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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辯論術、邏輯、到知識論的發展 

－以因明學為主(二)1 

林 維 明  

中華民國水利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理事 

台灣省水利技師公會 監事 

台北市水利技師公會 理事 

(三)中觀前弘時期(一五○~三五○A.D.)(續) 

前面已概述佛教中觀大師龍樹菩薩的著作《方便心論》。此時，正理派也開始興起。

印度正理派《正理經》的觀點如《正理經》卷一云： 

「論式分宗、因、喻、合、結五部分。宗就是提出來加以論證的命題(所立)。因就

是基於與譬喻具有共同的性質來論證所立的；即使從異喻上來看也是同樣的。喻是根據

與所立相同的同喻，是具有賓亂的實例；或者是根據其相反的一面而具有相反的實例。

合就是根據譬喻說，它是這樣的或者不是這樣的，再次成立宗。結就是根據所敘述的理

由將宗重述一遍。」2 

由此引文很明顯地提出宗、因、喻、合、結的五支論法。《方便心論》是方法的核

心。關於論式的構成，如何才算完整呢？《方便心論》云： 

「問曰：云何名為言不增減？答曰： 

我當先說增減之相。減有三種：一、因減、二、言減，三、喻減。 

若言六識無常，猶如瓶等。不說因緣，是名因減。 

若言是身無我，眾緣成故。聲亦無我，從緣而有，是名喻減。 

若言四大無常，如瓶造作，是名言減。 

與上相違，名為具足。」3 

引文為龍樹對「立式」的看法，認為論式的宗、因及喻具足，才算是完整的立式，

今分析如下： 

1.「六識無常，猶如瓶等。」此中，只有宗及喻，少了因，因此是因減。 

2.「身無我，眾緣成故。」以及「聲無我，從餯而有故。」此二式，階少了喻，只有宗、

                                                 
1本文係接續水利技師(2010)《水利會訊》第十三期，台北：台灣省水利技師公會。頁 182~193。 
2沈劍英譯(1987)《正理經》，收於《世界佛學名著譯叢》第二十一冊，台北：華宇出版社。頁 173~174。 
3 《方便心論》大正藏 32 冊，頁 24c1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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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因此是「喻減」。若立出「身無我，眾緣成故，譬如聲等。」或「聲無我，從

緣而有故，譬如身等。」則為具足。 

3.「四大無常故，如瓶。」此中，要立出「四大無常，造作故，如瓶。」才算具足。 

由此可看出，龍樹菩薩贊成宗、因、喻三支論法，具足三支才是完整的立式(但在

實際運用時，則有時不列喻支)。另一方面，龍樹菩薩也主張破式。如《方便心論》云： 

「又具足者，若人言我。應當問言：汝所說我，為常無常？若無常者，則同諸行，

便是斷滅。若令常者，即是涅槃，便何須求？是則名為具足之相。」4 

對方主張有我(具有自主獨存的我)，因此我方配合常、無常而立出破式如下： 

1.「我是斷滅，無常故，如諸行。」 

2.「我是涅槃，常故。」或「我(即涅槃)不須求，常故。」 

此處，由常及無常兩方面來推論出「我」的不合理，這便是完整的破式運用。龍樹

在《中論》便處處運用此種兩難的方式來破邪顯正；《方便心論》也同樣闡述著《中論》

的觀點，如： 

「諸法皆悉空寂，無我無人，如幻如化，無有真實。如斯深義，智者乃解。」
5 

「若一切法皆空寂滅，如幻如化。想如野馬，行如芭蕉，貪欲之相如瘡如毒，是名

為喻。」6 

由此二引文之觀點，可知《 方便心論》不是如有些學者指出這是小乘論師的見解。

龍樹在破邪顯正上，也秉承著釋尊的傳統，靈活運用立式與破式，雖然「三支具足」或

「正反兩難具足」是為理想，但只要對方能夠了悟到正確的見解，則不須一定要各支具

足，特別是對根器利者，一點即悟。因此，龍樹及其弟子提婆的論著上，並不是處處列

出立式及破式的各支。是故由龍樹的《方便心論》可明顯看出他並不拘限於五支論法，

而常採用「宗、因、喻」的三支論法，並具認為破式也是一種完整的論式。其所著《迴

諍論》前二十頌是對方發問，反對「一切法無體」，後五十頌則為龍樹之反駁。龍樹雖

承認四量(現見，比知、喻知、隨經書)。但反對《正理經》將四量視為自體有。而龍樹

主張一切法皆空，一切法無體，此為中觀宗的深奧處。 

龍樹的弟子提婆(170-270AD)也承此作風，廣破邪見。如《廣百論》云： 

「宗：聲是無常。 

因：何以故？聲所作性故。 

                                                 
4 同註 3，頁 24c19-22。 

5同註 3，頁 25a6-7。 

6同註 3，頁 25b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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喻：如依唇、舌、齒、喉之眾緣生「聲」。 

合：聲是所作性故。 

結：故聲是無常。」7 

《正理經》的五分法為： 

「宗：聲是無常。 

因：生法性故； 

喻：譬如瓶等，譬如我等。 

合：聲是生法性。 

結：故聲是無常。」
8 

對照《廣百論》與《正理經》的五分法可發現其宗與結都是相同，只是在「因」上，

正理學派強調有我及法性，而中觀學派主張緣起性空。所以在論證和使用之譬喻上就會

產生差別。 

(四)唯識攝化時期(三五○~六五○A.D.) 

