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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有鉴于意识研究的兴盛，及其在佛教哲学、佛教思想史中的价

值，本文试图以 《杂阿含经》为依据，探讨 “意识”在解脱道中所扮演的

角色。“识”在 《杂阿含经》中的论述，大致可从三个线索看出探究的脉

络：第一是 “五蕴”中的 “识受阴 （识蕴）”，指的是构成生命体的五个构

成要素之一；第二是 “十二因缘”中的 “识”，意指众生一辈子的生命历

程，所经历的十二个环节之一；第三则是根、境、识中的 “六识 （身）”，

亦即感官配备 （六根）认知对象 （六境）的活动。依据 《杂阿含经》的内

容，主要在于教导三界五道的众生从痛苦之中解脱而出，导向解脱的环节，

则构成所谓的解脱道。将意识所关联的三个线索，放在解脱道来看，意识

所扮演的角色，皆是借由修行而导向解脱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项目，或者

需要清楚地了解意识之于生命体与生命历程的意义，或者需要妥当地运用

意识的运作，才能达到解脱的目标。就此而论，本文即试图从意识的意义

入手，接着分成三个途径去论述，意识在不同的脉络下，关联于解脱的学

理为何，清楚地呈现意识与解脱在道理上的连接。解析六识与解脱的学理

之后，未来将进一步研究唯识———八识的基础，衔接六识与八识的关联，

呈现佛教唯识学说丰富且广大的内涵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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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前言

有鉴于意识研究的兴盛，在当今的科学、医学皆是极力试图探索的对象，

加上意识在佛教哲学、佛教思想史中长期以来固有的价值，导致意识的研究方

兴未艾。在佛教哲学中，一般着重于大乘唯识的研究，依据的文本诸如 《成

唯识论》《摄大乘论》等，研究的面向相当广泛，不同的研究成果之间也尚有

争议的空间。然而，以解脱道经典为依据的探讨，则多着重于 “六识”的说

明，以及六识与其他相关概念之间的关系，① 例如，前五识与第六意识的关

系，六根、六境与六识的运作及其关系等，而较为缺乏将六识关联于解脱道的

目标，将 “识”在解脱道经典中出现时，导向解脱的境界。因此，本文将试

图以解脱道经典的 《杂阿含经》为依据，探讨意识在解脱道中所扮演的角色，

以及在各个脉络的论述中，皆是为了面对 “识”在生命历程中所可能衍生的

问题而予以探究。

《杂阿含经》各则经文探讨的论题，乍看似乎缺乏系统性的论述，然而，深

入研读之后可以发现，众多的论题皆是在教导众生如何从生死轮回的痛苦之中

解脱而出，只是在生死轮回的过程中，众生会经历、产生各式各样的痛苦，依

据于佛陀所观察到的情形，以及众生的提问，而提出见解与解答。帮助众生从

生死轮回的痛苦之中解脱的道路，可称之为 “解脱道”。解脱道所着眼的世界、

涉及的环节，则可构成解脱道的世界观。依据 《杂阿含经》，即可从中看出解脱

道的世界观所包含的众生种类、修行方法、重要概念等内容。在这些内容之中，

可进一步聚焦到 “识 （意识）”，来看 “识”在解脱道的世界观之中，所扮演的

角色。

诉诸 《杂阿含经》，可知 “识”在不同的论述脉络中出现，皆具有举足轻重

的地位，大致来说，可从三个线索把握住 “识”的意义：第一是 “五蕴”中的

“识受阴 （识蕴）”，指的是构成生命体的五个构成要素之一；第二是 “十二因

缘”中的 “识”，意指众生一辈子的生命历程，所经历的十二个环节之一；第三

则是根、境、识中的 “六识 （身）”，亦即是感官配备 （六根）认知对象 （六

境）的活动。依据 《杂阿含经》的内容，主要在于教导三界五道的众生从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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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解脱而出，导向解脱的环节，则构成所谓的解脱道。这三个线索或脉络，

