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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晚明作為唯識復興的時期，有許多佛學大家為陳那《觀所緣緣論》與護法《觀

所緣論釋》作註。然而這些注疏家在各方面都受到諸多限制，除了不同時空背景

之下，思想本身的流動性，加上唐疏的亡佚，使得文句原本就十分難解的義淨

(635-713)譯《觀所緣論釋》變得更具挑戰性。 

    綜合前述之因由，可以想見明代唯識學繼承玄奘系唯識學的同時，其詮釋有

所變化，這與注疏家自身的哲學背景有深刻的關係。對於後世的讀者來說，在評

價這些注疏家的功過之前，尚須考察理論變化的細節為何？原因是什麼？這些都

賴於對彼時文本的深入分析與考察。在本篇論文中，筆者將焦聚焦於明代注疏家

通潤(1565-1624)的《觀所緣緣論釋發硎》，主要方向有三。其一，考察通潤如何

解釋唐代以降，漢傳佛教所詮釋的所緣緣與外境問題。其二，對通潤《發硎》所

使用的因明論證進行考察，以及因明論證作為一種方法，對通潤而言是否有不同

於唯識學家的功能。其三，由通潤自身的思想背景，考察《發硎》的哲學意涵。

希望能見微知著，一窺明代唯識學的特殊性。 

 

 

 

 

 

 

 

 

 

 

 

 

 

關鍵詞：通潤、觀所緣緣論釋發硎、所緣、所緣緣、晚明唯識學 

DOI:10.6814/NCCU202000321



 

 

 

  

DOI:10.6814/NCCU202000321



 

 

 

目次 

第一章 導言.................................................................................................................. 1 

第一節 計畫緣起................................................................................................... 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1 

第三節 研究進路................................................................................................. 11 

第四節 論文架構................................................................................................. 11 

第二章 《觀所緣論釋發硎》中的實在論者............................................................ 17 

第一節 論證前提之差異..................................................................................... 17 

一、《論》與《論釋》中的論證前提............................................................... 17 

二、通潤的詮釋：以三類境理論為基礎的分析............................................... 22 

第二節 三家極微理論與其所對應的實在論者................................................. 31 

一、《論》與《論釋》中的三家極微理論....................................................... 31 

二、《發硎》如何解讀三家極微理論............................................................... 37 

三、《發硎》中的實在論者............................................................................... 41 

第三節 小結......................................................................................................... 45 

第三章 漢傳唯識學中「所緣緣」的意涵................................................................ 47 

第一節 《觀所緣緣論》、《觀所緣論釋》中的「所緣緣」意涵................. 47 

一、《觀所緣緣論》、《觀所緣論釋》中的「所緣緣」／「所緣」........... 48 

二、其他漢傳文獻中的所緣緣定義................................................................... 51 

三、《論》與《論釋》之異同........................................................................... 61 

第二節 所緣緣：親所緣緣？疏所緣緣？相質合說？..................................... 64 

第三節 小結......................................................................................................... 71 

DOI:10.6814/NCCU202000321



 

 

 

第四章 《觀所緣緣論釋發硎》的因明論證............................................................ 76 

第一節 極微理論.............................................................................................. 76 

第二節 和合理論................................................................................................. 88 

第三節 和集理論................................................................................................. 93 

第四節 證內境..................................................................................................... 98 

第五節 小結....................................................................................................... 102 

第五章 通潤思想中的性相交涉.............................................................................. 104 

第一節 從「性相不同」到「性相融通」.................................................... 104 

第二節 通潤判教............................................................................................... 109 

第三節 通潤《起信論續疏》中的性相問題................................................... 114 

第四節 小結：如何在通潤的思想背景中理解《發硎》............................... 127 

第六章 結論.............................................................................................................. 129 

參考文獻.................................................................................................................... 136 

DOI:10.6814/NCCU202000321



1 
 

 

 

第一章 導言 

第一節 計畫緣起 

    選定通潤作為研究主題，有幾個考量。其一是，中文學界對於通潤的研究還

不多，又《發硎》由簡凱廷自中國長沙圖書館帶回並點校1，在學界仍是一份很

新的文獻資料，尚未有研究。其次，通潤在晚明注疏家當中的重要性，雪浪洪恩

(1545-1608)是當時復興唯識學的一大推手，而他的重要後繼者即是一雨通潤。在

此，引簡凱廷於同一篇文章中所述，通潤作為雪浪洪恩的弟子，有「一雨註」傳

世，而錢謙益(1582-1664)在〈一雨法師塔名〉中，特別頌揚了通潤的唯識學成就

2，因此，他的注疏不失為認識明代唯識學的一個重要資源。除此之外，通潤另

著有《成唯識論集解》對於唯識學的掌握完整，在參考資料上以此為本，除了能

夠較為完整地釐清通潤對護法哲學的理解，作為認識明代唯識學中一個重要問

題，也就是法相宗與法性宗的交會，亦是一個很好的參考材料。綜上，筆者選定

通潤，以《觀所緣緣論釋發硎》為主，並以同時代的其他注疏為參考，希望能開

展這方面的研究。 

 

第二節 文獻回顧 

筆者將由四個面向來進行文獻回顧：（一）陳那（約 480－540）《觀所緣

緣論》、護法《觀所緣論釋》的相關研究。（二）明代《觀所緣緣論》與《觀所

緣論釋》的發展及其注疏之依據。（三）當代對明代性相問題的研究。（四）明

代因明學發展的依據。 

                                                             
1通潤，《觀所緣緣論發硎》與《觀所緣論釋發硎》收錄於《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

觀所緣緣論釋發硎》，林鎮國、簡凱廷合編。（下以《《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

所緣緣論釋發硎》：觀所緣緣論釋發硎》代之。） 
2簡凱廷，〈晚明義學僧一雨通潤及其稀見著作考述〉，《臺大佛學研究》28:145；28: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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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觀所緣緣論》、《觀所緣論釋》之相關研究  

《觀所緣緣論》的梵本已經亡佚，目前流通的是漢藏譯本有四：（一）真諦

(499-569)譯《無相思塵論》，約翻於西元 557 年至 569 年。（二）玄奘(602-664)

譯《觀所緣緣論》，譯於西元 657 年。（三）義淨譯護法《觀所緣緣論釋》，翻

於西元 710 年。（四）藏本《觀所緣論》由 Santakaragupta 與 Tshul-khrims 

rgyal-mtshan 所譯。以上四本由呂澂(1896-1989)、釋印滄合編為《觀所緣釋論會

譯》，除了漢藏對勘的彙整，並於末尾並附有「玄奘譯本之特徵」。此外，義淨

譯《觀所緣論釋》刊於《內學‧第四輯‧第三種》3，與玄奘譯《觀所緣緣論》比對，

除了提及護法對於玄奘理解《論》的影響，呂澂也分析其中因明論證。由此看來，

不論是在文獻的整理、翻譯與理解上，呂澂皆對於此論的研究有極大的貢獻，是

非常重要的參考資料。 

「觀所緣緣論」，顧名思義，是對於「所緣緣」的考察。早期部派佛教的四

緣理論包括因緣、等無間緣、所緣緣，以及增上緣4。其中，「所緣」指的是心

的認識對象。而在印度唯識學的發展中，這個認識對象的存有問題，乃至於認識

次序上，根、境（對象）、識運作之同時、異時問題，皆是整個論爭所涵蓋的範

圍。一般依據認知結構的差異，將說一切有部判定為直接實在論，將經量部判為

間接實在論，並將後起的唯識學判定為觀念論者。唯識學與前兩者的差別是外境

實有與否的問題。從目的上來看，《觀所緣緣論》即是唯識學派對於外境實有的

破斥。護法《觀所緣論釋》亦是承此精神。 

《觀所緣論釋》（下簡稱《論釋》）共 4246 字，全文可與《觀所緣緣論》

                                                             
3林鎮國、簡凱廷合編，《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註疏選輯》，頁 17。 
4
 關於四緣的詳細說明，可見窺基，《成唯識論》卷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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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其中使用大量因明作為論證「唯識無境」的方法，惟在最後有所缺漏，對

應於《論》的最後兩頌並無說明，呂澂《會譯》說明：「以下釋文殘缺。5」。

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論釋》在明代受到通潤等注疏家的注意，目前並無可見的

唐疏。在當代，John Gorgensen、 Keng Ching、 Lin Chen Kuo、Dan Lusthaus、

John Makeham 幾位學者自 2016 年以漢譯護法《論釋》為本，將其翻譯為英文，

本篇論文受益甚多（此篇譯文尚未出版）。 

在當代歐美研究的方面，針對《觀所緣緣論》早先有 E Frauwallner 作 Dignāgas 

Alambanapariksa: Text, Ü bersetzung und Erläuterungen
6
(1930)內容包括了《論》的

奘譯文獻與德文翻譯。近期則有由 Douglas Duckworth 和 Malcolm David Eckel

所編的 Dignaga's Investigation of the Percept: A Philosophical Legacy in India and 

Tibet (2016)，此書除了對於陳那《觀所緣緣論》有完整的研究，也囊括了 Malcolm 

David Eckel 等學者對於調伏天(645-715)藏譯《觀所緣緣論》的分析，旨在將藏

譯《論》置於陳那注疏的歷史脈絡之中並加以評述，作為最貼近梵文文獻的翻譯。

西藏方面，對於《觀所緣緣論》與《論釋》的研究在調伏天之後，一直到十八世

紀才有 Gungtang Rinpoche(1762-1823)作  Ornament for Dignaga's Thought in 

Investigation of the Percept 和 N gawang Dendar(1759-1840)作 Beautiful String of 

Pearls: A Commentary on Investigation of the Percept，此二皆聚焦於陳那文獻。護

法的《論釋》由於並未被翻譯成藏文，因此在西藏的影響遠比在中國小，僅僅在

調伏天的注疏中被提及兩次。近期西藏對於陳那《觀所緣緣論》的研究，是 Geshe 

                                                             
5參考呂澂，《觀所緣釋論會譯》卷 1  (CBETA, B09, no. 39, p. 311, a4)。明代智旭，《觀所緣緣

論釋直解》中，對此的解讀是：「已上僅釋『決定相隨故，俱時亦作緣。』二句之義，餘皆未釋。

或梵本未來，或立所緣緣竟，故不必釋也。」 (CBETA, X51, no. 833, p. 847, a21-23 ／／ Z 1:83, 

p. 210, c15-17 ／／ R83, p. 420, a15-17)。 
6
 Frauwallner, E, 1930. “Dignāgas Alambanapariksa: Text, Ü bersetzung und ErläuterungenWiener” 

Zeitschrift für die Kunde des Morgenlandes,37: 174-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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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hes Thabkhas(1929-)於 2014 年針對此論授課所編成，亦收錄於 Dignaga's 

Investigation of the Percept: A Philosophical Legacy in India and Tibet 一書中。除此

之外，宇井伯壽(1882-1963)所著的《陳那著作的研究》(1979)，述及陳那實在論

者論敵，並對《觀所緣緣論》之內文有所考察。陳雁姿《觀所緣緣論研究》(1999)

一書，除了本論之析義，也從小乘、大乘佛教之形上學背景來闡述雙方對所緣緣

之理解，並收錄《觀所緣緣論》特定名詞與其他譯本的對照、勘察。 

    此外，《論》與《論釋》作為唯識家破外境的重要著作，以對「所緣緣」的

考察為中心展開討論，因此，對於論中實在論者的考據也十分重要。當代對早期

佛教實在論者的研究，包括呂澂〈略述經部學〉、〈略述有部學〉等文章，收錄

於《現代佛教學術叢刊九十五─部派佛教與阿毘達磨》，對於部派佛教的心識理

論有詳細的說明。Dhammajotti 的 ākāra and Direct Perception(2007)，說明經量

部、一切有部的認識理論，為佛教實在論者的認知理論提供了非常清晰的圖像，

對應到《觀所緣緣論》與《論釋》，得以形構出唯識學家的論敵樣貌。除前述的

研究，黃文吟《境之探究──從極微境到唯識境》(2016)一文，說明極微與大種

之間的構成關係，並引用大量《阿毗達磨順正理論》當中的相關文獻，對於唯識

家所要遮除之實在論者之「外境」有詳細論述。 

歐美方面的研究，Warder, A. K.在 Objects(1975)一文當中，在陳那《觀所緣

緣論》對於「所緣」的討論上， 可以區分出外在對象(external objects) 和感官對

象(senses objects)，並認為，若陳那所指涉的是後者，那麼便不能將陳那視為是

一個觀念論者。這一點大致同於歐美唯識學研究的趨勢。另外，Collett Cox 著 On 

the Possibility of a Nonexistent Object of Consciousness: Sarvastivadin and 

Dar§tantika Theories(1988)一文，解析了阿毗達摩的認識論、形上學背景，其中

尤其對於感官知覺在前五意識與第六意識有詳細地考察，釐清佛教意識哲學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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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框架。 

另一個與所緣緣定義相關的問題是「相」之翻譯與詮釋，如《論釋》中對於

所緣之定義：「若爾何謂所緣之相？凡是境者，理須生其似自相識。7」其中「似

自相」者，即有討論空間。《觀所緣論釋》中，「相」這個字一共出現 125 次，

其意涵除了最直覺的「形相(image)」之外，亦可能牽涉到認知的形式，以及認

知對象的內涵，在這個方面，陳一標 〈唯識學「行相」(ākāra)之研究〉(2003)

以及 Birgit Kellner 所撰 Changing Frames in Buddhist Thought: The Concept of 

Ākāra in Abhidharma and in Buddhist Epistemological Analysis(2013)
8，這兩篇文

章，皆為 ākāra 在佛教文獻當中的理解，以及其內涵的變化，提供了很好的參考

資源。 

 

二、 明代《觀所緣緣論》與《觀所緣論釋》的發展及其注疏之依據 

    林鎮國於其〈論證與釋義：江戶時期基辨與快道《觀所緣緣論》注疏的研究〉

一文中述：「一般認為，《觀所緣緣論》的東亞詮釋史相應於漢傳佛教法展的三

個階段：七八世紀的中唐傳譯與初期注疏，十七世紀的明末，然後是二十世紀的

民初。9」。大致說明了此論傳到中國後的發展脈絡。 

唐代以後，歷經一段長時間的沉寂，至明代晚期又出現了唯識學的復興，此

時有一波對於《論》與《論釋》的註解風潮。其中即包含通潤的《觀所緣論釋發

硎》。十八到十九世紀間，在江戶注疏家們對《觀所緣緣論》的眾多註解中，包

括基辨(1718-1791)《觀所緣緣論釋》、快道(1751-1810)《觀所緣緣論義疏》、榮

                                                             
7
 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 (CBETA, T31, no. 1625, p. 890, a25-26)。 

8
 Kellner, B. 2014. Changing frames in Buddhist thought: The concept of ākāra in Abhidharma and in 

Buddhist epistemological analysis.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42 (2–3), 275–295. 
9林鎮國，〈論證與釋義：江戶時期基辨與快道《觀所緣緣論》註疏的研究〉，《佛光學報》新

四卷，頁 3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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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1737-1801)《觀所緣緣論講草》、寶雲(1791-1847)《觀所緣緣論略釋》、《觀

所緣緣論講錄》等，此中，並沒有看到對於護法《觀所緣論釋》的詮釋，但明代

注疏家卻注意到了這部論書。參簡凱廷的研究可知：「明代注疏中，尚有明宗廣

詢(1557-1613)的《觀所緣緣論釋義》10；雲棲法系有雲棲慧文（活躍於 1598，生

卒年不詳）《觀所緣緣論解》11、廣覺紹承(1560-1609)《觀所緣緣論記》12；賢

首兼慈恩宗法系的高原明昱(1544-1633)著有《觀所緣緣論會釋》、《觀所緣緣論

釋記》。此外，還有蕅益智旭(1599-1655)《觀所緣緣論直解》、《觀所緣緣論釋

直解》，以及幻居真界（活躍於萬曆年間，生卒年不詳）《觀所緣緣論集解》13。」

這種對認識對象的關注（尤其護法《論釋》明言不論第六識、不論慣修果智，僅

以五識之對象為討論），在以性宗思想為大的明代佛學發展上，有其特殊性。 

然而，如同前述，明代注疏家能夠參考的文獻不多。按聖嚴法師，明代唯識

學者能參考的文獻，不出《成唯識論》、《宗鏡錄》，以及《唯識開蒙問答》14。

其中由於《成唯識論》之系統性更為完備，各家對其註解格外重要。《成唯識論》

相傳為護法所造、玄奘所編，後除了窺基(632－682)著《成唯識論述記》，同時

代亦有智周、慧沼、如理、靈泰等人為其作註，為其後的唯識學發展奠定理論基

                                                             
10簡凱廷，〈晚明義學僧一雨通潤及其稀見著作考述〉，《臺大佛學研究》，28：169，註 106：

「明・虞淳熙，〈觀所緣緣論釋義序〉，《虞德園先生集》卷 6，《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冊 43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年），頁 245。」 
11

 如上。註 107：「明・蕭士瑋，〈雲棲慧文師傳〉，《春浮園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

部冊 108，頁 500。」 
12

 如上。註 108：「明・吳之鯨編，〈方伯浮渡居士吳用先碑記〉，《武林梵志》，收入杜潔祥

主編，《中國佛寺史志彙刊》第 1 輯冊 7（台北：明文書局，1980 年），頁 43。」 
13

 如上。註 109：「龍谷大學圖書館及名古屋大學圖書館藏有真界《觀所緣緣論集解》的翻刻 

本。」 
14

 聖嚴法師於其〈明末唯識學者及其思想〉引用智旭、王肯堂、通潤等人的自序，述及明代唯

識學者所用道的參考資料，並說：「唐代的唯識疏鈔，究於何時在中國湮沒﹖不能確知，至少，

唐末五代之世，『宗鏡錄』編成之時，那些書籍尚在中國流傳。此後由於何種因素，突然不見了，

則亦不能確知。致使明末的學者們無從探索唐代的唯識之學了。是則，明末的唯識學者們，所依

據的線索，就非常貧乏了。」見釋聖嚴，《中華佛學學報》,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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礎，惟這些注疏後來都未被明代注疏家所見。在《宗鏡錄》中雖收錄窺基《成唯

識掌中樞要》、《成唯識論述記》中的一些段落，但由於《宗鏡錄》本身以性宗

為本，在其解讀之下，以真如為能熏觀點，與法相唯識學思想必然有所不同。 

   無論如何《宗鏡錄》對明代法相學的發展還是非常重要。受其與《成唯識論》

的影響，明代的唯識注疏當中，出現了不少印度本土未使用的名相概念。除此之

外，若細究，《宗鏡錄》中也有不少異於玄奘系唐疏的別解。因此，對明代注疏

家來說，要認識玄奘系唯識學，近可溯至《宗鏡錄》對於唯識學名相的整理，遠

則可以考察其起源於玄奘《成唯識論》、《八識規矩頌15》中的概念使用。然而，

歸根究柢，《宗鏡錄》畢竟非正統唯識家理論，其中對於字詞定義的模糊之處，

以及以如來藏思想為主的特徵，很難不影響到明代唯識學的註解。 

    當代對晚明唯識學的研究，除了前述聖嚴法師、簡凱廷之研究外，張志強博

士論文〈唯識思想與晚明唯識學研究〉(1997)從從唐代唯識學的哲學概念著手，

先以法相宗本位來討論法性、法相問題，再闡明由唐代性相不同演變為至明代性

相融會的發展；其研究前半部著重於兩代對於唯識學理解之差異，如明代對性境

之詮釋弱化了五識在認知過程中的影響，而這個差異（或者可謂明代對於唐代唯

識學的誤解、別解）又影響五識與八識之間的關係，並進一步影響到明代對「所

緣緣」之詮釋。 

 

三、 當代對明代性相問題的研究 

除了《發硎》的脈絡，明代佛教哲學中，性相融會的問題可能會如何影響注

疏家對唯識學作品的解讀，是本篇論文欲探討的問題之一。而性相問題並非明代

獨有，唐代的智儼(602-668)、法藏(638-715)、澄觀(738-839)等人皆曾提出相關的

                                                             
15

 關於《八識規矩頌》是否為玄奘所作，學界尚有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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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當代的研究中，張志強(1997)處理到晚明唯識學之復興的背景，由於真如內

涵的改變，影響到「法相」、「法性」之內涵，因此所謂性相之問題，更根本是

真如、如來藏的問題。陳永革〈心識與種性：論唐代法藏華嚴教義闡釋與玄奘唯

識學之交涉〉(2013)述及唐朝法藏如何以華嚴判教為基礎，在小、始、終、頓、

圓的框架之下，收攝唯識學為其始教16，並提到：「法藏對三性的析解，既不同

於《解深密經》，亦異於《攝大乘論》，而是以《大乘起信論》真如論結構為理

據，具有明顯的如來藏論的真常意味。17」法藏在判教時也同樣遇到了一分無性

與佛性遍在的問題，而上述問題意識在通潤的唯識思想中亦可見。 

郭朝順教授〈論天台華嚴觀心思想之交涉與轉變──以華嚴經及大乘起信論

的詮釋為中心〉(2002)，也曾述及法藏對《起信論》的重視，且其對於《起信論》

的解讀，是帶著華嚴經背景，並以此兩經交互詮釋。郭朝順直言：「華嚴圓教義

雖非《起信論》的主要論述，但法藏顯然指出《起信論》中關於心真如的體用功

德與《華嚴經》中所描述的圓教佛果境界之體用功德無二。18」 

不過，法藏對明代的影響是較為間接的，直接產生影響的著作是其後清涼澄

                                                             
16

 關於法藏的判教內容，可參考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其中有對於小、始、終、頓、圓等五

類教有詳細說明：「第九以義分教。教類有五，此就義分，非約時事。一小乘教。二大乘始教。

三終教。四頓教。五圓教。初小乘可知。二始教者，以深密經中，第二、第三時教，同許定性、

二乘俱不成佛故，今合之總為一教，此既未盡大乘法理，是故立為大乘始教。三終教者，定性二

乘、無性闡提，悉當成佛，方盡大乘至極之說。立為終教。然上二教，並依地位漸次修成，俱名

漸教。四頓教者，但一念不生即名為佛，不依位地漸次而說，故立為頓。如思益云：『得諸法正

性者，不從一地至於一地。』楞伽云：『初地即八地乃至無所有何次等？又下地品中，十地猶如

空中鳥跡，豈有差別可得？』具如諸法無行經等說。五圓教者，明一位即一切位，一切位即一位，

是故十信滿心即攝五位成正覺等，依普賢法界帝網重重主伴具足故，名圓教。」(CBETA, T35, no. 

1733, p. 115, c4-20)。 
17
陳永革，心識與種性：論唐代法藏華嚴教義闡釋與玄奘唯識學之交涉〉，玄奘佛學研究，19：

19 
18
郭朝順，〈論天台、華嚴「觀心」思想之交涉與轉變──以《華嚴經》及《大乘起信論》的詮

釋為中心〉，法鼓佛學學報，1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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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的《大方廣佛華嚴經疏》19。其中，澄觀亦同意以《起信論》的文字來詮釋《華

嚴經》的圓融法義。如此看來，華嚴宗與《大乘起信論》的淵源深厚。在這個發

展下，通潤亦為《大乘起信論》作《起信論續疏》，在其《成唯識論集解》即能

明顯地看到《起信論》的影響。 

而後，性相問題到了明代，大抵在唐代所奠定基礎上，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

陳永革於〈晚明性相相會與禪教合流〉(2003)一文中，說明了晚明唯識學的背景

20，受到禪教的影響深厚，例如永明延壽(904-975)作《宗鏡錄》融會性相問題，

即有著將唯識歸於禪宗的意旨。明代注疏家中，包括雲棲祩宏(1535－1615)、紫

柏達觀(1543－1603)、憨山德清(1546－1623)等人，皆曾討論到性相與禪教問題，

惟按陳永革說法，宋明時期，佛教雖重禪宗，但延壽等人比起解脫論上的「親證

體悟」，更偏向「知解性的領悟」21。解脫論所牽涉到的問題當屬真如之內涵，

而當明代佛教所關注的問題以真如為基礎，自主觀經驗轉移至第三人稱的知解性

問題。承此，筆者認為，這使得明代唯識學在不同派別的判教系統的建構中，多

了一層作為辯證性思維的詮釋可能。 

陳永革(2003)所提到的知解性領悟與宗教的實踐是明代佛教的兩大議題，但

筆者以為，「知解」之所以重要，在明代普遍的判教思想當中，仍然是為了修證

                                                             
19簡凱廷，2015〈晚明唯識學作品在江戶時代的流傳與接受初探〉，中華佛學研究，16：45。 
20

 陳永革於於〈晚明性相相會與禪教合流〉一文的結尾中說明：「晚明叢林尊宿對於性相關係

的認識與思考，不外乎三種取向：其一，標明返歸佛教經論典籍的佛教義學，體現了晚明佛教叢

林的歷史還源取向：其二，表明叢林注重佛教經世的思想取向，力圖通過對佛教性相關係問題的

關注，既回應叢林禪教一致的圓融取向，亦迎合儒佛會通的現實需要；其三，展現晚明叢林注重

實修實證的實際效用，如憨山德清曾明確指出，他自己對於佛教義學的基本方法立場，乃是「即

教乘而指歸向上一路」。」雖然這篇論文並沒有提到與通潤直接相關的資料，但通過點出明末禪

僧為了解決禪教問題，在歸返佛教經典的過程中，所進行系統化、學理化的工作，得以說明禪僧

是如何由修證重新著眼於知識，而唯識學則是在這個背景上得以復興。見陳永革，〈論晚明佛學

的性相會通與禪教合流──以晚明佛教四大師為例〉，《普門學報》，15：162 
21

 同上，15：(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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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實踐，只是方法上有所不同。釋聖嚴〈明末的唯識學者及其思想〉(1982)中，

透過文獻舉證，提出了幾位注疏家如何實踐「性相融會」，是初步理解所謂「融

會」一詞的參考。聖嚴法師的這個說法，更偏向實踐面。他在這篇文章中，說明

「唯識的唯識學」以及「唯心的唯識學」，前者僅包括明昱和王肯堂(1549-1638)

後者則涵蓋大部分的明代佛教的思想家。對於唯心的唯識學這個理路的人來說，

唯識學是某種通往更高層級的工具、橋梁。但在這篇文章中，雖然簡列出各家對

於性相融會的說法，並未進一步去分析「融會」一詞的意涵，尚有詮釋空間。 

 

四、 明代因明之發展及其依據 

關於因明在明代的發展，按聖嚴法師的說法，唐代因明雖有窺基、慧沼、智

周等疏，在明末也與唯識古疏一樣地亡失22。見明代因明注疏，皆以《因明入正

理論》為本，其餘則多摘節自《宗鏡錄》中「因明疏鈔」所述。 

明代投入因明研究，並有所著述者，包括王肯堂《因明入正理論集解》、玉

菴（1558-?）《因明論解》、明昱《因明入正理論直疏》、蘊璞《因明論解》等

人。其中，見王肯堂的《因明直解》自序﹕「此（因明入正理）論自奘師以來，

稱最奧難曉，況古疏亡失，講下又無傳派，今欲臆決良難」。且當時有鎮澄

(1547-1617)蘊璞等人的『解』，王肯堂認為，以之與「龍樹論與清涼、永明所引

『因明疏鈔』語，參互考訂，則所牴牾，亦復有之。」由此可見得晚明對因明理

論爬梳的困難，在於不同文本間的差異，卻也未必無所根據。 

此外，筆者於此次研究中，參考呂澂《觀所緣釋論會譯》中的因明分析。呂

澂重視梵、藏文本，除了在唯識學的研究上為一大家，並致力於發揚佛教因明學、

梳理因明發展史，先後著有《因明綱要》(1926)、《因明入正理論講解》(1970)，

                                                             
22

 聖嚴法師，〈明末的唯識學者及其思想〉，《中華佛學學報》，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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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校勘藏文本《因明正理門論》。 

值得一提的是，除呂澂之外，當代在解讀因明學時，也受鄭偉宏《佛家邏輯

通論》(1997)、《因明正理門論直解》(1999)，以及《漢傳佛教因明研究》(1999)

等著作影響。作為專門研究因明的學者，鄭偉宏擅以因明與西方邏輯學比較研

究，並吸取了當代梵、藏、漢對勘的學術方法，對於漢傳佛教中因明學的傳承與

發展有極大的貢獻。 

  

第三節 研究進路 

本篇論文將分成兩個部分，在前四個章節以《觀所緣緣論釋發硎》之分析為

主，並於第五章中淺論通潤之思想背景。 

第一個部分又可分為三個部分，分別是（1）通潤所理解的實在論與實在論

者，（2）「所緣緣」定義的分析，以及（3）因明論證之分析。除了通潤之其他

著作，此部分筆者並參考延壽《宗鏡錄》，與唐代法相學，如玄奘、窺基之著作

進行比較。筆者將由此說明通潤作為明代注疏家，在特定的時空背景下，一方面

他理解的法相宗有其特殊性，另一方面也對於唐代的法相理論研究有所承襲與擴

展。 

在第五章中，筆者將問題過渡到第二個部分。在方法上以第一部分的研究結

果於此進行初步詮釋。雖然在《發硎》中的確可以看見通潤盡量貼合於法相學詮

釋的原則，要理解通潤的《發硎》，不能不回溯到通潤自身的哲學背景。在這個

部分，將以通潤《起信論續疏》、《成唯識論集解》作為主要的參考材料，考察

通潤判教、攝相歸性等議題，以期更加完整地掌握到《發硎》之內涵。 

 

第四節 論文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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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預計分為六章 

一、 緒論 

第一章緒論共分為四節：（一）計畫緣起、（二） 文獻回顧 、（三）

研究進路、（四）論文架構。 

 

二、《發硎》中的實在論者 

    實在論者在《觀所緣論釋》中作為唯識學者的論辯對象，其重要性在於標誌

出相對於唯識學理論之立場，這是唯識學所緣緣理論產生之背景，也是了解《觀

所緣緣論》、《論釋》的一塊重要拼圖。 

    這個章節分成兩個部分，分別是 2.1 論證前提之差異 以及 2.2 三家極微理

論與其所對應的實在論者。 

    在 2.1 的部分，將透過 2.1.1 《論》與《論釋》中的論證前提，分析陳那、

護法本論中，以何種途徑、考量而立唯識量。彼時唯識論者面對實在論者所需考

量到的問題，包括因明上的共許，以及辯論對手在實在論的立場上可能會產生的

質疑與反駁等等，因此在 2.1.1 中關於論證前提的討論，筆者會聚焦於《論釋》

前段，透過此段，論主不僅說明《論釋》不討論第六識的前提，更能藉此推敲唯

識論者的考量。本節之焦點由《論釋》之起始，至「前量意云：論本二因但是明

因所以不即是因，以無共成之喻，為此須出彼相應因何以如此。23」為止。 

    在 2.1.2 中，筆者欲指出，對通潤來說，「所緣緣」這個問題是鑲嵌在一個

更大的唯識學系統之中被提出，因此他與窺基等唐代唯識學者可能有不同的問題

意識。此外，通過分析通潤解讀《論釋》的方法，筆者欲指出本論的辯論性格並

未明顯地體現於《發硎》中（這與通潤作法相學著書之目的、時代背景接有關聯，

                                                             
23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 (CBETA, T31, no. 1625, p. 889, c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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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關聯性將留待第五章嘗試說明。） 

    為了更清楚顯示實在論者在通潤解釋下的弱化，在 2.2.1 《論》與《論釋》

中的三家極微理論的說明中，筆者將參考窺基《述記》，說明三家極微理論所對

應到的實在論者分別為何，並參考《成唯識論》、《述記》，闡明這三個理論的

內容。 

    2.2.2 《發硎》如何解讀三家極微理論，以及 2.2.3 《發硎》中的實在論者

這兩節中，筆者會說明《發硎》所呈現出來的三家極微理論內容為何，著重於和

集理論在各方解讀下的爭議點，並參考同時代的明昱、智旭之說明，對照通潤於

《成唯識論集解》當中對實在論者的敘述。 

    若將《集解》較之於唐代窺基所著的《成唯識論述記》，其中「薩婆多」、

「經部」等關鍵詞出現逾百次，在《集解》中卻只出現過二十多次，可以說實在

論者的面貌相對模糊。另一個線索是，通潤雖未在《發硎》中提到實在論者所屬

的宗派，僅是順著護法的脈絡，說明極微理論、和合理論，以及和集理論，著重

於陳述這些理論如何違反因明的規定；但在《成唯識論集解》中，通潤對這些實

在論者有較為詳細的說明，這些說明並與唐疏有些異同。 

 

三、 漢傳唯識學中所緣緣的意涵 

    在這個章節中，筆者將聚焦於「所緣緣」的定義問題。從《觀所緣緣論》、

《觀所緣論釋》至唐朝玄奘系統的唯識學，再至明代注疏家（以通潤《觀所緣緣

論釋發硎》為例）的這個詮釋史。考量到這其中包含的兩層關係，本章分成兩部

分，也就是 3.1《觀所緣緣論》、《觀所緣論釋》中的所緣緣意涵 以及 3.2 所緣

緣：親所緣緣？疏所緣緣？相質合說？ 

    3.1 又分成三個部分，以 3.1.1 嘗試回到《觀所緣緣論》與《觀所緣論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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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定義問題，交互比對真諦譯《無相思塵論》、呂澂《觀所緣論釋會譯》中的

藏譯文獻，並參考由 Malcolm David Eckel 所編的 Dignaga's Investigation of the 

Percept: A Philosophical Legacy in India and Tibet，以及由 John Gorgensen、Keng 

Ching、Lin Chen Kuo、Dan Lusthaus、John Makeham,幾位學者自 2016 年著手翻

譯護法《論釋》之文章（此篇譯文尚未出版）。透過上述文獻作為理解陳那、護

法所緣緣／所緣之考察。 

    在 3.1.2 中，筆者主要參考窺基《述記》、《樞要》等文獻，分析玄奘系統

的法相唯識會如何在《論》的基礎上發展出漢傳唯識學的所緣緣理論，包括玄奘

之翻譯與《成唯識論》可能存在的呼應關係。 

    然而，玄奘翻譯的《觀所緣緣論》又與護法《觀所緣論釋》存在著細微的差

別，因此在 3.1.3 筆者將整理呂澂《會譯》中對奘譯《論》的批評。這個問題之

所以重要，在於通潤註《觀所緣論釋》，幾乎完全沿用《論》中的詮釋，而忽視

了這兩部論潛在之差別。筆者認為這可能是通潤欲融貫唯識學的企圖，也即就算

通潤試圖「如唯識學地去理解唯識學」，要做到「如護法地去理解護法」是有難

度的。 

    在第三章中，所要處理的第二個問題便是通潤理解之所緣緣，透過 3.2.1 說

明以通潤為例的明代注疏家對於「性境」的理解為何，以及這層理解會如何影響

到「所緣」的詮釋。而 3.2.2 旨在指出，在《觀所緣緣論釋發硎》中「所緣緣」

之意涵是有些含混的，按筆者分析，可能同時指涉了疏所緣緣、親所緣緣，以及

前二者之合併關係。 

 

四、《發硎》中的因明論證 

本節將分析《發硎》所使用的因明論證。所要處理的問題主要分成論證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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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以及因明規則的使用。按聖嚴法師，明末諸家所注疏的因明方法書是由商竭

羅主所造、玄奘譯的《因明入正理論》、《因明正理門論》，因此這些文獻會是

本章首要的參考資料。除了縱向與橫向地比對明代各家注疏之解，筆者也會試圖

就自己對於文意的理解，建構出護法的原意，與通潤之解並列比較。 

    《論釋》目前並無可見的唐疏，而護法作註釋時，關於因明規則的使用，或

可說十分彈性，或可說是如實地呈現出因明規則是如何被應用於印度的辯論傳統

之中，因此，若要完全地對照《入正理論》等「因明教科書」來說明，多少有些

不通順之處。考慮到這些原因，且《論釋》本身就存在著很大的詮釋空間，在各

家詮釋之間，「孰是孰非」的問題很難有所定論。筆者在本章也並不意在指出正

確或者錯誤的問題，而是更希望能呈現因明在通潤注疏當中的重要性。 

 

五、通潤思想當中的性相交涉 

    至此，筆者已經梳理出《發硎》的幾個主要特點，其一，實在論者的弱化，

其二，所緣定義的混淆，其三，雖論證目的與問題意識有別於護法，但頻繁地使

用因明論證，由此仍可看出他對因明之重視。筆者認為，當然可以將這些特點部

分地歸於唐疏亡佚，但同時也不應該忽略通潤自身的思想背景。承此，筆者將在

這一個章節中，嘗試通過對通潤思想的分析，呈現出閱讀明代唯識學注疏的另一

個角度，也即《發硎》不僅僅是對於《觀所緣論釋》的一個注疏，而是一整套思

想體系當中的一個轉折點， 

    華嚴圓教在救渡論上異於法相宗，而這層差異有其形上學意義，通潤對《發

硎》的解讀也在這個脈絡下，存在著除了唯識學之外的詮釋空間。在 5.1 中，筆

者將透過性相由差異到會通的變化，闡明法性與法相在唐代法相宗與法性宗的立

場下，會有如何不同的詮釋，此處筆者所說法相宗是以玄奘系統為主，法性宗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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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法藏、澄觀的華嚴系統為主。一方面指出性相的問題並非明代獨有，二方面

