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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想探究的是，印度瑜伽行唯识学派的论师无著（Asaṅga，约

西元 4、5 世纪顷）在《摄大乘论》（Mahāyāna-saṃparigraha-śāstra），及其相

关注释之中，对“说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in，即“萨婆多部”）之语言观的批

判。相关资料，亦见于世亲（Vasubandhu，约 4、5 世纪顷）的《摄大乘论释》

（Mahāyāna-saṃgraha-bhāṣya） 以 及《瑜 伽 师 地 论》（Yogācārabhūmi） 中。 另

外，这些讨论也记载在唐代法相唯识宗窥基（632—682）的《瑜伽师地论略纂》

以及唐代新罗僧遁伦（生卒年不详）集撰之《瑜伽论记》之中。根据遁伦集

撰《瑜伽论记》的记载，该书提出“说一切有部”实在论的语言观有三个过失：

“一、随名多体失；二、名前无体失；三、名前生觉失。”亦即，这三种过失是：

一、随同一事物之不同名称，有多个法体之过失（即《摄大乘论》的“名有众

多，多体相违”）；二、事物命名前无法体存在之过失（即《摄大乘论》的“名

前觉无，称体相违”）；三、命名前就产生觉知之过失（即《摄大乘论》的“名

不决定，杂体相违”）。本文则将从《瑜伽师地论》、无著《摄大乘论》、世亲

《摄大乘论释》，以及窥基《瑜伽师地论略纂》、遁伦《瑜伽论记》等法相宗注疏

的记载，来说明这三个法相瑜伽行唯识学派认为小乘人（说一切有部）实在论

语言观的一些过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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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BZJ00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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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说一切有部实在论语言观略述

“说一切有部”（梵 Sarvāstivādin，即“萨婆多部”）认为，“名言”所指涉的对象

有其真实性，这是属于一种实在论（realism）的观点。说一切有部有所谓 “实有”和

“假名有”的如下观点：

“实有”（梵 dravya-sat）—最初的存在（primary existents）

“假名有”（梵 prajñapti-sat）—第二位的存在（secondary existence）

对说一切有部来说，“prajñapti-sat”a（“假名有”，第二位的存在）之意义，是由和其

对反的“dravya-sat”（“实有”，最初的存在）而来的。“假名有”是第二位的存在，

也是语言的表现形式。最初和第二位的存在（“实有”和“假名有”），都是语言指涉

的对象，这之中，第二位的存在是没有自性的“假名有”，而第一位的存在，“实有”

则有其真实性的。对萨婆多部来说，语言指涉的“假名有”（prajñapti-sat），其实体，

就是“实有”（dravya-sat），而且是真实存在的，它才是语言的根基。比如就字词言，

“pot”（瓶）这个字的指涉对象是“prajñapti-sat”（假名有），虽然它是“假名”（而

无自性的），然而，因为其以“dravya-sat”（实有）为根基。所以“名言”所“指涉

的对象”是有其真实符应关系的。

也就是，对说一切有部来说，不存在没有名字的事物。不可言喻的事物，无法

给予命名。这种不存在不可以用言语表达的事物的观点，不只存在于说一切有部，

亦在上座部佛教（巴利 Theravāda，铜鍱部）的文献中发现，这似乎是阿毗达摩佛学

的显著特征。觉音（Buddhaghosa，约西元 5 世纪中）认为没有事物可以逃出被命名

的范围。当我们说某事物是无法言喻时，这个事物就被命名为“不可言喻的”。而无

法言喻的事物是没有意义的，这在阿毗达摩的系统中是不存在的。b

a　“prajñapti-sat”一词中，“sat”是“有”、“实在”、“殊胜”之意。而“prajñapti”鸠摩罗什（Kumārajīva，
344—413 年，一说 350—409 年）在《大智度论》中汉译为“波罗聂提”，亦曾翻译为“假”、“假（安）

立”、“假施设”、“虚假”、“假名（字）”、“施设假名”、“立名”、“言语”等。“prajñapti”乃由表示“认

知”的语根√ jña 附加表示“先、前……”等义的接头词“pra-”所产生的阴性名词，所以此字多少和认识

活动有关。巴利语作“paññatti”，据 P. S. Jaini 的看法，此字在南传藏经中出现的次数并不少，就使用的场

合言，总是用以指述其自身并不被认为是真实的名称和概念。详见万金川：《龙树的语言概念》，南投：正

观出版社，1995 年，第 57—58 页。又见 P. S. Jaini, “The Vaibhāṣika Theory of Words and Meaning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22, London: London University, 1959, pp. 99–100。

b　Paul M. Williams, “Some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Construction in the Madhyamaka”,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8, 1980, pp.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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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瑜伽行唯识学派对说一切有部实在论语言观的批判

关于法相瑜伽行唯识学派对说一切有部实在论语言观的批判，首先，我们发现

在《瑜伽师地论·真实义品》a中，对说一切有部的语言观有着一些批评的材料。依

据唐代新罗僧遁伦（生卒年不详）集撰之《瑜伽论记》的观点，首先是批判小乘

（应是指部派佛教“说一切有部”），后则是批判大乘的“恶取空”者（可能是中观学

派，或误解中观学的虚无主义者）。《瑜伽论记》：

上来“立正宗”，自下第二“破邪执”。基（案：指窥基）云：“此下重破外

计也（案：指唯识宗之外）。”于中有二：初、破“小乘”执有遍计随言说法；二、

“有二种人”下，破初学“大乘”“恶取空”，谤无一切离言说法。前中有二。初

有三……又此三，复次即显三失：一、随名多体失；二、名前无体失；三、名

前生觉失。b

依《瑜伽论记》的说法，小乘（说一切有部）的语言过失可以归纳为三点：“一、随

名多体失；二、名前无体失；三、名前生觉失。”也就是：一、随同一事物之不同名

a　关于唐玄奘（602—664）翻译的《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真实义品》，就汉译本而言，同（异）本异译有：

北凉昙无谶（Dharmarakṣa，385—433）于西元 414—433 年译出的《菩萨地持经·菩萨地持方便处真实义

品》；刘宋求那跋摩（Guṇavarman，367—431）于西元 424—431 年译出的《菩萨善戒经·菩萨地真实义

品》。此三个汉译本，皆收于《大正藏》第 30 册，后二者乃由《瑜伽师地论》之“菩萨地”抄出，并加以

整理成“经”之体裁，内容上则有所出入。（关于《菩萨地持经》和《菩萨善戒经》，自古以来即有“同本

异译”和“异本异译”两种说法。详见小野玄妙编：《佛书解说大辞典》第九册，东京：大东出版社，1974
年，第 404—405 页。）而汉译本《瑜伽师地论》的注释中，含有“真实义品”的注释书有：唐窥基所撰之

《瑜伽师地论略纂》，以及唐代新罗僧遁伦集撰之《瑜伽论记》。另，民国太虚（1889—1947）撰有《瑜伽

真实义品讲要》、《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真实义品亲闻记》，民国韩清净（1884—1949）有《瑜伽师地论科句

