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向构造与意识分别

———胡塞尔现象学与瑜伽行派的意向性思想比较研究

谭习龙①

【摘要】本文以 “意向性”问题为中心，以 《逻辑研究》与 《瑜伽师

地论》二书为基础，对胡塞尔现象学与瑜伽行派的意向性问题进行梳理并

展开比较研究。首先在整体上勾勒出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向性与瑜伽行派的

意向性的异同之处，其次就堪比度高的感觉材料与前五识、意向特征与第

六意识两个意向问题展开分析与比较，最后就造成差异的原因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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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 “意向性”问题为中心，以 《逻辑研究》与 《瑜伽师地论》二书为

基础，对胡塞尔现象学与瑜伽行派的意向性问题进行梳理并展开比较研究：首

先在整体上勾勒出胡塞尔现象学的意向性与瑜伽行派的意向性的异同之处，然

后就堪比度高的感觉材料与前五识、意向特征与第六意识两个意向问题展开分

析与比较，最后就造成差异的原因进行探讨。

一　意向性问题的提出与可比较的论题

（一）意向性问题的提出

在胡塞尔现象学中，意向性的问题主要涉及的是意识 （对象）的显现问题。

① 作者单位：广州城市职业学院国学院。



胡塞尔在 《逻辑研究》中对意识进行了十分详细的分析，把意识区分为作为实

项体验、本己体验和意向体验三个意识概念来进行澄清①，特别在第五研究着重

分析了第三个意识概念。意识的第三个概念是指作为意向体验的意识，我们的

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这种关于某物的意识的关系又包含有两重含义，一

是指意识构造对象的含义，二是指意识指向对象的含义。客体化行为是构造对

象的意识，它包括了布伦塔诺意义上的表象行为与判断行为，表象构造出对象，

判断则构造出实事状态。非客体化行为是指向对象的意识，它包括情感活动与

意志等意识行为，这些行为自身无法构造出自己的对象，需要以客体化行为构

造的对象为对象。所以，在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的奠基关系中，前者是

后者的基础。

胡塞尔进而在第六研究中讨论了行为的意指与充实的问题，他描述了行为

所具有另一个本质因素，即代现性内容，它是质料与代现性内容的统一，一个

完整的行为是在行为质性与被代现者之间的联结，客体化行为都包含着一个代

现。因此，行为与行为对象所具有的联结方式包含着行为的质性与作为基础的

代现两方面内容，前者包括诸如信仰的方式等内容，后者包括对象的立义形式、

立义质料与被立义的内容三个方面的内容。如此，胡塞尔就进一步把客体化行

为的认识本质标识为与认识功能有关的质性、质料与充盈三个组元的内容，并

在 《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中确立了意识总是指向某物的 “意向活

动—意向相关项”的意向性关系。

“意向活动—意向相关项”的意向性关系问题在瑜伽行派中表现为心识的

“能缘—所缘”关系问题，它关乎的是心识体验的能、所二分问题。《瑜伽师地

论》将体验分为两种，一种是识体验，一种是智体验，这两种体验具体体现为

瑜伽师十七地的境、行、果。这种境—行—果一体的结构展示的是心识的流转、

心识还灭的过程与还灭后的智果。其中识体验中的八识都是对象化的行为：第

八阿赖耶识是 “前对象化”的心识，它的意向性是一种 “前对象化”的意向，

阿赖耶识在生起现行转识之前就以种子为所缘对象。也就是说，阿赖耶识也与

对象发生关系，它的对象是种子，这种与对象的关系又有生起现行与不生起现

行两种情况。阿赖耶识的能缘是了别活动，它以种子为所缘对象，进行一味地

刹那与相似了别活动。这种活动是一种持种功能，种子则是具有生识功能与受

熏功能。

前七转识是 “对象化”的行为，转识的意向性可以说是对象化的意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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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表现为第七末那识、第六意识与前五识的能所二分。七识的能缘是恒常思

量活动，以阿赖耶识为所缘境；意识的能缘是分别活动，以六尘为所缘。第七

识与第六识的能缘活动与所缘境都不相同，第七识的能缘活动是思量，第六识

是分别；第七识的所缘境是内境 （阿赖耶识），第六识的所缘境是外境 （六尘）。

前五识的能缘活动是五根各自的识境作用，所缘境是当下的五尘。在智体验中

就不具有心识的能所结构，智体验超越了识体验的 “能—所”分别性而达到无

分别性，它是一种离于能所的体验，可以称之为离对象化或非对象化的体验。

（二）可比较的论题

在两门学说在关于意向性的问题方面，意向性的相同性表现在意向体验指

向对象的关系上，意向性在胡塞尔的意识哲学中展现为 “意识活动—意向相关

项”结构，不管是客体化行为还是非客体化行为都具有指向对象的意向；瑜伽

行派的意向性则展现为 “能缘—所缘”结构，心王与心所也是具有指向对象的

意向。而关于意向性的差异性则表现在指向对象的方式与指向的对象的差异

（以及对心王与心所的描述与分析的侧重点的差异）。

因此，关于意向性的问题，可以就心王与心所、意向活动与意向相关项进

行比较。胡塞尔意识的三个概念与八识中的前七识有十分相近的对应关系，本

文以胡塞尔 《逻辑研究》的三个意识概念与 《瑜伽师地论》关于八识界定为范

围，就两门学说的 “意识活动—意向相关项”或 “能缘—所缘”的意向性关系

进行分析和比较。具体可比较的论题为：

１感觉材料与前五识。《逻辑研究》第一个意识概念主要与意识的实项内容

相关，在意识中被体验到的感觉材料可以与 《瑜伽师地论》八识的前五识进行

比较。

２意向构造与第六意识。第三个意识概念主要与意向体验相关，它可以与

八识的第六意识展开比较。

在自身意识与末那识上，现象学的第二个意识概念主要与自我相关，可以

结合 《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的自身意识与第七末那识进行比较；

在最终意识和阿赖耶识上，可以把最终意识也看作是胡塞尔对意识概念的一个

界定，与第八阿赖耶识进行比较。由于本文主要探讨的是意向性问题，并且在

对自身意识与最终意识不作表态的情况下可以就意向性问题进行比较研究，所

以关于自身意识与第七末那识、最终意识与第八阿赖耶识两个问题本文只略作

提及而不作探讨，相关的比较研究可以参考倪梁康先生有关自身意识与自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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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意识与阿赖耶识的比较研究成果。①

二　感觉材料与前五识的比较研究

《逻辑研究》中的第一个意识概念是作为实项内容的意识，这个概念所直接

针对的布伦塔诺的物理现象与心理现象，可以与前五识进行比较。

胡塞尔在 《逻辑研究》关于意识的第一个概念中，意识流是一个由被体验

到的实项内容所合成的实项整体，自我或者意识所体验的东西就是这个体验，

对象在这个体验中被感知。从 《逻辑研究》第二卷附录 《外感知与内感知、物

理现象与心理现象》的内容来看，胡塞尔在第五研究中关于感觉材料的论述与

布伦塔诺关于心理现象与物理现象、内感知与外感知的划分直接相关。心理学

对作为意识的现象的划分有两种：一是对体验的划分，心理学将体验划分为行

为和非行为；二是对现象对象的划分，这种划分将对象划分为作为属于自我意

识之物而显现出来的对象，与不作为属于自我意识而显现出来的对象。胡塞尔

认为后一种就是布伦塔诺对现象所进行的心理对象与物理对象的划分，并且这

两种划分在布伦塔诺那里交错进行，他将物理现象与心理现象对立起来并把体

验划分为行为与非行为，而后又混淆了感觉内容和显现的外在对象，把现象客

体划分为了物理客体与心理客体。

而在布伦塔诺有关意向体验造成的第二个误释中，胡塞尔认为这个误释产

生于意向的或心灵的内实存这个歧义的表达。在对朱庇特神的表象的例子中，

朱庇特神是被表象的对象，但 “朱庇特神”并不存在在这个表象体验中，内存

在的心灵对象不属于体验的实项组成内容，它不是内存的或心灵的。布伦塔诺

关于内存在的说法实际上是混淆了对朱庇特神的表象的实项内容与被意指的意

向内容之间的区别，他把作为意向对象的朱庇特神的存在归入到了表象的实项

内容中去。这种区别在我们对声音的听的感知例子中也可以找到，听的行为内

容有内容的此在与内容之间的区别，内容的此在就是被我们意识到的但未成为

感知客体对象的感觉 （材料），而内容则是感知客体。因此，作为意向体验的这

些实项组成部分不是意向的，它们不是在行为中被意指的对象。所以，胡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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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在意向体验中要区分出实项地组成体验的东西与意向地在体验之中的东西，

