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中观立场考察瑜伽行中
观派之刹那灭理论

!!!以 "摄真实论# 之第八章及其 "疏# 为据
!

方丽欣!!

#提要$ 本论文以 '中论( 之缘起观念# 考察瑜伽行中观派系统内之刹那灭

理论# 说明此理论能与中观的世俗谛同时并立, 本文的刹那灭理论以寂护 %+

=

A;6>?>N:

/

E6>& 之 '摄真实论( %P>66J>:>@

/

L?>5>& 第八章 )恒常的存在物之考察*

%:65E?>F5AJ>K7>?EN:

/

A& 为文本根据# 并以莲花戒 %X>@>I>:

=

kI>& 之 '疏( %P>66J>K

:>@

/

L?>5>K7>d ÊNA& 为辅助, 此理论主张 )被产生的* 存在物只在一刹那中存在,

佛教的反对者SDL>:B;>由此认为刹那的存在物缺乏因果效力# 因它们于同刹那

或前+ 后刹那都不互相关系# 以致不能在下刹那生果, 从中观角度理解# 刹那

的存在物即为有自性的存在# 它们因此不是永恒存在 %)常*&# 就是绝对不存在

% )断*&# 此为瑜伽行中观派不能接受的理论后果, 笔者从厘清刹那的存在物与

变化的经验之关系# 指出前+ 后刹那的存在物其实是以必然伴随的 %;B9B::>?R

9D;9D@E6>;6& 关系互相依待# 后刹那的果并非如 SDL>:B;>所说# 以 )产生* 的

形式从前刹那的因体中生出, 笔者并且指出# 此种刹那的存在物之因果性质并

无违反佛教 )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无* 或中观否定 )运动* 之存在的因果观,

瑜伽行中观派之刹那灭理论因而与中观的世俗谛能同时并立,

#关键词$ 瑜伽行中观派!世俗谛!刹那灭!缘起!因果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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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改写自笔者在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硕士学位论文 )据 '摄真实论( 及其 '疏( 探讨佛教

瑜伽行中观派的 4刹灭理论5*# &()&年 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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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刹那灭理论主张所有存在物"只在一刹那中存在# 不能持续存在至下刹那,

我们从认知存在物之刹那灭# 从而建立对 )无常* 的理解, 瑜伽行中观派

%SDLA9A?>KM>H5R>@>N>& 之寂护 %+

=

A;6>?>N:

/

E6>& 所著的 '摄真实论( %?$**)$"$

.

/

5#$-$# 下称 '摄(& 及莲花戒 %X>@>I>:

=

kI>& 的 '摄真实论疏( %?$**)$"$.

/

5#$&

-$&'$HG(8!# 下称 '疏(&# 以 )毁灭* 和 )因果效力* 为 )被产生的* 存在物

之本性# 证论此理论, 其中即有佛教的反对者 SDL>:B;>%E-$7$2*$&%=5$"32$&#

批评刹那的存在物其实没有因果效力,

按SDL>:B;># 前刹那的存在物不关系于后刹那的存在物# 它们因而不能于

下刹那生果# 所以存在物为刹那灭亦即没有因果效力, 既然刹那的存在物不能

产生事物# 它们的因果关系便变成不可解, 而没有了互相依待的关系# 事物存

在了便不会毁灭# 原本不存在的也不会被产生, 刹那灭理论也就不足以解释

)无常* 的经验, 可是# 具体事物之变化确是由存在物间的因果活动产生, 我

们也以因果关系理解经验中一物之出现与另一物之消失, 那么# 刹那的存在物

与变化的经验之关系为何- 刹那灭理论视为瑜伽行派的理论# 寂护在 '摄(

中把其纳入中观世俗谛之范围, 如果此理论不与中观世俗谛一致# 就算它本身

能够成立# 寂护结合中观与瑜伽行派的尝试便为失败, 再者# 其他佛教教理如

轮回+ 涅?等都建基于事物的因果性 %9>G:>IE6R&, 刹那灭理论虽然确立了所

有存在物之 )无常*# 却取消了它们的因果关系, 这即意味此理论不能有效地

解释佛教的基本教义, SDL>:B;>的批评# 无疑严重地挑战了寂护和莲花戒的

学说,

本论文以 '摄( 之第八章 )恒常的存在物之考察* %"*-(#$E-!)$&'$#(8"

/

!& 为

文本# 及以 '疏( 为辅助# 从中观的缘起理论# 考察瑜伽行中观派系统内的刹

那灭理论 %8"

/

$2

/

$E-$2

/

5$&# 探讨其是否可与中观的世俗谛同时并立,

& 笔者将在

/(// 唯识研究%第二辑&

"

&

本文统称 )法* %7-$#.$& 为 )存在物* %E-!)$&# 并且称被产生的+ 其存在以其他存在物为条件的

)有为法* %9D;HE6ED;BH H5>?@>& 为 )被产生的* 存在物 %8#

/

*$8$ E-!)$&

*

反之# 则称为 )不是被

产生的* 存在物 %$8#

/

*$8$ E-!)$&,

)并立* 非指中观的世俗谛与瑜伽行中观派的刹那灭理论相同# 而是指就算它们同时成立# 也没有

理论上的冲突,



刹那灭理论已被成立的前提下# 以龙树的 '中论( 理解SDL>:B;>对刹那的存在

物之因果效力的批评,

" 透过此批评及从寂护+ 莲花戒的角度回应# 笔者尝试澄

清刹那灭理论如何解释经验事物的变化# 并指出前刹那与后刹那的存在物以

)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无* 互相关系# 刹那灭理论因而没有否定存在物间互相

依存的关系, 加上# 此理论也只为说明 )无常*# 所以它无须解释个别事物如何

被产生, 笔者因此认为中观的世俗谛与刹那灭理论并无冲突# 两者可以同时

成立,

第一节! '摄( 中的刹那灭理论

按存在物不是 )被产生的*# 就是 )不是被产生的*, 其存在不是 )刹那

的*

&

# 就是 )非刹那的*, )不是被产生的* 存在物不是不存在# 就是恒常存在

%即 )非刹那的*&,

于 '摄( 及其 '疏( 中# 刹那灭理论从以下两点成立,

/)//从中观立场考察瑜伽行中观派之刹那灭理论

"

&

必须注意# 虽然 '疏( 指出SDL>:B;>为佛教学者# 但SDL>:B;>的派别已不可考# 因此笔者未能确定

其立场, 但笔者认为# 其批评与 '中论( 的第二十一品 '观成坏品( 有若干相似处# 因而推想 SDK

L>:B;>可能为中观学者# 或至少在其批评中持与中观相似的立场, 因此# 在阐述其观点时# 笔者尝

试与 '观成坏品( 对照, 寂护和莲花戒为瑜伽行中观派# 其结合了中观及唯识# 以后者之圆成实性

为其世俗谛, 中观被普遍认为与唯识对立# 前者认为世俗的存在物皆没有自性# 因此它们在胜义层

次上不存在
*

后者则视所有存在物为心识的变现# 因而不存在# 但心识本身却真实存在, 在中观立

场# 此心识即为有自性的存在, 既然寂护以刹那的事物理解世俗中互相依存的事物# 亦即将刹那灭

理论纳入中观的二谛系统中的世俗谛# 也许会有来自中观或唯识本身的批评, 因此# 寂护和莲花戒

的辩护便不只关于刹那灭理论# 他们同时也是辩护其结合中观及唯识的立场, 再者# 如一理论本身

不能自圆其说# 此理论便不足以被采纳, 所以# 不论SDL>:B;>的批评是否真的从中观立场出发# 以

此进路讨论# 即有其意义,

'摄( 及其 '疏( 对 )刹那* 及 )刹那的* %8"

