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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唯識與腦神經科學  

文/奚霄鵬
 

西方文藝復興之後產生的自然科學，基於物質的觀察已

經把微觀到亞原子，宏觀到星系和黑洞，外在的物理現象， 

內在的細胞和基因，所有這些範圍的客觀規律挖掘出來，並

且設計了眾多可復現的實驗過程。但是在對於人體自身的研

究，尤其是心理研究上，西方世界的理論體系遠沒有可以與

唯識體系一樣，能夠完整並且細緻的講清楚人的心理究竟

是怎麽一回事。主要的原因，一方面因為人的身心不僅僅是

物質的，必須超越物質，以阿陀那識的視角去全局看待，才

能統一的了解各種身心現象；另一方面，由於心理現象是動

態的，變化的，只有在生命存在的時候才會產生作用，無法通

過解剖等方法靜態的方法去了解其運作過程，因此一直以

來發展遠遠慢於西方科學其他方面的進度。

然而近年來，由於計算機科學的發展，以及各種傳感器， 

處理器在處理精度和速度上的提升，讓機器可以通過侵入

式 （通過手術在大腦皮層植入電極）和非侵入式（通過核磁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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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或佩戴電磁感應頭環）的方式檢測大腦的神經網絡電位

發放，從而控制人造機械假肢的運動，或者顯示人腦中專

注想像的畫面。科學家甚至在嘗試直接模擬神經網絡的信

號，讓人產生觸覺、聽覺和視覺。

下圖1是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二日，美國布朗大學的研究   

人員利用圖2的微信晶片，植入到一個癱瘓十五年並且無法

說話的身障者大腦皮層，利用這個晶片傳出的大腦皮層電脈

衝信息，病人可以使用自己的意識想像這個機械手就是自

己的手，想像她使用這個機械手來拿東西，利用這種方法，這 

個病人十五年來第一次自主抓起了一瓶飲料，並且能夠自己

喝水 [1]。

 圖1 意識控制機械手          圖2 大腦皮層上植入的晶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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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使前五識生起作用的一部分物質前提，已經可

以用西方科學的方式解釋和實驗重現了。另外，隨著深度神經

網絡算法的突破，人工智能領域也在視覺、聽覺等多個方面模

擬出了類似眼識、耳識的功能，並且在不斷試圖使用「長短記憶

神經網絡(LSTM)」、「循環神經網絡(RNN)」、「卷積神經網絡

(CNN)」、「對抗生成網絡(GAN)」和「強化學習(RL)」等技術

試圖模擬語言、行動策略等高級的意識功能。

本文試圖結合唯識〈八識規矩頌〉和腦神經科學的內容， 

描繪一個從微觀到宏觀，從物質到超物質的八識的全貌。並且 

對比神經科學和人工智能的相關發現和技術，來探討八識唯識

體系中的修法路線的思路。

一、處理物質世界的前五識，腦神經科學的主要研究範圍

腦神經科學所專注的大腦的功能，包括：自主運動 （voluntary 

movement）、知覺（perception）、自我平衡（homeostasis）和抽象

功能(abstract functions)。其中自主運動涉及神經網絡和肌肉，該

領域關注神經元信息的傳輸，小腦對於運動的控制等等；自我

平衡關注遍布身體的無數感知組織以及大腦內部一些負責

感知時空、季節、氣溫等變化的部分，大腦的這些部分會負責

驅動身體的各種腺體分泌化學物質來調節身體狀態[2]。



圖3  腦神經科學專注的大腦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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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覺的功能類似唯識體系裏的前五識，腦神經科學從   

物理的角度，分析了這個知覺產生作用的路徑：身體有無數 

的「傳感器」能夠把各種物理化學信號變成電脈衝信號，但

是我們並不是對所有這些信號都能直接感知，部分信號輸

入給了「自我平衡」系統，用於自動調節身體的各種變化，另外

有一部分信號經過神經網絡的傳輸到達大腦，經過腦丘的

信號轉換之後達到了大腦皮層，而到達皮層的信號中也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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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我們能感知。通過對一些中風病人的研究以及核磁

