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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识无境与唯心论 (idealism) 之争议从悦家丹 (Dan Lusthaus) 谈起 

唯识无境与唯心论 (idealism) 之争议

从悦家丹 (Dan Lusthaus) 谈起 

法照 a

【摘要】唯识思想可否归属于“唯心论”(idealism)，20 世纪引起不少欧美学者讨

论，特别是世亲、玄奘对“外境”的诠释，但争议始终没有定调。2002 年悦家丹 (Dan 

Lusthaus) 出版《佛教现象学》一书，特别为《成唯识论》护航，论证它不是唯心论，尤

其不是形而上学中的唯心论，甚至断言有物质性的外境。此书的观点，又引起了学者间

广泛的讨论。本文梳理六位学者的回应，发现所有人都认同外在世界的存在。然而崔维

迪和悦家丹主张雷同：外在世界可以是物质性，否认唯心论主张。他们的诠释引起其

他学者的反对，认为已超过了文本内容的解释。大部分学者认同外在世界是非物质性，

虽然器世间由阿赖耶识所变现，这和 ( 主观 ) 唯心论把世界当成心识的派生观念相像，

但就他心与器世间能对自心产生影响来说，是互为主体性关系，仍然不适用于唯心论。

《成唯识论》“唯识无境”理论不能限定成单一的西方唯心论 / 观念论，可说是多元的

观念论，或者属于佛教自己的观念论。

【关键词】唯心论；唯识无境；悦家丹；成唯识论

一、前言

“唯识无境”是唯识思想最重要的核心概念，对于“无境”的诠释，20 世纪衍生

出西方哲学“唯心论”(idealism)b的探讨，80 年代起主要是“主观唯心论”(subjective 

a　 作者简介：杭州佛学院研究生导师、浙江大学佛教资源与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

b　英文 idealism 的哲学内涵，若翻译成“唯心论”确实太过狭碍，因为这往往对比“唯物论”的二元比较。

然而在此仍坚持翻译成“唯心论”有两个意义：1.20 世纪初，学者之间的争论：“唯识是否为绝对唯心论 (absolute 

idealism)”之后，1962 年因 Alex Wayman 的文章，学者的争议变成唯识学中，心识之外到底有没有客观的世界？唯识能

否属于“世界以心当作第一性来理解的主观唯心论 (subjective Idealism)”，亦即外部世界是由主观精神所派生的，所

以这里的“唯心论”是指“主观唯心论”。2. 可用来区别“观念论”。即当笔者以“观念论”来表达时，代表这不是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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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dealism) 争议，特别当恰特吉﹙ A.K.Chatterjee ﹚提及认知中没有“与料”(given) 的唯

心定义，引起学者们去理解唯识理论，境界被否定是基于何种立场与定义。20世纪(1962-)

有相关的讨论如下：a

1. 恰特吉 (A.K.Chatterjee) 主张唯识思想是唯心论，因为“识”是唯一真实，否定

境的客观存在。b

2. 韦门 (Alex Wayman) 反驳认为，唯识学并没有否定外在世界的客观存在，虽然思

想上与主观唯心论有关，但不能过度推演到客观色法的存在也被否定。特别申明世亲的

唯识思想并非去掉外在对象，因为是定境的内在活动，无境只是遮遣的意涵。c

3. 史密豪森 (Lambert Schmithausen) 指出瑜伽行派的初期经论，唯心思想并非否定

外在对象的存在，和禅观修持有关。d然而玄奘法师《成唯识论》唯识体系开始倾向唯

心，但是否否定外在世界之物质性，史密豪森并没有做出结论，但也指出安慧对《唯识

三十颂》的解释中，并没有任何唯心论的说法。可见得世亲的《唯识三十颂》是否属于

唯心论与诠释者有关。

4. 罗睺罗 (Walpola Rahula)e和科楚特姆 (Thomas Kochumuttom)f完全不认同将唯识

视为唯心论的学者，不能将“心识当成唯一实在”，否则违背佛教的基本教义，甚至认

为唯识学和多元实在论的初期佛教、部派佛教立场一样。罗睺罗提到“境无识有”的唯

心论并非瑜伽行派的主张，重要的是境识具泯的真如目的。科楚特姆认为唯识是要否定

“能取与所取”的对偶性，这是虚妄分别，也是唯识所现，误以为真实才会沦回生死。

在“主观唯心论”的范围在讨论idealism的内涵，例如Sean Butler的文章，很明显就是多元角度的定义idealism(观念论)。

笔者认同徐向东所说，idealism 翻译成“观念论”是比较合适的，能显示出定义、内涵的多样性。但在此文章若翻译成“观

念论”，则不容易凸显学者争议的关键核心。参徐向东：《译者序言》，汤姆·罗克莫尔 (Tom Rockmore)，徐向东译：《康

德与观念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年 7 月第 1版。

a　 详细的内容分析，亦可见林镇国：《“唯识无境”的现代争论 -管窥英语唯识学界研究趋势》，《鹅湖学志》

第 11 期，1993 年，第 137-156 页。

b　 见 Ashok Kumar Chatterjee, The Yogācāra Idealism,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75: XII.

