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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常说”（anityavāda）与“刹那论”（kṣaṇikavāda）

——以早期瑜伽行派典籍为例

张晓亮 a

【摘要】早期瑜伽行派以“非有”及“刹那生灭”二义解释“无常”。前者是大

乘佛教特有的教义，后者是声闻乘的“刹那论”。早期瑜伽行派文献中枚举的诸种无常

的类别，皆可归入二义。诸种无常又可概括为刹那、相续二门，揭示了有为法常及无常

的中道意义。进一步结合三性说，以遍计所执性含摄无常的“非有”义，以依他起性

含摄无常的“刹那灭”义，圆成实性则有不同的观点。早期佛教以来的“诸行无常说”

及阿毗达摩佛教的“刹那论”被纳入大乘佛教“无常说”的范畴中，被赋予新的阐释，

从而焕发新的理论光彩。本文结合早期瑜伽行派文献，以期对“无常”及“刹那”的关

系问题进行讨论。

【关键词】无常；刹那；相续；三性；早期瑜伽行派

早期佛教中“无常”（anitya）这一概念常作为四法印之一及苦谛的内容来讨论，

用以描述有为法的变化，最常见的是“诸行无常”（sarva-saṃskārā anityāḥ）的经典表述。b

此外，虽有“刹那”（khana）一词出现，却并未有系统的“刹那论”（kṣaṇikavāda）。c

至阿毗达磨佛教阶段始有系统的“刹那论”出现，早期佛教的“无常说”得以更深层的

理论阐释。就上座部阿毗达磨而言，最早出现在《论事》（Kathāvatthu）中 d；梵语佛

教中最早出现在《发智论》，至《大毗婆沙论》更进一步系统化。而不管在《发智论》

a　 作者简介：科伦坡大学佛教学系在读博士。

b　 Yakupitiyage Karunadasa, The Theravada Abhidhamma: Its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of conditioned reality, Centre 

of Buddhist Studies, HKU, 2014, 245.

c　 同上，246 页。

d　 Kv XXII.8, p.620,5: ekacittakkhaṇika sabbe dhammā ti.All phenomena (dhamma) are as momentary as 

a single mental entity (ekacittakkhaṇ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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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大毗婆沙论》中，“诸行刹那生灭”都已被当作既定的事实接受。在佛教各宗派

中，对“刹那论”进行系统化论述最为详备的是有部和经量部，二者都基于《三相经》

（Trilakṣaṇa Sūtra）a，虽然存在解释上的差异 b，但一切有为法皆刹那生灭则是共同

的观点。不过，诸如大众部 c、犊子部——正量部 d、上座部 e等坚持一部分色法可以

暂住，并不承认一切有为法都是刹那生灭的事实，可以推断有为法刹那生灭并不是原始

a　《三相经》（Trilakṣaṇa-sūtra）被《发智论》《大毗婆沙论》《俱舍论》等部分引用，被称友《俱舍论疏》完全

引用。《阿毗达磨发智论》卷2：“如世尊说：有三有为之有为相，有为之起亦可了知，尽及住异亦可了知。”（T26, p.926, 

b20-21AKVy  171,26-28）;sūtre trīṇīmāni bhikṣavaḥ saṃskṛtasya saṃskṛtalakṣaṇāni.katamāni trīṇi.saṃskṛtasya bhikṣava utpādo 

'pi prajñāyate.vyayo 'pi prajñāyate.sthityanyathātvam apīti.caturtham apy atra vaktavyaṃ syād iti vaibhāṣikāḥ.kiṃ cātra noktam iti 

codakaḥ.sthitir iti vaibhāṣikāḥ.yat tarhīdaṃ sthityanyathātvam apīti。

b　 说一切有部坚持有为法一刹那具有三相，譬喻师和经量部坚持有为法一相续中具有三相。譬喻师批评有部，如

果一有为法同时具有三相或四相，那么一法在一刹那中则即生又老又灭。针对譬喻师的诘难有部有两个回应：一、“一刹那”

指的是一法从生到灭作用的完成。从生到灭的阶段是作用的先后，非法体的先后，一法三相或四相具有不同作用，作用之

间并不互相排斥。尽管有为相和有为法（法体）同时，但并妨碍作用有先后。从这个角度来讲，刹那并非时间。二、有为

相和法体个别，那么有三有为相，即有三个独立的体。三相和有为法之间是属格的关系（第六转），如受之灭；属格的两

个对象都是各自独立的，由此有为法和灭相都各自有体，而不能说灭即是受，有为法即是灭。另外，《三相经》中说尽及

住异可以被了知，有为法三相起、尽、住异都是认识的对象，无体法不能作为认识的对象。所以要求三相是有体。尽可以

作为因生起作为果的识，那么它本身作为果肯定也有因。所以，尽可以作为因也作为果，非如世亲所说的灭是无，不能作

为果（“灭无非果”）。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 39：“谓或有执三有为相非一刹那。如譬喻者彼作是说：若一刹那有三相者，则应一法一

时亦生亦老亦灭。”（T27, p.200, a3-5）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 3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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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无有失。或生灭位非一刹那，然一刹那具有三体故。说三相同一刹那。”（T27, p.200, a9-13）

 《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14：“已生位中住、异、灭三，起用各别。令所相法于一时中所望不同具有三义。”（T29, p.409, 

c18-20）

 《阿毗达磨俱舍论》卷 5：“虽现有体而不可知。生相若无，应无生觉。又第六转言不应成，谓色之生、受之生等，如

不应说色之色言。”（T29, p.28, c11-p.29, a8）

 《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 33：“复如何知诸有为法皆刹那灭必不久住？以诸有为后必尽故。经主于此作如是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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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释非理。尽即是灭。佛说尽灭是有为相，说有为相是所有法。故契经说：诸行无常有生灭法。又契经说：有

