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 《成唯识论》的四缘说

———兼与 《俱舍论》的略较

杨　勇①

唯识学固然在以八识为中心的讨论世界万法的存在与变化之原理，可是具

体是如何运动的，则须凭借三依、四缘、十五因的理路而予以管窥。但唯识的

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识的问题上，对因缘说的探讨相对薄弱，② 故而本文将通

过 《成唯识论》（下文均简称 《成论》）考察八识、四缘关系，力图揭示出唯识

运动之机制。至于三依、十五因和五果将在以后的研究中专文讨论。

无独有偶，在早期印度佛教的典籍中，四缘说也受到部派佛教大师们的关

注，并且留下了丰富和多样的思想遗产。虽然部派大师对于四缘的解说也关注

了世界缘起之道理，但由于各自立场不同，所以观点上出现较大差异。如此，

我们便选择了号称 “聪明论”的 《阿毗达磨俱舍论》中四缘的阐述与唯识家做

简单的比较，以探究其不同的理论取向。

一　 《成唯识论》的四缘说

所谓的四缘，分别是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增上缘。由于它们预期论

证的要点有异，所以在相应的内容上，又存在着较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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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因缘：种子现行互熏

因缘，是以种子和现行的互动而说。这是强调一种直接的互生关系。这里

较多地涉及种子和现行互相熏习的内容。

首先，从种子和现行的关系看。种子是自类种子和由种子引生而产生的自

类现行果相的因，并且是最根本的因。当然，种子只能处于第八识中。现行，

是前七转识作为正在起作用的当下，能够对第八识产生熏习的影响力，① 如此形

成种子而留存在第八识中，前七识也是生自类种子最根本的因。介于这样的两

重关系，因缘所指即种子与现行的直接生成关系。

其次，熏习的关联。第八识是所熏，前七识是能熏。

第八识，作为藏识，能够具有能藏、所藏、执藏之义。藏的对象就是种子。

种子，“谓本识中亲生自果功能差别。”② 相对于第八识，种子有四个核心的特点：

（１）含藏一切特点、能够引生各种现实功能；（２）种子就是第八识变现出来能够
被转识所面对的境界———相分之一；（３）种子的性质可以分成有漏和无漏两大类，
它们储藏在性质不确定的第八识 （无记），但本身的性质是不会改变的；③ （４）种
子、第八识、现实的果，三者不能相离，故而在俗谛上，说为 “实有”。

在因缘中讨论的核心动力是熏习。《成论》云：“内种必由熏习生长，亲能

生果是因缘性。”④

种子能生的功能是依靠熏习而实现的。熏习，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唯识家

常以香熏为例，即花香对于具有花香的衣服具有必然的原因性，以及后者对于

前者必然的结果性。熏习的比喻正好说明了这种必然因果性，这是一种不可思

议的特点，与第八识对于其他诸识具有的不可思议性是一致的。

种子本身具有六种含义：“刹那义”旨在种子才生即灭的无实体性；“果俱

有”以反思式的方式说明种子之果和因是同时生灭的；“恒随转”强调种子在彻

底解脱 （究竟位）之前具有恒常性；“性决定”说明善恶之因导致种子必然具有

相应的善恶之性；“待众缘”强调种子必须要有各种条件聚合才会出现具体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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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无漏和有漏是对性质的规定，那么如何调和两类不同的种子共同存在于无记的第八识，以及如

何能够在第八识中发生各自的功能，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成论》是以护法作为根本，而认

