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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法”与“双层结构”三性说之关系探微

巫俊逸 a

【摘要】本文以学者对关于唯识学三性说之争论的研究和评议为出发点，围绕“双

层结构”三性说中的见分、相分与“我”“法”及遍计所执性的关系提出了两个问题。

在先行研究的基础上，本文主张：三性说的单层或双层在于其中蕴含几重能所关系。

根据这一点，则《摄大乘论》和《成唯识论》各自具有两重能所关系。《唯识三十颂》

第 17 偈的不同阐释，揭示出不采取见相二分思想的安慧并未提出作为识转变结果的

“我”“法”，故而见相二分是“我”“法”概念生成的基础。根据无性《摄大乘论释》

及圆测《解深密经疏》中涉及的“我”“法”与遍计所执性，作出一项推测：无性的三

性说介于无著与护法之间，护法的三性说是为确立“我”“法”的实体化概念而对无性

的三性说的进一步精确化的结果。《解深密经疏》中安慧与护法对“能遍计”的不同理解，

揭示出护法说接近于《摄大乘论》。最后得出本文的结论：在“无性护法”一系的唯识

学看来，瑜伽行派唯识思想中的“我”“法”概念是依赖《摄大乘论》为主要代表的“双

层结构”的三性说而确立的。

【关键词】三性说；双层结构；“我”；“法”；“见分—相分”

一、问题的所在

在唯识思想的发展的过程中，三性说无疑构成了极为重要的一部分。20 世纪日本

学界的上田义文和长尾雅人两位成绩显著的唯识学者，就唯识三性说展开了针锋相对的

争论。据长尾雅人，护法的见相二分在唯识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b长尾还指出，上

田义文以见相二分“未见于世亲”为由否定护法，以安慧忠实古说为由肯定安慧。c本

文想以上田与长尾的争论为背景，就相见二分来探索遍计所执中的“我”“法”二种概

a　 作者简介：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 2020 级硕士研究生。

b　 长尾雅人（1978），第 463 页。

c　 长尾雅人（1978），4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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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与三性说的关系。

关于上田与长尾的争论，许多学者都提出了相关的见解和评价。a北野新太郎认为

该争论中，上田与长尾的根本差异点在于，在依他起性的认识主观与遍计所执性的“对

象”之间是否存在作为中介的“依他起的所遍计”。b耿晴认为该争论背后的主要原因

是唯识文献即主张不同的三性说模型，即“单层结构”和“双层结构”。c依据耿晴的

介绍，陈一标指出：上田与长尾争论的焦点，即是“依他起性亦即识中，是否有相分内

境的存在”。d 显而易见，上田义文与长尾雅人的差异在于他们对依他起性中的见相

二分采取不同的态度。笔者拟就此探讨三性说中依他起性的见相二分与遍计所执性的我

法之关联，并以耿晴所说的“双层结构的三性说”作为重要的参照。

依照耿晴的定义，三性说的“双层结构”意谓依他起性中存在主客、见相二分的表识，

遍计所执性是在二分的基础上经由概念化而对二分产生进一步的实体化。e但笔者认为，

三性说之结构的单层或双层在于有几重“能所”关系 。如《辩中边论》相品，能取（grāhaka）

与所取（grāhya）分别属于依他起性与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的分别与遍计所执性的境

