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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认知论

林国良 a

【摘要】唯识认知论可区分为八识认知论和四分认知论。八识认知论是从识与

心所角度来论认知，四分认知论则主要讨论见分对相分的认知。

唯识认知论中，有的问题是单独用八识认知论处理的，如五心论；大部分认知

问题是两类认知论相互联系来解决的，如第七识的所缘是第七识见分缘第八识见分；

也有单独用四分认知论解决的问题，如三类境、相分熏种等。

四分认知论以此前的挟带与变带、亲所缘缘与疏所缘缘（即相分与本质），以

及相见同种或别种说等为基础。

四分认知论的理论创新包括：一、认知论方面：四分说的一切法体系是相分一

切法，相分一切法的生起方式是因缘变和分别变；相分一切法的存在类别是三类境；

相分一切法的延续是相分熏，熏成相分种与本质种。二、唯识义方面：四分存在论

和认知论，将唯识无境之理，构成了一个具体模型。从存在论来说，一切法只是识

的相分，相分当然不离识，所以一切法不离识，因此唯识无境。从认知论来说，识

的认知对象只是自己的相分，即使有本质，仍依本质变现相分进行认知，识不认知

心外法，因此唯识无境。三、境、行、果方面：所观境，是相分一切法；所修行，

五重唯识观体现了四分认知论的修行特色，五重唯识观主要阐述遣四分而证道的修

行方法，与传统的四寻思四如实智实际等价；所证果，四智心品等仍可用四分说来

a　作者简介：上海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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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如大圆镜智映现的一切法是在其相分中。

四分认知论解决的理论难题包括：色法种子、异熟识（第八识）种子、异熟生

识（前六识中异熟生的六识）种子的来源。如在玄奘系唯识论之前，净色根和第八

识都被认为是一期生命乃至生生世世恒转不断的，因此基本不讨论其种子问题；如

果一定要问它们有没有种子，那笼统地说，它们有本有种子。但按护法、玄奘观点，

除无漏种，一切有漏种都有本有种与新熏种，所以，第八识和五净色根也应有新熏

种。这些新熏种由何而来？玄奘系唯识论用相分熏解决了此问题。第八识见分新种

由第七识和第六识相分熏熏成，前者持续不断，后者有间断。五净色根则由第六识

相分熏熏成新种。

【关键词】 四分说；唯识认知；因缘变；分别变；三类境；相分熏

四分认知论以四分说为基础，四分说是护法的观点，四分是相分、见分、自证

分、证自证分。玄奘系唯识论以护法的四分说为正义。四分说实际是对三分说的一

种逻辑完备，而实际分析问题时，大多情况下用三分说即可。

四分说既有存在论内涵，也有认识论内涵。其中，四分认知论虽也包括后三分

的认知，但主要研究的是见分对相分的认知，包括见分的认知方式，相分是否有本

质，相分与见分是否同种等。上述内容是四分认知论的基础，而玄奘及其弟子更对

四分认知论作了一些理论创新，包括因缘变和分别变、三类境和相分熏。这些理论

创新的意义，即由因缘变和分别变理论，说明相分诸法以何种方式生起；由三类境

理论，说明相分诸法以何种类别存在；由相分熏理论，说明相分诸法如何以种现熏

生方式得以延续。

一、四分认知论的理论基础

四分认知论以挟带与变带、相分与本质、相见同种别种为理论基础。下面对这

些理论作一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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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挟带与变带

四分中，相分是纯粹的认知对象，而后三分既可作认知对象，也可作认知主体，

即都具有认知功能。但后三分作为认知主体，其认知方式有挟带与变带的区别。

挟带方式的认知，是玄奘大师的理论创新，用以说明根本无分别智缘真如的认

知方式，即根本无分别智缘真如，不是变现从而带上真如形相，而是挟带真如之体

相而起，直接缘真如之体。进而，自证分认知见分，以及自证分和证自证分相互认

知，也都属挟带。但四分中，见分认知相分的方式属变带，即见分认知相分，都是

变现对象的影像，带有对象的影像，从而对此影像进行认知。这是人们对世间事物

的一般认知方式，下文主要讨论变带，讨论见分对相分的认知。

（二）相分与本质

相分与本质，也就是亲所缘缘和疏所缘缘。

亲所缘缘或相分，是识与心所必定有的，离相分，见分定不生起。疏所缘缘或

本质，则识与心所非必定有。

具体说，凡夫位的八识中，前五识和第七识必定有本质（即疏所缘缘，下同）；

第八识相分中，器世间有本质，种子和净色根没有本质；第六识中，五俱意识有本

质，独散意识没有本质，定中意识的本质或有或无，梦中意识的本质也或有或无。

（三）相见同种与别种

进而，相分和见分的生起，是同种还是不同种？对此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相

见同种，二是认为相见别种，三是认为相见或同种或别种。

护法、玄奘系取第三种观点。此观点认为，相分与见分是同种还是别种，需视

情况而定。第一种情况是相分与见分同种，如第六识缘龟毛、兔角等，相分与见分

同种生，因为龟毛等无自体，相分不可能是龟毛等的种子生起。第二种情况是相分

与见分不同种，如五识缘五境、第六识缘五根，五境和五根有实体，相分与见分别

种生，即各由自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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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看本质与相分和见分的关系。本质与见分必定不同种。