顯示通潤所繼承的思想體系如何不同於他所欲詮釋的作品之思想背景。而這個差

異性所產生的問題便是，對法性宗來說，注疏法相學作品的必要性為何？ 

    由此，過渡到 5.2 通潤判教。判教系統可謂法性宗思想體系之下的產物，筆

者將在這個章節，簡單地闡述通潤的思想背景，包括判教的架構與內容。 

    5.3 將聚焦於始教與終教之間的關係。通潤透過對於《起信論》的注疏，奠

定思想中「真常唯心」，以及「一心」之理論基礎，進而確立《起信論》中「依

如來藏而有生滅心」作為華嚴學實踐的重要依據。筆者承此作為通潤處理性相問

題的指導性原則，並在小結中嘗試回答《觀所緣緣論釋發硎》作為一部法相學的

注疏，置於通潤的整體思想之下之意涵，以及通潤會如何在文獻分析上，顯示出

他自己的性相觀。 

    前已確立，通潤未能如「護法般地理解護法」，那麼通潤在根本上是從什麼

樣的角度來理解法相學，以及法相學對通潤來說何以重要便是這個章節嘗試要處

理的問題。然而明代佛學之發展不管在時間還是空間上皆涵蓋甚廣，在有限的篇

幅中，難以有完整的考察，筆者此章僅能透過淺論作為探究明代唯識學的初步研

究，期待之後能有更深入的了解。 

六、結論 

    總結本文，通潤作《觀所緣緣論釋發硎》至少可由三個角度來看，其一是與

陳那、護法唯識學的對比，其二是在漢傳唯識學發展之下的理論演變，其三是《發

硎》在通潤思想背景之下的哲學定位。筆者將於這個章節中說明研究之成果：從

不同的面向來看，以通潤為例的明代注疏家對於唯識學理論的研究之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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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觀所緣論釋發硎》中的實在論者 

    要討論通潤《觀所緣論釋發硎》當中闡述境的問題之前，需先強調《論釋》

於《論》中最後兩頌之註解有所缺漏，故而從文獻來看，《論釋》更著墨於破外

境。既有所破，其論辯之對手立場自然非常重要。不管是陳那還是護法，在此二

論中，皆考慮到了因明規範的共許問題，以便立有效的量。那麼，對通潤來說，

考量其所處之時代背景，實在論者與境之理論會被如何解讀；並且其解讀的方向

是否同於原著的二論，是一個需要探究的問題。 

    在這個章節，筆者將討論通潤如何理解作為實在論者的論敵；且要指出《發

硎》中的實在論者較之前朝是被弱化的。這體現在兩個方面 (1) 《論釋》與《發

硎》論證之前提有所不同：前者之目的首重於與實在論者的對話，後者更重視理

論之闡述。(2) 通潤本身對於實在論者立場的掌握。關於第二點，由於《發硎》

中並未有太多著墨，筆者將參考通潤《成唯識論集解》卷二與窺基《述記》中，

與《觀所緣緣論》對應的部分，考察通潤對於其中實在論者的說明。 

 

第一節 論證前提之差異 

 

一、《論》與《論釋》中的論證前提 

    奘譯《觀所緣緣論》採取先破後立的方式，前五頌破除極微的三個理論，六

至八頌建立唯識學說24。對於這個方法，在《論釋》中，護法有所解釋： 

 

為明成立自己之宗，由非但述他宗過故，已義便成。……。「若其是彼

因性」之言，將為論主前立他宗，明他共許。此時意在遮他，顯己能破

                                                             
24

 真諦譯，《無相思塵論》共十一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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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成，置斯言矣。宗許定彼，不定他宗，恐其不許，向者與他出不定成，

即是能破，何假自宗更由比量？凡言「不定」未必決定，不成恐致疑惑，

是故更須立量。25
 

 

由引文可知，《論》與《論釋》一致的論證策略，是先述他宗過。而若要述他宗

過，又必須先立論敵之量，並指出其過。在三支論式中，除了宗法是「隨自意樂

26」而立之外，其餘皆須雙方共許，包括宗有法、宗法27之性質需要為雙方所共

許，故而立他宗的重點在於「明他共許」。唯識論者此以設縱的方式，暫時容許

極微作為實有之外境，並在論證中說明，即便唯識論者暫時同意極微的實有性，

實在論者的說法仍然不符合所緣緣的定義，犯了不定過。接著，在指出實在論者

的錯謬之後，唯識論者才會進一步立量。因為若僅僅是說明對手之錯誤，仍然不

能算是成立自宗。護法《論釋》承此框架，並在尚未進入對於三家極微理論的破

難之前，花了一些篇幅說明討論的範圍，其脈絡如下： 

 

1. 就五根識論，不討論第六意識28。 

2. 就聞思所了境論，不討論串修果智所了境29。 

3. 以唯識的觀點來看，聞思之境非有，故是無表色。《論》之五塵應是就表色

論，故不討論無表色30。 

                                                             
25

 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 (CBETA, T31, no. 1625, p. 889, c27-p. 890, a5)。 
26

 大域龍菩薩，《因明正理門論本》卷 1：「宗等多言說能立，是中唯隨自意樂，為所成立說名

宗，非彼相違義能遣。」(CBETA, T32, no. 1628, p. 1, a8-9)。 
27

 商羯羅主，《因明入正理論》卷 1：「此中宗者，謂極成有法、極成能別，差別為性，隨自樂

為所成立性。是名為宗。」(CBETA, T32, no. 1630, p. 11, b3-4)。 
28

 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此中等言，謂攝他許，依其色根五種之識，由他於彼一向執為

緣實事故。意識不然，非一向故，許世俗有緣車等故。」(CBETA, T31, no. 1625, p. 889, a23-25)。 
29

 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又復於[5]串修果智所了色，誠非呾迦所行境故，及如所見而

安立故，今此但觀聞思生得智之境也。」(CBETA, T31, no. 1625, p. 889, a28-b1)。 
30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無表但是不作性故，自許是無，本意如此。」(CBETA, T31,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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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限制對護法來說是在共許基礎上劃清論辯範圍，除了唯識自宗的立場，亦考

量到實在論者的立場。這也是《論》、《論釋》所遵行的基本原則。 

    《論釋》對於何以限定於五根識便能夠破外境，有如此說明：「此中『等31』

言，謂攝他許，依其色根五種之識。由他於彼，一向執為緣實事故。意識不然，

非一向故，許世俗有緣車等故。32」這段引文的意思是，如果對論敵來說，前五

識一向緣實，一旦取消這個實體在外的事實，那麼唯識論者的理論在五識上便可

成立；除此之外，由於本身性質的關係，至少對於一部份的第六意識來說，所緣

緣在內或者在外這個問題，本身就不存在，因為其所緣境本來就非是實體，例如

意識能緣車等假法（在極微理論中，車子無疑是作為非實在的合成物，因此不為

五識所緣。）值得注意的是，雖然《論》與《論釋》皆將第六意識排除在討論之

外，真諦譯《無相思塵論》卻並非如此33。 

    前已述，部分意識不能緣實，這也就意味著部分意識似乎是可以緣實的，因

此護法針對這個部分有進一步說明。其一是凡夫與非凡夫之差別，在《論釋》中

以「今此但觀聞思生得智之境也」之凡夫對比於「慣修果智所了色」之為修行過

後的善果。因為不管是對於實在論者或是唯識論者來說，修行到了一定程度，意

識都能有不同於凡夫的能力。按呂澂述，慣修有修行之意34。明代智旭於其《觀

                                                                                                                                                                               
1625, p. 889, b10-11)。 
31

 對應到玄奘譯《論》云：「諸有欲令眼等五識，以外色作所緣緣者。」此中奘本作「眼等五

識」，但呂澂藏譯作「諸有意許眼等識所緣為外境者」，真諦譯《無相思塵論》則說為「眼等六

識」。按呂澂《觀所緣釋論會譯》解，肯定五識的合理性：「藏譯、淨譯皆不言所等有幾，陳譯

且解作六識，蓋本無明文也。護法注疏乃反復辨證等其五識，奘譯改為五，依此無疑。」(CBETA, 

B09, no. 39, p. 320, a3-4)。 
32

 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 (CBETA, T31, no. 1625, p. 889, a23-25)。 
33

 陳那造，真諦譯《無相思塵論》卷 1：「若有人執眼等六識緣外境起。」(CBETA, T31, no. 1619, 

p. 882, c22)。 
34

 呂澂編，《觀所緣釋論會譯》卷 1：「又復於(修行者)慣修果智(意識)所了(之)色誠非呾迦(即

尋思) 所行境故。」(CBETA, B09, no. 39, p. 287, a2-3) [2]呾迦是尋思梵名 Tarka 音譯．故隨文註

出。以下鉢囉摩怒．三佛栗底等．皆同此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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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緣緣論釋直解》說為：「謂已得慣修果智，自然離於二取，決不妄計定果色為

心外之實我實法。今此論中但觀從聞生得智，從思生得智之境，以為所緣緣也。

35」意為修行有所成之人，通達一切唯識，其所緣為實，且知道心外無實法，故

不在討論的範圍之內。此段尚有一解，通潤以護法將《論釋》所討論的對象，限

定在非入定的狀態36，故解此段為：「三定中獨頭，亦通三境，通緣十八界一百

法三世境，及真如等。37」 

    所謂獨頭，也即第六意識單獨運作的情況。按這個詮釋，通潤認為護法強調

只有在非定的狀態，聞思意識之境是非有，此不同於「入定」之特殊性。如此一

來，也排除了雙方對於「慣修果」之內涵所可能產生的爭議，而將《論》與《論

識》中關於知覺對象的討論限制於一般意義下。 

    接著，護法說明第六意識所緣的「聞思之境」非為實體。《論釋》曰：「如

斯意識所緣之境，全成非有；此於自聚不能緣故，復緣過未，非實事故，猶若無

為。38」這個段落按筆者之理解為：意識不能親緣外境，也不能緣非實之過去法、

                                                             
35

 智旭，《觀所緣緣論釋直解》卷 1 (CBETA, X51, no. 833, p. 837, c17-20 ／／ Z 1:83, p. 201, b5-8 

／／ R83, p. 401, b5-8)。 
36

John Gorgensen、Keng Ching、Lin Chen Kuo、Dan Lusthaus,、John Makeham,幾位學者自 2016

年著手翻譯護法《論釋》之文章（此篇譯文尚未出版）。參考註[12]Here Dharmapāla is referring to 

a basic model used by Asaṅga, et al., viz. "hearing, thinking, and meditating" (śruta-cintā-bhāvanā, 聞

思修), which is, according to Asaṅga and other Yogācāras, the way one advances on the bodhisattva 

path. One initially hears (śruta) the teachings (i.e., encounters a teacher, the scriptures, etc.), then one 

thinks about and reflects on them (cintā), and cultivates them (bhāvanā). One practicing persistently 

through various ethical, intellectual and meditative practices, what has been heard and thought about, 

so as to inculcate such teachings and practices and taking them deeper. The point, once again, is that 

Dharmapāla is restricting discussion to what is perceived ("heard") or amenable to intellectual probing 

("thought"), while excluding the domain exclusively accessible to meditative yogins. In short, 

according to Dharmapāla, the Ālambana-parīkṣā, or investigation into the ālambana is properly 

confined to issues of ordinary perception and an intellectual examination of that alone, and is not 

concerned with extraordinary claims or claims that require proofs beyond the sphere of the two 

pramāṇas (means of knowing): perception (pratyakṣa 現量) and inference (anumāna 比量). That 

precludes someone claiming—as some ābhidharmikas and Theravādins do—that certain individuals of 

high attainment can see atoms (paramāṇu) or minuscule atom-clusters (aṇu). 
37

 通潤，《成唯識論集解》卷 5 (CBETA, X50, no. 821, p. 729, a24-b1 ／／ Z 1:81, p. 223, b5-6 ／

／ R81, p. 445, b5-6)，此段可參考延壽集，《宗鏡錄》卷 54：「三定中獨頭，亦緣十八界，一

百法，過未境，及真如等。若假若實皆能緣故。」(CBETA, T48, no. 2016, p. 733, a20-22)。 
38
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 (CBETA, T31, no. 1625, p. 889, 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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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法，因為「非實事」的關係，如同無為法；此取無為法不在因果序列之意，

也有無法產生作用的意思，與《論釋》中對於「實事」的要求相違。此中，「自

聚」之意不太明確。這個名相在義淨的幾篇譯文中，只於《論釋》中出現過一次。

呂澂《會譯》說此為「諸法自聚」，是意識不能親緣諸法實相之義39，對於實在

論者來說，應是指極微等法，同於明代明昱、智旭所解40。《論釋》中接下來的

討論見下文： 

 

若爾，根識引生所有意識，斯乃如何？非此共其根識同時，或復無間，

皆滅色等為所緣故。或緣現在，此非根識曾所領故，斯乃意識自能親緣

外境體性，此則遂成無聾盲等。41
 

 

在這段引文中，護法回應設問，說明根是與意識的關係：根識與意識非是同時42，

亦非無間──對後者來說，因為意識在任何情況下，皆是以滅色為所緣，所謂「滅

色」自然非為實體；又或者若意識不以滅色為所緣，而能與根同時，直接緣取外

鏡，這就會犯了無聾盲的問題，此為《阿毗達磨俱舍論》43中所述「色根比量」

                                                             
39呂澂，《觀所緣釋論會譯》卷 1：「如斯(智中)意識所緣之境全成非有，此於自聚(諸法)不能(親)

緣故。」(CBETA, B09, no. 39, p. 287, a3-4)。 
40明代注疏家之明昱和智旭則將自聚解為外五塵，較沒有這個問題。明昱，《觀所緣緣論釋記》

卷 1：「此於自聚不能緣故者，『自』乃極微，『聚』名和合。此又謂意識不能緣極微和合為境。」

(CBETA, X51, no. 832, p. 821, b16-18 ／／ Z 1:83, p. 184, d16-18 ／／ R83, p. 368, b16-18)。智旭

《觀所緣緣論釋直解》卷 1：「…..自聚不能緣故而設問也。謂若云意識不能緣五色聚，則五根

識所引生之意識，豈亦不緣五塵境耶？」(CBETA, X51, no. 833, p. 838, a2-4 ／／ Z 1:83, p. 201, 

b14-16 ／／ R83, p. 401, b14-16) 。呂澂，《觀所緣釋論會譯》增字解為：「此於自聚（諸法）

不能（親）緣故」(CBETA, B09, no. 39, p. 287, a4)。 
41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 (CBETA, T31, no. 1625, p. 889, b4-8)。 
42

 針對「非此共其根識同時」，各家說法有異。智旭，《觀所緣緣論釋直解》卷 1：「非此引生

意識，共其前五根識同時，以既名引生，必有先後。」(CBETA, X51, no. 833, p. 838, a9-10 ／／ Z 

1:83, p. 201, c3-4 ／／ R83, p. 402, a3-4) 。通潤則說為「由彼異部不許諸識並生故。」 
43

 這個問題可見於世親，《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29〈破執我品 9〉：「言五色根比量得者，如

世現見，雖有眾緣，由闕別緣，果便非有，不闕便有，如種生芽。如是亦見雖有現境作意等緣，

而諸盲聾、不盲聾等，識不起、起，定知別緣有闕、不闕。此別緣者，即眼等根，如是名為色根

比量。」(CBETA, T29, no. 1558, p. 152, c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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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問題，也即五根作為緣取外境的必要條件。進一步說，意識不可能在五根識未

有的情況下直接緣取外境，因此如果成功地反駁了五根對象於外的事實，那麼意

識的對象也就不是問題，因為意識本來就並非親緣外境，通常是緣取無表色法

44。又護法前已述無表色法沒有作用、非實體，故不在此討論。 

    從前面的討論來看，《論》與《論釋》中的論證策略是，在(1) 共許基礎上， 

(2) 說明論證範圍，然後(3) 先破後立，其最終之目標在於(4) 以量之方式建立唯

識宗核心義理的合法性。本節意在突顯通潤之詮釋與此二論之論證前提考量上的

不同，其中(3) 與(4) 的部分，筆者將於論文的第四章說明。 

 

二、通潤的詮釋：以三類境理論為基礎的分析 

    通潤作註的一個重要特色是，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宋代延壽集《宗鏡錄》的

影響，從《發硎》等文獻來看，站在唯識學者的立場，他帶入不少三類境理論的

名相來解釋《論釋》，由此可以看出，在問題意識上，他與陳那《論》、護法《論

釋》乃至是唐代對此《論》的注疏，有著不同的立基點。 

    三類境是漢傳佛教當中辨認境相狀態的學說，其中的「境」與實在論者的客

觀外境不同，這個理論是以唯識學觀點來分析感官知覺對象（性境）與認知的內

容相同、別異的情況，也就是如何判斷所感知的是否是「如實」的。在窺基《樞

要》最初對頌文的解釋中，感知內容的正確性牽涉到見分、相分同種與否的問題，

以見、相別種為如實之認識，同種者為非實之認識。 

    三類境最早可見於窺基《成唯識論掌中樞要》，其後惠沼在《成唯識論了義

燈》述：「三藏法師以為一頌顯此差別云：性境不隨心，獨影唯從見，帶質通情

                                                             
44

 按智旭，《觀所緣緣論釋直解》卷 1：「至於意識所緣無表色法，但是不作性故，自許是無。」

(CBETA, X51, no. 833, p. 838, b4-5 ／／ Z 1:83, p. 201, d4-5 ／／ R83, p. 402, b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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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性種等隨應。45」指出此頌為玄奘所作，但這個問題至今在學界仍然有爭議。

然而，由於通潤等明代注疏家未能有前述之唐疏作為參考，他們所引用的三類境

理論多出於《宗鏡錄》。為掌握《發硎》所使用之名相，筆者先就《宗鏡錄》卷

68 中關於三類境之段落進行說明： 

 

(一) 性境 

性境首要之定義以阿賴耶識種子為其實體性之保證，其作為認識對象時，可

以不受能緣識的見分影響，能夠被如實認識，且有實體。按《宗鏡錄》，可

說為性境者，包含前五識相分、第八識相分。另外，在第六識所緣為實色的

情況下，其對象亦是性境。可見按定義來看，性境本身兼具存有與認識論意

涵，也就是考量到主體認識的正確性。同時主體對性境之認識不帶名言、無

有超出感官性質的概念分別。據此，在根本智緣取真如的時候，因為不以分

別心為能緣，亦可說真如是性境。《宗鏡錄》中特別提到性境為「八法」所

成，所謂八法，即地水火風四大極微，以及色香味觸等感官知覺之共說。在

《宗鏡錄》中，說此為「唯別種，非同種，即性境。」謂見分、相分，能緣

與所緣之為別種，故不存在相互影響的關係。 

 

(二) 獨影境 

獨影境是無有實體性之假相分色，或為自身雖為有質相分，卻不能產生熏習

之作用，不能在後續的因果序列中產生作用，如以分別心妄圖緣取無為法，

即可說所謂「無為法」在這個情境中是獨影境，而非真實之無為法。《宗鏡

錄》對獨影境的定義是「與見分同種」，完全出自分別之產物，舉例來說，

                                                             
45

 惠沼，《成唯識論了義燈》卷 1 (CBETA, T43, no. 1832, p. 677, c29-p. 678,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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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文獻中常見的空花、兔角等皆是獨影境。獨影境尚有兩個種類 （1）無

質獨影，為第六意識見分所變現之假相分色，受到第六意識之見分影響，也

即與第六見分同種所生。（2）有質獨影，這是第六意識見分緣取第八識中

五根種所變現之見分（而非相分）。《宗鏡錄》說獨影境為「唯同種，非別

種」，可見得見分在「獨影境」的認識作用中的影響力。 

 

(三) 帶質境 

所謂帶質境，按《宗鏡錄》是一半緣自本質，一半緣自見分，筆者理解為有

實體保證之相分，因為仍然受到能緣見分之影響，非如性境那樣被如實地認

識。在有漏識作為能緣的情況下，以第六、第七識為帶質境之體，「質」屬

於第八識，但受到六、七見分之影響，而產生不完全如實之認識，如第七緣

第八識見分而生我執的情況。按《宗》帶質境又分為兩種，（1）遍計所執

境，此是由末那識產生我執之染法 （2） 諸聖自在德用智境，也就是對心、

心所所顯現之淨法，因仍屬有為法，非是真如。 

 

    以上所述的三類境基本觀念，是通潤認識唯識學之基礎，是建立在八識理論

上而形構認識對象之分類。這是完全不同於陳那、護法造論的前提。通潤以既有

的理論對本論進行詮釋。所謂理論，是建立在唐代玄奘系唯識學的發展之上的成

果，而陳那、護法則是在理論尚未成形前的辯論階段，故前者更著重於說理，後

者更除了著重於說服。雙方名相使用上的不同也意味著所本理論有所差異，遂同

時展示了一個理論演化的軌跡。 

    誠然，通潤以此為《論釋》作註，超出了本論的理論基礎。若全以本論造論

當下的脈絡來看，也可能產生共許與否的問題。然而，雖通潤在《發硎》中大量

DOI:10.6814/NCCU202000321



25 
 

 

地引入外於《論釋》之名相，且當中部分的存在忽略共許的缺失。但實際上並非

所有名相皆應被視為誤用。同情地理解，檢視通潤對於純唯識學名相引用之合理

性，應考量到通潤作註時，會預設明代讀者可能會遇到的問題，在這個情況下，

《發硎》中部份的設問是為彼時想要學習唯識學之人而設，不必然對應於《論釋》

本文。以《發硎》之段落為例： 

 

問：覺寤獨頭亦緣性境，何故亦簡？答： 縱使覺寤獨頭意識一分能緣性

境，亦能將此夢中獨頭意識所緣之境而與校量，即覺寤獨頭所緣一分性

境亦屬離無，是故亦簡。以獨頭有二：一、覺寤獨頭，通緣三境，故曰

「有其片分」；二、夢中獨頭，唯是獨影，此夢中境，唯法處收，不託

本質故。46
 

 

此段可以呼應於《論釋》之原文：「縱許意識緣實事境，有其片分亦能將識相似

之相，離無其境，於眼等識，境不相離，得成就已，方為成立，是故於此不致慇

懃。47」也即就算允許意識去緣取實境，部分意識亦能將無境之識相作為其對象，

因此，既然對眼等五識來說，其對象必須為實境，那麼依此來證成唯識無境也就

可以成立，又覺悟獨頭的性境與前五無異，故不加討論第六意識。 

    此處通潤所謂「何故亦簡覺悟獨頭」明顯是站在唯識學的角度，針對第六識

之去存提出進一步的討論。這個討論並不在本論的討論脈絡之內。通潤設問，對

於獨自運作的第六意識，也即獨頭意識來說，「覺寤獨頭」和五識一樣能緣取性

境，為什麼要將意識屏除在討論範圍之外？論主回答，獨頭意識有兩種48，一是

                                                             
46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99。 
47

 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 (CBETA, T31, no. 1625, p. 889, a25-28)。 
48關於獨頭意識的種類，漢傳文獻有不同的講法，如延壽，《宗鏡錄》卷 49 述三獨頭意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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覺寤，二是夢中。前者相對於後者，通緣三境（也即性境、獨影境、帶質境），

故說僅有一分緣性境，因此予以簡別；而夢中意識所緣非性境，也即「不託本質」，

即是在這個影像本身之外，無別所託之義。 

    通潤此「覺寤獨頭」的說法應是來自《宗鏡錄》「覺寤獨頭而緣一切法，有

漏無漏、有為無為、世出世間、有體無體、空華兔角、三世一切法，皆悉緣得。

49」此外，對於覺寤獨頭當中尚有能緣取性境（包含無漏法、無為法），《發硎》

進一步說： 

 

慣修果智所緣性境雖是實有，是入地菩薩見道以後所行境界，誠非未見

道時有分別智所行境界，是真見道後如量智安立諦境，故亦揀50之。 

 

引文能對應於《論釋》中慣修果智的說明，並進一步解釋，能以獨頭意識、慣修

果智緣取性境者，是入地菩薩見道以後所見，此所緣境應和一般凡夫的聞思之境

有所區別。因為一般情況下，凡夫之獨頭意識所緣無非帶質、獨影境。 

    上述獨影境、獨頭意識的問題，並非《論釋》所要討論的「所緣緣」關心之

所在，通潤的種種說明顯然非為實在論與唯識論之爭議焦點，而在於回答明代讀

者可能產生之疑惑：何以對唯識學來說，第六識不必為整個討論的範圍？ 

    此外，這個部分對應於《論釋》中對於第六識是否應納入所緣緣的討論，在

《發硎》中顯見三類境之細部問題也非要旨，僅在強調，對於唯識論者來說，如

                                                                                                                                                                               
別為定中獨頭、散位獨頭，以及夢中獨頭。又於卷 54 述獨頭意識有三，分別是定中、夢中，以

及覺寤。明朝普泰於《八識規矩補註》中述第六意識有五種，其中有三獨頭，分別為定中、散位，

以及夢中；另外兩種意識為明了意識及亂意識。通潤，《成唯識論集解》卷 5：「定中獨頭亦通

三境，通緣十八界一百法三世境，及真如等。」(CBETA, X50, no. 821, p. 729, a24-b1 ／／ Z 1:81, 

p. 223, b5-6 ／／ R81, p. 445, b5-6) 。故此不討論入定的狀態。 
49延壽集，《宗鏡錄》卷 54 (CBETA, T48, no. 2016, p. 733, a10-12)。 
50

 此應同於「簡除」之「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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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關涉本體之問題在前五識所緣對象便能得到解答，第六識所緣對象之離識與否

應該也可以一同解決。綜上，筆者認為此處雖引入三類境之討論，從論證策略之

理解來看，通潤之詮釋並未偏離護法之本意。 

   另一個例子是，《發硎》在護法解釋五根識引生意識的部分51，提到「明了

意識」： 

 

問：若前五識無間引生明了意識，決定同時同緣現境，斯則如何亦簡之

耶？答：非此明了意識與前五識，決定同時生起，同緣現境，何以故？

由彼異部不許諸識並生故。或者云：前五先取境已，無間意滅，第六托

彼前滅意上方得生起，復原前五所緣之境；是則明了意識過去所緣境，

不緣現在境故。 

 

此處通潤設論敵問：「五識所引生的明了意識也可以同時緣取現量境，為何要予

以簡別？」論主答：「諸識並生是唯識論者的觀點，彼異部（實在論者）不許。」

在這個辯論中遂不存在明了意識獨緣的問題52。此外，如果明了意識是在五識後

生起，那麼對象就不是現在境，也即不是這裡要討論的所緣緣。 

    同樣的，明了意識的討論並不在與實在論者的辯論脈絡中，是唯識學獨有的

名相，應是來自於《成唯識論》：「又緣五境明了意識，應以五識為俱有依，以

彼必與五識俱故。53」意思是，按唯識的講法，就算存在著能同時、同緣現量境

的意識，明了意識也不能獨自存在，而必須與五識俱起，與實在論者不許諸識並

                                                             
51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若爾，根識引生所有意識，斯乃如何？」(CBETA, T31, no. 1625, 

p. 889, b4-5)。 
52

 此中「異部不許」應是來自玄奘編《成唯識論》卷 4：「一身八識既容俱起，如何異類為開導

依？若許為依，應不俱起，便同異部，心不並生。」(CBETA, T31, no. 1585, p. 21, b15-17)。 
53玄奘編，《成唯識論》卷 4 (CBETA, T31, no. 1585, p. 20, b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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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說法並不相同。若站在辯論的角度，考量共許，明了意識在能緣─所緣緣這

個問題上，已經不需要被討論。 

    除了前述的唯識學名相之外，通潤作《發硎》縱使在大架構上順承著陳那、

護法的脈絡，也的確在行文上作出了很多「進一步」的解釋，未必是陳那、護法

之原意54，筆者認為，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在於通潤作註時，比起與實在論者的爭

論，更考量到明代讀者對唯識學的陌生，因此行文上，更加地著重於唯識學理論

的闡揚。當然在這個過程中，難免有單純錯解的問題。下分別以《發硎》的幾個

段落來舉例說明之。 

    首先，通潤對於《論釋》中「如斯意識所緣之境，全成非有；此於自聚不能

緣故，復緣過未，非實事故，猶若無為。」一段，他以下文來解釋「自聚」之意： 

 

言「自聚」者，眼等自識所變，總聚內色也。五於內色自變自緣，意識

不爾，但緣現在五塵影子，復緣過去、未來假事。不緣自聚，因緣變色

故。55
 

 

對應到《論釋》，這個段落原本是用以說明何以「聞思之境」非實有。通潤解之

為眼等識所變之內色，並以五內色自變、自緣來說明前五識，不同於第六意識僅

緣「五塵影子」，也即非親緣內色，此所謂親緣內色者，意指同一識體自為能緣、

所緣。這不同於呂澂將「自聚」解為較為中性的「諸法」。然而，按護法《論釋》

之脈絡，此處是站在論敵的角度來說明「何以聞思意識所緣之境非有」，因此絕

對需要考慮共許問題。彼實在論者的立場，所謂實有之對象，不管是極微或是極

                                                             
54

 關於通潤對於「境」的陳述，筆者將於下一節處理。 
55

 通潤，《近世東亞珍稀註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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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之總聚皆為外境，換言之，對於雙方來說，若意識所緣非為實有外境，便不在

此針對外境有無的討論範圍之內。綜上，若按通潤所解，將自聚說為五內色，雖

然不違反唯識自宗，但這麼一來，便缺少了對於論敵立場之考量56，因為對實在

論者來說，「意識不能緣五內境色」這個說法並不共許，故可以說是沒有考慮到

《論識》原文的論證基礎。 

    其餘可能存在誤解之處，如通潤對《觀所緣論釋》：「猶如於根。縱實是識

親依之因，無根相故，非彼之境，極微亦爾。諸無其相彼非斯境者，何謂也？為

此說其名境者等。言自性者，謂自共相。了者。定也。……
57」通潤之解讀見下： 

 

為此無相之境，無有實體，但有其名，名為名境，故《識論》云：有質

可仗名為事境，無質可仗名為名境。此唯意識變相而緣，無預前五，以

前五識緣性境故。言性境者，性者，實也，及八法所成實體相分，即自、

共相也，即比量境，故知現、比二量，皆屬性境，總名相分。58
 

 

《論釋》原文意在說明所緣緣的條件，就算以五根為生識之因，由於識上無有其

相，不能說其為五識境，同理可證極微亦是如此，也即《論釋》中「無根相故，

非彼之境」是說明認識對象應該要能夠帶相，反之則不能作為認識對象。護法於

此說明「境」之內涵、如上文所述之條件為「言自性者，謂自共相。了者，定也

                                                             
56

 同為明代注疏家之明昱和智旭則將自聚解為外五塵，較沒有這個問題。明昱，《觀所緣緣論

釋記》卷 1：「此於自聚不能緣故者，『自』乃極微，『聚』名和合。此又謂意識不能緣極微和

合為境。」(CBETA, X51, no. 832, p. 821, b16-18 ／／ Z 1:83, p. 184, d16-18 ／／ R83, p. 368, 

b16-18)。智旭，《觀所緣緣論釋直解》卷 1：「…..自聚不能緣故而設問也。謂若云意識不能緣

五色聚，則五根識所引生之意識，豈亦不緣五塵境耶？」(CBETA, X51, no. 833, p. 838, a2-4 ／／ 

Z 1:83, p. 201, b14-16 ／／ R83, p. 401, b14-16)。呂澂，《觀所緣釋論會譯》增字解為：「此於

自聚（諸法）不能（親）緣故」(CBETA, B09, no. 39, p. 287, a4)。 
57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 (CBETA, T31, no. 1625, p. 889, c11-14)。 
58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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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意為能緣識對認識對象「相」之領納（了境），包含了現量（自相）與比

量（共相）。因此，如根等，既然不能於識上有相，不能說為境。 

    惟按《發硎》之句讀，原文中對「境」之說明變成對「名境」之說明。見引

文，通潤在《發硎》中，以「事境」為似質之相分，也即有本質作為其存有之依

據；以「名境」為不似質相分，也就是假相分色。筆者猜測這個區分可能是為了

呼應《論釋》中「自共相」的說法。然而，上述引文在這個時候把唯識學中「本

質」的問題納入討論，由於論敵並沒有第八識的說法，會有雙方不共許的問題。

其次，按護法本文脈絡，此處並未涉及意識變相的計度分別問題，而旨在討論所

緣緣之定義，且聚焦於帶相問題上，就算有所分別，也非概念計度的層次，僅僅

是五識對其認識對象最初步之分別。綜上，筆者認為這裡是通潤的誤解。值得一

提的是，通潤之後的智旭在《直解》中有一模一樣的說法60，由此可以看出明代

唯識學注疏家之間相互的影響。 

    最後，通潤在文本中，由此用相當的篇幅，以本識變現根識器界、似質之相

的理論來說明五識了境。這是所緣緣的定義的延展，同時，在討論上超出了唯識

與實在論者共許之知識基礎。見《發硎》： 

 

如彼相生，即名了境。此言意謂本識所變根、身、器界，五識緣時，不

能親取其體，但為所仗，名為本質，託質變起見分所緣，名為相分。此

相分者，識雖自變，而所變相全同本質，故曰同彼相貌而識生起。61
 

 

                                                             
59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 (CBETA, T31, no. 1625, p. 889, c14-15)。 
60

 見智旭，《觀所緣緣論釋直解》卷 1：「此問答釋妨也。問曰：若使諸無其相，彼即非斯識所

緣境者，則意識緣過未等又何謂也？答曰。為此說其名境者等，蓋有質可仗，名為事境；無質可

仗，名為名境。事境通于六識，名境唯在第六識也。」(CBETA, X51, no. 833, p. 840, a3-6 // Z 1:83, 

p. 203, b15-18 // R83, p. 405, b15-18)。 
61

 通潤，《近世東亞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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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引文當中，說明「了境」是如彼相生之意；五識並非親緣本質，而是以本

質所變相分色為所緣。此提到本質的概念，也就是第八阿賴耶識變現之器世間

等，五識以此為質，變起見分所緣之相分，按通潤所述，此相分色全同本質。此

討論位於《發硎》的前半部，其所呈現出來之意識結構，以五識相分托第八識相

分為質，而非實在論者所謂的極微自體。若依照《論識》，護法其實還未進入與

論敵爭論的重點，也即三家極微理論。這個現象亦是筆者認為通潤透過對《論釋》

之注疏，實則意在闡明唯識義理之緣由。 

 

第二節 三家極微理論與其所對應的實在論者 

    本節中，筆者將闡述通潤在《發硎》當中分別如何陳述《論》與《論釋》中

的三個理論，並將他針對這三個理論所作之辯破留到第四章。由於《發硎》大致

上順承著此二論的脈絡，未見太多對實在論者之著墨，但若從通潤《成唯識論集

解》來看，可以找到更多與此相關進一步的解釋。 

 

一、《論》與《論釋》中的三家極微理論62
 

    要明確地指出《論》與《論釋》的對手有其困難。按唐朝窺基述記，《觀所

緣緣論》面向之論敵共十八部師63，皆為當時印度佛教的實在論者，也即肯定以

極微為基礎的、獨立於心識之外的客觀世界，並且皆認為，認識必須依賴五根與

實有的客觀外境才能產生識。故而，《論》與《論釋》之首要目標是說明實在論

者「外在所緣」不合理，證明外在所緣不可能作為識的對象，其次才是內在所緣

                                                             
62

 《論》中三個極為理論在奘譯本中分別為極微說、和合說、和集說，但在《論釋》則是極微、

總聚（同時指設到和合說與和集說）。 
63窺基，《成唯識論述記》卷 2：「外人執他身心聚等一切外境能生心者皆所緣緣體，故今非之，

即總非十八部。然大眾部．一說部．說出世部．雞胤部。亦緣自心。亦緣心外法。今非一分故無

過也。」(CBETA, T43, no. 1830, p. 269, b23-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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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正當性如何在不違背傳統三和合理論的前提下被論證。換言之，對實在論者立

場的掌握，在閱讀此二論時不可謂不重要。 

    按《觀所緣緣論》所述，實在論者的第一個理論是極微說，原文為：「執極

微許有實體能生識故。64」對應到《論釋》中的解釋如下： 

 

或許極微。雖復極微唯共聚已而見生滅，然而實體一一皆緣，不緣總聚，

猶如色等。設自諸根悉皆現前境不雜亂，彼根功能各決定故，而於實事，

斷割有能，一一極微成所緣境，彼因性故。彼眼等識之因性故，是彼生

起親支分義。65
 

 

在這段引文中，護法說明論敵立場：雖然我們之所以能夠感知事物，是因為極微

聚集在一起，而我們是透過極微聚合而認識到事物之變化；然而，眼等根所緣，

應該是單一極微，而非其聚合。並且依據五根各自不同的功能，分別緣取極微作

為其對象，因此能夠產生正確的認識。在極微能生識的意義上，此理論符合了前

述所緣緣的第一個條件。按窺基《成唯識論述記》： 

 

薩婆多等，因緣等者，同類因66等也，彼並非眼識所緣緣，故今非地。

又與能生識是所緣緣為不定過。……為如眼等增上緣同類因等，能生五

識故，非是所緣緣。因緣等法既非所緣緣，心外色等應知亦爾。此破親

                                                             
64陳那，《觀所緣緣論》卷 1 (CBETA, T31, no. 1624, p. 888, b7-8)。 
65

 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 (CBETA, T31, no. 1625, p. 889, b18-24)。 
66

 同類因的解釋可見《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7：「云何同類因？答：前生善根與後生自界

善根、及相應法為同類因。過去善根與未來現在自界善根。及相應法為同類因。現在善根與未來

自界善根。及相應法為同類因。」(CBETA, T27, no. 1545, p. 85, c4-5)。在薩婆多三世實有的架構下，

同類因指同一因果序列中同樣性質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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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緣緣67。然小乘等共計，他心等法為自識親所緣緣，即是心外取法，

故今破也。68
 

 

由引文看來，窺基將第一個極微理論歸於薩婆多部，並指出四緣中因緣、增上緣

等不能為所緣緣，若照實在論者，僅以能生性而說為所緣緣，犯了不定過。這邊

的說法同於《論釋》中所謂「於根亦有成不定過。69」下見《述記》中第二個極

微理論： 

 

此牒經部師計。……。彼說實有極微非五識境，五識上無極微相故，隨

彼彼處所攝，眾多極微共和合時總成一物，名為和合，如阿拏色等以上

方為五識境。和合是假，依實微立，即五識上有和合相故，名五識似彼

相也。70
 

 

