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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昨晚講及的是緒言，我希望今天能夠完成這部分。緒言分幾個部分，

昨晚講及因明學始源的傳統說法。佛教內部的說法是源於釋迦牟尼佛，而真正

建立因明的學理是由陳那開始。昨晚我們講到第一點。第二點就是在釋迦牟尼

佛時，已把因明學理涵攝諸經論內，有甚麼證據？昨晚已經交代過佛家論證的

不同形式。釋迦牟尼佛即使在原始佛教《雜阿含經》中，都有很嚴格的論證。

譬如破「我」，是從五蘊破「我」。當時已經有破「我」的小前提與結論，但大

前提則較隱誨沒有明顯說出來。到大乘時分為兩系，一系是般若中觀，龍樹菩

薩破「我」時亦有嚴格論式，發展至大乘法相唯識更用因明論式去破「我」。我

們昨晚依破「我」主題，看出無論原始佛教般若中觀或法相唯識，都有完整嚴

密的論證方式，而論證方式的背後就是邏輯，證明在佛教不同經典中皆重視論

證，原因是佛教主要有兩大精神，一為大智慧、二為大慈悲。既是大智大悲則

不能不討論知識問題。 

 

我們今天從講義的第七頁開始，詳細介紹陳那建立因明這部分，第七頁中

間為陳那因明的建立是緒言的第三節。緒言分為四節，這是第三節。講及在窺

基大疏中指出因明由陳那開始正式建立，在處理陳那建立因明前，先了解陳那

生平及背景。我的資料來源有三部分，第一部分仍用窺基大疏，第二部分用唐

代義淨法師《南海寄歸內法傳》的資料，第三部分用世界著名的佛學家多羅那

它所寫的《印度佛教史》，用這三部分資料來陳述陳那的生平。先看窺基如何說，

即這一節陳那生平：（A）窺基疏，窺基疏即是《因明入正理論疏》。以下我讀出



原文：「（陳那）匿跡巖籔 棲慮等持」，「觀述作之利害 審文義之繁約」，這段昨

晚已解釋過現在不再重複。因為時間緊迫，所以盡量省略次要及重複文字。當

時他入定觀想，如何去建立因明體系。在打坐沉思之時，「于時崖谷震吼」，吼

字粵語有兩個讀音，即是說打坐時有神通顯現，山谷中發出巨響，「雲霞變彩」，

天上風雲色變，凡有發出聲響及雲霞變色，此等大變動，通常是有大德即將證

果的徵兆。當時山神聽此聲音、見此色彩，認為是有某修行者將證大果，當中

有提及山神。「山神捧菩薩足 高數百尺」這個山神抱著陳那的腳，而陳那則有

數百尺高，可能這是人於定中顯現神通。這個山神說，「佛說因明 玄妙難究 如

來滅後 大義淪絕」，這裡也說是佛講因明。他說因明的始創者是佛，但因明理

論非常玄妙，難以深究明白，所以如來入涅槃後，因明大義淪至無人研究。因

為自釋迦牟尼佛涅槃到陳那時，差不多有八九百年時間。據後來學者研究，陳

那大概於公元 420 年至 490 年在世，下文第九頁會引用印度學者 Amar Singh 的

考證，稍後會再說。但釋迦牟尼佛滅度至陳那時相距約八至九百年，這段長時

間內無人談及因明，所以他說「大義淪絕」淪是淪亡、絕即絕響。無人再談論

因明，於是因明學理沉沒成為絕響。現在陳那入定時，「今幸福智悠邈 深達聖

旨」，幸有陳那菩薩福德智慧高遠，因為無福根本不能修行，而且他的智慧高遠，

悠邈即高遠。深入了達釋迦牟尼佛的因明理論稱為聖旨，因為佛是聖人，聖旨

就是佛的心意，了解佛於因明的心意。於是「因明論道 願請重弘」，希望你能

把佛以前用來論證的因明道理重新弘揚。這就是山神見一位入定，行將證果之

人所許的願。「菩薩乃放光明 照燭機感」，菩薩是指陳那他在定中發出光明，這

種光明能照射與其有感應及有根基之人，要有深厚根基及與陳那有所感應，因

為若無感應就不會知道。譬如在遠處，如果心不相應就完全不知道，對有所感



應的人放出神光照耀。照燭的燭字是動詞，即照耀與他有相應及有根基之人。

這種光能夠照射在他們身上，當時有感應的人之中包括一位皇帝，「時南印案達

羅國王」。當時在南印度案達羅國的國王亦有感應。「見放光明」，見在遠處放出

光明。「疑入金剛定」，他懷疑有個小乘人將證阿羅漢果，證阿羅漢果前的定名

為金剛喻定。而十地菩薩成佛前的定，也叫做金剛喻定，於是他懷疑有個小乘

出家人，快要證得阿羅漢果。在金剛喻定中把一切煩惱斷破，然後證入阿羅漢

果，證阿羅果後就沒有煩惱，所以在金剛喻定中把煩惱障清除。金剛是一種無

堅不摧的武器，因為煩惱難以斷除，要用有如金剛杵的般若智慧去摧毀一切煩

惱，所以金剛並非金剛鑽石，而是代表智慧，有如金剛杵這種武器一般堅利，

能夠摧毀一切煩惱。「請證無學果」，無學果即阿羅漢果。阿羅漢果前一果名叫

「有學」，譬如證得「預流果」還要學習，進一步再證得「一來果」。「一來果」

也是「有學」，因為之後尚要繼績修行去證「不還果」。「不還果」仍然是「有

學」，要繼續修行學習。然後證入阿羅漢，阿羅漢果就「無學」。但只是小乘人

說「無學」，大乘則說還是「有學」，要迴小向大變作「八地菩萨」，繼續「九

地」、「十地」、成佛，而小乘人未必全部都迴小向大。所以稱為「無學果」對小

乘來說是「無學」。「菩薩曰」，陳那就說，「入定觀察 將釋深經 心期大覺 非願小

果」，他說現在你看見我放出光明，大地山谷震動，並不是我要證阿羅漢果，我

只是入定去觀察要如何弘揚因明而已，目的並非證果。我想在入定時考察佛說

之深奧經典。「心期大覺」，目的是將來成佛，並非志願修小乘阿羅漢果，所以

大乘佛教經常教人可以用智慧去了解何謂涅槃，但不要證入涅槃，不要證入阿

羅漢果，因為阿羅漢果是「有餘依涅槃」。所有大乘典籍都教我們不要證阿羅漢

果「有餘依涅槃」，因為證「有餘依涅槃」，今生完後即進入「無餘依涅槃」，就



沒有生命，亦不能度生。大乘說大悲，要保留生命去度有緣眾生！不主張證阿

羅漢果，不主張我們證「無餘依涅槃」，所以他說我不是希望證入「無餘依」或 

「有餘依涅槃」，但案達羅王以小乘看法，故說「無學果者，諸聖攸仰，請尊速

證」。他說「無學果」已是非常難得，為所有聖者所仰望。攸即所之意，仰就是

尊崇仰望，所有聖者都說「無學果」很難得，故請速速證入。 

 

