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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辨中观应成派之破自证

罗劲松 a

【摘要】对于陈那（Dignāga, 约 480-540）和法称（Dharmakīrti, 约 600-660）

一系主要弘传量论的唯识宗学者而言，自证理论是其哲学主张中存有论和知识论的

重要理论基石。然而，被唯识宗视为真实有的自证，一直遭遇认为一切法皆空的中

观师的批评。在不同中观派别的批评中，关于中观应成派在世俗中是否彻底破除自

证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藏传格鲁派的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是坚决站在肯定的一方，

这与萨迦派和新宁玛派形成鲜明的对立。由于这个“破或不破自证”的争论本身尚

未有定论，于是关于“在名言中能不能破除自证”等一类问题变得无人关注。本文

将以接受格鲁派的主张为前提，也就是在承认“应成派在世俗名言中破自证”的基

础上，将应成派破自证所引教量、对证明自证中使用的光喻的破斥，以及他们构建

的全新的“无自证亦能生回忆”的理论放到世俗层面中去观察，尝试探讨这些应成

派用来在世俗层面破除自证的方法的有效性。

【关键词】 自证；中观应成派；唯识；量论；月称；寂天；陈那；法称

一、中观应成派在世俗中破自证的道理

对于不许任何胜义有的中观派而言，“不许自证是胜义有”是一切中观自续

a　 作者单位：新亚研究所佛学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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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和应成派的同共承许。但在关于在世俗中破不破自证的问题上，中观随经部行自

续派和随瑜伽行自续派一立一破的表态是比较鲜明的，后来也未有争议。相较而

言，中观应成派虽亦有在直接字面上表示过反对自证，但当格鲁派强调地认为“应

成派在世俗名言中亦不许自证”时，后来虽然也获得噶举派不变金刚（Mi bskyod 

rdo rje, 1507-1554， 即世称：第八世噶玛巴）和以及自在金刚（Dbang phyug rdo 

rje, 1556-1601/1603，即世称：第九世噶玛巴）的支持，但也引起了萨迦派功德狮

子（Bsod Nams Seng Ge, 1429-1489， 即世称：郭然巴）和释迦具胜（Śākya Mchog 

Ldan, 1428-1507）等学者的强烈批评。相关争论代延至近代的宁玛学者无能胜海（Mi 

Pham Rgya Mthso, 1846-1914，即世称弥旁）和他同期的格鲁学者，a 甚至还影响

到当今学术界 。b本文将不详细介绍这场争论，而仅在此简单总结格鲁派用以成立

中观应成派在世俗中亦破自证的两个主要论据：（1）月称和寂天都曾用“指尖不

自触，刀锋不自割，因而心不自知”c的教量，而且寂天还专门反驳唯识宗使用光

喻来证明自证。d这些用于论证的譬喻并不需要基于胜义的观察才能在论证中使用，

它们自身成立与否的问题明显是可以在世俗层面上完成的。（2）也是笔者认为最

有说服力的一点：月称和寂天都在破斥“自证是回忆产生的原因”后，另外各自建

立了一套让人不易直观理解的回忆产生的理论。正如善慧名称（Blo Bzang Grags Pa, 

1357-1419，即世称宗喀巴）在其《入菩萨行论·第九品释》中提到，假设寂天在

世俗上不同意破除自证，那么，寂天本无须另立一套关于回忆如何产生的解释，因

为在世俗中已有作为回忆之因的自证。 e也就是说，假使中观应成派真的只就胜义

层面破斥自证的话，何不在世俗层面上和随瑜伽行中观自续派一样，在世俗层面上

接受自证生回忆的理论。就如同应成派虽在胜义中也破瓶的存在，但他们也不会在

a　 参考 Williams (2000)。

b　 参考 Williams (2000) 和 Garfield (2006)。

c　 参考以下备注 6和 7。

d　 参考以下备注 12。

e　 参考 BAṬzkp: / des na rang rig la khyad par ma sbyar bar tha snyad du rang rig grub pa’ang slob dpon ’di mi 

bzhed par gsal te / rang rig bzhed na rnam shes dran par ji ltar ’gyur / zhes pa’i lan du gzhan myong ba dang ’brel ba las zhes 

sogs smos mi dgos kyi / rang rig pa’i rgyu mtshan gyis yin no zhes smos pas chog pas s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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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中非要在瓶以外另找一个装水的容器。根据以上总结，为了尝试探讨唯识宗关

于自证的证明在世俗层面上的可行性，本文将采用格鲁派的观点来理解应成派对自

证在胜义和世俗两个层面的批评，并在以下带批判性地讨论这个“格鲁应成派”对

自证的相关批评。

二、月称和寂天所引的教量

在月称在《入中论释》曾提到：“在《圣入楞伽大乘经》（下称 LK）亦说‘就

如剑不能割其锋，指尖不能自触一样，自证的心亦应相同’。”a寂天的《入菩萨行论》

也有类似的教量引用：“而世间主亦言，心不见心，如刀锋不自割，意亦如是。”b

智源慧（Prajñākaramati, 950-1030）计此教量出于《宝积经》(Āryaratnacūḍasūtra )。c

对此，虽然除格鲁派外我们还看到有印度论师如耀月（Vibhūticandra, 约 12 至 13

世纪）认定这类经典也是在世俗中破自证， d然而，考虑到大乘经典在破斥实有时，

a　 MABh: ’phags pa lang kar gshegs pa las kyang / ji ltar ral gyi (D : gris P) rang gi so // gcod par mi byed sor mo 

ni // rang la rag par mi byed ltar // rang rig sems kyang de bzhin no // zhes gsungs so / 这段经文原文见于该经，LK 568: 

svadhārāṃ* hi yathā khaḍgaṃ svāgraṃ vai aṅgulir yathā / na cchindate na spṛśate tathā cintaṃ svadarśane // （LK, p.335.

同时参考 LKt: / ji ltar ral gri rang so dang // ji ltar mdzub mo rang rtse la // mi gcod reg par mi ’gyur ba // de bzhin sems 

kyis rang blta’o /）另外，在《明句论》中，月称破自证时也引用过《宝积经》（内容参考以下第 5 页备注 15），见

MacDonald 2015: 251-4.*LK 读作 svadhāraṃ，但这样一来，它将被视为多财释复合词指向 khaḍga，使文意不清晰。

因此南条文雄曾建议按藏译和汉译修改。(见 LK, p.335, n.8.) 本文采纳此意见。

b　 BA 9.17: uktaṃ ca lokanāthena cittaṃ cittaṃ na paśyati / na cchinatti yathātmānam asidhārā tathā manaḥ /

c　 按藏译转写全名应是 Āryaratnacūḍaparipṛcchānāmamahāyānasūtra. 智源慧引出的经文部分为：tatredam 

uktam āryaratnacūḍasūtre: sa cittaṃ parigaveṣamāṇo nādhyātmaṃ cittaṃ samanupaśyati / na bahirdhā cittaṃ samanupaśyati 

/ na skandheṣu cittaṃ samanupaśyati / na dhātuṣu cittaṃ samanupaśyati / nāyataneṣu cittaṃ samanupaśyati / sa cittam 

asamanupaśyaṃś cittadhārāṃ paryeṣate kutaś cittasyotpattir iti / ālambane sati cittam utpadyate / tat kim anyac cittam anyad 