在此三百年期間，重要的因明大師有無著、世親、陳那、商羯羅主及法稱等人。此

期先有無著菩薩(三一○~三九○A.D.)傳出彌勒菩薩的《瑜伽師地論》，並著有《顯揚聖

教論》、《順中論》及《大乘阿毗達磨集論》等論。《瑜伽師地論》是依據《解深密經》

闡揚四種道理：(1)觀待道理，(2)作用道理，(3)證成道理，(4)法爾道理。《解深密經》

云：「證成道理者，謂若因若緣，能令所立、所說、所標，義得成立，令正覺悟，如是

名為證成道理，又此道理略有兩種，一者清淨，二者不清淨。由五種相，名為清淨，由

七種相，名不清淨」。9 

此處指出使用因緣(指因及喩)使自己的所立、所說、所標(指宗)的道理能夠正確的

得到證明。所以無著菩薩便以三量(現、比、聖教)為論式結構。證成道理有五種清淨相：

(1)現見所得相，(2)依止現見所得相，(3)自類譬喩所引相，(4)圓成實相，及(5)善清

淨言教相；另外有七種不清淨相：(1)此餘同類可得相，(2)此餘異類可得相，(3)一切

同類可得相，(4)一切異類可得相，(5)異類譬喩可得相，(6)非圓成實相，及 (7)非善

清淨言教相。因此，依據《解深密經》，對正確的理由(清淨的證成道理)已在無著論師

的論著中有所探索。在《順中論》中，則有下列的論述： 

                                                 
7同註 3，頁 24c10-25a1。 
8同註 2，頁 194~197。 
9 《解深密經》T16，頁 709b1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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復以何者?是因三相。問曰：「朋中之法，相對朋無，復如朋成。如聲無常，以造作

故，因緣壞故，作已生效，如是等故。若法造作，皆是無常，譬如瓶等，聲亦如是，作

故無常。諸如是等，一切諸法，作故無常。」10 

此中雖已提出「因三相」這一術語，但是其「朋中之法，相對朋無，復自朋成」的

意義並不明確。《瑜伽師地論》對因明的看法，如卷十五云： 

「能成立法有八種者：一立宗，二辯因，三引喻，四同類，五異類，六現量，七比

量，八正教。」11 

引文提及論式的結構是宗、因及喩三支。此論又云： 

「同類者，謂隨所有法，望所餘法，其相展轉少分相似。此復五種，一、相狀相似，

二、自體相似，三、業用相似，四、法門相似，五、因果相似。……異類者，謂所有法，

望所餘法，其相展轉少不相似。此亦五種，與上相違，應知其相。」
12 

此處「同類」、「異類」只是比較法與法之間的同類或異類，並不是「合」與「結」。

但在無著論師的《大乘阿毗達磨集論》卷七則改成了合與結，如云： 

「能成立有八種，一立宗，二立因，三立喻，四合，五結，六現量，七比量，八聖

教量。……立宗者，謂以所應成自所許義，宣示於他，令彼解了。立因者，謂即於所成

未顯了義，正說現量可得、不可得等信解之相。立喻者，謂以所見邊與未所見邊和會正

說。合者，為引所餘此種類義，令就此法正說理趣。結者，謂到究竟趣所有正說。」13 

此處已採納「宗、因、喩、合、結」的因明五支論法結構原則。其具體的運用，則

在世親菩薩的《如實論》才有明確的發揮。《瑜伽師地論》也明確的提出「因明」及其

內容有論體等七事。如卷十五云： 

「云何因明處?謂於觀察義中諸所有事。此復云何?嗢柁南曰：論體、論處所、論據、

論莊嚴、論負、論出離、論多所作法。」14 

引文中的七事，在卷十五中有詳述。此中論體有六種：(1)言論，(2)尚論，(3)諍

論，(4)毀謗論，(5)順正論，(6)教導論。「論據」，又叫「論所依」。分成「所立義」二

種及「能成立法」八種。所立義二種是「自性」與「差別」。而能成立法八種為(1)立宗，

(2)辯因，(3)引喩，(4)同類，(5)異類，(6)現量，(7)比量，(8)正教。「論莊嚴」有五

種；「論墮負」有三種；「論出離」有三種觀察；另外「論多所作法」有三種。《顯揚聖

                                                 
10 《順中論》T30，頁 42a22-29。 
11 《瑜伽師地論》T30，頁 356c17-19。 
12 同上註，頁 357a1-14。 
13 《大乘阿昆達磨集論》T31，693b28-c9。 
14 《瑜伽師地論》T30，頁 356a1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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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論》及《集論》都重複這些觀點，可知無著菩薩對此甚為重視。 

