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6

阿罗汉入无余依涅槃是否还有异熟识

则生 a

【摘要】有必要参照有部涅槃的安立，理解唯识宗涅槃的安立。有部与唯识宗在

诸如无余依涅槃界并无补特伽罗，只有法性等观点上相同。涅槃建立在灭除烦恼所得离

系果的基础之上，以择灭无为为体性，是不动法，不从因缘生，不会被破坏。有部不

许八识，虽然许阿罗汉入无余涅槃五蕴断灭，但许涅槃有自性等，从而避免了断灭论。

唯识宗在寂静施设建立上，承许有余依地的阿罗汉具有苦寂静等四种寂静，无余依地的

阿罗汉具有数教寂静等四种寂静。唯识宗典籍中确有文句表明阿罗汉入无余涅槃断舍第

八识。本文从两种涅槃的情状、灭谛等方面分析相关文句，也从所知障种的断舍和无漏

种的延续及真如的依持等问题探讨，结论是有理由郑重考虑阿罗汉入无余涅槃不断第八

识的可能性。

【关键词】无余依涅槃；异熟识；所知障种；真如；依持

问题概说

唯识宗许众生中有定性声闻和定性缘觉，这二类圣者在某一生获得自乘菩提，由

于异熟业所感的根身存在，有这样的“余依”，所以获得了有余依涅槃（简称“有余涅槃”）。

由于处于阿赖耶识遮反位，其第八识不再具有“阿赖耶识”的内涵，所以不再称为阿赖

耶识，《唯识三十颂》称之为“阿罗汉位舍”。彼等阿罗汉位圣者的第八识仍然存在，

第八识的续流并没有断，可以称为“阿陀那识”“异熟识”“根本识”“第八识”等。

除了阿罗汉和辟支佛之外，尚有三清净地（第八地至第十地）的菩萨乃至于佛都处于“阿

罗汉位”，然而“异熟识”名称不适用于佛的第八识，适用于佛之外的所有补特迦罗的

第八识。

本文探讨的问题是定性声闻和定性缘觉两类圣者处于无余依涅槃界是否还有异熟

a　 作者单位：温州佛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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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也就是探讨所谓灰身灭智是否意味着所依八识永尽。在这个问题上，由于阿罗汉和

辟支佛的情况相同，所以以阿罗汉来探讨。《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许阿罗汉

入无余涅槃舍异熟识，唯有真如（解脱身）在。然而按照唯识宗所依经论界定的缘起，

若无第八识作为所知依，真俗二谛诸法就无法成立，这样看似存在深刻的矛盾。笔者认

为需要检视无余涅槃、真如、灭谛等，主要从入无余涅槃是否导致所知障种子断舍及真

如依持等问题切入，探讨这些问题也能加深对入于无余涅槃的阿罗汉、涅槃寂静、第八

识等的理解。涅槃寂静是三法印之一，涅槃是佛教思想中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

于唯识思想中，顺教派唯识基于第八识构建了庞大的思想体系。探讨第八识和涅槃相关

问题，能够深化对缘起和解脱等认知及理解，具有重大意义。

一、有余依涅槃与无余依涅槃的情状

关于涅槃，鉴于有部具有丰富的阿毗达磨，有必要参照有部涅槃的安立理解唯识

宗涅槃的安立。事实上，两个宗派在一些观点上是相同的。   

（一）有部所许的涅槃

我们确定涅槃界有两种，就是有余依涅槃界及无余依涅槃界。a等价的描述是涅槃

分为两种，有余依和二无余依。b有部认为这两种涅槃界都是有自性，都是无漏，都是

无为，都是善性，都是道果，都是谛所摄，都是非学非无学。c

我们先审视有余涅槃的定义：“云何有余依涅槃界？答：若阿罗汉诸漏永尽，寿

命犹存，大种造色相续未断，依五根身心相续转；有余依故，诸结永尽，得获触证，名

a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 32：“如契经说有二涅槃界，谓有余依涅槃界及无余依涅槃界，乃至广说。”(《大

正藏》，册 27， 页 167 中。)

b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 32：“云何择灭？谓诸灭是离系，此离系是涅槃。然涅槃有二种：一、有余依，二、

无余依。”(同上。)

c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 32：“今欲分别此二差别，复次为止他宗显正义故。谓：或有执‘有余依涅槃

界有自性，无余依涅槃界无自性。’为遮彼执，显二种涅槃界皆有自性。或复有执‘有余依涅槃界是有漏，无余依涅槃界

是无漏。’为遮彼执，显二种涅槃界皆是无漏。或复有执‘有余依涅槃界是有为，无余依涅槃界是无为。’为遮彼执，显

二种涅槃界皆是无为。或复有执‘有余依涅槃界是善，无余依涅槃界是无记。’为遮彼执，显二种涅槃界皆是善性。或复

有执‘有余依涅槃界是道非道果，无余依涅槃界是道果非道。’为遮彼执，显二种涅槃界皆是道果。或复有执‘有余依涅

槃界是道果，无余依涅槃界非道果。’为遮彼执，显二种涅槃界俱是道果。或复有执‘有余依涅槃界是谛摄，无余依涅槃

界非谛摄。’为遮彼执，显二种涅槃界皆是谛摄。或复有执‘有余依涅槃界是无学，无余依涅槃界非学非无学。’为遮彼执，

显二种涅槃界皆非学非无学。由此所说种种因缘，故作斯论。”(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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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余依涅槃界。”a这样的界定也见于《阿毗达磨发智论》等。b

按照《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的解释，寿命可以从命根和众同分两方面解释，偏

向于解释为命根。命根是不相应行法，依于命根有五蕴中的其他法转。c在其他法中，

依四大种才有五色根的生起，才有五根识的生起，所以大种是最初的所依，因此此处偏

说大种所造色。d非但大种所造色身没有断，心心所及生等不相应行法也没有断。e这样，

心心所等依于五根身仍然运转，有这样的“余依”。另一方面，由于彻底断除了烦恼，

从而获得殊胜的离系。其实，“诸结永尽”与“得获触证”是一个意思，尽管二者用语

不同。虽然有“有余”，但得到了灭谛（得获触证）。从这两方面，称之为“有余依

涅槃界”。至于“依”有两种分类，第一种分类有两种解释，分别是烦恼依、生身依。

第二种分类也有两种解释，分别是染污依、不染污依。阿罗汉没有烦恼依和染污依，有

生身依和不染污依。f此中有种说法：首先界定“大种造色”是五根，这样有余依涅槃

界就从根与心相续（续流没有断）界定，对于根身的觉知没有断还在相续，所以称为“有

余依涅槃界”。g

我们再看无余依涅槃界的定义：“云何无余依涅槃界？答：即阿罗汉诸漏永尽，

寿命已灭，大种造色相续已断，依五根身心不复转；无余依故，诸结永尽，名无余依涅

槃界。”h这样的界定也见于《阿毗达磨发智论》等。i

按照相关解释，“寿命已灭”可以从命根和众同分两方面都已经灭去解释，偏向

a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32：“云何有余依涅槃界？答：若阿罗汉诸漏永尽，寿命犹存，大种造色、相续未断，

依五根身，心相续转；有余依故，诸结永尽得获触证，名有余依涅槃界。”(《大正藏》，册 27，页 167 下。)

b　 《阿毗达磨发智论》卷 2：“云何有余依涅槃界？答：若阿罗汉诸漏永尽，寿命犹存，大种造色、相续未断，

依五根身，心相续转；有余依故，诸结永尽，得获触证；名有余依涅槃界。”(《大正藏》，册 26，页 923 中。)

c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 32：“此中‘寿命’者谓命根。问：何故不说众同分耶？答：是作论者意欲尔故，

乃至广说。复次应说而不说者，当知此义有余。复次以命根众同分俱是牵引业果。命根一向是异熟故，此中偏说依此有余

色心等转。”(《大正藏》，册 27，页 167 下。)

d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32：“于中大种是所依故，最初说之。依此大种所造色生，依所造色心心所起。心是主故，

此中偏说大种造色者，总显色身依五根身。”(同上。)

e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32：“‘心相续’者显心心所，亦有生等不相应行。难了知故，属前法故，不别显说，

如是诸法相续未断。”(同上。)

f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 32：“复次依有二种：一、染污依，二、不染污依。此阿罗汉虽无染污依而有不

染污依故。”(同上， 页 168 上。)

g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 32：“有作是说：大种造色是身五根。是根心相续，是觉此身根，觉相续未断；

诸结永尽，名有余依涅槃界。如契经说，身根觉未断名有余依涅槃。”(同上， 页 167 下 -168 上。)

h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 32：“云何无余依涅槃界？答：即阿罗汉诸漏永尽，寿命已灭，大种造色相续已断，

依五根身，心不复转；无余依故，诸结永尽，名无余依涅槃界。”(同上，页 168。)

i　 《阿毗达磨发智论》卷 2：“云何无余依涅槃界？答：即阿罗汉诸漏永尽，寿命已灭，大种造色，相续已断，

依五根身，心不复转；无余依故，诸结永尽，名无余依涅槃界。”(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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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解释为命根灭。a心心所续流断了，说为“心心所，不复相续”，这样也就没有生等

不相应行法。b“大种造色，相续已断”是讲色身或五根及心心所已断。总之，非但大

种所造色身断，心心所及生等不相应行法也有断。c阿罗汉入无余依涅槃界，既没有烦

恼依和染污依，也没有生身依和不染污依。d但谈不上“得获触证”，因为不能建立现

在得。通常应讲某个补特伽罗得获触证，然而无余依涅槃界并无补特伽罗，只有法性。e  

此中有种说法：首先界定“大种造色”是五根，这样无余依涅槃界就从根与心相续断掉（续

流断）界定，对于根身的觉知不相续，不能再依于命根而续起，因为心心所法无所依，

所以称为“无余依涅槃界”。f

从有余涅槃和无余涅槃的界定来看，于涅槃这种道果要强调“诸结永尽”；“有

余依涅槃界”可以从阿罗汉寿命存在建立，“无余依涅槃界”可以从阿罗汉寿命已灭建

立。g这样的话，阿罗汉无论处于三界任一，无论是有心位还是无心位，只要活着就是

住于“有余依涅槃界”，只要命尽就是住于“无余依涅槃界”。若阿罗汉命尽，由于没

有润生的烦恼，即不受后有，不会得到根身及器世界，正报和依报均无。所以，必定入

无余依涅槃界。

初果乃至三果都谈不上获得“有余依涅槃”或“无余依涅槃”，h那么应该如何建

立此二种涅槃界？

评曰：应作是说 : 色界一切修所断结尽，皆是色爱尽遍知。然断下下品结

时得遍知名离空无边处，乃至无所有处各九品结，及离非想非非想处前八品

a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 32：“此中‘寿命已灭’者，显命根及众同分已灭，俱是牵引业果故。且举命根，

当知亦即说众同分大种造色相续。”(《大正藏》，册 27，页 168。)

b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 32：“‘依五根身心不复转’者，显心心所不复相续，不说生等，义如前 (同上。)

c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 32：“于中大种是所依故，最初说之。依此大种，所造色生；依所造色，心心所起。

心是主，此中偏说大种造色者，总显色身依五根身。”(同上，页 127。)

d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 32：“无余依故者无二种依。一无烦恼依，二无生身依；复次一无染污依，二

无不染污。依无余依故，诸结永尽，名无余依涅槃界。”(同上。)

e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 32：“问：此中何故不说得获触证言耶？答：依现在得，说‘得’等言。现在得断，

是故不说。复次依补特伽罗故，施设得获触证。此中无有补特伽罗，唯有法性，是故不说。”(同上，页 168 上 - 中。)

f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 32：“有作是说：‘大种造色’者，显身；‘五根身’者，显根；‘心相续’者，

