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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明學要義》第一講 

『李潤生教授』講授 

 

歡迎大家蒞臨這個講座。李先生，請坐。今晚我們非常榮幸邀請到李潤生教授專程到多

倫多為我們主講「因明學要義」。雖然大部分朋友都認識李教授，但在座仍有不少新朋友。

我們就花幾分鐘來介紹李教授。 

 

李教授研究佛學三十餘年，精通空、有兩輪，對禪宗及如來藏思想等有非常深入研究。

他的著作非常豐富，有人以為李教授只是唯識家，其實他除了精通唯識學外，對中觀義理亦

非常通達。中觀思想主要典籍，如《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李教授均著有專書詳

細解釋及分析。其中著作有《中論導讀》，《中論析義》，《百論析義》及《十二門論析義》

等。他是現今對中觀思想著作最豐富的佛學家。所以李教授不但是唯識家，亦是中觀家。 

 

李教授的其他著作在佛家因明學方面有《因明入正裏論導讀》及《正理滴論解義》等；

在法相唯識學方面有《唯識二十論導讀》、《唯識三十頌導讀》、《佛家輪回理論》及《唯識種

子學說》等，還有即將面世的《成唯識論述記解讀．破執篇》。該套一百萬字的巨著分成四

冊，在今年底定會有售；在思想人物方面著有《僧肇》；在佛學小品則有《山齊絮語》；另

外，學術論文方面除輯錄於《佛學論文集》一書外，還有分別發表於各大專學報，佛學集刊

及叢刊等。 

 

李教授除於佛學有豐富著作，對佛學教育亦不遺餘力。他在香港各大學、專上學院及佛

教團體等，從事佛學教育工作凡數十年，造就不少人才，包括佛學學士、碩士及博士等，可

謂桃李滿門。今次李教授在百忙中抽空為我們主講「因明學要義」，使我們對因明學有正確

認知，我們非常感謝。現在有請李潤生教授。 

 

潘會長，各位朋友，今天有機會與大家一起探討佛學的另一領域——因明學。我在加拿

大十一年，今年是首次與大家探討因明。我在加拿大從未講過因明，這次可算是首次。因明

是一門甚麽學問呢？因明可算是三種學問的結合體：第一是知識論，即討論知識內容及分

類；第二類則涵攝邏輯，即一個論證如何方為有效，如何則屬無效；至於第三個因明學的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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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則是辯論術，即與別人立正破邪時如何去破，亦即與人對辯，對辯時需要注意甚麽技巧。

所以一般人若把因明學翻譯成 Buddhist Logic（佛家邏輯）其實亦非圓滿，因邏輯學只有演繹

及歸納兩部分，而不能概括全部知識論，更沒有談及應如何辯論，只因找不到辭𢑥與因明學

同義。因明原本意思是學，因是論據，用以支持宗，即如何通過論證推理的過程，建立可靠

依據去支持結論，那就是因。明即學問，此門學問稱為 Hetu-vidyā，het 是因，用以支持結

論，vidyā 是學問。因找不著更貼切的翻譯名詞，中文則按字意直譯，因與明，Hetu-vidyā。

英語則不能如此譯法，所以一般都將因明譯作 Buddhist Logic。數十年前，俄國一名學者

Stcherbatsky 徹爾巴斯基寫了《Buddhist Logic》一書，是一本厚厚的兩巨冊作品，直譯為佛

家邏輯。中國人有用此名，亦有不用，因佛家邏輯一詞令人有錯覺，以為僅說邏輯，實在不

然。 

 

因明為何在佛教及佛學方面如此重要？因為佛學與佛教皆重視兩種事物，或稱之為兩大

精神，一是大智慧，二是大慈悲，大智大悲。既談及智慧，到底何為智慧？智慧不離知識。

所以知識論在佛教非常重要，若無知識則不能成佛，只能做上佳修行者、上佳居士，對人慈

悲，有大悲，但永遠不能降伏煩惱，不能把邪見斷除。要斷除邪見，就需要有正確知識。所

以在佛教發展過程中，後來對知識論極為重視，甚至有學者專門研究知識。專門研究知識的

範疇，有三個意義相同的名字：一名量論，梵文是 Pramāṇa，二名正理論 Nyāya，三就是我

們要說的因明，解釋都一樣。日後遇到 Pramāṇa 即知為量論，遇到正理即知為 Nyāya，將來

自會詳細講解，與我們要說的因明其實一樣，只是三個不同名稱而已，因其出現的作品用三

個名稱。 

 

在研究佛學方面，因明極為重要。我們知道印度的大乘佛學，般若中觀學，稱之為空

宗，法相唯識學則稱為有宗。空宗以破執為主，有宗則一方面破執，一方面建立正理。要破

執，當有破執的論證法度，因此讀《中論》、《百論》及《十二門論》等著作時，若不懂得佛

家論證方法，就不能讀得通透，可能知識掌握精神，而不能徹底明白每一首頌當中如何論

證。換句話說，如龍樹菩薩、提婆菩薩等偉大辯論家，他們與外道辯論時，用現代語說是戰

無不勝，每次辯論必贏。結果外道對他們毫無辦法，唯有把他們暗殺，所以龍樹菩薩是遭暗

殺致死的。至於提婆菩薩，《提婆傳》有描述他如何被暗殺。若讀《百論》時，定會讀到

《提婆傳》，傳中講述外道如何暗殺他。為何要暗殺？只因辯論無法取勝，外道唯有出此下

策把他刺斃。在他們著作中完全利用論證，所以若不懂的論證，讀龍樹，提婆等三論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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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很難百分百明確掌握。因此在我的著作中，如《中論析義》、《百論析義》、《十二門論析

義》等，我把他們的論證逐一以論式列出。故若不懂得佛家論證方法，讀《中論》、《百論》

等空宗般若中觀作品時，相信未必能完全明白，至少不能百分百掌握論證過程，只可說是有

一般性的了解，而不能精密了解其思惟過程，只能知其大概內容，而不能精密地每一點⋯⋯無

法掌握由前提到結論整個過程。般若中觀如此，讀唯識主要典籍《成唯識論》亦如是。《成

唯識論》破執部分約佔全文五分一都用因明去破外道及小乘，用宗、因、喻去破。即是說若

不懂得因明，該段文字則不能明白。讀《成唯識論》需靠《述記》，《述記》亦用因明講述，

亦即無法閱讀《成唯識論述記》中破我、破法、破小乘、破外道的那段文字。因此我們值得

花點時間去研究因明。 

 

