# 所以我们也许很难真正厘清这 )相见道* 的三心仿效 )真见道* 之

)见分* 到底意味着何种观行# 以及要如何实践,

不过# 笔者认为# 这种仿效 )见分* 的观法# 也许是因为 )相见道* 是为

)后得无分别智* 所涵摄# 而 )后得无分别智*# 虽然有 )相分* 与 )见分*#

但却是一种没有能取+ 所取二种执取的认识# 不过其仍必须对世间缘起而生的

诸假法有所分别, 而为了维持这种实际上有分别# 但却无执取而称为无分别的

认识状态# 因此必须进行仿效被 )根本无分别智* %仅有 )见分* 而无 )相

分*& 所涵摄的 )真见道* 中无间道与解脱道之 )见分* 的观修法,

#

%)缘安立谛十六心*

这 )缘安立谛十六心*# 我们可称为 )相见道* 十六心, 这又分为二

种# 即"

%

!

& 依观所取+ 能取# 别立法类十六种心

这部分是依据观 )所取* 的谛理与 )能取* 的缘理之智# 而分成十六种

心, 这类的十六心# 是指苦+ 集+ 灭+ 道各有四心# 即法智忍+ 法智+ 类智

忍+ 类智# 而四四相乘共成十六心, 这部分与 )四分* 相关的说明在这句"

)法 4真见道5 无间+ 解脱# 4见5+ 4自证分5 差别建立# 名 4相见道5*, 在

关于仿效 )真见道* 之无间道+ 解脱道# 其见分与自证分的解释上# 窥基曾

这样解释"

"论#( 法真见道00至名相见道*

述曰( $法忍%' 法 $真% 无间道 $见分%) $法智%' 法 $真% 解脱道

$见分%) $类忍%' 法无间之 $自证分%) $类智%' 法解脱之 $自证分%* 印

前智故' 差别立也* 又解 $法忍%' 法无间道) $法智%' 法解脱道) 此即总

法* $类忍%' 法无间& 解脱之 $见分%* 虽缘智& 缘如不同' $见分%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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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故合法也* $类智% 合法二道之 $自证分%* 前解为本*

"

窥基的意思是" 法智忍# 是仿效 )真见道* 之无间道的 )见分*. 法智# 是仿效

)真见道* 之解脱道的 )见分*. 类智忍# 是仿效 )真见道* 之无间道的 )自证

分*. 类智# 是仿效 )真见道* 解脱道之 )自证分*, 按照窥基的这种解释# 笔

者将之图示如下"

图 &"依观所取) 能取, 别立法类十六种心 ! %相见道& 十六心之一"

法 %真见道& 之无间道) 解脱道的 %见分&) %自证分&

注" 仿效 )真见道* 之无间道+ 解脱道之 )见分*+ )自证分*,

%

#

& 依观下+ 上谛境# 别立法类十六种心

这部分是依据欲界+ 色界+ 无色界这三界中# 下面之欲界的苦+ 集+ 灭+

道四谛# 各具法智忍+ 法智二种# 共成八谛. 而上面之色界+ 无色界的四谛#

又各具类智忍+ 类智二种# 亦成八谛, 综合而成上+ 下各八谛的十六心观, 而

与 )四分* 相关的说明在这句" )法 4真见道5 无间+ 解脱 4见分5# 观谛断见

所断百一十二分别随眠# 名 4相见道5*,

窥基对这段文字# 有这样的解释"

"论#( 谓观现前00至二现观智*

述曰( 现前界者' 谓下界' 即欲界* 现于欲界入见道故' 上二界名不

现前*

"论#( 如其所应00至见分观谛*

述曰( 其现观忍' 法 $真见道% 无间道 $见分%) 现观智' 法 $真见

/.*/)转依*与)心+心所*认识论的)四分*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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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解脱道 $见分%* 不法 $自证分%' 以于前十六心后作此观渐粗心' 与

前十六心差别观故*

"

根据窥基的解释# 说明下面欲界四谛的法智忍与法智# 是作为现观忍# 而仿效

)真见道* 之无间道的 )见分*, 而上面色界+ 无色界四谛的类智忍+ 类智# 是

作为现观智# 而仿效 )真见道* 解脱道之 )见分*, 窥基还解释# 这十六心之所

以不仿效 )真见道* 的 )自证分*# 是因为这是在前面 )依观所取+ 能取# 别

立法类十六种心* 之后所做的观法# 而渐渐粗心# 为了与前面十六心有差别之

观# 所以才不仿效 )真见道* 的 )自证分*, 为清楚理解这部分# 笔者依据窥基

的解释# 将之图示如下"

