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唯识宗回忆理论若干问题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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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 “诸法无我”的前提下如何能回忆，这是佛教大小乘及佛教

之外其他派别对回忆问题思考的起点。大乘唯识学回忆的原因乃是 “因熏

习力”，具体包括现行和种子两部分。就现行中包括自证分、想心所与念心

所相应的第六意识，泛而言之则包括前念缘境时之 “总聚心、心所”熏成

种子作为后念回忆的原因。但是，就前念异熟心第六意识缘境因为不熏种

子，那么后念善恶心如何回忆前念异熟心第六识？同样，佛果圆满也不熏

种，佛陀如何回忆？这是就回忆所发生的原因而言。就回忆的心理机制而

言，包括能回忆的 “心”和所回忆的 “境”两方面。能回忆的 “心”即第

六独散意识及其相应的念心所，这是就未自在位而言。而就八地及八地菩

萨以上并佛果位，八识都能回忆前 “境”，不局限于第六意识。回忆的 “过

去境”包括过去所经历且领受过的事情情景及当时面对彼事彼景的心理感

受。然而，“过去境”并不等同于 “曾受境”。现在独散意识寻求心变相缘，

现在相分相似于彼过去之本质境，现在相分称之为 “曾受境”，并不是过去

已经灭去的本质境叫 “曾受境”。“曾受境”属于现在，就是说曾受境指现

在意识的相分，非指过去的相分。然而，宿住智和佛智例外，因为二智所

缘之境非要曾受，那么二智如何能回忆？其中多有疑难之处，实有作进一

步探讨的必要。限于篇幅，本文仅论及其中一个问题，即回忆的对象作为

一种存在，在唯识学对认识对象的划分中属于三类境的哪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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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识宗将认识的对象按照其实在性分为三种，即性境、带质境、独影境。