/

$2

/

(8$& 的定义如下" )刹那的* 并非指涉拥有毁

灭的存在物# 因为它们毁灭了便不存在# 不再存在的事物不可能拥有任何东西# 包括毁灭, 另外#

他们也不是以 )刹那* 作为量度时间的最小单位# 来指存在物能持续一刹那# 而为 )刹那的*,

瑜伽行中观派认为时间只是空名, 存在物在生起时立即毁灭# 为存在物之本性# 此本性也同于存

在物本身, 所以存在物本身就是 )刹那*# 有此本性的就是 )刹那的*, 故此# )刹那的* 并不从

属于存在物# 两者并非属性 %5:2

/

$# mG>IE6R& 与本体 %7#$)%$# :GF:6>;9B& 的关系# 否则即等同预

设了存在物也可表现为 )不是刹那的* % $8"

/

$2

/

(8$&# 存在物则成了这些 )表现* 之支撑物

%7-$#.(2# :GF:6?>6G@&, 本文以 )刹那灭* 表达存在物不能存在超过一刹那# 与 )刹那的* 有同

样意思, 参见 '摄( *00!*.( 及 '疏( *00!*0. %"5>66B?̂BB).00# 页 4(!4&

*

并见 W5>).03#

页 &43!&4/&,



%)& 所有 )被产生的* 存在物都以 )毁灭* 为本性,

" 存在物为 )被产生

的*# 其存在即被限制于特定的时空中# 最终必然毁灭, 如果其 )毁灭* 为被自

身以外的其他因素 %他因& 产生# 此 )毁灭* 便既非真实# 又非不真实# 其存

在即为荒谬, 作为 )真实的事物*# )毁灭* 既非同于又非不同于 )被产生的*

存在物, 它不同于后者# 因为它们皆以不同的因而生起# 殊别的因只能生殊别

的果, 它也不能完全不同于后者# 反之它便不能透过因果关系# 使后者不再存

在, )毁灭* 也不能作为 )不真实的事物*# 而使 )被产生的* 存在物不再存

在, 因此# 各存在物之毁灭皆为自发# 不待他因, 存在物之毁灭既然独立于他

因# 其即以 )毁灭* 为本性, 所以# 其存在时便即毁灭# 即 )刹那的*,

%&& 存在物是以即时产生结果的形式存在, 存在者即有因果效力

%$#*-$8#(%!&# 其以因果效力为本性# 不需助缘# 便能无碍并以自己的力量立刻

发挥此本性# 即立刻生果,

& 一方面# )被产生的* 存在物为心识的因果效力之

表现# 其本质为心识, 作为心识中的客体# 其与心识中的主体# 同由原本无分

别的+ 刹那的心识生起, 它们都不能超越心识存在的一刹那而持续存在, 主体

/&// 唯识研究%第二辑&

"

&

从 )灭性* 论证存在物为刹那灭是出自世亲的 '俱舍论(# 见卷 )*" )诸有为法才得自体# 从此无

间必灭归无, 若此处生即此处灭# 无容从此转至余方, $$谓有为法灭不待因# 所以者何- 待因谓

果# 灭无非果# 故不待因灭, 既不待因# 才生已即灭, 若初不灭# 后亦应然# 以后与初有性等故,*

%",_PQ# P&.# -D%)220# 3/9)* 1&(&, 见 '摄( 及 '疏( *2*!*22 %"5>66B?̂BB).00# 页 4!2

*

并

参见W5>).03# 页 &&0!&&.&, 而以被他因产生的 )毁灭* 为 )非实非不实* 的两难# 论证 )被产

生的* 存在物之毁灭不待他因的讨论# 详见 '摄( 及 '疏( *20!*33 %"5>66B?̂BB).00# 页 0!)0

*

并参见W5>).03# 页 &*(!&*2&,

从 )因果效力* 论证存在物为刹那灭是出自法称的 '释量论(# 见 $\

#

*" >?65>N?ERA:>@>?65>@

/

R>6

6>H >6?>7>?>@A?65>:>6g>;R>6:>@

/

J?

/

6E:>67?DN6>@

/

6B:J>:A@A;R>I>N:

/

>;

/

Bg %MER>:>N>)./)'/&# 页 4&&, 有

因果效力的存在物即为胜义有# 而胜义有指的是自相 %:J>I>N:

/

>;

/

>&, 在刹那灭的理论中# 自相即指

刹那的存在物, 法称虽然主张刹那灭理论# 但普遍认为其理论同时具经量部及唯识的立场. 经量部

反对共时因果# 唯识则主张共时因果, 据法光# 经量部主张存在物为刹那灭# 并主张因之存在必先

于果, 因此# 以心识之外的事物为因# 作为果的心识只能在下刹那生起# 我们也因而间接地认知外

物, 法称之现量理论则持此立场# 故现量也只在下刹那生起 %参见T5>@@>̂D6E&((/# 页 )2&+ )32!

)3/&, T?BRCG:则认为法称最终持唯识的立场, 因为法称主张我们对外物的感知# 并不能如实反映外

物真正如何存在# 因此我们虽然感知到外物占有空间# 此感知也只是主观的# 此主观的感知并不能

代表在外界中真有占有空间的外物, 法称因而认为这个独立于心识而存在的外界并不真实, T?BRCG:

认为# 法称在辩论中持经量部立场# 只为按反对者的背景# 而选择反对者较易明白和更能驳倒反对

者的立场, %参见 T?BRCG:)../# 页 )((!)(2&, 寂护之现量理论虽受法称影响 %见 [G;>R>@>)..*#

页 43&# 但其以唯识主张为其理论中的世俗谛# 笔者即以唯识的立场理解其现量理论, 按唯识共时

因果的立场# 意识原本的状态并无主客分别# 认知中的主体与客体都是由同一刹那的心识生起, 主+

客体与心识# 以及它们产生现量之因果关系即为共时关系, 有关否定 )不是被产生的* 存在物的因

果效力之讨论# 详见 '摄( 及 '疏( *02+ *.&!4)3 %"5>66B?̂BB).00# 页 *3!*/+ 4*!3/

*

并见

W5>).03# 页 &44!&42+ &40!&2.&,



透过对其直接知觉# 在同一刹那产生现量 %'#$*%$8"

