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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廣昌

唯心與唯物

常識實在論

- 外部世界是真實存在的

(但常識不一定是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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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心與唯物

心物二元論

- 世界有心有物

(但心與物如何發生交互作用？)

唯心與唯物

物理主義
心靈事件可化約為物理事件- 心靈事件可化約為物理事件

唯物論
- 只有物是真實存在的只有物是真實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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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心論唯心論

- 只有心是真實存在的

唯心論之可能

羅素《哲學問題》（ ）的 桌子羅素《哲學問題》（1912）的 “桌子”
- 認知是透過感覺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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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心論之可能

柏克萊的唯心論柏克萊的唯心論
- “存在即被感知”

唯心論之可能

普特南的 缸中之腦普特南的“缸中之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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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特南“缸中之腦”

佛教唯心論

佛教是唯心論佛教是唯心論
-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
- “一切唯心造”
- “唯識無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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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唯心論

唯識無外境唯識無外境
- 境不離識
- 有由心識所變現的内境
- 没有離開心識而存在的外境

《觀所緣緣論》-作者

世親 陳那 自在軍 法稱世親 陳那 自在軍 法稱
(約公元480-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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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所緣緣論》-作者

陳那菩薩

- 新因明:    宗、因、喻三支作法

- 唯識三分說:   相分、見分、自證分

《觀所緣緣論》-名稱
《觀所緣緣論》(The Ālambana-parīkṣā)

觀所緣緣論觀·所緣緣·論

“諸法因緣生”
“四緣生諸法”

- (親)因緣- (親)因緣
- 等無間緣
- 增上緣
- 所緣緣



2016/11/17

8

《觀所緣緣論》-名稱

所緣緣 = 認知對象 = 境

觀所緣緣論
= 
對認知對象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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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所緣緣論》-主旨

大致而言，小乘諸部(有部、經量部、新有部)認
為所緣緣(認知對象、境)是離心獨在的外境(「外
所緣緣」)，而外境是客觀真實的存在 - 「外境
實在論」，因為他們認為極微是實有。

《觀所緣緣論》-主旨

歐陽竟無先生曾說 「唯識所以破唯境歐陽竟無先生曾說：「唯識所以破唯境，
長夜淪迷執境第一。所緣諦審內外道分，
唯識之成對此立量。智者於此鄭重思惟。」

簡言之，《觀所緣緣論》的目的就是破簡言之 《觀所緣緣論》的目的就是破
「執外境為實有」，即破法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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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所緣緣論》-内容、結構

依玄奘法師的譯本，全論約九百字，只有8頌，
每頌之後均有長行作解釋

1
2
3              破外所緣緣 (破外境)
4
5

6
7              立内所緣緣 (立内境)
8

主要參考主要參考

陳雁姿：《陳那觀所緣緣論之研究》，志蓮淨苑，
1999，頁135-164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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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所緣緣論》之破外所緣緣

《觀所緣緣論》說言：「諸有欲令眼等五識，以外色作所緣緣者，
或執極微，許有實體，能生識故；或執和合，以識生時帶彼相故。
二俱非理 所以者何？二俱非理，所以者何？」

「實有極微說」: (外)境是由眾多的極微結合而成，而單一的極微
是有實體的，故能使心識生起，因此，(外)境是所緣緣

「極微和合說」: 眾多的極微和合出一粗相(外)境，心識生起時，
是帶此(外)境之粗相而生起的，因此，(外)境是所緣緣是帶此(外)境之粗相而生起的，因此，(外)境是所緣緣

但陳那論師認為，這兩種說法都不合理

21

《觀所緣緣論》之破外所緣緣
《觀所緣緣論》說言：「[頌1:] 極微於五識 設緣非所緣 彼相識無
故 猶如眼根等 [長行:] 所緣緣者，謂能緣識帶彼相起，及有實
體，令能緣識托彼而生。色等極微，設有實體，能生五識，容體，令能緣識托彼而生。色等極微，設有實體，能生五識，容
有緣義，然非所緣。如眼根等，於眼等識無彼相故。如是極微
於眼等識，無所緣義。」

陳那論師解釋，一事物要成為所緣緣要符合兩個必要
條件:  