前者是实项的感觉材料，后者是意向的感知对象。从这里可以看到，感觉材料

十分类似于休谟的印象，胡塞尔把印象改造为行为的一个非独立因素，它是在

意识被体验到的东西。意向对象是在感觉材料的基础上，通过意向特征的赋义

行为被构造出来，从而在体验中被感知到。

感觉材料在 《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中被称为感性元素，它与

意向立形相对。感性元素是指颜色感觉材料，触觉材料和声音材料等 “感觉内

容”和感性的快乐感等感性因素，这些感觉元素是意向体验中的实项组成部分，

它们经历一个赋予意义的活动后，一个具体的意向对象就从这些不具有意向的

感性元素中产生出来。感性元素除了颜色内容、声音内容和触摸内容这些狭义

上的感觉外，还包括动感感觉，“在这种感觉中所感觉到的是动感本身 （位置感

觉）。在触摸时还要加上第三种感性材料： ‘感觉态’”①。从最广的意义来看，

感觉材料包括颜色感觉、声音感觉、嗅觉感觉、味觉感觉、触觉感觉，这些感

觉都不是感官官能意义上的感觉，而是作为意向体验中的实项部分的感觉。

瑜伽行派认为前五识也有 “能缘—所缘”结构，五识的能缘活动是五识的

自性，《瑜伽师地论》卷１把五识的自性界定为依于自根进行了别的功能，比如
眼识的自性是依于眼根进行了别，耳根的功能是依于耳根进行了别，等等。五

识的所缘境是与五根相对的境，眼识的所缘是色境，耳识的所缘是声境，至于

身识的所缘是触境。《瑜伽师地论》卷３对五识的所缘境又作了分类和列举，比
如色境可以分为一种色，由眼根所看到的所有色都称为色；又可以分为两种如

内色、外色，三种为显色、形色、表色，一直至于十种色。声、香、味、触也

可以分为一种到十种。总的来说，色指的是 “数可示现、在其方所、质量可增”

的东西，声指的是 “数宣数谢、随境异论”的东西，至于触指的是 “数可为身

之所证得”的东西。

在 《五识身相应地》中，五识是一种现量。 《瑜伽师地论》论述了三种现

量：“现量者，谓有三种：一、非不现见；二、非已思、应思；三、非错乱境

界。”② 非不现见、非已思应思与非错乱境界也可以说是成为现量的三种条件。

非不现见现量有四种：“诸根不坏、作意现前，相似生故，超越生故，无障

碍故，非极远故。”③ 这指的是在五根感觉功能正常、能生作意现起 （此为五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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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起的三种条件中的两种）的条件下，由相似、超越、无障碍、非极远四种不

同情况下当下生起的四种现见的量。这四种现量展现为五识的现前五境，结合

五识的第三种业 “了别现在”业来看，五识只能在根、作意具足的情况下了别

当下现前的自境，而不能了别已经现前的或尚未现前的境。

非已思、应思现量有两种，一是才取便成取所依境，二是建立境界取所依

境。前者与普通体验中的五境相关，指的是对五境的当下感觉，对境已经进行

意识分别叫已思，认为应该进行意识分别叫应思。后者与瑜伽行体验中的瑜伽

行境有关，指修行者修行观行缘取建立的境界为现量，所要建立但没有观行成

就的境界为应思，已经观行成就的为已思。实际上，已思境与应思境其实都是

意识的所缘境，而不是五识的所缘境，两者是比量而非现量。从五识 “随转业”

中随善染转业来看，五境本身不具有善恶之分，五识自身不会对五境进行善恶

性质的分别，它的性质由无间生起的分别意识的善恶性所决定。

非错乱境界有五种或七种之分，五种错乱为想错乱、数错乱、形错乱、显

错乱、业错乱，七种错乱是在前五种错乱基础上加上心错乱和见错乱。想错乱

是指境相的错乱，以此境为彼境，比如把海市蜃楼的境看成是水境；数错乱是

指境的数目的错乱，比如眼睛散光严重的人将一个月亮看成是多个月亮，等等。

这三种现量为四种现量所摄，这四种现量分别为：一色根现量，二意受现

量，三世间现量，四清净现量。色根现量指的是五色根所行境界，即是五识相

对的五境。

另外，五识具有相应的助伴，即与五识俱有相应的诸心所有法，包括五遍

行与其他跟眼识俱有相应的诸心所有法。五识具有心所。眼识助伴指与眼识共

同俱有而又相应的诸心识活动即心所有法，随一眼识生起，必定与跟眼识相应

的诸多心所法俱时生起，其中伴眼识遍起的心所法有五种，即作意、触、受、

想、思五遍行，还有其他不遍行的心所法。眼识与这些伴随眼识生起的种种心

所法都是从各自的心识种子而生起，它们作为不同的心识活动次第而起，攀缘

同一个对象。

下面就感觉材料与五识进行比较。对于依根了别自境的说法，从现象学的

角度来看，要搁置作为感官功能的根的问题，而就识的了别作用与所缘进行比

较研究，我们可以把感觉作用理解为了别作用，把感觉材料理解为了别所缘。

（一）对象与对象感觉的区分

从上面对感觉与感觉材料、五识与五识所缘的关系来看，两门学说都从客

观对象的属性回溯到了意识的被给予性或心识的所缘境中。自然态度的观点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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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颜色感觉与对象的客观颜色是相同的，前者是感觉，后者是外在事物的属性。

胡塞尔认为在对客体的感知现象的显现中实际上包含着显现的体验与显现的外

在客体两种东西，事物的显现与显现的事物不同，因此要把色彩、声音与显现

的颜色感觉、声音感觉区分开来，搁置外在事物的实在属性问题，而就被体验

到的感觉材料进行描述分析。

同样，瑜伽行派也作了类似的工作，把五种感觉官能所感觉到的五种感觉

还原为五识的对象即五境。在瑜伽行派看来，众生在感觉外境时，会把两种东

西看作是实有的：一是五种外境实有，认为外境客观地存在于自己之外；二是

五种感觉实有，认为对五种外境进行接触所获得的五种感觉也是实有的。认为

外境实在与感觉实有的看法在瑜伽行派看来是一种实体见，众生正是由于认为

外境实有与感觉实有而产生执着。在外境方面，瑜伽行派通过将五种外境还原

为五识的所缘境来破除五境的实有性，这样就可以首先使众生认识到外境只是

自己的五识所缘，并非离于五识外别有实体性的外境，然后可以使众生不再执

取于外境。这种取消外境的实体存在性的方法已经与胡塞尔的质性还原十分接

近了，只是瑜伽行派在五识层面就已经开始使用质性还原，而胡塞尔是在意向

行为方面来使用质性还原。因此，在对外境的客观性或实在性的问题，瑜伽行

派将外境还原为五种感觉，与胡塞尔将对象的客观属性还原为被体验到的感觉

材料在方向上是完全一致的，两门学说都回溯到了意识的被给予性上或心识的

所缘境上，从向外求转为向内求。

而在关于五种感觉的问题上，两门学说存在有差异。胡塞尔认为最终的被

给予性就是我们的感觉材料，这些感觉材料是不 “多”不 “少”的，现象学的

体验的最终基础就在于感觉材料，现象学要在这个基础上开始构建意向对象的

“上层建筑”。而瑜伽行派则认为，即使将五种外境还原为五识所缘还不够，一

方面我们可以进一步追问感觉材料又从哪里来，另一方面瑜伽行派认为众生会

对色、声、香、味、触五种感觉进行执取，这种执取被称为对五欲之乐的执取。

瑜伽行派认为五种感觉有助伴心所，众生耽著于五种感觉是因为这五种感觉可

以带来 “乐”的感受，所以称为五欲之乐，对这五种乐受就会生起贪爱，比如

对眼识所缘的形色会生起形色贪，等等。所以这里就存在有两个问题，一是感

觉材料能否进行还原的问题，二是感觉材料是否具有助伴心所的问题。这两个

问题在下面会继续进行讨论。

（二）感觉作用与五识的了别作用

在 “行为”方面，可以对感觉作用与五识的了别作用进行分析比较。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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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 “行为”不是一个独立的简单行为或复合行为，而是指独立行为中的不