为之起亦可了知，尽及住异亦可了知。若谓无法犹如色等亦能为因生识等者，则亦应许无法是果，此差别因不可得故。何

理无法是因非果？又见有法以有为先世所极成。有因是果。汝宗灭尽亦有为先。必有为先后方无故。如何不许是果有因？

又法无因许必是常。故灭若常者。法应永不生。若谓灭无。既非有体。如何成果。若非有体。如何为因。发生识等。又不

应许是有为相。如许彼成。此亦应许。”（T29, p.533, c4-21）

c　《异部宗轮论》卷 1：“色根大种有转变义，心心所法无转变义。”（T49, p.16, a9-10）《异部宗轮论疏述记》

卷 1：“述曰：色法长时乃有起尽故，许乳体转变为酪；心心所法刹那生灭，故不转，前以为后法。此部计根即肉团性故

乃大种皆有转变，心等不然。”（X53, p.583, b16-18 // Z 1:83, p.227, a1-3 // R83, p.453, a1-3）

d　 《异部宗轮论》卷 1：“有犊子部本宗同义……诸行有暂住，亦有刹那灭。”（T49, p.16, c14-16）

e　 Dhammasangani  596, VisM XIV.36 = PTS p.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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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题。另外，有为法的三相最初可能仅涉及五蕴即存在的总体a，而非一刹那。由此，

有为相的教义本身可能并不必然的和“刹那论”联系起来。

《三相经》中有为法的起（utpāda）、住异（sthityanyathātva）、尽（vyaya）三相，

阿毗达磨佛教解释为生、老、无常（灭）三相，或生、住、异、灭四相。早期瑜伽行派

继承这一系列术语，并将《三相经》的三相分为存在、非存在二类：起、住异属于“有”

（bhāva），尽属于“无”（abhāva），三相被归于有、无二相 b，这被认为和譬喻师、

经部的观点一致c。另外，早期佛教的“诸行无常说”被证明为“诸行刹那生灭”，以“刹

那生灭”解释“无常”，这和阿毗达磨佛教一致 d。不过，早期瑜伽行派提出无常的非

有义属于大乘佛教独特的教义。本文通过对世亲之前，署名弥勒、无著的著作，包括《瑜

伽师地论》“声闻地”“菩萨地”及“摄抉择分”、《大乘庄严经论》“觉分品”、《显

扬圣教论》“成无常品”、《辩中边论》“辩真实品”、《大乘阿毗达磨集论》（包括《杂

集论》）等早期瑜伽行派文献进行考察，对无常二义、无常的类别，及无常说与三性说

的结合等问题进行梳理，以期对无常说和刹那论有更深的认识。

一、“无常”的含义与类别

1. 无常二义

早期瑜伽行派“无常”概念具有“非有”及“刹那生灭”两种含义。《瑜伽师地论》

“摄抉择分”中，依据大乘、声闻乘区分这二义： 

a　 《阿毗达磨品类足论》卷1：“生云何？谓令诸蕴起。老云何？谓令诸蕴熟。住云何？谓令已生诸行不坏。无常云何？

谓令已生诸行灭坏。”（T26, p.694, a25-28）

b　 梵本《菩萨地》卷 7："tāny etāni catvāry api saṃskṛta-lakṣaṇāny abhisamasya saṃskārāṇāṃ samāsato dvayāvasthā-

prabhāvitāni.bhāva-prabhāvitāny abhāva-prabhavitāni ca.tatra bhagavatā yo bhāvaḥ.tad ekaṃ saṃskṛta-lakṣaṇaṃ vyavasthāpitaṃ.yas 

tv abhāvaḥ.tad dvitīyaṃ saṃskṛta-lakṣaṇaṃ vyavasthāpitaṃ.sa ca bhāvas teṣāṃ saṃskārāṇāṃ sthity-anyathātva-prabhāvita iti kṛtvā 

(107b) tṛtīyaṃ saṃskṛta-lakṣaṇaṃ vyavasthāpitaṃ."(YBh, Bo-SW, pp.278.25-279.6)《瑜伽师地论》卷 46：“如是四种有为

之相（生住老灭）总摄诸行，以要言之二分所显：一者有分所显，二者无分所显。此中世尊依于有分建立一种有为之相，

依于无分建立第二有为之相。住异二种俱是诸行有分所显建立第三有为之相。”（T30, p.544, b12-17）

c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 38：“或复有执：色等五蕴出胎时名生，相续时名住，衰变时名异，命终时名灭。

如经部师。”（T27, p.198, b1-3）

 《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 14：“然上座说诸行无住。”（T29, p.411, b13）

 《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 33：“又譬喻者能起异端，曾所未闻，解释道理，执有为相是起及无。如是则应不成三数。

谓有为法得体名起，尽及异相皆是体无。”（T29, p.533, c21-24）

d　 刹那灭论证在《瑜伽论》“声闻地”中首次出现以来，经“摄决择分”、《大乘庄严经论》“菩提分品”，直

到《显扬论》“成无常品”，作为瑜伽行派独特的理论发展的经过，日本早岛理教授的一系列研究逐渐明确。早岛理 , 《大

乗荘厳経論第 XVIII 章第 82·83 偈について》, 印度学佛教学研究，1993 年，42 期，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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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次由二相故显无常义：一依大乘道理相，二依声闻乘道理相。谓非有义，

