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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良算《唯識論同學鈔》中的總結為依據，探討了法相宗東傳

日本後南北二寺的學理論諍，並著重分析其中四個焦點問題，涉及唯識

學與因明學兩個方面。本文認為，日本法相宗直接傳承唐代唯識宗的法

脈，通過南北二寺的論諍，又形成了其特有的問題意識與致思路向。對

相關文本的深入解讀，將有助於拓展漢傳唯識學與因明學的整體學理規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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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ed on the conclusion drawn in Yuishikiron dōgakushō by Ryōsa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academic controversies between the Northern Te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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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ention to four focal points, of which the controversies lay on Vijñānavādin 
or Hetuvidya. In author’s opinion, the Japanese Dharmalaksan a school, 
derived straight from the Chinese Vijñānavādin school of Tang Dynasty, has 
formed its unique question consciousness and stream of thought through 
these academic controversies. Correspondingly, insights on these pertin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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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可以用現代術語將以長安為中心的漢唐社會稱之為開放社

會，那麼這種開放顯然具有迥異於今天的特徵：它不是建立在民族自信

力被船堅炮利徹底摧毀後的巨大心理陰影之上，以至於所謂的國際化，

無非意味著隱蔽的乃至拙劣的西方化；恰恰相反，它具有海納百川、吞

吐萬方的胸襟和氣象，既有信心拿來，也有信心輸出，法相宗的傳承與

流布充分說明了這一點。 

玄奘法師「乘危遠邁，杖策孤征」，「截偽續真，開茲後學」，以寓

求道於求真的精神，重建了中國佛教的知識空間，最大可能地激活了中

華民族的哲學想像力；而法相宗向日本、新羅的傳播，又使大乘佛教這

一集大成的精華成為東亞社會共同的精神財富。 

在飛鳥、奈良時代，法相宗傳入日本，成為「奈良六宗」之一。目

前學界對日本法相宗的研究，主要依據《三國佛法傳通緣起》、《元亨釋

書》、《東國高僧傳》等日本佛教史書，著重梳理從道昭到玄昉所謂四傳

的史實，並已明確指出，前二傳直接受學於玄奘及其弟子窺基，歸國後

以元興寺為弘法中心，形成為元興寺傳或稱南寺傳；後二傳則受學於窺

基的再傳弟子濮陽智周，歸國後以興福寺為弘法中心，形成為興福寺傳

或稱北寺傳。但可能是由於涉及到的學理問題過於艱澀，對南北二寺在

義理上的分歧似乎還缺乏全面深入的檢討。本文試圖對此問題稍作梳

理，以求教於方家。 

一 
在《三國佛法傳通緣起》中，凝然對南北二寺之諍曾有如下概述： 

並興福、元興南北兩寺學者眾多，競立義理，因內二明，互諍金

玉，朋黨相扇，成兩寺異。乃至當代，興福一寺學侶繼踵，論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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彌昌，並是智鳳、玄昉後裔門葉而已。1 

這裡透露了兩個比較重要的信息：其一，南北二寺之諍涉及「因內二

明」，即，不僅僅只是唯識學的問題，還有因明學的問題。事實上，早

在平安初期，屬於北寺傳的慚安（《日本大藏經》作「漸安」）就曾對此

有過總結，在《法相燈明記》中，他將南北二寺論諍的焦點問題概括為

「內明十義」、「因明六義」，2一共十六個問題。其二，南北二寺論諍的

結果，是北寺傳卽興福寺傳最終取得決定性優勢。事實上，早在平安初

期，卽善珠、護命的時代，雖然南北二寺高僧輩出、論諍激烈，但北寺

傳的這種優勢地位已逐漸有所顯露，發展到平安中後期，興福寺已無可

爭議地成為日本法相宗的中心。 

平安、鐮倉之際，良算在《唯識論同學鈔》中再次對南北二寺之諍

作了回顧與總結。值得注意的是，慚安提到了十六個焦點問題，良算則

主要分析了四個問題。可見，經過三百餘年的反復積澱與淘汰，這四個

問題可能是最具生命力的。它們分別是：其一，三類境中的性境是否必

具「三不隨」，特別是，第八識所緣的根身等三境是否必具「三不隨」？

其二，三類境的區分只是就見分所緣之相分而言，抑或可通於後二分

境，卽自證分所緣之見分與證自證分、證自證分所緣之自證分？其三，

所緣緣之「緣」當作何解？是指境有體而能引生識，抑或只是泛指四緣

之一？其四，在《掌珍論》起首「真性有為空」這一比量中，所謂「真

性」是否是宗中有法的一部份？也就是說，宗中有法是「有為」，抑或

是「真性有為」？下面試分別述之。 

                                                 
1 凝然，《三國佛法傳通緣起》卷中，《大日本佛教全書》冊 101（東京：鈴木

學術財團，1972 年），頁 17 下。 
2 慚安，《法相燈明記》，《大正藏》冊 71，頁 48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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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在上述四個問題中，有兩個問題都關乎三類境。無論劃定三類境之