/

$&, 换言之# )被产生的*

存在物在它存在的一刹那中即能使我们对其产生认知, 另一方面# )不是被产生

的* 存在物不会毁灭# 也不会变化, 其既不能相续地生果# 也不能共时地生果#

须等待助缘才能生果# 可见助缘才是导致结果生起的原因, 因 )不是被产生的*

存在物不能立刻生果# 故缺乏因果效力# 因而不符合存在之标准,

既然 )不是被产生的* 存在物并不存在# 存在者则必然是 )被产生的*# 即

)刹那的*, 刹那灭理论由此成立,

第二节!SDL>:B;>的批评!!!从中观立场出发

可是# 存在物为刹那灭便意味它们不能在同一刹那中互相关系# 也不能存

在至下刹那而关系于下刹那的存在物, 如果它们真的成为独立的存在物# 从中

观立场理解# 刹那灭理论即假设了存在物有其自性# 但存在物有自性则不会生

灭或变化, 按SDL>:B;># 这些刹那的存在物不能于下刹那生果# 亦即没有因果效

力, 刹那灭理论因此取消了事物间相互依存的关系# 不能说明经验事物的变化,

以下先从 '中论( 解释中观对刹那灭理论的批评# 再借此理解SDL>:B;>对此理

论的批评,

一! *中论+ 对刹那灭学说的批评

按 '中论(# 世俗的经验存在物之生灭是透过缘起达成# 其存在皆依待主因

及助缘# 因此存在物是以互相依赖的关系存在# 它们本身没有自性, 由于其生

起与毁灭不能独立于其因缘之生起与毁灭# 因此其生灭不能独立于其他条件而

发生, 其因而不是胜义存在 % )常*&# 也不是绝对不存在 % )断*&,

但当事物独立于因缘而存在# 它们便不会随因缘变化+ 生起或毁灭# 它们

即有恒常的自性, 有自性的存在物却不能使其他事物生起# 见 '中论( &)%))

及 &)%)*,

从法不生法g亦不生非法gg从非法不生g法及于非法gg

"

若有所受法g即堕于断常gg当知所受法g为常为无常gg

&

/*//从中观立场考察瑜伽行中观派之刹那灭理论

"

&

",_PQ# P*(# ;D%)234# &0F&/ 1&0,

",_PQ# P*(# ;D%)234# 9&& 1&*,



按有自性的事物不是胜义存在# 就是绝对不存在
*

前者 %法& 之存在既然

独立于其他存在物# 它们便不会与其他存在物达成任何关系# 包括因果关系#

所以它们不会产生其他存在物, 可是# 后者 %非法& 为不存在的事物# 它们不

能被产生# 也不能产生其他存在物, 但存在物究竟从哪里生起- 因此# 有自性

的存在物为独立的个体# 一旦存在便为恒常存在# 不存在便绝对不会存在# 但

经验事物却两者皆非, 所以在存在物为独立存在的情况下# 它们的存在反而成

为荒谬, 由此可见# 主张存在物有自性并不合理,

刹那灭存在物不能在同一刹那或下一刹那关系于其他存在物# 它们便成为

有自性的独立存在物# 亦即上述的胜义存在, 由此# 它们的生灭便不依待于上

刹那的因缘# 它们也不作为下刹那的存在物之生灭的因缘而存在# 所以不能使

其他事物生起, 龙树因而否定有自性的+ 刹那的存在, 按 '中论( &)%)/ 1)."

若初有灭者g则无有后有gg初有若不灭g亦无有后有gg

若初有灭时g而后有生者gg灭时是一有g生时是一有gg

若言于生灭g而谓一时者gg则于此阴死g即于此阴生gg

"

以前刹那的存在物为因# 后刹那的存在物为果
*

如果刹那的存在物为有自

性的独立存在物# 前刹那的存在物 %因& 便不能关系于后刹那的存在物 %果&,

下刹那的果因此在以下三个所有可能情况下都不能生起,

%)& 后刹那的存在物不能在前刹那的存在物毁灭后生起, 刹那的存在物为

独立存在# 前刹那与后刹那的存在物便非相互依存# 每刹那中的存在物便成为

有自性的存在, 于是在前刹那毁灭了的存在物# 并不关系于后刹那的存在物#

并作为它们生起的因, 因此# 前刹那的存在物毁灭了# 后刹那的存在物之生起

便没有了因# 不存在的因也不能生果# 后刹那的存在物因而不能生起, 就算后

刹那也有存在物生起# 它们也不关系于前刹那的存在物# 而为它们的果# 两者

的因果关系也不能达成, 如果刹那的存在物之存在真的独立于因缘的条件限制#

它们更不需被产生# 也不会毁灭, 在刹那灭理论# 刹那的存在物之存在反而成

为恒常# 不会变化# 也不会生果# 此为不可接受的理论后果,

%&& 后刹那的存在物也不能在前刹那的存在物毁灭前生起, 反之# 前刹那

的因便能于后刹那关系其果# 前者便非刹那灭# 两者也非互相独立# 这并非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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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灭理论的主张, 所以在此理论# 后刹那的存在物必须在前刹那的存在物毁灭

了才存在, 但这样便回到 %)& 的讨论# 同样不能接受,

%*& 刹那的存在物 %因& 之生起# 不能与另一刹那的存在物 %果& 之毁

灭# 在同一刹那中发生, 既然存在物皆刹那灭# 而刹那为时间的最小单位# 因

与果便同时生灭# 便不能解释前+ 后刹那的存在物间的因果关系, 存在物在同

一刹那中互相关系也非刹那灭理论的主张, 再者# 如某存在物毁灭的同一刹那

即另一存在物之生起# 则另一存在物应在此存在物中生起# 而有完全相同的构

造 %五阴&# 但事实并非如此,

如刹那的存在物为有自性的独立存在物# 后刹那的存在物便不能从前刹那

的存在物生起, 而后刹那的确有存在物生起# 刹那的独立的存在便被否定,

二!SDL>:B;>的批评

以 '中论( 对刹那灭理论的批评为背景# SDL>:B;>对此理论有两方面的

批评"

%)& 刹那的存在物不能生果# 它们不是恒常存在# 就是绝对不存在

按第一个批评" SDL>:B;>认为# 如存在物为刹那灭# 它们便不能同时具有

因果效力, 因为这些存在物一旦存在便不能互相关系# 为完整状态# 也不能使

其他存在物生起+ 毁灭# 经验中也没有了变化, 刹那灭理论因而取消了存在物

间互相依存的关系# 存在物成了各自独立的存在, SDL>:B;>的批评假设了刹那

的存在物为有自性的存在# 有此性质的存在物不是恒常存在 %)常*&# 便是绝对

不存在 %)断*&,

其批评如下" 假设刹那的存在物存在时即为完整状态# 不能互相关系, 存

在则具因果效力# 反之即为不存在, 有因果效力便能产生结果# 而结果不只由

一因产生, 结果在两种情况下产生" %)& 由存在物相互关系而产生# 或 %&& 由

不存在成为存在# 亦即在不存在的状态下产生, 在 %)& 的情况下# 刹那的存在

物不能互相关系# 按结果不只由一因产生# 独立的存在物因此不能产生结果,

在 %&& 的情况下# 不存在的状态本身不具任何特性# 有殊别性的结果不可能由

没有殊别性的状态产生, 由于在情况 %)& 与 %&& 存在物皆不能生果# 存在物

亦即没有因果效力, 由此# 要么寂护放弃刹那的存在物与因果效力的对等关系#

要么便必须承认# 刹那的存在物并不存在或存在物不是刹那的,

由于每刹那都有存在物生起# 就 %)& 被否定# 存在物一旦存在# 其后生起

的存在物便不能产生变化# 所以相同的存在物便不断生起, 既然每刹那中的存

在物为相同# 那么它们便应为同一件存在物, 换言之# 同一件存在物恒常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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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 %&& 被否定# 没有任何存在物可被产生# 存在物毁灭后不会有新的存在物生

