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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识学的“梦中认识”问题

许伟 a

【摘要】 唯识学所释之梦，呈现出“虚妄”与“真实”的双重性，这源自对不同

佛教解释传统的吸收。般若经传统强调以“梦”之譬喻来论述一切“法”之虚妄不实，

同时“三界如梦”，清醒状态的认知并不比梦中认知更真实；阿毗达磨传统则从“梦中

造业”的讨论出发，强调梦中造业与醒时造业虽有差别但一定程度上仍属真实，并对“梦

中认识”问题进行了专题性的讨论。说一切有部在“睡眠”心所的语境中讨论“梦”，

认为“梦”实质上是睡眠状态中心、心所法，并讨论了“梦中无前五识为何见色”“梦

的原因”等问题，并特别讨论了“梦是否曾更”与“梦是否回忆”等问题。《唯识二十论》

同时出现了“梦有作用”“梦境非实”两种理论，反映了对上述释梦传统的融会。护法《成

唯识宝生论》中则延续了说一切有部关于“梦中对象”问题的讨论。但唯识学对这两个

相矛盾的释梦传统的吸收，导致了后来中观派对于“梦”喻的批评。在汉传唯识学中，

“梦中意识”成为第六识的单独门类，反映了第六“意识”概念仍有进一步的讨论空间。

【关键词】唯识学；梦；梦中认识；意识

引言

“梦”这一虚幻而又似实的现象，自古及今一直引起人类的兴趣。佛教的释“梦”

理论中，梦也具备这种“虚幻而似实”双重性：一方面，佛教经典中常以“梦”为喻，

以说明世间虚幻，以梦与醒来譬喻迷与悟；另一方面，梦中又有所显现，乃至对“醒”

有所影响，难以解读为纯粹“虚无”。这种双重性，在佛教的不同思想传统中得到发展，

并被唯识学吸收，做出了这样的解释：梦中因识的活动而有所显现，由此说“有识”；

梦中终无“外在对象（artha）”，由此说“无境”。由此，“梦喻”成为唯识学论证“唯

识”的重要譬喻，用以说明“醒时”与“梦中”的同质性——“唯识无境”。而随着

a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哲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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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明方法被引入佛教论辩，唯识学中的“梦”，在论辩中也不时被论敌视为“同喻”。

后来中观派对唯识的破斥，也往往通过对“梦”与“唯识”的对应关系的破斥，否认梦

喻能够证成“唯识”，讨论则集中于“梦中心识”与“梦中对象”的存在论特征。本文

即欲揭示出佛教中梦的双重性的发展线索，展示唯识学对梦中意识的刻画，特别是对梦

中认识对象性质的讨论，并借助探讨此过程的问题，来揭示出“梦中意识”作为独立问

题出现的可能原因。

一、佛教中“梦”的双重性

关于“梦”，最常被讨论的问题似乎是：梦本身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对这一

略显粗糙的基本问题，似乎可以有进一步的细分，或谓“做梦 / 发梦”——某种认识 /

心识活动——本身是真实的，但“梦中所见”——认识 / 心识内容——是虚幻的。但是，

“做梦—梦中所见”的区分——“活动—内容”——在何种意义上成立？我们如何谈论

一种“对象是虚幻”的活动？这种“真实”与“虚幻”又是依何而言？

这些问题，在佛教传统中都有所讨论：佛教的契经——特别是般若经传统——以

“梦”来说明世间虚幻，一些部派以及大乘中观派接受此思路，认为“梦非实”；说一

切有部等派别则认为，虽然梦中所见是虚假的，但“做梦”这一行为本质上就是睡眠时

的心识活动（第六意识），也有某些实在性，并能对有情产生影响——虽然这种影响相

当有限。

而当前对佛教之梦问题的专论不多。颜建益（2016）专注于探讨“梦中造业”问题，

其第五章第一节与第三节，总结了有部和瑜伽行派关于梦中造业问题的讨论：《大毗婆

沙论》的结论是梦中可造业，但只可以造满业，不可造引业；瑜伽行派则似乎存在矛盾，

一方面“唯识所现”则应梦中与清醒时无差别，但另一方面《唯识二十论》中明确说“梦、

觉果不同”，对此作者认为可以提出“梦是独影境”“梦境中心识昧略”“梦境中无对

应的众生心”三个论点来调和。

其所谓“唯识所现”与“梦觉果不同”的矛盾，正是梦的双重性的反映，而从佛

教思想史的角度看，实质上反映了瑜伽行派对上述两个传统的吸收：从认识性质角度来

说，现实认识与梦中认识没有实质性区别；从业的角度来说，又似乎必须承认梦与现实

的差异。在此，本文将以不同于颜建益（2016）的思路，尝试从“梦中认识”问题切入

唯识学。在此，先梳理梦之双重性所反映的不同思想传统。

1. 般若经传统与虚妄之梦

对佛教感兴趣中国人，或许都曾听过鸠摩罗什译《金刚经》的最后一个偈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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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a

此处一连使用六个譬喻，来说明“一切有为法”（世间的一切现象）的性质。用

譬喻来说法，在早期佛教经典中也已频繁出现，如《杂阿含·二六五经》以聚沫、泡、

焰、芭蕉、幻来譬喻五蕴 b。但是“梦”这一譬喻在《阿含》中出现得很少，也基本没

有用来譬喻“法”的一般性质。

而大乘般若类经典中，“梦”则频繁地与其他譬喻一齐出现，用来说明“无自性”“无

我”“无常”等性质 c。但概而观之，在般若经典对梦的讨论有两个特点：

第一，“梦”本身没有被精确讨论，而是近似在文学譬喻的意义上，被用于说明“无

自性”“虚妄”等佛教概念，这或许是因为，使用“梦”之譬喻的佛教徒认为，“梦”与“无

自性”等概念有相同的特征，而这种特征是有过“梦”这种经验的人很容易就能领会的，

所以不需对梦更加说明。

第二，认为一切有为法“如梦”，或谓“三界如梦”，也意味着承认“清醒世界”

与“梦（中世界）”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故而才能说“如”。

关于第二点，如《大智度论》解释上文“三界如梦”说：

如梦中，不死而见死，不畏而见畏，一切三界皆尔，何但梦中？我作佛时，

当为众生说诸法毕竟空，皆如梦。d

此处明确说“（清醒时的）三界”=“梦中”=“毕竟空”，即如前所述否认了梦

与清醒有实质性的区分，两种状态下都会“见”——认知——到本来不存在的东西。或

者可以说，“梦”与“清醒”都是无自性的、毕竟空的——清醒时并不比梦时更实在。e

但如解释到这一步，就似乎与第一点稍有矛盾：世俗经验中，梦时虚妄，醒时真实；

此处却说，梦时与醒时同样虚妄。这就涉及如何理解“梦时虚妄，醒时真实”。若在佛

教业论的背景下理解，亦可说涉及“梦中是否作业”——比如梦中杀人是否会引起与清

醒时杀人相同的后果？

a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姚秦）鸠摩罗什译，T8n235，p.752b28-b29。梵文本及玄奘译本，则有九个譬喻。

梵文本：tārakā timiraṃ dīpo māyāvaśyāyabudbudam | supinaṃ vidyudabhraṃ ca evaṃ draṣṭavyaṃ saṃskṛtam || （唐）玄奘译：

“诸和合所为，如星、翳、灯、幻、露、泡、梦、电、云，应作如是观。”

b　 参见《杂阿含经》，（刘宋）求那跋陀罗译，T2no99，p.68b29-p.69b3。

c　 如“从梦觉已，实时思惟：‘三界虚妄皆如梦耳。我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亦当为众生说三界如梦’”（参

见《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鸠摩罗什译，T8n223，p.351c22-p.352a2）；“菩萨摩诃萨住五阴如梦……知是五阴实如梦……

五阴如梦无相……梦无自性……若法无自性，是法无相。若法无相，是法一相，所谓无相”（参见 T8n223，p.390a7-a13）；

“一切法如幻、如梦、如响、如影、如焰、如化”（参见 T8n223，p.416c8-c11）。

d　 《大智度论》，鸠摩罗什译，T25n1509，p.597，b26-b29。

e　 关于“如梦”的具体解释，参见《大智度论》，T25n1509，p.103b29-p.104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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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在《大般若经·梦行品》开头借舍利子与善现（须菩提）之问答提出，

