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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言】 
一 所謂「印度六派哲學」 

    西元後一世紀左右，婆羅門學者之間各種學派競相興起；直到

西元五世紀左右，婆羅門各派體系的完成告一段落，也就是所謂「印

度六派哲學」的成立。六派哲學為：1 數論 Samkhya 2 瑜伽 Yoga

 3 吠檀多 Vedanta  4 彌曼沙  Mimamsa  5 正理 Nyaya  6 勝論 

Vaiwesika。這六派通常又可分為：〔1 和 2〕、〔3 和 4〕、〔5 和 6〕的三

組。每一組的兩學派之間關係非常密切。數論哲學是瑜伽學派的理

論基礎，它給予重視行法的瑜伽學派理論上的支持作用。吠檀多和

彌曼沙雖然在哲學思考方法上是相異的，但重視吠陀傳統等共通點

頗多。正理是論理‧邏輯學派，勝論學派以自然哲學為主，兩者為

姐妹學派，十一至十二世紀以後統合為一學派。 

但若從哲學的觀點來加以區別，六派則可分為兩組：〔1 到 3〕

為一組；〔4 到 6〕為另一組。也就是說，數論、瑜伽、吠檀多前三

學派，為印度式的唯名論。相對地，彌曼沙（特別是後期）和最後

兩學派（正理及勝論）則可屬於印度式的實在論。
1  

 

二 實在論的〔勝論與正理學派〕 

                                                 
1 參見﹝立川武藏 1992：76-78﹞ 

36  正觀雜誌第五十一期/二 ΟΟ 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如前所述，印度式的實在論有彌曼沙（特別是後期）和正理及

勝論學派。正理以論理‧邏輯見長，勝論學派以自然哲學為主，兩

派後來合為姐妹學派。 

勝論學派的根本經典為迦那陀（Kanada）所著的《勝論經》

（Vaiwesika-sutra），約成立於紀元二世紀。但此經典和其他學派的

經典一樣，是老師在教弟子的日課中，加以條目編集而成的，需要

加上老師的說明才可能理解。紀元五世紀後半的布樂沙斯巴得

（Prawaspada）把《勝論經》的內容重新加以構成，然後加上說明而

著有《句義特質的綱要》（Padartha-dharma-samgraha）。 

在《勝論經》或《句義特質的綱要》中，為了說明世界的構造，

首先設定世界有六個範疇（漢譯為「句義」)，也就是實體、屬性、

運動、普遍、殊別、以及內屬關係。勝論學派認為屬性與實體之間

有嚴密的區別，在這前提之上來解明世界構造。但較之於《勝論經》, 

勝論學派的人似乎更重視《句義特質的綱要》。後世，有許多對此書

的注釋，十一世紀吳德亞納（Udayana）所作的《光之環》（Kiranavali）

為其中的代表作。2 

另一方面，正理學派的根本經典為喬達摩(Gautama)所著《正理

經》（現在形態的經典為紀元後二世紀前後到四世紀所編纂）。和

勝論學派不同，正理學派對於世界構造設定有十六個範疇。但隨著

                                                 
2 《Kiranavali》意譯為「光之環」，此書無漢譯本，相關研究有 Musashi 

Tachikawa ：The Structure of the World in Udayana’s Realism.  Studies of 

Classical India 4. 1981. 作者立川武藏以此書取得美國哈佛大學的印度

哲學博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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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的推移，正理學派偏重於認識及認識手段的探討，而發展出獨

自的認識論及論理學。而且《正理經》以後的註釋家幾乎都為了回

應來自彌曼沙學派與佛教徒——如龍樹、陳那、法稱的批判而著作，

直到佛教在印度滅亡，正理學派和佛教論師幾乎互相成了主要的辯

論對手，也因此正理學派在論理學方面得到特別的發展。 

 

三 從〔正理學派〕到〔新正理學派〕 

    正理學派在認識論及論理學的發展過程中，對於形上學的範疇

考察，似乎轉移到依附勝論學派的看法。另一方面，勝論學派雖然

本來也有自己的論理學，但也逐漸受到正理學派的影響。不過，這

些轉變痕跡目前似已不得明確的考察。 

佛教學者的著作中，以十四世紀的甘給夏（Gavgewa 「恆河之

主」之意）著有“Tattvacintamani”(「真理的如意寶珠」之意)）為

分際點，在甘給夏之前稱為「古因明」；甘給夏之後稱為「新因明」；

「新因明」就是指「新正理學派」。但近代學者的研究認為在甘給夏

之前，就已有合併的跡象，更明確指出十一世紀的吳德亞納的注釋

書可說已是新正理學派的準備 。
3
 

吳德亞納的《光之環》一書中，在原先的六個範疇之外，增加

第七範疇——「非存在」（abhava,無），視「非存在」為一獨立的範

疇予以承認。但不論是吳德亞納或布樂沙斯巴得，都未見有兩學派

學說的整合。 

兩學派的整合方式有兩種。第一種是站在勝論學派的立場，首

                                                 
3 〔宇野 1980：2 〕指出 Dineshchandra 、Bhattacarya、Matilal 等學者認

為新正理學派可以追遡到更早的吳德亞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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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舉出七種範疇，依序加以說明，然後在七範疇之一的「屬性」（guna）