独立 “行为”，比如感知行为中的感觉 “行为”，这里用 “作用”来进行指称。

对于感觉的问题，“胡塞尔所运用的 ‘感觉’术语并没有偏离开传统哲学意义上

的 ‘感觉’概念。他将通常的、狭窄意义上的 ‘感觉’定义为 ‘外感知的展示

性内容’。这个意义上的 ‘感觉’与 ‘感觉材料’是同义的。也就是说，感觉

与被感觉到的东西是对一件事的两个不同说法：它意味着意识的原始状态，在

这里还不存在主客体的分裂。”① 可以看到，胡塞尔是直接用狭义上的 “感觉”

来标识显现给我们的感觉材料，感觉作用与感觉内容是同一的。在对空间物理

对象的外感知中，这个狭义的感觉在 《逻辑研究》中可以说是等同于 “外感

知”。从 《逻辑研究》的第六研究关于意指行为的充实意向来看，在外感知中当

下直接地被感觉到的感觉材料是一种充实了的意向，它是最为原本的被感知之

物；另外还有一种与被给予的感觉材料一同被意识到、但未被直接感知到的东

西，它是一种未充实的意向或空泛的意向。

从 《瑜伽师地论》对五识的了别作用来看，五识的了别作用与感觉十分相

近，可以称之为 “感官意识”或者 “色识”，前五识可以分别代表现象学中的五

种基本感觉。比如在空间对象的外感知中，我们具有对视觉材料中的颜色内容

的感觉作用，同样，眼识也具有对青黄赤白等形色的了别作用，这两种作用都

是将某个视觉对象的颜色内容显现给我们。另外，五识的第四种业是 “刹那了

别”，五识的了别作用是刹那性的，无法进行相续性的了别。这与胡塞尔对感觉

的映射性的描述十分相近，在视觉感知或眼识中，我们对某个对象的感知实际

上是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的，被给予的感觉材料也是随着意识流的流动而处在不

断变化中，即使在同一个角度被给予的感觉材料也由于意识的流动而有所不同。

因此，从现象学来看，我们可以把五识的刹那了别作用看作是映射性的感觉作

用，这种刹那性的感觉作用或了别作用在多种意识行为同时进行时存在有差异。

比如当我们在洗澡时，可以说我们在看着水、听着水声、闻着沐浴露的味道和

接触着温水的感觉，这些多种的感觉作用是在同时进行的，而不是先看后听。

多种感觉的同时性在现象学这里可以说是由自身意识得到保障的，因为自身意

识本身是非对象化的和伴随性的意识，它具有不同的指向，在多种意识行为进

行时能伴随性地指向多种感觉材料。而多种感觉作用的同时性在瑜伽行派这里

则是由五根来保证，《深密》与 《瑜伽师地论》都提出了五根可以同时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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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想，在一刹那中或有一个识如眼识，或有两个乃至五个识与意识同时俱转。

在感觉与五识的非独立性的问题上，感觉作用本身不是一个完整的意识行

为，它是某些意识行为的某种 “感知”作用，比如是感知行为这样一个简单行

为中的一部分，它无法独立存在而从属于感知行为的内容。因此，感觉与感知

在本质上存在有根本区别，感觉是被体验到的非独立因素，感知则是被反思到

的感知行为。同样，在前面第二章关于五识第五种业 “随转业”的论述中可以

看到，五识必然随意识转、随善染转、随发业转。随意识转指五识的不能独立

自起，要随意识的转动牵引而生起，比如眼识在没有意识牵引的情况下不会去

了别色境；随发业转指五识生起后自身不能独立地进一步发起作业或造业，必

须依于下一分别意识的牵引而发起其他业用。也就是说，先不考虑第七识和第

八识的情况下，五识必须要与意识一起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心识行为。从现象

学来看，五识的这种非独立的了别作用与感觉的非独立作用是一致的，感觉与

五识只是给出对象的感觉内容，这些内容无法自身构造为对象，需要依靠意向

特征或分别意识才能从非意向的内容获得意向的对象的意义。

在五识具有的不同了别作用方面，《瑜伽师地论》卷１严格区分了五识各自

的了别作用。在五识六种作业中，第一种业是 “唯了别自境所缘”，五识只能依

于自根所对的境进行了别，比如眼识只具有了别色境的功能，而不能行使耳识

等其他识的了别作用，也就是说，眼识只能了别色不能了别声，同样耳识只能

了别声不能了别味，如此等等。可以看到，瑜伽行派对于五种感觉作用的区分

是十分明确的，胡塞尔对这方面的区分倒没有这么明确，他是从不同的感知比

如对视觉对象的感知与听觉对象的感知来区分这些感觉作用，甚至可以说是直

接从感觉材料方面来进行区分。

此外，瑜伽行派除讨论了五识的了别作用，还讨论了五识生起所需要的条

件，《瑜伽师地论》认为五识需要根、境、作意三种条件和合在一起才能生起，

以眼识为例，眼识需要以眼根的功能不损坏，眼根所触的色尘现前，及能生起

心识的 “作意”心现起这三个条件才能得以生起。有关意识或心识的生起条件

问题在现象学看来虽然是一种近乎心理学的讨论，但这却是瑜伽行派思想中的

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它与现量的问题直接相关。

（三）感觉材料的内容与五识所缘的五种外境

在 “行为”内容方面，可以就感觉材料的内容与五识所缘的五种外境进行

分析比较。胡塞尔主要区分了狭义上的感觉内容如颜色内容、声音内容和触摸

内容，与广义上的感觉内容包括在感觉中感觉到的动感感觉和感觉态。这种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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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与瑜伽行派对五境的区分是一致的，从现象学来看，五境被表述为五识的所