显觉。如是色、身、心心所法，或身根觉相续已断，诸结永尽，名无余依涅槃界。谓阿罗汉将般涅槃，身中风起令不调适，

调适故内火羸劣，火羸劣故所食不消，食不消故不起食欲，无食欲故不复饮食，不饮食故大种损减，大损减故造色诸根亦

随损减，根损减故心心所法无所依止不复相续，心心所法不相续故，命根等断，命等断故名入涅槃。”(同上，页 168。)

g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32：“有说：此文应作是说‘云何有余依涅槃界？答：若阿罗汉寿命犹存，诸结永尽，

得获触证。云何无余依涅槃界？答：即阿罗汉寿命已灭，诸结永尽。’”(同上， 页 168 中。)

h　 明确的行文可见于《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 28：“复次涅槃之名，唯在无学。学位未满，不名涅槃。”(同

上，页 147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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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时，彼所得断，名断、名离、名灭、名谛；未名遍知、未名沙门果、未名

有余依涅槃界、未名无余依涅槃界。离彼第九品结金刚喻定灭，初尽智生时，

彼所得断，名断、名离、名灭、名谛、名遍知，谓一切结尽遍知名沙门果，

谓阿罗汉果名有余依涅槃界，未名无余依涅槃界。尔时此断，及三界见所断

结断，及下八地修所断结断，并非想非非想处前八品修所断结断，总证一味

离系得。彼断，尔时名断、名离、名灭、名谛、名遍知。谓一切结尽遍知名

沙门果，谓阿罗汉果名有余依涅槃界，未名无余依涅槃界。若阿罗汉蕴界处灭，

后更不续，入无余依涅槃界已，尔时彼断名断、名离、名灭、名谛，名遍知。

即前所得名沙门果，谓阿罗汉果不名有余依涅槃界，而名无余依涅槃界。a

以声闻乘的金刚喻定断除了修道所断非想非非想处地上上品烦恼，其下三界修道

所断的烦恼都已断，至于见道所断烦恼当然早就断尽；于是最初尽智生起，所获得断

称为“离”“灭”“谛”“遍知”。如此，“一切结尽遍知”的沙门果称为阿罗汉果，

然而蕴界处尚未灭，所以称为“有余依涅槃界”，不称为“无余依涅槃界”。b如果蕴

界处已灭且不续生，入无余依涅槃界所得的断，称为“离”“灭”“谛”“遍知”，这

样的道果也称为阿罗汉，称为“无余依涅槃界”，而不称为“有余依涅槃界”。如此，

阿罗汉有两种，住于有余依涅槃界的阿罗汉以及住于无余依涅槃界的阿罗汉。十二处和

十八界中有无为法，无为法谈不上灭，所以，此中“蕴界处灭”理解为“灭相续蕴”即可。

只要获得阿罗汉果，无论处于有心地还是无心地，只要有命根，都是有余依涅槃

的情状，这种情状是建立在灭除烦恼所得的离系果基础之上。此离系果就是涅槃，涅

槃不会被破坏。得到了灭除诸结的这样一种道果，体性是择灭无为，也就是灭谛为体，

必定不会失去。尽管入无余涅槃，由于不再具有五蕴，无法说哪位补特伽罗得到这样的

道果，但此道果对应的法性存在，且许无余涅槃是有自性。有部不许八识，虽然许入无

余涅槃五蕴断灭，但有部承许涅槃有自性等，从而避免了断灭论。

（二）唯识宗所许的涅槃

按照唯识宗的一种分类，唯识宗分为顺教派唯识和顺理派唯识，前者许八识，后

者许六识。这里以许八识的情况来探讨。如果不许八识，就不必探讨入于无余涅槃的阿

罗汉的第八识的情况。

a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 62，《大正藏》，册 27， 页 322 上。有部许修所断烦恼：欲界贪、瞋、痴、慢四

个，分三品；色界和无色贪、瞋、痴、慢各三个，各分三品；这样，合计就有 10 个烦恼，分为 81 种。至于见道所断 88 种

烦恼，此处引文不涉及，不再此脚注说明。

b　 尽管有部认为存在退法阿罗汉，但许必定恢复阿罗汉果，限主题不探讨退法阿罗汉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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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十七地来说，第十六是有余依地，第十七是无余依地。后二地也就是有余依涅

槃地，无余依涅槃地。a于寂静施设建立上，有余依地的阿罗汉具有苦寂静、烦恼寂静、

不损恼有情寂静、舍寂静等四种寂静，无余依地的阿罗汉具有数教寂静、一切依寂静、

依依苦寂静、依依苦生疑虑寂静等四种寂静。

有余依地和无余依地所涉及的“依”有这样一种分类：施设依、摄受依、住持依、

流转依、障碍依、苦恼依、适悦依、后边依。此中特别说明后边依，“云何后边依？谓

阿罗汉相续诸蕴。由依此故，说诸阿罗汉任持最后身。”b由于入无余涅槃，相续蕴灭，

所以是“最后身”，称为“后边依”。虽然依此相续蕴也可以施设阿罗汉，但终究阿罗

汉是依解脱身施设，解脱身不会因为舍最后身而毁灭。有余依地阿罗汉、辟支佛的体性，

《瑜伽师地论释》说为：“此地即是二乘无学身中有漏无漏诸法总为自性。”c无余依

地阿罗汉、辟支佛的体性，《瑜伽师地论释》没有特别去讲。d我们根据前后文，可以

概况为真如为性。e

对于此两种涅槃，《成唯识论》概况为：“二、有余依涅槃，谓即真如出烦恼障，

虽有微苦所依未灭而障永寂，故名涅槃。三、无余依涅槃，谓即真如出生死苦，烦恼既尽，

余依亦灭，众苦永寂，故名涅槃。”f阿罗汉断除了烦恼障，但是还有苦，因为无常故苦。

最后身是有为法，当然无常迁变，诸有情由于行苦造成生命“其性是苦”，可以简单说

为具有生死苦。字面上“微苦所依未灭”是指阿罗汉等的最后身，实际阿罗汉仍然具有

很多苦，当然比凡夫乃至有学圣者少了很多，所以称为“微苦”。从解脱而言，当称为乐；

从行苦而言，可称为众苦。阿罗汉由于获得了解脱，所以虽然也有受苦，但不为烦恼所系。

也可以讲，没有心苦，然有有漏身之身苦。一些论典中，的确说阿罗汉具有众苦。g

a　 从《瑜伽师地论》对这两地的寂静施设安立，也就知必定如此。注释方面，我们可以找到：《瑜伽师地论释》：

“有余依地者，谓有余依涅槃地也。”“无余依地者，谓无余依涅槃地也。”(《大正藏》，册 30，页 887 下。)

b　 《瑜伽师地论》卷 50，大正藏，册 30，页 577 上。

c　 《大正藏》，册 30，页 887 下。

d　 《瑜伽师地论释》：“一切有漏余依皆舍，二乘有为无漏亦舍。如来虽有有为无漏，而无一切有漏余依，故亦

说名无余依地。于此地中，唯有清净真如所显甚深功德，离诸分别、绝诸戏论，不可说为蕴界处等及人天等。若即若离、

若有若无，所有名相皆是假说。”(同上。)

e　 可参阅《佛地经论》卷 5：“决定种性声闻独觉住无学位，乐寂灭故发业润生，诸烦恼障永灭除故，先业烦恼

所感身心，任运灭已更不受生，无所依故。一切有漏无漏有为诸行种子，皆随断灭，唯有转依无戏论相离垢真如清净法界

解脱身在，名无余依般涅槃界，常住安乐究竟寂灭，不堕众数不可思议。”(《大正藏》，册 26，页 312 中。)《瑜伽论记》

卷 1：“有余依地，乘无学所有有漏无漏诸法为性。无余依地，二乘唯以真如为性，余依无故。”(《大正藏》，册 42，页

314 下。)

f　 《成唯识论》卷 10，《大正藏》，册 31，页 55 中。

g　 《瑜伽师地论》卷 80：“问：‘于有余依涅槃界中现在转时，一切烦恼当言离系耶，当言不离系耶？’答：‘当

言离系。’问：‘于一切苦，当言离系耶，当言不离系耶？’答：‘当言亦离系亦不离系。所以者何？若未来生所有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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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唯识论》中界定两种涅槃都依真如建立，这种真如出烦恼障或生死苦蕴含的

真俗二谛的关系需要特别注意。虽然不为烦恼障所覆，但为生死苦所覆，苦没有永远止

息，这种情况中的真如称为有余依涅槃；进一步不为生死苦所覆，苦永远止息，这种情

况中的真如称为有余依涅槃。

我们探讨的问题是阿罗汉入于无余涅槃是否仍然有异熟识，我们先以《解深密经》

中的一段关键经文来切入，以理清相关问题。

慈氏菩萨复白佛言：“世尊！如世尊说‘于无余依涅槃界中，一切诸受

无余永灭。’何等诸受于此永灭？”

“善男子！以要言之，有二种受无余永灭。何等为二？一者，所依粗重

受；二者，彼果境界受。所依粗重受，当知有四种：一者，有色所依受；二者，

无色所依受；三者，果已成满粗重受；四者，果未成满粗重受。果已成满受者，

谓现在受。果未成满受者，谓未来因受。彼果境界受亦有四种：一者，依持受；

二者，资具受；三者，受用受；四者，顾恋受。于有余依涅槃界中，果未成

满受一切已灭，领彼对治明触生受，领受共有，或复彼果已成满受。又二种

受一切已灭，唯现领受明触生受。于无余依涅槃界中般涅槃时，此亦永灭。

是故，说言‘于无余依涅槃界中，一切诸受无余永灭。’”a

阿罗汉未入无余涅槃，容有所依粗重受和彼果境界受。有色界的阿罗汉具有有色

所依受，无色界的阿罗汉具有无色所依受。至于现在受，只要寿命未断就会具有。细

究的话，这种受主要是从前六识的受心所来领受，也就是说有心地具有，无心地 [ 如入

灭尽等 ] 不具有。至于未来因受，定性阿罗汉不会具有，因为不受后有。此受主要针对

阿罗汉位次以下的补特伽罗建立，对于菩萨乘三清净地的菩萨也能建立。对于回心阿

罗汉无法建立，因为这样的阿罗汉一生成佛，以延寿行延长自己寿命为三大无数大劫，

这样其后其所经历的受，都可以视为此生要经历的受，可以视为“现领受”，笔者认为

还是安立成“现在受”为宜。此中涉及一个问题，阿罗汉是因为烦恼尽而入于无余涅槃，

并不是因为业尽而入于无余涅槃。b本文无意广泛论述这个问题，此处从略。入无余涅

当言离系，若现在生心所有苦亦当言离系。若现身中饥苦、渴苦界、不平苦、时节变苦及余所有逼迫等苦，当言不离系，

此由现前行故，非诸烦恼所系缚故。’”(《大正藏》，册 30，页 747 下。)《瑜伽师地论》卷 80：“问：‘于有余依涅槃

界中，若无余依涅槃界中已般涅槃诸阿罗汉，有何差别？’答：‘住有余依，堕在众数。住无余依，不堕众数。住有余依，

犹有众苦。住无余依，永离众苦。住有余依。所得转依犹与六处而共相应。住无余依永不相应。’”(同上，页748上 -中。)

a　 《解深密经》卷 3，《大正藏》，册 16，页 702 下 -703 上。

b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47：“业由烦恼势力引故，但说烦恼是漏非业。有烦恼尽而寿住者，亦由烦恼余势力故。

