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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關注窺基在《唯識二十論述記》中如何處理「無境」這一議題。本論文主要

討論方向有二：第一，窺基如何從「因明」的角度對「無境」議題下進行邏輯論式上的

重構。第二，窺基如何從「認知」角度上，在《唯識二十論述記》中討論對「無境」。

筆者希望藉著窺基的觀點反省現代研究對於《唯識二十論》中「無境」議題的詮釋以及

批評。最後，希望藉窺基的視角看待《唯識二十論》是否成功建立「無境」的立場。 

本文以三個主要章節來回應上述問題。第二個章節主要強調窺基如何透過「非知覺」

來論證「無境」。首先回顧當代學者 Birgit Kellner 和 John Taber 最新之研究，他們認為

「不可得」（anupalabdhi）的理由還沒有被使用在論證中，因此世親否定外境的方式僅

止於「訴諸無知論證」的策略。筆者認為窺基的觀點不同於此，他從因明論式的重構提

出世親可能如何使用「不可取」（agrahanāt）來反駁實在論者，而非只是論證策略。最

後筆者要提出一個重要的認知原則：「量」可以判定「存在」與「不存在」，藉此指出

世親反駁實在論者背後的觀點為：外境不是知覺對象，因此外境不存在。 

第三、第四章節中，筆者關注窺基如何討論對於「無境」的「認知」的方式。在第

三章中，筆者以窺基的觀點回應當代學者對「夢喻」論證的批評。藉此筆者要提出窺基

區分對「無境」的兩種認知方式：「真覺」與「少知」，這二類可以分別對應到「現量」

與「比量、聖言量」。最後筆者認為從「少知」的認知方式，仍可以避開當代學者對夢

喻的批評。 

第四章主要分析「真覺」如何掌握「無」的知識。首先筆者梳理當代學者如何看待

從部派到瑜伽行派中，認知「無」這個議題。其次，筆者針對「真覺」本身的內涵做分

析，發現窺基只承認後得智能夠認知「無境」。最後，筆者綜述後得智的功能，強調「盡

所有性」是認知「無境」的關鍵。 



DOI:10.6814/THE.NCCU.Phi.001.2018.A02

 

vi 

總結來說，筆者認為窺基在《唯識二十論述記》中對於「無境」的討論可以分為兩

個層次，第一為「論證」的層次，第二為「認知」的層次。筆者從第四章的成果試圖回

應當代學者對於唯識學是否為「觀念論」的爭論。從窺基詮釋觀點來看，「無境」顯然

是可以被後得智認知的狀態，因此《唯識二十論》作為「觀念論」的文本是無庸置疑的。 

 

關鍵字：《唯識二十論》（Viṁśikā）、世親（Vasubandhu）、《唯識二十論述記》、窺

基、訴諸無知論證（argument from igno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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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導論 

一、 問題意識 

本研究關注「無境」在《唯識二十論述記》（簡稱《述記》）中如何被「論證」與

「認知」。本論文主要議題有二：第一，窺基如何從「因明」的角度，對關於「無境」

議題的辯論進行邏輯論式上的重構。第二，針對窺基如何在《述記》中，對「無」的認

知進行討論。筆者希望藉著窺基的觀點，反省現代研究對於世親（Vasubandhu）的作品

《唯識二十論》（簡稱《二十論》）（Viṁśikā）中「無境」的議題的詮釋以及批評，進

而提供窺基在《述記》的觀點。最後，希望藉窺基的視角看待《二十論》是否成功建立

「無境」的觀點。 

 

關於《二十論》的立場向來在學界有不同的詮釋，其背後的依據來自他們認為「唯

識論」者究竟是否為「觀念論」？又或者是哪一種意義的「觀念論」（比如「形上學」

或者「知識論」意義的觀念論）？學者的意見莫衷一是。其問題主要有三：第一，《二

十論》沒有清楚的理由說明外境不可能存在，亦或者不能離識而有；第二，《二十論》

沒有清楚地使用因明的三支論證，來說明外境不存在，只有從個別例子來破斥外境論者；

第三，《二十論》的書寫中缺乏清楚的辯論脈絡，也沒有清晰的論敵。由此之故，文本

基於以上三點的模糊性，在一定程度上容許對此文本的不同詮釋。這個議題到了漢傳佛

教的文獻，顯然別具意義，因為涉及窺基如何從解經學的角度，重新為《二十論》建立

討論脈絡。因此，窺基的註疏自然做為本研究的重要一手文獻。 

 

窺基註疏的意義在本研究中，應該被呈現出幾種重要的面向：第一，窺基還原辯論

的整體脈絡，確立世親辯論對象的立場，並提出世親與對手共同承許的「量」與「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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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間的關係。第二，窺基以因明的角度，重構唯識與論敵的論式，並以邏輯的方式說明

世親如何在《二十論》中證明「唯識」立場。第三，以跨文本的研究呈現窺基的立場。

跨文本研究是不可避免的重要方法，因為單是局限於《述記》的說明會有不足，因為其

中隱而不顯的觀點，往往可以從窺基其他論疏（比如《成唯識論述記》和《因明大疏》）

的論證中發現內容，比如在其對因明論式的使用上，就必須與《因明大疏》做為參照。

再者，窺基在注疏中，也將相關別部論的主張作為參照，以便支持他對《二十論》的詮

釋。 

 

透過以上三個面向的解讀，筆者要呈現研究窺基哲學所預期凸顯的學術價值：第一，

為《二十論》的研究提供漢傳文獻討論脈絡的資源；第二，以窺基做為一個思想資源，

回應當代對《二十論》的討論，以分析當代討論的「見」與「不見」。 

 

二、 文獻回顧 

窺基對「無境」的認識與論證，是本研究的重點之一。窺基在《述記》中大量應用

到了因明的論式，亦可以說窺基試圖通過因明論式重構《二十論》的論證。窺基在《述

記》中提出非常多的三支論證，來詮釋他「唯識學」的立場。在窺基重構漢傳經典的論

述上，我們不能輕易將其看作是一個解釋經論的僧人，雖然註疏者的註疏目的不全然脫

離提供經論完整性與正確性的認識，但是更重要的是提供一種範式（paradigm）的轉移:

從教義的權威性（doctrinal authority）到方法論的規範性（methodological normativity）。

總體來說，現代學者指出窺基的方法論有三種重要的面向：因明（logic）、再脈絡化

（recontextualization）、註解（exegesis）。1回到當代對於《二十論》的解讀，學者們幾

                                                 
1 Wei Jen, Teng, 2011, P.16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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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都注重在世親如何通過論證，反駁實在論者。因此，如何看待世親的論證顯得至關重

要，而窺基在《述記》中對於論證的重構更是將世親的論述擺放在佛教「因明學」的論

證平台。這一定程度上與當代對《二十論》的詮釋有非常大不同的。筆者希望藉此凸顯

此篇研究窺基《述記》的當代意義。 

 

首先，筆者欲梳理《二十論》在佛教哲學討論上的重要性。《二十論》受到矚目，

主要因為內容涉及世親與當時印度實在論者的論戰。工藤成性依據窺基的科判，將這論

戰的種類分為主要七種： 

 

（一） 四事不成難：時決定不成、處決定不成、相續決定不成、作用不成。 

（二） 外人現量難：若無外境，則現量之認識便不可能。 

（三） 夢覺不成難：夢與覺不同，覺時會發現外在依然實有，非如夢。 

（四） 二識決定難：若心外無境則聞法不可能。 

（五） 夢覺業果不同難：業力的程度在夢與覺時是不同的。 

（六） 殺業不成難：若唯有識，殺生應不可能。 

（七） 他心知難：若唯有識，他心智不可能存在。2 

 

筆者認為目前對於討論《二十論》中「唯識無境」主張的文章，也都圍繞在窺基所

歸納出的這七個主題上。這七個主題雖然都可以是獨立的討論，但是不能夠脫離對「外

境是否存在」這一論題的爭辯上。但是，對於「外境」一詞所隱含的內容，卻產生非常

多的歧義，因為世親並並不否定「境」能夠作為現象而被認識，但是世親否定現象是由

「外於心識」的物理世界所提供的內容，而他反駁的立場，正好被認為是「實在論」的

說一切有部、經量部等等佛教的派別所接受的觀點。一個涉及西方典型知識論

                                                 
2 工滕成性著 釋幻生譯，1979，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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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pistemology）意義的問題在此產生：我們是否能夠對於「外境的不存在」有所認識？

亦或我們充其量只能認識到「不離於我們識的（內）境」？筆者認為唯有清楚這個極富

有當代哲學意義的討論框架，我們才可能進一步明白當代學者對《二十論》之所以如此

重視的原因。 

 

20 年以前對於瑜伽行派究竟是不是觀念論的討論，已經在北美學者之間存在許多爭

議。筆者建立在當代學者的討論基礎下，對這個問題再進行補充與梳理。3早期如 Alex 

Wayman 便認為唯識並非否定外在世界的實有性。他舉《二十論》為例，其中所提及「三

界唯識」的「唯」是一個限定否定詞（qualified negation），否定的「範圍」只是局限在

「三摩地」（禪定）時。4 另外又如 Thomas A. Kochumuttom 認為在《二十論》的論證

中歸結不出世親有明確反對外在世界的說法，反而從世親肯定有「他心」的角度看來，

《二十論》並非觀念論，而是多元實在論，5這個立場是毋庸置疑的。  

 

戰火一直延續到當代的討論，美國學者 Dan Lusthaus 以「現象學」的角度，重新詮

釋《成唯識論》，並主張瑜伽行派不是形上學意義的觀念論，而是知識論意義的觀念論，

即他反對將《成唯識論》解讀為從存有論的角度（ontological）否定外在世界的可能性，

而是主張瑜伽行派對於外在世界的否定，是採取知識論（epistemology）的進路。6這個

                                                 
3 針對這個問題，學者林鎮國教授對這個問題有多方的關注，筆者藉已有的討論，做進一步的補充。詳細

內容見林鎮國，2002。 
4  Wayman A., 1979, P.74：“The word pratisedha is known in Indian logic, including Buddhist logic, to have 

two kinds, "simple negation" (prasajya-pratisedha) and "qualified negation" (paryuddsa). The interpretation 

that this treatise of Vasubandhu's has denied an external object without qualifications opts for the "simple 

negation." In the light of passages previously cited from his two treatises, it is reasonable to opt for the 

"qualified negation." It is qualified because for the ordinary situation of life Vasubandhu indicates that the 

representation differs for the various destinies of men, hungry ghosts, etc.; and because for the special case of 

the yogin, "representation only" concerns the samddhi situation.”  
5 Kochumuttom T. A., 1989, P.1: “But I maintain that the entire system, when understood in terms of realistic 

pluralism, makes better sense and that, therefore, even those passages which apparently support idealistic 

monism, have to be interpreted in accordance with realistic pluralism. By realistic pluralism I mean a theory 

that recognizes a plurality of beings which really exist and operate independently of each other.”  
6  Lusthaus D., 2002, P.461: “Yogācāra tends to be misinterpreted as a form of metaphysical idealism primarily 

because its teachings are taken to be ontological propositions rather than epistemological warnings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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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點與 Kochumuttom 對於「他心存在」的解讀是一貫的。他認為「他心」是「外在」於

我們心識而存在的「法」，因此《成唯識論》對於外在世界的否定只能是知識論意義上

的否定，而不是形上學意義上的否定。這一點被 Lambert Schmithausen 給予反駁，他認

為這種詮釋最大的問題在於，脫離了「識」的脈絡來討論有外在於識的「疎所緣」，但

是「疎所緣」做為「他心」可能的依據，依然要依賴於內識，而非有獨立的色法。7另外，

Sean Butler 也對 Lusthaus「他心」的觀點表示反對意見，他認為 Lusthaus 拒絕觀念論的

理由，是因為瑜伽行派不是獨我論。然而 Butler 認為伯克萊式的觀念論，也不會導出獨

我論的立場，用「他心」反對獨我論，進而說明瑜伽行派的觀念論不是形上學意義的進

路，這個方法是不成立的。8對比西方哲學體系發展下的觀念論，Butler 認為瑜伽行派兼

有三種觀念論的部分色彩 ——黑格爾式的絕對觀念論（absolute idealism）、知識論進

路的觀念論（epistemic idealism）以及形上學進路的觀念論（metaphysical idealism）。其

言外之意為西方沒有任何觀念論的解釋能夠符合瑜伽行派觀念論的模型，瑜伽行派只能

是佛教意義的觀念論。9但是筆者認為，這種觀點無助於梳理當代的討論，因為當代的

問題意識並不是要去爭論瑜伽行派更呼應哪一種西方理論，而是要藉著西方觀念論的觀

點來刻畫、詮釋呈現在唯識經典中其「知識論」與「形上學」的觀點，而不是要去迎合

哪一套西方理論。因此，Butler 的結論並不會給我們帶來太多的啟發。綜上而言，儘管

Schmithausen 和 Butler 都反對 Lusthaus，但是由他開啟的以「存有論/形上學」或者「知

識論」，作為詮釋唯識學的觀念論進路仍繼續在發酵。 

                                                 
karmic problems. The Yogācāra focus on cognition and consciousness grew out of its analysis of karma, and 

not for the sake of metaphysical speculation.”  
7  Schmithausen. L., 2005, P.40: “Since even the image of the material world in the ālayavijñāna is not based on 

an independent material world but on other mental images (viz. those in other beings' ālayavijñānas), it is 

highly improbable that the situation is essentially different in the case of the sense consciousnesses: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in their case an external object (in the strict sense) is categorically rejected…”  
8  Butler S., 2010, P.40. 
9  Butler S., 2010, P.42: “The congruences and departures between Yogācāra and idealism are vast in number. 

Though I have not been able to explore the issue thoroughly here, what is important to note is that Yogācāra, 

though similar in many regards with idealisms in the West, must be viewed as its own form of idealism. That 

it is idealism can no longer be denied, yet it obviously does not fit into our traditional Western mod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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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對於形上學立場的爭論外，當代學者也對於世親論證「無境」的手段，提出質

疑與挑戰，認為部分世親論證「無境」的立場是有問題的。站在印度正理派實在論者的

立場，Feldman 和 Matilal 都認為世親以「夢」的世界，來類比真實世界也如夢一般不

實，這個論證本身是有問題的。Matila 認為世親否定外境的理論是一種懷疑論的方式，

進而將這個懷疑方式擴展到否定外境存在，這是將懷疑的功能做不合法的延伸，因此他

認為，實在論無法證明自己理論的合理性，並不能表示唯識的立場是合理的。10 以「夢

喻」為例，Matilal 與 Feldman 都一致認為，「夢喻」在世親的論證中是一個非常大的弱

點，因為世親沒有在《二十論》的論證中具體說明「夢」與「醒」在認知上會有什麼差

異。站在 Uddyotakara 的立場上，他們認為對於「夢境無」的認識來自醒來的經驗。如

若這是合理的類比，則在醒來狀態下主張「外境無」，是否也要建立在曾經獲得過涅槃

的經驗上呢？如果沒有涅槃知識作為基礎，我們怎麼可能知道到自己對外境的認識是錯

誤的呢？11Feldman 稱這一個論證為寄生論證（parasitism），即判斷某些經驗是幻覺或

者不實，則必然要建立在確實的基礎上。12Feldman 認為如果接受這個原則，便可以導

出世親夢喻論證不成立，因為認識到「夢境無」要建立在醒來的經驗，則認識到「外境

無」也要建立在涅槃的經驗上，但後者的情況不僅不可能，而且不共許。 

 

另外當代學者對世親的論證，有了邏輯學意義的轉向。如 Birgit Kellner 與 John Taber

（為了行文簡潔，以下合稱 Kellner 與 Taber）在他們 2014 年的文章中，提出以「論證

策略」，作為考察世親「觀念論」立場的另一個出發點。他們重新檢討了一些北美的學

                                                 
10 Matilal, 1974, P.156: “But it is also taken (illegitimately, I believe) here to establish the opposite certitude that 

the external world does not exist independently of consciousness. This is in fact an illicit extension of the 

function of doubt……For even if the realist fails to prove his thesis conclusively (as he may very well fail if 

he falls into the trap set by the idealist), this will not, in my opinion, constitute a good vindication of idealism.” 
11 Matilal, 1974, P.149 : “A cognitive state is considered erroneous only when it is contrasted with a correct 

cognitive state, i.e., with a piece of knowledge. If there were no example of knowledge, how could there be 

any example of error?” 
12 Joel Feldman, 2005, P.535: “If a person S knows that a cognition of x is an illusion, then S must know that a 

cognition of something else y is veri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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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以非唯心主義（non-idealism）的立場對《二十論》的解讀。他們關注的焦點是：《二

十論》對於外在世界論證的否定，究竟採取什麼樣的論證策略（argumentation strategy）？

這個策略的運用對於詮釋（interpretation）《二十論》的立場至關重要。他們認為《二十

論》的論證策略，可詮釋為「訴諸無知論證」（argument from ignorance）的策略進路，

以便捍衛他們的「觀念論」的解讀。依據「訴諸無知論證」的解釋，因為外在世界無法

被證明，因此最好的解釋（best explanation）就是「外在世界不存在」。13這樣的論式，

是採取知識論進路的觀念論立場。可是筆者的懷疑是，這種方式真的能夠化解非觀念者

對於《二十論》的詮釋嗎？因為這個論證在西方邏輯學上，並不是一個有效的論證，而

且還是一個很弱的論證。舉例而言，我不能認識到 UFO 不見得能夠得出 UFO 不存在的

結論。單憑這一點就很令人質疑。很顯然他們的詮釋無法回應這個問題，因此轉而認為

世親沒有直接的論證說明「唯識無境」這個結論，因為它是不可說的佛智境界。14這樣

一個結論顯然是令人不滿意的，其問題有二：第一，如果「無境」無法被證明，則整部

《二十論》不見得能夠導向「觀念論」的解讀；第二，訴諸不可說的佛智不是一個好的

詮釋方式，因為這是論辯雙方不共許的內容。以上這兩點困難，第一點涉及到對於「無

境」的論證問題，第二點涉及到對「無境」的知識來源。筆者認為從窺基的詮釋，都能

為這兩個問題提供不同的觀點。 

 

總結而言，接續當代將對於《二十論》重心放在「論證」的側面，本研究的主旨關

注窺基在《述記》中對於「無境」的論證，以及「無境」在知識論上如何被認知。最後，

本研究不只是要做一個漢傳文獻的整理，而是進一步將討論議題放在當代對於《二十論》

                                                 
13 Kellner, Birgit, and Taber, John, 2014, P.743: “Whether something exists or not is ascertained on account of 

pramāṇas.” That is to say, something exists if at least one of the pramāṇas can provide evidence for it; 

something does not exist if no pramāṇa provides evidence for it. Only after one has shown that none of the 

pramāṇas – inference, scripture, or perception – provides evidence for the existence of objects can we safely 

conclude that there are none.”  
14 Kellner, Birgit, and Taber, John, 2014, P.749: “Careful not to offend against the Mahāyāna doctrine that the 

true nature of reality can only be known in nirvikalpasamādhi, Vasubandhu refrains from stating his conclusion 

himself. He leaves it for the reader to draw the conc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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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討論脈絡之中，藉漢傳佛教註疏者窺基的角度，看待《二十論》中對「無境」論證以

及對「無」的認知。 

 

三、 論文結構及其章節安排 

此研究預計分五個章節來討論：（一）緒論；（二）外境不能夠被認知是否等同於

否定外境；（三）「真覺」與「少知」：窺基的「夢喻」論證；（四）「無境」作為「後

得智」的認知對象（五）結論 

 

（一） 緒論 

在緒論中，筆者首先梳理近二十年來對於「無境」的當代討論。其中，對於「無境」

的關注，從 Alex Wayman 等在「形上學」議題的論爭，轉為 Birgit Kellner 和 John Taber

試圖從「量論」上解決唯識是否為「觀念論」的問題。 

 

當代以「量論」的意義解讀《二十論》，不僅開展出《二十論》中世親可能採取論

證策略，並且在某些特定的議題上（比如「夢喻」論證），世親證明「無境」的方式也

受到 Feldman、Matilal 的質疑。以「量論」作為討論《二十論》的重心轉移中，窺基對

於《二十論》的注疏《二十論述記》正好能夠為這樣的討論潮流提供新的視角以及批判。 

 

（二） 外境不能夠被認知是否等同於否定外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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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節主要目的在於檢討「量」與「存在」的關係如何界定，並且在窺基的觀點下，

世親如何使用「量」來證明「外境不存在」。 

 

本章的反省對象為 Kellner 和 Taber 的觀點。他們認為世親採用的是「訴諸無知論

證」的論證策略，即認為世親主張以缺乏對於「外境」的認識，來證明「外境不存在」。

筆者認為從兩個觀點，可以修正他們的理論：第一，窺基認為世親已經採用「訴諸無知

論證」的論證形式，而並不只是論證策略；第二，窺基指出所謂的「無知」並不是知識

的缺乏，而是建立在「量」的檢驗上。因此世親的方法仍是建立在認識方法（量）上的

論證。 

 

本章分為三個主要部分。第一節在於梳理「訴諸無知論證」中，以「非知覺」作為

「因」在印度佛教「量」論系統中的歷史脈絡。藉此梳理的過程中，筆者試圖釐清不同

時代、派別對於「非知覺」概念的理解差異。第二節在回顧 Kellner 和 Taber 對於《二

十論》的觀點以及其論證的根據。第三節指出窺基如何以「非知覺」（不可取 agrahaṇāt）

重構《二十論》中的論證，以此作為與他們二人不同的觀點。最後筆者試圖指出窺基如

何討論「量」對「存在」的界定關係，以此回應他們二人的觀點。 

 

（三） 「真覺」與「少知」：窺基的「夢喻」論證 

這一章目的在於透過窺基重構「夢喻」的論證，重新反省夢喻對於論證「無境」的

有效性以及回應當代學者的批評。筆者背後更主要的目的，在於凸顯窺基討論對於「無

境」認識的兩種方式：真覺／少知。 

 



DOI:10.6814/THE.NCCU.Phi.001.2018.A02

 

10 

本文區分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討論窺基如何重構《二十論》中的夢喻論證，並以

「四事不成難」為核心。第二個部分討論窺基的觀點如何回應當代學者對於《二十論》

的批評。當代學者如 Joel Feldman 與 Bimal Krishna Matilal，從正理派的觀點上認為《二

十論》中夢喻是不成立的。他們認為夢喻論證不能推論出「無境」，因為這個論點的缺

陷是：如果用「夢中」類比意識生死流轉的世界，而「夢醒」類比涅槃，則 Feldman 提

出的挑戰是：夢的比喻中需不需要預設醒來的經驗？（1）如果不需要，則我們如何有

可能在夢中宣稱自己在做夢？（2）如果需要有醒來的經驗，則夢境論證不成立。因此

如果醒來的經驗類比涅槃，這無疑預設如果我們能夠認知到「外境不存在」，這經驗需

要基於我們涅槃的經驗。 

 

筆者認為窺基確實已經對這個問題有了一定程度的發現，並提出對於「無境」的兩

種認識方式：真覺／少知。以這個觀點，筆者認為可以回應當代學者對於「夢喻」的批

評，因為窺基主張凡夫對於「無境」的知識，雖然無法建立在「真覺」上，但仍可以建

立在「少知」上，而這個「少知」，指的是「比量」和「聖言量」。 

 

（四） 「無境」作為「後得智」的認知對象 

承接上一章問題的餘緒，窺基打開了兩種認識「無境」的方式：真覺／少知。上一

個章節，窺基所為的「少知」，指的是凡夫透過「比量」、「聖言量」而對於「無境」

產生非常有限的認知，但對於覺悟者的「真覺」未加以討論。因此，本章目的在於討論

這裡指的「真覺」是否指「現量」？「無境」的知識（外境不存在），是否能透過「現

量」來的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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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主張在窺基的詮釋下，「無」（不存在的對象）可以以三種討論的方式：（1）

認識論角度。就認識論的角度而言，外境不可能作為五識的對象，因為不存在的事物，

是無體的，無體的事物不可能產生「相分」而被認知，只能通過意識以共相的角度來理

解。因此還沒有獲得「真覺」的有情，只能以推論（比量）而不是「現量」的方式來論

證「無」，因為它不是存在的對象，就算是佛智也無法直接認識到「無」。（2）從解

脫論的角度來看，已經獲得「真覺」的聖者，能夠藉由「後得智」以有分別的方式比量

來認知「無境」，只是這個比量的認知是建立在「無分別智」的基礎上，因此和凡夫的

比量認知仍然有程度上的不同。 

（五） 結論 

此一章將對以上四章進行總結，提出《述記》中，如何看待「無境」的認知以及論

證。在窺基的論述中，「無境」這個議題在論證上可以被視為對「境」的簡單否定，然

而在認知上可以視為對「無境」這一個存有論狀態的認識。 

 

