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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那对“现量”的定义与“意（识）现量”

——兼及《成唯识论》与窥基《成唯识论述记》的观点

赵东明 a

【摘要】本文旨在根据陈那（Dignāga，约 480-540）《集量论》之颂文，以及《成

唯识论》与窥基（632-682）《成唯识论述记》之记载，厘清：

1. 陈那对“现量”的定义：是“离（除）分别”。亦即“现量”是离开分别、概念、

想象、思维与言语的。

2. 在陈那的著作中，似乎看不出他有明确将“现量”区分成几种类型的说法，他

是要说凡“离（除）分别”，皆属“现量”。将“现量”进行分类，应该或许是陈那后

学的做法。

3. 根据《成唯识论》与窥基《成唯识论述记》的观点，陈那所认为的“意（识）现量”，

很可能就是特指“五俱意识”而言，这是一种介于感性与理性之间的“意（识）”。这

是汉传唯识学的记载，但其意涵界定与相关问题，还需要更进一步详细与深入地探究！

【关键词】现量；离（除）分别；现量种类；意（识）现量；五俱意识

一、陈那对“现量”的定义及“现量”种类的问题

（一）陈那对“现量”的定义

    关于陈那对“现量”（pratyaksa，指直接知觉或直接获取知识的手段）的定义，

《集量论》b有颂云：

a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b　关于陈那《集量论》的梵文原始数据，则是比较缺乏的。[ 日 ] 服部正明（Masaaki Hattori）1968 年对陈那

《集量论·现量品》的英译：Dignāga on Perception,being the Pratyakṣapariccheda of Dignāga’s Pramāṇasamuccaya from the 

Sanskrit fragments and the Tibetan version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可以说是陈那《集量论》译注与研究方面，现代学

界的权威与经典之作！但是严格地说，它其实并不是非常忠于原文的理想译本，因为它是根据两个藏文译本所作的英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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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与比是量，二相是所量；于彼结合故，余量则非有。亦非数数知，无

穷如念等；现量离分别，名、种等合者。a

颂文说明陈那只承认两种类型的“量”（pramāṇa，获取知识的手段 b），意即“现

量”与“比量”（anumāna-pramāṇa）。这是因为作为可以被认识的“所量”（prameya，

认识对象）只有“自相”（svalakṣaṇa）与“共相”（sāmānyalakṣaṇa）两种。“现量”

的认识对象是“自相”，而“比量”的认识对象是“共相”。陈那认为除了“现量”与“比

量”之外，并不存在其它类的认识手段（“量”），即使是对于同一对象的再度认识（上

引文之“数数知”），也无须预设第三种“量”的存在，因为这样的话，会造成有无穷

之“量”的过失。

而关于只有“现量”与“比量”两种“量”，这在法尊编译的《集量论略解》中说道：

何故量唯二种耶？曰：由所量唯有二相，谓自相与共相。缘自相之有境

心即现量，现量以自相为所现境故。缘共相之有境心即比量，比量以共相为

所现境故。除自相、共相外，更无余相为所量故。c

由这里，我们可以知道，陈那认为获取知识的手段（“量”），只有两种的原因，

是在于作为被认识对象的所量，只有“自相”和“共相”两种。“现量”以“自相”为

其对象，而“自相”，依据陈那的定义，是不可言说的。d

与一些梵文还原的工作，而并不是建立在梵文原本之上的翻译。

 不过，1995 年奥地利获得了藏于西藏寺庙中，胜主智（Jinendrabuddhi）的梵文写本《集量论大疏·广大离垢论》

（Pramāṇasamuccayaṭīka Viṣālāmalavatī），这是现存对陈那《集量论》及其《自疏》（Pramāṇasamuccayavṛtti）的唯

一注疏。而目前任教于德国莱比锡大学的褚俊杰教授，他的博士论文，Jinendrabuddhis Erklärung zu Dignaga Definition der 

Erkenntnismittel und der Wahrnehmung的主体部分，就是对梵文本《集量论大疏》第一品《现量品》中的一部分，进行文本

校勘和翻译的考释。

 而汉译本虽然唐·义净（635-713）曾于景云二年（711）译出四卷本，然旋即亡佚。现代佛学研究兴起后，陈那与法

称（Dharmakīrti，600-660）的逻辑知识论（因明学）学派受到重视，因此关于《集量论》的研究也很可观。吕澂在 1928

年译出《集量论释略抄》，刊于《内学》第四辑，见《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一》，济南：齐鲁书社，1996。除了上述服

部正明于 1968 年根据藏译本还原的梵文引文翻成英文出版。法尊在 80 年代也由藏文译出了《集量论略解》（北京：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

a　见法尊编译：《集量论略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3。

b　“量”（pramāṇa），是“测度”的意思，有尺度、标准、规准等意思；所以在认识中，就成为判定真伪的标准，

认识事物之标准、根据。（见平川彰，《印度佛教史》，庄昆木译，台北：商周出版，2002：419。将之翻成“知识手段”

参考：服部正明，《陈那之认识论》，吴汝钧译，《佛学研究方法论·下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96：400。

c　见法尊编译：《集量论略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

d　在这里我们暂时采取类似维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1889-1951）《逻辑哲学论丛》最后一句话，

为他的书作的结论：“凡不可说的，我们都必须保持沉默。”（Where of one cannot speak, there of one must be 

silent.）（《论丛》，7）我们还须注意到他也曾主张：“从事哲学的正确方法是，只说那些可说的部分。”（《论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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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外，《集量论》卷二更清楚地说明区分“现量”与“比量”的原因：

若尔二者（案：指现、比二量）有何差别？曰：由“境及性不同。彼二”（案：

此句为颂文）。现量之境，谓自相；比量之境，谓共相。前品（案：指“现量品”）

已说。现量之自性，是无分别觉；比量之自性，是有分别觉。a

亦即“现量”与“比量”的区别，除了作为被认识对象的“所量”，只有“自相”和“共相”

两种。作为“能量”的认知心（或觉知），也可分为“无分别觉”和“有分别觉”两种。

“现量”的根本性质，是属于“无分别觉”；“比量”的根本性质，则是属于“有分别觉”。

而“无分别觉”认知“自相”，“有分别觉”认知“共相”。b所以“现量”与“比量”

的区分，重点应放在认知心（或觉知）的“有分别”与“无分别”之上。也就是“分别”