如以泥团掷壁虽干而不堕者，应知此是湿时余力。复次，烦恼尽故而般涅槃，非由业尽故业非漏。诸阿罗汉业积如山，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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槃由于舍掉根身，第八识亦不再变出根身及器世界，触及受等均无法存在，所以必然地

所依粗重受和彼果境界受于无余依涅槃界中不复存在。

在这点上，《瑜伽师地论》有两段文句需要注意。

于何处所如是六处及名色等无余灭尽？谓无余依涅槃界中。若诸异生，

泉迳苦乐，一切无缺亦未有舍；若诸有学，缺而未舍；若诸无学，迳及当来

所有苦乐，亦缺亦舍不复现行；泉及现法所有苦乐，亦缺亦舍，有余依故犹

复现行。是故无余涅槃界中说彼“一切无余尽灭”。a

泉迳苦乐依于六处及名色等建立，由于异生没有断除任何烦恼，所以泉迳苦乐都

具有，也没有舍弃。由于有学圣者断除了若干烦恼，所断除的烦恼引生的苦乐等就不再

具有，称之为“缺”，但也没有舍弃泉迳苦乐。至于无学圣者，由于断除了所有烦恼，

所以泉迳苦乐都缺及舍弃，但是由于比如有色界的阿罗汉的根身和器界存在，所以现世

的泉迳苦乐还会现行；由于不受后有，所以未来世的泉迳苦乐不会现行。若是入无余涅

槃，六处及名色等无余地灭去，泉迳苦乐缺及舍及不现行。    

未入无余涅槃的阿罗汉具有明触生受，强调是伴随着漏尽带来的尽智等的离系受，

不同于凡夫具有的未离系受。如此，从十二缘起支可以界定有余涅槃和无余涅槃。

于现法中，无明灭故，无明触灭；无明触灭故，无明触所生受灭；无明

触所生受灭，故爱灭；爱灭故，如前得无生法。由此故说取等恼最为后，诸

行永灭。如是，于现法中，诸行不转；由不转故，于现法中，于有余依界，

证得现法涅槃。彼于尔时唯余清净识缘名色，名色缘识；乃至有识身在，恒

受离系受，非有系受。此有识身乃至先业所引寿量恒相续住，若寿量尽便舍

识所持身。此命根后，所有命根无余永灭，更不重熟。又复，此识与一切受

任运灭故，所余因缘，先已灭故，不复相续，永灭无余，是名无余依涅槃界。b

蕴不续般涅槃故。”(《大正藏》，册 27，页 244 下。)《成唯识论》卷 10：“谓有二乘深乐圆寂，得生空观亲证真如，永

灭感生烦恼障尽，显依真理有余涅槃。彼能感生烦恼尽故，后有异熟无由更生，现苦所依任运灭位，余有为法既无所依，

与彼苦依同时顿舍，显依真理无余涅槃。尔时虽无二乘身智，而由彼证可说彼有。此位唯有清净真如，离相湛然寂灭安乐，

依斯说彼与佛无差；但无菩提利乐他业，故复说彼与佛有异。”(《大正藏》，册 31，页 55 下。)

a　 《瑜伽师地论》卷 18，《大正藏》，册 30，页 375 下。于此中“泉迳苦乐”，妙境法师解说为“他就具足了

六触处的泉，具足了烦恼径和业径，也具足苦受、乐受”。

b　 《瑜伽师地论》卷 9，《大正藏》，册 30，页 322上。一段相似的行文必要附于此：《瑜伽师地论》卷 93：“若

现法中从他闻法，或于先世已集资粮，由彼为因，能于二种果性诸行。如理思惟，若于彼因，若于彼灭，若趣灭行。如理

作意，思惟彼故，发生正见。又于诸谛渐次获得有学无学清净智见，彼由如是智见力故，能无余断无明及爱。由彼断故，

即彼所缘不如实知，诸无明触所生诸受亦复随断。由此断故，于现法中由离无明证慧解脱。又无明触所生诸受相应心中，

所有相应贪爱烦恼彼于其心亦得离系。由离贪故，证心解脱。又即由彼无明灭故，诸有无明犹未断时，依于后际应生行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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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无明触”连接“无明触所生受灭”，显然此“无明触”并不是无明、触这两支，

而是无明相随的触，也就是有系受。此中，建议把无明理解为痴心所。

关于第八识是否具有执著，也就是说是否具有痴心所，在唯识宗内部有不同的说

法。这个问题等价于第八识呈现的相分中是否参入了遍计所执错乱影像，因为如果有执

的话，相分就会以错误的方式出现。汉传唯识自古相传的分类：护法论师等认为无执，

安慧论师等认为有执。a简言之，护法论师等认为第八识显现器世间并无错误的影像，

安慧论师等认为第八识显现器世间存在错误的影像。尽管有这两种不同的说法，谈到“清

净识缘名色”还是都能够扩大到第八识上。“有识身”中的“识”解释为第八识，必然

地要从“识不离身”理解“有识身”。对于这个解释，后文“舍识所持身”也可以辅证。

就顺教派唯识而言，许第八识摄持根身。

获得有余涅槃的阿罗汉，由于无明灭，无明触等也灭去，从而生命中只剩下“清

净识缘名色，名色缘识”，其对境界受是离系受，原因前已说，是由断除诸结的缘故，

烦恼心所不现行。这简别于无明触所引生的受，彼受不是离系受。在无余依涅槃界，苦

乐及受等都灭去。

“复次今当略辨上所说义，谓略显示于现法中因及苦乐，于后法中因及苦乐，于

无余依涅槃界中皆悉永灭，当知是名此中略义。”b既然现法及后法中的因及苦乐“皆

悉永灭”，那么苦乐对应的受当然也是“皆悉永灭”，舍受也理应“皆悉永灭”。逻

辑上存在这种可能性的说法：离系受可以解释为资具受等，总之应该放到六识上解释。

然而，从后文“此识与一切受，任运灭故”中“此识”是指向第八识。前所引《解深密经》

中“一切诸受无余永灭”，显然没有明确讲不包含第八识的受心所，也就是说完全可

以理解为八个心王的眷属受心所都已经灭掉，没有残余。我们知道受心所是遍行心所，

若受心所灭掉，心王也必定灭掉，如此“此识与一切受，任运灭故”就完全可以解释为：

乃至诸受皆不得生，成不生法。是故说言：‘无明灭故，诸行随灭，次第乃至异熟所生诸触灭故，异熟所生诸受随灭。’

又现法中无明灭故，无明触灭；由无明触永得灭故，从无明触所生受灭；由无明触所生诸受永得灭故，爱亦随灭；由爱灭

故，如前说名所有取等乃至损恼以为后边，诸行皆灭成不生法，于现法中如是诸行皆不流转。不流转故，于现法中住有余

依般涅槃界，名为证得现法涅槃。彼于尔时识缘名色，名色缘识，有余未灭，而得说名清净鲜白。乃至有识身住未灭，彼

恒领受离系诸受，无有系缚。彼有识身乃至先业所引寿量恒相续住。寿量若尽，能执持识舍所执身，命根亦舍，从此已后，

所有命根无余永灭都无所有。又彼诸识与一切受于此位中任运而灭。先因灭故。余更不续，亦无余灭。由此道理，名无余

依般涅槃界。”(《大正藏》，册 30，页 828 中 - 下。)

a　 安慧论师三十论中提出阿赖耶识“遍计遍计所执习气、及〔诸〕诸色根、根依处、及名。”（霍韬晦：《安慧“三十

唯识释”原典译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 年，第 42 页。）韩镜清依据安慧《唯识三十颂释》藏文本，翻译为：

“谓执著遍计所执自性习气、及具有所依根之色和名。”律天（调伏天）《唯识三十论疏》藏文本对应文句韩镜清翻译为：

“执著遍计所执自性的习气，具有所依根的色和名”。

b　 《大正藏》，册 30，页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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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无余依涅槃界中整个八识连同眷属心所都灭掉。

依据唯识教理，阿罗汉具有法执，这种法执如何现起不是本文要探讨的，这里从

更根本的点来探讨。阿罗汉具有所知障，这种所知障依于第八识才能建立。八识是诸法

的根本所依，若无第八识则一切都成为龟毛兔角。若无第八识，无论认为涅槃以道谛为

性（体），于道谛建立惑等灭，还是认为涅槃以真如为体，或以常乐我净等四德为本，

此等观点皆无所依。没有第八识，要说是谁的真如（法性）？我们不能认为：某阿罗

汉入无余涅槃，相关真如就在龟毛兔角上成立。本来在阿罗汉的第八识上成立的真如，

因为入无余涅槃而转移到龟毛兔角上成立，以龟毛兔角作为真如的基础。这种情况下，

处理相关问题，涅槃理论的走向只能是灭谛，于择灭无为上辨析。

择灭无为既是无为法，自然谈不上生灭，但谈得上存在。既然所知（存在），应

有所知依（存在的根本）。或许有人认为可以不探讨无为法存在的根本，然而对于无余

涅槃还是有同类问题：无余涅槃必定是道果，若无第八识，道果成立基础也没有。如前

所说，不应该在龟毛兔角上成立这个道果。我们或许需要审视无心地，尝试从无心地来

寻找真相。

无余涅槃是无心地且“无”得很彻底；所以苛刻地讲，只有无余依涅槃界中是无心地。

分位建立者，谓除六位，当知所余名有心地。何等为六？谓无心睡眠位、

无心闷绝位、无想定位、无想生位、灭尽定位及无余依涅槃界位，如是六位

名无心地。第一义建立者，谓唯无余依涅槃界中是无心地。何以故？于此界

中，阿赖耶识亦永灭故；所余诸位，转识灭故名无心地，阿赖耶识未永灭尽；

于第一义，非无心地。a

阿罗汉若未入无余依涅槃，成就第八识，不成就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具有我爱

执藏义的异熟识，阿罗汉的第八识不再具有我爱执藏的内涵，亦由于灭除烦恼障，不会

再依于烦恼障而有业及苦，所以不名阿赖耶识。不具我爱执藏义，但又不是大圆镜智相

应净识，这种情状中的第八识，仍然可以称为“异熟识”，所以未入无余依涅槃的阿罗

汉成就异熟识。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阿罗汉的异熟识尽管仍然具有所知障的种子，但由

于净治了烦恼障的种子，即使有极微细的烦恼障种子存在，但仍然可以表述为净治了烦

恼障的种子；尽管仍然是无覆无记，但也可以说是“善清净识”。类似地，阿罗汉的前

七识尽管不是平等性智等三智相应净识，但某种程度上也能称为“善清净识”。既然是

严格的无心地，那么此等善清净识的心王及慧等心所都应灭去。事实上，唯识论典中的

确有这类说法。

a　 《瑜伽师地论》卷 13，《大正藏》，册 30，页 34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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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无余依涅槃界中，善清净识当永灭故，若念、若慧亦随永灭，余依所摄、

先业所引一切名色亦随灭尽。a

或许有辩解说，前文只提到“阿赖耶识亦永灭”并没有宣说“异熟识亦永灭”。然而，

前文也有宣说“此识与一切受任运灭”，而此中“此识”当然是指异熟识。若是指阿赖耶识，

全无必要。因为在成就阿罗汉果时，阿赖耶识及相关的受就都灭去，异熟识已经舍弃阿

赖耶识之名。且异熟识就是“余依所摄、先业所引”，“唯异熟心先业所引非善染等，

一类能遍相续执受有色根身。”b如此，就必须承认“余依所摄、先业所引一切名色”