針對以上問題意識，筆者透過三章去解讀：（1）第二章對於外境的否定來自於「訴

諸無知論證」的論證策略，但是所謂「無知」指的是對象沒有被認知的可能性，而不是

沒有關於「無」的知識；（2）第三章窺基為了解決「寄生論證」的問題，區分「真覺

／少知」。雖然世親說沒有獲得「真覺」是不可能知道的，但是他認為世親並沒有否定

「比量」與「聖言量」某個程度上能夠認知「無境」；（3）筆者進一步討論「真覺」的

意義，並且區分窺基對於「無境」的認知可以區分兩種討論的方式：一、認識論角度；

二、解脫論角度。 

 

結論而言，筆者主張終極意義的「無境」需要建立在解脫論的系統上，而且只有「後

得智」才能夠認知「無境」。然而，透過對於「後得智」盡所有性的功能，也可以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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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當代學者如 Kochumuttom、Lusthaus 等人對於世親是否為「觀念論」的質疑。就窺

基而言，覺悟者要具備兩種智慧「根本智」、「後得智」，才能認識到「境無」15，前

者要求認識對象的真實性，後者需要有窮盡認識事物一切可能性。因此，根本沒有任何

空間容許存在「識」以外的實在對象，而且不被認知。 

 

四、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研究的研究方法與步驟總共可以分為三個進程。《二十論》有非常完整的梵文、

藏文本、菩提流支譯本、玄奘譯本。因此擁有的一手材料與文獻非常地多。因此筆者的

第一個步驟就是去檢查與比對《二十論》的譯本。因為窺基的《二十論述記》，還涉及

到對於「聲明」的解讀，表示其對梵文有一定程度的掌握。故透過比對可以進一步檢查

他對梵文的理解。 

 

第二步驟的進行，是對於窺基的因明論式，做一個系統性的整理，並將焦點放在窺

基重建論主與論敵的論式，以及窺基如何以因明學的知識來抨擊實在論者。因此解讀這

個內容還需要對照窺基的《因明大疏》，方始能夠理解其批評所依據的理由。《大疏》

被鄭偉宏評價為唐代因明的最高成就，可想而知其重要性，因此在閱讀時，仍需參照鄭

偉宏、陳大齊、沈劍英、呂澂等對於漢傳因明的解讀。 

 

第三步驟，筆者要進行跨文本的解讀。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窺基的重構基礎，以及

對窺基的因明有所理解後，需要再進一步回應當代學者對於外境、夢境的論述。在這個

階段，也許窺基在《二十論述記》沒有來得及討論清楚的議題，需要被延伸到其所註解

                                                 
15 《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2，T43, no. 1834, P.1002,a06：「此後得智，遍緣理事。能知境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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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著作上去考察其所持有的立場，比如《成唯識論述記》。如果我們願意信賴其立

場的一致性，這種跨文本的對讀將會提供更豐富的理解，讓被「隱蔽」的議題重新開顯，

以回應當代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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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外境不能夠被認知是否等同於否定外境？ 

一、 「非認知」在當代學界的討論 

此一節要疏理當代學界如何看待「非認知」作為論式的理由。「非認知」，在筆者

文脈中指的是一種認識的缺乏。（認識的缺乏又包涵現量、比量，為了清楚表示，如果

單單只涉及現量的缺乏，筆者逕翻為「非知覺」。）但是所謂認識的缺乏，在印度佛教

邏輯傳統中，比如陳那、自在軍、法稱等，都具有非常豐富而且不同的意涵，以及不同

使用的字彙。因此以下筆者簡單回顧論師對於這個問題的討論，並且著重在「非認知」

如何作為理由，被應用在因明三支的立量上。 

 

首先，陳那在《正理門論》中，便提出這樣的立量方式，筆者重構如下： 

 

宗：最勝為無。 

因：不可得故。 

喻：X。16 

 

在此桂紹隆認為「不可得」對應著梵文 anupalabdhi，而這個意思指的就是指「沒有

感官知覺」。在此明白提出以「不可得」一詞，作為因來建立三支論式。但是桂紹隆並

不認為這是陳那會同意的立量，因為陳那的並不關心如何建立「否定性命題」（negative 

proposition）以及「否定性判斷」（negative judgements），並且陳那最後在《集量論釋》

中，放棄了這樣的一種否定性命題。17也許因為這個判斷的緣故，桂紹隆認為以上論式

                                                 
16 《因明正理門論本》卷 1 ，T32, no. 1628, P.0001,b28：「如有成立最勝為有，現見別物有總類故；或

立為無，不可得故。其義云何？此中但立別物定有一因為宗，不立最勝，故無此失。若立為無，亦假

安立不可得法，是故亦無有有法過。」  
17 Katsura. S, 1992, P.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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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出者，不見得一定要歸屬陳那或者佛教徒，而是其他派別或者他的辯論對手。18但

是，考察漢傳註疏者，筆者卻得出不同立場，比如神泰認為這是依據陳那邏輯的佛教徒

所提出的量19，肯定這樣的「否定性命題」。當然這裡透露的一個訊息是，以「不可得」

來建立這種「否定性命題」對漢傳佛教學者而言是可以被接受的。 

 

然而陳那的弟子——自在軍（Īśarasena）則提出以「非認識」作為第三量，招致後

來他的弟子法稱（Dharmakīrti）的批判。但是我們對於自在軍的立場，究竟如何討論這

個第三量所知甚少，只知道他以「唯不可見」（adarśanamāttra）（即純粹沒有知覺）作

為現、比量以外，第三種獨立知識來源。20在姚治華的文章中，他試圖通過印度與漢傳

的材料，重構自在軍「第三量」在印度乃至到中國的概念容受史。他認為在印度論證傳

統上，無性、最勝子、護法、法稱都承認這樣一種量的存在，只是彼此立場不一。姚治

華認為這個線索，保留到漢傳佛教的文獻當中，而其中窺基與曇曠形成兩個強烈的對立：

窺基反對第三量的存在，但是曇曠卻似乎採取肯定的態度。21因此，姚治華認為「非認

知」的討論，可以區分為兩種層次：第一種層次，指的是以「非認知」作為合理的正因，

來成立論式。第二種層次，即以「非認知」作為一種獨立於現量、比量的知識來源。這

兩個層次，可以是不相容的。 

 

但是筆者不同意姚治華的觀點。在漢傳學者採取的論證的方法上，筆者認為漢傳文

獻只保留了以「非認知」為合理的論證理由（「因」），卻不曾建立「第三量」的觀點。

                                                 
18 Katsura. S, 1992, P.230: “…while some [others=the opponents] argue：[Thesis] [The Primordial Matter] does 

not exist.” 
19《理門論述記》卷 1 ，T44, no. 1839, P.0082,a05：「佛弟子即立最勝為無。「最勝」是有法，「為無」

是法(宗)，不可得故(因)，猶如菟角(同喻)。」  
20 姚治華，2007，頁 92。 
21 姚治華，2007，頁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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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窺基為例，他沒有把「非量」成立「第三量」而將它歸為「似量」22，但是並不表示

窺基沒有「非認知」這樣一種觀念，因為他也曾以「現、比二量不可得」作為理由來建

立論式23，因此「非認知」可以作為論證理由，但不必然需要獨立成為一種新的判斷形

式。 

 

第二，姚治華引用曇曠的說法來支持第三量確實存在的說法，也讓人質疑。就文本

而言，筆者白話解讀如下： 

 

第三種是「非量」。表示如果存在外境，（它）不能是現量所認識，清

楚地被看見，也不是透過各種觀察而可以比量認識，（此）境本體非真

實存在，不能被（現、比）量所認識。在不是（現、比）量的地方，心

上產生的認識，就叫做「非量」。因此不是六離合釋。24 

 

筆者在上文中，「非量」的字彙正是筆者不認同姚治華指出。他認為「非量」在此，

是和現量、比量並列的第三種量。但是筆者的質疑在於，曇曠認為現量，比量都是持業

釋，可能指涉的梵文是 pratyakṣa-pramāṇa 和 anumāna-pramāṇa，曇曠要說明即「現」

（pratyakṣa）與「比」（anumāna）的字，本身就是一種知識來源（「量」，pramāṇa）。

25但是，他明白指出「非量」不是六離合釋，可見曇曠並沒有主張「非認識」（非）作

                                                 
22 《因明入正理論疏》卷 1 ，T44, no. 1840, P.0095,c16：「似現似比，總入非量。由此可言：現量非比

及非非量。比量亦是非非量攝。」 窺基在這裡將錯誤的現量和比量，都歸於「非量」，即錯誤的知識

來源。 
23 《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3 ，T43, no. 1829, P.0039,c02：「第二段。破極微中有五。初難中。若已觀察

違諸量故者。現比二量所不得故。猶如兔角。定非實有。彼宗雖計現量所得。此宗說非空劫逈色。但

有阿拏已上麁色。現量可得。非極微故。」  
24 《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記》卷 1 ，T85, no. 2810, P.1053,a14：「三者非量，謂若有境非可現知，明

白而照，亦非眾緣而可比度。境體實無非可量度，於非量處而起心量，故名非量。故非六釋。」  
25 《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記》卷 1 ，T85, no. 2810, P.1053,a08：「一者現量…現即是量持業釋也。二

者比量…比即是量亦持業釋。三者非量…故非六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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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種知識來源，而更可能指的是 apramāṇa 這個梵文字，即只是對量的否定而已，並

且這種說法，和窺基的理解可以是相容的，即指的是似現量、似比量的範疇。由此之故，

筆者認為漢傳文獻保留了對於「非認知」的應用，但是它並不是作為一種第三量，以「不

存在」（無）作為認識對象。 

 

最後，法稱作為自在軍的弟子兼反對者，反對他老師提出的「非量」認識，而把這

種對於「非量」的理解歸納到比量當中，並限定它作為因明中「因支」的效力。法稱系

統化了對於「非認知」的討論，稱為「不可得」（anupalabdhi）。對於法稱而言，「不

可得」可以分為兩種類型：（1）可見的不可得（drśyānupalabdhi）；（2）不可見的不

可得（adrśyānupalabdhi）。26然而只有第一種「不可得」才能成立，因為法稱認為只有

本來可見的事物，才能夠主張存在或者暫時不存在，至於本來就不存在的事物，是不能

討論它存在與否的。而第一種「不可得」的特性，法稱舉例：如果一個瓶不存在，表示

它應該被知覺到的一些因果特性沒有被知覺到，但是只要這些特性出現，它就可以被知

覺到。27再者，沒認知到瓶的存在，也並不是認識到「不存在」本身，而是認識到比如

桌子（瓶以外的事物），取代了瓶體的認識。對此 Birgit Kellner 稱這種論證方式為「證

據上的化約」（evidential reduction），28意思即為把對某物不存在的認識，以另一個物

                                                 
26 Katsura S, 1992, P.228: “Dharmakīrti recognized two kinds of non-perception, viz. drśyānupalabdhi (non-

perception of a perceptible object, such as a pot), and adrśyānupalabdhi (non-perception of a imperceptible 

object, such as the remote past or a future event or a ghost.)”. 
27 文本的翻譯，筆者參考 Kellner B., 2003, pp123-124: “In a particular place, somewhere, ajar [does] not [exist], 

because, being one for which the [causal] characteristics for a perception have been attained it is not perceived. 

If it were present, it would be present necessarily as one whose presence is perceived, [an] not in any other 

way.”  
28 Kellner B., 2003, P.145: “Dharmakīrti addresses this issue by claiming that non perception is the perception of 

another entity because the ascertaining cognition that a perceptible entity is not perceived is causally produced 

by that other entity's perception (which is in turn directly produced by the other entity and a set of additional 

causal factors). The identification of non-perception with an 'other perception' can therefore be described as a 

kind of ‘evidential re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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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的認識來取代。總的來說，「不可得」屬於「比量」的一種，並且它只能合理地推論

到對象事物的不存在性（absent），但是不能認識到「不存在」（absence）本身。29 

 

總結而言，對於「非認知」在佛教的論證當中，扮演著一個特殊的角色，因為它牽

涉到對「不存在」事物的認知，它的定義也充滿了爭議。因為文章的限制，筆者暫不去

討論各家說法的合理性，而只是討論其應用在因明中的現象。大致上，依據陳那以降，

「非認知」存在三種使用方式： 

 

1. 「非認知」限定在因明論式中，作為「因法」能夠證明「不存在」這一個「法」。

例如陳那對不可得（anupalabdhi）的使用。 

2. 「非認知」作為一種獨立的量，能夠用來證明「無」的認識，比如「唯不可見」

（adarśanamāttra）。然而自在軍留存的內容太少，筆者也缺乏證據指出這個論

式與因明論式的關係。 

3. 「非認知」作為一種理由，即只能夠在某些條件，才足以推論某個對象的「不存

在」（而非全部條件）。比如法稱認為「不可得」只能證明原本可見物之不存在

（如瓶），對於原本不可見之物則沒有這個效力（如鬼）。 

二、 《唯識二十論》與「訴諸無知論證」   

此一節要討論當代學者如何討論《二十論》以「訴諸無知論證」（argument from 

ignorance）的論證策略，來證明外在世界不存在。這裡所謂的「訴諸無知論證」，可以

分為兩種理解方式，第一，這裡指的只是一種策略；第二，這裡指的是一種論證。延續

著前面的論證，筆者對於「非認知」的討論，是要進一步追溯到比陳那更早的論師——

                                                 
29 Kellner B., 1997, P.121: “The property to be proven through such an inference (anupalabdhi) is the verbal, 

cognitive and physical behavior (abhāvavyavahāra) with reference to an absent object, and not absence itsel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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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親（Vasubandhu）——的觀點。世親是否會同意以「非認知」這種認識原則，作為理

由（因支），來指出敵論者「宗有法」（dharmin）30的不成立，或者不存在？ 

 

Birgit Kellner 和 John Taber（以下簡稱 Kellner 和 Taber）試圖證明《二十論》是以

對外在世界的「無知」作為論證策略，以無「量」來成立「無境」的觀點。這裡所謂的

無「量」，指的是沒有知識來源作為認知外境的基礎，而並非純粹缺乏討論、知識下如

愚夫一般的無知。他們認為世親在《二十論》中使用的論證策略是「訴諸無知論證」，

即外境無法被證明為存在，則可以間接成立外境便不存在。但是這僅僅只能是論證策略，

而不能被建立為三支論式，因為這樣的論證形式到了法稱才逐漸定型。所謂「訴諸無知

論證」，其定義為： 

 

「訴諸無知論證」通常被定義為一種如下形式的論證：命題 A 不被認識

（證明）為真（假），所以 A 是假（真）的。31 

 

這種論證方式，是否在印度論證傳統中有跡可循？為了解決這個問題，Kellner 和

Taber 提出陳那的《因明正理門論》為文本依據。陳那中反駁正理派（Naiyāyika）時指

出「最勝不實在」，因為它是無法理解的（non-apprehension）、無質礙（obstruction）

的。儘管如此，他們還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世親是否曾經使用過這樣一種論證方式呢？

他們將〈破我品〉做為一個考察世親論證的證據，認為此品也同樣使用「訴諸無知論證」。 

 

                                                 
30 簡單而言，「宗有法」和「宗法」是一組佛教因明的概念。「宗有法」的概念類似於主詞（subject），

而「宗法」的概念類似於謂詞（predicate）。「宗有法」與「宗法」的組合，才能夠成立待論證的命題。

舉例而言，「外星人是不存在」是一個待論證的命題，「外星人」是「宗有法」，「不存在」是「宗

法」。但是這是沈劍英的理解，學界尚有爭論。見沈劍英，2002。 
31 Walton D., 1999, P. 368：“The argumentum ad ignorantiam or argument from ignorance is usually defined as 

a type of argument of the following form: proposition A is not known (proved) to be true (false), therefore A 

is false (tr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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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我品〉中的內容主要聚焦在世親與犢子部的爭論中，針對「補特伽羅」（pudgala）

的有、無做論辯。「補特伽羅」在犢子部中意許為輪迴的主體，而世親以為犢子部的主

張等同於承認有形上學意義下的「靈魂」，即一個實在不變的自我，這與佛教「無我」

的精神抵觸。Kellner 和 Taber 以為，世親從「量」的角度，以「現量」（直接知覺）與

「比量」（推論）兩種方式都無法認識「補特伽羅」的存在。由於它們的存在缺乏可靠

的證據，因此可以合理推論它不存在。32世親認為：如果沒有有效的現量、比量能夠作

為認識證明恆常不變的「我」體（ātman）的依據，則它顯然是不存在的。33總而言之，

他們認為世親提出三種論證角度：（1）沒有對於「我」（即補特伽羅）知覺；（2）佛

陀並不在經典中提到這個「我」的存在；（3）從推論上，沒有一個論證能夠確立有「我」。

在這三種情況下，可以說對於「我」是沒有認知的（anupalabdhi / non-apprehension），

因此「我 」不存在。34因此通篇在討論「認識」與「存在」的關係，可以歸結為: 

 

如果某物存在，它以某種方式讓它的顯現被認識，它將會被其中一種

「量」所掌握。如果沒有對於某物的證據，如果沒有「量」來認識它，

那麼我們可以歸結為此物不存在以被（量所）認識。35 

 

依據以上的推論，二人認為以「訴諸無知論證」的角度來理解〈破我品〉中的論證，

是可以成立的，而且世親通過這個論證，無非是要建立「自我不存在」的基本立場，以

                                                 
32 Kellner B. and Taber J., 2014, P. 720: “The question is posed: How is it understood that the designation “self” 

refers just to a temporally limited section of a series of skandhas (aggregates) and not to something else? 

Vasubandhu responds, “Because of the absence of perception and inference” in regard to any such thing 

(pratyakṣānumānābhāvāt). For, he explains, there is, in the absence of any obstruction, an immediate, 

perceptual apprehension of those entities or dharmas which exist, for example, of the six kinds of objects of 

the senses and of the mind (manas).”  
33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29 〈9 破執我品〉，T29, no. 1558, P.0152,b28：「知諸我名唯召蘊相續非別目

我體,於彼所計離蘊我中,無有真實現比量故。」 
34 Kellner B. and Taber J., 2014, P. 724-725. 
35 Kellner B. and Taber J., 2014, P. 725: “The principle behind this argument is that if something exists, it will 

somehow make its presence known; it will be accessible to one of the pramāṇas. If there is no evidence for 

something, if no pramāṇa reveals it, then we may conclude that it does not exist to be revea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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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佛教在解脫論上的立場。在這個立場下，重新看待《二十論》的論證，就會發現同

樣的論證策略也再次被世親所應用。此論證策略在《二十論》中，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的

進程。（1）第一個階段是世親在第一到第七頌中，提出如果三個認識的方法（三量）：

現量（直接知覺）、比量（推論）、聖言量（引述經典），都無法證明有外在世界存在，

最好的方式就是認為它們不存在。36（2）第二個階段的論證，是從第八到第十五頌中，

世親首先對於經典中的密意「佛語」 進行詮釋。37舉例而言，從第十一到第十五頌中，

世親指出「極微論」的種種過失，目的是要提出：如果極微存在，那麼透過「量」便能

建立它們存在的基礎，如果不能，那麼最好的解釋（best explanation）就是它「不存在」。 

 

在最後一個步驟中，世親以「現量」的方式，對外境進行反駁，而 Kellner 和 Taber

也認同這是世親《二十論》中最核心的部分。38他們認為，世親提出的立場為：如果外

境存在，則外境會提供可被認識的可能性，如果它無法被認識，則現象世界就只能存在

於識之內。 

 

小結而言，他們認為世親在《二十論》中使用的論證策略是「訴諸無知論證」，即

外境無法被證明為存在，則外境便不存在。這裡所謂的「無知」，指的是沒有「量」作

為認知外境的來源。但是他們認為，這僅僅只能是論證策略，而不能被建立為三支論式，

因為這樣的論證形式到了法稱才逐漸定型。梳理完兩人的觀點，筆者進一步的追問是，

如果《二十論》中世親真的使用「訴諸無知論證」的策略，則他的文本中是否還存在直

接的文本證據，以這個原則以建立三支論式？如果存在「訴諸無知論證」的證據，則會

為二人的觀點提供直接的支持。但是二人認為「非認知」為理由（因）的證據，尚未應

                                                 
36 Kellner B. and Taber J., 2014, P 743.  
37 Kellner B. and Taber J., 2014, P.741: “In the following verses, vv. 8-15, Vasubandhu sets aside this objection, 

and hence also the idea that scripture provides evidence for the existence of objects. This would, then, be the 

second stage of his argument from ignorance.”  
38 Kellner B. and Taber J., 2014, P.7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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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比量論式當中，39因此這只能是一種「策略」，而不是一種合乎訴「諸無知論證」

的論證形式。但是筆者認為從窺基的觀點，可以提供另外一種詮釋，以修正他們的觀點。 

三、 「不可取」能夠作為論證的理由 

此一節要提出窺基認為《二十論》中存在「訴諸無知論證」的論式，因此它並不只

是應該被當作一個論證策略。在《二十論》的第十頌中，外境論者質疑世親如何能夠肯

定佛陀說實在的「色等處」是密意趣，而不是主張存在實在、存在在意識之外的色等法

作為五識認識的對象。40以下，世親於頌文十中提出了破斥實在論者的三種對於極微的

主張： 

 

1.以彼境非一 

2.亦非多極微 

3.又非和合等41 

 

世親為了說明極微論者的「外境」是不實在的，主要是透過以上三個論證。但是反

駁「極微」的主張等同於證明「外境不存在」主張嗎？從窺基的回應而言，這兩個主題

顯然具有緊密的連結。窺基在其科判中，認為世親對於極微各個論證，而並不只是單純

的批判，證明極微不成立的重要目的就是達到「外境非實有」的結論，透過這個方式，

並間接證明「唯識」立場： 

 

                                                 
39 Kellner B. and Taber J., 2014, P.729.  
40《唯識二十論》卷 1 ，T31, no. 1590, P.0075,c13：「復云何知，佛依如是密意趣說有「色等處」，非別

實有色等外法，為色等識各別境耶?」  
41《唯識二十論》卷 1，T31, no. 1590, P.0075,c16。筆者在此暫不討論對於（3）的反駁，因為它的反駁是

以「分體論」的角度來破斥，並沒有用到「非知覺」為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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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中，自下第四，返破他宗外境非實有，證知唯有識。於中有三，

初小乘等，因前起問。次舉頌下論主正破。後已辨極微非一實，下結歸

唯識。42 

 

但是筆者認為窺基的觀點，尚待論證其有效性，因為端看世親是否能夠提出積極正

面的論證，來指出「外境非實有」。筆者認為「訴諸無知論證」是一種重要的反駁。世

親首先提出兩種反駁極微的觀點： 

 

且彼外境，（1）理應非一有分色體，異諸分色不可取故；（2）理亦非

多，極微各別不可取故。43 

 

[筆者白話譯] 再者，你[主張的色等]外在世界，（1）按道理應該不是一

個帶有部分的整體物質，因為[整體]離開其部分不同[是]無法被知覺

（agrahaṇāt）的。（2）按道理[外在世界]也不是眾多[物質組成]，因為

個別的極微無法被知覺。 

 

窺基認為論證（1）與（2）指涉的都是不同的論敵，而世親在反駁外境的觀點中，

皆提出以「不可取」（agrahaṇāt）44作為理由。對這個論證，當代學取並沒有給予太多

的注目，其原因在世親敘述過於簡短，看不出這是一種論證。比如 Malcolm David Eckel

                                                 
42 《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2，T43, no. 1834, P.0992,a09。 
43 《唯識二十論》卷 1，T31, no. 1590, P.0075,c22。梵文依 Silk A. J.校訂版本，Silk A. J., 2016, P.85: “na 

tāvad ekaṁ viṣayo bhavaty avayavebhyo 'nyasyāvayavirūpasya kvacid apy agrahaṇāt | nāpy anekaṁ 
paramāṇūnāṁ pratyekam agrahaṇāt.”  