缘，似乎五识自身就能构造出其活动的对象。但是从上面关于五识的非独立性

的特点来看，现象学认为，五识无法自身构造出对象，所以五境还只能算是感

觉材料。瑜伽行派将五境表述为五识的所缘可以说是对从不同角度显现出来的

感觉材料的描述，这些感觉材料都是显现出来的感觉 “属性”。比如眼识所缘的

色境中的青黄赤白等显色可以理解为颜色感觉或颜色内容，耳识所缘的各种声

音是声音内容，如此乃至身识的触境可以理解为触觉内容，等等。由此可见，

瑜伽行派对感觉材料的或五识的所缘境的区分和描述也是十分细致和丰富，这

表现在对五境的所做的严格区分上，五境之间具有严格的区别。

五识第一种了别业是了
6

自境所缘，五识中的任何一识都不能以其他识的

所缘为所缘，眼识不能以耳识所缘的声为所缘。因此，相应于五识的了别活动

的区分，瑜伽行派对五境的区分也是十分严格的，色境不同于声境乃至于不同

于触境，颜色内容不同于声音内容或触觉内容。这种区分直接影响到对象的立

义，作为色境的感觉材料只能被立义为视觉对象，作为声境的感觉材料只能被

立义为听觉对象，我们无法将某种颜色感觉立义为某个声音，反之无法将某种

声音感觉立义为某个视觉对象。这是瑜伽行派对不同类别的五境所做的严格区

分，现象学会完全同意这种区分，并且会对此做出进一步的区分，即在同类别

的境中，比如在声境中，不同的声音感觉可以立义为同一个声音，我们对钢琴Ｃ

音的间断弹奏的诸多声音感觉是不同的，但却是相类似的或相近的，我们都可

以将钢琴Ｃ音的诸声音感觉立义为 Ｃ音。当然，不相近的声音感觉则不能立义

为相同的声音，比如打鼓的声音感觉就不能立义为敲钟的声音。瑜伽行派也意

识到了这个区分，比如在声音内容上区分了螺贝声和鼓声等不同的声音，但没

有对此做出明确的说明。

（四）感觉材料与感受行为、五识与心所

第四可以就感觉材料与感受行为、五识与心所的问题进行比较。前面提到

过五识具有五遍行等相应心所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五识层面已经具有五遍行等

五种感受行为，对此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呢？这个问题转换为现象学的问题就是

感受行为与感觉材料的关系问题。胡塞尔在 《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

中提到过相关的问题，他认为 《逻辑研究》中的 “初级内容”这个对感觉材料

的表达已经不能充分显示其特征，感性体验一词也与感性快乐等词相互抵触。

并且，一方面由于 “意义给与”与 “感性的”两词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由于

狭义的感性与广义的感性的不同，狭义的感性表示在外感知中显示出来的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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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材料的本质类似性，广义的感性除此之外还包含着感性感觉和冲动，这两

个原因迫使最早的狭义的感性一词转到情绪和意志领域中去，即把感性材料理

解为在意向体验中的意向质料。

这种误解在与身体相关的疼痛感觉与疼痛感受中特别明显，布伦塔诺对此

从物理现象与心理现象两方面进行过区分，比如在我们被灼伤时，灼伤的特定

物理性质与灼伤引起的疼痛情感两者是伴随出现的，一般人把疼痛情感本身也

称为疼痛，但实际上两种疼痛是不同的：前一种疼痛是指身体某一部位的某种

表面性质，后一种疼痛是指建立在对此现象的表象基础上的疼痛情感。这实际

上是感觉意义上的疼感与感受意义上的疼痛的区分，疼痛的感觉被称为物理现

象，疼痛的感受被称为心理现象，两者属于本质不同的更高属。胡塞尔认可布

伦塔诺的这种区分，认为诸如灼热的疼痛的感性感受一方面与对象之物有关，

一方面与自我有关，这里的感觉是作为感知行为的展示内容而起作用，感觉经

历了对象性的立义，感觉本身不是行为，而是构造行为的材料。感知立义的意

向特征占有了这些感觉材料后，就赋予这些感觉材料以意义。因此，灼热的疼

痛就以这样的方式与身体的触觉融合在一起而被看作是感觉，但实际上这里就

有一个根本的描述性区别，即快感或痛感等感觉的种类本质方面与喜欢或不喜

欢等行为的属的本质性的区别，痛感在其种类本质方面与触觉等都归属于感觉，

这些感觉都是展示性内容或意向客体，其本身不是意向。

进一步地看，感受行为等非客体化行为所指向的对象是客体化行为构造出

来的对象，而非尚未成为对象的感觉材料，比如我们的喜欢感受指向只能是作

为对象的某个杯子，而无法指向作为非对象的感觉材料。我们可以说在感受行

为中包含有感觉材料的体验内容，但不能说感受行为以感觉材料为对象，这在

现象学中是不可想象的，这意味着非客体化行为对感觉材料进行统摄而构造出

自己的对象，这样的话非客体化行为与客体化行为之间不再具有区别。五识的

心所问题在现象学看来毋宁说是感觉与感受的区别问题，五欲之乐在现象学看

来实际上是对对象产生的快乐的感受，而非对感觉产生快乐的感受。

从 《瑜伽师地论》的内容来看，五识的心所问题与阿赖耶识有关，五识的

心所是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在五识层面的体现。从前五识的五相来看，五识具有

五遍行与其他相应的心所，这里的五遍行是阿赖耶识的五遍行在五识上的体现。

在瑜伽行派看来，如果没有五遍行心所的参与，五识无法生起，这种参与表现

在根、境、作意三和合中的作意上，最为微细的作意是在阿赖耶识层面的作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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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感觉的当下性与五识的现量

第五可以就感觉的当下性与五识的现量进行比较。感觉在胡塞尔这里有狭

窄意义上的感觉与宽泛意义上的感觉，狭窄意义上的感觉是指意识行为如感知

行为的当下的感觉作用或感觉材料，它是印象性的感觉；宽泛意义上的感觉还

包括当下化的想象材料，它是再造性的感觉。在两者的奠基关系中，感觉材料

是想象材料的基础。瑜伽行派也有类似的区分，即现量与比量的区分，现量是

现在或当下的，五识第二种唯了别自相业指的就是唯了别现在现前的五根自境，

比量则是过去或当下化的。

现量主要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当下性，二是无分别性。五识的当下性指的

是五根与五境相对时的刹那，在 《瑜伽师地论》中，在五识的生起中有三心可

得，以眼识为例，“由眼识生，三心可得，如其次第，谓率尔心、寻求心、决定

心。初是眼识，二在意识，决定心后方有染净”①。也就是说，在不讨论末那识

与阿赖耶识的情况下，一个完整的六识行为最少次第具有率尔心、寻求心、决

定心三心，五识是率尔心，它无法独立存在 （即五识无法自行生起，生起后无

法自身进行分别），五识的当下性指的就是这个率尔心。未分别性则是从未落入

第六意识分别的寻求心前来说，它也可以理解为率尔心。所以，从现象学的实

项内容与意向构造两方面来看，一方面，五识所对的五境是现在、当下的现量，

它与狭义上的当下的感觉材料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五境是没有经过意识分别

的量，即处于 “原始状态的”无分别的量，这与未经历立义的感觉材料是一

致的。

在前面的非不现见、非已思应思与非错乱境界三种现量中，前两种现量属

于现量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在第三种现量非错乱境中现象学认为还要对其进行

进一步的澄清。瑜伽行派认为譬如海市蜃楼与多个月亮等色境是一种错乱境，

这些境不能算是现量，因为海市蜃楼只是一种阳焰。而从现象学来看，非错乱

境的界定已经存在着感觉材料与意向对象的区别。胡塞尔也举过一个类似的例

子，即著名的 “蜡像馆的女士”的例子。在察觉到女士是玩偶前与察觉后所具

有的表象是不同的表象，察觉前的表象中她是 “作为现实站立在我们眼前”，在

察觉后的表象中则是 “作为臆想生动地显现着”，从质性来看，两个表象的区别

在于质性的不同，其质料则是相同的，在前者是一个感知的质料，在后者是一

个单纯感知性臆想的质料。同样，在我们察觉到海市蜃楼是阳焰时，海市蜃楼

·０４３· 唯识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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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现前地显现在我们眼前；在察觉到它是阳焰时，它则是臆想地显现在我们眼

