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成派批判唯识宗阿赖耶识理论的探析

释则生①

【摘要】唯识宗用阿赖耶识解决业果、流转等问题。业力在感果前不失

坏依赖于因缘条件，业本身不具备维持其存在的因缘条件。阿赖耶识是业

产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阿赖耶识就没有意识。没有意识就不能

造业，没有业就没有业果。

应成派主张唯识宗安立的阿赖耶识有自性执，阿赖耶识如同龟毛兔角

一样不存在。应成派否定阿赖耶识的逻辑主要依据是业没有阿赖耶能感果，

应成派认为业无自性地生灭就可以引生业果，阿赖耶识对于业力的维系和

业果的实现是完全不必要。其实，无自性在理路上无法得出 “没有阿赖耶

识，业能与果相系属”的结论。

《入中论》否定阿赖耶识的论证由 “由业非以自性灭”直接跳跃到 “故无

赖耶亦能生”，并没有对业力延续需要的众缘做出明确的说明。这实际上是否定

阿赖耶识所含摄的业力相续的因缘条件，否定了唯识宗安立的阿赖耶识缘起。

应成派认定 “灭”一定能维系业力。实则，用 “种子”或是 “灭”所

指的都是业的影响，充其量是对于业的影响的描述不同。在承许缘起的情

况下，如果不承许需要因缘条件支撑，所谓 “灭为有事”就违背缘起。

【关键词】阿赖耶识　业灭　无自性　种子

一　前言

唯识学流行前，部派佛教时代已经有类似于阿赖耶的思想流传：赤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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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立 “有分识 （心）”，大众部安立 “根本识”，化地部安立 “穷生死蕴”等。

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系由于原始佛教思想留下了一些问题有待解决。如：

（１）有情的安立。诸法无我，补特伽罗如何轮回还灭。 （２）业和记忆的问题。

业和记忆何以不断。（３）命终后身体发冷的问题，或者说寿、暖、识之间的关

系。（４）有情的身体为什么有执受。此外，还有言之不详的圣言量，如 “识不

离身”。灭尽定中无六识，识不离身该是怎么样的情形？

对于相关的问题，唯识宗安立第八识 （根本识）予以解决。换言之，在唯

识宗看来，相关的问题能够说明存在第八识。

由于唯识宗安立阿赖耶识缘起，应成派将阿赖耶识思想与大自在天造物主

思想相提并论，认为阿赖耶识与造物主的差别唯是无常与常而已。其实，唯识

宗论师根据佛经中的开显，在唯识宗论典中系统地阐述阿赖耶思想。

依应成派的看法，唯识宗基于阿赖耶识安立的依他起性等教理实质上是一

套建立在龟毛兔角上的理论，应成派不承许有阿赖耶识，更不承许有基于阿赖

耶识解说的依他起性。故而，应成派认为唯识宗所依据的 《解深密经》等相关

经文不了义。

根据 《解深密经》等经文，阿赖耶识是意识生起的必要条件。没有阿赖耶

识就没有意识，没有意识就不能造业，没有业就没有业果。应成派认为没有阿

赖耶识而能有业和业果是违背 《解深密经》等。

应成派认为 《解深密经》等经典不了义。以 “不了义”之说能否定掉阿赖

耶识吗？实际上，不了义并不意味不了义经宣讲的道理错误，只是尚需借助了

义经来把握。比如，虽然不了义经有宣说善业招感可爱果等业果原理，业果道

理并不是错误的，结合了义经所宣说的缘起性空的道理能更深刻地理解业果原

理。其实，可以归结为对于二谛把握。关于是否安立阿赖耶识，应成派和唯识

宗都是在世俗谛并非是在胜义谛中来探讨。在胜义谛中说无苦集灭道是可以的，

但世俗谛中就不能说没有。不了义经中说有四谛、业果，如果以不了义来否定

四谛业果等，那就是恶取空。

《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成唯识论》等唯识宗论典对阿赖耶识之存在

多方面、多角度地提出了证明。应成派论者对于这些理证没有一一加以反驳，

而是主要围绕业的问题反驳。唯识宗的观点是用阿赖耶识解决业和业果等问题。

应成派自认为证明了业报的实现与阿赖耶无关，所以，就否认阿赖耶的存在。

应成派的思路是：业没有阿赖耶能感果，阿赖耶也就不必有。这个思路可以成

立，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阿赖耶的情况下能否安立业和业果。

就本文的立场而言，本文不反对唯识宗或应成派思想。对于若干观点，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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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确有道理的驳斥就可以接受，否则就不接受。两个宗派观点不同，怎么办？

至少要告诉自己选择何等宗见的理由，只是个人智慧抉择。唯识宗究竟如何安

立阿赖耶识？应成派如何否定阿赖耶识？本文进行探讨。

二　唯识宗所安立的种现熏生缘起论

根本识又称阿陀那识，这是染净诸识生起的根本。根本识是其他识的依止，

是其他识的根本因。按照唯识宗的缘起论，宇宙间一切的规律，一切缘起法则

都是根本识的运作法则，根本识所摄持的种子依据此等法则展现宇宙万象。缘

起是对根本识运作的描述，这是最深广的缘起论。

由于根本识具有诸种子，所以能摄藏诸杂染法，依据此安立建立阿赖耶之

名。“由此识是有情世间生起根本，能生诸根、根所依处，及转识等故，亦是器

世间生起根本。由能生起器世间故，亦是有情互起根本。一切有情相望互为增

上缘故。”① 阿赖耶识使得业和记忆不断，阿赖耶识就是执受身者等。阿赖耶识

能解决有情、器世间等所有相关的问题。因此，相关的问题和事实是对阿赖耶

识存在的证明。《瑜伽师地论》 《摄大乘论》等论典对此有说明。唯识宗经典

《解深密经》 《楞伽经》等中则是明文确定 “阿陀那识” “阿赖耶识”的存在。

正因为种子被阿赖耶识所摄持才不会离散，缘起才得以实现并具有法则。阿赖

耶识与种子之间的关系，常用 “不一不异”来说，并非离开诸种子有异体的阿

赖耶识，也非阿赖耶识就等于种子，因为阿赖耶识有摄持种子的作用。本章依

据唯识经论基于阿赖耶识阐述种现生熏缘起论。

（一）阿赖耶识的定义

第八识有多种名，从于身随逐执持的角度说为阿陀那识；从于身摄受、藏

隐、同安危义的角度说为阿赖耶识；从色、声、香、味、触等习气积集滋长的

角度说为心；从过去业所生的角度说为异熟识。第八识为依止，六识得以现行。

阿赖耶识有能生诸杂染品法的功能差别 （种子），阿赖耶识能摄藏此等种子。基

于此，阿赖耶识被称为 “一切种子识”。

阿赖耶识可以从自相、因相、果相来理解。种子在阿赖耶识三相中的作用，

如 《瑜伽师地论》卷５２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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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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性如是等生如是安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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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诸多种子都以阿赖耶识为中介而显现其功能作用。种子望未来当生的杂染

法是因，这决定了阿赖耶识对于诸法生起具有根本依的意义，从这个角度安立

阿赖耶识的因相。种子实是已生的杂染法熏习而成，从这个角度安立阿赖耶识

的果相。这三相建立很系统地诠释了缘起。

《摄大乘论》简明扼要地界定了阿赖耶识三相：

此中安立阿赖耶识自相者，谓依一切杂染品法，所有熏习为彼生因，

由能摄持种子相应。此中安立阿赖耶识因相者，谓即如是一切种子阿赖耶

识，于一切时与彼杂染品类诸法现前为因。此中安立阿赖耶识果相者，谓

即依彼杂染品法无始时来所有熏习，阿赖耶识相续而生。②

依据种子在缘聚的情况下所转生出的法，对于阿赖耶识缘起，我们使用公

式描述：ｆ（种子） ＝果。其中，ｆ是阿赖耶识的运作法则，ｆ基于阿赖耶识摄持

种子的作用。ｆ（种子）整体上对于果出现具有因的意义，这是阿赖耶识的因

相。果法中的转识熏生新的种子，影响阿赖耶识，使得阿赖耶识相续不断，这

是阿赖耶识的果相。因相、果相之所以能安立，依赖于阿赖耶识能够摄持诸种

子 （功能差别）。从阿赖耶识摄持种子的功能来界定阿赖耶识的自相。

在诸杂染法现起的所有条件中，阿赖耶识是因缘，由诸杂染品类诸法熏习

所成功能差别是 （应当生起的）杂染诸法的生因。阿赖耶识摄持种子，望 （应

当生起的）诸杂染法能作生因，从这点界定阿赖耶识的因相。诸杂染法现起后

又熏习自类种子，阿赖耶识摄持这些种子而能相续并辗转变异。从新熏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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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望过去的诸杂染法是果。从这点界定阿赖耶识的果相。这决定了阿赖耶识

是无常的，论中用幻炎梦翳等譬喻阿赖耶识。①

阿赖耶识最主要的特征当属三藏：能藏、所藏、我爱执藏。能藏与所藏表

示阿赖耶识与前七识及种子互为因果的关系。阿赖耶识望所摄持的种子，阿赖

耶识是能藏，种子是所藏，前七转识杂染诸法望受熏的阿赖耶识，前七转识杂

染诸法是能藏，阿赖耶识是所藏。依于阿赖耶识被第七识执为自内我，安立我

爱执藏。此三藏中执藏的过失最重，主要基于此而称为藏识。

有些唯识资料中提出 “（阿赖耶识的果相是异熟识）阿赖耶识摄持因相果

相”。字面意思上，阿赖耶识具有能摄持的意义，异熟识具有所摄持的意义。应

该依义不依语，我们不应该选取产生教理违害的理解。阿赖耶识和根身同时存

在，才能安立阿赖耶识摄持根身。一个有情不可能有两个第八识：其中一个是

阿赖耶识，另一个是异熟识。阿赖耶识和异熟识不是同时存在的，阿赖耶识不

可能摄持异熟识。阿赖耶识总是异熟所摄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依业种子为缘而

招感异熟果这点安立异熟识之名，以此称异熟识是阿赖耶识之果相。其实，阿

赖耶识的体是异熟识，因为有我爱执的关系，被称为阿赖耶识。所以，阿赖耶

识摄三界一切自体一切趣等。论中的相关的界定罗列如下：

又若略说阿赖耶识，用异熟识一切种子为其自性，能摄三界一切自体

一切趣等。②

薄伽梵于阿?达磨大乘经伽他中说：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依，由此

有诸趣，及涅?证得。③

释曰：阿赖耶识用异熟识一切种子为自性者，谓得自体异类熟故，诸

法种子熏在中故。一切趣等者，谓五趣等。一切自体者，谓趣趣中同分异

分种种差别。④

唯识学中一种观点认为等流习气作为因缘，异熟习气作为增上缘，使得第

八识酬引业力恒相续而得异熟识之名。其中摄持因果是异熟识的最主要作用。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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宿世中六转识所造的善、恶业牵引第八识于三界、五趣、四生去感受异熟果报。

