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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講分兩部份

一、什麽是因明？

二、因明的傳承
（以代表性人物為脈絡）



因明？

• 佛家說無明、因果
• 由因得明
• 窺基《因明入正理論疏》 （簡：大疏） ： 「因明者，源唯佛說；

文廣義散，備在眾經。 」

現代人的稱謂：邏輯

其實邏輯思維是人類不分年代、地域、種族、文化所共有的通性之一。
但是，由於各種學術發展的路向不同，邏輯思維以不同的方式與形態出現：

• 在中國產生「名學」

• 在西方產生「邏輯」(Logic)

• 在印度產生「正理」(Nyāya )



例～
名學：公孫龍子「白馬非馬」

白馬特殊例 馬概念（共相） 〔語理分析〕

邏輯(演繹)：三段論式
【大前題】所有鑽石(d)都會刮花玻璃(g) （dg ）

【小前題】我的指環(r)不能刮花玻璃（r  g ）
【結論】我的指環不是鑽石（ r d）

所着重的是有效性和推論的正確性，不是真實性。

因明：古因明＞五支～宗、因、喻、合、結
新因明＞三支～宗、因、喻（陳那）

宗(命題 proposition)、因(理由 reason)、喻(實例 example)、合(法合=宗+
因+喻、應用 application)、結(結論 conclusion)



宗：山上有火

因：因有煙故

同喻：炊房，有煙必有火
異喻：湖泊，無火處無煙

合：今此山有煙
(今此山非如湖泊之無煙)

結：是故，山上有火

新因明略去合
和結兩項，但
要求因要有三
相和其它法則
去規範，是一
項重大的革新。

例：同品定有、
異品遍無。
又如九句因中
的「同品有異
品有」，因是
似因，有不定
之過。



宗：人是會死之物

因：存在物故

喻： （宗同品）犬、馬、牛…
（宗異品：金、銀、鐵… ）

同品有而異品亦有，
故此因是似因，有不
定之過，即不能決定
所立的宗支是否正確。



因明的內容

因明包括了三個部分：

知識論：討論知識的內容和分類

包含邏輯：討論一個論証是否有效或無效

辯論術：討論如何立正破邪的對辯技巧

佛教專門研究知識有三個不同的名稱：

量論 如陳那的《集量論》
正理 如法稱的《正理滴論》
因明 如《因明入正理論》

(量是唐代用語=瞭解=知識)



為什麽要學因明？

佛說

菩薩道

煉心：如理作意



為什麽要學因明？…

• 訓練思考力，培養判斷力和智慧

• 求真的方法

• 能對真理鍥而不捨追求，是自悟  自利

• 辯論不以贏對方為目的，助對方去錯，提昇他的能力，是悟他
 利他 【自利利他 -- 大乘精神 -- 慈悲】

• 因明  正理  如理作意  止觀  解脫

• 因明可與現代邏輯接軌，相應今人的思維水平，是現世弘揚佛
法的有效工具



為何因明在佛教中甚為重要？

因為佛教重視：

• 求真(因明是求真之學)

• 慈悲

• 智慧

而大智慧是講
知識。
如果沒有知識
(亦即沒有正
知)，則不能降
伏煩惱。

五度如盲，般若為導

「六度」=六波羅蜜：『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



為何因明在研究佛學中甚為重要？

• 龍樹、提婆在著作中，大量使用不同的論
証方法。如果讀者未能掌握當中技巧，即
不可徹底明瞭龍樹、提婆的論証過程。

• 《成唯識論》中約佔五份之一的篇幅使用
因明破除我、法、小乘偏執、外道邪執。



因明在經論中的例子

釋迦在《阿含經（Agama）》可能的論式

【背景】《雜阿含經》：「…婆羅門見我、有我者，一切皆於此五受陰
見我。……言我真實，不捨。」

• 五受陰 = 五蘊 = 色、受、想、行、識（=> 我）
• 我與梵結合

《雜阿含經》：「色無常。無常即苦；苦即非我。 … … 如是受、想、行、識無
常… … 」

• 常 = 永恆不變



因明在經論中的例子..

釋迦在《阿含經（Agama）》可能的論式

論證

若：色蘊是我，則色蘊應非無常、非苦（婆羅門的立論）
今：色蘊是無常，是苦（經驗所得）
故：色蘊非我（結論）

可能的論式

宗：色蘊非我（命題）
因：色蘊是無常+苦（理由---觀察所得）
喻： （此處沒有例子，即是無喻）



龍樹在《中論》的可能論式

因明在經論中的例子…



因明在經論中的例子……

《成唯識論》的論式



不能随身受苦、樂：

非常、非遍:

常、遍:

不能随身受苦、樂：

随身受苦、樂：

論証一

非常、非遍:

非常、非遍:

實我

實我



小結

宗、因、喻的表逹形式在佛
教初期是隱含在經論中，後
期在專著的論述中才明顯地
有跡可尋。



佛陀 (公元前4、5世紀)

世親(公元400-480)

陳那(公元420-500)

商羯羅主(公元440-520)

足目(年代不詳)

玄奘(公元647譯出《入論》)

窺基

因明的發展



佛陀

世親

陳那

商羯羅主

足目

玄奘

因明的發展…

足目傳説：
與佛家同時，外道稱邏輯學
為「正理」，有所謂正理學
派，而足目仙人被視為此派
的祖師。
傳說他於三十三天學習正理，
天主帝釋的妃子想勾引他，
作出種種媚態，他因此把眼
睛移到足底，由是得「足目」
之名。

法稱

月稱、寂天、天主慧、
法上、慧生護…

十三世紀，回教入印滅
佛教

約十一世紀，因明在藏流
行……宗喀巴(15世紀) …
至今不衰

清末《大疏》由日
本傳返中國

漢傳因明

藏傳因明

晚唐唯識衰微

外道

外道

窺基



近代發展
清末.楊文會從日本佛學者南條文雄獲回《成唯識論述記》、《因明大疏》

等書。

歐陽漸、梅光羲、太虚、韓清浄(南歐北韓)、呂澂、
梁漱溟、周叔迦、王恩洋、釋印順

熊十力(《新唯識論》)、羅時憲、李潤生、韓廷傑、張尚德(師南懷瑾)

陳雁姿、趙國森、張漢釗、王聨章 、陳森田 ……



因明的發展……
1. 佛陀教化時期(532~486BC)
2. 部派結集時期(486BC~150AD)
3. 中觀前弘時期(150~350AD)
4. 唯識攝化時期(350~650AD)
5. 中觀後弘時期(650~1200AD)

或大致上可分為三個時期:

1. 前期因明 (正理學派、小乘法救論師、龍樹、提婆、無著、世親)

2. 中期因明 (陳那、商羯羅主)

3. 後期因明 (法稱、天主菩提、法上、慧作護)



佛陀教化時期 --- 前傳

因論系統(650~100BC)
印度文化始源有四吠陀（又稱四明），為婆羅門之根本聖典。

一、梨俱吠陀（讚誦明論）：為明讚誦及招請之法
二、沙摩吠陀（歌詠明論）：為明詠唱之法
三、夜柔吠陀（祭祀明論）：為明獻供之法
四、阿闥婆吠陀（禳災明論）：為明咒術、算術之法（原始的因明即在其中）

淨行書、奧義書、森林書

闡釋吠陀

而《森林書》中已有關於「現量、比量和聖言量」的記載



佛陀教化時期

部派結集時期

《阿含經》：四記問 — 四種回答問題的方式
一、是
二、不一定，但要解釋
三、反問對方弄清問題
四、保持沉默

開因明學之端，是探索真理的基本精神。

《大毗婆沙論》：有討論四記問的內容，亦有運用因明論式。
《那先比丘經》：應用因明的立式與破式，以及譬喻。
彌曼沙：主張有現量、比量、譬喻量、義準量、聖教量、無體量
勝論派：主張有現量、比量及六句義（實、德、業、同、異、合)



中觀前弘時期

外道正理派  《正理經》 ：說十六諦（量、
所量、疑… …似因、曲解、負處）是滅無明之
道及又有五支論式（宗、因、喻、合、結）。

部派: 說一切有部法救論師著《論議門論》，為
佛家因明論著的濫觴。

空宗：龍樹《方便心論》主張的量有現見、比知、
喻知、隨經書與正理經大致相同。但反對正理派
中的「我」見及「法性」，龍樹弘揚「緣起性
空」，造《迴諍論》破斥正理派。

前
期
因
明



前
期
因
明

正理經

印度正理學派的根本經典。成書年代大約在西元250
年至350年之間。但該書可能是後人編纂而成。本書
內容，以自然哲學、古因明論理學、以及承繼勝論學
派學說之形而上學為主。此外，也包含與佛教中觀派
論爭的資料。這種論爭，促使正理學派論證學的技術
更為發展。卷首係將此派的全部學說整理為十六種原
理（十六諦），其次則就各諦加以論述。透過本書，
自能獲知正理學派論理學說之大略。

在印度邏輯發展史中，正理學派和佛教曾進行過針鋒
相對的、繁瑣的爭論。因此，隨著佛教的傳入中國，
正理學派的邏輯學說在我國佛教知識分子中也有影響。
正理學派的邏輯學說在我國漢、藏譯佛教著作中也有
分散的記述。正理學派與佛教的關係十分複雜，需要
專門的研究。



