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唯识% 的悟入与意言
!!!从 $资粮位% 到 $加行位%

!

茅宇凡!!

#提要$ 意言 %@>;D̂>I7>& 是瑜伽行派修道理论的特殊概念# 本文将探讨意

言在资粮位 %:>@

/

F5A?>K>J>:65A& 和加行位 %7?>RDL>K>J>:65A& 中所表现出的不同

内涵# 即作为所分别的意言和作为能分别的意言, 在资粮位# 意言显现为载负

大乘唯识教理 %法# H5>?@>& 的语言和文义# 行者由于听闻和学习正确的教理#

在意识中对正理生起坚定的信念和深刻的理解# 从而能对治现行的邪分别的二

障, 在加行位# 意言作为能分别的寻思 %7>?RB:

/

>;

/

A& 的功能# 寻思构成语言的

四种要素!!!名 %;A@>;&+ 义 %>?65># 或做 )事# J>:6G*&+ 自性 %:J>F5AJ>&

和差别 %JE:

=

B:

/

>&# 都不是真实的存在# 它们只不过是意识的假施设 %7?>̂dA76E&

而已# 故也是不离识的存在, 行者透过寻思语言本身的非实在性# 观察到语言

本身也是 )唯意言 %@>;D̂>I7>K@A6?>&*# 从而通过语言表达的 )唯识相

%JÊd>76E@A6?>KI>N:

/

>;

/

>&* 也不具有任何的真实性, 由此才可以悟入 )唯识性

%JÊd>76E@e6?>&*# 即直接体会真如的阶段,

#关键词$ 意言 %@>;D̂>I7>& !唯识 %JÊd>76E@A6?>& !四寻思 %9>6GK7>?RB>

;

/

A& !资粮位 %:>@

/

F5A?>K>J>:65A& !加行位 %7?>RDL>K>J>:65A&

!

!!

本文系修改自笔者 &()&年复旦大学硕士毕业论文 ' )唯识* 理论中的 )名言* 问题初探!!!以

2成唯识论3 为中心( 之第四章 )唯识的悟入与意言!!!兼论加行位 4四寻思5 与见道位 4后得

智5*, 在此特别感谢笔者硕士毕业论文的指导教授刘宇光先生以及复旦佛教研究团队 %[GH>;

PB>@DC,GHH5E:6+6GHEB:# 简写[TP,+& 诸位老师对本文的指导,

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



引言

)唯识 %JÊd>76E@e6?>&*# 即 )一切法不外乎识* 的学说# 被认为是行者透

过瑜伽 %SDL>& 的实践而创生的理论. 换句话说# 瑜伽实践是 )唯识论* 得以

形成的体验根据"

, 支撑此一说法的较早典据莫过于 '解深密经/分别瑜伽品(

著名的表述" )由彼影像唯是识故, 善男子# 我说识所缘唯识所现故,*

& 这是佛

陀教导慈氏菩萨于止观中的所缘, 尽管我们可以同意说 )唯识论* 作为理论不

像西方哲学那样# 纯粹是出于意识思辨的产物. 而是与宗教体验有着密切的关

系的哲学理论, 不过# 倘若视 )唯识论* 和止观实践仅仅是单向度地从后者创

生前者# 那么唯识论难免变成宗教实践的附属产品. 事实上# 唯识论是通向

)唯识观* 的重要先导# 而非止观实践可以脱离的东西, 不单是唯识论# 佛教经

论中所说的一切义理 %法& 实际都会被视作指引的明灯, 也就是说# 实践与理

论应是一种双向相互作用的过程# 却不可能是单向的# 而此一通往真实的开端

实是通过理解唯识的理论展开的, 本文将主要探讨唯识论与入唯识观的关系以

及语言在这当中所扮演的角色# 因为我们知道所谓理论其实就是透过语言和语

言表达的意义所展现的,

本文的讨论是以 '成唯识论( 修行理论的 )五道位* 说为据# 并特别注重

对见道位之前资粮位和加行位的分析, 这是因为# 从 )见道* 开始传统认为行

者就已经进入圣者的阶位# 并伏除了现行的烦恼障和所知障, 表现在认知上#

是能亲证 )唯识性 %JÊd>76E@e6?>6J>&*# 即无须透过语言概念或其他中介的认知

对象来体验万法的实况, 也就是说# 在见道位之前的阶段是有关名言理论与修

行实践最突出的地方# 其间有诸多议题有待厘清, 此外# 由于本身仍需认知对

象或语言概念的介入# 资粮位和加行位应该是整个修行理论中最容易讲清楚的

阶段,

'成唯识论( 的 )五道位* 说是分别针对世亲 '唯识三十论颂( %P?E@

/

fENeK

0JÊd>76EKNe?ENe1& 最末第二十六颂至三十颂共五颂而做的解释# 基本上每颂对

应一位, 然而# 安慧 %+65E?>@>6E& 梵文本 '唯识三十论释( 并没有用 )五道

/.4/)唯识*的悟入与意言

"

&

横山
!

一" '唯识:哲学(# 京都" 平乐寺书店# )./.# 2!3, 日本学者似乎尤为认同此一说法# 又

参见高崎直道 '瑜伽行派的形成(# 收于 '唯识思想(# 李世杰译# 台北" 华宇出版社# ).02# )3+

&(,

'解深密经( 卷三# ",_PQ# P)3# -D%3/3# 7%3.0F() 1(&,



位* 来解释世亲的最后五颂# 此外# 他还把第二十九颂和三十颂合于一处解释,

据此# 有的学者猜测 )五道位说* 不是世亲 '三十颂( 的原意"

, 然而在 '三

十颂( 以前# 在 '摄大乘论(

& 世亲释及 '大乘庄严经论(

' 中都明确提到 )五

道位*

( 的说法, 其中# '摄大乘论/入所知相品( %依玄奘译& 所引 )五现观

伽他* 就是 '大乘庄严经论/真实品( 中的偈颂, '庄严经论( 在长行)中分别

用集大聚位+ 通达分位+ 见道位+ 修道位+ 究竟位来解释每一颂# 而 '摄论(

世亲释同样以 )五道* 来配各颂, 略有不同的是# 诸汉译中# 隋译和真谛译是

以每位配一颂. 而玄奘译是以第二颂前半为加行位# 后半与第三颂配见道位,

无论如何# )五道位* 之说已见于此# 世亲既为之作注不可能不知 )五道位* 的

说法# 故也不能说世亲 '三十颂( 最后五颂只是数字上的巧合, 然而# 从 )五

现观伽他* 到 '三十颂( 最末五颂其间的思想不能说是一成不变或没有发展的#

其中较明显的一点是 )五现观伽他* 本颂中完全没有出现过 )唯识* 一词# 而

'三十颂( 之第二十六+ 七+ 八颂接连三颂 %即资粮位到见道位& 都提到了

)唯识* 一词# 很可能是世亲企图用 )唯识* 说来贯穿修道的理论# 而 '摄大

乘论( 在谈及修行理论时则用另一个词!!!意言 %@>;D̂>I7>& 来贯穿整个修道

/(2/ 唯识研究%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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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霍韬晦 '安慧 )三十唯识释* 原典译注(# 香港" 中文大学出版社# ).0(# 页 )4&!)4*# 又页

)40 注 /. 此外荒木典俊在其翻译中也把 )菩萨道* 分为四个阶段# 最后两颂合为 )最高阶段*#

'唯识三十论(# %刊于长尾雅人+ 鶨山雄一监修" '大乘佛典 )2" 世亲论集(&# 东京" 中央公论社#

)./3# )//!)0*,

'摄大乘论释( %世亲释& 汉译有三种# 分别是玄奘译本 %P*)# -D%)2./# 以下简称奘译&# 真谛译

本 %P*)# -D%)2.2# 以下简称真谛译&# 笈多共行矩等译 %P*)# -D%)2.3# 以下简称隋译&. 另有玄

奘译 '摄大乘论释( %无性释& 以备参考. 本文以玄奘译为主# 差别明显处参考诸译, 此外# '摄大

乘论( 尚有藏译本等# 本文主要依据长尾雅人的校订和翻译# '

'

大
(

论" 和
)