及其相灭坏义。a

可见，根据大乘、声闻乘早期瑜伽行派将无常解释为非有及有为相的灭坏二义。《瑜

伽论记》更明确“非有义”是大乘所说无常，“灭坏义”是小乘所说无常。b“非有义”

在《显扬圣教论》“成无常品”中表述为六种无常中的“无性无常”，“刹那灭”义表

述为其他五种无常。c和“摄抉择分”一致，“成无常品”提到声闻乘智仅能认识除“非

有义”（无性无常）的其他无常，而菩萨智能认识包括非有及生灭变化的两种无常。d

在《大乘庄严经论》同样述及无常二义。

此中诸菩萨以无义是无常义，由分别相毕竟常无故。……复次，应知依

他相，复以刹那刹那坏为无常义。e

由此可知，早期瑜伽行派将古来继承下来的有为法的生灭变化严格规定为基于依

他起性的“刹那灭”，这种无常义被认为声闻、菩萨共有；而将有为法实在性的不存在

规定为基于遍计所执性的“非有义”，这是大乘瑜伽行派特有的解释。

2.“无常”的类别

“诸行无常”的教义表明，有情世间及器世间一切有为法都是变化的。在早期瑜

伽行派典籍中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无常的变化表现为各种形式：《瑜伽师地论》“声

闻地”五种、“摄抉择分”六种、《显扬圣教论》“成无常品”六种和八种，及《阿毗

达磨集论》（包括《杂集论》）的十二相。

a　《瑜伽师地论》卷 67，T30 , p.672, b2-9。

b　《瑜伽论记》卷 18：“言由二相故显无常义等者，景云：一依大乘明遍计所执体常无有名为无常。二诸行灭坏

义名为无常。大乘具有二义，小乘唯有后一无常之义。玄云：一非有义者，此是大乘所说无常。如中边分别论说无初无常。

二灭坏义，是小乘所说无常。”（T42, p.723, c23-28）

c　《显扬圣教论》卷 14：“此中无性无常者，谓性常无故。名曰无常。”T31, p.548, a19-20

d　《显扬圣教论》卷14：“论曰：无常性见当知六种。……三声闻智，谓除无性无常义。四菩萨智，谓于一切无常义。”

（T31, p.550, c27-p.551, a3）

e　 bodhisatvānām asadartho 'nityārthaḥ|yan nityaṃ nāsti tad anityaṃ teṣāṃ yat parikalpitalakṣaṇaṃ|kṣaṇabhaṅgārtho 'py 

anityārtho veditavyaḥ paratantralakṣaṇasya| atas tatsādhanārthaṃ kṣaṇikatvavibhāge daśa ślokāḥ|

 《大乘庄严经论》卷 11, T31, p.646, a24-b1

 《瑜伽论记》卷 11，“解中有二。初就遍计所执以解无常。《庄严论》云：以无义是无常义，由分别相毕竟无故。又

即观彼已下，第二就依他因缘之法以解无常。于中有三，初观依他自性无常，二约三世以辨无常，三就四相以辨无常。”（T42, 

p.558, a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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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瑜伽师地论》的五种和六种

对瑜伽行派而言，早期佛教“诸行无常”的“圣教量”需要在具体的实践中得到

认识，具体来说即是观察苦谛四遍知之无常的行相，a 这一点也为《显扬圣教论》所

继承。b《瑜伽师地论》“声闻地”中观察苦谛的无常行相（ākāra）共包括五种：变

异行（vipariṇāṃākāra）、灭坏行（vināśākāra）、别离行（visaṃyogākāra）、法性行

（dharmatākāra）、合会行（saṃnihitākāra）。c这五种无常行可分为三类：第一，通过

现量对现世粗显色法认识的变异行（也包括一切粗显的有为法）；第二，通过比量对现世、

他世微细有为法认识的灭坏行；第三，对前二类法从不同角度的观察，即别离行、法性行、

合会行。

变异行主要是观察色法等明显的变化现象，包括内法的十五种变异及八种变异原

因和条件，外法的十六种变异，由此通过现量认识一切有为法是无常。对于微细的变化

现象即刹那生灭的变化，并不能通过现量被认识，而需要比量 d，由此深入到灭坏行的

讨论。灭坏行主要将“诸行无常”证明为“诸行刹那灭”：有为法刹那生灭并最终灭坏，

方能说有为法具有前后变异。e这种刹那灭的证明被《显扬圣教论》《大乘庄严经论》

所继承。不同之处在于，此处主要以色法的刹那生灭证明为主，而后者主要以心法为主，

色法的刹那基于心法的刹那而推论。别离行观察内外有为法后时必然失去。法性行观察

有为法未来世必然出现。合会行观察有为法因条件具足在现在世出现。f这五种无常行

a　《瑜伽师地论》卷 34：“由四种行了苦谛相，谓无常行、苦行、空行、无我行。”（T30, p.470, c18-19）

b　《显扬圣教论》卷 14：“若欲正修行遍知等功德者，谓遍知苦等。云何于苦遍知？谓于苦谛遍知无常、苦、空、

无我。”（T31, p.547, c29-p.548, a2）

c　《瑜伽师地论》卷 34：“复以四行了苦谛相，谓无常行五行所摄：一变异行、二灭坏行、三别离行、四法性行、

五合会行。”（T30, p.474, b19-22）

《 梵 本 声 闻 地 》 卷 3：YBh, Sh-SH p.471.2-9：katamairdaśabhis tad yathā / vipariṇāmākāreṇa, avināśākāreṇa, 

viyogākāreṇa, sannihitā [/] kāreṇa, dharmatā-kāreṇa / saṃyojana-bandhanākāreṇa, aniṣṭākāreṇa, ayoga-kṣemākāreṇa, anupa(kāreṇa 

