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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佛教文献中时间的存在与实有问题 a 

——从《弥兰王问经》到《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

陈群志 b 

【摘要】在佛教思想史中，部派佛教有关时间是“三世实有”（说一切有部）

还是“现在实有”（经量部）的争论由来已久。所带来的疑问是：印度佛教中思考

时间的存在与实有问题到底是如何起源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就不得不追溯到佛

教的早期文献，甚至追溯到《奥义书》。因此，我们从《弥勒奥义书》谈起，阐明

了佛教时间观的原初起源，再考察了《弥兰王问经》探究时间的存在与实有问题的

早期追问，然后过渡到《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审视和检证了有部学派的时间观，

不过还未涉及后来世亲与众贤的争论，最终目的是想借此澄清前述问题，为进一步

研究奠定基础。

【关键词】时间学说；实有问题；部派佛教；《弥兰王问经》；《阿毗达磨大

毗婆沙论》

世尊说法，没有对时间问题进行详细解说。部派佛教中的有部学派（说一切有

部）以及由有部学派分化出来经部学派（经量部）则对此问题则有较深入的探讨。

前者认为，诸法的法体具有实在性，因此三世的时间也具有实在性，法引生自果，

a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当代英美哲学中的时间理论研究”（项目号：19BZX101）的阶段性成果。

b　 作者简介：陈群志（1982- ），男，湖南娄底人，哲学博士，江苏师范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校聘副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佛教哲学与佛学时间、意识哲学与心性现象、时间哲学与时间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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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生已灭是过去，未生未灭是未来，已生未灭是现在，时间就在此活动中显现，它

的体性是实有的。后者认为，过去未来是假有的，唯有现在才具有实在性。两派的

详细争论，在世亲（Vasabandhu，或译天亲，约 380-480 年）所造的《俱舍论》和

众贤（Samghabhadra，约 5 世纪左右在世）所造的《顺正理论》中可以看到。然而，

我们不得不追问：印度佛教中思考时间的存在与实有问题到底是如何起源的？由此

追问，就需要回到《弥兰王问经》（《那先比丘经》）a以及有部学派所依的《阿

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因此，本文拟对印度早期佛教中如何思考时间问题的起源做

出简要分析和阐明。

一、从《弥勒奥义书》到《弥兰王问经》的时间论说

在印度哲学—宗教之中，如果要追述时间问题的思考，自然离不开诸《奥义书》

中所给出的原初意义。《弥勒奥义书》中说：

诚然，大梵之态有二：时间与非时间也。先于太阳而有者，非时间也，

无分；始与太阳而俱有者，时间也，有分。诚然，有分者之相为年，一切

众生，皆由年生出者也。出生已，以年而长大，终又灭没于年中。是故年

诚为造物主，为时间，为粮食，为大梵所居，为自我。于是有颂曰：

诚哉是时间，乃使万物熟，皆在巨灵中，生成并长育。

复在何者内，时间乃成熟？如有知此人，《韦陀》已明读。b

a　 此经汉译为《那先比丘经》，南传佛教称为《弥兰陀王问经》，前者依据答者得名，后者依据问者得名。

其中主要记载了公元前 2 世纪中叶的佛教圣僧那先与统治北印度的希腊人弥兰陀王之间就佛教义理进行的智慧对话。

梁启超认为：“此经之流传，（一）可以知希腊人与佛教之关系，（二）可以知北方佛教亦应受希腊文化之影响，（三）

可以知大乘学派发生甚早，且其渊源实在北方，诚佛教史上一宝典也。”（梁启超：《< 那先比丘经 > 书》，《佛学

研究十八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281 页。）

b　 《韦陀》又译《吠陀》，包括《梨俱吠陀》（Ṛg-veda）、《娑摩吠陀》（Sāma-veda）、《夜柔吠陀》

（Yajur-veda）和《阿闼婆吠陀》（Atharva-veda）四种，四吠陀的传统译名依次为《歌咏明论》《赞颂明论》《祭

祀明论》《禳灾明论》。参见巫白慧：《〈梨俱吠陀〉神曲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5页；孙晶：《印

度吠檀多哲学史》（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年，第 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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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具体之时间，万物之渊海，中有萨未桎居焉（太阳神，鼓动生育

者也）。由彼而生此群有，月星宿年等。由此等乃更生世界万物；凡世间

可见之美者丑者，皆由此等而起。是故太阳为大梵之自我，而太阳亦名时

间，人所当敬也。a

据此可知，大梵有两种形态——时间与非时间。在太阳出现之前，没有时间和

时间单位，随着太阳的出现才有时间和时间单位，并且时间就是造物主，它能够创

生万有，也就是说，时间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由时间创造的。这大体就是《奥义书》