为种子的来源有本有、新熏两类。

《成唯识论》，第９页下。



能；最后 “引自果”，强调种子必然产生性质相类的果。《成论》指出种子诸多

的特点均是在第八识中出现的，所以第八识叫作 “种子识”。

在种子具有的诸功能之下，熏习之义方可理解。《成论》以为，熏习有两方

面，一个是作为第八识的所熏之性，一个是前七识的能熏之性。这二种熏习共

同构筑了种子之被生与生果的关系，也就是最重要的因缘性。

第八识具有所熏的四义：“坚住性”，是第八识能够在最终解脱之前具有持

续性，并且能够维持着习气①的存在；“无记性”，即第八识自身不能具有明确的

善恶性质，这样才能接受带着鲜明之善恶性质的各类种子②；“可熏性”，是说第

八识必然自身具有一种可以接受熏习的特质 （我们始终强调这是一种喻证）；

“与能熏共和合性”，这是强调第八识与前七识不能相离，而是永恒的同时同处

结合在一起，这是为了避免第八识作为孤立之生成因而限制的必要保证。在所

熏之义上，《成论》特别指出，所熏之第八识只是阿赖耶识，而不包含与之相应

的五种遍行心所。

前七识具有能熏的四义：“有生灭”，即前七识并非恒时常住的，但能够发

生实际功能生成习气的能力；“有胜用”，是说前七识具有强大的效能，可以引

生种子。③ “有增减”，是说前七识的效能在不同的状况下，可增可减。“与所熏

和合性”，这同样是指前七识与第八识不即不离的关系。最后，前七识的能熏之

义中，必须包含作为心王之前七识，以及各自相应的心所。

如此，第八识、前七识，以及种子，三者具有因果同时，循环往复的特点。

即第八识中无始以来所蕴含的种子，在相应的条件下当下转变成为相应的果相，

这些果相总是各种形式表现着与前七识相联系的特性，于是，第八识又接受了

来自于前七识所有熏习而成为种子，至于前七识以及相应心所形成的种子，在

时间上是与第八识始终同步的。

另外，种子储藏于第八识中，种子本身具有的刹那义，使得其自身不能长

久不变，故而种子具有自类相生的特点，即同类的前一种子刹那刹那的生成后

一种子。种子相生的方式，一定程度上似乎表现为某种时间的前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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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８页中）。
第八识中含有清净的一面，《成论》认为其清净种子是无始以来就有的，所以不属于此一问题的讨

论。这也是第八识一个非常独特而引起争论的方面。

种子，具有生因和引因二种特点。前者指种子对于果相在性质上、时间上的直接原因性。后者，则

强调因为时间间隔，带来了种子对果相的牵引作用。所以，生因似乎可以与四因中的因缘相配，而

引因则与增上缘相对应。



总的看来，因缘性即表现为种子现行互相熏习而生，以及种子自类相生两

大类别。

不过，《成论》指出有如下两种情况不属于因缘性。（１）第八识不会作为第

八识自身的因缘，因为它本身就是所熏。（２）前七识的现行，不能彼此成为因

缘性，比如第七识与第六识不可能发生因果必然性，因为它们二者属于异类。

（二）等无间缘：心的延续性

“等无间缘，谓八现识及彼心所，前聚于后自类无间等而开导，令彼

定生。”①

在等无间缘的定义中，特别注意到 “现识”一词，该词旨在说明等无间缘

仅仅限制在发生功能的心与心所的层面。强调的是诸识的现实作用。

八识，以及相应的心所，是前后相续而生的。并且不同的心所总是伴随着

各自的诸识而延续。不过，这只限于同类的心王心所，而非异类的心识。比如

第八识的心王和心所，前一刹那，不间断的延续，成为下一个刹那的第八识之

心王心所，但是绝对不会引发前七识中的任何一个。并且心所仅有伴随心王的

能力，它们因心王而具有与心王一致的等无间缘，而自身是无法拥有这一功

能的。

不过，等无间缘却允许在诸识之中具有时间的并存和并行之特点。即在某

一刹那之上，八识中任意几识，或者全部八识都可以存在，并且具备进入下一

刹那的条件。

等无间缘体现的是诸识和相应心所的现实效用，所以根据各自个性，显现

出不同的特点。

首先，第八识可以在三界、九地②中平行式的延续，也可以下上、生死的相

对式之延续，还可以有漏生无漏的单向矛盾式之相续。比如欲界的第八识就在

欲界无间的持续，或者也可作为欲界的下界第八识无间的引生作为色界的上界，

或者前一刹那众生的死亡却能够引起下一个的第八识，或者有漏的第八识可以

引起无漏的第八识 （当然无漏的第八识已经转识成智了，所以不再具有第八识

的特点，故而也不会再引生下一刹那的第八识）。《成论》特别指出，根据 《瑜

伽师地论》的最高理论标准，③ 真正的无漏是在色界第四禅的净居天，即净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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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无漏圣者的居处，不过在这一居处，解脱者需要到佛的果位才最终完满，即

使是十地菩萨也要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有漏第八识引生无漏的话，就是在净居

天得以实现。如此推论，声闻、缘觉二乘的修行者，如果发愿要求得大乘菩提，

那么他们在欲界修行，也需要到了色界净居天处，才能成就无漏，即说欲界有

漏第八识无间引生的无漏第八识，也是需要在色界方才可能。这样的描述，即

平行式、相对式、单向矛盾式，反映了第八识在业力轮回、生死解脱存在的某

种必然性。

其次，第七识可以在三界、九地中平行式延续，也可以是有漏无漏的双向

矛盾式的相续。第七识是以第八识为根据，① 并且永恒地执着为我，形成俱生我

执。所以第八识生在具体哪一处，则第七识也会执着第八识而随在那一处。同

时，第七识的有漏和无漏互相无间而生。这一状况主要就地上位菩萨 （即是十

地菩萨）而言：在初地的菩萨，已经证悟了人我空和法我空，但这只是对烦恼

障和所知障两类种子，它们虽在见道位断除，并且在修道位得到初步的对治，

但仍然存在于修道位。所以，如果初地菩萨一旦出定，那么俱生我执就会再现，

虽然这是无记的，但始终是有漏的，于是无漏无间生有漏。但，此俱生我执，

又可引发生空智、后得智或者灭尽定，甚至法执，或者下一刹那的我执，体现

了有漏可引生的三种状况，即无漏 （空智、后得智），或者不染 （法执、灭尽

定），或者染 （我执）。最后，对于第七识而言，地上位菩萨的有漏无漏互生之

状况，只发生在欲界和色界。原因是地上位菩萨并不在无色界成就。这里，其

实解释了第七识在拥有唯独该识才具有的特性之下，心和心所延续的某些特征，

回应了在没有完全解脱之前心识相对于修行的某种进退之可能。

再次，第六识的等无间缘，情况是相对于三界、九地、有漏、无漏、善、

不善等问题而言，均可相互引生。不过，《成论》强调，从修行的角度看，考虑

强调有漏第六识引发无漏第六识的话，最初生起的无漏只能在色界。所谓无漏，

宽泛地说，是包含了见道、修道。按照 《成唯识论述记》的解释，似乎即使是

临近见道的决择分之善，也只能存在于色界。② 这里阐述了与第八识、第七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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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慧认为第七识以第八识的识种子为俱有依，护法则认为应以第八识的现识和种子为俱有依 （《成