但后来二人请弥勒决疑时则转换了问题，并未正面给出梦中造业问题的答案：

表 1：般若经典对“梦中造业”问题的讨论 abc

善现指出，在“梦时与醒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的基本原则之下，如果承认醒时的行
为能引起结果，则梦中行为也应一样。

舍利子则在承认“醒时造业”的接近世俗看法的前提下，提出问题：如果梦是虚妄的，
梦与醒是无差别的，那么应该清时也应虚妄而无实质性的、能引起后果的行为。

对此问题，他自己提出了一个解释性的理论：梦中是虚妄的，但是醒来之后，通过回忆、
思索梦中的内容，而对清醒世界产生影响，由此才说梦时、醒时都可造业，但实质是清醒
时造业②。

这一解释的前提即承认：清醒才能造业，梦中无法造业，亦即梦时与醒时在造业与否
上有实质性的不同。

善现以“醒时杀人，梦时回忆”与“梦时杀人，醒时回忆”提出质疑。

二人最终得到的结论是：如果没有见、闻、觉、知等认知活动，没有这些认知活动的对象，
则无法造业；有认知活动与对象，才能造业。③

玄奘译本《大般若经》最后提到，虽然认识对象、业都是自性空的，但是通过“自

心取相分别”——认识活动而产生的。这显现出了类似唯识学的思路：有分别的认识活

动构造了认识对象。而虽然罗什译《大般若经》此处仅说因为“取相”而有业 d，其译

《大智度论》则甚至说“昼日、梦中无异”，未强调“取相”之活动对“相”的构造，

以及“取相”与“因缘”的关系 e，但是《大智度论》第一次解释“如梦”的譬喻时也

给出一种近似的说法：梦中虽无五境，但可通过意识作用而构造出作为认识对象的“法

缘”，就行因听到名言而由意识构造出对应的对象。f

a　表格内容总结自《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玄奘译，T7n220，p.274a27-b26。

b　舍利子的观点并非《大般若经》所认同的观点，但可在后文论述的有部的观点中发现相似处。《发智论》强调

梦需要“觉已随忆”——觉醒后就能回忆梦中内容——的特定，并承认在梦时可以造业，只是没有强调“觉已随忆”与“梦

中造业”的关系。但玄奘译本《大毗婆沙论》的解释中，则一方面说不能“觉已随忆”的也是梦，只不过是“不圆满”的

梦，另一方面以“彼随觉时……胜解力，梦中还似彼……事转，故如觉时，能取……果，说为增长”的句式解释梦中造业，

事实上承认梦中可造满业而非引业，故不同于此处舍利子的观点。参见后文 1.2 与玄奘译：《大毗婆沙论》，T27n1545，

p.192c7-p.193b2。

c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时，舍利子问善现言：‘佛说思业皆离自性，云何可言有所缘起？’善现答言：‘虽

诸思业及所缘事皆自性空，而由自心取相分别，故说思业有所缘生；若无所缘，思业不起。’”T7n220，p.274b23-b26。

d　 《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取相故有缘业生，不从无缘生；取相故有缘思生，不从无缘生。”T8n223，p.347，

a23-a25。

e　 参见《大智度论》，T25n1509，p.588b23-b26。

f　 《大智度论》：“虽无五尘缘，自思惟念力转，故法缘生。若人言‘有二头’，因语生想、梦中无而见有，亦

复如是。”T25n1509，p.104a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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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玄奘译本、鸠摩罗什译本，此处的基本语境都是舍利子与善现的对话，后

面转向与弥勒的问答，则转向了另一个问题，但延续了般若经的思路：因为一切法无自

性，所以事实上无法、不应回答。但是可以推测，依据般若经的思路，应该回到善现最

开始给出的回应：梦与醒无差别，如果认为醒时可造业，那么梦时亦应然；如果认为醒

时一切法无自性、无作业，那么梦中亦然。

般若经的基本问题仍然在于：如果认为醒时与梦中一样虚妄不实，无法造业，那

么如何解释佛教的流转还灭。这也是中观思想面对的基本质疑。舍利子提供的思路——

以能否造业区别梦中和醒时——实际上违背了“一切法如梦”基本论断，但是这种思路

被说一切有部、瑜伽行派所发展。

2. 阿毗达磨传统与实在之梦

阿毗达磨（Abhidharma）的思路，是将世间、出世间的一切现象，分解为单义性的

“法”，并讨论、辨析一个个“法”的性质（自性、共相、相应、相摄、因缘等）。但是，

无论说一切有部的五位七十五法体系，还是瑜伽行派的五位百法，都没有“梦”这一

法。他们都认为，“梦”这一现象，应该通过一定的分析、拆解，还原到其他的“法”

再进行讨论。而在梦的讨论上，瑜伽行派基本继承了说一切有部曾讨论过的所有问题，

所以在此先介绍说一切有部对梦的分析。

2.1.“梦”的自性

说一切有部是在讨论“睡眠（middha）”这一心所法（不定地法）的语境下讨论“梦”的。

《法蕴足论》将“睡眠”定义为“谓诸眠梦，不能任持、心昧略性，总名睡眠”a，即

“睡眠”包括“梦”，其根本性质是一种无法发动身体行为、心的力量微弱的状态 b。

但是这个定义过于简略，也没有显示出“睡眠”与“诸眠梦”的具体关系。

《发智论》则是在“睡眠”的定义中去掉了“梦”c，但是在睡眠的语境中提出了

与“梦”有关的问题——梦中是否有福、非福等增长，即与前《大般若经》中出现的梦

中是否造业、是否影响未来的轮回的问题。然后，《发智论》提出了对“梦”的相当奇

怪的正面说明：

梦名何法？答：诸睡眠时心、心所法，于所缘转，彼觉已随忆，能为他说“我

a　 《阿毗达磨法蕴足论》，T26n1537，p.497a27-a28。

b　 亦可参见《阿毗达磨集异门足论》，玄奘译：“染污心中所有眠梦，不能任持、心昧略性，是名睡眠。”T26n1536, 

p.416b15-b16。

c　 六足一身都无梵本，无法确定这种差异是否来自翻译问题，不过南传《法集论》与《分别论》都在睡眠的定义

中加入了“梦”这一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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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梦见如是如是事”，是谓“梦”。

即梦是睡眠时的、缘取认识对象的心、心所法，即是说，“梦”实质上就是睡眠

时的所有心理活动。具体来说，还要满足以下三个条件：有对象，醒来后能被回忆，能

够对他人述说此梦。

《大毗婆沙论》则先指出，《发智论》这段话讨论梦中造业问题是为了破斥譬喻者“梦

非实有”的观点，譬喻者的论据是梦中的饮食、快乐不会对清醒状态发生影响，《大毗

婆沙论》的反驳则是引述了六个教证但无具体分析 a。这仍旧是就“业”或作用来讨论

“梦”之假实，可能也更符合世俗看法：梦是虚妄，因为梦中所见不会影响到清醒状态——

清醒总是比梦更真实、更基本。

其次，《大毗婆沙论》讨论了《发智论》中提出的梦的三个条件，结论是，只要

具备对象（于所缘转）就可以称为“梦”，只是具备两个条件的梦才算“圆满”b。这

或许也是来自对“梦”基本定义的阐发：梦是睡眠时的心理活动，如果睡眠时没有认识

对象显现，自然也不被视为“做梦”。因此，“有所缘”才被视为“梦”的唯一必要的

条件。

但是，为何《发智论》要强调“如果醒时可造业，那么梦时亦应然”两种条件呢？

有部的文献中并无对此的进一步讨论，但在此可以先给出一种猜想，即前引《大智度论》

舍利子提出的理论：“要至觉时，忆想分别梦中所造，乃有增益或有损减。”条件可能

是为了阐明梦中造业的机制。c

而讨论完梦的条件后，《大毗婆沙论》讨论了《发智论》中“诸睡眠时心、心所法”

这一对“梦”的自性的论述，并提出四种异说：第一种异说认为梦的自性第六“意识”，

因为“意识”的力量才能让心在睡梦中缘取对象，这是基于条件而说；第二种异说认为

是“念”心所，因为念心所专注于梦中对象，所以才能在醒来之后回忆对象、向他人述

说，这是基于条件而说；第三种异说认为是“五取蕴”，因为梦中的识之活动、对象，

实质上仍旧需要五取蕴，这有些类似“三界如梦”的解释；第四种异说认为“一切法”