所謂人怕擾米怕潮，這位陳那菩薩心軟。「菩薩撫之」，菩薩想安撫他。「欲

遂王請」，遂即答應。想真的答應他，證入阿羅漢果「有餘依涅槃」，但有很多

大菩薩曾經發願，護念所有修行者，即在你修行時……都有觀自在菩薩經常護

念著，使你不會有甚麼差池。也有其他菩薩像文殊菩薩等都護念著，陳那亦一

樣，當他修行時，也有菩薩護念。當時有位妙吉祥菩薩，妙吉祥是意譯，音譯

即文殊菩薩。他看見陳那快將進入「有餘依涅槃」而證阿羅漢果，他心急起來，

於是說「妙吉祥菩薩因彈指警曰 何捨大心 方興小志」，他一彈手指發出聲響來

警醒陳那，不要入涅槃做小乘人。他就說：你本來發願希望成佛，大心即大菩

提心。你也曾發大菩提心願，現在卻「方興小志」，現在為何興發小乘，阿羅漢

入涅槃之志願？也就是不修大乘改修小乘，而且即將證果，如此與其本心本願

相違。於是再說：「為廣利益者」，為了令未來眾生廣泛受益。「當傳慈氏所說瑜

伽論」，慈氏菩薩，即是彌勒菩薩，你應該弘揚彌勒菩薩的《瑜伽師地論》。《瑜

伽師地論》簡稱《瑜伽論》，要弘揚 《瑜伽論》就要論證，要破邪顯正。所以

「巨正頹綱」，要扭轉頹敗了的佛學綱紀，當時佛學可能受印度教衝擊，於是要

扭轉佛學，受印度教頹敗衝擊，予以匡正。「可制因明」，應該建立因明理論來

破邪。破邪則能顯正，不破邪則不能顯正，把佛教當時的頹勢扭轉。匡正是扭



轉，頹綱是頹廢的趨勢。我們知道印度教與佛教經常在相摩相蕩情况下成長，

婆羅門教後來受了佛教影響，而變為印度教。於是互相影響，有時信奉佛教的

人多，有時信婆羅門教的人較多。結果現在信佛教的人少，信婆羅門教（印度

教）的人多。雖然現在印度有約十億人，但大多數信婆羅門教，即現今的印度

教。有小部分信回教，信佛教的人很少。當時，某個時代佛教徒很多，有時則

很少，所以有這樣的反映。妙吉祥菩薩就勸陳那菩薩，應該去制作因明，建立

因明理論。「重成規矩」，重新成立因明的法則，規矩即規律、法則。陳那給妙

吉祥菩薩警醒了，「陳那敬受指誨」，於是恭敬地接受指導。「奉以周旋」，依照

妙吉祥菩薩的指導而活動，去研究如何制作因明理論。於是要迴旋反覆去思考，

所以叫做周旋。周旋即以各種角度，去迴旋思考當中理論。此處回應前文，「觀

述作之利害 審文義之繁約」，「於是覃思研精作因明正理門論」，於是深入思考，

精密研尋，結果寫成《因明正理門論》。 

 

此處談及陳那建立因明的過程，這是第一部分資料。但窺基並無交代陳那

出生於何時何地，亦沒有交代陳那是誰的學生，所以單靠這個資料不足夠，因

此我們有第二部分資料，選自義淨法師《南海寄歸內法傳》卷四中云：「若出家

人 則遍學毘奈耶」，是說出家人應該精研所有戒律，才能「助佛揚化 廣導群有」，

才能幫助佛把佛法發揚光大，廣泛指導一切眾生。群有即各種不同的有情（眾

生），他列出當時一些專家，他說「斯乃遠則龍猛 提婆...」，龍猛即昨晚介紹的

龍樹菩薩，提婆是龍樹菩薩弟子，「...馬鳴之類，中則世親」，即是我們昨晚說

世親最初研究因明規律，還有無著等，我們不逐一介绍。「近則陳那」，此時正

式提及陳那，但也沒有交代陳那是何時人。所以我引用近代印度學者的著作The 



Art of Buddhist Philosophy Dinnāga and Dharmakīrti，Dinnāga 就是陳那，這個字有

兩種串法，另一個是 Dignāga。Dinnāga 大致上是依巴利文，所以巴利文典籍多

用這個串法。Dharmakīrti 是另一位著名的因明學者，中文譯作法稱。Dharma 是

法，kīrti 是稱呼的稱。以下亦有提及法稱，「陳那 護法 法稱 戒賢...」法稱是

Dharmakīrti。根據這位印度學者 Amar  Singh 考證，謂陳那大概是公元 420至 490

年時人。我們跳過兩三行，這些研究著名的論師不作介紹，「德慧、惠護、德光、

勝光之輩」都是著名學者。當時南海有一個佛誓國，有學者名釋迦雞栗底。「斯

並比秀前賢」這個學者與過去...我們現有資料，亦不能肯定這個學者是甚麼人，

因為他的著作沒有傳到中國，但據義淨法師說，這個學者釋迦雞栗底，與之前

所提及的學者媲美。「比秀前賢」，他的成就與前賢並列，比是並列之意。「追蹤

往哲」，他的成就直追前人。「曉因明論 則思擬陳那」說他明白因明理論，是依

陳那想法而建立。他更修讀唯識，「味瑜伽宗 實罄懷無著」。他研究瑜伽思想，

味是玩味、研習之意，玩味研習瑜伽學派思想，全心全意地依從無著，罄懷無

著，罄是全部，罄懷是全心全意，即全心全意跟無著學習。此人對戒律亦很精

通。「五戒十戒 奉而不虧 圓具圓心 遵修律藏」，我不逐一文字解釋，即圓滿修學

各種律藏。至於修學瑜伽學派讀些甚麼經？他說：「瑜伽畢學 體窮無著之八支」。

前面說他依從無著理論，此處說他根據無著的八本論（八支）來學習。那八本

論？下面復有注文，這些注文並非我注，而是自注，即是義淨法師自注。義淨

法師是中國四大偉大翻譯家之一，他列舉《二十唯識論》等八本書，其實《二

十唯識論》並非無著所造，是世親菩薩所造。為何歸入「無著八支」？因為世

親菩薩是無著菩薩之弟，而且跟從無著學習，於是把其弟著作都歸於無著，所

以「體窮無著八支」的八支，並非全由無著所造，包括無著自己，或受其影響



下之著作，《二十論》就是受他影響，這本論是世親菩薩所造。第二本《三十唯

識論（頌）》亦不是無著造，第三本《攝大乘論》則是他所造。第四本《對法

論》，即《大乘阿毗達磨集論》，亦是他造。《辯中邊論》之頌文則由彌勒菩薩所

造，而長行則由無著造。《緣起論》、《大莊嚴論》，即《大乘莊嚴經論》及《成

業論》，合共八本。當世學者受這八本書影響極大，至於因明著作則依從陳那，

「思擬陳那」。陳那有何著作？「因明著功 鏡徹陳那之八論」，在因明著作方面

所得之功益，來自陳那的八本論，而且能像鏡般徹底照耀出八本論中的因明理

論，所以說他「鏡徹陳那之八論」。鏡徹是動詞，如鏡般徹底照耀出陳那因明理

論，就叫做鏡徹。換句話說，是對陳那八論清楚明白。這八本論皆是陳那所造，

第一本《觀三世論》，第二本《觀總相論》，第三本《觀境論》，第四本《因門

論》，第五本《似因門論》，第六本《理門論》，第七本《取事施設論》，第八本

《集量論》，最後一本《集量論》我們昨晚提過。《理門論》昨晚也提過，全名

是《因明正理門論》。這八本論都是陳那的著作。第三本《觀境論》，中文譯本

亦稱為《觀所緣緣論》，是非常有名的一本論。我在香港有個學生陳雁姿，她寫

了一篇碩士論文《觀所緣緣論之研究》，這篇碩士論文寫得非常成功，所以她畢

業後兩年，志蓮把她的論文出版。《觀所緣緣論之研究》我們的圖書館可能也有，

是現今研究《觀所緣緣論》比較圓滿的著作。即是說陳那菩薩有眾多著作，我

引這段文字有兩個目的，第一我們說陳那是因明祖師，但陳那有何著作？原來

有八本。第二是當時著名學者均讀陳那及無著作品。這是第二部分資料。至於

第三部分資料，就要交代陳那菩薩出身及師承等。 

 

