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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舍论》中的 kila（传说）之研究 a

[ 日 ] 加藤纯章 b

 

【摘要】在梵文中 kila 一词的意思是“传说”，在《俱舍论》颂文中出现了八次。

在玄奘和布顿的记载中，偈颂之中的 kila 一词表现了世亲的不信，而在玄奘和真谛的记

载中，世亲从经量部的立场对毗婆沙的宗义展开批评。本文将《俱舍论》本颂中的 kila

一词抽出，并以此为基准对此论的前后论书进行考察，以此明确 kila 一词的含义。根据

本文的考察，从《俱舍论》中的长行释来看，kila 一词多表示世亲对有部的不信。

【关键词】kila；说一切有部；经量部；世亲

关于《顺正理论》的成立，笔者考察了与《俱舍论》的成立相关的三种传说。世

亲批判迦湿弥罗的毗婆沙，造《俱舍论》的行为违背了毗婆沙师的意愿，激怒了他们，

同时代的众贤针对这部论造了一部反驳的论书这一点上的记载是一致的。在玄奘和布顿

的记载中，偈颂之中的 kila 一词表现了世亲的不信，而在玄奘和真谛的记载中，世亲从

经量部的立场对毗婆沙的宗义展开批评。笔者希望将《俱舍论》本颂中的kila 一词抽出，

对此论的前后论书进行考察，以此明确 kila 一词的含义。kila 一词在八颂之中出现，以

下将逐一进行考察。

一

[ I ] I.3 cd.Kleśaiś ca bhramati bhavārṇave’tra lokas taddhetor ata uditaḥ kilaiṣa śāstrā.

【玄奘译】由惑世间漂有海，由此传佛说对法。

【真谛译】世间由惑转有海，为此传佛说对法。

【藏语译】ñon moṅs pas kyaṅ ḥjig rjig rten srid mtsho ḥdir ḥkhyams te.de bas de phyir 

ni ston pas gsuṅs so lo.

a　 本文节选自加藤纯章的《经量部之研究》第一章第一节（《経量部の研究》，东京：春秋社，1989 年）。

b　 作者简介：前名古屋大学文学研究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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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毗婆沙论》中开头的阿毗达磨是佛说的一处叙述之中，后面提到了《发智论》

实际上是迦多衍尼子（Kātyāyaniputra）所造。他们回答说，这是佛在各处所宣说的内

容被他整理了起来 a。《大毗婆沙论》的编辑者为了表征他们所集成的阿毗达磨有很高

的权威，而将其确认为佛说。但是阅读《大毗婆沙论》后我们发现，其中并未展示对这

一说法的异说。本论之中经常提出异说的大德（Bhadanta）和譬喻者（Dārṣṭāntika）在

其后对阿毗达磨的定义之中提出了异说，由此可见并不是没有人对阿毗达磨是佛说存疑

的 b。

对于阿毗达磨是否为佛说一事，其后的汉译阿毗达磨论书之中，乃至于《杂心论》

之前的论书都完全保持沉默。更有甚者，《大毗婆沙论》之后传出到《杂心论》为止的

论书几乎大多持前一观点。但对于这一观点，如果考虑到这是不少人所激烈争论的议

题的话，那么依然有值得探讨的余地。对阿毗达磨持不同观点的人的激烈反驳，在《入

阿毗达磨论》中可以发现。

诸未遍知阿毗达磨深密相者，随自意集诸戏论聚置于现前，妄构邪难欲

相诽毁，彼即谤佛所说至教。如世尊说：有二种人谤佛至教，一者不信生于

憎嫉，二者虽信而恶受持。c

这表明反对阿毗达磨的人在佛教内部是存在的。此外，关于上述偈颂之中的

kilad，在《顺正理论》中众贤表述为“经主称传，显已不信阿毗达磨是佛所说。何缘

不信？”e世亲用了 kila 一词来表示不相信阿毗达磨是佛说。根据诸部注释书的描述，

经量部不相信阿毗达磨是佛说，特别是称友指出：“kila 一词表示他人的意见，是阿毗

达磨论师的主张。经量部是以经为量而不是以论（Śāstra）为量。”f因此此颂的 kila

a　 《大毗婆沙论》卷1，《大正藏》第27册，第1页上中；《阿毗昙毗婆沙论》卷1，《大正藏》第28册，第1页下；

《鞞婆沙论》卷 1，《大正藏》第 28 册，第 416 页上中。

b　 《大毗婆沙论》之中妙音（Ghoṣaka）主张“契经之中没有说的内容，阿毗达磨也不应该说”，这展现了他保

留正确的阿毗达磨的态度，与否定阿毗达磨非佛说的立场完全不同。由此尊者妙音作如是说。一切阿毗达磨皆为释经。因

如是如是经。作如是如是论。非经说者皆应除之。同第 46 卷，《大正藏》第 27 册，第 236 页中；《阿毗昙毗婆沙论》卷

25，《大正藏》第 28 册，第 182 页上；《鞞婆沙论》卷一，《大正藏》第 28 册，第 418 页中（此处与其它两个译本中不

同的是换成了尊者昙无多罗 Dharmatāta）。

c　 《入阿毗达磨论》卷下，《大正藏》第 28 册，第 989 页上；Abhidharmāvatāraprakaraṇa, Peking No.5599, 

vol.119, p.53.

