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唯识学中的二种势力变
———以 《成唯识论》为例

释克能①

【摘要】本文依据唯识学六经十一论圣典中之 《成唯识论》为例，通过

对二种势力变之基本内容、义理以及相互之间的关系进行详细的梳理与阐释，

使真学佛者在实践生活过程中，以 “亲近善士，正闻熏习，如理作意，法随

法行”之闻、思、修三慧学为其修学次第，本着 “真俗圆融，解行并重”的

精神实质，如理如法地认知一切诸法之性相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进而体现

出 “瑜伽行派”与认识论、心理学之间的异同点，彰显出其伟大殊胜之处。

【关键词】唯识与缘生　诸法不离识　因缘和分别　二种势力变

一　前言

唯识学是大乘佛学的两大体系之一，是继大乘中观学之后印度佛学的主流

与核心。从３—７世纪的５００年中，唯识思想一直保持很大的优势，对其他各种

思想与学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唯识学，古称 “瑜伽行派”，由弥勒菩萨根据

《解深密经》等六经十一论而造 《瑜伽师地论》《分别瑜伽论》等 “慈氏五论”，

而后传承弟子无著菩萨，无著菩萨又根据 《大乘阿毗达磨经》等唯识学根本所

依而造 《大乘阿毗达磨集论》和 《摄大乘论》，后又由无著菩萨的胞弟世亲菩萨

作释注疏，而有 《唯识二十论》 《唯识三十颂》等论著，后又因其再传弟子安

慧、护法等论师对 《三十颂》的注释特点各异，从而形成古唯识学 （无相唯识）

① 作者单位：鉴真佛教学院。



和今唯识学 （有相唯识）之分支，再由护法弟子戒贤大师传于西行求法的唐玄

奘大师，将十大论师所注释的 《三十颂》糅集成 《成唯识论》，通过奘师弟子窥

基大师和圆测大师在唐代创建慈恩宗 （又名法相宗、唯识宗），再由惠诏法师、

智周大师等三传最后传入朝鲜和日本。

不过，虽然唯识学的确立与发展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但其中主要思

想是以建立赖耶缘起、三自性三无性和四分三类境等为依为要。其中，唯识之

名义有二。一者为 “唯有内识，无诸外境”，这起初源于 《解深密经·分别瑜伽

品》：“我说识所缘，唯识所现故……此中无有少法能见少法，然即此心如是生

时，即有如是影像显现……”① 又 《成唯识论卷七》云： “了别即是识之见

分。”② 盖属此义。二者为 “一切诸法皆不离识，故名唯识”：此义的来源则是

《成唯识论卷七》中所言：“识言；总显一切有情各有八识，六位心所，所变相

见，分位差别，及彼空理所显真如；识自性故，识相应故，识所变故，识分位

故，识实性故，如是诸法，皆不离识，总立识名。”③ 所以这一切法都可以给它

取个名字，叫识。在梵文中，“识”写作ｖｉｊｎāｎａ，本义是了别。字首ｖｉ的意思是
分析、分割，动词词根ｊｎā是知、了，两者合成，表示通过对事物的分解、分析
而产生认知，也就是我们日常的认识。又 “识”者，心之别名；或自万有现象

自识所变一面来说，称为 “唯识所变”，宣说 “一切唯识所现”，故又被称为唯

识学派。而本文将以六经十一论之一的 《成唯识论》所言： “然诸识变略有二

种：一随因缘势力故变；二随分别势力故变。初必有用，但后为境。”④ 为开宗

明义的立量依据，就唯识思想理论中的 “二种势力变”作一详细的论述。通过

对因缘势力变和分别势力变两种势力变之基本内涵、义理以及相互间的关系等

方面来阐释和抉择，揭示出对我们学佛者在生活实践等修学过程当中的影响和

作用的具体体现，同时也体现出唯识学与认识论、心理学等现代科学和哲学等

领域间的特殊性、不共性，彰显其伟大殊胜之处。

二　二种势力变内涵探微

在 《成唯识论》当中，所谓识变果，一般有二种变法，即二种势力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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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随因缘势力变，二是随分别势力变。下面我们将其二种势力变之要义进行梳

