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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思考方向中的 %感知& 概念

!德" U%R%玛霍特拉

为解答 (我们如何认识# 我们认识什么) 的问题# 长久以来人们在西方的和

东方的各种思考体系中给出了认识的多种多样的来源' 近来胡塞尔将 (感知)

%T@5J;>5GH;M& 作为认识方法放在他的现象学体系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同样# 在印度哲学中# (感知) 向来也被标识为最可靠的认识方法' (感知) 在印

度哲学中所享有的重要性单是从以下这点就可以看出来" (哲学) 在梵语中称作

(_@J:5@;@)# 它按字面翻译可表示为 (看见) %+>5>;& 或 (显象) %d?:?=;&' 印

度哲学中所有重要的思考体系!!!尽管以不同的方式!!!都认为实在性

%Z>@A?6B6& 或真理是可以直接 (看到) %:>5>;& 或 (感知到) %8@5J;>5G>;& 的'

当然# 不论在胡塞尔那里还是在印度哲学中# (感知) 或 (看见) 概念都不是在该

词的日常意义上得以理解的'

胡塞尔现象学和印度哲学不仅都一同强调 (感知) 的重要性# 而且在这两

种思考方向中 (感知) 概念自身以及对这一概念的探讨也具有许多相似性' 本

文尝试更切近地考察和一道比较两种思考方向中的 (感知) 概念'

一

我们首先考察印度哲学中的 (感知) 概念'

这个几乎在印度哲学的所有思考体系中都占据十分重要地位的感知 %7J@6Sc

@X:5@" 现量"

& 概念在正理派 %-SmS@1+95HA>& 的逻辑学家那里获得一种特别

"

该梵文词在汉语文献中通常被译作 (现量)# 以下凡出现该梵文词均循例译为 (现量)' !!!译者注



深入的分析' 尽管正理哲学总体上认为知识有四种可靠的来源# 即 %)& 感知

%7J@6S@X:5@" 现量&/ %'& 推论 %@;HGj;@" 比量&/ %4& 譬喻 %H7@Gj;@" 譬喻

量&/ %*& 告知 %:5@KF@" 声量"

&# 但它仍然把感知看作最可靠的来源'

虽然正理派的一些追随者将 (感知) 仅理解为感官感知# 但是一般而言这

一学派将直接的认识行为的所有种类都包括进感知概念中' 直接和明见的感受

被看作是感知的标志' 如果无须借助过去经验, 逻辑深思的某种帮助或者别的

辅助我们就能直接地并且直截了当地把握住一个对象# 那么我们就会认之为

真&

' 在正理哲学中 %也在印度哲学的许多别的学派中& 这些直接认识的所有种

类都被纳入感知概念之下'

一个如此宽泛的感知概念需要对各种各样的感知种类进行分类' 正理哲学

以多种方式对感知进行分类'

根据以下这种分类# 感知首先被划分为" %)& 通常的 %A@HX?X@" 世间的&

感知/ %'& 特殊的 %@A@HX?X@" 非世间的& 感知' 这两种感知类型之间的区分可

陈述如下"

%)& 通常的感知通过感官# 也即通过感官与对象的接触而产生' 通常的感

知又细分为 %@& 外 % Kj5S@& 感知# 它通过五种外感官而实现/ % K& 内

%Gj;@:@& 感知# 它是对自己心理状况的感知# 而内感知 %本身& 是通过所谓的

U@;@:而被意识到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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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汉语文献中# 也有译为圣言量, 圣教量的' !!!译者注

(我们就会认之为真) 的原文是T?J;>5G>; >?;>; Q>M>;:6@;F 8@5J' 也可译作我们就感知到它 %对

象&' 德语动词 (感知) %8@5J;>5G>;& 是可分动词# 按其拆分形式可直译为认 %;>5G>;& $$为真

%8@5J&' 作者在这里想强调感知的可靠性' 在 *正理经+ 中# 现量的其中一个本质性规定即是没有

谬误' 2 *正理经+

!