都是梦的自性，因为梦中可以缘取一切法，这也是基于条件而说。

玄奘译本《大毗婆沙论》的评家则是坚持《发智论》的观点，认为“梦时心、心所法”

才是梦的自性，并在《发智论》的定义上添加了“明了”这一限定：“睡时，若心、心

a　 参见《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三十七，T27n1545，p.193b2-b23。

b　 参见《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三十七：“问：若梦所见，觉已不忆，设忆不能为他说者，为是梦不？答：彼

亦是梦，但不圆满。若圆满者，是此所说。”T27n1545，p.193b25-b27。

c　 但此猜想仍有两个问题：一、如前所述，舍利弗的理论实质是否认梦中造业的；二、条件似乎仍无法被解释。

后文讨论《唯识二十论》时将给出第二种更为简单的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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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法于所缘境明了转者，说名为‘梦’。”a

《婆沙》对“梦”的自性的界定，可以总结为“睡眠状态中的、对认识对象有清

晰认知的心理活动”。《婆沙》增添的“明了”这一限定似乎反常识——我们在回忆、

反思梦境时往往是模糊而非清晰的。后来《顺正理论》对此问题有进一步讨论，我们将

在后文 1.2.3 详细讨论，但在此可以先简单地说，毗婆沙师或许是基于这样的思路：我

们清醒时对梦回忆虽是模糊的，但梦时的认知恰恰是如清醒时一样明了，否则我们怎会

沉醉梦中？

《婆沙》的讨论，大体上还是在强调“梦”的某种实在性：一方面，毗婆沙师认为“梦

中唯造满业”而“醒时可造引、满业”，由此反驳“梦中虚妄——醒时真实”的世俗看

法与譬喻者“梦非实有”的观点 b；另一方面，毗婆沙师将“梦”界定为睡眠时有清晰

对象的心理活动，实际取消了“梦中认识”与“醒时认识”的本质差异，二者的差异仅

仅在于有没有“睡眠”心所相应，“梦中认识”在做梦时候如同现实一样明了。

这种认为梦中认识可以与现实同样“明了”的看法，也见于《瑜伽师地论·本地分·声

闻地》对“正念巧便而卧”这一特殊睡眠经验的讨论中 c，与《婆沙》对“梦中福等增

长”的解释类似，都是说清醒时习于善恶或习于认知某种对象，由某种力量（《婆沙》

是“胜解力”，《瑜伽》是“正念”）而使得其在梦中出现，这种认识对象的出现就像

清醒时一样（《婆沙》谓“如觉时”，《瑜伽论》谓“令彼法相分明现前”）。

此处实际上也是讨论了“梦（一种心识活动）中对象”出现的原因：由于清醒时

的熟习、见闻。而此问题，也恰恰是《大毗婆沙论》和《瑜伽师地论》论梦的一个重要

主题。

2.2. 梦的原因

玄奘译《大毗婆沙论》以“梦之因缘”为主题，实际讨论了梦产生的种种可能原因，

提出了三种说法，首先列举了世友提出的五个原因，又列举了吠陀文献（《寿吠陀书》）

a　 参见《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三十七：“问：梦以何为自性？答：即以梦时心、心所法而为自性。

有作是说：‘意’为自性，由意势力诸心所转取梦境故。有余师说：‘念’为自性，由念势力，觉已随忆、为他说故。或

有说者：‘五取蕴’为自性，梦时诸蕴展转相资成梦事故。复有说者：以‘一切法’为梦自性，皆是梦心所缘事故。评曰：

如是诸说，虽各有义，而最初说于理为善。以此中说‘诸睡眠时心、心所法，于所缘转’，此显：睡时，若心、心所法于

所缘境明了转者，说名为梦，不说余故。” （T27n1545，p.193b27-c8）但浮陀跋摩等旧译《阿毗昙婆沙论》中则没有此“评曰”：

“问曰：梦体性是何？答曰：体性是意。所以者何？以意力故，心、心数法生。复有说者：梦体性是心、心数法。所以者何？

如经本说，心、心数法随其所缘。复有说者：心、心数法境是梦体性。所以者何？如经本说，心、心数法随其所缘。复有说者：

梦体性是五阴。”T28n1546，p.145a17-a22。

b　 关于梦中造业问题，亦见于南传《论事》22.5-6。

c　 《瑜伽师地论》，玄奘译，T30n1579，p.413a17-a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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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到的七个原因，最后整合二说而阐述了毗婆沙师所认为的五缘，具体内容与笔者的

解释如下表（等序号为该项在文献内的实际出现次序，表格根据对应关系而调整了顺

序）：

表 2：玄奘译《婆沙》关于梦的原因的三说 a

世友——五缘 《寿吠陀书》——七缘 毗婆沙师——五缘 对应的梦的类型

串习
曾见、闻、受 曾更 曾经的东西引发的梦

曾更念

分别 分别

分别
由清醒时的过度的意识思虑所
引发的梦——“日有所思，夜
有所梦”

希求

疑虑

当有 当有
由未来将发生的事情引发
梦——“预知梦”

诸病  诸病 由病引发的梦

非人所引 他引
由鬼神、药力、圣贤等引发的
梦——“托梦”

《瑜伽师地论·本地分·意地》在意识的“作业”的语境中，将“梦”视为“审虑所愿”

中的“不如理所引”，也类此讨论了梦的诸缘（这也是《瑜伽论》对“梦”的唯一专题

性论述）：

云何梦？谓由依止性羸劣，或由疲倦过失，或由食所沉重，或由于暗相

作意思惟，或由休息一切事业，或由串习睡眠，或由他所引发——如由摇扇，

或由明咒，或由于药，或由威神，而发惛梦。b

 “依止性羸劣（prakṛtya-āśraya-daurbalyatā）”或指由作为依止的身体出问题而引

发梦，与“疲倦过失”，或类似于《婆沙》中的“诸病”；“食所沉重”没有明确对于，

或可归入“诸病”（因食伤身）或“他引”（服食药草）；“于暗相作意思惟（andha-

kāra-nimitta-manasikāratā）”本身难解，《瑜伽论记》给出了两种解释：一是说乐于对

a　参见《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論》卷三十七，T27n1545，p.194a2。《阿毗昙毗婆沙论》则没有毗婆沙师总结的五义，

参见 T28n1546，p.145b14-b21。《大智度论》也给出了梦的五缘，分别是身中热气多、冷气多、风气多、对所见闻的思惟、

天人予梦，大致对应此处的“诸病”“曾经”“他引”。T25n1509，p.103c8-17。

b　 《瑜伽师地论》，T30n1579，p.281a3-a7。梵文本作："kathaṃ svapiti / prakṛty-āśraya(1)-daurbalyatayā pariśrama-

klama-doṣatayā bhojana-gauravatayāandha-kāra-nimitta-manasikāratayā sarva-karma anta-prativisrambhaṇatayā(2) nidrābhyastatayā 

paropasaṃhāratayā(3) ca / tad yathā / saṃvāhyamāno(4) vā vidyayā vauṣadhair vā prabhāveṇa a(5)pasvāpyamānaḥ svapiti //"(YBh, 

Yo-BB p.14.1-4) 本文所引用的《瑜伽师地论》梵文本，引自法鼓文理学院“《瑜伽师地论》资料库”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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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不了解、未了知的法进行思虑，二是说对于闭眼后的黑暗进行思惟故引发睡眠 a。第

一种解释或许勉强可对应于“分别”；“休息一切事业”或指停止造业，与《婆沙》无

明确对应；“串习睡眠”似乎可以等同于“曾更”，但其实二者并不是同一回事，《婆沙》

中的“曾更”“串习”更强调对某件事的串习故能梦到，此处“串习睡眠（nidrā-abhyastatā）”

则似乎只是说对“睡眠”这件事之串习；“他所引发”则对应“他引”。

这种梦的原因的讨论，更像是经验的归纳，即看到世俗中人们有“预知梦”“托梦”“日

有所思，夜有所梦”等不同的梦之对象，而归纳出不同的原因，而并不是在试图构筑一

个整体的解释梦得以产生的机制。

但是，这种总结方法其实也隐含了一种释梦的可能：清醒时的某些因素，使得梦

中出现了相应的对象——梦以某种机制而贯通于清醒。除了“托梦”“预知梦”这类带

有超自然色彩的情况，事实上都可以总结为“清醒时有所认知，梦中显现”，只是在它

们在梦中显现时会被我们当作当下的、“明了”的，而非过去的、模糊的。或许正是因此，

阿毗达磨在“梦”的讨论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讨论“梦中对象”是否必须是“曾更”。