构成了一重“能取—所取”的能所关系。f 因而《辩中边论》相品的三性说属于“单

层结构”。对于相品的“识生变似义、有情、我及了，此境实非有，境无故识无。”含

有作为能取的“识”与作为所取的“境”的“义、有情、我、了”四种对象这一重能所

关系，但长尾雅人进一步在“境”之内分析出“对境（义）”与“有情”“我”与“表

识（了）”等二重能取、所取。g耿晴对《辩中边论》及其梵本进行了严密的文本分析，

由此批评长尾雅人的这一观点缺乏相品的文本支持。h耿晴的批评主要在于通过强调《辩

a　 如竹村牧男、兵藤一夫、北野新太郎、陈一标、耿晴等学者。笔者未能亲见竹村、兵藤、陈氏等的研究成果，

本文只好略去不以直接讨论或讨论。

b　 北野新太郎（2006），第 463 页。

c　 耿晴（2014），第 51 页。本文将采用耿晴使用的“单层结构”“双层结构”这两个概念来定义笔者理解的三

性说模型。

d　 陈一标：《赖耶缘起与三性思想之研究》，2000年，中国文化大学博士论文，第47页。此处转引自耿晴前引论文，

第 60 页。

e　 参见耿晴（2014），第 56 页。

f　《辩中边论》卷1“辩相品”：“唯所执、依他，及圆成实性，境故分别故，及二空故说。”(T31,no.1600, p.464c27-29)。

北野新太郎的一篇文章引用该颂指出：《中边分别论》的部分含有在依他起性与遍计所执性之间认定认识的主客关系的“单

纯构造”。[ 参见北野（1999），第 915 页 ]。但北野的引用是该颂的日译而非梵语原文或汉译，译文将相当于奘译的“二

空”部分译为“两种东西（能取、所取）不存在”。但耿晴认为“二空”指的是“境”“分别”，且二者分别与“所取”“能

取”对等，并对应于遍计所执性与依他起性 [ 耿晴（2014），第 66 页 ]。因此，耿晴对此处的三性说与能取、所取的关系

的研究较北野更为细密。

g　 长尾雅人（1978），第 484-485 页。

h　 耿晴（2014），第 63-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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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边论》相品的三性说是单层结构而缺乏依他起性之识中的见相二分，因此长尾雅人以

见分、相分去解读相品的三性说是有问题的。笔者认为，长尾在“义”等四种对象之间

成立能取、所取的关系，也可能是以《成唯识论》（以下略称《成论》）中遍计所执性

下所执取的“我”“法”视角去理解《中边分别论》a相品的相关颂文而导致的结果。

因为“我”“法”的能取、所取关系，可能是以见相二分为基础，也可能不是。因而耿

晴的批评在逻辑上并不一定周延。

经上述分析，笔者在此提出两个问题：第一，“我”“法”的概念是否必然以依

他起性的识的见相二分为基础？第二，遍计所执性的成立是否需要依赖见相二分的构

造？虽然《成论》中护法继承了《摄大乘论》依他起性的见相二分，但似乎这两部论的

三性说的两重能所关系并不尽然相同。因此，笔者拟先在耿晴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

一步探索《摄大乘论》三性说中除见分、相分外的另一重能所关系，以作为明确见相二分、

“我”、“法”之间的关系的前置工作。

二、《摄大乘论》三性说中的两重能所关系

众所周知，《摄大乘论》b（以下略称《摄论》）最早将三性说与唯识说结合在一

起，有组织地阐明唯识性的成立。《摄论》对遍计所执相的定义是：“谓于无义唯有识

中似义显现。”c这与《辩中边论》相品中的“识生变似义、有情、我及了”的意义相同，

两者皆意味对象（义）只是在作为依他起的识之中显现的不实在的东西。但《摄论》进

一步指出内识中含有见、相二识：“云何安立如是诸识成唯识性？略由三相：一、由唯识，

无有义故；二、由二性，有相有见二识别故；三、由种种，种种行相而生起故。所以者何？

此一切识无有义故，得成唯识。有相见故，得成二种：若眼等识，以色等识为相，以眼

识识为见，乃至以身识识为见；若意识，以一切眼为最初，法为最后诸识为相，以意识

识为见。由此意识有分别故，似一切识而生起故。”d这与陈一标的看法相符，此处的

依他起性的识之中含有相分内境，尽管无著并未使用“相分”这一称呼。至于此处的见识、

相识是否具有能取、所取的关系，暂且搁置不论，先探讨“唯识无义”所蕴含的能所关系。

在所知相分的开头，无著提出了身、身者等十一识，这十一识为虚妄分别所摄，

a　 出于本文所提及的日本学者所参考的一手资料皆是梵语原本，故以下本文所提及的“《中边分别论》”，皆指

代该书的梵本“Madhyanta-vibhaga-bhasya”，而不是真谛译《中边分别论》。

b　 本文所参考、引用的《摄大乘论》皆为玄奘翻译的三卷《摄大乘论本》。

c　《摄大乘论本》卷 2, T31, no.1594, p.138a12-13。

d　《摄大乘论本》卷 2, T31, no.1594,p.138c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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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亲解释说此处这些识以虚妄分别为自性。a由于这部分是关于依他起相的内容，因此