共振成像技術，科學家們已經能夠繪製出大腦皮層的不同

的區域負責不同的功能。

知覺信號到達皮層後，又傳輸到負責高級抽象功能的其 

他皮層，例如上圖所示的聽覺區域和視覺區域信號傳輸至語

言區域，我們能聽能讀就是依賴著這些皮層功能，一些由於

中風導致相關皮層壞死就會導致對應的功能障礙。

圖4 大腦皮層的區域功能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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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腦神經科學家已經很粗略地描繪出了大腦大致的

結構和功能。接下來，如果我們要了解我們大腦中儲存的每

一段記憶，每一個念頭，我們可能需要詳細深入了解神經

網絡內部的連接結構，以及每一個脈衝信號傳導至整個大

腦的處理計算過程。理論上，如果我們能開發出一種奈米

級的電極，附著到大腦的每一個神經元細胞，並且能夠以

一種對彼此不產生干擾的方式將電脈衝信號實時傳輸出

來，並且我們擁有足夠強大的運算力和儲存能力，去儲存和

計算經過所有的神經元的脈衝信號，我們就可以將完整的

電脈衝信號群通過一個「解碼器」翻譯成念頭和記憶。但是

顯然目前我們沒有這樣的工程能力，不過由於分散式和並

行計算技術的發展，我們現在可以在人體以外，用計算機來

模擬大腦的某一部分結構來實現某些大腦的功能，這就是

近年來深度學習技術所做的工作。

二、西方科學研究的盡頭：心識

下圖是一個全鏈接深度學習神經網絡模型，深度學習

神經網絡的想法是和生物的神經系統一樣，將一組輸入向

量的每一個輸入都連接到同一個下游神經元，然後對於這

個鏈接附加一個權重係數（更多時候是一個類似0-1的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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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最終輸出是一個輸出的向量表達。

神經網絡模型以及BP算法（誤差反向傳播算法）早在

八十年代就被提出，但是由於計算機運算力和訓練算法等

問題，一直沒有很好的發展。直到最近幾年這兩方面才都得

到了突破，因此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深度學習的許多神經網

絡模型都已經很好的模擬了人類神經網絡的一些功能，例

如視覺。利用卷積網絡（CNN）以及其變種，人們現在可

以利用手機等設備毫無困難地識別人臉、車牌、美食等任

何物品。其原理就是利用卷積網絡模型（其實是全鏈接網絡

的有效的簡化）去訓練出一個在功能上和人類視覺神經系統

输入层 隐层 输出层輸入層 輸出層隱層

圖5 全連接深度學習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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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視網膜到視神經，經過腦丘一直到大腦皮層負責視覺的

區域的整套神經網絡）一致的人工神經網絡。深度學習技

術聽起來很複雜，包含了很多精心設計的網絡模型和用於

描述神經元之間權重關係的誤差函數，並且需要動用運算

力很強的圖形運算器（GPU）平行計算技術和大規模分散

式計算技術。但實際上深度學習的原理非常好理解，本質上

就是軟件設計師要用計算機的強大運算力，去「湊」出一個可

以完成大腦同樣功能的神經網絡來。這個「湊」的過程，包括

去猜神經網絡的結構，和各神經元之間電壓信號開關的權重

參數的值。所以現代人工智能技術號稱的機器學習，這個

所謂的「學」，其實只是「湊」而已。機器需要「湊」出一個網絡結

構和參數，讓這個結構能夠做到把任何一個訓練集中的樣

本（比如一張人臉的照片）輸入到系統中，能夠得到一個正確

結論（人臉的位置，五官的位置和特徵，這個人是誰）。我們

現在已經掌握了可以高效去「湊」出這個答案的方法，並且把

「湊」出來的結果固化在AI晶片裏，讓我們的手機可以在幾毫

秒內識別出一個人。

那麽，現在問題來了，第一個問題：根據我們用深度學

習技術「湊」出來的結果，我們可以近似的認為，實際人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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腦中整個視覺系統的神經網絡結構，基本上也是跟在手機