d　 世 亲 在 长 行 释 中 也 添 加 了 kila；atas taddhetos tasya dharmapravicayasyārthe śāstrā kila 

buddhenābhidharma uktaḥ.Kośa, p.3, l.1。

e　 《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 1，《大正藏》第 29 册，第 329 页下。

f　 Sthiramati, Derge, Tho 22a.Peking, Vol.146, p.205·1·7; Pūrṇavardhana, Peking, Vol.117, p.93·3·5·5; 

Yaśomitra, p.11, l.23-l.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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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词昭示了世亲持有的是经量部的立场，即不以阿毗达磨为佛说。

但是上述观点在《大毗婆沙论》之后《杂心论》之前的论书之中都未言及，因此

经量部这一主张应该是在后代，迟至世亲时代才出现的，在此之前完全没有这种说法。

特别是称友的“以经为量（Sūtraprāmāṇika），而不是以阿毗达磨为量”的表达在早期

的文献之中完全没有，只有在《俱舍论》中才出现了。此外，《俱舍论》之中有介绍一

个论师宣扬：“我以经为量，而不以论为量”a的表述，注释书中将此论师识别为经部

的论师室利逻多（Śrilāta）b。另外，同样在《俱舍论》之中，西方师面对有部的问难“这

是否与论相矛盾？”的时候回应道：“相比于与论矛盾，不如说与经不矛盾更好。”c

注释书中解释为：“这表达了阿毗达磨非佛说的意见。”d此外，《杂心论》的论主法

救的其他论书《五事毗婆沙论》之中可见反驳者对有部一次，有部对反驳者三次提及“经

为量故”的表达的示例 e。这种表达的案例在以前的论书之中没有出现过。《大毗婆沙

论》之中为了昭示阿毗达磨的正统性常常有“依经造论”的表述，而完全没有“经为量”

的表述（参考第一章第六节）。此外，后一表述也表达了玄奘翻译的意图。因此，使用“经

为量”的方式来表述后来出现的反对阿毗达磨的经量部。

此问题的缘起在于，相传为世友所做的《异部宗轮论》之中的“经量部”一名。

但是查阅各种文本之后发现，真谛翻译为“说经部”，也就是“修丹兰多婆拖部” 

（Sūtrāntavāda）f，秦译为“修多罗论”g，此外藏语的翻译也是 mdo sde pa，而不是

mdo sde smra baḥi sde（Sūtrāntavāda）h。只是，只有玄奘有“经量部”这一称谓 i，玄

奘的弟子窥基解释为“此师唯依经为正量，不依律及对法，凡所援据以经为证，即经部

师从所立以名经量部。”j但是，此处可能是玄奘翻译过度了。在那段话之前，在玄奘

的翻译中是作为“自称我以庆喜为师”的部派，他们推庆喜（Ānanda）为自己的祖师，

但是此处秦译为“大师郁多罗”，藏译为 slob dpon chos mchog（Dharmottara）。在《俱

舍论》或者《顺正理论》之中，有佛告诉阿难“依经不依人”一句契经作为经量部的

a　 Kośa, p.146, l.3-l.5.

b　 Yaśomitra, p.307, l.17.

c　 Kośa, p.367, l.15-l.16.

d　 Yaśomitra, p.621, l.19-l.20.

e　 《五事毗婆沙论》，《大正藏》第 28 册，第 994 页上 -下。

f　 《部执异论》，《大正藏》第 49 册，第 20 页中、第 22 页下。

g　 《十八部论》，《大正藏》第 49 册，第 18 页中。

h　 Vasumitra, Peking, Vol.127, p.250.2.7.

i　 《异部宗轮论》，《大正藏》第 49 册，第 15 页中、第 17 页中。

j　 [日 ]小山憲榮，《異部宗輪論述記發軔》中，第九百，另见窥基的述记和真谛的《部执异论》残片相同位置；

P.Demiéville, L’origine des sectes bouddhiques d’après Parmārtha, MCB, Vol.1, (1931-1932),p.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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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依据 a，因此玄奘在此处将祖师换成庆喜，并译为“经量部”。其次，在《大毗婆

沙论》之中，“经部”一名总共出现了三例 b，但对比旧译的《阿毗昙毗婆沙论》之后

发现，一例为“诵持修多罗者”。此处“经部”一词的梵文与其说是 Sautrāntika 不如

Sūtravāda 或者 Sutrāntavāda 更自然。这是因为在《大毗婆沙论》同时期没有 Sautrāntika

这一名称，只有 Sūtravāda 或者 Sutrāntavāda。因为在《大毗婆沙论》之后《俱舍论》之

前的论书之中少量出现了“经量部”一词，这提示了古代的 Sūtravāda 或 Sutrāntavāda

是这个部派尚在形成过程之中的状态这一假说。这个问题将在本章第六节再次触及。

通过以上文本的梳理，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有部分出的最后部派是 Sūtravāda