當中，插入正理學派的論理學說。怎麼插入的呢？因為「屬性」有

二十四個，就在其中的第十六「認識」（ 覺，buddhi）一項下展開

有關認知手段的詳細討論，在這裡全面採用正理學派的論理學說。

等這一套論說結束之後，再回到「屬性」的第十七「快樂」（sukha）

繼續解說。如此來進行勝論與正理兩學派的學說整合。採用這種方

法 的 著 作 有 “ Nyayasara ”  (Bhasarvajba 作 ,950?A.D.) 、

“ Saptapadarthi ” ( Wivaditya 作 ,12 世 紀 ) 、 “ Nyayalilavati ” 

( Wrivallabha 作,12 世紀)、“Bhasapariccheda”及自註( Viwvanatha 作, 

17 世紀)等。
4
 

還有一種兩學派的學說整合方式。為站在正理學派的立場，在

「被認識的對象」（所量，prameya）的說明當中放入勝論學派的世

界構造。採用這種方法的著作有“Tarkabhasa” (Kewavamiwra 作，12

世紀中葉)、“Tarkikaraksa”(Varadaraja 作，12 世紀)等。 

    總之，兩學派逐漸合併為姐妹學派， 而被稱為「正理‧勝論學

派」( Nyaya- vaiwesika)或「新正理學派」( Navya-nyaya )。 

 

四 阿南巴達的《論理學綱要》與新正理學派 

本文的譯註為十七世紀的阿南巴達(Annambhatta ) 所作《論理學

綱要》（Tarkasamgraha）。
5
此書承繼新正理學派的教說，也是以七範

                                                 
4 參見〔宇野 1980：3 〕 
5 《論理學綱要》（Tarkasamgraha）一書是我在 1988 年留學日本國立名古

屋大學的第一年，先在印度哲學研究系所當「研究生」（相當中文的「旁

聽生」），指導教授立川武藏交待當時的助教──也是老師的學生，剛從

印度普那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的和田壽弘先生，以一對一的方式私下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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疇建立世界構圖，將正理學派的認識論融入勝論學派的存在論中。

由於新正理學派越往後發展，越傾向繁瑣難解，阿南巴達為了要避

開使用難解的術語表達，因而著作《論理學綱要》一書，以及自注

“Tarkadipika”（暫譯《論理學灯論》）。也因此，本書及自注不管

在印度或印度以外的其他國家（如日本），都是今日理解正理．勝論

學派的一本著名的入門教材。 

全書由81段頌文所組成，第1段為「歸敬頌」，第2頌至33頌說

明七種範疇。七種範疇為實體 (dravya，實)、屬性(guna，德)、運

動(karman，業)、普遍(samaya，同)、殊別(viwesa，異)、內屬關係

(samavaya，和合)以及無(abhava)。有關世界構造 (亦即存在論) 的

陳述多集中在前33頌，第33頌以後則屬認識論、論理學的說明。 

本文以《論理學綱要》（Tarkasamgraha）的翻譯為主。註解不多，

只盼能讓讀者一窺新正理學派的大致內容。至於阿南巴達的自

註——“Tarkadipika”的翻譯則有俟他日。 

                                                                                                        
授課。除了加強我的梵文學習，一方面也開啟我對印度論理學的認知。

隔年，和田老師受聘為副教授，開課當中的一門就是這本《論理學綱要》

的原典閱讀，而我也通過考試，正式成為「院生」，當然選修了這門課。 

    在我留學名古屋大學的六年當中，這門課和田副教授一共開過三次，

我每次都有幸參與。和田老師的親切耐心、幽默機智加上幾分毒辣的教

學風格，使得這門原本應該蠻枯燥的印度論理學課卻成了我發問最頻

繁，同時也是獲益最多的課程之一。回國之後，忝列中華佛學研究所的

兼任教席，第一年開的課就是《論理學綱要》的梵文原典導讀。本文的

原典翻譯大多得自和田老師課堂上的教授，在此致上無限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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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梵文/現代語譯及註】 

 

〔凡例 〕   

1本譯文的底本為阿南巴達 (Annambhatta)所作： 

Tarkasamgraha Edited with the author’s Tarkadipika and the 

Nyayabodhini by Yashwant Vasudev athalye and Madhav Rajaram Bodas. 

Bombay Sanskrit and Prakrit Series 55, Poona：Bhandarkar Oriental 

Research Insitutte.India.1988 (first edition 1974). 

