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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妄分别”概念之浅析

能慧 a

【摘要】在瑜伽行派中，“虚妄分别”是一个关键概念。它的体是“三界心心所”，

但旧译和新译对于是否要遣除依他起的识有不同看法。虚妄分别包含了“虚妄”和“分

别”两方面内容，即所显现的二取和能显现的识，因此虚妄分别包含了“有”与“无”。

由虚妄分别显现二取的过程可以得知境相与识的关系，无体的境相依于识而显现，由显

现境相反过来体现识的存在。关于境相的有无，有相唯识和无相唯识各有其所见，但都

随顺“假必依实”的宗旨。

【关键词】虚妄分别；依他起；二取；显现

在瑜伽行派中，关于依他起性有一个概念值得注意，即“虚妄分别”，在《摄大乘论》

中对依他起性描述为：“谓阿赖耶识为种子，虚妄分别所摄诸识。”b虚妄分别的含义

成了理解依他起性的关键。本文拟主要在唯识古学的语境下围绕虚妄分别这一概念，

探讨如下问题，其中也涉及一些与有相唯识的比较：1. 虚妄分别自身及产生过程；2. 虚

妄分别中识和境相的关系；3.虚妄分别的境相有无问题。这些讨论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唯

识无境”的含义。

一、虚妄分别的所指

（一）虚妄分别的体

关于虚妄分别本身，论典中大致有以下几种说法：

a　 作者简介：峨眉山佛学院研究生。

b　《摄大乘论本》卷 2，T31, no.1594, p.137, c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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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界心心所。《辩中边论》说：“三界心心所，是虚妄分别。”a

2. 六相。《辩中边论·辨真实品》说：“相谓器，身，并受用具，及转识摄意，取，

思惟。“意”谓恒时思量性识，“取”谓五识取现境故，“思惟”即是第六意识，以能

分别一切境故。”b

3. 六种光，又可分为所取、能取。《大乘庄严经论》说：“所取及能取，二相各三光，

不真分别故，是说依他相。”c此中不真分别就是虚妄分别，二相即所取相、能取相，

“所取相有三光，谓句光、义光、身光；能取相有三光，谓意光、受光、分别光。”d

意光对应染污识（末那），受光对应前五识，分别光对应第六意识。至于所取的三光可

以和《辩中边论·辨真实品》的六相比对后了知，句光—器，指器世间；义光—受用，

指所受用境界；身光—身，指五根身。e

4. 十一种识或四种识。真谛《摄论释》说：“虚妄分别若广说有十一种识，若略

说有四种识：一似尘识，二似根识，三似我识，四似识识。一切三界中所有虚妄分别，

不出此义。”f此中十一种识就是“身、身者、受者识、彼所受识、彼能受识、世识、

数识、处识、言说识、自他差别识、善趣恶趣死生识。”g而四种识在《中边分别论》

也出现过：“尘、根、我及识，本识生似彼。”h

按照世亲的《摄论释》解释十一种识 i，并和《庄严》《中边》对应，以上虚妄分

别的种种识（光）大致可以列表如下 j：

a　《辩中边论》卷 1，T31, no.1600, p.465, a17-18。

b　《辩中边论》卷 2，T31, no.1600, p.471, a19。

c　《大乘庄严经论》卷 5，T31, no.1604, p.613, c27-28。

d　《大乘庄严经论》卷 5，T31, no.1604, p.614, a2。

e　《辩中边论述记》卷2《真实品 3》：“器者，山河等；身者，五根四尘聚所成身；受用具者，即五欲资具。”(CBETA, 

T44, no.1835, p.21, b1-2)

f　《摄大乘论释》卷 5，T31, no.1595, p.181, c27。

g　《摄大乘论本》卷 2，T31, no.1594, p.138, a1-2。

h　《中边分别论》卷 1，31, no.1599, p.451, b7-8。

i　《摄大乘论释》卷 4：“身谓眼等五界；身者谓染污意；能受者，谓意界；彼所受识者，谓色等六外界；彼

能受识者，谓六识界。”(CBETA, T31, no.1597, p.338, a12-15) 世亲释与《中边》《庄严》的解释更加贴合，都没有

把阿赖耶识列入其中，而《无性释》则说：“眼等五识所依意界，名身者识；第六意识所依意界，名受者识。” (CBETA, 

T31, no.1598, p.399, a16-17) 把阿赖耶识作为身者识，末那识作为受者识，此释与诸论差异较大，此处暂不取。

j　 参看傅新毅《识体与识变》第七章第二节（待刊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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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边·相品》 《中边·真实品》 《庄严》 《摄论》 所指