<注解( %上+ 下&#

收于 '?@A古典丛书(# 东京" 讲谈社# ).0&!).0/,

'庄严经论( 现存梵文本# 藏译更有安慧释# 若能联系诸译以考察 )五道位* 理论# 可能对安慧及

唯识古学的修行理论有深入的发现# 但由于议题和学力所限# 本文主要据波罗颇密多之唐译 %P*)#

-D%)3(4& 来做考察# 个别关键段落参考梵文本, 另华语学界现有释惠敏+ 关则富合著 '大乘止观

导论!!!梵本 2大乘庄严经论/教授教诫品3 初探( %台北" 法鼓文化# )../& 是对该论 )教授品*

的研究# 本文以资参考,

据早岛理的研究# 瑜伽行派有其古老的 )入无相方便* 的 )五阶梯* 理论# 而大乘的 )五道位* 理

论很可能是唯识宗从阿毗达摩传统继承发展而来# 两者在 '庄严经论(+ '摄论( 等经论中融合了,

参见早岛理 '唯识的实践(# 收于 '唯识思想( 第五章# 李世杰译# 台北" 华宇出版社# ).02#

&(0!&&0,

有关 '庄严经论( 本颂及长行的作者# 学界历来存有异议# 尚无定论, 汉译本提名皆无著造# 西藏

传说本颂为弥勒造+ 长行为世亲造, 吕贗先生比较 '庄严经论( 和 '摄大乘论( 等文本# 以为本颂

是无著造+ 长行是世亲造# 参见 '吕贗佛学论著选集( 卷一# 济南" 齐鲁书社# )..)# 3*!3.# 今

从之,



过程# 这一点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本文下来即以 '成唯识论(+ '摄大乘论(+ '大乘庄严经论( 文本为据# 以

意言+ 唯识概念为线索# 特别考察唯识五道位中的资粮位和加行位# 以及名言

在修道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一节!何为 )意言*

意言在唯识宗修道理论中是一个相当特别且重要的概念, '摄大乘论( 认为

意言可以贯穿整个修道的过程,

何处能入- 谓即于彼有见似法似义意言' 大乘法相等所生起' 胜解行

地& 见道& 修道& 究竟道中' 于一切法唯有识性' 随闻胜解故& 如理通达

故& 治一切障故& 离一切障故*

"

也就是说# 意言在胜解行地+ 见道位+ 修道位和究竟位分别起到了不同的作用,

此外# 在 '庄严经论( 和 '摄大乘论( 世亲释对 )五现观伽他* 的第一+ 二颂

的解释中也都出现了 )意言* 这一概念, 可见意言至少在见道之前具有关键的

作用, 但是意言的内涵到底是什么- '庄严经论( 和 '摄论( 其他多处的说法都

有各自不同的地方, 日本一些学者结合一些晚期唯识经论如 '成唯识论( 等#

倾向于把意言理解为意识或意识的分别等# 但它在早期如 '庄严经论( 中的含

义仍是一个有待商榷的问题,

&

单就意言 %@>;D̂>I7>& 梵文的字面意思而论# 是指意识或意的言说 %@E;HK

6>IN&

'

# 显然它是一个由意 %@>;>:& 和言说 % >̂I7>& 两方面组成的复合词, 而

在 '摄论(+ '庄严经论( 的诠释当中都可以找到归属于这两个方面的理解# 笔

者姑且用能!所的范畴来指称这两个方面的意涵# 即作为能分别+ 能思维的意

言和作为所分别+ 似所取+ 似显现的意言, 以下按照此一区分# 结合 '摄论(

和 '庄严经论( 等文本# 来考察意言的内涵,

/)2/)唯识*的悟入与意言

"

&

'

玄奘译" '摄大乘论本( 卷中# ",_PQ# P*)# -D%)2.4# 7%)4&F)4 1)/,

参见释惠敏+ 关则富 '大乘止观导论(# 第三章# 第 )(3页# 注 2&,

+BB[%_HLB?6D;# ,GHH5E:6ORH?EH +>;:N?E6]?>@@>?>;H TE96ED;>?R# MD6EI>I,>;>?:EH>::# TBI5E# )./(#

7%4)0,



一!作为能分别的意言

把意言直接定义为 )分别*# '庄严经论( 就有明确的表述" )意言者# 分

别也,*

" 而这个分别的对象就是 )意言境*# '庄严经论( 的这个界定比较简

单# 因为分别的含义本身就很复杂# 但从中我们多少可以读见意言与闻+ 思+

修三慧及名义的密切关系, 相比于 '庄严经论(# '摄论( 世亲释对意言给出了

更为具体的界定" )意地寻思# 说名意言,*

& 这个界定给出了两个关键内涵# 即

)意地* 和 )寻思*, 首先# 意言是在意识中的作用而非前五识等. 其次# 这个

作用就是寻思而非其他, 所谓寻思# 就是对名+ 义等四法的推求 %下详&. 此

外# 寻思与寻+ 伺心所也有很大的关联# 后者是在意言境上的推度'

# 而其所缘

就是名+ 句+ 文身, 也就是说# '庄严经论( 所说的 )分别* 很可能就是 )寻

思分别*

(

,

对于世亲此句的翻译# 真谛译为 )意言分别者# 是心觉观思惟,*

) 真谛译

本在很多地方把意言译为 )意言分别*# 特别加上 )分别* 二字# 似乎是想表明

)意言* 即是 )分别*

*

, 在有些地方# 真谛甚至直接就用 )分别* 两字来代替

意言-

, 这个 )意言分别* 就是 )心觉观思惟*# 如果考察真谛的 '转识论(#

对应于玄奘译寻+ 伺心所的地方# 真谛也用了 )觉*+ )观* 二字.

# 也就是说

)觉观思惟* 很可能就是寻思+ 推度的分别活动, 真谛在他处有对 )觉观思惟*

和 )意言分别* 的具体解释" )意识觉观思惟# 但缘言分别# 无别有义可缘, 又

/&2/ 唯识研究%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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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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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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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于三缘净持意言境即得闻慧. 意言者# 分别也. 净者# 信决定. 持者# 择彼种. 由此得闻慧, 若

于三缘了别义光已# 即得思慧# 谓知义及光不异意言# 由此得思慧, 若于三缘安心唯有名即得修慧#

谓知义及光但唯是名# 由此得修慧,* '大乘庄严经论( 卷四# ",_PQ# P*)# -D%)3(4# 7%3)(F). 1

&4,

玄奘译" '摄大乘论释( %世亲释& 卷六# ",_PQ# P*)# -D%)2./# 7%*4.9&( 1&),

参见 '成唯识论( 卷七# ",_PQ# P*)# -D%)202# 7%*29&0 1*3>(4,

'瑜伽师地论( 认为分别有七种# 其中就有 )寻求分别* 和 )伺察分别*# ",_PQ# P*(# -D%)2/.#

7%&0(9(& 1(*,

真谛译 '摄大乘论释( %世亲释& 卷七# ",_PQ# P*)# -D%)2.2# 7%)..9)(, 又隋译作" )意地分别

名意言,* %P*)# -D%)2.3# 7%&2.>)&& 同样也做 )分别*,

长尾雅人说意言 %@>;D̂>I7>& 有时也作意分别 %@>;DN>I7>&. 特别在藏译本中# 前者为REH NREF?̂DH

7># 后者为REH NRE?6DL7>或REH NRE?;>@7>??6DL7>% b@>;DJEN>I7>&# 但两者同义可以混用, 在汉译

中玄奘等均译 )意言*+ 真谛译 )意言分别*# 可一视同仁, '

'

大
(

论" 和
)

<注解( %下&# 页 /,

如解释 )五现观伽他* 第一颂云" )知此义类但以分别为因,* %P*)# -D%)2.2# 7%&))9&( 1&)& 无

论奘译还是隋译# 乃至 '庄严经论( 的长行 )分别* 二字的对应处都作 )意言*,

'转识论(# ",_PQ# P*)# -D%)20/# 7%3&F(/,



必依名分别诸法故# 言意言分别,*

" 可知# 心的 )觉观* 其实就是意识的分别

活动# 而其对象 %所缘& 就是 )言*# 故必须依 )名* 方能产生分别# 这就是

意言分别, 从中也引出了意言的另一层含义# 即作为所分别的言或境,

二!作为所分别的意言

意言作为所分别的境# 有时直接称作 )意言境*# 如 '成唯识论( 说寻+ 伺

推度的活动场所就是意言境&

, 安慧 '唯识三十颂释( 云" )意言者# 意之言也.

