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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探讨以下问题：在说一切有部与经量部围绕意识所缘的争论

上，瑜伽行派更认同哪一派的主张？简单的回答是，他们更倾向说一切有部的

主张，认为感官对象是意识所缘之一，意识也能直接缘取物理对象。这种观点

在瑜伽行派的不同发展阶段有具体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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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在佛教和其他印度哲学派别中，识（vijñāna）通常分为六种：眼识、耳识、鼻

识、舌识、身识以及意识。前五识以感官为特征，根据这种特征，前五识分别感知

色、声、香、味、触五种感官对象，它们全都是物理对象。然而第六识即意识有哪

些对象？它们包括这些物理对象或感官对象吗？

在佛教哲学史上，譬喻师（Dārṣṭāntika）明确主张，意识的对象不包括感官对象。

此说见于说一切有部（Sarvāstivāda）的阿毗达磨论书《大毗婆沙论》（Mahāvibhāṣā）：

“谓譬喻者作如是说，眼等六识身所缘境各别。彼说意识别有所缘，不缘眼等五识所

缘。”a尽管譬喻师没有详细指出意识有哪些对象，但已足够清楚说明这些对象不包

括五种感官识的对象。后世的经量部（Sautrāntika）对譬喻师的观点作了进一步发

挥，主张唯有诸根（indriya）能直接认识各自的感官对象或物理对象，感官识与意

a　《大毗婆沙论》T1545.449a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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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只能通过行相（ākāra）而间接认知这些对象。这种主张通常被称为“间接实在论”

（indirect realism），普遍认为这是经量部及其先驱譬喻师的创见。

说一切有部采取针锋相对的立场，主张意识无须通过行相就能直接缘取感官对

象。双方围绕这个议题的争论，留下了丰富的文献资料。a但我想提出的问题是：与

这两个部派有着深厚渊源的瑜伽行派如何处理这一议题？例如，他们是否赞成意识

不能认知感官对象？他们是否认为意识无须借助行相就可以直接认知感官对象？此

外，他们在以上争论中会采用说一切有部还是经量部的观点？

这个问题曾引起当代学者的关注。例如林镇国（Lin 2008）在研究陈那的《观

所缘缘论》（Ālambanaparīkṣāvṛtti）时，就留意到玄奘与真谛两家译本的分歧，试图

论证这两位唯识学译家在意识能否直接认识感官对象的问题上，必然持有不同立场。

悦家丹（Lusthaus 2013）在讨论瑜伽行派的大部头论书《瑜伽师地论》的开头部分

时，也曾针对相同的问题，提出相当有意思的看法。

在本文中，我将首先引述悦家丹对《瑜伽师地论》一段文字的讨论，这段文字

列出了意识的各种认知对象。我不同意悦家丹的看法，并将论证这段文字列出的内

容包括五种感官对象，它们分别为五感官识所感知。换言之，《瑜伽师地论》开头的

这个段落，随顺说一切有部的主张，认为意识的认知对象包括一切法，当然也包括

五种感官对象在内。既然感官对象是意识的认知对象，那么意识如何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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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这些

物理对象？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将探讨瑜伽行派关于认知过程的论述。当一个物理对象

在认知中呈现，感官识和意识如何认知这个对象？瑜伽行派主张，两者必须同时生

起，才能认知这个对象。如果意识不与感官识同时生起，它就不可能直接认知物理

对象。我们知道，意识与感官识相反，它被定义为一种具有概念分别作用的认知。

如果意识与感官识同时起作用，从而认识物理对象，那么意识是有分别的，还是无

分别的？早期的瑜伽行派经论经常暗示，这种意识仍是一种“分别意识”。然而，同

一个认识过程，如何既有分别，又无分别？后世的瑜伽行派注疏家想方设法解决这

个问题。一个方法是承认存在一种特殊状态即“无分别意识”，能够在认知过程的最

初阶段与感官识同时起作用。另一个方法是将分别解释为“与寻伺相应”，这是一种

微弱的概念分别作用，可以被宽泛地视为“无分别”。对瑜伽行派而言，无论哪种方

法都支持如下结论：意识通过与感官识同时作用，从而直接认识物理对象。

在随后两节，我将以两个具挑战性的例证来检验上述结论，一个例证是瑜伽行

派的五心说，另一个是定中意识。早期瑜伽行派的五心说提出一种以连续性为主导

a　关于有部与经量部围绕这个议题的争论的一般背景介绍，可参见法光的研究（Dhammajoti 2007a: 136–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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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认知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第一个心识状态是率尔（aupanipātika）心，它相当于

感官识，它最早生起以认知各自的感官对象，随后生起的是寻求（paryeṣaka）、决定

（niścita）二心，它们都与意识相应。对后世的瑜伽行派注疏家而言，调和这种连续

性模式与主流的同时性模式之间的紧张关系，成为一个棘手问题。他们为此提出不

同观点，对五心说作出重新解释。有的注疏家将五心说解释为一种彻底的连续性认

知模式，这将支持经量部认为意识不能直接认知感官对象的观点。但多数注疏家倾

向将同时性认知模式应用于五心说，乃至将心识念念相续的无间（samanantara）解

释为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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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间，而非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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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间。因此，即使在五心说的语境下，他们也倾向于认为

意识与感官识可以同时起作用并且直接认知物理对象。

现在必须强调一点，意识不可能也不应该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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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感官识同时起作用。例如，分

别意识必须在感官识之后生起，才能以概念化的方式对感官与感官识所获得的“感

觉材料”进行加工。另一种情况是所谓“独头意识”，这种意识无须感官识的扶助便

能独自起作用，典型例子就是睡眠与禅定。独头意识能直接认知物理对象吗？瑜伽

行派讨论了禅修者闻声出定的有趣例子，也提出各种不同观点加以解释，而主流观

点认为定中意识是一个特例，它单独起作用，不能直接认识物理对象。

二  意识所缘

首先让我引述悦家丹（2013: 587）的一个有趣说法：

非常奇怪的是，有别于之前的地（bhūmi），在意地中，色蕴（rūpaskandha）

不 能 作 为 其 所 缘（ālambana）……然 而， 在 此 地 中， 意（manas） 与 意 识

（manovijñāna）不能直接认识色（rūpa）或物理对象，这是感官而不是意的工

作。意只是间接地将各种感官对象看作感官领域（āyatana，处）。玄奘特意加上

“内”字，而成“六种内在感官领域”（内六处），是为了强调意识领域的活动独

立于物理世界。感官为意提供对象，然后意在自己的领域内，用自己的方式对

它们进行加工。这不只是简单地认为意与意识只有通过感官，才能获得关于物

理事物的任何知识。这不过是阿毗达磨的标准说法，也是普通常识。恰好相反，

由于色与色蕴不能作为其所缘，因此所有关注与分析都转向了意识领域，甚至

在探究物理事件或物理原因如何引起认知反应的时候也不例外。瑜伽行派的这

个重大转变，使它从此被错误地当成唯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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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家丹的上述评论，正如他的许多作品一样，充满了哲学洞见。换句话说，对于任

