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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五色根”在唯识学中的定位

郑屹君 a

【摘要】“眼、耳、鼻、舌、身”，这五种色根作为连接五境色法和五识心法

的媒介，承担着发识取境的功用，在原始及部派佛教中，关于其构成和作用问题都

不乏讨论。在印度唯识学建立的过程中，随着“识转变”体系的确立和不断丰富，

关于“五色根”，唯识学派内部也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定位，即难陀论师的“五

根唯种说”和护法一系的“根通种现说”。本文依据相关著述，试对个中问题做一

梳理。

【关键词】五色根；扶根尘；难陀；护法；俱有依

一、部派佛教关于“五色根”的定位

在原始佛教中，基于认识论范畴建立起的一切法分类：十二处，表明了“五色

根”的基本定位。识（认知）依托作为感官的“内六处”（根），缘取作为境相的

“外六处”（境），方能生起，这是佛教解释认识生起的基本框架，被称作“二因

缘生识”，“根”在这个过程中起到发识取境的作用。而“五色根”作为色法，并

非人能看到的眼球、耳鼓等，如《杂阿含经》说：“眼是内入处，四大所造净色，

a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佛教与宗教学理论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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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见，有对。耳、鼻、舌、身内入处亦如是说。”a“五色根”实际上是一种由

四大所造的、有质碍却不可见的清净色法。

到了部派佛教时期，随着对法的不断研究，针对“五色根”的探讨也不断增多，

且多关注它的构成问题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问题，这里以说一切有部最为突出。

作为顺从佛说的典型，有部认为“五色根”就是眼等五识所依的清净色法，且与声

香味触的性质一样，不可见而有质碍。“五色根”在眼等五识生起的过程中起到“威

势增上”的作用，所以这个“根”字，多被解释为“增上”的意思。“五色根”因

不可被感知，故只能被意识所缘，是根据五识生起而推度出来的，如《俱舍论》所

说：“或比量得，如五色根。”b 色根本身是由极微积聚而成，而其极微又以一种

特殊的形态分布在相应的器官之上。至于佛所说的“大种造色”，在有部的解释中，

四大种作为身识所缘、触处所摄的“坚湿暖动”四种性质，并不能作为色法生起的

亲因，而是通过“生等五因”c，重新解读了“造”字的含义，“五因”即生、依、

立、持、养，简单来说，生因是指大种为所造色的先导，依因是指大种帮所造色占

据空间，立因是指所造色随大种异灭而异灭，持因是指大种摄持所造色相续不断绝，

养因是所造色得大种滋养而得以增长。总的来说，这是特指四大种对色法功用的影

响，色法的法体本就是三世恒存，而法体起用则需要借助四大种的力量。后来的世

亲和众贤，都把“生等五因”视作“能作因”之差别，也就将五因划入了色法“增

上缘”的范畴。

关于在认识过程中是何“见色”的问题，有部将“根见色”说视为正义。所谓

的“见色”，就是“以能明利观照诸色”d，能够明白清楚地观照各种色法，亦即

是“取境”，这是眼根的功能，而眼识的作用，在于“了别”，二者不能混同（其

余四根四识同理）。也就是说，眼根如实地照见色境，再由眼识进一步分别为青、

a　 《杂阿含经》：T02, p.91c5-6。

b　 《阿毗达磨俱舍论》：T29, p.152c2-3。

c　 《大毗婆沙论》：T27，p.663，a22-b7。

d　 《阿毗达磨俱舍论》：T29, p.10c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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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等色，产生反映色境的认识。我们大体以传统相机成像原理来做理解：眼根取境，

就像镜头将景物影像聚焦在胶片上，这时眼根明确地照见了色境；眼识了别，就像

胶片上的感光剂随光发生变化、形成影像，而且见色的必定是与眼识处于相同分位

的眼根，因为根是因识的生起而“比知是有”。而世亲在《俱舍论》中更为偏向经

部的“根识和合见色”说，经部主张和合见色，是因为他们不认为根、识等法各有

自性及作用，所以在二者和合的基础上假立一个“见”，如其所说：“唯法因果，

实无作用，为顺世情假兴言说，眼名能见、识名能了，智者于中不应封着。”a 

此外还多有主张“识见说”的，北方的大众部一系就认为：五根就是人所能感

知到的五种肉团（四大所造的四尘），不认为它们有取境感知的能力，也否定了所

谓“清净色根”的存在。如《异部宗轮论》中的记载：“五种色根肉团为体，眼不

见色……身不觉触。”b五根既然不是净色，如何能见色？所以说“故识能了，非

根有能”c，是五识在发挥取境和了别的作用。成实师也主张“识见说”，他认为“根”