分判原則的「三類境頌」是否出自玄奘，3這都可視作是奘傳唯識學最大

的理論難題之一。如果說在中國只是到近代，它才引起學界的廣泛關注

與激烈論爭，那麼在日本，從法相宗傳入之日起，這就成為學僧矚目的

焦點，乃至在細節問題上作出了大量近乎瑣碎的分析與引申。 

這裡第一個問題涉及到三類境中的性境。所謂性境，是指有實體性

的所緣境，具體說來，凡為性境者，必得「從實種生，有實體用，能緣

之心得彼自相」。4此卽，性境是由自相分種所生，而非與見分同一種生，

因此必有實作用，比如所緣色卽有質礙用，所緣根卽有發識用，並且它

還是現量所證的自相境。屬於性境者，主要包括前五識及五俱意識現量

所緣之色、聲等境，第八心王所緣之根身等三境等等。正因為性境是別

有自種生的實境，而非如獨影境，純粹只是心識分別構畫的產物，所以

它在多重意義上都「不隨心」，窺基在《掌中樞要》中將其總結為「三

不隨」：一、性不隨，謂相分不隨見分同善、染、無記性，比如前五識

所緣色等五境唯是無記性，不隨能緣五識通善、染、無記三性；二、界

繫不隨，謂相分不隨見分同一界繫，比如第八識唯繫屬於其所生處之一

界，而其所緣之種子可共通於欲、色、無色三界；三、種不隨，謂相分

不隨見分同一種生。5 

                                                 
3 筆者傾向於認為，「三類境頌」可能是出自窺基而非玄奘，其主要依據是，

三類境的分判原則並不為圓測一系所接受。具體請參：傅新毅，〈有關“三

類境”的幾個問題〉，收《吳越佛教》卷 4（北京：九州出版社，2009 年）。 
4 慧沼，《成唯識論了義燈》卷第一末，《大正藏》冊 43，頁 678 上。 
5 窺基，《成唯識論掌中樞要》卷上末，《大正藏》冊 43，頁 620 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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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是否凡為性境，都必得滿足「三不隨」的條件呢？南北二寺

的論諍卽起於此。首先，南北二寺都認可慧沼在《了義燈》中對前五識

所緣境的判定：「且如五識通三性，相、質俱無記，不從於五亦通三性。

餘准知之。雖五識身無記性者緣五塵境，其性雖同，而相、見分各守自

性，不是隨彼能緣心故方成無記性。」6也就是說，前五識所緣境之為性

境，必得滿足「三不隨」的條件，卽就「性不隨」言，前五識之所緣境，

無論是影像境還是本質境，都只是無記性，而並不隨能緣五識通三性，

即便能緣五識有時容或與所緣境一樣，也是無記性，所緣境之為無記性

也不是隨前五識之無記性而來，而是自體原本就是無記性，在這一意義

上，依然滿足「性不隨」的條件。 

分歧發生在第八心王之所緣境上。第八心王所緣之根身等三境亦是

性境，它是否與前五識之所緣境一樣，也必得滿足「三不隨」的條件呢？

比如，身在欲界起天眼、天耳二通時，第八心王本身欲界繫，而其所緣

之天眼、天耳根色界繫，且二者各由自種所生，因此界不隨、種不隨，

然此時第八心王無記性，所緣之天眼、天耳根亦無記性，這是否還是「性

不隨」呢？ 

南寺系對此的看法是肯定的，卽，凡屬性境，都必得滿足「三不隨」

的條件。所以屬於南寺系的護命就曾強調指出：「三不隨義而以為性

境。……性、種、繫中，設能所同，而唯是同，不是隨義，三法各別而

有同耳。」也就是說，縱使在性、種、繫三者中，能緣、所緣容或有時

相同，如在上例中，第八心王與其所緣之天眼、天耳根均為無記性，那

也還是「各別無記，不隨無記」，只能說是「同」，而不是「隨」，「以同

                                                 
6 慧沼，《成唯識論了義燈》卷第一末，《大正藏》冊 43，頁 67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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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隨，理不可故」。7同屬於南寺系的平備進一步立量以明： 