唯识论》，第１９页中）。
窥基法师认为，决择分就是世俗修行进入到圣位修行的过渡，即暖、顶、忍、世第一法四种所修之

世俗善，严格意义上它还是有漏的，正如别疏中云：“决择分名如实观。为见道名实观。此为加行。

如见道中真实观。故名如实观。或作唯识四谛观等。故名如实。称理知故。如者称义。以此观等伏

除二取。顺生见道可名为正。体是有漏。可断法故。故可名邪。”［（唐）窥基疏：《辩中边论述记》，

《大正藏》第４４册，第４２页下］但在谈论第六识等无间缘的时候，似乎也可宽泛地理解为引导见
道无漏之一个部分 （《成唯识论述记》，第５０２页下）。



样的性质，实则彰显了色界在解脱中具有的某种殊胜独特之价值。

最后是五识的等无间缘。按照唯识学共许的观点，欲界具备全部的五识，

色界没有鼻识和舌识，无色界则没有五识。如此，欲界五识各自不同类可以无

间地引生自类，而色界只有眼、耳、身识能够无间引生自类。对于眼、耳、身

三识而言，便可欲界、色界两界上下等无间缘。五识的有漏无漏之间的引生，

与上面三识是相似的。①

（三）所缘缘：心与境关系

《成论》云：“谓若有法是带己相心或相应所虑所托。”②

所缘缘就是能够让心和心所产生对象性的存在。心是对象性存在的主观能

动方面，对象性的存在则是相对于心而言的被动一面。《成论》认为，这个对象

性的存在是心挟带的相，这个相就是心或者心所能够 （所缘）面向的对象性存

在 （缘）。这一层定义，以带己相的方式限定了对象性的存在，绝对不是完全外

在于心的某物。另外，这一带己相，对于心和心所是所虑所托，其不同之处，

或许可表达为刺激的强度与清晰度的差别。因为作为心王的心识最大特点是了

别，这是具有强烈应激的分别性，而心所则是伴随心而具体的属性，本身并未

如心识一般的清晰明了，这一层意思反过来又限制了带己相必须具备的特质。③

所以，所缘缘是内含于心识的但又与心和心所之关系些微差别的对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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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五识的等无间缘中，《成论》特别批判了有漏根等无间的引发无漏五识的说法。对于五识的等

无间缘，有两个说法。一种认为五识，在达到初地菩萨，但未成佛之间的状况下，有漏无漏可以互

相等无间缘。第二种认为，五识只有在佛的果位时，才可以在纯粹无漏的状况下，五识相互之间无

间的引生，比如眼识可以引生鼻识。除此之外，无漏不可能引生有漏。具体而言，如果没有达到佛

果，则即使是地上位的菩萨，也还是存在有漏五根。有漏根存在四个不能直接产生无漏识的局限。

即：（１）有漏根是有漏，而非无漏；（２）五根是五识独享的、不共的，它们不像第八识那样可以成
为五根的共同的根据 （因为，五色根是阿赖耶识变现出来的相分），并因此成为无漏识的可能性依

据；（３）五根与五识的结合是共时性的，没有具有前后刹那生灭，其生成机制与等无间缘不同；
（４）根识和合，所面对的境界是一致的，所以有漏根，只能结合相应的有漏识，而面对同一的境
界。综上所述，有漏根不会生成无漏识。五识与根的讨论，严格限制了等无间缘只能在五识自身之