的作用不过是“识”取境了别的门户，在此意义上说是“眼见”，而实际则是“识

见”，如其所说：“经中佛自说，眼是门，为见色故，是故眼非能见。以眼为门，

识于中见，故说眼见。”d成实师的五根发生说，基本脱胎于他之前所在的数论宗——

“五唯成五大，五大成十一根”e，主张“四尘成四大，四大成五根”f。“五唯”

即地水火风空五尘，“尘造大”的观点与佛所说的“大造尘”相违背，所以此说被

唯识学者批评为“外道之见”。

“五色根”作为连接五境色法和五识心法的媒介，如何由“色”到“心”，这

是它需承担的作用。部派佛教中主张“根见色”的，因为强调“根”的功用，所以

认为“根”在一定程度上实有，对它的发生问题也有更多的关注；而主张“识见色”

a　 《阿毗达磨俱舍论》：T29, p.11b3-5。

b　 《异部宗轮论》：T49, p.15c13-15。

c　 《异部宗轮论述记》：X53, p.580c16-17。

d　 《成实论》：T32, p.267a28-b1。

e　 《大乘法苑义林章》：T45, p.297c6-7。

f　 《大乘法苑义林章》：T45, p.297c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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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因为不认同“根”的取境功用，所以多认为“根”为假法，并会对其做一定的

虚化处理。这些不同的看法，或也影响到后来唯识学派对“五色根”的不同定位。

二、唯识学派关于“五色根”的总体看法

唯识学兴起于西北印度——同时也是有部的化区，而无著与世亲，也都先于有

部出家，受到过系统精密地毗昙学训练。即使后期改宗大乘，义理方面依然继承了

大量部派佛教的学说，并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融摄到唯识学的体系之中。

关于“五色根”，唯识学首先延续了有部的认知，明确将色根定义为，有发识作用、

不可见但有质碍的清净色法，如《五蕴论》对眼根的定义 :“云何眼根？谓色为境、

清净色。”a不可见的“五根”，并不可被“现量”所得（除佛、八识与定中），

而是“以能发识，比知是有”。很显然，佛所说能发识的“五根”与我们所能见到

的肉团器官是断然不同的，后来在玄奘门人的著疏中，如基师在《识论述记》中就

明确提出“扶根尘”这一概念来指代五根所依存的肉团，用“清净色根”一词来形

容指代“五色根”。“扶根尘”在奘门一系的俱舍或是唯识的注疏中，也多作“扶

根四境”或“扶根四尘”，顾名思义是扶助五根的四境，本质上还是指四大所造的

色、香、味、触四尘。“扶根尘”一词，在唐后著疏中多作“浮尘根”“浮根尘”，

实际上并不准确。“扶根”中的“扶”字，重点突出了肉团五根的依托作用，若无

扶根尘的依托，五根便不能发挥作用；如果扶根尘出现问题，也会影响五识的正常

形成。如圆晖《俱舍论颂疏》所说：“五色根，彼心、心所摄为所依处，若扶根四

境，摄为依处。”b五色根，是五识的所依，而扶根尘，又是五色根的所依。这点

其实也是延续了有部的看法，并没有什么发挥。

“色根”虽然归属为“色法”，但《百法明门论》中又特别提到色法是“二所

a　 《大乘五蕴论》：T31, p.848b13-14。

b　 《俱舍论颂疏论本》：T41, p.828c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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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影故”a。不难理解，唯识学建立起“心识”的统率性，认为色法被心识所摄，