理和阐释。

所谓因缘势力变　这可是人生宇宙的绝对真理，因为未曾有一法非因缘势

力变，佛陀一代圣教的核心正理所体现的就是因缘生法，所谓 “因”：生起事物

的亲因种子部分，也就是形成事物的主要根据，又名亲因 （内因）。“缘”：形成

事物的外部条件，又名疏缘 （外缘）。由此看来，既然有了根据和条件的有机结

合，也就有新的事物形成。而 《成唯识论》也有十五依处、十因、四缘和五果

等因果关系的界定和阐释，在此不再赘述。

对于因缘势力变的义理而言，将归纳于以下几方面。

首先，从心王八识来看，以眼识为例，因为眼识要具备以下九缘才得以现

起：以眼识自种为 “因缘”；前念眼识 （灭）开导后念眼识 （生）为 “等无间

缘”；色境为 “所缘缘”和以眼根为 “增上缘”；以阿赖耶识为 “根本依” （阿

赖耶识是识）；以第七末那识为 “染净依” （末那识亦是识）；以第六意识为

“分别依”（第六意识的分别依亦是识）；还有 “空间”，而空是不相应行法中

心、心所、色三法和合所显。在有物质分布的地方，叫色法，物质与物质之间

的间隔处，就是空间，由此说明这个空还是不离识而有的空，所以列入不相应

行法中；除空而外，还要具备 “光明”，光明仍然是识所摄，因光明是属物质中

的火大部分，如太阳在天空中运转时，正当照在我们这个地球上，所以就有光

明。如果到了晚上，地球背向太阳的地方就是黑暗的，故光明还是物质色法中

的一分，它也是属于 《百法明门论》所讲 “二所现影故”的一部分。其余的如

耳、鼻、舌、身、意、末那等前七转识，也必须各自具备相对应的八缘、七缘、

六缘和五缘才得以现起。即使是阿赖耶识也必须要具备以阿赖耶识自种为 “亲

因缘”；前念阿赖耶识 （灭）开导后念阿赖耶识 （生）为 “等无间缘”；种子、

根身、器界为 “所缘缘”；以第七末那识为根为 “增上缘”等四缘才能存在。正

如 《八识规矩颂》曾言：“五识同依净色根，九缘八七好相邻……”虽然颂文只

是标注了前五识现起的条件，而没有具体说明第六、第七和第八等后三识在生

起时所具备的条件 （分别具备几缘），但从其建立的规律可以总结出来。由此可

见：八识皆随因缘而生，属于因缘势力变。

其次，所谓心所有法，即心王所有的法。因而恒依心起，与心相应，系属

于心，所以才叫心所有法，亦名相应心所，心王生现行时，心所随之而起。正

如 《成唯识论》云：“此中识言，亦摄心所，定相应故。”① 同时与眼识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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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所，是不能单独而生起的，如眼识要具备九缘，与它相应的心所也要具备九