至于本质与相分，据理而言，以别种生更合理，因为本质属疏所缘缘，相分属

亲所缘缘，应该各有自种。如果相分与本质同种生，以第六识缘第八识见分为例，

如果第六识相分中的第八识见分影像与第八识见分（本质）同种生，则第八识见分

有了别作用，第六识的影像没有了别作用，同种生为何有此差别？再如，第六识缘

第八识相分中的五根，如同种生，第六识相分中的五根应与第八识相分中的五根性

质相同。但实际上，第八识相分中的五根是实法，能助五识生起；第六识相分中的

五根是假法，没有助五识生起的作用。所以，相分与本质以不同种为好。

二、相分生起的方式：因缘变和分别变

相分一切法如何生起？总的说是由自证分（识自体）变现。此变现主要有两种

方式：一是相分有自种，由自种生，所以与见分不同种。二是相分没有自种，由自

证分（也可说是见分）变现，与见分同种。这两种方式就是因缘变和分别变。

《成论》卷第二说：“有漏识变略有二种：一随因缘势力故变，二随分别势力

故变。初必有用，后但为境。”a此二变是就所有八识及其心所来说的，大体差异是：

识变现的相分，如果相分由自种生起，就是因缘变；如果相分没有自种，纯由识变

现，就是分别变。

这里可能产生的问题是：既然因缘变的相分由自种生起，为什么还要说其是识

变现？这是因为，相分诸法虽由自种生，但相分仍是由自证分变现，所以仍说是由

识变现。

从实际效果来说，属因缘变的相分，必定有用，如变现的境有质碍，变现的根

能引发识等。属分别变的相分，只是作为所缘境，没有实际作用，如变现的心法没

有了别作用，变现的境和根也没有质碍、不能引发识，如《述记》卷第三说：“第

a　 （唐）玄奘译：《成唯识论》卷第二，《大正藏》第 31 册，第 1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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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五数、第六识等中报心所缘，非必有用，以此见分虽任运生，不随实体种子因缘

变境相故，但是影像种子所生，如彼眼根等无见用故，不能发生眼等识故。”a

因缘变和分别变的类别，唯识典籍中的说法基本一致，如《述记》说：“初通

五、八全，及第六少分。后第七全，通第六少分。”b即属于因缘变的，有前五识

和第八识的相分，以及第六识的一部分（即五俱意识和定中意识）的相分。属于分

别变的，是第七识的相分和第六识的一部分（如独散意识和梦中意识）的相分。

三、相分的类别：三类境

（一）三类境理论的来源

三类境理论，按《述记》《枢要》《了义灯》等的说法，来源于玄奘大师的一

首颂，如《了义灯》说：“三藏法师以为一颂，显此差别云：性境不随心，独影唯

从见，带质通情本，性种等随应。”c其中，“三藏法师”就是玄奘大师。

此颂将认知对象分为三类：性境、独影境、带质境。此三类境实际上都是指相

分，如“独影唯从见”，意谓独影境的各种性质都随从见分，而随从见分的当然是

相分；又如“带质通情本”，意谓带质境的各种性质通见分和本质，可见带质境也

是相分；至于性境，其指相分当属无疑，虽有时唯识典籍也说“五识的本质是性境”，

但五识的本质，即色声香味触，本身就是第八识的相分。因此，三类境都是指相分，

三类境就是相分的三种类别。

对玄奘大师的三类境颂，唐代及此后的唯识著作有众多论述，形成了较为完整

的三类境理论。据相关论述，三类境理论主要讨论相分与见分、本质三者的关系，

尤其是相分与见分的关系，包括相分与见分是否同性、同种、同界系、同异熟等，

a　 （唐）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第三，《大正藏》第 43 册，第 326 页。

b　 同上。

c　 （唐）慧沼：《成唯识论了义灯》卷第一，《大正藏》第 43 册，第 677-6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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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相分熏种（熏本质种和相分种）问题。