披寻记汇编》（“真实义品”在卷三十六）。

    而梵文本《瑜伽师地论·菩萨地》的文献，日本学者荻原云来（Unrai Wogihara）于 1930—1936 年整理出

版：Bodhisattvabhūmi: A Statement of Whole Course of the Bodhisattva (Being Fifteenth Section of Yogācārabhūmi)。N. 
Dutt 于 1966 年整理出版：Bodhisattvabhūmi, Being the XVth Section of Asaṅga’s Yogācārabhūmi。另外，宇井伯寿

于 1961 年整理出了《梵汉对照菩萨地索引》。此外，惠敏法师于 2000 年开始建构详细的“《瑜伽师地论》资

料库”（目前还在扩充建构），将《瑜伽师地论》的不同汉译本及梵、藏本制成网络资料库（http://ybh.chibs.
edu.tw/），非常便于查询与阅览。

    英文译本 Janice Dean Willis 于 1982 年翻译出了 On Knowing Reality: The Tattvartha Chapter of Asaṅga’s 
Bodhisattvabhumi。日文译本方面，日本学者相马一意于 1986 年译出了《〈菩萨地〉真实义章试译》。此外，

高桥晃一于 2005 年以 vastu（事）此一概念为中心出版了一本研究专书：《〈菩薩地〉“真實義品”から“攝

抉擇分中菩薩地”への思想展開 —vastu 概念を中心として》。

b　《瑜伽论记》卷九之上，《大正藏》第 42 册，第 506 页中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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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而有多个法体的过失；二、事物命名前无法体的过失；三、命名前就产生觉知

的过失。以下分别论述。

（一）随名有多体之过失（名有众多，多体相违）

《瑜伽论记》所谓的“随名多体失”，乃是指随同一个事物，当我们给予不同的

名称时，将会产生多体的过失。这是因为小乘人（部派佛教“说一切有部”）认为：

随着事物的命名，会有相对应的法体，一个名称对应一个法体。然而，我们常赋予

同一个事物不同的名称，这些事物就其本身而言是同一的，虽然有不同的名称，但

不应该有不同的法体，所以小乘随一名称有相对应之法体的观点，会有此“随名多

体”的过失。玄奘译《瑜伽师地论》是这样说明的：

若于诸法、诸事，随起言说，即于彼法、彼事有自性者，如是一法、一事，

应有众多自性。何以故？以于一法、一事，制立众多假说而诠表故，亦非众多

假说诠表决定可得。谓随一假说，于彼法、彼事，有体、有分，有其自性，非

余假说。是故一切假说，若具不具，于一切法、于一切事，皆非有体、有分，

有其自性。a

a　《瑜伽师地论》卷三十六，《大正藏》第 30 册，第 488 页上。

此段梵本作：

    sacet punar yathai’vā’bhilāpo yeṣu dharmeṣu yasmin vastuni pravartate. tad-ātmakās te dharmās tad vastu 
syāt. evaj sati bahu-vidhā bahavaḥ svabhāvā ekasya dharmasyai’kasya vastuno bhaveyuḥ. tat kasya hetoḥ. tathā hy 
ekasmin dharma ekasmin vastuni bahu-vidhā bahavo bahubhir abhilāpaihh prajbaptaya upacārāh kriyante. na ca bahu-
vidhānāj bahūnāj prajñapti-vādānāṃ niyamaḥ kaścid upalabhyate. yad anyatamena prajñapti-vādenai’kena tasya 
dharmasya tasya vastunaḥ tādātmyaṃ tan-mayatā tat-svabhāvatā syān nā ’nyair avaśiṣṭaiḥ prajñapti-vādaiḥ. tasmāt 
sakala-vikalaiḥ sarva-prajñapti-vādaiḥ sarva-dharmāṇāṃ sarva-vastūnāṃ nāsti tādātmyaṃ nāsti tan-mayatā nāsti tat-
svabhāvatā.（Unrai Wogihara[ 荻原云来 ], Bodhisattvabhūmi: A Statement of Whole Course of the Bodhisattva (Being 
Fifteenth Section of Yogācārabhūmi), Tokyo, Japan: Sankibo Buddhist Book Store, 1971, p. 44. 对照：《索引》第一

部，第 42 页）

昙无谶译作：

   离一切妄想，智慧行处，若法随说有事转者，应有自性。若然者，一法、一事，应有众多自性。何以

故？谓一法、一事，有众多名字施设故。亦非多名，有决定性；亦非一名，有自性，余名无自性。是故施

设假名，多名、一名，悉无自性。（《地持经》卷一，《大正藏》第 30 册，第 894 页上至中）

求那跋摩译作：

   一法之中，应无量名，无量名故，则有无量性。何以故？一一法中，有无量名故，云何名为无量名

耶？如色一法，亦说青、黄、赤、白、长、短、方、圆、粗、细、可见、不可见、有对、无对、涩、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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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引文中的“法”（梵 dharma）、“事”（梵 vastu），是指和“名言”相对应的“指涉

对象”（应是终极指涉对象，笔者以为，可以说成：“名言”是“能指”；“法”、“事”

是“所指”。然而，这是为方便理解而作的区分，实际上以上文提到的“法名”［“能

指”］、“想法”［“所指”］而言，这里的“法”、“事”是离开“能指”、“所指”的语

言活动的）。

在这里，遁伦在《瑜伽论记》中引用了神泰（唐代僧，生卒年不详，著有《俱

舍论疏》二十卷）的解释说明：

泰（案：指神泰）云：言若于诸“法”、“事”，置有自性者，如《入正理论》

说：“声”是“有法”；声“无常”、“空”、“无我”等是“法”。“事”者，是

“有法”事。a

引文中，神泰以《因明入正理论》对“有法”和“法”的定义来解说“有法”，就是

因明论式“宗”（如“声无常”）中的“主词”（如“声”）；“法”，就是“宗”中的

“宾词”（如“无常”）；而“事”，则是指“宗”之“主词”“有法”的“事”。神泰

这样的解说，似乎过于狭隘（“法”应当包含一切诸法），而且以后期唯识所发展出

的因明学，来解释前期唯识学的著作《瑜伽师地论》，似乎可能也不恰当。

而太虚（1889—1947）对“法”、“事”，则曾有这样的解说：

轻、重，是名可说。随说有者，应一法中，有无量相。所可宣说，实无定性，以言说故，流布于世。实无

说者，及真实性。一切诸法，亦复如是。（《善戒经》卷二，《大正藏》第 30 册，第 969 页中）

Janice Dean Willis 英文译作：

   Again, if with regard to any dharma or any given thing it is assumed that it becomes just like its expression, 
then those dharmas and that given thing would be that expression itself. But if that were the case, then for a single 
dharma and a single given thing there would be very many kinds of essential nature. And why? It is like this: to a 
single dharma and to a single given thing, various men will attach many different designation by virtue of numerous 
expressions of various kinds. That dharma and that given thing ought to have identity with, be made up of, and 
have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some one verbal designation, but not of the other remaining verbal designations. But 
there being no fixed determination, which of the very many kinds of verbal designation would hold as the correct 
one? Therefore, the use of any and all verbal designations, however complete or incomplete, for any and all given 
things does not mean that the latter are identical to, made up of, or receive essential nature through those verbal 
designations. (Janice Dean Willis, On Knowing Reality: The Tattvārtha Chapter of Asaṅga’s Bodhisattvabhūmi: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Commentary, and Notes, Delihi: Motilal Banarsidass, First Indian Edition, 1982, 
pp. 102-103)

a　《瑜伽论记》卷九之上，《大正藏》第 42 册，第 506 页中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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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法、诸事义本相通，然可假别为二：即以五官所感觉之色等五尘为诸事，