皆是导向解脱的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项目，或者需要清楚地了解 “识”之于生命

体与生命历程的意义，或者需要妥当地运用 “识”的运作，才能达到解脱的

目标。

就此而论，本文即试图从 “识”的意义入手，再将 “识”放在解脱道的背

景之下，分成三个途径去论述，带出 “识”在这三个脉络中，关联于解脱的学

理为何，清楚地呈现 “意”识与解脱在道理上的连接。解析六识与解脱的学理

之后，未来将进一步研究唯识———八识的基础，衔接六识与八识的关联，呈现

佛教唯识学说丰富且广大的内涵与价值。

本文的架构，由如下六节依序论陈：一、前言；二、从解脱道的世界观看

“识”的意义；三、藉由观看五蕴中的 “识蕴”而导向解脱的学理依据；四，十

二因缘的 “识”在生命历程中的地位；五、以 “六识”构成认知运作的环节；

六、结论与展望。

二　从解脱道的世界观看 “识”的意义

“解脱道”，顾名思义，即是朝向解脱的道路。以如此的道路所形成的世界

观，其中则有相关的环节，才能使得这样的道路得以施展得开。这些环节，笔

者先前已撰文论述，① 以下则大略整理其要点，并论陈如何以解脱道的世界观看

待 “识”的意义。

（一）解脱道的世界观

佛教的修行道路，大致可以区分为 “解脱道”与 “菩提道 （大乘）”的差

异，连带地着眼的世界也有所不同。依据于两条修行道路的目标，所教导的对

象，在能力、境界、因缘、构造上，皆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解脱道以涅?、解

脱、成就阿罗汉果位为目标，菩提道则以成就菩萨、佛为目标，关联于如此的

差异，如果要帮助不同道路的众生得以解脱、升进，所带出的修行方法，则须

要依据各种有别的条件而予以助成。本文主要聚焦在解脱道与意识的探讨，是

·７８·《杂阿含经》中 “意识”与 “解脱”的学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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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将以解脱道的世界观为主要的背景。

依据 《杂阿含经》，所谓的 “解脱道的世界观”，所着眼的范围，为三界五

趣的一切众生。① 这些众生依据其各自而交织的因缘，产生出各式各样的变化，

皆经历着 “十二因缘”的生死轮回之环节，② 如未经过修行而锻炼出解脱的能

力，则至少一生，乃至于长久居处于生死轮回的痛苦中。借由经典的教导，则

知需借由各种修行的方法，对治生死轮回中的各种痛苦，而予以解消，使痛苦

不再生起，达到涅? （ｎｉｂｂāｎａ／ｎｉｒｖā爟ａ）、阿罗汉的境界。③ 以解脱道的世界观
为背景，提供众生一条可以不再受苦的修行道路，配合中道观、三十七道品、

安纳般那念等修行的观念与方法，将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身心问题，逐一面对

与解决。若依 《杂阿含经》教导的对象而言，大致可以分成三个类别：首先，

是尚未接触而正要接触佛法者；其次，是初接触佛法的修行者；最后，则是已

修行到一定的境界而未达解脱的修行者。

整理出这样的脉络，即可对于解脱道的内容，进行系统化的说明，将看似

随机示教的经文，共同指向解脱的目标。④ 借此可以看出，《杂阿含经》中谈到

的 “识”，除了解释意义之外，还必须将其关联于解脱道的修行来看待，以免只

是抽离出一个概念来了解，这也是本文之所以将 “识”放在五蕴、十二因缘与

根·境·识的六识之脉络来探讨的理由。

（二）“识”的界说与厘清

“识”，梵文为ｖｉｊāｎａ（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ａｗａｒｅｎｅｓｓ），由梵文字根√ｊā，意为
知道、认知；加上接头音节 ｖｉ，有分别、分开的意思；再加上字尾的ａｎａ，表
示中性名词。⑤ “识”较为完整的意思，或可理解为分别式的认知，在翻译上，

则或译为 “意识”“唯识”。认知属于心态 （ｍｉｎｄ）上的行为，可以关联到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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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界”意指欲界、色界与无色界等众生所生活与生存的领域。“五趣”又称 “五道”，指的是依据

形貌、生活环圈、遭遇等因缘，而区分出天、人、畜生 （傍生）、饿鬼与地狱等五种生存的情形。

“十二因缘”指的是无明、行、识、名色、六入处、触、受、爱、取、有、生、老·病·死十二个

环节，由此十二个环节构成一辈子 （一期）的生命历程。

就解脱的境界而言，称之为 “涅?”，意指熄灭烦恼之火焰；就达到解脱的境界者而言，这样的修

行者，称之为 “阿罗汉”，指的是解脱而不再到世间出生的修行者。

《杂阿含经》的言说形式之研究，可参见李明书 《佛陀与星云大师的言说形式探究：以 〈杂阿含经〉

与 〈贫僧有话要说〉为依据》，发表于 “第四届星云大师人间佛教理论实践学术研讨会”（江苏：佛

光祖庭宜兴大觉寺，２０１６年３月１８—２０日），佛光山人间佛教研究院主办，收录于 《第四届星云大

师人间佛教理论实践学术研讨会发表稿》，第６６９—６８１页。
梵文ｖｉｊāｎａ详细的界说与解析，可参见周贵华 《再论 “唯识”与 “唯了别”》， 《上海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第４期第１４卷，第７１—７６页。



