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grahavyāvartanī
【題解】
後魏三藏毘目智仙與瞿曇流支的漢譯本(以下皆簡稱「毘譯」)，將題名譯為
《迴諍論》。毘譯題名中的「迴」，係對譯vyāvartanī一字。此字源自動詞語根vṛt
加上前綴詞vi-ā所形成的動詞vyāvṛt。√vṛt原本即意為回、轉，再加上前綴詞vi-ā，
除了仍保有「回、轉」的意涵外，更有分離、甚至是終止、消滅的意思。概因vṛt
不僅意指「回、轉」，同時也有「發生」、「存在」、「發展」等義，指一種持續不
斷地轉變形式的存在動態。因而，當vṛt加上了表「分別」與「隔離」的前綴詞
vi，以及表「趨向」或「反向」的前綴詞ā之後 1 ，便又另外衍伸出兩種主要的字
義：一是區別、一是終止。但這兩種意思其實彼此是互有關聯的。
√vṛt，作為一種「持續不斷地轉變形式的存在」，是由各種不同的存在形式
所串連而成的存在之流，而形式的不同就是一種分別。且正因為一個存在形式勢
必關乎前一形式的消解與後一形式的產出，倘若將這些不同的存在形式分隔開
來，也就是切割了這個存在之流的接續性，以致於中止了此一存在流程朝其原先
的動向繼續延展，故vyāvṛt意味著回轉，也意味著區隔與滅除 2 。
而vyāvartanī作為vyāvṛt的分詞衍生字，也保留了類似的意涵。MonierWilliams在辭書中就列出vyāvartanī的六項字義為：1.阻止、移除。2.排除在外。
3.(道路之)轉折。4.(蛇之)盤繞成圈。5.反向以對。6.回轉、環繞。尤其在「阻止、
移除」一項中，著者還特別舉出本論題名‘vigraha-vyāvartanī’以為例證 3 。
除開上述解釋中第三與第四項的特定用法不談，當我們以其餘的四種字義切
入理解vyāvartanī在本論題名中的意義時，都不應忽略由其原始字根vṛt所賦予的
那種在動作上有所「回旋」的動態感。vyāvartanī不僅是動作方向的反向繞轉，
它同時也是一種「回絕」。亦即，藉由這樣的回轉行為，來停滯並禁斷此一動向
的持續延伸；更精確地說，乃是藉由此一行動在動作方向上的回轉，來避繞此一
行為之原先動線所必經的某種存在。就此而言，毘譯以「迴」迻譯vyāvartanī，
尤為深切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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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動詞前綴詞vi，見M.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p.949。動詞前綴詞ā，見
M.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p.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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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M.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p.1009 及p.1039。並見金克木，
「試論梵語中
的有—存在」，《梵佛探》頁 107-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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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p.1039.
4
察「回」一字，見《說文解字注》：「回，轉也。淵回水也」，又「迴，辶之假借也，又曰回，
違也」
。可見「回」(或「迴」)字，一意為動向的反轉旋繞，另意為「違」
。而「違」一字，據《說
文解字注》
：
「違，離也。」
，察辭書所列，
「違」在作為動詞使用時，主要有四種字義；一作「離
開、離別」，如喬知之，《擬古贈陳子昂詩》：「節物感離居，同衾違故鄉」
。又作「距離、相距」
解，如《禮記‧中庸》：「忠恕違道不遠，施諸己而不願，亦勿施於人」
。另作「反、背」解，如

其次是毘譯以「諍」對譯的vigraha一字。依Monier-William的說法，vigraha
有兩種解釋。一是將vigraha視為由前綴詞vi加上名詞graha所形成的複合詞
(compound)，當此解釋時，作為複合詞的vi-graha，意為「從執持者那裡解放出
來」 5 。另一解釋則以vigraha源於前綴詞直接加上動詞語根grah所形成的動詞
vigrah，當此解釋時，vigraha並非作為複合名詞的vi-graha，而是動詞vi-√grah的
衍生字。√grah原意為緊捉、執持某物，也意為強奪，或意為獲取 6 ，加上前綴詞
vi之後，則有分開、分離、獨立，或開戰、反擊，以及爭吵、口角等意 7 。而由
動詞vi-√grah而來的衍生字vigraha，依照Monier-William所列出的幾種解釋，除了
「分開、竦隔」一義之外，在梵文的文法術語上，此處的vigraha還特指一「獨立
的字」
，亦即「將複合詞分析拆解，直至最後不可再行分割」
。複合詞為印歐語系
中所常見，其內容是將各種意義不同的字詞拼組起來，形成一涵蓋原先字義，但
意涵又更豐富的字，vigraha就是將這些經過組合的字詞拆解還原成最基礎的組成
份子。這意味著，這些最小單位的字義本身即是彼此相異且無交集的，因而vigraha
又指「敵對陣營的衝突」，甚至是「齟齬、口角、鬥爭」等義 8 。
幾乎所有現前可見的譯本，皆以vigraha-vyāvartanī為限定複合詞
(Tatpuruṣa)。所謂「限定複合詞(determinative compound)」
，粗略地說，即是後一
字的定義為前一字所規制，故現存各譯本泰半大同小異地將vigraha-vyāvartanī理
解為「諍論的回絕」 9 。vigraha解作「諍論」或無疑義 10 ，然而吾人於此更應注
意到，在這樣的言詞爭執背後，其實正預設了論敵對於自身信念的執持，爭端也
正因此一執持而引發。龍樹之所以作論「迴諍」，或許正是表明他想藉由反破論
敵的無理詰難，迫使對方放棄對錯誤信念的執持，回歸「中道」正途。

《孟子‧梁惠王上》：「不違農時，穀不可勝食也」
。或作「避開」解，如《遼史․卷三十二․營
衛志中》：「秋冬違寒，春夏避暑，隨水草就畋漁，歲以為常」
。故就上述字義可知，毘譯以兼具
了「動向繞轉」、「距離分隔」與「避免」等義的「迴」字理解vyāvartanī，實為貼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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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本論題名的翻譯部分，梶山雄一的日譯獨樹一幟地將 vigraha-vyāvartanī 理解為「論爭
的超越」。對應於 vyāvartanī，梶山大膽地以積極意義的「超越」來置換較為消極的「回絕」
，這
樣的做法光就辭書所列，並沒有足以支持此一新解的明確理據，故梶山這種全然有別於傳統路線
的新進詮釋，其用意與論據值得吾人深入玩味。
10
藏本以rtsod pa迻譯vigraha，尤其突顯vigraha在價值論的層面上，全然是「無謂的口舌之爭」，
但這樣的負面意涵在梵文原詞本身並不十分顯著。以山口益的法譯為例，其題名‘Pour Écarter les
Vaines Discussions’ 就特別強調vigraha乃是一vaines discussions (沒有意義的、無必要的爭論)。概
因山口益的法譯本成書時，梵本尚未發現，故山口氏的翻譯其實是忠實反映了藏本譯者當初以
rtsod pa抉擇vigraha一義的觀點。但這樣的翻譯在近代譯本並不多見；如Frauwallner的德譯題名
‘Die Streitabwehrerin’，與F. J. Streng的英譯題名‘Averting the Arguments’或T.E.Wood的英譯題名
‘Overturning the Objection’，都僅是將vigraha譯為Streit和argument，或譯為objection，而未以任何
形容詞特別指出vigraha作為「爭論」，是缺乏意義及價值的。

第一頌
【梵本】
sarveÿ˜Ð bh˜v˜n˜Ð sarvatra na vidyate svabh˜vaþcet /
tvadvacanamasvabh˜vaÐ na nivartayituÐ svabh˜vamalam //
【毘譯】
ਬҎӭ༇ᥒ˷݅ዢঅҎӭ˷݅ዢف༇ᥒ˷ٙோᒂ߹ᥒ˹
【語譯】
如果一切法(bhāva) 11 的自性(svabhāva)，無論在何種情況下，都不存在
(na vidyate)；則你那無自性的言語陳述，並不能夠用以回絕
(nivartayitum)自性。
【釋義】
本偈頌是論敵質疑龍樹，如果主張「一切法空」
，即是主張「一切法無自性」
，
如此將自相矛盾。在本頌長行起始，論敵如是說道：
yadi sarveṣām bhāvānāṃ hetau pratyayeṣu ca
hetupratyayasāmagryāṃ ca pṛthak ca sarvatra svabhāvo na vidyata iti
kṛtvā śūnyāḥ sarvabhāvā iti /
如果，於因(hetu)、於緣(pratyaya)、於因緣之和合(sāmagrī)、或離於因
緣之外(pṛthak)，無論何時何處，一切法的自性都不存在(na vidyate)。如
此，則可宣稱「一切法空」(śūnyāḥ sarvabhāvāḥ) 12 。
就論敵的立場，主張一切法「無自性」，就是主張一切法「不存在」(na
vidyate)。既然主張一切法不存在，則龍樹本人的言語陳述，無疑地亦屬於一切
法，因而此言語陳述也是「無自性」，亦即是「不存在」的。本頌長行解釋：
yadyevam tavāpi vacanaṃ yadetacchūnyāḥ sarvabhāvā iti tadapi
śūnyam /
假使如此，則甚至連你的言語陳述—「一切法空」—也同樣是空。
既然言語陳述是「空」
，是「無自性」
，是「不存在」
，龍樹又如何以一個「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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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āva, √bhū，意為存在、存在物、有。而也出現於本頌，意指「存在」的vidyate, √vid，同樣
也意為存在、存有。關於梵語中表述「存在」的語詞，其概念與相關分析，請參考金克木「試論
梵語中的有──存在」
，錄於《梵佛探》頁 90-112。又見萬金川「存在、言說與真理」
，錄於《辭
義之爭與義理之辨》頁 223-243。
Leonard C.D.C. Priestley, ‘The Term bhāva and the Philosophy of Nāgārjuna’ , in Studies on Buddh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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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言語陳述，去行使一個唯有「存在」的言語陳述才具備的功能，針對論
敵原先的命題「一切法有自性」進行回覆並拒斥(nivartayitum)對方所主張的「自
性」？長行舉例說明：
tasmādanena sarvabhāvasvabhāvavyāvartanamaśakyaṃ kartum /
na hyasatāgninā śakyaṃ dagdhum / na hyasatā śastreṇa śakyaṃ
chettum /
na hyasatībhiradbhiḥ śakyaṃ kledayitum /
evamasatā vacanena na śakyaḥ sarvabhāvasvabhāvapratiṣedhaḥ
kartum /
…所以，以之回絕(vyāvartana)一切法的自性，是不可能做得到的
(aśakyaṃ kartum)。
就像是，不可能以一團不存在的火焰，去行燃燒；不可能以一柄不存在
的武器，去行切割；
不可能以不存在的水，去行潤澤。
同樣地，不可能以不存在的言語陳述(vacana)，去行一切法自性的否定
(pratiṣedha)。
所以，龍樹「一切法無自性」的主張，是謬誤的。依B.K.Matilal的看法，論
敵在本頌及第二頌中所採取的論難方式，與《正理經》二十四種「誤難」(jāti)
之一的「常住相似」(anityasama)非常接近 13 ──
《正理經》5.1.35：
「聲的無常性，是常，因為就無常本身而言，是常，
如此則為『常住相似(anityasama)』。」
因而第一、二頌的質疑，可以化約為這樣的過程──
立論者：「一切法，是空。」
反論者：(使用「常住相似」)「就空本身來說，是有。」
亦即，龍樹說「一切法，是空」，當「空」本身作為一個謂詞時，就表示至
少有一謂詞「空」，可用以指謂「一切法」，故「一切法空」就形成悖論。
然而，
「常住相似」既然作為「誤難」14 ，就表示不是正確的論辯法，
《正理
經》5.1.36 的內容，就是評破「常住相似」，這表示論敵本身似乎也不可能承認
「常住相似」具有效力。依Matilal的說法，無論是論敵或是龍樹，應該都對「常
住相似」非常熟悉，因為這是當時極為流行的詭辯方式。因而若明知「常住相似」
無效，卻仍使用無效的論法進行論難，表示在本論成書當時，對於「常住相似」
作為「誤難」的意識，尚未十分明確，甚或未曾出現。而龍樹之後對本頌的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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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B.K.Matilal著，馮禮平 譯，「否定式與中觀辯證法」，《中觀與空義》頁 113-116。
關於「誤難」的解釋，見梶山雄一，「佛教知識論的形成(上)」，刊於《普門學報》第 15 期，
頁 73-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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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並未藉由指出論敵使用應為「誤難」的「常住相似」
，來自我辯護。此一情況，
除了反映出本論在時序上可能正好介於作為有效論難法的「常住相似」與作為無
效論難法的「常住相似」之間，也或許意味著，龍樹對於論敵用「常住相似」來
攻擊「一切法空」，是不能苟同的；其理據，於第二十一頌之後再行討論，此不
贅述。

第二頌
【梵本】
atha sasvabh˜vametadv˜kyaÐ p¨rv˜ hat˜ pratijñ˜ te /
vaiÿamikatvaÐ tasmin viþeÿahetuþca vaktavya× //
【毘譯】
ਬዢفؙᥒ˷ࣾࠏ֨ߕឲ˷অँؙᅻ˷ᘋ۶የา˹ץ
【語譯】
倘若此一言語具有自性，則你之前的命題(pratijñā)，就遭論破了
(hatā)；如此則你應另提一殊異原因(viśeṣa-hetu)說明這種前後不一之
過(vaiṣamikatvaṃ)。
【釋義】
pratijñā，漢本譯「宗」
，一般字義為承認、許可、允諾、陳述、聲言、斷言。
但在本頌，應將 pratijñā 視為一哲學性的、論證方法的專門術語來理解，亦即，
視為一「命題」(proposition)，見於《正理經》——
《正理經》1.1.32：「支分(avayava，或譯「論式」)是——宗(pratijñ˜)、
因(hetu)、喻(udāharaṇa)、合(upanaya)、結(nigamana)。」
《正理經》1.1.33：「宗(pratijñā)，是有待證成的主張。」
既然「宗」在本頌是一論證方法的「專技語」用法，則在本頌中，以複合詞
形式出現的「因」(hetu)，其義自不待言，是用以支持「宗」之證成的原因──
《正理經》1.1.34：「因(hetu)，是經由譬喻的共同與肯定性，以證成那
有待證成者的方法。」
至於「宗」與「因」，或所謂「五支分」的用法，可以下例來解釋 15 ：
15

S. Ch. Vidyabhusana, The Nyāya Sutrās of Gotama, p.10.

宗(命題)：那山有火。
因(理由)：因為，那山有煙。
喻(實例)：就像廚房裡有煙有火。
合(應用)：那山也是。
結(結論)：所以，那山有火。
儘管在本頌中質疑龍樹的論敵，其身份不一定是正理學派，但「五支作法」
為當時印度普遍盛行之邏輯論證法的典範，故以如《正理經》中所標舉的 pratijñā
和 hetu，來理解本頌中的 pratijñā 和 hetu，應無疑義，因而在 viśeṣa-hetu 與 hata
的譯解上，也當如此。
首先是 hatā。為√han 的過去被動分詞 hata，因修飾陰性主詞 pratijñā 而呈陰
性型 hatā，原義為殺害、摧毀、翦除，但於本頌應作「(命題之被)推翻、論破」
解，亦即，命題之被破壞而不能成立。
其次是viśeṣa-hetu。viśeṣa-hetu的提出，是要說明vaiṣamikatva。vaiṣamikatva，
同於vaiṣamya 16，意為不一致、困難、錯誤，在本頌中，vaiṣamikatva指的是「一
切法空」復又「言語不空」的矛盾事實。而論敵要求龍樹必須提出的viśeṣa-hetu，
不僅是一個另行提出的，解釋何以「一切法空『但』言語不空」的理由，亦應是
一個在論證過程上，支持「一切法空『且』言語不空」此二種相異命題的連言
(conjunction)，使之成立而不相違的論證原因。
若梶山雄一的推論為真，龍樹與《正理經》第一、五卷，確實存在著一對話
脈絡 17 ，則本頌與《正理經》第五卷的關聯性也堪為例證──
《正理經》5.2.2：「於自己的喻例上，承認反論者的喻例性質，如此則
為『壞宗』(pratijñāhāni)。」
《正理經》5.2.3：「原先的『宗』遭到否定，立論者藉由提出例證及反
論之譬喻的歧異性質，以證立其『宗』
，如此則為『異宗』(pratijñāntara)。」
《正理經》5.2.6：
「『因』(hetu)以其無差別(a-viśeṣa)的形式，而被否定，
又欲使之有差別(viśeṣa)，如此則為『異因』(hetvantara)。」
所謂「壞宗」(pratijñāhāni)、「異宗」(pratijñāntara)與「異因」(hetvantara)，
皆是二十二種負處(nigrahasthāna)之一，如《正理經》5.2.1 所列舉。依富差延那
(Vātsyāyana)在《正理注》(Nyāya-Bhāṣya)中所解釋 18 ，「負處」是對事物的誤解
與不解而導致過失，如立論者對其立論應多作說明之處卻未多作說明，又如對反
論者所提具的反論缺乏理解與掌握，都是「負處」
，亦即，論敗的緣由(an occasion
16

K. Bhattacharya, The Dialectical Method of Nāgārjuna, p.43 n.9, p.97 n.1.
見梶山雄一，「佛教知識論的形成(中)」，刊於《普門學報》第 16 期，頁 37-73。
18
見《正理注》1.2.19。本文全篇中所引述之富差延那(Vātsyāyana)的《正理注》(Nyāya-Bhāṣya)，
其英譯見於G. Jhā, The Nyāyasūtras of Gautama with Vātsyāyana’s Bhāṣya and Uddyotakara’s
Vārttika一書。
17

for rebuke)。
「壞宗」
，據《正理注》5.2.2，是指當反論者提出一喻例來否定立論者的「宗」
，
立論者承認了反論者論證的效力，轉向認同反論者的喻例而損壞自「宗」
，亦即，
放棄自己原先的命題，改為贊成反論者的命題。
而「異宗」
，據《正理注》5.2.3，是指當立論者原先論證的「宗」
，被反論者
以一與之相反的喻例加以否定時，立論者藉由指出自己的喻例與反論者的喻例，
兩種喻例在性質上的相異之處，以此一相異性質為自己的「宗」附加一原先所無
的條件說明，以求證立原先的「宗」
，但如此一來，原先的「宗」與後立的「宗」
便有所不同。新的「宗」並非完全拋棄原先的命題，而是在主張原先命題的基礎
上，再附加一個變項；這種前後命題有所出入的情形，即「命題的變更」，也就
是「異宗」。
據《正理注》5.2.6，「異因」則是指立論者提出一個寬泛的「因」來論證其
「宗」，但反論者提出一與之相反的喻例，否定這個「因」的普遍適用性，迫使
立論者必須在原先所提具的「因」上，另加一個限制性的定義，來解釋何以自己
的喻例如此，但反論喻例卻非如此。因而，我們可以了解，「異因」並非拋棄原
先之「因」，另立一全然無涉的相異之「因」，而是仍舊承續原先的「因」，以此
為基礎，再附加上一限制條件，得出新的「因」。
如同在本頌，龍樹若受論敵逼迫，為避免如第一頌所指陳的，一個「空的言
語」無法否定「一切法自性」的謬誤，則必要承認「言語有自性」
，以便藉由「有
自性」的言語，來行對「一切法自性」的否定，從而得稱「一切法無自性」。若
承認「言語有自性」，而改前「宗」(一切法無自性)為「一切法並非皆無自性」，
首先將墮入《正理經》5.2.3 所言之負處「異宗」；若承認「言語有自性」，則須
「ᘋ۶የา」ץ，隨即又墮入《正理經》5.2.6 所言之負處「異因」。若承認「言
語有自性」進而承認「一切法有自性」
，就墮入《正理經》5.2.2 所言之負處「壞
宗」，如此則為徹底的「ࣾࠏ֨ߕឲ」。又如果，龍樹堅持主張「一切法空」，但
同時因為「語能遮」
，則會「࠰ӧኂӐᑙᑘ(ṣaṭkoṭiko vādaḥ)৯ᘋ」
，如長行解釋：
hanta cetpunaḥ śūnyāḥ sarvabhāvāstena tvadvacanaṃ śūnyaṃ
sarvabhāvāntargatatvāt /
tena śūnyena pratiṣedhānupapattiḥ /
tatra yaḥ pratiṣedhaḥ śūnyāḥ sarvabhāvā iti so’nupapannaḥ /
如果一切法空，則你的言語陳述，為一切法所包含，亦是空。
否定所憑藉的言語陳述是空，故論證失敗(anupapatti)。
於是，此一否定─「一切法空」─是無效的(anupapanna)。
毘譯：
آየҎӭᑒࡧ০࢟˷ँዢְ࢟˷ٙԳॽ˷݅ዢְঅҎӭࡧॽ˷݅ዢਬ࢟˷
ँӏோᒂ˷߹ਬᒂ݅Ҏӭࡧ࢟˷ँӏ৯ᘋ(anupapanna)˹
upapannaścetpunaḥ śūnyāḥ sarvabhāvā iti pratiṣedhastena

tvadvacanamapyaśūnyam /
aśūnyatvādanena pratiṣedho’nupapannaḥ /
反言之，如果此一否定─「一切法空」─是有效的(upapanna)，則你的
言語陳述，是不空。
但此一否定，因其所憑藉者不空。故此一否定無效。
毘譯：
ҡਬ৯ᘋ(upapanna)݅ዢோᒂҎӭࡧᥒ˷Ҏӭࡧ࢟˷ዢँӏ࢟˷ዢਬӏ
࢟˷ᒂҎӭࡧ˷ँӏ৯ᘋ˹
atha śūnyāḥ sarvabhāvāstvadvacanaṃ cāśūnyaṃ yena pratiṣedhaḥ
tena tvadvacanaṃ sarvatrāsaṃgṛhītam tatra dṛṣṭāntavirodhaḥ /
倘若一切法空，但否定之所憑藉的，你的此一言語陳述，是不空；
你的言語陳述，不為一切所包含，是故便是一矛盾、相違的例證
(ḍṛṣṭānta-virodha)。
毘譯：
ਬᑒࡧ࢟˷݅ዢӏ࢟˷ዢٙࠏᒂ˾ҡਬ؟ዢҘҎӭӐ˷๊ӏ৯Ⴠ
(ḍṛṣṭānta-virodha)˹!
sarvatra cetpunaḥ saṃgṛhītaṃ tvadvacanaṃ sarvabhāvāśca
śūnyāstena tadapi śūnyam /
śūnyatvādanena nāsti pratiṣedhaḥ /
反言之，如果你的言語陳述，不為一切所包含，且一切法是空，你的言
語陳述亦是空。
否定之所憑藉者，是空的言語陳述，故無有(na asti)否定。
毘譯：
ਬ߹݅ዢঅҎӭࢦ˷Ҏӭঀ࢟˷݅ዢְ࢟˷ਬዢ݅࢟ँӏோᒂ˹
atha śūnyamasti cānena pratiṣedhaḥ śūnyāḥ sarvabhāvā iti
tena śūnyā api sarvabhāvāḥ kāryakriyāsamarthā bhaveyuḥ /
na caitadiṣṭam /
倘若空存在，且這否定─「一切法空」─亦憑藉此「空」而成；
依此，儘管一切法是空，仍舊能夠有所作為(kārya kriyāsam arthās)。
然而，這是荒謬的(na iṣṭa)。
毘譯：
ਬዢ݅࢟˷ᑒࡧְ࢟˷Գ࢟ோᒂᑒࡧԺ࢟˷অँְ࢟অץᐗ(kārya
kriyāsam arthās)˷অँӏՔ(na iṣṭa)˹
atha śūnyāḥ sarvabhāvā na ca kāryakriyāsamarthā bhavanti mā bhūd
dṛṣṭāntavirodha iti
kṛtvā śūnyena tvadvacanena sarvabhāvasvabhāvapratiṣedho

nopapanna iti /
倘若，一切法空確實存在(bhavanti)，且不能夠有所作為，又不得是一
矛盾、相違的例證；
如此則藉由你那「空」語言陳述所做出的，對一切法自性的否定，是無
效的。
毘譯：
ҡਬآড়˷๊ӏ৯Ⴠ˷Ҏӭࡧ࢟ோ٥ץᐗ(kārya kriyāsam arthās)˷অ
࢟ዢ˷ँӏோᒂҎӭفᥒ˹
就字義而言，「六種諍論」是六種(ṣaṭ)於諍論(vāda)中所持有的觀點、立場
(koṭika)。vāda 原先意為言說、發言、話語、談話，亦有陳述、聲言、闡述之義，
當這個字作為專技用語，亦即，作為一論辯術語時，vāda 便不僅是指單純的言
談，而具有正反雙方就其立論過程進行論辯的意義——
《正理經》1.2.1：
「論議(vāda)就是根據論辯雙方的立量和辯駁來論證和
論破，它須與宗義沒有有矛盾，並且在提出主張以及反對主張的論式方
面，必須具備五支的形式。」 19
在這方面，率先指出本頌的「六種諍論」可能與《正理經》有關聯性的，應
為山口益的《迴諍論》法譯工作。山口益在其法譯的第二頌長行註解中指出這點，
但未再深入說明。K. Bhattacharya雖然注意到了山口益的研究，但他認為兩者無
關，亦未說明其論據何在 20 。其次是梶山雄一，在其論文「佛教知識論的形成」
中，強烈主張《迴諍論》第二頌長行的「六種諍論」(ṣaṭkoṭiko vādaḥ)與《正理
經》及《正理注》5.1.39─5.1.43 中的「六種諍論」(ṣaṭpakṣīn kathā)有密切關聯。
梶山的論據與分析相當完密且具說服力 21 ，以下是梶山論點的概敘。
在《正理經》5.1.1，舉出二十四種「誤難」(jāti)，第二十四項即為「果相似」
(kārya-sama)——
《正理經》5.1.37：「基於力所發的歧異性，即是果相似。」
《正理注》解釋，以「聲常」與「聲無常」的爭論為例，立論方與反論方同
樣認可「聲是力所發」為「因」，但卻得出不同的結果，一方將「聲是力所發」
理解為「聲音是力所作成」，所作故聲無常。另方將「聲是力所發」理解為「聲
音是力所開顯」，聲本有被開顯故是常。這種在論證前未釐清「聲是力所發」的
意義，正反雙方即各自援引同一「因」，作出性質歧異的兩種解讀，為證立相異
的「宗」而得出相異的「結」，就是「果相似」。在接下來的《正理經》5.1.39─
5.1.43，介紹了「果相似」的論辯過失——

19

本段中譯採沈劍英轉譯宮坂宥勝的《正理經》日譯，見《印度邏輯學論集》頁 175。
K. Bhattacharya, The Dialectical Method of Nāgārjuna, p.97 n.2.
21
見梶山雄一，「佛教知識論的形成(上)」，《普門學報》第 15 期，頁 80-93。
20

《正理經》5.1.39：「反對者在否定時也有同樣的過失(doṣa)。」
《正理經》5.1.40：「在一切情況下皆然。」
《正理經》5.1.41：「否定的反否定(pratiṣedha-vi-pratiṣedha)，就像否定
的過失(pratiṣedha-doṣa)一樣，也有過失。」
《正理經》5.1.42：「承認了否定(pratiṣedha)有過失，於否定的反否定
(pratiṣedha-vi-pratiṣedha)中也有共同的過失。這種過失的相關聯
(doṣa-prasaṅga)，就是『認許他難』(mata-anukṣā)。」
《正理經》5.1.43：
「在為己方陣營遭指控的謬誤辯駁時，指出原因乃是
因為對方陣營亦承認的過失，這就是共同過失(samāna doṣa)。」
在《正理經》中並未言明「六種諍論」(ṣaṭpakṣin kathā)，「六種諍論」的名
稱，是富差延那在《正理注》所提出的，其內容，是「反論者將批判加於立論者
的主張之上，並重複三次，不問立論者的第一個論證如何，其他五個論證均為誤
難，使立論者陷於負處，並作為果相似的議論方式」22，底下依據富差延那的注
釋，將「六種諍論」重新做一整理，並以A代表立論方，以B代表反論方——
《正理經》5.1.39：「反對者在否定時也有同樣的過失」
A1.聲音因為是所作而有之故，所以是無常。
B2.聲音既可如壺一樣因所作故為無常；但亦可認為聲音是被隱蔽起來的本來常
住，當去除遮蔽物之後就會開顯(abhivyakti)。由於其間歧異(viśeṣa)未被區
別，故 A1 錯誤。
《正理經》5.1.40：「在一切情況下皆然」
A3.如果 A1 的「因」是因為僅僅舉出「生起」(utpāda)之義，而忽略了「開顯」
(abhivyakti)之義，以至於有「不定」(savyabhicāra)之錯誤，則 B2 同樣也只舉
出「開顯」而忽略了「生起」，所以 B2 的否定也同樣有「不定」之錯誤。
《正理經》5.1.41：「否定的反否定，就像否定的過失一樣，也有過失」
B4.再次否定 A3。因為 A3 否定 B2，是因為 B2 有「不定」之錯誤，但 A3 本身
也因為只側重「所作」，而有「不定」之錯誤。
《正理經》5.1.42：
「承認了否定有過失，於否定的反否定中也有共同的過失。這
種過失的相關聯，就是『認許他難』」
A5.既然 B4 在否定 A3 時，也自己承認了 B2 中，對 A1 的否定是錯誤的，故 B4
陷入了「認許他難」(matānujñā)的負處之中。
《正理經》5.1.43：
「在為己方陣營遭指控的謬誤辯駁時，指出原因乃是因為對方
陣營亦承認的過失，這就是共同過失」

22

見梶山雄一，「佛教知識論的形成(上)」，《普門學報》第 15 期，頁 81。

B6.同樣地，既然 A3 在否定 B2 時，也自己承認了 B2 對 A1 的否定中，所指出
的那種「不定」之錯誤，故對方也同樣陷入了「認許他難」的負處之中。
由此可知，
《正理經》中的「六種諍論」
，其實是指在論辯的過程中，正反雙
方交辯的六種方式；其中第一、三、五項為正方所提出，第二、四、六項為反方
所提出，前者的三項又與後者的三項分別對應。雙方皆企圖藉由指責對方與己方
也有同樣的錯誤(亦即「認許他難」負處)，來防衛自己的命題，結果卻又雙雙陷
入「重言(punarukta)」的負處。故以上六項交辯——「六種諍論」——其實是正
反雙方共有的，六種「無效力的討論(futile discussion)」，因而在此「六種諍論」
中，即便正反雙方角色互置，也都會落入自己先前指責對方的相同負處。
同樣地，若就「一切法空」但「言語不空」這兩種相異命題來看，梶山認為
可以化約為正反雙方的的「宗」，龍樹代表正方 A(主張「語言亦空」)，論敵代
表反方 B(主張「語言不空」)，然後將本頌長行中的「六種諍論」
，代入之前《正
理經》的「六種諍論」——
A1.語言空，因其包含於空的一切之中。
→理由一。
B2.語言不空，因其能行否定一切的作用。
→理由二。
→因 A1 未區分語言的歧異性質(語言既「包含於一切之中」且又「能行否定
作用」)，故犯有「不定」之錯誤。
A3.依 B2 所說，因語言具有否定的作用故不空，但如此則與理由一相違。
→因 B2 亦只側重於「語言能行否定作用」，故 B2 亦犯有「不定」之錯誤。
B4.因語言包含於一切中，若語言是空，則語言不能行否定作用。
→因 A3 亦只側重於「語言包含於一切之中」
，故 A3 亦犯有「不定」之錯誤。
A5.語言雖空(因語言包含於一切之中)，但語言仍具有否定一切的作用。
→在此，A5 陷入「認許他難」(因 A5 是以承認理由二為前提)負處。
→A5 是 A3 的「重言」。
B6.又若 A 承認一切法空，且語言不具有否定一切的作用。
→如此則 A 仍陷入「認許他難」(因 A 是以承認 B4 的責難為前提)負處。
→B6 是 B4 的「重言」。
梶山認為，龍樹既然在「六種諍論」(ṣaṭkoṭiko vādaḥ)使用了vāda這個字，就
意味著龍樹已然知悉這是一個立論方與反論方的交互論辯，而非單方獨白；而
vāda的語義，如前所述，亦可從《正理經》1.2.1 的內容獲得證實。在梶山看來，
本頌長行的「六種諍論」，其所採取的形式，表面上看來，雖為論敵(實在論方)
的單方獨白，但那是因為龍樹「或許已經知道在AB對論式的六種諍論中兩者均
無法避免墮入負處，而且此處只是介紹實在論者之主張的初分，所以才採取了任

由實在論者單方面發言的形式」 23 。
綜論上述，我們可將本頌的論證結構與《正理經》之間的對話性，大致整理
如下；在前頌，論敵以「݅ዢف༇ᥒ˷ٙோᒂ߹ᥒ」，逼迫龍樹在以下兩種命題
中做出抉擇，而無論何種抉擇，其結果都指向論證的失敗——
1.「一切法無自性」
若龍樹抉擇此項，則因為「語言有否定的作用」無法排除之故，先有兩種負處
的可能：
a.「異宗」 24
承認語言的否定作用，而將原命題「一切法無自性」變更為「並非一切法皆
無自性，如言語便有自性」。
b.「異因」 25
若變更命題為「並非一切法皆無自性」，則必須針對「ٙԳࡧְؙ˷ؙ࢟ӏ
࢟」此一區別，「۶የา。」ץ
若不變更命題為「並非一切法皆無自性」，亦將陷入以下四種論辯過失之綜合
體的「六種諍論」 26 ：
c.似因(hetvābhāsa) ——不定 27
如前所列舉 AB 對論過程之 A1, B2, A3, B4。
d.誤難─果相似 28
「六種諍論」即為「果相似」的論議方式。
e.負處─認許他難 29
如前所列舉 AB 對論過程之 A3, B4, A5, B6。
f.負處─重言 30
如前所列舉 AB 對論過程之 A5, B6。
2.「(以言語有自性故)一切法有自性」
若龍樹抉擇此項，則有一種負處 ：
g.「壞宗」 31
亦即，推翻原命題「一切法無自性」，如此則「ࣾࠏ֨ߕឲ」。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見梶山雄一，「佛教知識論的形成(上)」，《普門學報》第 15 期，頁 92-93。
如《正理經》5.2.3 所列。
如《正理經》5.2.6 所列。
如《正理經》5.1.39— 5.1.43 所列。
如《正理經》1.2.5 所列。
如《正理經》5.1.37—5.1.38 所列。
如《正理經》5.2.20 所列。
如《正理經》5.2.14 所列。
如《正理經》5.2.2 所列。

第三頌
【梵本】
m˜ þabdavadityetatsy˜tte buddhirna caitadupapannam /
þabdena hyatra sat˜ bhaviÿyato v˜raõaÐ tasya //
【毘譯】
آᖒӱᚅ˷অᄃँӏ༈˷ᚅؙோᒂᚅ˷༇ᚅٙோᒂ˹
【語譯】
或許，你的觀點(buddhi)是這樣——「不要發出聲音」——但那是不正
確的(na upapanna)；因為那是藉由實際存在(sat)的聲音，制止未來將
可能出現的其他聲音。
【釋義】
承上頌，論敵假設，龍樹為了避免落入負處以及與「六種諍論」相應的可能，
而提出「聲喻」
，為自己在第二頌中遭遇到的論證困境辯護——亦即，以「聲喻」
解釋「一切法空，但言語有否定作用」——然而，這樣的論證作法仍舊是不當的
(na upapanna)：
syātte buddhiḥ yathā nāma kaścid brūyānmā śabdaṃ kārṣīriti
svayameva śabdaṃ kuryāttena ca śabdena tasya śabdasya
vyāvartanaṃ kriyeta
evameva śūnyāḥ sarvabhāvā iti
śūnyena vacanena sarvabhāvasvabhāvasya vyāvartanaṃ kriyata iti /
毘譯：
ਬآ၃ᖒ˷ᚅோᒂᚅ˷ؙҖ݅˷آම٥ᚅ˷
߹ف٥ᚅ˷عோᒂᚅ˷
অঅҎӭࡧ࢟˷
࢟ዢோᒂ˷
atra vayaṃ brūmaḥ / etadapyanupapannam / kiṃ kāraṇam /
satā hyatra śabdena bhaviṣyataḥ śabdasya pratiṣedhaḥ kriyate /
na punariha bhavataḥ satā vacanena
sarvabhāvasvabhāvapratiṣedhaḥ kriyate /
毘譯：
؟ӡየ˷؟ӏ৯ᘋ˷ٙԳॽ˾
Գ؟ᚅ˷ؙோᒂ߹ᚅ˷
آዢࣝँ˷ؙӏோᒂᑒࡧفᥒ˷

tava hi matena vacanamapyasat sarvabhāvasvabhāvo’pyasan /
tasmādayaṃ mā śabdavaditi viṣamopanyāsaḥ /
毘譯：
֨ࠏآᄃ˷ዢְঅ༇˷ᑒࡧְ༇˷
অਬᖒӱᚅࢦ˷ؙँ؟ᅻ(viṣama-upanyāsa) 32 ˹
表面上看來，
「聲喻」是論敵假設龍樹所提出，但事實上，
「聲喻」其實真正
代表的，是論敵自己的立場，同時也是論敵自己的喻例，其論證形式如下——
宗：言語有自性
因：言語有否定作用可行
喻：如勿聲，以聲實有性(satā)，作成(kṛ)對將起之聲音的制止(pratiṣedha)
合：言語亦如是
結：故言語有自性
因而，一方面，論敵以「聲喻」反論龍樹的「一切法空」，另一方面，論敵
也藉「聲喻」證立己宗「一切法有」，其論式請參照第二十八頌注釋。

第四頌
【梵本】
pratiÿedhapratiÿedho’pyevamiti mataÐ bhavettadasadeva /
evaÐ tava pratijñ˜ lakÿaõato d¨ÿyate na mama //
【毘譯】
آᖒᒂࠏᒂ˷অְӏ༈˷অߕآ৯˷فឲँࣝ˹
【語譯】
此一想法——「但你也否定了我的否定」(pratiṣedha-pratiṣedha) ——卻
也是不真的(asat)；如此一來，因其特徵(lakṣaṇatas)，你的命題有誤
(dūṣyate)，我的則沒有。
【釋義】
pratiṣedha-pratiṣedha，作限定複合詞(Tatpuruṣa)解，意為「否定的否定」(毘
本作「ᒂࠏᒂ」
；the negation of the negation)。論敵在此假設，龍樹針對自己的主

32

viṣama-upanyāsa，意為「有過失的陳述」
，見K. Bhattacharya, The Dialectical Method of Nāgārjuna,
p.98 n.1。

張「一切法空」遭到論敵否定——「آዢࣝँ˷ؙӏோᒂᑒࡧفᥒ」(見第三頌
長行)——而作出反擊，既然「空」的語言，不能行「遮」的功能(如第一頌長行
末段：
̫অ༇ዢ˷Ӗٙோᒂᑒࡧفᥒ̬)，則論敵對「一切法空」的否定，同樣
也是無效的。因而，pratiṣedha-pratiṣedha 的第一個，pratiṣedha 指的是龍樹對「一
切法自性」的否定——「一切法無自性」
；而第二個 pratiṣedha，則是指論敵對龍
樹「一切法無自性」的否定。故在此應將 pratiṣedha-pratiṣedha 理解為「(論敵對
龍樹提出之)否定的否定」。
lakṣaṇatas，為√lakṣ(知見、指謂、表象)的過去被動分詞lakṣaṇa (象徵、特性、
性格、性質、形式、標的)，加上後綴詞tas而形成副詞，具從格(ablative)意涵 33 。
富差延那在《正理注》中曾提及，
《正理經》是經由明示(uddeśa)、定義(lakṣaṇa)、
檢證(parīkṣā)的過程，處理其所提具的諸範疇(十六句義)；而過程當中的「定義」
一項，即lakṣaṇa，便是指一範疇之所以異於其他種類範疇的特性 34，用於「命題
(pratijñā)」時，或可理解為一「宗」之所以異於另「宗」之主張。故在本頌，lakṣaṇatas
亦或可指「宗」(pratijñā)因為本身的特徵，亦即，因為「(法)空」
，致使龍樹的命
題犯有謬誤(dūṣyate)；或言，因為「法空」而致使龍樹的命題遭到論破(dūṣyate, 毘
本作「ឲ」)。
本頌意思是，論敵假想，如果龍樹意欲指陳論敵的「ᒂࠏᒂ」並無法論破「一
切法空」
，以論敵否定的無效，間接證成「一切法空」
，這樣也是錯誤的。首先，
如果龍樹如此指責論敵，就等於間接承認了「空語不能遮」，如此則為「認許他
難」負處。其次，因為論敵並未主張「一切法空」，而正好相反地，是龍樹主張
「一切法空」，才致使否定的無效，所以主張「法有」的論敵，其否定仍是有效
的。在此，無論何種情形，歸根結柢都是龍樹因其宗相——「(法)空」，而自壞
宗義，故「অآᄃࣾߕؙᅻӏ。」ת

第五頌
【梵本】
pratyakÿeõa hi t˜vadyadyupalabhya vinivartayasi bh˜v˜n /
tann˜sti pratyakÿaÐ bh˜v˜ yenopalabhyante //
【毘譯】
ਬ߹ൟঅآ˷ؙٙಶؙఔ˷߹ൟְঅ༇˷Ӗٙಶޚఔ˹

33
34

W. D. Whitney, Sanskrit Grammar, p.403 [1098].
S. Ch. Vidyabhusana,, A Histroy of Indian Logic, p.53.

【語譯】
如果你藉由現量(pratyakṣa)，而得以直接認知(upalabhya)、進而否認
(vinivṛ)諸法(bhāva)；則諸法得以被直接認知，其所藉由的現量並不
存在。
【釋義】
pratyakṣa，原本字意是眼前所呈現的、視覺可見的、可知覺的、直接明晰的、
確實的，但在此則應為一認識論的專技語——「現」量——是一種可作為可靠知
識本身，並且作為知識證準的直接知覺。如耆羅迦《醫道論集》——
「…18.現量(pratyakṣa)，是一種吾人藉由自身心靈與五種感官的相連
結，所獲得的知識。喜悅、痛苦、慾望、厭恨等類似者，作為心靈之對
象；聲音等，則作為五種感官之對象。」 35
其意義近乎《正理經》中所敘。
《正理經》首頌即提出「十六句義」
，亦即十
六種可以由之獲致至福(niḥśreyasa)的認知範疇——
《正理經》1.1.1：
「由認識量(pramāṇa)、所量(prameya)、疑惑(saṁśaya)、
動機(prayojana)、實例(dṛṣṭānta)、宗義(siddhānta)、論式(avayava)、思擇
(tarka)、決定(nirṇaya)、論議(vāda)、論諍(jalpa)、論詰(vitaṇḍā)、似因
(hetvābhāsa)、曲解(chala)、誤難(jāti)、負處(nigrahasthāna)等真理，可以
證得至高的幸福。」
隨後便逐頌說明此十六句義的內容，其中關於「現」量的說明如下——
《正理經》1.1.4：「現量(pratyakÿa)是從感官與對象的接觸所產生的知
識，不可以名言指陳(avyapadeśya)、沒有乖違(avyabhicāri)、確定無疑
(vyavasāyātmaka)。」
由此段可知，所謂作為「量 (pramāṇa)」的「現」，是一種由感官直接接觸
到認知對象所形成的認知內容，是一極為明晰正確的、直接的、真實的，知覺作
用的結果，由此可使我們獲致正確的知識。依《正理注》，富差延那認為如經所
說，「現量」的四個必要徴性便是——1.感官知覺 2.不可以名言指陳 3.沒有乖違
4.確定無疑。現量必須四個條件皆備，否則便不能稱之為「量」。
關於 1.感官知覺，便是指經偈中所說的「感官與對象的接觸」，關於此種接
觸的詳細過程，有多種步驟及說法，若單就《正理注》所言，富差延那認為這個
知覺過程其實是包含了心靈接觸感官的內部過程，之後感官再接觸對象。但因感
官與認知對象的接觸是感官知覺的最顯著特徵，故經上只強調了這點。
而 2.「不可以名言指陳」是說，以現量知覺到的，是被認知的對象，這是一
種直接的感官知覺，在此一情況中，吾人所認知到的，並不是那用以指謂對象的
35

Ibid. p.33.