c　 见 Alex Wayman, The Yogācāra Idealism (review article),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vol.15, 1965, pp.65-

73.

d　 见 Lambert Schmithausen,On the problem of the relation of spiritual practice and philosophical theory in Buddhism,in 

German Scholars on  India: Contributions  to  Indian Studies, Vol.II, Bombay: Nachiketa Publications, 1976: 241; 

Alayavijñāna: on the origin and the early development of a central concept of Yogācāra philosophy, Tokyo: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1987: 32-33, 61-62.

e　 见 Walpola Rahula,Vijñanptimātratā philosophy in the Yogācāra system and some worong notions, The middle way: 

Journal of the Buddhist society, Vol.47.3, 1972, pp.118-123.Zen and the Taming of the Bull.London: Gordon Fraser, 1978, 

pp.84-85.

f　 见 Tohomas A.Kochumuttom, A Buddhist Doctrine of Experience.Delhi:Motilal Banarsidass.1982, pp.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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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卡鲁巴那(David J.Kalupahana)在1992年的书说到，唯识并非实在论，也非唯心论，

而是属于经验论，这才符合佛陀的教义。a此外，他认为世亲的《唯识二十论》《三十颂》

是在说明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并非在否定外在对象的存在，而世亲批判的是“我”

的实体化。

6.威利丝(Janice Dean Willis) 认为无著、世亲唯识学并未否定外境存在，并认为“识”

是唯一真实。“唯识无境”是用来说明人、法二无我，不是形上学的命题。唯识是将觉

知的对象“概念化”或“分别”，是知识论概念，并非本体论。b

7. 安娜柯 (Stefan Anacker) 认为“万法唯识”是意识对象是内在的，而外在对象仅

是推论可及，并非如护法与玄奘理解。换句话说，唯识基本核心思想并非唯心论导向，

是护法、玄奘理解有误。c威利丝和安娜柯共同处是认为玄奘《成唯识论》是唯心论，

但相关探讨不足。

8. 格里菲斯 (Paul Griffiths) 认为无著与世亲的唯识学是唯心论，否定心识之外的实

体存在，觉悟者认知外在对象不存在，存在仅是识。d

9. 伍德 (Thomas E.Wood) 认为唯识思想是唯心论，但不是一元论，而世界存在于众

生心中，这些心识彼此扣联，产生共同存在的客观外在世界错觉，这是“集体幻相”。e

10. 霍金 (Jefferey Hopkins) 从藏传宗喀巴的论书，指出无著唯识学是无离心识而独

存的外境，属于主观唯心论。他支持史密豪森立场，而否定威利丝的观点。f

笔者试着将以上学者们的见解，划分成三个向度：

( 一 ) 没有将唯识思想发展分期，而视为一个整体思想。恰特吉 (Chatterjee)、伍

德 (Wood) 和格里菲斯 (Griffiths) 认为唯识学就是唯心论。但是韦门 ( Wayman)、 罗侯罗

(Rahula)、科楚特姆 (Kochumuttom) 站在相反的立场。

( 二 ) 史密豪森 (Schmithausen) 认为初期唯识思想 ( 弥勒、无着的论书 ) 没有唯心论，

但世亲之后的唯识思想变得复杂，在后来的文章指出世亲、玄奘一系是唯心论。

a　 见 David J.Kalupahana, Ahistory of Buddhist philosophy.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1992.p.ix, xii.

b　 见 Janice Dean Willis, On knowing reality: the tattvārtha chapter of Asanga’s Bodhisattvabhūmi.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9, pp.24-36.

c　 见 Stefan Anacker，Seven works of Vasubandu: The Buddhist psychological doctor.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1984, 

p.159.

d　 见 Paul J.Griffiths, On being Mindless: Buddhist meditation and the mind-body problem.La sale, Illinois: 

Open court.1986, pp.82-83.

e　 Thomas E.Wood, Mind only: A philosophical and doctrinal analysis of the Vijñānavāda.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1991, pp.ix-x.

f　 Jefferey Hopkins, A Tibetan contribution on the Question of mind-only in the early Yogic practice school.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Vol.20, 1992, pp.330-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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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卡鲁巴那 (Kalupahana) 和威利丝 ( Willis) 不认为世亲的思想是唯心论，未否定