能取相

似我 意 意光
身者识 染污识

受者识 无间灭意①

似识（了）2
取 受光

彼能受识
前五识

思惟 分别光 第六意识

所取相

似根（有情） 身 身光 身识 根身

似尘（义）
器 句光 彼所受识 器 世 间、 所

受用的境受用 义光 处识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这几种说法大致可以对应，但真谛和玄奘一系，对于四尘的

显现，并且最终是否要断除依他起识有不同看法。
a

按照真谛的翻译，此四尘都是阿赖耶识显现，阿赖耶识是存在的，而四尘是无体

之法：

本识者，谓阿黎耶识；生似彼者，谓似尘等四物。但识有者，谓但有乱识；

无彼者，谓无四物。b

四尘当中包括根身（似根）、器界（似尘）、意（似我）、六识（似识），皆由

阿赖耶识显现，这带有一能变的倾向，玄奘系是不认可的，窥基就以此质疑“然真谛法师，

似朋一意识师意，所以颂中但言本识。”c

窥基将此四尘的显现分别对应三能变。似义（即似尘）、似有情（即似根）是指

阿赖耶识相分上执以为真实的义（境）、有情，“此相分根、境亦是依他。”d由于是“似”

的缘故，体非实有，只是似遍计所执的实有法。似我、似所了（即似识）分别是指末那

所变的似我相，前六识所变的似所了相。这四尘都是遍计所执相，玄奘一系不同意第八

识能变前七识，否则前七识就是阿赖耶识相分，而相分是影像，不应该有能缘的作用。

至于是否要遣除依他起识，是因为真谛译本中似我、似了都是识，并且“但识有、

无彼”这一句强调了本识是有，四尘是无（玄奘译本没有“但识有”三字）。如果和之

后论文连起来看：“识所取四种境界，谓尘、根、我及识，所摄实无体相，所取既无，

a　印顺：《摄大乘论讲记》，中华书局，2011 年，第 119 页。印顺法师以无间灭意解释受者识，应该是从“意”

具有染污意、无间灭的含义来分别对应身者、受者，对照《世亲释》，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智周认为无论身者识、受者

识都不能是无间灭意，因为无间灭意离六识无别体。《成唯识论演秘》卷 7：“受者之识名受者识。问：何不取六无间灭

意为二（身者识）、三（受者识）耶？答：离六能受识无别故，故不取也。”T43, no.1833, p.953, b16-19。

b　《中边分别论》卷 1，T31, no.1599, p.451, b11-12。

c　《辩中边论述记》卷 1，T44, no.1835, p.3, b12-13。

d　《辩中边论述记》卷 1，T44, no.1835, p.3, b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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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取乱识亦复是无。”a则是说，作为境界的色、根、似我（意）、似了（六识）是无，

能取的本识（即乱识）终究是无。

窥基因此质难旧译的“彼无故识无”是通过先遣除遍计所执，之后还要遣除依他

起识。而有相唯识认为，依他起的识和内境是不需要遣除的 b，论中“所取‘义’等四

境无故，能取诸识，亦非实有”c的意思仍然是遣除遍计所执，所谓“能取诸识”是指

在能缘心（八识）上执有能取之识，当所取四境无，此能取识也无。d窥基在解释“似

了”时，有意指出这不是真谛旧译中本识缘变的“识”，而是指“六境”，e就是要区

分四相都是遍计所执相，其中不包括识，四相无而依他起识是有。

同样的意思在安慧的《中边分别论疏释》中也可以看到。参照现代翻译的译注可知，

安慧从两种意思解释虚妄分别：

一、于此（asmin）不存在的二取被分别；二、（二取）由此（anena）被

分别为（二取）。……也就是二取是在虚妄分别中被分别，或者是被虚妄分

别所分别。……从前句来看“在此（虚妄分别）中虚妄的二者被分别”……

安慧所说的识无并非意味也无虚妄分别，也就是并非意味能够执取“能取”