2為方便讀者搜尋，譯者參考其他英、日譯本，在每一段開頭下一

標題，點出每段的主題內容。 

3 譯文當中，為補足文意所做的增譯以〔〕表示；若為同義的說明，

則以〈〉表示。 

4 本譯文盡可能採現代語譯，同時針對專有名詞則在該語詞第一次

出現時，附上漢譯的名稱。 

5 注說中引用的梵文羅馬字因為與中文區別度高，一律不加標點。 

 

 

（1） 歸敬頌6 

nidhaya  hrdi  Viwvewam  vidhaya  guruvandanam / 

  balanam  sukhabodhaya  kriyate  Tarkasamgraha / /  h  

 我在心裡念著神，敬禮導師（guru）。 

                                                 
6歸敬頌為 mavgala 的譯詞，印度人造經習慣上在經首會先以此類似頌文開

頭，表達為何、為誰造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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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使初學者(bala)
7
容易理解的緣故，作出了《論理集要》這本書。 

 

（2）範疇（句義, padartha）8 

dravya-guna-karma-samaya-viwesa-samavayabhavah sapta  

padarthah9/ /  

 範疇有七種：實體、屬性、運動、普遍、殊別、內屬關係、無。 

 

（3）實體（dravya,實） 

     tatra dravyani prthivy-ap-tejo-vayv- akawa-kala-dig-atmanamsi  

navaiva// 

    在這[七個範疇]當中，實體為地、水、火、風、虛空、時間、

空間、自我、意，不多不少就這九種。 

 

（4）屬性（guna, 德） 

rupa-rasa-gandha-sparwa-sajkhya- parimana- prthaktva-sajyoga- 

vibhaga-paratvaparatva-gurutva-dravatva-sneha-wabda-buddhi-sukha-      

                                                 
7 balａ為「小孩、未成熟者、無知者」等意，此處筆者譯做「初學者」。 
8 此標題的「範疇」為現代語譯，括符內的「句義」為漢譯。以下亦同。 
9padartha 一詞，參考英、日、德譯，譯作「範疇」，但最近〔立川 2006:125-126〕

則作「原理」，意思似乎更為明確。但考慮到讀者的熟悉度，目前仍先

譯為「範疇」。 

 Padartha 漢譯為「句義」，pada 意指「言語」，artha 為「意義」。就字

面而言，padartha指「 言語的對象、意義」，相當於現代哲學所謂的「範

疇」之意。七範疇的前六範疇(六句義)在慧月（6c.）的《勝宗十句義論》

裏，漢譯作「 實、德、業、同、異、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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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hkheccha- dvesa-prayatna-dharmadharma-sajskaraw 

caturvimsati-gu / /nah  

二十四種屬性為：1 顏色、2 味道、3 氣味、4 觸感、5 數、6 量

度、7 差異性、8 結合、9 分離、10 遠在性、11.近在性、12.重力、

13.流動性、14.黏著性、 15.音聲、16.認識、17.快樂、18.苦痛、19.

欲求、20.嫌惡、21. 努力、22.功效、23.非功效、24.潛在印象（慣性） 

 

（5）運動（karman,業） 

utksepanavaksepanakubcana-prasarana-gamanani  pabca  karmani 

// 

運動有五類：上拋、下丟、彎曲、伸長、行進（包含回轉動作）。 

 

（6）普遍（samanya,同）10 

paramaparam ceti dvividham samanyam // 

普遍有上位者和下位者這兩種。
11
 

 

                                                 
10 Samanya 此處沿用近代日本學者的譯詞，譯為「普遍」，漢譯作「同」。 

 「普遍」與「殊別」在勝論學派中列屬「範疇」；但其他學派，如耆那教

就曾針對這點做過批評，認為應當歸為「屬性」即可。見〔上田 2008：

p.262-265〕 
11 假設此處有三隻牛，分別為牛 1、牛 2、牛 3。三隻牛的普遍性稱為「牛

性」。另外，有牛、馬、樹，其普遍性各自為「牛性」、「馬性」、「樹性」。

但「牛性、馬性、樹性」又有其普遍性，可稱為「實體性」。因此，相對

之下，「牛性、馬性、樹性」屬於「下位的普遍」（存在領域窄的）；整體

的「實體性」則屬於「上位的普遍」（存在領域寬的）。 



阿南巴達《論理學綱要》譯註  43 
 
 

 

（7）殊別（ viwesa, 異）12 

nityadravyavrttayo viwesastvananta eva// 

但是，殊別則是存在於常住的實體當中者，而且有無數個
13
。 

 

（8）內屬關係（samavaya, 和合） 

samavayas tv eka  eva//                

內屬關係只有一種
14
。 

 

（9）無（abhava） 

abhava  w caturvidhah pragabhavah  

pradhvamsabhavo’tyantabhavo’nyonyabhava  w ceti// 

非存在（無）有四種：所謂未生無、己滅無、恒常無和 相互無。 

 

（10）地(prthivi)  

                                                 
12 viwesa 此處譯為「殊別」，漢譯作「異」，日譯作「特殊」。 
13若問: 完全相同的A原子與B原子有什麼不同而為「A原子」與「B原子」?