不過有人說：因明是一門邏輯性很強的學問，如果缺乏數學頭腦，會遇到少許困難。因

此在學習過程中，最好能先聽對因明有研究人士的完整課程，之後再看他的著作。只聽不足

夠，要自己完全消化，所謂「聞所成慧」轉化成為「思所成慧」，一定要轉化成「思所成

慧」，自己把每個問題徹底思考，最好更能自我練習。如學算術般越熟越好，最好於日常生

活能做練習，或多看書，將它排成一個宗、因、喻的因明論式。因此在課程的初期，我不清

楚在座誰對因明有研究、誰是初入門。若是初入門最好不要缺席，因為若中途缺課，聽下一

課會有很大困難，一如學習四則運算，只學會加法而不會減法，或可跳學乘法，但除法就有

困難。因為除法其實是速減法，譬如「十」除以「二」，即「十」可減「二」多少次？

「十」減「二」五次無所餘，商便是「五」。若不懂減法，學除法當有困難，雖不懂減法，

或懂補加法亦可。補加法亦入減法途徑之一，即是說它有前後連貫性，若然中斷便出現缺

口，要修補缺口自有一定困難。 

 

本講座共有十課，希望大家若在某一課因事缺席，最好託人拿講義回去看，或借用別人

錄音、錄像帶，因為所有講義齊備，共有七十頁。每一課我最多只能講七頁，若時間不足，

我未必講解所有文字，但有關義理我定會解說清楚。只是引用資料原文方面，時間許可則會

詳細解釋，但一課預算講七頁講義而到時講不完七頁，則會省略消文而直接以口語講解。整

個講座將分成數大段。第一大段先講「緒言」，然後跟著我會講「現量」，可見因明並非只講

邏輯，「現量」不是邏輯，然後講「為自比量」，再講「為他比量」。三部分講完之後，因明

綱要大致介紹完，我打算用兩課時間處理緒言。第一項要處理的緒言是文獻，今天會講比較

多文獻，先介紹因明在傳統說法的始源。因明這門學問本非屬佛家，是外道 Nyāya School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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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正理學派的思想，該學派並非佛家學派而屬外道。但在佛家，我們把一切佛學都推歸釋迦

牟尼佛之功，所以在傳統因明的說法，推功佛為因明創造者。故此說到因明始源時，我們先

引用一些資料，出自窺基法師《因明入正理論疏》。 

 

《因明入正理論》是因明重要著作，此書為印度陳那菩薩弟子商羯羅主所造。由玄奘法

師翻譯成中文後，再由其年青大弟子窺基法師作注解，名為《因明入正理論疏》，共有四

卷，第一卷中有云，「因明論者 源唯佛說」，即是說因明學之源流，唯有佛所說，但其實佛

並沒有造《因明論》。為何說釋迦牟尼佛始創因明？源唯，源即始創，只是佛始創因明，並

非別人。他說；「文廣義散 備在眾經」。因明學的理論文字廣闊，意義散列，並非專一部經

所說，文則廣、義則散列，在不同經典內完備地記錄，即在經典內包含因明學知識。「故

（菩薩）地持（經）云」，他引用《菩薩地持經》文字。《菩薩地持經》其實並非佛說，是彌

勒菩薩所造，或說是無著菩薩請彌勒菩薩從兜率天下降世間講述《瑜伽師地論》，其中有數

十品名〈菩薩地〉。 

 

〈菩薩地〉內講及因明，即如何修菩薩行，於是就把〈菩薩地〉的內容寫成重要之《地

持經》。《地持經》其實不是經，而是《瑜伽師地論》之〈菩薩地〉。後來將之集合成一部作

品，因為彌勒菩薩是未來佛，將繼釋迦牟尼佛後成佛，故將彌勒說法稱為經。《菩薩地持

經》云：「菩薩求法 當於何求」。有人用設問法提出，菩薩修行應研習何等內容？答曰：「當

於一切五明處求」。如果修菩薩行應從五明處修，明處即學問，明處一詞即某種學，因明是

其一。那五種明處？括號內所列並非原文，是我補列，因在下文才出現。所謂五明處：第一

內明處，明即明處，內明即佛學，即佛學是必修科目；第二因明，因明即因明處，明處與明

同樣解釋，一門學問就是一種明，因明是研究因，去支持討論的結論。一個論據能支持一個

主張，這門學問就叫因明處，簡稱因明；第三種是聲明處，聲明是聲音、語言，相等現今的

語言學，菩薩應修語言學。古時建築家很少，寺院多有出家人自己建造；出家人也要學醫方

明處，亦即醫學，因此出家人很多都懂醫術，印度及中國出家人本來都可行醫，對醫學有一

定掌握。剛才我說建築師少要自己建廟，所以第五種明處是工巧明處，工巧即建築學，即是

說醫學、建築學、語言學、邏輯及佛典等多門學問，都是修菩薩行的五大範疇。因明是此五

大範疇其中之一。根據彌勒經教，肯定因明極為重要，為修菩薩行所不能缺少。接著說「求

因明者 為破邪論 安立正理」，是說因明的作用。為何要學習因明？求是學習之意。學習因明

有兩大目的，能令正確無誤地破邪論，能令正確無誤地建立正確理論。若不懂因明則不能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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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地破邪，建立自己理論時則漏洞百出。故其作用足以破邪論、立正道。換句話說是立正破

邪，就是其功效所在。一般雖把整個因明歸於佛為始創，而繼續下去，謂雖如此，但最早正

式研究此門學問者卻非釋迦牟尼佛。他說：「劫初足目 創標真似」。在賢劫之初，即在這個

有佛出世的劫開始時，一個外道的大學問家足目，足目是外道正理學派的創始者。「創標真

似」，他開創判定，真假知識的正確標準。何謂真知？何謂假知？由正理學派的足目正式成

立準則，去評價知識的真偽。似是假，真是真知識，似則是假知識。他說始創者標示出，真

知識的標準及假知識的定義，這位創始者是外道足目。 

 

到底在佛教中，誰最先把因明這門學問系統化？窺基法師說：「爰暨世親 咸陳軌式」。

暨即是及，他說由釋迦佛發展至世親菩薩，於是把論證應有的論式標準完全列出。咸即全

部，陳即陳述，軌式是論證時的論式標準，至此正式建立、確定論式應以宗、因、喻建立，

於是整個規律建立。但當時他並不被稱因明學家。「雖綱紀已列 而幽致未分」，雖然已經陳

列出因明學大綱，但細微的地方，幽致即細微精密之處，則未能清楚分別，分別即說明，未

能細密地說明其幽微精密處。若不能詳述其幽微精密處，論辯時則會產生困難。「故使賓主

對揚 猶疑立破之則」，所以令立敵雙方，立是主、敵是賓。在對辯時，對揚即對辯，因為雙

方都要標示主張，標出主張稱為揚。各自標揚主張之時，使人懷疑建立理論的規則，以及破

別人主張的規則，只因未能清楚說明精微細密之處，所以仍有缺點。世親菩薩雖已列出論證

時應有規矩，但細密之處未臻完善，故未能依世親菩薩所定規矩進行論證及對辯，對辯時必

須有規則，此時規則尚未完備。過了若干年後，至世親菩薩弟子陳那時，陳那是 Dignāga，

「有陳那菩薩者 是稱命世」，有一位菩薩名叫陳那，下文會略說他的生平。 

 