AI晶片裏的那個結構是類似的。而我們也看到這個神經網

絡輸出，也還就是一組向量輸出而已（多個輸出層的神經元的

電壓脈衝狀態），是誰去領受這個狀態?誰去追求抓取這個

狀態?如果沒有一個主體去領受和抓取，大腦皮層視覺區域

的那些神經元的放電狀態，也就跟躺在計算機硬盤中人臉

識別結果的EXCEL文件沒有區別。第二個問題：大腦顯然

不是跟深度學習技術一樣利用計算機的運算力去湊一個結

果出來，視覺神經網絡的結構一方面是由基因決定了其大致

的生長結構，另一方面是由於有一個主觀的心意識在底層神

經元信號輸入時「注意」到了這個信號，並且反覆重複才把神

經元之間的鏈接用化學的形式固化下來（關於證明生物神經

圖6  用於識別圖像的 CNN神經網絡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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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絡學習過程中需要有「心識」的「專注」或「注意」的參與，有

相當多的文獻和實驗討論和研究過）。多年來人們一直在尋

找關於這個「心識」和「注意」的物質載體，但是一直沒有成功。

按筆者的觀點，所有的大腦皮層的感知過程，包括簡單

的「看到」圖像，「聽到」聲音，以及各種情緒（恐懼、快樂、憤

怒等）和記憶都是包括了整個神經系統（包括皮層和其他部

分的神經網絡）的電脈衝活動，以及一個非物質的抓取、感

受、分別和妄想的功能起作用的過程（這個非物質的主體即 

心識，又因為本來沒有一個體，所以這裏稱之為「一個功能起

作用的過程」）。這整個過程在唯識的體系裏是一個「識」的

功能，這個非物質和物質交互作用的過程，就包含了五遍行

的作意、觸、受、想、思這些心所功能。由於是非物質的，因此

科學家要想在大腦中找到一個物質的「心識主體」的存在，永

遠也只能找到它作用的副產品而已，也即心意識起用現行

產生的種子繼而生起的共業而生的根身器界。

例如一個喜歡大眼睛美女的人的眼識起「貪」煩惱心所  

功能的時候，每當人群中有一個大眼睛美女出現在這個人的

眼前時，美女的視覺圖像信息通過視網膜沿著神經網絡到達

皮層圖像區域，心識立即開始抓取這塊區域的放電信號，並



52

且驅使眼球對準這個美女不斷收集更多的圖像信息。甚至

到後來，我們可能可以在大腦神經網絡的某些部分發現一

些神經元連接，這些鏈接可以使皮層出現大眼美女圖像對

應的信號時，直接驅動控制眼球運動的神經系統去對準這

個大眼美女，與此同時圖像處理相關的皮層區域也和記憶

區域的相關神經元產生了鏈接，這些鏈接就是科學家能找

到的副產品。這些副產品看上去是我們許多行為的原因，但

是實際上是我們很多行為的結果。

隨著技術的發展，科學家未來將可以在大腦中愈來

愈精細的找到承載「快樂」、「憤怒」、「恐懼」等的神經網絡區

域，以及承載「記憶」的神經網絡區域，並且科學家將能夠精

確的用奈米電極人工製造脈衝信號，直接干擾竄改原有的信

號數據，使我們可以沈浸在一個虛擬的世界中。到時候科

學家會發現即使我們控制和觀測到了每一個神經元的活

動，除了看到哪些不斷出現的神經網絡放電以及慢慢出現

的一些新的神經元之間的連接之外，也無法找到那個去抓

取喜歡的，逃避討厭的這麽一個主體。

三、識並沒有一個實在的「體」 

假設科學技術已經達到了上述的水平，科學家們在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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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嚴密監控大腦中每一個神經元的放電狀態的情況下，仍