回忆作为一种认识，其所认识的对象在三类境中该如何分判？有说属于无质独

影境，有说属于带质境，还有说既属于独影境又属于带质境。即使在唯识学东

传日本后，此一问题仍在被进一步讨论。

认为回忆的相分属于无质独影境的有力说明，即独散意识回忆过去，过去

五蕴已灭无体，不存在的东西自然不能被当作依据 （本质）生起现在回忆的相

分，也不可能有实在的已经过去的东西在现在存在，作为生起现在相分的依据

（本质）。回忆的相分既然没有本质，那么就只能靠现在独散意识分别作用独自

变现，只有亲所缘缘，无疏所缘缘。且作为能忆心的独散意识其见分和相分从

同一种子所生，故回忆的相分属于无质独影境。这类典型的代表有永明延寿

《宗镜录》、熊十力 《佛家名相通释》、梅光羲 《相宗纲要》等。然而，笔者查

阅唐代诸疏，至少在唯识宗内部没有明确认为独散意识缘过去五蕴，即所回忆

的对象属于独影境。

在 《成唯识论掌中枢要》中，窥基法师将所回忆的对象归属于三类境 “随

应”“二合”的情况，即回忆的相分既属于独影境，又属于带质境。

有二合者……如第六识缘过、未五蕴，得是独影，亦得说是带质之境，

熏成种子生本质故。

诚如耿宁所说，“这个 《枢要》的说法不容易理解”，造成了唯识宗内外对

此问题的不停争论。那么 《枢要》“二合”的说法，在什么理论基础上说回忆的

相分属于独影境，又在什么层面上说属于带质境？又 “熏成种子生本质”对解

释 “二合”此一特殊情况该如何理解？

笔者拟从以下两方面分析此问题。第一，独影境无本质；虽然有有本质之

有质独影境，但相分与见分同种，不别熏生本质种子。第二，带质境有本质，

见相分别种，且熏生本质种子。若能就此两方面进行区分，回忆的对象于三类

境中之划分就可明白。

第一，回忆的对象是否有本质？

对于回忆的对象是否有本质？窥基有两种态度，一种以过去本质境熏成的

本质种子作为本质，一种无本质。

就第一种态度而言，过去法灭时虽然无体，但是于将灭时同时将本质种子

熏在第八识阿赖耶识自证分中。现在独散意识即以此过去法熏成的种子为本质，

变影而缘。如窥基 《瑜伽师地论略纂》卷１３：

·３７·唯识宗回忆理论若干问题探讨



唯识三世者，先识上有曾、当境等故，如凡夫等缘过未境，此境当心

现，以识上妄有功能，影像相生，与识无别种，似三世法生，此实现在法，

托曾缘种子、当缘种子而生此影像，此由唯识妄，故名唯识。前第三本地

“若任运散乱意识名缘现在境”，以境恒现在故。问：心不孤起，托本质境

而生。此若缘过、未无境而生，既识无本质者，境如何生？如极微、虚空

等，以教为本质；如前，以种子为本质。……若如过去，既非兔、角果，

故兔、角不同过、未。

就第二种态度而言，如 《成唯识论述记》及 《大乘法苑义林章》所说：

非有所缘，谓颠倒心、心所及缘过去未来、梦、影、幻等所缘境界，

此不论烦恼，但本境无。

极略、极
"

、遍计起色、折缘诸色，因名教者，本质如前。依自寻思，

计诸我法、空花角、过去未来、劫尽常微，不因他教，皆无本质。

这两种态度该如何抉择？是否相互矛盾？根据太贤 《成唯识论学记》，应说

不矛盾。太贤 《成唯识论学记》卷１：

缘过未蕴，现无本质，假名独影；而从过未质种而生，熏生彼类，故

带质摄。由分别力，不名性境。

根据太贤的观点，现在相分由过去五蕴熏成的本质种子的增上力而起，从现

在没有实在的本质法假说为独影境。“从过未质种而生”，即过去五蕴的本质种子

与现在相分的种子，起到增上缘的作用，以过去法所熏成的本质种子为本质。

永明延寿 《宗镜录》也曾提到此种观点。如 《宗镜录》卷６４：

过去之法虽念念不住，然皆熏在第八识中，有过去种子。知过去事者，

过去所熏得种，现在阿赖耶识自证分中含藏。然过去世时虽即无体，但将

识中种为本质，变影而缘，即知过去世事，此带质境知也。

或云：可缘心上影像相者，即第六意识见分之上变起过去影像相而知

也，此即独影境，谓过去无体无本质也。又过去之法若不落谢不名过去，

若已落谢无法可知。若但曾迳心中有种影现前。故说忆知者，是则但见自

心，不见彼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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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镜录》此处提到两种观点。一种以 “过去种子”为本质，为带质境；一

种无本质，为独影境。虽然延寿提到以 “识中种为本质”的观点，但是其以无

质独影境为自己的观点。不过从 《宗镜录》引用的观点可以看出，这两种观点

历来一直争论不休。

唯识学东传日本后，日本法相宗南北二寺对此问题态度迥异。平安初期，

属于北寺传的惭安在 《法相灯明记》（８１５年著）中，将南北二寺论争的焦点问

题进行整理。《法相灯明记》中说：

一、第六识缘过未五蕴时心中相分，余云：无本质，故名独影；从质

种生、开质，故名带质 （云云）。阶云：能缘同种，故名独影；熏成种子成

本质，故名带质 （云云）。

南寺、北寺二者的差异在于，南寺派认为 “现无本质”为独影境是假说，

而以过去本质种子为本质属带质境应是实说。“润质”，非新熏生一本质种，而

是对本有本质种子熏长，此说类似于太贤 《学记》观点。而北寺派认为，回忆

的相分与能缘见分同种，属于独影境是实说，而 “熏成种子成本质”为带质境

乃假说。就北寺传中意见也并不统一，可分为两类意见：一种为平安初期善珠

（７２３—７９７年）《成唯识论了义灯增明记》的观点；一种良算等编 《成唯识论同

学钞》的观点。

首先，善珠在 《成唯识论了义灯增明记》中说：

第二问中 “独头散意缘过去境”等者， 《枢要》上云： “如第六识缘

过、未五蕴，得是独影，亦得说是带质之境，熏成种子生本质故。”解云：

缘过未蕴，最初刹那缘已灭无及未生无，心方得生。第二念后方缘现蕴作

曾、当解。初念相分是独影境，种、界系皆与见同，故云 “唯从见”。第二

念后所现相分与见别种，熏成种子别生本质，故带质摄。非一念中独影、

带质二义得并。若一念并，何言 “唯从见”？故二境一念不并。人多有谬，

智者应思。

善珠认为 “二境一念不并”，即就同一能缘心而言，其所缘境不可能同时独

影、带质二境并存。他认为，《枢要》“二合”应分为前后二念来谈，独散意识

缘过去五蕴，第一念独散意识率尔心所缘为独影境，第二念后寻求心、决定心

（缘现蕴作曾、当解）为带质境。善珠也承认第六识缘过去五蕴既属于独影，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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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带质境，不同的是在对 “二合”的解释上，将第六独散意识分为前后刹那