或 Sutrāntavāda。他们的诞生当然是为了纠正阿毗达磨的错误，但是并非完全否定阿毗

达磨。为反对阿毗达磨而诞生的部派是《大毗婆沙论》中的“譬喻师”及其后世传出的

Sautrāntikac。这个部派对“阿毗达磨是佛说”的观点进行了激烈的反驳，并使用了逻

辑学的术语“量”（Pramāṇa）一词来表达对有部教义的反对，世亲根据经量部的立场

添加了 kila 一词。《异部宗轮论》之中的 Sūtravāda 和后世的经量部（Sautrāntika）完全

没有直接的关系，这一结论将在后文详述。

二

[ II ] I.28 ab.childram ākāśadhātvākhym ālokatamasī kila.

【玄奘译】空界谓窍隙，传说是明暗。

【真谛译】窍穴名空界，彼言谓光暗。

【藏语译】bu ga nam mkhaḥi khams śes bya snaṅ daṅ mu pa dag yin lo.

原始佛教之中有一个观点是，人类的身体由六要素构成，分别是地、水、火、风、空、

识。空界指的是身体中的空间，但有部将其发展为空界（Ākāśadhātu）泛指一切的空间，

且是色法（Rūpadharma）。因为我们的眼睛虽然无法看到空间，但可以根据光的明暗

感知到。又因为光和暗都会归于空间，而对有部又规定了光和暗都是实有的色法，因此

空间也是实有（Dravya）的色法。世亲在《俱舍论》中对这个规定加了 kila 一词 d。

a　 《俱舍论》卷 10，《大正藏》第 29 册，第 53 页中；《顺正理论》卷 1，《大正藏》第 29 册，第 329 页下。

b　 第一次出现参见普桑教授以“经部”为名（de la Vallée Kośa, T.I, Introduction, p.LII）；第二次出现参见

宫本正尊博士的《譬喻者、大德法救、童受、喻鬘論の研究》，《日本佛教學協會年報》第 1 年，第 178 页；第三次出现

参见渡辺楳雄博士《有部阿毗達摩論の研究》，第 363 页。

c　 在外道文献中也言及了Sautrāntika的名称的来源。参见Sarvadarśanasaṃgraha, Government Oriental (Hindu) 

Series, No.1, p.43。

d　 世亲在长行中使用了 kila 一词，参见 Kośa, p.18, l.15-l.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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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毗婆沙论》之中已经有了空界是色法一说 a，但令人意外的是，此处并未言

及持有反对空界是实有的色法这一主张的人。有部认为的虚空（ākāśa）是无为法。这

与作为所有色法的活动场所的空间概念相当。但这是理念的事物，而非眼睛可以看见的

事物。那么，《大毗婆沙论》中对于虚空界（空界）和虚空无为的区别这一问题行了转移，

大德（Bhadanta）、佛陀提婆（Bhddhadeva）、昙摩多罗（Dharmatrāta）等对虚空无为

的存在提出了疑问。

大德说曰，虚空不可知，非所知事故。所知事者，色非色性，虚空与彼

具不相应。所知事者，谓此彼性，虚空与彼具不相应，此虚空名，但是世间

分别假立。b

根据上文，在《大毗婆沙论》中虚空是色法的反对者们尚未出现，只是介绍了主

张虚空无为不是实有的人。他们的主张在后来的《杂心论》中被简单地以譬喻者的名义

进行表述，即：

譬喻者说：虚空非色亦非非色，言虚空者，随顺世间故说。c

而明确指出虚空无为不实实有这一主张的是《俱舍论》。

“经量部诸师认为一切无为法都不是实有的，因为色受等都不能独立存在。虚空

无为是无法通过接触判断其存在的，就好像暗中无法感知滞碍的人说‘这是虚空’一

样。”d

经量部这一主张也被后来的佛教教派所引用 e。

此外，从对世亲这一颂的检讨来看，《顺正理论》之中众贤：

所言传说，表不信承。彼说意言，何有此理？故彼上座及余一切譬喻部

师咸作是说：虚空界者，不离虚空，然彼虚空体非实有，故虚空界体亦非实。f

多种注释书中指出经量部主张虚空无为本不是实有之法。g

a　 《大毗婆沙论》卷 75，《大正藏》第 27 册，第 388 页中；《阿毗昙毗婆沙论》卷 39，《大正藏》第 28 册，

第 291 页上；《鞞婆沙论》卷 6，《大正藏》第 28 册，第 460 页下。

b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75，《大正藏》第27册，第388页下；《阿毗昙毗婆沙论》中为佛陀提婆（同卷39，《大

正藏》第 28 册，第 291 页上）；《鞞婆沙论》之中为昙摩多罗（同卷 6，《大正藏》第 28 册，第 460 页下）。

c　 《杂阿毗昙心论》卷 9“杂品第九”，《大正藏》第 28 册，第 944 页上。

d　 Kośa, p.92, l.3-l.5.