!)!*# 沈剑英译# 载蓝吉富主编 *世界佛学名著译丛+ ')# 台北华宇出版社

佛历 '24) 年 %).0/年& 版# 第 )/(页/ 姚卫群译# 载于姚卫群编译 *古印度六派哲学经典+# 商务

印书馆 '((4 年版# 第 3*页'3 !!!译者注

印度哲学的一些学派# 例如正理派# 将感知感受, 意愿等等心理过程的第六感官看作 U@;@:%2U@c

;@:通常被英译为U?;F# 汉译为 (意)' 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 (感觉的组织中心) 是最接近 *正理

经+ 所使用的U@;@:一词的含义的# 它本身并不如其他五种感官一样对应于某种感觉内容# 而是对

这些感觉内容的协调# 由此# 各种感觉内容才不会同时而杂乱无章地出现' %参见" f%U@bU[AA>J#

@."0$A0/0+"30&?I')$,' -.$#&0&-./# ->8 g=JX# =̂;MG@;:# QJ>>;# N;F "=%# )0..# 7%44( 以及

U%I?J?S@;;@# K(+#$'"0&?I')$,' -.$#&0&-./# 7J?;6>F ?; #;F?@# U&+ R@YS@A@S@ $HKA?:5>J:# '((2#

7%'4('& *正理经+ 明确表示# 各种认识的不同时产生表明U@;@:的存在' %

!

!)!)3& 当反对者

认为认识可以同时产生时# *正理经+ 通过指出 U@;@:与其他感官相接触的轮转极快来说明这种

(同时产生) 仅仅是假象' %

$

!'!3'& 后期新正理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克伽自在 %Q@|M>:

t

@# )' 世

纪& 认为# U@;@:作为内感官还可以意识到自己心灵正在进行的心理状况和认知活动' %参见网络资

源" #;6>J;>6E;9S9A=7>F?@ =W$5?A=:=75S# 条目" -SmS@# 网址" 5667" &&888%?>7%H6G%>FH&;S@S@&}

I)& !!!译者注3



%'& 特殊的感知并不借助于通常的感官而产生' 它被划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 特殊感知的第一种类型叫 (+mGm;S@A@X:5@;@)

"

# 或者叫作类感知# 它

是对共相, 对内本质 %共相或内本质关联着事物的类& 的感知# 例如对所有三

角形 %_J>?>9X>& 的三角形!类 %_J>?>9X?MX>?6& 的感知或对所有人的人!类的

感知' 因此类感知是对诸特性的把握# 一个类的所有个体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共

同的' 例如# 如果人们说# 所有人都终有一死# 那么人们就由此而认识到每个

人都终有一死' 但与此同时# 人们还把握住了 (人) 这个类的一种普遍特性'

那么# 人们必须将其标识为对所有人而言都无条件地为真的这种认识从何

而来- 当然# 它不能通过通常的感知# 即并不通过感官感知而产生# 因为从感

官上感知所有曾经生存的和正在生存的人在原则上是不可能的' 它也不能通过

将我们关于个人的死亡的经验进行归纳性的概括而产生# 因为这样的概括最多

使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我们认识的所有人都终有一死' 从 (我认识的所有人都

终有一死) 向 (所有人都终有一死) 的跳跃既不能通过感官感知也不能通过逻

辑推论来实现' 因此正理哲学家认为对类特征的把握可以通过特殊感知的一种

特定类型# 即通过 +jGj;S@A@X:5@;@而直接得以实现'

必须注意的是# 对事物之类的共相的认识在逻辑学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例如# 为了能够实施 (所有人都终有一死# N是一个人# 所以 N终有一死) 这