涵盖异熟识。

“依”无论解释为烦恼依、染污依、生身依、不染污依，“业”总要理解为“异熟业”，

“先业所引”是异熟识得名的由来。此业所引的名色自然包括异熟识和根身。另外，“命

根”是先业所引，唯识宗承许这点，且许命根是假立，判摄为不相应行法。c异熟识支

撑诸蕴相续，于诸蕴相续的时限中假立有命根，说起来还是依异熟识摄持因果相续假立。

《成唯识论》中的表述很明确：“异熟识体，菩萨将得菩提时舍，声闻独觉入无

余依涅槃时舍。”d字面意思的确是主张阿罗汉入无依涅槃后就不具有异熟识，前文所

引的论典也支持这种主张。佛舍异熟识体仍然有第八识，有没有可能阿罗汉入无依涅槃

时仍然有第八识？大概没有可能。论典中从来没有提及有那样的第八识，从第八识的情

状来看也不容有。此中，最核心的问题当属无余依涅槃仍然是法，不是龟毛兔角；那么

如果没有第八识，谁能作为此法成立的依据？不难理解这个道理：真如总是万法的真如，

若无万法，真如就没有所依，也就不能成立：

二、从受和命根及异熟识辨析

无余涅槃界不成就命根应无异议，有异议者是成就异熟识及相应受心所与否。为

理清这个问题，先列出典籍中几段文句。

于现法中能起圣道，亦能证得彼果涅槃。彼于尔时，乃至有识身相续住，

恒受先业所感诸受，于现法中彼有识身乃至寿量未灭尽位常相续住。寿量若

a　 《瑜伽师地论》卷 19，《大正藏》，册 30，页 387 上。

b　 《成唯识论》卷 3，《大正藏》，册 31，页 16 中。

c　 《大乘阿毗达磨集论》卷 1：“何等命根？谓于众同分先业所引，住时决定，假立命根。”(《大正藏》，册

31，页 665 下。)《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卷 2：“命根者，谓于众同分，先业所感，住时决定，假立寿命。众同分者，于

一生中诸蕴相续。住时决定者，齐尔所时令众同分常得安住，或经百年或千年等， 由业所引功能差别。”(《大正藏》，

册 31， 页 700 中。)

d　 《大正藏》，册 31，页 1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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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舍有识身，于后命根更不成就。由是因缘，识与一切诸受俱灭，后不相续，

彼如影，受与其识树皆灭尽故，遍于一切不可施设。a

寿量若尽，能执持识舍所执身，命根亦舍，从此已后，所有命根无余永

灭，都无所有。又彼诸识与一切受，于此位中任运而灭。先因灭故，余更不续，

亦无余灭。由此道理，名无余依般涅槃界。b

两段文的意思非常明确，略作说明即可。“识与一切诸受俱灭，后不相续”中“识”，

就是“有识身”中的“识”，也就是执持根身的“识”。彼“识”说为“能执持识”，

寿量若尽，就不再执持身体，身体就不再是“有识身”，说为“能执持识舍所执身”。

于阿罗汉，寿量一旦尽了，相续蕴灭，命根即舍，也确定不会再有。文中用很清晰的

字眼：“受与其识树皆灭尽”“彼诸识与一切受，于此位中任运而灭”“亦无余灭”。

显然是在讲，于无余依般涅槃界，既无异熟识也无转识，一切识及受皆无所有。那么，

心有没有可能再生起来？

云何灭故心不得生？谓如有一生无想天入无想定入灭尽定，于其中间经

尔所时由断灭故，心不得生；又如有一于无余依涅槃界中已般涅槃，彼于尔

时毕竟灭故，心不得生；如是名为由灭尽故，心不得生。c

“毕竟灭”可以解释为“依”灭，是指先业所感的根身和器世间灭。若从十二缘

起支解释，就是明触所生受等灭。灭掉了受、想等心所，心王自然灭掉。唯识宗许第八

识有根身、器界和种子三类境，种子与前二者是不同的相分，种子以第八识生果的功能

而界定为相分，前二者以依于种子所生的两类影像相分而界定为相分。于此中，本文可

以理解第八识缘根身、器界产生受，但难以理解缘种子产生受。

我们可以从心识的活跃分来探讨，心识有了缘境的功能，若是正在缘境，我们说

心识活跃。考虑到第六识等断续，彼时意识不现起，就没有活跃分，其实也就没有意识等。

在无余涅槃中，第八识没有了活跃分。于无余涅槃界中无根身和器界，第八识也就不具

有缘根身和器界的活动，这样讲“第八识没有了活跃分”。但是推究下去，第八识还可

以再有种子这样一种境，或许在缘种子。那么，第八识仍然在活动，应许有第八识体。

再提出一种推测：无余依涅槃界中固然没有了前六识，但应该有第七识。如果没

有前七识，就是说没有所有的转识，就很难讲有第八识的活动。阿罗汉处于有余依地时，

其第七识固然没有转成平等性智相应净识，但由于断除了俱生我执，某种程度上也说为

a　 《瑜伽师地论》卷 89，《大正藏》，册 30，页 804 下。

b　 《瑜伽师地论》卷 93，《大正藏》，册 30，页 828 下。

c　 《瑜伽师地论》卷 63，《大正藏》，册 30，页 652 中 - 下。



唯识研究（第九辑）

178

清净。一些资料并没有明确提及无余依地不存在第七识，然而的确有提到没有转识等。

问：“诸阿罗汉住有余依涅槃界中住何等心，于无余依般涅槃界当般涅

槃？”

答：“于一切相不复思惟，唯正思惟真无相界，渐入灭定灭转识等；次

异熟识舍所依止，由异熟识无有取故，诸转识等不复得生，唯余清净无为离

垢真法界在。于此界中般涅槃已，不复堕于天、龙、药叉……由此真界离诸戏论，

唯成办者内自证故。”a

以灭尽定（“灭定”）灭去六识，于不许八识者，或承许仍然有微细心识存在；

于许八识者，一般承许六识全部灭去。问题主要是如何灭掉第七识，有说第七识的染污

分灭去，清净分仍然存在。也就是说，以这种观点来解读，“渐入灭定灭转识等”中“转识”

不包含第七识。然而，“转识”字面上包含所有的转识，这样就是主张整个前七识全都灭。

“异熟识舍所依止”这个“依止”内涵至少可以从第八识三类境上解释，这是讲

第八识没有了三类境，不再缘取根身乃至种子，后文紧接着宣说“异熟识无有取”。“无

有取”会导致异熟识没有见分和相分等，也就导致第七识失去了所缘境，也就引起第七

识无法生起。所以，就可以理解为异熟识与转识及根身等等都于无余涅槃界不复存在。

“唯余清净无为离垢真法界在”是讲无余涅槃界中只有法界（法性、真如）存在。

固然法界超越言说，但仍然可以说为“胜义有”，至少可以说为并非不存在。作为灭谛，

一种超越了时间的择灭无为，仍然可以说存在（有）。从最初依道谛获得业和烦恼的止息，

证得现法涅槃，仍然与六处相应，然而涅槃已经成立起来，就不会再崩溃，因为其是无

为法；入无余涅槃，不与六处相应，涅槃依旧成立着，是涅槃寂静的重要体现和实例。b

问：“于无余依涅槃界中般涅槃已，所得转依，当言是有，当言非有？”

答：“当言是有。”

问：“当言何相？”

答：“无戏论相。又善清净法界为相。”

问：“何因缘故，当言是有？”

答：“于有余依及无余依涅槃界中，此转依性皆无动法。无动法故，先

有后无，不应道理。又此法性非众缘生，无生无灭。然譬如水澄清之性，譬

a　 《大正藏》，册 30，页 748 上。

b　《瑜伽师地论》卷 50：“云何寂灭施设安立？谓由二种寂灭，施设安立如是无余依地。一由寂静寂灭故，二由

无损恼寂灭故。云何寂静寂灭？谓先于有余依地，获得触证四种寂静。今无余依涅槃界中，亦有最胜四种寂静：一、数教

寂静；二、一切依寂静；三、依依苦寂静；四、依依苦生疑虑寂静。”(《大正藏》，册 30，页 577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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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真金调柔之性，譬如虚空离云雾性。是故转依当言是有。”a

“所得转依”指阿罗汉的解脱身，而非菩萨乘所得的法身。b对此转依，《瑜伽师地论》

后文举了一个譬喻：牛被杀死，割截韧带等，然后用牛皮蒙上，这样看起来也像是一头牛，

此牛与牛皮非离非合。类似地，阿罗汉得到转依，以其智慧断除结缚等，仍然具有六处

这样的一层皮，转依与六处皮非离非合，且这样的阿罗汉观察众相，了知是无我之众相，

也有其自乘的空三昧等，这样的所取相像真如一般都是自内所证，难以用语言表述给他

人是何等情状。c

阿罗汉入无余涅槃，所得的转依道果仍需许为有。撇开宗派立场，仅就道理而言，

不可能伴随着入无余涅槃，转依道果就丧失。譬如凡夫没有解脱，没有那样的道果。入

无余涅槃就变成凡夫，只是没有根身而已，这样显然是不合理的。无情或马角也谈不

上道果，阿罗汉入无余涅槃变成无情或马角绝不合理。此转依不应该失去，应该保持，

论中把它说为“无动法”；它不是有为法，不会先有后无。它是法性，是“真如清净所显，

真如种性，真如种子，真如集成。”无论有无六处，也就是无论是有余依还是无余依，

转依根本上就不与六处相应。这样的转依，尚且不具有变异性，遑论殒没；简单说，无

论用何等方法，都不会伤害到此转依，此转依决定无法断或舍。d总之，此转依是常法，

真如所显，不从因缘生，不具刹那性。e

a　 《大正藏》，册 30，页 748 中。此中所涉及的“转依”，应该参阅《瑜伽师地论》卷 80：“问：若阿罗汉如

先所有六处生起，即如是住，相续不灭，无有变异。更有何等异转依性，而非六处相续而转？若更无有异转依者，何因缘故，

前后二种依止相似，而今后时烦恼不转，圣道转耶？答：诸阿罗汉实有转依，而此转依与其六处，异不异性俱不可说。何以故？

由此转依真如清净所显，真如种性，真如种子，真如集成。而彼真如与其六处，异不异性俱不可说。不可说义，如前已辩。

是故，若问‘所得转依与其六处为异不异’，非如理问。若此转依无有体者，应有如前所说过失。谓阿罗汉烦恼应行，道

应不行，是故当知有转依性。”(页 747 下。)

b　 《解深密经》卷 5：“‘世尊！声闻、独觉所得转依，名法身不？’‘善男子！不名法身。’‘世尊！当名何

身？’‘善男子！名解脱身。由解脱身故，说一切声闻、独觉与诸如来平等平等；由法身故，说有差别。如来法身有差别故，

无量功德最胜差别，算数譬喻所不能及。’”(《大正藏》，册 16，页 708 中。)

c　 《瑜伽师地论》卷 80：“如屠牛师或彼弟子，以利牛刀杀害牛已，于内一切斫刺椎剖，骨肉筋脉皆悉断绝，

复以其皮张而蔽之。当言此牛与皮非离非合。如是诸阿罗汉既得转依，由慧利刀断截一切结缚、随眠、随烦恼缠已，当言

与六处皮非离非合。又已转依诸观行者，虽取众相，当知与昔所取差别。此所取相犹如真如自内所证，不可以言说示于他‘我

所观相如是如是’。”(《大正藏》，册 30，页 748 上。)

d　 《瑜伽师地论》卷 80：“问：若无余依涅槃界中，已般涅槃所有转依，永与六处不相应者，彼既无有六处所依，

云何而住？答：非阿罗汉所得转依，六处为因。然彼唯用缘真如境，修道为因。是故六处若有若无，尚无转依成变异性，

何况殒没。又复此界非所遍知，非所应断，故不可灭。”(《大正藏》，册 30，页 748 中。)

e　 《瑜伽师地论》卷 80：“问：当言是常，当言无常？答：当言是常。问：何因缘故，当言是常？答：清净真

如之所显故，非缘生故，无生灭故。”(大正藏》，册 30，页 748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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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灭谛与两种涅槃