ālambanam, atha yad evālambanaṃ tad eva cittam.yadi tāvad anyad ālambanam anyac cittam, tad dvicittatā bhaviṣyati / atha 

yad evālambanaṃ tad eva cittam / tat kathaṃ cittaṃ cittaṃ paśyati / na hi cittaṃ cittaṃ samanupaśyati / tad yathā na tasyaiva 

asidhārayā saiva asiṃdhārā śakyate chettum, na tenaiva aṅgulyagreṇa tad eva aṅgulyagraṃ spraṣṭuṃ śakyate, evam eva tenaiva 

cittena tad eva cittaṃ draṣṭum iti vistaraḥ // (BAP, p.188, ll.18-26.)

d　 参考 BATP (D 261b5ff., p.312a8ff.)：/ de bas na sems kyis rang mi mthong zhes pa lung las grub pa yang ma 

yin la / ’jig rten gyi snang bas grub pa yang ma yin zhing rigs pas kyang mi ’grub po /（译文：因此，所谓“心不自证”[意

指 ]当 [自证 ]亦不为教言所成立时，其亦不为世间名言所成立，亦不为正理所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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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如“我”等一类被完全否定其存在的对象外，其他绝大多数对存在意义的破斥

都可以被“默认”为有“胜义”或“自性”等简别的破斥。如是者，上述两个教量

都要忍受所谓的密意解释。譬如：宝源寂（Ratnākaraśānti, 约 11至 12世纪）在其《般

若波罗密多口诀》（Prajñāpāramitopadeśa, 下称 PPU）中提到：

若有人说：何以《圣楞伽经》说：“如剑于自刃，及指于指尖，不

割亦不触，心同不见自。”此中当解释：此颂的意思是破心自证之相分和

见分之实事，以彼是与如割和触者不同的缘故。[ 彼 ] 是显明的自性，故

不是破彼领受之体。[ 若问：] 何故？当显明是自证，彼亦与 [ 能所 ] 相异

成相违，以 [ 彼 ] 是凭 [ 能所 ] 不相异而决定的缘故，不应破除。 a

这类答辩的方法是将经中的“心亦如是见”或“如是广说心见心”解作为：心

虽可见自心，但不如刀割指触一样地以能所异体的方式而起作用，而是以一种能所

同体的方式自明自了。若就《楞伽经》的文意而言，宝源寂的这类解读显然是一种

演绎注释。这种演绎注释法虽亦为各宗所用，但这是一种折中的办法，是以承认该

经的权威性为前提的一种曲折自救。

与此相反，我们在比宝源寂早约四个世纪的历史中，发现来自陈那、法称量

论派传承的著名注释者——智源护（Prajñākaragupta, 750-810）在其《释量论释》

（Pramāṇavārtikabhāṣya，下称 PVA）中对同类批评做出了毫不退让的强硬回应。

他将 PV 3.329 看作是法称对敌宗同类批评——“彼刀锋实不为自所割”的回应。

然后，他在对该颂的解释中专门提到：

依何量了解“对自身的作用是相违”？ [ 敌宗的 ] 目的定不因为单纯

a　 PPU 153b1-3: de skad du ’phags pa lang kar gshegs pa las / ji ltar ral gri rang so dang // ji ltar sor mo’i rtse mos 

rang // gcod pa min zhing reg pa min//de bzhin sems kyis rang mi mthong//zhes gsungs so zhe na/ ’dir brjod par bya ste / tshigs 

su bcad pa ’di’i don ni sems rang rig pa’i gzung ba dang / ’dzin pa’i dngos po dgag pa yin te / de ni bcas pa dang reg pa bzhin 

du tha dad pa las gyur pa’i phyir ro // gsal ba’i rang bzhin yin pa’i phyir myong ba’i ngo bo dgag pa ni ma yin te / gang gi phyir 

gsal ba ni rang rig pa yin la/ de yang tha dad pa ’gal te / tha mi dad pas nges pa’i phyir dgag par ’os pa ma yin n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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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反 ] 例而成立，因为在所许的反方亦容有灯作为 [ 成立自证的 ] 譬喻。a

据此，可以看到智源护只将论辩双方各自的举例作为一种类比的譬喻，而未将

两者看作为在论证真因上成立周遍（约等于大前提）的喻依。令人惊讶的是，这种

作答方式所隐含了一个前提是：智源护并不知道（或不承认）这个譬喻是来自佛经。

这不禁让人联想：或许那两部佛经在当时还未流行，又或者如果智源护知道这个譬

喻有某种出处的话，那就可能是法称一系随理行瑜伽师们对某些“大乘经教”或有

另一种接受标准。无论如何，从以上那些曲折或顽强的反驳中我们可以看到，中观

应成派举证的教言对唯识宗并未能成为真正共许的圣教量。这种情况，我们也可以

从寂天在 BA 9.178 中引用相同教言之后，随即在 BA9.18 中专门反驳光喻中看出端

倪。BA 9.18 中说：“若谓如灯火，令照自所在，灯定非所照，故不为暗覆。”bBA

中的这种说法早在龙树的作品中就可见到。如：《中论》（Mūlamadhyamakakārikā）

7.9说 :“灯中无有黑暗在，彼所住处亦无有，则灯火应何所照？显照即是除黑暗。”c

这种说法是先将“照”或“照明”定义为“除暗”，进而以无暗可除为理由，否定

光能自照，也就排除了光作为心识能自证的类比譬喻。

笔者未能找到唯识宗对中观派关于光喻的批评的直接回应，但是，我们可以从

智源护对弥曼沙派（Mīmāṃsaka）学者持童（Kumārila, 约 530-600）的同类批评的

回答中找到唯识宗应付这类问题的办法。在 PVA 中智源护曾引用持童 的一段批评：

na / pradīpādīnām aparaprakāśakanirapekṣatvāt prakāśyarūpatā nāsty eva 

/ kutaḥ prakāśyaprakāśakatayā dṛṣṭāntatā / d

a　 PVA: svātmani kriyāvirodha iti kutaḥ pramāṇād avagatam.na hi dṛṣṭāntamātrād arthasya prasiddhiḥ.samīhitasya 

viparyaye ’pi dṛṣṭāntasya pradīpasya sambhavāt /.(p.353, ll.19-20.)

b　 BA 9.18: ātmabhāvaṃ yathā dīpaḥ saṃprakāśayatīti cet / niava prakāśyate dīpo yasmān na tamasāvṛtaḥ //.

c　 叶（2011）第 112-3 页。类似破斥还见诸《回诤论》（Vigrahavyāvartanī, 下称 VV）第 35 和 36 颂。

参考 VV, p.280。

d　 相似的议论出现在《颂释·空品》第 65 颂。ŚV Śūnyavāda 65: agnyādayo ghaṭādīnāṃ prasiddhā ye 

prakāśakāḥ / na te prkāśyarūpā hi prakāśasyānapekṣaṇāt //（译文：火等被极成作是瓶之能照者不具所照之相，以不待能

照的缘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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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也。因为灯等不观待其他照明者，遍非所照性。其何能以具所照

