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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相续”的探讨

——以一切有部及唯识宗的观点为主

净智 a

【摘要】在“诸行无常”“诸法无我”的佛教语境下，只有通过“相续”来解释

诸如业果、轮回等现象，才可以避免断见的过失。本文以一切有部和唯识宗的观点为主，

分析“相续”在色、心等法上的不同安立，并结合业的相续、结生相续、善染相续等，

深入探讨“相续”的具体事例，最后总结“相续”的不同类型。

【关键词】相续；一切有部；唯识宗

“相续”是佛教经论中经常出现的，有着浓郁佛教特色的一个词，在“诸行无常”“诸

法无我”的大语境下，“相续”可以很好地解释诸如业果、轮回等佛教根本主张。不过，

“相续”是世俗名言上的施设，不宜做胜义的观察。如龙树就曾在《中论》中，对自性

见者所主张的“相续”，从“前后一异”“已灭未灭”的角度进行了破斥。b故本文所

要讨论的“相续”，都是指世俗名言所施设的，同一质流的前后续生。

由于佛教宗派众多，意见不一，在“相续”的问题上，如果全部梳理，势必让人

眼花缭乱，难以厘清主线。故本文只打算以一切有部和唯识宗的观点为主进行讨论，因

为二派都以阿毗达磨式的论义见长，对世俗法相有着超越其他宗派的精当分析，颇具代

表性。

a　 作者单位：苏州戒幢佛学研究所。

b　 若同一相续上的前后二者各有自性，那么二者要么是自性一，要么是自性异。若一则前后无转变，对于此不生

不灭的常法，完全没有必要讨论它的相续问题。若异则二者完全无关，故亦无相续。复次，后者生起时，前者是已灭还是未灭？

若已灭则后者非因前者而起，故非相续；若未灭，则前者常在，后不得起，或则前者应无尽生，这显然也是不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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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础法的相续

佛教将世间万法分为色法、心法、心所法、不相应行法、无为法五类。除无为法

是恒常之法，不须讨论外，其他的有为法都会涉及“相续”的话题。一般人以为，存

在的事物，就是相续的；哪一天不存在了，也就不相续了，何须讨论？但就佛教而言，

这是对“无常”的不敏感，比如佛陀曾教导弟子“念身无常”，生命不是五十岁、三十岁、

十岁、一岁、一月、一日、一时，而是“人命在呼吸之间耳”。a这种将“诸行无常”

推至极致的教法，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疑问——若一切有为法都刹那灭去，但现实的世界

并没有立刻崩坏，佛教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这就必须引入“相续”的概念。如果说

无常是为了对治常见，那么相续则是为了对治断见。

（一）色法的相续

对于闪逝之电、击掌之声而言，我们不会认为在前者结束后，下一次生起的电光、

声音依然是上一次的相续，而会认为是各个独立的缘起现象。但对于眼前的桌椅，我们

大多会认为它们是前一天、前一时、前一分、前一秒桌椅的相续，因为它们显现得如此

相似，肉眼根本无法察觉它们前后刹那的变化。为何不同的色法，彼此的相续不同呢？

正量部解释说，声、光等色是刹那灭的，而诸如大地、肉身、薪木等色，经时久住，

非刹那灭，只有遇到劫尽、死亡、火烧等外缘，才会坏灭。b也就是说，灭则不续，续

则不灭，刹那灭与相续生是矛盾的，这与一般世间人的看法吻合。但这显然在理论上弱

化了“诸行无常”的含义，在实践上消减了“无常观”的力量，从而招到了一切有部、

经部，乃至唯识、中观等佛教主流宗派的批评。因为“无常”于小乘道是悟入苦谛的初门，

于大乘道是悟入空性的阶梯。如果承许某些色法非刹那无常（细无常），而是将来待缘

才会无常（粗无常），不仅在理论上会遇到“若先不灭，后亦不应灭”的责难，c在修

行上也很难杜绝“偷心不死”的贪执，如说“花无百日红”，毕竟还有个“百日”可贪，

于是乎“今朝有酒今朝醉”，“花开堪折直须折”，反令一部分人更加执著于当下的暂

住不灭，去道远矣。

a　 《佛说处处经》，《大正藏》第 17 册，第 527 页。

b　 如《俱舍论记》卷 13云：“正量部计，有为法中，心、心所法，及声、光等，刹那灭故，必无行动。不相应行，

身表业色，身、山、薪等，非刹那灭，多时久住。”见《大正藏》第 41 册，第 201 页。

c　 如《俱舍论》卷13云：“若初不灭后亦应然，以后与初有性等故，既后有尽知前有灭。”见《大正藏》第29册，

第 67 页。又《瑜伽师地论》卷 34 云：“谓彼诸行要有刹那生灭，灭坏方可得，有前后变异，非如是住得有变异，是故诸

行必定应有刹那生灭。”见《大正藏》第 30 册，第 4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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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有部和唯识宗都主张“灭不待（外）因”，即有为法的“生”虽然需要众多