2.3. 梦中对象是否必是“曾更”

《大毗婆沙论》开启了“梦所见事，为是曾更，为非曾更”b的论题，众贤《顺正

理论》、护法《成唯识宝生论》都明确就此论题展开讨论。

“曾更”简单来说就是“曾经历过”“曾认知过”。玄奘译作中出现“曾更”或“曾

所更”的，都无梵文本，不过《成唯识论》转引陈那《集量论》说“如不曾更境必不

能忆故”c，此句应来自《集量论·现量品》第 11 颂：smṛter uttarakālaṃ ca na hy asāv 

avibhāvite（后时 [ 有对认识活动和认识对象的 ] 忆念，并非对未曾被领受的 [ 东西而可

以有忆念 ]）d，“不曾更”对应 avibhāvite（不曾被观察、认知、修习）。而陈那此处

讨论的问题，或说《成唯识论》所谓的“如不曾更境必不能忆故”，其实讨论的是一般

的回忆问题，这或许是印度讨论回忆问题的一个基本共识：回忆只能是对曾经被领受过、

经历过、认知过的东西的回忆e。可以说，《婆沙》提出的梦中对象是否都是“曾更事”，

本身蕴含了这样一种可能——动词意义上的“梦”（睡眠状态中的心理活动）与“回忆”

a　 参见遁 [道 ]伦 集，《瑜伽论记》卷一：“四、由暗相作意思惟者，景师云：于法不了名为暗相，而乐思惟法，

于前发梦。更有一解：瞑目思惟黑暗色相，故致于睡梦。”T42n1828，p.320a1-a3。

b　 《大毗婆沙论》，T27 n1545，p.194a28-a29。

c　 《成唯识论》，玄奘糅译，T31n1585，p.10b8-b9。

d　 E.Steinkellner（2005：9），由藏文重构。

e　 另外，世亲的《俱舍论·破我品》和《唯识二十论》都提到了这个观点：玄奘译《破我品》中论敌提出的问题做“刹

那灭心于曾所受久相似境何能忆知”，“曾所受”即“anubhūta”，“领受”的过去（“曾”）被动（“所”）分词；玄

奘译《唯识二十论》破以回忆证成外境时候提到“先受后忆”，今梵文本作“anubhūtasya-arthasya smaraṇaṃ bhavati”（有

对曾被领受的对象的忆念），格式同于“破我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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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怎样的联系与区别。而后来的讨论，实质上也变成了讨论“梦”是否是一种“回忆”。

旧译《阿毗昙毗婆沙论》中，只记录的梦中所见“是所更事”一种观点 f，可知是

旧译传本所认可的观点。但玄奘译《大毗婆沙论》中，却又记录了另一种观点，即“梦

所见事非必曾更”，从《顺正理论》来看，这是众贤一系毗婆沙师所接受的结论。

对于“梦中所见的都是曾经历过”的这一观点，《婆沙》提出的问难是：梦中会

出现很多在清醒时候根本不可能经历的东西，如“有角人”以及菩萨梦中出现的种种异

相（“菩萨五梦”）。

对于“有角人”，《婆沙》记录了两种回应：第一种可谓“拼凑”说，在清醒时

曾见过“人”也见过“角”，因此在梦中将二者拼凑成了“有角人”；第二种可谓“错认”

说，清醒时曾见过像人的“有角兽”，故梦中因此见“有角人”。但是，原文只是笼统

说，曾见过“有角的人形虫”，在梦中又出现，但并未具体说明，究竟是梦中出现了“有

角的人形虫”而被错认为“有角人”，还是以曾见的“有角的人形虫”为缘而在梦中

确实出现了“有角人”——梦中认知本身是否还会发生“错觉”？对于“菩萨五梦”，

回应则区分了“曾见”与“曾闻”，认为菩萨在清醒时“曾闻”种种异相，然后梦时显

现为可见的对象，即发生了从“曾闻”到“曾见”的转变 g，这类似于前引《大智度论》

所谓“因语生想”。

此处的三种理论——“拼凑”“错认”“由闻而梦见”——只能被定位在第六意识，

而这些现象事实上在清醒状态下也会发生，如清醒状态下“想象独角兽”“草木皆兵”“听

说书”等具体事例，只是似乎在“清醒”时的这些意识活动更为模糊，而梦中更清晰且

梦中更容易发生这类意识活动。这或许也是婆沙师将“梦”定位为睡眠状态下的、有清

晰认知的心理活动的原因：梦中必有所认识，故必须是以心、心所为体且有对象；梦中

认识足够清晰乃至让梦者认为是“真实”，所以强调“明了”，但同时梦中时常光怪陆离，

出现奇怪的意识活动，这些则被定位在“睡眠”这一心所的力量上。旧译《阿毗昙毗婆

沙论》仅以此为论，或许就是因为这种解释已经足够。

而回到问题本身，可以说这种观点认为，梦中认识都来自清晰状态下的经历，那

些看似“光怪陆离”“陌生”的梦境，只是以曾经历过的东西为材料，经由意识的拼凑、

错认、由闻到见而向我们显示。亦即，梦境包括一种“以陌生的形式显现出来的经历”。

而这种“以陌生的方式显现”的原因，则被定位在“睡眠”心所的影响上。另一方面，

从上一节提到的梦缘的讨论，这种理论是整合了“曾更”和“分别”两种梦缘，或者说

实质上这两种梦缘就可以解释一切梦，而不需要带有超自然色彩的“他引”“当有”——

f　 《阿毗昙毗婆沙论》，T28n1546，p.145b4-b14。

g　 参见《阿毗昙毗婆沙论》，T28n1546，p.145b4-b14；《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T27n1545，p.194a28-b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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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将这些都解读为“陌生的曾更”。

但是，玄奘译《婆沙》还记录了“梦所见事非必曾经”的观点，问难很简单，只

是以具体佛教问题而进行问答：

若所梦事非曾更者，云何菩萨非颠倒耶？……复有说者：梦所见事非必

曾更。问：若尔，云何菩萨非颠倒耶？答：此是无上正等菩提之先兆故，非

颠倒摄。a

这种观点认为并非是说“梦所见的都是未曾经历过的”，而只是说梦中所见不仅

仅是过去的东西，还可能有对未来——未曾经历过的东西的预示。两译《婆沙》的差异，

或许在于玄奘译多了毗婆沙师对梦之五缘的总结，即承认“当有”“他引”可以作为梦

之缘，故而也必须承认梦中认识对象不仅仅是“曾更”“分别”。 

《顺正理论》则在“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根、境、识界（十八界）的安立次第的语境下，