前。在对海市蜃楼的察觉前与察觉后的两个表象中，感觉材料是相同的，质料

也是同一的，但质性则是不同的。

以上基本上都是从现象学的关于感觉材料的界定来看五识，本文尝试从瑜

伽行派的五识来看感觉材料。从瑜伽行派的观点来看，胡塞尔对感觉材料的界

定与五境现量十分相近，比如在当下性、未分别性上的一致，但就对象是否需

要经历立义才能成为对象这方面的理解有所不同。在瑜伽行派这里，五种感觉

作用相对的五境就是五识的所缘对象，五境中的对象比如各种声音不需要经历

立义就已然自身成为对象，因为五根的作用就是对境中的对象进行了别作用，

只是这些对象是在根与境相对的刹那、未落入寻求心的对象，即当下的、无分

别的对象。五境对象在落入意识分别的寻求心后再进一步到染净心后，如此一

个完整的六识行为就得以完成，这时五境的对象就作为非当下的、分别的对象

而成为意识的所缘。从率尔心的五识落入寻求心的第六意识过程是十分快速的，

可以说是刹那之间的过程，第六意识无法观察这个过程。所以，五识对象与六

识对象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当下与非当下、无分别与分别的两种区分。

因此，从瑜伽行派的五识来理解现象学的感觉材料的话，感觉材料可以理

解为两种五识，一是不与意识俱有的五识，二是与意识俱有的五识。不与意识

俱有的五识指的是五识不与意识俱起的情况，现象学中的背景意识基本上可以

等同于这种五识。比如我们在进行一个对某物的看的感知活动时，我们不仅具

有对该对象的意识内容，还具有与对象的意向构造无关的、作为对象内容的背

景的其他意识内容。在瑜伽行派看来，眼识不与意识俱起时，眼识可以刹那对

与眼根相对的整个色境进行了别，眼根范围内的所有对象都作为色境显现在眼

识中，这整个色境与现象学关于对对象的看的背景意识十分相近。在听觉内容

与耳识方面，比如我们在一个吵闹的菜市场，如果我们没有将注意力放在某种

声音上，那么被给予我们的也是一个菜市场发出的所有声音的整体背景意识，

这种声音的背景意识在瑜伽行派这里就是耳识的声境。当我们从整体色境或整

体声境去注意某个对象时，关于某个对象的部分的、具体的视觉材料或色境、

听觉内容或声境就成为意识分别的对象了。因此，作为整体背景意识中部分的

某个对象的感觉材料在瑜伽行派看来是一种与意识俱起的五识，对某个对象的

感觉材料的注意和分析也已经是一种意识的分别作用，即现象学所说的后反思。

我们无法像直观对象那样去直观感觉材料，因此胡塞尔说感觉材料只能被体验

到，而无法被对象化地感知到。这种已经被注意到、被体验到的感觉材料在瑜

伽行派看来就是一种与第六意识俱起的五识，这种感觉材料实际上已经成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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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意识的分别所缘境，而非五识的所缘境。

另外，在瑜伽行派看来，作为广义的感觉材料的想象材料也不是五识的所

缘，而是意识的所缘，它是比量而非现量。想象这样一种行为是第六意识才具

有的行为，五识不具有诸如想象、回忆等意识行为的功能，而只具有当下了别

自根相对的五境的功能。因此想象材料是意识的所缘，不是五识的所缘。这样

看来，在最为基本和最为根本的直观被给予性的问题上，现象学认为 “内直观”

标题下的内感知与内想象都具有直观的被给予性，现时的内感知与具有足够直

观清晰性的内想象都具有明见性。而瑜伽行派则只认可五识现量的明见性，想

象材料是不明见的。

由于瑜伽行派没有对五识如何给出对象作详细的描述分析，而只是说依五

根了别五境，所以这里无法就对象的显现问题在细微之处展开进一步的比较

研究。

（六）质料还原的问题

最后就质料还原的问题展开讨论。前面我们提到的关于感觉材料或五境的

质料还原的问题，这个问题在现象学中可以说是感觉材料是否是意识最终的绝

对被给予之物的问题；在瑜伽行派中则是五识的真现量与似现量的问题。首先

明确提出质料还原的是题为 《华严哲学研究》的博士论文，这篇论文在导论部

分对胡塞尔现象学与大乘瑜伽行派的异同作了较为详细的讨论，从华严学的角

度来看待胡塞尔现象学的研究方法、研究论题，认为现象学除了要进行质性还

原外，还要进行质料还原：“现象的还原不应仅限于质性层面，还应透入到质料

的层面，这涉及究竟何者才是真正的 ‘纯粹现象’或 ‘绝对被给予者’”①，并

就 “自我”的问题作了简短地分析。

本文尝试以这个问题为线索，在感觉材料的被给予性与五识的现量问题作

进一步的探讨。

在前面关于意识分类的比较中，我们已经略微提到两门学说在理论与实践

方面的差异，胡塞尔的意识现象学主要讨论的是理论层面的知识论的问题，他

所要澄清的首要问题是我们的认识如何可能的问题，而非我们如何实践的问题。

在现象学的还原方法中，胡塞尔在 《逻辑研究》第五研究明确地提到了质性还

原的方法，表象行为与判断行为都可以进行质性还原，搁置对象与实事状态的

存在设定。胡塞尔没有明确提到过关于质料还原的问题，倒是提到了感觉材料

·２４３· 唯识学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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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质料的本质区别问题，感觉材料是意向体验的非意向之物，它向作为意向之

物的对象提供基础的材料。在有关意识的第一个概念中，胡塞尔认为我们的意

识流是一个实项的由部分所合成的实项整体，被体验到的实项整体的各个实项

内容是最为基础的内容，它无法再进行回溯，是在体验中被给予的最终内容。

对感觉材料的内在超越构造起来的对象有可能是虚假的，比如蜡像馆招手的女

士，或者在沙漠中的海市蜃楼，但即使我怀疑对这些对象的感知是否正确，我

也无法怀疑在感知中被体验到的感性内涵。也就是说，对这些对象的感知所具

有的感觉材料是 “真实不虚的”，它是我们的意识最原初的材料，也是现象学的

绝对的被给予之物，对这个在体验中如其所是的内在的被意指的东西进行怀疑

是一种明见的悖论。

瑜伽行派主要是在实践层面的解脱论中讨论五识的现量问题。瑜伽行派所

要达到的目标是转识成智，这种智慧也是一种可证得的现量，那么，五识的现

量是否就是智境中的现量呢？《瑜伽师地论》在阐明非不现见等三种现量说到这

三种现量为四种现量所摄：

“问：现量谁所有耶？答：略说四种所有：一色根现量，二意受现量，三世

间现量，四清净现量。色根现量者，谓五色根所行境界，如先所说现量体相。

意受现量者，谓诸意根所行境界，如先所说现量体相。世间现量者，谓即二种

总说，为一世间现量。清净现量者，谓诸所有世间现量，亦得名为清净现量。

或有清净现量非世间现量，谓出世智于所行境，有知为有，无知为无，有上知

有上，无上知无上，如是等类，名不共世间清净现量。”①

五根现量指五识的现量，意根现量指禅定中的现量，世间现量指是前两种

现量的合称，清净现量指的世间现量中的净心定现量，这种世间现量也称为清

净现量。另外还有一种非世间现量的清净现量，即出世间智所行的境界。因此，

瑜伽行派将这四种现量按识与智的性质不同区分出两种现量，即心识现量与智

境现量。识现量与智现量的区分是后世论师在因明论上关于真现量与似现量区

分的根据。在瑜伽行派看来，五根与意识这六根的现量都是心识现量。

从心识的横向结构来看，如果我们对心识流作结构分析，在心识流横切面

中的任一五识都会具有种子依，从前面关于意地五相的论述来看，前七转识以

阿赖耶识为种子依，根身器界等一切法都是阿赖耶识的种子在不同层面的识的

显现。五识也不例外，五识的 “能缘—所缘”从根本上来说是阿赖耶识在五识

中的显现。在心识流的横切面中，最为粗显的层面是五识，然后是意识、末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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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最后是深密的阿赖耶识，这个八识的结构在瑜伽行派这里是一种同时因果