而论。善珠的解释实际上是和唯识学五心理论相结合进行讨论，关于五心理论

与回忆问题，笔者拟专文进行讨论，此处不予置评。

其次，《同学钞》中引用唐代总持寺僧从方 《百法明门论显幽钞》的观点。

《枢要》云， “如第六识缘过未五蕴，得是独影，亦得说是带质之境，

熏成种子生本质故。”虽明种子熏习义，其意幽玄也。依之人师先德，多设

劬劳，各虽有深意，未得肝底，仍且依从方一义成申 《枢要》意者：“缘过

去熏种子，缘未来不熏”也。其所以者，过去法者已起现行曾有故，已灭

之时虽无体，将灭之时施引起似己相分之作用，故现在心前所现相分先引

置种子生，与能缘心别种所生也。彼相分既依质力生可生实法，必有引起

似己相分之力。故 《论》中解所缘缘 “谓若有法，是带己相，心或相应，

所虑所蘱”（云云）。

从方的观点为 《同学钞》的编者所认同，认为窥基所说 “二合”，指缘未来

单属于独影境，缘过去单属于带质境，二者合说方为 “二合”，即回忆的对象属

于带质境，并进行详细解释。

寻云：此义 （笔者注：从方观点）不叶 《枢要》。既明二合句，标缘过

未五蕴，何以未来五蕴为单句独影耶？次 “熏成种子，生本质故”者，未

见熏过去本质种子，但今相分所熏种子为后念可成本质。爰知，无过去质

故云独影境，为后成质之故名带质境，为二合句云事。若如前义者，仍亦

云独影耶？答：《枢要》文言颇虽不审 （一本作 “虽不明”），依道理可得

文意。故未来五蕴唯独影境一边许也，合过去为 “二合”句耳。次 “生本

质故”者，此即成可熏本质种子之道理也。此相分有体，可 （一本作

“所”）引起本质，故别种所生。有熏种子之力。若不熏曾有质种者，何可

生未来质耶？且 （一本作 “亦”）缘非色四蕴，熏种子之时，若限相分自种

者，既是非虑种子，定可生非虑现行，岂不生缘虑心法耶？故知，无现有

质故虽名独影，熏质种故亦名带质云事。

根据前文，《枢要》“熏成种子生本质”乃是 “熏成本质种子”之义。回忆

的相分与能缘见分 “别种所生”，无现有实在的本质假说为独影境，实质上熏成

本质种为带质境。《同学钞》的观点乃是对太贤 《学记》观点的进一步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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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佐伯定胤 （１８６７—１９５２年）的弟子保坂玉泉 （１８８７—１９６４）在 《唯识