进一步讨论了此问题。《俱舍论·界品》提出，“眼耳鼻舌身意”的次序，是因为前五

根所对的现在五境较为明确，意根所对的法境则不定，故先后有别；众贤则在此基础上

另作颂文，就前五识对象与第六识对象之关系提出异释：

今于此别作颂文：前五用先起……于六根中，“眼”等前五于色等境先

起功用，“意”后方生，是故先说。如本论言“色等五境，五识先受，意识后知”。

为自识依及取自境，应知俱是“眼”等功用。b

此处提到，必须要由五识先领受“色”境，意识才能在后时认知已被五识认知的

色境 c，亦即类似我们前面提到的“先受后忆”。在此语境中，众贤讨论了“云何梦中

能取色”的问题：

若“色等境，五识先受，意识后知”，云何梦中能取“色”等？

（a）有余师说：梦中忆念先所受境。若不尔者，诸生盲人于其梦中亦应

取色。

（b）有说：梦中非必忆念先所受境，境相现前分明取故。非“于觉位忆念、

了别先所受境，如在梦中色等现前分明可取”，非“于梦位忆昔境时有殊胜

a　 《大毗婆沙论》，T27n1545，p.194b10-b27。

b　 众贤，《阿毗达磨顺正理论》，T29n1562，p.346a5-a12。

c　 虽然后面众贤给出了“容有”“非必定”的解释，但这种说法之出现，或许是因为在有部阿毗达磨中，意识虽

然被认为可以缘“一切法”，但作为其直接对象的“法处”或“法界”事实上只有“七法”，故而需要对“意识缘色”进

行解释。



唯识学的“梦中认识”问题

67

德过于觉位，由此，忆念先所受境，明了现前，胜于觉位”，是故梦中能取

非昔所受色等。

（b 对 a 的会通）然于梦位有时亦能忆昔境者，此非实梦，不能分明取境

相故。

（a 问 b）若尔，生盲何缘梦位不能取色？

（b 反驳 a）谁言生盲于其梦位不能取色？若谓“梦中必定忆念先所受境，

非先未受”，应信生盲梦中取色，昔余生中曾见色故。又于梦中非唯梦见曾

所更事，如余处说。是故生盲梦亦应尔。

而本论言“色等五境，五识先，受意后知”者，据容有说，非必定然。

如是所言“于色等境，眼等先用，意后生”者，亦非必定，“眼等五识展转

互为等无间缘本论说”故。此中且约非梦散位受了色等次第而说。a

首先应该指出，“梦中如何取色”的问题也是自《婆沙》就开始了，《婆沙》追问：

“问：梦在意地，非五识身，如何梦中能见色等？”玄奘译本记录了三种解释，前两种

都是用超自然力量解释，第三种解释则认为，由于睡眠心所力量的影响而能见色，但没

有具体解释 b。众贤的提问本身，就提供了将“梦中认识”问题与清醒意识联系在一起

的思路：既然梦只是睡眠时的心所法，就可以用清醒状态的意识理论来解释，只是要再

考虑睡眠心所的影响。这本身也是阿毗达磨思路的体现：将任何单一的影响因素归结到

某个具体的法，再对法进行分析。

具体来说，众贤列举的（a）（b）两种看法，正是《婆沙》问题的延续，只是《婆沙》

的重点在“梦中所见皆曾更事”的观点，《顺正理论》的重点在“梦中非彼忆念先所受境”

的观点。

对于《顺正理论》的（a）观点，众贤的引述过于简单，只介绍了观点以及“天生

的盲人如何见色”的问题，这一问难在下文直接被破斥 c，所以众贤实际上并没给出关

于（a）观点的有价值的讨论。

此众贤的论述已经将《婆沙》“梦中所见必是曾更事”的观点，改换为了“梦必

是回忆曾更事”。两种表述的差异在于，以“曾更事”为“材料”的意识活动未必就是“回

忆”，比如“有角人”的“拼凑”之解释，显然是更接近通常所谓的“想象”而非“回

忆”，“曾更事”只是为梦提供“材料”而非直接作为梦之对象。

a　 《阿毗达磨顺正理论》，T29n1562，p.346a17-b7。

b　 参见《大毗婆沙论》，T27n 1545，p.193c8-c15。

c　 关于如何顺此思路解释“生盲见色”之问难，或许是“梦境必是曾更，生盲必不曾更色，故生盲必不能梦中见

色”，亦参见后文 2.1.1《成唯识宝生论》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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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正理论》的（b）观点，可能结合了玄奘译本《婆沙》评家对梦新加的“明了”

这一条件。他的论证思路是：意识的“回忆”活动，一定不如一般心识的当下认知清晰，

而梦时认识是清晰的，所以梦时必定不是回忆。进而众贤还提出，梦中也有不清晰的回

忆，那不应被视为实“梦”。

而众贤构想的（b 反驳 a），以“生盲不见色”为前提，提出梦如果只是回忆，此

生天生而盲者，也应可于梦中回忆过去世所见之色。《大乘显识经》也提到了此“生盲

梦中见色”的问题，在承认“生盲可见色”的前提下，由“佛”给出解答：“梦中见者

名‘内眼所’，是慧分别，非肉眼见。其‘内眼所’，以念力故，盲者梦中须臾而现，

复以念力，觉而忆之。识之内色亦复如是。”a此论述思路颇有毗婆沙师的影子，也正

是此处（b 反驳 a）的思路，盲人梦中见色实质上是回忆，并且清醒后还能由“念”的

力量而向他人述说。

众贤还是继承了毗婆沙师以来的思路，淡化将“梦”与清醒状态下的意识活动区别，

认为梦中也可认知、回忆，其规则与现实相同，唯一的差异在于梦中有睡眠心所的影响。

由此，毗婆沙师才说梦是实在的。

3. 小结

本章总结了佛教中对“梦”的两个诠释方向：般若经传统以“梦”来譬喻诸法无自性、

不实，但同时强调“三界如梦”——清醒状态与梦没有实质区别而都是虚妄；说一切有

部毗婆沙师则将“梦”定位为睡眠状态的、明了认知对象的心、心所，取消了其与清醒

状态下的心识活动的本质区别，反驳譬喻师而说梦是实有，认为梦中可以造业，可以说

从另一个角度阐发了“三界如梦”：清醒状态与梦没有实质性的区别，都是实在的心、

心所。而说一切有部对“梦实有”的分析，还可以回溯到部派佛教中“三世有”与“过、

未无”的争论：“三世有”论者认为，认识必有所缘，意识能缘过去、未来，故过去、

未来实有；“过、未无”论者即以“梦无所缘”来证成有“无所缘识”，进而论证意识

虽能缘过去、未来，但过去、未来未必是有；“三世有”论者则通过本章展示的梦自性、

梦缘、梦所缘的分析，指出梦之所缘是实有。b唯识以“梦”证成“唯识无境”，思路

大体上与“过未无”论者一致。

a　 《大乘显识经》，（唐）地婆诃罗译，T12n347，p.181a18-a21。此经是《大宝积经·贤护长者会》的异译，

平行文本稍有出入，参见《大宝积经》，菩提流志译，T11n310，p.611b14-b16。

b　 如参见诃梨跋摩：《成实论》，鸠摩罗什译，“问曰：何因缘故说有，何因缘故说无？（三世有论者）答曰：有者，

若有法，是中生心。二世法中能生心故，当知是有……知所行处，名曰有相。（过未无论者）难曰：知亦行于无所有处……

又如梦中无而妄见……（三世有论者）又汝言‘梦中无而见’者，因先见闻忆念分别及所修习故梦中见，又冷、热气盛故

随梦见，或以业缘故梦，如菩萨有诸大梦，或天神等来为现梦，是故梦中见有，非知无也。”T1646，p.253c28-p.254b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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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唯识之“梦”

“梦喻”在唯识学中常被视为“唯识无境”，因为梦这一经验似乎非常用来适合

说明这一事态：梦中必定没有外在的色等，但仍能见色，故色必只是梦中意识所现。在“梦

= 唯识无境之理”的意义上，可以说“梦”是有。

1.“梦”之论题

印度瑜伽行派的早期文献中对梦的讨论，集中出现于《唯识二十论》中 a，故本文

先借助《二十论》的框架，展示出唯识学论梦的整体框架。

《唯识二十论》有五处使用到了“梦”：

表 3：《唯识二十论》之释梦 b

（1）梦中无外境而有时间、处所的确定性

（2）梦中有损失精血等作用

（3）清晰时的认知与梦中认知一样，梦中唯识无境，故清醒时唯识无境

（4）外难：梦中知是梦是虚妄，如果现觉如梦觉，那么现实中也应知是虚妄回应：清醒后
才知梦境非有，故得真智后才知清醒时之境非有

（5）梦中因睡眠力而无法像现实一样造业

胡志强（2016：64-68）也对上述材料的论证进行了重构，并简单梳理了护法《成

唯识宝生论》相关段落的论证。本文将要使用的材料与胡志强（2016）基本一致，但彼

文侧重于文献论证本身的梳理，引申则又过于遥远地讨论是否完全“梦作为实际经验”

这一立论基础，本文则希望通过前面的铺垫，进一步阐发唯识学释梦理论之问题。

具体看《二十论》这 5 处内容，（1）（3）（4）都强调梦之唯识无境，强调梦知

与觉知性质相同，（2）则梦也可有某种作用，乃至与觉时相同，即（1）—（4）都强

调梦与觉的某种同质性，（5）则又指出梦中造业与觉时不同，即强调梦与觉的差异。

经过上一章的铺垫，可以看出（1）（3）来自般若经传统“三界如梦”的解释，（2）（5）

则与阿毗达磨的梦中造业的讨论相关，只是（5）关于梦中造业问题的结论似有所不同，

但仔细看来，（5）仍只是说，梦心因睡眠的作用，故不能引异熟果，而没有讨论是否

能助异熟果，实质上仍不算完全违背说一切有部的梦中造业理论。

而（4）或许是最值得注意的讨论，一方面其延续了般若经传统“三界如梦”的讨

a　 当然，《二十论》讨论的问题，大多也见于《摄大乘论》，比如以梦喻来论证唯识无境其实在《摄论》中就被

明确主张。但出于讨论的方便与注疏传统的丰富度，在此还是以《二十论》的问题框架为线索。

b　参见《唯识二十论》，T31n1590，p.76c24-c26。（1）（2）见第 1-2 颂，（3）见第 15 颂，（4）见第 16 颂，

（5）见 17 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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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强调要通过觉悟而从生死迷梦中挣脱，但另一方面，其或许恰恰揭示了《发智论》