一般的回答或許會說:兩者所據有的空間不同；但正理學人（Naiyaikas）

的想法卻是:因為有「殊別」（viwesa）這個性質存在的緣故，兩者才有

不同之處。 

14 samavaya (內屬關係)與屬性之一的 samyoga (結合)雖然都有「和合」之

意，但其和合情況有所不同。 ‘samyoga’是指如「書在桌上」，桌子

和書的結合 可以分離；但‘samavaya’則指如「白紙」，白色和紙不可

分離。另外，「內屬關係」到了新正理學派(Navya-Nyaya)後期改為「多

數」，不是「只有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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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ndhavati  prthivi / sa  dvividha  nityanitya  ca / nitya  

paramanurupa / anitya  karyarup /a   punas trividha  

warirendriyavisayabhedat /  wariramasmadadinam / indriyam    

gandhagrahakam  ghranam  nasagravarti / visayo   

mrtpasanadi / /h  

地是具有氣味（gandhavat）的東西
15
。它（地）有兩種：常住的

〔地〕和無常的〔地〕。常住的〔地〕是指有原子形狀的東西；無常

的地是指有結果形態的東西。〔無常的地〕又因為身體（warira）、感

官（indriya） 和〔感覺〕對象（visaya）的不同，而可分為三種。 

身體（warira）是「我們」等的東西，感官（indriya）是聞氣味

的東西；它是嗅覺器官，存在鼻子的先端。對象「感覺」（visaya）

有泥土、砂石等。 

 

（11）水（apas） 

witasparwavatya  apa /h   ta  dvividhah  nitya  anity  aw ca / nityah 

paramanurupah / anityah  karyarupah / punas trividhah 

warirendriyavisayabhedat /  wariram  varunaloke / indriyam 

rasagrahakam  rasanam  jihvagravarti / visayah  

                                                 
15 第10頌到13頌說明地、水、火、風四種實體。說明方式大致以下列四個

步驟進行： 1 先給每個實體下一定義。 2 每一實體都有常住的和無常

的部分。 3 常住的部分指構成要素的最小單位，也就是原子。 4 無常

的部分再依身體(warira)、感官(indriya)和感覺對象(visaya)的不同分為三或

四種。又，「地」的定義為「具有氣味（gandhavat）的東西」，不禁令

人莞爾，不愧是印度式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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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it-samudradi / /h  

水（ap，apas）是具有涼涼的觸感的東西。它（水）有兩種：

常住的與無常的。常住的〔水〕是有原子形狀的東西；無常的〔水〕

是指有結果形態的東西。〔無常的水〕又因為身體、感官、感覺對象

的不同，而可分為三種。 

身體是在水神的世界裡（水界）；感官是嘗味的東西，它是味覺

器官，在舌頭的先端；感覺對象有河、海等。 

 

（12）火（tejas） 

usnasparwavat tejah / tad dvividham  nityam anityam  ca / nityam 

paramanurupam / anityam  karyarupam / punas trividham  

warirendriyavisayabhedat / wariramadityaloke/  indriyam  

rupagrahakam caksuh  krsnataragravarti / visayawcaturvidha  h  

bhaumadivyaudaryakarajabhedat / bhaumam  vahnya-dikam / 

abindhanam  divyam  vidyudadi / bhuktasya  parinamahetur 

audaryam/ akarajam  suvarnadi// 

火（tejas）是具有暖熱【等】觸感的東西。它（火）有兩種；

常住的與無常的。常住的〔火〕是有原子形態的東西；無常的〔火〕

是指有結果形態的東西。〔無常的火〕又因為身體、感官、感覺對象

的不同，而可分為三種。身體是在太陽的世界裡；感覺器官是執取

色的東西，它是視覺器官，在瞳孔的先端；對象因和地有關的、和

天有關的、和胃有關的、和礦山有關的不同，分為四種： 

1 和地有關的東西是指火等之類的； 

2 和天有關的東西是指以水為燃料的東西，如電光等； 

3 和胃有關的東西是指食物的變化（消化）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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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和礦山有關的東西是指黃金等東西。 

 

（13）風 (vayu) 

ruparahitasparwavan vayu /h   sa  dvividho  nityo’nitya  w ca / 

nityah paramanurupah / anityah  karyarupa /h   punas trividhah  

warirendriyavisayabhedat / wariram  vayuloke // indriyam 

sparwagrahakam tvak  sarvawariravarti  visayo  

vrksadikampanahetuh // 

wariranta  h samcari  vayuh  pranah/ sa  caiko’py upadhibhedat 

pranapanadisamjbam  labhate// 

風是具有無形色觸感的東西。它有兩種：常住的無常的。身體

在風的世界裡；感官是執取觸感東西，是接觸器官（皮膚），存於全

身之上；對象是搖動樹木之類的原因。 

在身體內部移動的風是氣息（呼吸），而且它（氣息）雖然只有

一個，卻因性質、情況（upadhi）的不同，而有呼氣（prana）、吸氣

（aprana）等名稱。 

 

（14）虛空(akawa，空，) 

wabdagunam  akawam / tac caikam  vibhu  nityam  ca //  

虛空是以音聲為屬性的東西；它是唯一的、是遍在的、而且是

常住的。 

 