「名」
，而是「名」之所依附的對象本身，因而所謂的「現」
，不是指藉由名稱的
指謂與表象來認識一個認知對象，而是直接以感官知覺認知對象，故吾人對一物
的直接知覺是與該物的「名」全然無關，一物的「名」是吾人在以「現」認知後，
為達溝通的目的，才將之賦予對象，用於言談。若就認知作用本身而言，「名」
並不參與這個現量認知的過程，即便我們已經知道那對象的「名」
，
「現」所認知
到的仍是對象本身，而非純粹的「名」本身；由此可知，對於正理學派來說，凡
有一名必有一實，名必依實而得、與實相符，無「實」則必無「名」
，
「實」的有
無決定了「名」的有無，反之卻不然。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因為《正理經》並
未加以清楚界定這項定義，後世的註解家們對此看法非常分歧，故我們也只能推
測，這項定義是作者為了要與「推理」(比量)區別開來所設立的 36 。
3.「沒有乖違」作為現量的第三個必要條件，富差延那以「陽炎」為例，說
明此一條件的必要性；如果我們看見海市蜃樓(陽炎)，則我們當下的知覺雖是「感
官直接接觸對象」
，並且那當下的知覺也「不可以名言指陳」
，但實際上我們所見
的，卻與實際的狀況有所不同，如此就是「有歧異」(vyabhicāri)的知覺，是有誤
的知覺，於是不能夠作為「量」。
4.「確定無疑」，是一種對於認知對象的認知明確性。例如，當一人於遠處
觀望，將無法分清他所看見的究竟是揚塵，或是烟霧，雖然他確實知覺到了遠處
有類似是揚塵或煙霧的東西，但他卻不能確自己究竟所見為何，則這樣的知覺內
容，就不能說是「確定無疑」。又例如，當我們不能肯定的判別我們究竟看見了
什麼，而只說「這大概是某種東西」
，這樣就不是「確定無疑」
，一個「有疑」的
認知是不能作為「量」的，但如果我們確定「這是婆羅門」
，則是「確定無疑」，
37
則可為「量」 。
論敵認為，如果想要否定一切法的自性，就必須否定吾人對一切法的認知。
當吾人說「一切法是空」時，
「一切法空」無疑是一由知覺而來的判斷句，亦即，
吾人必須先認知到「一切法空」
，之後，才能斷言「一切法空」
，但如此卻又形成
類似於第一頌中，「常住相似」的悖論，但其間卻略有不同——
第一～三頌
立論者：「一切法，是空。」
反論者：(使用「常住相似」)「就『一切法空』這句判斷本身來說，是有。」
第五～六頌
立論者：「一切法，是空。」
反論者：(使用「常住相似」)「就『一切法空』這個認識本身來說，是有。」

36

楊惠南《印度哲學史》頁 276。
本段之《正理經》
、
《正理注》內容，參見The Nyāyasūtra of Gautama with Vātsyāyana’s Bhāṣya and
Uddyotakara’s Vārttika, Vol.1, pp.111-115，及見楊惠南《印度哲學史》頁 275-277。
K. H. Potter, Encyclopedia of Indian Philosophy, Vol.2. pp.161-168.
S. Ch. Vidyabhusana, A Histroy of Indian Logic, p.55.
37

在第一至第三頌的論證，重點在於「語言」本身的常住相似，亦即，「判斷
句」的常住相似，因而論敵所謂的「語言的否定作用」，其實就是指「語言」能
夠形成「 (否定)判斷句」
。而第五至第六頌的論證，重點在於「認識」本身的常
住相似。論敵認為，「判斷句」所表達的，是我們的認識內容，因而任何一判斷
句，無論是否定或肯定判斷，都必有一相應的認識作用及結果，所以斷言「一切
法空」，就與「一切法空」此一認知的「有」相悖。從第一至第六頌，雖然論難
的對象同樣是「一切法空」
，第一至三頌，側重的是作為「宗」的「一切法空」，
也就是「判斷命題」的層次；第五至六頌，則側重作為認知整體的「一切法空」，
也就是「量」的層次 38 。由此可見，論敵的反論，乃是先以語言的常住相似，逼
迫龍樹承認判斷的存在，再由判斷的存在，以判斷與認識不相離之常住相似，逼
迫龍樹承認認識作用的存在，而「現量」又正是吾人最直接、最原初的認識，故
如同長行所說：
yadi pratyakṣataḥ sarvabhāvānupalabhya bhavānnivartayati śūnyāḥ
sarvabhāvā iti tadanupapannam / kasmāt /
如果，你以現量(pratyakṣa)而認知到(anupalabhya)一切法，進而如此否
認(nivartayati)諸法“一切法空＂，那是不對的，為什麼呢？
毘譯：
ਬҎӭࡧؙൟՔآ˷ޚಶఔᑒࡧԺ࢟˷عᇷӏቢ˷ٙԳ࢘ӓ˾
pratyakṣamapi hi pramāṇaṃ sarvabhāvāntargatatvācchūnyam /
yo bhāvānupalabhate so’pi śūnyaḥ /
因為，
「現」(pratyakṣa)，作為「量」(pramāṇa)，含屬於一切法，是空。
那認知到諸法者，也同樣是空。
毘譯：
ൟ࿉Ҙ 39 תҎӭࡧᎪँְঅ࢟˹
tasmāt pratyakṣeṇa pramāṇena nopalaṃbhabhāvo’nupalabdhasya ca
pratiṣedhānupapattiḥ /
據此，並沒有法，藉由作為「量」的「現」，而被認知到。
然而，對未被認知之物的否定，是不合理的。
毘譯：
ਬآӬݬٴൟؙԝ˷ൟԝ০࢟˷অ༇ൟԝ˷ٙՔಶൟӓኹԝ˹
অҕ০༇˷Ӗٙಶᒂ 40 ˹
tatra yaduktaṃ śūnyāḥ sarvabhāvā iti tadanupapannam /
38

關於「量」的解釋，以及正理學派的知覺與判斷論，見第六頌、第十一、十二頌的釋義。
本段落毘本譯作「ൟ࿉ҘתҎӭᑒࡧᎪँְঅ࢟」，主要對譯梵本前半之pratyakṣamapi hi
pramāṇaṃ sarvabhāvāntargatatvācchūnyam，意為「現量包含在一切法中，是空」；但未完整對譯
梵本後半之yo bhāvānupalabhate so’pi śūnyaḥ，亦即，未譯「那認知到諸法的人，也是空」。
40
梵藏二本此段落均未提及「比(anumāna)」。
39

如此一來，「一切法空」這樣的聲言，是不對的。
毘譯：
݅آҎӭᑒࡧ࢟ࢦ˷অᄃӏ༈˹
論敵的做法，以現今的哲學術語而言，就如M. Siderits所說，乃是一種兩端
論法：「反對者採取兩端論法──你的主張(指龍樹『一切法空』的主張)是否基
於某些有效的知識方法(pramāṇa)？如果不是，則信受此一主張是毫無道理的，
中觀學派不應當再繼續聲稱『一切法空』
。反之，如果是，則唯有藉由某些『量』
以確知此一主張為真之後，中觀學派才能聲稱『一切法空』。」 41
故論敵以任何判斷的斷言，均不能迴避「量」的作用，逼迫龍樹接受「量有」
暨「自性有」的信念，如以下第六頌所主張。

第六頌
【梵本】
anum˜naÐ pratyuktaÐ pratyakÿeõ˜gamopam˜ne ca /
anum˜n˜gamas˜dhy˜ ye’rth˜ d®ÿ÷˜ntas˜dhy˜þca //
【毘譯】
የൟԝࣖ˷ڙᢀ๊༾է࿉˷ൟԝࣖ˷؎ڙᢀְ๊ோ؎˹
【語譯】
藉由現量之被提出(pratyukta)，比量(anumāna)、阿含量(āgama)與譬喻
量(upamāna)被提出(pratyukta)；藉由比量、阿含量與譬喻量(dṛṣṭānta)
之成立，對象(artha)亦隨之成立。
【釋義】
針對梵本第六頌前半偈，有兩種不同的譯解，其差異在於對 pratyukta 的解
釋。動詞 pratyukta，為前綴詞 prati 加上動詞語根 vac (意為發言、言說)的過去被
動分詞型 ukta 所形成。prati 作為動詞前綴詞時，主要有幾種意涵；第一種，是
指出動詞的作用方向，作「向…」「往…」解。第二種，是表作用方向的回返，
或表動作的重覆。第三種，意為「相對」，意指與原先的動作相對立的、完全相
反的行為。因而 pratyukta 隨之亦有幾種不同的解釋：一是作「宣稱」解，二是
作「回答」解，三是作「駁斥」解。第二種解釋，明顯是指一對話情境的提問、
41

M. Siderits, ‘The Madhyamaka Critique of Epistemology. I.’ in Journal of Indian Philosophy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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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覆，因而在此偈中作「回答」解並不通順，故可先行排除。
若依第一種解釋，則本偈前半應譯作「藉由現量之被宣稱，比量被宣稱；阿
含量與譬喻量亦同樣地被宣稱。」；若依第三種解釋，則應譯作「藉由現量之被
否定，比量被否定；阿含量與譬喻量亦同樣地被否定。」。前解的意思是說，如
果我們提出主張，宣稱有比量、阿含量、譬喻量，也就是主張有現量；如毘譯與
任杰的藏本譯漢 42 、T.E.Wood的英譯 43 、G.Tucci的漢藏本翻譯 44 ，皆採此解。而
後者的意思則是，如果我們否定了比量、阿含量、譬喻量，也就否定了現量；如
K.Bhattacharya與F.J.Streng的英譯 45 ，則採此解。
關於 pratyukta 譯作「宣稱」或「駁斥」何者為佳，應就文本本身的脈絡，
來推敲取決。我們可以看到上一頌(第五頌)裡，論敵指出龍樹主張「法空」的矛
盾在於，若龍樹先以「現量」認知到諸法，然後再否認諸法(顯然論敵認為，主
張「法空」
，就是否認法「存在(asti)」
，亦即，
「迴(vinivṛ)」法)，則那一開始就用
以認知諸法的「現量」，因亦屬於諸法，故也應該是不存在的，同理，認知作用
不存在、認知之所憑藉的「量」不存在、認知主體不存在，龍樹又該如何去認知、
去否認那無法被認知、被否認的諸法呢？除非龍樹承認有認知作用、承認有
「量」，他才能去否認諸法。因而在第五頌的長行註釋最末，論敵下結論說：
「ਬآᖒ˷ࠋԝࠋ๊˷ࠋԳࣖڙಶ(upalabhya)Ҏӭࡧ˷অҎӭᑒࡧفᥒ˷
ோఔ(vyāvartana)ࢦ˷؟ᄃӡየ˷⇨݅ (按：下接第六頌)」
依照這段長行，顯然論敵認為自己在第五頌中，已成功逼迫了龍樹，即便仍
堅決不承認有現量的作用，也必須退而求其次地承認其餘三量——比、譬喻、阿
含量的作用。我們藉此可以推知，論敵接下來必然將在第六頌裡說明，若承認
「比、譬喻、阿含」三量，就等於承認現量，若否認了現量，
「比、譬喻、阿含」
也就被否認；繼之，若承認「現、比、譬喻、阿含」四量，則作為「量」之對象
(artha)的「所量」 (prameya)，也就得以成立(sādhya)，故無論如何，「現量」之
不可否認，乃是其餘三量以及所量成立的必要基礎。因此，雖然 pratyukta 或解
作「宣稱」
、或解作「駁斥」
，皆無害於表述現、比、譬喻、阿含四量間的連帶關
係，但若作「宣稱」解，於全頌文意較能連貫。
在釐清了 pratyukta 的字義之後，進而探討四量的確實內容。首先必須理解
何謂「量」
。在第二頌註釋中，已引述了《正理經》首頌，當中，
「量」是作為「十
六句義」之首，隨後《正理經》解釋「量」的內容如下——
《正理經》1.1.3：「這些量(pramāṇa)有–––現量(pratyakṣa)、比量
(anumāna)、譬喻量(upamāna)、聖言量(śab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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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量」(pramāṇa)，就字面上來說，意為衡準(如長度、重量等)、標準、範圍、
證據、真確的知識或概念，但作為一與知識論相關的術語，例如，以《正理經》
為代表的早期印度知識論，「量」原本都兼具以下的雙重意涵：一是獲致知識的
方法，一是由此方法所獲致的知識。之後，才將這兩種意義區分開來，以pramā
專指「正確知識」，pramāṇa則窄化為「獲致正確知識的方法」，如伐剎波底
(Vācaspati)的《正理釋論疏》(Nyāya-vārtika)中，便以pramā 指「正確知識」
，apramā
指「非正確知識」。但這種一為方法、一為結果的區分，在《正理經》中並未呈
現出來，故若單純就《正理經》文本本身的內容而言，pramāṇa不僅是知識之所
以產出之成因，亦是此一形成過程最終指向的結果，並且為保證此種結果為真之
合法性基礎。簡言之，即「知識的實件(kowledge-episode)」 46 。
大致理解了 pramāṇa 的意義之後，因「現量」於前頌註釋已經闡釋，底下闡
釋比、譬喻、阿含三量。
《正理經》1.1.5：「比量是由現量而來的知識，分為三種——前比
(pūrvavaṭ)、後比(sheṣavaṭ)、同比(sāmānyaṭoḍṛiṣta)。」
依《正理注》，前比是指以現量所得為因所做的推論，例如，看見天上有烏
雲，便推論得知將要下雨，這就是「前比」
。
「後比」是指，以現量所得為果，所
做的推論，例如，看見河水暴漲，便推論得知下過豪雨。「同比」是指，以他物
的現量所得，將之用於普遍化的推論 47。例如看見野獸有獸角，就推論而知該獸
應有尾巴，又看見山上有煙，就推論山上有火，因曾於廚房燒灶時見火與煙故。
由此可知，所謂的「比量」
，指的是對於「證相」 (linga，相當於中詞)，和「有
證相」(lingin，相當於大詞)之間關係(sambandha)的知覺，和作為推理對象的事
物中，有所謂「證相」存在的知覺。在正理學派的觀念中，推理不是根據抽象關
係進行的，推理是必須以對於兩個東西(證相、有證相；即構成大前提的兩項)之
間關係的知覺和「因」(相當於小前提的)在推理對象中存在的知覺為基礎 48 。
《正理經》1.1.6：「譬喻量是藉由一物與另一先前已知之物的相似性，
所得的知識。」
例如，有人聽聞森林中住著某種奇特野獸(gavaya)，外形像牛。此人在收集
了與此種野獸的相關知識後，進入森林，看見一外形像牛的野獸，他立刻以原本
收集到的，對此種野獸的種種描述，用以比對眼前所見，於是他知道，他看見的
這頭外形像牛的野獸，就是他之前聽聞過的那隻奇特野獸。這種藉由吾人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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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一已被充分熟知之物，對照經驗中原先所無，但吾人將欲理解、故也尚未被
充分熟知之另一物，以兩物間的相似，相互比較而得出知識，就是譬喻量 49 。
《正理經》1.1.7：「聖言量，是可信賴的人的教導之言。」
依《正理注》
，所謂的「可信賴的人」(āpta)，像是有修行的仙人、隱士、智
者(ṛṣi)，聖人(ārya)，或外地人(mleccha)。從這些人的教示言語中，我們可以獲
得可靠知識。聖言量又區分為兩種；
《正理經》1.1.8：
「聖言量有兩種——對象可見(ḍṛiṣtāṛṭha)，以及對象不
可見(aḍṛiṣtāṛṭha)。」
「對象可見」(ḍṛiṣtāṛṭha)，是指那被言及的對象物，於此世間能為吾人所察
覺，故對象可見的聖言量，即根據可見事物所做的教言，例如，有旅者旅行至外
地，遇見河流但不知其深淺而無法過河，外地人便告知旅者如何安然涉水。而「對
象不可見」(aḍṛiṣtāṛṭha)，則是指那被言及的對象物，被認為是不在此世間，而
僅存在於另一世間，故對象不可見的聖言量，即吠陀或聖者所說的箴言 50 。

第七頌
【梵本】
kuþal˜n˜Ð dharm˜n˜Ð dharm˜vasth˜vidaþca manyante /
kuþalaÐ jan˜× svabh˜vaÐ þeÿeÿvapyeÿa viniyoga× //
【毘譯】
ຸҖ࢘ࡧየ˷བࡧفؙᥒ˷ԫҖؙ࢘ᥒ˷ᒬࡧְঅ˹
【語譯】
深明法分位者(dharma-avasthā-vid jana)認定諸善法(kuśala dharma)有
善自性；此一區別(viniyoga)於餘處亦然。
【釋義】
dharma-avasthā-vid 是一個 Tatpuruṣa，解作「vid(知、精熟) of avasthā(階段、
狀況、態勢) of dharma(法)」
，意思是「對法之分位的熟知」
。viniyoga，意為分隔、
區隔，故梵本頌文——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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śeṣeṣvapyeṣa viniyogaḥ
毘譯：
ᒬࡧְঅ˹
意思就是，於法之中，有法自性，這種可從「法」析離出「法之自性」的，
「法」與「自性」的可區別，不僅是在所謂「善法」(kuśala dharma)之中如此，
在其他的存在事物中，亦是如此，故知「一切法有自性」，如本頌長行所說——
yasmādevamanekaprakāro dharmasvabhāvo
毘譯：
如是如是，見有無量種種諸法，皆有自體。
就本頌所標之「一百一十九種善法」而言，此處論敵的觀點無疑是佛教內部
的學說。在先前的頌文之中，我們幾乎可以確定論敵的身份是正理學派，其線索
在於，第二頌長行的「六種諍論」、第四頌「認許他難」的論證形式，以及第五
和第六頌的「四量」說，都能夠在《正理經》第一卷與第五卷，找到相符應的論
述(同樣的，龍樹於本論第二十頌以後的反駁內容，也能在《正理經》第二、三、
四卷，找到相符應的論述)。然而，行文至本頌，卻驟然出現了這樣一個純然佛
教的觀點，K.Bhattacharya對此的解釋是：
「…反對者是正理學派，以佛教實在論
的論點，反對身為佛教徒的龍樹。」因為論敵認為，龍樹既然身為一個佛教徒，
必然認同這些佛教的根本教義，故吾人不應以本頌佛教教義的提出，而認為此處
的論敵不是正理學派，而是另有其人，如小乘佛教信徒 51 。反之，Chr.Lindtner
認為，論敵身份確是阿毗達磨(Ābhidhārmika) 52。G. Tucci則主張，
《迴諍論》的論
53
辯對象中，確實有如小乘教徒(Hīnayānist)這類的論敵 ，不純然只有正理學派涉
入其間。E. H. Johnston 與Arnold Kunst的看法亦是如此，他們認為，龍樹欲在本
論駁斥的對象，非只是單一學派，因而在前二十頌以論敵姿態出現的那些觀點，
自然不單是正理學派或阿毗達磨，我個人也贊同這個看法應是較中肯的。但無論
如何，即便在此出現了疑為部派佛教的論點，或如同Chr.Lindtner所言，論中稱
聖言量為āgama而非śabda，足見論敵的身份是佛教徒而非正理學派，吾人仍應理
解到，儘管難以斷定論敵的確切身分，《迴諍論》中論敵所抱持的那種知識論立
場，依舊極為近似於正理學派的知識論立場，故在此我們也應以正理學派式的知
識論，去理解論敵的知識論 54 。
至於本頌所言之「一百一十九種善法」，K.Bhattacharya認為，雖然E. H.
Johnston 與Arnold Kunst對此曾做過詳盡的論述，但以現存之毘譯本只列出一百
零七種，藏譯本據Tucci整理的結果 55 ，亦只有一百一十五種，加上Rāh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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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āṅkṛtyāyana所發現的藏寫梵本，三種版本皆有訛漏，故現今恐仍不易正確重建
出本頌原初完整的一百一十九個「法」項次 56 。

第八頌
【梵本】
nairy˜õikasvabh˜vo dharm˜ nairy˜õik˜þca ye teÿ˜m /
dharm˜vasthokt˜n˜mevamanairy˜õik˜dŸn˜m //
【毘譯】
ՃࡧՃࡧᥒ˷অᄆҖࠏየ˷অӏՃࡧ˷ӏՃࡧفᥒ˹
【語譯】
出離(nairyāṇika)的自性，以及出離法(dharma nairyāṇika)，這些都是
曾被提及的法分位(dharma-avasthā-ukta)；非出離法的自性，以及非出
離法等(a-nairyāṇika-ādīnām)亦是如此。
【釋義】
承續前頌，
「法有自性」
，這是論敵的主張，論敵先以道德意義的「善法有善
法自體」，進而以宗教意義的「出離有出離自體」入手，論證龍樹主張「空」的
不當。因若言「空」，則諸善法自體是空，善法亦空，如此便墮入了倫理學與宗
教信仰的虛無危險，這同時亦是一存有論層面的，絕對虛無的危險，如什本《中
論》「觀四諦品」所說：
若一切皆空，無生亦無滅，如是則無有，四聖諦之法。
以無四諦故，見苦與斷寂，證滅及修道，如是事皆無。
以是事無故，則無有四果，無有四果故，得向者亦無。
若無八賢聖，則無有僧寶，以無四諦故，亦無有法寶。
以無法僧寶，亦無有佛寶，如是說空者，是則破三寶。
空法壞因果，亦壞於罪福，亦復悉毀壞，一切世俗法。
如此一來，「空」非但會導致道德與道德實踐的不可能，亦會導致宗教信仰
與宗教實踐的不可能，從而導致解脫的不可能，最後全面導致一切存在的不可
能。如青目釋：
若一切世間皆空無所有者，即應無生無滅，以無生無滅故，則無四勝諦。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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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故，從集諦生苦諦，集諦是因，苦諦是果，滅苦集諦，名為滅諦，
能至滅諦，名為道諦，道諦是因，滅諦是果，如是四諦，有因有果，若
無生無滅，則無四諦。四諦無故，則無見苦、斷集、證滅、修道，見苦、
斷集、證滅、修道無故，則無四沙門果，四沙門果無故，則無四向四得
者。若無此八賢聖，則無僧寶，又四聖諦無故，法寶亦無。若無法寶僧
寶者，云何有佛，得法名為佛，無法何為佛，汝說諸法皆空，則壞三寶。
是故：
若受空法者，則破罪福及罪福果報，亦破世俗法，有如是等諸過，故諸
法不應空。
上段所引《中論》「觀四諦品」部分 57 ，其意涵等同於第七、八頌，皆訴諸
倫理學與救度學的角度，從而擴及整體的存有論，陳明以「空」為「宗」的困境。
此二頌不僅在論證學的意義上，如同第三頌一樣，具有論證式中「喻」支的功能，
更重要的是，七、八兩頌，正好說明了印度佛教的認識論，及其解脫論，是必然
關聯的。如果去除解脫論的色彩，我們便無法正確地看待佛教的知識論，因為在
印度佛教裡面，正知是為了要得正解脫，而欲得正解脫則必先由正知 58。事實上，
不僅佛教如此，其他學派亦是如此。如在本論中，扮演主要論敵角色的正理學派，
其所提出的「十六句義」，並非只是一純粹的邏輯論證用途，而是具有一目的論
的意義，即「證得至高的幸福」59。從《正理經》1.1.2 更可確切地體認到這種知
識之目的論的強烈宗教性——
「苦、生、行為、過失、虛妄的認識，如果自下而上依次斷滅的話，由
這樣的一一斷滅，就可以得到解脫。」 60
關於這點，梶山雄一的闡釋十分清楚扼要：「正理學派……作為屬於印度正
統派哲學思想的一個體系…以認識到我的真實而達到解脫為終極目的……在《正
理經》開頭…曾說了旨趣如次：否定我的存在和業報輪迴，把痛苦的生存看成快
樂，把無常看作常，由於這些錯誤的認識，便產生了過失、行為、生存、痛苦等
等的生死系列。由於消除對於這種系列的原因—認識對象(prameya；所量) —的
錯誤認識，就能使這種系列逐次消滅而獲得至善。所以，正理學(Nyāya或
Nyāyavidyā)的目的是，用了解…十六句義的真實獲得至善。」這也正是為什麼
它與西方哲學中的邏輯學如此不同，其根本原因在於，正理學具有「目的論和神
學的性質」
，因而印度邏輯學是「他律的、心理學的」
，這致使「印度邏輯學成了
61
跟形式邏輯學在性質上不同的論證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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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藏要》第一輯第十六種《中論》，頁 59-60。
參見本文導論註 8–10。
見本論第五頌釋義。
引自梶山雄一，「印度邏輯學的基本性質」，錄於《印度邏輯學論集》頁 169。
見梶山雄一，「印度邏輯學的基本性質」，錄於《印度邏輯學論集》頁 7-8。

第九頌
【梵本】
yadi ca na bhavetsvabh˜vo dharm˜õ˜Ð ni×svabh˜va ityeva /
n˜m˜pi bhavennaivaÐ n˜ma hi nirvastukaÐ n˜sti //
【毘譯】
ᑒࡧਬ༇ᥒ˷༇ᥒӏಶفؙ˷ןᥒ˷ןؙ౧ןӖٙ˹ן
【語譯】
且如果，一切法之自性不存在，則「無自性」此一「名」(nāman)亦
不可能存在；因為「沒有實存對象」(nir-vastuka)的「名」是不存在的。
【釋義】
在第五頌的註釋裡，我們藉由富差延那的《正理注》
，解釋《正理經》對「現
量」的四個定義，其中一項定義，就是「不可以名言指陳(avyapadeśya)」
，從《正
理注》1.1.4 的內容，我們可以窺見初期正理學派對於「名」(nāman)的概念，以
及這種概念所代表的，實在論的立場。對正理學派而言，一個沒有實存的指涉對
象的「名」，是不可能的，亦即，那是我們根本無從想像、無從理解，因而也無
從以任何方式對之加以表詮，更遑論知覺或判斷，因為在正理學派而言，可知覺
等同於可判斷，反之亦然。關於正理學派對「判斷」與「知覺」
，以及「名」(語
言)與「實」(對象)之間關係的看法，梶山雄一在「印度邏輯學的基本性質」文中
有相當精要的論述：「正理學派的知覺在本質上是知覺判斷。判斷的三要素：主
詞、賓詞，以及這兩項的關係，都被賦予實在性(vastutva)。那就是我們在知覺個
別事物時，認識到『種(jāti)』
，它作為限定個別事物的東西而顯現在對象上。」62
顯然，正理學派忽略了如西方哲學中那種直接感覺與概念知識的區別。對於
正理學派而言，我們的感官知覺與概念知識是同樣的東西，也就是說，正理學派
認為我們透過感官直接認識對象物的結果，所獲得關於此一對象物的認識內容，
就是真實的知識的本身。甚至就連抽象性的概念如「範疇」或「本質」，也能在
這樣的認識活動中具象化，而得以為吾人的感官所知覺。更進一步說，與其說「範
疇」與「本質」是在我們的認識活動中具象化而得以被知覺，倒不如說「範疇」
與「本質」是實在並且內化於對象物本身而可被感官知覺。因而，對於正理學派
而言，一個純粹觀念性質的、抽象化的、完全沒有可資對應的實存之對象物的概
念，根本就不可能存在，也無法為人所設想或理解，因為語言的意義由實存的對
象物賦予，當語言表現為一命題時，也為對象的實存性所規制，因而語言無法離
開實存對象的對應而純然、單獨地存在，命題的成立亦然。誠如梶山所言：「在
正理派立場看來，正因為我們的概念是實在的，判斷才能成立。在實在論的立場
62

梶山雄一，「印度邏輯學的基本性質」，錄於《印度邏輯學論集》頁 35。

看來，所謂判斷，乃是對一個實在，結合了它的本質屬性或一種偶然性質……對
於正理學派來說，語言意味著實在的『種』和實在的個別事物；判斷則是那些語
言的結合，換言之，判斷是把實在的屬性結合於實在的主詞中而成立的。」 63
因而屬性或運動本身也無法獨立存在，屬性或運動不過是它們所從屬的實體
的表現方式，而這樣的表現方式也因為其所從屬的實體而為實在 64。即便正理學
派曾提出知名的「十二句義」說 65，但其實這十二個範疇絕非我們所習慣理解的
那種純粹思惟概念的，如抽象性的「形式」一般的，西方哲學式的「範疇」，而
是如梶山所言，是一「關於實在的基本類型」
，是「具有客觀實在性的東西」
，是
具象化的、可以被感官知覺，甚至是具有心理學、救渡學等目的論意義的、實際
存在的東西。因而所謂「句義」，padārtha，意即為「語言(pada)的意義、對象
(artha)」，在字義上也反映出印度實在式論哲學所認為的那種概念必須與實在對
應的想法。針對這點，梶山如是評論：
「《正理經》的十六句義也是它的一例。由
於為了解脫的，應用邏輯學的目的，便很難以純粹邏輯學領域的要素 66 來概括分
類……所以，這樣的真知所掌握的，即真知對象，乃是他們所說的句義，即實在
(vastu)……包括了存在(bhāva)、實存(sattāsamavāyin)、非實存(svātmasat)、非存
在(abhāva)等……所有這許多種類，即物理的存在、觀念的存在、作為實體的存
在、作為形式的存在等，都被正理‧勝論派的目的論的實在觀叫作實在。」 67
從上段敘述，我想將本頌中的vastu作為一「(認知的)對象性的實體」來加以
譯解，應該是適切的，不同於sat的靜態形上學存在意涵，或bhāva作為動態形上
學存在意涵，或作為宇宙論的構成元素性質的dravya；vastu是一具有認知、理解
活動的意向所指向的，目的論性質的實體。正如我們之前所說的，正理學派的實
在論立場並不可能允許一個空無指涉對象的「名」存在，「名」，作為「語言」，
必須以實存之物為其依附方可存在 68 ，故長行說道——
yadi sarvadharmāṇāṃ svabhāvo na bhavettatrāpi niḥsvabhāvo bhav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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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前揭書，頁 38。
同前揭書，頁 40。
65
見本文註 58。
66
梶山在此列舉出了prameya「所量」，亦即「認識對象」的內容，其細目及說明請見《正理經》
1.1.9─1.1.22)來概括分類。梶山在其後的段落裡，除了解釋sattāsamavāyin, svātmasat等內容及與
其vastu, bhāva, abhāva的分屬之外，也指出「非存在」作為句義，是十一世紀以後的正理勝論綜
合學派所發展出來的，也就是說，以《正理經》為代表的早期正理學派，並未明確認可「非存在」
是句義的一部分，然而梶山也認為，單就正理學派的實在論立場而言，凡知識語言的對象，盡皆
實在。因而，即便《正理經》未明確將「非存在」列為句義，但初期正理學派應隱然同意，既然
「非存在」此一概念本身即是語言表詮的結果，則「非存在」作為認知的對象與實在，亦即vastu，
仍是無庸置疑的，而這一點，也在《迴諍論》中，論敵所提出的種種質疑裡，得以略知一二，如
本偈頌正是一極好例證。
67
梶山雄一，「印度邏輯學的基本性質」，錄於《印度邏輯學論集》頁 41-42。
68
《正理經》2.2.60-2.2.71 說明了初期正理學派對語言的看法，雖然梶山雄一認為《正理經》的
這部分成書時間應較龍樹晚出，但當中所表達出的，那種實在論式的語言概念，應該是龍樹所可
以料想而不至於太陌生的。
64

如果一切法的自性不存在，如此則為「無自性」。
tatra niḥsvabhāva ityevaṃ nāmāpi na bhavet / kasmāt / nāma hi
nirvastukaṃ kiṃcidapi nāsti /
如此一來，則「無自性」此一「名」，不存在；為什麼呢？
因為，沒有實存對象(nirvastuka)的「名」(nāman)，絕無可能存在。
tasmānnāmasadbhāvātsvabhāvo bhāvānāmasti
svabhāvasadbhāvāccāśūnyāḥ sarvabhāvāḥ /
因而，「名」實存，則法之自性存在；自性實存，則一切法不空。
簡言之，有「無『自性』」之「名」(nāman)，卻無「無『自性』」之「實」
(vastuka)；在論敵而言，這是不合理的。此外，這部分尚且牽涉到正理學派的「否
定」理論，見第十一、二頌的釋義，此不贅述。

第十頌
【梵本】
atha vidyate svabh˜va× sa ca dharm˜õ˜Ð na vidyate tasm˜t /
dharmairvin˜ svabh˜va× sa yasya tadyuktamupadeÿ÷um //
【毘譯】
ਬញࡧࡧ߹࠰˷ןؙӐ༇˷የញࡧ߹˷ןؙҖँՔᠧ˹
【語譯】
倘若自性存在，但法自性卻不存在；據此，則應加以闡述這種脫離了
法的自性，是屬於何者的自性。
【釋義】
承續前頌，本頌論敵主張「自性」的存在。在第七、八頌，論證理由是訴諸
於解脫論的聖言量；在第九、十頌，則訴諸名實相符的語言指涉論——
第九頌：「對象」不存在，則該對象之「名」亦不存在。
故若「自性」不存在，則「自性」此一「名」亦不存在，「無『自性』」
此一「名」亦然。
但實不如此。因「自性」此「名」存在，
「無『自性』」此「名」亦然，
故「自性」存在。
第十頌：由第九頌推論得知，有「自性」存在。

但龍樹主張，「無自性」。
依第七八頌所論，所謂「法(dharma)無自性」等同於「法沒有屬於法的
自性」。
故知 1.「自性」存在，但同時 2.「屬於法的自性」不存在。
故龍樹應解釋一個既存在卻又「不屬於法」的「自性」
，究竟是何者的自性。
如長行所說——
atha manyase mā bhūdavastukaṃ nāmeti
倘若你認為，一個沒有實存對象的名不能夠存在；
kṛtvāsti svabhāvaḥ sa punardharmāṇāṃ na saṃbhavati
自性存在，但屬於法的自性，卻不存在，
evaṃ dharmaśūnyatā niḥsvabhāvatvāddharmāṇāṃ siddhā bhaviṣyati
如此則法之空性，由於法之無自性，得以成立；
na ca nirvastukaṃ nāmeti
且亦沒有無實存對象的名。
atra vayaṃ brūmaḥ /
對此，我們的回應是，
evaṃ yasyedānīṃ sa svabhāvo dharmavinirmuktasyārthasya sa
yuktamupadeṣṭumarthaḥ /
如此則應對此說明，此一自性所屬之對象，脫離了法
(dharmavinirmukta)，則此對象，其自性究竟屬於何者？
sa ca nopadiṣṭaḥ /
然而，這並未被解釋。
tasmādyā kalpanāsti svabhāvo na sa punardharmāṇāṃiti sā hīnā /
據此，「自性存在，但屬於法的自性不存在」這種臆想(kalpana)，就遭
論破了。
顯然的，對論敵而言，主張「無自性」，就等同於認可「自性」的存在，因
為「無自性」就是對「自性」的否定，既然能有對「自性」的否定，前提必須是
要有「自性」存在之後，才能以此為對象，對「自性」做出否定；因而說「無自
性」
，其實也就證明了「自性」存在。這是論敵「ࣝࢅ(vastuka)༇」ןؙࢅؙ˷ן
的觀點。

第十一頌
【梵本】
sata eva pratiÿedho n˜sti gha÷o geha ityayaÐ yasm˜t /
d®ÿ÷a× pratiÿedho’yaÐ sata× svabh˜vasya te tasm˜t //
【毘譯】
ࡧਬفؙᥒ˷Քಶᒂᑒࡧ˷ᑒࡧਬ༇ᥒ˷นৄٙࠏᒂ˹
ؙൢ˷ࡠؙՔಶᒂൢࡠ˷݃ँࢅؙᒂ˷݃༇ࢅӏᒂ˹
【語譯】
因為「沒有水瓶在屋子裡」是對一存在之物(sat)的否定；所以你的這
項否定，被視為是對自性之存在的否定。
【釋義】
本頌是第十頌的譬喻。論敵以「瓶 (ghaṭa)」喻，說明前頌；假使我們說「屋
內無瓶」，亦即否定了「屋內有瓶」，因而此一否定句「屋內無瓶」，其前提必須
有「瓶」的存在，當這一存在的「瓶」不在屋內時，我們才能針對存在的「瓶」
進行否定陳述「屋內無瓶」，否則吾人將無由否定一個不存在之物，如長行所
說——
iha ca sato’rthasya pratiṣedhaḥ kriyate nāsataḥ /
毘譯：
(ࢅؙsat)ಶᒂ(pratiṣedha)˷༇ࢅӏᒂ˼
tadyathā nāsti ghaṭo geha iti sato ghaṭasya pratiṣedhaḥ kriyate nāsataḥ /
毘譯：
༇ൢࡠँӏᒂ˼ؙൢಶᒂ˷༇ൢӏᒂ˼
evameva nāsti svabhāvo dharmāṇāmiti sataḥ svabhāvasya pratiṣedhaḥ
prāpnoti nāsataḥ /
毘譯：
অঅ˷ࡧ༇فᥒँӏᒂ˷ࡧفؙᥒՔಶؙᒂ˷༇Ӗٙᒂ˹
tatra yaduktaṃ niḥsvabhāvāḥ sarvabhāvā iti tanna /
pratiṣedhasaṃbhavādeva sarvabhāvasvabhāvo’pratiṣiddhaḥ /
毘譯：
ਬҎӭࡧ০༇فᥒ˷ࣤعᒂ݅Ҏӭᑒࡧ༇فᥒࢦ˷ᄃӏ৯ᘋ˼آٙࠏᒂ˷
ਬؙᒂᥒோᒂҎӭᑒࡧفᥒ˼
因而當我們說「屋內無瓶」時，這個否定本身其實已經認可了「瓶」的存在，

同樣地，當龍樹說「一切法無自性」時，這個否定本身其實已經認可了「自性」
的存在。
本論第十、十一頌，觸及了正理學派對於「否定」(pratiṣedha)的觀點，對正
理學派而言，純粹的否定是不可能的，因為否定就和肯定一樣，是一種判斷，而
判斷，作為一主詞和謂詞之間的關係，乃是將某種屬性歸與某種實在物，故當我
們做出否定「某物非P」時，
「非P」必然要隸屬於「某物」
，此一否定等同於「某
物沒有P」，在此，「沒有P」不能脫離「某物」的存在而獨自存在，而只能作為
「某物」的一種屬性，即吾人認知到某物並不具備P作為其屬性，而以「某物具
有P缺如屬性」來理解「某物非P」。因而，對正理學派來說，龍樹主張「一切法
無自性」也是同樣的道理，
「一切法無自性」作為一否定判斷，應被理解為是「一
切法不具備自性作為其屬性」，亦即「無自性」不能夠獨立存在，而必須依附於
某種實在之物，作為某種實在物的屬性而存在，也就是「某實在物的無自性」69 。
就這點來看，第十、十一頌毫無疑問地是正理學派的立場，因其要求龍樹必須解
釋「無自性」是「隸屬於何物的無自性」
，亦即解釋「闕如(abhāva)是何物的闕如」
之緣故。

第十二頌
【梵本】
atha n˜sti sa svabh˜va× kiÐ nu pratiÿidhyate tvay˜nena /
vacanenarte vacan˜tpratiÿedha× sidhyate hyasata× //
【毘譯】
ਬࡧ༇فᥒ˷݅ዢٙࠏᒂ˷ਬ༇ࡧಶᒂ˷༇ዢְ؎ᒂ˹
【語譯】
若此一自性不存在(na asti)，則你藉此言語陳述，究竟否定
(pratiṣidhyate)了什麼？因為對不存在(asat)的否定，無需言語，即可成
立。
【釋義】
承上，因而對正理學派而言，否定既然作為判斷之一種，必須建立起主謂詞
間的關係，要將某種屬性歸與實在物，故去主張某物的某一屬性的缺如(abhāva)，
則此一否定中，作為謂詞的的「缺如」，理所當然也是某物的屬性；在此情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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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正理學派認為，作為判斷的否定，並不是一種主觀的、去行「否定」動作的
精神性活動，雖然正理學派承認推論(比量)，abhāva作為某物的某屬性的缺乏，
這種缺如藉由現量，即可充分、直接地得知，而不須經由比量來間接獲致(並且，
即便是初期正理學派所主張的「比量」，也不是一先驗的、純粹形式的推論，而
是以現量為基礎，與現量相結合的推論)。因而當我們做出判斷時，
「否定」不過
是我們對某物的判斷性認知內容中的一個組成部分，這也就是說，「否定」或者
「缺如」，這些判斷都必須立基於對某物的實際認知上，作為「某物所具備的某
種屬性」，因而每一項「否定」或「缺如」都必須至少能適用於一種實際存在之
物的界定，否則就是一不真實的屬性，是一個無意義的判斷。更確實地說，正理
學派認為，凡存在之物皆能被認知，故一存在物的可知性可以界定該存在物，反
之，一不存在物是無法被認知的，故可知性的缺如便無法用以界定任何存在物。
據此，去否認一個不真實的屬性是沒有意義的，也無法去討論一個不真實的屬
性，因為那種屬性既然不存在，我們也就根本無由認知 70 。
因而論敵除了於前頌質疑龍樹，若想退而求其次地主張有「自性」但「一切
法無自性」，則應說明「離法」的「自性」歸屬為何之外，在本頌論敵更進一步
指出，龍樹說「一切法無自性」，這樣子的一種否定判斷，根本就是荒謬的，因
為「ਬ༇ࡧ(sat)ಶᒂ˷༇ዢְ؎ᒂ」，亦即，對於一根本不存在的東西，不僅是
全然無須否定，因其不須否定即已不能成立，甚至就連否定本身，也是不可能的。

第十三頌
【梵本】
b˜l˜n˜miva mithy˜ m®gat®ÿõ˜y˜Ð yath˜jalagr˜ha× /
evaÐ mithy˜gr˜ha× sy˜tte pratiÿedhyato hyasata× //
【毘譯】
၂ӓҖ˷ৄࡼޚ׳Ԡ˷ਬآᒂְݦބ˷ޚ׳অ˹
【語譯】
就像一個無知愚人，錯誤地將陽炎 (mṛga-tṛṣṇā)執取認知為水
(jala-grāha)；因而你對這錯誤執取認知的否定，或許就如同是對不存
在者(asat)的否定。
【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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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頌為論敵假設龍樹以「陽炎喻」為自己辯護。承上頌，論敵主張對「不存
在物」的否定，是無須言語即可成立之事，對此論敵設想龍樹會以「陽炎」為喻，
說明自己以言語陳述「一切法無自性」
，去否定「一切法有自性」
，就如同一個愚
癡者，錯誤地認知陽炎，以為真正有水，但聰慧者知道陽炎的實相，告知愚癡者
他的認知其實是虛假的，他以為有水，但事實上並非如此；聰慧者否定了愚癡者
虛妄不實的認知，「一切法無自性」的主張正像是這樣。「一切法有自性」，這是
虛妄的認知結果，「一切法自性」就像是「陽炎」一樣，是不存在的，故說「一
切法無自性」就像是說「無水」一樣，是對不存在之物的否定，這對不存在之物
的否定之所以必要且亦成立，乃是為要駁除對一不存在之物的錯誤認知，即，將
不存在之物誤以為存在之故。所以，論敵推測，龍樹在此會以「陽炎喻」支撐自
己的論點，來說明論敵先前的駁破是失敗的。

