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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 

第一章、導論 

    眾所皆知龍樹（Nagarjuna, 150-250）的《中論》（Mulamadhyamakakarika，

MMK）乃為佛教中觀學派（Madhyamika）的根本文本，其梵文原版現存最早的

在月稱（Candrakirti, 600-650）的《明句論》（Prasannapada，PSP）中，而月稱

的《明句論》是目前所知唯一注釋《中論》的梵文版。其中，《明句論》的第一

品–––長久以來便被視為十分重要，因其含攝月稱自己本身最廣泛且最俱系統性

的中觀思辯，特別地根據西藏傳統說法，第一品會成為最權威性的章節，乃因其

分判了中觀自立論證（Svatantrika）與歸謬論證（Prasavgika）此二派別。由於在

西藏傳統說法的影響下，當代學者們1亦有愈來愈關注月稱此篇之開場白的現

象。然而，在第一品之中亦佔有 1/5 強之篇幅的「月稱對陳那知識論的批判」

(Candrakirti’s Criticism of Dignaga’s Epistemology)2，卻較少為人所關注與研究3。

推究其因，其有可能是受到了西藏傳統中 Svatantrika - Prasavgika 之特別強調月

稱與清辨（Bhavya/ Bhavaviveka, 490-570）之論諍影響所致。筆者以為此針對陳

那（Dignaga, 480-540）4批判雖佔《明句論》的篇幅大不，然而卻足以窺視到中

觀學派之反基礎主義（antifoundationalism）對基礎主義（foundationalism）5之知

                                                 
1 西方諸學者除了近期的阿爾諾（Dan Arlnold）（2005）外，其他的還有德瑞富斯（Georges B.J. 
Dreyfus）與馬克柯林塔克（Sara L. McClintock）（2003）、陸埃格（D. Seyfort Ruegg）（2002）、

約舒亞（Kodo Yotsuya）（1999）以及西德瑞斯（Mark Sideris）（1981）等人；而日本方面則有丹

治昭義（1988）、奧住毅（1988）、本多惠（1988）及山口益（1947）等人。請參閱 Dan Arnold,“Materials 
for a Mādhyamaka Critique of Foundationalism：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Prasannapadā 55.11 to 
75.13 ”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Vol.28 No2（2005b）, p.414, n.9.
【以下略稱 Arnold（2005b）】 
2 在普桑（L.de la vallée Poussin）的 PSP(P)之全部梵文校訂本中，第一品共有 91 頁，而月稱對

陳那知識論的批判約有 20 頁（55.11 to 75.13），佔了第一品 1/5 強，然而卻有被忽略之處。依據

阿爾諾解說有關此部份被忽略之因：在 Cesare Rizzi 的三十六頁首章總結，提出勉强 2 頁不足的

“與佛教邏輯學家的論爭＂報告…推究其因，可能是因在西藏傳統特強調「月稱的歸謬論證派（應

成派）主要針對清辨的自立論證派（自續派）」的影響下，而使得「月稱對陳那的知識論之論戰」

被含攝於當代大多學者所關注的 Svātantrika- Prāsavgika 討論之內。見 Dan Arnold, Buddhists, 
Brahmins, and Belief: Epistemology in South Asian Philosophy of Religion（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p.144 與 p.260, n.3.【以下略稱 Arnold（2005a）】 
3 少數人如西德瑞斯於 1981 年在｀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9＇之中（p.121-160），發表了一

篇文章“ The Madhyamak Critiques of Epistemology, II.＂【以下略稱 Siderits（1981）】，此中即有

「月稱針對陳那認識論的批判」之研究，此可謂先驅的著作。此外，提勒曼斯（Tom J.F. Tillmans）

（1990：1：41-53）提供了從月稱《四百論釋》（Catuhwatakatika）有洞察力的解說。而此段論證，

則為西方人第一位獲得西藏拉然巴格西學位頭銜的學者德瑞富斯（Georges B.J. Dreyfus）（1997：

451-460）所伴隨著藏譯的審案而摘要之，其主要亦順著西德瑞斯與提勒曼斯。參閱 Arnold, 
（2005a，p.261, n.4）。 而日本學者丹治昭義（1988 與 1992）、岸根敏幸（2001）、西岡祖秀（2001）

等亦針對此品提出了〈月稱之陳那認識論的批判〉之相關文章及日譯。 
4 陳那的生死年月，一說在 400-480 年前後。參閱橫山紘一著，許洋主譯《唯識思想入門》（臺

北：東大，2004），頁 39。至於陳那生平之詳細介紹，請參閱如下第二章 第一節。 
5 基礎主義（foundationalism）：按 Adam Morton, The Guide Through the Theory of Knowledge（MA, 
Malden: Blackwell, 2003）, p.77.作者簡單地界定「基礎主義」為「唯有奠基在某一基礎信念（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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識論乃至形上學、倫理學或神學的歸謬論證式的批判，因此是十分重要的。由於

中觀之歸謬論證的主旨在破斥論敵的主張，故首要對論敵有深入性的了解，之後

才能就其論述的弱點切入破敵。故於本文第二章之主要內容中將分為三節，其各

各重點略述如下：於第一節中，首將略述陳那知識論的主張，特別是對其晚年的

名著《集量論》（Pramanasamuccaya，PS），作一概括性地介紹；其次在第二節

中，將會特別關注於月稱如何就陳那站在經量-瑜伽行派（Sautrantika -Yogacara）

立場，針對其之「量論（pramanavada）/知識論」、「處理相（laksana）與所相（laksya）

的關係」、「相（laksana）的 etymology」、「知（jbana）的作具性（karana）」、「自

證（sva-sajvitti）」、「現量（pratyaksa）的定義」與「現量（pratyaksa）的 etymology」

等量論的議題，從四句否定（tetralemma）、兩難論證（dilemma）、語言分析（language 
analysis）、詞源學（etymology）的探討…等角度切入令論敵陷入矛盾而達到應成

過失（thal ’gyur ba）6的效果，而進行的一種不同知識論立場的論辯。（三）、為

避免僅流於文獻學上乾枯地堆砌資料，而缺乏與佛教哲學有關的思辯與智慧，故

筆者欲進一步針對本譯文來做一哲學性全面性的分析解讀，以及最後對本論文做

一全盤性的檢討反省與未來的期許。 

 
 
 
 
 
 
 
 
 
 
 
 
 
 
 

                                                                                                                                            
belief）的信念方是被證成的（justified）」。更詳細說明可參考 Louis P. Pojman, What can We know? 
An Introduction to the Theory of Knowledge（Wadsworth, 1995）, pp.88-120。引自林鎮國，〈龍樹《迴

諍論》與基礎主義知識論的批判〉，《國立政治大學哲學學報》，第十六期，2006，頁 166 註 4。 
6 藏文 thal ’gyur ba 的意思即「應成過失」，此於西藏即「應成派」之意思：但欲以“應成某過＂

的論式，使論敵心中生起比量領會所立之宗者。參閱張怡蓀，《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1155a【以

下略稱《藏漢大辭典—上/下冊》】。此梵文為 Prasavgika‘Apagogist’（歸謬論證派）：應用歸謬法

（背理法 prasavga 或 prasavga-anumāna）的學派。詳閱 David Seyfort Ruegg, Two Prolegomena to 
Madhyamaka Philosophy, Studies in Indian and Tibetan Madhyamaka Thought, Part 2（Wien：

Universitat Wien, 2002）, p.4.【以下略稱 Ruegg（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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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研究旨趣與方法 

    在印度佛教思想史中，六~七世紀是一特具獨特意義的時代，換言之，此乃

是知識論-邏輯的時代。特別是陳那與法稱（Dharmakirti, 600-660）7出來，使知

識論-邏輯飛躍地發展，而此二人又縮短了經量部與瑜伽行派的理論上的距離，

成為被稱為「經量-瑜伽派」的總合學派之成立的發端8；然而約此同時，卻出現

了另一月稱之反基礎主義的聲音。故本文之研究旨趣，此亦為筆者之問題意識，

將設定在月稱如何順著龍樹、聖天（Aryadeva, fl.9 170-270）以及佛護

（Buddhapalita, 470-540）10的精神，而應用歸謬論證法來批判創立佛教知識論與

邏輯之大師陳那的量論（知識論），以此做為筆者問題探索的主軸，簡言之其乃

是一種基礎主義與反基礎主義的諍戰。  

    本文採取古典文獻學（philology）與哲學雙軌之方法來研究佛學11。此中，

古典文獻即以十一世紀西藏譯師跋曹‧尼瑪札（pa tshab nyi ma grags）12針對七

                                                 
7 法稱出生於南印度覩梨摩羅耶（Trimalaya）之一個婆羅門家庭中，後因歆慕佛法，親訪當時佛

教中心那爛陀寺，並發願皈依於世親高徒護法（Dharmapala）。旋以對於邏輯問題深感興趣，遂

參禮陳那弟子自在軍（Isvarasena），不久他對陳那學說的理解竟高過他的老師。據傳說，自在軍

也承認法稱比他自己更能了解陳那。隨後，在自在軍的贊同下，法稱著手用便於記憶的偈頌寫成

了一部大書，對陳那主要著述作了透徹而詳盡的廣疏…；法稱的邏輯著述有「七論」，而此七部

論中以《釋量論》（Pramana-vartika）為主，其餘六部為從屬，此支分的六部為：《決定量論》

（Pramana-viniwcaya）、《正理一滴論》（Nyayabindu）、《因論一滴論》（Hetubindu）、《觀相屬論》

（Sambandha-pariksa）、《論議正理論》（Condada-prakarana）以及《成他相續論》

（Samtanantara-siddhi）。以上除了《正理一滴論》以外，其他各論都未發現梵文原本，但都有藏

譯本，收入「丹珠爾」中。詳閱張曼濤主編，《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42 — 佛教邏輯之發展》（台北：

大乘文化，1978），頁 259-263。 
8 見梶山雄一著，吳汝鈞譯《佛教中觀哲學》（高雄：佛光出版社，1990 三版），頁 107-108。另

外，按 Arnold（2005a，p.1-2）：印度早期哲學的論證大多傾向於類比論證（analogical arguments）

之「原初哲學」（proto-philosophy），此種梵文哲學論述（Sanskritic philosophical discourse）的特

點，一直到六~七世紀，有了值得注目的改變，出現了使論述概念詞彙（conceptual vocabulary）

系統化與形式化的一致努力，促進一個主要的共享見解，至少在原則上，構組成有效論證（valid 
arguments）…，或許有人會說，只有這個時期，才能適切地稱為印度哲學。 
9 fl.＝floruit：特指生死年月不明的。按 聖天（Aryadeva）：音譯為「阿利耶提婆」，其詳細生卒

年月不清楚，然大約活動於西元三世紀；月稱認為，聖天生於斯里蘭卡，而且是一位王子；而漢

譯的《提婆菩薩傳》則認為他出生於印度南部的一個婆羅門家庭。聖天從龍樹處學習大乘般若之

學。漢文資料說，聖天非常精於辯論，著有《百論》、《四百論》、《掌中論》等。 
10 佛護之《中論‧佛護註》現存於西藏譯中，這是一劃時代註釋，來自一確定的哲學立場。月

稱繼承了這一立場，形成一學派，後代稱為歸謬論證派。清辨及其註釋家觀誓（Avalokitavrata，

約七世紀）的系列，則批判佛護，形成自立論證派。這是中觀派分裂的原因；但由此我們亦見到

佛護方法論的獨創性。見梶山雄一著，吳汝鈞譯（1990，頁 106）。 
11 此亦是「維也納學派」（Wiener Kreis）佛學研究的方法：即掌握以梵藏為主的文獻學知識，有

限度地以西方哲學術語來理解佛學問題，特別是邏輯與知識論。此一學派由法勞凡爾納（Erich 
Frauwallner）所創，後繼者如斯坦恩卡爾納（E. Steinkellner）、維特（T.Vetter）、舒密特侯遜（L. 
Schmithausen）、布尼曼（G. Bühnemann）和卡勒塞爾（H. Krasser），另包括一些日本學者如北川

秀則、服部正明、梶山雄一、永富正俊、戶崎宏正等。詳閱吳汝釣著，《佛學研究方法論（上册）》

（臺北：學生書局，2006 三版），頁 133-134。 
12 有關跋曹‧尼瑪札（pa tshab nyi ma grags）：根據童吉祥（gzhon nu dpal；1392-1481）的《青

史》敘述約略整理如下：跋曹‧尼瑪札是西藏般優羅（’phan yul）地區，之“上下二跋曹＂中的

「上者」，年輕時於迦濕彌爾區（kha che, 即今喀什米爾）修學二十三年，後來回到西藏，便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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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月稱譯注《中論》的《明句論》之梵譯藏的版本為基礎13，並另外參考《明

句論》藏版日譯、梵版英譯、藏版漢譯14等不同版本對第一品的解釋，最後再適

切地從西方哲學思考的角度，來理解探究佛學的問題。此外，光採取哲學的進路，

尚不足以確保獲致哲學的目標，因此需有一適切有效的研究方法，其分成如下六

個步驟來進行：第一，確定研究旨趣。第二，擬定研究設計，撰寫研究提要。第

三，以筆者本身原先包括梵、藏、英、日等佛學語文的學養為基礎15，廣泛蒐集

相關資料，加強在主要的且具備學術份量的資料的研讀、檢視和消化的工夫。第

四，確定本論文論述架構。第五，就論述架構的關鍵項目，展開方法學的重點處

理。第六，錘鍊論述主軸，使得依於文獻學方法的各個部分所打開出來的論述主

軸，既關聯到佛教研究，且處處灌注方法學的反思16。 
 

 

 

 

 

 

 

 

 

 

 

 

                                                                                                                                            
手翻譯干巴培（gang ba spel）所造的《俱舍注疏》。後來，開講中觀，培育了很多學僧。他的譯

著有《中論》、《入中論》、《四百論》、月稱《六十頌如理論注釋》、月稱《空七十論注釋》等，並

與其他學者等校訂之…，因此跋曹‧尼瑪札，對之後西藏之衛（dbus, 即今前藏）、藏（gtsang, 即

今後藏）等區之中觀思想的宏傳，影響甚鉅。參閱梶山雄一著 李世傑譯，《中觀思想》（臺北：

華宇出版社，1984），頁 400-403。 
13 而此由跋曹尼瑪札所藏譯之月稱《明句論》，已於 2001 年，由西岡祖秀等人之西藏語佛典講

讀（チべッ卜語仏典講読）研究會，共同校訂、翻譯出版完成了「西岡祖秀等，《チャンドラキ

一ルティのディグナ一ガ認識論批判 (Candrakīrti’s Criticism of Dignāga’s Epistemology)》（京都：

法藏館，2001 年）」。而本論文之藏文原文主依據，即以此校本為主要藍本。【以下略稱：西岡祖

秀（2001）】 
14 明性法師（貢噶學珠仁波切）於 2006 年 5 月至 2007 年 10 月間，從藏版《明句論》中譯出此

一五百多頁的鉅著，此乃華人學界的一大盛事，此書亦提供了筆者諸多珍貴的參考。 
15 現代佛學研究的最大障礙，當推語文為第一。這不是一、兩種古典語文的問題，而是多種語

言的問題。倘若我們要對佛學廣面地作第一線研究，理想地說，起碼要通達梵、巴、藏、漢、日

幾種古典語文。透過梵文、巴利文、藏文可對原始佛教、小乘、大乘在印度［甚至西藏］的發展

有完整了解；透過漢、日文亦可對佛教在中國［與日本等］的發展，作完整的了解…，透過文獻

學的方法，特別是語言學上們豐富知識，自可增加對佛學的理解，此不單只是資料或知識上的增

進而已。參閱吳汝釣（2006，頁 107-110）。又，筆者於此特須說明的是，筆者本身除了英文、

藏文稍有基礎外，其餘如梵、日文…等筆者乃是初學者而尚在努力學習當中，故此亦成為本論文

研究之不得不的限制。 
16 參閱蔡耀明著，《佛教的研究方法與學術資訊》（台北：法鼓文化，2006），頁 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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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文獻與研究的回顧 

    月稱《明句論》是龍樹《中論》在印度最後注釋的論典，故具有集大成之功

效，也就是說，其可以溝通初、中、後三期17《中論》注釋文獻的橋樑；亦得用

以衡定此三期中觀學研究的重要參照系統18。依於《明句論》此種類似指標特質，

乃至西藏中觀學研究，皆有其特定重要地位19；而且近世紀以來歐美、日本有關

的中觀學研究，亦多半以月稱此一論典為中心，故相關研究的文獻資料相當豐

沛。而本文選擇此部名著之中特別針對「陳那的量論」而作為批判的核心，更需

了解此論的歷史背景。 

    十九世紀末梵本《中論頌．月稱註》（即《明句論》）被英國駐尼泊爾公使荷

德生（B.H.Hodgson, 1800-1894）在尼泊爾發現後，隨後他便於 1826 年發表一篇

名為「尼泊爾與西藏之語言、文學與宗教摘記」（Notices of the Language, Literature 
and Religion of Nepal and Tibet）的報告，於此中他將所發現之梵語聖典的情況公

諸於世，因而震驚歐洲學術界。自此之後，這本七世紀月稱之註釋的鉅著便奠定

了歐美，乃至亞洲全球佛教學界，中觀學研究新的里程碑20。 
    之後於 1903 年起，由比利時學者普桑（L.de la vallée Poussin）重新整理此

文獻，除了參考劍橋、巴黎及印度加爾各答所藏的梵本外，並與西藏譯本對照21，

陸陸續續在蘇俄學士院的佛教文庫（Bibiotheca Buddhica）中刊行。經過十年，

到 1913 年，連索引、正誤表全部完成。此後，這部《明句論》之梵文校本，便

成為全世界公認研究《中論》原典的善本，亦揭開了翻譯工作的序幕。而此著名

之校本，本論文略稱為 PSP(P)22。 
    其次在 1960 年，維埃廸亞（P.L.Vaidya）依 PSP(P)及藏譯本校訂為：

                                                 
17 印度佛教中觀派歷史，可分三期來考察：（一）指龍樹、聖天、羅睺羅跋陀羅（Rāhulabhadra）

所活躍的初期中觀派（二~五世紀）；（二）是佛護、清辦、月稱等人之《中論》注釋家出現，而

中觀派分裂為歸謬論證派與自立論證派之中期中觀派（五~七世紀）；（三）是從自立論證派所出

現的寂護（Wantaraksita，725-784）、蓮華戒（Kamalawila，740-795）等人，完成了中觀思想與瑜

伽行（唯識）思想總和的後期中觀派（八~十一世紀）。參閱梶山雄一著 李世傑譯（1984, 頁 1-2）。 
18 在《中論》的注釋文獻裡，《明句論》是當今碩果僅存之梵文原典，亦是學者間注目的論典。

山口益の《法國佛教學五十年》一文裡提及：「《中論》的思想形態，乃是透過梵語的語言法被提

示的。從解釋這種《中論》思想來說，梵文《明句論》註，正是獨一無二的參考文獻。」，參閱

游芬芳，《明句論‧第十三品》「行之考察」譯注與研究，臺北：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碩

士論文，2002，頁 3。 
19 又「因月稱論師的學風在後期印度佛教有相當的影響力。此外，月稱學說傳入西藏相當完整，

宗喀巴大師又加以弘揚，將其《入中論》列為教科要目。」參閱釋惠敏著，《中觀與瑜伽》（台北：

中華學術佛研所，1986），頁 4。 
20 參閱釋惠敏（1986，頁 22）。 
21 Jai Deva Singh：The analysis and Commentary to The Concention Buddhist Nivra. Motilal 
Banarsidass, p.3-4. 引自釋惠敏（1986，頁 23），並於其〈序言〉指出：除了參考劍橋及巴黎及印

度加爾各答所藏的梵本外，並與西藏譯本對校，且於文中註明巴黎梵本之葉碼（folios），其中所

引之資料亦多註明出處。參閱游芬芳（2002，頁 5-6）。 
22 由於梵本《明句論》原典之諸校本，全書名稱皆相當冗長，故本文依據游芬芳（2002，頁 VII）
將其略稱為 1913~ PSP(P)。又以下 1960~ PSP(V)、1978~（DJ）之亦同。而稍後本論文譯注所諸

多參考的 Arnold（2005b）、Ruegg（2002）皆依照 PSP(P)［即 LVP］而梵譯英；然 Siderits（1981）

則以 PSP(V)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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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hyamakaśāstra of Nāgārjuna with the commentary：Prasannapadā by 
Candrakīrti, (Buddhist Sanskrit Textes, No.10.) 此校本在本文略稱的 PSP(V)。 
    此後，廸雍（J.W.de Jong）依據圖西（Giuseppe Tucci）所得之寫本，並由藏

譯本等而與 LVP23作細密的比對。於 1977 年將校訂成果發表為：Textcritical Notes 
on the Prasannapadā，（The Adyar Library and Research Centre，India）此校訂本

在此略稱的（DJ）。 
    因此，有關本論文所參考梵本《明句論》原典的三校本整理如下： 
PSP（P）1913：Mūlamadhyamakakārikās de Nāgārjuna avec la Prasannapadā  
              Commentaire de Candrakīrti, ed. 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St.  
              Pétersbourg, 1903-1913, (Bibliotheca Buddhica Ⅳ). 
PSP（V）1960：Madhyamakaśāstra of Nāgārjuna with the commentary： 
               Prasannapadā by Candrakīrti, ed. P.L.Vaidya, Darbhanga 1960, 
               Buddhist Sanskrit Textes, No.10.Darbhanga：Mithila Institute of  
               Post-Graduate Stidies and Research in Sanskrit Learning. 
（DJ）1978：廸雍依據圖西所得之寫本，並由藏譯本等而與 PSP(P)作細密的比 
            對。於 1977 年將校訂成果發表為：Textcritical Notes on the  
            Prasannapadā，（The Adyar Library and Research Centre，India）  
    至於《明句論》於歐美與日本學界翻譯的成果，今按照年代順序，編號介紹

如下24： 
① 舍爾巴茨基（Th. Stcherbatsky）：1927 年  第一品與第二十五品之英譯（The 
             Conception of Buddhist Nirvāna, Leningrad） 
② 薛耶爾（S. Schayer）： 
            ⅰ1930 年  第十品之德譯（Rocznik Orjentalistyczny Vol.7, 
            Krakowie） 
            ⅱ1931 年  第五、十二至十六品之德譯（Einleitung, Übersetzung  
            and Anmerkungen, Krakowie）25 
③ 拉莫特（Étienne Lamotte）：1936 年  第十七品之法譯（Mélanges chinois et  
            buddhiques IV, Bruxelles）26 
                                                 
23 LVP＝PSP (P)：J.W.de Jong, 1978. 校訂本以此略號（LVP）稱之。 
24 按：此梵本《明句論》翻譯之整理，主要參考釋惠敏（1986，pp.22-27）、游芬芳（2002，pp.5-9）、

本多惠（1988，序言 ii - iv）與塚本啟祥等編著（1990，pp.242-244）。另外添加近期海内外網路

出版資訊而雜揉而成的，故可能有疏漏。另亦參閱三枝充悳：〈中論研究序論〉，理想雜誌三八八

號，1965 年。 
25 出處，是（Naktadem Polskiej Akademji Umiejetności）（中道のさとりと止觀法門の源流，《止

觀の研究》，P.465，岩波書局，1976 年二版），引自釋惠敏（1986，p.25, n.56）。然此更早可溯源

自山口益訳註，《月称造 中論釈一卷》（清水弘文堂書房，1947），序言頁九：二、本中論釋（「明

句論」）の第五、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六品の獨逸譯。 Stanislaw Schayer：Ausgewähte Kapitel 
aus der Prasannapadā, W Krakowie, 1931. 
26 然而，若對照山口益訳註《月称造 中論釈一卷》（清水弘文堂書房，1947），序言頁九，則有

不同：三、本中論釋（「明句論」）第十六、觀業品の佛譯。Étienne Lamotte：Le traité de ľacte de 
Vasubandhu, Karmasiddhiprakaraņa, extrait des Mélanges chinois et buddhiques, Volume IV, 
Bruges,1936.すなはち世親の成業論研究の附錄として出されてある。此中， 山口益版似有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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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荻原雲來：1938 年  第十二品至第十七品之日譯未定稿（ブラサンナバダー 
            ［月稱作 明解中論釋］）27 
⑤ 金倉円照：1940 年  第十九品日譯（福井博士頌寿紀念「東洋思想論集」28） 
⑥ 山口益：ⅰ1947 年  第一品與第二品之日譯（「月称造‧中論釈」卷一，清 
            水弘文堂書房） 
           ⅱ1949 年  第三至第十一品之日譯（同上，卷二）29  
⑦ 廸雍（J.W.de Jong）：1949 年  第十八品至第二十二品之法譯（Buddhica, 1,  
            série Mémoires, Tome IX, Paris, Geuthner） 
⑧ 梅義（Jacques May）：1959 年  第二品至第四品，第六至第九品，第十一品、 
            第二十三至第二十四品，第二十六至二十七品之法譯（Préface de  
            P. Demiéville, Collection Jean przyluski, Tome II, Paris,  
            Adrien-Mainsonnauve） 
⑨ 長尾雅人：1967 年  第十五品之日譯［有參考荻原雲來氏］（「大乘仏典」世 
            界の名著 2、中央央論社）30 
⑩ 史培隆格（Mervyn Sprung）：1979 年  第一~第六、第八~第十、第十三、第 
            十五、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二~第二十五品之部分英譯（Lucid 
            Exposition of the Middle Way— The Essential Chapters from the  
            Prasannapadā of Candrakīti, Great Eastern Book Company, Great  
            Britain）31 
⑪ 本多惠：1988 年  第一 ~ 第二十七品之日譯［《チャンドラキールティ中 
            論註和訳》（東京：国書刊行会）］ 
⑫ 奧住毅：1988 年  第一 ~ 第二十七品之日譯［《中論註釈書の研究チャン 
            ドラキールティ『プラサンナパダ一』和訳》，東京：大蔵出版株 
            式會社］ 
⑬ 丹治昭義：ⅰ1988 年  第一品之日譯［「中論釈‧明らかなことば I」関西大 
            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訳注シりーズ 4］ 
            ⅱ 2006 年  第二十二品至第二十七品之日譯［「中論釈‧明らか 
            なことば I」関西大学東西学術研究所訳注シりーズ 10］ 

                                                                                                                                            
因觀業品應為第十七，而非第十六。 
27 收錄於荻原博土記念會 椎尾辨匡等編輯，《荻原雲來文集》（東京：日進舍，1938 年）， 

p.556-628。 
28 參閱金倉円照，《月称にょる竜樹の時間論（福井博士頌寿紀念『東洋思想論集』）》（東京，

1960 年），所收。後，《インド哲学仏教学研究 IV（I）仏教学篇》（東京，1973 年），收錄。 
29 參閱 山口益訳註，《「明句論」と名づくる月称造 中論釈》（東京，1947 年、1949 年）。 
30 長尾雅人「明らかなことば(中論月称釈)---第十五章 自性の考察」（『世界の名著 2 大乘仏典』

東京，1967）。 
    P.S.筆者於本論文中之符號使用說明略述如下：“［］＂表示額外添加之補充之詞或筆者為

了使文詞意義更清楚更順暢而加添之詞；“（）＂則表示同義詞或同位語。 
31 事實上，史培隆格之此書譯自普桑 PSP(P)，然不完整，亦諸多似乎不忠於原文。其中第七、

十一、十二、十四、十六、十七、二十、二十一、二十六與二十七品省略，其他諸品亦僅諸多摘

要，甚至第二十五品某些採自舍爾巴茨基之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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⑭ 奈爾圖普斯基（Paul Nietupski）：1988 年  第十三品之英譯［The Examination  
            of Conditioned Entities And The Examination of Reality,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vol.24, no.2,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⑮ 陸埃格（D. Seyfort Ruegg）：2002 年 第一品之梵文英譯［Two Prolegomena to  
            Madhyamaka Philosophy（Studies in Indian and Tibetan  
            Madhyamaka Thought, Part 2），Wien：Universitat Wien. ］ 
○16  阿爾諾（Dan Arlnold）：2005 年 第一品之部分梵文英譯［“Materials For A  
            Madhyamaka Critique of Foundationalism：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Prasannapadā 55.11 to 75.13”,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Vol.28．No.2：411~467.］ 
 
將以上的報告整理以表統計如下：（譯者編號同上） 

中論品號 1. 2. 3. 4. 5. 6. 7. 8. 9. 
英譯 ①⑩⑮ ⑩ ⑩ ⑩ ②ⅱ⑩ ⑩  ⑩ ⑩ 
德譯          
法譯  ⑧ ⑧ ⑧  ⑧ ⑧ ⑧ ⑧ 
日譯 ⑥ⅰ⑪

⑫⑬ 
⑥ⅰ

⑪⑫ 
⑥ⅱ

⑪⑫ 
⑥ⅱ

⑪⑫ 
⑥ⅱ⑪

⑫ 
⑥ⅱ

⑪⑫ 
⑥ⅱ

⑪⑫ 
⑥ⅱ⑪

⑫ 
⑥ⅱ

⑪⑫ 
 

中論品號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英譯 ⑩   ⑩⑭  ⑩   ⑩ 
德譯 ②ⅰ  ②ⅱ ②ⅱ ②ⅱ ②ⅱ ②ⅱ   
法譯  ⑧      ③ ⑦ 
日譯 ⑥ⅱ⑪

⑫ 
⑥ⅱ

⑪⑫ 
④⑪⑫ ④⑪⑫ ④⑪⑫ ④⑨

⑪⑫ 
④⑪⑫ ④⑪⑫ ⑪⑫ 

 
中論品號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英譯 ⑩   ⑩ ⑩ ⑩ ①⑩   
德譯          
法譯 ⑦ ⑦ ⑦ ⑦ ⑧ ⑧  ⑧ ⑧ 
日譯 ⑤⑪⑫ ⑪⑫ ⑪⑫ ⑪⑫⑬ ⑪⑫⑬ ⑪⑫⑬ ⑪⑫⑬ ⑪⑫

⑬ 
⑪⑫

⑬ 
 
從上表我們可以歸納出如下的結論： 
（一）歐美方面，英譯、德譯和法譯都無全譯本。 
（二）若將英譯、德譯和法譯合璧，則成全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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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日譯方面，約莫在 1979 年時已經完成32，且於 1988 年先後經本多惠與 
      奧住毅整合二十七品而全數發表出來。 
（四）近年來日本及歐美方面，則朝向從藏文原典的翻譯出發，欲透過西藏佛教

（Tibetan Buddhism）33之中觀思想詮釋的另一不同視野，比對原來梵文原典，來

更深刻體悟龍樹與月稱的中觀哲學。 
    此外，有關於藏譯的《明句論》，現已有部分的現代譯本出世，如荷蘭廸雍

之 Cinq chapitres de la Prasannapadā, Buddhica I-IX, Paris,1949（ch.18-22）；法人

梅義之 Candrakīrti；Prasannapadā Mādhyamakavŗtti, Collection Jean Przyluski II, 
Paris, 1959. （ch.2-4, 6-9, 11, 23, 24, 26, 27）34；西岡祖秀等（東方学院関西地区

教室編）出版之《チャンドラキ一ルティのディグナ一ガ認識論批判— チべッ

卜訳『プラサンナパダ一』和訳．索引 —》(Candrakīrti’s criticism of Dignāga’s 
epistemology)京都：法藏館，2001 年（ch.1）35。 
    最後，筆者想談談與本文直接相關的第一品當中之「月稱對陳那量論之批判」

之學界中研究的近況。本文譯注所參照的藏文藍本，即上述的西岡祖秀日譯版

（2001），由於此版本諸多參照山口益（1947）、本多惠（1988）、丹治昭義（1988）

與奥住毅（1988），故具有集大成之效，且以西藏大藏經丹珠爾（論疏部）之德

格版（D）為主要藍本，並對校以北京版（P）、奈塘版（N）以及卓尼版（C），

故有一定的精準度與信賴度。又此版並附錄有梵文原文與藏-梵、梵-藏之索引，

提供了筆者翻譯時藏、梵對照之諸多方便。其次，北美年輕學者阿爾諾於 2005

                                                 
32 本多惠於 1977-1979 年左右翻譯了第十八品~第二十五品之日譯，發表於『同朋大學論叢』第

37-40 號。參閱 本多惠，《チャンドラキールティ中論註和訳》（国書刊行会社，1988），序言 iv、

奧住毅，《中論註釈書の研究  チャンドラキールティ『プラサンナパダー』和訳》（大蔵出版株

式会社，1988），p.17。另見於：安井廣濟，「中觀佛教」《佛教學の道しるべ》（龍谷大學編輯，

1980 年），p.135；梶山雄一等講座，《大乘佛教—中觀思想》（春秋社，1982 年），p.76。 
33 原本獨立保存於青康藏高原［雪域之鄉］具神祕色彩的西藏佛教，由於 1959 年中共入侵之因

素，迫使達賴喇嘛政府流亡印度並進而弘傳於歐美等世界各地，使全世界有關的學者們注意到西

藏佛教的存在並進而深入地去研究。而按許明銀著，《西藏佛教史》（台北：佛哲書舍，2006，頁

3-11）之描述西藏佛教（Tibetan Buddhism）的特色：誠如很多歐美、日本學者指出，西藏佛教

不僅是傳承自印度，而且長久地保存著蘊育整個佛教的印度佛教。其對世界的佛學研究成為不可

欠缺的理由，約略整理如下 （一）西藏佛教繼承印度大乘佛教的正統，是後期印度佛教（八世

紀~十三世紀）的直系，它重視邏輯思辨［因明論式］，是最有學問價值的佛教。（二）西藏人在

七世紀前半期，已經有了他們因有的文字［這比起日人平假名實用化還要早二世紀］。在九世紀

前半期，大體上完成了大藏經的西藏語譯，所以也能回應任何更求，以他們的語言可以窮究佛教

教理的蘊奧。（三）歐美佛教學者指出：無上瑜伽續的梵‧藏文字彙，在現代的歐洲文字，很難

找到適當的語詞。無上瑜伽續的密教經典，雖有若干部漢譯被保存下來，但漢、日文亦很難對它

表達得正確、精準。（四）西藏佛教特別主張「無住處湼槃」：即無限地祈願利他，往「一切智者」

的成佛之道路邁進，決非為自己而追求「湼槃」…。 
34 參閱本多惠，《チャンドラキ一ルティ中論註和譯》（東京：国書刊行會, 1988），序言 ii。 
35 此版本為東方学院関西地区教室（チべッ卜語仏典講読）所合編，亦是本論文主要之藍本。

其中執筆者群介紹如下：西岡祖秀：1947 年生，東京大學大學院修士課程修了，四天王寺國際

佛教大學教授。森 秀雄：1949 年生，大阪教育大學大學院修士課程中退，大阪府立布施高中教

師。中村佳孝：1947 年生，同志社大學文學部卒業，大阪府立刀根山高中教師。加古原大岳：

1949 年生，高野山大學文學部卒業，兵庫縣妙觀寺住持。鳥塚陽三：1948 年生，京都產業大學

外國語學部卒業，任職於ぺガサスミシン(Pegasasu Machine)製造股份有限公司。谷口圓雄：1955
年生，大谷大學文學部卒業，大阪府善久寺住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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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的首部著作 Buddhists, Brahmins, and Belief: in South Asian Philosophy of 
Religion，即贏得美國宗教學會獎章（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Award）之宗

教研究優勝獎36，此亦為本文主要參考資料，而他於同年所發表的“Materials For 
A Mādhyamaka Critique of Foundationalism：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Prasannapadā 55.11 to 75.13”, JIABS Vol.28．No.2：411~467＂，更是筆者不可或

缺的二手資料。阿爾諾的此二部著作亦融通滙集了陸埃格之 2002 年的著作37與

西德瑞斯之 1981 年的一篇文章38，故亦具有統攝相關著作之效。此中，陸埃格

與西德瑞斯的此二大作，更是筆者在譯注時直接參照之重要的參考範本。總的來

說，西德瑞斯的哲學素養渾厚，陸埃格的梵藏文解讀力強且態度嚴謹，阿爾諾的

聰慧集合前人而自成一格，而日本西岡租秀日譯版（2001）、丹治昭義（1988 與

1992）39、本多惠（1988）、奧住毅（1988）與山口益（1947）等的語言文獻學

精準並解說詳盡，故而鑄成了筆者此篇的論文。 

 

 

 

 

 

 

 

 

 

 

 

 

                                                 
36 參閱 Notes on Contributors in The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JIABS）,Vol28 No2 2005. 
37 即 Two Prolegomena to Madhyamaka Philosophy（Studies in Indian and Tibetan Madhyamaka 
Thought, Part 2）, Wien：Universitat Wien（2002）。此書以兩部論著作為中觀哲學研究的序論，

即（1）西元七世紀月稱《明句論》（Prasannapada Madhyamakavrttih , PPMV）中，對龍樹《中

論》第一品之第一句頌(stanza)的廣泛註釋與詮說；（2）第二部著作--約八世纪後的由西藏佛學大

師宗喀巴（1357-1419）講述口傳《明句論》於其弟子賈曹‧達瑪仁千（1364-1432）而著作成的

《難要/八處筆記》（KNZB）。此二部中觀哲學的序論，幾乎包含了《明句論》第一品的所有翻譯。

又按 Arnold（2005b，p.413, n.8）描述陸埃格在本書所譯之第一品主要根據「月稱文本的標準版」

（即 La Vallée Poussin 1970a, as supplemented by de Jong 1978）。其他，尚有的第一品如：舍爾巴

茨基（Th. Stcherbatsky）之英譯（1927）、史培隆格（Mervyn Sprung）（1979）以及廸雍（de Jong）

的校本（1981）和斯坦恩卡爾納（E. Steinkellner）（1982）。 
38 即“The Madhyamak Critiques of Epistemology, II.”,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9：121~160
（1981）。西德瑞斯的此篇文章，可說是本文「月稱之陳那知識論」研究的濫殤，其人之哲學涵

養非常豐富，且於 2009 年 6 月 6-7 日受邀於政大學園講演「佛教知識論的中觀學批判」，十分發

人省思。 
39 丹治昭義在 1988 年譯注完第一品之後，更進一步於 1992 年出版了《実在と認識（中觀思想

研究 II）》（吹田市：關西大學出版部），其中第三章：ディグナーガの認識論の批判（p.149-234），

更是延伸至法稱論師的知識論觀點，故進一步地提供了筆者廣泛又深入的參考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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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論諍之背景 

    就印度哲學的悠久歷史而言，無論是佛教內部與外部的發展，其可說是建立

在不同哲學系統之間的論諍之基礎上。亦即藉由與其他學派的激烈辯諍，反倒是

截長補短地使自家的論敘思想更加的完善；或者，因此看清自我理論思想的缺

失，而臣服馴化於論敵對方40。因此，陳那與月稱的理論系統，亦不例外。陳那

的量論，建立在其批判正理派41等之舊因明（hetuvidyā）42而建立新因明的系統

之上。同樣的，月稱的《明句論》亦是建立在批判陳那，乃至之後的清辨之基礎

主義的形上預設之上43。此如理查‧羅賓孫 (Richard H.Robinson)所言44：「…中

觀學派、正理派及數論派所共同遭遇的問題及方法，在在顯示出當時印度思想界

的環境，而且在相敵對的思想系統之間，彼此相互評破論諍。」這也是為什麼此

種來自於印度的佛教之論諍的傳統，當於七~八世紀傳入西藏後45，西藏的後世

                                                 
40 參閱羅尉慈，龍樹《迴諍論》之譯註與研究，臺北：政大哲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4，頁 6。 
41 有關「正理學派」的著作，現存的主要是《正理經》，漢文有沈劍英的譯文，刊沈氏的《因明

學研究》中，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5 版。又，有關「正理學派」的史料可參考印人明莊嚴

（S.C.Vidyabhusana）所著的｀A History of India Logic＇。至於李潤生《因明入正理論》上卷第

一章〈因明的起源與發展〉中，亦曾簡述「正理學派」對「佛家邏輯（因明）」所產生的影響。 
42 印度「因明」（hetuvidyā）與西方邏輯有同有異。「因明」包括了論辯邏輯與認識論兩大部分。

「因明」是佛家講邏輯的一個特定術語，「因明」所建立的規則又是論辯雙方都必須遵守的。「因

明」服務於內明，好比邏輯服務於哲學。「因明」作為內明的一種工具，「可以權衡立破，可以楷

定正邪，可以褒貶是非，可以覽照現比（量）」，「求因明者，為破邪論，安立正道」。 又，此中

所謂的「古因明」，乃指四世紀由無著、世親之大乘瑜伽行派，因應辯論的需求，而吸收且發展

了正理派邏輯思想所建立者，如《瑜伽師地論》、《顯揚聖教論》、《集論》、《雜集論》等都在講因

明，都講到「七因明」：論體性、論處所、論所依、論莊嚴、論墮負、論出離、論多所作。其中

核心部分是論所依（論辯論的方法）。見鄭偉宏，《佛家邏輯通論》（臺北：聖環圖書，1997），頁

301-302 與 10-11。 
43 「基礎主義」即是指「唯有奠基在某一基礎信念（basic belief）的信念方是被證成的（justified）」

［參閱前註 5］。清辨論師雖為說無體性的中觀師，但其自續派之主張：藉由「真正的因」⎯此

正因由自存的［宗、因、喻］三條理則所構成，就能遣除［一般人認定諸法］真實存在［的錯誤

觀念］。為破他故須自立量，因此得不承認自立之因、喻是實在的，只有先肯定了這點，立量

才有意義；否則，一說無自性便自語相違了。既然得承認因的實在，那麼只好主張：「就名言的

範圍而言，諸法皆以自相而存在」；然此與月稱應成派之「即使在名言中，諸法也不以自相而存

在」之主張不同。詳閱貢卻亟美汪波著，陳玉蛟譯，《宗義寶鬉》（臺北：法爾，1988），頁 96
與註 5。另可參閱宗喀巴《廣論》（1992，頁 470-471）：「…清辨論師出過破，謂（佛護）全無能

力成立自宗及破他宗。然佛護宗無如是過。月稱論師廣為解釋，謂中觀師自身發生中觀方便，須

用應成，自續非理，破他宗已顯應成宗」，「…此說若用量成三相定自續派，畢竟唯用他許三相是

應成派。」 

    若按上面敘述，筆者以為清辨論師於其背後，仍然存有若干的形上預設般的基礎信念，正如

本譯文中（D23b-1）月稱所云：「彼［世俗］只要是真實性尚未通達期間，便須持續存在…」，

只要有些許的真實性末通達，便有我執，便須住世俗之輪廻中，故將清辨之自續派歸類為基礎主

義者。 
44 見 R.H.Robinson 著，郭忠生譯，《印度與中國的早期中觀學派》（南投：正觀出版社，1996），

頁 112。原文出自 R.H.Robinson, Early Madhyamika in India and China（Madison,Milwaukee,and 
London, 1967）, p.70. 
45 後代西藏佛教史家認為，松贊干布王（Srong btsan sgam po, 581-649）是移佛教於西藏之法王，

且視他為觀世音菩薩的化身。然之後的另一位西藏國王赤松德贊（khri srong lde brtsan, 742-797）

才引請當時印度那爛陀寺（Nalanda）長老寂護（Wantaraksita, 725-784）入藏大力地廣弘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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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們46便陸陸續續地組織建構成了「宗義」（Siddhānta, grub-mtha’）的有關書

籍47。 

    就陳那而言其乃融合了古印度有二種顯明的邏輯傳統48（1）論辯（vada），

（2）知識論（pramana）而成為「知識論-邏輯」（epistemology - logic）49的新因

明體系。陳那以前的古因明，如正理學派、勝論派等50雖粗具辯論術、規則等之

規模，但很粗疏簡略。陳那隱居草莽之中，「覃思精研」、「觀述作之利害，審文

義之繁約」，而著作以「立破」為主題的《因明正理門論》，為陳那新因明的奠基

作51；此部著作以邏輯為核心，改古因明五支52為三支（宗、因、喻），且確立量

只有現、比二量。到了晚期時著作收攝量論-知識論之大成的《集量論》53，據陳

那自述：「為了成立諸量（pramana），於此總攝《正理門論》等自著，作《集量

                                                                                                                                            
參閱許明銀（2006，頁 14-26）。 
46 此中尤以蔣央謝巴多杰（文殊笑金剛）的《宗義廣說》與章嘉雷必多杰（游戲金剛）的《章

嘉宗輪．佛教妙高山美飾》最為完整且著稱。近代學者霍普金斯（Jeffrey Hopkins）並對前者英

譯為 Maps of The Profound— Jam-yang-shay-ba’s Great Exposition of Buddhist and Non-Bhuddhist 
Views on the Nature of Reality（2003）。 
47 研究西藏佛教思想二大線索之一即：各時期西藏思想家對以往印度和西藏佛學見解的辨析和

總結，這就是大量有關「宗輪」或「宗印」（Siddhānta, grub-mtha’ 宗義）的著作。…這種傳統在

西藏一直綿延不斷，到了十七、十八世紀出現了格魯派學者蔣央謝巴多杰（文殊笑金剛）的《宗

義廣說》和章嘉雷必多杰（游戲金剛）的《章嘉宗輪．佛教妙高山美飾》等集大成的著作。王堯、

褚俊傑著，《宗喀巴評傳》（臺北：東初出版社，1992），頁 43-44。 
48 古印度傳統邏輯最早可溯自《耆羅迦‧醫道論集》Caraka Sajhita：是迦膩色迦（Kaniska）王

的御醫耆羅迦（Caraka）編輯的一部內科醫書。而在此書第三篇第八章 Vadamaryadapadani 中，

除了介紹醫師倫理外，並附帶說明了，共有四十四相當時通行的邏輯學說，而此據宇井伯壽的認

為，其可能是從西元前的邏輯學家的傳統而來…。詳閱梶山雄一，〈佛教知識論的形成（上）〉，

蕭平、楊金萍譯，《普門學報》第 15 期(2003)，頁 46-57。 
49 據牛津大學東方宗教倫理學教授瑪諦洛（Bimal K.Matilal）描述，在古印度有二種顯明的邏輯

傳統（1）論辯（vada 論議），（2）知識論（pramana 量＝a valid cognition），而由陳那融合此二

傳統，稱之為「知識論的邏輯」（epistemological logic）。詳細可參閱 Katsura（桂紹隆）, Taipei Lecture 
I（2007）, P.1, http://buddhica.nccu.edu.tw/。 
50 《正理經》（Nyaya Sutras）乃混合有勝論與正理二派理論，其歷史乃然不明，並不確定如何、

何時與勝論派（Vawesika/ Vaishēsika）有關，Nyaya- bhasya（正理釋論）及其隨順作品皆基於《正

理經》，此中吾人可發現有兩種系統混合（正理派、勝論派），勝論派範疇到處被見於《正理經》，

然於某些觀點中可見此兩派的分歧，例如：形上學的‘pilupaka’versus ‘pitharapaka’以及知識論之

量的數目（viz.正理派主張有四種量，勝論派主張有二種量），目前吾人尚未能精準地區分此二系

統，除了透過邏輯與方法邏輯學，以及其他以形上學之相徵………。See Gavganatha Jha trans., The 
NyayaSutras of Gautama with Vatsyayana's Bhasya and Uddyotakara's Varttika, Volume I（Rinsen 
Sanskrit Text Series II-1, 1983）, p.1. 
51 以上參閱鄭偉宏（1997，頁 11）。 
52 古因明乃五支作法：宗（paksa, thesis）、因（hetu, reason）、喻（drstanta，example）、合（upanaya, 
application）、結（nigamana，conclusion）。 
53 《集量論》（Pramanasamuccaya）以知識論為核心，其相對於前期著作《因明正理門論》

（Nyayadvarataraka-wastra）以邏輯為中心。本論共計 250 頌，有陳那自注及另一家注。論分六

品，每一品都先明本宗，然後破斥異說。參閱鄭偉宏（1997，頁 426-427）。另按呂澂《呂澂佛

學論著選集（一）‧集量論釋略抄》（頁 176-182）：陳那（域龍）《集量論》共二百五十頌，次第

六品：即現量品、為自比量品、為他比量品、觀喻似喻品、觀遮詮品、觀過類品。其中陳那在其

自釋《集量論釋．現量品第一》：「…此中，現及比量，唯說二量。何以故？二相所量故。所量唯

有自相、共相，更無其餘。當知以自相為境者是現，共相為境者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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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一書，以遮遣他者的量［論見解］，並顯示自身量［論］的殊勝」54。在陳

那之後，更由其學生商羯羅主（Wavkarasvamin, 500-560）進一步地注釋55，以及

法稱大力發揚，使得此六~七世紀知識論與邏輯飛躍地發展。  

    在暸解了陳那之論諍背景後，我們來談談月稱的思想背景。此必追溯至中觀

哲學的始祖龍樹在西元二~三世紀活躍之時，當時的「正理學派」已開始流行，

不過對「正理學派」的邏輯理論之五支論證方式，龍樹並沒有加以接受而採用，

反之他還著作《迴諍論》（Vigrahavyavartani，VV）與《廣破論》（Vaidlyaprarkatana）

等以著「假言推理」、「兩難」與「四句否定」56等論式予以駁斥。但這並非說明

龍樹的思維是反論理（邏輯）的，因為要辯破邪論，就要採納世俗人所能接納的

論理方式來進行溝通與辯證，然而龍樹的意圖，是要藉此遮撥而顯出真實的空性

（wunyata），故撰作《中論》，主要是針對（一）執諸法有實「自性」的實有論

者，（二）執諸法「虛無所有」的虛無論者。因為要進行辯證遮破，必須依其邏

輯思維方法，故龍樹不僅不反論理，反倒是利用世俗名言之論理來導世人入解脫

的境地。換個時空來到六~七世紀知識論-邏輯飛揚年代，月稱仍然承襲龍樹的精

神，當他看到確立歸謬論證派之劃的代注釋《中論‧佛護注》受到自立論證派的

清辨之基礎主義式地批判時，他便適時的挺身而出，為佛護來辯護57。此乃因清

辨差不多全面地把陳那的量論取入自己的中觀哲學，他以為不是依所謂歸謬法的

                                                 
54  引自 Ernst Steinkellner 譯注，何建興中譯（2007, p.1）, http://buddhica.nccu.edu.tw/。按，印度

知識論討論核心在「量」，雖然印度各哲學派系發展出各自不同的量論，但最標準者仍然是正理

學派。 
55 即《因明入正理門論》（Nyayapravewa）。 
56 「四句否定」：理查‧羅賓孫（1967）作 tetralemma：即［P; ~P; P‧~P; ~P‧~(~P)］的論證。

此乃龍樹常用的論理形式，但不是龍樹所始創的。釋迦牟尼早在《雜阿含經》中，已有多處運用

「四句否定」的說法。如《雜阿含經》第九六三經中，記釋迦對十四個問題不予討論，此所謂「十

四無記」即為此之運用。參閱李潤生著，《中論導讀（上册）》（台北：全佛文化，1999），頁 213。

按「《中論》與月稱同意“tetralemma＂是一種對治的工具，此四句形成升進的序列，於此序列中

除了第一句外每一句均是前句的對治者。這是辯證的進展，每一句否定並取消其前行者，而整個

論證導向第四句的否定，於彼即取消一切的「見」（views）。」 see Richard H.Robinson, Early 
Madhyamika in India and China（Madison, Wisconsin, 1967），p.56。 
57 此中要說明的是，就佛護本身，他並未說自己是歸謬派，然其精神已儼然隱藏於其中，而是

因為稍後的清辨論師，為了融合「因明量論與說無體性的中觀派」比二見解的分崎，故創立了自

立論證，主張為「破他須自立量」，對此點月稱認為當自立量時，便得承認「因」是實在的，構

成正因的三條理則亦是內裡自存的、自性相成立的，此點有違龍樹-佛護之“破而不立＂之本懷，

故月稱才明確樹立歸謬論證而與清辨的自立論證相互對立。按參考呂澂著，《印度佛學思想概論》

（1982，頁 246 與 275）：在方法論上，龍樹以破顯宗的；也就是：自己不另外建構一套學說體

系，而把重點放在指出對方理論內在的矛盾，「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使對方自知理虧，墮負而

放棄自己立場…；六世紀之佛護亦承襲早期中觀師破而不立之精神，配合當時勃興的因明，發展

出“就敵論隨應出過＂的應成破式。此不為清辨認同，認為破他須提出己方正當理由。其後有月

稱出來為佛護辯護，於是中觀宗內部便形成兩大系統──自續與應成。 
    此外，宗喀巴《廣論》亦云：「佛護論師釋中，未明分別應成自續，建立應成。然於解釋『非

自非從他，非共非無因，諸法隨何處，其生終非有』時，唯依說擧他宗違害而破四生。清辨論師

出過破，謂全無能力成立自宗及破他宗。然佛護宗無如是過。月稱論師廣為解釋，謂中觀師自身

發生中觀方便，須用應成，自續非理，破他宗已顯應成宗。」參閱宗喀巴著，法尊譯，《菩提道

次第廣論》（台北：華藏教理學院，1992），頁 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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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論證，而是依陳那的推論式，才可以定言地論證中觀的基本立場58。正是因

為如此月稱便再次地對《中論》來注解而著作成了《明句論》以破斥清辨的立場
59。而本文的焦點便是放在清辨背後思想支撑的陳那之上，月稱運用「世俗諦」

之共許的推理方式來令論敵陷入自己主張的過失。 
 
 
 
 
 
 
 
 
 
 
 
 
 
 
 
 
 
 
 
 
 
 

                                                 
58 因明「宗、因、喻」三支中的因支，必須是「三條理則」，然後才能成為一個正確無誤的因。

這三條理則也就是陳那所主張的「因三相」。因為清辨自續派主張為破他故須自立量，因此得

不承認自立之因、喻是實在的，只有先肯定了這點，立量才有意義；否則，一說無自性便自語相

違了。既然得承認因的實在，那麼只好主張：構成正因的三條理則也是內裡自存的，有其自相，

而非假名施設的。詳閱貢卻亟美汪波著，陳玉蛟譯（1988，頁 109 註 5）。 
59 雖然月稱與佛護同被稱為歸謬論證派，但他是以與論理學決定地訣別一點，而不同於佛護的。

詳閱梶山雄一著，吳汝鈞譯（1990，頁 108）。然就此筆者以為，月稱之所以「與論理學決定地

訣別」須分二個面向來看：（一）若就甚深空性慧的「勝義諦」之角度而言，不能存有任何些許

“自性成立＂的我執，故於聖者們“能、所二顯隱沒＂現證空性時，決定地與主客或能所之知識

論訣別，更遑論邏輯⎯論理學了。（二）若就廣行方便的「世俗諦」之角度而言，菩薩以大悲之

方便，善用論理學之世俗名言，普度一切有緣眾生，就此而言，月稱亦如龍樹般不僅不反論理，

反倒是利用世俗名言之論理來引導世人入解脫的境地。此可從其另一部名著《入中論》而清楚了

知。如《入中論．第六菩提心現前地》：「世俗真實廣白翼，鵝王引導眾生鵝，復承善力風雲勢，

飛度諸佛德海岸。」詳閱月稱論師造，法尊法師譯，《入中論》（臺北：新文豐，1990），頁 325；

另可參考宗喀巴《廣論》（1992，頁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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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本論文之月稱批判陳那量論的主要內容 

    本文之月稱批判陳那量論的「主要內容」將分以下的三節來鋪陳：第一節、

陳那的量論（知識論） 略述陳那哲學思想，特別是對其晚年名著《集量論》，作

一概括性地介紹，第二節、《明句論．觀緣生品》D18b-6 ~ D25b-5 的內容摘要 此

將就本論主要譯注的部分，由於其篇幅浩瀚難解，故於此先做一綜合且簡略性的

摘要介紹，讓讀者有概略性的理解與認識。其中會特別關注於月稱如何就陳那站

在經量-瑜伽行派立場，針對其之「量論/知識論的意義」、「處理相與所相的關

係」、「相的詞源學」、「知的作具性」、「自證的主張」、「現量的定義」與「現量的

詞源學」等與量論有關的議題，從「四句否定」、「兩難論證」、「語言分析」、「詞

源學的探討」、「譬喻失當」…等哲學的角度切入令論敵陷入矛盾且“應成過失＂

的效果，而所進行的一種不同知識論立場的論辯。第三節、結語：月稱對陳那量

論批判的分析 此節的設立重點在於——為避免僅流於語言文獻學上乾枯地堆砌

資料，而缺乏與佛教哲學有關的思辯與智慧，故筆者在譯注解說完文義後，更進

一步針對全文來做一哲學性的全面分析，最後並對本論文的限制做一全盤性的檢

討省思與未來的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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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節、陳那的量論（知識論） 

    被喻為印度「中世紀正理學（邏輯）之父」的陳那無疑是印度佛學最俱影響

力與原創性哲學家之一，不僅是其為大乘佛教瑜伽行派著名論師，更是佛教新因

明學的創始人60。相較於先前瑜伽行派的始祖無著（Asavga，310-390）與世親

（Vasubandhu, fl. c. 360C.E.61）建立唯識學派之本體論；陳那則是第一位給予唯

識學派（Vijñānavāda）「知識論-邏輯」化的哲學家。故數世紀以來，陳那的影響

力遍及全印度及其他境域，包括佛教徒與非佛教徒，乃迄於今62。弔詭的是，如

此著名且重要影響力的思想家，其諸部作品63卻無完整的梵本而為後人所忽略。

陳那歷史的影響力佔如此重要，直至近代才引致少數學者的注意，如舍爾巴茨基

（Theodor Stcherbatsky）、法勞凡爾納（Erich Frauwallner）、 北川秀則（Hidenori 
Kitagawa）以及服部正明（Masaaki Hattori）64。而此之中，特別就陳那晚期之最

偉大的知識論作品《集量論》（PS）與《集量論註》（Pramanasamuccayavrtti，PSV）
65，於 1968 年已由日本學者服部正明，以十一世紀與十五世紀之藏譯兩種版本66

                                                 
60 據《成唯識論述記》卷一、卷三，以及《大唐西域記》卷十、西藏多羅那他《印度佛教史》

第二十三章等記載，陳那為南印度香至（Kabci）國人，屬婆羅門種姓，出家後為小乘犢子部

（Vatsiputriya）信徒，後改學大乘，為世親弟子。能言善辯，和很多外道辯論皆獲勝。曾在那

爛陀寺論《俱舍論》和唯識、因明學說。認識論方面，立見分、相分、自證分等「三分說」。其

因明學說與古印度正理學派等「古因明」相對，稱「新因明」。參閱哈耶斯著，何建興譯，〈陳那

認識理論之概觀（上）〉，《中國佛教月刊》第 35 卷第 6 期，1991，頁 2。 
61 按 世親（Vasubandhu）又譯作天親，一說在 320-400 年前後，另一說在 400-480 年前後。見

三枝充悳 著，劉欣如 譯，《印度佛教思想史》（臺北：大展，1998），頁 88。 
62 當代研究陳那哲學的外國學者，如早期的舍爾巴茨基、法勞凡爾納、北川秀則、服部正明、

宇井伯壽（Hakujiyu Ui）以及近期的斯坦恩卡爾納、桂紹隆（Shoryu Katsura）等。而華人學界

則有呂澂、法尊、褚俊傑（Junjie Chu）、姚志華、何建興、陳雁姿等人。 
63 據藏傳佛學說法，陳那是世親四大弟子之一，其著作有：早期的《因明正理門論》

（Nyayadvarataraka-wastra）、《觀所緣緣論》（alambana-pariksa）、後期的《集量論》

（Pramanasamuccaya）…等。按 唐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第四》（T54:230a）：「因明著功，

鏡徹陳那之八論：一、觀三世論（Traikalyapariksa），二、觀總相論，三、觀境論，四、因門論，

五、似因門論，六、理門論，七、取事施設論，八、集量論。」。其中《觀境論》即《觀所緣緣

論》，而《理門論》即《因明正理門論》。此外，《佛母般若波羅蜜多圓集要義論》及《掌中論》

據說也是陳那的作品。參閱陳雁姿著，《陳那觀所緣緣論之研究》（香港：志蓮淨苑文化部，1999），

頁 95。而在陳那諸多作品當中，有關知識論的代表即《集量論》；而有關本體論的代表即《觀所

緣緣論》。 
64 陳那的著作之所以為人所忽略，據服部正明指出：可能是因為七世紀詮釋陳那哲學的法稱的

緣故，由於其自解釋十分精緻、豐富且精準，就連後期令人畏懼的對手亦折服。因此法稱的詮釋

在唯識學派中，比起其老師還更受歡迎。而筆者更以為，後來因明量論傳入西藏，其中格魯學派

（dge lugpa）之五大論中研究因明量論的範本，亦以法稱《釋量論》為主。故相形之下，陳那著

作研究，便較為人們所忽視。其次，哈佛大學梵文-印度研究系的因格爾斯（Daniel H. H. Ingalls）
教授，於 1967 年為 Hattori（1968）作序中，明言陳那《集量論》以誇張簡化形式展現，而其用

語言學之省略文體（the elliptical style）來表現哲學的梵文文本，除了相關的“圈內人”（his inner 
circle）較能悟知外，外人難以窺解，故《集量論》甚至對精通藏文的人，亦是令人畏懼的困難

著作，此亦乃世人忽略陳那的另一個理由。 
65 以下《集量論》（Pramanasamuccaya）與《集量論註》（Pramanasamuccayavrtti）分別以 PS 與

PSV 來略示。按 呂澂《呂澂佛學論著選集（一）‧集量論釋略抄》（頁 176）：《集量論本》及《釋》

皆陳那（域龍）晚年所作，暢生平之心得，摧異論而無餘…《論本》二百五十頌，次第六品：即

現量品、為自比量品、為他比量品、觀喻似喻品、觀遮詮品、觀過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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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梵文的斷簡為基礎來做為研究《集量論》的素材來源，出版了著名的《陳那，

知覺⎯集量論．現量品》（Dignāga, On Perception）這部先驅作品67。其後「維也

納學派」後繼者斯坦恩卡爾納（Ernst Steinkellner）更於其上，加上勝主智/耆那

因陀羅菩提（Jinendrabuddhi, 800-850）《集量大疏》

（Viwalamalavati-pramanasamuccaya-tika）68的素材，於 2005 年來重構《集量論‧

第一品》梵文原本。而最近，萊比錫大學的褚俊傑（Junjie Chu），進一步地透過

勝主智《集量大疏》來發表陳那《集量論》的梵文還原版。 
    與本論較直接有關的乃陳那《集量論．現量品》（Pramanasamuccaya．

Pratyaksapariccheda）69。故首須對陳那之建立二種量的理論，以及對現量的解

說有所了解。陳那為了遮遣他宗（如正理派等）的量論，而顯自身量論之殊勝，

故總攝自己先前著作如《正理門論》等，而作《集量論》一書。其中《集量論》

（PS 1.2）：70「現量、比量二為量，［自、共］二相為所量；於彼［二相］結合

處，無須［另立］其他量。」71於此頌之中，陳那開宗明義地將量（pramana）

的數目72依二種所量（prameya）［自相（svalaksana）、共相（samanyalaksana）］

而攝為二：現量（pratyaksa）與比量（anumana）73。 

                                                                                                                                            
66 此《集量論本頌》與《集量論自註》的兩種藏文譯版，服部正明分別以 Kk/K 與 Vk/V 來略示。

所謂 Kk：Pramanasamuccaya of Dignāga Tibetan version ,Kanakavarman's trans.北京版/Tibetan 
Tripitaka, No.5700；而所謂 Vk：Pramanasamuccaya of Dignāga Tibetan version ,Vasudhararaksita's 
trans.德格版/ Tohoku, No.4203. 又所謂 K：Pramanasamuccayavrtti of Dignāga Tibetan version , 
Kanakavarman & dad-pa’i shes rab trans.北京版/ Tibetan Tripitaka, No.5702, 而所謂 V：

Pramanasamuccayavrtti of Dignāga Tibetan version ,Vasudhararaksita & seng-rgyal trans.德格版/ 
Tohoku, No.4204；北京版/ Tibetan Tripitaka, No.5701. 參閱 Hattori（1968：243-244）。 
67 即 Masaaki Hattori, Dignaga, On Perception（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本文略稱 Hattori（1968）】 
68 按 陳那之《集量論》除了被保存於二種十一世紀與十五世紀之藏譯版本，其亦被保留於藏文

版勝主智之詳細譯註的《集量大疏》（Viwalamalavati - pramanasamuccaya- tika）之中。其可參閱

藍吉富主編，《西藏大藏經總目錄》（臺北：彌勒出版社，1982），第十七 因明部，頁 643a 與 652b。 
69 對於此品之最佳參考範本，即上述之 Hattori（1968）。 
70 本論文有關《集量論‧第一現量品》之中文翻譯，乃源自於 Ernst Steinkellner, Dignaga's 
Pramanasamuccaya, Chapter 1, pp.1-5, in http://ikga.oeaw.ac.at/Mat/dignaga_PS_1.pdf（April 
2005）。由南華大學宗教所何建興老師所譯，並於 2007 年 4 月發表於政大學園。此可參考政大網

頁： http://buddhica.nccu.edu.tw/。【以下略稱：Ernst Steinkellner 譯注，何建興中譯（2007）】 
71 陳那在其自釋《集量論釋．現量品第一》：「…此中，現及比量，唯說二量。何以故？二相所

量故。所量唯有自相、共相，更無其餘。當知以自相為境者是現，共相為境者是比。」參閱呂澂，

《呂澂佛學論著選集（一）‧集量論釋略抄》（臺北：齊魯書社，1986），頁 182。 
72 陳那早於另一的著作《因明正理門論》（Nyayadvarataraka-wastra）便已建立二量之說了。按 大

域龍（陳那）造，玄奘譯《因明正理門論》(T32: 3b)：「為自開悟，唯有現量及與比量，彼聲、

喻等攝在此中，故唯二量。」然而，陳那並非首位討論有關此二量課題的佛教學者；在說一切有

部的百科全書式論集的《大毘婆娑論》（Mahavibhasa）中我們可看到大量有關「現量」與「比量」

的阿毘達磨式討論。說一切有部學者眾賢（Sajghabhadra）在《阿毘達磨藏顯宗論》

（Abhidharmasamayapradipika）就兩種量的對象表達了相似的理解。他說：「然許極微略有二種

一實二假，真相云何？實謂極成色等自相，於和集位，現量所得。假由分析比量所知。」（T29：

855b） 
73 事實上於陳那之前，在印度中已有諸多對量論數目的建立，最早如《耆羅迦‧醫道論集》Caraka 
Sajhita 的記載，量至少有五種：即聖言量、現量、比量、口傳統量以及比喻量。而《正理經》

則安立四種：（1）現量（pratyaksa, Perception），（2）比量（anumana, Inference），（3）比喻量（upam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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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二量中，有關「現量」的定義於《集量論》（PS 1.3）：「現量［知覺］

離分別，［分別］連繫名、種等。」此即言現量乃「除分別的覺知」，而所謂「分

別」(kalpana)乃把「名」(naman)、「種」(jati)與所緣事物連繫起來，而形成「事

物的名稱」，因此陳那所謂的現量，是没有概念分別的，不能以語言文字來表述

的74。 
    接著討論到「現量」的詞源學，即彼為何依根（aksa）75立名為 praty-aksa，

而非依對境立名為 prati-visaya？依照《集量論》第四頌（PS 1.4）云：「以不共

因故，依根建立彼［現量］之名。彼處，多物所生故，以總相為自對境。」76 據

此吾人可了知這個離分別的現量，其所緣的對境乃總相（samanya）而非極微（anu）
77，換句話說，即五識以粗分的處自相（ayatanasvalaksana）為其對境，而非極

微的事自相（dravyasvalaksana）78。 

                                                                                                                                            
Identification/Analogy），（4）聖言量（wabda/agama, Verbal Testimony）。然而印度其他哲學教派主

張並不一致，例如：勝論派 (Vaiwesika)只主張現、比二量；數論派（Sajkhya）則主張現、比、

聖言三量；彌曼沙派（Mimajsaka）主張五或六量（另加義準量 arthapatti/ Implication 及無量

abhava/ Absence）。詳細可參閱 Katsura, Taipei Lecture I（2007）, P.8, http://buddhica.nccu.edu.tw/。 
74 後來法稱在《釋量論》（Pramana-varttika）III.123 中繼承了此陳那之現量的定義，並在《正理

一滴論》（Nyayabindu）I.4 與《量抉擇》（Pramanaviniwcaya）中加上了「不迷亂」（abhranta）的

條件。他說：「現量是不受翳眼、速動、航船、勁風和其他原因引起的錯覺而影響的覺知。」然

而把現量定義為「不迷亂」，法稱非第一人，其乃遵循了早期瑜伽行派對現量的見解。例如據稱

彌勒（Maitreyanatha, 350-430）或無著所著的瑜伽行派百科全書式之論著《瑜伽師地論》

（Yogacarabhumi）（T30：357a）便定義現量為：「現量者，謂有三種：一非不現見、二非已思應

思、三非錯亂境界。」參考羅時憲，《唯識方隅》（香港：佛教法相學會，2004），頁 217-218。 
75 根（aksa）：感覺器官。其藏文為 dbang po：「根」、「器官」之義。《藏漢大辭典—下冊》，頁

1932b。 
76 此頌後半部，可參閱 Hattori (1968: 26) 之譯：「彼［現量乃］肇因於［透過感覺器官接觸］諸

多［積聚的］對象，視此全體（the whole, samanya）為其“相關於其自境＂之操作的範圍。從此

頌吾人可看出陳那知識論的源頭，仍然來自經量部世親的思想。按《俱舍論》(T29: 12c)：「及不

共者，謂眼唯自眼識所依，色亦通為他身眼識及通自他意識所取，……不共因故，識得名隨根非

境；如名鼓聲及麥牙等。」因此，後世稱陳那學派為「瑜伽-經量部」（Yogacara-Sautrantika）。

按梶山雄一著，吳汝鈞譯（1990, 頁 107~108）：「在印度佛教思想史中，六~七世紀這一時代…

是知識論的時代。特別是陳那與法稱出來…這兩人縮短了經量部與唯識派（瑜伽行派）的理論上

的距離，成為被稱為『經量瑜伽派』的總合學派之成立的發端。」 
77 此中之「總相」即極微的積集（sajcita）＝「處自相」（ayatanasvalaksana）＝「眾多義」

（anekartha）；感覺器官並不視極微原子為其對象，而是執取眾多原子之聚合來為其對象。見

Hattori (1968: 89, 1.40)；又 Hattori (1968: 26) 將 samanya 譯為「全體（the whole）」。 

    從這第四頌，吾人可看出陳那之經量部立場的影子。談及陳那之經量部與瑜伽行派的雙重立

場，可能因其最初啟蒙於佛教傳統的說一切有部（Sarvastivada）之犢子部（Vatsiputriya），之後

受到經量部世親學說之影響有關，故其著作了《因明正理門論》、《集量論》等「知識論-邏輯」

之預設外境實有的「經量部」觀點的作品；然從其另一部名著《觀所緣緣論》（alambana-pariksa）

的立場，亦可很清楚地看到「瑜伽行唯識學派」（Yogacara-vijnanavada）之不承許外境實有的觀

點。詳閱 Katsura, Taipei Lecture I（2007）, P.5。 
78 按 Hattori (1968: 89, 1.39)：所謂「處自相」（ayatanasvalaksana）的「處」（ayatana）意指外