（ｂｏｄｙ）上的感官而进行分辨、判断，也可以在与外界接触时，形成分辨、判断

的讯息。

如果单指 “识”，则可总括表示所有的分别式认知；如果加上形容词或关

联的名词，则可专指特定类型的分别式认知，例如眼、耳、鼻、舌、身、意等

六识，即各指经由前五种感官所形成的认知，以及总摄前五种感官所形成的认

知，亦即所谓的第六意识。从上述的解释与区分，对照日常生活的情况，即可

发现许多的烦恼或痛苦，皆与 “识”息息相关，例如错误、偏差的认知，导

致认知不够全面；认知的能力不足，导致无法深入了解所要认知的对象；或者

对于认知的运作难以掌握，以致难以充分发挥认知的能力。诸如这些问题，初

步来说，是由于认知能力而造成的局限；长远而言，则是因此而障碍达到解脱

的境界。

若从解脱道的视野扩展到菩提道，则不仅以一期生命为范围，连带地 “识”

的内涵也更为深广，除了六识之外，尚有第七 “末那识 （ｍａｎａｓｖｉｊāｎａ）”与第

八 “阿赖耶识”。“末那识”一般被解读为执取、我执识，含有染污的意义，而

与第六 “意识”有所区别；① “阿赖耶识 （āｌａｙａｖｉｊāｎａ）”在不同的经论中，有

不同的含义，较为基础而共通的意思，应是种子的库藏，库藏生命体无始以来

所累积的各种信息。② 由于本文拟从意识与解脱之间的关系进行探究，故聚焦于

六识的学理，暂时先不详论八识的内涵。

承上所述，将 “识”的意义与运作衔接上解脱道的内容，意指解脱道的

全部内容固然不仅只是 “识”所能代表，但是既然 “识”会导致痛苦，则寻

求解脱的过程，就势必要对治这些痛苦，逐一予以解消。《杂阿含经》的独特

之处，不仅只是独立地看待 “识”的意义，或是一味地强调 “识”所产生的

痛苦，而是将 “识”放到不同的脉络中，看出 “识”之所以产生的前因后果，

以及 “识”在整个解脱道的世界观中，与生命体、认知过程的其他环节之间

形成如何的关系。这样的论述，让佛法不仅止于信仰的层次，而是可以借由世

界实际的情形作为道理上的证明，而非架空的理论。以下将从 “五蕴”“十二

因缘”与 “六识”三个脉络依序论述 “识”的意义及其在解脱道所扮演的

角色。

·９８·《杂阿含经》中 “意识”与 “解脱”的学理探究

①

②

“末那”“意”与 “识”在意义上有区别和交集之处，详尽的字词分析，可参见关则富 《唯识思想

中 “末那识”的形成过程》，《法光》２００１年第１４６期。
“阿赖耶识”的意义及其与前六识、“末那识”之间的关系，可参见慧仁 《唯识要论》，宗教文化出

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第３１—３２页。



三　借由观看五蕴中的 “识蕴”而

导向解脱的学理依据

“五蕴 （ｐａｃａｓｋａｎｄｈａ；ｆｉｖｅ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ｓ）”，或译作 “五受阴”，意指色

（ｒūｐａ；ｍａｔｔｅｒ）、受 （ｖｅｄａｎā；ｓｅｎｓａｔｉｏｎ）、想 （ｓａ爞ｊā；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ｏｎ）、行 （ｓａｍ·

ｓｋāｒａ；ｖｏｌｉｔｉｏｎ）、识 （ｖｉｊāｎａ；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等五者。如 《杂阿含经·第 １２３