如于言说中之言# 言者# 义 %境# >?65>& 之诠也,*

' 诚然此境与作为意识的寻

思分别分不开# 但意言作为言或境的主要含义是似法似义的显现, 首先# '庄严

经论( 中也有符合这一内涵的描述"

意言者' 谓义想* 义即想境' 想即心数* 由此想于义能如是如是起意

言解* 此是有觉分别相*

(

然而考察梵文)

# 原文并非 )意言* %@>;D̂>I7>& 而是 )似言* %R>65ê>I7>&#

)似言义想* %R>65ê>I7e?65>:>@

/

d̂e& 本是一个复合词# 长行的解释为 )此中# 似

言义想即是心所# 义想 %生起& 如是言说 %>F5EIe7>&*

*

, 唐译 '庄严经论( 在

此特做 )意言*# 可见在此意言 %唐译在 2教授品3 也有 )意言* 一词# 即对

应梵文 @>;D̂>I7># 详下节& 的内涵更偏重于 )言 % >̂I7>&*+ 言说# 也就是

)义* 的语言的显在化表现 %有觉分别&,

就意言作为言说的意义# 早岛理通过考察安慧 '庄严经论( %教授品& 和

'中边分别论( 的注释# 认为 )意言是心的喃喃自语# 这是要变成明确的言词以

前的# 引起概念化的状态之言词# 或可谓 4言词5 之潜在能量*

-

, 意言作为潜

/*2/)唯识*的悟入与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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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真谛译" '摄大乘论释( 卷七# P*)# -D%)2.2# 7%)..F(* 1(2,

同注 )*,

)@>;>:D̂>I7D@>;D̂>I7>5

/

ĝ>I7>EJ>̂>I7>5

/

ĝ>I7D5 ?65>N>65>;>@

/

*# +BBO>?6@G6,GB:95B?# +65E>@>6Eh:

6?E@

/

:

=

ENAJÊd>76EF5A:

/

R>" "?E6E9>I_HE6ED;:DC65B+>;:N?E6PB̀6>;H E6:PEFB6>; P?>;:I>6ED;# aEB; &((/# 7%.0,

'大乘庄严经论( 卷五# P*)# -D%)3(4# 7%3)*9). 1&),

梵文据 +RIJ>E; YiJE# Q:;

/

>L># M>5ARA;>:j6?>I>@

/

NA?># _̀7D:iHBI>TD96?E;BHG ]?>;H \i5E9GIB:BID; IB

+R:6i@BSDLA9A?># PD@B## $>?E:# ).(/# 7%34,

)6>6?>R>65A 5 F5EIe7>@>?65>:>@

/

d̂e9>E6>:ENkR>65ê>I7e?65>:>@

/

d̂e'*# 同上, 案# 梵文文义较为含糊#

参见唐译 %上引文& 义与之近# 故今从唐译加 )生起* 二字# 又 )想 %:>@

/

d̂e&* 心所本有分别

)是此而非彼* 的功能# 乃至可生起语言概念# 亦可征,

早岛理" '唯识的实践(# &*.,



在的能量是 )显在化的言词* 的印象或种子# 早岛理还借用 '成论( 一系的

)名言习气 %种子&* 概念来诠释之,

" 姑且不论# 早岛氏对安慧的解释 %下节

会介绍 2教授品3 的 )唯意言* 说和安慧释& 是否得当# '庄严经论( 此处所

用的 )意言* 或 )似言*# 都是指显现的语言活动 %有觉分别&# 相对于语言不

显现的活动# 则称为 )习气 %Je:>;e&* %唐译作 )习光*&# 是为 )无觉分别*#

即不依赖言说的, 唐译更进一步解释说 )习谓意言种子. 光谓从彼种子直起义

光# 未能如是如是起意言解*,

& 可知意言恰好是相对习气的显在言说, 又如早

岛所说就算意言是心的默念自语# 就 '成论( 的系统而言# 也已经是意识的对

象了 %现行&# 而非种子或习气. 因为种子即便作为现行也只能是第八识的相分

%所缘&, 所以# 无论如何意言都不是潜在的能量 %习气&# 而是作为显现的

言义,

'摄大乘论( 中更明确地把意言与似义显现等描述联系在一起, 如谓 )似所

取事+ 有见意言*+ )有见似法似义意言*+ )似文似义意言*+ )意言似义相* 等

%皆依奘译&, 其中 )有见意言* 值得注意# 世亲释云 )有见者# 谓似于见. 此

即成立有相+ 见识*

'

, 然而# 奘译和隋译都没有更详细的论述# 唯真谛译在他

处多用相+ 见识的说法来解释 )意言*# 当然这也可能是真谛自己的诠释而非世

亲的原文, 如"

意言分别者' 是心觉观思惟* 此思惟有二相( 一有见识为相' 故说有

见) 二有相识为相' 谓显现似十二部大乘教' 及似大乘教所诠理' 说名

有相*

(

意识觉观思惟名意言分别* 此意言分别有二种( 谓相及见* 今但取见

不取相' 何以故- 此观缘识遣尘故*

)

可见# 真谛的理解还是相当一贯# 首先意言即觉观思惟# 其次分为见+ 相二

相, 所谓意言分别有见+ 相二相# 多少提示了意言有能+ 所两方面# 不仅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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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岛理" '唯识的实践(# &4(!&4&,

'大乘庄严经论( 卷五# P*)# -D%)3(4# 7%3)*9&) 1&&,

玄奘译" '摄大乘论释( %世亲释& 卷六# P*)# -D%)2./# 7%*4.F&* 1&4,

真谛译" '摄大乘论释( 卷七# P*)# -D%)2.2# 7%)..9)( 1)*,

同上书# 7%&(&9(3 1(.,



能分别"

%见识& 的作用# 同时也有 )相识* 的一面. 重点是后者显现似大乘

佛教的教法及大乘教所诠的教理, 这一点奘译+ 隋译等也都有特别指出# 所谓

似法似义的显现就是大乘教理# 是受闻熏习而得生起 %详下节&,

通过上述的讨论我们初步可以把意言的含义归纳如下" 首先# 意言是意识

能分别的作用# 这个分别就是寻思或寻求分别# 并与寻+ 伺心有关# 相应的其

对象也就是意言境及名等, 其次# 意言是似法似义的显现# 此又分为二" 一者#

意言是显在的言说# 是对 )义* 的能诠# 进一步也可以说是对大乘教理的能诠.

二者# 意言是所诠的教理作为似法似义的显现# 也就是似义相, 总之# 作为所

分别的意言并不是一般的言说# 而是载负大乘教理的似法似义的显现, 当然#

笔者并不认为意言的能!所面向是相互分离的 %如真谛所谓具见+ 相二相&# 但

在此仍要强调意言作为能+ 所的不同功能# 实是因为处于修道过程中的不同阶

位# 意言也随即呈现出不同的角色, 这一点在本节开始所引用的 '摄论( 的文

字中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 下面主要就结合五道位中的前两位# 进一步分析意

言在各个修道阶位的表现,

第二节!资粮位中的意言

对于大乘行者而言# 为了饶益众生+ 断除二障# 而发菩提心寻求解脱# 修

行当然是一个漫长的路程# 在尚未证入真实性之前# 行者首先要做好远行的准

备# 这就是所谓 )资粮位*, 对应于此位的 )五现观伽他* 第一颂云" )福德智

慧二资粮# 菩萨善备无边际# 于法思量善决已# 故了义趣唯言类,*

& 简言之#

)资粮* 分为两种" 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 具体而言即修六种波罗密多# 在此基

础上能够 )于法思量善决*, 这里所谓的 )法 %H5>?@>&* 就是大乘的教法# 无

性释云 )谓于一切契经等法# 由定后智极善决定*

'

, 行者由于听闻佛所说契经

及大乘教法# 能依止定心由智而做抉择, '摄论( 说善备福智资粮的菩萨得 )大

/22/)唯识*的悟入与意言

"

&

'

上田义文认为真谛入应知相的唯识观有二# 即虚妄分别的唯识和意言分别的唯识# 两者都是缘生义

的依他起性 %上田眼中的依他起性等同于 )识*&, 参见上田义文# '初期瑜伽行派的 )知* !!!能

知与所知的关系(# 收于氏 '大乘佛教思想(# 陈一标译# 台北" 东大图书公司# 77%)&. 1)*(,

玄奘译 '摄大乘论本( 卷中# P*)# -D)2.4# 7%)4*9)) 1)&,

玄奘译 '摄大乘论释( %无性释& 卷六# P*)# -D%)2.0# 7%4)0F&) 1&&, 又世亲释此句云 )要由定

后思惟诸法# 方善决定非余所能,* %P*)# -D%)2./# 7%*24>(2&,



乘多闻熏习相续*

"