能照性而成为 [ 自证的 ] 譬喻？

对此，智源护的回答是：

aparapratyayaṃ rūpam atadvyāvṛttitas tathā // 1086cd //

yatra hi parasya prakāśakatvaṃ na pratīyate tad evātmānaṃ prakāśayatīti 

vyapadiśyate / paraprakāśyavyāvṛttatvāt / yathā ca pratibhāsamāne dīpādau na 

parasya prakāśakatā tathā pratipāditam / ata eva pradīpasya dṛṣṭāntatā /

不为他所证之相是如此因为从非他回返。 (1086cd)

即彼于其中不知有其它能照了性者，被安立为“自所照”，以是从

他所照回返的缘故。而当灯照明时，无其他能照者，同样地，已解释了 [ 识

能自证性质 ]。而正是因此，灯作为 [ 成立自证的 ] 譬喻。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回应。智源护同样以是敌宗的“不需他照”为理由，以“排

他即自”的字面解读来证明“灯光的自照”可作为“识的自证”的譬喻。由此，我

们可以推定，在智源护的理解中，“照明”的意思不再被其敌宗所规定的“除暗”，

而是被理解为“使之显明”。于是灯光的“能使它者显明”和“自显明”正好成为

心识的“令境于心中明现”和“自明现”的譬喻。而这种解读似乎也不定为世俗所

拒绝。另外，比智源护更早的亲光（*Bandhuprabha, 约 6 世纪中）对此提出过一种

很有意思的解释。在其《佛地经论》中当面对相同的质疑“灯等非暗何须照耶。如

瓶衣等”e时，亲光应对说：“体虽非暗无灯等照边有暗障。不得现见。灯等照时

除彼边暗。令得现见。说名为照。灯等亦尔。自体生时边暗障除。令现得见故名自

照。”f文中提出了一种叫“边暗（暗）”或“边有暗（暗）障”的概念。有人可

能将之解作“周边之黑暗”，但如是者，以光照周边黑暗，便成照他，用此以作自

证之喻，全无功用可言。笔者将此“边暗”理解为当说“灯火自身的边沿轮廓显不

e　 BSŚ，参见 T1530_.26.0303b03-4。

f　 BSŚ，参见 T1530_.26.0303b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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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现”时的“灯火自身的边沿轮廓的不显现”。同样地，“瓶衣等物质法的边沿轮

廓的不显现”就是“瓶衣等之边暗”。这种边暗当在光单纯照瓶衣中心部分时是不

能消除的。也就是我们日常中所见的，当光单照瓶衣中心时，我们不能见到瓶衣的

全体形象。这种“瓶衣等之边暗”，是要观待来自外界的灯火等照其全体时，由瓶

衣等的边沿轮廓处对外来的光照产生的内外区域反射色差才能显现。与此相反，灯

火自身的边沿轮廓，虽同样是其边沿轮廓内外区域色差所显现，但这种显现的光源

不是外来，是由灯火自身现起的光而显现。而且，正是因为这种“自照”，灯火与

瓶衣还有一种不同：在灯火产生的同时，其边暗就已消失，也就是说，灯光在其自

身而言是不会和瓶衣等事一样存在部分或全体显现的差别。这正符合当前的议论之

用。

三、月称和寂天的回忆理论

在连世俗层面上也拒绝自证作为回忆的起因以后，应成派自然要面对“回忆是

如何产生”的问题。月称和寂天分别提出了他们各自的关于回忆是如何产生的理论

解释。在《入中论释》中，月称说：

ajñānasantānajavat paratvād dhetur viśeṣān api caiṣa hanyāt // 6.74cd

yenānubhūto viṣayas tato ‘sya smartuḥ paratvaṃ na hi me ’sti yasmāt / 

tato mayā dṛṣṭam iti smṛtiḥ syād eṣā ca lokavyavahāranītiḥ // 6.75

如同生起对未知相续 [ 的回忆 ] 一样，[ 回忆和被回忆的领受 ] 是相异

的缘故，此因应坏差别。（6.74cd）

在我而言，较那个 [ 先前 ] 领受境者，[ 如今 ] 回忆此 [ 境 ] 者并非另

一 [ 人 ]。因此，是有所谓“为我所见者”的回忆。而此 [ 回忆 ] 应是世间

的道理。（6.75）

在 6.74cd 两句中，月称认为：由于唯识宗许心是真实有，因此，同相续的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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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二识（譬如：先前的取青眼识和后来对青色的回忆二者）便有真实的差异，如是者，

这种真实差异和两个不同相续（即：不同人）中的两个识的真实差异是没有区别的。

在 6.75 中， 月称接着说：在其自身的观点里不承认有真实的识，故对境的回忆并

不是真实地异于先前的领受境之识，于是就有了一种可能性，也就是依世俗习惯，

由后来的回忆领受先前曾被领受的境。而因为回忆所取的对象，其必能决定一种“先

前领受过的境”。据此而有了世俗名言习惯如：“我所见”。月称强调：这一切都

只建基于容有错乱的世俗习惯而不允许于其过程中掺入任何的哲学求真式的分析。 

我们看到月称对回忆产生的描述，就只是对我们直观感觉的表象的简单叙述而已。

也就是说，我们日常回忆状态也仅就如此：我们在回忆起过去某事物时，照习惯就

有一种“我曾见某事”之相显现在回忆中，而在此之外，月称未作（或不允许作）

任何解释。对于这种开放但粗略的解释，我们可以设问：如果心能对之前一个未领

受过的事物（即：先前取境的识）产生回忆，那我们又何以不能对先前未曾领受的

境产生同样的回忆？又或者，对境的回忆是如何关系到对有境（即：“境的识”）

的回忆？在尝试回答这类问题前，我们先看一看寂天对回忆产生的方式的解释。与

月称略有不同，寂天对回忆生成的原理作了以下的描述：

yadi nāsti svasaṃvittir vijñānaṃ smaryate katham /

’nyānubhūte saṃbandhāt smṛtir ākhuviṣaṃ yathā // BA 9.23

[ 敌宗：] 若无自证，则如何回忆识？

[ 自宗：] 当 [ 过去那个对境 ] 为另一者（即：回忆）领受时，由关系

而有 [ 对识的 ] 回忆；如对鼠毒（的回忆）。

根据后来注释家的解释， a寂天回忆产生的理论可以被理解为：譬如，当某人

过去曾见青色，后来回忆青色时，生起了“我曾见青色”的回忆，这是因为当时作

为“境”的“青色”和作为“有境”的“取青眼识”有关系（saṃbandha）b ，因

a　 相关研究参考 Lo (2018), 第 5.3.4 章节。

b　 参 考 BAP, p.192, 15: … viṣaye ’nubhūte tadvijñānasmaraṇaṃ saṃbandhād bhavati / vijñānaṃ hi tadgāhakatayā 

tatsaṃbaddham… 以及 BAVgyal p.179, 1: …yul yul can ’brel bar dran pa las……



唯识研究（第八辑）

320

而产生了对有境取青眼识的回忆。为了说明，寂天举了一个例子：人在冬季被毒鼠

所咬，当时只有对“被咬”的感觉而没有对“中毒”的感觉，这是分别被用来比喻

在回忆之前眼识取青色时，有对青色的感觉而没有对取青眼识的感觉。到了后来毒

发时，能回忆先前“被咬”，从而回忆先前“中鼠毒”。参照寂天所举的“对鼠毒

回忆”的解释，我们可以推定，寂天的对有境的回忆是来自在回忆青色时，该回忆

本身已出现了“我曾见此青色”的内容，从而推定之前有“取青之识”，并认为这

也是一种回忆。然而，若照这类传统的解释，寂天的这一举例似乎存在以下的一些

问题。

首先，就譬喻本身而言，对于“中毒”的所谓回忆，更似只是一种从果 ¾“毒发”