舊發現有一個看不見的力量驅使著整個神經網絡系統的推

理（放電脈衝信號的來回傳遞）和學習（神經元之間鏈接的化

學固化），這時他們就會想像有一個附著在大腦邊上的一個

非物質的存在，一個靈魂，一個本體。那麽，既然我們已經

可以了解並且重現每一個神經元的行為，那我們是不是可

以製造出一個「人造大腦」，並且讓這個「靈魂本體」進入這

個大腦，以得到永生呢?這個是很多文學作品與科幻影視

作品經常暢想的一個話題。或者有一些有佛法基礎的朋友

在考慮是否有可能會有生命投胎到一個已經搭好的「人造大

腦」中，開始他這一世的「數字生物」的生活。

很遺憾，按照筆者目前的觀點，這是不可能的，至少不

可能是投胎到我們這個世界的由我們人類造的「數字大腦」

中去。原因有二。第一，心識並不是一個有實體的存在，像

一臺核磁共振儀一樣檢測和操縱著大腦的神經網絡，也

不可能造出一個「人造大腦」讓這臺核磁共振儀去操作。第

二，心識這個功能起用的過程，起用唯一的原因就是以往業

力的驅動，不斷通過種子生現行，現行熏種子的循環演繹地

去生出根身器界，去發展出屬於自己的神經網絡、語言、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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慣、飲食愛好和記憶。投胎是因為第八識作意，而第七識抓

了第八識的這個作意以及後面五遍行等等各種功能（見分）

以為是「我」（相分）這個主體，並且死死抓住自己以及由於往

世熏習而喜愛的種種，逃避憎恨的種種。所以每一個生命都

演化出體現自己習氣和業力的身體和神經網絡結構來，第七

識的我慢和貪、癡煩惱不會願意投胎到一個別人做好的身

體裏去，認作是自己。

四、從二十個大中小隨煩惱入手轉識成智

人的第七識抓住投胎對象的物質之後，由於自己往世的

業力，發展出了自己的身體，以及大腦以及內部的神經網絡連

接。這些神經網絡連接與身體中的各種感官一起時時刻刻

產生著數量驚人的信號，第七識深深陷在這些信號裏，抓

取自己喜歡的，忍受自己討厭的，不得解脫。

就像在國際大都市中的人們，人們聚集在一起，創造了

城市，建起燈紅酒綠的餐館商場，排放廢氣汙染的工廠，不

斷創造藝術和知識的大學和不斷製造各種犯罪的貧民窟， 

別忘了大部分的國際大都市都被數以百計的核彈對準著， 

隨時會毀於火海。人們留戀哪些燈紅酒綠，忍受哪些汙染

犯罪，並且時刻害怕不知什麽時候到來的滅亡。解脫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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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到一個鄉村過恬靜的生活，因為那樣的話又會被鄉村

的種種綁架。解脫是要轉識成智，要超越都市和鄉村的種

種，不被煩惱痛苦和大腦皮層的各種你喜歡的和討厭的信號

綁架。然而在我們的前六識深深的執著抓取的作用下，不

被各種喜歡的、不喜歡的大腦皮層信號綁架是一件容易的

事嗎?

不容易。為什麽?因為心意識對這些信號的抓取和愛

憎都是由往昔無始以來的業力驅使的，且不說減少心識貪

嗔癡的力量，即使是這一世由於平時生活中形成的習慣（習

慣大部分也是由於神經網絡中的鏈接而產生的作用，而這個

鏈接是之前提到的由於心意識的「注意」作用下將兩個神經

網絡的區域連接形成的。）我們很多時候都無法對抗。那作

為我們這些凡夫俗子要如何轉識成智，超越煩惱?

〈八識規矩頌〉告訴我們，要六七因中轉，五八果上圓， 

要順序拔除大、中、小隨煩惱，最後滅除根本煩惱。結合腦

神經科學，如何去理解和實踐呢?

我們可以詳細看一下這二十個大中小隨煩惱，看看有沒

有辦法結合腦神經科學的道理去解釋並消減他們。

首先，十個小隨煩惱，基本上都是由於貪嗔所致，而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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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部分由於沒有智慧所致：我慢和違順導致嗔，而我