而以听闻经典上所说之涅槃等为诸法。a

简而言之，“法”、“事”，皆是“名言”（“能指”）所表诠的终极“指涉对象”（暂以

“所指”称之），是用以代表离开言语的一切诸法、事物之原貌。

上引文中的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认为，一法、一事，皆有和其相应的名称

（没有东西是不可言说的），而且，这些一法、一事，皆有其本体存在。但是《瑜伽

师地论》认为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名称所指涉的对象（法、事），是没有本

体、自性的，也不是假立的名言所能真正表诠的。遁伦《瑜伽论记》记载小乘（说

一切有部）的观点：

前说：色等诸法，若随假说，有自性者。谓：小乘宗三世诸法，一一各有

三世名字，以诠召之，是即法体先有，后以名诠。b

引文说明，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认为“三世实有，法体恒常”，所以，随着三世

诸法，便有一一相对应的名称，以表示这些诸法。也就是，先有法体，后才有名字

称呼之。而且，一切诸法皆可宣说，没有语言所无法表示的法。

关于此“随名多体”的过失，遁伦集撰《瑜伽论记》中有一些值得一提的解说，

以下分别析论之。

1．惠景的说法

《瑜伽论记》记载惠景（唐代僧，生卒年不详）说道：

景（案：指惠景）云：言：“若于诸法、诸事，随起言说，即于彼法、彼事，

有自性者。”此牒立也。小乘人立名能召法，故随言说有法体。如是“一法、一

事，应有众多自性者”，若随说有法，有法性者，如世一法，有众多名，法体

随言应多。且如一眼，有众多名，或说为眼、或说能见，如是一眼，随彼多名，

应有多体。世亲菩萨取此中意，《摄论》中说：名若定表，名多体多故。“何

故……乃至而诠表故”者，此释法体随名多过，言亦非众多假说诠表决定可

得，乃至非余假说者，论主前难：若“随起言说，即有自性，是即一法有其多

名，随说多名，应有多体”。恐彼外人得如此难，我即印言：“随其多名，即有

多体。”故此遮云：“亦非众多假说诠表，决定即有多体可得。”谓随一多假说眼

a　《太虚大师全书·7·法藏·法相唯识学》，台北：善导寺佛经流通处，1950—1959 年，第 175—176 页。

b　《瑜伽论记》卷九之上，《大正藏》第 42 册，第 507 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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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眼别体，非余根，名见、名目，乃至随说目、名，即有目体等。言：“是

故一切假说，若具不具，乃至有其自性者。”汝前三宗，随起言说，即有自性。

然彼一法随多言说，无多自性，将知一切假说分别，皆有自性，一法有多名各

具，一法但一名名不具。a

以上，《瑜伽论记》记载惠景说，小乘人（说一切有部）以为：“若于诸法、诸事，

随起言说，即于彼法、彼事，有自性”，这是因为小乘人认为“名言”能表示“诸

法”，所以，随着“名言”，就会有“法体”，每一“法体”，皆有其“自性”；然而，

这样便会得到：“一法、一事，应有众多自性”。而这样的观点，世亲在《摄大乘论

释》中就曾批判过（详下）。虽然，小乘人又可论辩说：“随其多名，即有多体”，然

而，我们知道对同一法、事，会有不同之多名的情形出现，如眼睛，我们有时称为

眼睛，有时称为能见；假使一个名称对应一个法体，那么同一个眼睛便应有多个法

体才对，然而这样是和常识相违背的。也就是，我们不能由同一事物有许多不同的

名称，而得出有多个法体：“亦非众多假说诠表，决定即有多体可得”。

接着惠景又自设问答，提出因为在大乘的观点中，一一刹那皆有“相分”、“见

分”二分，所以，于一眼之“本质”法体上，随一一刹那，便有众多之名，这样，

作为“相分”之眼，亦随着众多之名，经意识之分别，而有众多的“相分”法体存

在。如此，怎么能够驳斥小乘“随名多体”的过失呢？《瑜伽论记》：

问曰：大乘中一一刹那，皆有“相”、“见”二分，即于一本质眼上，有众

多名，随一一名，意识分别，能有“相分”之眼，随名而起。是即法体随多，

亦无过，云何难言：若随言说，有法性者，名多体多，以为过耶？

解云：小乘所立，一切法皆可言说，是故诸法，随名诠召，说有体者，据

其本质，今难本质随名多过，不论“相分”。小乘宗中说，“相分”是有解行，

能缘所摄，是故不得就心“相分”，随名说多。以大乘中明唯识义，立有“相”、

“见”，未彼小乘心缘境时，所有行相，非是能缘，乃是彼本质境界影像。是故

此中所明立、破，但论本质，汝说本质，随名而有，即有名多，体亦多过。b

引文中的“本质”一词，是法相宗的专有名词：“与‘影像’相对称，为影像之所

依。心及心所（心之作用）认识对象时，在内心中变现认识对象之相状，为直接之

认识对象，此称为‘影像’。反之，影像之实质根据及所依物之自体，即称为‘本

a　《瑜伽论记》卷九之上，《大正藏》第 42 册，第 506 页下。

b　《瑜伽论记》卷九之上，《大正藏》第 42 册，第 506 页下至 507 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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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a惠景说，小乘人（说一切有部）认为一切法皆可以用语言来表达，所以，随

一一诸法之名，而有法体：“小乘所立，一切法皆可言说，是故诸法，随名诠召，说

有体者。”这“法体”，就是小乘人（说一切有部）所认为的事物的“本质”。而现

在惠景所要驳斥的，正是这种认为随着同一事物有多个不同之名称，而有多个法体

（“本质”）的说法；而不是像大乘唯识学建立“相分”、“见分”二分，来说明事物的

本质（即“自证分”）于一一刹那中，转变出“被认识的对象”（“相分”、“所量”）

和“能认识的主体”（“见分”、“能量”）一样。大乘唯识学随一一刹那有“相分”、

“见分”二分，所以就被认识的对象（如眼）而言，有众多名称可以称呼作为“相

分”之眼，但是这“相分”之眼，并不是事物的“本质”，所以，不会有像小乘（说

一切有部）一样有“随名多体”的过失。

惠景在说明此段时，还提到世亲《摄大乘论释》的解释，所以，笔者将接着论

述世亲的说法。

2．世亲《摄大乘论释》的解释

前文提到，《瑜伽论记》记载惠景说到世亲在《摄大乘论释》b中，曾对“名若定

表，名多体多”（假使名称一定是表诠法体的话，随同一事物的不同名称，就会有多

a　“本质”：“为法相宗之教义。与‘影像’相对称，为影像之所依。心及心所（心之作用）认识对象时，在

内心中变现认识对象之相状，为直接之认识对象，此称为影像。反之，影像之实质根据及所依物之自体，

即称为本质，乃间接之认识对象。故相分可分二种，即本质相分与影像相分。如眼识攀缘色境，除眼识

所现之影像外，别有第八阿赖耶识种子所生之实质色法，此即本质，乃影像所依托者，称为带质境；而

如第六意识浮现空花兔角之相，唯有影像而无所依托之本质者，则称独影境。《唯识述记》卷六末（《大》

四三·四五六下）：‘馀（除）影外别有所托，名本质。’”（释慈怡主编：《佛光大辞典》，高雄：佛光大藏

经编修委员会，1988 年，第 1975 页）

b　《摄大乘论》一共有三个汉译本：（1）陈真谛译：《摄大乘论》；（2）后魏佛陀扇多译：《摄大乘论》；（3）
唐玄奘译：《摄大乘论本》。而《摄大乘论》之注释则有如下四个汉译本：（1）陈真谛译：世亲《摄大乘论