外境独立存在。但威利丝 ( Willis) 和安娜柯 (Anacker) 共同处是认为玄奘《成唯识论》

是唯心论，但相关探讨不足。

很明显地世亲、玄奘的对于无境的看法争议最大。21 世纪初，因为悦家丹

在 2002 年出版《佛教现象学 : 佛教瑜伽行派与〈成唯识论〉哲学研究 》(Buddhist 

Phenomenology: A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of Yogācāra Buddhism and the Ch’eng Wei-

shih lun) 再次引燃学者间的讨论，聚焦在《成唯识论》或者世亲以来的思想是否为唯心

论。本文将梳理学者间的复杂多元的观点，最后汇整与总结。

二、悦家丹对《成唯识论》“唯识无境”的看法

悦家丹所着的《佛教现象学》是其博士论文的增修本，重点想澄清国际学者对世

亲、玄奘一脉的误解，特别想表述《成唯识论》并非形而上学的唯心论 (metaphysical 

idealism)。a关于唯识思想，本书从两个层面切入，首先强调《成唯识论》虽属玄奘的著作，

但并没有离开印度佛教的思想体系，特别与阿毗达磨佛教有许多相通之处；其次，以“现

象学”来诠释《成唯识论》的唯识思想，否定部分学者的看法：世亲、玄奘的唯识哲学

是唯心论。以下分别说明：

（一）印度佛教思想脉络

作者认为《成唯识论》是面对外道、部派阿毗达磨、大乘各宗派冲击下所发展的作品，

所以应放在这时空背景下去讨论，不能单看一个面象去评断《成唯识论》违背佛教的传

统定义。唯识学和所有佛教思想一样，关切的是如何突破妄执、无明、轮回流转的问题。

因此在这本书中，有四个章节在讨论《成唯识论》和所有佛教派系的共同议题：五蕴、

a　 本节不做书评，单纯就唯识无境相关内容重点阐述。关于此书的评论，至少有七篇 , 每篇都提供不同角度的

评论。以下就时间依序排列：

 1.William S.Waldron, Review Of  Lusthaus, Dan,  Buddhist  Phenomenology: A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of   Yogacara  Buddhism  and  the  Ch’eng Wei-Shih  Lun, H-Net Reviews In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2003.Accessed Dec.15, 2020.https://www.h-net.org/reviews/showrev.php?id=7876. 

2.David B.Gray, Rev i ew  on Buddh i s t   Phenomeno logy. Re l ig ious   S tud i e s.Vol.29(4).2003.p.390. 

3.Charles Muller, Review on Buddhist Phenomenology. Philosophy East  and West.Vol.27(1).2004.pp.135-139. 

4.M.D.Eckel, “Review on Buddhist Phenomenolog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63(4).2004.pp.1087-1089. 

5.Plamen Gradinarov, Husserl and Yogacara: Book Review on Buddhist Phenomenology. Indo-Pacif Journal of Phenomenology.

Vol.5(1).2005.p.1.6. 刘宇光：《书评 : 悦家丹〈佛教现象学 : 佛教瑜伽行派与《成唯识论》哲学研究〉》，《现象学

与人文科学》第三期，2007 年，pp.9-23.7.Alexander L.Mayer, Buddhist Phenomenology: A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of 

Yogācāra Buddhism and the Ch’eng Wei-shih lun Journal of Buddhist Ethis, Vol.16.2009.pp.19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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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因缘、三界、戒定慧等，说明《成唯识论》没有离开佛教共同核心思想，之后再

延伸讨论业力、禅定与认识论的关系，在部派佛教、中观学派、般若思想的互相激荡，

唯识思想如何诠释与突破，也就是强调认知过程(cognitive processes)。这是从“思想脉络”

视角来梳理，并非完全从文献、文字上去考证，借此澄清部分学者对唯识学，特别是《成

唯识论》的误解，说明玄奘一系并没有背离早期的佛教思想。a

（二）现象学诠释唯识思想

本书第一章，开宗明义拒绝唯识学是一种唯心论，特别是形而上学的唯心论。b悦

家丹借用胡塞尔的“先验观念论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 as  transcendental  idealism)c 

以及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d 来解读《成唯识论》能缘、

所缘关系的认识作用，以避免陷入唯心论的哲学架构，亦即不能解读成“心识为世界创

造的来源”e，尤其“识”不论看成梵文的 vijñāna 或者 vijñapti，作者认为都是贬义词，

和prajña( 慧 )与 jñāna( 智 )是对立，也就是凡夫妄执状态而产生的认识作用。f解读“唯

识”(vijñapt-mātra)，作者反对以存有论 (ontological) 的角度，并应从认识论 (epistemology)

的视角看待《成唯识论》外在世界的诠释，即亦所有的认知不过是“识的投射”(projections 

of our consciousness) g。此外，瑜伽行派并没有兴趣描述何谓客观“世界本身”，因为

我们凡夫往往受业力的影响来和世界交涉，h看不清世界真实的状态，悦家丹引用《成

a　 见 Dan Lusthaus, Buddhist Phenomenology: A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of Yogācāra Buddhism and the Ch’eng 

Wei-shih lun.2002.p.535.

