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唯识哲学与沙特之现象学!

!加" 陈荣灼

&摘要' %瑜伽行派& !g=Mm9mJ@,HFF5?:G" 之 %唯识哲学& 是

否为一 %观念论& !?F>@A?:G" 一问题已成为在西方学界中的研究焦点#

一种唯识哲学的 %观念论解释&$ 通常企图诉诸 -解深密经. 中的著名

命题 %识所缘唯识所现& 来证成# 事实上$ 许多当代印度学者便将

Y?noj76?G@6Jm6@或 Y?nom;@Y@Fm 译作 %观念论&$ 例如$ N%R%"5@66>Jn>>

就将其关于唯识学之著作标题为 -瑜伽行观念论. !@."G&%H=H4, I)"E

,#$03"# 即使是今天之日本学界对于瑜伽行派的一种 %观念论解释& 仍

然是占优势的( 但另一方面$ 上田义文 !g=:5?WHG?e>F@" 却坚持一种

唯识哲学的 %非观念论解释&# 而且$ 于西方学界 @̂GK>J6+95G?65@H:>;

与 NA>bT@SG@也提出了早期的唯识学为 %非观念论& 之论点$ 最近

_@; Ĥ:65@H:声称继承此一进路#

本文旨在厘清上田的基本立场$ 并通过与沙特 !+@J6J>" 现象学的

比较来对之加以阐释# 这将不但可以从现象学之角度来证成上田对于

护法 !_5@JG@7mA@" 之 %内境& !?;6>J;@A=Kn>96:" 学说的批判$ 另一

方面同时也指出唯识哲学如何能够帮助沙特克服其 %二元论& !FH@Ac

?:G" 之困境#

&关键字' !唯识哲学!上田义文!现象学!沙特

(瑜伽行派) %g=Mm9mJ@,HFF5?:G& 之 (唯识哲学) 是否为 (观念论) %?F>@Ac

?:G& 一问题已成为在西方学界中的研究焦点' 一种唯识哲学的 (观念论解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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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企图诉诸 *解深密经+ 中的著名命题 (识所缘唯识所现) 来证成'

" 事实

上# 许多当代印度学者仅只将 Y?nom76?G@6Jm6@或Y?nom;@Y@Fm译作 ( 观念论 ) '

例如# N%R%"5@66>Jn>>就将其唯识学方面之著作标题为 *瑜伽行派观念论+

%@."G&%H=H4, I)",#$03&

&

' 即使是今日之日本与西方学界# 对于瑜伽派的理解

仍以 (观念论式解释) 占据着主导地位' 正如 E%fJ@H8@AA;>J与鶨山雄一所

指出"

根据此一观念论之唯识学说$ 现存的杂染界原初本为绝对纯净$ 但由

于我们的心偶然地被现起的尘垢所覆$ 因而生起诸像//此一学说将现象

界认作是我们心灵的影像 !?G@M>"$ 由此而宣称其本应为空 *:H;S@+# 以这

样的立场构成其学派的学立基点# 换言之$ 难然现象界是空$ 但心灵仍可

作为根本的实在 !=J?M?;@AJ>@A?6S"$ 此现象界仅只是我们心灵的影像#

'

另一方面# 如 @̂GK>J6+95G?65@H:>; 和 NA>bT@SG@; 这些西方学者则试图

论证早期唯识学为 (非观念论)'

( 最近_@; Ĥ:65@H:声称继承此一进路'

)

在佛教发展史中# 瑜伽行派乃唯一宣扬万法 (唯识) %Y?nom76?G@6J@& 之教

义者' (唯识) 一词字面上可被理解为 (唯识无境)' 另一方面# 唯识学却宣称

(识) 以 (境) 为 (所缘)' 在这两种立场的结合上# 于是乃有护法的 (观念论

转向) 之崛起# 这似乎是消除唯识学中此自相矛盾立场的唯一合理解决方式'

基本上# 护法的手法在于区别两类 (境)" (外境) 与 (内境)' (外境) 乃是

(外在于意识) %=H6:?F>9=;:9?=H:;>::& 的对象# 而 (内境) 则是 (内在于意识)

%?;:?F>9=;:9?=H:;>::& 的对象' 护法认为瑜伽行派所否定的仅是 (外境)/ 与此

相反# (内境) 乃是作为 (根本识) %:HK:6J@6HG 9=;:9?=H:;>::& 的 (阿赖耶识)

%@A@S@Y?n;@;@& 之转变结果# 故必须被肯定' 这样一种 (观念论) 立场后来于中

国被由玄奘与窥基所创立之 (法相宗) 所遵循' 传统以来# (法相宗) 向被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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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唯识学中的正统学派'

可是# 正如上田义文所指出# 唯识学的后期发展中这种的 (存有论转向)