涅槃若是从苦的止息而言，无余依地无有众苦，于有余依地仍有苦，尤其欲界。

问：“于有余依涅槃界中现在转时，一切烦恼当言离系耶，当言不离系耶？”

答：“当言离系。”

问：“于一切苦，当言离系耶，当言不离系耶？”

答：“当言亦离系亦不离系。所以者何？若未来生所有众苦当言离系，

若现在生心所有苦亦当言离系。若现身中饥苦、渴苦、界不平苦、时节变苦

及余所有逼迫等苦，当言不离系。此由现前行故，非诸烦恼所系缚故。”a

虽然烦恼已断，于烦恼获得离系，于未来所生生众苦也已经离系，但是由于有所

依身，现身中仍然具有饥、渴等众苦，于这些苦并未离系。当然，这种苦不为烦恼所系缚。

所以，于现在心所生苦也离系。

由于可以依据烦恼灭建立涅槃，涅槃与灭谛有着必然联系，这种联系可以用“依

解脱涅槃”这个词来描述。所谓依解脱涅槃，就是一切烦恼永断。b由于一切烦恼永断

是遍知自性，c依于此也建立断遍知。d《瑜伽师地论》中将灭谛与涅槃联系起来，如

卷 64：“云何灭谛？所谓一切烦恼永断。又此永断由八种相，如前应知。此中爱尽离

欲者，此显有余依涅槃界。永灭涅槃者，此显无余依涅槃界。”e卷 66：“复次此烦恼

品粗重永灭，是有余依涅槃增上所立灭谛。又因永断未来不生，及先世因受用尽已，现

在诸行任运谢灭，是无余依涅槃增上所立灭谛。”f此中文句不难理解，若有需要讲的，

本文认为是无余涅槃中诸行的灭与涅槃寂静。

复次，由三种相诸行灭故，说名“无余依涅槃界”。一者，先所生起诸行灭故；

二者，自性灭坏诸行灭故；三者，一切烦恼永离系故。“先所生起诸行灭”者，

谓于先世能感后有诸业烦恼之所造作，及由先愿之所思求，今所生起诸行永灭。

a　 《大正藏》，册 30，页 747 下。

b　 《阿毗达磨发智论》卷 1：“云何依解脱涅槃？答：若贪永断、瞋永断、痴永断、一切烦恼永断，是谓依解脱

涅槃。”(《大正藏》，册 26，页 922 下。)

c　 《阿毗达磨发智论》卷2：“遍知自性：谓贪永断，瞋、痴永断，一切烦恼永断。”(《大正藏》，册26，页924下。)

d　 《阿毗达磨发智论》卷 2：“云何断遍知？答：诸贪永断，瞋、痴永断，一切烦恼永断。是谓断遍知。”(《大

正藏》，册 26，页 924 下。)

e　 《瑜伽师地论》卷 64，《大正藏》，册 30，页 655 下。

f　 《瑜伽师地论》卷 66，《大正藏》，册 30，页 663 下 - 页 66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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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性灭坏诸行灭”者，谓彼生已任性灭坏，非究竟住诸行永灭。“一切烦

恼永离系”者，谓诸烦恼无余断灭，由今灭故后不更生。是故由此三相诸行灭，

故说名“寂灭”。非永无相，其相异故。若永无相，不可施设说名“寂灭”。a

无余依涅槃界中的诸行灭，是以三相所显。第一相是过去世招感异熟的造作，这

些烦恼所起的业所引生的诸行，还有过去所发的愿所产生的希求生起诸行，这些“先所

生起诸行”灭掉。第二相是由于刹那性，诸行本就生已自然灭，并不是延续不绝地诸行

都要出现尔后都谢灭无有那般；也就是说由于“自性灭”，诸行灭去。第三相是由于断

尽烦恼，烦恼不再生起，建立为一切烦恼永离系。于有余涅槃界中的诸行灭具有第二相

和第三相，“先所生起诸行”中的一些法仍然存在，但当来不生。至于“寂静”，当然

可以从“诸行任运谢灭”上来理解，是无心地又无所依身，依据所依身所起的贪等烦恼

不复存在，名为涅槃寂静，这是无余依地的涅槃寂静。b

依于有余依和无余依区分为两种寂静，也就是说针对有余涅槃的涅槃寂静和针对

无余涅槃的涅槃寂静。

于有余地建立苦寂静、烦恼寂静、不损恼有情寂静、舍寂静等四种寂静。c所谓苦

寂静是依据阿罗汉诸漏永尽，于贪等烦恼灭获得遍知，这些所断的有漏品所引生的当来

后有的众苦都获得永断，这样获得了众苦的当来不生法。所谓烦恼寂静，是指一切烦

恼永远断除，不会死灰复燃，获得众烦恼毕竟不生法。所谓不损恼有情寂静，是指由

于断除了烦恼，所以修习善法，就不会造作损恼有情的恶业，获得损恼有情的不生法。

所谓舍寂静是指阿罗汉由于诸漏永尽，于六时中多分安住，了知六尘而保持正念正知，

安住上等舍。依据这四种寂静可以理解有余依涅槃的“寂静”。

于无余依地建立数教寂静、一切依寂静、依依苦寂静、依依苦生疑虑寂静等四种

a　 《瑜伽师地论》卷 86，《大正藏》，册 30，页 780 上。

b　 《瑜伽师地论》卷 34：“先业烦恼所引诸蕴自然灭故，余取无故，不相续故，于无余依般涅槃界而般涅槃，

此中都无般涅槃者，如于生死无流转者，唯有众苦永灭，寂静清凉，灭没唯有此处最为寂静。所谓弃舍一切所依爱，尽离

欲永灭涅槃。当知此中有如是相。”(《大正藏》，册 30，页 477 中。)

c　 《瑜伽师地论》卷 50：“云何寂静施设安立？谓由四种寂静，施设安立有余依地。一、由苦寂静故；二、

由烦恼寂静故；三、由不损恼有情寂静故；四、由舍寂静故。云何苦寂静？谓阿罗汉苾刍，诸漏永尽，所有当来后有众苦

皆悉永断，已得遍知。如多罗树断截根顶不复现前，由得当来不生法故，是名苦寂静。云何烦恼寂静？谓阿罗汉苾刍，贪

欲永断，瞋恚永断，愚痴永断，一切烦恼皆悉永断；由得毕竟不生法故，是名烦恼寂静。云何不损恼有情寂静？谓阿罗汉

苾刍，贪欲永尽，瞋恚永尽，愚痴永尽，一切烦恼皆悉永尽，不造诸恶，修习诸善，是名不损恼有情寂静。云何舍寂静？

谓阿罗汉苾刍，诸漏永尽，于六恒住，恒常无间多分安住。谓眼见色已不喜不忧，安住上舍，正念正知。如是耳闻声已，

鼻嗅香已，舌尝味已，身觉触已，意了法已，不喜不忧安住上舍，正念正知，是名舍寂静。即依如是四种寂静说有余依地，

最极寂静，最极清凉。是名寂静施设安立。”(《大正藏》，册 30，页 576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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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静。此四种寂静摄在寂静寂灭，无余依地另有无损恼寂灭。a《瑜伽师地论》本身并

没有详加解释这四种寂静，本文参照窥基法师撰《成唯识论别抄》卷 10、遁伦法师集

撰《瑜伽论记》卷 12、慧沼法师撰《金光明最胜王经疏》卷 2 等注释略说。b所谓数

教寂静，是指离开了一切言教数量。所谓一切依寂静，是指离开了施设依乃至后边依等

八种依。所谓依依苦寂静，是指离开了前面所提到的八种依所产生的苦。所谓依依苦

生疑虑寂静，是指远离了这样一种疑虑情况：对于具有八种依 [ 可以不是全部具有 ] 的

情况下，对于能否断除此若干依及依此若干依而成的苦。按照《瑜伽师地论》的解释，

所谓无损恼寂灭是指清净真如所显一向无垢的无漏界，因为与一切依不相应及远离众依

所生流转诸行等，其实与四种寂静是一体两面。c

住于有余依涅槃的阿罗汉和住于无余依涅槃的阿罗汉，此二者具有差别。

问：“于有余依涅槃界中，若无余依涅槃界中已般涅槃诸阿罗汉，有何

a　 《瑜伽师地论》卷 50：“云何寂灭施设安立？谓由二种寂灭，施设安立如是无余依地。一、由寂静寂灭故；二、

由无损恼寂灭故。云何寂静寂灭？谓先于有余依地，获得触证四种寂静。今无余依涅槃界中，亦有最胜四种寂静。一、数教寂静，

二、一切依寂静，三、依依苦寂静，四、依依苦生疑虑寂静。”(《大正藏》，册 30，页 577 中。)

b　 《成唯识论别抄》卷 10：“‘一、数教寂静’者，无余依中离离一切言教数量故。‘二、一切依寂静’者，

即前八依流转依等永离故。‘三、依依苦寂静’者，谓前八依所生诸苦于无余依中，非但八依寂静，八依所生苦亦寂静。‘四、

依依苦生疑虑寂静’者，若在有余依中，或异生等亦八依，或无学圣唯后边依，于此依上有余若生，有余有情于依及苦而

生疑虑：‘为得究竟能灭此依及苦耶？为不尔耶？’今于无余依中，此等诸疑于中永断也，以依及苦总永灭故断疑。”(《卍

新纂续藏经》，册 48，页 848 上 - 中。)《瑜伽论记》卷 12：“言‘一、数教寂静’者。‘数’等数也，是言教也，无余

依中并皆息也。‘二、一切依寂静’者，景云‘无余界中离前八依名依寂静’。泰云：‘依是身之异名，又是有漏之异名。’‘三、

依依苦寂静’者，景云：‘依前八依所生众生苦亦得永灭’。泰云：‘身名为依，苦依于身名依依’。‘四、依依苦生疑虑’者。

景云‘谓依八依生苦疑虑，无余中无。’泰云：‘依依苦同前。凡夫学人及无学人虑未来苦为生不？由无下劣心等。’”(《大

正藏》，册 42，页 590 上。)《金光明最胜王经疏》卷 2：“一、数教寂静，二、一切依寂静，三、依依苦寂静，四、依依

生疑虑寂静。言‘数教寂静’者，‘数’谓智慧。因子起教，教生于数名，为数教。无余依中名言绝，故名数教寂静。‘一

切依寂静’者，如前八依无余竝寂名一切依寂静。‘依依苦寂静’者，由前八依所生众苦亦得永灭名依依苦寂静。如依彼

依生此苦，依名为‘依依’。‘四、依依生疑虑寂静’者，谓依八苦生疑虑无余皆寂名依依生疑虑寂静。”(《大正藏》，

册 39，页 217 中。)

c　 《瑜伽师地论》卷 50：“云何寂灭施设安立？谓由二种寂灭，施设安立如是无余依地。一由寂静寂灭故，二

由无损恼寂灭故。云何寂静寂灭，谓先于有余依地，获得触证四种寂静，今无余依涅槃界中，亦有最胜四种寂静：一、数

教寂静，二、一切依寂静，三、依依苦寂静，四、依依苦生疑虑寂静。如说：‘由无下劣心，能忍受勤苦，彼所趣解脱，

譬如灯尽灭，云何无损恼寂灭？谓与一切依不相应，违背一切烦恼诸苦流转生起转依所显真无漏界。如说：‘苾刍永寂灭

名真安乐住’；又如说言：‘实有无生无起无作无为无等生起，亦有有生有起有作有为有等生起。若当无有无生无起无作

无为无等生起，我终不说有生有起有作有为有等生起有永出离。由实有无生无起无作无为无等生起。是故我说有生有起有

作有为有等生起有永出离’。世尊依此密意说言，甚深广大无量无数是谓寂灭。由于此中所具功德难了知故名为甚深，极

宽博故名为广大。无穷尽故名为无量，数不能数无二说故名为无数。云何此中数不能数，谓有非有不可说故。即色离色不

可说故，即受离受不可说故。即想离想不可说故。即行离行不可说故，即识离识不可说故。所以者何？由此清净真如所显

一向无垢，是名无损恼寂灭。如是二种，总说为一寂灭施设安立。”(《大正藏》，册 30，页 577 中 -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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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别？”