(一)「能緣識帶彼相起」，即能知的心識生起時，此
事物能令心識變帶起跟此事物(境)的形相類似的事物能令心識變帶起跟此事物(境)的形相類似的
形象，即能令心識內的相具有似境的形象，故
此事物要具有可被前五識所慮知(或緣慮)的形相，
故名「所緣(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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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所緣緣論》之破外所緣緣
《觀所緣緣論》說言：「[頌1:] 極微於五識 設緣非所緣 彼相識無故 猶如眼根

等 [長行:] 所緣緣者，謂能緣識帶彼相起，及有實體，令能緣識托彼而生。
色等極微，設有實體，能生五識，容有緣義，然非所緣。如眼根等，於眼
等識無彼相故。如是極微於眼等識，無所緣義。」

(二) 「有實體，令能緣識托彼而生」，即此事物是有體的實法，不是無體的
假法，以致能令能知的心識可憑藉此事物的實體性而生起，即此事物是
一個能輔助能知的心識生起的條件(緣)，故名「(助)緣」。

簡單來說，有形相就是「所緣(相)」，有實體就是「(助)緣」。

所以 若 事物同時符合這兩個必要條件 此事物就是「所緣 相 又是所以，若一事物同時符合這兩個必要條件，此事物就是「所緣(相)」又是
「(助)緣」，亦即是「所緣緣」。

反之，若一事物不同時符合這兩個必要條件(缺一或全缺)，此事物就不是
「所緣緣」了。

23

《觀所緣緣論》之破外所緣緣
《觀所緣緣論》說言：「[頌1:] 極微於五識 設緣非所緣 彼相識無故 猶如眼根

等 [長行:] 所緣緣者，謂能緣識帶彼相起，及有實體，令能緣識托彼而生。

色等極微 設有實體 能生五識 容有緣義 然非所緣 如眼根等 於眼色等極微，設有實體，能生五識，容有緣義，然非所緣。如眼根等，於眼
等識無彼相故。如是極微於眼等識，無所緣義。」

陳那論師先用因明立一比量，論證由眾多的極微結合
而成的(外)境不是所緣緣：

宗(主張)：極微不是所緣。
因(理由)：心識無法現起彼相故。
喻(例子)：如眼根等。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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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所緣緣論》之破外所緣緣
《觀所緣緣論》說言：「[頌1:] 極微於五識 設緣非所緣 彼相識無
故 猶如眼根等 [長行:] 所緣緣者，謂能緣識帶彼相起，及有實
體，令能緣識托彼而生。色等極微，設有實體，能生五識，容
有緣義 然非所緣 如眼根等 於眼等識無彼相故 如是極微有緣義，然非所緣。如眼根等，於眼等識無彼相故。如是極微
於眼等識，無所緣義。」

陳那論師繼續說，縱使一一極微是如小乘有部所說，是真實的
存在，是有實體的，故能輔助心識的生起，故符合「(助)緣」
的條件，但是個別的極微是最極微細的物質，並無任何相狀可
言，既無形相，能緣五識便不能現起任何形象，就如眼根等感
覺器官 雖有實體 但本身卻不具有可被眼識等緣慮的形相覺器官，雖有實體，但本身卻不具有可被眼識等緣慮的形相，
故不符合「所緣(相)」的條件。因此，由眾多的極微結合而成
的(外)境不可能是「所緣緣」。

因此，「實有極微說」是不合理的。

25

《觀所緣緣論》之破外所緣緣
《觀所緣緣論》說言：「[頌1:] 極微於五識 設緣非所緣 彼相識無
故 猶如眼根等 [長行:] 所緣緣者，謂能緣識帶彼相起，及有實

體，令能緣識托彼而生。色等極微，設有實體，能生五識，容
有緣義 然非所緣 如眼根等 於眼等識無彼相故 如是極微有緣義，然非所緣。如眼根等，於眼等識無彼相故。如是極微
於眼等識，無所緣義。」