%=;6=A=M?9@A6HJ;& 存在着两大缺陷' 首先# 它篡改了弥勒, 无著与世亲的原初

立场' 因为在其发展初期# 唯识学主要是一种 (认识论) %>7?:6>G=A=MS&# 而不

是一种关于世界起源理论的 (存有论) %=;6=A=MS&' 也就是说# 唯识学最初所关

注的乃是 (世界是如何地被给予我们) %5=865>8=JAF ?:M?Y>; 6=H:& 而并非

(世界为何存在 ) %85S65>8=JAF >b?:6:& 的问题' 依上田# 事实上由安慧

%+65?J@G@6?& 与真谛 %$@J@GmJ65@& 所代表的 (唯识古学) 乃属 (非观念论)'

其次# 在转向为观念论之时# 唯识学遂与中观学派 %UmF5S@G?X@& 产生相互抵

触'

" 清辩 %,5mY@Y?Y>X@& 与护法 %_5@JG@7mA@& 之间著名的争议证实了这种紧

张对立状况的存在'

无可置疑# 在否定护法之 (内境) 一概念之后# 上田有必要去交代 ( 0所知

境1 %65>X;=8; =Kn>96& 如何可能) 一问题' 在这一重要关节上# 上田不但承

认" (假如没有意识的客体化 %=Kn>96?W?9@6?=;&# 便不可能产生对象')

& 他甚至

宣称" (说境是识# 只不过是说识之自见')

' 十分清楚# 相当吊诡的是" (这样

的自见 %:>AW1:>>?;M& 的可能性必须建立于其自身否定 %:>AW1;>M@6?=;& 上')

(

也就是说# (这样的能见 %:>>?;M& 立场表示" 只有当 2识3 否定自身时# 它方

可以从通过 2@H F>6=HJF>3 见境之方式来见其自身')

) 而正于这一意义上# 上

田断言" (如果识没有否定自身# 则便没有境可以生起了')

*

简言之# 这样的一种 (识的客体化) %=Kn>96?W?9@6?=; =W9=;:9?=H:;>::& 即

(识的自我否定) %:>AW1;>M@6?=; =W9=;:9?=H:;>::& 说法是一种富有高度观念论

色彩的表述' 首先# 它看来相当类似于 (德国观念论) %Q>JG@; #F>@A?:G& 的立

场' 众所皆知# 德国观念论主张世界基本上是源自 (绝对精神的自我客体化)

%:>AW1=Kn>96?W?9@6?=; =W@K:=AH6>:7?J?6&' 但是# 如上所见" 上田十分确切地否定

(唯识学原是观念论) 的观点'

+ 此外# 如同牟宗三所指出# *大乘起信论+ 之

(超越观念论) %6J@;:9>;F>;6@A?F>@A?:G& 事实上是肇始于 (如来藏自性清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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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自我坎陷) %:>AW1;>M@6?=;&

"

' 然而上田却坚持唯识学与以 *大乘起信论+

为代表之 (如来藏系统) 存在本质性的差异'

现在所要面对的问题是" 如何以一种 (非观念论) 之进路来解释上田 (识

的客体化) 或 (识的自我否定) 这些深具 (观念论色彩) 之概念呢- 在本文

中# 我们尝试通过与沙特的现象学相互比较的方式来为此一重要问题提出一解

决方案'

于达至这一目标上# 让我们从上田关于 (唯识) 一概念的诠释开始分析'

早在 ).*' 年上田便宣称" ( 0唯识1 并不只是意味着所见者 265>:>>;3 并不存

在, 而只有能见者之存在' 确切地说# 其意旨在于陈述" 于识之外的境作为其

对立者只有借着能见识 265>:>>?;M9=;:9?=H:;>::3 方被看见 2:>>;3# 因而如果

独立于识之外# 则境便不可能')

& 这意味着" (若果没有境 %对象&# 则便没有

识')

' 但它同时也暗示着" (假如识存在# 则境也必须存在')

( 因此# 迥异于

护法 (唯识新学) 之主张 (世界只不过是由根本识所产生出的一种影像) 的

(观念论解释)# 上田公然承认 (外境) %即 (外在对象)& 的实在性'

无可置疑地# 我们此处应当谨慎关于 (外在对象的实在性) 之言论' 在初

期唯识学即已明显地表现出 (反实在论) %@;6?1J>@A?:6?9& 之立场' 因此# 对于

上田而言# 当然任何以 (实在论) 之方式以授予外在对象一 (独立实在性)

%?;F>7>;F>;6J>@A?6S& 乃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说# 上田的 (外在对象) 概念不能

用 (实在论) 的意义来理解' 而实际上这不过意谓" 对上田而言# 虽然对象是

外在于意识者# 但却无法独立于意识而存在' 根本上# 上田所主张的乃系 (识)