间，保证了等无间缘之定义的完整性。

《成唯识论》，第４０页下。
按照 《述记》的解释，所缘缘中强调 “带己相”作为心性的根本属性，是为了防止某些类似但不属

于所缘缘的情况。镜子能够照到外境，进入到镜子中的外境就是镜子的带己相，因为此外境之相成

为镜子之所有，并且镜子的能照与所谓对象的镜子中的外境之所照，表现出一种所缘缘的关系。可

是窥基大师认为镜子的能照只是一种客观的没有任何主动性的功能，而所缘缘一定要突出心的能虑

能托之特点，能虑能托即意味着对于对象具有绝对的能动性，只有如此方能够叫作所缘缘。这样的

诠释，对理解所缘缘的心性之本质特征，或者唯识之特质，有很大的帮助 （《成唯识论述记》，第

５０１页中下）。



存在。

《成论》认为，所缘缘分为亲和疏。

亲所缘缘是心的见分能虑托的对象，见分和对象是不能够相离的，并且该

对象只能完全依靠心而存在。在亲所缘缘中，这种对象被分为两类：一者内识

所变的，与见分相对的各种有为法，即见分能够觉知思虑的相分；二者是 “真

如体不离识名所托”。① 也就是说，真如空智的体相原则上是无为的，但是要借

助于识来获得。这是一种断灭证离而自然呈现的状态，识与真如表现为现量的

关系，即用现代术语阐述，似乎可以表达为智的直觉，即智慧直面真如之体，

对此智慧是能、真如是所，能所是直觉观照。所以这一层也是亲所缘缘的重要

方面。

疏所缘缘则指对象与心相离，但该对象的性质却天然具备某种能够让心发

生了别功能的特性，只是这个特性对于心而言，其存在时有时无。这一对象也

有两类：一种是他者的八个识所变现出来的东西；另一种是自身的其他识变现

出来，能够让自身识之见分所取的东西。

具体到八识而言，所缘缘的问题，主要集中在疏所缘缘的是否存在，或者

如何存在的讨论之上。

首先，第八识的所缘缘到底怎样？有三种意见。第一种认为第八识只有亲

所缘缘。第二种认为第八识必然具有亲所缘缘和疏所缘缘。第三种认为第八识

的亲所缘缘是必然具有的，但疏所缘缘则不确定。依照 《成论》对所缘缘的解

释，支持的应该是第三种观点。而争论的焦点是疏所缘缘存在的方式。以第三

种观点来看，第八识天然地具有根身、器界、种子，并与见分保持着亲缘的特

点，但如果只是如此，则第八识就会被封闭在各自领域中，Ａ和 Ｂ就不能有公

共领域，当然就无法建立公共世界，结果是违反了日常的经验，即比如一个人

的身体死亡，对于另一个人而言，该尸体仍然是可以被察觉到的，如果没有公

共领域，那么这种觉察也就不能实现了。所以第一种唯独有亲所缘缘的观点，

就有所缺憾。另外，说第八识的疏所缘缘在一切时候都必然存在，这也是有问

题的，因为各类众生的种子不同，比如数量的不同，所以各类众生的第八识之

种子并不是总是一样的，总是会有至少是量上的差异，那么 Ａ的第八识的种子

在变现而被Ｂ或 Ｃ的前七识的见分所面对的时候，就是有不同的。Ａ之种子，

有的会被Ｂ所缘而非Ｃ所缘，那么这些被Ｂ所缘的种子，因为对于Ｂ的见分而

言是他识所变，就成为其疏所缘缘，而对于 Ｃ就不存在疏所缘缘了。综合如上

·８１１·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① 《成唯识论述记》，第５０７页上。



的分析，《成论》主张第八识的亲所缘缘必存，但疏所缘缘则不确定。

第七识是俱生的我执，执着的是第八识之见分，并将此见分始终执着为我

和我所。 《成论》云： “此无始来一味转故，应知此意但缘藏识见分，非余”，

“未转依位唯缘藏识，既转依已亦缘真如及余诸法。”① 第八识的见分，相对于第

七识就是让该识能够产生我执的对象，它并非第七识自身之所变，故而满足疏

所缘缘的依仗之原则，而第七识对第八识的执着，如果在没有解脱的有漏期间，

是天然与生俱来的。所以，在有漏位，第七识必定有亲所缘缘。但是第七识到

了无漏位时，即平等性智的时候，则不一定有，比如真如、虚空等不构成对象，

故无疏所缘缘，但对于面对有为法时，则有疏缘。

第六识是俱生我执和分别我执的共同承担者。第六识 “缘识所变五取蕴相，