處（bahy- ayatana），亦即可為感覺器官所見的粗大形相，「事自相」（dravyasvalaksana）的「事」

（dravya）則指個別的極微。總之，陳那在此所強調的「現量」，其乃可以無分別地以如“一藍

色物＂般的總相為對象，而此並不涉及諸別異物之概念分別的共相（samanya - laks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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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量論》第五頌（PS 1.5）又云：「有法具有非一相，根非一切相皆行；

唯自證知離言相，方是色根所行境。」79 此謂一事物是不能從所有層面而被認

識的；根的對象乃是一不能用言語表達（avikalpaka）的唯其了知之境80。陳那除

了主張（1）根現量（indriya- pratyaksa）外，他又添加一些其他的現量：（2）意

現量（manasa- pratyaksa，mental perception）、（3）瑜伽現量（yogic perception）、

（4）自證現量（self-awareness of concepts）。而瑜伽現量與自證現量乃可被包涵

於意現量之中，只要彼等非源自外在感官81。 
    是故《集量論》（PS 1.6）續云：「意識處境物知，貪等自證，皆無分別；瑜

伽行者離師教，觀物自身［是現量］。」82此將意現量進一步區分為「對象了知/

他證知」（object-awareness）與「自我了知/自證知」（svasajvedana, self-awareness）
83，而此二者皆離分別；瑜伽行者離聖教量（agama）而直觀物自身（arthamatra），

此離聖教分別（agamavikalpa）者即是瑜伽現量。當貪等「自我了知/自證知」是

現量時，則概念建構的了知（kalpakana-jbana）亦應被視為現量84，然若分別外

在對象時，則此概念建構的了知不被視為現量85。因此《集量論》（PS 1.7ab）再

云：「分別於自證，許［現量］；分別故，非緣物時。」86 
    接下來（1.7cd-1.8ab）言及若干種似現量（pratyaksabhasa）：「錯亂知87、世

俗有知88、推論、推論所生果89，憶念及欲求，皆似現量，為［分別］所覆。」90

                                                 
79 此即大域龍造，玄奘譯《因明正理門論》(T32: 3b)：「有法非一相，根非一切行，唯內證離言，

是色根境界」。 
80 相對於第四頌陳那之經量部的立場，從這第五頌我們可推知陳那之瑜伽行派的唯識立場。而

此立場之認識論的涵意為：吾人只可認識對象的形相或顯相，但不可能認識事物的本身。從此分

離出經量部與瑜伽行派的主要差異了。 
81 事實上，蓮花戒論師（Kamalawila，740-795）將瑜伽現量歸類於意現量。以上可參閱 Katsura, 
Taipei Lecture I （2007），P.8。 
82 此頌亦可參考《因明正理門論》(T32: 3b)：「意地亦有離諸分別，唯證行轉。又於貪等諸自證

分，諸修定者離教分別，皆是現量」。 
83 而且此「自我了知/自證知」（svasajvedana, self-awareness）乃非源於外在感官（it is not 
dependent on any sense-organ）。參閱 Hattori (1968: 27)。 
84 Hattori (1968: 95, 1.50)：在內觀中，吾人可了知自己之識，而這種對於識的内在了知，於性質

上其乃類似於對貪、嗔等的内在了知。 
85 按 Ernst Steinkellner 譯注，何建興中譯（2007，頁 5）：「此中概念分別知緣取境物時，一如貪

等［緣境］時，以分別境物的緣故，並不是現量。但在分別知證知自身時，沒有分別作用，則認

許為是現量。」 
86 第七頌前半（1.7ab）：有關現量之解說到此為止。此半頌為陳那對現量離分別所回覆的答辯。

設若論敵提問云：「如果貪等的自證知（svasajvitti）是現量，則其必為意的認識活動，那彼應

為一種分別，因此分別亦應為現量不是嗎？」答云：「儘管其為意識的活動，然因其是向內的而

不需要想，故自證離分別；又所謂之分別，須透過外境且以言語傳達。」又 Hattori (1968: 95, 1.51)：
此中陳那之「識」（cognition）的理論具二相（dvirupa）義：（1）外境顯相（arthabhasa）（2）自

我顯相（svabhasa）。此知具二相義，於下［第 11 頌, k.11ab］會進一步詳述。 
87 「錯亂知（erroneous cognition, bhrantijbana）」：例如陽炎等，分別為水等而生起的緣故。按 錯

亂有四因（1）因在處境，如乘船時見樹木行走；（2）因在自身，如眼病眩翳，見眼前毛髮亂墜；

（3）因在對境，如見餘燼急速旋轉，為旋火輪；（4）因在等無間緣，如強烈憤怒引起意識錯亂。

參閱張怡蓀，《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331b。 
88 「世俗有知（cognition of empirical reality, sajvrti-saj- jbana）」：其亦是似現量，以於世俗有

（sajvrtisat）之上，增益（superimposes）其他對象，分別彼世俗有體相而現起的緣故。又 Hattori 
(1968: 97, 1.54)：Jinendrabuddhi（耆那因陀羅菩提）區分 bhrantijbana 與 sajvrti-saj- jbana 此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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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頌若按褚俊傑之一篇研究文章，似乎在以上的六種似現量外，再加一種無分別

的 Sataimira（眼翳）91。總的來說：在陳那《集量論注》（PSV）中將前述六種

似現量攝為三類，即（1）錯亂知、（2）世俗存有之知、（3）知的推論、推論之

果、回憶以及貪欲。而此三類皆涉及有概念的建構（conceptual construction），另

外第七種似現量即沒有涉及概念建構的 Sataimira（眼翳）。 

    最後我們將言及陳那對知識論最有價值的貢獻—自證（svasajvedana/ 
svasajvitti, self-awareness/self-cognition）92，《集量論》（PS 1.8cd-1.9ab）：「審知

［其似］有［緣取境物體相的作］用故，［說為］量，彼實即為量果。或，自證

知是量果，依彼而境物決定。」93 此中論及「量（the means of cognition, pramana）

即量果（the resulting cognition, pramana-phala）」94。又認知源自二重顯相

                                                                                                                                            
者，主要是前者錯亂知是透過於一“過去曾見過的＂事物對象上之添加而產生的；而後者世俗有

知則透過“於對象上之非實者＂之添加而產生。 
89 「推論（inference, anumana）」及「其所生果等識知」：此等皆分別先前現證的對象的緣故，

也不是現量。以上解說可參閱 Hattori (1968: 28) 與 Ernst Steinkellner 譯注，何建興中譯（2007，

頁 5）。 
90 此中，何建興老師之譯版（2007）與 Hattori (1968: 28)，似乎皆只有看到六種似現量；然若參

考《西藏佛教認知理論》（第二章、現前知）則談及陳那《集量論》說有七種似現前知（六種分

別與一種無分別）如云：「錯亂知與世俗知，推論知與比度生，憶念知與希求知，以及帶翳似現

前。」詳閱 Lati Rinbochay 口述，ElizabethNapper 英譯，廖本聖中譯，《西藏佛教認知理論》（臺

北：臺北市藏傳佛典協會，2008），頁 170-174；對於第七種無分別似現量（即「帶翳似現前」）

其梵文為 Sataimira，此在褚俊傑教授於 2009 年政大校園演講時，有針對此之有關似現量定義

（Pseudo-Perception）作進一步的研究，此亦提到第七種似現量 Sataimira，詳細可參閱褚俊傑的

「勝主智（耆那因陀羅菩提）《集量大疏》選讀．第一講：陳那關於似現量的定義」，詳細內容見

政大網頁：http://buddhica.nccu.edu.tw/。 
91 即 Junjie Chu, A Study of Sataimira in Dignaga's Definition of Pseudo-Perception（PS 1.7cd - 8ab）, 
p.113-149, http://buddhica.nccu.edu.tw/。按 Sa-taimira：伴隨著-有眼疾的；其中眼疾梵文為 timira。 
92 「自證」藏文為 rang-rig：「自悟」、「了相識」。心識自己領略自己或明察自己者。如於見瓶之

眼識上，所有領納自己，心境不二或無自境相狀之識。參閱《藏汉大辞典（下）》，頁 2657b。此

外，就經量部而言，其主張「自證」與「外境」二者真實存在，但就說一切有部內的毘婆沙師

（Vaibhasika）而言是不承認有「自證」的。此二小乘宗派主張的不同，可參閱貢卻亟美汪波著，

陳玉蛟譯《宗義寶鬉》（台北：法爾，1988），頁 49& 65。 
93 Cf., Hattori (1968: 28) k.8cd-9ab：「［我們稱認知本身為］『量 pramana』［字義為“認知的手段＂］,

因為其［通常］是蘊含有包括［認知的］行為,縱然其主要乃為一個結果。或者［它可能被主張

為］自我認知或認知自身之識（svasajvitti）於此即［認知行為之］果。因為決定對象（artha-niwcaya）

與它［自我認知］相一致。」 
94 此解說可參考 Hattori (1968: 28)之譯：「我們並不如實在論者認為量果（pramana-phala）與量

（pramana）不同。量果（pramana-phala）產生本質上關聯於被認知對象，所以包含認知的行為

（savyapara）。基於這個理由,它假施設（upacaryate）為量（pramana），縱然量果（pramana-phala）

最終是缺少行動力［即無緣取的作用］。例如，當我們說一個果被假設為呈現其原因形式，當它

順著其原因而產生，縱然於事實上它是缺乏其原因形式的行動。同樣此量果亦復如是。」 

    大域龍造，玄奘譯《因明正理門論本》(T32: 3b)：「又於此中無別量果，以即此體似義生故；

似有用故，假說為量。」；商羯羅主造，玄奘譯《因明入正理論》(T32: 12b-c)：「復次為自開悟，

當知唯有現比二量。…於二量中，即智名果，是證相故；如有作用而顯現故，亦名為量」；護法

等造，玄奘譯《成唯識論》(T31: 39b-c)更明言：「色等外境，分明現證，現量所得，寧撥為無。

現量證時，不執為外，後意分別，妄生外想…外色實無，可非內識境。他心實有，寧非自所緣？

誰說他心非自識境？但不說彼是親所緣。謂識生時無實作用，非如手等親執外物，日等舒光親照

外境。但如鏡等似外境現，名了他心」。因此，我們很清楚地得知，陳那為瑜伽行派的內境論者，

相對於實在論之外境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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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hasa），亦即：自顯相（svabhasa）之見分與境顯相（arthabhasa）之相分，

依據此二重顯相，那為統覺（自證）者，即是其果95。何以故？此乃因當內境相

的識知是對象時，吾人依自證知，判別這作為內境相的對象為可欲或不可欲，換

言之，此即由主體來決定，而非客體96。故陳那此種認識必帶有「形相」（sakara）

的主張，後世稱其為「有相唯識派」（Sakaravijbanavada）97。《集量論》（PS 1.9cd）

接著又說：「即彼（識知）具境相是量，緣此﹝境相﹞而了知。」若就經量部的

觀點，外境乃獨立於識知本身的，然於此時若只考慮識知為自身具「外境之相」，

故識知自身即是量，換言之，凡某外境之相以白或非白等相顯現於識知內，該外

境之相即依該相而被識所了知98。 
    而依此方式，陳那便主張認知的過程應具有三重結構，即如《集量論》（PS 
1.10）：「［境］顯現相是所量，量與量果二者即：能取相與﹝自﹞證知，故此三

分不相離。」99，而此亦即 Yogacara 之知識論的三分說。本頌亦為玄奘在其所譯

                                                 
95 此即顯示：於自心中自己（主體）認識自己（客體）之自我意識的感知，而非主體認識外在

客體對象，故此名「自證」，亦可以康德式（Kantism）的統覺（apperception）來表示。又主體

認識客體之認知手段［量（pramana）］＝認知之果［量果（pramana-phala）］。依此理解，量與

量果是同一識知的一體兩面：就識知似乎有緣取外境之體相的作用，說為「量」；就識知顯現為

具有外境的體相，可說外境體相已被認識，認識之目的達成，說為「量果」。所量應即外境。參

閱 Ernst Steinkellner 譯注，何建興譯（2007，p.6, n.21）。 
96 例如，同樣的人世間的客体體對象「水」，然就天人而言即成「琉璃」，另就餓鬼而言則視為

「膿血」。故云：「依彼而境物決定」。按 Hattori (1968: 102, 1.61)：在《觀所緣緣論》中，陳那檢

識知的對象（＝所緣, alambana），之後證成外境虛無不存，無論其為極微、積集或合集，皆不

能滿足“識知的對象（所緣）＂的必要條件…最後他的「“所緣＂無非是於識本身之對象的顯相」

之結論支持了瑜伽行派的觀點。 
97 陳那知識論基本立場被稱為「有相唯識」，據此「識」（vijbana）源自於一對象的形相（sakara, 
form/shape）。此理論亦為數論派（Sajkhya）與吠檀多派（Vedanta）所採用，陳那於《觀所緣

緣論》中正式地表達其「有相唯識」立場。此中，他建立二種「所緣」（alambana, objective support）
狀況：一、「所緣」必是其識的因（tadutpatti），以及其必有“相似於其識”之相（tatsarupya）；二、

「所緣」蘊涵著「識」必有一“相似於其對象＂之相，i.e., sakaravijbanavada。故於此吾人可看

出有別於 realists 主張外境實有之「直接實在論」，唯識派的這種“識上之相”的主張無異是一種「間

接實在論」。詳閱 Katsura, Taipei Lecture I（2007，p.12）。 
98 按 Hattori (1968: 104-105, 1.64)：在此段，陳那引用經量部的「外境實有」的觀點；經量宗認

為識乃以外在事物為其對象，故若云「自證乃識知的結果」是不恰當的，因為自證僅蘊涵「識自

身為所緣」。然而陳那仍主張識乃自我認知的，據勝主智《集量大疏》（PST:33a.2）的解釋：縱

然存有實在的外境，彼亦隨順著識而現［非憑彼之自性］，故非識去符應已先存於識之外境。故

陳那的此論點，非常接近瑜伽行派之「萬法唯識」的主張。 
99 Cf., Hattori (1968: 28) k.10：「無論識顯現何形相，此所出現的形相乃被視為識的對象（所量, 

prameya）。認知的手段（量, pramana）以及認知之果（phala）乃各別地是：於識中之主體的形

相、識認知到它自身。因此,這三個識的因子彼此是非獨立的。」又，桂紹隆說（Taipei Lecture I, 
2007, P.11）：此頌強調三分（Threefold division）不應逐字地被取用；因沒有實際作用（vyapara）

被牽涉於識的過程，及像「量」這個名字唯應隱喻（假施設, metaphorically）地被給予。 

    陳那《集量論‧現量品》第十頌之「自證」（自己認識, svasajvadana）的理論：指出「能量」

（=能取、見分）、「所量」（=所取、相分）、「量果」（=自證分）此三者實際上並無不同…依「有

相認識論」的立場，陳那主張認識於自身中，具有認取對象之形相（akara）的作用，對象（境

visaya）只是對象上之顯現（境顯現= visayabhasa）而已；識有二種顯現：自顯現與他顯現，前

者為「見分」，後者為「相分」。因此，所謂認識對象（= 了境 visayabhigati），其實不外乎是認

識自己之認識，也就是「自證」（sva-sajvitii）。參閱林鎮國（2006，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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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成唯識論》所引用100，故見出此理論在 Yogacara 佛教傳統中的重要性。陳

那繼續說「識」具二相（dvi-rupa）義：（1）境顯相（arthabhasa）（2）自顯相

（svabhasa），即《集量論》（PS 1.11ab）：「境知異於彼之知，以此二相義﹝得成﹞。」
101此識之二重顯相的理論，不禁地令我們想起傳統瑜伽行派之識之的雙面結構：

客體面向的「所取」（grahyakara）與主體面向的「能取」（grahakakara）。而《集

量論》的此部分，被視為陳那從瑜伽行派之唯識（cittamatra）的立場而寫的102。

再者，透過此識之二重顯相的理論而有記憶的論證，如《集量論》（PS 1.11cd）：

「也因後時回憶故，因不憶及未知者。」 
    最後，陳那言及識不等同於色等事物，因為其不為他識所領受。設若為他識

所領受，則他識彼也必須回憶之，類推此而有無窮回溯的過患。像這樣不斷地回

溯，吾人將無法從一境物轉向於其他境，唯此事則世人所共許，即如《集量論》

（PS 1.12）：「他知領受，則無窮，彼知也須回憶故；如是，將無他境轉移事，

此則所共許。」 
    以上略述陳那知識論的主張，接下來要進入月稱對陳那量論的批判了。 
 
 
 
 
 
 
 
 
 
 
 
 
 
 
 

                                                 
100 按 護法等造，玄奘譯《成唯識論》：「如《集量論》伽他中說：似境相所量，能取相自證，即

能量及果，此三體無別」（T31：10b）。依此理解，量果是心識三分中的自證分，量是見分，所

量是相分。亦可參閱 Hattori (1968: 102, 1.61)：陳那的三分說：見分、相分、自證分（grahyakara、
grahaka、sva-sajvitii），而陳那之弟子護法（Dharmapala, 530-561）更於其上加證自證分

（svasajvit-sajvedana）建立四分說。 
101 二相（dvirupa）義的理由：（一）、以色等物為境的知（A1）有境顯相與自顯相，但分別該境

知的知（A2）則有具彼境相之知（A1）的顯現相及其自顯相。若不爾者，即如果該境知（A1）

只有彼境相，或只有它的自顯相，則此境知（A1）與分別該境知的知（A2）二者將無從區別。（二）、

若識不具二重顯相，則續起之識知將不會有前行之識知的境顯相，因續起知生起時，該境已不存，

故不能這續起知的對境。參閱 Ernst Steinkellner 譯注，何建興中譯（2007，p.7 與 n.26-27）。 
102 事實上，法稱亦於《決定量論》（Pramana-viniwcaya）的第一品為此點而背書。see Katsura, Taipei 
Lecture I（2007，p.11）。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24

  第二節、《明句論．觀緣生品》D18b-6~D25b-5 的內容摘要 

    就月稱而言，世俗上日常語言的使用行為（ordinary language usage turn），

僅只陳述表達實際生活情境，而不帶有任何形上預設（Metaphysical Presumption/ 
assumption）或本體論承諾（Ontological commitment）；然而，哲學專門術語的

使用如知識論等，則必有所指涉（reference），故必有其本體論的立場（Ontological 
ground）。再者，月稱並非真正承許語法上的「所-能-賓」（bya bayed las gsum），

而只是順著對方對「相與所相的處理」、「相的詞源學」、「知的作具性」、「自

證的安立」、「心的造作者性」…等之語言分析的過失，其將導致主格與受格同

一性之矛盾，因此，順著對方立場，應成過失！以下本文的摘要主要是參考西岡

祖秀版之科判103所分判之重點，而分為十二段落來對陳那量論的議題來進行批

判： 
 
1.月稱對「決定（niwcaya, nges pa）」的批判（【D18b-6 ~ D19a-6；PSP(P) 55.11 ~ 
58.6】104）： 
  一、陳那的質疑 
    關於《明句論》第一品之依龍樹《中論．觀因緣品》第一頌：「諸法不自生，

亦不從他生，不共不無因，是故知無生。」（T30：2b）解說的長行當中，約莫

於後 1/3 部分，月稱針對一位不具名論敵提出質疑，此一般認為以陳那為主105。

陳那批判的大致内容乃：所謂「決定」（niwcaya，nges pa），丹治昭義譯為「判斷」，

而其意即是「信念」（conviction）或「觀念」（opinion），當人們在心中產生了一

「決定」後，必遵從此決定去行事106。而追溯此「決定」的產生，其必從一「量」

                                                 
103 事實上，Arnold（2005b）、Ruegg（2002）、Siderits（1981）、丹治昭義（1988）…等譯註，皆

有粗細不等的科判來分段落主旨，而彼等此間亦稍有不同甚致矛盾的現象，然筆者本論文此中所

立 12 點之摘要乃主要參西岡祖秀（2001）之科判。而其主要的原因：就筆者之鈍根的初學者而

言，需要一較精細、清楚且易趣入此「月稱對陳那量論的批判」之深奥義理的科判，而對照西岡

祖秀版所立者，彼分析較細剛好符合筆者之需要，故才大體上參考之而分此 12 點之摘要。 
104 為了令讀者容易對照此 1~12 點之摘要，筆者將標示其所對應之藏、梵版的頁碼。此中藏文乃

依德格版（D），而梵文則依比利時學者普桑（1903-1913 年）的 PSP(P)，此則可詳閱前面頁五與

註 22。 
105 在月稱《明句論》第一品解說之首章中，約 1/5 以上，是本論文「月稱針對陳那認識論的批

判」，事實上，在梵、藏版原文中，並無清楚地指名道姓此對話者之他宗即是陳那［或其隨行者］，

然 Arnold 提及：此一包含月稱與一不俱名的對話者之交戰，推測應是為陳那（Dignaga/ Divnaga，

480-540）學派的思想…他並引證 Cesare Rizzi（Candrakīrti .Delhi：Motilal Banarsidass,1987, 
p.47-49）、Siderits（1981）、Tillmans（1990：41-53）、Georges Dreyfus（1997：451-460）、Hattori 
Masaaki（1968）以及 Yonezawa（1999, 2004）等諸學者的著作來佐證。詳見 Arnold（2005a，p.144）

與（2005a，p.261，n.4 & n.5）；亦見於 Arnold（2005b，p. 414-415）。然此中須注意：最早指出

此論敵即是陳那者，應是舍爾巴茨基氏（Theodor Stcherbatsky）。參閱山口益（1947，p.83, n.1）。 
106 此「決定（niwcaya, nges pa）」亦可謂之為論述者主張之命題（pratijba）。然此中須區分的，

就程度上「信念」（conviction）或「觀念」（opinion）似乎還不如「決定（niwcaya, nges pa）」或

命題（pratijba），就宗喀巴《廣論》所主張的聞、思、修過程，先透過「聽聞」產生「聞所成慧」，

此尚未決定，須長時地就所聞的義理反覆不斷的「思惟」，最後方達「思所成慧」的决定，之後

再依照著思所决定義去恆時「串修」，最後方證「修所成慧」。因此，筆者以為若就此角度而言，

一般人所謂的「信念」或「觀念」似乎僅是朝向「決定」之中途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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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mana，tshad ma）而來，亦即吾人藉由主體的「量」去攫取客體「所量」

（prameya，gzhal bya）來產生認識；之後透過概念的思惟而抉擇此認識之義理，

然後便產生了「決定」。就陳那而言，龍樹《中論》主張的「一切事物無生」亦

是一種「決定」，其亦必經過上述之認識的過程，亦是由「量」而來，不可能從

「非量」而來。因為認識「所量」必須觀待「量」；若「一切事物無生」之決定，

由「量」而來，那中觀宗的主張必相互矛盾，因汝主張包含「量」的一切事物並

不存在故107。 
    關於陳那的質疑，《明句論》【D18b-6】~【D19a-1】長行敘述如下： 

此「諸事物無生」之決定，從量所生？抑或是為從非量所生？ 

此中若主張從量所生，則都應該說明：諸量者幾許？特徵者何？諸對

境者何？［此諸量］是如何從「自」所生，或從「他」，或從「自他二

者」，或「無因生者」？ 

然而若是由非量所生者，此應非理也，因「認識所量」者，須觀待量

之故， 尚未被認識的對象，即在沒有量的情況下，是不能夠認識的。

如果因為沒有量，因此沒有認識對象的這種情形，那麼汝之正確的決

定是從何而形成的？以是故「諸事物無生」此應非理。 

 

  二、月稱的駁議 
    針對來自陳那方的質疑，月稱從基礎主義論者必有其先前之「自性成立」的

形上預設或本體論承諾切入，而來駁議論敵，亦即，此「決定」本身並不“自性

的＂存在，何以故？首先若存有「不決定」者，則與彼相互觀待且彼之對治的「決

定」應成為有，然而並没有“自性的＂「不決定」片刻存在之時，則爾時又豈會

有與此相違之「決定」，因此自性成立的「不決定」如驢角般根本不存在。事實

上，所有的「不決定」皆須觀待「決定」而成立，而所有的「決定」亦皆須觀待

「不決定」而成立，此二者是互相待而立的，故根本不存在有自性成立的「不決

定」或「決定」108。再者，當無如是自性成立的決定時，則為什麼要去虛妄分別

                                                 
107 而此反對空性（wunyata）的諸論述，絕大多數可歸結指控於「自我指示的不連貫（self-referential 
incoherence）」。見 Dan Arnold（2005a，P.144）。中觀學派主張「一切法（bhava）空」，此似是而

非之悖論，令諸實在論者有迅速且簡易反駁的空間。如是，此主張乃時常被像印度哲學的知識論

學派［如正理學派與 Yogācāra- Sautrāntika 學派］挑戰於“犯了絕對相對主義的謬誤（the fallacy 
of absolute relativism）＂。此反對者常會言中觀學派的主張，將會自陷兩難，即汝之主張是否基

於某些「量」？若非如是，則没有理由去相信它而放棄此主張；反之若是，則汝之主張本身即是

假的，因為有「量」的存在，則諸法便是不空。甚至若其不允許諸量本身是真實存在者，一可被

認知的實體「所量」必定是獨立自存的實體，因唯有在真實存有「所量」的情況下，方才會有「量」。

See Siderits（1980，p.307）。 
108 以上筆者的詮釋乃將「決定」與「不決定」之前加上“自性成立的＂或“自性的＂補充詞，

此在月稱《明句論》的文本是隱藏且密而不宣的，推究其因大概在彼年代，就正、反論之雙方是

不須多說即能清楚地了知其涵攝的內義。然而時空背景不同的當今，似乎有必要加注標明來簡別

較佳，例如《般若波羅蜜多心經》云：「無色、無受、想、行、識，無眼、耳、鼻、舌、身、意，

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無明亦無無明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祈得

故。」（T8：848c），此時若不加上“自性成立的＂或“自性的＂之先行補充詞來簡別的話，很

容易讓現代一般人因不了解而起「斷滅見」的想法，以為「空性」乃否定世間之一切。再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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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種的量其之數量、特徵、對境呢？或更進一步地言及從自（諸量本身）、他（其

他量）、共生（量本身與其他量二者）或無因生呢109？ 
    關於月稱《明句論》答辯的長行（【19a-4】~【19a-6】）敘述如下： 

倘若吾等有少許「決定」的話， 那彼［決定］是由量所生？或由非量

所生？［此決定］並不存在。何以故？於此若存有「不決定」者，則

與彼相互觀待且彼之對治的「決定」應成為有，［然而］當首先没有吾

等之「不決定」存在之時，則爾時又豈會有與此相違之「決定」？ 因

為不觀待於有關係的另一方（亦即决定與不決定彼此不相觀待）之故，

正如［去討論］驢角之長短一樣［，是不俱意義的］。當無如是「決定」

時，則怎麼會為了成立什麼之故，而去虛妄分別種種的量呢？又怎麼

會有彼等［諸量］之數量、特徵、對境與從自（諸量本身）、他（其他

量）、共生（量本身與其他量二者）或無因生呢？此諸一切，皆非吾等

所應論敍的。   

    又此「決定」之語詞，就月稱之中觀宗而言，乃對於世間人是存在的，因而

是「世俗（sajvrti）有」，但不是存於諸聖者，故「勝義（paramartha）無」110。

聖者們之「勝義」，即全無言說/沉默（silence）。因此，對於諸聖者而言，怎麼會

有論理與非論理這些戲論（prapabca）呢111？雖然，聖者們不以世俗名言之「論

理」而言說，但彼等為令世人理解、通達究竟實相之故，而允諾且利用「論理」

之方便112。此即如云（【19a-7】~【19b-3】）： 
此被決定之語詞，乃依［世間人］自身成立之論理而對於世間人是存

在的，但對於諸聖者則不存在…誰說此有或無？聖者們之「勝義」，即

全無言說，因此，對於任何那些不具有論理與非論理者［之諸聖者］

                                                                                                                                            
宗喀巴《廣論》亦強調為了破彼論敵諸宗［此指基礎主義論者］時，定當加上此詞而加以簡別。

其詳細道理，如云（1992，頁 465-466）：「…故破彼時定當簡別。《四百論釋》及《六十正理論

釋》，破所破時有極多處，加彼簡別。《中觀本論》及《彿護釋》，《明顯句釋》，并《入中論本釋》

等中，亦多處加，因見文繁及多已加，意其未加亦易通達。故未加處亦定須加，由彼無少加與不

加差別理故。」 
109 此就如同去談論「驢角的長短」般。按「驢角」、「兔角」、「石女兒」或「虛空花」，在中觀學

上常被用來譬喻「根本莫虛有之事」，因驢子或兔子根本没有角，石女根本無法生育故無子女，

而虛空中根本無法種植出花。倘若誤執彼等有角、有子、有花，根本無意義；更何況進一步談論

彼角之長短、其子女之美醜、其花之開謝，此皆根本不具意義。 
110 可參考 Arnold（2005a，p.147，L.8~9 & 2005b，p.421）：「此『決定』乃藉由推論（reasoning）

來確定，而此之推論是共同感知屬於此世界中的部分，而非屬於聖者（the venerable，ārya）的

部分。」 
111 從此面向或許有人便會認為月稱反邏輯或知識論，然筆者不以為然；或許依釋見弘老師於〈關

於 Candrakīrti 的二諦說中的幾個問題［下］—以世俗諦與自性為中心—〉，（2007，頁 28）的說

法較合理，即云：「…與其從斷絕的角度來理解二諦說，不如從『它（世俗諦）與勝義諦是相輔

相成的』之動態（dynamic）立場來觀察，更能掌握其（月稱）二諦說的精髓。」 詳如下「月稱

對世俗（sajvrti, khun rdzob）的確立」。 
112 至於如佛、十地菩薩…等諸聖者們之間，彼等如何見世俗與勝義之更進一步之差別，月稱於

其以十地菩薩為架構的《入中論》，有更明析解說，特別於「第六品現前地」當中，詳敘聖者聖

者所見的真實（諦）與凡夫所見的真實有別。詳細參閱釋見弘，〈關於 Candrakīrti 的二諦說中的

幾個問題［上］〉，《中華佛學學報》，第 19 期，2006，頁 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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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怎麼會有［論理與非論理這些］戲論呢？…雖然，聖者們不以

世間名言而說論理，但卻允諾唯世間眾所周知之諸凡任何「論理」， 彼

等皆為令他人通達［勝義］之故，而好讓世俗人能理解。  

 
2.月稱對「量論（pramanavada）」或「知識論（epistemology）」的批判（【D20a-4 
~ D20a-7；PSP(P) 58.14 ~ 59.5】）： 
  一、陳那的質疑 
    陳那於《集量論》首先表明其立場：為了考量世俗名言上皆須依主體的「量」

與客體的「所量」之二元論立場來成立量論，故須總攝《正理門論》等先前自著

而作《集量論》一書，以遮遣他宗（如正理學派等）的量論見解，並顯示自身量

論的殊勝。首先確定「量」的數目唯有二，即現量與比量，乃因其所量僅有自、

共二相，故無須另立他量113。在此二量中，有關「現量」的定義乃「除名(naman)、
種(jati)…等分別(kalpana)的覺知」，因此陳那所謂的現量，是没有概念分別的，

不能以語言文字來表述的。 
    關於陳那表明自我的主場，於《明句論》【20a-5】~【20a-6】長行敘述如下： 

［若考量］我等在論典中論述的正是「量與所量」之此世間的名言？…

［而因為］依據乾慧派等114所論述的顛倒的定義，而染汙彼，所以吾

等需論述其正確的定義115。 

 
  二、月稱的駁議 
    在討論到有關駁斥「量」之問題時，最早期應可回溯到龍樹的《迴諍論》

（Vigrahavyāvartanī）116。龍樹造此論為了破除正理派（Nyāya）117反對一切空無

實體論（wunyavada），以及駁斥其之實在論不能藉由量的理論而被建立118。同樣

地，月稱面對陳那的量論，他援引「龍樹駁斥正理派」之原理：亦即是採取「四

句否定」的論證方式，使量無法藉由自成、他成、自他共成或無因緣成，此四亦

                                                 
113 《集量論‧現量》（PS1.2）：「現量、比量二為量，﹝自、共﹞二相為所量；於彼﹝二相﹞結

合處，無須﹝另立﹞其他量。」參閱 Ernst Steinkellner 譯注，何建興中譯（2007，p.7 & n.26-27）。 
114 此「乾慧派」（kutarkika ，rtog ge pa）亦譯為「詭辯家」，其即指「正理學派論者」（Naiyayikas）。 
115 陳那於此所謂“詭辯家＂之正理學派論者，彼等主張「四量說」，故而像陳那等之瑜伽行經部

派便要針對當時所了流行的「四量說」做一較嚴控管制的正確的知識論（量論），故與此等詭辯

家進行諍辯。詳閱 Siderits（1981，p.127）。 
116 在《迴諍論》裡，龍樹的論述核心乃集中針對「量論」的批判，根據月稱的說法《迴諍論》

乃附屬於《中論》的「支分論」（angawastra），其由觀因緣品第一的第 3 頌：「如諸法自性，不在

於緣中，以無自性故，他性亦復無。」（T30：2b）所展開的，旨在更詳盡地闡明「無自性

（nihsvabhava）」，亦即「空（wunya）」的真義。見萬金川，「關於迴諍論的一些歷史考察以及當

代的若干研究（一）」，載於《中國佛教》第 27 卷第 6 期，頁 40。引自羅尉慈（2004，頁 1）。 
117 有關於《迴諍論》中的敵論，一般認為以正理學派（Naiyāyikas）為主，亦可能涉及佛教內部

的實在論者，如說一切有部。參閱林鎮國（2006，頁 167 及註 5）。 
118 正理學派重視知識論的程度，由《正理經》開宗明義：「知識與邏輯分析是通往至福之道」可

見一斑；而龍樹於《迴諍論》第三十頌~五十一頌便針對此而詳加駁斥。至於有關此部分的論諍，

早期除了 Mark Siderits 於“The Madhyamaka Critiques of Epistemology I.”1980 年在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8, p.307- 335 中有詳細研究外，近期更可參考林鎮國（2006）以及羅尉慈（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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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攝為量非由「內部證成」（intrinsic validation），亦非「外部證成」（extrinsic 
validation）119。 
    關於月稱答辯的長行（【20a-6】~【20a-7】敘述如下： 

此亦非理，倘若依世間之低劣推理者所論述之顛倒的定義，而得之顛

倒的術語，因此為彼［去除顛倒定義、術語］義而努力，雖會有某一

的成果，然彼等亦非如是，故此努力亦無義。  

此復，如《迴諍論》120說：「倘若通達所量是根據量的話，那麼彼諸量

又根據什麼來究竟地決斷呢？」…等，因為沒斷除這些過失，故［陳

那欲］顯明正確的定義亦是不成的121。 

 
3.月稱對「相（laksana）與所相（laksya）」的批判（【D20a-7 ~ D20b-2；PSP(P) 
59.5 ~ 59.10】）： 
  一、陳那的質疑 
    陳那續繼諍論說，我所立之「二量」（所相），其乃依「自、共二相」（能相）

而成。關於陳那諍論的長行（【20a-7】~【20b-1】）敘述如下： 
復次，依據自相與共相，此二者而說二量122，［則又該如何？］  

 

  二、月稱的駁議 
    所謂的「相」要有其「所相之基礎（locus）」123，若此做為基礎的「所相」

是存在的話，則可有第三個除了自、共相以外的對象，故必有另外第三個所相之

                                                 
119 見 Mark Siderits（1980，p.310）與 David Burton（1999，pp.157-189）。 
120 此為《迴諍論》（VV）之第 31 偈。按 龍樹造毘目智仙、瞿曇流支譯《迴諍論》：「若量能成

法，彼復有量成，汝說何處量，而能成此量」（T32：14b）。此段話的白話即：「如果對你而言，

對象成立是依據量，那麼這些量又是依何而立的呢？」參閱羅尉慈（2004，頁 95）；亦可參考

Bhattacharya（1990：15-16）之龍樹《迴諍論》梵譯英：「若汝諸論點的建立基於諸量，那吾人

可問曰：汝之此諸量又是如何地被建立？若此諸量的建立是基於其他的諸量，那將會有無窮後退

的過失…」。 
121 Siderits（1981，p.128）則謂：「月稱援引《迴諍論》VV 31，此反駁說：若認識所量唯需透過

諸量的應用，那麼其便不可能定義諸量而没有以下二過失之任一： 1.乞提過失（the fallacy of 
begging the question），或 2. 無窮後退過失（the fallacy of infinite regress）。故（龍樹）此反駁是

無法被超越的，而瑜伽經量派終究是徒勞無功的。」 
122 陳那是首位把佛教量論系統化的人物，他只接受兩種量：即一、現量(pratyaksa)，二、比量 

(anumana)，如《集量論》：「現量、比量二為量，﹝自、共﹞二相為所量，於彼［二相］結合處，

無須［另立］其他量。」參閱 Ernst Steinkellner 譯注, 何建興中譯（2007，頁 1-2）；又如他在《因

明正理門論》（T32：3b）中說：「為自開悟唯有現量及與比量，彼聲喻等攝在此中，故唯二量，

由此能了自共相故。非離此二別有所量名了知彼更立餘量。」 
123 此「所相之基礎（locus）」＝「量」。P.S.「所相」（mtshn gzhi）為依藏文常譯為「事例」，即

「性相所表名相之事例」，如云金瓶，即是瓶之事相。然筆者為了易解緣故，此不依藏譯之「事

例」，而譯「所相」因為“ 能相須有其表現特徵的基礎/處所 ”之故。其在西岡祖秀版、丹治昭義

等亦皆日譯為「所相」；Cf., Arnold（2005b， p.426）則另譯為“實體（the subject＝laksya）＂。

此就陳那之哲學而言，「所相」（laksya）視為一性相所特徵的實體：「自相（svalaksana）」表現於

「現量」這個基礎上；而「共相（samanyalaksana）」表現於「比量」這個基礎上。弔詭的是：

就知識論的認識過程而言：主體的 laksya（能量）以客體的 laksana（所量）為其所量，故認識

之主體應為 laksya，而 laksana 反而為認識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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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若有第三個所相之基礎，那怎能說只有二種量呢？若「所相」是虛無不存

的，則因没有基礎的緣故「相」亦不存了。若連「相」都不存在，那何來二種量

呢？關於月稱答辯的長行（【20b-1】~【20b-2】敘述如下： 
依彼［自、共］二相而所有之所相是為有呢？還是無呢？若［所相是］

有，彼時則有與［自相與共相］不一樣的認識對象，那又為何只會有

兩種量呢124？或著若無此所相，彼時所依基礎無故，則相［能相］亦

沒有，那如何會有此［現、比］兩種量呢？故云125：「能相若不存，所

相應非理，所相若非理，能相亦不存」126。 

 

4.月稱對「相（laks-ana）的 Etymology」的批判（【D20b-2 ~ D20b-3；PSP(P) 60.1 
~ 60.3】）： 
  一、陳那的質疑 
    陳那持續辯說：我所謂「相」的詞源之義，是依據古典梵語文法，彼即「依

此而賦予特徵」，故於所相［現、比二量］之基礎而賦予［自、共二相的］特徵。

關於陳那諍論的長行（【20b-2】~【20b-3】）敘述如下： 
倘若並非因為「據此能賦予特徵」故是「相」，那麼［其］為何？因為

根據［Pānini 的說法］「krtya 接尾辭［byed pa（作具）］與 lyut 接

尾辭（luta）有很多［意義］」，於對象（karman）附上 lyut（-ana）

當接尾辭，故「此被賦予特徵」方才是「相」［的詞義，不是嗎？］127  

 

  二、月稱的駁議  

     於此時月稱所駁議之強調重點乃於：「svalaks-ana」此字於詞源學上使涉及

自己給予自己賦予特徵之過失，因為能特徵之作具與被特徵之對象，此二者須相

異故，若此二者為相同，則「能特徵的作具」或「被特徵的對象」，皆指同一物，

                                                 
124 按 Siderits（P.128-129）解說：陳那（PS I.1.2a-c）主張量只有［現、比］二，而此二量各有

其所量（自相、共相）。月稱便順彼之主張，若存有作為相的處所之所相，則必有除了自相、共

相之外的第三相，此時怎能主張量只有二種呢？ 
125 Cf.,《中論‧觀六種品第五》第 4 頌：「相法無有故，可相法亦無，可相法無故，相法亦復無。」

(T30：57c)。 
    P.S.此中須注意的是「相 」須有其「所相」之基礎或處所方能彼此觀待而存在。按藏文 rten
有「所憑依的基礎」之義，而梵文則為 awraya 其有「所依的處所（locus）」之義，故「基礎」亦

可言「處所」。又 Siderits（1981, p.129）繼續對整段結論說：在陳那保證了量論說之後，月稱點

出他沒有權享有任何宣稱有關所量自性，因此月稱用所相（the subject＝laksya）是有或無的「兩

難法」來駁斥量論說。 
126 此批「相」與「所相」之關係，於《中論》第五品中，考察「地、水、火、風、空、識之六

界」中，有特別的深入批判；按 Arnold（2005b， p.428, n.52）補充說明：月稱注解龍樹 MMK5.4
的部份，位於後面第五品［觀六界品， La Vallée Poussin 之 PSP(P)版 pp.131-132］之中，然於第

一品便特别提出，此並不為奇。特在《入中論．第六品》（6.22-36）中，諸多批判自相，並針對

以陳那的自相觀點為結尾。而此中月稱最主要的論點即：陳那的知識論解說，既非勝義地，也非

世俗地有效。 
127 陳那於此段反駁的重點：他乃引用偉大的古典梵語文法家 Panini 之解說，將 laks-ana 之詞源

學的「據此能賦予特徵」之主動的解說轉化成「於此被賦予特徵」的非主動說，故便無須如您（月

稱）因主動說，而須有「能賦予特徵之相」與「所賦予特徵之所依基礎（subject＝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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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物化成兩相異物，就「同一律」而言，此乃不合理的。關於月稱答辯的長行

（【20b-3】）敘述如下： 
即便是如是，［某物］由自身而被賦予［自己之］特徵，［此事］不存

在之故，因當依據某物於彼［其自身］造作特徵之時，因［能造作之］

作具與［被造作之］對象128須相異，故［上述的］過失仍存在129。  

 
5.月稱對「知的作具（karana, byed pa）130性」的批判（【D20b-4 ~ D21a-3；PSP(P) 
60.4 ~ 61.9】）： 
  一、陳那的質疑 
    陳那針對上述辯駁指出「知」（jbana, shes pa）便具足能造與被造作之能-所
的雙重功能131，故「知」的自相為作具性並無過失132。如云（【20b-4】）： 

倘若知為作具的緣故，且彼亦歸屬於自相中，因是故此為無誤133。 

 

  二、月稱的駁議 
    此中，月稱批判陳那之「知的自相乃作具性」，彼不遵從世俗上共所認同如

「地之堅性、感覺之領略性、識之於各別境的明了性」134般之對「自相」的解說，

反倒承許對象自性成立，故而將「識」視為具有作具的體性。假如「識」之自相

為作具性的話，則因「相」（作具性）與「所相」（識）不相觀待而自性成立，則

                                                 
128 「作具」（byed pa）：藏語語法中指憑藉以進行動作的事物［Arnold 譯為“the instrument” ］；

又「對象」（las）：指的是「被造作的對象」。按 Arnold（2005b，p.428, n.55）說明：此中月稱指

出文的法要點，即某物必藉由「作具（the instrument）」來被影響［例如在此情況下某物被“特徵

characterized” ］， 而此「作具格」必是異於其所影響之對象的某物。因此，就語義學上來說，

完全動詞的結構需要涉及不同的“動作者（karakas）＂，而就“賦予特徵＂的這個動作，基本

上包涉不同動作的成素。 
129 陳那仍然與上述所云「laks-ana 詞源學之『能賦予特徵者』與『被賦予特徵的對象』須不同

物」相違故。 
130 此作具（karana, byed pa），應謂：「心有起識（主體之覺知）與境（客體之對象）之造作的功

能」。 
131 「知」（shes pa）其梵文為 jbana，按西岡祖秀（2001，p.17）亦譯為「知」，其具二相義（dvirupa）：

（1）境顯相（arthabhasa）（2）自顯相（svabhasa）。此種雙重表象的理論乃呼應傳統瑜伽行派

之識的「雙面向之結構」，亦即是：客體面向的「所取」（grahyakara）與主體面向的「能取」

（grahakakara）。事實上，《集量論》的此部分，被視為從唯識（cittamatra）的瑜伽行派之立場

所寫的，而法稱亦承許此點而予以背書。詳閱 Katsura（桂紹隆）, Taipei Lecture I（2007，pp.10-11）。 
132 陳那主張每一識皆有二相（akara，abhasa）：境顯相與自顯相。除非此二相皆存於心識內，

否則吾人便無法區分“對象之識”與“以此識作為對象之識”，同樣地亦無法解釋記憶的本質。因

此，所量必收攝於識本身之中。陳那相信縱使身為表象論之經量部的實在論者，也必接受此觀點，

故此無任何過失。可詳閱 Siderits（1981，p.130）。 
133 Cf., Arnold（2005b，p.429）梵譯英：「此能被如是說，因為識有具格性（an instrument），且

因其被攝於［吾人的概念之］唯一獨特（svalaksana）之中，故此非［如汝所謂其乃是］過失的。」  
134 依 Arnold（2005b，p.429, n.59）補充：在此月稱所援引（地之堅硬性等）的例子，可見於世

親《阿毘達磨俱舍論》；而識之自相（svalaksana of vijbana）見於（Abhidharmakowa 1.16a［Pradhan 
1975：11］）。Cf.,月稱《入中論》Madhyamakavatara 6.202-203 中，有五蘊（skandhas）的定義特

質（自相）（svalaksana）之各各說明：「色」有顏色與形狀（rupana）之定義特質（自相）；「受

（vedana）」有經驗（experience）之特質；「想（sajjna）」有攫取（grasps）之特質；「行（sajskaras）」

有使事物成形（fashion）之特質；「識（vijbana）」之定義特質則為“對任一對象的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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便會有另一除了「識」以外的對象存在，此便成為過失了。如（【20b-4】~【20b-7】）

敘述如下： 
若因是藉由此彼被賦予特徵，則如同「地之堅硬、感覺之領受、以及

識之了知各各對境」那樣，諸凡自己之獨自體性，不與他共通之物，

彼即「自相」的話，因為捨去隨順［世俗］眾所周知有關的分別解說

之事，而承認［相］作為對象而成立，且理解識是以作具為本質，所

以將變成主張：「唯自相是對象性，且［亦］將其他的自相作為作具的

本質」。此中，若將識的自相視為作具的話，則與其相異之某一對象便

必須存在，故將有如此之過失135。 

 

  三、陳那的續問 
     陳那此時指出有兩個對象應被視為同一，即「堅性之識」就等於「地之識」
136。故其繼續反駁道：屬於地等之堅性等自性，彼乃以識而來了知，故地等為識

之對象，則堅性等即為識所了知，故「堅性之識」就等於「地之識」，因此並無

過失啊！如（【20b-7】）敘述如下： 
設若屬於地等之堅硬等［性］而為識所了知者，其皆為彼［識］的對

象，彼［堅性］亦非與自相有所不同。137 

 
  四、月稱的續答 
    月稱答辯的重點乃：因為「識的自相」並非對象138，其本身為能量而非所量，

因為唯有「對象自性的自相」才是所量139。是故，當陳那言及二相中之「自相」

之所以成為所量，乃因其「被賦予特徵」；而「識的自相」非所量，其乃因「以

                                                 
135 參考 Arnold（2005b，p.429 與 n.64）梵譯英為：「在那種情況下，若知覺識的 svalaksana 是作

具性，則它必有不同的對象，故［汝之立場］此乃過失的！」C.f.,.Arnold（p.429, n.64）於此整

段末繼續補充：以上整段乎是困難的，為此亦請教他人…特就梵文文法上，事實上，筆者亦是於

此段（「相的詞源學」乃至「知的作具性」）產生極大障礙，於此須特別感恩見弘老師的指導與點

醒。 
136 參照 Siderits（1981，p.135）：月稱的對手提出「有兩個直接受挌應被視為同一，即『堅性之

識』就等於『地之識』。」 
137 參考 Arnold（2005b，p.429 與 n.66）：於此陳那主要欲表達「識的自相（the svalaksana of 
vijbana）」：“即認識的作用；一種文法的具格（a grammatical instrument），藉由此某能認識者（agent）
來了解某事”。 因此，識自身有某直接對象。為了回應月稱之無限後退之問題，陳那指出基於識

我們確有“某物自身既是文法具格意義的自相，同時亦有一自相做為其直接之對象”的例子。因此

故，Arnold 認為“自相”作為“定義特徵”即等於“唯一的特殊”［svalaksana＝defining characteristic
＝unique particular］；因此當我們言及地的「堅硬性」來做為其「定義特徵」時，此亦因相應於

地的「唯一的特殊」而為吾人所感知。如是依照陳那哲學，若吾人說到地之自相（堅性）時，實

際上有其本體論上的相關聯者（ontological correlate），那我們便可以說「我覺知地的定義特徵」

了。 
138 此即指「識」（vijbana）就梵語文法上，其非具格。因就梵語文法而言，某一「量」的動作必

有其直接對象（「所量」），故「識」不符合此條件。詳見 Arnold（2005b，p.429 與 n.67）與 Siderits
（1981，p.135）。 
139 參考 Arnold（2005b，p.432）梵譯英為：「因為唯有“以直接對象之形式”的自相，方能為可保

證的對象。」Arnold（2005b，p.432, n.68）繼續補充云：陳那上述並無法調和世俗［語言］應用，

而據此世俗［語言］應用而有「識的定義特徵（svalaksana of vijb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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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能賦予特徵」，故此二是有所區別的。假如 jbana 之自相為作具性的，則便另

有一 jbana 被安立為有作具的本質，則此便產生了無窮後退的過患了。如（【20b-7】

~【20a-3】）敘述如下： 
若是如此，因為識的自相不是［識自身的］對象，應該也不會成為所

量（認識對象），亦即是說，唯有「對象這樣性質的自相」才是所量。

因此，當提到「所量有兩種：即自相與共相」時，［此時便］應該加以

特別地唯如下說明：當某個自相即為所量，亦即「［彼］被賦予特徵（所

表相）」而加以說明；以及當某個［自相］不是所量時，亦即「藉由彼

而能賦予特徵（能表相）」而如是說明140。倘若［後者］彼也［與前者

同樣］以此［識的自相］作為對象而成立，此時，於彼必須有其他的

作具，此中若分別以其他的知作為作具本質時，則亦將陷入無限後退

的過失。 

 
6.月稱對「自證（sva-sajvitti, self-awareness/self-cognition）」的批判（【D21a-3 ~ 
D21b-4；PSP(P) 61.10 ~ 63.9】）： 
  一、陳那的質疑 
    接著我們將討論到陳那對知識論最有價值的貢獻—自證（sva-sajvitti）。由

於月稱指出若識有對象性（作具性）141，則將陷入無窮後退的泥沼，故陳那便提

出「自證」來解决此過失，因有「自證」其乃含攝所有所量對象，藉由自證之見

分而執取對象之相分；不僅於此，「自證」於被含攝於所量，故没有無窮後退的

過失142。關於陳那諍論的長行（【21a-3】~【21a-4】）敘述如下： 
倘若因為自證存在，則由自證［見分］把握彼［相分］，故而［在自證

中］有對象性，且也被包涵於所量（認識對象）之中。  

 

                                                 
140 Cf., Ruegg（2002，p.107）所理解之翻譯，略有所不同：「因此，所量有二：即自相與共相，

以下區分必須被描述：某自相為所量，其顯示為那被定義地特徵；而某另一“非正確識的對象

（aprameya）”物，則顯示為藉由彼而被定義地特徵。」Ruegg（2002，p.107, n.190）繼續補充

云：此中，月稱似乎結合了自相 I（於阿毘達磨例中之某物或某詞的定義特徵）與自相 II（於量

論學派之獨特的特徵，此是現量直接知覺的對象）；然而共相為比量所覺知的對象，其必存有不

同的具格。若另一 jbana 被安立為有作具的本質，則此便產生了無窮後退的過患了。又，此句或

許對照明性法師顯句論藏譯版（2007，頁 37）從藏譯角度或許會有些幫助：「故所量有二相，即

自相與共相。唯一自相是所量；謂：『所表相』如是說是何？『唯一』應非所量，若謂此『能表

相故』為何？必需詮說唯僅此一差別。」 
141 Cf., Arnold（2005b，p.434, n.74）：透過設立 svasajvitti，則其在認識過程當中，便同時是具

格（the instrument）亦是對象（the object）了。筆者以為：當心識自己可以領略自己之時，此即

心識之作具性，而其對象性亦便產生了。 
142 由於月稱指出若識有對象性（作具性），則將成為無窮後退的過患，故論敵陳那便提出「自證」

來解决此過失。因有「自證」其乃含攝所有所量對象，而且「自證」亦被含攝於所量之中，故無

有無窮後退的過患。Cf.,Ruegg（2002，p.108）：「﹝對手﹞您亦會支持說：自證（svasajvitti）是

存有的，因為﹝對其對象面向﹞事實上存在成為一對象的條件（karmata）由於有透過自證而被

了知，有包涵於所量之中（there is inclusion in the prameya）。」此中，由於「自證」不僅含攝所

量之對象性，而且亦被包涵於所量之中，故無有無窮後退的過患；而 Arnold（2005b，p.434）亦

類似譯為：「［識］被包涵於可保證的對象（所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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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稱的駁議 
    月稱援引其先前著作《入中論》（Madhyamakavatara 6.72-78）來破斥「自證」
143。其主要原理即是：「自相」須根據非己之他而來賦予特徵的，不能透過自身

來賦予自身的特徵，此正如「火不能自照144、刀不能自割、指尖不能自觸」般，

故心識無法自己領略自己，倘若能夠自己領略自己，則後念亦得成立，如此亦將

成無窮後退之過失。關於月稱答辯的長行（【20b-1】~【20b-2】敘述如下： 
因為在《入中論》中，已廣為遮破自證的緣故，即謂「自相」，此乃［須］

根據其他的自相而賦予特徵，故此「根據自證而賦予特徵」是不合理

的。此復，因彼［自證］識不存在，故與［自證］自相相異者亦不成

立，因此若沒所相的事例，則亦不會出現無依145的能相［自證］，故一

切種皆無，則又哪來的自證呢？146」此就如同以下《聖寶髻所問經》147 

中所言： 

「因彼［菩薩］未隨順見清淨的心，故心相續恆時地追尋謂“心從何

而生？＂，且彼探思如下：…倘若首先所緣［與心］不同，心亦［與

所緣］不同，則彼心化為二；［其次］若諸凡所緣自身即是心，則透過

心如何見彼心？以心無法見彼心［自己］。此就如下“刀刃本身不能

切割刀刃自己，指尖自身不能碰觸指尖自己＂之例子般148 ，因此心自

                                                 
143 此乃指《入中論》第 6 章，第 72 偈～第 74 偈。參照西岡祖秀版（2001，p.19）；especially, 
Madhyamakavatara 6.72-78。see Arnold（2005b，p.434, n.75）。按 法尊譯《入中論‧第六菩提心

現前地》共有 4 頌與破自證有關，如云：「彼自領受不得成，若由後念得成立，立未成故所宣說，

此尚未成非能立」，「由離能領受境，此他性念非我許，故能憶念是我見，此復是依世言說」，「縱

許成立有自證，憶彼之念亦非理，他故如未知身生，此因亦破諸差別」，「是故自證且非有，汝依

他起由何知，作者作業作非一，故彼自知不應理」。詳閱月稱論師造，法尊譯《入中論》（台北：

新文豐，1990），頁 164-171。亦可參考法尊法師譯講《入中論講記》（台北：佛陀教育基金會，

1997），頁 95-97。 
144 有關「火不能自照」於《迴諍論》第三十五頌詳談「火能自照照他」的過失：若「火」能自

照照他，則「暗」亦能自覆覆他。由於基礎主義論者之預設實體論的立場，將「火」、「暗」等視

為具有自性的實體，才會導致如「暗能自覆」之違背經驗事實的陳述；…若「火能自照」，而「照」

義為「破暗」，則意味火中先有暗，之後才能去破暗，此亦違背經驗事實的陳述…龍樹並未反對

日常語言的隱喻性用法，因彼並無礙世間之言語溝通，而龍樹批判若對隱喻性語言做字面解釋，

認為其為對事實客觀的描述，則無法避免導致錯誤的認識。故龍樹常從「語言分析」的層面切入，

來批判知識論者。參閱林鎮國（2006，頁 174-175）。 
145 此「依」即所謂的「基礎或處所」（locus），如前述：「能相」須端賴「所相」之基礎，且此

二者須為異。 
146 此乃因「相（mtshan nyid）」與「所相（mtshn gzhi）」是相互觀待依止而成立的，没有一個，

則另一個也不復存在。如《中論‧觀六種品第五》第 4 偈頌：「相法無有故，可相法亦無，可相

法無故，相法亦復無。」(T30: 57c)；Cf.,Arnold（2005b，p.434）梵譯英中說明為何「自證」不

存在之理由：乃因為無實體（subject）能被特徵（laksya）是不存在的，即自證不可能自己建立

另一獨立的自相，此因操作一特徵而沒有所依基礎（locus）之緣故。 
147 按《大寶積經‧卷第一百一十七‧寶髻菩薩會第四十七之一》：「菩薩觀心了本無心…求其持

處從何所起？則更思惟心從緣起。尋復思惟，其心為異，因緣異乎，即復自了。設因緣異其心異

者，則有二心。設使因緣是心，心是因緣，以是之故心不見心。計於心者非不見心，猶如虛偽，

無實諸塵住於虛空。利刀傷指本時為瘡。指瘡已差無所患苦。如是族姓子，心亦如是，由是之故

心不見心，心所見者則無所見。應觀如是心所住處亦不起罪不見斷滅…其心寂然明識無本，是為

菩薩觀心無心為意且也。」（T11：662b~c）。 
148 月稱《入中論》亦引此喻例來駁斥自證。see Dan Arnold,“Is Svasajvitti Transcendental？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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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不能見心自己。＂…故［彼菩薩］就這樣子地如是了知，如是看見

心之相續［有如下之諸特質］：心之藤蔓、心之法性、心之不住、心之

不動、心之不顯、心之自相、其如彼般與“真如＂不錯亂。就如同“真

如＂之如所有性般，徹底了知彼等心之寂靜性。若能如是見此，善男

子，於“菩薩心＂心之隨順見，念住之清淨行。」 

以是故就像這樣並沒有自證，若無彼又以何對何而來賦予特徵呢？ 

 
7.月稱對「同一性（abhedena,tha mi dad pa）與別異性（bhedena,tha dad pa）149」

的批判（【D21b-4 ~ D22a-4；PSP(P) 63.9 ~ 64.14】）： 
  一、月稱的繼續批判「相」與「所相」 
    月稱續繼用兩難論證來駁議云：「相」與「所相」應計為一或異？（1）倘若

計為異的話，則「相」與「所相」不同故，彼此不相互觀待，「相」因無賦予特

徵之基礎（locus）150，則「相」亦不存在了；反之，「所相」因無能賦予特徵者，

則「所相」亦無法存在了。（2）倘若計為一的話，則「相」與「所相」為同一，

則無所謂能賦予特徵與被賦予特徵之區分，故而「相」不成為「相」，「所相」亦

不成為「所相」了。如（【21b-4】~【22a-2】）敘述如下： 
復次，相與所相應計為相異？抑或是非相異呢？此中，倘若首先［相

與所相］是相異的話，彼時因［相］與所相不同之故，如［不與所相

相觀待之］“非相＂般，則相亦成為非相是也；又若［所相］與相不

同之故，所相亦如［不與相相觀待之］“非所相＂般，則［所相］也

成為非所相了。如是，相與所相因是相異之故，則所相應亦成為不觀

待相［之事物了］，因彼故［其論證如下：］［宗］彼非所相，［因］以

不觀待相之故，［喻］如虛空花般151。」 

［其次］倘若相與所相（相之所依基礎），兩者並不相異的話，彼時，

因［所相］與相沒有不同之緣故，［所相］與相之自體（svatman）相

同，則此會損壞所相之所相性152。［此外，因相］與所相沒有不同之緣

故，相亦不成為相之性，而變成與所相之自體相同。如云153：「［倘若］

                                                                                                                                            
Tentative Reconstruction Following Wantaraksita ” Asian Philosophy ,Vol.15 No1（2005）,p. 105, n. 42.
此可參閱法尊法師譯講《入中論講記》（台北：佛陀教育基金會，1997），頁 95。 
149 「同一」即“identity, ekibhavena＂，而「別異」即“non-identity, nanabhavena”。詳閱 Arnold
（2005b，p. 437, n.88）＆ Ruegg（2002，p.112-113& n.202）。 
150 從此「基礎」［其藏文為 gzhi（即英文 locus）］便很容易看出：「性相（mtshan nyid）」與

「性相之處所（mtshan nyid kyi gzhi）」彼此相互觀待而立的關係了。 
151 「虛空中之花」與前述之「驢角」，乃中觀學派常引用的「免角」、「石女兒」、「龜毛」般，用

來描述根本不存在的事物。故於此虛無飄渺之 locus（藏文 gzhi），更遑論於此 locus 上而賦予“性

相（特徵）＂了。此點可詳閱 Arnold（2005b，p.436, n.83）與宗喀巴《廣論》（1992，頁 465）。 
152 「損壞所相之所相性」：此「所相性（藏文為 mtshan gzhi nyid）」，可從對照 Arnold（2005b，

p.436-437）梵譯英版：「此對象喪失其成為一對象（laksyata）的權利」而更加了解。 
153 相對於以上針對「相與所相」之論證，以下便引用經論（龍樹的『超世間讚』Lokātītastava
Ⅱ, 北京版, K, 79b-6。）來佐証，參閱西岡祖秀版（2001，頁 23） ； Lokātītastava ,verse II；see 
Lindtner 1987:132. 見 Arnold（2005b，p.437, n.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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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與所相不同，則所相彼會沒有相。［相對地，倘若相與所相］非相異，

［相與所相］彼等則會為無，［以上］根據汝［之主張］而來清楚地顯

示。」除了同一性與別異性以外，亦没有所相與相成立之方便。此即

如所云154：「諸凡事物一，與事物異性，此成立非有，彼二云何有？」 

 
  二、陳那的回覆 
    由於月稱利用「非一非異」的兩難論證，來否定陳那之對「相」與「所相」

的建立，故論敵陳那便會如是回答：假若如汝所云，則「相」與「所相」的詮說

將“無法被描述＂。如（【22a-3】）敘述如下： 
「若［此將］成為“無法詮說＂155。」 

 
  三、月稱的續答 
    月稱反而問到，正因汝之對「相」與「所相」的區別認識不清，才會變成「無

法詮說」。如（【22a-3】~【22a-4】）敘述如下： 
彼非如是，因為若當無法清楚認識相互之差別，才會成所謂的「無法

詮說」。若諸凡在無清楚認識區別之彼［情況］下，則無法特別地決斷

「此者即相、彼者即所相」，故［相與所相］兩者決不會存在。因此之

故［即使是］「無法詮說」，［相與所相］亦無法成立。156 

 
8.月稱對「認識主體」的批判（【D22a-4 ~ D22b-2；PSP(P) 64.14 ~ 66.1】）： 
  一、月稱的繼續駁議 
    月稱延續上述「知的作具性」而進一步來批判認識主體。此中主要是從語言

分析的角度切入：如果知是作具（byed pa）157 的話，那誰是造作者（byed pa po）

                                                 
154 此即龍樹造．青目釋．鳩摩羅什譯《中論‧觀來去品第二》第 21 偈本頌云：「去去者是二，

若一異法成，二門俱不成，云何當有成。」（T30：5b）青目更進一步解釋：「若去者去法，有若

以一法成？若以異法成？二俱不可得，先已說無第三法成。若謂有成，應說因緣無去［法］無者。」 
155 「無法詮說」其藏文為 brjod du med pa nyid，若參照 Arnold（2005b，p. 437）、Ruegg（2002，

p.112-113）、Siderits（1981，p.139）等之梵文版，則其為 avacyata，即「無法形容述說」、「無法

被描述」或「無法被表達」之義。按 Arnold（2005b，p. 437, n.88）：此似乎皆指向陳那所主張的

「自相（svalaksana）是不可說的（avyapadewya）」。 
P.S. 可比較此二梵文：「無法被描述（avacyata）」vs.「不可說（avyapadewya）」；按陳那《集量論》：

「現量、比量二為量，﹝自、共﹞二相為所量，於彼［二相］結合處，無須［另立］其他量。」；

自釋中更進一步云：「人先依不可說（avyapadewya）自相和色性（varnatva）共相識取該色等物，

再藉意識（manas）將無常性［共相］連結至［該物，形成］「這色等物是無常」［的認識］。因

此，無須［另立］其他量。」，參閱 Ernst Steinkellner 譯注，何建興中譯（2007，頁 1-2）。 
156 此句可比對西岡祖秀版譯為：「因此，即便是不能表現之事物，［相與所相］也不會成立。」；

Cf., Ruegg（2002，p.113）些微不同之譯：「因此，没有［相（a laksana）的］建立，縱然透過“無

法被描述（indescribability）”」而 Arnold（2005b，p. 438）梵譯英版亦類似 Ruegg 版，他們似乎

指向陳那所主張的「自相（svalaksana）是不可說的（avyapadewya）」。參考 Arnold（2005b， p. 437, 
n.88）。 
157 「作具」即「造作的工具」，按其藏文為 byed pa：其當名詞時意即「工具」。藏語語法中指憑

藉以進行動作的事物，例如云「木工用斧頭伐木」，此句中斧頭是伐木的工具，稱為普通作者（或

從屬作者），而 Arnold、Ruegg 將之譯為“the instrument, karana＂； Siderits（1981，p.139）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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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若無造作者，則作具等也不會成立，如“砍（木）＂的動作 (bya ba) 159。 若

以為「心（citta）」是造作者，此不合理，以「心（citta）」與「心所（caitasa）」

之動作非一故，前者唯分別境，而後者分別境之差別相。而就語言分析之「所-
能-賓三詞」而言：一但主要的「動作 (bya ba)」成立，則支分的對象（las）、作

具（byed pa）等各別自然成立160。此中，對於「識（vijbana）」與「知（jbana）」

兩者161而言主要動作並不是同一，前者唯分別境，而後者分別境之差別相，故按

汝所承許瑜伽行派的主張162而言，在語言的分析之下，便產生了矛盾，因此「知

非作具性，而心非造作者性」！如（【22a-5】~【22b-1】）敘述如下： 
復次，如果知是作具的話，那麼能識別對境的造作者又為何呢？若無

造作者，則作具等也不會成立，如“砍［木］＂的動作般。倘若，於

彼場合將心（sems）理解為造作者的本質163，則彼亦非理。如是「見

唯對象」164，此乃心之作用是也；而「見對象的差別」，此乃諸心所之

作用是也165，因為［《辯中邊論》］云166：「彼中能見境即識（心），［見］

彼之差別為心所」［此乃為汝］承許之故。作具等乃從成辦如自［主體］

                                                                                                                                            
謂“instrumental（工具格）, karana＂。此字可參考《藏漢大辭典—下冊》，頁 1893b 及 1894a。 
158 Arnold、Ruegg 與 Siderits 等將「造作者」譯為“the agent, kartr＂。 
159 Arnold、Ruegg 與 Siderits 等將「動作」譯為“the action, kriya＂。 
160 此即傳統「藏語音勢論」所說的「bya bayed las gsum（所-能-賓三詞）：此即「所作之動作、

能作的作者和直接賓詞」，此三者之間的關係。以「木工用斧頭劈木材」為例，劈是 bya ba（kriya）

所作之動作；木工 byed pa po（karaka）與斧頭 byed pa（karana）是能作的作者（其中木工是主

要動作者，斧頭是普通作者［或從屬作者, byed pa po phal pa］）；木材 las（karmata）是直接賓

詞/直接受格（the accusative）。 

P.S. agent-instrument-object（主要動作者、作具、對象）：月稱強調日常語言分析與應用，在梵

文文法家們的 karaka（造作者, agent of motion）動詞結構的分析，亦即任何動作（actions）總是

被分析在語義學上完全動詞結構的模式，而此乃需要主格、受格、作具等之個別獨立的詳述。see 
Arnold（2005b，p.424）。 
161 此中，識（vijbana）＝心（citta）；知（jbana）＝心所（caitasa）。而前者唯分別境，而後者

分別境之差別相。 
162 按彌勒菩薩說，玄奘譯《辯中邊論頌‧辯相品第一》第九頌後半：「唯了境名心，亦別名心所。」

（T31:477c）。此可依世親造，玄奘譯《辯中邊論‧辯相品第一》第九頌的解釋：「虛妄分別差別

相者，即是欲界色無色界諸心心所。異門相者，唯能了境總相名心，亦了差別名為受等諸心所法。」

（T31:465a）；或依天親造，陳真諦譯《中邊分別論‧相品第一》第九頌云：「唯塵智名心，差別

名心法」，其接著的解釋：「心者但了別塵通相，若了別塵別相說名為心法，謂受想行等。說總別

相已。」（T31:451c）。 Cf., Arnold（2005b，p. 438）：「此乃根據（汝）所接受（權威之論典而云）：

『關於此，了知對象乃知覺認知（識, vijbana）；而諸衍生之心操作者（caitasa）則關涉及其之特

性』。」 
163「造作者的本質」即西岡祖秀（2001，p.25）所譯之「作者性」，Cf., Arnold（2005b，p. 438）

梵譯英“the quality of agency”。 
164 「見唯對象」即指「心」總的而言，只看見對象（境）；Cf., Arnold（2005b，p. 438）梵譯英

“apprehension of a bare object（arthamatradarwana）”。 
165 Cf., Arnold（2005b，p. 438）之梵譯英：「［依據汝之理論］，心（citta）的功能乃了知唯境

（arthamatradarwana）；而了知對象的特質（viwesa）乃其餘衍生的諸心之作用（caitasa）的功能。」 
166 按，西岡祖秀版謂『中邊分別論』第 1 章，第 8 偈，而 Arnold（2005b，p.438, n.91）依 Pandeya
（1999:27）而亦謂 Madhyantavibhaga 1.8，此應為錯誤，筆者依彌勒菩薩說，玄奘譯《辯中邊論

頌‧辯相品第一》第九頌後半（T31:477c）等，其當改為第 9 偈，而 Ruegg（2002，p.113）亦同

謂 Sthiramati's Madhyantavibhaga 1.9cd 。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37

之從屬動作（bya ba phal pa）的方式而成的，於完成此主要動作中，

再衍生出支分之體性167的賓詞（對象）、作具等168。此中，對於知與識

兩者而言主要動作並不是同一。若謂「何以故？」，［則答云：］識（rnam 
par shes pa）的主要動作即分別唯境169，而分別境之差別相170者則為知

（shes pa）的主要動作。由此可知，知非作具性，心亦非造作者性。

因此之故［其］乃為過失也！  

 
9.月稱對「區別（viwesana, khyad par）與區別之基礎（viwesya, khyad par gyi gzhi）
關係」的批判（【D22b-2 ~ D23a-3；PSP(P) 66.1 ~ 67.10】）： 
  一、陳那的質疑 
    接下來陳那企圖援引「區別」（khyad par）171與「區別之基礎」（khyad par gyi 
gzhi）172之關係來續繼諍論：就像俗稱的「上磨石（wilaputraka）173 的身」與「羅