所谓的“外境”，不过是心识所“显现”的影像，虽可见，但无体，本质上是心识

的一部分。在印度唯识学建立的过程中，随着“识转变”体系的确立和不断丰富，

关于“五色根”，唯识学派内部也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定位，即难陀论师的“五

根唯种说”和护法一系的“根通种现说”。这在《成唯识论》等著疏中都有记载和

评判。下面我们分别做一分析。

三、难陀论师的“五根唯种”说

首先来看难陀论师的观点：

一难陀师等说：唯是种子，无别现行净色五根。此有四义：一、唯

见分五识种子。二、唯相分五尘种子。三、通取见、相二分种子。此三皆

是难陀师义。四、护法菩萨假为救言：取感五识增上业种名为五根。《唯

识》第四说：眼等五识无别眼等为俱有依，五色根即种子故。《二十唯识》

伽陀中言：识从自种生，似境相而转，为成内外处，佛说彼为十。乃至广

引《观所缘论》颂说云：彼颂意言，异熟识上能生眼等色识种子，名色功能，

说为五根，无别眼等。种与色识常互为因，能熏与种递为因故。b

这基本说明了难陀论师对“五色根”的认识及其所据的教证。难陀论师认为：

“五色根”就是亲生眼等五识的自种，或是见分种，或是相分种，或是见相二分的

种子，总之唯有种子，而没有作为现行色法的清净色根。“五根唯种”，可以说只

保留了五根的“发识”含义，在五识名言种亲生自识的这层意义上，安立给“五识

自种”以“五根”的名义。这样一来，“五根”的“取境”作用就从中剥离，完全

赋予了“五识”自体，“五识”生起时，“识体”直接缘取境相，不需再有取境和

a　 《大乘百法明门论》：T31, p.855b18-19。

b　 《大乘法苑义林章》：T45, pp.297c23-298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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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别的分工。而其教证，主要是世亲《唯识二十论》中颂文所说的：由自种子生起

的五识，变现出所缘的境相，从“五识自种”和“五识现行”的角度，佛安立为根

境相对的内外十处。以及陈那《观所缘缘论》的“识上色功能，名五根应理，功能

与境色，无始互为因。”a“功能”即是“种子”的异名，种子与境色互为因果，

是从“种起现”和“现熏种”的种现关系而言的。那么，难陀的五根发生说，其实

就是指现行“色识”熏习赖耶识中的“五根”种子。

关于《唯识二十论》中的“识从自种生”，《识论述记》这样解释道：“‘自’

有三种：一因缘自，即见分种。二所缘缘自，即相分种。……三增上缘自，能感五

识之业种也。”b基师将难陀“五根唯种说”中的“见分种”和“相分种”与五识

的“因缘”种子和“所缘缘”种子相等同，作为“识”生起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因缘

条件，这些含义都有其合理之处。而且，在基师一系的阐释中，难陀此说是对其所

据的《唯识二十论》和《观所缘缘论》中的两段颂文的解读，重点在于“识变”，

分“见相别种”和“见相同种”两个角度来论证“似色现识”的生起。“见分种”

是指“见相别种”的情况下五识的生起，“见分种”即心识自种，在生起的同时带

所缘的境相而显现；“相分种”则可生起五识亲所缘的影像相分，因在识内，故也

称作“识”；通取见相二分种子，则是指“见相同种”的情况下五识的生起。归根

结底，都是“境由识变而不离识”，这在慧沼《了义灯》的表述中体现的十分清楚：

就难陀释俱有依中，解《二十唯识》颂，有三解：初：依见相别种义解。

言识从自种生者，即识见分。似境相转者，既起现行，带境相起，似彼所

执外境相现，无别五根。即见分种名为五根，所带似境即是五境。二云：

识者，五识相分，不离识故，名之为识。从种起现，为五识境。实在内识，

似外而现，为成内、外处分种为十。三云：依见、相分同种义解。五识见相，

合名为识。自种生者，见分从种起现行也。虽无别种，亦带相起，名似境

a　 《观所缘缘论》：T31, pp.888c29-889a1。

b　 《成唯识论述记》：T43, p.380c25-27。



唯识研究（第八辑）

174

相转。《观所缘缘论》三释大同，但互为缘，少有差别。a

那么五根的“根”字，在难陀这里就不是“增上”的意思，而是“根源”的意

思，也就是说，五根是产生五识的根源，而不是五识的增上。笔者认为，难陀论师

对“五根”的看法与其所持的“相见二分”说关系密切。难陀将现行的“识体”分

为能缘的“见分”和所缘的“相分”，这也就将部派所主张的“内五根”缘取“外

五境”转移为心识内部的“见分”缘取“相分”。所以，如果认为“五根”是生起

五识的“见分种子”，相当于变相承认了“五色根”的功用，只不过，这个“色根”