系统对时间的基本规定。b如此规定当然有着印度自身的传统，如《阿闼婆吠陀》（成

书于约公元前 600 年前）中就记载说：“时间产生着万有，时间包容着万类。”“至

高无上的天国在时间中创生，众生云集的尘世在时间中萌发”。“有时间才有意识，

有时间才有生命”。“时间为万物之主，时间乃生主之父”。c显而易见，印度早

期会将时间当作一种神力和宇宙力来看待，与此同时，他们也把时间人格化和实体

化了。

我们清楚，佛教反对《奥义书》系统中的“实在实有论”或者说“绝对实有论”

的说法。因此，当诸《奥义书》把“时间”看成是形而上学实体的“大梵”形态之

时，佛教肯定持反对意见。在原始佛教中，如《箭喻经》中所示，佛陀认为，像“世

界在时间上永续，有限，亦永续亦有限，既非永续又非有限？”这类问题并不能直

接引导人生获得解脱，因而未对时间问题做出任何解释，而是选择了保持沉默。d

a　 《五十奥义书》（修订本），徐梵澄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年，第 316-317 页。另可参

阅《奥义书》，黄宝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年，第 374-375 页。

b　 如《阿他婆（韦陀）顶奥义书》中也说：“‘时间’生自无灭者，以‘时’故称遍漫者。此‘遍漫者’，

薄伽梵楼达罗是也。时当楼达罗蛇蟠而睡也，时则众生万物咸摄入其中；时当其吐气也，则黑暗生，自黑暗生水；彼

以指搅水中，则所搅者冻而寒，搅之而起沫，自沫生（宇宙）卵，自卵生‘大梵’，自‘大梵’生风，自风生‘唵’

声，自‘唵’声生‘太阳神颂’，自‘太阳神颂’生三八音诗，自三八音诗而起诸世界矣。”（《五十奥义书》（修

订本），徐梵澄译，第 748-749 页。）

c　 参见雷蒙多·帕尼卡：《印度传统中的时间和历史：时间与羯磨》，载[法]路易·加迪等著：《文化与时间》，

郑乐平，胡建平译，顾晓鸣校，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 年，第 70 页。

d　 参见《佛说箭喻经》，《佛藏辑要》第 7册，成都：巴蜀书社，1993 年，第 6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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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那么我们该从何处来寻觅佛教早期的时间论说呢？好在《弥兰王问

经》（《那先比丘经》）的第二品末与第三品初有专门讨论时间的存在与否以及时

间三相（过去、现在、未来）的根本起点之类的问题。a

首先，谈及时间的存在与否问题。弥兰王（Menandros）向龙军（Nāgasena）请教“时

间是否存在？”龙军回答说：“有存在，有不存在。”王又问：“何者存在？何者

不存在？”龙军解释道：“若过去诸行已过去、已消逝、已寂灭或已变易——该时

则不存在。但其异熟法、可能生异熟法及转生他处者——该时则存在。若死去有情

转生他处者——该时存在，若死去有情不转生他处者——该时则不存在，及彼证取

涅槃之有情——因已证涅槃，该时则不存在。”b这里包含有两种理解方式：一种

是无时间态的存在方式，此中又要区分为世俗与胜义两个方面，就世俗来看，如果

时间活动已经过去，那么就没有时间可言，就胜义来看，如果有情无生死流转或已

经获得最终解脱，那么谈论时间自然也无必要；一种是有时间态的存在方式，如果

存在正在活动的生果行为或者有情正处生死流转之中，那么时间就是存在的。

其次，关于过去、现在、未来的根本起点问题。弥兰王向龙军问道：“何者是

过去时之根本？未来时之根本及现在时之根本？”龙军回答：“过去时、未来时及

现在时之根本是无明；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

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愁悲、苦、忧、恼而生。如

是，全时间之最初起点不可知。”c显而易见，龙军是从缘起观来解说时间没有起

点也没有终点（无始无终）。他还给弥兰王举出了三个譬喻：（1）如种子从发芽、

长大、发展、结果，然后再把果实（种子）种下，再发芽、长大、开花、结果……

如此循环往复。（2）如从鸡生蛋，蛋生鸡，又从鸡生蛋……如此相续不断。（3）

如所画的圆圈，圆圈本身是无始无终的。

a　 参见《南传弥兰王问经》，巴宙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年，第 50-51 页。汉译的《那先比丘经》

有两种，均收入《大正藏》第 32 册，其中相应于前者讨论时间的原文见《大正藏》，第 32 册，第 711 页。

b　 《南传弥兰王问经》，巴宙译，第 50-51 页。

c　 《南传弥兰王问经》，巴宙译，第 5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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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兰王问经》中强调了两个观点：一、世间存在于时间之中，时间迁流不