第八識所緣天眼耳根無記性，應性不隨，（宗） 

性、種、繫三中隨一攝故，（因） 

如種、繫二不隨。（喻）8 

北寺系則認為，對此問題應作具體分析，不可一概而論。他們在慧

沼《了義燈》中找到了依據： 

且如第八緣天眼、耳，性隨，種、界俱不隨。問：五、六無記緣

五塵境，得自相時，性不隨心，云何第八性隨心耶？答：八本餘

末。又，五、六識體通三性，八識因位唯無記故。9 

這裡慧沼明確指出，第八心王緣天眼、天耳根，是性隨，而種、界不隨，

這與無記五識、五俱意識緣無記五塵的情形並不相同。原因有二：其一，

八本餘末，天眼、天耳根由第八心王所變現，所以第八心王是本，天眼、

天耳根是末，末隨本而為無記性。其二，前五識、五俱意識通三性，有

或善或惡的三性改轉，只是有時為無記性而已，而其所緣之色等五塵卻

是永遠維持其無記的本性，所以性不隨心。因位之第八心王與之不同，

它恒為無記性，所以其所緣之天眼、天耳根乃是隨心而為無記性。 

准此，第八心王所緣之根身等三境未必一定要滿足「三不隨」的條

件，依北寺傳的具體分別，則是：其一，「種子境無性不隨，有繫、種

不隨」，這是因為，種子作為第八心王的所緣境，就種子體言，是隨第

                                                 
7 護命，《大乘法相研神章》卷 2，《大正藏》冊 71，頁 15 上-中。 
8 良算，《唯識論同學鈔》卷 10，《大正藏》冊 66，頁 98 上。個別文字據頁

下校勘注改。 
9 慧沼，《成唯識論了義燈》卷第一末，《大正藏》冊 43，頁 679 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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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心王而同為無記性，故性隨；10第八心王唯繫屬於其所生處之一界，

而其所緣之種子可共通於欲、色、無色三界，故繫不隨；第八心王由同

念第八識名言種所生（另需業種為增上緣，下同），而其所緣之種子則

是由前念自種所生，故種不隨。其二，「緣根、塵有種不隨，無性、繫

不隨」，11這是因為，就第八心王緣根身言，根身是隨第八心王而同為無

記性，故性隨；根身亦隨第八心王而唯繫屬於其所生處之一界，故繫隨；

第八心王由第八識名言種所生，根身則是由五根種所生，故種不隨。就

第八心王緣器界言，器界是隨第八心王而同為無記性，故性隨；器界亦

隨第八心王而唯繫屬於其所生處之一界，故繫隨；第八心王由第八識名

言種所生，器界則是由器界種所生，故種不隨。 

值得一提的是，唐賢對此問題實際上也曾有所涉及，比如，靈泰在

《成唯識論疏抄》中就曾談到，就三性言，第八心王所緣之根身等三境，

都是隨心而為無記性，這與獨影境、卽所謂「獨影唯從見」並無差別，

但若就界繫言，第八心王唯繫屬於其所生處之一界，卻能緣三界種子，

故而是「性境不隨心」。12不過，從現有文獻看，漢地似未曾就此問題展

開進一步的探討。 

三 
引起論諍的第二個問題其實也與上述問題相關，那就是：三類境的

                                                 
10 當然，就種現相生的因果關係言，則種子與其能熏之現行、所生之現行具

有善惡性質上的一致性，是為「種子六義」之一的「性決定」。所以《成

唯識論》中明確說：「諸有漏種與異熟識體無別故，無記性攝。因果俱有

善等性故，亦名善等。」（護法等造，玄奘譯，《成唯識論》卷 2，《大正藏》

冊 31，頁 8 上。） 
11 良算，《唯識論同學鈔》卷 9，《大正藏》冊 66，頁 86 中。 
12 靈泰，《成唯識論疏抄》卷 5，《新纂卍續藏》冊 50，頁 233 下-23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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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判只是就見分所緣之相分而言，抑或可通於後二分境，卽自證分所緣