缘；耳识具备八缘才能生起，与耳识相应的心所也必然要具八缘才得以现起；

鼻、舌、身等三识具备七缘才能生起，与鼻、舌、身三识相应的心所也具备七

缘才得以现起。由此可知：心、心所法都是缘生，皆随因缘势力变。

最后，在物质性的色法当中，从地、水、火、风四大来看，所谓地以坚为

性，肌骨、肌肉、毛发、五脏六腑等都属地大。同样的，眼等五根、色等五尘

以及法处所摄色等色法也以自种为 “因缘”，生现行时以业力为 “增上缘”，还

要以阿赖耶识变果作 “增上缘”才得以生起。否则物质性的色法不会由潜能转

化为显能。故心、心所法是缘起，而 “二所现影故”的色法亦是缘生法，真正

识除了缘生的心、心所、色法之外，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法。

对于不相应行法而言：也是由心、心所、色法三位和合的假法。八识是由

因缘势力变。心、心所、色法等法，这些都是因缘和合而形成。有因无缘不能

生现行。法不从因生。如果你说：“法从因生，没得缘就可以生现行”，无有是

处。如果只从因所生，这是不能生现行的 （有因而无缘），如果没有自种 （因性

势力），只有缘也不能起现行 （虽有缘而无因）。故法亦不从缘生，也不从缘起。

唯有因缘结合，才有假象的形成，所以无有一法不是缘生，这就是识随因缘势

力变的内涵。

至于随因缘势力变所呈现出来的两大问题，也应一一如是进行辩解：①说

明诸法非主宰性。如果诸法有主宰性，肯定不会具备这么多条件 （缘）的。如

果诸法具备主宰性，说明诸法在不具备条件的前提下，种子与现行或者是潜能

和显能均可以相互转化而起，可谓一无是处，所以法非主宰性。由此佛法讲的

实我就是空，了不可得，因为 “我”谓 “主宰”义，如果法能主宰，譬如人人

都想长生不老，试问世间何以有长生不老之法呢？有生必有死，有相会，必有

舍离，这是自然规律，法尔如是，任何一法都不能违逆。因为我无主宰，一切

随缘，因缘所生。所以佛法言主宰性的实我不可得，就是因为它是缘起法。

②既然心、心所、色等诸法是缘起法，必定还有如梦如幻之生灭法，不可拨无

因果而堕入恶趣空。因此，作为一个学佛者，应该如实了知：缘起之法是假有，

主宰实体之法是无，没有主宰实体之法，就不会执着有一个实体之法，也不执

着有一个主宰性的我，但是缘起的假象幻象因果是有，所以修行者当下得随顺

因果。止其恶，修其善，舍其染，趋其净。而后还要掌握自己的命运，依因果

而得解脱，同时还要远离断灭空。通达缘起法最为重要，这就是法随因缘势力

变。总之，正因为心、心所、色及不相应行等这四类法和合皆是缘生，均属于

有为法，缘生如幻，无有实体，本性空寂，能够平等彰显出一个圆满清净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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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故 《百法明门论》云：“四所显示故。”

总而言之，既然八识都是缘生，即唯识是缘生的唯识。因为识是缘生法，

故识是缘生之识，另外，色法是心、心所这 “二”所显现的影像物质。由此而

知，眼识所具九缘皆不离识，是识与识彼此互作增上，互相促进，互相影响，

然后才有诸识的生起。这真实地彰显出虽然是缘生，是不离识作为条件而形成

的缘，故识定是缘生之识，同理可证：就是缘生定是识的缘生。除了识而外，

无有一法不依仗条件 （缘）而生起。所以唯识学则是用唯识方广缘生的甚深了

义而言，是以阿赖耶识为根本依，才会有缘生法之呈现。若无阿赖耶识受熏、

持种、内变根身和外变器界，以及作为有情生命相续前后不断的主体，即不会

呈现出诸如一切有情与有情、有情与无情、无情与无情等因果的建立，更无有

一切万法的生灭变异。由此，世间一切森罗万象，因果不断，都与阿赖耶识有

最直接、密切的因果关联。所以，在论证缘生时，那就得论述甚深缘起，因为

甚深缘起皆不离识，尤以阿赖耶识为根本，才算真正阐释了缘起之正理。否则

是多指心外一切部分物质上的缘生法，而此 《成唯识论》中之缘生，不仅说出

了 “二所现影故”的物质色法是缘生，也论述出了能够变现相分的见分 （精神）

亦是缘生。不仅叙述出见分相分都是缘生，更诠释出了见、相二分互作增上，

互相影响，互相促进，而后形成一个对立有机统一整体的缘生法。如果如幻的

缘生法，离开其中的任何一法，则诸法不能成立，如果离开其他诸法，这一法

亦不能成立。故没有这万相纷纭的缘生法当中的一法———阿赖耶识，而这些诸

法不能成立；如果我们要除遣地、水、火、风一部分的缘生法，而精神性的缘

生法亦不能成立。如果除遣心所有法之缘生法，心王和色法亦不能成立，所以

诸缘生之法，既是对立，又是统一，既是相反，又是相承的一个有机统一体。

此有机统一体的缘生法只有佛法才能述说得淋漓尽致，这才是甚深、圆满、中

正的缘生法：识与识之间互作缘生，精神与物质之间互作缘生，相分与见分之

间互作缘生，甚至转识与本识也互作缘生。

分别势力变　由以上 “因缘势力变”所显之法义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缘生

如幻之法皆非离识而有，故有分别义、有认识义、有能缘和所缘义等诸义理。

因为它们是分别势力变的缘生法，而缘生法又是由分别势力变所形成，故没有

分别势力变，缘生法则无法形成。因此阐释唯识时一定是缘生在其中的唯识，

方能在有上见空：叙述缘生时一定是唯识在其中的缘生，方能在空上显有。这

样才能彰显出佛法之因果律和无我律等要义，也才能在立中当下显破的法义。

反之，论述缘生时，一定要详述唯识，一切皆是分别势力变的正理，不离分别

而有诸法。所谓分别势力变的内涵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必须有挟带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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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有变带义；第三，有认识义。因为八识、心所等诸法在缘境变境时，皆