何有哲学头脑的学者而言，他的深思往往能吸引眼球。尽管如此，我认为他的说法

就上述引文而言缺乏根据。如果意识不能“直接认识”物理对象，这未必意味着什

么“重大”的“唯心论”的转向。我不想在这里争辩这个问题，而是集中讨论本文

的主题：意识能直接认识物理对象吗？或者换种说法，意识的所缘（ālambana）是否

包括物理对象？

首先需要指出，悦家丹声称意识不能以“色蕴”为对象，可部分归咎于翻译错

误。他的说法基于《瑜伽师地论》“意地”部分中的一段话，其中列举了意（manas）

或意识（manovijñāna）的对象：

ālambanaṃ katamat | sarvadharma ālambanaṃ | kevalaṃ tu vedanāskandhaḥ 

saṃjñāskandhaḥ saṃskāraskandho ’saṃskṛtaṃ cānidarśanam apratighaṃ ca rūpaṃ 

saḍāyatanaṃ sarvabījāni ca ||a

悦家丹（2013: 586）把这段话译作：

它的所缘（ālambana）是什么？它以一切现象（sarvadharma，一切法）作

为自己的所缘。它的所缘不是［公共］享有的［即仅能被主观地认识］。它［的

所缘］仅有受（vedanā）、想（saṃjnā）以及行（saṃskāra）诸蕴（skandha），

无为法，不可见而且无质碍的物质（rūpa，色），六种［内在的］感官领域

（ṣaḍāyatana，六处），以及从种子产生的一切事物。

请注意，悦家丹把 kevala（’ba’ zhig，不共者）翻译为“不是公共享有的”，进而认

为意识的认知对象（ālambana，所缘）“仅能主观地被认识”。在我看来，这个翻译

在整个句子的语境中显得非常突兀。因此，这段话应该翻译如下：

它的所缘（ālambana）是什么？它以一切法（dharma）作为自己的所缘。

［意（manas）或意识（manovijñāna）］所独有的（kevala）［所缘包括］：受

（vedanā）、想（saṃjnā）、行（saṃskāra）诸蕴，无为法（asaṃskṛta），不可见

而且无质碍的色（rūpa），六［内］处（ṣaḍāyatana），以及一切种子。

a　Ybh (S) 11, 12–14。参见 Ybh (C) T1579.280b11–13 以及 Ybh (T) D4035.5b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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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的翻译和悦家丹有一个重要区别，就是将 kevala 一词联系到整个句子的上

下文。如此一来，这个词的相应译法就是“独有的”，或汉译本中的“不共（于五

识）”。此外，我的翻译还得到窥基（632—682 年）、遁伦（活跃于 7 世纪）的《瑜

伽师地论》注疏的支持：“［意或意识的］独有对象不与五［感官］识所共有。”a

如果我们熟悉有部阿毗达磨对意识所缘的相关讨论，便会发现这一简单罗列的

背后，隐藏着如此之多富有争议的传统议题。意识不与五感官识所共有的所缘可以

分为三组：（1）一切种子，（2）内六处，（3）其余五项。其中，种子在概念定义上

具有瑜伽行派的特点，不属于阿毗达磨的名相。窥基与遁伦补充解释说，这里所说

的种子只包括有漏种子，不包括无漏种子。b

至于第二组，梵文 ṣaḍāyatana（六处）的内涵并不清楚，而玄奘添加一个“内”

字，说明该词指的是“内
4

六处”，其中包括五种感官以及意（manas）。这里的关键在

于内六处区别于外六处，后者指五种感官对象及法（dharma）。悦家丹似乎误读了这

个词，把它视为感官对象之列，还把玄奘添加的定语“内”理解为“意识领域的活

动独立于物理世界”（同上引）。如果内六处是意识对象，那么外六处又如何呢？它

们也是意识的对象吗？由于原文没有明确提及外六处，这为悦家丹留下了想象空间，

让他误以为外六处不是意识对象。但如果我们仔细阅读原文，便会发现外六处暗含

在“一切法”中，后者正是意识对象定义的第一个部分。

在阿毗达磨文献中，依据对实相的不同分类模式，对“一切法”的含义可以有

几种不同的理解。其中一种分类模式是将实相分为十二处。在说一切有部论书《识

身足论》（Vijñānakāya）中，关于十二处以及它们如何成为相应心识的认识对象，有

如下说明：

有十二处（āyatana），谓眼处、色处、耳处、声处、鼻处、香处、舌处、味

处、身处、触处、意处、法处。

问：眼处几识所识，乃至法处几识所识？

答：色处二识所识，谓眼识及意识。声处二识所识，谓耳识及意识。香处

二识所识，谓鼻识及意识。味处二识所识，谓舌识及意识。处触二识所识，谓

身识及意识。余七处唯意识所识。c

如果将实相分为十二处，那么所有这些元素或法就共同构成意识的对象。例如，其

a　YJSDLLZ T1829.7a29: 不共境者，不共五识故。YJLJ T1828.319a1–2: 不共境者，不共五识故。

b　参见 YJSDLLZ T1829.7a20；YJLJ T1828.318c24–25。
c　《识身足论》T1539.546c1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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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种感官对象是相应感官识以及意识的共同对象。然而，其余七处，即内六处以

及法处，则只能作为意识的对象。这就解释了何以内六处在《瑜伽师地论》中被列

为“不共五识”的意识对象。根据相同的逻辑，五种感官对象也包括在“一切法”

中，并且被视为意识的认知对象。

另一种常见的分类模式是将实相分为十八界（dhātu），即十二处加上六识。因

此，意识所缘就包括所有这十八种元素，而五种感官对象又必须被认为是相应感官

识以及意识的共同对象。关于这一点，世亲（Vasubandhu，约 400—480）在《阿毗

达磨俱舍论》（Abhidharmakośabhāṣya）有清楚说明：“色、声、香、味、触分别被

眼、耳、鼻、舌、身识所感知（anubhūta），它们全都被意识所认知。它们分别被两

个识所认知。由此可见，［其他］十三界只被意识所认知，因为它们不是五［感官］

识聚的对象。”a他的批评者众贤（Saṃghabhadra，活跃于5 世纪）也附和这种观点。b

这表明他们的见解完全一致，也表明世亲在这一点上没有偏离毗婆沙师的正统立场。

在上文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发现“法”（dharma）的概念存在歧义。一方面，法