答：“住有余依，堕在众数；住无余依，不堕众数；住有余依，犹有众

苦。住无余依，永离众苦。住有余依，所得转依犹与六处而共相应；住无余依，

永不相应。”a

住于有余依的阿罗汉仍然是众生，如欲界人道所摄的一类阿罗汉。住于无余依，

就谈不上是三界六道所摄。前一类阿罗汉，仍然有依苦等诸多苦。住于无余依，就没有

这些苦。住有余依仍然与六处相应，住无余依不与六处相应。那么，既然不与六处相应，

如何安住？应说“涅槃是证所显，非生所显”，无余涅槃并不以六处为因，无余涅槃对

应一种转依，这种转依从触证阿罗汉果就获得。这种转依姑且表述为断除烦恼障而出现

的一种结果，它不因为六处而改变。b而且无余依涅槃界不是五蕴，亦非烦恼，不是所

遍知或所应断。这种转依无生无灭，是无动法，非从缘生，所以应该说为即使于无余涅

槃界仍然存在。总之，涅槃可以依此转依建立。从永断烦恼获得转依，这种转依若有六

处相应就是有余涅槃，否则就是无余涅槃。既然如此，于无余依地有异熟识又有何妨？

异熟识存在，并不妨害所得转依，且能更好地解决真如施设处的问题。

有必要对比佛的无余涅槃与阿罗汉的无余涅槃。我们知道，顺教派唯识宗承许佛

的第八识是无垢的阿陀那识，可称为大圆镜智相应心〔品〕、大圆镜智相应净识等。顺

教派唯识宗许这种识尽未来际恒相续，又许佛亦有无余依涅槃。如果无余依涅槃的定义

对于佛也适用，佛的确能够入于这种无余涅槃的话，也要承认是舍根身，是无心地。此中，

佛入于无余涅槃与阿罗汉入于无余涅槃，有很多方面相同或者说没有差别。    

问：“于无余依涅槃界中般涅槃者，为有少分差别、意趣殊异不耶？”

答：“一切无有。所以者何？非此界中可得安立下中上品，不可施设高

下胜劣：此是如来，此声闻等。”

a　 《大正藏》，册 30，页 748 上 - 中。

b　 可以结合无为无因果，但却可以安立成能作因及离系果来理解，涅槃是果但没有因。相关阐述见《阿毗达磨俱

舍论》《阿毗达磨顺正理论》《阿毗达磨藏显宗论》对“果有为离系，无为无因果”一颂的解释。这里仅列出《阿毗达磨

藏显宗论》卷 9的解释：“故本论说：果法云何？谓诸有为及与择灭，岂不择灭许是果故。必应有因，非无有因可说为果，

曾未见故。我亦许道为证得因。经说：此为沙门果故。此六因内从何因得？我说此果非从六因，前说六因生所赖故。若尔，

应许此证得因离前六因别为第七。我宗所许如汝所言。岂不所宗有如是诵：涅槃是果而无有因。虽有此诵，于义无失，谓

诸世间于设功用所欣事办共立果名。死于士夫极为衰恼，故于不死事最所欣。如是所欣由道功用所证得故，说名为果。言

无因者，道于所得择灭无为非六因故。择灭于道非所生果是所证果，道于择灭非能生因是能证因，故道与灭更互相对，因

果是非不可定执。若道于灭为证得因，是则但应得为道果，谁言道果定非灭得？道于灭得为同类因，或亦说为俱有因故。

然此非圣正所求果，圣不求有为而修圣道故，道于灭得为能生因，道于灭体为能证因。既许无为是能作因，应许无为有增

上果。以不障故立能作因，非能生故无增上果，由如是理，如有为法建立因果，无为不然，是故择灭是因无果、是果无因，

余二无为是因非果。无因无果理极成立。”（《大正藏》，册 29，页 818 下 -81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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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何因缘故无有差别？所以者何？诸声闻等有余残障于无余依涅槃

界中而般涅槃，佛一切障永无所有。”

答：“住有余依涅槃界中，可得安立有障无障；住无余依涅槃界中，毕

竟无障可立差别。何以故？于此界中一切众相及诸粗重，皆永息故，皆永灭故。

所以者何？诸阿罗汉住有余依涅槃界时，一切众相非悉永灭，异熟粗重亦非

永灭，由彼说有烦恼习气，即观待彼相及粗重安立有障。住无余依涅槃界时，

彼永无有。是故当知于此界中，无有有障无障差别。

问：“若此界中永无有障，如诸如来离一切障，阿罗汉等亦复如是。何

因缘故，阿罗汉等不同如来作诸佛事？”

答：“彼阙所修本弘愿故，又彼种类种性尔故，阿罗汉等决定无有还起

意乐而般涅槃，是故不能作诸佛事。”a

入于无余涅槃的圣者，于无余涅槃界中根本就没有差别，无法区分上中下品，无

法建立胜劣，无法区分这是如来，这是阿罗汉。可以联系空性或无损恼寂灭中无阿罗汉、

无缘觉、无佛等经文来理解，也可以结合无有八种依所得的四种寂静来理解。

阿罗汉有所知障，佛没有所知障，应说两类圣者是有差别的，问题是为何没有差别：

有差别的圣者入于无余涅槃为何就没有了差别，差别是消失了还是不存在或者谈不上？

对于这个问题，《瑜伽师地论》卷 80 给出的理由是于无余依涅槃界中根本无法安立有

障还是无障。所知障在有余依地能够安立，观待众相及诸粗重而建立有障；在无余依地，

一切众相及诸粗重都息灭，从而无法建立有障。同样地，也无法建立无障。对此，本文

总结为：由于入无余涅槃，泯灭（舍弃）了众相及诸粗重，所以没有办法安立有障无障。

 观待相关众相及异熟粗重建立有障，如果把相关众相及异熟粗重理解为现行层面

的法，于无余涅槃界中无彼等现行，这样还好理解。然而，这样的解释在许入无余涅槃

断舍异熟识一方看来是不成立的。观待于所知障对应的众相及诸粗重而建立有所知障，

观待于断除所知障对应无彼众相等而建立无所知障。既然无余涅槃界中无法建立有障还

是无障，意味着佛入无余依涅槃同样是处于无心地，根本就没有断除所知障所显示出

的诸相。若有彼等诸相，就可以安立无障。然而，如前所说，根本无法安立有障无障。

对此种情况，如《瑜伽师地论》卷 80 所说，二者根本就没有差别，无法区分是如来还

是阿罗汉。

既然谈不上有障无障，如同入于无余涅槃的佛离开所知障等一切障，阿罗汉也是

离开一切障，那么为什么不应宣说“入于无余涅槃的阿罗汉就成为入于无余涅槃的佛”？

a　 《大正藏》，册 30，页 748 中 -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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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不应作那般宣说，意味着还是要成立佛与阿罗汉的差别。阿罗汉不是以若干时限内

入于无余涅槃尔后出无余涅槃的意乐而般涅槃，阿罗汉的意乐是恒住无余涅槃，根本就

不想出无余涅槃（从无余涅槃起）。佛并非如此，佛具有从无余涅槃出（还起）的意乐，

还能够做度化众生等事业。这系由佛于菩萨位中长时修菩提愿铸就的意乐，还有佛与阿

罗汉种性不同决定的。这两点仍然可以归入佛无所知障，阿罗汉有所知障。然而，入于

无余涅槃后既然不存在有障无障的差别，又是什么去支撑“彼阙所修本弘愿故，又彼种

类种性尔故”？应有支撑。如果解释为第八识支撑，在唯识体系内是很好的解释。

尽管于无余依地，在很多方面去讲无法建立佛与阿罗汉的差别，但是还是要找一

个支撑点，建立佛和阿罗汉的差别。这个支撑点是这样的：能够支撑佛入于无余涅槃能

够起身度化众生，阿罗汉入于无余涅槃不能够起身度化众生，也支撑彼阿罗汉、辟支佛

远离一切发起事业。

问：“于无余依涅槃界中般涅槃者，于色等法当言获得自在，当言不得

自在？”

答：“当言获得自在。”

问：“此所得自在，当言能现在前，当言不能现在前？”

答：“一分能现在前，一分不能现在前。谓诸如来于无余依涅槃界中般

涅槃已，能现在前。所余不能令现在前。”

问：“若此界中离诸戏论，由此因缘不堕众数，云何复能起现在前？”

答：“由先发起正弘愿故，又由修习与彼相似道势力故。譬如正入灭尽定者，

虽无是念‘我于灭定当可还出，或出已住。’然由先时加行力故，还从定出，

依有心行而起游行。当知此中道理亦尔。”a

入于无余涅槃的佛、阿罗汉、辟支佛，由于获得了无余涅槃所得转依，都可以说

于色等法获得自在。然而，佛能令色法现在前，其他圣者（阿罗汉、辟支佛等）不能令

色法现在前。于色法中，我们着眼于根身探讨。入无余涅槃已，佛能够再现起根身等，

阿罗汉无法再现起根身。

于无余依地没有根身可言，也是无心地，为什么佛能够再现起根身？《瑜伽师地论》

卷 80 给出的回答是佛具有先时（修道位乃至资粮位）形成的加行力。如同并不是在灭

尽定中起这样的念头“我当出灭尽定”，而是在入灭尽定前有加行心，决意住于灭尽定

若干时间。有余依地中，这种决意熏种，种子成熟即出灭尽定。此处不去探讨佛是否有

新熏种的问题，仅仅探讨“先发起正弘愿故，又由修习与彼相似道势力”所形成的力量

a　 《大正藏》，册 30，页 748 下 - 页 74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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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应该能延续，延续到入于无余涅槃时。用第八识摄持力量（种子），使得于无

