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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量论说研议 

摘 要： 熊十力的量论分为比量 、证量两篇。比量篇主要 阐发量智如何辨物正辞、穷 

神知化。他借助唯识学境识关 系阐发量智的认识活动过程 ，科 学知识 即源于这种识心 

之执，并提出范畴为主客兼属，认识本体也有赖范畴，显示出本体非不可知。证量篇突 薯 

出性智是本心显发、自明 自觉，性智主导量智 ，但量智对性智并非无助益。哲学为思修 

交尽之学，性智 自明 自觉地向外求理 ，使道德心愿在世 间法上圆融无碍 不落于空，超理 。 

智而不反理智。 i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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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的哲学体系实分为境论和量论两部 

分，无论其文言文本还是语体本或后来删定本的 

《新唯识论》无不透露出这一消息。可惜如熊先 

生所言，量论一直未及做 ，只是在《新唯识论》阐 

发境论时草蛇灰线地提及了有关量论的内容。虽 

然如此 ，熊先生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都提到量论 ， 

“量论虽未及作 ，而吾之意思于新论及语要 中时 

有散见 ，若细心人 自可看出”。 无 怪乎楼字烈认 

为量论并 非因熊先生精力疲惫不及作 ，实则 “熊 

氏《量论》的主要内容，在他的其他著作中实都已 

有所涉及 ，只是缺少最后 的整理而 已”。 本文则 

试图从《新唯识论》到熊先生晚年的诸种著作中 

梳理 出量论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

、依境论建量论 

量论一语最早见于 1932年的《新唯识论》文 

言文本开篇，据熊先生 自序，《新唯识论》本为境 

量两部，境与量相对立言，境为所量，即量之所及、 

量之对象，语体本《新唯识论》中进一步把境具体 

化为所知、所见 ，顺世俗可言之为本体论 、宇宙论 、 

人生论等。@量则为能知 ，知之异名 ，即知识论或 

认识论。“量境证实 ，或不证 实，应更推详 ，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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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等，故次量论”①，这句话把量论的内容，量与境 