之見分與證自證分、證自證分所緣之自證分？ 

本來，分別三類境，只是爲了進一步闡明相見同、別種的問題，當

不應與後二分境相關，南寺傳卽持此說。北寺傳則認為，從唐賢唯識章

疏的一些表述來看，完全可以將三類境的區分延伸到後二分境。比如，

《掌中樞要》在解釋「三類境頌」時，一開始就說，「總攝諸境，有其

三類」，最後又總結說，「以此一頌定諸法體」，13所謂「諸境」、「法體」，

顯然不限於相分境。更為重要的是，窺基在《掌中樞要》中對性境的界

定是：「諸真法體，名為性境。色是真色，心是實心，此真實法不定隨

心。」14所謂「色是真色」當然是指有質礙用的實色，那麼什麽是「心

是實心」呢？如果說這是指緣於「真色」的能緣見分，那麼它就不是境

相，更談不上性境了；如果說這是指作為所緣相分之心，卽所謂「相分

心」，那麼相分心僅僅只是心的影像，它不具有能緣慮的實作用，就不

能稱「實心」，還是不成其為性境。因此在北寺傳看來，對此合理的解

釋，應是指自證分所緣之見分。這樣，一方面，它是自證分所緣的境相；

另一方面，此作為自證分境相的見分與相分心不同，它具有能緣慮的實

作用，卽能緣慮相分，15所以是「實心」。16據此，三類境的分判就可以

延伸到自證分所緣的見分境，乃至所有後二分境。 

                                                 
13 窺基，《成唯識論掌中樞要》卷上末，《大正藏》冊 43，頁 620 上、中。 
14 同上註，頁 620 上。 
15 窺基，《成唯識論述記》卷第三本：「自證緣見，應相分心不能緣慮，所緣

心故，如相分心。此義不然。自證緣見，一能緣上義別分故。若為相分心，

必非一能緣體故。或別人心，或前後心，由此必非能緣性故。見分等心故

能緣慮，相心不然。」《大正藏》冊 43，頁 319 下-320 上。 
16 善珠，《唯識義燈增明記》卷 4，《大正藏》冊 65，頁 393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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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恰如南寺傳所指出的，如果北寺傳的上述說法能夠成立，那麼

性境與獨影境的分判原則實際上也就被取消了。這是因為，雖然心識內

部依其功用不同，可區分出見、自證、證自證三分，然相對於所緣相分

而言，此三分均為能緣，所以它們是由同一種子所生，如此在後二分境，

卽自證分所緣之見分與證自證分、證自證分所緣之自證分中，無「種不

隨」義，同時三性、界繫亦必與能緣同，故無「性不隨」、「繫不隨」義，

也就是說，性境竟然也可以與獨影境一樣，在種子、三性、界繫等方面

都隨心。 

對此，北寺傳的解釋是，考察「三類境頌」，我們可以發現，只有

在「獨影唯從見」中用了「唯」字，這意味著，凡是獨影境，它一定在

種子、三性、界繫等方面都隨心，而在說「性境不隨心」、「帶質通情本」

時，都沒有用「唯」，這實際上是暗示，既有不隨心的性境，也有隨心

的性境，既有通情本的帶質境，也有不通情本的帶質境。可見，北寺傳

最終還是回溯到了第一個問題上，卽性境未必一定要滿足「三不隨」的

條件。正因為上述兩個問題的相關性，下面我們結合起來一併作一粗略

的檢討。 

「三類境頌」得以提出的原初問題意識，是爲了指認《成唯識論》

中所說「因緣變」與「分別變」的區分。而按照窺基一系的看法，區分

二變的依據，乃在於相見二分的同、別種，卽，凡相分是在見分外另由

自相分種所生，卽為因緣變，其所變境相便有實作用，如色的質礙用、

根的發識用；反之，相分若別無自相分種，只是在見分種生起見分時，

隨能緣見分的分別力而變現，卽為分別變，其所變境相便無實作用，純

粹只是一種影像而已。正是爲了進一步闡明相見同、別種的問題，才有

所謂三類境的區分，其中相見別種者為性境，相見同種者為獨影境。由

此可見，除了根本無分別智親證真如的特例（此時有見分，無相分，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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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作為無為法亦非由自種所生，但真如旣為諸法實性，且為根本無分別