第十四頌
【梵本】
nanvevaÐ satyasti gr˜ho gr˜hyaÐ ca tadgrahŸt˜ ca /
pratiÿedha× pratiÿedhyaÐ pratiÿeddh˜ ceti ÿa÷kaÐ tat //
【毘譯】
ޚࠏޚோ˷ޚᒂࠏᒂோᒂ˷অӧኂᄃ˷০ಿঅ˹ࡧؙ
【語譯】
於是乎，取(grāha)、所取(grāhya)、能取者(grahītṛ)，遮(pratiṣedha)、
所遮(pratiṣedhya)、能遮者(pratiṣeddhṛ)，以上六種都確實存在。
【釋義】
論敵喻設龍樹會以「陽炎喻」自我辯護，但龍樹真若如此，就會掉進論敵預
先設下的論證陷阱。在本頌，論敵指出，若龍樹同意並且使用「陽炎」喻，也勢
必遭逢困境。其中最為致命之處在於，倘若龍樹接受「陽炎喻」，首先，必須承
認至少三種認知構成的實在：取、所取、能取。如果龍樹說「一切法無自性」，
是為要扭轉常人對「一切法」的錯誤認知，誤以為「一切法有自性」，如此則意
味著認知作用本身、認知對象、行認知動作的行為者，這三種都必須存在，亦即，
必須承認三種知覺的實在。其次，若承認了知覺的實在，以正理學派的知覺與判
斷不相離，亦必須承認三種判斷構成的實在：否定、被否定、能否定者。如此一
來，認知作用、認知對象、認知行為者，以及否定、被否定、能否定者，以上六
種盡皆存在，則「一切法空」的主張就不能成立。

第十五頌
【梵本】
atha naiv˜sti gr˜ho naiva gr˜hyaÐ na ca grahŸt˜ra× /
pratiÿedha× pratiÿedhyaÐ pratiÿeddh˜ro nanu na santi //
【毘譯】
ਬ༇ְ˷ޚࠏޚ༇ؙோँ˷ޚ༇ᒂࠏᒂ˷ְ༇ؙோᒂ˹
【語譯】
倘若取、所取、能取者，都不存在；則遮、所遮、能遮者，也都不存
在。
【釋義】
承續前頌。論敵假設龍樹為了避免承認「ޚࠏޚோ˷ޚᒂࠏᒂோᒂ」六種盡
皆存在，以致於產生和「一切法空」相矛盾的謬誤，而更激烈地主張「༇˷ޚࠏޚ
༇ؙோ」ޚ
、「༇ᒂࠏᒂ˷ְ༇ؙோᒂ」，亦即，以上六種皆「不存在」(na asti)。

第十六頌
【梵本】
pratiÿedha× pratiÿedhyaÐ pratiÿeddh˜raþca yadyuta na santi /
siddh˜ hi sarvabh˜v˜steÿ˜meva svabh˜vaþca //
【毘譯】
ਬ༇ᒂࠏᒂ˷ְ༇ؙோᒂ˷ँҎӭࡧ؎˷߹فᥒְ؎˹
【語譯】
如果否定(pratiṣedha)與被否定者(pratiṣedhya)，以及否定行為者
(pratiṣeddhṛ)，都不存在；則一切法成立，而一切法的自性，也同樣
地成立。
【釋義】
承上，倘若龍樹這麼做，則又落入論敵的陷阱中。倘若龍樹說，
「༇˷ޚࠏޚ
༇ؙோ「、」ޚ༇ᒂࠏᒂ˷ְ༇ؙோᒂ」，則如長行所說——
na pratiṣedho na pratiṣedhyaṃ na pratiṣeddhāraḥ

santyapratiṣiddhāḥ sarvabhāvā asti ca sarvabhāvānāṃ svabhāvaḥ /
毘譯：
ؙࣝᒂ˷ࣝࠏؙᒂ˷ؙࣝோᒂ˷
অँӏᒂҎӭᑒࡧ˷ँҎӭࡧ০فؙᥒ˹
既然無所否定，則「一切法無自性」此一否定不存在，「一切法有自性」也
就成立了。至此，吾人可見，自十三頌至十六頌，為一完整的論證過程，論敵以
「陽炎」喻，建立起一個以認識論為出發點的「兩難式」(dilemma)，論破龍樹
主張的「一切法無自性」。由此亦可印證梶山雄一所言，正理學派的判斷論，是
被放在知覺當中處理的，故對正理學派而言，並沒有與認知無涉的純粹判斷存
在，也就是說，正理學派所主張的認知與論證，其實歸根究底，純由知覺與推理
兩大部分所構成，這點在富差延那時期已經逐漸明朗起來。正理學派「把概念世
界與知覺表象世界視而為一，認為概念可以由我們的感官獲得」，甚至認為「判
斷的複合，即推理，實際上也不能與知覺有本質的不同」 71 。這種看法同時也表
現在正理學派的論證式，即「五支分」上，例如以經驗型態的「喻」來表現推論
式的大前提，而非使用一般的抽象命題；又如富差延那將四量和五支分作一相對
的連結，也是一例。而這些，都可以十三頌至十六頌的論證過程中，正理學派將
「取」與「遮」結合的作法為證。

第十七頌
【梵本】
hetoþca te na siddhirnai×sv˜bh˜vy˜t kuto hi te hetu× /
nirhetukasya siddhirna copapann˜sya te’rthasya //
【毘譯】
ँץآӏ؎˷༇ᥒӖٙ˷ץਬࡧ༇˷ࢦץӖٙಶ݅؎˹
【語譯】
並且，你所主張的「因」(hetu)無自性，既然如此，你的「因」如何
可以成立呢？你的論義(artha)不需成因(hetuka)而成立，是不當的(na
upapanna)。
【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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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頌，論敵又重新將論辯焦點拉回到「五支分」
，從「因」之「不成」(na
siddhis)論證「一切法無自性」為謬。對論敵而言，所謂的「一切法空」
，即是一
切法「不存在」，既然如此，則「因」亦屬於一切法，亦不存在，一個論證沒有
「因」支撐，則論證是不能夠成立的。因而一個「無因」的論證——「一切法空」
，
不能成立。
而另一方面，亦或可從「因三相」的角度，來解釋何以主張「一切法空」則
「因」不成。
「因三相」
，是指作為「因」的，三種必要與充分的條件。
「因三相」
並非陳那首創，而是在陳那之前就已經出現，如宇井伯壽認為，「因三相」是作
為正理派和佛教瑜伽論邏輯學的起源的「因論師」(Haituka)系統的產物。在無著
的《順中論》，提到是「正理須摩」(Nyāyasoma)或「正理修摩」(Nyāyasaumya)
一派創立了因三相之說，這意味著因三相說原是佛教眼中的「外道」思想。之後
世親的《如實論》也有提及因三相，但態度已由排斥轉為接受，這也是佛教吸納
並改造因三相說的開端。而在正理學派方面，證據顯示，富差延那對「因三相」
可能已有了解，或至少具有與「因三相」相似的概念，這也意味著，因三相說在
富差延那時代已漸隱然成型。據此，如依「因三相」判讀本頌，至少可將因三相
的發展時程，再往前上溯 72 。
依《入正理論》中的漢譯名，「因三相」是：
1.遍是宗法性。意思是，「因」屬於「所證」主詞的全體。
2.同品定有性。意思是，「因」至少存在於「所證」的一個同類例中。
3.異品遍無性。是指「因」在「所證」的異類例中絕不存在。
如依之前頌文內容，將「一切法空」改為三支作法的「支分」則如下——
宗：一切法空
因：無自性故
喻：如言語
在「一切法空」這個「宗」中，主詞是「一切法」
，而「因」是「無自性」。
就「因」的第一相，
「因」的外延必須大於「宗」中主詞的外延，亦即，
「因」必
須包含「宗」中主詞，否則「因」無法周遍「宗」中主詞。但既然「宗」的主詞
是「一切法」
，依照「一切法」之語義，則任一物的外延必不可能大於「一切法」，
至多是相等重疊，在這樣的情況下，要對「一切法」這個全稱命題作論證，就產
生了疑慮。復次，若就「因」的第二相，「因」必須存在於至少一個「宗」的同
類例中，以確定其必然關聯性，在之前的頌文中，是舉出「語言」來作同類喻例。
如果我們勉強同意這個喻例，暫先忽略此一喻例可能犯有「因同所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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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ādhyasama)的謬誤 73 ，則仍舊無法迴避另一個問題，亦即「因」的第三相，異
類例的提出。在「宗」的主詞是「一切法」的情況下，要找出異類例是不可能的，
故「因」的第三相無法成立。姑且不論之前二相能成與否，在「因三相」中，只
要有其中一相遭到否決，
「因」就不能成立，故龍樹的「宗」
，其問題關鍵在於使
用了「一切法」這樣的命題量之故，所以才會導致̫ਬҎӭࡧ࢟༇فᥒ˷অᄃ
Ӑየץӏ؎̬
˷倘若改「宗」的主詞為「一部分的法」或「單項的法」
，就可以避
免此一困境。
如果欲以「因三相」解釋本頌，則必須確定論敵是否真正基於對「因三相」
的高度邏輯學意識，非難「一切法空」此一命題，因為論敵也很有可能只是單純
就本體論上「因」的有無，非難「一切法空」。若就長行來看，論敵顯然不是以
「因三相」說「一切法空」不成，因為，若以「因三相」說「一切法空」不成，
則論敵必然回答說：
「『因』
，因為『一切法』
，而不成」
，而非在本頌長行中回答——
「Ҏӭࡧ༇فᥒ˷ٙස˾ץؙਬࡧ༇˷ץҎӭࡧ࢟˷Գٙ」˾؎ץ
而此段毘譯的長行梵本原文如下：
niḥsvabhāvatvāddhi sarvabhāvānāṃ śūnyatvāttato hetuḥ kutaḥ /
因為一切法「空」性(śūnya-tvāt)、因為一切法「無自性」(niḥsvabhāva-tvāt)，
所以「因」在何處(hetuḥ kutaḥ)？
asati hetau nirhetukasyārthasya śūnyāḥ sarvabhāvā iti kuta eva
prasiddhiḥ /
若當「因」不存在(asati hetau)，則「一切法空」如何成立？
首先，由 niḥsvabhāva 和 śūnya 在句中皆為表原因的從格型，我們可以推斷
「一切法空」不成，不是因為主詞「一切法」的緣故，而是因為謂詞「空」的緣
故。其次，作為絕對處格的「因」a-sat(不實存)，可以得知論敵不同意「一切法
空」，是來自於本體論方面，亦即實在與否的不同意，而非邏輯論證形式上的不
同意。據此，總括而言，若要以「因三相」解讀本頌，或許將有過度詮釋的疑慮。

第十八頌
【梵本】
yadi c˜heto× siddhi× svabh˜vavinivartanasya te bhavati /
sv˜bh˜vyasy˜stitvaÐ mam˜pi nirhetukaÐ siddha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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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第二十五頌釋義。

【毘譯】
آਬ༇˷؎ץᑒࡧفᥒఔ˷ְ༇˷؎ץᑒࡧفؙᥒ˹
【語譯】
而如果，你對自性的駁斥(svabhāva-vinivartana)，無「因」而成立，
則我的自性實有(astitva)主張，不需成因(nir-hetukaṃ)，同樣也可成立。
【釋義】
承上頌，論敵以本體論的角度，認為主張一切法空，則「因」不存在。如果
龍樹對自性的駁斥——「一切法無自體」——可以成立，這就表示一個「宗」可
以「無因」而證成。既然如此，論敵的「宗」——「一切法有自體」——同樣也
可以「無因」而成立。

第十九頌
【梵本】
atha hetorastitvaÐ bh˜v˜sv˜bh˜vyamityanupapannam /
lokeÿu ni×svabh˜vo na hi kaþcana vidyate bh˜va× //
【毘譯】
ਬץؙ༇ᥒ˷অᄃӏ৯ᘋ˷ԫ࿗༇ᥒࡧ˷ँӏಶ݅˹ؙ
【語譯】
且如果，一無自性「因」實有(astitva)，這是不可能的(an upapanna)；
因為在世間中，並無一法是無自性法。
【釋義】
論敵假設，龍樹爲避免「無因」的謬誤，而堅持自己的論證是有「因」證成
的，只是這「因」無自性，但這也是不可能的，因為——
na hi loke niḥsvabhāvaḥ kaścidbhāvo’sti /
因為，於此世間，任何一種無自性法，不存在。
毘譯：
Ҏӭԫ࿗༇فᥒࢦ˷ӏಶ݅˹ؙ
凡「無自性」
，均「不存在(na asti)」
，這是論敵的觀點。因而，一「無自性」
的「因」，於此世間不可能存在。故龍樹在主張「一切法空」的同時，也喪失了

「一切法空」此一判斷的合法性基礎。因為，能使命題成立的「因」，在「一切
法空」此一命題底下，不僅失去了能證的功能，亦自我矛盾地失去了其存在性。

第二十頌
【梵本】
p¨rvaÐ cetpratiÿedha× paþc˜tpratiÿedhyamityanupapannam /
paþc˜cc˜nupapanno yugapacca yata× svabh˜va× san //
【毘譯】
ࣾᒂक़ࠏᒂ˷অӏ৯ᘋ˷ਬक़ᒂӺ˷ݣঅؙ࢘ᥒ˹
【語譯】
倘若否定在先，被否定者在後，如此則是不可行的(an upapanna)；而
顛倒先後次序、抑或兩者同時，也都是不可行的，因而自性存在。
【釋義】
綜觀前頌，第十七至十九頌為一論證整體，其要義在於，論敵主張自性有而
「因成」
，並以之攻擊龍樹主張「無自性」導致「因不成」或「因無」
，最後招致
論證的失敗。乍看之下，第二十頌與之前的十七至十九頌，似不相關；之前幾頌
的爭論點在於「因」的成與否，但何以到了本頌，論辯主題卻突然跳躍為「遮」
與「所遮」的關係？
顯然，在第十九頌和第二十頌之間，作者省略了一個論述步驟，以致於十九
頌與二十頌間出現落差。第二十頌，討論的是「否定」與「被否定者」，彼此的
定義、作用，於各種不同時序底下的狀態；雖然它的最終目的，是為了形上學命
題的證明而服務，但整個討論主軸明顯是歸屬於論證學的領域。在十九頌以前，
論敵假設龍樹，若以不放棄「一切法空」的命題為前提，則對於論敵「因」的責
難，會有兩種回應，一是惡性地主張「無因，且無因亦可成法無自體」，二是主
張「有因，且因無自體，以此無自體因，成法無自體宗」。這兩種預設的回應，
都是從「自性」與「存在」的觀念出發，以本體論的觀點，來界定「因」的有或
無，從而衍伸為「因」作為論證學「支分」時的成或不成。這段由十七至十九頌
的過程，雖然表面上看來，是以「五支作法」之一的「因」為主角，但實際上所
討論的，歸根結抵是本體論的有無問題，因而也很難順暢地將之橋接至第二十頌
的內容。
然而，正如同我們之前一直強調的，就如同絕大部分的印度古典哲學作品，
《迴諍論》是一對話性的文本，如果忽略這一點，就無法正確理解文本所欲表達

的思想。如果梶山雄一的理解無誤，則十九頌與二十頌之間，被省略的步驟，先
是出現在《方便心論》
，然後是《正理經》第五卷。依梶山所言，在《方便心論》
中，以反論者身分出場的作者，為反駁立論者「自我常住」的主張，以「時同相
應」進行論破，其大義是，「理由對於所證而言，若為過去則已滅，若為將來則
尚未存在，若為同時則如牛之兩角相互不能發生作用」74，因而得出「因」與「所
證」兩者間的作用，在過去、現在、未來三時中均不存在的結論。
對此，
《正理經》5.1.18 也作出了分析。首先是介紹何謂「時同相應」
，並給
予定名——
「因為，
『因』於三種時的任何一種中，皆不成立，故是『無因相似』
。」
據《正理注》5.1.18 的解釋，所謂的「三種時」(trai-kālya)，原本指的是因(hetu;
probans)與所證(sādhya; probandum)之間的時序，即因先於所證、因後於所證、因
與所證同時三種。而所謂的「三時不成」(traikālyāsiddha)即是指，如果因先於所
證而有，則所證尚不存在，此因是屬於何者的因？如果所證先於因而有，則因尚
不存在，此所證是屬於何者的所證？如果因與所證同時並有，則兩者相對等，誰
是因，誰是所證？所以，如上段論證，因與所證兩者間的作用，於過去、現在、
未來三時中，均不可能存在。
以上內容和《方便心論》的看法相符，但不同的是，「無因相似」在《正理
經》中，並非是正確的論述方式，而是「誤難」的一種，所以隨即對「無因相似」
做出了反駁——
《正理經》5.1.19：
「說『因』於三種時的任何一種中皆不成立，這是不
對的，因為『所證』可以藉由『因』而成立。」
在《正理注》5.1.19，富差延那解釋說，
「無因相似」是不對的，因為被證成
之物所以能被證成，畢竟是需要一「因」
，才能使之證成，因而此一「因」
，在時
序上是先於「所證」的。除了聲明「因成所證」的主張之外，對於使用「無因相
似」的反對者(如《方便心論》)，也以同樣的方式迴以責難，如《正理經》5.1.20——
「此外，『否定』是不可能的，因為那被否定的無法被否定。」
意思是，如果反論者是依據「無因相似」，否定「因」之不成，則同樣的道
理，反論者的否定(亦即，
「因之不成」)也同樣地依據「無因相似」而不能成立。
於是，我們可以發現，論證進行至此，又重新回到了本論第二十頌的內容，即「遮」
與「所遮」的「三時不成」。對此，本論第二十頌長行說明如下——
iha pūrvaṃ cetpratiṣedhaḥ paścācca pratiṣedhyamiti nopapannam /
asati hi pratiṣedhye kasya pratiṣedhaḥ /
毘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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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梶山雄一，「佛教知識論的形成(中)」，刊於《普門學報》第 16 期，頁 42。

!

ਬᒂ(pratiṣedha)ࠏ˷ࣾתᒂ(pratiṣedhya)תक़˷ᄃӏ৯ᘋ˹!
օࠏؙᒂ˷ᒂٙࠏᒂ˾!
!
atha paścātpratiṣedhaḥ pūrvaṃ pratiṣedhyamiti ca nopapannam /
siddhe hi pratiṣedhye kiṃ pratiṣedhaḥ karoti /
毘譯：!
ਬᒂתक़˷ࠏᒂְ˷ࣾתӏ৯ᘋ˹!
ࠏᒂӅ؎˷ᒂٙோᒂ˾!
!
atha yugapatpratiṣedhapratiṣedhya iti
tathāpi na pratiṣedhaḥ pratiṣedhyasyārthasya kāraṇam pratiṣedhyo na
pratiṣedhyasya ca
毘譯：!
ਬᒂࠏᒂҕࡧטଗ˷ӏ৯ץᐗ˷!
ᒂӏࠏץᒂ˷ࠏᒂӏץᒂ˹!

論敵最後的結論即是，因為「遮」與「所遮」的「三時不成」，所以龍樹的
「遮一切法自性」不成。在本頌長行中，甚至也援用了曾出現於《方便心論》的
「兩角喻」，亦足以證實其相關性。
綜觀上述，我們可以肯定，得由十九頌跨越至二十頌的論述關鍵在於「因」
的有無，這同時也是十七頌至十九頌的中心主題。只是，其間的差別在於，十七
至十九頌，是以自性之有無，決斷「因」之有無，而十九至二十頌間的隱藏論述
部分，則是以「三時不成」的對錯，決斷「因」的有無。論敵假設，倘若龍樹在
第十九頌之後，受迫於論敵「無自性則無有」的主張，決定放棄討論「因」的「自
性」，而改以「無因相似」切入，企圖藉由反飭論敵的「因」之不成，來合理化
自己的「一切法無自性」命題。既然已預想到龍樹會使用「無因相似」來自我防
護，因而在第二十頌，論敵也就順勢以否定作用的「無因相似」回敬龍樹。至此
同時，論敵的發言亦告一段落，自本頌之後，龍樹正式開始回覆論敵的詰難。

第二十一頌
【梵本】
hetupratyayas˜magry˜Ð ca p®÷hak c˜pi madvaco na yadi /
nanu þ¨nyatvaÐ siddhaÐ bh˜v˜n˜masvabh˜vatv˜t //
【毘譯】
ዢ݅ਬញ˷ץᐗެ˷ࡧנঅँ࢟ᄃ؎˷ᑒࡧ༇فᥒ˹

【語譯】
如果，我的言語陳述，既不在因緣和合的整體中
(hetu-pratyaya-sāmagrī)，也不在因與緣的個別中，則一切法的空性
(śūnyatva)，因為無自性而成立。
【釋義】
第二十一至二十三頌是一論證整體，是龍樹對第一頌的答覆。在第一頌長
行，論敵先預設龍樹如何立宗「一切法空」，然後再提出自己的反論。在此，為
了方便我們更清楚地比對正反方的論點，暫時先以正理學派「五支作法」的形式，
將雙方論證簡化整理如下──
論證 A：一切法有自性
正方
宗：一切法有自性
因：一切法有作用可行

反方
宗：一切法無自性
因：一切法是因緣生

喻：1.如火、刀、水
2.如言語
合：一切法亦皆如是
結：故一切法有自性

喻：1.如芽
2.如言語
合：一切法亦皆如是
結：故一切法無自性

因正反雙方各引同「喻」(言語)為理據，「喻」的性質出現歧異，於是進入
第二段論證──
論證 B：言語有自性
正方
宗：言語有自性
因：言語可行否定作用
喻：如火、刀、水
合：言語亦如是
結：故言語有自性

反方
宗：言語無自性
因：言語是因緣生
喻：如芽
合：言語亦如是
結：故言語無自性

在第一頌，論敵因為不承認「一切法空」，而以龍樹「無自性」的言語陳述
不能夠行否定功能為由 75 ，企圖逼迫龍樹承認「言語有自性」，從而承認「一切
法無自性」不能成立。論敵的推論順序是：若「一切法無自性」則「言語無自性」
→若「言語無自性」則「不能遮一切法自性」→故「言語不空」→故「一切法不
空」。
在第二十一至第二十三頌的論證裡，龍樹回應了這項順序；先證「言語空」
成→其次再證「空語說空」成→最後再證「一切法空」成。倘若同樣借用正理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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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第一頌長行末：「অ༇ዢ˷Ӗٙோᒂᑒࡧفᥒ˹」

派的「支分」形式呈現，則龍樹的此一論證次第如下 76 ──
反方論證 B：言語無自性 (第二十一頌)
宗：言語無自性
76

必須特別澄清的是，雖然為了比對雙方論點的方便，而將龍樹的意見改以其論敵的「五支作
法」形式呈現，但這絕不意味著龍樹對於論敵所主張的那種論證形式抱持著正面肯定的態度。正
好相反的，龍樹無法茍同正理學派的「五支作法」，此一立場在第二十九頌有非常明確的展示。
然而，倘若龍樹真的無法同意「五支作法」，則讀者必然疑惑於，何以在明知龍樹不贊同此一論
證形式的前提之下，仍要將他的論點改寫為「五支作法」？
在本文前段的導論中，我們曾提及有學者主張龍樹雖然反對「量」論，但在同時卻又經常引諸「量」
為己用，似乎意味著在某種程度上，龍樹又非全盤否定那些「量」的作用 (見本文註 131)，而這
卻似乎有自相矛盾之嫌。如我們先前在導論中已概述過的，此一情況不僅出現在「量」
，也出現
於命題的「宗」與「遮」，並且，此一矛盾也同樣出現在作為論證之形式的「五支作法」上。
在之後的第二十九頌，龍樹表示了他對「五支作法」的反對，然而在龍樹自己的長行注釋中，雖
然他未明確地依循「五支作法」提出論證，但我們還是可以從其各頌長行中，整理出文意內容相
應於「宗」
、
「因」
、
「喻」
、
「和」
、
「結」的論點敘述，且毫無窒礙地將之代入這五個論證的項次，
如同本頌釋義裡所列舉的那樣。
然而，這絕不是說我們可以就此斷言：
「龍樹贊同五支作法」
。事實上，相較於龍樹在第二十九頌
中明確宣示的反對意見，除非他也同樣明確地指陳：
「我的宗是『一切法無自性』
，我的因是『言
語不在因緣和合的整體、個別、以外』
，我的喻是『如輿瓶衣蕃、幻化人』
，我的合是『言語亦如
是』
，我的結是『故言語無自性，言語空』
。」否則的話，我們並不能認定「龍樹同意『五支作法』」
，
進而主張「龍樹自相矛盾」。
同理，主張「龍樹同意『五支作法』」的確缺乏直接證據，但即便龍樹已曾明確表態他不能認同
正理學派式的論證形式，我們是否就可以一廂情願地斷定「龍樹全盤反對所有的論證形式，如『五
支作法』」呢？此亦不然。誠然，「全盤反對所有的論證形式」與「全盤反對『五支作法』
」這兩
個命題是有差距的；前者的意思是「龍樹明確反對任何的論證形式」，而後者意思是「龍樹僅明
確地反對『五支作法』」
。倘若是前者，意即龍樹不可能認可或採用任何的論證形式，無論是五支
作法，或是日後蔚為主流的三支作法，皆在其所反對之列。而後者意即，龍樹還是有可能認可或
採用其他的論證形式。姑且不論三支作法和五支作法的差異性，但就我們目前所見，作為一個哲
學論辯的參與者，龍樹畢竟還是有所論證，亦依循某種既定的論證規範，去表達他自己的意見並
且說服對方；在此同時，他未提出一個全新的論證形式去取代他所不認同的「五支作法」
，也是
非常顯而易見的事實。
因而在此以「五支作法」的項次改寫龍樹的論辯意見，不單只是為了比對雙方論點的方便，同時
也是要突顯出一個事實：
「龍樹基本上仍舊在某種底限下，遵循某種論證規範」
。這不是一個新鮮
的論點，因為這個論點已有許多學者指出過了。但隱藏在這個論點背後，最耐人尋味之處在於，
假設龍樹真是基於某種原因，使得他既不全然贊同這個規範、也不全然放棄這個規範；找出龍樹
遵循規範的底限何在、以及找出那個「某種原因」究竟是什麼，固然至為關鍵，但在我們借重「二
諦論」去劃定那個遵循的底限、釐清那個未明的原因之前，我們還應當要問，究竟這種「有限度
的遵循」是基於辯論技藝上的蓄意，抑或是無可避免的不得不然？
倘若龍樹是「無可避免的不得不然」必須在某種底限下至少依循某種論證規範，就表示龍樹其實
也同意，儘管這個論證規範有所缺陷，且其效力經常被過度膨脹，但在價值論上卻仍有其必要性。
反之，如果龍樹純粹是基於論辯技藝上的蓄意而去依循此一論證規範，則意味著此一論證規範可
以被任意地遵守或放棄，而一個可有可無的規則在價值論上是不具任何意義的。
儘管我們已經可以察覺出，龍樹的二諦論關乎此一議題的解答至深──若後者方為正解，則二
諦分別就完全喪失意義與必要性(可是，在即將出現的第二十八頌中，龍樹卻顯然不是這麼認為；
關於這個部分，見第二十八頌的釋義)。我們固然毋須護教心切地預設龍樹絕無可能自相矛盾，
但在任何更確切的證據出現之前，任何選項都不該輕易地排除，而對於龍樹「悖論」成立與否的
決斷，亦是如此。

因：1.言語不在因緣和合的整體中
2.言語不在因與緣的個別之中
3.言語不在因與緣之外
喻：如輿瓶衣蕃等，又如幻化人等 (見第 22 頌長行及第 23 頌、第 27 頌)
和：言語亦如是
結：故言語無自性，故言語「空」。
因而第一階段(即第二十一頌)先證「言語空」，如長行所說──
vaco hetau nāsti mahābhūteṣu saṃprayukteṣu viprayukteṣu vā
言語不在於因中、大中，和合中、個別中，
!
pratyayeṣu nāstyuraḥ
kaṇṭhauṣṭhajihvādantamūlatālunāsikāmūrdhaprabhṛtiṣu yatneṣu
亦不在於咽喉唇舌齒根齗鼻頂等各行力(yatna)條件(pratyaya)中；
nobhayasāmagryāmasti
不在於二者和合中，
hetupratyayasāmagrīvinimuktaṃ pṛṭhageva ca nāsti
脫離因緣和合之外，亦別無一物。
tasmānniḥsvabhāvam niḥsvabhāvatvācchūnyam /
據此，則是無自性；既然是無自性，則是空。
nanu śūnyatvaṃ siddhaṃ niḥsvabhāvatvādasya madīyavacasaḥ /
是以，我的言語陳述的空性，因其為無自性，故成立。
yathā caitanmadvacanaṃ niḥsvabhāvatvācchūnyaṃ
tathā sarvabhāvā api niḥsvabhāvatvācchūnyā iti /
且如同我的言語陳述，因為是無自性，故是空，
同樣地，一切法因為是無自性，故亦是空。
tatra yadbhavatoktaṃ tvadīyavacasaḥ śūnyatvācchūnyatā
sarvabhāvānāṃ nopapadyata iti tanna
於是乎，你所陳述的「因為你的言語陳述的空性之故，一切法的空性是
不可能的」，那是錯的。
之後，進入第二階段論證，即第二十二頌──

第二十二頌
【梵本】
yaþca pratŸtyabh˜vo bh˜v˜n˜Ð þ¨nyateti s˜ prokt˜ /
yaþca pratŸtyabh˜vo bhavati hi tasy˜svabh˜vatvam //
【毘譯】
ਬץᐗࡧ࢟˷ӡየ؟ᄃ˷ٙҖץؙᐗ˷߹ץᐗ༇ᥒ˹
【語譯】
諸法之存有皆依緣而有(pratītya-bhāva)，如此則稱之為「空性」
(śūnyatā)；因為是依緣而有，故無自性。
【釋義】
反方論證 A：一切法無自性 (第二十二頌)
宗：一切法無自性
因：一切法皆「依緣而有」(pratītya-bhāva；緣生)
喻：1.如輿瓶衣蕃等
2.如言語
3.如幻化人等(見第 23、27 頌)
合：一切法亦如是
結：故一切法無自性，故一切法「空」。
顯然，本頌論點與《中論》「觀四諦品」第十八頌相似：
眾因緣生法，我說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
意為，我們把那緣起(pratītya-samutpāda)，稱名(pracakṣ)為「空性」(śūnyatā)；
而這「空性」
，其實是一「假名」(prajñaptir upādāya)，也就是「中道」
。雖然本論
第二十二頌並未論及「假名」、「中道」，但「因為『緣起』，所以『空』」，「因其
為『緣起』，所以稱之為『空性』」的意思是一樣的。
由此可見，論敵與龍樹，對「一切法空」的理解，有根本上的歧見。對論敵
而言，所謂的「一切法空」
，就是「一切皆不存在(na asti)」
，或「一切皆無有(asat)」
；
論敵認為，凡存有(bhāva)皆有「自性」(svabhāva)，皆是「實有」(sat)，龍樹說
「空」非但只是否認了「自性」，甚至是從而否認了任何型態任何性質的存有
(bhāva)，那是荒謬至極的，論敵在前二十頌所質疑的，正是這種荒謬。然而，對
龍樹而言，並非因為否認一切存有(bhāva)，而說「一切法空」或「一切法無自性」
，
之所以說「空」
，說「無自性」
，是因為於此世間，一切存有(bhāva)之生起，皆為
「緣起」(pratītya-samutpāda)或「(因)緣生」(pratītya-bhāva)，而非自有自生，或

他有他生等 77 ，因為「緣起」故「說」一切法「空」，因為「依緣而有(bhāva)」
故「說」一切法「無自性」；這才是空性真正的意義。
龍樹指出，論敵先前責難他「ዢ༇فᥒ˷༇فᥒॽ˷ӏಶᒂࡧ」正是因為「ӏ
࢘࢟ᄃ」。因為不了解「空性的意義」(śūnyatā-artha)，所以才會認為一個「空」
的語言不能夠行否定功能，如長行所說──
śūnyatārthaṃ ca bhavān bhāvānāmanavasāya pravṛtta upālambhaṃ
vaktuṃ tvadvacanasya niḥsvabhāvatvādbhāvānāṃ
svabhāvapratiṣedho nopapadyata iti /
不了解一切法之空性的意義(śūnyatā-artha)，閣下以此責怪說：「因為你
言語陳述的無自性，故對諸法自性的否定是不對的。」
毘譯：
آӏோᅁҎӭࡧ࢟˷ӏ࢘࢟ᄃ˷ٙோآ˷݅ࠏآ˹ዢ݅࢟˷ዢ༇
فᥒ˷༇فᥒॽӏோᒂࡧ˹!
!
iha hi yaḥ pratītyabhāvo bhāvānāṃ sā śūnyatā /
kasmāt / niḥsvabhāvatvāt /
諸法的存有皆依緣而有(pratītya-bhāva)，如此則是「空性」。
為什麼呢？因為無自性。
毘譯：
ࡧ؟ਬঅץᐗ֖ࢦ֖ॽ˷ಶ݅Ҏӭࡧ࢟˷ಶ݅Ҏӭ০༇فᥒ˹
Գٙᄃॽ˷࢘ץᐗ֖ࡧ༇فᥒ˹
ye hi pratītyasamutpannābhāvās te na sasvabhāvā bhavanti
svabhāvābhāvāt /
kasmāt / hetupratyayasāpekṣatvāt /
諸法為緣起(pratītya-samutpanna)，所以無有自性，因諸法無自性之故。
為什麼呢？因為依待因緣。
毘譯：
ਬࡧҎӭ০ץᐗ֖˷ँҎӭࡧ০༇فᥒ˹
首先，必須釐清本頌長行中的 śūnyatā-artha。在上段的長行譯文中，為了隨
順鳩摩羅什本《中論》「觀四諦品」第七頌的譯法，同樣亦將 śūnyatā-artha 譯為
「空義」，但其意涵有待解明。《中論》「觀四諦品」第七頌的 śūnyatā-artha，有
兩種主要的注解傳統，一是如清辨解作「空性之智的對象」
，二是如月稱解作「空
性的意義」
。因而羅什譯「空義」
，顯然是較為靠近月稱的路線，亦即是將複合詞
śūnyatā-artha 解作 Tatapuruṣa，意為「空性的意義」
。月稱為了支持自己在《中論》
「觀四諦品」第七頌對 śūnyatā-artha 的詮釋，徵引同品第十八頌為證，強調所謂
77

關於各種存在之所以產生的可能性，其分析可見《中論》
「觀緣品」第一、二頌，以及「觀有
無品」全品頌文，此不贅述。

的「空義」(空性的意義)，正是「緣起」(pratītya-samutpāda)。依龍樹在《中論》
「觀四諦品」第十八頌所言，所謂的「空性」
，乃是對「緣起」的「稱名」(pracakṣ)，
是一「假名」(prajñaptir upādāya)的結果；而在本論第二十二頌，龍樹所欲表達的，
也是同樣的理念。如本頌長行所述，龍樹認為論敵不了解真正的 śūnyatā-artha，
才會認為一個「空」的語言，是「不存在」的語言，也才會認為語言因為「不存
在」所以「不能作用」。
綜觀上述，我們可以推斷，月稱對《中論》
「觀四諦品」第七頌中 śūnyatā-artha
的詮釋，其理據應該是來自《迴諍論》第二十二頌的長行。龍樹於本頌的長行中
指出，論敵因為對 śūnyatā-artha 不了解，所以才會認為「ዢ༇فᥒ˷༇فᥒॽӏ
ோᒂࡧ」，於是，為了除遣論敵的誤解，龍樹緊接著澄清何謂 śūnyatā(空性)。龍
樹解釋，所謂 śūnyatā，就是指一切法的存有皆「因緣生(pratītya-bhāva)」、皆為
「緣起(pratītya-samutpanna)」
，也因為「因緣生」
、
「緣起」
，所以「Ҏӭࡧ০༇ف
ᥒ」。如此，一切法「緣起」、「因緣生」、「無自體」，就是 śūnyatā-artha。
如果我們將śūnyatā-artha解作「空性的意義」
，則「空性的意義」就在於「緣
起」
，如此則支持了月稱的詮釋。然而，我們亦可從另一角度，理解śūnyatā-artha，
其間差異在於artha的詞義。artha主要有三義，茲依照萬金川於《詞義之爭與義理
之辯》一書中的分類整理 78 ，列舉如下──
1.意思(sense, meaning, signification)
2.實況(the true sense, the real state of the case, the truth)
3.對境(phyi don)或所取境(bzuṅ byaḥi yul)：認識論的對境
若採第三種解釋，則本頌長行將解為「論敵不了解空性的認知對象，才會指
責龍樹空語不能說空」，個人以為這在文意上是不通順的。因為本頌長行重點在
於解釋「語言的使用」
，而非「認知的作用」
，故第三類可先行排除。其次考慮第
一種與第二種解釋。第一和第二類，意義上非常近似且重疊，差別在於，第一類
的 artha，既可以作不須對應實在的純粹名言描述解，亦可以作必須確實指涉實
在的存有論解。第二類的 artha，則強調「實是如此(the actual state, fact of the
matter)」的事實性，亦即，側重於指涉實在的、存有論的意義。因本頌為初頌的
回應，故若依萬金川先生的觀點做延伸推論，則論敵是將 artha 狹隘地理解為第
二義中「存有論層次的指涉與符應」，所以龍樹才指正論敵是「誤解了
śūnyatā-artha」
。據此，個人認為，本頌長行中的 śūnyatā-artha，應採月稱的詮釋，
亦即第一解「空性之意義」，可能較貼近龍樹的本意。
對於此種解釋的另一佐證，在於論敵於第一頌的所使用的詭論法「常住相
似」
。我們在第一頌的注釋中提到，論敵的論證手法，與「常住相似」極為相似，
這點是由 Matilal 所指出的，但 Matilal 並未解釋何以論敵會使用《正理經》中已
經被歸為「誤難」的詭論法「常住相似(anityasama)」進行論難，且何以龍樹的
反駁亦未指出論敵犯有「常住相似」。

78

見該書頁 121-132。

第一種可能，是論敵與龍樹均尚不以「常住相似」作為「誤難」，故論敵使
用常住相似的同時，龍樹也未加反駁，指出論敵因犯有常住相似故論證無效。要
確定這點，便要考證《正理經》5.1.35-36 此二頌是較龍樹的年代晚出甚多，並且
在龍樹之前，以及與龍樹同一時期的任何論證學相關文本中，「常住相似」或類
似於「常住相似」的詭論，均未曾出現，或雖然出現，但並不被認為是詭論。亦
即，這是關於「常住相似」作為無效論難法的時序定位問題。關於此一可能，在
我們尚未獲得更充足的證據之前，只能將之暫先擱置。
第二種可能，是無論龍樹知不知道「常住相似」作為「誤難」，都基於其自
身的某種哲學信念，而不同意論敵以「常住相似」詰難「一切法空」。關於此一
可能，吾人在本頌，以及在之後的第五十八頌，都能夠找到極為充足的證據加以
證實；對於龍樹而言，論敵以「常住相似」詰難「一切法空」不僅是無效的，正
好相反的，唯有在「一切法有自性」的理論底下，「常住相似」才能恰如其分地
發揮其論難效力，這在第五十八頌的內容中表達得極為明確。
關於「常住相似」的內容，先前於第一頌注釋中已論及，此不再複述。底下
引述《正理經》5.1.36 駁「常住相似」──
「於被否定的主體(聲)上，『無常性』常存，故『無常物』(聲)的『無
常性』成立。故無有否定。」
對於如同正理學派這樣的實在論者而言，所謂的「判斷」，是建立主詞與謂
詞間的連結性，主要是將某種實存的個體同一至某種類屬(如鯨魚是哺乳類)，或
是將某種屬性歸與某種實體(如瓶是藍色)。在後者的判斷句型中，主詞就是實
體，而謂詞則是歸與該實體的實在屬性，而「常住相似」之所以形成，就在於後
者類型的判斷句「X 是 P」中，謂詞 P 自我指涉而形成的語義弔詭。而對這種語
義弔詭的論破，《正理經》5.1.36 的做法是，既然使用「常住相似」的敵論者，
說「『無常』本身是『常』」
，這表示敵論者承認了謂詞「無常」確實是主詞「聲」
的恆真屬性，既然承認了主詞與謂詞之間的 實體──屬性 關係，也就等於承認
立論者的判斷「聲無常」成立，因而，敵論者對「聲無常」的否定立場就喪失了，
立論者獲得論辯的最後勝利。
《正理經》5.1.35-36 的內容，一方面顯示出這個時期的印度邏輯學，仍舊富
含原始的論辯術色彩，另一方面也顯示出初期正理學派的語言觀，確實是一種素
樸實在論式的名實符應觀──主詞實在，謂詞實在，主謂詞間的連結性也是實
在。這些「名詞」
，以及這些「名詞」間的組合體──亦即「判斷」──的實在，
乃是來自於它們一一有所指涉(reference)，既言「指涉」
，就表示語言是因為有其
符應的實體(vastu)存在，方能成立。也就是說，因為語言指涉實體，所以一個語
詞的存在性是由實體所賦予的，於是，實體的存在決定了語言的意義，如此一來，
問題的層次便拉抬至存有論層次，故語言的問題就是存有論的問題，這正是「常
住相似」的癥結所在──因為語詞指涉實體，致使一命題犯有自我指涉的矛盾。
龍樹不可能同意「語言的意義來自於指涉實體」這樣的看法，所以即便龍樹