释》；（2）隋笈多共行矩译：世亲《摄大乘论释论》；（3）唐玄奘译：世亲《摄大乘论释》；（4）唐玄奘译：

无性《摄大乘论释》。

汉译本及西藏译本的合集，日本学者作了整理：佐佐木月樵：《漢譯四本對照摄大乘論（附西藏譯摄大

乘論）》，东京：佛书刊行会，1959 年。

英文译本则有：(1) John P. Keenan (introduction) and Paul J. Griffiths (translation and notes), The Realm of 
Awakening: 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the Tenth Chapter of Asaṅga’s Mahāyānasaṅgrah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 John P. Keenan, The Summary of the Great Vehicle (by Bodhisattva Asaṅga,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of Paramārtha), Berkeley, Calif.: Numata Center for Buddhist Translation and Research, 2003 (Rev. 2nd 
ed).

法文译本有：Étienne Lamotte, La Somme du Grand Véhicle d’Asaṅga (Mahāyānasaṃgraha), Louvain: Institut 
Orientaliste de l’Université Catholique de Louvain, 1973. 此书 Lamotte 除了法译外，还作了将藏文词汇还原成

梵文的工作。

日文译本则有：长尾雅人：《攝大乘論和譯と注解》（上、下册），东京：讲谈社，1987 年。

中文白话解释可参考：印顺：《摄大乘论讲记》，台北：正闻出版社，2000 年。博士学位论文研究有：

袁经文：《摄大乘论研究》，成都：四川大学道教与宗教文化研究所，200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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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法体的过失）有过解释。考察玄奘译世亲《摄大乘论释》有如下的论述：

《论》（案：《摄大乘论》）曰：复次，云何得知，如“依他起自性”，“遍计所

执自性”显现，而非称体？（1）由“名前觉无，称体相违”故。（2）由“名有

众多，多体相违”故。（3）由“名不决定，杂体相违”故。此中有二颂：

由名前觉无，多名不决定；成称体多体，杂体相违故。

法无而可得，无染而有净；应知如幻等，亦复似虚空。

《释》（案：《摄大乘论释》）曰：如“依他起”、“遍计所执”分，虽显现可得，

而非称彼体。为显此义故说：

（1）“由名前觉无”等：若“依他起”与“遍计所执”同一相者。离取其

名，于“遍计所执”，应生其觉，如不可说，自所领受，现量所得“依他起”

中，不待于名，而生其觉。既无此事，故“依他起”、“遍计所执”，其体相称，

与理相违。

（2）由“名有众多，多体相违”故者：由意解力，“依他起”中，计度于

义，于一义中，立众多名。如尼犍荼书一物，立多名，于一牛上，立种种名。

非于一物，有多自性，而不相违，故“依他起”、“遍计所执”，不同一相。

（3）由“名不决定，杂体相违”故者：于多物类，随其所欲建立一名，又

一种名，随处、随时，别目诸义。若名与义同一相者，义应相杂，既无此事，

故不如名而有其义。a

a　唐玄奘译，《摄大乘论释》卷五，《大正藏》第 31 册，第 405 页下至 406 页上。

 另外，此段真谛译作：

  《论》曰：云何得知此“依他性”，由“分别性”显现似法，不与“分别性”同体？《释》曰：此问言

“分别性”显现似法，此似法不离“依他性”，应与“依他性”同体，云何言不同体？

  （1）《论》曰：未得名前，于义不应生智故，法体与名一，则此义相违。《释》曰：“依他性”虽复由

“分别性”一分所显，不与“分别性”同体，为显此义，故立三证，此即第一证。若“依他”与“分别”共

一体，此执相违。若“依他”与“分别”共一体，此智不开，名于义应生。譬如离瓶名，于瓶义、瓶智不

生，若瓶义与瓶名一体，此事不应成，名、义不同相故。若执名、义共一体，此执则相违，此证显名是

“依他”，显义是“分别”，何以故？此“依他”，由名所“分别”。

  （2）故《论》曰：由名多故，若名与义一，名既多，义应成多，此义体相违。《释》曰，此即第二证：

或一义有多名，若名与义共一体，如名多，义亦应成多。若尔一义应有多体，一物多体，此义相违。是故

若两性一体，则成第二相违。

  （3）《论》曰：由名不定，体相杂，此义相违。《释》曰：譬如瞿名目九义，若言名与义一体，是两体

相违，则成第三相违。瞿名所目诸义，相貌不同，由许一体，相违法一处得成，无如此义，是故两性不可

为一体。《论》曰：此中说偈。《释》曰：重显前义，是故说偈。初偈，显“依他”、“分别”，不共一体。此

义得成，由三相违，故《论》曰：

  于名前无智，多名及不定；义成由同体，多杂体相违。

  法无显似有，无染而有净；是故譬幻事，亦以譬虚空。

  《论》曰：义成。《释》曰：即明“依他性”与“分别性”，不同体，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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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世亲的《摄大乘论释论》（引文中之数字序号为笔者所加），则是在解释玄奘翻