推因¾—“中毒”的真果因的独立推论。之所以说“独立”，是因为这个推论过程和“被

咬”基本可以说不相关的。而且，这个推论本身的准确性也非常可疑。譬如，我们

不难想象：如果该人之前曾先后两日中被两鼠所咬，一鼠有毒而一鼠无毒，则关于

“中何鼠之毒”的推论的准确几率就只有百分之五十了。又假设，先前咬他的鼠其

实无毒，中毒是在另一个他完全无知觉的环境发生的，如是者，这个“中毒的回忆”

就完全是该人的颠倒妄想。其次，所谓凭借境和有境之间的关系，就能由忆此而忆

彼，然则此关系既非同体关系（tādātmyapratibandha 或 svabhāvapratibandha）也非

彼生关系（tadutpatti-pratibandha），若就指一般的有些即有彼的关系，那么，如果

我们曾远望一幅画，当时不见细节，但细节应曾映入我们视觉，犹如中毒不觉，事

后如果我们以观察细节地看同一幅画时，识得这是之前曾见，回忆当时远望此画的

情景，是不是也可凭着画的整体及其细节所具有的同体关系，顺带也能回忆起“昔

日画中的细节”？若有人指定这种关系唯是知觉与对象的能所关系等，但这又难以

安立要作那样简别的可信理由。再者，若就某类解释：“对有境的回忆”是从“对

境和有境的关系的回忆”而产生者，那么可以再设问：确认一种关系是必要先对构

成该关系的个别元素的确定；如是者，何以在本例中以本末倒置的方式，通过一种

关系的确定来推定其中一种构成元素？

在无法对上述问题获得解释的情况下，笔者尝试将 BA 9.23 中的有关系



再辨中观应成派之破自证

321

（saṃbandha）理解为之前的识（vijñāna）和后来对其的回忆（smṛti）之间的存在

前后的因果关系（即：彼生关系）。而这种关系的成立，正好需要如上月称依世俗

方式建立同相续的前后关联。由此，BA 9.23可以被理解为：后来对“有境取青眼识”

的回忆，是由于其与之前同相续中已发生的“有境取青眼识”存在前后的因果关系

（即：彼生关系），正是由于作为“因”的“取青眼识”对作为“果”的“对取青

眼识的回忆”所给予的影响，当后来由“对境青色的回忆”诱发这种影响时，自然

就产生了“对有境取青眼识的回忆”。过程中，“对境青色的回忆”起到一种诱发

简别的作用。从这个角度理解，寂天的回忆说明可以看作是对月称的回忆说明的一

种补充，而不是格鲁派学者认为的两种说明。而按照这种思路，那个“鼠毒”之喻

可被解释为：于先时被咬时，虽知“咬”而不知“中毒”，但“中毒”毕竟是“对

中鼠毒的认知”的主因，而这种“中鼠毒”的差别认知需要由对“鼠咬”的差别回

忆诱发和作简别。由此，此喻本身虽仍有上述提到的问题，但作为一个启发式譬喻，

似也无不可。

总结

本文从介绍唯识宗的自证理论开始，引申介绍了中观应成派对该理论的批评。

在接受应成派在世俗中也破斥自证的前提下，文中分析了应成派的相关破斥中存在

的问题。就本文及笔者过去研究所及的方法和资料来看，笔者认为唯识宗自证理论

在世俗层面成立的根基并未因上述应成派从知识论角度提出的批评而有所动摇。即

使应成派能顺利安立他们的无自证回忆理论，那也说是各自一宗，虽相异但不相攻。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唯识宗还要应付应成派从存有论方面提出的批评。在那方面，

作为承许识是胜义有的唯识宗是否还能成立自证，从现在的资料和研究来看，结论

是倾向负面的。然而，本文的研究至少也展示了，在世俗中如果自证还能保有一席

之地，则会为寂护及其追随者的随瑜伽行中观自续派的理论建立带来一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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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华戒（Kamalaśīla）对于如何获得
无分别智（nirvikalpajñāna）的说明 a

[ 奥 ] 比尔吉特·克尔纳（Birgit Kellner）b

一、导论

莲华戒（Kamalaśīla，约 740–795）与其师寂护（Śāntarakṣita，约 725–788）

为印度大乘佛教晚期重要的思想家和中观学说的主要提倡者。他们曾在藏王赤松

德赞（756– 约 800 年间在位）执政期间入藏传教，大大地影响了藏传佛教的发

展。由于他们糅合了中观与唯识思想，他们在中观综合解脱学和哲学的论述光谱

中占有独特地位。他们的这一套合成学说，并非透过将中观与唯识解释成基本

上提倡相同的教法来调和这两套思想系统，反之，他们是以阶级的形式结合不同

的分析方法。其中，中观为较殊胜的理论。寂护在两首出自他的《中观庄严论》

（Madhyamakālaṅkāra，以下简称《中观庄严》）频繁被引用的偈颂中，纲要式地

描述了此一合成学说：

《中观庄严》第 92–93 颂

a　 本文的英文版宣读于 2018 年 11 月 29 至 12 月 3 日于广州中山大学举办的第二届“Chinese Association 

of Vijñaptimātra Studies (CAVS)”国际研讨会。感谢邱佩琳女士将此文翻译成中文。本文在奥地利科研基金（FWF）

项目“印度佛教中的理性、禅修与解脱：莲华戒的佛典注释”（Rationality, Meditation and Liberation in 

Indian Buddhism: Kamalaśīla’s Scriptural Commentaries in Context。项目编号第 P-32617G 号）支持下完成。

b　 作者单位：奥地利科学院亚洲文化与思想史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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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ms tsam la ni brten nas su // phyi rol dngos med shes par bya // tshul 

‚dir brten nas de la yang // shin tu bdag med shes par bya /

/ tshul gnyis shing ta zhon nas su // rigs pa‘i srab skyogs ‚ju byed pa // de 

dag de phyir ji bzhin don // theg pa chen po pa nyid ‚thob /

在唯心（cittamātra）〔系统〕的基础上，将认识到外在事物不存

在。在〔中观〕系统的基础上，将认识到一切，即使是〔心〕，都为无我

（nairātmya）。

因此，在骑乘由这两系统〔即唯识和中观〕构成的坐骑时手握论理

的挛索（yuktipragraha），将成为真正的大乘佛教徒。a

如同《中观庄严》开头（第 1 颂）所指，此论的目的在于证明一切由人，不管

是佛教徒或非佛教徒，假设为存在的实体实际上都无自性，因为实体不可能以单一、

繁多或复合体的形式存在。这一论证通常简称为“非一非多论证”。b 但认识到此

一广泛的“无”，或称“空性”，的知识，来自由两个步骤组成的渐进过程。首先，

必须在瑜伽系统和其要旨，即唯心（cittamātra）或唯识（vijñaptimātra）的基础上

认识到不存在外在于心、物质性的客体。一旦有了这一层认识，接着在中观系统的

基础上，藉由另外认识即使是心本身都不具自性，将认识到空性。寂护将唯识与中

观的结合形容成坐骑，这一譬喻展示了他视这两套系统同为获得解脱的必要条件。

“论理的挛索”（yuktipragraha）则反映出寂护与莲华戒师徒和法称的佛教因明、

认识论传统之间紧密的关系，并且表明他们赋予理性的理解，即一种藉由推理、以

推论的结果为知识来源获得的理解——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毋庸置疑，菩萨并非

借着以纯理性的方式理解空性获得解脱，他们也必须研读经论和进行各种禅修冥想

活动。但尽管如此，在寂护和莲华戒眼中，理性的理解仍旧不可或缺，它是获得解

脱的必要条件，虽然不是充分条件。

a　 文本取自一乡正道 Ichigō 1985。

b　 《 中 观 庄 严 》 第 1 颂：niḥsvabhāvā amī bhāvās tattvataḥ svaparoditāḥ / ekānekasvabhāvena viyogāt 

pratibimbavat //。

莲华戒（Kamalaśīla）对于如何获得无分别智（nirvikalpajñāna）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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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莲华戒《修行次第》中的无分别智