可以认定诸识属于依他起性，而该处的“虚妄分别”在这个意义上与《辩中边论》相品

的“虚妄分别有”中的“虚妄分别”是相同的，二者都能变现似义对境。无著在下文又

对十一识做出了分类：身识、身者识、受者识是眼等六内界，彼所受识是色等六外界，

彼能受识是眼等六识界，其余诸识是诸识之差别，并且这些识“唯识无义”。b 因此，

识与对象（义）构成了一重能所关系。

考察世亲的相关释文，我们可以发现《摄论》成立唯识性的第一相“唯识无义”

中的能所关系是“能取—所取”的关系。该释文中对《摄论》的“唯识二种种，观者意

能入，由悟入唯心，彼亦能伏离”中的“能入”与“唯识”做出的解释是：“于伽他中

能入唯识者，悟入所取义永无有故。”c 也就是说，识中所显现的所识的似义是所取。

因此，与之相对的能识的识是能取。就此看来，“唯识无义”意味着“有能取而无所取”，

即作为似义而在识中所显现的对象是虚假的。需要强调的是，此处作为所取的“似义”

属于遍计所执性而不是依他起性，因为“似义”显然不是依他起性内的“相识”。

无著对于遍计所执性的论述还特别提出了三重遍计，即能遍计、所遍计、遍计所

执自性，其中对能遍计的规定是能分别的意识。d 故而与属于遍计所执性的“似义”

相对的“识”应当是指意识。另外，结合无著对十一识的分类，可以推论出《摄论》开

头的“虚妄分别”应当只是意识的分别，而不涉及阿赖耶识。我们可以就此举出无著及

世亲的注释作为进一步的例证：“若处安立阿赖耶识识为义识，应知此中余一切识是其

相识，若意识识及所依止是其见识，由彼相识是此见识生缘相故，似义现时能作见识生

依止事。如是名为安立诸识成唯识性。”e“于阿赖耶识亦得安立相见二识。谓阿赖耶

识以彼意识及所依止为其见识，眼等诸识为其相识，以一切法皆是识故。由彼相识者，

谓眼等诸识。是此见识生缘相故者，是见生因，由所缘性名见生因。似义现时能作见识

生依止事者，能于彼见故名见识。即此见识似义现时，彼诸相识与意见识能作相续不断

a　《摄大乘论释》卷 4，“虚妄分别所摄诸识者，谓此诸识虚妄分别以为自性。”T31, no.1597, p.338a11-12。

b　 参见《摄大乘论本》卷 2，T31, no.1594, p.138a16-20。世亲的注释也对此做出的分类稍有不同，他把身者

识视为染污意，见《摄大乘论释》卷 4，T31, no.1597, p.338a12-23。

c　《摄大乘论释》卷 4，T31, no.1597, p.339c12-13。

d　《摄大乘论本》卷 2，“当知意识是能遍计，有分别故。所以者何？由此意识用自名言熏习为种子，及用一切

识名言熏习为种子，是故意识无边行相分别而转，普于一切分别计度，故名遍计。”T31, no.1594, p.139b12-16。

e　《摄大乘论本》卷 2，T31, no.1594, p.139a6-11。关于阿赖耶识作为义识，北野新太郎的一篇文章结合对《唯

识三十颂》的分析，对此做出了研究，认为义识指的是从阿赖耶识中产生的识别“不可知执受”与“处”的“表识（vijñapti）”[北

野（2003）]。笔者认为北野过于依赖《唯识三十颂》的“识转变”思想去解读《摄论》的义识及由此安立的见、相二识，

这是不适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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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因，是故说名生依止事。”a阿赖耶识在这里虽然被视为“义识（artha-vijñapti）”，