的问题。在 《瑜伽师地论》第５１卷关于阿赖耶识的流转的思想中，阿赖耶识是

流转的根本，在玄奘法师一系所传的唯识思想中，阿赖耶识都是杂染的或染污

的。从阿赖耶识生起的转识层面的一切法也是染污的，五识作为粗显层面的识

也是染污阿赖耶识的表显。所以，从八识结构的同时因果来看，五识现量只是

似现量，不是真现量①，从瑜伽行派的解脱论角度来看，真现量只能是证得智慧

后获得的圣现量。

从心识的发生结构来看，一方面，五识不能自起，必须由第六意识牵引方

能得以生起；另一方面，五识身生起后刹那流入意地，五识在生起之后的下一

个无间刹那必定会被意识进行分别，即是上面所说五识的率尔心后必定进入意

识的寻求心，这表现在五识的第六种业取果业上：五识生起后必然随意识而转，

发起的或善或恶的作业，这会导向相应的或善或恶的果报。相对于横向结构的

同时因果问题，在发生结构上的心识的牵引与被牵引的问题就是一种异时因果

的问题。五识的这种被牵引情形类似于跟海德格尔基本情绪的 “前理解”，我们

可以把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的基本情绪还原为意识哲学中的前客体化行为，

即在客体化行为产生之前引导意识活动的感受行为，这种行为又不同后客体化

行为的感受行为。从这方面来看，我们的意识生活都是被打上作为前客体化行

为的基本情绪的烙印。因此从发生的层面来看，由于五识由意识牵引而得生起，

进而又被意识加以分别而造作因果，因此五识的现量只是一种识现量，而非智

现量。所以还要进一步超越五识的似现量，而证得智现量。

从上面两门学说关于感觉材料与五识能否作为最终的基础来看，两门学说

是存在差异的。现象学是从知识论的层面认为要停留在意识中，以感觉材料为

最终被给予的基础；瑜伽行派则是从解脱论的层面认为要超越识体验中的五识

的似现量，获得智体验中的真现量。从这个差异可以看到两门学说所要追求的

最终的基础是不同的，这个基础从两门学说各自的出发点、论证与取向上来看

各有其依据。

三　意向构造与意识分别的比较

不管是现象学还是瑜伽行派，对象或境在真正和严格意义上的出现是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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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构造或意识分别中。这里在感觉材料与五识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就对象的

意向构造的问题，对胡塞尔关于意识的第三个概念即意向体验与瑜伽行派的第

六意识进行分析和比较。

（一）意向构造与意识分别

意向构造所要面对的问题是对象如何显现的问题。感觉材料是原初被给予

的东西，是非意向的非对象之物，那么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即意向的对象是如

何显现的问题。本节接着前面对感觉材料的阐明来进一步对意向构造的问题进

行论述。在 《逻辑研究》第五研究中，胡塞尔关于意向构造所做的分析与布伦

塔诺关于心理现象的意向关系直接相关。胡塞尔认可布伦塔诺关于心理现象的

意向特征，心理现象意向地包含着一个对象，意向性被布伦塔诺定义为一种与

对象的关系或对一个对象的指向，并定义为对客体的不同方式的含有。但胡塞

尔也认为布伦塔诺的意向关系的说法是含糊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布

伦塔诺关于内存在的说法混淆了在表象中被体验到的实项内容与被意指的对象，

没有将表象的实项内容与表象的意向内容区别开来。其二，心理现象指向对象

的说法是模糊的，布伦塔诺没有说清楚指向对象指的是指向对象还是构造对象。

对于第一点，胡塞尔区分了内容的此在与内容，两者的区别即是体验的实项内

容与意向内容的区别。对于第二点，胡塞尔在实项内容与意向内容的区分的基

础上，将意向行为特征统觉或者立义描述了出来，这个统觉就是在实项内容的

基础上 “多出来”的部分，即对感觉材料的 “意义赋予”，对象由此而得以构造

出来。由此胡塞尔就揭示出了作为实项内容、立义特征与意向内容之统一体的

意向性，并进一步区分出第一性的意向和第二性的意向两种意向，前一种意向

是构造对象的意向，后一种是奠基于前一种意向之上的指向对象的意向。这两

种意向在 《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中就是与感性元素相对的意向立

形，它被胡塞尔称为功能的问题或意识对象的构造的问题。

瑜伽行派的第六意识分别的问题是关于对象如何被分别的问题。由于五识

所依的五根只具有了别自境的功能，而不具有分别的功能，那么我们对对象的

各种分别从何而来？这里接着五识的内容对第六意识的分别作用进行论述。第

六意识是意地自性中的 “识”性，即是指第六意识现前所缘境界的性质，这种

了别是粗显的了别。与感觉材料经历立义的必然性一样，前五识给出的对象也

必然会经历第六意识的分别。从意地的作业来看，心、意、识三种识与五识共

同具有的业用也有六种，其中这三种识都了别自境所缘、自相共相和过去现在

未来三世，其了别作用可以刹那性的，也可以是相续性的，并会牵引五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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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起。

根据意识的第二种业了别自相、共相业，可以将意识区分为四种意识：第

一种意识只了别自相，即意识与前五识俱起，缘五境自相进行了别，这被后世

论师称为五同缘意识。第二种意识只了别共相，指意识独起而不与五识俱起，

缘法共相进行了别，又被称为独头意识。根据不同的所缘境又可以区分为：定

中独头意识，意识不缘五根现量相对的境而独缘意根相对的境，即禅定中的瑜

伽行体验境；散位独头意识，意识处于非定、非梦状态时不缘五尘之境而缘三

世一切诸法；梦中独头意识，指在梦中所见的种种境。第三种意识俱时了别自

相、共相，与五识同时俱起缘法自相、共相进行了别，被称为五俱意识。五俱

意识又可以分为五同缘意识和不同缘意识，与五识俱起并缘同一相对之境的意

识称为五同缘意识，与前五识俱起而缘其他异境的意识称为不同缘意识。第四

种意识不与五识同时生起，而在五识识生起后，缘五识的五境进行了别，又被

称为五后意识。意地的了别性表现在第六意识上就是六识的分别性，从列举的

不共五识的十五种不共业来看，其中的分别所缘业主要指的就是六识的分别作

用，这七种分别是有相分别、无相分别、任运分别、寻求分别、伺察分别、染

污分别和不染污分别。

在五识的部分中，从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如果把五识看作非意向的感觉材

料，那么第六意识中的分别作用就应该是一种意向构造的作用，或者起码在其

分别作用中具有意向构造作用。但从关于分别的内容来看，瑜伽行派并没有关

于构造的论述，比如没有关于表象、判断等构造对象与实事状态的客体化行为

的描述，而只提到了不同的分别作用与不共五识的业用。那么，这就存在有三

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是瑜伽行派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而直接把五识所对的境当作

是意识的对象，这样的话，一方面这与布伦塔诺关于对象的 “内存在”的说法

相类似，混淆了在五识中被体验到的实项内容与在意识中被意指的对象；另一

方面也像布伦塔诺那样，没有将意识指向对象的意向关系明确地区分出构造对

象与指向对象这两种意向。第二种可能是将对象的构造的说法隐含在其中一种

分别作用中，而没有明确地提出来，意识的第一种了别自境所缘业可能就包含

着对象的构造作用。在前面关于现量的论述已经提到，瑜伽行派认为诸如海市

蜃楼与空中之花等境界是一种错乱境界，它不是五识的了别对象，而是意识的

分别对象。也就是说，海市蜃楼和空中之花是第六意识臆构出来的东西，从现

象学来看，这种臆构已经隐含着一种构造对象的意向行为，瑜伽行派没有明确

提出这种意向构造的行为，而直接就被臆构的境界进行讨论。第三种可能是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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伽行派认为五识对五境的了别作用就是或者就包含有对象的构造，从现象学的

意向构造思想来看，如果把五识的五境理解为感觉材料，那这是不可能的，因

为感觉材料是非独立的实项内容，不存在独立的纯粹感觉材料，它必然要经历

立义构造而成为意向的内容。

由此可以看到，在关于对象的显现的问题上，现象学的分析比瑜伽行派更

为丰富，胡塞尔十分擅长的关于行为的质性与质料的区分，以及关于感知、想

象、图像意识、符号意识、判断等行为的分析，而 《瑜伽师地论》与 《摄大乘

论》《成唯识论》等其他文本中都没有直接对应的论述。瑜伽行派对于心识如何

构造对象的问题是略而不谈，而直接讨论第六意识中各种分别作用与不共五识

的业用，这些业用在现象学看来实际是我们意识中的不同的意识行为。从上面

依于第六意识了别自相、共相区分出的四种意识来看，我们可以把第六意识中

了别自相、共相的五俱意识看作是现象学中的知觉 （感知意识），把只了别共相

的独头意识看作是想象、再造等意识。因此，“将第六意识的五俱意识和独散意

识放在一起看，它们与胡塞尔所说的 ‘当下行为’和 ‘当下化行为’十分相近。

前者在胡塞尔术语中被用来表述 ‘感知的意向特征’或 ‘感知的意向功能’，是

‘原造’或 ‘体现’的行为；而后者则是 ‘直观性的当下化’，被用来描述广义

上的 ‘想象’或 ‘再造’、‘再现’的行为。”①

如果从瑜伽行派的立场来看，对象的显现主要有两种：一是五根直接了别

的五境，这是未经分别的对象；二是意识分别出来的对象，它是对五境进行分

别后的对象或意识独立臆想出来的对象。对感觉材料的立义作用在瑜伽行派看

来实际上是五根的了别作用，对想象材料的立义才是意识的臆构作用。

（二）意向内容与意识所缘

在现象学的意向行为中，与作为感觉材料的实项内容相对的是意向内容，

这两种内容可以说是两个不同范畴的内容。在布伦塔诺的意向关系思想中，意

向行为的内容就是对象，但从胡塞尔对意向内容作的分析来看，行为的意向内

容不只是行为的对象那么简单，它包含有三方面的内容：意向对象，意向质料，

意向本质。

行为的意向对象指的意向行为所意指的确定了的对象，比如在表象行为中

被表象的对象。在行为中可以区分出构成行为的部分行为与完整行为，部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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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朝向的是对象，完整行为朝向的则是对象性。由部分行为复合而成的行为都