与 (境) 之间的 (本质相连性) %>::>;6?@A9=JJ>A@6?=;&' 换言之# 独立于识之

外# 则无境 %对象&/ 而独立于境 %对象& 之外# 亦无识' 总之# 于上田眼中#

(境) %对象& 在某种意义上对于 (识) 来说是唯一的 (外在) %>b6>J;@A&# 即

(境) 非 (内在) %?GG@;>;6& 于 (识) 中的任何一部分' 这里# 与 (实在论)

迥异# (境) %对象& 的 (外在性) %>b6>J;@A?A6S& 并不意谓它可独立存在于

(识) 之外而自存' 不过# 非常清楚# 于肯定一切 (境) %对象& 的 (外在性)

之同时# 上田反对护法义的 (相分) 概念# 因为并不存在任何 (内境)' 一言以

蔽之# 依上田# 否定 (实在论) 并不需要付出走上 (观念论) 之代价4

有趣的是" 上田关于 (识与境) 之间的 (本质相连性) 一论旨# 与沙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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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有一共同点' 在 *存在与虚无+ 一书中# 沙特写道"

%为己存在& 被界定为对物的呈现#

!C5>f=J1?6:>AW?:F>W?;>F @:7J>:>;9>6=K>?;M%"

然而 %为己存在& 是通过使自身成为 %为己存在& 的方式来就使得自

身成为对物的呈现$ 而当它不再呈现时便不再成为 %为己存在& 了#

!,H665>f=J1?6:>AWG@X>:?6:>AW7J>:>;9>6=K>?;MKSG@X?;M?6:>AWK>

f=J1?6:>AW$ @;F ?69>@:>:6=K>7J>:>;9>KS9>@:?;M6=K>W=J1?6:>AW%"

这意味着 %为己存在& 从一开始就是对物的呈现$ 此中它见证了其为

一与 *他物+ 于共在的形式中之存在#

!C5?:G>@;:65@6=J?M?;@AAS65>f=J1?6:>AW?:7J>:>;9>6=K>?;M85?95 >bc

?:6:?; 65>W=JG=W@8?6;>::=W?6:K>?;M=W9=1>b?:6>;9>%"

"

这里# 沙特一方面使用 (为己存在) %,>?;M1W=J1?6:>AW& 一术语来代表

(识)# 另一方面# 使用 (在己存在) %,>?;M1?; 1?6:>AW& 一术语来指称世界中

的事物' 基本上# 依沙特# 除了与世界中的事物作其对象而 (共同存在) 之外#

作为 (为己存在) 之 (识) 是不可能存在的' 现在# 我们所要指出的是" 上田

所论及之 (识) 与 (境) 之间 (本质相连性)# 同样地意味着这种 (共同存在)

之关系'

不过# 正如上田所进一步指出" 这一种 (本质相连性) 却并不排斥 (识)

与 (境) 之间有着一种 (对立性) %=77=:?6?=;&" (识) 是 (境) 之 (他者)#

而 (境) 是 (识) 之 (他者)' 无独有偶地# 关于这种 (识) 与 (境) 之间

(对立性) 的论点# 同样地见诸沙特以下的立场"

它 %存在& 于 %为己存在& 的模式中( 就是说$ 作为不同的存在它揭

示自己并非一物#

!#6%?:& ?; 65>G=F>=W65>f=J1?6:>AW( 65@6?:$ @:@:>7@J@6>F >b?:6>;6

?;@:GH95 @:?6J>Y>@A:?6:>AW@:;=6K>?;MK>?;M%"

.**.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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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 %为己存在& 对物的呈现意味着 %为己存在& 见证其自身只不过

是于对物的呈现中' 并非作为这一物而存在( 对物的呈现不外就是 %为己

存在& 对这并非 %为己存在& 之物的呈现#

!C5H:65>f=J1?6:>AW?:7J>:>;9>6=K>?;M?G7A?>:65@665>f=J1?6:>AW?:

@8?6;>::=W?6:>AW?; 65>7J>:>;9>=WK>?;M@:;=6K>?;M65@6K>?;M( 7J>:>;9>

6=K>?;M?:65>7J>:>;9>=W65>f=J1?6:>AW?; :=W@J@:65>f=J1?6:>AW?:;=6%"

此外$ 在其自身中 %为己存在& 并非物$ 因为它使得自身明显地为

%为己存在&' 而非作为一物而存在#

!fHJ65>JG=J>?; ?6:>AW65>f=J1?6:>AW?:;=6K>?;M$ W=J?6G@X>:?6:>AWK>

>b7A?9?6ASW=J1?6:>AW@:;=6K>?;MK>?;M%"

"