或总或别起自心相执为实我”，“分别我执亦由现在外缘力故非与身俱。要待邪

教及邪分别然后方起故名分别，唯在第六意识中有”②。俱生我执是在没有解脱

之前，第七识和第六识对第八识之见分的执着，第七识是恒常的，第六识是间

断的；分别我执，是因为外缘而导致第六识错误的执着生成我相，唯独第六识

由此分别我执。所以，第六识的疏所缘缘有无不定。

前五识的见分必然依据第八识的见分，而前五识所对的境是第八识的相分

相应于前五识的外缘，所以前五识在有漏位的时候，疏所缘缘就是外境，必然

会有。《成论》认为：“五识身内依本识。外随作意五根境等众缘和合方得现前。

由此或俱或不俱起。”③ 但是，转依以后的无漏位则不一定有，这与第七识原理

一致。

如此看来，疏所缘缘的有无问题，很大程度是看是否有一个与之相应的、

能够托起的外缘存在，或者怎样存在。可以说，这是心和心所突破孤立个体朝

向外界的重要环节。

（四）增上缘：修道的助成

增上缘，从狭义上定义，就是二十二根，这是唯识学讨论范围，而广义上

之前的三缘都因能够对各种法的增长消亡具有强大的效用，亦可纳入增上缘。

二十二根，作为增上缘最核心的内容被讨论，是因为它们对于一切法，或

者一切万象，具有四种重要的辅益或损减作用。这四个方面，就是指一切法的

·９１１·论 《成唯识论》的四缘说

①

②

③

《成唯识论》，第２２页下—第２３页上。
同上书，第２页上。
同上书，第３７页上。



生、住、成、得。在唯识家的视野下，生，就是无始的种子在各种条件的和合

之下，从潜在的种子相，显现为现实的现行相。住，则是指支持、支撑的含义，

比如大地对房子的支撑。成，具两个含义，一是能够让思想产生确定的含义，

并借助此含义可以准确理解对象；一是借助各种工具和条件，建造出某种东西。

成的两个规定性，说明了精神和物质两个领域的成立之标准。得，针对的是涅

?之果，唯识家认为根据声闻、缘觉、大乘菩萨的三种天生之种姓，由内在的

修行之力，外在的和合之力，最终获得相应的涅?之果位。这四个方面前三个

涉及的是有为法，而最后一个偏向于无为。正是在这一复杂的限制下，二十二

根方可充当增上缘的领地。

二十二根，是眼、耳、鼻、舌、身、男、女七种色根；命根；意根；苦、

乐、忧、喜、舍等五受根；信、胜解、念、定、慧等世间五善根；未知当知根、

已知根、具知根等三出世间无漏根。①

以世亲的解释为例，② 眼等五色根是阿赖耶识变现的净色根，意根是以总括

的方式对八个识的说明，这六根对取境有增上用；男女根是原则上属于身根，

对延续家族有增上用；命根是阿赖耶识自身的种子延续流转状态下的一种形容

性的假设安立，对生命持续为一生的住一期有增上用；苦等五受根是对受的分

类，对善恶业果的形成有增上用；信等五善根是世间对善的清净之信仰有增上

用；最后的三无漏根是对解脱出世有清净的增上用。

《成论》比较关注的增上根，是三无漏根的讨论，尤其是未知当知根的

分析。

首先，未知根有三个角度。第一叫作根本位，即未知根的根本属性。其判

断标准是见道前的十五心。③ 第二称为加行位，即通过四种世间的善法修行，

暖、顶、忍、世第一法四法的修持，容易引发出见道位的第十六心。第三是资

粮位，是说修行者从发心追求真理、证悟解脱以来的各种善法，一直到色界顺

·０２１·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①

②

③

［印］安慧造、（唐）玄奘译：《大乘阿毗达磨集论》，《大正藏》第３１册，第７１５页下。对于二十二
根为何建立的，唯识家有很多表述，如世亲则以为有６种，安慧认为有９个原因，窥基则归纳为４
种，即我们上述的讨论。

［印］世亲造、（唐）玄奘译：《辩中边论》，《大正藏》第３１册，第４７０页下。
见道、修道是唯识学对修行方式的分类。见道是如实理解通透四谛真理，修道是能够对治一切障碍

（［印］无著造、（南朝梁）真谛译：《摄大乘论》，《大正藏》第３１册，第１２２页下）。可是具体处
于怎样阶段，又有不同说法。按照 《述记》借用阿毗达磨的说法，见道是领悟四谛之理，所得到的