《論》中第二個理論是「和合說」，窺基歸之於經部師。五根所緣取的對象是極

微之聚合物，而非極微本身。既是聚合而成的麁相，就意味著可再分解，是假非

實。這個理論符合了所緣緣定義的第二個標準，也即帶相起。《論》說為：「執

和合，以識生時帶彼相故。71」《論釋》則解為： 

 

或復於彼為總聚者，彼諸論者，執眾極微所有合聚為此所緣，相識生故。

                                                             
67

 此處窺基明確指出所破者為「親所緣緣」，與後來通潤以第八識疏所緣緣的討論方向有些不

同。見第三章第二節的討論。 
68窺基，《成唯識論述記》卷 2 (CBETA, T43, no. 1830, p. 269, c28-p. 270, a7)，此段對應到《成唯

識論》卷 1：「汝執彼是此所緣緣，非但能生。勿因緣等，亦名此識所緣緣故。」(CBETA, T31, 

no. 1585, p. 4, b5-6)。 
69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若如所說，因將為能立者，則彼因性，故為所緣性耶？於根亦

有成不定過。」(CBETA, T31, no. 1625, p. 889, c25-26)。 
70窺基，《成唯識論述記》卷 2 (CBETA, T43, no. 1830, p. 270, a13-19)。 
71陳那，《觀所緣緣論》卷 1 (CBETA, T31, no. 1624, p. 888, b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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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總聚而生其智，是故定知彼為所緣。如有說云：若識有彼相，彼是

此之境。72
 

 

引文所述，那些執持極微總聚為所緣緣的，是因為識上有總聚相生的緣故。此護

法謂「由於總聚而生其智」，考慮到《論釋》前文述，不討論第六意識之對象，

應將此處「智」理解為「識」。按窺基述： 

 

述曰：此下正破。量云，其和合相，非異極微有實體，即極微故。如極

微此犯相符，經部不說和合有體，故今牒定也。說和合相既非實有，方

顯非是五識緣故，非汝經部師，其和合相異本真實極微有實自體。分折

彼和合時，能緣假和合相，識定不生故。73
 

 

《述記》的批評是，一方面經部師以極微之和合為所緣緣，二方面，經部師與薩

婆多師同樣執持極微為實體，但經部師不以極微和合為實體。換言之，對於經部

師來說，非為實體者可以為所緣，這與《論》對所緣緣的定義有所出入。關於「所

緣是否應為實」這個問題，眾賢於《順正理論》當中已經有所破74。 

    在極微與和合說受到唯識論者反駁之後，論敵進一步提出和集說，也即《論》

中第三個理論：「有執色等各有多相，於中一分是現量境故。諸極微相資，各有

一和集相，此相實有，各能發生似己相識，故與五識作所緣緣。75」此中「一分

是現量境」似乎意味著和集相作為所緣，是現量與比量境之合體；「現量」是就

                                                             
72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 (CBETA, T31, no. 1625, p. 889, b25-28)。 
73窺基，《成唯識論述記》卷 2 (CBETA, T43, no. 1830, p. 270, a20-26)。 
74

 眾賢對於所緣非實的破難如下，見眾賢，《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 4：「五識不緣非實有境，

和集極微為所緣故。又五識身無分別故，不緣眾微和合為境。非和合名別目少法可離分別，所見

乃至所觸事成，以彼和合無別法故，唯是計度分別所取。五識無有計度功能，是故不緣和合為境。」

(CBETA, T29, no. 1562, p. 350, c19-24)。 
75陳那，《觀所緣緣論》卷 1 (CBETA, T31, no. 1624, p. 888, b2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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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極微之實體性而言，故能發生似己相識。而帶相的條件，則是由諸極微相資來

滿足。下見《論釋》之解： 

 

有說集相者，於諸極微處，各有集相，即此集塵而有相現，隨其所有多

少極微，此皆實有。在極微處，有總聚相；生自相識，實有性故，應是

所緣。斯乃雙支。皆是有故。76
 

 

引文與《論》本文的一個差別是「處」字的加入，很可能有梵文文法中位格

（locative）之意，位格之有無，則又與眾多極微之聚合是否形成一個別於單一

極微之事物有關。如果「處」僅僅是一個虛字，那麼眾多極微僅僅是同類事物的

疊加；如果以位格來理解「處」，似乎在眾多極微疊加的過程中，形成了別於單

一極微的整體。李潤生曾述：「和集近乎今人所謂 mixture，和合近乎今仍所謂

compound。77」按照他的這個解釋，和集是單一極微聚集在一起而產生能見之法，

作為所緣緣的仍然是極微，別於和合在結合後成為一個新的所緣境。在世親《唯

識二十論》中，論主以「如執實有眾多極微皆共和合、和集為境，且彼外境，理

應非一，有分色體，異諸分色不可取故；理亦非多，極微各別不可取故。78」引

文之意為，將和集視為一個集合體而成所緣緣不合於理，因為這個集合體明明是

極微所構成，離了極微之聚合則無所謂外境79；另一方面，我們也不可能個別取

之，因為識上並無極微相，因此總結而言，和集說不能成立。《述記》對「和集」

有進一步說明： 

                                                             
76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 (CBETA, T31, no. 1625, p. 890, c12-16)。 
77

 李潤生，《唯識二十論 導讀》，頁 120。 
78

 世親，《唯識二十論》卷 1 (CBETA, T31, no. 1590, p. 75, c21-24)。 
79

 有分色與分色分別對應於麁相與細相，可見於窺基，《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2：「異本極微實

有體者，諸有分色體不可取故，如山地等，一一段別即是分色，豈離於此，別有一實麁有分色？……

汝有分色非異分色，異諸分色不可取故。」(CBETA, T43, no. 1834, p. 993, a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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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婆多云：彼和合故非五識境，五識必依實法生故。今者所說此相相資，

各別極微能生五識，一處相近名『和』，不為一體名『集』，即是相近，

體各別故，是實法故，有力生識。以相麁故，識有此相，故所緣緣理具

足有。80
 

 

按《述記》相近而不為一體才是集。此外，和集說不同於和合說視眾多原子之組

合之麁相為所緣緣；和集說是以單一極微各自有集相，累加而後有所顯現81。陳

雁姿在研究中說為：「極微中聚有各種物性。82」筆者按窺基之理解，理解和集

說為極微共聚而能見相，但極微為實體作為生因，故實在論者說雙支皆有。 

    接著《論釋》設問「如何令兩相共居一事」，也即對諸極微來說如何可能同

時具有和集相，又有各自之極微相？本文中對這個問題的答覆為「縱令實事別別

體殊，然此相狀，但於集處更相藉故而可了知。說觀集相，更無餘矣83」，也即

就算個別極微之體有別，但極微之相狀僅是在聚集相藉而得以被了知，故五識之

所緣緣是集相84。實在論者對於「二相共居一事」的答案是，對那些合聚之物（如

桌子）來說，其是以地水火風等四大種為性，但會「隨事隨根」之了別有其勝劣，

                                                             
80

 窺基，《成唯識論述記》卷 2  (CBETA, T43, no. 1830, p. 271, a16-21)。這段引文明確說了，

一處相近、不為一體，故不同前文所述。 
81參考 Duckworth,D; Eckel MD; Garfield, JL; Powers, Chester; Thabkhas,Y;Thakchöe,S, Dignaga's 

Investigation of the Percept: A Philosophical Legacy in India and Tibet.p17.註腳 32 “Ching Keng 

(during group meetings) points out that there is another way to read the third position, namely, as 

suggesting that in fact it is not the particles that are the percepts, but rather the representation 

transmitted to consciousness by the particles, where each particle transmits a tiny representation of the 

whole (particles of a cup each transmitting a cup particle, etc.). He finds this reading in Kuijis Account 

of the Twenty Verses on Mere Cognition (Weishi ershi lun shuji lljtili=+iilii£iiC. 2 Juan (CBETA, T43, 

no. i834, p.0992.c27-993Cl4).” 
82陳雁姿，《陳那觀所緣緣論之研究》，頁 157。 
83

 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 (CBETA, T31, no. 1625, p. 891, a1-3)。 
84

 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縱令實事別別體殊，然此相狀，但於集處更相藉故，而可了知。

說觀集相，更無餘矣。又復設使諸有極微合聚為性，然而一事有其勝劣，隨事觀之，且如蒼色，

是其地界。如是等說，誠為應理。縱許如是如極赤物初生起時，多事皆強，遂無容矣，依容有處

作此譸議。」(CBETA, T31, no. 1625, p. 891, a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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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已顯現者為勝、未顯現者為劣85，如《論釋》中亦提及，「然而一事有其勝

劣，隨事觀之，且如蒼色，是其地界86」，意思是在聚集之後，以蒼色相勝，極

微相劣。其次，正是要在諸極微聚集之處，識才能了知集相87。綜上，論敵據此

而說和集論應該是符合所緣緣的兩個條件。 

    筆者於本節中，僅就《論》、《論釋》以及《成唯識論》等相關段落所提供

的線索去分析其實在論者，是透過唯識論者的角度。因而，若要更細緻的去討論

這三個理論，就要回到阿毗達磨的文獻之中，考察實在論者對於大種、極微，以

及認識問題的討論。本論文目前聚焦於明代注疏與唐代文獻之異同與傳承，因此

對於實在論者的討論便止於此。下一節將闡述《發硎》中對於實在論者的說明。 

 

二、《發硎》如何解讀三家極微理論 

    《發硎》中，對極微與和合理論的說明，大致同於《論》與《論釋》。在三

家極微理論中，較有爭議的是和集理論，本節將著重於第三個理論之討論。 

    《發硎》中對和集理論的說明包括：「極微、和集，麄細不同，正極微時，

無和集相，正和集時，無極微相。88」也就是極微相與和集相不會同時顯現，換

言之，單一極微同時具有顯現兩種相的可能性。此說法來自《成唯識論》中所謂：

「有執色等一一極微，不和集時非五識境，共和集位展轉相資有麁相生，為此識

                                                             
85

 參考明昱，《觀所緣緣論釋記》卷 1：「謂且將地界觀之，但見蒼蒼之色，則知地界。彼以蒼

色為勝、地界為劣矣。」(CBETA, X51, no. 832, p. 830, a23-24 ／／ Z 1:83, p. 193, c17-18 ／／ 

R83, p. 386, a17-18)； 智旭，《觀所緣緣論釋直解》卷 1：「有其勝劣(勝能隱劣。所以今且)，

隨事觀之，且如蒼色是其地界(而蒼色之總聚相勝，地界之極微相劣，所以但見蒼色，即知地界)。」

(CBETA, X51, no. 833, p. 844, b11-12 ／／ Z 1:83, p. 207, d11-12 ／／ R83, p. 414, b11-12)。 
86
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CBETA, T31, no. 1625, p. 891, a4-5)。 

87
 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縱令實事，別別體殊，然此相狀但於集處更相藉故，而可了知，

說觀集相，更無餘矣。」(CBETA, T31, no. 1625, p. 891, a1-3)。 
88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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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彼相實有，為此所緣。89」這是論敵用以解釋和集相如何顯現的問題。當然，

這後來面臨論敵「二相如何共居一事」的挑戰。此外，通潤於《觀所緣緣論發硎》

中，對「相資」的說明為：「言相資者，如瓶甌等必藉地水火風四微和集方得成

器，故一微中各具四微名『和集相』。此相實有，是現量故，各能發生似己相識。」

筆者理解這段引文為，執和集理論者，認同極微是實，意味著同意四大種共聚的

極微相之實有性90。且以此具四大種所具合成之單一極微具有「和集相」（也即

四大種之眾多相）。其中「各能發生似己相識」者，似乎是指各個極微皆能發生

似己相之識，也就是現量境。見《發硎》中實在論者之說明： 

 

縱令極微自體各各不同，而此微狀，眼等識上不帶彼相，不可了知，但

於集處更相資等，有麄相生，然後了知是極微相，是故於極微處，有和

集相可為所緣。91
 

 

在這段引文中，實在論者認為，極微自體各各不同，且眼等識上不帶極微相，故

不可了知，只有在「集處」相資後才能了知。所謂「於極微處有和集相為緣」正

好呼應了《成論》中只有聚集在一起的時候，和集相才會顯現的說法，但這不影

響和集相本是實有的性質。接著是唯識師的批評，見《發硎》： 

 

大乘復以事無勝劣，難云：設使諸有極微，一一皆以總聚為性，則世間

種種諸物總成一事，悉皆平等，應無勝劣。然而一事有多勝劣，各各不

同，豈同所執一一極微皆有集相而無差別？今且隨以一事觀之，即如蒼

                                                             
89

 玄奘編，《成唯識論》卷 1 (CBETA, T31, no. 1585, p. 4, b14-18)。 
90在這段引文中，「一微中各具四微」，參考惠沼，《成唯識論了義燈》卷二：「問：既許四大

造極微，一微中已有四微…… 」可見「一微」者是極微，「四微」者，是四大種。 
91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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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是其地界，極微、和集二相共居。若如所說，誠為應理。92
 

 

按通潤所述，這個段落為唯識家對實在論者之破難，對應於《論釋》「又復設使

諸有極微合聚為性。然而一事有其勝劣，隨事觀之，且如蒼色，是其地界，如是

等說誠為應理。93」按通潤，唯識論者提出批評，若一一極微自有「總聚性」，

而世間事物又是由這些極微聚集而成，那麼世間一切應該沒有差別。然而，從經

驗來看，世間一切事物分明是有差別的。換言之，如果按照和集說，事物並不會

因為經過累加而產生質變，世間事物應該也沒有差別。然而事實正好相反，因此，

就算肯定了極微的實有，產生質變的這個事實也會使得這個和集相變成非實的，

也就非所緣了。然而如此一來，似乎與極微說所受到的批評大同小異，以單一極

微的無差別性無法組成有差別的事物。 

    然而若回到《論釋》，這似乎不是這裡所要處理的問題。承上之詮釋，通潤

以萬物皆有總聚性推導致萬物皆悉平等，再進而說，從實際上來看一事有多勝

劣，用以批評和集理論：如此一來應該承認事物之無差別性。筆者認為這個解釋

並不合理，因為這將多個事之差別與單一事上總聚相、極微相的勝劣問題混淆在

一起。此不同於前節參考明昱、智旭所述，將「勝劣」理解為在極微聚集之處孰

顯孰隱的問題，且見《論釋》文脈，接下來的討論為相對於「青色」的「極赤物」，

這明顯是極微之聚集是否能是「單一極微多相」或者是「多相其實就是一個複合

物」的問題，因此明昱、智旭的詮釋應該較為合理。 

    事實上，通潤之後對青色、極赤物的詮釋也的確符合筆者的說法。按通潤之

詮釋，此處實在論者認為，在青色中，可見到地極微與青色共居一事，且在一事

                                                             
92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16。 
93

 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 (CBETA, T31, no. 1625, p. 891, a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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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上有勝劣，以地極微聚集而顯青色之例子。唯識論者對此的批評是，並非所有

事物皆如青色與地極微的關係，以勝顯劣。見下文： 

 

縱許蒼色可作是說，假如有極赤物，纔生起時，欲令此少極微之上，遂

有如許眾多赤相，無容有此。是知極微和集，則有眾多相生，不合則無，

何得強執一一極微各有總聚相耶？94
 

 

上面這段引文的意思是，若是其他非青色之事物，如極赤物生起之時，並非如蒼

色與地界的同質性關係（《發硎》中述此同質性關係為積日成歲、積水成河95）。

按護法述，極赤物生起時「多事皆強」。通潤解釋為，非少數極微便能生起眾多

赤相，也即，在極赤物這個例子中，並非單一極微上有眾多相，而應是眾多極微

各有其相，並在和集後，產生極赤物中的眾多相，這些眾多相成為一事。 

    《論釋》在這個部分的文意稍顯模糊，按筆者理解，大火中同時有青、黃、

赤、白等相。而極赤物之為一事，其中有「眾多相」，這些相來自不同極微（地、

水、火、風）之集合。就唯識論者來看，這個說法是行不通的，因為在極赤物的

例子上來看，和集說根本上同於和合「合則有、不合則無」，極微在聚集之後才

能成為一個整體的事被緣取，因此可以說和集相是假非實，非五識所緣。 

    綜上，雖然在「總聚」過渡至「勝劣」一段之理解，通潤與明昱等人有些微

不同，但通潤理解的和集理論，大致上是單一極微同時具有微相與總聚相，但是

由聚集而顯集相，卻不能獨現極微相，故說為假。通潤於其《成唯識論集解》中，

亦有相同的說明96。至此筆者已述通潤對於三家極微理論之理解。 

                                                             
94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17。 
95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17。 
96

 通潤於《集解》中，引用來自《成論》與《觀所緣緣論》的段落，對於和集理論亦有類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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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硎》中的實在論者 

   在《發硎》中，通潤並未細加討論三家極微理論所屬分別為何部，而較專注

於因明的梳理（筆者將在第四章中，透過因明分析呈現唯識論者與實在論者之辯

論）。但在另作《成唯識論集解》中，他對《論》與《論釋》中所對應到的三個

論敵有較多說明。因此，除了《發硎》中對三家極微理論的說明，本節將會引用

通潤《集解》中與《論》、《論釋》相關的段落，作為認識《發硎》中實在論者

之切入點。 

    在《集解》中，通潤將和合理論說為經量部97；極微說與和集說則為正量部

之理論98，不同於前節所述，窺基《述記》認為極微說與和集說皆為薩婆多師，

而和合理論說為經量部師。除此之外，《述記》更云：「此即總牒共許所緣緣義。……

此對除正量部以外夫識緣法。99」將正量部屏除於討論範圍之外，而將此二說為

是毘婆沙師100。 

    之所以不談正量部，因為按窺基所述，正量部不談行相101。這一點，在普光

                                                                                                                                                                               
說明。《成唯識論集解》卷 1：「有執色等一一極微不和集時非五識境，以識上無圓微相故。共

和下，次陳今立之是。言共和集位等者，謂諸極微和集一處，互相資藉，有麤相現，隨其所有多

少極微，各各皆有一和集相。彼相實有可作五識所緣緣。」(CBETA, X50, no. 821, p. 673, c21-p. 674, 

a1 ／／ Z 1:81, p. 167, c9-13 ／／ R81, p. 334, a9-13)。 
97

 通潤，《成唯識論集解》卷 1：「此破經部師將外和合假色作所緣緣也。」(CBETA, X50, no. 821, 

p. 673, b6 ／／ Z 1:81, p. 167, a6 ／／ R81, p. 333, a6) 。 
98

 通潤，《成唯識論集解》卷 1：「此破正量部師執極微為所緣緣也。正量部救云，和合麤色雖

則是假，而有能成一一極微，此是實有，各得為緣能生五識。」(CBETA, X50, no. 821, p. 673, c7-10 

／／ Z 1:81, p. 167, b13-16 ／／ R81, p. 333, b13-16)；《成唯識論集解》卷 1：「此正量部師，

復雙計極微、和集為所緣緣。」(CBETA, X50, no. 821, p. 673, c20 ／／ Z 1:81, p. 167, c8 ／／ R81, 

p. 334, a8) 
99

 《成唯識論述記》卷 2：「此即總牒共許所緣緣義。下欲別破。此對除正量部以外夫識緣法。」

(CBETA, T43, no. 1830, p. 269, c2-4)。 
100

 窺基，《成唯識論述記》卷 2：「此第三牒本薩婆多毘婆沙師義。如經部師，極微和合所成

是假，不能為緣發生五識。今和合時，一一極微有和合麁相，各能為緣發生五識，以有實體能為

緣故。然別極微相，五識不得，故非之也。」(CBETA, T43, no. 1830, p. 270, c4-9)。 
101

 窺基，《成唯識論述記》卷 1：「有見無相，謂正量部師，不作相分而緣境也。有相無見，

謂清辨師。相見俱有，餘部及大乘等。相見俱無，即安惠等。」(CBETA, T43, no. 1830, p. 237, 

a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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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舍論記》中可見，其中說明正量部認為我們是以心、心所法是直接去緣取對

象102。在筆者目前所讀到《論》與《論釋》的相關文獻當中，除通潤與王肯堂103

外，僅在《宗鏡錄》有類同於通潤之分判：「初破正量部師。論主云：夫五識所

緣者，謂能緣識帶彼相起，及有實體，令能緣識託彼而生。汝正量部師若言，所

緣緣義但有能生識之一義，不許能緣眼識帶彼相起者，即應非是所緣緣。104」可

以猜測通潤是受到此論的影響。 

    若回到《論釋》的脈絡，在討論和集說時，言明「有說集相」，通潤《發硎》

亦解為「此下敘破和集相為所緣緣也。」然而，這明顯與正量部反對「相」的立

場不同，因此較為合理的解釋是，通潤在這邊的說法有誤105，而這顯示出的是他

對於實在論者的認識可能是不夠充分的。另一個可能僅是筆者之猜測，由於眾賢

做《順正理論》，漢傳佛教時將之稱為「順正理師」或「正理師」106在注疏的過

程中，將「正理」誤寫／誤解為「正量」亦有可能。 

    接著再能夠回過頭檢視，將第一個極微說歸於正量部的作法是否合理。在

《論》與《論釋》中，對極微說之批評是，如果所緣緣僅具有因性，我們將很難

區分所緣緣，以及同樣具有因緣性的能緣（如根喻）。若按通潤述，正量部與唯

                                                             
102

 普光，《俱舍論記》卷 1〈分別界品 1〉：「若依正量部，心、心所法亦直緣前境，無別行

相現心等上，不同說一切有部，不變相分，復不同大乘。」(CBETA, T41, no. 1821, p. 27, a19-21)。 
103

 通潤，《成唯識論集解》曾述：「正量部救云：和合麤色，雖則是假，而有能成一一極微，

此是實有，各得為緣。」這一段文字完全同於王肯堂，《成唯識論證義(第 1 卷-第 3 卷)》卷 1

中所述。王肯堂曾為通潤《集解》作序，兩人先後完成《集解》和《證義》，有明顯互相影響的

痕跡。 
104

 延壽集，《宗鏡錄》卷 71 (CBETA, T48, no. 2016, p. 812, b6-10)。 
105然而，通潤在另一個段落又，又明確提到薩婆多部。見通潤《成唯識論集解》卷 1：「經部計

有對色是極微所成，能成極微是實，所成根等是假，以實成假，故眼緣麤色，不緣極微。薩婆多

計能所皆實，故先破云：彼有對色定非實有，以能成極微，非實有故。」(CBETA, X50, no. 821, p. 

672, b24-c3 ／／ Z 1:81, p. 166, b6-9 ／／ R81, p. 331, b6-9) 。 
106

 參考陳雁姿，《觀所緣緣論研究》，頁 155，如窺基《成唯識論述記》卷 2：「或和或集。『和』

對古薩婆多師。『集』對新薩婆多順正理師。」(CBETA, T43, no. 1830, p. 267, c19-20)，以及呂

澂，《觀所緣釋論會譯》卷 1：「和集是順正理說，其實正理師仍執極微為所緣。」(CBETA, B09, 

no. 39, p. 324, 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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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家這裡的爭論理當為，「在識上有所緣緣相」是不是一個必要條件。因此就算

正量部不說相，而只說心親取外境107，這個批評對他們來說可能還是成立的，因

為根喻正是一個無有相，故作為能生，依然不能說為所緣的例子。然而，若回到

《論釋》中的批評：「諸極微體是其因性，但說不合是所緣性，由非彼相極微相

故。此云根識極塵非境。108」在此，護法的論證如果要成立，「非彼極微相故」

這個理由必須為雙方所共許，反之，則是一個無效的論證。因此，如前所述，《論

釋》的注疏家明確知道「無有極微相」對論敵來說是一個打擊，又正量部根本不

談「相」的問題109，因此，將正量部歸為極微與和集說之創立者，這是有問題的。

除了「錯誤的理解」之外，筆者更好奇的是，通潤並非對薩婆多部一無所知。他

曾於《集解》中云： 

 

經部計有對色是極微所成，能成極微是實，所成根等是假，以實成假，

故眼緣麤色，不緣極微。薩婆多計能所皆實，故先破云：彼有對色定非

實有，以能成極微，非實有故。110
 

 

此段至「薩婆多計能所皆實」皆是來自元朝雲峰之《唯識開蒙問答》111。如此看

來，何以通潤又同時在《集解》中，將《論》中的實在論者歸於正量部師，而非

                                                             
107

 窺基，《因明入正理論疏》卷 3：「簡異正量。彼心取境，如日舒光，如鉗鉗物，親照境故。」

(CBETA, T44, no. 1840, p. 140, c3-4)。 
108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 (CBETA, T31, no. 1625, p. 889, c9-11)。 
109

 延壽集，《宗鏡錄》也明確地說正量部是「不許能緣眼識帶彼相起」。見《宗鏡錄》卷 71：

「此中意云。古大乘師不說挾帶。即本智緣真如時為所緣緣。義如有失。若正量部不許變帶。即

眼識緣色時。所緣緣義不成。」(CBETA, T48, no. 2016, p. 812, b15-17)。 
110通潤，《成唯識論集解》卷 1 (CBETA, X50, no. 821, p. 672, b24-c3 ／／ Z 1:81, p. 166, b6-9 ／

／ R81, p. 331, b6-9)。  
111

 雲峰集，《唯識開蒙問答》卷 1：「經部師計能成極微是實，所成根等是假，以實從假，眼

緣麤色，不緣極微。薩婆多計能所皆實。」(CBETA, X55, no. 888, p. 344, c6-8 ／／ Z 2:3, p. 215, 

c12-14 ／／ R98, p. 430, a12-14)。相似的文字也出現於王肯堂，《成唯識論證義(第 1 卷-第 3 卷)》

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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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為薩婆多師？這很可能是來自《宗鏡錄》的影響。此書雖收錄了多部大乘重要

論書，但其中將不同段落雜揉的做法，可能造成後人的誤解。下擷取通潤《集解》

中所引用的段落，同時此段來自《宗鏡錄》卷７１： 

 

……若不變相分，直附境體，即名挾帶。所以唐三藏將挾帶以救前義。

謂古大乘師，但明變帶也。次依《論》破小乘所緣緣義，分二，初破正

量部師。論主云：夫五識所緣者，謂能緣識帶彼相起，及有實體，令能

緣識託彼而生。汝正量部師，若言所緣緣義但有能生識之一義，不許能

緣眼識帶彼相起者，即應非是所緣緣。大乘量云：汝眼識所緣緣是有法，

應非眼識所緣緣（宗）。因云：但有能生識一義故。同喻如眼識因緣。

又返立量破云：汝眼識因緣是有法，應是眼識所緣緣。（宗）。因云：

但有能生一義故，如眼緣色時。此中意云：古大乘師不說挾帶，即本智

緣真如時為所緣緣，義如有失。若正量部不許變帶，即眼識緣色時，所

緣緣義不成。次破經部師者……
112

 

 

在這段引文中，先說明對古大乘師的批評，也若不談挾帶，就會面臨真如不可緣

的問題。接著《宗鏡錄》提及《論》，且從「帶彼相起，及有實體」等句看來，

是針對《觀所緣緣論》中所緣緣定義之說明，並於後文述：「汝正量部師，若言

所緣緣義但有能生識之一義，不許能緣眼識帶彼相起者。」此段明顯不在《論》

的脈絡之中，而是另闢討論至所緣緣有相、無相，如引文中提到「正量部不許變

帶」，可見其與漢傳唯識學之衝突是「相」的問題。綜上，乍看之下這個段落是

對於《論》的分析，但真正的重點卻在「此中意云」一段，至此將問題轉移到漢

                                                             
112延壽集，《宗鏡錄》卷 71 (CBETA, T48, no. 2016, p. 812, b3-18)。 

DOI:10.6814/NCCU202000321



45 
 

 

傳佛教的脈絡中玄奘系唯識學所建立的挾帶與變帶的理論。而唯識師對正量部的

批評是，若不能生相，那麼眼識所緣之色應無所緣緣義。這個說法僅見於延壽《宗

鏡錄》與明昱《觀所緣緣論釋記》113。又《宗鏡錄》批評古大乘師不談挾帶，其

實是對玄奘提出挾帶理論的正面評價，可對應於《成唯識論》中對於所緣緣有一

親二疎114的說法。無論如何，這裡的討論的是有相無相的問題，通潤在注疏的時

候，很可能將這個段落與極微理論等同視之，置於《論》與《論釋》的討論中，

誤判了實在論者所屬之派別。 

 

第三節 小結 

    通潤於《觀所緣緣論發硎》的序篇中，即闡明《成唯識論》中以八識理論為

基礎的親、疏所緣緣之說。可以說通潤對唯識學之理解是從這裡開始。至於在《觀

所緣緣論釋發硎》之注疏主要有兩個特徵，其一，通潤解讀《論釋》，會因為遺

漏了「共許」作為最高之原則，而可能有誤解的情況。其二，在《論》與《論釋》

既有的架構上，通潤以「三類境」為基礎，引入不少外於《論釋》的名相，並對

其做出相當詳細的說明，這些名相多來自以《成唯識論》為核心的注疏，以及《宗

鏡錄》，但未必在討論的時候超出《論釋》之脈絡。其三，雖然不若《觀所緣緣

論發硎》，在序篇便完整說明唯識理論，但通潤於《觀所緣緣論釋發硎》文中，

亦存在著這樣的企圖：透過既有文本作為框架，並加以延展用以說明唯識理論。

上述這些特色與明代唯識學的另一個特點有關，那便是實在論者的被重視的程度

大大地降低，筆者認為原因有二，其一實在論者對於明代注疏家來說有其時間與

                                                             
113明昱，《觀所緣緣論釋記》卷 1：「而小乘正量部，不許變帶，則眼識緣色時，所緣緣義不成。」

(CBETA, X51, no. 832, p. 818, a13-14 ／／ Z 1:83, p. 182, a7-8 ／／ R83, p. 363, a7-8)。 
114玄奘編，《成唯識論》卷 7：「三所緣緣，謂若有法是帶己相心或相應所慮所託，此體有二，

一親二疎。」(CBETA, T31, no. 1585, p. 40, c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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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間的模糊性，其二是對明代注疏家來說，唯識與外境之爭並非真正重要的問

題，此於後文將有所說明。 

    無論如何，我們的確可以質疑通潤對原有文獻理解之可靠性。舉例來說，在

奘譯《論》中，「本識」之所指尚且存在爭議，但對通潤來說，本識毫無疑問是

第八識，且在通潤另作《觀所緣緣論發硎》序中，同樣地直接帶入了八識理論，

有一番詳細之闡述。最重要者，通潤以同一套理論貫穿了《論》與《論釋》，而

忽略了「所緣」、「所緣緣」在這兩部論中使用之差異115。 

    通潤所詮釋的唯識學最大的特點是，對他來說，唯識學是一個已經完成的、

整體的系統。這很大程度的影響了他的注疏，也因此與《論》與《論釋》的成書

背景有很大的不同。由於《論釋》在明代之前並未找到詳細的注疏，通潤等明代

注疏家是從其時代為出發點，重新賦予了《論釋》新解，這一點，尤其體現在他

們對「所緣緣」、「所緣」的詮釋上。 

 

 

 

 

 

 

 

 

 

 

 

 

                                                             
115

 此於 3.1.3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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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漢傳唯識學中「所緣緣」的意涵 

    在這個章節中，筆者要處理的問題是從《觀所緣緣論》、《觀所緣論釋》至

唐朝玄奘系統的唯識學，再至明代注疏家（以通潤《觀所緣緣論是發硎》為例）

的這個詮釋史，包含了兩層關係。在第一層關係上，筆者主要參考的是呂澂的藏

譯，以及從呂澂《會譯》中對奘譯《論》的批評，來突顯陳那、護法本論與玄奘

系統間可能存在的爭議。考量到明代注疏家所能觸及的參考文獻，對於所緣緣的

理解又是在唐代的基礎之上延伸（或可謂誤解），因此會更側重第二層關係，也

即不同時期的漢傳唯識學對於所緣緣的理解（此著重於玄奘─窺基一系），試圖

用以回答論文最終章的問題意識，也就是玄奘系統與通潤的法性宗背景在詮釋

《觀所緣論釋》時所顯現的差異，以及形成這個差異的原因。 

 

第一節 《觀所緣緣論》、《觀所緣論釋》中的「所緣緣」

意涵 

    陳那《觀所緣緣論》與護法《觀所緣論釋》之要旨為所緣／所緣緣之探究。

然而，由於《論釋》最後兩頌的缺漏，讀者難以單獨透過《論釋》掌握其完整的

唯識學立場。僅能就現有文字資料去比對這兩個論之異同。若按呂澂所述，此二

論在「所緣緣」這個問題的討論上有細微之差別。針對通潤《觀所緣緣論釋發硎》

的研究，筆者所關注的其中一個問題是 1. 通潤是否注意到這個兩個論的差異，

以及 2. 他如何去處理其中之差異，乃至於 3. 他是否在已有的所緣緣定義上，做

出了進一步的詮釋。探究這些問題，可以推測出通潤在詮釋唐代唯識學作品的時

候，是帶著甚麼樣的意圖──是以貼合文獻本身為考量，或者有一個統合唐代法

相宗的目的；尤以後者的情況下，可以想見會在作註者所使用的名相上，顯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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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論》、《論釋》融貫的一致性。那麼，我們就可以說通潤對《論釋》的解

讀是進一步的，是一個延伸性的詮釋。本節將先簡述陳那與護法對所緣緣之說

明，再分析《發硎》當中的所緣緣。 

 

一、《觀所緣緣論》、《觀所緣論釋》中的「所緣緣」／「所緣」 

    綜觀而言，《論》與《論釋》考察所緣的目的可能為二，其一涉及存有的問

題，也就是在本體論上對外境之否定，其二是認識的問題，也即對於認識到外境

的可能性之否定。考量到印度佛教的傳統中，認識問題與存有的問題並不截然二

分116，也即外境之存有與認識的問題不能分割開來，因此，唯識家在辯論上合理

的策略是，如果實在論者外境理論之基礎（極微），實際上不可能成為認識對象，

那麼這個外境是非實在的。 

    ālambana（所緣緣）來自梵文字根 √lamb，意近抓取（cling to）、依賴

（depend），又其字首 al 表示接近，因此綜合地理解，ālambana 有依賴、支持、

支撐、原因等意 117。《論》中對「所緣緣」一詞的定義有二，如下： 

 

所緣緣者，[1]謂能緣識帶彼相起，及[2]有實體令能緣識託彼而生。118
 

 

    第一個條件中「帶相」涉及另兩個特殊的名相：境（梵：viṣaya；藏：yul） 

和行相（梵：artha；藏：Don） 
119，《論》云：「境相與識定相隨故。120」在

                                                             
116阿毗達摩中對真有性之討論將「真有」區分為實有與假有，分別歸於勝義諦與世俗諦，此二皆

有能「為境生覺」之特性。眾賢，《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 50：「何緣有相？唯現，非餘，故

彼所辯非真有相，我於此中作如是說：為境生覺是真有相。此總有二，一者實有、二者假有，以

依世俗及勝義諦而安立故。」(CBETA, T29, no. 1562, p. 621, c19-23)。 
117

 Monier· Williams (1979): 153 col. 2. Edgerton (1985): p105. 
118

 陳那，《觀所緣緣論》卷 1(CBETA, T31, no. 1624, p. 888, b12-13)。 
119

 Duckworth,D; Eckel MD; Garfield, JL; Powers, Chester; Thabkhas,Y;Thakchöe,S, Dignaga's 

Investigation of the Percept: A Philosophical Legacy in India and Tibet. P9. 
120

 陳那，《觀所緣緣論》卷 1 (CBETA, T31, no. 1624, p. 888, c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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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中，境與所緣並沒有明確地二分，護法《論釋》亦然121。至於「行相」一

詞，按呂澂分析《論》中「或執和合，以識生時帶彼相起」一句，「帶相」之藏

譯 Snan，相當於梵文 ābhāsa，有顯現之意122，也即如同所緣對象之顯現。 

    此外，參考山口益從《觀所緣論》藏文還原梵文，此句應為“tad-ākāra 

utpadyamānatvāt”（山口益 2011）123，可見得此中另一個與「相」有關的梵文字

是 ākāra。胡志強（2018）指出，在玄奘的翻譯上，ābhāsa 多對應於似、顯現，

而 ākāra 則對應於相、行相124。 

    行相之意涵牽涉其於佛教文獻當中多變的使用，許多學者皆有研究。125按胡

志強（2018）分析三種可能的「相」之意涵，分別為慧心所、緣取所緣之模式，

以及影像。在陳一標（2007）的研究中，「行相」一詞在各家有不同的定義：按

說一切有部，相當於能緣之義，也即慧心所之簡別作用；對經量部來說，是所緣

之義；在《唯識三十頌》中是相分義，但在《成唯識論》中則是見分之義126。儘

管存在著這些差異，到了《論》與《論釋》，唯識論主處理行相的問題，多以形

象論之，考量到不同派別對於既有名相的認知差異，這是否會讓論證的效力出現

問題，是值得討論的，例如，對於說一切有部來說，其對「相」之理解是否能與

唯識「帶相起」之相達成共許？另外，在義淨譯《論釋》中多次出現「相」的用

                                                             
121

 見胡志強，〈知覺、他者與邏輯：護法《成唯識寶生論》之哲學研究〉，註腳 42。在《俱舍

論》中，境與所緣還是存在差別。世親以「境」為五根之對象，「所緣」為心之對象 ；但這個

分別在唯識學中並不明顯。 
122

 見呂澂，《觀所緣釋論會譯》註 3：「藏譯 Snan．當於梵文 abhasa．有光輝．色彩．顯現諸

義。我國舊譯為光．為現．為似．為有相。奘譯作帶相．蓋從不離之義而立言也。」 
123

 胡志強，〈知覺、他者與邏輯：護法《成唯識寶生論》之哲學研究〉，註 51。 
124

 同上，頁 4 
125關於「行相」之討論，尚可參陳一標〈唯識學「行相」之研究〉以及 Birgit Kellner Changing Frames 

in Buddhist Thought: The Concept of Ākāra in Abhidharma and in Buddhist Epistemological Analysis