根據唯識歷史，陳那為世親菩薩眾多弟子之一，他最著名的兩個弟子，一個是安慧菩

薩，另一個就是這位陳那菩薩。陳那菩薩是唯識家，建立三分說，是有相唯識家。安慧則是

無相唯識家，二人是不同的思想家，為當時兩大論師。陳那是最偉大的因明思想家，在印度

邏輯史上，把他列為偉大的邏輯家。「是稱命世」是說他到世上負有重要使命，謂他到世間

要弘揚因明學，而且他是未來的佛。「賢劫之一佛也」，我們現處的賢劫有很多佛，釋迦牟尼

佛之後是彌勒佛，彌勒佛之後還有其他佛，其中一位就是陳那，他將來在這個世界成佛，他

乘願再來時會成佛。但當他建立因明系統時尚未成佛，只是世親菩薩一名學生。文中說他

「匿跡巖藪」，巖是巖石，藪是沼澤地，即在森林隱居，雖隱居仍有工作。「棲慮等持」，棲

慮是作觀，等持是修止，即修止觀，在森林內修止觀。「觀述作之利害」，在他修觀時，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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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成立因明作品，如何才有好處，何等是缺點，好處是利，缺點是害。審慮思考他日寫因

明著作時，如何使眾生易於接受、有利眾生，避免使眾生難於接受、不利眾生，所以要思

慮。「審文義之繁約」，審度寫因明著作時，行文應長篇還是簡略，繁是長篇，約是簡略。在

文字和義理上，那些該寫得詳細？那些要簡單？「於是覃思研精」，覃是深入，深入地思

考、精密地研究是為「覃思研精」。於是寫了一本書「作因明正理門論」。因明梵文是 Hetu-

vidyā，hetu 是一個論證、一個依據，去證明一個主張，這論據叫做 hetu。vidyā 是一門學

問，即明處，簡單翻譯為因明處。我剛才說過因明不止一名，又名 Pramāṇa 量論，又名

Nyāya 正理。你會發現講義中有 Nyāya-mukha，Nyāya 是正理，因明即是正理，mukha 是入

門。還有一梵文字 śāstra，即論，此處省略掉，論是 śāstra，但通常我們把它省略掉，整個字

就是《因明正理門論》，Hetu-vidyā Nyāya-mukha，因明就是 Hetu-vidyā，因明的意義即

Nyāya。 

 

剛才我說足目的學派是正理學派 Nyāya School，就是這個梵文字，正理學派。他寫成這

本書，而且有中文譯本，其實這本書很短，並不是他的最偉大著作。陳那還有一本更偉大的

著作，你會發現括號內寫著及《集量論》。剛才我說因明、量論、正理同義，Pramāṇa-

samuccaya 就是《集量論》，Pramāṇa 是量，samuccaya 是集，因梵文動詞可以放在賓語之

後，我們說集合真知識，梵文卻寫成真知識集合，翻譯時不能順著次序，於是要譯作集量

論，而不是量集論，Pramāṇa 是量，samuccaya 是集。另一個我們熟悉的例子，波羅蜜，或

波羅蜜多，Pāramitā，Pāra 是彼岸，mitā 是度，「彼岸度」，但譯成中文是「度彼岸」，要把它

們對調「彼岸度」不是中文句式。此處一樣，Pramāṇa 是量，samuccaya 才是集，量集，其

實應是集量，這本書更偉大。為何窺基法師並無提出陳那曾造《集量論》？當時玄奘法師並

未翻譯《集量論》，所以窺基法師沒有提及。《集量論》才是陳那菩薩最偉大著作，有人說此

書是廣論，《因明正理門論》只是略論，而窺基法師只接觸過略論，未接觸過廣論。後來義

凈法師有機會接觸，據聞法師曾經翻譯，惜今已失傳。近代法尊法師，重新再譯《集量

論》。除法尊法師外，呂澂先生亦翻譯《集量論》扼要部分，故現今《集量論》資料有兩個

譯本，一為法尊法師譯本，一為呂澂先生譯本。其實《集量論》才是陳那偉大著作，不過

《集量論》對中國影響輕微，只因千年多來缺乏譯本，直至近年才有譯本，所以研究《集量

論》的人很少。 

 

文中又說「其弟子商羯羅主」，Śaṃakara-svāmin。商羯羅主「善窮三量」，他對因明中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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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知識，量是知識之意。三量即三種知識，哪三種？現量是經驗知識，比量是推理知識，聖

言（聖教）量是經教知識。他精通三量，就是善窮三量。「妙盡二因」對兩種因非常了解。

一種是「生因」，是當要比量時建立一套比量方法，這就是「生因」。建立推理後，對方需要

了解，否則對你毫無幫助，對方了解，立者建立。依「生因」而建立一些宗、因、喻的論

證，敵者透過其智慧去了解宗、因、喻推理歷程，稱之為「了因」，即是敵論者去了解對方

建立論證的內容。當賓主對揚時，主所建立的一套時「生因」，賓則要靠智慧去了解對方所

說，若無智慧則不明對方所指，故無「了因」亦不能理解因明，需具足了解的智慧去了解對

方。「生因」是建立理論的智慧，能了解建立理論的智慧則為「了因」。商羯羅主對「生因」

及「了因」均能巧妙地窮盡。「啟以八門」，將整個因明開啟為八個部分，一門即一部分。紅

字是我的注釋，八門是甚麽？能立、能破、及似，即似能立、似能破，就是四門，加上現

量、比量、似現量、似比量，合共八門。能立與能破、及似，唯悟他；現量與比量、及似，

唯自悟；即將因明分成八個部分（八門），一門即一部分，就是能立及似能立。能立是正確

地建立理論，似能立是不正確、錯誤地建立。能破是正確地破斥別人邪說，此謂之正能破，

似能破是錯誤地破斥，對方沒有錯你卻說人錯，此四門功效乃為悟他，是使別人明白。當你

建立能立、能破時是為「生因」。當對方了解能立、能破時是為「了因」，目的是令對方開

悟。因為目的在乎令他人開悟，所以目的在悟他，唯悟他，只是開悟他人而不是自己開悟。

自己開悟則相反，現量是經驗知識、比量是推理知識、及似，此處指兩樣，似現量，錯誤的

現量、似比量，錯誤的比量。此四門為現量、似現量、比量、似比量，加起來總共八門。後

四門功效是自悟，要自己開悟，即本來沒有這種知識，透過經驗推理去獲得。西方邏輯不能

令人獲得新知識，只是將知識重新排列，但因明卻可以。現量、比量，用以自悟，可以獲得

新知識，加起來合共八門。 

 