e　 《般若灯论释》卷 4，《大正藏》第 30 册，第 72 页上。

f　 《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 3，《大正藏》第 29 册，第 347 页上。

g　 Sthiramati, Derge, Tho 85a.Peking, Vol.146, p.235·1·4-5; Pūrṇavardhana, Peking, Vol.117, 

p.113·1·4-5; Yaśomitra, p.57, l.12-l.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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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描述可得出以下结论，《大毗婆沙论》之中没有对虚空界是色法提出异

议的人 a，只有少数人对虚空无为的存在表达反对的立场。但他们主张，虚空无为不是

实有法，只是事物间的缝隙，他们同时否定了虚空界的实有。后世兴起的经量部对这二

法都进行了否定。世亲在这一颂之中根据经量部的立场添加了 kila 一词。

三

[  III  ]  I.42 cakṣuḥ paśyati rūpāṇi sabhāgaṃ na tadāśritaṃ vijñānaṃ dṛśyate rūpaṃ na 

kilāntaritaṃ yataḥ.

【玄奘译】眼见色同分，非彼能依识，传说不能观被障祝色故。

【真谛译】眼见色等分，非能依眼识，由色非可见被障，彼执尔。

【藏语译】mig gis gzugs rnams mthoṅ sten bcas.De la brten paḥi rnam śea min.gaṅ 

phyir bar du chod pa yi gzugs ni mthoṅ ba min phyir lo.

捉取外界事物的同时，是眼根见色还是眼识见色的问题是从部派佛教早期就开始

的问题。众所周知，《大毗婆沙论》之中有部持根见说，法救（Dharmatrāta）持识见说，

妙音（Ghoṣaka）持眼识相应慧见说，譬喻者主张和合见说 b。但是在《大毗婆沙论》

之中尚未说明譬喻者的和合见究竟是什么意思，后来的《杂心论》中也仅是介绍了和合

见论 c，而在法救的《五事毗婆沙论》之中才有详细的说明 d。此处的和合是“心·心

所和合而见色”的意思。对此，有部反驳道“心和多种心所的组合常常是不定的，因此

不能明确是哪个心所在见，此外，每个心所都有各自的作用，一法不能有两种作用”。

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大毗婆沙论》之中的：“应一切时见色，以无时不和合故，不应理”

一句话的意思了。类似地，《大毗婆沙论》之中接续前述的妙音的“眼识相应慧见色”

的内容之后的和合见，指的是不只是慧心所，其他心所都可以和眼识和合而见。因此此

处的“和合”并非“根、境、识三事和合而见”的意思。

而关于论颂之中的 kila 一词 e，《顺正理论》之中评述为：“经主意不忍彼因，故

于颂中标传说语”f，世亲以此来表达不信。而在《顺正理论》之中，经主世亲持识见

a　 在后世的《阿毗达磨灯论》之中也没有人提出异说，参见 Dīpa, p.13, l.1-l.3。

b　 《大毗婆沙论》卷 13，《大正藏》第 27 卷，第 61 页下；但是《阿毗昙毗婆沙论》之中并没有记录识见说的

持有者是法救，同卷 8，《大正藏》第 28 册，第 50 页下。

c　 《杂阿毗昙心论》卷 1，《大正藏》第 28 册，第 876 页中下。

d　 《五事毗婆沙论》卷上，《大正藏》第 28 册，第 991 页中下。

e　 世亲在长行之中也使用 kila 一词，见 Kośa, p.30, l.11。

f　 《顺正理论》卷 6，《大正藏》第 29 册，第 365 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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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对有部进行批判。因此，玄奘弟子普光在此注释为：“看其文势，论主意朋识见”a。

称友注释为：“kila 一词表达了他作为反对者的意图”b。因此根据注释书，可以得出

结论是世亲持识见说。

世亲在此项终了之处介绍了经量部的意见，即“因为眼根和色境而生起眼识，因

此无法区分何为能见，何为所见”c，因此同时否定了根见说和识见说。三事和合这种

说法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大毗婆沙论》中譬喻论者的和合说。根据前文的论述可知，

譬喻论者的说法和经量部的观点完全不同。根据第一章第五节的叙述，《俱舍论》之中

世亲和有部争论的地方常常是经量部所主张的地方，这显示了世亲最终支持经量部的立

场。因此对于有部根见说的立场以识见说加以反驳，不过是为了揭示有部立场的错误。

尽管注释书的注释如此，但是世亲的真意是：不仅有部的观点有问题，即便经量部的说

法也依旧有问题。

四

[  IV ]  II.1.caturṣv artheṣu pañcānām ādhipatyaṃ dvayoḥ kila caturṇāṃ pañcakāṣṭānāṃ 

saṃkleśavya vadānayoḥ.

【玄奘译】传说五于四，四根于二种，五八染净中，各别为增上。

【真谛译】于四义五根增上，于二二 d四根，五及八于染污清净。

【藏语译】lṅa po rnams ni don bshi pa dbaṅ byed bshi rnams gñis la lo.lṅa daṅ brgyad 

po de rnams ni kun kas ñon moṅs rnam byaṅ la.