息，但在获得正觉之后也就无时间之说；二、就世间而言，过去、现在、未来虽

然没有起点和终点，但它们总是持续存在而循环不息的。马克斯·瓦勒泽尔（Max 

Walleser，1874-1954 年）曾指出，《弥兰王问经》一方面区分了两种时间——经

验时间与超验时间，另一方面表明了过去和未来是非实有的，而“刹那现在”是真

实存在的，时间能够归结为“刹那现在”（现在—瞬间）。不过，亚瑟·伯林德尔·凯

思（Arthur Berriedale Keith，1879-1944 年）则反对这种看法，他在《印度与锡兰

的佛教哲学》（Buddhist Philosophy In India and Ceylon）（1923）一书中指出，瓦

勒泽尔的这些结论过高地评价了《弥兰王问经》所表达的哲学思维能力，经中不但

没有区分经验时间与超验时间，而且也没有对“刹那现在”（momentary present）

进行清晰或极具可能的解释。a

笔者同意凯思批评的一个方面，即《弥兰王问经》中并没有清楚明白地说把时

间归结为“刹那现在”；但另一方面，瓦勒泽尔说区分了经验时间与超验时间，笔

者觉得是存在的，而且也是很清楚的。事实上，凯思也表达了这层意思，不过他似

乎有所误解或者说有所混淆，书中说道：“该经编纂者并未意识到现象时间与超验

时间的区别。他的着眼点不同，但他的意见清楚和圆满。时间从根本上说，只是经

验世界中的事物。世界存在于时间，时间不断流动。但在获得正觉的时刻，时间并

不像别的经验事物，性质改变的可能性极小。看不出把时间当作精神分别杜撰的意

思。佛教当中把时间当成既有的经验事实，它并不花费气力去解释或分析它的本质

所在。”b

考《弥兰王问经》大体产生于公元前 1 世纪的西北印度，但其具体原始语种为

何，我们并不清楚，可能是梵语或混合梵语，有两个译本（北本汉译版与南本巴利

文版），差不多在同一时间译出，南本基本定型在大约4世纪，即南传佛教经典《弥

a　 [ 英 ] 凯思：《印度和锡兰的佛教哲学：从小乘佛教到大乘佛教》，宋立道、舒晓伟译，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04 年，第 155 页。

b　 凯思：《印度和锡兰的佛教哲学：从小乘佛教到大乘佛教》，第 15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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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王问经》，北本东晋时传入我国，即汉译《那先比丘经》。将两个本子比较来看，

北本的内容只有南本大约四分之一的篇幅。不过，巴利文本《弥兰王问经》包含了

一些后世添加的成分，而汉译本《那先比丘经》与南传《弥兰王问经》相一致的地

方是序言与前三品，这个部分较为原始，大体是可信的。

《弥兰王问经》（《那先比丘经》）中所呈现的内容主要是从原始佛教到部派

佛教的过渡期教理。a世亲在《阿毗达摩俱舍论》中就有关于弥兰王与龙军讨论佛

理的记载。b因此，大体可以推论出，《弥兰王问经》中有关时间的讨论很可能影

响到部派佛教的时间学说，我国学者吕澂就持这种看法。c瓦勒塞尔也许就是据此

认为这本经中主张现在实有，过去、未来非实有。与之同理，凯思认为，《弥兰王

问经》中的时间观点，又以差不多的形式出现在《俱舍论》中，其中主要是出现在

有部学派与经部学派的文献中。d笔者认为，若说有部学派与经部学派完全继承了

《弥兰王问经》中的时间思想，恐怕没有确切根据。不过我们也能够从他们的论证

中（见后文“论证一”与“论证二”）看到某些谈论时间三世的早期影响。

二、论证一：“三世实有”何以可能

部派佛教的文献称之为阿毗达磨（Abhidharma），“Abhi-dharma”就其梵语

原文的构成，由两部分构成——abhi 和 dharma，前部分是“向……”或“对……”

的意思，后部分是“法”的意思，即佛所说之法。综合起来的含义就是有关“法的

a　 参见 [日 ]平川彰：《印度佛教史》，庄昆木译，台北：商周出版，2002 年，第 195 页。

b　 “昔有大德名曰龙军，三明六通，具八解脱。于时有一毕邻陀王至大德所作如是说：‘我今来意欲请所疑，

然诸沙门性好多语，尊能直答，我当请问。’大德受请，王即答：‘命者与身，为一为异？’大德答言：‘此不应记。’

王言：‘岂不先有要耶？今何异言，不答所问？’大德质曰：‘我欲问疑，然诸国王性好多语，王能直答，我当发问。’

王便受教。大德问言：‘大王宫中诸菴罗树所生果味为酢为甘？’王言：‘宫中本无此树。’大德复责：‘先无要耶？

今何异言，不答所问？’王言：‘宫中此树既无，宁可答言果味甘酢？’大德诲曰：‘命者亦无，如何可言与身一异？’”

世亲：《阿毗达磨俱舍论》（卷三〇），（唐）玄奘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 47 册，第 264 页。

c　 参见吕澂：《吕澂佛学论著选集》第 4卷，济南：齐鲁书社，1996 年，第 1982 页。

d　 凯思：《印度和锡兰的佛教哲学：从小乘佛教到大乘佛教》，第 155-15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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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或者以因向果，或者以智对境。在各部派佛教中，无论是对“经”（佛陀