是决定“现量”与“比量”之区分的关键。陈那认为“现量”是“离分别”[kalpanāpodha, 

“free of conceptual elaboration”c，离开概念阐释；或“free from conceptual construction 

(kalpanā)” d]，意指“现量”是一种完全不涉及任何概念、语言形式、分别思维之“获

取知识的手段”。e

而关于上面引文“现量离分别，名、种等合者。”f这一句（梵文 pratyakṣaṃ 

6.53）维根斯坦之引文转引自：米建国，《维根斯坦论可说与不可说》，《正观杂志》第 27 期 , 南投：正观出版社，

2003：137。

a　见法尊编译：《集量论略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9-30。

b　参考刘桂标：《陈那知识论研究》，香港：新亚研究所哲学组硕士论文，1988：7-8。

c　Dan Arnold, Buddhists, Brahmins, and Belief: Epistemology in South Asian Philosophy of Relig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25.

d　  Masaaki Hattori, Dignāga on Perception,being the Pratyakṣapariccheda of Dignāga’s Pramāṇasamuccaya from 

the Sanskrit fragments and the Tibetan versions,Cambridge,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p.25.

e　 陈那对“现量”的定义：“离（除）分别”，在这里，当然是可以被质疑的！例如，何建兴就认为：“‘现量除分别’

的论题很可以被质疑。吾人知觉真的能够离除概念分别吗？毕竟说来，不少人会认为，知觉无可免地含有概念作用乃至字

词的使用。”以及“陈那应不会将提供最根本之主客区分的微细分别，归属于前述概念分别的领域；这微细分别的离除将

引生唯识学派形上学家的超越的离二取识。然而，即使就先前所界说 ( 较粗糙 ) 的概念分别而言，我们仍可以问，吾人知

觉真的能够免于这样意义的概念分别吗？很多人会认为，知觉无可免地含有概念作用乃至字辞的使用。”（引见：何建兴，

《佛教量论的宗教意义》，《揭谛》第 4期，嘉义：南华大学哲学研究所 2002：7。另引其《陈那论感官知觉及其对象》，

《正观杂志》17 期，南投：正观杂志社，2001：2）不过，这个问题颇为复杂，故本论文暂不处理。

f　根据武邑尚邦的研究，“现量离分别，名、种等合者”这一偈颂，陈那自家的注释如下：

 谓现量者，是指与分别相离之物。一般而言，在知中作为无分别（nirvikalpa）之物者其即现量（pratyakṣa）。然此

中所言分别所指为何？〔所谓分别者〕，即指与名言（nāma）、种类（jāti）等相应之物。

 作为与名言、种类相应之物之分别即如：在诸多恣意语（śabda）中所言依据名言限定所说之提多（d
4

ittha）；依据

诸种类语（jāti-śabda）以及种类限定所说之家牛（go）；依据功德（guṇa）语说为把德表达为白（śukla）；在业之语

（kriyā-śabda）中所说把作用表达为吼（pācaka）；进而在实之语（dravya-śabda）中，把依据实而被赋予特性之物表达

唯有仗（daṇḍin）、有角（viṣāṇ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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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lpanāpoḍhaṃ nāmajātyādiyojanā），服部正明将之翻译为：‘perception  (pratyakṣa)  is 

free from conceptual construction (kalpanā) ; the association of name, genus, etc.’a服部氏在

此解释“分别”（kalpanā）为“概念化”（conceptual construction），亦即将语言和所

认识之事物联结起来的活动，也就是“语言化”（verbalization）的活动。

吕澂先生则解释“分别”为：“这是思维从可以用名言（概念）解释的角度去了

解对象。”b现量离名言分别这点，在法尊编译之《集量论略解》卷二中也说道：“故

现量之自相境，不可以名言也。”c

而在玄奘（602-664）所译陈那之《因明正理门论本》中，则对“现量”的定义，

则做如下之说明：

本颂言：“现量除分别……”此中“现量除分别”者，谓若有智于色等境，

远离一切种类名言，假立无异诸门分别，由不共缘现现别转，故名现量。d

这是说，能知之心去缘色、声、香、味、触等外境时，远离一切种类的名词或概念，

不论是同种类或不同种类的名词或概念；由于五识缘五境时是各别进行、互不相通的，

这样所得到的感觉知识，e就称为“现量”（在这里指“五识现量”）。

关于陈那对“现量”的定义，基本上现今学者的看法是一致的；亦即“现量”是

“离（除）分别”的。“现量”的认识对象“自相”，是不能用语言来表示的。例如，

作为现量所知觉的牛，是指特定的牛（如在树下休息的牛），而不能是“牛”这一语词

所表示的；因为“牛”这一语词可适用于任何牛，“牛”这一语词，是一种类（jāti），

是分别、思维所造作出来的概念，f这和现量所知觉到的特别的牛自相，是有差别的。

而正是由于陈那对于“现量离分别”的严格规定，“自相”实际上是无法描述的、不能

定义的！依陈那之说，作为被认识对象的“自相”，是认识之先，就包含于心识中的。

 不过，一些人主张，〔在所说吼、有仗、有角的业与实之场合〕〔依据拥有实体与作用间〕关系而被赋予的特性之物，

乃是〔用被吼、有仗等语言所表现的〕。还有一些人认为，实际上不能表现的真实之物只是依据语言限定性地解释。这样一来，

如是无分别者即是现量。（P.S.V., peking ed.ce.14a3-14b1）（[日 ]武邑尚邦，《佛教逻辑学之研究》，顺真、何放译，

北京：中华书局，2010：115-117）。

a　  Masaaki Hattori, Dignāga on Perception,being the Pratyakṣapariccheda of Dignāga’s Pramāṇasamuccaya from 

the Sanskrit fragments and the Tibetan versions,Cambridge,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p.25.

b　见吕澂：《印度佛学思想概论》，台北：天华出版事业，1983：373。

c　见法尊编译：《集量论略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30。

d　见唐·玄奘译：《因明正理门论本》，引见《大正藏》册 32，页 3中。

e　参考郑伟宏：《因明正理门论直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121。

f　参考 [ 日 ] 服部正明：《陈那之认识论》吴汝钧译，《佛学研究方法论·下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1996：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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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说法，认为认识的主体（见分）与客体（相分）及两者依赖的心识自体（即自证分），