44 「不可取」一詞，自其梵文為 agrahaṇāt，而其原字 grahaṇa 本身就有理解、知覺、獲取的意義，加 a-

表示否定義。其格位為中性，單數，從格，並且當一個名詞，採取從格的變化時，也會有表示「原因、

理由」的意涵，因此玄奘在「不可取」之後加了「故」字是合理的。見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2011, P.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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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認為此頌雖然是批評極微為一、為多的問題，但是具體論證是建立在下一頌極微是否

可分的論證上45 完全忽略了在此頌的論文中，世親可能試圖提出的論證理由——「不可

取」。如果窺基認世親在上述引文中已經提出論證，那麽論證包袱便落在窺基身上：第

一，「不可取」作為論證的理由，其的意涵為何？第二，引文中兩個論式顯然都不是完

整論式，如果世親是以「不可取」作為回應的理由，那麽要如何重建他的論式呢？以下

筆者一一回答這些問題。 

（一） 世親對於「不可取」（agrahaṇāt）的概念 

就第一點而言，「不可取」的具體內容在《二十論》中的討論十分有限，單單從中

無法進行任何深入分析。因此筆者不得不做跨文本的分析，把這個概念追溯到世親的另

外一部作品——《阿毘達磨俱舍論》（以下簡稱《俱舍論》）中，並且發現它不是一個

陌生的詞彙。以下筆者對比 agrahaṇa-／grahaṇa-這樣一組概念： 

 

[玄奘譯]經部師說形非實有…若謂實有別類形色，則應一色二根所取。

謂於色聚長等差別，眼見、身觸俱能了知。由此應成二根取（grahaṇam）

過。理無色處二根所取（grahaṇam）。46 

 

                                                 
45 Duckworth D. & Eckel M. D., 2016, P. 54. 
46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13 ，T29, no. 1558, P.0068,b07。梵文見 Pradhan, 1967, P.164: “na asti saṃsthānaṃ 

dravyataḥ’ iti sautrāntikāḥ… na dravyasat saṃsvānam| aydi hi syāt dvigrāhyaṃ syāt cakṣuṣā hi dṛṣṭvā 

dīrgham ity avasīyate kāyendriyeṇa api spṛṣṭveti dvābhyāmasya grahaṇaṃ prāpnuyāt | na ca rūpāyatanasya 

dvābhyāṃ grahaṇam asti.”參考英譯，當代學者也傾向在這個脈絡中，把「取」翻譯為感官上的「認知」

作用：Sangpo. G. L., 2012, P. 1291: “For (the Sautrāntika), shape does not exist as a real entity (dravyasat)…(If 

shape were a thing in and of itself,) visible form would be perceived by two organs, [i.e., eye sense-faculty and 

the body sense -faculty]. In fact, when seeing through the eye sense-faculty, one has the idea of length. Thus if 

“length” or any other shape would be an entity in and of itself, it would be perceived through two sense-

fac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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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當代學者的英文的翻譯，grahaṇam 在文章中的用法，指的就是「認知」

（perceive），筆者也認為這個翻譯是合理的，因為就文脈上，它指的是「根」的認識，

而不是意識概念上的分別，因此其本身就有五識的「現量」認識的意涵。 

 

再舉一例子，在經量部破斥「三世實有」的段落中，也使用「agrahaṇāt」作為論證

其論證上的理由： 

 

[玄奘譯]若謂去來極微散亂有而非現。理亦不然。取彼相時非散亂故。 

 

根據梵文，玄奘沒有按照梵文的字面進行翻譯，而是做了語序上的更動，即把

「agrahaṇāt」中對於「grahaṇāt」的「否定」（a-），用來否定「散亂」，可見並不是太

忠實原文句。筆者按梵文的語法，原文句子應該為： 

 

「如果此一（法／極微）為此散亂」者，[我主張]這不是如此。已經散

亂的[事物]是不可以被知覺的緣故。47 

 

因此反觀真諦的翻譯，比較符合梵文本身之語法： 

 

[真諦譯]若汝執此法已散是義不然。何以故?已散不可知故。48 

 

真諦把用「不可知」來翻譯「agrahaṇāt」，顯然比玄奘的翻譯更精確。普光進一步

解釋，這一句是經量部對於說一切有部觀點的批評，經量部認為說一切有部主張現在的

                                                 
47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20，T29, no. 1558, P.0105,c11。梵文見 Pradhan, 1967, P. 300： “tad eva tad vikīrṇam 

iti cet na vikīrṇasya agrahaṇāt。” 
48 《阿毘達磨俱舍釋論》卷 14 〈5 分別惑品〉，T29, no. 1559, P.0259,a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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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微和過去、未來的極微不同，因為過去、未來的極微（去、來極微）都是離散的狀態，

而現在是聚集的狀態。但是經量部不同意，並且指出已經離散狀態的極微是不可能被知

覺的，過去、未來的極微被知覺時一定不是散亂的狀態。49由此，經部主張說一切有部

認知到的三世實有的極微，是不成立的。 

 

首先就「agrahaṇāt」的使用而言，這裡經量部和說一切有部的爭論在於過去、未來

之事物，作為「知覺」（取）的對象是否是實在的。就 Cox 的觀點而言，這是經部和有

部對於「時間」觀點最大的不同。就有部而言，過去、未來的對象，必然要是實存的所

緣，因此它們就算是意識所認識到的對象，依然要是建立在實在對象這一基礎上，這稱

為「三世實有」。但是經量部就不如此主張，它們認為對於過去、未來的認識不必預設

實存的對象當作所緣，因為它是第六識的概念認知對象。50簡單而言，說一有部認為過

去、未來的極微是存在的，但是散亂而沒有聚集在一起；經量部認為認知過、未極微的

相時不是散亂的，已經散亂的極微是不可能被知覺到的。經部藉此批評說一切有部主張

能夠認知過、未極微的觀點，如果說一切有部同意意識認知過去、未來極微，則其主張

會與經量部一致，皆是以「無」作為對象，這是說一切有部不能同意的。51儘管說一切

有部一定不會同意經量部的批評，但以 「不可取」作為論證的理由，並且指的是「知

覺」，這個現象是確實存在在《俱舍論》的文本中。問題在於，這一個理由，究竟要限

定在「五識」還是「第六識」，又或者是「前六識」上？筆者認為，這判斷應該還是需

要視脈絡而定，因為它仍是一種仍未被定型、仍未發展成熟的論證理由。 

                                                 
49 《俱舍論記》卷 20 ，T41, no. 1821, P.0312,c23：「經部縱救牒破。汝說一切有部若謂過去、未來極微

散亂名有，非聚集故而非現在，理亦不然。取彼過、未極微相時，非散亂故，應非過、未。」  
50 Cox C., 1988, P.62. 
51《俱舍論記》卷 20 ，T41, no. 1821, P.0313,a06：「過、未二世若如現有，體應是常；若體現無，還應

許有緣無境識，理亦自成同我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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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窺基重建的「非知覺」論證  

以上依據《俱舍論》對於「不可取」的使用，雖然沒有明確使用在三支論證上，但

是仍可視為在論辯當中反駁對方的理由。以上討論的目的是為了接下來窺基對於反駁極

微理論的論式重構提出支持。窺基認為，世親在《二十論》中提出以「不可取」否定極

微「非一」、「非多」，其背後隱含能夠被重建的因明論式，只是在論文中缺乏「喻支」

而已。不過在《二十論》當中，缺乏「喻支」的論證並不少見，因此這種理解並不牽強。 

筆者接下來要論證，世親如何以「非知覺」作為其論證的理由了，建立合理的論式否定

外境。首先針對第一種反駁極微的觀點，窺基的討論如下： 

 

     論證（1） 

述曰。所執是一麁有分色，異本極微實有體者，諸有分色體不可取故，

如山地等，一一段別即是分色。豈離於此，別有一實麁有分色？應立量

言： 

（宗）：汝有分色，非異分色。 

（因）：異諸分色不可取故。 

（喻）：猶如分色。52 

  

[筆者白話譯]（1）（勝論者 Vaiśeṣika）所採取的[立場]是帶有有部分物

質聚集的整體53，是不同於原本[個別]極微的實在整體。因爲這些帶有部

分的整體是不能被知覺的，比如山的土地等等，一一個別的部分就是部

                                                 
52 《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2，T43, no. 1834, P.0993,a15。 
53 筆者認為此處的有分色，按照窺基的解釋，即為指帶有部分的一個整體。《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2 ，

T43, no. 1834, P.0992,c03：「有分色為眼識等境，體唯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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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物質。難道在此[部分的物質]之外，還另外有一個帶有有部分的實

在整體物質嗎？應該建立論式為： 

（宗）：你[主張的]有部分的整體物質，不是與部分物質區別的。 

（因）：因為[整體]不同於其部分的物質是不能夠被知覺。 

（喻）：比如部分的物質。 

 

以上窺基重建的論式，簡單理解起來，其原則為：凡事主張事物 A 作為一個整體，

和其組成部分 B、C、D 不能不同；如果不同，事物 A 就不能被知覺，這個時候就要承

認事物 A 就是和其部分事物 B、C、D 沒有不同。筆者舉例而言，我們不能主張樹林和

樹有本質上的區別，因為離開樹，我們不能知覺到樹林，因此，樹林作為整體並非離開

個別的樹。雙方的爭論在於，對佛教而言，整體不過就是概念上的假有，而勝論則主張

實在的整體是存在的，然而以上這個論式以「不可取」被當作是「因」，以「非知覺」

界定某事物「存在狀態」。以論證（1）為例，窺基認為世親並不單純以部分／整體的

論證來主張超越的整體不存在，反而是採取「知識論」的進路對於「存有物」進行否定：

超越的整體，當它離開部分是不能被認識，因此必須被化約到部分中。筆者認為在此的

「不可取」，功能尚未用來否定有分色的實在性，而只是用來否定有分色和分色具有差

異性，但是「不可取」仍然是一個很重要觀念，因為這個觀念會在（2）中，變為至關

重要論證原則。 

 

論證（2） 

述曰。此下別破。汝言極微一一各別為五識境，此定不然。極微各別，

眼等五識不可取故。然汝自宗異生等眼不見極微，五識之上不現其相，

如何說極微各別為境？應立量言： 

（宗）：各別極微，非五識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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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眼等五識不可取故。 

（喻）：如眼根等。 

故此論中，「極微各別」但是「有法」，「不可取故」但是其因。略無

同喻及所立宗。或應量云： 

（宗）：聚色多極微，非五識所緣。 

（因）：極微各別五識不取故。 

（喻）：如眼根等。 

論有宗言及因。54  

 

[筆者白話譯]以下論式針對個別敵論來破斥。論敵（古薩婆多部）55主張

的諸極微每一個都能各別作為五識的[認識]對象，這種說法一定不成立。

因為個別的諸極微，眼等五識是不能知覺的。但是你自己的主張異生等

的眼睛，不能看見極微，[他們的]五識上沒有出現[極微]它的相狀，怎麼

能夠說極微個別能夠作為[五識知覺]對象呢？應該建立論式為： 

（宗）：諸個別極微（有法），不是五識的知覺對象（法）。 

（因）：因為眼等五識不能知覺。 

（喻）：比如眼根等。 

 

因此這個論中，「個別極微」是「有法」項，「不能知覺」僅是它的理

由。缺少了「同喻」和所[要]成立的「宗法」。或者應該建立論式為： 

（宗）：聚色上的多個極微（有法），不是五識的知覺對象（法）。 

                                                 
54 《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2，T43, no. 1834, P.0993,b10。 
55 《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2 ，T43, no. 1834, P.0993,a29：「此即總非古薩婆多。」 窺基判斷這裡的實在

論者是古薩婆多部，也就是說一切有部（Sarva ̄stiva ̄da）。雖然窺基沒有具體論證為何論敵為此派別，

但是筆者認為窺基的觀點是有道理的，並且這個判斷是重要的，因為窺基以《觀所緣緣論》作為互文

的文本，窺基這裡對論敵的判斷，會影響我們對於《觀所緣緣論》第一頌論證的解讀。自下當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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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因為諸個別極微不被五識所知覺。 

（喻）：如眼根等。 

本論中有宗有法及理由。 

 

此一節即是窺基對於世親論證（2）的詮釋，他提出兩種對於論證（2）可能的重構，

第一種觀點是反駁極微本身不能作為五識的知覺對象，第二種觀點是反駁聚色上的極微

能夠被知覺。這兩種觀點只有一些不同，雖然兩個論證的「有法」都是指極微，但是前

者指的是眾多而一一獨立的個別極微，而後者指的是已經形成整體（聚色）時的眾多極

微。這兩個論式的重構，都以「極微」在「五識上的不被知覺」，來說明敵論者主張的

「極微」並不能作為「五識的知覺對象」。以「非知覺」這種理由來破斥極微的，是否

在其他經典中被繼承下來呢？窺基認為，這種論證方式在世親以後，被陳那繼承，並且

在《觀所緣緣論》的論證當中可見一斑。陳那在《觀所緣緣論》的第一頌中，正是以極

微在五識上是「非知覺」，說明極微不是認知對象，就如眼根一樣，我們不能看到眼根

因為眼根並非是知覺對象。56對於陳那的頌文，窺基認為這個頌文就是一個典型的因明

論式。 

 

陳那反駁極微的論式需要面對面對兩個問題，第一個具有爭議性的問題為：究竟誰

是「有法」（主詞）、誰是「法」（謂詞）？第二個問題是，這個論式和世親的論證（2）

有什麼樣的連結？第一個問題是一個相當重要的議題，牽涉到陳那在這個論證中，究竟

要反對的是什麼意義的極微觀點，以及陳那的觀點要如何與世親的「不可取」論證互文。

針對這個問題，在漢傳佛教學者的觀點趨於一致，比如明代明昱、智旭皆判「極微」為

                                                 
56《觀所緣緣論》卷 1 ，T31, no. 1624, P.0888,b10：「（宗）極微於五識，設緣非所緣，（因）彼相識無

故，（喻）猶如眼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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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法」，「於五識設緣非所緣」是「法」。57筆者也同意這樣的解讀，因為如果把「五

識上的極微」（極微於五識）判為「有法」，則便已經預設了五識能夠認識極微，作為

共許的「有法」，這個不合乎要否定「極微」的脈絡。 

 

第二個衍生的問題為如果已經共許五識上有極微相，而在因支中卻以極微相在五識

／六識中不存在（彼相識無故）為理由，顯然會出現與共許的條件自相矛盾的情況。因

此，筆者判斷以「極微」作為「有法」是合理的，再者「於五識設緣非所緣」作為「法」，

更符合陳那意圖把對於外境的批判，建立在「知識論」的論證上。再者從窺基對論證（2）

的重構來分析，筆者認為窺基也應該是採取和筆者同意的理解方式的。窺基在論證（2）

中提出兩組因明論式的重建，認為世親和陳那的討論方式幾乎是一致的，並且在「有法」

項中，都指出的是「極微」，而並非「五識上的極微」58，對照如下： 

 

 
陳那《觀所緣緣論》 

窺基《唯識二十論述記》 

論證（2）之一 

窺基《唯識二十論述記》 

論證（2）之二 

宗 有法 法 有法 法 有法 法 

極微 
於五識設

緣非所緣 
各別極微  非五識所緣 聚色多極微 非五識所緣 

因 彼相識無故 眼等五識不可取故 極微各別五識不取故 

喻 

（同） 
比如眼根等 如眼根等 如眼根等 

 

                                                 
57 《觀所緣緣論會釋》卷 1 ，X51, no. 0830, P.0810,c21：「極微是前陳有法，於五識設緣非所緣為宗。 

《觀所緣緣論直解》卷 1 ，X51, no. 0831, P.0814,b24：「量云：彼所執極微是有法，其於五識設許為

緣決定非所緣宗。」  
58《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2 ，T43, no. 1834, P.0993,b08：「故此論中，極微各別，但是有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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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法」於「有法」的分判，筆者強調陳那第一頌的論證，是建立在「知識論」

的進路上，即單單討論五識究竟能不能知覺到以外境（外在存在的極微）。接踵而至的

第二個問題是，窺基在此為何引述比世親更晚的作品呢？究竟陳那的說法和世親這裡的

論證關聯性在哪裡呢？筆者認為窺基的解讀提供了「問題史」的思考脈絡，即把陳那的

《觀所緣緣論》中的論證，回溯到世親的《二十論》，認為陳那的論式和世親的論證目

的是一樣，只不過是在文字敘述上有一些差異而已。59但是這種解釋是否太過牽強呢？

筆者認為如果我們同意兩個前提：一、世親在「極微個別不可取故」的說法，採取的是

一種論證的態度；二、就「不可取」（agrahaṇāt）的意涵，指的是在五識範圍上，對於

認識對象的「非知覺」，或者現量的缺乏，則窺基的觀點與論式的重構，並非毫無道理

的。在窺基的理解下，世親反對敵論者的極微論，因為它不能作為整體被認知、也不是

作為眾多個體被認知，因此在策略上整個論證都是建立在「認識論」的意義下討論的。

在這前提下，將世親的論證與《觀所緣緣論》中的論證連結在一起，顯然是有合理的，

並且更進一步勾勒出唯識論者反駁外境的「問題史」：以「知識論」的角度來涉入「存

有論」戰場，顯然是一個合理且合法的做法，並且這個做法雖然被陳那在《觀所緣緣論》

發揚了，但是可以追溯到世親已經有這樣的論證了。因此這兩個文本可以作為互文的依

據，說明對極微外境「現量」的缺乏，是唯識論者否定外境的一個重要論證手段。 

四、 小結 

筆者主張《二十論》上述的段落中，存在以「非知覺」來否定外境的論證，以「知

識論」的角度介入「存有論」的戰場。世親預設的前提為：如果外在於識的外境，不能

夠被認識，其效力等同於論證外境不存在。在這個論證意義下，筆者認為《二十論》中

                                                 
59 《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2，T43, no. 1834, P.0993,b17：「遂立量云。極微於五識設緣非所緣。彼相識無

故。猶如眼根等。彼言雖別。意與此同。成唯識論第一卷說。小與此同。」 筆者判斷，這裡的「此」，

指的是「極微個別不可取故」這條論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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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的是「訴諸無知論證」。不同於西方意義底下的「訴諸無知論證」，在《二十論》

中這條論證要具有論證效力，還需要建立在一個共許的前提上：所有事物存在或者不存

在的判定，都是透過「量」（pramāṇa）來界定的。60 

 

筆者在論證（1）和（2）指出，外境不可以被認知。但是外境不可以被知覺，等同

於否定外境的存在嗎？在西方的知識論系統中，「非知覺」與「不存在」不必然具有關

聯性，甚至還會有推論上的謬誤。舉例而言：外星人至今為此，仍然不被地球人認知，

但是不等同於外星人的存在被否定了。這種論證被稱作為「訴諸無知論證」。61雖然筆

者是借用西方「訴諸無知論證」的視角，但是筆者認為這種論證在《二十論》中不必然

是無效論證。 

 

1.諸法由量刊定有、無。 

2.一切量中，現量為勝。 

 

首先論敵提出「諸法由量刊定有、無，一切量中現量為勝」的這一個重要前提，並

且主張如果沒有外境，怎麼可能現量觀察到外境？藉此要破斥世親的立場。這裡的前提，

對於窺基而言實際上可以分為兩個討論層次：就第一點而言，究竟是世親要破斥的立場，

或者是論敵雙方共許的前提？窺基認為世親在《二十論》中並沒有反對敵論者提出的這

個前提，而是默許了這樣的認識觀點，即「量」能夠提供知識來源以產生對對象的「存

在狀態」的認識。62窺基認為這一句的「諸法」指的就一切法，無論是有漏、無漏，都

                                                 
60 《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2，T43, no. 1834, P.0998,c19：「諸法由量刊定有、無。一切量中現量為勝。」

梵文依 Silk A. J.校訂版本。Silk A. J., 2016, P.111: “pramāṇavaśād astitvaṃ nāstitvaṃ vā nirdhāryate 

|sarveṣāñ ca pramāṇānāṃ pratyakṣam pramāṇaṃ gariṣṭham.” 
61 關於這個論證，西方學界對他有許多討論，比如 Douglas Walton 就認為訴諸無知論證並不是完全謬誤

的論證，在某些情況下它也可以具有論證效力。但是礙於篇幅，本文章未有能力進行深入討論。 
62《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2 ，T43, no. 1834, P.0999,b03：「今者世親說有三量，故論說言一切量中，現量

為勝，取現境故、證自相故。大小二乘、外道、內道皆共許爾。故今總敘貶議諸量，現量勝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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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可以透過正確的認識方法（量），來判定其存在或者不存在。63在界定了第一條共

許的法則後，第二點而言，窺基提出各家承認的認識方法雖然不同，但是「現量」卻是

大家所承認的最根本的認識方法，是大、小乘佛教、外道、內道共同接受的知識論前提，

因為它能夠證成事物的「自相」，藉此保障認識對象是實在的。 

 

如果以上的前提，是被《二十論》的論證雙方認可的，那麽重新看待當代學者的討

論，就顯得別具意義。在文章的前部分，筆者回顧以「非知覺」來說明「不存在」這樣

的討論，在印度本身就有其發展，從陳那到法稱都有相關的討論脈絡，並且這樣的論證

方式，如何被應用到因明論證上，成為一個合理的論證。以陳那而言，就以「不可得」

（anupalabdhi）作為理由來證明「最勝有法」是「不存在」，而到了自在軍甚至欲將之

建立一個第三種認識方式，可是也許受到法稱因明強勢的影響，自在軍的說法已經亡佚，

取而代之的是法稱系統化了的「不可得」因。在法稱的系統中，我們不能用這個「因」

來認識本來就「不存在」的事物，進而主張它們不存在，相反地只能用來它來指稱可見

事物的暫時「不在場」（absent）。但是如果往陳那以前推溯，世親有沒有意識地建立、

使用這樣一個論證方式？ 

 

當代學者如 Kellner 和 Taber 就認為世親在《二十論》中，雖然沒有使用類似的因明

論證，但是卻採取類似的論證策略，否定「外境」可以被認知，進而間接地證成「外境

不存在」。然而筆者認為在窺基的觀點中，可以進一步推論《二十論》中世親已經有意

識地將「非知覺」作為論證理由，來說明「外境不存在」，因此「訴諸無知論證」可以

作為一種有效論證。窺基在論證（1）、（2）中，將「不可取」（agrahaṇāt）視為一種

論證上的「因支」，只是在《二十論》中世親沒有以完整的三支論式表達而已。據此，

                                                 
63《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2 ，T43, no. 1834, P.0998,c23：「『刊定』者，貶量也。言『諸法』者，即是所

量。一切有漏無漏諸法。由三二量，揩准有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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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述記》中重建世親的論式對「不可取」的使用，並且這種「因」是限定在「五識」

的範疇上：一，就第一個論證而言，整體離開部分，是不能被知覺的。這必然是限定在

五識的範疇上，因為第六意識能夠以概念的方式來認識整體，是沒有問題的，因此第六

意識應該不在此討論範圍內，故這裡的「不可取」必然指五識的「不可取」；二，就第

二個論證而言，「因支」更清楚地限定在五識的範圍上（「眼等五識不可取故」）。窺

基的解讀方式，也可以在世親的《俱舍論》找到支持。在《俱舍論》中，世親在「過去、

未來極微」的議題上，提出經量部以「不可知」（依真諦譯，梵文為 agrahaṇāt）的方式

作為論證的理由。可見記載在《俱舍論》中，以「非知覺」作為論證的理由已經存在，

只是還沒有被系統化成為如法稱一般嚴格，且專門的論證方式。 

 

窺基重構的論證（1）與（2）中，皆是以「知識論」上的「非知覺」，來說明「宗

法」的存在狀態。在論證（1）中，處理「整體」與「部分」的問題，「整體」不能離開

「部分」，因為沒有「部分」的認知，就不可能有整體的認知。然而，這個說法一定不

能為勝論所接受，因為他們主張有一個超越性的整體（有分色體）來統攝部分（有分色）

64。「非知覺」在這個論式中扮演了「因」的角色，為「訴諸無知論證」的提出，打開

了可能性。筆者認為論證（2）才算正式使用了這樣的論證概念。在論證（2）中，窺基

認為「極微」不能作為認識對象，因為它不能為五識所認知，進步一而言，否定它能夠

被認知，其效力等同於否定極微的存在，因為它否定了「極微」能夠被「現量」所認知

的可能性。回顧筆者在這節的前部分所提出的世親與實在論者在「知識論」上的共許前

提： 

 

諸法由量刊定有、無。一切量中，現量為勝。 

                                                 
64《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2，T43, no. 1834, P.0992,c03：「故有分色為眼識等境，體唯一物。其子麁微名

為有分，有細分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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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前提下，認識對象是必須由認識方法，來判定存在或者不存在的，並且「現

量」作為最沒有爭議的認識方法。在這個前提下，如果世親指出「極微」不可能為「現

量」所認識，那麽當然也就表示「極微」不存在了。這種論證方式，窺基認為在《觀所

緣緣論》中也出現同樣的論證手法，除了在論式上有些許的差別，但是論證目的都是一

樣的。窺基雖然引述的是年代更晚的作品，但是他的做法是有意義的，因為他鋪陳出否

定外境的「問題史」，而陳那在《觀所緣緣論》的論證，更可以追溯到更早的《二十論》。 

 

