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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于印度瑜伽行派论师的师承与学说，汉传唯识宗有“安难陈护，

一二三四”之说，但此说不见于印度典籍。陈那成立见分、相分、自证分，在

《集量论》有明确记载。护法在陈那的三分之外，另立证自证分，仅见于玄奘

译《成唯识论》与《佛地经论》。西藏所传《佛地经释》题戒贤造，相传戒贤为

护法门人，但书中没有关于四分说的任何记载。可见汉传唯识宗所传护法正义，

并不完全是印度论师护法的思想。安慧在《中边分别论释》提及自证分，但没

有记载他主张一分自证说。《成唯识论》虽主四分说，但未明言安慧唯立一分，

难陀立二分，陈那立三分，护法立四分。本文指出，此说实创自窥基，相沿成

为汉传唯识宗与日本法相宗的正统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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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唯识宗教义中，那个被日本法相宗教理继承的传统，根据 Sthiramati（安

慧）、Nanda（难陀）、Dignāga（陈那）和 Dharmapāla（护法）①分别认为识一分、

识二分、识三分、识四分，Sthiramati（安慧）是观点极大分歧于 Dharmapāla（护法）

观点的学者这个观点，变成了广泛建立在一个著名记忆语词的基础之上。据推测，

*   本文是在我之前的一篇文章中第 1.4 章的修订版。（Sakuma 2013）
①　一般而言，玄奘糅译的《成唯识论》中的护法（Hufa）在翻译成英文或梵文时，被翻译成 Dharmapāla，在

这样的语境下，护法（Hufa）和 Dharmapāla 是同一个人，两者没有任何区别。但是本文作者在使用概念上

对护法（Hufa）和 Dharmapāla 作了区分，两者不能等同。在翻译本文时，当作者使用 Hufa 一词，笔者翻

译为护法；当作者使用 Dharmapāla，笔者就直接使用梵文。如此，两者所指就比较清晰。同样，在本文中，

Sthiramati 和 Anhui（安慧）也不是完全等同，笔者将它们分别译为 Sthiramati 和安慧。—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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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安慧是 Sthiramati，护法是 Dharmapāla。如果我们把这一传统应用到印度，就意

味着Sthiramati 提出了识一分说，而Dharmapāla 则提出了识四分，它把第四分即证自

证分增加到相分（grāhya）、见分（grāhaka）和自觉分或自证分（svasaṃvedana）三

分上。可以在作于印度的著作中确认，陈那增加了自证分（svasaṃ√vid）到相分和见

分上a，此为这三分提供了文本证据。但在玄奘的《佛地经论》（Buddhabhūmiśāstra）、

《成唯识论》翻译之前证自证分不能被找到。据说《成唯识论》是由“护法和其他

论师”所作，护法的观点被认为代表了正统的观点，后来被确立为正统的中国唯识

宗教义。但是被认为是 Dharmapāla 的著作只存在于中文翻译中，不能直接等同于

Dharmapāla 的思想。此外，戒贤的《佛地经释》（Buddhabhūmivyākhyāna），只存在

于藏语翻译中，根据传统说法，它应该继承了 Dharmapāla 的思想，也没有证据表明

那识分 —证自证分。事实是出现在玄奘的《佛地经论》翻译中的证自证分的对应

词在戒贤的《佛地经释》相应段落中没有被找到，这意味着并不能肯定，被视为中

国唯识宗教义的正统观点的护法的观点其内容和 Dharmapāla 观点的内容是一致的。

让我们考虑一下《成唯识论》中识四分的部分（T31.10c4–12）。

这四分可以减少为三分，因为第四分可以包含在自证分中。或者它们可以

减少到两分，因为最后三分都是有所缘的能缘。也就是说，所有的三分都包含

在见分中。“见”是指有所缘。或者它们可以是减少到一分，因为它们的体性没

有区别。如《入楞伽》伽他中说：

心，执著于它自己，

转变似外境。

它所见的并不存在，

所以说只有心。

因此，在经中的许多地方，都说只有一心。这“一心”也包括心所。因此，识

的行相是了别，了别是识的见分。b

a　见 Hattori 1968: 110n1.74。服部正明引用的在胜主觉《广大无垢集量论注疏》中的对应的段落出现在

Steinkellner 等人编辑的书中（2005: 83.14ff.）：“svasaṃvedyatā vety anenāntaroktāyā evopapatteḥ sādhyāntaram 
āha/ na kevalaṃ smṛter uttarakālaṃ dvairūpyaṃ siddhaṃ jñānasya, api tu svasaṃvedanam api, …”，“svasaṃ√vid”