因缘的和合，但“灭”则不需要任何其他外在条件，刹那即灭，这是有为法的本性使然。

如《阿毗达磨俱舍论》（以下简称《俱舍论》）云：“故无有因令诸法灭，法自然灭，

是坏性故，自然灭故，才生即灭。”a如置一盆水于火上煎煮，正量部（也包括大部分

世间人）认为是火令水蒸发灭尽，若无火的热力，水将一直保持不灭。而实际上，火不

是水灭的因，而是阻碍其相续的因。如《俱舍论记》云：“火但能令前水无力不引后水，

又违后水令不得生，非灭前水，故无有客因令诸行灭。”b由此可知，色等有为法相续

与否，和其自身刹那灭的内在属性无关，而是与外在的违缘相关。违缘可以减弱有为法

相续的力量，而当强盛到一定程度时，就会令相续完全终止。c

外在的五尘尽管刹那灭去，但若未遇到违缘会一直相续下去，内在的五根也是一样，

若未遭遇疾病、伤害、死亡等，也会不断地相续。这些粗显色法的相续很容易理解，但

困难的是，佛教还有法处所摄色的概念，这种无见无对、唯意识所知的色法，在佛教内

部颇有争议。

一切有部认为法处所摄的微细色是指无表色，《俱舍论》对无表色的描述是“乱

心无心等，随流净不净”，d即由善恶的身语表业所感召的无表色，无论是在同性心、

异性心、有心位、无心位（如入无心定），都会相似相续下去。戒体能防非止恶，业会

增长广大，都与此无表色的相续有关。

（二）心心所法的相续

不同于色法上的分歧，佛教绝大部分宗派都主张心心所是刹那灭的，而且其相续

的问题，也有一个专门的词“等无间缘”来会通，这是因为心心所法的相续，不仅关系

到如何解释回忆等日常现象，还牵涉到有关轮回、业果等佛教理论，故须予以特别的重

视。

佛教认为心心所法的生起依赖四个条件，即因缘、增上缘、所缘缘、等无间缘。

其中等无间缘，是指前心心所无间能作后心心所生起之缘，e一切有部与唯识宗主张，

色法的相续虽也可说次第无间，但因前后不等，故不立等无间缘。f

a　 《俱舍论》卷 13，《大正藏》第 29 册，第 68 页。

b　 《俱舍论记》卷 13，《大正藏》第 41 册，第 203 页。

c　 如《瑜伽师地论》卷 34云：“由彼诸行与世现见灭坏因缘，俱灭坏已后不相似生起可得，非彼一切全不生起。

或有诸行既灭坏已，一切生起全不可得，如煎水等，最后一切皆悉消尽。”《大正藏》第 30 册，第 473 页。

d　 《俱舍论》卷 1，《大正藏》第 29 册，第 3页。

e　 心王与心所总是相伴而生起，以心王为主，心所为辅，讨论时为了方便，有时只说心王，略去心所。

f　 如《俱舍论》卷 7云：“色等皆不可立等无间缘，不等生故。”《大正藏》第 29 册，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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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心对后心有开避和引导的作用，没有等无间缘，心识就无法生起。故今世第一