由于诸业熏习为增上缘，所取能取分别戏论为因缘，所生的异熟识是阿赖耶识

的体性。由此宣说，异熟识常相续的因缘是熏习。阿赖耶识能摄三界，也就是

能摄欲色及无色缠 （烦恼），能摄一切有情相续，能摄一切人趣、天等一切趣。

作为诸法的所依，依阿赖耶识可安立轮回诸趣及清净解脱。异熟识断位是金

刚道。

大圆镜智相应心品。金刚喻定现在前时。转灭一切有漏种子异熟识等。

尔时方得最初现行一切佛果无漏种子。圆满依附。尽未来际常无间断。①

金刚喻定无间永断一切烦恼品粗重种子，心获得究竟转依。第八识转舍

“异熟识”之名，佛地功德现起。由于转依所留存的无漏种子的缘故，尽未来际

现起的纯为无漏的身语意。

整体来说，阿赖耶识是杂染法的根本 （所依），有取受性，恒为一切粗重所

随，是烦恼转因和圣道不转因。② 当然，阿赖耶识也能摄持顺解脱分和顺抉择分

等善法种子。其他的世间善根扶助滋长，顺解脱分等所摄受自类种子 “转有功

能转有势力，增长种子速得成立”③，导致现行善法更加转盛，这样感招可爱可

乐诸异熟果。终究，由缘真如境智多多修习才能转依，从而能永对治阿赖耶识。

问题是阿赖耶识怎么作为清净因？这个问题等价于阿赖耶识在杂染法的种

子外，怎么能摄持清净法的种子？清净法是对治阿赖耶的，阿赖耶识如何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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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地经论》卷３，《大正藏》第２６册，第３０４页上。
《瑜伽师地论》卷５１：“复次修观行者。以阿赖耶识是一切戏论所摄诸行界故。略彼诸行。于阿赖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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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取受性。转依是常。无取受性。缘真如境圣道方能转依故。又阿赖耶识。恒为一切粗重所随。转

依究竟远离一切所有粗重。又阿赖耶识。是烦恼转因。圣道不转因。转依是烦恼不转因。圣道转因。

应知但是建立因性。非生因性。又阿赖耶识。令于善净无记法中不得自在。转依令于一切善净无记

法中得大自在。又阿赖耶识断灭相者。谓由此识正断灭故舍二种取。其身虽住犹如变化。所以者何。

当来后有苦因断故。便舍当来后有之取。于现法中一切烦恼因永断故。便舍现法一切杂染所依之取。

一切粗重永远离故。唯有命缘暂时得住。由有此故契经中言。尔时但受身边际受命边际受。广说乃

至即于现法一切所受究竟灭尽。”（《大正藏》第３０册，第５８１页下）
《瑜伽师地论》卷５１：“复次阿赖耶识所摄持顺解脱分。及顺决择分等善法种子。此非集谛因。由顺
解脱分等善根与流转相违故。所余世间所有善根。因此生故转更明盛。由此因缘彼所摄受自类种子。

转有功能转有势力。增长种子速得成立。复由此种子故彼诸善法转明盛生。又复能感当来转增转胜

可爱可乐诸异熟果。”（《大正藏》第３０册，第５８１页中）



自毁 （舍 “阿赖耶识”之名）？其中，首要的问题是清净法种子的来源。

对于涅?的种子的来源， 《瑜伽师地论》分两类：如果是法尔所得，是本

有。如果是本来没有，闻思佛法而得，是新熏。相应地有情分为本性住和习所

成两类。

云何种姓？谓略有二种：一本性住种姓，二习所成种姓。本性住种姓

者，谓诸菩萨六处殊胜有如是相，从无始世展转传来，法尔所得，是名本

性住种姓。习所成种姓者，谓先串习善根所得，是名习所成种姓。①

本性住种姓有情闻思佛法乃至于世俗无常之说就能证涅?。习所成种姓证

涅?就没有如此快捷，因为习所成种姓的善根种不强，从下品熏习变成上品熏

习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由于习所成有情并不具备本有的涅?种，习所成有情终

究要听闻佛法才能种下涅?之因。如果有情具有本有涅?种就是本性住有情，

只有本性住有情具有本有涅?种子。如果习所成种姓有情具有本有涅?种子，

那就是本性住有情，而不是习所成有情。

对于无漏种子来源，有种观点认为有本有和新熏兼有。阿赖耶识所生起的

杂染依他起性怎么能生起出世间清净心？两者一个是所治，一个是能治，其性

不同。毒药能否生出甘露？主张本有的人会给出肯定的回答。另外，对于凡夫

来说，由于过去世从来就不是圣者，出世间清净心从未生起过，谈不上彼清净

心熏生了种子。通过修道，转凡入圣的最初的清净心何以能生起？

《摄大乘论》中的看法是：“从最清净法界等流正闻熏习种子所生。”② 对于

此引文，如果断句为 “从最清净法界等流、正闻熏习种子所生”。再把从 “最清

净法界等流”姑且解释为 “本性住涅?种”，“正闻熏习种子所生”主张新熏。

那么，可以说是在主张有本有、新熏两类。但是 《摄大乘论》在此处主张新熏，

文意很明确；世亲、无性的注疏也是阐发此意。

佛永灭诸障，佛证知的法界最为清净，所以佛所宣说的法是此法界的等流。

其实，无倒听闻正法随顺于证知法界，这种听闻熏生了种子，此类种子就是

“（对于）最清净法界等流正闻熏习所生”所描述的。这意味着阿赖耶识摄持种

子功能并不区分是杂染法的种子还是清净法的种子，不加选择地予以摄持。从

这个角度，阿赖耶识是无覆无记有其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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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瑜伽师地论》卷３５，《大正藏》第３０册，第４７８页下。
《摄大乘论本》卷１，《大正藏》第３１册，第１３６页下。



按照唯识宗修法，在加行道乃至资粮道观修无二取，消磨虚妄分别的习气。

这种观修又熏生了种子。于是，下品熏习变成了中品乃至上品熏习。在加行道

后期，二取习气已经被消磨得很弱。这个时候，心识变现出真如的相，《唯识三

十颂》称为 “现前立少物”，进一步加功用行，虚妄分别的势力在世第一法阶段

消失，虚妄分别不再现起而转入见道位。见道的心智是根本无分别智，也就是

说根本无分别智如此就现起了。所以，清净心种子只能是从听闻佛法而来，通

过闻思修增长此类种子的力量，最后生起根本智等现行。

（二）种现熏生对于缘起的构建

在 《大智度论》等典籍中，习气特指烦恼余习，如阿罗汉所具有的不染污

无知。在唯识论典中，习气通常是指种子。有时候，习气和种子有别。

阿赖耶识的功能由种子具体决定，不同的种子决定了阿赖耶识有不同的功

能。《成唯识论》定义种子是 “本识中亲生自果功能差别”①。种子是对阿赖耶

识功能的规定，阿赖耶识依据相关的规定具有相应的功能。这类似于代码规定

了程序的功能，程序具有什么功能由代码决定。程序与源代码有所不同，程序

是源代码编译后的可执行体。阿赖耶识与种子也不同，阿赖耶识摄持种子类似

于编译程序，阿赖耶识执行程序即是种子起现行。唯识资料中有将阿赖耶识譬

喻成仓库，本文以计算机做出说明。熟悉计算机技术的人都知道，计算机存储

器中的数据只能刹那存在。因此，计算机不断地重写数据以确保较长时间内可

供读取。工程技术上保证了最初的数据经过很多次重写后的数据所包含的信息

仍然相同。当然，存储器体也是不断生灭。我们就用这个来类比说明。数据好

比是种子，阿赖耶识好比是存储器。当然，阿赖耶识是心法，存储器体是色法。

种子其实是个很抽象的概念，实是描述第八识的功能或者说力量。阿赖耶

识所具有的生起果法的功能就是种子，并非离开此功能另有种子。对于阿赖耶

识的因相和果相，种子有决定性的作用。这种作用的前提是阿赖耶识能摄持种

子，阿赖耶识所谓的持种从一个角度说明，阿赖耶识的功能安立在阿赖耶识上，

描述阿赖耶识在缘起中对于生果 （现行法显现或生起）所具有的作用 （“本识中

亲生自果功能”）。因此，可以说如果种子不被摄持，就丧失种子的内涵，换言

之，阿赖耶识就没有那种种子所描述的作用。阿赖耶识的最根本的功能是摄持

种子，从这个角度安立阿赖耶的自相。种子与阿赖耶识及所生果不一不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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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异。体用因果理应尔故。”（《大正藏》第３１册，第８页上）



《摄大乘论》将缘起法分为分别自性缘起和分别爱非爱缘起。这两种缘起相

关的缘起法则并无不同，之所以有两类的差别在于种子不同。《摄大乘论》中从

六个方面界定了种子， “刹那灭俱有　恒随转应知　决定待众缘　唯能引自

果”①，“种子六义”即由此而来。种子依于能熏的类别不同可分成：（１）名言

熏习 （七识中善恶无记）所熏生的有为法的亲因缘种子，又称 “等流习气”。

（２）我见熏习所产生的种子，又称 “我执习气”。（３）有支熏习所产生的种子，

又称 “异熟习气”。依此三习气而缘生种种现行法。

种子是无常法，所以定然是刹那灭。现行同样也是刹那灭。种子一定与阿

赖耶识随转。种子的功能不同，所生的现行有差别。现行分别爱非爱缘起中业

种子随熏生的业不同，所感的果不同。当然，善恶业需要众缘才能生果。某类

种子只能生某类的果，并非一类种子能生所有的果，比如意识的种子引生意识。

阿赖耶识的种子导致阿赖耶识相续而生。

又若略说有二缘起：一者分别自性缘起。二者分别爱非爱缘起。此中

依止阿赖耶识诸法生起是名分别自性缘起，以能分别种种自性为缘性故。

复有十二支缘起，是名分别爱非爱缘起，以于善趣恶趣能分别爱非爱种种

自体为缘性故。②

世亲 《摄大乘论释》对于此二种缘起注解：

此中依止阿赖耶识者：谓阿赖耶识为因诸法生起，是名分别自性缘起，

由能分别异类自性为因性故。若无明等是名分别爱非爱缘起，由能分别爱

非爱种种自体为因性故。③

按照分别自性缘起的理论，阿赖耶识的种子是现行法的亲因缘。种子的功

能作用终究是由生起现行来体现。现行法是以阿赖耶识为中心，依于阿赖耶识

的三相所描述的缘起，即是阿赖耶识缘起。由于诸法存在差别，从而可以区分

各别不同的法，所以依他起相可以称为分别自性缘起。若是侧重于善恶业果等

方面，安立分别爱非爱缘起。换言之，在诸法中善趣业果等相关的缘起部分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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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摄大乘论本》卷１，《大正藏》第３１册，第１３５页上。
同上书，第１３４页下至第１３５页上。
《摄大乘论释》卷２，《大正藏》第３１册，第３２８页下。