提到而被《婆沙》淡化的“觉已随忆”“能为他说”两个条件。即，“梦”需要“觉”

来成立——在觉醒后才能够定义“梦”，而在梦中是无法自知“这是梦”。这一问题在《成

唯识宝生论》《成唯识论》中得到了进一步讨论。

2. 识所现而非忆念

护法《成唯识论宝生论》对在注释《二十论》（1）处文字时集中论梦，明显接续

了有部论梦的问题，讨论了“梦是否是念”“梦中见色”、拼凑说、错认说等诸多问题。

因义净所译的《宝生论》晦涩难解，仅暂将相应的论证重构如下：

表 4：《宝生论》对梦的讨论 a

论敌观点

（基本观点）梦时的心，有对象，梦之对象是曾经历的事。
（a）梦中见到的“空中河流”等看似不可能经历过的东西，来自拼凑，

如见“空”、见“河”，“梦中起念，为一处解，执为‘空河’”。
（b）如果不许梦境皆曾更，那么生盲之人应见色，正因为梦境皆是曾经，

故生盲人才不能见色。
（c）梦见自己被斩首，是对过去中有位时看到“自己被斩首”的回忆。

论主论点

（i）梦中所见者与曾见者有差异，不完全相同。
论敌答：“差异”可能源自回忆活动本身就可能出现偏差，如回忆曾学

习过的书中内容时，可能文字次序颠倒。
论主破：若有“差异”，应说回忆对象非实有，即梦中没有真实的外境。

具体来说，梦中不缘外境，而是以曾见者为基础，由想心所的作用，起“颠倒想”，
故“梦见”与“曾见”产生“差异”。如曾见“马首”，在梦中产生颠倒想，
梦见“有牛角的马首”，又如梦到“空河”等。因此，拼凑说不需要许外境实有。

（ii）“梦者所见之事，如在目前”，十分清晰；而清醒时候的回忆活动，
不会如梦中所见之事那样清晰。

论敌答：梦中回忆清晰，是由于梦心被睡眠扰乱，才导致像清醒时一样“见
境明白”；清醒时回忆没有睡眠的扰乱，故不清楚。

论主破：梦中的回忆活动（“后时梦内忆前梦事”，而不是指梦本身是
回忆），与清晰中的回忆活动一致。（如果梦中有睡眠扰乱故被认为是现实，
那么为何梦中回忆如醒时回忆）

（iii）生盲可见色，自阿赖耶识中种子至成就位，就能梦中见色。

（iv）梦中所见很多是今生不曾经历的，不能算作忆念，即便算作忆念，
因为唯识认为过去境是无，所依也无实在的外境。

通过前文的铺垫，可以看到《宝生论》这里就是对有部论书中“梦是回忆”这一

论点的发展，只是《宝生论》的最终目的在于阐发“梦境非实”而作为“唯识无境”的喻。

a　重构参考胡志强（2016：67-68），吕澂（1991：647-649，703-706），周叔迦（2020：90-93，146-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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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敌观点（a）即梦中拼凑说，论主观点（i）则并未否认拼凑说，只是说拼凑说不

需要许外境，这是《二十论》的核心思路，即论敌的观点以及各类世俗现象不需要“外

境（artha）”也可揭示；论主观点（ii），先说梦中认识清晰而清晰时的回忆不清晰，

再讨论梦中回忆，基本照搬众贤在《顺正理论》中对“梦是回忆”的破斥，强调“认知”

是清晰的而“回忆”是相对模糊的；论敌观点（b）是对《顺正理论》生盲见色的具体解释，

论主观点（iii）则是在承认“生盲可见色”的前提下，用唯识理论正面提出质疑，而不

是像众贤一样归纳论敌的过失。论主观点（iv）则仍旧是在唯识“过、未无”的前提下，

反对“外境”。

而论敌观点（c）并没有被护法破斥，但提出了一种对回忆经验的描述：梦中以第

一人称的方式经验到自己被斩首，乃是基于曾在中位以第三人称的方式看到自己被斩

首。其实，论敌关于“梦境”与“曾见境”之“差异”的论述，抛出了一个基本问题：

回忆可能出现偏差。论敌的构想是，用“想”心所的取像、施设来解释这种“差异”。

但问题在于，偏差过大的“回忆”本身又如何区分于“幻想”？这其实涉及了更一般的

认识论问题，可惜《宝生论》没有给出更深入的探讨。

3. 梦与清醒

而对《二十论》（4）“未觉不能知，梦所见非有”，《宝生论》的注释十分简略，

重在强调得智慧而知境无以及梦中不知境无的原因，但还有一句注释将回忆问题引入讨

论：

若由远离于睡暗时，得分明慧，随其所有别别曾缘熏成念种，然于梦位

所领之境，忆令上心，方生决断“此事非有”……虽非外色可为领受，便即

翻作见外色心，起妄分别重重现前，数数缘虑，生此类性所有功能，熏习成种，

令其上心，即此熏习更欲彰其不实事故，后起余缘，彰见真义。由有睡眠相

似法故，虽于觉位，亦曰睡也。a

这段文字大致与《成唯识论》卷七的说法相同b，即《二十论》说清醒后知梦境是无，

护法补充说是清醒后的“追忆 / 回忆”使得人们了知梦境是无。《宝生论》本段可看作

护法以后来的几个唯识学关键概念来对此过程进行细致解释，笔者试解为：在不同于完

全昏沉暗昧的梦之经验中，梦心（第六意识）与别境心所“慧”相应，具备一种相对清

晰的认知能力，进而引发别境心所“念”的作用，对梦中的认知对象明记不忘，熏成种子，

a　 吕澂 1991：704-705。

b　 参见《成唯识论》，T31n1585，p.39c3-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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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醒后，由于之前在“念”心所作用下熏成的种子，可以较为清晰的回忆梦境内容，

进而与清晰状态的经验想比较，产生了“梦境不实”的认知结果。就像在清醒状态下，

有情第六识长期计执“外”之概念，熏成种子，在觉悟后才能通过回忆知其不实。

亦即，前面讨论的是，梦中认知，是否是对清醒状态的回忆；此处讨论的是，必

须通过对梦中认知的明确追忆，才能区分清醒与梦境。但二者的相同之处在于，都预设

了梦中认识可以有清晰的认知：因为梦中认知清晰，才会令人沉醉；因为梦中认识分明，

才能在念心所的作用下熏成分明的种子（念的作用是保留下认识对象的清晰印象），作

为将来悟其“虚假”的条件。在此基础上，“清晰”被视为梦中认知与清醒认知的共性，

因为二者都有这种共性，才能说“三界如梦”，才能将“梦”作为“唯识无境”的同喻。

4. 似现量与“梦中意识”