起, 因此# 刹那灭理论之后果是" 事物一存在便永恒存在# 不存在则永远不会

存在, 经验世界即为没有变化的+ 静态的世界, 刹那灭理论之目的为确立一变

动不居+ 无常的世界观, SDL>:B;>之批评即为此理论带来不能接受的后果,

为什么SDL>:B;>认为情况 %)& 与 %&& 皆不能生果-

"

%)%)& 刹那的存在物于同刹那或下刹那都不能关系他物# 从而产生结果

按情况 %)&# 假设刹那的存在物的确存在# 而且它们都有生果的能力# 并

在存在时都已在完整状态
*

如果它们要产生其他不同的存在物# 便必定需要其

他因素辅助 %:>5>NA?E;

/

># 即助缘&, 在这意义下# 所有因果链上的变化都是存

在物 %主因& 和助缘所生的果, 助缘与主因一样都是存在物# 它们之为助缘是

相对主因而言
*

因为存在物甲需要其他存在物乙+ 丙+ 丁$$ )辅助* 才能产

生不同的事物# 这些其他的存在物即为存在物甲生果的助缘, 这是 SDL>:B;>与

寂护都认同的,

但是# SDL>:B;>认为存在物自身或加上助缘都不能生果, 既然所有存在物

一旦存在即在完整状态# 它们便不可以互相使对方产生变化# 或关系于对方而

持续至下一刹那生果, 由此# 在同一刹那中# 就算加上其他助缘# 或在这些助

缘外再加上其他助缘# 存在物也不能在自身以外生果, 因此# 助缘并不能真正

辅助存在物生果# 存在物之间并没有 )辅助* 与 )被辅助* 的相互依存的关系,

在此意义下# 存在物为各自独立的个体# 亦即同一刹那中的存在物不能互相关

系# 前刹那的存在物也不能关系下刹那的存在物, 这些在前刹那中存在物不能

在下刹那中产生结果,

再者# 由于到了下刹那# 前刹那的存在物已毁灭了而不存在# 不存在的事

物便无殊别性可言# 下刹那的存在物也不能以其为因而生起, 按结果皆以其原

因为条件生起# 其形相+ 存在的时空等都为其因所限制# 无殊别性的状态则不

能在生果的过程中按自身的限制# 产生有殊别性的果# 例如使其果有相似的形

相+ 存在于紧邻的时空中等, 反之# 无殊别性的状态即能产生任何事物, 那么#

事物间便无因果关系可言
*

我们说事物甲为事物乙的因+ 事物乙为事物甲的果#

是因为甲出现# 乙便出现, 但在无殊别性的状态下# 殊别的因并不存在, 果有

殊别性即由殊别的因生起, 因此# 果不能生起,

%)%&& 下刹那的存在物不是任意地生起# 就是同于上刹那的存在物# 两者

皆不能达成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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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寂护并不主张没有存在物被产生
*

在刹那灭理论中# 每刹那都应有

相异的存在物生起及毁灭, 既然没有殊别性的因不能产生有殊别性的果# 如果

每刹那都有果生起# 要么这些存在物之生起皆为任意的# 前后刹那的存在物之

因果关系便不能达成# 但此却为不能接受的理论后果
*

要么便只能承认每刹那

生起的果皆没有殊别性# 由此所有存在物之性质也无分别可言,

"

按由每一刹那的存在物组成的因果链上的每一件存在物都为相同# 即导致

相同的存在物# 能存在多于一刹那的理论后果
*

存在物甲+ 乙$$既为相同#

即表现为同一件事物恒常存在, 既然同一件存在物恒常存在# 便没有所谓前因

或后果# 亦即没有前刹那的存在物产生后刹那的存在物之说# 因果关系因而被

取消, 刹那灭理论虽以现量为每刹那的心识本身之因果效力的表现# 但按SDL>:K

B;>的批评# 刹那的心识却因不能持续至下刹那而关系于下刹那的心识# 而成为

恒常, 我们现在感知到的事物应与过去和未来所感知到的事物相同# 我们感知

到的事物因而都为静态, 可是# 我们的确能经验到事物的生+ 成+ 转+ 化# 于

是这些有关变化的经验与刹那的存在物之关系在SDL>:B;>的批评下便成不可解,

所以# 刹那灭理论虽以因果效力为存在的标准# 但却破坏了因果关系本身, 如

存在物间没有了因果关系# 何谓 )被产生的* 存在物- 它们何以 )生*- 然后

)灭* 的又是什么- )生* 的意义不清# 针对 )灭* 的理论也会失去依据, 情况

%)& 因此被否定,

%)%*& 本来不存在的事物也不能从前刹那已灭的因生起

按情况 %&&# SDL>:B;>认为寂护也不能解释说# 下刹那的存在物由前刹那

已灭的因生起# 并由后者获得其殊别性# 因为存在物根本无法被不再存在的因

产生, 未被产生的事物并非真实的事物# 为不存在# 不存在事物即不能生果,

而且# 不存在即无殊别性可言, 如无殊别性的状态可产生事物# 它便可产生任

何事物# 或只能产生没有殊别性的事物# 此即同样回到情癋 %)%&& 的困境,

存在物的因果关系在 %)& 或 %&& 都不能达成, 按因与果相待# 没有因则

没有果# 反之亦然, 因此# 就算下刹那有存在物生起# 它们也不以上刹那的存

在物为因# 而作为果生起# 更不能说它们由其因而获得其殊别性, 如主张存在

物之产生或其殊别性是由其他助缘造成# 那么便不能解释为何在其他助缘以外#

再没有其他助缘# 由此便造成无穷后退, 但在每刹那中确有相异的存在物生起#

它们与其因之关系为何的问题最终也不能被理解,

按以上分析# 如主张刹那的存在物能够生果# 便会产生同一件存在物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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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常存在# 就是绝对不存在# 这是不能接受的理论后果, SDL>:B;>认为# 寂护