這兩篇研究，皆討論了「相」之意涵。陳一標亦於註腳 4 中提到許多日本學者關於「相」之研究。 
126

 同上，陳一標，頁 4-5。玄奘《成唯識論》中述見分與行相的關係，見《成唯識論》卷 2：「執

有離識所緣境者，彼說外境是所緣、相分名行相、見分名事，是心心所自體相故。心與心所同所

依緣，行相相似，事雖數等，而相各異，識受想等相各別故。達無離識所緣境者，則說相分是所

緣，見分名行相。」(CBETA, T31, no. 1585, p. 10, b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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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如說「所緣之相127」所指也未必與前述行相的討論有關；考慮到文意，「相」

在義淨譯《論釋》中，也可能是梵文的 lakṣaṇa，在漢譯佛教文獻中，有特徵、

定義的意思128。 

    單就《論》與《論釋》的文脈來推測，並考慮到《成唯識論》中以見分（而

非相分）為行相之架構，筆者認為在這兩部論中，「行相」應可取「緣取之模式」，

以及「影像」（此指對眼識來說）作綜合的理解，或者說為與緣取模式息息相關

之影像，如此看來五識作為能緣有一定程度的主動性。如《論》中所舉的極微理

論，即以「彼相識無故，猶如眼根等」、「於眼識等有彼相故……，如眼錯亂見

第二月」以及「諸極微相資各有一和集相」皆有影像之義；另一方面，在說明和

集理論的時候，陳那以「有執色等各有多相」說之。此「多相」兼含共相、自相

之義，與緣取之模式不可謂無關129
 。綜上，若將此中「相」字，理解為所緣緣

在識上之再現，《論》與《論釋》中所緣緣的第一個定義即是，能緣識能夠帶其

影像而起。 

    引文中第二個所緣緣的條件是，有實體令能緣識託彼而生。在《論》中第二

個定義，所緣緣必須要為實體，能緣識才能託彼而生130，對應於護法《論釋》對

                                                             
127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若爾何謂所緣之相？凡是境者，理須生其似自相識，隨境之識，

彼是能生，彼是所緣。」(CBETA, T31, no. 1625, p. 890, a25-27)。 
128參考由 Chen Kuo Lin, Dan Lusthaus, John Makeham, John Gorgensen 幾位學者自 2016 年著手翻

譯護法《論釋》之文章（此篇譯文尚未出版）。見其譯註 43 原文[暫] “...…In abhidharma usage, which 

is at play here, a svalakṣaṇa (自相) is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 or nature unique to that type of thing; 

sāmānya-lakṣaṇa (共相) is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 it shares with other things of the same type. For 

instance, to the extent rūpa is unlike the other four skandhas, it is defined by its unique qualities, such 

as "resistance" (pratigha), physicality, etc. Those are its svalakṣaṇas. That it is one of the five skandhas, 

sharing the fact of being a skandha with the other four, being a skandha is one of its sāmānya-lakṣaṇas, 

"general or shared characteristics." This was how Ābhidharmikas used the terms, but these terms 

acquired new, more technically precise meanings with Dharmakīrti. However, Dharmapāla, being 

earlier than Dharmakīrti, is still using the terms in an abhidharmika, pre-Dharmakīrti sense……” 
129陳那，《觀所緣緣論》卷 1：「有執色等各有多相，於中一分是現量境故。諸極微相資，各有

一和集相。此相實有，各能發生，似己相識，故與五識作所緣緣。」(CBETA, T31, no. 1624, p. 888, 

b21-24)。 
130

 真諦譯，《無相思塵論》以「體」對應到《論》所謂「實體」。見卷 1：「若識能別其體相，

如其體相識起，是故說此名塵。」(CBETA, T31, no. 1619, p. 882, c24-25)；在呂澂的藏本翻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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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個條件的說明：「若爾，何謂所緣之相 ？凡是境者，理須生其似自相識、

隨境之識。彼是能生、彼是所緣。131」引文之意為，所緣緣的能生義在於，能緣

識能帶似其相之識而起，也即凡是能生（或可謂能在因果序列中發生作用者）者，

可說為實體。筆者於此大致說明了《論》與《論釋》中所緣緣／所緣的兩個條件。 

  

二、其他漢傳文獻中的所緣緣定義 

    前所述的「帶相」問題，到了玄奘系統的漢傳唯識學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在

《觀所緣緣論》中，對於「帶相」除了「似所緣相生」之外，並沒有提到見、相

分如何運作等細節的問題，玄奘及其後學在這個部分則多有發揮，發展出帶相之

深意。此中，筆者認為玄奘所謂「帶相」之意涵，其實自《觀所緣緣論》始而貫

穿於後來的《成唯識論》與《成唯識論述記》中，以親所緣緣與疏所緣緣的區分

建立出漢傳法相宗的理論。此是奠基於陳那的唯識學再進一步有所發展。《宗鏡

錄》並特別提到玄奘發展出的變帶、挾帶理論： 

 

般若毱多不立相分師，造謗大乘論七百偈，破古大乘師所緣緣義云：汝

若言己相是相分，將為所緣者。且如汝大乘宗。無分別智緣真如時。不

帶起真如相分。其真如望能緣智見分。應無所緣緣義。必若言本智緣如。

亦有相分者，即違汝自宗一切經論，如何通會？古大乘師被此一難，當

時絕救，經一十二年，無人救得大乘所緣緣義。唐三藏救云：我宗大乘

解帶有二義。一者變帶變。二者挾帶變。」132
 

                                                                                                                                                                               
則僅說「生彼相」而並未提到「體」，而說境的定義為，能夠生現似境之相，強調能生並決了之

義。見呂澂，《觀所緣釋論會譯》卷 1：「其名境者，謂識决了自性，生彼相故。」(CBETA, B09, 

no. 39, p. 290, a4)。 
131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CBETA, T31, no. 1625, p. 890, a25-27)。 
132

 延壽集，《宗鏡錄》卷 70 (CBETA, T48, no. 2016, p. 810, c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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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鏡錄》於此肯定玄奘系佛教變帶、挾帶的劃分解決了真如無相的問題。此段

引文正是要澄清「帶相」之挾帶義，也就是能緣所緣兩者相近而不另生相，但仍

然符合所緣緣的條件，若非如此，可能會有真如不能為所緣緣的問題。這個發展

在《述記》中其實已經說得非常清楚： 

 

問：眼緣心上所變之色，有別影像不？若有者，即應無窮，此是所緣故。

若無者，正量部心、薩婆多極微亦爾，何理不齊？我色近識可名挾帶，

定相隨故，汝色不然，何得為難？。133
 

 

《述記》的這個段落中，有人問，如果眼識緣取心上所變現的色法，是不是又會

產生一個新的影像？如此一來，就會產生無窮後退的問題。又若，眼緣心上色不

生別影像，就好像正量部的心、有部的極微一樣，唯識師憑什麼能批評呢？論敵

似乎認為，按唯識師之意，在能緣與所緣之外還多出了一個獨立的「似所緣相」，

如此一來，是否眼識又緣似所緣相，而再生「似似所緣相」，因此產生無限後退

的問題呢？窺基對此的回答是，由於我所說的色法近識，可說為挾帶，故色與能

緣識定相隨。窺基的意思似乎是，「帶相」並不一定是指另有一個「似所緣相」

產生；這跟實在論者對根緣取色的說法（傳統根、境相對，進而生識的架構）不

相同，遂不會產生論敵所說無限後退問題。換言之，在見分緣取相分的時候，並

不會再出現如「似相分相」的中介。至此，「我色近識」能否作為對論敵質疑的

合理的解釋自然是一個問題，但若回到窺基自己的立場，可以推論，對他來說，

在所謂「挾帶」的情況下，能緣與所緣的關係是近的（同一識體），這是相對於

                                                             
133窺基，《成唯識論述記》卷 2 (CBETA, T43, no. 1830, p. 272, a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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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識與八識較遠的關係（在後來的《宗鏡錄》中，說此較疏遠的關係為「變帶」）。

筆者總結《成唯識論述記》當中，「挾帶」用以說明兩種情況，其一即是指前述

近的關係，也即見、相分在同一識體上。其二是指真如與見分的關係。參考《述

記》之引文： 

 

帶者是挾帶義。「相」者，體相，非相狀義，謂正智等生時，挾帶真如

之體相起，與真如不一不異，非相、非非相。若挾帶彼所緣之己以為境

相者，是所緣故。若相言體，即有同時心．心所之體相，亦心挾帶而有。

雖有所託，然非所慮，故非所緣緣故。相者，相分義，或體相義。真如

亦名為相，無相之相，所以經言「皆同一相，所謂無相」前句是緣，此

句是所緣。134
 

 

從這段話看來，窺基認為帶相之「相」有兩種義，分別是體相與相狀。後者所指

是一識上見、相在功能上之區別135；前者若以真如而言，也即以真如為所緣緣時，

並非同於一般五識上見分、相分之結構，從引文來看，挾帶之說法是為了解決真

如無相，卻又要滿足「作為認識對象的兩個條件」這個問題。 

    窺基的這個區分，在宋代永明延壽的《宗鏡錄》中有所延伸，不僅「相」有

二義，「帶」字亦有二義136。雖然《宗鏡錄》中「帶」之二義並未明確地出現於

《述記》中，其實由窺基特別定義挾帶這個概念已經可見端倪，《述記》說其為

                                                             
134

 窺基，《成唯識論述記》卷 7 (CBETA, T43, no. 1830, p. 500, c9-16)。 
135

 窺基，《成唯識論述記》卷 2：「謂此識體變為見．相二分相狀。」(CBETA, T43, no. 1830, p. 

302, b16-17)。 
136延壽集，《宗鏡錄》卷 70：「我宗大乘解帶有二義：一者變帶變、二者挾帶變。」(CBETA, T48, 

no. 2016, p. 810, c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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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挾帶逼附137」。筆者認為，《成論》對於「帶相」的進一步解釋，除了要解決

真如作為所緣緣的問題，未嘗不與《論》中對於所緣緣的定義有關聯。值得注意

的是，「帶相」是玄奘的翻譯，不同於真諦譯《無相思塵論》多說為「了別」138，

而《論釋》是以「了境」、「生似己相」來說明所緣在識上之呈顯，與《成論》

未必在同一個脈絡下。我們似乎可以推論，當玄奘的唯識學系統在發展中特別區

分出相之二義，除了使得真如能夠不違背《觀所緣緣論》中對於所緣緣的定義，

也保留了對《觀所緣緣論》中「所緣緣」的解讀，能夠同時符合於親所緣緣與疎

所緣緣的空間。而這對明代注疏家的影響非常大，主要體現於對所緣緣的理解出

現了許多不同的解釋，下為宋代永明延壽《宗鏡錄》明確在「挾帶」之外，指出

帶的第二「變帶」義： 

 

唐三藏救云：「我宗大乘解帶有二義：一者變帶變，二者挾帶變。若變

帶者，即變帶似質之已相起，是相狀之相，令根本智緣如時即無。139」 

 

此處「唐三藏救」是否屬實難以肯定140，但由此段看來，變帶所指，即是八識相

分變帶「似質之相」，也即五識上相分色；這說明了第八阿賴耶識與五識的關係，

且此與前《述記》之引文同說五識相分是相狀義。按《宗鏡錄》，挾帶是能緣見

分「親挾境體」，不另變起相分。變帶則是第八識疏所緣緣為所託，帶起似本質

                                                             
137

 窺基，《成唯識論述記》卷 2：「然心起時帶彼相起名為所緣，帶是挾帶逼附之義。」(CBETA, 

T43, no. 1830, p. 271, c24-26)。 
138真諦譯，《無相思塵論》中，以「起相」對應於《論》中「帶相」之說。如說「或分別隣虛聚

為境。似聚識起故。」(CBETA, T31, no. 1619, p. 882, c23-24)、「若識能了別其體相，如其體相

識起，是故說此名塵。」(CBETA, T31, no. 1619, p. 882, c24-25)。 
139延壽集，《宗鏡錄》卷 70 (CBETA, T48, no. 2016, p. 810, c13-16)。 
140

 《制惡見論》中有「挾帶」之說，但並未提到變帶。見《成唯識論述記》卷 7：「造制惡見

論遂破彼云：汝不解我義，帶者是挾帶義，相者體相，非相狀義。」(CBETA, T43, no. 1830, p. 500, 

c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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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相分141。「變帶」被明確提出，可能是在唐以後，不過五識與八識的關係在《成

唯識論》便以「疎所緣緣」相對於之後挾帶所指的「親所緣緣」。見《成論》原

文： 

 

若與能緣體不相離，是見分等內所慮託，應知彼是親所緣緣。若與能緣

體雖相離，為質能起內所慮託，應知彼是疎所緣緣。142
 

 

這個以八識理論為基礎，與能緣體相離與否的區分雖未見於《論》與《論釋》，

但對明代注疏家來說非常重要，因為在各家對於《論》或《論釋》的解讀中，幾

乎都能看到親、疏所緣的說法，可見得以玄奘為首的唐代唯識學對後代法相宗發

展之影響。我們可以預期明代注疏家在解讀文本的時候可能會遇到的問題是，對

於本論中的哲學問題缺乏歷史脈絡的理解。而這又會引生幾個主要的問題：（1） 

對於不同文本（以《論》與《論釋》為例）中不同名相及其所指無法精確地掌握。

（2）對於文本中作為論敵的一方理解較為不足。（3） 不可避免地受到唐代詮

釋的影響，或產生誤解而忽略了陳那、護法之原意。最顯然者，當屬親、疏所緣、

挾帶、變帶等概念之介入。（4）玄奘所奠定的法相學本身在後來的詮釋中又有

所差異。如傅新毅〈有關三類境的幾個問題〉143一文當中，藉著三類境頌是否出

於玄奘的討論，顯現出窺基、圓測對於三類境理解的不同。在層層詮釋並理論的

演變中，至明代，法相學理論勢必產生變化。 

    如前所述，呂澂認為玄奘譯《觀所緣緣論》可能帶著他自己的觀點，故玄奘

系統的唯識學不見得會同於陳那原意，在可見的著作中，陳那只談六識而不談八

                                                             
141

 此段參考延壽，《宗鏡錄》卷 70。 
142玄奘編，《成唯識論》卷 7 (CBETA, T31, no. 1585, p. 40, c16-19)。 
143

  傅新毅，〈有關「三類境」的幾個問題〉，《吳越佛教》第四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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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144，在真諦譯《無相思塵論》當中也未見與第八識相關之翻譯145。玄奘在翻譯、

編輯時自有他的一貫性，這是一套經玄奘消化過的理論。 

    不過，雖然在《成論》所述的認知過程當中，第八識的確為內境提供了本體

面向的保障，未必代表奘譯《論》所定義的所緣緣勢必有第八識意涵之涉入。按

陳雁姿之分析，在奘譯《論》中，本識所指可能並非阿賴耶識146。這個問題在唐

代文獻中實有模糊之處，但在通潤的注疏當中，凡提到「本識」皆毫無疑問是指

第八識。舉例來說，在奘譯《論》中，「本識」被提出共兩次： 

 

境相與識定相隨故，雖俱時起亦作識緣。因明者說，若此與彼有無相隨，

雖俱時生而亦得有因果相故。或前識相為後識緣，引本識中生似自果，

功能令起，不違理故。147
 

 

此段落論敵設問，如果內境自己是所緣緣，那麼如何以境作為能緣心之因緣？論

主的回答是，內境作為識自身的所緣緣時，境相與識之間有相隨關係，分別是俱

起與前後起這兩種情況。境識俱起時，也即佛教中因果有無相隨的條件關係。而

                                                             
144

 見呂澂，《集量論略解》，可知陳那《集量論》主要的貢獻在於識的三分說，其中並未提及

七八識，僅在現比量之分別上，提及第六意識與五識之區別。見卷 1：「在這裡，陳那依據所量、

能量、量果三種劃分，論證存在着相分、見分、自證分的「三分」說。」(CBETA, B09, no. 40, p. 

332, a15-16)、《集量論略解》卷 2：「謂先由眼識領受遮非青義（遮其非青，返詮是青）。次由

意識得知是青，立青名言，故說二種意識。」(CBETA, B09, no. 40, p. 364, a10-11)。 
145

 對應於陳那，《觀所緣緣論》提到「本識」的兩段，《無相思塵論》分別以「似塵識」與「識」

稱之。真諦譯，《無相思塵論》卷 1：「立所緣、能緣，是似塵識次第起為生。」(CBETA, T31, 

no. 1619, p. 883, b7-8)；《無相思塵論》卷 1：「此功能在識中。離識其體不可顯示。」(CBETA, 

T31, no. 1619, p. 883, b14-15)。 
146

 陳雁姿，1999，《陳那觀所緣緣論之研究》，台北市：佛哲書舍有限公司。頁 170，註腳 40：

「文中奘譯的本識一詞，是其他譯本所無。……。筆者依前後文理，竊以為其他譯本應指前五識

的自識而言，而不是阿賴耶識。」她認為呂、陳之闡釋更符合陳那原意。但在《成論》中所謂本

識，則通常是指設到第八識，如《成唯識論》卷 7：「隨緣現言，顯非常起，緣謂作意根境等，

緣謂五識身內依本識。」(CBETA, T31, no. 1585, p. 37, a20-21)。前段引文中五根所依之本識確為

第八識種子。若通潤等明代注疏家在唯識學上主要受《成論》影響，那麼以「本識」為第八識，

並以此來解讀《論》與《論釋》，著實可以同情地理解。 

 
147陳那，《觀所緣緣論》卷 1 (CBETA, T31, no. 1624, p. 888, c2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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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後起的時候，以「前識相」作為後識之緣，是以本識到前識相的薰習，而生

起似自果（此處本識未必等於第八識），並以此能發識而說起功能並不違背道理，

總此而形成一系列認知的作用148。「功能」雖可對應於實在論者五根的概念。然

而在唯識理論中，並不以本識上五根功能為能緣。按陳雁姿述，此是能生之增上

緣149。下見《論》提到本識的第二個段落： 

 

本識上五色功能名眼等根，亦不違理。功能發識，理無別故，在識在餘

雖不可說，而外諸法理非有故，定應許此在識非餘。此根功能與前境色，

從無始際，展轉為因，謂此功能至成熟位，生現識上五內境色。此內境

色復能引起異熟識上五根功能。150
 

 

這個段落是對於前面頌文之解釋，說明五根在唯識學中的意義。同前所述，五色

功能與前境色是互為因果的關係。見惠沼《成唯識論了義燈》述：「云何極微等

說之為假？解云：以不生質，故說為假。據有種生，相分成實。151」所謂相之假

實之分判，在於能否生起因果作用。極微之相不能產生作用，故說為假。此五內

境色能引生五根功能，依此作用力可說為實。 

    此外，不同譯文在這個部分的解讀有也有差異。在奘譯中，從「前境色」的

說法看來，似乎以「前」、「後」來表示能、所關係之為異時因果，但在真諦與

呂澂的版本中，則不能明顯地看出異時因果。相反的，按呂澂所譯，此段為「立

                                                             
148

 陳那，《觀所緣緣論》卷 1：「以能發識比知有根，此但功能非外所造故，本識上五色功能

名眼等根。」(CBETA, T31, no. 1624, p. 889, a2-3)。 
149

 陳雁姿，1999，《陳那觀所緣緣論之研究》，台北市：佛哲書舍有限公司。，頁 169-170。 
150陳那，《觀所緣緣論》卷 1 (CBETA, T31, no. 1624, p. 889, a3-9)。 
151惠沼，《成唯識論了義燈》卷 1 (CBETA, T43, no. 1832, p. 680, a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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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故是次第。152」真諦譯為「復次，為安置功能次第故，立所緣、能緣153」在

這兩個版本中，「次第」所指非為時序，而更類似於能所關係配置之次序，也即

邏輯上的條件關係154。尤其在真諦譯文中，直指功能次第為能所關係，此二者並

不見得是以八識為五識之增上緣關係，亦可以同一識體上區分相見功能來理解，

如見《無相思塵論》云：「復次為安置功能次第故，立所緣、能緣。是『似塵識』

次第起，為生似果，起功能，生識相續。155」此以能緣、所緣來談次第問題，並

以似塵識為能生似果，此似果（似塵識）為實，故又能起功能、生識，此識升起

至被認識的周而復始的過程。 

    相對於《論》，護法《論釋》也不曾明顯地提到第八識的涉入，當然，這與

《論釋》中最後兩頌的缺漏有關，但我們仍可從其他段落作出推測。例如《論釋》

對於「帶相」一段的說明為：「如何此復名為了耶？『如彼相生故。』此言意者，

同彼相貌而識生起，由隨彼體故，此則說名了彼境也。156」護法這段文字對應到

呂澂藏譯《論》較為清楚，見《會譯》：「其名境者，謂識决了自性，生彼相故。

157」此中「相」應可解為相貌、形象之意。而能了與所了之境的關係即是以後者

為前者之所緣，如何可說「了」？即是「如彼相生」。這個說明呼應於《論釋》

中對「所緣」之說明如下： 

 

凡是境者，理須生其似自相識，隨境之識，彼是能生、彼是所緣。158
 

 

                                                             
152呂澂，《觀所緣釋論會譯》卷 1 (CBETA, B09, no. 39, p. 312, a6)。 
153呂澂，《觀所緣釋論會譯》卷 1 (CBETA, B09, no. 39, p. 312, a7-9)。 
154

 參考陳雁姿，《觀所緣緣論研究》，頁 170：「呂譯與陳譯所說的功能次地其實是同時的果

關係，……」 
155見《無相思塵論》卷 1 (CBETA, T31, no. 1619, p. 883, b3-8)。 
156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 (CBETA, T31, no. 1625, p. 889, c15-17)。 
157呂澂，《觀所緣釋論會譯》卷 1 (CBETA, B09, no. 39, p. 290, a4)。 
158

 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 (CBETA, T31, no. 1625, p. 890, a25-27)。 

DOI:10.6814/NCCU202000321



59 
 

 

由文意上來看，若護法《論釋》所指所緣是見分與相分的關係，「生其似自相識」

似乎意味著當見分緣取相分，又會生起一個「似自相識」。確實，這不同於前《述

記》中，以「挾帶不另起相」區分於變帶的講法；如前述，筆者認為這是一個玄

奘唯識系統在印度唯識學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的線索，因此《論》與《論釋》

的差別也許不僅僅是在「所緣」、「所緣緣」的名相的用法，而也可能是兩部論

中的意識理論基礎存在隱微的差異。那麼，如何得知護法所指，同一識上的能緣、

所緣應是見分與相分的關係呢？見下《論釋》所述： 

 

然由相狀差別力故，猜卜為異而表宣之，由有見分相分之殊，遂將此識

而有差別。159
 

 

    按呂澂《會譯》，這個段落的討論可對應於《論》中，論敵質疑論主，內境

相若不離於識，如何同時而起，且一方作為另一方之所緣160。護法於此以三分說

進一步說明，單一識體上有見分、相分之區別，這是由相狀差別而推測出來的161。

唯識學以此作為說服論敵的理由，在於在以經量部為代表的佛教間接實在論者

中，其認識理論在主體與客體之間會以「相」作為認識對象與主體之中介來說明

認識內容，這是雙方共同承認的。因此若以外境不存在，那麼顯然只能以內識作

為所緣緣。同時，既有所緣，邏輯上來說也會有能緣，如同五色根是以比量推論

                                                             
159

 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 (CBETA, T31, no. 1625, p. 892, a3-5)。 
160

 呂澂，《觀所緣釋論會譯》卷 1：「此內境相「既不離」識，如何俱起能作識緣？」(CBETA, 

B09, no. 39, p. 310, a8)。 
161

 「相狀」在《論釋》中共出現八次，多用以說明境在識上所呈顯的樣態，此處則用以說明見

相分各有相狀差別力。在明昱，《觀所緣緣論釋記》卷 1 有說明：「然由相狀差別力故者，謂藏

識體上現起同伴二分，故云差別。猜卜為異而表宣之者，謂識生二法，元未有名，惟聖者推詳卜

度，為見相異而表宣之。由有見分相分之殊，遂將此識而有差別者，謂藏識之體，元一真如，由

現見相之殊，即顯藏識出生差別。雖有二分差別，元從一識體生，識體離染，即是真如。故曰：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CBETA, X51, no. 832, p. 836, a1-8 ／／ Z 1:83, p. 199, b13-c2 ／／ R83, 

p. 397, b13-p. 398,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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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的一樣。是故，此處云見分、相分雖在同一識體上，但說相狀有所差別，意

指作用、功能有差別之意，這也是推論的結果。 

    然而，如此一來，能緣見分具體是如何緣取相分，並有「似相之識162」轉生？

不只是《論》，同樣是在《論釋》中，這個問題也沒有被說明清楚。我們不能確

定護法是否認為見分緣相分，會再生出一個不同於兩者的「似相分」，或者，見

分緣相分，再自己轉生而成似相分等等。到了《成論》中，這個問題才以變帶、

挾帶之區分而得明朗。至少能確定親所緣緣不會另外生相。 

    在影響名代注疏家甚鉅的《宗鏡錄》中，說「所緣緣」之「緣」義為「夫為

緣者，須是有體實法，有力用故，能牽生識。」可與《論》所謂前識相為後識緣

呼應，此是以前識相分色作為後識升起之熏習。在《宗鏡錄》的說法中，不管是

八識還是五識相分，由於本身有其力用，皆可說為「實相分」，見《宗鏡錄》： 

 

二者挾帶，即一切親所緣緣實相分是，為此相分十（不）離能緣心故，

其能緣心親挾此相分而緣，名為挾帶。163
 

 

    筆者於此並非要將阿賴耶識屏除於唯識學所緣緣理論，亦不代表沒有其他文

獻可以支持在漢傳佛教的發展中，疏所緣緣作為所緣緣的段落164，筆者僅欲指

出，雖然玄奘即其後學針對所緣緣的問題有許多延伸論述，在《觀所緣緣論》與

《觀所緣論釋》中，則更傾向於指出外境非所緣，且此所緣應為五識相分色。理

                                                             
162

 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如何現見有二相生？謂從內布功能差別，均其次已，似相之

識而便轉生。」(CBETA, T31, no. 1625, p. 890, b21-23)。 
163
延壽，《宗鏡錄》卷 70 (CBETA, T48, no. 2016, p. 811, a6-8)。 

164
 窺基，《成唯識論述記》卷 8：「此謂第八於餘七識有所緣緣義。七於第八無此緣義。以第

八相色等為其本質，生五識相分色等故。第七亦緣彼見分為境故。第六理通以相、見為境。若無

第八定為本質，五、七不生故。雖非親所緣緣，然是疎所緣緣也。」(CBETA, T43, no. 1830, p. 512, 

b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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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包括（1）陳那並未發展出阿賴耶識之理論，且（2）除了奘譯本，在其他譯本

中，包括護法《觀所緣論釋》中，都並未有相關的說法，而（3）護法明確地指

出了單一識上見相二分具有能緣、所緣之關係，又（4）就算無有阿賴耶識概念，

在其後的漢傳文獻中看來，僅以三分說的框架未必不能支持《論》中的所緣緣理

論。當然，這個結論與明代通潤對於《論》與《論釋》有所不同。 

    誠然，若見《成唯識論》與《成唯識論述記》，對於第八識在整個認識過程

的重要性有更進一步的說明，並使得整個體性更趨完整，可視為這兩部論在理論

上的延伸，而這個延伸對於明代注疏家的影響很大。 

    最重要者，雖然在《成唯識論》中有親、疏所緣之分，但在《論》、《論釋》

中用以說明所緣緣／所緣的兩個條件，其所指應是同一事物，也即能生、帶相這

兩個條件所對應到的為同一所緣，而不曾明顯地將能生、帶相歸於不同識體，但

明代注疏家對「所緣緣」的解釋則普遍有這個傾向。 

 

三、《論》與《論釋》之異同 

    按呂澂述，《論》與《論釋》對於這兩個條件之間的關係說明，有非常細微

的差別。首先，玄奘譯本雖以「所緣緣」來指涉識之對象，護法《觀所緣論釋》

則說之為「所緣」，且全文僅一次提及「所緣緣」，其中意涵並不同於玄奘。玄

奘譯本中，明顯地區分出「所緣」與「緣」義，故在立因明量時，有「設緣非所

緣」、「設所緣非緣」之說，又以「所緣」對應到帶彼相起；「緣」對應到能生

之義。然而， 在《論釋》中，並不曾明顯地將所緣與緣拆解開來作分別解。 

    當然這並不能說明，護法與陳那對於所緣之理解有所不同；因為若以《論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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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稍早真諦譯《無相思塵論》165也無法看出緣、所緣的二分。故而更可能如呂

澂所說，玄奘在翻譯的時候加入了自己的見解。見《無相思塵論》中述：「塵者

何相？若識能了別其體相，如其體相識起，是故說此名塵。166」同一個段落，在

玄奘的翻譯中，以「及」區分了「帶彼相」以及「能緣識託彼而生」這兩個條件

167，但在真諦譯文中，這個區分並不那麼明顯。關於這一點，呂澂《觀所緣釋論

會譯》述： 

 

淨譯論文釋所緣義，一則曰其名境者，如彼相生故；二則曰凡是境者，

理須生其似自相識。此二鈎鏁連環，生必似自相，似相必隨生，非可割

截為言也。奘譯糅合改文曰：所緣緣者，謂能緣識帶彼相起，及有實體

令能緣識託彼而生。此意以帶相為所緣、託生為緣，晰然如不相涉，故

謂有所緣而非緣，又有緣而非所緣者。此義不必爾也。蓋理實有緣而非

所緣，護法所謂『非因義』即所緣，至所緣則無不為緣者，本論成所緣

緣義而題曰所緣，二名固一實矣。且以二義分解，勘之護法注疏又未見

其然。168
 

 

    按照呂澂的說法，論題「所緣緣」若按陳那本意應為「所緣之緣義」，也即

所緣之能生性與似彼相性應合而解為「能生似彼相性」。若按玄奘譯，雖不必然

錯誤，實較不能明顯地看出兩者之關係：凡是所緣者必有因性。《論釋》中「所

緣」，到了《論》中說為「所緣緣」。這是雙方在用語上的不同所導致，但筆者

                                                             
165

 陳那，《觀所緣緣論》最先由真諦(499-569 CE)譯，題為《無相思塵論》。 
166

 真諦譯，《無相思塵論》卷 1 (CBETA, T31, no. 1619, p. 882, c24-25)。 
167

 參考本文呂澂，《觀所緣釋論會譯》卷 1：「所緣緣者，謂能緣識帶彼相起，及有實體，令

能緣識託彼而生。」(CBETA, B09, no. 39, p. 290, a6)。 
168

 呂澂，《觀所緣釋論會譯》卷 1(CBETA, B09, no. 39, p. 321, a9-11)，此段開宗即說：「本論辨

析心境．故梵本名云 alambana．藏云 dmigs-pa．陳譯云塵．皆但說所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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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雙方對於所緣／所緣緣之條件在這個階段並沒有太大分歧。 

    護法《論釋》中唯一一次提及「所緣緣」如下：「縱令許彼實有外相，然非

識緣，非彼相性故，非極微相現。如似外相顯現之時，此即是其所緣緣也，彼相

相應故。169」此中相應，是相應而起之義，如前所述，「如似外相顯現」是謂所

緣與能緣識之間的條件關係兼具了「生識」與「帶彼相起」之二義，故解為「所

緣之緣義」實有其理。這個細微的差別亦體現於行文之中，例如在解讀第二月喻

的時候，玄奘譯：「色等和合於眼識等有彼相故，設作所緣，然無緣義。」而護

法說：「非實性故，如第二月。由斯方立，非因性故，不是所緣，還如二月。170」

這兩段引文接提到所緣，然一說「設作所緣」，是帶相義；一說「不是所緣」，

按護法行文之脈絡，是直指凡不俱因性者，不能為識的對象。其次是，此中《論

釋》中「因性」這個用法，對比於「因義171」，以後者為能支持所緣之理由、原

因，而前者指能生識之特性172。按呂澂所說，《論》相比於《論釋》與《無相論》

較不注重能生與帶相之為不可分離的兩個條件。 

    然而這個差別在《論》與《論釋》中，並不會對所緣／所緣緣在認識上所扮

演的角色有很大的影響，筆者亦不認為，玄奘《論》與護法《論釋》在理解「識

的認識對象」上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最多只能說是雙方對於所緣具有能生性的這

個定義，因偏重之面向不同，而有不同的說法。但玄奘的這個拆成兩種功能的區

分，不可謂對後世「所緣緣」之解釋沒有影響。 

 

                                                             
169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 (CBETA, T31, no. 1625, p. 891, c8-12)。 
170

 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CBETA, T31, no. 1625, p. 890, b13-14)。 
171

 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由此極微而為境體。縱有因性。由非因義。所緣如根。雖是因

性。不為所緣。」(CBETA, T31, no. 1625, p. 889, c20-22)、「第二月喻非實事故。應知此是於非

因性而成立之。如所說之。縱有相性。然非彼境。斯言復是非彼因義。」 
172

 明代注疏中對此尚有從因明角度之詮釋，於後文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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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所緣緣：親所緣緣？疏所緣緣？相質合說？ 

    通潤對所緣緣的理解大致上順承陳那、護法之說，以能生、帶相兩個條件為

所緣之定義，並受到玄奘一系的唯識學影響甚深。對於前一節提到的幾部唐代唯

識學文獻來說，「所緣緣」之意涵到《成唯識論》已經有了進一步發展，因此按

《成論》來探討「所緣緣所指為親所緣緣或疏所緣緣」這個問題或可謂對原論來

說並不合法；或可謂是理論延伸之展示。無論如何《發硎》既是通潤對《觀所緣

論釋》之註解，便不能不回答對通潤來說，《論釋》中「所緣緣」之意涵為何？

此外，考慮到以《成論》來解《論釋》所帶來的影響，通潤《發硎》當中所緣緣

究竟為何意？筆者認為需要考量的因素為，玄奘以自身唯識學立場解讀的《觀所

緣緣論》與義淨譯護法《觀所緣論釋》可能存在著一些差異173。而通潤在注疏《論

釋》的時候，不管有沒有注意到這層差異，還是帶入了大量玄奘的唯識學觀點。

更重要的是，通潤注《觀所緣論釋》，卻將其題為《觀所緣緣論釋發硎》，而非

《觀所緣論釋發硎》。 

    在這個章節，筆者將指出通潤《觀所緣緣論釋發硎》中，如何在本論以及《成

論》、《宗鏡錄》等基礎上做出進一步的發展，乃至產生了不同於唐代文本之詮

釋。筆者認為有三種可能：（1）以疏所緣緣為所緣緣，（2）相質合說為所緣緣，

（3）以親所緣緣為所緣緣。 

    在通潤《發硎》中，明顯區分「所緣緣」與「所緣」的用法，以前者為能生

實體，後者與似境之相有關，正好呼應了前述呂澂《會譯》中，對玄奘譯《論》

「晰然如不相涉」的批評。同時，由於所緣與緣的區分並未見於護法《論釋》，

這明顯是受到奘譯《論》以「設所緣非緣」、「設緣非所緣」將這兩個條件分別

                                                             
173

 《觀所緣緣論》與《觀所緣論釋》的差異，筆者主要參考呂澂《觀所緣釋論會譯》中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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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論的影響174。前文已述，將所緣與緣分別而論，是玄奘翻譯上的特徵，但就其

《論》之譯文來看，應不見得是將這兩個概念分別指涉不同事物，到了通潤這裡

則出現了這個解讀的可能性。 

 

（一） 以疏所緣緣為所緣緣 

    第一個解讀是，凡為所緣緣者，應該能生所緣相，既為緣，又為所緣。在這

個解讀中，所緣與緣所指為同一事物。此中「所緣」者，是令能緣識帶彼相起之

意。如《發硎》中述： 

 

極微境相縱有因性，能生五識，可以為緣，然非所緣，喻如眼根，雖是

因性，可以為緣，於眼等識無彼相故，不為所緣。175
 

 

在這個段落中，通潤反駁論敵的極微理論。以因性為緣，能生相者為所緣，此是

以因性與生相這兩個條件為同一所指，也就是所緣境，對論敵來說便是極微同時

為實體，且能在識上生起似極微相。在另一個段落中，通潤並述： 

 

前五所緣，託質而生，是性境故，非帶質起。……經論倶言前五託境而

生，曾無處說眼等五識帶質生故。是故必以不離眼識內色立量，二因具

足，道理方合，是所緣緣，為真能立。176
 

 

引文中性境在《集解》中有三類，分別為器世間、五根功能，以及真如性。除了

                                                             
174

 除此之外，在這段文字中，所緣緣「見託彼生，帶彼相故。」的說法來自《成唯識論》卷一，

而「能生似己相識」一段，則與《論》中「此相實有，各能發生似己相識故 」的說法十分相似。 
175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05。 
176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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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如性之外，其餘兩者皆為阿賴耶識種子變現，此處以前五所緣所託之質為性

境，此性境也就是第八識相分，具有能生性與所緣性，使得五識上相分帶質而生。

這個詮釋使得性境具備了以疏所緣緣為所緣緣的條件。在明代唯識學中，三類境

理論與因緣變、分別變息息相關。下見《集解》中說明有漏識所變境之因緣變： 

 

一因緣變，謂由名言習氣及先業習氣，任運生心，不由作意所變之境，

名因緣變，即前五與第八，隨其名言種子為親因緣，異熟業種為增上緣，

仗此因緣勢力所變之境為體實相分，為性境，得真實受用。177
 

 