智所親證，故亦為性境。），性境最根本的判據，乃在於相見別種，卽

種不隨。 

職是之故，無論是窺基所謂「三不隨」，還是慧沼復增「異熟不隨」

而為「四不隨」，乃至到《宗鏡錄》中更增「三科不隨」而為「五不隨」，17

其實都只是從現象上來進一步說明性境的特徵，離開了種不隨，並不能

成為獨立、有效的判據。由於事實上存在著各種複雜的情況，其餘所謂

「不隨」都只具有相對的意義。屬於北寺系的善珠對此的認識無疑是精

到的，他說：「性境之義，性雖有同，而種必別。」18若過於拘執於「三

不隨」，如南寺傳所謂，凡性境都必得具「三不隨」，就難免膠柱鼓瑟了。 

至於三類境的分判是否可延伸到後二分境，我們同樣可按照上述分

析來予以評估。如上所述，三類境的分判是爲了進一步闡明相見同、別

種的問題，將其延伸到後二分境，其實並沒有太大的理論價值。北寺傳

可能是基於學理在外延上周延性的考量，然而向後二分境延伸的結果，

恰恰有可能會傾動其理論內核，因為它隱隱然消解了性境與獨影境得以

區分的實質性判據——種不隨。據《同學鈔》介紹，部份北寺傳的學僧

將後二分境稱之為「性境類」，卽，雖非正性境，然可歸屬於性境一類。19

在北寺傳的理論框架內，或許還是這一說法更為可取。 

四 
南北二寺論諍的第三問題是對所緣緣之「緣」的界定。所緣緣是有

                                                 
17 慧沼，《成唯識論了義燈》卷第一末，《大正藏》冊 43，頁 678 上；延壽，

《宗鏡錄》卷 68，《大正藏》冊 48，頁 798 上。 
18 善珠，《唯識義燈增明記》卷 4，《大正藏》冊 65，頁 393 中。 
19 良算，《唯識論同學鈔》卷 9，《大正藏》冊 66，頁 85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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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唯識學中一個極為重要的概念，陳那正是通過對所緣緣之成立的反思

性考察，才最終確認了心識所認知的對象其實只是心識內部的一分，卽

所謂相分，從而實現了唯識學中從無相唯識向有相唯識的範式性轉變。 

據奘門的譯解，陳那對所緣緣的反思性考察是建立在這一前提之上

的，卽，要成為所緣緣，必須滿足「所緣」與「緣」兩個條件。「所緣」

是指「能緣識帶彼相起」，這是說，認知對象必得有可被慮知的形相，

此形相由心識所帶起，出現在心識上，這一觀念得之於經部的帶相說；

「緣」則是指「有實體，令能緣識託彼而生」，20這是說，認知對象必得

是有體的實法，如此方能為緣引生心識，認為無者不能為因，這是有部

的觀點。概言之，通過對經部、有部說的整合，「所緣」與「緣」都獲

得了其特有的含義。這一界定基本為奘傳唯識學所接受，如窺基就說：

「夫識緣法，法必有體，能生識故，是緣義，無法即非緣；識上必有似

境之相，是所緣義。」21 

南寺傳堅持這一界說的確當性，認為所緣緣之「緣」卽是指有體生

識之義。北寺傳則認為，雖說所緣緣具有二義，一是有形相出現在心識

上，二是有體而能引生心識，但不能據此來分別配屬「所緣」與「緣」，

所緣緣之「緣」僅是泛指四緣之一，卽引發心、心所生起的四種原因之

一。慚安並引證圓測的《觀所緣論疏》云：「所緣緣者，則四緣中是境

界緣。故《毘婆沙》22名境界緣，《部執論》名所了緣，《雜心論》但言

緣緣。」23 

                                                 
20 陳那造，玄奘譯，《觀所緣緣論》，《大正藏》冊 31，頁 888 中。 
21 窺基，《成唯識論述記》卷第二本，《大正藏》冊 43，頁 269 下。 
22 指北涼浮陀跋摩、道泰等譯，《阿毘曇毘婆沙論》，《大正藏》冊 28。 
23 慚安，《法相燈明記》，《大正藏》冊 71，頁 49 上。據《法相宗章疏》、《注

進法相宗章疏》、《東域傳燈目錄》等，圓測撰有《觀所緣緣論疏》二卷（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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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獨有偶的是，呂澂先生通過比勘《觀所緣論》陳（真諦）、奘、