接著是世親菩薩(三二○~四○○A.D.)，世親菩薩在因明學上的貢獻主要是《如實

論》。《如實論》為陳‧真諦所譯。分三品：(1)無道理難品，(2)道理難品，(3)墮負處

品。此論的「道理難品」對「因」的探討，如云：「我立因三種相：是根本法、同類所

攝、異類相離，是故立因成就不動。我立因者，是依因緣生故聲無常，是是根本法、同

類所攝、異類相離，具足三相，故不可動。汝立因者，是無身故聲常住。是因根本法、

同類異類所攝，是故不成因。」15 

此處明確示出「因三相」是根本法、同類所攝、異類相離(玄奘將比三相譯為宗法、

同品定有、異品遍無)。己方所立的論式是：「聲無常，依因緣生故。」 

論式中的「依因緣生」就是根本法。合乎同類所攝、異類相離。而對方所立的論式

為：「聲常住，無身故。」 

論式中的「無身」是根本法。但不合乎「同類所攝、異類相離」原則。因此不是正

因。將「因三相」分析清楚，是《如實論》的一大貢獻。 

世親分析「道理難」有三類：(1)顚倒難，(2)不實義難及，(3)相違難。此中「顚

倒難」又分十種：(1)同相，(2)異相，(3)長相，(4)無異，(5)至不至，(6)無因，(7)

顯別因，(8)疑，(9)未說，(10)事異。而「不實義難」有三種：(1)顯不許義，(2)顯義

至，(3)顯對譬義。另外「相違難」也有三種：(1)未生，(2)常，(3)自義相違。以上合

計三類共十六種難，與《正理經》的二十四種誤難大致相通。《如實論》列出墮負處有

二十二種：「(1)壞自立義，(2)取異義，(3)因與立義相違，(4)捨自立義，(5)立異因義，

(6)異義，(7)無義，(8)有義不可解，(9)無道理義，(10)不至時，(11)不具足分，(12)

長分，(13)重說，(14)不能誦，(15)不解義，(16)不能難，(17)立方便避難，(18)信許

他難，(19)於墮負處不顯墮負，(20)非處說墮負，(21)為悉檀多所違，(22)似因。」
16這

二十二種墮負處與《正理經》的二十二種負處除了名稱外，內容與次序都相同，由此可

知《如實論》大量吸收了《正理經》中的合理的論點。而在論式方面是採納了正理派的

五支論法，例如《如實論》墮負處品云： 

「五分義中，一分不具，是名不具足分。五分者，一立義言，二因言，三譬如言，

四合譬言，五決定言。譬如有人言：聲無常，是第一分。何以故?依因生故，是第二分。

若有物依因生是物無常，譬如瓦器依因生故無常，是第三分。聲亦如是，是第四分。是

                                                 
15 《如實論》T32，頁 31a10~14。 
16 同上註，頁 34b25~c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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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聲無常，是第五分。」17 

此處明確示出五支(五分)論式的結構，重列如下： 

宗 ─ 聲無常。 

因 ─ 依因生故。 

喩 ─ 若有物依因生是物無常，譬如瓦器。 

合 ─ 聲亦如果(聲是依因生)。 

結 ─ 故聲無常。 

此處的「喩」是用「同喩」，若用「異喩」則是「若物常是物不依因生，譬如虛空」。

此五支論法為立式的形式，在《如實論》中，只認許此為具足之相，不把「破式」計入，

不同於《方便心論》。故在世親時期，已全面的接受了正理派的五支論法。此中值得注

意的是：後三支(喩、合、結)與形式邏輯的大前提、小前提、結論依次相對照著，這似

乎是受到希臘文化交流的影響。 

陳那(四八○~五五○A.D.)：他的著作有《因明正理門論》、《集量論》、《觀所緣緣

論》、《觀總相論》、《取事施設論》、《觀三世論》、《因輪決擇論頌》等論典。陳那採用三

支論法(宗、因、喩)，以宗為「所立」，以因、喩為「能立」；歸納出對宗因喻的謬誤用

法有二十九過，並主張二量(現量與比量)，而將聖教量攝於比量之中。陳那集因明之大

成並超越正理派，成為新因明的泰斗。陳那承襲世親的因明觀點，除了闡明「因三相」

之外，對五支論法作了批判，刪除了「合」與「結」二支，維持「宗、因、喩」的三支

論法。陳那在《因明正理門論》探討能立、似能立、能破、似能破，並詳論宗、似宗、

因、似因、喩及似喩如圖一所示。此中也分析「九種宗法」，並認為：「此中唯有二種名

因，謂於同品一切遍有，異品遍無。及於同品通有非有，異品遍無。」
18 

  

                                                 
17同上註，頁 35b18~23。 
18 《因明正理門論本》T32，頁 2b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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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那的《集量論釋》也同樣記述著： 

 
圖一  《因明正理門論本》的組織架構19 

 

                                                 
19 剛曉(2007)。《佛教因明學》。頁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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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同品有，或俱異品無，是因。(謂)唯此二者是因：或同品有，異品是無。或同品