這八門是由陳那菩薩弟子，商羯羅主所建立。「通以兩益」，他能透過這八門達至兩種益

處。那兩種益處？第一種是悟他，第二種是自悟。此八門，前四門益處是悟他，後四門功效

是自悟。「考覈前哲 規模後穎」，文字寫得很美，前哲對後穎，非常工整。考覈前哲，即對

前人理論經過考證，去建立此《因明入正理論》。然後規模後穎，即作後穎的規範模式，後

穎即後來穎達的學者，成立一些規則與後人依循，成立規格模式，使後穎學者有所依循，這

就是承先啟後。考覈前哲是承先，規模穎後則啟後。他的功夫達致承先啟後，把兩益、八門

「總括綱紀」，即把因明一切內容綱要總括在八門、兩益當中，寫成一本書「為因明入正理

論云」，建立這套《因明入正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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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明入正理論》梵文是 hetu-vidyā Nyāya-praveśa，Hetu-vidyā 是因明，praveśa 是入，

Nyāya 是正理，意即透過我這本書，使人進入了解他的老師陳那菩薩所造的《因明正理門

論》，這就叫入論，進入研究《因明正理門論》。因為老師這門學問難於研究，於是我作一介

紹，即介紹《因明正理門論》。但他不用介紹一詞而用 praveśa，進入《因明正理門論》，即

在研究《正理門論》前，應先研究《入正理論》。窺基法師為《入正理論》寫注，寫的非常

詳細。《入正理論》只有一卷，他的註釋則有四卷，下文將會再作介紹。第一節至此已說過

傳統因明始源，總括說佛家謂因明始源於釋迦，釋迦於經教中已包括因明作品，但窺基指非

由佛教建立因明理論，而是由正理學派大德足目建立。佛教真正研究因明，要到世親菩薩、

到陳那菩薩、到商羯羅主才有，世親只建立因明綱領大要，但並無談及精密之處，到其弟子

陳那著書，名為《因明正門理論》。除《因明正門理論》此簡略本外，更有一長本名《集量

論》，詳細列出因明系統。但由於較難閱讀，故其弟子商羯羅主為著《入論》，是進入研究

《因明正門理論》一項準備功夫。窺基法師則為此《入論》作注釋，開中國研究因明之先。

可惜中國於窺基後，雖然尚有智周等弟子研究因明，但五十年後則湮沒無聞，不能生根，更

不能結果。沉寂至明代雖有人稍事研究，卻無所成績。到清代才有人重新研究因明，所以中

國人對邏輯思惟（曾有）幾次機遇都不能把握。第一次機遇早於先秦墨辯，此為中國邏輯之

始，到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導致無人修學，直至清代始有人再研究。第二次機遇即

此時，玄奘法師翻譯因明作品，也曾流行過五十多年，之後有一蹶不振，失卻兩次機遇。第

三次到明代，利馬竇等傳教士再把西方邏輯帶到中國，但亦不生根。中國人失去三次機會把

知識論發揚光大的機遇。是否有人要發問？ 

 

  可否說因為儒家思想不適用於邏輯？ 

 

你可以說有點影響，但儒家並沒有排斥邏輯，不像有些人，凡論證皆排斥。他們是不喜

歡邏輯，不過儒家不能建立，因為儒家重點關注心性。心性的內王哲學，再推廣至政治哲

學，即如何治理國家，這是外聖之學，所謂內王外聖。但當中邏輯知識論的部分，儒家方面

則無甚建樹，真正有建樹是墨家。墨家給漢武帝一刀砍斷，他砍斷各家學說獨留儒家，但亦

非完全採取儒家之道，而偏用法家。實際上並非行儒家，儒家說禪讓，皇帝怎肯禪讓？名義

上說禪讓而已。即使漢獻帝讓位與曹丕，亦當非心甘情願，只是於斧鉞刀劍下禪讓，故並非

行儒家之道。儒家說禪讓，謂民貴君輕，社稷次之，皇帝怎肯同意君為輕？所以說行儒家之

道是騙人的，實際上是行法家，法家最後由皇帝定奪，不合皇帝意隨時要斬首。題外話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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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到此為止。總之我們是失去了三次機遇。 

 

比量是推理，聖教是經教，現量是甚麼？ 

 

現量是經驗知識，不錯！經驗是評定真理的唯一標準，這是鄧小平說的。現量則是評定

理論對錯，及能否實踐的唯一標準。第二節講及佛家論證的不同形式。為何要說佛家論證不

同形式？我想把資料向前推，推斷釋迦牟尼佛是否有邏輯頭腦，亦要找出一些資料作為回

應，回應窺基法師說「因明論者 源唯佛說」是否正確，這是我想做的。你可以不贊成，可

以反對，且看我引用的資料對不對。以下我引用一段資料，是釋迦在《阿含經》內已有的論

式，即有論證的程序，是非常嚴格的推理，出自《雜阿含經》。該經於南傳稱為 Saṃyutta-

nikāya，即《相應部》，nikāya 是部，Saṃyutta 是相應，中國譯為《雜阿舍》，南傳則稱為

《相應部》，而且有相當長的英譯本，千多二千頁。 

 

整部《雜阿含經》譯為英文，據說有兩家譯法。在卷一中，釋迦牟尼佛如此破「我」，

因《雜阿含經》為釋迦口述，是結集最可靠的經典。釋迦謂：「色無常 無常即苦 苦即非我 非

我者亦非我所」。他如此說五蘊：若有一真我是「我」，一則是每蘊均有真我、皆有靈魂，或

五蘊合而有一靈魂。若每蘊皆無靈魂則合亦無。於是嘗試論證色蘊是否有「我」，是否有靈

魂，是否有獨立、一、常、主宰，能造業及受苦樂之主體。結果色蘊是無常，色是色蘊之

意，所有無常亦是苦，因為有「行苦」。三苦中有「苦苦」等苦，「行苦」亦是三苦之一。無

常是行，凡物行即無常。三苦是「苦苦、壞苦、行苦」。所以說：「無常即苦」，又說：「苦即

非我」，既然苦的就不是「我」，因為「我」的定義是：我體是「一」，不能一分為二。若我

體能分為二，豈不是精神分裂？「我」的第二個定義則是「常」，「我」的靈魂是「常」，靈

魂不能今日有明日無。若過去有，現在亦有，未來亦有，所以靈魂必定「一、常」。另外，

靈魂當能自我主宰，若不能主宰則不能算是靈魂，而且一定會造業、能受苦樂。如果「我」

是苦，靈魂會否令自己苦？這樣主宰實在沒有意義。若想快樂而反得苦，則不是主宰。在印

度概念中，靈魂為多層面，最表層靈魂是為滿足食慾，滿足呼吸及接觸外境，最深層靈魂稱

為「妙樂所成我」，是有快樂建構而成。本體是樂，不會是苦。外道說靈魂並非單一層面，

共有五個層面，直至最後層面。最初曾面要飲食呼吸、接觸外境，此乃「我」之最淺層面，

而最深之「我」是妙樂所成。既然「我」是妙樂所成，則不會苦。但色蘊是苦，因色蘊無

常，你想青春常駐，青春偏不能常駐，所以你苦。既然你不能控製青春常駐，你就是苦，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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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不能自我主宰，所以無「我」，並無「實我」。既然無我，就沒有屬於我的事物，我的軀