个推论# 我们必须首先认识两个事实" 第一# 所有人都终有一死/ 第二# N是一

个人' 根据正理派# N是一个人 %这一认识& 可以通过感官感知获得' 但是我

们凭什么获得 (所有人都终有一死) 这一认识呢- 正理哲学家并不否认重复的

经验以及对这些经验的归纳性概括有助于我们认识类特征' 但是正如我们上文

所说的# 根据正理哲学的学说# 对类的认识不能没有直接的特殊感知

+jGj;S@A@X:5@;@而单只通过感官感知和归纳性的概括就得以实现' 因此正理派

哲学家将特殊感知中这一刚刚讨论过的类型看作一切逻辑学的基础'

%K& 根据正理哲学# 特殊感知的第二种类型是 i;m;@A@X:5@;@

& 或复合

%R=G7A?X@6?=;&

'

' 我们会使用这样的表达" (冰看上去很冷) 或 (石头看上去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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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汤用彤将其译为 (同相)' 参见汤用彤 *印度哲学史略+# 中华书局 ).00 年版# 第 )4) 页' !!!译

者注

汤用彤将其译为 (智相)' !!!译者注

有学者指出# 冯特 %T%TH;F6&, 斯托特 %Q%f%+6=H6& 和沃德 %i%8@JF& 等人使用R=G7A?X@6?=; %英

语" "=G7A?9@6?=;& 这个术语来解释i;j;@A@X:5@;@这种特殊的感知# R=G7A?X@6?=;表明这样一种过程#

在其中感觉或对不同感觉的感知如此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以致它们成为单个感知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参见" +@6?:595@;FJ@"5@66>Jn>>@;F _5>>J>;FJ@G=5@; _@66@# F' $'+4&)(=+$&' +&I')$,' -.$#&0&-./# $J?;c

6>F ?; #;F?@# "@A9H66@e;?Y>J:?6S$J>::# ).*0# 7%'(4' !!!译者注



硬)# 等等' 但是眼睛不能感知到冰块的冷和石头的硬' 正理哲学由此来解释这

样的特殊感知" 我们在以前的经验中如此频繁地将通过触觉而得以感知的冷或

硬和通过视觉而得以感知的冰块或石头合在一起感知# 以致现在冷和冰块, 硬

和石头被稳固地联系在一起' 因此对冰块的冷或对石头的硬的视觉感知依赖于

我们关于这些事物所已经具有的知识' 正理哲学家将这种复合感知也标明为特

殊感知# 因为经由感官中介的感知类型 %即通常的方式& 没有能力获得这样的

感知'

"

%"& 根据正理哲学# 特殊感知的第三种类型是 g=M@n@

& 或直觉' 直觉的感

知是g=M?:%瑜伽行者& 根据卓有成效的冥想而获得的感知' 通过直觉的感知人

们获得关于最深层实在性的知识# 而且正如在其他感知情况中关于别的事物的

知识一样# 这种知识的获得也是直截了当的并且是直接的' 但是由于这种类型

的感知并不能通过通常的感官而获得# 因此它也在特殊感知中占有一席之地'

'

对我们来说在与胡塞尔的直观相比较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另一种分类是根

据其认识程度 %EJX>;;6;?:5\5>& 将通常感知分为 %@& ;?JY?X@A7@X@%无分别&#

即对事物的单纯在此的感知而没有包含对它们之间关系的理解/ %K& :@Y?X@A7@X@

%有分别&# 即对处在相互关系中的事物的感知'

%@& 当人们将事物感知为单纯在此存在之物# 甚至简直可以说在使用它们#

而没有去感知到它们的本质的时候# ;?JY?X@A7@X@!感知 %无分别& 就发生了'

当我例如在写这篇文章时感到口渴# 发现桌子上有一杯水并把它喝了# 与此同

时# 我还始终思索着我的文章的时候# 根据正理派哲学家# 我就没有 (感知到)

水的性质, 特性以及它和别的事物的关系'

%K& 在 :@Y?X@A7@X@!感知 %有分别& 中人们感知处在相互关系中的事物'