俱，異品是無。」20 

此處是對「因」的探討，對於「喩」的探討，《因明正理門論本》云： 

「喻有二種：同法、異法。同法者，謂立聲無常，勤勇無間所發性故，以諸勤勇無

間所發，皆是無常，猶如瓶等。異法者，謂諸有常住，見非勤勇無間所發，如虛空等。

前是遮詮，後唯止濫，由合及離，比度義故。」21 

由此可看出，此喩支與《如實論》五支的喩支內容相同。此支所列出的「大前提」，

稱作「喻體」；所舉的例子，稱作「喩依」。陳那唯立「宗、因、喩」三支，《因明正理

門論》云： 

「為於所比，顯宗法性，故說因言。為顯於此不相離性，故說喻言。為顯所比，故

說宗言。於所比中，除此更無其餘支分，由是遮遣餘審察等及與合、結。」
22 

將「合」「結」去除，是陳那恢復了龍樹《方便心論》中三支具足的見解，並脫離

了正理派的格式，同時符合《瑜伽師地論》立宗、辯因、引喩的觀點。 

商羯羅主是陳那的弟子。《因明入正理論》是他的著作。陳那的《因明正理門論》

不易瞭解，而《因明入正理論》明入「正理門論」的門。所以玄奘論師的弟子窺基在《因

明大疏》中說：「專限解入正理論之因明」23。依商羯羅主的說明，其敘說切要有序，體

裁簡明故為古今中外學者研究因明必讀的一部論典。 

陳那的「因三相」理論，到了商羯主的《因明入正理論》歸結如下：「因有三相。

何等為三?謂遍是宗法性、同品定有性、異品遍無性。……此中，所作性或勤勇無間所

發性，遍是宗法、於同品定有、於異品遍無，是無常等因。」24 

此段玄奘譯文，若參考西藏所傳同論，「因有三相」是「因是三相」。上述之因，在

於成立「聲無常」之宗，今列出論式如下： 

聲無常，所作性故。 

聲無常，勤勇無間所發性故。 

在前一式中，「所作性」是宗法、於同品定有、於異品遍無，是「聲無常」的正因。

「勤勇無間所發性」也是正因。故到了陳那及商羯羅主時，已充分掌握了「宗」與「因」

的關聯。 

                                                 
20 參考呂徵《集量論釋略抄》大藏經補編 9，台北：華宇，頁 206~207。 
21 《因明整理門論本》T32，頁 2c5-9。 
22 同上註，頁 3a9-12。 
23 《因明入正理論疏》T44，頁 92b8。 
24 《因明入正理論疏》T32，頁 11b6-12。 



 

240 

資訊廣場 

陳那在《因明正理門論本》中列出有二十九種因明常見過失，到了商羯羅主又增加

宗的四過，合成三十三過。 

因明的發展，到了法稱(六○○~六六○A.D.)總集大成，其《釋量論》、《正理滴論》、

《因滴論》、《觀相屬論》、《諍理論》及《成他相續論》等著作，對論式及因的分析更加

細膩。首先，法稱亦確認「因三相」：《釋量論》云： 

「宗法、彼兩遍，是因彼唯三。」25 

《正理滴論》云： 

「唯三相因者：決定於所比唯有、唯於同品有及於異品唯無。」26 

以論式「聲無常，所作性故」配合說明如下：「聲是所作性」是自敵雙方所共許，

此中「所作性」是「決定於所比唯有」，是宗法。兩遍是「隨遍」與「倒遍」，即玄奘所

譯的「同品定有性」與「異品遍無性」。「凡所作性遍是無常」的「所作性」決定唯於同

品(無常)有，稱之為「隨遍」。「凡常遍非所作性」的「所作性」決定唯於異品(常)唯無，

稱之為「倒遍」。因此，在這論式中，「所作性」是宗法，是隨遍，也是倒遍。將「因三

相」的意義明確後，法稱進一步建立宗法、隨遍及倒遍這三相能夠成立的理由，以證明

其推理之所以正確，此為法稱超越以往因明大師之處。成立宗法的論式，例如：「聲是

所作性，成住壞故。」 

成立隨遍的論式，例如：「常以所作性空，漸與倏爾所作俱非故。」 

成立倒遍的論式，例如：「常與無常二法是相互斷違，其一於範限納入，另一必完

全切除故。」 

法稱更探討了「繫屬」這一重要論題：由於「宗」是由「前陳」(有法)與「後陳」

(所立法)所構成，由前陳與「因」的繫屬，便決定了隨遍與倒遍的正誤，前者為小前提

的探討，後者為大前提的探討，在正確的繫屬下，所得的宗(結論)才是正確無誤。法稱

透過「繫屬」，清晰地掌握了論式所必須的宗因二支，而喻支已變成不重要了。 

法稱對「因」也有進一步的分類，他整理成不可得因(或不覓因)、自性因及果因三

類，在《正理滴論》中，列出此三類的論式如下： 

「1.此處無瓶，(瓶)可得相雖已具足，而不可覓得故。 

2.此是樹木，是沈香樹故。 

3.彼處有火，有煙故。」
27 

                                                 
25 《釋量論略解》大藏經補編 9，台北：華宇頁 518。 
26 《正理滴論》法稱造，楊化群譯，大藏經補編，台北：華宇頁 482。 
27 同註 26，頁 482-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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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中，第一類的不可得因，在《理滴論》中，更細分成十一種。佛教在破除外道的

「我」時，所用的論式，便是用「不可得因」來否定其「我」，因此有關「不可得因」

的探討，便是法稱論著的一個重點。 

陳那論師早期的因明理念《因明正理門論》是一種論辨學，至其晚年，他對自己的

思想進行反思，而認為佛教本以正智為最終的追求，以解脫的根本目的，所以早期的想

法不是盡善盡美，因而從新組織自己的學術體系，而把因明徹底納入佛法中，法尊論師

在編譯《集量論略解》時已作科判如圖二所示 

 