的识无，而是被执取为“能取”的识无。f

安慧从被分别的角度，区分了被分别为“能取”的识以及依他起的识，被分别的“能

取识”是无，而依他起的能分别识是有。安慧自己对“境无故识无”解释时说：

了别是识，而彼（识）无所取之时，也就不能成为识。因此，无外境之故，

（也）无作为识者的识。然而，就似于外境、有情、我、了别的显现相而言，

（识）并非无。g

二取当中的能取识是被执着为“有”的识者，此能取识随着所取境无，而说境无

故识无，但是能够显现整个二取的识并非随之而无。这和窥基说四相是无，依他起识是

a　《中边分别论》卷 1，T31, no.1599, p.451, b17-18。

b　《成唯识论》卷10：“识相、见等从缘生，俱依他起，虚实如识，唯言遣外，不遮内境。” T31, no.1585, p.59, 

a8-9。

c　《辩中边论》卷 1，T31, no.1600, p.464, c16-17。

d　《辩中边论述记》卷1：“此中亦是遣所执，……非除依他，依能缘心执有能取，除此识也。”T44, no.1835, p.3, 

c29-p.4, a3。

e　《辩中边论述记》：“旧云：根尘我及识，本识生似彼者。不然，所以者何？非是本识能缘变我及与识也。……

应言变为所了，所了者，谓六境，相粗故。”T44, no.1835, p.3, b1-6。

f　陶怡君：《安慧〈中边分别论释疏相品〉译注与研究》，p.178。

g　陶怡君：《安慧〈中边分别论释疏相品〉译注与研究》，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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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意思一致。

真谛此处“境识俱泯”的说法当然和他的立场有关。“旧译主张一分说，并无像

新译的见相二分作为依他的本质结构，真谛认为‘能是依他性，所是分别性’，因此‘能

缘的识’和‘所缘的境’是同时成立的，所以说‘境无故识无’，即达到‘境识俱泯’

的境界。”a在早期的唯识经论中是从胜义的角度说依他起是无，如《大乘庄严经论》

说：“非有者，分别、依他二相无故。非无者，真实相有故。”b世亲《摄论释》说：“若

能悟入唯有其心，都无有义，是则于彼（心识）亦能伏离。既无所取义，何有能取心？”c

小结：虚妄分别的体在诸经论中的说法基本一致，都是指心识。但在一些细节上，

却透露出不同体系的立场差异。真谛对于四尘显现有一能变的倾向，而窥基则从三能变

予以解说，并且区分四相与识之间的有无差异，显然是依护法的思想对早期经论的解释。

而真谛的“境识俱泯”除了从胜义的角度来理解，也可以从安慧对“虚妄分别”解释的

第二义来理解，识与显现是相互观待的，缺一而不可成立令一者。d

（二）虚妄分别的含义

“分别”就是指识本身，其种类很多，所以《成唯识论》说圣教中随所偏重有种

种分别，如《摄论》中的二种遍计、四种遍计、五种遍计，或通常说的自性、随念、计

度三种分别及《瑜伽》等诸论所说。e“分别”通常和想蕴有关，“云何分别？谓想蕴”f，

虚妄分别是想蕴五种分别之一，能“于诸境界，取颠倒相”g，这奠定了虚妄分别就是

以颠倒为基调。虚妄分别的“分别”，玄奘大师译为遍计h，也表明这样的分别并不如实。

“虚妄”则体现在“显现”上，诸识的显现并不如实，简单说就是“无中生有”。

显现可解释为“似……现”，如说“由心变异，显现似我故”i，“言显现者，是明了

义，无而似有明了现前，故名显现。”j真谛把“虚妄”和“分别”说为“乱识及乱识

a　参见陈一标：《唯识学“虚妄分别”之研究》，《国际佛学研究》创刊号，192-193 页。

b　《大乘庄严经论》卷 2，T31, no.1604, p.598, b24-25。

c　《摄大乘论释》卷 4，T31, no.1597, p.339, c16-19。

d　陶怡君：《安慧〈中边分别论释疏相品〉译注与研究》，p.180。

e　《成唯识论》卷 8，T31, no.1585, p.43, a5-8；又参《成唯识论学记》卷 6，X50, no.818, p.105, b9-10。

f　《瑜伽师地论》卷 13，T30, no.1579, p.346, a11。

g　《瑜伽师地论》卷 53，T30, no.1579, p.594, c7-8。

h　通过比较真谛、玄奘的译本可知遍计可以作分别之意，如真谛《摄论》：“复次若有分别及所分别，分别性成。”T31, 

no.1593, p.119, c2；玄奘译为：“有能遍计，有所遍计，遍计所执自性乃成”T31, no.1594, p.139, b10-11；又《成

唯识论》说：“即由彼彼虚妄分别，遍计种种所遍计物，谓所妄执蕴、处、界等，若法、若我自性差别。”T31, no.1585, 

p.45, c15-17。

i　《摄大乘论释》卷 5，T31, no.1595, p.182, a15。

j　《摄大乘论释》卷 4，no.1598, p.403, b1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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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异”，分别即是乱识，虚妄即是乱识变异（即显现），这二者构成虚妄分别。因为识“无