知道「常住相似」作為「誤難」
，就「一切法空」的角度而言，也不可能認同《正
理經》5.1.36 對「常住相似」的反論。因為此一反論同樣是立基於「名實相符」
的立場，故對龍樹來說，其謬誤之處或許就和「常住相似」沒什麼兩樣。這也許
可能是龍樹在此何以未強烈反擊論敵犯有「常住相似」誤難，因為「常住相似」
的立論和反論，其出發點都和龍樹的語言觀牴觸了。
理解到這點之後，再讓我們重新檢視「一切法空」。對論敵而言，在「一切
法是空」這個判斷句裡面，除了表示有一實體「法」可供屬性依存之外，也因為
謂詞「空」是主詞「一切法」的屬性，表示至少有一個屬性可以歸與「一切法」，
所以就判斷論方面，
「一切法空」若成立，則「一切法必不空」
；就認知論方面亦
然。論敵雖然可能知道「聲無常」的「常住相似」是「誤難」，但他們或許未曾
意識到自己對於「一切法空」所提出的詰難，其實和「聲無常」的「常住相似」
相去無幾，因為「聲無常」單純作為一判斷句，並不會從根本上牴觸他們的形上
學信念，但「一切法空」卻不然。即便不涉及常住相似的詭論，「一切法空」仍
舊從根本上否定了實在論者的立場，故為正理學派所不能同意。就此而言，若暫
時忽略時序定位的問題，論敵在缺乏方法論之反省意識的情形下，使用「常住相
似」作為詰難龍樹的有效手段，也是非常合理的。
綜觀上述，論敵對於「空性」的理解，確實是認定其意義來自於指涉實體，
是以龍樹才會說，論敵誤解了「空義」
，śūnyatā-artha。故龍樹於本頌說明，真正
的「空義」在於，一切法皆悉「緣起」
，也唯有因為「緣起」
，一切法才有「受用」
的可能，語言亦如是；亦即，存有的意義與可能性，究其根本，乃是來自於一切
事物時時刻刻流變不已的緣起，而非來自於自身本質的恆定。並且，無論我們說
「緣起」或說「空」或說「空性」
，也都僅止於「說」
，亦即，是帶有某種心理層
面目的性的，對流變性的「存有」(bhāva)的「稱名」(pracakṣ 或 pra-ukta)活動，
而不是單純原子論性質或純然本體論範圍的，「名」與「客觀實體」(vastuka)的
符應建構。如此才是對「空義」(śūnyatā-artha)的如實知解。這或許正是何以龍樹
在《中論》「觀四諦品」第十八頌，以及在《迴諍論》第二十二頌中，釐清「緣
起」與「空性」時，採取以名言活動「說」(pracakṣ 或 vac)來強調兩者間可相互
置換的修辭學關係，取代以「是」(bhū)來建立兩者相互對應的靜態形上學概念關
係。
龍樹在接來下的長行中企圖說明這點，他雖未明言，卻以喻例隱示我們，語
言意義的被賦予，並非源於與寂然不動的實在本體一一對應(如論敵於第九、十
頌所言)，而是源於日常生活中，面對時時刻刻流動變化的現象，本身亦是時時
刻刻生滅變動的現象的其中一員，以各種方式被呈現、被組成、被使用，以滿足
各種不同的欲望與目的，當然，甚至就連這些呈現的方式、這些功用、這些欲望、
這些目的，也都是時時刻刻流動變化的現象之流的一員──
evaṃ madīyamapi vacanaṃ pratītyasamutpannatvānniḥsvabhāvaṃ
niḥsvabhāvatvācchūnyamityupapannam /
就如同我的言語陳述，也同樣是緣起(pratītya-samutpannatva)，是無自性，

因為是無自性，所以是空。這麼講，是正確的。
毘譯：
অዢְץᐗ֖˷ਬץᐗ֖ँ༇فᥒ˷Գ༇فᥒॽಶ݅࢟˹
yathā ca pratītyasamutpannatvāt svabhāvaśūnyā api
rathapaṭaghaṭādayaḥ
sveṣu sveṣu kāryeṣu kāṣṭhatṛṇamṛttikāharaṇe madhūdakapayasāṃ
dhāraṇe śītavātātapaparitrāṇaprabhṛtiṣu vartante
如此一來，就如同車、衣、瓶等等，雖然因為緣起故空無自性，
但卻個自有其作用(kārya)。如木柴、草料、沙土，可以持(dhāraṇa)以作
成(vṛt)蜜水乳汁的容器，成防寒風暑之憑障處(paritrāṇa)，
毘譯：
ԳҎӭࡧץᐗ֖ࢦ˷فᥒ০࢟˷ᛋൢٍ༾ᑒࢅ˷
߹ࡧץؙفםםᐗ˷ԫ࿗ᚕҵࠏ٥ᓗԠዎݥ༾˷
ಕݳಕՓӺᚓຖ༾˷ҡᏚ੨༾ጠӐᑒץ˷ࡧ֗ޜᐗ֖ॽ০༇فᥒ˹
evamidaṃ madīyavacanaṃ pratītyasamutpannatvān niḥsvabhāvamapi
niḥsvabhāvatvaprasādhane bhāvānāṃ vartate /
同樣地，我的此一言語陳述，雖然因為緣起故空無自性，
卻仍能用以作成(vṛt)諸法無自性之證成。
毘譯：
অঅዢץᐗެ˷֖عנঅಶ݅༇فؙᥒ˷ਬ༇فᥒঅಶ݅༇
فᥒ؎˷
অ࢟ዢԫ࿗˹֗ޜ
龍樹以̫ץᐗ֖ॽ০༇فᥒ̬的「ᚕҵࠏ٥ᓗԠዎݥ༾˷ಕݳಕՓӺᚓຖ
༾˷ҡᏚ੨༾ጠӐᑒ」ࡧ֗ޜ，比喻語言的言說活動，藉以說明「空性」的
意義；這同時也說明了「語言」的意義何在，正如同F. J. Streng所言：
「語言的意
義，亦即，
『名』
，乃是來自於語詞彼此之間的關係，而不是來自客觀存在對象的
79
指涉關係。」

第二十三頌
【梵本】
nirmitako nirmitakaÐ m˜y˜puruÿa× svam˜yay˜ s®ÿ÷am /

79

F. J. Streng, Emptiness:A Study in Religious Meaning, p.142.

pratiÿedhayeta yadvat pratiÿedho’yaÐ tathaiva sy˜t //
【毘譯】
ӲҖ࠰ӲҖ˷ԇҖ࠰ԇҖ˷অᒂࠏᒂ˷ބᄃְঅ˹
【語譯】
一個被虛構出來的人(nirmitaka)，想要去否定另一個虛構之人；一個
虛幻者(māyā-puruṣa)，想要去否定由其自身的幻術所創造出的另一個
虛幻者。此一否定或許就像這樣。
【釋義】
本頌如前已述，為「言語無自性」或「一切法無自性」的喻例。針對論敵先
前所說「ዢ༇فᥒ˷༇فᥒॽ˷ӏಶᒂࡧ」，龍樹以「幻化人」喻來說明。如長
行所說：
如化丈夫於異化人，見有去來種種所作而便遮之。
如幻丈夫於異幻人，見有去來種種所作而便遮之 80 。
能遮化人彼則是空…所遮化人則亦是空…
能遮幻人彼則是空…所遮幻人則亦是空… (按：此二段省略處，即梵本無)
অঅዢ݅࢟˷অ࢟ዢோᒂҎӭᑒࡧفᥒ˹!
অॽآ˷݅آዢ࢟ॽ˷ँӏோᒂҎӭᑒࡧفؙᥒࢦ˷߹آዢ݅ँӏ৯ᘋ˹!
ਬآየ݅˷߹ӧኂᑙ˷߹অᒂ 81 ˹
অዢࣝҎӭࡧ˷ዢְ࢟˷ᑒࡧְ࢟˷ࣝҎӭࡧ০ಿӏ࢟ 82 ˹!
在第二頌中，論敵指責龍樹，若主張「一切法無自性，但言語有自性」則會
「࠰ӧኂӐᑙᑘ৯ᘋ」。於是龍樹在此回應，他並未主張「一切法無自性，但言
語有自性」
，且以「幻化人」為喻，堅持他的主張仍舊是「一切法空，語亦空」，
並且「空語能遮」，「能遮與所遮皆空」。如同我們在第二頌的注釋中所見，論敵
所指責的「六種諍論」，是立基於「語於一切法中，故無自性」與「語能遮法自
性，故有自性」此一歧異而產生的，而今龍樹於二十二至二十三頌，再次釐清了
「語無自性」的原因，說明何以「無自性語能遮一切法自性」
，並且重新論證「一
切法空，語亦空」，故已可免於論敵所責難的「࠰ӧኂӐᑙᑘ৯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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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二段梵本無「去來種種」，僅有「所作(vartamāna)」。
梵文原義是「彼如是拒(pratiṣiddha)汝說言六種諍論」。
82
梵文原義是「如是我語非不於一切法中，不空者(aśūnya)無有(na asti)，無有一切法不空(nāpi
sarvabhāvā aśūnyā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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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頌
【梵本】
na sv˜bh˜vikametadv˜kyaÐ tasm˜nnav˜dah˜nirme /
n˜sti ca vaiÿamikatvaÐ viþeÿahetuþca na nigadya× //
【毘譯】
݅ዢ༇فᥒ˷ࠏየְ༇ᥒ˷অ༇ᅻ˷ӏየา˹ץ
【語譯】
此一言語無自體，故我的主張沒有壞棄(vāda-hāni)。前後不一之過
(vaiṣamikatva)既不存在，則無須宣說殊異原因(viśeṣahetu)。
【釋義】
本頌回應第二頌「ਬዢفؙᥒ˷ࣾࠏ֨ߕឲ˷অँؙᅻ˷ᘋ۶የา」ץ，
解釋龍樹何以不「࠰ӧኂӐᑙᑘ৯ᘋ」。
如同我們在第二頌注釋中的說明，「六種諍論」是因於龍樹主張「一切法無
自性，但言語有自性」
。若依照《正理經》的「六種諍論」(ṣaṭpakṣī kathā)，正反
雙方將均有論證過失。龍樹或許對此已有了解，故第二頌長行中的「六種諍論」
(ṣaṭkoṭiko vāda)，並未展現出正反雙方的對論型態，而只以反論者的單方論述形
式呈現，這點在本頌獲得證明。倘若龍樹於本頌的反駁，是指責論敵先前的論述，
也同樣地「࠰ӧኂӐᑙᑘ৯ᘋ」
，如此則正式構成《正理經》中正反對論式的「六
種諍論」，正反雙方即反覆地犯有「認許他難」之誤。
但龍樹的做法並非如此。如梶山所說，如要避免「六種諍論」，應該在對論
進行至步驟 A3 時，A 方(即正方)辨證自己的「因」
，確實是自己「宗」的正當合
理之「因」，而非指出 B 方(反方)的「因」也同樣犯有「不定」似因。因而，龍
樹即在本頌承認，倘若主張「؟ዢӏ࢟˷ᒬࡧҎӭ০ಿঅ࢟」，則他確實有「前
後不一之過」(vaiṣamikatva)，亦即先說「一切法空」
，但復又說「除了語言之外，
一切法空」的不一致過錯，如此則相應於「六種諍論」
，也就必須「ᘋ۶የา。」ץ
但事實上，龍樹的主張，正如同前幾頌中所解釋的那樣：言語因「緣起」而
無自性，因無自性而說「空」
，故言語如同一切法一樣，也是空，而不是「不空」。
所以，論敵指他說「؟ዢӏ࢟˷ᒬҎӭࡧ০ಿঅ࢟」，是「൞ᇷӏಶ」(na
saṃbhavati)，也就是說，這根本就是子虛烏有，因為龍樹自始至終立場一致，都
是主張「一切法空，語亦空」，故未有「前後不一之過」(vaiṣamikatva)，既然如
此，也就沒有犯下「異宗」
、
「異因」
，以及「六種諍論」中的任何一種論辯過失，
更不可能有「壞宗」(pratijñā-hāni)負處了。所以，既無 vaiṣamikatva，不與「六
種諍論」相應，自然也就「ӏየา」ץ了。

第二十五頌
【梵本】
m˜ þabdavaditi n˜yaÐ d®ÿ÷˜nto yastvay˜ sam˜rabdha× /
þabdena tacca þabdasya v˜raõaÐ naivamevaitat //
【毘譯】
݅آӱᚅࢦ˷ࣝ؟ᢀ๊˷ࣝԳ؟ᚅ˷ோᒂ߹ᚅॽ˹
【語譯】
你所採用的(samārabdha)譬喻(dṛṣṭānta) ─「不要發出聲音」─此則不
然。聲音的抑止(vāraṇa)是藉由聲音，但在此並非這樣。
【釋義】
本頌駁第三頌。因論敵前於第三頌，以「勿聲」喻，說明龍樹若欲以「勿聲」
喻，「更說勝因」，則其結果仍舊是「آዢࣝँؙӏோᒂᑒࡧفᥒ」，故陷於第二
頌長行所言之「六種諍論」。論敵的論證如下──
宗：言語有自性
因：言語有否定作用可行
喻：如「勿聲」喻
合：言語亦如是
結：故言語有自性
表面上，論敵雖以此喻，主張「言語有自性」
，來反對龍樹的「言語空」
，但
其根本，仍在於以「勿聲」為喻，論證「言語不空」
，最終論證「一切法有自性」。
雖然第三頌的「勿聲」喻是論敵以龍樹的立場所假設，但此喻真正代表的，是論
敵自己的立場，而非龍樹的立場。很明顯的，龍樹並不同意這個譬喻──
nāpyayamasmākaṃ dṛṣṭāntaḥ /
此一譬喻，可不是我們的。
yathā kaścinmā śabdaṃ kārṣīriti bruvan śabdameva karoti śabdaṃ ca
pratiṣedhayati
就像當某個人說「不要發出聲音」
，他作出聲音，以抑制(pratiṣedhayati)
聲音。
tadvat tacchūnyaṃ vacanaṃ na śūnyatāṃ pratiṣedhayati /
同樣地，那「空」言語陳述，並未抑制(pratiṣedhayati)「自性」。
由此可知，龍樹並不同意以「聲能遮聲」
，比喻「空語說空」
，故在長行中解
釋前者與後者間的差別在於「空的言語陳述，並非抑制自性」，其理據見下頌。

第二十六頌
【梵本】
nai×sv˜bh˜vy˜n˜Ð cennai×sv˜bh˜vyena v˜raõaÐ yadi hi /
nai×sv˜bh˜vyaniv®ttau sv˜bh˜vyaÐ hi prasiddhaÐ sy˜t //
【毘譯】
ਬ༇ᥒዢఔ༇فᥒ˷ँҎӭࡧ০؎فᥒ˹
【語譯】
因為，倘若無自性之此一抑止(vāraṇa)，是藉由一無自性者，則於無
自性此一駁除(nivṛtti)同時，自性成立(prasiddha)。
【釋義】
毘譯將本頌揉入第二十五頌的長行中，故第二十六頌於漢本是以長行的形式
出現。承續前頌，何以龍樹說「ᢀ߹ᚅோఔ(pratiṣedhayati)؟ᚅ˷ӏঅ」
呢？
evam yadi naiḥsvābhāvyena vacanena naiḥsvābhāvyānāṃ bhāvānāṃ
vyāvartanaṃ kriyate… /
如果，藉由無自性的言語陳述，可用以回絕(vyāvartana)諸法自性，
iha tu naiḥsvābhāvyena vacanena bhāvānāṃ svabhāvapratiṣedhaḥ
kriyate /
於此換言之，則諸法自性之否定，是藉由無自性的言語陳述而被作成
(kriyate)。
yadi naiḥsvābhāvyena vacanena bhāvānāṃ naiḥsvābhāvyapratiṣedhaḥ
kriyate naiḥsvābhāvyapratiṣidhatvādeva bhāvāḥ sasvabhāvā
bhaveyuḥ /
如果諸法自性之否定，是藉由無自性的言語陳述而被作成(kriyate)，
則因為無自性此一否定，諸法確有自性。
由此可知，龍樹不承認「勿聲」喻的理由在於，他說「一切法無自體」，是
因「一切法皆緣起」，故「說無自體」；但「勿聲」喻，卻是藉由一「聲」，阻絕
另一將起之「聲」
，從而完成「迴」(pratiṣidh)或「遮」(vyāvartana)聲一事。也就
是說，
「無聲」是以聲「作成」之結果，然而，
「一切法無自性」
，卻只是「空語」
對「緣起」的描述，而非是「空語」
「作成」(kṛ)「緣起」或「無自性」
。如果「一
切法無自性」，如同「勿聲」喻那樣，是以言語「迴」或「遮」自性，從而「作
成」「一切法無自性」的話，則誠如龍樹所說「ਬঅᒂ༇فᥒࢦ˷ँҎӭࡧ০
؎فᥒ」。

第二十七頌
【梵本】
athav˜ nirmitak˜y˜Ð yath˜ striy˜Ð strŸyamityasadgr˜ham /
nirmitaka× pratihany˜t kasyacidevaÐ bhavedetat //
【毘譯】
ؙࠋҤӾ˷ޚ׳Ӳҹ࠰֖ع˷ݍഢԋ˷؟ᄃְঅ˹
【語譯】
又或者如此；一個被虛構出來的人(nirmitaka)，將欲遏止(pratihanya)
另一虛構者虛假的執取認知(asat-grāha)：把一虛構的女身，等同為真
實的女人，而欲取之為妻(strīya)。這就像是那樣。
【釋義】
在否認了論敵的「聲喻」之後，龍樹提出了符合自己主張的「幻化」喻，為
方便對照，同樣再藉「支分」形式整理如下──
論敵
宗：言語有自性
因：言語有否定作用可行
喻：如勿聲(如第 3 頌)
合：言語亦如是
結：故言語有自性

龍樹
宗：言語無自性
因：言語是因緣生
喻：如幻化人(如第 23、27 頌)
合：言語亦如是
結：故言語無自性

第二十七頌的內容與第二十三頌的內容，極為類似；在第二十三頌，龍樹舉
「化人」(nirmitaka)與「幻人」(māyā-puruṣa)為例，目的在於說明「空的語言仍
能行否定作用」
。此例中，
「ؙՓݳኂኂࠏ٥」的「所遮化人」與「所遮幻人」是
「空」
，阻止前者錯誤認知的「能遮化人」與「能遮幻人」也是「空」
。龍樹即以
此喻說明，即便能遮者與所遮者皆空，能遮者依然可以遮所遮者，故「࢟ዢோᒂ
Ҏӭᑒࡧفᥒ」。
在第二十七頌，龍樹舉「(化)丈夫」(nirmitaka)與「化婦女」(nirmitakāyā)為
例，目的在於「Գ๊࢟؟ோ؎࢟ᄃ(śūnyatā-prasādhanaṃ)」
。此例中，
「࠰Ӳҹ˷ݍ
֖ᇷ(ؙparamārthatas)၆˷ఉ࠰ഢԋ(ragamutpādayet)」的「化丈夫」以及令他生
起「ྃޚ׳ԋ(asadgrāha)」的「化婦女」
，都是「ᇷفᥒ࢟(svabhāva-śūnya)」
，而
為了要「迴(vinivṛt)」該「化丈夫」
，由如來或如來弟子的「威神之力(adhiṣṭhāna)」
所創造出來的能遮「化人」
，當然也是「空」
。龍樹不僅再次說明空語可以遮一切
法自性，更藉由此喻強調，論敵以為「自性」實有，其實是「ࡧঅ࢟˷فࡧޚ
ᥒ」，就像幻丈夫取化女身一樣，是一「虛妄取」(asat-grāha)。
由此可見，雖然表面上此二譬喻相類似，並且此二頌，依D. Seyfort Ruegg

的說法，是展現了「中觀學派否定的本質」83，但它們的目的與著重層面卻是不
同。第二十三頌的幻化人喻作為單純的論證手段，駁「六種諍論」是其主要目的。
第二十七頌的幻化人喻，則明顯側重認識論層面，如幻丈夫的「虛妄取」；以及
在傳統印度哲學中，往往與認識論一體兩面的解脫論層面，如幻丈夫妄取而「生
起愛欲」於先，已覺悟者的威神力化人「迴」此妄取、愛欲於後。而於此喻中所
舉之「ݳ˸ݳᚅክۏҺ」與「化丈夫、化婦女」的分別，龍樹的二諦觀也隱
約可見。

第二十八頌
【梵本】
athav˜ s˜dhyasamo’yaÐ heturna hi vidyate dhvane× satt˜ /
samvyavah˜raÐ ca vayaÐ n˜nabhyupagamya kathay˜ma× //
【毘譯】
؎ࠏטӏ༈˷ᣟӐ༇࠰ݬ˷ॽץԫᖈ˷ॽ٥অየ˹
ਬӏݬԫᖈ˷ӏಶ᠁ஂᖈ˷ਬӏ᠁ஂᖈ˷ӏಶୖሺ᠁˹
【語譯】
又或如此；此「因」同所成(sādhyasama)，因為聲音的實體性(sattā)
並不存在(na vidyate)。不借助(anabhyupagamya)約定俗成的世間
(samvyavahāra)，我們便無法宣說(kath)。
【釋義】
由第二十五自第二十八頌，都是針對論敵第三頌「聲喻」的回應。前三頌，
龍樹是從外部觀點，檢視並說明各自代表兩種主張(法有自性、法無自性)的喻例
性質差異，指出對方所假設的喻例與他真正的立場並不相應，就此而言，龍樹之
前(甚至可從第二十一頌始)所做的，頂多只是自我澄清，而未對論敵批判，故本
頌是龍樹反擊的開端，首先從指出論敵喻例內部的錯誤開始。如前所說，論敵雖
假設「聲喻」是龍樹之喻，但其實「聲喻」真正代表的，是論敵自己的立場。論
敵以「勿聲喻」證成「言語有」
，從而證成「諸法自性有」
，但龍樹認為，論敵的
「勿聲」喻是無效的，因為犯有「因同所成」(sādhyasama)似因之故。
據《正理注》1.2.4，富差延那解釋所謂的「似因」
，指的是「謬誤的因」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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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S. Ruegg, ’Does the Mādhyamika Have a Thesis and Philosophucal Postion?’ in Buddist Logic
and Epistemology, p.29.

「不具備真正的『因』的性質，但與『因』非常相似」
，這些「似因」共有五類，
「因同所成」就是其中之一。
《正理經》1.2.8：
「『因』本身尚待證明，與『所證』無異，如此則為『因
同所成』(sādhyasama)。」
《正理注》1.2.8 說明，為了證立一「所證」，所提出的「因」，兩者無異，
皆同樣待證，就是「因同所成」。在TH.Stcherbatsky所著Buddhist Logic一書中，
將sādhyasama與亞里斯多德所舉之「預期理由謬誤」(petitio principii)相比附 84 ，
亦即「因同所成」即「前提與結論等同」
，也就是我們常說的「丐題謬誤」(begging
the question)。
在正理學派的推論系統中，「因」(hetu)與「喻」(udāharaṇa 或 dṛṣṭānta)是不
可分的，「喻」甚至具備「因」的效力，可以賦予「宗」成立的合法性，如《正
理經》1.1.34：
「『因』是藉由與『喻』的共同性，以證立所證。」
但若只有「喻」而無「因」
，仍不足以證立「宗」
。在《正理經》5.1.9，就舉
出誤難「反喻相似」(pratidṛṣṭānta-sama)為：
「…根據相反的譬喻來反對。」
意思是，反論者不提具自己的「因」，而只以與立論者相反的喻例來進行論
難。對此，《正理經》5.1.11 的回覆是：
「如果反『喻』為有效力的『因』
，則『喻例』不得不為有效力之『因』
。」
意思是，如果反論者的反論喻例有論難的效力，則立論者的喻例同樣也有立
論之效力。
顯然，論敵在此，是蓄意憑介著《正理經》5.1.11 中對「反喻相似」的反論，
對龍樹進行論難。然而，龍樹指出，「聲喻」犯有「因同所成」謬誤，故論證無
效。因為論敵以「ᚅؙோᒂᚅ˷༇ᚅٙோᒂ」證立「言語有」，論式如下──
宗：言語實有
因：實有自性故
喻：如聲實有，才能遮聲
合：言語亦然
結：故言語有自性
簡化為因果推論式：
「言語實有自性，因為實有自性故」
，如此明顯為「丐題
謬誤」。在第三頌的喻例中，作為「因」的，聲的「實有」(sat)，和作為「果」
的，言語的「實有」
，同樣都尚待證明，並且兩者的所證之處─「實有」
，是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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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亦即，此論證中的因與果，皆為同一所證。作為因的「聲實有」
，
「因同所成」
，
因而論敵的「因」(聲有能遮聲)，「߹ᄃँឲ(vyāhan)」。
本偈頌前半，龍樹指出「聲喻」無效，這是消極的「破」；偈頌後半，龍樹
改而積極闡述為何「法空」仍需「說」(kath)。因為在先前的偈頌中，龍樹已經
解釋「空語」的操作性，亦即解釋何以「空語能說」，但卻未曾解釋「空語」的
目的性，亦即解釋為何「空語要說」
。在本頌長行後半，龍樹徵引《中論》
「觀四
85
諦品」第十頌 ：
vyavahāramanāśritya paramārtho na deśyate /
paramārthamanāgamya nirvāṇaṃ nādhigamyata iti //
ਬӏ࣮ݬᖈ˷ӏಶආҎᄃ˼ӏಶආҎᄃ˷ँӏಶୖሺ˹
意思是，如果不藉由約定俗成的世間 (vyavahāra)，勝義(paramārtha)就無法
被教示；如果不知解、不借助勝義，就無法獲致涅槃。在此，龍樹重提二諦論，
正是要強調「空語說」的最終目的，在於藉由「日常言說」以致勝義，再由勝義
以致涅槃。
vyavahāra是由vy-ava-√hṛ衍生而來(vy-ava-√hṛ，為交換、行動、工作、獲
得、區別等義)，在古典梵語中，字義為行為、舉止、實用、日常生活、事務、
處理、交換 86 ，其實並沒有「言說」的意思。後來之所以滲入「言說」之意，如
F. Edgerton的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於vyavahāra辭條所
列，便有「名言」
、
「說語」一項 87 ，可能與兼具「語言」與「用途」義涵的巴利
語vohāra的訛化有關。例如羅什譯本的《中論》「觀業品」第二十四頌，就將
vyavahāra譯作「ԫ࿗ዢ݅ࡧ」
，這反應了譯者自己對vyavahāra的理解，確實涵攝
了vohāra，但我們畢竟無法就此斷定說，龍樹本人對vyavahāra這個字的理解，也
包含了「言說活動」的性質。若就《中論》的文本內容來看，龍樹在其中使用
vyavahāra，主要是用以表達世間的、日常的、習慣的、約定俗成的意思，但他
通常是基於道德倫理與宗教的意義(如善惡、果報)來加以使用 88 ，與「語言」並
無直接關聯。即便他在觀四諦品第十頌使用了vyavahāra，但那至多屬於真理的
價值判斷範圍，很難斷定龍樹是真正有意將vyavahāra與「言說活動」相連結。
但在本頌，龍樹明快地展現了他自己的意見，據此，吾人可以肯定龍樹對
vyavahāra與「言說」兩者間的關係，所具有的高度意識：
api ca na vayaṃ vyavahārasatyamanabhyupagamya vyavahārasatyaṃ
pratyākhyāya kathayāmaḥ śūnyāḥ sarvabhāvā iti /

85

本文所有關於《中論》梵本原典部分，皆引自D.J.Kalupahana, The Philosophy of the Middle Way，
此後不再特別標註。
86
M.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p.1034
87
F. Edgerton, 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Vol.2, p.516.
88
見萬金川《中觀思想講錄》頁 156-165，並見D.J.Kalupahana, The Philosophy of the Middle Way,
p.17, p.88。

並且，非不借助(anabhyupagamya)約定俗成的世俗真理
(vyavahāra-satya)，不否認(pratyākhyāya)約定俗成的世俗真理
(vyavahāra-satya)，方能使我們如此宣說(kathayāmas)──「一切法空」。
毘譯：
ҡࠏየ˷ӏᅷԫᖈ˷ӏԫᖈ˷ݬԫᖈॽோየҎӭᑒࡧᥒ࢟˹
na hi vyavahārasatyamanāgamya śakyā dharmadeśanā kartum /
因為，不借助約定俗成的世俗真理，便無法去行(kartum)至高的法
(dharma)之教導。
毘譯：
ਬញԫᖈ˷ࡧӏՔየ˹
由此可見，龍樹對vyavahāra的理解，絕對不僅止於道德倫理、宗教、真理
價值的判別這些層次，也必然涵蓋了「語言」在內，因為龍樹在此頌長行中指出，
若無「約定俗成的世俗真理(vyavahāra-satya)」
，就無法使我們「說(kathayāmas)」。
並且，這種「說」
，絕非扁平的、單向的、獨白的「說(vac)」
，而是一種彼此互相
關聯的、溝通的「說(kath)」，且這種「說」，絕非隨亂說，由長行中Tatpuruṣa複
合詞vyavahāra-satya可見，龍樹認為我們的日常言說是有「合理性」的，只是這
「合理性(satya)」的權限不能無限上綱，因它畢竟仍受限於我們的「日常生活約
定(vyavahāra)」。最重要的是，除了合理性之外，我們的日常語言尚且兼具合目
的性，也就是「解脫論」。唯有藉由此一日常「言說」的活動，吾人才有可能知
解勝義，而吾人的解脫，也因此方為可能。因而本頌後半，展現了龍樹對於「日
常語言」的高度肯定，亦即，
「語言」藉由日常使用，堪可作為解脫資具的價值；
這同時也是龍樹心目中，日常言說的積極目的 8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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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在第二十一頌的注釋中，曾經解釋為何明知龍樹反對論敵的「五支作法」
，卻仍要以「五
支分」的形式呈現龍樹的觀點，而在註 217 最後，我提出的問題是，究竟龍樹「有限度地依循某
種論證規範」，是純然出自於論辯技藝上的蓄意，或是為要參與哲學討論的不得不然？
之前已經說過，龍樹的二諦觀將是解答的重要線索。如果答案是前者，表示這樣的論證規範是可
有可無的，而後者則表示這個規則仍舊有其不可全盤放棄的價值。如果我們無須藉由這些論證規
範，就能知解勝義，就表示這些論證規範在價值論上根本沒有存在的必要性。從龍樹在本頌頌文
與長行所展現的二諦觀來看，顯然後者的想法是不對的。所謂的「世俗諦」
，vyavahāra-satya，既
然也被認可為「真理(satya)」的一種，表示日常語言仍具備某些合理的規範，並且，日常語言的
使用也必須依循這些合理的規範，否則我們便無法用以溝通。尤其重要的是，日常語言的價值仍
舊為龍樹所肯定，因為這是通往勝義的必要途徑。只是，在肯定了日常語言的正面意義之後，龍
樹也提出警告，如果我們過度地膨脹語言的效力，逾越了合乎日常生活使用的界限，將日常語言
的規範放大為具實在性的真理結構，使我們原本單純用以表意溝通的日常語言轉變成以實體形上
學為預設的語言，則此一語言的濫用將帶來嚴重的後果，論敵的論證謬誤也正是因此而產生。簡
言之，龍樹並不是全然反對這些論證規範或形式，他所反對的，是隱藏在這些規範與形式背後的
形上學預設，以及反對這些規範與形式的實體化。我們甚至可以大膽推斷說，龍樹其實並不反對
作為純粹表意的、口語用法的論證形式，他所反對的「五支作法」，是作為實在論式之認知判斷
句的「五支作法」。在接下來的第二十九頌，龍樹表明了這點，並將在其後的頌文中逐步展示論
敵是如何因其實體形上學的預設而讓他們自己的論證陷入困境。

第二十九頌
【梵本】
yadi k˜cana pratijñ˜ sy˜nme tata eÿa me bhaveddoÿa× /
n˜sti ca mama pratijñ˜ tasm˜nnaiv˜sti me doÿa× //
【毘譯】
ਬँ˷ࢦؙߕঅؙᅻ˷ߕ༇ࢅॽ˷অӏಶᅻ˹
【語譯】
如果我有「宗」(pratijñā)，則我就犯有過失(doṣa)；然而我的「宗」
並不存在(na asti)，所以我的過失也就不存在(na asti)。
【釋義】
本偈回應第四頌。在第四頌，論敵以「آᖒᒂࠏᒂ˷অְӏ༈˷অߕآ
৯˷فឲँࣝ」攻訐龍樹。如果龍樹以「遮所遮」指責論敵，則「認許他難」，
亦即認許「空語不能遮」，如此一來，則龍樹自宗「一切法空」就有謬誤，也就
是「宗相自壞」
。在第四頌的釋義中，我將「宗相自壞」
，就該頌所表現出的句法
結構(pratijñā lakṣaṇatas dūṣyate)，理解為「『宗』因為其特徵而有誤」
，也就是「因
為(宗的)lakṣaṇa，所以『宗』有誤」
。lakṣaṇa 解作「特徵」
，就字面上雖無疑義，
但在與 pratijñā 連用，尤其是作為複合詞時，lakṣaṇa 是否具有更深一層的論辯學
意涵？
依 S. Ch. Vidyabhusana 於 Nyāya Sūtra of Gotamau 一書中所做的整理，在《正
理經》中，lakṣaṇa 共出現十一次，但其中唯與論辯術語之「宗」連用者，為我
們之前在介紹六種諍論時所徴引過的《正理經》5.1.43。該頌意為，以對方同樣
犯有「認許他難」，而爲「自宗相(svapakṣa-lakṣaṇa)」辯護，則雙方均共同犯有
「認許他難」等過失。由此可見，第四頌中之 lakṣaṇa，與《正理經》5.1.43 中
的 sva-pakṣa-lakṣaṇa 實有密切關聯，如第四頌長行：
「́অߕ৯(pratijñā-lakṣaṇa)汝ᅻࣝآ˹የҎӭᑒࡧ০࢟˷অآ
ᄃࣾߕ(pakṣa)ؙᅻ˷ӏ」ת
本頌作為第四頌的回應，在長行中也提及了「宗相(pratijñā-lakṣaṇa)」──
yadi ca kācinmama pratijñā syāt tato mama
pratijñālakṣaṇaprāptatvātpūrvako doṣo yathā tvayoktastathā mama
syāt /
且如果，我有任何一「宗」(pratijñā)，則或許，由於我的宗相所致
(pratijñā-lakṣaṇa-prāptatvāt)，我有如同你之前所陳述的那過失。
毘譯：

ਬߕؙँ˷ؙߕ৯˷ਬߕؙ˷ߕؙ৯ࢦ˷ँಶࠏמآየᅻ˹
na mama kācidasti pratijñā /
tasmāt sarvabhāveṣu śūnyeṣvatyantopaśānteṣu prakṛtivivikteṣu kutaḥ
pratijñā /
無有(na asti)任何一「宗」屬於我，
據此，當一切法空，純然寂滅(atyanta-upaśānta)，本性超絕
(prakṛti-vivikta)，又如何有「宗」？
毘譯：
অࣝ˷ߕؙ
অᑒࡧᇷಐᗌॽ˷քࠇ࢟ॽ˷ٙස˾ߕؙ
kutaḥ pratijñālakṣaṇaprātiḥ / kutaḥ pratijñālakṣaṇaprātikṛto doṣaḥ /
如何可得致宗相(pratijñā-lakṣaṇa-prātis)？又如何有得致宗相所致過
失？
毘譯：
অߕ৯ৄ࠰ٙස˷ߕ৯Քಶ˾
然而，《正理經》5.1.43 中的「自宗相(svapakṣa-lakṣaṇa)」，並非一嚴格意義
的論辯專技語。作為一 Tatpuruṣa，svapakṣa-lakṣaṇa 意為「lakṣaṇa of svapakṣa」。
在此 pakṣa 絕非是後期因明學中，具備定言三段論式之小詞(minor term)性質的
「宗」，而純然為在論辯場域裡，持有意見的一方所持有之意見，就如同其字面
原意一樣。如《正理經》1.1.41：
「決定(nirṇaya)，就是根據主張(pakṣa)和反對主張(pratipakṣa)進行考慮
後，來確立對象(artha)。」
依富差延那的《正理注》，當一方試著要建立起其對於對象所持有之觀點的
真確性時，該方所持有的觀點，就是 pakṣa。根據《正理經》1.2.1：
「論議(vāda)就是根據論辯雙方的立量和辯駁來論證和論破，它須與宗
義沒有有矛盾，並且在提出主張(pakṣa)以及反對主張(pratipakṣa)的論式
方面，必須具備五支的形式。」
pakṣa 顯然和 vāda、pratijñā 不同，vāda 和 pratijñā 皆是受論證規範構制後的
產物，或本身就是一種論證規範，pakṣa 則單純是尚未受規範的素樸意見。但是，
在某種程度上，pakṣa 又似乎和 pratijñā 相當，可理解為一「命題(proposition)」
，
如《正理經》5.2.5：
「原先的論題(pakṣa)被否定，便收回先前的聲言，即為『捨宗
(pratijñā-sannyāsa)』。」
但此種用法也僅出現一次。絕大多數時，pakṣa 均不過作「意見」
、
「立場」、

「主張」解。故綜觀前述，pakṣa 在《正理經》中，尤其是在一、五卷中，絕非
是一明晰、窄義的論證學專技語。
既然如此，依常理推論，在《正理經》5.1.43 與pakṣa組成複合詞的lakṣaṇa，
也很難具備那種定義明確一致的論證學專技語性質。這可以從《正理經》中，
lakṣaṇa的使用情況獲得佐證。經中的lakṣaṇa使用於許多方面，或用於認知心靈
作用的對象物之「特徵」解 90 ，或作一般語意的「定義」解 91 ，甚或作認識方法
之「成因」解 92，足見lakṣaṇa於論證學上的非專技性。在此情況下，雖然吾人可
隨順《迴諍論》第四頌的毘本譯法，將svapakṣa-lakṣaṇa理解為術語式的「自宗相」
，
但以《正理經》所提供的理據，最保守的做法，是只將svapakṣa-lakṣaṇa解作「己
方意見之特徵」。
順此，吾人或可比附《正理經》5.1.43 的 svapakṣa-lakṣaṇa，亦將第二十九頌
長行中屢屢出現的 pratijñā-lakṣaṇa，單純解作「命題之特徵」。但龍樹的原意如
果真是如此，他又何必於長行初始，即以因果推論語句「如果(yadi).…..則
(tatas)……」
，聲明「ਬߕؙँ˷ؙߕ৯́ಶࠏמآየᅻ」
，來區分「宗(pratijñā)」
與「宗相 (pratijñā-lakṣaṇa)」呢？
所以，我相信龍樹於長行中指出「宗」與「宗相」的不同，必然出自於蓄意，
而這種蓄意正是正確理解本頌「ߕ༇ࢅ」的關鍵。
「宗相」，pratijñā-lakṣaṇa，是一Tatpuruṣa，意為lakṣaṇa of pratijñā，這表示
lakṣaṇa是包屬於「宗」的結構內。依《正理經》1.1.33 所言，「宗」是一尚待證
明之主張(nirdeśa)。據辭書所列，nirdeśa字義為指明、明示、描述 93，望文生義，
我們或可將「宗」理解為一待證之「直述語句」。如前所說，對正理學派而言，
無論是肯定或否定的直述語句，其本身皆為一判斷句，其意義皆在於將某種屬性
歸與某種實在物，所以「宗」所表達的，其實是某實體與某屬性間的關係，轉換
為語言的形式，就是主謂詞間的關係，主詞是實體，謂詞是屬性。「宗」作為主
謂詞間的關係判斷句，則內屬於「宗」的「宗相」
，是此一判斷句中的哪個部分？
如前已述，lakṣaṇa字義為象徵、特性，是一物之所異於另一物，或一範疇
之所以異於另一範疇之特徵，藉此特徵，吾人得以作出定義，亦即，給定某屬性
予某對象物，使那被指陳者獲得界定 94。順此，如將lakṣaṇa置於「宗」內，則為
一命題之所以異於另一命題之處，故將lakṣaṇa作為「宗」中的謂詞，是非常合
理的；例如「聲是常」作為「聲是無常」的相異命題，謂詞「常」與「無常」，
便是兩個命題之所以相異之處。雖然《正理經》所有關於lakṣaṇa的頌文，均未
作出如此明確的解釋，但我們仍可從相關內容中，間接獲得lakṣaṇa作為「宗」
中「謂詞」的合理性，如《正理經》1.1.21──

90

如《正理經》3.2.44。
如《正理經》4.1.8。
92
如《正理經》2.1.20。
93
V. Sh. Apte, The Practical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p.916.
94
見本論第四頌釋義。並見K. H. Potter, Encyclopedia of Indian Philosophy, Vol.2, p.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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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ādhanālakṣaṇaṃ duḥkham iti
苦(duḥkha)，以纏縛(bādhanā)為相(lakṣaṇa)。
在《正理經》1.1.21 中，主詞 duḥkha、修飾語 lakṣaṇa、修飾語 lakṣaṇa 的同
位語 bādhanā，三者同樣都是單數主格型，意為「『苦』」
，其『相』為『纏縛』
。」
此時，「纏縛」作為主詞「苦」的 lakṣaṇa(相)，也就是作為主詞「苦」的謂詞。
如果 lakṣaṇa 可以被理解為判斷句中的謂詞，則 lakṣaṇa 也就能被理解為吾人所
認知到的實在對象之屬性。如《正理經》2.2.11：
「…(認知的)可能性，是由『相(lakṣaṇa)』的確實呈現而來。」
該偈頌的意思是，如果我們認知到某個瓶子不是藍色的，那意味著藍色不存
在於那個瓶子上，但我們對於「瓶子甲不是藍色的」的認知，必定要與另一個已
可確定的認知「瓶子乙是藍色的」有關。同樣的，在「瓶子乙是藍色」或「瓶子
甲不是藍色」這樣的認知內容中，「藍色」與「不是藍色」分別是瓶子乙與瓶子
甲的屬性，亦即偈頌 2.2.11 中所說的「相(lakṣaṇa)」，而這些顏色作為實在主體
的屬性，乃是確實呈現在瓶子上而清楚地為我們所認知到。以之對應先前所列舉
之偈頌 2.2.11，則我們是清楚地認知到那確實呈現出來的「苦」之「相」──「纏
縛」
；亦即，認知到「纏縛」作為「苦」的屬性，故判斷說「苦相是纏縛」或「苦
是纏縛」。如同我們認知到瓶子上確實呈現出來的藍色或紅色，而判斷說「瓶子
是藍色」或「瓶子不是藍色」
。據此，在「宗」作為判斷句時，lakṣaṇa 是作為謂
詞；在「宗」作為認知內容之表述時，lakṣaṇa 則作為實在主體的屬性。
以判斷句中的謂詞，或是認知對象的屬性，來理解「宗相」
，pratijñā-lakṣaṇa，
在《正理經》中或許沒有直接明確的論據，但若順此理解「我宗無物」
，不僅「悖
論(paradox)」問題迎刃而解，亦與第二十二頌中，龍樹對語言的觀點相呼應。之
前，我們一再重複強調，龍樹不同意語言的指涉論，故正理學派式的認知論與判
斷論之不相離，便為龍樹所不能同意；而正理學派式的，以認知理論為其底基的
判斷論，乃是以「五支作法」為其表現形式，故正理學派所以為的「宗」，絕非
是一單純表意的命題或意見，而是一種實在論式的認知判斷，其主詞與賓詞的關
係，作爲實體與屬性間關聯性的表述，正是預設了客觀外在世界的一一實有。是
以龍樹說「我宗無」
，其義在於，正理學派所設想的那種作為判斷句的「宗」
，其
主詞所對應的實體，以及其謂詞所對應的屬性，皆非實有(na asti)。如同本頌長
行所言，如果有「宗」(pratijñā)，則有「宗相」(pratijñā- lakṣaṇa)所致之過失；
此處所謂的「過失」(doṣa)，就狹義而言，特指第二頌長行中所列「六種諍論」
之過，就廣義而言，則是指龍樹因自宗相「空」所導致的種種矛盾。
如第二頌釋義所言，
「六種諍論」源於「因」之「不定」(savyabhicāra) ──
立論方以言語之「無自性」為「空」，而反論方則以言語之「無自性」為「能行
否定作用」。在第二頌的「六種諍論」中，扮演反論方的實在論者，攻擊立論方
的龍樹，若承認「無自性」作為言語的屬性，則「能行否定作用」此一屬性為有，
如此則言語是實有；反之，若不承認言語「能行否定作用」，則「無自性」就不