# 世亲特别指出这里讲大乘是要 )简声闻等所有多闻熏习相

续*

&

, 在唯识宗看来# 所谓大乘的熏习自然指的就是唯识教理, 世亲释又云"

如是意言以大乘法为因而生* 此中显示意言差别* 大乘法相等所生者'

是此教法为缘生义* 或有即于胜解行地名能悟入' 由但听闻一切诸法唯有

识性' 深生信解故名能入*

'

世亲认为在胜解行地# 行者由听闻 )唯识* 的教理# 深生信解# 是名 )能

入*

(

, 胜解行地包括了资粮+ 加行二位)

# 其实此二者的差别只是在于加行位更

接近于见道*

. 而此二位共同特点就在于都未能亲证 )唯识性* %即见道&# 只

能是透过听闻和对名义 %意言& 的理解来认知 )唯识*,

为了进一步理解资粮位的内容# 我们可以再来看一下世亲 '唯识三十颂(

第二十六颂和 '成唯识论( 的解释, 原颂梵文云"

RAJ>H JÊd>76E@A6?>6JBJÊdA;>@

1

;AJ>6E:

1

6

1

5>6Bg

L?A5>HJ>R>:RA;G:

=

>R>:6AJ>; ;>JE;EJ>?6>6Bgg&3 gg

-

玄奘译" 乃至未起识# 求住唯识性# 于二取随眠# 犹未能伏灭,

.

中译" 若识尚未住于 )唯识性 %JÊd>76E@A6?>6J>&* 中# 则二取的随眠就不

会止灭,

对此颂# '成唯识论( 解释说" )此位菩萨# 依因+ 善友+ 作意+ 资粮四胜

力故# 于唯识义虽深信解# 而未能了能+ 所取空, 多住外门# 修菩萨行# 故于

二取所引随眠犹未有能伏灭功力# 令彼不起二取现行,*

/

'成论( 对前半颂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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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译 '摄大乘论本( 卷中# P*)# -D%)2.4# 7%)4&F)( 1)),

玄奘译 '摄大乘论释( %世亲释& 卷六# P*)# -D%)2./# 7%*4.9() 1(&,

同上书# 7%*4.9&) 1&4, 下画线为笔者所加,

其实信解和能入的过程中# '摄论( 和 '庄严经论( 都有许多内容# 恐烦不赘,

'成唯识论( 卷九# )此位 %案# 资粮位& 未证唯识真如# 依胜解力修诸胜行# 应知亦是解行地摄,*

%P*)# -D%)202# 7%4.>(& 1(4&. 又 )此位 %案# 加行位& 亦是解行地摄, 未证唯识真胜义故*,

%同前# 7%4.9)* 1)4&

'成唯识论( 卷九# )近见道故立加行名# 非前资粮无加行义,* 同上书# 7%4.>&. 1F(),

O>?6@G6,GB:95B?# +65E>@>6Eh:6?E@

/

:

=

ENAJÊd>76EF5A:

/

R># aEB; &((/# 7%)*&,

'唯识三十论颂(# ",_PQ# P*)# -D%)203# 7%3)F(3 1(/,

'成唯识论( 卷九# P*)# 7%40F&0 19(*,



释与 '摄论( 信解行地相当# 颂中所谓未住 )唯识性*# 就是只能在 )唯识义*

上产生理解# 是故说为于 )外门* 转, 此外# 值得注意的是# 世亲在后半颂提

到了 )二取随眠 %L?A5>HJ>R>:RA;G:

=

>R>&* 的概念# 安慧解释说" )二取者# 所取

取及能取取. 彼随眠者# 乃是为了生起未来二取而摄藏于阿赖耶识中之种子,*

"

安慧对于二取的理解是基于知识论上主+ 客的分别# 以及由此认知上的二取分

别而含藏在阿赖耶识中的潜在势力, 相比而言# '成论( 不单用能取所取执来解

释 )二取*# 而且还特别把 )随眠* 联系到了烦恼障和所知障"

此 $二取% 言显二取取' 执取能取所取性故* 二取习气名彼随眠' 随

逐有情眠伏藏识* 或随增过故名随眠' 即是所知& 烦恼障种*

&

+案' "成

论# 接下来就分别具体阐述烦恼障和所知障的定义,

尽管安慧释中也把烦恼障和所知障对应于我执和法执# 但以二障种子来解释二

取随眠却可能是要到 '成唯识论( 才做出的结合, 也就是说# 在断障理论中#

唯识宗有意把认知的问题移到了或者说视作所要伏断的障碍, 更需留意的是#

'成唯识论( 以为" )如是二障# 分别起者# 见所断摄. 任运起者# 修所断

摄,*

' 所谓 )分别起* 与其说指上述的二取# 毋宁说是依据 )邪教* 和 )邪分

别* 而在意识当中生起实我+ 实法的执着, 也就是说# 二障的现行或表层行为#

是透过不正确的言教而产生的颠倒的理解# 它们可以在见道时就断除, 反过来

说# 在见道前 %胜解行地& 的修行阶段# 是通过听闻正确的言教并在意识上生

起似正理的显现# 来对治分别起的二障, 如果能进一步依此在止观中修习# 到

达见道时就可以断除分别起的现行, 所谓断除分别起的现行# 是指不由于邪教

或邪分别而产生颠倒的认知# 之所以能够如此# 乃是因为借由语言或名义对

)唯识义* 具有了深入的理解, 所以# 世亲释说 )未住于唯识性*# 就是指行者

仍然处于通过语言理解 )唯识义* 的阶段# 这和 '摄论( 世亲释说 )意言以大

乘法为因*+ )听闻一切法唯有识性* 的意思是一致的,

我们可以进一步推论说# 这里的 )唯识义* 就是由于听闻大乘教法的缘故#

而在心识上生起似彼 )唯识 %性&* 的显现# 这 )唯识义* 就是 )似法似义意

//2/)唯识*的悟入与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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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5>HJ>R>@

/

L?A5R>L?A5DL?A5>N>L?A5>:

=

9>g6>:RA;G:

=

>R>:6>HA5E6>@ >;AL>6>L?A5>HJ>RD67>66>JBFk̂>@

AI>R>JÊdA;Bg*# O>?6@G6,GB:95B?# aEB; &((/# 7%)*4, 中译依吕贗# '安慧三十唯识释略抄(# 刊于

'内学( 第三辑# 南京支那内学院# ).&3# )*3# 略有改动,

'成唯识论( 卷九# P*)# 7%409(* 19(3,

同上书# 7%409&3 19&0,



言*, 一方面# 意言本身作为名言等是所分别的对象# 也就是似法似义的显现.

另一方面# 意言是载负大乘教法的似义显现# 不同于一般的虚妄分别的颠倒显

现# 而是于之可以 )悟入*+ )能入* 的因处, 故 )五现观伽他* 第一颂最后一

句云" )故了义趣唯言类,* 世亲释" )谓了知诸义唯意言为因,*

" 然而# 这里

的 )意言* 可能有两层含义, 其一# 大乘教理和 )唯识义* 就是意言或意言的

显现. 其二# 要越过 )唯识义* 而入 )唯识性* 需了知 )唯意言*# 也就是观

想作为意言的本身无他 %自性&, )五现观伽他* 紧接第二颂云" )若知诸义唯

言类# 即住似彼唯心理,*

& 可见# )唯言* 与 )唯心* 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

而观想 )唯 %意& 言* 就是在加行位寻思名等的 )四寻思*,

第三节!加行位中的意言

一!意言与四寻思 !7>?RB:

-

>;

-

A"

'成唯识论( 论述加行位的修道理论是依暖+ 顶+ 忍+ 世第一法四顺抉择分

的顺序而说# 显然并非是简单地逐字解释世亲 '三十颂( 的第二十七颂. 而安

慧释内容简洁# 篇幅远短于 '成论(# 却是严格按世亲颂文逐字逐句地注释# 绝

无逸出原颂的理解, 不难想见# '成唯识论( )四寻思* 和 )四顺抉择分* 相配

合的解释恐怕另有来源, 考察其他的唯识论书# 四寻思的说法最早在 '瑜伽师

地论/菩萨地/真实义品( 中就已经有了. 而唯识宗对于顺抉择分暖等四位的

论述也可见于 '大乘庄严经论/教授品( 中'