如前所述，世亲、护法的材料，都强调梦中认识的清晰性，以此说明梦可以作为

清晰认知的同喻。但问题是，世俗经验，将“梦”与“清晰”两个词相连接，似乎总不

能令人信服。瑜伽行派文献中最早引入了“梦”喻的《摄大乘论》，也是如般若经传统

一样，将其与幻觉（幻诳）等例子并列，强调这类例子满足“无其义二独唯有识”a。

总之，在非世俗的层面，似乎强调梦中认知与清晰认知的同质性不存在问题，但后来的

唯识论师还是想在世俗经验上区分这两类认知。其中最重要的一类区分，或许是在量论

传统中，“梦中认知”与“清醒认知”分别对应于“似现量”与“现量”。

“现量（pratyakṣa）”一般被理解为即直接认知（perception），后来的发展中逐

渐被刻画为有“除分别（kalpa-na-apoḍha）”“以自相（svalakṣaṇa）为对象”等特征，

但“似现量（pratyakṣāhāsa）”的定义则并没有那么明确，陈那本人是列举了一些不同

于直接认知的其他认知活动，比如回忆、推理、希求、错觉等 b，指认其为“非现量”，

但也没有明确对应于比量。《入正理论》则给出了一个正面解释，即“有分别智，于义

异转”c，即有分别的、不符合对象（义，artha）、不认知自相的认知。不过，不论是

陈那、商羯罗主还是窥基，他们的现存著作中都没有将“梦”视为“似现量”的证据。

窥基在《因明大疏》中按照《正理门论》给出了五类似现量：

a　 参见《摄大乘论》，T31n1594，p.138a20-b1。

b　 参见《集量论·现量品》（Steinkellner 2005:2-3）与《因明正理门论》（T32n1628,p.3b25-c1）。二论所

列举的似现量的类型颇有差异，玄奘译《理门论》是①忆念，②比度，③希求，④疑智，⑤惑乱智等五种，《集量论》则

有①忆念（smārta），②比度（anumānānumānik），③希求（abhilāṣika），④世俗智（saṃvṛtisajjñāna），⑤惑乱智（bhrāntijñāna）

而无“疑智”。亦可参见王俊琪（2012），其认为《理门论》亦可解读出“世俗智”。当然，慧沼也记录了汉地关于上述

内容是否似现量的争议，参见慧沼，《因明义断》，T44n1841，p.156c15-p.157a4。

c　 商羯罗主：《因明入正理论》，T32n1630，p.12c6-c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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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诸有了瓶、衣等智，不称实境，妄分别生，名“分别智”。准《理门》言，

有五种智皆名似现：一、散心缘过去；二、独头意识缘现在；三、散意缘未来；

四、于三世诸不决智；五、于现世诸惑乱智，谓见杌为人，覩见阳炎谓之为水，

及瓶衣等，名“惑乱智”。皆非现量，是似现收……五智如次可配“忆念”等。a

其中并没有明确“梦”是否是似现量。此外，窥基在《因明大疏》开头的小注中

给出了散心的“有分别似现量—无分别似现量”的区分，并认为《入正理》现量定义中

的“无分别”是唯就“（可以）有分别（的）心”说 b，但没有给出具体界定。与窥基

的区分类似，法称在《正理滴论》中为“现量”添加的“无错乱（abhrānta）”的界定，

即将那些“直接”（无分别）但仍旧不能作为量的知识单独讨论，法称所给出的可能造

成错误的原因则是“眼疾、快速旋转、乘舟而行和身体不适”等 c。法称在《释量论》

中没有对梦中认识的专题讨论，仅在一处破婆沙师时引入梦喻以论证识可无所取之义

（arhta），也没有将梦中认识明确作为似现量，但他指出了睡眠与清醒时的明了之觉都

是无分别，而“睡眠之觉”似乎只能被理解为“梦中认识”。因此可以说，对于量论传统，

“梦中认识”只能被定位在似现量或非量。

而在汉传唯识学中，或许在窥基、慧沼时代之后不久，这一定位就被逐步明确。《宗

镜录》所记的唯识义中，窥基对似现量“有分别心—无分别心”的区分中，后者已经被

具体解释为如病眼见毛轮、见空花 d，同时“梦中意识”也成为一个独立问题，被标志

为“非量”“独影境”e。在这套系统中，既然“翳”“空花”等喻被视为同于“梦喻”，

或许“梦”也因此只能被视为“无分别似现量”。此外，因眼疾等根坏而引起的错误认

识，在《成唯识论》中也被与梦并列：“如患、梦者，患、梦力故，心似种种外境相现，

缘此执为实有外境。”f因病而根坏等之“患”的力量，被认为与“梦”的力量相同，

都能令人产生对“外境”的执着。但问题在于，为何“梦”会有这种力量？这些问题都

没有被具体说明，或许只是从梦的经验进行反推，而无理论建构。

但比起“量”的种类的确定，更值得注意的是“梦中意识”的专题化。阿毗达磨语境中，

意识的“有分别”正在于其在“自性分别”之外仍有“随念分别”与“计度分别”。而

a　 （唐）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T44n1840，p.140c18-c28。

b　 参见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T44n1840，p.93c3-c4。

c　 参见汤铭均（2016：111-112）。法称在《释量论》中将似现量分为四种，前三种是有分别，一种是无分别，

无分别似现量即因“所依”损坏所产生的错误认知，如《集量论》所举的因眼病而见第二月（参见）。

d　 参见（唐）延寿集：《宗镜录》，T48 n2016，p.704b22-p.705a7。《宗镜录》所收的唯识义，或来自当时仍

存的唐代唯识注疏，可知窥基师弟之后到五代之间，“梦”在“梦中意识”的论题下得到了讨论。

e　  参见延寿集：《宗镜录》，T48 n2016，p.733a23，p.798b26-b27。

f　 《成唯识论》，T31n1585，p.1b5-b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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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现量之无分别，虽然汉传与藏传解释不同（五俱意识 / 缘“以前一刹那根现量之所缘

为等无间缘”的所缘的意识），大抵还是承认意识在认知角度的分别作用。而似现量所

包含的回忆、预想等行为，似乎能对应到“随念分别”或“计度分别”，但窥基所谓“无

分别心”的似现量或法称所说的第四种无分别的似现量，既然被标识为“无分别”，又

如何解释其“非现量”呢？对于法称来说，他只是在“现量”的定义中加上“无错乱”

来排除这种特例，但是对于汉传唯识来说，他们没有修改陈那的现量定义，就需要更多

的理论说明，或许这就是“梦中意识”成为专题的原因。

所以，当我们再次着眼《宗镜录》所记录的第六识的四种区分——①明了意识（五

俱意识）、②定中意识、③独散意识、④梦中意识，就会发现：①对应意现量、②对

应瑜伽现量，而独散意识之所以不能包括梦中意识，正在于“有分别心”“无分别心”

的基本差别。只不过传统量论文献讨论的是有眼疾的识、见空花的识，这里讨论的是印

度量论资料未讨论的梦识。当然，我们只能从《宗镜录》及深受《宗镜录》影响的明代

唯识中一窥“梦中意识”的发展，但是现存资料并无对此问题的更深入讨论。

虽然关于梦中意识的现存讨论很少，但是或许可以追溯到类似的无分别心似现量

的讨论，比如错觉问题，这在汉传唯识中有丰富的讨论，窥基接受的结论是一切错乱发

生在第六意识而非前五识 a。另一方面，笔者想要指出的可能不仅仅是梦中意识这一具

体问题，而是为何第六意识会在后来的讨论中被细分为不同的种类——按照阿毗达磨的

基本思路，梦中意识与分别意识真的可以算是同一类法吗？五俱意识与分别意识为何都

是“意识”？事实上，这种混淆在唯识学的一些具体分析中已经产生了错乱，比如耿晴

（2018）讨论了窥基、圆测、慧沼是如何用“五心”（率尔、寻求、决定、染净、等流）

理论解释有情如何将渐次听到的“诸行无常”这四个字理解为一个完整的句子，窥基认

为初念率尔心是耳识与五俱意识，其余四心则只是意识。这一解释会导致解释“连续听

到一句话”的经验时在某一刹那同时存在五俱意识与分别意识——这违背了“同一刹那

不能有两个同类心法”的基本原则 b。此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正在于，五俱意识被认为

在“体（*dravya）”的角度同于分别意识。又如窥基就将几种似现量解读为了意识缘过去、

现在、未来或三世等，但仍要区分“独头意识缘现在”与“于现在世诸惑乱智”。这种

将一切世俗经验中的“有分别”都归咎于同一个“第六识”的解释，注定了这样一种“意

识概念”问题重重。后来东亚唯识学对意识的分析，对意识缘过去、缘未来等问题的讨论，

a　 关于汉传对唯识学对错觉的分析，参见傅新毅（2019）。

b　 如耿晴（2018：483）的图 2中的 T4 刹那，即同时有对“行”字的寻求心（意识）与对“常”字的率心心（意

识）。虽然其分析与图表值得商榷，但窥基本人似乎也难以避免这种错误。究其根本，五心论强调心识的次第流转，五俱

意识强调心识的同时性，这两个理论本就存在裂隙。



唯识学的“梦中认识”问题

75

早已在此种下种子。

再将问题进一步回溯，唯识传统叙事中的“小乘只说六识，大乘说八识”，毋宁

说是瑜伽行派看到了小乘第六识（五蕴中的识蕴、十二处中的意处、十八界中的意识界）

概念的模糊，而将一些非认知的概念单独讨论，比如后来的六、七、八三识，就被追溯

到《瑜伽师地论》中就在“意地”。又如，阿赖耶识所谓的“众名”，本身也反映了其

自身理论作用的复杂性，汉地早期“别立九识”的做法或许也可从此思路来理解。

5. 中观派对“梦”喻的破斥

《二十论》中以“梦”来说明“唯识无境”，或许仍不能被看作严格的因明论式之“喻”。

但在后来中观派对瑜伽行派的破斥中，“梦”被当成了一个严格因明之喻，对“唯识无境”