图 '"观下) 上谛境, 别立法类十六种心 ! %相见道& 十六心之二"

法 %真见道& 之无间道) 解脱道的 %见分&

!三" 作为 %转依& 果位之一的 %四智相应心品& 具有 %四分& 吗'

在论述完作为使 )转依* 成为可能的 )能转道* 即 )无分别智*# 是否与

)识* 一样具有认识上的 )四分* 后, 笔者接着要讨论# 作为 )转依* 果位

)所转得* 之一的 )四智相应心品* 是否也具有认识上的 )四分*-

)%)转依* 的二种 )所转得* 之一!!! )四智相应心品* 总名 )菩提*

)四智相应心品*# 也就是与 )成所作智+ 妙观察智+ 平等性智+ 大圆镜

智*# 这 )四智* 相应的无漏心+ 心所, 前文曾提过# 这是 '成唯识论( 四种

)转依* 义别之中的 )所转得* 之一 %另一是 )涅?*&, '成唯识论( 又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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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智相应心品* 为 )所生得*# 总名 )菩提*, '成唯识论( 卷十"

此四心品名 $所生得%' 此 $所生得% 总名 $菩提%* 及前 $涅?% 名

$所转得%* 虽 $转依% 义总有四种' 而今但取二 $所转得%*

"

引文提及 )转依* 之意义有四种 %即 )转依* 的四种义别" 能转道+ 所转依+ 所

转舍+ 所转得&, 但在这里# 仅取第四义的二种 )所转得*# 即 )菩提*+ )涅?*#

作为 )转依* 的义涵, 这就是笔者前文曾提及 )转依* 在 '成唯识论( 中有动态

修证的历程与究竟成佛的果位二种面向# 而 )四智相应心品*# 乃是作为究竟成佛

的果位# 也就是 )所转得* 之一的 )转识成智*, '成唯识论( 卷十"

此四品总摄佛地一切有为功德皆尽' 此转有漏八& 七& 六& 五 $识%

相应品' 如次而得* $智% 虽非 $识%' 而依 $识% 转' $识% 为主故' 说

转 $识% 得* 又有漏位 $智% 劣 $识% 强' 无漏位中 $智% 强 $识% 劣*

为劝有情依 $智% 舍 $识%' 故说转八识而得此四智*

&

引文明白提到# 这 )四智相应心品* 是 )转八识而得此四智*, 而关于所转之八

识与四智的相对应关系# '成唯识论( 这里的说法是" )此转有漏八+ 七+ 六+

五 4识5 相应品# 如次而得,* 也就是" 第八阿赖耶识
#

)大圆镜智*# 第七末

那识
#

)平等性智*# 第六识
#

)妙观察智*# 前五识
#

)成所作智* 的对应关

系# 这就是引文说的八+ 七+ 六+ 五之关系,

但是# 关于 )转识成智* 之说# 只有在玄奘糅译的 '成唯识论( 以及 '佛

地经论(+ 无性 '摄大乘论释( 与波罗颇蜜多罗 %I#$E-$8$#$.(*#$# 232!3**&

翻译的 '大乘庄严经论( %S$-!%!2$&"F*#!/$.

/

8!#$& 中# 有看到 )转识成智* 的

说法, 而此中# 玄奘早期翻译的无性 '摄大乘论释( 和波罗颇蜜多罗翻译的

'大乘庄严经论( 将八+ 七+ 六+ 五的相对应说视为正义, 但是# 在玄奘成熟期

翻译的 '成唯识论( 及 '佛地经论( 这二论中# 却将八+ 七+ 六+ 五的相对应

说视为正义, 不但如此# 在 '佛地经论( 中# 还明白将八+ 七+ 六+ 五说贬为

异端# 予以驳斥,

'

/)4/)转依*与)心+心所*认识论的)四分*说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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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谷川岳史" ' 2佛地经论3 < 2成唯识论3 !!!玄奘6789两书:翻译:意图(# '龙谷大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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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智相应心品* 具有 )四分* 吗-