译的无著《摄大乘论本》中的这句话：

复次，云何得知，如“依他起自性”，“遍计所执自性”显现，而非称体？

（1）由“名前觉无，称体相违”故。（2）由“名有众多，多体相违”故。（3）由

“名不决定，杂体相违”故。

此中有二颂：

由名前觉无，多名不决定；成称体多体，杂体相违故。

法无而可得，无染而有净；应知如幻等，亦复似虚空。a

  《论》曰：“于名前无智，同体相违”。《释》曰，此即第一相违。

  《论》曰：“多名同体，多体相违”。《释》曰：此即第二相违。

  《论》曰：“及不定，同体杂体相违”。《释》曰：此即第三相违。

  后偈为教弟子，弟子于二事生疑。《论》曰：“法无显似有，无染而有净”。《释》曰：此明于两种相

违生疑，无法显似有法，是第一相违。于无染中而有净，是第二相违。《论》曰：“是故譬幻事，亦以譬虚

空”。《释》曰：即以此譬，释弟子疑，譬如幻像，实无显现为有。诸分别法亦尔，实无，而显现似有，此

有亦可见。譬如虚空非云等，五障所染，自性清净，云等障后灭时，亦说空为净。诸法亦尔，本无有染，

自性清净，客尘障盖后灭，则见清净。（陈真谛译：《摄大乘论释》卷六，《大正藏》第 31 册，第 191 页上

至中）

 笈多共行矩译作：

  《论》曰：复次，云何得知“依他性”，为“分别性”相显现而住，然非“分别性”体也？（1）于名

前无智，即体相违故。（2）多名有，多体此相违故。（3）名不定，杂体相违故。此中有偈：

  于名前无智，多名及不定；同及多杂体，成就此相违。

  法无而可见，无染而有净；应知如幻事，亦复似虚空。

  《释》曰：如“依他性”中，虽“分别”一分可见，然不成彼性，显示此故：

  （1）于“名前无智”，“同体相违故”者：若“分别”与“依他”是一体，则离名于义中智生，如瓶离

瓶名，于瓶义中，瓶智不生。若瓶名与瓶义，是一相者，则应智自生，以不一相故。若言名、义同体，即

是相违，此中成立名是“依他”，义是“分别”。何以故，此“依他”由名力故，成所“分别”。

  （2）又一义有多名，若名、义是一相，如名有众多，义亦应众多。若尔此义，则应有多体，此一义有

多体，即是相违，是故两性一体，即是第二相违。

  （3）又名不定，如瞿名能目九义，若执名、义是一，即诸义同体，此执是第三相违，以无量别相义，

皆成牛等一体故。偈中亦说此义，于偈中言成就者，明“依他”与“分别”，不同体义，成就法无，而可见

等。（隋笈多共行矩译：《摄大乘论释论》卷五，《大正藏》第 31 册，第 289 页下）

a　唐玄奘译：《摄大乘论本》卷中，《大正藏》第 31 册，第 140 页上。

 另外，此段真谛译作：

  云何得知，此“依他性”，由“分别性”显现似法，不与“分别性”同体？

  （1）未得名前，于义不应生智故，法体与名一，则此义相违。

  （2）由名多故，若名与义一，名既多，义应成多，此义体相违。

  （3）由名不定体相杂，此义相违。此中说偈：

  于名前无智，多名及不定；义成由同体，多杂体相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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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著《摄大乘论》的这段话，在“三自性”的解说方面，比《瑜伽师地论》更往前

推进一步。在这里，无著认为，“名”（“能指”）是属于“遍计所执性”，而“义”

（“所指”，和“事”同意），则属于“依他起性”。引文中“‘依他起自性’，‘遍

计所执自性’显现，而非称体？”这一句，是说：属于“依他起性”的“义”（梵

artha），乃是由属于“遍计所执性”的“名”所显现，然而，为何“遍计所执性”和

“依他起性”（即“名”和“义”），却不是同一个本体呢？无著认为有三个批判的理

由，即：“（1）由‘名前觉无，称体相违’故。（2）由‘名有众多，多体相违’故。

（3）由‘名不决定，杂体相违’故。”

而《摄大乘论》的这三个批判理由，正好也可以搭配遁伦集撰之《瑜伽论记》

所认为的三个驳斥说一切有部语言观的理由：“一、随名多体失；二、名前无体失；

三、名前生觉失”，亦即：

（1）“随名多体失”：随同一事物之不同名称，有多个法体之过失。即是这里

《摄大乘论》的“名有众多，多体相违”。

（2）“名前无体失”：事物命名前无法体存在之过失。即是这里《摄大乘论》的

“名前觉无，称体相违”。

（3）“名前生觉失”：命名前就产生觉知之过失。即是这里《摄大乘论》的“名

不决定，杂体相违”。

关于《瑜伽论记》中“随名多体”的过失（无著之“多体相违”），世亲的《摄

大乘论释》解释说：

由“名有众多”，“多体相违”故者：由意解力，“依他起”中，计度于义，

于一义中，立众多名。如尼犍荼书一物，立多名，于一牛上，立种种名。非于

一物，有多自性，而不相违，故“依他起”、“遍计所执”，不同一相。

  法无显似有，无染而有净；是故譬幻事，亦以譬虚空。（陈真谛译：《摄大乘论》卷中，《大正藏》第

31 册，第 120 页中）

 佛陀扇多译作：

  云何复知，如“他性相”，“妄分别性”事现故，非如是体性尔？

  （1）本名离慧故，及自灭因故。

  （2）多名故，多身相违因故。

  （3）不定名，秽身相违因故。是中有偈：

  本名无慧故，多及不定故；成彼自多身，秽身相违故。

  觉见诸法事，及见染净等；如幻应当知，及如虚空等。（后魏佛陀扇多译：《摄大乘论》卷上，《大正

藏》第 31 册，第 102 页中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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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说，“义”是属于因缘生的“依他起性”，而于此因缘生的“依他起性”之“义”

上，建立种种不同的名称，我们才可以对“牛”加以许多不同的名称（此即对“牛”

这一事物的“遍计所执”）。这是因为“名”属于“遍计所执性”，而“义”属于“依

他起性”，而不是说，同一事物有众多自性（法体）。也就是说，因为“依他起性”

和“遍计所执性”是不同一相，所以，可以用多“名”表示一相同之“义”（事物）。

（二）命名前无体之过失（名前觉无，称体相违）

除了上述“随名多体”的过失外，依说一切有部实在论的观点，每一名称皆有

相对应的法体，但是，倘使真是这样的话，在还没有对事物命名之前，事物不就没

有法体吗？玄奘译《瑜伽师地论》曾记载如下：

又如前说：色等诸法，若随假说，有自性者。要先有事，然后随欲制立假

说。先未制立彼假说时，彼法、彼事，应无自性。若无自性、无事，制立假说

诠表，不应道理。假说诠表既无所有，彼法、彼事，随其假说，而有自性，不

应道理。a

a　《瑜伽师地论》卷三十六，《大正藏》第 42 册，第 488 页上至中。

 此段梵本作：

  api ca saced rūpā’dayo dharmā yathā pūrva-nirdṣṭāḥ prajñapti-vāda-sva-bhāvā bhaveyuḥ. evaṃ sati pūrvaṃ̣ 
tāvad vastu paścāt tatra cchandataḥ prajñapti-vādo’pacārah. prāk prajñapti-vādo’pacārād akrte prajñapti-vādo’pacāre 
sa dharmas tad vastu niḥ-sva-bhāva eva syāt. sati niḥ-sva-bhāvatve nir-vastukaḥ prajñapti-vādo na yujyate. prajñapti-
vādo’pacāre cā’sati prajñapti-vāda-sva-bhāvatā dharmasya vastuno na yujyeta.（Unrai Wogihara[ 荻 原 云 来 ], 
Bodhisattvabhūmi: A Statement of Whole Course of the Bodhisattva (Being Fifteenth Section of Yogācārabhūmi), 
Tokyo, Japan: Sankibo Buddhist Book Store, 1971, pp. 44–45. 对照：《索引》第一部，第 43 页）

 昙无谶译作：

  复次色乃至涅槃，法若随名字有自性者，要先有法，而后随意制名。未有名时，彼法应无自性；若无

自性者，无事制名，是义不然；无名有法，是亦不然。（《地持经》卷一，《大正藏》第 30 册，第 894 页中）

 求那跋摩译作：

  如其色中，乃至涅槃，有实性者。不应说有青、黄、赤、白，乃至轻、重。若无实性，未流布时，云

何可传？以流布性有，无有初始，故可流布。（《善戒经》卷二，《大正藏》第 30 册，第 969 页中至下）

 Janice Dean Willis 英文译作：

  Now, to view it in another way, suppose the dharmas themselves, of form and so forth, as previously 
expounded, should become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their verbal designations. If this were the case, then, first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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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中说到，要先有诸法、诸事，才能随诸法、诸事建立名称言说，所以，在还没