極微是一般眼根(視覺神經)所不能見，乃至身根(觸覺
神經)所不能感觸及的，也就是感官所不能經驗到的最
微細物質 既不可再分析 便不能說是方是圓 否則微細物質。既不可再分析，便不能說是方是圓，否則
便仍可再分，那就不是極微了。肉眼所能見的最細色
為七粒極微聚合成一「微塵」，其組合形式是中間一
微，六方六微聚集。 (六方: 上下左右前後)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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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所緣緣論》之破外所緣緣
《觀所緣緣論》說言：「[頌2:] 和合於五識 設所緣非緣 彼體實
無故 猶如第二月 [長行:] 色等和合於眼識等有彼相故，設作所
緣 然無緣義 如眼錯亂見第二月，彼無實體 不能生故 如緣。然無緣義。如眼錯亂見第二月，彼無實體，不能生故。如
是和合於眼等識，無有緣義。故外二事，於所緣緣，互闕一支，
俱不應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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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亦非理，所以者何？」

陳那論師再用因明立一比量，論證極微和合而出的粗相(外)境
也不是所緣緣：

宗(主張) ：極微和合物不是緣。
因(理由) ：無實體故。
喻(例子) ：如第二月等。

27

《觀所緣緣論》之破外所緣緣
《觀所緣緣論》說言：「[頌2:] 和合於五識 設所緣非緣 彼體實無故 猶如第二

月 [長行:] 色等和合於眼識等有彼相故，設作所緣。然無緣義。如眼錯亂見
第二月，彼無實體，不能生故。如是和合於眼等識，無有緣義。故外二事，
於所緣緣，互闕一支，俱不應理。有執色等各有多相，於中一分，是現量於所緣緣，互闕 支，俱不應理。有執色等各有多相，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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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亦非理，所以者何？」

陳那論師解釋，縱使如小乘經量部所說，眾多的極微能和合而
成某物的形相(例如：瓶子)，而此形相乃一粗相，故可被前五
識所緣慮，故符合「所緣(相)」的條件，但因為和合物是由極
微積聚而成的複合物，尚可被分析至一一極微，故和合物只是
假象 是無實體的假法 就如患有眼疾的人把月看成是兩重影假象，是無實體的假法，就如患有眼疾的人把月看成是兩重影
象，但實際上兩重月並不是客觀實在，是無實體的，只是假象
而已，故不符合「(助)緣」的條件。因此，由眾多的極微和合
而成的粗相(外)境，就如兩重月一樣，不可能是「所緣緣」。

因此，「極微和合說」也是不合理的。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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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所緣緣論》之破外所緣緣
《觀所緣緣論》說言：「[頌2:] 和合於五識 設所緣非緣 彼體實
無故 猶如第二月 [長行:] 色等和合於眼識等有彼相故，設作所
緣。然無緣義。如眼錯亂見第二月，彼無實體，不能生故。如緣 然無緣義 如眼錯亂見第 月 彼無實體 不能 故 如
是和合於眼等識，無有緣義。故外二事，於所緣緣，互闕一支，
俱不應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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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亦非理，所以者何？」

陳那論師總結說，有部以個別極微雖是實體法，但當其單獨存
在時，它的「形相」是不被感知的，故不是「所緣(相)」；而
經部的和合物雖有形相 卻是假法而非實體法 故不是生識的經部的和合物雖有形相，卻是假法而非實體法，故不是生識的
「(助)緣」，故兩說皆不合「所緣緣」的定義。

29

《觀所緣緣論》之破外所緣緣
《觀所緣緣論》說言：「[頌2:] 和合於五識 設所緣非緣 彼體實
無故 猶如第二月 [長行:] 色等和合於眼識等有彼相故，設作所
緣。然無緣義。如眼錯亂見第二月，彼無實體，不能生故。如緣 然無緣義 如眼錯亂見第 月 彼無實體 不能 故 如
是和合於眼等識，無有緣義。故外二事，於所緣緣，互闕一支，
俱不應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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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亦非理，所以者何？」