是十二处或十八界之一，被界定为意（manas）或意识（manovijñāna）的对象。另一

方面，法似乎又涵盖所有十二处或十八界，这引出的结论似乎是：当意识认知所有

界或处时，它就能了知一切法。在说一切有部阿毗达磨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两种方

式来处理这不一致之处。一种是将法处或法界看作一切法的代名词。如果同意这种

说法，那么所有十二处或十八界都可以尽摄于一处或一界，也就是法处或法界。这

种观点见于《大毗婆沙论》：“有余师说，法界总摄一切法尽。”c在说一切有部的经典

本体论中，法界可以包括过去、现在、未来法。这种主张的解释如下：

问：法界云何？

答：诸法为意已、正、当了是名法界。已为意了者，谓诸法界已为过去意

界所了。正为意了者，谓诸法界正为现在意界所了。当为意了者，谓诸法界当

为未来意界所了。d

解决这个问题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将法处或法界的内容只限定为“七法”，即无表

色（avijñaptirūpa），受、想、行三蕴，以及虚空、择灭（pratisaṃkhyānirodha）、非

a　AKBh 57,16–20 ad AK I.48a: rūpaśabdagandharasaspraṣṭavyadhātavo yathāsaṃkhyaṃ cakṣuḥśrotraghrāṇajihvākāya
vijñānair anubhūtā manovijñānena vijñāyante | evam ete pratyekaṃ dvābhyāṃ vijñānābhyāṃ vijñeyā bhavanti | śeṣās 
trayodaśa dhātavaḥ pañcānāṃ vijñānakāyānām aviṣayatvād ekena manovijñānena vijñeyā ity ākhyātaṃ bhavati |

b　参见《顺正理论》T1562.377a3–6。
c　《大毗婆沙论》T1545.370c19–20。参见《大毗婆沙论》T1545.985b8: 或说，法处摄一切法。

d　《大毗婆沙论》T1545.370c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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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灭（apratisaṃkhyānirodha）三种无为。世亲在《俱舍论》中说：“受、想、行蕴

也应该被立为界与处。此三［蕴］，以及无表［色］、三种无为法，这七种实体可

以被称为法处与法界。”a此外，类似表述见于众贤的《顺正理论》（Nyāyānusāra）

（T1562.342a2–4），亦见于《大毗婆沙论》（T1545.65a29–b1, T1545.985b15）。根据

法光的研究（Dhammajoti 2007b: 38–39），法界或法处被具体阐释为七法，可以追溯

到《发智论》（Jñānaprasthāna）。通过这种方式，这部论书把旧有的蕴、处、界分类

模式改编为新的五位分类，其中包含无表色以及三种无为。

由此可见，上述七法相当于瑜伽行派所说的认知对象的第三组，也就是受蕴、

想蕴、行蕴、无为法以及无见无对色。其中，无见无对色明显是瑜伽行派对说一切

有部的“无表色”（avijñaptirūpa）概念的改编。瑜伽行派在此没有详细说明无为法

的种类，如果我们参考瑜伽行派对无为法的标准分类，便会知道无为法有六种：虚

空、择灭、非择灭、不动灭（āniñjya）、想受灭（saṃjñāvedayitanirodha）以及真如

（tathatā）。

从整体上看，瑜伽行派对意识对象的厘定，通过加入本学派特有的理论成分

（“种子”等），糅合了两种相异的阿毗达磨传统（“一切法”相对于“七法”）。即便

有这些复杂情形，我们仍然可以清楚看出，五种感官对象不仅被包括在意识对象中，

而且是它们相应的感官识与意识相互共有的对象。在《瑜伽师地论》中我们所讨论

段落的上边几行，就有支持这结论的另一些证据。例如，关于眼识对象有以下说法：

一切可见的、有广延而且有表的［色法］是眼的行处（gocara），是眼的境

界（viṣaya），是眼识的行处，是眼识的境界，是眼识的所缘（ālambana），是意

识的境界，也是意识的所缘。b

根据这个段落，可见的、有广延而且有表（vijñapti）的色法，一方面能够作为

眼、眼识以及意识的行处（gocara）与境界（viṣaya）；另一方面，它也能作为眼识

a　AKBh 17,2–5 ad AK I.15cd: ete punas trayaḥ | vedanāsaṃjñāsaṃskāraskandhā āyatanadhātuvyavasthāyāṃ 
dharmāyatanadhātvākhyāḥ sahāvijñaptyasaṃskṛtaiḥ || ity etāni sapta dravyāṇi dharmāyatanaṃ dharmadhātuś cety 
ākhyāyante ||

b　YBh (S) 5,8–10: sarvāsāṃ varṇṇasaṃsthānavijñaptīnāṃ cakṣurgocara[ś cakṣurviṣaya]ś cakṣurvijñānagocara[ś 
ccakṣurvijñānaviṣaya]ś cakṣurvijñānālambanaṃ manovijñānagocaro manovijñānaviṣayo manovijñānālambanam 
iti paryāyāḥ || 参见 YBh (S) T1579.279b15–17。梵文词 gocara、viṣaya、ālambana 都是指“对象”。为了有所

区别，我将这三个词分别译为“行处”（operative field）、“境界”（object）与“所缘”（cognitive object）。
需要注意，眼以及眼识和意识可以具有行处（gocara）和境界（viṣaya），但只有眼识和意识才有所缘

（ālambana）。因此，辨别所缘与其他“对象”的一个方法是，该词往往与识（vijñāna）连用，从而构成识

的意向对象或认识对象。相比之下，作为作用范围的行处，或作为对象的境界，则更具有客观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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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意识的所缘（ālambana）。然而，类似于有部的无表色（avijñaptirūpa）概念，不可

见而且无质碍的色法只能被意识所认知，从而作为意识的所缘。如此类推，其他四

种感官对象，即声、香、味、触，则是意识以及相应感官和感官识的共同对象。a

因此，根据《瑜伽师地论》开头的这个段落，意识的认知对象由“一切法”组

成，其中包括色、声、香、味、触等感官对象。这意味着意识可以像感官识一样直

接认识物理对象。我还想重申一点，无论从哪种意义上看，这个段落没有任何转向

“唯心论”的意味。

三  同时意识

既然感官对象是意识的认识对象，那么意识如何直接
4 4

认识这些物理对象？为了

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察瑜伽行派如何分析一个现实的认知过程。在《瑜伽师

地论·摄抉择分》的其他地方，尤其是在解释“［意识］能以自境与他境为所缘”