所以在講義第十頁（c）的一段，我引用多羅那它，名聞世界的《印度佛教



史》，因為印度人自己沒有寫佛教史，而西方學者多接受《印度佛教史》為佛教

史權威。此書是十五世紀西藏學者多羅那它所造，有多種文字譯本，其中包括

英文及漢文，此處則依漢文譯本。當然亦有藏文原本，以下一段文字出自西藏

資料，「阿闍梨陳那……」，阿闍梨是尊稱，即軌範師或親教師，書中尊稱陳那

論師為阿闍梨。「...生於南方鄰近，建志國的星伽薄多城...」 Singavaktra 位於南

印度，交代得較為清楚。因為當時印度分為中、北、南、東、西五印， 他是南

印度人。連他種族也有交代，「星伽薄多城的婆羅門族中...」說他本為婆羅門族

弟子，即出身於婆羅門教，我們發現印度佛學大家，包括釋迦牟尼佛都是婆羅

門出身。釋迦牟尼佛後來建立佛教。偉大佛學家龍樹（龍猛）菩薩也是婆羅門

出身。其大弟子提婆菩薩，亦是南印度婆羅門出身，稍後的無著菩薩、世親菩

薩，都是婆羅門出身。再後陳那菩薩，又是婆羅門。他的隔傳弟子法稱，也是

婆羅門。所以佛教學者多數出自婆羅門，為甚麼這樣奇特？ 

 

 當時只有婆羅門有學識。 

 

對。因為當時印度教育操縱婆羅門人手中，即如在西方社會，中世紀後歐

洲教育都掌於教會手中，香港著名的中學全都棣屬教會。如聖保羅、聖士提反、

聖心等，全是教會學校。因為當時印度教育掌於婆羅門手上，所以知識全由婆

羅門包辦，並非刹帝利及吠舍所有，首陀羅更不用說，根本不能讀書，想喝口

清水也沒有，怎辦教育？故所有知識來源都屬婆羅門，因此所有偉大佛學家，

絕大多數來自婆羅門。 

 

李先生，佛陀並不是婆羅門？ 



 

佛陀其實也算是婆羅門，因為他受婆羅門教育。他的階級不是婆羅門，而

是刹帝利。但佛陀受婆羅門教育，佛陀通達婆羅門資料。所以佛教中有些資料

都根據婆羅門的理論，譬如說有多少重天，又說……輪迴，輪迴思想來自婆羅

門。 

 

婆羅門教與佛教有何大分別？ 

 

我不想在此作比較。因為時間所限，不好意思，有機會再處理。我們說到

他是婆羅門的原因，是當時教育重心，操縱在婆羅門手上。所以偉大思想家多

半出自婆羅門。在中國情况就不相同，中國教育出自兩個途徑，其一就是國家

辦學，古時有國子監，要上大學就要入國子監；第二就是私立書院，如白鹿洞

書院等著名私學，朱熹等名宿也私人講學，一則為公學、一則為私學，並非屬

於教會，所以令中國佛教於唐宋後漸走下坡。因為僧團教育不足，乏人譯經，

亦缺譯場，更欠對僧人訓練的場所。雖然各朝廷規定出家須經考試，要熟讀那

些佛經，方能獲發袈裟度牒，否則不能出家。不過後來並沒有嚴格執行，只因

朝廷鬧窮，只要捐錢就行。國家沒錢，只要捐五十兩就可以度一個僧人，捐錢

越多度的人就越多，完全不問僧人的學養。但在歐洲，教育制度則不同，不能

隨便就當神父，必須接受五年大學教育，要神學精湛才行。所以情况不同，僧

制改變了。本來中國在隋唐時代，最有學問的是出家人，我們且看中國的哲學

發展史，隋唐的一段哲學史，儒家、道家是空白的，全都是佛家、佛學的天下，

偉大思想家全是佛學家。但宋代之後開始改變，儒家宋明理學興起，而佛學卻

一直下沉，到清代為止都鮮有大德出現。即使有，與隋唐時比較相去甚遠，如



永明法師、憨山法師，雖然名氣很大，但憨山之修為與貢獻跟玄奘及吉藏比則

相差太遠。人家可以開宗，你卻不能，不能開宗即表示學問不足。雖名大德但

始終是有限大德，相差得太遠。所以後來僧團教育在中國成為僧人教育一個大

問題，到現在仍未能扭轉。現在國內有很多佛學院，但水準卻很參差，不能為

僧人提供一個全面的訓練。不要越說越遠了，不過教育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我們知道陳那出身婆羅門，所以學養相當不錯。這段文字是用白話文翻譯的，

「他精通外道的一切宗義」。請大家注意，佛教徒也要學外道，他本來出身外道，

當然學外道。除了印度婆羅門教理論外，還要學習其他教的理論，例如《勝論》、

《數論》等，著名之理論均要學習。「從犢子部出家…」，在他學習大乘之前，

先從小乘犢子部出家。「他最後到了阿闍梨世親的身前」，即是世親論師，此處

的阿闍梨等於論師，他的親教師就是世親菩薩 Vasubandhu。他到世親菩薩跟前，

「聽受大小乘的全部經典」，拜世親為師，跟他學習大乘及小乘學理。為何連小

乘也要跟世親學習？因為世親未學大乘前是小乘學問的專家，所以《俱舍論》

全部說小乘，因此跟世親菩薩大小乘兼學，於是「聽受大小乘的全部經典」。

「陳那去到南方一帶，擊敗了各地外道的大多數辯難」，因此得到『辯論之尊』

的稱號。「與他有教法聯繫的弟子遍布於各方」，但他臨終時沒有弟子隨侍在側，

「然而沒有一個隨身侍從的沙門」，「他少欲知足…在歐提毗舍的一座寂静的樹

林中入滅」。入滅即涅槃、即逝世。這裡交代了陳那是印度五印中的南方人，出

身是婆羅門。學佛時先學小乘、後入大乘，更交代他是世親菩薩弟子，於是他

的身世清楚得多。因為前文資料不足，於此作為補足，三部分資料加起來，使

我們對陳那有較清晰的印象。 

 



下面再講及他建立因明，通常我們不能憑空建立一些理論。即使佛教亦不

能從無到有，因為緣生不是從無到有。很多人以為一切法緣生，是從無開始，

並非如此，從無不能到有、無不能生有。只可以由有生有，由小擴到大、由隱

變為顯，而不能從無生有。若說從無生有是錯的，所以攻擊如來藏的人，說你

既有如來藏（佛性）便即是佛，那是錯的。應該說沒有如來藏不能成佛才對，

因為世上沒有從無生有的事物。緣生並不表示從無生有。甚麼叫緣生？《中論》

說「相因待」便是緣生。凡其存在與其他的存在，相因、相待、相依而有，才

叫緣生。如來藏亦一樣，是相依我們的虛假生命體而有。如來藏不斷由隱到顯

地變化，所以並不違反緣起理論。若有人說違反，是他自己讀不通般若中觀。

又如唯識宗說種子，有空宗人以為「既有種子即自性實有」。其實唯識宗說，種

子並非自性實有，種子是刹那生滅，前一刹那種子滅，引下一刹那種子生。其

勢有強弱隱顯變化，既有強弱隱顯變化，就不是自性實有而是緣生。我們的心

識起要靠功能，而功能是隨緣的。不能說某事物本來存在，就說它自性實有，

這是錯誤見解，一定要清楚知道。所以因明亦一樣，因明不能從無到有，在人

類的思惟當中一定先要有因明的思惟能力。我昨晚說過···釋迦牟尼佛沒有造過

因明，但我們讀釋迦牟尼佛經典時，發覺當中論證齊備，即是說你假使不讀因

明，本來亦具有了解因明學理的能力，昨晚亦以孔子為例，孔子並沒有學過邏

輯，但其言論皆合乎邏輯。人之所以為人，自有其本有的理性分析力量，並非

靠學習才有理性分析力量。這種力量是人類本有的，所以有些人不學因明，亦

可能了解因明，未讀過邏輯說話亦會合乎邏輯。當然現在有很多人言行不合邏

輯，但亦有合乎邏輯之時。為何會時合時不合？只因沒有清楚劃分對錯，並無

深入比較分析。如果經過比較分析一定會知道，因為人之所以為人，一定有理



性分析的能力。 

 