的关系暗示出来。所谓量，便是对境的证得其实 

与否，由此推究量是什么。语体本中把量进一步 

解释为知之异名 ，即关于知识论之辨析。文言文 

本《新唯识论》对于量论未成给出的解释是谈理 
一 涉及玄微境地，便非旷怀冥会不可得②，所以量 

论难 以下笔。既然量相对境言 ，境又指涉本体论 、 

宇宙论内容，那么，量显然则是对本体论、宇宙论 

的所知所证，对本体及宇宙人生之知，又推究到冥 

会实证，则难以言述 自不难理解。对本体及宇宙 

人生的认识便是量论的内容，同时也体现出这种 

认识论自始便与西方认识论不同。在 1953年的 

删定本《新唯识论》中，熊十力指出，“吾如草量 

论，其内容当与西洋知识论不必同”，③为量论作 

为知识论之不同于西方再发声。不仅是与西方知 

识论相异 ，更是在此基 础上发 挥会通之 旨，实际 

上，《十力语要》对量论这一会通宗旨有纲领性描 

述。量论的大体思路、所欲论者：“以西洋尚理智 

思辨 ，印度佛家虽任思辨，而要归禅定止观 ，中国 

则于实践中体现真理，三方各有其特到之精神，当 

析其异，而会其通，毋拘一隅之见”。④从《新唯识 

论》(境论)会通儒佛、会通中印西建构体用不二 

的本体论哲学，到知识论上的会通中印西，可以说 

是一 以贯之的思路。 

其中，《答牟宗三》一篇更详细表明了量论主 

旨。牟宗三在来函熊先生时谈及量论，认为西方 

以理智思辨把握理念世界，脱离宇宙生化流行，个 

人生命安顿无从谈起，则知识与生命脱节，非知识 

之理 即是形上之理的展现。相反 ，若依 熊先生 的 

思路 ，则“自实践而实现者 ，实同时亦 即 自实践而 

予知识以安顿与维系矣 ”，⑤在宇宙生化流行 中方 

可使体用、本末俱圆，非理智所能相应，然理智亦 

有所符应 ，批判之亦成就之。牟先生又把这称 为 

实践理性之止观论。⑥ 熊十力在复信中将此段原 

本摘录，并言“深获我心”，⑦赞同之辞溢于言表。 

结合会通中西的思路看，融理智于本体，融思辨于 

生命体验的实修实悟，才是真正的知理、知体。此 

理非西方理型世界之理，非思维构画，乃是真实之 

理体⑧、生命体，故这种本体也就非西方所言之本 

体。从宇宙生化流行的角度说，这一本体是趣向 

真实的，趣向默识的，无为而无不为，不易而变易， 

唯靠证量可得。故“哲学当归于证量”⑨。 

显然 ，纳西方认识论于中国哲学 内证本 体的 

思路，将理智与思辨归于证量，就是对境论之境的 

补充和推进。也就是在《新唯识论》本体论哲学 

的框架中开出与之相应的认识论格局，将体用不 

二的主旨贯通到由境而量的哲学系统中。这是因 

为 ，在熊先生看来 ，哲学是思修交尽之学 。哲学的 

方法即思辨与体认并重，⑩这也与熊十力纳科学 

方法于哲学，突出实践体认的认识本体思路一致。 

本体非不可知，哲学或玄学并非反知，科学依理智 

可获得对世间事物的认识，而“本体不可以理智 

推求而得，并非陷于不可知论，其说在性智与证 

量”，⑩强调本体非反知与本体非理智可知并不矛 

盾，理智可知世间法，安立科学知识凹，此为俗谛， 

而性智内证冥会本体，则彰显思辨与修行不偏废， 

融理智于体认，此为真谛，若借助佛教二谛说，则 

科学与玄学便可通过俗谛与真谛不二圆融起来， 

也可见出熊先生会佛学以通中西 的认识论思 

路。@这也是熊先生多处提到当于量论详谈的内 

容。既然彰显本体的真谛义已于《新唯识论》中 

反复阐发 ，那量论 之意蕴含其 中便不难理解 。既 

建立体，而用为体之显现流行，那么，境论既成，量 

论在某种程度上也算初具雏形 了。 

① 萧蓬父主编：《新唯识论》文言文本，《熊十力全集》第二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 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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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萧楚父主编：《十力语要》，《熊十力全集》第四卷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第 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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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萧蓬父主编：《十力语要》，《熊十力全集》第四卷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358页。 

⑧ 注：熊十力区分科学真理与哲学真理 ，将科学真理理解为事物间的法则 ，玄学真理则为实体。见《十力语要》， 

《熊十力全集》第四卷，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93页。 

⑨ 萧蓬父主编：《十力语要》，《熊十力全集》第四卷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 ，第 3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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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 萧蓬父主编：《新唯识论》删定本，《熊十力全集》第六卷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第 28页。 

⑩ 注：安立科学知识在前文言文、语体文本《新唯识论》中已多次提及并明言详待量论，见《熊十力全集》第三卷，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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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量智明比量 

量论如何会通中印西?其详细纲 目完整出现 

于熊先生晚年 的《原儒》开篇。“量论早有端绪 ， 

原拟为二篇：日比量篇，日证量篇。⋯⋯比量篇复 

分上下。上篇论辨物正辞，实测以坚其据，推理以 

尽其用。⋯⋯下篇论穷神知化。”①这里借用了佛 

教因明学中一些名词，但解释得更为宽泛，以量为 

知义，比量则为推比、推求，以理智依据实测推求， 

比量即理智推求事物。理智，又称量智，量智只是 
一 种向外求理的工具 。他说 ： 

量智，是思量和推度，或明辨事物之理 

则，及于所行所历，简择得失等等的作用故， 

故说明量智 ，亦名理智。此智 ，元是性智的发 

用，而卒别于性智者，因为性智作用，依官能 

而发现 ，即官能得假之以 自用。② 

从人作为形气之躯来看，人心对境逐物，将外 

在境界执为实有 ，就产生了思议和求解欲，这就是 

知识的来源。就从人的依于境而起妄执出发，知 

识就是对这种遍计所执的外境的认识。“从 大用 

之非空的方面来说，可以施设宇宙万象，即科学知 

识也有安足处 了。”⑧就遍计所执 的宇 宙外境而 

言，科学知识就是对外在事物的探求，理智就是科 

学知识探求事物的工具。同时也把对于一切外在 

事物的认识都归人理智作用中。之所以不说量智 

即知识，是因为“量智依作用立名”，④言作用则与 

本体相应，故避免了将知识隔绝于本体，将科学隔 

绝于哲学之失。 

就比量篇的篇目看，上篇辨物正辞，即根据感 

觉实测物而推理，建立对物的认识，下篇穷神知 

化 ，则在对物做辨析分解之后 ，明物的变动不居 ， 

流行不已，非静态死物，实际上是把物作为本体之 

用的彰显来看待，“将知识论与宇宙论结合为 
一

”