(1))lambhākāreṇa, asvātantrākāreṇa ca / etān punar daśākārān upapatti-sādhanayuktyā upaparīkṣate / tatrāgamastāvadyathoktaṃ 

bhagavatā sarva-saṃskārā anityāḥ。

 《瑜伽师地论》 卷 34：“何等为十？一、变异行，二、灭坏行，三、别离行，四、法性行，五、合会行；六、结缚行，七、

不可爱行，八、不安隐行，九、无所得行，十、不自在行。如是十行，依证成道理能正观察。此中且依至教量理，如世尊说：

诸行无常。”（T30, p.470 c24-29）

d　《瑜伽师地论》卷 34：“即由如是现见增上作意力故，观察变异无常性已，彼诸色行虽复现有，刹那生灭灭坏

无常而微细故非现所得故，依现见增上作意应正比度。”（T30, p.473, b2-6）

e　《瑜伽师地论》卷34：“如是比度作意力故，由灭坏行，于彼诸行刹那生灭灭坏无常而得决定。”（T30 , p.473, 

b20-22）

f　《瑜伽师地论》卷 34：“云何复由别离行故观无常性？谓依内、外二种别离。……如是等类应知是名由别离行

知无常性。云何复由法性行故观无常性？谓即所有变异无常、灭坏无常、别离无常，于现在世犹未合会，于未来世当有法性。

如实通达如是诸行，于未来世当有法性，如是等类名为通达法性无常。云何复由合会行故观无常性？谓即如是变异无常、

“无常说”（anityavāda）与“刹那论”（kṣaṇikavā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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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对应于五种无常： 

1. 变异无常（vipariṇāmānityatā）：无常是粗显有为法的转变。

2. 灭坏无常（vināśānityatā）：无常是微细有为法的刹那生灭。

3. 别离无常（visaṃyogānityatā）：无常是有为法的失去。

4. 法性无常（dharmatānityatā）：无常是有为法灭的必然性（在将来出现）。

5. 合会无常（saṃnihitānityatā）：无常是有为法于现在的存在。

表 1：“声闻地”五行与五种无常

五行 五种无常

现见 1. 变异行 1. 变异无常

比度

2. 灭坏行
3. 别离行
4. 法性行
5. 合会行

2. 灭坏无常
3. 别离无常
4. 法性无常
5. 合会无常

可见，“声闻地”五种无常中“灭坏无常”即是刹那生灭义的无常，由对微细有为法“灭

坏无常”的证明可说粗显有为法是刹那生灭的，其他三种无常是对这二种无常不同角度

的观察。因此，一切有为法从粗显角度来说是“变异无常”，从微细角度来说是刹那生

灭义的“灭坏无常”。另外，从微细层面来看，一切有为法都可归入无常的刹那生灭义。

由此，“声闻地”主要就声闻乘而言，依据无常的刹那灭义区分无常为五种，将早期佛

教的诸行无常说论证为诸行刹那灭，这是继承阿毗达磨佛教以来的问题意识。

在“摄抉择分”中，具有和“声闻地”类似的六种无常：1. 坏灭无常；2. 生起无常；

3. 变易无常；4. 散坏无常；5. 当有无常；6. 现堕无常。a

表 2：声闻地五种无常与摄抉择分六种无常

声闻地五种无常 摄抉择分六种无常
1. 变异无常
2. 灭坏无常

3. 别离无常
4. 法性无常
5. 合会无常

3. 变易无常：诸行异相行起；异相
1. 坏灭无常：诸行生已寻灭；灭相
2. 生起无常：诸行本无今有；生相

4. 散坏无常：诸行离散退失
5. 当有无常：诸行在未来时

6. 现堕无常：诸行现在世正现前时

灭坏无常、别离无常，于现在世合会现前。如实通达如是诸行于现在世现前合会，如是等类名为通达合会无常。彼于如是

内外诸行五无常性，由五种行如其所应作意修习。多修习故获得决定。”（T30, p.473, c21-p.474, a13）

a　《瑜伽师地论》卷52：“复次无常差别当知亦有多种：谓坏灭无常、生起无常、变易无常、散坏无常、当有无常、

现堕无常。若一切行生已寻灭名坏灭无常，若一切行本无今有名生起无常，若可爱诸行异相行起名变易无常，若不变坏可

爱众具及增上位离散退失名散坏无常，即四无常在未来时名当有无常，即现在世正现前时名现堕无常，若受用欲尘多放逸者，

但能思惟变易无常散坏无常现堕无常。”（T30, p.586, c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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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摄抉择分”及“声闻地”，“摄抉择分”增加了“生起无常”，其他五种

名称略有差异但含义完全相同，是针对声闻乘提出的五种刹那生灭义的无常。值得注意

的是，“摄抉择分”异译本真谛的《决定藏论》相应的却只有五种无常，缺少“生起无

常”。a“摄抉择分”的“生起无常”是玄奘增译还是真谛遗漏，或梵本有无，尚不能

明确。不管如何，“生起无常”的出现确实值得引起注意。根据“摄抉择分”六种无常

以上同文有如下论述：

今于此中但说此相，谓于诸行中观无常相能起厌患离欲解脱，故但思惟

无常性相。无常性相本无今有，有已还无所显。本无今有是名为生，有已还

无是名为灭。b

可见，有为法从法体而言即是无常，因此有为法在时间的某点（从过去无中）生

起表现为生相，即是生起无常；有为法生起之后，必定灭坏表现为灭相，即是灭坏无常。

生起无常是有为法的生相，灭坏无常是有为法的灭相，二者都是有为法刹那生灭法体无

常的表现。这也可从窥基的解释看出：

无常中有生起无常，生相是。何故生中无灭坏生？谓灭相时，是体有二种：

一相无常，二体无常。生是体无常。生法本据有法，所以灭法非生。c

从以上看来，“摄抉择分”仍是就有为法的刹那生灭义区分无常为六种，只不过将“声

闻地”中的灭坏无常的刹那生灭义区分为生、灭二义而分出“生起无常”“灭坏无常”