睺（rahu）174 的頭」，此二者不必真有此「區別」（即「上磨石」與「羅睺」）的

存在，亦被世人如是稱謂，如是縱然沒有「地」存在，「堅性」亦毅然决然地存

有175，不是這樣子的嗎？關於陳那諍論的長行（【22b-2】~【22b-3】）敘述如下： 
例如於被稱為「上磨石的軀體」、「羅睺的頭顱」之中，没有與身、頭

相異之區別（即上磨石、羅睺），然如有「區別」與「區別之基礎」的

                                                 
167 「支分之體性」：西岡祖秀（2001，p.27）譯為「部份的存在（yan lag gi ngo bo）」。 
168 Cf., Arnold（2005b，p. 439）之梵譯英：「當某支配動作（one governing action, pradhanakriya）

被完成，作具等有他們的工具格等，因為接受他們是從屬的，透過他們各別地完成從屬動作

（subordinate actions, gunakriya）」。 
169 「分別唯境」：西岡祖秀（2001，p.27）日譯為「識別對象自體（对象それ自体を識別する）」。 
170 「境之差別相」：西岡祖秀（2001，p.27）日譯為「对象の特殊性」。 
171「區別」之藏文為 khyad par：差異，區別，特點；程度上的不同之處。《藏漢大辭典—上冊》，

頁 247a；而此詞就梵文而言為 viwesana：「差別」、「能別」、「簡別」、「分別」之義。《梵漢大詞典

（下）》，頁 1458a。 Cf.,西岡祖秀（2001，p.27）將之譯為「限定的事物」(限定するもの)：乃

指 “上磨石（mchi gu）＂以及“羅睺（sgra gcan）＂此來限定“軀體＂以及“頭顱＂(所謂的被

限定的事物［khyad par gyi gzhi］)，故「區別」等同於「限定」，然而筆者乃以藏譯之「區別」

為主。 
172 「區别之基礎」之藏文為 khyad par gyi gzhi，就梵文而言為 viwesya：「所別」之義。《梵漢大

詞典（下）》，頁 1458b。此詞西岡祖秀版譯為「被限定的事物」(限定されるもの)，亦是乃指“軀

體＂以及“頭顱＂，因為此“軀體＂以及“頭顱＂被限定於“上磨石（mchi gu）”以及“羅睺（sgra 
gcan）”。 
173 wilaputraka：磨石；石像。《梵漢大詞典（下）》，頁 1172a。Cf.,Ruegg（2002，p.115, n.206）

指出梵文 wilaputraka：（1）磨石“grinding stone”，（2）雕像之軀幹“torso/trunk of a statue”；然於

《藏漢大辭典—上冊》之藏文為 mchi gu，其意為上磨石“upper grinding stone, pestle”。此中，筆

者依藏文譯為「上磨石的軀體」。 
174 rahu：羅睺，惡魔之名。當此惡魔想啜飲海洋經翻攪所得的神酒之時，Visnu（毗紐天）突然

砍下他的頭顱，其頭顱因喝下神酒而變不朽，他為了報復暴露其行蹤的日月，開始週期性吞下日

月，因而有了日月蝕的現象。此外，他亦被視為九行星之一。請參閱《梵漢大詞典（下）》，頁

1006a。 
175 此中「堅性」即為「區別」，「地」則為「區別之基礎」；正如同 wilaputraka 與 rahu 為「區別」，

而身與頭則為「區別之基礎」。按 Siderits（1981，p.142）中之描述，論敵此時運用的策略是：

藉由指出某種一般語言的表達(如「上磨石的身」、「羅睺的頭」之屬格［genitive］關係)，便指出

「相」與「所相」即代表了「限定的事物」與「被限定的事物」之間的關係；若「上磨石的身」、

「羅睺的頭」是有意義的表達，那麼“堅硬性”之「相」與“地”之「所相」便有意義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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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176般，［故］即使無與自相相異之地等，所謂「地之自相」亦是成

立的。  

  
 二、月稱的駁議 
    月稱答辯云，此二者之狀況不同，無法類比。就前者而言，「身」、「頭」如

同「心」與「手」般，是觀待某擁有者而有的（可能是張三、李四或王五…等）；

就後者而言，全世界擁有「堅性」之自相者，除「地」以外無他。故將這二者互

相類比，是不合理的。如云（【20b-3】~【20b-5】）： 
彼非如是，［此二事例］不相同故177。［因為］「軀體」與「頭顱」之諸

詞語178者，如同「意識」與「手」等般179，觀待180同時俱生的他事物

而生，則產生攀緣唯「軀體」與「頭顱」之詞語的意識，而思：「誰之

軀體？誰之頭顱」之考察181，［而］生對於他事物俱起運作之期許；在

另一方面182亦欲排除與其相關之其他區別，故而隨順世俗之名稱183，

「上磨石」與「羅睺」區別之詞語，令了知者排除欲求，雖然［此］

合理的，但此中，因無與堅固等相異之地等，故［汝所提及之］區別

與區別者的關係［仍然］是不合理的184。  

  
三、陳那的續辯 

                                                 
176 此「關係」之藏文為 dngos po，梵文為 bhava。筆者對照起西岡祖秀（2001，p.27）之譯為「關

係（dngos po）」與 Arnold（2005b， p.441）之加譯“a relation”，此可清楚看出意指：「限定的事

物」與「被限定的事物」之間的關係（The qualifier-qualified［viwesana- viwesya］Relation），故筆

者於此處便將 dngos po 譯為「關係」。 
177 此句可參考西岡祖秀（2001，p.29）：「其實不然。(因為以『上磨石的軀體』﹝卜ルソーの胴

体﹞與『羅睺的頭』﹝ ラーフの頭﹞來做喻例的話，地的自相﹝地の個別相﹞的性質為)不相同

緣故。」；Arnold（2005b，p.441）之梵譯英意思亦雷同。 
178 「詞語」之藏文為 sgra：「聲」之義，耳朵所聽到的有意義與無意義的一切聲響。分為言語等

有記別聲與水聲等無記別聲兩類。《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603b；然此中，西岡祖秀（2001，

p.29）將之譯為：「語（ご）」；Arnold（2005b，p.441）梵譯英為“word”， 筆者為了易解緣故將

之譯為「詞語」。 
179 Cf., Arnold（2005b，p.441）之梵譯英似另有一層的意涵：「因使用像『身』與『頭』之語詞，

其乃基於其他相關的範疇，如［於『頭』例子中之］意識…等，以及［於『身』例子中之］手…
等。」 
180 「觀待」：西岡祖秀（2001，p.29）日譯為「依存著（に依存して）」。 
181 Cf., 西岡祖秀（2001，p.29）此句之日譯：「只以身體和頭等詞彙為對象而產生意識的人提出

『是誰的頭？誰的軀體？』。」 
182 Cf., Arnold（2005b，p.441）之梵譯英：「另一［人］（Another ［person］）」。 
183 「名稱」（brta）之梵文為 sajketa，按《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1483a）：符號，記號，名稱，

姿勢。有意義可解的事物、聲音或動態。而整個詞彙「世俗之名稱」即 Arnold（2005b，p.441）

之梵譯英：mundane convention；Ruegg（2002，p.116）與 Siderits（1981，p.142）同時英譯為：

worldly convention。 
184 參考 Siderits（1981，p.142-143）中對此段之描述：月稱乃利用「期望的概念（the notion of akavksa 
or expectation）」來答辯，即當吾人言及「誰的身？」、「誰的頭？」時，此「上磨石」或「羅睺」

乃以排除其餘語詞的方式來作為一「限定者（qualifier）」；然而此不對等於地之堅硬性，因當吾

人言及「堅硬性」時，只會聯想到「地」，無須排除其餘語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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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那反駁道：因為其他學派［如正理學派］承許接受一種離開其「相」的「所

相」，則我所主張的堅性等「相」之「區別」是必須的，故我無過失。如云（【22b-6】）： 
倘若因外道185承許所相［與相乃］相異之故，而於彼面向來詮說「區

別」，故而無過失186。  
  
 四、月稱的續駁議  

     於此時月稱駁議指出：陳那把正理學派等所遍計與理相違的量論，承認之

且拿來變為自己的學說是不合理的，亦即陷入了承認二量（現量及比量）之錯誤。
187 而此亦正是月稱能夠有效地利用相與所相之「非一非異」的兩難論證來駁斥

陳那的主張188。關於月稱答辯的長行（【22b-6】~【23a-1】）敘述如下： 
彼非如是，把外道遍起計度189之與理相違的諸事物，承許為自己的學

說，此為非理，因墮入了承認他量等之過失故。此復，「軀體」之所依

者特別地造作，而化為世間名言之支分，未經審察而成立之能依者「上

磨石」；以及「頭」之所依者能依者「羅睺」者，［此］即如分別（施

設）補特伽羅等般而有，故此喻例為非理190。  

 
五、陳那的再續辯 

                                                 
185 「外道」其藏文為 mu stegs pa：外道徒。佛教稱其他宗教徒的名稱。《藏漢大辭典—下冊》，

頁 2102a，筆者以為：將「內道」、「外道」基於「心內淨惑的修持」與「心惑之外的修持」來區

分，似較貼切，若以本位主義來區分己方之「內」與他方之「外」，則不僅有違佛陀教義之本懷，

恐怕愈修持下去，「我執」愈大，大大地與龍樹、聖天…等中觀師大相徑庭。又此詞於西岡祖秀

（2001，p.29）譯為「他學派論者」（他学派たち）；Arnold（2005b，p.443）與 Siderits（1981，

p.143）：非佛教徒（non-Buddhists, tirthika）、Ruegg（2002，p.116）：異教徒（heterodox, tirthika），

而此應指正理學派（Naiyayikas）。 
186 Cf., Ruegg（2002，p.116）有相類似且較清楚的翻譯：「根據異教徒（heterodox, tirthika）提

及限定（qualification, viwesana）乃非錯誤的，因為他們接受一種“離開［其相］的”所相」； Siderits
（1981，p.143）所譯亦類似；而 Arnold（2005b，p.443）所譯之語意對於筆者而言似乎較不清

晰。 
187 按《正理經》1.1.3 中安立了四種量：（1）現量（2）比量（3）比喻量（4）聖言量。而陳那

為了遮遣他者（如正理派等）的量論，而顯自身量論之殊勝，故其總攝自己先前著作如《正理門

論》等，而作《集量論》一書。其中《集量論》（PS 1.2）：「現量、比量二為量，﹝自、共﹞二

相為所量；於彼﹝二相﹞結合處，無須﹝另立﹞其他量。」 
188 Siderits（1981，p.143）：由於陳那應用了正理派四種量的說法，將之改為兩種量，而此正是

月稱能夠有效地利用「非一非異」的兩難論證來駁斥 Yogacara-Sautrantikas（即陳那學派）的主

張。 
189  此「遍起計度」於西岡祖秀（2001，p.29）中譯為「妄想（もうそう）」。按西岡祖秀（p.67）

「遍起計度」（kun tu brtags pa）其梵文為 parikalpita，查《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17b - 18a）：

「遍計」或「遍計所執」； kun tu brtags pa’i mtshan nyid：「遍計所執性」。自取分別心所增益之

假有；於一切事物遍起計度之意識，虛妄執著人、法，增益為我、我所及名言等。 
190 「此復，『軀體』之所依者…補特伽羅等般而有。」此段按 Siderits（1981，p.143-144）中之

描述，乃為月稱駁斥論敵 Yogacara-Sautrantikas 的第二理由［第一理由見註 113］。筆者以為：正

如佛教所承許之依於五蘊而假名施設的補特伽羅般，「軀體」或「頭臚」亦只是世俗名言未經審

察而執為有的「上磨石」或「羅睺」等所擁有的，然若仔細審察尋求，實無有真實自性的「上磨

石」或「羅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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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那反駁地指出於此［上磨石的身與羅睺的頭］情況下並無任何其餘「相」

的「區別」能被想到，他企圖挽救「自相」即為人們所了知的「自性」，譬如地

的「自性」即堅硬性，故對照之比喻是成立的。如云（【23a-1】）： 
倘若唯［軀體與頭顱之］彼，而使與軀體、頭顱相異之他境不成，因

此故喻例是成立的191。 

 
 六、月稱的再駁議  

     於此時月稱再駁議：就是因世人於世俗之諸事物未經審察而顯現有自相，

進而執有自性。倘若深入審察，便會發現此諸相無非觀待所相而世俗中有，其自

性根本不存，此如「我」乃依於「五蘊」而施設成立般，「羅睺」與「上磨石」

此二亦復如是。如云（【23a-1】~【23a-3】）： 
彼非如是，於世間名言中不趣入如彼審察之故，以及世間之諸事物乃

未經審察而有之故。若如是經由詳細審察後，［發現］與色等［五蘊］

相異之我（atman）並不存在，然而依於蘊而於世間之世俗中有此192，

如是般「羅睺」與「上磨石」此二亦如是，故喻例不成立。  

 
10.月稱對「世俗（sajvrti, khun rdzob）」的確立（【D23a-3 ~ D23b-6；PSP(P) 67.10 
~ 69.10】）： 
    因為月稱此時提及到「世俗中有」，故特就「世俗有」與「勝義無」之二諦

（satyadvaya）的建立來作進一步的說明：諸聖者們於世俗中乃依「唯相互觀待

而成立」之門，而建立「相與所相」等的論述193。月稱此處之重點在於，就本質

上而言批判分析（critical analysis）唯於勝義諦而非世俗，於世俗中承許之實在

物（existents）終究是禁不起勝義分析（ultimate analysis）的194，故透過「依因

待緣」之理智觀察分析，是朝向勝義諦之不二法門195。月稱指出陳那由於不精通

                                                 
191 Cf., Arnold（2005b，p.444, n.112）：陳那反駁地指出於此情況下並無任何其餘自性（unique 
particulars）的限定者能被想到，他企圖挽救自相即為人們所了知的「唯一的諸特殊」，譬如地的

唯一的諸特殊即堅硬性。 
192 此句西岡祖秀（2001，p.31）譯為：「假如經過詳察，雖然異於色等之我是不存在的，但是，

依存著五蘊為世間的世俗，這就是存在。」Cf. Arnold（2005b，p.444, n.115）：此「我」乃觀待

蘊而有，其意或指「我」的存在乃反直觀的（counter-intutive）而為世俗有…。月稱於此之重點

並非強調「我之存在相關於諸蘊」乃是世俗的內容要旨；而是點出由於有諸蘊，方依此而有實存

之我的世俗。 
193 談到「世俗諦」（sajvrtisatya）與「勝義諦」（paramarthasatya）之二諦的建立，按釋見弘老

師的說法：「…與其從斷絕的角度來理解二諦說，不如從『它（世俗諦）與勝義諦是相輔相成的』

之動態（dynamic）立場來觀察，更能掌握其（月稱）二諦說的精髓。」 詳閱釋見弘，〈關於 Candrakīrti
的二諦說中的幾個問題［下］—以世俗諦與自性為中心—〉，《法鼓佛學學報》，第一期，2007，

頁 1-33。 
194 參閱 Arnold（2005b，p.445, n.120）。 
195 故筆者並不認為月稱排斥知識論-邏輯，而要就行者站在二諦之哪一角度。若是就勝義諦而

言，是一種「二顯隱沒」的現證體現的狀況，當然不能墮於任何絲毫之世俗論理的認知。此外更

可就月稱另一部名著《入中論》而看出月稱不忍眾生大悲的情懷，而了知救度有情更缺少不了知

識論-邏輯。此外，依西藏格魯派的傳承見解如何達到此勝義境界？據格宗喀巴大師的說法，是

要透過聞、思、修之「觀察修」與「止住修」的過程，最终以「止觀雙運」而達現證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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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世俗，其僅憑一嘗試性的推論論證（a putatively probative argument）反而損壞

了世俗；亦即陳那用某些其本身非世俗的東西（如因理［reasoning, upapatti］等

之哲學上專技的語言）來替代世俗，並宣稱其即是世俗，故其犯了自我指示的不

融貫（self-referential incoherence）之謬196。故月稱就如「世間上的長輩耆宿於世

風敗壞下欲力挽狂瀾」般，以正確地安立世俗，而非遮世俗。總之，月稱的本懷

乃在於世俗上世間之人並不詳細地審察而顛倒妄執有自性（自相），諸欲求解脫

的行者，雖修集引解脱生死的善根之因，然於此中，只要是無此勝義分析來通達

真實性，便須住生死中。關於月稱「確立世俗、聖義二諦」的長行（【23a-3】~
【23b-6】）略述如下： 

如是，若詳細審察後，於地等中，亦没有與堅固等相異之所相（即所

相「地」等之相唯是「堅性」等），［而且］也沒有與所相相異之無所

依之相；雖然若爾但此亦於世俗中而有，是故諸阿闍黎們197依「唯相

互觀待而成立」198之門，而建立［相與所相的］論述。此［唯相互觀

待而成立之門］只此無他般不容懷疑而被承許，若不爾者世俗便不俱

論理了嗎199？是故此成為真實［空］性，而不成世俗200。 

…因以［於後面］將講明之論理201，故諸色、受等［五蘊之自性］亦

不存有，若因此轉為承許彼［色、受］等亦如上磨石等般於世俗中僅

此非存有［自性］202，則亦非如［世俗般之］彼，故此［勝義］為非

                                                 
196 See Arnold（2005b，p.447, n.127）。 
197 筆者以為此「諸阿闍黎們」亦應指龍樹、聖天父子［乃至於佛護論師］。Cf., Arnold（2005b，

p.445, n.118）：月稱於此用敬語的複數詞來唯指龍樹（The teacher［Nagarguna］）；Ruegg（2002，

p.118）：Teachers（acarya）。 
198 「唯相互觀待而成立」比對 Arnold（2005b，p.445）え梵譯英：establishment［of all these 
categories］as simply being mutually interdependent（parasparapeksamatrataya）。 
199  Cf., Ruegg（2002，p.118）依據梵譯，則此句意涵略有不同：「因為，否則，世俗（sajvrti）
將不被剝奪正理（a justified ground）」；Arnold（2005b，p.445）梵譯英亦類似 Ruegg 譯為：「因

為否則，世俗（the conventional）將不被藉其非因理而表徵」。但 Ruegg（2002，p.118, n.214）依

據藏譯，則與西岡祖秀之藏版相似。而筆者依前後文脈絡，亦傾向藏文較具合理性，因聖者們於

世俗中講論理，於勝義中則默然，此可參考前文第二節 聖者與論理的關係【19b-1】~【19b-3】。 
200 此句西岡祖秀（2001，p.31）譯為：「此者的確是必然要被承認的，如果不這樣，世俗不就沒

合理性了嗎?因此，此變為真實性（真実そのもの, de kho na nyid），而不成世俗吧。」 又此句末

可參考 Arnold（2005b，p.445, n.120）眉批：月稱此處之重點在於，就本質上而言批判分析（critical 
analysis）唯於勝義諦而非世俗，於世俗中承許之實在物（existents）終究是禁不起勝義分析（ultimate 
analysis）的。故筆者就此句以為：透過對相與所相之「相互觀待」之理智觀察分析，最終會朝

向勝義諦之真如門。 
    又在此段之後論敵必會起疑而問道：「若以論理觀察，『上磨石』…等自性終是不存，這是沒

有道理的，倘若就正汝所言『上磨石』等沒有自性，試問這是何道理？」 
201 此應指後面的「觀五陰品第四」的解說；Ruegg（2002， p.118, n.216）亦如是說（See MK,Chapter 
iv）。 
202 在此出現了一個大麻煩，因有無此否定詞「非, ma」便差別很大，按西岡祖秀版（p.30）所校

有此否定詞 ma，則其譯為：「而色與受和『上磨石』等相同，雖然是成為『被承認為不存在於世

俗之物』」；然比對梵版，並無此否定詞，如 Arnold（2005b，p.445）對此句的翻譯：「因此，［色、

受等］他們的存在，就如上磨石般，須被接變為世俗。」；而 Ruegg（2002，p.118）亦類似。故

此問題的產生在於各譯版有所差異⎯⎯不存在於世俗 vs 被接為世俗⎯⎯，核對藏文之卓尼版 G
（30b4）、奈塘版 N（25a5）、北京版 P（26a2）此三者，有此否定詞 ma，而與主要版本之德格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2

存有203。「觀待施設而安立」204此亦於《入中論》中已廣示，故應於

此論而廣為尋求205。 

…吾人亦如是云「此導入世間之名言之詳細的審察，有何必要性？」，

此世俗（sajvrti）藉由唯顛倒有其自身的存在才被獲得，諸欲求解脫

者之積集帶來解脫之善根等之因，彼［世俗］只要是真實性尚未通達

期間，便須持續存在。汝因未精通勝義與世俗諦之故，有時採用論理

尚不合理，因此破壞彼［世俗］是也。吾則通達於安止世俗諦之故，

而立於世間人之側206，欲除世俗之一品類緣故，而以他論理來破斥其

他莊嚴的論理，正且如世間的長輩耆宿般，唯汝遮阻世間風俗衰退，

而非［遮阻］世俗。 

因彼之故，若是世間名言的話，彼時如「相」般，「所相」亦毫無疑問

地必須［是觀待而］成立，此［依據汝之概念］應成為過失207。［相

對地］若是勝義的話，彼時因無「所相」，則此二「相」［自相、共相］

亦無，是故［汝所謂的現、比］二量如何是有？ 

…［此中若不承許於諸詞語中以動作與造作者之關係為前題之那樣地

特別的談論，那又該如何？］208 

此者［則立己主張將會］十分困難209。汝乃依動作與造作者之關係而

來安立語詞，依於彼等而有名言，然卻不欲求動作與造作者等的語詞

之義，故哀哉！汝乃觀待唯欲求210而來趣入［相的語義解釋］。 

                                                                                                                                            
版 D（23a-5）並不相同，彼不加此否定詞 ma，故德格版 D 與梵文原意義較相隨順。而就筆者就

前後文脈絡語義而言，較傾向於德格版 D 與梵文原版之不加否定詞 ma，然本論文以西岡祖秀版

所校為善，故順此而譯中，希望意思不要跑掉。另此可詳閱 Ruegg（2002，p.118, n.217）。 
203 Cf., Arnold（2005b，p.445）的翻譯：「此非如何［汝接受他們］；因此，［汝之立場］為假。」；

Ruegg（2002，p.118）：「但因其非［真實］如是，［在勝義諦中］其非存有的。」筆者之譯，傾向

於 Ruegg 版。 

    又［含上面之］此整句可參考西岡祖秀（2001，p.31）日譯，似乎較白話：「而色與受和『上

磨石』等相同，雖然是成為『被承認為不存在於世俗之物』，但是因為並不是這樣的，所以這是

不存在的。」 
204 「觀待施設」：此在西岡祖秀（2001，p.33）日譯為「因施設」（いんしせつ, brten nas btags pa）。

Cf., Arnold（2005b，p.445）梵譯英：relative indication（upadaya prajbapti）。 
205 此句西岡祖秀（2001，p.33）譯為：「因為這種由於因施設(brten nas btags pa)的確定也在《入

中論》(第 6 章 第 28 偈)裡有詳細說明，的確應該據此典而來考究。」又 Ruegg（2002，p.118-119）

文本中，並無譯此句，而是在其註 218 中，附上此句藏文譯注之說明（並引《入中論．第六品》

120 與 178 頌之中，補特伽羅［pudgala］依諸蘊［the skandhas］觀待施設而假有，如對車［chariot］
喻之分析＝Buddhist mereology），按 Arnold（2005b，p.445, n.124）所言，因梵版原文並無此句，

其乃存於藏譯版中，而被宗喀巴所引用（cf., Thurman 1991:295）。又此依車喻顯七相推求來破我

執，可詳閱月稱論師造，法尊譯（1990，頁 269-279）。亦可參考法尊法師譯講（1997，頁 130-135）。 
206 「立於世間人之側」Cf., Arnold（2005b，p.447）：situate myself in the ordinary perspective。 
207 Cf., Arnold（2005b，p.448）：「因此，如果其乃一般談論（ordinary discourse）的話，那必有

一“擁有特徵的”對象，故［依據汝之概念］此乃是問題的。」 
208 此時，陳那被逼到盡頭，便想全盤否定來自月稱對己的語言分析的攻擊。 
209 Arnold（2005b，p.448, n.131）：陳那可能否定梵文語法之傳統的基準規範：即「造作者動詞

表達之分析（the karaka analysis of verbal expressions）」，而陳那解說「自相」為「本質上既非

有任何特質，亦非任何事物的特質，所謂『自相』只是自我表徵（self-characterizing）而已」；

而月稱使以傳統基準之梵文語言的分析來批判陳那的主張。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43

［總之］只要是二種所量無法安住之時，則便無法以自、共相為對境

性，因此聖教等［餘量］亦不是［如汝所謂］非餘量了211。  

 
11.月稱對「現量（pratyaksa, mngon sum）定義」的批判（【D23b-6 ~ D24b-1；

PSP(P) 69.11 ~ 71.9】）： 
  一、月稱的駁議 
    此時月稱轉而向陳那之現量的定義來進行批判。按《集量論．現量品》中，

陳那給「現量」下定義為：「除分別的覺知」。而所謂「分別」(kalpana)乃把「名」

(naman)、「種」(jati)與所緣事物連繫起來，而形成「事物的名稱」，因此他所謂

的現量，是没有概念分別的，不能以語言文字來表述的212。且陳那又言：「現量」

的對象為「自相（svalaksana）」，其是一種不可說(avyapadewya)的極微，不為凡

夫所了知，凡夫所緣者乃是由極微（anu）而來的積聚（sabcita）213。由此，若

就陳那《集量論》而言，吾人可推知其乃知識論中的表象論（representationalism）

者214。此種定義與世間普遍使用“pratyaksa＂乃「可感覺的」，其為形容詞之義

截然不同，如一般所謂「瓶的現前識」便是指「瓶是可被覺知的」，而從陳那對

“pratyaksa＂定義，可推知其正如基礎主義論之表象論者所謂的「瞬間的感覺與

料（fleeting sense data）」般215，彼根本非世俗凡夫所謂“pratyaksa＂之義涵。如

云（【23b-6】~【23b-7】）： 

此復進而，［汝主張的現量之定義］不為如所謂的「瓶是被知覺的216」

等世間名言所收攝之故，而且承許［其］為非聖者［之人］的名言之

故217，因此［汝之現量］定義為不周遍，是故此為非理。 

                                                                                                                                            
210 筆者以為此「唯欲求」，大概是指論敵（陳那等）僅憑自己的希望，然卻無法真實地實現，此

無異是空想。Cf., Arnold（2005b，p.448）：唯幻想（a mere fancy）；Ruegg（2002，p.121）：唯（汝

自己的）希望（nothing but［your own］wish）。 
211 此句可參照 Arnold（2005b，p.449）之譯：「當以此方式時，其不顯示『唯有二種所量』，即

無自相或共相來作為其對象，［此顯示］傳統等［亦能］有其餘量。」Ruegg（2002，p.121）所

譯亦類似。再者，Arnold 於註 134 中繼續說明：月稱於此替正理學派的量論背書，而來反駁陳

那之二種量的主張。而吾人皆知正理學派安立了：現量、比量、比喻量與聖言量等四種量。 
212 參閱 Ernst Steinkellner 譯注，何建興譯（2007，頁 3）。 
213 故此離分別的現量，其所緣的對境乃總相（samanya）而非極微，此或可云五識以粗分的處

自相（ayatanasvalaksana）為其對境，而非極微的事自相（dravyasvalaksana）；CF., Ernst Steinkellner
譯注，何建興譯（2007，頁 3）：人先依不可說(avyapadewya)自相和色性(varnatva)共相識取該色

等物，再藉意識(manas)將無常性﹝共相﹞連結至﹝該物，形成﹞「這色等物是無常」﹝的認識﹞。 
214 雖然後人依《觀所緣緣論》（alambana-pariksa）將陳那歸類於唯識(cittamatra)之瑜伽行派，

然 Siderits（1981）等人便謂陳那學派為 Yogacara-Sautrantika。 
215 參考 Arnold（2005b，p. 449, n.135）：月稱於此段轉向對陳那之定義現量來進行批判。其主要

批判之要點如下：（1）世間使用 pratyaksa 此詞，乃因其為形容詞之義（可感覺的, perceptible）。

如一般所謂「瓶之現量」，意指瓶是可被覺知的，而非基礎主義論者所謂的“瞬間的感覺與料

（fleeting sense data）”。（2）月稱主要是強調梵語文法特徵，即 pratyaksa 是形容詞之義，而非

中性（neuter）名詞。 
216 「被知覺的」（mngon sum），梵文為 pratyaksa，按《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691b）：當面，

直接；或“現前識”（七種心識之一。離分別、不錯亂之心識。如見瓶根現識、他心通及聖者根本

智等）。Cf.,西岡祖秀（2001，p.35）與丹治昭義（1988，p.62）日譯為「直接知覺される」；Arnold
（2005b，p. 449）譯：「知覺（perception）」、Ruegg（2002，p.122）：「directly perceptible（ghat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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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陳那的反辯  

     依據《集量論》（PS 1.8cd-1.9ab）陳那辯駁：「審知［其似］有［緣取境物

體相的作］用故，［說為］量，彼實即為量果。或，自證知是量果，依彼而境物

決定。」因此「量」(pramana)即「量果」（pramana-phala）。故陳那辯駁：當吾

人看到青瓶時，由此青色等因為所量，而覺知到瓶的現量這樣的結果不是嗎？如

云（【23b-7】~【24a-1】）： 

如果瓶之取因218的青等219，為現前知之量（現量）所決斷的緣故，［故

瓶］是被直接知覺的，因此如同於因上施設220為果（將結果轉義為原

因）而說「諸佛出現為安樂」221般，同樣地，以被知覺的青等為原因

的瓶也是將原因施設為果，而詮述云「［瓶是］被知覺的」。  

 
  三、月稱的再辯駁 
    月稱持續辯說：對此「瓶是被知覺的」與「諸佛出現為安樂」二者譬喻之應

用不成222，諸佛出現為安樂之“果＂，然其“因＂卻為長劫之諸難行能行難忍能

                                                                                                                                            
pratyaksah）」。由於 mngon sum 就經量部而言即是一種知（shes pa），故亦可譯為「現前知」或

「現前識」。此中，筆者希望回歸六~七世紀而隨順梵文原義，故將其譯為「被知覺的」之形容詞

義。 
217 此意即：非聖者之凡夫並沒有接受如陳那之 pratyaksa 定義般之名言，彼為哲學上的專門術

語，而非世間上通俗的語言。 
218 「取因」（nye bar len pa）梵文為 upadana（取），按《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966b）：近因，

親因。不斷引生、繼續维持自身者。佛書譯作「近取」，略譯為「取」。此在西岡祖秀（2001，p.35）

與丹治昭義（1988，p.62）譯為「原因」（げんぃん）；Cf., Arnold（2005b，p.449）譯為：「被撥

定為（be appropriated）」、Ruegg（2002，p.122）：「原因之質（causal substrata）」。依據丹治昭義

（1988，p.211, n.725）之描述：upadana 乃質料因之義，於此處與動力因（nimitta）的使用上無

區別。此場合亦即瓶乃取（upadana）青等來作為因施設之義。 
219 筆者以為「陳那此時反駁重點」在於：首先，“青瓶＂之「形色」為容器盛水的形狀，而「顯

色」則為青色。其次，當吾人覺知（看到）到“青瓶＂時，事實上並非真正看到，而只不過以此

青色等為取因，於因上施設果的「瓶之現前知」。 
220 「施設」藏文為 btags pa：假有，假立，施設，假建立，假言說。本無實質，說有實質，故名

假有。《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1052b：此字梵文為 upacara，按丹治昭義（1988，p.62）之日

譯為「轉義的表示」，並云月稱於此所謂的「施設」須具二條件（1）有正反之對立，如苦與樂，

（2）並有因果之關係，如透過辛苦地勤修而獲安樂之果。在西岡祖秀（2001，p.35）譯為「仮

設」（かせつ）；而 Arnold（2005b，p.450-451）：「比喻的應用（figurative usage）」 ； Ruegg（2002，

p.122）：「（比喻的）轉換（［metonymic］transfer,）」；Siderits（1981，p.149-150）：「隱喻的轉移

（metaphorical transference）」。 
221 此兩者之類比，Arnold（2005b，p. 450）謂：比喻的參照（figurative reference）；Ruegg（2002，

p.122）則言：比喻的轉換（metonymic transfer）、Siderits（1981，p.149）：隱喻的轉移（metaphorical 
transference）；丹治昭義（1988，p.62）之日譯「そこで, 原因に結果を転義的に用いて（「將結

果“轉義＂為原因」）」。 
222 可參考 Arnold（2005b，p. 451, n.140）對此之說明：upacara（btags pa, 施設）即比喻的應用

（figurative usage），此乃需求二詞（1）比喻地被描述之詞［the thing figuratively described］，（2）

訴諸於如是描述彼之詞［the thing appealed to so to describe it］。人們有資格且亦必須尋求一比喻

之義（or 2nd meaning），但當尋求第二之比喻之義，却與第一之原義（primary meaning）不相隨

順時，問題便產生了。例如我們若說「瓶唯“比喻地”可以直接知覺的」，則此便代表彼瓶並非真

被直接知覺的，如是“瓶”與“可直接知覺的”此二詞便成 asajbaddha（不相協調的/全無關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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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的菩薩行，於此「苦難」之“因＂上安立「安樂」之“果＂名雖是合理的；然

而「瓶是被知覺的」乃施設某物［如青色等］而成為被知覺的［瓶］，所謂的「瓶」

乃非被知覺的，換言之，乃指不能被看見。月稱於此指謫陳那的「於因上施設為

果（將結果轉義為原因）」之譬喻是不成立的，因為實際上「瓶」並沒有被直接

知覺，被直接知覺的是「青等」，然而在現實世界之實際生活應用中，瓶乃可直

接知覺的，並無須求助於「諸佛出現為安樂」之比喻的應用，若勉強應用此比喻，

則反成為「瓶乃“比喻地＂被知覺的」，此反而代表了彼瓶並非真被直接知覺的，

如是“瓶”與“可直接知覺的”此二詞便成 asajbaddha（不相協調的/全無關係的）

了。如云（【24a-2】~【24a-3】）： 
於如彼類之對境來施設是非理的。於世間，見「［諸佛］出現」與

安樂相異者，此［諸佛出現］復是以有為法相為本質的緣故，與有

數百之難行223之因須具備的緣故，因此［諸佛出現］並非安樂224。

至於說［經教］云彼［諸佛出現］乃為安樂，［此兩者似］是無關

係的225，然於如彼類之對境來施設［仍］是合理的。然而所謂「瓶

是被知覺」的情況中，乃施設某物［如青色等］而成為被知覺的［瓶］，

所謂的「瓶」乃非被知覺的，換言之226，乃指不能被看見227。 

 

  三、陳那的再辯駁 

    陳那再辯駁地說：「瓶之現量」（瓶是可被覺知的）為可以被施設，此並無不

當，因為世間上是不存在有一瓶是離開青等色的228。按 Siderits（1981，p.150）：

由於為了避開月稱上所述之困境，此時陳那企圖晉昇至勝義（paramartha）之層

次，而強調吾人所謂的「瓶」並不存在，彼不過只是諸青…等的覺知所構成者。

如云（【24a-4】）： 
若因無與青等相異之瓶，是故有施設［瓶］之直接知覺。 

 

                                                                                                                                            
了。在現實世界之世俗應用中，瓶乃可直接知覺的，故無須求助於比喻之義。 
223 「數百之難行」於 Ruegg（2002，p.122）類似譯為：「多百之諸辛勞（hardships）」；但於 Arnold
（2005b，p.450）中之譯則似略有所不同：「多百［不祥之］諸邪惡（evils）」。 
224 此句可參考西岡祖秀（2001，p.37）譯：「意即是『［諸佛］出現』在世間被視為與安樂不同

之物。並且［諸佛出現］是以有為相為性質，且有幾百種的難行為原因，故［諸佛出現］並非决

定是安樂。」；Cf., Arnold（2005b，p.450）略有不同之譯：「因為在世間中，降生並不等同於安

樂。事實上，因其乃多百［不祥之］諸邪惡（evils）之因⎯即其具有複合而成（being compounded）

之特徵的性質⎯故［降生］其乃正是不祥（non-bliss）。」 
225 「全無關係」梵文為 asajbaddha，其乃為 sajbandha（關係）的否定詞。Arnold（2005b，

p.450）譯為：「不協調的（incoherent）」；而 Ruegg（2002，p.122）譯為：「不適當的（inappropriate）」。 
226 「換言之」之藏文為 logs shig tu：於另一方面、於另一側（《藏漢大辭典—下冊》，頁 2815b）

然筆者將之譯為「換言之」乃膽前後文義似較平順而不失原義。 
227 Cf.,西岡祖秀（2001，p.37）譯為：「但是『瓶是可被直接知覺（現量）』的假設是以某物［如

青色等］來直接知覺。［同樣地］這樣的不是直接知覺的所謂『瓶』之物，特別地表示不能被看

見。」 Arnold（2005b，p.450-451）譯為：「但在目前“瓶是可被知覺”的例子中，根本無所謂“不

能被知覺的瓶”，其乃［根本無］各別地被“知覺力能比喻地屬於彼者”所了知。」 
228 即凡是「瓶」即有其顏色而被吾人所覺知的。事實上，任何色法皆有其「形色」與「顯色」，

瓶之「顯色」可能如青、紅、赤、白…等；瓶之「形色」如底平、腹大、能乘載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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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稱的再答辯 

    針對此月稱再答辯云：那麼訴諸於施設（比喻的應用/轉義的表示）將不具

意義，因缺乏一施設的基礎。例如施設［本來就不存在的］驢子的角很尖，那是

不合理的。此時因陳那企圖晉昇至勝義（paramartha）之層次，而以表象論者的

角度強調吾人所謂的「瓶」並不存在，是終極不過是「極微」等所聚集令人們所

覺知的「諸青…等」之諸素材。月稱此時當然便不客氣地說，汝所謂此「諸青…

等」之諸素材之背後的預設根本就如驢角般不存在。如云（【24a-4】）： 
即便如是則亦極施設而不合理，因被施設的基礎［根本］不存在之故，

［例如］施設驢角很尖，本是不合理的。  

 

  五、陳那的又再辯駁 

    陳那又站在世間人的角度，繼續為其施設（比喻的應用/轉義的表示）的理

論來辯駁：再者，做為世俗名言之一部分的瓶，唯有施設現量才合理，因為它與

青等色是非相異的。如云（【24a-5】）： 
又若［他宗繼續］尋思云：因世間名言之一部分的瓶，非與青等是相

異物之故，所以有與彼［瓶］施設的被知覺。 

 

  六、月稱的又再答辯 

    對此月稱又再答辯云：若真如汝所主張施設之的理論，則「青的知覺」亦是

存疑的，因為青等色不能離開塵土等而被知覺，即汝（表象論者）主張青等色與

地等皆勝義地自性相成立，而不須相互觀待。然非如是，正如《四百論》云：「如

若離色等，瓶乃不存般，如是同彼般，若離風等，色亦是不存」，故青與地須相

互觀待而為世人所直接知覺的。若就勝義諦而言：瓶、青等非現前知覺性；若就

世俗諦而言，則承許為現前知覺性。按 Arnold（2005b，p.451, n.141）：月稱諍

論 “訴求施設”乃基於其真存有瓶的部分（瓶之感覺與料 sense data），陳那亦言

此不為人所覺知。月稱容許歸約析法（analytically reducible），然而一但分析後

即無絲亳可待，故月稱亦主張此如瓶之感覺與料亦觀待而待成立的。 
如云（【24a-5】）： 

果若如是，則青等與地等也應不相異229，故［汝］應假想青等也［有］

施設的被知覺230，即彼（《四百論．第 340 偈》231）云：「如不含色

等，瓶者非是有，如是離風等，色亦是非有。」以是故如彼等般之世

間名言者，因為定義必不能含攝，是故（陳那現量之）定義不週遍。

                                                 
229 即「青等與地等皆自性成立，不須觀待於他（餘）」。 
230 Cf., Arnold（2005b，p.451）之譯略有不同：「那麼因不存有離開“如地（like earth）”之“如色

（like color）”之事物，故［唯］比喻的可感知彼色等之［可直接知覺力］亦將須被安置。」筆

者以為 Alnold 的翻譯較易懂清楚，然若依西岡祖秀版將上一句立名他宗陳那思辯的主張，則譯

為：「又若因世間名言之支分的瓶，無有與青等相異者之故，所以想著說須有施設彼［瓶等］之

現前識」。因此句於 Alnold 梵譯英版並無將之立為他宗。但若視月稱之下面所引用聖提婆《四

百論．第 340 偈》，則似乎梵版原文便比藏版較順且易懂。 
231 Arnold（2005b，p.452）：Catuhwataka 14.15（Lang 1986:1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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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待真實性智，則不承許瓶等及青等被知覺。唯於世間之世俗中，承

認諸瓶等之被知覺，如《四百論》（第 301、302 偈）232云：「見色時

瓶者，必全然不見，所謂瓶現見，知真者誰說？以此審察性，具殊勝

慧者，一切香甘柔，各各皆遮止。」233 
 
12.月稱對「現量（pratyaksa, mngon sum）Etymology」的批判（【D24b-2 ~ D25b-2；

PSP(P) 71.10 ~ 75.1】）： 
  一、月稱“pratyaksa＂語詞解釋的批判 
    此時月稱轉而向陳那之“pratyaksa＂的語詞解釋來進行批判。首先，月稱以

認識的能力來解釋 “pratyaksa＂ 此詞的一般意思：乃諸感覺器官直接面對一

「瓶…等明現之對象」的表述，之後再由心識來決斷之234。接著，針對陳那的

“pratyaksa＂之「依諸根（aksa）而建立，而非依外境（visaya）」的語詞解釋，

則 praty-aksa 將描述為 prati-visaya 或 praty-artha；此與上述“可直接知覺如瓶等

之對象的認識能力，而之後再由識來決斷＂之一般事實相反，而且識非具有感知

外境的能力，而是有緣於「根的對境」之對象能力235。如云（【24b-2】~【24b-4】）： 
復次，現量一詞者，乃表述「明白顯現236之對象」之故，而「根直接

面向之對象」即直接被知覺的。所謂「根直接面向此」而明白顯現的

瓶與青之諸等，乃是做為被知覺［之物一事］而成立。而能判斷彼［瓶］

之知者，此就如同「草與禾稈之火」237般，是以［現前］被知覺的東

西為因之故，而表述為現量。  

                                                 
232 Arnold（2005b，p.452）：Catuhwataka 13.1-2（Lang 1986:118-9；Tillemans 1990: vol.1, 175）。 
233 參考西岡祖秀版於此《四百論》第 301、302 偈頌之日譯：「看得到色時便一切看不到瓶子了，

『瓶是可以直接知覺』知道真實（de nyid rig pa）是誰這麼說的。正因為透過此詳察，最高的智

慧擁有者也應該把芳香、甘甜、柔軟等事物否定吧。」 
234 按 Arnold（2005b，p.453, n.146）：月稱以認識的能力來解釋 pratyaksa 此詞的一般意思。針對

此 Tillemans（1990, vol.1:44）巧妙地說：「藉由詞源學月稱使 pratyaksa 變得平庸，即任何意識，

不論概念與否，只要是由可直接知覺的對象造成的，皆名為 pratyaksa。」 
235 Arnold（2005b，p.453-454）：［順著陳那對現前識之詞源學的解釋，］我們應［將那“可直接

知覺如瓶等之對象＂的能力，與事實相反地描述為］;「關連於一對境的發生（prati-visayam）」

或「關連於一對象的發生（praty-artham）」。Arnold 於其註 149 繼續說明：於此月稱駁斥陳那對

pratyaksa 之詞源學的解釋並不能達到其目的；因為他主要指定特權的認識能力將成為prati-visaya
或 praty-artha，而非 praty-aksa；又 Ruegg（2002，p.125-126）之譯中似乎錯失了此一要點［即

月稱導引出陳那自己所不欲之結果］；Siderits（1981，p.152）：陳那於《因明正理門論》（Nyayamukha）

對 pratyaksa 之詞源學［etymology］的解釋⎯｀aksamaksaj prati vartate iti pratyaksaj＇i.e.｀所

謂 pratyaksa 乃因其相關於每一諸根’⎯，而月稱反駁此，其理由為「識非［具有］感官能力的對

象，而是［識有］對象的對象（the non-objectness of the sense-faculty of that cognition, and the 
objectness of the object）」。因倘若真如［陳那所述］，則 pratyaksa 將變成 prativisaya（belonging to 
each object）或 pratyartha（belonging to each thing）。 
236 此中筆者所譯之「明白顯現」，其藏文為 lkog tu ma gyur pa：其義為「非隱蔽分」、「顯現分」；

按其反義詞為 lkog gyur：隱蔽分。三所量分之一，領納體驗所不可知，但借因由之力可以推知

者。如身內有色諸根、無我、聲是無常、有煙山中之火等。《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102b。 
237 「草與禾稈之火」：此在西岡祖秀版與 Arnold（2005b，p.453）皆譯為「草火和殼火」。又 Arnold
（2005b，p.453, n.146）：草火和殼火有其草與殼來作為其因，同理直接知覺（perception）亦有

感官對眼前對象瓶青等物來作為其因。Siderits（1981，p.152）亦謂：以「草-殼之火（grass-cha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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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238以「於各各根與根中而相應239」來分別地描述現量之詞240。果

若如此，則因「知」非具根之對境，而是具［根之］對境之對境之故，

因而此［汝對現量之］分別地敘述將成不合理，亦即不成「各各對境

之物或各各對象之物性」241。 

 
  二、陳那的辯駁  

     陳那辯駁：就像世人言「鼓聲」或「麥芽」而不言「棒聲」或「土芽」，乃

因「鼓或麥」為不共因，而「棒或土」為共同助緣之故，故我言現量（pratyaksa）

為依根而立，因「根」乃不共因，而「境」為與他人共同之助緣是也，故我對

“pratyaksa＂語詞解釋並無過失啊242！如云（【24b-4】~【24b-6】）： 

倘若像這樣之識的生起，其乃觀待［根與境］兩者，復次，諸識隨逐

明晰且低劣的所依［根］243之故，因此，彼［諸根］等若變則［諸識］

亦會改變，［喻例］如「眼識」依著［眼］根性而成其顯現般。雖然［諸

識乃］於各各對象與對象中而相應，但若如是爾，依著根與根而相應

之識者，透過所依［根］來顯現之故，所以成為現前識性，亦即如「鼓

聲或麥芽」依著不共因［鼓或麥］244來顯現而令［世人］看見。  

 
  三、月稱的答辯  

                                                                                                                                            
的因果關係來作為隱喻的轉移（metaphorical transference）。 
238 此人即指陳那，以下為陳那對 pratyaksa 之 etymology 的解釋。 
239 此「相應」（’jug pa）按西岡祖秀（2001，p.83）其相對應之梵文為 vartate，其有「協調、一

致或相同」之義，見《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904b。陳那乃依根而立名為 pratyaksa［「相應於

根」］，並不依境立名為 prativisaya［「相應於境」］。又此句西岡祖秀（2001，p.39）之日譯為：「相

對於各各感官而產生（「それぞれの感官に对して生じるからということ）。」筆者以為，按照西

岡租秀版之譯，可更清楚地看出陳那主張之「現量」乃依根立名而不依外境而立名。 
240 現量以不共因故，依根建立彼﹝現量﹞之名。不依色等境立名，因為此等境亦共遍於意識

（manovijbana）和他相續識，而為此等識知共同的對象因。如世間所見，立名（vyapadewa）依

不共因，不依共因，譬如，吾人言「鼓聲」、「麥芽」，但不言「棒聲」、「土芽」（雖然棒與土也分

別是鼓聲及麥芽的因［助缘］）。現量知覺離分別，如是得成。請參閱 Ernst Steinkellner 譯注，何

建興譯（2007 頁 3）；亦可見於 Hattori（1968: 22）。。 
241 此段另可參閱 Hattori (1968: 26)：「彼［現量乃］肇因於［透過感覺器官接觸］諸多［積聚的］

對象，視此全體（the whole, samanya）為其“相關於其自境”之操作的範圍。從此頌吾人可看出陳

那知識論的源頭，仍然來自經量部世親的思想。按《俱舍論》(T29: 12c)：「及不共者，謂眼唯自

眼識所依，色亦通為他身眼識及通自他意識所取，……不共因故，識得名隨根非境；如名鼓聲及

麥牙等。」因此可知陳那縮短了經量部與唯識派（瑜伽行派）的理論上的距離，故後世稱陳那學

派為「瑜伽-經量部」。 
242 詳參閱《集量論》（PS 1.4ab）之本頌併註釋：「以不共因故，依根建立彼﹝現量﹞之名。」

Ernst Steinkellner 譯注，何建興譯（2007，頁 3 與註 5）。 
243 「所依」其藏文為 rten：基礎，據點，根據地。舊譯「所依」、「憑藉」、「依靠的事物」。《藏

漢大辭典—上冊》，頁 1116b；其梵文為 awraya（the basis），此仍指根或感官。 
244 如世間所見，立名（vyapadewa）依不共因，不依共因，譬如，吾人言「鼓聲」、「麥芽」，但

不言「棒聲」、「土芽」（雖然棒與土也分別是鼓聲及麥芽的助缘）。又「不共因」之梵文為

asadharana，Arnold（2005b，p.455）譯為：specific cause；Ruegg（2002，p.126）譯為：the specific；

Siderits（1981，p.153）譯為：uncommon 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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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稱答辯：汝先前對於「量（pramana）」（現、比二量）的定義，乃依於其

對象「所量（prameya）」（自、共二相）而來的，而此時解說“pratyaksa＂語詞

之「眼識依著眼根而顯現」卻是依於根［而非境］，此二者明顯不同的。汝在定

義“pratyaksa＂時承許唯離分别才是現量，即從概念的分别而來區別並解釋此乃

依根之不共因來表示，此乃多餘且不必要的，因當定義“pratyaksa＂時，此「依

根而立之要件」唯於區分現、比二量時方為有用［即比量 anumana 時，並不需

要「依根而立之要件」］245。如云（【24b-6】~【25a-4】）： 
此［眼識等的表現］與前面［現量的定義］不一樣246，亦即於彼［眼

識等之表現］中，若如所謂「色之識」般等，即以對境來顯示識247的

話，則不成為顯示六識之區分，因為意識（manovijbana）者，即與眼

等識一起，對同一外境相應［而生］的緣故248。如是假設於青等六識249

而稱之為識，那倒是很希望知道「此識從俱色根250生呢？或是從意而

生呢？」。若以所依（根）來顯示者，意識即於眼等識之對境相應［而

生］的，而成立起相互的區別。［但是］於此中，［陳那］所闡述之「量

之定義」，承許唯離分别才是現前知性，即從概念的分别而現求此區別

之故，以不共因來表示，亦不見有［任何］些許的重要性。建立量之

數，乃根據所量［之數］之故，唯相隨順於所量之相，而獲得自己體

性的存在，則諸量之自我體性得以安立之故；以根來顯示［任何］些

許亦不必要，故一切種唯依對境而顯示者才合理。 

 
  四、陳那的再反辯  

     陳那再反駁云：於世俗名言上“pratyaksa＂之詞依根而立方為眾所皆知，

而若如汝所言依境而立，則沒人聽懂，譬如大眾皆云「眼識」，而沒人云「色識」，

故依根而解釋才隨順世間。如云（【25a-4】~【25a-5】）： 

                                                 
245 Ruegg（2002，p.129, n.248）：當定義 pratyaksa 時，此「依根而立之要件」並不需要，而此「依

根而立之要件」唯於區分現、比二量時方為有用（即比量 anumana 時，並不需要「依根而立之

要件」）。 
246 Cf., Arnold（2005b，p. 455）梵譯英不同，剛好此與彼對調：「此［現前識之例子］乃非同於

前述，」；然依 Arnold 於註 153 的解說，內涵是一致的。又 Siderits（1981，p.153）對此進一步

說明：因陳那量論中之「量（pramana）」（現、比二量）的定義，乃依於其對象「所量（prameya）」

（自、共二相）而來的，而定義 pratyaksa 亦依於對象［而非根］。 
247 「識」之藏文為 rnam par shes pa：識。識了別對境本體，分別思維各自所缘之心。總指眼識

乃至意識等六識身。《藏漢大辭典—下冊》，頁 1572a；其梵文為 vijbana，Arnold 譯為： perceptual 
cognition（覺知之識）；Ruegg（2002，p.127）譯為：the cognition；Siderits（1981，p.153）譯為：

consciousness。 
248 Arnold（2005b，p. 455, n.154）：根據阿毘達磨分析，第六意識的對象是依前五識而來，故意

識不能由其對象而命名，換言之，意識之對象乃其他根識的對象…又 Ruegg（2002，p.127）之

此段所譯，似乎並沒將此點清楚表達出來。 
249 此「青等六識」之義，可參考 Arnold（2005b，p. 455, n.155）：此［青等］不同的事物，乃各

別地由六識所構成之適當的諸對象。 
250 「俱色根」（dbang po gzugs can）之梵文為 rupindriya，而 Arnold（2005b，p. 455 與 n.156）

譯為 the senses that possess form（擁有色的諸感官），此指前五根之任一。Cf., Ruegg（2002，p.127
與 n.241）：rupindriya（a material sense-faculty）即 a sense-faculty is made up of rupapras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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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若在世間所欲詮說之義中，因「現前識之詞語」乃廣為所知，而所

謂「各各對象之詞語」不廣為所知之故，故唯依循著以所依［根］而

來做語義解釋。  

 
  五、月稱的再答辯  

     月稱再答辯云：汝主張離分别之知為現量，彼才不隨順世俗名，另外說明

「量」與「所量」之名言之故，致分別現量應成無意義也。經云：「有眼識者雖

了知青［色］，但不思青［之自性］」，非是俱詮述現量之性相的意義之故，而只

是教示凡夫諸五根識愚蒙性之故。經教中，亦非唯離分別的識就是現前識性，故

汝之現量解釋乃是不合理的。如云（【25a-5】~【25b-2】）： 
雖然此「現前識之詞語」乃於世間廣為所知，彼如是於世間［所知］

吾等亦如彼來論述。捨棄如是安住之世間義而來做語義解釋，則廣為

所知之聲亦成棄捨，因此亦不如是成為所謂的「現前知」了；再者［各

各對象］無重覆之義，則依循根之一刹那，而有一眼識之現前知性亦

不成，若一一［眼識］中現現前知不成，則諸多［眼識］亦不成［現

前識性］。因為［陳那］主張離分别之知為現前知性，彼則不成世間名

言；還有說明世間量與所量之名言之故，故分別現量應成無意義也。

經教云：「有眼識者雖了知青［色］，但不思青［之自性］」，非是俱詮

述現前知之性相之意義之故，而只是教示諸五根識愚蒙性之故。經教

中，亦非唯離分別的識就是現前知性，故［陳那現量解釋］是不合理

的。 

 

 

12.結論： 
     最後月稱總結地說：事實上，世間名言上正如正理學派所立四量般，於世

間上對世俗之人是有意義的，且此四量彼此相互觀待而存在。故云諸「量」為世

俗上有，諸「所量」為相對而有，故此為「世俗之名言有」，而非「勝義之自性

有」。如云（【25b-2】~【25b-6】）： 
以是故倘若不管是所相或自相或共相任一，即於世間若存在者，因為

一切現前地見到，故其非隱蔽。因此，與俱彼之對境的識一起安立現

前知性（現量）。諸雙月等者，觀待非俱眼翳者之識而非現前知性；而

對俱眼翳者而言其唯現前知性。俱隱蔽對境，從無誤之所證的正因中

產生之識是比量。凡任何超越根之現前了知的對象，且有能被信賴的

文字語言之彼者即是聖教量。從類似的東西去理解無經驗過的對象是

為之譬喻量(nye bar jal bal) ，例如野牛和牛相似，諸如此類之思。因

此，憑藉這四種量(現量、比量、聖教、譬喻量)來理解而安立世間的

對象。這四種也是因相互依存而存在，亦即若諸量存在時，則諸所量

之對象就產生，若諸所量之對象存在時，則諸量就產生，量與所量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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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並不是以自性而存在。以是故透過如同所見般而獲得世間性。繁文

縟節［之旁論］已經說得很多了，應該來講說［《中論》］一般主題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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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結語：月稱對陳那量論批判的分析 

    最後，筆者為避免僅流於文獻學上乾枯地堆砌資料，而缺乏與佛教哲學有關

的思辯與智慧，故欲於此結語中來進一步針對本篇論文來做一全面性之哲學的分

析，此將以下面三點來分別論述：（一）、重構月稱對陳那量論的批判；（二）、

月稱與陳那在知識論上的不同立場；（三）、現代學者的各種不同的詮釋與筆者

之立場及理由；（四）、對於本論文之反思及未來的期許： 
 
  （一）、重構月稱針對陳那量論的批判 
    以下筆者將以較清晰的白話與現代哲學觀點之雙重角度來重構月稱對陳那

知識論的批判，此將以下面四大段來敘述：251 

    【一】252、首先一開頭，就引出基礎主義論者對中觀學者常有的質疑，即視

其為虛無主義者（nihilist）253，故陳那便問難曰254：汝所謂的「一切事物無生」

                                                 
251 此【一】~【四】大段亦可謂筆者重構的科判，主要是參考西岡祖秀版（2001）、Arnold（2005b）、

Rueeg（2002）、Siderits（1981）、丹治昭義（1988）的科判，以及筆者之理解所組織重整而來

的。至於此四大段之內容摘要與前節科判之十二段落之差別敘述如下：此【一】~【四】乃筆者

為更精簡扼要地依據自己東、西方哲學的理解與佛教哲學上的修為，而所做的濃縮，正如前述「為

避免僅流於文獻學上乾枯地堆砌資料，而缺乏與佛教哲學有關的思辯與智慧」，故筆者便“大膽

地、創新地且很可能獨斷地＂歸類成四大段，而此必與月稱之思惟正、反辯方的邏輯有時不免抵

觸，筆者雖非能比擬月稱大菩薩（大論師），但就一位獨立思考的學習者而言，若一昧地只“附

隨＂前人脚步便難有自己創新的思想與進步的空間［縱然此創新思想是有誤的，只要如科學原則

般大膽假設、小心求證，就科學而言是“容錯的＂，此點不妨參閱卡爾．波普（Karl Popper，
1902-1994）之「批判理性主義（Critical Rationalism）」科學觀與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

1879-1955）的科學觀，併參考下註 293］；另外就前節科判之十二段落而言，由於《明句論》

的首章是月稱注解《中論》第一品，故其號稱最艱深且最總要，而其餘之第二~二十七章，不過

是依第一章而延伸的支分章節，因此要深入此第一章的「甚深之理」，不免要愈細分析愈好［事

實上，本論所研究處理的範圍，亦不過僅第一章的約 1/5 罷了］，由於西岡祖秀版之科判較細且

易令筆者趣入法義，而第二節的內容摘要是以“了解文義＂為主故細分此十二段落，附帶說明的

是：此十二段落亦非與西岡祖秀版的全部相同，其亦是筆者就理解重點之稍微濃縮。至於此【一】

~【四】大段之內容主述，由於串連前節之十二段落，若「標全文之題名」將會十分繁瑣冗長，

故筆者將會以附註說明方式來一一表示。 
252 第一大段主述：依「“量＂而來之“决定＂」、「量論/知識論之建立」、「世俗、勝義二諦之建

立」等較全面性且統括性之「總」的議題；此中，月稱進而以「二難」、「無窮後退」、「四句否定」

等論證來解構，並就「世俗有而勝義無」之「二諦論」來說明中觀派的言語表現之總括性的原則。 
253 此主要是龍樹《中論》首偈即云：「不生亦不滅、不常亦不斷、不一亦不異、不來亦不出」，

並主張「諸法無自性」，這點會令基礎主義論者感受到此乃是一切都不存在的虛無主義（nihilism）

的感受。這也難怪當龍樹的思想於十九世紀中葉初傳入到西方世界時，畢爾奴夫(Eugene 
Burnouf)、萊維‧蒲桑（L.de la vallée Poussin）…等著名西方學者會認為其乃是虛無主義的詮釋。

詳閱林鎮國，〈歐美學界中觀哲學哲學詮釋史略〉《佛學研究中心學報》第二期，1997，頁 282-286；

亦見於林鎮國著，《空性與現代性》（台北：立緒，1999），頁 183-186。 
    P.S.此中所要注意的是，所謂「基礎主義」的範圍很廣，有唯物主義的素樸實在論者、間接

實在論的表象論者、唯心主義的觀念論者…等等，以上乃就西方哲學立場而言。然而，相較於佛

教內外道的宗義主張亦十分雷同，而陳那之「經量-瑜伽行派」的立場乃相當於［非必然等同於］

西方的表象論與觀念論者，陳那他並非如正理學派那樣“素樸的＂直接實在論者。按西藏格魯派

「四部宗義」建立的角度而言，下下部宗乃為上上部宗之基礎，其見解是由粗漸入細，再入極細，

最後連極細都不要。故就此角度而言，粗乃細的基礎，没有粗便無法進入細，若因下部宗的見解

較粗便輕視排斥，那不僅不會進入細，反而會愈修愈倒退，故若謂「月稱批判陳那」，並不是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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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決定（命題）是從何而來？若是不從「量」去認識，則此決非存於世間；若是

從「量」去認識，則汝之主張說包含「量」的一切事物是不存在的，此則是自相

矛盾，是故「一切事物乃無法被遮撥而是存有的。」對此月稱駁議云：就是因為

汝之基礎主義論者，在自我的主張之背後已不自覺地有「自性成立」的形上預設

/本體論的承諾，故由此推出「自性成立的不決定」，是無須觀待「自性成立的決

定」，然此非理。當没有如是「自性成立的決定」存在時，則無須有汝所謂「量

的數目、定義、對象，以及量乃從自、他、共或無因生」的［量論的］主張了。

陳那繼續辯護曰：如果汝無「決定」的話，那如何去獲得［《中論》（T30：2b）］

所謂的「諸法不自生，亦不從他生，不共不無因，是故知無生」的這個決定的命

題？難道說於一切聖者中不存有此論理？若不講說論理，那麼以何令世俗人理解

勝義呢？月稱駁議云：這並不表示聖者們排斥世俗之論理，聖者們自身並不依賴

此世俗之論理，然而為了度化世人，短暫方便地應用此世間所熟悉的論理。如聖

者化身為人，透過世俗名言之論理來講述「身之三十六種不淨」等來破斥世俗人

之「執不淨為淨」等之［常、樂、我、淨］四顛倒心；又如聖者們順著世俗之主

張因中有果論的數論學派，若依彼說［自生］則現在存在的「瓶」，不是由「黏

土」而生，而是從生以前就存在的東西，倘若如是則「生」是不合理的，因“已

存在＂之故；又若順著世俗之主張以果形式存在的勝論派，若依彼說［他生］則

火及炭等亦可後它們芽而生之不合理般。如是聖者們必須需根據彼等自己所承認

的論理，來導引而進一步地破除彼等邪執之見255。倘若汝說「種子生苗芽」乃依

據「世俗經驗（anubhava）」256，則我會說：此世俗經驗亦會欺騙我們，如飛蚊

症、海市蜃樓…等。 
    接著陳那辯護曰：我為了遮［正理派等］他宗，而顯自宗之殊勝，才依“量

與所量＂此世俗論理而來造此「量論（知識論）」。月稱駁議云：果若真是如汝所

言，就知識論而言，對象成立是依據量，那麼這些量又是依何而立的呢？則此應

成無窮後退的過失（thal ’gyur ba）。又此可另外援引「龍樹《迴諍論》駁斥正理

派」之原理「四句否定」（tetralemma）的論證方式，使量無法藉由自成、他成、

                                                                                                                                            
稱“如世人執我對你錯般＂地去批評指正陳那，反倒是此中所謂「批判」是一種「分析

（analysis）」，是一種由粗入細的分析。此中之理，可詳細地參考下面（二）月稱與陳那在知識

論上的不同立場與下註 300 併其略表。 
254 於此須注意的是：論中的「問難」通常都只是造論者之「假設性的提問」，然後自問自答非真

有「陳那問難曰」。 
255 此乃月稱針對主張「自生」因中有果論的數論派，以及主張「他生」以果形式存在論的勝論

派而來的論述。按：主張「自生」的有數論派（Samkhya），主張「他生」的有正理-勝論派 

(Nyaya-Vaiwesika) ，主張「共生」有耆那教 (Jaina) ，主張「無因生」的乃唯物論的恰爾瓦加 

(Carvaka)。 
256 Cf., Arnold（2005a，p.148 與 p.263 n. 23）：［陳那］此時訴諸後天的論證（a posteriori 
justification）—「經驗」—此一明確的要求，即我們的信念源自吾人的經驗而來證明其為正當性，

亦即是，我們的經驗告知我們，事出必有因。Arnold（2005b，p.423, n.39）：身為論敵的陳那學

派等基礎主義者，很自然地以現量為經驗的基礎下，指出「實在物乃從其他的實在物而來（existents 
are produced from other existents）」以及「訴諸於因理論證是適當的，唯於有關 “無法覺知＂的

事物，而非可知覺的事物。」因此，縱然無任何論證，「實在物乃從其他的實在物而來」必為真。

事實上，在月稱《入中論‧第六品》中，便將陳那之經量-瑜伽行派歸類為「他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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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他共成或無因緣成，此四亦可攝為量非由「內部證成」（intrinsic validation），

亦非「外部證成」（extrinsic validation）。 
    此中，當提及「聖者們會依眾所周知的世俗論理而令世人了知進而悟入勝義

諦」時，為了確立「世俗（sajvrti）」，故月稱進一步主張云：257若詳細審察後，

所相「地」…等之相唯是「堅硬性」…等258，而且也沒有與所相相異之無所依之

相，然此等僅於「世俗中而有」，是故龍樹等阿闍黎們，依「唯相互觀待而立」

之門，而來建立「相與所相」的論述。此點的確實須被承認的，如果不這樣，「世

俗（sajvrti）」不就變成是具有合理性之物了嗎？然而以論理詳細觀察，「地」…
等自性終是不存，此亦即，一旦吾人打開批判分析（critical analysis）之門，非

僅世俗上所許的實在物會被瓦解，而且阿毘達磨傳統上所推論的勝義有

（ultimately existents,  paramarthasat）之分析範疇亦會被瓦解。而此即「世俗有」

而「勝義無」之二諦建立的道理。故透過「依因待緣」之理智觀察分析，是朝向

勝義諦之不二法門。259 月稱於此指出陳那由於不精通於世俗，其僅憑一嘗試性

的推論論證（a putatively probative argument）反而損壞了世俗；亦即陳那用某些

其本身非世俗的東西［如「現、比二量以自、共相」為所緣…等之哲學上專門的

術語］來替代世俗，並宣稱其即是世俗，是犯了自我指示的不融貫（self-referential 
incoherence）之謬260。故月稱就如「世間上的長輩耆宿於世風敗壞下欲力挽狂瀾」

般，以正確地安立世俗，而非遮世俗。總之，月稱的本懷乃在於世俗上世間之人

並不詳細地審察而顛倒妄執有自性（自相），諸欲求解脫的行者，雖修集引解脱

生死的善根之因，然於此中，只要是無通達此勝義分析來通達真實性，便須繫縛

於由無明我執所導引之生死輪迴中。  

    【二】261、 假設陳那續繼諍論曰：一切法皆可攝在「相」與「所相」此二

法之中，故我乃依（能相的）「自、共二相」而來成立（所相的）「現、比二量」

難道不是這樣子的嗎？月稱駁議云：1.首先要了知，梵文 laksana 乃「對於某對

象賦予特徵」之義，而 laksya「被賦予特徵之基礎（locus）」，那肯定有除了自相、

共相以外的第三對象，則必有相應其賦予特徵之第三個基礎，故怎能說量（此即

laksya）只有二種呢？2.其次就 laks-ana 詞源學來分析，-ana 之接尾詞之義乃「對

於某對象而賦予特徵」，然依汝所謂 svalaks-ana 的解說，則此應成能賦予特徵者

                                                 
257 此時筆者跳到後面之【23a-3】~【23b-4】。 
258 所相「水」…等之相唯是「濕流性」；所相「火」…等之相唯是「燒熱性」；所相「風」…等

之相唯是「輕動性」。 
259 筆者認為：雖就勝義諦而言，是一種「二顯隱沒」的聖者現證體現的狀況，然月稱不因此而

排斥知識論-邏輯，反倒是因不忍眾生大悲的情懷所勾牽，為了知救度有情更缺少不了世俗所周

遍的知識論-邏輯，依此世俗名言之論理而導世人入勝義真實，此可就月稱另一部名著《入中論》

明顯可看出。按釋見弘老師的說法：「…與其從斷絕的角度來理解二諦說，不如從『它［世俗諦］

與勝義諦是相輔相成的』之動態（dynamic）立場來觀察，更能掌握其［月稱］二諦說的精髓。」 

詳閱釋見弘，〈關於 Candrakīrti 的二諦說中的幾個問題［下］—以世俗諦與自性為中心—〉，《法

鼓佛學學報》，第一期，2007，頁 1-33。 
260 See Arnold（2005b，p.447, n.127）。 
261 第二大段主述：「相」與「所相」等核心的「別」之議題；此中，月稱進而以「二難」、「詞源

學」、「語言分析」、「類比轉義不成」…等哲學論證來解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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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被賦予特徵的對象同一之矛盾的過失（thal ’gyur ba），因就語言分析而言能造

作的作具（karana, byed pa）與被造作的賓詞（karmata, las）須相異之故。3.最
後如上述云，世俗乃依「唯相互觀待而立」之理而來建立「相」與「所相」的論

述262，故「所相」與「相」彼此並無法自性獨立的存在。若如陳那汝所謂地（所

相）的自相263為堅硬性（能相），則「堅破性」與「地」別別獨立，互不須觀待

便能成立了264。又，陳那續繼諍論曰265：像「上磨石的身」、「羅睺的頭」等266，

世人只要看到彼被限定之「身」與「頭」，便自然而然地聯想到限定者「上磨石」

與「羅睺」，無須彼限定者一定要存在，故不論有無被限定之「地」，限定者「堅

性之自相」亦是必然成立的。對此月稱繼續駁議云：就此二種之狀況是不同的，

無法類比。對前者而言，「身」、「頭」如同「心」與「手」般，是觀待某擁有者

而有的［可能是張三、李四或王五…等］；而對後者而言，全世界擁有「堅性」

之自相者，除「地」以外無他。故將這二者相互類比，是不合理的。 
    【三】267、此段亦從上段將「相」作為「知識對象」之立場而衍生出來的，

只不過是針對「心（citta, sems）、知（jbana, shes pa）、識（vijbana, rnams pa shes 
pa）」與瑜伽行派之本體論較有關的議題：此中，陳那將「知的自相」定為“作

