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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凡涉因果话题，哲学家们都需回答以下问题：因果关系到底是什

么？在西方哲学传统之外，印度哲学家们对这一问题也有诸多回应。弥曼差学

者童中尊（Kumārila）提出因果作用（vyāpāra）说，认为因对果有“作用”，这

种作用是因果关系的本质所在。佛教哲学家寂护（Śāntarakṣita）对此持不同观

点，他驳斥因是通过“作用”而生果这一观点，并表示，除了因自身的存在

之外，别无其他作用。本文由童中尊和寂护的论辩入手，通过对“无间决定”

（ānantarya niyama, the restriction on immediate succession）、“生果力”（śakti, causal 

power）、共许方便（saṅketa, convention）等概念的讨论来梳理寂护的因果论。

对寂护而言，因果关系并不指涉某种形而上的真实，而只是指称事物的规律性

生发而已。事物之间的这种规律性生发状态被描述为“无间决定”，意思是某种

特定的果总是规律性地伴随于某种特定的因之后。一切讨论因果关系的术语都

只是共许方便，是根据人们的意愿和实用目的设立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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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序言

凡涉因果话题，哲学家们都需回答以下问题：“因果关系”到底指的是什么？

当我们说两个事物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时，我们在描述的到底是什么情况？播种发芽，

击球球动，将它们认定为因果现象，我们有何凭依？对这一有关因果律的形上学难

题，西方文化传统的哲学家们提供了非常多的思路，以至于我们碰到相关话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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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性地想到休谟、康德等。然而，印度哲学家也对因果关系问题有着丰富的讨论，

能够为这一话题在当代社会的展开和深入探讨提供思路。针对“‘因果关系’到底指

的是什么”这一问题，一些印度婆罗门教哲学家提出了“因果作用”（vyāpāra, causal 

activity）说。根据这一说法，因果作用充当着因与果之间的媒介，被认为是因果关

系的本质所在。

Vyāpāra 这一梵文词由词缀 vi、ā 和词根 √pṛ 组合、演化而来。其原初意义可翻

译成“有意图的动作”，指涉有主体参与、有目的的动作。其拓展意义则包括一般

的行动、运动、运转，比如寂护用它来描述“看”、“理解”、“指称”、“引生”等动

作。“引生”这一动作，也就是本文所说的“因果作用”。

弥曼差派哲学家童中尊（Kumārila，7 世纪左右）是持因果作用说的一个代表

性人物。他认为，只有当我们见到因果作用的发生时，才能够确认因果关系的存在。

其表述如下：“仅当我们见因果作用先于果之出现时，方可确认因之存在。仅时间上

先于某物，不能确定［其为因］。”a这段话显示了童中尊的两个主张：第一，存在着

某种因果作用，在因与果之间充当着媒介的功能；第二，因果作用是因果关系之本

质所在，正是由于因果作用之存在，才能够确认两个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

佛教哲学家寂护（Śāntarakṣita，8 世纪左右）在这一问题上持不同见解，他拒

斥“因果作用”的观念，认为因果关系并不蕴含着某种形而上的存在，而只是指涉

事物的规律性出现现象。这种事物呈规律性产生的现象被寂护描述为“无间决定”

（ānantaryaniyama, restriction on the immediate succession）b，意思是特定的因总是产生特

定的果，特定的果总是伴随着特定的因而出现。而一切有涉因果律的概念都只是共许

的方便之说，是人们出于自己的某些意愿或者需求而创造的说法，以服务于某些现实

生活中的目的。寂护为因果问题提供了一个详尽的论证，其因果理论可以从几个不同

层级来理解，这从在他和童中尊的辩论中逐次展现的论证过程可以清楚看出。

本文将通过对“无间决定”、“生果力”（śakti, causal power）及“共许方便”（saṅketa, 

convention）等概念的讨论来检视寂护的因果理论。其观点主要呈现在他的《摄真实

论》（Tattvasaṃgraha, The Compendium of Truth，简称 TS 或《摄》）一书中，该作也是

a　ŚV 841, 5–6 ad Śābdādhikaraṇāṃ, verse 433: tasmāt prākkāryaniṣpattervyāpāro yatra dṛśyate | tadeva kāraṇaṃ tanya 
na tvānantaryamātrakam. 翻译参考 Jha 之英译，见 Ganganath Jha, Ślokavārttika: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Sanskrit with Extracts from the Commentaries “Kāśikā” of Sucarita Miśra and “Nyāyaratnākara” of Pārtha Sārathi 
Miśra, Delhi: Sri Satguru, 1983, p. 483。