二种。

2.2 《显扬论》的六种、八种

“声闻地”五种无常及“摄抉择分”六种无常被《显扬圣教论》“成无常品”所继承，

不过名称略有差异：1. 无性无常；2. 失坏无常；3. 转异无常；4. 别离无常；5. 得无常；

6. 当有无常。

六种无常者：一无性无常，二失坏无常，三转异无常，四别离无常，五

得无常，六当有无常。八种无常者：一刹那门，二相续门；三病门，四老门，

五死门，六心门，七器门，八受用门。此中刹那、相续二种无常遍一切处，

a　《决定藏论》卷1：“无常义者，复不一种。何者？坏无常、变异无常、别离无常、当生无常、来至无常。坏无常者，

诸有已生即便失灭名坏无常。变异无常者，可爱行生不似前者名变异无常。别离无常者，于可爱物分散别离。此三无常于

未来世是名当生，起于现世是名来至无常。”（T30, p.1024a6-12）

b　 《瑜伽师地论》卷 52，T30, p.586, a14-18。

c　 《瑜伽师地论略纂》卷 13， T43, p.182, c8-12。

“无常说”（anityavāda）与“刹那论”（kṣaṇikavā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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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等三无常在于内色，心无常唯在于名，器受用二无常在于外色；此中无性

无常者谓性常无故名曰无常，余变异无常有十五种。a

以上和“声闻地”五种无常比较，新增“无性无常”，但缺少“摄抉择分”中的“生

起无常”。“转异无常”的称呼和“声闻地”“摄抉择分”都不同。另外，提到“余变

异无常有十五种”。那么，“转异无常”是否就是“变异无常”？

表 3：声闻地、摄抉择分、显扬论无常类别比较

无常二义
声闻地 摄抉择分 显扬论

五种无常 六种无常 六种无常
非有义 1. 无性无常

刹那生灭

1. 变异无常
2. 灭坏无常

3. 别离无常
4. 法性无常
5. 合会无常

3. 变易无常
1. 坏灭无常
2. 生起无常
4. 散坏无常
5. 当有无常
6. 现堕无常

余无常 =
2. 转异无常
3. 失坏无常
4. 别离无常
5. 当有无常

           6. 得无常

首先是“无性无常”。“成无常品”定义为“性常无”，这与“摄抉择分”无常的“非

有义”完全相同。不过，“摄抉择分”并未出现一种新的“非有义”无常的名目，此处

首次出现一种新的无常的形式“无性无常”。Rospatt 教授似乎将“无性无常”等同于“摄

抉择分”的“生起无常”。他注意到《显扬论》“成无性品”的异译真谛的《三无性论》

中对“无有无常”的解释：

一无有无常，谓苦分别性永无所有，此无所有是无常义。真实有此无所

有名真如如，若以前无后无为无常者此乃俗谛。b

他认为，“无有无常”解释为“以前无后无为无常者”，这与《瑜伽师地论》中对“生

起无常”“若一切行本无今有名生起无常”的解释基本一致。“无有无常”是有为法过

去未来都不存在（唯于现在存在），“生起无常”是有为法从无中生起（唯于现在存在）。

不过，正如上文笔者所述，“摄抉择分”中“生起无常”是将“声闻地”中“灭坏无常”

的刹那生生灭义分为生、灭二义而来，实际上仍是基于有为法刹那生灭义对无常的区分。

而《三无性论》基于三性的“无有无常”正如下文将要提到的，来源于真谛所译的《中

边分别论》“无有物为义故说无常”。c 因此，《显扬论》的“无性无常”乃是基于《瑜

伽师地论》无常的“非有义”，从遍计所执性对无常的分类。

a　 《显扬圣教论》卷 14，T31, p.548, a13-20。

b　 《三无性论》卷 1，T31, p.872, b13-15。

c　 《中边分别论》卷 1，T31, p.455, c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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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是“余变异无常有十五种”。正如早岛理教授所说，十五种“变异无常”正是《瑜

伽师地论》“声闻地”“变异无常”的十五种“内事所作变异”，《显扬论》恐怕继承了“声

闻地”的说法。a而“声闻地”中变异无常正是“摄抉择分”六种无常之一，这六种无

常都是从刹那生灭义的角度对无常的分类。

表 4：声闻地内事十五种所作变异及《显扬论》十五种变异无常

“声闻地”
变异无常内事十五种所作变异

《显扬论》
十五种变异无常

1. 分位
2. 显色
3. 形色
4. 兴衰
5. 支节
6. 劬劳
7. 他所损害
8. 寒热
9. 威仪
10. 触对
11. 杂染
12. 疾病
13. 终没
14. 青瘀等
15. 一切不现尽灭