那么这作为 )转依* 之果位# 也就是 )转识成智* 之后的 )四智相应心

品*# 也一样具有认识论上的 )四分* 吗- 因为这里涉及 )无分别智* 是否具

有 )四分*# 而因为本文上面已经讨论过 )无分别智* 的部分, 因此相对而言#

比较容易理解, 以下将 '成唯识论( 讨论 )四智相应心品* 其 )所缘* 为何的

部分完整罗列如下 %数字符号 %)&+ %&&+ %*&+ %4& 及
"

+

&

+

'

等为笔者所

加&"

+), $大圆镜智% 相应心品*

"

有义( 但缘 $真如% 为境' 是无分别' 非 $后得智%* 行相& 所缘'

不可知故*

&

有义( 此品缘一切法' "庄严论# 说 $大圆镜智% 于一切境不愚迷

故* "佛地经# 说如来智镜诸处境识众像现故* 又此决定缘无漏种及身土等

诸影像故' 行& 缘微细说不可知* 如阿赖耶亦缘俗故' 缘 $真如% 故是

$无分别%' 缘余境故' $后得智% 摄* 其体是一随用分二' 了俗由证真' 故

说为后得* 余一分二准此应知*

+&, $平等性智% 相应心品*

"

有义( 但缘第八净识' 如染第七缘藏识故*

&

有义( 但缘真如为境' 缘一切法平等性故*

'

有义( 遍缘真& 俗为境* "佛地经# 说 $平等性智% 证得十种平等性

故* "庄严论# 说缘诸有情自他平等' 随他胜解' 示现无边佛影像故* 由斯

此品通缘真& 俗' 二智所摄' 于理无违*

+*, $妙观察智% 相应心品* 缘一切法自相& 共相' 皆无障碍' 二智

所摄*

+4, $成所作智% 相应心品*

"

有义( 但缘五种现境* "庄严论# 说如来五根一一皆于五境转故*

&

有义( 此品亦能遍缘三世诸法' 不违正理* "佛地经# 说 $成所作

智% 起作三业诸变化事' 抉择有情心行差别' 领受去& 来& 现在等义) 若

不遍缘' 无此能故* 然此心品随意乐力' 或缘一法' 或二或多* 且说五根

于五境转' 不言唯尔' 故不相违*

随作意生缘事相境' 起化业故' $后得智% 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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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 )四智相应心品*# 其 )所缘* 为何# 虽有不同的说法# 例如上引文提及

的 )大圆镜智* 是缘 )真如* 为境# 还是缘一切法为境- )平等性智* 是缘第

八净识# 还是缘于 )真如*# 或者是真+ 俗之法皆缘- )妙观察智* 缘一切法自

相+ 共相# )成所作智* 缘五种现量境 %色+ 声+ 香+ 味+ 触&- 或是能遍缘过

去+ 现在+ 未来三世诸法- 而 '成唯识论( 的正义# 是认为# 这 )四智相应心

品*# 其所缘可以是 )真如* 与 )一切法*# 亦即真+ 俗之法皆可作为其所缘,

这就是引文说的" )缘 4真如5 故是 4无分别5# 缘余境故# 4后得智5 摄, 其

体是一随用分二# 了俗由证真# 故说为后得, 余一分二准此应知,* 以及 )此四

心品虽皆遍能缘一切法而用有异*

"

,

而既然如上引文提及的# 这 )四智相应心品* 以 )真如* 为所缘# 是 )根

本无分别智* 所涵摄. 而以其他之境为所缘# 是 )后得无分别智* 所涵摄, 所

以这 )四智相应心品* 乃为 )根本无分别智* 与 )后得无分别智* 所共同涵

摄, 本文上面已经讨论过# )根本无分别智*# 有 )见分* 而无 )相分* %但仍

有所缘之境相# 即无相之相&# 因此在 )四分* 中# 只缺少 )相分*. 而 )后得

无分别智*# 则 )见分*+ )相分* 都有# 因此 )四分* 俱有, 所以# )四智相应

心品*# 因其为 )根本无分别智* 与 )后得无分别智* 所共同涵摄# 所以也都

具备认识上的 )四分*# 而与有漏之 )识* 在认识结构上一样都具备 )四分*,

因此笔者认为 )四分* 的认识结构是一种 )中性* 的认识结构# 是 )识* 与

)智* 共同具有的 %当然# )根本无分别智* 是一个例外&,

综合以上的解释# 笔者将 )转依* 的四种 )义别*# 即 )能转道*+ )所转

依*+ )所转舍*+ )所转得* 与 )心+ 心所* 认识论的 )四分* 说# 其间之关系

图示如下 %图 0&# 以便理解 )转依* 与 )心+ 心所* 认识论的 )四分* 说

之关系,

四!结语!!! )识* 与 )智* 在 )四分*

!!认识结构上的差异!!!!!!!!

