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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由足目（Aksapada，亦名喬答摩 Guatama）所創正理論（Nyayavidya）（約

50-100 A.D.），撰《正理經（Nyaya-sutra）》。時流行四量（pramana）（現

量、比量、聖教量、譬喻量），立「五支」作法，舉「聲」為例： 
 

宗：聲是無常。 
因：所作性故。 
喻：譬如「瓶」等，見「所作」及「無常」。 
合：「聲」亦如是，見「所作性」。 
結：故「聲」無常。 

 
(3) 建立二量說： 

陳那《集量論》頌云：「現及比為量，二相所量故。合說，無餘量，多識，亦

非異。」 
 
《集量論疏》云：「唯說（現、比）二量。何以故？所量唯有自相、共相，更

無其餘。當知：以自相為境者是『現（量）』；共相為境者是『比（量）』。（若）

謂（合說）無常等相，取色等境（按：如言：「色境無常」），或（謂多識）非

一時所取，此後云何？（答）雖有其義，（但彼）亦由所量（自相、共相）相

合（而成），謂先未設（共相）假名，但取色等（自相）境已，次由共相分別

（之，施設）無常（共相）。如是由意（識）結合無常（與）色等（共相，立

『色等是無常』判斷），故（此合說）非（是）餘量。或可難言：此乃（前後）

多識於彼義（境）各別知（按：於某種境反覆多次觀察而無決定）者，（應有

餘量）。（答）：（此）亦不得成異量。何以故？若以多識說為量者，此量應不

相合，譬如『念』、『欲』等，皆依前心（之）所分別義，不成餘量。」（依呂

澂《集量論釋略抄》；亦可參考法尊編譯之《集量論略解》（社會科學版）、剛

曉著《集量論解說》（法明版）。） 
 

(4) 修訂古因明的五支而成為新因明的三支作法： 
 

古因明五支作法 支名 陳那三支作法 

聲是無常。 宗 聲是無常。 

所作性故。 因 所作性故。 

猶如瓶等，見是所作則無常。 

（或言：見是所作及無常） 

同喻 若是所作，見彼無常，猶如瓶等。 

聲亦如是，是所作性。 合  

故聲無常。 結  

猶如空等，見是常住則非所作。 

（或言：見是常住及非所作） 

異喻 若是其常，見非所作，猶如虛空。 

聲不如是，是所作性。 合  

故聲無常。 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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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依「九句因」建立「三支比量」： 

 
陳那依「九句因」中的「同品有、異品非有」及「同品有非有、異品非有」

彼「第二句」、「第八句」建立「三支比量」；以「聲」為例： 
 

宗：聲是無常。（佛家對聲論立） 
因：（以聲是）所作性故。 
喻：若是所作，見彼無常，譬如瓶等。 

若是其常，見非所作，如虛空等。 
 

（上是「第二句」；下例則是「第八句」：） 
 

宗：內聲無常。（勝論對聲論立） 
因：（以內聲）是勤勇無間所發故。 
喻：若是勤勇所發，見彼無常，如瓶。 

若是其常，見非是勤勇無間所發，如虛空等。（雷、電雖同品，但

無此因） 
 

(6) 陳那因明所涵攝的範疇： 
 

(a) 知識論（Epistemology）：如量論。 
 

(b) 邏輯（Logic）中的歸納法及演繹法（Induction & Deduction）：如「三支

比量」。 
 

(c) 辯論術（Polemics）：如比量中的能立與能破。 
 

（按：《大疏》云：「因明（Hetu-vidya）者，一明之都名。……『因』謂立論

者（之）言（辭），建本宗之鴻緒；『明』謂敵證者智，照義、言之嘉由。非

（立者之）言（辭），無以顯宗，含智義而標『因』稱；非（敵者）智，無以

洞妙，苞言、義而舉『明』名。」） 
 

(二) 法稱系因明的建立： 
 

(1) 法稱生平： 
(a) 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云：「法稱則重顯因明，德光乃再弘律藏。」學者

推測法稱是公元七世紀人，是陳那再傳弟子，著七論，就中以《量評釋論

（Pramana-vartika）》（或稱為《大論》）及《正理滴論（Nyaya-bindu）》（或

稱為《小論》）最為重要。 

(b) 依 Th. Stcherbatsky 所著 Buddhist Logic，卷一導論中敘述法稱生平，大意言： 

「法稱生於南天竺 Trimalaya 地區，在婆羅門家族接受教育，其後轉信佛教。

到那爛陀（Nalanda）寺，見護法（Dharmapala），護法年事已高。後隨陳那

弟子自在軍（Iwvarasena）習因明（《集量論》），得其神髓；自在軍謂其智過

於師，故鼓勵法稱作《量評釋論（Pramana-vartika）》。著作、講學不絕。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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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七論，除大論《量評釋論》外，並有小論《正理渧論（Nyaya-bindu）》最