《俱舍论》的根（indriya）的意思是增上（Ādhipatya）的意思 e。而眼、耳、鼻、

舌、身的五根有以下四种增上义：（1）庄严身体（Ātmabhāvaśobhā），（2）指导身体

（Ātmabhāvaparikarṣaṇa）避免危险（viṣamaparivarjana）,（3）生起与五识相应（Sasaṃprayoga）

的诸心所，（4）眼根见色、耳根闻声五根各有各的所缘境（Ssādhāraṇakāraṇatva）。这

几种增上义。世亲对此颂进行解释之后，介绍了对此持反对意见的有余师的观点。即“指

导身体避免危险并不是眼等根的作用，而是识的作用，因此识有增上义。此外，眼见色、

耳闻声等无论哪种作用都离不开识。因此从五根抓取不同对象这点来解释增上义也不

a　 《俱舍论记》卷 2，《大正藏》第 41 册，第 50 页中。

b　 Yaśomitra, p.80, l.16; Sthiramati, Derge, Tho 116b.Peking, Vol.146, p.250·4·3-4; Pūrṇavardhana, 

Peking, Vol.117, p.125·4·8-5·1.

c　 Kośa, p.31, l.11-l.12.

d　 真谛对二和二重叠的解释的长行是 ptatyekam 应该翻译为于二于二。（《俱舍论释》卷 2，《大正藏》第 29册，

第 173 页上）；藏语译为 re re shin（Kośa Tib, Peking, Vol.115,p.139·3·8）。

e　 Kośa, p.38, l.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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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a基于此，有余师叙述了自境增上的颂。

世亲在宣说有部正统学说的颂之中用了 kila 一词，对此《顺正理论》之中众贤解

释为“初传说言，显乐后说”b，认为世亲支持上述有余师的主张。安慧和满增也认为“kila

一词明确表示与后面异门（Paryāya）”c，显示了前述有余师的说法及以下论颂之中世

亲的意图。称友则认为“kila一词表示他有不同的意见，他自己的意见将在后文论述”d。

那么此处世亲所支持的有余师是谁呢？安慧认为是譬喻者 e，满增认为是经部师 f，称

友也认为是经部师 g，真谛在他的注疏之中也指出是经部 h。因为世亲若不相信有部的

学说，而相信经量部的学说的时候就会用kila一词。但是，《俱舍论》中说这是有部在《大

毗婆沙论》之中就确立的观点，但是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人在所有的阿毗达磨文献中都找

不到。因此经量部这一主张i可能是相当晚才出现的，甚至有可能是从世亲的时候才开

始有的主张。

五

[ V ] III.25ab.āvasthikaḥ kileṣṭo’yaṃ prādhānyāt tv aṅgakīrtanam.

【玄奘译】传许约位说，从胜立支名。

【真谛译】此今约位说，由胜说为分。

【藏语译】ḥdi ni gnas skabs par ḥdod lo.gtso boḥi phyir nay an lag bsgrags.

对于十二因缘的解释，在《大毗婆沙论》之中已经有了（1）刹那缘起（Kṣaṇika）

（2）远续缘起（Prākarṣika）（3）连缚缘起（Sāṃbandhika）（4）分位缘起（Āvasthika）

a　 Kośa, p.39, l.3-l.5.

b　 《顺正理论》卷 9，《大正藏》第 29 册，第 377 页下。

c　 Pūrṇavardhana, Peking, Vol.117, p.133·5·2; Sthiramati, Derge, Tho 140b.Peking, Vol.146, p.261·1·5-6.

d　 Yaśomitra, p.94, l.8.

e　 Sthiramati, Derge, Tho 140b.Peking, Vol.146, p.262·1·3.

f　 Pūrṇavardhana, Peking, Vol.117, p.134·4·4.

g　 Yaśomitra, p.96, l.16.

h　 真谛的《俱舍论义疏》第 53 卷可知（《俱舍论释序》，《大正藏》第 41 卷，第 513 页中）。

i　 此处仅从经量部的主张之中因为根而有识相同的前项的识见说来看的话，确实有特别的地方。经量部将有部的

第六意识的发动扩大到了前五识也参与。《阿毗达磨灯论》之中，“譬喻者认为一切直接知觉都不可能认识（apratyakṣa）”，

前五识只能以过去作为所缘对象，这在有部的学说之中则仅有第六识活动。Dārṣṭāntikasya hi sarvam apratyakṣam.

pañcānāṃ vijñānakāyānām atītaviṣayatvād yadā khalu cakṣūrūpe vidyete tadā vijñānam asat, yadā vijñānaṃ sat, cakṣūrūpe tadāsati, 

vijñānakṣaṇasthityabhāve svārthopalabdhyanupapatteś ca.Dīpa, p.47-p.48. 这在外道文献 Sarvadarśanasaṃgraha 之中 Sautrāntika

是 bāhyārtha-anumeyatva 而 Vaibhāṣika 是 bāhyārtha-pratyakṣatva 的说法相关（Sarvadarśanasaṃgraha，p.19）。另见第二张