而论述三类境理论的著作，首先是玄奘弟子的唯识著作，如《述记》《枢要》

和《了义灯》都说到了三类境，但《述记》主要讨论了三类境与因缘变、分别变的

关系，《枢要》和《了义灯》则对三类境作了基本阐释，讨论了三类境的定义和划

分。其后，五代永明延寿的《宗镜录》，对三类境又做了更细致的划分和解释。至

此，三类境理论大体成型，后世对三类境的说法，大体沿用这些著作的说法，即使

有所变化，也以上述著作中的说法为基础。但上述著作中的三类境理论，也留下了

一些问题，后世众说纷纭，难以取得一致。

（二）三类境的定义和基本性质

《枢要》和《了义灯》对三类境的定义和性质做了论述。

1. 三类境的定义

（1）性境。《枢要》的定义是：“一者性境，诸真法体名为性境，色是真色，

心是实心。”a而《了义灯》的定义是：“何名性境？从实种生，有实体用，能缘

之心得彼自相名为性境。”b相比之下，《了义灯》的定义多了一项重要内涵，即“能

缘之心得彼自相”，或者说，见分得相分自相。因此可说，《枢要》的定义纯属存

在论的定义，《了义灯》的定义则增加了认识论的内涵，由此为判别三类境提供了

重要依据。

（2）独影境。《枢要》是以列举方式出定义：“二者独影之境，唯从见分，性、

系、种子皆定同故。如第六识缘龟毛、空花、石女、无为、他界缘等所有诸境，如

是等类皆是随心，无别体用，假境摄故，名为独影。”c因此，独影境的含义或特

点是“无别体用，假境摄故”。

《了义灯》对独影境的定义是：“谓能缘心但独变相，无别本质；第二虽有本质，

a　 （唐）窥基：《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卷上，《大正藏》第 43 册，第 620 页。

b　 （唐）慧沼：《成唯识论了义灯》卷第一，《大正藏》第 43 册，第 678 页。

c　 同①。



四分认知论

139

然彼相分不生本质，以彼本质是不生法等。”a因此，《了义灯》将独影境分为两类：

一类是“无别本质”，结合《枢要》的例子，如空花等，实际上是无体法。另一类

是“本质是不生法等”，结合《枢要》的例子，就是无为法。所以，两论说的独影

境，就是无体法和无为法。

（3）带质境。《枢要》说：“三者带质之境，谓此影像有实本质。”b《了义灯》

说：“谓能缘心缘所缘境，有所杖质而不得自性。”c因此，《枢要》还是只从存

在论说带质境，即有本质的相分是带质境。而《了义灯》又加上了认识论的标准，

即“不得自性”（此处“自性”通“自相”），也就是说，相分虽有本质，但见分

不得相分自性（自相），所以不是性境，是带质境。

进而两论论述的三类境性质，都与上述定义相应。

2. 三类境的基本性质

玄奘三类境的颂，前三句的每一句都是单独论述一类境的性质，最后一句是论

述三类境的各种不确定性质。

（1）“性境不随心”，即性境（相分）的性质不随心（见分），或者说，相

分可以与见分性质不同。“不随”的主要表现：一是性不随，即“不随能缘同善、

染性”d。如五识缘五尘，见分可以是善、恶、无记三性，相分只是无记性。二是

界系不随，即“不从能缘同一界系”e。如欲界有情的第八识（见分）是欲界一界

系（即只在欲界），而相分中的种子是三界系（即相分中有三界种子）。又如，欲

界有情起天眼通、天耳通时，第八识缘天眼根、天耳根，见分是欲界系，相分中的

天眼根、天耳根是上界系。同样，色界有情的眼识和耳识缘欲界色和声，界系也不

同。三是异熟性不随，即“不随能缘是异熟等”f。如第八识见分是异熟性，而相

a　（唐）慧沼：《成唯识论了义灯》卷第一，《大正藏》第 43 册，第 678 页。

b　（唐）窥基：《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卷上，《大正藏》第 43 册，第 620 页。