的存在因此被确认。另外，那里也出现“svasaṃvitti”（同上：69.5 [I. 9a]）和“svasaṃvedana”（同上：

69.14 [I. 9ab]），在陈那《集量论》（Pramāṇasamuccaya）中相当于自证分的原始梵文被确认。

b　这里、以下，来自《成唯识论》的引文的英译改写自 Cook 1999: 62–64。原文如下：

  如是四分或摄为三，第四摄入自证分故。或摄为二，后三俱是能缘性故皆见分摄。此言见者是能缘义。或

摄为一，体无别故。如《入楞伽》伽他中说：由自心执著，心似外境转。彼所见非有，是故说唯心。如

是处处说唯一心。此一心言，亦摄心所。故识行相即是了别，了别即是识之见分。（《成唯识论》卷 2，
CBETA，T31, no. 1585, p. 10c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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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说的是一分说，“或者它们（如四分）可以是减少到一分，因为它们的体

性没有区别”（下划线的部分）。这“一”指的事实是虽然识可以被分成四分 —相

分、见分、自证分和证自证分 —它们只是一心。这识四分的解释紧跟着识三分的

解释，识三分的解释结尾如下（T31.10b13–16）：

如《集量论》伽他中说：

像外境的相就是被认知的对象，

能取相和自证，

是认知者和（认知的）果。

此三体性没有区别。a

这对应于陈那的《集量论》（Pramāṇasamuccaya）第 1 章的第 10 颂，其中下划

线部分为（Steinkellner 等，2005 年：76.12）：trayaṃ nātaḥ pṛthakkṛtam“因此三者

不分开” 。在《集量论注疏》（Pramāṇasamuccaya-ṭīkā）中，它相似地说：trayasyāpi 

tattvato ’pariniṣpannatvāt, na jñānāt pṛthakkaraṇam“因为那三者没有真正被建立起来，

所以它们与知识没有区别。”这意味着，在识四分的背景下，这四分代表着一个单独

的不可分割的识，或者一心。

同时，关于 Sthiramati 的一分说，在《成唯识论》（第 1 卷：3）的《新导》（Shindō）

版本的一条批注陈述：“Sthiramati 论师只提出了自证分”（安慧论师唯立自证分），

这显然是中国唯识宗教义中的既定观点。但是，没有提供任何资料来源，而且此说

法的理由也不清晰。但在《成唯识论》的《佛教大系》（Bukkyō taikei）版（第 1 卷：

138）中，我们发现以下引用自《成唯识论述记》（T43.241b7–9）：

Sthiramati 解释说：“［在《成唯识论》中，当它说］‘转变意味着识体转似

二分’，二分没有体，是由于遍计所执，除了佛陀，在菩萨等，诸识自体即是自

证分。”b

如果我们在《成唯识论》中进一步寻找此段最后部分的来源，我们会发现以下

段落（T31.10b7）：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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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唯识论》卷 2，CBETA, 
T31, no. 1585, p. 10b13–16）

b　安慧解云：变谓识体转似二分，二分体无，遍计所执。除佛以外菩萨已还，诸识自体即自证分。（《成唯识

论述记》卷 1，CBETA, T43, no. 1830, p. 241b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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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相和见［分］所依的自体即是［根本的］实体，就是自证分。a