都是心的一部分。a陈那以唯识说为基础，表明认识的对象，正是知识内部所有的形象，

而知识的本质，即是自己认识。b

关于陈那的“现量”理论，比较大的争议，是在陈那所认定“现量”的种类这一问题上。

所以笔者接着谈论关于陈那所认定之“现量”的种类这一问题。

（二）关于陈那所认定之“现量”种类的问题

关于陈那所认定之“现量”的种类，根据姚治华教授将其博士论文c第五章所修改

而成的一篇论文《论陈那的自证说》中提道：

在一篇题为《陈那承认四种现量吗？》，于 1993 年在《印度哲学季刊》

刊出的文章中，Franco 提出陈那（Dignāga, ca.480-540）只承认三种现量的

观点，它们分别是感官现量、意现量与瑜伽现量。事实上，Franco 并不是首

先提出这观点的。同意这观点的还包括一些在陈那及佛教知识论研究具有

卓越成就的学者，计有服部正明（Hattori Masaaki），永富正俊（Nagatomi 

Masatoshi），长友泰润（Nagatomo Taijun）及 Schmithausen。根据 Franco 的纪录，

只有 Wayman 持有不同的意见。可是 Wayman 却没有提出足够的证据来证明

陈那承认其余的一种现量，即自证（svasajvedana），所以 Franco 等似乎已就

此课题定下了公认的结论。

然而在我研究陈那思想及其自证理论的过程中，发现了若干证据足以支

持 Wayman“陈那承认四种现量”的观点。这些证据来自陈那的个人著作及中

国唯识宗重要人物窥基（632-682）的注译。d

根据姚治华教授的说法，陈那承认“四种现量”，即感官现量、意现量、自证现

a　 见宋立道：《因明的现量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论文，1984），收入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主编，

《中国佛教学术论典—《法藏文库》硕博士学位论文》册 33，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会，2001：335、381。

b　 见 [ 日 ] 服部正明：《陈那之认识论》，吴汝钧译，《佛学研究方法论·下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1996：433-434。

c　 Zhihua Yao, Knowing  that One Knows: The Buddhist Doctrine of Self-cognition,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Doctor of Philosophy,Boston: Boston University,Graduate 

school of Arts and Sciences,2002, pp.195-240. 该论文已经出版：Zhihua Yao, The Buddhist Doctrine of Self-cogniti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5. 中文译本亦已出版：姚治华《自证：意识的反身性》，许伟、余振邦译，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2020。

d　 姚治华：《论陈那的自证说》，《现象学与人文科学》第三期—现象学与佛家哲学专辑2006，台北：漫游者文化，

2007：56-57。



唯识研究（第九辑）

234

量和瑜伽现量。关于这种说法，笔者翻看中、日文学界的一般研究，大部分的学者，也

都认为陈那承认“四种现量”a

所以，关于以上陈那到底承认三种或四种现量之争论，笔者以为，我们或许直接

回到陈那所著的原典中，再来谈论，是比较恰当的做法。《集量论》颂云：

“现”与“比”是量，二相是所量；于彼结合故，余量则非有。亦非数数知，

无穷如念等；“现量”离分别，名种等合者。是不共因故，彼名由根说；由

多义生故，自义总行境。多性之有法，非根所了解；自了非名显，自体乃根境。

意亦义贪等，自证无分别；瑜伽师所教，无杂见唯义。分别亦自证，非于义别故。b

又，在玄奘所译陈那之《因明正理门论本》中，则提道：

为自开悟唯有“现量”及与“比量”。彼声、喻等摄在此中，故唯二量。

由此能了自、共相故，非离此二别有所量，为了知彼更立余量。故本颂言：“现

量除分别，余所说因生”此中“现量除分别”者，谓若有智于色等境，远离

一切种类名言，假立无异诸门分别，由不共缘现现别转，故名现量。故说颂

言 :“有法非一相，根非一切行；唯内证离言，是色根境界。”意地亦有离诸

分别，唯证行转。又于贪等诸自证分，诸修定者离教分别，皆是现量。c

从上面《集量论》和《因明正理门论本》这两段陈那关于“现量”的引文中，我

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陈那对“现量”所下的定义：“现量离（除）分别”，并且陈那明

白地说到只有两种类型的“量”（获取知识的手段），即“现量”和“比量”：“‘现’

与‘比’是量，二相是所量；于彼结合故，余量则非有。”（《集量论》颂）“为自开

悟唯有‘现量’及与‘比量’。彼声、喻等摄在此中，故唯二量。由此能了自、共相故，

非离此二别有所量，为了知彼更立余量。”（《因明正理门论本》）。关于这点，上文

已论及，“分别”是决定“现量”与“比量”之区分的关键。

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由上面的两段引文，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陈那对于“现

a　 关于提及陈那承认四种现量这点，中日文学界的一般看法，可见吕澂：《印度佛学思想概论》（台北：天华出版事业，

1983）：374-375。宋立道：《因明的现量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论文，1984），收入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主

编：《中国佛教学术论典——《法藏文库》硕博士学位论文》册 33，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会，2001：379、393。刘桂标，

《陈那知识论研究》（香港：新亚研究所哲学组硕士论文，1988）：22-26。印顺：《印度佛教思想史》，台北：正闻出版社，

1993：352。[日 ]桂绍隆：“デイグナガの認識論と論理學”，《講座大乘佛教 9——認識論と論理學》，东京：春秋社，

1984：114。[ 日 ] 平川彰：《印度佛教史》，庄昆木译，台北：商周出版，2002：423-424。

b　 见法尊编译：《集量论略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2-5。

c　 见唐·玄奘译：《因明正理门论本》，引见《大正藏》册 32，页 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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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并没有作“任何实质上的分类”，而不像将“量”分成“现量”与“比量”这样明确。

陈那只提到，有哪些“量”（获取知识的手段）可以归属于“现量”，这是笔者认为解

决陈那到底承认三种或四种现量之争论的关键。

关于陈那提到的有那些“量”（获取知识的手段）可以归属于“现量”这点，在

上面的《集量论》颂文方面，或许显得较隐涩难解，而在上述玄奘所译之《因明正理门

论本》，则显得较清楚：“由不共缘现现别转，故名现量”其中的“现现别转”，又叫“根

根别转”，是指五根缘五境时各不相通，例如眼根缘色尘时，耳等其余的四根并不能参与，

各根之间并没有关联，a这种由单一感官缘取外境而获得知识的手段，就是“由不共缘

现现别转，故名现量”。所以我们可以说由单一感官缘取外境而获得知识的手段，因为

是“无分别”的，所以可以归属于“现量”。而《因明正理门论本》的引文又接着提道：

“意地亦有离诸分别，唯证行转。又于贪等诸自证分，诸修定者离教分别，皆是现量。”