的教法）的整理和分类，还是由此而开展的训诂和诠解，都是基于“经”而成就的

学问，因此称之为“论”。论典的集成，则形成了佛教三藏（经、律、论）中的“论藏”（阿

毗达磨藏）。不过，在部派佛教时代，主要的几个部派都各自成立和发展了一套阿

毗达磨教法，形成了烦琐哲学的义理系统。当然，若要细究起来，部派佛教有十八

部或二十部之多。其中，义净（635-713）在《南海寄归内法传》中认为主要有四个：

“诸部流派，生起不同。西国相承，大纲唯四。其间离分出没，部别名字，事非一致，

如余所论，此不繁述。”a所谓“大纲唯四”指的是大众部、上座部、说一切有部、

正量部四大系统。b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阿毗达磨文献，则主要有两个系统：一

是以巴利文为主的分别说部系统，一是以汉译为主的说一切有部（有部学派）系统。c

本文则主要以汉传系统的有部学派与经部学派为主，论列其部派佛教时间学说的基

本情况，其余暂且搁置。

在部派佛教的诸种学说中，有部学派是以“三世实有，法体恒有”为理论核心

的。所谓“法体恒有”的“法”，世友（Vasumitra，生于佛陀入灭后 400 年）在《阿

毗达磨品类足论》中将一切诸法区分为五类，即色法、心法、心所法、心不相应行

法和无为法。具体如下：d

一、色法（rūpa-dharma），指物质性的存在体，分为能造色地、水、火、风

和所造色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一分以及无表色。其中“无表

色”（avijñapti-rūpa）指的是一切有情（生命体）所造的业（善业或恶业）都会以

一种无形无相的物质形态存在于生命体之中，如此而具有感引来生果报的功能，但

此物质形态是无法用肉眼见到的，因而称之为“无表色”。

a　 （唐）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王邦雄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第 10-11 页。

b　 参见吕澂：《吕澂佛学论著选集》第 4卷，第 1958 页。

c　 参见释印顺：《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上），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17-18 页。

d　 参见世友：《阿毗达磨品类足论》，（唐）玄奘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 44册，第 2-3 页。

后来世亲的《俱舍论》以及唯识学派的《百法明门论》《唯识三十颂》以及解释《唯识三十颂》的《成唯识论》等都

是依据这一分类方式进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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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心法（citta-dharma）, 指的是认知的主要精神性活动，即心、意、识，在

此指的是六识身，包含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

三、心所法（caitasika-dharma），亦可称之为心相应行法（citta-saṃprayukta- 

dharma），指的是附属于心法的诸法，它们是与心相应的意识活动，即受、想、思、

触、作意、欲、胜解、念、定、慧、信、勤、寻、伺、放逸、不放逸、善根、不善

根、无记根、一切结、缚、随眠、随烦恼、缠、诸所有智、诸所有见、诸所有现观。

四、心不相应行法（citta-viprayukta-dharma），指的是介于色心之间的抽象概

念，它们不与心法相应而生，也不附属于色法，而是独立存在的各种概念。即得、

无想定、灭定、无想事、命根、众同分、依得、事得、处得、生、老、住、无常性、

名身、句身、文身。

五、无为法（asaṃskṛta-dharma），分为虚空、非择灭与择灭三种。前面四类

都是指“有为法”（saṃskṛta-dharma），“有为法”指的是“若法有生、有灭、有

因、有果，得有为相，是为有义。”“无为法”则指的是“若法无生、无灭、无因、

无果，得无为相，是无为义。”总的来说，“若法依属因缘和合作用，是有为义。

若法不依属因缘和合作用，是无为义。复次，若法为生所起，为老所衰，为无常所

灭，是有为义。与此相违，是无为义。”a比如：“择灭”就是指涅槃，“择”即

智慧简择，“灭”即灭除烦恼，通过智慧简择而灭除烦恼就可证得涅槃。b

对于以上的“法”，有部学派认为它们都有其自性，虽然就“法用”（法的功

能）而言，一切有为法皆有时间性的生灭变化，但它们的“法体”（法的自性）则

是永恒不变的，是一种实在的有。有部学派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建立了自宗的时间学

说，在他们看来，未来、现在、过去这三世都是实有的。然而，“三世实有”何以

可能呢？有部学派的论证如下：

首先，由佛说来证明三世实有。《杂阿含经》中说：“世尊告诸比丘：过去未

a　 以上有关“有为”与“无为”的引文俱见五百大阿罗汉等：《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七六，玄奘译，《中

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 45 册，第 669 页。

b　 “择灭即以离系为性。诸有漏法，远离系缚，证得解脱，名为择灭。择谓简择，即慧差别，各别简择四圣谛故，

择力所得灭，名为择灭。”世亲：《阿毗达磨俱舍论》卷一，玄奘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47册，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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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色尚无常，况复现在色。多闻圣弟子如是观察已，不顾过去色，不欣未来色，于