根据这一段，“自体”、［根本的］实体、自证分都是相当的，识一分说的单一分

是识的自证分。b但在《成唯识论》中，没有证据表明有任何意图将这一观点归属于

Sthiramati。对“Sthiramati 的一分”的引用也可以在《新导》（Shindō）版（第 2 卷：

31）的另一条批注中找到，但同样来源不明。《成唯识论》的《佛教大系》版（第 2

卷：129）从《成唯识论述记》（T43.320c20–22）引用如下说法：

但是 Sthiramati 只认为一分，难陀认为二分，陈那认为三分，Dharmapāla 认

为四分。c

此外，根据《成唯识论述记》，“Sthiramati 之前的古德都说二分”（T43.242a11–12

［参阅《佛教大系》第 1 卷：141］：安慧已前诸古德等皆说二分）和“或者，他们

实际上说一分，如 Sthiramati”（T43.242a24–25［参阅《佛教大系》第 1 卷：151］：

或实说一分如安慧）。由此可见，Sthiramati（安慧）提出的识一分说的观点是中国

唯识宗教义的正统观点。在惠沼的《成唯识论了义灯》或智周的《成唯识论演秘》

中，此观点几乎没有明确的证据。对此，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此思维方式可能已经

变成一种常识确立下来，因此没有必要重申它。根据这种间接证据，Sthiramati、难

陀、陈那、Dharmapāla 分别认为识一分、识二分、识三分、识四分的观念一定来自

窥基。因此，尽管可以肯定的是，Sthiramati 确实熟悉“svasaṃ√vid”这个词，但在

Sthiramati 注释的现存梵文文本中，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他提出了只是自证分的主

张，这一主张来源于窥基，并成为了中国唯识宗教义的正统观点。d

也就是说，窥基从中推导出 Sthiramati 的识一分说的背景和解释识四分说的背

景必须分开考虑。无论如何，尽管四分说被解释在《成唯识论》中，但是没有提

a　相见所依自体名事，即自证分。（《成唯识论》卷 2，CBETA, T31, no. 1585, p. 10b7）
b　在这里，我找到了可以证实《新导》版本（第 1 卷：3）中的批注的《成唯识论》的段落。但是，如果我们

没有任何这种别有动机检查《成唯识论》的文本，那么有些段落似乎可以将“一分”分配给“自证分”以

外的其他东西。换句话说，而不是根据《成唯识论》本身的解释，很有可能中国唯识宗的正统观点，将安

慧的“一分”等同于“自证分”，它源于窥基的解释。

c　然安慧立唯一分，难陀立二分，陈那立三分，护法立四分。（《成唯识论述记》卷 3，CBETA, T43, no. 1830, 
p. 320c20–22）

d　Sthiramati 的《中边分别论释》（山口益编辑：162.17，Pandeya 编辑：122.16）有“svasaṃvedyā ity ākhyātum 
aśakyatvād udgraha ucyate |”，但这与一分说无关。没有与 svasaṃ√vid 相关的表达被发现在 Sthiramati 的

《三十论释》中（Lévi 编辑）或在《阿毗达磨杂集论》中（Abhidharmasamuccaya-bhāṣya，归属于最胜子；

Tatia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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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Sthiramati、难陀、陈那、Dharmapāla 分别认为识一分、识二分、识三分、识

四分的论点，这似乎很自然地认为窥基得出这个结论是基于一个不同于解释四分

说的段落。

接下来，我想谈及 Sthiramati 和陈那的关系。众所周知，Sthiramati 的《中边

分别论释》显示了 Sthiramati 对陈那《集量论》的内容有一定的了解。陈那自证分

（svārthānumāna）的定义被引用在 Sthiramati 的注释中，被作了一些修订，没有被标记

为引文（山口益编辑：128.20f.；Pandeya 编辑：98.15f.）。《集量论》的相应部分已从

藏文翻译恢复为梵文，它是引文的一部分，“引文来自第二次使用的另一个文本，作

者没有将其标记为引文，并进行了修订”（Steinkellner 2007: xxxv），在这种情况下指

的是《集量论注》（Pramāṇasamuccaya-vṛtti）（Vasudhararakṣita 译；P. no. 5701, 27b7）。

《集量论注》（Pramāṇasamuccaya-vṛtti）的这一部分被引用在法称的《量抉择论》

（Pramāṇaviniścaya）第二章（Steinkellner 2007: 46.3）中，有一些修订，没有标记为引

文（trilakṣaṇāl liṅgād yad anumeye ’rthe jñānam, tat svārthānumānam）。同样，《集量论》

（《集量论注》，P. no.5701, 42b8–43a1）第三章中的部分的为他比量（parārthānumāna）

的定义以三相（trirūpaliṅgākhyāna）的形式被引用在 Sthiramati 的《中边分别论释》

（山口益编辑：128.26；Pandeya 编辑：98.20），没有提及来源。

被认为是 Sthiramati 的梵文手写本在继续被发现，因此，他是否提出了一个认识

只有自证分（svasaṃvedana）的理论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但他似乎不太可能这

样做。这一观点似乎不是起源于印度，而是从窥基开始，在中国唯识宗教义中发展

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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