不但如此，在建立某種學理時亦受當時流行思想影響。例如這裡說陳那建

立因明，影響他最大的⋯⋯標題是「所受影響」，即是說並非他的著作，是過來人

的著作，第一受《阿含》諸經論證的影響，也就是昨晚所說的論證。第二，他

受龍樹菩薩《中論》、《十二門論》、《迴諍論》等影響，因為在《迴諍論》中需

要破邪，故受其破邪之法所影響，亦受提婆菩薩《百論》及《廣百論》的論證

影響，《廣百論》又名《四百論》。而且當時的唯識家會否讀《中論》等般若中

觀學派著作？都讀！所以陳那的師兄弟安慧注《中論》，陳那弟子護法注《廣百

論》。即是說他們並不是死讀唯識，除唯識外，亦讀般若中觀學派的資料，而且

注解中觀學派作品，可見當時門限並非互相排斥，而是互相了解、互為賓主。

學般若中觀學派，當以般若為主，但亦了解唯識。唯識固然以唯識為主，但亦

要了解般若中觀，不能不了解般若中觀。不像現在人只學中觀則破唯識，學唯

識則破中觀。可以看出當時並非如此，所以他亦受這些影響，他的師兄弟及弟

子皆為般若中觀著作寫注釋。我們可以清楚知道當時情况，但他在此等作品中，

並無建立因明，只有論證。那他因明的觀念直接受何影響？請看（c）部分，他

受彌勒《瑜伽師地論》影響。《瑜伽師地論》卷十五中，說及「七因明」，即因

明的七種内容。「七因明」包括「論體性」，即因明以何為體，是一門甚麼學問。

「論處所」即當在何處以因明辯論。「論所依」即辯論時需用何種形式。「論莊

嚴」，即如何莊嚴自己，學因明而參加辯論。「論墮負」即了解辯論失敗原因。

「論出離」即討論如何不致失敗，即如何出離對方的破跡，包括在辯論前，了

解及觀察對方學理，方可出離。若不能知己知彼則不能百戰百勝，如此則會墮



負而不能出離。「論多所作」即了解如何訓練自己。作就是活動，多利用因明去

参加辯論。此七大部分皆出自《瑜伽師地論》，因此他一定受《瑜伽師地論》

「七因明」的影響，後來無著菩薩另寫一本《顯揚聖教論》，當中也說及「七因

明」。所以亦受無著菩薩《顯揚聖教論》中，討論「七因明」內容影響固然亦受

其老師影響。 

 

世親菩薩有兩本今已失傳著作《論軌》、《論式》，即討論辯論時的規則及形

式。此等著作皆對其有直接影響。之前的《雜阿含經》，及龍樹、提婆著作只是

間接影響。《瑜伽師地論》及《顯揚聖教論》則為直接影響。除教內著作，教外

亦有影響。剛才我說陳那菩薩通達外道作品。資料所見，他當然亦受足目影響。

現代學者有稱足目為喬答摩，但這個喬答摩並非釋迦牟尼佛，釋迦牟尼佛是喬

答摩悉達多。Gautama 是印度大姓，這個姓氏並非釋迦牟尼佛專有，當時外道

亦有姓喬答摩。上文已談及這個喬答摩足目創立正理學派、作《正理論》。《正

理論》的梵文是 Nyāya-vidyā，vidyā 代表學、明，Nyāya 就是正理，正理明。正

理明的明即是論。「明」在現代學理就是明論或者一門學問，所以有内明、因明、

聲明，都用「明」代表學問。上文所引資料說這位喬答摩足目……「劫初足目」。

他在賢劫之初，即世界開始時，其實經考證並非世界開始，他是公元五十至一

百年間人，較釋迦牟尼佛為後，足目的年代大概與龍樹相若，故龍樹菩薩寫

《迴諍論》來破他。所以他應該與龍樹同時而稍前，他寫的 Nyāya-vidyā，又名

Nyāya-sūtra，有兩個名稱。 sūtra 是經，故又名《正理經》。有人叫它做《正理

論》。下文說他「撰正理經」，在他撰《正理論》之時，該為公元五十至一百年

間，他是較龍樹稍前的人。當時很流行討論，真知識有多少種。昨晚說過因明



並非只講邏輯，還談及知識論的問題。其中一個極重要的問題，是知識有多少

種，當時正理學派及一般學者，都肯定有四種真知識。那四種？知識是量，所

以叫四量，梵文是 pramāṇa。「時流行四量」，真確的知識叫做量。有四種真確

的知識，第一種叫現量，是經驗知識，譬如眼識能看見青黃赤白。青黃赤白等

顏色的接觸及認知，屬於現量知識。下一課我們會討論甚麼是現量，今天暫不

討論，只概括地說現量是甚麼。現量是經驗知識。第二是比量，是推理知識，

比是比度之意。比是比較的比，是比較推度的知識。第三種被認為是真確的知

識，就是聖言量（聖教量）。言是言說的言，也譯作聖教量，所以基督教有聖言

中學及小學。不過加拿大沒有，香港有很多人在聖言就讀。聖言即聖教，是根

據聖人教法所得的知識，譬如佛教說「無我」。「無我」就是一種知識，佛教說

的是真知識。這種真知識是釋迦所論證的，我們不會反對。佛教說有輪迴，你

我都沒見過輪迴，為何會相信？因為是釋迦說有輪迴的，這是聖教量，是屬於

第三類知識。第四類知識是譬喻量，我們沒辦法看見或描述，又不能带你去看。

那如何能使你明白？譬如你在城市生活從未見過野牛，見慣的是家牛、馬、牛

車、馬車，從沒見過野牛，怎可使你明白呢？於是唯有說那些野牛跟替你拉車

的牛相似，不同處是野牛比較兇惡難以馴伏，家牛鞭牠一兩下就乖乖的走，那

就是譬喻量。因為你沒見過野牛，古時又沒有影片，也許可以畫出來，但兇惡

就比較難描繪。所以要用家牛來譬喻野牛，再加點描述就能使其明白甚麼是野

牛。不是每樣事物都要親眼看見，用譬喻也可以。當時認為真正知識有這四大

類，因此《中論》有一品名〈觀法品〉，討論到知識問題時，都用這四種知識，

不信的話可以看看《中論》當中都有談及知識論。而談及的知識就是這四種，

都是當時流行，亦為正理學派接受的知識。正理學派認為知識有這四大類。這



四大類知識亦影響到後來陳那建立因明學說。此外論證時，即與人對辯···對辯

時是否靠現量？是否經驗知識？不是，對辯並不屬於經驗知識是否聖言量？亦

不是。若是聖言則不用論證對辯，所以不是聖言量，又不是比喻量，並非曾見

過某種事物而去比喻另一事物，是屬於比量，四量中最麻煩的。 

 