个心识的生起，不是一个孤立的突发现象，而是以前世或中阴的最后心作为等无间缘而

相续生起的。同理，今世的最后心又可成为后世初心生起的等无间缘，这就是佛教成立

前后世存在的一个理由。a又因为佛教承认宿命通的存在，故此世的心识与前世的心识

必然是同一个相续，否则无法生起关于前世的忆念，这也间接否定了以大脑等色法作为

记忆载体的主张。在整个轮回当中，心心所的相续就这样一直依赖“等无间缘”的串联

而辗转下去，直到成为阿罗汉，于最后入无余涅槃时，才会中断。b

一切有部与唯识宗关于“等无间缘”的定义略有差别。一切有部是“识不俱起”论者，

他们认为每一刹那只有一个心识，正看的时候不能听，正听的时候不能看，但由于平

常我们的心非常粗糙，对于刹那变化的无常观察不到，所以就以为可以同时见闻觉知，

而其实是“心无二用”的。所谓的“等”，不是指前后心的性质、种类相同，或心心所

总数相等，而是说体数相等，如前一心王，后亦一心王；前一受心所，后亦一受心所。

而唯识宗是“诸识俱起”论者，他们主张在众缘具足的前提下，一刹那中也可以多识俱起，

特别是从不中断的第八识，作为种子的载体，不可能因为其他识的生起就会中断，否则

无法保证业等相续不失。故他们认为“等无间缘”的“等”，是指同类心识的体数相等，

即灭去的眼识，只能作为无间后起眼识的等无间缘，而不能作为后起意识的等无间缘，

因为它们属于不同类的心识。

眼等六识会有完全中断后再生的现象，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是同一续流。因为“等

无间缘”的“无间”，不是说前后心识毫无间断，而是说前后二心之间没有夹杂其他心

识（有部宗观点），或没有夹杂其他同类的心识（唯识宗观点）。比如，某人入无心定

一段时间，其入定前的最后一刹那意识，是出定后最初一刹那意识的等无间缘，因为

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所以虽然中间存在中断，但前后心依然被视为同一心识的相续。

另外，除了等无间缘外，唯识宗还将前六识在现行间断后得以再续的原因，归结为其所

熏藏在阿赖耶识中的六识种子，这些相续不断的种子，是后续心识得以现起的亲因缘。

（三）不相应行法的相续

一切有部主张在色心之外，另有十四种实体性的有为法，它们摄属于行蕴，但又

不与心相应，故被称为不相应行法。唯识宗虽然也主张多达二十四种不相应行法，但认

a　 如《大毗婆沙论》卷200云：“见今时心多念相续，由前前灭有后后生，后心必依前心而起，前心有力必引后心，

遇极厌缘后方不起，由斯此世初受生心，定有前心为因引起，将命终位无极厌缘，正死时心定能引后。”《大正藏》第27册，

第 1003 页。

b　 如《俱舍论》卷 7云：“除阿罗汉临涅槃时最后心心所法，诸余已生心心所法，是等无间缘性。”《大正藏》

第 29 册，第 3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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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些都是色心分位的假施设，并无实体。由于不相应行法种类众多，本文仅就一切有

部的“得”，这一与相续关系较为密切的法为例，探讨此不相应行法是如何相续的。

在一切有部“三世诸法各住法位”这看似静止不动的理论框架下，“得”如同绳

索一样，将诸法系属于有情的自相续上，正是由于“得”的作用，使得前后诸法与有情

产生联系，不致脱节。故即使有为法刹那灭而住于过去，但依然可以通过“得”使其功

能不失，如《阿毗达磨顺正理论》（以下简称《顺正理论》）云：“由所许得是已得法

不失因故。”a不过，“得”虽然保证了刹那灭的“有为法”与有情的联系不会中断，

但“得”本身也是刹那灭的，谁来保证它自身的不失呢？一切有部于是又提出了“得得”