為了避免這個認識論上的困難，小乘新有部提出關於外境實在
論的第三種說法:「極微和集說」。「極微和集說」是從「極微
和合說」和「實有極微說」各取所長，技巧地將前者的「所緣
(相)」義和後者的「(助)緣」義加上一起。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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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所緣緣論》之破外所緣緣
《觀所緣緣論》說言：「[頌2:] 和合於五識 設所緣非緣 彼體實無故 猶如第二月 [長
行:] 色等和合於眼識等有彼相故，設作所緣。然無緣義。如眼錯亂見第二月，彼無
實體，不能生故。如是和合於眼等識，無有緣義。故外二事，於所緣緣，互闕一支，
俱不應理。有執色等各有多相，於中一分，是現量境。故諸極微相資，各有一和集俱不應理 有執色等各有多相 於中 分 是現量境 故諸極微相資，各有 和集
相。此相實有，各能發生似己相識，故與五識作所緣緣。此亦非理，所以者何？」

「和集」是指「非常接近但仍不合為一體」，所以眾多的極微
和集一起時，雖然極微與極微之間非常接近，但此眾多的極微
仍各是各，不合為一體。新有部認為，單一的極微本有各種各
樣的相(或性質如堅、濕、煖、動等)，只不過這各種各樣的極
微相不能為前五識(色、聲、香、味、觸等)所緣慮，故我們不
能認知極微；能認知極微；

31

《觀所緣緣論》之破外所緣緣
《觀所緣緣論》說言：「[頌2:] 和合於五識 設所緣非緣 彼體實無故 猶如第二月 [長
行:] 色等和合於眼識等有彼相故，設作所緣。然無緣義。如眼錯亂見第二月，彼無
實體，不能生故。如是和合於眼等識，無有緣義。故外二事，於所緣緣，互闕一支，
俱不應理。有執色等各有多相，於中一分，是現量境。故諸極微相資，各有一和集俱不應理 有執色等各有多相 於中 分 是現量境 故諸極微相資，各有 和集
相。此相實有，各能發生似己相識，故與五識作所緣緣。此亦非理，所以者何？」

但當眾多的極微和集一起時，各個極微之間相互依托，某種性
質因數量增加而較特出增勝，便成為物體上色、聲、香、味、
觸等性質，而成一和集的粗相，能為前五識所緣慮，故符合
「所緣(相)」的條件。又因為和集物仍以極微為體，極微有實
體能生心識 故又符合「(助)緣 的條件體能生心識，故又符合「(助)緣」的條件。

因此，由眾多的極微和集而成的(外)境是「所緣緣」。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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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所緣緣論》之破外所緣緣
《觀所緣緣論》說言：「[頌3:] 和集如堅等 設於眼等識 是緣非所緣 許極微相

故 [長行:] 如堅等相，雖是實有，於眼等識，容有緣義，而非所緣。眼等識
上無彼相故。色等極微，諸和集相，理亦應爾。彼俱執為極微相故。執眼
等識，能緣極微，諸和集相，復有別失。」

但陳那論師反駁，假設眾多極微具有堅等屬性，和集而成物象，雖然和集
物仍以極微為體能生心識，故符合「(助)緣」的條件，但極微的堅等性質，
是為意識所緣慮，根本不是為眼等五識所緣慮，即使某種極微性質因數量
增加而較特出增勝，其質不會轉變，此極微性質仍是此極微性質，故不會
成為物體上色、聲、香、味、觸等性質，故仍不能被眼等五識所緣慮，故
不符合「所緣(相)」的條件。( )

因此，由眾多的極微和集而成的(外)境不可能是「所緣緣」。

33

《觀所緣緣論》之破外所緣緣
《觀所緣緣論》說言：「[頌3:] 和集如堅等 設於眼等識 是緣非所

緣 許極微相故 [長行:] 如堅等相，雖是實有，於眼等識，容有
緣義 而非所緣 眼等識上無彼相故 色等極微 諸和集相緣義，而非所緣。眼等識上無彼相故。色等極微，諸和集相，
理亦應爾。彼俱執為極微相故。執眼等識，能緣極微，諸和集
相，復有別失。」

陳那論師的論證可用因明寫成以下比量：
宗(主張) ：極微和集相不是所緣。
因(理由) ：同極微相(不為眼等五識所緣慮)故。
喻(例子) ：如堅性等。

陳那論師說「極微和集說」還有其他過失。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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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所緣緣論》之破外所緣緣
《觀所緣緣論》說言：「[頌4:] 瓶甌等覺相 彼執應無別 非形別故