对于沙特而言# 作为 (为己存在)# 意识 %9=;:9?=H:;>::& 并非任何一物

%K>?;M&# 而作为 (在己存在)# 物亦非意识' 更重要的# 如同上田一般# 沙特

首先将这一 (存有论的区别) 视为二者之间的根本差异所在' 在此一意义上#

上田与沙特两人皆承认" (物与非物 %;=; 1K>?;M& 之间有一股相互排斥的力量

%J>9?7J=9@AW=J9>:& 在运作')

&

上田并补充道" 尽管在 (识) 与 (境) 之间有一 (对立性)# 但却不可忽

视两者之间有一更根本之 (统一性) %H;?6S&' 因为 (假如主体与客体完全差

异# 那么主体如何能够认知客体呢-)

'

相类似地# 沙特写道"

%为己存在& 是于与物的原始相连中诞生的#

!f=J1?6:>AWJ>@A?L>:?6:K?J65 @; =J?M?;@AK=;F 8?65 K>?;M%"

对一物的呈现意味着人是与通过一种内在的相连而与此物相关联起

来的#

!$J>:>;9>6=@K>?;M?G7A?>:65@6=;>?:K=H;F 6=65@6K>?;MKS@; ?;6>Jc

;@AK=;F%"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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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他们两人而言# 在 (识) 与 (对象) 之间的 (共在) %9=1>b?:6>;9>&

(不可能只是如处于一种单纯的外在关系中之两物间的共存# 因为这种单纯的共

存是需要第三者 2作为中介3 方能成立的')

" 然而# 即使在其对立的最高点#

(识) 与 (境) 之间仍是有一 (内在的相连)'

总而言之# 上田肯定 (识) 与其 (对象) 之间有一种 (同一与差异) %?c

F>;6?6S@;F F?WW>J>;9>& 的关系'

& 而这种 (识) 与 (境) 之间的 (对立统一性)

%@H;?6S=W65>=77=:?6?=;& 在 (唯识) 的教义上是十分基要的' 而正建基于这

一根本的关系上# 唯识学明确地表现出其 (否定任何可以独立于意识而存在的

对象) 之鲜明的 (反实在论) 立场'

然而# 这并不表示唯识学必须排除 (对象) 的存在' 与此相反# 任何关于

对象的存在之学说必须建基于上述的 (识与境) 之间的 (本质关联) %>::>;6?@A

9=JJ>A@6?=;& 上' 所以# 在这一关键上# 如同沙特一般# 上田会坚持此一 (基本

的关联是不可能被化约掉的# 因而所谓 0建构1 %9=;:6?6H6?=;& 不外意谓使得所

有事物得以呈现 %65>KJ?;M?;M6=@77>@J@;9>=W>;6?6?>:&')

' 职是之故# 上田特

别强调" 唯识学中 (显现) %7J@6?K5m:@& 一概念# 原初并没有 (由识生境) 之

含义' 确切地说# ( 0显现1 目的在于宣示识并非不存在')

( 这意味着" 仅当

(识) 能够掌握 (境) 时# (显现) 才成为可能'

因此# (唯识无境) 一命题对关于 (境) 之定位有一双重含义' 首先# 必须

排斥 (实在论) 义之 (外在对象)' 即根本不可能有所谓 (独立地存在于识之

外) 的 (外在对象)' 其次# 作为 (识) 的 (相关项) %9=JJ>A@6>&, 而并非 (识

内之物)# (外在对象) 乃是存在' 换言之# 作为 (识) 的 (外在相关项) %>bc

6>J;@A9=JJ>A@6>&, (境) 就是 (所缘)' 十分明显# 如果作为 (能缘) 之 (识)

不存在# 便也不会有作为 (所缘) 之 (境) 了' 于这一意义上# (外境) 的存

在必须依赖于 (识)' 这也是为什么 (识) 之所以为 (对象) 的可能基础之理

由所在' 但是必须注意的是# 说 (识) 是 (对象) 的可能性基础# 只不过是说

没有任何 (对象) 可以离开 (识) 而自存' 然而这并不意味 (对象) 乃是由

(识) 所 (生起) 的' 因此之故# 此中并没有将 (对象) 加以 (内在化) %?G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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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6?L?;M& 的危险' 一言以蔽之# (唯识无境) 这一命题仅紧扣揭示 (境) 与

(识) 间的 (本质内在关联性) 而言# (外在对象) 乃系建基于 (识) 之上' 但

这并不会导致把一切 (境) (主体化) %:HKn>96?WS?;M& 成为 (内境) 之不良效

果' 与此相反# 在上田之立场上# 作为 (识) 的 (外在相关物), (对象) 可以

充分地保持其 (自性) %@H6=;=GS&'

这一切清楚地显示出" 假如循着上述之进路来理解上田的 (识之客体化)

一概念# 那么便不会将之引向 (观念论式形上学) %?F>@A?:6?9G>6@75S:?9:& 的不

归路了' 其实# 他的关于 (显现) 的说法与沙特下列的命题更有着一种密切之

相应"