, 当然# )四寻思* 和 )四顺抉择

分* 在二论中还都是独立的论述, 到 '摄大乘论(# 已经把 )四寻思* 和 )四

如实智* 对应于 )四种三摩地* 和 )四种顺抉择分*# 并且 '摄论( 表达后者

的文字与 '庄严经论/教授品( 论及暖等四位的释文也相当一致(

, 也就是说#

'成唯识论( 此处四寻思与暖等四位的配合极有可能是来自 '摄论(, 不过# 有

一点需留意的是# '摄论( 谈 )名寻思* 时明确说 )唯是意言*. '成论( 谈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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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译 '摄大乘论释( %世亲释& 卷六# P*)# -D%)2./# 7%*24>(3 1(/, '庄严经论( 及诸异译此处

略同# 且如隋译直接把 )意言* 二字放入颂中,

玄奘译 '摄大乘论本( 卷中# P*)# -D%)2.4# 7%)4*9)*,

当然# 暖等四位的说法已见于有部的论书# 其来源可能有更早的传统, 参见释惠敏+ 关则富 '大乘

止观导论( 第三章# ))&!))4# 注 23+ 2/,

参见上注 23, 原文见玄奘译 '摄大乘论本( 卷中# P*)# -D%)2.4# 7%)4*F(* 1)),



种寻思却都是以 )不离识*+ )自心变* 的说法替代了 %详下节&# 是故本节先

讨论四寻思之内涵及其与意言的关系,

所谓 )四寻思*# 即寻思名 %;A@>;&+ 义 %>?65># '瑜伽论( 等亦作 )事

%J>:6G&*&+ 自性 %:J>F5AJ>&+ 差别 %JE:

=

B:

/

>& 四者, 此中# 对于名+ 义二者的

理解# 窥基引用 '摄大乘论( 无性释"以为名指的是名+ 句+ 文身. 义指的是

)名身等所诠表的蕴+ 界+ 处等,*

& 或就它的自体# 或就它的意义# 总称为

)义*, 对于自性+ 差别# 其实是附着于名+ 义之上的# 自性即名+ 义的自性#

如 )谓色+ 受等*. 差别即名+ 义的差别# 如 )谓无常等*

'

, 无性色+ 无常等

的举例很容易使人联想到 )自相*+ )共相* 的概念, 在阿毗达摩佛教中# )自

性*+ )自相*+ )自体* 都是相通的概念# 这点在唯识宗中也有保留, 况且 )自

性*+ )差别* 在因明论中就是指命题的主词和谓词# 如 )声是无常* 宗# 其中

)声* 是自性# )无常* 是差别, 在此意义上# 差别具有种类+ 属性等含义# 可

与 )共相* 相通, 又横山
!

一先生以为所谓自性就是具体所认识的事物本身#

比如当产生 )这是桌子* 的认知时# 自性是 )桌子 %这个东西& 本身*. 所谓

差别# 是当进一步分析 )这个桌子是物质的+ 长方形的+ 坚固的* 时# 那 )物

质*+ )长方形*+ )坚固* 等性质(

, 所以# 自性+ 差别也不是脱离名义而自有

的# 与其说名等是四样东西# 倒不如说是以名为中心或代表的+ 表示语言特征

的四个方面或要素,

所谓寻思 %7>?RB:

/

>;

/

A&# 梵文原义是指寻求 %:BBNE;L# :6?EJE;L>C6B?&

)

+ 推

求+ 推度# 如隋译 '摄大乘论( 直接译为 )求*

*

, 四寻思的具体内涵 '成唯识

论( 表述得比较简略" )四寻思者# 寻思名+ 义+ 自性+ 差别假有实无, 如实遍

知此四离识+ 及识非有# 名如实智,*

- 又如其释暖位云 )创观所取名等四法皆

自心变# 假施设有# 实不可得,*

. 按无性的解释# 寻思是推求时的 )因相*# 而

/.2/)唯识*的悟入与意言

"

&

'

(

)

*

-

.

参见 '成唯识论述记( 卷九本# ",_PQ# P4*# -D%)0*(# 7%232F&* 19(), '述记( 释四寻思多以

'摄论( 无性释为据# 不知是否奘师本意,

玄奘译" '摄大乘论释( %无性释& 卷六# P*)# -D%)2.0# 7%4)2>)/ 1)0,

同上书# 7%4)2>&* 1&4# 7%4)2>&2 1&3,

参见横山
!

一# '唯识:哲学(# 页 33,

[%_HLB?6D;# ,GHH5E:6ORH?EH +>;:N?E6]?>@@>?>;H TE96ED;>?R# MD6EI>I,>;>?:EH>::# TBI5E# )./(# 7%**3

笈多共行矩等译" '摄大乘论释( %世亲释& 卷六" )有四种求# 谓名+ 义+ 自性+ 差别假说相求,*

",_PQ# P*)# -D%)2.3# 7%&.3F(),

'成唯识论( 卷九# P*)# 7%4.F(& 1(*,

同上书# 7%4.F(3 1(/,



如实智是了知此四 )假有实无* 的 )果相*# 二者的区别不过是方便的说法"

#

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异, '成论( 用一贯的 )不离识* 或 )识变* 来解释寻思名

等 )假有*# 对此我们还可以来考察一下其他经论的说法,

'摄大乘论( 中以 )四寻思* 及 )四如实遍智* 合说# 并展开论述"

由四寻思' 谓由名& 义& 自性& 差别假立寻思) 及由四种如实遍智'

谓由名& 事& 自性& 差别假立如实遍智* 如是皆同不可得故* 以诸菩萨如

是如实' 为入唯识勤修加行' 即于似文似义意言' 推求文名唯是意言' 推

求依此文名之义亦唯意言) 推求名& 义& 自性& 差别唯是假立* 若时证得

唯有意言' 尔时证知若名& 若义自性& 差别皆是假立* 自性& 差别义相无

故' 同不可得* 由四寻思及由四种如实遍智* 于此似文似义意言' 便能悟

入唯有识性*

&

'摄论( 并没有直接以唯识来证四寻思# 却是说 )为入唯识* 而推求# 推求

的内容即名+ 义 )唯是意言*# 自性+ 差别 )唯是假立*, 这又与 '成论( 略有

不同# 而颇费思量的是# '摄论( 用 )唯意言* 和 )唯假立* 分别配合名义和

自性差别# 似乎暗示着两组可能不同的东西,

' 又如早期 '瑜伽师地论( 对四寻

思的说法是"

云何名为四种寻思- 一者名寻思& 二者事寻思& 三者自性假立寻思&

四者差别假立寻思* 名寻思者' 谓诸菩萨于名唯见名' 是名名寻思) 事寻

思者' 谓诸菩萨于事唯见事' 是名事寻思) 自性假立寻思者' 谓诸菩萨于

自性假立唯见自性假立' 是名自性假立寻思) 差别假立寻思者' 谓诸菩萨

于差别假立唯见差别假立' 是名差别假立寻思* 此诸菩萨于彼名& 事' 或

离相观或合相观* 依止名& 事合相观故' 通达二种自性假立& 差别假立*

(

'瑜伽论( 四寻思的名称就有不同# 特别在自性+ 差别之后加上假立

%7?>̂dA76E& 一词, 在论述名+ 事寻思时# 只说 )于名唯见名*+ )于事唯见事*#

/(3/ 唯识研究%第二辑&

"

&

'

(

按" 此是无性 '摄大乘论释( 卷六所说 %P*)# -D%)2.0# 7%4)2>)& 1)3&# 然 '述记( 亦征引此说,

玄奘译" '摄大乘论本( 卷中# P*)# -D%)2.4# 7%)4&9)/ 1&3,

然而世亲释中省去了 )唯是意言* 的说法# 全以 )假立* 释之 %P*)# -D%)2./# 7%*2)F(. 1)/# 诸

译略同&# 这仍有待推敲,

'瑜伽师地论( 卷三十六# P*(# -D%)2/.# 7%4.(F(* 1)*,



却没有 )唯假*+ )唯识* 的说法, 这应当就是 )离相观*# 指对名+ 事分别观

察# 二者实无本质上的对应. 而在提到名+ 事的 )合相观* 时# '瑜伽论( 说此

是为能了知名+ 义的自性+ 差别都是假立, 对此 '成唯识论( 亦有承袭" )名+

义相异# 故别寻求# 二二相同# 故合思察,*

" 也就是说# 名和义应分别推求#

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实质的联系. 而名+ 义与自性+ 差别若结合起来观察# 就会