淨（義淨）、藏諸本，也曾提出過類似的疑難。呂先生指出，將「所緣

緣」析為「所緣」與「緣」二義，當非陳那、護法之意，或為玄奘別取

護法後學之說而解之，「蓋理實有緣而非所緣，護法所謂非因義卽所緣，

至所緣則無不為緣者。」故「所緣緣」與「所緣」名二而實一，陳、淨、

藏諸本題名均唯曰「所緣」，可為其證。24 

所緣緣原本是阿毗達磨學統中所建立的四緣之一，心、心所的生起

必具四緣，其中所緣緣是心、心所攀附緣慮的對象，故名「所緣」

（ālambana），此對象是引發心、心所生起的原因之一，故名「緣」

（pratyaya）。就此而言，北寺傳對「緣」的界說無疑具有思想史的依據，

慚安展轉引證《婆沙》、《雜心》等，正是回溯到了這一概念的源頭。問

題在於，對有部而言，這一概念實際上隱含著一個前提：「識必緣有境」，

心識所認知的對象一定是實有的，這種實有的對象才能成為所緣緣而引

生心識。所以《順正理論》中雖然對所緣緣作出了如下的界說：「謂一

切法是心、心所生所攀附，故曰所緣；即此所緣是心、心所發生緣故，

名所緣緣」，但接下來就強調指出：「非非有體可立為緣，太過失故。」25

可見，字面上是泛泛地以因解「緣」，而緣必有體實際上是其隱性的規

定。 

有部的這一看法並不為其他部派所認可，如經部就認為，不僅識可

                                                                                                                   
作一卷），此疏今已佚。 

24 呂澂、釋印滄編，《觀所緣釋論會譯》，《內學》第四輯，黃夏年主編，《民

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卷 10（北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復制中心，2006
年），頁 365。 

25 眾賢造，玄奘譯，《阿毘達磨順正理論》卷 19，《大正藏》冊 29，頁 447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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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無，諸如第二月、自我等純粹虛妄的東西也能為心識所認知，26即便

是通常我們對現境的當下性認知，也還是以外界極微的和合為所緣，極

微是實有，極微的和合則是無體的假有，所以經部說：「五識依、緣俱

非實有。極微一一不成所依、所緣事故，眾微和合，方成所依、所緣事

故。」27如此呂先生說：「蓋理實有緣而非所緣，護法所謂非因義卽所緣，

至所緣則無不為緣者」，其實也只是在有部阿毗達磨的框架內有效。所

謂「有緣而非所緣」，卽是指能引生心識的其餘因、等無間、增上三緣，

而有部旣認為所緣必為實法，故所緣「無不為緣」。但若將經部所謂的

所緣納入到有部的框架內來予以評判，恰恰會出現「所緣」而非「緣」

的結果，因為極微的和合只是無體的假法。而這正是陳那的操作策略，

他一再強調能為因者必為有體之法，實際上就是要藉助有部的這一觀念

來評破經部的所緣。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雖然從文獻學的角度看，正如呂先生所指出

的，奘傳唯識學對「所緣」與「緣」的配釋或非本之於陳那、護法，然

在內在精神是與之一致的，或者毋寧說，這其實是更為明確地揭出了有

相唯識的要害所在。南北二寺在此問題上的論諍，亦當作如是觀。 

 

                                                 
26 《阿毘達磨順正理論》卷 50：「譬喻論者作如是言：……許非有亦能為境

生覺故。謂必應許非有亦能為境生覺，旋火輪、我二覺生時境非有故。」

（《大正藏》冊 29，頁 622 上）而有部對類似幻覺或錯覺的解釋則是，比

如就幻現第二月言，此時作為所緣緣者依然是外界真實的一月，只是由於

眼根有病，所以產生了迷亂的認知而誤認為有二月。所以說：「理應容有

顛倒境智，必無有智無境而生。」（眾賢造，玄奘譯，《阿毘達磨順正理論》

卷 50，《大正藏》冊 29，頁 622 下） 
27 眾賢造，玄奘譯，《阿毘達磨順正理論》卷 4，《大正藏》冊 29，頁 35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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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本文一開始就曾指出，南北二寺之諍不僅涉及唯識學，而且還有因