现在色厌，离欲，灭寂静。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比丘，若无过去色者，多闻圣弟子

无不顾过去色。以有过去色故，多闻圣弟子不顾过去色。若无未来色者，多闻圣弟

子无不欣未来色。以有未来色故，多闻圣弟子不欣未来色。若无现在色者，多闻圣

弟子不于现在色生厌，离欲，灭尽向。以欲现在色故，多闻圣弟子于现在色生厌，

离欲，灭尽向。受想行识亦如是。”a由此可知，既然世尊（Bhagavat，佛的十种

称呼之一，指世界中的最尊者，梵文音译为“薄伽梵”）都说过去色能够勤修厌舍，

未来色能够勤断欣求，那么就可以确证过去、未来皆为实有。b

其次，由缘生来证明三世实有。根据《杂阿含经》中的论述，世尊告知诸比丘，

我们之所以有六识（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是依靠六根（眼睛、

耳朵、鼻子、舌头、身体、意识）和六境（色、声、香、味、触、法）为因缘才生

起的（“二因缘生识”），即眼睛以可见物为对象而能知晓视觉的意向性作用，耳

朵以声音为对象而能知晓听觉的意向性作用，如此等等。c宇宙万法，因缘而生，

每一心识（眼识、耳识、鼻识等）的生起都要以根（眼睛、耳朵、鼻子等）为所依，

以境（色、声、香等）为所缘才有可能，否则心识就不会生起。然而，心识所依的

根住于过去，心识所缘的境通于未来，假如过去和未来都没有，那么心识所依所缘

则不存在，最终心识也不会存在，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因此可以证知三世实有。

再次，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寻求根据。无论是何种心识，都不能独自生起，而必

须仗境托缘才有可能，如世尊所说：“各各了别彼彼境相，名识取蕴。所了者何？

谓色至法”。d这里的意思，不存在有识而无境的情形，比如：眼识起必有色境，

耳识起必有声境，依此类推，其他心识都是如此。如果没有过去、未来的境相，则

心识必然无法成立，既然承认心识存在，那么过去、未来就是实有的。如果只肯定

a　 《杂阿含经》卷三，（刘宋）求那跋陀罗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 32 册，第 645-646 页。

b　 印顺还另外举证认为，佛说的契经的的确确有着“三世实有”的看法。参见释印顺：《说一切有部为主

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上），第 79-81 页。

c　 《杂阿含经》卷八，求那跋陀罗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 32 册，第 710 页。

d　 众贤：《阿毗达磨藏显宗论》，玄奘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 48 册，第 3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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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而否定另一面则在逻辑规则上无法成立，因此能够证得三世实有。

最后，从业力论的角度来进行说明。根据业力论，造善业能得善果，造恶业必

得恶果，过去所造的业因，报于现在的业果，现在所造的业因，招引未来的业果。

如果我们不承认三世实有，那么就无三世因果了。职是之故，业因在过去世存在，

可以证明过去世实有，业果在现在世存在，可以证明现在世实有。就时间来讲，现

在世又会成为过去世，如此展转而成三世实有之理，这是显而易见的。

总之，有部学派认为三世实有，并且通过前面四种角度来说明这种理论是有根

据的。至于三世的次第，在佛教中，有两种看法：法相生起的次第和善恶业感的次

第。法相生起的次第是根据生灭不断迁流变化而来的。“生相位”是还未显现的状

态，这个相位可以称之为“未来世”，当这种未显现的状态经过因缘和合而进入正

在生起的“住相位”，就是“现在世”状态，与此同时和在此之后，因缘离散而变

异（“异相位”）乃至消灭（“灭相位”），就会呈现为“过去世”。

由前面第四点即可得知，因过去业感现在果，因现在业感未来果，就是后一种

善恶业感的次第。不过，这两种三世的次第是有区别的，法相生起的次第是在“刹

那生灭”的意义上而成立的，善恶业感的次第在“一期生灭”的意义上形成的。a

在佛法中，“一期生灭”是指有情世间（生命世界）的生、住、异、灭和器世界（器

物世界）的成、住、坏、空，这是生灭的粗相，我们很容易察觉，可以说是一种外

在时间的变化；而“刹那生灭”指的是一切现象才生即灭，念念生灭，这是生灭的

细相，我们必须细心审查才能了知。两种生灭都可印证原始佛教“诸行无常”的基

本教义，在因缘和合所成的有为法之中，一切现象都是经由三世而迁流不息，恒常

变化的。根据有部学派的看法，“世”虽然可以分为三种，次第虽然可以分为两类，

但就其法体而言，都是实有的。而更进一步的问题是：既然三世同为实有，那么三

世差别又是如何可能的呢？（亦即如何来解释“三世实有”）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

有部学派诸论师又有着不同的看法。

a　 参见李世杰：“俱舍的法体恒有论”，见《俱舍论研究》（上）（俱舍学专集之一），收入张曼涛主编：

《现代佛教学术丛刊》第 22 册，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9 年，第 266-2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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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论证二：“三世实有”如何解释