（15）時間(kala，時) 

atitadivyavaharahetuh  kala /h   sa  caiko  vibhur nitya  w ca// 

所謂「時間」是過去〔現在、未來〕等言語表現的原因。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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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的、遍在的、常住的。 

 

（16）空間(dis，方)  

pracyadivyavaharahetur dik / sa  caika  vibhvi  nitya  ca// 

所謂「空間」是東〔西、南、北〕等言語表現的原因。它是唯

一的、遍在的、常住的。 

 

（17）自我(atman，我)  

jbanadhikayanam  atma / sa  dvividhah  paramatma  jivatma ca/ 

tatrewvarah  sarvajbah  paramatmaik   a eva / jivatma  

pratiwariram bhinno  vibhur nityaw ca// 

自我（atman，阿德曼）是知識的基體。它有兩種：最高的自我

（paramatman）和個別的自我（jivatman）。 

在這〔兩種〕當中，最高的自我是自在神（iwvara），是一切智

者，是唯一的。個別的自我是存在於各個不同的身體，是遍在且永

遠的。 

 

（18）意(manas)  

sukhadyupalabdhisadhana  m indriya  m mana /h  tac ca 

pratyatmaniyatatvad anantam  paramanurupam  nityam  ca// 

意（manas）是達成樂等認識的感官（手段）。此外，它和各個

自我結合的緣故，所以是無數的。它具有原子的形態，而且是常住

的。 

 

（19）顏色(rupa，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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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ksurmatragrahyo  guno  rupam / tac ca  

wuklanilapitaraktaharitakapiwacitrabhedat  saptavidham  

prthivijalatejovrtti /tatra  prtnivyam  saptavidham / abhasvara  

wuklam  jale / bhasvarawuklam  tejasi// 

「顏色」是只被眼所執取的屬性。由於白（wukla）、青（nila）、

黃（pita）、紅（rakta）、綠（harita）、褐（kapiwa）、雜色（citra）的

不同，而有七種。存在於地、水、火之中。 

在這〔地、水、火三種〕當中，在地當中的有七種〔色〕。在水

之中的是沒有光彩的白色。在火當中的是有光彩的白色。 

 

（20）味道(rasa，味)  

rasanagrahyo  guno  rasah / sa  ca  madhuramla- 

lavanakatukasayatiktabhedat sadvidha /h   prthivijalavrttih / 

prthivyam  sadvidhah / jale  madhura  eva// 

所謂味（rasa）是被舌頭（或味覺器官）所執取（知覺）的屬性。

而且它有甘（madhura）、酸（amla）、鹹（lavana）、辛（katu）、 澀

（kusaya）、苦（tikta）的區別，故有六種。存在於地和水當中。地

當中有六種〔味〕；水當中只有甘味。 

 

（21）氣味(gandha，香)  

ghranagrahyo  guno  gandha /h   sa ca  dvividhah  surabhir  

asurabhi  w ca prthivimatravrtti / /h  

所謂氣味（gandha）是被鼻子（或嗅覺器官；ghrana）所執取（知

覺）的屬性。它有兩種：香味（surabhi）和惡臭（asurabhi），只存在

地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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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觸感(sparwa，觸)  

tvagindriyamatragrahyo  gunah  sparwah / sa  ca  trividhah  

witosnanusnawitabhedat / prthivyaptejovayavrttih // tatra  wito  jale  

usnas / tejasi  anusnawitah  prthivivayvo / /h  

所謂觸（sparwa）是只被皮膚這個〔觸覺〕器官所執取的屬性。

此外，它由於冷、熱、不熱不冷的區別，而分為三種。它存於地、

水、火、風當中。 

在這〔上述四種〕當中，冷的觸感是在水中；熱的觸感是在火

中；不冷不熱的觸感是在地和風之中。 

 

（23）〔上述地、水、火、風之綜論〕 

rupadicatustayam  prthivyam  pakajam  anityam  ca / 

anyatrapadajam nityam anityam  ca / nityagata  m  nityam  

anityagatananityam// 

以顏色（rupa）為首的四項（顏色、味道、氣味、觸感）存在

於地當中，依熱所生的東西是變化的事物。在其他地方（如水、火、

風）的非依熱產生的東西，有常住的和無常的分別。常住的東西是

在常住的〔原子〕裏；無常的東西，是在無常的〔結果〕裏存在著。 

 

（24）數(sajkhya) 

ekatvadivyavaharahetuh  sajkhya // 

navadravyavrttirekatvadiparardhaparyanta  / ekatvam  

nityamanityam  ca / nityagatam  nityam anityagatam /anityam  

dvitvadikam  tu  sarvatranityam eva// 

數（sajkhya）是「一」等言語表現的原因。存于九項實體當中。

50  正觀雜誌第五十一期/二 ΟΟ 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始於「一」，終於「無限大」。「一」（ekatva）既是恒常，又是無常的。