不是色法，而是具有“能缘”作用的见分的潜在势用，它承担的是“见分”的功能，

同样也是取境、了别等功用的潜在势力。

其实，将“五根”定位为阿赖耶识所藏的“种子”在唯识学中是有径可循的。

比如说，唯识学就将色法中一类“无见无对”的“无表色”，主要是由身、语二种

“有表业”所引生的色法，定位为“思心所种子”上的假立，本质上是由“思心所”

的造作而产生，归属于意识所缘的“法处”。这与将“五境”定位为“相分”一样，

都是为了建立“心识”的统率性，破除离识色法的存在。

而这并不意味着“五根唯种说”是没有问题的，《成唯识论》中就列举了此说

的九种于理教相违的过失，主要是以《瑜伽师地论》中的相关说法为标准而做出的

评判 b：1. 十八界各有自种，五根唯种会造成种子混乱；2. 见分种识蕴摄、相分种

外处摄，而五根应为色蕴内处摄；3. 五根应为五识增上缘，而非因缘；4. 五根所属

界地不同，五根唯种会造成界地杂乱；5. 五识种通善恶，但五根唯无记；6. 五识种

无执受，但五根有执受；7. 末那是第六识根，而非第六识种；8. 五根唯种，五识便

缺少俱有依；9. 圣教说五根通种现。可以说，难陀的“五根唯种说”，确实与《瑜

伽》之义很难调和。

护法论师为了挽救“五根唯种说”的过失，借助《唯识二十论》提出“五根是

a　 《成唯识论了义灯》： T43, p.739b23-c5。

b　 《成唯识论》：T31, pp.19c27-20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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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识中能感生五识的增上业种子”的说法。此说未见护法对《唯识二十论》的释书《成

唯识宝生论》，所以这可能是护法在给《唯识三十颂》作释时提出的。此说也并非

完全尽理，举一例，如《成唯识论》所说：“又若五识皆业所感，则应一向无记性

摄，善等五识既非业感，应无眼等为俱有依，故彼所言非为善救。”a在唯识学中，

只有势力微弱的无记性种子才需要势力强盛的善恶业种子作为其现行的增上缘。也

就是说，“业种子”只能作为无记性五识的“五根”，而不能作善恶性五识的“五

根”。通过提出“五根是业种子”的说法及对它的驳斥，否定了“五根唯种说”的

任何可能性。也就是说，“五根是业种子”实际并非护法论师的真实看法，只是为

其观点的提出所做的铺垫。

既然“五根唯种说”于理教相违，那么此说所依据的《唯识二十论》和《观所

缘缘论》是否也存在同样问题？其实不然，如《唯识二十论述记》中说：

种子功能名五根者，为破离识实有色等。于识所变似眼根等，以有

发生五识用故，假名种子及色功能，非谓色根即识业种。破经部等心外实

色，由未建立有第八识，若不说种为眼等根，眼等便离六识而有，故说种

子为眼等根。b 

《二十论》及《所缘论》的两段颂，重在破除经部等小乘或外道所认为的离开

心识有实在的色法，而非意图建立一个完备的“识转变”体系。经部承认有种子，

所以唯识学从“根能发识”的角度，安立五根以“种子”或“功能”的名称，因为

没有引入阿赖耶识的概念，所以文中说的“识”是指大小乘共许“前六识”用“五

根唯是五识自种”的说法否定了离识而有色根的存在，这实际上是一种为了破除邪

见的方便假说。

a　 《成唯识论》：T31, p.20a23-25。

b　 《唯识二十论述记》：T43, p.990c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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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护法一系的“根通种现”说

与难陀论师将五根“识化”的路径不同，护法首先依据经教，明确“五根”就

是属于四大种所造的“色法”，继而包括它含藏在阿赖耶识中的“色法种子”a。

此说所依的教证，可见上述批驳难陀之说所引的《瑜伽》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

在笔者看来，应是关于“眼等五界”的定义，如《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中说：“问：