具性＂而化為二相義（dvirupa）：境顯相（visayabhasa）與自顯相（svabhasa）268。

故陳那對此諍論曰：除非此二相皆存於心識內，否則吾人便無法區分「對象之識」

與「以此識作為對象之識」，同樣地亦無法解釋記憶的本質。因此，所量必收攝

於識本身之中，難道不是這樣嗎？對此月稱駁議云：若知的自相為作具性，則彼

將一分為二：「被認識的對象」與「能認識的主體」，果若如是，此能認識的主體

亦會需另外第二「知」來視其為對象，如此類推又需第三、第四…「知」，故此

應成無窮後退的過失（thal ’gyur ba）。陳那繼續辯護曰：因為我有「自證

（svasajvitti）」設立，其可含攝一切所量之對象，且「自證」亦被含攝於所量之

中，故沒有無窮後退的過失。對此月稱續駁云：「自相」須根據非己之他而來賦

予特徵的，不能透過自身來賦予自身的特徵，此正如《聖寶髻所問經》所云之「刀

                                                 
262 此正如「彼與此」、「上與下」、「左與右」、「前與後」…等，皆須相互相待才可能成立的，缺

少了對方，自己本身也無法獨存了。 
263 此時正如 Arnold（2005b，p.426, n.49）所指出：陳那運用 svalaks-ana 此詞根本上犯了唯一的

諸獨特（unique particulars）的觀念，若這些獨特點真是為唯一，則它們既不能是、也不能有諸

任何特性。而筆者以為表象論者的陳那，基於上亦跳脫不了基礎主義論者之形上學預設的框架，

故乃執地的堅硬性為「自相成立（ran gi mtshan nyid gi grub pa）」，既然是自相成立，故不能給或

被給予特徵了。 
264 此即依據「相」與「所相」之一與異的兩難來否定。此中若按月稱正反方思辯的邏輯，將接

著描述「批判知的作具性」與「批判自證」，然卻不然，因為筆者將其歸類到【三】之中，其理

由乃就陳那之「本體論的立場」，其為唯識無外境的瑜伽行派［有相唯識］，故將彼二科判連同「批

判認識主體」歸為一類來敘述。 
265 此時跳到【22b-2】~【22b-3】。 
266 此相應於現代可用「蒙娜麗莎的微笑」、「大衛的雕像」、「梵谷的拾穗」…等來替代。 
267 第三大段主述：「知」、「自證」、「認識主體」等關於「心」之「別」的議題；此中，月稱主要

以「語言分析」、「無限後退」等哲學論證來解構。 
268 依「有相認識論」（sakara- jbana-vada）的立場，陳那主張認識於自身中具有認取對象之形相

（akara）的作用（vyapara），對象（境 visaya）只是在識上之顯現而已；識有二種顯現：自顯現

與境顯現，前者為「見分」，後者為「相分」。參閱林鎮國（2006，頁 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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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能自割、指尖不能自觸」般，故心識無法自己領略自己，倘若能夠自己領略自

己，則後念亦得成立，故此亦應成無窮後退之過失（thal ’gyur ba）。復次，若就

如上語言分析角度而言，因為“能造作的作具（karana, byed pa）與被造作的賓

詞（karmata, las）須相異之故＂，則須有與此「知」相異之另一「知」的存在才

可能行認識之作用（kriya, bya），故此亦應成過失（thal ’gyur ba）。陳那反駁辯

護曰：「知」（心所）是造作性，而「心」（心王）是造作者，此二不同，如瑜伽

行派《中邊分別論‧相品第一》（T31:451c）：「心者但了別塵通相，若了別塵別

相說名為心法。」故無過患。對此月稱繼續駁議云：此中，對於「識（vijbana）」

與「知（jbana）」兩者269而言主要動作並不是同一，前者唯分別境，而後者分別

境之差別相，故按汝所承許瑜伽行派的主張270而言，在語言的分析之下，便產生

了矛盾，因此「知非作具性，而心非造作者性」271。 

    【四】272、此段月稱將針對陳那的知識論議題之 pratyaksa 的定義與詞源學

解說來進行批判。月稱駁議云：汝所謂的「現量」，是没有概念分別的，不能以

語言文字來表述的，而其對象為「自相（svalaksana）」，是一種不可說(avyapadewya)
的極微（anu），不為凡夫所了知，凡夫所緣者乃是由極微而來的積聚（sabcita）
273。像這樣的知識論中的表象論的詮釋，與世俗上普遍使用 pratyaksa 乃「可感

覺的」的形容詞之涵義截然不同，譬如世俗一般所謂「瓶的現前知」便是指「瓶

是可被覺知的」，就那麼簡單，而汝之“pratyaksa＂定義，以哲學上專門的術語

而言複雜化了274，彼根本非世俗凡夫所謂“pratyaksa＂之義涵，故汝之定義為非

                                                 
269 此中，識（vijbana）＝心（citta）；知（jbana）＝心所（caitasa）。而前者唯分別境，而後者

分別境之差別相。 
270 按彌勒菩薩說，玄奘譯《辯中邊論頌‧辯相品第一》第九頌後半：「唯了境名心，亦別名心所。」

（T31:477c）。此可依世親造，玄奘譯《辯中邊論‧辯相品第一》第九頌的解釋：「虛妄分別差別

相者，即是欲界色無色界諸心心所。異門相者，唯能了境總相名心，亦了差別名為受等諸心所法。」

（T31:465a）；或依天親造，陳真諦譯《中邊分別論‧相品第一》第九頌云：「唯塵智名心，差別

名心法」，其接著的解釋：「心者但了別塵通相，若了別塵別相說名為心法，謂受想行等。說總別

相已。」（T31:451c）。 Cf., Arnold（2005b，p. 438）：「此乃根據（汝）所接受（權威之論典而云）：

『關於此，了知對象乃知覺認知（識, vijbana）；而諸衍生之心操作者（caitasa）則關涉及其之特

性』。」 
271 事實上，就中觀派於一般世俗名言之運用而言，心（citta）、知（jbana）、識（vijbana）三者

並無差別。 
272 第四大段主述：“pratyaksa＂之屬於「現前知覺」的相關議題；此中，月稱進而以「語言分

析」、「比喻的轉換不成」、「詞源學」等哲學論證來解構。 
273 此段「汝所謂的『現量』，是没有概念分別的，不能以語言文字來表述的，而其對象為『自相

（svalaksana）』，是一種不可說(avyapadewya)的極微（anu），不為凡夫所了知，凡夫所緣者乃是

由極微而來的積聚（sabcita）」在月稱文中並未直接言明，然就【24a-4】~【24a-5】之問答中乃

可看出。按 Siderits（1981，p.150）此段之描述：由於為了避開月稱上所述之困境，此時陳那企

圖晉昇至勝義（paramartha）之層次，而強調吾人所謂的「瓶」並不存在，彼不過只是諸青…等

的覺知所構成者［而表象論之經量論即勝義地主張「極微」］；另 Arnold（2005b，p.451, n.141）

亦云：月稱諍論 “訴求施設”乃基於其真存有瓶的部分［瓶之感覺與料 sense data］，陳那亦言此

不為人所覺知。月稱容許歸約析法（analytically reducible），然而一但分析後即無絲亳可待，故

月稱亦主張此如瓶之感覺與料亦觀待而待成立的。 
274 參考 Arnold（2005b，p. 449, n.135）：月稱於此段轉向對陳那之定義現量來進行批判。其主要

批判之要點如下：（1）世間使用 pratyaksa 此詞，乃因其為形容詞之義（可感覺的, perceptible）。

如一般所謂「瓶之現量」，意指瓶是可被覺知的，而非基礎主義論者所謂的“瞬間的感覺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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理。陳那則反駁辯護曰：如同於因上施設為果（將結果轉義為原因）而說「諸佛

出現為安樂」般，青色等（因）為所量，而覺知到瓶的現量（果），且「量」（pramana）

即「量果」（pramana-phala）不是嗎？月稱繼續駁議云：對此「瓶是被知覺的」

與「諸佛出現為安樂」二者譬喻之應用不成。汝將「於因上施設為果（將結果轉

義為原因）」類比成「瓶」（果）並沒有被直接知覺，被直接知覺的是「青等」（因），

然而在現實世界之實際生活應用中，瓶乃可直接知覺的，並無須求助於「諸佛出

現為安樂」之比喻的應用，若勉強應用此比喻，則反成為「瓶乃“比喻地＂被知

覺的」，此反而代表了彼瓶並非真被直接知覺的，如是「瓶」與「可直接知覺的」

此二詞便成 asajbaddha（不相協調的/全無關係的）了。由於為了避開月稱上所

述之困境，陳那企圖晉昇至勝義（paramartha）之層次，而強調吾人所謂的「瓶」

並不存在，彼不過只是諸青…等的覺知所構成者。故陳那繼續辯護曰：一個世俗

名言之瓶，唯有假施設為「瓶之現前知」才合理，因它與青等色是非異的。針對

此月稱進一步駁議云：那麼訴諸於施設將不具意義，因缺乏一施設的基礎。例如

施設［本來就不存在的］驢子的角很尖，那是不合理的。因汝企圖晉昇至勝義

（paramartha）之層次，而以表象論者的角度強調吾人所謂的「瓶」並不存在，

是終極不過是「極微」等所聚集令人們所覺知的「諸青…等」之諸素材。此時若

依汝所言，則青等色皆自性成立，不須相互觀待，然非如是。「訴求施設」乃基

於其真存有瓶的部分（瓶之感覺與料 sense data），汝亦言此不為人所覺知。然此

一但分析後即無絲亳可得，故如此瓶之感覺與料亦觀待而待成立無自性的。正如

《四百論》云：「如若離色等，瓶乃不存般，如是同彼般，若離風等，色亦是不

存。」故若就勝義諦而言：瓶、青等非現前知性；若就世俗諦而言，則承許為現

前知性。以是故陳那現量之定義不週遍，因彼不能含攝世間名言「瓶是可被知覺

的」之故。 
    月稱又再針對“pratyaksa＂之 etymology 駁議云：一般所謂“pratyaksa＂之

詞源學的表述乃「依對象說」：即「根直接面向之對象」即直接被知覺的。又諸

感覺器官直接面對一「瓶…等明現之對象」的，之後再由心識來決斷之而成辦直

接知覺（perception）275。而汝之“pratyaksa＂之詞源學的乃「於各各根與根中

而相應」來分別地描述“pratyaksa＂之詞，果若如此則因「知」非具根之對境，

而是具［根之］對境之對境之故，因而此［汝對現量之］分別地敘述將成不合理，

亦即不成「各各對境之物或各各對象之物性」。陳那反駁辯護曰：如「“鼓聲或

麥芽＂依著不共因［鼓或麥］276來顯現而令世人聽到看見」般，則「根變識亦變」、

                                                                                                                                            
（fleeting sense data）”。（2）月稱主要是強調梵語文法特徵，即 pratyaksa 是形容詞之義，而非

中性（neuter）名詞。 
275 月稱以認識的能力來解釋 pratyaksa 此詞的一般意思。針對此 Tillemans（1990, vol.1:44）巧妙

地說：「藉由詞源學月稱使 pratyaksa 變得平庸，即任何意識，不論概念與否，只要是由可直接知

覺的對象造成的，皆名為 pratyaksa。」 
276 如世間所見，立名（vyapadewa）依不共因，不依共因，譬如，吾人言「鼓聲」、「麥芽」，但

不言「棒聲」、「土芽」（雖然棒與土也分別是鼓聲及麥芽的因［助缘］）。詳閱 Ernst Steinkellner
譯注，何建興中譯（2007，頁 3）；亦可見於 Hattori（1968:22）。又「不共因」之梵文為 asadharana，

Arnold（2005b，p.455）譯為：specific cause；Ruegg（2002，p.126）譯為：the specific；Sider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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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識依眼根而顯現，耳識依耳根而顯現…」，因此我的「依根說」並沒錯。縱

然諸識乃相應於各各對象的，但皆須透過所依［根］才能顯現，亦方成為現前知

性，故我的「依根說」並沒錯。月稱繼續駁議云：此「眼識等依眼根…等」之表

現與前面 pratyaksa 的「依根說」277是不同狀況的。因前者「眼識等依眼根…等」

之表現中，決不可依對象，若依對象則將成為「色之識」、「聲之識」…等而不成

「眼識」、「耳識」…等，則第六意識將如何自處278？而後者依根說只用區別現、

比二量才有意義，而非用來解說 etymology。且汝所定義之「現量唯離分别」，即

從概念的分别否而來區分，亦不見有任何的重要性。陳那再反駁辯護曰：世人之

“pratyaksa＂皆依根而立方，而如汝所言依境而立，則沒人聽懂，譬如大眾皆云

「眼識」，而沒人云「色識」，故依根而解釋才隨順世間。月稱再繼續駁議云：汝

主張的「現量離分别」才不隨順世俗名哩！另外在說明「量」與「所量」之名言

時，去分別現量此亦無意義。經云：「有眼識者雖了知青［色］，但不思青［之自

性］」，非詮述現量之性相，而是教示凡夫諸五根識之愚蒙性故。經教中，亦非唯

離分別的識就是現前識性，故汝之現量解釋乃是不合理的。 
 

    最後筆者整理 pratyaksa 之此二說如下表： 

 

 pratyaksa
的解說 

內容 功用 

陳那 依根說 「根變識亦變」、「眼識等依眼

根…等」 
區分現、比二量（即

比量時，無需「依根

而立之要件」） 
月稱 依對象說 諸根直接面對「瓶等明現之對

象」，之後再由心識來決斷之而成

辦現前識性（perception） 

可用來區分現、比二

量 

 
 
 
 
 
 
 
 
 

                                                                                                                                            
（1981，p.153）譯為：uncommon cause。 
277 因陳那量論中之「量（pramana）」的定義，乃依於其對象「所量（prameya）」而來的，而定

義 pratyaksa 亦依於對象（而非根）。See Siderits（1981，p.153）。 
278 Arnold（2005b，p. 455, n.154）：根據阿毘達磨分析，第六意識的對象是依前五識而來，故意

識不能由其對象而命名，換言之，意識之對象乃其他根識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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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稱與陳那在知識論上的不同立場 
    就上小節月稱與陳那之間彼此漫長的激戰可推知，雙方的知識論的立場一定

不相同。就陳那而言其乃是站在經量-瑜伽行派的立場，亦即單就《集量論》之

知識論角度而言，陳那乃表象論者（間接實在論者）；然若就《觀所緣緣論》之

知識論併形上學的角度而言，很清楚看出陳那為觀念論的代表279。而陳那之表象

論的立場，事實上大可說是從世親之“sva-laksana＂觀念轉移而來的280。世親在

《阿毘達磨俱舍論》281中，分門別類了七十五「法」，此即代表了素樸實在論的

立場，而 Arnold 對此「本體論基素的七十五個範疇」稱之為「明確的特性」（defining 
characteristics）282的基素，以便來建構基礎本體論（basic ontology）283。正如德

國大哲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宣稱吾人僅可得知外在世界的現象

（phenomena），而無法了知其背後的物自體（noumena）般284，陳那進一步地從

                                                 
279 Arnold（2005a, p. 24-25）：在陳那是否最好的理解為在此所爭論的作為一個形上學唯心論者

（idealist metaphysics），或僅僅像是某些表象主義知識論（representationalist epistemology）涉及

感覺與料（sense data，那允許支撐可能是最終存在於世界上之問題的可能性）? 事實上，對陳那

哲學來說，「自相」之觀念所扮演的主要哲學工作，涉及到一個基本的表象論主義知識論

（representationalist epistemology），他們認為只有「獨特的特殊物，unique particulars，自相」可

以作為知識的直接對象，而這類似於某些內在感覺與料（internal sense-data）。 
280 我們可大膽的如是推測，因陳那早期於說一切有部之犢子部（Vatsiputriya）出家，之後隨學

於世親，據西藏佛教的說法他是世親四大弟子之一。而再就西方知識論發展史角度來看，從素樸

實在論發展到表象論是必然之驅勢，這亦是為什麼自洛克（John Locke，1632-1704）、牛頓（Isaac 
Newton，1642-1727）…等十七、十八世紀之後，以直到現代科學會如此的發達。按 哈那斯 著，

何建興 譯，「陳那認識理論之概觀（上）」（頁 2）：據《成唯識論述記》卷一、卷三，以及《大

唐西域記》卷十、西藏多羅那他《印度佛教史》第二十三章等記載，陳那為南印度香至（Kabci）
國人，屬婆羅門種姓，出家後為小乘犢子部信徒，後改學大乘，為世親弟子。能言善辯…其因明

學說與古印度正理學派等「古因明」相對，稱「新因明」。 
281 世親阿毘達磨俱舍論（Abhidharmakowa）之文獻：包含（1）頌文《阿毘達磨俱舍論本頌》

（Abhidharmakowakarikas）以及（2）世親的自注《阿毘達磨俱舍論釋》（Abhidharmakowabhasyam）。

這兩個部分傳統上一直有爭論，頌文是反映著阿毘達磨毘婆沙學派（Vaibhasika school）的觀點，

而注釋則反映了［世親自己的］經量部（Sautrantika）的對毘婆沙學派批評。根據這個角度來詮

釋世親的文獻：毘婆沙也許可以被描述為本體論上雜亂的（Ontologically promiscuous），而經量

部則是本體論上儉約的（Ontologically parsimonious）。see Arnold（2005a，p.13）。 
282 在世親《阿毘達磨俱舍論》中，梵文 sva-laksana（自相）的意義是「明確的特性」（defining 
characteristics）或「明確的屬性」（defining property），此亦即「特性」（laksana, characteristic）

就如反身前綴詞（reflexive prefix）sva-（自己的）所告訴我們的，對於其持有者（bearer）是「獨

一無二」（unique）或是「特有的」（proper）。而世親就梵文詞源學來解釋「法」（dharmas＝「持

有者」［bearers,持有者］），是如此被稱呼，因「它們持有自性」（because they bear［√dhr,持有］

sva-laksana，［持有自性］）。也就是說，那個區別某物作為代表本體論基素的七十五個範疇之一，

是它分享了同樣的明確特性這個事實，此即所有「法」那類型的共同標誌。參閱 Arnold（2005a, 
p.18）。 
283 阿毘達磨的文獻被適切地描述成某些像是本體論的方案— 亦即藉由將什麼存在羅列成條

目，以及解釋什麼存在如何能說明這樣的經驗資料［如同任何有系統的哲學所必須說明的一樣］。

參閱 Arnold（2005a，p.13）。 
284 而康德之知識論的此一立場被稱為不可知論者（agnostic）。按「有的對象，是經由感觸直觀

而顯現給我們，而這些對象就是外在不確定對象，因而被稱之為「感觸的實在物」（sensible entities）
或「現象」（phenomena）…在這裡似乎就隱含著還有一種對象，是不作為感觸直觀的對象，而

作為事物本身或物自身（things-in-themselves）的對象，這種對象是知性自身的對象而非感觸的

對象。這種對象可以稱之為「本體」（noumena）或「智思物」（intelligible entities）。」參閱 Kant 
Immanuel,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 Norman Kemp Smith,（London and Basingsto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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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親之阿毘達磨佛學的中“sva-laksana＂的「明確的特性」轉化285為「獨特的特

殊物」（Unique Particulars）286。 其次，陳那仍繼承了世親阿毘達磨「二諦」287的

觀念，288 而此「二諦」觀念的雙層結構，類似於陳那提出的兩種知識類型–––
「現量」與「比量」–––「現量」以「自相」為其對象；而「比量」，以「共相」

為其對象。對陳那而言，「自相」類似「勝義有」（paramarthasat），「共相」類似

「世俗有」（samvrtisat）289。又彼「現量」乃「離分別」，此說法乃十分重要的

突破，因陳那雖沿襲印度正理派及大乘瑜伽派古因明290說，彼等皆用感官直接的

認知來說現量，但他著重思維層次乃以「離開名言概念」而客觀地進入了「單純

感覺的認知」，此種經由感官知覺而直接認識的知識，便不受先前經驗分別而有

所扭曲291。而此點令筆者連想到康德，故「陳那就似西方的康德，而康德又好像

                                                                                                                                            
Macmillan and Co Ltd,1964）, p.266-267【B306】。 
285 Cf.,Arnold（2005a, p.18）：有關陳那對世親阿毘達磨本體論的轉化（Dignāga’s Transformation of 
Buddhist Abhidharma）；因世親之《阿毘達磨俱舍論》之“sva-laksana”乃藉由 dharmas 亦使其具

有“普遍性或抽象概念”（universals or abstractions）之資格…，這樣「明確的特性」之抽象性質，

尤其顯著於說一切有部（Sarvastivada）之對過去和未來瞬間存在狀態的論證中（「三世實有，法

體恆存」）…，但此對於追隨世親《阿毘達磨俱舍論釋》的經量部論師們（Sautrāntikās）（陳那即

為此之先驅），卻拒絕這種明確具體地時間的論點；然而「自相」使個體化存在屬於一個或其它

法的範疇是根本抽象的，仍是一個實情。因此，“陳那轉化的使用＂則是一個突出的要點。 
286 Cf., Arnold（2005a, p. 24~25）：將“sva-laksana”譯成「獨特的特殊物」，其「獨特」的意思是

指「彼諸獨特性全然不能被解釋說明（whose uniqueness meams they are altogether 
uninterpreted.）」。此「獨特的特殊物」乃為「現量」（pratyaksa, perception）所攀緣的對象，其類

似於「勝義有」（paramarthasat）…陳那具體的認識論論點，有一特認知–––「現量」–––它本質

上是非語言的，亦即「離分別的」（kalpanapodha），這是因為其認識對象「獨特的特殊物」，並

無法用任何語言或概念來表述。.  
287 唐‧玄奘譯，世親《阿毘達磨俱舍論‧第六分別賢聖品》卷二十二：「諦有二種：一、『世俗

諦』；二、『勝義諦』。如是『二諦』，其相云何？《頌》曰：『彼覺破便無，慧析餘亦爾；如瓶、

水、世俗，異此名勝義。』《論》曰：若彼物覺，彼破便無，彼物應知名『世俗諦』；如瓶被破為

碎，凡時瓶覺則無，衣等亦爾。又若有物以慧析除，彼覺便無，亦是『世俗』；如水被慧析色等

時，水覺則無，火等亦爾，即於彼物未破析時，以世想名施設為彼，施設有故，名為『世俗』，

依『世俗』理說有瓶等，是實非虛，名『世俗諦』。若物異此，名『勝義諦』，謂彼物覺，彼破不

無及慧析餘，彼覺仍有，應知彼物名『勝義諦』；如『色』等物碎至極微，或以勝慧析除味等，

彼覺恆有；『受』等亦然，此真實有故，名『勝義』，依『勝義』理說有『色』等，是實非虛，名

『勝義諦』。先軌範師作如是說：如出世智及此後得世間正智，所取諸法名『勝義諦』。如此餘智

所聚諸法名『世俗諦』。」（T29：116b11-28）。 
288 陳那所引用的世親「二諦」觀點：為了爭辯在「極微」作為認知的假定原因以及「聚集」作

為其內容之間，存在一個無法彌合的裂口。…什麼能使普通型的固體（如瓶）具有僅是「世俗有」

（samvrtisat, conventionally existent）的資格，是它們那作為不可化約的基素，而當作組成成份它

們可以依次被化約作為本質上的存在（像「色」）。在《集量論》中，陳那略微提到相同的討論，

他這次明確地將議題放在「勝義有」（paramarthasat, ultimately existent）上。see Arnold（2005a，

p.23）。 
289 see Arnold（2005a，p.22-23）。 
290 相對於陳那的「新因明」，「古因明」乃指四世紀由無著、世親之大乘瑜伽行派，因應辯論的

需求，而吸收且發展了正理派邏輯思想所建立者，如《瑜伽師地論》、《顯揚聖教論》、《集論》、《雜

集論》等都在講因明，都講到「七因明」：論體性、論處所、論所依、論莊嚴、論墮負、論出離、

論多所作。其中核心部分是論所依（論辯論的方法）。見鄭偉宏（1997，頁 10-11）。 
291 《純粹理性批判》（CPR）之〈先驗感性論〉（Transcendental Aesthetic）中曾言，吾人唯透過

「感性」（sensibility）的直觀（Intuition,Anschanung）乃可直接關聯到對象（appearance），而此

（未被名言概念分別所扭曲）對象，又須經由吾人的感性（sense）的先天形式（即是空間與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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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的陳那」292。而再就西方近代知識論發展史角度來看，從素樸實在論發展到

表象論是必然之趨勢，此乃是一種經驗主義（empiricism）與實證主義（positivism）

的演變過程，這亦是為什麼西方世界自英國經驗論開山祖師洛克（John Locke，

1632-1704）、近代科學家牛頓（Isaac Newton，1642-1727）…等十七、十八世紀

之後，以直到「當代分析哲學思潮」293之強調「分析」（包括邏輯分析、語言分

析、科學理論模態分析等）致使二十一世紀現代的科技與科學哲學會如此的發

達，此皆是朝向外境是實有之形上預設而來的294。  

    陳那最後一個知識論之重點為「自證」（svasajvedana）295的問題：由於《集

量論》以「知的作具性」而分出了「自顯相之見分」與「境顯相之相分」，因此，

所謂的了境，其實不外乎就是認識自己之認識，也就是「自證」（svasajvitti）。

其不僅含攝一切所量之對象，且亦被含攝於所量之中，故可防止無窮後退的過

患。依此「自證」識體再開成能了別的「見分」及所了別的「相分」而成立三分

說，甚至於後來唯識學的「見分」、「相分」、「自證分」、「證自證自」等四分說296，

都是基於此而發展出來的。 
                                                                                                                                            
間），以及知性（Understanding）的先天形式為範疇（Categories）與圖示（Schema），才能將此

對象（appearance）化為表象（representations），並配合三重綜合（Synthesis of 
Apprehension→Synthesis of Reproduction→Synthesis of Recognition）而產生概念（concepts），此

時方可形成我們的知識（knowledge）。參閱 Kant Immanuel, Critique of Pure Reason,Trans. Norman 
Kemp Smith（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and Co Ltd,1964）,p.129~134【A96 - A103】。 
292 在一本由 Beryl Logan 所編輯的‘Immanuel Kant's Prolegomena to any future metaphysics’（未來

形上學之序論）書中，便有一篇「普魯士的休謨與英格蘭的康德（A Prussian Hume and A Scottish 
Kant）」文章，主要是描述康德認為是休謨使他從「獨斷論的睡夢」中甦醒過來之相關內容。雖

然沒有人會否認“介於休謨底自然主義( naturalism)與康德底先驗哲學( transcendentalism)在知識

理論上之鉅大差，別”，然而作者 Lewis White Beck 卻要在這兩人當中異中求同，而把休謨描述

成“蘇格蘭康德”［相對於當時十八世紀末已有人稱康德為“普魯士休謨” ］。詳閱 Beryl Logan ed., 
Immanuel Kant's Prolegomena to any Future Metaphysics（New York：Routledge, 1996）, p.139-151. 
293 在知識論的立場上，分析哲學支持經驗論，除了數學和邏輯等分析命題外，任何綜合的命題

必須接受經驗檢證才有資格成為知識。當代分析哲學形成因素約有二類，一為專門科學的進步，

二為哲學思想的發展。之後於歐陸甚致發展到「邏輯實證論（logical positivism）」之維也納學派

（Wiener Kreis），彼強調“通過對語言的邏輯分析以清除形上學＂併“一切綜合命題之可證實性

原則＂。對此波普（Karl Popper，1902-1994）之「批判理性主義（Critical Rationalism）」科學觀

提出強烈質疑，並主張「物質、主觀意識、客觀之三個世界」之知識論的學說，此即是指向科學

知識是一種證偽（falsification）的理論，亦即「我們的科學知識都只是暫時性的歸結，是容錯的，

是趨向真理之路途中的一個段落」，而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亦持同觀點。詳閱

黃建智，波普科學觀之批判---從其對馬克思歷史唯物論的批判為出發，臺北：政大哲學研究所碩

士論文，2009，頁 2-4 與 31-41；卡尔．波普尔著，舒炜光等译《客观知识．一个进化论的研究》

（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頁 123-130。 
294 上注所提及之「維也納學派（Wiener Kreis）」即要建構一套脫離形上學的哲學體系即科學的

哲學。又需注意的是：此派與前面一開始本論文之「研究旨趣與方法」中所提及以法勞凡爾納

（Erich Frauwallner）為首之「維也納學派」不同。 
295 「自證」藏文為 rang-rig（svasajvedana）：「自悟」、「了相識」。心識自己領略自己或明察自

己者。如於見瓶之眼識上，所有頌納自己，心境不二或無自境相狀之識。參閱张怡荪《藏汉大辞

典（下）》頁 2657b。此外，就經量部而言，其主張「自證」與「外境」二者真實存在，但就說

一切有部內的毘婆沙師（Vaibhasika）而言是不承認有「自證」的。此二小乘宗派主張的不同，

可參閱貢卻亟美汪波著，陳玉蛟譯《宗義寶鬉》（台北：法爾，1988），頁 49 & 65。 
296 依窺基《成唯識論述記》，此「識變」可有三種詮釋：一者、依安慧解，「識變」謂識體轉似

（見、相）二分，二分無體，是徧計所執；除佛以外，諸識自體，即自證分，由不證實，有法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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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有關陳那知識論的立場以如下略表來示意：297 

Svalaksana 自相 → Samanya 總（積集 sabcita）→ ayatana-akara 處

相→ Visaya-abhasa 境顯相  Visaya-abhasa 
 Jnana-abhasa （境顯相 visayābhāsa 與自顯

相 svābhāsa）  Svasajvedana 自證分 → antarajbeya 內在所認識

東西《觀所緣緣論》（alambana-pariksa） 

 

    另外就月稱而言其乃是站在反基礎主義論的立場而言，事實上，月稱非反知

識論-邏輯論者，此可就本論文中其對「世俗的確立」得到證明。反倒是必須方

便地應用此眾所周知的世俗論理，來令眾生悟入勝義真實。正如穆諦（1960）所

言的：「在形上學上表現為從徹底多元論（dharma-vada）轉向徹底的絕對主義

（advaya-vada）…在知識論上，從經驗主義和獨斷論 (drsti-vada) 轉向「辯證

的批判主義」 (wunyata/ madhyama pratipad )；在倫理學上，從自我主義救贖的

阿羅漢道轉向悲智雙運、普世救度的菩薩道。」298此中言及基礎主義論者如陳那

等運用其思辯理性之聰慧，來造集像哲學專門術語之「量論」，此乃易墮入獨斷

論陷井，因思辯理性常以「自性成立」之「先驗的形式」（a priori forms）— 如

生、 滅、常、斷、一、異、來、去等範疇 — 來「分別」(vikalpa)剎那緣生緣

滅的存在，而妄執現象界的林林總總而以此構成知識。故月稱順著龍樹的精神，

                                                                                                                                            
故，似（見、相）二分起。二分體無，如依手中，變似於兔，幻生二耳。於是唯「自證分」為依

他有，「見、相二分」是徧計所執。二者、依護法解，「識體轉似二分」，此識體的「自證分」及

所變現的「見分」、「相分」，具是依他有，非是徧計，「見、相二分」是「自證分」所起的作用，

即用顯體，不能说無（又護法於自證分之上更立「證自證分」，便成四分說）。三者、依難陀、親

勝等說，「識變」唯是「內識轉似外境」，「內識」即是識的「見分」，「似外境」即是識的「相分」。

離見分、相分不再建立「自證分」（更未如護法於陳那三分之外，更立「證自證分」）。於是識體

的內部結構，依《成唯識論述記》所述，則有四派不同的主張：一分說：安慧主張「自證分」才

是識的自體。二分說：由註釋《唯識三十頌》十大論師中，親勝、德慧、難陀、淨月四家，主張

識體唯是「見分」及「相分」。三分說：陳那主張識體「自證分」開成「見分」及「相分」，合成

三分。四分說：護法於陳那三分的基礎之上，更立「證自證分」，此「證自證分」足以證知「自

證分」的了知無誤，而「自證分」則向前證知「見分」的活動以及向後又反證「證自證分」的活

動。見李潤生導讀《唯識三十頌》（香港：密乘佛學會，1994），頁 99 註 3。 
297 按此略表，為 2009 年元月，由萊比錫大學的 Junjie Chu（褚俊傑）於政大學園發表「勝主智

（耆那因陀羅菩提）《集量大疏》選讀．第一講：陳那關於似現量的定義」時所整理出的，詳細

內容見政大網頁：http://buddhica.nccu.edu.tw/。P.S. 此表之“→＂ 符號乃代表「從…到…」之推

論的因果關係，若循《集量論》之 PS 1.2~ PS 1.10 偈頌便很容易地了知。又最後之 antarajbeya
（內在所認識東西）並未出現在《集量論》，而是出現在代表陳那本體論立場之《觀所緣緣論》

中。 
298 參閱林鎮國（1999，頁 188-189）。亦見於 T.R.V.Murti, Central Philosophy of Buddhism, A Study 
of Madhymika System（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2nd edition, 1960）, 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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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四句否定」、「二難」、「語言分析」…等歸謬式的論證，來解構此由思辯

理性之「分別」所造成「二律背反」的虛妄性299。 

    接著筆者想用西藏佛教的「四部宗義」列表，令讀者清晰看到陳那與月稱二

者知識論之不同立場：300 
 
 自證 外境 西方哲學（知識論）的詮釋 
中觀應成（Mādhyamika： 
Prasavgika） 

  反基礎主義

（antifoundationalism） 
瑜伽行301    中觀自續

（Mādhyamika：

Svatantrika） 
經部行302    

唯識宗（Yogācāra/Vijñānavāda）
303 

  觀念論（idealism） 

經量部（Sautrantika）304   間接實在論/表象論

（representationalism） 
說一切有部（Sarvāstivāda）305   直接實在論/素樸實在

論（naive realism） 

基
礎
主
義
︵foundationalism

︶

 

 
 
 
 
 
 
 
 

                                                 
299 同上揭，頁 189；Ibid. p.57、75-76. 
300 此表主要參照貢卻亟美汪波著，陳玉蛟譯《宗義寶鬉》（1988），併筆者對西方知識論的理解，

雜揉合成的。 
301 代表人物：寂護。 
302 代表人物：清辨。 
303 代表人物：無著、世親、陳那。 
304 代表人物：世親、陳那、法稱。 

    此中陳那之「經量部與瑜伽行派」的雙重立場，其可追溯他最初啟蒙於佛教傳統的說一切有

部之犢子部（Vatsiputriya），之後受到經量部世親學說之影響有關，故其著作了《因明正理門論》、

《集量論》等「知識論-邏輯」之預設外境實有的「經量部」觀點的作品，吾人更可從《集量論》

第四頌，看出陳那之經量部立場的影子；然從他另一部名著《觀所緣緣論》（alambana-pariksa）

的立場，亦可很清楚地看到「瑜伽行唯識學派」（Yogacara-vijbanavada）之不承許外境實有的觀

點。詳閱 Katsura, Taipei Lecture I（2007）, P.5。 
305 代表人物：世友（Vasumitra）、法救（Dharmatrata）、妙音（Ghosaka）、覺天（Buddhadeva）、

眾賢（Sajghabhadra）等。有關說一切有部的學說，可參閱平川彰著，莊崑木譯《印度佛教史》

（臺北：商周出版，2002），頁 133-134；劉貴傑、李開濟編著《佛學概論》，（臺北：空大出版

社，2001），頁 4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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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現代學者的各種不同的詮釋與筆者之立場及其理由 
    西方學者湯瑪斯‧伍德（Thomas E. Wood，1994）306認為龍樹中觀學乃是否

認生死與湼槃之真實性的徹底虛無主義，企圖恢復早期畢爾奴夫、普桑…等人之

虛無主義的詮釋。另外，曾註解陳那知識論十分著力的現代學者海耶斯（Richard 
P. Hayes，1994）便亦曾云：307 「龍樹中觀學廣受西方學界的重視其實僅反映出

現代西方哲學某些反形上學、反邏輯的思潮而已。若細考察可發現龍樹在論證上

犯了許多錯誤，故致龍樹對後來的印度哲學與佛教哲學影響十分有限，例如被龍

樹嚴厲批判的部派阿毘達磨、佛教邏輯與正理學派仍於四、五世紀之後大行其

道。」乃至如阿爾諾（Dan Arlnold）亦於 2005 年一篇文章308表示由寂護所創新

主張，其認為“自證做為一認知的特徵：「意向性」—⎯主體的本質成份＂，阿

爾諾似乎承許寂護理解自證方式類似於康德之“先驗的統覺＂，他並欲以康德概

念架構來重構寂護的自證理論。以上諸如此類的不同的“isogesis＂309代表著詮

釋者之主觀的預設，而其背後有意無意的必有其本體論的承諾。此皆可歸類為素

樸實在論、表象論或觀念論，而彼等皆是一種基礎主義，只要是基礎主義論者不

免就帶有一種形上學的預設而承諾有某種本體論的思想。這也是為什麼月稱以反

基礎主義論者之姿，要去對陳那的知識論來進行解構（deconstruction）。解構是

為了破執，無始劫來吾等凡夫皆因無明我執而繫縛於生死輪廻中。 

    佛陀降世並悟道於菩提樹下，第一句話便是指出眾生因無明我執而起三毒，

以著十二因緣之理，終不能脫此生死苦海310。從龍樹、聖天，乃至佛護、月稱等，

之所以用種種歸謬式的論證來破斥論敵，無非是要點醒世人，不要墮入自己所羅

織而成的生死我執網當中。至於以反基礎主義論者之姿來進行解構，並不代表自

己又要建構（construction）或重構（reconstruction）所立宗，若此如是將會又墮

入前述的生死我執網當中。筆者認同此種觀念，並以為知識論是為了倫理學或解

脫論（soteriology）而存在方為有意義的。或許可利用新實用主義之杭廷頓（C.W. 
Huntington，1989）認為龍樹與月稱的中觀學「不是用來表達某種『見』，而是成

就某種『效用』， 一種解脫救濟的效用311。」此中，月稱要吾人了知的是：聖人

利用「世俗諦」之名言，是要導引煩惱繫縛的眾生至「勝義諦」，而此中觀的二

諦論並不是在區分二種「實在」，而是在於區分二種「言說方式」或二種「語言

                                                 
306 Thomas E. Wood, Nagarjuna's Disputations: A Philosophical Journey Through an Indian 
Looking-glass（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 
307 參閱林鎮國（1999，頁 182）。亦見於 Richard P. Hayes,“ Nagarjuna's Appeal ”,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22, 1994, pp.299-378. 
308 Dan Arnold,“Is Svasajvitti Transcendental? A Tentative Reconstruction Following Wantaraksita, 
Asian Philosophy ,Vol.15, No.1：77-111（2005）. 
309 Isogesis（格義）：不同於 exegesis（疏釋），isogesis 是「一種對文本的『讀入』 (reading into) 」，

透露出詮釋者的立場往往多於對於文本的客觀意旨的解讀。 
310 關於釋迦佛陀生平，可參考最具代表性、文學價值最高，兼對後來影響最大的一部著作為馬

鳴（Awvaghosa）《佛所行讚》（Buddhacarita），此書已由 E.H.Johnston 於 1978 年譯為英文。參閱

吳汝釣著，《印度佛學的現代詮釋》（臺北：文津，1994），頁 9, 13。 
311 C.W. Huntington, Jr. & Geshé Namgyal Wangchen, The Emptiness of Emptiness：An Introduction to 
Early Indian Madhyamika,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4）；詳閱林鎮國（1999，頁

19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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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二諦是「文法的」區分，不是「存有論的」區分，其重點在於指陳「語

言的限度」而已312。此後，如何從「世俗諦」晉昇至「勝義真實」呢？按宗喀巴

的說法，是要依「聞思修」的次第313，即：透過觀修「不淨觀」、「無常觀」、「苦

觀」、「空觀」、「慈悲觀」…等，將自己粗分的貪、嗔等煩惱淨化調伏，同時將自

己慈、悲等利他心增長，長時發菩提心願，不斷地利用「觀察修」與「止住修」

循著正道而鍛鍊併集資淨罪，後以「止觀雙運」現證空性（勝義菩提心），終將

朝向成就無上菩提道而邁進314。總之「理可頓悟，事要漸修」，吾人之煩惱習氣

十分厚重，非循一定次第，長時期且正確地修習是不能達到此「真義境智」的。 
     總之，基礎主義知識論之「量」與「所量」的「能、所二元論」或乃至觀

念論之一元的主張，自古以來便為諸多思想家所主張。而有情眾生想當然爾，乃

要透過此「能知的量識」而來認識這個「所知的對象世界」，姑且不論這對象，

為有形的物質世界或無形的精神世界。然而，自從佛教中觀哲學之鼻祖龍樹於西

元二~三世紀，在南印度出現後，便有明顯的改觀了。他將初期佛教《阿含經》

之「無我」，以及稍後出現的大乘《般若經》之「緣起性空」（pratītyāsamutpāda - 
asvabhāva）的精神，以「不二中道」315思想，更明晰地抉擇而建立起後，便開

始打破了上述墨守成規之能所二元的思維邏輯了。而之後有佛護論師對《中論》

進行的註解，其乃一確定的哲學立場之劃時代註釋。因為基礎主義的知識論方案

（無論其為素樸實在論、表象論實在論或觀念論）皆無法避免自性形上學的預

設，而此預設便是龍樹等中觀師所認為真正問題的所在，而月稱便亦順此角度來

切入陳那知識論之背後自性形上學的預設316。然而，吾人須知佛教的知識論及其

解脱論，是必然相關聯的，如果去除解脱論的色彩，我們便無法正確地看待佛教

的知識論317，因為在佛教裡面，正知是為了要得正解脱，而欲得正解脱則必先由

正知，因而釐清「正知」的本質與根源極其必要318。  

                                                 
312 Andrew P. Tuck, Comparative Philosophy and the Philosophy of the Scholarship: On the Western 
Interpretation of Nagarjuna ,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有關「語言分析」的中

觀詮釋，可詳閱林鎮國（1999，頁 194-196）。 
313 彌勒《莊嚴經論》云：「此依先聞，如理作意，起修正作意，真義境智生。」此說從其思所成

慧，如理作意所聞諸義，修所成慧真義現觀乃得起故…。詳閱宗喀巴《廣論》（1992，頁 52-58）。 
314 以上參考宗喀巴《廣論》（1992，頁 68-71）。 
315 《中論》首頌皈敬偈即云：「不生亦不滅，不常亦不斷，不一亦不異，不來亦不出。能說是因

缘，善滅諸戲論，我稽首禮佛，諸說中第一。」（T30：1b）此中即揭櫫「不生不滅…」等八種

否定。此「八」這數目並沒有特別的意思，這樣的否定數目，或增或減都是可能的；總的意思，

都是「空」。故此「八不中道」即可收攝為「不二中道」。參閱梶山雄一著 吳汝鈞譯，《龍樹與中

後期中觀學》（臺北：文津出版社，2000），頁 51-52。 
316 此在宗喀巴於《廣論》中，分判有「分別無明（遍計我執）」與「俱生無明（俱生我執）」，就

一般凡夫六道有情，皆有此「俱生無明」故生死輪轉，然就陳那等基礎主義知識論者，不僅有「俱

生無明」，在這之上再加上「分別無明」，以此去建構種種量的理論而加以執持之。如《廣論》（頁

462）云：「故具慧者當知俱生無明所執之境為所破之根本，不應專樂破除宗派妄計分別…能於生

死繫縛一切有情者，是俱生無明故。分別無明唯邪宗方有，為生死本不應理故。故能於此分別決

定，極為切要。」 
317 按 林鎮國（1999，頁 163）當中談及「佛教詮釋學」該進一步反省之諸問題：「…什麼是佛

教哲學的理解理論（theory of understanding）？史彭伯格（Alan Sponberg）指出，佛教的理解理

論與解脱論息息相關，因為佛教之理解活動無不以去除虛妄、證悟解脱為目的。」；吳汝鈞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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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月稱亦順著龍樹-提婆-佛護的解構精神319，即在批判基礎主義知識論

時，並不表明其持有任何「反基礎主義」的立場。龍樹在《迴諍論》便明白地宣

稱其並沒有任何主張命題（pratijba）320，因此我們若說月稱主張「反基礎主義」，

便道背了龍樹之解構的精神321。最後，有關此基礎主義知識論背後自性形上學的

預設，套一句伯恩斯坦（Richard J. Bernstein）的話即是「笛卡兒式的焦慮」

（Cartesian anxiety），彷彿是在一望無際的大海上漂流而想抓住任一可立足之處

般 322，若是云「無我」、「無自性」，那何處以為家？正如本文中月稱所云【23b-1】：

「彼［世俗］只要是真實性尚未通達期間，便須持續存在…」，此義即指諸修行

而尋求解脫者，雖積集引脱之善根之福德資糧，然而此中，只要是未通達真實性

之智慧資糧，則便須住此以煩惱所造業之生死輪轉中。故吾人在實踐佛法上，終

須要以龍樹此「性空-緣起」、「緣起-性空」323之超脱的甚深智慧，尋求解脫繫縛！ 
 
 
 
 
 
 

                                                                                                                                            
長文在談及「佛教與邏輯」時，則云：「…佛教則是一種宗教，它的目標是解脫，故強調實踐與

救贖的（practical and soteriological）行為，與具體的現實人生分不開。不過，佛教不單是一種宗

教，它也是一種哲學，而且是深奥的哲學，其理論很有嚴格性。它有其哲學方法，較寬泛地說，

則是思想方法。有它自己的邏輯，若干相通於西方邏輯…」。詳閱吳汝鈞著，《印度佛學研究》（臺

北：臺灣學生，1995），頁 205-241。 
318  參閱羅尉慈（2004，頁 2）。 
319 月稱順此解構精神，便形成後來西藏所謂的歸謬論證派（Prāsavgika），此與中觀另一派由清

辨及其註釋家觀誓（Avalokitavrata）系列之自立論證派（Svātantrika）分庭抗禮。按 梶山雄一著 

吳汝鈞譯（2000，頁 127）：「清辨注釋《中論》而造《般若燈論》（Prajñāpradīpa），觀誓又再注

釋《般若燈論釋》而成《般若燈論廣註》（Prajñāpradipa-tīkā）…有關於清辨，有不同的別名傳

流下來。月稱與觀誓稱他為 Bhāvaviveka。寂護與蓮華戒則稱他為 Bhavya。」 
320 《迴諍論》（VVC 29）：「如是非我有宗，如是諸法實寂靜故，何處有宗？」引自林鎮國（2006，

頁 190）。 
321 此「沒有任何主張命題（pratijba）」在宗喀巴於《廣論》中有廣說：「自己無所立宗唯破他宗」、

「又自無宗，是就觀察勝義之時，謂不立宗無自性等，非說一切全無所許」、「故於觀察勝義之時，

若許無自性為所亦，而於自宗成立無性是自續派，若有無許唯破他欲是應成派」，之後除了援引

《迴諍論》（VVC 29-30）外，更佐以《六十正理論》、《四百論》、《明顯句論（明句論）》及《入

中論》等。詳閱宗喀巴《廣論》（1992，頁 472-4733）。 
322 按 林鎮國（2006，頁 191）：「笛卡兒在《沈思錄》裡描述一靈魂的沈思旅程充滿瘋狂與夢幻，

恐懼『突然失足掉落深水』，在那裡『我既無法肯定站釋底部，也無法游出水面』，深恐自己只不

過是一個惡靈的玩物而已。因此，對於笛卡兒來說，尋找作為阿基米得點的『我思』或上帝…就

是最為重要的一件事情…基礎主義，不論表現為何種形式，知識論、形上學、倫理學或神學，都

可診斷出『笛卡兒式的焦慮』。」 
323 龍樹用來概括「緣起」思想的是《中論》第二十四品觀四諦之「三是偈」：「眾緣所生法，我

說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T30：33b），之所以稱它為「三是偈」乃因第一句「眾

緣所生法」實際上是主語，其他三句是三個「是」：即是空、是假名、是中道。龍樹以「空」和

「假」兩方面來概括「緣起」的意義，這才不墮二邊的「中道」。參閱王堯、褚俊傑（1992，頁

119-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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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對於本論文之反思及未來的期許： 
    本論文試圖從藏譯版的角度來窺測六~七世紀陳那與月稱之思想，眾所皆

知，西藏的佛教是由精通量論與中觀哲學的寂護及蓮花戒論師所傳入的，故西藏

佛教的特色便是以量論和中觀著稱，特別是法稱的《釋量論》和月稱的《入中論》。
324 由於《明句論》梵文是由十一世紀的西藏譯師跋曹‧尼瑪札（pa tshab nyi ma 
grags）所藏譯，故不免就看出有八~十一世紀的味道。例如，在龍樹破四生時，

便譯為「諸事物（dngos po）325無生」來取代「諸法無生」；又如在言及「決定」

之信念的產生時，便譯為：此「決定」是由「量」或「非量（tshad ma ma yin pa）」
326所生來取代：此「決定」是由「量」或非由「量」所生327，以上諸如彼等筆者

皆儘量順從藏文的譯法。然而另如「聲」（sgra）、「現前知」（mngon sum）等詞，

筆者衡量法義為了較易理解緣故，而改依梵文 wabda 與 pratyaksa 而譯為「語詞」、

「可被知覺的」。又在翻譯藏文原文之時，由於版本種類繁多，且各版本非是均

一的，如在德格版【23-6】328之段落中並無否定詞 ma，但在卓尼版 G（30b4）、

奈塘版 N（25a5）、北京版 P（26a2）此三版皆有此否定詞 ma，故譯起來便有完

全不同的味道，由於筆者因時間之限制並無真正完全核對校訂之，而是以西岡祖

秀版所校為根據，其間只部份參考諸版本而已，故此為筆者將來所努力改善的目

標之一。 
    其次，由於本論文除了中、英文之基本語言外，另涉及藏、梵、日等諸種語

言，這對筆者而言乃相當大的挑戰，自己本身除了略通藏文外，梵文與日語皆非

筆者所精通，故仍多所需求外援之輔助329，但無論如何就未來而言，語言上的精

通之「聲明」對法義深入的了解乃是不可獲缺的利器，故諸語言的通達乃為筆者

將來另一努力改善的目標。 
    最後，筆者站在佛教思想的立場，此世生為有用的「暇滿人身」應將好好把

握朝向佛法殊勝不共之「無我空性慧」的體證而努力，故期許將來能繼續將月稱

《明句論》第一品全部研究完成，進而二~二十七品，以為餘生之目標。 
                                                 
324 因明學之《釋量論》與中觀學之《入中論》此二部即為西藏格魯派（黃教）三大寺內，修習

格西(Geshe)學位的五部大論（gzhung po ti lnga）之其中二部，另三部為：般若學（彌勒《現觀

莊嚴論》）、俱舍學（世親《俱舍論》）、律學（功德光《律經》），此共須經十多年修習，且經辯經

等嚴格考試，方可通過格西之學位。參閱王堯、褚俊傑（1992，頁 62）。 
325 以「有為法」與「無常」與「事物」同義，而法可分「有為法」與「無為法」。故於此點藏譯

版的表達似乎更精準且清晰。 
326 以「非量」有五類：（1）再決知（2）伺意知（3）顯而未定知（4）猶豫知（5）顛倒知。筆

者以為，主要的原因應為：就藏譯版的弘揚「量論」者，主要的是法稱而非陳那，法稱雖承襲陳

那量論，然其對量的定義為「新生的、不受欺誑的明知」，由於加上「新生的（第一剎那）」條件

下，故第二刹那非新生之知（即非量）便有再決知、伺意知、顯而未定知、猶豫知以及顛倒知等。

相對於法稱，陳那定義量時，並無此「新生的（第一剎那）」的條件。故若回歸梵文 pramana，

僅就其「不受欺誑的明知」之義而言，便不致於衍生出像再决知等第二刹那之「非量知」了。 
327 雖然此時筆者以為梵文原版意思較順，然為了彰顯經過若干世紀後的翻譯，乃受到了時代不

同之諸因素［如法稱將「量」定義多加了「新生亅與「不錯亂」之條件，致使當有「非新生」與

「錯亂」之因子時，此時便形成了「非量」］影響之故，故儘順著藏文原味。 
328 詳細請參考如下 p.110 及註 202、626。 
329 在此中十分感激林鎮國老師、見弘老師、廖本聖老師對我梵、藏文等的提携與點醒，以及楊

秋蘭、楊雅佩二位日文老師對我日文翻譯與文法方面的鼎力相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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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譯注 

月稱《明句論．觀緣生品》藏譯德格版 D18b6~D25b5330及中文譯注331 

 
第一節 「諸事物無生」332的決定與量 

     ’dir ’ga’ zhig dag rgol bar byed de
k
 dngos po rnams skye ba med do snyam 

pa’i nges pa ’di tshad ma las skyes pa zhig gam
k
’on te tshad ma ma yin pa las skyes 

pa zhig yin grang
k
 

    此中有些人333 辯駁問難334［他宗辯云］：此「諸事物335無生」336之決定337，

                                                 
330 本藏譯文本乃依據「西岡祖秀等，《チャンドラキ一ルティのディグナ一ガ認識論批判 
(Candrakirti’s criticism of Dignaga’s epistemology)》（京都：法藏館，2001 年）」此書所校訂之藏譯

文本。而彼文本乃根據西藏大藏經丹珠爾（論疏部）於 A.D.1744 年之德格版（デルゲ版，D）

為主要藍本，並以 A.D.1724 年北京（雍正）版（P）、A.D.1742 年奈塘版（ナルタン版，N）以

及 A.D.1773 年卓尼版（チョーネ版，C）為對校版本。按 據調查，卓尼版完全是德格版丹珠爾

的復刻。其次，本書及本論文之藏文羅馬轉寫系統，乃以三大較具代表性之一的 Wylie 羅馬轉寫

系統(1959 年)為主。（另二者為：Das 羅馬轉寫系統(1902 年)以及目前最新發展的美國國會圖書

館之 USLC 羅馬轉寫系統。這三種轉寫系統除了
$-(-4-6-8-<

 這 6 個藏文字母的轉寫有些差異之外，

其餘 24 個字母的轉寫均是相同的。）參閱廖本聖，《實用西藏語文法—附錄及檢索手册》（台北：

法鼓文化，2002），頁 76-77；《實用西藏語文法》（台北：法鼓文化，2002），頁 89-92。 
331 本論文「月稱對陳那量論的批判」藏譯德格版 D18b6~D25b5 之譯注，其所編配的科判主要

是依據西岡祖秀版（2001）之科判。此中分五節：第一節 諸事物無生的決定與量、第二節 聖者

與論理的關係、第三節 著述《中論》的目的、第四節 批判陳那的知識論、第五節 結論；而其

中於第四節又再細分 12 項（第 1 項 知識論的意義、第 2 項 知識論的根本誤謬、第 3 項 批判相

與所相的關係、第 4 項 批判相的詞源學、第 5 項 批判知的作具性、第 6 項 批判自證、第 7 項 批

判同一性與別異性、第 8 項 批判認識主體、第 9 項 批判區別與區別之基礎的關係、第 10 項 世

俗的確立、第 11 項 批判現量的定義、第 12 項 批判現量的詞源學。 

    說明：由於對照 Arnold（2005b，p. 418-463）、Ruegg（2002，p.95-134）、Siderits（1981， 
p.122-158）與丹治昭義（1988，p.48-67）等對《明句論》第一品此部份譯注之諸版本的科判，

似乎西岡祖秀版所立之科判較為清晰易趣入文義，故筆者本論文譯注所採用之科判，乃依西岡祖

秀版所建立之科判為主。 
332 ① 按 龍樹造，青目釋《中論．觀因緣品第一》皈敬偈後之第一頌（T30：2b）：「諸法不自

生，亦不從他生，不共不無因，是故知無生。」；西岡祖秀（2001，p.5）中亦立科判名為「諸法

不生」。然而此中，筆者按廖本聖老師的建議，認為應更改為「諸事物無生」較恰當，其主要理

由，乃因此處主要的是探討「有為法」或「無常法」亦即「四生」（自生、他生、共生和無因生）

的問題，而「事物」（dngos po）與「有為法」或「無常法」為同義詞；至於「常法」或「無為

法」則只有「存在」或「不存在」的問題，而沒所謂「生」的問題，因此將「法」改為「事物」

似乎更精準更恰當。參考 rigs lam sgo brgya ’byed pa’i ’phrul gyi lde mig dang po（理路幻鑰）, 
Mumdgod: Drepung Loseling Library Society, 1997, p.8. 
http://www.asianclassics.org/research_site/webdata/monastic/open/html/ S6857E1.html。② 然而，若

就梵文角度而言：dngos po 的梵文為 bhava，其義為「存在（物）」，而與 dharma、vastu、artha
可說是同義詞，則「諸事物無生」即「諸法無生」之義。然筆者因為是從藏譯的角度，故仍採前

述。 
333 ① 按西岡祖秀版乃指「陳那學派」之他宗。而此亦見於丹治昭義訳註，《中論釈 明らかな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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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量338所生？抑或是從非量339所生340？  

                                                                                                                                            
とば I》，（関西：關西大學出版部，1988 年），頁 48 與註 564【以下略稱丹治昭義（1988，p.48
與註 564）】。又，以下陳那學派之他宗統稱［他宗辯云］，以與月稱之［自宗答辯］相呼應。此

外，若有筆者在藏文原文之外，添加語詞而使中文翻譯而清楚易解，則皆會附上“［］＂來表示；

若有與藏文原文之梵、英、漢等的同義詞，則以“（）＂內同義詞來表示。② 在月稱《明句論》

第一品首章中，約 23%，是本論文「月稱針對陳那知識論的批判」，事實上，在梵、藏版原文中，

並無清楚地指名道姓此對話者之他宗即是陳那（或其隨行者），然在 Arnold（2005a，p.144）中

提及：此一包含月稱與一不具名的對話者之交戰，推測應是為陳那學派的思想，且此份量佔《明

句論》第一品中 1/5 強的篇幅，卻少被世人所注意…他並引證 Cesare Rizzi（1987, p.47-49）的“與

佛教邏輯學家的論爭［Controversy with the Buddhist Logicians］”報告、Siderits（1981）、Tillmans
（1990：41-53）、Georges Dreyfus（1997：451-460）、Hattori Masaaki（1968）以及 Yonezawa（1999, 
2004）等諸學者的著作來佐證。詳見 Arnold（2005a，p.261，n.4 與 n.5）；亦見於 Arnold（2005b，

p. 414-415）。但是，若按 Arnold（2005a，p.262, n.15）所言，此段（即【19a-4】起之翻譯，詳

見下述）是引用 Huntington（2003，p.77-78）從 PSP(P)（Prasannapadā 55.12-56.7）之英譯而成

的，而就 Huntington 本身認為，月稱此處的對話者是清辨，而非陳那。③ 最早提出他宗是陳那

者，大概是 Th. Stcherbastsky。詳閱山口益訳註《月称造 中論釈一卷》（清水弘文堂書房，1947），

頁 83,註 1。 
334 Cf.,西岡祖秀版（2001，p.5）日譯為：「有些人（陳那）在這裡提出批評責難。」Cf.,明性法

師顯句論藏譯版（2007，頁 33）：「於此有一作諍論。」
 

335 ① 此藏文 dngos po 譯成「事物」而不譯為「法」，其主要理由可參考前註 332。 ② 按張怡

蓀，《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677【以下略稱《藏漢大辭典—上/下冊》】：dngos po 有三義（1）

物質，（2）事物，（3）有為法。③ 又按 dngos po 的梵文為 bhava：生起（出現）；變成；現存；

永續，延續…等。經文上多譯成「有」，「有法」，「本」，「性」，「法」，「自體」，「物體」，「法體」，

「事物」…等義。參閱林光明、林怡馨編譯，《梵漢大詞典（上）》，（臺北市：嘉豐，2004 年），

頁 262a。【以下略稱《梵漢大詞典（上）或（下）》】。 
336 Cf., 西岡祖秀版（2001，p.5）：種種（事物）的存在，乃是無生的（諸諸の存在は生じるこ

とない）；丹治昭義（1988，p.48）：諸存在物沒有生的這件事（諸存在物は生じたものでない）； 
Arnold（2005b，p. 418）梵譯英“諸實有物不產生（existents are not produced）”；此與 Siderits（1981，
p.122）類似“existents are non-produced”；Ruegg（2002，p.95）則譯為“諸實體是非產生（Entities 
are unoriginated）”。 
337 ① nges pa：決定（解）。本論文統一譯為「決定」，即西岡祖秀版所謂的「確定(的判斷)」；

丹治昭義（1988，p.48）則只譯為：「判斷」。② 按 nges pa 的梵文為 niwcaya：確認；確信；正

確的知識，確定，確實；事件的真相；決定，決斷，決定的意見；確定的目標，決意，決心。經

文多譯成「決」，「定」，「決定」，「得決定」，「決定義」；「決了」；「正思惟」。參閱《梵漢大詞典

（下）》，頁 805a。③ Cf., Siderits（1981，p.122）譯為「信念」（conviction）；而 Ruegg（2002，

p.95）則譯為 “ascertainment（確定）” 類似於 Arnold 之譯為「決定」（certainty）。據 Arnold 解

說：月稱之 niwcaya 或許可譯為“conviction”（信念）或保守點“opinion”（觀念），但這都不足以

表現出其對比 aniwcaya（不決定），或月稱於此所欲表達「亳無疑問」之重點。何為月稱意味「關

於所討論之議題沒有 aniwcaya（不決定）的可能性」？對此吾人並不十分清晰，然而如果他認為

沒有懷疑的空間，則“了知他建言（what I take him to be arguing 論辯）基本上，中觀學派的主張

不能前後一致地被視為需要如同論敵般同樣的辯證”將成為可能的。詳見 Arnold（2005b，p.418
與 p.420, n.27）。 
338 ① tshad ma：量。即西岡祖秀版：「認識手段」；丹治昭義（1988，p.48）則譯為：「知識手段」。

② 按 tshad ma 之梵文為 pramana：量，尺度，標準；寬度，大小…；正確的認識手段，證據，

真實的概念，正確的觀念。經文多譯成「量」，「廣量」，「稱量」，「理」，「因明」…。參閱《梵漢

大詞典（下）》，頁 919b。③ Siderits（1981，pp.121-160）將「量」英譯為「可信任的認識手段

（an accredited means of knowledge）」；Dreyfus（1997，p.570）譯為“有效的認知（valid cognition）”；
而 Ruegg（2002，p.95）則譯為“正確知識的有效手段（a valid means of right knowledge）”；此中，

較特殊地乃 Arnold 並非按照前輩們 Dreyfus、Ruegg 等之標準翻譯，而另外將 pramana 細心地翻

譯為“可靠的保證（reliable warrant）”，而順此脈絡而將 prameya 對比譯為“可保證的對象

（warrantable object）”。主要是由於 Arnold 認為“保證 warrant” 可抓住 pramana 與“真理（tr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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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 la gal te tshad ma las skyes par ’dod na ni
k
 tshad ma dag ni 

【18b-7】du zhig
k
 mtshan nyid ni341 gang

k
 yul dag ni ci zhig

k
 ci bdag las skyes pa 

zhig gam
k
 gzhan nam gnyi g’am rgyu med pa yin zhes bya ba ’di brjod pa342r 

bya’o
k
 

此中若主張從量所生，則都應該說明343：諸量者幾許344？特徵345者何？諸對境

                                                                                                                                            
與知識（knowledge）” 之關係，畢竟 knowledge 與 mere true belief 是不同的…詳閱 Arnold（2005b，
p.418, n.21）。又將 pramana 與 prameya 此二梵文翻譯為「認識手段，means of knowledge」與「能

被認識的，knowable」是有困難的且要小心的，因其易混淆於證成（justification）/真理（truth）

與知識（knowledge）這組詞…詳閱 Arnold（2005a，p.262, n.13）。  
339 此中藏文「非量（tshad ma ma yin pa）」與「量（tshad ma）」是相對名詞，按 西藏傳統「心

類學」之認知的兩種分類：一、量，二、非量知，其中量的定義為「新的、不受欺誑的明知」；

而非量知的定義即「不是『新的、不受欺誑』的明知」。而非量知更有五類：（1）再決知（2）伺

意知（3）顯而未定知（4）猶豫知（5）顛倒知。詳閱 Lati Rinbochay 口述，Elizabeth Napper 英

譯，廖本聖中譯，《西藏佛教認知理論—根據格魯派詮釋的隨理行經部宗觀點》（台北：台北市藏

傳佛典協會，2008），頁 245 與 264。 
340 ① 由於依據西藏傳統此「量」與「非量」是一組相對之詞，故此句便譯為「抑或是為從非量

所生？」；對照明性法師顯句論藏譯版（2007，頁 33）亦譯為「然而若是從非量而生，」。② 西

岡祖秀版亦相似於「非量」，和譯為「認識手段でないもの」。③ 然而對照 Ruegg（2002，p.95）

與 Arnold（2005b，p. 418）梵譯英版則略有不同：「“若［確定］不是源於量（if［ascertainment］
does not proceed from a pramana）” /“或它並不基於可靠的保證（or is it not based on a reliable 
warrant？）” 」又 Siderits（1981，p.122）與此類似。綜合上述所言，筆者以為其間主要的差異

應為就藏譯版的弘揚「量論」者，主要的是法稱而非陳那，法稱雖承襲陳那量論，然其對量的定

義為「新生的、不受欺誑的明知」，由於加上「新生的（第一剎那）」條件下，故第二刹那非新生

之知（即非量）便有再決知、伺意知、顯而未定知、猶豫知以及顛倒知等。相對於法稱，陳那定

義量時，並無此「新生的（第一剎那）」的條件。故若回歸梵文 pramana，僅就其「不受欺誑的

明知」之義而言，便不致於衍生出像再决知等第二刹那之「非量知」了。 
341 ① mtshn nyid：性相。實有三法全具備者，為諸法性相。如能托屋樑是柱之性相。《藏漢大辭

典—下冊》，頁 2304b。② 此詞於此西岡祖秀版的譯為「特徵」。③ 按 mtshn nyid 之梵文為

laksana：標誌，記號，特徵，屬性…。即經文上的「相」、「能相」、「體相」。參閱《梵漢大詞典

（上）》，頁 649a。
 

342 ① brjod pa 當動詞，則其為 rjod pa（論述）的過去式或未來式。當名詞：（1）詞句，文章。

結合幾個語詞以表達一件事物時組成的語言。（2）所詮，所言之內容。又 rjod pa：說，講，論，

詮。《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926a 及 919b。② 此中 brjod pa bya 即西岡祖秀版：「說明される

べきである」；而本論文譯為「應該說明」，並置於句首，此與藏、日文語法之動詞放在句尾不同。 
343 ① 由於藏文語法之動詞放在句尾，此與中文語法動詞放在受詞（補語）之前的習慣不同，故

此句先翻出動詞「應該說明」。② Arnold 梵譯英“then you have to explain（那麼您必須說明）”。

（2005b，p. 418） ③ 另參考明性法師顯句論藏譯版則仍譯於句尾（2007，頁 33）：「…豈非自

生，或他生，或共生或是無因生之所詮說」。
 

344 ① 此句譯義 Ruegg（2002，p.95）“How many pramanas”（多少量），西岡祖秀版（2001，p.5）

日譯為「有多少認識手段（認識手段は幾つなのか）」，丹治昭義（1988，p.48）亦譯為：「有多

少知識手段（知識手段は幾つあり）」，此與筆者譯涵相似；然另有譯為「何種量」之意思者：如

Siderits（1981，p.122）、Arnold（2005b，p. 418）、明性法師顯句論藏譯版（2007，頁 33）。 
345 ① 如前 341 註，古典藏文 mtshn nyid 原應譯為「性相」，然此中，西岡祖秀版、丹治昭義（1988，
p.48）亦譯為：「特徵」；另參考西方學者（Arnold、Ruegg 等）亦多譯為「特徵」（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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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何？［此諸量］是如何從「自」所生，或從「他」，或從「自他二者」，或「無

因生者」？ 

’on te tshad ma ma yin pa las skyes yin na ni
k
 de ni mi rigs te

k
 gzhal bya 

【19a-1】rtogs pa ni tshad ma la rag las pa’i phyir te
k
 rtogs par ma gyur pa’i don ni 

tshad ma med par mi nus so
k k

tshad ma med pas don346 rtogs pa yang med na ni 

khyod kyi yang dag pa’i nges pa347 ’di ga las ’gyur te
k
  de’i phyir dngos po rnams 

skye ba med do zhes bya ba ’di ni rigs pa ma yin no
k k

 

然而若是由非量所生者，此應非理也，因「認識348所量（所知）349」者，須觀

待量之故350，尚未被認識的對象，即在沒有量的情況下，是不能夠被認識的351。

如果因為沒有量，因此沒有認識對象352的這種情形，那麼汝之正確的決定是從

                                                                                                                                            
故筆者於此捨傳統舊譯之「性相」，而改用較為通俗易懂之「特徵」。② 明性法師顯句論藏譯版

（2007）將 mtshn nyid 統一另譯為：「名相」［此中，似有誤，按藏文 mtshn nyid 之意為「性相」；

而另一藏文 mtshon bya 之意才為「名相」］。
 

346 ① don, 本論文因站在西方知識論立場來看，故隨順西岡祖秀版（2001，p.5）譯為「對象」，

而 Arnold、Ruegg 等梵譯英亦為“object（對象）”；較不一樣的是明性法師藏譯版順著西藏傳統，

將 don 譯為：「義」。② 按《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1299b-1300a），don：當名詞：（1）義，含

義，本意；（2）外境，外界，(相對於精神世界的) 物質世界…。③ don 的梵文為 artha：工作；

目的；動機；意味；利益，利用…。經文上多譯成：義，事義，義趣，道理；利，義利…。《梵

漢大詞典（上）》，頁 156a。 
347 yang dag pa’i nges pa 此譯「正確的決定」，而其梵文為“samyagniwcaya” Arnold（2005b，p. 419）

將其英譯為“a justifiable certainty（一可證明為正當的決定）”。 
348 ① 有關 rtogs pa 此詞的中譯，筆者隨順「陳那之認識論」的主要內涵，將譯成與西岡祖秀版

（2001，p.5）日譯相同的「認識」，此與 Ruegg（2002，p.95）類似。② 而 Arnold 將此詞譯為

「comprehension（理解）」，此與丹治昭義（1988，p.48）亦譯為：「理解」、以及明性法師顯句論

藏譯版（2007,頁 33）之譯為：「理知」或「理悟」類似。 
349 ① gzhal bya：所量。即西岡祖秀版與丹治昭義版：「認（知）識的對象」。因此，透過“認識

手段（量）”來認識 “所認識的對象（所量）”，例如 Ruegg（2002，p.95）“正確知識的對象的認

識（knowledge of an object of right knowledge）”；較特別的是 Dan Arnold 將 prameya 譯為「可

保證的對象，warrantable object」。② 按 gzhal bya 之梵文為 prameya：可測量的，有限的；可確

定的，可被論證的；可形成正確觀念(者)。經文上譯成：「量」，「所量」。《梵漢大詞典（下）》，

頁 921a。 
350 ① 此句 Arnold（2005b，p. 418）梵譯英“因為理解一可保證的對象乃基於一可靠的保證（since 
comprehension of a warrantable object（prameya）depends on reliable warrants）”；Arnold 並加以

解說：就此點而言，月稱似乎暗示論敵即是陳那，此可參考 Ruegg（2002，95, n.155），因陳那

《集論》一開頭便宣稱「了知所量須觀待量」。See Arnold（2005b，p. 419, n.23）② 又參照此整

句明性法師顯句論藏譯版（2007，頁 33）：「理知所量應是隨附量故」。
 

351 Cf.,丹治昭義（1988，p.48）此句譯為：「不被理解的對象則乃非知識手段無法理解」；Cf.,明
性法師顯句論藏譯版（2007，頁 33）：「不理知之義即非量，無法領悟」。 
352 ① 此中之「認識對象」，即西岡祖秀版（2001，p.5）：「認識對象（对象を認識する）」；而