经》所载：

尔时，世尊告罗陀曰：“何等为有身？谓五受阴 （蕴）：色受阴，受·

想·行·识受阴……”①

“蕴”为积聚的意思。五蕴各别的意思，依序为物质之积聚、感受之积聚、

概念认定之积聚、情意之积聚与分别式认知之积聚。色蕴概括身体 （ｂｏｄｙ）的

部分，受、想、行、识蕴则总括为心态 （ｍｉｎｄ，或译为心灵、心智、精神）的

部分。依据 《杂阿含经》的道理，三界五趣中各式各样的众生，皆由五蕴所构

成，因此对于五蕴有所了解，即能够进而普遍地解决众生在五蕴上所产生的

问题。

试图解决五蕴所产生的问题之前，首先须正确地观看五蕴的内涵、变化与

运作的机制，《杂阿含经·第１经》即曰：

世尊告诸比丘：“当观色无常，如是观者，则为正观。正观者，则生厌

离；厌离者，喜贪尽；喜贪尽者，说心解脱。如是观受、想、行、识无常，

如是观者，则为正观。正观者，则生厌离；厌离者，喜贪尽；喜贪尽者，

说心解脱。如是，比丘！心解脱者，若欲自证，则能自证：我生已尽，梵

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如观无常，苦、空、非我亦复如是。”②

如经典所言，应将五蕴视为无常 （ａｎｉｔｙａ；ｉｍｐｅｒｍａｎｅｎｔ）、苦 （ｄｕｈ．ｋｈａ；ｓｕｆ

ｆｅｒｉｎｇ）、空 （ｓ＇ūｎｙａ；ｅｍｐｔｙ）与非我 （ａｎāｔｍａｎ；ｎｏｎｓｅｌｆ）的情形，如此才能因

·０９·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①

②

《杂阿含经·第１２３经》，Ｔ９９，Ｖｏｌ２，ｐ４０ａ—ｂ。
《杂阿含经·第１经》，Ｔ９９，Ｖｏｌ２，ｐ１ａ。



厌恶而想要远离五蕴，不喜爱、不贪求五蕴所可能带来的享受、愉悦，当五蕴

变化而产生痛苦时，就不至于因此而难以承受，反倒是可以借此看出五蕴是如

何变化、变化成什么样子，从这些痛苦之中解脱而出。①

聚焦到五蕴中的 “识蕴”来看，识蕴虽然不是寻求解脱的过程所要处理的

唯一问题，但却是众生皆具的内容，并且不论从经典的记载或日常生活的考察

来看，识蕴确实会衍生相关的痛苦。就此而论，如果想要从事解脱道的修行，

则一定要解决识蕴所衍生的痛苦，才不至于成为修行上的障碍。以解脱道的世

界观为背景，《杂阿含经》提出将识蕴看成是无常、苦、空与非我———不是固定

不变的、痛苦的、空 （性）的与不是自我的，对比于将识蕴看成是固定的、令

人愉悦的、实体性的与自我的，才能够正确地认知到识蕴的内涵，而避免产生

相关的痛苦。偏差的见解以及关联的痛苦，固然不见得在同一个生命体中全部

出现。例如，所谓的 “八苦”，有些人可能只会遭遇其中的几项，然而，既然在

世界上找得到对应的情况，曾出现过案例，就值得提出解决的方法以对治。

四　十二因缘的 “识”在生命历程中的地位

以上谈论的五蕴，是构成众生的五大要素，相当于在横切面上，剖析每个生

命体所包含的内容。这一节所要探讨的，相当于在纵贯面上，或说为逻辑顺序上，

众生所共同要经历的十二因缘 （ｄｖāｄａｓ＇āｖｇａｐｒａｔīｔｙａｓａｍｕｔｐāｄａ），分别是：（１）无明

（ａｖｉｄｙā）；（２）行 （ｓａ爞ｓｋāｒａ）；（３）识 （ｖｉｊāｎａ）；（４）名·色 （ｎāｍａｒūｐａ）；（５）

六处 （ｓ．ａｄ．āｙａｔａｎａ）；（６）触 （ｓｐａｒｓ＇ａ）；（７）受 （ｖｅｄａｎā）；（８）爱 （ｔｒｓ．爟ā）；（９）

取 （ｕｐāｄāｎａ）；（１０）有 （ｂｈａｖａ）；（１１）生 （ｊāｔｉ）；（１２）老·死 （ｊａｒāｍａｒａ爟ａ）。②

·１９·《杂阿含经》中 “意识”与 “解脱”的学理探究

①

②

以观看五蕴而导向解脱的研究，可参阅林建德 《试论佛教信念的合理性———从 〈杂阿含经〉之 “当