而显现”，所以显现是虚妄的，故二者皆称为“乱”。

由此看来，虚妄分别是由能分别的识和所显现的虚妄境组成。“无而现者，是为‘虚

妄’，‘分别’者谓于一切无义，唯计度耳。”a此相并非真实之体的存在，所以是无

而现的，故是虚妄；识分别时是以这样虚妄的方式呈现，实际存在的只是遍计（分别）。

从这个角度理解“虚妄分别”就是“以虚妄为分别”。不过，窥基把“虚妄分别”一词

的落脚点放在诸识（分别）上，从六离合释来说，是“虚妄之分别”，也就是对二取的

分别。b

二、虚妄分别的有与无—识与境相的关系

（一）虚妄分别非有非无

虚妄分别无而现有的特点，经论中常用比喻来说明。如《大乘庄严经论》把虚妄

分别比喻为工画师，能在平坦的纸张上画出看似凹凸起伏的画面，虚妄分别则能“于平

等法界无二相处，而常见有能所二相。”c又如幻师，依靠咒术可以把木头、石块显现

为黄金等相，虚妄分别亦然：“起种种分别为颠倒因……能取、所取二迷，恒时显现。”d

无论是画纸上的起伏还是幻化的黄金，虽然不是真实存在，却又有如是的显现，

因此并不能一概说虚妄分别是有还是无，故《辩中边论》定义为“非实有全无”——“如

所现起，非真有故，亦非全无，于中少有乱识生故。”e所显现是无体法，但在整个显

现活动中，能显现的识真实存在。

（二）显现的过程

虚妄分别为什么会有如是显现？《辩中边论》的说法较为简略：种子识生起诸现

行转识，又由受、想、思等心所法助令心起种种行相。f相比而言，《摄大乘论》要详

a　《辨法法性论》卷 1，B09, no.34, p.137, a7。

b　《辩中边论述记》卷 1：“即所取、能取之分别，依士释名；非二取即分别持业立号。”T44, no.1835, p.2, 

b11-12。

c　《大乘庄严经论》卷 6，T31, no.1604, p.622, c22-23。

d　《大乘庄严经论》卷 4，T31, no.1604, p.611, b24。

e　《辩中边论》卷 1，T31, no.1600, p.464, c20-21。

f　《辩中边论》卷1：“一则名缘识，第二名受者，此中能受用，分别推心所。论曰：缘识者，谓藏识，是余识生缘故。

藏识为缘所生转识，受用主故名为受者。此诸识中受能受用，想能分别，思、作意等诸相应行，能推诸识，此三助心，故

名心所。”T31, no.1600, p.465, a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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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得多。