b　 见 Dan Lusthaus, Buddhist Phenomenology: A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of Yogācāra Buddhism and the Ch’eng 

Wei-shih lun.2002.p.5.

c　 见 Dan Lusthaus, Buddhist Phenomenology: A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of Yogācāra Buddhism and the Ch’eng 

Wei-shih lun.2002.p.11.

d　 见 Dan Lusthaus, Buddhist Phenomenology: A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of Yogācāra Buddhism and the Ch’eng 

Wei-shih lun.2002.p.30.

e　 见 Dan Lusthaus, Buddhist Phenomenology: A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of Yogācāra Buddhism and the Ch’eng 

Wei-shih lun.2002.p.4, 534f.

f　 见 Dan Lusthaus, Buddhist Phenomenology: A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of Yogācāra Buddhism and the Ch’eng 

Wei-shih lun.2002.p.534.

g　 见 Dan Lusthaus, Buddhist Phenomenology: A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of Yogācāra Buddhism and the Ch’eng 

Wei-shih lun.2002.p.5, 503.

h　 Yogācāra is not interested in describing what the “world itself” might be, but rather how we 

karmically interact with the world.见 Dan Lusthaus, Buddhist Phenomenology: A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of Yogācāra 

Buddhism and the Ch’eng Wei-shih lun.2002.p.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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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识论》的一段话：“如缘他心，色等亦尔”。a这段的诠释为：“他人的心识是这

一类的条件，色法等也是如此 (Other mind is  this sort of condition;  rūpa, etc.are  the same 

case)b。”接着解释如下：

这等同于承认色法的独立存在，即使不离开自心。这是间接的了知，是

疏所缘缘，怎么能够这么长期的忽略这么重要的段落？

This is tantamount to admitting that rūpa exists independently, though not 

separate from my mind.It is known indirectly, it is a remote ālambana.How could 

such a crucial passage have gone unnoticed for so long? c

换句话说，悦家丹认为外在世界可以是物质性的客观独立存在，他心也是。简言之，

《成唯识论》的“无境”是以“认识论”的角度去否定外在世界的存在，但不能否认客

观外境的存在，若依“存有论”则会陷入独我论。笔者试以下图呈现：

三、学者们的回应

( 一 ) 山部能宜 (1998)d

这篇文章主要是回应悦家丹当时 (1989 年 ) 的博士论文。作者不认同悦家丹的反唯

心论立场，特别是认识论的角度，相反地，他认为《唯识三十颂》或《成论》是唯心论，

a　 《成唯识论》卷 7：“如缘他心，色等亦尔。”《大正藏》 第 31 册 , 第 39 页。

b　 见 Dan Lusthaus, Buddhist Phenomenology: A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of Yogācāra Buddhism and the Ch’eng 

Wei-shih lun.2002.p.5, 491.

c　 见 Dan Lusthaus, Buddhist Phenomenology: A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 of Yogācāra Buddhism and the Ch’eng 

Wei-shih lun.2002.p.491.

d　 Nobuyoshi Yamabe (山部能宜 ):“self and other in the Yogācāra tradition(在瑜伽传统中的自与他)”, 

《北晶典生博士古稀纪念论文集》，1998 年，第 14-4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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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存有论唯心论 (ontological  idealism), 说到色法是心的创造，能够化约为心，因此

否定外色的客观存在。a 而与外境他心的互动与沟通该如何解释呢？山部能宜认为，

对于“唯识无境”的定义，起初用意在于脱离对物质性世界的执取，因为各种物质条件

引起了痴想与执着，特别“唯识无境”是和禅定中的经验有关，特别重视自己的心识运作，

因此他心的议题并没有仔细地安排在理论之中。所以当世亲试图要把唯识思想系统化

时，“他人心识”就变得不得不处理的主题，但理论上并非那么严谨，世亲否定心外色

法却没有好好注意到他心问题，没有看到理论上“双重标准”(double standard)的状况。b

笔者试以下图呈现：

( 二 ) 史密豪森 (2005)c

这篇文章的目的主要回应悦家丹的看法，不认同物质性的外境存在。史密豪森

在论证的过程当中，提到外法有两种：他心与器世间，都只是心识中的外质 (external 

original)d或者疏所缘缘 (remote objective support)，而不论是外质或者疏所缘缘，皆能

a　 Matter is a creation of mind and can be reduced to mind. 见 Nobuyoshi Yamabe ( 山部能宜 ):“self 

and other in the Yogācāra tradition(在瑜伽传统中的自与他)”, 《北晶典生博士古稀纪念论文集》，1998年，第19页。

b　 This may have been the reason he did not find his “double standard” problematic; and thus his 

criticism of external matter was not applied to other minds with the same rigor.Nobuyoshi Yamabe ( 山部能

宜 ):“self and other in the Yogācāra tradition”, 《北晶典生博士古稀纪念论文集》，1998 年，第 39 页。

c　 Lambert Schmithausen,“On the Problem of the External World in the Ch’eng wei shih lun.” Studia 