體、我的財產、我的事業、我的名譽，一概皆無。無我、何來我的名譽？無我，何來我的事

業？無我、哪些財產屬於自己？有自己才有自己的財產，既無我，則無我的財產。故無我即

無「我所」，無一物屬於自己。因為已無主體，我就是主體。「我所」是屬於主體的事物，事

物可能存在，但無我，則無我的事物。如此再論證就知亦無「我所」。他說：「如是觀者名真

實正觀」。何謂真？何謂假？若無我而執我，則為虛假的觀。是錯誤的知識。如是觀一切事

物則為正確知識。又說：「如果受想行識無常」，受蘊、想蘊、行蘊、識蘊，皆為無常。「無

常即苦 苦即非我 非我者亦非我所」。因為受想行識不斷變化，感受快樂完後即不快樂，痛苦

完後即不痛快，皆屬無常。想蘊取像無常，行蘊造業亦無常，六識蘊的認知又無常，所有無

常事物引致痛苦。若「我」為受想行識，「我」就是無常，因為外道說「我」是「常、一、

主宰」，但現在卻是無常，痛苦即不能自主，就不是「我」。故云：「非我亦非我所」，沒有我

哪有屬於我的事物？哪有屬於我的軀體？哪有屬於我的財產？哪有屬於我的事業？於是連

「我所」也破，所以破「我所」是破「法執」，破「我」則破「我執」。 

 

在另一論證中《雜阿含經》卷二，他說：「若諸沙門 婆羅門 見有我者 一切皆於此五受陰

見我」，五受陰即五受蘊「···言我真實 不捨」，即是說當時執「我」是執「即蘊我」。上文破

「即蘊我」是依當時沙門（修行者）及婆羅門（外道），他們是在五蘊上執「我」，所以對治

此等我執，用五蘊來破。破法是先破色蘊，再破受、想、行、識蘊。色蘊無我、受想行識蘊

無我，就再沒有「我」。把「我」分開兩部分來破，其實我們現在可以這樣論證，把釋迦牟

尼佛想法作如此思惟。剛才一段經其實可以寫成論證，甚至二或三個論證。第一，若色蘊是

「我」，此色蘊應該是「非無常、非苦」，因為若有「我」，「我」應是「非苦」，「我」是

「一、常、主宰」，這是外道對「我」的定義。於是，若色蘊是「我」，色蘊應該是「常」及

「非苦」，這是第一大前提。第二是剛才釋迦牟尼佛的論證，現在即知五蘊是「無常」，五蘊

是「苦」，結論自然出現，就是色蘊並非「我」，經文內有沒有此結論？有！經文如何說？我

再讀一次。經云：「色無常 無常即苦 苦即非我」，結論就是：「苦」即非「我」。而小前提就

是：色蘊是「無常」、是「苦」，只是少了甚麽？少了我所列出的第一點（a）的大前提，但

你知道這個論證的大前提，就是之前所說的。若色蘊是「我」，色蘊應該是「常」，因為

「我」是「常」，色蘊應該是「非苦」，因為「我」是「非苦」，這都是外道說的，但這些外

道的資料並沒有列出，現在我們把它們補列。（b）點經文有，（c）點經文亦有。據我了解，

釋迦牟尼佛說《雜阿含經》時其實有個論證過程，只是沒有把大前提說出，（a）這點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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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因為當時人人皆知。「我」是「一、常、主宰」，人人皆知故毋需再說。但後人需讀歷史

才知，讀印度思想史、佛教史即知，只要把它補上去，我就覺得釋迦牟尼佛已經完備地把論

證列出來，現在西方邏輯把它稱為「否定後項則否定前項」。像我們這樣寫法：p 涵攝 q，如

果否定 q，就一定要否定 p。p 是甚麽呢？即是說色蘊是「我」。那 q 是甚麽呢？這色蘊應該

是「常」及「非苦」。把它否定，現既知色蘊「苦」及「無常」，所以「非我」，這就是他的

論證過程。p 涵攝 q，否定 q 於是亦要否定 p。這就是「否定後項則否定前項」。好像我們說 

如果你住在多倫多，就是住在加拿大，張先生並不住在加拿大，結論就是···他不住在多倫

多。同樣道理是嗎？可以代入任何事物。譬如說你是中國人，你一定是亞洲人。John 不是亞

洲人，結論他一定不是中國人。 

 

我有一個問題，怎能知道 q一定被否定？有什麽證據支持？ 

 

我們現在就把「色蘊是我」代入 p，如果色蘊是「我」，色蘊應該是「常」，應該「非

苦」，現在知道色蘊「無常」，有何證據支持色蘊「無常」？色蘊是我們的軀體。一個初生嬰

兒的色蘊重六磅，到他周歲時有三倍重，三六一十八，至少十八磅。所以知道色蘊「無

常」，是經驗告訴他色蘊「無常」，是透過現量所得。 

 

  所以推翻了（a）？ 

 

對！q 的否定是被現量推翻。 

 

所以一定要找到證據⋯⋯ 

 

他自己找到的證據，所以列出色蘊「無常」。只是他沒有說根據甚麽，原來根據現量，

色蘊是「無常」。根據各人經驗之道，色蘊是「無常」。若色蘊是「常」就糟了，為甚麽？這

個嬰兒永遠不長大，初生時重六磅，若是「常」就永遠重六磅。還有，他不能呼吸，一有呼

吸就是「無常」，又不能吃！一吃就是「無常」，又不能喝水。 

 

那嬰兒的生命就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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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嬰兒的生命靜止了，又不生又不死。世上沒有這種事，所有現象皆「無常」。

由此我們看到窺基法師說：「因明論者 源唯佛說」，現在找到一個論證，論證一、論證

二亦一樣。若受想行識餘四蘊是「神我」，這餘四蘊應該一樣是「常」及「非苦」，但剛

才的論證已道出，其餘四蘊皆應是「無常」、是「苦」，因為受蘊即使是「苦」、「非

苦」，或「苦」或「樂」或「不苦」、「不樂」，皆非固定不變。「苦」可以發展至「樂」，

「樂」亦可以發展至「苦」，餘四蘊亦悉皆「無常」。餘四蘊既是「無常」，凡「無常」

即是「行苦」，是遷流不息地引致痛苦，所以餘四蘊是「無常」、是「苦」。既然如此即

否定了 q，因此餘四蘊非「我」。這就是結論，等如說⋯⋯「如是受想行識無常」，「無常

即苦 苦即非我」。 

 