会在一个对象性中具有其相关物，这个行为在完整的和第一性的意义上与对象

性相关；部分行为作为部分寓居于复合行为之中的行为则与对象有关，整个行

为与对象的关系则是在第二性的意义上来说与对象发生关系。行为的意向质料

指的在意向行为中赋予行为以与对象之物的关系的东西，它在行为体验中可以

为不同质性的行为所共同具有，通过质料可以确定行为所意指的对象与意指的

方式，相同的质料不会给出不同的对象关系。意向本质指构成完整行为的质性

与质料两者的统一，另外还包括有在表达中作为赋义行为起作用的行为的合乎

含义的本质。

瑜伽行派的第六意识的所缘境是法境，从心识意向性一章关于意识所缘与

四种意识的区分来看，意识所缘的法境包括自相境和共相境两种。自相境即是

五同缘意识所缘，共相境的是五后意识与独头意识的所缘。对此我们可以区分

出以下两种境：一是意识所缘境，二是意根所缘境。意识所缘是除禅定体验中

的意根所缘境以外的法境，它可以与五识相关，也可以脱离于五识。与五识相

关的意识所缘可以称为内五识，与五根相对的五境称为外五识，外五识在意识

中遗留下来的影像境可以称为内五识。脱离于五识的意识所缘可以称为带质境，

主要是由意识分别所得的境。在意识所缘的这两种境中，意识既可以借助前五

识遗留的影像境来分别色境，这种境通过五根接触五境就可以获得；也可以借

助前五识提供的材料进行分别，这种境通过回忆、想象甚至臆构来获得，比如

我们可以臆构五根所不能了别的意识客体如龟毛兔角等对象或所缘境。

意根所缘本质上来说也是意识所缘，但由于它是禅定体验的所缘，并且也

是意根直接所缘的似现量，所以为了区别普通体验的意识所缘可称为意根所缘，

这种所缘必须经过瑜伽观行才能获得。在声闻地的观行思想中，禅定的修习由

欲界定经色界定而到无色界定，无色界定中的空无处定、识无边处定、无所有

处定三定从根本上来说都还是意识境，到非想非非想定才触及末那识，四禅八

定只是在程度上有深浅之别，性质上都是意识境。从声闻地的观行次第来看，

声闻乘在此时要观四圣谛，入圣谛现观，才能断除阿赖耶识的人执种子，即断

除末那识的俱生我执，但没有断除法执种子，即末那识的俱生法执。

可以看到，现象学的意向对象与瑜伽行派的六识所缘基本上可以是等同的，

现象学关注的是通过反思可以获得的对象领域，不关注禅定体验中的对象领域。

瑜伽行派则相反，它要求从粗显的意识所缘一直深入到意根所缘，最终要观察

到末那识乃至阿赖耶识，这样才能断除阿赖耶识的种子达到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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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非客体化行为与心所

胡塞尔关于非客体化行为的论述主要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非客体化行为

也具有指向对象的关系，二是非客体化行为要奠基于客体化行为的基础之上。

在第一个方面，布伦塔诺和胡塞尔都认为包括情感活动、意志在内的感受行为

或非客体化行为在本质上也具有指向对象的意向关系。在非客体化行为中，我

们的感受体验自身包含着一种指向对象的关系，诸如喜欢或厌恶等这些非客体

化行为必然对指向某个被喜欢或被厌恶的对象，没有对象的喜欢或厌恶是不可

想象的，非客体化行为的种类本质要求这种与被喜欢之物的关系。即使在感性

感受的领域我们也可以找到意向的特征，胡塞尔也举了布伦塔诺举过的被灼伤

的疼痛的例子，并对感觉与感受进行了区分。在第二个方面，非客体化行为要

奠基在客体化行为的基础上。胡塞尔把布伦塔诺的意向关系区分为两种意向，

第一种意向是狭义的意向，即构造对象的意向；第二种意向是广义的意向，即

指向对象的意向。在这两种意向的奠基关系中，非客体化行为无法自身构造出

对象，不具有自己的质料，所以非客体化行为需要在构造对象的客体化行为基

础上才能获得质料。

意地的助伴是指与意地俱有相应的心所有法，具体指五十三种心所，包括

五遍行、五别境、十一善法、六根本烦恼、二十二随烦恼、四种不定心所。《瑜

伽师地论》把这些心所譬喻为 “伴侣”“仆使”，并在性质上把它们视为烦恼心

识。这些众多的助伴心所有多种特性，诸心所从自种所生必托种子依与等无间

依等所依而起，必有所攀缘，心所活动各各有别而又一时俱有而起，虽一时俱

有而又次第而起，并且诸心所虽从各种所生而又相互相应而转，于所缘作无量

种差别行相转，等等。

胡塞尔现象学与瑜伽行派在非客体化行为与心所的问题上，其相同之处在

于，第一，非客体化行为或心所都是指向对象或有所攀缘的，两者都具有与对

象的关系；第二，两者都是被奠基之物，非客体化行为奠基于客体化行为之上，

心所则奠基于心王之上。不同之处在于，一方面两者在具体的奠基内容上有所

不同。在关于客体化行为构造的质料对象对非客体化行为的奠基关系上，瑜伽

行派显得不如现象学那么明晰，《瑜伽师地论》显示出来的心所与心王的关系是

一种从属关系，即心所从属于心王。从最为深细的层面来看是从属于阿赖耶识，

阿赖耶识的心王还灭后，从属于心王的心所也得到还灭。另一方面在非客体化

行为或心所的内容的关注不同。从一般的意义上来看，我们可以把贪或嗔理解

为喜爱或厌恶，胡塞尔并不关注我们为什么会喜欢或厌恶某个对象，他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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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些非客体化行为指向对象的关系及其奠基关系；而瑜伽行派则十分关注贪