Philologica Buddhica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XIII,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of ICPBS, 2005.

pp.1-66.

d　 Original is the image of the material world (surrounding world as well as bodies).“质”是自身

阿耶耶识中的物质世界的影像，亦即器世间与身体的影像。Lambert Schmithausen,“On the Problem of the External 

World in the Ch’eng wei shih lun.” Studia Philologica Buddhica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XIII,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of ICPBS, 2005.pp.4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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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约成自己和他人心相续中心识的色相。a作者并且认为“疏所缘缘”的施设是关

键点，能够防止形成独我论 (solipsism)，也就是在心识运作过程 ( 认识层面 epistemic 

level)，自心能够与他心的互动是借由“疏所缘缘”，形成间接的互为主体性 (indirect 

intersubjectivity)。b关于与器世间的互动，史密豪森说道：

这概念还能运用在物质世界的经验情境里头，甚至在唯识理论上，以外

在世界成为先决条件的、互为主体性的，才能够得到较好的解释。c

This notion is also employ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experience of the material 

world, with the result that a better explanation of its being presupposed and 

intersubjective can be given even on a vijñapti- mātratā basis.

“疏所缘缘”也成为自心与外境的互动关键，不但满足了外在世界 ( 器世间 ) 成为

先决条件，也与心识互为主体性，因此不会形成独我论。

对于外在世界，作者还补充说，这是业果的呈现，借由“阿赖耶识”的施设，直

接否定物质性色法的条件，而器世间不过就是“容器” (container), 用来存放所有众生

的身体，是众生“业的副产品”(by-product of the karma)。d这句话显示出外在世界 ( 器

世间 ) 是由阿赖耶识因业力而形成的，不需要借由外在的物质实体来呈现，换言之，外

在世界的存在性不能脱离“阿赖耶识”。e笔者试以下图呈现自、他心与外在世界关系：

a　Whatever consciousnesses have an external original or remote objective support this is understood 

as consisting either in other consciousnesses or mental factors or, in the case of matter in a mental 

image of matter contained in other consciousnesses either in one’s own mind continuum or in that of other 

sentient beings.Lambert Schmithausen,“On the Problem of the External World in the Ch’eng wei shih lun.” 

Studia Philologica Buddhica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XIII,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of 

ICPBS, 2005.p.45.

b　Lambert Schmithausen,“On the Problem of the External World in the Ch’eng wei shih lun.” Studia 

Philologica Buddhica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XIII,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of ICPBS, 2005.p.52.

c　Lambert Schmithausen,“On the Problem of the External World in the Ch’eng wei shih lun.” Studia 

Philologica Buddhica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XIII,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of ICPBS, 2005.p.52.

d　Lambert Schmithausen,“On the Problem of the External World in the Ch’eng wei shih lun.” Studia 

Philologica Buddhica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XIII,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of ICPBS, 2005.p.51.

e　It is it is the ālaya-vijñāna that, probably because of carrying the karmic seeds, is stated to 

produce the ‘container world’, and at the same time is also taken to cognize it.Lambert Schmithausen,“On 

the Problem of the External World in the Ch’eng wei shih lun.” Studia Philologica Buddhica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XIII,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of ICPBS, 2005.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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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可知，双向箭头是“疏所缘缘”。借由疏所缘缘，自己能与他心、器世间成

为间接的互为主体性。

另外，史密豪森也反对悦家丹认为“唯识”(vijñapti-mātra) 一词是贬义词，他从认

识论角度来否定佛陀的后得智能够亲缘这世界，因为心识要分别了境，一定要有“相”

的产生，所以“唯识”是多样性领域的经验，凡夫与佛都适用。a 

( 三 ) 崔维迪 (2005)b

这篇文章主要聚焦在世亲的著作讨论唯识理论，崔维迪总结世亲是偏向认识学唯

心论 (epistemic idealism) 来讨论“唯识无境”。和悦家丹相同的是，他认为世亲和唯识

论师都避免走向存在论向度来讨论外在世界 , 因此他说道：c

我们凡夫的意识只能局限在自己的诠释之中，并且感知对象绝不可能出

现在认知作用以外。除非我们在禅定中超越了凡夫的意识，而能看到现实真

实样子，即一切事物 [ 彼此互为 ] 因缘之流。

for our ordinary consciousness is limited to its own constructions, and 

its cognitive objects never appear outside acts of cognition.It is only when we 

transcend this ordinary consciousness in meditation and see the dependent flow of 

things that we see reality as it is.