b　此处我将 niyama 翻译成“有规限的”，强调这种伴随关系不是任意的，而是经常如此，或者可观察的时空

中总是如此的。一般来说，niyata、niyama 会被译成“一定”、“决定”，但是这样很容易引起误解，似乎寂

护在持一个决定论的立场。为避免这一误解，本文一般用“规限性”来进行翻译，只有在少数时候句子语

法需要时才采用“一定”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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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主要参考文献。他的弟子莲花戒对该作有一个注疏《摄真实论疏》（Tattvasa-

ṃgrahapañjikā, The Commentary to the Compendium of Truth, 简称 TSP 或《疏》）。对莲

花戒的注疏和寂护的颂文立场是否总是一致这一问题，学界观点有异，但目前尚未有

区分二者观点的成熟研究。a《摄》颂文本身晦涩难解，莲花戒的注释是我们理解寂护

观点的重要参考，因此本文假设二者观点一致，将他们放在一起讨论。除这两个文献

之外，童中尊的《偈颂大疏》（Ślokavārttika, A Gloss to Mīmāṃsā Sutra, 简称 ŚV）作为

寂护之敌论者自我阐述的核心文献，也是重要的参考资料。

二  因果关系作为“无间决定”

在《摄》全书的开篇偈颂中，有一颂解释了寂护因果理论的基本立场，其论证

的起点是以佛教缘起（pratītyasamutpāda, Dependent Origination）论来解释因果：

法为缘起，非原质（prakṛti）生，非自在天（īśvara）生、非原质、自在天共

生，非我生，无作用（vyāpāra），迁流无定（cala）。［缘起］为安立（vyavashtā）

业因业果之基础 b

在此颂中，寂护显示了其撰写这一著作的一个旨趣：拒斥其同时代的其他哲学派

别之因果论，建立佛教以“缘起观”为核心的因果理论。缘起论常常被表述为十二缘

起说：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

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其更为抽象的版本可称为“缘起偈”：此有故彼

有，此无故彼无。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c寂护和莲花戒在讨论因果论时，频繁

提及这一偈颂。在反驳敌论者“因果作用”的观念时，寂护表示，唯一存在的“因

a　Sara L. McClintock, Omniscience and the Rhetoric of Reason: Śāntarakṣita and Kamalaśīla on Rationality, 
Argumentation, & Religious Authority,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10, p. 3.

b　TS, v. 0001–0006. prakṛtīśobhayātmādivyāpārarahitaṃ calaṃ | karmatatphalasambandhavyavasthāsamāśrayaṃ || … 
yaḥ pratītyasamutpādaṃ jagāda gadatāṃ varaḥ || 本文所用《摄》和《疏》之梵文来自于 Dwārikādās Śāstrī, 
Tattvasaṅgraha of Ācārya Shāntarakṣita with the Commentary ‘Pañjikā’ of Shri Kamalashīla (two volumes, 
continuous pagination), Varanasi: Bauddha Bharati, 2006。翻译参考 Jha 之英译，见 Ganganatha Jha, The Tattvas-
aṅgraha of Shāntarakṣita with the Commentary of Kamalashīla, p. 2。

c　Bahudhātuka Sutta: Majjhima-Nikāya 115: imasmiṃ sati idaṃ hoti, imass’ uppādā idaṃ uppajjati; imasmiṃ 
asati idaṃ na hoti, imassa nirodhā idaṃ nirujjhati. Robert Chalmers eds., The Majjhima-Nikāya (vol. 3), London: 
Published for the Pali Text Society by Henry Frowd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99, p.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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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作用”就是作为因的事物之存在，并不需要预设形上学意义上的“因果作用”来