是十六种心。按照欲界和上界 （色无色界）两大类的智慧，即法智 （欲界）和类智 （上界），与四

谛相乘，得到八种智。接近根本智的称为 “忍”，如此又再乘 “忍”“智”二种，见道的智慧就有十

六种心 （《成唯识论述记》，第５０２页中）。



抉择分之前，包括还没有得到顺抉择分 （世间四智），这一长时阶段就是资粮

位。从现代习惯的思路来理解，未知根的三个阶段可以反过来，即资粮位、加

行位、根本位，这是修行不断朝上的进步。这三个阶段，总的是通过信等五善

根、意根、乐根、喜根、舍根等九个根，为修行进步的增上缘。

未知根实则是指没有真正见道，但临近见道的情况。这一主线是对趋近解

脱的修行路线之说明。唯识家们还认为，菩萨和二乘学者与未知根还存在着另

外一个特殊的情况，需以说明。即菩萨和声闻独觉二乘行者，都在久远之前修

行，并都已经见道。按理来说，就不会再与未知根有关系。可是如果要修得世

俗智和出世智的圆满，菩萨又会修行世俗智的种子，相对于世俗智而言，就仍

然存在未见道的问题，所以菩萨会有旁修式或附带修行式的未知根。二乘人也

一样，他们都是在已经获得见道的基础上说，旁修或得修世俗智。或者二乘人

在已经得到第三果 （不还果）时，为了回归大乘教法，要重新修行菩萨初地的

大乘空法，如此也存在没有见道，而与未知根有所关联。

其次，已知根，在总的方面，也是具备了如未知根那样的五善根、意根、

乐根、喜根、舍根等根，并且因所修还没有圆满，故而未知根、已知根都既是

有漏，又是无漏的。即对于之前诸根、诸增上缘是无漏的，但是对于最后的佛

果或具知根则是有漏的。

最后，具知根就是如上九根的完满无漏。按照瑜伽大论的解释，菩萨修行

的过程，就是三根圆满的历程，亦对应着修行的三个阶段：未知根对应地前的

修行 （或称为 “胜解行地”），具知根相对于十地，已知根则是佛地。诚如论云：

“于胜解行地建立初根，于净增上意乐地等立第二根，于如来地立第三根。”①

二　 《俱舍论》视域下的四缘说

俱舍同样也说四缘，并且玄奘大师翻译的时候，更加上 “性”字，以强调

在万法生成运作原理的各种条件中，作为 “缘”的一面。另一个重要的条件，

则是作为 “因”的一面。虽然，《成论》和俱舍都遵行契经的四缘说，但各自立

场却相当的不同。

在俱舍看来，“缘”具有一个重要作用，就是 “与果”的功能，或者说就是

·１２１·论 《成唯识论》的四缘说

① ［印］弥勒造、（唐）玄奘译：《瑜伽师地论》，《大正藏》第２０册，第６１８页下 （按：《瑜伽师地

论》将净增上意乐地也叫作初地，十地均有相应具体的名称）。



对果的条件之说明。①

（一）因缘：因果总则

俱舍继承了有部的六因说，分别是能作因、俱有因、同类因、遍行因、相

应因、异熟因。但具体到 “缘”的语境中，则因缘之义只是剩下五因，即除了

能作因之外的其余五因。

首先简单地了解一下六因。站在俱舍的立场，普光大师曾概括到，能作因

是彼此有宽泛的因缘关系；俱有因是因与果的俱有之性；同类因是因果相似性；

相应因是偏向于说心与心所的平等相应；遍行因，侧重说遍染见修道的烦恼因；

异熟因则说异熟因果。②

１能作因，是说任一的有为法除了自身规定性之外，不会有障碍其他法，
或者其他法也不会障碍它的存在的情况，这就是能作因。这里关键是诸法之间

不会障碍。这是最宽泛意义上的因缘所生法的表述。

２俱有因，是指因相对于果而言俱时而有，并且在因的层面，诸要素必须
保持着一种类似于因果功能那样的关系。③ 所以，俱有因存在三种情况。第一是

地、水、火、风四大造色时，四大同时起作用。在此，四大对于所造色是必然

的因，可是四大之间也有类似于因果的关系，即缺一不可，如果缺了任何一个

元素，所造色就不可能产生。或者这样理解，比如缺乏了地元素，那么所造色

就无法产生出来，这样对于其他的水、火、风元素就无法产生其相应的结果，

所以地元素的缺乏，在间接的意义上，障碍了其他元素的功效，故而俱舍认为

地水火风的关系，就存在一种类似的因果关系。

第二是诸相与所相法。相即诸法的本相，如色法；所相法为本相上面的生、

住、异、灭四种相，即色法上的生住异灭。只有相在，所相才能出现；只有所

相存在，相才能够成立。所以二者对于果而言，就有俱有之效。

第三是心王和心所法。心王是主，心所是属，主属之间存在着彼此依赖的

俱时关系，故而也被理解为俱有因。

·２２１·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①

②

③

在佛教史的发展中，有部特别将因缘分成因和缘，并特出六因的观点，可是经部却认为佛典只提到

四缘，故而反对六因说，但是俱舍却似乎改造式的吸收了有部和经部的观点，仍然承认六因四缘的

框架，只是解释做了某些调整。

普光：《俱舍论记》，第１１２页中。
俱舍的基本态度是 “意朋经部”，主述有部，所以世亲对有部是有所微词和批判的。在俱有因的讨

论中，虽然俱舍认同俱有因的提法，可是却反对有部强调俱有因的特质是互为因果。按照法宝的解

释，似乎经部认同作为原因之间的俱时性，而只有有部提出互为果的观念。“经部纵夺也，纵其同

时因果，而夺互为因果也。”［（唐）法宝疏：《俱舍论疏》，《大正藏》第４１册，第５６０页下］