為有名。」按其餘五論是： 

 《定量論（Pramanaviniwcaya）》 

 《因渧論（Hetubindu）》 

 《觀相屬論（Sambandhapariksa）》 

 《成他相續論（Santanantarasiddhi）》 

 《諍正理論（Vadanyaya）》 

「時在第七世紀，佛家頹勢漸顯，法稱因明之學亦無從挽救。時人將其著作，

繫諸犬尾，奔馳街頭。法稱深信其成書不朽，慨然嘆言：『一如此犬，跑盡

大街小巷，我的著作亦必能流傳於世界各地。』 

法稱晚年，苦無高足傳承其學。雖有弟子帝釋慧（Devendrabuddhi），其智

不足以有所發揮。後有隔代所傳弟子，名曰法上（Dharmottara, 730—800 
A.D.），著《正理渧論釋（Nyaya-bindu-tika）》。其後，其學大盛，傳入西藏，

多所發明。」 

 

(2) 立三類因： 

《正理渧論》云：「三相正因，唯有三種，謂不可得比量因、自性比量因、及果

（性）比量因。」 

因三類 

 
 

不可得因 
 
 

自性因 
  

 
果性因 

 
《正理渧論》云：「不可得比量因者，如指某處而立量云：此處無瓶，瓶可得相

雖已具足，而瓶不可得故。」 

 宗：此處無瓶。 

 因：此處見瓶相之因緣悉皆具足，而瓶相不可得見故。 

《正理渧論》云：「言自性比量因者，因之自體若為實有，即於所立法能為因。

譬如說言：此物是樹，以彼本是無憂樹故。」 
 宗：此物是樹。 

 因：此是無憂樹故。 

《正理渧論》云：「果比量因者，謂如說言：彼處有火，以有煙故。」 

 宗：彼處有火。 

 因：彼處有煙故。 
 

(3)  立比量之表詮與遮詮義： 

《正理渧論》：「此中後二（因），能成（肯定）實事（比量之因），前一（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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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為遮止（否定比量）之因。」 

比量 

  
否定比量 

  
依「不可得因」立 

  
能成遮止義 

      
  

肯定比量 

  
依「自性因」立 

  

能成立實事 
      
    

依「果性因」立 
  

    

《正理渧論》：「若（所立義之）自體，若從彼（因而）生（成立），如是（有

二）種（情況）：或即自性比量因體，或即為果（性）比量因體。唯由此二（因

體），為能如實立實事。」 

 

比量一： 

 宗：此物是樹。（肯定比量） 

 因：此是無憂樹故。（自性因） 

〔「所立義」的「樹」與「能立因」的「無憂樹」是同一自性。〕〔此

比量依「同一律（Law of Identity）」立。〕 
 
 
 
 
 
 
 

 

比量二： 
宗：彼山有火。（肯定比量） 
因：彼山有煙故。（果性因） 

〔「所立義」的「（有）火」，與「能立因」的「（有）煙」是有「因

果關係」，「火」是「煙」的不可缺因，「煙」是「火」的可能果。〕

〔此比量依「因果律（Law of Causation）」而建立。〕 
 

《正理渧論》：「其（宗的）遮止義，能成立者，唯是由於如前所說（的）不

可得（因）義。」 
宗：此處無瓶。（否定比量） 
因：此處見瓶相之因緣悉皆具足，而瓶相不可得見故。（不可得因） 

〔在「能見因緣具足」的條件下，「瓶體之有」與「瓶相不可得見」

是相違（矛盾）的，故此「比量」是依「矛盾律（Law of Contradiction）」

而建立。〕 

 
(4) 法稱因明有異於陳那者，尚有數端： 

(a) 將「否定比量」開成十一大類。 
 

(b) 自比量略喻，他比量略宗。 

樹 

無憂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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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於「為自比量」，則先宗後因，喻支從略，如： 
宗：此是樹。 
因：是菩提樹故。 