和嗔的问题，认为这两个心所是根本烦恼，是需要断除的烦恼。从这里可以看

到现象学与瑜伽行派在非客体化行为或心所问题上的差异。

（四）质性还原与 “唯识所现”的问题

这里主要涉及对象的存在性问题与境的实体性问题。现象学的质性还原与

对象的存在信仰问题相关，主要涉及表象与判断两种客体化行为。胡塞尔详细

讨论了存在信仰，对表象与判断进行质性还原，把两者还原为对对象或实事状

态的单纯表象。表象可以作为单纯的表象存在，对象不被设定为存在或不存

在，比如我们理解一个表达而不对这个表达做出相信或不相信的决定，所以单

纯表象与存在信仰特征具有对立关系。名称是对表象的表达，我们可以按名称

是否赋予被指称之物以存在性而区分两种名称或两种称谓行为：设定的与非设

定的名称，这两种行为的区别延伸到整个表象领域。设定的称谓行为指具有存

在设定的意指行为如感知、回忆和期待等，不设定的称谓行为指搁置存在设定

的行为与单纯想象等行为，在每一个设定行为中都包含着一个具有同一质料的

不设定行为。同样，判断行为也可以区分为设定性的陈述与非设定性的陈述，

我们可以只对判断所陈述的实事状态作理解意义上的单纯表象，而不必然对判

断作承认或拒绝的决断性断定。每一个可能的陈述可以与一个可能的称谓相对

应，两者可以互相转变。称谓与陈述的转变是在质料上的变化，而非在行为质

性上的本质变化。通过表象与判断的质性还原，对象与实事状态就获得了明

见性。

质性还原与唯识无境十分相近。对象的存在信仰问题在瑜伽行派这里则是

境的实体性问题，唯识无境针对或对治的是执外境实有的见解。最为著名的心

识还原方法的提出就是 《深密》中的 “我说识所缘，唯识所现故”，从这段经文

的上下文来看，这是先从定心位即瑜伽行的心识体验、后从散心位即普通的心

识体验，以析取的方法对唯识无境进行辨析。

在定心位中，止的所缘是无分别影像的无间心，观的所缘是有分别影像的

所观境，所以这里所问的是毗钵舍那三摩地所行的影像与此毗钵舍那的一异问

题，即是能观心与所观境的是一还是异。毗钵舍那三摩地所行影像，是指修习

止观行时心识所专注于的一种所缘境，此所缘境依不同的止观方法而有不同。

举例而言，如修不净观时以青淤乃至于白骨等色境为所缘，白骨等色境是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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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生的定境界色，它是 “定识所行，唯识所现，无别有体”①。在散心位中，六

根对六境而生起六识，相比于定心位的色境，散心位的色境较为粗浅，但其所

缘的色境等影像与心亦无有异。但有情众生由于心颠倒而不能如实观察到所缘

境亦是心识所现的影像，认为离于心外而别有境。

现在对定心位、散心位的色境等影像是 “唯识所现”作详细的分析。色境

可以分为以下三种。一是眼识所缘的色境。从意地的自性、所依、所缘等五相

对心识的论述来看，这种色境是眼根所对的当下境，是眼识的现量，有见、有

对。二是意识所缘的色法境。这种境是由眼识生起色境后无间生起的分别意识

所对的色法，也包括回忆、想象、做梦等所见的色境，属于法处所摄色，是意

识的比量，无见、无对。三是定境界色。定境界是修瑜伽行时心识显现的色境，

瑜伽行心识所观见的影像如不净观的青瘀乃至白骨等影像，是 “见所缘境现前

住”，即是定中的现前所缘境。这种定境界色亦是法处所摄色，但比第六意识所

缘的色法境更为深细，也是无见、无对。眼识的色境与意识的色法境是散心位

时的色境。这两种定心位或散心位所缘的影像皆是心识所现的色境，不离于观

故与观 “无异”，“境不离心，故言无异。理实而言，非一非异，为破异执，但

言无异”②。所以，境心无异与唯识所现指的就是境与识的意向关系，色境不是

在心外而有之境，而是即此色境是心识之所现。

这三种色境都是唯识所现。从八识来看，是唯何识所现呢？从前面对八种

识的界定来看，末那识是缘阿赖耶识为境，以内境为所缘，六识是以外境为所

缘。眼根所对的色境、意识所对的色法境及定境界色皆是外境，所以三种色境

是第六意识所现。所以，最为粗显的唯识所现可以说是 “意识”所现，其余五

识的所缘境与其他法处所摄色也是意识所现。从声闻地的观行次第来看，在观

行上是以六识起观，从散心位到定心位而逐渐深入到末那识与阿赖耶识。并且，

在观境是识所现后最终还要观境的如性。

从上面可以看到，在对对象或境的态度上，现象学与瑜伽行派都十分强调

对对象或外境进行还原。存在信仰解答了对象与世界的客观存在的问题，所谓

对象、世界甚至人的客观存在实际上是一种存在信仰意识。对存在信仰进行搁

置的质性还原则是现象学还原的关键，它一方面使我们从对对象的研究返回到

对对象意识的研究，另一方面也借此获得了非设定性的、作为纯粹意向相关项

的广阔研究领域。与对对象的搁置态度不同，瑜伽行派的心识还原是直接否认

·１５３·意向构造与意识分别

①

②

《解深密经疏》卷６，《碯续藏经》第２１册，第３０５页上。
同上书，第３０４页下。



外境的存在性或者实体性。唯识无境的方法把外境还原为心识的显现，同时彻

底否认外境的存在性，这主要是为了导向实践，让众生可以摆脱对外境的黏附

和执取。可以说，质性还原与唯识无境两种方法分别是两门学说在方法论上的

关键。

在还原的思路上，胡塞尔现象学的质性还原是对表象和判断中的存在信仰

进行还原，从而获得作为意向相关项的对象与实事状态领域，这是从外在对象

的一重超越还原到意向对象上。进一步地看，从关于质料还原问题来看，还可

以将二重超越的意向对象超越还原到感觉材料上，以感觉材料作为意识的最终

基础。瑜伽行派 “唯识所现”的还原思路则是从境到识，再从识到智。从境到

识是否认在散心位与定心位显现出来的境的实体性，这些境都是唯识所现，并

且在根本上是阿赖耶识的虚妄分别显现出来的境，因此在观境是识所现后最终

还要观境的如性，即从识境进入智境。现象学与瑜伽行派的还原思路的不同也

显示出两门学说在意识或心识的最终基础与追求目的的不同。

四　原因探讨

从以上分析来看，胡塞尔现象学与瑜伽行派关于意向性问题上的差异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是取向上的原因。现象学与瑜伽行派所追求的取向不同，表现为理

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取向的不同。现象学的取向是知识论的取向，旨在对意识

的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的本质结构进行描述，进而以此为基础为其他问题和其

他学科进行奠基。瑜伽行派的取向是解脱论的旨趣，理论的描述是为观行服务，

对意向性的描述是为了导向唯识观行，从前五识一直深入到第八阿赖耶识，最

终断除第八阿赖耶识中的种子。如果从佛教的 “悲”与 “智”两个方面来看，

可以说，现象学是偏重于 “智”，瑜伽行派则是偏重于 “悲”。

第二个是方法上的原因。两门学说在方法上虽然有相通之处，但在运用上

有所侧重。现象学注重的是反思，通过现象学还原对意识进行还原，然后运用

感性直观、本质直观等方法来描述意识的本质结构。瑜伽行派注重的是止观方

法，通过止观 （奢摩他与毗钵舍那）的修习来观察心识的结构，从粗显的前六

识逐渐深入到第七识乃至深密的第八识，并最终要断除阿赖耶识的烦恼障与所

知障二障的种子。

第三个是最终基础的原因。在两门学说所达到的意识或心识的最终基础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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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依体上，现象学的最终基础 （所依体）是在意识中被体验到的感觉材料，胡

塞尔以感觉材料作为意向性的最终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进行意向构造分析。瑜

伽行派则是承接阿含学、部派佛教和中观学来讨论心识的流转与还灭的问题，

必须要达到作为所依体 （最终基础）的阿赖耶识，否则部派佛教安立的六识、

外道安立的神我就可以解决流转与还灭的问题，瑜伽行派特别建立的八识论就

没有必要提出。另外，所依据的体验也有所不同。现象学反思依据的主要是一

般体验，瑜伽行派止观依据的主要是禅定体验。

第四个是功用方面的原因。两门学说对意识或心识结构的揭示的功用不同，

现象学中的 “意向活动—自我极—意向相关项”横向结构与三种时间的纵向结

构的描述，在积极方面的功用上是为了给知识找到一个夯实的基础，在消极方

面的功用上则是克服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最终把超越论的主体性作为认识的

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可以构建起整个知识的大厦，并进一步为科学、心理学等

其他学科奠基。与现象学不同，瑜伽行派描述出了作为境体的八识结构与缘起

结构后，并没有停留在心识的结构上，而是进一步地导向瑜伽观行，这是瑜伽

行派 “依境起观，方证果故”的 “境—行—果”思想的体现。

·３５３·意向构造与意识分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