姚治华教授在《论陈那的自证说》一文，即依据这段引文说明支持四种现量分类的根据。b

然而，笔者以为，这段引文，陈那乃是在说明，因为“意识”也有“离分别”的情形（这

是指“五俱意识”，详下文）。c而像贪、瞋、痴等的自证分，以及修行瑜伽而在定中

的认识，这些“离分别”的情形，都可归属于“现量”。笔者以为，我们若先不管贪、

瞋、痴等的“自证分”和“离分别”之意识（即“五俱意识”，详下文）的关系（这很

明显的是不同的）。重点在于，陈那只说明了，这些“离分别”的认识，都可归属于“现

量”（直接获取知识的手段）。而不是说明“现量”有哪几种类型，笔者以为，这是解

决陈那到底承认几种现量之争论的关键。

也就是，笔者认为，陈那在《集量论》和玄奘译的《因明正理门论本》中，都只说明了，

这些“离分别”的认识，包括：由“感官”缘取外境而获得知识的手段（是“离分别”的），

“离分别”的意识（“五俱意识”是“离分别”的），贪、瞋、痴……等的自证分（是“离

分别”的）、修行瑜伽而在定中的认识（是“离分别”的）。因为这些获取知识的手段，

都是“离分别”的，所以它们都是属于“现量”。笔者以为，陈那从来就没有区分“现

量”的种类或类型，他只是以“离分别”来判准何者是“现量”；因此，只要任何一个

获得知识的手段（“量”）是“离分别”的，它就必然属于“现量”。这才是陈那要说

明的重点。

a　 参考郑伟宏：《因明正理门论直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121。又，窥基解释“不共缘现现别转”：

“五根各各明照自境，名之为‘现’。识依于此，名为‘现现’。各别取境，名为‘别转’。境各别故，名‘不共缘’。”

（见唐·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卷下，引见《大正藏》册 44，页 139 下）。

b　 姚治华：《论陈那的自证说》，《现象学与人文科学》第三期——现象学与佛家哲学专辑2006，台北：漫游者文化，

2007：61-66。

c　 见郑伟宏：《因明正理门论直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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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至于将现量区分成几种类型，这是陈那之后的学者，如法称和西藏的注释家，

以及现代学者自己的观点（或许是为方便说明而有的），这点，我们从法尊编译的《集

量论略解》：“说现量差别，分二：甲、说根现量；乙、说余现量。”a中只提到“根

现量”和“余现量”，这两种类型，就可以知道，这不过是为了方便理解原文，而做

出的一种区分。而陈那本人，根本就没有提到“现量”可以分成哪几种类型。此外，

姚治华教授在《论陈那的自证说》一文中，又提及：“窥基在注释陈那学生商羯罗主

（Śaṅkarasvāmin, ca.500-560）的《因明入正理论》时更为清晰地提到四种现量，他说： 

然离分别略有四类：一五识身，二五俱意，三诸自证，四修定者。b

根据上面这段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的引文，姚治华教授再次据以证明陈那承

认四种“现量”。可是，笔者以为，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一来，这是窥基本人的著述，

不正好说明，“离分别略有四类”是窥基本人的看法吗？而且上下文也不见窥基说过这

是引自陈那的说法。二来，“离分别‘略’有四类”这句话中的“略”字，笔者以为

格外地重要，这句话除了表示“现量”是“离分别”之外，更表明了，离分别的情形，

可能不仅止于四种，说“略”有四种，只是一种说明上的方便而已。

而陈那本人，笔者以为，他是不曾对“现量”进行分类的，所以也就不应该有陈

那承认三种？或四种现量？的争论。c

所以，争论的焦点，或许应该放在这里，亦即：属于“现量”的“意（识）”究

竟是什么？这也是我们以下要讨论的。

二、陈那认为属于“现量”的“意（识）”究竟是什么？

——兼及《成唯识论》与窥基《成唯识论述记》的观点

（一）陈那《集量论》颂中属于“现量”的“意（识）”

关于陈那认为可以归属于“现量”的“意（识）”，《集量论》颂云：

a　 见法尊编译：《集量论略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3。

b　 见姚治华：《论陈那的自证说》，《现象学与人文科学》第三期——“现象学与佛家哲学专辑 2006”，台北：

漫游者文化，2007：62。另，窥基的引文，见唐·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卷下，引见《大正藏》册 43，页 139 中。

c　 《瑜伽师地论》曾将“现量”分成“三种十一类（或十三类）”，或许也能作为陈那并未明确区分“现量”种

类的一项佐证：“现量者，谓有三种：一、非不现见；二、非已思应思；三、非错乱境界。非不现见现量者，复有四种……

已思应思现量者，复有二种……错乱境界现量者，谓或五种或七种……”（见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卷十五，引见《大

正藏》册 30，页 357 上 -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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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亦义贪等，自证无分别；瑜伽师所教，无杂见唯义。分别亦自证，非

于义别故。a

又，玄奘所译陈那之《因明正理门论本》中，则提道：

意地亦有离诸分别，唯证行转。又于贪等诸自证分，诸修定者离教分别，

皆是现量。b

这两段引文，在上述说明陈那所认定现量之种类时，亦曾提及。但是笔者并未详

说归属于“现量”的“意（识）”。法尊法师翻译的：“意亦义贪等，自证无分别”这句，

在法尊编译《集量论略解》中解释为：“意亦义”，是说意识现量。谓第六意识，亦缘

色等义境，以领受行相而转，亦唯无分别，故是现量（陈那菩萨对意现量所说甚略。）c

这是说“第六意识”，亦有缘取色等之外境，而虽然领受外境之行相，但却有“无分别”

之情形，故此“意（识）”（即“五俱意识”，详下文）亦属“现量”。而吕澂在《集

量论释略抄》则译作：“意缘及贪等，自证无分别”并解释：“若意亦缘色等境时，如

所受相而转，此无分别。又贪瞋痴苦乐等，不待根故，唯自证是现量。”d 这是说明，

意识可以缘取境色，但这种意识所缘，完全是“见分”行相（即依存于“见分”之行相），

因为“见分”在此是“无分别”的，所以，这种意识缘取境色是属于“现量”。e 

而服部正明，则将上面这句《集量论》的颂文翻译为：“there  is also mental 

[perception,which is of  two kinds:]awareness of an[external]object and self-awareness of  [such 

subordinate mental  activities  as] desire and  like,  [both of which are]  free  from conceptual 

construction.”f（底线为笔者所加）。亦即服部氏认为，陈那所说属于“现量”之“意识”

有两种：(1) 是“意识”对外界对象的知觉（awareness of an [external] object）；(2) 是贪、

瞋、痴等“心所”（subordinate mental activities）之“意识”活动的“自证”（self-awareness 

of  [such subordinate mental activities as] desire and like）。姚治华教授在《论陈那的自证

说》一文中，认为以上服部氏的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并认为由于服部氏的错误解读，