立提出称为分别爱非爱缘起。

按照唯识宗的立场，缘起法的变化归根结底是缘起中识的变化，这样就有

必要阐述 “识转变”。对于 “识转变”，弥勒、无著的著作贯穿了 “一能变”思

想。该思想认为诸法显现以阿赖耶识为因缘，阿赖耶识对于诸法显现具有种子

的意味，可以说诸法皆以阿赖耶识为种子。世亲认为有异熟 （异熟识）、思量

（第七识）及了别境识 （前六识）三类能变识，这样形成 “三能变”思想。《成

唯识论》在 “三能变”的框架下提出了 “因能变”和 “果能变”。

能变有二种。一因能变，谓第八识中等流异熟二因习气。等流习气由

七识中善恶无记熏令生长。异熟习气由六识中有漏善恶熏令生长。二果能

变。谓前二种习气力故。有八识生现种种相。①

八识现行如所现境相、第八识变现根身、器界等是 “因能变”，这些虽然是

种子所生起现行之变，终究是安立在现行上。七转识各自变现自己的亲所缘缘

（相分）安立为果能变，避免了阿赖耶识能直接变现出其他识的亲所缘缘 （相

分）的过失。而现行终究是种子所起，所以，本质上仍然是种子生现行导致。

这样，仍然可以安立七转识依据其种子而各变自己的亲所缘缘 （相分）。

对于分别爱非爱缘起，按照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理论，在十二缘起支中流

转的主因是无明。此处的无明支系指烦恼障遮蔽下对于四谛等的不了知，一般

将贪、嗔、痴等烦恼心所都算在内，并非仅仅指痴心所；一切烦恼心所及引发

的三业都是无明的表现。概括地说，无明通过身口意来表现出来，由此安立了

身行、口行、意行的差别。如出入息等是身行。寻、伺发语，此二心所可以视

为口行。思、想等心所是意行。② “无明集是行集，无明灭是行灭”。③ 这三行其

·９５１·应成派批判唯识宗阿赖耶识理论的探析

①

②

③

《成唯识论》卷２，《大正藏》第３１册，第７页下。
《杂阿含经》卷２１：“长者！出息、入息是身法，依于身、属于身、依身转，是故出息、入息名为身
行。有觉、有观故则口语，是故有觉、有观是口行。想、思是意行，依于心、属于心、依心转，是

故想、思是意行。”（《大正藏》第２册，第１５０页上—中）
《增壹阿含经》卷４６《４９放牛品》：“彼云何名为行？所谓行者有三种。云何为三？所谓身行、口
行、意行，是谓为行。”（《大正藏》第２册，第７９７页中）
不过，《增壹阿含经》卷２８《３６听法品》把行蕴分成了身口意三类：“彼云何名为行阴？所谓身行、
口行、意行，此名行阴。”（《大正藏》第２册，第７００页中）该说法是孤证。
《杂阿含经》卷１４：“云何行如实知？行有三种，身行、口行、意行，如是行如实知。云何行集如实
知？无明集是行集，如是行集如实知。云何行灭如实知？无明灭是行灭，如是行灭如实知。”（《大

正藏》第２册，第９５页上）



实就是三业，安立为行支，行缘生了识支。对于识支，阿含中解释为六识身，

唯识宗认为是结生的阿赖耶识。

在阿赖耶识缘起论中，阿赖耶识和清净法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从 《摄大

乘论》所引的 《阿毗达磨大乘经》中 “无始时来界　一切法等依由此有诸趣及

涅?证得”来理解。主流的理解仍然是基于阿赖耶识，从第八识没有舍 “阿赖

耶识”之名来解释六趣轮回，从第八识舍 “阿赖耶识”乃至舍 “异熟识”之名

来解释涅?证得。

第八识所呈现的阿赖耶识、异熟识等的分位差别终究是种子断舍不同而产

生的，相应的缘起是烦恼障种子主导的缘起，所知障的种子主导的缘起，二障

种子转舍后的缘起。阿赖耶识中有烦恼障的种子，就必然有我执习气和异熟习

气，在现行上有十二缘起支的出现。善不善业熏生的种子是招感异熟果的作用，

这类种子维系着业力，又称 “异熟习气”。断除烦恼障的种子，第八识就不再称

“阿赖耶识”，而称为 “异熟识”。因此，阿赖耶识缘起是阿赖耶识与杂染法的关

系。按照 《唯识三十颂》中 “阿罗汉位舍”的一种解释，声闻阿罗汉果和辟支

佛果及大乘八地才舍阿赖耶识名，这种解释意味着阿赖耶识缘起主要适用于声

闻阿罗汉果和辟支佛果以下的凡夫圣贤及八地以下的菩提萨?。异熟识缘起涵

摄了第八识和更多的法的关系，适用于佛之外的众生。至于第八识 （根本识、

阿陀那识）缘起则涵摄了所有的缘起关系，适用于所有众生。

声闻缘觉的无学果以下的有情都处于烦恼障种子主导的缘起中。由于所知

障也存在，所以阿赖耶识缘起实是二障种子主导的缘起。阿罗汉和辟支佛处于

所知障主导的缘起中。阿罗汉和辟支佛的根身都是异熟识所摄持，虽然烦恼障

的种子已经断除，但业种子并没有断除，所以，某些二乘圣者仍然会有被杀等

业报。考虑到佛国净土和佛的相好庄严及佛智等，或是第八识所摄持的或是依

于第八识缘生的，缘起法对于佛仍然有效。在大乘的转依发生后，第八识中的

所知障的种子断除，第八识舍异熟识之名。佛由于断除了二障种，应该说处于

智慧与慈悲所主导的缘起中。经文中记载佛食马麦等也是受业报，本文认为这

主要是佛为了让众生深信业果等原因而故作示现，应该归属佛的变化身 （化身

佛）的度生事业中的事件。

三　业力的维系

唯识宗认为身语意的造作熏生的业，业种子具有感果的功能，依此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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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力”。造作会无常迁灭，造作过程结束，业已经造作完毕，业就不存在了。

业的感果能力依赖业种子维系。种子亦无常迁灭，种子自类相生，业力就由次

第相生的一个个种子延续下去。由于业种子存在，而称为 “业不亡”。应成派把

“业灭”作为一种有为法，宣说业力在 “灭”上不断延续，否定阿赖耶识对于业

力维系的作用。本章将对此进行分析。

（一）业的无常灭与无自性灭

造某个意业的念头出现，消失，下面的念头造别的意业。类似地，一个口

业完成后，再说别的话那就是别的口业了。对于身业，一件事情已经做完，就

永远不可能再做这件事情。从这个角度上建立此业的 “业灭”。业灭意味着一个

造作过程结束，诸行无常才有这个业的灭。部派佛教阿毗达磨中就此安立 “无

常灭”。

一般认为灭是分位假立的不相应行法，并非实有一种法是 “灭”。《阿毗达

磨大毗婆沙论》卷３１给出的 “无常灭”定义是：“云何无常灭。答诸行散坏破

没亡退是谓无常灭。”① 对于业来说，业的造作过程完结，造业的缘散引起业的

无常灭。“又诸行散等言。非如散谷豆等令往异处。但显由无常灭无复作用。又

散等言不显诸行自性灭坏，但显诸行由无常灭无复作用。谓有为法自性恒有由

生相故。有作用起由灭相故。无复作用名为散坏破没亡退。”② 该论认为业灭是

因为业的无常灭而不现，造业时所显出的作用消失。业灭不像豆子从楼上滚到

楼下那般，楼上没有豆子，但豆子还存在，因为豆子在楼下。造作的过程结束，

基于无常性安立名称 “灭”。

我们接下来探讨过去的业是否存在？造作有一个或长或短的过程，经过这

个过程的造作才谈得上有业。过去的业无数，从世间上可以记为业１，业２……

这样的序列，业Ｎ和业Ｎ＋１并不同时发生。如果过去的业的确在现在这一刹那

存在，这就意味着现在的这一刹那，一个有情的身心上就要有无数的造作，这

个有情就要分身无数，以便造作过去的所有业。显然，造作是有条件的，于是

这无数的这个有情要处于与过去完全相同的时空因缘下来造作。以挥手的业来

说明：昨天李四看到张三后，对张三挥手。如果这个业在现在和未来都存在，

那么尽未来际，张三和李四都永远站在原来的位置上，李四要对张三一次次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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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效果上和用软件设定一段挥手的视频循环播放相同。李四今天并没有对张

三挥手，这种情况下怎么能说 “过去对张三挥手的业在现在存在”？

业遇缘会感果，是业本身就能自己产生果报？一个超越时间的业跨越了时

空，直接引生果报？不应该。既然业是有为法刹那灭，怎么会经过千百劫而与

造业之时没有差别？应该有差别。唯识宗用种子相续来解说，种子依赖于异熟

识统摄相关的条件得以相续。

做梦是一种业，梦醒了才说梦灭了，否则就还在梦中。同样，一个业没有

完成就谈不上有这个业的灭。有为法总在刹那生灭，业造完了就灭去了。身语

意的造作是有为法，造作过程结束了就是 “业灭”，业灭所反映的就是业造作后

迁灭。

业或许比较抽象，我们举花来类比说明。一棵果树开花了，花期一过，花

谢了，花就看不见了。习惯上也就说花没了。开花对于未来有一定的影响。当

温度、空气等条件合适，若干天后能看到果实。如果结果的条件不具备，就见

不到果实。类推可知，从造业到感果所经历的过程中不需要条件，业的影响就

不能维持到果出现。

唯识宗没有宣称业灭后如同未造彼业。当造业完结，业虽然灭了，但熏生

了种子。业灭了后 （熏生的种子）显然不是业。种子是潜在的感果的力量，业

是现行，两者存在差别。对于因果不同时的异时而熟的果报，唯识学上认为是

种子引生了果，非是业直接引生的。

因为业是缘起的，所以业无自性。因为无自性，所以有自性的生灭都被否

认，基于此而宣说不存在自性生的业，不存在自性灭 （失）的业。从胜义谛的

角度上，同样可以宣说业无生无灭，因为胜义谛中无生灭行相可得。但是这必

须承许世俗谛有生灭行相的业，承许业的世俗无自性及其无常性。

无自性是诸法的共相，已经感果的业和未感果的业同是无自性，为什么前

者不感果而后者感果？对于此问题，《入中论》中提出 “有如境虽俱非有性，有

翳唯见毛发相，而不见为余物相，当知已熟不更熟”。这个颂用某种眼睛病患只

见毛发不见其他错乱相来回答。翳眼所见的毛发的形相用唯识术语表达是眼识

所变的亲缘缘 （显现境）。对于此识不存在毛发形象对应的毛发的体性作为疏缘

缘。毛发本体如龟毛兔角般不存在，不能作为任何识的趣入境 （趋入境）。总

之，是否感果应从两种业的不同来说明，无自性等诸法的相同方面不是彼此不

同的原因。

诸法的空性更是无二无别，同一味的空性对世俗谛诸法具有不同的影响力

没有道理。胜义谛怎么可能影响到世俗谛？如果有影响，影响还彼此不同，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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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胜义谛就是有差别、有变化的，那就不是胜义谛了。由此，胜义谛影响世俗