（svaparaviṣayālambanavijñaptiḥ）b时，提出一个颇有说服力的观点：“意识能以他境与

自境为所缘。‘以他境为所缘’，指它能缘取五［感官］识聚的所缘，或同时，或不

同时。‘以自境为所缘’，指它生起以缘取法，而非五［感官］识聚之所缘。”c遁伦在

注解这段话时，引用了神泰（活跃于 7 世纪）的说法，从而将意识对象的问题联系

到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即感官识与意识的同时性：

若有五识，何故定有意识？解：此问意由意识亦得解他五识境故，五识起

时，定有意识。d

遁伦与神泰给出的理由并不充分，因为仅仅根据感官识与意识都能认识感官对

a　见 YBh (S) 6,19–7,2; 7,16–18; 8,8–10; 9,5–7，以及 YBh (C) T1579.279c12–14, 279c22–24, 280a3–5, 280a15–17。
b　见梵本《瑜伽师地论》“意地”：YBh (S) 12,1: svaparaviṣayālambanavijñaptiḥ。悦家丹（Lusthaus 2013: 587 注

29）注意到玄奘译本（YBh (C) T1579.280b22）省略了“他”字，并且正确指出它指的是“五［感官］识，

其所缘可以被意缘取”，却没有察觉这与他在本文开头所引述的评论相矛盾。

c　YBh (T) D4038 (1).5b5–6: yid kyi rnam par shes pa de ni gzhan gyi yul la dmigs pa dang | rang gi yul la dmigs pa 
yin te | de la gzhan gyi yul la dmigs pa ni rnam par shes pa’i tshogs lnga po dag gi yul la cig car ram | cig car ma yin 
par dmigs pa gang yin pa’o || rang gi yul la dmigs pa ni rnam par shes pa’i tshogs lnga po dag gi dmigs pa med par 
chos la dmigs nas ’byung ba gang yin pa’o || YBh (C) T1579.580c11–13: 又复意识能缘他境及缘自境。缘他境者，

谓缘五识身所缘境界，或顿不顿。缘自境者，谓缘法境。（按：汉译末句省略“非五识身所缘”一句。）

d　YJLJ T1828.600c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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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并不能得出两者必定同时生起的结论。不仅如此，意识也有可能在后一刹那生

起，而将这些对象缘取为过去对象。这其实正是论证说一切有部认识论的一种方式。

然而，瑜伽行派强烈主张意识与感官识的同时性，因为他们认为感官识与意识能同

时认知现前
4 4

感官对象。《瑜伽师地论》在另一处讨论了这个问题：

问：对于分别心（sems, *citta）与无分别心，我们应该说它们缘取相同的现

在生起的境还是不同的境？

答：我们应该说它们缘取相同的［现在］境。

问：为什么？

答：理由有三：第一，清楚明了；第二，对它注意；第三，得到两种所依

（āśraya）的滋养。a

遁伦首先指出，分别心与无分别心的区别在于，前者指意识，后者指感官识；此外，

这段话的重点是说明“分别意与无分别五识同缘现境”b。

在《解深密经》（Saṃdhinirmocana Sūtra）这部被《瑜伽师地论·摄抉择分》全

文引用的经典中，瑜伽行派首先明确提出：感官识与意识能同时生起并认识相

同对象。经中首先说明这个观点的背景，即六识生起的基础是它们依止于阿陀

那识（ādānavijñāna），然后对意识与感官识的同时性进行论证：“与眼识俱随行

（sahānucara），同时同境，有分别意识转。”c其他四种感官识也是如此。这一观点还

得到进一步强调：无论有多少个感官识同时起作用，唯有一个意识与之同时生起，

并且与它们缘取相同的对象。为了阐明这一点，此经作者进一步说明：

如果一个眼识［与其对象］同时（sahabhūta）生起，那么只有一个分别意

识（vikalpakaṃ manovijñānam）同时生起，并且与眼识有相同的境。即使有两

个、三个或四个［感官识聚］同时生起，或者五个［感官］识聚同时生起，这

a　Ybh (T) D4038 (1).58a3–4: de la ci rnam par rtog pa can dang rnam par rtog pa med pa’i sems da ltar byung ba’i 
yul nyid kyis yul mtshungs pa ’am | yul mi mtshungs par brjod par bya zhe na | smras pa yul mtshungs par brjod par 
bya’o || rgyu gang gis she na | smras pa | rgyu gsum gyis gsal ba’i phyir dang | de la rtsol ba’i phyir dang | gnas gnyis 
kyis brtas par byas pa’i phyir ro || Ybh (C) T1579.601b15–19: 问：有分别心、无分别心，当言同缘现在境耶？

为不同耶？答：当言同缘现在境界。问：何以故？答：由三因故，谓极明了故，于彼作意故，二依资养故。

（按：藏译省略了后一个“现在”。）

b　YJLJ T1828.639a27–28.

c　SNS V.4, 56,6–8: [mig gi rnam par shes pa de dang lhan cig rjes su ’jug pa | dus mtshungs pa | spyod yul mtshungs 
pa | rnam par rtog pa’i yid kyi rnam par shes pa ’ang ’byung ngo ||] 参见 SNS (C) T676.692b21–22 以及 YBh (C) 
T1579.718b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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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也只有一个分别意识同时生起，并且与五［感官］识聚有相同的对象。a