%为己存在& 对一物之呈现乃是当它意向性地指向外在于其自身的该物

!65>f=J1?6:>AW?:7J>:>;66=K>?;M?W?6?:?;6>;6?=;@AASF?J>96>F =H6:?F>?6:>AW

H7=; 65@6K>?;M"

"

#

如此一来# 唯识学 (显现) 的观念扮演了与沙特之 (对物之呈现) 的概念

相类似的角色' 这意味着 (识) 可以被视为一种现象学之 (意向性意识) %?;c

6>;6?=;@A9=;:9?=H:;>::&' 而真正由于 (识) 在本质上是 (对于某物的识)# (识)

本身也必须依赖于 (对象) 方能 (现起) %@J?:>&' 不过# 将 (外境) 视作为

(识) 的 (意向性相关物) 并不蕴含 (外境) 乃系由 (识) 所生' 此外# 上田

所言之 (识的自我否定) 一概念应当被理解为" (识) 之 (超越自身) %:>AW1

6J@;:9>;F>;9>& 以掌握 (外在对象)' 更确切地说# 我们认为上田之 (假如识不

否定其自身# 那么对象便不能现起) 一命题不外旨在表达下列的观点" 只有作

为一种 (超越自身的活动) %G=Y>G>;6=WM=?;MK>S=;F ?6:>AW&# (识) 方能够达

至其意向性对象'

基于同样的理由# 沙特将 (为己存在) 勾画为 (虚无) %;=65?;M;>::&"

于 0为己存在1 作为虚无之同时$ 必有一物 %存在& !65>W=J1?6:>AW?:

6=K>;=65?;M;>::85>J>KS%65>J>?:& K>?;M%"

&

#

这种立足于 (意向性) 之概念来理解上田的 (识的客体化)# 并通过沙特

./*.唯识哲学与沙特之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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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无) 之概念来理解其 (识的自我否定) 的方式# 可以为上田唯识思想发展出

一种 (现象学式的解释)' 这种现象学式的解读的好处在于展现出 (非观念论唯

识学) 之可能性' 即于此方式上# 沙特的现象学可作为上田将唯识学定性为

(认识论) 的做法之奥援'

值得补充的是# 依上田" ( 0唯识1 一词# 同时地包含了 0所见对象1 265>

:>>; =Kn>963 与 0能见 %分别& 识1 2 65>:>>?;M%F?:9J?G?;@6?=;&3 的意义')

"

同样地 @̂GK>J6+95G?65@H:>;说" (我倾向于理解 0识1 不是作为 0影像1, 而

乃作为 0得知 2的动作31 % 2@96=W3 G@X?;MX;=8;& 或 0知觉1 &0认知1

%7>J9>76?=;&9=M;?6?=;&')

& 对于 +95G?65@H:>;而言# (识) 在其传统的意义上#

应被理解为 (作为 0得知的动作1# 去认知或知觉这些对象/ 而在缺乏相反的证

据上# 应理所当然地它应被视为于认知动作之外真实地存在的 %J>@AAS>b?:6?;M

=H6:?F>9=M;?6?=;&')

'

这些文献学方面的结果可以支持我们通过现象学中 (识) 与 (境) 之间的

(意向性关联) 来解读 (唯识) 的做法' 十分清楚# 这样的一种现象学进路迥异

于对 (唯识) 的 (观念论解释) 之以一种作为内在对象的 (影像) 作为立足点

之做法'

在以下的部分# 我们将展示两点' 其一# 沙特对胡塞尔 %IH::>JA& 之 (内

在对象) 学说的批判# 可以为上田否定护法所言之 (内境) 或 (相分) 的做法

提供一种 (现象学的证成) %75>;=G>;=A=M?9@AnH:6?W?9@6?=;&/ 其二# 正如 RA@H:

I@J6G@;;所指出# 在沙特的存有论中有两个悬而未解的问题" (第一# 重建 0为

己存在1 与 0在己存在1# 这两类存有的 0统一性1 %H;?6S&' 并且# 第二# 获

至一种由存有自身决定的知识')

( 不过# 在此关节上# 借助唯识义 (无分别智)

%;?JY?X@A7@17J@nom;@& 一概念可为这两个重要问题提供一现象学式解决方案#

而不致陷于任何的形上学中'

在现象学的发展中# 沙特现象学之兴起可以被视为对于胡塞尔 (观念论)

之一种反动' 事实上# 在宣称 (识是其对象的存在之建构性根源) 时# 胡塞尔

.0*. 唯识研究 %第三辑& 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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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主体) 吞没了 (对象)'

" 正如沙特所指出" 于胡塞尔现象学# (存而不论)