 
(ii) 於「為他比量」，則先喻後因，宗支從略，如下二例： 
 ○1  喻：有煙之處則有火，如灶。 
  因：彼山有煙。 
 ○2  喻：若彼處有無憂樹，則必有樹木存在。 
  因：今彼處無有樹木。 

 
(c) 為他比量諸過，有所增刪，如廢「相違決定」因過等。 
 
參考資料： 

 
(1) 《雜阿含經》卷一 
(2) 龍樹：《中論》諸品 
(3) 龍樹：《迴諍論》 
(4) 龍樹：《方便心論》 
(5) 提婆：《百論》諸品 
(6) 《瑜伽師地論》卷十五 
(7) 無著：《顯揚聖教論》卷十一 
(8) 《菩薩地持經》卷三，明「五明處」 
(9) 陳那：《集量論》、《集量論釋》 

(10) 陳那：《正理門論》 
(11) 商羯羅主：《因明入正理論》 
(12) 窺基：《因明入正理論疏》 
(13) 熊十力：《因明入正理論疏刪注》 
(14) 法稱：《量評釋論》 
(15) 法稱：《正理渧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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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現量（Pratyaksa）（perception） 

（一）現量的體性： 

《集量論》云：「現量離分別，名類等相蒙。」 

《集量論釋》（呂澂譯）疏言：「謂若有智無分別者，是為現量。」 

按：現量的能知之智是「無分別智」。 

《集量論略解》（法尊譯）疏言： 

「現量雖皆是離分別，但有『無分別心』非現量者，如由膜翳見二月之眼識，

是無分別之似現量。所離分別為指何等？曰：謂離名（稱）、種（類）等結合分

別。如隨欲之聲，安運（安立）名稱，（說）如天授、祠授等，詮說於義（境）。

諸種類聲，如說牛、羊等，詮說種類義。諸功德聲，如說青、白等，詮功德義。

諸作用聲，如說供施等，詮作用義。諸實物聲，如說有杖、有角等，詮有實義。

總之，緣此等聲所起之心，皆屬分別，皆非現量。要離彼等分別，乃是現量。」 

（二）現量的差別（分類）： 

(1) 五根現量 

《集量論》云：「為不共因故，依根說彼名。」 

《集量論略解》：「或問：五識既從根、境二緣生，何故依根立名，名『眼識』

等，而不依境立名，曰『色識』等耶？（答）曰：根是『不共因』故（按：

如眼根只觸色境），彼識之名由根稱說，非隨色等境說，以色等境，是與他

身之識及意識所共因故。如一色境，他人眼識亦能見，自身意識亦能緣

故。……（五根現量唯）是緣有處（如色、聲等）為境，非緣一一極微為境。」 
 
眼根現量→唯緣離言之「色境」。（非緣一一極微之境） 
耳根現量→唯緣離言之「聲境」。（非緣一一極微之境） 
鼻根現量→唯緣離言之「香境」。（非緣一一極微之境） 
舌根理量→唯緣離言之「味境」。（非緣一一極微之境） 
身根現量→唯緣離言之「觸境」。（非緣一一極微之境） 

  
五根（現量）對境 
 
 

 
故《因明入正理論》云：「此中現量，謂無分別。若有正智，於色等義，離

名、種等所有分別，現現別轉（梵、藏本作『一一根各別而轉』），是名現量。」 

而《集量論》亦云：「若法有多事，非根悉（能）分別（之），（因）各自所

觸證，離名言（始是）根（之對）境。」 

(2) 意識現量 

《集量論》云：「意緣…無分別。」 

《集量論略解》疏言：「意亦（緣色等境）義，是說意識現量。謂第六意識

亦緣色等義境，以領受行相而轉，亦唯無分別，故是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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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現量 

  
能知－意識無分別智 

  
  

所知－色、聲、香、味、觸各別境 
  

(3) 自證現量 

《集量論略解》疏言：「『貪等，自證，無分別，……但許自證性，非境分別

故』，是說自證現量。謂貪、瞋、癡、苦、樂等心，不得根（非五根現量）

故，是自證現量。」 

自證現量 
能知－心識的無分別自證能力 

所知－一切心識活動（如：貪、瞋、苦、樂等） 
  

(4) 瑜伽現量 
《集量論》云：「瑜伽師所教，無雜見、唯義（呂澂譯：又諸觀行者，離教

觀唯義）。」 

《集量論略解》疏言：「『瑜伽師所教，無雜見唯義』，是說瑜伽現量。謂諸

修瑜伽者，不雜師長言教分別，見唯（真如）義理，亦是現量。」 

瑜伽現量 

  
能知－意識般若無分別根本智 

  
  