c　同①。

d　同①。

e　同①。

f　同①。



唯识研究（第八辑）

140

分五境不是异熟性。四是种不随，即“不随能缘同一种生”a，也就是相分与见分

不同种生。

（2）“独影唯从见”，即独影境相分的性质完全随从见分，也就是与见分完

全相同。独影境有两类。一类是第六识（独散意识）缘龟毛、空花、石女之子（石

女之子指不能生育女子的孩子，借指不存在的现象），此类相分的三性、界系、异

熟性，与见分必定相同，因为相分与见分是同种生。另一类是第六识缘真如，真如

虽实有，但真如不生不灭，是不生法，此时识的相分性质也与见分相同（这与无分

别智证真如不同，无分别智证真如无相分）。此外，他界缘，如欲界识缘色界等，

也是如此，相分唯从见分。

（3）“带质通情本”，“情”指见分，“本”指本质，即带质境有实本质，

但带质境相分的性质，通见分和本质，即或与见分同，或与本质同。如第七识缘第

八识见分，其相分的三性，从见分说是有覆无记性，从本质说是无覆无记性。由此

可说，相分或是从见分种子生，或是从本质种生。

（4）“性种等随应”，按《枢要》，“随应是不定义”b。“随应”有两类。

第一类是“义显三境，诸心聚生”c，即显示三境都由心聚而生。心聚指识与相应

心所，识与心所显示的境，或是单一境，如上所说，或同时是两类境甚至三类境。 

“如第八识缘自地散境，心王所缘是初性境，心所所缘是独影境”d。即第八识见

分缘相分境，心王的相分是性境，五相应心所的相分是独影境，最明显的理由是，

如果缘第八识相分的五相应心所相分也是性境，那么以眼根为例，心王和心所可以

同时生起六个相同的眼根。第二类是三境随其所应，性、系、种或同或不同。其中，

或性虽同，而系、种不同，如上例中，欲界有情起天眼通、天耳通时，第八识缘上

界天眼、天耳，见分和相分都是无记性，这是性同，但界系不同，见分是欲界系，

a　（唐）慧沼：《成唯识论了义灯》卷第一，《大正藏》第 43 册，第 678 页。

b　（唐）窥基：《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卷上，《大正藏》第 43 册，第 620 页。

c　同上。

d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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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分天眼、天耳是色界系。此外，相分种和见分种也不同。此外，或系虽同，性、

种不同，如五识缘自界五尘，界系相同，如都是欲界系；但性不同，即五识见分是

三性，五尘相分是无记性；种也不同，即相分种和见分种不同。

至此，三类境的定义和性质都是比较明确的，但在进一步展开时，也出现了一

些问题，最主要的是“二合”说。

（三）三类境的区分

从《枢要》和《了义灯》论述的三类境基本含义来看（前文已说），三类境的

区分大体如下：性境是有真实体性的色法和心法，不一定有本质，如第八识缘五净

色根就没有本质；独影境是无体法或无为法，无本质；带质境，有本质。

但当《枢要》说“二合”，其中有一种情况是，性境可以是带质境，带质境又

可以是独影境，三类境的区分似乎又变得模糊了。

如《枢要》卷上说：“五识所缘自地五尘，是初性境，亦得说是带质之境。”a

即五识缘自地五尘，此所缘境可说是性境，也可说是带质境。

为什么性境可以是带质境？这与《枢要》对因缘变和分别变的界定有关。《枢

要》卷上说：“性境全及带质一分，是因缘变。独影及带质一分，是分别变。然带

质境可通因缘、分别二门，从种及见二门摄故。”b所以带质境通因缘变和分别变，

就其通因缘变而言，带质境又是性境，也能成立。

但另一方面，因缘变是相见别种，分别变是相见同种。因缘变是现量，见分得

相分自相；分别变是比量或非量，见分不得相分自相。就此而言，分别变不应该是

因缘变。

由此或可理解，《述记》卷第三对此说法的变化：“性境不随心，因缘变摄；

独影、带质，皆分别变。”c这样，带质境就不是因缘变，而全部属分别变。

a　 （唐）窥基：《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卷上，《大正藏》第 43 册，第 620 页。

b　 同上书，第 633 页。

c　 （唐）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第三，《大正藏》第 43 册，第 32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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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记》与《枢要》都是窥基所著，《述记》多处引用《枢要》的说法，而《枢