经由以上的讨论# 我们可以知道# '成唯识论( 认识论上的 )四分* 说# 不

仅仅只是在一切 )识* 及有漏的心+ 心所法中具有, 即便是 )转依* 后的

/*4/)转依*与)心+心所*认识论的)四分*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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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 即作为 )转依* 四种义别中 )能转道* 的 )无分别智* 及 )转依* 果位

)所转得* 之一 )所生得* 的 )四智相应心品* 中也具有 )四分*, 除了 )根本

无分别智* 是比较特殊的有 )见分* 无 )相分* 外# )后得无分别智* 及 )四

智相应心品* 都是 )四分* 皆具有, 因此# '成唯识论( 认识论上的 )四分*

说# 可说是 )识* 与 )智* 皆具有的相同认识结构# 而为一 )中性* 的认识

结构,

而根据 '成唯识论( 及窥基的说法# 这认识上 )四分* 的结构中# 存在着

一种名为 )相缚* 的情形, )相缚* 与 )粗重缚* 在 '成唯识论( 中是一组成

对的概念# )相缚* 是约现行而言# )粗重缚* 是约种子而言# 它们都是指一种

烦恼拘缚的状态, 而 )相缚*# 乃是 )见分* 作为能缘# 缘取作为所缘的 )相

分* 时# 为 )相分* 所拘缚而不得自在的情形, 当然# 根据窥基之说# 当 )自

证分* 作为能缘# 缘取作为所缘的 )见分* 时# 亦会被 )见分* 所拘缚. 或是

)自证分* 与 )证自证分* 互为能缘+ 所缘之时# 亦能互相拘缚, 但窥基说这不

称为 )见缚* 或 )自证缚*# 而都统称为 )相缚*, 所以 )相缚*# 可以说是一

种 )四分* 之间互相拘缚的作用力, 而且窥基还认为 )相缚* 并不意味着是一

种具有能取+ 所取这二种执取烦恼的状态# 而是只要有 )相分* 存在# 就会有

这样的 )相缚*,

那么# 具有 )相分* 的 )后得无分别智*# 也具有 )相缚* 吗- 窥基则认

为 )后得无分别智* 的 )相分* 并不是漏 %烦恼& 所增# 而为一种虽称为无分

别智# 但其实是无执取之烦恼# 却仍有分别认识的特殊无分别的分别境 %笔者

所言之 )无执取的分别*&# 所以 )后得无分别智*# 虽然有 )相分*# 但却没有

)相缚*, 而 )根本无分别智*# 因其无 )相分*# 当然也就没有所谓的 )相缚*,

而 )四智相应心品* 为 )根本无分别智* 与 )后得无分别智* 所包摄# 所以也

当然没有 )相缚* 的情形,

因此# 虽然说 )识* 与 )智* 都具备认识上 )四分* 的结构 %除了 )根本

无分别智* 没有 )相分* 之外&, 但是# 依据 '成唯识论( 及窥基的观点# 有

漏的 )识* 是具有所谓 )相缚*# 而不得自在的认识情形, 但是无漏的 )智*#

包括 )无分别智* 与 )四智相应心品*# 都没有所谓的 )相缚*, 所以# 虽然

)四分* 是一种 )中性* 的认识结构# 为 )识* 与 )智* 所共同具有# 但 )识*

与 )智* 在认识结构上仍有差异# 那就是 )智* 并没有所谓的 )相分* 拘缚

)见分* 的 )相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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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转依& 的四种 %义别& 与 %心) 心所& 认识论 %四分& 说之关系

!!也就是或者说凡夫 % )识*& 与圣者 % )智*& 的不同的认识状态# 其关

键# 乃在于 )相缚* 之有无, 凡夫的认识# 亦即有漏的 )识*# 因为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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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分* 拘缚 )见分* 之类的 )相缚* 情形# 因而始终存在着 )分别* %9D;K

