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同时因果”与 “异时因果”问题之争

———重新衡定唯识学派时间哲学中的疑难①

陈群志②

【摘要】本文主要围绕唯识学派时间哲学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展开，即种

熏观念中的 “同时因果”与 “异时因果”问题之争。印顺认为，唯识学派

基于阿赖耶识的受熏持种而来的 “三法展转，因果同时”的说法无法避免

中断之失，因为它们只能成立同时的相依因果，而不能成立前后的相生因

果。在他看来，唯识学派的时间理论如果想不受到中观学派的勘破，就必

须放弃其刹那现在的看法，换句话说，只有放弃种熏观念中 “同时因果”

论，才能避免理论上的困难。与印顺的立场一样，杨惠南也认为唯识学派

的 “同时因果”论是有问题的。他指出， 《成唯识论》中的 “同时因果”

论会衍生 “阿赖耶识非无记”等结论，就其理论体系而言是自相矛盾的，

因此唯识学派应该放弃 “同时因果”论，进而采用 “异时因果”论。但根

据我的考察，印顺与杨惠南两人的观点都值得商榷。除此之外，上田义文

和横山
!

一在就安慧本 《唯识三十颂》中的 “识转变”概念进行探讨之时

也衍生出了 “异时”和 “同时”的争论。横山
!

一极力反对上田义文的看

法，不过他似乎误解了对方的意思。基于此，本文的核心目的在于重新衡

定中国和日本学者的争论，以澄清唯识学派时间哲学中 “同时因果”与

“异时因果”问题的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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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顺认为，阿赖耶识的 “种生现，现生种”的这种 “三法展转，因果同时”

的说法是无法避免中断之过失的，因为它们只能成立同时的相依因果，而不能

成立前后的相生因果。① 更重要的是，如果根据中观学派的理论，“同时”中没

有任何的因果可言。如此一来，印顺甚至主张，唯识学派的时间理论如果想不

受到中观学派的勘破，就必须放弃其刹那现在的看法。② 换句话说，只有放弃种

熏观念中 “同时因果”这样的说法，才能避免理论上的困难。

与印顺的立场一样，杨惠南也认为唯识学派的 “同时因果”论是有问题的。

他指出，《成唯识论》中的 “俱时因果论”会衍生 “阿赖耶识非无记”等结论，

就其理论体系而言是自相矛盾的，职是之故，唯识学者应放弃种熏观念中的

“俱时因果”论，进而采用 “异时因果”论。③ 在笔者看来，这种说法并没有合

理理解唯识学派中的 “同时因果”和 “异时因果”问题。

此外，基于新发现的梵文原本，即安慧论师对 《唯识三十颂》的疏解本，

日本学者上田义文和横山
!

一就文本中 “识转变”的概念进行了讨论，其中却

衍生出了 “异时”和 “同时”问题之争。从表面上看，上田义文似乎倾向于

“异时因果”的看法，却遭到了横山
!

一的强烈反对。笔者比较认同横山
!

一对

安慧疏解本的解释，但觉得他以此来反对上田义文的理据不是很充分，而且对

上田义文本人的基本观点也有误解。

基于以上理由，本文将分为两个大的部分来阐述：一、我们首先将根据唯

识经论来展现 “同时因果”与 “异时因果”问题的来源；二、在前面讨论的基

础上，再对中国和日本诸研究者的争论予以相应的辨明。

一　“同时因果”与 “异时因果”

问题的来源与检证

概而言之，按照唯识学派的基本主张，“同时因果”和 “异时因果”的说法

是为了阐明 “识转变”（ｖｉｊāｎａｐａｒｉ爟āｍａ）而建立的。在他们看来，“转变”涵

摄着作为 “潜在心识”的阿赖耶识 （“种子”）改变状态 “显现”于作为 “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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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识”的 “现行”（“现行”即潜在心识的显现状态），而在此 “种子”与 “现

行”的交互作用中就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因果依存关系。此处所说的 “种子”与

“现行”的关系涉及唯识学最重要的理论依据，因此需要详加讨论。

“种子”（ｂīｊａ）的说法本来就是一种比喻 （种能生果），佛教文献最早可追

溯到 《杂阿含经》，后来部派佛教中的经部学派 （经量部）才确切地建立 “种

子说”，用来说明 “业” （ｋａｒｍａ）的感果问题，认为 “业”虽然已经过去，然

而作为其感果之潜在势力 （生果的功能）的 “种子”会相续展转，便生起名色

果报。不过，经部学派并没有给予种子一个固定的存储位置，因而没有像唯识

学派那样主张具有能够含藏诸法种子的 “阿赖耶识”，只是说 “色心互持种子”

（色法种子与心法种子相互摄持）。如此一来，从理论上讲并不完满，色法灭后

如何持种？心法种子如何传递？这些问题还是难以解决。

唯识学派的中坚力量世亲吸收了经部学派的 “种子说”，他在 《阿毗达磨

俱舍论》中就言道：“此中何法名为种子？谓名与色，于生自果，所有展转邻

近功能，此由相续、转变、差别。何名转变？谓相续中前后异性。何名相续？

谓因果性三世诸行。何名差别？谓有无间生果功能。”① 这里的种子具有动态

的生果功能，由 “转变”“相续”“差别”来说明业果感赴。不过世亲在此并

没有提出阿赖耶识的持种思想。阿赖耶识与种子关联起来进行系统性说明，只

有在其成熟时期的作品 《唯识三十颂》中才得以见到。其中，有两颂提到了

相关内容：

第二颂 （前半）： “初阿赖耶识，异熟、一切种。” （ｔａｔｒāｌａｙāｋｈｙａｍ·

ｖｉｊāｎａｍ· ｖｉｐāｋａｈ．ｓａｒｖａｂīｊａｋａｍ）

第十八颂：“由一切种识，如是如是变，以展转力故，彼彼分别生。”

（ｓａｒｖａｂīｊａｍ· ｈｉｖｉｊāｎａｍ· ｐａｒｉ爟āｍａｓｔａｔｈāｔａｔｈā｜ｙāｔｙａｎｙｏｎｙａｖａｓ＇āｄｙｅｎａｖｉｋａｌｐａｈ．
ｓａｓａｊāｙａｔｅ）②

下面我将依次解释这两颂中所涵摄的 “同时因果”与 “异时因果”问题，

以便为后面第二部分的探讨铺垫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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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唯识三十颂》第二颂中所涵的因果问题