Arnold（2005b，p. 419）“understanding of an object” 類似；而丹治昭義（1988，p.48）則譯為：

「對象物的理解（对象物の理解）」。② 又對照明性法師顯句論藏譯版（2007，頁 33）：「理悟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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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而形成的353？以是故「諸事物無生」354此應非理355。 

    【19a-2】
k
yang na khyed kyi dngos po rnams skye ba med do zhes bya ba’i 

nges pa ’di gang las gyur pa ’di nyid las ng’i dngos po thams cad yod pa yin no 

zhes bya ba yang yin la
k
  yang ji ltar khyod kyi dngos po thams cad skye ba med 

do zhes bya ba’i nges pa ’dir ’gyur ba de kho na ltar356 ng’i dngos po thams cad 

skye bar yang ’gyur ro
k k

 

    此外，汝所謂的「諸事物無生」之決定，從何形成，那我的「一切事物是

存在的」［的這個決定］也是從這個本身［形成］357，而且，汝所謂的「諸事

物無生」之決定如何形成，我的「一切事物是生」［的這個決定］也就如同這

個方式［形成］。358 
    【19a-3】 ci ste khyod la dngos po thams cad skye ba med do snyam pa’i nges 

pa ’di med na ni
k
  de’i tshe rang nyid kyis kyang ma nges pa la gzhan khong du 

chud par byed pa mi srid pa’i phyir bstan bcos rtsom pa don med pa nyid du ’gyur 

te
k
  des na dngos po thams cad bkag pa med par yod pa yin no zhe na

k
 

                                                 
353 ① 此句西岡祖秀版（2001，p.5）譯為：「汝之正確的決定之判斷如何可能？」而丹治昭義

（1988，p.48）則譯為：「彼之判斷又如何能正確呢？」② 月稱此一反對的預設，可溯源自龍樹

的《迴諍論》，在龍樹《迴諍論》中，其強調若干反對，其針對有關龍樹特有的空性主張，［而此

諸反對空性論述，絕大多數可歸結指控於「自我指示的不連貫(self-referential incoherence)」］。參

見 Arnold （2005a，p.144）。 
354 此即《中論．觀因緣品第一》首頌（MMK1.1）：「諸法不自生，亦不從他生，不共不無因，

是故知無生。」（T30：2b）。其中依據青目釋：不生者，諸論師種種說「生相」，或謂因果一、

或謂因果異，或謂因中先有果、或謂因中先無果，或謂自體生、或謂他生、或謂共生，或謂有生、

或謂無生，如是等說生相皆不然，此事後當廣說。生相決定不可得故不生（T30：1c）。 
355 以上此段，很明顯地即陳那等基礎主義論者針對龍樹《中論》所云「諸法無生」的批判。按

Arnold（2005b，p. 419, n.24）描述，此句十分類似龍樹《廻諍論》基礎主義論者之挑戰，有趣

的是此時【19a-1】月稱並未提及龍樹《廻諍論》，直到數頁後之【20a-7】才引用。 
356 de kho na ltr 的梵文為 tathaiva：正是如此，相同，同樣地。《梵漢大詞典（下）》，頁 1281b。 
357  ① 按此句西岡祖秀版（2001，p.5）譯：「或是，您所謂的『種種的存在，不會自生』，這個

定解是否來自某種理由。另外，由於［這種相同的理由］也有我所說『所有的存在（事物）是存

在著』的決定解。」② 另可參考 Arnold（2005a，p.145-146）的譯注：類似於龍樹，月稱闡明

其對話者（陳那）他認為此「唯一證成的信念」乃是基於一後天證成的諸手段（a posteriori means 
of justification）—“所有實在者存在（all existents exist）”將正會是我的﹝決定］其乃基於相同事

情，正如汝“諸實在者不產生（existents are unproduced）”之決定。 
358 ① 此段可參閱 Siderits（1981，p.122）自梵版 PSP（V）（P.19.11-19.15）的英譯：「依據汝之

『諸實在物不生（Existents are non-produced）』的信念，此將會導致，正是從彼［諸理］我的（主

張）亦如是，即『一切實在物是真實有的』［將會被證明］；還有任何是關於汝之『一切法不生（all 
dharmas are non-produced）』的信念，其將致使我的［主張］亦是真實的，彼即『所有實在物之

生是有的（there is the production of all existents）』。」② 此句明性法師顯句論藏譯版略不同（2007，

頁 33-34）：「盡如汝宗謂諸法無生，變成此決定義；依唯有彼決定義，亦成為諸法當由我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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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使［汝］說：對你而言，如果沒有「一切事物無生」的這種決定的話，

則彼時，因自己本身亦不能決定359，則無法令他人暸解［一切事物無生］之故，

因此造［此部］論（《中論》）應［全然］360為無意義也，361 所以一切事物無

法被否定（遮撥）362 而是存有的363。 

    【19a-4】brjod par bya ste
k
  gal te kho bo cag la nges pa zhes bya ba ’ga’ zhig 

yod par ’gyur na ni
k
  de tshad ma las skyes pa ’am  tshad ma ma yin pa las skyes 

pa zhig tu ’gyur na yod pa ni ma yin no
k
  ci’i phyir zhe na

k
  ’dir ma nges pa yod 

na ni de 【19a-5】 la ltos shing de’i gnyen por gyur pa’i nges pa yang yod par ’gyur 

ba zhig na
k
  gang gi tshe re zhig kho bo cag la ma nges pa nyid yod pa ma yin pa 

de’i tshe ni de dang ’gal ba364’i nges pa yod par ga la ’gyur te
k
  ’brel pa can gzhan 

la ma ltos pa’i phyir
k
  bong bu’i raw’i ring po dang thung ba nyid bzhin no

k
  

k
gang gi tshe de ltar nges pa【19a-6】 med pa de’i tshe ci zhig ’grub par bya ba’i 

phyir tshad ma dag yongs su rtog pa365r byed
k
  de dag gi grangs dang mtshan nyid 

                                                 
359 此中，若譯為「自己之決定亦無」，似乎較貼合上下文義。按此句西岡祖秀版（2001，p.5）

譯為：「此時，就連自己也無法確定（判斷）的事。」。 
360 按此“全然＂於藏版文本並出現，然出現於西岡祖秀版之翻譯，附加上去，有助於前後文意

的了解。按此句西岡祖秀版（2001，p.5）譯為：「則論書（《中論》）的著述應全然無意義。」 
361 按 Arnold 此句的翻譯：「［或許汝會說］汝無決定去引起（to the effect that）“所有實在物不產

生（all existents are unproduced）”，在那情況之下，因為無法說服他人某些連自己本身不確定者，

從事論著亦無意義了。」詳見 Arnold（2005a，p.146 與 2005b，p.420）。 
362 ① 此詞藏文為 bkag ba：’gog pa 之過去形式，其義有二（1）制止，阻攔，遮斷；（2）反駁，

破斥，否定。《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67b 及 499a。② 其次，按 bkag ba 的梵文為 pracchādita：

pracchādanā（隱藏，覆藏）之使役式或過去被動分詞。《梵漢大詞典（下）》，頁 902b。 
363 ① 按此句西岡祖秀版（2001，p.5）日譯為：「因此，若說到「所有的存在因無法否定而存在」。

② 又 Arnold（2005a，p.146 與 2005b，p.420）：「故所有實在物以無法否定而存在（all existents stand 
unrefuted）。」Ruegg（2002，p.96）：「因此所有實體真存在而無法被否定（Therefore all entities do 
exist without being negated）。」 Siderits（1981，p.122）：「故一切無法反駁的實在物乃是真實的

（all uncontradicted existents are reall）。」③ 另可參考明性法師顯句論藏譯版，與以上諸者表達

上有些不同（2007，頁 34）：「故遮除諸法無生是實有生。」 
364 ① ’gl ba：相違，抵触，矛盾。此處譯為「相違」，即西岡祖秀版：「對立（たいりつ）」。② 按’gl 
ba 之梵文為 viruddha：經文上譯成：「違」，「反」， 「相違」，「反叛」…。《梵漢大詞典（下）》，

頁 1451a。 
365 ① rtog pa：當動詞，粗略思索，初步探對。當名詞有四義（1）章、節、品；（2）思維，疑慮；

（3）分別心；（4）尋思，判為尋、伺二者之尋，四種異轉心所之一。《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1077a 及 1077b。② yongs su rtog par byed（虛妄分別）查西岡祖秀版（2001，p.123）其梵文為

parikalpayisyamas，而其字根√parikalpita：經文上譯成：「分別」，「所分別」，「分別所作」；「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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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g yul dang
k
  bdag gam gzhan nam gnyi g’am rgyu med pa las skye zhes bya 

bar yang ga la ’gyur te
k
  ’di dag thams cad ni kho bo cag gis brjod par bya ba ma 

yin pa zhig go
k
  
k
 

    ［自宗］答曰366［如下］：倘若吾等有少許367「決定」的話368，那彼［決

定］是由量所生？或由非量369所生？［此決定］並不存在370。何以故？ 於此

若存有「不決定」371者，則與彼相互觀待且彼之對治的「決定」372應成為有373，

［然而］當首先没有吾等之「不決定」存在之時，則爾時又豈會有與此相違之

「決定」374？因為不觀待於有關係的另一方（亦即决定與不決定彼此不相觀待）

                                                                                                                                            
「遍計」，「執」，「遍計所執」；「普察」，「普觀察」；「妄想」，「妄計」，「分別虛妄」，「虛妄分別」。

《梵漢大詞典（下）》，頁 855a。 
366 此詞藏文為 brjod par ba，其意思為「應被詮說」、「應該論述」；按 brjod pa 其為 rjod pa 的過

去式或未來式。而 rjod pa 其義為：說，講，論，詮。《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926a 及 919b。然

對照梵文 ucyate 其即「回答」之義（See Monior-Williams, p.912），故筆者便直譯「答曰」。 
367 此「少許」藏文為 ’ga’ zhig，按《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489a），其意有「一些」，「少分」，

「隨一」之義。而參考丹治昭義（1988，p.195, n.579）依據藏文德格版與北京版亦有此“ ’ga’ 
zhig ＂。 
368 Cf.,西岡祖秀版（2001，p.7）譯為：「假設我們所說的確定的判斷有什麼的話」；而丹治昭義

（1988，p.49）則譯為：「如果於我等有任何所謂『判斷』的話」；Cf., Arnold（2005b，p.420）：「如

果我們有任何一點如『決定』的話（If we had anything at all like certainty）」；Cf., Siderits（1981，

p.122）：「如果我們的信念是某些存在的話（If our conviction were somehow existing）」。 
369 此亦按西藏佛法傳統譯為「或由非量所生？」而不譯為「或非由量所生？」；明性法師顯句論

藏譯版（2007，頁 34）亦譯為：「或從非量生」。 
370 按「［此決定］並不存在」於西岡祖秀版（2001，p.7）譯為：「［對我們而言，確定的判斷］

並不存在。」 
371 「不決定」：藏文為 ma nges pa，梵文為 aniwcaya。Cf., Arnold 梵譯英為“doubt”（懷疑）；Ruegg
梵譯英為“non-ascertainment”（不確定）；Siderits 梵譯英為“non-conviction”（非信念）。 
372 Cf.,西岡祖秀版（2001，p.7）譯：「於彼相對，彼之反對之確定［的判斷］」；Cf.,Arnold（2005b，

p.420）梵譯英：「相對彼且觀待彼之決定（a certainty opposed to that and dependent upon it）」；Ruegg
（2002，p.97）梵譯英：「與它相關係且做為抗衝於它的『確定』（ascertainment in relation to it and 
as a counterpoise to it）」；Siderits（1981，p.122）梵譯英：「否定彼者將會是那觀待與彼之信念（the 
denial of that would be a conviction which is dependent on that）。」 
373 ① 此句於明性法師顯句論藏譯版（2007，頁 34）亦類似譯為：「此未決定若實有，觀待彼［未

決定］且成為相對彼之決定亦成一實有。」② 據 Arnold（2005b，p.420, n.27）解說，為何他不

將 niwcaya 譯為“conviction”（信念）或保守點“opinion”（觀念），主要就是月稱的這句話。由於

決定之 niwcaya 與不決定 aniwcaya 相互對比，故將其 niwcaya 譯成代表了「亳無疑問」之決定

（certainty），此即彰顯月稱在這裡所要表達之重點。 
374 以上從【19a-4】起之翻譯，可對照參考 Arnold（2005a，p.146 與 2005b，p.420）梵譯英如下：

「如果我們有任何一點如『決定』的話，則其將有［一其存在的問題］基於一可靠的保證（量），

或不基於一可靠的保證。然而我們並非如此！如何如是呢？若於此有“懷疑”的可能性，則將有一

相對於彼之“決定”而且依賴它。但當我們首先沒有“懷疑”，則如何可能有一相對於彼之“決

定”？ 」又按 Arnold 所言，此段是從 Huntington（2003：77-78）從 PSP(P)（Prasannapadā 55.12-56.7）

翻譯成英文，而來引用的；而就 Huntington 認為，月稱此處的對話者是清辨，而非陳那。見 Arnold
（2005a，p.262, n.15）。 
    P.S. 此句翻譯須注意一詞「首先」（re zhig），雖說藏文意為「暫且」，然查閱西岡祖秀版（2001，
p.49 與 128）其梵文乃 tavat，而其為「首先、最初」之義，參考 Lokesh Chandra, Tibetan-Sansk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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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故375，正如［去討論］驢角之長短一樣［，是不俱意義的］376。 
當無如是「決定」時，則怎麼會為了成立什麼之故，而去虛妄分別377種種的量

呢378？又怎麼會有彼等［諸量］之數量、特徵、對境379與從自（諸量本身）、

他（其他量）、共生（量本身與其他量二者）或無因生呢？此諸一切，皆非吾

等所應論敘的380。 
 

第二節  聖者與論理的關係   

    【19a-7】gal te de ltar khyod la nges pa yod pa ma yin na
k
  khyed cag gi 

dngos po rnams ni
k
  bdag las ma yin gzhan las min

k
  gnyis las ma yin rgyu med 

min
k
  zhes bya ba’i nges pa’i rang bzhin gyi ngag ’di ji ltar dmigs she na

k
   

    ［他宗辯云］假如［汝］說：如上所述，如果汝無「決定」的話，將如何

去獲得汝等［《中論》］所謂的「諸事物“並非從自非從他，非從二者非無因＂」
381的這個決定性質的語詞382？ 

                                                                                                                                            
Dictionary：Supplementary Volume7（1992，p.1871a）之中，re zhig 亦有梵文 tavat（首先）之義，

故筆者此譯「首先」。請詳閱下註 424。 
375 ① 此句西岡祖秀版（2001，p.7）譯為：「這是因為不與相關的他者相對立。」② 而明性法

師顯句論藏譯版（2007，頁 34）譯為：「以不觀待餘他相屬故。」 
376 按「驢角」、「兔角」或「石女兒」，在中觀學上常被用來譬喻「根本莫虛有之事」，因驢子或

兔子根本没有角，而石女根本無法生育故無子女。倘若誤執彼等有角或有子，根本無意義；更何

況進一步談論彼角之長短或其子女之美醜，此皆不俱意義。如云：「若石女兒及兔角等，諸畢竟

無直可云無，不須簡別。如是雖於所知有，然依時處，有有、有無，若說彼時處無，亦不須簡別。」

參閱宗喀巴《廣論》（1992，頁 465）。 
377 ① 此「虛妄分別」藏文為 yongs su rtog par（分別，遍計），而其梵文為 parikalp—ayisyamas，

按其字根√parikalpita：經文上譯成：「分別」，「所分別」；「計」，「執」，「遍計所執」；「妄想」，「妄

計」，「分別虛妄」，「虛妄分別」，［參考前註 365］，（See Monior-Williams, p.592）。以上較古典之

翻譯，可比對以下較現代之翻譯：西岡祖秀版譯為「想定（そうてい）」；Arnold（2005b，p.420）、

Siderits（1981， p.122）梵譯英皆為“想像（imagine）”；Ruegg（2002， p.98）梵譯英為“假設

（postulate）”。 
378 ① 此句西岡祖秀版（2001，p.7）日譯為：「像這樣，沒有確定之判斷時，是否為了成立何，

因而推測種種的量？」② Arnold（2005b，p.420）梵譯英如下：「當以此方式而無決定時，那我

們將想像諸可靠之保證為了證明什麼呢？」③ 另外明性法師顯句論藏譯版（2007，頁 34）則譯

為：「爾時如是無決定，彼時所成立之是何？以量等善加分別。」 
379 按 Arnold（2005b，p.420）英譯：「那麼它們［諸可靠之保證］是如何有數目，特徵，或對

象？」 
380 此句西岡祖秀版（2001，p.7）譯為：「因此，這些全部都不是我們所該討論的。」 
381 此決定性質的語詞（亦即「命題」）乃指龍樹《中論．觀因緣品第一》皈敬偈後之第一頌：「諸

法不自生，亦不從他生，不共不無因，是故知無生。」（T30：2b）。 
382 Cf.,岡祖秀版（2001，p.7）譯為：「倘若就如同此理，依據汝［月稱］確定的判斷是不存在的，

那麼汝等所謂「諸法的存在，不是從自［而生］，不是從他［而生］，亦非從［自他］兩者［而生］，

或是無因生」的確定之判斷，此做為本質的語言表現［表達方式］，又是如何獲得的呢？」 Cf., 
Arnold（2005b，p.421）：「如果正如此方式［您］没有任何一點『決定』，那麼您自己的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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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rjod par bya【19b-1】ste
k
  nges par gyur pa’i ngag ’di ni rang la grub 

pa’i ’thad pa’i sgo nas ’jig rten la yod kyi
k
  ’phags pa rnams la ni ma yin no

k
 

    ［自宗］回答如下：此被決定之語詞，乃從依［世間人］自身成立之論理
383而對於世間人是存在的384，但對於諸聖者385則不存在。 

    ci ’phags pa rnams la rigs pa mi mnga’ ’am zhe na
k
   

    ［他宗辯云］：［難道說］對於諸聖者，不存有此論理386嗎？387 

    yod pa ’am med pa ’di sus smrs
k
  ’phags pa rnams kyi don dam pa ni cang mi 

gsung ba yin te
k
   de’i 

【19b-2】 phyir gang la ’thad pa dang ’thad pa ma yin pa mi mnga’ bar ’gyur ba de 

dg la spros pa mnga’ bar ga la ’gyur
k
 

    ［自宗答辯云］：誰說此有或無？聖者們之「勝義」388，即全無言說389，

                                                                                                                                            
即俱有某確定的形式去知道（wit）“實在物的存在，其既非從自己本身或從其他；也非從兩者或

無因由”——要如何地被了解呢？」Cf., Ruegg（2002，p.98）梵譯英為：「如果［根據您］根本

沒有確定存在，那麼您的理智要如何了知［如下］俱決定義的句子：諸實體並不從自、從他、從

兩者或無因而存在？」P.S. 此句中筆者所譯之「性質」（rang bzhin）查西岡祖秀（2001，p.126）

之梵文為 rupa，而西岡祖秀版（p.7）譯為「本質（ほんしっ）」。 
383 按「論理」之藏文為 ’thad pa：原因，理由。《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1225b。翻譯現代語詞

即「邏輯」。筆者於本論文中，仍依西岡祖秀版皆統一譯為「論理」。 
384 參考岡祖秀版（2001，p.7）之日譯：「這個被確定的語言表現（表達方式），是依據世間人們

自己本身所成立的邏輯（論理，thad pa）而存在於世間的。」 
385 按 Arnold 依據 PSP(P)（57.4-5）而將此句翻譯為：「此種表達乃藉由推論來確定，而此推論

是共同感知屬於此世界中的部分，而非屬於聖者（the venerable，ārya）的部分。」See Arnold
（2005a，p.147 與 2005b，p.421）。 
386 此「論理」其藏文為 rigs pa, 事實上乃與上註 383 之’thad pa 同義，雖於藏版有不同之二字（’thad 
pa 與 rigs pa）然對照西岡祖秀（2001，p.127 與 91），則其梵文皆為 upapatti，故筆者皆統一譯為

「論理」。Cf., Arnold（2005b，p.421）對此二者之梵譯英皆為：「推論（reasoning）」。
 

387 此句於西岡祖秀版及 Ruegg（2002，p.99）歸類為論敵對方，然 Arnold 仍將此句歸為自宗（月

稱）的部分。詳見 Arnold（2005b，p.421）。 
388 「勝義」之藏文為 don dam pa，其梵文為 paramartha：（1）真理，真實事；（2）真諦，勝義，

第一義。《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1303a 及 1303b。
 

389 ①「全無言說」藏文為 cang mi gsung ba。即西岡祖秀版：「沈默（ちんもく）」。按 cang：什

麼都，任何。《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724b。此全句西岡祖秀版譯為：這裡說的「有」或「無」

是依據誰所說的，聖者們的最高真理（勝義，don dam pa）為沈默。」② 又參閱 PSP(P)（57.5-11）

Arnold 對此二句之梵譯英版似乎略有不同，如下：「誰能說是否他們真是如此（Who can say 
whether or not they do）？因終極真理是一種聖者的沉默（For ultimate truth is a matter of venerable 
silence）。」See Arnold（2005a，p.147 與 2005b，p.421）；Ruegg（2002，p.99）梵譯英為：「憑

藉誰而言此（論理, justified ground）存在或不存在？勝義諦（Ultimate reality）實際上是聖者們

的沉默。」Siderits（1981，p.123）：「聖者們的勝義諦是一種沉默的狀態，因此為什麼會有戲論

（prapabca）的可能性，而不論有證明無證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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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對於那些不具有論理與非論理者［之諸聖者］而言，怎麼會有［論理與

非論理這些］戲論390 呢？391 

    gal te ’phags pa rnams ’thad pa gsung bar mi mdzad na
k
  da ni ci zhig gis ’jig 

rten pa la don dam pa khong du chud par mdzad ce na
k
 

    ［他宗若思辯云］：倘若聖者們皆不講說論理，那麼以何令世俗人理解勝

義呢？392 
    ’phags pa rnams ni【19b-3】’jig rten gyi tha snyad kyis ’thad pa mi gsung 

gi
k
 ’on kyang ’jig rten kho na la rab tu grags pa’i ’thad pa gang yin pa de dag gzhan 

rtogs par bya ba’i phyir zhal gyis bzhes nas de nyid kyis ’jig rten khong du chud 

par mdzad do
k
   

    ［自宗答辯云］：雖然，聖者們不以世間名言393而說論理，但卻允諾394唯

世間眾所周知之諸凡「論理」，彼等皆為令他人通達［勝義］之故，而好讓世

俗人能理解395。 

                                                                                                                                            
③ 對照明性法師顯句論藏譯版（2007，頁 34）亦類似譯為：「誰說此有或無？諸聖者之勝義亦

根本不說。」
 

390 「戲論」藏文為 spros pa：虛文，繁文縟節。無益的思路和不切實際的儀節。佛書譯為“戲論”。

《藏漢大辭典—下冊》，頁 1693a。又「戲論」梵文為 prapabca：冗長；複雜化；假心的誇獎，

無聊的對話。經文多譯成「戲論」，「虛偽」，「妄想」。參閱《梵漢大詞典（下）》，頁 927a；Arnold
（2005a,b）對此詞之梵譯英為：「概念的巧思（conceptual elaboration）」；Ruegg（2002，p.99）

亦類似譯為：「概念的增益（conceptual proliferation）」。 
391 ① 此句西岡祖秀版（2001，p.7）譯為：「因此對沒有邏輯（論理）和非邏輯（非論理）的聖

者們而言，是沒有意義的討論（戲論，げろん）。」② Arnold（2005b，p.421）梵譯英如下：「因

此，依據彼，怎麼會有（此種）“推論或非推論” 之概念巧思（conceptual elaboration）的任何可

能性呢？」Ruegg（2002，p.99）梵譯英為：「因此，於此脈絡下，豈能有“容或具論理或不具論

理” 之概念增益的存在。」③ 另外明性法師顯句論藏譯版（2007，頁 34-35）則譯為：「故任何法

不具合理與非合理？彼諸豈賦予戲論？」 
392 Cf.,明性法師顯句論藏譯版（2007，頁 35）：「設若諸聖者不詮說合理，現今誰能於世俗境理

悟勝義法。」 
393 ① 此「世間名言」（’jig rten gyi tha snyad）西岡祖秀版（2001，p.9）譯為「世間的語言習慣

（世間の言語慣習）」，丹治昭義（1988，p.50）：「世間人共通的語言慣用（世間の人と共通の言

語的慣用）」。按其梵文為 lokasajvyavahara：世人之間的商業行為。經文多譯成「世俗言談」，「世

事」，「論世事」，「俗數言說」。參閱《梵漢大詞典（上）》，頁 663a-663b。② 又 Arnold（2005b，

p.412 與 p.421）譯為：「世俗上的慣用（conventional usage）/ 一般［語言］的應用（ordinary usage）」，

此中，月稱“ordinary” 之事例，其意味“熟稔於世間上的”，是常與直覺相反的；Ruegg（2002，

p.99）譯為：世間一般人之交易實際的應用（The transactional-pragmatic usage of ordinary folk in the 
world）；然而，根據 Arnold（2005b，p.421, n.32）描述：像 Ruegg 如此的翻譯，易使月稱自己論

證表現不相協調而矛盾，雖然其梵文有世俗的商業貿易之義…月稱的應用一般語言，被視為語言

例示其自身。③ 明性法師顯句論藏譯版（2007，頁 35）亦譯為：「世間名言」。 
394 「允諾」之藏文 zhal gyis bzhes：應允，允諾。《藏漢大辭典—下冊》，頁 2378b。而 Arnold（2005b，
p.421）譯為：「同意（granting）」；而明性法師顯句論藏譯版（2007，頁 35）則譯為：「親自教授」。 
395 按 Arnold（2005b，p.421, n.33）描述：在此似乎有點緊張，為什麼是後者（諸聖者為令世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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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 ltar lus la mi gtsang ba nyid yod du zin kyang phyin ci log gi rjes su song 

ba’i ’dod【19b-4】chags can rnams kyis dmigs par mi ’gyur zhing
k
  yang dag pa ma 

yin yang gtsang ba’i rnam par sgro btags nas yongs su nyon mongs pa396r ’gyur ro
k
 

如同原本於身體中存在的不淨性，然而顛倒追逐之諸貪欲者，彼等因不認識，

而於不清淨亦增益397清淨相，因而極困惑煩擾398。399 
de dag ’dod chags dang bral bar bya ba’i phyir de bzhin gshegs pa’i sprul pa ’am 

lhas
k
   

【19b-5】lus ’di la skr zhes bya ba la sogs pas sngar400 gtsang ba’i ’du shes kyis 

bkab pa’i lus kyi skyon rnams nye bar ston par byed do
k
 

為了令彼等眾生脫離貪欲之故，如來之變化身401［人］或天，藉由「於此身中

                                                                                                                                            
了解緣故，而接受世間所熟悉的論理）而不是前者之“一般［語言］的應用（ordinary usage）/世
俗名言”？根據 Siderits（1981，p.125-126）：在此我們必須注意了月稱避開了“聖者尋求證明勝義

諦”。當聖者們開始透過世俗名言指導世人，他們所欲建構的不是一個證明，而是什麼應被世人

所考慮成為一健全建構的證明（to be a well-established proof）。而限定資格是重要的，因若中觀

師被說成僅是證明勝義諦，此便蘊涵了他擁有勝義方便的證明，亦即是他具有“他了知是無條件

地有效” 的量論。Siderits 關注的此點被推鑑藉由於此對照出「月稱所強調點：即聖者他們自身

並非依賴世俗名言，而是短暫方便地應用唯於世間所熟悉的論理」。 
396 nyon mongs pa：煩擾，困惑。使身心不得安靜。佛書譯為“煩惱、污染、雜染”。《藏漢大辭典—
上冊》，頁 727b。 
397 此「增益」之藏文為 sgro btags，乃 sgro ’dogs 之過去之形式，其義為：捏造，虛構，誣蔑，

以無為有。佛書譯為“增益＂。《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1413a 及 621b。於西岡祖秀版與明性

法師顯句論藏譯版皆譯為：「虛構」；Arnold（2005b，p.421）與 Ruegg（2002，p.100）譯為：「把…
歸於/污名化（impute，adhyaropya）」。

 
398 此「困惑煩擾」之藏文為 nyon mongs pa：煩擾，困惑。使身心不得安寧。佛書譯為“煩惱、

污染、雜染”。《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727b。今取其「使身心不得安寧」義而譯成「困惑煩擾」

Cf.,明性法師顯句論藏譯版（2007，頁 35）：「煩惱」。又，「極困惑煩擾」（yongs su nyon mongs 
par ’gyur）查西岡祖秀版（2001，p.123）其梵文為 parikliwyante，西岡祖秀（p.9）日譯為「苦悶

するであろう」。 
399 ① 按此整句西岡祖秀版（2001，p.9）譯為：「［例如］明明身體不清淨性，追隨顛倒有貪欲

的人們，因為不了解，於不真實虛構清淨的體相，故大概會很苦悶吧。」② 又 Arnold（2005b，

p.421）譯為：「例如，那些於情慾迷惑掙扎者，染犯錯誤，不了知實際上身體的不淨性—進而歸

於一不真實的美麗相，故［他們］受苦。」Ruegg（2002，p.99）譯為：「例如，人們受情慾（ragin）

困擾，故致誤解（viparyasanugata）而不能見實存之身體的不淨性（awucita）；將［不淨性］歸

於清淨相，而此相實際上是不真實的，故而他們十分地染污（parikliwyante）於其間。」③ 明性

法師顯句論藏譯版（2007，頁 35）：「盡如身不淨性雖已存在，而顛倒之隨行，諸貪慾者不觀照。

非清淨虛構成清淨相，當變成煩惱。」 
400 此“sngar” 意即“sngar bshad pa ltar”（如上所述）之簡寫。 
401 「化身」之藏文為 sprul pa：幻象，變化。佛教謂由佛身幻變成的人、物和現象，如殊勝化身

指釋迦牟尼，受生化身指轉世活佛，事業化身指身語等活動，人物化身指各種生物和無生物。又，

「化身」或「變化身」乃指佛由增上緣報身所起，現於淨及不淨化機之中，為利益是諸化機而隨

願受生之色身。《藏漢大辭典—下冊》，頁 168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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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毛髮」…等402，來親示403［世間人］由前述清淨的觀念所遮蔽之身體的種種

過失404。 

de dag kyang gtsang ba’i ’du shes de dang bral bas ’dod chags dang bral ba thob 
par ’gyur ba de bzhin du ’di na so so’i skye bo dag kyang ma rig pa’i rab rib kyis 
blo gros kyi mig nyams pa nyid kyis【19b-6】dngos po rnams kyi rang bzhin phyin 

ci log
k
 ’phags pa rnams kyi rnam pa thams cad du ma dmigs pa405’i bdag nyid can 

dang
k
 ga’ zhig tu khyad pa406r ’ga’ zhig lhag par sgro btags nas ches shin tu nyon 

mongs par ’gyur te
k
 

那些［俱貪者］藉由遠離清淨的觀念，而證離貪欲［之境地］407；同樣的，則

此諸異生（凡夫）亦因以無明之翳障408來損壞慧眼，而令諸事物自性顛倒，意

即增益聖者們於一切種409不可得之「自性」，以及於某物增益某些「特性」，進

                                                 
402 此指觀身之髮毛爪齒…等三十六種不淨物，按《大般涅槃經‧第二十四卷》（北涼天竺三藏曇

無讖譯）：「是名菩薩昔所不見而今得見。以是異故能見微塵聲聞緣覺所不能見以是異故。雖自見

眼初無見相，見無常相，見凡夫身三十六物不淨充滿，如於掌中觀阿摩勒果。」（T12：505c）。

《大般涅槃經‧第十二卷》：「復次善男子。菩薩摩訶薩聖行者。觀察是身從頭至足，其中唯有髮

毛爪齒不淨垢穢，皮肉筋骨睥腎心肺肝膽腸胃生熟二藏大小便利涕唾目淚。肪膏腦膜骨髓膿血腦

胲諸諸脈。菩薩如是專念觀時…菩薩爾時除去皮肉唯見白骨。」（T12：433c-434a）。 
403 本文所譯之「親示」，其藏文為 nye bar ston pa，其中 ston pa 即「教導、開示」義；nye ba 此

字加上“r” 構成從前面修飾動詞或形容詞，使詞義更加深刻化的一個副詞，例如 nye bar lat ba 詳

觀，nye bar brtag pa 審慎研究，nye bar bstan pa 親示，nye bar bsten pa 緊密依靠，nye bar mdzes pa
最美麗。《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961a。 
404 ① 按此句西岡祖秀版和譯為：「［因此］為了讓他們脫離貪欲，如來的變化人和天人，藉由「這

個身體有毛髮」的說法，來教授由清淨的觀念而隱蔽之身體諸多的缺陷。」② 又 Arnold（2005b，

p.422）譯為：「為了培養他的離貪，如來的化身或神可清楚地描述“原本被上述清淨觀念所遮蔽”
之身體的諸缺失。［例如他們會如下描述地］說身有毛髮等諸事。」Ruegg（2002，p.100）譯為：

「為了導致離貪（vairagya），如來的化身（nirmita, phantom projection）或天（deva, a divinity）

將會顯示“被前述清淨見所遮蔽” 之身體的諸缺失，而說道：在此身中有毛髮等諸如此類［不淨

物］。」③ 另外明性法師顯句論藏譯版（2007，頁 35）則略有不同：「彼諸遠捨貪慾故，如來化

身或天人，謂此身頭髮衣飾等裝飾，前時之清淨想與否？」 
405 ma dmigs pa：此譯“不可得＂。按《藏漢大辭典—下冊》（頁 2144b）：dmigs med，即「無緣」，

「無所得」，「空性」之義。 
406 ① khyd par：特性，差異，區別，特點。程度上的不同點處。《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247a。

② 其梵文為 viwesa（特性，差別）。 
407 Arnold（2005b，p.422）譯為：「那些［一直被情慾貪染者］，透過棄捨美麗的概念，可達到

離貪（dispassion）。」 
408 本文所譯的「無明之翳障」，Arnold（2005b，p.422）類似譯為：「無知的眼障（the cataracts of 
ignorance）」；Ruegg（2002，p.100）譯為：「無知的膜障（the film of nescience, avidyatimira）」；

Siderits（1981，p.126）則譯為：「（諸實在物的）無明之盲（the blindness of ignorance of existents）」；

明性法師顯句論藏譯版（2007，頁 35）：「無明翳」。P.S. 此中所譯之「翳障」（rab rib）查西岡祖

秀（2001，p.127）其梵文為 timira，Cf.,西岡祖秀（p.127）日譯為「眼病（がんびょう）」。 
409 「一切種」（rnam pa thams cad du）其梵文為 sarvatha，其有「絕對」或「在任何情況下」之

義。按《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1568a 與 b）：一切相，一切種；其意為「隨時隨地」。故於此

筆者乃隨順法尊法師之所譯宗喀巴《廣論》，其多將此詞譯為「一切種」。可參考宗喀巴《廣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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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十分地困惑煩擾［於其中］410。 
de dag da ltar【19b-7】’phags pa rnams kyis bum pa yod pa ’jim pa la sogs pa dag 
las skye ba ma yin no zhes khas blangs pa de bzhin du skyes pa’i snga rol nas yod 

pa la yang skye ba yod pa ma yin te
k
  yod pa’i phyir ro zhes bya ba nges par gyis 

shig
k
    
k
 

yang ji ltar me dang sol ba la sogs pa gzhan du gyur pa dag las myu gu skye ba
【20a-1】 yod pa ma yin no zhes bya bar khas blangs pa de bzhin du s bon la sogs 

pa brjod par’dod pa dag as kyang yod pa ma yin no zhes nges par gyis shig
k
 

如是，［例如］現在聖者們411承認「現有之瓶，不是由黏土等而生」412，亦即

是從生以前就存在，則亦「生」是非有的，因為已決定「有之故」413。此外，

又如承認「苗芽非從他如火與炭等而生」，同樣地，［勝論派他們］想主張［苗

芽）從種子等而生［亦是不合理的］，亦因為已決定［在苗芽產生之前已有］

之故414。 
                                                                                                                                            
（1992，頁 25、34、39、52、99…）。 
410 ① 按此句西岡祖秀版（2001，p.9）譯為：「同樣的，這裡的凡夫俗子們，因無明的眼疾損壞

智慧之眼，而顛倒所有存在的本質，意即虛構聖者們毫不認識的本性，並在某個東西裡，虛構某

種特殊性，這大概會非常苦悶吧！」P.S. bdag nyid can 之梵文為 svabhava（自性）。② 又 Arnold
（2005b，p.422）此句譯為：「［故按此脈絡］透過凡夫“被無知的眼障所傷”之眼，他將實在物歸

於一本質［以及在某情況下，具某特殊性質］，而此本質特性乃為諸聖者所不覺知者，故而凡夫

極端受苦。」Ruegg（2002，p.100）譯為：「在此亦同樣地，因他們智慧的眼目受到了無知膜障

的影響，將諸實體（entities）歸於一顛倒的自性，而彼自性［事實上］不為諸聖者所覺知，故而

凡夫（worldings, prthagjana）極端地受染，關於在某場合［歸於］某特性。」③ 另外，參考明

性法師顯句論藏譯版（2007，頁 35）則略有不同：「如是此世俗異生亦退失無明翳之慧眼，諸法

自性之顛倒。諸聖者於諸相不可緣得自性者，某一差別虛構成某一殊勝，成為極劇之煩惱。」 
411 此段開頭，Arnold（2005b，p.422）、Ruegg（2002，p.100）依據梵譯英本皆添加一句“現在

聖者們為醒覺他們（對所有此）透過“世人所熟悉＂的論理，＂ 
412 ① 此乃月稱針對主張「自生」因中有果論的數論派而來的論述。② 月稱此段「破自生」闡

述，主要是沿用《中論‧佛護註》的解說。而藏版《中論‧佛護註》第一品之全文的翻譯，已由

德國學者 Max Walleser 於 1913-1914/1970 所編譯完成［亦見於 Saito, 1984］。又此論證於傳統上

是被視為針對 Samkhya（數論派）—即 Satkaryavada 典籍的擁護者—而破斥的。此派主張果存於

因中（effects“pre-exist”in their causes）…。詳見 Arnold（2005a，p.263 n.22 與 2005b，p.423, n.37）。 
413 ① 此句西岡祖秀版和譯為：［例如］現在聖者們承認他們［主張因中有果論的數論學派“サ

ーンキヤ學派＂］所說的現在存在的瓶，不是由黏土而生，那麼從生以前就存在的東西，因此“生

這件事＂是不合理的，因為已能確定“目前正存在＂之故［就像這樣，必須需根據他們自己所承

認的邏輯，而可被認識悟入的］。② Arnold（2005a，p.147-148）注解：如是，聖者們為了覺醒

他們［凡夫］朝向［事物的真實性］，其乃透過相似於彼等之因理。例如，其假定並無一“從一

粘土而來的已存之瓶等的產生＂；同樣地，其應確定沒有生，因在產生之前就已經存在了。 
414 ① 此句西岡祖秀版和譯為：「另外，又如同主張『［以果形式存在的］火及炭等，自因［芽］

而生是不合理的』般，就像這樣，也必須確定［他們］想主張苗芽自種子而生是不合理的［就像

這樣，聖者們是跟據他們自身所被承認的邏輯（論理），而［此判斷］被確定。」② 此段 Arnold
（2005a，p.148，l.11-15 與 2005b，p.423）依 PSP（P）58.7 譯注：「或者例如，其應接受『苗芽

不是從“跟它不一樣的”火炭而產生的』；同樣地，其應確認［生］非從種子等，縱使種子它們彼

被視為［苗芽之因］。」Arnold 更進一步對本段落解說：此第一論證顯示有關龍樹 MMK 第一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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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 ste yang ’di ni kho bo cag gis nyams su myong ba yin no snyam na
k
 

    倘若［他宗續辯云］：此中所述［苗芽自種子而生］是根據吾人世俗經驗415

而來的話416？ 

    ’di yang mi【20a-2】’di yang mi rigs te
k
 ’di ltar nyams su myong ba ni brdzun 

pa’i don can yin te
k
  nyams su myong ba yin pa’i phyir rab rib can gyis zla ba 

gnyis nyams su myong ba bzhin no
k k

 de’i phyir nyams su myong ba yang bsgrub 

par bya ba dang mtshungs pa nyid yin pa’i phyir des phyir bzlog par rigs pa ma yin 

no zhes de dag la grags pa nyid kyis khong【20a-3】du chud par mdzad pa yin no
k
 

    ［自宗答辯云］：此亦非理：［宗］如是經驗亦俱欺誑義，［因］以是世俗

經驗之故，［喻］例如眼翳者看到雙月般417。因此，世俗經驗亦與所立［宗］418

相一致性之故，故「提出的反論419 是不合理的」420。［聖者們］依彼等之眾所

                                                                                                                                            
［諸法不自生，亦不從他生，不共不無因，是故知無生］，為什麼四句問難（tetralemma）的第一

句（自生）不能被贊同？因為，某物若從自己產生，則必需彼事物已存，那麼便無需要解釋其將

成之物（its coming-into -being.）故無需說服去接受那對一般人視為「熟悉的理由。 另參考 Siderits
（1981，p.126）依 PSP（V）之梵譯英：「復次，“應同意『芽生非從其他實體，如火、炭…等』，

而彼應堅稱『彼之生，某人將亦言，乃亦非從種子』。」Siderits 於此整段（【19b-6】~【20a-1】）

更進一步總結補充：以上有二點須注意（1）中觀派仍一貫地應用歸謬論證來防衛空性論；（2）

論證本身並無透過建構世間之證明（worldly proofs）的特徵。…中觀宗並不像瑜伽經部派或正理

派以比量或其他量來保證終極的有效性（勝義諦）。 
415 ① 此「世俗經驗」於西岡祖秀版譯（2001，p.11）為：「直接經驗（nyams su myong ba）」。

② 按此句之梵文為 Athapi syad anubhava eso wmakam iti［PSP（P）58.7］翻譯中文為：「但此乃

是吾人的經驗。」對此，Arnold 則詮釋為「這能被了知為了後天的論證（a posteriori justification）

而訴諸一明確的要求；我們的信念源自吾人的經驗而來證明其為正當性，即我們的經驗告知我

們，事出必有因（surely we just experience things to be caused by other things）。See Arnold（2005a，

p.148 與 p.263 n. 23）。 
416 此段依據 Arnold（2005b，p.423, n.39）描述：我們可參照《入中論》關於此之討論，因為陳

那學派等基礎主義者，立基於現量（perception）之享有特權的能力。月稱的《入中論釋》

（Madhyamakavatarabhāsya）特別引介了“pratyaksa”，其乃作為吾人經驗（anubhava）之主源

（而 anubhava 與 pratyaksa 兩者相互關係，可參見《集量論註》（PSV 1.6ab, in Hattori 1968：27）。

身為論敵的陳那學派等基礎主義者，很自然地以現量為經驗的基礎下，指出「實在物乃從其他的

實在物而來（existents are produced from other existents）」以及「訴諸於因理論證是適當的，唯於

有關 “無法覺知＂的事物，而非可知覺的事物。」因此，縱然無任何論證，「實在物乃從其他的

實在物而來」必為真！ 
417 此段可參考 Arnold 依據 PSP（P）58.7-9 梵譯注解：月稱斷然地破解此訴諸後天論證的價值，

他回覆曰：「此（訴諸經驗）並沒有道理，因為經驗亦可能為假，僅憑其經驗如俱白內障 cataracts
眼疾者便有雙月的錯覺。」「因此，憑藉這事實：經驗同樣是需要驗證的，故此辯駁沒有道理。」

See Arnold（2005，p.149 與 p.264 n. 27） 
418 ① 此「所立［宗］」之藏文為 bsgrub bya：所立，宗。法及有法聚。表達判斷的命題，如云“聲

是無常”。同義詞：「法及有法聚合」、「義與宗之品」和「宗之承許」《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635b。② 西岡祖秀版（2001，p.11）譯為：「所證」（ところあかし）。
 

419 「反論」（phyir bzlog pa）之梵文查西岡祖秀版（2001，p.104）為 pratyavasthana：阻擋，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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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知［之論理］的特性，而令［世間人］理解趣入421。 
 
 

第三節  著述《中論》的目的 

de’i phyir dngos po rnams skye ba med pa yin no
k
  
k
de ltar re zhig de’i rang bzhin 

phyin ci log lhag par sgro btags pa’i gnyen por rab tu byed pa dang po brtsams pa 

yin no
k
  
k
de nas khyad par ’ga’ zhig ’ga’ zhig tu sgro btags pa’i khyad 【20a-4】

par de bsal bar bya ba’i phyir rab tu byed pa lhag ma brtsams pa yin te
k
  rten 

cing ’brel par ’byung ba la ’gro ba po dang
k
  bgrod pa422r bya ba dang ’gro ba423 

la sogs pa khyad par ro cog ma lus pa yang yod pa ma yin no zhes bstan par bya 

ba’i don du’o
k
 

以是故「諸事物是無生的」。像這樣地［於諸事物］首先424，特別地增益425彼

之顛倒自性而行對治，故而著作［《中論》］第一章。其次，為了去除「彼特殊

性—即於彼物被增益的某特殊性」之故，而著作其餘章節，亦即於緣起中「能

行之人［行者］」、「所行之路［場所426］」以及「行之事［所作］」427…等一切

                                                                                                                                            
攔，扭轉。舊譯「回遮」。見《藏漢大辭典—下冊》，頁 2485b。 
420 Arnold（2005b，p.424）譯為：因此，由於經驗同樣地需要證明，故此反論不具意義。 
421 此句話，疑似置於開頭之梵文版 PSP（P）58.2：「現在聖者們為醒覺他們［對所有此］透過“世

人所熟悉”的論理；而相對於此，藏文版則將此句置於末尾【19b-7】處。又參考明性法師顯句論

藏譯版（2007，頁 35）則亦如是：「…彼諸能理解共稱性」。 
422 bgrod pa 當動詞：走，行；bgrod pa 當名詞：（1）道路；（2）途程，路程之遠近；（3）運行。

《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471a。 
423 ’gro ba 當動詞：（1）行走，往來，去來；（2）合拍，中意，入，受，堪；（3）容纳，盛受；

（4）成為，變成；（5）用作為，流通。當名詞：眾生。《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517a 及 517b。
 

424 此詞藏文為 re zhig，本為「暫且」之義，然依 Lokesh Chandra, Tibetan-Sanskrit Dictionary：
Supplementary Volume7（1992，p.1871a）則 re zhig 另有梵文 tavat（首先）之義。而且，對照前

後文意，譯成「首先」亦較隨順合理。Cf.,西岡祖秀（2001，p.11）與丹治昭義（1988，p.51）皆

日譯“まず（首先）＂；Cf., Arnold（2005b，p.424）英譯“first（最初）＂。 
425 「特別地增益」其藏文為 lhag par sgro btags pa，對照西岡祖秀（2001，p.133）其梵文原文為

adhyaropa，其義為：錯誤的判斷，經文譯為「增益」、「增足」。見《梵漢大詞典（上）》，頁 37a。

Cf.西岡祖秀（p.11）：「進而虛構（さらに虛構）」，丹治昭義（1988，p.51）僅譯「增益」，Ruegg
（2002，p.102）：「污名（the imputation）」。 
426 參照丹治昭義（1988，p.51）：「行かれる場所（所行的場所）」。 
427  ① 按傳統 bya bayed las gsum（所-能-賓三詞）：乃藏語音勢論所說「所作之動作、能作的

作者和直接賓詞」，此三者之間的關係。以「木工用斧頭劈木材」為例，劈是 bya ba（kriya）所

作之動作；木工 byed pa po（karaka）與斧頭 byed pa（karana）是能作的作者（其中木工是主要

動作者，斧頭是普通作者［或從屬作者, byed pa po phal pa］）；木材 las（karmata）是直接賓詞

/or 直接受格（thea accusative）。②「能行之人（行者）」、「所行之路（場所）」以及「行之事（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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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無餘地亦是無，此乃［《中論》］論說的旨義428。 
 
 
第四節  批判陳那的知識論  
  第一項  知識論的意義429 
 
    【20a-5】ci ste tshad ma dang gzhal bya’i tha snyad ’jig rten pa ’di nyid kho 

bo cag gi bstan bcos su brjod pa yin no snyam na
k
   

    ［他宗］若云：我等在論典430中論述的正是「量與所量」之此世間的名言
431？432 

                                                                                                                                            
作）」於西岡祖秀版（2001，p.11）譯為：「過去的人」、「過去的路」、以及「過去的事」（“去る

者” や “去る道” や “去ること” ），丹治昭義（1998，p.51）譯為：「行者」、「所行的場所」、以

及「過行的作用」（“行く者＂や“行かれる場所＂や“行く作用＂）。 ③ Arnold（2005b，p.424）

譯為：「動作的起因（the agent of motion, karaka ,byed pa po）」、「動作的處所（the locus of motion, 
karmata, las）」、「動作的行為（the action of motion, bya ba）」。 

P.S. agent-instrument-object（主要動作者、作具、對象）：月稱強調一般語用（ordinary language 
usage）：在梵文文法家們的 karaka（動作者）動詞結構的分析：亦即 actions 總是被分析在語義

學上完全動詞結構的模式，而此乃需要主格 subject、受格 object、原動力 agent 等之個別獨立的

詳述。 
428 參考 Ruegg（2002，p.102）此句之英譯：「［由龍樹所著《中論》］的其餘章節，其目的是為

了排除“誤植於某處” 之某特殊性（particularity），以及透過此傳達的目的了知：在緣起中，根本

無任何特殊性以本質的實體（as a hypostatic entity）而存在。」 
429 相較於西岡租秀版第四節 批判陳那的知識論（p.13-43），此時不妨對照丹治昭義（1988，

p.52-66）的科判，則以下月稱批判陳那的知識論之諸段能分為二大部份： 

（一）總論⎯否定陳那認識論  
（二）別論 1⎯否定將相作為「知識對象」之立場：［a］依據相與所相的別異性來否定，［b］依

據知的場合、作具與對象是別異的事來否定，［c］否定自證，［d］依據相與所相之同一與別異的

兩難（ディレンマ）來否定，［e］否定知的主體，［f］依據言語表現的世間慣用與哲學用法來否

定，［g］世俗的安立⎯關於中觀派的言語表現； 
      別論 2⎯否定直接知覺：［a］定義的批判，［b］「直接知覺（pratyaksa）」複合詞之語義解

釋的批判。 
430 Arnold（2005b， p.424, n.42）：若將梵文“wastra”視為“treatise（論著）”，則此論著可能即是

指陳那的《集量論》（Pramanasamuccaya）。 
431 ①此「世間名言」，丹治昭義（1988，p.52）別譯為：「認識論的慣行」；而 Arnold（2005b，

p.422）此詞則譯為「一般［語言］的應用（ordinary usage, vyavahara）」。② 又 Siderits（1981，

p.127）描述：中觀派終究是利用 pramana 來支持 wunyavada（空性論）。當然月稱於此所用的

pramana，乃不同於陳那等知識論者的內涵…其乃只是為了一有效認知工具（量）通過世俗上的

一般用法罷了（“pramana”is just what passes in world practice for a valid cognitive instrument）［而

非哲學上專門的術語］。 
432 ① 按此句西岡祖秀版（2001，p.13）譯為：「假設考量到在我們論書中論述有關量與所量，

這個世間的語言習慣（tha snyad）。」② Arnold（2005b，p.424 與 n.42）譯為：「其乃唯有關可靠

的保證（量）與可保證的對象（所量）之一般［語言］的應用，而依此我們以［我們的］論著得

以解釋。」而 Ruegg（2002，p.102）譯為：「…透過我們憑藉［哲學］學科（by us by means of the
［philosophical］science［wastra］）。」則 Arnold 依此而強調陳那必捍衛世俗名言（一般［語言］

的應用）的立場，然而，此正即月稱所要批判有關陳那所使用「自相（svalaksana）」與「現量

（pratyaksa）」等詞，因彼等並未能融通調和其一般［語言］應用的立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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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na de brjod pa’i dgos pa bsnyad par bya dgos so
k
 

    ［自宗答辯云］：若是如此，則必須說明論述彼［量與所量之世俗名言］

之目的433。434  

    gal te rtog ge pa dag gis mtshan nyid phyin ci log brjod pas
k
  de brlag par 

byas pas kho bo cag gis de’i mtshan nyid yang dag par brjod pa yin 

【20a-6】no zhe na
k
 

    ［他宗］若云：依據乾慧派等435所論述的顛倒的定義436，而染汙彼437，所

以吾等需論述其正確的定義。438 

    ’di yang mi rigs te
k
  gal te ’jig rten la rtog ge ngan pas mtshan nyid phyin ci 

log brjod pas bys pa’i mtshon bya439 phyin ci log yod par ’gyur na ni de’i don 

du ’bad pa ’bras bu dang bcas par ’gyur ba zhig na
k
  de ni de ltar yang ma yin 

pas ’bad pa ’di don med pa nyid do
k
 

    ［自宗］答辯云：此亦非理，倘若依世間之低劣推理者所論述之顛倒的定

義，而得之顛倒的名相440，因此為彼［去除顛倒定義、名相］義而努力，雖會

                                                 
433 丹治昭義（1988，p.198, n.609）參考藏版“dgos pa であるから＂譯為：「目的，意圖

（prayojana）」。 
434 ① Arnold（2005b，p.425）梵譯英：「因此應說明此『一般［語言］的應用』是何果。」②

另參考明性法師顯句論藏譯版（2007，頁 36）則有所不同：「然則必需起懷疑彼詮說義。」 
435 ① 此「乾慧派」之藏文為 rtog ge pa：推理者，尋思者，乾慧派。② 而「乾慧派等」在西岡

祖秀版（2001，p.13）譯為：「正理學派…等論理學者們（﹝ニヤーヤ学派などの﹞論理学者た

ち）」；丹治昭義（1988，p.198, n.610）亦指出此“惡しき論理学者”即「正理学派」意味。③ Siderits
（1981，p.127）亦指「月稱所謂“詭辯家（kutarkika）＂」之正理學派論者；又 Arnold（2005b，

p.425）亦譯為：「詭辯家（sophists, kutarkikaih）」；Ruegg（2002，p.103）譯為「低劣的好議論推

理者（poor ratiocinative speculators）」。 
436 按「定義」其藏文為 mtshn nyid（性相），而此詞，西岡祖秀、丹治昭義皆譯為「定義」，Arnold、

Siderits 亦譯為「定義（definition）」，Ruegg（2002，p.103）則譯為「定義特徵（defining 
characteristic）」；然明性法師顯句論藏譯版（2007）將 mtshn nyid 統一別譯為：「名相」［此中，

似有誤，按藏文 mtshn nyid 之意為「性相」；而另一藏文 mtshon bya 之意才為「名相」，此詞可

參見本論文下註 439、440］。 
437 「染汙彼」（de brlag pa）：此於西岡祖秀版則譯為：「扭曲［有關量與所量的語言習慣］彼」。 
438 參考 Arnold（2005b，p.425）梵譯英：「它（一般［語言］的應用）被詭辯家們藉由其闡述錯

誤的定義所破壞，故我們釋明它的正確定義。」 此中，依據 Siderits（1981，p.127）描述：月

稱所謂“詭辯家”之正理學派論者，彼等给予一“有關量與所量”之世俗應用上（the worldly practice）

的偽定義，故而像瑜伽行經部派之 Bhuddhist epistemologists 便要針對當時所了流行量論做一較

嚴控管制的正確的知識論（量論），故與此等詭辯家進行諍辯。 
439 mtshon bya：名相。「假有三法」全俱備者；或為心、名、用等「名言三法」所行對境，如云

所知、事物和瓶，皆是名相。《藏漢大辭典—下冊》，頁 2323a。 
440 ① 此「名相」［參考前註 439］，亦即是「術語」。又「名相」、「定義」、「事例」之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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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某一的成果，然彼等亦非如是，故此努力亦無義441。 
 
第二項  知識論的根本誤謬 
【20a-7】gzhan yang gal te gzhal bya rtogs pa tshad ma tshad ma la rag las pa yin 

na
k
  tshad ma de dag gang gis yongs su gcod par byed ces bya ba la sogs pa rtsod 

pa bzlog pa las bshad pa’i skyon de ma spangs pas yang dag pa’i mtshan nyid gsal 

bar byed pa nyid kyang yod pa442 ma yin no
k
   

k
 

此復，如《迴諍論》443說：「倘若通達所量444是根據量的話，那麼彼諸量又根

據什麼來究竟地決斷呢？」…等，因為沒斷除這些過失445，故［陳那欲］顯明

正確的定義亦是不成的446。 

                                                                                                                                            
例如，“瓶＂這個「名相」（術語 mtshon bya），“腹大、底平、能載水＂為其「性相」（定義），

“金瓶”為其「事相」（事例）。②「名相」在西岡祖秀（2001，p.13）譯為：「能被定義者（定義

をれるべきもの）」，丹治昭義（1988，p.52）：「被定義者（定義されるもの）」。 ③ 又 Arnold
（2005b，p.425）亦譯為：「能被定義者（what’s being defined）」；Ruegg（2002，p.103）譯為「具

特徵的被定義之詞（the characterized definiendum/ laksyamanatva）」。P.S.「顛倒的名相」（mtshon 
byaphyin ci log）查丹治昭義（1988，p.118）其梵文為 laksyavaiparitya。 
441 ① 參照 Siderits（1981，p.128）此段的描述：月稱回覆「若正理派的定義真是錯誤的話，那

其應與世俗習慣相衝突；然而卻非如是，因此企圖改善他們的定義，將是徒勞無益的。…無論如

何，月稱嚴厲批判陳那之定義現量，指摘其未能適用“一般地作為感官的思想”之諸多現象。」② 另

外，Arnold 參考 Yonezawa（2004：142）而加以補充說明（2005b，p.425, n.45）：「注疏《明句論》

之 the Laksanatika《相釋疏》的作者（無名氏）便特別指出，吾人便是依據此段落，而判別月稱

之匿名的對話者即是陳那。按 the Laksanatika 為於十二世紀左右，一部簡要譯註明句論之梵文手

稿。」③ 明性法師顯句論藏譯版（2007，頁 36）：「倘若於世間惡慧論者所詮顛倒名相變成實有

顛倒事相，於被顛倒義上勤力成具有果，彼亦非如是；此勤力作用無實義。」 
442 yod pa：有。正量所可得者。正常內心得以為有的一切事物，如柱、瓶等。《藏漢大辭典—下

冊》，頁 2605b。 
443 ① 此為《迴諍論》之第 31 偈（VV 31）。按 龍樹造毘目智仙、瞿曇流支譯《迴諍論》：「若

量能成法，彼復有量成，汝說何處量，而能成此量」（T32：14b）。此段話的白話即：「如果對你

而言，對象成立是依據量，那麼這些量又是依何而立的呢？」參閱羅尉慈（2004，頁 95）。② Arnold
（2005b，p.426, n.47）描述作者月稱最後於此終於引用其母源——龍樹的《迴諍論》；此外，亦

可參考 Bhattacharya（1990：15-16）之龍樹《迴諍論》梵譯英：若汝諸論點的建立基於諸量，那

吾人可問曰：汝之此諸量又是如何地被建立？若此諸量的建立是基於其他的諸量，那將會有無窮

後退的過失…。 
444 此「通達所量」之藏文為 gzhal bya rtogs pa，而此在西岡祖秀版皆譯為：「認識所認識對象」。 
445  按 Siderits（1981，p.128）之描述：月稱此時援引《迴諍論》（VV 31），則彼便可推論如下：

若認識所量唯需透過諸量的應用，那麼其便不可能定義諸量而没有以下二過失之任一：1.乞提過

失（the fallacy of begging the question），或 2.無窮後退過失（the fallacy of infinite regress）。故［龍

樹］此反駁是無法被超越的，而瑜伽經量派終究是徒勞無功的。 
446 ① Cf., Ruegg（2002，p.103）：「［但］因［此從龍樹而來的批判］仍未被［對手］所回答，一

指示有關“正確定義的特徵（samyaglaksanadyotakatva）”乃被需求的。」；Cf.,明性法師顯句論藏

譯版（2007，頁 36）則略有不同：「從《迴諍論》所詮說之過患若不斷除，明現真實名相亦非有。」

② 按林鎮國（2006，頁 169）：…「量」有二種用法：1.獲得知識的手段，如知覺、推理、聖言、

譬喻，2.所獲得的正確知識。在《迴諍論》第三十一頌至五十頌中，龍樹所質疑的「量」主要是

指“知識手段＂。知識手段的合法性一旦被質疑，知識本身的合法性當然隨之動搖。③ 筆者以

為：陳那自己以為「立正量來破除正理派的邪說」有成，然月稱駁斥並非如是，其理由可能有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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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項  批判相（laksana）與所相（laksya）的關係 
    gzhan yang gal te rang dang spyi’i mtshan nyid gnyis kyi dbang gis tshad ma 

【20b-1】gnyis smras447 na ni
k
   

    復次［他宗］若云：依據自相與共相448此二者449而說二量450，［則又該如

何？］ 
    ci451 mtshan nyid de gnyis gang la yod pa’i mtshan gzhi de yod dam ’on te 

med
k
 gal te yod na ni de’i tshe de dag las gzhan pa’i gzhal bya yod pas ji ltar tshad 

ma gnyis yin
k
  ’on te mtshan gzhi med na ni de’i tshe rten med pas  

【20b-2】mtshan nyid kyang yod pa ma yin pas ji ltar tshad ma gnyis su ’gyur 

te
k
mtshan nyid ’jug pa ma yin na

k
  mtshan gzhi ’thad par mi ’gyur ro

k
 mtshan 

gzhi ’thad pa ma yin na
k
  mtshan nyid kyang ni yod ma yin

k
  
k
zhes ’bya bachad 

par ’gyur ro
k
 

    ［自宗答辯云］：依彼［自、共］二相452而所有之所相453 是為有呢454？還

                                                                                                                                            
幾點：1.因為正理派之量論乃隨順世俗，陳那企圖以哲學的專門術言來改正，彼反而不隨順世俗，

故徒勞無益；2.陳那此之不隨順世俗的量論主張，很容易地被月稱以「無限後退」、「四句否定」

等駁斥掉了；3.陳那以正理派之量論為基礎來建立自己的量論，乃然不脫知識論之基礎主義論者

的框架，乃墮入背後形上預設的執實。 
447 按藏文 smras pa：答曰，詩曰，頌曰。詩歌和散文交互出現的舊體文中，引出下文答詞或詩

詞的一個發語詞。《藏漢大辭典—下冊》，頁 2181a。 
448 ① 此「自相與共相」之藏文為“rang dang spyi’i mtshan nyid＂，而西岡祖秀版與丹治昭義版

日譯為：「個別相と一般相」。② 此詞 Arnold（2005a 與 b）別譯為“唯一的獨特（unique particulars）

與抽象概念（abstractions）”；Ruegg（2002，p.104）則譯為“特殊的特徵（particular characteristic）

與共通的特徵（generic characteristic）”；而 Siderits（1981，p.129）則僅直譯為“自相與共相＂。  
449 按此「別相與共相」皆為所量［認識对象（にんしきたいしょう）］。 
450  陳那是首位把佛教量論系統化的人物，他只接受兩種量：即一、現量（pratyaksa），二、比

量（anumana），如《集量論》：「現量、比量二為量，﹝自、共﹞二相為所量，於彼［二相］結

合處，無須［另立］其他量。」參閱 Ernst Steinkellner 譯注,何建興中譯（2007，頁 1-2）；又如他

在《因明正理門論》（T32：3b）中說：「為自開悟唯有現量及與比量，彼聲喻等攝在此中，故唯

二量，由此能了自共相故。非離此二別有所量名了知彼更立餘量。」；此點亦可參閱 Ruegg（2002，

p.104, n.183）之註解。 
451 藏文 ci 其義為「何」，此中僅代表疑問疑之義，不必特別翻出。又，此字在 Arnold、Ruegg、

Siderits 及丹治昭義版版等皆未出現，可能是因為從此整段涵義看來，並不太需要去切割“陳那

之他宗辯云＂與“月稱自宗答辯云＂。然而於西岡祖秀版（2001，p.15）將之區分開而譯為：「大

概會不知道這是什麼（およそ何であれ）」？ 
452 此「相」，藏文為 mtshan nyid（性相），即與前面所譯的「特徵」或「定義」為同一字。然而

為什麼要一字三譯呢？此主要就前後文的意義脈絡而言，於此譯為「相」，主要是因為於此脈絡

中，是要談到「相與所相」之能所相互觀待而成立的角度，故比譯為「特徵」或「定義」更能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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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無呢？若［所相是］有，彼時則有與［自相與共相］不一樣的認識對象455，

那又為何只會有兩種量呢456？或著若無此所相，彼時所依基礎無故，則相［能

相］亦沒有，那如何會有此［現、比］兩種量呢457？故云458： 

                                                                                                                                            
握而易趣入文字內涵。 
453此「所相」乃參照西岡祖秀版、丹治昭義等之日譯，其藏文為 mtshn gzhi：事例、事相。性相

所表名相之事例。如云金瓶，即是瓶之事相…。《藏漢大辭典—下冊》，頁 2309b；其梵文為 laksya：
即「表徵所憑依的基礎」或「所表徵的處所」之義。此中，Arnold（2005b，p.426）則另譯為“實

體（the subject＝laksya）”。 
454 Arnold（2005b，p.426, n.49）：「此句亦轉成以下二句之任一而來表達 1.“...「那具此二相者」

是否為「一個所相（a laksya）」？＂；2. 或著視 laksya 較字面地為動名詞（gerundive）為“那

具此［二相］者是否為被特徵？＂」於此，月稱所強調重點乃然是 sva-laksana 此字於詞源學上

指涉為“特徵化＂之作用，故必涉及於某［對象］物行特徵。反觀陳那並非順此義，他使用此字

根本上犯了唯一的諸獨特的觀念，若這些獨特點真是為唯一，則它們既不能是、也不能有諸任何

特性。因為任何涉及特性，則必為散漫無要領的“交易那些本質上非唯一的＂推論活動

（discursive activity）。 
455 此「認識的對象」（gzhal bya）即「所量」。月稱此時之意乃：透過額外的第三個「量（認識

手段）」可來認識此與自、共相不同的「所量（所認識的對象）」。 
456 筆者以為此中之詳細的涵義應是：譬如有一「青色瓷瓶」之所相（laksya），其上具有青、土…

等特徵之「自相」與“瓶＂之「共相」，倘若於彼青色瓷瓶存在有與「自、共相」不一樣的第三

相，則依汝［陳那］主張必有除了「現、比二量」不一樣的第三量，那為何只有兩種量呢？此中，

所相（laksya）其本身亦為吾人所認識的實體（subject），故 Arnold 謂 the subject＝laksya。 

    又，此全句① Arnold（2005b，p.426）梵譯：「［那我們便有資格問］有此二相的實體（laksya）

是存在呢？或是說它是不存在呢？若其是存在，則［須］有一另外的可保證對象，那麼如何［只］

有兩種可靠的保證呢？」② 相較於 Ruegg（2002，p.104）所理解之翻譯，似乎略有所不同：「更

進一步而言，若據［陳那］所敘述存在有兩種量，而依此有相應之自相與共相，那麼是有“特徵

的被定義詞（所相）（characterized definiendum［laksya］i.e. the twofold pramana）”for which there 
is this pair of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laksanadvaya）是存在呢？或是不存在呢？1.倘若真存有［this 
laksya］，則相應的這一對所量便異於它；故如何是有此一對量？2.倘若非存有［this laksya］，因

此 laksana 便缺乏所依基礎而不存在；故為何是有一對的量呢？」 針對此譯則 Arnold（2005b，

p.426, n.51）眉批：Ruegg 視“definition”（laksana）—hence,the existence—of the two pramanas（此

二量如是而被視為所相/被定義者 which are thus taken as what is laksya,“being defined”）。然而

Arnold 並不認同此乃考量到 pramanas 自身的“definition”這一點；而只是 sva-laksana 與

sāmānya-laksana , 在此中它們只是 laksana 一字的形式［其顯示了特徵化的作用］，基本地涉及

到某種關係⎯特別是特徵（相）與被特徵（所相）之間的關係。而月稱的此點乃陳那所不能容許

的，在此陳那視“sva-laksana”為唯一/僅有的獨特—— 亦即是既非 being 亦不是 having 任何特性

或特徵。③ 參考 Siderits（1981, p.129）梵譯：「如果是有，則必有除了彼二（自相、共相）以

外的所量，那怎麼說只有二種相（laksanas）呢？」按 Siderits（1981，p.128-129）解說：「陳那

（PS I.1.2a-c）主張量只有（現、比）二，而此二量各有其所量（自相、共相）。月稱便順彼之主

張，若存有作為相的處所之所相，則必有除了自相、共相之外的第三相，此時怎能只主張量有二

呢？」 
457 ① 此句「或著若無此所相…」在西岡祖秀版日譯為：或是說，若所相不存在的話，彼時因沒

有［能相］所憑依基礎（基體, rten），則相也變得不合理，那麼為何會有兩種量［的存在］呢？

② 又按 Siderits（1981，p.129）：若不存有作為相的處所之所相，則必沒有相，此時又怎能主張

量唯有二呢？③ 此中須注意的是「相 」須有其「所相」之基礎或處所方能彼此觀待而存在。按

藏文 rten 有「所憑依的基礎」之義，而梵文則為 awraya 其有「所依的處所（locus）」之義。 

    又 Siderits（1981, p.129）繼續對整段結論說：在陳那保證了量論說之後，月稱點出他沒有

權享有任何宣稱有關所量自性，因此月稱用所相（the subject＝laksya）是有或無的「兩難法」來

駁斥量論說。 
458 ①《中論頌》第 5 章，第 4 偈：「相法無有故，可相法亦無，可相法無故，相法亦復無。」(T30: 
57c)。② 另參考 Siderits（1981, p.129）梵譯：「若有一除了［自、共相之此一對］以外的另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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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相若不存，所相應非理，所相若非理，能相亦不存」。459 
 
第四項  批判相的詞源學 

    ci ste yang ’dis mtshon par byed pas ni mtshan nyid ma yin gyi
k
  ’o na ci zhe 

na
k
  【20b-3】 byed pa dang luta ni phal che’o zhes bya bas las la lyuta byas nas ’di 

mtshon par bya bas na mtshan nyid yin no snyam na
k
   

    ［他宗］若復［思辯］云：並非因為「據此能賦予特徵」故是「相」，那

麼［其］為何？因為根據［Pānini 的說法］460「krtya 接尾辭［byed pa（作具）
461］與 lyut 接尾辭（luta）有很多［意義］」462，於對象463附上 lyut（-ana）當

接尾辭，故「此被賦予特徵」方才是「相」464［的詞義］。465  

                                                                                                                                            
量對象，那為何［僅］能用一對相？若沒有所相，則相亦不可能，以缺乏所依的處所（devoid of 
locus），那何以是一對量呢？」（P.20.2-22）。 
459 Arnold（2005b，p.428, n.52）補充說明：月稱注解龍樹 MMK 5.4 的部份，位於後面第五品（觀