所以，服部氏所认为的陈那只承认感官现量、意现量、瑜伽现量这三种现量亦是错误的，

a　 见法尊编译：《集量论略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4。

b　 见唐·玄奘译：《因明正理门论本》，引见《大正藏》册 32，页 3中。

c　 见法尊编译：《集量论略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4。

d　 见吕澂译：《集量论释略抄》，《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一》，济南：齐鲁书社，1996：184。

e　 参考宋立道：《因明的现量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论文，1984），收入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主编，

《中国佛教学术论典——〈法藏文库〉硕博士学位论文》册 33，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会，2001：384。

f　  Masaaki Hattori, Dignāga on Perception,being the Pratyakṣapariccheda of Dignāga’s Pramāṇasamuccaya from 

the Sanskrit fragments and the Tibetan versions,Cambridge,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p.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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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再加上“自证现量”成为四种现量才是。a然而笔者以为，服部正明的解读，基本

上没有问题，只是服部氏说得不够清楚罢了 [ 没提到“五俱意识”，以及对“自证”只

将之归为“意（识）现量”（mental perception），而未能将之作为独立、不同于“意（识）

现量”的一种“现量”]。

这是因为，笔者以为，服部氏所说属于“现量”之“意识”的第 (1) 种，即：“意

（识）”对外界对象的知觉，是特指“五俱意识”而言；而第 (2) 种，贪、瞋、痴……“意

识”活动的“自证”，则是指“意识”（包括“五俱意识”“第六意识”“贪、瞋、痴……”

等诸心所……之“自证”）。因此，若真要说服部正明的解读错误；也只是服部氏并没

有指出这种作为“现量”的“意（识）”，是特指“五俱意识”，而他也没有清楚地分

别“自证”和“意（识）”之间有何关联。而这第 (1)种“意识”对外界对象的知觉，即“五

俱意识”，正是笔者下面一段要所说明的。

而上面“分别亦自证，非于义别故”这句话，玄奘所译陈那之《因明正理门论本》

中，亦提道：

若于贪等诸“自证分”亦是现量，何故此中除分别智？不遮此中自证，

现量无分别故。但于此中了余境分，不名现量。b

当有人问陈那：如果说贪、瞋、痴、苦、乐……“心所”的“自证”，也是属于“现

量”；那么，当我们认识这种种不同感受时，难道不也是一种分别心（智）的作用吗？

陈那回答说：对这贪、瞋、痴……的种种分别，不会影响到“自证”作为一种现量。因

为“自证”并非分别对象，“自证”本身就是“离分别”的，即使是分别心，亦有“自

证（分）”的存在，故亦可归属于“现量”。c

（二）作为“现量”的“五俱意识”

因为在现有的资料中，陈那的“意亦义贪等，自证无分别”这句颂文，实在太过简略，

以致仅凭这些数据，我们仍不清楚陈那所认定的属于“现量”之“意（识）”到底是指

什么？故而，我们只好以其他非陈那的二手数据来说明。关于此，窥基在《成唯识论述记》

中曾多次提到陈那《集量论》所认定属于“现量”的“意（识）”（即“五俱意识”）：

a　 见姚治华：“论陈那的自证说”，《现象学与人文科学》第三期“现象学与佛家哲学专辑2006”，台北：漫游者文化，

2007：56。

b　 见唐·玄奘译：《因明正理门论本》，引见《大正藏》册 32，页 3中。

c　 参考法尊编译：《集量论略解》：“或问：若贪等心之自证分是现量者，则分别心亦应是现量？曰：实尔，分

别心亦是自证现量。然非于义是现量，以于义是分别故。对于义是分别，不妨对自体是自证现量。自证现量亦不妨对境义

是分别也。”（见法尊编译：《集量论略解》，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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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量论》说：“五俱意识”必现量故！ a

《集量论》等“五俱意识”定“现量”者，必“同缘”故。其量既然，

“耳俱意识”听教之时，但作证解，故必“现量”。“五俱之意”（案：指“五

俱意识”），亦无法执等，以此为证。b

又“意识”（案：指“五俱意识”）于“色”等，能“明了取”即虽“现

量”，异于“眼”等识。c

“五识俱现量意识”（案：指“五俱意识”），同于“五识”。d

很明显地，以上引文所显示的是，窥基以为，陈那在《集量论》中所认为属于“现

量”的“意识”是特指“五俱意识”而言。又窥基在《瑜伽师地论略纂》也提到过：

《集量论》等，“五识同时意识”（案：指“五俱意识”），是现量。e

而窥基的弟子慧沼（公元 651-714）在《成唯识论了义灯》中解释“见闻觉知”时

也提到，属于“知”的“五俱意识”和“见”（“眼根现见外色”）都是属于“现量”：

“见”谓眼根现见外色……“见”“知”二种，“现量”所摄……“知”

者即是耳、鼻、舌、身，“五俱意识”，第八心品，及诸定心。《瑜伽》别

说自内所受、所证等故。又说此“知”，“现量”摄故，即显“见”“知”唯“现

量”摄。f 

    以上这些资料，都很明显地说明了，窥基等人以为陈那所认定属于“现量”的“意

（识）”，正是“五俱意识”。而“五俱意识”和“第六意识”并不相同。g窥基《成

a　 见唐·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五末，引见《大正藏》册 43，页 419 下。

b　 见唐·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五末，引见《大正藏》册 43，页 420 下。

c　 见唐·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七本，引见《大正藏》册 43，页 485 下。

d　 见唐·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七末，引见《大正藏》册 43，页 493 中。

e　 见唐·窥基：《瑜伽师地论略纂》卷十六，引见《大正藏》册 43，页 224 上。

f　 见唐·慧沼：《成唯识论了义灯》卷六末，引见《大正藏》册 43，页 776 上。

g　 据《佛光大辞典》的说法，“五俱意识”是：“唯识家谓与五识（眼、耳、鼻、舌、身）同时生起之意识。为

四种意识之一。即指意识中之明了意识。明了意识与五识俱起，助五识生起现行，复能令五识明了取境，故称五俱意识。

〔成唯识论卷七、百法问答钞卷一〕”又说：“据百法问答钞卷一之说，则以第六意识称为明了依，而非仅以第六意识中

之明了意识为明了依。盖以眼、耳等前五识仅具有分别自性之作用，尚不能一一明了其所缘之对境，故须赖具有分别对境

作用之意识与之俱起，以佐助前五识明了所缘之境，准此而言，第六意识又称为明了依。同书又谓明了依复可分为同缘与

不同缘之两类，即：( 一 ) 五同缘意识，意指与五识俱起，且与之攀缘同一对境之意识，例如眼识见青色时，意识亦同缘

青色，故知五同缘意识之作用与五识皆同属“现量缘”。( 二 ) 不同缘意识，谓虽与五识俱起，且为五识所依，然以具有

自在攀缘之作用，故可广缘十八界之诸法，例如眼识见烟时，意识于同时即缘及火，其作用属于“比量缘”；又如眼识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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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识论述记》云：