只好承认刹那灭的存在物没有因果效力, 按刹那灭理论# 存在物在一刹那中存

在# 它们具因果效力# 能相续地或共时地生果, 以上指出这些存在物却不能生

果# 同以因果效力为标准# 这些存在物即为不存在# 因此它们也谈不上刹那灭

与否, 而既然刹那的存在物和非刹那的存在物同样不能生果# 寂护便不能以因

果效力作为事物存在的标准# 而应以另一更根本的标准来分辨 )被产生的* 存

在物为存在+ )不是被产生的* 存在物并非真正存在, 寂护便因而不能以第一节

中的 %&& 否定 )不是被产生的* 存在物之存在, 于是# )被产生的* 存在物也

可以没有 )灭性*# 存在者也不一定为 )被产生的*# 也不必有因果效力# 亦不

必为刹那灭,

%&& 事实上# 寂护也以他因理解存在物之毁灭

SDL>:B;>第二个批评为# 刹那灭理论里存在物不能相互关系的主张# 与同

一系统中的非认知 %$2:'$/$E7-(# ;D;K7B?9B76ED;& 理论冲突, SDL>:B;>认为在非

认知理论中# )毁灭者* 与 )被毁灭者* 也是原因与结果的相互关系, 如果寂护

和莲花戒接受非认知理论# 他们便没有理由支持刹那灭理论,

刹那的存在物只由属于它的因产生# 它的因也是一些刹那的存在物, 这些

存在物被产生时即以毁灭为本性# 其毁灭不待他因, SDL>:B;>提出# 既然所有

存在物之毁灭除以自身条件为因外便没有他因# 同以灭性为其性质# 在同一条

因果链上的所有存在物一旦存在便应毁灭, 如果开始时的存在物没有毁灭# 在

后来的存在物也没有理由毁灭,

" 可是# 存在物之毁灭的确由他因引起# 例如寒

冷被火驱走, 此例子正是寂护支持的非认知理论所用的例子, SDL>:B;>认为#

既然寂护也主张见到有火即能知寒冷并不存在# 那么他们也必认同寒冷与火为

)被毁灭者* 与 )毁灭者* 的关系# 后者为前者的毁灭之因, 可是# 按刹那灭理

论# 寒冷应是自发毁灭的# 火本身也没有对寒冷有任何因果效力, 如以火作为

毁灭寒冷的因# 那么不只火# 连所有不相干的事物也能成为寒冷的毁灭之因,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 既然寂护以火为寒冷的毁灭之因# 即表示火与寒冷可以互

相关系# 火因而能把寒冷毁灭, 如此# 存在物则并不如刹那灭理论所言# 不能

互相关系# 也并非分别地在一刹那中独立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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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回应

从中观角度理解# SDL>:B;>批评寂护之刹那灭理论的出发点在于# 存在物

为刹那灭# 即为有自性的存在, 这种存在物不是恒常存在# 便是绝对不存在,

存在物独立存在# 便不能与其助缘或其果达成任何因果关系# 不存在的存在物

则没有产生结果的效力, 存在物在两种情况下都不能产生结果# 不能使因果链

上产生任何变化# 亦即没有因果效力, 刹那灭论因而不能解释# 相异的存在物

如何能被产生,

如果刹那的存在物在 '摄( 中是有自性的独立存在物# 中观派的寂护+ 莲

花戒也必须接受其理论失败, 可是# 笔者认为SDL>:B;>的批评并不合理, 首先#

SDL>:B;>的批评误解了 '摄( 中的刹那灭理论, '摄( 只在世俗谛的层次上论及

刹那的存在物# 而世俗的存在物也非独立的存在物, 而且# 刹那灭理论的目的

只是从存在物之相异解释 )无常*# 无须解释相异的存在物如何被 )产生*, 此

外# 佛教的缘起观并没有规定存在物之间# 必须以一存在物 )产生* 另一存在

物的关系存在, 按中观否定 )运动* 的主张# 笔者认为中观反对的只是存在物

有自性的+ 独立的存在# 它并不真正反对世俗层次上的存在物为互相依待的刹

那存在, 因此# 笔者认为刹那灭理论与中观理论可以同时成立, 笔者将从以下

两点说明此观点,

一!刹那的存在物与 %变化&

首先# 笔者先说明在刹那灭理论中# 经验事物的变化为何, 因为存在物为

刹那灭# 所以 )变化* 在此并非指同一存在物自身产生变化
*

如存在物自身能

产生变化# 它便能存在多于一刹那, )变化* 在刹那灭理论却是从经验理解, 因

为所有存在物为刹那灭# 所以每刹那的存在物都相异于上刹那的存在物, 因有

对刹那不同的存在物的经验# 才有 )变化* 此概念,

)刹那* 是心识中最小的时空单位, 假设存在物只在一刹那中存在# 刹那的

存在物被产生时已在完整状态# 它们不关系于他物# 也不因他物而变化+ 毁灭,

所以# 它们的性质是单一而不可分# 它们的存在因而不能跨越此刹那而伸延至

下刹那,

在一刹那中有无数的存在物, 每一件存在物都从只属于它的一组因生起,

按对此存在物之生起的重要性# 它的因被划分为主因与助缘, 这些主因及助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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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存在于上刹那, 它们也是刹那的存在物# 也是单一性质# 也是从各自的主因

及助缘生起, 如此# 每刹那中存在无数独立的+ 性质单一的+ 刹那的存在物,

它们以上刹那的存在物为条件存在# 也为下刹那存在物存在的条件, 每刹那存

在物的不断生起与毁灭# 便组成了一条无始无终的因果链, 因我们不能离开心

识认知外物# 此因果链亦即心识的相续,

假设这因果链上的其中一刹那为某些存在物存在的第一刹那 %P)&, 在 P)

中这些相异的存在物被产生时已为完整状态# 所以它们并不能互相关系, 但到

了第二刹那 %P&&# P) 中相异的存在物便成为P& 新的存在物的存在条件, 那些

于P& 存在的存在物被产生时也是在完整状态# 它们也不能互相关系# 但它们也

是第三刹那 %P*& 存在物存在的条件# 以此类推, 如果P& 的存在物与 P) 的存

在物有相似的存在条件# 在P& 便会生起与P) 相似的存在物, 如果P* 的存在物

之存在条件与P& 的存在物相似# 在P* 也会生起相似于P& 的存在物, 相似的存

在物于每刹那中生起, 直到某刹那 %P;&# 有另一些不同于存在于 P; 中的存在

物出现, 虽然在P;中所有存在物都不能互相关系# 但它们都成为 P; 的下一刹

那 %P; n)& 的存在物存在的条件, 因为P; n) 的存在物的存在条件不同了# 在

P; n) 将生起与P) 至P;不同的存在物, 如果P; n) 没有更多不同的存在条件出

现# 再下一刹那 %P; n&& 便会生起与 P; n) 相似的存在物, 相反# 如果在

P; n)有更多不同的存在条件出现# P; n& 便会生起与P; n) 不同的存在物,

"

按刹那灭理论# 因为视觉能力所限# 我们不会先察觉到存在物独立+ 单一

而刹那的性质, 在经验中# 我们看到的是一堆聚集于某时空中的存在物, 基于

概念建构# 我们把这堆存在物认知为某经验事物, 因为在 P) 至 P; 中的存在物

都有相似的存在条件# 我们便认为同一件经验事物持续存在, 而在 P; 中出现

的+ 不同的存在物# 便被概念建构为另一件经验事物, 并因为这另一件经验事

物的出现# 在P; n) 便生起不同于P) 至 P; 的存在物, 我们便认为在 P; 中的经

验事物被同一刹那中的另一件经验事物# 或被在 P; n) 中生起的不同的经验事

物毁灭了# 以致不再在P; n) 出现,

以树木此经验事物为例, 它是由多个独立的+ 性质单一的存在物经我们的

概念建构而成, 虽然其存在和形相与其组成的存在物一样只存在一刹那# 但是#

在经验中它仍被认知为同一件事物继续存在, 被认知为树木的那些刹那的存在

物由它们各自的条件生起, 在经验中# 这些存在条件被理解为不同的经验事物#

例如种子+ 泥土+ 水分, 由于没有种子树木便不可能存在# 所以种子便被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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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树木的主因# 其他事物如泥土+ 水分便被划分为助缘, 并由于在没有接触到