按照 《成唯识论》中的疏解，第二颂中的 “阿赖耶识” “异熟” “一切

种”分别表示着阿赖耶识的自相、果相、因相。① 其实，这三者不过是用不同

的语词表示着 “阿赖耶识”的存在状态。梵文 “ｓａｒｖａｂīｊａｋａｍ”用现代文译出
即 “拥有一切种子”，② 也就是说 “种子”是阿赖耶识的因相存在，阿赖耶识

“拥有一切种子”。③ 括而言之，种子是阿赖耶识所具有的能够生起一切有漏无

漏诸法的功能，而潜在种子在生起色心诸法之时就显现出来了，因而称之为

“现行”。

在 《成唯识论》中，阐释者还进一步界定了 “种子”的六种性质。④

（１）刹那灭：种子虽有实体，但刹那生灭，任何种子念念才生，无间即灭
（“无间”即指生灭同时）。依据刹那灭，一方面显示了种子的生灭无常，另一方

面反对任何以常住法来解释种子。职是之故，外道主张的自性、神我等常法为

生起之因，部派佛教中的大众部等所说的 “无为缘起”，正量部所说的 “长期四

相”，大乘有人认为真如是诸法之因等都在反驳之列。⑤

（２）果俱有：种子要与其所生的现行果法同时和合而有，才能称之为种子。
种子生现行，并不是种子先灭然后生现行，而是种子 （因）与所生的现行 （果）

相即不离。换而言之，作为现行之潜在势用的种子与作为种子之显现相状的现

行是非一非异的。欧阳竟无用 “体”“用”来解释种子与现行的关系，认为种子

是 “用中之体”， “以种子眠伏藏识，一切有为所依生故”；现行是 “用中之

用”，“以现行有强盛势用，依种子而起故”。⑥

（３）恒随转：种子不但具有刹那灭性，同时还要相续不断而生起，前后刹

那之间并无任何间隙。这里主要是为了说明前六识有间断，第七识有转易，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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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欧阳竟无 “唯识抉择谈”，《欧阳渐文选》，王雷泉编，上海远东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４页。



此不得言其为种子，只有种子识是恒时一类相续而无间断转易的。

（４）性决定：种子生现行，无漏种子所生现行必定是无漏法，有漏种子生

现行，善种必定生起善现行，恶种必定生起恶现行，无记种子也是如此。现行

熏种子，也随着其能熏现行的有漏、无漏、善、无善、无记等熏生同性种子。

（５）待众缘：种子生现行，并不能孤立出现，而必须要待众缘和合方能生

起取果的作用，种子自身虽为因缘，当仍需要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等的

牵引才能生果。

（６）引自果：每一种子生起现行，必须要色心各自引生自果，色法种子生

色法现行，心法种子生心法现行，不能有任何错乱。①

以上 “种子”的多重性质中，值得特别注意的是种子、阿赖耶识、现行之

间的 “体用因果”关系。 《成唯识论》中说： “此中何法名为种子，谓本识

（按：阿赖耶识）中，亲生自果功能差别。此与本识及所生果，不一不异。体用

因果，理应尔故。”② 窥基 《述记》中解 “体用因果”道：“本识是体，种子是

用；种子是因，所生是果。此之二法，理应如是，不一不异。”③ 因为体是本识，

用是种子，体就是体，用就是用，体用有别，所以不一；不过体是此用之体，

用是此体之用，体用不离，所以不异。又因为种子是因，现行是果，因就是因，

果就是果，因果不同，所以不一；可是因是此果之因，果是此因之果，因果相

即，所以不异。④ 智周 《成唯识论演秘》则解道：“论体用因果理应尔者，摄论

（按：《摄大乘论》）唯望体用明之，瑜伽 （按：《瑜伽师地论》）但据因果以辨，

此论 （按：《成唯识论》）兼之。摄论本云：‘阿赖耶识中诸杂染品法种子，为

别异住？为无别异？非彼种子有别实物，于此中住亦非不异。’无性论第二

（按：即无性菩萨所造的 《摄大乘论释》卷第二）释云：‘一切种子是阿赖耶识

功能差别，如法作用与诸法体非一非异，此亦复尔。’瑜伽五十二云：‘种子云

何？非析诸行别有实物名为种子，亦非余处。然即诸行如是种姓、如是等生、

如是安布，名为种子，亦名为果， ［当知，此中］果与种子不相杂乱。 ［何以

故？］若望过去诸行即此名果，若望未来诸行即此名种子。…… （按：此后智周

有所省略）望彼诸法不可定说异不异相，犹如真如。’”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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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智周的引证，《瑜伽师地论》中明言种子与诸行相即不离，不相杂乱。

但是，杨惠南却宣称 《瑜伽师地论》的这段文字透露出了种子与现行间的因果

是 “异时因果”，并以此认为 《瑜伽师地论》不一定像 《摄大乘论》或 《成唯

识论》那样主张种现、现种之间的 “同时因果”。① 笔者不同意这种看法，杨惠

南试图利用唯识学派经论内在的不一致性来论证护法—成唯识论所宗重者应该

放弃 “同时因果”的主张，但实际上，就其所引证的文字来看，并无内在的不

一致。我们不妨重新引述杨惠南所示的 《瑜伽师地论》中的原文并补引后文，

然后再看看是否就如其所言。

原文：“复次，种子云何？非析诸行别有实物名为种子，亦非余处。然

即诸行，如是种姓、如是等生、如是安布，名为种子，亦名为果。当知，

此中果与种子不相杂乱。何以故？若望过去诸行即此名果，若望未来诸行

即此名种子。如是，若时望彼名为种子，非于尔时即名为果；若时望彼名

果，非于尔时即名种子。是故当知种子与果不相杂乱。［譬如谷麦等物所有

芽茎叶等种子，于彼物中，磨捣分析，求异种子，了不可得，亦非余处。

然诸大种，如是种性、如是等生、如是安布，即谷麦等物，能为彼缘，令

彼得生，说名种子。当知此中，道理亦尔。］”②

遁伦在 《瑜伽师地论记》中解释道：

［景云］：初名能熏望种不即不离。谓非析诸行别有实物名为种子者，

虽由能熏成于种子，若分析能熏诸行一一分中无实种子，此明不即。亦非

余处者，非离能熏成于种子，此则不离。然即诸行如是种姓如是等生者，

此明种子望所生果不即不离。然即诸行者，牒所生行。如是种姓者，牒能

生种。随三性种子，生三性现行，故言如是等。如是安布名为种子，亦名

为果者，此明安布种子在赖耶中，如此种子能生是种又是能熏家果。“不相

杂乱，何以故”下，释 “不杂乱”。

［泰云］：如萨婆多苦集，是一物，因果故说二，亦不同此。此同经

部师立附依止，亦熏习说名种子。然此种子与果报身不定一异，不相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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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杨惠南：《〈成唯识论〉中时间与种熏观念的研究》，《华冈佛学学报》第５期，台北：中华学术院佛
学研究所１９８１年版，第２６５—２６６页。
弥勒：《瑜伽师地论》（卷五二），玄奘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２７册，第８７６页。



乱。如谷麦有生芽功能，然功能与麦等不相离。若依大乘真实理门，种

子在赖耶识，与识不定一异。若据随转理门，种子附身相续中，报身不

定一异。摄论亦云：种子在依止处中及本识中。二文据随转理门故约诸

行说也。

［备云］：“然即诸行如是种姓如是等生”等者，此明六七识与种子不一

果。“如是安布名为种子亦名果者”，此明本识与种子不异。

基述上三师 （按：即景、泰、备三论师）释已，云今解稍别。此并望

现行种子为论。“亦非余处”以上，释种子与行不异。而 “即诸行”以下，

明种子与行不一。“何以故”下，释成上义。“譬如谷麦等物”下，三藏云

此中意者，谓如一麦芽望后蕊名种。从前种生，名果。即以茎为蕊种子亦

为前种果。今解，从 “譬如”以下至 “亦非余处”，明谷麦等从芽茎以为种

子生，与茎等为果不一异。然 “诸大种如是种性如是等生”下，明此麦谷

从水土缘力，后生茎果时不一异。此譬喻多前法同，即茎等果种子麦为缘

生后芽等说名种子，知法相亦复如是。①

据此经文以及释文，我们都看不出任何 “异时因果”的论调，文意都在说

明种子与现行的 “不一不异”，这与 《摄大乘论》和 《成唯识论》是完全一致

的。倘若如杨惠南所指出的那样，《瑜伽师地论》中所透露的 “异时因果”论尤

其可以从 “非于尔时即名为果” “非于尔时即名种子”中看出，② 显然并不确

当。我们必须联系前后文才能明白此中的具体意思，在 “若望过去诸行即此名

果，若望未来诸行即此名种子。如是，若时望彼名为种子，非于尔时即名为果；

若时望彼名果，非于尔时即名种子”这段话中，讲的是 “种子”或 “果”的名

称是相对于 “望”诸行而来的。换句话说，基于现在这个源泉点望过去诸行就

是果，望未来诸行就是种子，因此是 “即”诸行而言 “种子”或 “果”，因

“即”的方式不同，所以就有 “非于尔时即名为果”或 “非于尔时即名种子”