凡夫的意识不能看到真实的世界，一切皆是遍计所执性，只有超越了凡夫能力局限，

才能看到一切法是因缘法。换句话说，崔维迪认为世亲不否认事物客观的存在性，所有

事物的存在都是因缘之流的一部分，这是佛教基本观念。d这一点和悦家丹的看法也一

a　 Lambert Schmithausen,“On the Problem of the External World in the Ch’eng wei shih lun.” Studia 

Philologica Buddhica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XIII,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of ICPBS, 2005.

pp.55-56.

b　 Saam Trivedi, Idealism and Yogacara Buddhism. Asian Philosophy, Vol.15 (3).2005.pp.231-246.

c　 Saam Trivedi, Idealism and Yogacara Buddhism. Asian Philosophy, Vol.15 (3).2005.p.244.

d　 Indeed, things exist as being part of a dependent flow, a claim continuous with fundamental 

Buddhist ideas.Saam Trivedi, Idealism and Yogacara Buddhism. Asian Philosophy, Vol.15 (3).2005.p.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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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只有得证圆成实性时，才能看到一个客观的外境存在。

另外，他还补充说，事物互为依赖是意指没有一件事物能够独立存在，每个存在

需借由其它种种因缘，心识也是其中的条件。所以即使事物本身不依借心识存在，它仍

需要其它条件。a简言之，他的看法和悦家丹相同，“唯识无境”是从认识论角度来否

定境的存在，所以世亲不否认外境客观的存在，而这外境亦有可能是物质性的，只有脱

离凡夫心识状态才能看到现实世界的原貌。如下图所示：

( 四 ) 刘宇光 (2007)b

此文是一篇书评，作者大致上认同悦家丹反唯心论的立场，但不认同其方法学与

结论。c刘宇光不认同悦家丹有两点：第一，探讨外境，唯识学派应有“存在论”观点，

不仅是认识论而已。此外，他认为悦家丹并没有充分理解“形上学观念论”的定义，意

即“形上学”从康德以来有新的诠释，也就是“人类经验及其对象世界的主体构成条件

之探讨”d，这亦符合现象学的意义。第二，悦家丹认为《成唯识论》肯定色法(物质世界)

是独立于意识外的客观存在，“以支持唯识宗的唯心论之结论”，但这样的观点已超过《成

唯识论》的诠释空间。

关于“外境”的验证，刘宇光的观点如下：

a　 For things to be other-dependent means only that they do not exist as separate, independently 

existing entities but as part of a flow of things.They are dependent on other things, which may or may not 

include the mind.Even if they are not dependent on the mind, they could be dependent on other things and 

each other.Saam Trivedi, Idealism and Yogacara Buddhism. Asian Philosophy, Vol.15 (3).2005.p.236.

b　 刘宇光：《书评：悦家丹《佛教现象学 : 佛教瑜伽行派与〈成唯识论》哲学研究〉》，《现象学与人文科学》

第 3期，2007 年，第 9-23 页。

c　 作者精准地点评到，此书并没有完全聚焦在《成唯识论》，花了近半篇幅讨论背景讯息，也没有真正发挥本论

的特殊见解。见刘宇光：《书评：悦家丹《佛教现象学 : 佛教瑜伽行派与〈成唯识论〉哲学研究》》，《现象学与人文科学》

第 3期，2007 年，第 18 页。

d　 刘宇光：《书评：悦家丹《佛教现象学 : 佛教瑜伽行派与〈成唯识论〉哲学研究》》，《现象学与人文科学》

第 3期，2007 年，第 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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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应聚焦在众生经验的构成，及其内在对象如何呈现。唯识无境不应视作客观形

上学或外在形上学的角色，而是本能性地忽略，或者透过理论上的运用而否定能缘的角

色下，对事物的“客观”存在状态及其属性问题也予以一并否认。探讨“境”存在属性

的问题，是属于“无记”(avyākṛta) 的，也就是没意义性的。

2.《成唯识论》唯识思想属于妄心立场，也就是一般人日常生活的心识运作状态，

并非在禅定中或解脱的立场去说明认知活动。众生的无明状态，有间断无明 ( 前六识 )