阳光前# 种子一直以种子的形态存在
*

有了阳光后# 种子才开始发芽, 因此#

阳光也被纳入为树木生起的助缘之一,

树木的芽出现了# 原来的种子便不再存在, 在经验中# 我们便可能认知这

种子被水分+ 阳光等毁灭了# 或被树木的芽取代了, 芽得到更多水分和阳光后#

长成了树木# 而树木也不断生长, 树木可以不同的原因毁灭# 而产生不同的果#

例如我们可以把它烧成灰# 或把它造成雕塑, 如把树木用火烧成灰# 我们便不

再看到 )树木的* 形相# 而是 )灰烬的* 形相, 因此# 在经验中# 我们认知到

原来的树木被火毁灭了# 而成了灰烬, 并因为没有树木便没有灰烬# 所以树木

便被划分为灰烬的主因# 而火等便成为助缘, 种子+ 树木+ 灰烬这些经验事物

的+ 相续的存在便成为一条因果链# 我们认知种子为树木的因+ 树木为种子的

果
*

树木为灰烬的因+ 灰烬为树木的果, 当然# 种子+ 树木+ 灰烬等经验事物

其实没有特定属于它们的形相, 按刹那灭理论# 所谓经验事物只是一堆独立的+

性质单一的+ 聚集在某时空中的存在物的形相, 它们的综合表现经概念建构后#

被认知为不同的经验事物,

独立而刹那的存在物在同一刹那中不能互相关系, 但是# 没有上刹那中特

定的条件# 此刹那便不会生起特定的存在物
*

如在此刹那中# 这些特定的存在

物没有生起# 在上一刹那中也不存在这些存在物的存在条件, 因为原因不能存

在至下刹那# 所以上刹那与下刹那的存在物间# 并非由原因生出结果或变成结

果的关系, 当一堆的存在物以相似的形相存在于相续的时空中# 并被认知为某

经验事物后# 此经验事物与其他经验事物间才以因与果的关系相待而立# 如种

子与树木+ 树木与灰烬, 而使种子成为树木的阳光+ 使树木成为灰烬的火# 便

被认识为毁灭了种子或树木的事物, 因为经验事物的产生与变化# 是我们透过

概念去建构相续时空中的存在物之形相后# 所得到的综合表现# 因此# 就算独

立的存在物于同一刹那中不能互相关系# 也不影响我们对经验事物之因果关系

的理解,

可是# 从上述的理解可见# 刹那灭理论并没有解释为何在开始时 %P(&# 已

有不同的存在物存在条件, 此理论也没有解释于P) 中不同的存在物借这些条件

生起的过程, 因此# 此理论并不能解释为何特定的存在物# 要在特定刹那中#

有其特定的形相# 而并非另一形相, 当然# 按此理论# 每刹那中的存在物都是

相异的, 但是为何此存在物在此刹那表现为绿色的 %经概念建构后成为树木&#

而不表现为灰色的 %经概念建构后成为灰烬&# 或存在物为何由绿色变成灰色#

便为不可解, 在此# 刹那灭理论只能诉诸缘起" 有那些条件# 这些存在物便生

/)0/从中观立场考察瑜伽行中观派之刹那灭理论



起
*

没有那些条件# 这些存在物便不生起, 以前刹那的存在物为 )甲*# 后刹那

的存在物为 )乙*# 按笔者理解# 前+ 后刹那的存在物之关系即为 )有甲则有

乙# 无甲则无乙*# 此即为一必然伴随的 %;B9B::>?R9D;9D@E6>;6& 关系,

按此刹那的存在物间的关系# 可见SDL>:B;>对 '摄( 中刹那灭理论的误解,

%)& 刹那的存在物不是有自性的独立存在

刹那灭理论在瑜伽行中观派的系统中# 是放在世俗谛的层次上讨论, 心识

构成了刹那的存在物的存在# 刹那的存在物之存在为依于心识# 而非独立存在,

因此# 寂护和莲花戒从来没把刹那的存在物当作胜义的存在物看待,

按上述讨论# 刹那的存在物并非有自性的+ 独立的存在, 它与其存在条件

之间是必然伴随# 互相依待, 再者# 刹那的存在物为此特定的存在物而非另一

存在物# 必有其特定的形相# 及存在于特定的时空中, 所以# 一存在物之形相

及其存在的时空# 也必然伴随此存在物, 由此可知# 存在物的形相及其存在的

时空即与其存在的条件为必然伴随的关系
*

有这些存在条件# 存在物便在这时

空下有这些形相, 于是# 下刹那的存在物以上刹那的存在物为条件# 其形相+

存在的时空也为上刹那的存在物所限制, 前刹那与下刹那的存在物即构成互相

依待的关系, 这种互相依待的形式不同于SDL>:B;>批评中的假设,

%&& 刹那灭学说不主张 )产生* 之说

据SDL>:B;>的批评# 纵使刹那的存在物被设定为互相依存# 它们却正正因

为刹那灭# 而不能互相关系# 产生结果
*

如果它们之间能互相关系# 它们便能

产生结果# 或使因果链上产生变化, 换言之# SDL>:B;>也可反驳说这些刹那的

存在物实际上为独立存在# 因为它们之间没有关系,

但是笔者必须指出# SDL>:B;>的批评似乎是假设了经验中的变化# 只能由

一存在物被另一存在物 )产生* 而引致, 换言之# )产生* 是存在物生起或经验

事物变化的唯一可能情况, 因此# 所有存在物必须由另一存在物 )产生*# 反之

便无可能有变化的经验可言, 所谓 )产生*# 即是由原因生出结果# 例如果实

%果& 由种子 %因& 体中生出, 种子之为因# 在于它能运用其因果效力于果实之

上# 产生果实# 从而与下刹那生起的果实构成因果关系, 果实之为果# 在于它

为种子之因果效力所及# 因而由种子生起# 而与上刹那的种子构成因果关系,

从 )产生* 的角度而言# 果实未被种子产生前# 便必须在种子体中存在
*

反之#

种子便缺乏了运用因果效力的对象, 因此# 因必须与果同时存在# 因果才能互

相关系# 而果才可以被因 )产生*, SDL>:B;>以此理解存在物间的因果关系, 但

如果存在物为刹那灭# 它们便成为各自独立的存在物, 如此# 它们便不能作为

因与果而同时存在# 因 )产生* 果的经验便成不可解# 经验中也当然不能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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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被 )产生*,