的说法。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只是在解释因果的 “不一不异”，而并没有与

《摄大乘论》或 《成唯识论》相冲突。

（二）《唯识三十颂》第十八颂中所涵的因果问题

至于第十八颂，直接的意思是说：“阿赖耶识拥有一切种子，由于其与各转

·５５·“同时因果”与 “异时因果”问题之争

①

②

遁伦：《瑜伽师地论记》（卷一一），《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１０２册，第２８８页。
参见杨惠南 《〈成唯识论〉中时间与种熏观念的研究》，《华冈佛学学报》第５期，第２６６页。



识的相互作用，于是使得识的转化如此如此的进行下去，从而有种种分别的生

起。”有人会质疑：“如果没有任何外在力量作为条件，那么识的诸种分别如何

能够在不受外力的影响下而生起？”而世亲颂文的本意就是要反驳这种质疑。①

关于 “展转力”（“相互力”），安慧疏解道：“‘以相互力’者，一方面是指眼等

识的活动 （起现），增长自身的功能即成为有殊胜功能的阿赖耶识的转化之因；

另一方面，此阿赖耶识的转化，又成为眼等识 ［活动］之因。如是相互作用，

两皆生起。所以各种各样的分别 ［能够］自阿赖耶识中不受外 ［力］支配，非

一而起。”② 霍韬晦指出，安慧的基本意思是：“由阿赖耶识，诸转识起，亦即种

种分别生；由诸转识的活动，于是还熏阿赖耶识中的功能，使其继续转化。”这

与 《成唯识论》中的 “三法展转，因果同时”是相通的，也是唯识宗建立赖耶

缘起的原初想法。③ 简而言之，此第十八颂也透露出了 “同时因果”的基本

问题。

到此为止，我们能够总结唯识学派有关 “同时因果”与 “异时因果”问题

的来源，并根据相关经文加以检证。如前所述，种子是含藏在阿赖耶识自体中

的生果功能，不是离开阿赖耶识的别异存在，它们之间的关系是 “不一不异”

的。现行则是由种子而生起的一切色心诸法。

种子作为阿赖耶识的生果功能，寄存在阿赖耶识的自体之中，念念相

续，自类相生，称之为 “种子生种子”。这种 “种子生种子”因前念灭而后

念生，唯识学派名此为 “异时因果”。种子如果与众缘和合，就会随即生起

现行，称之为 “种子生现行”。同时，在种子生起现行的时候，现行诸法有

强盛作用，刹那间熏习起现行的种子，而此受熏的新种子又生灭相续，待众

缘和合之时再起现行，称之为 “现行熏种子”。这种 “种生现、现熏种”的

关系在唯识学中叫做 “三法展转，因果同时”。根据罗时宪与杨白衣的研

究，可以图示如下。④ （见图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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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护法等 《成唯识论》（卷七），玄奘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３０册，第７４８页。
霍韬晦：《安慧 〈三十唯识释〉原典译注》，第１１６页。另可参见徐梵澄译本：“以展转力故者，谓
眼等识在自功能增长中，为功能具足阿赖耶识转变因，而阿赖耶识变，变为眼等识因。如是以展转

力故，二者俱转。是故阿赖耶识，非由外力所加，多种彼、彼分别生。”［参见 《安慧 〈三十唯识〉

疏释》，徐梵澄译，见 《徐梵澄文集》（第七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版，第４１２页］
霍韬晦：《安慧 〈三十唯识释〉原典译注》，第１１７页。在唯识学研究界，许多专家比较侧重于指出
护法系和安慧系的不同之处，反而会忽略他们都是作为唯识学传人的更多共同性，这是很值得注

意的。

图１中的上两图系罗时宪所作，下图系杨白衣所作，稍有改动。参见罗时宪 《唯识方隅》，《罗时宪

全集》（第三卷），第７６—７７页；杨白衣：《唯识要义》，台北：佛陀教育基金会，第８９页。



图１　唯识学中种子与现行的 “同时因果”与 “异时因果”关系

图１所示的 “异时因果”与 “同时因果”之论题，主要出自 《成唯识论》，

其中有明文表示：

谓与所生现行果法，俱现和合，方成种子，此遮前后及定相离。现种

异类，互不相违，一身俱时，有能生用；非如种子，自类相生，前后相违，

必不俱有。虽因与果，有俱不俱，而现在时，可有因力，未生已灭，无自

体故。依生现果，立种子名，不依引生，自类名种，故但应说，与果

俱有。①

（１）“谓与所生现行果法，俱现和合，方成种子，此遮前后及定相离。”根

据窥基 《述记》的解释，“俱现和合”中的 “现”有三种含义：“显现”“现在”

“现有”。 “显现”表示有别于果无法显现的第七识，这是基于 “果”来讲的；

“现在”表示有别于过去与未来 （前后）实有之说，这是基于 “因果”相通来

讲的；“现有”表示有别于假法，这是基于 “因”来讲的。② 因此，种子与现行

·７５·“同时因果”与 “异时因果”问题之争

①

②

护法等：《成唯识论》（卷二），玄奘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３０册，第６９７页。
参见窥基等 《〈成唯识论〉述记三种疏》（第二册），第６３页。



果法必定同时和合而有。职是之故，窥基反对经部学派、上座部以及外道等所

主张的 “因果异时”说。①

（２）“现种异类，互不相违，一身俱时，有能生用；非如种子，自类相生，

前后相违，必不俱有。”这就是说，因 “种子”与 “现行”不是同类，所以能

同时存在。如 《述记》所言：“现行与种，各异类故，互不相违。于一身俱时现

在，有能生用故。……因果体性不相似故，名为异类，不相违故，得同时有。”②

可是，为何种子与种子之间的相生就是 “异时”的呢？唯识学派认为，正因为

“种子”与 “种子”是同类相生，所以前念种子和后念种子的相续是前灭后生的

“异时因果”关系。窥基引证 《瑜伽师地论》说：“‘与他性为因’，即种望现；

‘亦与后念自性为因，非即此刹那’，此即是种前后相生。”③ 此中区分了两种

“因”：“与自性为因”和 “与他性为因”。 “与他性为因”是说明 “种子”与

“现行”的性质是不同的，但二者却是更互为因的；“与自性为因”是说明 “种

子”与 “种子”的性质是相同的，却也前后相生。④ 韩清净 《瑜伽师地论科句

披寻记》中指出：“然 ‘与他性为因等’者：种生现行，名与他性为因；果望于

因，故名为他。种生自种，名与自性为因；种望于种，因性是一，故名为自。

若与他性为因，当知同一刹那；若与自性为因，当知非一刹那。为显此义，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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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窥基原文：“此遮经部等因果异时，上座部等亦尔。种望现行，定俱一身，不相离故，得为因也。