。⑧ 根据熊 十力前后期几部论著中提及详于 

量论的内容 ，可将比量篇的内容做出如下归纳。 

首先，辨物正辞篇。此篇内容基本于《新唯 

识论》中已完备。量智作用的活动过程实则是境 

识相互作用的过程。辨物离不开心 ，因心的了别 

境而使心上现所知或似所知境。起初是感识缘 

境，即佛教说的现量作用。如眼识缘青色而能得 

青相，这是亲得境相，这时候无分别作用。同时 ， 

熊十力认为感识缘境是纯然现量亲证 ，应该是离 

诸虚妄的，但凡夫在感识现量起时为意识所计度 

而不能于现量保任持守。这个过程就是感识起而 

意识随之取代感识做出判断推测，分别安立，“意 

识继起迅疾，又 习相应故，不待计度，如眼识 

缘”⑥。所以这个过程非常迅速，感识缘境即同时 

有意识继起而凭 习分别 ，不待计度而得 出对事物 

的判断，与感识缘境构成一个完整的过程。 

其次 ，因识而成境。意识活动非常活跃 ，缘一 

切法，感识缘境只是感官对外境刺激的接受，而意 

识能由境而攀缘前境，在分别安立之后能假借感 

识为资具，而夹带境相。观境共相，明辨而审处 

之，这是意识的胜用特点。“如缘外色等境时，识 

上必现似外色等影像 ，虽复所缘非外境 ，而识上亦 

现似所缘影像。此等影像亦如外境，同作所缘缘 

故，即于无法而起无解，识亦现似无之影像，是法 

本无而在识成境矣。”⑦也就是说，在意识于所缘 

境作所缘缘相，将本非实有的外境现似所缘缘，而 

于此起增益执着，又生现似影像 ，即意识常夹带境 

相而陷于其中，由识而转成境。 

综合感识缘境及因识成境来说，意识活动作 

用包括两个部分，一即外缘，二即返缘。外缘就是 

缘外境界或在识上变似所缘影像。返缘则包含两 

方面 ，熊十力说： 

返缘略说 以二：一 者于外缘 时，自知 知 

故，如方缘 色而识 自知知 色之知故。二者全 

泯外缘 ，亲冥 自性故。或谓察识，或言观照， 

皆此返缘作用。以返缘力深故 ，了境唯心，斯 

不逐 于境 ；会 物 为 己，斯 不 累于物 。于是 照体 

独立，迥脱诸 尘，虽在险而能出矣。⑧ 

① 萧蓬父主编：《原儒》，《熊十力全集》第六卷，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第 316—317页。 

② 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本，中华书局 1985年第一版，第 249页。 

③ 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本，中华书局 1985年第一版，第 437页。 

④ 萧蓬父主编：《十力语要初续》，《熊十力全集》第五卷，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第 37页。 

⑤ 萧蓬父主编：《原儒》，《熊十力全集》第六卷，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第 324页。 

⑥ 熊十力：《新唯识论》文言文本，中华书局 1985年第一版，第 l15页。 

⑦ 熊十力：《新唯识论》文言文本，中华书局 1985年第一版，第 116页。 

⑧ 熊十力：《新唯识论》文言文本，中华书局 1985年第一版，第 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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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方面于外缘时，能自知此缘境之知，是对自 