的破斥也往往包括了对“梦”喻的破斥。清辩和月称都认为“梦”喻如要证成“唯识无境”，

需要分别满足“识有”与“境无”的特征，但二人的破斥思路恰恰相反，清辩从破“境

无”入手，月称则从破“识有”入手。

月称的论述可重构如下：

表 5：月称对梦喻的破斥 a

总破
瑜伽行派：梦喻可以证成“唯识无境”
月称：梦中也无心识，故“梦”不满足“唯识”，无法作为“唯识无境”

之喻

（月 a）

瑜伽行派：清醒的时候有对梦心的回忆，先受后忆，如果没有梦心那就不
应有对梦心的回忆

月称：清醒时也能回忆起梦中外境，也应说外境是有，同样无法成立唯识
无境。

（月 b）

瑜伽行派：睡眠中没有取色境的眼识等，所以梦中的色境是不存在的，只
是意识中显现出的。清醒状态也如此，只有识之显现，无外境。

月称：若尔，梦中认知与清醒认知一样，那么清醒状态见色时有眼根、色
境、眼识三和合，梦中也应有眼根、色境、眼识三者和合，而你又说梦中眼根、
色境、眼识都不存在，则应退出清醒状态眼根、色境、眼识之不存在，即根、境、
识皆无自性。

（月 a）所论述的瑜伽行派的理论，就是陈那关于识有二相的记忆论证，自证分保

证了我们能有对过去的认识行为（jñāna）的回忆。此处的破斥则是也用了利用了陈那

的论证，陈那以回忆论证识有二相，故论敌想用能忆梦心来论证有梦心，也应以能忆梦

境而证有梦境，这一问题或许也正是在陈那之后的唯识学体现得最为明显。（月 b）则

从另一个角度说，如果无梦境，也应无梦心。月称的论证延续的是般若经“三界如梦”“梦

a　梵文本参见李学竹（2012），解释参见宗喀巴，B9n44, p.666b27-p.668a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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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自性”的思路，即梦只能证成无自性。

清辩的论述可重构如下：

表 6：清辩对梦喻的破斥 a

总破
瑜伽行派：梦喻可以证成“唯识无境”。
清辩：可许梦中见色，故“梦”不满足“无境”，无法作为“唯识无境”

之喻。

（清 a）
清辩：由于无始以来的习气积集，眼在梦中能现见色，所缘是有。实质上

是以法处为所缘。

（清 b） 清辩：“如以从前所见等名言故有念等。”

（清 c）
清辩：“亦如生盲眼力损坏者，以先世所习之力，在梦中见形色等种种异

色，非无所缘。”

（清 d）
瑜伽行派：识显现为自身（能取识），又显现为境（所取境），以识所显

现的境为境，故非外境。
清辩：我以“识所显现的境”为“识”唯一的界定。

可以看到，（清a）谓可许梦中眼见色，即“境有”而非“无境”,这应该是就世俗来说，

因为清辩在世俗上可许外境。（清 b）与（清 c）则完全延续了前文记述的关于“梦境

是否曾更”与“生盲见色”的问题，他认为梦如回忆，是在承认“生盲可见色”的前提下，

以前世记忆解释生盲见色，解释思路则见于前引《顺正理论》（b 反驳 a）的段落。（清

4）则在承许外境的前提下，进一步否定“唯识”，这种观点被窥基概括为“唯境”：“然

清辨计总拨法空，为违中道，强立‘唯境’，诸心所现即是唯境，有何心也？”b

可以看到，月称和清辩对梦喻的破斥，方法是因明，但是思想来源大致可分别归

于般若经传统与阿毗达磨传统。

三、余论

本文主要是从佛教思想史的角度，指出了唯识学关于梦中意识讨论的两个方向的

问题：唯识学对般若经传统、阿毗达磨传统的吸收，导致“梦中认识”问题存在某种断裂，

由此引发了来自不同侧面的批判；而汉传唯识也发现了“梦中意识”作为一种认识活动

的特殊性，将其视为专题问题。只是，笔者更关心的则是此过程中讨论的两个方向的问

题：在般若经传统中，“三界如梦”似乎可以向任何有过“梦”这种经验的人，来阐明

a　参见吕澂（2011）。清辩所破斥的唯识义与安慧《三十论释》大体相同，安慧《释》中也有一次明确使用梦喻：

evaṃ bāhyārthābhāvād vijñānam evārthākāram utpadyate svapnavijñānavad ity abhyupeyam |[如是，因为无外在对象，

识——即（外在）对象之行相——生起，应如梦（中）之识 ]。

b　 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一，T43n1830，p.237a1-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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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界的不实，但关于“不实而有所显现”的机制，仍旧没有更为具体的说明，《大智度论》

只是定位到空因计执而现有，可是计执何所从来、梦又何以而有，这些问题都未予以探

讨，也自然没有给出答案；在将梦当作心识活动的阿毗达磨传统中，讨论了“梦”这一

活动的质性（明了的感知抑或晦暗的回忆）以及“梦”的材料（梦的因缘、梦境显现的

机制），但是对于这些关键性的问题仍旧没有确切结论，比如众贤只说梦不全是回忆，

但论敌“梦只是回忆”的论证仍旧有力。对于前一个方向的问题，汉传唯识学的心识结

构说自然可以做一个补充，将计执、梦落实在对应的识上；对于后一个方向的问题，汉

传唯识学也可以将“梦”解读为一种受到特殊力量影响的第六识的认知活动，是似现量。

只是，这样的解读仍旧没有说明更根本的问题：为何由心识构造出来的对象会被认为是

“外在于我”的“外境”，正如为何有情沉醉梦中时不自知在梦中？这种“外在性”与“陌

异性”从何而来？如果来自烦恼或“梦力”，是否能给出一个更为具体的解释机制？

同时，笔者在行文中有意回避了弗洛伊德的经典释梦方式，但在此却要指出，他

的释梦方式或许更为具体地揭示了梦作为一种意识活动的独立性或特殊性。比如 1.2.2

关于梦缘的讨论，笔者认为可以排除神秘主义的梦缘，原因正在于弗洛伊德提供的一种

解释模式：看似神秘与陌生的东西，或许只是以另一种方式显现的我们被遗忘的过去或

童年。在某种意义上，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与正统毗婆沙师所批判的“梦是回忆”思路

一致，都将梦的材料视作过去经历，只是进一步讨论了为何这些我们无比熟悉的经历会

以陌异的方式显现出来——这也是毗婆沙师提出质疑的。相较于《婆沙论》所记录的“拼

凑”“错认”说等，或者后来更为直接的“梦力”说，弗洛伊德引入了更具解释力的“移

置”“凝缩”等“梦工”等过程。在此笔者无意纠缠于“无意识 = 阿赖耶识”这种流

行公式，但仍需要指出，如同弗洛伊德借助梦的经验来得出“无意识”的结论，上述佛

教传统对梦中认识的分析中，如果承认梦的经验其来有自，似乎“阿赖耶识”的结论也

呼之欲出。同时，经过这种复杂的对比，笔者也想指出，那被视为“人人皆知”的“梦”

的经验、在经典量论中被简单归类的“似现量”、在心识结构中被简单归于第六“意识”

的种种分别活动，仍有相当大的讨论空间。某种意识上，现量、感知从来都只是实际认

知经验的开端与基础，直接奔向第七识、第八识的分析又只能立足于宗教文本，第六识

与我们实际经验更为密切的回忆、想象乃至发梦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此处分析的缺失，

或许是因为古代大德认为再深入这类问题已毫无意义，但从纯粹唯识学的角度看，这类

分析或许仍属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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