是言語的屬性，如此則言語亦是實有。在以上的兩難式中，
「空」或「無自性」，
就正理學派的判斷論式，為龍樹「宗」─「一切法空」或「言語空」之「宗相」
，
亦即，實在論者藉此兩難式指出，因「宗相」─「空」或「無自性」之實有，即
屬性或謂詞之實有，而陷於「六種諍論」之過失。
更廣義地說，依正理學派的判斷論式，「空」作為判斷句中的謂詞，必須是
隸屬於某一存在物的屬性，亦即，
「空」必須是「某一存在物的空」
，而此所謂的
「某一存在物」，即為判斷句中的主詞，且又因為正理學派的語言符應觀之故，
此一主詞亦必實有 95 ，是故，
「一切法空」作為「宗」
，該判斷句本身即是以「實
在」(vastu)為其根本預設：判斷句之所以產生的相應認識是實在，判斷句內構成
語詞的相應存在對象是實在。因而「法空」必然導致自我指涉之悖論，因為正理
學派式的「宗」，是以實在的對象與實在的認識為前提的；反推之，如果不將吾
人之意見表達語句中的主謂詞，對應至實在之認知對象與認知作用之結果，則正
理學派式的「宗」，其專技性就消失了，具專技意義的「宗」之存在意義與根源
全然被推翻。這也就是說，宗相「空」所產生之悖論，乃是肇因於宗相實有，亦
即，將「一切法空」視作是實在之認知判斷命題──即正理學派所主張的那種專
技性質之「宗」，pratijñā。誠如D. S. Ruegg所言，與其說龍樹是自相矛盾地否認
自己有任何的哲學立場與宗教態度，倒不如說他是否認了那種以認識論之「實體」
存在為前提，而將語言符應於實在的命題 96。故龍樹說「ߕ༇ࢅॽ˷অӏಶ
ᅻ」，意思是，如果認知對象、認知作用皆不實在，作為實在之認知判斷命題的
「宗(pratijñā)」也就無法成立。
「宗」既不成立，其「宗相」亦不成立，則因「宗」
或「宗相」實有而生之悖論，也就隨之消解。

第三十頌
【梵本】
yadi kiÐcidupalabheyaÐ pravartayeyaÐ nivartayeyaÐ v˜ /
pratyakÿ˜dibhirarthaistadabh˜v˜nme’nup˜lambha× //
【毘譯】
ਬᝲޚఔ˷ँ֗ൟ༾˷ᝲޚఔؙᅻ˷ӏቢӖٙᅻ˹
【語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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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論述見第五、九等頌之釋義。
D. S. Ruegg, ‘Does the Mādhyamika Have a Thesis and Philosophical Position?’, in Buddhist Logic
and Epistemology, p.232, pp.23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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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藉由現比譬喻阿含等量義，我得以認識、理解(upalabh)某些東
西，而有所斷言(pravṛt)，或有所否決(nivṛt)；但那是不存在的
(abhāva)，故我沒有過失(anupālambha)。
【釋義】
本偈回應第五、六頌。如前所說，論敵以「一切法空」為一認知判斷句，故
在第五、六頌，論敵以「一切法空」此一判斷，必基於「一切法空」此一認知，
而論難龍樹的「一切法空」
。也就是說，論敵認為，無論是主張「一切法有自性」
或「一切法無自性」
，都必先認知到「一切法」
，之後，才能去肯定或否定一切法
的自性。在這樣的情況下，無論是肯定或否定一切法的自性，那用以斷言「一切
法自性」的認知，都必須是真實的存在，否則將無由針對「一切法」的自性，行
肯定或否定，因為，「對未被認知之物的否定，是不合理的」 97 。
如前頌注釋所言，龍樹並不同意正理學派式的認知與判斷之不相離。對正理
學派而言，
「一切法空」作為判斷句，乃是符應地表述「一切法的屬性是無自性」
此一認知，而「一切法的屬性是無自性」此一認知，倘若為真，則必藉由「量」
所獲致，因為「量」是「獲致知識的方法，知識之主張的絕對根源，某物之存在
或狀態的證據」98。在第二十二頌，龍樹反對這種實體與語言的對應性(此一立場
在第五十七、五十八頌更加清楚)，進而反對這種「實體―屬性」的關涉性。而
在本頌，龍樹更激烈地指出，用以確保此一「名―實」之對應性，以及此一「實
體―屬性」之關涉性為真實的，可茲作為真理之憑藉與證準、甚至即為真知本身
的「量」，他亦無法茍同；如長行所說──
yadyahaṃ kaṃcidarthamupalabheyaṃ
pratyakṣānumānopamānāgamaiścaturbhiḥ pramāṇaiścaturṇāṃ vā
pramāṇānāmanyatamena ata eva pravartayeyaṃ vā nivartayeyaṃ vā /
如果我藉由現、比、譬喻、阿含這四種量，或藉由這四種量的其中一種，
認識、理解到對象，然後方能有所聲言、證立，或有所遮止、否定；
毘譯：
ਬঅԂँ˷ࢅࡧؙൟԝࣖڙᢀ๊অէ࿉˷ؙէ࿉˼
yathārthamevāhaṃ kaṃcinnopalabhe tasmānna pravartayāmi na
nivartayāmi /
然而，因我甚至並未如此認識、理解到任何的對象，我也就無從聲言、
證立，或遮止、否定。
毘譯：
ਬঅᝲޚఔࢦ˷ؙँ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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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論第五頌中，梵本長行之翻譯。
B. M. Matilal, Perception. An Essay on Classical Indian Theories of Knowledge, p.36.

tatraivaṃ sati yo bhavatopālambha ukto
yadi pratyakṣādīnāṃ pramāṇānāmanyatamenopalabhya
bhāvānvinivartayasi
nanu tāni pramāṇāni na santi taiśca pramāṇairapi gamyā arthā na
santīti
sa me bhavatyevānupālambhaḥ /
如此一來，你們責難說：
「如果你藉由現等量的其中一種，有所認識、理解，而遮止、否定」。
事實上，那些量不存在；那些藉由量而得以被認識、獲取的對象，也不
存在。
因而，那過失與我無關。
毘譯：
ঀӏޚԂࡧᝲఔ˷ਬঅӏᝲӏఔ˷آਬঅኹᅻࢦ˷অᄃӏ༈˹
ਬൟ༾࿉ؙ࿉؎˷࿉ँ༇ᐄ˷
آঅᄃӏோ˹
如果龍樹的「一切法空」如同論敵所說的那樣，是以「量」
，針對對象(artha)，
進行認知(upa-√labh)之後，所得的判斷結果，則論敵先前對龍樹的詰難實有效，
然而，龍樹卻自稱「ӏޚԂࡧᝲఔ」
，所以論敵的指責其實是「稻草人謬誤」(the
fallacy of straw man)。
在此，針對龍樹自稱「ӏޚԂࡧᝲఔ」，我們面臨兩種可能的詮釋抉擇。其
一，是龍樹全盤否認自己有任何的認知，同樣地，全盤否認可茲認知的對象，亦
即是說，對於吾人所在之生活世界的任何認知，都是不可能的，因上述之一切─
─認知作用、認知者、認知者所置身並對之進行認知的世界──全然不存在故，
故亦無從對之行任何斷言、或描述。其二，是龍樹否認以某種預設為前提的認知，
以及那種基於特定預設的認知所作用的對象，故進而否定基植於此預設上的認知
暨判斷理論。第一種詮釋毫無疑問的，是一虛無主義式的詮釋，如同La Vallée
Poussin於Encyclopaedia of Religion and Ethics所撰寫之解釋 99。而第二種詮釋，就
和虛無主義相去甚遠。在此一詮釋裡，龍樹並非全盤否定一切，他所反對的，是
那作為整個認知理論基礎的某種預設，以及依此一預設所建構出的整個認知理
論。以我個人的理解，那不僅是那種在形上學方面，堅信有一客觀實體存在的絕
對預設，更重要的是，將那種對於客觀實體存在的信念，毫無反省意識地濫用在
知識論上，以至於將這種客觀實體無限上綱，形成客觀的、實在的認知作用，以
及客觀的、實在的認知對象，並且，以此成就一客觀的、實在的認知規準，然後，
再回過頭來，用這樣的一套規準去檢證、判斷，最後成立所謂的「客觀、實在」
的定義，也就是那稱之為「量」的東西、「量」的理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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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E. Wood, Nagarjunian Disputations: A Philosophical Journey through an Indian Looking-Glass,
p.2, p.325 n.1.

T. R. V. Murti的看法亦與此同 100 ，並且，我認為，本頌長行，以及接下來的
其他頌文，也都支持第二種詮釋。如果龍樹果真是如第一種詮釋中的斷滅論者，
全盤否認一切法，從而全盤否認一切的認知，則龍樹何以不直言「一切法皆不存
在，故一切認知皆不存在」？與此正好相反的，在本頌，龍樹小心翼翼地指出，
因為「『量』非實存(na santi)，
『量』所作用的『對象(artha)』亦非實存(na santi)」，
故自己「並未藉由『量』認知到任何的『對象』」
，而既然自己並未藉由「量」認
知到任何對象，則由此所得出之任何形式的知識主張也就不存在。同理，若龍樹
果真意在徹底推翻吾人對此生活世界之存在與認知的可能性，則他不僅不可能再
三強調吾人的經驗世界，以之作為積極正面的例證(如第二十二頌長行)，並且也
無必要在接續下去的二十一句偈頌裡，殫精慮竭地一再分析論敵所提出之「量」
論的矛盾。據此可見，龍樹認為問題的癥結在於「量」論本身；而論敵之「量」
論的最主要癥結則在於，作為其「量」論之絕對預設的「實體」
，或「自性」
、或
「本質」之概念，亦即，認為「一切法」是具有真確性的，客觀的存在。

第三十一頌
【梵本】
yadi ca pram˜õataste teÿ˜Ð teÿ˜Ð prasiddhirarth˜n˜m /
teÿ˜Ð puna× prasiddhiÐ br¨hi kathaÐ te pram˜õ˜n˜m //
【毘譯】
ਬ࿉ோ؎ࡧ˷߹ؙ࿉؎˷آየٙස࿉˷عோ؎؟࿉˹
【語譯】
且如果，對你而言，對象的成立是依據「量」，那麼請解釋，對你而
言，這些「量」如何成立。
【釋義】
在Emptiness Appraised一書中，D. Burton如是解釋：
「在第三十一頌，龍樹挑
戰他那身為實在論者的論敵。龍樹說，其論敵聲稱，種種諸對象的成立必須藉由
量。然而，龍樹追問，『對你(論敵)而言，量本身的成立是如何可能呢？』」 101
在本頌，所謂的「成立」，prasiddhi，是由動詞語根 sidh 而來，意為「有效
性」或「證明」。因而長行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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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R. V. Murti, The Central Philosophy of Buddhism, pp.151-153.
D. Burton, Emptiness Appraised, p.151.

「ਬآ၃ᖒ˷࿉ோ؎ࢅ˷࿉ࠏ࿉˷ൟԝࣖڙᢀ๊༾է࿉˷Գٙ࿉˷
؎؟է࿉˹ਬ؟է࿉۶༇࿉؎˷࿉فӏ؎˷ਬفӏ؎˷ோ؎ࢅࢦ˷ߕآ
ँឲ˹」
意思是，倘若論敵主張對象物(artha)的有效性，是由「量」予以證明，就如
同那被衡準之物，為衡準之資具所衡準──即「量(māna)」
、
「所量(meya)」──
如此則有一問題產生，亦即，論敵先前所主張之四種量，其有效性是如何被證明？
倘若這四種量，其本身的有效性是不需要「量」予以證明，則論敵便放棄了自
「宗」：「一切對象物的有效性，皆由量予以證明」，因為，依照論敵所主張之命
題，「量」當其自身作為待衡準的被衡準之物時，亦需要「量」予以衡準、證明
其自身之有效性。

第三十二頌
【梵本】
anyairyadi pram˜õai× pram˜õasiddhirbhavettadanavasth˜ /
n˜de× siddhistatr˜sti naiva madhyasya n˜ntasya //
【毘譯】
ਬ࿉ؙ൩࿉؎ࢦ˷࿉ँ༇ᐄ˹ਬ༇ᐄࢦ˷ँࣝࣆ؎˷ࣝӐक़؎˹
【語譯】
如果，一「量」的成立，是藉由其他的「量」，如此則有論証的無限
後退(an-avasthā)，因此，無有論証起點、中間、終點之成立。
【釋義】
承上頌，倘若用以證成一切對象物之有效性的「量」，其本身之有效性，亦
必須由其他的「量」予以證明，則論敵勢必面臨論證上的「無限後退」(infinite
regress)，也就是本頌中所言之 an-avasthā 之窘境。如長行所說：
「ਬ࿉ோ؎ࠏ࿉ࢅ(prameya)ࢦ˷߹࿉ؙ൩࿉߹؎ݳ࿉˷ؙ൩࿉؎
ॽ˷অ༇ࣆ˷ਬ༇ࣆࢦ˷অ༇Ӑ˷ਬ༇Ӑࢦ˷ٙසؙक़˷ਬঅየ
߹࿉ؙ൩࿉؎ࢦ˷অᄃӏ༈˹」
意思是，依據論敵的命題，一「量」的有效性亦必須由其他的「量」予以證
明，而此用以證明前一「量」之有效性的「量」
，其有效性復又必須由其他的「量」
予以證明，是以，每一作為推論之前件的「量」，同時亦是另一推論之後件，如
此一來，則證明「量」之有效性的論證序列，便會無限後退。在此情況下，此一

論證序列中之，便不存在能證(proban)，亦不存在所證(probandum)，因為此序列
中的每一「量」，均同時是能證及所證，且其本身皆為待證，故「量由異量成」
之論證無效，因其犯有「無窮」論過之故。

第三十三頌
【梵本】
teÿ˜matha pram˜õairvin˜ prasiddhirvihŸyate v˜da× /
vaiÿamikatvaÐ tasminviþeÿahetuþca vaktavya× //
【毘譯】
ਬ࿉ញ࿉؎˷آᑙᄃँի˷অँؙᅻ˷ᘋ۶የา˹ץ
【語譯】
又如果，諸量的成立，無須藉由量，則論義(vāda)被放棄(vihīyate)。
如此則應另提一殊異原因(viśeṣa-hetu)說明這種前後不一之過
(vaiṣamikatva)。
【釋義】
龍樹在本頌將先前第二頌中論敵所質疑的論證謬誤反歸論敵自身；倘若論敵
為避免上一頌所指出的那種「無限後退」之謬誤，改而主張「量」之有效性不需
「量」予以證明，如此則為負處「異宗」 102 ，並且，若改而主張「࿉ញ࿉؎」，
則須「۶የา」ץ，隨即又墮入負處「異因」 103 。亦即，論敵前宗為「一切對象
皆待量成」，後又改宗為「非一切對象皆待量成」，故此二宗「前後不一」
(vaiṣamikatva)，此時，論敵就必須提出理由，解釋何以「(ࢅؙartha)࿉؎˷ؙӏ
࿉؎」，也就是解釋何以「量」自身可不需「量」成。龍樹於此假設，論敵提出
「勝因(viśeṣa-hetu)」如下──
dyotayati svātmānaṃ yathā hutāśastathā parātmānam /
svaparātmānāvevaṃ prasādhayanti pramāṇānīti //
༎ԡ࠷ॽ˷ோفႦႦԷ˷߹࿉ְঅ˷فԷҕં؎˹
意思是，就像是火焰，能夠照明其自身，也能夠照明其他的東西；同樣的，
量能證成其自身，亦能證成其他的東西。在本頌，龍樹假設，論敵為了避免「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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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理經》5.2.3。
《正理經》5.2.6。

限後退」之謬誤，而主張「量自成」，並且進而以「火明喻」，論立「量自成」。
在先前數頌，我們一直將論敵的身份界定為正理學派，但在此，吾人必須釐清一
個問題：正理學派是否真的承認「量自成」的說法？抑或，主張「量自成」者，
並非正理學派，而是另有其人？
《正理經》中，曾明確提及「火明喻」──
《正理經》2.1.18：
「如果量的成立，不需要其他的量，則所量也不需要
任何的量來成立。」
《正理經》2.1.19：「並非如此。量的成立，就如同火明一樣。」
《正理經》2.1.8─2.1.20，介紹了反對者對「量」的反論，以及作者對這些
反論的反駁，依宮坂宥勝所言 104，此篇章裡的反論者，正是龍樹，理據在於當中
的反論多與《廣破論》(Vaidalyaprakaraṇa)相符；甚至，也與《迴諍論》中龍樹
對「量」的批判相符。據此，則如梶山雄一所猜測，
《正理經》第二、三、四卷，
在時序上應較龍樹為晚，若然如此，則或許本論中，龍樹所假想的，以火明喻進
行立論，應非典出《正理經》2.1.19。G. Oberhammer就認為，相較於《正理經》
2.1.19，《正理經》5.1.10 應更為貼近本頌的「火明喻」，在文本成立的年代上也
較為相符──
《正理經》5.1.10：
「一連串的質問可以停止下來。就如同於取燈火此一
情況。」
在《正理經》5.1.9 中，提及與第三十一頌中的「無窮」論過(an-avasthā)相
配當的「歸謬相似」(prasaṅga-sama)誤難，即反論者無理要求立論者，窮舉證出
譬喻的理由，如立論「聲無常，所作性故，如瓶」時，反論者便要求立論者，若
以瓶喻證聲之無常，則瓶之無常又應以何為證？如此要求立論方無窮推論，此即
為「歸謬相似」
。因而在《正理經》5.1.10，指出「歸謬相似」之正確回應方式，
依照富差延那的解釋，如以某人取燈火為例，反論者若持續追問，是誰取走了燈、
為什麼取燈，這時，只要簡單回答「是那個想要看東西的人取走燈」即可，若反
論者又問，何以不取別的燈呢？這時，也只要簡單回答「為了看東西故取走此燈，
此外也沒有第二盞燈」即可。透過這樣的譬喻，《正理經》5.1.10 以「取燈」一
例，說明無窮舉證是沒有意義的。
據此，G. Oberhammer認為，雖然本頌中的「火明喻」和《正理經》5.1.10
的「取燈喻」，其所置身的理論場域並不相同，但基本上，兩者的操作原理是相
似的，都是以「燈火之照明」作為譬喻，藉此中止論證的無限後退。故與其說本
頌的火明喻是援引自《正理經》2.1.19，倒不如說是《正理經》2.1.19 的「火明
喻」援引自本頌 105。G. Oberhammer的說法，亦可自富差延那對《正理經》2.1.19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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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注解，獲得支持。富差延那的注解指出，有人援引先前經文(即《正理經》)中
的「燈火喻」
，說明「量自成」106，雖然富差延那並未指出以「燈火喻」說明「量
自成」者的身份，然而這表示，《正理經》2.1.19 在時序上，確實較《正理經》
5.1.10 為晚，並且這也表示，早在《正理經》2.1.19 之前，以「燈火喻」解釋「量
自成」的論點，即已出現。若又考慮《正理經》2.1.8─2.1.20 多次駁破《廣破論》，
則《迴諍論》的出現年代無疑地是早於《正理經》2.1.19，故在時序上應為：
《正
理經》5.1.10 → 《迴諍論》第三十三頌 → 《正理經》2.1.19。是以，若說本頌
中「量自成」的「火明喻」，乃是援用自《正理經》5.1.10 中駁「歸謬相似」的
「燈火喻」，亦是非常合理的推測。然而，即便證實了本頌與《正理經》5.1.10
的關聯性，重點卻在於，究竟正理學派是否同意「量自成」，因為這關係到本頌
中，龍樹批判對象的確實身份。
從富差延那的注解來看，
「量自成」的主張，似乎不是正理學派內部的傳統，
因為，倘若正理學派的傳統是主張「量自成」，則富差延那就不須特別指出「有
人曾經援引燈火喻說明量自成」
，這表示，對富差延那而言，
「以燈火喻說量自成」
是一外部觀點。G. Jhā就認為，富差延那在《正理經》2.1.19 的注解中，所提及
的以「火明喻」支持「量自成」者，其身分是吠壇多(Vedāntins)派 107 。
若果真「量自成」是一外部觀點，則富差延那同不同意「量自成」呢？答案
是否定的。雖然，富差延那認同「量以異量成」會導致無限後退，但他本人顯然
不同意量能自證。因為富差延那在解釋《正理經》2.1.19 的「火明喻」時，認為
燈火既可以是量、亦可以是所量。燈火因其能照亮其他事物之能照性，故為「量」
，
且燈火本身的明亮亦可為吾人的直接視覺所見，故亦為「所量」。據此，富差延
那認為，
「量」除了作為「量」本身以外，
「量」亦能作為自己的對象而存在，亦
即「量」也可以是「所量」
。既然「量」的證成不能脫離「所量」
，則「量」必非
自證。
但亦有學者認為，富差延那的這種解釋，已非《正理經》作者的本意 108，只
是，若「量自成」果真不是正理學派的傳統觀點，則《正理經》2.1.16 的「秤重
(tulā)喻」──以「量」如同可秤重的砝碼般，既可測準對象的重量，但同時又
能作為被測準重量的對象──就無法獲得完滿的解釋，因為「秤重喻」正好說明
了「量」的證成並非自證，而這和富差延那在《正理經》2.1.19 中，對「火明喻」
的理解如岀一轍。
這也就是說，
《正理經》5.1.10 與《正理經》2.1.16─19 之間，關於「量自成」
的問題，存在著令人難以判定的落差。以前者理解「火明喻」，則正理學派無異
是同意「量自成」；以後者理解「火明喻」，正理學派卻又反對「量自成」。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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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落差，梶山雄一做出了很好的解釋：
「在此，問題已被做了偷樑換柱的改造。
也就是說，在龍樹各著作以及《正理經》5.1.9─10 中，燈火為認識(方法)自證性
的比喻，若用後世的術語表示，就是自律確實性(svataḥprāmāṇya)的比喻，然而
在《正理經》2.1.16 及 2.1.19 中，同樣的燈火卻變成了認識(方法)，既是作具又
成為其他事物的對象，並被其他事物證明的他律確實性(parataḥprāmāṇya)的比
喻。後世的正理學派面對倡導自律確實性的彌曼差派(Mīmāṃsakas)，而主張他律
確實性，並成為他律確實性論的代表。若追溯其萌芽，則無異源於《正理經》2.1.16
─19 的議論。因此，雖然同樣以燈火之喻為主題，龍樹以及《正理經》5.1 的論
爭與後者出現於《正理經》2.1 中的論爭，在議論上具有本質的區別。如果是他
律確實性的話，那麼由於龍樹也是他律論者，故在這點上沒有與正理學派論爭的
必要性」 109 。
我大致同意梶山所說，以《正理經》5.1.10 與《正理經》2.1.16─19，由「自
證」轉為「他證」的差異部分，也同意梶山據此推斷《正理經》5.1 以及《正理
經》2.1，與龍樹活動年代之間的時序性。然而，我卻無法同意梶山所認為「龍
樹是他律論者，故在他律確實性上沒有與正理學派論爭之必要」
。誠然，
《正理經》
5.1.10 是「自律確實性」的觀點，龍樹順此而藉駁「火明喻」以駁「量自證」，
但這絕非意味著龍樹就同意「量他證」
，
《迴諍論》第四十頌之後的內容非常明白
地展現了這點，故我不能理解梶山是憑藉著什麼去論斷龍樹是「他律論者」，梶
山本人在該篇論文中也未做說明。
故個人認為，對於本頌中的「火自明」譬喻「量自成」，吾人固然有充分理
據將被批判者的身份限定於《正理經》
，尤其是《正理經》5.1.10。但我們也不應
排除對象或許為其他的學派的可能性；如在《中論》「觀三相品」第八頌，便亦
曾提及「火明喻」──
pradīpaḥ svaparātmānau saṃprakāśayitā yathā /
utpādaḥ svaparātmānau ubhāv utpādayet tathā //
若燈能自照，亦能照於彼，生法亦如是，自生亦生彼。
在此偈頌，「火明喻」是經量部用以說明「生因」的理論。經量部以燈火的
自照照他，解釋「能生起有為法的生，自己能夠生起……自己能生自己，同時也
能生其他的法」 110 ，而不僅是「自生生他」，經量部以及當時印度其他的觀念論
者，亦將「火明論」用於說明「識自明明他」111。據此，以「火明喻」支持「自
證」理論此一做法，亦非為正理學派所獨有。
綜觀上述，與其將龍樹的批判對象侷限在初期的正理學派，倒不如廣義地
說，龍樹在本頌所欲批判的重點，在於「量自成」此一主張，故其批判對象除了
身為主要目標的《正理經》之外，亦有可能涵蓋了彌曼差、吠壇多，以及經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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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頌
【梵本】
viÿamopany˜so’yaÐ na hy˜tm˜naÐ prak˜þayatyagni× /
na hi tasy˜nupalabdhird®ÿ÷˜ tamasŸva kumbhasya //
【毘譯】
آዢؙ݅ᅻ˷ࣝঅԡفႦ˷Գ߹ӏ৯ᘋ˷㉑݃Ӑൢ˹
【語譯】
此為一有過失的陳述(viṣama-upanyāsa)，這正如同我們所知道的那
樣，火焰無法光照自身，因為火的無法被認知，不應被視為如同在黑
暗中，壺的無法被認知。
【釋義】
在前頌，龍樹以論敵提出「火明喻」，以火焰之能照明，說明「量」能自我
證成，亦能證成所量。在「火明喻」中，論敵是以「火焰」之能照明，說明「量」
自成，意思是，以火焰之能夠照亮原先在黑暗中為吾人所不可見的事物，說明「量」
能澄顯、證準原先未被成顯、未被證準之「所量」，並且，火焰因自身的光亮而
自我照明，故「量」就如同火焰一樣，是自明的。
然而，在本頌，龍樹卻認為，以「火明」譬喻「量自成」，是錯誤的。如果
真如論敵所說，量自成如火焰自照，則如長行所言：
「ࣆօႦ㉑Ӑൢ༾ӏՔಶ݃˷ԳԡႦӅ༈क़ಶ݃˷অঅ˷ਬԡف
Ⴆ˷ࣆԡᘋ㉑˷क़ଗҒ࠷˷অಶ݅ԡோفႦ˷ਬࣆԡ࠷˷ँӏಶ݅ԡ
ோفႦ˹」
意思是，所謂的「照明」(√dyut)，應是指一由暗至亮的情況，如同吾人無法
看見一只在黑暗中的瓶子，但以火照明之後，吾人便能看見該只瓶子，此時，瓶
子由原先黑暗的存在狀態，轉為之後光亮的存在狀態，如此方為「火能照他」。
同理，當論敵說「火能自照」的時候，火焰應由原先黑暗的存在狀態，轉為之後
光亮的存在狀態，如此方為「火能自照」。但是，火焰原先就已經是光亮的，故
火焰自身並沒有一由暗至亮的被照明過程，也就是說，並沒有一原先即已存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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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的、黑暗的火焰，之後被其自身的光明所照亮。因為，並沒有這樣子的情
況，故不能夠說「火能自我照明」，所以論敵所提出之「量自明」如「火自明」
的主張無效。

第三十五頌
【梵本】
yadi ca sv˜tm˜namayaÐ tvadvacanena prak˜þayatyagni× /
paramiva nanv˜tm˜naÐ paridhakÿyatyapi hut˜þa× //
【毘譯】
ҡਬآየ݅˷ԡفԷோႦ˷ԡோᔫԷ˷ٙॽӏفᔫ˹
【語譯】
又如果，據你所說的，火焰光照其自身，就如同光照他物，則火豈不
是遍燒其自身？
【釋義】
承上，若真如論敵所說，量的自成成他，就如火焰既能光照其自身，又能光
照其他的東西，則同理，火焰亦應既能燃燒其自身，又能燃燒其他的東西，然而，
情況並非如此(na caitadevam；毘譯「عᇷӏؙ݃অ)」ݦ，所以，論敵以「火
自明」來說明「量自成」，是失當的。
在本頌，龍樹以「火焰自燒」的不可能，譬喻「火焰自照」的不可能，因為
並沒有「火焰自燒」這樣的情況。既然「火燄自照」就如「火燄自燒」一樣不可
能，則如「火自明」般的「量自證」便亦不可能。
然而，一般而言，藉由「火焰自照」此一譬喻 (在本頌則為相類似的「火焰
自燒」譬喻)，所呈現之真正的爭論焦點，並不在於是否真有火焰「自我燃燒」
或「自我照明」的情形，而在於「主體自身能否作為自身之作用的客體」113。如
火焰照明時，火燄是主體，被照明物是客體，若說火燄能自我照明，則意味著火
焰在作為能行照明功能之主體的同時，亦作為被其自身的作用所照明的客體；同
理，若說火燄能自我燃燒，則意味著火焰在作為能行燃燒功能之主體的同時，亦
作為被其自身的作用所燃燒的客體。以之套用於「量自成」，則是說「量」在作
為能行證準功能之主體的同時，亦作為被其自身的功用所證準的客體。
對於「火自照」及「火自燒」，龍樹是採取不能認同的態度，故他不同意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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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Bhattacharya, The Dialectical Method of Nāgārjuna, p.117, v.35.n.1.

敵的「量自成」，亦是確定無疑的。但與其說龍樹是基於「主體自身無法作為自
身之作用的客體」此一信念，而不能同意「火自照」及「火自燒」、進而不能同
意「量自成」
，倒不如說，龍樹只是單純反對論敵以「火自照」喻，作為追究「量」
本身合法性之根據的遁詞，亦即，反對論敵以「火自明」此一喻例，規避「量」
證成的無限後退謬誤。關於這個部份的更進一步討論，留待第四十頌再行論述。

第三十六頌
【梵本】
yadi ca svapar˜tm˜nau tvadvacanena prak˜þayatyagni× /
pracch˜dayiÿyati tama× svapar˜tm˜nau hut˜þa iva //
【毘譯】
ҡਬآየ݅˷ԡோفԷႦ˷㉑ְᘋঅ˷فԷҕંᝢ˹
【語譯】
且如果，據你所說的，火焰能光照自身與他者，則黑暗也和火焰一樣，
能蔽覆自身與他者。
【釋義】
繼「火不能自燒」之後，龍樹於本頌又另舉一反例「闇不能自覆」
，說明「火
自明」的荒謬，如長行所說──
yadi ca bhavato matena svaparātmānau prakāśayatyagniḥ nanvidānīṃ
tatpratipakṣabhūtaṃ tamo’pi svaparātmānau chādayet /
毘譯：
ਬآየ݅˷ԡفԷႦ˷ோई㉑ࢦ˷㉑ٙԳӏفԷ০ᝢ˷
na caitad dṛṣṭam /
毘譯：
عᇷӏؙ݃অ˹ݦ
tatra yaduktaṃ svaparātmānau prakāśayatyagniriti tanna /
毘譯
ਬየ߹ԡفԷႦࢦ˷ְӏ৯ᘋ˹!
意思是，如果真如論敵所言，火燄能夠照明其他的東西，又能夠自我照明，
則與火焰相對反的「黑暗」，也同樣能夠蔽覆(√chad)其他的東西，又能夠蔽覆自

己。然而，
「此一情況卻未嘗知見(na caitad dṛṣṭam)」
，故說「火燄自照照他」
，是
不對的。亦即，就吾人的視覺經驗，並沒有「黑暗蔽覆自己」這樣的情況，同理，
「火燄照明自己」與「火燄燃燒自己」，在吾人的直接視覺經驗中，也就是「實
不見有如是事」。由此可知，龍樹主要是因為「實不『見(√dṛś)』有如是事」，故
言「火自照」
、
「火自燒」
、
「闇自覆」為荒謬，而不是基於「主體自身無法作為自
身之作用的客體」這樣的形上學信念推論的結果。據此，亦得以佐證，龍樹並未
如論敵先前所指責的那樣，全然摒棄吾人生活經驗的價值與被認知的可能性，龍
樹所摒棄的，是將對此生活經驗的認知，預設其客觀化、實在化，亦即，將任何
一種存在現象視為「自性有」。
由第三十四頌至本頌，龍樹是以對應於《正理經》中所列舉「誤難」之一的
「到相似」(prāpty-sama)來進行論難。見《正理經》5.1.7：
「因與所立應結合，或不應結合？如果結合，兩者就無差別。…這樣子
的諍論，就是『到相似』。」
亦即，當「因(hetu)」接觸到對象，兩者相結合時，則「因」與其對象就不
能分別出其間的差異。如以「火自照」為例，能照的火焰與被照的火焰，二者其
實無異；又以「火自燒」為例，能燒的火焰與被燒的火焰，二者亦無異。「闇自
覆」亦然，能覆的黑暗與被覆的黑暗亦皆無異。如此，則為「到相似」。

第三十七頌
【梵本】
n˜sti tamaþca jvalane yatra ca tiÿ÷hati par˜tmani jvalana× /
kurute kathaÐ prak˜þaÐ sa hi prak˜þo’ndhak˜ravadha× //
【毘譯】
࠰ԡӐ༇㉑˷ٙසفԷٓ˷߹㉑ோണ࠷˷ԡӖٙ˹࠷ؙ
【語譯】
黑暗不存在於火焰中，以及火焰所在的其他地方，因為火焰是黑暗的
摧破者，故火焰如何能夠致生光亮？
【釋義】
!

本頌續駁「火明喻」。長行內容分為兩部分，第一部分，是龍樹的反駁──

̫ԡӐ༇㉑˷ԡස༇㉑˷Ӗٙ ৄן114 ࠷ோஊ㉑˷ਬ߹ԡӐ˷অ༇㉑˷
ٙස˷㉑ؙԡோஊ㉑˹ਬჀ༇㉑Քஊ႓ࢦ˷ӖٙعಶفԷંႦ˷؟ӡ
የ˹̬!
在第三十四頌，龍樹分析了「照明」這個字的字義，乃是使一對象物由暗至
亮，在本頌，龍樹更仔細地解釋說，所謂的「照明」，乃是指對黑暗的阻斷
(pratighāta；毘譯「ஊ」)、破壞(vadha；毘譯「ണ」)。然而，火焰內部是不存在
黑暗的，而火焰所在之處，亦無有黑暗，因為黑暗乃是與火焰之光明相對斥的存
在物(prati-pakṣa-bhūta，見三十六頌長行)，故有火焰則無黑暗，有黑暗則無火燄，
兩者無法在同一場域並存。所以，火焰本身與火焰所在之處，皆無黑暗存在。既
然火焰本身及其所在之處沒有黑暗可供阻斷，則又如何能說火焰阻斷了黑暗？而
既然火焰沒有黑暗作為對象供其阻斷，就不合乎「照明」的定義，如此則火焰便
未「照明」自己、也未「照明」其他的東西，我們也就不能說火焰是「自照照他」
了。
在接續下去的長行，龍樹假設論敵對此做出回應，也就是第二個部分──
̫ਬঅࢦ˷ࣝԡӐ㉑˷ࣝԡස㉑˷অঅԡفԷႦ˷߹ԡ֖ଗ˷پ
ோஊ㉑˷অԡӐ༇㉑˷ԡස༇㉑˷অԡ֖ோႦفԷ˹̬
論敵可能回應說，的確，火焰內部不存在黑暗，而火焰所在之處，亦無有黑
暗，然而，火焰仍能自照照他，因為火焰在最初產生(utpad)時，就能阻斷黑暗。
是故，雖然火焰內部、以及火焰所在之處，都無有黑暗，但在火焰一開始生起之
時，就可以阻斷黑暗，故而能照明自己、又能照明其他的東西。
在此，龍樹假設論敵受長行前半之論證所逼迫，進而承認「火焰與黑暗不能
並存」
、亦承認「火焰不觸及黑暗則無法照明」
，而提出「火生時即能照」的說法，
以「火焰初生時，即能照明」，說明為何火焰與黑暗雖然不能並存，卻又能行照
明之功能，為「火明喻」再做辯護。但此種回應方式，並未見於《正理經》
。
《正
理經》2.1.16─19 對火明喻反論的回應，是從量與所量的對置與互援作為出發點
的。再者，正理學派並不是如龍樹於長行中所假設的那樣，以黑暗為與光亮相對
斥的存在物，而是將黑暗視為「光之闕如」115。據此，我們可以推定，本頌中的
「߹ԡ֖ଗ˷پோஊ㉑」是龍樹為了要更進一步論難《正理經》5.1.10 中「燈火
喻」的謬誤，代替正理學派所做的偽答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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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譯「名」
，乃是對譯副詞nāma，意為「稱之為…」
、
「命名為…」
，但此字亦有強調「確定無
疑地、確實地」之意。
115
D. Burton, Emptiness Appraised, p.170.

第三十八頌
【梵本】
utpadyam˜na eva prak˜þayatyagnirityasadv˜da× /
utpadyam˜na eva pr˜pnoti tamo na hi hut˜þa× //
【毘譯】
অԡ֖ଗ˷֖پଗோႦ˷ԡ֖˷㉑ތپᄃँӏ৯ᘋ˹
【語譯】
火焰初生，即能光照，此為非真陳述(asat-vāda)。因為火焰初生，就
未能觸及黑暗。
【釋義】
承上頌，本頌駁「火生時能照」，如長行所說──
̫ਬԡ֖ଗ˷ோفԷႦ˷ᄃӏ৯ᘋ˹ٙԳ࢘ӓ˷অࣆԡӏோ(ތprāpnoti)
㉑˷ٙԳ࢘ӓ˷ਬօ˷㉑ތӏோஊ㉑˷ਬӏஊ㉑˷ӏಶ̬˹࠷ؙ
意思是，論敵說，火焰初產生的時候，就能照明，這是不對的。因為，即便
在火焰初產生的時候，仍舊尚未接觸到黑暗，這是由於火焰與黑暗是相對反的存
在，凡有火焰存在之處，便無黑暗存在。然而，若火燄尚未接觸到黑暗，就無法
摧破黑暗，既然無法摧破黑暗，那也就沒有「照明」
。所以，即便火燄初生之時，
因其不能接觸到黑暗，也就不能催破黑暗，故仍不能「自照照他」。順此，倘若
論敵改而聲稱，火焰與黑暗二者不相接觸，即可行照明，則又有謬誤如下頌所述。

第三十九頌
【梵本】
apr˜pto’pi jvalano yadi v˜ punarandhak˜ramupahany˜t /
sarveÿu lokadh˜tuÿu tamo’yamiha saÐsthito h˜nyat //
【毘譯】
ਬԡӏع˷㉑ތோஊ㉑ࢦ˷ԡ؟תසٓ˷ᘋஊҎӭ㉑˹
【語譯】
如果，即便火焰並未觸及、卻反倒能摧破黑暗，則火焰住於此處，應

能摧破所有世間諸界中的黑暗。
【釋義】
!

!

本頌長行──
̫ਬآ၃ᖒ˷ԡӏ˷㉑ތோஊ㉑ࢦ˷ԡ؟සٓ˷ँᘋோஊҎӭԫ࿗ࠏؙ
ස㉑˹ٙԳॽ˷ંӏع˹ॽތᇷӏؙ݃অ(˹ݦ按：之後所接之毘本『ਬ
ંӏ˷ތӖٙ౧ோஊ؟ස㉑˷ӏஊԫ࿗Ҏӭස㉑』梵本無)，ਬآ၃ᖒ˷
ԡӏع˷㉑ތோஊ㉑˷ᄃӏ৯ᘋ˹̬!

意思是，如果火焰與黑暗不相接合，卻能破阻黑暗而行照明，這是不對的。
倘若火燄不接觸到黑暗，卻能照明，則火焰駐在此處，不須接觸到黑暗，就應該
能夠催破存在於這世間上的所有黑暗。但在吾人的直接視覺經驗中，並沒有這樣
的情況。所以，論敵若為了避免「到相似」的論難，而主張火焰之「不到」黑暗
但能照明，則亦將面臨相應於《正理經》中「誤難」之一的「不到相似」(aprāpty-sama)
的論難；見於《正理經》5.1.7：
「因與所立應結合，或不應結合？…若不結合，因就無法證明所立。這
樣子的諍論…就是『不到相似』。」
當「因」並未接觸到對象，兩者未相結合時，則「因」就無法成立其對象，
如此則為「不到相似」。由三十七頌至本頌，龍樹所欲採取的論難法，正是以火
焰對黑暗之「不到」，反駁火焰對於他物與自身行「照明」的可能。
綜觀上論，由第三十三頌以降至本頌，龍樹針對《正理經》5.1.10 的「燈火
喻」作出論難，而龍樹主要所使用的論難法，又與《正理經》5.1.7「到、不到相
似」相對應。就時序上來說，在本論，龍樹顯然是以「到、不到相似」為有效力
的反論，但在《正理經》5.1.7 中，「到、不到相似」既然作為「誤難」，就表示
《正理經》作者並不承認其具有論證的效力，如《正理經》5.1.8，即以「製瓶喻」
、
「咒術喻」，反駁龍樹用以駁「火明喻」的「到、不到相似」：
「可以發現『瓶』，以及其他已完成的東西。這些東西的原因都與它們
相接合。以咒術進行殺害時，並不需要直接接觸到被殺害的對象。」
若再行考慮富差延那在《正理經》5.1.7 的注釋，曾提到有反論者以此二種
誤難，反駁「燈火照明喻」之有效性。以之比附本頌，則幾可確定富差延那所謂
的反論者，當為龍樹無疑。這表示，《正理經》5.1.7-8 的出現時間，可能在龍樹
完成本論之後。先前，吾人曾一再強調，《正理經》卷一、五，出現年代應早於
龍樹，然而若考慮到上述的情形，則此一時序，尤其是與《正理經》卷五之間的
時序，似乎又有修正的必要。
梶山雄一參考本論與廣破論，推定《正理經》5.1.7-9 與龍樹之間的議論順序
應為：「龍樹據歸謬相似展開批判→正理學派據燈火比喻進行答辯→龍樹據到、
不到相似予以反駁。也就是說，包含《廣破論》
、
《迴諍論》和《中論》在內，龍

樹與《正理經》第五卷的論諍，最後以龍樹否定燈火具有自照性作結。」 116
在此，我們必須注意到，梶山雖以龍樹之「到、不到相似」駁「火明喻」，
作為其與《正理經》卷五間彼此交互論諍的最終結局，然而，如前所述，《正理
經》5.1.8 又特別針對《正理經》5.1.7 中的「到、不到相似」作出反駁，故這整
場論辯的最後結局，恐怕不是龍樹的駁「火明喻」
，而是《正理經》5.1.8 的駁「到、
不到相似」。
雖然吾人對於《正理經》卷五，在此一論爭部分的次序判定上，仍有未竟之
處，但依照梶山的想法，這仍與其先前所認定的時序大抵上不相衝突，因為現存
整部《正理經》卷五，很可能是在龍樹去世後所集成，但其主要內容的出現，應
在龍樹之前無誤。我同意梶山的說法，因畢竟《正理經》並非一人一時一地的作
品，故後人在纂集成經時，對於先前內容的增補亦是無可厚非的。

第四十頌
【梵本】
yadi svataþca pram˜õasiddhiranapekÿya tava pramey˜õi /
bhavati pram˜õasiddhirna par˜pekÿ˜ svata× siddhi× //
【毘譯】
ਬ࿉ோ˷؎فӏ॔ࠏ࿉؎˷অँ࿉॔ࣝ˷؎فԷோ؎˹
【語譯】
如果，你的量的成立，是自證自成(svatas)，不須依待所量，則量的成
立，是自能成立(bhavati svatas siddhis)，不須依待他者。
【釋義】
自三十四頌始，龍樹一一指出論敵用之以說「量自成」的「火明喻」，其荒
謬性何在。倘若論敵的「火明喻」謬誤，則論敵「量自成」的主張亦為謬誤。因
為，
「量」的自成成他若如同火一樣是自照照他，則「量」便不須依待「所量」，
而能自我證成；如長行說──
yadi cāgnitvat svataḥ pramāṇasiddhiriti manyase anapekṣyāpi
prameyānarthān pramāṇānāṃ prasiddhirbhaviṣyati /
毘譯：
ਬآ၃ᖒ˷࿉ኹࠏ࿉ԡ؎ࢦ˷࿉ँ˷؎فӏ॔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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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ṃ kāraṇaṃ / na hi svataḥ siddhiḥ paramapekṣate / athāpekṣate na
svataḥ siddhiḥ /
毘譯：
ٙԳॽ˾ਬँ˷ࢦ؎فӏ॔Է˼ਬ॔Էࢦ˷ࣝ˹ॽ؎ف
(按：毘本接續「؟ӡየ˹ਬӏ৯॔˷ٙӏ˷؎فਬ॔࠰Է˷ँࣝ」˹؎ف
但梵本無)

!

atrāha yadi nāpekṣante prameyānarthān pramāṇāni ko doṣo
bhaviṣyatīti / atrocyate /
毘譯：!
ਬ࿉ӏ॔ࠏ࿉ӓࢅ˷ৄؙٙᅻ˾؟ӡየ˹!