部派佛教因其派别非常杂多，并且各种主张也极为烦琐，加之现存文献不足，

我们今天已经无法完全掌握各派的思想了。不过，在诃梨跋摩（Harivarman，约生

于佛陀入灭后700-900年间，即公元三、四世纪间佛教思想家）撰写的《成实论》中，

他把当时部派学者所争论的哲学—宗教主题归总如下：“问曰：汝经初言广习诸异

论欲论佛法义，何等是诸异论？答曰：于三藏中多诸异论，但人多喜起诤论者，所

谓二世有、二世无；一切有、一切无；中阴有、中阴无；四谛次第得、一时得；有退、

无退；使与心相应、心不相应；心性本净、性本不净；已受报业或有或无；佛在僧数、

不在僧数；有人、无人。”a在佛教哲学思想史上，将此称之为“十论”，即：

（一）从法的时间方面来讲，现在实有，但过去、未来二世（时间）

是否实有？（二世有、二世无）

（二）一切事物的存在到底是有抑或是无？（一切有、一切无）

（三）“中阴”b是否存在？即人死后到投胎转世，生命体在此中间

到底有没有“中阴”的状态？（中阴有、中阴无）

（四）在实践上获得解脱时，四谛到底是一时体悟而得（顿悟），

抑或是渐次体悟而得（渐悟）？（四谛次第得、一时得）

（五）获得解脱的阿罗汉是否会退转以失去其果位？（有退、无退）

（六）随眠（烦恼习气）与心相应还是不相应？（使与心相应、心

不相应）

（七）心性是否本来就是清净的？（心性本净、性本不净）

a　 诃梨跋摩：《成实论》，（姚秦）鸠摩罗什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 49 册，第 26 页。

b　 “中阴”又称之为“中有”，即指生死的果报有而非无，现生与当生中间的果报名之为“中有”。隋代慧远《大

乘义章》中说：“命报终谢，名为无有。生后死前，名为本有。……两身之间，所受阴形，名为中有。”慧远：《大

乘义章》，《大正藏》，第 44 卷，第 618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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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已经受到报应的业力是否存在？（已受报业或有或无）

（九）佛陀是否属于僧团成员抑或高于僧团成员？（佛在僧数、不

在僧数）

（十）是否存在“人我”（自我）？（有人、无人）a

笔者认为，在这十个论题中，前两个论题才是比较重要的中心论题，即：

1. 时间现象到底是真实存有抑或是非真实存有？（一）

2. 时间自体在意识河流中是不是真实而恒存的？（二）

以上两个问题，有部学派的答案是：“三世实有，法体恒有”。他们一方面主

张过去、现在、未来这样的时间现象是实有的，另一方面认为在三世相续活动中的

法体是恒有的。诚如世亲在《俱舍论》中所说：“若自谓是说一切有宗，决定应许

实有去、来世，以说三世皆定实有故，许是说一切有宗。谓若有人说三世实有，方

许彼是说一切有宗。若人唯说有现在世，及过去世未与果业，说无未来及过去世已

与果业，彼可许为分别说部，非此部摄。”b因此，有部学派得以成立的根本宗旨

就在于他们认为：在过去、现在、未来的时间河流中，时间自体是真实而永恒存在

的。如此，有部学派就从否认“人我”（补特伽罗）出发，进而承认五蕴（色、受、

想、行、识）是实有的，并且五蕴都包含三世（如：“想”即包含过去想、现在想

和未来想；识包含过去识、现在识和未来识），三世实有，因而五蕴也真实存有，

最后必然得出一切法皆实有。c

至于论证方面，有部学派采用了一种“体用分别”的论证方法，如《阿毗达磨

大毗婆沙论》中说：“三世诸法，因性果性，随其所应，次第安立。体实恒有，无

增无减，但依作用，说有说无。”d“我说诸因以作用为果，非以实体为果；又说

a　 参见吕澂：《吕澂佛学论著选集》第 4卷，第 1967-1968 页。同时参见杨惠南：《佛教思想发展史论》，

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8 年，第 106 页。

b　 世亲：《阿毗达磨俱舍论》卷二十，玄奘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 47 册，第 176 页。

c　 参见吕澂：《吕澂佛学论著选集》第 4卷，第 1978 页。

d　 五百大阿罗汉等：《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七六，玄奘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 45 册，

第 67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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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法以作用为因，非以实体为因。诸法实体，恒无转变，非因果故。”a他们将“法”