但显然与“唯识无义”中的虚妄分别的“识”并不等同。因为此处的义识是作为安立见

识与相识的依据，所以它应当与第一相“唯识无义”中的识区别开来。即便抛开无著对

归摄于虚妄分别的十一识的分类中无阿赖耶识这一点不谈，退一步就成立唯识性这一点

看，如果说与似义相对的虚妄分别之识与相见二分所从出的作为义识的阿赖耶识的同

一种识，那么无著有什么必要为了成立唯识性而在同一种识中分出第一相“唯识无义”

与第二相“由二性，有见有相二识”等两种不同的情况呢？由于此处作为义识的阿赖耶

识与见、相二识存在联系，我们借此回到上文提及的第二相“由二性，有见有相二识”。

无著以阿赖耶识安立见、相二识，以意识及其所依止为见识，那么此处的见识与“唯

识无义”中的识是同一的，只不过“唯识无义”中的识不是以相识，即客观面的表识为

所缘，因而不具有“见分”的意义。反之，由于见、相二识是依阿赖耶识而立，且相识

是依他起性的相分内境，因此其中的“见识”似乎与“唯识无义”中的作为能遍计的识

不同，后者只是意识。b至此，我们的问题是：依一识而分出见、相识，由于其目的也

在于成立唯识性，使人们认识到显现的对象是虚假的，因而见、相二识的关系中含有“显

现”的意味，但这是否如同“唯识无义”中的识与似义那样，具有“能取—所取”的能

所关系呢？笔者就此想以耿晴的研究为参照，做出自己的判定。

耿晴在其研究《辩中边论》的三性说模型的长文中插入了一节研究《摄大乘论》

之三性说的内容。c据耿晴的看法，无著在成立见、相二分后，以二分取代的能、所二取，

并援引世亲的注释，证明无著在同样的意义下使用二分与二取。d在此重复引用耿晴一

文中世亲注释的引文：“由二性者，由于一识安立相见，即此一识一分成相、第二成见。

眼等诸识，即于二性安立种种，谓一识上如其所应一分变似种种相生，第二变似种种能

取。”e世亲虽然将见分的变似视为种种的“能取”，但并未明确说相分变似的种种相

是“所取”。笔者在本节的第三段就“识”与“似义”的能所关系指出，由于“似义”

是所取，因而相对的识是能取。但此处能否反过来说，由于见分变似种种能取，因而相

分变似的种种相是所取呢？尽管见相二分互为能所，但这明显是在二分作为识的意义上

a　《摄大乘论释》卷 4，T31, no.1597, p.340b19-27。

b　 北野新太郎认为阿赖耶识作为义识的对象与作为相识的对象是一种二重构造，笔者很难赞同这个看法，因为此

处的“义识”不同于第一相“唯识无义”中的“义识”，并且相识是出于阿赖耶识而来，这说不上是二重构造，毋宁可能

是同一种识在不同关系中的不同意义。参见北野（2003），第 368 页。

c　 耿晴（2014），第 77-82 页。

d　 耿晴（2014），第 78-80 页，其中二分取代二取见于第 78-79 页，对世亲注释的援引见第 79-80 页下注。

e　《摄大乘论释》卷 4，T31, no.1597, p.339c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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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能缘、所缘，而不必然是见分以相分为所取。a世亲的解释似乎有些含糊，就此我们

可以参考无性的注释。

无性对这部分的解释是：“由二性者，谓相及见。于一识中有相有见二分俱转，

相见二分不即不离。始从眼识乃至身识，随类各别，变为色等种种相识，说名相分。眼

等诸识了别境界，能见义边说名见分。又所取分名相，能取分名见，是名二性。”b据

此我们可以说，在无性看来，《摄论》中成立唯识性的第二相“由二性，有见相二识”