明學的問題，其中爭議最多、影響最大的是清辨《掌珍論》中「真性有

為空」這一比量，具體說來，這包括兩個比量： 

（1）真性有為空，（宗） 

緣生故，（因） 

如幻。（喻） 

（2）真性無為無有實，（宗） 

不起故，（因） 

似空華。（喻） 

奘傳唯識學者，無論是窺基一系還是圓測一系，都把這兩個比量判

為似比量。而這被判為似比量的《掌珍論》頌文，恰恰又出現在《楞嚴

經》中，所以在《楞嚴經》盛行的明清時代，中國佛教學者也曾對此有

過廣泛的探討。限於論題和篇幅，本文不擬作過多的展開，而僅就南北

二寺關注的焦點問題，卽這兩個比量的宗中有法作一粗略的檢討。 

按照窺基的判定，這兩個比量有「有法一分不極成」過： 

言似比量者，謂約我宗真性有為、無為非空不空，有法一分非極

成過。汝不許有我勝義故，四種世俗、勝義之中各隨攝故。若隨

小乘，彼轉實有，便違自宗。若隨汝自宗勝義空者，我不許汝空

勝義故，亦非極成。28 

這段文字有若干含混之處，後來南北二寺之諍卽發端於此。按照通常的

                                                 
28 窺基，《成唯識論述記》卷第四本，《大正藏》冊 43，頁 35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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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明學規則，首先，這裡所謂「真性」，也就是勝義諦，它是一個簡別

詞，是對總宗的簡別，也就是從勝義諦上立宗，從而避免了自教相違、

現量相違、世間相違的過失。對此，清辨其實是說得很明確的，他說：

「此中世間同許有者，自亦許為世俗有故；世俗現量生起因緣亦許有

故；眼等有為世俗諦攝，牧牛人等皆共了知，眼等有為是實有故。勿違

如是自宗所許、現量、共知，故以真性簡別立宗。」29其次，在將「真

性」作簡別詞處理後，接下來的「有為」就應是宗中有法，「空」則是

法。圓測、道證等基本就是這樣來解讀「真性有為空」的。30問題在於，

如果「有為」是有法，那麼這是為立敵雙方所共許的，就不存在有法不

極成的過失，所謂一分也無從談起。所以圓測就認為，宗的過失並不在

於有法不極成，而是相符極成，因為立敵雙方都認同這一看法，卽，從

勝義諦上說，有為法是空。當然，正如慧沼、太賢所指出的，圓測的這

一判定是有問題的，因為對護法宗來說，并不認為從勝義諦上說，有為

法是空，而是非空非不空，所以並不存在相符極成的過失。31此點姑置

勿論。 

看來，窺基的判定「有法一分不極成過」並不能按照通常的因明學

規則來予以分析，因此從智周開始逐漸明確了這樣一種解讀。32卽宗中

有法不是「有為」，而是「真性有為」。真性有為也就是從勝義諦上說的

                                                 
29 清辨造，玄奘譯，《大乘掌珍論》卷上，《大正藏》冊 30，頁 268 下。 
30 參信叡，《成唯識論了義燈抄》卷 4，《日本大藏經‧唯識論章疏二》，頁

362。此本文字錯訛較多，可與《成唯識論本文抄》卷 15（失逸者，《大正

藏》冊 65，頁 529 上）引常騰《成唯識論了義燈抄》文對觀。 
31 慧沼，《成唯識論了義燈》卷第四本，《大正藏》冊 43，頁 733 下；太賢，

《成唯識論學記》卷 3，《新纂卍續藏》冊 50，頁 68 下。 
32 筆者認為，實則慧沼亦是如此解讀，文長姑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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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為法，清辨認為從勝義諦上說的有為法是空，而護法宗則認為是非空