解释因果关系。在《摄》520，他表示：“［因之］存在是仅有之［因果］作用；若此

有，则彼有；由此，果得以生起。”a《摄》522 写道：“仅依‘此有故彼有’，假立［生

果］‘作用’。”b类似的表达寂护和莲花戒重复了多次。莲花戒在其注疏中还进一步表

示：“除了‘随行条件’（anvaya，forward pervasion）和‘反事实条件’（vyatireka，

counterfactual dependence）之外，并无其他途径了知因果关系。”c此处，“随行条件”

指的是“此有故彼有”和“此生故彼生”，而“反事实条件”指的是“此无故彼无”

和“此灭故彼灭”。然而，将因果关系定义为“此有故彼有”并不能终结对因果的讨

论，依然有诸多问题尚待回答。寂护面临的下一个问题就是这里“此”和“彼”的关

联问题：这一缘起偈到底意味着“此”与“彼”之间什么样的联系？

据材料显示，寂护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一问题，但是其对因果问题的阐释却显示

出下列倾向：通过强调因果之间的时间关联，寂护似乎倾向于仅以时间伴随关系来

解释因果律。寂护在《摄》第九章花大量篇幅讨论因果的时间关系，并且论证二者

之间只有一种时间关系是合理的，也即因在上一刹那，果在即刻伴随的下一刹那。

他反复强调，因果关系中我们唯一能看到的只有二者的伴随出现。d虽然寂护并没有

直接表述时间上的伴随关系是因果关系的真相，但莲花戒却有这种表达。在为介绍

《摄》486 颂而撰写的注疏中，莲花戒回应了敌论者的如下观点：我们需要设定因果

关系的存在，否则因无法促进果的生起。莲花戒直接说：“即使无生果作用，因果关

系依然存在，仅由间（antara）、无间（ānantarya）伴随［即可证］。”e在529 颂的注

疏中，他有一个更强的表达：“因果法则之建立基础仅在于无间伴随，而非作用。”f

有鉴于此，至少从寂护、莲花戒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倾向于仅以时间上

的邻近来描述因果关系。

显而易见，这种对因果关系的界定太简单，不太站得住脚。童中尊提出了一个

简单的反例：当一头牛紧随着一匹马出现时，前者的存在并不是由后者导致的。也

a　TS 520: janmātiriktakālena vyāpāreṇātra kiṃ phalam | sattaiva vyāpṛtis tasyāṃ satyāṃ kāryodayo yataḥ ||

b　TS 522: tadbhāvabhāvitāmātrād vyāpāropyavakalpitaḥ || 

c　TSP 521: na hi kāryasya vastumātragatānvayavyatirekānuvidhāyitvaṃ na prasiddham || 以“随行条件”和“反事

实条件”来界定因果的主要是法称。参见 Masahiro Inami, “On the Determination of Causality,” Dharmakirti’s 
Thought and Its Impact on Indian and Tibetan Philosophy: Proceedings of the 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Hiroshima, November 4–6, 1999, ed. by Shoryu Katsura, Vienna: Osterreich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1999, p. 134。

d　参见笔者博士论文的第二章，讨论了寂护对因果时间关系的详细论证：Wenli Fan, Actions and Results: A 
Study Based on Śāntarakṣita and Kamalaśīla,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Dissertation, 2017。

e　TSP486: syād etad antareṇa api vyāpāram ānantaryamātreṇa hetuphalabhāvo bhaviṣyati ity āha ||

f　TSP529: tasmād ānantaryakamātram eva kāryakāraṇabhāvavyavasthānibandhanaṃ na vyāpār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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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说，时间上的伴随关系并不能成为充分条件，保证因果关系的存在。简单地以