圖二 《集量論略解》的組織架構
28 

圖中“現量＂是《集量論略解》的第一卷，“為自比量＂是第二卷，“所立＂、“能

立＂的一部分是第三卷，能立還有一部份(喻)是第四卷。第五卷是對前面的補充，把聲

量、比喻量歸入比量的理由等。第六卷則是論述在辯論的時候可能會出現的過失。 

應該說來，陳那論師晚年所組織的體系更合乎佛教理念。不過，例如第五卷，很難

劃分到表格中。此說明陳那論師把因明納入佛教的目標還有待更趨努力以使達於至善。 

關於陳那論師後期的因明理論，其實可分為四點： 

1.知識論：就是現量、比量，及似現量和似比量。 

2.論證：主要是因三相理論。及三支論式。 

3.辨破：有顯過破、立量破两種，至于似能破有十四過類。 

4.過失論：宗五過(商羯羅主又增加四種)、因十四過、喻十過。 

法稱論師的因明理論，基本上是按照陳那論師後期體系而來的，圖三是《釋量論》

的科判如下： 

                                                 
28 剛曉(2007)。《佛教因明論》。頁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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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釋量論》的科判29 

法稱論師因明體系的要義如下六點： 

一、最重要的是多出《成量品》，徹底地把佛教內明與因明結合在一齊。 

二、將量定義為「無欺智，顯不知義」。 

三、因三相的再確定。 

四、因被分為果法因、自性因及不可得因。 

五、調整過失論。 

六、因與喻之關係，喻為因之分支，故只有宗、因二支；而將論式改為同法式及異

法式加強因明的實用性 

一般學者們以邏輯的角度來考量法稱論師的貢獻，都是很肯定的。法稱將「因三相」

仔細分析每一相的構成條件，並以比量來證明每一相的成立理由，佛教因明至此達到了

巔峰。 

在唯識攝化時期，中觀宗的佛護(四七○~五四○A.D.)，註釋《中論》，認為破式可

使對方悟出已方的正見，清辯(五○○~五七○A.D.)則認為要再立出「立式」才可以；

因而分成中觀宗應成派及自續派二個系統。 

 

                                                 
29 剛曉(2007)。《佛教因明學》。頁 256。 



 

243 

資訊廣場 

(五)中觀後弘時期(六五○~一二○○A.D.) 

此期的因明以闡釋法稱的論著為核心，共有三個系統。第一系統由法稱的弟子帝釋

慧下傳釋迦慧，注重字面的訓詁。第二系統由法勝(八○○A.D.)、智吉祥(九五○~一○

五○A.D.)及商羯羅難陀等弘揚者，注重因明的義理。第三個系統由慧生護及其弟子日

護的弘揚，另外勝者及夜摩梨也在孟加拉等地弘揚，此系統注重佛教教理與因明的聯繫，

將因明歸入內明之中，特別強調使用因明來成立佛陀為量士夫，並成立輪迴的存在。因

明論式中的「立式」，至此發揮其最大的功能。 

另一方面，月稱(六五○A.D.)及寂天相繼出世，贊成佛護論師的觀點重新弘揚龍樹

的中觀見解，並以破式積極評破外道。月稱認為運用破式一方面可摧破敵論，一方面可

悟我所立，如同光明的到來，則黑暗同時消失，故不須另立「立式」。只有對鈍根的人，

不易由「破式」產生此量，此時才須再立「立式」使其了悟我之所立。在月稱的《入中

論》中，即可明顯看出其靈活運用立式與破式，此論第二卷起以正理成立「諸法無生平

等性」。月稱立宗如下： 

「內外諸法，於任何時處宗派「自主」決定非有。」 

另外三個宗的配法相同：將「自生」改為「他生」、「共生」、「無因生」即是。接著，

月稱就廣用「破式」來破此四生。今擧其頌來看「破自生」： 

「彼從彼生無少德，(彼，謂有生作用，正生之芽。從彼，謂從正生之自體。若芽

之自體從芽之自體生，則毫無功德，前已有故。) 

若計生已復生者，此應不得生芽等。盡生死際唯種生。(種子應復生種子，不應生

芽等。 

云何彼能壞於彼？(謂若種子與芽無異，則不應芽能壞種子。) 

異於種因芽形顯，味力成熟汝應無。(謂若種與芽無異，則種因芽果二者，芽之形

顯應與種全同，應無其他的形、顯、味、力、成熟。) 

若計自生能所生，業與作者皆應一。(若計果從自生，則所生果與能生因，所作業

與能作者皆應成一。)」
30 

以上都是運用破式以破自生，接著月稱以「立式」來總結： 

「非一故勿許自生，以犯廣說諸過故。」31 

在「破他生」時，月稱亦用破式，例如： 

                                                 
30 《入中論講記》法尊譯講(1987)。台北：新文豐，頁 11-12。 
31 同註 30，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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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謂依他有他生，火燄亦應生黑暗，又應一切生一切。」32 