恒常的〔一〕在常住的〔原子〕中存在著；無常的〔一〕在無常的

〔結果〕中存在著。另一方面（tu），「二」等所成的〔數〕，在所有

的地方，都是無常的。 

 

（25）量度(parimana，量) 

manavyavaharakaranam parimanam / navadravyavrtti / tac 

caturvidham / anu mahad dirgham hrasvam ceti // 

量度（parimana）是有關「量、度」（mana；√ma）之言語表現

的原因，存在九種實體當中。它有四種：亦即小（anu）、大（mahat）、

長（dirga）、短（hrasva）。 

 

（26）差異性(prthaktva)  

prthagvyavaharakaranam  prthaktva /   m sarvadravyavrtti // 

所謂「差異性」是「差異」[等]日常言語的原因；它存在一切

的實體當中。 

 

（27）結合(samyoga) 

samyuktavyavaharahetuh samyogah sarvadravyavrttih/ /  

所謂「在一起」〔之類的〕言語表達的原因就是「結合」；存在一切

實體之中。
16 

                                                 
16
比如「書在桌上」的情況下，「書」與「桌子」都是「實體」，「書在桌上」 

就形成「結合」關係。至於「一本藍色的書」，「藍色」是「屬性」，「書」

為「實體」。兩者的關係不叫 samyoga（結合），而是 samavaya（內屬關

係）；參見第 8 段，詳見第 43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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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分離(vibhaga) 

samyogana’sako guno vibhagah sarvadravyavrttih/ /  

讓結合消滅的屬性就是「分離」；存在一切實體之中。 

 

（29）遠與近(paratvaparatva) 

paraparavyavaharasadharanakarane paratvaparatve 

prthivyadicatustayamanovrttini te dvividhe dikkrte kalakrte ca 

durasthe dikkrtam paratvam samipasthe dikkrtampaparatvam yesthe 

kalakrtam paratvam kanisthe kalakrtamaparatvam// 

所謂「遠在性和近在性」（paratva、aparatva）是「遠」（para）、

「近」（apara）這種日常言語的特殊原因。它們存在于地等四實體

（地、水、火、風）以及意之中。分為「和空間有關的」以及「和

時間有關的」兩種。 

在遠方者具有空間的遠在性；在近處者具有空間的近在性。年

長者當中，具有時間的遠在性；年幼者當中，則有時間的近在性。 

 

（30）重力（gurutva） 

adyapatanasamavayikaranam gurutvam prthivijalavrtti// 

所 謂 「 重 力 」（ gurutva ） 是 最 初 落 下
17
的 非 內 屬 因

（asamavayikarana）；存于地和水之中。 

 

                                                                                                        
 
17 勝論．正理派的想法強調「落下的第一剎那」的原因為「重力」（gurutva）；

但第一剎那開始則是「慣性」(samsk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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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流動性（dravatva） 

adyasyandanasamavayikaranam dravatvam prthivyaptejovrtti 

taddvivia samsiddhikam naimittikam ca samsikkhikim jale 

naimittikam prthvitehasoh prthivyam ghrtadavagnisamyogahanyam 

dravatvam tejasi suvarnadau// 

所謂流動性（dravatva）是最初流出的非內屬因。存在于地、水、

火之中。它有兩種；自然的流動性、依於原因而生的流動性。自然

的流動性存在于水中；依於原因而生的流動性存在于地和火中。 

在〔屬于〕地的奶油（ghrta）裏，流動性則和火結合而產生；

在〔屬于〕火的黃金裏，〔也是如此〕。 

 

（32）粘著性（sneha） 

curnadipindibhavaheturgunah snehah jalamatravrttih/ /  

粘著性（sneha）是〔一種〕屬性；是把粉(curna)之類的東西作

成湯圓（pindi）的原因；只存於水當中。 

 

（33）聲音（wabda） 

wrotragrahyo gunah wabdah/  akawamatravrttih/  sa dvividho 

dhvanyatmako / varnatmaka’s ceti /dhvanyatmako bherriadau varnatmakah 

samskrtabhasadirupah/ /  

聲音（wabda）是依聽覺器官（耳）所執取的屬性。只存於虛空

之中。它有兩種：沒有意義的和有意義的聲音。沒有意義的聲音

（dhvanyatmaka）如鼓等〔所發出的聲音〕；有意義的聲音（varnatma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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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梵語等。
18
 

 