《摄论》认为，杂染依他起的虚妄分别所摄诸识，“是无所有、非真实义显现所依”a，

也就是作为无所有、非真实的二取显现的因缘而存在。b真谛做了一个比喻较容易理解：

比如执着我而有我相，此我相实无所有，因为根本就没有“我”存在，是依于心变异而

显现似我，故我相只是虚妄相。但整个我相的显现中，却是由依他起（识）为基础而生

起的，依他起是作为虚妄境相显现的所依因 c，二取由于诸识的邪分别及缘起力故，而

有二分能、所取显现，“无而似有，为识所取”d，故被称为遍计所执。

至于导致遍计所执生起的能遍计心识，安慧认为“八识及诸心所有漏摄者皆能遍

计”e，而《摄论》中虽说为意识，实际也包含意及意识，与《成唯识论》所说一致。

窥基法师认为，并非所有虚妄分别的境相都是遍计所执，因为前五识和第八识没有执着，

就不会有虚妄的二取之相 f；而凡是遍计所执相一定是虚妄分别境，遍计所执境的能缘

心唯有六、七识，并非所有八识，也就是说在虚妄分别的心识中区分了能遍计的心识和

没有计执的心识。

此处暂且依于《摄论》以意识为能遍计说明虚妄分别显现的过程。意识遍计是依

于无始以来，所有意识名言熏习为自己的生因，又依其余诸识影相的名言熏习，使得意

识生起时，可以显现似彼诸识的影相，“无边行相分别而转”g。在意识的遍计作用下，

依他起是所遍计，却是以似义相的形式呈现的 h，这是说当依他起作为所遍计时，就按

照能遍计所执的样子（实能、所）显现为似能、似所，这就是遍计所执相。应该注意的是，

并不是依他起变成了遍计所执，其本质始终都是依他起，只是由于意识的遍计使得依

他起以所遍计的形态呈现为遍计所执相，因此，“依他是我、色等遍计所执所依止故，

又依他起是我、色等意识遍计所遍计故，由此意趣，假说依他起为遍计所执”i。就像

遍计绳子为蛇，绳子本身始终不变，只是以似蛇的形态出现，“蛇”的样子可以说是虚

a　《摄大乘论本》卷 2，T31, no.1594, p.138, a10。

b　《摄大乘论释》卷 4：“所取色等名“无所有”，能取识等名“非真实”，此二皆是遍计所执，并名为义。虚

妄分别所摄诸识，是此二种显现因缘，故名所依。”T31, no.1598, p.399, b6-10。

c　《摄大乘论释》卷 5：“譬如执我为尘，此尘实无所有，以我非有故，由心变异显现似我故，说非有虚妄尘。

显现此事因依他性起故，依他性为虚妄尘显现依止，说此为依他性相。”T31, no.1595, p.182, a14-17。

d　《摄大乘论释》卷 5，T31, no.1595, p.182, a21。

e　《成唯识论》卷 8，T31, no.1585, p.45, c22-23。

f　《成唯识论别抄》卷 1：“由彼五、八与执俱故，名为有执，非谓五八自体有执心。”X48, no.808, p.820, 

a4-5。

g　《摄大乘论本》卷 2，T31, no.1594, p.139, b14-15。

h　这一点，隋译《摄大乘论》说的相对清楚：“复次由此因缘故，令依他性成所分别，此是分别性。由此因缘故，

令依他性似义显现者，如义故。”T31, no.1596, p.287, c24。

i　《摄大乘论释》卷 4，T31, no.1598, p.404, 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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妄遍计对“绳”（依他起）强行扭曲后的结果。