有用语言称呼诸法、诸事之前，诸法、诸事，应无自性。假使真是随着用语言对诸

法、诸事加以命名，才随着产生诸法、诸事之法体的话，那么，在诸法、诸事还未

命名之前，应该无体存在才是。然而，若无法体存在，如何用假说来命名呢？所以，

这就产生了“名前无体”的过失。

1．遁伦《瑜伽论记》的看法

关于“名前无体”的过失，遁伦的《瑜伽论记》中说道：

未言说前，设当无体，复有何过？下次难言：“若无自性、事，制立假说

诠表，不应道理者。”若未立名，未有法体；未有法体，而立名者，不应道理。

言：“假说诠表，既无有所……至不应理者。”若未名，未有法体，未有法体，

不可施名。既无有名，而世法体，随假说有，不应道理。基（案：指窥基）云：

“汝既言随名即称目，有所目者；先未成立假说名前，彼所诠事，应无自性，以

随名方有事故。即名未起，彼事无也；未起名前，彼事既无，而现诠表能诠之

名，不应道理。假说之名，既无所有，所有所诠法、事，随能诠名有自性，不

应道理，展转破之。”a

上引文《瑜伽论记》中说得很清楚：“若未立名，未有法体；未有法体，而立名者，

不应道理。”意思是：假使还未命名前，就没有法体存在的话；我们要问，依名字对

应法体的实在论之观点，既然没有法体，如何能命名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瑜伽论记》接着还引用窥基在《瑜伽师地论略纂》b的说法加以解释。窥基亦认

为，假使在还未命名前，没有事物存在的话，那么，既然事物不存在，如何能加以

命名呢？这是没有道理的（“即名未起，彼事无也；未起名前，彼事既无，而现诠表

能诠之名，不应道理”）。所以，假说之名，没有自性，因此，被名言所诠现的事物，

也可以推出没有自性。这就是“名前无体”的过失。

would be just the given thing alone, i.e., completely disassociated from names, and only afterward would there be 
the desire to attach to that given thing a verbal designation. But this would mean that before a verbal designation 
was attached, at the time just prior to attaching the designation, that very dharma and that very given thing would 
be without essential nature. But if there were no essential nature, there would be no given thing at all; and hence, 
a designation would not be called for. And since no verbal designation would be attached,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the dharma and of the given thing could not be proved. (Janice Dean Willis, On Knowing Reality: The Tattvārtha 
Chapter of Asaṅga’s Bodhisattvabhūmi: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Commentary, and Notes, Delihi: Motilal 
Banarsidass, First Indian Edition, 1982 , p. 104)

a　《瑜伽论记》卷九之上，《大正藏》第 42 册，第 507 页中。

b　《瑜伽师地论略纂》卷十，《大正藏》第 43 册，第 137 页上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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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世亲《摄大乘论释》的解释

此外，上述世亲《摄大乘论释》在解释玄奘译无著《摄大乘论本》的“由名前

觉无，称体相违故”这句话时，曾解释说：

“由名前觉无”等：若“依他起”与“遍计所执”同一相者。离取其名，于

“遍计所执”，应生其觉，如不可说，自所领受，现量所得“依他起”中，不待于

名，而生其觉。既无此事，故“依他起”、“遍计所执”，其体相称，与理相违。a

引文说到：假使“依他起性”和“遍计所执性”是同一相的话，那么，“义”与

“名”（分别属于“依他起性”和“遍计所执性”），也是同一相了。但是，若离开事

物（“义”）之“名”，而能对“遍计所执性”有所觉知，是不可能的（亦即“遍计所

执性”无法离开语言文字之分别活动，“遍计所执性”的作用，就是对事物予以语言

化）。而且，再加上，在自所领受、不可言说的“现量”（“现量”依其定义，只能自

我领受，而不可言说）所得之“依他起性”中，不依靠名言就能对其有所觉知，这

也是不可能的（亦即，“依他起性”的净分，无法用言语说明；而“依他起性”的染

分，则必须以言语来觉知）。因为“遍计所执性”无法离开言语的活动，而“依他起

性”之净分，无法用言语来领知，所以“依他起性”和“遍计所执性”，是不可能为

同一相的。因此，“义”与“名”，也不可能是同一相了。

如此的话，我们在对事物（“义”）命名之前，就会造成没有“义”觉之体的过

失。b亦即，小乘的实在论语言观，会导出还未命名之前，没有法体的存在的过失。

这就是遁伦《瑜伽论记》所谓“名前无体”的过失，也就是《摄大乘论》说的“由

名前觉无，称体相违故”。

（三）命名前有觉知之过失（名不决定，杂体相违）

依《瑜伽论记》的说法，小乘人的第三个错误是“名前生觉”的过失。玄奘译

《瑜伽师地论》中曾论述如下：

又若诸色，未立假说诠表已前，先有色性，后依色性，制立假说，摄取色

者，是则离色假说诠表，于色想法，于色想事，应起色觉，而实不起。由此因

缘，由此道理，当知诸法“离言自性”，如说其色，如是受等，如前所说，乃至

a　唐玄奘译：《摄大乘论释》卷五，《大正藏》第 31 册，第 406 页上。

b　印顺：《摄大乘论讲记》，台北：正闻出版社，2000 年，第 257—2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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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应知亦尔。a

这是说，假若在还未对事物命名前就有事物之法体、自性存在的话，如此，我们应

是先依此事物之法体、自性，予以相对应的名称。这样的话，我们应该会“于色想

法，于色想事，应起色觉”，即对事物（如色）的“想法”、“想事”（即“名言”所

指称的“指涉对象”，或以“所指”称之。此外，遁伦的《瑜伽论记》对“想法”一

词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以想蕴所缘取而成的诸法”；第二种是“想法”即“名

法”，即“可以用语言文字所表示的诸法”），有所觉知才是。然而，实际上却并非

a　《瑜伽师地论》卷三十六，《大正藏》第 30 册，第 488 页中。

 此段梵本作：

   sacet punaḥ pūrvam eva prajñapti-vādo’pacārād akrte prajñapti-vā’dopacāre sa dharmas tad vastu tad-ātmakaṃ 
syāt. evaṃ sati vinā tena rūpam iti prajñapti-vādopacāreṇa rūpa-saṃ̣jñake dharme rūpe-saṃ̣jñake vastuni rūpa-
buddhi pravarteta. na ca pravartate. tad anena kāranenā ’nayā yuktyā nir-abhilāpya sva-bhāvaḥ sarva-dharmāṇāṃ̣ 
pratyavagantavyaḥ. yathā rūpam evaṃ̣ vedan’ādayo yathā nirdiṣṭā dharmā antato yāvan nirvā a-paryantā veditavyāḥ.