要》也多处引用《述记》的说法，所以，《枢要》与《述记》或可看作是同时而作。

但上述说法的不同，或可认为是，《述记》对《枢要》的说法作了修正。与此相应，《了

义灯》卷第一对上例也做了明确修正：“因五但缘色，唯是性境，境非两判。”a“五

识缘五境，相即不两判。”b所以，五识的相分，只是性境，不必“两判”（即又

判是性境，又判是带质境）。

至此，性境不能同时又是带质境，当然也不是独影境，由此划分了性境与其他

二境的区别。

而《枢要》卷上另一个“二合”例子是：“如第六识缘过未五蕴，得是独影；

亦得说是带质之境，熏成种子生本质故。”c即第六识缘过去未来五蕴，因为过去

未来五蕴当下无体，所以此所缘境可说是独影境；同时，因为此境能熏成本质种，

也可说是带质境。

此例使独影境与带质境的区分变得模糊，显然，单纯地以有无本质，已不足以

区分此二境。《宗镜录》对三类境的划分，似乎是要解决此问题。

《宗镜录》卷第六十八将独影境分为无质独影和有质独影。无质独影，如第六

识缘空华、兔角，以及过去、未来境。有质独影，“即第六识缘五根种、现”d等。

该论又将带质境分为真带质和似带质。“带质有二：一真带质，以心缘心，如

第七缘第八，第六缘余识。二似带质，心缘色故。”e

关于真带质的“心缘心”，该论又说：是心“缘自身现行心、心所”f，相分“一

半与本质同种生。一半与能缘见分同种生”g。关于似带质的“心缘色”，该论又说：

a　 （唐）慧沼：《成唯识论了义灯》卷第一，《大正藏》第 43 册，第 679 页。

b　 同上，第 678 页。

c　 （唐）窥基：《成唯识论掌中枢要》卷上，《大正藏》第 43 册，第 620 页。

d　 （宋）延寿：《宗镜录》卷第六十八，《大正藏》第 48 册，第 798 页。

e　 同上，第 624 页。

f　 同上，第 798 页。

g　 同上，第 79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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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缘自身五根，及缘他人心、心所，是独影境，亦名似带质境。”a所以，有质

独影等同于似带质。如果进而问：似带质境既然等同于独影境，为何不直接列入独

影境，还要将其列入带质境？这是因为：在熏种时，似带质境也能熏种，所以不同

于独影境。也就是说，似带质境，从相分看，同独影境；但从熏种看，仍同带质境。

由此来看《宗镜录》的三类境划分：性境是因缘变，相见别种，所以相分由自

种生起。两种独影境和似带质境是分别变，相见同种，所以相分由见分生。（真）

带质境虽也属分别变，由此也可说是相见同种，但实际上，其相分是由见分和本质

“两头合起”，相分的性质是见分和本质一半一半合成，相分的种子也是由见分种

和本质种一半一半合成。

但“带质通情本”，依智周《枢要记》上卷，只适用第七识：“带质通情本者，

若第七识，可通情本……余识但有带质义，不可说而通情本也。”b如无记第六识

缘第八识见分，相分性质并非两性合成。这样来看，《宗镜录》将（真）带质境定

义为“心缘心”，因而相分的性质和种子是一半一半合成的，这样的三类境划分，

似乎仍有问题。

上述带质与独影“二合”说及“带质通情本”如何理解，此后唯识学界一直众

说纷纭，莫衷一是。

四、相分熏种

四分说的熏种理论，基于唯识论传统的熏种理论，又有所发展，即提出了见分

熏与相分熏。

（一）见分熏与相分熏

传统唯识论的熏种理论，实际上是见分熏，即前七识（及相应心所）是能熏，

a　 （宋）延寿：《宗镜录》卷第六十八，《大正藏》第 48 册，第 798 页。

b　 （唐）智周：《成唯识论掌中枢要记》上卷，《卍新续藏》第 49 册，第 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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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七识熏种，熏成的是自识的识种，此识种可称是见分种，此熏可称是见分熏。

但此熏种理论，遗留的问题是：非能熏的识（第八识及异熟生六识a）如何熏成种？

色法如何熏成种？

传统唯识论没有深入讨论此类问题，其解决办法遵循佛教的一般说法。如色法，

就大的类别来说，就是根身和器世间，佛教一般认为，根身能在一期生命中连续不

断，器世间更能长期存在。第八识也是如此，唯识论认为其能在一期生命中持续存

在。在这样的解决办法下，就没有必要讨论其种子如何熏成问题。但唯识论又认为，

有为法必刹那生灭，现行灭后再生，必须要有种子。一般而言，种子都有本有与新

熏，如《成论》卷第二说：“诸法种子各有本有、始起二类。”b（除无漏种，无

漏种只是本有，不是新熏。）这样，色法和异熟生识的种子如何熏成问题，也不容

回避。而四分说的相分熏理论，正是解决此问题。

（二）三类境与熏种

如上所说，三类境就是相分的三种类别，所以三类境熏种，就是相分熏。

三类境中，独影境不熏种，即使将独影境分为无质独影与有质独影，则在熏种

问题上，有质独影也等同于似带质，可归入带质境熏种，也不是独影境熏种。而性

境和带质境都能熏种，但性境能熏成相分种和本质种；带质境只能熏成本质种，不

熏相分种，因为带质境是相见同种。

从能熏诸识来说，五识相分属性境，能熏相分种和本质种；第七识相分属带质

境，能熏本质种；第六识熏种问题非常复杂，其五俱意识等相分属性境，其独散意

识相分包括带质境和独影境，所以第六识可熏成相分种和本质种。关于熏本质种，《宗

镜录》卷第四十八说：“若缘无为，并不相应行，及心所中一分假者，皆不熏本质种。

实者即熏。”c所以，第六识缘假法不熏本质种，缘实法都能熏成本质种。

a　 六识有异熟生和非异熟生，如善、烦恼六识非异熟生。而第七识不是异熟生。

b　 （唐）玄奘译：《成唯识论》卷第二，《大正藏》第 31 册，第 9页。

c　 （宋）延寿：《宗镜录》卷第六十八，《大正藏》第 48 册，第 70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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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分熏机理