时间上的伴随关系来界定因果，犯了过度泛化的谬误。在生活中，我们可以观察到

很多相续出现的事物，但是它们之间并不能构成因果关系。童中尊的批判有着更大

的理论野心：既然时间上的即时伴随不足以确认因果关系，那么因果连接的形成一

定有更深的原因，也就是他所认为的“因果作用”。

寂护不认可“因果作用”的说法，但是他认同敌论者提出的反例，纯粹的时间

伴随不足以确定因果关系。因此，他作出退让，加入了一个限定条件，宣称“无间

决定”，也即带有限定性的“无间伴随”现象是因果关系的标识。

在《摄》521 颂中，寂护表示：“只有‘无间决定’（ānantarya-niyama）才可以被

视作是‘待’（apekṣā），因之‘作用’在于其恒常存在于果生起之时”a在《摄》530

颂中，他表示：“某物存在于另一物之前，仅时为因。正是因其‘决定’（niyama）才

被认为［因］。”b在《摄》531 颂中，寂护表示：“若此有，则彼一定（niyata）有，则

许此为［彼之］因。”c反复出现的这些表达标志着寂护认可在因果关系中存在着某种

限定性。换言之，事物的即刻伴随现象并非任意出现，而是体现出某种规律性：特定

的事物总是伴随着另一些特定的事物一起出现，如同苹果种子总是结出苹果。这种限

定性使得因总是引发特定的果产生。这也就是所谓的规律性，或者用寂护的术语“有

规限的即时伴随”。

综合而言，寂护的论证包含两个不同层级的主张：第一步，因果关系意味着时

间上的即刻伴随，上一刹那的存在物是因，紧随其后的下一刹那的存在物是果。针

对敌论者提出的“马跟随牛出现”这一反例，寂护加入一个限定条件，宣称是“无

间决定”标识出因果关系。

这一方案并不能终结对因果问题的探索，我们可以继续追问，这种“无间决定”

是如何产生的呢？为什么某些因会限定性地产生某些果呢？

三  因与“生果力”（śakti, causal power）

在回应上述质疑时，寂护用到了 śakti 这一概念，似乎暗示，是因为“生果力”

的存在，才会有特定因总是导致特定果的现象。

a　TS 521: ya ānantaryaniyamaḥ sa eva apekṣā abhidhīyate | kāryodaye sadā bhāvo vyāpāraḥ kāraṇasya ca ||

b　TS 531: anya anantarabhāve api kiñcid eva ca kāraṇam | tathā eva niyamād iṣṭaṃ tulyaṃ ca etat sthireṣu api ||

c　TS 532: yo yatra vyāpṛtaḥ kārye na hetus tasya cenmataḥ | yasminniyatasadbhāvo yaḥ sa hetur itīṣyatā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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Śakti 来源于梵文词根 √śak，意为“能……”，有时会翻译成“力、功能、作用”

等，与 vyāpāra、arthakriyā 等概念的翻译混淆纠缠。在本文的语境中，śakti 仅被翻

译为“生果力”，因为它指的是因引生特定果的能力。下面的引文可以看作是对“生

果力”的一个定义：

因之“生果力”限定其［引生］特定果……因此特定因总是导向特定的符

合目的［的果］，而非任意之某事物。［或者说］，特定果总是从特定因而来，而

非一切因导致一切果。a

这段引文强调，特定因总是引生特定果，且我们据此可说这一特定因有引生特

定果的“生果力”。在《摄》第九章，śakti 经常被用于指涉生果力或者引生特定果报

的潜能。例如，寂护论证种子的“生果力”只局限于产生芽等（《摄》502）；是存在

于第一刹那的因之“生果力”使得果在第二刹那得以生起（《摄》512）；行为和果报

之间的因果关系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事物有产生另一些事物的“生果力”（《摄》503）。

莲花戒在注疏中经常使用“生果力之决定”（śakti-pratiniyama 或 śakti-niyama）这一

术语。b从文章来看，似乎对于寂护和莲花戒来说，是生果力促使因引生果报。甚至

可以更进一步说，是“生果力”促使特定的因引生特定的果，如苹果种子产出苹果。

看起来似乎寂护通过“生果力”的设定来确立某种形而上的真实存在，比事物

生发的表面规律性更深层次的存在。而“生果力”与印度正统派所设立的“因果作

用”概念有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在因果关系中充当连接因与果的媒介；都回应了

特定因生特定果的问题；看起来都试图去挖掘因果现象背后更深层次的真实。换言

之，寂护似乎在拒斥形上学意义的“因果作用”之后另立了一个具有形上学意味的

“生果力”。或者至少我们可以说，他对这一概念的使用，显示出其对因果关系进行

形上学探索的意图。若如此，他对“因果作用”之拒斥和批判的说服力会大大降低，

而其自身因果论的合理性也会受到质疑。

那么，寂护是否的确在倡导一种自相矛盾的因果理论呢？答案是否定的。实际

上，对寂护而言，除了因这一事物之存在本身之外，śakti 并不指称其他任何事物。

他使用这一术语仅仅是为了强调其作为因的这一角色功能。

a　TSP 11: syād etat kāraṇānāṃ pratiniyateṣv eva kāryeṣu śaktayaḥ pratiniyatāḥ...| yadeva samarthaṃ na tu yatkiṃcit 
kiṃcid eva tu kutaścidbhavati natu sarvaṃ sarvata ||