在为“多层认知序列”（multiple-layered cognitive series）理论进行辩护的语境中，

瑜伽行派却强调意识的单一性，这看上去很不寻常。对此，我们需要在更大的背景下

小心谨慎地加以理解，才能超越施密特豪森（Schmithausen 1967）所说的单层与多层

认知序列之间的简单对立。遁伦在注解中讨论了四种观点。经量部主张所谓的“单层

认知序列”（single-layered cognitive series），认为在一个刹那只有一个识（vijñāna）或

心（citta）生起，也不需要任何心所（caitta）的伴随。对经量部而言，某个心所（如

受心所）能在某个时刻生起，而不需要以识的生起作为前提条件。如此一来，受心

所就处于与心或识平等的地位。b说一切有部虽然也主张唯有一心或一识，但允许

至少有十种心所与之同时生起，这十种心所又称十大地法（mahābhūmika），包括受

（vedanā）、 想（samjñā）、 思（cetanā）、 触（sparśa）、 欲（chanda）、 慧（prajñā）、

念（smṛti）、胜解（adhimokṣa）、作意（manaskāra）以及三摩地（samādhi）。这两个

学派都不接受意识与感官识的同时性，而另外两个学派，即瑜伽行派与大众部，则

承认两者的同时性，但主张略有不同。遁伦说：“今大乘［即瑜伽行派］中，虽许八

识同一时生，于一时中无二并起，则破大众部师，在胎有二意识。”c换言之，大众部

坚持真正意义上的“多层认知序列”理论，这种模式类似当今认知科学中的“心智社

会”（society of mind）理论。d瑜伽行派明显受大众部影响，但不愿意承认相同类型

的两个识能同时生起。因此，他们既维护感官识与意识的同时性，又强调意识的单一

性。对他们而言，正是这个单一的同时意识能了知感官识的对象。

这种同时意识在了知感官对象时，是有分别的，还是无分别的？《解深密经》

的这个段落有“分别意识”（vikalpakaṃ manovijñānam）一词，说明同时意识是有分

别的。但问题在于，同一个认知过程，如何因为意识而有分别，又因为感官识而无

分别？为了解答这个疑问，遁伦引用窥基的说法，而窥基又援引更具权威的陈那，

以区别感官识与意识。窥基说：

a　SNS V.4,56,14–20: gal te mig gi rnam par shes pa gcig lhan cig ’byung na ni mig gi rnam par shes pa dang spyod 
yul mtshungs pa | rnam par rtog pa’i yid kyi rnam par shes pa gcig kho na lhan cig ’byung ngo || gal te rnam par shes 
pa’i tshogs gnyis sam | gsum mam | bzhi lhan cig gam | lnga char lhan cig ’byung na ’ang der rnam par shes pa’i 
tshogs lnga po dag dang spyod yul mtshungs pa | rnam par rtog pa’i yid kyi rnam par shes pa ’ang gcig kho na lhan 
cig ’byung ngo || 参见 SNS (C) T676.692b25–28 以及 Ybh (C) T1579.718b4–8，这两处均省略了前一个“lhan 
cig”（同时）。

b　关于早期经量部这一学说的详细讨论，可参见拙著（Yao 2005: 99–100）。关于法称之后的后期经量部的这

一学说，船山徹（Funayama 2000）有详细论述。

c　YJLJ T1828.668a10–12。
d　参见 Yao 2005: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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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集量》、《理门论》云，五识唯现量，同时意识亦尔。今此中五识显

（当作“虽”）明了现量，不名有分别，不与寻伺等相应故。第六虽与五同缘现

量a，名为分别，以与寻伺相应故。名（当作“若”）同缘现在，可得明了。若彼

五识后意识，即不明了，缘过去故，如缘百千劫事，即不明了。b

在陈那的学说中，现量（pratyakṣa）的定义是“离分别”c，它包括根现量、意

现量（manopratyakṣa）、自证（svasaṃvedana）以及瑜伽现量。根现量相当于五感

官识，所以窥基说“五识唯现量”。意现量就是他所谓的“同时意识”，它与五感官

识同时生起，并以后者的现在境为所缘。同时意识作为一种现量，按道理说应该是

“无分别”的，但遁伦和窥基在这里根据《瑜伽师地论》的说法，认为从“与寻伺

相应”的意义上说，同时意识也是有分别的，而此处指的并不是陈那学说中的“分

别”。此外，他们将同时意识区别于意识本身或“五识后意识”，按照定义，后者有

概念分别的能力，但不能清楚地了知其意识对象。与此相反，同时意识能非常清楚

地了知现前的感官对象或物理对象。

中国的瑜伽行学者，主要是受到陈那的影响，想方设法强调“同时意识”是一

种无分别
4 4 4

的现量。也许出于这种原因，菩提留支（Bodhiruci，活跃于 6 世纪）在翻

译前引《解深密经》段落时，将“分别意识”一词改为“无分别意识”。d

但关键问题在于我们如何定义“分别”？在什么意义上，感官识无分别，而意

识有分别？分别意识能了知感官对象吗？我们知道，陈那把“分别”（kalpanā）定义

为“与名言、种类等相联系”e，但窥基在这里却从“与寻伺相应”的角度加以理解。

这两种定义透露出佛教关于“分别”的理论经历了一段漫长而错综复杂的历史。

窥基的定义的背景是说一切有部学说，后者认为分别有三种，即自性分

别（svabhāva-vikalpa）、计度分别（abhyūhanā-vikalpa）与随念分别（anusmaraṇa-

vikalpa）。f其中，自性分别被定义为“寻伺”g或“寻”h。“寻”和“伺”分别指粗略和

深细的心识状态。在《俱舍论》中，世亲认为五识皆与寻伺相应，理由是“这些识

a　“现量”当作“现在”。

b　YJLJ T1828.639b6–11。原文有误字，今据窥基《瑜伽师地论略纂》校改，参见 YJSDLLZ T1829.198c6–11。
c　PS 3c: pratyakṣaṃ kalpanāpoḍhaṃ.

d　参见 SNS (Cb) T675.669a28。圆测（613—696 年）在其《解深密经疏》中指出这一异文，见 JSMJS 
X369.248c20。

e　PS 3d: nāmajātyādiyojanā ||

f　参见《大毗婆沙论》T1545.219b7–11，以及《俱舍论》第一品第 33 颂前半。

g　《大毗婆沙论》T1545.219b7–8。
h　AKBh 35,9 ad AK I.33ab. 众贤也同意世亲的观点，参见《顺正理论》T1562.350b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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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体性粗重（audārika），因为它们指向外界事物”a。然后，他对自己的预设进行反

诘：“如果五［感官］识聚有寻有伺，怎么能说它们无分别？”b对于自己的问题，世

亲回答道：“它们无分别，是由于计度（nirūpaṇā）和随念（anusmaraṇa）意义上的分

别。”c他解释说，感官识只有第一种分别，即自性分别，而没有另外两种分别，即计

度分别与随念分别。“因此，它们可以被称为无分别，犹如只有一条腿的马，被称为

没有腿。”d

由此可见，窥基虽然采纳有部从寻伺的角度对“分别”所下的定义，但他不同

意世亲认为五感官识唯有自性分别的主张。事实上，窥基明确说“（五识）不
4

与寻伺

相应”。在这一点上，窥基代表了瑜伽行派内部一种后来居上的观点，而这很可能是

受到陈那的影响。

在玄奘糅译的《成唯识论》（*Vijñaptimātratāsiddhi）中，介绍了关于五识无分别

的两种对立观点。一种主要观点认为，五感官识与寻伺相应。这种观点的典型代表是

前面提到的世亲《俱舍论》的说法以及安慧（Sthiramati，约 475—555 年）的《阿毗

达摩集论释》（Abhidharmasamuccayabhāṣya）e。安慧把问题进一步联系到一种更为复

杂的分别理论。在《瑜伽师地论》中，瑜伽行派把分别分为七种：有相（naimittika）

分别、无相（anaimittika）分别、任运（svarasavāhī）分别、寻求（paryeṣaka）分别、

伺察（pratyavekṣaka）分别、染污（kliṣṭa）分别以及不染污（akliṣṭa）分别。f我们

看到，寻求分别与伺察分别相当于寻和伺。安慧认为五感官识有任运分别：“（五识

身）如所缘相无异分别，于自境界任运转故。”g他对任运分别的解释，严格遵循《瑜

伽师地论》给出的定义：“什么是任运分别？谓于现前境界，随境势力任运而转。”h

第二种观点认为，寻伺唯与意识相应，不与五识相应。这种观点的理据之一是

“寻伺以名身等义为所缘，非五识身以名身等义为境故”i。如果寻伺与名言相关，那

a　AKBh 34,6–7 ad AK I.32ab: tathā hy eta audārikā bahirmukhatvāt | 此句不见于柏乐天（P. Pradhan） 的梵