相分熏为何能熏成相分种和本质种？可从性境和带质境两方面来讨论。

先看性境，如眼识缘青色，除见分熏能熏成眼识见分种外，相分熏还能熏成青

色种子。但相分中青色影像是色法，非能熏，为何能熏种？《瑜伽论记》卷第九说：

“相分熏习要因见分方能熏习。”a所以，色法非能熏，但相分色法借见分熏的力量，

能同时熏成色法种子。

进而，上例中，青色有相分和本质，相分种当然由相分熏熏成，本质种是否也

由相分熏熏成？应该说，必定也是。因为按唯识论，诸识不直接缘本质，必变现影

像相分而缘，故熏本质种也必然借助相分熏，如《唯识开蒙问答》卷上说：带质境

“见助相而办种，种属于质”b。

由此可明带质境熏本质种，《义林章》卷第五说：“遍计所起不明了意识，独

缘根境构画所生，熏种为因后生根境。”c第六识缘当前五根五境，因是独散意识缘，

所以见分不得相分自相，但当前根境有体，所以相分属带质境。带质境属分别变，

相见同种，故相分由见分变现，即由见分“构画所生”，但此相分，即对本质（根

境）构画的影像，能熏成本质种子，“后生根境”。因此，熏本质种也由相分熏。

综上所说，因缘变与分别变理论，说明了一切法如何生起；三类境理论，说明

了一切法如何存在；熏种理论，说明了一切法如何延续。这些都是玄奘系唯识论的

理论创新。

五、见分相分与三性、三量

三性指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和圆成实性。三量指现量、比量和非量，其中，

a　 （唐）遁伦：《瑜伽论记》卷第九，《大正藏》第 42 册，第 512 页。

b　 （元）云峰：《唯识开蒙问答》卷上，《卍新续藏》第 55 册，第 350-351 页。

c　 （唐）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卷第五，《大正藏》第 45 册，第 34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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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量和比量是正确的认知；非量包括似现量和似比量，是错误认知。那么，见分和

相分，与三性、三量是什么关系？

按护法观点，见分和相分都是依他起性，同时，上述三类境实际上都是相分，

所以应该也都是依他起性。但这样一来，依他起性的见分，认知依他起性的相分，

认知结果应该也是依他起性，何来遍计所执和遍计所执性？但如果认知结果都是依

他起性，那么应该都是正量（正确认知），又何来非量（错误认知）？

就诸识与三类境的关系来看，性境包括第八识、前五识和五俱意识、定中意识

等的相分，性境的情况比较简单，即相分是依他起性，见分是现量。第七识相分属

带质境。第六识相分，则三境都有。下面主要讨论第七识和第六识的情况。

（一）第七识见相分和三性三量

在八识认知论中，按护法观点，第六识和第七识都与烦恼心所相应，相应的烦

恼心所中有萨迦耶见，所以此二识有我执和法执，即遍计所执，其中，第七识是将

第八识见分执为实我，所以是非量，是错误认知。问题是：第七识的相分到底是什

么？如果其相分是遍计所执性，那么见分如何能依遍计所执性生起？如果其相分是

依他起性，那么非量的错误认知由何而来？四分认知论对此有更深入的研究。

《述记》卷第一说：第七识“执此自心所变之相以为常一，不称境故名为执也。

不称本质名为执者，五识亦应名为有执。此约影像，依他为相。若约所执，当情显

现亦名为相。缘第八者，即是本质。下准此知，相亦有二。”a

所以，说第七识有执，不是“不称本质”，如果“不称本质”是执，那么五识

应也“有执”（如下文《义演》所说，五识有贪、瞋、痴等烦恼，所以也应是“不

称本质”）。而第七识是因为“执此自心所变之相”，故“不称境”，所以有执。

因此，此文说，有两种相：一种“约影像”，即第八识见分的影像，也就是通

常说的影像相分。另一种“约所执”，就是将第八识见分执为实我，此“所执”的

实我相“当情显现亦名为相”。而说第七识是非量，就是依此“所执”相而说，甚

a　 （唐）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第一，《大正藏》第 43 册，第 24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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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将此“所执”相说为是第七识的相分。但第七识见分依之生起的，不是此“所执”