下面我多加一個論證三，原文沒有的。若有一、常、主宰的自性實我存在，若此實

我存在或色蘊是「我」或餘四蘊是「我」，為何五蘊之外非「我」？因當時無人執五蘊

之外，見於何處？見於《雜阿含經》卷二。當時的沙門、婆羅門有「我」者，一切皆在

五受蘊中執「我」。根據此資料，列成前後兩個論證，列成論證三。釋迦牟尼佛有這個

論證三，若有「我」則色蘊是「我」或餘四蘊是「我」。（b）這個前提就說，今已證得

色蘊及餘四蘊皆非「我」，故知：無有一、常、主宰的自性實我存在，於是沒有「實

我」，佛教就是這樣破「我」。即是說，佛教破「我」完全依一個很嚴格的邏輯論證。如

果你要推翻、說有靈魂，你一定要推翻這三個論證。如果你有辦法推翻這三個論證。如

果你有辦法推翻這三個論證，你就可以把原始佛教，釋迦牟尼佛在《雜阿含經》中的破

「我」推翻。即是說，佛教從釋迦老祖在《雜阿含經》破「我」之時，已經應用到邏輯

論證，不過尚未有邏輯之名，亦未有列出何謂大前提、小前提、結論，亦無「否定後項

則否定前項」、「肯定前項則肯定後項」，全都沒有說。雖然如此，在釋迦牟尼佛腦中，

根本很有邏輯條理，換句話說，邏輯條理是先天具足，不一定先要學邏輯。譬如孔子

說：「仁者必有勇 勇者不必有仁」，就很有邏輯。因為仁者必有勇這個大前提，是自然

涵攝勇者不必有仁，仁者必有勇不涵攝勇者有仁。仁者必有勇不涵攝勇者必有仁，好像

住在多倫多就是住在加拿大，並不涵攝不住在多倫多就不住在加拿大。相反來說，你不

住在加拿大就不住在多倫多。孔子在二千多年前也有邏輯頭腦，所以他說仁者必有勇，

但勇者不一定有仁。你住多倫多即是住在加拿大，但你住在加拿大卻未必住在多倫多。

住在多倫多一定住在加拿大，住加拿大者不必住多倫多。你可能住在溫哥華或滿地可。

孔子確實很有頭腦，並沒有違反邏輯。你會發現當釋迦老祖破「我」時亦並非常有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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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腦，先把當時外道在五蘊執「我」，而把五蘊分成兩部分，先討論色蘊有沒有「我」。

否定後，再到受想行識，其餘四蘊有沒有「我」。餘四蘊皆無，則證「無我」，因當時外

道說五蘊內有「我」，除非說五蘊外有「我」，則另當別論。我嘗試在此做一資料整理，

證明窺基所說：「因明論者 源唯佛說」是有依據。不過窺基並無論證，他沒有把文獻寫

出。我們後人嘗試是否可以在最原始經教中找到資料去證明窺基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你可以不贊同我的說法，你可以破我，因為是公平的。 

 

即使證明釋迦當時有用邏輯，亦不能否定他之前沒有人用邏輯。 

 

對，他不否定之前已有人用邏輯，只是說在佛教系統裡，因為因明是屬於佛家系統，他

並不是說因明之外，「因明者 源唯佛說」，因明是佛家思想系統。 

 

但佛家有因明，別人亦可有因明。 

 

別人也可以有因明，但在佛家因明系統是釋迦始說的。如果你讀般若中觀，你亦需要有

相當邏輯頭腦。我又用破「我」的模式在《中論》找資料去支持。你讀《中論》也當懂

得這些論證，否則對文獻了解打了相當大的折扣。我的資料引自《中論》〈觀法品〉。你

讀〈觀法品〉時會發現比釋迦牟尼佛所說多了一些，文中說：「若我是五蘊 我即為生

滅」。如果五蘊是「我」，那個「我」是會生會滅的，因為色受想行識五蘊有生滅，由此

證明五蘊不是「我」。因為「我」的定義是不生不滅，是常，「我」是常、是一、有主宰

性，我們要記著佛家所破的「我」並不是破「五蘊相續假我」。若假設有一生命個體，

此生命個體就是五蘊相續，那佛家就不去破了。所以佛經一開始如何說？所以經典都有

句「如是我聞」，並不是要破「如是我聞」的我。「如是我聞」的我是五蘊相繼假我，並

非真我，是佛家許可的，因為不是真我，而是每個生命體獨立的系統，佛家並沒有否認

獨立的個體。 

 

佛家所否定的是「妄我」、「自我」，佛家承認有獨立個體，若否定獨立個體就不能

說輪回。譬如我今生作了殺業，若無獨立個體的我則不會有報，報要假定自作自受才

有。這個生命個體作了善業，將來同一生命個體能受福報。這個生命個體作了惡業，同

一生命個體將來受惡報、將來受非福報，這才有意義。若造業個體與受報個體分開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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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就完全沒有意義，為善無好處、為惡亦無害處，皆與我無關。做了壞事不用受果

報，受不到果報，那就沒有意思了。這樣所定立的輪迴理論，根本不能成立，故此一定

要成立一生命個體。所以非建立阿賴耶識不可，若不建立阿賴耶識，今生之後那有來

生？所以唯識宗建立阿賴耶識有一個特定使命，使輪迴能成就，一定要假定有個五蘊假

體。此假體不是「常」，故名相續，但亦不是「斷」。「常」與「斷」似乎有矛盾，所有

「常」皆非「斷」，所有「斷」皆非「常」。但佛家不用「常」、「斷」，佛家是中道觀，

相續則起變化，前後剎那為非一非異的變化。如此則可以相繼下去，相續故有承擔。同

一個獨立個體將來受果報，那就有意義。所有他說：如果五蘊是「我」，五蘊有生滅，

五蘊有生滅則不是「我」。因為「我」是「常」，「常」則無生滅。若說離開五蘊是

「我」又如何？離五蘊之「我」就是「非五蘊相」，並無五蘊特徵。五蘊特徵是甚麽？

是能造業、能受苦樂。若離五蘊就沒有行蘊，行蘊有甚麽作用？行蘊要來造業，若離五

蘊則不能造業，亦不能受苦樂。五蘊中那一蘊受苦樂？受蘊！離開五蘊即無受蘊，亦無

苦樂。所以若離五蘊，即使執自己為「一、常、主宰」，但如此之「我」不會造業，不

會受苦樂，亦不能成為「我」。「我」若不能造業，則此「我」有何用？這個「我」如虛

空般一無所用。虛空雖是「一、常」但不會主宰。縱能主宰而不會受苦樂，亦不能造

業，那主宰些甚麽呢？不能造業、不受苦樂，那是無用之物。因此離開五蘊亦無

「我」。此與釋迦所說有何不同？在座各位？ 

 