第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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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种 a。有部正统的分位缘起学说也是在这个时期就确定了，分位 āvasthika 是由词

根 ava √ sthā（停止）所派生出来的形容词，表达状态、程度和期间不变。总之是为了

说明有五蕴的事物（Pañcaskandhās 人类）的轮回生生的十二个阶段，这就是著名的三

世两重因果。世亲在此颂之中一边叙述有部的正统说法，一边使用了 kila 一词。其后

举出经部师的反驳理由：“有部的分位缘起说对十二支中各有五蕴的解释与契经矛盾，

经中只是以‘无明是对过去世的无知’来说明无明，并未言及他有五蕴等”b。

而对于颂中的 kila，《顺正理论》之中有“经主不信故说传许言”来表明世亲不信，

进而指出“是故颂应言佛依分位说，无劳于此说传许声，详彼但求足言成句”c来反驳

世亲，表示颂中语词不足，因此用了 kila 一词凑足数。安慧和满增也认为世亲支持经量

部的观点，用了 kila 一词 d。因为他们认为 kila 一词表示世亲不信有部，赞成经量部的

观点。

但是，此项主题中的四种缘起说，从《大毗婆沙论》中来看，只是对几种异说进

行了简单的介绍，而在其它的论书，例如《阿毗达磨甘露味论》e和《杂心论》f中也

只有极其简短地涉及。这样看来，恐怕四种缘起说并非阿毗达磨形成早期就确定并发展

而来的观点，而是根据后代经部师的观点再次论议而产生的观点。

六

[ VI ] IV.27cd.nāsaṃvaro’sty ahorātryaṃ na kilaivaṃ pragṛhyate.g

【玄奘译】恶戒无昼夜，谓非如善变。

【真谛译】无日夜不护，由不受如此。

【藏语译】ñin shag pa yi sdom min med.de de ltar nod med ces gras.

根据有部的观点，为进入佛教教团，从师父处受的身、语戒的时候，接受者身体

中会积聚被称为无表色的物质。这种物质具备约束接受戒律的佛教徒。无论是于出家人

a　 《大毗婆沙论》卷 23，《大正藏》第 27 册，第 117 页下；《阿毗昙毗婆沙论》卷 12，《大正藏》第 28 册，

第 93 页上。

b　 Kośa, p.136, l.14-l.18. 此外这个解释在称友释中也有。Yaśomitra, p.292, l.14-l.15. 参考山口益、舟桥

一哉，《倶舎論の原典解明 : 世間品》，第 205 页。

c　 《顺正理论》卷 27，《大正藏》第 29 册，第 494 页中，496 页中。

d　 Sthiramati, Derge, Tho 364a.Peking, Vol.147, p.73·4·2；Pūrṇavardhana, Peking, Vol.117, 

p.222·4·8-5.1.

e　 《阿毗达磨甘露味论》卷上，《大正藏》第 29 册，第 970 页下以下。

f　 《杂阿毗昙心论》卷 8，《大正藏》第 28 册，第 935 页下以下。

g　 藏语为 de de ltar nod（evaṃ sa gṛhy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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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家人来说，由此所得的无表色都会伴随其一生。但八关斋戒是一个例外，八关斋

戒是在家信众所受持的，持续时间仅一日一夜（24 小时）的八种戒（《俱舍论》之中

将其称之为 upavāsasaṃvara 近律仪无表），所得的无表色仅持续一日一夜，在第二天早

上就会消失 a。与之相对的是，恶的无表色是决定杀生者决定杀生一刻生起的，而不是

刚杀完的一瞬间生起的（《俱舍论》中将其称之为 asaṃvara 不律仪的无表）。现在的

问题在于，对此处恶的无表色的存续时间有争议。根据有部的说法，它不像近住律仪那

样存续一日一夜，而是存续一生。世亲对此颂用了 kila 一词。

此处的 kila 一词是什么意思呢？对此，《顺正理论》之中并未提及并批判。安慧

和满增对此的解释是“kila 一词表明了不满”b，但是既没有表明世亲的不信，也没有

提及世亲本人的观点，而称友的注释之中则完全没有提及此处。因此无法通过《顺正理

论》和注释书来明了本文的意思，而只能通过《俱舍论》自身对 kila 的解释来理解。

对于颂中的 na kilaivaṃ pragṛhyate 一句，长行之中再用了kila 一词来进行说明，即：

na kila kaś cid evam asaṃvaraṃ samādatte yathopavāsaṃ kac cid aham ahorātram 

asaṃvṛtaḥ syām iti.kutsitatvāt karmaṇaḥ.c

（谓必无有立限，对师受不律仪，如近住戒。我一昼夜定受不律仪。此是智人所

诃厌业故。）

所有人在接受近住律仪的时候如果在师长面前“愿一日一夜持续受不律仪”，也

不会得到不律仪，这是业本身是被轻蔑的。如果“以这样被轻蔑的业作为理由来区别近

住律已和不律仪的取得过程”，那么“愿我此生持续不律仪的无表色”也不能使之得到

无表色，那么不律仪的无表色就不能持续一生 d。

那么世亲用（1）kutsitatvāt karmaṇaḥ 作为理由来反驳有部，认为区分“近住律仪

和不律仪的取得的区别”是非常可笑的；除此之外还有两个结论，分别是：（2）近住

律仪持续时间也不是一日一夜的，应该会持续更长的时间 e；（3）不律仪也不是在一

生中存续，而是持续一段时间。

世亲在此项的最后引述了经部师的主张：“无表并不是如同有部那样由身、语业

a　 关于八斋戒，参考平川彰：《原始仏教の研究》，第 416 页以下。

b　 Pūrṇavardhana, Peking, Vol.117, p.267·3·4；Sthiramati, Derge, Tho 365b.Peking, Vol.147, p.119·2·7.