寂 护 的《 中 观 庄 严 》 和 莲 华 戒 的 注 释《 中 观 庄 严 论 疏 释 》

（Madhyamakālaṅkārapañjikā，以下简称《中观庄严释》）着重在证明空性以及上

述两理解空性的步骤上。莲华戒的三部《修行次第》（Bhāvanākrama，以下简称《修

次》）则是一般性地阐明大乘佛教包含三大要素：慈悲（karuṇā）、菩提心（bodhicitta）

和修行（pratipatti）。a 研究西藏历史佛教认为，《修次》与印度佛教和汉传佛教

在 8 世纪晚期的争论有关，两方在桑耶寺举行公开辩论。莲华戒被视为此事件中提

倡以“渐次”（藏文 rim gyis pa）的方法证悟的代表人物，他的论敌和尚摩诃衍（以

下简称摩诃衍）则被认为是“顿悟派”（藏文 [g]c[h]ig car pa）。目前针对此一辩

论已有不少的研究。b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进一步的研究，也不在于解决一个困扰学

者已久、有关三部《修次》成书地点的问题——即莲华戒究竟是在印度，或是晚年

在西藏写成三部《修次》。在此，我将讨论、分析莲华戒呈现在《修次》中的解脱

道，特别是菩萨如何获得无分别智（nirvikalpajñāna）这一特殊状态。

无分别智的状态是一种三昧（samādhi），在解脱道上具特殊意义，因为在无

分别智里，菩萨首次体验到事物的实际样貌是广泛的空性。当菩萨接下来离开禅定

状态时，他们的意识已彻底转变了，因此活动时不会再起任何分别。但菩萨依旧能

够为了利益众生而以其他形式继续说法和主动行动，无止尽的慈悲驱使他们这样做。

许多人已经研究、讨论过菩萨或佛如何能在不起分别下传法这一难题，相较之

a　 参见《修次 · 上篇》开头段落。《修次 · 上篇》和《修次 · 下篇》有梵文本传世，朱塞佩 · 图齐（Guiseppe 

Tucci）曾编辑校对过（Tucci 1958 和 1971）。我在此指图齐的梵文版本。然而，他的版本存在一些问题，目前正被

重新修订。法兰契斯科 · 斯费拉（Francesco Sferra）正在重新编辑《修次 · 上篇》，《修次 · 下篇》的编辑工作则在

维也纳进行。《修次 · 中篇》仅存于其藏文译本，由五岛清隆编辑（Goshima 1983）。

b　 见戴密微 Demiéville 1987、图齐版本《修次 · 上篇》导论部分（第 5–154 页）、修士顿 Houston 1980、塞

佛特 - 儒格 Seyfort Ruegg 1989、上山大峻（Ueyama Daishun）和其他日本学者的研究（英文研究：Ueyama 1983）。

亦见最近发表于国际佛教研究学会学报（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第 39 期（2016），

“桑耶论诤：挑战与响应”（The Bsam yas Debate: Challenges and Responses）专栏下的数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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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分别的根除，也就是导致无分别智的原因，却没有获得足够的关注，即使我们

似乎必须了解无分别智产生前后发生了什么事。早期的瑜伽行派文献已将无分别智

视为解脱道不可缺少的部分，如优比塔·克拉玛（Jowita Kramer）最近一篇文章所

示（克拉玛Kramer 2018），相关的讨论见于《大乘庄严经论》（Mahāyānasūtrālaṅkāra，

以下简称《大乘庄严》）、《摄大乘论》（Mahāyānasaṅgraha）和《阿毗达磨集

论》（Abhidharmasamuccaya）等等。莲华戒在他迄今仍鲜少人研究的《大乘经》

注释——主要是《金刚经疏释》（Vajracchedikāṭīkā）和《入无分别法门经疏释》

（Nirvikalpapraveśadhāraṇīṭīkā）里亦讨论到无分别智。这两部注释是我在奥地利

科学院的两位同事，瑟蕾娜·萨科内（Serena Saccone）和邱佩琳女士目前的研究重点。

我接下来的讨论将仅局限于《修次》。再者，《修次》上篇和下篇的许多段落在内

容上重复了，我在此呈现的是综合后的读法。同时，我是以相对一般的方式援引早

期的瑜伽行派文献。

三、无分别智的本质与目的

莲华戒具体标定出无分别智于两种菩萨修行历程模型上的位置，即菩萨的十

地（bhūmi）和四道（mārga）。在十地模型里，无分别智的获得，标志着菩萨登

上初地“欢喜地”（pramuditā），a因此直接导致无分别智的过程是在欢喜地之

前的“信解行地”（adhimukticaryā bhūmiḥ）。在此一特殊阶段获得无分别智固然

是一种突破，却还只是初见事物的实际样貌而已，这一洞见需进一步发展到圆满

成熟。般若慧的圆满成熟（prajñāpāramitā）出现在第六地“现前地”（ābhimukhī 

bhūmiḥ）。在此，因为般若慧圆满成熟了，所有证悟者的特质会出现在菩萨眼前。b 

而在四道模型里，无分别智的获得标志着从加行道（prayogamārga）进入到见道

a　 《修次 · 上篇》223,6–224,11；《修次 · 下篇》30,7 以下。

b　 《修次 · 上篇》226,19–25；亦见《修次 · 下篇》30,3–8 和船山彻 Funayama 2011：106 以下（提到某些船

山彻早期的研究）。摩诃衍似乎将获得无分别智等同于证悟（亚当 Adam 2016：352, 特别见 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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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śanamārga）。无分别智是第一个出世间（lokottara）识，它被形容成十分清澈