知的一种知 ，一种判 断。另一方 面这种知能泯境 

内观，了别唯心而实无外境，会物归己，这种返缘 

就是返归本体不受物役的。到能照体独立，迥脱 

外物执着时，则知一切法而不留一切法，于一切相 

不起染著，能所俱遣又能所俱无，熊十力即名之为 

意识解脱、意识转化。这种意识解脱他又称后 

得智。 

后得智 ，是相对根本智而言。他借用佛教根 

本、后得智之说比喻性智和量智。后得智源于根 

本智，由根本智之起时方有后得智，意识解脱就是 

从性智起而能对返缘做出判断，达到照体独立，并 

且能继起意识但不逐于境，于境不起境相，能所俱 

泯，这种对事物的认识就是后得智，是在根本智起 

用后对事物才能达到这种无分别的后得智认识。 

而认识活动中两者 的关系是分析与体认的关系。 

就物而言需要分析，辨物而求物之理，这个理智认 

识就是分析，分者为殊，而体认则是统领，由体认 

而得万物之理，再具体到各各不同之物分析其殊。 
一 是万法总则，二是观物之别，两者缺一不可。但 

学有统领 、有总则，分析才不会误人歧途 ，不得要 

领。正如返缘作用，知自知之境还要不逐于境，达 

到后者才能不累于物而会物归己。整个意识活动 

就是从外缘起，而又返缘的过程。 

但是，返缘之后的意识转化还有程度差别。 

虽然量智从性智出，但量智还分真解和悬解不同。 

量智又谓习心，亦说为识。量智有时离妄习缠缚 

而神解昭著者，可说为悬解。但悬解还非真离系， 

要待妄习断尽，性智全显，量智才可以说纯为性智 

之发用，而不失其本然，这时就名真解。悬解是就 

习根潜伏而未现起之时说，真解则是返缘达到照 

体独立，妄习断尽。这时的真解即完全从性智出 

发，达到对事物的正确认识。 

以上是从意识活动的过程来说明对事物的认 

识如何产生。那么，量智思维推度的根据在哪里 

呢?通过什么方式来组织思维、认识事物呢?这 

就涉及到范畴问题。如果说以境识关系解读推求 

事物理则是借助佛说，那么，在如何对物正辞方 

面，熊先生则体现出对西方哲学范畴说的融摄吸 

纳。范畴是主客观结合的，包括以下五方面：时间 

空间、有无 、数量 、同异、因果。① 

第一 ，时间空间。这是范畴 中最重要 的一组 

概念，因为时间空间是物的存在形式。按照本体 

翕阏成变的说法，物的存在只是刹那幻相诈现，遍 

计所执才有 ，所 以，时间空间相也是遍计所执而假 

名有 ，是由人心执定有外在 的境才有的。由此空 

相时相也是境的存在形式，与境俱有，并非不待经 

验 。而空间时间有六点需要说 明。一是空间时间 

的成立并非毫无根据，而是基于事物存在的形态 

决定。意识作用于境能以时空相的方式思辨、分 

析外境，将事物的刹那诈现关联在不同时间空间 

系列中而使其成为客观。所以时空观念非离物而 

别有 ，否则科学测量方法就无法成立 。二是翕 网 

成变的刹那单位中每一事物都具有这种时空相， 

同时事物之间又各 自形成 自己的时空系列 。三是 

感识缘境是无分别作用的，不起物相及时空相。 

四是意识继起时能忆持前境而加以择别，于现似 

幻相上起时间空间相 ，久而久之又把这种习惯形 

成抽象概念用来分析一切现似物，从而把时空观 

念作为客观实有，将空间时间绝对化为事物存在 

的样式。五是在这种将空间时间绝对化的观念 

下，将一切感识亲证物固定化为客观事物，而加以 

推求 ，则科学知识始有可能。科学知识就是在实 

际生活中对事物作客观化对象化的执取。六是既 

不能执空间时间为绝对客观，又不能任其纯为主 

观。空间时间从物得来 ，而非 由主观构画 ，这与他 

认为空间时间是主客兼属相一致。 

第二，有无。就物的方面说，有无是互为相反 

的。有物便有其相用，并且每一物相用不同，如地 

球是椭圆形，就不可能是方形，而方形是其所无。 

有无也就是表示每一物各 自所有和所没有的方 

面。就物上讲，就包含有和无两方面，就其有的某 

种特性而言实际上也说明了其无的方面。所 以一 

切物任持自性质，而各有其特点，科学知识测量方 

法就可以探求事物的各自特性。 

第三，数量。事物有一、多或小、大等数量之 

别。一切物互相差别又互相联系，其中既有个体 

也有整体，这就显示出数量上的差别，通过数量来 

表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于事物差别中有综合。 

如地球与其他行 星数量不一 ，通过八大行星这一 

数量概括，以此说明这些行星之间的关联性。将 

事物数量化起到化繁为简的作用。 

第四，同异。就事物各各有其 自相而言，这是 

异 ，就 自相中有相互关系而又构成同 ，则为共相 。 

如桌子、椅子各有其 自相，各不相同，但就都属于 

人造物而言，这是同。又就人造物与 自然物而言 ， 

人造物与自然物为异，但就并属于物而言又可为 

① 萧蓬父主编：《新唯识论》语体本，《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第 3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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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相。所以同异是就自相共相而言。自相共相又 