9B76G>I9D;:6?G96ED;&# 这意味着掺杂着概念与语言化 %JB?F>IEZ>6ED;& 的执取思

维# 而有主体+ 客体或能取+ 所取这二种执取烦恼的二元分别认识, 而圣者的

认识# 因为没有 )相缚*# 所以在认识的 )四分* 结构上# 虽然仍有能缘+

所缘 %如 )根本无分别智* 缘于 )真如* & # 但却没有能取+ 所取的执取烦

恼# 而为一种 )无分别* 或 )离分别* %C?BBC?D@9D;9B76G>I9D;:6?G96ED;&

"

的认识,

而圣者的这种无分别的认识# 在 '成唯识论( 中# 就是作为 )转依* 四

种义别中 )能转道* 的 )无分别智* 以及 )转依* 果位 )所转得* 之一 )所

生得* 的 )四智相应心品*, )无分别智*# 是在唯识五位中的 )见道位* 时

才能够开始亲证到的, 而其中的 )根本无分别智*# 自然是一种完全无分别的

认识. 但 '成唯识论( 及窥基认为此智仍要以 )真如* 为所缘境# 作为一种

无相之相# 虽然此时 )根本无分别智* 与 )真如* 平等+ 平等# 构成一种

)智+ 如不二* 或 )智+ 如不一不异* 的关系# 但为了清楚解释# 仍将其区分

成 )能缘* 智与 )所缘* 境. 因此笔者以为这是一种 )无分别的分别* 之认

识, 而 )后得无分别智*# 当然它也是属于无执取分别的认识# 但却同时是圣

者在世间生活对世俗之法的一种具有分别的特殊认识# 所以也称得上是另一种

)无分别的分别* 之认识# 但笔者本文为了和 )根本无分别智* 有所区分# 因

此称 )后得无分别智* 为 )无执取的分别* 之认识, 而 )四智相应心品* 为

)根本无分别智* 与 )后得无分别智* 所包摄# 所以# 自然也是一种无分别的

认识,

不过# 特殊的是# 在 )见道位* 菩萨的修行观法中# 在被 )后得无分别智*

所涵摄的 )相见道* 之中# 出现了需要仿效 %法+ 学习& 被 )根本无分别智*

所涵摄的 )真见道* 之解脱+ 间道之 )见分*+ )自证分* 的修行观法# 这就是

)相见道* 的三心或十六心, 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观法# 笔者以为# 这很可能是

)后得无分别智* 是一种没有 )能取*+ )所取* 二取烦恼而称为无分别的认识#

但其仍具有分别之作用的 )无执取的分别* 之认识# 而为了维持这种笔者所言

之 )无执取的分别* 情形的特殊无分别的分别之认识# 需要进行仿效只有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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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而无 )相分* 的完全无有分别# 笔者所言之 )无分别的分别*

" 之认识的

)根本无分别智* 之 )见分* 或 )自证分* 的观修, 这样圣者的认识# 才能维

持在 )无分别* 的认识状态之中# 而仍具有 )分别* 世俗之法的能力, 当然#

这部分还有待进一步持续深入研究与厘清的必要,

//4/)转依*与)心+心所*认识论的)四分*说

"

)根本无分别智* 是远离 )能取+ 所取*# 而完全没有分别# 并与 )真如* 构成 )智+ 如不二* 或

)智+ 如不一不异* 之关系的一种特殊认识状态, 笔者在本文中# 之所以称其为 )无分别的分别*

之认识# 是因为在 '成唯识论( 及窥基的解释中# )根本无分别智* 是只有 )见分* 而无 )相分*#

而其与 )真如* 虽是智+ 如不二 %不一不异&# 但为了清楚说明其认识结构# 仍然可以区分出作为

)能缘* 智之 )根本无分别智* 缘取作为 )所缘* 境之 )真如* %无相之相& 的特殊认识意向性结

构, 但是# )后得无分别智*# 虽然作为 )无分别智* 之一# 确实同样远离了 )能取+ 所取* 二种执

取烦恼# 因而也可作为一种无分别的认识状态# 但其实此智仍然具有分别的功能# 这是与清净之

)依他起性* 相应的清净分别认识# 而这样才能说明圣者一样能区分出善恶+ 是非+ 美丑$$等相

对分别的概念# 但却没有执取之烦恼# 所以这一样也可以说是一种 )无分别的分别* 之认识, 不过

这却与 )根本无分别智* 之 )智+ 如不二* 或 )智+ 如不一不异* 的 )无分别的分别* 之认识有

所不同# 因为此智是具有 )相分* 的, 也因此# 笔者为了清楚地区分这二种不同的 )无分别的分

别* 之认识# 而称其为 )无执取的分别* 之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