明晰（sphuṭatara）。a 上述对于无分别智的一般性特征描述，符合一些早期瑜伽

行派典籍对解脱道的定义，如《大乘庄严》《辩中边论》（Madhyāntavibhāga）和《三

自性论》（Trisvabhāvanirdeśa）。b

不过在这些瑜伽行派的修道模型里，一般而言，无分别智是对无二的认识，

而无二超越了唯心或唯识（vijñaptimātratā）这一概念。但对信奉中观的莲华戒

来说，如同我以下将进一步说明的，无分别智是彻底认识到甚至超越无二的广泛

的空性。在无分别智里，一切事物的无自性将清楚显现（sarvadharmaniḥsvabhāv

atāsākṣātkāri）。c 无分别智不会有任何认识客体，也无涉任何概念或语言活动

（sarvaprapañcarahita）。d 瑜伽士在这一状态下，没有东西会显现在其意识里，

这是一种不带意向的状态。瑜伽士的心不再伺察（vicāra），只有无分别性这一味。

对于在此一状态中的瑜伽士，没有什么可检视，也没有什么可见。这是对事物实际

样貌的观见（paramatattvadarśana），同时也是一种特殊的“无见”（adarśana）。e

然而这一无见并非如人闭起双眼或天生眼盲般单纯什么都没看见，f 它其实是

逐渐泯除一切分别建构的终点。我将 vikalpa 翻译成“分别建构”，因为如同梵文

的 vikalpa，“分别建构”在英文里可以有两种解释，而我认为莲华戒确实也是在这

两种意义下使用 vikalpa 这个词。它一方面指建构性的、作用时涉及语言的心理活

a　 《修次 · 上篇》224,14–21；《修次 · 下篇》8,13–17、17,11 以下、30,1–4。

b　 见《大乘庄严》6.6cd–8，《辨中边》1.6，《三自性论》36–37。

c　 《修次 · 上篇》224,17 以下；亦见《修次 · 上篇》211,16 以下（sarvadharmaniḥsvabhāvatāpratipattau sthito 

bhavati）。

d　 《修次 ·上篇》224,17以下；《修次 ·上篇》214,11（prapañcasyopaśamāt），《修次 ·下篇》7,15（sarvaprapañcavigatam 

ānimittaṃ yogam。由于梵文手稿有缺文，sarvaprapañca 是由藏译 spros pa thams cad 反译得来），《修次 · 下篇》8,11

（niṣprapañcanirvikalpatā），《修次 · 下篇》17,11 以下（sarvaprapañcopaśamaṃ nirvikalpaṃ jñānam）。

e　 《修次 · 上篇》214,6–12；《修次 · 下篇》8,13–17（采用写本的读法 nirvikalpaikarasena。藏译 brjod pa 

med par ngang gcig tu gyur pa’i 可能是得自 *nirjalpaikarasena）。

f　 《修次 · 上篇》212,3–5（atredṛśam evādarśanam abhipretaṃ na tu nimīlitākṣajātyandhānām iva pratyayavaikalyād 

amanasikārato vā yadadarśan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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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另一方面，它指此一心理活动的产物、内容或与其有关联的东西 a。如上文中

提到的，莲华戒还将 vikalpa 关联到 prapañca（戏论），这反映了一个更古老的联结，

即将分别建构与一种造成扩散、多样化的因素联结起来，而此一因素与对真实的扭

曲见解有关。再者，当谈到泯除一切分别建构时，莲华戒将之区分成对于存在的分

别建构（bhāvavikalpa）和对于不存在的分别建构（abhāvavikalpa）两类。对于存在

的分别建构主要是那些需要被消除的。一旦它们被消除，相对应的事物不再出现在

瑜伽士面前后，视事物为不存在的建构也就不复存了。这是因为唯有觉察到某物，

人才能藉由否定的力量推断其不存在。如果没有觉察到任何事物，如在无分别智中

一样，也就没有什么可推断为不存在的了。b

从解脱论的角度来说，菩萨藉由泯除分别建构泯除了一切颠倒（viparyāsa），

克服为所知障和烦恼障（jñeya-/ kleśāvaraṇa）之根的无明（avidyā）。容我提醒大家，

《修次》在菩萨何时才能彻底根除这些障碍这一点上，只提供了一套含糊的说法。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将略过不讨论这一涉及文本解释的问题。而就哲学的层面来看，

何以分别建构是首先必须消灭的东西？原因可说是对于存在的具象化。分别建构将

存在连同自性加诸在于究竟意义下无自性的事物上，这一错误的增益构成了无始以

来即深植在凡夫心中的执取（abhiniveśa）的基础。c 因此，无分别智标志了自此

以后菩萨道上都不会再有支撑执取的基石。

四、获得无分别智的过程：三种般若慧（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

至少十分明确的是，无分别智是一种所有分别皆已停止、彻底消失的状态。在

逐步获得洞察事物之实际样貌的般若慧（prajñā）后，会进入这一状态。一般来说，

在这个过程，菩萨要审视以“相”（nimitta）的形式出现在自己心中的事物。在般

a　 我想到史密斯·豪森（Schmit Hausen）曾在某处有过类似的批注，但目前我无法找到出处。

b　 《修次 · 上篇》214,12–22，《修次 · 下篇》8,3–11。

c　 《修次 · 下篇》15,8（anādikālābhyastarūpādibhāvābhiniveśas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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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慧的帮助下，菩萨首先检视外在事物，接着检视心本身，最后会认识到在究竟意

义下这些事物皆不存在。这一认识意味着菩萨不再觉知或看见这些事物。a

不同于他在《修次·下篇》里的论敌，莲华戒坚持这一逐步获得般若慧的过程

是必须的。他将他的论敌描述成主张透过不思考和不行动来消除所有分别建构——

对于此一描述是否公正地呈现摩诃衍或其他禅师的立场，目前还莫衷一是，未有定

论。b 无论如何，莲华戒强调深植在心中的执取无法单靠停止思考或完全不作意

（amanasikāra，如果理解成单纯缺乏作意的话）根除。如果完全不作意可以带来解

脱，愚人、小儿、熟眠和睡梦之人、酒醉或单纯注意力不集中的人也都可以视作解

脱了，而这是很荒谬的。顺道一提，莲华戒的这一评论呼应了早期瑜伽行派文献中、

提醒不要误解 amanasikāra 一词的类似警告。c

在《修次·上篇》，莲华戒透过区别三种菩萨应培养的般若慧来描述获得无分

别智的过程：d 生于听闻或学习经论的闻所成慧（śrutamayī prajñā）、生于论理式

反思的思所成慧（cintamayī prajñā）和生于禅修冥想练习的修所成慧（bhāvanāmayī 

prajñā）。e

菩萨首先藉由研读经论和论理式的反思理解“不生”（anutpāda），不生相当

于空性。第一步，菩萨先藉由以理性探问（yukti）的方式研读经论，确认在究竟意

义下，事物不可能以任何可想见的方式出现，即事物起因于其他事物、起因于自身、

起因于其他事物和自身、既不起因于其他事物也不起因于自身。f 接着，菩萨再以

a　 《 修 次 · 上 篇》212,12–14 详 述 了 这 一 般 性 原 则：tatrāpi prajñayā nirūpayato yo ’nupalambhaḥ sa 

tatrāmanasikāro ’bhipreto na manasikārābhāvamātram。这是对于出自《入无分别法门经》“amanasikārato rūpādinimittaṃ 