%>7=95q& (之目标实际上是通过将世界放置于括弧中来揭示超越意识 %6J@;:9>;c

F>;6@A9=;:9?=H:;>::& 的绝对实在性 %@K:=AH6>J>@A?6S&')

&

在说明对象之建构上# 胡塞尔于意识中置入了 (材质与料) %5SA>6?9F@6@&

这种所谓 (真实的) %J>>AA>& (内在对象)' 依胡塞尔# 对象只不过是由 (超越

意识) %6J@;:9>;F>;6@A9=;:9?=H:;>::& 所建构出来的产物' 更精确地而言# 一对

象乃是由 (超越意识) 对 (材质与料) 加以 (摄释) %@77J>5>;:?=;& 之结果'

可是# 沙特指出胡塞尔这种 (纯粹内在主义) %7HJ>?GG@;>;6?:G& 在现象学上

是无法证成的' 理由是" (仅通过一意向作用来对 0材质核心1 %5SA>6?9;H9A>c

H:& 的赋义活动并不足以让我们走出主体范围之外 %=H6:?F>=W:HKn>96?Y?6S&# 反

而只不过将意向的 0实现1 %EJW[AAH;M& 局限在这种 0质料1 %5SA>& 之中')

'

正如沙特所进一步指出" (即使我们同意胡塞尔所言# 于 0能意1 %;=>:?:& 中的

确有所谓的 0材质层1 %5SA>6?9:6J@6HG& 之存在# 我们却仍无法想象意识如何地

能够越出主体之外而朝向客体' 而于赋予质料同时享有 0事物之特征1 %95@J@9c

6>J?:6?9:=W@65?;M& 与 0意识的特征1 的双重身份上# 胡塞尔以为这可提供了一

由此到彼的通道 %7@::@M>&' 可是# 实际上他只是成功地创制了一种 0杂种物1/

然而这既非意识也无法成为世界的任何部分')

(

无可否认# 胡塞尔明显地声称" (知觉的对象) %65>7>J9>?Y>F =Kn>96& 必须

与 (经验) %>b7>J?>;9>& 本身区别开来' 然而# 在他对于 (所知对象) 之建构

的说明中# 却满足于以意识对 (真实的内容) %4""##"9=;6>;6& 之 (摄释) 的方

式来申明# 这导致了他无法真正交代 (对象) 的 (外在性) 之可能性' 相类似

地# 这样一种不良效果也见诸护法的唯识思想' 正如上田所指出" 于护法的立

场中# (所有识的对象必须存在于识之内部' 唯识学遂变成了一种观念论$$

2结果3 它无法说明境的外在性')

) 实际上# 如同胡塞尔一般# 护法同时地将

(事物的特征) 与 (识的特征) 赋予 (相分)" 一方面# 作为 (所知对象)# (相

分) 拥有 (事物的特征)/ 另一方面# 作为从 (根本识) 所转变出来的 (内

境)# 它拥有 (识的特征)' 因此# 与胡塞尔同病相怜# 护法无法说明 (识) 之

达至 (外在世界) 的可能性' 由此可见" 上田之否定护法的 (相分说) 与沙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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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排拒胡塞尔的 (内在主义) 异曲同工4 这一共通点不但指出了 (非观念论唯

识学) 的可能性# 且为之提供了一 (现象学的证成)'

然而# 必须指出的是" 我们的目标并不在于主张上田的唯识思想与沙特的

存在哲学完全同一' 事实上# 无可否认地两者间存有显著之差异性' 一方面#

依上田# 在 (识) 与 (境) 之间是有一种 (互为依赖性) %?;6>J1F>7>;F>;9S&'

即 (识) 的生起必须建基于 (境) 之上# 而同样地# (境) 的生起也必须建基

于 (识) 之上' 可以说# 在 (识) 与 (境) 之间存在一 (双向) 的 (内在的关

联) %?;6>J;@AK=;F&' 而于这意义上# 两者具 (同等根源性) %>aH?17J?G=JF?c

@A&' 职是之故# 上田方宣称 (识) 与 (境) 之间一定存在 (无分别的统一性)'

更加重要的是# 正是借着 (识) 与 (境) 之间这种的 (统一性)# 我们方能明

白缘何 (识) 之 (自见) 必须以绕过 (见境) 作为中介' 换言之# 如果 (识)

与 (境) 之间没有这样的基本同一性# 则 (识) 是无法 (自见) 的' 这好比同

一个手指是绝对无法指向自身的'