分位
显色
形色
兴盛
支节
寒热
他所损害
疲倦
威仪
触对
染污
病等
死
青瘀
一切种不现尽

Rospatt 教授认为“余变异无常”单指“转异无常”。而早岛理教授视“余变异无

常”为除“无性无常”外的其他五种无常。其证据即是下文依据三性说对无常的分类，

无性无常对应遍计所执性，“所余无常”对应于依他起性。b

六种无常
第二偈 第五偈

1. 无性无常 无性义无常　　遍计之所执
2. 失坏无常——6. 当有无常 余=变异无常（十五种）所余无常义　　依他起应知

正如我们上文提到的，在《瑜伽师地论》“声闻地”和“摄抉择分”中，一切有

为法从粗显层面是“变异无常”，从微细层面一切有为法都可归入无常的刹那生灭义。

笔者猜测，《显扬圣教论》中的“转异无常”和“变异无常”二者可能都指《瑜伽师地论》

中的“变异无常”。玄奘法师的区别翻译可能正是考虑有为法粗显、微细层面的区分。

有为法有粗细之分所以区分为“转异无常”“失坏无常”，从不加区分的角度使用“变

异无常”概括一切有为法的无常。粗细之分是考虑到具体的无常行的实践，从现量和比

a　 [ 日 ] 早岛理：《餘 , 變異無常 , 轉異無常 :‘顕揚聖教論’“成無常品第四” における》, 长崎大学教育

学部社会科学论丛 54 (1997 年 ): 60.64-65。

b　 [ 日 ] 早岛理：《餘 , 變異無常 , 轉異無常 :‘顕揚聖教論’“成無常品第四” における》, 长崎大学教育

学部社会科学论丛 54 (1997 年 ): 57。

“无常说”（anityavāda）与“刹那论”（kṣaṇikavā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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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两个层面对无常进行认识。不加区分使用“变异无常”代表一切有为法乃是根据三性

说对无常二义的教义阐释。从这个角度来说，二位教授并无矛盾之处。

由上可知，《显扬圣教论》通过三性说的导入，首次将《瑜伽师地论》中的“非有义”

冠以“无性无常”的名称。以无常二义区分诸种无常为两类：无性无常及“余无常”。

一种新的无常形式的引入，正是为了凸显不同于小乘对无常的理解。“声闻地”“摄抉

择分”之所以仅提到五种无常，乃是从声闻乘的刹那灭生义而言。《显扬论》“成无常品”

六种无常完全继承自“声闻地”及“摄抉择分”。所谓六种无常，不是将有为法的无常

分析为六种，而是从无常二义或三性的角度分为二类，从遍计所执性来看是非有义的无

性无常，从依他起性来看是刹那灭的“余无常”。

《显扬圣教论》又提出八种无常：1. 刹那门，2. 相续门，3. 病门，4. 老门，5. 死门，

6. 心门，7. 器门，8. 受用门。这八种无常，刹那门、相续门遍十二处即遍一切法（“遍

一切处”），余下六种无常可被归入这二门：在每一各别时间刹那生灭意义上的无常，

在一定时间内持续存在的无常。《显扬论》将八种无常作如下分类：a

表 5：显扬论八种无常

八种无常

遍一切处
      1. 刹那门
      2. 相续门

内色
      3. 病门
      4. 老门
      5. 死门

名       6. 心门

外色
      7. 器门
      8. 受用门

事实上，1-2是从刹那和相续层面对一切有为法的分析，3-8是将一切有为法分成名、

色的具体分析。八种无常《显扬论》仅列其名，并未展开解释。

2.3 《阿毗达磨集论》的十二相

《阿毗达磨集论》完全吸收了《显扬论》的六种和八种无常而构成无常“十二相”，

并进行了解释。b

a　 《显扬圣教论》卷 14：“此中刹那、相续二种无常遍一切处，病等三无常在于内色，心无常唯在于名，器、

受用二无常在于外色。”T31, p.548, a17-19。

b　 《大乘阿毗达磨集论》卷3：“何等无常相？略有十二，谓非有相、坏灭相、变异相、别离相、现前相、法尔相、

刹那相、相续相、病等相、种种心行转相、资产兴衰相、器世成坏相。”T31, p.674, c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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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显扬论诸无常与集论十二相

显扬论六种、八种 集论十二相

1. 无性无常
2. 转异无常
3. 失坏无常
4. 别离无常
5. 当有无常
6. 得无常

1. 非有相
2. 变异相
3. 坏灭相
4. 别离相
5. 法尔相
6. 现前相

1. 刹那门
2. 相续门
3. 病门
4. 老门
5. 死门
6. 心门
7. 器门
8. 受用门

7. 刹那相
8. 相续相
9 病等相

10. 种种心行转相
11. 资产兴衰相
12. 器世成坏相

前六种无常中，“非有相”是从遍计所执性的角度来理解无常，正是大乘无常的“非

有义”。“变异相”“坏灭相”正是《瑜伽师地论》“声闻地”中的变异无常、灭坏无常，

分别对粗显法的现量认识，对微细法的刹那灭的证明。别离相、法尔相、现前相三相解

释也同于“声闻地”三种无常。

后八种无常中，刹那相（kṣaṇa-lakṣaṇa），指有为法于刹那生起得法体后不住

（anavasthāna）或无间必灭 a。相续相（prabandha-lakṣaṇa），指有为法无始以来轮回

无尽（aprahāṇa）。这二相和《显扬圣教论》二门完全一致。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相

续”一词《集论》梵本使用的是 prabandha 而非 santati。后者 santati 典型的用法即经量

部“相续转变差别”（santati-pariṇāma-viśeṣa）中的“相续”，指刹那的相互分离的有

为法在时间上的延续。这里使用 prabandha 一词，指有情无始来轮回（saṃsāra）无尽的

动态（ājavaṃjavībhāva）运转（vṛtti）。bRospatt 教授批评早岛理可能将 santati 误用为

prabandha，因此将“santānānityatā”这一术语归于“相续无常”。c而事实上，正如

Rospatt 教授所言，这种相续意义上的无常（相续无常，prabandhānityatā），指此生到

a　 kṣaṇa-lakṣaṇaṃ katamat| saṃskārāṇāṃ kṣaṇād ūrddham anavasthānam||《大乘阿毗达磨集论》卷 3：“何等刹