与“法后得”这两个衍生的“得”来解决。

善染等法在生起时，伴随有两种“得”生起——法得（也称大得）和得得（也称小得）。

“大得”的功用是得本法等，“小得”的功用是得“大得”，不过依此类推，则应该

另有“小小得”来得“小得”，这样就会无穷无尽地“得”下去。为了避免这种过失，

有部论师们主张“大得”亦能兼得“小得”。b于是乎“大得”与“小得”就可以相互

得生，一切有部正是以这种类似循环论证的方式，维护着“得”的合理性。

不过，与法俱起的大得、小得，也是刹那灭入过去的有为法，故还须依靠其后刹

那的“法后得”辗转相续，才能保证前“得”不失。也就是说，后续的每一个刹那都将

复制前面所有刹那的“得”的副本——法后得，及与此法后得同一刹那的得得。c正是

通过这种自我复制，“得”便以几何级数地倍增，而不断地相续下去。

二、具体事例的相续

（一）业的相续

业可以分为思业、思已业；身业、语业、意业；表业、无表业等。经中常说：“假

使经百劫，所作业不亡，因缘会遇时，果报还自受。”d业的体性是什么？业在完全感

果前，如何不亡失？不同的宗派有着不同的说法。

一切有部认为，身表业的体是形色，语表业的体是声音，意业的体是思心所，无

a　 《顺正理论》卷 12，《大正藏》第 29 册，第 397 页。

b　 如《俱舍论》卷 4云：“以法生时并其自体三法俱起，第一本法，第二法得，第三得得。谓相续中法得起故，

成就本法及与得得，得得起故，成就法得，是故此中无无穷过。”《大正藏》第 29 册，第 23 页。

c　 如《俱舍论》卷 4云：“如是若善若染污法，一一自体初生起时，并其自体三法俱起，第二刹那六法俱起，谓

三法得及三得得，第三刹那十八俱起，谓于第一第二刹那所生诸法有九法得及九得得。如是诸得后后转增。”《大正藏》

第 29 册，第 23 页。

d　 《大宝积经》卷 57，《大正藏》第 11 册，第 3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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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业的体是无表色。无表业本身，在没有违缘的情况下，可以相似相续下去，这使得罪

福业可以在有情毫无察觉的情况下，不断增长广大，因为其相续的每一刹那都有感果的

功能。

但不同类型的无表业，其违缘不尽相同，以别解脱无表为例，a除非出现以下五种

情况，否则它就会一直相续下去。如《俱舍论》云：“舍别解调伏，由故舍命终，及二

形俱生，断善根夜尽。”b即若受戒者对他人表达舍戒的意愿，或死亡，或变为双性人，

或断善根，或受八关斋戒至第二日天明，在这五种情形下，别解脱无表就会中止，因为“与

受相违表业生故，所依舍故，所依变故，所因断故，过期限故。”c由此可见，无表业

色的违缘非常特殊，既有主观层面的，也有客观层面的，有的与心理变化有关，有的与

生理变化有关，有的与外在环境变化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无表业的相续是业增长广大

的因，而非令业得以感果的因，因为站在一切有部三世实有的立场上，即使无表业中断，

那些已经灭入过去的诸业，在因缘成熟之际，其果报依然可以在同一有情的相续上呈现。

唯识宗认为业的体不是色法，而是思心所或其所熏的思种，现行的业思虽然刹那

灭入过去，但其熏藏在阿赖耶识中的种子，一方面遵循着有为法“刹那灭”的原则，另

一方面，在没有对治的情况下，不断地相续下去。如《成唯识论》云：“然种子义略有

六种，一刹那灭，谓体才生无间必灭有胜功力，方成种子；……三恒随转，谓要长时一

类相续至究竟位，d方成种子。”e也就是说，在造业与感果之间，通过业所熏的思种

隐蔽的相续，构成前后的因果关联。业种与其他种子一样，永远只在现在世，它们不断

地灭去，但又不断地续生新的自类种子。有情若重复类似的业行可以熏长旧种的势力，

而生起相违的业行可以削弱它们的势力，除非完全得到对治，它们感果的功能就会一直

相续下去，一旦机缘成熟，就会以增上缘的身份，促成阿赖耶识的因缘亲种，形成新的

果报识。f

（二）结生相续

佛教认为轮回无始而有终，在证入无余涅槃之前，补特伽罗由于烦恼和业力的推动，

a　 无表色可以分为律仪无表、非律仪无表、处中无表三类。律仪无表又可分为别解脱无表、静虑生无表、道生无

表。内容相当复杂，此处只选择“别解脱为表”为例，简单地叙述一下它的相续。

b　 《俱舍论》卷 15，《大正藏》第 29 册，第 79 页。

c　 《俱舍论》卷 15，《大正藏》第 29 册，第 79 页。

d　 这里的“至究竟位”，指的是得到对治。如《成唯识论述记》卷 3云：“至得对治道，名至究竟位。”见《大

正藏》第 43 册，第 310 页。

e　 《成唯识论》卷 2，《大正藏》第 31 册，第 9页。

f　 唯识宗认为只有第八识总报之果体，才是“真异熟”。而一切有部等所说的异熟果，是从真异熟而生者，只能

称为“异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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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被迫地死此生彼，相续不绝。经中常以薪火之喻为例，如《中阿含经》云：“犹如