從西方邏輯的觀點而言會認為這種論證是一種謬誤，因為認識上的無知，不能證明

對象的不存在，反映了西方邏輯在討論形上學議題上的限制。然而就《二十論》中共許

的「知識論」前提而言，這種論證顯然也可以是有效的：如果不能通過「知識論」的檢

驗，則世親會認為這不過就是概念上的虛構，只能作為概念上成立的「假法」。65 訴諸

無知論證的使用，對於世親而言並不是純粹的沒有任何知識，不是愚夫愚婦一般的無知，

而是強調：在經過一連串嚴格的檢驗後，仍然沒有辦法得出對象「存在」的證據。在這

個立場下，可以合理宣稱該對象「不存在」。簡而言之，所謂的「無知」，事實上仍然

是建立在嚴格、透徹的知識討論上。 

 

但是世親儘管認為「現量」這一個知識論的判準很重要，但是「現量」的判準卻總

說紛紜。「五識不可取」，指的是「現量」上的不認識，但是「現量」依據窺基的注疏，

其定義多達 8 種，因此論證（1）與（2）的兩派實在論者（前者為勝論、後者為古薩婆

多部）是否會同意世親的因支，可能仍然留下討論空間。 

 

                                                 
65《唯識二十論》卷 1，T31, no. 1590, P.0076,a26：「覺慧分析安布差別，立為極微、或立為聚，俱非一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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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真覺」與「少知」：窺基的「夢喻」論證 

一、 前言 

這一章目的在於透過窺基重構「夢喻」的論證，重新反省夢喻對於論證「無境」的

有效性。《二十論》中的大量使用夢喻，無論是《二十論》的對手，以及當代學者，都

對於這個夢喻有所質疑。筆者希望透過窺基在《述記》中對於「夢喻」的觀點，一方面

反駁當代學者對《二十論》的批評，一方面凸顯窺基對於區分「無境」兩種認知方式：

真覺與少知。 

 

本文區分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討論窺基如何重構《二十論》中的夢喻論證。第二

個部分討論窺基如何以的觀點如何回應當代學者對於《二十論》的批評。當代學者如 Joel 

Feldman 與 Bimal Krishna Matilal，從正理派的觀點上認為《二十論》中夢喻是不成立

的。夢喻論證是否能夠成功推論出「無境」，其面對的問題是：如果唯識宣稱「外境不

存在」，則「不存在」這個認知要如何成立？我們是否能夠對「不存在」有所認知？如

果不能，《二十論》的論證充其量只能說明「外境」是一個有問題的預設，並不能說明

「外境不存在」。 

 

Feldman 和 Matilal 提出寄生論證（argument of parasitism），他們認為夢喻在《二十

論》的論證是不成功的。如果對真實意義的「夢」要有所理解，就必然伴隨著對「醒」

的理解，否則不可能知道自己在「做夢」。Feldman 提出的挑戰是：夢的比喻中需不需

要預設醒來的經驗？（1）如果不需要，則我們如何有可能在夢中宣稱自己在做夢？（2）

如果需要建立在醒來的經驗上，則夢境論證不成立。因此如果醒來的經驗類比涅槃，這

無疑預設如果我們能夠認知到「外境不存在」，這經驗需要基於我們涅槃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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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dman 點出一個問題，《二十論》是否成功使用夢喻證成唯識？唯識是否會遇到

Putnam 式的質難，即宣稱「一切唯識」是否這句話本身，就超過了日常語言所能言說的

範圍？筆者認為窺基的說法能夠給予這個問題回應。最後，筆者認為窺基在《述記》中

區分「無境」的兩種認知方式：（1）真覺；（2）少知。  

二、 窺基的夢喻論證 

夢喻是《二十論》中重要的論證，而在窺基的重構下，夢喻論證不是一個簡單的類

比問題，而它往往被當作為「喻依」，目的在為「喻體」提出證據，進而支持「唯識無

境」的觀點。在《二十論》，論敵提出「四事不成」的挑戰：（1）時決定不成；（2）

處決定不成；（3）相續不決定不成；（4）作用不成。世親在回答（1）、（2）、（4）

的問題時，都選擇了用「夢喻」來回應，只有針對問題（3）他選擇用「地獄喻」來反

駁。 

（一） 窺基回應「四事不成」——處、時不定過 

首先，窺基認為「四事不成」是來自經部師立場的挑戰。66他認為世親的方法是採

取與經部師共許的立場，來推導出經部師不能接受的唯識無境。筆者將「四事」中的前

「兩事」（「處、時不定」）當作同一組論證，因為這兩項的挑戰，並不是在於指出「時

間、空間」的客觀性，而是在時間、空間中，確實存在客觀的認知事物，不會依人的意

識產生變化而改變。窺基認為：處與時雖然是不同的事情，但是討論議題的意義是一樣

的。67筆者列出窺基重構論敵的「處、時不定」難： 

                                                 
66《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1，T43, no. 1834, P.0984,a17：「今即於此義有設難言者，標外難也。謂此所難

無實外徵。論主假作經部諸師，為此問意，故言設難。又設謂施設，即實經部施設此難。」 
67《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1，T43, no. 1834, P.0984,b24：「處時有異，餘意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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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不定 

宗：非緣終南處，緣此識應生。 

因：執境實無識得生故。 

喻：如緣終南處。68 

時不定 

宗：非緣終南時，緣此識應起。 

因：執境實無此識生故。 

喻：如緣終南時。69 

 

論敵用一個應成法的論式來反駁世親。面對來自論敵的挑戰，世親的回應很簡單：

「就好像夢中雖然沒有實在的外景，但是卻存在在特定的地方看見村莊、男生、女生等

等事物，而不是在所有的地方都看得到；或在特定的地方，有時看見存在那些村莊等事

物，並不是所有時間。」70這個說法在窺基的重構就顯得複雜起來，因為牽涉到要如何

用共同都接受的前提來反駁對手。窺基認為可以用如下論式反駁對手： 

 

處時定，非不成 

宗：汝夢於是處見有村等，應非處定。 

因：境無實故。 

喻：如餘不見處。 

 

                                                 
68 《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1，T43, no. 1834, P.0984,b14。 
69 《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1，T43, no. 1834, P.0984,b22。 
70 《唯識二十論》卷 1，T31, no. 1590, P.0074,c17：「謂如夢中雖無實境，而或有處見有村園、男、女等

物，非一切處。即於是處，或時見有彼村、園等，非一切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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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細細檢查窺基的這個論式，會發現還有很多的問題是值得細究的。首先，窺

基把「應成法」（prasaṇga）作為三支論式來成立命題，在世親時代它究竟是否是一個

能夠被建構為合理的三支論式，顯然有許多爭議，因為晚至陳那才在《因明正理門論》，

把應成法從「反破」（āvita）化約成為「順成」（vi ̄ta），成為一個合理的論式。71針對

這個問題，暫非此文處理的重點。無論如何，窺基企圖從三支論式的角度，來建立「應

成法」的論式，但是為了避免「世間相違」的宗過，窺基加了「汝」字作為簡別。72窺

基認為如果論敵主張「處、時定不成」，則沒有辦法解釋夢中雖無境，但是為何「處、

時定」得以成立，因此得出對方不希望的結果，故筆者認為這明顯地是一種歸謬論證（或

稱之為應成法）。到此，是第一次夢喻論證。在破斥了對方的論證以後，他接著延伸夢

境論證： 

 

宗：其非夢時，境雖無實而處亦定。 

因：許如是境皆無實故。 

喻：如夢中所見。73 

 

然而這個因，如何為對方所接受呢？筆者認為這個論證的理由仍然是有效，有兩個

理由：第一，建立在一個應成法的辯論過程上，窺基認為已經反駁了對方的觀點了，在

此情況提出自宗的立場，是可以當作「正解」，而為對方所接受的，這是一個正確的立

量。但是因為對方可能不同意，因此增加了一個「許」字以避免因「隨一不成」的過失，

                                                 
71 Watanabe Toshikazu, 2013, 174: “However, Digna ̄ga’s explanation of the reformulation of a ̄vita reasoning into 

vīta reasoning opens up the possibility that a ̄vīta reasoning, a type of prasanga argument, can thus be regarded 

as a proper proof.”  
72 《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1，T43, no. 1834, P. 985, c16-17：「然此雖有世間相違，置「汝」言故，簡宗過

也。彼此成已，返解他難。」 
73 T43, no. 1834, P. 985, c17-19。 



DOI:10.6814/THE.NCCU.Phi.001.2018.A02

 

41 

因此是一個「自比量」。第二，「如是境皆無實」指的是「非夢時境」，是限定在一般

世間意義下醒來的認知，而不是指解脫後的認知，因此也沒有「不定」的過失。74 

（二） 窺基回應「四事不成」——「作用不成」 

以上反駁了「處、時不決定」的問題後，另一個夢喻的目的在於反駁「作用不應成」。

世親用了「春夢」為例子，說明雖然夢中外境並不存在，但是夢到男女交合時，還是會

有遺精等等的反應，因此不需預設實有的外境，但仍然能有作用產生。75但是在這個論

證中，筆者認為窺基在《述記》中對它做了更進一步的解釋，他將做春夢作為譬喻來說

明夢中外境不存在，但仍可以有「有作用、無作用」兩種情況，因此論敵不能以「作用」

來界定「境」是否存在。換句話說，「作用」與「外在客觀的世界」，這兩個條件是分

開的，「作用」不依賴於「外境」作為基礎，因此他提出以下論式： 

 

宗：眩翳、非眩翳等所見髪等，有用、無用成。 

因：許無實境故。 

喻：如夢失精。76 

 

這個論式中，窺基的立論是一種創造性的詮釋，因為事實上世親根本沒有在《二十

論》中，提出「非眩翳」者的情況，而只是單純用「眩翳」的情況，來比喻眩翳者所見

的外境不存在，而筆者認為這也是世親論證的缺陷，因為這證明眩翳者所見的是外境不

存在，並不能說明非眩翳者的情況也是如此。這樣的質疑，在《寶生論》中便被提出，

                                                 
74 《成唯識論述記》卷 7，T43, no. 1830, P.0491,a28：「正解量云。其非夢時境雖無實，而所見事其處亦

定。許如是境皆無實故。如夢所見。（1）以因言許，無隨一失。（2）言「如是故」，無以真如亦不

定過。」 
75《唯識二十論》卷 1，T31, no. 1590, P.0074,c26：「又如夢中境雖無實，而有損失精血等用，由此雖無

離識實境，而有虛妄作用義成。」 
76《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1，T43, no. 1834, P.0986,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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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非文章需要，故暫且不做深入討論。77回到《二十論》的脈絡下，世親的說法是否需

要預設，「眩翳」的情況類比到生死流轉的認知，而存在有一種「非眩翳」的情況，類

比到涅槃清淨的認知呢？這種類比關係以如下表示： 

 

 凡夫的認知 聖者的認知 

類比 眩翳 非眩翳 

認知狀態 未見真理 見真理 

 

顯然窺基不採取這樣二元的對立關係，來理解世親的夢喻。窺基認為夢喻的目的不

是強調二元對立的真理觀，而是強調我們不需要依賴「認知外境」作為條件，來區分「有

作用、無作用」。以「無實境」作為理由，還是能夠支持現實生活中，「錯誤的認知對

象」沒有實在用途，而「非錯誤的認知對象」有實在用途的狀況，就如在夢中，我們還

是能夠經驗到能有作用的對象（比如春夢），與無作用的對象（比如夢到空花）。 

 

小結而言，窺基基本上不採取「凡夫的認知／聖者的認知」對應到「眩翳／非眩翳」

這樣二元的觀。但這樣的看法，筆者認為是一種新的詮釋，並不見得完全合乎《二十論》

的理解。為什麼窺基要有這樣創造性的詮釋呢？因為如果將「眩瞖」類比「凡夫的認知」，

「非眩瞖」類比「聖者的認知」，則會導致當代學者提出的「寄生論證」的困難。以上

討論世親「四事不成」中的「夢喻」問題，以及窺基的重構。接下來，筆者要提出當代

學者以「寄生觀點」來批判世親的「夢喻」論證，以及窺基如何可能回應當代學者。 

                                                 
77《成唯識寶生論》卷 1，T31, no. 1591, P.0080,b26：「[論敵反駁論主]但有遮遣[無境]不應理故，但用此

一不能令他生其正解，斯非真實。由底蜜攞之所損故，於眼睛上有其疎膜，如羅網目外觀白色，於彼

隙中明相斯顯。便生妄解將為髮等。即此之喻於其所立，隨成理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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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當代學者對夢境論證的批評 

「寄生論證」是 Feldman 建立在 Uddyotakara 觀點上所提出的論證，以此反省唯識

論者「夢」的比喻，他認為「夢」的比喻在論證「唯識無境」上是失敗的。所謂「夢喻」，

筆者認為在《二十論》具有兩種理解方式：第一種是把「夢喻」作為一種類比論證，把

「夢」的世界類比為「唯識」的世界；第二種則是把「夢喻」當作為因明學論證中「三

支」的其中一支「喻依」。對於窺基而言，筆者認為夢喻應該被當作「三支」的一環，

作為論證的角度來看待「夢」這個元素，原因有二：首先，筆者認為窺基是從因明學的

角度來詮釋「夢喻」，因此顯然窺基並不是只把它只是當成是一種類比；其次，筆者認

為唯識的反對者——Uddyotakara 也是從夢喻的立場來反對世親的論述，顯然對他而言

認為夢喻不單只是一個譬喻恰不恰當的問題，而且還是論證上喻支的謬誤。 

 

首先，Feldman 認為 Uddyotakara 在《正理釋論》（Nyāyavārttika）中，明確提出對

於世親「唯識」立場的挑戰，並且他認為正理派能夠成功地駁斥唯識論中夢喻的觀點。

Feldman 將因明三支論證改寫成如下的論式： 

 

P1：Hp（因） 

P2：(x) (Hx→Sx)（喻體） 

C：Sp（宗）78 

 

Feldman 將整體論證變成演繹法來做比附。所謂 P1、P2 的功能，就是接近前題的地

位，而 P2 就是屬於邏輯中的全稱命題，即如果 Hx 成立，則 Sx 成立。然而對於因明立

量，究竟是不是演繹法，有許多爭議，比如鄭偉宏認為完全是一種歸納法，因為宗要除

                                                 
78 Joel Feldman, 2005, P.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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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宗有法」，而上述的 P2 已經說明這時全稱命題，不可除去；或者如沈劍英認為是

演繹法與歸納法的結合。無論如何，筆者認為這個問題不是本文章處理的重點，故暫且

接受 Feldman 自己的詮釋。Feldman 認為世親論證「唯識」觀點 的具體論證可以重構

為以下的論式： 

 

P1: 世界上的事物都是顯現。 

P2: 凡是顯現的，都是非顯現在識外。 

C: 世界上的事物都是非顯現在識外。79 

 

還原成三支論式的話，筆者重構為： 

  

  宗：世界上的事物（有法）， 都是非顯現在識外（法）。 

因：世界上的事物都是顯現。 

喻：（同）凡是顯現的，都是非顯現在識外。（缺乏喻支） 

 

但是這種說法有可以檢討之處，因為不能合乎因明的原則，在「同品」中無法除去

「宗有法」，因為「世界」的範圍太廣了，無論舉什麼例子，都被包含在宗有法內。因

此這是一個有效的論證嗎？Feldman 的解讀《二十論》時將「安立大乘三界唯識」當成

是三支論式中的「宗支」來理解，才有筆者這樣的質疑。首先筆者肯定「大乘三界唯識」

是《二十論》立宗之說，但是從窺基的《述記》以及護法的《成唯識寶生論》的立場而

言，這一個宗應該是透過「經證」的角度來證成的。在窺基的科判中，他認為「安立三

界大乘唯識」，是「以契經說三界唯心」作為理由，以顯示前面的立宗，這是來自《華

                                                 
79 Joel Feldman, 2005, P.5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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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經》的經證。80此外，此經證的目的是「以經成論」以用來確立《二十論》的合法性，

顯示世親的說法是符合佛教自己的教義。81筆者認為，這是典型的論證傳統，為了避免

對方以「自教相違」來責難。而在護法的《成唯識寶生論》中，更是明確提到這種論證

方式： 

 

如何可以知道[這個說法]是正確的觀點呢？因為「三界都是由心[所顯

現]」是解釋的對象。只要是有爭議的事情需要得到標準，需要依靠兩個

方式：第一合乎阿笈摩（ āgama）;第二，符合正確的論證。為了讓對象

相信[三界唯識]是聖人的話，[唯識]沒有顛倒宣說，因此要傳佈唯識教導

時要引用阿笈摩。如果對方不相信，就應該要提出正確的論證，或者可

以讓辯論雙方各自陳述自己的理由。82 

 

可見對於「三界唯心」的論證，護法首先是詮釋為經證。而在接下來的論證中才提

出論證上的爭辯。雖然在《二十論》中沒有說明它是否是三支論式中的「宗支」，但是

依照 Feldman 的論證就會出現「宗有法」外延太大的問題。儘管筆者對於 Feldman 對

於以上《二十論》的論證重構不滿意，然而他接著正理學派的理論，而重構出的兩個寄

生論證卻具有對唯識相當的挑戰性。 

 

                                                 
80《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1，T43, no. 1834, P.0981,a03：「述曰：此即第二顯由經說。今明唯識，以經成

論，令信易生。」 
81《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1，T43, no. 1834, P.0981,a09：「由佛經中說唯心故。此明唯識，以經成論；或

此所明唯有識者，為契經說唯有心故。故今此論立理成經。」 
82 《成唯識寶生論》卷 1，T31, no. 1591, P.0078,a19：「如何得知斯為實見，三界唯心是詮說故。凡有諍

事欲求決定，須藉二門。一順阿笈摩；二符正理。謂欲為彼信證聖人無倒宣說，所有傳教引阿笈摩。

若為此餘不信之者，應申正理、或可為彼二人俱陳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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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ilal 與 Feldman 都一致認為，「夢喻」在世親的論證中是一個非常大的弱點，因

為世親沒有在《二十論》的論證中具體說明「夢」與「醒」，在認知上會有什麼差異。

他們一致認為 Uddyotakara 在其《正理釋論》（Nyayavartika）針對唯識夢境論證的批評

是成功的。在此小節，筆者認為唯識不是完全沒有反駁的可能性，而且在窺基的《述記》

中，至少他比世親更進一步地去討論這個議題，並試圖從因明的角度給出回應。 

 

Matilal 指出 Uddyotakara 認知的條件如下： 

 

一個認知狀態要被認為是錯的，唯有當它處在與對的認知狀態相對的情

況，舉例而言，和一段知識[做比較]。如果根本沒有知識作為範例，則我

們怎麼可能知道錯誤的範例呢？83 

 

簡單而言，Matilal 指出 Uddyotakara 認為，如果夢的經驗是錯誤的，相對而言醒來

的經驗就必須是正確的。對於錯誤經驗的判斷，需要以醒來的經驗作為知識，若缺乏醒

來的經驗，就缺乏判斷的能力。針對這樣的論證方式，Matilal 區分出兩種途徑：（1）

認知論的途徑；（2）語言學的途徑。就認知論的途徑而言，正理派區分兩種認知：pradhāna

和 tattva，前者是指認知對象上的優位對象（principal object），而後者是指依脈絡而有

的對象（contextual object）。以繩蛇為喻，錯認繩為蛇，繩就是 tattva，蛇就是 pradhāna，

因為蛇是第一序的認知，沒有對普遍的蛇有認知，就無法區分錯覺，分辨繩不是蛇。相

同地，就「夢喻」而言，要認知到做夢的場景 A 是不實的，至少要承認存在可以被夢和

醒同時分享的實存的場景 A。84因此，Matilal 指出，當我們說「不實」的時候，要區分

                                                 
83 Matilal, 1974, P.149 : “A cognitive state is considered erroneous only when it is contrasted with a correct 

cognitive state, i.e., with a piece of knowledge. If there were no example of knowledge, how could there be 

any example of error?”  
84 Matilal, 1974, P.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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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種情況：不曾存在（non-temporal non-exisence），或者暫時不存在(temporal non-

existence)。85 

 

此外，就語言上的角度而言，Matilal 引述 Uddyotakara 的立場，他指出： 

 

夢中的對象，其本性是存在在識內嗎？如果識則夢中的對象不能成立，

因為意識的狀態不能和別人分享。對於一個人的夢而言，是不能用言語

來表達的，則別人不可能會知道[陳述者夢的內容]。86 

 

Matilal 認為如果我們承認個人夢的經驗能夠和別人分享，則我們就得承認夢中的對

象是可被言語表達的，而「可傳達性」（expressible）就會是一種普遍的屬性（public 

property），而非如痛覺一般不可分享。如果真是如此，則夢的世界是建立在客觀的世界

上，語言才具有傳達的性質。87可見 Uddyotakara 的主張預設：如果我們不是獨我論者，

我們的語言一定有共同指涉的外在真實，當使用語言時，就已經肯定它能夠指涉到外在

實在的功能。 

 

這個觀點，在 Feldman 的文本中也出現，但他更加豐富了「夢／醒」論證中所蘊涵

的兩種論證觀點。他認為夢境論證是在世親以前就存在的論證，但是它卻有內部的發展。

對於所謂夢境的論證，正理派內可能存在二種反對方式，第一種方式無法辯倒世親，而

第二種反對觀點會使得世親的夢喻論證宣告失敗。筆者首先整理出 Feldman 的第一個論

                                                 
85 Matilal, 1974, pP.147-148. 
86 Matilal, 1974, P.166: “Is the nature of the dream-object the of being consciousness? If so, then the dream-

object cannot be established because the states of consciousness cannot be communicated to others. For, if the 

dream of one person is not expressed in words, the person would not be able to know it.”  
87 Matilal, 1974, P.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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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Feldman 提出正理學派 Vātsyāyana 的觀點。如果要批評世親的觀點，論敵提出第一

種可能的認知條件是： 

 

（P（1）如果一個人 S 有對於 X 幻覺的經驗，那麼 S 必須有對於 X 之

前的真實（veridical）認知經驗。88 

 

這是第一個 Feldman 提出的寄生論證：所謂幻覺經驗需要依賴在對外境的認知上，

否則無法判斷什麼時幻覺。但他認為這樣的論證無法成功反駁夢喻的理論，因為世親在

《二十論》中主張：「惟遮外境，不遣相應」。世親並沒有說我們的經驗都是幻覺，但

把「境」判斷為「外在於識」的實體，這種概念的謬誤才是幻覺。89由此，幻覺經驗也

可以不必是外在真實的經驗上，而可以是以更之前的經驗作為判斷的基礎。90。這個版

本的論證可以如下表示： 

 

（P1’）如果一個人 S 有對於 X 幻覺的經驗，那麼 S 必須有對於 X 之前

的認知經驗（無論是真實與否）。91 

 

這個版本不必預設外境，這經過改良的認知論條件，但也不能成功批評世親，因為

判斷幻覺，所要依賴的前經驗，不必依賴客觀外在世界作為基礎。但是這裡打開了一個

新的辯論議題：正確的「認知」究竟是什麼？當世親主張夢中是「幻覺」時，必然已經

預設有基本的正確（或非幻覺）的知識作為判斷幻覺與否標準。Feldman 指出通過

Uddyotakara 的觀點，將夢喻的反駁修正為另外一個寄生論證的版本： 

                                                 
88 Joel Feldman, 2005, P.532: “(P1) If a person S has an illusory experience of x, then S must have had a previous 

veridical cognition of x.”  
89 Joel Feldman, 2005, P.533. 
90 Joel Feldman, 2005, P.534. 
91 Joel Feldman, 2005, P.534: “(P1’) If a person S has an illusory experience of x, then S must have had a previous 

experience of x (whether veridical or n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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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如果一個人 S 知道對 X 的認知是幻覺，那麼 S 一定知道，某些

事物 Y 是真實的認知。92 

 

這個論證依據「假必依實」的原則來反駁夢喻論證：明白幻覺的知識，必然需要寄

生在具有真實的知識這件事上，即如果一個人聲稱認知到幻覺，一定是以「真實的認知」

作為判斷的條件。這樣的觀點就和 P1 很不一樣了，因為 P1 的論證區分「幻覺／非幻

覺」；而 P2 的版本目的不是區分「幻覺／非幻覺」，而是區分對幻覺的知識建立在對

非幻覺的知識之上。 

 

然而，如果主張夢是一層幻覺，而醒又是第二層幻覺，只不過是醒來時候能夠正確

認知到幻覺本身，因此 Feldman 認為可以重構為兩層幻覺論證93： 

 