区分成为内在的体性（体）和外在的作用（用），就“用”而言，是有生灭变化的，

但就“体”而言，是不生不灭的。职是之故，他们还区分了“自体转变”和“作用

转变”两者，所谓“转变有二种：一者，自体转变；二者，作用转变。若依自体转

变说者，应言诸行无有转变，以彼自体无改易故。若依作用转变说者，应言诸行亦

有转变。谓法未来，未有作用；若至现在，便有作用；若入过去，作用已息；故有

转变。”b需要澄清的是，如果按照相续流转的一般三世说，则是从过去到现在再

到未来，但有部学派的看法却有些不同，他们认为，“有”是无法在时间河流中从

未来到现在再入过去的。比如：一念刹那，现在作用就是“现在有”，在此念未生

之前，法体不变称之“未来有”，此念刹那灭去，法体亦存名之“过去有”。在此

过程中，虽然存在未来、现在、过去的作用名称之别，但作为法体则是恒常存在的。c

就如一盏灯火，其作用是点燃来照明，在没有点燃的时候，它的作用属于“未来有”，

当其点燃之时，它的作用属于“现在有”，而在熄灭之后，则作用属于“过去有”。

整个过程中，灯火的体性（法体）并没有转变，我们只是从它的作用这一面来理解

和区分为“三世”。d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时间没有任何变化，那么我们又如何来理解未来、现在、

过去这样的差别呢？换句话说，“三世实有”该如何解释呢？对此，有部学派的四

大论师法救（Dharmatrāta）、妙音（Ghoṣaka）、世友（Vasumitra）、觉天（Buddhadeva）e

曾分别建立了四种不同的理论来说明这种现象。其中法救说“类有异”，妙音说“相

a　 五百大阿罗汉等：《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二一，玄奘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 45 册，

第 176 页。

b　 五百大阿罗汉等：《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三九，玄奘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 45 册，

第 338—339 页。

c　 参见释印顺：《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上），第 252 页。

d　 参见杨惠南：《佛教思想发展史论》，第 109-110 页。

e　 印顺曾对此四大论师的思想有系统的阐述，可供参考。参见释印顺：《说一切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师之研究》

（上），第 211-2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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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异”，世友说“位有异”，觉天说“待有异”。a

法救主张三世差别是按照“类有异”而成的，“说类异者，彼谓诸法于世转时，

由类有异，非体有异。如破金器作余物时，形虽有殊而显无异。又如乳等变成于酪

等时，舍味势等，非舍显色。如是诸法，从未来世至现在世时，虽舍未来类，得现

在类，而彼法体无得无舍。复从现在世至过去时，虽舍现在类，得过去类，而彼法

体亦无得无舍。”b这里的“类”指的是一切诸法由于外在形态的不同而各自形成

一类，如同木材可以做成不同的木质工具而形成不同的种类（如：凳子类、桌子类、

箱子类等）。依此类推，法救认为时间可以区分为未来、现在和过去三“类”，而

一切法在此诸“类”（未来类、现在类和过去类）的变化之中，时间的通性（法体）

永恒不变。在这段引文中，他以“破金器作余物”和“乳等变成于酪等”为例，来

论证三世差别而“法体恒有”，认为金子虽然能以不同的形状呈现，但自身的本性

并没有改变，乳制品（酪、酥等）虽然味道不同，但其颜色（乳白色）却是一样的。

因此，时间现象，从未来世到现在世，从现在世到过去世，因“类”的不同而分为

三种，但只是舍弃“类”的外在形式而非舍弃其体性，就体性而言是同一的。

妙音的理论则是“相有异”，“说相异者，彼谓诸法于世转时，由相有异，非

体有异。一一世法有三世相，一相正合，二相非离。如人正染一女色时，于余女色

不名离染。如是诸法，住过去世时，正与过去相合，于余二世相不名为离。住未来

世时，正与未来相合，于余二世相不名为离。住现在世时，正与现在相合，于余二

世相不名为离。”c这里的“相”是指时间相状，未来称为未来相，现在称为现在相，

过去称为过去相。一切诸法都同时具有三种时间相状，在某一特定时间相状显现时，

其他两种时间相状也依旧与之共同存在，只是一个处于显相，其余两个处于隐相罢

了。以说话为例，正在说的时候为现在相，还没有说之前为未来相（还未说出），

a　 参见五百大阿罗汉等：《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七七，玄奘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45册，

第 675 页。

b　 五百大阿罗汉等：《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七七，第 675 页。

c　 参见五百大阿罗汉等：《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七七，玄奘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45册，

第 6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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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说过的为过去相。如果我们正在说话，那么此时所显现出来的就是现在相，而

隐现其中的即为还没有说的未来相和已经说过的过去相，并不是处于正在说的现在

相之时就不具有还没有说的未来相和已经说过的过去相。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时间

相状都同时具有三种形态（或隐或显），没有只具有此而不具有彼的情形，它们若

有区别，也只是“相”的不同而已。

世友的说法以“位相异”而显名，“说位异者，彼谓诸法于世转时，由位有异，

非体有异。如运一筹，置一位名一，置十位名十，置百位名百，随历位有异，而筹

体无异。如是诸法经三世位，虽得三名而体无别。此师所立，体无杂乱，以依作用，

立三世别。谓有为法，未有作用，名未来世；正有作用，名现在世；作用已灭，名

过去世。”a诸法的时间三相状是根据其所在的“位”的差别而形成的，就像数字

中的“个位”“十位”“百位”，如果把“1”这个“筹体”放在“个位”就是“1”，

放在“十位”就是“10”，放在“百位”就是“100”，依此类推，如果放在“百万位”