谛，让世俗谛的诸法发生变化等类似观点都是错误的。

这是圣智观察的方面来分析。根本智对业的空性的观察中是看不到业果的。

空性是胜义谛，胜义谛中不能安立因缘果报。缘起因果是世俗谛，要在世俗谛

中安立。若依根本智观察，根本就不见有一法可得，如何谈此法的缘起而有的

差别相。若依后得智观察，也看不到此法从胜义谛空性中缘生。一切法的二谛

体不是相生的关系，是随观察的心识的差别而安立。无论如何论述业不自生、

不他生等，都不是在说明业与业果的具体系属关系。

应成派认为，虽然没有阿赖耶识，但业也能生果。因为，业非以自性生故，

彼业亦非以自性灭，从非以自性灭的业能够引生自果。

问：自宗虽无自性之灭，然说：“有业虽灭”，又云：“灭非有自性”，

如经说：“名言说有尽”，亦许造业之后彼业谢灭。尔时业灭便成无事，复

不许阿赖耶等为业果连系之所依，则说业灭已久，生果非理之难，宛然存

在，故唯上答犹嫌不足。答：无过。论云：“由业非以自性灭”，即以彼理

由，便能从业灭之灭引生后果。故不作别答。①

已经感果的业和未感果的业都是无自性地灭，如果 “业灭”是业延续的原

因，已经感果的业就会像未感果的业一样延续下去。已经感果的业的灭如同未

感果的业的灭仍然存在，但是这种灭的续流不能让已经感果的业拥有感果的能

力。仅仅 “由业非以自性灭”作为业能感果的理由是很不够的，业力何以自类

相续而不断的原理不能 “不作答”。

有为法或可见或不可见，所谓的灭之后的业是不可见。但无论可见与否，

有为法的无常性和缘生性是相同的。任何有为法都是无自性地生灭。既然是有

为法，如何不依赖其他的条件而能相续不断？有为法存在需要其他的条件来维

持，这就是缘起法则。

我们以种子进行类比分析。种子在发芽前要不坏掉需要保存在合适的环境

中，这个环境不是种子本身所具有的。种子放于仓库和放于火中，同样都刹那

灭。无自性的刹那灭并不能确保种子作为能发芽的种子存在下去，种子的无自

性并不能保证这种子不会变成焦种。种子无自性地生灭，烧焦的种子也是无自

·３６１·应成派批判唯识宗阿赖耶识理论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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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生灭。如果无自性的生灭就能确保种子发芽的因果，种子和焦种同样都是

无自性，都应该能发芽。这就说，种子无自性地灭不能保证这颗种子不被火烧

或虫吃。

再举例：对于显示器所显示的图像，如果该图像本身具备自己延续下去的

条件的话，关闭显示器电源后，图像无自性地灭应能保证图像在已经断电的显

示器上继续存在而相续不断。实际上关闭显示器电源后，图像就消失了不能继

续存在。必须在显示器上的图像存在的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探讨其刹那灭的相

续迁流。同理可知，业本身不能具备业力维系到感果的条件。业力维系的因缘

条件都不具备的话，业力决定不能维系下去。业非以自性灭不能保证业力不失，

因果缘起并非仅仅是 “无自性地生灭”所能说明的。总之，业固然刹那生灭，

而业力维系定是需要条件支撑的，这些支撑条件并非是业力本身所具有的。

《入中论》并不明晰地解说业力维持相关的条件，而是否定阿赖耶识却自以

为善巧安立缘起。这实际上是否定阿赖耶识所含摄的业力相续的因缘条件，否

定了唯识宗安立的阿赖耶识缘起。当然，月称所承许的所有思想并未全部载入

《入中论》。格鲁派解读的应成派思想认为应成派安立业种子，类似唯识宗安立

阿赖耶识摄持种子，应成派同样安立类似摄持业种子的法。这种情况下，应成

派仍然否定阿赖耶识颇耐人寻味。

中观者不承认三世实有、法体恒有，而又说 “业灭并不等于业没有了”，很

让人怀疑是承许在造作之外另有一个业，这个业是在造作结束后仍然存在，这

样的观点用 《中论》观去来品等中的思路很容易破斥。

唯识宗认为所谓 “业灭”的状态就是种子。任何一部唯识典籍中都没有写

着 “有阿赖耶识，业的生灭就具有空性所遮破的自性而违背缘起”。唯识宗正是

用阿赖耶识说明业是缘起的，有阿赖耶识才能有充分的条件保证业的出现和业

力的维系，业才能是无自性的生灭。总之，唯识学认为在业力感果前不失所需

要的因缘条件中，阿赖耶识必不可少。

（二）“灭为有事”分析

应成派提出 “灭亦有能生因，而它也能生果”，安立自宗特有的 “业灭”的

概念，“由许灭为有事，故立三世亦有最大不共差别”①。引证说 《华严经》讲

灭也有作用，如死能引发痴及忧悲苦恼。

死亡在业不失中扮演什么角色呢？在一期生命中，结生心是第一刹那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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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心是最后刹那的心。《入中论自释》援引一些经文表明类似的看法：“如是最

后识灭，生分所摄最初识生，或生天上，乃至或生饿鬼”及 “最后识灭名之为

死，最初识起名之为生”。

死亡是寿暖识三法舍离。“寿暖及与识，舍身时俱舍，彼身弃冢间，无心

如木石。”① 并非实有一种名为 “死”的法能使寿暖识三法舍离，而是寿暖识

三法舍离安立为 “死”。死亡是活着的因缘不再具备而呈现出的一种情况，死

亡有福尽、寿尽、病、伤等原因。原因并不是死，死是对结果的说明。这样，

就可以理解 “死亦有二种作：一者、坏五阴身，二者、以不见知故，而令相

续不绝”。②

初引圣教，如十地经云：“生缘老死。”死即所死有情之灭，说彼是以

生缘而生。又云：“死亦有二所作，一能坏诸行，二作无知相续不绝之因。”

此说死能作二种事。既说死由因生，复说死生无明，故灭亦应有能生因，

及能生果。③

依于 《十地经》相关经文，逻辑上以 “死生无明”类比论证 “灭能生果”。

应该如何理解经文的主张？因和缘共同具备才能有果，虽然因和缘对于果法生

起都有作用，但其作用有别。比如对于芽来说，种子是因，水、空气等是缘，

正因为作用不同，所以我们说 “种子发芽”而不说 “空气发芽”。要辨别无明生

起、业果维系等的因和缘是什么，以便于准确把握缘起。

如果死亡决定具有复生无明的作用，那么阿罗汉被恶人杀死也应无明复生，

但实际那是谤阿罗汉堕后有。如果死生无明，没有死是否不生无明？对于凡夫

来说，活着的时候无明也起。《俱舍论》说：“由未断随眠　及随应境现　非理
作意起　说惑具因缘。”④ 由于具有烦恼的种子，有情在遇到顺应烦恼的境时，
如理作意没有生起，不具有正念正知，烦恼就现起。究竟什么引生忧悲苦恼？

死是缘，这个缘的贡献不大于无明。如果不承认这一点的话，死也让阿罗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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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悲苦恼了。

对于 “死能坏五阴身”应该如何理解？死本身具有作用破坏五蕴身？由于

寿暖识舍，五蕴就不再和合，“坏五阴身”所说的就是这种情况。五蕴身坏的条

件具备的时候，也就是活着的条件不具备的时候，相应的情况在世俗语言中被

称为 “死亡”。五蕴身坏是寿暖识分离导致的结果，基于此可说并不是 “死亡”

这个法本身能坏五阴身坏。

按照唯识宗的看法，不可能离开阿赖耶识探讨凡夫上一期生命的死和这一

期的结生。在结生心和死心之间，即在通常所谓的生与死之间，一个生命除非

不造业，否则就熏生了业种子。若干种子又起新的现行，现行七转识又熏生新

的种子。这样，阿赖耶识的种子影响下一刹那的阿赖耶识，也能影响了下一期

的生命。以引业熏生的种子为缘，阿赖耶识现起了结生心。满业决定下一期生

命体的容貌寿命财富等情况。

“灭亦有能生因，而它也能生果”这句话是非常模糊的。一个业的灭反映了

这个造作过程的所有阶段都完成了，简单说就是这个业造作完了。这样，才能

谈这个业要感什么果。这就好比死亡之后，下一生的业报才会出现。这一期生

命不结束，下一期生命就没法开始，下一期生命中的业报也就没法出现。

某个有情造了逆罪，这些逆罪是导致彼轮回到地狱的正因，死亡只是地狱

果报现行的一个缘。不应把下地狱视为仅仅是死亡的果。如果仅仅死亡本身就

生出有情轮回到地狱的果报来，所有人都会死，死亡怎么有能力厚此薄彼仅让

某些人轮回到地狱，为什么有人下一生就不会轮回到地狱？下生是否轮回为地

狱道的众生理应取决于是否有相关的地狱业。

应成论师举愚人贪恋梦的譬喻阐释 “业灭”：“如见梦中所缘境，愚夫觉后

犹生贪；如是业灭无自性，从彼亦能有果生。”① 该观点认为 “如诸愚夫，于睡

梦中见有美女，醒觉之后，缘彼已灭现无之梦境，犹生猛利贪着。如是从无自

性已灭之业，亦得有业果发生也。此说业灭，仍能生果”②。愚痴凡夫做梦的业

报是醒来后还去贪恋梦，其类比逻辑是：做梦好比是业，梦结束 （业灭）能

感果。

问题是愚夫贪恋梦境是做梦的果？过去的梦被一些人认为能被愚人所贪恋。

然而，所谓贪恋过去究竟是何意？愚人醒过来后，梦已经不存在了，无论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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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可能贪恋到那个曾经的梦境。贪恋心并不是通过 “时间隧道”回到过去做