外道说大自在天生一切有情，有情因缘者，皆不成也。”［窥基等：《〈成唯识论〉述记三种疏》（第

二册），第６５页］经部的问题可以参见 《阿毗达磨俱舍论》卷６：“如是一切理且可然，而诸世间种
等芽等极成因果相生事中，未见如斯同时因果故。今应说：云何俱起诸法聚中有因果义？岂不现见

灯焰、灯明、芽、影同时亦为因果？此应详辩。为即灯焰与明为因，为由前生因缘和合焰明俱起，

余物障光明而有影现，如何说此影，用芽为因？理不应然。” ［世亲：《阿毗达磨俱舍论》 （卷６），
玄奘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４７册，第５１页］上座部的主张可参见 《大毗婆沙论》卷

三九：“作用时异，故不相违。谓法生时，生有作用；灭时老灭，方有作用。体虽同时，用有先后，

一法生灭，作用究竟，名一刹那。”［五百大阿罗汉等：《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三九），玄奘译，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４５册，第３３８页］
窥基等：《〈成唯识论〉述记三种疏》（第二册），第６５—６６页。
参见窥基等 《〈成唯识论〉述记三种疏》 （第二册），第６６页。另外，《瑜伽师地论》中的原文如
下：“虽无常法为无常法因，然与他性为因，亦与后自性为因，非即此刹那。又虽与他性为因，及

与后自性为因，然已生未灭方能为因，非未生已灭。又虽已生未灭，然得余缘方能为因，非不得余

缘。又虽得余缘，然成变异方能为因，非未成变异。又虽成变异，彼与功能相应方能为因，非失功

能。又虽与功能相应，然必相称相顺方能为因，非不相称相顺。” ［弥勒：《瑜伽师地论》 （卷五），

玄奘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２７册，第３８０页］
《成唯识论》中有言：“《瑜伽》说：‘无常法与他性为因，亦与后念自性为因’是因缘义。自性言

显种子自类前为后因，他性言显种子与现行互为因义。”［护法等：《成唯识论》 （卷四），玄奘译，

《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３０册，第７１５页］



说 ‘后’言。种安住位，因性随转，恒相续故。”①

（３）“虽因与果，有俱不俱，而现在时，可有因力，未生已灭，无自体故。

依生现果，立种子名，不依引生，自类名种，故但应说，与果俱有。”对于这种

说法，有人会质疑，既然 “种子望现行”能够在 “现在”中说 “同时因果”，

并且又认为 “种子望种子”是 “异时因果”，如此一来，在 “过去”或 “未来”

中，那么 “种子”作为 “因”的作用应该如何理解呢？窥基回答： “因与果俱

有者，谓生现；不俱者，生自类。虽俱、不俱，而要现在，可有因用，以有体

故。若入过去，即无因用，体已灭故。未来亦尔，因用未生，体无有故。”② 此

即是说，只有具有在 “现在”能够同时生起现行果的因力者，才能称之为合格

的 “种子”，“种子”的名称是依据能生现行果的 “建立因”而成立的，不是根

据引生自己种类的 “正生因”才给出的。如 《瑜伽师地论》中所载： “问：眼

与眼识若是因果，云何俱有？若俱有者，云何得成因果两性？答：识依眼生，

非如种芽因果道理。眼与眼识非正生因，唯建立因。是故此二俱时而有，因果

性成，犹如灯焰光明道理。如眼与眼识，耳鼻舌身与彼诸识，当知亦尔。若异

此者，虽有自种，无所依故，眼等诸识，应不得生。”③ 明显可以看出，这里所

说的 “正生因”是说种灭芽生之类的道理，而眼种子生眼识现行并不属于 “正

生因”，而只是 “建立因”。 “建立因”是增上缘，增上缘并不妨碍其同时俱

有。④ 而且，关于 “种灭芽生”和 “焰炷同时”的区别，《成唯识论》中也给出

了明确的说法，即： “有作是说 （按：即有人质疑道）：要种灭已，现果方生。

无种已生，《集论》说故。种与芽等，不俱有故。有义 （按：即正确的看法）：

彼说为证不成。彼依引生后种说故；种生芽等，非胜义故；种灭芽生，非极成

故；焰炷同时，互为因果。然种自类，因果不俱；种现相生，决定俱有。”⑤

二　“同时因果”与 “异时因果”

问题的争论与反驳

凭借相关经论，我们已经指出，在唯识学派中，种子和现行 （或阿赖耶识

·９５·“同时因果”与 “异时因果”问题之争

①

②

③

④

⑤

韩清净：《瑜伽师地论科句披寻记》（卷五），北京华藏图书馆２００９年版。
窥基等：《〈成唯识论〉述记三种疏》（第二册），第６８页。
弥勒：《瑜伽师地论》（卷五六），玄奘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２７册，第９１５页。
参见窥基 《瑜伽论略纂》（卷一五），《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１０１册，第１９３页。
护法等：《成唯识论》（卷四），玄奘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３０册，第７１５页。



与诸转识）的熏生关系是 “同时因果”的关系。不过，在当代的中国和日本，

都有学者持有不同意见。中国的主要代表为印顺与杨惠南，他们都对 “同时因

果”论持有反对意见 （前文已有提及，本部分将再次讨论）。日本的主要代表是

上田义文与横山
!

一，他们围绕安慧文本中的 “识转变”概念进行了 “同时”

与 “异时”的争论。下面我们将具体阐明争论者们的基本观点，并且做出相应

的反驳或回应。

（一）对印顺批评 “同时因果”论的反驳

唯识学派的时间观持 “现在实有论—过未无体论”的立场，其根据阿赖耶

识的种生现、现熏种的种现熏生来说明三世的因果相续。但印顺并不认为阿赖

耶识能够成立因果的不断，唯识学派中的 “三法展转，因果同时”无论如何都

不能解决断灭论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三法因灭果生的 “同时”之中存在着

“不同时”的立场，因此自相矛盾。① 印顺站在中观学派的立场，觉得唯识学派

必须放弃 “同时因果”论，否则难以成立其自身理论。在 《中观论颂讲记》中，

印顺明确表达了这种意见：

因果同时，一分学者以为是正确的，但性空者认为同时就不成为因果

法。的确，同时因果，是有它的困难的。如唯识学者说种子生现行，是同

时有的；现行熏种子，也是同时有的；成立三法同时。但是能生种与所熏

种，是不是同时的？如也是同时的，本种生现行，新熏的种子为什么不生

现行？而且，种子因未生时，不应生现行果；种子因生时，现行果也同时

已生，这如牛二角，成何因果？不但种现熏生有同时因果的过失，如前念

种和后念种为亲因，前念现行与后念现行，也有疏缘的关系。这因果前后，

又如何成立联系？所以，他的种现相生，现现相引，不出此中所破二门。

（按：“此中”指 《中论·观因果品》中的观点）②

印顺所质疑的对象，原文出自 《成唯识论》：“能熏识等，从种生时，即能

为因，复熏成种。三法展转，因果同时，如炷生焰，焰生焦炷；亦如芦束，更

互相依。因果俱时，理不倾动。”③ 在此，印顺似乎对唯识学派 “同时”的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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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性”有所误解，以为 “因灭果生”必定是 “在前”和 “在后”时间性的固定