俱有因之中，最需要关注的是因在时间意义上的共时性，在共时之下，因

的诸元素可以保持彼此依赖的，类似于因果的关系，所以这一共时性的类因果

关系，又是通过反思而静态存在的。

３同类因，是从善、恶、无记三种性质作为分类原则，在同类的元素 （五

蕴）系列中，元素具有性质相同的特点，所以可以彼此为因。

具体而言，存在自部同类、自地同类、前生同类和道同类四种情况。自部

就是见苦所断的五蕴与见苦所断的五蕴为同类因，剩下见集、灭、道，以及修

道也为同类；自地就是欲界、色界四禅和无色四禅的五蕴只能在自地才为同类

因，比如欲界与欲界而不能是其他界；前生，是过去对现在未来，现在对未来，

这两组的前者相对于后者，就是前生。前者与后者性质相同，就可以彼此看作

同类因。道同类，是说一种特殊情况，即在没有烦恼的境界中，三界九地的任

何一处，都可与无漏的其他元素彼此作为同类因，因为俱舍看来无漏即纯净的

善，在同类上是相贯通的。

同类因，也是在一个静态的视域中，将所有元素分成三类，在逻辑的分类

中，对类之下的各种元素，做出排列和归属，所以会出现前者与后者的彼此同

类，即使后者可能在未来而没有现实的表现出来。所以，时间在同类因中并不

重要。

４相应因，是特别将心和心所作为因的元素进行讨论。心和心所要成为相

应因，其条件是同依。具体即是，同所依、同所缘、同行相、同时、同事。比

如，在某一刹那，眼识与眼识相应的受心所，都同时依眼根，同时对外境，同

时眼识和相应受心所的功能得以显现，并眼识和受恰在同时对境形成直观或感

知。这就是相应因的含义。

俱舍认为从原则上说，相应因是俱有因中的特例，但因为心和心所的功能

较为凸显，所以专门有单列而出。

５遍行因，是同类因的一类，专门讨论十一种烦恼，它们最大的特点是遍

及了见道、修道，见道和修道均与之有关。其内容是，见苦所断的五见①、疑、

无明，以及见集所断的邪见、见取见、疑、无明。这十一烦恼法，可以和一切

烦恼法彼此为同类因。

６异熟因，是从业报轮回的角度来定义，不善、有漏善②作为轮转之因。另

外之所以称为异熟，俱舍认为，因为因有善恶而果是无记，并且因在前而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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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见：身见、边见、见取见、戒禁取见、邪见。

有漏善，即带有烦恼的善业，比如带着傲慢对他者的布施，前者是有漏的，后者则是善的。



后，故而存在异类和异时的特点，所以称为异熟。①

实则从现代诠释的角度看，六种因反映了这样的思想：世界具有最宽泛的

普遍联系性 （能作因）。在这一大前提下，世界总是会呈现因果关系，就因的层

面来说，可以分为静态和动态两种，静态即以类为原则，限定了作为因的诸要

素必须保证具体情况下的类的统一性，所以有俱有因 （含相应因）和同类因

（含遍行因）；而动态的则是以时间判断，因果具有的前后连续性，所以有了异

熟因。在六因中，作为相应因的心和心所具有非常显著的认识上的功能，作为

遍行因的十一遍行烦恼具有明显的对治解脱之特性，所以被列出，以单独讨论。

总之，在四缘性中的因缘性中，除了能作因之外的五因，都属于因缘性。

之所以将能作因排除于外，是因为能作因对应于增上缘，代表了不碍法生的一

切法之特性。

（二）等无间缘：连续的心心所之流

等无间缘，是解释心和心所的另一个视角，这是与在第一因缘性有所不同

的。在第一因缘性中心心所体现的是俱有因的共在性、共时性，而作为等无间

缘性之中，则是专门就心心所的历时性之说明。

俱舍以为，等无间缘只针对心心所而言。心心所是由刹那所形成的流，无

始以来就迁流不息。这样，心心所的前一刹那与后一刹那之间便没有间隔，是

无间起灭。并且，前后刹那的心和心所可以是同类也可以是异类，比如眼识及

相应受生起，接着的可以是意识和意识相应心所。正在此义上，说前后心心所

是各自有相对独立的性质，“体各一故”。② 另外，等无间缘强调连续不断，还为

了排除色法、心不相应行法。色法是间断的，不如心心所那样始终不断，同时

色法和心不相应行法起灭是杂乱的，不如心和心所那样延持。最后，等无间缘

存在一个定义上的边界，即等无间缘只在有为法世界中，当阿罗汉将要进入涅

?时，最后一刹那心心所即等无间缘的结束，进入涅?之后的阿罗汉便处于寂

静无为的涅?境界，不再存在有为法世界的心心所的连续。所以，等无间缘的

时间界限被定位在过去和现在。

从如上特点，可以看出限制在过去和现在的时间范畴中历时性，以及能够

引生具有异质性的功能，是心和心所作为等无间缘，也是等无间缘区别于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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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观点，实则包含了有部和经部的思想，前者异类而熟是有部的，后者异时而熟是经部的。俱舍