《集量论》等云：“五识”俱时，必有“意识”（案：指“五俱意识”），

即此“意识”（案：指“五俱意识”），能引第二“寻求意识”（案：指“第

六意识”）生。a

“五识俱意”（案：指“五俱意识”），助“五识”令起，由“意”（案：

指“五俱意识”）引五，方得生故。非专为了“五”（案：指“五识”）所缘，

故与“五”（案：指“五识”）“同缘”者。b 

又“意识”（案：指“五俱意识”）于“色”等，能“明了取”，即虽“现

量”，异于“眼”等识，彼不能明了、分别、深取境之相故，故意（案：指“五

俱意识”）助“五”（案：指“五识”），非无用也。c 

上面三段引文，说明了，“五俱意识”乃帮助“五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

身识）之生起，以助“五识”明了外境。所以，五识生起时，必定有“意识”现起，而

这“意识”，就是“五俱意识”。这里的“俱”字，是“偕同、同时”的意思；因此，

“五俱意识”是指当五根缘取外境，产生“五识”时，和“五识”同时生起的“意识”。

因为“五识”有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五种，因此，“五俱意识”也有相应于“五

识”，以助五识明了外境的五种类型。d这“五俱意识”，能引起之后第二念的寻求、

分别“意识”（即一般之“第六意识”）生起。而因“五俱意识”是为了帮助不能明了、

分别、深取所缘境的“五识”生起，故与“五识”为同所缘境。所以“意识”（特指“五

俱意识”），在帮助“五识”生起时，不是没有用处的。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所谓的“五

俱意识”，就是伴随着“五识”生起，帮助“五识”明了外境之意识，因此与“五识”

有同所缘境。笔者的这种说法，间接证明了服部正明对《集量论》的解读，即上述他认

为的第 (1) 种“意识”对外界对象的知觉（即“五俱意识”）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服部

绳时，意识于同时即缘及蛇，其作用属于‘非量缘’。”（见释慈怡主编：《佛光大辞典》，高雄：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

1988：1128、1816）。又，此中所谓“四种意识”是指：(1)“五俱意识”，又作“明了意识”；(2)“定中意识”；(3)“独

散意识”；(4)“梦中意识”。

a　 见唐·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五本，引见《大正藏》册 43，页 389 上。

b　 见唐·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七本，引见《大正藏》册 43，页 485 下。

c　 见唐·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七本，引见《大正藏》册 43，页 485 下。

d　 据宋立道《因明的现量观》：“意现量以根现量为等无间缘，根现量依五种感官而有眼根现量、耳根现量、

鼻根现量、舌根现量及身根现量。相应地意现量也有五种，即：了知彩色的，了知声的，了知香的，了知味的，了知触的。

关于这点，因明家们并无不同意见。他们的争论主要在根现量与意现量的或先或后或俱时的关系上。总结起来共有四种说

法……”（见宋立道《因明的现量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论文，1984，收入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主编《中国佛

教学术论典——《法藏文库》硕博士学位论文》册 33，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会，2001：388-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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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没有明确地指出这种“意识”是特指“五俱意识”而已。a而且，“自证”和“意识”

有何关联，服部氏也没有清楚、详细说明。而这正是笔者下面要说明的。

（三）“五俱意识”和“五识”“第六意识”之间的关系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五俱意识”、一般的“第六意识”和“五识”，到底

有什么关联呢？窥基在《成唯识论述记》中曾提道：

《集量论》等云：“五识”俱时，必有“意识”（案：指“五俱意识”），

即此“意识”（案：指“五俱意识”），能引第二“寻求意识”（案：指“第

六意识”）生。b

若大众部等，及大乘，诸识虽俱，然“五识俱现量意识”（案：指“五俱意识”），

同于“五识”。此二“现量”不分明执，后时“意识”（案：指“第六意识”）

方“分别执”，谓为外境，“现量”得时不作外解。然今此中据自多分，及

就他宗说“现量”时，不执为外。然实“五俱”亦有“意识”妄执者也。“五识”

相续缘色等，“意”（案：指“五俱意识”）与“五”同缘。若不“执”者（案：“执”

指“五俱意识”所产生的“意识”妄执，即帮助“五识”明了取境之功能），

若闻声等，应不执实。若“五识”灭方起执者，后“五识”生，何故执断？

然但坚深可说有异，非“五识俱”无有执也，诸处但说“五识俱意识”（案：

指“五俱意识”）是“现量”。c

上面第一段引文，说明了“五俱意识”的存在，并且能引生出第二念分别、寻求的“第

六意识”。而第二段引文，则说明了“五俱意识”和“五识”有同所缘境（“‘五识俱

现量意识’，同于‘五识’”），而且这两种“现量”，并不会对外境起分明执着的作

用（分别），之后生起的“意识”才会有对外界产生分明执着的作用（分别）。然而，

a　 虽然服部正明没有明确地指出他这第 (1) 种“意识”对外界对象的知觉，是特指“五俱意识”。但是他仍

然提到了若根据天主慧（Jinendrabuddhi）的注释，可以做这样的翻译：‘Following this interpretation, we may 

translate the above passage as follows: The mental perception whose object is a derivative from the object 

[of the immediately preceding sense-perception, viz.,] a thing of color, etc., and which operates in the 

form of immediate experience is also free from conceptual construction.’ （Masaaki Hattori, Dignāga on 

Perception,being the Pratyakṣapariccheda of Dignāga’s Pramāṇasamuccaya from the Sanskrit fragments and the Tibetan versions, 

Cambridge,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 p.93.）从这之中，我们可以看出，服部正明实际上知道他

的这第 (1) 种“意识”对外界对象之知觉的“现量”和“感官现量”（sense-perception）有关系。所以我们可知，服部

正明这第 (1) 种解读，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他只是没有明确地指出这种“意识”是特指“五俱意识”而已。

b　 见唐·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五本，引见《大正藏》册 43，页 389 上。

c　 见唐·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七末，引见《大正藏》册 43，页 49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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窥基认为究实而言，“五俱意识”也会有像“第六意识”一般虚望执着的现象产生（即