推理知識最麻煩，如何推才對？如何推是錯？這個就是核心問題。當時的

推論···把整個論證及推論形式分開五段，稱為「五支作法」。「支」在佛典中即

是五個項目，譬如十二緣起是多少支？十二支，即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

色…無明是一支，即一個項目。行是第二個項目，支是一個項目之意，五支即

分為五個項目（五段）去論證。譬如有人相信聲音，尤其吠陀聲音，是天帝的

啟示。這種聖人之聲一出，就永不會滅。此為婆羅門聲生論師學派所主張，但

不為佛教接受。佛教謂聲音乃緣生，實為無常。聲生論師學派則謂聲音是常住，

吠陀之聲更加是常住。普通人的聲音一生起，也是永恆常住。但正理學派不贊

成此說，認為聲音無常。當要對付其執聲音為常之時，必須勸服對方，告知聲

音其實無常，使其執著能夠破解。於是就有論證（argument）出現，這個論證

分為五支（項目）去表達。第一項目稱為「宗」，第二項目稱為「因」，第三項

目稱為「喻」，第四項目稱為「合」，第五項目稱為「結」。何謂宗？例如「聲是

無常」，我與你皆認為聲音應該無常。這個就是主張，而對方則主張聲音是常。

於是要破他這種「聲音是常」的邪說。為甚麼「聲是無常」？理由何在？因明

以研究因及論據為主，現在依何論據說「聲音無常」？因此因明是一門研究論

據的學問，研究因怎樣能成「正因」，而作論據去支持宗，宗原來是結論。宗就

是宗旨（thesis），也是結論（conclusion）。他說：「所作性故」。「所作性」即是



說，由因緣和合而產生。作是產生的意思，「有作」就是產生。「所作」則被其

他眾緣和合而生。特性是其體乃眾緣和合產生之體，這就叫做「所作性」。由於

是「所作性」所以就無常，如果是常就不需所作。常與虛空都不需要靠眾緣和

合產生，它存在就存在，而且不起變化。常的事物不會起變化，而聲音卻起變

化、有生有滅，所以是無常。為甚麼聲音無常及有生滅？因為由眾緣和合產生

所以無常，這個就是因。後來佛教因明都是這樣建立，宗與因一樣是。「聲是無

常」「所作性故」，所不同者是喻。當時如何能證明所作事物是無常？是用類比

的方法，如以瓶為例。「譬如瓶等」好像瓶及盆這些例子。經驗得知這些例子有

兩種特性，具有所作及無常特性。這兩種特性，一種是無常、一種是所作。好

像這樣···無常···為甚麼說它是無常？因為它有另一種特性···這就是喻。在我們經

驗中，瓶這樣東西是所作的，所以它有無常的特性。盆這樣東西亦是所作的，

所以亦有無常的特性，這就叫喻。「喻：譬如瓶等」等是等取，如盆或樹木等類，

它們均有所作及無常的特性，聲音亦一樣，「聲亦如是」聲音也是所作，為何如

是？因聲音是所作性。聲音有如瓶、盆一樣…在「所作性」的範圍內。它一樣

具有所作性，所以「結：故聲無常」，所以它有無常性質，就是這樣的論證，但

有甚麼不妥？好像沒有甚麼不妥，不妥的是...你說瓶具有兩種特性，盆又有兩

種特性，雖然聲音亦是所作，但所作之物不一定無常。因為沒有說明無常與所

作的關係。無常與所作可以有三種關係，一種是這樣的關係。第二種關係是這

樣。第三種關係是這樣。因為沒有說明，無常與所作有何種關係，可能這样、

可能這樣、又可能是這样。只是把兩者的關係結合成「見所作及無常」，但這樣

又「見」、這樣亦「見」，三種可能皆「見所作及無常」。因為代表所作及無常的

圓圈有三種畫法，於是就出現問題。如果聲音在這裡，可以，聲音一方面所作，



一方面無常，沒問題。如果聲音放在此處也沒問題。聲音有所作性質，同時有

無常性質，都沒問題。但如果這樣畫法，這裡無常與所作合在一起，就會有兩

個可能性。如果聲音在這裡，聲音一，它是所作、同時又無常，也對。但亦有

可能聲音在這裡，分開聲音一和聲音二，在這裡亦是所作，但是否無常？不是

無常。這種情况下，若說「聲是無常 所作性故」就不定了。不能肯定，因為有

三個可能性。聲音與無常的關係，可以是這樣的一個交集關係。也可以這樣，

無常範圍小、所作範圍大。也可能是所作範圍小，無常範圍大。在這兩種情况

下都可以，但這樣就有問題。如果聲音放在此也可以，即是說這個論證好像對，

其實是不對的。不對並不是說它一定錯，而是有一個「不定」過失。不定即是

現在西方邏輯說的 undetermined，未能肯定。不能肯定它是正確，也不能肯定

它是錯誤，叫做不定。既然不定，就沒有必然性。 

 

邏輯是要追求必然需要肯定的答案，如果得不到一個肯定答案，這個論證

就有問題。因此當時的「五支作法」在「喻」方面出現了問題，這個喻不能肯

定所作及無常的關係。究竟是這樣、這樣、還是這樣？不肯定！當時足目等人

的智慧，不足以肯定，因與宗之間的邏輯關係。這個是關係（relation）問題，

是兩個概念（concept）間的關係，兩者關係是這樣、這樣還是這樣呢？不定！

於是陳那覺得當時所建立的「五支」有問題。昨晚有朋友問，為何龍樹菩薩要

破正理學派？原來正理學派的學理出了問題，所以龍樹不贊成這樣立法，即如

我們指出，如果聲音在此處就有問題。龍樹非常有見地，知道該學派有不當之

處，所以要破它，要建立一些理論在論證時遵守。他認為各種論證皆可，但需

要合乎思想規律，以上交代當時陳那菩薩，在建立因明之前所受各方面的影響，



包括教内及教外。這就是緣生，即是因明學理的出現是有緣生，是眾緣和合所

產生，而非突然出現。是有因有果，並非無緣無故從無生有。不可能從無生有，

無不能生有，所以《中論》破自性實無。自性實無不能生，自性實有又不能生，

自性實無亦不能生。並非像中國《道德經》所說，「萬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印

度思想並非如此，有不能生於無。 

 

中國「有生於無」的講法，可以有另一解釋。生字或有別解，即讀《如來

藏》或《壇經》時，《壇經》有「何期自性能生萬法」，句中生字的意義有問題，

應重新界定何謂生，並非從無生出有，這樣於理不通亦有錯誤。自性生出萬法

是錯誤的，如此解讀《壇經》並不正確，與印度思想相背。以下第十二頁...講

及陳那如何建立因明。陳那造了兩本偉大著作，一本是《集量論》、一本是《因

明正理門論》。現在我引陳那《集量論》，此論分為兩節，第一節是頌文，第二

節則為長行解釋。古代著作喜歡如此，像世親菩薩先寫《唯識二十論》，之後再

寫長行加以解釋。其中不止二十首頌，因為以散文形式寫成，世親菩薩晚年寫

《唯識三十頌》，但未寫長行就逝世，所以並沒有親自解釋《三十頌》。於是各

家各派加以解釋，出現十大論師作注釋即是有十本釋論。不過現在只得一本流

傳，唯有安慧菩薩一本最為完整，餘本皆不完整。原因是玄奘法師返回中國後，

本擬把十本注釋全部翻譯。但窺基謂若全數翻譯則太散亂，不如抽取精華合成

一本，就是現在流傳的《成唯識論》。意思就是合十本注釋，而成就這部解釋

《三十頌》的著作。 

 

古代著作多先有頌文而後有長行，中觀亦一樣，例如《中論》，正式全名是

《根本中論頌》。原本只有頌文而無長行，現在所讀的長行是根據青目菩薩的注



釋，長行即散文注解。此論本來沒有注解，傳說現時西藏流行的《無畏論》就

是《中論》的注解。甚至傳說是龍樹菩薩親手所寫，但我們懐疑並非真確。原

因有二，其一是《無畏論》與現有青目注釋中譯本有九成相同，如果真是龍樹

親自注釋，何需青目再注？又為何鳩摩羅什不直說這本注釋即是《無畏論》？

而其內容卻有九成相同。第二，龍樹死後有八大論師把《中論》重新注釋。八

個論師、八本釋論，即如世親菩薩死後，有十本釋論為《三十頌》注解。原來

偉大著作影響如此厲害，書成後有十大、八大論師於不同時代加以注釋，由此

現象可見，龍樹當與世親一樣未有親自注釋。若有誰敢再寫注釋超越龍樹菩薩？

如果老師已有完整詳細注釋，誰會多此一舉？故此一定未有親作注釋。但亦有

親作注釋之例，如《十二門論》。《十二門論》除有頌文外，龍樹菩薩亦親作長

行。要看龍樹菩薩親手所造的長行，大可以閱讀《十二門論》。有些長行是解釋

經句，譬如《大智度論》這一類，亦有長行是解釋他自己的頌文。因此陳那的

《集量論》亦一樣，是先有頌文後造長行。但《集量論》的長行是陳那親自所

造。 

 