十木聚，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木聚，以火烧之，洞然俱炽，遂见火焰，后无

有人更益草、木、糠、粪扫者，前薪已尽，后不更益，无所受已，自速灭也。”a由此

可知，对五蕴的爱取，就如同不断增添的薪木，使得轮回之火不断续生；反之，若断除

对五蕴的爱取，就如同不再添薪，轮回之火将渐趋熄灭。

在一般的表述上，补特伽罗（数取趣）是生死轮回的主体，但实质上，补特伽罗

只是依五蕴而作的假施设，轮回只是五蕴的不断相续。b如一切有部就认为：“有情但

依现有执受相续假立，说一切行皆刹那灭，定无少法能从前世转至后世，但有世俗补特

伽罗说有移转。”c对于在欲色界流转的补特伽罗来说，色蕴的相续是安立有情相续的

关键，因为彼等未离色贪，识等四蕴必须依附色法的相续而转。d但色的相续，比如前

一期的尸骸和后一期的受精卵，看上去毫无关联，这如何能安立为是同一有情的相续

呢？

大众部等认为，从此到彼，色的相续不一定要不间断地位移，而是可以无视空间

距离地直接跳跃，如人站在镜前，脸像便立即呈现。e 一切有部反驳说，此喻并不恰当，

因为人脸与镜像是不同的相续，二者可以同时存在，而补特伽罗的相续，必然前时死已，

后时方生，如同一相续上的谷种与芽，不可能同时存在。f

又人脸与镜像之间定有微妙色法相连（类似现代科学所说的光波），只是人眼无

法察觉，而误以为镜像是人脸跳跃性地呈现。但若做一实验，在脸与镜之间置一隔板，

阻断隐蔽的光波，像就不会呈现，如《顺正理论》云：“中间有隔，像不生故。”g故

欲色界的补特伽罗在死生之间，亦应有微妙色法相连，这成为一切有部安立“中有”存

在的理由，如说：“由此应知别有色往，是故中有定有理成。”h

由于无色界没有异熟色的存在，故下界补特伽罗殁后生彼，不须中阴身作为色蕴

相续的媒介。不过，补特伽罗从无色界殁后，重新生于下界时，其面临的诠释难题是，

a　 《中阿含经》卷 57，《大正藏》第 1册，第 787 页。

b　 如《杂阿含经》卷 13 云：“有业报而无作者，此阴灭已，异阴相续。”《大正藏》第 2册，第 92 页。

c　 《异部宗轮论》卷 1，《大正藏》第 49 册，第 16 页。

d　 如《顺正理论》卷 23 云：“诸有于色，未得离贪离色，唯心相续流转，理不成故。若心离色可相续流，则应

受生定不取色，故心相续，必与色俱，方能流转。”《大正藏》第 29 册，第 473 页。

e　 如《俱舍论》卷 8云：“岂不现见有法续生，而于其中处亦有间？如依镜等从质像生，如是有情死有生有，处

虽有间何妨续生？”《大正藏》第 29 册，第 44 页。

f　 如《顺正理论》卷 23 云：“质与像非一相续，像与本质俱时有故，诸相续者必不俱生，像质俱生故非相续。

有情相续前后无间，于此处死余处续生，但应引谷为同法喻，像非等故为喻不成。”《大正藏》第 29 册，第 473 页。

g　 《顺正理论》卷 23，《大正藏》第 29 册，第 473 页。

h　 《顺正理论》卷 23，《大正藏》第 29 册，第 4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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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中断几万劫的色是如何续起的？a一切有部解释说，色法续起原因有三：现在世的顺

色生心，过去世的色俱行心，过去世的色法。b但这招到了其他宗派的强烈反对，且不

说心法如何能作为不同类的色法之因，单是数万劫前早已断灭的色法能作为后续色法生

起的因，就足够令人匪夷所思的了。

唯识宗认为“间断者应不更生”，c同一相续的补特伽罗，之所以能在内色现行中

断数万劫后续起，是因为阿赖耶识中储存有色法种子，这些种子从过去世辗转传来，外

缘成熟时便能重续色法的现行。如《瑜伽师地论》云：“由彼识中有色种故，色虽间断

后当更生。”d也就是说，色法的表象虽然有所中断，但其内在的功能通过阿赖耶识保

持下来，故即使是前后相隔几万劫的色身，亦可安立为是同一补特伽罗的相续，因为阿

赖耶识一直相续未断故。

（三）续善根与续生烦恼

入出无心定的有情，其心心所法于中断后可以续起，从无色界殁的有情，其色法

在中断后可以续生，这些中断后再次相续的例子，上文已述。以下将从善染心所，断后

再续的角度，分析断善根者如何再续善根，断烦恼者如何再续烦恼的问题。

通常所说的善根，是指无贪、无瞋、无痴这三个心所法。e而关于断善根，佛教中

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提婆达多，佛陀说他一毛发量的善根都没有，因此无法救治，必堕