观色无常”谈起》，《灵山现代佛教》２０１４年第３６１期，第３版；李明书 《从 “五蕴”的观看做为探

索生命的一条道路：以 〈杂阿含经〉为依据》，收录于 《遇见生命里的彩虹》，黄淑贞主编，台中：

亚洲大学通识教育中心，２０１５年１月，第２—１９页。
《杂阿含经》中解说十二因缘的经文有多则，兹引一则较为完整的为例：世尊告诸比丘：“彼优婆塞

于后夜时端坐思惟，系念在前，于十二因缘逆、顺观察，所谓是事有故是事有，是事起故是事起，

谓缘无明行，缘行识，缘识名色，缘名色六入处，缘六入处触，缘触受，缘受爱，缘爱取，缘取有，

缘有生，缘生老、死、忧、悲、恼苦，如是纯大苦聚集；如是无明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

名色灭，名色灭则六入处灭，六入处灭则触灭，触灭则受灭，受灭则爱灭，爱灭则取灭，取灭则有

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忧、悲、恼苦灭，如是、如是纯大苦聚灭。” 《杂阿含经·第５９０
经》，Ｔ９９，Ｖｏｌ２，ｐｐ１５６ｃ－１５７ａ。



由于此处旨在说明 “识”的意义与重要之处，遂不对于十二因缘逐一解释，而

是聚焦在 “识”的前后段落，也就是 “行” “识”与 “名·色”之间的推动变

化与关联。

在论述 “行”“识”与 “名·色”关系之前，可以先了解到十二因缘之间，

可能具有一些复杂而难解的含意，理由可能在于十二因缘的若干项目，似乎出

现重叠的情形，例如 “行”指身、语、意三行， “识”为心态表现的一种，而

“名·色”的 “名”又是心态表现之总称而区别于物质的 “色”；① 再关联到后

续的 “爱”“取”等项目，也皆是心态上的各种表现。就此而论，十二因缘的序

列，似乎可以产生多种解释，或者依照顺序遂行推论，或者将十二因缘当作心

识入胎过程中的种种表现，而不见得具有时间或逻辑之间的推论关系。或如水

野弘元所说：“由于原始经典本身，对十二缘起没有一定的明确解说，且部派佛

教以低俗的形式误传，所以今日不论是西洋学者之间，或东方佛教学者之间，

对十二缘起没有一定的解释，而产生种种说法，甚至在学界中展开热烈的论

战。”（引文为如实译）②

之所以对于十二因缘的解释产生分歧的原因，或如其解释一般，不止一种，

其中一个原因，可能出自经典本身的记载， 《杂阿含经》中对于十二因缘的说

明，除了依序推论之外，在 “缘识 （而有）名色”这个段落，亦出现了 “名色

缘识”之说法，如经典所言：

尊者舍利弗复问：“尊者摩诃拘 罗！先言名色非自作、非他作、非自

他作、非非自他作无因作，然彼名色缘识生，而今复言名色缘识，此义云

何？”尊者摩诃拘 罗答言：“今当说譬，如智者因譬得解。譬如三芦立于

空地，展转相依，而得竖立，若去其一，二亦不立，若去其二，一亦不立，

展转相依，而得竖立，识缘名色亦复如是。展转相依，而得生长。”③

·２９·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①

②

③

对于 “名色”的解释，历来的解释亦有多种，基本的意义固是心与身 （物质），但水野弘元进一步认

为 “名色”应指 “六尘境”，亦即 “六境”，参见水野弘元 《佛教教理研究》，释惠敏译，新北：法鼓

文化，２０００年７月，第４３—４５页；释见岸则认为 “名色”应是指 “五蕴”与 “六入”，参阅释见岸

《十二缘起中三世意义的解析》，《弘誓》第７２期 （２００４年１２月），第３９—４７页。
水野弘元：《原始

$

教》，京都：平乐寺书店，２００２年２月，第１５０页。水野弘元于此段话之下的批
注，更是直接表示出两种主要的争端，即将十二因缘作为时间顺序的进程，或者并非时间序列之推