b　除了 śakti，莲花戒在注疏中也使用 sāmarthya 来指涉生果之力。例如，他有论证非存在“没有生果力／生果

功用（sāmarthya）”，因此无法引生果报（TSP 484&515）。本文不对 sāmarthya 做过多讨论，因为其与本文

主题关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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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摄》1607—1671 颂中，寂护清楚地表示因与“生果力”是一回事，且实际

上预设“生果力”的存在是没什么用的。a

除了具备“生果力”的事物自身外，并没有独立存在的“生果力”，后者的认

知是通过推测而来；而具备“生果力”的事物，是可以直接观察（adhyakṣa）而得

的……除了因本身之外，“生果力”还能是其他的什么呢？若生果力［与因相］异，

则引发果之生起的是“生果力”，而因对于果之生起则无功用。相反，若因果然引发

果之生起，则生果力不能相异［于因］；因为“因”之属性即包含生果之效用，而其

具有如此功能，可从现量得证。无其他可靠认知途径来知晓“生果力”的其他特质。

即使认识到它的其他特质，也无用，因为仅因自身之存在即可引果。b

在以上的颂文中，寂护排除了“生果力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异于因的事物”这

种可能性，因为若如此，这个“因之角色”应该归于“生果力”，而非事物自身。因

此，他总结说：“至于‘生果力’，并非是异于事物自身的存在。”c此外，他主张，

“生果力”除了指称因自身之存在之外，并无其他特质可言。即使它有其他特质，也

是无用的，因为因自身的存在就能够引发果的生起。换言之，预设生果力是另一独

立存在物毫无作用。

更有甚者，莲花戒表示，只有在因果关系被看到之后，才能够说有“生果力”存

在。“若一物为另一物所引生，仅此方可设立后者‘生果力’之存在，且判定其为

因—而非相反。”d换言之，我们只有在看到果被引生之后才可以认为其有“生果

力”。是已经发生的因果关系使我们可以界定一事物为因且具备“生果力”。换言之，

使因果关系成立的并不是“生果力”，而是前文所说的“无间决定”。后者是我们眼睛

可以直观看到的生发现象，而前者则是我们根据可见现象对一事物之能力进行的描述。

概括而言，文本证据表明，寂护仅用“生果力”这一概念来强调事物作为“因”

的角色，它只是因的另一异名而已，并不指涉因自身存在之外的任何事物。

a　在和宾汉姆顿大学（Binghamton University）的 Charles Goodman 教授私下讨论中，他指出了一个非常有

意思的问题：śakti 是因之自性所在，且其除了指涉因自身的存在外，并不指涉其他任何事物。寂护对因

果的讨论是在阿毗达摩系统之“法”（dharma，最小微粒）概念之上进行的，而在寂护所使用的阿毗达摩

理论框架中，“法”等同于其自性。Siderits 的解释也说明了这一点，参见 Mark Siderits and Shōryū Katsura, 
Nāgārjuna’s Middle Way,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13, p. 157。

b　TS 1607–1611: tatra śaktātirekeṇa na śaktir nāma kācana | yārthāpattyāvagamyeta śaktaścādhyakṣa eva hi || ... 
asaṃśayāviparyāsaṃ śaktiḥ kānyā bhavet tataḥ || vyatirikte tu kāryeṣu tasyā evopayogataḥ | bhāvo ’kāraka eva 
syād upayoge na bhedinī || arthakriyāsamarthaṃ hi svarūpaṃ śaktilakṣaṇam | evam ātmā ca bhāvo ’yaṃ pratyakṣād 
vyavasīyate || anyalakṣaṇasaṃsiddhau pramāṇaṃ na ca kiñcana | jñātenāpi na tenārtho rūpāt tat kāryasiddhitaḥ ||.