同时具有这三义，方为分别势力变。

分别势力变谓作意生心，是筹度心，即六、七二识。因为此二识是随自分

别作意生故，即不但有各自相对应的自性分别，而且分别含摄随念分别和计度

分别 （亦名差别分别）。由此二识缘无等时，影像相分无有实体。未必有用。亦

非由说分别故变境体定无，亦缘有故。若能缘心不任运起，虽任运起而无胜力，

所变之相非实种生名分别势力变。

真正要了知分别势力变的内涵，首先得要明了 “分别”具有以下两层含义：

一者是广义的分别，因为识又名分别，通常来说也就是虚妄分别。正如 《辨中

边论》卷上弥勒菩萨曾云：“虚妄分别有，于此二都无。此中唯有空，于彼亦有

此。”① 意为带虚妄分别的识是有，因为识又具觉了分别 （了别）之意。故从广

义上而言，所有的识都名分别，因它是虚妄分别，不能如理认识事理，这是广

义的分别。二者即是狭义的分别，此狭义分别则专指第六意识，因为意识利用

名言概念，对一切事理，依名取相，分别执着，故其是狭义的分别。而此处所

说随分别势力变，主要是广义的分别势力，当然也包括狭义的分别在内，然而

广、狭两种分别从其性质方面的异同点在于：广义的分别，属于识随分别势力

变，此处又以眼识为例，因为识又名分别，眼识生现行时，阿赖耶识为根本依，

末那识为染净依，意识为分别依等都是识之功用，都具有了别 （认识、分别）

之义，而眼识自身也是属于虚妄分别当中的一法；前念开导后念这个也是属于

分别势力变，阿赖耶识、末那识、意识等作增上，协助眼识生起，这就说明眼

识也是随分别势力变，从自身的因可知，眼识本身就具备分别 （自性分别），但

也是虚妄分别，故名识；故它本身就是虚妄分别势力变。同理，从缘而言，以

其他识作生起现行法的增上缘，也叫虚妄分别，因以其他识作增上，眼识则生，

所以眼识从增上缘的角度，也是分别势力变；眼识如此，耳、鼻、舌、身、意、

末那、阿赖耶、心所、八识、色法亦复如是，皆属分别势力变，因此，只要五

位百法当中，其中任何一法生现行时，由其他识作增上，它才能生起现行法，

此法都是属于分别，继而归纳于分别势力变。

同时，心王八识与其相应的心所、色法等诸法在由种子生现行法时，其

自身也属于虚妄分别。严格说来，从因和缘上而论，它们均属于分别势力

变；而八识等诸法从广义之分别势力变而言，如果不能如实认知分别势力变

或决定这个因缘势力，就沦为有漏的、杂染的、不清净的世间因果。所谓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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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因果，也就是染分依他，因为第六意识是狭义的虚妄分别；意识本身不能