我們先看頌文。他建立二量目的是甚麼？因為以前建立的真知識有四大類，

即是現量、比量、聖教量及譬喻量。但陳那此時說，只有兩種量（真知識），那

兩種？讀出頌文就知道「現及比為量 二相所量故 合說無餘量 多識亦非異」。我

不打算逐句解釋長行，只解頌文，因為時間不足夠。上次說過並非所有長行都

解釋，資料全部在講義上列出，但要因應時間而解說。所謂有多少米煮多少飯，

道理我一定會說清楚，但文字則未必全部解釋。「現及比為量」即是說世界上只

有兩種真理，一種是「現」的真理，一種是「比」的真理。「現」的真理就是現



量，我說過很多次量是知識。「現」是經驗界的知識，這種就是現量。「比」是

推理、推度之意，透過推理所得的知識稱為比量，即是說世上只有這兩種知識，

一種是現量，一種是比量。自然有人會問，為甚麼沒有了聖言量？又為甚麼沒

有譬喻量？這個問題不能不答。他不愧是個思想家，是個研究知識論的人，他

說「二相所量故」。他說所量（所認知）…被他認知的事物只有兩種存在，一種

叫「自相」，一種叫「共相」。所以他在稍後的釋文說，「唯說（現比）二量 何

以故 所量唯有自相 共相 更無其餘」先讀到這裡，即是世上存在而被你認知的事

物，或不外乎兩種相。世界上存在的「所知境」。「所知境」有兩種，一種是

「自相境」，一種是「共相境」。甚麼是「自相境」？刹那生滅、實體實用。大

家要注意這個「實」亦是緣生，不要一聽到「實」就以為是自性實有。「實」是

代表它是有體有用，有作用的被認知對境，是刹那生滅的。譬如眼識看見「紅」

這個境是自相。為甚麼？因為「紅」這個境，上刹那「紅」的境與下刹那「紅」

的境不同，因為它受「緣」影響而不斷一生一滅地存在，它是一種現象而所有

現象都是不斷刹那生滅。每個「境」都是自己獨立的，沒有兩個「境」是相同

的。所以現象各自獨立，一方面它是緣生，另一方面它是獨特地存在。所以

「自相境」英文譯為 a particular object。境是 object 被你認知的對象叫 object，

這個 object（境）是 particular（獨特的），是自己獨特的。獨特並非說它是永恆，

請大家要注意，它也是緣生及無常，只是每一個無常的「境」本身是獨一無二

的，不可能有兩個「自相」 identical（完全相同），沒有，它是 unique（獨一無

二）的。 

 

我們的五識認知對境也一樣。聲音、顔色、觸覺、嗅覺、味覺，全部都是



「自相境」，所以我們眼耳鼻舌身（五識）所了知的知識，是以「自相境」建立

的，因此它構成現量。現量所認知的對境是「自相境」，它是刹那變異生滅，是

獨一無二的，一完即完，並無另一個出現。自相就是這樣獨特，共相則不然，

共相只是一個概念，它過去如此、現在亦如此。譬如無常，無常只是一個概念，

所以無常並非由現量計得，是由人所建立，因為它是共通性的對境。譬如我說

花是無常，樓宇是無常，人的生命亦是無常，無常可以於花上存在，於人上存

在、於狗上存在，乃至於大地上存在。它能存在於眾多對境中，因此是共相。

英文把它翻譯為 universal object，認知對象叫做境。這個認知對境是共相，是一

個概念，是共通性的。可以在此處存在，也可以在別的地方存在，這種概念就

是共相。而依共相就可以建立比量，好像之前的例子「聲是無常」，這個聲並不

是耳朵聽見的聲音，耳朵所聽見的聲音一滅後就沒有，一生即滅，不能討論它

常或無常。此處的聲是泛指所有聲音，包括風吹草動之聲，包括我們說話之聲、

狗吠之聲，也包括牛叫之聲，全都包括在内，所以它不是自相，而是共相。無

常更加是，剛才說，人可以說無常、花可以說無常，樹林可以說無常，河流可

以說無常，地球可以說無常，太陽也可以說無常。無常並非存在於某個特定事

物之上，可以普遍存在所有事物之上，所以它也不是自相而是共相。因此「聲

是無常」，這個宗的判斷……它是判斷（judgment），實在是比量的一支（一部

分）而不是現量。 

 

李教授，請問譬如我們耳朵聽不到超低或超高音，究竟是自相還是共相？ 

 

是自相，但是我們聽不到。聽不到也是自相，我們只是以意識說它是超低

音，所指聽不到的超低音是自相，但若用言語說出來就變為共相。你聽不到，



我要建立一個概念，指向這個自相的情况，即是說你聽不到的超低音，這聲音

本身是自相境，但因為你聽不到這種自相境，只能用概念去表達，一落概念就

變為共相。若籠統地說凡聽不到的聲音，都叫做聽不到的超低音，每當聽不到

超低音都是你所指的情况，就馬上變做共相。 

 

那耳聾也是？ 

 

耳聲的現象本身…它是自相境，但如果你說的耳聾是甲乙丙丁等人都有的

耳聾現象，馬上變做共相。簡單說，自相可否用語言表達？不可以。所有語言

只可表達共相，不能表達自相。自相是離言的，所以唯識有謂「離言自性」。原

來自相是「離言自性」的，只可感知但不可推理，不能推。一用推理、詮表，

以言語概念表達馬上變為共相。它們存在於何處？自相可以存在於我們六識之

中，但共相只能存在於何處？一定要弄清楚，存在於我們六識中的那個識？意

識！末那識沒有，阿賴耶識也沒有。眼耳鼻舌身都沒有，只存在於我們意識當

中。所以小孩子學語言時，一定要透過自相而變它為共相，所以叫做概念化

（conceptualization），把它變成一個概念（concept）是一個程序（procedure）。

如果你讀教育學就會知道，當小孩子建立共相之時，需要有一個程序，程序當

中亦有很多錯誤，所以要不斷地矯正，成立很多基模（schema）。一個 schema

錯了再修訂成另一個。如果你讀 Piaget 的心理學就會知道 schema 的作用。其實

佛教也有這些東西，也知道自相，可以透過 schema 橫成共相，不過沒有用這些

術語，因為這是距離現在一千六百年的印度作品，所以當時沒有用這些術語。

我們說的 schema 是數十年前一個教育家 Piaget 講解新的教育心理學時所說的。

於是現量與比量，是僅有的兩種知識。原因是現量乃「自相境」它是離言的，



「共相境」是言說的，它是概念。如果你說在現量、比量之外，另有真知。請

你告訴我們它的「境」是甚麼。答案是沒有，因為世上存在而被認知的事物，

要不是 universal（共相），就是 particular（自相）。一個是離言自性，一個是言

說自性，這是利用唯識去解釋。他並沒有說離言自性，是我借助唯識來處理，

他稱之為自相境與共相境。自相是離言的，共相是言說的，於是兩個不同「境」

就構成兩種不同的真知。你可能會問，這樣佛的說法是否可以全部丢棄？ 

 

所有佛經都是比量... 