按此段引文之意，因緣變是心受到業力之影響，變現之實體相分，所謂「前五與

第八」應指第八種子變現五識實體相分即屬於因緣變，或謂第八識本身變現自體

上相分色者，也可謂因緣變。在這個過程中，由於種子的實性，五識相分也可謂

具有實性。這與窺基的說法是相同的，如《述記》曰：「初隨因緣變，必有實體

用，即五．八等所變之境。」178。又可見《宗鏡錄》云：「前五轉識，一切時中

皆唯性境。179」在這個解讀之下，雖可說性境的一個重要意涵也包含了前五及第

八識之間所慮、所託之關係，但在性境的定義上，通潤的《集解》其實並不多言

五識相分色的帶相義，根本上，這是以八識去保證前五識的實體性。因此，在三

類性境中，作為所緣緣之本質者，是為器世間。前段引文中所提到，以性境為俱

足二因者，也可以推測此處要說明符合能生、帶相二義的，是作為第八相分的器

世間。 

                                                             
177

 通潤，《成唯識論集解》卷 2 (CBETA, X50, no. 821, p. 694, a6-10 ／／ Z 1:81, p. 187, c16-d2 ／

／ R81, p. 374, a16-b2)。此段可對應於《成唯識論》卷 2：「何故此識不能變似心心所等為所緣

耶？有漏識變略有二種，一隨因緣勢力故變。二隨分別勢力故變。初必有用後但為境。異熟識變

但隨因緣，所變色等必有實用。」(CBETA, T31, no. 1585, p. 11, a20-24)。 
178窺基，《成唯識論述記》卷 3 (CBETA, T43, no. 1830, p. 326, b22-24) 。 
179
《宗鏡錄》卷 68：「前五轉識。一切時中皆唯性境。」(CBETA, T48, no. 2016, p. 798, b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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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硎》於此引入「本質」的概念，以此作為外於五識的實體，能夠在五識

上生相分色，且這個相分色則是似於本質之相。在《成論》中，以第八阿賴耶識

為能緣識之疏所緣緣，變五識相分而起，此中五識相分即是親所緣緣180。「本質」

之意，按窺基於《成唯識論述記》中述「若餘影外別有所託，名本質。」也即在

影像相分之外，尚有保證其為實體的事物。 

    在《述記》的這段討論中，本質之有無與有事、無事煩惱之區分有關。有事

者屬於有體、有本質，無事者則無。那什麼樣的東西沒有本質呢？按窺基述，空

花、兔角等無有體者181。此外，在漢傳佛教的三類境的區分中，這些沒有本質的

影像屬於獨影境，對五識來說，便是沒有第八阿賴耶識作為基礎的見分影像182。

但是本質亦不一定要為第八阿賴耶識，本質所指，是在一個識體上有別體作為所

緣之基礎。故而在《成唯識論》的架構之下，不同的識體可能有不同之本質作為

其疏所緣緣183。但在《論》、《論釋》的注疏中，本質通常指涉第八識，因前五

識之相分色是由此變現。 

 

（二） 相質合說為所緣緣 

至於對上述引文的第二個解讀是將所緣緣理解為「所緣」與「緣」的組合，且這

                                                             
180

 玄奘，《成唯識論》卷 7：「三所緣緣，謂若有法是帶己相心，或相應所慮、所託，此體有

二：一親二疎，若與能緣體不相離，是見分等內所慮託，應知彼是親所緣緣。若與能緣體雖相離，

為質能起內所慮託，應知彼是疎所緣緣。」(CBETA, T31, no. 1585, p. 40, c14-19)。 
181

 窺基，《成唯識論述記》卷 6：「問：一切皆有本質，乃至緣空，亦有空名為本質故。即極

微教乃至龜毛等名若為本質。何故今言「無本質」名「緣無事煩惱」？答：若餘影外別有所託名

本質，即無無本質者。今取如名之下有所目之質，即有體無之者，如空華．兔角等，故今言名緣

無事煩惱。亦不相違。影像．本質雙言名緣有．無之煩惱。或直據本質名此二緣煩惱。」(CBETA, 

T43, no. 1830, p. 456, c23-p. 457, a1)。 
182

 關於三類境理論，筆者將於下一小節當中處理。 
183

 這個部分，在靈泰，《成唯識論疏抄》卷 13 中有所說明：「若一切心心所起時，必託本質方

得心生。緣虗空時，即以「名」為本質。如第八識心王，即託同時五心所假種子等相分，以為本

質，方始第八心，即自反親相分。若五心所亦託心王上實種子相分等以為本質。方始五所等。各

各自反起。親相分也。前七識皆。亦然即如同師。諸心所見分。緣此心王親相分時。心王見分。

亦自緣親相分。即名同一所緣也。心所相分。亦然謂諸相分等。為質起也。」(CBETA, X50, no. 819, 

p. 405, b19-c2 ／／ Z 1:80, p. 379, c1-8 ／／ R80, p. 758, a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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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概念分別指涉到不同的對象。參考到《宗鏡錄》對明代注疏家直接的影響，

筆者認為下面這段引文亦頗有參考價值： 

 

又廣釋云：古大乘師立所緣緣義者，彼云，謂若有法者，即有體本質法，

名緣；言是帶己相者，即相分，名所緣相。相質合說，名所緣緣。184
 

 

此「相質合說」之意，在明代唯識學中，是以第八阿賴耶識種子所變之器世間為

因緣、五識相分為所緣相，以緣與相兩者合稱為所緣緣。如《發硎》述：「必須

託彼本質實體為緣，令自己識變起前境相狀，名為相分，即此相分，名為所緣。

185」這個說法便是將第五與第八合說為所緣緣。與通潤同時代的明昱186、王肯堂

187，皆有相似說法，可以說在明代普遍的有這樣的觀點。 

 

    至此，第一種與第二種解讀間，未必存在理論上的分歧，而只是在名相使用

上有些微差異，如所緣所指，有些時候是所緣相，有些時候是能生所緣相者。但

若考量到呂澂《會譯》中，以所緣緣（併《論釋》中「所緣」的解釋）為「所緣

的緣義」這個詮釋，那麼上述二者的差別，對於像通潤這樣的明代注疏家來說，

其意義便是體現出來自不同文本的影響。 

 

（三） 以親所緣緣為所緣緣 

                                                             
184

 延壽，《宗鏡錄》卷 70 (CBETA, T48, no. 2016, p. 810, b29-c3)。 
185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05。 
186

 明昱，《成唯識論俗詮》卷 7：「第三緣義有親、疎故，開為二種。所緣緣者，必是有體本

質法名緣，託質變起自己相分名所緣。相質合說，名所緣緣。」(CBETA, X50, no. 820, p. 613, b4-6 

／／ Z 1:81, p. 107, b7-9 ／／ R81, p. 213, b7-9)。 
187

 王肯堂，《成唯識論證義(第 4 卷-第 10 卷)》卷 7：「今此必是有體本質法名緣，是帶己相者

即相分，名所緣相。相質合說，名所緣緣。」(CBETA, X51, no. 822, p. 73, b20-22 ／／ Z 1:81, p. 

460, c4-6 ／／ R81, p. 920, a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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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已述《發硎》中所緣緣的兩種可能性。然而，在《發硎》尚有其他不同於

與這兩種可能的第三種說法。下面的引文可以對應到《論釋》云：「言境體者，

是所取分，是識變為境相之義。然在識外別分而住，將以為境違世之過。」此段

是護法對《論》中「即內所知之體性，如在於外而現者為義188」的進一步詮釋。

見《發硎》： 

 

據內境體，而立自宗眼等五識作所緣緣。……言「境體」者，謂內色是

所取分也。此所取分，即是識之所變相分色也，是識之自證分變現，故

見託彼生，緣彼為境。然此相分，雖不離識，而在識外別分而住。言「識

外」者，非是心外，是識之外分也。識有四分，謂相分、見分、自證分、

證自證分。相、見是外，後二是內。189
 

 

本段意為，以內識為境，而立其為五識所緣緣。而所謂「內境體」，是相對於見

分之相分色，是同一識上的自證分所變現。引文中「雖不離識，而在識外別而住」

說明同一識體上相分、見分為識之外分，自證、證自證分為內分。按筆者觀察，

在《論釋》中，「所緣境」與「所緣緣」在使用上並無明顯區別；在通潤《發硎》

中亦然。此處以「所取分」、「相分色」來述「內境體」，並說此相分色為「見

託彼生」，如此看來，通潤也不反對親所緣緣具有《論》與《論釋》中所規定的

所緣緣義。 

    所謂境體者，其實是就五識相分色。此所緣緣，如引文述是由自證分所變現，

                                                             
188呂澂，《觀所緣釋論會譯》卷 1 (CBETA, B09, no. 39, p. 307, a8)。 
189

 引文對應於《論釋》的段落，見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據內境體，謂立自宗所緣之

事。若也總撥無所緣境便有違世。自許宗過，四種緣性於經說故。此中內聲為顯不離，於識而有

所緣。言境體者，是所取分，是識變為境相之義。然在識外別分而住，將以為境違世之過。」(CBETA, 

T31, no. 1625, p. 891, b27-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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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述記》，這是果能變，也就是識體上自變出見、相二分的狀態190。值得注意

的一點是，《發硎》中，說明性境的段落，先是提到「『了者，定也』即五識見

分191」說明了五識見分的能緣性。但《發硎》亦述：「此相分者，識雖自變，而

所變相全同本質，故曰『同彼相貌而識生起』。192」在這段引文中，真正了境的，

似乎並非五識見分，而是以整個五識去明了第八識相分，而生起似器世間相分

色。可以看見這個模糊性同時容許了所緣與能緣為(1) 五識八識的變帶關係，(2) 

單一識體上的能所關係。這個模糊也顯是在通潤對「內色」的說明上，這個名相

可能對應到第八識，也可能指設到五識相分（親所緣緣）。在第一種情況下，如

《發硎》中述： 

 

復顯所緣與彼能緣，體相各別，方名相應，以所緣是相分，能緣是見分

故；如云識有彼之相，彼是此之境者，正顯眼等五識不假外色作所緣境，

而以內色作所緣緣，名相應也。
193 

 

從引文來看，此以見分、相分體相之別，來說明何以同一識體會有能所關係，並

由於眼等識上無極微等相，故極微等不為所緣境，而以內色為所緣緣。如此看來，

內色、所緣境與所緣緣所指為同一事物，而參考前文
194，所緣境應該是指第八識

相分色。 

然而，也存在第二種可能相，因為《發硎》中，「內色」、「所緣境」也可

                                                             
190窺基，《成唯識論述記》卷 2「此果能變即自證分能變現生見．相分果。此言變者與前不同，

是有緣變，變現為義，識中種子果之所變，識所緣故。」(CBETA, T43, no. 1830, p. 299, b2-5)。 
191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05。 

192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05。 

193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24。 

194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09：「凡為所緣境者，

若欲應理，必須能生似己相識，此隨相識即以似己相為所緣。所謂見託彼生，帶彼相起，具此二

義，名所緣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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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指涉到親所緣緣，在《發硎》末段即述：「况此內色是現在法，寧非五識親所

緣緣？故知内色既立，諸義皆成。」 

    同樣是親、疏所緣混淆的情況，在「能生性」這一點上，亦有歧義。見《發

硎》說明：「相具此二義，方名所緣，以是能生性之所緣性故。……由此生識之

因性，而令彼識生能緣性。」並說「必也自體相現及能生性，具此二義，方是所

緣。」考慮到護法《論釋》中並沒有所緣緣與所緣這層區分，但《論》中卻有195，

我們很難確定，此處通潤是否以所緣等同於所緣緣。若此處所緣所指是五識相

分，那麼引文中「能生性」者，是相分色使得能緣見分生起，是相分色之因緣性。

若此處所緣等同所緣緣，那麼能生性指的就是實體性之因緣性。 

綜上，可見通潤在所緣緣的定義上，或有前後不一致的問題，或者他本身接

受了所緣緣／所緣在五識、八識的關係上，具有多重之意涵。筆者認為，這很可

能是因為，在《成論》中所衍生出來的帶相二義，使得親、疏所緣緣皆可以符合

所緣緣定義，因此明代注疏家不太嚴格地去區分「所緣緣」、「所緣境」，或是

明確指出「內色」所對應到的是第幾識。不管如何，由於在《發硎》中，通潤並

未對此作出明確解釋，對於讀者的理解的確造成了一些困難。 

 

第三節 小結 

    承前述，這個理解上不一致的問題，筆者認為緣於玄奘系唯識學為了貫通《觀

所緣緣論》至《成唯識論》的唯識學體系，所作出的理論上的延伸。當明代的注

                                                             
195

 引文中「相具此二義」的部分對應到《觀所緣論釋》卷 1：「若義具斯二種相者，此乃方合

名為所緣，是能生性所緣之境。」(CBETA, T31, no. 1625, p. 890, a29-b1)。 《發硎》以「相」為所

緣相，但《論釋》中，「相」於此應是定義、特徵之意。見 Gorgensen, John、 Keng Ching、 Lin 

Chen Kuo、Lusthaus, Dan,、Makeham, John 幾位學者自 2016 年著手翻譯護法《論釋》之文章（此

篇譯文尚未出版），此段之譯文為：When an artha is endowed with these two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 [i.e., conveying its own image to a cognition and being the cause of that cognition], 
only then is it legitimately referred to as an "ālamb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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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家完全以《成唯識論》為本，用以解釋《觀所緣緣論》或《觀所緣論釋》，也

就不應將之視為文本的還原，而更是文本的延伸詮釋。若按照窺基的說法，漢傳

唯識學的脈絡下，所緣緣有親、疏之分，而性境兼融了親、疏所緣兩層意涵。但

到了通潤這裡，若要以能生、帶相之所指為同一識體，那麼性境應指第八識實體

相分，作為前五識的實體保證，並以五識相分色為似其相。然而，雖然通潤並不

否認疏所緣緣的所緣緣意涵，但若說他僅以性境來理解所緣緣，參考前述《發硎》

文本的分析，以親所緣緣、相質合說這兩種可能性的角度來看，則「所緣緣是性

境」的講法又不夠完整。 

    關於所緣緣的多重意涵這個現象，筆者認為，除了單純視之為「所緣緣」定

義的混亂，也很可能這是彼時唯識學者共同接受的狀況，也即，對當時的人來說，

所緣緣的確存在著這三種解釋的可能性。對於一個能緣識來說，所緣緣之所以如

是，僅需符合能生、帶相這兩個條件，故而並無特定的所指對象。當然這是對後

代的讀者來說，會有理解上的困難。 

    在本章節初即說明，《論》與《論釋》中的爭論的焦點到底是親所緣緣還是

疏所緣緣這個問題，被置於漢傳唯識學的傳承之中，筆者欲探究的是，通潤作為

一個明代注疏家，對於《觀所緣論釋》的解讀（尤其是所緣的定義），他所考量

的問題是合於護法之原意，或是將《論釋》合併於玄奘《觀所緣緣論》的脈絡之

下。至此問題的答案已然浮現。通潤雖然多少會受到護法本文的影響，不可謂沒

有意識到二論之不同，但《發硎》在大方向上的確順承著玄奘的詮釋。同時，通

潤作《觀所緣緣論釋發硎》受到《成唯識論》、《觀所緣緣論》、《宗鏡錄》等

影響甚大，因此必須將這幾部論納入討論之中作為參考。就前文的考察來看，《發

硎》是上述文獻之雜煣，在單一文獻中隱含了對於所緣緣的多重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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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參考，在《觀所緣緣論釋發硎》中通潤對於所緣緣定義前後文中有所不

同，這個問題其實也出現在其對於《論》的注疏，《觀所緣緣論發硎》中，其一

是相質合說： 

 

是帶己相者，謂能緣心帶此色等己之相也，即相分，名所緣。相、質和

說，名所緣緣。196
 

按引文述，相分名所緣。本質名緣，此二合成所緣緣。 

 

    其次是以異熟識上共種，也即疏所緣緣為所緣緣的說法： 

 

以根身、器界具是本識所緣性境故。雖然，一是不共種生，一是共種生；

一是增上緣，一是所緣緣；一是比量、一是現量。197
 

 

按此段引文，雖同為性境，根身與器界也不完全相同，通潤以不共種、增上緣、

比量（所謂色根比量），對應到五根功能；共種198、所緣緣、現量則對應到所緣

性境。這是一個以疏所緣緣，也就是器世間為所緣緣的說法。 

 

    第三種可能則見於通潤於此篇序文： 

 

大乘以不離眼識相分為內色，是自識中自證分所變，則識色不離心，識

                                                             
196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發硎》，頁 85。 
197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發硎》，頁 95。 
198

 「共種」與「不共種」的問題，見通潤，《成唯識論集解》卷 2：「前器界是諸有情共業所

感、共所受用，故曰共種；此之根身是諸有情各別業種所成，故名不共相種。」(CBETA, X50, no. 

821, p. 693, b14 ／／ Z 1:81, p. 187, a12 ／／ R81, p. 373, a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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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法歸於自己也。199
 

 

根據這段引文，唯識論者以自證分能作為相分內色之實體保證者，可以理解為五

識相分之為親所緣緣者，既有帶相義，又有能生義，故可以作為所緣緣。 

    是故，在《觀所緣緣論釋發硎》中體現出來的模糊之處，同樣體現在《觀所

緣緣論發硎》之中。當然，自證分的存有義最終仍是來自阿賴耶識。筆者認為若

單從文句上來看，《論》與《論釋》更像是針對見分與相分的能所關係作出分析，

畢竟在這個階段，第八識的角色尚未明朗，且護法明確說出見分與相分之分別，

並以此作為反對外境作為所緣的可能性。其次，若按照《成唯識論述記》，只有

疏所緣可以滿足《論釋》中「生起似己相」這個條件200，因為「挾帶」是不另生

相的。但是，若全然以《論釋》「生起似彼相」去理解《論》中「帶相」的問題，

則會忽略了漢傳唯識在親、疏所緣的基礎上，所做出變帶與挾帶的區分。這是玄

奘唯識學體系在發展上的一貫性，尤其體現於在奘譯《論》中以「帶彼相」為所

緣緣的定義，而非真諦所謂「生起似己之相」。生與帶之區別，很可能意味著玄

奘不認為《觀所緣緣論》排除了影像相分的所緣緣義。正是因為如此，到了明代

才會出現這麼多種對所緣緣的詮釋。 

    綜上幾點考量，對比於通潤《發硎》中所緣緣的義涵，我們至少能夠確定，

《發硎》對性境的理解與唐朝唯識之差別，多少與五識涉入認知的程度有關係。

若五識僅是如鏡呈顯器世間，那麼在認知過程中，能緣識的主動性會相對降低，

真正的重點則會落在器世間與五識相分的變帶關係。但由於受到《論釋》本身的

立場，以及《成論》中體現出來完整的唯識學體系（筆者認為此因素的影響更顯

                                                             
199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86-87。 
200

 前文中《述記》：「眼緣心上所變之色，有別影像不？若有者，即應無窮。」的討論即是關

於挾帶不另生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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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一些），使得《發硎》中所緣的定義出現三種可能。這也部分是因為《發硎》

中的所緣緣義同時納入了第八識、三分說中的自證分作為其實體之保證，使得所

緣之「緣」義似乎既可歸屬於第八識，也可說為五識自證分。當然，五識自證分

終究是緣於阿賴耶識，因此說阿賴耶識為最終之實體保證，也許才是符合玄奘唯

識學的本意。無論如何，通潤帶著《成論》的架構去理解《論釋》，這是帶著後

來發展出來的理論，再回頭重新詮釋過往的哲學著作。晚期的理論雖然完整，但

平行地將之置於《論》與《論釋》之中，則反而會出現回答不了的問題──在《論》

中所緣緣到底親所緣或疎所緣的問題上，我們很難得到肯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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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觀所緣緣論釋發硎》的因明論證 

   在這個章節中，筆者將分析《發硎》中因明論證的使用，以及通潤對於論敵

所犯過類之分析。針對三家極微理論的破立，將以呂澂《觀所緣論釋會譯》中所

建構出的論證分析為參考，對比通潤於《發硎》中重建的論證。值得一提的是，

呂澂作《會譯》參考資料十分豐富，光是本論方面，除了玄奘、真諦之譯本，尚

有《論》之藏譯本，其之分析有非常高的說服力；相比之下，通潤作《發硎》，

能參考的資料便相對貧乏。即使如此，通潤在論證結構的分析上，大致上與呂澂

之說法吻合，這一點實讓人佩服。 

 

第一節 極微理論 

    《論釋》的第一個部份討論何以唯識宗僅論五識所緣，而不論第六意識201，

對應於此，下為《發硎》中所立的第一個量： 

 

遂申量云：意識所緣之境，是有法，全成非有，是宗。因云：此於自聚

不能緣故。復緣過未，非實事故。喻如三無違。202
 

 

之所以有這個論證，因於《論釋》在文章開始便將意識屏除於所緣討論之外。然

而，很明顯這個論證是有些問題的。通潤以「意識所緣之境」作為宗上有法，以

「此於自聚不能緣」為因法，這並不合乎因三相中，因支遍及宗上有法之規定203，

                                                             
201

 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此中『等』言謂攝他許，依其色根五種之識，由他於彼一向

執為緣實事故；意識不然，非一向故，許世俗有緣車等故。縱許意識緣實事境，有其片分，亦能

將識相似之相，離無其境。於眼等識，境不相離，得成就已，方為成立，是故於此不致慇懃。」

(CBETA, T31, no. 1625, p. 889, a23-28)。 
202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99。 
203商羯羅主，《因明入正理論》卷 1：「因有三相。何等為三？謂遍是宗法性、同品定有性、異

品遍無性。」(CBETA, T32, no. 1630, p. 11, b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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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境」顯然不能作為能緣，因此不存在「境不能緣自聚」的情況，故此解應

也不合於護法之本意。同時代的注疏家明昱與智旭有不同之解204，亦並未如通潤

將《論釋》中的這段文字：「如斯意識所緣之境，全成非有，此於自聚不能緣故；

復緣過未，非實事故，猶若無為。205」改為三支論式。又筆者認為可改作「意識

所緣之境非有（宗），其自聚不能為緣故（因）。其之過、未非實故（因），喻

如三無為。206」然而，即使如此，這個論證可能還會有隨一不成因過207的問題，

因通潤對「自聚」之說明為「眼等自識所變總聚內色」，而此時唯識量尚未立成，

故可能有此過208。綜上，在這個因明論證中，通潤忽略了宗之前陳、後陳，以及

此二與因支之關係，除此之外，通潤對「自聚」之詮釋也影響到論證的有效性。 

    在說明所緣緣僅是五識之對象後，《論釋》便進入了對三家極微理論之破難。

呂澂在《會譯》之文末，分別針對《論釋》中對於極微理論與和合理論的破難有

詳細的分析。在極微說與和合說的部分，筆者將先引用呂澂《會譯》為分析護法

論證策略所立之量作為討論框架，對比於通潤於《發硎》中所立之量，以此分析

通潤如何應用因明及探討其對因明之掌握。下就極微理論的部分，呂澂分析《論

                                                             
204

 明昱和智旭在這個部分的不同，主要在「自聚」理解之差別。明昱以之為極微，見明昱《觀

所緣緣論釋記》卷 1：「此於自聚不能緣故者，自乃極微，聚名和合。此又謂意識不能緣極微和

合為境。」(CBETA, X51, no. 832, p. 821, b16-18 ／／ Z 1:83, p. 184, d16-18 ／／ R83, p. 368, 

b16-18)。智旭以之為相分色，見智旭《觀所緣緣論釋直解》卷 1：「此意識於現在五識自相分聚，

決不能親緣故。」(CBETA, X51, no. 833, p. 837, c21-22 ／／ Z 1:83, p. 201, b9-10 ／／ R83, p. 

401, b9-10)。 
205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 (CBETA, T31, no. 1625, p. 889, b1-3)。 
206

 此可對應於護法《論釋》原文：「如斯意識所緣之境全成非有，此於自聚不能緣故；復緣過

未，非實事故，猶若無為。」由這個段落中可以看出護法有以兩個原因去說明、證成一個命題的

習慣。見 Lin Chen Kuo, Dan Lusthaus, John Makeham, John Gorgensen. Keng Ching 幾位學者自

2016 年著手翻譯護法《論釋》之文章（此篇譯文尚未出版），p5 註 13 “There are two eight-character 

phrases each ending in gu 故(ablative "because…"). Taking both to initiate with the ci yu 此於 , we 

end up with an inference containing two Reasons rather than one. This is not the only example of 

Yijing's Dharmapāla offering up an inference with an unusual structure.” 
207

 商羯羅主，《因明入正理論》卷 1：「不成有四。一兩俱不成。二隨一不成。三猶豫不成。

四所依不成。……。所作性故對聲顯論，隨一不成。」(CBETA, T32, no. 1630, p. 11, c11-14)。此

中隨一不成過即是用以證成宗法之因支未能為雙方共許。 
208

 「自聚」之意涵於第三章中有所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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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中大致上用了這四個論證，逐步破斥論敵（序數按呂澂原文）： 

 

（一）極微是所緣性．與所緣相道理相應故。 

（三）極微與所緣相道理相應．是彼識因性故．如共許所緣法。 

（五）極微與所緣相理不相應．許是因性故．如根。 

（六）極微與所緣相理不相應．生識非現己相故．如根。209
 

 

在這四個步驟中，（一）可對應於《論釋》：「此二論者。咸言彼相應斯理故。

210」呂澂指出，由於雙方無有共許之喻211，因此論主代替論敵於（三）中立有喻

之量，並於（五）（六）當中出敵之過。在（五）中，以「許是因性」顯其與（三）

是相違決定的情況212。唯識論者故由此，進一步於（六）中出過，顯出論敵之量

不能成立。 

    對於《論釋》中，先立論敵之量的作法，通潤《發硎》中述：「問：論中先

申外量者何故？立量之法，須是三支圓滿，破、立方成，有如鼎足，缺一不可。

若不先出其因量，又不出其此因無喻，是則因自成因，宗自可成宗矣。213」由此

看來，通潤所理解之論證策略與呂澂同，以論敵缺喻故須先代替論敵立量為第一

步驟。他並也注意到《論釋》中「無共成之喻」的問題（共成的定義問題將於後

文討論）；但呂澂與通潤於此對於論敵因支之認定各有不同，以前者說因支為「彼

相應斯理」，後者見下引文，相對於上引文中（一），《發硎》所立論敵最初之

                                                             
209呂澂，《觀所緣釋論會譯》卷 1 (CBETA, B09, no. 39, p. 325, a13)。 
210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 (CBETA, T31, no. 1625, p. 889, b28-29)。 
211呂澂，《觀所緣釋論會譯》卷 1：「此因無共許喻．所緣惟是極微或總聚故。復應明此所以．

依論二因設二前量。」(CBETA, B09, no. 39, p. 325, a7)。 
212呂澂，《觀所緣釋論會譯》卷 1：「此因無共許喻．所緣惟是極微或總聚故。復應明此所以．

依論二因設二前量。」(CBETA, B09, no. 39, p. 325, a7)。 
213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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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量如下： 

 

申外量云：一一極微，是有法。成眼等五識所緣境，是宗。因云：是彼

因故。214
 

 

此中，不管是各家之解讀或是護法本文，皆未見二量之喻。因此，《論釋》本文

批評「此二論者，咸言彼相應斯理故。若不言因，此因無喻，猶如因等，成因等

性。」有鑒於此段之意較為模糊，通潤之說明如下： 

 

所以不說即是二宗之因者，以無共成能立之喻故。為此先需出彼相應之

因，何以有此多種過失以破之，然後方顯己之所立三支為不謬耳。是故

欲立己宗，先須出彼量也。215
 

 

引文之大意為論敵立量有缺失，故需先出其過，如此顯識自己所立之量為「不

謬」。通潤在這裡未對「共成」多說明，但參考各方之注疏，筆者認為可能有以

下意涵：（1）見義淨其他的翻譯，可能有「共許」之意216，（2）共成二因之喻，

也即共同具有所緣的兩種性質的喻，故《觀所緣論釋》中特別強調了所緣緣之定

義有「二因」──「論本二因，但是明因所以不即是因，以無共成之喻，為此須

出彼相應因何以如此。217」明昱之解同於此218。（3）以因三相中的因支與喻支

                                                             
214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02。 
215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03。 
216

 如護法《成唯識寶生論》卷 1：「心及心所設令體別，以其心字亦得相收，應知此義共成已

久。」(CBETA, T31, no. 1591, p. 79, b1-3。)或《成唯識寶生論》卷 2：「其獄卒等不受彼苦，不

是共成，此非正說。彼生不受同害苦故，由非能害者還如彼害生。」(CBETA, T31, no. 1591, p. 85, 

a12-14)。 
217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 (CBETA, T31, no. 1625, p. 889, c5-6)。 
218明昱，《觀所緣緣論釋記》卷 1：「共成者，須一法有二功能，要是能生。又是所緣，方為真

因。為此須出彼相應因者。出者，顯也。彼字，指他宗。相應者，他宗以極微為相應因，為此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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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成立宗法之意，如通潤後的明代注疏家智旭撰《直解》云：「雖有生識帶相

二因，但是明因之所以，而不即是三支中之因，以無共成之喻，不成因故。為此

須出彼宗相應之因何以如此，各無同喻。219」此中無共成之喻者，也是無同喻之

意。其次，護法前說「若不言因，此因無喻」，按引文中通潤之解，應是指：無

有喻者，如同不曾言因。對照明代的其他注疏家，如明昱將「若不言因，此因無

喻」解為條件句，意思是「若欲破彼不極成事，而不立量為因者，則無有喻。220」

也即若不有能立法成所立法，則「此因無喻」，又若無喻，則無所證。至於何以

獨言「喻」，明昱解釋「何以獨言喻耶？謂喻者，是比量中立破之洪綱。221」意

為如果不立完整三支論式為量，那麼量中的喻無法發揮作用222。另外一位明代注

疏家智旭解《論釋》此段引文為「猶云自謂與理相應，此結其妄計之情也」。也

即執極微與和合說者，皆認為自己是符合所緣道理的，但卻未曾立出完整的三支

論式，而智旭《直解》所立之量同於通潤：「此中量云：極微是有法，成所緣境

宗。因云：彼因性故。然無同喻。223」 

    除此之外，《論釋》中提到，唯識宗是透過「設縱」來避開論敵可能會質疑

的「有法自相違」問題。也就是在雙方對於「所緣」理解有別時，唯識宗立量可

                                                                                                                                                                               
他共許，故須顯出彼之極微，為生識因。」(CBETA, X51, no. 832, p. 824, a9-18 ／／ Z 1:83, p. 187, 

c3-12 ／／ R83, p. 374, a3-12)。 
219智旭，《觀所緣緣論釋直解》卷 1 (CBETA, X51, no. 833, p. 839, c2-4 ／／ Z 1:83, p. 203, a8-10 

／／ R83, p. 405, a8-10)。 
220明昱，《觀所緣緣論釋記》卷 1 (CBETA, X51, no. 832, p. 823, b15-16 ／／ Z 1:83, p. 186, d15-16 

／／ R83, p. 372, b15-16)。 
221

 明昱，《觀所緣緣論釋記》卷 1 (CBETA, X51, no. 832, p. 823, b17-18 ／／ Z 1:83, p. 186, d17-18 

／／ R83, p. 372, b17-18)。 
222明昱，《觀所緣緣論釋記》卷 1：「若不言因，此因無喻者，因即比量，有宗因喻三支。三支

無過是為能立。今以三支為因者，為因明中云：比量者，謂藉眾相而觀於義。相有三種，即三支

也，如前已說，由彼為因，於所比義，有正智生，即智名果，故以此因，總三支為因，非三支中

宗因喻之一因也。若欲破彼不極成事而不立量為因者，則無有喻，故云此因無喻，此三支中喻也。

何以獨言喻耶？謂喻者，是比量中立破之洪綱。」(CBETA, X51, no. 832, p. 823, b10-18 ／／ Z 

1:83, p. 186, d10-18 ／／ R83, p. 372, b10-18)。 
223

 智旭，《觀所緣緣論釋直解》卷 1 (CBETA, X51, no. 833, p. 839, a10-11 ／／ Z 1:83, p. 202, c4-5 

／／ R83, p. 404, a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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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具有效性，故透過「設許」極微實有，暫時容許所緣是外境的可能性。見《論

釋》原文： 

 

又若自許不於識外緣其實事，應有有法自相違過，然法稱不許，斯乃於

他亦皆共許，即以為喻。224
  

 

下見《發硎》： 

 

若大乘自許內色作所緣緣，而不敘破他宗，則外宗不許，卻將自己所立

二因，反出大乘有法自相相違過。是故必先出其犯過宗、因。彼既帶過，

更有何理能顯大乘量中有法自相相違過耶？225
 

 

按《論釋》原文，此「自相違過」根本上是因為雙方不共許所造成的。通潤將「有

法自相違過」解為「有法自相相違過」。按《因明入正理論》所述，此因過是成

立宗支之前陳與後陳相互矛盾226，而使得因法無能成立宗支。《發硎》之引文之

意為，在雙方對於所緣緣定義有別時，大乘宗以內色為所緣緣，然而論敵之所緣

緣所指為外，如此一來，唯識宗若立內境，其前陳（內境）與後陳（所緣）相違，

不可能以同一因支成立，故對論敵來說，存在有法自相相違過的問題。智旭與呂

澂增字之解皆與此同227。但明昱有別解，他認為論主不許有外境而許極微，此是

                                                             
224

 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 (CBETA, T31, no. 1625, p. 889, c1-3)。 
225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03。 
226

 商羯羅主，《因明入正理論》卷 1：「有法自相相違因者，如說有性非實、非德、非業。有

一實故、有德業故。如同異性。此因如能成遮實等，如是亦能成遮有性，俱決定故。」(CBETA, 

T32, no. 1630, p. 12, a23-26)。 
227智旭，《觀所緣緣論釋直解》卷 1：「先自許內相分色為所緣緣不於識，外緣其實事，則疑識

外原有實事，但是五識不去緣他，應有有法自相相違之過。」(CBETA, X51, no. 833, p. 839, b18-20 

／／ Z 1:83, p. 202, d18-p. 203, a2 ／／ R83, p. 404, b18-p. 405,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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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自相違過，或可稱為「自教相違過」228，也即論主假立之量違背自宗。筆者

認為，通潤、智旭等人之解釋說明了雙方共許、設縱的必要性，應較為合於護法

之原意。 

    此外，按《發硎》述，實在論者的極微與總聚論證犯了兩種因過，其一為隨

一不成過229，其二為共不定過230。前者之理由為「大乘不許極微為實體」，雙方

在因支上不共許，故說為隨一不成過231。然而護法原文雖提及「因有不成」其實

並沒有明確提到由於不許極微為實而有隨一不成過。若見《論釋》後段所述：「令

此緣彼所緣之相不相應故，非所緣義。由此前云：彼相應理斯乃不成。232」按文

意，極微、總聚等皆不符合所緣之定義，因此論敵之量「不成」，是不成立之意

233。並且既已設許極微，在因明論證上應該不存在隨一不成的問題。 

    其次是共不定過，原文中，透過論主所立之根喻來說明此過，下為通潤所立

之外量： 

 

外量云：極微，是有法。所緣緣，是宗。因云：許有實體，能生識故。

喻如眼根。234
 

 

                                                             
228明昱，《觀所緣緣論釋記》卷 1：「又若自許不於識外緣其實事，應有有法自相違過。有法者，

是先陳極成色法為宗依，謂之有法，故因明以有法為前陳。自相違者，謂自教不許緣識外事，若

以外色作所緣者，是與自教相違。」(CBETA, X51, no. 832, p. 823, c2-6 ／／ Z 1:83, p. 187, a8-12 

／／ R83, p. 373, a8-12)。 
229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06。 
230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06。 
231商羯羅主《因明入正理論》卷 1：「所作性故對聲顯論，隨一不成。」(CBETA, T32, no. 1630, 

p. 11, c13-14)。 
232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 (CBETA, T31, no. 1625, p. 890, a23-25)。 
233

 明昱與智旭之解亦同於此。見明昱，《觀所緣緣論釋記》卷 1：「因有不成過。意謂前所轉

計為相應斯理。如取同品之根難之。則因性必有不成所緣之過。」(CBETA, X51, no. 832, p. 825, 

a19-21 ／／ Z 1:83, p. 188, c13-15 ／／ R83, p. 376, a13-15) 。智旭，《觀所緣緣論釋直解》卷

1：「彼相應理。故姑許其因。但有不成所緣之過。」(CBETA, X51, no. 833, p. 840, b21-22 ／／ 

Z 1:83, p. 204, a3-4 ／／ R83, p. 407, a3-4)。 
234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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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因明入正理論》解，共不定即是在一個論式中，不存在同時具有因法與宗法

之同品者235。然此處護法原文述「於根亦有不定過」未必如通潤所指，是九個不

定過當中的共不定，更合理的解釋應為，眼根僅是根作為一個異品（非所緣），

卻具有能生性，故說「能生」為不定過。其次，此處通潤述「外量云」是很有問

題的，對於論敵來說，雖然眼根為實體，未必會立眼根為所緣緣，故對論敵來說，

這明顯地犯了喻過。若見前《會譯》之（三），呂澂認為若要假論敵所立之量，

同喻應為「共許所緣法」。此說法雖未見於《論釋》，但於情理上，較為符合論

敵之立場。因為眼根喻實際上應作為能破，而非論敵欲立之量。 

    接著《發硎》述： 

 

大乘不改其因，翻其所立之宗，申違量云：極微，是有法。設緣非所緣，

是宗。設有實體，能生識故。喻如眼根等。236
 

 

此論證可對應於前呂澂所立之（五），根喻是用以顯示出論敵之不定過，也即五

根作為異品（非所緣）具有能立因。對應於此量，《論釋》原文如下： 

 

然非極微一一自體識隨彼狀，由此極微而為境體。縱有因性，由非因義，

所緣如根，雖是因性，不為所緣。若由因性許作所緣，根亦同斯，應成

彼也。237
 

 

此中「因性」意指能生性，而「因義」則為能立之意。引文中護法使用了歸謬論

                                                             
235商羯羅主，《因明入正理論》卷 1：「言不共者，如說聲常，所聞性故。常、無常品皆離此因。

常、無常外餘非有故，是猶豫因。」(CBETA, T32, no. 1630, p. 11, c22-24)。 
236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06。 
237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 (CBETA, T31, no. 1625, p. 889, c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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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用以說明如果某一個事實成立，那麼論敵就要接受另一個其所不樂見的事實