虽然刹那灭理论不能说明存在物如何 )产生* 相异的存在物# 但这不是刹

那灭理论的目的, 刹那灭理论之目的只是从指出每刹那的存在物为相异# 说明

经验中的变化# 从而建立对无常的理解, 至于为何下刹那有此相异的存在物出

现# 刹那灭理论只从缘起解释, 所以# 就算前刹那与后刹那的存在物不以 )产

生* 的形式互相关系# 它们也不因此成为绝对独立于对方的存在物, 而刹那的

存在物为 )被产生的* 存在物# 此 )被产生* 的意思也是以此种必然伴随的关

系理解, 这就是刹那灭理论内存在物的因果关系, 在这种因果关系下# 经验事

物之 )产生*+ 持续存在与变化# 反而是刹那的存在物在相续的时空中的形相#

经概念建构后的表现, 因此# 不以 )产生* 理解存在物的因果关系# 经验事物

之因果关系也不会因此而被取消,

再者# 刹那灭理论本身即反对 )产生* 之说, )产生* 要求存在物持续存

在# 而所谓能持续存在的存在物 % )非刹那的* 存在物& 的因果效力已被否定,

按存在即有因果效力的标准# 这些存在物即为不存在,

" 因刹那灭理论本身不认

为存在物以 )产生* 的形式生起# 它因而以 )产生* 以外的形式去解释经验事

物的变化, SDL>:B;>却批评刹那的存在物不能 )产生* 经验中的变化, 按此#

SDL>:B;>反而有责任说明# 为何刹那灭理论要同时处理 )产生* 的问题, 不然#

便只好承认 )刹那的存在物如何产生相异的存在物* 这问题并不恰当,

二!中观并不否定存在物为刹那灭

那么# 为何 )产生* 不是存在物成为存在的唯一可能情况- 究竟上述刹那

灭理论中的因果关系佛教能否接受- 以至于中观派本身又能否接受- 笔者将在

以下指出# 在瑜伽行中观派的系统内# 刹那的存在物同样合乎佛教和中观相互

依存的因果观, 笔者将先简述佛教缘起的基本立场# 再从 '中论( 否定 )运动*

之主张说明中观之因果观# 并指出中观并不反对世俗层次上的存在物为刹那灭,

%)& 佛教的缘起观

佛教并不接受创造神# 也不接受第一因的说法, 佛教大致上持 )此有故彼

有# 此无故彼无* 的缘起观, 如在 '杂阿含经( 卷 )(,

如来离于二边' 说于中道' 所谓此有故彼有' 此生故彼生' 谓缘无明

有行' 乃至生& 老& 病& 死& 忧& 悲& 恼& 苦集) 所谓此无故彼无' 此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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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彼灭' 谓无明灭则行灭' 乃至生& 老& 病& 死& 忧& 悲& 恼& 苦灭*

"

在此缘起观念下# 佛教普遍认为有某些因便会产生某些果# 没有那些因# 那些

果也不会产生, 轮回中的各种现象以无明为其生起的条件 %缘&

*

去除了无明#

轮回中的各种现象也不会再生起, 以无明为缘# 各种现象为果# 缘与果便为互

相依存的关系
*

相对于果便必然有缘# 反之亦然, 在这种因果关系下# 果不能

由 )无* 而生, 因果关系即以凭借其生起的条件生而生# 凭借这些条件的灭而

灭, 因果在此意义下不是绝对不存在 % )边*&# 也不是永恒存在 % )边*&, 这种

缘起观即为中间之道 %中道&, 所有现象也按同样道理互相依待# 有生有灭, 由

此# 佛教认为存在物不知由何时开始便不断生起和毁灭# 此生灭过程也会没有

终结地继续下去, 整个宇宙即在不断变化# 亦即无常,

按此# 宇宙万物具体如何变化# 亦即存在物究竟是按上述的 )产生* 说#

抑或按刹那灭理论中存在物与其存在条件那种必然伴随的关系而存在# 早期佛

教并没有指明, 但以 )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无* 为标准# 这两种形式也都符

合, 所以# 特别指定某种形式# 似乎为不同派别按此缘起观# 在以后发展出的+

各自的因果观,

%&& 中观的因果观

按所有世俗事物皆以 )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无* 的缘起关系而生灭# 中

观主张所有事物都不能独立存在# 亦即没有恒常不变的自性# 在胜义谛的层次

上并不存在, 在世俗谛的层次上# 果与缘相待# 互相依存# 它们互相依存的关

系在胜义谛的层次上也不存在, 见 '中论( )%4"

果为从缘生g为从非缘生gg是缘为有果g是缘为无果gg

&

)缘* 在此泛指结果生起的种种条件# 包括主因及助缘, 这些条件能产生

果. 如果没有了这些条件# 果便不能生起, 在世俗谛的层次上# 存在物皆由其

相待的缘生起# 生起后这些存在物也成为相待于某些结果的缘, 因此# 所有世

俗谛层次上的事物既为果# 也为缘,

'中论( 否定果与缘之自性的主张可从以下理解" 究竟果是由缘所生# 还是

由非缘所生- 实际上# 缘或非缘都不能生果, 缘能生果才真正是缘
*

如缘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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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果# 便不作为因关系于果# 而称不上为缘# 因此果不可能由非缘所生, 但缘

也不能生果, 如缘为有自性的存在# 它的存在便独立于其他存在物# 因而不可

能达成任何因果关系, 所以# 果之生起必须依靠此缘外的另一缘, 但由于此缘

外的另一缘也为独立的存在物# 因此在此缘外的另一缘外又须增设另一缘# 去

确保果能生起, 如此无穷后退# 果也不能生起# 因为无一缘不是独立存在,

换言之# 缘自身并不具有因果效力# 即其不能 )产生* 结果, )产生* 是

)运动* 的一种# 在 )产生* 这 )运动* 中# 缘运用其产生结果的能力# 使之

作用于结果之上, 缘之不能 )产生* 结果# 可见于中观否定 )运动* 之胜义存

在, 按 '中论( &%)"

已去无有去g未去亦无去gg离已去未去g去时亦无去gg

"

以 )去者* %运动者& 由一处 )去* 另一处此 )运动* 为例, 如 )去* 存

在# 那么它必定存在于 )已被去者经过的地方* %过去& 中# 或在 )未被去者

经过的地方* %未来& 中# 又或在 )正在被去者经过的地方* %现在& 中, )去*

不存在于 )已被去者经过的地方* 中# 因为 )去者* 已经过了那地方# )去*

这 )运动* 也已经完成而不再存在, 它也不存在于 )未被去者经过的地方* 中#

因为既然那地方未被 )去者* 经过# )去* 这 )运动* 也未发生,

最后# 它不存在于 )正在被去者经过的地方* 中, 因为 )正在被去者经过

的地方* %现在& 相待 )已被去者经过的地方* %过去& 和 )未被去者经过的地

方* %未来&# 而现在只有一刹那, 可是# )去* 这 )运动* 的发生则要求 )去

者* 由前刹那的过去跨越至下刹那的现在# 或由前刹那的现在跨越至下刹那的

未来, )去者* 需要多于一刹那去完成 )去* 这 )运动*, 因此# )去* 这 )运

动* 不可能在 )正在被去者经过的地方* 中存在, 由此可见 )去* 这 )运动*

并不存在# 而 )去者* 也不能以 )去* 为自性, 并因 )去者* 本身不能完成

)去* 这 )运动*# )去者* 便不真正为能 )去* 之人 %即 )去者*&, 没有 )去

者*# 也没有 )去* 这 )运动*#

& 便也没有 )被去者经过的地方*, 如把 )去*

这 )运动* 理解为有自性的存在# )去*+ )去者*+ )去者经过的地方* 之存在

反而成为不可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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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道理# 缘 )产生* 结果的 )运动* 在胜义谛的层次并不存在, 如果这