varjayati”（引于详述之前）的解释。有关莲华戒对 amanasikāra 的诠释，亦参见马特司 Mathes 2009。

b　 提勒曼 Tillemans 2013 建议以更同感的方式重建摩诃衍的立场，即修行者应该不是普遍，而是在禅修时才

不作意、不行动。摩诃衍的重点可能不在否定思考和行动，而只是质疑其解脱价值。

c　 特别见图齐 Tucci 版《修次 · 下篇》段落 §6b（第 15 页以下）。根据瑜伽行派文献，完全的缺乏作意是

五种不应该用来理解无分别智的其中一种。见《摄大乘论》8.2 及其注释，以及《瑜伽师地论》（Hi 29a5 以下；史密

斯豪森 SchmithAusen 1978）。

d　 《修次 · 上篇》210,7–218,6；《修次 · 下篇》5,1–8,17。

e　 梶山雄一 Kajiyama 1978：133–140 根据《修次 · 上篇》摘要描述了此一过程。

f　 《修次 · 上篇》199,5–202,8。



331

理性探问的方式分析（yuktyā vicārayet）物质和精神是否以单一或繁多的形式存在。

他们会得到两者皆无自性的结论。换言之，菩萨为了理性地理解空性，运用了“非

一非多论证”。此一论证是《中观光明》的核心要点。a 这一整套论理的过程使得

菩萨确信（niścaya）不生及一切事物皆无自性。

接续的禅修冥想练习则是建立在此一概念化确信上，禅修冥想练习的功用在使

菩萨“能直接知觉到”（pratyakṣīkaraṇa）先前透过论理确定的道理。禅修冥想练

习能有效地产生一个清楚、明晰的知觉（parisphuṭarajñāna），这是无法单靠博学

引发的。b 在《摄真实论》（Tattvasaṅgrahapañjikā）里，莲华戒清楚表明如此一

种直接知觉是必须的，因为此一知觉有移除障碍的能力。透过推论产生的确信力量

还不够强大到能从根本改变意识（麦克林·托克 McClintock 2010：207）。c

如船山彻提到的（船山彻 Funayama 2005 和 2011），莲华戒对反思和禅修冥

想练习之间关系的看法显示他依循法称的认识论和因明学。更具体地说，他采用了

法称的瑜伽现量理论（yogipratyakṣa）。d 瑜伽现量是对真实的直接知觉，透过在

以论理的方式确定真实后密集、不间断地练习禅修冥想（bhāvanā）产生。换言之，

涉及一个将带有分别的确信转换成不带分别的觉知的过程。然而，在能保证冥想对

象为真的意义下，这一过程并非真实的担保者。相反地，此一反复灌输命题式知识

直到其成为一种直觉的心理机转也见于妄念和妄想。e 这也就是何以先前论理式的

哲学分析（在思所成慧的阶段）是必要的，因为其确保冥想练习是以合乎真实者为

冥想对象（bhūtam arthaṃ，《修次·上篇》198,12 以下），而不是以不真实者，例

a　 《修次 · 上篇》202,12–204,9。这一段落始自 atha vā evaṃ yuktyā vicārayet（“或者，他应以以下的方式

藉由理性探问调查”），因此，可被视为描述另一种形式，但仍属于闻所成慧的理性探问（yukti）。但此段落以 tad 

evaṃ cintāmayyā prajñayā niścitya（“以思所成慧如此确认”）结尾，这显示其内容属于思所成慧。有关近期对于莲

华戒辩论的进一步说明，见亚诺 Arnold 2017。

b　 《修次 · 上篇》204,11–17。

c　 有关莲华戒如何利用瑜伽现量的概念来支持他（以及寂护）对全知的辩护，见麦克林托克 McClintock 

2000 和 2010，以及宇 Woo 2005。

d　 《修次 · 上篇》204,11–205,4。

e　 有关瑜伽现量的讨论，见斯坦因·凯勒 Stein Kellner 1978、唐恩 Dunne 2006、埃尔钦汗 Eltschinger 

2009、法蓝柯 Franco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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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自我（ātman）或恒常（nityatā）。差不多和与他同时期的法上（Dharmottara）一样，

莲华戒在这一点上表达的比法称还要明确。a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对莲华戒来说，禅修冥想的过程本身也包含论理。这是一

种调查的过程，但不像“反思”阶段的调查，禅修冥想阶段的调查是在稳定、专注

的状态下进行。此外，运用在思所成慧的推论和修所成慧的推论，两者在内容和作

用上亦有差别。换言之，莲华戒应该是基于某种原因如此安排这两阶段的推论。我

已经在另一篇即将出刊的文章中讨论过此原因，在此不另赘述。b

大体而言，莲华戒视禅修冥想练习由止（śamatha）和观（vipaśyanā）两元素组成，

这两种方法的性质和焦点各异。他引用《宝云经》将止的练习定义为产生“定心于

一点”（cittaikāgratā），即稳定、专注的状态。观的练习则是“思考什么是真实”

（bhūtapratyavekṣā）并且培养识别力。c “思考什么是真实”一词意指就无自性这

一点来思量所有现象（即人无我和法无我）。

止的练习能静心，使心像无风时的烛火一般稳定不动。它带有影像但不涉分

别（nirvikalpapratibimbaka），也就是不会如观的练习一样对真实的对象进行调查

（bhūtārthanirūpaṇavikalpābhāvāt）。反之，观的练习会培养洞察并产生 “ 正智之光 ”

（samyagjñānāloka）。d 莲华戒视止、观为禅修冥想练习的根本，涵盖佛陀所教授

的一切种类的三昧。e 至于止和观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大多时候，莲华戒

都将前者描述成后者的必要条件（他没有明确指出两者是交替练习，虽然也不排除

他是这么主张）。专注、稳定的状态使得瑜伽士能藉由洞察培养识别力。莲华戒将

a　 见《量抉择论疏释》（Pramāṇaviniścayaṭīkā）D167b6–168a1=P196a2–5。克拉塞尔 Krasser 2004：144, n.44

引用了梵文断简并加以讨论。在《量抉择论》（Pramāṇaviniścaya）1 28,7–8 ad 1.28（定义瑜伽现象之偈颂），法称有

提及三种般若慧的顺序，但没有说明反思与冥想练习间之关系。

b　 这篇文章将出版于“佛教哲学里的分别与无分别”（Conceptuality and Non-Conceptuality in Buddhist 

Philosophy）会议论文集。会议于 2018 年 3 月在柏克莱大学举行。

c　 《修次 · 下篇》3,1–4。同一段引文亦见于《修次 · 中篇》21,11 以下。见《宝云经》德格版（第 35 册，

编号 897）Dzu 98a6（五岛清隆 Goshima 1983：30）。

d　 《修次 · 上篇》1,19–2,1。

e　 《修次 · 下篇》1,3–5 和 11–13；《修次 · 中篇》13,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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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譬喻为，瑜伽士首先以三昧之手束心，接着再以极精巧的洞察之剑拔除虚妄分别