在「破共生」時，月稱則立出立式： 

「計從共生亦非理，俱犯已說眾過故，此非世間非真實，各生未成況共生。」33 

在「破無因生」時，月稱運用破式如下： 

「若計無因而有生，一切恆從一切生，世間為求果實故，不應多門收集種。眾生無

因應無取，猶如空花色與香。」34 

破了四生，最後月稱歸結出自宗，如云： 

「由無自他共無因，故說諸法離自性。 

諸法非是無因生，非由自在等因生， 

非自他生非共生，故知唯是依緣生。」
35 

由上述《入中論》的實例，我們可以看出：中觀後弘時期，廣泛運用因明論式來破

邪顯正，使無我的緣起中道再度強揚於印度。 

《入中論》，積極運用「破式」以破邪顯正，恢復了往日釋尊、龍樹、提婆的辯論

威力，因而使中觀宗再度興起，並配合密宗的實踐，而有甚多大成就者的出現。 

佛教因明論式的演變，由釋尊及其弟子任的靈活運用論式以教導大眾，至部派結集

時期亦承襲此作風。龍樹菩薩的《方便心論》，提出「宗、因、喩」具足之相，對因明

論式，有了規範的型式。世親的《如實論》，則大量採用正理宗「宗、因、喩、合、結」

的五支論法。其後，才由陳那回復「宗、因、喩」的三支論法。最後到了法稱又確定為

「宗、因」二支，認為因的三相(宗法、隨遍、倒遍)與宗(由有法與所立法構成)的繫屬，

即足以判定宗的正確與否，因明論式的探討，到了法稱已達細密。其後，中觀宗的月稱

與寂天等，將因明論式的立式與破式靈活地運用到破邪顯正上，恢復往日釋尊時代的辯

證風格。因此可以歸納因明論式之演變如下圖所示： 

                                                 
32 同註 31。 
33 同註 30，頁 22。 
34 同註 30，頁 22-23。 
35 同註 27，頁 2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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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因明論式之演變36 

四、從事因明學研究的方法論 

因明與邏輯真理關係密切，無論是因明的宗旨是求真，還是因明的邏輯基本規律，

都含有邏輯真理的理性精神。二者結合可充分發揮，因明研究的貢獻。所以從事因明學

研究的方法可分下列三個面向加以討論。 

(一)因明的主旨在於求真，追求邏輯真理 

“因明＂一詞的梵文是＂Hetuvidya＂。＂因＂即原因、根據。＂明＂即知識、智

慧。因明是指使用推理獲得知識的學問。因此，因明是研究邏輯推理，即借助一些論據

以論證論點，通過對論證過程主要環節的研獲得知識的。儘管因明包含不少關於辯論、

其他一般的認識論等方面的成分，但在整體上而言仍為一種邏輯學說。 

通過對因明涵義的分析，既然因明的研究對象是邏輯推理，那麼，因明的主旨便是

邏輯推理的最高目標－求真。無論採用那種形式的邏輯推理，都要以推理的有效性為其

首要任務，而講求推理的有效性是追求邏輯真理的根本體現。因此，因明是要經由對推

理結構及內容的分析，而得出真理性的結論。 

《因明正理門論本》云：「為欲簡持能立能破議中真實，故造斯論」37。也就是說無

論＂立＂還是＂破＂，因明都要以求真為出發點和依歸。把追求邏輯真理，得到真實的

結論作為推理及論證的目標。形式邏輯只關心立、破論式的規則通不通順，合不合理。

重點是推理形式，而不關心推理的內容。但因明則不同，它以推理及論證的真實性為宗

旨及目的。由此可以看出，邏輯真理可過求真從因明中體現出來。 

                                                 
36 林崇安(1991)。《佛教因明的探討》。頁 186-187。 
37 《因明正理門論本》T32，頁 1a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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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因明是古印度宗教哲學中以邏輯思想為主要內容的認識理論。它最初在佛教以