龍樹認為，論敵以「火明喻」主張「量自成」是謬誤的。所謂的「量自成」，
指的是「量」能自我檢證，賦予自身合法性。先前我們說過，一般而言，「火明
喻」的諍論重點在於「主體自身能否作為自身的客體」，而這個譬喻背後所代表
的諍論，不僅在於「量」的證成問題，在印度哲學傳統中，也被應用在其他的問
題上，如「識自明」。然而，對於龍樹而言，他是基於「主體自身不能作為自身
的客體」此一信念故反對「量自成」
，進而論難用以支持「量自成」的「火明喻」，
抑或是，單純在哲學論辯中，反對論敵以「火明喻」中止對於「量」之合法性與
有效性的追究呢？
在「量」的證成問題上，如果龍樹是基於「主體自身不能作為自身的客體」，
則如梶山雄一所言，龍樹對於知識手段，也就是「量」的證成根據，是抱持著「他
律確實性」的態度，亦即「量他成」。然而在第四十二頌之後，我們可以明確得
知，龍樹甚至也反對「量他成」
。如果龍樹既反對「量自成」
，亦反對「量他成」，
就意味著龍樹對「量」的證成依據，幾乎沒有第三選項可茲考慮。這也就是說，
無論是「自成」或是「他成」
，龍樹對「量」的合法性，都抱持高度懷疑的態度，
因而說龍樹純粹是反對論敵以「火明喻」逃避「量依量成」的「無窮論過」，而
不是因主張「量他成」故非難「火明喻」，是極為合理的想法。另一有力的論據
是，我們可以清楚發現，在之前數頌，龍樹的論難，完全集中在對「火明」此一
譬喻本身，這表示，龍樹的攻擊重點，確實在於用以抵擋「量」論證之無限後退
謬誤的「火明喻」
，
「量自成」主張本身的謬誤反倒退居其次。誠然，或許，對於
龍樹而言，論破「火明喻」就等同於論破「量自成」，然而以吾人現今的哲學眼
光看來，龍樹對於「火明喻」的攻詰縱使有效，但似乎亦不足以將此一對「火明
喻」的反論效力，膨脹為「量非自成」這樣的結論。換言之，究竟龍樹藉駁「火
明喻」以論難「量自成」，是否真具說服力？
為要釐清這點，首先須理解「火明喻」與「量自成」，兩者間的比附基礎何
在。依循《正理經》5.1.10 的內容，若我們將「火明喻」使用於「量自成」的論
證，則所謂「量」自身的證成如同「燈火」
，意思其實應該是說，
「量」成「所量」，
就如同我們以燈火照明對象而使之可見，但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並不需要無止

境地去追問「為什麼會有燈火？燈火是從哪裡來的？」
，因為那是無意義的追問，
就如同以「量」證成了「所量」之後，我們並不需要無止境地去追問「為什麼會
有量？量是從哪裡來的？」這同樣也是沒有意義的。
但在本論中，
「火明喻」的譬喻詮釋卻有所轉變。若依本論所言，則所謂「量」
自身的證成如同「火焰」，意思並非如同上述的「如同照明用的燈火並不需要無
窮盡地去追究其來源，量本身的證成也不需要無窮盡地去追究其根源」，而是指
「量能自己證明自己，如同火焰自身就是明亮的」。
由此，我們可以發現，「火明喻」的性質從原先《正理經》中，訴諸日常生
活經驗作為事例的、單純素樸的論辯技藝，轉換為《迴諍論》中，摻入了形上學
主客體概念的、知識論之合理性基底的建立(或破壞)。於是，一方面，我們固然
可以批評說，龍樹將「火明喻」的層次，由原始的論辯術，拉高至反應了吾人之
思辨理性作用的二律悖反之後，卻又在其反論中降格以求地，回過頭去尋求日常
生活經驗的協助，以之作為反對「量自成」的強力根據──這種做法，是一種缺
乏高度學理性的詭辯，在論證手法上不夠嚴密精細，所以龍樹反論「火明喻」的
努力是失敗的。但另一方面，除了如D. Burton所指出的那樣，吾人必須設身處地
為古代印度哲學家當時所處的哲學環境設想之外 117，是否也意味著龍樹根本就對
這種人為的、思惟建構的、複雜細膩的哲學理論敬謝不敏呢？畢竟龍樹大可直接
論駁「量自成」此一主張，而不是如之前數頌那樣，將攻擊目標侷限在「火明喻」
本身。誠然，對於當時的學者來說，
「火明喻」的不能成立，確實是對「量自成」
主張強而有力的反論，因為，若龍樹對「火明喻」的攻擊果真不具效力，則《正
理經》2.1.19 又何必再次迴護「火明喻」？故我相信，龍樹的做法──以吾人素
樸直接的日常生活經驗，反襯出那些結構精巧的哲學語言的種種荒謬──不僅是
忠實反應出了當時的印度哲學對於經驗事實的重視，也間接佐證了他對吾人日常
生活之價值的正面態度。

第四十一頌
【梵本】
anapekÿya hi pramey˜narth˜n yadi te pram˜õasiddhiriti /
na bhavanti kasyacidevamim˜ni t˜ni pram˜õ˜ni //
【毘譯】
ӏ॔ࠏ࿉ࢅ˷ਬآ࿉ಶ؎˷অँ༇Җ˷֗࿉࿉ᑒ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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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譯】
如果，你的量的成立，不須依待所量為對象(artha)；如此，則這些量，其所量不
存在(na bhavanti)。

【釋義】
承上頌，本頌進而解釋何以「量」自成、不待「所量」為謬誤。由三十四頌
始，龍樹的論述核心在於駁「火明喻」，但在本頌，龍樹由「火明喻」重新返回
檢視「量自成」此一主張，指出「量自成」之謬誤何在，如長行所說──
yadi prameyānarthānanapekṣya prasiddhirbhavati
pramāṇānāmityevaṃ tānīmāni pramāṇāni na kasyacit pramāṇāni
bhavanti /
evaṃ doṣaḥ /
如果，量的成立，是不依待所量為對象，如此則那些量，是不屬於什麼
的量。
如此則有過失；
毘譯：
ਬآ၃ᖒ˷ӏ॔ࠏ࿉ع࿉ಶ؎˷ँ༇ؙҖ֗࿉࿉ࡧ˹
ؙঅᅻ˼
atha kasyacidbhavanti pramāṇāni naivedānīmanapekṣya
prameyānarthān pramāṇāni bhavanti /
倘若，量是屬於某種東西的量，則這些量不是不依待所量為對象。
毘譯：
ਬٙ༾Җ˷ጤ֗࿉ࢦ˷ӏ॔ࠏ࿉˷عಶؙ࿉˹ਬӏ॔؎˷߹ಶٙᅻ˷ँ
Ҏӭࡧ০ӏ॔࿉˹
意思是，倘若「量」不須依待「所量」而能自我證成，則「量」便完全獨存
於「所量」之外，而成為一與「所量」全然無關的「量」。
依照D. Burton的分析，龍樹在本頌欲指出的「量」自證的謬誤在於，「量」
若自證，則意味著「量」可獨立於作為「量」之對象的「所量」而存在。然而，
「量」卻必須是屬於對象物的「量」，否則「量」的確實性便無由得證。以吾人
對一棵樹的知覺為例，倘若吾人以「現量」知覺到一棵樹，則對於這棵樹的「現
量」知覺，並無法獨立於作為知覺對象物的「樹」而存在，如果我們想要證立對
於這棵樹的「現量」知覺的正確性，則勢必依賴「現量」、或其他的「量」對於
這棵樹的認知，以作為檢證，但這些認知都不能夠脫離作為認知對象物的「所量」
118
。亦即，一個脫離了認知對象、以及行使認知作用的主體，而獨立存在的「認
知作用」，是不可能且亦無意義的，因為一個認知作用，勢必是「某人對於某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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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知」
。同樣的，一個「量」也必須是某人對於某對象物的「量」
，否則便無由
存在。故「量不待所量，而能自成」是謬誤的。
在此，我們可以發現梵本和漢本的頌文與長行均有出入，參照Tucci的漢藏
本比較，Tucci認為，漢本顯然較藏本為完整，藏本應有脫漏之處 119 ；然就頌文
本身而言，梵藏本則為一致。但查其文義，並不衝突，因主要都是在論難「量不
待所量成」之謬誤。

第四十二頌
【梵本】
atha matamapekÿya siddhisteÿ˜mityatra bhavati ko doÿa× /
siddhasya s˜dhanaÐ sy˜nn˜siddho’pekÿate hyanyat //
【毘譯】
ਬҎӭࡧӏ॔࿉؎˷߹ಶٙᅻ˾؎ಶ݅؎˷օ؎՝؎˷Գ༇॔ॽ˹
【語譯】
又若這樣設想：量的成立，有所依待。如此則有何過失呢？成立者是
已然成立的。因為未成立者不依待餘者(anyat)。
【釋義】
承上，倘若「量自成」為誤，「量」必須依待「所量」證成，如此則又有謬
誤如長行所說──
athāpi matamapekṣya prameyānarthān pramāṇānāṃ siddhirbhavatīti
evaṃ siddhasya pramāṇacatuṣṭayasya sādhanaṃ bhavati / kiṃ
kāraṇam /
倘若這樣設想；「量」的證成，是依待「所量」作為對象。
如此一來，則有四種已成立(siddha)之「量」的成立(sādhana)。為什麼
呢？
毘譯：
ਬآᖒ˷॔ࠏ࿉ࢅ˷࿉ಶ؎ࢦ˷অէ࿉০˹؎ؙ॔ٙԳॽ˾
na hyasiddhasyārthasyāpekṣaṇaṃ bhavati /
na hyasiddho devadattaḥ kaṃcidarthamapekṣat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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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未成立的對象，無有依待。
例如，天得未成立，不須依待任何對象。
毘譯：
ਬࢅօ؎˷Ӗٙ৯॔˷ࢅਬӅ؎˷ӏ৯॔˹
ӽಶօ؎˷ँӏ॔ࢅ˹
na ca siddhasya sādhanamiṣṭaṃ kṛtasya karaṇānupapatteriti /
並且，已然成立者之成立，是無可贊同的。不須作成已作成者之作成。
毘譯：
ਬӅ؎ࢦ˷۶ӏ॔؎˹ࢅӅ٥˷༇٥ץᐗ˹
龍樹在說明了「量」自證成的謬誤之後，繼而指出「量」待「所量」證成的
謬誤。倘若「量」無法脫離於「所量」而單獨存在，而必須是一「所量」的「量」，
且依待該「所量」予以證成，則謬誤在於「؎ಶ݅؎˷օ؎՝؎˷Գ༇॔ॽ」。
也就是說，「量」的有效性與真確性，是由此「量」所認知的對象，加以證成。
在此所謂的由「對象」加以證成，意思是，此一對象，為一客觀獨立的存在，並
且此一客觀獨立的存在，具有其客觀且正確的存在樣態──亦即「屬性」。所謂
的「所量成量」
，便是以一客觀對象之真確「屬性」
，檢證吾人「量」的真確性。
然而，要認知到「所量」的真確屬性，就必須藉由「量」
。吾人必須先以一「量」
去認知並確認「所量」的真確性之後，方能以此真確的「所量」，確認往後用以
認知此「所量」的「量」，是否有效。於是，吾人可以發現，另一種論證的「無
限後退」復又出現。以火焰為例，若「火焰」作為「所量」，則當吾人認知到火
焰時，便以火焰的光性、熱性、燃燒性，確認吾人的認知確實為一真確有效的認
知，也就是「量」。然而，吾人是如何得知火焰的光性、熱性、燃燒性，是客觀
實在的火焰的真確屬性呢？依正理學派的理論，要認知到一客觀實在之火焰的真
確屬性，如熱性、光性、燃燒性，必須先由一「量」獲致。但此「量」的有效性，
又必須由另一對此火焰的有效的「量」所獲致，以此類推，則吾人永遠無法得出
最原初的、真確有效的「量」
。於是，即便不主張「以量成量」
，而主張「所量成
量」，吾人仍將重複陷入「無窮論過」。
所以，若主張以「所量」檢證「量」之有效性，則吾人必先獲致一已然被「所
量」檢證為有效的、關於該「所量」的「量」，然後吾人方能獲致對此「所量」
的真確理解，從而以之檢證之後關於此「所量」的「量」是否有效。然而，如此
一來，就如龍樹所言，既然吾人已經獲得對此「所量」的、一有效的「量」，則
吾人又何須再以此「所量」，重複去證成此一已然證成的「量」呢？同理，一個
未證成的「量」
，其「所量」也是未證成的，亦即，一個未證成的「量」
，也沒有
一已證成的、真確的「所量」，能證成該「量」的有效性。如同天得這個人的存
在，若未被證成，則用以證成天得存在的「量」，也同樣未被證成，又既然用以
證成天得存在的「量」未被證成，則天得的存在與否，也同樣無法被證成。反之，
若天得的存在，已然證成，則證成天得存在的「量」，便不須再以已然被證成存

在的天得，再次給予證成。

第四十三頌
【梵本】
sidhyanti hi pramey˜õyapekÿya yadi sarvath˜ pram˜õ˜ni /
bhavati prameyasiddhirn˜pekÿyaiva pram˜õ˜ni //
【毘譯】
ਬࠏ࿉ӓࢅ˷॔࿉عಶ؎˷অँࠏ࿉؎˷॔࿉༈क़؎˹
【語譯】
如果量全然地依待所量而成立，則所量的成立，是不須依待量。
【釋義】
又倘若，主張「量他成」
，以「量」之成立，必須依待「所量」
，則除了如上
頌所述的「無窮論過」之外，又有謬誤如下──
yadi prameyāṇyapekṣya pramāṇāni sidhyanti nedānīṃ
pramāṇānyapekṣya prameyāṇi sidhyanti /
kiṃ kāraṇam /
如果量依待所量成立，則所量不依待量而成立。
為什麼呢？
毘譯：
ਬࠏ࿉ࢅ˷॔࿉˷؎عঅँԳ࿉؎߹ࠏ࿉˹
ٙԳॽ˾

!

na hi sādhyaṃ sādhanaṃ sādhayati sādhanāni ca kila prameyāṇāṃ
pramāṇāni /
因為「所成」(sādhya)不能使「能成」(sādhana)成立。
但就如同他們所言，「量」是「所量」的「能成」。
毘譯：
ࠏ؎(sādhya)ࣝ؎(sādhana)࿉؎ࠏ࿉˹!

如果「量」的有效性，是由「所量」予以檢證，則「所量」有效性的成立，
就不需要依待「量」
。因為此時，
「所量」是「能成」
，即「能證成者(sādhana)」，
而「量」則是「所成」
，即「被證成者(sādhya)」
。也就是說，
「所量」能夠證成「量」
，
但「量」卻不能夠證成「所量」
，因為在這樣的關係底下，
「量」就轉而變成了「所

成」
，而非「能成」
。然而，正理學派先前卻是主張，
「量」能檢證對象的有效性，
亦即「量」應為「能成」，而非「所成」，故當主張「所量成量」，便有謬誤。

第四十四頌
【梵本】
yadi ca prameyasiddhirn˜pekÿyaiva bhavati pram˜õ˜ni /
kiÐ te pram˜õasiddhy˜ t˜ni yadarthaÐ prasiddhaÐ tat //
【毘譯】
ਬࢅ༇࿉؎˷অँӏ॔࿉˷آٙ֗࿉؎˷߹࿉ٙࠏ؎˹
【語譯】
且如果，所量的成立，是不須依待量，則你的量成立了什麼？量的對
象已成立。
【釋義】
承上頌。倘若主張「所量」證成「量」，則又有謬誤──
yadi ca manyase ‘napekṣyaiva pramāṇāni prameyāṇāṃ
prasiddhirbhavatīti kimidānīṃ te pramāṇasiddhyā paryanviṣṭayā /
kiṃ kāraṇam /
毘譯：
若汝意謂，不待彼量，所量成者，汝今何用求量而成。何以故？
yadarthaṃ hi tāni pramāṇāni paryanviṣyeran te prameyā arthā vināpi
pramāṇaiḥ siddhāḥ /
tatra kiṃ pramāṇaiḥ kṛtyam /
毘譯：
彼量義者，為何所求。彼所量物，離量成者，彼量何用。
倘若，「所量」作為「能成」，則不需要依待「量」，即能證成。然而，正理
學派先前的主張，是要以「量」證成「所量」，如此一來，如果「所量」已不需
要依待「量」
，即能證成，則原先用以證成「所量」的「量」
，又是要用來證成什
麼的有效性呢？

第四十五頌
【梵本】
atha tu pram˜õasiddhirbhavatyapekÿyaiva te pramey˜õi /
vyatyaya evaÐ sati te dhruvaÐ pram˜õapramey˜õ˜m //
【毘譯】
ਬ߹آ࿉؎˷॔ࠏ࿉؎ࢦ˷অँ࿉ࠏ࿉˷অӏ৯ញ˹
【語譯】
此外，你的量的成立，是依待所量，則你的量與所量，有(sati)一確然
的倒置(vyatyaya)。
【釋義】
若論敵為了避免上述「所量成量」的謬誤，改而主張「量與所量交相證成」，
如此則「量」與「所量」之間，便為一可相互對置(vyatyaya)的關係──
athāpi manyase’pekṣyaiva prameyānarthān pramāṇāni bhavantīti mā
bhūtpūrvoktadoṣa iti kṛtvā evaṃ te sati vyatyayaḥ
pramāṇaprameyāṇāṃ bhavati /
毘譯：
ਬآ၃ᖒ˷॔ࠏ࿉ࢅ˷অॽؙ࿉˷ড়ؙࣾᅻ˷
آਬঅ˷࿉˸ࠏ࿉Ҏӏಶ৯ញ(vyatyaya)˷
pramāṇāni te prameyāṇi bhavanti prameyaiḥ sādhitatvāt /
prameyāṇi ca pramāṇāni bhavanti pramāṇānāṃ sādhakatvāt /
毘譯：
آਬঅ˷࿉ࠏپ࿉˹ٙԳ࢘ӓ˹ࠏ࿉؎࿉˷ࠏ࿉پ࿉˷
࿉؎ࠏ࿉˷࿉˸ࠏ࿉Ҏ˹
所謂的「量與所量交相證成」，是指「量」的有效性是由「所量」證成，並
且，
「所量」的真確性，亦由「量」證成。如此一來，則「量」與「所量」
，均既
是「能成」亦是「所成」，故「量」即是「所量」，「所量」即是「量」，「量」與
「所量」之間，便是同樣的東西，而沒有差別。

第四十六頌
【梵本】

atha te pram˜õasiddhy˜ prameyasiddhi× prameyasiddhy˜ ca /
bhavati pram˜õasiddhirn˜styubhayasy˜pi te siddhi× //
【毘譯】
ਬ࿉؎ࠏ࿉˷ਬࠏ࿉؎࿉˷آਬঅࢦ˷ҕኂંӏ؎˹
【語譯】
則你的所量的成立，藉由而量成立；而量的成立，是藉由所量而成立。
你的二者皆不成立。
【釋義】
承上，若然如此，則又有謬誤──
atha manyase pramāṇasiddhyā prameyasiddhirbhavati
pramāṇāpekṣatvāt prameyasiddhyā ca pramāṇasiddhirbhavati
prameyāpekṣatvāditi evaṃ te satyubhayasyāpi siddhirna bhavati /
毘譯：
ਬآ၃ᖒ˷࿉؎ࠏ࿉˷݃॔࿉ॽ˷ࠏ࿉؎࿉˷݃॔ࠏ࿉˷آਬঅ˷ҕ
ંӏ؎˹
如果，主張「量與所量交相證成」
，則因「所量」依待「量」
，故「量」由「所
量」證成；並且，因「量」依待「所量」，故「所量」由「量」證成。如此，則
「量」與「所量」二者，皆無法證成。

第四十七頌
【梵本】
sidhyanti hi pram˜õairyadi pramey˜õi t˜ni taireva /
s˜dhy˜ni ca prameyaist˜ni kathaÐ s˜dhayiÿyanti //
【毘譯】
࿉ோ؎ࠏ࿉˷ࠏ࿉ோ؎࿉˷ਬᄃঅࢦ˷Ӗٙோ৯؎˹
【語譯】
因為，若所量藉由量而成立，且量藉由所量而成立；量如何可能成立
所量？

【釋義】
承上頌。為什麼主張「量與所量交相證成」，會導致「量」與「所量」皆無
法證成的謬誤呢？如長行所說──
yadi hi pramāṇaiḥ prameyāṇi sidhyanti tāni ca pramāṇāni taireva
prameyaiḥ sādhayitavyāni nanvasiddheṣu prameyeṣu
kāraṇasyāsiddhatvādasiddhāni kathaṃ sādhayiṣyanti prameyāṇi /
毘譯：
ਬ࿉ோ؎ࠏ࿉ӓࢅ˷߹ࠏ࿉ࢅோ؎࿉ࢦ˷࿉فօ؎˷ץᐗ(kāraṇa)ӏ؎˷
Ӗٙோ؎ࠏ࿉ӓࢅ˹
若主張「量與所量交相證成」
，則首先面臨到的謬誤是，因為用以證成「量」
的成因(kāraṇa)，也就是「所量」
，其有效性尚未被「量」所證明，則此一尚未被
證成的「所量」，並不能證成「量」。故尚未被「所量」證明其有效性的「量」，
亦即，尚未證成的「量」，又如何能夠用之以證成「所量」呢？

第四十八頌
【梵本】
sidhyanti ca prameyairyadi pram˜õ˜ni t˜ni taireva /
s˜dhy˜ni ca pram˜õaist˜ni kathaÐ s˜dhayiÿyanti //
【毘譯】
ࠏ࿉ோ؎࿉˷࿉ோ؎ࠏ࿉˷ਬᄃঅࢦ˷Ӗٙோ৯؎˹
【語譯】
且如果，量藉由所量而成立，且所量藉由量而成立；所量如何可能成
立量？
【釋義】
換言之，如果「量」的有效性尚未被證成，故不能證成「所量」
，則同樣的，
「所量」的真確性也是如此──
yadi ca prameyaiḥ pramāṇāni sidhyanti tāni ca prameyāṇi taireva
pramāṇaiḥ sādhayitavyāni nanvasiddheṣu pramāṇeṣu
kāraṇasyāsiddhatvādasiddhāni kathaṃ sādhayiṣyanti pramāṇāni /
毘譯：
ਬࠏ࿉ࢅோ؎߹࿉˷߹࿉ோ؎ࠏ࿉ӓࢅ˷ࠏ࿉օ؎˷ץᐗӏ؎˷Ӗٙ؎

࿉˹
若主張「量與所量交相證成」
，其次又將面臨到的謬誤是，因為用以證成「所
量」的成因(kāraṇa)，也就是「量」
，其有效性尚未被「所量」所證明，則此一尚
未被證成的「量」
，並不能證成「所量」
。故尚未被「量」證明其有效性的「所量」，
亦即，尚未證成的「所量」，又如何能夠用之以證成「量」呢？

第四十九頌
【梵本】
pitr˜ yadyutp˜dya× putro yadi tena caiva putreõa /
utp˜dya× sa yadi pit˜ vada tatrotp˜dayati ka× kam //
【毘譯】
ৄঅԣ֖Һ˷ৄঅҺ֖ԣ˷ٙࢦঅோ֖˷ٙࢦঅࠏ֖˹
【語譯】
若兒子是由父親所生，且若父親是由兒子所生；如此則請你闡述，是
誰致使誰生？
【釋義】
為更進一步解釋「量與所量交相證成」的謬誤，龍樹在本頌提出「父子喻」
加以說明。假設「量」與「所量」彼此間「能成」與「所成」的關係，就如同「父」
與「子」之間「能生」與「所生」的關係，則「量與所量交相證成」，其意義就
等同於「父與子彼此相生」
。
「父」原本應作為「能生」
，而「子」應作為「所生」，
然而，若以之比附「量與所量交相證成」
，則「父」既是「能生」亦是「所生」、
「子」亦既為「能生」亦為「所生」
，就如同「量」既是「能成」亦是「所成」、
「所量」亦既是「能成」亦是「所成」。如此一來，究竟「量」與「所量」究竟
何者是「能成」、何者是「所成」？同理，將之用於「父子喻」，則究竟是「父」
作為「能生」而生「子」，抑或「子」作為「能生」而生「父」呢？

第五十頌
【梵本】

kaþca pit˜ ka× putrastatra tvaÐ br¨hi t˜vubh˜vapi ca /
pit®putralakÿaõadharau yato bhavati no’tra saÐdeha× //
【毘譯】
ৄٙࢦঅԣ˷ৄٙࢦঅҺ˷آየ؟ҕኂ˷ԣҺ৯Քቭ˹
【語譯】
你請闡釋，在這樣的情況下，誰是父、誰是子？並且此二者誰具父之
徵相，誰具子之徵相(pitṛ-putra-lakṣaṇa-dhara)？因為我們對此有所疑
問。
【釋義】
承上頌。若主張「量與所量交相證成」
，就如同「父與子交相生」
，如長行所
說──
tayośca pūrvopadiṣṭayoḥ pitṛputrayoḥ kataraḥ putraḥ kataraḥ pitā /
ubhāvapi tāvutpādakatvāt pitṛlakṣaṇadharāvutpādyatvācca
putralakṣaṇadharau /
atra naḥ saṃdeho bhavati katarastatra pitā kataraḥ putra iti /
毘譯：
ࣾየҕኂࠏᖒԣҺ˷ٙࢦৄԣ˷ٙࢦৄҺ˾
ԣҺҕ৯˷ਬ৯֖॔˷߹ँՔቭ˹
ٙࢦৄԣ˷ٙࢦৄҺ˾
evameva yānyetāni bhavataḥ pramāṇaprameyāṇi tatra katarāṇi
pramāṇāni katarāṇi prameyāṇi / ubhayānyapi hyetāni sādhakatvāt
pramāṇāni sādhyatvāt prameyāṇi /
atra naḥ saṃdeho bhavati katarāṇyatra pramāṇāni katarāṇi
prameyāṇīti /
毘譯：
অঅ˷ਬآየ؟࿉ኹࠏ࿉˷߹ٙࢦ࿉˷ٙࢦࠏ࿉˾
؟ӓҕኂ˷ਬோ؎ࢅ˷Քಶ݅࿉˷ਬࢅՔ؎˷ಶ݅ࠏ࿉˷ँӏቭӖٙࢦ
অ࿉˷ٙࢦࠏ࿉˹(按：毘本此處重言「অோ؎˷Քಶ݅࿉˷অՔ؎˷
ಶ݅ࠏ࿉」)
ँ؟ӏቭ˷ٙࢦঅ࿉˷ٙࢦࠏ࿉˹
意思是，如果主張「量與所量交相證成」
，就如同「父與子交相生成」
。然而，
父之所以為父，乃是因其為「能生」
，而子之所以為子，是因其為「所生」
，倘若
認為「父與子交相生成」
，則作為「能生」的父亦是「所生」
、作為「所生」的子
亦是「能生」
，如此一來，便有疑問產生：究竟此二者，誰是「父」
、誰是「子」？

同理，主張「量與所量交相證成」，其謬誤也是一樣。「量」之所以是「量」，正
因其為「能成」，而「所量」之所以是「所量」，乃因其為「所成」，若主張此二
者是交相證成，則作為「能成」的「量」亦是「所成」
，作為「所成」的「所量」
亦是「能成」，據此，則此二者究竟誰是「量」、誰是「所量」？
由第四十五頌以迄本頌，龍樹批駁了「量與所量交相證成」的謬誤，並舉出
「父子喻」為例。
「量與所量交相證成」
，亦即，毘譯之「量」與「所量」之「ӏ
৯ញ」
，其最主要的謬誤在於「不成因」謬誤，也就是毘譯之「ץᐗӏ؎」(kāraṇasya
asiddha)。亦即，以未證成之「量」證成「所量」
，復又以未證成之「所量」證成
「量」，致使作為「量」與「所量」之有效性的「成因」(kāraṇa)均未證成。
在此，吾人可以發現一值得玩味之處。即此「因緣不成」謬誤，與《正理經》
5.1.18 中的「無因相似」極為類同。如第二十頌之注釋中所言，所謂的「無因相
似」
，指的是「因(hetu)」的「三時不成」
。如果用於「父子喻」
，或用於「量所量
不相離」之主張，則父為能成、子為所成，或量為能成、所量為所成。因此能成
與所成，在先、後、同三種時序中，均有矛盾，故無論能成與所成，皆無法成立。
然而，龍樹在此所指出的「因緣不成」謬誤，僅僅是說，在「量與所量交相
證成」的主張中，吾人乃是以「不成因」作為能證，故所證便無法證成，而能證
與所證兩者是可相互置換的，故能證與所證彼此間便構成一惡性的循環論證，二
者皆無法證成。在這部分的議論裡，龍樹並未明白指出「成因」的「三時不成」，
亦即，未指出在三種時序中，
「父與子」或「量與所量」的矛盾。但我個人認為，
這兩種論難方法，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因為，如第四十九頌長行中所說：
「ؙҖ݅ԣோ֖Һ˷߹ਬঅҺְ֖ԣ˷آӡৄየ˷ٙࢦோ֖˷ٙࢦ
ࠏ֖˹آঅየ˷࿉؎ࠏ࿉˷ࠏ࿉؎࿉˷آӡৄየ˷ٙࢦோ؎˷ٙࢦࠏ
؎」
顯然是就「能成」與「所成」，在先、後兩種時序中的矛盾，而言其不能成
立。龍樹既以「能成」與「所成」在先、後兩種時序的矛盾具有論難的效力，則
此二者同時的矛盾也就不得不加以承認，如此就等同於「成因」的「三時不成」
了。然而，就之後第六十九頌的內容來看，龍樹卻又不同意論敵以「無因相似」
對之進行論難的效力。這就形成了一個論證方法上的弔詭：一方面，龍樹駁斥了
「無因相似」，另一方面，龍樹卻又使用「無因相似」攻擊論敵。則究竟龍樹對
於「無因相似」真正的態度究竟為何？關於這個問題，吾人將之留待第六十九頌
再行探討，此暫先不論。

第五十一頌
【梵本】

naiva svata× prasiddhirna parasparata× parapram˜õairv˜ /
na bhavati na ca prameyairna c˜pyakasm˜t pram˜õ˜n˜m //
【毘譯】
࿉ࣝோࣝ˷؎فঅفԷ؎˷ࣝঅ൩࿉؎˷ࣝ༇ץᐗ؎˹
【語譯】
諸量的成立，不是自，不是他，也不是藉由其餘的量，亦不是藉由所
量，更不是無因偶然(akasmāt)。
【釋義】
於是，對於龍樹而言，論敵所主張的「量」論不能成立──
na svataḥ prasiddhiḥ pratyakṣasya tenaiva pratyakṣeṇa anumānasya
tenaivānumānena upamānasya tenaivopamānena āgamasya
tenaivāgamena /
毘譯：
অ࿉ࣝ˹؎فൟࣝൟ؎˷ԝࣝԝ؎˷๊๊ࣝ؎˷ְࣖڙቢ˷ࣝࣖ˼؎ڙ
nāpi parasparataḥ pratyakṣasyānumānopamānāgamaiḥ anumānasya
pratyakṣopamānāgamaiḥ upamānasya pratyakṣānumānāgamaiḥ
āgamasya pratyakṣānumānopamānaiḥ /
毘譯：
ࣝঅفԷӘ৯؎(parasparatas)˷ൟࣝԝ๊ࣖڙ༾؎˷ԝࣝൟ๊ࣖڙ༾
؎˷๊ࣝൟԝࣖڙ༾؎˷ࣖࣝڙൟԝ๊༾؎˼
nāpi pratyakṣānumānopamānāgamānāmanyaiḥ
pratyakṣānumānopamānāgamairyathāsvam /
毘譯：
ࣝ൩ൟԝᢀؙ๊ࣖٴ˷ڙൟԝᢀ๊ࣖڙ൩࿉˹؎ݳ
nāpi prameyaiḥ samastavyastaiḥ svaviṣayaparaviṣayasaṃgṛhītaiḥ /
毘譯：
࿉فӬެ(נsamasta-vyasta)ӏ؎˷فԷᇟঢ়ެנ
(svaviṣaya-paraviṣaya-saṃgṛhīta)ӏ؎˷
nāpyakasmāt /
nāpi samuccayenaiteṣāṃ kāraṇānāṃ pūrvoddiṣṭānāṃ
viṃśattriṃśaccatvāriṃśatṣaṭviṃśatervā /
毘譯：
ࣝ༇˷؎ץ

ࣝኮ(samuccaya)؎˼؟ӓץᐗ(kāraṇāna)ࠏ׆የ˷ҕϽҢϽࠋէә
ӧ˷ҕϽҢϽէϽәϽࠋؙӧϽ˹
tatra yaduktaṃ pramāṇādhigamyatvāt prameyāṇāṃ bhāvāṇāṃ santi
ca te prameyā bhāvāstāni ca pramāṇāni yaiste pramāṇaiḥ prameyā
bhāvāḥ samadhigatā iti tanna /
毘譯：
ਬࠏآየ˷Գؙ࿉ॽ˷ಶ݅ࠏ࿉˷ؙ࿉˸ࠏ࿉˷᠁Ҏӭࡧ০فؙᥒ˷ᄃ
ӏ৯ᘋ˹
龍樹歸結出「量」的證成法，主要有兩種：1.自成(svatas)，也就是梶山雄一
所言之「自律確實性」。2.他成(paratas)，也就是「他律確實性」。由第三十三至
第五十頌，依M. Siderits的整理 120 ，則如下所分類──
1.量自成：
「量」的有效性由內部所賦予，不須「量」以外的事物(如「所量」)作為其證成
條件。
a.「量」由另「量」證成。
i.一現量由另一現量成。
ii.一現量由比、阿含、譬喻量成。
iii.一現量或由比、或阿含、或譬喻量成。
b.「量」無因偶成(akasmāt)。
c.「量」自成成他，如火明。
2.量他成：
「量」的有效性由外部賦予，須藉助外在客觀存在對象，即「所量」，作為證成
條件。
a.「量」待「所量」證成。
b.「量」與「所量」交相證成。
復次，龍樹又歸結出以上幾種證成法的謬誤──
1.量自成：
如第 32 頌至第 41 頌所言；
a.「量」由另「量」證成：如第 32 頌所指「無限後退(an-avasthā)」謬誤。
b.「量」無因偶成(akasmāt)：如第 33 頌所指「前後不一(vaiṣamikatva)」之過
失。
c.「量」自成成他，如火明：如第 34 頌至第 39 頌所指，「火明喻」有相應於
《正理經》5.1.7「到、不到相似」之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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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如第 40 頌至第 41 頌所言，若「量自成」則「量」將成為一與「所量」
全然無關的，脫離「所量」而獨立存在的無意義認知作用。
2.量他成：
如第 42 頌至第 50 頌所言；
a.「量」待「所量」證成：如第 42 頌至第 44 頌所指，則首先，同樣有一「無
限後退」的謬誤。其次，
「量」的功用與價值便喪失
了。
b.「量」與「所量」交相證成：如第 45 頌至第 50 頌所指，則兩者間有「循環
論證」謬誤(David Burton 認為這是一種「丐題
謬誤」)。如同「父子喻」
，兩者間亦有「三時
不成」的謬誤。
論敵所謂「量」論，是主張一絕對性的判準，亦即「量」，可以用以成立我
們對此世界外在客觀存在對象之認知的有效性，從而使之成為吾人真確的知識。
也就是說，「量」無論是作為知識本身、或作為獲得知識的手段，其目的都在於
確保吾人的認知、以及認知對象，是客觀有效的，憑藉著「量」，我們得以認知
到外在客觀對象的「實然」
，並建立起吾人各種判斷上的「應然」
。透過此一「實
121
然性」與「應然性」的出現，一個「思惟分別(vikalpa)」 的世界於焉成形；而
究其成因，乃是由「量」所致。然而，此由「量」所致的世界，其存在的真實性，
無疑是建立在「量」的真實性上。如果「量」是真實可靠的，則「量」所建構出
的世界，也是真實可靠的，反之，如果「量」的真實可靠性被證偽，則由「量」
所建構出的世界，其真實可靠性就如沙灘上的城堡一樣脆弱甚且虛妄。
就如同龍樹於四十二頌中所指出的那樣，我們可以發覺，論敵的「量」論也
不過是另一種形式的循環論證而已。論敵所主張的，唯有透過「量」方能致使吾
人的認知判斷獲得「實然性」與「應然性」──也就是，致使這些認知判斷成為
「(正確)知識」，亦即，「『量』化」──其根本預設在於，一切的認知作用，以
及可茲認知的對象，都必須是客觀實在的，否則其「實然性」與「應然性」的存
在與成立便不可能，因為「量」之所以能賦予吾人的認知判斷有效真確性，乃是
在於「量」確保了吾人認知判斷的內容，與認知判斷之對象物的真正質性相符。
然而，若主張認知判斷之對象物(即「所量」)是具有「真正的質性」作為可供證
準的憑藉，則勢必要同意「所量」是客觀的存在物，否則「所量」就沒有「真正
的質性」可言，也就是說，必須同意「所量」是獨立於吾人認知心靈之外的
(mind-independent)，個個具有其本質性的客觀存在。
換言之，論敵「量」論的根本預設，便是「一切法有自性」這樣的形上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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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正理學派而言，所謂的vikalpa，指的是一種思惟建構，甚至是包含了「真實無誤」的思
維結構在內，之所以說是「真實無誤」，乃是因為正理學派認為此一思維結構是真正的對應、表
述了真實存在之實體的架構之故；當然，對於佛教而言，vikalpa當然不是對應了什麼真實存在的
架構，而僅僅是一種由自名言的、概念的構作而已。參見B. M. Matilal, Perception, p.314。

念。基於「自性有」的形上學信念，擴大到認識論上，認為一切法是客觀的存在，
故一切法皆有其客觀的屬性可被認知，而吾人的認知內容亦方能有「客觀性」可
言。既有「客觀性」可言，則「量」所帶來的「有效性」也方為可能。
倘若調轉這個程序，問題的癥結便更能突顯出來。吾人或許是先基於對客觀
實在的形上學信念，而以為有認識上的客觀實在性，但抑或是這樣：吾人是先從
最原初的，認識上的「現象(phenomenon)有」出發，從而形成一形上學層次的「客
觀實在性」信念，之後，再以這種「自性有」的形上學信念，重新回過頭去檢視
自己的認知過程，然後建構出一預設了客觀實在性的認識理論，也就是，預設了
客觀實在性的「量」論，並且，再以此「量」論，為「客觀實在性」的形上學理
論構築出合法性的基礎。
從這樣的過程當中，我們可以發現，「量」能賦予我們的，所謂的有效性，
其實是有賴於「所量」的客觀實在性。然而，「所量」的客觀實在性，卻又是由
「量」所予以證明。論敵的「量」論，必須以世間一切存在均為客觀實在的存在
──「一切法有自性」──為其前提，但論敵用以證成「一切法有自性」為真的
「量」，本身卻又是以「一切法有自性」作為其成立的基礎。於是，在論敵預設
「一切法有自性」以賦予「量」能證根源、復又以「量」證成「一切法有自性」
的過程中，外在世界的客觀實在性，就這樣不知不覺地被合理化、絕對化，由原
本待決的形上學信念，轉變為一「實然」
、
「應然」的真理，致使吾人完全忽略「一
切法有自性」作為整個實在論式認知理論的阿基米得點，其本身的合法性其實仍
舊尚待釐清。順此，如果「自性有」的主張本身即已有疑，更遑論構築於其上的
「量」論將是如何搖搖欲墜，不堪一擊。
從第三十一頌至第五十頌，龍樹真正所要指出的謬誤正是這點。在第五、六
頌，論敵以「量」賦予其「一切法有自性」確實有效性，並以「量」的必要性，
指責龍樹主張「一切法空」勢將陷入矛盾。因而，龍樹所面臨到的問題是，除非
他能提供一個能夠證成「一切法空」的基礎，否則「一切法空」也不過是個「假」
的聲言，而僅僅是一種薄弱的形上學臆想(metaphysical speculation)。對此，T. R.
Murti認為，中觀學作為一哲學上的批判主義，若然接受論敵的威脅，而提具一
足能自我支撐的量論，則對於其批判精神而言，無異是一種自戕行為 122 。
大抵而言，我同意 Murti 的看法；對於「量」論，龍樹確實無法茍同。他的
這點態度不僅反應在第三十頌，在第三十一頌至第五十一頌也表達得非常明確。
所以，針對論敵所提出的，
「量」的兩難式(dilemma)，龍樹的回應是，他不同意
論敵以「量」論構出的兩難式。理由是，論敵所宣稱的那種，能夠給予吾人知識、
賦予吾人判斷之真值的「量」論，無論在何種情況下均不能夠成立，因「量」本
身賴以成立的基礎──一切法的客觀實在性──正是「量」論最大的錯誤所在，
「自性有」此一信念，無論如何都絕為龍樹所不能同意。
在此我想對於Murti的說法作出一些修正。Murti認為，
「接受邏輯法則，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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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涉客觀世界的科學與普遍意義而言，是正確且有用的辦法。」123，但因為龍樹
擔任的是反抗獨斷論式哲學的批判主義角色，故若承認了「量」論，則批判主義
將形同自我扼殺。我的看法卻是，並不純然是因為龍樹身為批判主義，意在鬆動
吾人向來以為不可或不須存疑之處，而反對「量」，若果真是這樣，則龍樹對於
「量」的反對，也不過是一種方法論的反省意識罷了。雖然「量」論的證成方法
本身固然可疑，但其中尤其可疑之處，乃是隱藏於「量」論背後，作為整個認識
論構成之預設的「一切法有自性」，也就是「一切法是客觀實在的存有」此一信
念。這就絕非是單純的方法論上的缺陷，而是本體論層次的錯誤信念了。事實上，
龍樹主要是因為反對「一切法有自性」，故反對「量」論，而非單就「量」在方
法論上有所缺失，故反對「量」論。是以如楊惠南所言，龍樹是在「俗諦」的層
次承認「四量」的功用 124，這其實是有待商榷的說法。因為吾人有很好的理由認
為，甚至就連在世俗諦的層次，龍樹亦不可能承認「四量」。更精確來說，龍樹
雖然在他的論證中援用了「現」
、
「比」
、
「譬喻」
、
「阿含」等方法，但那絕不表示
龍樹承認這四個方法的「量」化，如同論敵所主張的那樣。畢竟，倘若承認了論
敵所主張的「四量」，就等同於承認世間一切法的客觀實在性，若然如此，就與
「一切法無自性」背道而馳；再者，倘若承認世間一切法均為客觀實在的存有，
則俗諦即是真諦，又何用二諦分別 125 ？
於是，當龍樹指稱論敵「量不成」時，龍樹的意思絕非如一般所想的那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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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d. p.150.
楊惠南，《龍樹與中觀哲學》頁 2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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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在第二十一頌，曾經論及龍樹雖明確反對論敵的「五支作法」
，但我們仍能從其論證中找
出暗合於「宗」
、
「因」
、
「喻」
、
「合」
、
「結」的論證形式。同樣地，龍樹亦明確反對論敵的「四量」，
但我們能仍從其論證中找出對應於「現」
、
「比」
、
「譬喻」
、
「阿含」的論證方法。而在第二十八頌，
也已指出龍樹似乎仍舊依循某種有限度的言說規範，並且也肯認此一規範的有效性與價值。表面
上看，龍樹這樣的做法似有矛盾，但個人以為，龍樹所反對的「五支分」
，乃是論敵那預設了「一
切法自性有」的「五支分」
；而龍樹所反對的「四量」
，亦為論敵那預設了「一切法自性有」的「四
量」。
是以楊惠南先生認為「龍樹在世俗諦層次上肯定『四量』」
，這樣的說法就如同直接主張「龍樹是
在世俗諦的層次上肯定『五支分』」一樣，是極易造成誤會與盲點的觀點。我們必須理解到，出
現在哲學論辯場域中的「量」，絕非作為一單純的日常語言而被論辯雙方所使用，而是已經滲透
了使用者的形上學的預設在內；論證五支分的「宗」
、
「因」
、
「喻」
、
「合」
、
「結」亦然。這或許正
是何以龍樹明明就使用了「現」
、
「比」
、
「譬喻」
、
「阿含」等手法，明明就有所否定、有所知解、
有所論證，卻仍堅稱自己「宗無」
、
「不取轉迴」
、不「用現等量」
。因為龍樹所理解到的「量」與
「支分」，都是已被建構實在化的概念，而就我們在文本中所見，論敵也的確是基於這樣的意識
在使用這些語詞。故我們絕不能夠說，
「龍樹在世俗諦中同意『四量』」或是「龍樹在世俗諦中同
意『五支分』」，我們至多僅能說，「龍樹在其論述中使用了近似於『四量』的方法」或是「龍樹
在其論述中使用了近似於『五支分』的形式」。
當然這也產生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是，如果將「一切法自性有」這樣的預設從「四量」中移除，
亦即，以非實體形上學預設「一切法自性空」取代了實體形上學預設的「一切法自性有」
，龍樹
就有可能表態說他自己同意這樣的「四量」嗎？又並且，以「一切法自性空」為預設的「四量」
是可能的嗎？
遺憾的是，就我們目前所見，這個問題雖然值得深究，但單就本論內容僅能提供的線索，尚且無
法給予定奪。
124