238。對比於此，通潤與呂澂皆完整地列出了三支論式。然而，《發硎》中，很明

顯「設緣非所緣」這個用法是來自玄奘《觀所緣緣論》「極微於五識，設緣非所

緣，彼相識無故，猶如眼根等。239」以宗後陳為「設緣非所緣」，若將這則頌文

視為嚴格意義的因明論證，根喻亦須具備後陳之特質，而「設」的說法就會顯得

不合道理。若同情地將此量理解為為他比量，可將之改寫為「凡彼相識無者，非

是所緣緣」；同理，《發硎》中的因支亦可改「設緣非所緣」為「非所緣緣」。

其次，如第二章所述，由於用詞上的差別，《論》中「所緣緣」即等同於《論釋》

中的「所緣」。此處通潤將護法「雖是因性，不為所緣」解為「設緣非所緣」在

詞義理解上自然是完全異於護法的。因為護法之原意應是就所緣的整個定義來否

定極微，而玄奘、通潤之解則是將所緣緣拆解為生因、帶相兩個元素，個別地對

應到極微、和合支理論上。在此，除了可以看出奘譯的影響，也可以看出通潤在

註解上的一貫性。接著為通潤所立，能對應於前（六）之量： 

 

遂申量云：極微，是有法。非眼等識境，是宗。因云：非即能生自識相

故。喻如眼等根。240
 

 

按呂澂述，（六）是（五）改宗所成，見《會譯》中條列出的幾個量，可見得「設

許因性」與「不能生識現己相」的代換關係；在《發硎》中，則是將「許有實體

能生識」代換為「非能生自識相」。也即縱許極微（併其能生性），一來有不定

                                                             
238

 胡志強曾於〈知覺、他者與邏輯：護法《成唯識寶生論》之哲學研究〉一文中，提及《觀所

緣論釋》中應成法的使用，可被視為廣義的歸謬論證。陳那《集量論》中亦曾使用類似的論證方

式，並明確地提到應成（prasanga），頁 28，註腳 53。 
239陳那，《觀所緣緣論》卷 1 (CBETA, T31, no. 1624, p. 888, b10-11)。 
240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06。 

DOI:10.6814/NCCU202000321



85 
 

 

過，二來實在論者的極微理論會因為識上無極微相而不能為所緣境，因此說是雙

支缺一。通潤也意識到這一點的重要性，能生性僅是凸顯出論敵的不定過，但真

正的問題是：「《論》中『無彼相』之言是定他宗之權度，立己宗之根基也。241」

對應於《論釋》中唯識宗所述之結語：「應可說非決了性故，惟出此因不是所緣，

如根極微。」242，《發硎》所立的量如下： 

 

立量云：極微，是有法。非所緣緣，為宗。因云：由非彼相、非決了性

故。同喻如眼根。243
 

 

按《論釋》，此中「非決了性」即是「非能生自相識」之同義詞244。又既然極微

無決了性，故無所緣性。由此顯示出論敵不定過，進而直指極微非所緣緣，通潤

說之為「先明能破，正為成立己宗。後明能立，亦是顯示他過。破、立相須，不

可互缺。245」此中「破」在顯其過，「立」意在指出極微非所緣緣。呂澂《會譯》

中，理解《論釋》的論證策略亦同於此。接著，在「非決了性」的基礎上，《論

釋》提及餘大乘所立之量246，通潤之整理如下： 

 

有餘大乘論師復以諸識差別立量……。遂立量云：眼識，是有法。不能

了極微色，是宗。因云：無彼相故。喻如根識。 

 

                                                             
241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07。 
242

 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 (CBETA, T31, no. 1625, p. 890, a8-9)。 
243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07 
244

 此段對應於《觀所緣論釋》卷 1：「或可由斯『非彼相』者，於諸極微非定了性，如相識生，

是謂決了。既彼非故，明知決了此亦無由，應可說非決了性故。惟出此因不是所緣，如根。極微。」

(CBETA, T31, no. 1625, p. 890, a5-9)。 
245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07。 
246

 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有餘復作諸識差別顯其成立，眼識不能了極微色，無彼相故，

如餘根識。」(CBETA, T31, no. 1625, p. 890, a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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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量中，因法與宗法之相隨關係為「無彼相者，不能了其色」，又按前述之分析，

可得「其色不能為了者，不能為所緣境」。《論釋》對於餘大乘師所提的論式，

特別在「餘根識喻」的部分，有進一步說明。明代各家對於這個段落的解讀又有

所不同。先見下《論釋》之引文： 

 

如根之言誠為乘也，其喻別須義准而出。又復縱是因性之言，為無用矣。

彼雖因用，非所緣性，此亦如是，實為有用。然非聲等所有極微，可是

餘根之識生因。247
 

 

通潤解此段為，對於前餘大乘所立之量來說，色之極微可為眼識之生因，卻不能

於眼識上有其相。對於其餘根識（如身、耳等）來說，亦是如此，故曰「如耳識

不能了極微聲，乃至身識不能了極微觸也248」。通潤是這麼理解「如根之言誠為

乘也」： 

 

論主如根之喻，譬如舟車，乘之而往，無不達者，何以故？以如根喻，

可作能破；以如根識喻，亦可作能破故。249
 

 

按引文，如根之喻與如根識喻是同理可證的關係，因為識上沒有五根相，因此五

根非所緣緣，但有能生性，也就能證明五根識上無有極微相，因此極微非為所緣

緣。同時代的明昱則有別解，他以如根識喻為其餘根識不能了「眼所見色」250。

之後的智旭之解同於通潤。筆者認為，通潤與智旭之說法為較強的論證，以個別

                                                             
247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 (CBETA, T31, no. 1625, p. 890, a11-15)。 
248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08。 
249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08。 
250

 明昱，《觀所緣緣論釋記》卷 1 (CBETA, X51, no. 832, p. 826, a14-17 ／／ Z 1:83, p. 189, c8-11 

／／ R83, p. 378, a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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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識不能對應於不同的極微相。若按明昱之理解，以耳根識不能了色極微，而要

證成極微非實，對實在論者來說並不是一個強論證。此處的重點在於，凡能為一

事之生因者，未必能為同一事所緣緣。色法若本非耳識之生因，在論證上便很難

成立。故以前所述「如根之喻」為參考，因為根等不能於識上有其相，不能說為

所緣緣。生因與帶相這兩個條件之為缺一不可，是透過前根喻得以闡明。綜上，

通潤認為餘大乘此量並不會使得前「設緣」的論證策略失去其效用251，以極微如

餘根，不能為所緣，同理，餘根識不能了餘極微，因此餘極微不能為所緣境。。

在前述的基礎上，《發硎》針對極微理論所立的最後一個量如下： 

 

量云：眾微，是有法。非所緣，為宗。因云：於識自體無聚現故。同喻

如根。252
 

 

此量清楚申明，即便唯識論者縱許極微是實，其仍非是五識所緣，癥結點在於識

自體有無聚現，也即是否能於識上生似己之相。值得注意的是，此處通潤以「眾

微非所緣」為宗，「所緣」對應到的是了境的問題，但在《論釋》中「鉢囉摩怒

不是所緣，彼[實在論者]之能立不相應故；及非境性，量善成故。253」這是護法

的總結，以前半段為破，後半段為立。此處所緣，是就其整體來說，故以「不是

所緣」對應於「非境性」，而非如玄奘之拆解義來說的。通潤的理解雖不致產生

大方向上的偏誤，但的確抹去了《論釋》中名相使用與奘譯的差別。至此《發硎》

                                                             
251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以如根喻，可作能破；

以如根識喻，亦可作能破故。下斷之曰：若准此別義而出過，則如根識之喻，但成非所緣義，本

論中設緣之義，成為無用。若准前如根之喻，亦成非所緣，論中設緣之義，亦有用。以彼眼根等，

雖有生識因，而無所緣故，則此極微亦復如是，以有實體，而無彼相故，是則設緣之義，誠為有

用。」，頁 108。 
252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08。 
253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 (CBETA, T31, no. 1625, p. 890, a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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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極微理論的討論已經告一段落。 

 

第二節 和合理論 

以下將進入下和合理論之辨析。呂澂《會譯》為和合理論所建構的論證依次如下

（序號按呂澂原文）： 

 

（二）總聚是所緣性．因同前（與所緣相道理．相應故）。 

（四）總聚與所緣相道理相應．是識現故．喻如前（如共許所緣法） 

（七）總聚與所緣相理不相應．不能生己相識故．如第二月。 

（八）總聚非識因性．非實有故．如第二月。 

（九）總聚與所緣相理不相應．非識因性故．如第二月。254
 

 

同於極微理論，在和合問題上，唯識論者指出論敵未有共成之喻，因此有缺喻之

過，見（二）。故唯識宗於（四）立論敵之量。然而，論敵所謂「識現故」這個

因支是有問題的，透過（七）的第二月喻即顯示出，若按照雙方對於所緣定義之

共許，唯識宗所提出的第二月喻正好說明了存在著「有識現」，卻未必是能生的

例子，故說「不能生」，此能立不成。（八）的因支是對（七）「不能生己相識」

的解釋，也即總聚之所以與所緣理不相應，在於其非有能生性，又其之所以非有

能生性，究其根本，是無實有性的緣故。縱上，以（九）總結論：總聚與所緣理

不相應。 

    通潤註解大致同於呂澂之分析，假立論敵之量如下255： 

                                                             
254呂澂，《觀所緣釋論會譯》卷 1 (CBETA, B09, no. 39, p. 326, a7)。 
255

 對於執持總聚說的經量部來說，他們其實是同意非實之物作為所緣境的。因此，這個論證的

效力可能會因為雙方對於所緣緣的定義不一致而減弱。但在《順正理論》中，眾賢已經針對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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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云：和合，是有法。眼等五識所緣緣，是宗。因云：以識生時帶彼相

故。喻如第二月。256
 

 

此量可對應於前（四）。通潤並在下文引用奘譯《論》改此量作為能破： 

 

論師不改其因，翻其所立宗，申違量云：合和是有法，設所緣非緣，是

宗。因云：以識生時帶彼相故。喻如第二月。257
 

 

同前所述，將奘譯《論》的用語帶入《論釋》可能會產生一些問題。對於護法來

說，「設所緣非緣」的說法是不合理的，因為在《論釋》中，「所緣」即是「所

緣緣」之意。因此，這個部分要按奘譯來理解，否則在《論釋》的脈絡中，「設

所緣非緣」會變成一個自相矛盾的說法。其次，前（七）之因支呂澂以「不能生

己相識」說之，以「生」區別於（二）之「識現258」，此呼應在《論釋》對所緣

的定義中，「能生」與「帶似己相識」實是同一事，因此筆者認為，通潤此將「識

生時帶彼之相」作為因支來說明和合為非所緣緣，若按《論釋》之本意，可能有

自語相違之嫌。當然，通潤這麼立量，可能是因為他要明確地指出論敵在這個問

題上所犯的不定過，即是透過相同的因，能成立正反二量，如此便能指出論敵所

說不成立，但參照《論釋》來看，這個詮釋不能說精確。其次，通潤以「非實」

                                                                                                                                                                               
說以非實為所緣的問題有所批評，陳那是在這個基礎上批評經部說。按陳雁姿《觀所緣緣論研究》

頁 155：「對照《順正理論》卷四與《觀所緣緣論》來看，從中窺見陳那破極微說與合合說為所

緣緣的論點，與眾賢完全吻合，似乎陳那是套用了眾賢的論據，而不是他獨有的見解。」 
256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11。 
257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11。 
258呂澂的說法可對應於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縱令此識有彼相狀，由不生故，不名斯境。

此由非實事有性等，總聚不是識之生因，非實性故，如第二月。」(CBETA, T31, no. 1625, p. 890, 

b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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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以識上有相作為能立因，並不能夠使和合理論成立。如何由「帶相」連結識

能生、實有性，於此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解釋了通潤前立論敵量「以識生時帶彼

相故」何以能被論主翻立為能破──假實問題是能否作為所緣緣真正的關鍵： 

 

……此第二月，縱令是有彼相，然非眼識所緣之境，非現量故。由非實

故，此第二月，縱令眼識帶彼相狀，由彼不能生眼識故，終非眼識所緣

之境。259
 

 

按論主，凡能產生果用的，皆是實事。而主敵雙方若同意第二月非實事，那麼第

二月理應不能產生果用，也即不能生識。因此縱使識上有第二月相，也並非經由

現量所得，也即非五識直接緣取境所得之相。那麼，第二月相又是從何而來呢？

《論釋》中對於第二月喻以「根損」釋之，通潤《發硎》中進一步說明此是不共

相種260之力用，按《成論》，此是第八識異熟變現似色根。同樣的，這個解釋對

於實在論者來說，會有不共許的問題。接著《發硎》將《論釋》中餘大乘論師的

說法立為因明論式： 

 

此亦餘大乘論師復以青等竇色聚集極徴立量破非緣也。量云：眼識，是

有法。不緣青等聚集極微，是宗。因云：為由彼體非生性故。喻如餘根

識。其餘根識，翻此應言。261
 

 

                                                             
259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11。 
260

 不共相種之意可見玄奘，《成唯識論》卷 2：「有根身者，謂異熟識不共相種成熟力故，變

似色根及根依處，即內大種及所造色。」(CBETA, T31, no. 1585, p. 11, a8-10)。 
261

 見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12。此段可對應於

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復緣眼識不緣青等聚集極微，為由彼體非生性故，如餘根識。此喻

共許，故不別言。第二月喻非實事故，應知此是於非因性而成立之，如所說之，縱有相性，然非

彼境，斯言復是非彼因義。」(CBETA, T31, no. 1625, p. 890, b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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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對應於《論釋》的這一段話：「復緣眼識不緣青等聚集極微，為由彼體非生

性故，如餘根識。此喻共許，故不別言，第二月喻非實事故，應知此是於非因性

而成立之。262」針對這段評論，明代各家注疏的說法有所不同。第一個問題是，

《論釋》中，所謂「此喻共許」說的是哪一個喻呢？見《發硎》所述，通潤認為

是第二月喻，他的說明是，對於論敵來說，此量中的餘根識喻對於論敵來說未必

共許為同品，因此《論釋》中不以此為主要的論據263。智旭《直解》有類似的說

法，以為此量是有奪無縱，而不能定他宗，且此量與《論》與《論釋》設縱之論

證策略並不能相呼應，故《論釋》中不別言264。通潤與智旭的理解可以參考前極

微理論時，兩人對「如餘根識喻」，以耳根識不能了聲極微、鼻根識不能了香極

微，依此類推。若如他們的解釋，論敵的確可能不會認同根識不能了極微。但與

通潤同時期的明昱認為前「共許」喻所指應是餘根識喻，以「人所共知」而無須

別言，參考明昱前文中所解之「根識喻」，以餘根不能了色極微，同理，青等極

微定非耳等識之生因265，他所謂「共許」者，與通潤、智旭之理解本不相同。然

護法原文以「應知」說明第二月非實，從語意考量，筆者以為通潤與智旭之解較

為合理。 

    在和合理論的部份，通潤指出實在論者一共犯了三個因明上的錯誤：（1）

                                                             
262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 (CBETA, T31, no. 1625, p. 890, b17-18)。 
263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問：何故本論不立此

喻，立第二月喻？答：此中立喻，須是共許。若立此喻，彼不許故，所以本論不別言之，故立第

二月喻，以第二月非實事故，當知即以此喻成立總聚非因性也。」頁 112。 
264

 智旭，《觀所緣緣論釋直解》卷 1：「量云：眼識是有法，不緣青等聚積極微（宗）。因云：

為由彼聚集體全是假法，非是能生性故。同喻如耳根等識，乃至身識是有法，不緣觸等聚集極微

（宗）。因云：為由彼體非生性故。同喻如眼根識等。此亦有奪無縱，恐不能定彼宗。今此二月

之喻，乃是明他共許。若彼餘根識喻，則于設所緣之言反為無用，故不別言也。」(CBETA, X51, 

no. 833, p. 843, a2-8 ／／ Z 1:83, p. 206, b14-c2 ／／ R83, p. 411, b14-p. 412, a2) 。 
265
明昱，《觀所緣緣論釋記》卷 1：「至不別言者，謂耳等識不能緣色相者，人所共知，是謂共

許。此喻眼識非青等所生。而不緣青等者，如餘識不緣色相為境，亦非色相所生。」(CBETA, X51, 

no. 832, p. 828, a8-11 ／／ Z 1:83, p. 191, c2-5 ／／ R83, p. 382, a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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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一不成。同於通潤對實在論者極微理論的批評，也即對唯識宗來說，外境實有

的說法不共許。266（2）不定過，前已述。（3）法自相違過。《論釋》中以相違

過來指責論敵和合說267，通潤說為「有法自相相違過」，原文說明如下： 

 

若復成就真唯識量，又犯有法自相相違過，謂以外色帶彼相因，成其內

色所緣緣義，既以成內，決不成外，故犯斯過。 

 

有法自相相違過之定義前已述。此段批評是就唯識量已成而說，故云「若復成就

真唯識量」。唯識論者所立之內所緣緣義不同於實在論者以外色作為帶相之基

礎，若以前者之內所緣緣義，必與後者之外所緣緣義相違。若已成內色之帶相意，

外色必不能成立。以上是《發硎》中對於和合理論之說明。《論釋》於此總結這

兩個理論的過失為「闕其一分義」268，通潤之解釋如下： 

 

今此二宗，於極微處，缺自體相現，故可為緣，不可為所緣；於總聚邊，

缺能生性，故可為所緣，不可為緣。269
 

 

按引文中述，不管是極微理論還是和合理論，皆缺所緣之一分義，因此不能夠作

                                                             
266

 見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若望大乘唯識宗中，

例皆不許，亦犯隨一不成過。若是則無論極微，即總聚亦在所破矣。」頁 109。對應於護法，《觀

所緣論釋》卷 1：「若望謨阿宗，皆有不成性。」(CBETA, T31, no. 1625, p. 890, a20-21)。若見明

昱、智旭之解，此中「不成」皆以「不能成立」為解。 
267

 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應知說其不定之過。復由識義理成就故，過是相違。」(CBETA, 

T31, no. 1625, p. 890, b15-16)。 
268

 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離識之外執有二種極微總聚，此皆闕其一分義故。又如所說能

立能斥道理力故。以之為境，成不相應，闕一分故。自體相現及能生性，具斯二分方是所緣。於

極微處，即闕初支；於第二邊便亡第二。」(CBETA, T31, no. 1625, p. 890, c6-11)。 
269此段可對應於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離識之外執有二種：極微、總聚。此皆闕其一分義

故。又如所說能立能斥道理力故，以之為境，成不相應，闕一分故。自體相現，及能生性，具斯

二分方是所緣。於極微處即闕初支。於第二邊，便亡第二。若如是者，如向所論二種過失，重更

收攝，令使無差。」(CBETA, T31, no. 1625, p. 890, c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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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所緣。《論釋》中「自體相現」、「能生性」，在《發硎》分別說為「所緣」、

「緣」。 

 

第三節 和集理論 

    最後的和集理論是論敵對於前二說缺點之回應。呂澂《會譯》未如同前

二理論一一列出唯識論者破難之次序，故此在進入《發硎》的因明論證前，

先簡述在《論釋》中如何破難和集論，筆者認為分別有以下的四個步驟： 

 

1. 論敵以和集相為雙支皆具，故無有先前過失。唯識師以「如何二相共居

一事」難之。 

2. 論敵答以「勝劣之說」。 

3. 論主破勝劣之說，故亦破「一一極微上有眾多相」。 

4. 承上，非一一極微上有眾多相；且識上非有極微相，可知論敵所謂和集

相在極微之外有別相。 

5. 和集相是假，故非五識所緣境。 

 

雖然在細部的理解上有差異，這五個步驟可以大致上對應到通潤針對和集理

論所立的四個因明論式。下見《發硎》所立之量： 

 

遂申外量云：在極微處有總聚相，是有法。應是所緣，宗。因云：生自

相識，實有性故。斯則極微生識，帶和集相，雙支皆具，異前各執一事，

互缺一支，應作所緣，免前二過。270
 

                                                             
270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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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注意的是，通潤慣於將《論釋》改寫為三支論式，但護法未必意圖將之說為嚴

格意義的三支論式，就引文來看，其中無喻，在《論釋》原文271中亦未曾提及喻

支，是故說為「量」有所不妥。此中「前二過」是為前二量因為各缺一支，而成

不定因過。然若以嚴格的三支論式來看，此量也明顯有缺喻之過。 

    接著，在《論釋》中，唯識論者對於和集相提出的第一個質疑是，如何令極

微相與和集相共居於一事。下就通潤所立因明量說明之： 

 

遂申量云：青、黃等相，是有法。是現量性，為宗。因云：即將極微、

積集二相為眼等識所行之境故。 

 

若參照《論釋》中的這個段落，此應是實在論者對於「二相能同居一事」之回應。

但《發硎》所立之量，除了同樣有缺喻的問題（同樣，護法原文未有喻支，也未

有明顯立量之企圖），另一個問題是，若不論護法是否有立量之意圖，「青美等

相之為現量境」也並非《論釋》於此所要陳述之命題，因為這對於論敵雙方來說

並非真正的不共許之處272。下見對應於此的《論釋》原文： 

 

凡諸有色合聚之物，皆以地等四大為性，彼皆自性有勝功能，青黃等相，

隨事隨根而為了別，即此於其眾多相處，極微之處，有總集相，即將此

相為眼等識所行境故，是現量性273。 

                                                             
271

 此段可對應於《觀所緣論釋》卷 1：「有說集相者，於諸極微處各有集相，即此集塵而有相

現，隨其所有多少極微，此皆實有在極微處，有總聚相生自相識，實有性故，應是所緣，斯乃雙

支，皆是有故。」(CBETA, T31, no. 1625, p. 890, c12-16)。 
272

 此中「美相」何以為現量境，通潤為有解釋，但見《觀所緣釋論會譯》，呂澂說為：「．(色)

青(聲)美等相」(CBETA, B09, no. 39, p. 299, a2) 。將美定義為聲音的感官特性，也許是一個理解

的方式。在這個意義下，也許美不能被視為意識的判斷，而有和諧音階之意。 
273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 (CBETA, T31, no. 1625, p. 890, c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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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文脈來看，護法意為實在論者執眾多極微[相]之處有總集相，且此總集相是眼

等識所行境，也即現量境，此二並非相互證成的關係，而是互為定義的等價關係。

明昱之解274亦同此，故不將此段解為立量。此外，筆者認為在這一段中，論敵真

正要說明的應是「極微之和集相如何實有」。如引文，護法用來說明這個主張的

理由是，由於四大極微各有勝功能，按智旭述增字解：「如地有堅性、水有濕性、

火有煖性、風有動性；地能任持、水能沃潤、火能變化、風能鼓動275」不同的相

會在不同條件下呈顯出不同的樣態（所謂隨事隨根而為了別），其中以殊勝功能

為極微相，而青黃等相則是極微聚集之後則所顯的總集相（通潤之解亦同276）但

仍不改其為現量性的事實（因為合聚以四大為性）。護法未於此立三支論式，但

他述論敵用以說明和集相實有的理由應當是「地等四大為合聚之性」，而我們依

根而見其眾多相，也即總集相，但對論敵來說，這仍然是現量境。 

    按筆者理解，之後論敵以「事有勝劣」為由說明二相共居一事，也即總聚相

所顯之相為勝，各個極微相為劣，故而顯勝隱劣。論主則反駁，以「事有勝劣」

這個說法僅適用於部分事物，但若於極赤物上，極微彼此互不相隱，難分孰勝孰

劣，是故以勝顯劣之說不成立，可知不存在二相存於一事，而是本有多相，事非

實。因此，一一極微上有眾多相也就不成立。通潤大致上同意「眾多相」並非於

單一極微上呈現，而需要聚集，故是假。通潤在「勝劣」詮釋別解，已於前章討

論，此不再述。在這裡，與因明之破立相關的問題是，照論主破敵之脈絡，極微

                                                             
274

 明昱，《觀所緣緣論釋記》卷 1：「即將此相為眼等識所行境故，是現量性者，謂真實極微

體上既具和集之相，此相亦是實有。實有之法是現量性，即將此相為眼等識所緣緣。」(CBETA, 

X51, no. 832, p. 829, c6-9 ／／ Z 1:83, p. 193, a12-15 ／／ R83, p. 385, a12-15)。 
275

 智旭，《觀所緣緣論釋直解》卷 1 (CBETA, X51, no. 833, p. 844, a17-18 ／／ Z 1:83, p. 207, 

c11-12 ／／ R83, p. 414, a11-12)。 
276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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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或有一一極微相為所緣境，或有極微聚集而為所緣境，而在前兩個理論中已

述，此二皆有不合理之處。 

    論主於此進一步破難和集，見《發硎》所陳之量： 

 

立量云：和集，是有法。設緣非所緣，是宗。因云：許極微相故。喻如

堅等性。此堅等喻，正對設緣非所緣宗法言。277
 

 

此量為論主正破，說和集非為所緣緣，引自奘譯《論》：「和集如堅等，設於眼

等 識，是緣非所緣，許極微相故278。」而和集之所以可以為緣，不可為所緣，

是因為雙方暫時共許了極微，換言之，堅等極微之相亦是共許，但此相本身也非

眼識所緣（眼識上無極微相），可知論敵至此尚未能說明差別之相如何實有。 此

中通潤「堅性」喻之說明，見下： 

 

大乘出喻答云：如堅性等。……，雖於青等實色處，縱使皆有其性，由

微細故，亦非眼等五識所行之境。極微亦然。由五根功能各決定故，塵

亦決定，故至極微，眼不能見。若如是說，無違共許。279
 

 

    按通潤述，堅性之所以為喻是「由於微細故，非眼等識所行之境。」若按護

法原文，則僅以「根之功能各決定故」說明之。明昱之解同於通潤，以塵狀非是

五根所緣之對象，而獨是如知之覺，故《論釋》中說之為「非根」，這與通潤說

                                                             
277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17。 
278

 陳那，《觀所緣緣論》卷 1 (CBETA, T31, no. 1624, p. 888, b25-26)。 
279

 對應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如堅性等、如堅潤等，於彼青等縱有其事，非是眼等識

之境界。根之功能各決定故。塵亦如是。無違共許」(CBETA, T31, no. 1625, p. 891, a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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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潤等「微細故不可為五識境」，意思相同280。論敵於此陷入了兩難的局面，一

一極微或者是所緣，或者極微聚集有相而為所緣。若是前者，那麼會出現極微理

論中已經討論過的問題；後者的問題，則又有兩種可能性，其一為聚集而非有別

相，其二是聚集而有別相。見《發硎》中立量如下： 

 

量云：諸根之識，是有法。於瓶、甌等處非所緣緣，是宗。因云：無有

極微相狀性故。喻如餘識。281
 

 

此中「於瓶甌等處」應可理解為「於複合事物等處」，整個論證的理據在於，若

識上無有極微相狀性者，其所組成之複合事物亦非其所緣緣。因為複合事物即是

極微之組成，若識上無有微相，則不可能有微相之聚合。此外，這個論證雖以「無

有極微相狀性」為因，真正的癥結點其實在於，極微之聚集是否能成差別之相的

問題。也即和集不應如和合那樣，在聚合後產生差別。見《論釋》之原文對於餘

根識喻之說明： 

 

餘識謂意或餘根識。但緣青時。無黃相故。於諸極微雖體眾多。無差別

故。而諸根識差別相故，斯乃共成，非塵狀性，頌於極微差別之言，同

前問答。若其總聚許覆相已，形非實境，理方可成。282
 

 

本段引文按筆者之理解，雙方共許色是實法，在實法青色上無黃相，也無有其他

                                                             
280

 「極微非根所見」者，參眾賢，《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 32：「極謂色中析至究竟，微謂唯

是慧眼所行，故極微言，顯微極義。」(CBETA, T29, no. 1562, p. 522, a10-12)。智旭對於堅性非

眼等識境的說法不同。智旭，《觀所緣緣論釋直解》卷 1：「以根之功能各決定故，如眼見青等，

決定不見堅等；身覺堅等，決定不覺青等。」(CBETA, X51, no. 833, p. 844, c15-17 ／／ Z 1:83, p. 

208, b3-5 ／／ R83, p. 415, b3-5)。 
281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21。 
282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 (CBETA, T31, no. 1625, p. 891, b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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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相，同時，一個相若是實相，就不會在緣取時產生差別之相──這是「極微體

雖眾多，無差別故」之意。但是事實上，在其他情況，如前所述之瓶甌等例，對

象是組成之物，應有形別，然而這與一實體上無差別之極微有所衝突，故《論釋》

說為瓶甌為「覆相」，智旭增字解為「假有」283。論敵的這個兩難，通潤在《發

硎》中如是說明：「以眼識正緣青時，不帶黃相，則知眼識緣瓶甌時，不帶微相，

是故極微定非五識所緣。284」此段之意為，在任何情況下，青極微仍保有青極微

之特性，但一般所見的瓶甌，在五識上並無以四大種為基礎的微相。又若今實在

論者若以瓶甌為和集相、所緣境，然瓶甌又仍可分析，故知非實。總結來說極微

一來非五識所緣，二來和集相在各種情況下皆不可行。 

    至此《發硎》中關於極微三個理論的討論已經結束。下為通潤對於內境立量

之分析。 

 

第四節 證內境 

在唯識論者正式立量之前，《論釋》說明若不進一步立量，將使得所緣性被否定，

唯識宗將犯二過： 

 

若也總撥無所緣境便有違世、自許宗過，四種緣性於經說故。285
 

 

在這段引文中，「違世」與「自許宗過」通潤與其同時代的注疏家有類似之解，

分別解為世間相違過與自教相違過，前者意為所立之宗違背世人之共許，後者則

                                                             
283智旭，《觀所緣緣論釋直解》卷 1：「此形相別(乃)，是覆相(假)有。」(CBETA, X51, no. 833, 

p. 846, a8-9 ／／ Z 1:83, p. 209, c2-3 ／／ R83, p. 418, a2-3)。 
284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21。 
285

 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 (CBETA, T31, no. 1625, p. 891, b2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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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所立之宗違背自宗所許286，因為大乘宗亦許四種緣性287。在《論釋》中，唯識

論者解釋，並非無所緣，只是所緣在內而非外。然而內所緣是否依然面臨世間相

違過的問題288？在《論釋》中有如下之說明： 

 

外境雖無謂實，無其在外之境，非了性故。以理究尋，不可了其自體定

在於外。縱令許彼實有外相，然非識緣，非彼相性故，非極微相現。如

似外相顯現之時，此即是其所緣緣也，彼相相應故。289
 

 

此是護法對於唯識宗論證策略的一次重申。以不可了極微相而說外境非所緣，又

既外境非所緣，且經說四緣，那麼唯識宗說的內境以似外相顯現之說法應能成

立。通潤於此的註解側重以無決了性來說明其非所緣性，見《發硎》述：「實無

外在之境，以彼外境非是根識所了性故。290」、「以彼識上不帶極微自體相故。

291」。但同時代的明昱則提到了極微「非是引生五識相性292」，將所緣的兩個條

件合併而說之。 

    接著護法說明內色為所緣緣，在於「二法合」，也即前述能生、帶相這兩個

                                                             
286

 商羯羅主，《因明入正理論》卷 1：「世間相違者，如說懷兔非月，有故。」(CBETA, T32, no. 

1630, p. 11, b29-c1)；《因明入正理論》卷 1：「自教相違者，如勝論師立聲為常。」(CBETA, T32, 

no. 1630, p. 11, b28-29)。 
287

 四緣分別如下。世親，《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7〈分別根品 2〉：「謂契經中，如契經中說

四緣性。謂因緣性、等無間緣性、所緣緣性、增上緣性。」(CBETA, T29, no. 1558, p. 36, b14-16)。 
288

 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言境體者，是所取分，是識變為境相之義。然在識外別分而住，

將以為境，違世之過，如前尚在。」(CBETA, T31, no. 1625, p. 891, c1-3)。 
289

 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 (CBETA, T31, no. 1625, p. 891, c6-10)。 
290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24。 
291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24。 
292明昱，《觀所緣緣論釋記》卷 1：「縱令汝許極微實有外相顯現，然非五識所緣，以彼極微，

非是引生五識相性，故非極微相現得作前五識境。」(CBETA, X51, no. 832, p. 834, b13-16 ／／ Z 

1:83, p. 197, d13-16 ／／ R83, p. 394, b13-16) 。又此處智旭之解著重在外境與內識「相性有別」，

應非護法之本意，見《觀所緣緣論釋直解》卷 1：「縱令許彼實有外相，然(既在外。決)非識(所

能)緣，(以)非彼(識之)相性故，非(於識上曾有)極微相現，(豈得以極微為所緣哉！今必)。如似外

相顯現之時，此即是其所緣緣也。」(CBETA, X51, no. 833, p. 846, b6-9 ／／ Z 1:83, p. 209, d6-9 

／／ R83, p. 418, b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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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緣條件皆能在內所緣上成立。下見《發硎》立量以證內境： 

 

申量云：內色，是有法。眼等五識所緣緣，是宗。因云：識有彼相，復

是識生。喻如外色。293
 

 

此是《發硎》所立的最後一個因明論式，立內色是五識所緣。此量引用自奘譯

《論》：「內色如外現，為識所緣緣，許彼相在識，及能生識故。294」然而玄奘

譯此頌，應無有立量之意圖，否則應有喻例，除此之外，唯識師亦不可能以外色

作為同喻，否則便失去前文破外色的意義了。因此，嚴格來說，在這個論式中通

潤以外色為同喻，這是一個過失。 

    其次，若喻以內境為所緣，唯識論者便要處理「如何是彼一分得作同生之緣

295」的問題，也即內境、內識如何又是所緣、又是能緣。此處論敵認為唯識論者

犯了「自體相違過」。對此，《發硎》中述：「又縱云：若謂內色是眼等識自證

一分，還生自識者，復奪云：此即是色生心，便成自體相違之過。296」應指內色

若能自證又有能生性，以為所緣者同時為能緣會有自體相違過。若見慧沼《因明

義斷》，自體相違與自語相違是同義297，但這個解釋明顯不合於《發硎》之文意。

在元朝雲峰的《唯識開蒙問答》中有云：「難云：種子生現行，因種與果俱。種

子引種子，因應與果俱。何理不同也？答：種望現果是異類，體不相違。許同時，

種望種果是同類，自體相違，時須異。298」由此看來，自體相違是所指應是因果

                                                             
293

 此段對應於護法，《論釋》：「二法合故。明其所緣，道理合故，顯能立也。」 
294

 陳那，《觀所緣緣論》卷 1 (CBETA, T31, no. 1624, p. 888, c17-18)。 
295

 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 (CBETA, T31, no. 1625, p. 891, c25-26)。 
296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27。 
297

 惠沼，《因明義斷》卷 1：「又云：相違有三。一自體相違，如言常非常等。……」(CBETA, 

T44, no. 1841, p. 152, b29-c1)。 
298

 雲峰，《唯識開蒙問答》卷 1 (CBETA, X55, no. 888, p. 354, b4-7 ／／ Z 2:3, p. 225, b4-7 ／

／ R98, p. 449, b4-7) 。明昱之解應同於此，見明昱《觀所緣緣論釋記》卷 1：「斯之一分復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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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而造成兩者不能區別之謬誤。針對論敵所提出的質難，唯識論者以「相狀差

別」來解釋同一體上見、相二分之功能差別。如此一來，論敵便要質疑，此中所

緣性似乎也非實體，而僅是概念分別的結果。下為《論釋》中唯識論者的回答： 

 

此因相違。由其緣義於餘所執差別之境，亦共許之，如等無間滅，同分

之識為斷割時，此識亦以四種多緣而為緣也。299
 

 

這是《論釋》中的最後一句話。此中「差別之境」參考前文300應是意識所緣之境。

也即在第六意識中，自有能緣、所緣之區分，這是為雙方所共許的。按智旭述，

如同等無間緣，其自體能有前滅意為後念之緣301。惟通潤在這個部分的說明難以

理解。下見《發硎》之說明： 

 

無間滅法已屬過去，尚可得為意識所緣，况此內色是現在法，寧非五識

親所緣緣？故知内色既立，諸義皆成。釋前半頌竟。不釋後半者，境、

識同時，是正義故；前後相生，非正義故。不釋後頌者，此遮増色，是

其所欲故；根、境互生，二宗共許故。 

 

這段引文意在說明「因果同時」之為正義，與《成唯識論》俱時因果論為呼應，

對應到的奘譯頌文為「決定相隨故，俱時亦作緣，或前為後緣，引彼功能故。302」

                                                                                                                                                                               
生識，便成自體相違之過者，謂夢中境相元是識所變起，何得反生能變之識耶？」(CBETA, X51, 

no. 832, p. 835, c1-3 ／／ Z 1:83, p. 199, a7-9 ／／ R83, p. 397, a7-9)。 
299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 (CBETA, T31, no. 1625, p. 892, a7-10)。 
300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若差別者，其仳若南不緣外事，於其夢位以為顯示。」(CBETA, 

T31, no. 1625, p. 891, c20-21)。 
301

 原文見智旭，《觀所緣緣論釋直解》卷 1：「又如等無間即滅之心心所，於其同分之識，為

前後斷割時，雖非異物，即以前滅意為後念之等無間緣。」(CBETA, X51, no. 833, p. 847, a15-18 ／

／ Z 1:83, p. 210, c9-12 ／／ R83, p. 420, a9-12)。 
302

 陳那，《觀所緣緣論》卷 1 (CBETA, T31, no. 1624, p. 888, c22-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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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通潤認為，護法之所以沒有解釋此頌的後半，是由於「此非正義

303」，且根境互生已為二宗共許，以境引五根功能無須再說明。這個解釋不同於

其他注疏家的解釋304。甚至通潤於其另作《觀所緣緣論發硎》中，亦未提及此後

半頌非為正義，甚至說「內色與識，或俱時為緣，或前後為緣，皆不違理。305」

故《發硎》作此解，實讓人疑惑306。 

 

第五節 小結 

    在因明論證的詮釋上，通潤繼承了漢傳唯識的傳統，慣於將辯論之理據寫成

三支論式，這在《發硎》中占據了一定的篇幅，可見得他對因明的重視。誠然，

《發硎》的確出現一些對因明的錯誤理解，像是對過類的判斷可能不符《論釋》

之文意，且在論證上，將玄奘與護法之用語混用，而造成語意不清楚的問題，更

甚者，宗前陳、後陳與因法的判斷，可能不符合因明之規定，乃至對於本來不應

是因明論證的段落，將之解為三支論式，而產生其他錯誤。 

    另一方面，透過這個章節的分析可以看出，雖然有所錯謬，通潤對於因明還

是有一定程度的掌握。筆者認為通潤對《論釋》論證之分析，與後期的呂澂比較，

在大方向上對論證策略的理解、文意之分析等皆相去不遠；然而相比於呂澂，通

潤能觸及的參考資料著實非常有限，以此來看，通潤等明代注疏家肩負起唯識學

在明代的復甦，在因明之傳承上雖有過失，也可謂有所貢獻，使因明作為一種論

                                                             
303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28。 
304

 智旭與呂澂僅說文本有所缺漏。 
305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發硎》，頁 94 
306

 智旭，《觀所緣緣論釋直解》卷 1：「如等無間即滅之心、心所，於其同分之識，為前後斷

割時，雖非異物，即以前滅意為後念之等無間緣。」(CBETA, X51, no. 833, p. 847, a16-18 ／／ Z 

1:83, p. 210, c10-12 ／／ R83, p. 420, a10-12)。於此以同體者如意識，在等無間滅義的狀況下，

亦可前後自為能緣、所緣，類比五識自體，雖是同時，應亦能為能緣所緣。呂澂增字之解亦同，

見《觀所緣釋論會譯》卷 1：「此罔相違．由其緣義於(此)餘所執差別之境亦共許之．如等無間

滅．(即於)同分之識為斷割時(而說為緣．故)此識亦(得)以四種多緣而為緣也。」(CBETA, B09, no. 