1. 醒來的經驗是第一層的幻覺 

2. 夢中的經驗是另外一層幻覺 

 

在這個情況下，是根本不可能透過醒來的經驗就能夠認知到夢中經驗中，外在世界

的虛構性，因為根本沒有相對於幻覺以外的參照對象。因此要證明一切都是幻覺，唯有

達到相對於醒來，更上一層的解脫經驗——涅槃。但是這樣的答案，會面對兩個問題：

第一，我們都沒有涅槃的經驗；第二，如果已經達到涅槃了，也就沒有論證的必要性了。

                                                 
92 Joel Feldman, 2005, P.535: “If a person S knows that a cognition of x is an illusion, then S must know that a 

cognition of something else y is veridical”.  
93Joel Feldman, 2005, P.538: “The problem is that for the analogy to save the inference we need access to 

information that is only available in nirvana experience. Just as the dreamer does not know within the dream 

that the elephant is non-existent outside the mind, we do not yet have access to the experience that would reveal 

that there are two orders of illu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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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因此在這一個寄生理論的挑戰下，Feldman 認為 Uddyotakara 強調認知到「幻覺」時，

必然與「非幻覺」的經驗同時寄生在一起，這樣便能夠反駁世親的夢喻論證。因為只要

世親主張：如果 A 能夠認知到夢本身是不實的，這就要預設 A 具備醒來的知識，且這

個醒來的知識必須認識到什麼是真實的，以此判斷夢境不實。 

四、 《述記》對寄生論證的觀點及回應 

當代學者不斷為正理派辯護，指出世親的「夢喻」論證站不住腳。而在《二十論》

中，也存在類似於 Feldman 中所提出的寄生論證的觀點： 

 

（P3）寄生論證 

[論敵覆述論主立場]若如夢中雖無實境而識得起，覺時亦然。 

[論敵的反駁]如世自知夢境非有，覺時既爾，何不自知？既不自知覺境

非有，寧如夢識實境皆無。95 

 

窺基認為這一段有兩個論證階段，第一個論證階段，論敵提出唯識論者的主張。第

二個階段，論敵提出論主的論證中違反直覺的觀點：如果彼此也能夠同意醒來以後夢境

不存在，為何世人不能在醒來時直覺地知道外境也如夢境一般不存在呢？為何世人還會

以為外境是存在的呢？96簡而言之，論敵依然依據「假必依實」的觀念，藉此質疑如果

知道什麼是「實」（外境不存在），而且醒來的世界和夢一樣，那麼為何世人不知道什

                                                 
94Joel Feldman, 2005, P.538: “The problem is that the example supporting the pervasion is not available at the 

waking level, because we don’t have access to nirvana experience. For one who had access to the information 

that makes the inference possible, there would be no need for the inference, since the non-externality of objects 

would be directly known through perception.”  
95《唯識二十論》卷 1，T31, no. 1590, P.0076,c05。Jonathan S.判斷這個句子為反對者的立場。Jonathan S., 

2016, P. 121. 
96 《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2，T43, no. 1834, P.1001,a19：「夢覺二識。無境既同。世能自知夢境非有，其

覺時識自知應等。夢心無有境，覺時許知無。覺識境既無。何不知非有。量云。世覺時識應知境無。

許無境故。如知夢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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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是「假」（外境存在）呢？窺基在認為論敵的反駁，在這裡是一個歸謬論證，可以建

立為如下論式： 

 

[論敵反駁] 量云： 

（宗）：世覺時識，應知境無。 

（因）：許無境故。 

（喻）：如知夢識。 

 

論敵主張論主的論述不合乎「假必依實」的觀點，因為對於「實」顯然不是自明的

知識，因此主張夢、醒兩個世界的境都是一樣「不存在」的並不合乎世人的直覺。

Uddyotakara 的論述雖然是晚期作品，但是完全是針對世親的這點論證加以反駁的。世

親認為： 

 

在還沒有醒來的狀態下，不知道夢境不是外在實在的存在[對象]，醒來

之後才知道[外境不存在]。就好像在世上[人]帶不斷被錯誤的概念重複熏

習，就如在夢中一樣，這些[人]的認知都不是實在的存在[外在對象]。[因

為]沒有獲得正確認識不能夠知道[外境不存在]。97 

 

筆者認為這樣的說法，似乎正好肯定了在 Feldman 指出的認知條件：夢的經驗是依

賴於醒來的經驗上。但問題在於醒來的經驗，如若類比到「涅槃」的經驗，是唯識和正

理派不共許，這是否會導致唯識的夢喻不成立呢？世親沒有針對這個「寄生論證」的議

                                                 
97 《唯識二十論》卷 1，T31, no. 1590, P.0076,c09：「如未覺位。不知夢境非外實有。覺時乃知。如是世

間虛妄分別串習惛熟如在夢中。諸有所見皆非實有。未得真覺不能自知。」 Jonathan S., 2016, P. 123: 

“evaṃ vitathavikalpābhyāsavāsanānidrayā prasupto lokaḥ svapna ivābhūtam artham paśyann aprabuddhas 
tadabhāvaṃ yathāvan nāvagaccha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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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有太深刻的討論。對此可能的回應在《述記》以因明論證的方式被提出了。在《述記》

中，存在兩則相關「寄生論證」，並且窺基一一提出反駁。首先筆者舉出在《述記》中，

窺基重構下敵論者的「寄生論證」形式： 

 

（P3’）寄生論證（一） 

[論敵]之前的質難[論主]醒來的識應該知道[外在]世界不存在，這裡顯示

[論主]不知道實在的[外在]世界是存在的。 

 

[如果]醒來與做夢的兩種世界都不存在，就[可以]知道夢中[六]識[認識到

的]世界是不存在的。[然而]醒來的時候不知道[外在世界]和夢中[的世界]

沒有不同。因此可以知道醒來後[六]識中的世界是[外在]真實存在的。可

建立論式為： 

 

（宗）：世間[共同經驗到]醒來的識[的認知]，外的真實世界是存在的。 

（因）：[自]許夢時的認知有所不同。 

（喻）：比如自己真實的智慧。98 

 

窺基並沒有明確指出反對者原本所屬的派別，只認為是小乘、外道的觀點。99論敵

提出的反對的意見是：只有已經認知到夢與醒的外境都是一樣不存在的，才可以主張夢

境不存在。但是論敵認為，醒來的狀態下識所認知到的世界，仍然無法知道和夢中的世

界是一樣的。在這個立場下，論敵明確地指出，唯識論者不能將「夢」與「醒」所認識

                                                 
98《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2：「前難覺識應知境無，此顯不知實境定有。覺夢二境俱非有，即知夢識境成

無。覺不自知無異於夢，故知覺識境實有。量云。世覺時識，外實境有。許異夢故。如自真智。」T43, 

no. 1834, P. 1001, a25-27。 
99 《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2，T43, no. 1834, P.1001,a11：「自下大段第三有半頌。釋小乘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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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的世界互相等同，因為這個違反了世間共許的觀點。更精確地說，論敵背後其實就是

預設了「寄生論證」的觀點，筆者將論敵的觀點整理如下： 

 

 

在以上論證的內容其實就是「寄生論證」的觀點，建立在「假必依實」的觀點下。

論敵主張知道夢的境是假，必然需要建立在知道醒的境是實。對於世親而言，所謂「實」

的狀態就是「外境不存在」這件事不是自明的，因此不能用來主張夢「境」和醒來的「境」，

都是一樣不存在。如果論主要主張「夢／醒」的世界是一樣的，則論證的擔子將會由論

主承擔：（1）為何人不能自知夢／醒的經驗是一樣的呢？（2）這個和世間相違的判斷

怎麼來呢？以下窺基會一一解決。 

 

窺基認為上述論敵的論證（P3’）犯了三種過失： 

  

R1：反駁 P3’寄生論證 

1. 宗不成：不言世覺，相符極成，雜亂真覺故。100 

 

                                                 
100 T43, no. 1834, P. 1001, a27-28。 

（P）：S 知道外在世界不存在 

（Q）：S 可以自明覺境 X 和夢境 Y 的外在世界一樣的 

前提一 如果 S 知道外在世界不存在，則 S 可以自明覺境 X

和夢境 Y 的外在世界一樣的。 

if P then Q 

前提二 S 不自明覺境 X 和夢境 Y 是一樣的 ～Q 

結論 所以 S 不知道外在世界不存在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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窺基認為論敵不應主張「世間（共同經驗到）醒來」這個命題，因為這會導致大家

都共同同意這個命題，而沒有異議，這便沒有論證的需要了。此外還混淆了真正的醒時

經驗。筆者進一步解釋為，因為現在的論辯屬於學者世間的討論，用非學者世間的觀點，

就會失去了討論「真覺」的意義。 

 

2. 因不成：因不言「許」，隨一不成。生死，大乘說為夢故，或簡五識

不行夢故，或顯異於眠時夢故。101 

 

首先，針對這個論式的形式，必須留意到「許」字的應用。鄭偉宏會認「許」字，

之能表達「自許」（自己同意）或者「敵許」（論敵同意）兩個概念。102窺基反駁這個

論式時，認為這個「因」不應該加上「許」，因為建立在雙方辯論的脈絡中，因都需要

具有共識的。但唯識論者不同意，因此有「隨一不成」的過失。 

 

但是第二個問題是，為何唯識不能同意這個「因」（世覺時，許異夢故）呢？夢與

醒不同不是非常合理嗎？筆者認為唯識論並沒有要區分夢與醒是本質上的不同，而只是

意識狀態的不同。因此就文本而言，窺基認為「生死流轉」（即人處於正常醒來時的世

界），大乘宗派說如做夢一般；或者有時是為了區分五識並不運行的夢103的緣故；或者

有時是為了顯現與睡覺時的夢不同的緣故。從以上的證據來看，窺基認為處在還沒獲得

解脫階段的有情，生死和睡眠時的意識，只有狀態不同，而沒有本質的不同。就識的變

現而言，因為窺基認為這兩者之間只是業力上「勢力」的差別，而不是本質的差別。104 

                                                 
101 T43, no. 1834, P. 1001, a28-b1。 
102 鄭偉宏，2007，頁 220-221。 
103 一般認為在夢的經驗中，五識並不運行，只有第六識（意）在運作。比如：《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

卷 37，T27, no. 1545, P. 193, c13-14：「大德說曰：夢中雖無眼等五識能見色等，而由意地。」 
104《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2，T43, no. 1834, P.1002,c21：「夢時與覺，無境是同。覺時與夢俱造眾業。何

故覺行感果苦楚，或有現報等？夢時造行，感果微劣，或無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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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喻不成：喻不言自，其體便闕。大乘真智，無外境故。若說大乘真智

為喻，所立不成。105 

 

窺基認為「喻」不應該說爲「自己的真實認知」，因為對於唯識來說「真實認知」

的內容是不共許的，因此它無所依託。因為對唯識宗而言，真實智慧是不允許存在外在

世界的。（因為以大乘宗派的真實智慧為譬喻，則有「所立法不成」的過失。「所立法

不成」指的即「喻依」和「因法」相合（即「真智」和「許異夢故」相符合），但是和

宗法不合（即「世覺時識外實境有」和「許異夢故」不相符合））。 

 

但是以上窺基的論證，解決了論證上形式的問題，從宗、因、喻提出敵方論者可能

犯下的過失。但是筆者認為以上窺基的立場，事實上也能回應 Feldman 所提出的兩層幻

覺理論。筆者認為 Feldman 所提出的 Uddyotakara 的觀點，顯然是很好的反駁，因為《二

十論》已經表明：要建立在真覺的經驗上才能認知道外在世界不存在，這一點就會落入

Feldman 的責難：第一，我們不可能有涅槃的經驗，如何可以知道外在世界不存在？第

二，如果已經達到涅槃的狀態了，依靠推論來證明外在世界不存在顯然也是沒有必要的。 

 

筆者認為窺基至少是反對把「無境」的認識狹隘化為只允許解脫狀態下才能知道狀

態。從窺基對於「未得真覺不能自知」的註解，可以看出窺基有意區分對於「認知」（知）

的兩種情況，即（1）以「真覺」的認知；（2）「少知」（有限制的認知）。至於二者

的具體內容，可以在以下脈絡中理解。筆者稱之為第二個對 P3 的反駁（R（2）： 

  

 

                                                 
105 T43, no. 1834, P. 1001, b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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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反駁 P3 寄生論證 

 

論：未得真覺不能自知。 

述曰：這裡解釋頌文的第一句（未覺不能知）。在無始以來，[人]被不真

實的認知重複熏習，沒有根植好的種子，[以致於]真實智慧無法生起，

[在這個情況下]如何可能認知到生死流轉中的夢境，是不真實的顯現，

比如夢的世界並不存在呢？ 

 

以上這個問題是要回答上一個敵難。應該建立比量： 

宗：[人在]生死[流轉]的識中，不能合理知道自己[所見]之外在世界是不

存在的。 

因：[自]許被夢的識所持有的緣故。 

喻：比如大家所共同接受的夢中的識。106 

 

乍看之下，宣稱不能合理知道外在世界是不存在的，似乎是質疑唯識的立場。但是

從因明論式的方式來說，筆者判斷為論主的反問。依據兩個理由，第一，從書寫的證據

上，窺基的行文習慣，如果是論敵的論難則窺基會標示出論敵的身分。而且就科判而言，

窺基在科判中表示這一部分是屬於論主批評論敵的環節。107第二，此段結束後，才出現

「外人伏難」。108因此可見，將上一段判斷為論主的觀點，是沒問題的。但是問題是，

為何窺基要提出這樣的解釋呢？這個不是宣稱「唯識無境」的觀點有問題嗎？ 

                                                 
106《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2，T43, no. 1834, P.1001,c03：「述曰。釋頌初句。無始已來串習虛妄，未植善

種，真智不生，如何得知生死夢境，不實顯現，如夢境無？此答前難。應立量言：生死之識不能稱理

知自境無。許夢識攝故。如極成夢識。」 
107《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2，T43, no. 1834, P.1001,b04：「此總難已。自下非之。」 
108《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2，T43, no. 1834, P.1001,c11：「外人伏難。既生死識，不能稱理如實自知何名

真覺，而實得知今境非有？」筆者今譯：（論敵設下質難）：如果生死流轉的識（中世界），不能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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窺基認為這一個反駁提出了另一個對於「夢喻」使用的條件限制：夢可以作為「比

量」推論外境不存在，但是卻不可以作為正確的認知（真覺），合理宣稱（稱理）自己

能夠親證外在世界不存在。但是究竟「比量」和「真覺」二者的分別何在？窺基回答： 

 

但是也可以同意（許）有少部分[對於外在世界不存在的知識]是能夠被

自己所認知到的。比如現在能夠聽聞到[大乘佛教]教法而知道外在世界

不存在。比如我們共同都同意的夢，也是有限度讓自己能認知[外在世界

不存在]。109 

 

從以上的觀點，可以看見窺基依循著世親的說法，認為在還沒有很高的修行境界是

不可能透過「真覺」（真實地認知）知道外在世界不存在的事實。原因在於我們受限於

認知條件（比如達不到無分別智），但仍然可以有限度地具有認知（少知）的可能性。

舉例而言，比如聞教、由夢轉醒的認知，這些建立在「比量」、「聖言量」基礎上的認

知。至此，窺基的認知論立場非常明確，所謂「認知」，是建立在三個量上：「現量」

（在《大疏》中，無分別即是現量）110、「比量」、「聖嚴量」。然而凡夫「現量」認

知到「外境不存在」是不可能的，因為真實的認知需要透過離開名言分別的「無分別智」

111才可能達到的。但是這並是不說明「比量」和「聖言量」就沒有效力，只是它們在論

                                                 
理宣稱能夠以真實的方式被自己認知到，那什麼什麼才叫真正的認知，進而真實地認知到此時的外在

世界是不存在的？ 
109 《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2：「然亦許有少能自知，如今聞教，知境非有，如極成夢，亦少自知。」 T43, 

no. 1834, P.1001, c07。 
110《因明入正理論疏》卷 3，T44, no. 1840, P.0139,b09：「故須離此所有分別，方為現量。若一往唯言無

二或三所有分別，有太寬失。」 
111《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2，T43, no. 1834, P.1001,c16：「菩薩見道無漏正智，超世間故，名為「出世」。

能除「生死」，稱為對治離世分別，及事分別，名「無分別」。此為無間道對治世間，契真如理，名

無分別智。釋此名義如餘處辨，不虛妄故名真，如實了故稱覺。此離諸縛、超諸麁重、得此名入諸聖

朋流，故名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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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效力上，不能夠讓人直接認知真實外在世界不存在的狀態，但是並不表示不能產生對

外在世界不存在的推論。小結而言，窺基認為除了「真覺」，尚存在著「比量」、「聖

言量」作為知識的來源，而不見得只能建立在「現量」所提供的知識來源上。 

 

藉由窺基的觀點，完全可以回應 Feldman 所提出兩層幻覺的困難，因為這個問題對

於窺基而言根本就是一個假問題，理由有二：（1）認知前提的混淆；（2）類比上的不

恰當。就第一點而言，窺基遵循著世親的觀點，認為根本不同意能夠真實認知到外在世

界的「不存在」，因為 Feldman 所謂認知到「不存在」的外在世界，對「不存在」這種

狀況的真實認知。因此筆者認為 Feldman 所謂「認知」夢裏的外在世界「不存在」，無

疑是繼承了來自 Uddyotakara 對「不存在的認知」（anupalabdhi）的觀點。正理派將「不

存在」（absence）看成是一個實有的性質（property），並且它是必須依賴在正面存在

的例子上的。112比如說「紅」是紅色事物的屬性，而「非紅」也是非紅色（比如藍色）

事物的屬性，如果「不存在」這件事無法被認知，則不可知的事物是沒有討論意義的113，

比如我們不可能討論空花有的性質是什麼。因此仍然是依據「假必依實」的觀點，而窺

基並不反對這個前提，只是對於「實」的內容，Feldman 認為需要建立在涅槃的經驗上

而窺基以為比量、聖言量也能作為認知「實」的知識來源。 

 

第二，Feldman 的類比不當。首先，我們重現檢討 Feldman 提出的類比： 

 

 

 

                                                 
112 Matilal, 1968, P.94: “An absence, as a property, is necessarily dependent upon a counter positive.” 
113 Matilal, 1968, P.93：“Thus if red-color characterizes things that are red, absence of red-color characterizes 

things that are not red. But if there were nothing that was not red, our talk of absence of red-color would then 

have been justified, and the property absence of red-color would have been declared an empty or unexampled 

property, i.e., an unreal property, which is not usable in logical or philosophical dis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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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比 認知到的內容 

醒來的經驗 認知夢裏的外在世界不存在 

涅槃的經驗 認知生死之識的外在世界不存在 

 

從這個脈絡，我們可以合理推測，Feldman 所謂的認知，要求的是一種真實的認知

（現量），而不是推論的認知（比量）。但是窺基根本不承認在醒來後，對於夢中的認

知，是一種現量的認知，這種認知需要是建立在「比量」上的推論，否則就沒有必要透

過三支論式的論證了來證明外境的不實了。如果讀者也同意窺基的觀點，則 Feldman 的

論式中的「認知」，更應該精確地限定為如下內容： 

 

類比 認知到的內容 

醒來的經驗 推論夢裏的外在世界不存在 

涅槃的經驗 推論生死之識的外在世界不存在 

 

在以上的論式中，醒來的經驗根本就不能「真實認知到夢的非實在性」，因此當然

也不存在「真實認知生死之識的世界不存在」這件事，一切都只能依靠推論。若只能是

推論，則 Feldman 的 P2 論證是完全不成立，因為他的前提 P2（「如果一個人 S 知道對

X 的認知是幻覺，那麼 S 一定知道，某些事物 Y 是真實的認知」），這本身就預設了一

種「真實的認知」，並且這種真實的認知對佛教而言是嚴格到必須依靠現量或者涅槃的

智慧才可能達到的，這是佛教不會同意的前提。此外，如果只是強調「推論」來認知外

在世界存在與否，根本也不需要預設涅槃的經驗也能進行推論。因此筆者認為「夢境不

存在／醒」（夢的經驗依賴於醒來的經驗），不見得能夠成功類比到「生死境不存在／

涅槃」這樣的結構。理由在於，窺基認為不需要預設涅槃的經驗，也能夠在人世間，推

論到「生死之識」中，外在世界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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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以上的觀點，依照窺基的方式修改 Feldman 的版本，更好的版本應該是： 

 

類比 認知到的內容 

醒來的經驗 推論（少知）夢裏的外在世界不存在 

聞教的經驗 推論（少知）生死之識的外在世界不存在 

 

在這個版本中，「聽聞教法」替代「涅槃經驗」作為一種比量，在此情況下，也許

就完全避開寄生論證中主張需要預設「涅槃經驗」的困難了，而窺基也會同意生死之識

中，「外在世界不存在」也是依靠比量、聖言量而來的否定性命題，而不是建立在「真

覺」上的肯定性命題。最後，Feldman 的兩個論證中，只有 P1’論證能夠成立，但是就

如他自己的主張，P1’的主張是沒有辦法反駁唯識的。 

 

此外，就 Matilal 指出 Uddyotakara 的兩種否定性命題的途徑而言，第一個認知論的

途徑，筆者認為和 Feldman 犯的錯是一樣的。因此不再贅述。至於第二條語言學途徑，

Matilal 指出事物必須有其「客觀性」（objectivity），語言才有其「可傳達性」114。然而

這個議題牽涉到境若不實顯現，有情如何有可能看見客觀外境，而透過語言傳達彼此共

享的的世界？這個問題，世親將在「地獄喻」中提出反駁，本節因為只討論夢喻的問題，

因此暫不處理這個議題。 

五、  小結 

本節的討論，建立在《二十論》中的夢喻論證上，並試圖說明兩個議題：（1）夢喻

如何支持外境不存在的觀點；（2）窺基的觀點如何回應當代學者對夢喻論證的批評。

                                                 
114 Matilal, 1974, P.149: “In short, according to Uddyotakara, the objectivity of our dream experience is proved 

by its expressiblity through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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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這兩個議題都旨在勾勒筆者關注的重點：窺基如何看待對「無」（不存在）的認

知。 

 

首先，在第一個議題中，窺基在「四事不成難」的挑戰中，將「夢喻」視為一種因

明論式中的「喻支」，而不是一個簡單的類比論證而已。這一點是將《二十論》的論證

系統化為一系列佛教邏輯的論證方式。「四事」的挑戰中，其中三項都可以用夢喻來化

解，因此主張外境存在的實在論者，無法提出合理的立場反駁唯識的觀點。 

 

其次，當代學者對於「夢喻」的問題存在質疑。如 Matilal、Feldman 認為，夢喻論

證無法避開後來 Uddyotakara 提出的「寄生論證」的質難。而筆者發現《述記》中也存

在相關的論證，因此透過分析窺基的觀點能夠給予當代學者有力的回應。在面對世親主

張「未得真覺不能自知」的觀點時，窺基不得不面對詮釋上的困難，因為如果承認我們

沒有獲得正確的認知，無法知道外境不存在，則凡夫要如何證得「唯識」理？如果完全

需要建立在涅槃的經驗上，那是論辯雙方不可能共許的前提。這個也就是 Feldman 對於

《二十論》的批評，他認為用「夢／醒」的結構不能類比到以「生死／涅槃」的結構認

識到「外境不存在」。但依據窺基的觀點，這個類比不見得可以成立，因為認識到「外

在世界不存在」有程度之分：「真覺」與「少知」。這兩類認知，基本上還可以再細分

為三種「量」（知識來源）：「真覺」的認知來自透過無分別的「現量」；「少知」依

賴在「比量」與「聖言量」上的認知。窺基把「不能自知」（自己無法正確認知）唯識

的道理，解釋為只能有「少知」（只有部分認知）。面對真理的不可思議，窺基還是保

留我們能夠在有限程度上認知「唯識」的可能，即透過「聞教」與「夢喻」。115  

 

                                                 
115 《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2 ，T43, no. 1834, P.1001,c07：「然亦許有少能自知：如今聞教知境非有、如

極成夢亦少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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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而言，本節透過窺基和當代學者觀點上的不同，梳理了「夢喻」在認識外境不

存在的命題上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其有效性的問題。此外，另一個目的在於彰顯窺基對

於「無」這議題的觀點。顯然，窺基而言對於「無境」命題的認識，具有程度的差別（「真

覺」／「少知」），可見不能脫離「解脫」的立場來理解「無」的命題。因此，在下一

章節筆者希望進一步關注「無」的命題在佛教當中的如何被討論，以及在《述記》中，

如何看待「無」的認識。這將是討論對「無境」的認知中非常重要的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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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無境」作為「後得智」的認知對象 