六界品，La Vallée Poussin 版 pp.131-132）之中，然於第一品便特别提出，此並不為奇。特在《入

中論．第六品》（6.22-36）中，諸多批判自相，並針對以陳那的自相觀點為結尾。此中，為月稱

最主要的論點即“陳那的知識論解說，既非勝義地，也非世俗地有效＂。 
460 ① 依照西岡祖秀版（2001 年，頁 15），此句話補充為「根據 Pānini（パーニニ）表示」；Arnold
（2005b， p.428, n.53）：「引自 Panini's Astadhhyayi III.3.113（“ krtyalyuto bahulam ＂）. See Katre 
1987：303.」② 按 Pānini：建立古典梵語文法集大成的偉大文法家之名“波膩尼＂或“巴密尼＂。

《梵漢大詞典（下）》，頁 837a。③《佛光大辭典》（頁 1383）「巴丹闍」條：「梵名 Patabjali，為

紀元前二世紀之印度文法學者。又譯作達闍里、頭社、巴丹闍利。著有 Maha-bhasya 一書，詳細

注解 Katyayana 曾補正之波爾尼（Panini）文典，確立波爾尼之梵語文法規範，令其完備，且將

文典加以批判訂正，於說明文中，多引用與當時有關之社會生活，為研究印度史之珍貴文獻資料。

與着有瑜伽經（Yogasutra）一書之瑜伽派哲學家同名，是否為同一人，則不得而知。瑜伽經内含

哲學、戒律及靜坐之方法，以引導學人認知“神性＂為要旨；其編著者巴丹闍之事蹟，史實無傳，

著作年代亦諸說紛紜，其生存年代，成於公元前四百年至後四百年之間。」 
461 byed pa（作具），其梵文為 karana，按《藏漢大辭典—下冊》（頁 1893b）：…當助詞：「能作」。

藏語中表明他動詞的施動功用的一個助詞。如云：shing mkhan gyis shing gcod par byed pa（木工

伐木）；gcod byed kyi sta re（能伐的斧）。此二句中的 byed pa 和 byed 都是表明施動功用的助詞。

參見本論文下註 466。
 

462 此乃依照西岡祖秀與丹治昭義版之翻譯：「有很多［意思］（多くの意味があるの）」；Cf., Arnold
（2005b，p.428）與 Ruegg（2002，p.105）：「廣泛不同的應用。」 
463 「對象」（las）查西岡祖秀（2001，p.129）其梵文為 karman。此字即藏語語法所說之直接賓

詞（其即“直接對象”）。《藏漢大辭典—下冊》，頁 2769b，在西岡祖秀（p.15）中，亦當「對象」

解釋。 
464 筆者以為陳那此段反駁的重點：陳那依據 Panini 之解說，將 laks-ana 之詞源學的「據此能賦

予特徵」之主動的解說轉化成「於此被賦予特徵」的非主動說，故便無須如您（月稱）因主動說，

而須有「能賦予特徵之相」與「所賦予特徵之所依基礎（subject）」。 
465 ① Cf.,西岡祖秀版（2001，p.15）：「假設根據此而賦予特徵並不是相，若是那樣的話，也就是

說（根據 Pānini 表示）因為 krtya 接尾辭（byed pa）與 lyut 接尾辭有很多［意思］，在對象（las）

［的意思］中，［所謂 laks-ana 的-ana］利用 lyut 接尾辭，這就是被賦予特徵的相。」② 此段

Arnold（2005b，p.428）所譯則略有不同：「laksana 非意味“藉由其而［某物］被特徵”；而是［根

據法則］『此-ana 後綴詞（affix）是廣泛不同地被應用著』，取此後綴詞於某對象（karmani）之

意義，則 laksana 意為“那被特徵者（what is characterized）”。」P.S. Arnold（2005b，p.428, n.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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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lta na yang de nyid kyis mtshon par bya ba nyid du mi srid pa’i phyir
k
  

gang gis de mtshon par byed pa’i byed pa de dang las tha dad pa yin pa’i phyir nyes 

pa de nyid du’gyur ro
k
  
k
 

    ［自宗答辯云］：即便是如是，［某物］由自身而被賦予［自己之］特徵，

［此事］不存在之故，因當依據某物於彼［其自身］造作特徵之時，因［能造

作之］作具與［被造作之］對象466須相異，故［上述的］過失仍存在467。 
 
第五項  批判知的作具性 

    【20b-4】ci ste shes pa byed pa yin pa’i phyir la
k
  de yang rang gi mtshan 

nyid kyi khongs su’du ba’i phyir nyes pa ’di med do snyam na
k
 

    倘若［他宗思辯］云：［因為］知468為作具469的緣故，且彼亦歸屬於自相

中，是故此為無誤470。 
                                                                                                                                            
同樣利用此 Pānini 原則，pram-ana 亦是由“動詞字根”加“-ana 後綴詞＂而形成的。③ Ruegg
（2002，p.105）亦類似譯為：「設若 laksana 非“藉由其而某物被界定特徵＂此義，而是“其乃

界定特徵的對象＂之義。於此接尾辭-ana-有對象的意思，根據［Pānini's Astadhhyayi 
III.iii.113“ krtyalyuto bahulam ”］此 krtya-接尾辭［III.i.95］與［krt-］lyut 接尾辭（-ana）有諸種

不同的應用。」 
466 ①「作具」（byed pa）梵文為 karana：其當名詞時意味「工具」。藏語語法中指憑藉以進行動

作的事物（P.S. Arnold 譯為“ the instrument ”）。例如云「木工用斧頭伐木」，此句中斧頭是伐木

的工具，稱為普通作者［或從屬作者, byed pa po phal pa］，指的是「能造作的工具」。此字可參

考《藏漢大辭典—下冊》，頁 1893b 及 1894a；又此「對象」即文法上所謂的「賓詞」，其藏文為

las，而梵文為 karman：指的是「被造作的對象」。而無論是「能造作的工具」或「被造作的對象」，

皆指同一物，同一物化成兩相異物，按“同一律＂而言，此乃不合理。② Arnold（2005b，p.428, 
n.55）補充說明：此中月稱指出文法要點，即某物必藉由「作具（the instrument）」來被影響［例

如在此情況下某物被“ 特徵 characterized ” ］，因此能影響者必是異於其所影響之對象的某物。

因此，就語義學上來說，完全動詞的結構需要涉及不同的“動作者 karakas”，而就“ 特徵

characterizing ＂的這個動作，基本上包涉不同動作的成素。 
467 陳那仍然與上述所云「laks-ana 詞源學之『能賦予特徵者』與『被賦予特徵的對象』須不同

物」相違故。 
468 「知」其藏文為 shes pa，梵文為 jbana，按西岡祖秀（2001，p.17）亦譯為「知」。 
469 ① 筆者以為此「作具」應謂：「心有起識（主體之覺知）與境（客體之對象）之造作的功能。」

此藏文 byed pa 可參考前註 466。②「知」（jbana , cognition）源自於二相義（dvirupa, two 
forms/appearances）：（1）境顯相（arthabhasa）,（2）自顯相（svabhasa）。又此識雙重表象的理

論，令我們憶起傳統 Yogacara 之識的「雙面向之結構」，亦即是：客體面向的「所取」與主體面

向的「能取」。事實上，《集量論》的此部分，被視為從唯識（cittamatra）的 Yogacara 之立場所

寫的，而法稱亦於此點而予以背書。詳細可參閱 Katsura, Taipei Lecture I（2007，pp.10-11）。 
470 ① 此句 Arnold（2005b，p.429）梵譯英為：「此能被如是說，因為識有作具性（an instrument），

且因其被攝於［吾人的概念之］唯一獨特（svalaksana）之中，故此非［如汝所謂其乃是的］問

題。」② 此亦可進一步參考 Siderits（1981，p.130）補充解說：陳那乃印度知識論大師，其主

張每一識皆有二相（akara，abhasa，rupa）：境顯相（visayakara）與自顯相（svakara）；他論述

云除非此二相皆存於心識內，否則吾人便無法區分“對象之識＂與“以此識作為對象之識＂，同

樣地亦無法解釋記憶的本質。因此，所量必收攝於識本身之中。陳那相信縱使身為表象論之經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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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shad par bya ste
k
  re zhig ’dir ji ltar des de mtshon par byed pas sa’i sra 

ba471 dang
k
  tshor ba’i myong ba dang

k
  rnam【20b-5】par shes pa472’i yul so sor 

rnam par rig pa ltar bdag nyid kyi rang gi ngo bo473 gzhan dang thun mong ma yin 

pa gang yin pa de ni rang gi mtshan nyid yin na
k
  rab tu grags pa dang rjes su ’brel 

ba’i bye brag tu bshad pa bor nas
k
  las su sgrub pa khas len zhing rnam par shes pa 

byed pa’i ngo bor rtogs pas ni
k
  rang gi mtshan nyid kho na 

【20b-6】las nyid474 yin zhing
k
  rang gi mtshan nyid gzhan ni byed pa’i ngo bo 

yin no zhes bya ba ’di smras par ’gyur ro
k k

de la gal te rnam par shes pa’i rang gi 

mtshan nyid475 byed pa yin na ni
k
  de la tha dad par gyur pa’i las shig yod 

par ’gyur dgos pas nyes【20b-7】pa de nyid du ’gyur ro
k
  

    ［自宗］答辯云：首先476於此情況下477，若因是藉由此彼被賦予特徵，則

如同「地之堅硬、感覺之領受、以及識之了知各各對境」478那樣，諸凡自己之

                                                                                                                                            
部的實在論者，也必接受此觀點。  
471 sra ba：形容詞。札實，堅硬，牢固。《藏漢大辭典—下冊》，頁 2968b；Cf. Arnold（2005b，

p.429）梵譯英為：「抗性（resistance）」。 
472 rnam par shes pa（識）其梵文為 vijbana：識了別對境本體，分別思維各自所缘之心。總指眼

識乃至意識等六識身。《藏漢大辭典—下冊》，頁 1572a 及 1572b。 
473 rang gi ngo bo，即是 rang gi mtshan nyid，即是 rang bzhin：自性。《藏漢大辭典—下冊》，頁

1891a。 
474 ① las nyid：被造作者性，西岡祖秀版譯為「对象性（たいしょうせい）」。② 其梵文為 karmata：
活動，結果，目標的狀態。參閱《梵漢大詞典（上）》，頁 572a。 
475 rang gi mtshan nyi：性能，特性，含義。事物的特殊作用。佛書譯為「自相」。《藏漢大辭典—
下冊》，頁 2643a。 
476 此詞藏文為 re zhig，本為「暫且」之義，然依 Lokesh Chandra, Tibetan-Sanskrit Dictionary：
Supplementary Volume7（1992，p.1871a）則另有「首先」（tavat）之義。可參考前註 424。 
477 Cf., Arnold（2005b，p.429）梵譯英為：「於此關聯之下（In this connection,）」。 
478 ① 此「識之了知各各的對境」在西岡祖秀版（2001，p.17）譯為：「識的對境識別（識の对

境識別の）」。② 依 Arnold（2005b，p.429, n.59）補充：在此月稱所援引［地之堅硬性等］的例

子，可見於世親《阿毘達磨俱舍論》，而識之自相（svalaksana of vijbana）見於（Abhidharmakowa 
1.16a［Pradhan 1975：11］）。 此中 Arnold 乃依對 Bruce Hall（1983：84n）的觀察而將 vijbana
譯為“perceptual cognition”。按 Bruce Hall 註解說：若依陳那與法稱的詮釋, vijbana 在

Abhidharmakowa 中其義約等於 pratyaksa（perception）；而且 samjba其義約等於 anumana（inference）。

Cf.,月稱《入中論》6.202-203 中，有五蘊（skandhas）的定義特徵（defining characteristic; svalaksana）

之各各說明：「色」有顏色與形狀（rupana）之定義特質（自相）；「受（vedana）」有經驗（experience）

之特質；「想（sajjba）」有攫取（grasps）之特質；「行（sajskaras）」有使事物成形（fash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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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自體性479，不與他共通之物，彼即「自相」的話，因為捨去隨順［世俗］眾

所周知有關的分別解說之事，而承認［相］作為對象而成立480，且理解識是以

作具為本質481，所以將變成主張：「唯自相是對象性，且［亦］將其他的自相

作為作具的本質」482。此中，若將識的自相視為作具的話，則與其相異之某一

對象便必須存在，故將有如此之過失483。 

    
k
ci ste sa la sogs par gtogs pa’i sra ba la sogs pa rnam par shes pas r rnam par 

shes patogs par bya ba gang yin pa de ni de’i las yin la
k
  de yang rang gi mtshan 

nyid las tha dad pa ma yin no snyam na
k
 

    設若［他宗再辯］云：屬於地等之堅硬等［性］而為識所了知484者，其皆

為彼［識］的對象，彼［堅性］亦非與自相有所不同485。 

                                                                                                                                            
之特質；「識（vijbana）」之定義特質則為“對任一對象的概念＂。 
479 此「自己之獨自體性」（rang gi ngo bo）查西岡祖秀版（2001，p.125）梵文為 svarupa，而西

岡祖秀版（p.17）譯為：「獨自本性」。 
480 此「若因是藉由此彼被賦予特徵，則如同“地之堅硬…而承認［相］作為對象而成立」整句不

妨比對 Arnold（2005b，p.429）之梵譯英的角度：「諸存在物之唯一的、內在的性質（svarupa）

乃［被世俗上視為］覺察彼等的定義特徵（defining characteristic; svalaksana）。例如，地的［定

義特徵（svalaksana）］是抗性（resistance），［彼］之感覺乃經驗的，［彼］之知覺識（perceptual 
cognition, vijbana）乃對象之“特別的表象（representation）”。因此，取［svalaksana］於“那被特

徵者”之義，故［如是］忽視 “順從人們熟悉義” 之詞源學，［我們的論敵］視其（svalaksana）

為“指示為某對象”（karmasadhanam）。［此中，藏版：作為對象（賓詞）而成立（las su sgrub pa）

成立 Cf.,梵版：指示為某對象＂（karmasadhanam），此二版解釋略有差異…，詳細請參閱 Arnold
（2005b，p.429, n.61）］。  
    P.S. 又藏譯之「分別解說」（bye brag tu bshad pa）按西岡祖秀（2001，p.105、201 與 35）將

其梵文 vyutpatti 日譯為「語義解釈」，即 Arnold 所謂的「語言分析上之語詞/語源學的解說」。詳

參考有關詞源學（etymology）之下註 646 解說。 
481 Cf., Arnold（2005b，p.429）梵譯英為：「且［同時地］安置知覺識的作具本性（And by positing
［at the same time］the instrumental nature of perceptual cognition）」。 
482 Cf., Arnold（2005b，p.429）梵譯英為：「其便做是說：『唯一的特殊（unique particular）有“成

為一對象之特性（the quality of being an object）”，而另一的唯一的特殊有“成為一作具之特性（the 
quality of being an instrument）”』」P.S. Arnold（p.429, n.64）於此整段末繼續補充：以上整段乎是

困難的，為此亦請教他人…特就梵文文法上，事實上，筆者亦是於此段（「相的詞源學」乃至「知

的作具性」）產生極大障礙，於此須特別感恩見弘老師的指導與點醒。 
483 Cf., Arnold（2005b，p.429 與 n.64）梵譯英為：「在那種情況下，若知覺識的 svalaksana 是作

具性，則它必有不同的對象，故［汝之立場］此乃過失的！」 
484「所了知」（rtogs par bya ba）其梵文為“ gamya（is apprehendible）”。參閱西岡祖秀（2001，

p.88）與 Arnold（2005b，p.431）。 
485 參考 Siderits（1981，p.135）：月稱的對手提出「有兩個直接受挌應被視為同一，即『堅性之

識』就等於『地之識』。」又，Arnold（2005b，p.429 與 n.66）：於此陳那主要欲表達「識的自相

（the svalaksana of vijbana）」：“即認識的作用；一種文法的作具格（a grammatical instrument），

藉由此某動作者（agent）了解某事”。因此，識自身有某直接對象。為了回應月稱之無限後退之

問題，陳那指出：以著識（vijnana），我們確有“某物自身既是文法作具格之意義的自相，同時亦

有一自相做為其直接之對象”的例子。基於此，Arnold 認為“自相”作為“定義特徵”即等於“唯一的

特殊”［svalaksana＝defining characteristic＝unique particular］；因此當我們言及地的「堅硬性」

來做為其「定義特徵」時，此亦因相應於地的「唯一的特殊」而為吾人所感知。如是依照陳那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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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lta na ni ’o na rnam par shes pa’i rang gi mtshan nyid las ma yin pa’i phyir 

gzhal bya nyid du mi ’gyur te
k
  las kyi rang【21a-1】 bzhin gyi rang gi mtshan nyid 

kho na gzhal bya yin pa’i phyir ro
k
  
k
de’i phyir gzhal bya ni rnam pa gnyis te

k
  

rang gi mtshan nyid dang spyi’i mtshan nyid do zhes bya bar
k
  rang gi mtshan 

nyid cung zad cig ni gzhal bya yin te
k
  mtshon par bya bas na zhes de ltar 【21a-2】 

bsnyad pa gang yin pa’o
k
  
k
cung zad cig ni gzhal bya ma yin te ’dis mtshon par 

byed pas na zhes brjod pa gang yin pa’o zhes khyad par ’di tsam zhig brjod par bya 

dgos so
k
 

k
ci ste de yang las su sgrub pa yin na ni

k
  de’i tshe de la byed pa gzhan【21a-3】 

zhig yod par bya dgos la
k
  shes pa gzhan zhig byed pa’i ngo bor rtog na yang thug 

pa med pa’i skyon du ’gyur ro
k k

 

    ［自宗答辯云］：若是如此，因為識的自相不是［識自身的］對象，應該

也不會成為所量（認識對象）486，亦即是說，唯有「對象這樣性質的自相」才

是所量487。因此，當提到「所量有兩種：即自相與共相」時，［此時便］應該

加以特別地唯如下說明488：當某個自相即為所量，亦即「［彼］被賦予特徵（所

表相）489」而加以說明；以及當某個［自相］不是所量時，亦即「藉由彼而能

賦予特徵（能表相）490」而如是說明491。倘若［後者492］彼也［與前者493同樣］

                                                                                                                                            
學，若吾人說到地之自相（堅硬性）時，實際上有其本體論上的相關聯者（ontological correlate），

那我們便可以說：「我覺知地的定義特徵了」。 
486 此即指「識」（vijbana）就梵語文法上，其非作具格。因就梵語文法而言，某一「量」的動作

必有其直接對象（「所量」），故「識」不符合此條件。詳見 Arnold（2005b，p.429 與 n.67）、Siderits
（1981，p.135）。 
487 Cf., Arnold（2005b，p.432）梵譯英為：「因為唯有“以直接對象之形式”的自相，方能為可保

證的對象。」Arnold（2005b，p.432, n.68）繼續補充云：陳那上述並無法調和世俗［語言］應用，

而據此世俗［語言］應用而有「識的定義特徵（svalaksana of vijbana）」。P.S. 此句所譯之「性質」

（rang bzhin）其梵文為 rupa，而西岡祖秀（2001，p.17）譯為「本質」。請參考前註 382。 
488 「應該加以特別地唯如下說明」其藏文原文為“zhes khyad par ’di tsam zhig brjod par bya 
dgos＂，就藏文語法本置句尾，然而翻譯中/英文時應將其置於句首。 
489 Cf., 西岡祖秀（2001，p.17）與丹治昭義（1988，p.54）皆譯為：「彼被付予特徵（［それが］

特徵づけられる）」。 
490 Cf., 西岡祖秀（2001，p.17）與丹治昭義（1988，p.54）皆譯為：「藉由彼而付予特徵（これ

によって特徵づける）」。 
491 「因此，當提到『所量有兩相：即自相與共相』時…」此段可參考 ①丹治昭義（1988，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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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識的自相］作為對象而成立，此時，於彼必須有其他的作具，此中若分

別以其他的知作為作具本質時，則亦將陷入無限後退的過失494。 
 
第六項  批判自證 
    ci ste rang rig pa495 yod de des na rang rig pas des de ’dzin pa’i phyir las nyid 

yin dang
k
  gzhal bya’i khongs su ’du ba yod pa yin no snyam du sems na

k
 

    倘若［他宗思辯］云：因為自證496存在，則由自證［見分］把握彼［相分］，

故而［在自證中］有對象性497，且也被包涵於所量（認識對象）之中498。 

    bshad par bya ste
k
  dbu ma la ’jug pa las rang rig pa rgyas par bkag pa’i phyir 

                                                                                                                                            
和譯以及 Arnold（2005b，p.432-433）梵譯英；然而 Ruegg（2002，p.107）所理解之翻譯，略有

所不同：「因此，所量有二—⎯即自相與共相—⎯，以下區分必須被描述：某自相為所量，其顯

示為那被定義地特徵；而某另一“非正確識的對象（aprameya）＂物，則顯示為藉由彼而被定義

地特徵。」Ruegg（2002，p.107,n.190）繼續補充云：此中月稱似乎結合了自相 I（於阿毘達磨例

中之某物或某詞的定義特徵）與自相 II（於量論學派之獨特的特徵，此是現量直接知覺的對象）；

然而共相為比量所覺知的對象，其必存有不同的具格。若另一 jbana 被安立為有作具的本質，則

此便產生了無窮後退的過患了。② 此句或許對照明性法師顯句論藏譯版（2007，頁 37）會有些

幫助：「故所量有二相，即自相與共相。唯一自相是所量；謂：『所表相』如是說是何？『唯一』

應非所量，若謂此『能表相故』為何？必需詮說唯僅此一差別。」 
492 「後者」即「藉由彼而能賦予特徵（能表相）」。 
493 「前者」即「被賦予特徵（所表相）」。以上「前者」與「後者」的加註，可參閱丹治昭義（1988，

p.54）。 
494 此「無限後退的過失」之藏文為“ thug pa med pa‘i skyon ”，在西岡祖秀版與丹治昭義（1988，

p.54）譯為：「無限遡及（thug pa medpa）の過失/誤謬」；Arnold（2005b，p.1433）、Ruegg（2002，

p.107）與 Siderits（1981，p.136）：「the fault（fallacy）of infinite regress（anisthadosawcapadyate）」。 
495 藏文 rang rig pa 其意為「自悟」、「自證」或「了相識」；其與’dzin rnam gyi shes pa（執相識）

同義，即心識自己領略自己或明察自已。如於見瓶之眼識上，所有自己領略自己之境與有境不二，

或無自境相狀之識。參閱《藏漢大辭典—下冊》，頁 2657b。 
496 又此「自證」（rang rig pa）在西岡祖秀（2001，p.19）譯為「自己認識（じごにんしき）」，

而 Arnold（2005b，p.434）則譯為康德式（Kantism）的「統覺（apperception）」。按康德的先驗

範疇論：先天的概念如何能適用於客觀對象的論究，稱之為「範疇之先驗演繹」或「悟性概念之

先驗演繹」，其中便以「統覺」之先驗的統一為理論中心。此種統一可以使主、客觀合一，就是

將純粹悟性之概念（範疇）應用於感官所供給之客觀對象上，然後完成知識的獲得。請參閱吳康

著，《康德哲學簡編》（臺北：臺灣商務，1972），頁 18；亦見 Kant Immanuel, Critique of Pure 
Reason,Trans. Norman Kemp Smith（1964，p.136、166-168【A107 、B154-156】）。 
497 「對象性」的藏文為 las nyid，梵文為 karmata，西岡祖秀（2001，p.19）亦譯為「对象性（た

いしょうせい）」。筆者以為：當心識自己可以領略自己之時，其對象性（即作具性）亦便產生了。

Cf., Arnold（2005b，p.434, n.74）：透過設立 svasajvitti，則其在認識過程當中，便同時是作具格

（the instrument）亦是對象（the object）了。 
498 由於月稱指出若識有對象性（作具性），則將成為無窮後退的過患，故論敵陳那便提出「自證」

來解决此過失。因有「自證」其乃含攝所有所量對象，而且「自證」亦被含攝於所量之中，故無

有無窮後退的過患。Cf.,Ruegg（2002，p.108）：「﹝對手﹞您亦會支持說：自證（svasajvitti）是

存有的，因為﹝對其對象面向﹞事實上存在成為一對象性（karmata）由於有透過自證而被了知，

有包涵於所量之中（there is inclusion in the prameya）。」此中，由於「自證」不僅含攝所量之對

象性，而且亦被包涵於所量之中，故無有無窮後退的過患；而 Arnold（2005b，p.434）亦類似譯

為：「［識］被包涵於可保證的對象（所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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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a-4】 rang gi mtshan nyid ni rang gi mtshan nyid gzhan gyis mtshon par byed 

pa la
k
  de yang rang rig pa des mtshon par byed do zhes bya ba ni rigs pa ma yin 

no
k
  
k
gzhan yang shes pa de yang mi srid pa’i phyir rang gi mtshan nyid las tha 

dad par ma grub la
k
   

【21a-5】mtshan gzhi med na rten med pa’i mtshan nyid 'jug pa med pa’i phyir 

rnam pa thams cad du yod pa ma yin pas rang rig pa ga la yod
k
 

    ［自宗］答辯云：因為在《入中論》499 中，已廣為遮破自證的緣故，即

謂「自相」，此乃［須］根據其他的自相而賦予特徵，故此「根據自證而賦予

特徵」是不合理的。此復，因彼［自證］識500不存在，故與［自證］自相相異

者亦不成立，因此若沒所相的事例，則亦不會出現無依501的能相［自證］502，

故一切種503皆無，則又哪來的自證呢504？  

de skad du yang ’phags pa gtsug na rin po ches zhus pa las
k
 

de sems yang dag par rjes su ma mthong bas
k
  sems gang las byung zhes 

【21a-6】sems kyi rgyun kun du tshol zhing de ’di snyam du sems te
k
  dmigs pa 

yod pa las sems ’byung par ’gyur ro snyam mo
k
  
k
de yang ’di snyam du sems te

k
  

                                                 
499 此乃指《入中論》第 6 章，第 72 偈～第 74 偈。參照西岡祖秀（2001，p.19）；especially, 
Madhyamakavatara 6.72-78。See Arnold（2005b，p.434, n.75）。按 法尊譯《入中論‧第六菩提心

現前地》共有 4 頌與破自證有關，如云：「彼自領受不得成，若由後念得成立，立未成故所宣說，

此尚未成非能立」，「由離能領受境，此他性念非我許，故能憶念是我見，此復是依世言說」，「縱

許成立有自證，憶彼之念亦非理，他故如未知身生，此因亦破諸差別」，「是故自證且非有，汝依

他起由何知，作者作業作非一，故彼自知不應理」。詳閱月稱論師造，法尊譯《入中論》（台北：

新文豐，1990），頁 164-171。亦可參考法尊法師譯講《入中論講記》（台北：佛陀教育基金會，

1997），頁 95-97。 
500 「識」的藏文為 shes pa，此於西岡祖秀版和譯為「知（ち）」。而自證（自己認識）即是一種

識（知）。 
501 此「依」（rten）即「所憑依的基礎」，梵文為 awraya，即 Arnold（2005b，p.434）所謂的“ locus ”。 

可參閱前註 457。 
502 此乃因「相（mtshan nyid）」與「所相（mtshn gzhi）」是相互觀待依止而成立，没有一個，則

另一個也不復存在。如《中論》（MMK 5.4）：「相法無有故，可相法亦無，可相法無故，相法亦

復無。」(T30: 57c)。請參閱前註 458。 
503 「一切種」藏文為 rnam pa thams cad du：一切相，即「一切時一切處」； 西岡祖秀版翻譯為：

「於所有一切情況中（あらゆる場合に）」。請參閱前註 409。 
504 Cf., Arnold（2005b，p.434）梵譯英中說明為何「自證」不存在之理由：乃因為無實體（subject）
而能被特徵（laksya）是不存在的，即自證不可能自己建立另一獨立的自相，此因操作一特徵而

沒有所依處所（locus）之故。即《入中論》（Madhyamakavatara 6.78）：「是故自證且非有，汝依

他起由何知，作者作業作非一，故彼自知不應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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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 dmigs pa de yang gzhan la sems de yang gzhan nam
k
  ’on te dmigs pa gang yin 

pa de nyid sems yin
k
  gal te re zhig 【21a-7】dmigs pa yang gzhan la sems kyang 

gzhan na ni sems de gnyis su ’gyur ro
k
  
k
’on te dmigs pa gang yin pa de nyid sems 

yin na ni
k
  sems kyis sems de ji ltar mthong bar ’gyur te

k
  sems kyis sems de 

mthong bar mi rung ngo
k k

 

【21b-1】’di lta ste dper na ral gri’i so de nyid kyis ral gri’i so de nyid bcad par mi 

nus pa dang
k
  sor mo’i rtse mo de nyid kyis sor mo’i rtse mo de nyid la reg par mi 

nus pa de bzhin du
k
  sems de nyid kyis sems de nyid mthong bar mi nus so snyam 

nas
k
  de ’di ltar tshul bzhin rab tu sbyor ba la

k
  khang sems mi gnas pa

k
  chad pa 

ma yin pa
k
  rtag pa ma yin pa

k
   

【21b-2】ther zug tu mi gnas pa
k
  rgyu med pa ma yin pa

k
  rkyen dang mi ’gal 

ba505 de las kyang ma yin pa
k
  gzhan las kyang ma yin pa

k
  de nyid kyang ma yin 

pa gzhan yang ma yin pa’i sems kyi rgyud sems kyi ’khri shing
k
  sems kyi chos 

nyid
k
  sems kyi mi gnas pa dang

k
  sems kyi【21b-3】 rgyu ba med pa dang

k
  

sems snang ba med pa dang
k
  sems kyi rang gi mtshan nyid de ji ltar de bzhin 

nyid ’khrug par mi byed pa de ltar shes so
k
  de ltar mthong ngo

k
  
k
de bzhin nyid ji 

lta ba de bzhin du sems de dag dben pa nyid du rab tu shes
k
  de bzhin du mthong 

ba ’di ni rigs kyi bu【21b-4】 byang chub sems dpa’i sems la sems kyi rjes su lta 

ba’i dran pa nye bar gzhag pa’i spyod pa yongs su dag pa’o zhes gsungs so
k k

de’i 

                                                 
505 藏文 rkyen dang mi ’gal ba（與緣不相違）：即梵文 na pratyayaviruddha（nor contrary to 
condition）。見 Ruegg（2002，p.110）與西岡祖秀（2001，p.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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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yir de ltar rang rig pa med la
k
  de med pas gang zhig gang gis mtshon par byed

k
 

此就如同以下《聖寶髻所問經》506 中所言： 
「因彼［菩薩］未隨順見清淨507的心，故心相續恆時地追尋謂“心從何

而生？＂，且彼探思如下：即由所緣508而生心。此復考慮到以下：“諸

凡彼所緣亦［與心］是不同，彼心亦［與所緣］不同？或是凡任一所緣

其即是心呢？倘若首先所緣［與心］不同，心亦［與所緣］不同，則彼

心化為二509；［其次］若諸凡所緣自身即是心，則透過心如何見彼心？

以心無法見彼心［自己］。此就如下“刀刃本身不能切割刀刃自己，指

尖自身不能碰觸指尖自己＂之例子般510＂，因此心自身不能見心自己。

故思考到［心自身不能見心自己等道理］之後，彼於如是理般［行］方

便加行511，彼心不住512，不斷、不常513、不長久居住514、不無因、與緣

                                                 
506 由於《大寶積經》卷俋浩瀚，Arnold 等人皆未明指出處點，而西岡租秀版卻有點明：『大寶

積經』「寶髻菩薩會」大正藏第 11 卷, 662 頁中~下，以上詳閱西岡祖秀（2001，p.19）。 The Venerable 
Questions of Ratnacuda［Sutra］（Tohoku 91），Arnold（2005b，p.434）；The Arya- 
Ratnacudapariprccha，Ruegg（2002，p.110）/ Siderits（1981，p.137）。按《大寶積經‧卷第一百

一十七‧寶髻菩薩會第四十七之一》：「佛告族姓子。菩薩觀心了本無心…求其持處從何所起？則

更思惟心從緣起，尋復思惟，其心為異，因緣異乎，即復自了。設因緣異其心異者，則有二心。

設使因緣是心，心是因緣，以是之故心不見心。計於心者非不見心，猶如虛偽，無實諸塵住於虛

空，利刀傷指本時為瘡，指瘡已差無所患苦，如是族姓子，心亦如是。由是之故心不見心，心所

見者則無所見，應觀如是心所住處亦不起罪不見斷滅…其心寂然明識無本，是為菩薩觀心無心為

意且也。」（T11：662b-c）。 
507 此「未隨順見清淨」藏文為 yang dag par rjes su ma mthong bas，梵文為 asamanupawyan。此梵

文之詞曾困擾 Stcherbatsky（1927，153, n.6）而將之校訂為 cittam samanupawyan，然 Arnold、Ruegg、
Siderits 等人皆隨順 La Vallée Poussin 版本，而將之譯為“Not seeing （未見到）or Not perceiving
（不了解）”；然此中，Siderits（1981， p.137-138）自梵版 PSP（V）,（P.21.15-18）的英譯，

似乎没有把主詞（指 the bodhisattva）弄清楚…。詳閱 Arnold（2005b，p.434, n.78）與 Ruegg（2002，
p.110）。但筆者就藏譯理解，似乎將名詞「心」與形容詞「清淨的」相結合，而整句譯為「彼（菩

薩）未隨順見清淨的心」似較貼切；Cf., 明性法師顯句論藏譯版（2007,頁 33）之從藏文角度譯

為：「彼心不隨現見真實義」。 
508 「所緣」藏文為 dmigs pa 其梵文為 alambana，其義即「對境」，而佛書譯為「所緣」、「境相」。

《藏漢大辭典—下冊》，頁 2143b。在此西岡祖秀（2001，p.21）譯為「对境（たぃきょう）」，筆

者隨順古譯之「所緣」而非新譯之「對境」主因筆者認為：古典譯法不會隨時代變動而有所改變，

反觀現代的名詞譯法常因時、地等不同而有所不同，如 Arnold（2005b，p.435）譯為：「意向性

的對象（an intentional object）」、Ruegg（2002，p.110）譯為：「意識的對象（a cognitive object）」

而 Siderits（1981，p.137）：「對象（an object）」。
 

509 比較 Arnold（2005b，p.435）與 Ruegg（2002，p.110）之譯：「two thoughts/ duality of thought, 
dvicittata）」。 
510 月稱《入中論》亦引此喻例來駁斥自證。Dan Arnold,“Is Svasajvitti Transcendental？ A Tentative 
Reconstruction Following Wantaraksita ” Asian Philosophy ,Vol.15 No1（2005）, p.105, n. 42.此可參

閱月稱造，法尊譯《入中論講記‧第六菩提心現前地》（台北：佛陀教育基金會，1997 年），頁

95。 
511 「方便加行」（sbyor ba）：方法，準備，行為。舊譯「方便」或「加行」。《藏漢大辭典—下冊》，

頁 2028a。Cf.,此句西岡祖秀（2001，p.21）譯為：「彼［菩薩］依此理而如實地修行」；Arnold（2005b，
p.435）譯為：「因彼人乃如是適當地教養紀律（For one who is thus properly disciplined,）」。 
512 Cf.,Arnold（2005b，p.435）：「neither interrupted nor eternal, ucchedawawvatata）」； Ruegg（2002，

p.110）：「a non-fixedness of thought, cittasyânavasthan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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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相違，亦非從彼，也非從其他515，也並非自身亦非是其他；故［彼菩

薩］就這樣子地如是了知，如是看見心之相續516［有如下之諸特質］517：

心之藤蔓518、心之法性519、心之不住520、心之不動521、心之不顯522、心

之自相523、其如彼般與“真如＂524不錯亂525。就如同“真如＂之如所有

性526般，徹底了知彼等心之寂靜性527。若能如是見此，善男子528，於“菩

                                                                                                                                            
513 Cf.,Arnold（2005b，p.435）：「not abiding, anavasthanata）」。 
514 ① 此中「長久」之藏文為 ther zug：有「恆常」，「堅固不變」之義。參閱《藏漢大辭典—上

冊》，頁 1187b。② 此譯「不長久居住」，類似西岡祖秀版（2001，p.21）譯為：「永遠に住する

ことなく」。③ 但比較 Arnold（2005b，p.435）則似有異：「非自身處於至高無上的（not being the 
paramount self, na kutasthata）」；又 Ruegg（2002，p.110）：「並無永久不變（there is no immutability, 
na kutasthata）」。筆者以為若對照前文「不斷、不常」似乎 Arnold 之譯較佳，因較無重複之過。 
515 ① 此句西岡祖秀版譯為：「與緣不矛盾，而且並非如此，其他也並非如此」。② Cf., Arnold
（2005b，p.435）：「既非為諸條件所否定（viruddha），且亦非從此非從彼，更非此非彼」；Ruegg
（2002，p.110）：「既非相違於條件，亦非［源］自於其［自己］非從他，既非同一亦非相異」。 
516 ① 此「心之相續（sems kyi rgyud）」查西岡祖秀（2001，p.131）其梵文為 cittadhara，於西

岡祖秀（p.21）譯為：「心の流れ（こころのながれ）」，因此有「續流」、「河流」之義。② Arnold
等梵譯英為“ the stream of thought ”。 
517 筆者此師譯之「如是了知（de ltar shes so），如是看見（de ltar mthong so）…」在藏文文本乃

置於句尾，其意即：［彼菩薩］如是地了知、如是地看見…，故翻譯時仍可置句首。Cf., Arnold
（2005b， p.435）之譯：「是則［菩薩］因此了知心相續［有此諸一切的性質：］」。其中「了知」

（shes）按西岡祖秀（2001，p.130）其梵文為 janati，西岡祖秀（p.21）日譯為「知り」；而「看

見」其梵文為 pawyati，西岡祖秀（p.21）日譯為「見る」，然西岡祖秀版仍置於句尾。 
518 「心之藤蔓（sems kyi ’khri shing）」之中的’khri shing（藤）梵文為 cittalata，按《藏漢大辭

典—上冊》（頁 328b）：乃指不能自立、須攀援纏繞別物而生長的藤本植物，如木通、馬兜鈴。 Cf., 
Arnold（2005b，p.435）譯為：「心之盤藤（creeping vine of thought）」；Ruegg（2002，p.110）譯

為：「心之攀爬者（thought- creeper）」。 
519 「心之法性（sems kyi chos nyid）」梵文為 cittadharmata，Arnold（2005b，p.435）譯為：「心

之實性（reality of thought）」；Ruegg（2002，p.110）譯為：「心性（thought-nature）」。 
520 「心之不住（sems kyi mi gnas pa）」梵文為 cittanavasthitata，Arnold（2005b，p.435）譯為：

「心之不坐落（unlocatedness of thought）」；Ruegg（2002，p.110）譯為：「心之不固定（non-fixedness 
of thought）」。 
521 「心之不動（sems kyi rgyu ba med pa）」梵文為 cittapracarata，Arnold（2005b，p.435）譯為：

「心之不被動（immovability of thought）」；Ruegg（2002，p.110）則類似譯為：「心之不動

（motionlessness of thought）」。 
522 「心之不顯（sems snang ba med pa）」梵文為 cittadrwyata，Arnold（2005b，p.435）譯為：「心

之不被見（unseen-ness of thought）」；Ruegg（2002，p.110）亦類似譯為：「心之不可見（invisibility 
of thought）」。 
523 「心之自相（sems kyi rang gi mtshan nyid）」梵文為 cittasvalaksanata，Arnold（2005b，p.435）

譯為：「心之成為定義特徵［的事實］（［the fact of］being th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svalaksanatam）

of thought）」；Ruegg（2002，p.110）則譯為：「心之自己特徵（self-characterization of thought）」。 
524  ① 此「真如」藏文為 de bzhin nyid：真如，本性，空性。離戲論法界。《藏漢大辭典—上冊》，

頁 1287b。② Cf., Arnold（2005b，p.435）譯為：「Suchness（tathata）」；Ruegg（2002，p.110）

譯為：「Thusness（tathata）」。
 

525 「不錯亂」’khrug pa mi byed pa：指心不煩躁擾亂…。參閱《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330a。

按西岡祖秀（2001，p.71）其梵文為 na...virodhayati，Arnold（2005b，p.435）譯為“ immovability 
of thought ＂。 
526 ①「如所有性」之藏文為 ji lta ba：真實規律，真理。佛書譯為如所有、法性。《藏漢大辭典—
上冊》，頁 874a。② 又此「如所有性」西岡祖秀版譯為：「如實（ままに）」。③ 明性法師顯句

論藏譯版（2007，頁 38）：「盡如如是性」。
 

527 ① Cf., Ruegg（2002，p.111）譯為：「如是他正確地了知且看到此心之隔離［空］性（th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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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心＂心之隨順見，念住529之清淨行。」 
以是故就像這樣並沒有自證，若無彼又以何對何而來賦予特徵呢？  
 
第七項  批判同一性與別異性 

    gzhan yang mtshan nyid de mtshan gzhi las tha dad par【21b-5】 ’gyur grang
k
  

de la gal te re zhig tha dad pa yin na ni
k
  de’i tshe mtshan gzhi las tha dad pa’i 

phyir mtshan nyid ma yin pa bzhin du mtshan nyid kyang mtshan nyid ma yin 

par ’gyur la
k
  mtshan nyid las tha dad pa’i phyir mtshan gzhi yang mtshan gzhi ma 

yin【21b-6】 pa ltar mtshan gzhir mi ’gyur ro
k
  
k
de bzhin du mtshan nyid mtshan 

gzhi las tha dad pa’i phyir mtshan gzhi mtshan nyid la ltos pa med par yang ’gyur 

te
k
  de’i phyir de mtshan gzhi ma yin te

k
  mtshan nyid la ltos pa med pa’i phyir 

nam mkh’i me tog bzhin no
k
  
k
 

復次，相（定義）530彼與所相（事例）531應計為相異？抑或是非相異呢532？此

中，倘若首先［相與所相］是相異的話，彼時因［相］與所相不同之故，如［不

與所相相觀待之］“非相＂般，則相亦成為非相是也533；又若［所相］與相不

同之故，所相亦如［不與相相觀待之］“非所相＂般，則［所相］也成為非所

相了534。如是，相與所相因是相異之故，則所相應亦成為不觀待相［之事物了］

                                                                                                                                            
Isolatedness［i.e.Emptiness］of thought, cittavivekata）」。② 明性法師顯句論藏譯版（2007，頁 38）：

「因此了知彼諸心隱秘性」。此中，筆者以為無論是譯為「寂靜性」、「隔離性」或「隱秘性」，似

乎皆意指「空性」。③ Arnold（2005b，p.435）梵譯英略有不同為：「因此［他］了知此心之分析

（this analysis of thought）」。 
528 ①「善男子」（rigs kyi bu）其梵文為 kulaputra，按《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1287b）：善男

子，族善子，種姓之子。② 又此「善男子」西岡祖秀（p.21）譯為：「良家の子」。③ Arnold（2005b，

p.435）譯為：「高貴族姓之子（son of noble family）」；Ruegg（2002，p.111）譯為：「族姓之子（son 
of family）」。 
529 ① 此「念住」藏文為 dran pa nye bar gzhag pa：念住。「念」謂如實無誤察知法相之慧，與觀

相合；「住」謂於慧所察知之處一心安住，與止相合。《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1322b。② 又其

梵文為 smrtyupasthana（mindfulness）。見 Ruegg（2002，p.111, l.9）。 
530 「相（定義）」Cf., Arnold（2005b，p.435）梵譯英為：「某特徵（a characteristic）」。 
531 「所相（事例）」Cf., Arnold（2005b，p.435）梵譯英為：「被特徵的對象（the subject to be 
characterized）」。 
532 Cf., Arnold（2005b，p.435）梵譯英為：「其將會是“某特徵（a characteristict）”，彼乃異於被

特徵的實體（the subject to be characterized）？或非異［於被特徵的實體］者呢？」。 
533 此句「倘若首先［相與所相］是相異的話…」可比對西岡祖秀（2001，p.23）的日譯：「假設

其中［相與所相］是不同的事物，此時，因［相］與所相不同，而為非是與［所相相對］相之事

物相同，［結果，］相也會成為非相之事物。」 
534 此句「又若［所相］與相不同之故…」西岡祖秀（2001，p.23）譯為：「此外，因［所相］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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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因彼故［其論證如下：］［宗］彼非所相，［因］以不觀待相之故，［喻］

如虛空花536般537。 

ci ste mtshan nyid dang mtshan nyid kyi gzhi dag tha mi dad pa yin na ni
k
  

【21b-7】de’i tshe mtshan nyid las tha mi dad pa’i phyir
k
  mtshan nyid kyi rang gi 

bdg nyid bzhin du mtshan gzhi’i mtshan gzhi nyid nyams par’gyur ro
k k

mtshan 

gzhi las tha mi dad pa’i phyir mtshan nyid kyang mtshan nyid kyi rang bzhin du 

mi ’gyur te
k
  mtshan gzhi’i rang gi 【22a-1】 bdag nyid bzhin no

k k
ji skad du

k
  

mtshan nyid mtshan gzhi las gzhan na
k k

 mtshan gzhi de mtshan med par’gyur
k 

k
tha dad med na de dag ni

k k
med par khyod kyis gsal bar bstan

k k
zhes bshad do

k 
 

k
 de nyid dang gzhan yid las ma gtogs par mtshan gzhi dang mtshan nyid ’grub 

【22a-2】pa’i thabs gzhan yod pa yang ma yin te
k
  de skad du

k
  gang dag dngos 

po gcig pa dang
k k

 dngos po gzhan pa nyid du ni
k k

’grub par ’gyur ba yod min na
k 

k
de gnyis grub pa ji ltar yod

k k
ces ’chad par’gyur ro

k k
 

［其次］538倘若相與所相（相之所依基礎）539，兩者並不相異的話，彼時，因

［所相］與相沒有不同之緣故，［所相］與相之自體（svatman）相同，則此會

損壞所相之所相性540。［此外，因相］與所相沒有不同之緣故，相亦不成為相

                                                                                                                                            
相不同，而所相亦同時［與相相對］非所相之事物相同，這或許不會變成為所相吧。」 
535 Cf., Arnold（2005b，p.436）梵譯英為：「於此理，因［“某特徵＂］異於“被特徵的對象＂，

則“某特徵＂將有一無須彼之“被特徵的對象＂。」 
536 「虛空花」與前述之「驢角」，乃中觀學派常引用的「免角」、「石女兒」、「龜毛」般，用來描

述根本不存在的事物。故根本無此虛無飄渺之「所依之基礎（rten，awraya，locus）」（可參閱前

註 457、501），更遑論於此 locus 上而賦予“性相（特徵）”了。此點可詳閱 Arnold（2005b，p.436, 
n.83）與宗喀巴《廣論》（1992，頁 465）。 
537 Cf., Arnold（2005b，p.436）梵譯英為：「因無須有“某一特徵＂，其無法是一“被特徵的對

象＂！［所以其正是］如一“空中花＂般。」 
538 筆者於此會添加「其次」此詞，乃因於「二難論證」中，首先（re zhig，tavat）A 與 B 若相

異時則…；其次，A 與 B 若相同時則…。以此讀來邏輯性似乎較為清晰。 
539 從此「所依基礎」［（rten，awraya，locus）］，便很容易看出：「相（mtshan nyid）」與「所

相（mtshan nyid kyi gzhi）」彼此相互觀待而立的關係了。 
540 「損壞所相之所相性」，此「所相性（藏文為 mtshan gzhi nyid）」，可從對照 Arnold（2005b，

p.436-437）梵譯英版：「此對象喪失其成為一對象（laksyata）的權利」而更加了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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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性，而變成與所相之自體相同。如云：541 
「［倘若］相與所相不同，則所相彼會沒有相。［相對地，倘若相與所相］

非相異，［相與所相］彼等則會為無，［以上］根據汝［之主張］而來清

楚地顯示。」 
除了同一性與別異性以外，亦没有所相與相成立之方便542。此即如所云543： 

「諸凡事物一，與事物異性，此成立非有，彼二云何有？」544  

   【22a-3】ci ste brjod du med pa nyid du’grub par’gyur ro zhe na
k
 

    ［他宗］若云：［此將］成為「無法詮說」545。 

    
k
de ni ’di ltar ma yin te

k
  phan tshun rnam par dbye ba yongs su shes pa yin 

na
k 

brjod du med pa nyid ces bya bar ’gyur na
k
  gang na rnam par dbye ba yongs 

su shes par’gyur ba med pa der ni ’di ni mtshan nyid do
k k

’di ni mtshan gzhi’o zhes 

khyad par du 【22a-4】 yongs su gcod pa med pas gnyi ga yang med pa nyid de
k 

                                                 
541 相對於以上針對「相與所相」之論證，以下便引用經論［龍樹的《超世間讚》（Lokātītastava
Ⅱ, 北京版, Ka, 79b-6）］來佐証，參閱西岡祖秀等（2001，頁 23）； Lokātītastava ,verse II；see 
Lindtner 1987:132. 見 Arnold（2005b，p.437, n.86）。 
542 此句西岡祖秀（2001，p.23）譯為：「另外，在同一性（de nyid）與別異性（gzhan nyid）以

外，並非有所相與相成立的其他可能性（thabs）。」 
543 此即龍樹造．青目釋．鳩摩羅什譯《中論‧觀來去品第二》第 21 偈本頌（MMK 2.21）云：「去

去者是二，若一異法成，二門俱不成，云何當有成。」（T30：5b）青目更進一步解釋：「若去者

去法有，應以一法成應以異法成，二俱不可得。先已說無第三法成，若謂有成，應說因緣。」 
544 ① 此頌在西岡祖秀（2001，p.25）譯為：「假設某［二種］事物，以同一事物（dngos po gcig 
pa），亦以別異之事物（dngos po gzhan pa nyid），［此二皆］不會成立，那麼兩者又為什麼會成立？」

② 此中，「同一」即“identity, ekibhavena”，而「別異」即“non-identity, nanabhavena”。參閱 Arnold
（2005b，p. 437, n.88）與 Ruegg（2002，p.112-113 與 n.202）。此「一」（gcig pa，eki-）與「異」

（gzhan，nana-）之藏、梵文對照可參閱西岡祖秀（2001，p.79 與 120）。 
545 ①「無法詮說」（brjod du med pa nyid）其梵文為 avacyata ，西岡祖秀（2001，p.25）譯為：

「無法表現之事物（表現できないもの）」 Cf., Arnold（2005b，p. 437）梵譯英版：「無法形容述

說（being ineffable）」；Ruegg（2002，p.112-113）則譯為：「無法被描述（indescribability,）」；Siderits
（1981，p.139）譯為：「無法被表達（inexpressibility, avacyata）」。由於月稱利用「非一非異」的

兩難論證，來否定「相與所相」的建立，故可推測論敵［陳那等］會反駁說：「相與所相為一或

異之事」，彼乃為無法表現之假說。② 又此整句可參考西岡祖秀（2001，p.25）譯：「假設提到

以［相與所相為相同之事物，亦或是別異之事物］則應成立無法表現之假說。」 Cf., Arnold（2005b，

p. 437）梵譯英版：「復次，若被說成［所相與相］的建立應如是，則其成無法形容描述。」；Ruegg
（2002，p.112-113）則譯為：「設若如此則其將建立於“無法被描述”。」  
    P.S.請比較此二梵文：「無法被描述（avacyata）」vs.「不可說（avyapadewya）」；按陳那《集

量論》：「現量、比量二為量，﹝自、共﹞二相為所量，於彼［二相］結合處，無須［另立］其他

量。」；自釋中更進一步云：「人先依不可說(avyapadewya)自相和色性(varnatva)共相識取該色等

物，再藉意識(manas)將無常性﹝共相﹞連結至﹝該物，形成﹞「這色等物是無常」﹝的認識﹞。

因此，無須﹝另立﹞其他量。」，參閱 Ernst Steinkellner 譯注，何建興中譯（2007，頁 1-2）；此

點亦可參考 Arnold（2005b，p. 437, n.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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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i phyir brjod du med pa nyid du yang grub pa med do
k
  
k
 

    ［自宗答云］：彼非如是，因為若當無法清楚認識相互之差別，才會成所

謂的「無法詮說」。若諸凡在無清楚認識區別之彼［情況］下，則無法特別地

決斷546「此者即相、彼者即所相」，故［相與所相］兩者決不會存在。因此之

故［即使是］「無法詮說」，［相與所相］亦無法成立547。 
 
第八項  批判認識主體548 

gzhan yang gal te shes pa byed pa yin na
k
  yul yongs su gcod pa’i byed pa po gang 

zhig yin
k
  byed pa po med par byed pa la sogs pa rnams yod pa yang ma【22a-5】 

yin te
k
  gcod pa’i bya ba bzhin no

k k
ci ste der sems la byed pa po nyid du rtog na

k
  

de yang rigs pa ma yin te
k
  ’di ltar don tsam lta ba ni sems kyi bya ba yin la don 

gyi khyad par lta ba ni sems las byung ba rnams kyi bya ba yin te
k
  de la don 

mthong rnam par shes
k k

de yi khyad par sems las byung
k k

  

【22a-6】zhes549 khas blangs pa’i phyir ro
k k

 

byed pa la sogs pa rnams ni bdag nyid ji lta bu’i bya ba phal pa sgrub pa’i sgo nas
k
  

gtso bor gyur pa’i bya ba cig bsgrub par bya ba la yan lag gi ngo bor gyur pa las 

byed pa la sogs pa nyid du’gyur na
k
  ’dir ni shes pa dang rnam par shes pa 

                                                 
546 「無法特別地決斷」此於 Ruegg（2002，p.113）則有略微不同之譯：「於缺乏具體詳細的區

別（in the absence of a distinction specifying）」。 
547 ① 此句「因此之故［即使是］『無法詮說』，［相與所相］亦無法成立。」比對西岡祖秀版譯

為：「因此，即便是不能表現之事物，［相與所相］也不會成立。」② Cf., Ruegg（2002，p.113）

些微不同之譯：「因此，没有［相的］建立，縱然透過“無法被描述（indescribability）＂」而 Arnold
（2005b，p. 438）梵譯英版亦類似 Ruegg 版，他們似乎皆指向陳那所主張的「自相（svalaksana）

是不可說的(avyapadewya) 」。參考 Arnold（2005b，p. 437, n.88）。 
548 Cf., Ruegg（2002，p.113）對此段的科判有些微不同：「知（knowledge）與識（cognition）在

關於某一意向性對象的功能（The function of jbana and vijbana in relation to an intentioal object）」；

而 Siderits（1981，p.139）則謂月稱此時忽然轉移話題（occurs a digression）來討論“心識＂的

狀態。 
549 此頌藏文版源自「慈氏五論」（byams chos sde lang）中之《辨中邊論》（dbus mtha’ rnam ’byed）

第九頌後半。可參閱彌勒著，《慈氏五論（藏文原版）》（四川：四川民族出版社，1992），頁 2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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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a-7】gnyis la gtso bor gyur pa’i bya ba gcig med do
k
   

k
’o na ci zhe na

k
  rnam par shes pa’i gtso bor gyur pa’i bya ba ni don tsam yongs 

su gcod pa yin la
k
  don gyi khyad par yongs su gcod pa ni shes pa’i gtso bor gyur 

pa’i bya ba yin te
k k

des na  

【22b-1】shes pa byed pa nyid ma yin la
k 

sems kyang byed pa po nyid ma yin no
k 

k
de’i phyir nyes pa de nyid du ’gyur ro

k k
 

復次，如果知是作具（byed pa）550的話，那麼能識別對境的動作者（byed pa po）
551又為何呢？若無動作者，則作具等也不會成立，如“砍［木］＂的動作（bya 
ba）552。 
倘若，於彼場合將心（sems）553理解為動作者的本質554，則彼亦非理。如是「見

唯對象」555，此乃心之作用556是也；而「見對象的差別557」，此乃諸心所558之

作用是也559，因為［《辯中邊論》云：］560： 

                                                 
550 「作具」（byed pa）即「造作的工具」，按其梵文為 karana，其當名詞時意即「工具」。藏語

語法中指憑藉以進行動作的事物，例如云「木工用斧頭伐木」，此句中斧頭是伐木的工具，稱為

普通作者（或從屬作者），可參閱前註 461、466。Cf., Arnold、Ruegg 將之譯為“ the instrument ”； 
Siderits（1981，p.139）則謂“ instrumental ”（作具格）。此字可參考《藏漢大辭典—下冊》，頁 1893b
及 1894a。 
551 Arnold、Ruegg 與 Siderits 等將「動作者」譯為“ the agent, kartr”。 
552 Arnold、Ruegg 與 Siderits 等將「動作」譯為“ the action, kriya ＂。以上所述，即傳統「藏語

音勢論」所說的「bya bayed las gsum（所-能-賓三詞）：所行之動作、能造之作者和直接賓詞」，

此三者之間的關係，其中「賓詞」即「對象」之義。 
553 此中應特別注意瑜伽行派的主張：心（sems, citta）＝心王，彼乃分别「唯境」；而識（rnam par 
shes pa, vijbana）＝心所（sems las byung ba, caitasa）則分别「境之差別」。 
554 「動作者的本質」（byed pa po nyid）於西岡祖秀（2001，p.27）譯為「作者性」，此中藏文 nyid
即本質、本性，為了防止與「自性［成立］」混淆，故能避免用「（自）性」就儘量避免；Cf., Arnold
（2005b，p. 438）梵譯英“the quality of agency”。 
555 「見唯對象」即指「心」：總的而言，只看見對象（境）；Cf., Arnold（2005b，p. 438）梵譯英

“ apprehension of a bare object（arthamatradarwana）”。 
556 藏文 bay ba（梵文 kriya）可譯為「動作」或「作用」，此處以「作用」似較佳。 
557 此「差別」可比對 Arnold（2005b，p. 438）梵譯英“ qualifications（viwesa）＂。 
558 「諸心所」於 Arnold（2005b，p. 438）之梵譯英：「衍生的諸心之作用（derivative mental operations, 
caitasa）」；Ruegg（2002，p.113）譯為「心之諸因素（the mental factors）」。 
559 故此句可比較 Arnold（2005b，p. 438）之梵譯英：「［依據汝之理論］，心（citta）的功能乃了

知唯境（arthamatradarwana）；而了知對象的特質（viwesa）乃其餘衍生的諸心之作用（caitasa）

的功能。」 
560 按此頌之漢譯版乃彌勒菩薩說，玄奘譯《辯中邊論頌‧辯相品第一》第九頌後半：「唯了境名

心，亦別名心所。」（T31:477c）。此可依世親造，玄奘譯《辯中邊論‧辯相品第一》第九頌的解

釋：「虛妄分別差別相者，即是欲界色無色界諸心心所。異門相者，唯能了境總相名心，亦了差

別名為受等諸心所法。」（T31:465a）；或依天親造，陳真諦譯《中邊分別論‧相品第一》第九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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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中能見境即識（心），［見］彼之差別為心所」 
［此乃為汝］承許561之故。 
作具等乃從成辦如自［主體］之從屬動作（bya ba phal pa）的方式而成的，於

完成此主要動作中，再衍生出支分之體性562的賓詞（對象）、作具等563。此中，

對於知與識兩者而言主要動作並不是同一564。若謂「何以故？」，［則答云：］

識（rnam par shes pa）的主要動作即分別唯境565，而分別境之差別相566者則為

知（shes pa）的主要動作。由此可知，知非作具性，心亦非造作者性。因此之

故［其］乃為過失也！  

    ci ste chos thams cad bdag med pa zhes bya ba’i lung las na
k
  byed pa po 

rnam pa thams cad du med pa’i phyir bya ba la sogs pa’i tha snyad ni byed pa po 
med kyang yod pa  

【22b-2】nyid do snyam na
k
   

    倘若［他宗辯］云：從「一切法無我」的教義來看，造作者一切種567無之

故，動作等之名言，縱然無造作者［而彼等亦］當然有568。 

    ’di yang yod pa ma yin te
k
  lung gi don yang dag par ma bzung ba’i phyir ro

k 

                                                                                                                                            
云：「唯塵智名心，差別名心法」，其接著的解釋：「心者但了別塵通相，若了別塵別相說名為心

法，謂受想行等。說總別相已。」（T31:451c）。按，西岡祖秀版謂《中邊分別論》（第 1 章，第

8 偈），而 Arnold（2005b，p.438, n.91）依 Pandeya（1999:27）而亦謂 Madhyantavibhaga 1.8，此

應為錯誤，作者依《大正藏》其當改為第 9 偈，而 Ruegg（2002，p.113）則同謂 Sthiramati’s 
Madhyantavibhaga 1.9 cd。 
561 Cf. Arnold（2005b，p. 438）之譯：「此乃根據［汝］所接受［權威之論典而云］：『關於此，

了知對象乃知覺認知（識, vijbana）；而諸衍生之心操作者（caitasa）則關涉及其之特性』。」 
562 「支分的體性」：西岡祖秀版（2001，p.27）則譯為「部份の存在（yan lag gi ngo bo）」。相對

於此，「主要動作」（gtso bor gyur pa’i bya ba）查西岡祖秀（2001，p.115）其梵文為 pradhanakriya，
即「主作用」之義。 
563 此句 Cf. Arnold（2005b，p. 439）之梵譯英略有所不同：「當某支配動作（one governing action, 
pradhanakriya）被完成，作具等有他們的作具格等，因為接受他們是從屬的，透過他們各別地完

成從屬動作（subordinate actions, gunakriya）」。 
564 此句 Cf.,西岡祖秀（2001，p.27）譯為：「作具［對象、作者］等是藉由達成各自的通常作用，

且完成一個主要作用時，根據［主要作用的］一部份的存在（yan lag gi ngo bo）的產生，而衍生

了作具［對象、作者］等。［然而］此中［以唯識學派］的立場，對於知（shes pa）與識（mam par 
shes pa）兩者而言主要的作用並不是同一個。」 
565 「分別唯境」：西岡祖秀（2001，p.27）譯為「識別對象自體」。 
566 「分別境之差別相」：西岡祖秀（2001，p.27）譯為「識別對象的特殊性」。 
567 此「一切種」藏文為 rnam pa thams cad du（一切相，一切種），而梵文為 sarvatha（「絕對」

或「在任何情況下」）。筆者乃隨順法尊於宗喀巴《廣論》之藏譯漢，將此詞譯為「一切種」，請

參考前註 409。 
568 西岡祖秀版（2001，p.27）譯為：「如果從『一切法無我』的教說來看，則作者在一般場合之

下都不存在，但是作用…等日常的表現即使沒有作者也當然還是存在。」Cf. Arnold（2005b， 
p.440）：「縱然没有造作者，涉及到動詞與其他［語言部分］的一般談論（ordinary discourse）確

實是發生的。」；Ruegg（2002，p.114）：「因此確實存在某一交易務實的慣用法（a transactional - 
pragmatic usage），其仍關涉到動作等，縱然無造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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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di yang dbu ma la ’jug pa las bstan zin to

k k
 

    ［自宗答辯云］：此亦非有，以未持清淨教義之故。此亦已於《入中論》569

中闡述過了。 
 
第九項  批判區別與區別之基礎的關係570 

    
k
ci ste yang dper na mchi gu’i lus571 sgra gcan gyi mgo572 zhes bya ba la

k
  

lus dang mgo las tha dad pa’ khyad par med khyang khyad par dang khyad par gyi 
gzhi’i dngos po 

【22b-3】yod pa de bzhin du
k
  rang gi mtshan nyid las tha dad pa’i sa la sogs pa 

khyang sa’i rang gi mtshan nyid ces bya bar ’gyur ro snyam na
k
 

    倘若［他宗辯］亦云：例如於被稱為「上磨石（wilaputraka）573的軀體」、

「羅睺（Rahu）574的頭顱」之中，没有與軀體、頭顱相異之區別575（即上磨

                                                 
569 此可參考《入中論． 第六章》（Madhyamakavatara 6.68 或 6.76），詳見 Arnold（2005b， p.440, 
n.96）。按月稱造，法尊譯《入中論‧第六菩提心現前地》第七十六頌（頁 172）：「若時都無依他

起，云何得有世俗因？如他由著實物故，世間建立皆破壞。」亦可參考法尊法師譯講《入中論講

記》（1997），頁 97-98。筆者以為此句的論諍，乃在於陳那主張縱然如月稱您所謂的「造作者等

法，一切皆無」，吾人乃然十分肯定這些現象與作用是確實存在的，故接下來陳那便要引用「“上

磨石（wilaputraka）的軀體”與“羅睺（Rahu）的頭顱＂的概念」來證明自己的主張，即便無「上

磨石」與「羅睺」的存在，當世人見到此「軀體與頭顱」時，便自然連想到「上磨石」與「羅睺」，

此即告知吾人「軀體與頭顱」的背後存在有其擁有者的自性，此亦點出基礎主義之表象論者背後

須有 sense data 的預設。 
570 Cf., Ruegg（2002，p.115）對此段科判的描述：「限定與被限定的關係（The viwesya-viwesana 
Relation），And 連結於相、所相、自相之“上磨石的軀體（The body of a pestle, wilaputraka）＂與

“羅睺的頭顱（Rahu’s head）＂的概念」 
571 ① mchi gu：磨子上扇；上磨石。《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845a。② mchi gu’i lus：上磨石的

軀體。其梵文為 wilaputrakasya wariram。按 warira 即「身體」。《梵漢大詞典（下）》，頁 1136 b。 
572 ① sgra gcan：羅睺。藏歷九曜之一。《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605a。② sgra gcan gyi mgo：

羅睺的頭顱。其梵文為 rahoh wirah。按 Rahu 即「羅睺」；wira 即「頭」。《梵漢大詞典（下）》，

頁 1006a 與 1175b 
573 wilaputraka：磨石；石像。《梵漢大詞典（下）》，頁 1172a。Cf., Ruegg（2002，p.115, n.206）

指出梵文 wilaputraka：（1）磨石“ grinding stone ”，（2）雕像之軀幹“ torso/trunk of a statue ”；然

於《藏漢大辭典—上冊》之藏文為 mchi gu，其意為上磨石“ upper grinding stone, pestle ”。此中，

筆者依藏文譯為「上磨石的軀體」。 
574 Rahu：羅睺，惡魔之名。當此惡魔想啜飲海洋經翻攪所得的神酒之時，Visnu（毗紐天）突然

砍下他的頭顱，其頭顱因喝下神酒而變不朽，他為了報復暴露其行蹤的日月，開始週期性吞下日

月，因而有了日月蝕的現象。此外，他亦被視為九行星之一。參閱《梵漢大詞典（下）》，頁 1006a。 
575 「區別」之藏文為 khyad par：差異，區別，特點；程度上的不同之處。《藏漢大辭典—上冊》，

頁 247a。西岡祖秀（2001，p.27）將之譯為「限定的事物」（限定するもの）。此乃是指 “上磨石

（mchi gu）”以及“羅睺（sgra gcan）”此來限定“軀體”以及“頭顱” ［所謂的被限定的事物（khyad 
par gyi g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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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羅睺），然如有「區別」與「區別之基礎」576的關係577般，［故］即使無與

自相相異之地等，所謂「地之自相」亦是成立的578。 

    de ni de ltar ma yin te
k
  mi mtshungs pa’i579 phyir ro

k
  
k
lus dang mgo’i sgra 

dag ni blo dang lag pa la sogs pa ltar lhan cig ’byung ba’i dngos po580 gzhan la ltos 

pa【22b-4】dang bcas te ’jug pas
k
  lus dang mgo’i sgra tsam la dmigs pa’i blo 

skhyes pa lta zhig gi lus gang gi mgo snyam du lhan cig spyod pa’i dngos po gzhan 

la re ba dang bcas pa nyid du ’gyur la
k
  cig shos khyang khyad par gzhan 

dang ’brel pa 【22b-5】 bsal bar ’dod pas ’jig rten pa’i brta’i rjes su byed pa
k
  

khyad par mchi gu dang sgra gcan gyi sgras rtogs pa po’i re ba sel bar byed do zhes 

by bar rigs na
k
  ’dir ni sra ba la sogs pa las tha dad pa’i sa la sogs pa med pas khad 

par dang khyad par can gyi dngos po mi rigs so
k
   

    ［自宗答辯云］：彼非如是，［此二事例］不相同故581。［因為］「軀體」與

                                                 
576 「區别之基礎」之藏文為 khyad par gyi gzhi。此詞西岡祖秀（2001，p.27）譯為「被限定的事

物」（限定されるもの），亦是乃指“軀體”以及“頭顱”，因為此“軀體”以及“頭顱”被限定於“上磨石

（mchi gu）”以及“羅睺（sgra gcan）”。 
577 此「關係」之藏文為 dngos po，梵文為 bhava，若按《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677），則較常

譯為「事物」［如前述「一切事物（dngos po）無生」，可參考前註 332 與 335］，然此若譯為「事

物」，則似乎較沒清楚地表達全文。筆者對照起西岡祖秀（2001，p.27）之譯為「關係（dngos po）」

與 Arnold（2005b， p.441）之加譯“a relation”，此可清楚看出意指：「限定的事物」與「被限定

的事物」之間的關係（The qualifier-qualified［viwesana- viwesya］Relation），故筆者於此處便譯為

「關係」。 
578 此句西岡祖秀（2001，p.27）譯為：「［反論］另外舉例，有稱為“上磨石的軀體” “羅睺的頭顱”
時，沒有與軀體和頭顱（被限定事物［khyad par gyi gzhi］）等不同如“卜ルソー上磨石”以及“ラ

ーフ羅睺”（限定的事物［khyad par］），［亦即兩者為同一存在的情況下］，限定事物與被限定事

物是有關係的。同樣的，即使沒有與自相不同的地等，所謂的地的自相也是成立的吧！」 
    按 Siderits（1981，p.142）中之描述，論敵（陳那）此時運用的策略是：藉由指出某種一般

語言的表達［如「上磨石的軀體」、「羅睺的頭顱」之屬格（genitive）關係］，便指出「相」與「所

相」即代表了「限定的事物」與「被限定的事物」之間的關係；若「上磨石的軀體」、「羅睺的頭

顱」是有意義的表達，那麼“堅硬性＂之「相」與“地＂之「所相」便有意義了。 
579 mtshungs pa：等同，相似，一樣。佛書譯為相應，同分。《藏漢大辭典—下冊》，頁 2314a。

其相反詞 mi mtshungs pa 意即：不等同，不相似，不一樣；不相應，非同分。即梵文：atulyatva。

see Ruegg（2002，p.115）、西岡祖秀（2001，p.56）。 
580 lhan cig ’byung ba’i dngos po：同時俱有之事物。謂諸事物，同時俱有，集合一體，彼此依附

併存，如短待長而後成立，缺一則不生，互為助益者。《藏漢大辭典—下冊》，頁 3098a-b。 
581 此句可參考西岡祖秀（2001，p.29）：「其實不然。(因為以『上磨石的軀體』﹝卜ルソーの胴

体﹞與『羅睺的頭』﹝ ラーフの頭﹞來做喻例的話，地的自相﹝地の個別相﹞的性質為)不相同

緣故。」；Arnold（2005b，p.441）之梵譯英意思亦雷同。P.S.此中譯文「不相同」（mi mtshungs pa）

其梵文為 atulya ，其為「不相等」或「不一樣的」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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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顱」之諸詞語582者，如同「意識」與「手」等般583，觀待584同時俱生的他