论关系，如其所言：“大正末期 （民初）在日本佛教学者之间，对十二缘起说，究竟应依传统说解

为时间性因果关系，或依释尊的根本立场及中论等，而解为无时间性论理关系之问题，而展开一连

串的论战。”第１５１页 （引文为如实译）。

《杂阿含经·第２９８经》，Ｔ９９，Ｖｏｌ２，ｐ８１ａ－ｂ。



其他则经文既云 “识缘名色”，在十二因缘的脉络中可知依序推论的关系应

可成立。此则经文又云 “名色缘识”，接着又说 “识缘名色亦复如是”，进而建

立起两者互依互存而不可分割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何以十二因缘之间可以有

不止一种的推论关系。① “识缘名色”与 “名色缘识”如果皆能成立，就狭义而

言，可以仅限于 “识”与 “名色”之间互为因果，若将这样的推论延伸到十二

因缘的任何两支因缘之间，则似乎隐含着每两支因缘之间皆可互为因果，如此

一来，则十二因缘之间确实不能单以时间进程的方式遂行连接，而应视为入胎

过程所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随顺因缘而有各种可能。

从上述的经典与研究数据中，显示出从十二因缘的脉络看意识，可产生多

种解读上的可能，本文在此亦不打算去分判各种说法之优劣，而仅就十二因缘

之间依序推论的关系，以呈现意识在生命历程中的地位。

十二因缘从 “无明”开始，推动 “行”的产生。“行”可泛指一切的行为、

造作，或说为一切行为的总称。进一步可区分为身行 （ｋāｙａｓａ爞ｓｋāｒａ）、语行

（ｖāｋｓａ爞ｓｋāｒａ）与意行 （ｍａｎａｈ．ｓａ爞ｓｋāｒａ），如果以十二缘起中的 “行”而言，

这个阶段还处在心识未入胎或将入胎之际，与 “名·色”有所区隔而言，“行”

产生时，尚未连接到物质的色身，所以 “行”在此处的意义，应较偏向于意行，

也就是泛指一切心态、心理上的行为、造作，或者可理解为以意行为主导的行

为。“（意）行”产生之后，凝聚成具有判断、分别的认知动作，亦即所谓的

“识”；“识”可区分为眼、耳、鼻、舌、身、意等六识。六识产生之后，推动而

导致 “名·色”的出现。“名”为所有心态的总称，与物质式的肉身结合而出

现，亦即所谓的 “色”。这个阶段，已经到了心识入胎、肉胎成型且有心识的阶

段。自此之后，遂产生一系列的环节而至出生，进而经历生老病死的过程。

十二因缘的每一支因缘当然皆有其独特的意义，若从这个脉络切入去看

“识”，可以看出十二因缘中的 “识”，承接着 “行”，似乎意味着把原本总摄的

一切行为，区分、细致化出专属于分别式认知的部分。 “识”可细分为 “六识

（身）”，亦即分别式认知的集合，可说是从一切行为的总集中，抽绎出了较为精

确、细致的部分而予以分类。如下经文所示：

·３９·《杂阿含经》中 “意识”与 “解脱”的学理探究

① 释昭慧曾引 《杂阿含经·第２８８经》，将 “识缘名色”与 “名色缘识”的两种义理分别解析，亦认

为 “识”与 “名色”之间是互相依存的关系，而非仅是单向地依 “识缘名色”的次序推论。参阅释

昭慧 《初期唯识思想———瑜伽行派形成之脉络》，台北：法界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３２—１３７页。