別 形別非實故 [長行:] 瓶甌等物，大小等者，能成極微，多少
同故 緣彼覺相 應無差別 若謂彼物形相別 故覺相別者同故，緣彼覺相，應無差別。若謂彼物形相別。故覺相別者，
理亦不然，項等別形，唯在瓶等假法上有。非極微故。彼不應
執極微亦有差別形相，所以者何？」

陳那論師先假設「極微和集說」是對的，即眾多的極微和集一
起時，某種性質因數量增加而較特出增勝，便成為物體上色、
聲、香、味、觸等性質，而成一和集的粗相，為眼等五識所緣
慮到。

35

《觀所緣緣論》之破外所緣緣
《觀所緣緣論》說言：「[頌4:] 瓶甌等覺相 彼執應無別 非形別故

別 形別非實故 [長行:] 瓶甌等物，大小等者，能成極微，多少
同故 緣彼覺相 應無差別 若謂彼物形相別 故覺相別者同故，緣彼覺相，應無差別。若謂彼物形相別。故覺相別者，
理亦不然，項等別形，唯在瓶等假法上有。非極微故。彼不應
執極微亦有差別形相，所以者何？」

接著，陳那論師推論，那麼，用和集出瓶的相同數量、性質的
極微，就只能和集出相同形狀的東西，即瓶，而不能和集出不極微 就只能和集出相同形狀的東西 即瓶 而不能和集出不
同形狀的東西，如甌(「甌」指土燒製成一種泥陶凹狀器皿) 。
但這與事實不符，事實是我們可以用相同數量、性質的土做出
不同形狀的東西。因此，「極微和集說」是不對的。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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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所緣緣論》之破外所緣緣
《觀所緣緣論》說言：「[頌4:] 瓶甌等覺相 彼執應無別 非形別故

別 形別非實故 [長行:] 瓶甌等物，大小等者，能成極微，多少同

故 緣彼覺相 應無差別 若謂彼物形相別 故覺相別者 理故，緣彼覺相，應無差別。若謂彼物形相別。故覺相別者，理
亦不然，項等別形，唯在瓶等假法上有。非極微故。彼不應執
極微亦有差別形相，所以者何？」

陳那論師的推論可用因明寫成以下比量：

宗(主張) ：瓶甌等相於五識上應無殊異。
因(理由) ：同量極微所成故。
喻(例子) ：如同量極微所成之盆等。

37

《觀所緣緣論》之破外所緣緣
《觀所緣緣論》說言：「[頌4:] 瓶甌等覺相 彼執應無別 非形別故別 形別

非實故 [長行:] 瓶甌等物，大小等者，能成極微，多少同故，緣彼覺相，
應無差別。若謂彼物形相別。故覺相別者，理亦不然，項等別形，唯
在瓶等假法上有 非極微故 彼不應執極微亦有差別形相 所以者在瓶等假法上有。非極微故。彼不應執極微亦有差別形相，所以者
何？」

對此推論，新有部可反駁說，數量、性質相同的極微也可以和集出不
同形狀的東西，因為只要極微的排列方式不同，數量、性質相同的極
微就可和集出不同形狀的東西。

對此反駁，陳那論師駁斥說，若是如此，眼等五識所緣慮的就根本不
是極微本身，而是由多數的極微所構成的排列方式這個無實體的複合
假法，故不符合「(助)緣」的條件。

因此，由眾多的極微和集而成的(外)境不可能是「所緣緣」。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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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所緣緣論》之破外所緣緣
《觀所緣緣論》說言：「[頌5:] 極微量等故 形別惟在假 析彼至極

微 彼覺定捨故 [長行:] 非瓶甌等，能成極微，有形量別，捨微
圓相 故知別形在假非實 又形別物 析至極微 彼覺定捨圓相。故知別形在假非實。又形別物，析至極微，彼覺定捨。
非青等物，析至極微，彼覺可捨。由此形別，唯世俗有，非如
青等，亦在實物。是故五識所緣緣，體非外色等，其理極成。
彼所緣緣豈全不有？非全不有？若爾云何？」