如实了知所有一切诸识诸法都是随因缘势力变 （随因缘所生之法），故这是

广义的分别势力变，其中没有实我实法，若不如是明了这些道理，认为是真

实的、绝对的，然后会生起颠倒梦想，生我我所执，再以这个狭义的分别作

增上，由此使这一切法在因缘势力变时有染污，而成染分依他。成世间因

果，成为虚妄分别的识。从广义上述说就成了虚妄分别的识，而不是如理分

别的智。这就是狭义第六意识的分别势力变，最终它可以决定广义的因缘势

力变和广义的分别势力变，当属有漏的、杂染的、是世间因果；是虚妄分别

的识，属于染分依他，而不属如理分别的智和净分依他；如果狭义的分别势

力变，第六意识能如实认识因缘势力变和分别势力变之义理，了知诸法是相

有体无，无我我所执，既不生增益执，也不生损减执，如理通达因缘势力变

和广义的分别势力变，此时的第六意识之狭义认识而能作增上，这种认识，

实际上就是智慧在观照，以它这种狭义正确的认识作增上，而使广义的因缘

势力变和分别势力就成了清净的依他起自性，又叫净分依他，也是出世间的

清净因果规律。这些道理甚深最甚深，难通达极难通达，但是道理很伟大，

很殊胜。如果以此为修学的一个突破口，如是了达、如理作意，由此可以直

接通往解脱的光明的涅?彼岸，且通往无上大菩提。所以在因缘势力变和分

别势力之变果上。一定要了了分明，不可偏废。

如果不能正确认知缘生的识，狭义的第六意识属于虚妄分别，属于分别势

力变，就会使众生产生颠倒妄执，起我法执着，不知诸法随因缘势力变，这样

的认识就是虚妄分别，是染分依他，是世间因果。诸识由自种生现行时，并以

其他诸识作增上，而使此法不会生起现行，其他诸识均为虚妄分别，既然分别

名识，此法生现行法时，并以其他诸法作增上，而使他生现行，故此法名为分

别势力变，既然彼法此法同属分别，分别又名识，眼识自种生现行，眼识自身

也是虚妄分别，所以从自种的因缘角度来讲，也属于分别势力变，从其他识作

增上缘而言，也名广义的分别势力变。而狭义的分别势力变，就是第六意识，

能够如实了知广义的分别势力变之理，不生颠倒执着，故第六意识就无有我执

法执，这就是如理认识，正确认识，以此作增上，而使广义的分别势力变，将

来就成就佛的四智相应心品。如果是狭义的分别势力变，就有我法执着，颠倒

妄想以此作增上，而使八识生现行，就成了有漏的心、心所法，不为四智相应

心品，而名心、心所法，所以狭义的分别势力变，它就可以决定广义的分别势

力变和因缘势力变之所属：是世间的、出世间的、杂染的、清净的、凡夫、圣

者的等都取决于狭义的第六意识分别势力。所以广义的分别势力变和狭义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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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势力变及因缘势力变三种在变果上，都是所认识，但是狭义的分别势力变又

是能认识。如果能认识是错误的，有我执法执，没有把所认识之因缘势力变、

分别势力变通达明了，就会妄生颠倒梦想，就是第六意识的凡夫执着相，如果

把广义的分别势力变和因缘势力所认识抉择明细了，那狭义的分别势力变，就

是正确认识、如理抉择，即妙观察智，是圣者。

总之，在眼等八识中，第八识及前五识及五俱意识所缘之境，是依因缘任

运而生，皆有实用 （性境），故为因缘势力变，而第七识及第六独头意识之境是

依分别作意力而生，非从实种子而生，如镜中火唯影像并无实用 （独影境或者

带质境），故称之为分别势力变；又与第八识相应的触等心所之境任运而起，然

由于系假种所生而无殊胜力，故亦摄于分别势力变。故 《成唯识论掌中枢要》

卷上也说：“三类境中，独影与带质之一部分归纳到分别势力变。由于性境是因

缘而生，有实用，因此属于因缘势力变，独影境是由独头意识所变，与能缘之

见分皆由同一种所生，如龟毛兔角等只有影像而无本质；在带质境中，如因中

第七识所缘之第八识有其本质———第七识缘第八阿赖耶识见分为自我的真带质

境，故为见相别种，然其妄计之我相是由能缘之心而生，即与见相同种，故摄

于分别势力变。”

三　辨析二种势力变之间的关系

对于唯识学的所涵盖的二种势力变之间的关系来说，将从境 （教、理）、

行、果等几方面来抉择。总体说来，随因缘势力变摄藏于分别势力变之内，而

随分别势力变也已涵盖于因缘势力变之中。由此，在论述因缘势力变时，定有

分别势力变含在其中，这样才不会偏堕于唯物，不偏堕于心外，才能够建立起

世间因果和出世因果。空中显有，即破中有立，在讲述分别势力变时，必把因

缘势力变纳入其中；真正的分别势力变即因缘势力变，真正的因缘势力变也是

分别势力变，分别势力变为立，因缘势力变为破，二者是一个道理的两个方面，

广义的分别势力变，广义的因缘势力变，随因缘势力变可防堕唯心，说明法不

在内；随分别势力变免遭唯物，说明法不在外。两种势力变得有机结合正好显

示了不内不外、不一不异、不来不出之中道正理。同时，随分别势力变说明法

有幻生幻灭的道理，随因缘势力变说明法实无生灭，二者之结合正好契合法不

生不灭的中道实相。正因为随因缘势力变法性本空，所以法就不染，随分别势

力变———如果第六意识有邪分别———夹有我执在当中，无形中就把因缘势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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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污，而这个分别势力变法又不净，由此彰显诸法非染非净。