世尊告诸比丘： “我今当说缘起法，法说、义说。……缘无明、行者，

云何为行？行有三种：身行、口行、意行。缘行、识者，云何为识？谓六

识身：眼识身、耳识身、鼻识身、舌识身、身识身、意识身。缘识、名·

色者，云何名？谓四无色阴：受阴、想阴、行阴、识阴；云何色？谓四大、

四大所造色，是名为色。此色及前所说名是为名·色……”①

除 “识”的内涵之外，从此则经文可以看出各 “行” “名·色”亦皆有其

内涵，“行”的三种已如上述，“色”即如 “五蕴”中的 “色蕴”，“名”既为心

态的总称，若就生命体而言，为受、想、行、识等四蕴，可以形成关联的理解。

回到十二因缘的脉络来说，依十二因缘次序推论，“行”与 “识”，乃至于

往回推的 “无明”阶段，皆是属于心态等方面的行为，尚未涉及物质的部分，

但是自六识开始，眼、耳、鼻、舌、身识皆是伴随着物质式的身体而产生，② 就

这个重要的意义而言，“识”扮演着由心态转入物质的阶段，并且又不如前一支

的 “行”，还是处于较为宽泛的范围，而是出现的细致而精确的各种分别式认

知。这样的分别式认知，就成为相较之下，最为直接影响色身的因缘，形成

“名·色”这般，已具有心身内容的生命体。

确立 “识”在十二因缘中的意义，连带地可以推论，在借由十二因缘而谈

论解脱的过程中，依据因材施教的观点，③ 即可在色身形成之前，从 “识”所产

生的问题入手，加以解决，断除后续的因缘所产生的痛苦，而达至解脱的境界。

从 “识”切入，意味着在色身产生之后的痛苦，将可一并断除，不须再面对后

·４９·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①

②

③

《杂阿含经·第２９８经》，Ｔ９９，Ｖｏｌ２，ｐ８５ａ－ｂ。从 《杂阿含经》中可以看出 “识”的意义，在

不同的脉络下有所交集之处。除了在十二因缘脉络下的 “识”可分为六识身之外， “五蕴”中的

“识蕴”，也可如此理解。经文如下：世尊告诸比丘：“有五受阴。……云何识受阴？谓六识身。何

等为六？谓眼识身，乃至意识身，是名识受阴。” 《杂阿含经·第６１经》，Ｔ９９，Ｖｏｌ２，ｐｐ１５ｃ－
１６ａ。
如果十二因缘的 “识”可以区分为眼、耳、鼻、舌、身、意等六识，而后推动 “名·色”的产生，