c　 藏 语 译 为 ji ltar bsñen gnas……yaṅ med de.las smad pa yin paḥi phyir ro shes grag go.（Kośa Tib, Peking, 

Vol.115,p.199·5·1-2）, 其中 kila 一词被解释为 kutsitatvāt karmaṇaḥ 了。

d　 Kośa, p.213, l.3-l.4.

e　 世亲在此处前半段叙述为：ahorātrāt pareṇāpi saṃvarotpattau yuktyavirodhāt.Kośa, p.212, l.20-l.21. 称友在

此说世亲说：acārya āha.Pareṇāpi saṃvarotpattau yuktyavirodhād iti.Yaśomitra, p.375, l.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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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出所造作的实有的色法，而是由于人的作意（Abhisaṃdhi）而存续的”a，得出世

亲对（2）（3）同样是不信的。

此外，根据“业品”前半部分之中世亲支持经量部的观点否认无表色的说法来看，

这种说法比较妥当。因为注释书中没有解释，所以无法得出明确的结论，因此只能姑且

得出以下说法。对于论颂之中的 kila 一词，直接的理解是以 kutsitatvāt karmaṇaḥ 作为理

由来批判有部，间接的理解是表示支持经量部对无表色的否定。而此处经量部的主张可

能继承了《大毗婆沙论》之中譬喻者的无表色非实有论。

七

[ VII ] IV.31 abc.sarve cet saṃvṛtā ekadeśakāryādayaḥ katham.tatpālanāt kila proktāḥ.

【玄奘译】若皆具律仪，何言一分等，谓曰能持说。

【真谛译】一切若有护，一处等云何，能持故说尔。

【藏语译】gal te thams cad bsdams yin na sna gcig spyod sogs ji lta bu.de sruṅ ba la 

gsuṅs shes grag.

为成为信仰佛教的人（Upāsaka近事），通常情况下必须接受三皈（Triśaraṇagamana）、

五戒（Pañcaśila）。《大毗婆沙论》之中，犍陀罗国的诸论师认为主要接受了三归即可

成为佛教的信徒，而迦湿弥罗师则认为必须全部接受三归五戒才能成为佛教的信徒。

那么如果这样的话，为什么契经之中会指出“近事有四种，一分能学，小分能学，多

分能学和满分能学”呢？这说的是有的近事并未完全接受五戒呢还是“不是没有受五

戒，而是没有好好遵守（pāla）五戒（此说持位，非说受位）”b呢？对此问题，《俱

舍论》中世亲引用《杂心论》的观点 c，并使用《大名经》（Mahānāmasūtra, miṅ chen 

gyi mdo）等进行详细的反驳（不过，在《俱舍论》之中没用犍陀罗诸师而用了外国诸

师 Bahirdeśakās, ñi ḥog pa rnams 一词）。

而对于此处世亲用kila一词，《顺正理论》之中解释为“经部于前所说义理心不生喜，

复设是难。若诸近事皆具律仪，何缘世尊言有四种”，此问是由经量部提出的，而“此

经主说意为欲劝我国诸师受持外方经部所诵”d一句则表示世亲赞成经量部的说法，但

是并未言及 kila 一词，诸注释书也没提到 kila 一词。对于此处的 kila 的分析也不可仅

仅汉译《顺正理论》中可以得出，安慧在此处引用了众贤（slob dpon ḥbus bzaṅ）的观点，

a　 Kośa, p.213, l.8-l.9.

b　 《大毗婆沙论》卷124，《大正藏》第27册，第645页下以下。《阿毗昙毗婆沙论》和《鞞婆沙论》之中无此部分。

c　 《杂阿毗昙心论》卷 10，《大正藏》第 28 册，第 951 页中下。

d　 《顺正理论》卷 37，《大正藏》第 29 册，第 553 页上中。



唯识研究（第九辑）

224

安慧的注释之中的解释与玄奘译本中的说法完全一致，也将这一质疑归于经部师 a。

根据以上论述，世亲持有这个疑问表明了他对有部观点的不信，从经量部的立场

出发因此添加了 kila 一词。此外，经量部的此问是继承并发展了《大毗婆沙论》之中犍

陀罗国诸师的观点，并以《大名经》等契经为证反驳来反驳有部的观点。

八

[ VIII ] V.37 tathaughayogā dṛṣṭīnāṃ pṛthagbhāvas tu pāṭavāt.nāsraveṣu.b asahāyānāṃ 

na kilāsyānukūlatā.