 

沒錯，你答了我的問題，謝謝。所以佛所說的，一落言詮便是比量知識。

經文一落言詮、一落文字就變為比量。但經文從何而來？是釋迦牟尼佛現證所

得，所以來源是現量、自相。不過自相只是佛當時證入，佛不能把自己所證入

的，原原本本呈現在你心中。我記得我老師常說一首詩，「問我何所有 山中唯

白雲 只堪自怡悅 不堪持贈君」。我讀我老師錢穆…他是我的校長，他寫過很多

作品，其中有引述剛才的一首詩，所有自相都是「只堪自怡悦」，自己欣賞，怡

悅即欣賞。「不堪持贈君」，不能把它拿來送给你，辦不到，它是自相，只可以

自己欣賞。不能言詮，只可意會。因為它是自相境，所以現量只是自知。因此

《中論》謂，你證入諸法實相是自知不隨他，是互通的。只要多讀經論，你會

發覺，無著與龍樹所說是互通的，而並非彼此排斥。正如引出《中論》謂自知

不隨他，自相境只可以自知，不能給你。釋迦牟尼佛用經教教你去修行，到最

後經教皆要捨棄，通通不要。既度不需佛，你死抱著經教不能證真理，因為真

理是自相境，是獨一的，是只可以你證入，只可以意會。意會是意識、體證，

這是我給意會的另一種定義，即是只可以透過意識的般若智證入，不能以言詮。



所以《中論》謂：佛說法是依二諦說法，第一是依世俗諦，世俗諦是甚麼

「相」？是共相。第二是依第一義諦，第一義諦只可以他證入，那是甚麼

「相」？是自相。第一義諦是自相，但我們眼耳鼻舌身，所證入的不是勝義，

它仍是世俗。我所說的是聖者，聖者的第一義諦必定是自相，但並非所有自相

皆是第一義諦。請你反過來再記一次，所有第一義諦一定是自相，但並不是所

有自相皆是第一義諦。當你起貪之時你也是自相，是你貪的自相。上一刹那的

貪，與下一刹那的貪都不一樣，它也是自相。但不是第一義諦，所以根據知識

論的安排，世界上只有兩種真知，一種是現量真知，這種真知的對境是以自相

為境。第二種真確知識是比量，是透過推理建立言說構成的知識。 

 

至於聖言量，聖言本身雖是「自相境」。但當以言說表達之時則變為「比量

境」，那就毋須再說聖言量，因為人人都說我的是聖言量。你殺了人可以上天堂，

那不行。你是信口開河還是真的證入？不得而知。所以把聖言量廢了很有好處，

廢了聖言量反而有好處，因為建立聖言量乃權威之說。你不敢挑戰它、害怕挑

戰它，就算它歪曲道理也以為是真理，那就糟了。你看陳那這種佛學家，他的

頭腦非常理性。現在的中觀學家能這樣理性就好了，現在的中觀學家就是缺乏

理性。若所有現代人回到只有現量和比量，不准有第三種量那就好了。至於譬

喻量更不用說，所有譬喻量是以甚麼為「境」？共相為「境」。你沒有見過野牛，

我說牠像家牛你就相信。這種知識是含糊、不清晰的。所以用家牛去譬喻野牛，

是不盡不實的，是欠缺必然了解的能力。這種知識並無必然性，所以只要兩種

知識，不要其餘。「合說無餘量」，把現量、比量，合起來亦不會有第三種量。

「多識亦非異」，過去現在所了解亦不能超過這兩種量。因為無論如何變化「境」



只有這兩種，都只有自相、共相，合起來亦只得自相、共相。無論用過去式、

現在式、未來式去了知都是自相、共相。不可能有第三種相，亦即不可能有第

三類的知識。如此斬釘截鐵，所以這類佛學是斬釘截鐵地完全以理性相應，並

非胡里胡塗，含糊带混的佛學，是很清晰的佛學，這是第三段。 

 

第四段，第十四頁，依「九句因」建立「三支比量」。「九句因」，甚麼叫九

句？我講義裡這樣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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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說你可

能不明白，要讀到稍後，說及比量時才會明白。但在介紹建立系統時，我不能

不講「九句因」，因為「九句因」是把所有因分為九大類。何謂因明？因明是討

論以甚麼理據支持結論。這門學問就叫做因明。非常清楚，因明講因、講理據。

而理據共有九種不同形式，於是他選擇了這九種理據，並且指出當中有七種錯

誤，只有兩種正確。這兩種理據我現在只是舉例略說，不能完整解說。因為會

花很多時間，要留待稍後講比量之時，再詳細解說。 

 

現在先舉個例子，我會用另一方法講。請大家注意，這裡的紅色字，宗、

因、喻，他說有兩種形式都正確，九個因的形式中只有這兩個正確。這裡舉

「聲是無常」為例。譬如有個佛教徒破聲生論，聲生論謂聲音一生起就永恆。

剛才說過正理學派怎樣破它。正理學派用的是「五支」，但他現在不是用「五

支」，只用「三支」 （宗因喻）已足夠。其中宗支一樣是「聲是無常」，因支亦

一樣是「所作性故」。聲音是眾緣和合所產生。即是到這裡為止，他完全接受正

理學派的體系，所不同者是喻支。他的喻是這樣，「若是所作 見彼無常 譬如瓶

等 若是其常 見非所作 如虛空等」。這裡把兩個概念的關係寫出來。「若是所作 



見彼無常」，他說經驗界所有所作的觀念，都在無常觀念當中，如瓶一樣。還記

得「五支作法」怎麼說嗎？麻煩回到「五支作法」那一頁。前面「五支作法」，

在上一頁，即陳那受外道足目影響的「五支」。當時的喻是「譬如瓶等 見所作

及無常」，並無顯示所作及無常兩個概念的關係，何謂及？可以畫出三個不同形

態，而三個形態都符合這種說法。兩圈相交或一大一小皆可。由於沒有說清楚，

所以結論是不定（undetermined）。再看看現在的喻，先看同喻部分，「若是所

作 見彼無常」。所作無常，凡所作都是無常。於經驗界遇到之任何所作，即眾

緣和合產生之物。任何眾緣和合產生的事物都是無常。例如瓶，瓶是所作亦是

無常。反過來說，常的事物就不是所作，常的事物都不是眾緣和合產生。虛空

是常，虛空不可能是所作。此處把無常及所作兩種概念的關係，清清楚楚說明。

它們的關係就是⋯⋯無常在這裡，所作也在這裡，同在一個圈內合成一起。所作

如是，無常亦如是。所作有多大，無常就有多大，因為所作的範圍，它的外延⋯

⋯外延是西方邏輯的名稱，外延即是 extension，它去到多遠，所作就去到多遠，

這樣就沒有問題。凡所作就是無常，凡無常就是所作。現在說聲音是所作，它

就在這裡，聲音在所作範圍之內，所以聲音一定是無常，只得一種關係，無常

有多大，所作的範圍就有多大，於是從所作推出無常。也有例子，瓶就是了。

異喻是：「若是其常 見非所作」，常在那裡？沒錯，在外面，常的事物，橫線代

表常的事物。這裡有沒有所作的特性？沒有，所作在無常範圍內，所有常都不

是所作。既然說聲音是所作，它怎會是常？它只可以是無常，一種特性。剛才

有三種特性，有三個圖，現在只有一個圖。在「九句因」中這是第二句因。第

二句因的特點是所作的範圍與無常一樣。 

 