一、 前言 

承接上一章問題的餘緒，窺基打開了兩種認識「無境」的方式：真覺與少知。「少

知」指的是凡夫透過「比量」、「聖言量」來認識「無境」，但對於「真覺」未加以討

論。因此，本章目的在於討論這裡指的「真覺」是否指「現量」？「無境」的知識是否

能是來自「現量」的認識？ 

 

筆者主張在窺基的詮釋下，「無」（不存在的對象）可以以兩種討論的方式：（1）

認識論角度。就認識論的角度而言，「外境」不可能作為五識的對象，因為不存在的事

物，是無體的，無體的事物不可能產生「相分」而被認知，只能通過意識以共相的角度

來理解。因此還沒有獲得「真覺」的有情，只能以推論（比量）而不是「現量」的方式

來論證「無」，因為它不是存在的對象，就算是佛智也無法直接認識到「無」。（2）

從解脫論的角度來看，已經獲得「真覺」的聖者，能夠藉由「後得智」以有分別的方式

來認知「無境」。因為「後得智」是現量的認知，也是對於自相的認知，因此對於「無」

的認識可以來自「現量」。但是「現量」的理解不表示是直接對於「無」能夠產生認知，

而是一種推論的認知。以下筆者略述有部、經部、唯識學派對於「無」的討論。 

（一） 說一切有部對於「無」的認知 

Collett Cox 指出說一切有部反對「無」可以作為一種認知對象。在「假必依實」的

原則下，所有對於不存在事物的認知，都必須依賴於實際存在的事物上，認知的發生才

有可能。Cox 以六個被認為是不存在事物的議題為例子，舉出說一切有部對於「無」所



DOI:10.6814/THE.NCCU.Phi.001.2018.A02

 

64 

可能採取的認知觀點。以下，筆者依據 Cox 文章的架構，將其論述分別整理，並在必要

之處引原典作為引證。 

1. 感官的錯誤認知 

對於說一切有部而言，儘管感官可能存在錯誤的認知，但是不表示不存在的色境能

被當作是一種認知對象。116以第二月而言，眼睛看見第二月被認為是錯亂的認知，儘管

第二月是虛妄的認知，但是對於第二月的認知仍然必須蘊含真實存在的唯一月亮，作為

認知的基礎。因此，如果沒有本來對月亮的認知，那麼錯亂或者其他錯誤的認知，是不

可能生起的。117因此 Cox 提出一個重要的觀點： 

 

說一切有部對於這些個別錯誤知覺、以及錯誤認知的解釋，蘊含著：認

知可能是對的，那是因為它與對境一致；或者是錯誤的，那是因為某些

條件的介入，而[導致認知內容]離開了對境的實在特性。僅管如此，無

論[認知]是對的或者是錯誤的，只有在被實在的對境所支持下，認知才

能生起。118 

 

「假必依實」的觀點支撐著說一切有部對於「無」是否能夠作為對境的判斷。他們

主張虛妄的對象，即為不存在的對象，不能作為認知對象。然而有部沒有否定虛妄的認

知依然存在，虛妄的認知得以存在，但必須依賴在已經認知到實存的事物上作為基礎。

筆者認為這和有部作為「直接實在論」的立場，有很大關係，因為有部採取的認知觀點

                                                 
116 Cox, 1988, P.49: “Sensory error, ophthalmic disorders, or the image of two moons, results from faulty sense 

organs and does not imply a non-existent object-field. ”  
117 Cox, 1988, P.50: “Nevertheless, the object-field, the single moon, actually exists. This is evident because no 

such cognition of the moon, confused or otherwise, arises where the moon is not found.”  
118 Cox, 1988, P.50: “The Sarvastivadin explanation of these instances of sensory error and mistaken cognition 

assumes that cognition may be either correct, that is consistent with the object-field, or mistaken, that is 

deviating from the true character of the object-field due to certain intervening conditions. However, whether 

correct or mistaken, cognition only arises if supported by an existent object-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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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時因果」的立場，因此根、境、識必須處在同一個剎那中，根是直接以境作為認

知對象產生識。119換句話說，只要認知發生，便不可能脫離這樣的認知方式，而這樣的

認知方式，正好保證了實在的「境」必須要存在，認知才有可能發生，而不存在的境是

不可能成為認知對象的。 

2. 禪定時的對境 

就禪定的經驗而言，說一切有部認為禪定狀況中所認知到的對象，也必須建立在「外

境存在的基礎上，才能認知到禪定中的「行相」（ākāra）120。以「青」作為例子，眾賢

主張修行者所觀的「青」，是「大種（mahābhūta）所造」的色法，好像空界的色法一

樣，因此仍是建立在實存的對象上，而不是不存在的對象。121 

3. 夢中的影像 

就說一切有部而言，夢境中能夠運作的只有第六意識，因為在夢位，五識已經無法

運行，只剩下第六意識，因此認知的主體也只能夠是第六意識。122然而，這是否表示夢

中的對象本質上不存在呢？眾賢依據「回憶」的方式，來回應： 

 

                                                 
119 法光法師，2012，頁 187:“在毗婆沙師看來，感官機能擔任支持的基礎（āśraya，所依），與對象擔任

對象作為條件（ālambana-pratyaya，所緣緣），皆必定與感官識存在與同一剎那……此外，雖然有諸法

剎那生滅的法則，但由於因果同時的緣故，外在對象就可以被直接緣取。” 
120 Cox, 1988, P.51: “The Sarvastivadins explain objects perceived in certain meditative states also as resulting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a specific aspect (ākāra) to an existent object-support.”  
121 《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 3，T29, no. 1562, P.0346,b08：「定中青等是有見色。不可說言，此色定是眼

識曾受異類色相。於此定中，分明現故。此定境色，是定所生大種所造，清潔分明，無所障礙。如空

界色。」 
122  Cox, 1988, P.52: “Since the five externally directed types of perceptual consciousness do not arise in a dream, 

these object-supports, whether external material form, or internal mental factors (dharma), are apprehended 

only by mental perceptual conscious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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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夢中見兔角者，曾於異處見兔見角，令於夢中由心惛倒。謂於一處

和合追憶、或大海中有此形獸，曾見聞故今夢追憶。所餘夢境准此應思，

故夢不能證緣無覺。123 

 

眾賢認為，夢的內容，是一種緣取過去經驗的組合，過去所回憶的對象是存在的，

因此夢並不是建立在緣取「不存在」的知覺（「無覺」）上。可見這裡說明得非常清楚：

說一切有部並不能緣取「無」（不存在的對象）。 

4. 反射影像、回音、幻覺、魔術 

在 Cox 的文章中，她指出這四個議題，對於說一切有部而言，並不是不存在的對象，

而是這四種狀況，其實都是以不同形式存在的「色法」。124以回音為例，因為回音仍然

能夠被耳朵所聽到，因此雖然它不是可見的色法，但是仍然屬於十二界的分類中，因此

仍是實在的大種構成的。125 

5. 對於不存在對象的否定以及言詮 

對於說一切有部關於「言詮」的討論，在《順正理論》中有眾賢完整的論述。「言

詮」涉及到說一切有部如何詮釋「無我」、「無常」等的認知。如果說一切有部認為「不

存在」的對象無法被認知，則便不可能獲得關於「無我」等的智慧。因此言詮問題，事

實上也是形上學問題。在《順正理論》，敵論者質疑：對於「無」的認知（覺），究竟

要以什麼認知對象作為所緣？眾賢指出並不能以「無」作為所認知的境，126，而是因為

                                                 
123 《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 50，T29, no. 1562, P.0623,c14。 
124 Cox, 1988, P.55: “The Sarvastivadins further argue that illusions (māyā) and magical creations (nirmāṇa), 

like reflected images and echoes, are varieties of existent material form.” 
125 對於這個問題，眾賢有更多的論述，因非本文重點，未及詳述。 
126 《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 50，T29, no. 1562, P.0623,c29：「此覺以何為所緣者。此緣遮有能詮而生。

非即以無為所緣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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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作為對象而產生能詮，這個能詮作為這個認知（覺）的對境。127因此眾賢的主張

很清楚，對於不存在的事物，並不作為能夠被認知的對象，而是以語言表達「能詮」與

「所詮」的方式，產生對於「無」的認知，存在著兩種認知，整理如下：128 

 

1. 有所詮而生智： 

a. 首先，認知緣取「能詮」，知道它否定的對象是不存在的。 

b. 然後，認知緣取「所詮」，發現「所詮」的對象也是不存在的。 

2. 無所詮而生智 

a. 起先與之後，都是緣取「能詮」，發現「所詮」的對象不存在，因為這些對象

是「無體」的。 

 

一如 Cox 的主張，她指出「能詮」不需要和「所詮」的存在同時，「能詮」本身的

內容便可以自己存在，而為智當作是緣取的對象。129筆者認為，這裡討論對於「無我」

等的認識，都是從名言概念的角度出發，因此應該是建立在第六意識的認識上，而不是

指五識的內容。 

6. 對過去事與未來事的認知 

說一切有部主張三世實有，即過去、現在、未來的認知對象，都是實在的。以過去

境為例，「念」（smṛti）是對於回憶對象「明記」（abhilapana）與「不忘」（asaṃpramoṣa）

                                                 
127 《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 50，T29, no. 1562, P.0624,a07：「謂於非有所起能詮。此覺既緣能詮為境。」 
128 《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 50，T29, no. 1562, P.0624,a14：「1.因有所詮而生智者，此智初起但緣能詮，

便能了知所遮非有，後起亦有能緣所詮，知彼體中所遮非有；2.因無所詮而生智者，初起、後起但緣

能詮，於中了知所遮非有。然「非有等」能詮名言，都無所詮，亦無有失，以非有等都無體故。若都

無體亦是所詮，則應世間無「無」義語。」 
129 Cox, 1988, P.56: “For Sanghabhadra, the existence of a specification（abhidhāna）does not demand the 

corresponding existence of a specified object (abhidheya). As in this second type of negation, the specifying 

expression, "nonexistence," itself exists and can serve as the object-support for the arising of cogn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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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換而言之，「念」能夠對於現在事產生「明記」的效果，使得過去事得以被重

新回憶。130因此，建立在「存在的事物才能夠產生認知條件」（有體方可成緣）131的這

個前提下，無論是過去、未來，只要承認它們能夠作為認知對象而生起認知的作用，就

必然要承認它們的實在意義。132 

7. 小結 

Cox 對說一切有部對於「無」的觀點，提出兩個必要的認知條件：第一，知覺發生

時，「緣」（認知條件）必須存在，所以所緣也必然會以某個形式存在。第二，外境可

能會以有別於它被認知的形式存在，因此認知到所緣的行相，可和外境的樣子不同。133 

（二） 經部的觀點 

此一節要梳理佛教經量部-譬喻師（Sautrāntika-Dārṣṭāntikas）對於認知「無」的主張。

經量部-譬喻師（簡稱經部）是經量部中的一個支派，其中以這個部派的說法為大宗。134

相對於說一切有部，經量部主張認知對象可以是不必存在的。Cox 認為，經量部與說一

                                                 
130 《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 10(T29, no. 1562, P.0389,b19：「既見多於過去境上，施設有「念」，便於

現在所緣境上，有「念」極成。非於現境曾無明記，後於過去有憶念生。」 
131 《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 20，T29, no. 1562, P.0450,c24：「（論敵：）云何知有體方得成緣？（論主）

所緣體若無，覺不生故。」 
132 Cox, 1988, P.61: “In all these cases, however, the direct perception and resulting cognition of past and future 

factors demands an existent object-support.” 
133 Cox, 1988, P.61: “Two principles are central to this Sarvastivadin position: 1) conditions or causes must 

actually exist, and therefore, the object-support condition (ālambanapratyaya), as one of two conditions 

required for the arising of perceptual consciousness, must actually, in some manner, exist; and 2) the object-

field may exist in a way other than that in which it is cognized, and therefore, cognition or insight may 

apprehend the object-support with an aspect (ākāra) that is not found in the object-field itself. ” 
134 《成唯識論述記》卷 4，T43, no. 1830, P.0358,a09：「譬喻師是經部異師。即日出論者。是名經部。此

有三種。一根本即鳩摩羅多。二室利邏多。造經部毘婆沙。正理所言上座是。三但名經部。以根本師

造結鬘論廣說譬喻。名譬喻師。從所說為名也。其實總是一種經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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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有部有眾多爭論，原因建立在兩個觀點無法相容：1.知覺的過程的不同；2.知覺對象

的問題。135 

 

就以上兩大題題，構成經量部與說一切有部衝突認知論觀點，總共有三點不同的立

場 ：1.知覺的產生過程。2.根、境、識彼此的關係。3.被認知的對象的本質。136就第一

點而言，經部認為認知的產生，並不是五根認知到外在世界，而是感官知覺的和合

（sāmagrī）。對此眾賢作為一切有部的論師，便有批評，因為他認為「識的存在依待於

對象的存在」，如果認知不是直接與認知對象同時升起，而是要等到第二剎那的和合才

能主張是認知，那麼建立在佛教主張萬事萬物都是剎那生滅的原則下，以第二剎為認知

的對象就等同是主張以「無」為認知對象，137這是說一切有部不能同意的。 

 

就第二點而言，仍然與認知有關。經量部主張知覺的認知（現量），其根、境、識

的關係，是異時因果，反對說一切有部的同時因果觀。簡單而言，經量部認為所謂的知

覺認知，必然都是間接的認知，因為當眼見到對象，直到第二剎那眼識產生時，第一剎

那的認知對象已經不存在了。138然而對於經量部而言，認知這個消失的境，與認知「不

存在」的事物（如兔角），其認知是不一樣的，因為經量部認為「隨界」（anudhātu）

的存在，保證了認知對象必然是同一個對象而不是任意的對象。139對於的這種認知方式，

可以稱為間接實在論。法光法師將這個過程整理如下： 

                                                 
135 Cox C., 1988, P.32: “As will be shown, their recurrent and detailed arguments can be reduced to two basic 

concerns: developing a defensible model of the perceptual process, and accounting for the perception of objects 

of questionable existential status.” 
136 Cox C., 1988, P.38. 
137 《阿毘達磨順正理論》卷 19，T29, no. 1562, P.0447,c11：「彼既非許五識所緣與五識身俱時而起。是

則五識尚所緣境滅已方生。況五無間所生意識。能受彼境。第三剎那意識生故。若五無間所生意識。

能受過去五識所緣。復許所緣非是無者。則分明許意識所緣。雖名已滅而少分有。若執全無。則分明

說。所生意識。都無所緣。」 
138 法光法師，2012，頁 199。Cox 學者的觀點亦同：Cox C., 1988, P.41: “The sense organ and the object-

field in the first moment condition the arising of perceptual consciousness in the second moment.” 
139 法光法師，2012，頁 208。對於「隨界」的觀點，論證複雜，因非本文重點，筆者無法在此開展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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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見法光法師（2012）140 

 

就三點而言，說一切有部認為認知結果，與認知對象，必須是同一所緣，這種認知

方式也稱為直接實在論。但是經量部則不同，如上所述，經部只承認知對象作為原因，

是在第一剎那出現；眼睛因為看到認知對象，產生眼識，是在第二剎那；而受（vedanā）、

想(samjñā)、思(cetanā)的心所，則要在第三剎那才能夠升起。141對於說一切有部而言，

他們反對這樣的觀點，因為這種主張會導致五識、意識的「所緣」（認知對象）與「境」

（外在世界）產生分離而不可能是同一對象，對於說一切有部而言，他們無法接受以「無」

為境的觀點。 

（三） 唯識論者的觀點 

學者姚治華從《瑜伽師地論》（Yogācārabhūmi）及其註疏者遁倫、窺基入手，提出

唯識論者承認我們對「無」的事物能夠容許概念上的認知，但是並不是有五識上的認知。

                                                 
140 法光法師，2012，頁 209。 
141 Cox C., 1988, P.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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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瑜伽師地論》中，便存在著五點論證，說明對「無」的認知。142以下筆者列舉姚治

華提出的五個類別。 

1. 過去與未來 

姚治華將《瑜伽師地論》中對於過去未來是否存在的議題，透過邏輯論式的方式重

建，筆者將《瑜伽師地論》和其反對者的論點整理如下143： 

 

 反對者 唯識論者 

P1 凡事可知的，必然存在。 意識可以認知過去、未來的事物。 

P2 過去、未來都是可知的。 過去、未來的事物並不存在。 

C 所以過去、未來存在。 所以意識可以知道不存在的事物。 

 

姚治華認為，唯識論者不同意反對者的結論，因為唯識論者採取的是當下主義的立

場（presentism），即只有當下才是存在，而過去未來都是不存在的。144在這個立場下，

唯識論者拒絕反對者的結論，但仍然接受反對者的 P2。唯識論者認為過去、未來，是不

存在，但是卻可以被意識來認知。但是，問題是論敵如何可能被說服呢？論敵質疑：“如

果意識認知的過去未來是不存在的對象，那麼佛陀為什麼說「過去、未來」能夠被意識

認知呢？”145唯識論者便以「密意」作為論證的方式，主張佛陀的說法還有另外一層詮

釋空間。何謂「密意」？就唐納德羅佩茲從《解深密經》做為「密意」意義的考察，他

                                                 
142 《瑜伽師地論》卷 52，T30, no. 1579, P.0585,b04：「由此證有緣無意識。復有所餘如是種類言論道理，

證成定有緣無之識。」 
143 Zhihua Yao., 2014, pP.134-135. 
144 Zhihua Yao., 2014, pP.136: “However, the Yogācāras and other major Buddhist philosophical schools com- 

mitted themselves to a view of presentism, that is, only the present exists;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do not.”  
145 《瑜伽師地論》卷 52，T30, no. 1579, P.0584,c18：「問如世尊言：過去諸行為緣生意、未來諸行為緣

生意。過去未來諸行非有，何故世尊宣說彼行為緣生意？若意亦緣非有事境而得生者，云何不違微妙

言說？如世尊言：由二種緣諸識得生，何等為二？謂眼及色，如是廣說乃至意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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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大乘解釋者在面對「佛陀」與「佛陀聽眾」雙重缺席的情況下，只要密意和方便依

然還是解釋的關鍵，這雙重缺席就會引誘人們進行增補。146因此唯識論者以「密意」為

合法的論證手段，他們認為從「假名」（概念的使用）上，佛所說的過去、未來雖然不

存在，但仍然能夠被言說。147這裡凸顯的一個問題是對於「存在」的概念，雙方似乎建

立在不同基礎下，自下當釋。 

2. 存在與不存在 

雙方的論證理由，建立在對於「意識」認知對象是否要是實在對象，具有不同的理

解。這一點筆者在前文比較說一切有部、經量部-譬喻師對於「存在」的觀點中，便有詳

細的解釋。雖然不見得能夠對應，但是筆者要指出，認為認知對象必然是客觀存在的事

物為基礎，這種基礎論（fundamentalism）的思考方式，是初期部派佛教普遍的預設前

提。在這一節，筆者將梳理姚治華如何論證「意識」的對象，兼具存在與不存在的事物。 

 

唯識論者在「意識」的認知對象上，和論敵有很大的不同，其的理由在於：「意識」

的功能，並不是如敵論者主張只能認知到「存在」的對象 ： 

 

意，緣一切義、取一切義。 

[筆者譯]意識的作用是能夠以一切事物為認知對象，認知一切事物。 

 

進一步來說，唯識論者認為如果不承認以上的說法，便會違背佛說而導致違背自己

的悉彈多（siddhānta），即違背自己的宗派的主張，這個在印度的辯論脈絡而言，是犯

                                                 
146唐納德•羅佩茲 編，2009 年，頁 48。 
147 《瑜伽師地論》卷 52，T30, no. 1579, P.0584,c24：「佛世尊假說名法，是故說言緣意及法，意識得生。

問何因緣故，知佛世尊有是密意？答由彼意識，亦緣去來識為境界，世現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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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自宗相違的嚴重過失。148因此唯識論者認為意識能夠同時認知到 「存在」與「不存

在」的對象。姚治華把論證濃縮如下： 

 

1.意識緣取一切法，作為意向性對象。 

2.一切法包含存在與不存在的對象。 

3.所以，意識緣取存在與不存在的對象，作為意向性對象。 

4.意向預設了認知。 

5.所以，意識可以兼知存在與不存在的對象。149 

3. 無我和無常 

此一節中可以分為兩個主題，第一個主題是無我，第二個主題是無常。就第一個主

題而言，姚治華指出，《瑜伽師地論》中提出普遍佛教接受形而上學的兩種對「存在」

（法 dharma）的分類，第一種為「有為法」；第二種為「無為法」。「有為法」指的是

在因果序列中的法，是會生滅的；「無為法」則超越因果序列，如涅槃等法。150佛陀主

張「我」並不存在，因為「我」不存在在兩種形上學的分類中，因此是不存在的，而只

是概念。151 

 

                                                 
148 《瑜伽師地論》卷 52，T30, no. 1579, P.0584,c27：「又有性者安立「有」義，能持「有」義。若無性

者，安立「無」義，能持「無」義，故皆名法。由彼意識於有性義，若由此義而得安立，即以此義起

識了別；於無性義，若由此義而得安立，即以此義起識了別。若於二種不由二義起了別者，不應說意

緣一切義取一切義。設作是說，便應違害自悉彈多。」 
149 Zhihua Yao., 2014, P.139. 
150 Zhihua Yao., 2014, P.141. 
151 《瑜伽師地論》卷 52，T30, no. 1579, P.0585,a09：「復有廣大言論道理。由此證知有緣無識。謂如世

尊微妙言說。若內若外及二中間都無有我。此「我」無性，非「有為」攝、非「無為」攝。共相觀識，

非不緣彼境界而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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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看法，也可以應用道「無常」當中，因為「常」也不是「有為法」、「無為法」

含攝的內容。152因此簡單來說，如果它們不能被兩種存在的分類含攝，則便可以知道其

為「不存在」。只是這個不存在應該如何被認知？姚治華指出，他們只能是「共相」

（sāmānyalakṣaṇa）的認知，或者是概念分別（parikalpa）的認知。但是這兩者都是建立

在意識的功能上，因此可以總結說：意識可以認知不存在的對象，比如「無我」和「無

常」。153 

4. 飲食 

此一段，採取的是一種「唯名論」（nominalism）的哲學立場。即唯識論者認為，

日常生活中的飲料、食物不過就是語言上的名詞的概念施設（安立）的事物。那什麼才

是真實的存在呢？佛教認為只有事物的存在不過就是建立在基本的元素上，因此只有真

實的色、香、味、觸元素，而「飲料」等，不過就是這些基本元素所構成，不是在己的

存在，故也不能放入存在的分類（「有為法」、「無為法」）當中，因此是「無」（不

存在）。154僅管飲食等不是感官知覺的根本對象，卻是意識認知的對象，因為它們只是

語言概念的建構。 

5. 邪見 

此一段批評斷見，在佛教而言指的是虛無主義者（nihilism）。虛無主義者認為一切

都不存在，包括沒有施設（施）、沒有願望（愛）、沒有祠祀。155唯識論者提出兩點反

                                                 
152《瑜伽師地論》卷 52，T30, no. 1579, P.0585,a22： 「又諸行中無常無，無不變易。此諸行中常，不變

無性，非有為攝、非無為攝。共相觀識，非不緣此境界而轉.」 
153 Zhihua Yao., 2014, P.142: “So both cases would support the thesis to be proved: mental consciousness can 

cognize nonexistent objects such as selflessness and impermanence.” 
154 《瑜伽論記》卷 1，T42, no. 1828, P.0585,a13：「又於色香味觸，如是如是生起變異。所安立中，施設

飲食、車乘、衣服、嚴具、室宅、軍林等事。此飲食等離色香等，都無所有。此無有性，非「有為」

攝，非「無為」攝。自相觀識，非不緣彼境界而轉。」 
155 《瑜伽論記》卷 1，T42, no. 1828, P.0585,a18：「又撥一切都無所有邪見。謂無施、無愛、亦無祠祀。

廣說如前。」 



DOI:10.6814/THE.NCCU.Phi.001.2018.A02

 

75 

駁：如果施、愛、祠祀本質上「不存在」，則持這個觀點的人就不會是虛無主義，為什

麼呢？理由如下： 

 

1. [因為它作為一種形上學的存在]，真實地被看見、真實地被言說。 

2. 如果它（施、愛、祠祀本質上）是不存在的，則虛無主義者以這件事

作為認知對象時，認知不可能發生。156 

 