文校订本（第 22 页，1.4 ad AK I.32ab）与真谛的汉译本（AKBh (Cp) T1559.168a13–14）。江岛惠教

（Yasunori Ejima）在他的校订本中，根据藏文译本（AKBh (T) D4090.42ab）以及玄奘译本（AKBh (Cx) 
T1558.8a12–13），拟补了这个句子。众贤在《顺正理论》（T1562.350a7–9）中引用这个句子，并加以破斥。

此外，安慧和满增（Pūrṇavardhana）两家《俱舍论》注疏对这个句子作过解释。

b　AKBh 35,3–4 ad AK I.33ab: yadi pañca vijñānakāyāḥ savitarkāḥ savicārāḥ katham avikalpakā ity ucyante |

c　AK I.33ab: nirūpaṇānusmaraṇavikalpenāvikalpakāḥ |

d　AKBh 35,7–8 ad AK I.33ab: tasmād avikalpakā ity ucyante | yathaikapādako ’śvo ’pādaka iti ||

e　参见《成唯识论》T1585.36a24 以下，以及 LVP 1928–9: 389。
f　参见 YBh (S) 12,9–11; YBh (C) T1579.280c2–4。
g　ASBh 16, 13–14: acitrayitvālaṃbanaṃ yathāsvaṃ viṣayeṣu svarasenaiva vahanāt ...

h　YBh (S) 12,15: svarasavāhī katamaḥ | pratyupasthite viṣaye svarasena yo vivayabalād eva vartate || 参见 YBh (C) 
T1579.280c7–8。

i　《成唯识论》T1585.36b4–6。参见 LVP 1928–9: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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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即使从陈那的标准来看，寻伺也是有分别的，因而不与五识相应。这种论证深受

陈那影响，他把“分别”严格定义为“与名言、种类等相联系”，而提出这种论证的

很可能就是他的后学护法（Dharmapāla，约 530—561 年）。为了反驳安慧认为五识

有任运分别的主张，护法坚称，在《瑜伽师地论》中，这七种分别都是通过“意地”

（manobhūmi）引入的，因而仅属于这一地。当有人说五识有任运分别，他的意思其

实是“（《瑜伽》说）此［任运分别］是五识俱分别意识相应寻伺”a。换言之，五识

本身向来是无分别的，但它们恒与意识相伴俱起，而意识在本质上是有分别的。

由此可见，护法、窥基为一派，世亲、安慧为另一派，在五识无分别的问题上

持不同观点。前者认为，由于感官识不与寻伺相应，所以是无分别的。后者认为，

感官识仍与寻伺相应，而寻伺蕴含着所谓“自性分别”（svabhāva-vikalpa）—这是

一种微弱的分别作用，因而感官识可以被视为“无分别”。如此类推，我们也可以把

《瑜伽师地论》、《解深密经》及相关注疏所说的同时的“分别意识”理解为这种微

弱的分别，它可以被宽泛地称为“无分别”。这种解释符合陈那的观点，他认为同时

意识（即意现量）在与名言、种类等不相关的意义上是无分别的，而这是对“分别”

的更强要求。尽管两派对于感官识及同时意识的无分别特性有不同观点，但他们都

承认感官识和伴随它的意识能同时认识现前的感官对象。因此，在目前这个例子中，

讨论到的并非任何一种意识，而只是同时意识，只有它才能直接认知感官对象或物

理对象。相比之下，意识本身或“五识后
4

意识”则没有这种能力。

四  五心理论

关于意识与感官识能否同缘现在境的问题，在《瑜伽师地论》中有进一步讨论，

但这次的语境是五心理论。我们可以通过这个例子检验上文得出的结论：意识能直

接认识物理对象。

一般认为，《瑜伽师地论》的开头部分在这部庞大论书中编集相对较早。在这

里，瑜伽行派提出一种影响深远的理论，它将整个认知过程划分为五个状态。以下

段落被认为是这一学说的经典表述：

在这种情况下，当眼识生起时，有三种［状态的］心（citta）可得。［它

a　《成唯识论》T1585.36b9–10。参见 LVP 1928–9: 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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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依次是（1）率尔（aupanipātika）［心］，（2）寻求（paryeṣaka）［心］，以

及（3）决定（niścita）［心］。其中，第一个唯是眼识，其余两个是意识。在

决定心后，有（4）染净［心］可见。因此，眼识也可以生起为（5）等流

（tannaiṣyandika）［心］，它或善或不善，但不是由于它本身的概念分别能力。只

要这个意（manas）不被引向别处，意识和眼识就或善或染。a 就如眼识生起一

样，［其他四种识］包括身识也应知如此。b

早期瑜伽行派的这一学说强调诸种不同的心识状态依次生起，这与经量部的心

识理论相一致。它清楚表明，眼识相当于率尔心，随后生起的是寻求心和决定心，

它们都与意识相应。因此，这两类识作为感官识与意识，明显是一前一后相续生

起。施密特豪森（Schmithausen 1967: 124–125）认为，这一学说是瑜伽行派受化地

部（Mahīśāsaka）影响的结果，并视为世亲思想存在经量部“前提”（Voraussetzung）

的证据。在这个意义上，这种连续性认知模式与我们上一节讨论的见于《解深密经》

和《瑜伽师地论·摄抉择分》的同时性观念之间形成一定紧张。这种紧张关系成为

后世瑜伽行学者的理论包袱，他们力图调和这两种认知模式。例如，《成唯识论》在

引用上述充满争议的段落后，很周全地讨论了这个问题：“彼意定显，经尔所时，眼

意二识，俱相续转。既眼识时，非无意识，故非二识互相续生。”c

显然，这是试图将一种同时性模式强加于连续性模式之上。在这里，笔者不打

算处理两种模式之间的紧张关系 d，而是集中讨论本文的主题，即意识能否直接认识

感官对象。我们知道，经量部坚持意识与感官识不能直接认识感官对象，所以明确

主张连续性的认知模式。让我们感兴趣的是瑜伽行派如何在五心理论的语境中讨论

相同议题。《瑜伽师地论》讨论了如下两种可能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当意识是任运（anābhoga）、散乱的，或缘取不熟悉的