了知它们的本质不过是一种假设, 此外# 早期的经典在名+ 事 %义& 只观察二

者 )唯名* 或 )唯意言*# 很可能尚未联系到 )唯识论*,

又如 '摄大乘论( 引一颂云" )名事互为客# 其性应寻思# 于二亦当推# 唯

量及唯假,*

& 前半颂谓寻思名+ 事互为客# 就是推求名之于事为客尘性

%AL>;6GN>6J>&# 事之于名亦如是, 所谓 )客尘性* 是指 )非本来的东西*# 譬如

家中有外来之客# 与此家人非同族+ 同类# 本无同一性可言'

# 是故行者在禅定

中应当寻思名+ 事本性各别# 二者亦非同体+ 同类# 也就是 '瑜伽论( 所说的

)离相观*, 后半颂考察其他异译# 真谛译为" )名义互为客# 菩萨应寻思# 应观

二唯量# 及彼二假说*

( 又隋译" )推寻名及义# 各各互为客# 推寻二唯量# 二

施设亦然,*

) 显然# 真谛译和隋译都提到了两个 )二* 字# 前一个 )二* 应是

指寻思名+ 义 %事& )唯量*# 就是 '瑜伽论( 说的 )离相观*. 后一个 )二*

应是指寻思名+ 义自性+ 差别 )唯假 %假说'施设&*# 也就是 '瑜伽论( 说的

)合相观*, 玄奘很可能是依据世亲和无性的释论把分别指示 )唯量* 和 )唯

假* 的 )二* 合并在了一起# 其实 )唯量* 是应该对应此前 '摄论( 的 )唯意

言*, 尽管这只是笔者的一个猜测# 但 '瑜伽论( 及 '摄大乘论本( 暗合了这

种差别# 另外此颂的梵文现存于 '大乘庄严经纶( 中# 颂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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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唯识*的悟入与意言

"

&

'

(

)

'成唯识论( 卷九# P*)# 7%4.F(4,

玄奘译" '摄大乘论本( 卷中# P*)# -D%)2.4# 7%)4*9() 1(&,

参见横山
!

一" '唯识:哲学(# 34!32,

真谛译" '摄大乘论( 卷中# P*)# -D%)2.*# 7%)&4>(2 1(3,

笈多共行矩等译" '摄大乘论释( %世亲释& 卷六# P*)# -D%)2.3# 7%&.0>)2 1)3,



7?>̂d>76E@A6?>6J>7>?RB:

1

>;

1

A :J>F5AJ>JE:

=

B:

1

>7?>̂d>76E7>?RB:

1

>;

1

A JBHE6>JRA'

现代汉译( 对名与物' 相互推寻 + b推求& 寻思, 客尘性) 及对假立

二种' 2应3 推寻 $唯彼性%*

2释云3 对于诸法有四种推寻( 名推寻& 物推寻& 自性假立推寻及差别

假立推寻* 此中' 对名而言' 于物中推寻 2其3 客尘性' 应知是 $名推

寻%) 对物而言' 于名中推寻 2其3 客尘性' 应知是 $物推寻%* 对自性&

差别假立而言' 于彼二的相连属中推寻唯假立性' 应知是自性& 差别假立

推寻*

"

尽管按照梵文偈颂只有 )唯彼 %即唯假&*# 并无 )唯量 %即唯识&*# 然而

结合释论# 则明显能够领会其中名+ 物互为客尘性的 )离相观* 及自性+ 差别

相连属 %>F5E:>@

/

F>;H5>& 的 )合相观*, 况且四寻思中的这两类观法与 '成论(

一系唯识学理论本身不相抵触# 甚至可以为 )唯意言* 发展到 )唯识* 的过渡

做一个注脚, 具体来说就是# 推寻自性+ 差别 )唯假说*# 因为实有自性+ 差别

是 )无体随情假*# 如 '成唯识论( 定义遍计所执性云" )所妄执蕴+ 处+ 界等

若法+ 若我自性+ 差别# 此所妄执自性+ 差别总名遍计所执自性,*

& 其中并未

提及名+ 义等. 而推寻名+ 义 )唯假立 %意言&*# 是 )有体施设假*# 不是体

性全无# 是依识所变# 在此意义上也可以说是 )唯识*+ )唯量*# 这也符合

'成论( 系对于遍计执和依他起的理解# 当然所排遣的只是被执着为实有的自

性+ 差别. 但无论是假说自性+ 差别# 还是假立名+ 义# 都是属于依他起性的,

二!唯意言与唯识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基本可以把寻思名等本身无实在性归结为 )唯意言*#

但如何于此而入 )唯识*# 是需要更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前述 )五现观伽他* 第二颂云" )若知诸义唯言类# 即住似彼唯心理,* 世

亲释" )谓若了知似义显现唯是意言# 即住似义唯心正理,*

' 但是对于这里的

/&3/ 唯识研究%第二辑&

"

&

'

又唐译相应颂云" )名物互为客# 二性俱是假# 二别不可得# 是名四求义, 释曰" 诸菩萨四种求诸

法, 一名求+ 二物求+ 三自性求+ 四差别求, 名求者# 推名于物是客# 此谓名求. 物求者# 推物于

名是客# 此谓物求, 自性求者# 推名自性及物自性知俱是假# 此谓自性求. 差别求者# 推名差别及

物差别知俱空故# 悉不可得# 此谓差别求,* '大乘庄严经纶( 卷十二# P*)# 7%32*9(2 1)&,

'成唯识论( 卷八# P*)# 7%4.9)3 1)0,

玄奘译" '摄大乘论释( %世亲释& 卷六# P*)# -D%)2./# 7%*24>(0 1(.,



)唯是意言*# 其他诸译及无性释都没有更进一步的解释, 考此颂原出于 '庄严

经论/真实品(

" 释论亦与世亲略近. 而 '庄严经论/教授品( 中在论及顺抉择

分的暖位时# 也特别提到了 )唯意言 %@>;D̂>I7>@e6?>&*# 应当可以视作补充的

解释"

然后' 那位如此的& 入于等引 +:>@A5E6>, 的菩萨' 不见离于意言

+@>;D̂>I7>, 的一切义 +>?65>,* 00如此的& 心入等引的菩萨' 不见离于

意言的所谓自相& 共相的 +:J>I>N:

1

>;

1

>K:A@A;R>I>N:

1

>;

1

>KAN5RA;, 一切法' 唯

有意言 +@>;D̂>I7>@A6?>, 显现* 这是他的 $暖位% +G:

1

@>L>6AJ>:65A,* 这就

是 "灰河经# + N:

1

A?>;>Hk, 中所说 $所谓 .明/ + AIDN>, 是谛察法忍

+H5>?@>;EH5RA;>N:

1

A;6E, 的异名% 的那 $明%*

&

在这里 )唯意言* 尚未用 )唯识 %心&* 来解释# 而是说一切义 %自相+

共相诸法& 不离于意言, 所谓 )自相*+ )共相*# 安慧 '庄严经论( 疏释举例

说# 色的自相是有对# 受的自相是领纳等. 共相即无常+ 苦+ 无我等'

# 这和无

性解释自性+ 差别的意义一致, 也就是说# 一切透过名言概念所规定的对象的

本质+ 属性都不外是名言 %即意言&# 安慧又解释说# 于定中就是要思惟一切色

等事物 %HD:7D& 仅是从意言显现# 不见离意言+ 离心的存在# 就证得 )无境

%HD; @BH# >;>?65>&*, 这就是在暖位获得的 )法明 %H5>?@AIDN>&*, 行者秉持

这种 )法明*# 在顶位精进增长# 则可在忍位住于 )唯心 %9E66>@e6?>&*

(

# 即

)照见一切义之显现 %唯& 在心中*

)

# 此时所取的散乱 %L?A5R>JEN:

/

B7>& 已被断

/*3/)唯识*的悟入与意言

"