外的一些印度宗教哲學派系中形成，後被佛教所吸收和改進，成為佛教思想體系中的一

個部分。佛法的真實性可以透過因明的方法體現。而因明能滿足佛法的要求，是因其本

身是一門求真的學問。因此，因明求真的主旨決定其在佛教中所擁有的重要地位，特別

是在藏傳佛教中，因明還是義學中的一門重要科目 。 

另外因明求真的本質取決於內明的「真」。內明是因明的根據，內明與因明本互依

存、相輔相成。內明是本體，因明是方法。二者透過「現量」與「比量」共同發揮作用。

「現量」是指透過感官獲得對事物物的感知。而「比量」主要是指推理。它是因明的主

要內容。儘管內明與因明對現量和比量的要求不同 ，但是對所有命題而言，要做到現

量的真實為基礎和前提，這也是內明對命題的限制及要求，此一要求定因明求真的宗旨。

只能做到推理的有效性，獲得真理性的認識，就能將現量與比量結合起來，可供內明與

因明的發揮作用。 

(二)因明中的邏輯基本規律 

邏輯基本規律包括同一律、矛盾率和排中律。作為一門古老學說的因明，儘管未對

這些規律進行明確的闡述，但是在因明的邏輯思想中却用其獨特的語言表達其對邏輯基

本規律的初步認識。在因明中之所以會有邏輯基本規律的內容，是因為邏輯真理在起作

用。邏輯真理在邏輯哲學甚至是邏輯學中的核心地位決定其作為傳統邏輯的因明要遵守

邏輯規律，其內容必須符合邏輯規律才能滿足邏真理對因明的要求，而邏輯規律是邏輯

真理在思維中最重要的表現，因此，因明中的邏輯基本規律是邏輯真理在因明中最好的

體現。 

同一律的思想最早是由古希臘哲學家巴門尼德模糊地表述出來的。他提出通向真理

有兩條截然不同的途徑：＂第一條是。存在物是存在的，是不可能不存在的，這是確信

的途徑，因為它是通往真理；另一條規則是，存在物是不存在的，非存在必然存在，這

一條路，我告訴你，是什麼也學不到的。
38後來，經過歷代邏輯學家的整理，同一律被

作為思維的基本規律加以表述，其基本內容是：在同一思維過程中，一切思想都必須與

自身保持同一。更具體地說，在同一思維過程中，必須保持概念和命題自身的同一性，

也即＂A是 A＂，否則就會犯＂偷換概念＂或＂偷換命題＂的邏輯錯誤。 

在同一律的語言表述上，因明的抽象程度不如古希臘邏輯。因明對同一律的理解主

要體現為在具體論式中所運用的詞項和因支、喻支命題必須立敵「共許極成」。即立敵

                                                 
38 北京大學哲學系、外國哲學教研室編譯：《古希臘羅馬哲學》，三聯書店，1957 年，第 25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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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方的看法一致，不「共許極成」的，則必須用簡便的方法加以限制，也就是說，對這

些思想必須保持一致性，否則就會犯諸多「不成」的過失。因明要求論辯雙方在辯論之

前一定要澄清概念，每一詞項必須在同一意義上使用，所使用的每一命題則必須有確定

的內容、有相同的直值。因此，無論因明用何種語言表達同一律的思想，歸根究底都是

由邏輯真理，即「A 是 A」這一種言式決定的，這是邏輯真理在因明的邏輯規律中最基

本的表現。 

最早對矛盾律作出說明的是古希臘哲學家亞里斯多德，他在《形而上學》一書中指

出：「同一事物不可能在同一時間內既存在又不存在，也不允許有以同樣方式與自身相

對立的東西。」《墨經》一書用其特有的語言表述矛盾律：「或謂之牛，或謂之非牛，是

爭彼此也。是不俱當，必或不當，不當若犬。」也就是說，人們在思維中不能對相互矛

盾的命題同時加以肯定，這兩個相互矛盾的命題不能同真，其中必有一假，否則就會犯

「兩可」的邏輯錯誤。 

因明對矛盾律不是從正面，而是從反面加以描述的。即在因明論式中必須排除「相

違」等過失，比如在「宗教」中違反矛盾律有五種情況：＂現量違＂、＂比量相違＂、

自教相違＂、＂世間相違＂、＂自語相違＂。窺基在《大疏》卷四中解釋說：「立論之

法有議有體，體據義釋，立敵共同；后不同前，義不符體，標宗既已乖角，能立何所順

成?故此五違皆是過攝」
39也就是說，「相違」是指前言與後語不一致。即「前陳」的「體」

與「陳」的意義不符，而「五違」指的就是違反矛盾律所犯的邏輯錯誤。另外，在因明

中，「因過」和十種「喻過」也就是對矛盾律的一種間接的表述。因此，在因明不僅敘

述矛盾律的基本理論內容，而且對違反矛盾律要求所犯的邏輯錯誤也論述得很清楚。矛

盾律＂A＂不是非 A＂，是邏輯真理「P並且非 P為假」這一重覆言說式的具體體現，而

「P並且非 P為假 」則是因明在「宗過」、「因過」、「喻過」中闡述違反矛盾律後果的必

要條件。 

亞里斯多德明確地表述排中律：「在對立的陳述中不允許有任何居間者，而對於同

一事物必須肯定或否定其某一方。這對於定義什麼是真和假的人而言是十分清楚的。」

《墨經》中的「彼」，「不可兩不可」則是對排中律的直接表述。可見排中律的基本內容

是：兩個互相矛盾的思想不能同假，必有一真。它的邏輯要求是對兩個互相矛盾的思想

不能都否定，必須肯定其中的一個，否則就會犯「兩不可」的邏輯錯誤。 

因明把對互相矛盾的思想都加以否定或者持模稜兩可的態度也視為謬誤，具體表現

                                                 
39 虞愚、楊化群、黃明信主編：《中國邏輯史資料選(因明卷)》，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 年，第 14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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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根據因三相原理，在九句因中，第二句因(即同品有異品無)和第八句因是正因，而