這叫「兩難」。 

 

不錯，是多了一樣東西，因為釋迦只破「即蘊我」，但到龍樹菩薩連「離蘊我」也

破。即是說一則是五蘊是「我」，一則是離開五蘊是「我」，離開五蘊不是「我」，五蘊

亦不是「我」，我們把它變成這樣一個論證。如果「一、常、主宰」的自性實我即是五

蘊，這個「實我」就有生滅。因為五蘊既有生滅，靈魂是五蘊亦當有生滅。小前提是所

有外道皆執「我」無生滅，因為「我」的定義為「一、常」並無生滅，所以證明自性實

我並非五蘊。那自性實我是否離開五蘊？亦有一個論證。若自信實我即「異五蘊」，這

個「實我」就不懂造業，因為沒有行蘊如何造業？亦不能受苦樂。因為沒有受蘊如何受

苦樂？所以變成無作業、無受苦樂，此等五蘊之相。但對方執有，執有靈魂之「我」能

有造業之相，有受苦樂之五蘊相。若不能受苦樂、不能造業，建立這個「我」就毫無意

義，所以證明自性實我並非以五蘊存在。把兩個論證合起來，則變成第三個論證，但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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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並無提及此第三論證，我把這第三論證組織好，含義上應有此第三論證。如果這個

自性實我存在，則或為五蘊、或為異五蘊。兩難法，剛才那位朋友說對了。兩難，一就

是「五蘊」，一就是「非五蘊」。有沒有第三個可能性？沒有，因為在邏輯上稱為 Law of 

Excluded Middle，即是排中律，不是「五蘊」即是「非五蘊」，並沒有第三個可能性，

只有兩個。不是「五蘊」，就是「非五蘊」，上文已破五蘊並非實我，離（異）五蘊亦非

實我，這就是「否定後項」，結論是並無所執之自性實我存在。若有此自性實我，則倘

非五蘊，定是異五蘊。前面破了即五蘊非實我，異五蘊亦非實我，於是把兩個論證結合

為第三個論證。 

 

你讀《中論》時就要了解此等論證，了解後，對剛才我們所引《中論》〈觀法品〉

頌文則甚清楚，每一句均擲地有聲，對與不對完全清楚列出，並且提供機會讓人否定。

最偉大的作品就是讓人有機會去否定。但無人能否定，非接受不可，如此才偉大。釋迦

偉大之處時開列出五蘊非「我」，歡迎有能者去破，公開讓人去破。但世人無法能破。

所以我們一定要接受「無我」。「無我」除有道德上意義外，還有知識上意義。知識上確

實「無我」，道德上則為謙遜，使我們修行時不要起執。不起執就是謙遜，不要出現我

慢，此為道德意義。此外，更有知識上意義，世間確實「無我」。釋迦就是如此論證，

其偉大之處就是把道理公開，這種叫做顯教，目的意義亦在此，清清楚楚⋯⋯以分解方式

把道理列出來，而且提供機會讓人去破，但無法可破，就得接受。透過理性而能接受就

是正信。並不是依照我的說話去做，就會獲得好處，那是迷信。現在是依法、依真理，

而不依人。即使不是釋迦說亦要信，釋迦說亦當要信，因為法上可信，法就是真理，真

理上確實如此所以可信。龍樹破「我」亦一樣，「我」若非即五蘊則為離五蘊，即五蘊

及離五蘊皆非「我」，所以「無我」。如此列出整個道理清楚、顯明，因此龍樹菩薩是釋

迦後第二位最偉大聖者，他的論證無人能破。故後來遭外道謀殺、把他逼死，由於鋒芒

太露所以不得其死。世人太露鋒芒會招人妒忌，龍樹正是一例，提婆也是。外道表明你

有口破我老師，我就用刀破你的肚皮，所以他是肚破腸流而死。這就是不理性而變為暴

力，與現今世界一樣，道理說不通就訴諸暴力，原來古已有之。千多年前已是這樣，現

在情況無大改善，可能更壞。由此可見龍樹論證方式與釋迦相若，皆是一段一段地破，

雖有空白之處，但只要把大前提補上，即成為圓滿之論證。 

 

唯識宗的看法又如何？我們看看第五頁的第三段，護法等《成唯識論》的論式。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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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引《成唯識論》中一段文字：「諸所執我 略有三種」當時不獨執即蘊我、離蘊我、此

處列出有三種執，原來我執隨時代發展而有不同形態。佛在世時執即蘊是「我」，五百

年後，至龍樹菩薩時，有人執即蘊我，亦有人執離蘊我。到護法時代的《成唯識論》，

即西元六世紀，「我」且多至三大類。「一者執我體 常周遍 量同虛空」，這個「我體」能

夠隨處造業，隨其所在之處產生惡行、善行，非惡非善（無記行）。又隨其所在之處受

苦受樂，一定要造業受苦樂。若不能造業受苦樂，這個「我」就沒有用處，此為外道其

中一執。第二種執則執「我」為極微小，我沒有寫在講義上，留待現在口述，把解釋寫

出來太花時間，微小如芝麻，原子，以高速於色蘊軀體中運轉。一定要高速，非高速不

可。若速度慢會有何毛病？當「我」處於頭部時，腳被砍掉亦不知痛楚，因為「我」未

到腳部，如何能受苦樂？所以若「我」在頭部時，打腳則不知痛；當「我」在腳時，打

頭亦不知痛。但不可能如此，人人皆有痛的感覺，故外道此執，亦要以高速補「我」為

小之不足，像電腦每秒數運轉數億次，一按鍵信息即出現。這是第二種「我」。而第三

種「我」則能大能小。如何能大能小？例如一個嬰兒只重六磅，那個「我」就以六磅的

軀體存在。當長大到百五磅，那個「我」就像吹氣球，增至有如軀體般大，可以有大小

變化，這樣可謂包括一切可能性。其一是「我」大至遍一切處，雖然軀體小，但「我」

則大至超過身體。其二則「我」小至極微，一大一小再加上能大能小，可謂之圓滿，因

為不能有第四種，極大極小再加上能大能小。 

 