与实存层次的常相续无明 (第七识 )，因此作者认为不必纠结在“唯心论与否的窝臼”a。

3. 唯识发展过程中，经过陈那 (Dignāga) 论师关于量论的强调后，相 (sākara) 的理

解更偏重指依概念而起的“名言相”。名言相的范围，小从个人的认知相，大到社群的

名言共相。b也就是说，自身的无明不单是个人原因，也包括了个体所在的社会文化、

意识形态带来的影响力，形成互为主体性。

4.《成唯识论》的识转变 (vijñāna pariṇāma) 主张，容易解读成强势的创生意义，但

刘宇光依日本学者上田义文的诠释，认为识转变只是“意义的显现 (pratibhāsa)”，也就

是言义或句义 (padārtha) 的显现，以此来反驳唯心论的关系。

简单整理上述关于“唯识无境”意涵，刘宇光认为《成唯识论》站在散心 ( 非定心 )、

妄心的立场理解外境，虽然讨论外境是“无记”的，但不否认它的存在。如何证明外境

的存在呢？群体的名言共相：文化、意识形态就是切入点。笔者试以下图呈现：

( 五 ) 巴勒 (2010)c

这篇文章基本上是回应并否定悦家丹与崔维迪的主张。而其主张的理由如下：

a　 刘宇光：《书评：悦家丹《佛教现象学 : 佛教瑜伽行派与〈成唯识论〉哲学研究》》，《现象学与人文科学》

第 3期，2007 年，第 19 页。

b　 刘宇光说到：“透过使用名言建立意义，因而也连带使人类的无明样态从质上有别于其它众生，这不单如前所

述，有其属社群共谋向度，更有把无明从前反思的本能状态提炼为背靠意义与价值高度，所以《成论》才在具生二障别立

分别二障。”见刘宇光：《书评：悦家丹〈佛教现象学 : 佛教瑜伽行派与〈成唯识论〉哲学研究〉》，《现象学与人文科学》

第 3期，2007 年，第 20 页。

c　 Sean Butler, Idealism in Yogācāra Buddhism. The hilltop Review.Vol.4:1, 2010.pp.3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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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学不见得能排除唯心论 ( 观念论 )，特别是没有存在论的介入 (ontological 

commitments) 下。a

作者认为：唯心 cittmata 的定义即“所有皆是心而已”(all  is mind only)。这能有两

种诠释，第一个从存在论的角度认为一切皆是心的组成，第二个是外境不能脱离心。所

有离开心以外的东西皆是“不真实”(unreal)。悦家丹认为柏克莱的形上学唯心论容易

造成独我论 (solipsism)，但巴勒认为这是错误的，认同“他心”的存在也不能反唯心论

(idealism)，因为唯心论有许多种形式。其实悦家丹的唯心论是偏向“主观唯心论”这单

一侧面，而巴勒所谈的是 idealism 观念论整体的哲学内涵，不只仅仅是主观唯心论。

观念论不见得反对现实世界的存在，主张的是现实世界的存在并非物质性的。b

4. 巴勒认为任一形式的西方观念论，都不能彻底解释唯识学，只属于佛教意义的

观念论。汇整唯识的思想，可分成三类观念论：

柏克莱 (Berkeley) 形上学观念论 (metaphysical idealism)

坎特 (Kant) 认识学观念论 (epistemic idealism) 

黑格尔 (Hegel) 绝对观念论 (Absolute idealism)

虽然巴勒通篇文章不断在否定悦家丹与崔维迪的看法，但从他的解说中可以看出，

“唯识无境”不否定外境客观的存在，但不能是物质性的，而唯识的思想不适用单一形

式的西方观念论 (idealism)。心与外境的关系，笔者试以下图表示：

( 六 ) 蔡伯郎 (2017)c

本篇文章不认同悦家丹解说《成唯识论》有物质性外境存在的解释。然而作者说

a　 Usually phenomenology is distinguished from idealism in that it deals only with what is 

presented to the mind and makes no ontological commitments, however, the lack of ontological commitments 

does not preclude idealism.Sean Butler, Idealism in Yogācāra Buddhism. The hilltop Review.Vol.4:1.2010.p.39.

b　 The world still exists for the idealist, just not materially.Sean Butler, Idealism in Yogācāra 

Buddhism. The hilltop Review.Vol.4:1.2010.p.41.

c　 蔡伯郎：《唯识无境在伦理学上的意涵》，《正观》第 82 期，2017 年，第 81-1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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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成唯识论》或《唯识二十论》也不否定客观外境的存在。a关于“唯识无境”的说