39, p. 311, a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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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方法在中國佛學上被保留了下來，且在華嚴、天台宗等發展之下，得以在明代

持續地被應用。如通潤《起信論續疏》使用了許多因明論證，在受到禪宗影響甚

大的明代佛學中，可視為彼時性宗之發揚者歸返言詮之教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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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通潤思想中的性相交涉 

    在這個章節中，為了要說明通潤思想中的性相交涉，筆者將先處理「法性」

與「法相」在法相宗與法性宗的立場下，會有如何不同的詮釋。其次，在這個基

礎上，以通潤為例的明代注疏家是如何承此對法相、法性的認知來判教，包括判

教的內容為何，依據又是什麼。有了初步的理解後，通潤《觀所緣緣論釋發硎》

的意義會開出另外的可能性，同時展示通潤如何詮釋唐代以來的法相宗，以及法

相宗在通潤思想的重要性。在這次的研究裡，筆者將以《起信論續疏》作為通潤

處理性相問題的主要參考文獻，嘗試分析通潤判教系統下的性相觀，並以此定位

《發硎》與通潤思想背景之關聯性。 

 

第一節 從「性相不同」到「性相融通」 

     本節題取自張志強論文〈唯識思想與晚明唯識學研究〉，以下簡單說明其

中對這兩個子題上的說法307，並加入筆者之分析。性相之問題於唐代已有窺基等

人提出，惟彼時唯識宗更傾向於強調性相之差別。相對於此，唐代法藏結合《大

乘起信論》形成性相融通之理論，旨在闡明性相在究竟上來說無差別，至宗密、

永明延壽，再到晚明佛教之振興，大多持這個觀點308。因此，如何詮釋性相之異

同，也是法相與法性宗指標性的區別。 

    在「性相不同」這個問題上，窺基《述記》云：「次辨體者，體有四種，如

餘處說攝相歸性，真如為體，攝境歸識，以心為體，攝假歸實。309」對窺基來說，

攝相歸性，是攝假歸實之意，假者，是非實在的有為法，實者則是真如無為法。

在《成唯識論》中，性與相分別指到唯識性與唯識相，在窺基的詮釋中，唯識性
                                                             
307

 張志強，〈唯識思想與晚明唯識學研究〉，《中國佛教學術論典 7》，頁 350~352。 
308

 張志強，〈唯識思想與晚明唯識學研究〉頁 381~382。 
309

 窺基，《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1 (CBETA, T43, no. 1834, p. 979, b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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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理解為「對真如實性的專指名稱310」；《述記》云：「謂相及性，性者實體，

即唯真如。相亦名體，依他體故。311」唯識宗雖有「淨依他亦得稱為圓成實」的

說法，卻是在淨分依他合於圓成實義，以其離倒、能斷諸染、勝用周遍的功能層

面上來說312，並非將依他與圓成兩者之內涵混同。因此實際上，在窺基的詮釋下，

性相之別異、真如與依他，以及有為與無為之區別是非常清楚的： 

 

又言唯識相、性不同。相即依他，唯是有為，通有、無漏。唯識即相，

名唯識相，持業釋也。性即是識圓成自體，唯是真如，無為無漏。唯識

之性名唯識性，依士釋也，唯內證淨，為簡依他，故說識性。何故須簡？

有漏依他不可敬故，無漏依他亦俗諦故，非最勝故，非諸聖法真實性故。

非所證故。非迷悟依故。313
 

 

從引文來看，唯識相之為持業識，意謂唯識與相是同義詞，這是從唯識以「相」

呈顯來說；而「唯識性」是依主（士）釋，意指「性」之為無漏真如，在修證上，

唯識之證悟可為量果。同時「唯識」有其無漏、無為的形上學意涵。唐代唯識學

中性、相之根本區分，在於作為真如法與緣起法之差別。緣起法包含了四緣，其

中以所緣緣的能生義對應於第八識而有實體之意涵，然而，當真如作為所緣緣的

時候，《成唯識論》區別出了「帶」的雙重意涵，以「挾帶」對應於真如所緣緣，

而這是說明真如作為淨法生起之必要條件，而並非充分條件，也就是真如本身並

                                                             
310

 張志強，〈唯識思想與晚明唯識學研究〉，頁 352。 
311窺基，《成唯識論述記》卷 9 (CBETA, T43, no. 1830, p. 555, b20-21)。 
312

 窺基，《成唯識論述記》卷 9：「淨分有為亦具三義。一者離倒，體非染故，是實義。二者

究竟，諸有漏法加行善等，不能斷惑，非究竟故。諸無漏法體是無漏，能斷諸染是究竟故，是成

義。三者勝用周遍，謂能普斷一切染法，普緣諸境，緣遍真如，故言第三勝用周遍，是圓義。由

具三義，與真如同，故淨依他亦得稱為圓成實性。」(CBETA, T43, no. 1830, p. 545, b26-c4)。 
313

 窺基，《成唯識論述記》卷 1 (CBETA, T43, no. 1830, p. 232, b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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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淨法生起的直接原因，這個真如並非《觀所緣緣論》中「實體能生」的所緣

緣（《論釋》也排除了討論慣修果的情況），僅能從認識上起到規範性的作用。

雖然規範性作用是否也算在因果序列當中的確是一個問題，但在「真如對證悟影

響的直接程度」這個問題上，的確為阿賴耶識與如來藏識最大的差異。在唐代唯

識系統中，淨分依他在作用上仍舊是超出了前述真如的規範意義，因為並非無

質，而是有第八識種子為其緣因，是有為的，故而非最勝、非諸法實性，亦非所

證。按張志強述：「淨分依他作為正智屬菩提性，是能證能顯生得之果，是能緣

心之性，而非能緣心所緣法性意義上的性質，因此對相性不同的簡別成立的依他

起與圓成實之間的不同，其實便是對正智與真如之間能所不同的說明。314」換言

之淨分依他作為正智可以即於真如，但淨分依他是有為的，故非真如。其次，淨

分依他是唯識、非實的假法，在唐代唯識學對實踐的要求上，尚需聞熏習方可作

用。 

    若依照《成唯識論》，依他起性畢竟還須要保留從遍計執到圓成實的連結，

只在淨分來說，與圓成實則是非一非異、相即的關係，而在證悟上亦不可說為空

315。通潤於《起信論續疏》如此說明： 

 

問：何故相宗但空徧計，不遣依他？答：相宗立相，故不遣依他，唯空

徧計；性宗顯性，故先除徧計，亦遣依他。若空徧計而不遣依他，謂之

半頭唯識。若空徧計復遣依他，方名具分唯識也。316
 

 

                                                             
314

 張志強，〈唯識思想與晚明唯識學研究〉，頁 352。 
315玄奘編，《成唯識論》卷 8：「此即於彼依他起上，常遠離前遍計所執。二空所顯，真如為性，

說於彼言，顯圓成實與依他起不即不離，常遠離言，顯妄所執，能所取性，理恒非有，前言義顯

不空依他。」 (CBETA, T31, no. 1585, p. 46, b13-17)。 
316

 通潤，《起信論續疏》卷 1 (CBETA, X45, no. 764, p. 419, b18-24 ／／ Z 1:72, p. 53, a3-9 ／／ 

R72, p. 105, a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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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引文來看，「立相，故不遣依他」的說法，此處不遣的是淨分依他，保留了有

為法過渡到無為法的空間，唯有淨分依他才能談立與不立的問題，這與《述記》

「相即依他」的說法一致。問題於是變成，何以在通潤看來，性宗顯性，則必須

同時除遍計、遣依他？這便牽涉到性相之個別意涵，在法性宗之脈絡下不同之詮

釋。 

    在張志強（1997）的研究中，將性相融通的發展分成三個階段：（1）法藏

承舊譯唯識古學的思想因素，結合《起信論》中一心開二門的理論。其中，影響

最大者，在於一心思想下，以隨緣義來解釋真如，真如法與緣起法的關係變成「本

質與現象」的關係，而非兩種獨立之法，混淆了法相宗中有限與無限的分界。317

（2）宗密、五代末宋初永明延壽會通性相兩宗的融通思想。其中，宗密強調禪

教同源，雖仍是以禪為本，教為末，但肯定了教法在修證上的價值，因此可說是

以相宗的理論去補充性宗。永明延壽受到前人影響，著有《宗鏡錄》以一心融通

性相，然實際上不脫離改相宗去適應性宗這個原則318。（3）晚明佛教受到《宗

鏡錄》影響，在佛教振興中出現的融通思想，其基調亦是以性為本319。 

    回到前述「攝相歸性」的問題。法藏是這麼說攝相歸性的：「攝相歸性故說

唯識，謂此八識皆無自體，唯是如來藏平等顯現，餘相皆盡。320」可見唯識論通

如來藏。後繼的澄觀則說得更清楚：「攝相歸性，事理無礙；祕密重重，事事無

                                                             
317按張志強，唯識古學與今學之差異在於對遍計執與依他起的認定，前者以依他起與遍計執同為

空無的一邊，後者將依他起性獨立於遍計執，以「似有」區別無「實無」，以前者較後者有更多

的實在性，在修證上，正好與聞熏習的重要性相互呼應。而法藏對依他起性的詮釋是來自於唯識

古學的說法，因此依他也是須遣的。其次，在圓成實性的認定上，法藏以《起信論》的一心理論

批判法相宗的凝然真如，以真如為能造作的。參考〈唯識思想與晚明唯識學研究〉頁 384~386。 
318

 類似說法可見於延壽，《宗鏡錄》卷 4：「攝相歸性，說一心，謂此八識皆無自體，唯如來

藏平等顯現。」(CBETA, T48, no. 2016, p. 435, b15-16)。這個說法來自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 13

〈十地品 22〉 (CBETA, T35, no. 1733, p. 347, a16-18)。 
319

 張志強，〈唯識思想與晚明唯識學研究〉，頁 384。 
320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 13〈十地品 22〉 (CBETA, T35, no. 1733, p. 347, a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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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321」此中「性」指的仍是真如，但內涵已非同於唯識宗之真如，而帶入了四

法界的概念。何謂四法界呢？在荒木見悟（2008）對澄觀的研究中，四法界理論

以「事」為緣起現前、分際井然之事相，以「理」為遍在事物而無分無際，又此

二是交互涵攝的，不僅僅是單一個體中具足理，進一步說，單一個體在俱足理之

無分際性的意義上，其本身也不可不謂遍布法界，此即澄觀以理事無礙而即事事

無礙之意涵322。惟在澄觀的說法中，事理無礙與事事無礙在未修證前，是兩種不

相同的層次。澄觀先云：「今明由事與理，有非一非異義故。以非異故全同，以

非一故不壞，分別則事理兩分。323」又以此去會通事事無礙之意涵，按荒木：「多

事之中現一事，而事事間不會相互排斥拑格。在事理無礙的法界立場來說，事為

有分有相，理為無分無相，認為事與事之間必須以理作為中繼連接的媒介。事實

上，從認識的層面上來看，離開了事與事之交涉此一層面，理無法單獨存在。事

事無礙境界中，事即理、理即事，無絲毫間隙與遲滯……
324」在這個脈絡下，澄

觀是將理貫穿於事，使得理產生活動性，又因理之遍在而說事與理無所分別。綜

上，四法界之概念即是有為與無為法分際已然模糊之表徵。 

    無論如何，從形上學的角度來看，若將上述法性宗的這些說法直接挪用於唐

代唯識學的性相理論，則變成是無為通於有為，此二互攝了。因此，法相宗與法

性宗對於性相理解之基本差異便是在此。回應前文的提問：何以法相宗不空依

他，而法性宗要空依他呢？筆者以為，對法相宗來說，依他雖不同於圓成實性，

但在力用上與圓成實性相即，在這個意義上，淨分依他必須不空，否則遍計執永

遠也無法過渡到圓成實；然而，對法性宗來說，以如來藏作為佛性而說佛與眾生

                                                             
321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90〈入法界品 39〉 (CBETA, T36, no. 1736, p. 696, 

c11-12)。 
322

 參考荒木見悟，《佛教與儒教》第一章〈《華嚴經》的哲學〉。 
323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0 (CBETA, T36, no. 1736, p. 72, b8-10)。 
324

 荒木見悟，《佛教與儒教》第一章〈《華嚴經》的哲學〉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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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異，那麼自然不同於法相宗以「真俗二諦，迢然不同325」。然而，以法性宗的

立場，真俗二諦的分界在究竟的層次上之所以不存在，是因為他們共同攝於「一

心」之下。若要返歸到這個一心的狀態（一心在修證上是結果，同時也是本源性

的），那麼就算是淨分的「依他性」也是要空的，否則就沒辦法完成如澄觀所述，

由理事無礙至事事無礙之境界。 

    法性宗承前所述之理路，產生了一套以判教為架構的修證階次，即漢傳佛教

的判教體系。其中，法相宗所陳之義理，對法性宗來說，雖為不夠圓滿，卻仍然

有其重要性。故而法性宗者如通潤，對唯識學作品，包括《成唯識論》、《觀所

緣緣論》與《觀所緣論釋》之注疏，皆一方面呈現出完整的唯識學系統，另一方

面可能又隱含著超出唯識學意涵之詮釋，而此種詮釋之目的，便牽涉到通潤所屬

華嚴宗判教之傳統。在這個傳統中，《成唯識論》、《觀所緣緣論》與《觀所緣

論釋》是這一整套思想體系當中的一個轉折點，一方面在真如的理解上，以細緻

之教理，如唯識之百法等，充實了真如的內涵，另一方面，在實踐上指向別於「頓

修」的「漸修」法門，故可以說法相宗在這個傳統中，被矮化為一個過渡階段，

而非證悟的指導。以下筆者將先簡述通潤判教之架構。 

 

第二節 通潤判教 

    判教之必要性緣於教理之差異，有助於化解一套思想系統中的矛盾。按吳可

為（2007），「嚴格意義上的判教，實是對理論差異的一種理性分析和整攝。326」

在中國，有鑑於自東漢以來，從印度傳入的經論眾多，經典中兼含之教義各有不

同，彼此間存在矛盾、難以會通的問題，中國學者遂將這些經教就其內容、性質

                                                             
325

 通潤，《成唯識論集解》卷 3 (CBETA, X50, no. 821, p. 706, a3 ／／ Z 1:81, p. 199, d18 ／／ 

R81, p. 398, b18)。 
326

 吳可為，〈華嚴判教論辯微〉，中華佛學學報，20：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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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差異進行分門別類。通潤屬華嚴宗，其判教體現於教、宗、乘這三個範疇中，

其中，教是能詮之教，宗為所詮之義，又以能、所互為托依、相應，此二有互攝

之意味。依法，教分五類；依理、宗開為十，此即五教十宗。又若以部乘的角度

來看，牽涉到教、宗的整體一致性的問題，有三乘、一乘之區分327。 

   通潤的處理性相問題的基礎是由法藏所建立的五教判傳統328，參通潤於《楞

嚴經合轍》所述： 

 

初小乘見是實色，不說性空，始教見此色法從緣所生，必無自性；終教

見色空無礙，以真空不守自性，隨緣成色，即是幻色；頓教色法無非真

理所收，是故此色即真理，一味更無別法，而可顯說水波雙絕；圓教起

即全收，一多互攝，同時成立一塊圓明，隨舉即色、隨舉即空，義味自

在，隨智取用，故隨舉一門無不顯現。329
 

 

此中以小乘說外境實有，不說性空，指肯定外境之一切有部、經量部等。法藏於

《探玄記》中未有進一步說明，澄觀則云：「初小乘中，但說七十五法。但說人

空。縱少說法空。亦不明顯。330」可知所指應為宗阿毗達摩者。 

    第二始教說色法從緣所生，強調事無自性，通潤另於《楞伽經合轍》中述：

                                                             
327

 此段參考吳可為，〈華嚴判教論辯微〉，中華佛學學報，20：207。 
328

 見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 1：「教類有五，此就義分，非約時事：一小乘教、二大乘始

教、三終教、四頓教、五圓教。」(CBETA, T35, no. 1733, p. 115, c4-6)。 
329

 通潤，《楞嚴經合轍》卷 5 (CBETA, X14, no. 289, p. 350, c16-22 ／／ Z 1:22, p. 218, c13-d1 ／

／ R22, p. 436, a13-b1)。又這個段落取自延壽，《宗鏡錄》卷 37：「初小乘見是實色，不說性空；

初教見此色法從緣所成，必無自性，即空無所有，如波歸水。終教見色空無礙，以真空不守自性，

隨緣成色，即是幻色，遂賴空成，即此賴空之色，虛相無體，恒自性盡而空現，是故色即空而常

泯，空即色而常存，要由自盡之色方是空色，成色之空，乃是真空，舉體互融，無有障礙，如水

入波；頓教一色法，無非真理所收，是故此色，即真理一味等，更無別法而可顯說水波雙絕。圓

教起即全收、一多互攝，同時成立，一塊圓明，隨舉即色，隨舉即空，義味自在，隨智取用。何

以故？隨舉一門無不顯現。」(CBETA, T48, no. 2016, p. 633, c27-p. 634, a10)。 
330法藏，《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世主妙嚴品 1〉 (CBETA, T35, no. 1735, p. 512, c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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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始教以異熟賴耶為一心，遮無外境。331」可見此以始教對應於唯識宗。而

終教雖不否認色法從緣生，但更強調色空無礙的一面（以色為主體，不同於圓教

在色與空上的問題，是雙向的，以互相無礙的方式來談）。在《大方廣佛華嚴經

疏》中，澄觀說始教為：（1）廣說法相，少說法性。（2）唯以生滅說八識。（3）

五性不同。（4）所立真如常恆不變，不許隨緣。（5）依他起性，似有（而）不

無。（6）真俗二諦迢然不同。其中第二點，也就是只談八識的生滅性，不談其

如來藏性，而這是因為八識與真如有真俗的絕對分別，故第六點才說為「迢然不

同」。在方法上，法相宗是以有為智去證無為理332，不管是百法說，或是以因明

為論證之方法，換言之，在澄觀的解讀中，法相宗以智外於真如。反之，終教的

特點為：（1）少說法相，多說法性。所說法相，亦會歸性。（2）所立八識通如

來藏，隨緣成立。（3）一切眾生，平等一性。（4）依他無性，即是圓成333。（5）

真非俗外，即俗而真。在修證上，則是內證，非智外於真如而為其所證。這一系

列的比較，通潤也完全引用於其注疏《成唯識論集解》中334。在始教與終教兩者

                                                             
331通潤，《楞伽經合轍》卷 1 (CBETA, X17, no. 331, p. 803, b24-c1 ／／ Z 1:26, p. 368, c14-15 ／

／ R26, p. 736, a14-15)。 
332

 參考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世主妙嚴品 1〉：「二始教中，廣說法相，少說法

性。所說法性，即法相數，說有百法決擇分明，故少諍論。說有八識，唯是生滅，依生滅識，建

立生死及涅槃因。法爾種子，有無永別，是故五性決定不同。既所立識，唯業惑生故，所立真如，

常恒不變，不許隨緣。依他起性，似有不無，非即無性真空圓成。說經空義，但約所執。既言三

性五性不同故，說一分眾生決不成佛，名生界不減。真俗二諦，迢然不同，非斷非常，果生因滅。

同時四相，滅表後無。根本後得，緣境斷惑。義說雙觀決定別照，以有為智，證無為理。義說不

異而實非一，既出世智，依生滅識種故。四智心品，為相所遷。佛果報身，有為無漏。如是義類，

廣有眾多，具如瑜伽雜集等說。」(CBETA, T35, no. 1735, p. 512, c12-27)。 
333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世主妙嚴品 1〉：「三終教中，少說法相，多說法性。所

說法相亦會歸性。所立八識通如來藏。隨緣成立，不生滅與生滅和合，而成非一非異。一切眾生，

平等一性，但是真如，隨緣成立。依他無性，即是圓成。一理齊平，故說生界佛界不增不減。第

一義空，該通真妄，真非俗外，即俗而真故。雖空不斷，雖有不常，四相同時，體性即滅。緣境

斷惑，不二而二。有能所斷，二而不二，說為內證。照惑無本，即是智體。照體無自，即是證如，

非智外如，為智所證；非如外智，能證於如。世出世智，依如來藏，始本不二，則有為無為，非

一、非異，故佛化身即常即法，不墮諸數。況於報體，即體之智，非相所遷，如是義類，亦有眾

多。」(CBETA, T35, no. 1735, p. 512, c27-p. 513, a13)。 
334

 見通潤，《成唯識論集解》卷 3 (CBETA, X50, no. 821, p. 705, c19-p. 706, a24 ／／ Z 1:81, p. 199, 

d10-p. 200, b3 ／／ R81, p. 398, b10-p. 399, 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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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證之差別上，通潤云：「此終教菩薩所修禪也。謂始教菩薩於法相上，分別人

法無我，漸斷漸證，猶屬妄想。對治此，菩薩直觀法性，如實處本無人法，亦無

心境，故不起分別。此雖不緣法相，猶緣法性，故名攀緣如禪。上二教並依地位

漸次修成，故總名漸。335」從這段文字來看，通潤以始教去分別人無我、法無我

為妄想，無論他的批評合理與否，可知在他看來，終教與始教間，存在著階次之

別，因此須以前者去對治後者。如此一來，雖不見得能就這個判教架構本身，後

設地說法性義優於法相義，因為兩者在漸修上是不可或缺的過程，但卻可以說，

在修證上，通潤認為終教因為更接近法性義，因此更趨圓滿。 

    第四頓教按通潤之說明為「真理所收」，故可顯「水波雙絕」。此段應是通

潤取自《宗鏡錄》，原文中以水波之喻貫通始、終、頓三教，以始教為「如波歸

水」、終教為「如水入波336」。筆者以為水與波或可對應於理與事，唯識以理起

事，首重理，故說波歸水。終教著重隨緣義，故說水入波。此說頓教為水波雙絕，

應指其離言之特性。澄觀亦云：「四頓教中，總不說法相，唯辯真性，亦無八識

差別之相。一切所有唯是妄想，一切法界唯是絕言。337」其中，「絕言」乍看是

僅是修證之方法上不以言詮，但澄觀接著說：「生心即妄，不生即佛，亦無佛、

無不佛，無生、無不生，如淨名默住，顯不二等，是其意也。338」雖說「默住」，

但仍「有顯」，似乎意味著絕言不僅作為一種方法而其所對應是空無，更是透過

這個方法亦有其所詮無言之理339。 

                                                             
335

 通潤，《楞伽經合轍》卷 3 (CBETA, X17, no. 331, p. 853, a21-b1 ／／ Z 1:26, p. 418, b5-9 ／

／ R26, p. 835, b5-9)。 
336

 見延壽，《宗鏡錄》卷 37：「初教見此色法從緣所成，必無自性，即空無所有，如波歸水。

終教見色空無礙，以真空不守自性，隨緣成色，即是幻色，遂賴空成。即此賴空之色，虛相無體，

恒自性盡而空現，是故色即空而常泯。空即色而常存，要由自盡之色方是空色。成色之空乃是真

空，舉體互融，無有障礙，如水入波。」(CBETA, T48, no. 2016, p. 633, c28-p. 634, a5)。 
337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世主妙嚴品 1〉 (CBETA, T35, no. 1735, p. 513, a13-15)。 
338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世主妙嚴品 1〉 (CBETA, T35, no. 1735, p. 513, a17-19)。 
339頓教作為五判教，其所指為不同於他教之教法，或者僅就其離言之法門而另立頓教，其中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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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圓教起即全收，若僅見上文通潤述，有融攝諸教之意，其中「一多互攝」

是以理為一，以事為多，與澄觀的說法參照：「五圓教中，所說唯是無盡法界，

性海圓融，緣起無礙，相即相入，如因陀羅網重重無際，微細相容，主伴無盡，

十十法門，各攝法界。340」通潤亦云：「圓教心性是一寂光，無彼無此，極十方

三世佛及眾生邊際，成一大圓鏡，無有同異。佛及眾生，皆是鏡中影像故。故曰：

舉一心為宗照萬法如鏡。341」這些說法皆以「無分別」為其主旨，這個無分別一

方面包含了空義，故說佛及眾生皆是影像；另一方面，無分別又並非只有空義，

而是更在強調容納，強調眾生之差異性（因差異而有事事之別），又許其皆有佛

性而說無分別。在華嚴的說法中，是所謂事事無礙的最高境界，在最圓滿的狀態

之中，肯定事事間相即相入而可為圓融。見通潤《楞伽經合轍》述：「五圓教總

該萬有，事事無礙為一心342。」可見得圓融作為一個修證上最圓滿的狀態，正如

牟宗三述，華嚴中說的十玄門等，以「十」為量詞之法門，揭示表示圓滿、無窮

盡、主伴俱足之意343。其中主伴具足者，即是圓滿對事物全面的收攝，而非否定。

按照牟宗三，圓教之「圓」有兩層意思：（1）圓通於大小乘無礙，這是一教之

共法。（2）圓滿無盡的無限性，是牟宗三所謂「現實的無限」，這是以佛性遍

在而言，也即使得「成佛」在終極上可能，且這同時也是一種積極的可能性，牟

說此為「存有論的圓」，強調佛性、眾生與佛無異的先在性，如《華嚴經》述：

「我當教彼眾生覺悟聖道，悉令永離妄想顛倒垢縛，具見如來智慧在其身內，與

                                                                                                                                                                               
可見於吳可為〈華嚴判教論辯微〉，中華佛學學報，20：205~225。然頓教的問題並非本篇論文

的重點，此不深入討論。 
340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世主妙嚴品 1〉 (CBETA, T35, no. 1735, p. 513, a19-22)。 
341
通潤，《起信論續疏》卷 1 (CBETA, X45, no. 764, p. 413, b22-c1 // Z 1:72, p. 47, a7-10 // R72, p. 93, 

a7-10)。 
342通潤，《楞伽經合轍》卷 1 (CBETA, X17, no. 331, p. 803, c5 ／／ Z 1:26, p. 368, d1 ／／ R26, 

p. 736, b1)。這個說法應是源於澄觀《華嚴經疏鈔玄談》。 
343

 牟宗三，《中國佛學十九講》〈第十五章 佛教中圓教底意義〉頁 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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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無異。如來即時教彼眾生修八聖道，捨離虛妄顛倒；離顛倒已，具如來智，與

如來等，饒益眾生。344」──當然，這是否會落入實體論的批評，需要更深入地

討論345。 

    牟宗三的說法為華嚴之圓教開出兩個面向：（1）從世俗的存有上得以談佛

性之遍有。（2）在前述之基礎上建立起得修證法門。這兩者是息息相關的。華

嚴五教判的架構依循著如來藏所謂平等一性、生佛互收的原則，雖然在不同的修

證階次中所談的教法也有所別異，但根本上卻皆是以這個原則為基礎而有所擴

展。故可以說，這個判教系統本身對於真如之理解與「真正的法相宗」有異，而

之所以要將不同宗派的說法納入，則是為了要成立這個系統中的修證階次，抵達

所謂圓滿的證悟。 

 

第三節 通潤《起信論續疏》中的性相問題 

    可想而知，在前述之前提之下，法性宗者對於法相宗的收攝，帶著別於法向

宗本身的修證目的，因此，法性宗者如晚明的注疏家，是不是能夠「如法相宗一

般地讀法相宗」便會是一個問題。以本篇論文所討論的通潤為例，他在《成唯識

論集解》中述： 

 

所說法相亦會歸性；所立八識通如來藏，隨緣成立，生滅與不生滅和合，

非一非異（此即唯心通真義）。一切眾生，平等一性（此即一性義）。346
 

                                                             
344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卷 35〈寶王如來性起品 32〉 (CBETA, T09, no. 278, p. 624, a18-22)。 
345

 郭朝順在〈論天台華嚴觀心思想之交涉與轉變─以華嚴經及大乘起信論的詮釋為中心〉中，

提供了另一種看法。認為可以從實踐哲學的角度來理解一心圓融的問題，就是在觀法上，追求打

破主客分別的狀態，而非從本體論上來討論這個圓融。而牟宗三說「由此真心作為唯一的根源，

在實踐中說明一切流轉法與還滅法之可能；即是說，一切法皆以真心為依止。」這明顯是從存有

的層面來說，故兩者有很大的不同。見牟宗三，《佛性與般若》頁 453。 
346

 通潤，《成唯識論集解》卷 3(CBETA, X50, no. 821, p. 706, a9-12 ／／ Z 1:81, p. 200, a6-9 ／

／ R81, p. 399, a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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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個段落看來，通潤所謂「攝相歸性」之說法，其中「性」是通於如來藏的。

那麼，通潤又是在什麼基礎上去談唯識，唯識學在他個人的思想背景當中又扮演

什麼樣的角色呢？筆者認為，其作《起信論續疏》是一個重要的線索。如同前文

所提及，華嚴宗自法藏以來，受到《起信論》之影響很大，《起信論》一方面體

現了性相之差異，另一方面並以收攝而非排除、否定的角度討論法相，而通潤在

《續疏》中，對於這個問題多有著墨。筆者在這個章節中藉由《續疏》的線索，

要處理的問題則可衍生為：從較為宏觀的角度來看，通潤註解唯識學論書的理由

為何？而為了回應這個問題，筆者將以《起信論續疏》為主要之參考，探究通潤

如何透過文獻來詮釋性相問題。以下，筆者將先簡述何以在通潤眾多注疏當中，

選擇《起信論續疏》，再針對《續疏》中與性相問題相關之段落進行分析。 

    按簡凱廷（2015）之研究，晚明對於唐譯唯識經典的追探，除了《宗鏡錄》、

《唯識開蒙問答》等唯識學作品，華嚴四祖清涼澄觀之《華嚴經疏鈔》亦是重要

之參考依據347。晚明對於華嚴義理之掌握，受到澄觀影響甚深。牟宗三認為華嚴

宗是以《起信論》的義理為其支持點348，在發展上，他以《起信論》在思想的發

展上比唯識宗更進一步349，正好呼應於始教與終教之間阿賴耶與如來藏識的爭

議。除此之外，法藏、澄觀等人皆認為《大乘起信論》與《華嚴經》並不相違，

澄觀也同意以前者作為後者之疏釋350。如此看來，《起信論》在明代華嚴思想當

中也有一定的重要性。而《起信論》與華嚴思想融會的結果，就是能夠在明代注

疏家對《起信論》 之注疏當中，明顯地看見華嚴思想（於本文中，尤指法性法

                                                             
347

 簡凱廷，〈晚明唯識學作品在江戶時代的流傳與接受初探〉，中華佛學研究，16：45。 
348

 牟宗三，《佛性與般若》〈第六章 起信論與華嚴宗〉，頁 483 
349

 參考牟宗三，《佛性與般若》頁 473。 
350

  郭朝順，〈論天台、華嚴「觀心」思想之交涉與轉變──以《華嚴經》及《大乘起信論》的

詮釋為中心〉，法鼓佛學學報，10：73。 

DOI:10.6814/NCCU202000321



116 
 

 

相之爭）透過《起信論》的語彙體現出來。 

    按通潤，《起信論》有統合三家（法相、破相、法性）之企圖，故其於《續

疏》之自序云：「馬鳴總以一心九識統之，若鼎之三足，伊之三點，不縱不橫、

不離不即，實與楞嚴一心三觀之旨，並行不悖。此馬鳴一論，尤為圓通無礙，獨

出無對者也。351」換言之，《起信論》對於宗法性者如華嚴宗來說，其重要性在

於「一心」如何作為思想之核心統攝他教；故考察通潤《起信論續疏》可視為並

陳了（1）他對唯識學的重視，以及（2）他自身思想背景實是以法性優於法相的。 

    綜上，雖然五判教理論在《楞嚴經合轍》當中亦有明晰之架構，但本篇論文

聚焦於性相問題的討論，考量到時間與篇幅的限制，筆者要將討論的範圍限縮於

通潤對於唯識學的定位，以《起信論續疏》中，一心開二門的架構為主，聚焦於

通潤對於性相問題的看法，並且透過《續疏》中所描述的相宗、性宗，參考《成

唯識論集解》形構出二宗的差異，以及性宗在什麼意義上統攝相宗。筆者認為，

若單就通潤之《續疏》來看，《起信論》的實踐意義超過了其形上學之意義，原

因於文後表。 

    在《大乘起信論》中，對於「一心」之描述如下： 

 

顯示正義者，依一心法，有二種門。云何為二？一者心真如門，二者心

生滅門。是二種門皆各總攝一切法。此義云何？以是二門不相離故。352
 

 

在一心的基礎上，《起信論》以真如門說「諸空所有」，以生滅門說「諸實所無」，

且「此二門不相離」，這也即是一心開二門之基本架構：真如門為清淨之法門，

                                                             
351通潤《起信論續疏》卷 1 (CBETA, X45, no. 764, p. 402, b6-9 ／／ Z 1:72, p. 35, d9-12 ／／ R72, 

p. 70, b9-12)。 
352馬鳴《大乘起信論》卷 1 (CBETA, T32, no. 1666, p. 576, a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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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法界總相法門體」，不生不滅、不增不減353，所謂「二門不相離」按牟宗

三，並非離生滅門之空而另有一空、真如，而是真如門便是生滅門之實相354，也

即生滅門事實上是以真如門為本源。心生滅門者，在《起信論》中又分為覺義與

不覺義，換言之，並非在生滅門當中完全不談真如，但在生滅門底下所談的真如，

又與真如門中之真如有修證階次上的不同，見引文： 

 

法界一相即是如來平等法身，依此法身說名本覺。何以故？本覺義者，

對始覺義說，以始覺者即同本覺。始覺義者，依本覺故而有不覺，依不

覺故說有始覺。355
 

 

如上述，在層層相待關係之中，事物追根究柢皆是以本覺、一心為所依。而在生

滅門中，阿賴耶識則「依如來藏故有生滅心，所謂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

異，名為阿梨耶識356」，值得注意的是，阿賴耶識屬於心生滅門，依如來藏有生

滅，這是依本覺有不覺，生滅與不生不滅之所以非一，因於本覺與始覺雖在究竟

上為不異，但在相待意義存在著的差別。可知光是在生滅門中談始覺，仍然是有

所依而非最究竟的，而阿賴耶識則作為不覺與本覺得以溝通的可能性，故可以說

《起信論》雖以在生滅門中說覺為不覺，或「非最究竟覺」，但仍建立起相待之

覺義作為生滅門與真如門之連結，在華嚴系統下，這同時也是有實踐意義的。正

是這層連結，使得判教系統中，以圓教作為即起全收的最高階層得以可能。 

    按牟宗三述，此即是這個一心開二門架構中，阿賴耶識所具之雙重性。《起

                                                             
353馬鳴《大乘起信論》卷 1：「心真如者，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體。所謂心性不生不滅，一切

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別，若離妄念則無一切境界之相。」(CBETA, T32, no. 1666, p. 576, a8-10)。 
354

 參考牟宗三《佛性與般若》〈第五章 楞伽經與起信論〉頁 455。 
355馬鳴，《大乘起信論》卷 1 (CBETA, T32, no. 1666, p. 576, b13-16)。 
356馬鳴，《大乘起信論》卷 1 (CBETA, T32, no. 1666, p. 576, b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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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論》中「不生不滅與生滅和合，非一非異，名為阿梨耶識。357」以染污性與潛

在的超越性共存於阿賴耶識之中，因此說為「兩頭通」，以無明風動作為本心波

動之緣由358。由此顯示出《起信論》兼併有為與無為法的企圖──以「大乘」攝

一切法，除了能包容一切法、無量、不增不減之外，還「能生一切世間、出世間

善因果」359。然而按照牟宗三的說法，「一心」作為起心動念之依止，是不是在

因果序列當中呢？如果不是，那麼要如何能依（也即佛性作為超出種子義所據之

超越性，如何影響到這個緣起之因果序列的問題）？如果是，那麼對於性宗來說，

有為與無為法的分際是否還明確又是另一個問題。這就牽涉到由不覺而至始覺是

如何可能。前所述的「超越性」便是在《起信論》中，所提出的「真如熏習」的

概念： 

 

真如熏習義有二種。云何為二？一者、自體相熏習，二者、用熏習。自

體相熏習者，從無始世來，具無漏法備，有不思議業，作境界之性。依

此二義恒常熏習，以有力故，能令眾生厭生死苦、樂求涅槃，自信己身

有真如法，發心修行。360
 

 