因此，姚治華認為，唯識論者在這裡的立場仍然是堅定的：所謂正確的認知，就是

將「存在」判斷為「存在」，「不存在」判斷為「不存在」。反觀虛無主義者最大的問

題，就是把一切的「存在」當作為「不存在」。157 

（四） 小結 

以上三種對待「無」的認識，在《成唯識論述記》中，窺基顯然已經意識到這個重

要性，因為它牽涉到對於「無」的產生條件，以及對它的認識方式。他把這三宗的羅列

出來： 

 

（1）然而在此從大乘中對於「影像」的說法[來看]，緣取[不存在對象]

的認知是不生起的；從「本質[色]」的說法[來看]，緣取「不存在對象」

的認知是可以生起的。 

（2）薩婆多部主張緣取「存在對象」（有），認知才可能生起，[緣取]

「不存在」[的認知]則不會生起。 

                                                 
156 《瑜伽論記》卷 1，T42, no. 1828, P.0585,a19：「若施愛祠等無性是有，即如是見應非邪見。何以故？

1.彼如實見如實說故。2.此若是無，諸邪見者緣此境界，識應不轉。」 
157 Zhihua Yao., 2014, P.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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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經部派別主張緣取「不存在的對象」，認知可以生起，不需要依賴

於「存在物」。 

（結論：） 

（1）大乘一個心念就可以同時緣取二種法（存在與不存在法）。 

（2）薩婆多部]單獨只有「不存在的對象」不能生起認知。 

（3）經量部]兩者[影像／相分色、本質色]都不存在也可以生起[不存在

對象的]認知。158 

 

總結而言，窺基對於唯識、說一切有部、經量部，關於不存在對象的討論，已經清

楚地意識到不同，並且詳細地指出三者不一樣之處。以上，筆者舉出對於不存在的命題，

佛教三個主要派別都有其個別的認知方式。只是留下的一個問題是，當我們主張對於「不

存在對象」（「無」）的認知時，蘊含了我們對對象「存在」與否的判斷，這個涉及了

我們已經有對「對象」的知識了。但是對於「無」，怎麼可能會有任何的知識可以產生

呢？換句話說，認識到「無」這個對象，需要依據什麼「量」呢？在上一章筆者的討論

中，筆者指出窺基認為認識到外境不存在，可以依據兩種認識：真覺／少知。接下來，

筆者欲更進一步針對「真覺」進行考察。 

二、 窺基如何論證「無」 

將「無」以「共相」的方式理解是唯識論者的立場。但是把認知對象判斷為本體上

不存在，此主張需要建立在已經「知無」（認知到對象是不存在）的階段。此一節，筆

                                                 
158 《成唯識論述記》卷 1，T43, no. 1830, P.0247,a21：「然今大乘影像而言，緣無心不生，本質而說，緣

無心亦起。薩婆多說緣有心生，無即不起。經部師說緣無心得生，不要於有。大乘一念即俱得緣；獨

無不生；俱無得起。故三宗別。」對於底線句子的解讀，筆者依據智周的觀點。《成唯識論演祕》卷

1，T43, no. 1833, P.0823,b12：「疏。大乘一念即俱得緣等者。有、無本質，悉緣名俱。有宗要有質、

影心緣。若但闕質心即不起名獨不生。經部相、質俱無心生，名俱得起。此乃總結前三宗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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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探問對於「無」的判斷究竟如何成為可能？並且這個判斷（對於不存在事物的認知），

究竟是現量認知或者是比量認知？依據以上的問題意識，筆者將從《述記》提供的線索，

探討窺基可能主張的觀點。主要有兩個步驟，一、窺基所引援的跨文本的論點，二、窺

基如何討論對「無」的認知。 

（五） 窺基所引援的跨文本的論點 

窺基在《述記》中主張「無境」的認知，基本上可以分成三種程度的認知，分別為

一、生死流轉識中的有情的認知；二、已經獲得無分別智的聖者的認知；三、獲得後得

智聖者的認知。這三者對於「無境」理解的程度是不同的，論述如下： 

 

（1）若生死識，雖少自知，不名真覺。（2）無分別智雖名真覺，不能

知境皆非實有。（3）此後得智遍緣理、事，能知境無，異前二智。159 

 

筆者把三種認知的程度整理如下： 

  

 「智」的種類 對「無境」的認知程度 

1. 生死識之智 非真覺，少自知 

2. 無分別智 真覺，但不能知 

3. 後得智 遍緣理事，能知 

 

窺基認為「無境」的認知具有程度上的差別，在認知上只有達到了「後得智」，才

能夠合理地宣稱對於外境不存在有所認知。但是後得智所認知到「不存在」（無）的狀

                                                 
159 《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2。T43, no. 1834, P.1001,c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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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究竟是以現量認知，或者是以比量認知？是五識的認知或者是意識的認知？這是本

篇要處理的重要議題。然而窺基的《述記》中提供了一些重要線索： 

 

此後得智遍緣理、事，能知境無，異前二智。其義與前知世眠夢，平等

無二。前處眠夢得世覺時，知先夢境體非實有。今從生死得於真智出世

覺時，知先生死夢境體非真實，相似無二。平等、相似，一義二名，解

頌「知」字故。若不知生死夢境非實有，但是未覺。得真覺已，故能了

知。《攝大乘論》、《成唯識》中皆有此釋。義意既同，故不繁引。160 

 

窺基認為後得智對外境不存在的認知，與有情醒後認知到夢境的不存在的意義，是

一樣（平等、相似）的，並且這個意義正是為了說明頌文中「知」（認知）這一個字。

161換句話說，窺基認為這兩種對於「境無」的認知，從認知論意義的角度下來理解，皆

是一樣的。但是依據夢喻論證得出的「無境」，都是建立在間接的推論上，而不是建立

在「現量」的直觀上，那麼是否窺基認為「無境」這個認知也是一種間接的認知呢？這

個議題窺基給出兩條線索，即相關《攝大乘論》與《成唯識論》的主張。 

 

窺基雖然指出以《攝大乘論》為文本根據，但是沒有引證取自哪一個段落，但是就

《攝大乘論》本身的內容而言，的確存在著相似的脈絡，即《攝大乘論》也提出一個相

似的問題：世人因為有醒來的經驗，所以知道夢境是不實在的。但是世人沒有從生死識

中醒來的經驗，如何得以知道唯識呢？《攝大乘論》以為，透過兩個「量」，「唯識」

是可以被認知的，第一個依據是聖人的言說（聖言量）做推論，第二個是依據正確的道

理（真理）做推論。原文如下： 

                                                 
160 《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2。T43, no. 1834, P.1002,a06。 
161 頌文脈絡為：「論。頌曰：未覺不能知夢所見非有。」《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2。T43, no. 1834, P.1001,b07。

此中意為有情在夢中不能「認知」到夢裡所見（的外境）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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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若人未得真如智覺，於唯識中，云何得起比智？ 

[答]：由聖教及真理，可得比度。162 

 

可見在《攝大乘論》中主張，一個凡人在未獲得對真理的直觀之前，推論是作為一

種認知「唯識」重要方法。特別要留意的是，這裡的「唯識」意義與「無境」意義不是

兩個不同的，即認知到夢境（夢塵）的不存在等同於認知到一切唯識所現。163總體而言，

《攝大乘論》明白說明凡夫能夠藉由比量來了知「唯識無境」，因此以「比量」論證外

境不存在是作為凡夫朝向解脫的一個知識來源。 

 

不僅如此，在《攝大乘論》中，「比量」也是菩薩在通往解脫道路上，藉由它來認

知「唯識」道理。 

 

由此道理一切識中，菩薩於唯識應作如此比知：於青黃等識非憶持識，

以見境在現前故。於聞、思兩位，憶持意識，此識緣過去境，似過去境

起，是故得成唯識義。由此比知，菩薩若未得真如智覺，於唯識義，得

生比知。164 

 

《攝大乘論》中，無著主張如果菩薩沒有獲得察覺真理的智慧（真如智覺），仍然

可以從「唯識」的義理上，以「比量」認知到「境無」。換句話說，「比量」可以作為

                                                 
162 《攝大乘論》卷 1 〈2 應知勝相品〉 ，T31, no. 1593, P.0118,b16：「譬如夢塵。如人夢覺了別夢塵，

但唯有識，於覺時何故不爾？不無此義。若人已得真如智覺不無此覺。譬如人正在夢中未覺，此覺不

生。若人已覺方有此覺。如此若人未得真如智覺，亦無此覺。若已得真如智覺必有此覺。若人未得真

如智覺。於唯識中云何得起比智？由聖教及真理可得比度。」 
163 見上一個引文。引文中，並沒有明確把「唯識」與「無境」兩個命題分開，比如文中主張當人醒來發

現夢境只是識的變現。在這個例子中，旨在只有說明「無外境」。 
164《攝大乘論》卷 1 〈2 應知勝相品〉 ，T31, no. 1593, P.0118,c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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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解脫學上的方法和手段，使得菩薩可以通過推論而對唯識的道理有所認識。而這個

認識，指的是以推論的方式認識到「無境」。筆者的證據在世親的註解，他在《攝大乘

論釋》在註釋以上段落時，提出如下說明： 

 

釋曰：前明十一識，通說十八界，十八界中有根、有塵，菩薩於唯識義

中應觀定中色，既無別境，以定中色比定外色，應知亦無別境。165 

 

世親認為菩薩對於「唯識」的體悟，建立在「禪定」中考察色法，並得出在禪定中

認知到的物質世界，是不存在的結論，進而以此作為基礎，進一步以推論的方式（比量），

來認知非禪定時所認知到的物質世界（定外色），也是不存在的。166可見，對世親而言，

還沒有獲得真覺的菩薩只能透過比量的認知，來認知「無境」，而不能直接將「無」作

為現量考察的對象。在此「無境」和「唯識」顯然不是兩個問題，認識到「無境」即表

示認識到唯識的義理。總而言之，透過以上的說明，可見推論的認知是菩薩透過修行方

式認知「唯識義」的一個方法，因為比量能夠提供正確的認識，與解脫息息相關。 

（六） 窺基如何論證「無」：窺基文獻內部論點 

以上是第一個跨文本的外部論點，接著是窺基文獻內部論點。承接著《述記》的主

張，窺基認為「後得智」能夠知道「境無」這個命題，因此有兩個重要的問題是需要被

探問的：第一，「無」的認知，對於「後得智」而言，是什麼樣的一種認知？第二，「後

得智」的特性到底是什麼？如果這兩個問題能夠被稍微釐清楚，那麼如何認識「無境」

這個命題，就會變得清晰了。 

                                                 
165《攝大乘論釋》卷 5〈1 相章〉，T31, no. 1595, P.0183,a27。 
166《攝大乘論釋》卷 5〈1 相章〉，T31, no. 1595, P.0183,a27：「釋曰。前明十一識，通說十八界。十八

界中有根、有塵，菩薩於唯識義中應觀定中色，既無別境，以定中色，比定外色，應知亦無別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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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無」的認知可以被區分為兩個概念，第一種為「緣無」，第二種為「知無」。

第一種是指的是對於不存在對象的認知，比如過去、未來、夢境等，這些都是建立在意

識上的認識，因為意識能夠緣取一切法，因此能夠緣取不存在的對象；第二種指的是對

於「無」本身命題知識的把握，即把不存在的對象認知為「無」的一種認知，比如筆者

上文引述《瑜伽師地論》中，唯識論者用「共相」的方式認知「無常」、「無我」。167 

 

周貴華指出，唯識學對於過去、未來、夢、影等境，雖然不是實境，但是識是確定

可以緣取這類這樣的狀況的，因此可以說「識完全可以緣取不存在者」。168學者的這種

說法可以在《成唯識論述記》中，討論「無所緣智」的脈絡中找到依據： 

 

述曰。第二緣過、未等「無」，同經部義。如薩婆多前已破訖，故成無

境。「智」者即「菩薩智」。「無所緣識」者，無所緣之識，謂一切緣

過、未識，此唯有心。菩薩緣此識，無境得生，故名為智。舊云緣無得

起慮，今言大乘相分必有，應言境非真，慮起證知唯有識。169 

 

上述引文中，窺基主張認為菩薩能夠緣取「無」，產生「無所緣識」，這個識得內

容指的是過去、未來這種不存在的法。因為菩薩能夠認識到「相分」一定存在，而「相

分」不必來自「外境」作為形上學的支持，因此能夠得出「唯識」的觀點。顯然，唯識

對於緣取「不存在」的理論，和經部師的觀點是一樣，經部師能夠以不存在的對象，比

                                                 
167 《瑜伽師地論》卷 52，T30, no. 1579, P.0585,a09：「復有廣大言論道理。由此證知有緣無識。謂如世

尊微妙言說。若內若外及二中間都無有我。此「我」無性，非「有為」攝、非「無為」攝。共相觀識，

非不緣彼境界而轉。」 
168 周貴華，2009，頁 367。 
169 《成唯識論述記》卷 7，T43, no. 1830, P.0488,c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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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過去、未來，當作所緣而生起認知，不同於說一切有部把過去、未來當作實有的法。

眾多學者已經詳述這個問題，可見 Collett Cox 和法光法師等人的著作。 

 

說明了對於不存在對象的認知，筆者認為這僅僅說明「無」的對象可以被認知。但

是「無」既然是指不存在的，要擁有對於「無」的知識如何可能呢？因此窺基提出「知

無」的概念，是筆者此一節要著手處理的主要問題。雖然在《述記》中，窺基只是略為

提到「知無」的概念，但是在他另外一部作品——《成唯識論述記》就有明確的討論： 

 

論。如是自性至不可得故。 

述曰。次第四句。如是第三句遍計所執。自性都無所有，非少可有，故

名「都無」，依他性法少可有故。何以知無？理、教二法子細推徵，不

可得故。如前第七卷等所引理、教。170 

 

窺基認為「無」是透過「理」與「教」被認知到的，所謂「理」指的是道理、推論，

是一種比量的認知，而「教」是指聖言量得知的認知。171窺基認為，透過這兩個方法（理、

教），仔細推論，都無法產生認知，這時候就可以說，對於「不存在」的狀態能夠有所

的認知。可見這無疑是一種「比量」的認知。 

 

以上回答了「緣無」與「知無」的不同，而「知無」是對於「無」的後設性思考。

但是僅僅依據以上一點論述，不充分能說明為何「知無」必須限定為是一種「比量」、

「聖言量」的認知，而不能是「現量」的認知。以下，筆者將要進行兩個步驟的討論，

                                                 
170 《成唯識論述記》卷 9。T43, no. 1830, P.0540,b19。 
171 「理」與「教」作為一種認知，在《成唯識論述記》是很常見的說法，舉例而言：《成唯識論述記》

卷 4 ，T43, no. 1830, P.0347,a28：「述曰。答中有二。初總。次別。此即第一初舉教、理言識有體，

此非世間現量境故。唯信聖言，及比知有，以此二量為決定證，故言定量。量謂量度揩定之義，如常

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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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釐清對於「無」的認知。第一步，首先要釐清「無」是否能夠作為所緣緣，以及它是

否是具有存在的本質（有體）？第二步，如果它不能作為所緣緣，則我們對於「不存在

對象」的認知，將從「現量」中排除。則這是否表示窺基認為我們所有對於「無」的知

識，都將來自「比量」、「聖言量」呢？聖人對「無境」、「無常」、「無我」的認知，

是現量還是比量呢？這將成為本論文重要的議題。 

 

三、 《述記》：「知無」非是以「無」作為相分 

外境是因為有情的認知建立在「遍計所執性」上，但是「遍計所執」本生是虛妄的，

並不實際存在的。然而，以《二十論》為例，世親用了大量的篇幅來說明外境不存在，

這些論證被窺基歸類為七種反對外境存在的議題。就算《二十論》成功地論證「外境不

存在」，其能夠表示我們對於「不存在」有所認知嗎？對於「不存在」存在狀態的思考，

不只是涉及到對於《二十論》關於「境無」的比量論證，更進一步而言，是為了回答《二

十論》中所涉及的解脫論問題。如果「不存在」不能夠被認知，則「境無」的論證顯然

並沒法幫助產生智慧；如果「不存在」能夠被認知，對於「不存在」的認知究竟屬於哪

一種認知論的類別（現量、比量、聖言量）呢？因此，本章節要提出的問題，是對於「無」

本身的後設問題，即「無」本身的存有論如何被窺基理解與界定。 

 

「不存在」究竟能不能被認知，最直接關切到的問題就是「遍計所執」作為不存在

對象，究竟能不能被五識認知？又亦或只是意識認知的對象？窺基自詡站在護法的立

場，於《述記》中主張：能夠產生執取的心，就叫做「遍計」，「遍計」所認識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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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做「所執」，這個對象是不存在的法，不能夠作為五識172的認識對象（所緣緣）173，

因為它只能滿足「所緣」而不能滿足「緣」，因為它沒有存在的本質作為升起的條件，

而只是錯誤的認識。174窺基舉例「繩子」和「蛇」的例子，來說明有「遍計所執」和無

「遍計所執」的認識： 

 

（1）比如看見繩子，眼識沒有執取，是屬於現量[的認識]，認識到存在

的自相。（2）[在這個情況下六識]而看見到青色等離開言語[描述]的對

象，意識在這裡也自己變現成為離開言語[描述]的影像。[但是意識]不知

道這個影像不是繩子、不是不是繩子、不是蛇、不是不是蛇。（3）[之

後]才執著為蛇的[認識]不稱為影像，[而是]稱這個有執著的識，名為「能

遍計」，[能遍計]本質上是存在的；所變現的影像，本質也是存在的，名

為「所遍計」。遍計所認識[的對象]，當著有情[面前]所顯現[的內容]，

現象是存在的但是道理上是不存在，稱呼它被執取[的對象]，遍計性[作

用]可以成立。175 

 

筆者認為窺基在這裡區分認識到「無」（不存在的遍計所執內容）的三個認識階段。

第一個階段指的是沒有分別的現量認識；第二個階段指的是五俱意識進行最基礎的分別

                                                 
172《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2，T43, no. 1834, P.1008,b21：「說能執心。名為遍計。遍計所取。名為所執。

此是無法。不能與識作所緣緣。」此處筆者判斷「識」為五識。這一點在護法《觀所緣論釋》的開宗

之說，有明確的立場在討論「所緣緣時」把「識」限定為「五識」。 
173 事物如果能夠稱之為「所緣緣」，要滿足「緣」與「所緣」兩個條件，詳細的討論在陳那和護法的作

品中，礙於篇幅讚且略過。 
174 《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2，T43, no. 1834, P.1008,b21：「說能執心。名為遍計。遍計所取。名為所執。

此是無法。不能與識作所緣緣。所變影像。體是有法。與能遍計。作所緣緣。亦不違理。但是凡夫起

能執心。當體顯現。名凡夫境。非說為境故。即是所緣緣。但作所緣。不能作緣。當情現故。無體性

故。」 
175 《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2，T43, no. 1834, P.1008,b26：「如見於繩眼識無執，是現量攝，得法自相。但

見青等離言之境，意識於此亦自變為離言影像，不知此影像非繩、非非繩、非蛇、非非蛇。遂執為蛇

不稱影像，說此執心名「能遍計」，體是有法；所變影像體亦有法，名「所遍計」。遍計所取，當情

所現，情有理無。說為所執。遍計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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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惟這個分別作用只有影像而不是名言概念分別；第三個階段才有意識產生染污的

「遍計」功能，產生概念分別。而這裡表明認識「無」，只能來自「意識」，而排除任

何「五識」的作用呢。這個解釋也符合護法的觀點，因為護法主張意識才具有執取的功

能，五識因為沒有分別功能，只能認知實在的事物，而不能認知不存在的對象。176 

 

以上排除了「無」能夠作為五識現量對象後，筆者接著要討論這個原則是否在覺悟

者身上也適用？如果「不存在」的知識，不能來自五識，對於「外境不存在」的知識來

自意識嗎？《述記》中，窺基對於這個問題，很簡短地提出他的看法： 

 

佛知諸法皆性離言，非無、非有。疎所緣中，以所執境為其本質，增上

力故，心變為無，體實是有。相似無法，知此離言法，非如凡夫假智，

及言二法所取。對凡夫說此離言法上，凡境為無，名為「知無」，非是

親以「無」為相分。《佛地》論云：「心所變無，依他起攝；真如理無，

圓成實攝；遍計所執，體既非有，若非前二攝，智何所知？」由如是等

所說理趣，護法為勝 。177 

 

窺基認為，佛對凡夫說的離開名言概念的諸法，即凡人所見的外境是不存在，這個

主張叫做「知無」，而不是直接以「不存在」作為相分來認知「無」。另外，窺基站在

護法的立場，引述護法知識論體系親光等人的作品——《佛地論》，其中也提到對於「無」

的認知，並且立場和《述記》是一致的： 

 

                                                 
176 《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1，T43, no. 1834, P.0983,a15：「言唯意識能計度者，彼論意說遍一切境而計度

者，唯意識能。誰言五識無有遍計？若不爾者，此中云何說眼有眩？見髮蠅等，廣此等諍如《成唯識》。

瞿波論師同護法釋，以眼為門，意識能執。無有道理五識緣「無」，無分別故，一向緣實。如《阿毘

達磨》經偈中說：無有眼等識不緣實境起。意識有二種：緣實、不實境。」 
177 《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2。T43, no. 1834, P.1008,c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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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計所執以無體故，非聖所證。 

[問]若爾聖智不知一切。彼既是「無」，智何所知？若知為「有」；則成

顛倒，若知為「無」，則非遍計所執。 

[答]自性心所現「無」，依他起攝；真如理「無」，圓成實攝。是故聖智

雖知有「無」，而不緣彼。178 

 

《佛地論》中，論敵試圖提出一個兩難論證： 

 

1. 如果聖人將「遍計所執」認知為「存在」的，則聖人的理解會變成為錯誤； 

2. 如果聖人將「遍計所執」認知是「不存在」的，則智慧怎麼可能認識到內

容？因此就不可能是「遍計所執」。 

 

為了避免以上的困難，親光等人認為，凡夫認知到所顯現的「無」（不存在對象）

的影相，是屬於依他起性所攝持的；真如理所顯現「無」的命題，則是圓成實性所攝持

的。因此聖人的智慧雖然能夠認知到「不存在」，但是不是將它當作無分別的五識的認

識對象。179另外，這個問題，在《成唯識論述記》中也有相似的論述： 

 

[問]若爾聖智不知一切，彼既是無，智何所知？若知為「有」則成顛倒，

若知為「無」則非初性。 

                                                 
178 《佛地經論》卷 7 ，T26, no. 1530, P.0324,a23：「如論中說遍計所執唯凡智境。圓成實性唯聖智境。

依他起性亦凡智境。亦聖智境。遍計所執以無體故，非聖所證。若爾聖智不知一切。彼既是無智何所

知？若知為有則成顛倒，若知為無，則非遍計所執。自性心所現無，依他起攝；真如理無，圓成實攝。

是故聖智雖知有「無」，而不緣彼。」 
179 筆者將「緣」判斷為「五識」之認識，因為在《佛地經論》中也明白主張「不存在的對象」不能作為

五識的對象。《佛地經論》卷 7，T26, no. 1530, P.0323,c05：「《攝大乘》說：能遍計心唯是意識，故

知五識不緣遍計所執自性，如無分別無推求見，不能計我，故亦不能計度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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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心所現「無」依他起攝。真如理「無」，圓成實攝。是故聖智雖知有

「無」，而不緣彼初性為境，與前說同。非不證「無」便非聖智。勿心

外法亦能緣故，凡雖緣如不得實故，說非彼境。180 

 

在以上的引文中，基本上和《佛》的兩難論證方式是一樣的。只是在回答上，窺基

進一步提出「無」的知識雖然能夠被聖人掌握，但並不能成為認識對象直接被聖人的智

所直接知覺（是故聖智雖知有「無」，而不緣彼初性為境），因為如果「無」的對象，

能夠被智慧所現量直觀，則不存在的「遍計所執」便會成為外在於心的對象被智慧所認

知，這便會和唯識得思想產生衝突。這觀點也符合《述記》中說：「（佛）非是親以「無」

為相分」，才叫做「知無」。很顯然，窺基已經意識到「無」，如何成為一種「知識」

的後設性的問題了。如何將「遍計所執」認知為「無」是一個重要的判斷，因為無論在

《二十論》或者《成唯識論》，都涉及對於「無」的認知，「唯識無境」更是唯識試圖

證明的觀點。 

 

小結窺基對於「知無」的觀點，窺基在《述記》中認為，認為判斷某個對象為不存

在（「無」），並不是以它作為直觀的對象，因為它沒有存在的基礎。然而儘管窺基認

為我們無法對「無」有直接知覺，但是不否定我們能夠對「無」比量認知。 

 

 

 

 

                                                 
180《成唯識論述記》卷 9，T43, no. 1830, P.0553,b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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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後得智認知「無境」 