中的见、相二分之间具有“能取—所取”的关系。因此，在思想史的脉络中看，《摄论》

的三性说中含有两重“能取—所取”的能所关系。笔者做出图表以直观显示其间的关系。c

表 1：

依他起性 遍计所执性

虚妄分别 = 识 = 能取………………………………似义 = 所取

见分 = 能取……… 相分 = 所取

   ┕   阿赖耶识    ┙

三、见相二分与“我”“法”的能所执取

《摄论》的“双层结构”三性说中，遍计所执性是在依他起性上进一步对见、相

二分进行执持，将其概念化从而实体化而形成的结果。其中的关键在于，无著将依他起

自性称为所遍计，即“依他起性的所遍计”是依他起性的“见分—相分”转化为遍计所

执性的中介。d问题在于，遍计所执性中被执持为真实存在的对象在《摄论》中是否意

涵着“我”“法”的二分呢？更进一步，此中的“我”“法”是否具有“能取—所取”

的关系呢？笔者认为，我们首先应当关注《成论》中的“我”“法”等两个概念中是如

何产生的，进而判断“我”“法”的产生是否需要依赖“见分—相分”以及“依他起性

的所遍计”这一中介。

a　 依据《摄论》及世亲释论的文意，笔者认为无法由见分变似能取推论出相分所变似的相是见分的所取，因为见

分作为一种能取的识，也可能以将依他起性作为所遍计而实体化的遍计所执性的“我”“法”概念作为所取。因此，笔者

认为耿晴仅依据世亲的注释来证明二分与二取在同等的意义下被使用是不适当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笔者反对见相二分之间

具有“能取—所取”的关系。

b　《摄大乘论释》卷 4，T31, no.1598, p.401c5-10。无性的这种看法与《成论》中对《唯识三十颂》第 17 偈的

第一种阐释相近。

c　 以下表 1中的“……”表示能取“执取”所取，“┕”“┙”阿赖耶识变现出见分（见识）、相分（相识）。

d　 北野 [（2006），第 461 页 ]、耿晴 [（2014），第 80、81 页 ] 对此已有详尽的论述，本文赞同他们的意见，

此处不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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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识三十颂》第 17 偈谓：“是诸识转变，分别、所分别，由此彼皆无，故一切

唯识。”a《成论》给出了两种不同的阐释。依据《成唯识论述记》，第一种阐释中包

含了护法、安慧二人的见解 b，但有学者指出第一种阐释与安慧无关，安慧的见解与第

二种阐释相近，窥基犯了错误。c香港学者霍韬晦认为，安慧的《唯识三十颂释》引用

了相当于《辩中边论》的“虚妄分别差别相者，即是欲界、色无色界诸心、心所”的文

句来阐释第 17 偈。d但北野新太郎指出，安慧在《唯识三十颂释》中引用的是《中边

分别论》第一章第8偈（即全文第9偈）的前部分，也就是《辩中边论》的“三界心心所，

是虚妄分别”。e依据北野所引的梵语、日译，结合玄奘译《辩中边论》与霍韬晦《“安

慧三十唯识释”原典译注》，将安慧的引文对照如下：

梵语：abhūtaparikalpaś ca citta-caittās tridhātukāḥ.

日译：そして，虚妄分別は，三界の心·心所である。

奘译：三界心心所，是虚妄分别。

霍译：虚妄分别，即三界心、心所。

北野还就此特别指出，能够确认的事情是，对于安慧而言，《唯识三十颂》第 17

偈的“分别（vikalpa）”与《中边分别论》的“虚妄分别（abhūtaparikalpa）”意味着

同一种东西。f无论是安慧还是《成论》中的护法，对于第 17 偈颂的“分别（vikalpa）”