有“意识妄执”），也就是“五俱意识”虽是“现量”，然而并非完全无执于外境，而

具有帮助“五识”明了取境之功能。然而，“五俱意识”的这种“意识妄执”，乃是为

了帮助“五识”明了取境，而本身是无“分别”外境之功能，而归属于“现量”的。

关于“五俱意识”帮助“五识”明了取境这点，中国法相宗第三祖智周（公元

668-723，慧沼之弟子，窥基的再传弟子）在《成唯识论演秘》中曾提及：

“五俱意识”而有二义：一、“明了取”；二、“能助五”。若二，眼

识虽有明了，无助引生，故不为例。如“定意识”，虽实复明了，不能助五。a 

文中说到“五俱意识”有两种意义：(1) 是明了取境之功能；(2) 能助五识取境。“明

了取”即窥基认为的“意识妄执”（一种明了取境之作用），而这二点合起来，即是指

能帮助“五识”明了取境之功能。这是因“五识”本身只能缘取纯粹“无分别”的“自

相”，故须“五俱意识”助其明了取境。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上面窥基《成唯识论述记》以及智周《成唯识论演秘》的引文，

笔者将自己由他们的引文，所得出的关于“五识”“五俱意识”“第六意识”的看法，

制作成下面的图表：

上面图表中“第一阶段的认识”是指因“五识”认识“外境”时，“五识”本身

不能明了外境，故要靠“五俱意识”帮助“五识”明了外境。所以，“五识”和“五俱

意识”有同所缘境，而且“五识”和“五俱意识”都无“分别”的作用，故都是属于“现

a　 见唐·智周：《成唯识论演秘》卷六，引见《大正藏》册 43，页 93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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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而“第二阶段的认识”则是指“五俱意识”，能引起之后第二念寻求、分别的“意

识”（即一般之“第六意识”）生起，而“第六意识”，因为它的作用是在“分别”，

故不属于“现量”。“第二阶段的认识”是在解释窥基《成唯识论述记》的说法：“《集

量论》等云：‘五识’俱时，必有‘意识’（案：指“五俱意识”），即此‘意识’（案：

指“五俱意识”），能引第二、寻求‘意识’（案：指“第六意识”）生。”a

然而，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陈那是否持有“刹那”的理论？若仅凭上面

这句话以及依现有的数据来看，其实并不清楚陈那是否有“刹那”的理论。如果陈那有“刹

那”的理论，那么应当认为：“五俱意识”与“第六意识”分别是：第一刹那帮助“五识”

明了外境的意识（“五俱意识”），和接着第二刹那“异时”随起的“分别意识”（即“第

六意识”。反之，如果不承认陈那有“刹那”的理论，则上面图表中“第一阶段的认识”

和“第二阶段的认识”则是“同时”现起的了。

此外，窥基的弟子慧沼在《成唯识论了义灯》中曾提及：

诸处但言“五俱意识”亦缘“五境”，不说同性。西明云：唯“率尔”“染

净”“等流”三心，与五识俱。“寻求”“决定”，唯缘过去“比量”之心，

不与“五”（案：指“五识”）俱。b

引文中清楚地提到“五俱意识”亦有缘于“五境”（色、声、香、味、触、法），

即和“五识”同所缘境的情形。而西明（指西明寺的圆测，公元 613-696）则提出在“五

俱意识”中只有“率尔”“染净”“等流”三心和“五识”同俱所缘境，“寻求”“决

定”c则只缘过去“比量”之心，不与“五识”同俱所缘境。

以上，说明了以窥基、慧沼、智周三人对“五俱意识”的一些观点。其实关于“五

俱意识”在《成唯识论》中，就曾提到过：

“五识”起时，必有“意识”（案：指“五俱意识”），能引“后念意识”

a　 见唐·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五本；引见《大正藏》册 43，页 389 上。

b　 见唐·慧沼：《成唯识论了义灯》卷五本；引见《大正藏》册 43，页 750 中。

c　 关于这“五心”，因非本文所要讨论的主题，故不详说，可参阅《佛光大辞典》“五心”条：“指心识觉知外

境（对象）时，顺次而起之五种心。即：( 一 ) 率尔心，又作率尔堕心。率尔，即突然之意。谓眼识初对外境时，于一刹

那所起之心；此心卒然任运而起，故尚未有善恶之分别。( 二 ) 寻求心，谓欲审知明了外境，即推寻求觅而生起分别见解

之心。( 三 ) 决定心，谓既已分别所缘之境法，则能审知决定善恶。( 四 ) 染净心，谓于外境生起好恶等情感之心。( 五 )

等流心，等，平等之义；流，流类之义。谓于善恶之法既已分别染净，则各随其类而相续不已；于善法则持续净想，于恶

法则持续染想，念念相续，前后无异。五心之中，率尔心多为一念，其余四心则每每多念相续。”（见释慈怡主编：《佛

光大辞典》，高雄：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1988：1067）。还可参考一篇相当有意思的论文：Ching Keng（耿晴）, How 

Do We Understand the Meaning of a Sentence？ Under the Yogācāra Model of the Mind On Disputes Among East Asian Yogācāra 

Thinkers of the Seventh Century,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2018) 46, pp.475–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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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指“第六意识”）令起，何假“五识”为开导依。a

引文中的“‘五识’起时，必有‘意识’能引‘后念意识’令起”，就是指“五识”

生起时，一定会有“五俱意识”，而这“五俱意识”能引生“第六意识”（“后念意识”）；

所以“第六意识”，不以“五识”为“开导依”（又作“等无间缘依”）b。关于此，

《成唯识论》窥基的批注说得很清楚：

《集量论》等云：“五识”俱时必有“意识”（案：指“五俱意识”），

即此“意识”（案：指“五俱意识”），能引第二“寻求意识”（案：指“第

六意识”）生。即以前念自类“意识”（案：指“五俱意识”）为“无间缘”