对象时，欲等不生起。这时意识应该被理解为率尔［心］，它唯取过去所缘

a　此处玄奘译本增入“相续而转”一语，见 YBh (C) T1579.280a26–27。
b　YBh (S) 10,2–7: tatra cakṣurvijñāna utpanne trīṇi cittāny upalabhyante yathākramam aupanipātikaṃ paryeṣakaṃ 

niścitaṃ ca | tatra ca ādyaṃ cakṣurvijñānam eva | dve manovijñāne | tatra niścitāc cittāt paraṃ saṃkleśo vyavadānaṃ 
ca draṣṭavyaṃ | tatas tannaiṣyandikaṃ cakṣurvijñānam api kuśalākuśalaṃ pravarttate | na tu svavikalpavaśena | tāvac 
ca dvayor manovijñānacakṣurvijñānayoḥ kuśalatvaṃ vā kliṣṭatvaṃ yāvat tan mano na anyatra vikṣipyate || yathā 
cakṣurvijñāna utpanna evaṃ yāvat kāyavijñānaṃ veditavyaṃ || 参见 YBh (C) T1579.280a22–27。悦家丹对这一段

落的英文翻译，见 Lusthaus 2013: 585，但他对此未作进一步讨论，也没有用来支持他在本文开头所引述的

说法。

c　《成唯识论》T1585.21a17–19。
d　相关详细讨论，参见 Chu 2014 以及 Chu（即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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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ālambana）。在五［感官］识聚后无间（samanantara）生起的寻求或决定意

［识］（manas），应该被理解为唯有现在境（viṣaya）。这就是它唯以那些［感官

识的］境（viṣaya）作为其所缘（ālambana）时的情形。a

这里的第一种情况，当意识是任运、散乱的，或缘取不熟悉的对象时，它也应

该被视为率尔心。在这种情况下，意识没有任何感官识的伴随，所以它是一种单独

生起的意识，即“独头意识”。另外，这种意识唯缘取过去境，想必就是先前感官

识的感官对象。在第二种情况下，当意识去认知其对象时，它作为寻求心或决定心，

紧随五感官识之后生起。这时意识的对象唯有现在
4 4

境，也就是感官识所缘取的对象。

根据遁伦的说法，上述理解不过是当时印度流行的三种解释之一。除了这种早

期的标准解释，他还根据玄奘的口义，记载了另外两种解释。b第一种解释据说出自

最胜子（Jinaputra，活跃于 6 世纪）c，他以佛陀与菩萨的神通心作为率尔心的例子，

但神通心并不限于以过去境为所缘，因为佛陀与菩萨应该可以随心所欲缘取任何时

间的对象，甚至是时间范畴之外的对象。为了使这种看法与原文相吻合，最胜子提

出一种解读，把短语“唯取过去所缘”（atītālambanam eva）看作后面句子的一部

分，因而我们可以将相应部分翻译为：“意识应该被理解为率尔［心］。寻求或决定

意［识］唯取过去所缘，在五［感官］识聚后无间生起。”这种解释与上一种标准解

释完全不同。按照这种解释，在第一种情况下，意识作为独头意识，能缘过现未境；

在第二种情形下，意识作为寻求心或决定心，唯缘过去境。关于后一种情况，他论

证说：“由追缘五识所缘境故，唯缘过去境生。”d在这一点上，最胜子很可能受到经

量部的影响，因为后者也有类似主张，认为意识只能缘取过去的感官对象。从这方

面看，我们可以发现以上说法与悦家丹在本文开头的评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认为

意识不可能直接认识物理对象。然而，这个段落的剩下部分还是主张寻求心与决定

心将其对象缘取为过去境，所以最胜子不得不承认它们“有时”也能缘取现在境，

所以并非如他刚才所说的唯能缘过去境。因此，我认为最胜子的解读提供了一种新

奇的解释，但前后矛盾，也不能为《瑜伽师地论》本身所印证。

a　YBh (S) 59,12–15: tatra manovijñāne ’nābhogavikṣipte ’saṃstutālambane na asti chandādināṃ pravṛttiḥ | tac ca 
manovijñānam aupanipātikaṃ vaktavyam atītālambanam eva | pañcānāṃ vijñānakāyānāṃ samanantarotpannaṃ 
manaḥ paryeṣakaṃ niścitaṃ vā vartamānaviṣayam eva vaktavyaṃ | tac cet tadviṣayālambanam eva tad bhavati || 参
见 YBh (C) T1579.291b17–20。

b　窥基在《瑜伽师地论略纂》也提到这两种观点，但未注明何人所说。参见 YJSDLLZ T1829.21b17–c22。
c　此说见 YJLJ T1828.333c18–27。现存的《瑜伽师地论略释》（T1580），作者题为最胜子，但未见与此相应的

文字。

d　YJLJ T1828.333c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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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解释据说出自出一位不知名的论师，他明显受到同时性认知模式的影响。针

对第一种情况，他认为独头意识率尔心唯能缘过去曾所缘境，理由是它不够清晰明了。

关于第二种情况，他强调意识作为寻求心与决定心，能与感官识同时生起，并缘取感

官识所缘取的对象。不仅如此，他彻底运用同时性认知模式，对“无间”（samanantara）

一词作了一个极端的新解释，具体就是：“此是同时
4 4

无间，非前后
4 4

无间也。”a

除了以上三种出自印度的解释，遁伦还援引同时代人慧沼（648—714 年），后

者提出一种唯心论色彩很强的解释。根据这种解释，意识作为率尔心或五识后寻求、

决定二心，能缘过去境，也能缘现在境。“若缘赖耶本境义边，名缘过境。若缘自境

相分义边，唯缘现境。”b我们可以用两种唯心论框架来理解慧沼的说法。实在论意义

上的外部对象在意识生起之前就已经存在，因而可以被认作是意识的过去对象，而

这些对象本身是由阿赖耶识在无始时来所变现。我们可以称这种论证为“形上学的

唯心论”。另一方面，当意识生起时，它的对象之相（境相）也同时产生。因此，意

识能将对象之相缘取为现在对象。由于这种论证以认知及其对象的同时性为前提，

因此可以称为“认识论的唯心论”。不论哪一种方式，都是在唯心论的框架内解决关

于意识所缘的争议。

我们看到，早期瑜伽行派的五心理论提出一种以连续性为主导的认知模式，这

种模式与经量部的认识理论相一致，从而会支持意识不能直接认识物理对象的主张。

对后世的瑜伽行派注疏家而言，调和这种连续性认知模式与前面提到的主流的同时

性模式的紧张关系成为一个棘手问题，他们为此提出各种观点来重新解释五心理论。

其中一些注疏家把五心理论解释为一种完全的连续性认知模式，另一些则把同时性

模式强加在这种理论之上，以至于将心心相续的“无间”（samanantara）解释为同时
4 4

无间，而非前后
4 4

无间。随着瑜伽行派从印度到中国的发展，后一种解释逐渐成为主

流。因此，即使在五心理论的语境中，意识能与感官识同时直接了知物理对象也成

为广泛接受的观点。

五  定中意识

另一个与意识所缘相关的问题涉及定中意识。《瑜伽师地论·摄抉择分》讨论

了一种可能情景。假设有人处于禅定状态（mnyam par bzhag pa, *samāhita，三摩呬

a　YJLJ T1828.334a4.