之根。a

《修次·上篇》一长篇幅段落（图齐版，§16）是描述观的练习过程的主要段落。

此一段落在文体上是对出自《楞伽经》“三偈颂”（X.256–258）的批注，莲华戒

以其介绍了一渐次培养洞察的方法（prajñābhāvanākrama）。b 莲华戒没有明确表

明此一段落在讲述观的练习，但从此段落在文本结构中的位置以及从《修次·下篇》

的对应段落（5,15–8,17）c 可以知道他正有此意。这一练习过程由一系列调查组成，

瑜伽士被命令投入这些调查（vicārayet）。与《修次》风格一致，这些调查并非以

合乎格式的推论（anumāna）、演绎推理（prayoga）或特别详细的辩论呈现。他们

只是《摄真实论释》里那些复杂论证的简短摘要。d 就莲华戒的著作而论，可以想

见，成书应晚于《摄真实论释》的《修次》，是计划作为如此一种理性冥想练习的

练习纲要。瑜伽士可能被期待在先前研读《摄真实论释》，或更一般来说，研读佛

教哲学典籍的基础上自己填入细节。

这一过程始于否定外在事物。人们一般认为物质事物是认识的客体，瑜伽士首

先必须考察这些作为认识客体的物质事物究竟是迥异于认识，或者仅是心识本身以

某种形式出现并展现出客体的形象。为了获得结果，瑜伽士必须以分析的方式将物

质分解成越来越小的单位，直到无法再以任何事物为客体为止。他们将获得以下结

论：唯有心识而无外在事物存在。他们领悟到了“唯心”（cittamātra），这相当于

放弃对物质事物产生分别建构（《修次·上篇》210,16–211,3）。

第二步，瑜伽士必须超越唯心（cittamātram atikramet，《修次·上篇》

a　 《修次 · 上篇》213,9–13。

b　 莲华戒可能在此段落重新处理了取自《中观庄严释》的材料，《中观庄严释》有相似的段落（一乡正道

Ichigo 1985，第 1 册，第 297–301 页）。

c　 相同的过程亦见于《修次 · 下篇》的对应段落，但在《修次 · 下篇》，是以较松散的结构呈现且包含某些

预备阶段。

d　 《摄真实论释》有两章节与此特别有关，分别是最近由萨科内（萨科内Saccone 2018）编辑、翻译的“考

察外部对象”（bahirarthaparīkṣā）和麦克林·托克（麦克林·托克 McClintock 2010）分析、研究的“考察见超

感官事物之人”（atīndriyadarśipuruṣaparīkṣ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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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4–10）。在唯心的阶段，很明显地，瑜伽士仍旧以为心是——以当代哲学的

术语来说——具有意向性的认识主体（grāhaka）。但如果认识的客体不存在，认

识的主体亦当不存，因为唯有在有认识的客体下，心才能“认识”。因此，超越唯

心意味着超越“心正在认识某物”此一想法。梶山雄一（Kajiyama 1978）指出此处

莲华戒论及形象真实论（Satyākāravāda）的教义立场，在瑜伽传统中，持此论点者

认为心识中的形象（ākāra）真实不虚。接下来，瑜伽士必须进一步超越此一阶段，

住于离二元相的无二意识（dvayanirābhāsa evādvayajñāne tiṣṭhet）。根据梶山雄一，

这意味着瑜伽士前进到瑜伽传统中形象虚伪论（Alīkākāravāda）的观点，也就是认

为主体和客体的形象皆虚假不实。

在进一步考察下，瑜伽士将有以下结论：无二意识本身也虚假不实。此一结论

基于两个原因。首先，事物不可能由自身或其他事物所引起。再者，如果主体和客

体的形象都是虚假的（alīkatve），意识也必然是虚假的，因为意识即是这两者。a “形

象”一词的使用呼应了梶山雄一的诠释，他认为在此莲华戒意指形象虚伪论的观点。

然而如同船山彻（Funayama 2007）所强调，在《修次》里，莲华戒并未使用任何

教义标签来区分不同层次的瑜伽分析，其后的印度和西藏地区传统对于寂护和莲华

戒师徒该属于哪一教义标签的看法亦大相径庭。简言之，《修次》并没有明确提到

教义分类，甚至正确地说，莲华戒是要瑜伽士从某种形象真实论的观点转换到某种

形象虚伪论的观点。在《修次》里，后者的立场显然被视为更加正确，不过就《摄

真实论释》的几个章节来看，情况却非如此（麦克林·托克 McClintock 2014）。

在超越无二意识后，瑜伽士会放弃对其真实的执取，进入到甚至连无二意识都

不显现的状态。至此，瑜伽士彻底领悟了一切现象——不管是物质或精神现象——

皆无自性（sarvadharmaniḥsvabhāvatā）。这即是无分别智，也就是“见大乘”的状

态。如前所述，这一状态是一种特殊的“无见”（《修次·上篇》211,12–20）。

a　 《 修 次 · 上 篇 》211,12–14：svataḥ parato bhāvānāṃ janmānupapatteḥ grāhyagrāhakayoś cālīkatve 
tadavyatirekāt tasyāpi satyatvam ayuktam iti vicārayet。第二个论证亦见《修次 · 上篇》###：atha vā tatrālīkā evāmī 

rūpādaya ākārāḥ pratibhāsanta ity abhyupagamyate, tadā vijñānam apy alīkaṃ prāpnoti.vijñānasya tatsvarūpāvyatirekā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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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究竟意义下一切现象皆无自性，在世俗意义下，无分别智作为一种瑜伽知觉，

和普通人（pṛthagjana）在较低阶的修行路上所经验到的知觉一样，都是真实的。a 

莲华戒在《中观庄严释》中阐明瑜伽士对空性的知觉是知觉作为意识到空性的自我

认识。换句话说，和所有的认识一样，它是“自证识”（svasaṃvedana），即一种

被设想成纯然映照（prakāśamātra）、无涉主体—客体结构的认识。b 这显然必定

如此，否则当瑜伽士离开无分别智的状态，他们便无法再知晓任何关于先前对于空

性的体验。无分别智的自证识使所谓的“纯净的世俗认识”（śuddhalaukikajñāna）

或“后得智”（pṛṣṭhalabdhajñāna）成为可能。这种认识视一切现象如幻术、阳焰、

梦或水月。c 在这种状态下，受到无尽慈悲心的驱使，菩萨将为了利益众生继续活动。

总结以上所述，《修次》所呈现的获得无分别智的过程大体是一逐步泯除虚妄

的信念和分别建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每一阶段皆会消除某种形式的关于存在的

具象化，但同时也会留下仍然可以被具象化并导致执取的事物。这过程因此会延伸

到越来越细微的虚妄信念。即使是像无二意识这般稀微的状态都有可能造成执取。

因此，表示其“存在”的分别建构也必须消除。在最后这一步，莲华戒超越了早期

瑜伽行派文献所描述的类似过程，早期文献一般视无二意识为终点。d 另一个不同

之处则在于特殊的论理过程被包含在禅修冥想练习（bhāvanā），尤其是观（vipaśyanā）

的练习里。

以上几点需要进一步的探究。在当代的学术机构和佛教修行团体中，三部《修

次》是非常受欢迎的文本。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究竟莲华戒是如何在《修次》和

其他相关作品中采纳及调整取自早期瑜伽行派和中观文献的元素，迄今则尚未清楚。

a　 《修次·上篇》218,16–18：na hi sarvadharmānāṃ paramārthato niḥsvabhāvatve ‘pi saṃvṛtyā yogijñānam 

anyad vā pṛthagjñānaṃ neṣṭam。亦见《中观光明》里的对应段落（计良龙成 Keira 2004：105–110 提供英译，226–

228 提供文本）。

b　 《中观庄严释》299,20–23。麦可·唐娜 Mac Donald 2009：148 以下，提到计良龙成 Keira 2004：77–81。

c　 《修次 · 下篇》11,6–12，再一次与出自《入无分别法门经》的引文有关。

d　 《大乘庄严》6.6–9（《摄大乘论》3.18–21），11.47 以下，14.23–33（=《摄大乘论》3.5–9）；《辨中边论》

1.6–7。亦见克拉玛 Kramer 2018，克尔纳 Kellner 2009：61 以下和本特 Bentor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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