&

'

(

)

)已知义类性# 善住唯心光, $$释曰" 此偈显第二通达分位, 由解一切诸义唯是意言为性# 则了

一切诸义悉是心光, 菩萨尔时名善住唯识,* '大乘庄严经论( 卷二# P*)# -D%)3(4# 7%2..>)* 1

)/,

)6>6>:

=

9A:>G 6>65AF5j6DFDH5E:>66J>5

/

:>@A5E6>5

/

'@>;D̂>I7AH JE;E?@GN6A; :>?JA?65A; ;>7?>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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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5AF5j6DFDH5E:>66J>5

/

:>@A5E6>9E66D@>;D̂>I7AH JE;E?@GN6A; :>?J>H5>?@A; ;>7?>7>:

=

R>6E:J>I>N:

/

>;

/

>:A@A;R>I>N

:

/

>;

/

AN5RA; @>;D̂>I7>@A6?>@BJ>N5RA6E'* '大乘止观导论( 第二章# 页 4)!4&# 中译依关则富# 见第三

章# 页 )(3, 又唐译" )尔时此菩萨# 次第得定心# 唯见意言故# 不见一切义, 释曰" 此菩萨初得定

心, 离于意言不见自相+ 总相一切诸义# 唯见意言, 此见即是菩萨暖位, 此位名明, 如佛灰河经中

所说明, 此明名见法忍,* '大乘庄严经论( 卷七# P*)# -D%)3(4# 7%3&2>)4 1).,

'大乘止观导论( 第三章中安慧释# 页 )(.!))(# 中译依关则富,

参见 '大乘止观导论(# 又唐译以在顶位已能通达 )唯心*# 似有不同# 今从前者,

):>?JA?65>7?>6EF5A:>6J>@

/

6>6>:

=

9E66B7?>7>:

=

R>6E'$$* % '大乘止观导论(# 页 4)& 中译依关则富 %同上

书# 页 )(/&# 略有改动, 唐译" )诸义悉是光# 由见唯心故,* '大乘庄严经论( 卷七# P*)#

-D%)3(4# 7%3&2>&2,



除, '庄严经论( 使用 )唯心* 一词可能是更想强调主体的意味# 因为能取的散

乱 %L?A5>N>JEN:

/

B7>& 要到世第一法才被断除, 从上面的引述中# 我们发现意言

作为与自+ 共相结合的义# 是首先在修道过程中被断除的障碍, 也就是说意言

多少都含有遍计所执性的意味# 这一点在 '摄论( 中也可以得到印证"

于此悟入唯识性中* 何所悟入- 如何悟入- 入唯识性相见二性及种种

性* 若名& 若义自性& 差别' 假自性& 差别义' 如是六种义皆无故' 所取&

能取性现前故' 一时现似种种相义而生起故* 00如是菩萨悟入意言似义

相故' 悟入遍计所执性) 悟入唯识故' 悟入依他起性*

"

论中所说 )六种义*# 世亲和无性都没有更详细的解释&

# 但必定与名义自

性相关, 论说 )六种义* 是无# )入唯识性* 的第一步就是悟入这些 )意言似

义相* 是遍计所执性, 对此# 无性释说得更明白" )譬如绳上蛇非真实# 以无有

故, 如是似名似义意言# 依他起上名等六种# 遍计所执亦非真实# 以无有故,*

'

可知 )似名似义意言* 就是 )六种义*# 而且无性清楚地说是依他起上
$

的遍计所

执性 %当然# 这也可能和玄奘的翻译有关&, 综上# 把意言理解为所取的遍计

执# 把唯识或唯心理解为能取的依他起# 似乎很符合瑜伽行派 )入无相方便*

的观法 %知所取无# 次能取亦无&, 事实上# )五现观伽他* 接下来就是在讲去

除能+ 所 )二相* 的观法 %属见道位&, 而 '摄大乘论( 也引用了 '分别瑜伽

论( 中教授 )入无相方便* 的二颂(

# 此二颂也被 '成唯识论( 所转引)

,

在 '成唯识论( 中# 把顺抉择分暖等四位+ 四寻思和二取无的观法都结合

到了一起, 简言之# 在暖+ 顶二位依四寻思# 分别创观+ 重观名等四法 )皆自

心变# 假施设有# 实不可得*# 这是观无所取. 在忍位发下如实智# 观能取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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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译" '摄大乘论本( 卷中# P*)# -D%)2.4# 7%)4&9&/ 1)4*>)(,

世亲释诸译中唯真谛以为是一名二自性三差别# 义亦如是# 共有六, %P*)# 7%&(4>)0& 但此解释如

何说明论中的 )假自性差别义* 呢- 且为一家之说# 很可能是真谛自己的理解, 故今对 )六种义*

阙疑,

玄奘译" '摄大乘论释( %无性释& 卷六# P*)# -D%)2.0# 7%4)29(4 1(3,

颂云" )菩萨于定位# 观影唯是心, 义相既灭除# 审观唯自想, 如是住内心# 知所取非有# 次能取

亦无# 后触无所得,* '摄大乘论本( 卷中# P*)# 7%)4*F(3 1(., 这两颂可能是代表了古来瑜伽修

行阶梯 %入无相方便& 的根本结构# 并在 '集论( 中被视为lL>@>%阿含& 所述, 参见早岛理 '唯

识的实践(# &&&!&&4,

参见 '成唯识论( 卷九# P*)# 7%4.F&. 19(*,



在世第一发上如实智# 观二取空,

" 观所取无就是寻思名等非实有# 这和 '庄严

经论(+ '摄论( )唯意言* 的说法相符 % '成论( 以识变说代替&# 但并不是观

名等全无# 而是只遣除作为实有的自性+ 差别# 这应是 '成论( 一贯的立场.

而观能取无就是观唯识 %心&, 可以说# 从所取无到能取无就是从 )唯意言* 到

)唯识*# 所以# '摄论( 说 )与此 %意言& 悟入 %唯识&*,

然而# 对于 '成论( 一系唯识学而言# 尚有一个棘手的问题" 他们既已

承认能!所取 %见相二分& 是依他起性 %有& # 又如何能够先观所取无呢-

如果仔细分析# '成论( 的 )所取无* # 无的并不是作为遍计所执性的所缘

%无论是一切义自相+ 共相# 还是 )似义意言* & . 而是作为遍计所执性的实

在性的所缘 %实我+ 法& , )能取无* 自然也不是真的没有见分# 而是没有

实在的能缘,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 '成唯识论( 不再使用 ) %唯& 意言* 这

个概念# 却企图完全用 )唯识* 的观念 %其实也是 '成论( 系理解的 )识

转变* 或 )不离识* & 来取代它, 这或许就是因为 )意言* 的概念作为 )似

义显现* + )似名等六种* 在 '摄论( 中多少都有表现出作为遍计所执性的

倾向# 尽管在寻思名等时 )唯意言* 是依他起性的, 而 '成论( 系唯识宗

为了恪守语言作为依他起自性的立场&

# 为了避免在 )意言* 一概念上出现条

理不清 %其实对于名言存有论地位的摇摆从 '解深密经( 的三性说就已经开

始&# 同时也为了避免误把意言理解为遍计执的倾向# 是故统一用 )唯识* 来

解释,

另一方面# 在世亲 '三十颂( 第二十七颂也已不再使用 )唯意言* 或 )唯

言类* 的概念# 而用 )唯识* 一词, 如梵文颂云"

JÊd>76E@A6?>@BJBH>@E6R>7E5RG7>I>@F5>6>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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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A7>R>;; >L?>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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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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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6Bgg&/ g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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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译" 现前立少物# 谓是唯识性# 以有所得故# 非实住唯识,

(

现代汉译" 0若有人1 谓 )此即是唯识 %JÊd>76E@A6?>&*# 但实则是有所得#

0只要1 现前还有少许所立# 0就1 未能住于 )唯彼 %案# 指唯识性&* 之中,

'成唯识论( 释云" )皆带相故# 未能证实, 故说菩萨此四位中# 犹于现前

/23/)唯识*的悟入与意言

"

&

'

(

参见 '成唯识论( 卷九# P*)# 7%4.F(2 1&*,

如 '述记( 称" )意言之中依他文义不说无故,* P4*# -D%)0*(# 7%2329(& 1(*,

O>?6@G6,GB:95B?# +65E>@>6Eh:6?E@

/

:

=

ENAJÊd>76EF5A:

/

R># aEB; &((/# 7%)*4,

'唯识三十论颂(# P*)# -D%)203# 7%3)F)( 1)),



安立少物# 谓是唯识真胜义性, 以彼空+ 有二相未除# 带相观心# 有所得故#

非实安住真唯识理, 彼相灭已# 方实安住,*

"

'成论( 以 )带相* 一说 %此安

慧释无& 贯通整个解释# 无论是所安立# 还是有所得# 都是由于 )带相*

& 的缘

故, 即便自以为观见 )唯识性*# 其实不过是空+ 有相# 这可能就是对应于暖等

四位的所取+ 能取之无 %遍计执&+ 有 %依他起& 相,

' 换句话说# 这里的 )唯

识* 还是 )相*# 故 '成论( 进一步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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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知# 有相缚就是有分别# 这里的分

别不应当是指遍计执的能!所分别# 因为论中说 )分别二取* 已除# 很可能就

是残留有名言势力)的似 )唯识 %性&* 的幻象, '瑜伽论( 云" )若有行于诸安

立谛# 彼一切行皆行有相# 行有相故# 于诸相缚不得解脱,*

* 所以# 虽然 '三

十颂( 和 '成唯识论( 全用 )唯识* 来替代 )意言*# 但我们不能说在此的

)唯识* 就是纯粹的 )识 %心&*# 实际上这个识是包含着依他起能!所关系#

并且只要其中有 )相*# 就多少都会带有名言的因素,

而真正的唯识性乃是否定了一切的分别活动# '唯识三十颂( 第二十八

颂云"

R>HA 6JAI>@F>;>@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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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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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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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奘译" 若时于所缘# 智都无所得# 尔时住唯识# 离二取相故,

.

现代汉译" 若时智 % d̂A;>& 即便是对所缘也不可得# 尔时已住于 )唯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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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唯识论( 卷九# P*)# 7%4.F&* 1&/,

'述记( 曰" )心上变如名为少物# 此非无相# 故名带相# 相谓相状,* P4*# -D%)0*(# 7%2339&2 1

&3,

'述记( 曰" )相者即是# 空所执相# 有依他相# 名空+ 有相# 谓有空相,* 同上书# 7%2339&/ 1&0,

'成唯识论( 卷九# P*)# 7%4.9(4 1(/, 又 '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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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别之相缚于见分名为相缚# 非要有执,* P4*# -D%)0*(# 7%23/>)0 1&4,

此时在禅观中不能确定说是否有显在的名言或意言作为所缘# 但只要有所缘显现# 就应该是尚有名

言势力而形成的对象 %相&,

'瑜伽师地论( 卷六十四# P*(# -D%)2/.# 7%32/>(4 1(3,

O>?6@G6,GB:95B?# +65E>@>6Eh:6?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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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AJÊd>76EF5A:

/

R># aEB; &((/# 7%)*3,

'唯识三十论颂(# P*)# -D%)203# 7%3)F)4 1)2,



性 %JÊd>76E@A6?>6J>&

"

*# 由所取既无# 彼无能取的缘故,

世亲颂中 )所取既无# 彼无能取* 的说法颇合与瑜伽行派 )入无相方便*

的观法, 然而# 玄奘的翻译简单地用 )离二取相故* 一句话带过# 除了颂文字

数的限制因素之外&

# 恐怕也是由于不认为此一观想的先后次序有非要表达出来

不可的必要, 因为# 在 '成论( 系唯识学看来# 此处的所取+ 能取已经不是遍

计执和依他起的差别# 而是同为依他起的关系, 换句话说# 在存有论的地位上

两者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只是在入无相 %圆成实性& 之前# 依他起的二取相也

需要遣除, 而这种断所取+ 能取的先后顺序不如说是逻辑上的先后罢, 此时的

)所缘不可得*# '成论( 解释说 )不取种种戏论相*

'

# 因为能取+ 所取相本身

也 )俱是分别# 有所得心戏论现故*

(

# 所以无能+ 所取等同于灭戏论# 此时才

可以说是真正住于 )唯识性*,

'摄大乘论( 世亲释对于 )意言* 的论述也可与之相参照, )如理通达故

者# %案# 通达即是见道&# 谓于意言如理通达, 云何于此如理通达- 谓此意言

非法非义# 非所取非能取# 如是通达,*

) 所谓通达# 就是意言既不作为似法似

义的显现# 也不作为所取+ 能取的分别, 又 '摄论( 在论及 )悟入圆成实性*

时说"

云何悟入圆成实性- 若已灭除意言& 闻法熏习种类& 唯识之想' 尔时

菩萨已遣义想' 一切似义无容得生故' 似唯识亦不得生00

*

悟入圆成实性就是悟入唯识性# 此时 )灭除意言*# 行者不再有 )义想*#

连 )唯识想* 也无从得生, 这是真正超越一切语言对象的阶段# 但反过来也足

证# 此前意言与唯识想之间的密切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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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野新太郎认为 O>?6@G6,GB:95B?不应据藏译本而把梵文此颂中原来的 )JÊdA;>@A6?>6J>* 校订为

)JÊd>76E@A6?>6J>*# 因为前者表达了修行 )入无相方便* 的特殊的意识状态# 应与 &/ 颂的

)JÊd>76E@A6?>6J>* 有区别, 参 )4唯识三十颂5 第 &0偈6BC>" 4\ÊdA;>K@A6?>6JB5 ;DE

F

>*#

印度学佛教学研究第 ) 号# &((0%)&# 页 */4, 又相似的观点可已早见于叶阿月# ' )识* %JÊdA;>&

与 )表识* %JÊd>76E& 的研究" 以唯识思想为中心(# '台大文史哲学报( &. 期# ).0(# 页 )((!

)(),

又如吕贗" '安慧三十唯识释略抄( 同样以五言一句# 也能把 )所取无故能取无* 表达出来# 见

'内学( 第三辑# 页 )4(,

'成唯识论( 卷九# P*)# 7%4.9).,

同上书# 7%4.9&) 1&&,

玄奘译" '摄大乘论释( %世亲释& 卷六# P*)# -D%)2./# 7%*4.9&3 1&0,

玄奘译" '摄大乘论本( 卷中# P*)# -D%)2.4# 7%)4*>)( 1)*,



第四节!结语

本文以意言概念为线索# 分析了名言在唯识学断障理论中的作用# 特别注

意到了见道位之前修行阶段的意言的角色, 就意言概念本身来说# 可以分作似

文似义显现的意言和能分别的+ 具有寻思功能的意言,

在资粮位# 行者由听闻大乘教法# 深生信解# 即透过理解意言显现的唯识

义而能降伏分别起的烦恼障和所知障. 这是因为后者也是以邪教和邪分别为缘

而产生的妄执# 所以同样可以通过理解言语的正理而得到对治, 在加行位# 作

为能分别的意言发生作用# 寻思名+ 义+ 自性+ 差别# 即名字+ 意义及其所表

现的本质或属性都不是真实的存在# 不外乎是名 %意& 言本身被假设的存在,

如果能悟入意言本身的非实在性# 那么它所显示的一切对象 %包括正确的教理#

如唯识义& 都不是真实的存在. 如果所缘的对象都不真实# 那么能缘的识也不

真实# 这就是 )唯识* 的观想, 但无论是 )唯意言* 还是 )唯识*# 只要是受

着名言势力的影响而产生的带有能!所取 %戏论& 的观想# 都不是真正意义上

的 )唯识性*. 后者需要超越一切意言和分别# 即便是 )唯识* 本身也不可得,

通过以上的考察# 唯识宗的断障实践和名言活动有着密切的关系, '摄大乘

论( 从理解似法似义意言开始# 进而寻思名等本身不外乎意言# 再到灭除意言

而入唯识性, '三十颂( 和 '成唯识论( 用 )唯识* 概念来取代意言# 内在的

意义其实是相通的, )唯识* 至少在见道位前都不仅是知识论上的意思# 更多反

倒是作为 )唯识义*+ )唯识相* 的含义, 吊诡的是# 只有通过寻思 )唯意言*#

方能灭除意言. 只有通过观 )唯识相*# 才能真正入 )唯识性* %无相&, 在这

个意义上# 我们或许可以借用西方哲学的名相说# 语言没有被否定或超越# 而

是被 )扬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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