" 另一方面# 于批判黑格尔时# 沙特否定了其

(在与为己存在) %,>?;M1?; 1@;F 1W=J1?6:>AW& 一概念之可能性' 就是说# 他不

承认于 (为己存在) 与 (在己存在) 之间可有任何 (同一性) 的存在' 无疑#

沙特同意于 (为己存在) % P意识& 与 (在己存在) % P物& 之间是有一种 (内

在的关联)# 但这只是一 (单向) %=;>18@S& 的通道' 于他眼中# 虽然 (为己

存在) % P意识& 必须依赖 (在己存在) % P物& 方能生起# 但反之却不然' 事

实上# 正如RA@H:I@J6G@;;所指出" (沙特无法接受一种关于存有之全幅的统一

性 %>;9=G7@::?;MH;?6S=WK>?;M&' 于建立存有论上# 他将自身局限于不同类型

之存在只能以从 0为己存在1 % P意识& 通至 0在己存在1 % P物& 这种 0单

向1 的方式关联起来的观念$$因而这留给了我们一种 0存有之间隔1 %5?@6H:

?; K>?;M&')

& 无可置疑# 黑格尔式 (在与为己存在) 代表了一种 (无限的绝

对) %?;W?;?6>@K:=AH6>&# 它同时是一 (实体) %:HK:6@;9>& 也是一 (主体) %:HKc

n>96&' 由于与人类的 (有限性) 相违背# 这自是一种不可能的梦想' 于此一关

节上# 沙特之否定 (在与为己存在) 一观念乃系合理的'

可是# 如果不能重新建立 (为己存在) 与 (在己存在) 之间的 (同一性)

作为基础# 那么其严重后果便如 I@J6G@;; 所指出" (沙特的存有论无法得到真

正地建立# 即于对存有的理解上# 它并没有成功地提出一种充足的理由# 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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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当存有被区分为主体与客体之时# 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能够成立')

" 此外#

这样一来# 对于沙特的存有论来说# 要建立一种 (自决) 之 (存有的知识)

%X;=8A>FM>=WK>?;M&# 便将会像要建立关于康德义的 (智思界) %;=HG>;@& 的

知识一般地困难了'

不过# 由唯识学之 (无分别智) 的概念出发# 可以提出一种解决沙特存有

论中这些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之方案# 使之不再沦入形上学的窠臼中' 这可通

过下列几点来加以说明"

首先# 依唯识学# (识) 必须与 (真如) %6@65m& 为 (一) 方可能转依成

佛' 而这样的 (一) 意味着 (识) 与 (境) 之间的 (一)' 但是# 此中 (识之

自我否定) 的概念具有一种崭新的意义" 它表示了 (识自证了其自身之空性)'

简言之# (识的自我否定) 旨在 (空心)' 迥异于黑格尔式 (综合) %:S;65>:?:&

将 (实体的实在性) %:HK:6@;6?@AJ>@A?6S& 赋予意识之做法# 唯识学力图将我们

的意识 (去实体化) %F>1:HK:6@;6?@A?L>&' 而依上田# 这正是安慧 (无心) %@9c

?66@& 一概念的含义所在'

&

其次# 这样的一种 (否定) 必须理解为一 (动态的) %FS;@G?9& 过程' 而

这过程主要是由以下三个阶段所构成"

%)& (否定外境)/

%'& (否定能见识)/

%4& (否定阿赖耶识)'

依唯识学# 只有通过这样的一种发展程序方可以达到 (转识成智)' 正如上

田所指出# 唯识学的基本立场在于宣称" (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分必须要被克

服# 因为离开了 0能缘1 %65>:>>J&# 境便变成不可能了' 而且# 能缘之自身的

统一性# 当境消失时# 便变成所缘之自身的统一性了')

' 实际上# (境识俱泯)

旨在克服 (主客的对立)' 而由于阿赖耶识 (主客二分) 的始作俑者# 故此必须

一并地被否定'

此外# 这样的一种 (三阶段性否定历程)# 同时也是一种 (发展) %F>Y>A=7c

G>;6&' 这意味着 (识) 与 (真如) 之间的 (同一性) 并非 (现成的) %J>@FS

1G@F>&' 而更精确地说# 这乃是一种 (成就) %@95?>Y>G>;6&' 事实上# 这是一

个经过漫长时期实践方能达至之 (结果) %75@A@&' 其中还涉及了 (存在上的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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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 %>b?:6>;6?@AF>9?:?=;& 之作出' 因为它显示了我们整体存在上的转变" 从

(众生位) %:>;6?>;6K>?;M& 朝向 (成佛)' 而基于 (识) 的 (自发性) %:7=;6@c

;>?6S& 在这历程中扮演着一个关键角色# 唯识学者于是有充分的理由称他们的

学说为 (唯识学)'

上田指出# 这样的一种 (三重否定程序) 明确地见诸真谛的著名命题" (所

缘为无# 能缘亦为无')

" 而世亲之 *唯识三十颂+ 也表现同样的立场# 此中当

他主张 ( 0圆成实性1 %7@J?;?:

.