关系，从而忽略了基于 “现在”而来的阿赖耶识俱有 “时间场域”非断非常性

质的基本理路。 《成唯识论》中明确表示阿赖耶识是如河流一样 “恒转”的，

“恒”指阿赖耶识在任何时间都是一类相续永无间断的种子识，“转”指阿赖耶

识在任何时间都是念念生灭的。就其 “时间性”而言，这就像 “河流”一样，

非断非常。“如是法喻 （按：即 ‘恒转如流’），意显此识，无始因果，非断常

义。谓此识性，无始时来，刹那刹那，果生因灭，果生故非断，因灭故非常，

非断非常是缘起理。故说此识，恒转如流。”① 也就是说，阿赖耶识作为深层的

意识河流具有非连续的连续性，既持恒又不断变化。

倘若对照胡塞尔现象学的看法，上述观点会更加明白。依据胡塞尔的解释，

原初的意识河流没有任何延续，因为作为最深层的意识河流只是像其所流动的

那样流动，不能更快也不能更慢流动。“持恒性是一个在河流中构造起自身的统

一，而这河流的本质就在于：在它之中不可能有任何持恒存在。处在河流中的

是体验的相位和相位的持续系列。但这样的相位不是持恒的东西，同样，持续

的系列也不是持恒的东西。”② 换而言之，意识变异的河流并非一个点状时间相

位的单一存在，而是在现时现在的这个 “现在”中被给予的，“如果这个现象移

入到过去，那么这个现在便获得过去现在的特征，但它始终是这同一个现在，

只是相对于各个现时现在和时间上新的现在而言，它是作为过去而站立于此。”③

因而，在意识河流的每个瞬间能够同时把握到一个 “并存”的连续。与之相似，

唯识学派只承认 “现在”才具有现实的被给予性有其道理。《成唯识论》中谈及

“因果”立于 “现在”的 “缘起正理”，所谓 “缘起正理”是指 “深妙离言，因

果等言，皆假施设。观现在法，有引后用，假说当果，对说现因；观现在法，

有酬前相，假立曾因，对说现果。假谓现识似彼相现。如是因果，理趣显然，

远离二边，契会中道”④。就唯识学的视角来看，过去未来并没有实体，故而因

果关系并非根据时间的 “在先”与 “在后”来表露的，因果只是依照 “现在”

才假立的，所以因果能够同时成立且相续不断。种子与现行的关系不是像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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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芽生”类的 “正生因”，而是如 “焰炷互缘”类的 “建立因”。① 印顺的误解

就是混淆了 “正生因”和 “建立因”而造成的。

令人奇怪的是，印顺虽然持批评唯识学派 “同时因果”的观点，但是在解

释 《摄大乘论》的时候，却又比较中肯地解读了相关文献。无著 《摄大乘论》

中有一段 《成唯识论》也曾引证过的文献：“阿赖耶识与彼杂染诸法同时更互为

因，云何可见？譬如明灯，焰炷生烧，同时更互。又如芦束互相依持，同时不

倒。应观此中，更互为因，道理亦尔。如阿赖耶识为杂染诸法因，杂染诸法亦

为阿赖耶识因，唯就如是安立因缘，所余因缘，不可得故。”② 印顺在此段释文

后的 “附论”中非常客观地指出：

本论的因缘观，重在种生现、现熏种的同时因果，不同时的都不能

成为因缘。种生现、现熏种是同时的，这由现行熏成的新种，为什么不

同时就生现行呢？要知道时间是建立在现行上的。种生现、现熏种的三

法同时，也都是以现行法为中心的。现行的生起，必有所从来，所以建

立种生现。这现行必有力量能够影响未来，所以建立现熏种。这都是以

现行为中心，并不立足在种子上，所以现在虽能熏种，所熏的种在同时

中，不能说就生起现行。因为在一刹那中，像心心所，不容许有两个现

行自体并存，却不妨有多种子的存在；何况助成种子生现的因缘，也还

未成就。③

以上所解比较符合唯识经论的基本意思。至于印顺为何又要在 《中观论颂

讲记》和 《中观今论》中屡次批评唯识学派的 “同时因果”论，个中缘由难以

了知。不过，根据 “印顺法师著作年表”可以得知，《摄大乘论讲记》 （１９４１）

是先于 《中观论颂讲记》（１９４２—１９４３）和 《中观今论》 （１９４７）形成的。④ 因

此可以推测，他在研究唯识学派的 《摄大乘论》之时，其中观学派的基本立场

可能还没有完全坚定下来，而且代表他自己思想的最初著作 《印度之佛教》也

还没有写出，因而其通览的见解还不是很明显。在这种意义上， 《摄大乘论讲

记》中有关唯识学派 “同时因果”的解释并不足以代表印顺的最终意见，相反

却可能是他后来反对 “同时因果”论的材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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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对杨惠南反对 “同时因果”论的辩驳

杨惠南在论文 《〈成唯识论〉中时间与种熏观念的研究》① 中所表达的观

点，与印顺可谓异词同调，也认为唯识学派应该放弃 “同时因果”论。不过，

杨惠南没有像印顺那样站在中观学派的立场来反对，而是基于唯识学派内部的

不同立场进行论证。在他看来，如果唯识学者坚持种熏观念中的 “同时因果”

论，那么就会与阿赖耶识的 “无覆无记”相左，最终造成许多理论上的困难，

因此，与其这样，倒不如放弃护法等论师的主张，改用胜军、难陀等论师的

“异时因果”论。这个观点值得商榷。如果说印顺的观点还有几分可取之处，那

是因为其毕竟是从中观学派的立场出发的，而且就中观学派来看，的确没有所

谓 “因果”问题，也不会承认 “时间”的实有性。令人惊异的是，杨惠南却用

已经被护法等驳斥了的理论来进行相反的推证，就其推证的方法来讲倒也无可

厚非，或许护法等对胜军等的驳斥本就有问题，可是他的推证在基本证据上还

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故而我们不得不再进行澄清。

杨惠南这篇长达二十多页的论文分为六部分，依次为： “部派佛教的时间

观”“唯识经论中对时间的看法”“成唯识论的刹那种熏说”“成唯识论所破斥

的时间观与种熏说”“成唯识论之时间和种熏说的困难” “结论”。在这六个部

分中，第五部分 “成唯识论之时间和种熏说的困难”是核心所在，我们不妨就

依此部分来进行相应的辩驳，其余可从之。杨惠南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

第一，不管是部派佛教中的说一切有部，还是经量部、大众部，抑或是唯

识学派中的护法、胜军等，都主张 “时间”是建立在 “现在”或 “刹那”之上

的，只是经量部和唯识学派进一步把 “现在”或 “刹那”建立在 “种生现、现

熏种”的因果关系之中。

第二，各学派对 “现在”和 “刹那”的理解存在着分歧：有部、经部、上

座、胜军等主张 “现在”或 “刹那”具有 “前后延续性”（例如：胜军就认为，

在一 “刹那”中的 “种生现或现熏种”是 “异时因果”关系）。与之相反，大

众部和护法系唯识学者则认为 “现在”或 “刹那”没有任何的 “前后延续性”