僅僅是單純反對將「量」實體化，亦即，將吾人單純的認知作用，加以思惟建構
為一客觀化的實體 126。當龍樹指責論敵「量不成」時，我相信，其根本用意在於
指出論敵「一切法自性有」的荒謬。也就是說，與其說龍樹反對論敵的「量」論，
是因為反對論敵那種「實體化」的「量」，更好說是龍樹反對那構築在「一切法
是客觀存在的實有」此種假設上的整個知識論體系。龍樹在本頌長行所言，堪為
其證：
「ਬࠏآየ˷Գؙ࿉ॽ˷ಶ݅ࠏ࿉˷ؙ࿉˸ࠏ࿉˷᠁Ҏӭࡧ০فؙᥒ˷
ᄃӏ৯ᘋ˹」

第五十二頌
【梵本】
kuþal˜n˜m dharm˜õ˜Ð dharm˜vasth˜vido bruvanti yadi /
kuþalaÐ svabh˜vamevaÐ pravibh˜gen˜bhidheya× sy˜t //
【毘譯】
ਬࡧ૦ࠏየ˷བࡧفؙᥒ˷؟བࡧفᥒ˷ࡧᘋӬӬየ˹
【語譯】
如果，深明法分位者，宣稱諸善法有善法自性，則或許應說明其分類
(pravibhāga)。
【釋義】
本頌至第五十六頌回應第七、八頌。在第七、八頌，可能身為部派佛教徒的
論敵，質疑龍樹若主張「一切法空」，則會導致道德與道德實踐的不可能，亦會
導致宗教信仰與宗教實踐的不可能，從而導致解脫的不可能。對此，龍樹先針對
第七頌，論敵所訴諸的聖言量「ຸҖ࢘ࡧየ˷བࡧفؙᥒ」，作出回應──
kuśalānāṃ dharmāṇāṃ dharmāvasthāvidaḥ kuśalaṃ svabhāvaṃ
manyante /
sa ca bhavatā pravibhāgenopadeṣṭavyaḥ syāt / ayaṃ sa kuśalaḥ
svabhāvaḥ /
毘譯：
ਬ߹ࡧ૦(dharma-avasthā-vid)˷ᖒ߹བࡧفؙᥒࢦ˷

126

D. Burton, Emptiness Appraised, p.143.

ᘋӬӬ(pravibhāga)የ؟བفᥒ˹
ime te kuśalā dharmāḥ / idaṃ tatkuśalaṃ vijñānam /
毘譯：
؟ӓབࡧ߹བԋ(vijñāna)˷
ayaṃ sa kuśalavijñānasvabhāvaḥ / evaṃ sarveṣām / na caitadevaṃ
dṛṣṭam /
毘譯：
བԋفᥒঅঅ˷Ҏӭᑒࡧӏঅ݃(dṛṣṭa)˹
tasmādyaduktaṃ yathāsvamupadiṣṭaḥ svabhavo dharmāṇāmiti tanna /
毘譯：
ਬঅየְࡧفᥒ˷ᄃӏ৯ᘋ˹
意思是，倘若如論敵所說，那些對法的位階、狀態非常精熟的智者，認為那
些善法有善法自性，則應該對這些有善自性的諸善法，對其分門別類(pravibhāga)
作出詳盡的說明；如這些是那所謂的善法、這是那所謂的善之意識(vijñāna)、這
是那所謂善之意識的自性，等等諸如此類。然而，這些卻未曾見(dṛṣṭa)。所以論
敵之前所宣稱的「深明法分位者認定諸善法各個自有其善自性」，是不對的。

第五十三頌
【梵本】
yadi ca pratŸtya kuþala× svabh˜va utpadyate sa kuþal˜n˜m /
dharm˜õ˜Ð parabh˜va× svabh˜va evaÐ kathaÐ bhavati //
【毘譯】
ਬབࡧفᥒ˷ಸ࠰ץᐗ֖˷བࡧঅԷᥒ˷Ӗٙঅفᥒ˹
【語譯】
且如果，善法自性依因緣(pratītya)生起(utpadyate)，此一諸善法的善
法自性是他性(para-bhāva)，如此則如何可能是自性(svabhāva)？
【釋義】
承續上頌。倘若論敵認為，善法有善法自性，則尚有謬誤如長行所說──
yadi ca kuśalānāṃ dharmāṇāṃ svabhāvo hetupratyayasāmagrīṃ
pratītyotpadyate sa parabhāvādutpannaḥ kuśalānāṃ dharmāṇāṃ

kathaṃ svabhāvo bhavati /
毘譯：
ਬབࡧᥒಸ࠰ץᐗެ(נhetu-pratyaya-sāmagrī)߹˷֖عঅԷᥒ
(parabhāva)˷བࡧӖٙಶفؙᥒ˾
evamevākuśalaprabhṛtīnām /
tatra yaduktaṃ kuśalānāṃ dharmāṇāṃ kuśalaḥ
svabhāvo’pyupadiṣṭaḥ evamakuśalādīnāṃ cākuśalādiriti tanna /
毘譯：
བࡧᥒ˷ᒬְঅ˹
ਬآየ݅˷߹བࡧབࡧفᥒ˷অӏབӏབᥒ༾˷ᄃӏ৯ᘋ˹
龍樹之所以主張「一切法空」，正如他在第二十二頌所言，乃是因為「一切
法依緣而有(pratītya-bhāva)」
；因為一切法皆因緣生，故一切法無自性。於是，龍
樹反詰論敵，倘若一切法皆依因緣和合而生，也就是依賴了其他的條件而得以存
在(parabhāva)，這樣即非自存自有(svabhāva)，既然如此，如何能說善法是有「自
性」呢？如果善法是依因緣而有故無自性，則其他的法也是一樣。所以論敵主張，
善法有善法自性，不善法亦有不善法自性，是不對的。

第五十四頌
【梵本】
atha na pratŸtya kiÐcitsvabh˜va utpadyate sa kuþal˜n˜m /
dharm˜õ˜mevaÐ sy˜dv˜so na brahmacaryasya //
【毘譯】
ਬԂؙབࡧ˷ӏಸץᐗ֖˷བࡧਬঅ˷༇ٓഐٌස˹
【語譯】
於是，某一諸善法的善法自性，不依因緣生起，如此則或許沒有梵行
(brahma-carya)之住在(vāsa)。
【釋義】
論敵認為，「空法壞因果，亦壞於罪福，亦復悉毀壞，一切世俗法」 127 ，龍
樹的回應是，「一切法空」並不會如論敵所指責的那樣，破壞一切世俗之道德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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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本論第八頌釋義所引之《中論》「觀四諦品」。

為與宗教實踐的秩序及可能，反倒是論敵「一切法有自性」的主張，才會造成這
樣的結果──
atha manyase na kiṃcitpratītya kuśalānāṃ dharmāṇāṃ kuśalaḥ
svabhāva utpadyate evamakuśalānāṃ dharmāṇāmakuśalaḥ
avyākṛtānāmavyākṛta iti evam satyabrahmacaryavāso bhavati / kiṃ
kāraṇam /
毘譯：
ਬآ၃ᖒ˷Ԃؙབࡧӏץᐗ֖˷অӏབӏབفᥒ˷༇௹༇௹فᥒ˹ਬ
Ⴠঅ˷༇ٓഐٌ˹ٙԳॽ˾
pratītyasamutpādasya hyevaṃ sati pratyākhyānaṃ bhavati /
毘譯：
آਬঅ˷অँញ(pratyākhyāna)Ͻҕץᐗ(pratītya-samutpāda)˷
pratītyasamutpādasya pratyākhyānāt pratītyasamutpādadarśana
pratyākhyānaṃ bhavati /
毘譯：
ਬჀញϽҕץᐗ˷অँ݃(darśana)Ͻҕץᐗ˹
na hyavidyamānasya pratītyasamutpādasya
darśanamupapadyamānaṃ bhavati /
毘譯：
ਬঅ༇Ͻҕץᐗ˷ँӏಶ݃Ͻҕץᐗ˹
asati pratītyasamutpādadarśane dharmadarśanaṃ na bhavati /
毘譯：
ਬބӏ݃Ͻҕץᐗ˷ӏಶ݃ࡧ(dharma)˹
uktaṃ hi bhagavatā yo hi bhikṣavaḥ pratītyasamutpādaṃ paśyati sa
dharmaṃ paśyatīti /
毘譯：
ԫየ݅˷ਬԝԮ݃(√paś)Ͻҕץᐗ˷߹ँ݃ࡧ˷
dharmadarśanābhāvād brahmacaryavāsābhāvaḥ /
毘譯：
ਬӏ݃ࡧ˷ӏٓഐٌ˹
athavā
pratītyasamutpādapratyākhyānādduḥkhasamudayapratyākhyānaṃ
bhavati /
毘譯：
ਬញ(pratyākhyāna)অϽҕץᐗ˷ँញਪ(duḥkha-samudaya)˷

pratītyasamutpādo hi duḥkhasya samudayaḥ /
毘譯：
Ͻҕץᐗঅਪॽ˹
duḥkhasamudayasya pratyākhyānādduḥkhapratyākhyānaṃ bhavati /
毘譯：
ਬញਪ˷অँញਪ(duḥkha)˹
asati hi samudaye tatkuto duḥkhaṃ samudeṣyati /
毘譯：
ਬ༇ࢦ˷ٙසؙਪ˹
duḥkhapratyākhyānāt samudayapratyākhyānācca duḥkhanirodhasya
pratyākhyānaṃ bhavati /
asati hi duḥkhasamudaye kasya prahāṇānnirodho bhaviṣyati /
duḥkhanirodhapratyākhyānānmārgasya pratyākhyānaṃ bhavati /
asati hi duḥkhanirodhe kasya prāptaye mārge bhaviṣyati
duḥkhanirodhagāmī /
毘譯：
ਬ༇ਪࢦ˷Ӗؙٙ႓(nirodha) 128 ˹
ਬ༇ਪ႓˷Ⴠ࠰ٙසઈਪ႓ᅳ(mārga) 129 ˹
evaṃ caturṇāmāryasatyānāmabhāvaḥ /
毘譯：
ਬঅࢦ˷༇էᄆᖈ˹
teṣāmabhāvāc chrāmaṇyaphalābhāvaḥ /
毘譯：
༇էᄆᖈ˷ँ༇ؙᚅክᅳࡃ(śrāmaṇya-phala)˹
satyadarśanācchrāmaṇyaphalāni hi samadhigamyante /
毘譯：
݃էᄆᖈঅँ᠁(sam-adhi-√gam)ᚅክᅳࡃ˷
śrāmaṇyaphalānāmabhāvādabrahmacaryavāsa iti /
毘譯：
༇ᚅክࡃ˷༇ٓഐٌ˹
龍樹在長行中，引《佛說大乘稻稈經》(Śālistamba-śūtra)中段落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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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句為毘本揉譯梵本「以捨離苦、捨離集故，是則捨離苦滅。以無苦集故，何有苦滅？」二
句。
129
本句為毘本揉譯梵本「以捨離苦滅故，是則捨離道。以無苦滅故，何是苦滅道可致？」二句。

「今日世尊觀見稻稈，告諸比丘，作如是說。諸比丘。若見因緣，彼即
見法。」
倘若真如論敵所說，
「一切法有自性」
，則法便不是從因緣而生，因為不從因
緣而生，才能言「有自性」
。若承認了「有自性」
，那就是拒斥了佛陀所教示的「緣
起法」
，若拒斥了「緣起法」
，就喪失了以解脫為目的之宗教實踐的可能。因為佛
陀緣起法，乃在於教示吾人苦之何以生起，否認了這點，就是否認了苦之生起，
否認了苦之生起，就是否認了苦之滅除，否認了苦之滅除，就是否認了能滅除苦
之道法，如是則將造成對「苦集滅道」四聖諦的通盤否認。於是，否認了四聖諦，
也就否認了藉由修證四聖諦，而得以證悟解脫的可能 130 。
據此可知，對於龍樹而言，凡言「一切法有自性」者，即是悖離了佛陀所教
之「緣起法」，而對於身為佛教信徒的龍樹而言，捨此「緣起法」則當別無解脫
之法，故論敵指責「一切法空」將阻斷解脫之途，是至為謬誤的，正好相反的，
是「一切法有自性」這樣的謬見，才將是毀壞一切道德、宗教律法的元兇。

第五十五頌
【梵本】
n˜dharmo dharmo v˜ saÐvyavah˜r˜þca laukik˜ na syu× /
nity˜þca sasvabh˜v˜× syurnityatv˜dahetumata× //
【毘譯】
ࣝࡧࣝࣝࡧ˷ԫ࿗ࡧְ༇˷فؙᥒँჀ˷ಧँ༇ץᐗ˹
【語譯】
沒有非法(a-dharma)、沒有法(dharma)、也就沒有約定俗成的世間
(saṃ-vyavahāra ca laukika)。有自性者恆常(nitya)，因為沒有「因」(hetu)
是恆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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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村泰賢 著，歐陽瀚存 譯，
《原始佛教思想史》
，頁 86：
「…諸法由於因緣之說也，簡言之，
則一切現象之成立，皆為相對的互存關係，離此關係，殆莫能成立一物，所謂因緣，實為名此關
係之名稱。佛陀時或謂此為『因(hetu)』、為『緣(paccaga)』，乃至為『條件(nidāna)』、為『集
(samudaya)』…因緣之作用，即為緣起(paticcasamuppāda) 。」
又同書頁 171-172：「…循於因緣論之通說，以論有情之本質，及其心理之活動…尤其關於生命
活動。佛陀觀察之大要，當已完畢。惟自佛陀所說教條之組織觀之，則凡此胥包括於十二因緣論
中…概相傳此為佛陀成道前後，思惟之間，往復所興念者…抑不獨佛陀以此十二因緣之組織，統
一生死問題之解決，即於後之大乘之重要教理中，以此為始基而開展者，亦屬不少。」

【釋義】
承上頌，若論敵主張「一切法有自性」，就表示一切法不是依緣而生，既然
非因緣所生，則一切法的存有即為恆常──
evaṃ sati pratītyasamutpādaṃ pratyācakṣāṇasya bhavataḥ ko doṣaḥ
prasajyate /
毘譯：
ਬჀঅញ࠰ץᐗެ(֖נpratītyasamutpāda)ࢦ˷آಶװᅻ˹
dharmo na bhavati / adharmo na bhavati / saṃvyavahārāśca laukikā
na bhavanti / kiṃ kāraṇaṃ /
毘譯：
ԳӏಶࡧӺࣝࡧॽ˷Ҏӭԫ࿗ࡧ০ӏՔಶ˹ٙԳॽ˾
pratītyasamutpannaṃ hyetatsarvamasati pratītyasamutpāde kuto
bhaviṣyati /
api ca sasvabhāvo’pratītyasamutpanno nirhetuko nityaḥ syāt / kiṃ
kāraṇam /
毘譯：
ץᐗެ֖נҎӭࡧ˷ԳҎӭࡧ০ಸץᐗެ˹֖عנਬ༇ץᐗެ˷ࢦ֖נ
ँҎӭࡧ০ӏՔಶ˹
ҡفᥒӏಸץᐗެ˷֖عנ༇ץᐗ(nir-hetuka)ँ˷ؙঅಧ(nitya)ࡧ˹
ٙԳॽ˾
nirhetukā hi bhāvā nityāḥ / sa eva cābrahmacaryavāsaḥ prasajyeta /
svasiddhāntavirodhaśca / kiṃ kāraṇam /
毘譯：
༇ץᐗࡧँঅಧॽ˷߹ਬঅ༇ٓഐٌ˹
ҡؙفࡧآᅻի˹ٙԳॽ˾
anityā hi bhagavatā sarve saṃskārā nirdiṣṭāḥ / te
sasvabhāvanityatvānnityā hi bhavanti /
毘譯：
ԫࠏየ˷Ҏӭ(ৄؙsaṃskāra)০ಿ༇ಧ(a-nitya)˹߹ٙفᥒ০ಿ༇ಧ˹
意思如同上頌所述，如果論敵是反對(pratyācakṣāṇa)「緣起法
(pratītyasamutpāda)，則論敵將有過失如：「法(dharma)無有(na bhavati)」，「非法
(adharma)無有」
，
「約定俗成的世間(saṃvyavahāra, laukika)無有」等過失。因為，
一切法皆為緣起，皆是依因緣而生，如果沒有緣起，就無上述一切法之存有。然
而，所謂的「具有自性」，乃是說，那有「自性」者是不依因緣而有的。既然一
物的存在是「無因(nir-hetuka)」而有，則該存在物是「恆常(nitya)」存在，既然
同意一切法是恆常存在，那也就悖離了緣起法，從而捨棄了解脫的可能。故主張

「一切法有自性」，除了會對道德與宗教實踐帶來毀滅性的災難之外，也由於佛
陀曾說示，世間一切法皆是被造作(saṃskāra)，故不恆常(a-nitya)，所以，主張一
切法是「有自性」者，也就等同於主張一切法是「恆常」，如此便違背了佛陀的
教誨，而與「緣起法」相乖違。

第五十六頌
【梵本】
evamakuþaleÿvavy˜k®teÿu nairy˜õik˜diÿu ca doÿa× /
tasm˜tsarvaÐ saÐsk®tamasaÐsk®taÐ te bhavatyeva //
【毘譯】
བӏབ༇௹˷Ҏӭآ˷ࡧৄؙየँಧ˷ؙآঅᅻ˹
【語譯】
因此，在不善法，無記法，出離法等…當中，亦有過失。據此，你的
一切有為法(saṃskṛta)，也就同樣地成為無為法(a-saṃskṛta)了。
【釋義】
若主張善法有善法自性，此一「有自性」的主張，將導致如上頌所言種種謬
誤。而同樣的謬誤也將發生在其餘的情況下──
yaścaiṣa kuśaleṣu dharmeṣu nirdiṣṭaḥ kalpaḥ sa evākuśaleṣu sa
evāvyākṛteṣu sa eva nairyāṇikaprabhṛtiṣu /
毘譯：
ਬየབࡧفࡧؙᥒ˷ӏབ༇௹ְঅየ˷
tasmātte sarvamidaṃ saṃskṛtamasaṃskṛtaṃ saṃpadyate / kiṃ
kāraṇaṃ /
毘譯：
ਬঅࢦ˷آየҎӭࡧৄؙಧ˷ٙԳॽ˾
hetau hyasatyutpādasthitibhaṅgā na bhavanti /
毘譯：
ࡧਬ༇˸ץ༇֖ٓ႓˷
utpādasthitibhaṅgeṣvasatsu saṃskṛtalakṣaṇābhāvāt sarvaṃ
saṃskṛtamasaṃskṛtaṃ saṃpadyate /

毘譯：
༇֖ٓ႓˷ࣝँ˷ࡧৄؙҎӭࡧ০অ༇ৄ˹
tatra yaduktaṃ kuśalādīnāṃ bhāvānāṃ svabhāvasadbhāvādaśūnyāḥ
sarvabhāvā iti tanna /
毘譯：
ਬየབ༾Ҏӭᑒࡧ০فؙᥒ˷ँҎӭࡧ০ಿӏ࢟˷ᄃӏ৯ᘋ˹
如果主張「善法有善法自性」，則不善法(a-kuśala)亦有不善法自性，無記法
(avyākṛta)亦有無記法自性，出離法(nairyāṇika)亦有出離法自性。倘若如此，則
這些原本是「有為(saṃskṛta)」的種種的「法(dharma)」
，都因其具有「自性」
，而
成為「無為(a-saṃskṛta)法」
。因為，這些法具有自性，所以「無因」
，亦沒有「生
(utpāda)」、沒有「住(sthiti)」、沒有「壞(bhaṅga)」，然而，這些「生住滅」的現
象，都是「有為法」所應具備的特徵，倘若沒有「生住滅」的現象，則這些存在
物就都成為「無為法」了。所以，如論敵所說，如善法等一切存在物，都是有自
性，都不是「空」，這樣的主張，是不對的。
由第五十二頌至本頌，龍樹改由倫理學與解脫論的角度切入，指出「一切法
有自性」對於吾人生活於其中的、約定俗成的世間，可能造成極具破壞性的影響，
用以回應論敵先前針對「一切法空」所做出的同樣的指責。龍樹認為，「一切法
空」並不會抹消我們日常生活世界的積極價值，正好相反的，是「一切法有自性」
這樣的謬誤信念，才會真正可能對我們日常生活世界的積極性帶來傷害。龍樹除
了引原始經典為證之外(見第五十四頌)，也再三反覆強調，那真正悖離了佛陀原
初的教法──「緣起法」的，並非主張「法自性空」的他，而是主張「法自性有」
的論敵。
先前，在第七頌的釋義中，我們曾針對論敵的身份進行討論，但若單就第七
頌的內容，論敵的身份尚仍無法妄斷。然而在此，我們已可以獲得一個明確的答
案。線索在於，倘若論敵的身份是佛教外部的正理學派，則對於正理學派而言，
以佛陀的「緣起法」之教作為回應的核心底據，是毫無意義的，因為正理學派不
可能會認同「緣起法」，也不可能會認同非婆羅門正統思想的佛教經典具有「聖
言量」的效力。唯獨對於同為佛教徒的部派來說，龍樹所引之經證，才足以構成
強力的反詰。因此，我們可以確認，在第七、八頌中，論敵的身份確實是主張「法
實有」的部派佛教無誤。

第五十七頌
【梵本】
ya× sadbh¨taÐ n˜m˜tra br¨y˜tsasvabh˜va ityevam /

bhavat˜ prativaktavyo n˜ma br¨maþca na vayaÐ tat //
【毘譯】
ਬҖየ˷ןؙዢ݅فؙᥒ˷߹ҖآՔᠧ˷ዢןӏᇷ˹
【語譯】
若有人這樣說：
「名」(nāman)實有(sat-bhūta)。則閣下可以回應說：
「名」
具有自性。然而，我們卻並沒有這樣說。
【釋義】
本偈回應第九頌。在第九頌，論敵以「名(nāman)」必依「實(vastuka)」而有
的語言符應論，認為若非一一有客觀實在之對象可供命名、指涉，則我們的語詞
必無存在之可能。因而，若無「法」
、
「自性」等客觀實在之對象物，則亦不可能
有「法」
、
「自性」之「名」存在。故當龍樹說「一切法無自性」時，必定有客觀
實在的「法」、「自性」存在。
在第二十一、二十二頌，龍樹以「語言」亦是因緣生，故亦是「空」，來反
對論敵「語言的意義來自於指涉客觀實體」的立場。故在本頌，龍樹重申他對「名
實相符」的不贊同──
yo nāmātra sadbhūtaṃ brūyātsasvabhāva iti sa bhavatā
prativaktavyaḥ syāt /
有人這樣說：「自性之名實有」，則或許閣下可以回應說「自性有」。
毘譯：
ਬٙҖየفؙןᥒ˷߹Җঅ˷ँآಶᠧ˹
yasya sadbhūtaṃ nāma svabhāvasya tasmāttenāpi svabhāvena
sadbhūtena bhavitavyam /
na hyasadbhūtasya svabhāvasya sadbhūtaṃ nāma bhavatīti /
「自性」之名實有(sadbhūta)；據此，自性便是實有(sadbhūta)。
因為，「自性」非實有，就沒有實有的自性之「名」。
毘譯：
߹Җየ݅˷ؙᥒ˷ןؙ
༇ᥒ༇˹ן
na punarvayaṃ nāma sadbhūtaṃ brūmaḥ /
然而，我們並未說「名是實有」。
毘譯：
ӏঅየןؙᥒ˹
tadapi hi bhāvasvabhāvasyābhāvānnāma niḥsvabāvam
tasmācchūnyam śūnyatvādasadbhūtam /

那是因為法之自性不存在(abhāva)，故名為無自性，據此故是空，因為
是空，故非實有(a-sadbhūta)。
毘譯：
ٙԳ࢘ӓ˹Ҏӭᑒࡧ০༇فᥒ˷ਬ༇فᥒ˷߹ಶ݅࢟˷߹ਬ࢟ࢦ˷ಶ݅
ӏᇷ˹
tatra yadbhavatoktaṃ nāmasadbhāvātsadbhūtaḥ svabhāva iti tanna /
是故，閣下說，因為有名，故自性實有，那是不對的。
毘譯：
ਬفؙןؙآᥒࢦ˷ᄃӏ৯ᘋ˹
龍樹再次說明，是因為「自性」不存在，故「名」為「無自性」、「空」；又
因為「自性」不存在、因為是「空」，所以即使是那用以說「空」、說「無自性」
的「名」，亦非實有。而絕非論敵所認為的，因為指涉「自性」的「名」實有，
所以「自性」是實有。

第五十八頌
【梵本】
n˜m˜saditi ca yadidaÐ tatkiÐ nu sato bhavatyut˜pyasata× /
yadi hi sato yadyasato dvidh˜pi te hŸyate v˜da× //
【毘譯】
ਬן؟༇ࢦ˷ँְؙঅ༇˷ਬؙ݅݅༇˷ؙߕآҕի˹
ਬँ˷ࢦؙן؟༇ְঅ˷ؙਬ݅༇݅آ˷ؙᑙؙҕի˹
【語譯】
若有此不存在(a-sat)之「名」
，則究竟此「名」是存在的(sat)，抑或不
存在的(a-sat)？無論是此二者──如果存在、如果不存在；你的主張
(vāda)都遭棄。
【釋義】
在本頌，龍樹明顯的使用了「常住相似」來反詰論敵。在第一頌的釋義中，
曾提及 B.K.Matilal 的見解，認為論敵說「ਬҎӭ༇ᥒ˷݅ዢঅҎӭ」
，為一「常
住相似」
。而在第二十二頌的釋義，我們也解釋了，
「常住相似」若要作為一有效
之論難，其效力必須建立在「名實相符」的基礎之上，但龍樹並不同意「名實相
符」，故在本頌，龍樹的論難法顯然是一種「應成(prasaṅga)」。對於反對「語言

的意義來自於指涉實體」的龍樹而言，
「名」的「常住相似」對其並不構成威脅，
反倒是對於持實在論式之名實符應觀的論敵來說，「名」的「常住相似」才深具
攻擊性。因而龍樹在本頌質疑論敵，倘若真如論敵所言，「名」是來自於與客觀
存在實體的對應，則將形成一「兩難式」，如長行所言──
yaccaitannāmāsaditi tatkiṃ sato’sato vā /
yadi hi satas tannāma yadyasata ubhayathāpi pratijñā hīyate /
此「不存在(asat)」之「名」，是存在的(sat)，或是不存在的(asat)？
如果此名存在、如果不存在，則此二者，命題皆遭放棄。
毘譯：
(按：毘本本句並譯於頌文)

tatra yadi tāvatsato nāmāsaditi pratijñā hīyate/
na hīdānīṃ tadasadidānīṃ sat /
因為是這樣，首先，若存在，則「名不存在」此一命題，就遭放棄。
因為，那不能既是不存在，又既是存在。
毘譯：
ਬן؟༇˷অߕի˼
ބঅ˷ؙঅᑙի˹
(按：毘本此處綴譯̫ߕӏቢ̬)
athāsato’ saditi nāma asadbhūtasya nāma na bhavati /
於是，因為「不存在(asat)」不存在(asat)，則「非實有」的「名」不存
在。
毘譯：
˷ןؙࢅؙ༇ࢅ༇˹ן
tasmādyā pratijñā nāmnaḥ sadbhūtaḥ svabhāva iti sā hinā /
據此，「名實有自性」此一命題，就遭放棄了。
毘譯：
অᑒࡧفؙᥒࢦ˷ᄃӏ৯ᘋ˹
龍樹隨順論敵所主張的「名必依實」
，構出的兩難式為：若論敵提出命題「名
實有自性」
，則當吾人說「不存在」時，此一「不存在」之「名」
，它的實有之自
性，是存在、抑或不存在？倘若其自性不存在，則根本不應該有此「不存在」之
「名」存在；倘若其自性存在，則不應言其「名」為「不存在」。而不管論敵選
擇二者中的任一選項，都將與自己的「名實有自性」此一命題相矛盾。

第五十九頌
【梵本】
sarveÿ˜Ð bh˜v˜n˜Ð þ¨nyatvaÐ copap˜ditaÐ p¨rvam /
sa up˜lambhastasm˜dbhavatyayaÐ c˜pratijñ˜y˜× //
【毘譯】
অࣾየ˷Ҏӭࡧ০࢟˷ᄃߕঅ˷ँӏಶؙᅻ˹
【語譯】
一切法的空性(śūnyatva)，先前已證成(upapādita)，據此，這個詰難
(upālambha)，是針對非命題的(a-pratijñā)詰難。
【釋義】
對於論敵多次運用「語言」的「常住相似」攻擊「一切法空」，龍樹於本頌
長行做出結論──
iha cāsmābhiḥ pūrvameva sarveṣāṃ bhāvānāṃ vistarataḥ
śūnyatvamupapāditam /
tatra prāṅ nāmno’pi śūnyatvamuktam /
毘譯：
ࣾӅየ˷Ҏӭࡧ࢟˷
ְየ˹࢟ן
sa bhavānaśūnyatvaṃ parigṛhya parivṛtto vaktuṃ yadi bhāvānāṃ
svabhāvo na syādasvabhāva iti nāmāpīdaṃ na syāditi
tasmādapratijñopālambho’yaṃ bhavataḥ saṃpadyate /
毘譯：
ࠏؙع˷ן࢟ޚآየ˹
ਬҎӭࡧ০༇فᥒ˷ְן༇ᥒ˷অየᄃߕ༇ᅻ˹
na hi vayaṃ nāma sadbhūtamiti brūmaḥ /
毘譯：
ӏየفؙןᥒॽ˹
正如我們先前所見，關於「名」的部分，論敵的論難軸心有二：一是「不存
在的語言不能行否定之作用」
，另一則是「有自性則有名，無自性則無名」
。龍樹
在第二十一、二頌當中，已經解釋過，何以「一切法空」、又何以「名」「空」。
並且，在第五十七、五十八頌中，也已經指出了論敵「有自性有名」之主張的謬
誤，故論敵對他的論難並不成立。因為論敵的論難，其效力是建構在承認「自性
有」的基礎上，然而龍樹並不認同「自性有」
，而是主張「一切法空」
。所以，論

敵針對龍樹所做的論難，就如我們於第三十頌之釋義中所言，是一「稻草人謬
誤」。
所以，龍樹宣稱，論敵所做的，那些關於「語言」的「常住相似」論難法，
皆徒勞無功，因為論敵的種種批評，其實都是針對「非命題(a-pratijñā)」的抨擊。
在此，我們可以有兩種方式，理解何謂「非命題」。龍樹曾在第二十九頌中，宣
示「我宗無」，意思是，並沒有存在著任何一個命題，是屬於龍樹的命題。我們
曾解釋過，龍樹反對正理學派的認知與判斷不相離，亦反對那種實在論式名實相
應的語言觀，基於此點，故亦不能同意根植於論敵此一理論體系上的，具備高度
的論證學專技語性質的「宗」
，因為論敵所理解的那種「宗」
，絕非只是單純的意
見或主張之表達而已，而是預設了一切存在的客觀實在性，所以，對論敵而言，
「宗」和「自性有」此一形上學信念，是無由分離的，而龍樹對此當然不能茍同。
是以，當龍樹在本頌指出論敵對他的抨擊，是針對「非命題」的攻擊時，一
方面是指論敵錯誤地理解了他的主張以致於論點失焦之外，同時，更重要的，是
與第二十九頌的「我宗無」遙相呼應。龍樹藉此強調，論敵自認為的，「一切法
空」的種種矛盾與謬誤，其實均是因其自身所抱持之名實相符的實在論式語言觀
所致，故對於龍樹而言，這些來自於反對陣營的異議，正如同他在《中論》「觀
四諦品」第十五頌所言：
「汝今自有過，而以回向我，如人乘馬者，自忘於所乘」。

第六十頌
【梵本】
atha vidyate svabh˜va× sa ca dharm˜õ˜Ð na vidyata itŸdam /
˜þaðkitaÐ yaduktaÐ bhavatyan˜þaðkitaÐ tacca //
【毘譯】
ਬفؙٴᥒ˷ӏࡧ࠰תӐ˷آᎁॽየ˷ँ؟ӏጤᎁ˹
【語譯】
現若自性存在(vidyate)，但法(dharma)的自性不存在(na vidyate)；這樣
的疑惑，已有說明而無疑惑。
【釋義】
本偈回應第十頌。在第十頌，論敵假設，龍樹將被迫承認，既有「自性」之
「名」，則必有「自性」之「實」，但因龍樹主張「一切法無自性」，故為了避免
棄守「一切法空」的立場，勢必退而求其次地主張「有自性，但此自性卻非一切

法之自性」以維護「一切法無自性」的命題。對此，龍樹於本頌回應道──
na hi vayaṃ dharmāṇāṃ svabhāvaṃ pratiṣedhayāmo
dharmavinirmuktasya vā kasyacidarthasya
svabhāvamabhyupagacchāmaḥ /
我們並未否定一切法的自性。我們也沒有贊同(abhy-upa-√gam)有某一對
象物的自性是離於法(dharma-vinirmukta)。
毘譯：
ँӏᒂᑒࡧفᥒ˹ӏញࡧ˷(ޚࢅؙٴabhy-upa-√gam)˹
ٙҖ߹˷ࡧޚҖᎁ˹ӏॽࡧޚӏᒂࡧ˷Ӗؙٙᅻ˹
nanvevaṃ sati ya upālambho bhavato yadi dharmā niḥsvabhāvāḥ
kasya khalvidānīmanyasyārthasya dharmavinirmuktasya svabhāvo
bhavati sa yuktamupadeṣṭumiti dūrāpakṛṣṭamevaitadbhavati
upālambho na bhavati /
於是當然，此一詰難「如果法無自性，如此則應解釋那些離於法的自性
所隸屬之其他的對象物，究竟是什麼」就遠遠被丟棄了。
此一詰難是不存在的。
毘譯：
ਬفؙࡧޚᥒࢦ˷ँՔᠧ݅آӏ৯ᘋ˹ӏঅ˹آᠧҸዴ˷ׇӏ৯
Ⴠ˹
就如同龍樹之前一再強調的，他不同意「名」是依「實」而有，所以論敵所
主張的，有自性之「名」
，故有「自性」
，龍樹也是不能夠同意的。既然如此，則
論敵假設龍樹將回應「有自性，但此自性不隸屬一切法」，也就不可能。是以在
本頌，龍樹說，他並未同意有一離於一切法的自性，因為他自始自終，從未主張
「有自性」，故論敵先前順其假設而提出「應解釋此一離於一切法的自性，是屬
於何者的自性」此一詰難，當然也就失去意義而無法成立。
值得注意的是，龍樹於此再次強調了他在第三十頌中所說的「不取轉迴」。
意思是，他說「一切法無自性」
，絕非「ᒂ(pratiṣedha)ᑒࡧفᥒ」
。關於龍樹自認
「不遮」的這個部分，將留待第六十一頌之後，再行討論。

第六十一頌
【梵本】
sata eva pratiÿedho yadi þ¨nyatvaÐ nanu prasiddhamidam /
pratiÿedhayate hi bhav˜n bh˜v˜n˜Ð ni×svabh˜vatvam //

【毘譯】
ਬؙᥒಶᒂ˷ਬ࢟ಶ݅؎˷ਬ༇ᥒ༇࢟˷Ӗٙಶᒂ؎˹
【語譯】
若正是對存在(sat)的否定(pratiṣedha)，則空性(śūnyatva)確實地成立─
─因為，閣下否定存有者的(bhāva)無自性(niḥsvabhāvatva)。
【釋義】
本頌至六十三頌，均為對論敵質疑之第十一頌的回應。如之前所言，龍樹之
所以說「一切法空」，是因為一切法皆依緣起，因為是依緣而起，故無自性，故
言「空」。但對於論敵而言，所謂的「一切法空」，乃是「一切法是無自性」，也
就是「一切法」其屬性是「空」，亦即，「一切法」的屬性是「無自性」。我們在
第十一頌的注釋中，已經解釋過，對於正理學派而言，所謂的「一切法的屬性是
無自性」
，意思是，
「自性」這個屬性，並未隸屬於「一切法」這些實體。因而正
理學派理解「一切法空」，乃是就「否定(pratiṣedha)」某物具有某一屬性這樣的
態度，作為其切入點的。如果將之比附第十四頌，則能突顯出正理學派對於「一
切法空」的理解，確實是建立在其認知與判斷不相離之素樸實在論的基礎上。
在第十四頌，論敵指出，如果「一切法無自性」這樣子的判斷得以成立，則
首先必須有一認知主體，對「一切法」的客觀狀態進行認知，在認知到了「一切
法」的客觀真實狀態，確實是並未具備「自性」為其屬性之後，認知主體才能使
用語言，做出與「一切法」的客觀狀態相符應的判斷：
「一切法無自性」
。對於正
理學派而言，無論是肯定地說「一切法有自性」
，或是否定地說「一切無有自性」
，
其根據同樣都是來自於對實體之屬性的認知，亦同樣是如實相應於此一實體之屬
性的認知之判斷 131，故無論我們所做的判斷是肯定性或否定性的聲言，都是在於
表達對象物的存在狀況 132，故也都預設了對象物的實在性(sat)，並且以語言表述
了這種客觀實在性。
這也就是說，當龍樹說「一切法空」時，正理學派認為這個判斷是循以下步
133
驟 所產出的：
1.有「一切法」存在(sat)，「一切法」是「空性(śūnyatva)」。
2.認知者說：「一切法是空性」。
3.判斷句：「一切法是空性」。
轉換為否定式則為：
1.有「一切法」存在，「一切法」是無「自性」(niḥsvabhāvatv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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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K. Matilal, The Navya-Nyāya Doctrine of Negation, p.92.
Ibid. p.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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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id. p.94.
132

2.認知者說：「一切法是無自性」。
3.判斷句：「一切法是無自性」。
但對於龍樹而言，「一切法空」並不是依循這樣的步驟而產生。故龍樹在此
又再次使用了「應成法」，指出若是依論敵此一方法而致生「一切法空」或「一
切法有」的判斷，則亦將出現二律悖反，如長行所言──
yadi sata eva pratiṣedho bhavati nāsato bhavāṃśca sarvabhāvānāṃ
niḥsvabhāvatvaṃ pratiṣedhayati nanu prasiddhaṃ sarvabhāvānāṃ
niḥsvabhāvatvam /
如果，正是對存在(sat)、而非對不存在的(asat)否定(pratiṣedha)，且你否
定了一切法的無自性性(niḥsvabhāvatva)，則一切法的無自性性成立。
毘譯：
ࡧਬँ˷ࢦؙՔಶᒂࡧ˷ਬ༇ࢦ˷ँӏಶᒂ˹آᠧ˷݅Ҏӭࡧ০༇ف
ᥒ˷ᇷ݅آҎӭࡧ০༇فᥒ˹ٙԳ࢘ӓ˷
tvadvacanena pratiṣedhasadbhāvān niḥsvabhāvatvasya ca
sarvabhāvānāṃ pratiṣiddhatvāt prasiddhā śūnyatā /
因為，「否定」 134 以你的言語陳述(vacana)而實存(sadbhāva)，且因為一
切法的無自性性被否定，故空性成立。
毘譯：
Գآᒂࡧ˷༇فᥒ؎˷ਬᒂᑒࡧ༇فᥒ؎˷ಶ݅Ҏӭᑒࡧ০࢟˹
意思是，如果因為論敵主張每一語詞均必有其客觀實在的指涉對象以為符
應，而認為「一切法無自性」是對實有(sat)之「自性」的否定，故得出「自性實
有」
，亦即，
「一切法並非無自性」的結論，則將導致一矛盾的結果。因既然判斷
「一切法無『自性』」
，是承認了「自性」的存在，於是同理可證，若持續推衍論
敵的結論「一切法無『無自性』」
，則判斷「一切法無『無自性』」
，亦必然要承認
「無自性性」的存在。既然「無自性性」存在，則「一切法無自性」成立。也就
是說，如果真如論敵所指責的那樣，
「被否定者」也必須是實存(sadbhāva)，則被
論敵所否定的「無自性」
，亦即「空性」
，就是實存的了。但是當然，論敵不可能
會接受這樣的結果，所以論敵那由自認知而有判斷的論斷過程，其實是大有問題
的。
在此，龍樹的反論，絕對不是意味著，龍樹同意了論敵的做法，將「一切法
空」視為一以存在物之客觀實在為前提的認知判斷。龍樹純粹只是順應論敵的方
法程序，將此一實在論式推論方法的悖謬之處，展現在吾人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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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Bhattacharya在本段長行翻譯中提出疑義，認為作為Tatpuruṣa的pratiṣedha-sadbhāva一詞，或
許可能原為pratiṣedhya-sadbhāva，依Tucci的藏譯與毘譯的漢本，K.Bhattacharya的揣測似乎是對
的，並且就文意的合理順暢上，我也非常認同K.Bhattacharya的修正意圖。

第六十二頌
【梵本】
pratiÿedhayase’tha tvaÐ þ¨nyatvaÐ tacca n˜sti þ¨nyatvam /
pratiÿedha× sata iti te nanveÿa vihŸyate v˜da× //
【毘譯】
ৄآٙࠏᒂ˷ࠏآᒂँ࢟˷ࡧؙ࢟عᒂ˷অآᑙի˹
【語譯】
你否定空性(śūnyatva)，然而那空性不存在(na asti)。你的此一主張
(vāda) ──對存在的(sat)否定，就有所失(vihīyate)。
【釋義】
承上頌，龍樹在本頌同樣使用「應成法」來駁斥論敵「被否定的對象必須存
在」的主張，如長行所說──
atha pratiṣedhayasi tvaṃ sarvabhāvānāṃ niḥsvabhāvatvaṃ
śūnyatvaṃ nāsti tacca śūnyatvam yā tarhi te prtijñā sataḥ pratiṣedho
bhavati nāsata iti sā hīnā /
若然你否定了一切法的無自性性，亦即，空性，且此空性不存在，則你
的命題「否定是對存在的否定，而非對不存在的否定」，就被放棄。
毘譯：
ਬҎӭࡧᒂفؙᥒ˷ਬ༇فᥒ߹ಶ݅࢟˷߹ְ࢟࢟˷অॽࢅؙ݅آಶᒂ˷
༇ࢅӏᒂ˷ᄃӏ৯ᘋ˹
正如我們之前曾解釋過的，對於正理學派而言，我們不能夠去否認一個主體
的非實之屬性(unreal property)，亦不能夠去談論、或否認一個非實之屬性的缺
如，因為那樣是沒有意義的 135。我們之所以不能夠去談論一個不存在的東西，指
的是一個不存在的東西不能夠成為一有意義的陳述中的主詞，因為正理學派相
信，我們的陳述，作為一有意義的陳述，必須是一具有真偽性的陳述，而一陳述
的真偽性，乃是取決於客觀實在對象的真正質性 136，倘若此一客觀實在物根本就
不存在，則不僅其真偽性無由檢證，甚至就連其可被認知、可被描述的可能性亦
喪失了。然而，論敵確實否認了「無自性性」
，也就是「空性」
，因而就論敵自己
的立場來說，因為這樣的否定，也就等同於間接承認了「空性」的存在。但在論
敵而言，「空性」是不可能存在的，因其倘若存在，就會與他們對「空性」的否
認，形成弔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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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M. Matilal, The Navya-Nyāya Doctrine of Negation, p.93.
M. Siderits, Indian Philosophy of Language, pp.133-134.