相，而是第八识见分的影像相。

这两种相由何而来，为何能共存？“五心论”或许能对此做出说明。依“五心

论”，第七识缘第八识见分，决定心时生起的就是第八识见分的影像相；进而在染

净心阶段，第七识生起“所执”相。依《义林章》卷第一：“因第七识，界虽初生，

境恒一类，故无率尔、寻求二心。初转依位可名率尔，即是决定、染净之心。第二

念后，即是等流。”a所以，凡夫位第七识的决定心和染净心，从第一念起就是共

存的。从决定心来说，第七识生起第八识见分的影像相，所以能熏其种；从染净心

来说，第七识将第八识见分执为实我，所以是非量。

进一步探讨其他识的相关情况。“下准此知，相亦有二”，这可以看作是说第

六识，即第六识如有执，那也有影像相和执着相两种相。此种情况下，见分“不称

相分（影像相）”，也是因为有执着相，所以是非量。

而第八识和前五识无执，所以没有执着相，其见分“称相分”，所以是正确认知。

第八识无执，因为第八识只与五遍行心所相应，不与烦恼心所相应，所以没有

萨迦耶见，故无执。

前五识要复杂些，虽然五识没有萨迦耶见，但有贪、瞋、痴等烦恼，《义演》

卷第八讨论了五识见分是否称本质与是否称相分。

“外难言：五识中既有贪瞋等，何非遍计？

答：五识俱时贪等，虽不亲称本质，而能亲称影像相分，故非遍计所执。

问：如何亲重 b境，不称本质耶？

且如于非情上起瞋等，岂称本质耶？又非情于己，既无怨恶，又非于己不饶益，

何得起瞋？故不称本质也。若自所变相分，必相似也，故名现量，不得名遍计。

问：五识俱贪于相分，亦有可爱非爱，亦是不称相分，何名现量？

a　 （唐）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卷第一，《大正藏》第 45 册，第 256 页。

b　  重：从上下文看，可能是“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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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设使不称，以不坚执，不作别解故，不起计度分别故，言现量也。”a

所以，《义演》认为，五识见分，不称本质，因为有瞋等烦恼（五识与贪、瞋、

痴三根本烦恼相应）；但既然有烦恼，为何说“称相分”，那是因为，五识“不坚执，

不作别解故，不起计度分别故”（因为没有萨迦耶见），所以可说是“称相分”，

是现量。

（二）第六识的见分相分与三量

《宗镜录》卷第五十四对第六识的三量作了仔细分辨：

“三量分别者，若是明了意识，前后念通三量。梦中独头，唯非量，以不称境

故。觉寤，通三量，若缘有体法时，缘五境界等，通现量故；若缘五根界、七心界

等，是比量；若缘空华、过未境等，通比量、非量。若定中，唯是现量，虽缘假法，

以不妄执，无计度故，唯现量。又独头意识，即独生散意，缘影像门，影像者，诸

有极微是极逈、极略二色，皆是假影色也，但于观心，析粗色至色边际，假立极微，

唯观心影像，都无实体。”b

此段大意是：明了意识（即五俱意识），前念是现量；后念（第二念）就是独

头意识，可以是比量或非量。独头意识中，梦中的独头意识，只是非量。醒时的独

头意识，可通三量，若缘五境（属有体法），是现量（此点详见下文）；若缘五根、

其他七识，是比量；若缘空花、过去未来境等无体法，通比量和非量。若定中意识，

只是现量。

关于上文中，醒时独头可是现量，《宗镜录》卷第四十九说：“一散位独头，

亦通三量，多是比非。若缘现量，此得五识引起独散意识，说为于第一念，缘前来

五识所缘五尘之境，得其自性，名现量。”c

上文结合三类境来说，性境，就是五俱意识、定中意识及独头意识缘五识境第

a　 （唐）如理：《成唯识论疏义演》卷第八，《卍新续藏》第 49 册，第 719 页。

b　 （宋）延寿：《宗镜录》卷第五十四，《大正藏》第 48 册，第 733 页。

c　 同上，第 70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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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念的相分，此时见分是现量。带质境，是独头意识缘有体法，包括五根和其他诸