（比如：护法就指出，“种生现、现熏种”乃是 “如秤两头，低昂时等”的 “同

时因果”关系）。

得出以上结论之后，杨惠南随即质疑道：“就我个人的研究来看，在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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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不同的时间观中，护法系的俱时因果说是难以成立的，因为它与它的另一主

张———藏识无记说，是相违背的。”① 在他看来，因果法则最基本的条件是

“变化”，而 “变化”必须预设 “时间”，如此一来，既然 “种生现、现熏种”

都是 “同时因果”，那么怎么可能 “异类”熏生呢？按照他的理解，种现熏生

如果是 “同时因果”的话，那么就 “没有时间”产生 “异类”的 “变化”，

也就是说旧种与新种之间必定无任何本质上的区别，新种的现行与旧种的现行

亦如此，这样的话，流转还灭的理论也就无法成立了。更重要的是，为了避免

以上困难，杨惠南认为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现行果法有胜功能，能使新种有

别于旧种；二是阿赖耶识有胜功能，能使新种有别于旧种。尔后，他又论证第

一条路是不通的，而第二条路会产生阿赖耶识不是 “无覆无记”的结果，因

而无法成立。

我们认为，杨惠南的观点存在着某些误区，以致无法准确理解唯识学派的

“同时因果”论。首先，护法系唯识学者并不认为 “现在”或 “刹那”没有任

何 “前后延续性”，与之相反，他们恰恰认为 “现在”的自相是相续不断的。杨

惠南误解的原因主要源自于对经论的误读与断章取义。首先，他引证 《成唯识

论》中所说的因灭果生 “如秤两头，低昂时等”来说明护法系唯识学者反对

“现在”具有 “前后连续性”。实际上，“如秤两头，低昂时等”在 《瑜伽师地

论》中已有明文，表示死生同时相续流转。② 《成唯识论》化用了这种意思，表

示阿赖耶识并不需要借助 “过去”和 “未来”才能成立其如河流般的相续性。

然而，杨惠南却只引证了一半，因而有所欠缺，完整的话是这样的： “前因灭

位，后果即生，如秤两头，低昂时等。如是因果相续如流，何假去来，方成非

断。”③ 而对此的进一步解释，窥基说得很明白：“我宗因果：前因灭位，后果即

生，中间物隔，因果不断，如秤两头，低昂时等，由彼低时，此昂时故。前生

后灭，相续如流，岂假去来是有，方成因果不断？不借去来，因果亦不断故。

谓但一种在现在时，流入过去，此之种子后念即起，刹那刹那恒时现在，而是

无常，因果不断。”④ 其次，还需要指出的是， 《瑜伽师地论》中也明确地说

“现在”具有三层意思：一、作为过去的果性；二、作为未来的因性；三、其自

相相续不断。⑤ 而 《成唯识论》中的意思明显与 《瑜伽师地论》是一致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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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法，有引后用，假立当果，对说现因；观现在法，有酬前相，假立曾因，

对说现果。假谓现识似彼相现。”① 由是而论，“过去”与 “未来”、“前因”与

“后果”皆是处于 “现在”视域之中的同时性设定。

再者，唯识学派中的 “同时因果”论与阿赖耶识的 “无覆无记”说并不冲

突。杨惠南认为，护法系唯识学者要避免新种与旧种同质的困难，必须要求阿

赖耶识本具性善与性恶两种功能，而此与阿赖耶识的 “无覆无记”相矛盾。但

事实上，阿赖耶识的 “无覆无记”并不与善法或染法相违，如何会产生矛盾？

《成唯识论》中说道：“此识 （按：即阿赖耶识）唯是无覆无记，异熟性故。异

熟若是善、染污者，流转还灭应不得成。又此识是善、染依故，若善、染者，

互相违故，应不与二俱作所依。又此识是所熏性故，若善、染者，如极香臭，

应不受熏，无熏习故，染净因果，俱不成立。故此唯是无覆无记。”② 这里的意

思有三层：（１）阿赖耶识作为异熟果体，当然不能是 “纯善”或 “纯恶”，“纯

善”不生恶法，生死流转就不可能， “纯恶”不生善法，还灭涅?也不可能。

（２）阿赖耶识是善法和染法的所依体，因而阿赖耶识只能是中性的，这恰恰表

明其与善恶是不相违的。善法不能以染法为所依，染法不能以善法为所依，阿

赖耶识只有作为 “无覆无记”的中性法才能成为一切善、染法的所依体。

（３）阿赖耶识是所熏体，如果它是极香或极臭的东西，那么就无法受熏，无法

受熏，也就无法成立染净因果。如此看来，“无覆无记”正好表示着阿赖耶识的

殊胜功能，而不是相反，又怎么会有问题呢。再退一步来讲，杨惠南引证印顺

在 《摄大乘论讲记》中的一段话③来说明：“就算种识差别论的错误可以避免，

也还有新困难的产生：首先，阿赖耶识必具有自我清净的本能，此即真谛所谓

的 ‘解性梨耶’；其次，阿赖耶识还必具备流转生死的本能，这却似于天台的

‘性恶’说。而这两点，都不是主张本识唯妄或本识无覆无记的成唯识论所愿意

同意的。”④ 此处所解溷漫不恰。第一，印顺的那段话本来就有问题，而且问题

·５６·“同时因果”与 “异时因果”问题之争

①

②

③

④

护法等：《成唯识论》（卷三），玄奘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３０册，第７０４页。
同上书，第７０３页。
印顺的那段话即：“世亲释论曾这样说：‘若有异者……阿赖耶识刹那灭义亦不应成’，这是很可留

意的！为什么本识与种子差别，本识就不成其为刹那灭呢？有漏习气是刹那，《楞伽》曾明白说到。

本识离却杂染种子，就转依为法身，是真实常住，也是本论 （按：即 《摄大乘论》）与 《庄严论》

说过的。赖耶，在本论中虽都在与杂染融合上讲，是刹那生灭；但它的真相，就是离杂染种而显现

其实本来清净的真心。真谛称之为不生灭的解性梨耶，并非刹那灭。本论在建立杂染因果时，是避

免涉及本识常住的，但与 《成唯识论》，连转依的本识，还是有为生灭不同。”（释印顺：《摄大乘论

讲记》，第５４页）
杨惠南：《〈成唯识论〉中时间与种熏观念的研究》，《华冈佛学学报》第５期，第２６１—２６２页。



比较大，这个方面牟宗三已经给予了纠正。① 第二，真谛本人对 《摄大乘论》的

翻译本就不合原意，如何能够用来说明唯识学派的问题。②

综上所述，杨惠南所持的观点——— “唯识学者应该放弃俱时因果论，采用

胜军、难陀的异时因果论”③ ———其理论根据是站不住脚的。

（三）对横山
!

一与上田义文之争的衡定

与印顺和杨惠南的思路不同，横山
!