明，作者的观点如下：

1. 关于“无境”的定义，就是“非识的存有”的境须被否定，否定执无为有的遍

计所执相，并未否定“他识”的存在，甚至在《成唯识论》中不断强调客观的他者的存在。b

根据论书中，与胜论派、一切有部、经量部争论色法与极微的存在性时，可以看出“唯

识无境”，讨论外境是基于“存有论”的向度，唯 (mātra) 是遮除非识的实物，一切存

有无非是识，。唯识发展从认识论出发，到后来以存有论说明一切法不离于心、心所，

离心、心所别有“实物”。c

2. 关于色法的定义，作者认为是依附于内相续心的自种子所生，而所谓的“极微”，

不过是我们将自心种子生起之色法，以觉慧分析下所假立的，并非真有独立存在的极

微。d

3. 阿赖耶识是形构世界的主体，亦即外在世界由诸有情共变所成，由同住一界之

众生，依其相同的类别与性质 ( 众同分 ) 所共构出来的。外在世间是心识的影像，是一

种增上缘，了解自识并非是唯一、孤立的存在，与他者有交互的影响，对自识来说也是

熏习的作用。

4. 作者总结《成唯识论》承认有他心及外在世间的客观存在，并且自我之阿赖耶

识与他者之阿赖耶识有交互影响。“《成唯识论》中则极为明确且有系统地否定了有物

质性的，或非识性存有的存在，以此就“唯识无境”来看，共同于整个唯识思想的意思

是“无实有的外境”，但并不否定有外境的存在。而在后期的唯识中“唯识无境”更进

一步强调的是无非识之境的存在，亦即一切存有无非是识。”e

总结以上作者的观点，自心、他心、有情共业所成的外境世界 ( 器世间 ) 的一切存

在都是“识”，一切唯“识”。三者关系和史密豪森的观点相似，只是没有提到三者的

联结是借由“疏所缘缘”，笔者试以下图表示：

a　 蔡伯郎：“并不是说世亲是否定有外在客观存有的独我论式的唯心论，在《唯识二十论》中我们看到世亲所否

定的境，指的是说一切有部、正量部、胜论派等所主张的由极微所成的外在客观存有……”见蔡伯郎：《唯识无境在伦理

学上的意涵》，《正观》第 82 期，2017 年，第 90 页。

b　 蔡伯郎：《唯识无境在伦理学上的意涵》，《正观》第 82 期，2017 年，第 98 页。

c　 蔡伯郎：《唯识无境在伦理学上的意涵》，《正观》第 82 期，2017 年，第 107 页。

d　 蔡伯郎：《唯识无境在伦理学上的意涵》，《正观》第 82 期，2017 年，第 93 页。

e　 蔡伯郎：《唯识无境在伦理学上的意涵》，《正观》第 82 期，2017 年，第 10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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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

从悦家丹以及其他六位学者的讨论中，可看出所有人都认同外在世界 ( 与他心 ) 的

存在。其中，悦家丹与崔维迪的主张：外在世界可以是物质性，极力否认将唯识视为唯

心论。但这已经超越文本内容的诠释，所以引起其他学者的抨击。大部分学者认同外在

世界是非物质性，虽然就器世间由阿赖耶识所变现，这和 ( 主观 ) 唯心论，把世界当成

心识的派生观念雷同，然而就他心与器世间能对自心产生影响来说，是互为主体性的关

系，仍然不适用于 ( 主观的 ) 唯心论。依外在世界仍不能离开“心识”的脉络来说，唯

识仍属观念论 (idealism) 的范畴，但如巴勒所说，唯识无法限定成某单一层面的西方观

念论，可说是多元的观念论，或者属于佛教自己的观念论。

另外，蔡伯郎把外在世界非物质性的主张，进一步推定为就是“识”，一切存有

无非是识。假若器世间是一种存在 ( 存在论 )，那么“器世间是识”有两种可能性：首先，

器世间的存在 = 识的存在，所以器世间有独立的识体？那么器世间不就成为客观的精

神体？！这不符合唯识的定义。第二个可能性较偏向蔡伯郎的主张：器世间是识的外化，

是自、他二心识的外显化。a也就是器世间仍是深层心识(阿赖耶识)的影像，不是识体(心

王 ) 本身。b但自、他、器世间是如何联结、如何彼此影响？依《成唯识论》，史密豪

森认为这是透过疏所缘缘 (remote objective support) 的施设。

最后，凡夫对器世间以外是真实的外在，或许如同伍德 (Thomas E.Wood) 所说，心

a　 阿赖耶识除了作为能作 (亦即能知 )的主体之外，同时也是形构世界的主体，而其所形构的世界是由同住一界

之同类有情依其相同的类别与性质 (众同分 )所共构出来。见蔡伯郎：《唯识无境在伦理学上的意涵》，《正观》第 82期，

2017 年，第 9-110 页。

b　 对于自我内识现起的器世间的影像，是一种增上缘。蔡伯郎：《唯识无境在伦理学上的意涵》，《正观》第 82

期，2017 年，第 108 页。Whatever consciousnesses have an external original or remote objective support this 

is understood as consisting either in other consciousnesses or mental factors or, in the case of matter in 

a mental image of matter contained in other consciousnesses either in one’s own mind continuum or in that 

of other sentient beings.Lambert Schmithausen,“On the Problem of the External World in the Ch’eng wei 

shih lun.” Studia Philologica Buddhica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XIII,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Buddhist 

Studies of ICPBS, 2005.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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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之间彼此扣联，产生共同存在的客观外在世界错觉，这是“集体幻相”。凡夫只有透

过修行后，获得后得智，才能真正了知缘起世界一切“唯识”(vijñapti-mātra)，也因为如此，

染污的器世间是心法，才能够透过修持，转成清净压严的世界。佛教唯识的基本精神仍

然需建立在解脱烦恼与关怀所有众生的福祉上。

以上就学者的研究进行汇整与总结，主要基于《成唯识论》的内容。但这议题仍

然有许多可讨论的细节，例如自、他的阿赖耶识和器世间是如何透过“疏所缘缘”联结？

还是有其它联结方法？又如何透过阿赖耶识解释日升日落、花开花落等现象，那些属于

器世间自主运作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