六不定過中的「共不定」、「不共不定」、「同品：分轉異品遍轉」、「異品：分轉同品遍轉」

卻是「同品」、「異品」雙有或雙無或部分有無，或「同品」與「異品」兼容有因。以此

作為論據，既可以証成宗，也可以証成反宗，其實就是違反了排中律而陷入了模稜兩可

的邏輯錯誤之中。窺基說：「若二別因，三相雖具，成相違宗，合敵、証智，不隨一定，

名相違決定。」40也就是說：「對兩個相互矛盾的命題並未肯定其中之一，沒有明確表態，

這種做法實際上也是違反排中律的要求的。」41由此可以看出，因明對排中律以及違反

它所犯邏輯錯誤的闡釋是很詳細的，這一點充分體現了作為邏輯真理具體表現形式的排

中律在因明中的運用。 

(三)邏輯真理對因明研究的理論及現實意義 

首先，邏輯真理在邏輯學中的核心地位決定其對因明研究具有重大的指導意義。邏

輯真理的基礎性地位是任何具有邏輯學性質的研究都要以它為核心的前提，而作為傳統

邏輯的因明也不例外。因明的研究對象是邏輯推理和論證，而追求推理的有效性，尋求

論證結構的不斷完善，是因明研究的方向和目標。邏輯真理的指道性作用在於它不僅在

宏觀上為因明研究提供可參照的規範，而且對因明研究的深入進行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這一點從因明的主旨在於求真，便可看出來。 

其次，邏輯真理的相對必然性是因明研究更加理性奠定堅實的基礎。因明本身的邏

輯思想已使因明研究經由理性的精神，再加上邏輯真理在因明中的運用使對因明的研究

更具有理性。因為每個邏輯真理的必然性都不是絕對的，對它們的運用應謹慎處理，仔

細地考慮每個邏輯真理所適用的邏輯系統或者語言環境。如此，邏輯真理的存在和發揮

作用才有意義，因明研究也才會發揮出其獨特的理性光芒。 

最後，邏輯真理是進行論辯正常的工具。因明是邏輯學、知識論和論辨學的共生體，

邏輯真理是能夠正常進行論辨並且保持其有效性的必要前提，它為論辨雙方使用的概念

及命題保持自身的一致性奠定了基礎。因此，邏輯真理對論辨的作用表現在它是因明研

究的一把鑰匙，為我們進行因明研究開啟一扇成功之門。 

 

                                                 
40 同上註，第 178 頁。 
41 黃志強：《論因明的邏輯基本規律》，載於《廣西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 年第 1 期，第

17-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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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論 

佛教在因明學上的發展如同西方哲學從辯論、邏輯、發展到知識論。然而佛教是重

視實證的，主張眾生可透過增上修學使戒、定、慧、清淨而達解脫及成佛。面對教內及

教外的不同思想見解，必須利用合理方法加以詮釋，因此就有因明論理學的發展。 

《釋量論略解》云：「我法稱造此釋論，無主要為利他人之意，因為眾生多數愛著

庸常俗論，又無分辨善惡之慧力，對於善說非但不尋求，由嫉妒纏心起瞋恚故。然我法

稱對造此論仍生歡喜，為使自心，對於善說長時愛樂修習故。」42引文的意思是法稱論

師說人類大都是滿足於平庸陳腐，不求完全，又無意尋求深刻的教義，滿心是仇恨和嫉

妒。所以他寫書的目的並不是為了利益他們，他造著《釋量論》是因可使他生起歡喜心，

對於陳那的《 集量論》的美好言詞，可以長時間的喜愛並勤加修習得到快樂滿足。其

偈頌是：「眾生多著庸俗論，由其無有般若力，非但不求諸善說，反由嫉妒起瞋恚。故

我無意謂此論，真能利益於他人，然心長樂習善說，故於此論生歡喜」。
43從引文知法稱

論師造《釋量論》是為廣釋陳那菩薩的《集量論》而造的。而非把它當作一門學問，在

義理作探索而已，更是積極身體力行的修證並教化眾生的。 

龍樹、無著、世親、陳那及法稱再加上龍樹的弟子提婆，後代稱之為「六莊嚴」。

是在讚歎他們在佛教教理上的輝煌貢獻。這些因明論師的可貴處是他們都是透過因明的

思惟以深入佛教義理，並依據理性的推理折服問難者。本文只是拋磚引玉，若欲理解因

明學，必須深入研究這些因明論師門的重要論典，還要注重勤加修持，才能逐漸的去除

煩惱，而獲得解脫自在的快樂。 

其實不但法稱論師說出不願教化眾生的想法。當今緬甸帕奧禪師在回答有人提問：

「生命的意義是什麼?」的問題時，就曾經回答說：「生命根本就沒有什麼意義，生命只

是無常、苦、無我的五薀(色、受、想、行、識)，這有什麼意義呢?」44佛教重視解脫，

從現實的種種苦痛、煩惱找出他的根本原因和滅苦之道。強調一切事物是因緣和合而成

的。由於一切事物都是不斷的在遷流變化中，而顯現「無常」。又因無法永恆保持原狀，

故出現「苦」感。而無法強制它能符合我們的心願能強制其生滅，故說「無我」。生滅

都是有其因緣的，只要能滅掉苦因，就能不生不滅。而苦因是什麼?就是貪、瞋、痴。

滅若之道就是學習戒、定、慧。如此就可以早日脫離生死輪迴之苦，而達到不生不滅，

                                                 
42 法稱論師造，僧成大師釋，民國，法尊譯編《釋量論略解九卷》藏外佛經第二冊方廣錩主編(北京：黃

山書社)頁佛 2~151。 
43 同上註。 
44 緬甸帕奧禪師著，弟子合譯(2007)《智豐之光》高雄：淨心文教基金會，頁 xx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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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過著沒有貪婪，沒有瞋恨和沒有無知的生活，那不是很幸福嗎?這就是生命的唯一

意義。願大家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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