非不空，緣生故非空，遍計無故非不空，因此護法宗非空的一分卽不極

成，若清辨以自宗的真性有為立量，卽為「他一分所別不極成過」。33 

北寺傳基本就接受了這樣的解讀，慚安在《法相燈明記》中說： 

其立者幷諸師，真性簡別是不有法云云，今敵者意，因明道理，

宗中簡別，是不離法、有法，旣有法上置此簡別，故入有法也。

諸師云，真性不入有法，故無有法一分過。今旣真性不入有法，

云何有有法一分過？34 

慚安承認，「立者」卽清辨並不認為簡別詞「真性」是有法，此點清辨

同樣說得很明確：「牧牛人等共所了知，極成眼等總為宗故」，35也就是

說，這是以共許極成的眼等有為法為有法、空為法而構成的總宗。但慚

安強調指出，「敵者」卽護法宗將宗中有法判定為「真性有為」，是完全

合法的。這是因為，按照因明學的規則，對宗體的簡別不離宗依，旣然

在有法前有此簡別，它就成為有法的一部份。 

慚安所說的因明學規則似並未見諸因明章疏，如果這真能成為因明

學的通則，恐怕連被譽為「萬代之通軌」的真唯識量也都難以避免「有

法一分不極成過」。在真唯識量所立之宗「真故極成色，不離於眼識」

中，「真故」是對整個宗體的簡別，卽從大乘勝義諦的立場立論，而「極

                                                 
33 此為如理等對「一分」的解釋，見《成唯識論本文抄》卷 15 引如理《義

演》，《大正藏》冊 65，頁 530 中，此段文字今本《義演》佚。道邑《義蘊》

的解釋又有不同，見《成唯識論義蘊》卷 3，《新纂卍續藏》冊 49，頁 430
中。日本法相宗在此「一分」的問題上更是反復爭論，恐繁不述。 

34 慚安，《法相燈明記》，《大正藏》冊 71，頁 49 下。 
35 清辨造、玄奘譯，《大乘掌珍論》卷上，《大正藏》冊 30，頁 26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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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對宗中有法「色」的簡別，因此有法是「極成色」。如果「真故」

這一對宗體的簡別可以進入有法中，那麼有法就成了「真故極成色」，

如此清辨認為「真故極成色」是空，護法宗認為「真故極成色」是非空

非不空，豈非亦是「有法一分不極成過」？可見，慚安所說的因明學規

則實有可商榷之處。 

值得注意的是，在慚安的上述引文中提到，認為「真性」不入有法

的除了「立者」清辨，還有「諸師」，《日本大藏經》本的《法相燈明記》

在「諸師」旁有一小註：「南寺」。36雖不知此註出於何人之手，但據此

大致可以推知，南寺傳是認為此量的有法是「有為」，而不是「真性有

為」，並且並不存在「有法一分不極成」的過失。如此在此問題上，南

寺傳倒是接近於圓測一系，而與窺基一系反而有距離了。筆者暫未找到

南寺傳對此問題的直接論述，這裡姑且闕疑。 

作為北寺傳玄昉的弟子，善珠對此問題的處理可能是更值得關注

的。首先，善珠認同南寺傳的看法，堅持認為對總宗的簡別「真性」不

入有法，此量的有法就是「有為」。其次，爲了維護窺基「有法一分不

極成」的判定，善珠作出了自己的解釋。善珠認為，雖然清辨是以「有

為」為有法，並且在言陳上也是立敵雙方所共許的，但清辨所謂「有為」

具有二義，一是有義，二是無義。如《廣百論釋論》在論及清辨的看法

時說：「彼作是說：一法一時無義為真，有義為俗，義差別故，互不相

違。」37護法宗認同有為法從俗諦上說是有，但並不認同從真諦上說是

空，而是非空非不空，也就是說，護法宗僅認同「有為」下意許的有義，

                                                 
36 慚安，《法相燈明記》，《日本大藏經‧三論宗章疏之餘、法相宗章疏一》，

頁 623。《大正藏》本、《大日本佛教全書》本均無此注。 
37 護法菩薩釋，玄奘譯，《大乘廣百論釋論》卷 10，《大正藏》冊 30，頁 246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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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並不認同「有為」下意許的無義，所以有一分不極成。若清辨是以自

宗立量，有法「有為」在言陳上是立敵雙方都共許的，只是言陳「有為」

下意許的無義一分不極成，所以是「有法差別他一分不極成過」。38在窺

基判定的框架內，善珠的解讀可能是更為可取的，雖然這未必就是窺基

的原意。 

以上我們簡要探討了日本法相宗南北二寺論諍的焦點問題，涉及到

唯識學與因明學兩個方面。雖然總體上說，正如有論者所指出的，南寺

傳直接受學於玄奘與窺基，在學理上更多地保持了漢傳唯識學的原意，

而北寺傳受學於智周，在學理上更傾向於究理與開放，但從上述分析可

知，這種區分實際上只具有相對的意義。涉及到某個具體問題，未必北

寺傳的說法就一定合理。當然，善珠可能是一個例外，他較少有宗派色

彩，對許多學理問題的探討和解決觸及到了漢傳唯識學的理論盲點，這

些在今天的唯識學與因明學研究中依然還有它的借鑒意義。 

 

 

 

 

                                                 
38 見善珠，《因明論疏明燈抄》卷第三末，《大正藏》冊 68，頁 324 上-中；

善珠，《唯識分量決》，《大正藏》冊 71，頁 448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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