似乎可能产生一个理论上的困境，就是六识的前五识皆须关联于物质式的感官配备才能产生，也就

是六根中的眼、耳、鼻、舌、身等五根，而物质式的感官配备又是在 “名·色”产生之后才出现。

就此而论，何以在 “名·色”之前而有六识，实是一个理论上有待说明之处。然而，如果暂时不将

“识”区分为六识，而仅当作分别式认知的总摄，则可能排除这个困境。在此难以集中于这一层论

理的探讨，姑且顺着十二因缘的次序推论而下，这类较为重大的哲学论证，下文将会再次遇到，或

许皆须另开发专题讨论。

蔡耀明将 《杂阿含经》中谈论二支缘起、十支缘起、十二支缘起的情形，视为佛教因材施教的教

法，而不视为何者才是缘起观的原形。参见蔡耀明 《因材施教与教学上的人我分际：以 〈论语〉、

〈阿含经〉和 〈大般若经〉为根据》，《般若波罗蜜多教学与严净佛土：内在建构之道的佛教进路论

文集》，南投：正观，２００１年２月，第２０１页。



续的因缘。① 至于方法的内容，可对照上述的无常、苦、空、非我加以应对。

《杂阿含经》所教导的道理，正是面对众生不同的问题，从问题产生的症结、当

下，即刻提出解决的方法加以对治，对治之后，与该问题相关，而后续亦可能

引发的所有问题都不再生起，也就是所谓的 “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后有”之

意义。

五　以 “六识”构成认知运作的环节

五蕴与十二因缘，相当于众生在横切面的生命体，以及在纵贯面的历

程，来看其内容与变化的状况，皆是在不同的脉络之中，将 “识蕴”与十

二因缘的 “识”当作一个观看的对象或项目来对待。 《杂阿含经》对于

“识”的论述，还有一条线索值得深入考察，就是从认知的运作本身，去拆

解认知过程的各个环节，使众生能够正确地了解 “识”是如何与关联的项

目互动而认知这个世界。

如前所述， “识蕴”意指分别式认知的积聚，又可区分为 “六识 （身）”，

表示 “识”乃是由一些关联的条件积聚而形成，姑且不论关联的条件究竟为何，

至少可以确定 “识”本身不至于单独存在，不与任何条件、对象互动，即能独

立的运作。十二因缘的 “识”，也是有其前因推动而产生，在 “识”之后，还会

推动后续的环节，如未达解脱的境界，则生死轮回将不断地由因缘推动而出现。

与此相似的，就认知的运作而言，也不是单独存在什么叫作 “识”的东西或概

念，不凭借任何关联的条件就自行在做认知的行为。认知得以运作得出来，必

须立基于佛法共通的基础，皆有其因缘而产生。就 “识”而言，固然可以解析

其意义为何，而区别于其他的概念，但就其运作之得以形成而言，则需要关联

条件的配合。此关联的条件，是 “根”与 “境”，加上 “识”，三者碰触在一

起，才能交互产生动作。如经文所言：

世尊告诸比丘：“……缘眼、色，眼识生，三事和合缘触。……如是

耳、鼻、舌、身、意，（声、香、味、触、）法，缘生意识，三事和合

·５９·《杂阿含经》中 “意识”与 “解脱”的学理探究

① 此处并不意味着 “识”是十二因缘中最重要的一支，而是每一支都有其独特的意义，此处特别着重

于 “识”，及其前因后果的探讨，以确实掌握 “识”的要旨。如果就十二因缘而谈解脱，则可逐一

探讨每一支在十二因缘以及在解脱道上的意义。



触……”①

眼、耳、鼻、舌、身、意六根，色、声、香、味、触、法等六境，以及眼、

耳、鼻、舌、身、意六识相互对应。六根相当于生命体的感官配备，六境是

感官配备所能捕捉到的对象，六识则是依据于感官配备面对对象时，所产生

相对应的分别式认知。在一般的情况下，各种感官配备、对象与分别式认知

之间，为一一对应之关系。根、境、识的前五者，主要是伴随着物质式的感

官配备而生起的认知活动，而意根、法境与意识这一组，则分别可收摄或包

含前五者的内容，抽象出一些概念、思惟上的意义，并且又有着重于物质的

感官所不能涵盖的范围。以六根、六境与六识的交互作用，构做出整个认知

活动的运作。②

将认知运作的环节分类拆解，除了能够呈现认知运作的细微之处外，之所

以要如此精细地去了解认知的运作，如同在十二因缘的脉络中讨论一样，解开

认知运作的环节，仍是要导向修行的目标，解决因为不了解认知运作环节而产

生的痛苦，达到解脱的境界。就此而论，解开认知运作的环节，还有两层含义

可以解析：第一，清楚地显示出根、境、识的意义与对应关系，任何一个环节

所产生的痛苦，即可对症下药，排除不当处理认知问题的情形；第二，对于六

根与六识所产生的正确认知，可以进一步提升六根与六识的能力，辨别问题、

痛苦的能力也将伴随而提升，有助于解脱的锻炼。

六　结论与展望

本文依据 《杂阿含经》，从解脱道的世界观入手，探讨意识在解脱道的世界

观之中，出现于什么样的脉络，而关联于解脱的目标。较为全面地整理经文发

现，从意识谈解脱，可以放在五蕴、十二因缘，以及六根、六境与六识的运作

来看，意识在三个脉络中，或者占有一席之地，或者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

·６９· 与唯识学相关的早期、部派、中观佛学及量论、因明研究

①

②

《杂阿含经·第２１３经》，Ｔ９９，Ｖｏｌ２，ｐ５４ａ。
依据上引经文，还包括另一层的学理值得探究，亦即这段经文是在说明十二因缘中 “触”之所以产

生的原因，“触”由根、境、识和合而产生。然而，从 “识”到 “触”，其间还须经过 “名·色”

“六入处”，“六入处”是 “六根”的别名，何以 “六入处”下一支即是 “触”，却又说 “触”是由

根、境、识和合而产生？这之间的道理，或许还包含相当多层次的义理需解读出来，有待未来撰文

研究。



至于在借由修行而解脱的过程中，势必要面对意识所产生的痛苦。本文打通

“意识”与 “解脱”之间的学理，说明 《杂阿含经》并非架空地谈论名相，而

是应从该名相所涉及的背景，去看出其前后的网络，才能够进而探究要解决什

么样的问题。

就本文的研究成果而言，以论理的方式呈现意识在各个脉络中所扮演的角

色，不全然地接受经典的说法，而是看出经典之所以如此主张，其背后的依据

为何，并且在研究的过程，发现若干未能及时处理的论题，有待未来持续努力。

以下分成两个部分，交代接续研究的方向。

其一，就 《杂阿含经》内部而言，如正文提及的两个论题：（１）十二因缘

中的 “识”如果以可区分为 “六识”，应在 “名·色”之后而产生，何以成为

推动 “名·色”的因缘？其中的道理，有待探究。 （２）十二因缘中的 “识”

“名·色”“六入处”与 “触”之间的推论关系，是否为必然的次序，亦有待未

来撰文研究。

其二，就解脱道的而言，仅谈论一期生命、个别生命体的 “六识”，未涉

及菩提道 “八识”中的 “末那识”与 “阿赖耶识”，何以菩提道须要借由末

那识与阿赖耶识来解释众生的情形，除了八识的本身的理论之外，从六识衔接

到八识的理由，在佛教哲学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常见的做法，大致在于两

者思想上的关联；未来计划将从何以使用或须要这样的理论来解释世界着手，

说明八识之说究竟试图解决什么样的理论困境或现实困境，以使得唯识学说更

为完备。

·７９·《杂阿含经》中 “意识”与 “解脱”的学理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