三类境义研究》中采取 《同学钞》之说法，认为回忆的对象单属于带质境一边。

民国时期，熊十力于支那内学院院刊 《内学》刊文 《境相章》，遭内学院同学极

力批判，其中关于此问题也同时讨论到。于 《境相章》“附录”有文：

旧说带质境由见、质两头铄起，此应有辨。带质境，特由质之增上力

起，又能熏成质种，故判为 “质种所生”（间接生起 ）。非真质种与见种合

生此一杂物也。……带质是实者，以种为质是实质，又熏相分种，判属于

质，全与带质之定义相合也。云 “以种为质”者，此据法相三世之理 。于

种子之已现、将现边，立过去、未来，缘过未蕴，即仗此种蕴种子，而变

过未相，熏成种子亦即为过未蕴种。此非熏成彼蕴法，乃熏成一种过未蕴

法之言诠种子，故熏种与仗质同一，真是带质境也。

关于此文，笔者疑为吕贗所作。据编者识别有关于大造之讨论，则更后出

之，及 《内学》同期 《大种唯第八识所缘义讨论》“吕秋逸君先述疑意”云云，

可知此为吕贗所撰无疑。吕贗此处采用太贤 《学记》观点，认为独散意识缘过

未蕴，以种子为本质，假说独影，实是带质，且认为深符唐人之说。而其师欧

阳竟无也有同样言论：

识上功能影像相生，此实现念托过、未种变似而缘，妄谓三世，而实

一识，是为唯识三世义。即现在种是现自相，亦即现种是过果相，是未因

相，虽实一种，分别说三，是为法相三世义。

欧阳竟无及吕贗以 《瑜伽师地论》种子 “法相三世”之义直探问题核心。

独散意识缘过去，实际上被还原为第六识缘种子的问题，而就现在种子上说缘

过去、缘未来。第六识缘过去，乃是托过去种子变相而缘，即是以过去种子为

本质，此说全同于窥基 《略纂》之论断。

当代有人诘难，在凡夫层面第六识不可能缘种子。而笔者认为，凡夫第六

识虽不能亲缘种子，但不妨以种子为本质疏缘。这可见之于 《瑜伽师地论》

卷１：

已说五识身相应地。云何意地？此亦五相应知，谓自性故、彼所依故、

彼所缘故、彼助伴故、彼作业故。……彼所缘者，谓一切法如其所应。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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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共者所缘，即受、想、行蕴，无为、无见无对色、六内处及一切种子。

总结以上可知，过去五蕴已灭无体，虽然不能作为实法的本质引生回忆心

生起，但是不妨以熏成的本质种子作为本质，因为种子属于有体之法，可以作

为回忆相分生起的依托。所谓回忆，就是第六识缘过去本质种子变相而缘。第

六识能遍缘一切法，包括缘种子在内。过去种子含藏在第八识中，作为第八识

的相分，所以回忆过去乃是第六意识缘第八识之相分，故
"

贗先生说：

由此言之，则第六缘第八相、见 （缘根等）皆带质也，非有质独影也。

第二，回忆的相分是否别熏种？

作为独影境的相分，不别熏相分种，只熏一见分种 （自证分种、证自分种

和见分同种），更不熏本质种 （不生本质）。有质独影境虽有本质也不熏生本质

种及相分种。带质境不仅熏见分种，还要别熏相分种和本质种。若能判定所回

忆之境是否别熏种，则能判定回忆的相分是属于独影境还是带质境。

如上所引，《枢要》说缘过去蕴 “熏成种子生本质”，智周 《演秘》说 “熏

成实种后生实现”。太贤 《学记》也说 “熏生彼类”，《显幽钞》《同学钞》皆说

熏种。慧沼 《了义灯》也明确要别熏种：

问：于
#

色相渐次除析变极微时，何不别熏成种？答：以无本质故。

若尔，名言熏习及缘过境熏成种时，岂有质耶？答：如名言熏及缘过境，

以现曾有彼境可生，即熏成种。空花非有，虽缘，不能别熏成种。极微亦

尔，元无彼质，故不别熏。

缘过去境不同于缘无本质的空华和极微，仍然要别熏种。即是除了熏成见

分种，还要别熏相分种，即相分和见分别种。那么是否熏本质种？按照常理，

由于无别本质，当然不熏别本质种，而只熏相分种。但是，虽然没有现行法作

为本质，既然以过去种子为本质，第六识缘种子之时又满足能熏的条件，那么

是否可以说缘本质种子也熏本质种子？

根据上文，从方 《显幽钞》承许缘过去熏种子。假若从方承认第六识缘过

去以种子为本质的话，即承许第六识缘种子。但是，第六识缘种子熏种子是不

被从方所认可的，同样也不被 《宗镜录》所认可。为避免缘种熏种无穷过之嫌，

二人均认为第六识缘种子不熏种子，故许第六识缘第八识种子境为独影境。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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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钞》所引：