那相？谓诸行刹那，后必不住故。”T31, p.674, c17-18.kṣaṇa-lakṣaṇam ātmalābhānantaramavaśyavināśitā |《大乘阿毗达磨

杂集论》卷 6：“刹那相”者，谓诸行刹那，后必不住，诸行念念劣得自体，无间必坏故。”T31, p.720, a18-19。

b　 prabandha-lakṣaṇaṃ katamat| anādimati saṃskāre utpannaniruddhā nāṃ prabandhāprahāṇam||《大乘阿毗达磨集论》

卷 3：“何等相续相。谓无始时来诸行生灭相续不断故。”（T31, p.674, c17-18）prabandha-lakṣaṇam anādimati saṃsāre 

ājavaṃjavī bhāvena vṛttiḥ |《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卷 6：“相续相”者谓无始时来诸行生灭相续不断，由无始生死展转相

乘轮回不绝故。”T31, p.720, a20-21。

c　 Rospatt, The Buddhist Doctrine of Momentariness, 89, note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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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生的有情不能从轮回解脱，并不涉及相续的灭。这种形式的无常的提出，主要是为了

抵消认识到一切事物都会不断毁灭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即当“刹那性”被错误地理解为

现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的完全中断，从而使任何解脱的努力都变得毫无意义。a刹那反

对有为是常，相续保证刹那不被理解为绝对的灭。由此，苦谛四遍知的无常行，就被归

纳为对一切有为法中道意义上非断非常的现观或推理的刹那、相续二门。

由此可知，《显扬论》的八无常及《集论》的无常十二相都是在“声闻地”的五

种无常的基础上或增或减而逐渐形成的。

二、无常说与三性说的结合

早期瑜伽行派通过三性说的导入，并附上自己的哲学解释，从大乘佛教的角度重

新复苏了“诸行无常”的传统教义。1. 有为法从遍计所执自性来看是非存在。2. 从依他

起自性来看是刹那灭。3. 圆成实性是否有无常义有两类：（1）《瑜伽师地论》《大乘

庄严经论》《显扬圣教论》圆成实性没有无常义。（2）以《辩中边论》为主，包括《三

无性论》及后期的《成唯识论》圆成实性有无常义。

 “菩萨地”将言说自性、离言自性和无常说结合，“言说自性”对应于无常的“非

有义”，“离言自性”对应于无常的“灭坏义”。

云何菩萨等随观察一切诸行皆是无常？谓诸菩萨观一切行言说自性于一

切时常无所有，如是诸行常不可得故名无常。又即观彼离言说事，由不了知

彼真实故，无知为因生灭可得，如是诸行离言自性有生有灭故名无常。b

从上可知，1. 无常的“非有”义：即有为法在概念实在性（言说自性 abhilāpya-

svabhāva）一切时总是不存在的层面上，被称为无常。需要注意的是，“一切行言说自

性于一切时常无所有”，其中“常”并非“常住不变”，而是作为副词 eva 表示强调“总

是”，玄奘用“常无所有”也显示了此点。2. 无常“刹那灭”义：即由于不了知离言说

事（nirabhilāpya vastu）的真实性（bhūtata）（离言自性，nirabhilāpya-svabhāvā）为因，

“离言说事”有生灭被称为无常。根据《瑜伽论记》的解释，言说自性是遍计所执性，

离言自性包括依他和圆成实。不过在印度对二性和三性的关系已有不同的观点：有认为

a　 Rospatt, 87.

b　 《瑜伽师地论》卷 46“17 菩提分品”，T30, p.544, a18-b22。《梵本菩萨地 Wogi》卷 7："iha bodhisattvaḥ 

sarva-samṣkārāṇām abhilāpya-svabhāvaṃ nityakālam eva nāstīty upalabhyānityataḥ sarva-saṃskārāṃ paśyati."(YBh, Bo-SW, 

p.277.17-19)《梵本菩萨地 Wogi》 卷 7："punar aparijñātasya bhūtataḥ tasyaiva nirabhilāpyasya vastunaḥ aparijñāta-hetukaṃ 

udaya-vyayam upalabhyate.nirabhilāpya-svabhāvāṃ sarva-saṃskārān anityataḥ samanupaśyati."(YBh, Bo-SW, p.277.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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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说自性是依他起性，离言自性是圆成实性。有认为离言自性包括依他起和圆成实性。a