余涅槃界中还可出，从而进入有心地，生起根身等以度化众生。同样地，缺乏正弘愿，

也没有修习“与彼相似道势力”，但有修行断除烦恼障，这样也对应着一种力量（种

子），这种力量如何不能延续到入于无余涅槃时？不能延续的理由是，入于无余涅槃就

断舍了“一切众相”及“异熟粗重”，进一步说为断舍了异熟识。异熟识断舍的情状中，

只是限定获得了涅槃所得转依，从而避免了断灭论。此中，仍然很难以理解阿罗汉道果

的尽智和遍知等伴随灰身泯智而荡然无存。如果承许仍然有尽智等的种子，此等种子仍

然为异熟识摄持，但无法现起现行，因为没有八种依及六处等，这样的说法还容易理解。

若是说没有异熟识，也没有种子，这样的说法很难理解。如果说阿罗汉入无余涅槃，可

以断舍第八识，何以不许佛入于无余涅槃断舍第八识？如果不许佛断除第八识，那么反

过来也可以不许阿罗汉断除第八识。

如果先许有第八识，后不许有第八识，无论时间上还是逻辑上都必然地出现一个

缺失所缘的点，于这个点开始必然地要许第八识没有任何一类境。第八识体在有余依地，

于有色界有根身、器界、种子等三类境。在无色界虽然无器界，但是有定果色作为身，

这是一种微细的根身；也有不承认有这种根身，许无根身者；总之，在无色界至少有种

子这一类境。入于无余涅槃可以作为第八识舍弃根身、器界两类境的原因，第八识不再

摄持根身、器界，根身、器界也不再出现，这容易理解。难以理解是何以第八识也舍弃

了种子，不再摄持种子，种子是以什么机制被舍弃？

四、从所知障种与真如依持辨析

笔者于“唯识宗法谊”微信群组探讨阿罗汉入无余涅槃是否舍异熟识的问题，林

国良老师等做出了反馈。林国良老师提出：根据资料来看无余依涅槃不依第八识安立，

那么带来的疑问可能有几个：一、无余依涅槃岂不是无心？二、无余依涅槃于何处安立？

三、二乘不断所知障，所知障种于何处安立？四、独立的所知障种是否能做第八识之因？

对于第一个问题，笔者认为无余涅槃的确是无心地，也可以承认彼时灰身灭智，

但不许第八识毕竟无。于无余涅槃界，第八识转为一种特别的情状，但并没有断灭。对

于第二个问题，笔者认为无余涅槃仍然是建立在择灭无为的基础上，只是需要第八识作

为依持。后两个问题可以归纳为一个问题，就是所知障种子安立问题。于此，本节主要

探讨两个问题：1. 所知障种的断舍和无漏种的延续问题。若佛入于无余涅槃，佛不断舍

第八识，无漏种亦可延续，阿罗汉何以不可？阿罗汉入于无余涅槃，若舍弃所知障种，

那么与佛无别。2. 真如的依持问题。若许于无余依涅槃唯有真如（法界），那么彼真如

是谁的真如，或者说依何而能安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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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知障种的断舍和无漏种的延续

探讨此问题前，我们分析《显扬圣教论》中的文句：“问：若成就阿赖耶识，亦

成就转识耶？设成就转识，亦成就阿赖耶识耶？答：此应为四句……或有俱不成就，谓

阿罗汉、独觉、不退转菩萨及与如来入灭尽定，若处无余依涅槃界。”a对于“俱不成就”，

一种理解是八个识体都不存在，显然这种理解放到灭尽定上说不通；依据同样的道理，

可以采取于无余依地有第八识，但不是阿赖耶识的理解。坚持如此理解的最大原因是需

要有第八识作为种子及真如的依持。

《瑜伽师地论》卷 13 提出于无余依涅槃中“阿赖耶识亦永灭故”，卷 19 提出于

无余依涅槃界中“善清净识当永灭故”。对于这两处论文，当然可以理解为无余依涅槃

中没有第八识。这样的话，就要承认佛入于无余涅槃，佛的第八净识也永灭。如果不承认，

就可以理解为有识体，只是没有活跃分。简单说，有余涅槃的阿罗汉的异熟识变现根身

和器界，无余涅槃的阿罗汉的异熟识不变现根身和器界，于无余涅槃界中转识等也不得

生，如此说为“灰身灭智”。

主张无异熟识体的明确文句主要出自《成唯识论》。前面已经援引“异熟识体，

菩萨将得菩提时舍，声闻、独觉入无余依涅槃时舍。”此处再引用一处：“然阿罗汉断

此识中烦恼粗重究竟尽故，不复执藏阿赖耶识为自内我，由斯永失阿赖耶名说之为舍，

非舍一切第八识体，勿阿罗汉无识持种，尔时便入无余涅槃。”b字面意思是圣者触证

涅槃成为阿罗汉，第八识体舍阿赖耶名之时，但未舍第八识（异熟识）识体；如果舍第

八识（异熟识），就没有识持种，就入无余涅槃。然而，证阿罗汉果并不等于入无余涅槃，

所以仍需许有余依地有第八识。此中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第八识体存在，与涅槃和灭谛都不相冲突。既然不相冲突，何以《成

唯识论》又许于入无余涅槃断舍？难道仅仅是因为承许没有心识，只剩下灭谛？正是因

为这样承许，所以宣说阿罗汉断舍异熟识体？

第二个问题：种子仅仅是第八识亲生自果的功能，因为第八识具有彼等功能而说

摄持彼等种子，这样的识如何突然之间荡然无存。“无识持种”是什么意思？具有彼

等功能的识不存在了。第八识瓦解，第八识具有的功能也荡然无存，这样就不要讲“无

识持种”，应该去说“无识无种”。总之，无论如何理解，若无第八识 , 也就没有种子。

若许无识无种，就应许“一切种全无”。唯识宗本来反对一切种全无，如今却以无余涅

槃为由，一切种全无的情况成为现实，那么一切种全无就合理了，没有理由再去反对。

再从种姓上探讨，如果入于无余涅槃而说没有了种姓，如何理解“彼 [ 阿罗汉等 ]

a　 《显扬圣教论》卷 17，《大正藏》， 册 31，页 567 下 - 页 568 上。

b　 《大正藏》，册 31，页 13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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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种姓尔故”不能做佛事业。“若有毕竟所知障种子布在所依，非烦恼障种子者，

于彼一分建立声闻种性补特伽罗。”a阿罗汉无论是否入无余涅槃都无法彻底修治所知

障种，所以要许有所知障种。否则的话，伴随阿罗汉入无余涅槃断舍了所知障种子，无

余依地的阿罗汉就有依据变成是无余依地的佛。如此，阿罗汉成佛的方式就是入无余涅

槃可也。且以唯识宗立场，必须承许有持种依。若无第八识，则无所有，也就是一切种

全无，也就是说的确已经一丝一毫谈不上种姓，就可以依据“永无相”施设无余涅槃对

应的寂灭，或者说石女儿可许为入无余涅槃的圣者，而唯识宗不会承许修行者对治烦恼

障的最后结果是变成石女儿。

以慧观择断尽烦恼心所而得到离系五蕴，此种五蕴于入无余涅槃无间前一刻被断

舍无余，有为法纤毫许也无。如前所说，许异熟识携带所知障种及无漏种子，但没有现

行异熟，这样安立并不妨碍般涅槃所得转依。《瑜伽师地论》卷 80 于无余涅槃界中许

有这种转依，这种转依虽然是无为法，但很难去理解与任何有为法都无关联的无为法。

从最根本的点来切入，若无第八识及种子，就谈不上入或住无余涅槃，而应说成

为兔角并安住为兔角。总之，没有第八识，又有什么去支撑“彼种类种姓尔故”？想不

出真如去支撑的原因，真如遍一切一味等特征决定不堪支撑。

接下来分析：“问：‘得初果时舍未知根，为舍现行，为舍种子？’答：‘有二说：

一云舍于种子；二云但舍现行，种子犹在。若定性二乘入无余时，随于本识一时俱舍。

若不定性向大乘人，劣无漏种及十地中诸地界劣无漏种，金刚心时随于本识一时俱舍，

所有诸佛功德胜无漏种与圆镜智一时俱生。’”b遁伦法师介绍了一种观点：定性阿罗

汉入无余涅槃断舍第八识，种子亦然随之断舍。《瑜伽论记》自然不像《瑜伽师地论》

那么权威，这里也不想从典籍的权威性的方向上探讨，此处仅仅从道理上探讨。阿罗汉

入无余涅槃，有清净种子，但无身智等现行法，这不难理解。如果既没有了现行，也没

有了种子，如何保证解脱成就不会丧失？如果丧失，也就没有住无余涅槃的可能，这样

的般涅槃方式也就摧毁了解脱成就。总之，难以理解无八识亦无种，解脱成就如何成立？

再从所知障种子的断舍方式探讨。阿罗汉无力现起大乘的金刚喻定，所以没有断

舍所知障种子。阿罗汉入无余涅槃，并不是阿罗汉的第八识转变成了大圆镜智相应心，

入无余涅槃不是成佛的方式。既然如此，入无余涅槃就无法断除所知障种子，也就是

所知障种子应该还存在。阿罗汉的第八识与所知障种子相应，不像佛的无漏第八识（大

圆镜智相应心）与所知障种不相应，所以也不会因为不相应的缘故弃舍。舍只有断舍和

a　 《瑜伽师地论》卷 52，《大正藏》，册 30，页 589 上。

b　 《瑜伽论记》卷 16，《大正藏》，册 42，页 670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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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舍，阿罗汉没有通过这两种舍来修治了所知障种子。a所以，应许入无余涅槃仍有所

知障种。

（二）真如的依持问题

假如入无余涅槃的阿罗汉已经断舍所知障种，如说“唯余清净无为离垢真法界在”，

“决定种性声闻独觉住无学位……无所依故，一切有漏无漏有为诸行种子，皆随断灭，

唯有转依无戏论相离垢真如清净法界解脱身在，名无余依般涅槃界，常住安乐究竟寂灭，

不堕众数，不可思议。”b那么，“清净法界解脱身”没有依持吗？

“无始时来界，一切法等依，由此有诸趣，及涅槃证得。”c“界”解释为种子，

这种典型的解释用于理解这个颂。彼界（种子）自然容有所知障种子。《成唯识论》对

此颂有注解，关键之处行文是“由能断道断所断惑究竟尽位证得涅槃，能所断证皆依此

识，是与还灭作依持用。又此颂中初句显示此识自性无始恒有，后三显与杂染清净二

法总别为所依止。杂染法者，谓苦集谛，即所能趣生及业惑。清净法者，谓灭道谛，即

所能证涅槃及道。彼二皆依此识而有。”d此中“能所断证皆依此识，是与还灭作依持

用”“彼二皆依此识而有”“此识自性无始恒有”，貌似已经能够说明要许入无余涅槃

仍有此识。许有此识作为真如无漏界的依持。如果说不需要依持，因为涅槃不依此识有，

涅槃是依还灭品类而有，依于彼“转依无戏论相离垢真如清净法界解脱身”就许为有，

完全不需要依持，至于为何如此，回答是“不可思议”。这样的话，笔者只能表示就无

须辨析此问题。

回到此颂上，对于“涅槃证得”，可以解释为第八识执持无漏种，与现行道为依

持令证得涅槃。本文不认为“涅槃是第八识执持，亦是依执”，而是认为第八识仅仅是

涅槃依持。

《成唯识论述记》卷 4 提出一种说法：第八识“执无漏种，非执涅槃。涅槃不亲

依此识故，疏则可依。”e倘若没有第八识，谈不上“疏则可依”的依持方式，如同兔

角不会以“疏则可依”的依持方式与涅槃作依持。

a　  在唯识宗所依经论中貌似没有行文明确宣说“舍只有断舍和弃舍”的道理，然而有关描述有蕴含这个道理。

部派佛教阿毗达摩论典有明确的字眼讲这样的道理，譬如《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 32：“复次涅槃是真出离法故。谓有

漏法有二种舍：一、断舍；二、弃舍。无漏有为虽无断舍而有弃舍，唯有择灭二舍俱无，名真出离。”（《大正藏》，册

27，页 164 中。）

b　 《佛地经论》卷 5，《大正藏》，册 26，页 312 中。

c　 《摄大乘论本》卷 1，《大正藏》，册 31，页 133 中。

d　 《成唯识论》卷 3，《大正藏》，册 31，页 14 中。

e　 《成唯识论述记》卷 4，《大正藏》，册 43，页 349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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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成唯识论》卷 3 所说：“能所断证皆依此识，是与还灭作依持用”a，《成