（案：又作“开导依”），何假“五识”？若前一念独起“五识”，后方“意

识”（案：指“第六意识”）寻求心生，可如所说“五”（案：指“五识”）

为“意”（案：指“第六意识”）缘。既不如是，故知“意识”（案：指“第

六意识”）不以“五识”为“开导依”。c 

这是说，“第六意识”并不以“五识”为所缘境，故“第六意识”不以“五识”为“开

导依”（“等无间缘依”）。而是有“五俱意识”的存在（“‘五识’俱时必有‘意识’”）

（此‘意识’特指“五俱意识”），能作为分别、寻求之“第六意识”的“开导依”（“等

无间缘依”），而引出第二念的“第六意识”。

总结以上，“五识”与“五俱意识”，因为都是缘取“离分别”的“自相”，因

而都可归属于“现量”。它们所缘取之外境相同，所以性质类似；但是，二者又分别是“感

官”（五根）和“意识”所生，所以又有不同性质的一面。因“五俱意识”并没有分别、

执着的功能，它仅仅是唤起“意识”对“五根”所缘取之境（也许可称“感觉材料”）

a　 见唐·玄奘译：《成唯识论》卷四，引见《大正藏》册 31，页 21 上。

b　 关于“开导依”一义，因非本文所要论述，故不详谈，可参阅韩廷杰：《成唯识论校释》，北京：中华书

局，1998：280。另，“开导依”据《佛光大辞典》又作“等无间缘依”：“为心、心所产生作用时，所须依靠的三种缘之

一。系法相宗讨论有关心与心所彼此间依存的关系时所立之名相。又称开避法、开导根、等无间缘依。（梵 samanantara-

pratyaya）、等无间依。心，又作心王，即精神作用之主体，如眼识、耳识乃至阿赖耶识等八识即是心王；心所，即附属

于心王并与之相应而起的心理活动或精神现象，如作意、受、想乃至忿、恨、嫉、悭等六类五十一种精神作用皆属心所。

 吾人之心识作用，念念相续，无有间隔，前一念灭谢时，后一念随即生起，且于此前后念生灭之间具有密切的互倚关系，

即前一念之心王成为后一念之心王、心所生起时所须依靠之条件因缘。是知前一念之心王于灭谢之同时，既避开其现行位，

复引导后念之心王、心所，故称开导依。又以前念具有资助、生长后念心王、心所之功能，故有开导根之称。复以前后念

生灭之际，历然相望，紧密相接，而无有间断，故称等无间缘依。

 前念之心王开导、引生后念之心王、心所，其间有关同异类之引生关系，自印度之时即有难陀、安慧、护法等论师各

持不同之见解。”（见释慈怡主编：《佛光大辞典》，高雄：佛光大藏经编修委员会，1988：5313。）

c　 见唐·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五本，引见《大正藏》册 43，页 389 上 -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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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注意（帮助“五识”明了取境），然后“第六意识”才加以“分别”并产生概念、判断、

推理……等的作用。因此“五俱意识”，确实是一种“意识”，而可视做理性的直观活动。

然而，此种理性的直观却受到感官（五根）的限制，若离开感官（五根），则无从生起。

因此，“五俱意识”有两重性质，一方面为理性，一方面又为感性，是介乎纯理性与纯

感知之间，而甚至是我们无法清楚地知道它“到底是什么”的东西。a因此，可以说，

“五俱意识”对其本身而言，是一很好的称呼。而陈那所认为可以归属于“现量”的“意

识”，正是指“五俱意识”而言。

三、结语

陈那《集量论》颂文对“现量”的定义，是“离（除）分别”，亦即离开语言、

思维的建构，服部正明译为“free from conceptual construction”是颇贴切的。而在陈那

所认定“现量”的种类，这一问题上，笔者则以为，在陈那《集量论》的颂文里，无法

明确地看出陈那有将“现量”分为三种（五根现量、意现量、瑜伽现量）或四种（加上

自证现量）之类型。笔者以为，陈那在《集量论》的颂文里只是说明了，有哪些认识是“离

分别”的情形。笔者以为，将“现量”分成三种或四种，是陈那后学如法称等及之后的

注释家为方便理解的分类。b陈那在《集量论》中，对此并没有像将“量”分成“现量”“比

量”二种这样明确的说法。

另外，根据《成唯识论》及窥基《成唯识论述记》的观点，很可能陈那所认为可

a　因为“五俱意识”这种介于理性与感性之间的性质，甚至有学者以为我们无法知道它是什么。根据宋立道先生

《因明的现量观》中的说法：“法称就认为意现量不可能经验观察到，而只能从思想上去理解。贾曹杰甚至认为意现量是

经验无法揭示的，因而只能是形而上基础上的断定。”参考宋立道：《因明的现量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论文，

1984，收入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主编《中国佛教学术论典——〈法藏文库〉硕博士学位论文》册33，高雄：佛光山文教基金会，

2001：390。

 在此要特别说明的是，法称并不承认“五俱意识”的存在，因此法称的“意（识）现量”应该是指不和“五识”同所缘境（因

此，故无“五俱意识”）而属于“现量”的一种“无分别意识”。因法称的学说，非本文主题，故不详论。笔者上面的引

文只是要说明：因为“五俱意识”有两重性质，一方面为理性，一方面又为感性，是介乎纯理性与纯感知之间，而甚至是

我们无法清楚地知道它“到底是什么”的东西。

b　虽然早于陈那之前，《瑜伽师地论》之中就有关于“现量”种类的说法，但关于《瑜伽师地论》中出现“现量”

有几种的说法，并不完全统一。由此也可以见得，“现量”种类的说法，应该并不是固定一致的。《瑜伽师地论》卷十五：“‘现量’

者，谓有三种：一、‘非不现见’；二、‘非已思应思’；三、‘非错乱境界’。”以及“非错乱境界‘现量’者，谓或五种，

或七种。”和“问：如是‘现量’，谁所有耶？答：略说四种所有：一、‘色根现量’；二、‘意受现量’；三、‘世间现量’；

四、‘清净现量’。‘色根现量’者，谓五色根，所行境界，如先所说‘现量’体相。‘意受现量’者，谓诸意根所行境界，

如先所说‘现量’体相。‘世间现量’者，谓即二种总说，为一‘世间现量’。‘清净现量’者，谓诸所有‘世间现量’，

亦得名为‘清净现量’；或有‘清净现量’，非‘世间现量’，谓出世智于所行境，有知为有，无知为无，有上知有上，

无上知无上，如是等类，名不共世间‘清净现量’。”（见《瑜伽师地论》卷十五，引见《大正藏》册 30，页 357上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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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归属于“现量”的“意识”，正是特指“五俱意识”而言。“五俱意识”并没有分别

的功能，因此，符合陈那对“现量”是“离（除）分别”的定义。“五俱意识”它仅仅

是唤起“意识”对“五根”所缘取之境的注意，亦即帮助“五识”明了取境。“五俱意识”，

确实是一种“意识”，因而可视做理性的直观活动。然而，此种理性的直观却受到感官

（五根）的限制，若离开感官（五根），则无从生起。因此，“五俱意识”有两重性质，

一方面为理性，一方面又为感性，是介乎纯理性与纯感知之间！然而，对“五俱意识”

之意涵的界定，可能还需要更进一步地深入研究，本文仅做到抛砖引玉之目的，期待有

更好的研究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