都理解为三种识（阿赖耶识、末那识、前六识）的转变，若“分别（vikalpa）”等同于

《中边分别论》的“虚妄分别（abhūtaparikalpa）”，那么前述《辩中边论》相品“虚

妄分别有”的“虚妄分别”所指代的识，即含有阿赖耶识，而不只是像《摄论》中的“虚

妄分别”的识那样只限定于作为能遍计的意识。加之，宣扬“一分说”的安慧并不采

取护法的见相二分来阐释第 17 偈颂，他认为识的转变（分别）就能提供似现的对象。g

就此看来，不采取见、相二分思想的安慧似乎并不以“我”“法”作为识转变而成的分别、

所分别对象。由此可以假定，“我”“法”概念的生成，是以“见分—相分”为前提的。

《成论》说：“是诸识者，谓前所说三能变识及彼心所，皆能变似见相二分，立

a　《唯识三十论颂》，T31, no.1586, p.61a2-3。

b　 参见《成唯识论述记》卷 7，T43, no.1830, p.487a2-b25。

c　 见林国良（2000），第 506 页。林氏在此提及了《藏要》的《校勘》指出了窥基的这一错误。

d　此见于霍韬晦（1980，第 113 页）的第 8条译注，但霍氏所引原文为：“虚妄分别差别相者，即是欲界、色界、

无色界诸心、心所”，笔者核对《大正藏》原文，发现此处在“色”与“无色”间多了一个“界”字，特此订正。

e　 见北野（2012），第 992-991 页。霍韬晦也对这句偈颂的前部分进行了翻译（1980，第 111 页），不知为何他

在下文的第 8条译注中说：“此盖引自《辩中边论》”，并引出前述《辩中边论》的长行原文。

f　 见北野（2012），第 991 页。

g　 见霍韬晦（1980），第 111-114 页，尤其是 113、114 页中霍氏的第 9条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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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名。所变见分说名分别，能取相故。所变相分名所分别，见所取故。由此正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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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下划线为

笔者所加）此处可见，“我”“法”概念是依“见分—相分”而产生的。《成论》接下

来的第二种阐释，即窥基所述的难陀说，亦是以“见分—相分”的二分说来成立“似我”“似

法”。b前文提及的无性《摄论》注释已将见分、相分视为能取、所取，《成论》当然

更是如此。因此，由“见分—相分”产生出的“我”“法”之间，也应当具有“能取—

所取”的关系。c与《摄论》的二重能所关系不完全相同，除“见分—相分”外，《成论》

的另一重“能取—所取”关系在于“我—法”，而《摄论》是“识—似义”。既然“我”“法”

作为被执持的实体化概念，属于遍计所执性，那么最早在依他起性的识中做出见、相二

分的《摄论》的遍计所执性中的“似义”是否可以蕴含“我”“法”呢？下面回到《摄

论》进行探讨。

表 2：

《摄大乘论》 《成唯识论》

第一重能所关系
见分（能取）—相分（所取）

第一重能所关系 见分（能取）—相分（所取）

第二重能所关系
识（能取）—似
义（所取）

第二重能所关系 我（能取）—法（所取）

四、“双层结构”三性说中的遍计所执性与“我”“法”

无著在《摄论》中关于遍计所执自性有这样一段话：“若遍计所执自性，依依他

起实无所有似义显现，云何成遍计所执？何因缘故名遍计所执？无量行相意识遍计颠倒

生相，故名遍计所执；自相实无，唯有遍计所执可得，是故说名遍计所执。”d世亲与

无性对此的注释截然不同，将二者对照如下：

世亲释：依依他起者，谓依唯识。实无所有者，实无自体。似义显现者，

唯有似义显现可得。云何何故等者，如次前说。无量行相者，所谓一切境界

a　《成唯识论》卷 7，T31, no.1585, p.38c18-23。

b　 见《成唯识论》卷 7，T31, no.1585, pp.38c25-39a1。

c　 如常识执着“自我”是真实的存在，“外部世界”亦是真实的存在，主观面的“自我”执取客观面的“外部世界”，

以之作为自我的认识对象，并认为两者分属于不同的内在心灵世界与外在的自然、社会世界。但如果“我”“法”不必然以见分、

相分为为基础而产生，则这二者未必存在“能取——所取”的关系，此种情况下的“我”“法”之间可以存在一种“识别”