可以随着所举事物的范围变化而推理变化，自共 

相就成为认识事物中的一组相对概念，以此比较 

事物，异的方面说明解析事物差别，同的方面体现 

对事物的综合判断。 

第五，因果。熊十力依据事物之间的相互关 

联而假立 因果 ，这里的因果泛指事物之间的普遍 

联系 ，并且是在普遍联系中考虑事物之 间最切近 

的因，即他所谓增上缘。所以，他指明他的因果是 

从最切近的关系上说 ，并没有 固定不变的因果 ，而 

是根据事物变化来分析事物的增上缘，即引起事 

物变化的最切近的因。 

综上，物必有其则，而则是主客兼属的。在一 

切事物之中我们不可能完全穷尽对事物的认识 ， 

所以范畴是在不断发展中的，随着对事物认识的 

加深，则的发现会越来越多。另外，由于事物不能 

穷尽，知识是无限的，就只能根据现有的范畴来对 

事物进行有限地探求，在固有的属于范畴的框架 

下来认识事物。物与则就构成主客交互 、心物交 

融 的活动。 

另外一个问题是 ，对本体的认识需不需要通 

过范畴来思维呢?这就是比量篇下篇穷神知化的 

题中之义。熊十力指出，范畴虽然依物假立，不可 

执定为实有。但是，在本体上，随义差别而可说它 

或有或无。①说无，是从真谛上看本体一元绝对， 

不可思议 ，非拟言说 ，故无范畴可言 。言有 ，是从 

权宜施设上为了说明、认识本体 ，而对它加 以思 

议，体现哲学作为思辨与体认兼备之学的认识特 

色。这里假名施设的范畴有三： 
一 是数量。熊十力以古代先哲为例，认为自 

古就有以数理名本体的思维方式。如以一来表示 

道，一是万变所由起，为本体，由本体而又生二、生 

三之说，生二、生三即说明本体之流行。借助数量 

这一范畴 ，人们便可获得对本体的一点认识。 

二是同异。依本体流行而言，翕阏相反而成 

为互异，翕以显嗣，阕以运翕 ，翕阴相反又相成 ，合 

成恒转之同，所以本体上有同、异之说。 

三是有无。就本体真实圆满 ，具足万德而言， 

本体能成流行大用，应说为有。同时本体清净湛 

然，远离遍计所执种种相，而可说为无的一面。所 

以本体是既无又有的。本体性空是为无，无为而 

无不为 ，是其有 。 

这三个范畴都可以用来表示对本体的思议， 

但不包括时空观念，因本体不在时空中，无物相。 

也没有所谓因果关系，因本体浑然为一大全。 

那么，如何运用这些范畴思议本体的运动呢? 

这就涉及如何从知识论上升为宇宙本体论的知化 

问题。熊十力把本体的翕 鹧成变做了最小单位的 

分析。按照翕 髑成变是刹那诈现而言 ，本来无所 

谓物的存在。但是，在刹那相续中他又允许假说 

有延续相。每一刹那运动生灭极其迅速的最小单 

位为小一 ，小一既不是最小分子微粒，而是表示翕 

势的最微小的一团势用。“小一者，用也。用也 

者 ，真体之显也。”②所以小一不能以物测，虽有凝 

势而不可谓成形 ，只是因为变化迅疾才生即灭而 

方便施设有刹那 ，而有时间空间。刹那本义不可 

做时空想。但是 ，小一中包含了凝和健两方面 ，所 

以小一是用来表示事物运动的最小单位，是为了 

说明每一事物都体现了本体恒转翕朗成变的作 

用 ，即所谓月印万川，全中有分 ，分 中有全 。这些 

无量的小一相摩相荡 ，其无量凝势诈现种种迹象 ， 

故名 日万物。 

从用小一来分析本体运动来看，翕嗣成变说 

仍可成立。但是就翕而成物的方面看显然不够圆 

满。既然小一非物质分子，又刹那不可做时间想， 

那小一表示物体运动形式的最小单位如何解释万 

物形成呢?最后万物仍然归于刹那诈现迹象。但 

是 ，刹那非常短暂 ，前后相继 而不一定能延续起 

来 ，迹象产生的稳定性就无法保证 。究竟小一在 

万物形成中如何起作用，还不十分明确。熊十力 
一 方面要避开本体直接创生万物的神学说法，又 

对万物给予小一的解说，把万物看作诈现，在动态 

上沟通本体与万物，显然忽略了万物构成的多样 

性丰富性 ，光从小一这种最小运动单位来说明万 

物，对物与物之间的差异性、数量性还没有做充分 

的解释。 

这些细节虽悬而未决，但并不影响穷神知化 

探讨宇宙生化大用的本意。熊先生曾以《论语》 

中孔子在川上的逝者如斯语作为穷神知化的极致 

表现，“于变易见不易 ，乃无生 而生也 ，穷神知化 

之意 ，至此极矣 !”⑧这就回到对 宇宙流行 的境界 

描述中，鉴于《新唯识论》已将此境 阐明，故熊先 

生对穷神知化篇论述得较为简略。 

另外，光有范畴并不能完全知化，“当进一步 

① 萧楚父主编：《新唯识论》语体本，《熊十力全集》第三卷，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第 329页。 

② 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本，中华书局 1985年第一版，第 482页。 

③ 萧蓬父主编：《十力语要》，《熊十力全集》第四卷，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第4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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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量智 、思维等如何得洗涤实用的习染 而观变 