不管如何，“菩萨地”无常二义是基于二性说或三性说来解释的。而早期瑜伽行派的其

他文献对无常二义及三性的结合产生的分歧，很可能基于对二性和三性的关系的不同理

解。

《大乘庄严经论》提到依分别相（parikalpitalakṣaṇa，遍计所执相）及依他相

（paratantralakṣaṇa，依他起相）区分无常二义，至于圆成实相是否有无常义则未提到： 

此中诸菩萨以无义是无常义，由分别相毕竟常无故。……复次应知依他相，

复以刹那刹那坏为无常义。b

《显扬圣教论》和《瑜伽师地论》一致，也从三性角度对无常二义进行解释，并

明确说圆成实相无无常义：

无性义所摄无常义当知遍计所执相摄，余无常义依他起相摄，圆成实相

中无无常义。c

“无性义所摄无常”即是“无性无常”，即是“非有义”；“余无常”即是其他

五种无常。这两类无常分别对应于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不包括圆成实性。至于依他

起性是否必然的和刹那义相关联，早岛理和 Rospatt 二位教授有不同观点。Rospatt 教授

认为，从上所引早期瑜伽行派的文献来看，除了无常非有的形式外，所有形式的无常都

归入依他起性的教义，这清楚地表明，传统意义上的无常是与依他起性相关的，无论它

是否被理解为刹那性，即依他起性并不必然的和刹那灭生义相关联。早岛理认为，《显

扬论》和《庄严论》在对待遍计所执性和圆乘实性的态度上一致，因此《显扬论》的依

他起性也应据《庄严论》来理解 d。《庄严论》中依他起相对应于刹那灭的无常，因此

刹那灭义和依他起性具有完全对应关系 e。笔者认同早岛理教授的观点。就早期瑜伽行

a　 《瑜伽论记》卷 9“真实义品”：“于一切法离言自性者即是依他及圆成实，此之二性性离名言。假说自性者

即是遍计所执，随其假说计度执有名假说性。……于一切法乃至平等平等者，西方有二释：初释云，真实性离言自性分别

性情所取法，是言说所说自性真实性所离也。假说自性者依他性，是假说自性法也。……第二难陀释论云，依他、真实皆

离分别性，故并是离言自性也。”T42, p.502, c12-28。

b　 bodhisatvānām asadartho 'nityārthaḥ | yan nityaṃ nāsti tad anityaṃ teṣāṃ yat parikalpitalakṣaṇaṃ|…kṣaṇabhaṅgārtho 

'py anityārtho veditavyaḥ paratantralakṣaṇasya| atas tatsādhanārthaṃ kṣaṇikatvavibhāge daśa ślokāḥ |《大乘庄严经论》卷 11“觉

分品 21”，T31, p.646, a24-b1。

c　 《显扬圣教论》卷 14“成无常品 4”，T31, p.548, c5-9。

d　 Rospatt, The Buddhist Doctrine of Momentariness, 77.

e　 [ 日 ] 早岛理 , 《余 , 变异无常 , 转异无常》,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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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而言，既然将早期佛教的诸行无常说证明为诸行刹那灭，诸行无常说用依他起性来解

释，那么依他起性就必然的和刹那论关联起来。

《显扬论》明确圆成实性不具有无常义，真谛的《三无性论》涉及苦谛之无常时，

根据三性论提到无常有三义：无有无常——分别性、生灭无常——依他性、离不离无

常——真实性。前二义和《瑜伽论》《显扬论》保持一致，从有垢、离垢层面，圆成实

性也具有无常义。

无常有三义：一、无有无常，谓苦分别性永无所有，此无所有是无常义。

真实有此无所有名真如如。若以前无后无为无常者，此乃俗谛。不颠倒名为

如如。非真如如也。二、生灭无常，谓苦依他性。此依他性既非实有亦非实无。

异真实性故非实有，异分别性故非实无。非实有故是灭，非实无故是生。如此生、

灭是无常义。而生非实生灭非实灭是真如如。三、离不离无常，谓苦真实性。

此性道前未离垢，道后则离垢，约位不定故说无常，体不变异名为如如。a

不过，这应视作真谛自己依据《中边分别论》中“三相所摄”无常对苦谛的解释：

根本真实中有三种性，此性中次第应知三种无常义：一无有物为义故说

无常，二生灭为义，三有垢无垢为义。b

《辩中边论》“辨真实品”中三性直接对应于三无常：无性无常——遍计所执性，

生灭无常——依他起性，垢净无常——圆成实性。c可见，《辩中边论》从垢净（有垢无垢）

层面，即从实践解脱转依的角度来说，圆成实性也具无常义。在早期瑜伽行派文献中，

《辩中边论》明确提出圆成实性也具有无常应该是个特例，这也为后期的《成唯识论》

所继承：

且苦谛中无常等四各有三性。无常三者，一无性无常性常无故，二起尽

无常有生灭故，三垢净无常位转变故。d

总之，基于“菩萨地”言说自性和离言自性的二性说，早期瑜伽行派根据三性理

论区分无常为二义。圆成实性虽然是常，但从解脱转依层面也具有变化的含义，因此假

a　 《三无性论》卷 1，T31, p.872, b12-23。

b　 《中边分别论》卷 1，T31, p.455, c5-7。

c　 《辩中边论》卷 2：“无常三者：一无性无常谓遍计所执，此常无故。二生灭无常谓依他起，有起尽故。三垢

净无常谓圆成实，位转变故。”T31, p.469, a20-22。

d　 《成唯识论》卷 8，T31, p.47, b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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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无常。a

三、结论

早期瑜伽行派以“非有”及“刹那生灭”二义解释“无常”。前者是大乘佛教特

有的解释，后者正是声闻乘的“刹那论”。早期瑜伽行派文献中枚举的诸种无常的类别，

皆可归入二义。诸种无常又可概括为刹那、相续二门，揭示了有为法常及无常的中道意

义。进一步结合三性说，以遍计所执性含摄“非有”义，以依他起性含摄“刹那灭”义，

圆成实性从解脱转依层面也有变化无常。早期佛教以来的“诸行无常”说及阿毗达摩佛

教的“刹那论”被纳入大乘佛教“无常说”的范畴中，被赋予新的阐释，从而焕发了新

的理论光彩。

a　 《成唯识论述记》卷 9：“此论、中边约诠为论，圆成实性亦名无常，体是常法非无非有，为但约诠为论故也。

又此中垢净约诠谈旨，彼论转异谈诠之体故，二论所说义各不同非相违也。”T43，p.551, c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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