唯識攝化時期

有宗：

無著《瑜伽師地論》《顯揚聖教論》七因明之說

世親《如實論》立因三相，用五支論式。
［玄奘法師譯因三相為遍是宗法、同品定有、異品遍無］

陳那、商羯羅主《因明正理門論》《集量論》《因明入正理論》用
三支論式，主張二量(現量、[將聖言量納入]比量) ，確立因三相，二悟
八義，立能立能破。

法稱《釋量論》《正理滴論》再整理因與宗的關係，主二支(宗、
因)論式，立肯定比量和否定比量；把因明與內明結合，成為徹底
的佛教因明學。

空宗：佛護(應成派)、清辨(自立量派)

中
期
因
明

後
期
：
：

前
期



中觀後弘時期

有宗：
（法稱弟子）：帝釋慧、法勝、智吉
祥、慧生護［釋文派、闡義派、莊嚴
派］

空宗：
月稱《入中論》

寂天

後
期
因
明



陳那因明的特色



法稱因明的特色

1. 加了〈成量品〉，徹底地把佛教內明與因明結合。
2. 將量定義為「無欺智，顯不知義」
3. 因三相的再確定
4. 因被再細分為不同的因
5. 調整過失論
6. 因與喻的關係，喻為因的分支，通過加强因的分析；故只

有宗、因二支。



因明論式的演變

釋尊教化時期

•「宗、因」、「宗、喻」、「宗、因、喻」等立式及破
式不拘形式

部派結集時期
•仿釋尊教化，善巧運用立式及破式

中觀前弘時期
•立式以「宗、因、喻」三支為完整，破式以兩難式為完整

唯識攝化時期

•無著 --- 傾向於「宗、因、喻」

•世親 --- 以「宗、因、喻、合、結」五支為完整

•陳那 --- 以「宗、因、喻」三支為完整

•法稱 --- 以「宗、因」二支為完整

中觀後弘時期
•立式以「宗、因」為主，破式則善巧運用，不拘形式



總結：
佛教因明的發展主要是承自正理學派，並

加以發揮和改善。硏究因明不單可對學習經論
有很大的助力，它能訓練邏輯思惟能力，於獲
得智慧有裨益，亦是求真的重要工具(方法論)；
掌握因明，自利利他，所以學習因明是值得的。

參考

唯識方隅（羅時憲） 因明入正理論導讀（李潤生）

因明學概要（陳雁姿） 從辯論術、邏輯、到知識論的發展 —
以因明學為主（林維明）

漢文佛典證書課程《因明入正理論》
（2016）課程講義

2011-2012  志蓮夜書院
專上佛學、哲學文憑課程
因明學講義

維基百科 因明入正理論義貫（釋成觀）



問題？



因明在經論中的例子

釋迦在《阿含經（Agama）》可能的論式

Samyutta-nikaya



(三) 陳那以前的佛家論證的不同形式

(3) 《瑜伽師地論》及

《顯揚聖教論》的「七因明說」
（見講義第6頁）



（見講義第6頁）



（見講義第6及7頁）



佛光大辭典 (慈怡法師主編)

因三相
因明用語。又作三向。即於因明三支作法中，凡是正確之因（理由）所須具備之三種條件，
即：(一)遍是宗法性，規定因與宗（命題）的主詞（有法）之關係，此係因對宗所應具之
義理。(二)同品定有性，規定因與同喻（由正面說明之例證）之關係。(三)異品遍無性，
規定因與異喻（由反面說明之例證）之關係。蓋於宗、因、喻三支之中，以因望宗、異喻、
同喻等三方時，所構成之關係即因之三相，故又稱三向。〔因明入正理論、因明大疏私抄
卷四〕（參閱「同品定有性」2247、「異品遍無性」5154、「遍是宗法性」5617） p2271

知識論是探討知識的本質、起源和範圍的一個哲學分支。 目前知識論和認識論之間的關係存在爭議，
有人認為它們是同一個概念，而也有人認為它們其實是存在一些密切聯繫的兩個不同概念。西方哲學
家將知識分為兩種：先驗與後驗。先驗意味着僅憑推理得到的知識（先於經驗觀察），而不受直接或
間接經驗（這裏經驗通常指通過感官對於世界的觀察）的影響。後驗指其他種類的知識，也就是知識
的得來和證實需要藉助經驗（經驗觀察之後），也被稱作經驗性知識。

知識論的核心問題之一為是否存在先驗綜合知識。概括地講，理性主義者認為存在，因而就要面對
「先驗綜合知識如何可能」的問題。相反的，經驗主義者認為所有的知識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外界經驗
的體現，並不存在先驗綜合知識。 (維基百科)

http://buddhaspace.org/dict/fk/data/%E5%90%8C%E5%93%81%E5%AE%9A%E6%9C%89%E6%80%A7.html
http://buddhaspace.org/dict/fk/data/%E7%95%B0%E5%93%81%E9%81%8D%E7%84%A1%E6%80%A7.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