事物而生，則產生攀緣唯「軀體」與「頭顱」之詞語的意識，而思：「誰之軀

體？誰之頭顱」之考察585，［而］生對於他事物俱起運作之期許586；在另一方

面587亦欲排除與其相關之其他區別，故而隨順世俗之名稱588，「上磨石」與「羅

睺」區別之詞語，令了知者排除欲求，雖然［此］合理的589，但此中，因無與

堅固等相異之地等，故［汝所提及之］區別與區別者的關係［仍然］是不合理

的590。 

    【22b-6】
k
gal te mu stegs pa dag gis mtshan gzhi tha dad par khas blangs pa’i 

phyir de’i ngor khyad par brjod pa skyon med do zhe na
k
   

    倘若［他宗若辯］云：因外道591承許所相［與相乃］相異之故，而於彼面

                                                 
582 此「詞語」之藏文為 sgra：「聲音」之義。耳朵所聽到的有意義與無意義的一切聲響，分為言

語等有記別聲與水聲等無記別聲兩類。《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603b，其梵文為 wabda，見西岡

祖秀（2001，p.75）。此中，筆者以為此即指「詞語」之義，並參照西岡祖秀（2001，p.29）將

sgra 譯為：「語」，與 Arnold（2005b，p.441）& Ruegg（2002，p.115）梵譯英為“word”…等。故

將藏文原譯「聲」改譯為「詞語」似較清晰。 
583 Cf., Arnold（2005b，p.441）之梵譯英似較清楚：「因使用像『身』與『頭』之語詞，其乃基

於其他相關的範疇，如［於『頭』例子中之］意識…等，以及［於『身』例子中之］手…等。」 
584 「觀待」：西岡祖秀（2001，p.29）譯為「依存著（に依存して）」。 
585 參考西岡祖秀（2001，p.29）此句之日譯：「只以身體和頭等詞彙為對象而產生意識的人提出

『是誰的頭？誰的軀體？』」 
586 此「期許」（re ba dang bcas pa）梵文為 sakavksa，見西岡祖秀（2001，p.128）。而依據 Siderits
（1981，p.142-143）中對此段之描述：月稱乃利用“期望的概念（the notion of sakavksa or 
expectation）＂來答辯，即當吾人言及「誰的身？」、「誰的頭？」時，此「上磨石」或「羅睺」

乃以排除其餘語詞的方式來作為一「限定者（qualifier）」；然而此不對等於地之堅硬性，因當吾

人言及「堅硬性」時，只會聯想到「地」，無須排除其餘語詞。 
587 Cf., Arnold（2005b，p.441）之不同之譯：「另一［人］（Another［person］）」。 
588 「名稱」（brta）：符號，記號，名稱，姿勢；有意義可解的事物、聲音或動態。詳見《藏漢大

辭典—上冊》，頁 1483a，其梵文為 sajketa，西岡祖秀（2001，p.101）。而此整個詞彙「世俗之

名稱」即 Arnold（2005b，p.441）之梵譯英：mundane convention（sajketa）；Ruegg（2002， p.116）

與 Siderits（1981，p.142）：worldly convention。 
589 此小段西岡祖秀（2001，p.101）亦類似地譯為：「［再者］另一方面，因為也是冀望能排除『與

其他的限定事物』之結合，因而沿用世間的名稱，如「上磨石卜ルソー」、「羅睺ラーフ」等限定

語，依此則能去除認知者的欲望，這樣雖然合理的…」。 
590 參考此段西岡祖秀（2001，p.101）譯為：「［但是］是這種情況下，因為與堅定等的相異的地

不存在，故限定物和被限定物（khyad par can）的關係為不合理。」；Arnold（2005b，p.441）、

Ruegg（2002，p.1）與 Siderits（1981，p.142）等之譯，其意思亦雷同。筆者以為，月稱對陳那

援引「上磨石的軀體」、「羅睺的頭顱」之事例來佐證「地的自性是堅性，縱然無地之名言存在，

此堅性依然是存在的」：即使是没有「上磨石」與「羅睺」之區別（限定者），世人亦認同此軀體

與頭顱（區別基礎＝被限定物）的擁有者即是「上磨石」與「羅睺」。此可轉換成現代的語言，

當到博物館看到「蒙娜麗莎的畫像」與「梵谷的自畫像」時，世人便很自然地聯想到此「微笑的

婦女」與「缺耳朶的憂鬱男」的限定者即是「蒙娜麗莎」與「梵谷」。然此事例與由「堅性」來

限定「地」是不一樣的，因為全世界除了「地」是堅性外，沒有其他是堅性的［如：水是濕流性、

火是燒熱性、風是輕動性］。 
591 「外道」（mu stegs pa），其梵文為 tirthika，見西岡祖秀（2001，p.112），按《藏漢大辭典—

下冊》（頁 2102a）：外道徒，佛教稱其他宗教徒的名稱。筆者以為將「內道」、「外道」乃基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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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來詮說「區別」，故而無過失592。 

    de ni de ltar ma yin te
k
  mu stegs pas kun tu brtags pa’i dngos po rigs pa 

dang ’gal ba dag ni rang gi gzhung 【22b-7】lugs la khas blangs par mi rigs te
k
  

tshad ma gzhan la sogs pa kgas blangs par thal bar ’gyur ba’i phyir ro
k
  
k
   

    gzhan yang lus kyi rten can khyad par du byed pa ’jig rten pa’i tha snyad kyi 

yan lag tu gyur pa ma brtags na grub pa rten pa po mchi gu dang
k
  mgo’i rten can 

【23a-1】brten pa po sgra gcan ni gang zag la sogs par brtags pa ltar yod pa’i phyir 

dpe ’di rigs pa ma yin no
k
  
k
 

    ［自宗答辯云］：彼非如是，把外道遍起計度593之與理相違的諸事物，承

許為自己的學說594，此為非理，因墮入了承認他量等之過失故595。此復，「軀

體」之所依者596特別地造作，而化為世間名言之支分597，未經審察而成立之能

                                                                                                                                            
內淨惑的修持」與「心惑之外的修持」來區分，似較貼切，佛門偈語常言：「佛在靈山莫遠求，

靈山只在汝心頭，人人有個靈山塔，好在靈山塔下修」。若以本位主義來區分自己之「內」與他

人之「外」，則不僅有違佛陀教義之本懷，恐怕愈修持下去，「我執」愈大，大大地與龍樹、聖天、

佛護、清辨、月稱…等中觀師大相徑庭。又此詞於西岡祖秀（2001，p.29）譯為「他學派論者」

（他学派たち）；Cf., Arnold（2005b， p.443）與 Siderits（1981，p.143）：非佛教徒（non-Buddhists）、

Ruegg（2002，p.116）：異教徒（heterodox），而此應指正理學派（Naiyayikas），按《正理經》1.1.3
中安立了四種量：（1）現量（2）比量（3）比喻量（4）聖言量。此可參考 Katsura , Taipei Lecture 
I（2007，p.8, l.9-13）。 
592 Cf., Ruegg（2002，p.116）有相類似且較清楚的翻譯：「根據異教徒（heterodox, tirthika）提

及限定（qualification, viwesana）乃非錯誤的，因為他們接受一種“離開［其相］的＂所相」； Siderits
（1981，p.143）所譯亦類似；而 Arnold（2005b，p.443）所譯之語意對於筆者而言似乎較不清

晰。 
593 此「遍起計度」（kun tu brtags pa）之梵文為 parikalpita［見西岡祖秀（2001，p.67）］。而按《藏

漢大辭典—上冊》（頁 17b-18a）：遍計，遍計所執；又云 kun tu brtags pa’i mtshan nyid：遍計所執

性。自取分別心所增益之假有。於一切事物遍起計度之意識，虛妄執著人、法，增益為我、我所

及名言等。筆者以為瑜伽行派立三性，其中即有遍計所執性，此三性對月稱而言事實上皆虛妄分

別的［即便是圓成實性］，故此「遍起計度」即虛妄分別之義。Cf.,西岡祖秀（2001，p.29）譯為

「妄想」（もうそう）。 
594 Cf., Ruegg（2002，p.116）與 Arnold（2005b，p.443, n.106）：to accept into one's own doctrine
（svamata＝rang gi gzhung lugs）。其中 gzhung lugs：學說，理論，經義。經典著作的要義。《藏

漢大辭典—下冊》，頁 2429b；其梵文為 samaya，見西岡祖秀（2001，p.120 & 126）。 
595 此句西岡祖秀（2001，p.29）譯為：「話非如此，把他學派所妄想且與合理性所抵觸的種種存

在，承認之且拿來變為自己的學說是不合理的。也就是說，陷入了承認［現量及比量（直接知覺

と推論とは）］之諸別的認識手段之錯誤」。  

    按 Siderits（1981，p.143）中之描述：由於陳那應用了正理派四種量的說法，將之改為兩種

量，而此正是月稱能夠有效地利用「非一非異」的兩難論證來駁斥 Yogacara-Sautrantikas（即陳

那學派）的主張。 
596 「『身』之所依者」比較 Ruegg（2002，p.116）之譯：被佔用-支撐（身）（appropriated-support, 
wariropadana＝lus kyi rten can）。 
597 「化為世間名言之支分」：西岡祖秀版譯為「成為世間語言習慣的要素」（世間の言語慣習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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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者598「上磨石」；以及「頭顱」之所依者能依者「羅睺」者，［此］即如分別

（施設）補特伽羅等而有599般，故此喻例600為非理601。 

    
k
gal te de tsam zhig dmigs pas lus dang mgo las tha dad pa’i don gzhan ma 

grub pa’i phyir dpe grub pa nyid do zhe na
k
   

    倘若［他宗續辯云］：看見602唯［軀體與頭顱之］彼，而使與軀體、頭顱

相異之他境603不成，因此故喻例是成立的604。 

    de ni de ltar ma yin te
k
  ’jig rten pa’i tha  

【23a-2】 snyad la de ltar rnam par dpyod pa mi ’jug pa’i phyir dang
k
  ’jig rten 

pa’i dngos po rnams ni ma brtags par yod pa’i phyir ro
k
  
k
ji ltar rnam par dpyad na 

gzugs la sogs pa las tha dad par bdag med mod kyi
k
  ’on kyang phung po la brten 

nas ’jig rten gyi kun rdzob tu ’di yod pa nyid yin pa de bzhin du
k
  sgra gcan dang 

mchi gu  

【23a-3】gnyis kyang yin pas dpe grub pa med do
k
  
k
 

    ［自宗答辯云］：彼非如是，於世間名言中不趣入如彼審察605之故，以及

                                                                                                                                            
要素となるものであり）。 
598 「能依者」比較 Ruegg（2002，p.116）之譯：佔用者-支撐者（appropriator-supporter, upadatr
＝ rten pa po）。 
599 此句西岡祖秀（2001，p.29）譯為：「如同作為補特伽羅（プドがラ）等之被施設（しせつ, brtags 
pa）而存在的緣故。」 
600 「喻例」（dpe），按西岡祖秀（2001，p.103）其梵文為 nidarwana，Cf., Ruegg（2002，p.117）

之英譯：The［proposed］comparison。 
601 「此復，『軀體』之所依者…補特伽羅等而有般。」此段參閱 Siderits（1981，p.143-144）中

之描述，乃為月稱駁斥論敵 Yogacara-Sautrantikas 的另一理由。筆者以為：正如佛教所承許之依

於五蘊而假名施設的補特伽羅而有般，「軀體」或「頭臚」亦只是世俗名言未經審察而執為有的

「上磨石」或「羅睺」等所擁有的，然若仔細審察尋求，實無有真實自性的「上磨石」或「羅睺」。 
602 「看見」其藏文為 dmigs pa：看見；注意，想到。《藏漢大辭典—下冊》，頁 2143b；西岡祖

秀版譯為「認識」（にんしき）。按西岡祖秀（2001，p.114）此相對應之梵為 upalambha，而此

Ruegg（2002，p.117）之譯為：覺知（perception）。 
603 「他境」中之「境」其藏文為 don：外境，外界，物質世界。對內心或精神世界而言。《藏漢

大辭典—上冊》，頁 1300a。Cf.,西岡祖秀版將「他境」譯為「其他的對象」（別の对象）。 
604 Cf., Arnold（2005b，p.444, n.112）：陳那反駁地指出於此情況下並無任何其餘自性（unique 
particulars）的限定者能被想到，他企圖挽救自相即為人們所了知的「唯一的諸特殊」，譬如地的

唯一的諸特殊即堅硬性。Cf., Ruegg（2002，p.117）：「對照比喻是成立的，乃因見唯此，没有成

立如一分開的身或頭的區別物［在上磨石的身與羅睺的頭狀況下］。」 
605 「審察」（rnam par dpyod pa）：詳細考慮，審慎觀察。佛書譯為「伺」、「伺察」。《藏漢大辭典—

上冊》，頁 1571b；按西岡祖秀（2001，p.102）其梵文為 vicara，即 Ruegg（2002，p.117）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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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間之諸事物乃未經審察而有之故。若如是經由詳細審察後，［發現］與色等

［五蘊］606相異之我（atman）並不存在，然而依於蘊607而於世間之世俗中有

此608，如是般「羅睺」與「上磨石」此二亦如是，故喻例不成立609。 
 
第十項  世俗的確立610 
de bzhin du rnam par dpyad na sa la sogs pa dag la yang sra ba la sogs pa las tha 

dad pa’i mtshan gzhi med la
k
  mtshan gzhi las tha dad par rten med pa’i mtshan 

nyid kyang med mod kyi
k
  de lta na yang ’di ni kun rdzob tu yod de

k
  de bas na 

【23a-4】slob dpon611 rnams kyis phan tshun ltos pa tsam gyis grub pa’i sgo nas 

grub par rnam par gzhag pa mdzad do
k
  
k
’di ni de kho na ltar gdon mi za bar khas 

blang bar bya ste
k
  de lta ma yin na kun rdzob ’thad pa dang ldan pa ma yin nam

k
  

des na’di de kho na nyid612 du ’gyur gyi kun rdzob tu mi’gyur ro
k k

 

如是，若詳細審察後，於地等中，亦没有與堅固等不同之所相［即所相「地」

等之相唯是「堅性」等］，［而且］也沒有與所相相異之無所依之相；雖然若爾

但此亦於世俗中而有，是故諸阿闍黎們613依「唯相互觀待而成立」614之門，而

                                                                                                                                            
analytical investigation。 
606 此應指沒有 atman 獨立於色、受、想、行、識等五蘊。See Ruegg（2002，p.117）。 
607 「蘊」（phung po），其梵文為 skandha，此於 Arnold（2005b，p.444）譯為“ the aggregates（聚

合）＂。 
608 此句西岡祖秀版（2001，p.31）譯為：「假如經過詳察，雖然異於色等之我是不存在的，但是，

依存著五蘊為世間的世俗，這就是存在」。Cf. Arnold（2005b，p.444, n.115）：此「我」乃觀待蘊

而有，其意或指「我」的存在乃反直觀的（counter-intutive）而為世俗有…。月稱於此之重點並

非強調「我之存在相關於諸蘊」，乃是世俗的內容要旨；而是點出由於有諸蘊，方依此而有實存

之我的世俗。 
609 Cf.,西岡祖秀版（2001，p.31）譯為：「相同的『羅睺』與『上磨石』兩者也是存在之故，所

以喻例也就不成立。」筆者就此段以為：月稱乃順著論敵提出「上磨石的軀體」與「羅睺的頭顱」

之喻例之後，便引用了世間人皆未經審察而依五蘊成立之我般，來說明世俗有，故接下來的此大

段，即月稱進入了「世俗的建立」。 
610 西岡祖秀版此第十項科判「世俗の確立」，主要乃沿襲上項［九‧批判區別與區別之基礎］科

判之針對「羅睺」與「上磨石」此兩者乃依世俗安立而名言有之角度，來進一步確立世俗諦；而

此在 Arnold（2005b）與 Ruegg（2002）版中並未劃分開此科判。 
611 slob dpon：規範師。對自己徒眾，從法財上给予利益的善知識。梵音譯作「阿闍黎」、「阿遮

利耶」。《藏漢大辭典—下冊》，頁 3000a。 
612 藏文 de kho na nyid：一切事物的真實性或空性。《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1280b。 
613 筆者以為此「諸阿闍黎們」亦應指龍樹、聖天父子［乃至於佛護論師］。Cf., Arnold（2005b，

p.445, n.118）：月稱於此用敬語的複數詞來唯指龍樹（The teacher［Nagarguna］）；Ruegg（2002，

p.118）：Teachers（acarya）；西岡祖秀（2001，p.31）：「軌範師（きはんし）たち」；丹治昭義（1988，

p.60）：「［ナ一ガ一ルジュナ］師たち」。 
614 Cf., Arnold（2005b，p.445）梵譯英為：establishment［of all these categories］as simply be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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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立［相與所相的］論述615。此［唯相互觀待而成立之門］只此無他般不容懷

疑而被承許，若不爾者世俗便不俱論理616了嗎617？是故此成為真實［空］性，

而不成世俗618。 

    【23a-5】 ’thae pas rnampar dpyad pa na mchi gu la sogs pa dag kho na mi 

srid pa ni ma yin te
k
  ’o na ci619 zhe na

k
  

    ［他宗思辯云］620：如果以論理觀察的話，「上磨石」諸等［物，其自性］

唯不存在，［其］非也，倘若如是則何以故621？ 

    ’chad par ’gyur ba’i622 ’thad pas gzugs dang tshor ba la sogs pa rnams kyang 

yod pa ma yin pas
k 

de dag kyang mchi gu la sogs pa bzhin tu khun rdzob【23a-6】

                                                                                                                                            
mutually interdependent（parasparapeksamatrataya）。 
615 此句可參考西岡祖秀（2001，p.31）：「［例如］即使如此，這是以世俗而存在著。因此，諸軌

範師們只能靠相互依存來確定［相與所相的］成立。」 
616 此「論理」（’thad pa），與另一藏文 rigs pa 同義，兩者梵文皆為 upapatti，可參考前註 386。

Cf., Arnold（2005b，p.445）對此二者之梵譯英皆為：「推論（reasoning）」。此處於西岡祖秀（2001，

p.31）譯為「合理性（ごうりせい）」。 
617 此句梵版與藏版似乎出現了大不同：（1）首先依 Ruegg（2002，p.118）之梵譯英為：「因為，

否則，世俗（sajvrti）將不被剝奪證成基礎（a justified ground，upapattya na viyujyeta）」；Arnold
（2005b，p.445）梵譯英亦類似 Ruegg 譯為：「因為否則，世俗（the conventional）將不被藉其非

論理而表徵」；又丹治昭義（1988，p.60）梵譯日亦類似：「そうでなければ, 世俗は論理的妥当

性を欠かないものとなろう。」（2）但 Ruegg（2002，p.118, n.214）依據藏譯英：「否則，世俗

便不具證成基礎了嗎？（otherwise, is sajvrti not endowed with a justified ground？ ）」，則與西岡

祖秀之藏版日譯（2001，p.31）：「そうでなければ, 世俗は合理性を有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

以及明性法師顯句論藏譯版（2007，頁 42）：「若非如是世俗豈非具合理？」，此三者意思相雷同。 
    綜合以上，筆者乃依前後文脈絡推敲之後，則認為藏文版似乎較具合理性，因聖者們於世俗

中講論理，於勝義中則默然，此點可參考前文第二節 聖者與論理的關係（【19b-1】~【19b-3】。） 
618 此整句可參考西岡祖秀（2001，p.31）譯為：「此者的確是必然要被承認的，如果不這樣，世

俗不就沒合理性了嗎?因此，此變為真實性（真実そのもの, de kho na nyid），而不成世俗吧。」 

    又此句末於 Arnold（2005b，p.445, n.120）眉批：月稱此處之重點在於，就本質上而言批判

分析（critical analysis）唯於勝義諦而非世俗，於世俗中承許之實在物（existents）終究是禁不起

勝義分析（ultimate analysis）的。故筆者就此句以為：透過「依因待緣」之理智觀察分析，是朝

向勝義諦之不二法門。 
619  ci：何，哪。表示什麼、怎樣、為啥等義的疑問和反問的代詞。《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726a。 
620 此（他宗思辯云）在西岡祖秀版中缺；亦不見於 Arnold 與 Ruegg 版。筆者就藏文語義，加入

論敵的質疑，似較清楚。因為此主要是點出，論敵必會起疑：「若以論理觀察，『上磨石』…等自

性終是不存，這是没有道理的，倘若就正汝所言『上磨石』等沒有自性，試問這是何道理？」 
621 由於此句於在西岡祖秀版、Ruegg 版、Arnold 版皆歸為自宗答辯的部份。Cf., Ruegg（2002，

p.118）所譯：「非有［唯］上磨石…等之不存，此乃事實上（eva）由分析審察有關彼等有一論

證的理由」；又 Arnold（2005b，p.445 與 n.121）對 Ruegg 此句之解釋 eva 不認同，且其翻譯與

眉批如下：「唯像上磨石等事物乃不存有，當彼等被推論理觀察時。」月稱於此清楚地強調，一

旦吾人打開批判分析（critical analysis），非僅世俗上所許的實在物會被瓦解，而且阿毘達磨傳

統上所推論的勝義有（ultimately existents, paramarthasat）之分析範疇亦被瓦解。 

    綜合以上筆者較認同 Arnold 版之譯，並以為：此處若隨順梵版來解說，似乎較有意義且語

氣較順。然若依藏文原文站在論敵方面來解釋［如筆者此處之譯文］，亦說得通，並無太大的過

患。 
622  ’gyur ba：表未來時間的一個後綴。《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505b。故此有「以下將敘述之

論理」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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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 yod pa ma yin pa nyid623 du khas blangs par ’gyur na
k
  de ltar yang ma yin 

pas
k
  ’di ni yod pa ma yin no

k
  
k
brten nas btags par rnam par gzhag pa ’di yang 

dbu ma la ’jug pa las rgys par bstan pas de nyid las yongs su btsal bar bya’o
k
 

    ［自宗答辯云］：因以［於後面］將闡明之論理
624，故而諸色、受等［五

蘊之自性］亦非存有625，若因此轉為承許彼［色、受］等亦如上磨石等般於世

俗中僅此非626［自性］存有，則亦非如［世俗般之］彼，故此［於勝義中］為

非存有627，「觀待施設628而安立」此亦於《入中論》中已廣示，故應於此論而廣

為尋求629。 

    ci ste zhib mor dpyad pa ’dis ci zhig bya ste
k
  kho bo cag tshad ma dang gzhal  

                                                 
623 nyid：僅此，只此。表明只此本身，否定其他附帶成分的一個輔助成分。《藏漢大辭典—上冊》，

頁 952a。 
624 此應指月稱對龍樹《中論‧觀五陰品第四》之後面的解說；Ruegg（2002，p.118, n.216）亦

如是說（See MMK,Chapter iv）。 
625 此句西岡祖秀（2001，p.31）譯為：「云『如果是那樣的話則為如何呢？』因［於後面］會說

明的合理性，所以色和受等也都不存在。」 
626 在此出現了一個大麻煩，因有無此否定詞「非」便差別很大。按西岡祖秀等人所校（2001，

p.30）藏版有此否定詞，故其譯為：「而色與受和『上磨石』等相同，雖然是成為『被承認為不

存在於世俗之物』」；然比對梵版，並無此否定詞「非」，如 Arnold（2005b，p.445）對此句的翻

譯：「因此，［色、受等］他們的存在，就如上磨石般，須被接受為世俗。」；而 Ruegg（2002，

p.118）所譯亦類似。在此問題的產生，在於各譯版本有所差異［不存在於世俗 vs 被接為世俗］，

核對藏文之卓尼版 G（30b4）、奈塘版 N（25a5）、北京版 P（26a2）此三者，有此否定詞 ma，

而與主要版本之德格版 D（23a-5）並不相同，彼不加此否定詞 ma，故德格版 D 與梵文原意義較

相隨順。而筆者就前後文脈絡語意而言，則較傾向於德格版 D 與梵文原版之不加否定詞 ma；然

本論文乃以西岡祖秀版所校為依據，且翻譯時若是偈頌文字精簡的話，本就可能就因不同的譯

者，而有不同［甚致相對］的詮釋。故筆者順西岡祖秀的校版而譯中，且儘量小心地譯注，希望

原義不要跑掉。另外，此可詳閱 Ruegg（2002，p.118, n.217）。 
627 順著前註 626 之梵版與西岡祖秀版有所不同，故 Arnold（2005b，p.445）此時翻譯之思考邏

輯便不相同：「此非［侬汝所接受彼等］之方式；因此，［汝之立場］為假。」此謂：月稱反駁陳

那所立的量論非世俗一般之方式；又 Ruegg（2002，p.118）之譯：「但因其非［真實］如是，［在

勝義諦中］其非存有的。」筆者此處之譯，則傾向於 Ruegg 版。 
    又此整句，不妨參考西岡祖秀（2001，p.31）譯，似乎較白話：「而色與受和『上磨石』等

相同，雖然是成為『被承認為不存在於世俗之物』，但是因為並不是這樣的，所以這是不存在的。」 
628 「觀待施設」（brten nas btags pa）其梵文為 upadaya prajbapti，按《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1074b 與 1052b）：觀待而施設，觀待而假有。其中 rten pa 為「依托，憑藉，能依，觀待」；而 btags 
pa 為「假有，假立，施設。本無實質，說有實質，故名假有」。而此在西岡祖秀版譯為「因施設」

（いんしせつ）；Cf., Arnold（2005b，p.445）梵譯英：relative indication。 
629 此句西岡祖秀（2001，p.31）譯為：「因為這種由於因施設（brten nas btags pa）的確定也在《入

中論》（第 6 章 第 28 偈）裡有詳細說明，的確應該據此典而來考究。」又 Ruegg（2002， p.118-119）

文本中，並無譯此句，而是在其註 218 中，附上此句藏文譯注之說明［並引《入中論．第六品》

120 與 178 頌之中，補特伽羅（pudgala）依諸蘊（the skandhas）觀待施設而假有，如對車（chariot）
喻之分析＝Buddhist mereology］。 
    按 Arnold（2005b，p.445, n.124）所言：因梵版原文並無此句，其乃存於藏譯版中，而被宗

喀巴所引用［cf., Thurman 1991: 295］。又此依車喻顯七相推求來破我執，可詳閱月稱論師造，法

尊譯《入中論》，頁 269-279。亦可參考法尊法師譯講《入中論講記》，頁 13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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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a-7】bya’i tha snyad thams cad bden pa yin no zhes ni mi smra’i
k
  ’on 

kyang ’jig rten la rab tu grags pa ’di tshul ’dis rnam par ’jog par byed par ’gyur ro 

snyam na
k
 

    ［他宗］倘若［如下云］630：此詳細的審察，倒底有何［必要性］呢？631 
因為吾等不言此量與所量之一切名言為諦實，然而卻以此［論理］理趣632來行

安立此世間之共許的［名言］633。634 

    bshad par bya ste
k
  dpyad pa zhib mo ’jig rten pa’i tha snyad la bjug pa ’dis ci 

【23b-1】 dgos zhes kho bo cag kyang de skad du smra ste
k
  kun rdzob phyin ci 

log tsam gyis bdag gi ngo bo yod par rnyed pa
k
  thar pa ’dod pa rnams kyi thar 

pa ’dren par byed pa’i dge ba’i rtsa ba gsog pa’i rgyur pa ’di ni ji srid de kho na 

nyid ma rtogs pa de srid du gnas par ’gyur mod
k
  khyod ni don dam pa dang kun 

rdzob kyi bden pa  
【23b-2】la mi mkhas pas la lar ’thad pa bcug nas rigs pa min pa las de ’jig par 

byed pa yin no
k
  
k
kho bo ni kun rdzob kyi bden pa rnam par ’jog pa la mkhas pa’i 

phyir
k
  ’jig rten pa’i phyogs nyid la gnas te kun rdzob kyi phyogs gcig bsal 

【23b-3】ba ’i phyir bkod pa’i ’thad pa gzhan ’thad pa gzhan gyis zlog par byed 

cing ’jig rten gyi rgan rabs ltar
k
  ’jig rten gyi chos lugs las nyams pa khyod kho na 

zlog par byed pa yin gyi kun rdzob ni ma yin no
k
  
k
 

                                                 
630 「倘若［如下云：］」藏文為 ci ste...snyam na，按西岡祖秀（2001，p.78）其相應之梵文為 atha 
syat...iti，查 Ruegg（2002，p.119）將此詞譯為：Suppose the following（假設如下云）。故筆者隨

順 Ruegg 之譯，似乎文意較順。 
631 參考西岡祖秀（2001，p.23）此句譯為：「若是以這種詳細的審察到底能有什麼發現呢?」； Cf., 
Arnold（2005b，p.447）的翻譯：「此毫髮般的剖析（this hair-splitting）有何用處呢？」。此中「詳

細的審察」藏文為 zhib mor dpyad pa，而其梵文為 suksmeksika。see Ruegg（2002，p.119）或西

岡祖秀（2001，p.118）。 
632 「此［論理］理趣」（tshul ’dis）：此在西岡祖秀版譯為「論理学的方法」（ろんりがくのほう

ほう）；Cf., Arnold（2005b，p.447）梵譯英：this argument。 
633 「世間之共許的」可參照 Ruegg（2002，p.119）譯文：what is acknowledged by ordinary folk in 
the world（lokaprasiddhi＝’jig rten la rab tu grags pa）；或 Arnold（2005b，p.447）更簡易清晰的譯

文：what is familiar in the world。 
634 Cf.,西岡祖秀（2001，p.23）對此句譯為：「雖然我們不說量與所量的全部言語習慣一定是真

實的。但是會以此法（論理學）來確定廣為世間所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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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i phyir gal te ’jig rten pa’i tha snyad du yin na ni
k
  de’i tshe mtshan nyid bzhin 

【23b-4】 du mtshan gzhir yang gdon mi za bar bya dgos de
k
  de’i phyir nyes pa 

de nyid du ’gyur ro
k
  ’on te don dam par yin na ni de’i tshe mtshan gzhi med pas 

mtshan nyid gnyis khyang med pas tshan ma gnyis su ga la ’gyur
k
 

    ［自宗］答辯云：吾人亦如是云「此導入世間之名言之詳細的審察，有何

必要性？」，此世俗（sajvrti）藉由唯顛倒有其自身的存在635才被獲得636，諸

欲求解脫者之積集帶來解脫之善根等之因，彼［世俗］只要是真實性尚未通達

期間，便須持續存在637。汝因未精通勝義與世俗諦之故，在某些地方採用論理，

尚不合理，因此反而破壞彼［世俗］是也638。吾則通達於安立639世俗諦之故，

而立於世間人之側640，欲去除世俗之一品類緣故，而以他論理來破斥其他莊嚴
641的論理，正且如世間的長輩耆宿642般，唯汝遮阻世間風俗衰退，而非［遮阻］

世俗。 
    因此之故，若是世間名言的話，彼時如「相」般，「所相」亦毫無疑問地

                                                 
635 依據西岡祖秀（2001，p.98）「自身的存在」（bdag gi ngo bo yod pa）相對應的梵文為 atmabhava，
Cf.,丹治昭義（1988，p.61）譯為「自身（じ しん）」 西岡祖秀（2001，p.33）譯為「自体（じ た

い）」、Ruegg（2002，p.119）譯為“ an entity ＂、Arnold（2005b，p.447）譯為“ being ＂。  

636 Cf.,西岡祖秀（2001，p.33）日譯為：「亦即只能透過唯顛倒來獲得自體（bdag gi ngo bo）的

存在。」；Cf., Ruegg（2002，p.119）：「於此世俗中某實體的存在，可藉由唯誤解（mere 
misapprehension）而獲得。」 
637 Cf.,西岡祖秀（2001，p.33）譯為：「此世俗亦對於希望能解脫之人累積帶來解脫的善根，只

要真如（しんにょ）沒有得証就會存在。」；另 Arnold（2005b，p.447）的譯文：「直到了悟真實，

［否則］此世俗（the conventional）――其之存在（sattaka）藉由唯錯誤化成有我（being, 
atmabhava ）來作為其投射──對那些想要解脫的人，彼乃導入解脫的善根之累積之因。」筆者

進一步以為此段落就月稱本懷乃：只要是真實性未通達，便須住此因執有自性的顛倒世俗（即生

死輪廻）之中。 
638 此句西岡祖秀（2001，p.33）譯為：「因為您對於勝義和世俗諦不通曉（つうぎょうしていな

い），在有些地方導入論理而成為不合理，來否定彼［世俗］。」Cf., Arnold（2005b，p.447, n.127）：

月稱指謫論敵僅憑一嘗試性的推論論證（a putatively probative argument）反而損壞了世俗；亦即

陳那用某些其本身非世俗的東西［如論理（reasoning, upapatti）］來替代世俗，並宣稱其即是世

俗，故其犯了自我指示的不融貫（self-referential incoherence）之謬。P.S. 此句中筆者所譯之「在

某些地方」（la lar）查閱西岡祖秀（2001，p.128）其梵文為 kvacit，有「此處彼處」、「時時」之

義。見《梵漢大詞典（上）》，頁 645a。 
639 按此「安立」（rnam par ’jog pa）其梵文為 vyavastha，其有「建立」或「訂定」之義。見《藏

漢大辭典—上冊》，頁 729a。Cf.,西岡祖秀（2001，p.33）譯為：「確立」，而筆者乃隨順丹治昭義

（2001，p.61）之譯。 
640「側」（phyogs）：「方向，方面」或「種類，部分」。見《藏漢大辭典—下冊》，頁 1761a。而

此「立於世間人之側」對照 Arnold（2005b，p.447）之譯為：situate myself in the ordinary perspective。 
641 按此「莊嚴」（bkod pa）其梵文為 upaksipta，其有「佈局」、「構思」等義；佛書譯作「莊嚴」。

見《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81b。此處乃指陳那透過精細的構思而建立如《集量論》等世俗之

知識論。 
642 「長輩耆宿」（rgan rabs）其梵文為 vrddha，西岡祖秀（2001，p.33）譯為：「長老」。Cf., Arnold
（2005b，p.447）之譯為：「respected elder（lokavrdd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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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是觀待而］成立，此［依據汝之概念］應成為過失643。［相對地］若是

勝義的話，彼時因無「所相」，則此二「相」［自相、共相］亦無，是故［汝

所謂的現、比］二量如何是有644？ 

 

    ci ste sgra rnams la bya ba dang byed pa po’i ’brel bar sngon du ’gro ba can 

gyi bye 【23b-5】brag tu bshad pa de lta bu khas len par mi byed do zhe na
k
  

    倘若［他宗再辯］云：如果不承許「於諸詞語645中以動作與造作者之關係

為前題之那樣地特別的談論646」［那又該如何？］647。 
 

     ’di ni shin tu dkha’ ste
k
  khyod bya ba dang byed pa po’i ’brel bas rab tu 

zhugs pa’i sgra de dag kho nas tha snyad byed cing
k
  bya ba dang byed pa po la 

sogs pa’i sgra’i don yang mi ’dod pas
k
  ae ma khyi hud khyod ni ’dod pa tsam la 

las te ’jug pa nyid do
k
  
k
  

    【23b-6】gang gi tshe de ltar gzhal bya gnyis gnas pa med pa de’i tshe lung la 
sogs pa rang dang spyi’ i mtshan nyid khyi yul can ma yin pa nyid khyi sgo nas 

tshad ma gzhan nyid ma yin pa ma yin no
k
  
k
 

    ［自宗答辯云］：此者［則立己主張將會］十分困難。汝乃依動作與造作

者之關係而來安立語詞，依於彼等而有名言，然卻不欲求動作與造作者等的語

                                                 
643 筆者此句之譯乃參考 Arnold（2005b，p.448）之梵譯英：「因此，如果其乃一般談論（ordinary 
discourse）的話，那必有一“擁有特徵的”主體（laksanavallaksyenapi bhavitavyaj），故［依據汝

之概念］此乃是問題的。」；另參考西岡祖秀版、丹治昭義（1988，p.61）以及 Ruegg（2002，

p.120）似乎皆不十分清楚。 
644 此亦諸多參考 Arnold（2005b，p.448 與 n.130）之梵譯。 
645 「諸詞語」（sgra rnams）：此在西岡祖秀（2001，p. 33）譯為「各種語言」（諸々の言葉）。此

中「詞語」之藏文為 sgra：「聲音」之義。耳朵所聽到的有意義與無意義的一切聲響，分為言語

等有記別聲與水聲等無記別聲兩類…，請參考前註 582。此時論敵（陳那）被逼到盡頭，便想不

要用語言文法學的角度來談論我所立的量論，試圖全盤否定來自月稱對己的語言分析的攻擊。 
646 筆者於此依據藏文而譯之「特別的談論」（bye brag tu bshad pa）說明如下：按西岡祖秀（2001，

p.105、201 與 35）將其梵文 vyutpatti 日譯為「語義解釈」；Cf., Arnold（2005b，p.448）：「語詞的

衍生（the derivation of words）」。故其意義即「語言分析上之語詞/語義學的解說」。 
647 此整句可參考西岡祖秀（2001，p.35）日譯為：「如果，以各種語言的行為（bya ba）及行為

者（byed pa po）的關係為前提，那樣的語意解釋不被承認的話。」；另 Arnold（2005b，p.448）：

「或許其乃非汝所接受的“語詞的衍生（the derivation of words）乃基於動作與造作者之間的關

係”。」，Arnold 於註 131 中提及：陳那可能否定梵文語法之傳統的基準規範：即「造作者動詞表

達之分析（the karaka analysis of verbal expressions）」，而陳那解說自相為「本質上既非有任何

特質，亦非任何事物的特質，所謂『自相』只是自我表徵（self-characterizing）而已」；而月稱

使以傳統基準之梵文語言的分析來批判陳那的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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詞之義，故哀哉！汝乃觀待唯欲求648而來趣入［相的語義解釋］649。 
    ［總之］只要是二種所量無法安住之時，則便無法以自、共相為對境性，

因此聖教等［餘量］亦不是［如汝所謂］非餘量了650。 
 
 
第十一項  批判現量651的定義 
    gzhan yang bum pa mngon sum mo zhes bya ba de lta bu la sogs pa’jig rten 
pai  

【23b-7】tha snyad ma bsdus pa’i phyir dang
k
  ’phags pa ma yin pa’i tha snyad 

khas blangs pa’i phyirmtshan nyid ma khyab pa nyid du ’gyur te
k
  des na ’di ni mi 

rigs so
k k

 

    ［自宗續答辯云］：進而，［汝主張的現量之定義］不為如所謂的「瓶是被

知覺的652」等世間名言所收攝之故，而且承許［其］為非聖者［之人］的名言

之故653，因此［汝之現量］定義為不周遍654，是故此為非理655。 
                                                 
648 筆者以為此「唯欲求」，大概是指論敵（陳那等）僅憑自己的希望，然卻無法真實地實現，此

無異是空想。Cf., Arnold（2005b，p.448）：唯幻想（a mere fancy）；Ruegg（2002，p.121）：唯［汝

自己的］希望（nothing but［your own］wish）。 
649 Arnold（2005b，p.449, n.132）：此又再一次地批判陳那的“自我指示的不融貫（self-referential 
incoherence）”。月稱指謫對話者自己使用語言來描繪白所主張的 svalaksanas 卻又陷入自我矛盾

中。請參考前註 638。 
650 此句可參照 Arnold（2005b，p.449）之譯：「當以此方式時，其不顯示『唯有二種所量』，即

無自相或共相來作為其對象，［此顯示］傳統等［亦能］有其餘量。」；Ruegg（2002，p.121）所

譯亦類似。再者，Arnold 於註 134 中繼續說明：月稱於此替正理學派的［四種］量論背書，而

來反駁陳那之二種量的主張。 
651 按西藏格魯派的傳承說法：「現量」（mngon sum）就經量部而言即是一種知（shes pa），故可

譯為「現前知」；然 mngon sum 就中觀應成而言，彼乃可能是心法之知或色法之境，故此時宜譯

為「現前」。又「現前」與「現行」（mngon gyur）同義，與「隱蔽」（lkog gyur）相反。另外，

中觀應成亦主張：凡透過因而了解對境者即是「比量」（rjes su dpag pa），而只要不是透過因而了

解對境者即「現量」；故「現量」可分二（1）有分別，如比量第二刹那的再決知，（2）無分別，

如眼識的第二刹那。參閱 Lati Rinbochay 口述，ElizabethNapper 英譯，廖本聖中譯，《西藏佛教

認知理論》（2008，頁 135-174）與貢卻亟美汪波著，陳玉蛟譯，《宗義寶鬉》（1988，頁 102）。 
652 「被知覺的」（mngon sum），梵文為 pratyaksa，按《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691b）：當面，

直接；或“現前識＂（七種心識之一。離分別、不錯亂之心識。如見瓶根現識、他心通及聖者根

本智等）。Cf.,西岡祖秀（2001，p.35）與丹治昭義（1988，p.62）日譯為「直接知覺される」；

Arnold（2005b，p. 449）譯：「知覺（perception）」、Ruegg（2002，p.122）：「directly perceptible
（ghatah pratyaksah）」。由於 mngon sum 就經量部而言即是一種知（shes pa），故亦可譯為「現

前知」或「現前識」［參考前註 651］，然而筆者希望回歸六~七世紀而隨順梵文原義，故將其譯

為「被知覺的」之形容詞義。 
653 此意即：非聖者之凡夫並沒有接受如陳那之 pratyaksa 定義般之名言，彼為哲學上專門的術

詞，而非世俗的語言。 
654 比對 Ruegg（2002，p.122）之所譯：「…因為［此預假的］定義（laksana）並不為［邏輯-知
識論 logical-epistemological］所周遍（avyapita）」，然而針對此 Arnold（2005b，p. 449, n.136）卻

批判地說：「我不認為在月稱心中會有此詞（pratyaksa）之專門術詞且辯證的使用（peculia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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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 ste bum pa’i nye bar len pa sngon po la sogs pa dag ni mngon sum gyi tshad 

mas yongs su gcad par bya ba yin pa’i phyir mngon sum yin te
k
  de’i phyir ji ltar  

【24a-1】 rgyu la ’bras bu btags pa byas te
k
  sangs rgyas rnams ni ’byung ba bde

k
  

k
zhes bsnyad pa de bzhin du

k
  sngon po la sogs pa mngon sum du gyur pa’i rgyu 

can gyi bum pa yang ’bras bu la rgyu btags pa byas nas mngon sum zhes bya bar 

brjod do snyam na
k
 

    倘若［他宗再辯云］：瓶之取因656的青等657，為現前知之量（現量）658所

決斷659的緣故，［故瓶］是被直接知覺的，因此如同於因上施設660為果（將結

                                                                                                                                            
technical, dialectical use），因此詞在文法文學上有其極普遍意義。」而筆者以為 Rueeg 於此處並

未切割另立科判，故其未十分清楚此處月稱在否定二量的的所量［自、共二者之相（laksana）］

後，又更進一步對 pratyaksa 之相（定義）做進一步的批判。 
655 Cf., Arnold（2005b，p. 449, n.135）：月稱於此段轉向對陳那之現量的定義來進行批判。其主

要批判之要點如下：（1）世間使用 pratyaksa 此詞，乃因其為形容詞之義［可感覺的, perceptible］。

如一般所謂「瓶之現量」，意指瓶是可被覺知的，而非表象論之基礎主義論者所謂的“瞬間的感覺

與料（fleeting sense data）”。（2）月稱主要是強調梵語文法特徵，即 pratyaksa 是形容詞之義，

而非中性（neuter）名詞。另參閱 Siderits（1981，p.149）對此之描述似乎更清楚：月稱針對陳

那之定義 pratyaksa 為一種「離分別的」（kalpanapodha, free of conceptual elaboration），他以二點

來批判（1）陳那之此定義，未能符合世人所言之「瓶是被知覺的」；（2）又彼定義對一般人的感

官能力而言乃不充分的，故其非為正當的理由。就陳那的理論而言，「瓶的知覺」乃間接地基於

構成瓶之空間的與時間的要素（間接實在論），就此而言此論點代表了表象主義知識論的觀點而

非世俗的應用。 
656 「取因」（nye bar len pa）梵文為 upadana（取），按《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966b）：近因，

親因。不斷引生、繼續维持自身者。佛書譯作「近取」，略譯為「取」。此在西岡祖秀（2001，p.35）

與丹治昭義（1988，p.62）譯為「原因」（げんぃん）；Cf., Arnold（2005b，p.449）譯為：「被撥

定為（be appropriated）」、Ruegg（2002，p.122）：「原因之質（causal substrata）」。依據丹治昭義

（1988，p.211, n.725）之描述：upadana 乃質料因之義，於此處與動力因（nimitta）的使用上無

區別。此場合亦即瓶乃取（upadana）青等來作為因施設之義。 
657 有關「現量離分別」一義，阿毘達磨論中亦言，「眼識了別藍色，而非［了別說某物］是藍色」，

「關連於某對象，人有該對象﹝自身﹞的識知，但不是［名身等不相應行］法的識知」。參閱 Ernst 
Steinkellner 譯注，何建興中譯（2007，頁 3）。 
658 「現前知之量（現量）」（mngon sum gyi tshad ma）梵文為 pratyaksapramana 現量；按西藏格

魯派依法稱（經量部）之定義為：「無分別、不錯亂、新生之真實心識。如第一刹那見瓶根現識、

第一刹那神通及第一刹那一切種智與聖者根本智。其體性是無分別，對境是自相，時分是現在，

感受是明照不雜」。此詞應與「現前知」作一區分，應前者僅為第一刹那，而後者可指第二利那

之後的心識。請參閱《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693b 與 Lati Rinbochay 口述，ElizabethNapper 英

譯，廖本聖中譯（2008，頁 135-174）。此在西岡祖秀（2001，p.37）與丹治昭義（1988，p.62）

皆日譯為「直接知覺という認（知）識手段」。 
659 「所決斷」：此在西岡祖秀（2001，p.37）日譯為「識別されるべきもの」；Arnold（2005b，

p. 450）譯為：「可被決定（determinability）」；Ruegg（2002，p.122）：「決定（determination）」。 
660 「施設」藏文為 btags pa，按《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1052b）：假有，施設，假建立。本無

實質，說有實質，故名假有。此字梵文為 upacara，按丹治昭義（1988，p.62）之日譯為「転義

的表示」，並云月稱於此所謂的「施設」須具二條件（1）有正反之對立，如苦與樂，（2）並有因

果之關係，如透過辛苦地勤修而獲安樂之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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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轉義為原因661）而說662「諸佛出現為安樂」663般，同樣地，以被知覺的青等

為原因的瓶也是將原因施設為果，而詮述云「［瓶是］被知覺的」。 

    【24a-2】rnam pa de lta bu’i yul la ni btags pa mi rigs te
k
  ’byung ba ni ’jig 

rten na bde ba las tha dad par dmigs la
k
  de yang ’dus byas khyi mtshan nyid khyi 

rang bzhin yin pa’i phyir dang
k
  dka’ ba brgya phrag du ma’i rgyu can yin pa’i 

phyir bde ba  

【24a-3】ma yin pa nyid do
k k

de la bde ba zhes brjod pa na ’brel pa med pa nyid 

yin pas rnam pa de lta bu’i yul la nye bar btags pa rigs na
k
  bum pa mngon sum 

zhes bya ba ’dir ni gang zhig btags nas mngon sum nyid du ’gyur ba bum pa zhes 

bya ba mngon sum ma yin pa logs shig tu dmigs pa yang ma yin no
k k

 

    ［自宗答辯云］：於如彼類之對境來施設是非理的664。於世間，見「［諸

佛］出現」與安樂相異者，此［諸佛出現］復是以有為法相為本質的緣故，與

有數百之難行665之因須具備的緣故666，因此［諸佛出現］並非安樂667。至於說

                                                                                                                                            
    另外可參考西岡祖秀（2001，p.37）之此字譯為「仮設」（かせつ），Arnold（2005b，p.450-451）

之譯為：「比喻的應用（figurative usage）」，Ruegg（2002，p.122）：「［比喻的］轉換（［metonymic］

transfer）」，Siderits（1981，p.149-150）：「隱喻的轉移（metaphorical transference）」詳細可參考

下註 661。 
661 「將結果“轉義＂為原因」此可參考丹治昭義（1988，p.62）之日譯「そこで, 原因に結果を

転義的に用いて」便可更清楚地了解。此中之“轉義＂，則類似於 Arnold、Ruegg、Siderits 之梵

譯。請參考上註 660。 
662 「說」（bsnyad pa）為 snyod pa 之過去或未來式。說，請解，敘述。《藏漢大辭典—下冊》，

頁 1981b。而此字之梵文為 vyapadiwyate，Arnold（2005b，p. 450）將其譯為：表達（an expression）。 
663 此句原文出現於世親造，玄奘譯《阿毘達磨俱舍論．分別界品第一》（T29：2c）：「…觸有十

一，謂四大種滑性澀性重性輕性及冷飢渴…煖欲名冷，食欲名飢，飲欲名渴。此三於因立果名故，

作如是說，如有頌言：『諸佛出現樂，演說正法樂，僧眾和合樂，同修勇進樂』…」，按「煖欲名

冷，食欲名飢，飲欲名渴…」此可推知，諸佛出現是因，並非是安樂之果，凡夫們要達到安樂之

境地，乃須透過長期辛勞地精進修行，方可獲安樂之果的美食，故此乃是「於因上安立果名」。

以上為筆者自己的詮釋，或許有不同的詮釋如 Siderits（1981，p.150）之中對「諸佛出生乃為安

樂」的解說便不一樣了。 
    另外可參考西岡祖秀（2001，p.37）此句譯為：「諸佛出現就是安樂（諸仏が現れることは

安楽［である］）」、Arnold（2005b，p. 450）& Siderits（1981，p.150）亦類似譯為：「諸佛出生

乃為安樂」、 Ruegg（2002，p.122）：「佛陀的出世被表名為安樂」。 
664 此句可參考西岡祖秀（2001，p.37）譯：「以那類的對象來假設（btags pa）是不合理的。」；

Cf., Arnold（2005b，p.450）譯為：「對照此種知覺的對象，那［訴諸於］比喻的運用並不具有意

義的。」 
665 「數百之難行」於 Ruegg（2002，p.122）類似譯為：「多百之諸辛勞（hardships）」；但於 Arnold
（2005b，p.450）中之譯則有所不同：「多百［不祥之］諸邪惡（evils）」。 
666 此「諸佛出現」與「安樂」之間的因果關係為「有為法相」之緣故，因為有為法無常性，因

緣聚合即有，因緣散離即無，故透過諸佛降世所開示之道，而於此道勤修「數百之難行」之精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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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教］云彼［諸佛出現］乃為安樂，［此兩者似］是無關係的668，然於如彼

類之對境來施設［仍］是合理的。然而所謂「瓶是被知覺」的情況中，乃施設

某物［如青色等］而成為被知覺的［瓶］，所謂的「瓶」乃非被知覺的，換言

之669，乃指不能被看見670。 
    【24a-4】gal te sngon po la sogs pa las tha dad pa’i bum pa med pa’i phyir 

btags pa’i mngon sum nyid du ’gyur ro zhe na
k
   

    倘若［他宗辯］云671：若因無與青等相異之瓶，是故有施設［瓶］之直接

知覺672。 

                                                                                                                                            
終將獲安樂之果。筆者以為「有為法相」與「數百之難行」為同義，此更可參考 Arnold（2005b，

p.450）中亦類似此之譯。 
667 此句可參考 Arnold（2005b，p.450）之譯：「因為在世間中，降生並不等同於安樂。事實上，

因其乃多百［不祥之］諸邪惡（evils）之因⎯即其具有複合而成（being compounded）之特徵的

性質⎯故［降生］其乃正是不祥（it［i.e.,birth］is precisely non-bliss）。」；Cf.,西岡祖秀（2001，

p.37）譯：「意即是『［諸佛］出現』在世間被視為與安樂不同之物。並且［諸佛出現］是以有為

の相為性質，且有幾百種的難行為原因，故［諸佛出現］並非决定是安樂。」  
668 「無關係的」梵文為 asajbaddha eva，此於 Arnold（2005b，p.450）中譯為：「不協調的

（incoherent）」，即「諸佛出現」與「安樂」二者之間看似無關不協調，因如前註所云，透過「有

為法相」與「數百之難行」此二者乃具因果關係，故言此「於因上施設為果」是合理的。Cf., Ruegg
（2002，p.122）之此詞譯為：「不適當的（inappropriate）」，西岡祖秀（2001，p.37）日譯：「全

く関連が無い」，丹治昭義（1988，p.62）日譯：「全く不適切である」。 
669 「換言之」之藏文為 logs shig tu：於另一方面、於另一側（《藏漢大辭典—下冊》，頁 2815b）

然筆者將之譯為「換言之」乃膽前後文義似較平順而不失原義。 
670 筆者以為：月稱此句指謫論敵［陳那］的「於因上施設為果（將結果轉義為原因）」之譬喻是

不成立的，因為實際上「瓶」並沒有被直接知覺，被直接知覺的是「青等」，然而在現實世界之

實際生活應用中，瓶乃可直接知覺的，並無須求助於「諸佛出現為安樂」之比喻的應用，若勉強

應用此比喻，則反成為「瓶乃“比喻地＂被知覺的」，此反而代表了彼瓶並非真被直接知覺的，

如是“瓶＂與“可直接知覺的＂此二詞便成 asajbaddha（不相協調的/全無關係的）了。此可進

一步詳閱 Arnold（2005b，p.450-451）與其註 140。 
671 此段在 Arnold（2005b，p.450）之中，乃屬於自宗回答的部份。而西岡祖秀（2001，p.37）

與 Ruegg（2002，p.123）則屬於他宗辯云的部份，至於丹治昭義（1988，p.62）則全無標明正反

方。筆者以為由於正反方之思辯十分繁瑣細膩，分開「自宗答云」、「他宗辯云」，則將較有益於

趣入此中之奧義。 
672 Cf., Siderits（1981，p.150）描述：由於為了避開月稱上所述之困境，此時論敵（陳那）企圖

晉昇至勝義（paramartha）之層次，而強調吾人所謂的「瓶」並不存在，彼不過只是諸青…等的

覺知所構成者。P.S 以上須注意的是：經量部所說的勝義與中觀宗所說的勝義並不相同。至於經

量部所說的勝義，可參考如下：（1）Arnold（2005a，p.21-23）：…陳那仍繼承了世親阿毘達磨「二

諦」的觀念。而此「二諦」觀念的雙層結構，類似於陳那提出的兩種知識類型（量）：「現量」（pratyaksa, 
perception），以「自相」（sva-laksana）為其對象；以及「比量」（inference），以「共相」（samanya-laksana, 
abstractions）為其對象。對陳那而言，「自相」類似「勝義有」（paramarthasat），「共相」類似「世

俗有」（samvrtisat）；（2）唐‧玄奘譯，世親《阿毘達磨俱舍論》卷二十二：「諦有二種：一、『世

俗諦』；二、『勝義諦』…《頌》曰：『彼覺破便無，慧析餘亦爾；如瓶、水、世俗，異此名勝義。』…

如瓶被破為碎，凡時瓶覺則無，衣等亦爾…即於彼物未破析時，以世想名施設為彼，施設有故，

名為『世俗』，依『世俗』理說有瓶等，是實非虛，名『世俗諦』。若物異此，名『勝義諦』…如

『色』等物碎至極微，或以勝慧析除味等，彼覺恆有…依『勝義』理說有『色』等，是實非虛，

名『勝義諦』。先軌範師作如是說：如出世智及此後得世間正智，所取諸法名『勝義諦』。如此餘

智所聚諸法名『世俗諦』。」（T29：116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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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 lta na yang ches shin tu btgs par mi rigs te
k
  gzhi gdags673bya med pa’i 

phyir ro
k
  
k
bong bu’i rwa la rnon po nye bar ’dogs pa674 ni rigs pa ma yin no

k k
 

    ［自宗答辯云］：即便如是則亦極施設而不合理675，因被施設的基礎676［根

本］不存在之故，［例如］施設驢角很尖，本是不合理的677。 
    【24a-5】gzhan yang gal te ’jig rten gyi tha snyad khyi yin lag tu gyur pa’i 

bum pa sngon po la sogs pa las tha dad par gyur pa med pa’i phyir
k
  de nye bar 

btags pa’i mngon sum nyid du rtog na ni
k
  

    又若［他宗繼續］尋思
678云：因世間名言之一部分的瓶，非與青等是相異

物之故，所以有與彼［瓶］施設的被知覺。 
    de lta na ni sngon po la sogs pa yang sa la sogs pa las tha dad pa med pas 

sngon po la sogs pa yang btags pa’i mngon sum nyid du rtogs shig
k
  
k
 ji skad du

k
 

【24a-6】ji ltar gzugs sogs ma gtogs par
k
  
k
bum pa yod pa ma yin pa

k
  
k
 

de bzhin rlung la sogs pa ni
k
  
k
ma gtogs gzugs kyang yod ma yin

k
  
k
 

zhes bshad do
k
  
k
de’i phyir de lta bu la sogs pa’i ’jig rten gyi tha snyad ni mtshan 

nyid【24a-7】kyis ma bsdus pa’i mtshan nyid ma khyab pa nyid do
k
  
k
 

    de kho na nyid gzigs pa la ltos nas ni bum pa la sogs pa dang sngon po la sogs 

                                                 
673 gdags pa：其乃 ’dogs pa 之未來式。有「系」、「栓」、「安上」或「佩帶」之義。佛書譯為「施

設」、「假立」。《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1413a-b。 
674  ’dogs pa：「系」、「栓」、「安上」或「佩帶」。參考同上註。 
675 「極施設而不合理」之藏文為 ches shin tu btgs par mi rigs，筆者以為或可更白話一點：「過度

地應用施設（比喻）乃“矯枉過正＂而不合理的。然比對 Arnold（2005b，p.451）之梵譯英，或

另可譯為「此施設（比喻）的應用十分不合理。」 
676 「被施設的基礎」：此在西岡祖秀版譯為「可被假設的基體」（仮設されるべき基体）。筆者以

為：就陳那《集量論》之表象主義知識論者，月稱必點破其背後所預設的基礎必不自存，彼就像

是驢［兔］角、石女兒、虛空花般。 
677 「施設…是不合理的」（nye bar ’dogs pa ni rigs pa ma yin no）按西岡祖秀（2001，p.153）其

梵文為 na hi...upacaryate，此可參考 Arnold（2005b，p.451）之譯為：「因驢角之尖銳度乃［甚致］

非比喻的設置（figuratively asserted）」。 
678 「尋思」（rtog pa）：粗略思索，初步探討。（《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1077a）。此字 Arnold
譯為：imagine、Ruegg 譯為 postulate。又此處之「他宗」的反方立場乃出現於西岡祖秀（2001，

p.37）而非 Arnold（2005b，p.450）與 Ruegg（2002，p.123），但筆者審視前後文脈絡，乃可安

置「他宗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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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 rnams mngon sum nyid du mi ’dod do
k
  
k
 ’jig rten gyi kun rdzob tu ni bum pa la 

sogs pa rnams mngon sum nyid du khas blang bar bya ba kho na’o
k
  
k
 ji skad du 

bzhi brgya pa las
k k

 

【24b-1】gzugs mthong tshe na bum pa ni
k k

thams cad kho na mthong mi ’gyur
k 

k
bum pa mngon sum zhes bya ’ang

k k
de nyid rigs pa su zhig smra

k k
 

rnam par dpyad pa ’di nyid kyis
k k

blo mchog ldan pas dri zhim dang
k k

 

mngar dang’jam pa thams cad dag
k k

so sor dgag par bya ba yin
k k

 

zhes bshad do
k k

 

    ［自宗答辯云］：「果若如是，則青等與地等也應不相異，故［汝］應假想

青等也［有］施設的被知覺679，即彼［《四百論．第 340 偈》680］云： 
「如不含色等，瓶者非是有，如是離風等，色亦是非有。」681 

以是故如彼等般之世間名言者，因為定義必不能含攝，是故［陳那現量之］定

義不週遍。 
    觀待真實性智682，則不承許瓶等及青等被知覺。唯於世間之世俗中，承認

諸瓶等之被知覺，如《四百論》［第 301、302 偈］683云： 
「見色時瓶者，必全然不見，所謂瓶現見，知684真者誰說？以此審察性，

                                                 
679 此可更進一步參考 Siderits（1981，p.150）描述，似較清楚，即：更有甚者，「青的知覺」亦

是存疑的，因為一片青不能離塵土（atoms of the mahabhuta earth）等而被知覺。 

    又，Siderits 於此又更進一步指出陳那自己之《集量論》（PSI.1.4cd）與《觀所緣緣論》（AP）

似乎知識論上的立場不一致。前者為間接實在論的立場，而後者為觀念論的立場。詳閱 Siderits
（1981，p.150-152）。 
680 Arnold（2005b，p.452）：Catuhwataka 14.15（cf., Lang 1986:130-31）。 
681 此四百論第 340 偈頌，於西岡祖秀（2001，p.37）譯為：「如若離色等，瓶乃不存般，如是同

彼般，若離風等，色亦是不存」。又，筆者此中之譯「不含」（ma gtogs）查西岡祖秀（2001，p.108）

其梵文為 vyatirekena，其有「離開」之義，依《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1049a），有「除外」或

「不屬於此」之義。故筆者中譯成「不（包）含」。 

    按 Arnold（2005b，p.451, n.141）：「月稱諍論：“訴求施設（figurative usage）”乃基於其真

存有瓶的部分（＝瓶之感覺與料 sense data），陳那亦言此不為人所覺知。月稱容許歸約析法

（analytically reducible），然而一但分析後即無絲亳可待，故月稱亦主張此如瓶之感覺與料亦觀

待而待成立的。」 
682 「真實性智」（de kho na nyid gzigs pa）：此詞之接尾詞 gzigs pa 查西岡祖秀（2001，p.121）之

梵文接尾詞：-vid ，其為「智」之義，請參閱《梵漢大詞典（下）》，頁 1414b。 
683 Arnold（2005b，p.452）：Catuhwataka 13.1-2（Lang 1986:118-9；Tillemans 1990: vol.1, 175）。 
684 此中之「知」（rig pa）：此詞查西岡祖秀（2001，p.127）之梵文接尾詞：-vid ，其為「知」

或「覺」之義，請參閱《梵漢大詞典（下）》，頁 1414b。故筆者此句意即：覺知真實性的［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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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殊勝慧者，一切香甘柔，各各皆遮止。」685 
 
第十二項  批判現量的詞源學 
    【24b-2】gzhan yang mngon sum gyi sgra ni lkog tu ma gyur pa’i don gyi rjod 

par byed pa yin pa’i phyir
k
  dbang po mngon du phyogs pa’i don ni mngon sum 

yin no
k
  
k
’di la dbang po mngon du phyogs pas zhes byas nas bum pa dang sngon 

po la sogs pa【24b-3】 lkhog tu ma gyur pa rnams mngon sum nyid du grub 

par ’gyur la
k
  de yongs su gcod par byed pa’i shes pa ni rtswa dang sog ma’i me 

bzhin du mngon sum gyi rgyu can yin pa’i phyir mngon sum nyid du rjod par byed 

do
k
  
k
 

    gang zhig dbang po dang dbang po so so la ’jug pa686s zhes bya bas mngon 

sum gyi 【24b-4】 sgra bye brag tu ’chad par byed pa
k
  de ltar na ni shes pa ni 

dbang po’i yul can ma yin pa’i phyir dang
k
  yul gyi yul can yin pa’i phyir bye brag 

tu bshad pa mi rigs par ’gyur te
k
  yul so so ba ’am don so so ba nyi ces bya bar ni 

mi ’gyur ro
k
  
k
 

    復次［自宗續云］687：現量一詞者，乃表述688「明白顯現689之對象」之故，

                                                                                                                                            
誰會說現見瓶之自性呢？ 
685 參考西岡祖秀（2001，p.39）於此《四百論》第 301、302 偈頌之日譯：「看得到色時便一切

看不到瓶子了，『瓶是可以直接知覺』知道真實（de nyid rig pa）是誰這麼說呢？正因為透過此詳

察，最高的智慧擁有者也應該把芳香、甘甜、柔軟等事物來否定吧。」 
686 ’jug pa：照了。如 ’jug yul 照了境。《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905a。 
687 按 西岡祖秀（2001，p.39）、Arnold（2005b，p.452）與 Siderits（1981，p.152），以下整段乃

月稱對現前識（pratyaksa）的語義解釋（etymological explanation）；而僅有 Ruegg（2002，p.124）

將此段安立為論敵（Opponent）陳那的主張，然此似乎極為不妥，此詳細可參考 Arnold（2005b，

p.451, n.145）。 
688 「表述」：此在西岡祖秀（2001，p.39）譯為「表示」（ひょうじするもの），而 Arnold（2005b，

p.452）與 Siderits（1981，p.152）譯為：expression。此指 pratyaksa 的詞源學上的解釋。 
689 此中筆者所譯之「明白顯現」，其藏文為 lkog tu ma gyur pa：其義為「非隱蔽分」、「顯現分」；

按其反義詞為 lkog gyur：隱蔽分。三所量分之一，領納體驗所不可知，但借因由之力可以推知

者。如身內有色諸根、無我、聲是無常、有煙山中之火等。見《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102b。

又其梵文按西岡祖秀（2001，p.68 與 139）為 aparosa，西岡祖秀版（p.39）日譯為：現前しいる，

Arnold（2005b，p.452）英譯為：visible，而 Ruegg（2002，p.124）似較順從藏文之「非隱蔽分」

原義而英譯為：not unamen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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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根690直接面向之對象」即直接被知覺的。所謂「根直接面向此」691而明

白顯現的瓶與青之諸等，乃是做為被知覺［之物一事］而成立692。而能判斷彼

［瓶］之知者，此就如同「草與禾稈之火」693般，是以［現前］被知覺的東西

為因之故，而表述為現量694。  
    有人695以「於各各根與根中而相應696」來分別地描述697現量之詞698，果若

如此則因「知」非具根之對境，而是具［根之］對境之對境之故，因而此［汝

對現量之］分別地敘述將成不合理，亦即不成「各各對境之物或各各對象之物

                                                 
690 此「根」（dbang po）之梵文按西岡祖秀（2001，p.60 與 106）為 aksa，其即「感覺器官」之

義，故西岡祖秀版（p.39）譯為「感官」（かんかん），而 Arnold（2005b，p.452）譯為：sense organ，

Siderits（1981，p.152）譯為：senses。 
691 Cf., Siderits（1981，p.152）譯為：ths sense-organ is gone toward that（pratigatam aksam asmin）。 
692 此整句參考西岡祖秀（2001，p.39）之譯：「再者，直接知覺這個詞，是表示把呈現在眼前的

對象以感官來對眼前對象直接知覺。［語義解釋是］感官對眼前對象瓶青等物以直接知覺而能成

立。」Cf., Arnold（2005b，p.452-453）：「復次，因“直接知覺（perception）”這個詞，乃直接可

見（visible, aparoksa）之義，吾人眼前對象［世俗上便云］“可直接知覺的（perceptible）”。藉

由感官（aksam）直接面向彼，可見如瓶、色等物之直接知覺而得建立。」 
693 「草與禾稈之火」：此在西岡祖秀（2001，p.39）與 Arnold（2005b，p.453）皆譯為「草火和

殼火」。又 Arnold（2005b，p.453, n.146）：草火和殼火因為有其「草與殼」來作為其因而命名此

諸火為「草火和殼火」，同理直接知覺（perception）亦有感官對眼前對象「瓶、青等物」來作為

其因，而來命名為「瓶、青等之直接知覺」。Siderits（1981，p.152）亦謂：此亦如上［於因上施

設果］所述，以「草-殼之火（grass-chaff）」的因果關係來作為隱喻的轉移（metaphorical 
transference）。請參考上註 660、661。 
694 按 Siderits（1981，p.152）更描述云：慣用語“瓶是被覺知的”者，簡單地說即指“直接面對覺

知的對象”，而此種解釋令吾人了解命名 perceptual cognition 為 pratyaksa。而 Arnold（2005b，p.453, 
n.146）更言：月稱以認識的能力來解釋 pratyaksa 此詞的一般意思。針對此 Tillemans（1990, 
vol.1:44）巧妙地說：「藉由詞源學月稱使 pratyaksa 變得平庸，即任何意識，不論概念與否，只

要是由可直接知覺的對象造成的，皆名為 pratyaksa。」 
    Cf., Arnold（2005b，p.453）：「因為分辨這些［瓶、色等］之識，其有一可直接知覺的［對

象］來作為其之因，［故此識］被視為“直接知覺（perception）”，例如草或殼火（a straw- or 
chaff-fire）。」 
695 按 此不具名的對話者乃指陳那，以下為陳那對現量的語義解釋（ディグナ一ガの語義解釈）；

而 Arnold（2005b，p.453-454）則謂陳那對 pratyaksa 之詞源學的解釋。又 Siderits（1981，p.152）

更依 Hattori（1968，p.76-77, n.1.11）指出陳那之 pratyaksa 之詞源學的解釋發現於《因明正理門

論》（Nyayamukha）：「所謂“Pratyaksa＂乃因其關連於各各感官（aksamaksaj prati vartate iti 
pratyaksaj）」；更詳細者可進一步參考 Ruegg（2002，p.125, n.233）與 Arnold（2005b，p.453, n.148）。 
696 此「相應」（’jug pa）按西岡祖秀（2001，p.83）其相對應之梵文為 vartate，其有「協調、一

致或相同」之義，見《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904b。陳那乃依根而立名為 pratyaksa［「相應於

根」］，並不依境立名為 prativisaya［「相應於境」］。又此句西岡祖秀（2001，p.39）之日譯為：「相

對於各各感官而產生（「それぞれの感官に对して生じるからということ）。」筆者以為，按照西

岡租秀版之譯，可更清楚地看出陳那主張之「現量」乃依根立名而不依外境而立名。 
697 「分別地描述」（bye brag tu ’chad par byed pa）按西岡祖秀（2001，p.105）其相對應之梵文

為 vyutpadayati，Ruegg（2002，p.125）譯為“詞語的衍生（lexical derivation）＂，而 Arnold（2005b，
p.453）則譯為：“追溯字源（etymologize）＂。可參閱前註 646。 
698 按 Ernst Steinkellner 譯注，何建興中譯（2007，頁 3）：「現量以不共因故，依根建立彼［現量］

之名。不依色等境立名，因為此等境亦共遍於意識(manovijbana)和他相續識，而為此等識知共同

的對象因。如世間所見，立名(vyapadewa)依不共因，不依共因，譬如，吾人言『鼓聲』、『麥芽』，

但不言『棒聲』、『土芽』［雖然棒與土也分別是鼓聲及麥芽的因（助緣）］。現量知覺離分別，如

是得成。」此亦可見於 Hattori（1968，p.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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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699。 
    ci ste ji ltar rnam par shes pa ’byung ba gnyi ga la rag las pa yin yang rnam 