第二個例子，下例第八句，差不多與剛才的一樣，但畫圈方式有所不同。

「內聲」……此時要與另一聲顯論師對辯，以證「內聲」（人所發出的聲音）是

無常。因為對方認為，人所發出的聲音是常，但自然界發出的聲音則是無常，

這是聲顯論師一派的說法，為甚麼現在要加上「內聲」？原因是之前並沒有分

開內聲外聲，現在則將內聲（人發之聲）及自然界之聲分為兩種，所以要分開

討論。由此可見因明非常注重對方想法，要因應對方想法而破其邪說，若對方

思想改變論證亦會改變。聲顯論師一派執「內聲」常，而佛家則謂無常。此時

由勝論派去破，即外道對外道，勝論派以甚麼理據去證明「內聲」無常？他說

「勤勇無間所作故」。何謂勤勇？即是透過意志，當中沒有間斷地產生出來，因

為人說話需靠意志推動發聲器官，包括舌頭、聲帶、雙唇、牙齒，此等發聲器

官而產生聲音，所以需要靠勤勇意志，無間斷地說話。「勤勇無間所發」與「無

常」有甚麼關係？喻就說出：由世間經驗所得，若是勤勇所作，即靠人意志，

推動產生之物，必定無常。例如瓶是靠人意志推動而製作的盛水器。瓶並非單

指花瓶，古代凡盛水器皆稱為瓶，固然可以用來插花，也可用來挑水、盛水。

瓶是人類意志無間勤勇所產生，而人類意志勤勇，所產生的事物必定無常。如

果是常，就一定不是勤勇無間所發。好像虛空就是，如此類推，雷電等現象⋯⋯

雷電雖屬無常，但是否勤勇無間所發？不是，因此並非所有無常之物，都是勤

勇無間所發，於是情況與上一個例子有所不同。有甚麼不同？我們知道「無常」

的範圍大，而「勤發」的範圍小，「勤發」最好用藍色來代表，這就是「勤發」。

又說⋯⋯如果它是「常」就一定不是勤勇無間所發，好像虛空，現在聲音屬於勤

勇無間所發。如果聲音是「常」，就一定不是勤勇無間所發，若是勤勇無間所發

一定「無常」。所以結論（宗）就是「內聲無常」。這兩幅圖有些不同的地方，



上面一幅是凡「所作」皆無常，凡「無常」皆「所作」，兩個概念一樣大。所以

畫一個圓圈就可以。因為「無常」與「所作」的範圍是一致（coincide），大家

中學時都讀過幾何學，coincide，它們大小相同、完全一樣。但「無常」與「勤

發」就並不一樣。「無常」的範圍大，所以「勤發」者一定「無常」，但有「無

常」之物並非「勤發」，如雷電亦屬「無常」，天上打雷閃電一閃即完，但它不

是由我們主觀意志推動而激發產生，所以它雖是「無常」，而非「勤發」。這是

第八句。於是真正能夠以推理，構成一個有效的邏輯論證，只有用第二句這個

方式，或者用第八句這個方式，其餘七句都不正確。即是說因有七大類，其中

兩種是「正因」，有五種是「不定因」，又有另外兩種是「矛盾因」，加起來有九

種因，所以稱為「九句因」。「句」不是句子，句者類也。範疇就是「句」，九句

即九個範疇。九類範疇中只有這兩類正確，由此可以看出陳那所建立的因明，

其論證形式只三句已足夠，即剛才說的 「宗、因、喻」三句 ，沒有了「合」與

「結」這兩句。不要這兩句，問題不在「合」「結」本身，是在於「因」與「宗」

的關係能夠明確顯示。而正理學派的論說就不夠明顯，所以是修訂正理學派的

學理，而變成佛家因明。佛家因明另一重要貢獻就是定立「九句因」。因為正理

學派不能把因的可能性用九句列出，「九句因」其實是以數學列出，是透過數學

安排排列組合而列出。在印度佛教史中，陳那是極負盛名的學者。 

第五段⋯⋯現在還有些少時間，可以講完第五段。第五段是「陳那因明所涵

攝的範疇」，並非只有邏輯及「九句因」，它包括三大範疇，第一、知識論，現

代學名叫做 Epistemology，是討論知識有多少種。何謂真知識、何謂假知識等，

與及如何形成知識，知識論都有討論到。量論就是討論知識，所以最大，是知

識論。現在讀西方哲學就要讀知識論，一般來說中國哲學，沒有這種知識論。



中國沒有，儒家、道家、陰陽家都沒有，只有一家中國哲學有知識論，昨晚也

說過，這家就是墨家。在《墨辯》〈小取〉、〈大取〉中就討論到知識論。中國學

問多半講心性學，不談知識論。由於不談知識論，因此中國作品系統化不夠強。

過去發明亦很難有系統地整理，導致學問後繼無人。若系統整理完善，則能代

代相傳發揚光大。缺乏系統整理於是有如一盆散沙，影響中國文化向前發展。

我們應該深深反省，為何中國文化過去有光明偉大世代，足以震撼全世界。而

近二三百年則如此差勁？其實本身缺點就是不重視知識論，無人加以研究。而

西方人則非常重視，尤以文藝復興後，更重視知識論，西方近三百年突飛猛進，

原因就在此。 

 

第二是邏輯 Logic，包括歸納法及演繹法。如「三支比量」，即剛才的例子，

當中 Induction（歸納法）及 Deduction（演繹法）均有討論。我們說⋯⋯「若是所

作 見彼無常」，這個大前提，就是透過歸納法所得，因為是觀察所有現象而得

的結果，用這個結果來推論。聲音是「所作」，所以它「無常」，這種就是演繹

法。故此三支比量，包括歸納法與演繹法，稍後會更加詳細交代。而第三樣涵

攝的就是辯論術（Polemics），為甚麼要有辯論術？我們剛才看見對聲生論，及

聲顯論所立的宗均有所不同。因為對辯時要考慮到對方立場，所以對方立場不

同，就要講不同的說話，因此某些三支比量對甲正確，但對乙則可能完全錯誤，

這是由於對方立場不同。造因明時亦關注到這點，所以有（c）部分 — 辯論術。

透過辯證方式去表達，所以比量亦分能立及能破兩部分。昨晚不是說過有八大

類，能立、似能立、能破、似能破、現量、似現量、比量、似比量。為何要分

開八大類？原來要把辯論術、邏輯及知識分開不同範疇，所以變作八大部分。 

 



再說何謂因明？「因明者  一明之都名」，明是學問，是一門學問的總名。

「都」並非都是，不是英語 also 之意。「都」是總的意思，一個總名叫做「都

名」。所以《三國演義》裡頭，周瑜的官銜是甚麼？大都督！東吳大都督周瑜。

都督是總督，就是這個都字的意思。「都名」是總名。「一明之都名」，一種學問

的總名。一種學問是指那種學問？記得共有那五種明嗎？內明、因明、聲明、

醫方明、工巧明，共五種明，就用一個總名（都名）來概括，這就是因與明的

結合。「因謂立論者（之）言（辭）」，「建本宗之鴻緒」。鴻緒即端緒。鴻是大、

緒是端（開始），始創以因去證明宗，所以用因來證明宗，這個鴻緒得以建立。

能夠證明宗即是說它是論據，利用甚麼論據去證明要立的主旨。宗是主旨，鴻

緒就是論據，用甚麼論據去證明這個主張就叫做因，因的梵文是 hetu，用因來

證明宗，所以因是建立宗的最開始部分。緒是端緒，即如抽絲剝繭，找出絲的

端緒。但這個緒不是普通絲緒，而是偉大的絲緒，能夠賴以建立宗的，當然不

是尋常絲緒。故稱為鴻緒，鴻即大、緒是端緒。「明」本來是一門學問，「明謂

敵論證智 照義言之嘉由」。他說這是敵人智慧（了因），透過這種智慧照耀出因

的含義。所用言辭都是好的理由，嘉是好、由是理由。他以極好的理由去支持

宗，使人完全明白所用言辭的含義，就叫做「照義言之嘉由」。「照義」，照耀出

宗義，而言辭所依據的大理由就叫做「明」。所以「明」，是了解的意思，一門

學問以甚麼為重？以了解為重，該門學問可以了解就叫「明」，若不能了解就不

是「明」。所以內明是一門可以用智慧去了解的佛家理論，聲明是一門可以用智

慧了解的文字學，內明是一門可以了解的佛學，因明是一門可以了解的邏輯學，

醫方明是一門可以了解的醫學，還有的是工巧明…是一門可以了解的建築學。

所以凡是一門可以了解的學問就叫做「明」。於是定義確立，但現在不像以前一



般瑣細。現在說因明是三種學問結合，它是知識論、邏輯及辯論術的總名。這

是現在對因明定義的說明。古代也有說明，但等於沒有，因為那些辭彙很難明

白，不能扼要地結合出它的定義。這就是因明的定義。 

 

我們今天過了七分鐘，不好意思。今天是周末，過幾分鐘沒關係，因為

若不爭取時間，就難以把共七十頁的講義說完。現在有幾分鐘時間讓大家發問，

不如就問到十五分，如果有事的可以先走。但若認為我講解不夠清楚的，歡迎

提問。 

 

你剛才說的問題，是否與中國的文字語言有關？ 

未必，可能與民族性有關吧。 

 

我覺得中文普遍比較… 

應該和語言無關。 

 

…過於細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