（Unrai Wogihara[ 荻原云来 ], Bodhisattvabhūmi: A Statement of Whole Course of the Bodhisattva (Being Fifteenth 
Section of Yogācārabhūmi), Tokyo, Japan: Sankibo Buddhist Book Store, 1971, p. 45. 对照：《索引》第一部，第

43—44 页）

昙无谶译作：

   若法本来自性是色，然后以名字言说，摄取是色。若然者，应离名有色，施设众生应自知，是色不待

名知。而众生无名，则不知色，以是故知，一切诸法离言说自性，如色乃至涅槃，亦复如是。（《地持经》

卷一，《大正藏》第 30 册，第 894 页中）

求那跋摩译作：

   若未有色时，有流布者，以何因缘，无色之时不流布耶？如其流布，能作色性者，何故流布，而不能

作色无量性？是故法性不可宣说，如色、受、想、行、识，乃至涅槃，亦复如是。（《善戒经》卷二，《大正

藏》第 30 册，第 969 页下）

Janice Dean Willis 英文译作：

    Again, suppose that just prior to the attaching of a verbal designation, that dharma and that given thing should 
be identical with the designation. This being the case, even without the verbal designation“form,”the idea of form 
would occur whenever there was a dharma with the name“form,”and whenever there was a given thing with the 
name “form.” But such does not occur.

    Now, through employing reasoning like this, one should understand that the essential nature of all dharmas is 
inexpressible, i.e., completely beyond the reach of expression. And one should understand that just as with regard to 
form, so with feelings, etc., as previously expounded, even up to Nirvana itself. (Janice Dean Willis, On Knowing 
Reality: The Tattvārtha Chapter of Asaṅga’s Bodhisattvabhūmi: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Commentary, and 
Notes, Delihi: Motilal Banarsidass, First Indian Edition, 1982 , p.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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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因为我们对事物的认知，离不开语言（这里应该是把“想法”当作“名法”）。

这就是“名前生觉”的过失。以下，根据《瑜伽论记》的记载论述几个看法。

1．惠景的说法

遁伦《瑜伽论记》记载：

景（案：指惠景）云：别有萨婆多等诸小乘师，复救义云：我所说随诸言说

有法性者，先有色体，随言说显，故说言有，非辨法体，故今牒破。又“若诸

色……至摄取色者”。此牒执也，是即“离色……至而实不起者”。前未立色

名，先有色体，是即离色字，于彼色法，应起色觉。若未立色名，已生色觉，

何劳立名，以显于色。若未立色名，未生色觉，明知名前，未有色体，故云而

实不起。a

惠景认为“名前生觉”的过失，是部派佛教“萨婆多部”（梵 Sarvāstivādin，即“说

一切有部”）为挽救上面“名前无体”的过失而造成的。假使还未对事物（如色）命

名，就有事物之法体存在的话，那么我们就应该可以离开事物的命名，而对事物有

所知觉才是。但如果还未对事物命名之前，就能有对此事物的知觉产生的话，这样，

我们又何必为事物命名，以显示此事物呢？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在还未对事物命

名前，是不能对此事物产生知觉的（这约略等于是说“现量”是无法用语言文字说

出的，若一用语言文字说出，即非“现量”），因此，在未对事物命名前，是没有法

体存在的。

《瑜伽论记》又记载惠景自设问答：

景云：问曰：如闻色分别时，意识“见分”即有“相分”影像色名起，云

何而言，随言说法，无有自性？又复意识缘名，分别影像之色，影像之色，即

是“依他”，云何后说“依他”是“离言法性”？

解云：意识“相分”影像之色，实是“依他”如幻化法；意识“见分”缘

名，分别此“相分”时，不作因缘虚幻法解，乃依此“相分”“依他”色上，种

种构画，执有定性。执有定性，倒情所立自性，是“遍计所执”，随言说法，毕

竟无。“相分”依非随言说倒情所立，故不得说“相分”“依他”，种种构画，都

不称彼“相分”“依他”，是故“依他”还是“离言诸法自性”。b

a　《瑜伽论记》卷九之上，《大正藏》第 42 册，第 507 页中。

b　《瑜伽论记》卷九之上，《大正藏》第 42 册，第 507 页中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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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景自己问道：就好比听闻到色一名，而产生分别时，作为能认识的意识“见分”，就

会有作为被认识的“相分”影像生起色之名（属于“依他起性”），这样如何能说言说法

没有自性呢？而且，意识缘于色之名称时，会有“相分”分别影像之色产生，这影像之

色，是“依他起性”，如何能说“依他起性”是“离言法性”（即“离言自性”）呢？

惠景是这样回答的：意识所产生的“相分”分别影像之色，是“依他起性”所

产生的如幻之法。作为能认识的意识“见分”，缘于色一名，分别此“相分”分别影

像之色时，并不当作是因缘虚幻法；而是依此“相分”“依他起”之色上，作种种构

画，而执著有定性（自性）。这种对此“相分”“依他起”分别影像之色，所产生的

执著，是颠倒情执所产生的“自性”见，是属于“遍计所执性”，是随言说法而有

的，也是毕竟无体的。此“相分”“依他起”分别影像之色，是不随言说颠倒情执而

成立的。所以，我们并不是对此属于“依他起性”的“相分”分别影像之色，产生

种种构画（而是“遍计所执性”的执著产生的），因此，此“依他起性”依然是“离

言法性”（即“离言自性”）。

2．神泰的观点

除上述惠景的说法外，遁伦《瑜伽论记》还记载了神泰的看法。

泰（案：指神泰）云：如初生小儿，未解柱青、黄、长、短等色名，故当尔

见柱，不起青、黄、长、短等觉，后由依柱青、黄、长、短等假名故，方起此

觉。若未立名前，见柱时，于柱青、黄等色法，之柱等色事，应起青、黄、长、

短等觉，而实不起。故知眼识见柱，“依他性”不可言说。法外所有立青、黄、

长、短等可言说，“分别性”自性，能随言说起也。a

神泰认为，就好像刚出生的小孩，并不知道柱子之性质（自性），有青、黄、长、短

等色名，所以当这个小孩见到柱子时，并不会有对于柱子之性质（自性），如青、

黄、长、短等诸法、事的觉知。直到小孩后来渐渐长大，知道青、黄、长、短等的假

名之使用后，才会对此青、黄、长、短等柱子之性质（自性）有所觉知。b这可以证

a　《瑜伽论记》卷九之上，《大正藏》第 42 册，第 507 页中至下。

b　神泰这个说法，和奥古斯丁（Augustine，350—430）对语言的看法（我们童年时如何学会语词的使用），应

该有些类似性。奥古斯丁：“我看见大人称谓某个对象，同时转向这个对象，这时我会猜测，他们用这个声

音来指称他们所要指出的那个对象。他们的确是这个意思，这一点可以从他们的姿态上看得很明白，此外，

也可以从所有种族的自然语言看得很明白：人们用表情、眼神、肢体动作和声调口气来展示心灵的种种感

受，例如心灵欲求某物、守护某物、拒绝某物或逃避某事。我一再听到人们在不同句子中的特定位置上说

出这些语词，从而渐渐学会了去理解这些语词是哪些对象的符号，并逐渐学会用自己的口舌吐出这些音符

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奥古斯丁：《忏悔录》，周士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11—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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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在还未对事物命名前，我们是无法对事物之性质（自性）有所觉知的（如未对柱子

命名前，对柱子的色法、色事，并没有青、黄、长、短等的觉知：“若未立名前，见

柱时，于柱青、黄等色法，之柱等色事，应起青、黄、长、短等觉，而实不起”）。

所以，神泰认为，我们可以知道当意识见到柱子等色法、色事时，“依他起性”