此節在於分析窺基如何在《述記》解釋「後得智」能夠認知「境無」的觀點。藉此

提出筆者的兩個問題：（1）真覺指的是什麼？（2）「無境」如何成立？ 

 

首先，窺基區分無境的認識為真覺與少知，並且認為世親主張認還沒有獲得「真覺」

前，是不能掌握真正「無境」的知識的，但是獲得「真覺」仍不表示能夠知道「境無」，

需要區分兩個層次的「真覺」：「無分別智」與「後得智」。「無分別智」還不算是認

識到「境無」的最終方式，而是要透過「後得智」（pṛṣṭha-labdha）181的方式才能認識。

182窺基在此對「真覺」進行進一步的解釋： 

 

（1）二乘「見道」位，也名為「真覺」，但是在「後得智」位不認知外

境不存在，因為他們的預備的修行不是以「唯識」作為方式。 

（2）菩薩在「見道」位的沒有污染的正確智慧，因為超越世間[的智慧]，

稱為「出世」，能解脫生死輪迴，稱為「對治」[煩惱的智慧]。離開「世

分別」和「事分別」，稱作「無分別」。這個是在無間進入解脫道上[的

菩薩]能夠調服世間[的障礙]，契合真如道理，稱為「無分別智」……不

是錯誤的[的認知]所以叫做「真」，能夠正確地明白[事物]所以叫做

「覺」……[為了]區別不同於生死有情在離開夢境時，也宣稱的認知道

                                                 
181 《唯識二十論》卷 1，T31, no. 1590, p.0076,c12-TML：「此後所得世間淨智現在前位。如實了知彼境

非實。」梵文為: “tatpṛṣṭhalabdhaśuddhalaukikajñānasammukhībhāvād viṣayābhāvaṃ yathāvad avagacchatīti 

samānam etat|” Jonathan S., 2016, P.123. 
182《唯識二十論》卷 1，T31, no. 1590, P.0076,c11：「未得真覺不能自知。若時得彼出世對治無分別智。

乃名真覺。此後所得世間淨智現在前位。如實了知彼境非實。其義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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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境都不存在這樣一種假借名言的認知，[而]建立「真覺」為名[的認知]。

183 

 

窺基將「真覺」區分兩個種類：（1）二乘：聲聞、緣覺；（2）菩薩。就「見道位」

而言，二者都是獲得「真覺」，但是二者的不同在於，後者獲得「後得智」智慧。「無

分別智」不是認識「無境」的充分條件，需要通過「後得智」才能算真實知道外境不存

在。窺基進一步說明「後得智」的功用： 

 

[菩薩]在見道位中，獲得這裡所說明的「無分別智」。之後才出現認知世

間的沒有染污的智慧，顯現在當下的狀態，才能合理真實地了解認知那

[有情]在生死輪迴[流轉中]識所認知到的[外在]對象並不是真實存在的，

即是「後得智」。因為緣取世間，才被稱為「世間」，並不是本質上存

在染污所以叫做「世間」。本質上不是染污的，以純淨的名字來成立它，

合理地[看待]對象而有所認知，稱為「如實知」。184 

 

按照窺基的觀點，菩薩在認知「無境」上需要經過兩個過程：（1）「無分別智」的

認知；（2）「後得智」的認知。然而為什麼要有這兩種認知的區別呢？顯然這是另一

層問題，但是《述記》中存在這兩種認知狀態的線索： 

 

                                                 
183 《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2，T43, no. 1834, P.1001,c14：「論。若時得彼出世對治無分別智即名「真覺」。

述曰。二乘見道亦名「真覺」。然於「後得」，不知境無，加行不作唯識入故。菩薩見道無漏正智，

超世間故，名為出世，能除生死，稱為對治。離世分別及事分別，名無分別。此為無間道對治世間，

契真如理名「無分別智」……不虛妄故名真。如實了故稱覺……簡異生死少出夢時，亦言知夢境皆非

有假名之覺。立真覺名。」 
184 《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2，T43, no. 1834, P.1001,c25：「於見道中，得此所說「無分別智」。後有緣世

間無漏之智，現在前位，方能稱理如實了知彼生死識境非實有。即後得智。緣世間故，名為世間，非

體有漏名世間也。體非是漏，立以淨名，稱境而知，名「如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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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無分別」，唯緣如理，但名真覺。此「後得智」，遍緣世間，能知

境無，名如實知，亦名真覺。此智得起藉無分別，無分別智獨名真覺。

（1）若生死識。雖少自知不名真覺。（2）無分別智雖名真覺，不能知

境皆非實有。（3）此後得智，遍緣理、事，能知境無，異前二智。185 

 

根據上述觀點，窺基認為「無分別智」認知的對象是「理」，「後得智」認知的對

象是「理、事」。雖然對於「理」與「事」的概念在這裡不是那麼清楚，但是窺基在《瑜

伽師地論略纂》中為二者的功能做了一些說明： 

 

論云一依如所有姓、二依盡所有性者。且如二智： 

（1）如所有姓，即無分別智。緣「理」之智，如境道理稱實性而觀。 

（2）盡所有性，即後得智。緣「事」為境，盡境界性而能觀之。此解大

分以理、事智別。186 

 

窺基認為「無分別智」緣的是「理」，其內涵是認知真實勝義的智慧，處理的是知

識的深度。而「後得智」緣的是「事」，其內涵是窮盡對認知對象（境界）的周備理解

之功能，處理的是知識的廣度問題。但是由於「後得智」是建立在「無分別智」上，因

此也許《述記》中窺基認為「後得智」還是某個意義上能夠認知到「理」，因此它的認

知兼具「理」和「事」。187藉此，窺基主張「無分別智」不能知道外境都是不存在的（「境

皆非實有」），理由在於「無分別智」保證的是知識的正確性，但是「後得智」保證的

是知識的普遍有效性，因為它能窮盡考察所有對象，而知道「一切（外）境」都是不存

                                                 
185《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2，T43, no. 1834, P.1002,a02。 
186《瑜伽師地論略纂》卷 10, T43, no. 1829, p.0134,c13-TML。 
187 劉慧玲，2006，頁 62。國內已經有論文點出關於無分別智與後得智，其功能為盡所有性、如所有性，

這個觀點已經和玄奘當初將盡所有性和如所有性當作為被觀察對象的觀點不同了。論文指出，窺基將

這兩個性，當作是一種智的內涵，而不是觀察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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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進而成立「唯識無境」的觀點。但是由於它建立在分別的功能上，因此它屬於一

種比量的認知而非現量，只是這個認知顯然和凡夫的比量仍然是有所不同的。這個差異，

可見窺基的弟子——惠沼對「後得智」本身的認識功能的說明： 

 

一切定心離此分別，皆為自相，並是現量，雖緣諸法苦、無常等，亦一

一法，各別有故，但緣自相。真如體是諸法實性，亦自相攝。其「後得

智」雖緣名名及所詮義，然不執義定帶於名，亦不謂名定屬於義。由照

名、義，各別體故，亦是自相。188 

 

在慧沼的觀點中，後得智能夠同時認識「自相」（名）與「共相」（義），但是因

為不執著在「自、共相」概念上和關係上，而是將二者作為不同的對象來認知，因此也

可以稱為後得智是認識到「自相」。可見，對於惠沼認為「後得智」雖然是對於共相的

認知，但是並不執著於自、共的區分上而且還能認知到不同的這二種對象，因此也算能

夠認知到自相。因此，從惠沼的論述中可以知道「後得智」是兼能認知自、共相的智慧，

因為它建立在「無分別智」認知到「自相」的基礎上。從修行次第的脈絡下來考察「後

得智」，儘管它的功能建立在比量上以共相的方式認知無境，但與凡夫對共相的認知仍

然是不同的。 

五、  小結 

「無」在本章的討論，分為兩個步驟：第一，筆者將對「無」的認識，從部派到瑜

伽行派，做簡單的梳理。第二，就窺基的立場 而言，「無境」究竟屬於什麼樣的一種

認知。 

                                                 
188 《大乘法苑義林章補闕》卷 8，X55, no. 0882, P.0163,a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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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第一點而言，姚治華指出，對於瑜伽行派而言「無常、無我」只能是「共相」

（sāmānyalakṣaṇa）的認知，或者是概念分別（parikalpa）的認知。但是這兩者都是建立

在意識的功能上，因此可以總結說：意識可以認知不存在的對象，比如「無我」和「無

常」。189 

 

第二點而言，是延續以上的觀點，將對於「無」的認識鎖定在「無境」的議題上。

「（外）境」在唯識立場而言，是有情帶著「遍計所執性」的認知結果，但是「遍計所

執」不是有體的，因此要如何認知到「遍計所執性不存在」（或者「無境」）這個事實，

就涉及到佛教知識論（量論）的立場。如果「無」能夠直接被認識，則「無」便不會是

「不存在」的。因此，為了避免這個問題，因此筆者引用窺基的大量論證，來說明「無」

的知識，不是來自於直接現量的認識，而是比量的認知。 

 

只是「比量」的認知，從修行次第的角度而言仍然有程度上的不同。對於窺基而言，

建立在「真覺」的認知上才算是終極意義的知識，在沒有獲得「真覺」前的菩薩，只能

透過比量獲得有限度的認知。因此，比較獲得「真覺」（即無分別智與後得智）與未獲

得「真覺」的狀態，此二種雖仍然需要建立在比量的基礎上認知「無境」，但是就修行

次第上，前者對「無境」的認知顯然比前者更真實，因為「後得智」建立在「盡所有性」

的內涵上，能窮盡一切存在而認知「無境」的普遍性狀態，在這個意義下才能合理認知

「無境」。因此，我們可以回過頭來檢討《二十論》是否成立的普遍命題：「安立大乘

三界唯識」。對於窺基而言，《二十論》對於「三界唯識」的命題，完全是建立在「聖

言量」上，採取的是經證：「以契經說三界唯心」190，並沒有積極的「比量」來正面證

                                                 
189 Z. Yao., 2014, P.142: “So both cases would support the thesis to be proved: mental consciousness can cognize 

nonexistent objects such as selflessness and impermanence.” 
190《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1，T43, no. 1834, P.0980,a04：「大文有二。初立論宗大乘三界唯識無境。後即

於此義有設難言下。釋外所徵。廣破異執 就立宗中。文有其四。初立論宗諸法唯識。二顯由經說，

以經為證。今明唯識但成大乘唯識之義，或顯論所明為成經義。成立大乘，是佛所說唯識不虛。」 



DOI:10.6814/THE.NCCU.Phi.001.2018.A02

 

93 

明「三界唯心」的普遍命題，因為普遍的命題對於窺基是建立在「後得智」，以「盡所

有性」的功能來達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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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展望 

一、 結論 

此一章將對以上四章進行總結，提出《述記》中，如何看待「無境」的論證以及認

知。在窺基的論述中，「無境」這個議題涉及兩個部分：第一，在論證上可以被視為對

「境」的簡單否定；第二，在認知上可以視為對「無境」這一個形上學狀態的認識。 

 

對於《二十論》是否能夠證成「觀念論」的結論，學界向來有不同的意見。筆者認

為原因有三：第一，《二十論》沒有清楚的理由說明外境不可能存在，亦或者不能離識

而有；第二，《二十論》沒有清楚地使用因明的三支論證，來正面成立外境不存在，只

有從個別例子來破斥外境論者；第三，《二十論》缺乏清楚的辯論脈絡與清晰的論敵。 

 

對《二十論》的爭論，追根究底其背後的主因來自唯識學究竟是否為「觀念論」的

辯論，這個論戰在 20 年以前就開始了。筆者將眾多學者的觀點，分為三個論爭的議題：

第一，唯識學派不反對外境存在。早期如 Alex Wayman 便認為唯識並非否定外在世界

的實有性。他舉《二十論》為例，其所提及「三界唯識」的「唯」，是一個限定否定詞

（qualified negation），否定的「範圍」只是局限在「三摩地」（禪定）時。另外又如

Kochumuttom 從世親《二十論》的論證中，歸結不出世親有明確意義地反對外在世界，

反而從世親肯定有他心的角度看來，《二十論》並非觀念論，，而是多元實在論，這個

立場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以「他心」作為論諍的焦點。一直到了當代，「他心」作為一個重要爭論議

題。美國學者 Dan Lusthaus 以「現象學」的角度，重新詮釋《成唯識論》，並主張瑜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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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派不是形上學意義的觀念論，而是知識論意義下的觀念論，因為瑜伽行派並不反對「他

心」存在。但是他的觀點，引來 Schmithausen 的反駁，他認為《成唯識論》中根本不會

同意他心是獨立於心外的實有物質色法。Butler 則認為從「他心」的角度反對唯識學不

是觀念的理由很不充分，因為觀念論不必然是「獨我論」。  

 

第三，以論證的觀點重新審視「觀念論」立場。如 Birgit Kellner 與 John Taber 提出

以「論證策略」，作為考察世親「觀念論」立場的另一個出發點。他們認為《二十論》

的論證策略可詮釋為「訴諸無知論證」的策略進路，世親正是使用這個知識論的方式來

否定外境，即如果外在世界無法被證明，則最好的解釋就是外在世界不存在。但是不知

道 A 存在與否，如何能夠論證 A 不存在？他們自己的文中也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因此

他們認為世親將「唯識無境」的證成開放給讀者決定。但是筆者認為這個觀點，不僅無

法將結論導向「觀念論」，也不是一個有效的論證方式。此外，如 Feldman 和 Matilal 則

從論證的理由，否定世親提出論證能夠有效支持「觀念論」立場。他們從 Uddyotakara

的論點出發，認為世親的「夢喻」不能支持我們的世界如夢一樣不實，因為認識到「夢

境無」要建立在醒來的經驗，則認識到「外境無」也要建立在涅槃的經驗上，但後者的

情況不僅不可能，而且不共許。 

 

小結而言，筆者的把論文的重心關注在第三個議題上，並且結合窺基《述記》中偏

向以「因明」論證的色彩，試圖為當代的研究提供一個新的出發點。當窺基試圖為佛學

提供其「方法的規範性」，以尋找理論上回顧到印度知識論的「正統」性191，筆者認為

窺基對於「因明論證」的強調，恰好能回應當代的討論。筆者將要以三個章節回應

Kellner、Taber、Matilal、Feldman 的觀點。 

 

                                                 
191 Wei Jen, Teng, 2011, P.163. 



DOI:10.6814/THE.NCCU.Phi.001.2018.A02

 

96 

針對以上問題意識，筆者在第二章針對 Kellner 和 Taber 的觀點，試圖檢討對於外境

「非知覺」是否能夠用來否定外境。這個議題分為兩個主要部分：第一，對於「不可得」

論證「不存在」在「量論」上的概念史發展。第二，檢討 Kellner 和 Taber 以「訴諸無知

論證策略」的方式詮釋《二十論》。 

 

筆者贊同他們的詮釋，他們認為整部《二十論》都在否定外境，原則上採取知識論

的角度否定「外境」。但是筆者認為問題在於，他們並不認為世親已經將這個論證，從

邏輯的角度來成立三支論式。因為他們認為世親尚未將「非知覺」當作是一個論證的理

由。但是從窺基的觀點，可以修正他們對於世親的解讀。窺基認為世親早就以「非知覺」

作為正因，建立為三支論式，即以「不可取」（agrahanāt）作為論證理由。 

 

此外窺基進一步指出《二十論》中以「量」來判定認識對象的存在與否，這是世親

與論敵的普遍共識，因此如果「量」不能認識到該對象，則該對象是不存在的。因此，

對「無境」的理解需要建立在「量」的檢驗上，而不是未經知識檢驗「無知」。從窺基

對於世親的詮釋，同時也可以反省當代學者意在區分「形上學觀念論」與「知識論觀念

論」的意義。筆者認為「知識論」和「形上學」的區分在窺基的解讀中，不是皆然互不

干涉的兩回事。 

 

以上說明「無境」來自於對境的否定，但是我們是否能夠對「無境」有所認知呢？

在第三章筆者藉著「夢喻」的論證，區分認識「無境」的兩種方式：「真覺」與「少知」。

這一章目主要的方法是透過窺基重構「夢喻」的論證，重新反省夢喻對於論證「無境」

的有效性以及回應當代學者的批評。當代學者如 Matilal 與 Feldman 都站在 Uddyotakara

的觀點下，批評「夢喻」理論不能推論出醒來的世界也是「無（外）境」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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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Feldman 認為「夢喻」不是一個有效論證。他把 Uddyotakara 的論證做如下修

正： 

 

（P（2）如果一個人 S 知道對 X 的認知是幻覺，那麼 S 一定知道，某些

事物 Y 是真實的認知。 

 

他認為在幻覺中的人無法聲稱自己有非幻覺的經驗；而聲稱自己認知到「自己在幻

覺中」，一定代表有「非幻覺的經驗」作為判斷標準。因此，如果要主張外在世界的事

物都是不實的，那麼必然要預設「涅槃」的經驗作為根據，就如對於夢境的認知要建立

在醒來的經驗一樣。這個論證稱作為「寄生論證」，簡單而言就是「假必依實」的論證

原則。筆者認為這個問題在窺基的文本中也已經被意識到了。《述記》中窺基指出反對

者的立場：如果夢與醒的世界都一樣，那麼知道夢的世界不存在，則必然知道醒的世界

不存在。但是敵論者認為夢與醒的不同，正好說明這兩個世界的狀態必然也是不一樣的。

如果境是不存在的，為何一般人不是自明地認知這個事實？並且只侷限在夢境的認知

上？可見必要預設實境作為夢境的判斷基礎，因此仍然是建立在假必依實的立場上。 

 

窺基並不反對這樣的區分，但是「夢」與「醒」的區分並不是類比「幻覺」經驗與

「真實」經驗。他認為在夢境中人不能合理宣稱夢中世界不存在，對清醒的人而言，也

不能主張醒來的世界不存在。那問題出現了：「無境」豈不就是空談？恰恰相反，窺基

區分了對於「無境」兩種意義的認知：（1）真覺與（2）少知。即凡夫在還沒有獲得「真

覺」下，不能主張真正認知到「無境」。而是可以透過「比量」、「聖言量」有侷限地

認知。因此，回應 Feldman 的論證，認知到醒來的世界是不真實的，並不需要透過建立

在「涅槃」的觀點上，而是可以建立在「少知」上，根本不會犯 Feldman 的批評。對於

窺基來說，更好的版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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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比 認知到的內容 

醒來的經驗 推論（少知）夢中的外在世界不存在 

聞教的經驗 推論（少知）生死之識的外在世界不存在 

 

針對「無境」的議題，雖然世親主張：沒有獲得「真覺」是不可能知道的，但是窺

基在詮釋下世親並沒有否定「比量」與「聖言量」某個程度上能夠有限度地認知「無境」。

但是窺基並沒有去挑戰假必依實的觀點，只是對於「實」，唯識學派與實在論者的理解

不同。窺基認為要認知到什麼是境的實相，需要建立在「真覺」上。 

 

延續著上述的觀點，筆者在第四章繼續追問「真覺」的意義。在討論真覺對於「無

境」的認知前，筆者首先關注對於「無」的認知方式。在第一節，首先筆者關注不同部

派對於「無」的討論。對於說一切有部而言，不存在的對象不可以被認知，而無常、無

我則是以言詮的方式被掌握。這個觀點和姚治華在分析唯識學派的立場是一致的。就唯

識學派而言，姚治華指出對於「無」的認知是意識以概念化的方式認知的對象，因此，

如「無常、無我」只能是「共相」（sāmānyalakṣaṇa），或者是概念分別（parikalpa）的

認知。 

 

就第二點而言，是延續以上的觀點，將對於「無」的認識鎖定在「無境」的議題上。

從唯識立場而言，「外境」是有情帶著「遍計所執性」的認知結果，但是「遍計所執」

是不存在的，因此要如何認知到「遍計所執性」不存在，就和解脫學的立場息息相關。

如果不存在的遍計所執能夠直接被認識，則它便不會是「不存在」的。為了避免這個問

題，窺基引用大量論證來說明「無」的知識，不是來自於直接認識，而是推論的認知。

所以窺基主張：並不是沒有直接知道「無」，就不叫做聖人的智慧。但是聖人究竟以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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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方式認識到「無境」呢？世親認為是「真覺」。但是窺基認為世親文中「真覺」的內

容，事實上仍可以分為兩種意義的智慧：「無分別智」和「後得智」，只有後者建立在

「盡所有性」的認識功能上，才能窮盡一切存在而帶有分別地認知「一切境非實」。建

立在這個智慧的功能下，才能合理宣稱「無境」作為一個普遍性命題。但這個認知是介

於現、比之間，是在經過現量無分別的認知後，接著比量認知到的結果，不同於凡夫的

比量認知。 

 

總結來說，筆者主張對終極意義的「無境」的認知，需要建立在解脫論的系統上，

而且只有「後得智」才能夠從積極正面的意義上認知「無境」。藉此，我們可以回過頭

來檢討《二十論》意欲成立的普遍命題：「安立大乘三界唯識」，對窺基而言，《二十

論》對於「三界唯識」的命題，完全是建立在「聖言量」上，採取的是經證（以契經說

三界唯心）的方式，並不是以「比量」來正面證明「三界唯心」的普遍命題。因為普遍

的命題對於窺基來說，是建立在「後得智」上，以「盡所有性」的功能來達成的。但是

窺基並沒有反對我們仍然能夠透過夢喻等不同的比量方式，認知到外境是不實的，但這

只能是否定性意義的論證，在認知程度上，「真覺」與「少知」仍有差別。 

 

透過對於「後得智」盡所有性的功能的說明，也可以明確回應當代學者如

Kochumuttom、Lusthaus 等人對於世親是否為「觀念論」的質疑。對於窺基而言，覺悟

者要具備兩種智慧：「根本智」、「後得智」，才能認識到「境無」192，在唯識學派理

論架構下，前者能夠認識對象的真實性，後者則能窮盡認識事物一切可能性。因此，根

本沒有任何空間容許存在「識」以外的實在對象，而且不被認知。在窺基的詮釋下，世

親是以知識論的方法，反對「外境」存在的可能性，因此，世親作為是一個「觀念論」

者（無論指形上學，亦或知識論觀念論者）都是毋庸置疑的。 

                                                 
192 《唯識二十論述記》卷 2，T43, no. 1834, P.1002,a06：「此後得智，遍緣理事，能知境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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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未來展望 

本論文採取「論證」與「認知」兩種切入角度，探討窺基對「無境」這議題題的討

論方式。第二章的難度有二，第一，由於《二十論》中討論的議題非常多，各個論證都

可以獨立出來寫成不同的章節，因此在選擇論題上有一些限制，必須針對有代表意義的

論題作為切入角度。因此在第二章中，筆者選擇 Kellner 和 Taber 的文章作為主要回應

的對象，因為他們以「訴諸無知論證」來詮釋《二十論》整體的論證策略，以支持他們

「觀念論」的解讀，較有一定程度的涵蓋性。筆者的觀點是「訴諸無知論證」可以成立

為合法的「因」（理由），在於論主、論敵共同遵守「量」是判斷對象「存在」與「不

存在」。但是這個認識原則是否一致地被接受？這一點還需要考察其他佛教部派、正理

學派、勝論、數論等等的具體觀點才能夠下結論，不能只依賴窺基本身的說法。但是礙

於篇幅、時間的限制，筆者沒有能力再檢討這項「認知的共許條件」，留待日後做更深

入的研究。第二，由於筆者只選擇了對於「有分色體」和「極微」為題，難免忽略其他

的議題如「影障」等（第十四頌：無應影障無）涉及現量的議題，這只能留待未來進行

補充。 

 

在第三章中，筆者主要針對「無境」的兩種認知：真覺與少知。但是筆者論證的方

式比較主要是透過回應當代學者關於「夢喻」的討論，以凸顯這個認知的區分，因此筆

者擔心讀者會對於真正重要的問題失焦，也許本章考慮未來再做論述份量上的調整。 

 

在第四章中，筆者針對「真覺」進行進一步的討論，耙梳「真覺」如何可能認知到

「無境」的狀態，「境」既然為無，對於「無」的知識要從何而來呢？透過對讀窺基的

引註以及他的作品，筆者發現「無」不可能是聖者直接認知的對象，而聖者是透過「後

得智」來認知「無境」。但是「後得智」如何對「無」有知識，卻是筆者仍未進一步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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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內容，因為內容涉及窺基如何理解「無分別智」、「後得智」，以及上述二智如何

認知到「理」、「事」兩種內容。上述要處理的文獻過於繁雜，學界也沒有足夠的二手

研究作為基礎，因此筆者只能概述性地說明其中內容，無法提供讀者更詳盡的訊息。希

望未來能夠進一步完整各方面的研究，針對窺基哲學做更系統性地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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