（34）認識（buddhi） 

sarvavyavaharahetur buddhir jnanam/ sa dvividha smrtiranubhava’s 

ca/  

samskaramatra janyam jnanam smrtih/ tadbhinnam jnanam 

anubhvah/ /  

所謂認識（buddhi）是一切言語、活動的原因，它就是知識

（jnana）。它有兩種：想起（記憶）和現前經驗。 

記憶（smrti）是只依潛在印象生起的認識；現前經驗（anubhava）

是異於彼（記憶）的認識。 

（35）真實與錯誤〔的兩種經驗〕 

sa dvividho yathartho  ’ yathartha’s ca tadvati tatprakarako’nubhavo 

yatharthah/yatha rajata idam rajatamiti jnanam/ sa eva pramety ucyate/ 

tadabhavavati tatprakarako ’nubhavo ’yatharthah yatha  

 ’ suktavidam rajatam iti jbanam// 

它（現前經驗）有兩種：真實的經驗和錯誤的經驗。所謂「真

實的〔經驗〕」是說對於具有ｘ的某者，把ｘ當作是規定者

（prakaraka），而擁有的經驗。例如：對於銀，〔以為〕「它是銀」的

這種認識，它便可說是正確的知識。
19
 

                                                 
18Wabda 有「聲音、言語」等意思。此頌的 wabda 較偏重指一切的聲音；而

第 59 頌所說的 wabda 則偏重在談「言語」。 
19
「正確的知識」是 prama 的譯詞，此處意同 yathartha。印度哲學中，說到

「正確的知識」時，較常用 prama，而非 yathar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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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錯誤的〔經驗〕」是說不具有ｘ的某者，卻把ｘ當作是規

定者，而擁有的體驗。例如：對於貝殼，〔以為〕「它是銀」的認識。 

 

（36）四種真實的經驗 

yatharthanubhava  w caturvidhah pratyaksanumityupamitiwabdabhedat / 

tatkaranam api caturvidham pratyaksanumanopamanawabdabhedat// 

真實的經驗有四種： 

①真接知覺（現量；pratyaksa）﹑②推論知（比量；anumiti）﹑③

類比知（譬喻；upamiti）﹑④依言語而得的認知（聖言量；wabda）。 

而它（真實的經驗）的手段因為：①真接知覺（pratyaksa）﹑②推

論（anumana）﹑③類推（upamana）﹑④言語 （wabda）的不同，也

有四種。  

 

（37）手段(karana)  

asadharanam karanam karanam// 

所謂手段(karana)是〔一種〕非共通的原因(karana)。
20
 

 

（38）原因(karana) 

karyaniyatapurvavrtti karanam// 

所謂原因(karana)是必然在結果之前就已存在者。 

 

                                                 
20 由此定義可知，原因 (karana) 的範圍大於手段 (karana)。asadharana 為

「非共通、非普遍、非一般」，亦即「特殊」的意思。比如，用斧頭將

一塊木頭劈成兩半。原先的一塊木頭為「原因」，斧頭為「手段」，劈

成的兩半木頭則是「結果」(kar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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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結果(karya) 

karyam pragabhavapratiyogi// 

所謂結果(karya)是未生無的反存在(pratiyogi)。
21
 

 

（40）三種原因（tri-karana） 

karanam trividham/ samavayyasamavayinimittabhedat/ 

yatsamavetam karyam utpadyate tatsamavayikaranam/ yatha tantavah 

patasya patas ca svagatarupadeh/ karyena karanena va sahaikasminn 

arthe samavetatve sati yatkaranam tadasamavayikaranam/ yatha 

tantusamyogah patasya tanturupam patarupasya/ tadubhayobhinnam 

karana  m nimittakaranam/ yatha turivemadika  m patasya// 

原因有三種: 內屬〔因〕、非內屬〔因〕、動力〔因〕之不同。 

和 X 結合，而後結果產生。這時，X 便是內屬因。比如就「布」

(pata)而言，一根根的線(tantu)就是內屬因。 線的顏色是布的顏色的

〔非內屬因〕。異於以上兩者的原因為動力因。如梭(turi)、織布機

(vema)等為布的〔動力因〕。 

 

（41）手段(karana) 

tadetadtrividhakaranamadhye yadasadharanam karanam tadeva 

karanam// 

在這三種原因當中，特殊原因的是手段(karana)。
22
 

                                                 
21如陶罐之「未生無的反存在」就是陶罐之「存在」。如陶罐在未被製造

之前為「未生無」，製造之後則為「存有」。「存有」乃為「未生無」

的「反存在」。 布是結果、線是原因;而「線的結合」是「非內屬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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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直接知覺(pratyaksa) 

tatra pratyaksajbanakaranam pratyaksam/ 

indriyarthasamnikarsajanyam jbanam pratyaksam/ taddvividham 

nirvikalpakam savikalpaka  ceti/ tatra nisprakarakam jbanam 

nirvikalpakam yathedam kamcit/ saprakarakam jbanam 

savikalpakam yath  a Dittoy，ya  m Brahmano，ya  m Wyamo，yam iti// 

在那〔四種真實的經驗〕中，所謂直接知覺是依直接知覺而得

到知識的手段。直接知覺是由感官接觸對象產生的認識；它有兩種：

無分別的認識與有分別的認識。 

這兩種當中，所謂「無分別的認識」是「不具有規定」

（nirvikalpaka）的認識，如「這是某物」；「有分別的認識」是指「具

有規定」（savikalpaka）的認識，如「這是 Dittha」、「這是 Brahmana」、

「這是黑皮膚的〔人〕」
23
。 

 