问：《论》中付明能熏义，且第六识缘种子之时所变相分可熏种子耶？

两方：若不熏者，第六识缘种子之时无阙能熏义，何不熏种子耶？况种子

既可生有法，乍缘之宁不熏种子耶？依之余卷本 《疏》中释显境名言即摄

一切有为法尽 （云云）一切有为言无简，定可通种子境耶？若依之如此者，

处处中缘现起色、心等熏种子见，是以人师缘种子不熏种子 （云云）两方

如何？答：凡新熏种子者，自生现行毕，留其气分，岂缘种子重熏种子耶？

况第六识缘种子时，本质虽种子，相分是现行也。质、影隐显，既以不同

也，定知其时现行随能缘心是独影境也，不可有熏种子力用云事。设虽可

生法，质、影不相似之时，不熏种子是常途习也。是以从方师释云：缘种

子熏种子可有无穷过 （云云）虽有此释，未探幽旨。今案云：若缘种子熏

种子者，缘所熏之种亦可熏种子，如此熏习者可有无穷失。现行一时如不

并起，新种不生现行之前，亦不熏新种也。但至 《疏》释者，对表义名言

唯第六识，显境名言通摄一切云也。难云：缘心法、缘五根时，质、影虽

不相似，既许熏种子，缘种子时准例可等，何忽定独影境耶？是以从方师

虽付无穷过更不知此故耶？答：缘五根时同是现行，何例缘种子耶？况若

缘种子熏种子者，因位妙观、平等缘圆镜、成事法尔无漏种子熏种子否？

若熏者，彼二智新古合生。若不熏者，既无漏智品缘无漏种子何不熏种子？

从方师释者深存此道理。其上若熏种子者，可有无穷过为言。

根据从方观点，第六意识缘种子时，第一，作为本质的种子处在潜在状态，

而相分则是有具体的相状且处于现行状态，影像相分不相似于本质，乃为第六

识独自变现，就此说第六意识缘种子其相分是独影境。此时只熏一见分种，并

不别熏相分种及本质种。在因位，于八识中缘种子的只有第八识和第六识，《显

幽钞》此处必定指第六识而言，因第八识缘种子属于性境。故，从这里可以看

出，假如 《显幽钞》承认回忆过去以过去种子为本质的话，那么他的观点必定

认为第六识缘种子境属于独影境，而且是属于有质独影境，缘种子以种子为本

质故。这就与他独散意识缘过去单属于带质境相矛盾。第二，若第六识缘种仍

熏种则会导致无穷过。第六意识缘本质种子，此时熏相分种。按照常理，相分

与本质应带同熏本质种子，这是就有现行本质法而言。若以种子为本质，现行

相分与作为本质的种子如果还熏种的话，在同一时刻能缘的见分缘新熏的本质

种子，又会以新熏的本质种子为本质重新熏种，如此同一时刻会导致无穷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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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从方的说明是有力的。但是根据 《同学钞》所说，“现行一时如不并

起，新种不生现行之前，亦不熏新种也”，可避免无穷过。熏种由第六意识的分

别力，第六意识完成了分别作用则熏种的过程也就完成。此时，下一刹那的现

行第六意识尚未生起，不存在对本质种子的分别，因此不会有新熏的本质种子

再生成，如此缘种子熏本质种子则不会有无穷过。但是，以菩萨在金刚心无间

道时妙观察智缘第八识的本有无漏种子为例，如果熏本质种，那么在解脱道佛

果时，则是本有种和新熏种合生大圆镜智的现行，但这违背 《成唯识论》所说

大圆镜智唯本有种所生的观点。如果不熏，无漏智缘本有无漏种为什么不熏种？

从方认为缘种子不熏种的用意大概也在此。但是，这并不成为疑难。根据慧沼

《了义灯》：

金刚无间现行虽劣，能熏胜种，并令本种功能亦增；圆镜、成事唯本

种生；妙观、平等本新合起，可应正理。

《同学钞》解释此处 “能熏胜种”的正确理解应为，在金刚心无间道现行

时，能熏中品的种子，这是第一念。而此第一念所熏成的种子 （新熏种），能自

类转生至第二念无漏胜种 （本有种），此第二念无漏胜种能同时生成佛果的无漏

现行。并不是说熏成新的本质无漏种和本有无漏种合生大圆镜智的现行。金刚

心菩萨 （等觉菩萨）无间道时熏种只是令其熏增而非熏生。如 《同学钞》所言：

种子者，现行之气分也。能熏既中品无漏也，何熏超自品之胜种耶？

故知熏念与能熏同品中品种也。而至第二念生解脱道现行，故可生胜品现

行种，故名为 “胜种”也。 “金刚无间现行虽劣，能熏胜种”之解释此意

也，非云熏念是胜种也。

那么回忆过去可以例此，第六识缘过未蕴熏本质种，并不是熏生新的本质

种，而是令本有本质种子功能增长，此功能增长的本质种子自类转生至下一刹

那，仍然可以作为下一念的本质。这也是 “熏成种子生本质”的内在含义，即

吕
#

所说 “熏种与杖质同一”。由此可知，第六识缘过去五蕴要别熏生新的相分

种，熏长本有的本质种子。

若别熏相分种，即相见别种生。于三类境中相见别种生的只有带质境和性

境。而第六识缘过去不得自性，非是性境。故从此也可旁证独散意识缘过去属

于带质境。如上文， 《同学钞》认为 “与能缘心别种所生”。至于 《法相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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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所引北寺派认为与 “能缘同种”，窥基 《瑜伽师地论略纂》中说 “与识无