而不必然是“执取”的关系。当然，此种情况下，“我”“法”就不是被执着为真实的概念而毋宁只是假定的概念。如果

是这样的话，倘若“我”“法”属于遍计所执性，那么遍计所执是否只意味着实体化概念的构造，将需要重新探讨。

d　《摄大乘论本》卷 2，T31, no.1594, p.139b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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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相。意识遍计者，谓即意识说名遍计。颠倒生相者，谓是能生虚妄颠倒所

缘境相。自相实无者，实无彼体。唯有遍计所执可得者，唯有乱识所执可得。

（T1597：31.341a17-23）无性释：依依他起者，谓依唯识依他起性，实无所有。

似义显现者，谓实无体，但似其义相貌显现。若体实无，云何名义？为避此难，

是故说言似义显现。谓由名言熏习种子，虽无实体而似有义相貌显现，是故

名义如幻像等似有显现。言显现者，是明了义无而似有明了现前，故名显现。

即此似义为彼自性，如自性受。无量行相者，种种我法境界影像。意识遍计者，

谓即意识说名遍计。颠倒生相者，谓是乱识所取能取，义相生因故。名遍计

所执者，谓即遍计所执义相，名为遍计所执自性。自相实无唯有遍计所执可

得者，谓于实无我及法中，唯有遍计所执影像相貌可得，由此故名遍计所执。

（T1598：31.403b10-23）

笔者认为，无性的注释至少含有几项值得注意的观点：（a）依他起是“唯识依他

起”；（b）似义是因名言熏习而显现；（c）无量性相是种种“我”“法”境界影响；（d）

唯遍计所执可得是唯遍计所执的“我”“法”影像可得。结合（a）、（b），无性似乎

认为的唯识依他起应当是依阿赖耶识，而（b）可以见出名言分别会将似义变为具有实

在性的名言概念，这与《解深密经》的遍计所执性相近。a因此，（c）以“我”“法”

等两个实体化的概念作为遍计所执的行相，（d）则认识到“我”“法”中的诸种行相

只是“影像”。b

另外，圆测在《解深密经疏》中对一切法相品的遍计所执相的解释中引用了世亲、

无性二者的《摄论》注释，并对世亲释和无性释的“种种我法境界影像”注明出“依因

缘我法”与“所执我法”等两种不同的“我”“法”。c不仅如此，圆测还就能遍计举

出了安慧、护法所分别代表的两种不同见解。d根据圆测所述，可见安慧坚持《中边分

别论》的虚妄分别与义等四境的“能取—所取”关系，以阿赖耶识的依他起性为能取、

以遍计所执性为所取，另外并不存在依他起性中二分出见、相而构成双重能所关系结构，

a　《解深密经》卷 2“4 一切法相品 (一 )”：“云何诸法遍计所执相？谓一切法名假安立自性差别，乃至为令随

起言说。”T16, no.676, p.693a17-19。

b　 笔者认为，这与《解深密经》分别瑜伽品的“识所缘，唯识所现”具有相同的意义。因为此处“影像”之譬喻

与分别瑜伽品这一句所归属的“影像门唯识”相应。

c　 见《解深密经疏》卷 4，X21, no.369, pp.251c15-252a15。

d　《解深密经疏》卷：“一云八识及诸心所有遍摄者，皆能遍计虚妄分别，为自性故，皆似所取能取现故。说阿赖耶，

以遍计所执自性妄执种为所缘故。(此是安慧论师义也 )有义。第六第七心品，执我法者，是能遍计，唯说意识能遍计故，

广说如彼。(此即护法菩萨宗 )”X21, no.369, p.252a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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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背后也不存在“双层结构”的三性说。而护法坚持《摄论》意识是能遍计 a，其中的

意识及其所依止的末那识执持“我”“法”，而“我”“法”出自护法宗的“见分—相分”，

当然具有“能取—所取”关系。因而，护法宗的三性说是近于无著《摄论》的“双层结构”