一与上田义文争论 “同时因果”和

“异时因果”问题，则是以安慧 《三十唯识释》中有关 “转变”（ｐａｒｉ爟āｍａ）含

义的诠解为出发点的。既然如此，我们首先来看安慧的原文与相应的汉译：

梵文原文：Ｋｏｙａｍ· ｐａｒｉ爟āｍｏｎāｍａ｜ａｎｙａｔｈāｔｖａｍ· ｜ｋāｒａ爟ａｋｓ．ａ爟ａｎｉ

ｒｏｄｈａｓａｍａｋāｌａｈ．ｋāｒａ爟ａｋｓ．ａ爟ａｖｉｌａｋｓ．ａ爟ａｈ．ｋāｒｙａｓｙāｔｍａｌāｂｈａｈ．ｐａｒｉ爟āｍａｈ．｜④

吕贗译：“变谓变异，若因刹那灭同时，成就与彼不离果性，是

为变。”⑤

徐梵澄译：“变者何谓？变谓殊异性。果自性成就，与因刹那灭同时，

与因刹那不同种，是谓变。”⑥

霍韬晦译：“此可谓 ‘转化’是何义？即以变异为性，［亦即］在因刹

那灭的同时，成就与因刹那相相异的果体，就是 ‘转化’。”⑦

根据安慧前后文的解释，上述 “转变”主要是为了说明：我、法都是施设

而建立的，它们只是识转变的结果，在此之中，对我、法进行分别的习气不断

增长，于是我、法就在阿赖耶识中以虚假之相显现出来 （虚妄而生起）。然而，

安慧对 “转变”的界定非常简略，这就容易造成歧义。横山
!

一就对上田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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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牟宗三 《佛性与般若》（上）（《牟宗三先生全集》第三卷），台北：联经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
４１４—４１６页。
同上书，第２９３页。
杨惠南：《〈成唯识论〉中时间与种熏观念的研究》，《华冈佛学学报》第５期，第２４９页。
参见霍韬晦 《安慧 〈三十唯识释〉原典译注》“附录一”，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５４
页。

吕贗：《安慧 〈三十唯识释〉略抄》，原载 《内学》（第三辑）（１９２６），收入张曼涛主编 《唯识典籍

研究》（一），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２９６页。
《安慧 〈三十唯识〉疏释》，徐梵澄译，见 《徐梵澄文集》（第七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版，第
３８６页。
霍韬晦：《安慧 〈三十唯识释〉原典译注》，第１９页。



的诠解表示非常不满，① 有关他们之间的争论，蔡瑞霖和吴汝钧已从不同侧面给

予了讨论。蔡瑞霖的论文 《世亲 “识转变”与胡塞尔 “建构性”的对比研

究———关于唯识学时间意识的现象学考察》② 侧重于借助胡塞尔时间现象学的

“横意向性”与 “纵意向性”理论来调和横山
!

一与上田义文的争论。吴汝钧的

论文 《安慧识转变思想的哲学性诠释》③ 则着眼于通过解读安慧疏释世亲 《唯

识三十颂》第一颂中有关 “识转变”的原文来进行整体性把握，并比较客观地

转述了横山
!

一与上田义文的争论。在此，我们就不再讨论横山
!

一和上田义

文争论的具体细节，而只就安慧 “识转变”中的 “同时因果”和 “异时因果”

问题给出一些补充意见。

安慧将 “转变”界定为 “因之刹那灭的同时，果异之于因而生”，此即意味

着因与果是有差别的，但并没有表示 “因果”是异时的，而只是表示因与果的

非一非异之理。因果同时表示非异的连续性，果异于因表示非一的差别性，这

与 《成唯识论》中所说的 “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三法展转，因果同时”

大同小异。种子与现行的差别性即是指 “果异之于因而生”，种生现、现熏种的

连续性就是指因果在即刹那的同时性。因此，“转变”即说明因与果是 “有差别

的连续性”。与之相应，安慧后文随即说道：“此中 （按：即在这种 ‘转变’之

中）由我等分别熏习增益，及名、色等分别熏习增益，从阿赖耶识，我等现似

分别及名、色等现似生。虽无外在我、法，以此我等现似，名、色等现似分别

为因，从无始来遂有我等假说，名、色等假说，如从彼分别外别有。譬如翳者，

假立毛、发、圆物。彼中无彼而说为有彼，是谓假说。譬如说彼外人为牛。”④

此与 《成唯识论》中所言 “内识转似外境，我法分别熏习力故。诸识生时，变似

我法。此我法相虽在内识，而由分别，似外境现。诸有情类，无始时来，缘此执

为实我实法。如患梦者，患梦力故，心似种种外境相现，缘此执为实有外境”⑤。

明显非常一致。⑥ 阿赖耶识生起现行是我、法分别熏生的结果，与此同时，也正

·７６·“同时因果”与 “异时因果”问题之争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横山
!

一 《世亲的识转变》，收入 《讲座大乘佛教８：唯识思想》（合著）一书，中译本见高崎
直道等 《世界佛学名著译丛６７：唯识思想》（蓝吉富主编），李世杰译，台北：华宇出版社１９８６年
版，第１９８—２０２页，注３１。
参见蔡瑞霖 《世亲 “识转变”与胡塞尔 “建构性”的对比研究———关于唯识学时间意识的现象学考

察》，《国际佛学研究》（创刊号），１９９１年，第１４７—１８４页。
参见吴汝钧 《安慧识转变思想的哲学性诠释》，《正观杂志》第十八期，２００１年，第３—４２页。
《安慧 〈三十唯识〉疏释》，徐梵澄译，见 《徐梵澄文集》（第七卷），第３８６页。
护法等：《成唯识论》（卷一），玄奘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３０册，第６８４页。
有关 《成唯识论》中的这段解释，窥基 《成唯识论述记》中认为这是难陀、亲胜等论师的观点，南京

内学院 《藏要》“校勘”指出此为安慧的观点，较为恰当 ［参见窥基等著 《〈成唯识论〉述记三种疏》

（第一册），第１５１页；欧阳竟无编 《藏要》（第四册），上海书店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５６６页］。



因为我、法分别熏生才有阿赖耶识生起现行。更重要的是，安慧的这种说法与

他对 《唯识三十颂》中第十八颂的解释也是一致的。由此可知，安慧论师与护

法论师等在 “同时因果”这个问题上与弥勒、无著、世亲等的基本观点并无太

大差异。换句话说，就 “识转变”而言，安慧和护法等并没有支持 “异时因

果”，他们都坚持唯识学派 “因果相续缘起正理”① 的观点，这是毫无疑义的。

至于横山
!

一认为上田义文主张 “异时因果”，实际上也没有确切的理据。

他反对的主要根据来源于两条上田义文的解释：第一条即上田义文将安慧的

“转变”解为 “涉及于异刹那的因与果之不同”；② 第二条即上田义文认为 “由

依种子为媒介，而现在之识乃是过去识之果，也就是说：现在在因果上是被过

去所规定的。识之前后的变异，乃是过去与现在之相异，而且那是于因果关系

上所成立的相异”③。在横山
!

一看来，上田义文第一条的解释是不妥当的，第

二条的说法与安慧的定义相矛盾。而我们认为，横山
!