【玄奘译】瀑流轭亦然，别立见利故，见不顺住故，非于瀑独立。

【真谛译】暴河系亦尔，别立见明故，非于流，无伴，由非顺流故。

【藏语译】chu bo sbyor ba ḥaṅ de bshin du.lta ba rnams gsel phyir logs śig bstan.zag 

par ma yin gros med rnams.ḥjog paḥi rjes su mi mthun lo.

《俱舍论》之中有漏（Āsrava）、瀑流（Ogha）、轭（Yoga）的分类。漏有三种，

分别是欲漏（Kāmāsrava）、有漏（Bhavāsrava）和无明漏（Avidyāsrava）。我们知道，

在对于有部来说，瀑流和轭与漏的分类不完全相同，还应该加上见瀑流（Dṛṣṭyogha）和

见轭（Dṛṣṭyoga），总共四种类型。这是因为见是明了（Pāṭva, Paṭutva）但是常常动摇

（Calatva）的意思 c，而漏（Āsrava）则是众生永久流转生死（Āsayanti）的意思 d，因

此，这两者在意义上有矛盾，对于漏而言没有见漏一说，但瀑流和轭则可以成立见瀑流

和见轭。世亲在论颂之中对正统有部的这种说法添加了 kila 一词，对此他两次用长行：

taḥ kila paṭutvād oghayogeṣu pṛthak sthāpitāḥ 以 及 na ca kila kevalā dṛṣṭaya āsyānukūlāḥ 

paṭutvāt 进行解释。

对此众贤完全保持沉默，安慧对于此处的kila 也没有解释，只有满增在此处有“kila

一词指的是，如果见指的是常常动摇的明了，因此对于漏而言不可以立独立的见漏的话，

在无明漏之中不能明了，因此也不能有独立的瀑流和轭（无明瀑流、无明轭）”e，这

表示了世亲认为在漏之中不区分见漏，只有三漏，而在加上见组成四种的观点是不合理

的，因而，对此表示不信。称友的长行释开头的 kila 的解释为“kila 一词表示他人的意

a　 Sthiramati, Derge, Tho 38a.Peking, Vol.147, p.120·2·6.

b　 从长行和藏语翻译来看，不应该保留 nāsraveṣu。玄奘的翻译“见不顺住故”是理解之后的意译，因此，真谛

的翻译之中也应该这样句读“非于流，无伴”。

c　 Calatvāt paṭutvāc ca.Yaśomitra, p.486, l.21.

d　 V.40a 以下是对 āsrava 以 āsayanti 和 āsravanti 进行词源解释。āsayayanti samsāre āsravanti bhavāgrād yāvad avīcim 

ṣaḍbhir āyatanavraṇair ity āsravāḥ.kośa, p.308, l.15. 但是一般用 āsravanti。

e　 Pūrṇavardhana, Peking, Vol.118, p.4·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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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a，而三漏、四瀑流、四轭等观点是在《大毗婆沙论》之中就确立的，与三漏相对

应的是譬喻者持二漏之观点 b，但是未见世亲对此进行批判。因此此处的 kila 仅表示世

亲对有部的反对和他个人的不信。

结论

以上，根据《俱舍论》以后的《顺正理论》以及安慧、称友、满增的注释书可知，

《俱舍论》本颂之中的 kila 一词世亲全部用来表达对有部的不信，此外其中七处世亲都

采纳了经量部（Sautrāntika）的观点，只有一处（VIII）表达了世亲的个人意见。七种

经量部的学说之中有的是后世完成的主张，有的异说继承自《大毗婆沙论》中譬喻者和

犍陀罗国诸师的古说。由此可知，经量部这一名称，可能诞生在相当晚近的时候 c。

但是，以上的结论并不能必然证明《俱舍论》成立的传说，在真谛的译本之中有

多处未翻译出 kila 一词，此外众贤或是《顺正理论》之中也有些地方没有回应《俱舍论》

中的 kila 一词。玄奘没有译出 kila 一词的地方，在《顺正理论》之中都没有言及这一词。

因此，关于其成立的传说目前尚有两种可能性：（1）历史上确有其事，（2）根据众贤

的《顺正理论》产生了这个传说，后世的注释家都受限于此。从《俱舍论》中的长行释

来看，kila 一词多表示世亲对有部的不信。  

（译者：辛放）

a　 Yaśomitra, p.486, l.17

b　 《大毗婆沙论》卷 47，《大正藏》第 27 册，第 245 页上；《阿毗昙毗婆沙论》卷 26，《大正藏》第 28 册，

第 193 页中；《鞞婆沙论》卷 2，《大正藏》第 28 册，第 426 页上。

c　 Sautrāntika 的名称起源于其它部派对其的蔑称 Dārṣṭāntika，对二者的关系若感兴趣可参考这篇论文：

J.Przyluski, Dārṣṭāntika, Sautrāntika and Sarvāstivādin, IHO, Vol.XVI, No.2, p.246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