    從引文來看，可見在「自體相熏習」下說真如，是有力用的，是眾生從無始

以來便具足，故說「無漏法備」，雖說是業，但是「不思議業」，綜合自體相熏

習與用熏習者，眾生可以「自信己身有真如法」而「發心修行」，是一種內在的

                                                             
357馬鳴，《大乘起信論》卷 1 (CBETA, T32, no. 1666, p. 576, b7-9)。 
358

 參考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第十四講‧大乘起信論之一心開二門〉，頁.294。 
359

 馬鳴，《大乘起信論》卷 1：「摩訶衍者，總說有二種。云何為二？一者、法，二者、義。

所言法者，謂眾生心，是心則攝一切世間法、出世間法。依於此心顯示摩訶衍義。何以故？是心

真如相，即示摩訶衍體故；是心生滅因緣相，能示摩訶衍自體相用故。所言義者，則有三種。云

何為三？一者、體大，謂一切法真如平等不增減故。二者、相大，謂如來藏具足無量性功德故。

三者、用大，能生一切世間、出世間善因果故。」(CBETA, T32, no. 1666, p. 575, c20-28)。 
360馬鳴，《大乘起信論》卷 1 (CBETA, T32, no. 1666, p. 578, b1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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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力因。按牟宗三，由生滅門過渡至真如門，會有一個曲折的過程，以無明之插

入為緣，將阿賴耶識收攝入如來藏系統時，後者為前者「間接的依止361」：由上

往下，起心動念，一心即成為阿賴耶識，這是間接依憑的關係，而非如來藏直接

地生出染法。由下往上，生滅法被如來藏清淨心統攝，是在證悟上「往上」動態

的、積極的實踐。 

    筆者認為，正是《起信論》在真如的內熏力之下，所提供「由下往上」的實

踐性，使得其成為華嚴宗重要的理論依據。法藏在其著作如《探玄記》、《修華

嚴奧旨妄盡還源觀》等中，時常以《起信論》與《華嚴經》相互詮釋。其後繼者，

也就是影響明代注疏家甚深的清涼澄觀則如此評價： 

 

《起信》雖明始、本不二，三大362攸同，而是自心各各修證，不言生佛

二互全收，是則用《起信》之文，成華嚴之義妙之至也。363
 

 

從這段引文，可見澄觀對於《起信論》之肯定，但也不以此論已經具備完整、究

竟之圓滿義。在胡民眾（2001）的研究中，他認為澄觀相較於法藏，更注重眾生

心的問題，而將「一心作為世間現象的根源本體」的問題，反轉為眾生心的自在、

實踐性問題364；故澄觀會認為《起信論》作為法藏一心思想的重要基石，相對缺

乏對生佛關係的重視。很可能是受到澄觀的影響，這種對眾生心的重視，也可見

於通潤《續疏》之中，如： 

 

                                                             
361

 牟宗三說此依止為「憑依因」區隔於四緣中的生因。見《中國哲學十九講》〈第十四講‧大乘

起信論之一心開二門〉，頁 292~298。 
362

 意指《起信論》中體大、相大、用大之說。 
363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13 (CBETA, T36, no. 1736, p. 97, a15-17)。 
364

 參考胡民眾，〈澄觀佛學思想研究〉，中國佛教學術論典 18，《法藏文庫》碩博士學位論文，

頁 60~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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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言義者，則有三種，云何為三？一者體大（真如），謂一切（凡夫聖

人）（諸）法，真如（全徧）平等，不增減故。二者相（真如所現為相）

大，謂如來藏具足無量性功德故。三者用大……言體大者，謂眾生心體

與四聖六凡，平等無二，名曰真如。此真如性遍一切處，即局在眾生黎

耶窟中，其體未嘗不大也。相大者，謂眾生心，具有如來智慧德相，名

如來藏。……。用大者，謂眾生心具大作用，隨其作用，皆能出生世間

出世間善因善果。故雖在生死業用。而用未嘗不大也。然二乘凡夫具此

大體，背之而不知。有此大相，遺之而不顧；有此大用，棄之而不用。365
 

 

以眾生心的角度來說摩訶衍義，由一心的本源性推展到眾生心所各具之普遍性，

會通於事事無礙，這是法藏到澄觀的一個轉向，而明代注疏家們受到澄觀的影響

是更深的。 

    以下進入通潤於《續疏》中與性相問題相關之分析。在《續疏》之序言中，

通潤將一心分為三宗，分別是法相、破相，以及法性。366
 按通潤述，法相宗有

五位百法、三性說（遍是宗法性、依他起性；圓成實性）、二我之分（有我、無

我），在教證上屬於漸教。而破相宗主重性空，毀相泯心，乃至絕言，但此又非

離言頓教，而是無有所證，故通潤斥之為「莽蕩宗」，按華嚴五祖宗密述：「破

相宗黨空斥有，法相宗黨有斥空。367」是對此前二宗皆有偏著之批評。至於法性，

通潤說明一心之下，尚有三細六粗，這個說法來自《大乘起信論》中，依一心而

                                                             
365

 通潤，《起信論續疏》卷 1 (CBETA, X45, no. 764, p. 406, c13-p. 407, a3 ／／ Z 1:72, p. 40, b4-18 

／／ R72, p. 79, b4-18)。 
366通潤，《起信論續疏》卷 1 (CBETA, X45, no. 764, p. 402, a15-20 ／／ Z 1:72, p. 35, c12-17 ／

／ R72, p. 70, a12-17)。 
367密宗，《圓覺經大疏釋義鈔》卷 2 (CBETA, X09, no. 245, p. 501, a8-9 ／／ Z 1:14, p. 245, d8-9 ／

／ R14, p. 490, b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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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之三細相、六粗相368，在一心的架構之下，統攝了世俗生滅之面向與華嚴宗法

性空有、妙有之面向，如此看來，是以「諸空所有」肯定了法相宗「有菩提可證」

的教理，同時，通潤在一心之下，也說「諸實所無」，部分地接受了破相宗「無

菩提可證」之旨。這是通潤判教系統中，以圓教為「起即全收、一多互攝，同時

成立一塊圓明」的展現。因此，對通潤來說真正困難的問題是，在這個架構中，

如何「即空即有、即妄即真」。以下見另一個段落中，通潤述及法相與法性之區

別： 

 

問：此法性宗與法相宗如何辯別？答：法相多說事相，法性唯談理性。

如法相宗，離八識無眼等諸識。若法性宗，離如來藏無八識。又法性宗

中，以第一義心隨緣成有，即為能作；所有心境皆通所作，以不思議熏

不思議變，是現識因故。若法相宗第一義心但是所迷，非是能作，有三

能變，謂異熟、思量，及了別境識。又云：法相無體是法性宗、法性有

體是法相宗。今此是約法性圓教以明正量。369
 

 

按此段引文，法相與法性之區別，以阿賴耶識與如來藏識的問題為核心，並以法

相之第一義非是能作，而法性之第一義有隨緣之意，透過將此二說為真如的一體

兩面，以有體者為法相、無體者為法性，故《續疏》雖然表面上將法相與法性合

                                                             
368

 馬鳴，《大乘起信論》卷 1：「依不覺故生三種相，與彼不覺相應不離。云何為三？一者、

無明業相。以依不覺故心動，說名為業；覺則不動。動則有苦，果不離因故。二者、能見相。以

依動故能見；不動則無見。三者、境界相。以依能見故境界妄現；離見則無境界。以有境界緣故，

復生六種相，云何為六？一者、智相。依於境界，心起分別愛與不愛故。二者相續相。依於智故

生其苦樂，覺心起念相應不斷故。三者、執取相。依於相續緣念境界，住持苦樂，心起著故。四

者、計名字相。依於妄執，分別假名言相故。五者、起業相。依於名字，尋名取著，造種種業故。

六者、業繫苦相。以依業受果不自在故。當知無明能生一切染法，以一切染法皆是不覺相故。」

(CBETA, T32, no. 1666, p. 577, a7-21)。 
369通潤，《起信論續疏》卷 1 (CBETA, X45, no. 764, p. 410, a21-b5 ／／ Z 1:72, p. 43, c18-d8 ／

／ R72, p. 86, a18-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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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為法性圓教，仍是以法性為本。 

    此外，通潤並說法相為「一切有漏妄法、無漏淨法、無始時來各有種子在阿

賴耶識中，遇緣熏習，即各從自性起，都不關真如，不言從真生妄。彼說真如一

向無為寂滅，故不言從真起妄也。370」引文直指法相宗以真如、賴耶為二分的特

性，故說「各從自性起，都不關真如。」然而，從性宗的角度來看，法相宗的第

一義心，也即法相宗所謂的真如義「但是所迷」，相對來看，如來藏識則是能作，

有其隨緣義。根據法性與法相宗所關注之不同，前者關心真如之隨緣義，故說法

相無體；後者關心真如之清淨義，故說法性有體。 

    事實上，雙方真正的衝突點在於，對於性宗來說，真如（1）作為一個超越、

清淨的認識對象，以及（2）作為因果序列中的超越的第一因，這兩個性質可以

融會，這對唯識宗來說是不被允許的。 

    然而，若僅僅是強調隨緣義，相對於法相宗之凝然真如義，這是五判教中始

教與終教之不同。但若見《續疏》，通潤似乎不僅將《起信論》視為一部終教之

作，甚至說「今此是約法性圓教以明正量。」這不同於法藏「又《起信論》中，

許地前菩薩見報身佛者，彼約終教。371」之分判。筆者認為，由通潤對《起信論》

的解讀來看，《起信論》所能觸及的境界又更高，故云： 

 

言此真如即是華嚴一法界大總相緣起法門體。此一法門，舉體全是不生

滅，亦舉體全作生滅。故禪原集云：謂一切聖凡根本悉是一法界心。372
 

 

                                                             
370通潤，《起信論續疏》卷 2 (CBETA, X45, no. 764, p. 425, b6-9 ／／ Z 1:72, p. 58, d4-7 ／／ R72, 

p. 116, b4-7)。 
371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卷 3〈盧舍那佛品 2〉 (CBETA, T35, no. 1733, p. 158, b17-18)。 
372通潤，《起信論續疏》卷 1 (CBETA, X45, no. 764, p. 407, b17-20 ／／ Z 1:72, p. 41, a2-5 ／／ 

R72, p. 81, a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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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段話引用自《宗鏡錄》，此中《禪原集》所述的後半句為「性覺寶光，各各

圓滿，本不名諸佛，亦不名眾生。373」由這段話看來，法性圓覺不分諸佛與眾生，

或者進一步說，在通潤的詮釋下，《起信論》可通於華嚴宗聖凡互攝、生佛互收

之理，可謂能通華嚴之圓教義。然而，《起信論》中所述法性圓教者，按通潤述，

雖然超越了終教，似乎又不能算是完整意義的圓教： 

 

因修而悟，即是證悟，故知直了真如一心即名為佛，是圓頓宗。若依此

心發心修行者，是別教大乘，與圓頓教即心便具者，所有功行，日劫相

倍，故曰即心者疾，發心修行者遲。問：此論之旨既已信入，發心修證，

是何教攝？答：是借別教以明圓也。374
 

 

在這個段落中，通潤區分出圓頓與別教，而這兩者最大的區別在於「直了」與「發

心而修」，以前者疾，後者遲。這也是離言與依言之別，按通潤，《起信論》屬

於「借別教以明圓」，換言之，《起信論》當中所言之圓教，與其所真正欲指涉

之圓教尚存在著區別。何謂別教？在法藏的分判當中，別教一乘即屬華嚴之圓

教，兩者無太大區別375。但後繼的澄觀則認為：「別教依一法性而顯三故，圓教

三一無障礙故。376」前者是從法性中開出教理，後者是三乘教理互通無礙，歸於

一；也就是說，比起圓教的無礙性，別教更重於教理之顯明。也許是受到澄觀的

                                                             
373延壽集，《宗鏡錄》卷 5：「禪原集云：謂一切凡聖根本，悉是一法界心。性覺寶光、各各圓

滿，本不名諸佛，亦不名眾生。」(CBETA, T48, no. 2016, p. 442, c12-14)。 
374通潤，《起信論續疏》卷 2(CBETA, X45, no. 764, p. 431, a22-b2 ／／ Z 1:72, p. 64, c14-18 ／

／ R72, p. 128, a14-18)。 
375見法藏，《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卷 1：「：初明稱法本教。……。初者謂別教一乘，即佛初

成道第二七日，在菩提樹下，猶如日出先照高山，於海印定中同時演說十十法門，主伴具足圓通

自在，該於九世十世，盡因陀羅微細境界，即於此時，一切因果理事等一切前後法門，乃至末代

流通舍利見聞等事，並同時顯現。」 (CBETA, T45, no. 1866, p. 482, b18-25)。 
376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世主妙嚴品 1〉(CBETA, T35, no. 1735, p. 510, a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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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續疏》似乎也有這樣的傾向，見文中另一個例子： 

 

先德云：若言眾生心性即諸佛心性，是別教義。圓教心性是一寂光，無

彼無此，極十方三世佛及眾生邊際，成一大圓鏡，無有同異。佛及眾生

皆是鏡中影像故，故曰：舉一心為宗照萬法如鏡。377
 

 

    在這段文字中，同樣可以看出別教義與圓教之別，以別教所說之圓教別於究

竟意義上的圓教，兩者之差別在於分別，別教以諸佛之圓滿性為高，圓教則更側

重「無有同異」之事實。綜上，通潤以《起信論》為別教者，比起法藏更肯定其

重要性，且尤其在實踐的層面上。起信者，既是專指那些發心修行的人，自然不

可能如上上根機者一蹴可幾，如此一來，就顯現出法相宗、破相宗等他宗作為修

行必經之過程之不可或缺。 

    字面上來看，通潤雖法相與破相「雖建立不同，各有妙旨。378」更說「智者

即量以通論，則不唯了法性一宗，併可了法相、破相二宗也已。379」顯示出後二

者有其獨立的重要性，對應於前通潤以「漸修頓悟」說法性，似乎可以理解為，

在修證上若欲達到真正了悟之境界，通潤對於法相、破相教理的修習持肯定態

度。這是別教之所以能證成圓教之要旨，所謂漸修，可以被認為是法性對於法相

宗外薰習之肯定，然而是否所有欲證成佛法者皆以此為其修證之路徑，則又不盡

然。《起信論》本身便述及因根機利鈍而有所行之差別380，《續疏》中則述： 

                                                             
377

 通潤，《起信論續疏》卷 1 (CBETA, X45, no. 764, p. 413, b21-c1 ／／ Z 1:72, p. 47, a6-10 ／

／ R72, p. 93, a6-10)。 
378通潤，《起信論續疏》卷 1 (CBETA, X45, no. 764, p. 402, b6 ／／ Z 1:72, p. 35, d9 ／／ R72, p. 

70, b9)。 
379

 通潤，《起信論續疏》卷 1 (CBETA, X45, no. 764, p. 402, b13-14 ／／ Z 1:72, p. 35, d16-17 ／

／ R72, p. 70, b16-17)。 
380馬鳴，《大乘起信論》卷 1：「但隨眾生世界不同，所見所聞根欲性異，故示所行亦有差別。」

(CBETA, T32, no. 1666, p. 581, b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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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言：欲得速成者，即與速。欲得遠成者，即與遠。若頓見真如者，即

一念成佛，故知利鈍在人，遲速由我，非關劫數，此約上上根機頓悟頓

修說也。381
 

 

引文中以上上根機者，屬於「頓悟頓修」。按通潤《圓覺經近釋》，頓與漸之差

別，在於超次、漸次：「……此三種觀382從次而入為漸修，超次而入為頓修，禪

那即頓修法門也。383」故頓與漸，屬於不同之法門。這裡說頓修，不同於前說法

性為「漸修頓悟」，而是利根者超次的修行不以層層遞進之法。筆者認為，通潤

在《續疏》中以法性圓教主漸修，為如何「漸次」修行提供了明晰的進程說明，

這是一個更側重於眾生與眾生心作為普遍佛性的特點。因此對通潤來說，《起信

論》不僅僅形構了在一心之義理上的圓滿，對那些非為上上根機者，更有其實踐

上的意義。 

    當然，之所以能是如此，緣於法性圓教下，認為法相與法性雖在著重之面向

上有所差別，究竟上的所指卻無本質上的不同。如《續疏》中述：「又密嚴經云：

如來清淨藏、世間阿賴耶，如金與指鐶，展轉無差別。此言賴耶體即如來藏。……

以真如不守自性，變識之時，此八識體即是真如隨緣之義。384」換言之，法相宗

所說的虛妄、染污阿賴耶識，到了如來藏成為淨法得以隨緣之義彰顯的可能性，

在《起信論》的脈絡中，歸屬於生滅門諸實所無之面向。這種將生滅、真如歸於

                                                             
381

 通潤，《起信論續疏》卷 2 (CBETA, X45, no. 764, p. 434, c17-20 ／／ Z 1:72, p. 68, b3-6 ／／ 

R72, p. 135, b3-6)。 
382

 指天台宗之一心三觀：由假入空、由空入假、中道第一義諦觀。 
383通潤，《圓覺經近釋》卷 4 (CBETA, X10, no. 259, p. 531, c4-5 ／／ Z 1:16, p. 95, a8-9 ／／ R16, 

p. 189, a8-9)。 
384通潤，《起信論續疏》卷 1(CBETA, X45, no. 764, p. 410, a15-18 ／／ Z 1:72, p. 43, c12-15 ／

／ R72, p. 86, a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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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的作法，之所以被像通潤這樣的明代注疏家所重視，更重要的原因是，此與

華嚴判教的系統存在著相通的可能性──肯定不同派別的說法的同時，否定其作

為「究竟」之合理性，並將之收攝到另一個系統。在這個系統之中，各教之說都

不會被直接地否定，但也非最究竟義，至少，在華嚴判教系統中，這些說法最終

都將為圓教所攝而成為其內涵的一部份，而這個內涵是動態的，辯證性的。具體

而言，要如何作到法相、破相，以及法性在教理上的收攝呢？下見《續疏》中述： 

 

若法相宗一向說有真有妄。若破相宗一向說非真非妄，皆著一邊，俱可

思議。今不染而染則不變隨緣，染而不染則隨緣不變，斯乃不思議之宗

趣，非情識之可知，然則分宗辯相事，則兩分若性相相成，理歸一義。385
  

 

對通潤來說，從性宗的角度來看，法相與破相是「皆著一邊」，是「可思議」之

說法，而法性宗最後要做的，便是同時收納此二宗，而達到「性相相成，理歸一

義」此中所謂「一義」，或可說為法性的圓教，或可說為華嚴的圓教。因此，所

謂「性相相成」者，可以說為法相宗繁複、精密之教理有助於這個法性圓教的完

成386，故通潤於《楞伽經合轍》述：「唯心、唯識之宗一而二、二而一」、「務

令性相二宗，如車兩輪並行不悖。」此中並行不悖者，若遮除判教的系統，的確

看得出通潤如法相宗一般的理解法相宗的努力，至少在通潤著《集解》、《發硎》

二部等著作中，皆可見他對還原唯識宗理論的用心，但法相宗對通潤來說之所以

重要，在於對那些非「上上根機」者，是必經之過程，而這個過程雖然會在圓教

                                                             
385通潤，《起信論續疏》卷 1(CBETA, X45, no. 764, p. 410, b5-9 ／／ Z 1:72, p. 43, d8-12 ／／ R72, 

p. 86, b8-12)。 
386

 如通潤，《成唯識論集解》卷 1 中述：「性宗理圓，作聰明註釋，亦無大礙。相宗理方，一

字出入，便謬以千里矣。」(CBETA, X50, no. 821, p. 658, b6-7 ／／ Z 1:81, p. 152, b9-10 ／／ R81, 

p. 303, b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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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中被肯定，並不意味這個過程本身即是圓教，對唯識學者來說，這毋寧是理論

上的矮化。 

第四節 小結：如何在通潤的思想背景中理解《發硎》 

    筆者以為，不管是通潤，或是其他宗法性者，在眾多對於性相的分判之中， 

不可謂沒注意到性相二宗之異，如澄觀說法相宗為：「真俗二諦，迢然不同。387」

對宗法性者來說，如牟宗三以天臺圓教為優位，以他的立場對唯識學提出質疑，

如何連結真俗之間的鴻溝──真如之無限性如何落實於有限性中──是唯識宗作

為一套哲學思想應該要處理的問題，因此法性對於真如義的詮釋，不啻為思想為

了回應自身缺憾而不得不為的演進。 

    在明代對唯識著作的注疏中，透過判教，以法性宗為更高之位階，圓融收攝

地，將不同宗派收於同一個系統中。用唯識宗的說法，可能會批評這是性相會通

之企圖；用華嚴的說法，這則是「理事俱圓」，是修證上更進一步的圓滿狀態；

此亦可見於通潤於《續疏》中述：「何故唯立一心以為宗旨？答：此一心法，理

事圓備。388」如此一來，可以推測對於通潤來說，判教上，雖然因修證階次而有

不同根機、果位之差別，但法相宗所陳之義理，在修證上有其必要性，不僅僅是

作為修證的階段，而是本身即作為真如的某一個面向，其並非僵著固定的，而是

處於相待的變動關係當中。按荒木見悟（2008）之研究，華嚴以事理無礙法界為

原初，以事、理法界分別為其分為位型態，而無相之理乃是透過有相之事得以彰

顯389，筆者認為在這樣的考慮下，通潤對於性相問題之理解，是以法相所偏重之

387 澄觀，《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卷 2〈世主妙嚴品 1〉 (CBETA, T35, no. 1735, p. 512, c21)。 
388 通潤，《起信論續疏》卷 1 (CBETA, X45, no. 764, p. 405, c17-18 ／／ Z 1:72, p. 39, b8-9 ／／ 

R72, p. 77, b8-9)。 
389 荒木見悟，《佛教與儒教》第一章〈《華嚴經》的哲學〉頁 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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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相作為無相之理之顯現。在「覺之於不覺」的層次，以唯識宗相對於實在論者；

在「本覺之於始覺」這個層次上，則是「唯心」於「唯識無境」之教理上的展現。

這當中無有可以單獨成立者，否則，如同荒木所說：「法性宗就會淪為法相宗，

本來一乘教的基礎也就徹底瓦解了。390」這正是牟宗三強調，因為圓教不能自我

排除於任何一種說法，具有無限性而不以言立的狀態。 

    然而，上述完全是就法性宗的立場來說。前已述，若論及法性與法相最根本

之區別，筆者以為仍舊是有為與無為法之分際。《起信論》中述：「真如熏習義

有二種。云何為二？一者、自體相熏習，二者、用熏習。自體相熏習者，從無始

世來，具無漏法備，有不思議業，作境界之性。依此二義恒常熏習，以有力故，

能令眾生厭生死苦、樂求涅槃，自信己身有真如法，發心修行。391」按耿晴（2011）

之研究，這是將結果義的佛性，也即成佛的最終狀態，與原因義的佛性，也即成

佛的動力因會於一心之上，如此一來，在《起信論》之後，外在力量，如法相宗

所強調的聞熏習，其重要性被真如本身的內熏力給弱化了，故而說為「抹殺了印

度佛學傳統中有為法與無為法峻然的區別。392」因此，若要回應本節所提出的問

題，也即這種華嚴宗式的「攝相歸於性」的作法，是否會被唯識宗所接受？筆者

以為不然。因為這個作法在根本上更動了真如的內涵。反過來看，雖可將漢傳佛

教圓滿義的真如視為思想的開展，一方面難以迴避實體化的問題，另一方面則可

能違背印度傳統中以無為與有為不互攝的原則。 

390 荒木見悟，《佛教與儒教》第一章〈《華嚴經》的哲學〉頁 35。 
391馬鳴，《大乘起信論》卷 1 (CBETA, T32, no. 1666, p. 578, b19-24)。 
392 耿晴，〈「佛性」與「佛姓」概念的混淆：以《佛性論》與《大乘起信論》為中心〉，《漢

語哲學新視域》P 69-97。 

DOI:10.6814/NCCU202000321



129 

第六章 結論 

    通潤《觀所緣緣論釋發硎》僅是明代唯識學的復興的冰山一角，但透過對這

部注疏的分析，我們仍然可以看見明代唯識學發展的限制以及問題，這些筆者不

再贅述。本篇論文至此，所要扣問的是，明代唯識學之復興是否僅應被定位為一

連串對前朝理論之誤解？承前述，《發硎》相比於《集解》等其他注疏，篇幅較

短，但在這短短幾頁當中，能夠看到一些非常明顯的「錯誤」。所謂錯誤者，是

偏離於筆者參考其他文獻所推論出的護法原意，例如《論釋》中梵文格位的問題，

對明代注疏家來說必然有理解上的困難。同情地理解，這是彼時研究之限制。但

這些誤解是怎麼來的？以及，在面對《論釋》這部通潤所謂「文益奇，義益婉，

脈絡益細，若游絲墜空而不知其緒」的論著，通潤就其所能觸及的資料，為什麼

會作出這樣的解讀？不啻為有趣的問題。以通潤解讀護法「此中內聲，言不離識，

本無其外，望誰為內；及從此生、有此方生。或可從此，由第七、五義有別故，

由非離境得有其識，是故有此方乃識生，不言第五，二法合故。393」為例，此中

所謂七、五者，為梵文中第七位格、第五從格394。下為通潤之解釋： 

頌中言「及能生識故」者，謂此內色是識所變。此識又從內色生起，故

曰「及從此生」。謂有此境，識方生故。復轉釋云：及從此生者，或可

從此內境生識，義各不同，由第七識與前五識所緣之境有差別故。第七

393護法，《觀所緣論釋》卷 1 (CBETA, T31, no. 1625, p. 891, c15-19)。 
394 從格(ablative)通常用以說明從一種境況中脫離或改變，有英文 “from”之意。 位格(locative)

除了單純物理位置(in, upon)之意涵，也可解釋為伴隨條件。按 Willam Dwight Whitney 所著 A 

Sanskrit grammar, including both the classical language, and the older dialects, of Veda and Brahmana, 

“Uses of the Locative……. and it is applied to yet less physical relations, to sphere of action and 

feeling and knowledge, to state of things, to accompanying circumstance ; and out of this last grows the 

frequent use of the locative as the case absolute.” 見 p86[289], p89[301] 。參此，護法此段原意應

為，以第七位格的伴隨句(梵文文法中的 locative absolute)來說明內境體與識的關係，較第五從格

是更好的，因為這樣比較能清楚地展現兩者不相離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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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緣是帶質境，二法合生，通情本故。前五所緣，託質而生，是性境故，

非帶質起。今簡前五非如第七二法合生，是故今言「及從此生」也。「有

此方生」者，謂能緣識託境而生，由非離境，得有其識。有此境故，方

乃識生。所以者何？經論倶言前五託境而生，曾無處說眼等五識帶質生

故。是故必以不離眼識內色立量，二因具足，道理方合，是所緣緣，為

真能立。395
 

通潤這段文字的意思是，第七識與第五識的所緣對象不同，護法可能以第七識同

時為「有此方生」、「從此生」，也即第七所緣境雖是從內識而生，但內境體並

非第七所緣境之充分條件，三類境頌曰：「性境不隨心，獨影唯隨見，帶質通情

本。396」按窺基《樞要》謂情者即分別變，本者即因緣變397。「分別變」與「因

緣變」在通潤之解釋中，以前者為六、七識之分別功能398，後者為八五識之變帶

關係399。是故此以第七為二法合生，所指為分別法與因緣法，說明第七識所緣對

象是從內境體所變現出內色，並再由內色而生之識。在這一段別於梵文本意的解

釋中，我們可以知道，在缺乏參考資料的情況下，通潤是以什麼樣的理論為基礎

去理解唯識論，乃至能進一步去分析，這個基礎與前朝是否存在差異，以及是什

                                                             
395
通潤，《《近世東亞觀所緣緣論珍稀注釋選輯：觀所緣緣論釋發硎》，頁 125 

396窺基，《成唯識論掌中樞要》卷 1 (CBETA, T43, no. 1831, p. 620, a19-20)。 
397窺基，《成唯識論掌中樞要》卷 1：「然帶質境可通因緣．分別二門。」(CBETA, T43, no. 1831, 

p. 633, b17-18)。 
398通潤，《成唯識論集解》卷 2：「二分別變者，謂都由作意籌度生心所變之境，名分別變，即

六、七二識隨自分別作意生故。」(CBETA, X50, no. 821, p. 694, a10-12 ／／ Z 1:81, p. 187, d2-4 ／

／ R81, p. 374, b2-4)。 
399通潤，《成唯識論集解》卷 2：「一因緣變，謂由名言習氣及先業習氣，任運生心，不由作意

所變之境，名因緣變，即前五與第八。」(CBETA, X50, no. 821, p. 694, a6-8 ／／ Z 1:81, p. 187, 

c16-18 ／／ R81, p. 374, a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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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造成了這樣的差異，例如在這一段中，雖然八識理論之引入是來自《成唯識

論》，通潤很明顯將分別變歸於六七識，不同於窺基之理解400。 

    前面幾個章節所提出來，以通潤為例的明代唯識學之特殊性包括實在論者之

弱化、所緣緣概念的模糊性，以及重視因明作為一個論證方法，筆者下分別總結

之。 

    針對實在論者之弱化問題。這些特徵部分而言出於文獻資料之不足，但通過

論證策略的分析，可以發現通潤在行文中更加重視唯識學理論的闡明，有說理之

意圖，是為通潤不同於護法之重要原因。按因明之規定，護法在作註時需考量共

許之原則，因此除了實在論者的立場，他也需要考量到唯識自宗之立場，但未必

會將這些考量說得非常清楚；通潤作為一個注疏者，有些時候在解釋護法原文

時，為了點明唯識宗的考量與策略，有可能會用到唯識學之名相，這是合理的401，

因為對讀者來說，通過通潤的說明，能夠更明晰地看到唯識宗的論證的基準點為

何。當然，這不可避免，從一些段落來看，通潤的解釋反而忽略了實在論者的立

場，乃至純以說明「一切唯識」之內容為旨，而完全忽略了《論》中說服論敵的

目的402。 

    何以對《論釋》之註解需要置入這麼多唯識學理論？如前所述，筆者以為有

兩個原因，其一，對實在論者理解之不足，其二，考量到通潤註解唯識學作品之

目的。這個目的與通潤自身的思想背景息息相關。在判教系統之下，唯識學之真

                                                             
400

 此於第三章中已述。 
401

 如《發硎》中這一段：「問云：第六因中慣修果智，不帶名言，不用分別，全緣性境，宜用

觀察，何故論主亦不致殷勤？答：慣修果智所緣性境雖是實有……。」這一段設問的文字可以理

解為自唯識學之立場來發問。 
402

 如前文通潤對「自聚」之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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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義被華嚴宗等視為通往證悟之方法與過程，而非目的。如此，比起辨析五、六

世紀時印度唯識學中真正的問題，也即與實在論者的論爭，通潤《發硎》呈現出

來的是一個已經發展成熟的唯識學系統，而這個唯識學系統是具有一貫性的，可

以說通潤並非解釋護法，而是將護法放到這個後發的唯識學系統中重新詮釋。從

結果上來看，自陳那以來的「所緣緣」義到了明代被去脈絡化地理解，全以《成

論》以《宗鏡錄》等後來的延伸理論來解釋之。 

    同樣的去脈絡化的現象也展現在「所緣緣」的解讀。我們難以將這些注疏視

為文本的還原，而更應該是文本的延伸詮釋。在所緣緣作為知覺理論的發展上，

筆者不認為這個延伸之詮釋在哲學意義上超出唐代唯識家之成就。以《發硎》為

例，其中的解釋著實有許多因為直接援引先前文本，忽視其中差異而造成的模稜

兩可。例如三類境本身就是一個以一切唯識為基礎的理論系統，通潤在文本中以

三類鏡中的性境去討論一切唯識的問題，這已然顯現出他與護法不同的問題意

識。此外，按筆者之考察，《發硎》同時容許了以「疏所緣緣」、「親所緣緣」

來解釋所緣緣，以及「相質合說之為所緣緣」等說法。造成這個情況的原因可能

是，（1）受到護法本文（如《論釋》中所謂「由有見分、相分之殊」、《宗鏡

錄》（見卷七十）的影響。（2）對於彼時唯識論者來說，所緣緣在玄奘系統下

本來就隱含了這三重意涵，這未必是一個前後不一致的失誤，而是在《成唯識論》

體系下的共識──任何符合「能生」、「帶相」這兩定義者，皆可謂所緣緣，而

在這個框架之下，《發硎》中三個對所緣緣的說法皆合於定義。綜上，對於《觀

所緣緣論釋發硎》的註解，通潤並沒有對其中不能融貫的說法做出更多解釋，對

於不熟悉唯識學的人來說，可能會陷入混淆。因此，在理解唯識學上，這種種的

不連貫性比起偏離於陳那、護法之本意，也許才是通潤注疏《論釋》最大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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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是對因明論證的重視，筆者認為這跟明代法性宗的判教體系不謀而合。

我們可以合理推論，對通潤來說，所謂「究竟」的狀態是無有語言、概念分別的，

《續疏》也云：「圓教心性。是一寂光。無彼無此。403」但《起信論》非常強調

眾生根基之別異，《續疏》云：「由諸眾生根器心行。利鈍不同。故領受解會。

或經或論。其緣亦別。404」如此可見得語言概念仍有其重要性。 

    按王肯堂於《集解》之序，因明到了明代相較不被重視405，而筆者認為，因

明的重要性再度被突顯出來，固然與《成論》等唯識學著作重新被重視有關聯，

但因明作為一個方法，同樣也被使用於通潤《起信論續疏》之中406，也就是第五

章中所討論，通潤自身之哲學背景重視修證上的實踐，而《起信論》被視為是一

種權宜之教。 

    至第五章，在前二、三、四章之分析基礎上，筆者認為，對於後世的研究者

來說，明代唯識學注疏雖不是一個通向印度陳那唯識學理想的敲門磚，但絕對是

一個認識廣泛意義上「唯識學」的途徑。其在哲學面向上，又包含唯識學之發展、

唯識學內部的理論爭議等子題。之所以如此，在於明代唯識學的發展奠基於唐代

玄奘系的法相宗，又兼融了來自天台、華嚴宗、禪宗的影響，層層遞進，不免偏

離陳那之本意。但反過來說，唯識學本來就是一個發展中的理論。按牟宗三，《大

                                                             
403通潤，《起信論續疏》卷 1 (CBETA, X45, no. 764, p. 413, b22-23 ／／ Z 1:72, p. 47, a7-8 ／／ 

R72, p. 93, a7-8)，這段文字來自延壽集《宗鏡錄》卷 10。 
404通潤，《起信論續疏》卷 1 (CBETA, X45, no. 764, p. 405, b6-7 ／／ Z 1:72, p. 38, d9-10 ／／ 

R72, p. 76, b9-10)。 
405通潤，《成唯識論集解》卷 1：「今世講師，透徹因明者絕少。若又不熟究諸論融浹於心，遽

解此論，其不郢書而燕說者幾希。」(CBETA, X50, no. 821, p. 658, a11-13 ／／ Z 1:81, p. 152, a8-10 

／／ R81, p. 303, a8-10)。 
406

 如通潤，《起信論續疏》卷 1：「于真如門別立量云：真如是有法，即是一法界大總相法門

體是宗。因云：不生不滅故。同喻如虗空。又於生滅門別立量云：阿黎耶識是有法，不生不滅與

生滅和合是宗。因云：非一非異故。同喻如微塵瓦器，立此總別三比量為一論之綱。」(CBETA, 

X45, no. 764, p. 404, a7-12 ／／ Z 1:72, p. 37, c4-9 ／／ R72, p. 74, a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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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起信論》即有解決唯識宗無漏種與成佛關聯性的企圖407。自唐代以真如為中心

所引發的哲學問題，包括無為法如何影響有為法、無為法如何作為一個認識對象

等等，其後所有相關的理論解釋都可以說是唯識學變化的軌跡，也就是法性與法

相之意義在這個過程當中有所改變，並因此影響到兩者的關係。 

    法性與法相固然是緊扣的兩個概念，在明代以如來藏思想為大宗的氛圍下，

其反覆辯證的過程不可謂不存在張力。無論如何，這些問題都是內在性的辯論，

相對地隱去實在論者的在場，決大多數的辯論是取消了外在世界實體性的意義下

來談。按印順法師所謂真常唯心與虛妄唯識之爭論，「心」與「識」之不同固然

是一個大哉問，但對當時的法性宗來說，以唯識學所關心的所緣緣問題為起始，

所謂「大乘始教」，是過渡到「大乘終教」的必經過程，與《起信論》中「不覺」、

「始覺」、「本覺」的問題息息相關，具有濃厚的宗教實踐意義。其次，宗教上

的實踐需要哲學思想作為基礎，至少對法性宗者，勢必要回答如來藏思想在實踐

的道路上所欲通往之處，對通潤來說，便是通達圓教。 

    在這個研究中，筆者要指出《觀所緣緣論釋發硎》作為多個文獻雜煣之展示，

當中存在許多問題，對於本論來說，是由印度至中國、由唐代至明代的雙重偏離；

其次，這些偏離固然有注疏背景之限制，但也隱含了通潤的不言之言，牽涉到他

自身之思想背景，是一個更為龐大的問題。因此閱讀明代唯識學，若只是聚焦於

錯誤，不免落入「正確的唯識學為何」之爭辯。至於偏離於原論的解釋，其所突

顯出來的價值在於明代哲學家為了解決時代爭論所作出的努力，而延伸出來的問

題則是：這些努力所指向的目的為何？其內容又是什麼？ 

    承此，明代唯識學的研究可以分為兩層，其一是差異性，其二是造成差異的

                                                             
407

 牟宗三，《中國哲學十九講》，頁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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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與結果。受限於篇幅與能力，在這篇研究中，筆者聚焦於第一個部分，對於

第二個問題僅以兼論的方式處理，希望在之後的研究中能夠有進一步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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