且看他如何破此第一種外道。他說：「初且非理」。我們姑且看看第一種，他並不合

理，「所以者何」。「執我 常 遍 量同虛空 應不隨身受苦樂等」，因為虛空極大，虛空不能

受苦樂。既然外道說凡「常」之物不能受苦樂，極微是「常」所以不能受苦樂。那個

「我」亦應如此不能受苦樂，這是第一論證。第二論證是「又常遍故 應無動轉」，這個

「我」不能造業。第一論證先破能感受苦樂，第二論證破能造業、動轉。既然不能動轉

「如何隨身能造諸業」，這樣就不能隨身體作善業惡業。換句話說，計執之人只靠原

想，一方面執靈魂是一、常、主宰，同時亦能造業、又有苦樂，而不察覺這五個特點彼

此矛盾。計執之人因欠經驗，亦非真理。若是真理或有經驗則不會如此，把兩類矛盾特

性兼於「我」一身，使首尾不能呼應，中間錯漏百出。唯識宗則針對此等錯漏去破，變

成二或三個論證，於是窺基這樣列出，宗：「你所執實我應不能隨身受苦樂」。因：「許

彼實我是體常 周遍故」。「常、遍」為何不受苦樂？他的「喻」就是⋯⋯這個喻不是比

喻，而是大前提。「諸法若許是 常 遍 者」，例如空虛，「則不能隨身受苦樂」，所以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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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遍」的事物皆不能隨身受苦樂。正如你承認虛空是「常、遍」就不能受苦樂，並

無「常、遍」的事物能受苦樂，若有請舉證。凡「常、遍」之物懼不能受苦樂。現在你

說「我」是「常、遍」，所以亦不能受苦樂。他列出最後主張為宗（第一句），因，等於

前面的第二句；喻，就是前面論證的第一句。把次序稍為顛倒，就成為因明三段論式。

第二，他破這個「我」能造業，就說：「你所執實我 應不能隨身造諸業」，為甚麼不能

隨身造業？因為你認為這個「我」是「常、遍」。根據經驗，所有諸法，若是「常、

遍」，皆不能造業，正如虛空是「常、遍」，但不能造業。現在你所執的「我」亦一樣是

「常、遍」，所有這個「我」亦應該不能造業。如此破法，論式顯然與《雜阿含經》及

《中論》有不同形態。我更可以把它放在第三個論證，這樣做⋯⋯你所執的「我」不是

「實我」，使對方自相矛盾。你所執的實我應該不是實我，是你執而不是我執，這種寫

法是辯論的方法。我並沒說實我非實我，如果我說實我非實我，就是自相矛盾。現在是

說你所執之實我，根本不是實我，因為已經證明你所執的實我，不能隨身受苦樂。因為

它不能造業亦不能隨身受苦樂。而「喻」就是⋯⋯若「不能隨身造業 受苦樂」者，即

「非是實我」，如虛空等。虛空不能造業，亦不能受苦樂，因為你承認虛空非「我」。而

你所執的實我也一樣不能造業和受苦樂，所以你的實我不是實我，於是令對方自相矛

盾。由此可以看出從原始佛教，到般若中觀，到法相唯識，其實當中均有極清楚的論

證。如果曾讀因明，就可以把論證一一列出。對經教有更徹底精密了解，而不是表面化

又含糊的了解。也證明佛教重視智慧，同時著重大悲。除大悲之外，大智亦很重要。因

為沒有智慧就不能成佛，沒有智慧亦不能破執。以上破「我」是破兩種執的其中一種，

破法執又破我執，於是證明破執需要智慧。需要智慧就需要明白因明。下面第七頁不能

全部講解，只能講解一半。第三節陳那因明的建立及陳那生平要留待明天再交代。現在

剩下十分鐘，我每一課都預留十至十五分鐘讓大家提問。我會盡我所能答覆各位的問

題。這位朋友。 

 

生命體的轉體是否五蘊相繼？ 

 

是的，佛教認為生命個體是五蘊相繼，這是佛教的看法。佛教認為有生命，但生命

不是「常」亦不是「斷」。我們現有的生命體是由五蘊構成，但五蘊非「常」亦非

「斷」，是上一剎那引起下一剎那，下一剎那再引起下剎那，如此不斷相續下去。還有

沒有其他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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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剛才說，世親有兩大弟子，一個是陳那，另一個是安慧。安慧與陳那有什麼

不同？ 

 

安慧與陳那有很多不同。安慧寫了一本《唯識三十頌釋》，當中有說及建立心識活

動，就認為心識體應該是識的「自體分」是「依他起」。但只有識的「自體分」是不能

夠認知，因為凡認知均是相對，要有能知對所知，認知過程不能單一。單一不能認知，

所有認知必定相對。譬如眼對境，要兩樣相對才能認知境，眼識能認知色境，只有眼識

而無色境則不能認知。所以當認知之時一定要有見的力量，有能知的見及所知的相。安

慧認為能知的見與所知的相，在三性中都是「遍計所執」，所以「相分」並不實在。「見

分」姑且入於「自體分」中可以當為「依他起」，但「相分」一定不是「依他起」是我

們「計執」。因為人有「計執」所以「相分」不是正確「相分」，「相分」是虛假的，故

「相分」不可能是「依他起」而是「遍計所執」。陳那的說法剛好相反，他認為「見

分」與「相分」皆是「自體分」的顯現，所以在心識內在的「見分」，其能知力當然是

「依他起」。但因為它透過外在的境而進入我們的心識，讓「見分」了知成為「相分」

時也是「依他起」。故此「相分」亦是有體有用，而不是無體無用，所以他認為「相

分」是實在的，因此名為「有相唯識」。而安慧則認為「依他起」不包括「相分」，故名

「無相唯識」，這個觀點極不相同。其餘在三十頌中，幾乎每首頌解法均不一樣，兩派

各有不同說法，大概用現代語言說。安慧較偏於觀念論，而陳那則較偏於實在論，所以

兩派思想有很大差異。不過安慧思想在中國譯本不多，最近才有安慧三十頌譯本面世，

大家可以自己閱讀安慧著作。以往需要透過窺基《述記》去了解，現在安慧著作有很多

家的翻譯，包括我的同學霍韜晦先生在中文大學翻譯安慧的注釋。前兩年浸會大學的吳

汝鈞先生又再從梵文與日文本重新翻譯，前年寫了一本《唯識與現象論》，其中有〈安

慧篇〉。因為這套書有兩本，一本是〈世親與護法〉，另一本是〈安慧〉，該書把安慧譯

本重新譯出，更附有梵文。又把現在西方的胡賽爾，把胡賽爾的現象學加在後面，說他

的思想近於現象學。此外，好像國內的徐梵澄先生，也有一個譯本。現今有較多譯本，

因為現代人對梵文精通多了，而且亦找出了梵文本。還有沒有其他問題？劉先生？ 

 

你說過因明可以自悟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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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產生新的知識。 

 

你也提過邏輯學不能做到這點，你會不會在以後再作介紹？ 

 

以後我會把邏輯不能建立新知識，而因明能夠再說明。一開始不能把後面的先說，

因為比較難了解，順著進度就可以交代。我將會比較三段論式與三支比量的相同及相

異，到時再講解，講義裡面也有。還有沒有其他問題？沒有問題，這一課就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