梦的时候去缘梦境，贪恋的心所缘的理应是贪恋心的亲所缘缘。实则，基于对

梦境的记忆，心识又变现出了似梦的影像。所以，愚人实际贪恋的是现在的心

识的自境，由于与过去的梦境相似，而在世间语言说贪恋过去。严格地讲，“缘

彼已灭现无之梦境”并不成立。

梦与贪恋梦能够类比业与果吗？一个人贪恋梦境是做梦的果？如果仅仅梦

灭成为贪恋梦境之因，正做梦时梦没有灭，没有贪恋梦境的因。那么，愚人做

梦时应该不贪恋梦境。当然不是这样。醒来之后，梦境就有力量能让人去贪恋？

如果的确如此，那么这个业果法则也适用于聪明人，聪明人也会去贪恋，梦灭

本身具有贪恋梦境能力故。显然，并不是梦灭本身是让他去贪恋梦境的原因。

由于无明愚痴，心才会追恋梦中物，而非梦境就能使心去追恋。

愚人贪恋梦的主因并非是梦而是无智。类比可知，如果从业灭而说从彼亦

能有果生，就像 “梦灭”本身让愚夫生贪一样，根本没有指明原因。所造之业

经长久时能感果，须在业自身之外另觅原因。单单一个所谓的 “业灭”绝不能

生果，这才是符合缘起的。

整体来说，应成派所举的这个喻中最大的问题是 “灭为有事”如何能成立。

彼有事是有为法，而有为法必定需要因缘条件支撑。在承许缘起的情况下，如

果不承许需要因缘条件支撑，所谓 “灭为有事”就无以成立。《入中论》没有明

确说明灭所成就的 “业灭”有事所需要的条件。安立 “灭为有事”要去否定阿

赖耶识，其成立依赖于 “无自性与阿赖耶识相违”的逻辑预设，这是应成派论

证中内在的逻辑问题。应成派需要证明阿赖耶识不是所必需的条件，但没有给

出相关证明。

业在无常迁灭后仍然存在的法到底是什么？有种观点说 “业未灭时是业，

业灭时还是业”。我们用实际例子来说明相关问题所在。

我们的右手臂刚才移动到这次挥手结束的位置，挥手的业究竟了。手从开

始的位置移动到结束的位置，这样完成一个挥手的业，这个过程中手的位置不

断变化。手臂在抵达挥手结束的位置时，造作挥手这个业的过程结束了，而说

挥手的业灭。如果 “业未灭时是业，业灭时还是业”，我们在挥手时是在造挥手

的业，现在已经不挥手了，我们所造的还是挥手的业，这当然不成立。实际，

一个业已经究竟，无论下面做什么或者不做什么，都不再是造作那个已经成为

过去的业了。

当挥手的业已经成为过去，应成论者所说的 “不等于业没有了”的挥手这

个业存在于哪里？应成派宣称的那个挥手的业尽管成为过去，但仍然存在且相

·７６１·应成派批判唯识宗阿赖耶识理论的探析



续不断，那么这个业到底是什么？可以肯定地说不是身语意的造作。因为造作

彼业的过程在现在并不存在。如果业都不存在， “业还可以延续不断”更无从

谈起。

业已经造作完成，有部安立 “得”，应成派安立了 “业灭”。安立的思路是

一样的，只是解说不同。

问题：有部认为造业后会有 “得”，“得”属不相应行法，业果本身是

“得”吗？“得”的作用是助于捆绑业果于我们身上吗？还是 “得”本身就

是业果？

回答：“得”的阶段还未感果，“业”与 “果”中间是 “得”，“得”连

系 “业”与 “果”。“业”造后就没有了，“果”是如何产生呢？中间要如

何连接呢？有人认为由心相续连接，有部却不认为由心相续连接，譬如敲

桌子一下，敲本身有敲的部分，同样的，造业后，尚未感果前业本身变成

“得”的部分，“得”会一直留下来。应成派解释造 “业”后与感 “果”中

间存在着 “灭”，造业后便 “灭”了，虽说灭，但还是存在，“业”就变成

“灭”的部分，“业”造后的第二刹那变成 “灭”，未感果之前，“灭”一直

存在着，应成派与有部的比喻一样，但名相不一样，有部称为 “得”，应成

派称 “灭”。应成派所称的 “灭”，指无谛实存在，有部认为 “得”谛实存

在，业转变成得，其变化过程的解释与应成派相同。①

由于业的无常才出现所谓 “业转变成了灭”，有为法尚且不定维持下去，

“灭”如何一定能维持下去？灭若不能维持下去，就不能建立业与果的连系。应

成派安立业已灭仍然存在 （是有事法），专门的词汇是 “已坏是事物”（已灭是

事物）②。

业感异熟须经长时，然第二
$

那其业即灭，从已灭法不能生果，故许

阿赖耶识为业果所依，然无自相能立有事，安立已灭为有事法，亦极应理，

故不须许阿赖耶识。③

·８６１·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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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歌：《宗义宝讲记》，法炬译，２００５年，内部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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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感果之业与未感果之业的灭，彼无自性的灭之后仍然是灭，但前者如何

不与后者一样在连系业果？“无自性”不能具体说明缘起法依赖什么样的因缘条

件。仅仅无自性之灭不能证明因缘条件之中没有阿赖耶识。对于这样的看法，

我们用 “花谢了不等于花没有了”类比 “业灭并不等于业没有了”，用 “花没

谢时是花，花谢时还是花，就可以延续不断能够结果，不需要适当的空气、温

度”类比相关的文句，就知道存在什么问题。

《中论颂》中说： “业住至受报　是业即为常　若灭即无业　云何生果

报。”① 业在迁灭后，业仍然存在而安住于受报延续不断，如何不是常见？当然，

应成派习惯以 “无自性”来说明一切，完全可以引用这个颂说明自宗并非持常

见。如前所说，无自性不能解说具体的缘起。唯识宗认为业迁灭后业不存在，

而业种子存在。

历史上，“业果的已坏实有的主张引起了藏传佛教界不同派别的批判，甚

至认为它不是佛教的思想”②。不过，由于历史原因而难觅相关的批判性著作。

如作者指出 “令人遗憾的是，与宗喀巴不同思想的学者论述，除了本宗衰微

之外，也在格鲁派掌权之后，其相关主张论者逐渐消失，而只能从格鲁派的反

驳中寻找”③。本文不清楚这些批判性著作中是否有借鉴 《入楞伽经》中批判

外道见的经文。《入楞伽经》批判了某些外道所持有的 “无常为有事 （无常是

事物）”的见解。如果将 “灭为有事 （灭是事物）”套入到这个批判，效果形

如：若其灭是有物者，应同因体所作之事；复更有过，于一法中即应具足一切

诸法，以同一切所作，因果业相无差故；复更有过，自有灭，灭有灭体故；复

更有过，一切诸法灭应不灭故 （一切诸法灭应常故）；复更有过，若其灭同诸

法者堕三世法。④

·９６１·应成派批判唯识宗阿赖耶识理论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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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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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论》卷３，《大正藏》第３０册，第２２页上。
陈又新：《藏传佛教对业果关系思想的发展：以已坏实有为中心》， 《中国藏学》２０１３年 Ｓ１期，
第９０页。
同上书，第６９页。
《入楞伽经》卷７原文：“大慧！若其无常是有物者，应同因体所作之事；复更有过，于一法中即应
具足一切诸法，以同一切所作，因果业相无差故；复更有过，自有无常，无常有无常体故；复更有

过，一切诸法无常应常故；复更有过，若其无常同诸法者堕三世法。”（《大正藏》第１６册，第５５４
页上）黄宝生译本 《梵汉对刊入楞伽经》：“如果无常是事物，那就陷入作因事物想，或者说，一种

事物包含在一切事物中，陷入作因事物相，那么，无常自身成为常。一切事物以无常为起因，也成

为常。这样，一切事物成为常。还有，如果无常深入一切事物中，就会陷入三世。”（中国社会科学

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２３—４２４页）



无论是否能引入 《入楞伽经》的批判中，应成论者对于 《入楞伽经》都会

视为不了义经。承接前文对于缘起的分析，本文认为：应成派从无自性的角度

论述业灭是事物 （是已坏事物），仅仅此点不能证成业和业果之间存在必然的系

属关系。

四　应成派批判阿赖耶识的论证

唯识宗认为众生各有其第八识，彼此第八识间通过其转识互相影响。各个

有情的第八识所变现的根身、器世间有别，不过，都同样依其所摄持的种子而

变现。每个众生的阿赖耶识的种子，除去本有种子，都是由转识熏生的。种子

的一个特性是 “待众缘”，这决定阿赖耶识缘起是缘起论。

在现行层面上，众生的身体、业行等相互影响而影响到了转识，转识熏种

也由此受到影响。每个有情的阿赖耶识并非不受别的阿赖耶识影响而能 “以自

功能生唯识”。

《入中论》中否定了阿赖耶识缘起。应成派的确是在否定唯识宗安立的阿赖

耶识，不是承许无自性的阿赖耶，而是根本就不承许阿赖耶识。鉴于此，需要

考察唯识宗所界定的阿赖耶识，前面已经有章节完成了这项考察。在本章，我

们分析月称何以认为阿赖耶识不合理及其论证的有效性。

（一）应成派批判阿赖耶识概述

《入中论》对于阿赖耶识的看法是 “从一切种阿赖耶，以自功能生唯识”①，

其阐述的阿赖耶识缘起如下：

譬如波涛所依大海，因风鼓荡为缘，如睡眠之波涛，即便竞起奔驰不

息。如是此中诸识无始展转传来，由二取执着习气成熟时所得自体。此正

灭时于阿赖耶识中熏成习气差别，为生将来顺自行相余识之因，此因渐遇

成熟之缘，即得成熟，从此生起不净依他起性。②

·０７１·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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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大乘论》的确以阿赖耶识为中心定义依他起。《入中论自释》关于 “从