慢是由於智慧不夠以及第七識本身固有的特性導致的。這

些煩惱已經是包括了一系列感知、邏輯思維推理、語言、記

憶和自主運動相關的大腦功能，因此，在我們在這些煩惱功

能起用的時候，意識注意著相關區域的大腦皮層的放電信

號，會導致更多的神經元連接的形成，反過來導致在相關刺

激出現時（各種境現前時）由於神經元的連接導致意識還沒

反應過來時，隨煩惱那些相關的思維、記憶和行動就已經 

被激活並發生作用了。由此不斷重複，更加加深連接，煩惱 

也就愈來愈重。然而從腦神經科學角度來看，這些煩惱都是

明了意識可感知的，因此我們只要留心，是可以觀察到這 

些煩惱的生起的。所以當我們注意到這些煩惱出現時，不

要跟著這些煩惱的功能去加強那些神經連接，而是停止這

些思維和行為，並且以智慧去思考這些行為和思維可能會

給自身帶來的過患，將這些違順的境或者可貪的境和過患

的思維和記憶相關神經元連接起來，這樣就可以慢慢減少

小隨煩惱。

中隨煩惱：無慚、無愧，主要是由於智慧力不足以及

第七識本來的力量，沒有能夠意識到自己行為的過患。大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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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惱，是包括了許多身體生理原因（掉舉、昏沈、散亂）和一

些世界觀知識結構（不信、不正知、失念）和態度（放逸、懈

怠）導致的。這些都是無始以來的業力的功能變現，不僅僅 

是靠我們主觀意志就能改變的，這就需要我們積攢福報。

兩個方法：第一，做好事，多布施，並且布施的過程中緊緊

看著自己避免升起那些個小隨煩惱。第二，親近善知識，念

佛，和佛菩薩在一起，和諸佛菩薩打成一片，讓佛菩薩和善

知識的力量幫助自己，能夠對別人好，去布施。這樣慢慢的

福報智慧上來了，就可以消除中隨煩惱和大隨煩惱。

最後，慢慢去消除根本煩惱，根本煩惱的消除，和隨煩

惱的消除都是同時的。筆者相信，在隨煩惱很大程度減除之

後，皮層中的神經元連接減少了，神經元放電也會減少，心意

識會變得沒有這麽多信息可以抓取，也就清淨了，並且可以 

看清楚很多直接從感官神經直接傳輸過來的放電信號，到

時候會更有機會看到世界生滅的本質，會有機會看到這個

世界和我們自己身本來的樣子，了解原來我們本來都是無事

的，都是清淨的，都是和天地和佛菩薩在一起的。也就有機

會超越煩惱，轉識成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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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德讀後：
本文將唯識學與現在尖端科技結合在一起，討論心意識，  

是一篇非常重要也非常好的文章。

有一點應了解的是，人是來自於無何有之鄉的。釋迦牟尼佛

所說的「阿陀那識」就是「無何有之鄉」的總結。萬類存在的

總總基因都由此出發，眾生的阿賴耶識是從阿陀那識衍生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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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當一切一切存在之後，包括眾生在內，方有業力和業識可言。

種種的演化與變遷，才產生眾生習氣與業力。

唯識法相的目的之一，也是在指出人生如何超越煩惱與痛

苦，怎樣才能得到自在與解脫。這除了要深透了解人類社會的五 

濁惡世以外，更要了解解決煩惱的善十一。

善十一是：

信、精進、慚、愧、不貪、不瞋、不癡、輕安、不放逸、行捨、 

不害。

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於台灣達摩書院


	量子意識的合協共生場      文/林德培
	從唯識和心理學角度談「情」--情執與慈悲 二〇一八春節達摩書院禪修心得報告       文/王涵實
	流雲游曳 天際丹霞 文/沈卉
	涵養、沉厚、健全、無事 把自己本位的生活深深紮根 --談文明危機下的禪門生命實踐       文/姜海通
	淺解醫學與心識 霹靂手段 菩薩心腸 如來智慧       文/吳玉冰
	夢中的你我他     文/奧拉朱旺  
	小議疾病與醫學     文/鄧國華
	老師的話要慢慢品味    文/道南道友 
	道友來函    文/孤靈峯 
	唯識、《達摩禪經》與《黃帝內經》合參初探 【第一參：情志篇】      文/黃高証  
	旅途閒話    文/山海
	一個人的自訴    文/林文燦
	中華唯識學會華慧大專生及自學者佛學論文徵文比賽 徵稿啟事
	《華慧》期刊歡迎投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