所知－定中真如理境 
  

（三）似現量： 

《集量論》云：「錯亂、俗有智、比量及所生、念、欲似現量，謂於陽燄等。」 

《集量論釋》疏言：「（此說七種似現量，前六種是有分別，第七種是無分別。）

且○1 『錯亂（智）（迷亂心）』者，如於陽燄等分別為水等故。是似現量。○2 『俗

有（智）』者，增益餘義而分別彼體，（如見瓶、衣等物，認為有瓶、衣等實體

之心。瓶、衣等唯是由分別心所假立，是世間約定俗成之聲義，其實體自相並

無所謂瓶、衣等名，故此等心就世俗說是不錯誤，是正確智；但約實體現觀，

則屬虛妄，是分別心），亦（是）似現量。『○3 比量及○4 彼果智（比量後所起心）』

皆分別先前所受故，（皆屬分別），亦非現量。(○5 『（憶）念』過去事，○6 『（希

求）欲（得）』想未來境，皆無實義，純屬分別，皆似現量。○7 有翳膜等眼根識

（所）見空華、毛輪、二月等，雖無分別，然非有體，故亦成似現量。由根識

不分別執著，故仍是無分別也)。」 
 
 
似現量的形成    

○1 智起分別 
○2 境有錯亂 
○3 根有損壞 

 
三者有其一即成 

（四）量果： 

依《集量論》，可從三種情況言「量果」。 

(1) 境為所量，心為能量，心了證境之作用為量果。 



  2017 年 佛教法相學會 講座 《因明入正理論》 16 

 《集量論》云：「有用分別故，說量有果性。設施為量性，無用則不成。」 

《集量論釋》：「此說量果，不如外執離量有體，但智成果，即彼生時，有

境界相，謂具作用分別。」 

(2) 以「自證」為量果，「心之相分」為所量，「見分」為能量： 

 《集量論》云：「自證亦是果，由彼決定義。」 

《集量論略解》：「第二說以自證為量果，心之相分為所量，見分為能量。

境不離心，即由心自體決定境義，若時心具義境（相分），爾時隨順彼心

（見分）之自證，即能了知樂、不樂義。」 

(3) 以行相為所量，能取相為能量，能了知為量果。 

《集量論》云：「○1 所量，彼顯現，○2 量及○3 量果者，彼取，自證故，此

三無有異。」 

《集量論略解》云：「第三說：以行相為所量（按：即『所量（是）彼（心

識之所）顯現』），能取相為能量（按：即『（能）量（為）彼（心識之能）

取（作用）』，能了知為量果（按：即『量果者，彼（心識之）自證』）。此

三（為心識之）一體，非有別異，約義不同，安立為三。）」 

 
附錄： 
 
(1) 《集量論釋》：「『現量離分別，名類等（名、種等合者）相蒙。』謂若有『智無

分別』者，是為現量。所謂分別，復如何者？若於『勝意樂聲』（如隨欲之聲），

立名差別（安運名稱），說為『善相』（如天授、祠授等）；於『諸種類聲』，說為

『家牛』，於『諸功德聲』，說為『白物』（如說青、白等）；於『諸作業聲』，說

為『能飲』（如說供施等）；於『諸實事聲』（（於）諸實物聲），說為『有角』（如

說有杖、有角等）。此等『隨一相屬』（緣此等聲所起之心，皆屬分別）皆成差別。……
若離此等分別，乃為現量。」 

 
(2) 《正論門論》：「『現量除分別，餘所說因生。』此中『現量除分別』者，謂若有

智，於色等境，遠離一切種類、名言、假立、無異諸門分別，由不共緣，（梵藏

本作，「一一根各別而轉」。）現現別轉，故名現量。」 
 
(3) 《入論》：「若有正智，於色等義，離名、種等所有分別，現現別轉，（按：五識

現量體，於各別現量自境而起，名「現現別轉」），故名現量。……有分別智，於

義異轉（按：指異自相境而轉，即於共相境轉）名似現量。」 
 
(4) 故知：現量特徵： 
 

(1) 能緣智： 無分別的正智 
（如：視覺失常邪智，則見毛輪） 

(2) 所緣境： 無分別的自相境（svalaksana） 
（particulars，非共相（samanya-laksana）universals 境） 

(3) 活動： 現現別轉 
（如：眼根現量唯緣色之自相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