c　TS 1619: tasya deśāntaraprāptiḥ śaktistvanyā nirākṛtā || 

d　TSP 21: yadi hi kenacitkiṃcidabhinirvartyeta tadā nirvartakasya śaktir vyavasthāpyate | nivartyasya ca karaṇaṃ 
sidhyet | nānyathā || 翻译参考 Jha, The Tattvasaṅgraha of Śāntarakṣita, p.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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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因果关系作为共许方便（saṅketa, convention）之说

我们还可以继续追问，设立“生果力”之存在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寂护要接

受这一概念？

就笔者所见，寂护并未直接陈述他为什么要使用“生果力”这个概念，但是寂

护很可能会回答，“生果力”这个概念只是作为因这一事物的方便异名，且我们并不

需要为其设立形上学的根据。他认为，人们对语言的运用有其任意性，对概念的使

用是依据他们的愿望而非事实的本来状况。在《摄》第八章中他有如下表达：“语词

的使用仅仅是出于共许之方便（saṅketa），符合人们的意志（icchā）。”a在注疏中，

莲花戒进一步阐述了这个观点并表示，人们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来使用某些声音

指涉某些事物。在语词和真实世界之间并没有真正确定的关联。有时甚至在表面的

语言背后，完全无真实可言。

Saṅketa，有时也会写作 saṃketa，是由梵文前缀 sam 加上词根 √cit 衍生而来。

Sam 意为“共同、一起”，√cit 作为词根，其基本意思是“认知、知道、了解”。因

此，由二者结合引生而来的名词 saṃketa 意思是“共同知道、协议、共许”，学界

有时会翻译成“俗数”、“印定”、“施设”、“假”等。总而言之，它强调这是一个依

据大家共同的知识或者意愿，公认许可而设定的说法，是为了生活的方便，与佛教

“世俗谛”的概念有相似处，因此本文翻译成“共许方便”。

佛教文法学家 Nāgeśa Bhaṭṭa 认为，语词和其所指物之间的这种“被指称―指

称关系”（vācyavācakabhāvāparaparyāyā, signified-signifier relation）之建立，在于我

们对语词和所指物之间同一关系的主动施设：“同一性建立于见到一物时对另一物的

忆起，这就是‘共许方便’（saṃketa, convention）。”b简单来说，如果我们都认同某

些语词可以对应于某些事物或现象，在人们的心中形成惯性的连接，那么这种“指

称―被指称”关系就得以形成。在人类文化的流变中，这些指称会植入大多数人的

观念中，形成固定的思想，达成某种共识，这个时候“共许方便”就成立了。

在“生果力”这个问题中，当所有人都认可使用这一术语来指涉特定因总是引

生特定果的事实时，那么其用法就是合法的。只要人们不认为其意味着某种形上学

的存在，这一说法就是无误的。实际上，从寂护的视角来看，不仅是“生果力”，整

a　TS 389: icchāracitasaṅketamātrabhāvi hi vācakam || 翻译参考 Jha, The Tattvasaṅgraha of Śāntarakṣita, p. 246。
b　tadgrāhakaṃ cetaretarādhyā samūlaṃ tādātmyam | tac ca saṃketaḥ | 参见Dan Arnold, “On Semantics and ‘Saṃketa’: 

Thoughts on a Neglected Problem Withbuddhist ‘Apoha’ Doctrine,”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Vol. 34, No. 5, 
2006, p. 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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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关于因果律的观念都是一个共许的方便说法，仅仅服务于人们的现实需求。正如