7@;;@& 与 0依他性1 %7@J@6@;6J@& 不异时# 便意

味 0依他性1 的空')

&

从一哲学的角度来说# 这样一种 (三重否定程序) 可以为沙特之 (虚无)

概念提供一种崭新的意义' 于前面我们已经看到沙特将 (意识) 视作 (虚无)'

而沙特同时也把 (虚无) 理解为 (自我否定)' 当然# 沙特关于 (虚无) 的原

来概念欠缺佛家 (空性) 的意义' 结果# 这导致了他无法像唯识学那样有可能

去证明 (识) 与 (境) 两者的 (空性)' 亦因而不能于 (为己存在) 与 (在己

存在) 之间成功地发展一 (真正的同一性)' 于是# 作为一种解决之道# 他只能

说" (唯有靠形而上学去假设一种存有物在此种二元性之背后作为基底')

' 但十

分明显# 沙特这种 (二元论) 的 (形而上学) 式立场已经完全越出了现象学之

合法范围'

不过# 如上所见# 假如能够对此一 (虚无) 之概念加以深化# 使之含有佛

家 (空性) 的意义# 那么# 借助于唯识学之 (三重否定程序)# 则不但能够于

(为己存在) 与 (在己存在) 之间 %即 (意识) 与其 (对象) 之间& 建立一

(真正的统一性)# 而且还可使得现象学义之 (意识) 可以通至佛家义的 (真

如)' 尤其重要的是" 这种统一的方式无须定假设任何形而上学义之 (绝对实

在) 或 (神) %Q=F& 的概念' 基本上# 它只表明了 (意识) 与 (对象) 的

(空性)' 因此# 这种 (意识与其对象的统一性) 不再是建基于任何 (形上的实

体) %G>6@75S:?9@A:HK:6@;9>& 之上'

最后# 值得补充的是" 于强调 (境识俱泯) 之上# 唯识学的目标并不在于

消除真实性' 职是之故# 上田明言" (唯识 %9=;:9?=H:;>::1=;AS& 学的立足点乃

是真如')

( 此外# 还如上田所进一步指出" (唯识学所言之 0心1 乃是 0般若1

或 0无分别智1 %即在本质上 0离开1 %@7@J6& 或不同于 0分别1 %6$1,#-,&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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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识1 的 0智1&' 此心无须透过 0概念1 %9=;9>76?=;& 而能直接 0如实地见境1

%/,+.,N.(+,4+.,&')

" 十分清楚# 假如将沙特所言之 (自决的存有) %K>?;M@:

F>6>JG?;@6>KS?6:>AW& 理解为唯识学之 (如实地见境) %/,+.,N.(+,4+.,& 的观念#

则便可使之变成为一 (可实现的理想) %J>@A?L@KA>?F>@A&' 相应地# 对这种 (自

决的存有) 的 (认知) 也就可同唯识学义之 (无分别智) 等量齐观了' 而这种

对于沙特关于 (实在) %J>@A?6S& 概念的佛家式解释# 还有一个优点# 就是可将

其存有论从海德格尔义之 (存有物作为存有物的层次) %A>Y>A=WK>?;M@:K>?;M&

提升至 (存有作为存有的层次) %A>Y>A=W,>?;M@:,>?;M&' 这进而可为重新结

合沙特的存有论与海德格尔的 (存有思想) 提供一途径# 从而使之无须有再陷

于形而上学的窠臼之虞'

总括而言# 上田所言之 (识的自我否定) 一概念中存有两种不同的含义'

首先# 它意谓 (识的自我超越性) %:>AW16J@;:9>;F>;9>&# 这是使得 (识) 之

(意向地指向对象) 成为可能的基础' 其次# 它表示 (识自身之空性)' 基本上#

前一义之 (意识的自我否定) 与沙特 (虚无) 的概念相匹配# 但后一义之 (意

识的自我否定) 则超出了沙特原先所能企及的立场' 就是说# 前一义之 (意识

的自我否定) 使得 (识) 与 (境) 之间的 (对立性) 成为可能# 而后一义之

(意识的自我否定) 则使得 (识) 与 (真如) 之间的 (同一性) 成为可能' 于

功能上# 一方面# 前一义之 (识的自我否定) 属 (分别识)/ 另一方面# 后一义

之 (意识的自我否定) 则属 (无分别智)' 而从一 (实践哲学) %7J@96?9@A75?c

A=:=75S& 的立场来说# 这两种 (识的自我否定) 分别代表了于朝向达到 (成佛)

的 (实践过程) 之不同的发展阶段' 于历史上# (识的自我否定) 的这两种意义

其实早已隐藏于 *心经+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一著名的论旨中' 因此# 如果

顺此思路而回到龙树的 (以有空义故# 一切法得成) 一命题# 则 (非观念论唯

识学) 便可与中观学派相容并存了' 这也是 (唯识古学) 比 (唯识新学) 更为

优胜之处4

!译者, 郭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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