地狱。f而善根未断者，即使现前善法已灭，但将来还有重生的可能。g

原始经典中虽未谈及提婆达多之类的断善根者，后世能否再续善根，但一切有部

和唯识宗都认为可以再续，因为提婆达多只是今世邪见炽盛、造五逆无间罪，由意乐加

行皆坏的缘故，佛陀方说他于现身中无法再续善根，但并不否定其后世再续，而其他轻

微的断善根者，甚至有现身再续善根的可能性。

一切有部认为，拨无因果的上品邪见能断善根，“断善根”以善的“非得”为体。

a　 如《大毗婆沙论》卷 83 云：“欲色界死生无色界，或二万劫，或四万劫，或六万劫，或八万劫，诸色断已后

死还生欲色界时，色云何起？若色断已还得起者，般涅槃已诸行既断，亦应后时还起诸行。”《大正藏》第27册，第431页。

b　 如《顺正理论》卷 77 云：“从无色将生下时，顺色生心相续而住，由彼势力引下色生，然不可言唯从彼起，

亦以先世色俱行心相续为缘，久已灭色为自种子，今色方起，许同类因通过现故。”《大正藏》第 29 册，第 757 页。

c　 《成唯识论》卷 3，《大正藏》第 31 册，第 15 页。

d　 《瑜伽师地论》卷 93，《大正藏》第 30 册，第 828 页。

e　 如《杂阿含经》卷 14 云：“无贪、无恚、无痴，是名三善根。”《大正藏》第 2册，第 94 页。

f　 如《中阿含经》卷27云：“我以不见提惒达哆有白净法如一毛许，是故我一向记提惒达哆必至恶处，生地狱中，

住至一劫不可救济。”《大正藏》第 1册，第 600 页。

g　 如《中阿含经》卷 27 云：“此人善法已灭，不善法已生，余有善根而不断绝，从此善根当复更生善，如是此

人得清净法。”《大正藏》第 1册，第 6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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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后时此人，对因果生起“或许有”的怀疑，或生起“决定有”的认知，善“得”就可重获，