亦即，論敵以名實相符的實在論式語言觀，主張「被否定的對象必須實有」，
來詰難龍樹在宣稱「一切法無自性」的同時，也認可了「自性」的存在。但同理，
當論敵宣稱「一切法非無自性」的同時，也認可了「空性」的存在，如此，便得
出了與其先前命題「被否定的對象必須實有」相左的結論。
於是，我們又重新回到了實在論式的，
「語言」的「常住相似」
。正理學派因
其預設了客觀實在為前提的，名實相符的實在論式語言觀，以致於他們用以否定
「一切法空」的推論，終將遭遇到「一切法空」的悖謬結果。

第六十三頌
【梵本】
pratiÿedhay˜mi n˜haÐ kiÐcit pratiÿedhyamasti na ca kiÐcit /
tasm˜tpratiÿedhayasŸtyadhilaya eÿa tvay˜ kriyate //
【毘譯】
༇ؙԂࢅ˷অॽӏᒂ˷অآ༇൞˷ࡌᔌعᠧ˹
【語譯】
我不否定什麼(pratiṣedhayāmi na)，而且，那能被否定的什麼，也不存
在(asti na)。據此，你做了這樣的反對(adhi-laya) 137 ─ 「你否定了！」
。
【釋義】
在之前兩頌，龍樹指出了論敵以其實在論式的語言符應觀，看待「一切法空」
所導致的自我矛盾；但那並不是龍樹個人真正的看法。對於龍樹而言，「一切法
空」絕非是論敵所想像的那種「否定(pratiṣedha)」，如長行所說──
yadyahaṃ kiṃcitpratiṣedhayāmi tatastadapi tvayā yuktameva vaktuṃ
syāt /
如果，我否定了什麼，則或許的確如你所言。
毘譯：
ਬঅؙԂࢅᒂ˷آಶᠧ˹
na caivāhaṃ kiṃcitpratiṣedhayāmi yasmānna
kiṃcitpratiṣeddhavyamast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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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hi-laya，依F. Edgerton於Buddhist Hybrid Sanskrit Grammar and Dictionary, Vol.2, p.15 所列，
adhi-laya意為反對、爭論中的反詰、拒斥，K.Bhattacharya 在六十四頌的英譯中，將之譯為「詆
毀」。

但我並沒有否定什麼，因為，那能被否定的什麼，並不存在。
毘譯：
我無物遮，如是無物，我無所遮。
tasmācchūnyeṣu sarvabhāveṣvavidyamāne pratiṣedhye pratiṣedhe ca
pratiṣedhayasītyeṣa tvayāprastuto’dhilayaḥ kriyata iti /
所以，當一切法空、無有被否定者，亦無有否定，
此一荒謬的詆毀「你否定了！」，由你所為。
毘譯：
অ༇ᒂҎӭࡧ࢟˷অ༇ࢅᒂኹࠏᒂ˷
অॽמآঅᠧ݅ٙࠏᒂࢦ˷آ؟༇൞˷ࡌᔌᠧ˹
先前，我們曾簡單回顧了在第十一、十二頌的釋義中曾提及的，正理學派對
於作為判斷的「否定」陳述的看法。我們一再強調，正理學派的判斷，是以語言
表達認知情境的結果。故對於正理學派而言，是不能同意有所謂純粹的闕如，或
純粹的否定，因為「闕如(abhāva)」，並不能作為一種單獨的存在，「闕如」勢必
作為是「某物的闕如」而被認知，故亦是被認知對象所不可或缺的一種屬性。所
以當龍樹說「一切法空」時，依正理學派式的理解，是龍樹將「空」視為一「自
性」的闕如，亦即，對「自性」的否定。而這種「自性的闕如」
，是「一切法空」
不可或缺的屬性。當然，如此一來，龍樹對「自性」的否定，
「一切法空」
，就形
成了悖論。
龍樹不同意這樣的說法，龍樹宣稱，倘若他的「一切法空」是真如正理學派
那樣「有所否定」，則正理學派所舉證的那種「常住相似」悖論，確實有效。但
在本頌，龍樹以「༇ؙԂࢅ˷অॽӏᒂ」明快地表達了他對那種正理學派式
的否定判斷，是極不能認同的。
關於龍樹的表態「我不遮」，近代之研究者幾乎咸以為此一問題至為棘手，
因為他們認為，在本論，龍樹的「一切法無自性」
，是確實地「否定」了「自性」，
故當龍樹自言「我沒有否定」，則另一種形式的「說謊者悖論(Lair Paradox)」於
焉形成。因而對於本頌的討論，也泰半集中在「悖論」問題的解決上，爭執龍樹
究竟是否犯下了「悖論」之誤。但我認為，單純以語義學，以及邏輯學的悖論問
題，來理解本頌，顯然是見樹不見林。
或許乍看之下，龍樹的「一切法空」確實是對「自性」的否定，故當他說「我
不遮」時，悖論的產生也似乎是很明確的。然而，正如同龍樹於第三十頌所言，
他「不取轉迴」
，意思是，當論敵質疑他對「自性」的否定是「須用現等量」時，
龍樹其實是反對這種由認知有以致判斷有的過程。
更進一步說，論敵的判斷，必須建立在以「量」正確認知的前提下，方有可
能，因為論敵認為判斷是吾人對於認知情境的表達結果。在此同時，如我們在第
五十一頌所解釋的那樣，「量」所賦予判斷的真確性，亦是建立在以認知對象的
客觀實有為前提。而關於此一預設了認知對象之客觀實有的認識論，已由龍樹於

第三十一至五十一頌，以「到不到相似」與「無因相似」將之解構。從龍樹對實
在論式「量」論的尖銳批判，吾人亦不難得知他對「自性有」此一形上信念，是
持全盤反對的立場。
這也就是說，對論敵而言，所謂的判斷，無論是肯定或否定判斷皆然，都是
預設了「一切法有自性」
，也就是「一切法客觀實在」
，然後以此為基礎，而有由
「量」所致的真確認知，吾人再以語言，表達出此一真確認知的結果，也就形成
了「判斷」
。於是，對於論敵而言，無論是肯定判斷「一切法有自性」
，或否定判
138
斷「一切法無自性」，都必須依循這樣的過程，以此一方法獲得 。因而當論敵
指陳龍樹有所「否定」時，論難關注的焦點並不在於龍樹在「一切法空」此一命
題中，究竟是否有所否定；論敵真正的論難焦點在於，
「一切法空」
，無論是作為
肯定判斷或否定判斷，都有「常住相似」的悖論。
所以當論敵指責龍樹「你有所否定」時，論敵的意思是，
「一切法空」
，作為
「一切法無自性」這樣的一個否定性的命題，乃是悖離了這個否定判斷之所產出
的，認知對象的客觀實在基礎。也正是因為這樣，反對「一切法自性有」的龍樹，
才會在第三十頌中回應論敵，他的「一切法空」，並不是依循上段所述的那種認
知判斷過程而來的，因為他根本不能同意這個方法之所以能夠成立的根本預設
「一切法是客觀實在」
。所以龍樹的「一切法空」
，絕非先「取」一切法的屬性是
空，然後再「迴」一切法的自性無有，這也正是為什麼他自稱「不取轉迴」。
故龍樹在本頌表態「我不遮」
，其道理相同。所謂的「我不遮」
，並不是說龍
樹並未否認自性，而是說，龍樹的「一切法空」，並非如論敵所主張的那樣，是
一個預設了客觀存在、名實相符、認知與判斷不相離的，否定性的判斷。亦即，
所謂的「我不遮」，其實就等同於「我不取轉迴」。是故龍樹說「我不遮」，並不
是說他自己並未否定自性，而是說，他的「一切法無自性」，絕非是論敵所以為
的那種，在以「一切法有自性」為前提之下，經由對客觀實在物的認知，所得出
的否定判斷。
所以，龍樹才會在本頌長行說，因為被否定者並不實存(na asti)，所以並沒
有什麼實存的東西，能為他所否定。意思就是，因為一切法並非如正理學派所想
像的那樣，是客觀實在的存有，因而那種正理學派式的否定判斷，對龍樹而言是
不可能的。同樣，龍樹在長行後段說，在一切法空，無有被否定者，亦無有否定
的情況下，論敵指他「你否定了！」，這種指責是荒謬的。這也就表示，龍樹重
申，因為「一切法」並不是客觀實在的存有，故論敵所以為的那種，會造成「常
住相似」的，以對客觀實在之對象物進行認知所得的否定判斷──「一切法無自
性」──其實仍舊是一「稻草人謬誤」。因為在龍樹那裡，這個「取轉迴」的過
程，根本就是錯誤的，因「取轉迴」必須以「自性有」作為其絕對預設，但龍樹
根本就不承認這個絕對預設。這也正是為什麼龍樹一再堅稱「不取轉迴」
、
「不用
現等」、「我不遮」，因為這些「取」、「量」、「遮」的概念，作為一專技性質的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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見本論第六十一頌釋義。

學術語，其背後所隱藏的，正是那種「自性有」的獨斷論式形上學信念。
簡言之，我們絕不能夠忽略了涉入本論甚深的，此一正理學派式的認知判斷
理論的脈絡，而只片面的將「我不遮」從文本中抽離檢視。因為本頌的「我不遮」
，
絕非是單純的邏輯學或語義學的問題，而是認識論與形上學的問題。如果能從這
個角度，把握「我不遮」，則「悖論」其實無由成立。

第六十四頌
【梵本】
yacc˜harte vacan˜dasata× pratiÿedhavacanasiddhiriti /
atra jñ˜payate v˜gasaditi tanna pratinihanti //
【毘譯】
݅آዢࡧ؟˷ٴᄃӡየ˷༇ࡧಶየዢ˷ँع༇ᅻ˹
【語譯】
對不存在的(a-sat)，否定的語言陳述(vacana)，其成立不須藉由語言陳
述。於此，言語表述(vāc)是使理解(jñāpayate)不存在(a-sat)，而非駁斥
(pratinihanti)存在。
【釋義】
本偈回應第十二頌。在第十二頌，論敵質疑龍樹，對一個不存在之物的討論
和描述是沒有意義，因為，既然該對象物不存在，則不需要以語言加以否定其存
在，該物即已不存在。對此，龍樹的回應，如長行所說──
yacca bhavān bravīti ṛte’pi vacanādasataḥ pratiṣedhaḥ prasiddhaḥ
tatra kiṃ niḥsvabhāvāḥ sarvabhāvā ityetattvadvacanaṃ karotīti atra
brūmaḥ /
niḥsvabhāvāḥ sarvabhāvā ityetatkhalu vacanaṃ na niḥsvabhāvāneva
sarvabhāvān karoti /
閣下說：不須言語，對不存在的(a-sat)否定(pratiṣedha)即可成立
(prasiddha)，於是，你的語言陳述(vacana)「一切法無自性」，是為了什
麼而做(√kṛ)？
在此，我們說，「一切法無自性」此一語言陳述，實不能做成(√kṛ)「一
切法無自性」。
毘譯：

ਬآየ݅˷༇ؙ݅ዢְ؎ᒂࢦ˷ᗂٙ༾ࡧ˷߹Ҏӭࡧ০༇فᥒ˹
የ߹ᑒࡧ༇فᥒዢ˷ࣝ݅؟ዢ˷٥༇فᥒ˹
kiṃtvasati svabhāve bhāvā niḥsvabhāvā iti jñāpayati /
然而，並沒有存在著(asati)自性，故能使理解(√jñā)「諸法無自性」。
毘譯：
؟ӡགྷ˷ਬየᑒࡧ༇فᥒዢ˷؟ዢࣝ٥༇فᥒࡧ˷ҡؙᄃ˷Գ༇ࡧ
ᥒ࢘༇ࡧᥒ˷Գࡧؙᥒ࢘ࡧؙᥒ˹
tadyathā kaścidbrūyādavidyamānagṛhe devadatte’sti gṛhe devadatta iti
/ tatrainaṃ kaścitpratibrūyān nāstīti /
這就像是，在這屋子裡，不存在著(a-vidyamāna)天得，有某人說，屋子
裡有天得。
於是，有某人回覆說「他不存在」。
毘譯：
ᢀॅӐᇷ༇ӽಶ˷ؙҖ݅˷ؙӽಶ˷ڄགྷࢦ݅˷ؙ
ؙ݅༇˹
na tadvacanaṃ devadattasyāsadbhāvaṃ karoti kiṃtu jñāpayati
kevalamasaṃbhavaṃ gṛhe devadattasya /
此一語言陳述，並不能做成天得的不存在(a-sadbhāva)，只不過能使理
解到在屋子裡，天得的不存在。
毘譯：
གྷ݅༇ࢦዢ݅ӏோ࠰߹ॅӐ٥ӽಶ༇˹٣࢘ॅӐ࢟༇ӽಶ˹
tadvannāsti svabhāvo bhāvānāmityetadvacanaṃ na bhāvānāṃ
niḥsvabhāvatvaṃ karoti kiṃtu sarvabhāveṣu svabhāvasyābhāvaṃ
jñāpayati /
同樣地，此一陳述「一切法的自性不存在」，並不能夠做成「一切法的
無自性性」，而是使理解「一切法中，自性的無有(abhāva)」。
毘譯：
অਬየҎӭᑒࡧ༇فᥒࢦ˷؟ዢӏோఽҎӭࡧ༇فᥒ༇˷٣࢘ᑒࡧف
ᥒ༇ᥒ˹
tatra yadbhavatoktaṃ kimasati svabhāve nāsti svabhāva
ityetadvacanaṃ karoti ṛte’pi vacanāt prasiddhaḥ svabhāvasyābhāva iti
tanna yuktam /
如此一來，閣下所言「不存在著自性」，則此一陳述「自性不存在」是
為了什麼而做？故自性之不存在(abhāva)，其成立不須藉由語言，這是
不當的。
毘譯：

ਬآየ݅˷ਬ༇ࢅࢦ˷ँӏಶ݅ࡧ༇فᥒ˷Գ༇ዢॽ˷ӏಶ؎ࡧ༇فᥒ
ࢦ˷ᄃӏ৯ᘋ˹
龍樹意思是，「語言(vacana)」的功用，在於「使理解(√jñā)」、而非「抑止
(prati-ni-√han)」。意思是，如我們在第二十二頌中所言，我們的語言，不過是一
種溝通表意用的工具罷了，其意義並非來自於與客觀存在的實體相對應，而是來
自於日常生活中約定俗成的使用。
「語言」本身並不具有實際的、物質層面上「做
成(√kṛ)」的作用，是以，當我們說「一切法無自性」時，此一陳述的效力，僅
僅是告知我們「一切法無自性」此一狀態，而不是能致使「一切法自性」從原本
存在的狀態，轉而成為不存在的狀態。所以，對於論敵所指責的「༇ዢְ؎ᒂ」，
龍樹的態度是，對於不存在的表詮，並不是沒有意義的，因為，與其說語言的目
的是給予吾人關於客觀實在界的種種訊息，或僅是告知吾人真正的存在樣貌為
何，倒不如說，語言所扮演的角色，正是一指向解脫的津樑。藉由語言，能使我
們理解勝義；如果我們理解了勝義，就能夠得證涅槃。這是龍樹所主張的，語言
的目的論，亦即，語言的解脫論 139 。正如F. J. Streng所說：「『空性』並不是指涉
普遍或個別的存在物，具有獨立且絕對的形上學地位。這不過是種實踐性的措
辭，能夠極為有用地帶領吾人遠離對於『名言』的貪愛執著。」 140

第六十五頌
【梵本】
m®gat®ÿõ˜d®ÿ÷˜nte ya× punaruktastvay˜ mah˜Ðþcarca× /
tatr˜pi nirõayaÐ þ®õu yath˜ sa d®ÿt˜nta upapanna× //
【毘譯】
آየฟ၇๊˷Գ࠷࠰Ҹᄃ˷آᤎோየ˷ᢀ๊৯ᘋ˹
【語譯】
在「陽炎」譬喻中，那重大的慮義(carca)已由你說出，請聆聽那當中
的定論(nirṇaya)，注意那譬喻何以不妥。
【釋義】
本頌以迄第六十七頌，回應第十三至十六頌。由第十三至十六頌，論敵以「一
切法空」作為判斷句，首先必須承認有所認知，即「取、所取、能取」必須存在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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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Gudmunsen, Wittgenstein and Buddhism, pp.66-68.
D. Burton, Emptiness:A Study in Religious Meaning, p.143.

(asti)、復次必須承認有所判斷，即「遮、所遮、能遮」同樣必須存在，藉此質疑
龍樹的「一切法空」在認知暨判斷此二層次陷入悖論。
論敵在第十三頌，舉出了「陽炎(mṛga-tṛṣṇā)」作為譬喻，以此質疑龍樹，
即便做出「一切法無自性」這樣的否定判斷，也必須承認這些認知情境及判斷，
都是存在的。對此，龍樹的回應是，他同意論敵的「陽炎」喻，但論敵對於「陽
炎」喻的理解是錯的。真正的「陽炎」喻應如同他在第六十六頌所做的解釋。

第六十六頌
【梵本】
sa yadi svabh˜vata× sy˜d gr˜ho na sy˜tpratŸtya saÐbh¨ta× /
yaþca pratŸtya bhavati gr˜ho nanu þ¨nyat˜ saiva //
【毘譯】
ਬ߹فؙᥒ˷ӏץᐗ֖˷ਬץᐗࢦ˷অಶ݅࢟˹
【語譯】
如果，此一執取認知(grāha)以其自性存在(svabhāvatas)，則不依因緣
生(na pratītya saṃbhūta)，然而，此一執取認知，是依因緣(pratītya)，
亦即此一執取認知，實為性空(śūnyatā)。
【釋義】
本頌長行說：
ਬฟ၇Ӑ(mṛga-tṛṣṇā)˷ޚ׳Ԡᥒ(svabhāvata)˷
ࣝץᐗ֖(pratītya-samutpanna)˷๊آ৯Ⴠ˹
ฟ၇ץᐗ˷߹ᠯ(viparīta)݃(darśana)˷
ᠯ݃ࢦ˷Գӏᦃᇻ(ayoniśomanaskāra)ץᐗ˷֖عঅಶ݅ץᐗ˹֖ع
ਬץᐗ֖˷߹فᥒ࢟˷অӓᄃࠏࣾየ˹
意思是，倘若在「陽炎」中，執取認知到水，以其有自性故非依緣而生。然
而，此一「以為陽炎有水」的執取認知，卻是依「陽炎」、依錯誤(viparīta)知見
(darśana)、及依不究竟認知(ayoniśo-manas-kāra)而有(udbhūta)，所以，是依緣而
起(pratītya-samutpanna)。既然是依緣而起，則其自性為空。就如龍樹之前所說的，
因為「因緣生」，所以是「空」，是「無自性」。因此，即便是在「陽炎喻」中，
論敵所主張必須存在的「取、能取、所取」，亦皆悉緣起，亦皆是空。同理，若
作為認知的「取、能取、所取」是無自性，則作為判斷的「遮、能遮、所遮」，

也是緣起，也是空；這就如同龍樹在「幻化喻」中所說明的那樣。對於龍樹而言，
實在論式的認知判斷理論，乃是以一切法的客觀實在為絕對預設，但龍樹否認了
這種客觀實在性，並以「一切法空」從其理論根本，解構了這種「存在的客觀實
在性」，不過是一種獨斷論式形上學的臆想，所以論敵的詰難對龍樹而言，是不
具效力的。

第六十七頌
【梵本】
yadi ca svabh˜vata× sy˜d gr˜ha× kastaÐ nivartayed gr˜ham /
þeÿeÿvapyeÿa vidhistasm˜deÿo’nup˜lambha× //
【毘譯】
ਬفޚᥒᇷ˷ٙҖோᒂఔ˷ᒬࢦְঅ˷অॽ༇ᅻ˹
【語譯】
且如果，此一執取認知以其自性存在(svabhāvatas)，怎麼能夠除卻
(nivartayet)此一執取認知呢？這道理(vidhi)，於其他所有方面也是一
樣，據此故無有詰難。
【釋義】
但對於論敵來說，他們藉由「陽炎喻」所想指出的是，即便吾人的認知是謬
誤的，而龍樹的陳述不過意在扭轉此一謬誤，但那謬誤的認知，以及用以駁斥謬
誤認知的否定，都必須存在；就如同論敵所主張的，否定作為判斷，必須是對存
在者的否定，而非對不存在者的否定。所以若要對「自性」有所否定，「自性」
就必須存在。
先前，我們曾提及論敵的「量」論，是以認知到客觀實在之對象物的真實質
性，作為判斷真偽的證準。正理學派以對象物為客觀實在，而吾人的認知作用
(jñāna)，作為一種意識，並無法作為一「純粹的意識」，而必須是「關於某物的
意識」141，亦即，必須是對於某客觀實在之對象物的意識。故論敵的「取(grāha)」
也不可能是一單純的執取認知，而必須是「關於某對象物的『取』」。同理，「遮
(pratiṣedha)」亦如此，不可能作為一「純粹的『遮』」
，而必須是「關於某對象物
的『遮』」。故不論是「取」或「遮」，皆和對象物的客觀實在，亦即，對象物的
「自性」，兩者無由分離，所以，論敵才會主張說，認知必須是對存在(sat)的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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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K. Matilal, The Navya-Nyāya Doctrine of Negation, p.6.

知，而否定也必須是對存在的否定。
然而，在本頌，龍樹的觀點正好與之相反。龍樹認為，正因為是不存在(a-sat)，
否定才具有意義，也才有否定的可能。故對於論敵以為「取、能取、所取」
，
「遮、
能遮、所遮」皆必須存在，龍樹認為這是大謬不然。因為，論敵「取、能取、所
取」
，
「遮、能遮、所遮」的存在，其實皆是以一切法的客觀實在為前提。但這個
「一切法是客觀實在」的前提，在龍樹對「量」論的批判中，已經指出其盲點所
在了。
故如同龍樹在本頌長行所說，「若對於水的認知執取，乃是以其自性存在，
則如何能將之除卻？因為，自性是無法被除卻的。」因而，吾人對於「自性有」
的錯誤執取認知，就像是在「陽炎」喻中，將浮動的熱空氣，錯誤的執取認知為
水，而以為水是真實的存在。倘若在「陽炎」中，果真客觀存在著水，而為吾人
所認知到，則旁人並無法藉由否定，去除卻當事者這種對於客觀存在的水的認
知，唯有當「水」的存在是一種虛妄不實的情境時，旁人的否定才能指出水的不
存在，並且使當事人理解到水並不真實存在於陽炎中的事實。
這也就是說，唯有當我們的認知是虛妄的時候，對於這種虛妄認知的駁斥，
方為可能；而並非如論敵所言，即便是虛妄的認知，以及對虛妄認知的否定，都
必須是真實存在。倘若「自性」真的存在，則對「自性有」的指正是全然不可能
且無意義的。

第六十八頌
【梵本】
etena hetvabh˜va× pratyukta× p¨rvameva sa samatv˜t /
m®gat®ÿõ˜d®ÿ÷˜ntavy˜v®ttividhau ya ukta× pr˜k //
【毘譯】
؟༇ץየࢦ˷ᄃࣾӅየน˷ҢଗӐየ߹˷ץն༾عየ˹
【語譯】
同樣據此，因的不存在(hetu-abhāva)，之前已答覆，在先前對「陽炎」
譬喻的拒斥方法中，已說明過了。
【釋義】
本偈回應第十七至十九頌。
先前，論敵以「一切法空」為「一切法不存在」，從本體論的角度，認為主
張「一切法空」
，則能使命題成立的「因」
，在「一切法空」此一命題底下，不僅

失去了能證的功能，亦自我矛盾地失去了其存在性。對此，龍樹的回應是，他已
經解釋過了，
「一切法空」是說一切法皆依緣而起，故無自性，無自性故「空」，
並不是指「一切法都不存在」的意思。所以論敵說，以「因」不存在，故「無因」，
則不能證成其「宗」，這是不對的。
此外，就論敵所提出的，
「因」以「一切法有自性」之故，而能證成其「宗」，
若「無自性」則不能證成；關於這點，龍樹的回應是，首先，因為在正理學派的
論證系統裡，無論是「宗」或是「因」，均作為一判斷句，表述了吾人對客觀存
在之對象真確認知的結果，故正理學派式的語言，其意義來自於與客觀實在之存
在者相符應，但這種以認識論之實體存在為前提，而將語言符應於實在的命題，
是龍樹不能同意的。所以，龍樹不同意五支作法中的「宗」，亦不能同意同為五
支作法中的「因」。
其次，又因為正理學派式的判斷，是源於對存在實體的認知，如論敵主張任
何一個否定判斷的產生，都必須承認「取、能取、所取」
，
「遮、能遮、所遮」的
存在。但其實，無論是肯定或否定判斷，正理學派都將宣稱這六種的存在之必要
性，因為「取、能取、所取」，正是關於對於客觀實在對象的認知，而「遮、能
遮、所遮」，正是表述認知情境的判斷，亦即，無論是肯定或否定命題，以「自
性有」為根本預設的認知和判斷都必須存在。
更進一步說，先前論敵主張，「否定」必須是對存在的否定，而不能夠是對
不存在的否定，若要更精確來說，不僅是否定判斷，肯定判斷亦然，對於正理學
派而言，凡判斷均是對存在的(sat)判斷，而不能夠是對不存在的(asat)判斷，但對
於龍樹而言，這種認知判斷的理論，是建築在「自性有」的基礎之上，然而龍樹
在先前對論敵「量」論的證謬，以及在第六十七頌對「取、能取、所取」
，
「遮、
能遮、所遮」的批判中，已經明白展現了他對正理學派此種認知判斷論的反對，
故對於作為正理學派式的、在五支作法中具有能證之功能性，本身亦是一認知判
斷句的「因」，亦不可能認同 14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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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個人傾向於從認知判斷的角度來理解龍樹對於論敵指責他「無因(hetu-abhāva)」的回應，
但K. Bhattacharya卻抱持與此相左的看法。他在本頌英譯之注釋中指出，因為並未有「宗」
，故亦
不需「因」與以證成。所以龍樹不須提具自己的命題，因為其所表達的，原本是不可表詮的東西，
是以龍樹所應採行之最好的論證方法，便是隨順論敵的論述並藉此呈現出論敵命題的自相矛盾。
故就這點而言，K. Bhattacharya認為龍樹應是個「應成論者(prāsaṅgika)」，而非如其後的清辨那
樣是個「自立論者(svātantrika)」。
對於 K. Bhattacharya 的意見，個人的看法是，誠然，再在龍樹答覆論敵的五十句偈頌後半部分，
其論證手法確實明顯偏向於應成證法，但在其回應部分前半的第三十頌以前，龍樹的態度就絕非
是純然消極的歸謬論證；正好相反的，他非常積極地說明「一切法空」的原因何在，並再三舉例
佐證。再者，倘若只是因為「宗無」以致使龍樹可以不須為自己的意見提具原因，那先前龍樹又
何必再三強調他之所以說「一切法空」是「因為一切法因緣生」呢？據此，我以為 K. Bhattacharya
在此是忽略了作為實在論式之認知判斷句的「宗」與單純作為表意口語時的「主張」兩者間的差
別，而這個差別在本論之中其實早已為龍樹所意識到了。故 K. Bhattacharya 就此認定龍樹是「應
成論者」這樣的觀點，恐怕稍嫌輕忽武斷。

第六十九頌
【梵本】
yastraik˜lye hetu× pratyukta× p¨rvameva sa samatv˜t /
traik˜lyapratihetuþca þ¨nyat˜v˜din˜Ð pr˜pta× //
【毘譯】
ਬየҢଗࣾ˷ץঅն༾˷অҢଗ˷ץኹየ࢟৯ᘋ˹
【語譯】
同樣據此，三時中(traikālya)的因，之前已說明過，而對「三時」的反
論理由，為「空性」的教理(śūnyatā-vādin)所獲致。
【釋義】
本偈回應第二十頌。在第二十頌，論敵以「遮」與「所遮」的「三時不成」，
質疑龍樹的「遮一切法自性」不能成立。對此，龍樹的回應是──
ya eva hetustraikālye pratiṣedhavācī sa uktottaraḥ pratyavagantavyaḥ
/ kasmāt / sādhyasamatvāt /
「因(hetu)」在三時中，其否定陳述，先前已有回答，應被理解。
為什麼？因為「因同所成」(sādhyasamatva)。
毘譯：
ਬᒂץ؟Ңଗ݅ዢ˷׆؟Ӆགྷ˷ᘋঅ࢘˷
ٙԳॽ˾ץն༾ॽ˹
tathā hi tvadvacanena pratiṣedhastraikālye’nupapannapratiṣedhavatsa
pratiṣedhyo’pi /
tasmāt pratiṣedhapratiṣedhye ‘sati yadbhavān manyate pratiṣedhaḥ
pratiṣiddha iti tanna /
如此一來，因為，藉由你的言語陳述，在三時中，否定是不可能的；就
如同否定的不可能，被否定者亦然。
據此，不存在著否定與被否定者。閣下認為，否定被否定了，那是不對
的。
毘譯：
ᒂҢଗ߹ӏ৯ᘋ˷߹ዢְתᒂࠏᒂӐ
ਬآ၃ᖒ˷༇ᒂࠏᒂ༎ॽಶᒂ˷Ӆᒂน˹
yastrikālapratiṣedhavācī hetureṣa eva śūnyatāvādināṃ prāptaḥ
sarvabhāvasvabhāvapratiṣedhakatvān na bhavataḥ /
athavā kathametaduktottaram /

三時的否定陳述「因」，為空性之教理所獲致，
那是因為對一切法自性的否定，而不是因為閣下。
又或者，此答覆如下所說：
毘譯：
؟Ңଗץኹየ࢟Җ݅ዢ৯ᘋ˷
ҡӖٙ˷׆Ӆየน˷˽݅⇨מ
龍樹於此續引第六十三頌「༇ؙԂࢅ˷অॽӏᒂ˷অآ༇൞˷ࡌᔌع
ᠧ」再加說明──
iti pratyuktam / atha manyase triṣvapi kāleṣu pratiṣedhaḥ siddhaḥ
dṛṣṭaḥ pūrvakālīno’pi hetuḥ uttarakālīno’pi yugapatkālīno’pi hetuḥ
tatra pūrvakālīno heturyathā pitā putrasya paścātkālīno yathā śiṣya
ācāryasya yugapatkālīno yathā pradīpaḥ prakāśasyetyatra brūmaḥ /
如上所述。若你認為，在三時中，「否定」成立，則可見前時因、後時
因、俱時因。如此一來，前時因就如同子之父，後時因就如同師之弟子，
俱時因就如光照之燈；對此，我說：
毘譯：
ਬآᖒ˷Ңଗᒂ؎˷݃ࣾଗ݃˷ץक़ଗં݃˷ץଗࣾ߹˷ץଗץԣ
Һ˷क़ଗ˷ࢦץ૦ۏҺ˷ંଗ˷ࢦץᔬԳ࠷˹؟ӡየ˷
na caitadevam / uktā hyetasmin krame trayaḥ pūrvadoṣāḥ /
api ca yadyevam pratiṣedhasadbhāvastvayābhyupagamyate
pratijñāhāniśca te bhavati /
etena krameṇa svabhāvapratiṣedho’pi siddhaḥ /
但這並非如此。因為，已於此一方法中說明，先前三種過失，
更何況，若果真如此，則否定的確實存在(pratiṣedha-sadbhāva)，由你所
獲致，則你的「宗」壞失(pratijñā-hāni)。
藉由此一方法，自性的否定也就成立。
毘譯：
؟ӏঅࣾየҢኂ˷߹ҢኂӐҎҎؙҢኂᅻի˷
ࣾ؟Ӆየ˷؞ආᒂ˷ߕ֨آիঅ༾فᥒᒂ؎˹
首先，龍樹回應，論敵以「無因相似」
，質疑龍樹「一切法無自性」
，作為一
種「遮(pratiṣedha)」
，亦即，
「否定」
，則因為能遮與所遮的「三時不成」
，故龍樹
的否定判斷「一切法空」無效，而論敵的「一切法有自性」成立；若然如此，則
論敵就有「因同所成」的謬誤。
在第二十八頌，提到所謂的「因同所成」，乃是指在論證中，能證與所證同
一，則論敵以「無因相似」進行反論的論證，亦是同樣的情況──
能證之理由：(以「無因相似」的緣故) 無有「否定」。

所證之結果：(所以龍樹「一切法空」) 無有「否定」。
亦即，論敵的論證，是「因為無遮，所以無遮」
，這明顯的是一「丐題謬誤」，
而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發現，論敵在主張龍樹的「遮」不成的同時，也將導致
論敵自身對龍樹的「遮」亦不成。故當論敵以龍樹「一切法無自性」的能遮與所
遮俱不成，同時，論敵對於龍樹的否定，也是能遮與所遮不成。故論敵若以「無
因相似」主張龍樹「遮」之不成，勢將陷入自己所構出的論證陷阱。
龍樹又假設，倘若論敵在龍樹反駁他們以「無因相似」論「遮一切法自性」
不成後，復又頑強主張說，同理可證，則龍樹以「因同所成」對他們的「否定」
所做出的「否定」，也同樣不成立。對此，龍樹的回應是，他用以否定論敵「無
因相似」的那個理由，如同他自己一貫主張的那樣，亦是因為「空性」而成，也
就是，對於龍樹來說，「能證」也是一種依緣起而有，故空無自性。
所以，論敵的「無因相似」僅僅對實在論者的論證體系造成影響，但對於主張「空
性」者，以「無因相似」說「遮不成」，並不構成問題。
在第二階段的論述中，龍樹假設，若論敵改而主張，在「三時」中，「因」
成立故「否定」成立，如父生子故「前時因」成立、如弟子拜師故「後時因」成
立、如燈火明故「同時因」成立；但龍樹認為並非如此。就「同時因」的火明喻，
龍樹在第三十三至第三十九頌，已以「到、不到相似」進行論破。而「前時因」
與「後時因」，龍樹在第四十一至五十頌，已經藉由對「量」的批判，以及「父
子喻」的提出，指出「前時因」與「後時因」的無法成立。故以「無因相似」之
故，「否定」仍就不能成立。
再者，倘若論敵真的改而主張「因」在「三時」中成立，所以「否定」成立，
則一方面與其先前所主張之命題「遮不成」全然相悖，亦即，犯有《正理經》5.2.2
中的負處「壞宗(pratijñāhāni)」(見第二頌注釋)，另一方面，又因為「否定」成立，
故論敵原先所批判龍樹的「遮一切法自性」也就成立。
先前在第五十頌中，我們曾提及，龍樹以類似於「無因相似」的「父子喻」，
指出論敵「量與所量交相成」的謬誤，但在本頌長行前半，龍樹又反對論敵以「無
因相似」對之進行論難的效力，則究竟龍樹是否承認「無因相似」的效力呢？
單就本頌長行後半的內容，龍樹顯然是同意「無因相似」的，然而，我相信，
這樣的同意，乃是一種論辯方法上的「應成」
。就如同龍樹在本頌長行前半所言，
即便是「因」，也是緣起，空無自性，其「因」的能證性，是由「空性」的教理
所賦予的。就如我們在第二十二頌中所解釋的，對龍樹而言，「語言」不過是一
種約定俗成，其意義來自於日常生活的使用，而不是如正理學派所主張的那樣，
意義是來自其能表述客觀實在界的結構。並且，在第二十八頌中，龍樹也曾說道：
「非不借助約定俗成的世俗真理(vyavahāra-satya)…方能使我們如此宣說
(kathayāmas)──『一切法空』
。」這意味著，在龍樹那裡，無論是「無因相似」、
或「因同所成」
、或「常住相似」
、或「到、不到相似」等種種論難方法，不過是
用以宣說「一切法空」的工具。並且，龍樹也明確的展現出這些論難，唯有在我
們依循論敵的思考模式而毫無反省意識時，才能成其效用。也就是說，在「一切

法有自性」的理論體系底下，這些論難法確實發揮了反論的強大效力，然而，就
「一切法空」的角度而言，這些論難根本是無由成立的，是論敵的「ࡌᔌعᠧ」
。
並且，更積極來說，龍樹正是藉著這些論難方式的使用，指出吾人理性的二律悖
反，以此突顯出吾人的邏輯法則與語言規範的侷限性。而更重要的是，即便在反
應出邏輯法則與語言規範之自相矛盾的同時，龍樹也很好的展現了我們日常語言
「能說」的價值。

第七十頌
【梵本】
prabhavati ca þ¨nyateyaÐ yasya prabhavanti tasya sarv˜rth˜×/
prabhavati na tasya kiÐcinna prabhavati þ¨nyat˜ yasya //
【毘譯】
ਬҖ࣡࠰࢟˷߹Җ࣡Ҏӭ˷ਬҖӏ࣡࢟˷߹ӏ࣡Ҏӭ˹
【語譯】
空性(śūnyatā)開顯(prabhavati)，一切對象(sarvārtha)也就開顯，空性不
開顯，也就沒有任何東西開顯。
【釋義】
在本論最後，龍樹強烈地肯定了「空性」的價值，不僅在於吾人生活之所在
的日常世間，亦在於證悟解脫的宗教目的論。龍樹重申，「空性」絕非如論敵所
攻擊的那樣，會「壞世間一切法」
，正好相反的，
「空性」才是一切法的真實樣態
與意義根源，如其長行所說──
yasya śūnyateyaṃ prabhavati tasya sarvārthā laukikalokottarāḥ
prabhavanti / kiṃ kāraṇaṃ /
毘譯：
若人信(prabhavati)空(śūnyatā)，彼人則信一切世間、出世間法(sarvārthā
laukikalokottarāḥ)。何以故？
yasya hi śūnyatā prabhavati tasya pratītyasamutpādaḥ prabhavati /
毘譯：
若人信空，則信因緣和合而生(pratītyasamutpāda)。
yasya pratītyasamutpādaḥ prabhavati tasya catvāryāryasatyāni
prabhavanti /

毘譯：
若信因緣和合而生，則信四諦。
yasya catvāryāryasatyāni prabhavanti tasya śrāmaṇyaphalāni
prabhavanti sarvaviśeṣādhigamāḥ prabhavanti /
毘譯：
若信四諦，彼人則信一切勝證(viśeṣādhigama)。
yasya sarvaviśeṣādhigamāḥ prabhavanti
tasya trīṇi ratnāni buddhadharmasaṃghāḥ prabhavanti /
毘譯：
若人能信一切勝證，則信三寶謂佛法僧。
yasya pratītyasamutpādaḥ prabhavati tasya dharmo
dharmaheturdharmaphalaṃ ca prabhavanti
tasyādharmo’dharmaheturadharmaphalaṃ ca prabhavanti /
毘譯：
若信因緣和合而生，彼人則信法因(dharmahetu)法果(dharmaphala)。
若人能信法因法果，彼人則信非法因果。
yasya dharmādharmau dharmādharmahetū dharmādharmaphale ca
prabhavanti /
毘譯：
若人能信法因法果，信非法因，信非法果，
tasya kleśaḥ kleśasamudayaḥ kleśavastūni ca prabhavanti /
毘譯：
則信煩惱(kleśa)、煩惱和合(kleśasamudaya)、煩惱法物(kleśavastūni)。
yasyaitatsarvaṃ prabhavati pūrvoktaṃ tasya sugatidurgativyavasthā
sugatidurgatigamanaṃ sugatidurgatigāmī mārgaḥ
sugatidurgativyatikramaṇaṃ sugatidurgativyatikramopāyaḥ
sarvasaṃvyavahārāśca laukikā vyavasthāpitāḥ /
svayamadhigantavyā anayā diśā kiṃcicchakyaṃ vacanenopadeṣṭumiti/
毘譯：
彼人如是一切皆信。如是前說，彼人則信善行惡行。若人能信善行惡行，
彼人則信善惡行法。若人能信善惡行法，則知方便過三惡道 14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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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段毘譯與梵本略有出入。梵本為「彼人如是一切皆信。如是前說，彼人則信善惡分位
(sugatidurgativyavasthā)，善行惡行(sugatidurgatigamanaṃ)，善行惡行道(sugatidurgatigāmī
mārgaḥ)，過此善行惡行之行(sugatidurgativyatikramaṇaṃ)，過此善行惡行之方便
(sugatidurgativyatikramopāyaḥ)。」

彼人如是能信一切世間諸法，
如是無量不可說盡 144 。
yaḥ śūnyatāṃ pratītyasamutpādaṃ madhyamāṃ pratipadaṃ ca /
ekārthāṃ nijagāda praṇamāmi tamapratimabuddham //
毘譯：
࢟فᥒץᐗ˷ҢҎӐᅳየ˹ᜟޱ߹˷༇ҥҸຸ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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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段梵本意為「以及，一切世間約定俗成成立。這些都能循此方向──藉由語言，當中的一
部分能被教示而得致──而為吾人自己，對之個個理解知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