眼界何相？答：谓眼曾现见色及此种子积集异熟阿赖耶识。”b此中的“曾、现见色”，

即指过去、现在能取境生识的现行眼根，“种子”即是阿赖耶识中眼根的潜在势力，

二者共同圆满“眼界”的含义。

在以护法之说为准绳的《成唯识论》中，有这样一句：“阿赖耶识因缘力故，

自体生时，内变为种及有根身，外变为器，即以所变为自所缘，行相仗之而得起故。”c

这里的“有根身”包括“五色根”和其依处“扶根尘”，根身与有漏种子同被八识

所执受，且作为八识所变的“相分”而被八识所缘。这样一来，就从能缘主体区分

出了两种“五色根”，一种是第八识亲所缘的影像相分且是第六识疏所缘的本质相

分，有发识取境的功用；另一种是第六识亲所缘的影像相分，没有发识的功用，就

像如理在《成唯识论疏义演》中所说的那样：“即此根、尘各有二种：第八变，根

是亲相分，为本质根，发眼识等；第六若缘时，但是影像根，不能发识。”d五色

根与其自种，既由八识所变且由八识所摄持，所以并非独存于心识之外。此外，为

《辩中边论》做过注释的护月论师还认为有第七末那识所缘的五色根 e，但护法一

系认为末那识并不能缘阿赖耶识的相分，故此说不被认为是正义。

实际上，护法一系所主张的五根，更多还是指现行的“清净色根”，而所能引

a　 《大乘法苑义林章》：T45, p.298a8-9。

b　 《大乘阿毗达磨集论》：T31, p.695c17-18。

c　 《成唯识论》：T31, p.10a17-19。

d　 《成唯识论疏义演》：X49, p.515c3-4。

e　 《瑜伽师地论略纂》：T43, p.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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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现行五根的“名言种子”，只是在十八界中“眼等五界”的讨论范畴中才将其囊

括进去。因为“界”有“因”义，所以理应包括能生五根的亲因。如《识论述记》

所说：“通现、种文者实唯现行者是根，以大所造说净色故，对所生之果识假说现

行为功能，实唯现色。”a这主要是突出“现行五根”对五识的“威势增上”之用，

即作为五识“俱有依”的定位。

在《识论述记》的记载中，护法规范并严格区分了识之“依”和“所依”的定义。

在其看来，所有能帮助心识生起的法，无论有为、无为，都可以称作心识的“依”，

属于意义非常宽泛的“增上缘”范畴。可若要作为心识的“所依”，就要同时满足“决

定”（识一切时常依此法生）、“有境”（识与此法有共同的所缘）、“为主”（此

法起主要的引生识的作用）、“（此法）令心心所取自所缘”四个条件。如《成唯

识论》所说：“若法决定、有境、为主、令心心所取自所缘，乃是所依，即内六处”b。

我们可以发现，这四个条件几乎是根据“根”的性质而量身定制的，因为根之所以

为根，就在于圣教所说的根有发识取境的俱时增上之用。在唯识“三能变”的体系

中，“五识”生起时，八、七、六三识也同时俱在且发挥作用，所以《成唯识论》

说五识“所依”共有四种：“同境依”五根与五识同取所缘、“分别依”意识助五

识明了所缘、“染净依”末那使五识成有漏（转染成净后则使其成无漏）、“根本依”

阿赖耶识则是摄持五根和能起现行的五识名言种子。缺少其中一种，五识都不能生

起。而其中只有作为“同境依”的五根属于色法，其余三者都为心识，虽然都属于

有生灭现象的有为法，但唯独“色蕴”有“变坏”义，如《俱舍论》所说：“由变

坏故名色取蕴。谁能变坏？谓手触故即便变坏，乃至广说：变坏即是可恼坏义。”c

在一期生命的过程中，“扶根尘”及其中的“清净色根”更容易受其他条件的影响

而发生损坏，进而干扰甚至阻碍“五识”的正常生起。此说较为符合我们的经验世

界，也表明了五根在五识生起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关于在认识过程中是何“见色”的问题，慧沼在《了义灯》中说：“大乘师等，根、

a　 《成唯识论述记》：T43, p.269b5-8。

b　 《成唯识论》：T31, p.20c6-7。

c　 《阿毗达磨俱舍论》：T29, p.3b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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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二俱见。”a这似乎是延续世亲在《俱舍论》中的倾向。在难陀系的“五根唯种”