化”，①这就涉及到如何看待量智与性智 的关 系问 

题 了。 

总的看，比量篇以阐发量智为主。上篇辨物， 

以理智为量智，量智为对外在事物的认识，知识的 

来源即由于量智作用。其次，借助佛教境识关系 

分析了量智的活动经过，从感识缘境到意识了别 ， 

再到意识缘境的返缘，突出量智与性智之别，并提 

出认识事物的基本范畴。下篇穷神知化则阐明如 

何借格物以穷理，提出认识本体的专属范畴。从 

比量篇的篇目及内容概要看，熊先生并不停留于 

对事物的理智推度，而试图融量智于性智，体现出 

纳西方科学知识于哲学本体论的努力 。 

三、以性智说证量 

“证量篇论涵养性智。”②性智，相对于量智而 

言即是对本体的认识。认识宇宙大化流行必有赖 

证量。证量即自己认识 自己，内证，默识，熊先生 

借助佛教对量的分类，加入自己对现量的另一解 

释。“余以最高之体认即现量，亦名证量。”③此处 

所说的现量不 同于 比量篇感识 缘境意义上 的现 

量 ，而是熊先生 自己对现量 的新诠释。用现量形 

容证量，一方面说明对本体的证会是真实无欺的， 

如眼见色般当下现前 ，直下呈现，同时也说明，这 

种呈现是对本体的体认，要靠内心实证相应，为避 

免与佛教现量产生歧义，故以证量一名代之。 

证量的显发有赖性智。“吾人 唯于性智 内证 

时，大明洞澈，外缘不起，杳然无对，默然自了，是 

谓证量。”④可见 ，性智发用 ，自明 自觉 时，是所谓 

证量。性智，有时又称为本体之发用，性智在即用 

显体的角度上甚至又被称为体，体现出性智在个 

体认识活动中的主宰作用。就性智是本体在人身 

上发用的表现而言，性智显发，也就是本心呈露 

之时。 

夫体认者，楱神虚静 ，深心反观 ，赫斯在 

中，充实光明。(常反观时，便 自见得有个充 

实而光明的体段在。充实者 ，至真无亏。光 

明者，纯净无染。赫斯者，盛大貌。⋯⋯)是 

为 实体显发 ，自了白证。于时无意言分别，直 

是物我双亡，离一切相 。⑤ 

体认之时，就是深心反观，感觉有体段在其 

中，这个体段无疑是本体的拟称。就是自了自证 ， 

而识得本心之源 ，则离一切相，物我 皆无 ，可见体 

认是一种 内自识 ，无言说 分别可言。所 以熊十力 

强调本体唯有实证相应，别无他法。实证相应就 

是体认、证会，自己认识 自己，自识本心，所以性智 

的这种体认无具体方法。熊先生对证会的难以言 

述多有表达，如《十力语要》及《十力语要初续》中 

都曾提及体认方法的无能所无内外、无思维分别、 

止息言语、摒除概念。在熊先生量论的篇目中，证 

量可以说是最难领会的部分，对本体的体认须靠 

学人反观 自心方得入 门。这才是熊先生迟迟未做 

成量论 的另一深层原 因。 

熊先生说：“本体就是吾人固有的性智。吾 

人必须内部生活净化和发展时，这个智才显发的。 

到了性智显发的时候，自然内外混融，冥冥自证， 

无对待相，即依靠着这个智的作用去察别事物，也 

觉得现前一切物莫非至真至善。”⑥而所谓内部生 

活的净化 ，即保任 固有性智 ，使本心勿失。另外 ， 

个人并非一开始就可以获得性智，性智虽本有，但 

受到习心障碍而不被发现，必须等到个人内部生 

活净化发展时，性智才会显发出来。而内外圆融， 

冥冥自证而无能所对待相，这都是性智显发之后 

的事。实际上性智如何保任，乃至性智如何显发 

并不明朗。这也是由本体的一元超绝，无对待，离 

诸戏论，无可形容的，非知识所行境界所决定。因 

此 ，性智又是超理智的。 

量智缘物而起，但一切物皆本体之流行，所以 

在某种程度上 ，量智虽然以推度为主 ，而最终不能 

止于推度 ，而要从理智走 向超理智。熊十力强调 

玄学的真理不是知识的，而必须由理智走向超理 

智 ，就是性智证会之境才可得 。到 了证会之时 ，就 

是性智完全统摄量智，依于性智而起量智，将理智 

转为正智，离一切虚妄分别相而与本体泯然一如， 

归趣证会 。 

所以，超理智决不是反理智，而是指超越于理 

智之上，非理智可理解可思议。正确而完整的认 

① 萧蓬父主编：《原儒》，《熊十力全集》第六卷，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第 324页。 

② 萧蓬父主编：《原儒》，《熊十力全集》第六卷，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 324页。 

③ 萧莛父主编：《十力语要初续》，《熊十力全集》第五卷，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第205页。 

④ 萧莛父主编：《原儒》，《熊十力全集》第六卷，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年版，第 324页。 

⑤ 熊十力：《新唯识论》文言文本 ，中华书局 1985年第一版，第 111页。 

⑥ 熊十力：《新唯识论》语体本 ，中华书局 1985年第一版 ，第2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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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活动过程应该是在性智显发之后 ，性智主导量 