当为综合性说明 （《俱舍论记》，第１２３页中）。
（唐）圆晖疏：《俱舍论颂疏论本》，《大正藏》第４１册，第８５８页中。



因的重要特质。

（三）所缘缘：带境相的心与境

俱舍认为，心和心所对境有主动、能动的朝向之力量。心心所从三个角度

对境具有朝向的特征，即 “处定” “事定” “刹那定”。处定，是说眼识所对的

只能是色境。事定，则是说在特定的情况中，只针对特定的对象。比如眼识所

对的色境有二十种，① 在某一具体情况下，眼识只会专注于其中的某一个色境，

或者某一些相关性的色境，而这一特定色境周围的其他色，就不会那么明晰的

被知觉到。刹那定，是心心所对于所朝向的对象，每一刹那都是确定。比如眼

识先看到桌子的桌面，然后是桌面下方的抽屉，从桌面到抽屉，每一刹那都是

有序并确定的。

所缘缘要揭示的是境得以呈现的可能方式，即心和心所朝向的境界，同时

还呈现出境界是怎样得到显现的，即不同色境针对不同心和心所，然后由心心

所的功能知觉境界。从这一个意义上说，境界完全是被动，它仅仅提供心和心

所的来源，同时境界的显现都是依据心和心所之功能所确定。所以，心和心所

是主导、主动之方面，而境界则是被动的。恰恰从这一点出发，普光法师将所

缘缘之境称为 “带境相现”。②

（四）增上缘

增上缘与六因中的能作因相配，除了诸法自身之自性之外，只要不妨碍他

者的生、住、异、灭，就是增上缘。也就是说，只要五因之外的所有一切，都

是增上缘的范畴。

（五）因与缘的生灭原则

虽说因和缘，作为生果功能之总的方面是一致的，可是它们也存在着些微

的差别，而这也可以作为区分二者的理论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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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境二十种，“青黄赤白长短方圆高下正不正。云烟尘雾影光明暗”。《俱舍论》，第２页中。
《俱舍论记》，第１３７页上。普光有时将境界称为带质相，与唯识学似乎有些相似性。不过，带质相
是一个历史的概念。经部认为心识含有色、心二类种子，所以心在起作用的时候，色种子当然也就

显现了。俱舍，则以为心心所的自身的功能限制了境界的呈现方式，但并不是说现实的境界不重要，

现实境界是必须存在，并提供给心心所之对象性的。唯识学的概念是 “带己相”，并认为见分先天

的结构已经在现实层面限定了相分的方式，但其前提是阿赖耶识与诸转识的内在关系，相分并不能

离开第八阿赖耶识，原则上是心识之内的问题。所以，普光对带质相的理解与唯识学只是概念上相

似，但内容却不同。



俱舍认为，“二因于正灭，三因于正生，余二缘相违，而兴于作用”①。相应

因、俱有因在现在世的当下正灭位，发生作用，从而牵引俱生之果；同类因、

遍行因、异熟因，在未来世的当下正生位，发生作用，从而牵引未来之果进入

现在世。

在缘之中，颂云：“心心所由四，二定但由三，余由二缘生，非天次等

故。”② 等无间缘和所缘缘在生灭原则上与上面五因正好相反。等无间缘是果法

生的时候，等无间才表现出来，即前一刹那的心心所灭了，后一刹那的心心所

方生成，相对于前，后一刹那是果法，正是果法的生成，等无间缘的无间之义

才能显现。所以，在未来的心心所在现在世当下生成，保证了刚刚从现在过去

的心心所能够与下一刹那接续。这正好与相应、俱有二因相反。

所缘缘，当未来心心所灭了，进入到现在世之当下，如此当下的心和心所

正好可以面对现在的境界，如此才能发生所缘缘的认知作用。这正好与同类因、

遍行因、异熟因相反。

总体观之，我们不难看出，俱舍的因与缘之生灭原则，正好完整地构成了

三世流行。当然，这种流行是从未来世，流向现在世，再迁入过去世。

最后，因与缘通过辩证的方式体现了三世有为法的运作规则。

三　略较二种四缘之差异

《成论》和俱舍，虽然都提出了四缘的观点，但我们似乎可将之理解佛教共

许的传统的。事实上，在具体内在的分析中，二者仍然存在着不同。

首先，八识生灭和三世生灭的区别。《成论》并不承认有所谓的三世，认

为三世也不过是第八识种子和前七转识的运作关系之幻相。因果存在的根本原

则是来源于种子与现行互相熏习。种子是因果根据，现行是因果的现实条件。

二者互相熏习的影响中，实现了迁流不息的变化。但是，俱舍的因果生灭，无

时无刻不体现了有部的烙印，即三世的结构。因缘的持续性总是有所牵扯的，

过去与现在未来，未来与过去现在，它们必然需要有牵引和推动的两个角度。

万法的彼此牵连，具有一种因果的联系，识，也只是万法中的一项内容。所

以，不可单从识出发解释。我们可以看到，前者重视的是作为根本性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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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舍论》，第３７页中。
同上书，第３７页下。



因，而后者则强调作为时间性的逻辑因。所谓逻辑因，即前者的种子和现行是

先验而经验的，后者的三世和万法也是先验而经验的。这是从宏观因果的不同

来看待。

其次，主观与客观之别。《成论》和俱舍的理论取向，可谓前者是主观的，

后者是客观的。原因在于，阿赖耶识作为因缘的个性，就是它变现了根身器界

的相分世界，以及诸识的见分世界，二者的关系是先天地被限定在阿赖耶识的

种现、相见之结构下，所以其主观性的取向非常明显。但是俱舍则主张因果之

间的三世流动，三世的先天格局客观地限定了诸因之间的关系和流动，三世的

存在保证了因和缘此格局下具有不相妨碍而有序的运作原理。

最后，心物关系之别。《成论》强调所缘缘的亲疏关系，是为了说明心对物

所带有的先验认知的可能性，其重点似乎是诸识觉知能力之范围宽窄，而境为

心之所缘是不言而喻的。可是俱舍则更加强调心如何突破自身而对向完全与自

己没有关系的境界，即心法如何达到色法，故而它的解释更多的是从带相而言

的。当然二论对境的讨论，有一个非常强的共识，即心的先验结构必然规定

了境。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比较的地方，本文不再赘述。但是从二者的对比，我

们需要关注的是俱舍和唯识终究是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它们是帮助的关系，

而不是取代的关系。这是学人们需要足够重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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