在这种感知中我把水看作是透明的, 液体的物质# 它具备所有它自己的特性以

及和别的事物的关系' 当然第二种感知没有第一种感知是不能产生的' 因此这

里区别仅存在于认识程度的各等级中'

.2.).印度哲学与胡塞尔现象学

"

&

'

正理派哲学家也通过这种类型的特殊感知来解释感官错觉'

汤用彤将其译为 (瑜伽生)' !!!译者注

尽管只有正理派在通常感知和特殊感知的层面上对感知进行了如此详尽的划分# 但是在印度哲学的

许多别的学派中也发现类似的分类' 这些学派中最著名的是耆那派, 数论派, 弥曼差派' 但由于我

们已经详细地解释了正理派哲学的感知概念# 我们在此就不去顾及别的学派对感知所作的不是那么

完善的分析'



二

在对印度哲学进行上述概览之后# 我们现在转到由胡塞尔阐明的感知概念

上来' 胡塞尔"通过对以下语句的否定来开启其认识论" 一切认识都是可疑的'

在这一假设之下# 人们既不能在哲学中# 也不能在科学中甚或在日常生活中有

所行动' 甚至这一假设本身就是矛盾的# 因为如果一切认识都是可疑的# 那么

(一切认识都是可疑的) 这个认识也同样是可疑的' 在胡塞尔看来# 为了解决认

识问题# 人们必须认识到存在着某种不可怀疑的东西#

& 并找出认识或者可能认

识的不可怀疑的情况'

对不可怀疑的认识情况的寻找将胡塞尔引向!!!正如笛卡尔所已经做

的!!!我思行为 %9=M?6@6?=&

'

' 在我思行为中胡塞尔发现了不可怀疑的认识的一

种形式# 它是直截了当地, 直接地并且明晰地被给予我们的' 由于这种直接被

给予# 我思行为的存在, 体验的存在, 直截了当的感知的存在就可以不受到怀

疑' 但这并不意味着感知对象的绝对实存也是不可怀疑的' 胡塞尔区分出感知

的两个部分# 即 %)& 内在部分/ %'& 超越部分(

' %)& 感知的内在部分是感知

自身# 也即其进行观视的认识' %'& 感知的超越部分是这一感知所展示之物#

也即其对象' 因此如果胡塞尔说# 直接感知的存在是不可怀疑的# 那么他对此

所指的就不是感知的超越部分# 而仅仅是其内在部分'

感知的内在部分的获得是通过认识论的还原或现象学的还原而可能的' 通

过这一还原# 感知的所有超越之物就可以被排除掉# 而只有那些在感知中确实

直接地被给予之物才能纯粹地得以展示' 胡塞尔不仅将感官感知的内在部分#

而且也将直接地, 明晰地, 直截了当地被给予我们的所有其他类型的感知或认

识都理解为这个被现象学地还原的感知或被现象学地还原的我思行为' 这一感

知 %我思行为& 概念与印度哲学中的感知 %现量& 概念相似# 正如我们在以正

.3.).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

&

'

(

IH::>JA# EFGH;F" 2$"I)"")"47.V'&3"'&#&%$"%_>; I@@M" U@J6?;H:-?n5=WW# ).2(%%参见胡塞尔 *现

象学的观念+# 倪梁康译# 人民出版社 '((/年版' !!!译者注&

即便是声称一切认识均为可疑的怀疑论者也至少要承认# 一切认识均为可疑这一点本身恰恰是不可

怀疑的'

我思行为 %9=M?6@6?=& 这个概念是胡塞尔从笛卡尔那里接受下来的' 在胡塞尔那里# 我思行为指的并

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思维 %推理& 行为# 而是指各种认识现象明见地被给予的直观行为' !!!译者注

此处以及后面的 (超越部分) 一词原文为 (F>G 6J@;:L>;F>;6@A>; C>?A)# 应为 (F>G 6J@;:L>;F>;6>;