其在《摄》中所言，“纵然实无作用（vyāpāra），人们仅凭意志依然可说‘此生彼’，

随顺共许之方便（saṅketa）故”a。

由此，寂护主张，因果这一概念只是一种协议共识，相应于这一共识人们才针

对某些特定的现象使用“此生彼”“生果力”“因果关系”“因果律”等概念。寂护

拒斥任何形上学的设定，比如预设在我们观察到的因果现象之上有“因果作用”这

种形上学的实在物存在。我们所有的仅仅是共许之方便而已，一种语义上的协议共

识，用来描述某些特定现象。它可能并没有形上学的基础，但是却被证明有实际的

功用。

莲花戒在注疏中进行了如下设问：“谁人如是言说［‘此生彼’等］？”然后他又

回答说：“无视外部真实，基于言说欲，合于共许之方便，行为者如是言说、行动。”b

莲花戒的注疏包含有以下三层含义：首先，对因果说的使用是基于人们的意愿

进行的自由言说；其次，人们如此言说是出于实用的需求；第三，他重申了寂护的观

点，认为没有形上学意义上的“因果作用”，对因果的表达都只是基于“共许方便”。

第三点无须多言，对于前二者需要有所解释。要理解这一点，需要理解佛教的

“相续”（santāna）概念，“相续”也可以理解为因果链，也即，在更大的因果关系图

景里，看到的将不只是“种子―芽”这种由两件事物或者两个事件构成的因果关系，

而是“……种子―芽―植株―花―果……”这样一个漫长的因果链序列。而我们

根据自身的意愿或者需求选择其中两个节点，比如“种子―芽”、“花―果”，甚至

“种子―果”，将之描述为因果关系。而当我们进行选取的时候，往往是根据我们自

身实用的目的，为便利我们的生活而进行描述。

婴儿喝奶能够止饿，三岁小儿触火手疼，学生从书本上了解到吸烟可能致癌，

而化疗可以治疗癌症……终其一生，人都在不断地获取各种有关因果现象的知识，

而这些知识帮助我们更好地生存于世间。我们可能并不知道一件事情如何“导致”

另外一件事情的发生，但是规律性出现的现象足够让我们总结成知识并描述成因果

关系，广而告之，以服务于人类生活。我们并不需要形上学意义上的终极真理，是

这种规律性出现的现象让我们有了“因果关系”的共许方便之说。

a　TS 519: tat taj janayati ity āhur avyāpāre a’pi vastuni | vivakṣāmātra sambhūtasaṅketānuvidhāyinaḥ || 
b　TSP 519: ke punas ta evam āhuḥ? ity ādi | bahirarthanirapekṣavivakṣābhāvisaṅketānurūpavyavahārakāriṇo 

vyavahartāraevam āhur ity artha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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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小结

本文探讨了寂护在因果关系上的立场。他驳斥了“因果作用”的观念，不认为

在因果关系的现象之上有某种形上学意义的真实存在。寂护以佛教缘起偈作为解释

因果的基础：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他在讨论因果

律时频繁回到这一偈颂，还将之解释为“无间决定”，强调特定的因总是引生特定的

果，而因果之间的时间关系是即时伴随。对寂护而言，“因果关系”这个概念所指称

的仅仅是我们能够观察到的这种即时伴随关系。

针对“决定如何发生”这一质疑，寂护会回答那是基于因的“生果力”。然而，

这种“生果力”所指的只是事物自身而已，并未隐射某种形上学的存在。换言之，

对于问题“为什么因总是引生特定的果”，寂护的答案只是：“因的性质就是如此。”

他没有提供在可观察现象之外的任何解答，于可观察的事物规律性出现之外拒斥任

何形而上学的设定。他理论中出现的“生果力”，看似某种形上学预设，实际上只是

因自身的一个异名而已。它的使用仅仅是用来强调特定因生起特定果这一事实。更

甚者，寂护宣称“此生彼”的这些有关因果关系的表述仅仅是“共许方便”，基于人

们自身的意愿和现实的需求而施设的。

如此，寂护将“因果律是什么”这一问题还原为“因果关系指称的是什么”。前

者是一个形上学的追问，而后者则是一个知识论的探索。对他而言，“无间决定”是

探索因果问题的终点。我们能够知道的是这种伴随现象并不是任意发生的，呈现出某

种规律性，而这种规律可能隐含着某种限制因素，但它到底是什么？我们无法知晓。

在对因果律进行的探索中，我们已经穷尽了人类的知识，即使有更深一层的真实，我

们也无法企及。我们能做的就是回到现实人生，关注人类实用的需求，满足于对因果

律进行的描述，也即寂护所说的“无间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