智，从而获得对事物的正确认识，而不是由习心凭 

借量智来对推究外在事物为死物。见体之后，性 

智与量智是可以并存而互补的。 

与佛教不同的是，熊先生认为，凡夫在性智显 

发时即可证量，即思现观。能与真理相应，由本体 

出发而思 ，就是如理之思。由如理之思而推度事 

物，则无虚妄分别。这时是在定静状态中由性智 

显发 ，在静中远离颠倒妄想才能冥思，此时就能自 

明自觉，照体独立，犹如现前观想，而名思现观。 

也可以说是性智 中特有的一种 内证观照，这种如 

理之思与性智未显发前 的不如理之思相对 ，“如 

理之思，其本身即理也，亦即是能也，亦即摄所归 

能 ，无心外之物可名所也。认识论 ，在如何求得如 

理之思耳，在分别如理之思与不如理之思，勿混作 
一 谈耳。”①严格说来，在性智未主导量智以前，量 

智仍然是不如理之思，因量智尚未证会本体，而只 

是一味驰求 外在事物。只有如理之思时，量智才 

依性智起 ，依根而不随根转 ，才真正是性智发用主 

导量智。 

针对凡夫 即可如理而思 、性智显发来看 ，对 

本体的认识在于内心自明自觉，这是欧阳竟无、 

吕潋等内学院诸人所不认 同的。欧 阳竟无早在 

1939年《答陈真如书》中对熊十力来函陈真如 

信中所谓“涅椠只是常、乐、我、净，此是 自己分 

上事 ，自明 白见 ”②表示 不满 ，所 谓 自明 自证 ，在 

欧阳竟无看来，乃误解佛家修行的根本大意，凡 

夫如何得知 自己所思是如理之思不能无疑问。 

而在 吕潋看来 ，重视 闻熏 实践还 是返本 还源 反 

映出心性论上主张性寂还是性 觉的差别。吕潋 

并不否认返本 之学 ，但他 指 出返 本应建 立在佛 

心圣心的前提下，而熊十力却以凡夫心为本，不 

过是 以凡心格量圣言罢了。③ 显然 ，熊先生只是 

借用 了佛教 的一些概念来诠释其归证 自心 的心 

学路数，其意在突出个体体认天道、性修不二的 

重要性。而性智如何显发，从返本还源的思路 

上说确实存在着不明朗处，其毕竟超乎理智，无 

怪乎牟宗三先生以神感神应形容之，更名之为 

智的直觉 ，④其不容怀疑的决绝 也从侧 面反映了 

认识论上性智 的难以言诠。 

四、性智主导量智 

就性智与量智 的关系言 ，性智主导量智之后 ， 

对事物的正确认识才算开始。从世俗知识与性智 

的关系上更能看出这一点。熊十力特别针对西方 

科学的兴起对 中华文化 的冲击 而反思 了这一问 

题。智是性灵之发用 ，是无知而无所不知的。个 

人生命进化到产生本心明觉，就是性智主导于身 

的结果。而知识是后天习心为诱因，而以现实世 

界为对象而产生的，但知识的形成在于人 自身的 

了别作用和思维能力 ，这都是性智作用的结果。 

就后天量智的思维活动而言，量智能产生经验 、保 

留记忆 ，即习气 ，而促进思维作用的进一步推理判 

断，将个人过去的经验积淀下来，也就是知识积 

累、学的过程 。所以性智不仅不反对知识 ，反而促 

进知识的形成 。 

以因明学中“声是无常”为例。在“声是无 

常”这个命题中，首先个人于无常或常之问已经 

有一假设、有一判断 ，“这一问题发生时 ，在 主张 

声无常论者的心里 ，当然对事物用了许多思想，也 

许徘徊于常与无常二者之间而久不敢决。未几， 

他 的内心明几开发 ，乍悟声是所作性 ，应是无 常， 

非是常。”⑧这个内心明觉是 自发的，未经任 何实 

测分析 ，只是一种假设 ，由此假设而开始寻找证 

据 ，在万事万物上纵观变化 ，看看经验事实是否如 

此。就这一点言，假设的前提是内心的性智发动。 

所以熊十力说：“余之本意，则以人心触物求知， 

唯赖内心明几发动，始得入理耳。”⑥由此看，知识 

的产生其实也来源于性智之发用，假设的根据是 

先天的，无法证 明的，是性智的天机乍动 ，这就把 

知识也归于本体发用流行的功劳。另一方面，从 

知识与德性 的关系看 ，有知识而不具备德性，行不 

义之事的情况是存在的。所以必须 以德性统率知 

识 ，弃恶扬善。总之 ，知识也是以性智为本，德性 

之知的地位 显然高于见 闻之知。如此看来 ，穷神 

知化篇中提出的量智如何洗涤实用的习染以观变 

化 ，便只能求助于性智显发时主导量智才能实现。 

另外 ，量智 自身能否对 洗涤习染有所 助益? 