陳那論師進一步推論，如果組成瓶和甌的極微數目、
性質相同，那麼，它們可被感知的形相也應一樣。然性質相同 那麼 它們可被感知的形相也應 樣 然
而，事實上我們認識瓶與甌時仍覺不同，譬如身相樽
頸在形態上的差異。可見眾多極微和集成不同的事物，
雖可作為認知的條件，但為人所認識時，這些形象的
差異，並不是極微本身所具備的形象。

39

《觀所緣緣論》之破外所緣緣
《觀所緣緣論》說言：「[頌5:] 極微量等故 形別惟在假 析彼至極微 彼覺定捨

故 [長行:] 非瓶甌等，能成極微，有形量別，捨微圓相。故知別形在假非實。
又形別物，析至極微，彼覺定捨。非青等物，析至極微，彼覺可捨。由此
形別，唯世俗有，非如青等，亦在實物。是故五識所緣緣，體非外色等，
其理極成。彼所緣緣豈全不有？非全不有？若爾云何？」

若以思維分析，將和集相逐步分解至極微，瓶甌等形象亦隨之
消失，五識不復有對瓶甌的認識。在此情況下，「瓶」或「甌」
僅為假名的存在。因為，若是實有的事物，則不由分析而失其
自體相。因此，極微是實有，但極微的和集只具假象的意義，
但無實體的假法不是生識之因，故不符合「(助)緣」的條件。

因此，由眾多的極微和集而成的(外)境不可能是「所緣緣」。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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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所緣緣論》之破外所緣緣
《觀所緣緣論》說言：「[頌5:] 極微量等故 形別惟在假 析彼至極

微 彼覺定捨故 [長行:] 非瓶甌等，能成極微，有形量別，捨微

圓相 故知別形在假非實 形別物 析至極微 彼覺定捨圓相。故知別形在假非實。又形別物，析至極微，彼覺定捨。
非青等物，析至極微，彼覺可捨。由此形別，唯世俗有，非如
青等，亦在實物。是故五識所緣緣，體非外色等，其理極成。
彼所緣緣豈全不有？非全不有？若爾云何？」

陳那論師的推論可用因明寫成以下比量：
宗(主張) ：瓶甌等和集相非實有。
因(理由) ：將瓶甌等分析至極微後則捨彼相故。
喻(例子) ：如盆等。

41

《觀所緣緣論》之破外所緣緣

「所緣緣」 帶相而起 (所緣(相)) + 有實體((助)緣)

實有極微說 缺所緣(相)，因極微不被感知。

極微和合說 缺(助)緣，因複合物無實體。

42

極微和集說
量變不能產生質變，故仍看不見，故缺所緣(相) 。
同樣性質和數目但排列不同是假相沒實體，故缺(助)緣。
可在思維上分析至一一極微，故是假相沒實體，故缺(助)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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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所緣緣論》之破外所緣緣

就這樣，在首五頌及其長行中，陳那論師以因明三支論式的推
理形式，推論出三派小乘(有部、經部、新有部)以獨立實存的
外境(外所緣緣)作為認知對象的說法是不能成立的。

43

《觀所緣緣論》之立內所緣緣

《觀所緣緣論》說言：「[頌6:] 內色如外現為識所緣緣許彼
相在識及能生識故 [長行:] 外境雖無，而有內色似外境現，為相在識及能生識故 [長行:] 外境雖無 而有內色似外境現 為
所緣緣。許眼等識帶彼相起，及從彼生，具二義故。此內境
相，既不離識，如何俱起，能作識緣？」

究竟什麼是真正的所緣緣？陳那論師說，真正的所緣緣其實
是內色。「內色」就是「內境」，即「內在於識的境相」，
是前五識所帶起的相狀，形象雖在心內，卻彷如外界的東西是前五識所帶起的相狀，形象雖在心內，卻彷如外界的東西
那樣地顯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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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所緣緣論》之立內所緣緣

《觀所緣緣論》說言：「[頌6:] 內色如外現為識所緣緣許彼
相在識及能生識故 [長行:] 外境雖無，而有內色似外境現，為相在識及能生識故 [長行:] 外境雖無 而有內色似外境現 為
所緣緣。許眼等識帶彼相起，及從彼生，具二義故。此內境
相，既不離識，如何俱起，能作識緣？」