C>?A) 之误' !!!编者注



理派为例时所已经认识到的那样' 在胡塞尔这里的我思行为与在印度哲学学派

那里的现量一样# 其特征都是直接的, 明晰的被给予性和自明性'

因此# 通过现象学还原胡塞尔获得了直接地被给予我们的# 并且我们可以

无疑地接受的认识' 现在让我们继续跟随胡塞尔# 看看这些不可怀疑的认识有

哪些"

如我们所见# 首先# 诸感知自身 %诸我思行为& 是无疑地和直接地被给予

我们的' 这些无疑地被给予我们的我思行为是具有指向的感知' 它们不是单纯

的感官感觉# 而是具有一个意向# 这就是说# 它们 (指向) 某物' 它们自身具

有一个 (内容) %T@:& 并展示出一个对象' 感知的这个 (内容)# 这个含义#

这个超越 %CJ@;:L>;F>;L&

"

# 正如它们在感知中所显现的那样# 对我们来说同样

是不可怀疑并且直接地被给予的'

不仅感知对象的含义及其本质是在感知中直接地被给予的# 而且其存在#

也即其实存也是直接被给予的' 每一个我思行为都与一个作为实存者而直接地

展示出来的对象相关'

这种自明的, 不可怀疑的直接被给予性也存在于共相 %NAAM>G>?;>;& 的领

域中# 即存在于类 %Q@66H;M>;& 领域中' 胡塞尔以红色为例' 我们知道# 红色

指的不是这个对象和那个对象的红色# 而是红色一般# 红的 (共相)' 如果我们

例如观察红色的层次# 那么我们就能直接地感知这些红色层次之间的相似关系

和差别关系# 因为红色这一共相是直接被给予我们的' 我们也能够直截了当地

表象红的共相自身' 人们肯定可以从胡塞尔的共相感知中回想起正理派的特殊

感知的第一种类型# 它被称作 +mGm;S@A@X:5@;@或类感知'

在胡塞尔那里# 另一种直接感知的类型是明见的看视' 胡塞尔把明见性叫

作自明的和无疑的被给予性' 明见性在任何情况下都切莫与自明的单纯感受相

混淆# 明见性是这样一种自明性# 它通过直接的看视和对事物的感知而产生'

自明性和可靠性 %它例如在判断 ' ~' P* 中出现& 不是一种依赖于某种情绪的

感受# 而是直接的看视的可靠性# 它明晰地被给予每一个领会到 (二) (加)

(同时) 和 (多) 的意义的人'

上述的讨论清楚地表明# 胡塞尔为我们描述的直接的和纯粹的被给予性的

./.).印度哲学与胡塞尔现象学

"

在胡塞尔看来# 超越 %CJ@;:L>;F>;L& 有两重含义" 第一# 对意识的实项因素 %感性材料& 的超越#

这种超越使得杂多的感觉被统觉为对象或赋予对象以含义# 因此这个 (立义) 过程 %作为超越& 仍

然是在意识之内并直接而明见地被给予的/ 第二# 对意识的超越# 所有非明见的# 虽然指向或设定

对象# 却不自身直观的认识都是这种意义上的超越' %参见胡塞尔 *现象学的观念+# 倪梁康译# 人

民出版社 '((/年版# 第 4) 页' 这里的超越是第一种意义上的' !!!译者注&



所有情况!!!例如感知自身, 其意向或含义, 在这一感知中被给予的诸对象的

超越或实存, 共相# 等等!!!都根本上具有明见性这一共同的特征' 根据胡塞

尔# 自明的, 直接被给予的明见性出场于其中的所有情况都是不可怀疑的感知

的情况' 从这个角度看# 人们在胡塞尔的感知 %我思行为& 概念和印度哲学不

同派别的感知 %现量& 概念 %包括瑜伽行者的直觉# 对此我们在正理派的感知

概念那里已有考察& 之间没有找到多少区别' 直觉或明见性在胡塞尔那里也指

一种明晰的, 最自明的和直接地被给予的感知# 他甚至希望通过这一感知来解

决较高的认识问题# 例如符号思维的问题, 伦理价值的问题等等' 在此胡塞尔

显然把这一最宽泛意义上的感知置于较其他认识方法而言更重要的位置上# 在

印度哲学中情况也大多如此' 因此看来胡塞尔最终与印度的神秘主义者相似#

只要他不考虑知性以及作为哲学方法的知识论 % F?>U>65=F>; F>JT?::>;c

:95@W6>;& 并宣称" (知性要尽可能少# 直观要尽可能纯')