的三性说，这是对双层结构三性说与“我”“法”之密切关系的一个力证。

回顾学术史，在宇井伯寿的《摄大乘论研究》中，可以见到瑜伽行派分为三个系统：

“陈那—无性—护法—戒贤”“德慧—安慧”“难陀—胜军”等三个系统，并指出第一

个系统与另外两个系统存在重大差异。b众所周知，陈那与护法关于识论分别成立三分

说与四分说，其余安慧、难陀等论师的不同。倘若无性的年代早于护法，那么我们可以

认为，无性的三性思想介于无著与护法之间，是一种含有见、相二分且在遍计所执中具

有“我”“法”概念的“双层结构”的三性说。

根据圆测的看法，再结合上文的《摄论》与《成论》的相关论述，笔者做出一个

大胆的推测：在无著的三性说中，仅有依他起的“见分—相分”而无“我”“法”概念；

在护法的三性说中，“我”“法”概念从依他起性的见分、相分中生出而处在遍计所执

性之中；在无性的三性说中，有“依他起性：见分—相分，遍计所执性：我、法”的

双层结构。因此，护法恰恰是强调“我”“法”是作为被执取的概念，并从“识转变”

的角度来依见、相二分而设立“我”“法”，使得这种在依他起性中二分出见、相的“双

层结构”的三性说进一步精确化。c

五、结论

本文的结论是：在“无性—护法”一系的唯识学看来 d，瑜伽行派唯识思想中的

“我”“法”概念是依赖《摄论》为主要代表的“双层结构”的三性说而确立的。确切地说，

是依赖“双层结构”三性说中的依他起性下的“见分—二分”而产生的。“我”“法”

作为实体化的概念，在被执取的意义上需要以具有“能取—所取”关系的“见分—相分”

为基础。

《摄论》与《成论》两个不同文本具有不完全相同的能所关系，以及无性的三性说，

反映了“双层结构”三性说发展过程中，“我”“法”二种概念在三性说中的位置的变化。

而安慧正因为坚持《中边分别论》相品的“单层结构”三性说，从而不采取“见分—相分”

a　 故前述（a）（b）推论出的“依阿赖耶识”可能无法成立。

b　 宇井伯寿（1966），第 24 页。

c　 因为依他起性中只有识的二分，而不应当存在被实体化的概念，如果“我”“法”只是被执取的实体化概念，

那么就应当将之从依他起性中除去。

d　 由于本文并未讨论到陈那的唯识思想，故此处仅表示“无性—护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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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所以他没有特别地提出识转变为“我”“法”二种似现的对象，更没有将之概念化、

实体化。a如果“我”“法”不作为被执取的实体化概念，而仅仅作为假定的名言概念，

那么其则不能依具有“能取—所取”关系的“见分—相分”而产生。否则，其必然以依

他起性的识的见相二分为基础。这是对本文第一节末尾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对于第二个问题，本文的意见是：如果遍计所执性中要确立作为实体化概念的

“我”“法”，则遍计所执性的成立需要依赖见相二分的构造，因而需要采取“双层结构”

三性说。如果遍计所执性中只确立假定而无实体化的“我”“法”概念，则无采取含

有见相二分的“双层结构”三性说。但笔者很难看出“双层结构”中除去见相二分后，

“双层结构”还能够成立。另一方面，笔者也很难同意不采取见相二分的“单层结构”

三性说能够确立作为假定概念的“我”“法”。因此，只有在不确立“我”“法”二分

概念的前提下，“单层结构”三性说才能够成立遍计所执性。

不过，倘若我们以“能取—所取”作为确定三性说之结构、层次的中心标准 b，那

么难陀的三性说似乎是一种以“见分—相分”生出“我”“法”的“单层结构”三性说。c

因此，如何具体评价三性说在唯识思想史中的位置，对其模型的不同界定或许会得出不

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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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参考文献（按姓氏的中、日文拼音，日本五十音排序）

a　 至少《成论》中所反应的难陀的二分说依“见分——相分”生出了“似我”“似法”。

b　 因为三性说中遍计所执性的一个重要特点，即在于其中可确立被实体化的概念。

c　 由于难陀二分说成立的是“似我”“似法”，而不是实体化的“我”“法”概念，因而此处可以将难陀的三性

说理解为“单层结构”三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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