「內境」符合作為所緣緣的兩個必要條件，因為: 
- 「內境」是眼等識上現起的內在境相，故是「所緣」; 
內識覺知此相 而所見之形相是以識為體 故是有體法- 內識覺知此相，而所見之形相是以識為體，故是有體法，
眼等識即從此「內境」而生，故此「內境」亦是「緣」。

《觀所緣緣論》之立內所緣緣

《觀所緣緣論》說言：「[頌6:] 內色如外現為識所緣緣許彼相在識及能
生識故 [長行:] 外境雖無，而有內色似外境現，為所緣緣。許眼等識帶彼
相起，及從彼生，具二義故。此內境相，既不離識，如何俱起，能作識
緣？」

但對此解釋，外人卻可質難：此內境相既與識同時並起，換言之，「內境」
作為「所緣」，是不能先於內識而存在，又怎樣可以作為生識的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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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所緣緣論》之立內所緣緣
《觀所緣緣論》說言：「[頌7:] 決定相隨故俱時亦作緣
或前為後緣引彼功能故 [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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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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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五識生，唯緣
內色，如何亦說眼等為緣？」

陳那論師說，境、識為一主客結構形式，兩者是決定相
隨，以有能必有所，有所必有能；離能必無所，離所必
無能故，知識對象必透過這種格局而被認識。

《觀所緣緣論》之立內所緣緣
《觀所緣緣論》說言：「[頌7:] 決定相隨故俱時亦作緣或前為後緣
引彼功能故 [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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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五
識生，唯緣內色，如何亦說眼等為緣？」

陳那論師跟著解釋為何境、識二者同時相伴俱起俱滅也可說有因果
關係：能知與所知同在以顯出一種必然的關係，若A(所知境)存在，
必有B(能知識)的現象生起；若A不存在，B的現象必定不起。 依因
果律：有因必有果，無因必無果。

因此，境與識的「有」(存在)或「無」(不存在)是相互關連，及有因
果相隨逐的關係。境雖為識的一部份，但境不存在，識亦不會生起，
因此，兩者在邏輯上的形式條件是同時的因果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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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所緣緣論》之立內所緣緣
《觀所緣緣論》說言：「[頌7:] 決定相隨故俱時亦作緣或前
為後緣引彼功能故 [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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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識 明 說 此與彼 無 隨 雖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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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五識生，唯緣內色，如何亦說眼等為緣？」

境識雖同時並起，同時並在的東西也可作第一性與次性之分，
境作為先在性的條件，屬第一性，識帶似境之相而起，則是次
性。因此我們可安立境相為因，識生為果，故說兩者之間也具性 因此我們可安立境相為因 識生為果 故說兩者之間也具
前因後果的次序。

《觀所緣緣論》之立內所緣緣
《觀所緣緣論》說言：「[頌7:] 決定相隨故俱時亦作
緣或前為後緣引彼功能故 [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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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五識生，唯緣內色，如何亦說眼等為緣？」

但對實在論者來說，客觀存在的外境是五根攝取感覺
與料的所在 倘如陳那論師所言 感覺知識只以內心與料的所在，倘如陳那論師所言，感覺知識只以內心
影像為對象，而不必依賴外在物質現象，那麼，佛經
每言眼識依根境和合而生的說法，明顯地說根境是識
外實在獨立的色法，又如何會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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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所緣緣論》之立內所緣緣
《觀所緣緣論》說言：「[頌8:] 識上色功能名五根應理功能與境色無
始互為因 [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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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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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境二色，與識一異，或非一
異，隨樂應說。如是諸識，惟內境相，為所緣緣，理善成立。」

陳那論師跟著解釋，「五根」一般是指眼、耳、鼻、舌、身五種物質性
的官能，相近於今人所謂的感覺神經組織。根的作用是攝取物象，並
扶助眼等識起以了別境象，由於前五識依根而得生起，所以稱「根」扶助眼等識起以了別境象，由於前五識依根而得生起，所以稱 根」
為識的「依緣」，而「境」則為「所緣」，合此二緣以完成一認知活動，
這就是根境和合而生識的意義。