别种”的观点，则需要另外考虑。第一，北寺派及窥基 《略纂》观点是否有错？

第二，若无错，该如何理解？首先，第六识缘过未，是缘过未种，以过未种为

本质。这与五识缘现行境为本质不同。五识本质有自种，第六识缘过未种为本

质，此本质即过未种本身，这是 “无别种”的第一层意思。此外，过未种本身

无力生起现行，由第六识的分别力而起影像 （相分），即 “此实现在法，托曾缘

种子、当缘种子而生此影像”，这或可看作 “无别种”的又一层含义。这也只是

一种说法，需要重新考虑。

据以上基本可以确定，独散意识缘过去五蕴以种子为本质 （影像有实本

质），前念所熏成的本质种与相分种生起现在回忆的相分，现在回忆的相分同时

要别熏相分种，熏长本质种，此熏长的本质种能自类生起后念本质种，并作为

后念回忆的本质。《枢要》“二合”也应按照太贤 《学记》的理解，从现在无本

质的角度假说为独影境，而从 “熏成种子生本质”的角度来说实是带质境。而

回忆的对象从实种子所生的角度来说为因缘变，而从见分分别不如实了知其为

现在境而执为过去的角度讲为分别变。故带质境通因缘变、分别变。以上是符

合唯识宗后学对带质境所下的定义的。

带质之境，谓此影像有实本质。如因中第七所变相分，得从本质是无

覆无记等，亦从见分是有覆所摄。亦得说言从本质种生，亦得说言从见分

种生。义不定故。（窥基 《枢要》）

谓能缘心缘所缘境，有所杖质，而不得自性。此之相分判性不定，或

从能缘心，或从所缘境。种亦不定，或质同种，或见同种，或复别种。名

带质通情本。（慧沼 《了义灯》）

非现证境，推求力生，故从见种说通有覆；而有本质，似质而生，故

从质种说通无覆，以得熏生本质种故。问：能熏之影既通二性，所熏种子

亦应通二，既六义中种现性同所生类耶，岂通有覆？答：唯从质分熏种非

余。从见之分，如独影故。谓从见种，故不熏质；不似见故，亦不熏见。

其无覆边从本质种，似本而起，得熏生质。（太贤 《学记》）

傅新毅教授解释太贤 《学记》此段文说：

此说大意谓有质种、见种二，无别影种。具体说来，第七相分作为带

质境无别自影种，而是从质种、见种二头生起，从质种生起边通无覆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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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见种生起边通有覆无记。而由此第七相分唯能熏成质种，不能熏成见、

影二种。

此义应再商榷。傅新毅教授认为， 《学记》谈带质境仍是认为带质境由本

质、见分两头铄起。根据吕贗谈带质境一段：

旧说带质境由见质两头铄起，此应有辨。带质境，特由质之增上力起，

又能熏成质种，故判为质种所生 （间接生起 ）。非真质种与见种合生此一

杂物也。

又带质境熏质种，亦应有辨。带质相分本属别分，与见别用，熏成功

能亦异。以其极似质也，判为质种，即随质种收也。后经胜增上缘，如业

感等，此质种势力增盛乃得生质。如第七缘八见是相分心无受熏持种用，

而熏成质种后生第八即有彼用，亦以此。

至于有质独影与带质之辨。在一带实质，一有质而不实。如但云仗质

而变，则二者无以异矣。独影有质不实，乃为有质独影。此义自 《枢要》

发之，《义灯》更判为四句，遂了然如指诸掌。

基于此，可以对 《学记》文意重新理解。《学记》“唯从质分熏种非余”意

思为不从见分熏种。正是吕
#

先生所说带质境之相分与见分别用，因为由本质

之增上缘的作用而生起，判为质种所收，其有别相分种。由此，回忆的对象是

带质境毋庸置疑。之所以说回忆的对象是独影境乃是就没有现行的实在的本质

法而说。

然而，以上窥基 《瑜伽师地论略纂》卷１３谈到 “唯识三世”时，曾引用

《瑜伽师地论》卷３文为依据，善珠谈到缘过去五蕴也分成前后念来解释，将独

散意识缘过去的问题加上五心理论，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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