阿赖耶识中生出杂染的依他起性”的描述与 《摄大乘论》是有差别的。事实上，

月称的看法是唯识宗所安立的阿赖耶识和大自在天外道所主张的能生一切的大

自在天一样，只是唯识宗认为阿赖耶识是无常而已。

如计以大自在天等为因者云： “蛛为蛛网因，水晶水亦尔，根为枝末

本，此是众生因。”说大自在天等为众生之作者，如是说有阿赖耶识者，亦

说阿赖耶识为一切法之种子依，名一切种。唯大自在是常，阿赖耶识无常，

是其差别。①

月称认为唯识宗主张的阿赖耶识能造一切，是第一因。唯识宗也会破斥月

称所界定的这样的阿赖耶识。实则，阿赖耶识与大自在天的差别，绝非月称给

出的归谬论式所言的无常与常的差别而已。阿赖耶识与大自在天对于诸现行法

生起中所具有的作用等方面并不相似。

《大乘密严经》中有明确宣说： “所有杂染法，及与清净法，恒于生死中，

皆因赖耶转。此因胜无比，证实者宣示，非与于能作，自在等相似。”② 由于阿

赖耶识摄持种子，作为现行法的种子依，在缘起中处于无比重要的地位 （“此因

胜无比”）。如实证悟尽所有性和如所有性的佛宣说 （“证实者宣示”），阿赖耶

识与 （若干外道思想）大自在天等造物主并不相似 （“非与于能作自在等相

似”）。阿赖耶识发生识变有因缘条件，并不能随心所欲地变现诸现行法。众生

界并非只有一个阿赖耶识，有情的阿赖耶识又相互影响。阿赖耶识是杂染法所

依，第八识如果转依就成为清净法的所依。

阿赖耶识是可被证知的所知，不是如龟毛兔角般不可被证知。唯识宗认为

《密严经》中所宣说 “密严诸定者，勤观乃能得”等经文可如言而取，可以用于

证明有阿赖耶识。③ 月称确定他所描述的阿赖耶识就是唯识宗所主张的阿赖耶

识，他认定阿赖耶识并不存在。他只在一种情况下会承许 “阿赖耶识”，就是把

·１７１·应成派批判唯识宗阿赖耶识理论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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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３：“世间诸众生，染净等诸法，皆依于藏识，为因而得生。此因胜无比，证实者宣示，非与
于能作，自在等相似。”（《大正藏》第１６册，第７４７页上）
“如酪未攒摇，酥终不可得，是故诸智者，攒酪而得酥。藏识亦复然，诸识所缠覆，密严诸定者，

勤观乃能得。”（《大乘密严经》卷３，《大正藏》第１６册，第７７６页上）



空性称为阿赖耶识。《入中论》中所批判的不是空性，而是第八识。对于唯识经

典中的阿赖耶识的相关经文，应成论者都会用 “不了义”来予以变相否定。然

而，不了义并不必然地意味着所宣说的道理不成立，只是尚需考虑密意、意趣

等才能如实把握，或从二谛上才能全面理解。如果说是论述世俗谛中成立的道

理，如 “有意识才能造业”，需要明晰其缘起中道即可，不需要否定或作相反的

承许。

应成派是怎么证明阿赖耶识不存在的？要从业果理论说起。业是造作，无

常法，定然会灭。当然，业的影响并非断灭。佛教所有的宗派都承许业对于未

来有影响，业的感果能力 （简称 “业力”）在业灭后不失坏。业灭掉后的局面中

没有那个已经迁灭的业。唯识宗的思路是：业灭了熏生了业种子，业种子维系

业力。月称安立了 “灭”的特色概念。《入中论》中相关的颂：

由业非以自性灭，故无赖耶亦能生，有业虽灭经久时，当知犹能生自果①。

此颂是以无自性灭为由否定阿赖耶识，我们参照 《辨了不了义善说藏论》

理解该颂：

然无自相能立有事，安立已灭为有事法，亦极应理，故不须许阿赖耶

识。《入中论》云：由许非灭自性有，故无赖耶能有此，有业虽灭已经久，

当知犹能生自果。②

宗喀巴首先阐述唯识宗见：唯识宗认为业造作后，第二刹那即灭，许阿赖

耶识为业果所依；其后阐述应成宗见：（已经灭去的业）没有自相 （自性）也能

安立为有。安立已经灭的业为 “有事法”非常合理，所以业果就不需要阿赖耶

识，后文就引用 《入中论》中的颂。

应成派否定阿赖耶识无非是认定了 “灭”一定能维系业力。而用 “种子”

或是 “灭”所指的都是业的影响，充其量是对于业的影响的描述不同。

我们把 “由许非灭自性有”中的 “灭”加引号，变成：由许非 “灭自性

有”，故无赖耶能有此 “业 （灭）”……已经感果和未感果的业都是无自性的

·２７１·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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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喀巴：《辨了不了义善说藏论》，法尊译，《宗喀巴大师集》（第四卷），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
９０页。



灭，灭不能够说明前者和后者的差别，不能说明何以前者不能延续而再感果。

无自性是有为法的共性，善业和恶业产生的因缘不同，善业和恶业同一无自性，

无自性并不能说明善业和恶业的具体缘起如何不同。

无自性不能明确业力维系所需要的因缘条件，而阿赖耶识缘起明确了因缘

条件。应成派是否能以无自性为由就能给出没有阿赖耶识的结论，这是我们需

要探讨的。这个问题涉及法是否没有自相。应成派虽然主张法没有自相 （自

性），并非自相成就 （自性成就，自相有、自相有）①，但不承许诸法都是龟毛兔

角。对于应成派，无自相的法是 “有事”。别的宗派认为，如此一来，石女儿也

是所知 “有事法”，应成派当然不会承认。限于篇幅这里不深入探讨法的自相问

题，而是只就 “有事法”来探讨。

业已经灭了，当然没有自相，但没有自相能够成立业为 “有事”。问题是已

经灭的业怎么还是业？② 业是身语意的造作，业灭了那个业对应的身语意的造作

还在，身语意还在造作？我们应该尝试突破语言的限制，回到事实本身。业力

维持需要条件。相关的条件也应该是应成派所谓业灭延续所需要的。对此，唯

识宗用阿赖耶识统摄起来说。月称否定阿赖耶识意味着否定了唯识宗所认为阿

赖耶识统摄的业力维系相关的众缘。应成派的思路是用 “灭”指称业的影响，

“灭”来维系业力。要给 “灭”一个定位，不能是无为法，在诸法中进行归类，

只能是有为法。阿毗达磨中，灭是不相应行。

又大小乘经论都将 “灭”作为有为法，生住异灭四相之一，属行蕴摄。

所以，行蕴的 “灭”不能说没有，既然 “灭”是有为法，是四有为法之一，

·３７１·应成派批判唯识宗阿赖耶识理论的探析

①

②

笔者注：应成派认为在名言中，诸法唯是由分别增上安立 （唯分别假立）。如果是自身方面或在境

上成就而有，就安立为谛实成就、自性成就、自相成就、实有成就等。应成派这样自相成就是微细

的所破。“自相成就”的字面意思是诸法以自相存在。就是说，任何法都不具有属于该法又不是由

分别安立的性相。此中的性相假设存在，只能系属于该法，即为该法自身所具有，或者说以其自体

或不共的因缘而存在，而非 “唯分别安立”。应成派认为法是被名言识施设的，唯是分别安立 （假

立）。所谓 “唯”是排除法所具有一切非施设的属于法自身的属性。应成派认为从法的自方而有的

一切，比如具有执着的心识所认知的法的性相，这种从自方而有的一切存在 （由法自身的本自存

在）就是 “自相有”（“有自相”）。如果这种 “自相”是法的实际情况，法本身具有自相就要安立

为谛实成就，就成了 “自相成就”。

为了让读者对于应成思想有更多参考，征得登巴格西同意，将登巴格西的观点附于脚注，其他地方

不再对此重复说明。

登巴格西提出：业是否一定是色法和心所法任一所摄在格鲁派有些许争议。因为，妙音笑尊者的心

子阿旺扎西所著 《十二缘起释论》中提出：依于龙树的著作有提出第二支和第十支是业，既然如

此，第十有支也只剩第二行支的种子。所以，业也包含了种子。



那么 “业灭”就理所当然的是有为法。有为法就是因缘所生法，是因缘所

生法就应该感果。①

在中观宗，认为 “业灭”本身就是一种有为法，就是业的相续 （这个

相继是继续不断的意思）。“业灭”，并不等于 “业没有了”。即许 “业灭”

也是有为法，可以延续不断，所以它就能够感果，并不须要另熏种子，也

更用不着别的东西来保持它了。总之，业灭也好，业不灭也好，此二种业

都是有为法，都是因缘所生的缘起法，都是无自性的、空的，它必须到感

果之后才能消失掉。②

·４７１·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①

②

班班多杰：《宗喀巴评传》中的 《应成殊胜旨趣提要钩玄八义》，第８１页。百度文库，ｈｔｔｐ：／／ｗｅｎ
ｋｕｂａｉｄｕｃｏｍ／ｖｉｅｗ／ｅ２１５ａ６０６ｅ８７１０１ｆ６９ｅ３１９５５４ｈｔｍｌ，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４年１１月９日。登巴格西提

出：应成派和一切有部都认为灭 （ ）是有为法，经部乃至自续派承许此灭是无为法，所涉及的

“灭”与 “生住坏灭”的 “灭”（ ）字一样，但含义不同。因为从梵文直译藏文的版本中，这两

个 “灭”的藏字截然不同，但中文译本都翻译为灭，有必要作区分。对于 《宗喀巴评传》中提到的

“在中观应成派看来，业灭本身也是一种有为法，是业的相续，可以相续不断，可以感果，无须另

熏种子”，登巴格西认为不是宗喀巴大师所认为的月称的真正看法。因为月称承许业灭的同时，有

业所熏染的种子。其原因是龙树 《中论》在 “十二缘起品”中提到十二缘起中的 “行缘识”的解释

中，承许第二支行业熏染种子在第三支识上。此观点是 《稻秆经》中提到的。自然是龙树所承许

的。所以，月称没有理由不承许。如果是因为月称的著作中没有明确提及就认为月称不承许，那么

月称理应不承许十二缘起，其著作中没有明确提及的十二缘起支的缘故。然而，月称定然承许十二

缘起，因为根本中观师龙树承许十二缘起支的缘故，作为随持中观者，月称没有理由不承许。因为

十二缘起支是各宗共许。况且，以月称来看，业不会无缘无故断灭，第二支行业既然是心所法，而

第二支进入第三支时，其续流不可能断。而续流不外乎是种类续流或质续流，在第三支时第二支行

业的种类续流固然不存在，但其质续流存在，所以，一定有业种子。由此，在月称看来，业灭的同

时并不是需不需要另熏种子的问题，而是势必熏生业种子，这是世俗法而如是。

法尊：《中观宗关于 “安立业果”与 “名言中许有外境”的问题》，载 《法尊法师佛学论文集》，显

密文库，ｈｔｔｐ：／／ｒｅａｄｇｏｏｄｗｅｂｃｎ／ｎｅｗｓ／ｎｅｗｓ＿ｖｉｅｗａｓｐ？ｎｅｗｓｉｄ＝２２７２８，最后访问日期：２０１４年１１
月９日。登巴格西提出：对于 “不须要另熏种子”不能苟同。固然 《入中论》中没有明确说业会熏

种子，业迁灭后应该有力量存在，“不须要另熏种子”是不可能的。应该承许业熏生业种子。月称

势必要承许龙树 《中论》的观十二因缘品中的观点，该品中龙树承许识支熏种。６、７、１４颂合起来
有揭示：因取 （贪欲增盛）而有有，取为缘导至有增盛具力；此有又是之前行之后续流，在之前行