)产生* 结果的 )运动* 存在# 那么它必定存在于 )已被缘产生的结果* %过

去& 中# 或在 )未被缘产生的结果* %未来& 中# 又或在 )正在被缘产生的结

果* %现在& 中, )产生* 结果的 )运动* 不存在于 )已被缘产生的结果* 或

)未被缘产生的结果* 中# )产生* 结果的 )运动* 于前者已经完成# 于后者则

未发生, )产生* 结果的 )运动* 也不存在于 )正在被缘产生的结果* 中# 因

为现在只有一刹那, 但 )产生* 结果的 )运动* 的发生则要求缘由前刹那跨越

至下刹那# 关系于结果而使其生起, 因为缘需要多于一刹那去完成 )产生* 结

果的 )运动*# 所以 )产生* 结果的 )运动* 不可能于 )正在被缘产生的结果*

中存在, 由此可见 )产生* 结果的 )运动* 并不存在# 而缘也不以 )产生* 结

果为自性# 因而不能真正称为缘, 没有缘# 也没有 )产生* 结果的 )运动*# 便

也没有 )被缘产生的结果*, 如把缘理解为有自性的存在# )产生*+ )缘* %即

)产生者*&+ )被缘产生的结果* 之存在反而成为不可解, 由此# 因果关系也变

成不可解,

据以上讨论# 既然缘和非缘也不能在过去+ 未来+ 现在生果# 果在胜义谛

的层次也不存在, 如果果不在胜义层次存在# 相待于果的缘和非缘也不能在胜

义层次存在,

" 换言之# 果与缘没有自性, 存在物作为果或缘# 也没有自性, 按

此# 建立于存在物间的因果关系也没有自性# 不能在胜义层次确立, 见 '中

论( )%)(,

诸法无自性g故无有有相gg说有是事故g是事有不然gg

&

按中观的分析# 在 )此有故彼有* 的缘起观下生起的存在物并无自性# 不

能独立存在# 因而非胜义 )有*, 即是存在物作为果# 必须相待于缘而立
*

作为

缘# 也必须相待于果而立# 两者互相依存, 有缘便有果# 无缘便无果# 即为

)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无* 的意思, 因此# 所谓 )有*# 只是世俗谛层次上的

)有*

*

所谓 )无*# 只是相待于世俗谛层次的 )有* 而立, )有* 与 )无* 只

是为了表述日常经验而设的语言# 存在物在胜义层次上为何便不能被言说, 建

立在世俗谛层次上的 )有* 与 )无* 之上的+ 这 )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无*

的因果关系# 也只表述了日常经验事物的关系# 此关系并不存在于胜义谛的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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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上, 故此# 在胜义谛层次上的存在物之关系为何也不能被言说,

%*& 世俗的存在物之存在形式

虽然 )产生* 结果的 )运动* 在中观的因果观中被否定了# 新的存在物却

在经验中不断出现, 那么# 经验的存在物究竟以何种形式存在- 它们的关系如

何- 基于 )一切皆空* 的主张# 中观所以在这问题上保持沉默# 因为说了便会

使人误解因+ 果+ 因果关系为有自性的存在, 笔者则认为 '摄( 尝试以刹那灭

理论在去填补这方面的空白,

按 )产生* 结果的 )运动* 被否定# 笔者认为就算存在物非刹那灭# 存在

物间必然伴随的关系也能在中观的因果观中成立, 按此因果观# 虽然因实际上

不能 )产生* 果# 可是经验中却有新存在物生起, 我们既然不接受存在物的生

起为任意的# 其中一种可能性# 就是存在物与另外的存在物的关系为上述的必

然伴随的关系
*

有之前的存在物# 便有之后的存在物# 反之则没有, 这种必然

伴随的关系也非独立存在的因果关系, 就算某些存在物能作为之后的存在物之

存在条件# 这些存在物也必须有特定的存在条件才能生起, 因此# 之后存在的

存在物之生起# 也同时依待于其存在条件之存在条件# 而它们间的因果关系也

同时依待于之前存在物间的因果关系,

按这必然伴随的关系# 我们分别经常先出现的存在物为因# 后出现的为果,

在这种情况下# 以中观的标准# 所谓因+ 果+ 因果关系即为假名# 是为了形容

经验的需要而透过语言和概念设立, 而在胜义谛中# 当概念建构被去除后# 存

在物都不再以因与果的关系存在,

再者# 反对刹那灭理论者是基于其假定了存在物之生起与经验中的变化只

能由 )产生* 的 )运动* 造成# 而刹那的存在物却不能 )产生* 其他存在物#

所以存在物不可能是刹那灭, 但 )产生* 至少不是佛教唯一接受的因果关系#

而中观的因果观也能接受存在物间必然伴随的关系, 既然存在物能以此关系存

在# 反对者便不能再以这理由再反对刹那灭理论, 中观的世俗谛是要指出存在

物互相依待, 只要明白这点# 中观并不反对我们对经验事物有所理解# 这也使

日常生活可能, 虽然以上讨论并不足以确立中观世俗谛中的存在物为刹那灭#

但只要刹那的存在物实际上不是独立存在# 将存在物理解为刹那灭并不违反我

们对经验中因果关系及变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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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结论

笔者在本文中以中观反对刹那灭理论为背景# 透过佛教学者 SDL>:B;>的批

评# 澄清了刹那灭理论的因果观# 指出其在瑜伽行中观派的系统中# 能与中观

的世俗谛同时成立,

从中观角度理解# SDL>:B;>批评刹那灭理论# 是因为存在物为刹那灭即为

有自性的独立存在物, 它们因而不能 )产生* 结果# 或在因果链上 )产生* 相

异的存在物# 以致不能解释经验中的变化, 笔者认为此批评因以下理由而不成

立" %)& 刹那的存在物在瑜伽行中观派的系统中# 以必然伴随 %有前刹那的存

在物为条件# 即有后刹那的存在物存在# 反之则没有& 的关系互相依待# 为世

俗谛层次中的存在物
*

%&& 刹那灭理论之目的为建立对 )无常* 的理解# 并非

解释如何 )产生* 相异的存在物
*

%*& 刹那灭理论否定 )产生* 之说# 而从

相异的存在条件说明相异的存在物之生起
*

%4& )产生* 及变化皆是从刹那相

异的存在物的感知经概念建构而成# 此理解并不违反经验中的因果关系,

同时# %2& 佛教 )此有故彼有# 此无故彼无* 的缘起观并不否定存在物间

必然伴随的关系, 而 %3& 中观否定 )产生* 这 )运动*# 即否定了存在物跨越

前后刹那而关系于另一存在物的可能, 下刹那 有新的存在物存在# 即意味了存

在物间之必然伴随的关系, 因此# 中观的世俗谛与刹那灭理论并无冲突# 两者

可以同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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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5>7>d ÊNA FRX>@>I>:

=

kI>D; 65B

TBCE;E6ED; DCTE?B96$B?9B76ED;%* qE;FG;# &/ %)..*&" ** 1)&0%

]>?CEBIH# W>RY%P5B[G;H>@B;6>IaE:HD@ DC65BMEHHIBa>R" -ALA?̂G;>h:

MjI>@>H5R>@>N>NA?ENA%-B8SD?N" òCD?H V;EJB?:E6R$?B::#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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