在理论上已如实了达此二种势力变之间的关系以后，进而应该在行持上进

行如理如法的观照：随分别势力变者，说明于法不舍，因为它有因果，有幻相，

当言而言，当行而行，属于后得智，不落于空；随因缘势力变者，于法不取，

不取于相，如如不动，随即远离常边，根本无分别智照空时，而不落于有。由

此二智平等运用，不取不舍，善取善舍，真俗圆融。这种真俗圆融的行持，当

下就是果。正如 《瑜伽师地论》云：“不于实无起增益执，不于实有起损减执，

不增不减，不取不舍，如实了知如实真如离言自性，如是名为善取空者。”① 意

思是运用主观的认识活动，与客观的一切诸法的有机统一，现观亲证，正与

《解深密经》上讲的心一境性相秉承，也契合广义的瑜伽相应义。当下于一切法

平等平等，不取不舍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而分别势力变仅仅就随念分别和

计度分别 （又名差别分别）而言，不是指广义的一切分别的自性分别而言。其

实分别势力变已经将因缘势力变包含其中了。同时，为说明一切诸法皆无自性，

皆无实体，虽有因果，但因果如幻非实，故叙述分别势力变时，又把因缘势力

变的道理如实显出，这样才能当下破执，继而远离常边。但在通达无我时，又

非完全断灭，法有因果幻相，不安住在空中，远离断边。世间关键是在狭义的

分别势力变中形成，即在第六意识的随念分别和差别分别上，若不了达一切皆

是因缘势力变，也不了达一切皆是分别势力变：不能通达我空法空和因果规律

成常断见。外道无外此常断二见，如上帝、唯物等。所以后来的唯识方广都是

把三界唯心及缘起性空两大原则有机结合，彰显出内因缘生法的缘起性空，这

个 “内”字代表的是分别势力变，缘起性空代表的是因缘势力变。两者结合，

就是内因缘生法的缘起性空，就是非断非常，非有非空，不一不异，立破双彰

的中道了义。彻底在第六意识的随念分别和差别分别上通达无碍，而后转化成

善分别的随念分别，无有差别分别。或者是在通达无我律上来通达因果律的善

巧的差别分别，将会转化成后得智和根本智，成为出世间果，转凡成圣。所以，

解脱也就在第六意识随念分别和差别分别上，如实了知它是因缘势力变和分别

势力变的道理。可以说因缘缘起的道理，要是根本无分别智才行，了达分别势

力变的道理要后得无分别智。后得无分别智善达因果事相，条分缕析，了了分

明；因缘势力变是以根本无分别智来通达，通达其共相一切皆是因缘势力变的

缘起性空。所以要两智平等起用，所缘境上就要从因缘势力变和分别势力变上

来如实正确的平等通达。正确认识，则因缘势力变是出世的因缘势力变，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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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变就是清净的分别势力变，由染转净；错误认识，则两种势力变都是染污

的、有漏的。

四　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唯识学的两种势力变，在 《成唯识论》已有所阐释，我们

只是在此将其要义进行梳理和抉择，使真学佛者真正领悟到两种势力变在修学

佛法的实践过程当中的指导意义，同时也能清楚地认识到两种势力变与现代科

技和哲学中之认识论、心理学等学科体系之间，在理论依据和建立之来源等诸

多方面存在着不共性和特殊性。其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特点：在哲学领域中的

认识论和心理学等学科体系具有建构性的特性，① 即就宇宙万有之本质来推及各

事物之间的现象存在形式的缘由和根据，均属于本体论的思想体系或者具有第

一性的基本内涵，诸如一元论、二元论和多元论思想等表现形式；而结构性的

特点主要是表现在诸事物之间之现象来推及现象的存在形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

所在等，② 而佛教，尤其是唯识学中的二种势力变正好反映了这一点，是依于内

因缘生一切法的缘起性空———缘起正理来建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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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建构性：主体对客体信息进行组合和构思，在观念中建构客体。客体是外在于人的客观客体。在认

识过程中，主体把客体在思惟中分解成各个部分，分别进行认识。客体信息经过主体选择加工后，

呈现出分散的、不完整、不系统的状态。这样作为整体的客体在观念中就以分散的、不连续的形势

出现，而人们的认识任务是要以完整的形式在观念中把握客体的本质和规律。因此，主体必须在观

念中对分散的客体信息进行组合、加工，力图按客体的本来面貌重新建构起一个观念的客体。在具

体认识过程中，主体对客体信息的这个 “建构”或者 “重构”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主体思惟对客

体信息的选择取舍或加工制作，最后都必须通过 “建构”或者 “重构”这一环节，才能实现主体以

观念的形式反映客体的要求。

结构性：各个部位的配合、组织，各个组成部分的搭配和排列，是指一件事物的架构或组织的特质。

如建筑物的架构，文章的组织，人群的组合的特质等。因为事物的结构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即

“就事论事，就现象来论证现象”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