此名为“续善根”。a在一切有部三世诸法恒有的理论下，所谓善根的断和续，只是就

善法的“非得”和“得”而言，无关法体本身。

经部上座将“善根”视为“随界”（种子的异名），这招到了一切有部的抨击。b

唯识宗虽也主张种子说，但认为善根不应依种子安立，而应依无贪等善法的现行安立。c

由于善种还在，所以后时还可再续。如果连种子都断了，那是无论如何也接续不了的。

如果说善根断了可以再续，那么烦恼等染法断了是否也可以再续呢？一切有部认

为也可以。他们主张修世间禅定者虽已断下界烦恼，但将来还会续起，钝根阿罗汉虽已

断三界烦恼，但也容可再生。此中道理，与断善根后再续善根的情况一样，都是在“得”“非

得”上施设，而非关烦恼自体，彼恒有故。

但这招到了其他宗派的反对，因为即使是承许善根可以再续的唯识宗，也不认为

某法被连根拔除（即种子都被断除）后还可以再续。而烦恼的断除必须建立在烦恼永不

续生的含义上，即必须是指断除烦恼的种子。d世间禅定只能暂伏烦恼的现行，而不能

断烦恼的种子。e经中虽说有退法阿罗汉，f但这只是说其退失禅定，非退起烦恼。g

故唯识宗认为，烦恼若断，是绝不可能再相续的。

三、其他类型的相续

（一）恒常相续

绝大多数的有为法，当遭遇强盛的违缘时，相续便会中断；有些是完全中断，绝

a　 如《俱舍论》卷 17 云：“谓因果中有时生疑，此或应有，或生正见定有非无，尔时善根得还续起，善得起故

名续善根。”《大正藏》第 29 册，第 89 页。

b　 如《顺正理论》卷 18 云：“随俱善根既旧随界，此善根无，故彼随界亦无，随界既无，后因何法善根续起？

又初续位善根现无，应无随界，既无随界，何缘名续后善根起？”《大正藏》第 29 册，第 441 页。

c　 如《瑜伽师地论》卷 1云：“此中种子亦名善根，无贪瞋等亦名善根。但由安立现行善根相违相续名断善根，

非由永拔彼种子故。”《大正藏》第 30 册，第 281 页。

d　 如《瑜伽师地论》卷58云：“问，诸修行者断烦恼时，为舍缠耶？舍随眠耶？由断何故说名为断？答，但舍随眠，

以烦恼缠先已舍故，断随眠故说名为断。何以故？虽缠已断未断随眠，诸烦恼缠数复现起；若随眠断，缠与随眠毕竟不起。”

《大正藏》第 30 册，第 623 页。

e　 如《瑜伽师地论》卷 55 云：“无有纯世间道能永害随眠。”《大正藏》第 30 册，第 606 页。

f　 如《中阿含经》卷30云：“云何九无学人？思法，升进法，不动法，退法，不退法，护法（护则不退、不护则退），

实住法，慧解脱，俱解脱，是谓九无学人。”《大正藏》第 1册，第 616 页。

g　 如《瑜伽师地论》卷90云：“若阿罗汉根性钝故，于世间定是其退法，未能解脱所有定障。”《大正藏》第30册，

第 8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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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再续；有些则在将来生缘具足时，重新续起。但也有个别的有为法是从不间断一直相

续的，比如唯识宗所说的第八识。此宗主张，除了定性二乘入无余涅槃外，a第八识是

恒转相续的。由于这种特性，极易于外道的常我混淆，故《解深密经》中佛陀说：“阿

陀那识甚深细，我于凡愚不开演，一切种子如瀑流，恐彼分别执为我。”b那些没有无

漏种子的“无种姓者”，由于其永远没有解脱的可能，故其第八识会一直以有漏无记的

状态延续下去；而具有大乘种姓者，通过发心修行，及至最后成佛，第八识也不会中断，

只是在成佛的刹那，由原先的有覆无记转为无漏善，其名称也由异熟识转变为无垢识等。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成佛后的第八净识虽说相续，但其体性不会再有改变，这

与其未转依前的状态，以及其他有为法的相续大为不同。其每一刹那的现行都能遍知十

方三世一切，且不再有任何熏习导致种子增减，如《成唯识论》云：“由此如来第八净识，

唯带旧种非新受熏。”c因为若有增减，佛陀便非圆满者了。这样的“相续”几近于“常”，

但这还是有为法吗？《成唯识论》解释说：“所依常故，无断尽故，亦说为常，非自性常，

从因生故，生者归灭，一向记故，不见色心非无常故。”d也就是说，虽然成佛后的第

八识前后刹那没有增减，但它还刹那灭的无常法，只不过从其所依法界及无尽利生的角

度，也可以方便说其为“常”。

（二）断续共存

断和续在字面上是一组矛盾的概念，似乎无法同时存在。但在经典中，“断”有

时还有其他的意思，于是就会出现某法已断，但实际上依然相续的情况。如《杂阿含经》

云：“若比丘于眼欲贪断，欲贪断者，是名眼已断，已知断其根本，如截多罗树头，于

未来世成不生法。”e这里所说的“断”，一切有部称之为“缘缚断”，即有漏的善无

记法，若断除了能缘它的烦恼，使其不再受烦恼的束缚，就被称为“断”，但这并不妨

碍其自体依然存续一段时间。f故经中说“眼已断”，并不是指阿罗汉等变成了盲人，

而是说他断除了对眼的贪欲，从而在一期生命结束后，不会再有新的眼根续起，但过去

眼根的相续并没有马上终止。如同疾驶的车辆，在刹车后，依然会有惯性的滑动。

a　 依护法所传的唯识学，第七识作为第八识的俱有依，也是可以无间断地相续下去；但安慧所传的唯识学，成佛

时无无漏的第七识，故本文将有争议的第七识略去不说。

b　 《解深密经》卷 1，《大正藏》第 16 册，第 692 页。

c　 《成唯识论》卷 2，《大正藏》第 31 册，第 9页。

d　 《成唯识论》卷 10，《大正藏》第 31 册，第 57 页。

e　 《杂阿含经》卷 31，《大正藏》第 2册，第 225 页。

f　 如《大毗婆沙论》卷 80云：“诸有漏善、无覆无记，不违圣道，非自性断，彼若断已，犹可成就。”《大正藏》

第 27 册，第 4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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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结语