为了完成这一活动，意识缘取名言，依于名言所规定的特征、范畴，在依他起诸

法中取出一个和名言对应的相，并认为这个名所规定的特征就是某法的自相，在我见等

邪慧的推动下把此名（包括名所规定的特征）和依他的事等同，深以为然，生起决定想，

由此执以为真实，这就完成了“于无义中增益为有”的活动，遍计所执的二取由此显现。a

小结：虚妄分别无而似有的显现要依于诸识，按照《摄论》的观点，是意识的邪分别，

以及意识自身和其余诸识的名言熏习，意识才得以似一切识显现，故意识是能遍计。

而作为所遍计的依他起，是以似义显现的形式呈现，其上的似义相就是遍计所执二取。

意识缘取名言，依名取相，名义相混，执为真实，这就是虚妄分别的一系列活动，最终

完成在依他起上无而现有的虚妄显现。

（三）虚妄分别是有与无不即不离的整体

由遍计所执显现的过程可以发现，依他起的诸识和遍计所执具有不即不离的关系。

二取本来就是在似义显现的识中显现的似义相，依他起诸识则以似二取显现，体现自身

的存在，如《世亲释》中说：

谓无实义似义识中……似所取义相貌显现，如：实无我似我显现。b

境相之所以能呈现为认知的对象，是因为心识就是境相显现的场域，c因此，虽然

遍计所执之二取是“无”，依他起之虚妄分别诸识是“有”，但遍计所执的显现总是离

不开依他起。能遍计是识，属于依他起，所遍计仍然是依他起，只不过所遍计是由遍计

所执的呈现而得以体现。此时虽不见依他起相，唯见遍计所执，却指向了依他起的识遍

计所遍计这一活动，因为遍计所执实际是这一活动的结果。所以虚妄和分别之间具有因

果关系，真谛的《摄论释》说：

分别是识性，识性何所分别？分别无为有，故言虚妄。分别为因，虚妄为果。

由虚妄果，得显分别因，以此分别性，摄一切诸识皆尽。d

诸识正是通过分别的作用，呈现无而有的虚妄相，以此结果指示出分别本身——“有

漏心等，不证实故”e的特点，故“虚妄”就是“分别”的表现结果，分别是产生虚妄

a　参看《摄大乘论本》卷 2，T31, no.1594, p.139, b18-19。

b　《摄大乘论释》卷 4，T31, no.1597, p.338, b6。

c　参看傅新毅：《玄奘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338 页。

d　《摄大乘论释》卷 5，T31, no.1595, p.181, b29-c1。

e　《成唯识论》卷 8，T31, no.1585, p.46, a2。



唯识研究（第九辑）

36

的因，这个地方也可以理解前文真谛在解释“境无故识无”时，依他起识亦无的原因，

作为结果的“虚妄”是无，那么作为因的“分别”又从何得以体现呢，因和果相观待故。

《庄严》中以“有体与无体无二”来说明遍计所执和依他起的关系。显现幻象这

样一个活动是有的，但幻象却是无体的，即便如此，整个显现活动中能显现与所显现并

不能单独的分开，他们构成了整个显现活动的整体。a“虚妄分别本身就意味着有与无

亦即依他性与分别性的统一”b。因此遍计所执和依他起都是虚妄分别所摄，如是应将

虚妄分别中识与境相看作一个有与无不即不离的整体，境相依于识显现，由显现境相体

现识的活动，二者不可截然分开。

以上基本是从唯识古学的立场讨论虚妄分别的识与境相的关系，二者的关系可以

总结为遍计所执的“无”依靠依他起的“有”得以显现，而依他起的“有”通过遍计所

执之“无”得以体现其有。“概言之，这里正是由不可见的心识的运作，开启了境相显

现的场域，反过来，亦唯有通过境相的显现，不可见的心识才得以表明其自身的存在。”c

三、虚妄分别中境相有无的讨论

识显现的境相是似现，但安慧、护法对于“所似是什么”观点不一。双方在似现

上的差异其实就是识所显现是有体还是无体的分歧。

（一）安慧：识体是有，所现是无

无相唯识认为虚妄分别的境是无所有的遍计所执，安慧在解释《三十颂》时也明

确表达所缘是无的观点：

由彼藏识等，三种分别自性及相应法，有所分别：若器、若我、若色声等，

彼等体性是无，故说是识变分别，所缘是无故。d

安慧所说的二分是由识的转变而来，“转变”可以有两种意思：一是变现义，识

的自体就是“转变”，也就是变现之义。当识产生活动时，自体就现为似二分，此二分

似依他之有，体实是无。二是变异义，只是在一识体上生起见、相之用 e，此用依旧是

a　《大乘庄严经论》卷 4，T31, no.1604, p.611, c25。

b　参看傅新毅：《玄奘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331 页。

c　参看傅新毅：《玄奘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330 页。

d　《安慧三十唯识释略抄》，2019.Q3, B09, no.38, p.272a12。此段是对“即彼识变是，分别、所分别，彼无故，

由此，一切是唯识”的解释，2019.Q3, B09, no.38, p.272a10。对应的玄奘译本是：“是诸识转变，分别、所分别，由此

彼皆无，故一切唯识。”《唯识三十论颂》卷 1，T31, no.1586, p.61, a2-3。

e　《成唯识论述记》卷 7，T43, no.1830, p.487,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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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他起，而不是异于识体的遍计见、相分，要“依此二用，计能、所取，方名二分”a，

此时才是遍计所执二取。此二义看似有别，实际皆是说明唯有识本身是有体的存在。

综合其“转变”的意思就是，识自证分现起似二分，显现出似依他起真实有的样子，

就如同用手巾打结变出兔头，看起来有两只耳朵，实际上两耳体无，依手巾而起，手巾

即比喻自证分，两耳比喻似二分。b而似二分虽是遍计所执的无体法，但不同于龟毛兔

角那样的全无，而是有像自证分一样的缘用。c

安慧认为唯自证分真实是有，而识所显现是无，这和早期唯识学典籍的说法相合。

如窥基说，安慧依《辩中边论》中：“谓如所显现，实不如是有……谓此‘义’所取、

能取，性非有故。”此句“安慧由此证依他心无有二取。”d“义”就是指二取境，自

体非有。又如《庄严》中说：

说有二种光，而无二光体，是故说色等，有体即无体。

释曰：说有二种光，而无二光体者。此显虚妄分别有而非有，何以故？有者，

彼二光显现故。非有者，彼实体不可得故。“是故说色等，有体即无体”者，

由此义故，故说色等有体即是无体 e

世亲《摄大乘论释》说：

由“唯识”者，唯有识故，一切诸识皆唯有识。由所识义，无所有故。f

（二）护法：识变是有，所似是无

与安慧对“转变”的解释不同，护法对转变有两种解释：一是“改转”义，由识

生起异于自身的见、相二分，“即‘见’有能取之用，‘相’有质碍用等”。g二是“变

现”义，识体变现起见相二分，此二分似遍计所执二分显现。h此二义看似和安慧的解

a　《成唯识论演秘》卷 6，T43, no.1833, p.934, a11。

b　《成唯识论述记》卷 1，T43, no.1830, p.241, b7-8。

c　《成唯识论疏义演》卷1 ：“安慧许相、见二分虽是此计所执，不同龟毛全无，故有似自证之用。……自证体虽离言，

而亦有缘用。见相体虽是无，何妨似自证之用？”X49, no.815, p.495, a14-15。

d　《辩中边论述记》卷 3，T44, no.1835, p.34, b29。

e　《大乘庄严经论》卷 4，T31, no.1604, p.611, c24。

f　《摄大乘论释》卷 4，T31, no.1597, p.339, c2-3。

g　《成唯识论述记》卷 7，T43, no.1830, p.487, a13。

h　《成唯识论述记》卷7：“又转变者是改转义，谓一识体改转为二相起，异于自体。即见有能取之用，相有质碍用等。

由识自体转起能取，及有碍故。或变是现义，如初卷解。今取自体能转变也”T43, no.1830, p.487, a12-14；“如初卷解”，

按照《义演》所说是指，即第一卷：“变谓识体转似二分，相、见得见俱依自证起故。”一句的解释，护法解释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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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依他起非有似有，