【24b-5】par shes pa rnams rten gsal ba dang zhan pa rjes ed pa’i phyir dang
k
  de 

dag gyur na ’gyur ba’i phyir
k
  mig gi rnam par shes pa zhes rten nyid kyis ston 

par ’gyur ba de bzhin du
k
  don dang don so so la ’jug mod kyi de lta na yang 

dbang po  
【24b-6】dang dbang po la brten nas ’jug pa＇i rnam par shes pa ni rten gyis bstan 

pas mngon sum nyid du ’gyur te
k
  rnga’i sgra nas kyi myu gu zhes thun mong ma 

yin pa’i rgyus ston pa ni mthong ba yin no snyam na
k
  

    倘若［他宗若續辯云］：像這樣之識的生起，其乃觀待［根與境］兩者，

復次，諸識隨逐明晰、低劣的所依［根］700之故，因此，彼［諸根］等若變則

［諸識］亦會改變701，［例如］「眼識」702依著［眼］根性而成其顯現般。雖然

［諸識乃］於各各對象與對象中而相應，但若如是爾，依著根與根而相應之識

者，仍透過所依［根］來顯現之故，所以成為現前知性，亦即如「鼓聲或麥芽」

依著不共因［鼓或麥］703來顯現而令［世人］看見704。 

                                                 
699 一般人云「瓶等是被覺知的，此乃知是依「根之境」（praty-aksa）」而立名，然若依陳那主張

之「現量」反成為 prativisaya 或 pratyartha 之過患了。如按 Arnold（2005b，p.453-454）之描述：

［順著陳那對 pratyaksa 之詞源學的解釋，］我們應［將那“可直接知覺如瓶等之對象”的能力，

與事實相反地描述為］“辨認出如瓶之知覺對象為「關連於一對象的發生（prati-visayam）」或

「關連於一事物的發生（praty-artham）」＂之能力。Arnold 更於其註 149 繼續說明：於此月稱駁

斥陳那對 pratyaksa 之詞源學的解釋並不能達到其目的；因為他主張的認識能力將成為

prati-visaya（praty-artha）而非 pratyaksa；又 Ruegg（2002，p.125-126）之譯中似乎錯失了此一

要點（即月稱導引出陳那自己所不欲之結果）；Siderits（1981，p.152）：陳那於《因明正理門論》

對 pratyaksa 之詞源學的解釋⎯‘aksamaksaj prati vartate iti pratyaksaj＇i.e.‘所謂 pratyaksa 乃因

其相關於每一諸根’⎯，而月稱反駁此，其理由為「識非［具有］感官能力的對象，而是［識有］

對象的對象（the non-objectness of the sense-faculty of that cognition, and the objectness of the 
object）」。因倘若真如［陳那所述］，則 pratyaksa 將變成 prativisaya（belonging to each object）或

pratyartha（belonging to each thing）。 
700 此識（rnams pa shes pa，vijbana，perceptual cognition）乃須觀賴根的敏銳度，當根明晰時，

此識便明晰，當根遲鈍時此識便不明晰，故云「識隨根轉」。又，此中之「所依」其藏文為 rten：

基礎，據點，根據地。舊譯「所依」、「憑藉」、「依靠的事物」。《藏漢大辭典—上冊》，頁 1116b；

其梵文為 awraya，Arnold 譯為：the basis，此即指根或感官。 
701 Ruegg（2002，p.126, n.235）：此可參考 Abhidharmakowabhasyam 1.45（Pradhan 1975:34）。 
702 Arnold（2005b，p.454）梵譯英：ocular cognition（caksurvijbana），［which is named for the eye］。 
703 按 PS 1.4ab：如世間所見，立名（vyapadewa）依不共因，不依共因，譬如，吾人言「鼓聲」、

「麥芽」，但不言「棒聲」、「土芽」［雖然棒與土也分別是鼓聲及麥芽的因（助缘）］。詳閱 Ernst 
Steinkellner 譯注，何建興中譯（2007，頁 3）；亦可見於 Hattori（1968:22）。又，此中之「不

共因」的梵文為 asadharana，Arnold（2005b，p.455）譯為：specific cause；Ruegg（2002，p.126）

譯為：the specific；Siderits（1981，p.153）譯為：uncommon cau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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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 ni snga ma dang mi ’dra ba yin te
k
  der ni gzugs kyi rnam par shes pa zhes 

bya ba de lta bu la sogs pas yul gyis rnam par  

【24b-7】shes pa bstan na
k
  rnam par shes pa drug gi rnam par dbye ba ma bstan 

par ’gyur te
k
  yid kyi rnam par shes pa ni mig la sogs pa’i rnam par shes pa dang 

lhan cig yul gcig la ’jug pa’i phyir ro
k
  
k
’di ltar sngon po la sogs pa’i rnam 

【25a-1】par shes pa drug la rnam par shes pa zhes brjod na ni
k
  ci rnam par shes 

pa ’di dbang po gzugs can las skyes pa zhig gam
k
  ’on te yid las byung ba zhig ces 

shes pa re ba dang bcas pa nyid du ’gyur la
k
  rten gyis bstan na ni yid kyi  

【25a-2】rnam par shes pa mig la sogs pa’i rnam par shes pa’i yul la ’jug pa yin 

yang phan tshun dbye ba grub par ’gyur ro
k
  
k
’dir ni tshad ma’i mtshan nyid brjod 

par ’dod pas rtog pa dang bral ba tsam zhig mngon sum nyid du khas blangs pas 

rnam par rtog pa las ’di khyad par du mngon par ’dod pa’i phyir
k
  thun mong ma 

yin 

【25a-3】pa’i rgyus bstan pa la dgos pa cung zad kyang ma mthong ngo
k
  
k
tshad 

ma’i grangs su ’jug pa gzhal bya’i gzhan gyi dbang yin pa’i phyir dang
k
  
k
gzhal 

bya’i rnam pa’i rjes su byed pa tsam gyis rang gi ngo bo yod par rnyed pa’i tshad 
ma  
【25a-4】dag gi rang gi ngo bo rnam par ’jog pa’i phyir dbang pos bstan pa cung 

zad kyang mi mkho bas rnam pa thams cad du yul kho nas bstan par rigs so
k
  
k
  

    ［自宗答辯云］：此［眼識等的表現］與前面［現量的定義］不一樣705，

亦即於彼［眼識等之表現］中，若如所謂「色之識」般等，即以對境來顯示識

                                                                                                                                            
704 此整句參考西岡祖秀（2001，p.41）譯：「也就是太鼓的聲音或麥的芽［被問及的情況有棒子

及大地等各式各樣的原因］，藉由此等不共通原因來顯示，而［於世間］被看見。」 
705 Cf., Arnold（2005b，p. 455）梵譯英不同，剛好此與彼對調：「此［現前知之例子］乃非同於

前述，」；然依 Arnold 於註 153 的解說，內涵是一致的。按 Siderits（1981，p.153）之說明：因

陳那量論中之「量（pramana）」的定義，乃依於其對象「所量（prameya）」而來的，而定義 pratyaksa
是依於根［而非依於對象］，故月稱找到了駁證的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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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6的話，則不成為顯示六識之區分，因為意識707者，即與眼等識一起，對同一

外境相應［而生］之緣故708。如是若於青等六識709而稱之為識，那倒是很希望

知道「此識從俱色根710生呢？或是從意而生呢？」。若以所依［根］來顯示者，

意識即於眼等識之對境相應［而生］的，而成立起相互的區別。［但是］於此

中，［陳那］711所闡述之「量之定義」712，承許唯離分别713才是現前知性，即

從概念的分别714而現求於此區別之故，以不共因來表示，亦不見有［任何］些

許的重要性。 

    建立量之數，乃根據所量［之數］之故，唯相隨順於所量之相，而獲得自

己體性715的存在，則諸量716之自我體性得以安立之故；以根來顯示［任何］些

許亦不必要，故一切種唯依對境717而顯示者才合理718。 
    gal te ’jig rten na brjod par ’dod pa’i don la mngon sum gyi sgra rab tu grags 

pa’i phyir dang
k
 don so so zhes bya ba’i sgra ma grags pa’i phyir rten kho nas bye

                                                 
706 「識」之藏文為 rnam par shes pa：識。識了別對境本體，分別思維各自所缘之心。總指眼識

乃至意識等六識身。《藏漢大辭典—下冊》，頁 1572a；其梵文為 vijbana，Arnold 譯為： perceptual 
cognition（覺知之識）；Ruegg（2002，p.127）譯為：the cognition；Siderits（1981，p.153）譯為：

consciousness。 
707 「意識」其梵文為 manovijbana，Arnold 譯為 mental cognition（心理之識）。 
708 Arnold（2005b，p. 455, n.154）：根據阿毘達磨分析，第六意識的對象是依前五識而來，故意

識不能由其對象而命名，換言之，意識之對象乃其他根識的對象。又 Ruegg（2002，p.127）之

此段所譯，似乎並沒將此點清楚表達出來。 
709 此「青等六識」之義，可參考 Arnold（2005b，p. 455, n.155）：此［青等］不同的事物，乃各

別地由六識所構成之適當的諸對象。 
710 「俱色根」（dbang po gzugs can）之梵文為 rupindriya，而 Arnold（2005b，p. 455 與 n.156）

譯為 the senses that possess form（擁有色的諸感官），此指前五根之任一。Cf., Ruegg（2002，p.127
與 n.241）：rupindriya（a material sense-faculty）即 a sense-faculty is made up of rupaprasada。 
711 於 Ruegg（2002，p.128）之注解中，廣泛指稱陳那等學派為：「邏輯-知識論者

（logician-epistemologist）」；而 Siderits（1981，p.154）則稱陳那等學派為：「瑜伽-經部學派」。 
712 「量之定義（tshad ma’i mtshan nyid）」其梵文為 pramana laksana。 
713 「離分别」其梵文為 kalpanapodha，西岡祖秀版譯為：「離開概念的思惟（概念的思惟を離れ

ている）」；Arnold（2005b，p. 456 與 n.159）譯為：devoid of conceptual elaboration（避開概念的

巧思）；Ruegg（2002，p.128）譯為：free of conceptual construction。 
714 「概念的分别（rnam par rtog pa）」其梵文為 vikalpaka＝conceptualization。 
715 「自己體性」（rang gi ngo bo）梵文為 svarupa，西岡祖秀版（2001，p.43）日譯為「自体（じ

たい）」。請參考前註 479。 
716 此即二種量（現量與比量）之建立乃依據二所量（自、共相），由所量他自在轉。此中，筆者

所譯之「他自在轉」（gzhan gyi dbang）乃依法尊《廣論》（1992，頁 62 等）之藏譯，而其梵文

為 paratantra。見西岡祖秀（2001，p.119）。 
717 此［現量、比量］二量的「對境」（visaya）即 Ruegg（2002，p.129）：the non-conceptual svalaksana 
and the conceptual samanya-laksana。Ruegg 於註 248 繼續解說：當定義 pratyaksa 時，此「依根

而立之要件」並不需要，而此「依根而立之要件」唯於區分現、比二量時方為有用［即比量 anumana
時，並不需要「依根而立之要件」，而現量才需依根］。 
718 此句西岡祖秀（2001，p.43）譯為：「因為確立了二種認識手段之本質，所以一點都不需要依

感官來表現。故一切都唯依憑對象而表現，方為正確的」；Arnold（2005b，p. 456-457, n.161）：

月稱再次地批判陳那對 pratyaksa 之詞源學的解釋之依於根，雖然他亦承認量之成立乃依於對

象，但他仍然輕視陳那之特別對認識能力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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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a-5】 brag tu bshad pa la rten par byed do zhe na
k
 

     
    倘若［他宗若續辯云］：在世間所欲詮說之義719中，因「現前知之詞語」

乃廣為所知，而所謂「各各對象720之詞語」不廣為所知之故，故唯依循著以所

依［根］而來做語義解釋721。 

    bshad par bya ste
k
  mngon sum gyi sgra ’di ’jig rten la grags pa ni yod mod 

kyi
k
  de ji ltar ’jig rten na yin pa de ltar ni kho bo cag gis smras pa nyid do

k
  ’jig 

rten pa’i don ji ltar gnas pa spangs nas de byae brag tu ’chad par byed na ni
k
 rab tu 

grags pa’i sgra yang spong bar ’gyur ro
k
    

【25a-6】
k
 de’i phyir mngon sum bya ba de ltar mi’gyur ro

k
   
k
 zlos pa’i don med 

pa’i phyir dbang po’i skad gcig gi rten can mig gi rnam par shes pa gcig mngon 

sum nyid du yang mi ’gyur la
k
  re re la mngon sum nyid med na ni mang po

【25a-7】 rnams la yang mi ’gyur ro
k
  
k
rtog pa dang bral ba’i shes pa nyid mngon 

sum nyid du khas blangs pa’i phyir dang
k k

des kyang ’jig rten pa’i tha snyad byed 

pa med pa’i phyir dang
k
 ’jig rten pa’i tshad ma dang gzhal bya’i tha snyad bshad 

par ’dod pa’i phyir na mngon sum tshad mar rtog pa ni don med pa nyid du ’gyur 

ro
k
  
k
mig gi rnam par shes 【25b-1】 pa dang ldan pas sngon po shes kyi sngon 

po’o snyam du ni ma yin no zhes bya ba’i lung yang mngon sum gyi mtshan nyid 

brjod pa’i don can gyi skabs m yin pa nyid kyi phyir dang
k k

dbang po’i rnam par 

shes pa lnga po rnams blun pa nyid du stan par byed pa nyid 【25b-2】 yin pa’i 

phyir
k 

lung las kyang rtog pa dang bral ba’i rnam par shes pa kho na mngon sum 

                                                 
719 「所欲詮說之義」：此在西岡祖秀（2001，p.43）譯為「有關於［在此］言及的事情（事柄,
じがら）」。 
720「各各對象（don so so）」其梵文為 pratyartha。 
721 「語義解釋（bye brag tu bshad pa）」Arnold（2005b，p. 457）譯為：the etymological explanation
（詞源學的解說）；Ruegg（2002，p.129）譯為：lexical derivation（語詞的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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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id ma yin pas ’di ni mi rigs so
k k

 

    ［自宗答辯云］：雖然此「現前知之詞語」乃於世間廣為所知，彼如是於

世間［所知］吾等亦如彼來論述。捨棄如是安住之世間義而來做語義解釋，則

廣為所知之詞語亦成棄捨，因此亦不如是成為所謂的「現前知」了；再者［各

各對象］無重覆之義，則依循根之一刹那，而有一眼識之現前知性亦不成，若

一一［眼識］中現前知性不成，則諸多［眼識］亦不成［現前知性］。因為［陳

那］主張離分别之知為現前知性，彼則不成世間名言；還有說明世間量與所量

之名言之故，故分別現量應成無意義也。經教云：「有眼識者雖了知青［色］，

但不思青［之自性］」，非是俱詮述現前知之性相之意義之故，而只是教示諸五

根識愚蒙性之故。經教中，亦非唯離分別的識就是現前知性，故［陳那現量解

釋］是不合理的。 
 
 

第五節  結論 

    de’i phyir gal de mtshan gzhi’am rang gi mtshan nyid dam spyi’i mtshan nyid 

kyang rung ste
k
   ’jig rten na yod na ni thams cad mngon sum du dmigs par bya 

ba yin 【25b-3】 pa’i phyir na lkog tu ma gyur pa yin te
k
  de’i phyir de’i yul can 

gyi rnam par shes pa dang lhan cig tu mngon sum nyid du rnam par gzhag go
k
  

k
zal ba gnyis la sogs pa dag ni rab rib can ma yin pa’i shes pa la ltos nas mngon 

sum nyidma yin【25b-4】la
k
  rab rib can la sogs pa la ltos nas ni mngon sum nyid 

kho na’o
k k

 lkog tu gyur pa’i yul can rtgs bsgrub par bya ba la mi ’khrul ba las 

skyes pa’i shes pa’i phyir’
 k

 la sogs pa pa ni rjes su dpag pa’o
k k

dbang po las ’das 

pa’i don mngon sum du rig cing yid ches par gyur pa dag gi tshig gang yin pa de ni 

lung ngo
k k

’dra ba las【25b-5】 nyams su ma myong pa’i don rtogs pa ni nye 

bar ’jal ba ste
k
  dper na ba men ni ba lang dang ’dra’o snyam pa lta bu’o

k k
de’i 

phyir de ltar tshad ma bzhi las ’jig rten gyi don rtogs par rnam par’jog pa yin no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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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de dag kyang phan tshun ltos pas ’grub par ’gyur te

k
 tshad ma dag yod na gzhal 

bya’i don dag tu ’gyur 【25b-6】 la
k
  gzhal bya’i don dag yod na tshad ma dag 

tu ’gyur gyi
k
  tshad ma dang gzhal bya gnyis ngo bo nyid kyis grub pa ni yod pa 

ma yin no
k
  
k
de’i phyir mthong ba ji lta ba bzhin du ’jig rten pa nyid yin la rag ste

k
  

spros pa722s chog go
k
  
k
dkyus ma nyid bshad pa bya’o

k
  
k
 

    以是故倘若不管是所相或自相或共相任一，即於世間若存在者，因為一切

現前地見到，故其非隱蔽。因此，與俱彼之對境的識一起安立現前知性（現量）。

諸雙月等者，觀待非俱眼翳者之識而非現前識性；而對俱眼翳者而言其唯現前

識性。俱隱蔽對境，從無誤之所證的正因中產生之識是比量。凡任何超越根之

現前了知的對象，且有能被信賴的文字語言723之彼者即是聖教量。從類似的東

西去理解無經驗過的對象是為之譬喻量（nye bar ’jal ba），例如野牛724和牛725相

似，諸如此類之思。因此，憑藉這四種量（現量、比量、聖教、譬喻量）726來

理解而安立世間的對象。這四種也是因相互依存而存在，亦即若諸量存在時，

則諸所量之對象就產生，若諸所量之對象存在時，則諸量就產生，量與所量兩

者並不是以自性而存在727。以是故透過如同所見般而獲得世間性728。繁文縟節

［之旁論］已經說得很多了729，應該來講說［《中論》］本文之主題了。 
 

                                                 
722 藏文 spros pa：虛文，繁文縟節；無益的思路與不切實際的儀節。佛書譯為「戲論」。《藏漢

大辭典—上冊》，頁 1065b。梵文為 prapabca：「虛偽」，「妄想」。Arnold 對此詞之梵譯英為：「概

念的巧思（conceptual elaboration）」；Ruegg 譯為：「概念的增益（conceptual proliferation）」，可參

閱前註 390。 
723 此「文字語言」（tshig）按西岡祖秀（2001，p.116）其梵文為 vacana，而西岡祖秀日譯（p.45）

為：「言葉（げんよう）」。 
724 ba men：野黄牛。《藏漢大辭典—下冊》，頁 1802a。此似指不為常人所見的「野牛」或「犛

牛」。 
725 ba lang：黄牛。《藏漢大辭典—下冊》，頁 1804a。此指為常人所見的一般耕田之牛。 
726 龍樹在世時，乃正理學派之古因明時代，此期流行此「四量說」，龍樹於《中論》的辯證完全

不採「五支作法」的論證形式，然在知識論分類方面，則隨順此名俗名言設立的「四量說」，同

樣地，月稱也依循此脈絡而隨順名俗名言之「四量說」。可參閱李潤生著《中論導讀（上）》（台

北：全佛文化, 1999），頁 177-178。 
727 總地來說，就陳那經量-瑜伽行派之間接實在論者（realist）而言：自性存在＝自相存在＝諦

實存在＝從自己方面存在。然而若就清辨的中觀自續派宗義而言，則僅許「自性存在＝自相存在

＝從自己方面存在」。 
728 最後月稱總結地說：事實上，世間名言上正如正理學派所立四量（pramanacatustaya，tshad ma 
bzhi）般，於世俗是有意義的，且彼此相互觀待而存在。且諸「量」若世俗上有，則諸「所量」

亦相對有，此有為世俗有，非勝義之自性有。 
729 筆者此譯「繁文縟節［之旁論］已經說得很多了」（spros pas chog）按西岡祖秀（2001，p.103）

其梵文為 alaj prasavgena ，Cf.,西岡租秀（p.45）譯為「支分的旁論已充分（傍論は［もう］充

分であ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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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  附錄    

〈藏、梵、漢字彙對照索引〉： 

 
說明： 
1. 本〈字彙對照索引〉攫取自西岡租秀版（2001）之 Tidetan-Sanskrit Index730中 
   所羅列與本品相關之重要字彙，加上漢譯後並進而斟酌删補之。 
2.〈藏→梵漢對照〉之排列，以藏語字母為序，之後註明 Wylie 羅馬轉寫，之後  
  為相對應之梵文，之後為漢譯，最後為出處。 
3. 在標明出處時以藏譯德格版（sDe-dge）為主，括弧內輔以普桑（L.de la vallée  
  Poussin）之 PSP(P)（1913 年梵文版）；又頁數在前，行數在後，由於藏譯德格 
  版為頁片（folios），故 a 代表正面而 b 代表反面。 
4. 漢譯主要是參照張怡蓀，《藏漢大辭典—上/下冊》（1993 年修訂版）並配合筆 
  者理解，與參照林光明、林怡馨編譯，《梵漢大詞典（上）/（下）》（2004 年版） 
  所譯。 
 

〈藏、梵、漢字彙對照索引〉 

Tibetan-Sanskrit-Chinese Index ! 
\o,-_p-0K#=-.k

（kun tu brtgs pa）：parikalpita  遍計所執  22b-6(67-1) 

\o,-`o-3~;k
（kun du tshol）：paryesate  遍尋察  21a-5(62-4~5) 

\o,-Q}0k
（kun rdzob）：sajvrti  世俗  23a-3(67-11)；23a-4(67-12)；23a-4(68-1)； 

                  23a-7(68-8)；23b-3(69-5) 
\o,-Q}0-<m-0+{,-.k

（kun rdzob kyi bden pa）：sajvrti-...-satya  世俗諦  23b-1(69-1) 

+!8-0-0W-J#-`o-18m-Wv-%,k
（dka’）： 

        anekaduskarawatahetu  具數百之難行  24a-2(70-5) 
+<o=-1k

（dkyus ma）：prastuta  書籍本文  25b-6(75-12) 

                                                 
730 又西岡祖秀版乃依照“ Index to the Prasannapada Madhyamaka-vrtti ＂by Susumu Yamaguchi
（山口益）, D. Litt. , Heirakuji-Shoten, Kyoto.（1974）。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N
a

t io
na l  Chengch i  U

niv

ers
i t

y

 130

0!#-.k
（bkag pa）：nisedha  辯駁  21a-3(61-11) 

0!}+-.k
（bkod pa）：upaksipta  構思、莊嚴  23b-2(69-3) 

V{,-+$-1m-8#;-0k
（rkyen dang mi ’gal ba）： 

        na pratyayaviruddha  與緣不相違  21b-2(63-3) 
R}#-_p->o:-.8m-9v;-%,k

（lkog tu gyur pa’i yul can）： 

        na pratyayaviruddha  俱隱蔽之對境  25b-4(75-6) 
R}#-_p-1->o:-.k

（lkog tu ma gyur pa）：aparoksa  非隱蔽、顯現  24b-2(71-11)； 

                              25b-2(75-3) 
[{-0k

（skye ba）：utpatti  產生，原來沒有從新出現  19a-2(56-1) 

[{-0-1-9m,k
（skye ba ma yin）：na...utpadah  不生  19b-7(58-4) 

[{-0-1{+k
（skye ba med）：anutpanna  無生  18b-6(55-11)；19a-1(55-16)； 

                     19a-2(55-17)；19a-3(56-1) 
[{=-.k

（skyes pa）：utpanna  已生，(從... 而)生  25b-4(75-6) 

 [{=-.8m-#-:};-,=-9}+-.-;k
（skyes pa’i snga rol nas yod pa la）： 

        utpadat purvaj vidyamanasya  被生之前就已存在  19b-7(58-4) 
[},k

（skyon）：dowa  過患  19b-5(57-13)；20a-7(59-5)；21a-3(61-9) 

`k
（skra）：kewa  髮  19b-4(57-14) 

 " 
"=-R$-.k

（khas blangs pa）：abhyupagama  承許 22a-5(65-4)；22b-6(66-9)； 

                        22b-6~7(67-2)；23b-7(69-14)；25a-2(73-4)；25a-7(74-6)  
"}-,k

（kho na）：eva  唯  19a-2(55-17)；19b-3(57-10)；20b-5(60-8)；21a-1(61-5)； 

             23a-5(68-2)；23b-3(69-4)；23b-5(69-9)；24a-7(71-5)；24b-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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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a-4(73-8)；25a-4(73-9)；25b-2(75-1)；25b-3(75-5) 
"}$-`o-&u+-.:-14+-.-9m,k

（khong du chud par mdzad pa yin）： 

        paribodhayanti  令（世俗人）理解趣入  20a-2~3(58-3) 
"}$=-=v-8`o-0k

（khongs su ’du ba）：antarbhava  歸屬於  12b-4(60-4)；21a-3(61-11) 

=+-.:k
（khyad par）：viwesa  差別、特質  19b-6(58-2)；20a-3²(58-11²)； 

                  20a-4(58-12)；22a-5(65-2)；23a-5(65-2)；22a-5(65-3)； 
                  22a-7(65-6~7)；22b-5(66-8) 
=+-.:k

（khyad par）：viwesana  區別、限定  22b-2(66-2)；22b-4~5(66-6)； 

                                        22b-6(66-9)                    
=+-.:k

（khyad par）：viwesya  差異  21a-2(61-6) 

=+-.:->m-#6mk
（khyad par gyi gzhi）：viwesya  區別的基礎、被限定  22b-2(66-2) 

=+-.:-%,k
（khyad par can）：viwesya  俱區別者  22b-5(66-8) 

1"=-.k
（mkhas pa）：vaicaksanya  精通  23b-2(69-2~3) 

1"}-0k
（mkho ba）：upakaroti  需要 

8Dm-<m$k
（’khri shing）：lata  蔓藤  21b-2(63-4) 

8Ds#-.:-1m-A{+-.k
（’khrug par mi byed pa）：na ... virodhayati  不錯亂  21b-3(63-5*) 

 # 
#-;k

（ga la）：kutas  如何、怎會  19a-5(56-6) 

#-;-8>o:k
（ga la ’gyur）：kutas  怎麼會有、如何是有  19b-2(57-8)；23b-4(69-7) 

#-;=-8>o:k
（ga las ’gyur）：kutas  從何而有  19a-1(55-15) 

#$k
（gang）：kim  何、什麼  18b-7(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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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gang）：ya  諸凡、任何  21b-1(63-2) 

#$-#mk
（gang gi）：kasya  誰的  22b-4²(66-5²) 

#$-#m-3|-
...
+{8m-3|k

（gang gi tshe...de’i tshe）： 

        yada ... tada   當...之時，則彼之時...   56-7~57-1(19a-5)；69-11(23b-6) 
#$-#m-3|-

...
+{8m-3-|,mk

（gang gi tshe...de’i tshe ni）： 

        yada tu ...  tada  當...之時，則彼之時...  19a-5(56-6) 
#$-#m=-

...
+{k

（gang gis...de）：yena ... tasya  依據某物於彼...  20b-3(60-2~3) 

#$-+#-
...
+{-#(m=k

（gang dag...de gnyis）： 

        yayoh ... tayoh  諸凡... 彼二...  22a-2(64-8~9) 
#$-

...
+{k

（gang...de）：ya ... tam  那個... 彼  21b-1~3(63-2~4) 

#$-,-
...
+{:-,mk

（gang na...der ni）： 

        yatra ca ... tatra  諸凡在...彼(情況)下  22a-3(64-11) 
#$-6m#k

（gang zhig）：kas  誰  22a-4(64-14) 

#$-6m#k
（gang zhig）：kim  何  21b-4(63-8) 

#$-6m#k
（gang zhig）：yasya  某  24a-3(70-7) 

#$-7#k
（gang zag）：pudgala  補特伽羅  22b-7(67-3) 

#$-9m,-.-+{-(m+k
（gang yin pa de nyid）： 

        yad eva ... tad eva  凡任一... 其即是  21a-6(62-6)；21a-7(62-7) 
#$-9m,-.-+{-+#

（gang yin pa de dag）：ya ... tam  諸凡任何  19b-3(57-10~11) 

#$-9m,-.-+{-,mk
（gang yin pa de ni）： 

        yat ... tat  凡任何... 之彼者  20b-5(60-5)；20b-7(61-3) 
#$-;k

（gang）：yasya  任隨  20b-1(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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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m-(m+-;=k

（gang las...’di nyi las）： 

        yatah ... tata eva  從何... 亦從這個本身  19a-2(55-16~17) 
#;-){-

...
,k

（gal te...na）：yadi  倘若... 的話  19a6~7(57-4)；19b-2(57-9)； 

                    20a-6(59-4)；22a-4(64-14) 
#;-){-

...
,-,mk

（gal te...na ni）：yadi  倘若如是者  18b-6(55-12)；19a-3~4(56-4)； 

                      20a-7~20b-1(59-7)；20b-1(59-8)；20b-6(6-1)； 
                      21a-6~7(62-6)；21b-5(63-9)；23b-3(69-5)；24a-4~5(70-10) 
#;-){-

...
6{-,k

（gal te...zhe na）：iti cet  倘若云  20a-5(59-1)；22b-5~6(66-9)； 

                         23a-1(67-7)；24a-3~4(70-8)；25a-4(74-1) 
E#=-.k

（grags pa）：prasiddha  極成、共許  20a-2(58-3)；25a-5(74-1) 

E$=k
（grangs）：sajkhya  數目  19a-6(57-1)；25a-3(73-6) 

Es0-.k
（grub pa）：prasiddha  既成、已有  19b-1(57-6)；22b-7(67-4) 

Es0-.k
（grub pa）：siddhi  存在；悉地(成就)  22a-2(64-9)；23a-4(67-12) ； 

                25b-6(75-11) 
+#{-08m-P-0k

（dge ba’i rtsa ba）：kuwalamula  善根  23b-1(68-8~69-1) 

+#}=-.k
（dkhos pa）：prayojana  必要  25a-3(73-5) 

+#}=-.k
（dkhos pa）：phala  目的、主旨  20a-5(58-15) 

0E}+-.:-A-0k
（bgrod par bya ba）：gantavya  所行之路  20a-4(58-12) 

8#8-6m#k
（’kha ’zhig）：kajcit  有些、一些  19b-6(58-2) 

8#8-6m#k
（’kha ’zhig）：kawcit  少分  19a-4(56-4)；20a-3(58-11) 

8#8-6m#-+#k
（’kha ’zhig dag）：kecit  有些(人)  18b-6(55-11) 

8#;-0k
（’khal ba）：vidhura  相違的  22b-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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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o:k
（’khyur）：bhavati  生存、現存  20b-6(60-8)；22a-3(64-11)；24b-2(71-11)； 

              25a-2(73-3) 
8>o:k

（’khyur）：bhavisyati  應當存在的、未來的  19a-2(56-1)；19a-6(57-2)； 

              21a-7(62-7)；22a-2(64-10)；22b-3(66-3)；24b-6(72-7) 
8>o:k

（’khyur）：syat  應、可能  19a-4(56-4)；21b-4(63-9)；21b-6(64-1)； 

              22a-1(64-5)；23a-4(68-1)；23a-5(68-3)；25a-5(74-3) 
8Es0-.k

（’khru pa）：siddhi  成就(悉地)  22a-1(64-7) 

8E}-0k
（’khro ba）：gamana  行、行之事  20a-4(58-12) 

8E}-0-.}k
（’khro ba）：gantr  能行之人  20a-4(58-12) 

G,-:0=k
（rgan rabs）：vrddha 長者、耆宿  23b-3(69-4) 

G};-0:-A{+k
（rgol bar byed）：paricodayamti  辯駁、興論  18b-6(55-11) 

Wvk
（rgyu）：karana  因、生因、因緣  24a-1(70-3)；25a-2(73-5) 

Wvk
（rgyu）：hetu  因  23b-1(69-1) 

Wv-0-1{+-.k
（rgyu ba med pa）：apracarata  不動  21b-3(63-4) 

Wv-;-8K=-0v-0)#=-.-A=-){k
（rgyu la ’bras bu btags pa byas te）： 

        karane karyopacaraj krtva  於因上施設為果、將結果轉義為原因 
        24a-1(70-3) 
Wv,k

（rgyun）：dhara  相續  21a-5(62-4) 

"}-,=k
（sgo nas）：dvarena  由~產生的結果 22a-6(65-6) 

ak
（sgra）：dhvani  聲  22b-5(66-6) 

ak
（sgra）：wabda  語言、名稱  22b-3(66-3)；23b-4(69-8)；23b-5(69-9)； 

          24b-2(71-10)；24b-3(72-2)；24b-6(72-7)；25a-4(73-9)；25a-5(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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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a-5(74-3) 
a-#%,k

（sgra gcan）：rahu  羅睺  22b-5(66-6)；22b-7(67-4)；23a-2(67-9) 

a8m-+},k
（sgra’i don）：wabdartha  聲義、語義  23b-5(69-9) 

au0-.k
（sgrub pa）：sadhana  能成立、證成 20b-5(60-7)；21a-2(61-7) 

a}-0)#=-,=k
（sgro btags nas）：adhyaropya  增益、虛構  19b-4(57-12) 

0W-J#k
（brgya phrag）：wata  數百、百返  24a-2(70-5) 

0au0-.:-A-0k
（bsgrub par bya ba）：sadhya  所成、所立  22a-6(65-4)；25b-4(75-6) 

 $ 
$#k

（ngag）：vakya  語言  19a-7(57-4)；19a-7(57-6) 

$,-.k
（ngan pa）：ku-  低劣的  20a-6(59-1) 

${=-.k
（nges pa）：niwcaya  決定  18b-6(55-11)；19a-2(55-15)；19a-2(55-16)； 

               19a-2(55-17)；19a-3(56-1)；19a-4(56-4)；19a-4(56-5)； 

               19a-5(56-6)；19a-5(56-7)；19a-6~7(57-4) 
$}-0}k

（ngo bo）：bhava  自性、體性  20b-5(60-8)；20b-6(60-8~61-1)；21a-2(61-8)； 

            22a-6(65-5)；23b-1(68-8)；25a-3(73-7) 
$}-0}k

（ngo bo）：rupa  色  20b-5(60-5)；25a-3(73-7) 

$}-0}-(m+-<m=-Es0-.k
（ngo bo nyid kyis grub pa）： 

        svabhaviki ... siddhih  自性成立、自體成立  25b-6(67-7) 
$}:k

（ngor）：anurodhena  面向  22b-6(66-9) 

+$}=-.}k
（dngos po）：padartha  句義、實體、對象、範疇 22b-6(67-1)；23a-2(67-7) 

+$}=-.}k
（dngos po）：bhava  事物、法 18b-6(55-11)；19a-1(55-16)；19a-2(5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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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a-7(57-5)；19b-5(58-1)；20a-3(58-10)；22b-2(66-2)； 
                 22b-5(66-8) 
1$},-=v1k

（mngon sum）：pratyaksa  可被覺知的、現前  23b-6(69-13)； 

                     23b-7(70-1)；24a-1(70-2)；24a-1(70-3)；24a-3(70-6)； 

                     24b-1(71-7)；24b-2(71-10)；25a-6(74-3)；25a-7(74-8) 
1$},-=v1->m-3+-1k

（mngon sum gyi tshad ma）：pratyaksapramana  現量 23b-7(70-1) 

#},-.}k
（sngon po）：nila  青  23b-7(70-1)；24a-1(70-2~3)；24a-3(70-8)； 

                24a-5(70-10)；24a-5(70-11)；24a-5(70-12)；24a-7(71-4)； 
                24b-2(71-11)；24b-7(73-1)；25b-1(74-8)；25b-1(74-9) 
 % 
%$-1m-#=v$-0k

（cang mi gsung ba）：tusnibhava  根本不說、沉默  19b-1(57-8*) 

%mk
（ci）：kim  何  18b-7(55-13)；19b-1(57-7)；20b-1(59-7)；21a-6(62-5)；25a-1(73-2) 

%m-%{-
...
$1-,k

（ci ste...snyam na）：atha syat  倘若  23b-7~24a-1(70-1)；24b-4~6(72-4) 

%m-%{-
...
$1-,k

（ci ste...snyam na）：atha syat ... iti  倘若云  20a-4~5(58-14~15)； 

                            20b-3~4(60-4)；20b-6~7(61-3~4)；22b-1(65-9~10) 
%{=k

（ces）：iti  謂  22a-2(64-9)；25a-1(73-2) 

#%m#-.k
（gcig pa）：eki-  同一  22a-2(64-8) 

0%t#-.k
（bcug pa）：avatarika  導入  23a-7(68-7) 

 & 
&+-.-1-9m,-.k

（chad pa ma yin pa）：anuccheda  不斷 21b-1(63-2)
 

&}=-*1=-%+-0+#-1{+-.k
（chos thams cad bdag med pa）： 

        anatmanah sarvadharmah   一切法無我  22b-1(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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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k
（chos lugs）：acara  風俗  23b-3(69-3) 

1&m-]ok
（mchi gu）：wilaputraka  上磨石  22b-5(66-6)；22b-7(67-3)；23a-2(67-9)； 

                                   23a-5(68-2)；23a-5(68-3) 
1&m-]o8m-;v=k

（mchi gu’i lus）：wlaputrakasya wariram 上磨石之身軀  22b-2(66-1) 

1&}#k
（mchog）：uttama  殊勝  24b-1(71-9) 

8&+-.:-8>o:k
（’chad par ’gyur）：vaksyati  說、云  20b-2(59-9)；22a-2(64-7) 

8&+-.:-8>o:-0k
（’chad par ’gyur ba）：vaksyamana  將說明  23a-5(68-2) 

 ' 
'm-!+-`o-

...
6{=-0<+-+}k

（ji skad du...zhes bshad do）：yatha coktam ... iti 即如...所云 

                                         21b-7~22a-1(64-4~6) 
'm-W-0-06m,-`ok

（ji lta ba bzhin du）：yatha-  如同...般   25b-6(75-12) 

'm-W:-
...
W:k

（ji ltar...ltar）：tad  yatha-  如是、即   25b-6(75-12) 

'm-Nm+
...
+{-Nm+-`ok

（ji srid...de srid du）：tavat ... yavat  只要是... 便須...  

                              23b-1(68-8~69-1) 
8'1-.k

（’jam pa）：mrdu  柔  24b-1(71-8) 

8'm#-K{,k
（’jig rtan）：loka  世間  19b-1(57-6)；19b-3(57-11)；20a-5(59-2)； 

                  24a-2(70-4)；24a-7(71-4)；25a-4(73-9)；25a-5(74-2)； 
                  25b-2(75-2) 
8'm#-K{,->m-\o,-Q}0-_pk

（’jig rtan gyi rdzob tu）：lokasajvrtya  於世間之世俗中 

                                    23a-2(67-9)；24a-7(71-4) 
8'm#-K{,->m-G,-:0=k

（’jig rtan gyi rdzob tu）：lokavrddha  世間的長輩耆宿 

                                    23b-3(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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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m#-K{,->m-*-$+k
（’jig rtan gyi tha snyad）：lokasajvrtya  世間名言 

                                   24a-6(71-3) 
8'm#-K{,-.8mm-*-$+k

（’jig rtan pa’i tha snyad）：laukiko vyavaharah  世間名言 

                                    23b-3(69-5) 
 
8'm#-K{,-;-:0-_p-E#=-.k

（’jig rtan la rab tu grgs pa）：lokaprasiddhi  世間之共許的 

                                           23a-7(68-6) 
8'v#-.k

（’jug pa）：vartate  相應  24b-3(72-2) 

I{=-=v-+.#-.k
（rjes su dpag pa）：anumana   比量  25b-4(75-6) 

0I}+-.:-Ak
（brjod par bya）：vaktavya  應該說明  18b-7(55-12) 

0I}+-.:-A-%{k
（brjod par bya ste）：ucyate  回答、答曰  19a-4(56-4)；19a-7(57-5) 

 ( 
(1=-.k

（nyams pa）：upahata  損壞  19b-5(58-1) 

(1=-=v-B}$-0k
（nyams su myong ba）：anubhava  世俗經驗、直接經驗 

                               20a-1²(58-7²)；20a-2³(58-8³) 
(m+k

（nyid）：eva  即、而、唯、但  19a-2(55-17)；19a-3(56-2)；19b-3(57-11)； 

           20a-2(58-3)；20a-4(58-14)；20a-6959-3)；20b-3(60-2*)；20b-3(60-3)； 
           20b-6(61-2)；21a-6(62-6)；21a-7(62-7)；21a-7²(62-8²)；21b-1³(63-1³)； 
           21b-1(63-2)；21b-2(63-3)；22a-4(64-12)；22b-1(65-7)；22b-1(65-10)； 
           22b-4(66-5)；23a-1(67-6)；23a-4(68-1)；23b-2(69-3)；23b-4(69-6)； 
           24a-2(70-5)；24a-2(70-6)；24a-7(71-3)；24b-1(71-8)；24b-5(72-5)； 
           25a-1(73-1)；25a-5(74-2)；25a-7(74-6)；25a-7(74-8)；25b-6²(75-12²) 
({-0:-8';-0k

（nye bar ’jal ba）：upamana  譬喻量  25b4~5(75-7) 

({-0:-0)#=-.k
（nye bar btags pa）：upacara  施設、假設  24a-3(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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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k
（nye bar btags pa）：aupacarika  施設安立  24a-5*(70-11) 

({-0:-%},-.:-A{+k
（nye bar ston par byed）：upavarnayet  親自開示  19b-5(57-13~14) 

({-0:-;{,-.k
（nye bar len pa）：upadana  (近)取因  23b-7(70-1) 

({=-.-+{-(m+-`o-8>o:k
（nyes pa de nyid du ’gyur）： 

        sa eva dosah  成為過失、將有如此之過失   
        20b-3(60-3)；20b-6(61-1~2)；22b-1(65-7~8)；23b-4(69-6) 
(},-1}$=-.:-8>o:k

（nyon mongs par ’gyur）：parikliwyanti  困惑煩擾  19b-6(58-3) 

$1-`ok
（snyam du）：iti  如此、言、前說、如上(所述)  21a-3(61-11)；22b-4(66-5)； 

                25b-1(74-9*) 
$1-.k

（snyam pa）：iti  如是  25b-5(75-7) 

0$+-.k
（bsnyad pa）：vyapadiwyate  說明、陳述  21a-1(61-6~7)；24a-1(70-2) 

0$+-.:-A-+#}=k
（bsnyad par bya dgod）：vacya  必須說明、可言表的  20a-5(58-15) 

 ) 
#)}#=-.k

（gtogs pa）：gata  於... 之中、屬於  20b-6~7(61-3) 

0)#=-.k
（btags pa）：upacara  施設、假設  24a-2(70-4)；24a-4(70-9) 

0)#=-.k
（btags pa）：aupacarika  施設、假設  24a-4(70-8)；24a-5*(70-12) 

K{,k
（rten）：awraya  所依  24b-5(72-4)；24b-5(72-5)；24b-6(72-6)；25a-1(73-2)； 

          25a-4(73-9) 
K{,-%,k

（rten can）：awraya  所依  25a-6(74-4) 

K{,-%m$-8K{;-.:-8Ap$-0k
（rten cing ’bre par ’byung ba）： 

        pratityasamutpada  緣起觀待而生、緣生  20a-4(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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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k
（rten pa po）：upadatr  能依者  22b-7(67-3) 

K}#-#{-$,-.k
（rtog ge ngan pa）：kutarkika  乾慧派、詭辯家  20a-5~6(59-1~2) 

K}#-.-+$-K;-0k
（rtog pa dang bral ba）：kalpanapodha   離分別  25a-2(73-4) 

K}#=-.k
（rtogs pa）：adhigata  認識、理解  19a-1(55-14) 

K}#=-.k
（rtogs pa）：adhigama  認識  18b-7(55-14)；19a-1(55-15)；20a-6(59-4)； 

                 25b-4(75-7)；25b-5(75-9) 
W-0k

（lta ba）：darwana  見  22a-5(65-2)；22a-5(65-2*) 

0K#=-.k
（brtags pa）：prajbapti  審察；假名  22b-7(67-3) 

0K{,-,=k
（brtean nas）：awritya  依著... 而 24b-5(72-6) 

0K{,-,=k
（brtean nas）：upadaya  依於... 而  23a-2(67-9) 

0K{,-.-.}k
（brtean pa po）：upadatr  能依者  22b-7(67-5) 

0%,-0%}=-P}1-.k
（bstan bcos rtsom pa）：wastrarambha  造論  19a-3(56-2) 

0%,-.k
（bstan pa）：vyapadewa  顯現  24b-6(72-6)；25a-3(73-7)；25a-4(73-8) 

 * 
*-$+k

（tha snyad）：vyavahara  名言  20a-4(58-14)；22b-1(65-10)；22b-7(67-4)； 

                 23a-1(67-7)；23a-7(68-5)；23a-7(68-7)；23b-3(69-5)； 
                 23b-6(69-13)；23b-7(69-13~14)；24a-4(71-3)；25a-7(74-7*) 
*-++-.k

（tha dad pa）：vyatirikta  相異、不同  22b-2(66-1~2)；22b-2(66-3)； 

                   22b-5(66-7)；22b-5~6(66-9)；23a-1(67-6)；23a-3(67-10)； 
                   24a-3(70-8)；24a-5(70-11)  
*1=-%+k

（tham cad）：sarva  一切  19a-2²(55-17²)；19a-2(56-1)；19a-3(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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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a-3(56-2)；19a-6(57-2)；22b-1(65-9)；23a-7(68-5)； 
                   24b-1(71-9)；25b-2(75-3) 
*:-.-8+}+-.k

（thar pa ’dod pa）：mumuksu  欲求解脱  23b-1(68-8) 

*;-0:-8>o:-08m-@m:k
（thal bar ’gyur ba’i phyir）：prasavgat  應成過失之故   

                                      22b-7(67-2) 
*v#-.-1{+-.8m-[},k

（thug pa med pa’i skyon）：anavasthadosa  無窮之過患 

                                    21a-3(61-8~9) 
*v,-1}$-1-9m,-.k

（thun mong ma yin pa）：asadharana  不共  20b-5(60-5)；24b-6(72-7) 

1*}$k
（mthong）：drsti  見  22a-5(65-3) 

1*}$-0k
（mthong ba）：pawyati  看見  21b-3(63-6) 

8*+-.k
（’thad pa）：upapatti  論理  19b-1(57-8)；19b-2(57-9)；19b-2(57-10)； 

                 19b-3957-10)；23a-4(68-1)；23b-1~2(69-2) 
 + 
+$-.}k

（dang po）：prathama  第一  20a-3(58-10) 

+{-!+-`ok
（de skad du）：evam  即彼云  23a-7(68-7) 

+{-"}-,-(m+-`o-8>o:k
（de kho na nyid du ’gyur）： 

        tattvam eva syat  成為真實［空］性  23a-4(68-1) 
+{-"}-,-W:k

（de kho na ltar）：evam  只此無他般  23a-4(67-12) 

+{-"}-,-W:k
（de kho na ltar）：tathaiva  如同、正是如此、同樣地  19a-2(55-17) 

+{-W:k
（de ltar）：evam  如同、如是  19a-5(56-7)；19a-6(57-4)；20a-3(58-10)； 

              20a-6(59-3)；21a-1(61-6)；21b-4(63-8)；22b-3(66-3)；22b-6(67-1)； 
              23a-1(67-7)；23b-6(69-11)；25a-6(74-3)；25b-5(75-9) 
+{-06m,-#<{#=-.8m-cu;-.k

（de bzhin gshegs pa’i sprul 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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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thagatanirmita  如來之化身  19b-4(57-13) 
+{8m-3|k

（de’i tshe）：tada  彼時、在那個時候  19a-3(56-1)；19a-5(56-6)； 

                19a-5(57-1)；20b-1(59-8)；20b-1(59-9)；21a-2(61-8)； 
                21b-5(63-9)；21b-6(64-2)；23b-3(69-5)；23b-4(69-6)； 
                23b-6(69-11) 
+},k

（don）：artha  對象  19a-1(55-14)；20a-6(59-2)；23b-5(69-9)；24b-2²(71-10²)； 

          25a-4(73-9)；25a-6(74-4)；25b-1(74-9)；25b-4(75-6~7)；25b-4(75-7)； 
          25b-5(75-10)；25b-6(75-10) 
+},k

（don）：padartha  義  25a-5(74-2) 

+},-K}#=-.k
（don rtogs pa）：arthadhigama  認識對象  19a-1(55-15)；25b-5(72-6) 

+},-+1-.k
（don dam pa）：paramartha  勝義  19b-1(57-7)；19b-2(57-9)；23b-4(69-6) 

"}-,k
（kho na）：vaiyarthya  唯  19a-3(56-2) 

+},-1{+-.k
（don med pa）：vyartha  無義意  20a-6(59-3)；25a-7(74-8) 

+},-1m-7-0:k
（don mi za ba）：avawyam  不容懷疑  23a-4(67-12)；23b-3(69-5) 

0+#-#m-$}-0}k
（bdag gi ngo bo）：atmabhava  自身、自體  23b-1(68-8) 

0+#-1{+-.k
（bdag med pa）：anatman  無我  22b-1(65-9) 

0+{-0k
（bde ba）：sukha  安樂  24a-2(70-4)；24a-2(70-5) 

0+{,-.k
（bden pa）：satya  諦  23a-7(68-5)；23b-1(69-1)；23b-2(69-2) 

8`o-<{=k
（’du shes）：sajjba  想  19b-4(57-13)；19b-5(57-14) 

8+}+-&#=-+$-K;-0k
（’dod chags dang bral ba）：vairagya  離貪  19b-5(57-14) 

0Lk
（kho na）：sajketa 名稱、記號  22b-5(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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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m-1{-)}#k

（nam mkha’i me tog）：khapuspa  虛空花  21b-6(64-2) 

M1-.-*1=-%+-`ok
（rnam pa thams cad du）：sarvatha  一切種、在任何情況下 

                                   21a-5(62-2)；22b-1(65-9)；25a-4(73-8) 
M1-.:-8'}#-.k

（rnam par ’jog pa）：vyavastha  安立、建立、訂定 23b-2(69-2) 

M1-.:-K}#-.k
（rnam par rtog pa）：vikalpaka  概念、分別  25a-2(73-4~5) 

M1-.:-+?+-.k
（rnam par dpyad pa）：vicarymana  審察、詳察   

                               23a-2(67-8)；23a-3(67-10)；23a-4(68-1~2) 
M1-.:-<{=-.k

（rnam par shes pa）：vijbana  識  20b-5(60-7)；22a-6(65-5)； 

                            24b-4~5(72-4~5)；24b-5~6(72-6)；24b-6²(72-8²)； 
                            24b-7(72-9)；24b-7(73-1)；25a-1(73-2)； 
                            25a-1(73-3)；25b-2(75-1~2) 
M1-.:-<{=-.-Hs#k

（rnam par shes pa drug）：vijbansatka  六識   

                                   24b-7(72-9)；24b-7(73-1) 
'$-0-1{+-.k

（snang ba med pa）：adrwyata  不顯現  21b-3(63-4) 

 . 
+.{k

（dpe）：nidarwana  例如、喻例  23a-1(67-5)；23a-1(67-6)；23a-3(67-9~10) 

+?+-.-6m0-1}k
（dpyad pa zhib mo）：suksmeksika  詳細審察  23a-7(68-7) 

]m8m-13,-(m+k
（spyi’i mtshan nyid）：samanyalaksana  共相  20a-7(59-7)； 

                             21a-1(61-5~6)；23b-6(69-11)；25b-2(75-2~3) 
cu;-.k

（sprul pa）：nirmita  化身  19b-4(57-13) 

c}=-.-1$8-0k
（spros pa mnga’ ba）：prapabcasajbhava  具有戲論  19b-2(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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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k
（spros pas chog）：alaj prasavgena  繁文縟節已經說得很多了 

                          25b-6(75-12) 
 / 
/,-3u,-W}=-.-21->m=k

（phan tshun ltos pa tsam gyis）： 

        parasparapeksamatrataya  唯相互觀待而(成立)  23a-4(67-11*) 
/,-3u,-+A{-0k

（phan tshun dbye ba）：parasparabheda  相互的區別  25a-2(73-3) 

/v$-.}k
（phung po）：skandha  蘊  23a-2(67-9) 

@m,-%m-;}#k
（phyin ci log）：viparita  顛倒   

                      19b-6(58-2)；20a-3(58-10)；20a-5(58-15)；20a-6(59-2) 
@m:k

（phyir）：-tvat  之故  18b-7(55-14)；19a-5(56-7)；19b-7(58-5)； 

            21b-5²(63-10²)；21b-6(64-1)；21b-6(64-2)；21b-7(64-2)； 
            21b-7(64-3)；22b-3(66-3)；23a-2(67-8)；24b-5(72-5)；24b-7(73-1)； 
            25a-2(73-5)；25a-4²(73-9²) 
@m:-0S}#-.k

（phyir bzlog pa）：pratyavasthana  反論、回遮  20a-2(58-9) 

@}#=k
（phyogs）：paksa  品、類、方向  23b-2(69-3) 

8/#=-.k
（’phags pa）：arya  聖者  19b-1(57-6)；19b-1(57-7)；19b-1(57-8)； 

                    19b-2(57-9)；19b-2(57-10)；19b-6(58-1)；19b-6(58-3)； 
                    21a-5(62-4) 
 0 
0v1-.k

（kho na）：ghata 瓶  23b-6(69-13)；24a-2(70-3)；24a-3²(70-6²)；24a-4(70-10)； 

             24a-7(71-4)；24a-7(71-5)；24b-1(71-6)；24b-2(71-7)；24b-2(71-11) 
0v1-.8m-({-0:-;{,-.-#},-.}k

（bum pa’i nye bar len pa sngon po）： 

        ghatopadananila  瓶之取因青  23b-7(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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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v8m-8k
（bong bu’i raw）：kharavisana   驢角  19a-5(56-7)；24a-4(70-9) 

A-0k
（bya ba）：kriya  動作、作用   22a-4(65-1)；22a-6(65-4)；22a-7(65-6)； 

             22a-7(65-6)；22b-1(65-10) 
A-0-+$-A{+-.-.}k

（bya ba dang byed pa po）：kriyakarana  動作與造作者  23b-5(69-9) 

A$-&u0-={1=-+.8k
（byang chub sems dpa’）：bodhisattva  菩薩   21b-3(63-6*) 

A{-K#-_p-0<+-.k
（bye brag tu bshad pa）：vyutpatti  特別的談論、語義解釋  

                                 20b-5(60-7)；23b-4(69-8)；24b-4(72-3)； 
                                 25a-4(74-1) 
A{+-.k

（byed pa）：karana  作具   20b-3(60-3)；20b-3(60-4)；20b-6(61-1)； 

                22a-4(64-14)；22a-4(65-1)；22a-6(65-5) 
A{+-.-.}k

（byed pa po）：karaka  造作者   23b-4(69-8)；23b-5(69-9) 

R}k
（blo）：buddhi  覺、心   22b-3(66-4) 

R}-E}=-<m-1m#k
（blo gros kyi mig）：matinayana  智慧之眼  19b-5(58-5) 

+0$-#m=k
（dbang gis）：anurodhena  依據... 而來說、由... 自在轉   20a-7(59-7) 

+0$-.}k
（dbang po）：aksa  根、感官  24b-2(71-11) 

+0$-.}k
（dbang po）：indriya  根、感官  25a-3(73-7) 

+0$-.}k
（dbang po）：saksat  根、感官  24a-2(71-10) 

8K=-0vk
（’bras bu）：karya  果  23b-7~24a-1(70-2) 

8K{;-.k
（’brel pa）：sajbandha  關係   22b-4(66-6) 

 1 
1-=0-.k

（ma khyab pa）：avyapita  不周遍   24a-6~7(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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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k
（ma nges pa）：aniwcita  不決定   19a-3(56-2)；19a-4(56-5)；19a-5(56-6) 

1-#)}#=k
（ma gtogs）：vyatirekena  不包含、不屬於  24a-6(71-2) 

1-#)}#=-.:k
（ma gtogs par）：vina  除了... 以外   22a-1(64-7) 

1-:X#-.8m-:0-:m0-<m=-R}-E}=-<m-1m#-(1=-.k
（ma rig pa'i rab rib kyis blo gros kyi mig nyams 

pa）：avidyatimiropahatamatinayana  以無明之翳障來損壞慧眼   19b-5(58-1~2) 
1m-8Ds;-0k

（mi ’khrul ba）：avyabhicarin  無誤   25b-4(75-6) 

1m-#,=-.k
（mi gnas pa）：anavasthanata  不住  21b-1(63-2) 

1m-#2$-0-(m+k
（mi gtsang ba nyid）：awucita  不淨性   19b-3(57-11~12) 

1m-13u$=-.k
（mi mtshungs pa）：atulya  不相同   22b-3(66-3) 

1m#-#m-M1-.:-<{=-.k
（mig gi rnam par shes pa）：caksurvijbana  眼識  24b-5(72-5)； 

                                       25a-6(74-4)；25a-7(74-8) 
1v-%{#=-.k

（mu stegs pa）：tirthika  外道、他學派論者  22b-5(66-9)；22b-6(67-1) 

Bp-]ok
（myu gu）：avkura  苗芽  19b-7(58-5)；24b-6(72-7) 

+1m#=-.k
（dmigs pa）：alambana  所緣  21a-6³(62-6³)；21a-7(62-7)；22b-4(66-4) 

+1m#=-.k
（dmigs pa）：upalabha  看見   24a-3(70-7) 

+1m#=-.k
（dmigs pa）：upalambha  認識、看見、注意   23a-1(67-6) 

e=-.k
（smras pa）：ucyate  論述  25a-5(74-2) 

 1 
21k

（tsam）：matra  唯   22a-5(65-2)；22a-7(65-6)；22b-4(66-4)；23a-4(6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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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b-1(68-8)；23b-5(69-10)；25a-3(73-6) 
#2t#-,-:m,-.}-&{=-bo=-.k

（gtsug na rin po ches zhus pa）： 

        ratnacudapariprccha  《寶髻所問經》云   21a-5(62-4) 
#2~-0}:->o:-.8m-A-0k

（gtso bor gyur pa’i bya ba）： 

        pradhanakriya  主要動作、主作用  22a-6(65-4)；22a-6~7(65-6)； 
        22a-7(65-6) 
P-0k

（rtsa ba）：mula  根、本  23b-1(68-8~69-1) 

P}1-.k
（rtsaom pa）：arambha  造(論)、著述  19a-3(56-2)；20a-3(58-10~11)； 

                  20a-4(58-11) 
 3 
3+-1k

（tshad ma）：pramana  量  18b-6(55-12)；19a-1(55-14~15)；19a-1(55-15)； 

                19a-6(57-1)；20a-7(59-4)；23b-7(70-1)；25a-3(73-7)； 
                25a-7(74-8)；25b-6(75-11) 
3n#k

（tshig）：vacana  文字語言 25b-4(75-7) 

3~:-0k
（tshor ba）：vedana  受  23a-5(68-2) 

3~:-08m-B}$-0k
（tshor ba’i myong ba）： 

        vedanaya anubhavah  經驗、領略感受  20b-4(60-6*) 
13,-(m+k

（mtshan nyid）：laksana  性相、定義、特徵 18b-6~7(55-12)；19a-6(57-1)； 

                 20a-7(59-5)；20b-1(59-7)；20b-1(59-9)；20b-2(59-11)； 
                 20b-2(60-1)；20b-3(60-2)；21a-4~5(62-2)；21b-4(63-9)； 
                 21b-5³(63-10³)；21b-5(64-1)；21b-6(64-2)；21b-6~7(64-2)； 
                 21b-7(64-3)；22a-1(64-5)；22a-1(64-7)；22a-3(64-11~12)； 
                 23a-3(67-11)；23b-3(67-11)；23b-3(69-5)；23b-6(69-11)； 
                 23b-7(69-14)；24a-2(70-4~5)；24a-6²(71-3²)；25a-2(73-4)； 
                 25b-1(74-9) 
13,-#6mk

（mtshan gzhi）：laksya  所相、事例、事相 20b-1(59-8)；20b-1(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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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b-2(59-10)；20b-2(59-11)；21a-4(62-2)；21b-4(63-9)； 
                      21b-5²(63-10²)；21b-5(64-1)；21b-6³(64-1³)；21b-7(64-3)； 
                      22a-1²(64-5²)；22a-3(64-12)；22b-5(66-9)；23a-3(67-11)； 
                      23b-3(69-5)；23b-4(69-6)；25b-2(75-2)  
13u$=-.-(m+k

（mtshungs pa nyid）：samatva  同分、一致性  20a-2(58-8) 

13~,-.:-A{+-.k
（mtshon par byed pa）：laksyate  賦予特徵   21b-4(63-8)； 

                               20b-3(60-2)；21a-4(62-1) 
13~,-A-@m,-%m-;}#k

（mtshon bya phyin ci log）：laksyavaiparitya  顛倒的名相  

                                     20a-6(59-2) 
 4 
84n,-.k

（’dzin pa）：grahana  把握、攫取   21a-3(61-10) 

0Qw,-.k
（brdzun pa）：mrsa  欺誑、虛妄  20a-1(58-7) 

 6 
6,-.k

（zhan pa）： manda  低劣   24b-5(72-4) 

6{=k
（zhes）：iti  如是、言、說、如上(所述)  19b-7(58-4)；20a-1(58-6)；20a-2(58-9)； 

          20a-4(58-12)；20b-2(59-11)；21a-1(61-6)；21a-2²(61-7²)；21a-5(62-5)； 
          21b-4(63-7)；22a-1(64-6)；22a-3(64-12)；22a-5(65-4)；23a-7(68-6)； 
          23a-7(69-1*)；24a-1(70-2)；24a-2(70-5)；24a-6(71-2)；24b-1(71-9)； 
          24b-5(72-5)；24b-6(72-7)；24b-7(73-1) 
6{=-A-0k

（zhes bya ba）：iti  所謂   18b-7(55-13)；19a-1(55-16)； 

                    19a-2(55-17)；20b-6(61-1)；21a-4(62-1)；23b-6(69-13)； 
                    24a-3(70-6)；24b-6(72-8)；25a-6(74-3) 
#6,k

（gzhan）：antara  他、其餘 19a-5(56-7)；20b-6(60-8)；21a-4(62-1)； 

              22b-3(66-4)；22b-4(66-5)；22b-4(66-6*)；22b-6(67-2)； 
              23a-1(67-6)；23b-2(69-3*)；23b-2(69-3~4)；23b-6(6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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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m-+0$k
（gzhan gyi dbang）：paratantra  他自在轉  25a-3(73-6) 

#6,-.k
（gzhan pa）：nana-  別異  22a-2(64-8) 

#6;-Ak
（gzhal bya）：prameya  所量  20a-4(58-14)；20b-1(59-8)；21a-1²(61-5²)； 

                  21a-1(61-6)；23a-6(68-5)；25a-7(74-7)；25b-6(75-11) 
#bo$-;v#=k

（gzhung lugs）：samaya  學說、經義  22b-6(67-1) 

 7 
S-0-#(m=k

（zla ba gnyis）：dvicandra  雙月  20a-2(58-8) 

S}#-.:-A{+k
（zlog par byed）：vinivartayat  遮阻  23b-2~3(69-4) 

#7m#=-.k
（gzigs pa）：-vid  智   24a-7(71-4) 

#7v#=k
（gzugs）：rupa  色  23a-2(67-8)；23a-5(68-2)；24a-6(71-1)；24a-6(71-2) 

#7v#=-%,k
（gzugs can）：rupin  具色  25a-1(73-2) 

 8 
8}-,-%m-6{-,k

（’o na ci zhe na）：kij tarhi  那麼為何？  20b-2(60-1)；22a-7(65-6)； 

                        23a-5(68-2) 
8},-<$k

（’on kyang）：kij tu  雖然  19b-2(57-10)；23a-7(68-6) 

 9 
9$-+#-.k

（yang dag pa）：samyak   清淨、正確  20a-5(59-1)；22b-1~2(65-10) 

9$-+#-.8m-${=-.k
（yang dag pa’i ngas pa）：samyagniwcaya  正確的決定 

                                   19a-1(5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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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m+-<m-M1-.:-<{=-.k
（yid kyi rnam par shes pa）：manovijbana  意識  24b-7(72-9)； 

                                       25a-1(73-3) 
9v;k

（yul）：visaya  對境  18b-7(55-13)；19a-6(57-2)；24a-1(70-4)；24a-3(70-6)； 

          24b-6(72-8)；25a-1(73-3)；25a-4(73-8)；25b-4(75-6) 
9v;->m-9v;-%,k

（yul gyi yul can）：visayavisaya  具對境之對境  24b-4(72-2*) 

9}$=-=v-#%+-.:-A-0k
（yongs su gcad par bya ba）：paricchedya  所決斷  23b-7(70-1) 

9}$=-=v-#%}+-.k
（yongs su gcod pa）：pariccheda  決斷、識別  22a-3(64-12)； 

                              22a-4(64-14)；22a-7(65-7) 
9}$=-=v-(},-1}$=-.:-8>o:k

（yongs su nyon mongs par ’gyur）： 

        parikliwyante  極困惑煩擾  19b-4(57-12) 
9}$=-=v-K}#-.:-A{+k

（yongs su rtog par byed）： 

        parikalpayiwyamas  虛妄分別   19a-6(57-1) 
9}$=-=v-<{=-.k

（yongs su shes pa）：parijbana  清楚認識、遍了知  22a-3(64-11) 

9}+-.k
（yod pa）：sat  有、存在  25b-5(75-10)；25b-6(75-10)；22b-2(66-2) 

 : 
:#-;=-.k

（rag las pa）：adhina  觀待  18b-7(55-14)；20a-6(59-4)；24b-4(72-4) 

:$-#m-$}-0}k
（rang gi ngo bo）：svarupa  自己之體性   20b-4~5(60-5)；25a-3(73-7) 

:$-#m-0+#-(m+k
（rang gi bdag nyid）：svatman  自體  21b-7²(64-3²) 

:$-#m-13,-(m+k
（rang gi mtshan nyid）：svalaksana  自相  20b-5(60-5)；20b-5(60-8)； 

                              20b-6(61-1)；20b-7(61-4)；20b-7~21a-1(61-5)； 
                              21a-1(61-5)；21a-1(61-6)；21a-3(61-11)； 
                              22b-2(66-2~3)；22b-3(66-2)；25b-2(75-2) 
:$-#m-#bo$-;v#=k

（rang gi gzhung lugs）：svayamaya  自己的學說  22b-6(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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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m,k
（rang bzhin）：rupa  性質  19a-7(57-4)；20b-7(61-5) 

:$-06m,k
（rang bzhin）：svabhava  自性  21b-7(64-4)；24a-2(70-5) 

:$-:m#-.k
（rang rig pa）：svasamvitti  自證   21a-3²(61-10²)；21a-3(61-11)； 

                    21a-4(62-1)；21a-5(62-3)；21b-4(63-8) 
:0-_p-E#=-.k

（rab tu grags pa）：prasiddha  廣為所知   25a-4(73-9) 

:0-:m0k
（rab rib）：timira  翳障  19b-5(58-1) 

:;-Em8m-=}k
（ral gri’i so）：asidhara  刀刃  21a-7(62-8) 

:m#-.k
（rig pa）：-vid  智、覺知  24b-1(71-7) 

:m#=-<m-0vk
（rigs kyi bu）：kulaputra  善男子、種姓之子  21b-3(63-6) 

:{-6m#k
（re zhig）：tavat  首先、最初  19a-5(56-6)；20a-3(58-10)；21a-6(62-6)； 

               21b-5(63-9) 
Tt$k

（rlung）：vayu  風  24a-6(71-2) 

 ; 
;-;:k

（la lar）：kvacit  在某些地方   23b-1(69-2) 

;-=}#=-.k
（la sogs pa）：-adi-  等等  22a-6(65-5)；22b-3(66-4)；22b-5(66-8)； 

                     23a-5(68-3*)；24a-1(70-3)；24a-6(71-2) 
;#-.k

（lag pa）：pani  手  22b-3(66-4) 

;=k
（las）：karman  對象、賓詞  20b-3(60-3)；20b-6(61-1)；20b-7(61-3)； 

          25b-4(75-7) 
;=-(m+k

（las nyid）：karmata  對象性   20b-5(60-8)；21a-3(61-10) 

;=-;-Kx-@-A=-,=k
（las la lyut byas 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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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rmani lyutaj krtva  於對象附上 lyut（-ana）當接尾辭  20b-3(60-1~2) 
;=-=v-au0-.k

（las su sgrub pa）：karmasadhana  作為對象而成立  20b-5(60-7)； 

                          21a-2(61-7) 
;v-@k

（lu t）：lyut  賦予特徵(-ana)  20b-2(60-1) 

;v$k
（lung）：agama  聖教  23b-6(69-11)；25b-1(74-9)；25b-1(75-1)；25b-4(75-7) 

Kx-@k
（lyu t）：lyut  賦予特徵(-ana)  20b-3(60-2) 

 < 
<m,-_p-+!8k

（shin tu dka’）：atikasta  十分困難  25b-5(69-8~9) 

<{=k
（shes）：janati  了知  21b-3(63-5)；25b-1(74-8~9) 

<{=-.k
（shes pa）：jbana  知  20b-3(60-4)；21a-4(62-1)；22a-4(64-14)；22a-7(65-6)； 

              22a-7(65-7)；24b-3(72-1)；24b-3(72-2)；25a-7(74-6)；25b-3(75-4)； 
              25b-4(75-6) 
<{=-.k

（shes pa）：pratyaya  知道  25a-1(73-1~2) 

0<+-.:-A-%{k
（bshad par bya ste）：ucyate  答曰  20b-4(60-4~5)；21a-3(61-11)； 

                             23a-7(68-7)；25a-4(74-1) 
 = 
=k

（sa）：prthivi  地  20b-6(61-3)；22b-2(66-3)；22b-5(66-7~8)；23a-3(67-10)； 

        24a-5(70-11) 
=-0},k

（sa bon）：bija  種子  20a-1(58-6) 

=$=-W=k
（sangs rgyas）：buddha  佛陀  24a-1(70-2) 

={1=k
（sems）：citta  心  21a-5(62-4)；21a-6(62-5)；21a-6(62-6)；21a-7(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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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a-7(62-8)；21b-1(63-1)；21b-1(63-2)；21b-3(63-6)；22a-5(65-1)； 
             22a-7(65-7)  
={1=k

（sems）：manyase  思考  21a-3(61-10) 

={1=-<m-Wv+k
（sems kyi rgyud）：cittadhara  心相續、心流  21b-2(63-4) 

={1=-<m-Wv+k
（sems kyi rgyud）：cittadhara  心相續、心流  21a-5(62-4) 

={1=-;=-Ap$-0k
（sems las byung ba）：caitasa  心所、心所有法  22a-5(65-2) 

=}-=}8m-[{-0}k
（so so’i skye bo）：prthagjana  異生、凡夫   19b-5(58-3) 

N-0k
（sra ba）：kathinya  堅硬  20b-4(60-6)；20b-7(61-3)；22b-5(66-7)；23a-3(67-10) 

U}0-+.},k
（slob dpon）：acarya  阿闍黎、軌範師  23a-3(67-12) 

0=;-0k
（bsal ba）：nirakarana  去除  23b-2(69-3) 

 > 
>k

（ha）：deva  天、天人  19b-4(57-13) 

[#-.:-a}-0)#=-,=k
（lhag par sgro btags nas）：adhyaropya  增益、虛構  19b-6(58-2) 

[#-.:-a}-0)#=-.k
（lhag par sgro btags pa）：adhyaropa  增益、虛構  20b-3(58-10) 

[#-1k
（lhag ma）：wesa  其餘的、其他的  20a-3~4(58-11) 

[,-%m#k
（lhan cig）：saha  同時、一起  24b-7(72-9) 

 [,-%m#-8Ap$-0k
（lhan cig ’byung ba）：sahabhavin  同時俱生  22b-3(66-4) 

 ? 
?{-1-<m-dp+k

（ae ma kyi hud）：aho bata  哀哉！  23b-5(6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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