“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是佛教的基本法印，但如何在不违背此大前提的情况下，

解释轮回业果等现象，就必须引入“相续”的概念。“相续”是指世俗名言所施设的，

同一质流的前后续生。因为佛教不承认有灵魂等不变之物的相续，故一切相续都只能在

色心等有为法上安立。

某些看似稳定的外色，人眼几乎无法察觉其刹那的变化，而每被其前后相似的样

态所蒙蔽，以为非由外缘的力量，不能使其灭坏。但其实它们是刹那生灭的，其相续与

否，与其自身的无常本性无关，而与外在的违缘相关。火等违缘是阻碍水等相续的因，

而非令水等灭去的因，故刹那灭与相续生并不矛盾。

心心所法的变化无常极易观察，而有情能够忆念今生乃至前世的种种，说明前后

的心心所法必然存在关联。佛教常用“等无间缘”来解释前后心的因果关系，离开前心

的开辟引导，后心无法生起，尤其是“等”义，是彰显前后心为同一相续的关键。

一切有部在传统共许的色心外，另立“得”“非得”等不相应行。“得”是保证

所得法与有情系属不失的纽带，作为有为法，其本身也可凭借同刹那互生的“得得”，

以及前后不同刹那的“得”，不断地辗转相续。

基于对色、心、心所、不相应行法相续的不同看法，一切有部与唯识宗对业果、死生、

善染等具体事例的相续问题，便有了不同的解读。

一切有部认为，由善恶表业所引发的无表业色，若未遇违缘，即使在后时生起了

与前造业时不同类的心，或者进入无心定等状态，依然会相似相续下去。无表业的相续

令业得以增长广大，即使后时中断，那些已经灭入过去的诸业，在因缘成熟之际，果报

依然可以在同一有情的相续上呈现。而唯识宗则以业的现行熏生业种，种子自类相续，

外缘成熟时，业种感生果报的方式，解释业果之间的联系。

在轮回中流转的补特伽罗并无实体，而只是依五蕴的相续而假立。在欲色界的结

生过程中，新生的色身与前世死去的色身，这两个看似毫无关联的色法，通过中阴身所

具有的微妙色法，连接成为同一补特伽罗的相续之流。而无色界殁重返下界的补特伽罗，

一切有部主张久灭的旧色可作为续生新色的同类因，而唯识宗则主张储存在第八识中的

色种作为续生色的亲因缘。

断善根者由于邪见增上的缘故，使得无贪等善法无法现起，但将来若对因果生起

正见，甚或一丝微小的怀疑，也能使得善根续生。一切有部将善根的断或续，安立在

“得”与“非得”上，而唯识宗则将之安立在善法的现行上。善根断后之所以还可以再续，

是因为断的只是表象，而非真正的断。一切有部主张法体恒有，断的只是“得”，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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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本体；唯识宗主张断的只是现行，而非种子。若种子也被断尽，则将来绝无再续的

可能。由此之故，在烦恼断后能否再续的问题上，双方就有了差异，主张断烦恼“得”

而不断烦恼“体”的一切有部，容许已断烦恼可再续生；而主张断烦恼种子的唯识宗，

则否认阿罗汉还会续生烦恼。

总的来说，有为法的相续可以有四种类型，除了相续一段后永断，以及间断后再

续这两种类型外，也有从不间断一直相续的类型，比如唯识宗所主张的第八识。除了定

性二乘入无余涅槃外，此识会一直恒转下去，且成佛后此识不再如未转依前有所增减，

它既是无常，也是常。另外，某些有为法虽然目前还在，但由于已断除了它将来相续的

可能，故亦方便说其已断，这是断续并存的情况。

总之，相续是非常复杂的问题，一方面“相续”的含义徘徊于断常之间，在诠释

上须避免堕于二边；另一方面，各宗派的不同主张加剧了问题的复杂性，虽然一切有部

与唯识宗都有阿毗达磨论义的传统，在“刹那灭”“中阴身”等方面也有共识，但由于

“三世有”与“现在有”的根本立场不同，故也存在明显的分歧。特别是有部的“得”

和唯识的“阿赖耶识”，是二宗解释诸多相续问题的不共特色及关键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