唯识论述记》如此辨析：“述曰：第三总结。能断道、所断惑、能证道、所证灭，皆

依此识，故与还灭为依持用。一断言通能，所也；一所言通断，证也。”b既然这样解

释，就应该许第八识作为涅槃的依持，为什么又许断舍此第八识？理由是认为无为法“无

有所依义”？实际无为法不从因缘生，这是否等同于没所依？若认为“第八识持惑道种，

道生断惑，证得涅槃。展转言之，亦依于识方能证得，”同样也还有涅槃是否有依持的

问题。

窥基法师提出一个问题：“本识既无，无识持种，其身都尽，将何修行？谁得菩提？

入无余已，若有善根，非但违教，亦违正理。身智既在，云何名为无余涅槃？”c

此处略作答：由于入无余涅槃不堕落众数，所以谈不上谁修行或得菩提。其实，

从依五蕴假施设补特伽罗，说有补特伽罗修行或得菩提，据实来说都无修行及得菩提者，

修行是指五蕴中慧心所等造作及烦恼心所断除。至于入无余涅槃有善根“违教”的理由，

是因为若干论典行文上看起来是主张无第八识或无种子。然而，经论中又许佛的第八识

恒无间断，如果入无余涅槃断舍此第八识或断舍清净种，岂非也说为“违教”？至于入

无余涅槃有善根“违理”的理由，是指承许无余涅槃界中有根身及意识等转识，然而

本文并不承许彼界有根身及意识等转识，另一方面也正是从道理上探索而说有第八识。

依于第八识建立了轮回和择灭，若有第八识时不妨害择灭，于身智不显时也不妨害。  

五、余论

虽然依前文所提的几个理由，可以推导出可以承许阿罗汉入无余涅槃不断舍异熟

识。然而《瑜伽师地论》《成唯识论》等论典毕竟有明确行文承许阿罗汉入无余涅槃断

舍异熟识，至少古代的若干大德的著作中如此理解。分析当然主要由慧心所进行，笔者

不敢相信自己的智慧超越那些圣贤。这样，笔者有必要反思：或许自己的辨析中存在过

失，只是自己没有发现。或者承许阿罗汉断舍异熟识的理由存在，只是目前没有发现。

本节考虑阿罗汉入无余涅槃断舍异熟识，在这个前提下寻找些理由及探索方向。笔者思

考后，认为存在几个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

a　 《大正藏》册 31，页 14 中。

b　 《大正藏》册 43，页 349 中。

c　 《妙法莲华经玄赞》卷 7：“《庄严论》云：‘余人善根涅槃时尽，菩萨不尔。’其二乘者入无余涅槃善根若尽，

同《庄严论》，云何经一万劫等修行始入十信，后经三无数劫方得菩提？本识既无，无识持种其身都尽，将何修行？谁得

菩提？入无余已若有善根，非但违教亦违正理。身智既在，云何名为无余涅槃？不同如来无漏依在，名有余依；有漏依尽，

名无余依。”(《大正藏》册 34，页 79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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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真如的依持问题

1. 唯识宗许本来自性清净涅槃、无余涅槃等四种涅槃。阿罗汉入无余涅槃断舍异

熟识的话，本来自性清净涅槃如何存在？无余涅槃的情状中所谓只余真如（解脱身），

彼真如（解脱身）与本来自性清净涅槃又是什么关系。或许二者成为一体，也就是说彼

真如（解脱身）就是本来自性清净涅槃，退一步也是于本来自性清净涅槃上成立。如果

真如（解脱身）与本来自性清净涅槃毫不相干，唯识学上安立本来自性清净涅槃有何实

际意义？

2. 断烦恼障的同时获得转依，而这种转依又是无为法。获得转依或者入无余涅槃

总会造成业果等缘缺不生，也就是说得到了若干非择灭无为，这些非择灭无为全部或者

部分可作为入于无余涅槃的阿罗汉的真如（解脱身）的依持。彼转依是种成就，又是无

为法，但却是能够获得的，涅槃可以理解获得择灭无为及非择灭无为造成一种结果或局

面。这种结果或局面中减去入无余涅槃时断舍的有为法，所余之法中或许存在堪作真如

（解脱身）依持者。不过，最简单的处理，就是这样一种可能：阿罗汉所得涅槃根本就

不需要依持，彼真如（解脱身）没有异熟识也能成立。

（二）二谛关系问题

  1. 此处考虑所知障种子除了金刚喻定顿舍的模式之外，还有入无余涅槃的顿舍方

式。第二种断舍所知障种的方式，并不是成佛的方式。阿罗汉入于无余涅槃，有解脱身（真

如）在，这种解脱身（真如）应该成为佛智的所缘，简单说能够被佛智认知到，这样才

能确认说阿罗汉入无余涅槃并没有成为兔角。辨析之后，难以认为这种解脱身（真如）

就等同于法无我（二取空圆成实性）。固然佛能认知到彼解脱身（真如）的法无我（二

取空圆成实性），但没有证据表明彼是法无我。因为这样的解脱身（真如）并不是遍一

切一味，并非在桌子、瓶子上都存在，并非是诸法的胜义谛体，否则桌子等也有解脱身。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真如，貌似只能从灭谛上理解。结合无余依涅槃，易知此灭谛可

以与五蕴无关，可以离烦恼障及生死苦而存在。总之，灭谛是一个很有必要深入探索的

点。能够超出（离开）烦恼障或生死苦的真如（灭谛），在有余依涅槃位与依他起性（有

为法）的关系是什么。如前所说，这样的真如（灭谛）又是解脱身，就不可能是桌子等

的法无我（圆成实性），解脱身（灭谛）不能在桌子等上安立。思考真如（灭谛）与依

他起性的关系，发觉给如来藏思想留下很大的空间。

2. 如来藏作为依持的问题。把“无始时来界”一颂中的“界”解释为如来藏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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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如来藏是善不善因，能遍兴造一切趣生”a来看，用如来藏解释有六趣等大抵也能

解释得通。如来藏与阿赖耶识的关系很是特别，因为如来藏为无始无始虚伪恶习所熏

而成为阿赖耶识（藏识），如来藏却不在阿赖耶识中，又是无生无灭。菩萨乘的修行，

可以描述为净除如来藏的阿赖耶识之名，也就是被取名为阿赖耶识的如来藏的取名的理

由无法成立。b那么，入无余涅槃也算是净除如来藏的阿赖耶识之名的一种方式。简单说，

如来藏与解脱身的关系是值得探讨的。当然，护法—玄奘一系的唯识学很少谈及如来藏，

一般把如来藏等同于法无我，通常指第八识的真如。当然，如来藏这个概念有着丰富的

内涵，除了第八识的真如外还有其他内涵，具体看语境。本文无意深入探讨如来藏，此

处只是提出：入无余涅槃的阿罗汉的第八识发生了巨大变化，无论是否许残余所知障种，

可以思考如来藏是否是依持。

结语

从有余涅槃和无余涅槃的界定来看，针对涅槃这种道果需要强调“诸结永尽”，“有

余依涅槃界”可以从阿罗汉寿命存在建立，“无余依涅槃界”可以从阿罗汉寿命已灭

建立。若阿罗汉寿命灭，由于没有润生的烦恼，即不受后有，不会得到根身及器世界，

正报和依报均无，所以必定入无余依涅槃界。阿罗汉得到了灭除诸结的这样一种道果，

体性是择灭无为，也就是灭谛为体，必定不会失去。尽管入无无余涅槃，由于不再具有

五蕴，无法讲哪位补特伽罗得到这样的道果，但此道果对应的法性存在。有部不许八识，

虽然许入无余涅槃五蕴断灭，但有部许涅槃有自性等，从而避免了断灭。有部认为两种

涅槃界都是有自性，都是无漏，都是无为，都是善性，都是道果，都是谛所摄，都是非

学非无学。总之，涅槃是建立在择灭无为上，是种不动法。

唯识宗依真如建立涅槃，许真如出烦恼障建立有余依涅槃，依真如出生死苦建立

无依涅槃。阿罗汉未入无余涅槃，容有所依粗重受和彼果境界受。有色界的阿罗汉具

有有色所依受，无色界的阿罗汉具有无色所依受。至于现在受，只要寿命未断就具有。

阿罗汉不是因为业尽而是因为烦恼尽入于无余涅槃，由于舍掉根身，第八识亦不再变出

根身及器世界，触及受等均无法存在，所以必然地所依粗重受和彼果境界受于无余依涅

槃界中不复存在，泉及现法所有苦乐一切无余尽灭。唯识宗典籍中有许阿罗汉入无余涅

槃舍异熟识及种子。然而若无第八识及种子，按照唯识教理就成为龟毛兔角，解脱成就

也就不能成立。阿罗汉入无余涅槃成为龟毛兔角且失去解脱成就，这没有道理。

a　 《大乘入楞伽经》卷 5，《大正藏》，册 16，页 619 下。

b　 《大乘入楞伽经》卷 5：“菩萨摩诃萨欲得胜法，应净如来藏藏识之名。大慧！若无如来藏名藏识者，则无生

灭。”(《大正藏》，册 16，页 619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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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对比佛的无余涅槃与阿罗汉的无余涅槃。唯识宗承许佛的第八识是大圆镜

智相应净识，许这种识尽未来际恒相续，又许佛亦有无余涅槃。入于无余涅槃后既然没

有有障无障的差别，又是什么去支撑“阿罗汉阙所修本弘愿故，又彼种类种性尔故”？

如果第八识支撑，在唯识体系内是很好的解释。另外，入无余涅槃不是成佛的方式。阿

罗汉入无余涅槃，并非阿罗汉的第八识转变成佛的第八识。阿罗汉的第八识与所知障种

子相应，不像佛的大圆镜智相应净识与所知障种不相应，所以也不会因为不相应的缘故

弃舍。舍只有断舍和弃舍，阿罗汉没有通过这两种舍来修治了所知障种子。所以，应许

入无余涅槃仍有所知障种。

第八识执持无漏种，与现行道为依持令证得涅槃。本文不认为“涅槃是第八识执持，

亦是依执”，认为第八识仅仅是涅槃依持。唯识宗许无余依涅槃界中般涅槃后仍然具有

所得转依，此等转需要依持。无余涅槃必定是道果，若无第八识，道果就连成立基础也

没有。总不应该在龟毛兔角上成立这个道果。

唯识宗典籍中许于无余涅槃，“唯余清净无为离垢真法界在”，“唯有转依无戏

论相离垢真如清净法界解脱身在”，不许有善清净识。本文应该有必要慎重考虑，有第

八识作为真如无漏界的依持。如果于无余依涅槃界中“善清净识当永灭”，也要承认佛

入于无余涅槃，佛的第八净识也永灭。如果不承认，就可以理解为有识体，只是没有活

跃分（现行）。简单说，有余涅槃的阿罗汉的异熟识变现根身和器界，无余涅槃的阿罗

汉的异熟识不变现根身和器界，于无余涅槃界中转识等也不得生，如此说为“灰身灭智”。

由于无余涅槃中，无新熏种子产生等原因，异熟识缘种子的情形也与有余涅槃不同，本

文姑且描述为异熟识没有活跃分。

基于以上论述，笔者认为有必要郑重考虑阿罗汉入无余涅槃不断舍异熟识的可能

性。然而《瑜伽师地论》等论典中的行文看起来，的确主张断舍异熟识，笔者在本文

探讨的问题上持谨慎态度。笔者也尝试寻找非择灭无为、如来藏等作为真如（解脱身）

的依持，也考虑了或许真如（解脱身）并不需要依持。此等问题重大，需要慎重思考，

笔者短时间内无法给出结论，兼之篇幅有限，所以无意展开。或许，既然涅槃不可思议，

不应该进行理智分析。然而，没有理智也就无法证得涅槃。笔者认为或许深入思维涅槃、

灭谛等，乃至于成为圣者，未来某一天可能就清晰地明了相关问题。

最后，感谢可教法师、林国良老师等，通过与他们的探讨，笔者受益良多。此文

也是笔者对相关探讨的总结，相信对于读者理解相关问题，有参考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