实非二分，似计所执二分见、相，故立‘似’名。”《成唯识论述记》卷 1，T43, no.1830, p.241, a2-3；《成唯识论疏

义演》卷 8，X49, no.815, p.708, b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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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类似，实则如《义演》先后所说：

问：如言反 a似二分，护法、安慧如何别耶？答：护法云，相、见二分，

似妄情所计实二分也。安慧云，此二分虽无，似自证亦有缘用，故二师有别。b

若安慧言变现者，即自体分变现起遍计所执见、相二分，即有体法变似

无也。若护法言变现者，即自体分变现起依他见、相二分，即有体法变似有也，

故有差别。c

护法认为识所变之二分是有体的依他起二分，只不过似实有的遍计二分，即“以

有似无”。d依他性的识体“转似相、见，二分非无，亦依他起”e，在此二分上执着

的实二取才是没有的，故其所似的是遍计所执的无体法。而安慧认为“似二分”生起，

是似依他之有，实际上二分体无 f“即以无似有”g。护法一系因此批评安慧，如果识

所变起的就是无体的二取的话，就会造成没有能缘、所缘的过失。h但在安慧看来，虽

然二取体无，但并非如龟毛般全无，二取依自证生起而有似现，这与二取无体并不妨碍，

恰恰体现了虚妄分别无而现有的特性。如《辩中边论述记》说：

安慧释云：唯有识体，无见相分。以乱识体，似所、能取行相而生，不是全无。

二取相貌由此八识皆能遍计，所现山河等皆是所执故。i

虚妄识自身行相就是以似二取的相貌生起，此显现是有，故非全无。对此护法也

认为此二取虽体是无，但“似于妄情二取显现，以似有故，不名全无。”j妄情就是虚

妄识的错误遍计，二取以似于妄情所遍计的样子显现，故是似有，非全无，这和安慧的

意思基本一致。就如同在幻事上有看似真实的象马显现，象马实无，但显现是有，同样，

a　“反”字疑应作“变”。

b　《成唯识论疏义演》卷 1，X49, no.815, p.495, a18 // Z 1:79, p.16, d7 // R79, p.32, b7。

c　《成唯识论疏义演》卷 8，X49, no.815, p.708, b22。

d　《成唯识论了义灯》卷 1：“又护法释，以内似外，以有似无，向外似故。……今护法意，相、见缘生，假名相、

见分，从彼愚夫所执二分故，云以有似无。”T43, no.1832, p.675, a14-19。

e　《成唯识论述记》卷 1，T43, no.1830, p.241, a4。

f　《成唯识论述记》卷 1：“似二分起，即计所执，似依他有，二分体无。”T43, no.1830, p.241, b10-11。

g　《成唯识论疏义演》卷 8：“是安慧师意，即以无似有。”X49, no.815, p.708, c10-11。

h　《成唯识论》卷 2：“若心心所无所缘相，应不能缘自所缘境……若心心所无能缘相，应不能缘，如虚空等……

故心心所必有二相。”no.1585, p.10, a24-28。

i　《辩中边论述记》卷 3，T44, no.1835, p.34, b15。

j　《辩中边论述记》卷 3，T44, no.1835, p.34, b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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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计所执似其妄情而显现，此事非无 a。安慧是从二取似有显现的角度说二取也是有，

这不同于依他起的有体之“有”，但又不是像虚空一样的空无一物，故不名全无。

由上可知，安慧的二取但有显现而无实体，是“情有体无”，这一点护法也承许。

既然如此，尽管识所变是无体的二取，但是有虚妄的显现，那么即使没有依他的见相二

分，也不妨碍遍计所执显现。但站在护法的立场，无体之法虽是“情有体无”，亦不应

凭空显现，假法必须要有所依的实法才能显现，因此护法提出自己的心分说。

（三） 共同遵循的宗旨

护法对没有见相分的质难是站在自己心分说的框架下为了成立自宗而说，并非定

是针对安慧的一分说。护法以“似所缘相，说名相分，似能缘相，说名见分。”b见、

相俱是有体，是依他起，依靠这样的实法，才能在此之上执取为虚妄的二取，这显然是

遵循“假必依实”的观念。于是对安慧的识所变就是二取，判其为一分说而加以破斥。

安慧所说的二分是遍计二取，护法要成立依他二分才能有遍计二分，c双方的分歧就在

是否有依他的二分，显然安慧并没有安立这样的二分。而对于遍计所执二分，前文已说

双方共许“情有体无”。但讨论依他的见相分有一个逻辑预设，就是双方要共许有二分

的概念才能讨论其有无。但就安慧的立场而言，其本来就不安立见相分，何谈其有无？

一分说和多分说并不是非黑即白的问题，而是心识活动的差异化描述。我们也看到，

几种心分说可以摄为一分，《成唯识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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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无论是一分还是四分，描述的都是心识的了别活动。整个了别活动既可以看作一