思心所业后一刻早已成种子；既然如此，无需至第十支才成种子；如此，有支需安立为业种子，因

为业灭虽是有为法，不能被取因而增盛故，只有力量能被取因所增盛；是故，此力量除种子外别无

他法可安立为有；再者，此有又是之前行之后续流，在之前行思心所业后一刻早已成种子，无需至

第十支才成种子；既然如此，早期之行业之种子需熏染于第三支识之上，故以此理环扣衔接６、７、
１４颂中前前为因后后为果中蕴含之理。又，自续以下依 《稻秆经》等十二缘起建立之轨则是应成派

和龙树也要承许的。龙树所作的缘起经的注释中提出 “二及十是业”即行支 （第二支）和有支 （第

十支）都是业。这可以作为 “业种子也是业”的依据。所谓 “（业灭是）业”的业是如同 “业种子

是业”般的承许业灭亦是业，不能指向思心所主导的造作，指向业种子。第二支所熏生的种子延续

到第十支已经不是思心所，而应该视为业种子的力量。格鲁派内部有种看法认为：不应承许业灭是

业，充其量取名为业。



终上所引，业未灭是有事法，业灭了还是有事法。至于 “缘起的”“无自

性的”等都是说明业是有为法。 “业灭”怎么实现 “业的相续，可以相续

不断”？

我们先从唯识宗的业种子说起。唯识宗的种子理论认为种子是无常的，但

要保证引自果。所以，规定恒随转、性决定等。唯识所确立的业果链是：

种子—种子灭引生的新种子—新种子灭引生的更新的种子……感果

此中 “灭”为生住异灭之灭。

佛所亲证的如瀑流的种子的性相，唯识宗给予明确说明。种子的一个特性

是 “待众缘”，这是强调缘起。“业灭”是有为法，当然也要待众缘。所有的有

为法维系依赖于众缘。唯识宗用阿赖耶识来统摄了种子延续的众缘。基于阿赖

耶识摄持种子的业果理论在逻辑上能够保证这个业果链条不断。

“业灭”自然也是刹那灭。业灭之后形成新的灭的局面，也就是说一个 “业

灭的灭”出现。而这个 “业灭的灭”也是无常。 “业灭的灭”灭掉后，新的灭

的局面出现。应成派所确立的业果链是：

业—业灭— “业灭”又灭— “业灭的灭”又灭— “业灭的灭的灭”又

灭……感果

《入中论》中没有说明 “业灭”有法如何存在，何等性相，何等心智可证。

业的无常性由谁决定？当然是因缘条件，业是从因缘所生，所以才是无常。

对于业的无常迁流，有其过程，时间上一刹那接一刹那，前刹那的状态对于后

刹那姑且可称为开导依，前刹那的灭不是业的无常性的根本原因，是由无常造

成了灭。常法作为因缘不能生无常法，若缘起法所依赖的条件不是无常变化，

缘起法就不会无常变化。有种意见认为业就是众缘，业总是具备其延续的条件，

所以一定能延续。语意的造作是业，此造作就是众缘，这是什么意思？一时的

因缘下的造作及其所依赖的缘，这些特定的条件及特定的造作不会无常变迁，

在千百劫中都一直存在着直到业感果？理应不是如此。

业灭是有为法，并非不依赖其他缘而能单方面存在。没有众缘支撑的话

“业灭”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没有众缘这个链条毫无疑问一定会断。任何有为

法刹那的 “灭”都是有为法所依赖的条件变化导致，这个道理成立才会导致上

·５７１·应成派批判唯识宗阿赖耶识理论的探析



一刹那的 “灭”迁流引生下一刹那的 “灭”。

《入中论》的论证由 “由业非以自性灭”直接跳跃到 “故无赖耶亦能生”。

由此，可以说月称没有对业力延续需要的众缘做出明确的说明。唯识宗用阿赖

耶识统摄业力维系相关的条件，被应成派否定。按照 《解深密经》 《瑜伽师地

论》等经论，没有阿赖耶识，就没有六识。

此识亦名阿陀那识。何以故。由此识于身随逐执持故。亦名阿赖耶识。

何以故。由此识于身摄受藏隐同安危义故。亦名为心。何以故。由此识色

声香味触等积集滋长故。广慧。阿陀那识为依止。为建立故。六识身转。

谓眼识耳鼻舌身意识。①

又由有阿赖耶识故得有末那。由此末那为依止故意识得转。譬如依止

眼等五根五识身转。非无五根。意识亦尔非无意根。②

经论文义明显，六识需依止阿赖耶识才能现起。对于意识，进一步解释为

意识应有根，且依根现起，彼根是末那识，没有阿赖耶识就没有末那识，没有

末那识，意识不能现起。

没有六识的情况还坚持 “有业的众缘、有业及果”与缘起相悖。对唯识宗

来说，由于有阿赖耶识恒随转，所以业力维系的条件才能具备。就这点来说，

唯识宗的阿赖耶识理论比之应成派的理论解说得明晰。

（二）应成派不许阿赖耶识的核心逻辑

此一刹那的有为法迁转为下一刹那的有为法，如豆子可能仍然是豆子但也

可能是焦种，这种情况与维系有为法的条件有关。所以，某有为法的这一刹那

并不保证其后续流仍然能安立为彼。若是某个有为法维系的条件都不具备，谈

不上这个有为法的延续。对于业力来说，能够保证业力不断的无非缘起。对于

此等缘起，唯识宗解说为阿赖耶识缘起。唯识宗认为：业缘起无自性地生灭正

可以证明需要阿赖耶识才能有业和业果。

·６７１·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①

②

《解深密经》卷１，《大正藏》第１６册，第６９２页中。
《瑜伽师地论》卷５１，《大正藏》第３０册，第５８０页中。《瑜伽师地论》藏译本中此句，舟桥尚哉译
为 “有阿赖耶时，意及意识得生，没有 〔阿赖耶识〕时 〔意及意识〕就没有”，转引自叶阿月

《“识”（ｖｉｊａｐｔｉ）与 “表识”（ｖｉｊāｎａ）的研究：以唯识思想为中心》，《叶阿月教授佛学论文集》，
台北：净法界善友文教基金会２０１２年版，第７６０页。这种译法仍然是确立没有阿赖耶识就不能有意
识的观点。



应成派认为 “业灭已经极久时，与诸业果报仍相系属”。本文很怀疑，

所谓的 “业灭”有为法实际上是被当作有体法，且其本身就具有不失坏的

所有因素而被处理。一个孤立存在的有为法意味着什么？好比一个孤立的种

子，没有任何的维持条件，这样的种子根本就无法存在。总之，有为法存在

就意味着所依赖的存在条件具备，在此情况下有为法刹那灭。但是一个有为

法不是永远存在，因为后时有为法存在条件未必具备。有为法的无自性地生

灭不能保证有为法一定延续下去，能否延续依赖于有为法存在的条件是否还

具备。如前所说，种子有了，它就一直是种子，这未必成立。一颗种子的无

自性并不能保证它作为种子而继续存在，比如种子被高温气体蒸煮后，不能

说其仍然是种子。

《入中论》中说：“由业非以自性灭，故无赖耶亦能生。”（甲）

论式是：所知有法，虽不承许阿赖耶识等为业果所依，所造的业灭后

经过长久时间仍然能够感果的原因是有的，就是善恶业并非以自性灭，且

灭也是有为事物，所以从二种业熏在 “假我”上的习气相续，决定能够感

生果报故。①

本文从 “习气相续”可以认为格鲁派所解读的月称思想承许业熏种。此中

逻辑问题是以 “业非自性地灭”为因，证成 “业和业果没有阿赖耶识也能生”

的宗。

我们分析甲的逻辑问题。

因的第一相 （遍是宗法性）：所有的业和业果都是业非以自性灭而有。

因的第二相 （同品定有性）：非以自性灭的业一定是无阿赖耶识的 （与阿赖

耶识无关）。

因的第三相 （异品遍无性）：有阿赖耶识 （与阿赖耶识有关的），业一定不

是非以自性灭。

应成论者认为此三相成立。唯识宗的教理决定必须有阿赖耶识才能确保业

的缘生性，对于唯识宗而言第二相和第三相都不成立。因此，甲论式所使用的

因不是具有能共许的正因三相之因。唯识论者大抵会对应成论者说：“你所说的

道理在你宗容有，我宗不承许你所宣说的道理。”

鉴于无自性保证不了有为法延续的条件，甲其实是这样一个变相的逻辑：

·７７１·应成派批判唯识宗阿赖耶识理论的探析

① 僧海：《入中论显明密意庄严疏》，宗根译，内部资料。



“业就是能感果，在感果前业不亡灭的原因莫须有 （不必有）”。对于甲，我们对

其逻辑结构进行进一步分析：

由Ｘ非自性地灭，所以，无Ｙ也能生。（乙）

Ｘ是有为法，有为法总是非自性地灭。 “无 Ｙ也能生”成立的原因是不是

“由Ｘ非自性地灭”？只有当 Ｙ与 Ｘ没有关系，则乙成立。否则，就不能成立。

所以，“Ｘ非自性地灭”不能够作为前提得出 “无Ｙ也能生”的结论，其成立需

要证明Ｙ不是Ｘ所需要的条件。

以Ｘ是业，Ｙ是意识、阿赖耶识进行探讨，代入乙得到：

由于业非以自性灭，所以没有意识也能生 （乙—１）；

由于业非以自性灭，所以没有阿赖耶也能生 （乙—２）。

如果说甲能成立从 “业灭”的灭而生后来的业果，我们看另外一个命题：

由于业非以自性灭，所以业报没有阿赖耶识也能生 （乙—３）。由于没有业就没

有业报，乙—３成立需要乙—２成立。如果果报与阿赖耶有关，需要阿赖耶识才

能有果报。那么，乙—３自然不成立。

思是意识的一个心所，意识动身发语独为最，必须要有意识才能造业。唯

识宗认为阿赖耶识是造业的必不可少的条件。意识现起要有种子依即 “如前说

一切种子阿赖耶识”① 和等无间缘等。没有阿赖耶识就没有意识，没有意识就不

能造业，没有业，业果无从谈起。应成派予以否认的话，需要明确地证明相关

的 《解深密经》等经文是错误的，需要证明如果对于彼等经文加以了义承许将

是与诸多了义教理相违害。

业的果报是什么？十二缘起讲得明白，无明和行是过去世的因，爱取等是

未来世的因，识作为果是必定出现的。比如生地狱是地狱业引生的业果②，没有

识生于地狱也没有识感受苦报。这若是业报，就否认了缘起。另一方面，有情

无八识与无情何别？其实，没有阿赖耶识就不是有情，谈不上无情造业感果。

对于业果来说，离开阿赖耶识也没法解释无心位何以仍与尸体有别。阿赖耶识

统摄了业和业果相关诸多条件。业正因为此才是缘起，才可以安立缘起业的生

灭。这样，唯识宗认为乙—１和乙—２都是错误的，乙—３由此也不能成立。

单纯就乙—３来分析，本文没有发现 “业非以自性灭”和 “业报没有阿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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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瑜伽师地论》卷１：“彼所依者。等无间依。谓意。种子依。谓如前说一切种子阿赖耶识。”《大正
藏》第３０册，第２８０页中。
笔者注：佛教一些宗派认为五逆是顺次生受业 （定业），某个有情此生造五逆业后世生定然会轮回