b　YJLJ T1828.334a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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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突然被一个声音所惊醒。这时，唯有她的耳识听到这个声音，还是她的意识也

缘取这个声音？此外，这个听觉经验是否发生在禅定状态之中？

关于后一个问题，《瑜伽师地论》提出论证说，这个听觉经验发生在禅定状态。

“因此，并不是一听到声音就［从禅定状态中］马上惊醒。在经验到这声音之后，如

果有愿望［去追寻这声音］，那么会在后来某一时刻［从禅定中］惊醒。”a遁伦补充

说，还有甚深禅定的情况，修行者虽然听到了声音，但不久又继续住于禅定。他认

为，在这种情况下，唯有率尔心生起，寻求心或决定心皆不生起。

从上述例子可以看出，心识在禅定状态时能够对外界的刺激作出反应。但问题

是哪一个识作出反应，是意识还是感官识？《瑜伽师地论》说：“另一个耳识伴随

着与定相应的意识而生起［以取此声］，所以能取此声的并不是与定相应的意识。”b

遁伦解释说，听到声音的肯定是耳识，因为意识仍处于定中，而且意识“若缘定境，

不取此声”c。为了证明这种观点，他还大段引用神泰和窥基的说法，他们都认为此时

意识不与感官识同缘一境。若是如此，这与我们先前的结论，即意识能与感官识同

时直接认识感官对象，岂不是互相矛盾吗？

遁伦通过说明散心与定心的区别，已经预先回答了这个问题。举例来说，在散

心位中，意识的力量微弱，若感官识生起，意识必与之俱起。但在定心位中，耳识

听到声音的同时，意识仍专注于定境，以至于对这个声音充耳不闻。

在这段注解的最后，遁伦还举出另外两种来自印度的观点。第一种与中土注疏

家的观点一致，认为在禅定状态中，耳识没有同时意识与之相伴，从而认识相同对

象。换言之，定中意识仍然专注于定境。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尔时意识正缘定境，

兼亦缘声”d。遁伦给出的结论是：“今谓五识亦与意识同缘一境。”e后一种观点与我们

在上节所讨论的观点没有多少区别，是对同时性认知模式的极端运用，甚至运用在

定中意识之类的个案，但大多数瑜伽行派注疏家似乎并不接受这种观点。

在窥基、遁伦与慧沼等注疏家的唯识学说中，意识可以分为五俱意识与不俱意

识两大类。第一类又称五俱意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与感官识同缘一境，但也有

a　YBh (T) D4038(1).181a1–2: de’i phyir sgra ’dzin pa tsam gyis ldang ba ma yin gyi | sgra so sor rig nas ’dod na | de’i 
’og tu ldang bar ’gyur ro || YBh (C) T1579.650c23–24: 非取声时，即便出定。领受声已，若有希望，后时方出。

b　YBh (T) D4038(1).180b7–181a1: mnyam par bzhag pa’i yid kyi rnam par shes pa dang | lhan cig byung ba’i rna ba’i 
rnam par shes pa gzhan kho na skye bar ’gyur te |mnyam par bzhag pa’i yid kyi rnam par shes pa de nyid sgra ’dzin 
pa ma yin pa’i phyir ro || 按：mnyam par bzhag pa’i（三摩呬多），德格版作 mnyam par ma bzhag pa’i（非三摩

呬多），今据北京版改。YBh (C) T1579.650c20–22: 与定相应意识俱转余耳识生，非即彼定相应意识，能取

此声。

c　YJLJ T1828.703b21.

d　YJLJ T1828.704a21.

e　YJLJ T1828.704a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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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外，此时意识不与感官识同缘一境。第二类可以再分为两种，一种是五后意识，

另一种是独头意识，如梦中意识、定中意识等等。这两种意识都不与感官识同缘一

境。在这一节中，我们选择了定中意识作为独头意识的个案加以讨论，而独头意识

是意识不与感官识同缘一境的特例。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回答所谓“盲人论证”的质难（Lin 2008: 129）。那些同意

经量部的人认为，若意识能直接缘取物理对象，则根本不会有聋人和盲人，因为他

们的意识并无损坏，所以应该能像正常人一样认识物理对象。瑜伽行派会反驳说，

聋盲人的意识恰好是独头意识的一个特例。由于缺少感官识的扶助，聋盲人的意识

不可能认识物理对象。

六  结论

通过考察以上文献材料，我们可以尝试回答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在说一切有

部与经量部围绕意识对象的争论上，瑜伽行派更认同哪一派的主张？简单的回答是，

他们更倾向说一切有部的主张，认为感官对象是意识的认知对象之一，意识也能直

接认知这些物理对象。尽管如此，这种主张在瑜伽行派的不同发展阶段有具体变化。

《瑜伽师地论》的前面各品带有说一切有部影响的明显痕迹，一个表现是瑜伽行

派在对意识对象种类所作的规定中，通过加入自身特有的理论要素（“种子”等），

糅合了有部阿毗达磨的两个相异的传统（“一切法”相对于“七法”）。此外，瑜伽行

派的五心说隐含了一种连续性的认知模式，这种模式在说一切有部与经量部的认识

论中占有统治地位。但在这两种情形下，瑜伽行派并没有采用经量部所主张的意识

不能直接认识感官对象的观点。

在《瑜伽师地论》的其他各品以及《解深密经》中，瑜伽行派采用同时性的认

知模式，明确主张意识与感官识能够同时认识相同的现前感官对象。为了调和这种

模式与先前的连续性模式之间的矛盾，印度与中国的注疏家提出不同主张。例如，

最胜子坚持主张连续性模式，认为意识作为寻求心与决定心，仅能缘取过去对象。

这种观点其实更接近经量部的主张。但大多数瑜伽行派注疏家认为，寻求、决定二

心仍以现前感官对象为所缘。他们试图将五心理论解释为一种共时性的认知过程，

有人甚至运用同时性认知模式来理解定中意识。但事实上，定中意识是独头意识的

一种，不能与感官识同时缘取物理对象。

从上述不同主张可以看出，关于意识是否无须行相的中介而直接认识物理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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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是贯穿佛教哲学史的复杂议题。围绕它的争论最初发生在说一切有部与经

量部之间，后来被无相派（nirākāravāda）与有相派（sākāravāda）所延续，一直到印

度佛教的末期。在本文中，我集中讨论《瑜伽师地论》及其后世注疏，这些文献反

映出早期瑜伽行派倾向于认可说一切有部以及无相派的观点。在他们看来，意识能

与感官识同时直接缘取物理对象。以陈那、法称为代表的后期瑜伽行学者更倾向于

经量部的有相论立场，并发展出一套精致的行相理论来驳斥其论敌。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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