一似乎误解了上田义文

的意思，如果根据上田义文的看法，以上两条都可以得到比较恰当的理解。

（１）阿赖耶识缘起当中的因果同时，表示时间并非被表象为直线的连

续。……瑜伽行派的刹那灭思想，就是这种非连续观 （按：即非直线的连

续）的彻底表现。……从内在来说，刹那灭亦即每一刹那皆断绝，蕴含着

刹那和刹那的连续。在其刹那的结束者，不能说是存在于每一刹那。表现

这种断绝且连续者是同时因果的概念。因和果亦即过去、现在、未来被认

为是 “同时”的，借此显示 “不连续的连续”的存在之时间构造。④

（２）唯识思想说因果是同时的，因和果同时存在于现在一刹那，而且

这并不只是从这一方到另一方的单方向关系，而是成立彼此互为因果的关

系。……因和果在现在的一刹那中是同时存在的，这意味着过去和现在在

现在是同时的，而且现在与未来在现在也是同时的。所谓的因是相对于现

在诸法的因之意，它是过去的诸法，现在已经灭去，在现在只是作为习气

被摄藏于阿赖耶识中而存在。在只有现在的一刹那是有的立场下，并不承

认在阿赖耶识中的习气 （种子）之外，别有过去的诸法。如果现在是从过

去而生者，则它必定是由此种子所生。同样地，能生起未来诸法的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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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护法等 《成唯识论》（卷三），玄奘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３０册，第７０４页。
参见横山

!

一 “世亲的识转变”，《世界佛学名著译丛６７：唯识思想》 （蓝吉富主编），李世杰译，
第１９９页，注３１。
同上书，第２０１页。
上田义文：《大乘佛教思想》，陈一标译，台北：东大图书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７８页。



种子的形态被包含于现在之中，除此之外，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有可称为

未来诸法者。所谓未来是尚未来 （是无），在现在却带有超出现在的意味；

未来为现在所规定，且又规定现在。如此，阿赖耶识借由摄持作为现在法

之因的种子 （在现在的过去法）以及作为未来诸法之因的种子 （这是依于

现在诸法之熏习而有的果，成为未来诸法之因），同时成为现在诸法的因和

果。阿赖耶识是因而诸法为果的关系，是从过去到现在的关系；诸法是因

而阿赖耶识为果的关系，则是从现在到未来的因果关系。这是众所周知的

阿赖耶识和诸法的互为因果。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的因果关系，

是在现在的刹那中，以阿赖耶识为媒介而以因果同时的方式成立的。唯识

思想这种刹那灭的根本立场，把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视为是在现在成

立者，不得不说过去、现在、未来是在现在同时存在的。①

以上所引，（１）段可对应解释第一条，（２）段可对应解释第二条。如果按

照横山
!

一所认为的那样，上田义文主张 “异时因果”，此即把上田义文对唯识

因果的时间性看法误置成了 “直线的连续”。而实际上，上田义文对 “识转变”

的看法是紧跟无著、世亲和安慧而来的。安慧就解释说：“一切所知，由遍计所

执性故，如实非有。然识从因缘生故，如实有。是义当许。又识从因缘所生性

说为识变，是义亦显。”② 这里很明显地指出， “识转变”是从识的 “缘起观”

来解明的。上田义文非常清楚这层意思，他也明确表示，唯识学派 “缘起观”

的核心是 “阿赖耶识与诸法互为因果”，而且这种因果是 “同时因果”。但是，

要理解这种 “同时因果”的情况，显然不能从将其视作 “直线的连续”，在

“直线的连续”式的因果关系中，因与果必然不会是 “同时”的，而只能是前后

的时间关系。上田义文认为：“只把时间单单表象成直线的连续，这是因为把存

在客观化，把它当作客观的存在来掌握之故，这种想法表现了主客对立的立场。

就如在自然科学中，一旦必须把主体性的事物列入考虑，则连续观就很难维持

一样，正确地表象主体的时间性，就变成非连续观。”③ 而唯识学派正是在舍弃

主客对立的想法之基础上，从佛法最根本的 “空”观角度来回答因果的时间性

问题。职是之故，上田义文并不是 “异时因果”的提倡者，横山
!

一的反对难

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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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上田义文：《大乘佛教思想》，陈一标译，台北：东大图书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９８—９９页。
《安慧 〈三十唯识〉疏释》，徐梵澄译，《徐梵澄文集》（第七卷），第３８７页。
上田义文：《大乘佛教思想》，陈一标译，台北：东大图书公司２００３年版，第７７—７８页。



根据前面的论述，我们的举证虽然主要是从阿赖耶识的转变角度来进行的，

但丝毫不妨碍对全部 “识转变”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单单从安慧对

“转变”的解释就把他的看法执实了，事实上，识的转变始终是 “缘起”的，根

据 “缘起”来理解，识转变的我、法之相都只是施设而有的。基于 “缘起正理”

的立场来看，无论是 “同时”还是 “异时”的因果时间性都没有主客对立的可

能性，而是站在现在一刹那的立场上舍弃任何的主观化或客观化倾向，从而达

至最终的 “无分别智”。就唯识学派而言，无论是弥勒、无著、世亲，还是护

法、安慧、玄奘、窥基等，都不可能违反学派内部的基本原则，否则就成了另

一种与之不同的学说，也就不能成为其宗派的创立者和继承者了。至于蔡瑞霖

试图调和横山
!

一与上田义文之间的争论，似乎没有必要，因为在上田义文这

里根本就不存在横山
!

一所要反对的标靶，也就无所谓问题的争论了。从某种

程度上讲，蔡瑞霖和吴汝钧根据横山
!

一在 《世亲的识转变》一文中的注解来

作为争论的凭证，主张上田义文基本上持 “异时因果”说，显然是受到了横山

!

一的误导。

三　结语

在唯识学派看来，种子与种子之间是异时而生的，种子与现行则是同时存

在的。不过，有关种子与种子的异时因果关系，并不是重点讨论的对象，他们

讨论最多也最关键的是种子与现行的 “同时因果”问题。如前所述，当代中国

与日本佛学研究界的诸多学者，对种子与现行的关系问题还存在着一些争议。

他们争论的焦点是： “种生现，现熏种”到底是 “同时因果”还是 “异时因

果”？换句话说，并不是争论 “种生种”的 “异时因果”问题，抑或是 “种生

种”的 “异时因果”和 “种生现”的 “同时因果”之间的问题，而是直接就种

现关系来进行其 “时间性”的考虑。 “同时因果”与 “异时因果”的问题从

“种生现”与 “种生种”转换成 “种生现，现熏种”的内部问题。

印顺与杨惠南都认为唯识学派应该放弃 “同时因果”的说法，印顺是基于

中观学派的理论来反驳，杨惠南是根据唯识学派内部的意见来质疑。然而，他

们的反对意见都存在某些偏见，或者来自学派之间的误解，或者来自理论基础

的不足。横山
!

一根据安慧的疏解而与上田义文争论 “同时因果”与 “异时因

果”问题，从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出他的基本立场，但同时也表现出了某些不

足。横山
!

一似乎误读了上田义文对 “识转变”的看法，从而以为上田义文就

·０７· 唯识学相关研究



持有 “异时因果”的观点，这与上田义文对唯识学派时间哲学的解读是不相

应的。

总体来看，唯识学派的时间哲学一方面承认时间是假立的不相应行法，也

就是说，中观学派 “三世假有”的时间观在唯识学派中也是承认的，因为就

“内自所证”而言，确实已经超越了对时间的言说。另一方面则继承了经量部

“现在实有，过未假有”的时间观，并从心识变现的角度给予了新的解释。就此

而言，根据唯识缘起正理，时间处于意识的内感知之中，作为内感知的时间河

流必然通过 “现在”的识变才能获得给予，“现在”不仅是 “过去”的果性与

“未来”的因性所在，同时其自身的自相必然是连续不断的活动源泉。

·１７·“同时因果”与 “异时因果”问题之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