个整体，亦可以看作互相关联而不相同的部分。因此，所谓对安慧的破斥也许并不有效，

说是破安慧主要来自窥基一系，所以《学记》对此似乎表示出不确定的态度：“初破正量，

后破清辨，合破安慧，传说如此。”e圆测认为这是“护法师据自抑他”f，其实未必

a　《辩中边论述记》卷 3：“于幻事上似有显现，故成有也。于幻事上，若所执实象等，似其妄情而有显现，此

事非无，喻所执有。”（T44, no.1835, p.35, c21-23）在幻化事上，有以为真实的象马显现，这件事是存在的。

b　《成唯识论》卷 2，T31, no.1585, p.10, a23。

c　《成唯识论疏抄》卷5：“若能似，即是依他；若所似，即是遍计性。今取能似依他，名见相分，不取所似遍计性，

说名二分也。”X50, no.819, p.225, a23-b1。

d　《成唯识论》卷 2，T31, no.1585, p.10, c4-5。

e　《成唯识论学记》卷 2，X50, no.818, p.56, b16-17。

f　《成唯识论了义灯》卷 6：“安惠相、见二分从缘生者，是护法师据自抑他，非谓安惠许从种起，如云习气是

相分摄。此意：安惠种非相分，说相分者，护法依自而难于他。今谓：安惠本计：种子依自证分功能义用，非相分摄。”T43, 

no.1832, p.786, a16-17。



唯识研究（第九辑）

40

有具体的所破对象，主要是为了成立自己的心分说。

护法遵循“假必依实”的理念定要成立依他起二分，这和《瑜伽师地论·真实义品》

所说：“要有色等诸蕴，方有假立补特伽罗……要有色等诸法实有唯事，方可得有色等

诸法假说所表”g的宗旨是一致的。而安慧虽不建立依他起二分，也说二取的“相、见

俱依自证起故”h，此亦符合《瑜伽》之意，在无相唯识的语境下是恰当的。不过护法

的心分说使得“假必依实”的宗旨更加具体，把虚妄分别变现境相的过程、层次描述得

更加清晰，“识变”理论至此可说完善。

但双方的差异从根源上说还是对识转变的理解不同。护法的思路是在心识的内部

转变起见、相分，只有当意识计执此内境为离识而有的外境时，才是所谓的遍计所执相，

有与无是明确分界的。安慧则以识转变必然是以二取的方式显现，凡所显现都是无体法，

只有显现活动本身—心识才是依他起，因为心识之“有”恰恰是以自身显现为无体的二

取为存在方式的。这意味着虚妄分别本身是有与无的统一。i

四、结语

虚妄分别是凡夫心识活动的特性，心识总是以错误的分别显现错误的境相。当我

们想要区分心识和境相时，却发现心识和境相并不是割裂的，而是不即不离的整体，境

相就是心识活动的体现。j但是，为了看清心识编织的幻境，又不得不把二者区别分析。

对比无相、有相唯识对虚妄分别的解读，会发现以安慧为代表的无相唯识指出境相由识

的分别而无中现有，以此体现识的虚妄。有相唯识则以在识转变二分之上，由遍计而现

起遍计所执二取体现分别的虚妄。

从无相唯识的角度理解，会得到“唯有识”的结论，如《成唯识论》说：“由此分别，

变似外境，假我法相。彼所分别，实我、法性，决定皆无。……是故一切皆唯有识。”k

从有相唯识的角度，会得到“不离识”的认知，“彼实我、法，离识所变，皆定非有。

离能、所取无别物故，非有实物离二相故，是故一切有为、无为、若实、若假，皆不离识。”l

《述记》也说：“不以变故，名为唯识，不离识故，亦名唯识。”m因此，虚妄和分别

正是凡夫认识活动中识与境之关系的描述，理清这个概念是悟入唯识的关键。

g　《瑜伽师地论》卷 36，T30, no.1579, p.488, b22-23。

h　《成唯识论述记》卷 1，T43, no.1830, p.241, b17-18。

i　参看傅新毅：《玄奘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 年第一版，331 页。

j　印顺法师也有如此的观点。参印顺：《摄大乘论讲记》，中华书局，2011 年，第 118-119 页。

k　《成唯识论》卷 7，T31, no.1585, p.38, c21-22。

l　《成唯识论》卷 7，T31, no.1585, p.38, c21-22。

m　《成唯识论述记》卷 1，T43, no.1830, p.242,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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