就是“1000000”，数量的不同是因“筹体”位置的变化而形成的，并不是因为“筹

体”本身就具有“一”“十”“百”“百万”。就此来说，世友认为，“位”的变

化是由于“法体”的“作用”之“位”的差别而显现出不同的时间形态，而不是因

为“法体”自身就有分别。换言之，因“作用”分为未有、正有、已灭等三“位”

差别，时间则相应的有未来、现在、过去的不同，但是作为时间自身的“法体”则

是不变的，以此可以论证“三世实有，法体恒有”。

觉天提出了“待有异”的理论，“说待异者，彼谓诸法于世转时，前后相待，

立名有异。如一女人，待母名女，待女名母；体虽无别，由待有异，得女、母名。

如是诸法，待后名过去，待前名未来，俱待名现在。”b所谓“待”，就是前后“观

待”（相对性）的意思。就前观待后而言，名为未来世；就后观待前而言，名为过

去世；就前后都观待而言，名为现在世。正因为有这种相观待才有三世的差别，然

而法体则是同一的，如同一个女子，相对于她的儿女而言称之为母亲，相对于她的

a　 五百大阿罗汉等：《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七七，第 675 页。

b　 五百大阿罗汉等：《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七七，第 67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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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而言就称之为女儿，其实还是同一个人，只是观待的方式不同，因而才有名称

的差异。

以上四种看法，无论是法救“类有异”说和妙音“相有异”说，抑或是世友“位

相异”说和觉天“待有异”说，都指出了时间有两个向度：一个是变化的向度（动

态向度），一个是不变的向度（静态向度）。就不变的向度而言，就成就了有部学

派的根本思想。不过，在这四大论师之中，有部学派是以世友的“位相异”为正统

观点。三世只有作用的转变，而无体性的转变，因此能够成立诸法实有的主张。

四、结论

我们知道，在佛教思想史中，世亲所造《俱舍论》的基本内容是以《阿毗达磨

大毗婆沙论》为辩难对象的，其宗旨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基于《婆沙论》，只是立场

站在经部学派这边，进而评破有部学派。后来有部论师众贤采取评释的方法，写就《阿

毗达磨顺正理论》和《阿毗达磨显宗论》来驳斥世亲的观点，从而形成了“三世实

有”（有部主张）和“现在实有”（经部主张）之争。a然而，如果要厘清两派之

争的来源，就不得不追溯到佛教的早期文献，甚至追溯到印度传统的《奥义书》。

回顾本文的考察，笔者从《弥勒奥义书》中的时间观谈起，阐明了佛教时间观

的原初起源（虽然是反对向度的起源）；再从《弥兰王问经》中的时间论说，描述

了佛教早期时间观的两个基本要点，展现了有关时间三世之说的早期情形；然后过

渡到《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审视和检证了三世的存在与实有问题，主要是有部

学派的观点，还未涉及世亲与众贤的论争。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借此澄清印度佛教中

思考时间的存在与实有问题到底是如何起源的，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根据考

察结果，可以得出如下几条结论：

a　 参见世亲：《阿毗达磨俱舍论》卷二十，玄奘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47册，第176-177页；

众贤：《阿毗达磨顺正理论》卷五一、五二，玄奘译，《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 47 册，第 805-8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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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佛陀反对印度传统所言的作为绝对原则的时间论说，并且认为谈及时间

的有限或无限、恒续或间断等问题都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如此就会或者执著“实在

实有论”，或者执著有无二边的虚妄之见，从而无法如实正观心性本净，无法纯化

心识以转迷成悟。

第二，《弥兰王问经》中最早探究了时间的存在与否问题，强调了两个重要方

面：世间中的时间是持续存在而迁流不息的；觉悟之后的出世间就没有时间可言（觉

悟者的非时间性）。从这个角度看，《弥兰王问经》的确开始区分了经验时间与超

验时间。与此同时，此经还论及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起源问题，依据缘起论来看，

三者都是无始无终的。这些时间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对后来的部派佛教有着影响，因

为他们一方面探讨时间是否实有，另一方面关注时间三世问题。

第三，部派佛教中的有部学派首先肯定时间现象的真实存在，并且主张过去、

现在和未来不仅作为“时间现象”是实有的，而且作为“时间自体”也是恒有的。

因此，他们一方面论证了三世实有如何可能，另一方面解释了三世实有的现象差别。

因此，我们不难发现，有部学派的论述是跟随《弥兰王问经》之后尤为致力于考察

时间的存在与实有问题的。这也是后来世亲与众贤争论的起始点。

第四，在解释未来、现在和过去的差异之时，有部学派以世友的“位相异”说

作为正统主张。不过，笔者认为，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妙音的“相有异”说与觉天

的“待有异”说可能更加符合时间的基本规律，因为他们都是从相对性的角度来看

待时间三世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