是不可以用语言表达的；所有对柱子的青、黄、长、短等，可言说的色名，皆是属

于“遍计所执性”（“分别性”）。而“遍计所执性”，是随着使用语言而升起的（“遍

计所执性”无法离开语言）。

除此之外，神泰还说明了大乘佛教（唯识宗）对语言的看法。遁伦《瑜伽论记》

记载：

泰（案：指神泰）云：如萨婆多等，眼见青、黄等色，称眼所见，说是青、

黄等色，乃至意识，缘涅槃，随意识所缘，说有定性散灭涅槃。故一切法可言

说，说自心识所缘分齐。今大乘（案：指唯识宗）不尔，如眼识缘色之时，眼识是

证量知，境称眼识行解，乃证“依他性”色，不可言说。同时分别意识，所证

色分齐，亦不可说其色相貌，故证量所知称“法”，能证、所证，皆不可言说。

从眼识后起意识，始分别之，我眼见色，说眼所见，是青、黄等色，乃至说无

漏灭智后起后智，云我从涅槃，说是涅槃，故言说说诸法，是色乃至是涅槃，

皆不称证量所知，能是假说色自相，乃至说涅槃自相。a

神泰在这里批判了部派佛教萨婆多部（说一切有部）对语言的观点。萨婆多部认为，

当眼睛看到青、黄等色之时，称眼睛所见之青、黄等色法，为青、黄等色名；如此，

当意识缘于青、黄等色法乃至涅槃时，都可以对其加以命名。这就是萨婆多部“一

切法可言说”的观点。

而大乘瑜伽行唯识学派的立场则不是如此：当眼睛见到色法时，眼识是能自己

证知的“自证分”（“证量知”，“五识”所产生的认识一定是“现量”，同时也可以

“自证”），所生起的色法（外境），是属于“依他起性”的“相分”分别影像之色。

这“依他起性”“相分”分别影像之色，是不可以用语言来说明的。要等到在眼识之

后升起意识时，才有分别的作用，才能说出见到色或见到青、黄等色，乃至生起无

漏智、后得智之时，意识缘于涅槃都是如此。所以，所有的言说诸法，从色乃至涅

槃，都不属于“现量”所能证知的，而是假说的色自相，乃至假说的涅槃自相（属

于“遍计所执性”）。亦即大乘唯识学认为，只要涉及言语的活动、使用，一定是属

a　《瑜伽论记》卷九之上，《大正藏》第 42 册，第 505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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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遍计所执性”。

3．窥基的见解

关于窥基的解释，和上面神泰的观点类似。窥基在其《瑜伽师地论略纂》中说道：

论云：“又若诸色，未立假说诠表已前，先有色性”等，乃至“当知诸法

‘离言自性’”者。外（案：指小乘人）计云：诸色未立前，先有自性，后依色性，

假立名色，摄取于色。今牒计云：若是者，是则离色外，假说诠表，以后依色

性，制立假说故。如婴孩等，初生等时，先见色性，后若依色性，制立假说者，

此婴孩儿，于色根法、于色根事，应起色觉，而为色解。此婴孩儿，先见于色，

后不依色，而起色解。故知先有色性，后依色性，制立假说者，不应道理，而何

婴孩儿，而实不起色等觉解。由此因缘道理故，当知诸法“离言自性”。a

窥基说明《瑜伽论》中的“又若诸色，未立假说诠表已前，先有色性”，是指外人

（指唯识宗之外的小乘学者）认为，色等诸法、事是先有自性、法体，之后再依此自

性、法体，为色等诸法、事命名。窥基反驳这样先有实在之法体后有语言化之命名

的观点：假使色等诸法、事是先有自性、法体，之后再依此自性、法体，为色等诸

法、事命名的话，这样婴孩在只看到色等诸法、事，但却还不知道色等诸法、事的

名称之前，就应该能对眼根所见的色等诸法、事本身有所觉知才是。然而，我们的

经验却是，先知道诸法、事之名称，才能知觉了解到，原来这个名称是指涉到什么

样的诸法、事。

窥基举婴孩为例的这个说法，和上面神泰的说法是一样的。这基本上是站在经

验论的立场，说明对我们使用语言名称指涉事物的经验。因为我们的经验是，在看

到事物却还不知道事物的任何相关名称时，是无法对事物的性质（自性），有诸如

青、黄、长、短等的觉知，只有当我们先理解了青、黄、长、短等这些名称的意义，

是指涉什么之时，我们才能对事物的性质（自性），有这些青、黄、长、短等的分别

知觉。所以，在经验上来说，当我们还未对事物的性质（自性），如青、黄、长、短

等命名前，其实是无法知道事物本身的性质到底是指什么。这就是他们认为的命名

前应无觉知。

4．世亲《摄大乘论释》的解释

而此外，上述世亲《摄大乘论释》在解释玄奘译无著《摄大乘论本》的“由名

不决定，杂体相违故”这句话时，曾解释说：

a　《瑜伽师地论略纂》卷十，《大正藏》第 43 册，第 137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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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名不决定，杂体相违”故者：于多物类，随其所欲建立一名，又一种

名，随处、随时，别目诸义。若名与义同一相者，义应相杂，既无此事，故不

如名而有其义。a

 

这意思是说，同一个名字，可以表显不同的所诠法体。因此，可以见得“名”称是

“不决定”表诠哪一个义觉之法体的。所以，表诠各种义觉的一名字，这与名字一致

的义觉，就在一个名字之中而成为“杂体”了。b这就是《摄大乘论》“由名不决定，

杂体相违故”的意思。和遁伦的《瑜伽论记》“名前生觉失”，约莫应该是同一意思。

三  结语

本文考察了法相瑜伽行唯识学派的论书：《瑜伽师地论》、无著的《摄大乘论》、

世亲的《摄大乘论释》，及其相关的注释书：窥基的《瑜伽师地论略纂》，以及遁伦

的《瑜伽论记》对“说一切有部”语言观的批判。

而依据遁伦《瑜伽论记》的综述，小乘人（说一切有部）实在论的语言观，有

这样的三个过失：“一、随名多体失；二、名前无体失；三、名前生觉失。”也就是：

（1）“一、随名多体失”，指随同一事物之不同名称，而有多个法体的过失（这

亦即无著《摄大乘论》所言“名有众多，多体相违”之过失）。

（2）“二、名前无体失”，意指事物命名前没有法体的过失（这亦即无著《摄大

乘论》所言“名前觉无，称体相违”之过失）。

（3）“三、名前生觉失”，意味着命名前就产生觉知的过失（这亦即无著《摄大

乘论》所言“名不决定，杂体相违”之过失）。

此外，在窥基的《瑜伽师地论略纂》与遁伦的《瑜伽论记》之中，还记载了唐

代法相唯识宗学者，诸如窥基、圆测、惠景、神泰等人的语言哲学观点，也提到无

著《摄大乘论》、世亲《摄大乘论释》对说一切有部语言观的批判。本文都一一对之

作了论述与分析。从本文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法相瑜伽行唯识学派关于语言哲

学（语言与语言指涉对象之关系）的一些精彩讨论。

a　唐玄奘译：《摄大乘论释》卷五，《大正藏》第 31 册，第 406 页上。

b　参考印顺：《摄大乘论讲记》，台北：正闻出版社，2000 年，第 259 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