① 熊十力：《十力语要》，上海书店 2007年第一版，第 198页。 

② 王雷泉编：《悲愤而后有学——欧阳渐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 1996年第一版，第 332页。 

③ 《中国哲学》第十一辑，人民出版社 1984年第一版 ，第 171—174页。 

④ 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台湾学生书局 1990年初版，第 102页。 

⑤ 熊十力：《体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年第一版，第 203页。 

⑥ 熊十力：《体用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第2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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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敏 熊十力量论说研议 

这在熊十力晚年的《明心篇》中有了肯定的回答， 

突出了量智作为识的积极作用。首先，他承认人 

的认识活动是理智与天明之动相混杂的，“吾人 

对于事物，初发生问题时，总是运用思维去求解 

决。但思维作用不必纯是本心天然之明，易言之， 

不必纯是智 。”①从人们认识事 物的过程看 ，思维 

作用并不总是从 良知、本心明几处出发 。非但不 
一 定从良知出发，而且还发源于识心。他认为，过 

去的一切经验均可称为习染。习染作为潜藏的种 

子保留在吾人的识心中，当习种现起于意识界，则 

成为人的记忆。实际上他借助唯识学的习染说明 

了以往经验的由来。当思维作用起时，则人们根 

据习染获得对事物的记忆或推论，凭借以往的经 

验去想象、概括、分析。为此，他把习染分为知见 

习染和情意习染两类。知见方面的习染指对一切 

知识 的执着 ，是见解上的习染 ，因人的种种分别而 

有见解的执着，此执着藏留于意识界，当思维作用 

起时而现起，成为一种知识。情意习染则特指个 

人私欲，追求名利威权等障蔽良知的不 良习藏种 

子。这一类“必克去务尽”②，知见习染则“须慎于 

防治而不可克去”③，因知见习染是属于知识 的部 

分 ，是格物之学必不可缺 的执 ，“是故格 物、执物 

及分别 物之 一切 习染 ，皆是极 可宝 贵之 以往经 

验”④。根据以往的经验、记忆使新接触的事物有 

所依据和安排，便产生了新的知识，所以习染有助 

于智是显而易见的。 

陈来认为，“良知为何要展开为知识，论证并 

不清楚”，⑤实际上熊先生已试图对此作出说明。 

他指出：“智是本心天然之明。知识是习种乘天 

明之动而起，迅应外物之感，而引心以化于物，才 

成知识。”⑥就知识的产生来说，仍是性智之天明 

受到牵引，主动地被习所障，才使记忆、经验、推测 

等意识 活 动得 以展 开。而格 物 是 能致 良知 的 ， 

“人生而有良知，良知必发用于事物，而开展为知 

识，此无可遏绝也”⑦。肯定认识世间事物对于致 

良知的重要性，则智与识的合一便不难理解。良 

知非孤明，必待知行合一，才能彰显道德心愿之圆 

融无碍，不于现实落空。这也是后来牟宗三以良 

知的 自我坎 陷说 明世 间知识成立 的原因。总 的 

说 ，以习染论人 的记忆、经验 ，以性智之 明几说 明 

假设、推断、公理的由来，这都是熊先生晚年量论 

思想 的闪光点。 

当然，天机乍动如何而来确实不可思议，这种 

境界来去无端绪，不可把捉，稍纵即逝。“必于仰 

观俯察、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之际，触处体认、触处 

思惟与辨析，然后左右逢原，即证实其初所神悟 

者。”⑧反复强调回来，又落在体认上。可见，个人 

对天道、本体的体认是熊十力认识论的中心问题。 

从体认出发，又反复不断体认，由性智推动量智， 

量智又反过来印证性智，修养工夫与知识增长合 

为一体。用熊先生的话说，哲学始于理智思辨，但 

极于证会明觉，“资于理智思辨，而必本之修养以 

达于智体呈露 ，即超过理智思辨境界 ，而终亦不遗 

理智思辨。亦可 云此学为思辨与修养交尽之 

学。”⑨融摄西方 理智分析于印度 、中国的归于证 

会，以思修交尽统万物于天道，超理智而不反理 

智，这大概就是量论所要阐发的体用不二，生化流 

行的宇宙大知识论了。若依此看牟宗三的两层存 

有论中智的直觉与良知自我坎陷等新见，便知其 

对量论思路的继承与发扬。⑩ 熊先生曾言，若后 

生有所悟者 ，自成量论而“功不必 自我成 ，予何憾 

焉 !”⑩熊先生若泉下有知 ，当不孤也。 

(责任编辑：若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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