说中，五根是现行识体的潜在势力，从识体起用来说，此说更偏向于“识见”。对

于这个问题，《杂集论》说得很清楚：

问：为眼见色，为识等耶？答：非眼见色，亦非识等。以一切法无

作用故，由有和合假立为见。又由六相，眼于见色中最胜，非识等，是故

说眼能见诸色。何等为六？一由生因，眼能生彼故；二由依处，见依眼故；

三由无动转，眼常一类故；四由自在转，不待缘合念念生故；五由端严，

转由此庄严所依身故；六由圣教，如经中说：眼能见色故。如是所说六种

相貌，于识等中皆不可得。b

此说最早在《瑜伽师地论·摄抉择分》中出现，后来《杂集论》转述至此。基

师在《杂集论述记》中解释道：“约胜义道理，非是眼亦非识见；约世俗道理，眼

等最胜。然《大智度论》及《涅槃经》皆同和合假见。”c也就是说，从胜义谛角

度来看，非眼见也非识见，因为诸法皆无自性，因缘和合，并没有什么事物拥有一

个恒常不变的“见”的自性，所以诸多大乘经论（包括上文所引的经部说）都是在

根识和合上假立一个“见”。但若从世俗谛角度来说，此中还是眼根在发挥“见”

的作用，若按四重二谛的说法，这是道理世俗谛，亦即是世间胜义谛，是圣者后得

智所知，三科等法皆有体有用。而上文所引《杂集论》的说法，大体可以视作唯识

学对经部“和合见色说”和有部“根见说”的会通融合了。

在五根发生学上，如前已说，是由八识中的五根种子起现而被八识所执受。在

这个意义上，种子起现说取代了有部主张的极微积聚说，色根是由色根种子现行而

完全出现，并非由极微通过某种形式积聚而成。既然护法一系认为“五色根”是色

法，就不能违背圣教所说的“由四大所造”，而唯识学已将五根生起的亲因归为各

自的名言种子，五根既由亲因缘种子所生，如何再被四大所造？在造色问题上，唯

a　 《成唯识论了义灯》：T43, p.692b20-21。

b　 《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T31, p.703b12-21。

c　 《杂集论述记》：X48, p.83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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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学认为四大种也有自己的名言种子，因此，无论是能造色四大，还是所造色根、

境，都是由自种子生起的。然后在此基础上，引入有部对“造”字做出的“生等五

因”的解读，认为四大种对所造色也只起到重要的“增上缘”作用，所以大种造色

说与种子起现说并不冲突。

回到种子起现说上，还有一个问题，“色根”作为色法、第八识的相分，并非

能熏，当它生起现行后，其新熏种又该如何熏成？这就要引出“相分熏”这一概念，

如理在《成唯识论疏义演》中给出解释：“第七熏彼第八见种，前五识熏第八相分

种子，第六识通熏第八见、相二分种子。”a也就是说，第八识的相分种子是借由

前六识的见分之力熏习而成的。但笔者粗阅唐贤唯识章疏，尚未发现对色根新熏种

的详细解说。笔者不揣简陋，认为其新熏种应是这样熏成的，如以眼识缘青为例：

在眼识与眼俱意识缘取青色的同时，必定有眼根的现行，眼识与眼俱意识缘取第八

识中青的本质相分，产生了自识内青的影像相分，眼识和眼俱意识的见分熏习成自

己的见分种子，青的本质相分和影像相分则借由见分之力熏习成各自的相分种子，

而作为现行的眼根，也借助于这股见分之力熏成了自己的种子。简单来说，眼根现

行的同时，必定有眼识与意识的生起，眼根便借助它们的力量熏成了自己的新熏种，

其他色根同理。当然，此说尚待检验。

五、结语

综上所述，护法一系的观点，其实是“有相唯识”学的理路，既要承认识的绝

对统帅性，又主张色法的相对客观性，其实是更偏向于“认识论”的唯识学，其对

色根的定位与有部一脉相承，保留了色根作为现行色法的含义。而难陀论师则将色

法彻底“识化”，认为五根是亲生五识的种子，更偏向于“本体论”上的唯识学。

那么，在《成唯识论》的定位中，“五色根”就是生起“五识”必不可缺的“同境

俱有依”，是一种较为特殊的色法。

a　 《成唯识论疏义演》：X49, p.547a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