"

与印度哲学家一样# 胡塞尔试图将最宽泛意义上的感知划分为不同的类型

或层次'

& 为了考察胡塞尔的认识层次# 我们必须从他的若干概念开始"

我们通过感知的中介而获得的认识内容# 胡塞尔称之为认识的 (意向)' 根

据胡塞尔# 这一意向有两种类型# 即 %)& 符号意向# %'& 直观意向' %)& 胡

塞尔将符号意向理解为这样一些意向# 它们不是自身完整的# 而是作为指号或

符号而起作用' 这些意向引向它们所意指之物' %'& 与之相反# 直观的意向是

自身完整的# 它所意指之物就是它所展示之物'

胡塞尔以符号和图像的区别为例来明晰地对符号意向和直观意向做出区分'

一个符号自身具有一个含义# 但是这含义并非完全直接地被给予的' 与此相反#

在图像中可以明晰而直接地显示出这一图像所应当展示之物' 如果我们在这个

意义上把握符号和图像之间的区分# 那么我们也就很容易理解胡塞尔对符号意

向和直观意向的区分指的是什么' 他将这一区分标识为在这两种情况中的意向

之 (充实) %EJW[AAH;M& 的等级上的区分# 这与正理派哲学家将 ;?JY?X@A7@X@!感

知 %无分别现量& 和 :@Y?X@A7@X@!感知 %有分别现量& 之间的区分标识为认识

程度的等级上的区分是相似的' 正理派的分类和胡塞尔的分类的区别则在于#

.0.).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

&

IH::>JA# EFGH;F" 2$"I)"")"47.V'&3"'&#&%$"# _>; I@@M" U@J6?;H:-?n5=WW# ).2(# +%3'%%参见胡

塞尔 *现象学的观念+# 倪梁康译# 人民出版社 '((/ 年版# 第 24 页' 该引文引自中译本' !!!译

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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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第 '!4章' !!!译者注&



正理派在其分类中强调知识的等级# 而胡塞尔则强调感知序列的 (充实) %在胡

塞尔那里作为直观意向的例子的图像比作为符号意向的例子的符号具有更多的

(充实)&' 因此我们看到胡塞尔与印度哲学所做的相类似# 试图去划分感知的不

同类型'

结束语

本文阐明了印度哲学的感知 %现量& 概念和胡塞尔的感知 %我思行为& 概

念之间存在着哪些显著的相似之处' 尽管不能在个别部分上找到这些相似之处#

但是通过普遍的比较# 人们还是能够清楚地发现它们" 第一# 两种思考方向都

强调直接的感知作为认识方法的重要性' 第二# 它们两者都把直接的感知看作

哲学的主要认识方法' 第三# 正如印度哲学家所做的那样# 胡塞尔不仅将感知

理解为感官感知# 而且将其理解为包含着一切直接被给予的认识类型的我思行

为# 这与印度哲学家对现量的理解也是一样的' 因此在两种思考方向中感知的

概念都被强有力地普遍化了' 第四# 如印度哲学通常做的那样# 胡塞尔对感知

进行了极为深入的分析' 第五# 人们发现两种思考方向都尝试划分感知的各种

类型' 在印度哲学和胡塞尔现象学中# 感知概念以及对这一概念的探讨的相似

性表明# 胡塞尔与印度思想家靠得有多近'

!译者, 陈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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