识（“七心界”）。《宗镜录》说此时见分是比量，这是就无记性、善性第六识说

的，如果烦恼性第六识，有萨迦耶见，则见分仍有“所执”相（即实我、实法）生

起，即有我执和法执生起，此时见分是非量。

再看独影境，独影境主要是第六识缘无体法和无为法的相分。

缘无体法，可以第六识缘空花为例，空花是无体法，即不存在的东西，但相分

必须具有所缘和缘两个条件，作为缘，必须是实法，那么，第六识缘空花的相分是

如何形成的？《疏抄》卷第十三说：“心生缘虚空时，即以名为本质。”a卷第

四又说：“乃至兔角、空华等，即用名教为本质，相分与本质合缘故，成所缘缘。

相分必有，兔角是无故，合缘无故。”b

所以，第六识缘空花，是以空花的名称作为本质，形成相分，即相分只是空花

的名称，与见分同种生。那么，遍计所执性又是如何形成？

《了义灯》：“问：如空花相分，为色为心？若是色者，何得同性？若是心者，

本意缘色，云何变心相分缘耶？答：虚妄计者，是遍计色。泛尔缘者，虽非遍计，

是彼类故，亦彼所收，以彼同种故同识性。又遍计名是分别义，非唯执心。不尔摄

法有不尽失。”c

所以，如果第六识见分对相分“虚妄计”，即本来只是一个名称，但虚妄地认

作是色法（真实存在的花），那么形成的认知就是遍计色。即使是“泛尔缘”，即

只是无意识地接触到，没有有意识地去分别，那也是遍计色的同类，归入遍计色。

此外，遍计不一定是“执心”，而只是“分别”（即思维），但尽管遍计不是“执

心”，但在类别上仍说是遍计色。

这是就独影境见分属非量而言，但《宗镜录》上文说“若缘空华、过未境等，

通比量、非量”，那么，独影境见分通比量，又如何说？

a　 （唐）灵泰：《成唯识论疏抄》卷第十三，《卍新续藏》第 50 册，第 405 页。

b　 同上，第 192 页。

c　 （唐）慧沼：《成唯识论了义灯》卷第一，《大正藏》第 43 册，第 6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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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海市蜃楼，现代人看，基本上不会执为实有，此时的第六识，也不是非量，

而是比量。再如看戏，台上的演员演的坏人坏透了，但观众一般都能将戏中人物与

演员区分开，不会冲上台去对演员打打杀杀。所以，戏是独影境，全是编剧意识编

造，但观众的看戏的意识不是非量，而是比量。

以上对三类境的三性、三量作了大体说明，实际上，在此类问题上，深入研究

还有许多问题，导致以后的唯识学对此的讨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书不再展

开了。

六、四分认知论的价值

四分认知论能发展起来，是因为有此需要。四分认知论与八识认知论，既互相

联系，互相补充；又各有各的独立作用，相互间不可替代。

从互相补充一面来说，二者与三性、三量的关系可见一斑。如四分说的见分如

何会对相分起执着相，这就需要依八识认知论来补充说明，即从诸识是否与萨迦耶

见相应来区分。第七识和第六识与萨迦耶见相应，所以二者的见分缘相分会起执着

相；而第八识和前五识没有萨迦耶见，所以二者的见分缘相分，不起执着相（详见

上文）。因此，离开了八识认知论，四分认知论单独是无法说明问题的。

与此相关的，是认知的三量（现量、比量和非量）区分，四分认知论可以对三

类境的三量区别做出说明，如性境是现量、带质境和独影境通比量和非量，但如果

要进一步追问原因，那还要通过八识认知论，八识认知论对此的说明是：由心所决

定三量。即在只有遍行心所参与的认知中，识的认知方式是现量。在有慧心所，以

及依慧而立的寻伺心所参与时，认知是比量；如果认知中还有烦恼心所中的萨迦耶

见参与，那就是非量。所以可依八识的相应心所，来区分八识认知的三量区分。

从不可互相替代来说，如认知过程的“五心论”（率尔心、寻求心、决定心、

染净心、等流心），就只能依八识认知论来说明，无法用四分认知论来说明。而相

分熏，熏成相分种和本质种，就只能依四分认知论来说明，由此而弥补了八识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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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没有说清色法如何新熏种，以及第八识和异熟生六识的见分如何新熏种等问题。

再将认知论扩展到存在论，关于唯识无境之理，八识存在论和认知论对此只是

作抽象论述，即一切法本在识内，由于执着，将其认作外境；而四分存在论和认知

论，则将唯识无境之理，构成了一个具体模型，即从存在论来说，一切法只是识的

相分，相分当然不离识，所以一切法不离识，由此而唯识无境；从认知论来说，识

的认知对象只是自己的相分，即使有本质，仍依本质变现相分进行认知，识不认知

识外法，由此而唯识无境。

再按境、行、果来看四分认知论，所观境，如上所说，是四分中的相分一切法。

在所修行或唯识修行论中，由四分认知论发展出来的五重唯识观，阐述的主要是遣

四分而证道的修行方法（详见下文）。此五重唯识观与传统的四寻思四如实智，实

际等价。在所证果或唯识果位论中，四智心品依然可用四分说来描述，如大圆镜智

映现的一切法，仍是在其相分中。

由此可见，四分存在论和认知论构建了四分说的境、行、果体系，从而体现了

其不可替代的独立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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