《觀所緣緣論》之立內所緣緣
《觀所緣緣論》說言：「[頌8:] 識上色功能名五根應理功能與境色無
始互為因 [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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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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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境二色，與識一異，或非一
異，隨樂應說。如是諸識，惟內境相，為所緣緣，理善成立。」

陳那論師續說，但「根」並不是心外四大種的物質所造，因為五根並不
為我們所認知得到 我們僅以其具發識取境之力 以理推知有這種功能為我們所認知得到，我們僅以其具發識取境之力，以理推知有這種功能
存在而已，由是假立「根」名。「根」的殊勝功能是「能發識」，這就
是「引生自果」的殊勝「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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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所緣緣論》之立內所緣緣
《觀所緣緣論》說言：「[頌8:] 識上色功能名五根應理功能與境色無
始互為因 [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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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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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境二色，與識一異，或非一
異，隨樂應說。如是諸識，惟內境相，為所緣緣，理善成立。」

所謂「五根」，是相對所引發的果識的「功能」而假立，亦不離識而能
顯此功用 我們所感覺的世界 親知的只是識內的影像而已 並非直接顯此功用。我們所感覺的世界，親知的只是識內的影像而已，並非直接
接觸到外物世界。但色等境及眼等根，似於心識以外而存在。

佛於這些似色等形相之上，就眾生根機，為破彼我執，假立色等外五處
及眼根等內五處，非謂實有離識獨立存在的根境色法。

《觀所緣緣論》之立內所緣緣
《觀所緣緣論》說言：「[頌8:] 識上色功能名五根應理功能與境色無
始互為因 [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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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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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境二色，與識一異，或非一
異，隨樂應說。如是諸識，惟內境相，為所緣緣，理善成立。」

陳那論師跟著解釋，經驗感覺的生起要合「所緣」與「緣」兩個必要條
件：現識生起知識內部的形象是依根而起，根是識生的「所依」，以
能產生認知的優勢及效力而名，當功能達至成熟的階段，則有力用為增
上，引生現識帶起「似境相」，並以之為「所緣」，而內識中的境象復
能促發五根功能成熟，助成前五識現起前五境的表象。如是功能與境，
無始以來相互為緣，使感性認識得以生起，依此施設為識生的「所依」
及「所緣」之名，然皆不能離識而有相用，故與外界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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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所緣緣論》之立內所緣緣

就這樣，陳那說明內所緣緣如何可作感覺生起的基
礎。自無始以來，無數過去生命的內境與感官自身，礎 自無始以來 無數過去生命的內境與感官自身
是不斷的相互影響著。

陳那所述的「所緣緣」，不是一純粹的客觀外境，
而是我們心識內部所觸覺到的境象，此內境是根源
于認知主體內具的潛在功能所展現的東西，是不能
離開心識而顯現。離開心識而顯現

《觀所緣緣論》之破外所緣緣

「所緣緣」 帶相而起 (所緣(相)) + 有實體((助)緣)

實有極微說 缺所緣(相)，因極微不被感知。

極微和合說 缺(助)緣，因複合物無實體。

極微和集說
量變不能產生質變，故仍看不見，故缺所緣(相) 。
同樣性質和數目但排列不同是假相沒實體 故缺(助)緣

56

極微和集說 同樣性質和數目但排列不同是假相沒實體，故缺(助)緣。
可在思維上分析至一一極微，故是假相沒實體，故缺(助)緣。

相分是所緣緣
相分是影像(相)，故是所緣。
相分以識為(實)體，故是緣。
因(境)果(識)可同時; 根、(外)境是假名，只是識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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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二十論(第十至十四頌) - 破極微

[第十頌]             以彼境非一

亦非多極微亦非多極微

又非和合等

極微不成故

[第十一頌]         極微與六合

一應成六分

若與六同處

聚應如極微

唯識二十論(第十至十四頌) - 破極微

[第十二頌]            極微既無合
聚有合者誰聚有合者誰
或相合不成
不由無方分

[第十三頌]            極微有方分
不應成理不應成一

無應影障無
聚不異無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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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二十論(第十至十四頌) - 破極微

[第十四頌] 應無次行[第十四頌]       一應無次行

俱時至未至

及多有間事

並難見細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