到地狱；只是依据福业、忏悔等在地狱中所待的时间可以不需很长时间。一些宗派认为经过有效有

力的忏悔等可以避免生在地狱，从而逆罪不成为顺次生受业。



耶识也能生”之间存在必然的逻辑关系，从 “业非以自性灭”无法推论出 “业

报没有阿赖耶识也能生”。

唯识经典中所记载的一些经文表明佛陀的确认为阿赖耶识是果报出现所必

需的。应成派认为这些经文 “不了义”。在应成派看来，唯识宗教理可以如言而

取将与诸多教理相违背，有许多正理违害。由此，应成派认定唯识宗教理不可

以直接承许，而是有密意。在唯识宗看来彼等正理违害是不存在的，自然也不

认为应成派对于佛宣说唯识的密意的解说正确。

从正常的逻辑来说，甲成立的前提是证明 “阿赖耶识与业和业果都没有关

系，没有阿赖耶识也能有业和业果”。（丙）

应成派需要证明丙成立。实际上应成派并没有给出这样的证明。而是直接

把 “Ｘ（业）非自性的灭”作为 “无 Ｙ（阿赖耶识）也能生”的因由。这样，

“业灭无自性”居然成了 “阿赖耶识与业和业果都没有关系”的证明。应成派基

于此否定阿赖耶识。对于 “不存在阿赖耶识”，不能以 “我宗说阿赖耶识有自性

而不存在，阿赖耶识就不存在”，而必须以有效的理路论证。如果认为甲命题是

有效的论证，认为应成派用甲命题否认阿赖耶识，“Ｘ无自性是不许Ｙ之因由”，

所以，应成派中观就不承认有 Ｙ。此中有逻辑问题。甲成立是依赖于证明 “意

识生起必须有阿赖耶识”错误。由于缺乏相关证明，甲用于论证 “不存在阿赖

耶识”其实无效。

应成派整个的逻辑总结如下：

应成派用甲命题 （“由业非以自性灭，故无赖耶亦能生”）来证明 “没有阿

赖耶识仍然能有业和业果” （Ｃ）。然而甲命题成立需要的前提条件是 “阿赖耶

识与业和业果无关” （Ａ）。Ａ是有待证明的。甲的逻辑基于 “业灭为有事”推

导出Ｃ，以Ｃ这个结论来证明 Ａ成立犯有逻辑错误。整个逻辑其实是 “因为没

有阿赖耶识，所以业灭为有事；为什么没有阿赖耶识？因为业灭为有事”，该逻

辑当然是有问题的。“业灭为有事”这个前提所阐述的业力维系的道理自洽，需

要证明 “阿赖耶识不是意识生起的必需的条件” （Ａ命题所包含的命题之一）。

甲命题成立，需要以Ａ成立作为前提，在Ａ成立给予证明的前提下，甲命题才

可能推导出结论Ｃ。在没有证明 Ａ成立的情况下，用甲命题证明 Ｃ不符合逻辑

规则。在没有给出Ａ成立的相关证明的情况下，应用甲命题存在严重逻辑失误。

同样地，以Ｂ和Ｃ外的理路都不能用于证明 “阿赖耶识不存在”（Ｄ）。如果 Ｄ

成立，则Ａ才能被证明。

本文只能认为或许只有应成论者才具有得出 “由于业灭是无自性是有

事，所以没有阿赖耶识也能生”的结论智慧。因为，甲成立需要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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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赖耶识会导致业不是缘生的”“阿赖耶识与业和业果无关”“意识生起无

需阿赖耶识”等一系列的观点是应成论者所持有的。在应成论者持有彼等观

点的情况下就认定甲命题成立。或许，应成论者认为有Ｂ和Ｃ外的理路证明

Ｄ。然而Ｂ、Ｃ、Ａ等在一些观念中成为证明Ｄ的理由，显然这种观念缺乏逻

辑的有效性。

应成派要证明唯识宗典籍确立的 “意识生起必须有阿赖耶识”等经文错误，

丙才可能成立。《入中论》有提出在见解上阿赖耶识如同大自在天 （两者间的差

异是前者主张无常，后者主张常）。然而，应成派所给出的证明限于自宗认为阿

赖耶识具有 （空性所遮破的）自性。对于破除唯识宗经论中关于阿赖耶识的证

明是苍白无力的。在唯识论者看来，阿赖耶识不具有彼等自性。对于顺教派唯

识论者而言，不承许阿赖耶识就是在破缘起，至于 “没有阿赖耶识而能安立业

及业果”断然不会成立。

总之，应成派使用甲不能直接证成 “阿赖耶识会导致业不是缘生的”“阿赖

耶识与业和业果无关”，需要使用其他的理路证明 “阿赖耶识与业果无关”。唯

识宗承许有阿赖耶识依于许多经文和理路，有阿赖耶识才能维系业力只是其中

一个理路。这个理路在内的所有依据需要应成派一一进行有力批驳，正住者依

于 “理长为宗”才能信服。笔者孤陋寡闻，没有见到相关的一一批驳。《释菩提

心论》的作者据说是龙树，该论有提及阿赖耶识，有人认为在否定阿赖耶识。

无论龙树、月称等的意见对于顺教唯识论者的阿赖耶识宗见并没有造成根本性

的伤害。

五　结论

必须要有意识才能造业，没有意识就没有业，没有业就没有业果。唯识宗

认为没有阿赖耶识就没有意识。阿赖耶识是业产生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正

因为此，业的生灭感果才符合缘起。唯识宗不许业有空性所遮破的自性，宣称

远离断常二见，认为业遇缘会感果，但安立了阿赖耶识。

应成派不许业有自性，也宣称远离断常二见，认为不需要安立阿赖耶识，

业感果前就能不失坏，但是并没有说明相关的缘起问题。应成派不承认阿赖耶

识的主要理路是：因为业没有自性，所以没有阿赖耶能感果。由此认为阿赖耶

识对于业力的维系和业果的实现是多余的，阿赖耶识是有自性的，其实并不存

在。月称试图在没有阿赖耶的情况下安立业和业果，他自认为证明了业报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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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与阿赖耶无关。

应成派举梦来说明业灭可以感果的道理。实则，只有梦灭了愚人才能贪恋

梦。任何人贪恋梦的心都不能直接缘取到曾经做过的梦。因为，醒来后梦就灭

了，只是依于对梦境的记忆，心识又显现出了似梦的形象。愚人贪恋梦的主要

原因是愚蠢。否则，做同样的梦的聪明人也去贪恋。这个喻揭示必须于梦外，

另觅原因才能把握完整的缘起。这就说明，所造之业经长久时也能感果，要在

业灭之外另觅原因。

业是如何缘起，业果何以存在？应成论者并不给明晰的回答，而是一味地

强调 “缘起”“无自性”等；月称提出 “无自性的灭是有因”，坚持 “业灭已经

极久时，与诸业果仍相系，虽不别计阿赖耶识，内心相续，不失坏法”。此般地

设定业就是能感果，不探讨在感果前业不亡灭的原因，这其实是一个变相的逻

辑：“因已经有了，它就一直是因。”

业本身不能具备业力维系到感果的条件，业力不失坏及感果等依赖于条件。

业力维系的条件都不具备的话，业力决定不能维系下去。“无自性”不能对业力

维系的具体情况提供任何保障。作为有为法的 “业灭”其本身不具有它赖以相

继不断的因缘条件。另一方面，无自性地灭是有为法共性。善业和恶业产生的

因缘不同，但是善业和恶业同一无自性，无自性并不能说明善业和恶业的因缘

如何不同。已经感果和未感果的业都是无自性地灭，灭不能够说明前者和后者

的差别，不能说明何以前者不能延续而再感果。如果从业灭无自性而说 “从彼

亦能有果生”并没有指明真正原因，就像说 “梦灭”本身让愚夫生贪，而不说

明主要原因是愚蠢一样。无自性地灭不能明确业力维系所需要的因缘条件，而

阿赖耶识缘起明确了因缘条件。

唯识宗将业力维系所需要的条件用阿赖耶识来统摄，这些条件所对应的缘

起法则才能保证业力维系。离开阿赖耶识谈业，是在谈没有维系条件的业，这

样的业不可能自类相续而不断。应成派并不明晰地解说业力维系相关的条件，

这样的情况下否定阿赖耶识实际上是否定阿赖耶识所指向的业力相续的条件，

在唯识宗看来这是否定了缘起。

唯识宗论典中举出十个理由证成阿赖耶识。应成论者并没有对于这些理由

一一否定，对于其中业力维系的理由也没有能否定。应成派提出的 “由 Ｘ非以

自性灭，故无Ｙ亦能生”命题 （Ｂ）需要前提才能成立，这个前提条件是 “世

俗谛内观察的缘起中，Ｙ是与Ｘ的出现无关的条件” （Ａ）。应成派用 Ｂ命题要

证明 “没有阿赖耶识仍然能有业和业果” （Ｃ），Ｂ成立需要的前提 “阿赖耶识

与业和业果无关”（Ａ—１）是有待证明的。在Ａ—１被证明前，用命题Ｂ证明Ｃ

·１８１·应成派批判唯识宗阿赖耶识理论的探析



是不符合逻辑规则的。或许，应成论者认为有Ｂ和Ｃ外的理由可以证明 “阿赖

耶识不存在”（Ｄ）。在一些缺乏逻辑有效性的观念中，显然 Ｂ成为证明 Ｄ的一

个理由。如果所谓的理由只是宣说 “我宗认为阿赖耶识有自性，阿赖耶识就不

存在”，显然对于破除唯识宗经论中关于阿赖耶识的证明是苍白无力的。按照唯

识学，业和业果 （Ｘ）与阿赖耶识 （Ｙ）有关，所以Ｂ命题是不成立；逻辑上不

存在 “故无赖耶亦能生”的因是 “业非以自性灭”的合理性。

经如上分析，本文认为应成派 “不许阿赖耶识”的论证并不能攻破阿赖耶

识，并没有做到在没有阿赖耶识的情况下安立业和业果。

·２８１·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