（43）關係（samnikarsa） 

1 
24

 pratyaksajbanahetur indriyarthasamnikarsah sadvidhah 

samyogah /  

2 samyuktasamavayah samyuktasamavetasamavayah samavayah 

samavetasamavayo viwesanaviwesyabhavaw ceti/ caksusa 

ghatapratyaksajanane samyogah samnikarsah 

                                                                                                        
22
Karana(手段)已在第 37 頌中提出，此處再一次言及，強調它即是第 40 頌

中所說的三種原因當中的「動力因」（nimittakarana）。 
23 wyama 是「黑色的」、「黑色者」的意思。這裡明顯指一個膚色黝黑的人，

比如克裏希納（Krsna）。 
24 此處的阿拉伯數字為譯者所標示，對應文中的六種「關係」。 



阿南巴達《論理學綱要》譯註  57 
 
 

 

ghatarupapratyaksajanane samyuktasamavayah samnikarsah 

caksuhsamyukte ghate rupasya samavayat/ 

3 rupatvasamanyapratyakse samyuktasamavetasamavayah 

samnikarsah caksuhsamyukte ghate rupam samavetam tatra 

rupatvasya samavayat/  

4 wrotrena wabdasaksatkare samavayah samnikarsah 

karnavivaravrttyakawasya wrotratvat wabdasyakawagunatvat 

gunagunino’s ca samavayat/   

5 wabdasaksatkare samavetasamavayah samnikarsah wrotrasamavete 

wabde wabdatvasya samavayat /  

6  abhavapratyakse viwesanavikwesyabhavah samnikarso 

ghatabhavavad bhutakam ity atra caksuhsamyukte bhutale 

ghatabhavasya viwesanatvat// 

 

「關係」有六種： 

1 所謂「結合」（samyoga）是指眼睛對壺產生知覺認識之際的關係。 

2 所謂「和內屬於結合者的事物產生的關係」（samyuktasamavaya）

是指眼睛對壺的顏色產生知覺認識之際的關係。因為和眼相結合的

壺裏，壺和壺的顏色有內屬關係的緣故。 

3 所 謂 「 和 內 屬 於 結 合 者 的 內 屬 事 物 產 生 的 關 係 」

（samyuktasamavetasamavaya）是指眼睛對壺的色性這種普遍性產生

知覺認識之際的關係。因為和眼相結合的壺裏，在內屬於〔壺的〕

顏色當中，〔色和〕色性有內屬關係的緣故。 

4 所謂「內屬關係」（ samavaya）是指耳對聲音產生直接知覺

（saksatkara）之際的關係。存在耳腔中的虛空是耳根的緣故。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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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音是虛空的屬性之故，而屬性和實體則為內屬關係。 

5 所謂「和內屬於結合者產生的內屬關係」（samavetasamavaya）是指

直接知覺聲性之際的關係。和耳結合的聲音裏，〔聲〕和聲性為內屬

關係的緣故。 

6 所謂「限定者和被限定者的關係」（viwesanaviwesyabhava）是指認

識「無」之時的關係。在說「具有壺之無的地面」時，和眼結合的

地面上「壺之無」是限定者的緣故。 

 

（44）推論(anumana) 

anumitikaranam anumanam/ paramarwajanyam jbanam anumitih/ 

vyaptiviwistapaksadharmatajbanam paramarwah/ yatha 

vahnivyapyadhumavan ayam parvatah iti jbanam paramarwah / taj 

janyam parvato vahniman iti jbanam anumitih/ yatra yatra dhumas 

tatragnir iti sahacaryaniyamo vyaptih/ vyapyasya parvatadivrttitvam 

paksadharmata//  

推論(anumana)是推論知(anumiti)的手段。「推論知」是經由反覆

思考(paramarwa)所產生的認識
25
。所謂「反覆思考」是有關「被遍充

所限定者是存在主題上的東西」之認識。
26
例如：「這山有被火所遍

                                                 
25 Paramarwa 有「思考、推敲、再確認」的意思，此處譯作「反覆思考」。 
26 據﹝上田 2004：792﹞的說法，「遍充」一詞乃宇井伯壽將「遍」和「擴

充」合起來所造出的的譯詞。漢譯佛典中無此用語，但有 vy-ap 這個字，

譯為「遍」；另外，將西方邏輯的三段論法所使用的「周延」（distribution）

改為「拡充」，兩個詞語合併而為「遍充」。如本段文中所舉的例子：「有

煙的地方就有火」。「有煙的地方」被「火」所包攝，是為「遍充」。 

另外也有譯作「論理的包攝關係」或「論理的必然關係」，但因詞語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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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的煙」的認識是為「反覆思考」，由這〔反覆思考〕所生的「山中

有火」的認識是為「推論知」。例如：「有煙的地方就有火」這種必

然的伴隨關係是為「遍充」。所謂「存在主題者」(paksadharmata)指

「被遍充者存在山等當中」。
27
 

 

（45）為自己的推論與為他人的推論 

anumanam dvividham svartham parartham ca/ tatra svartham 

svanumitihetuh/ tatha hi svayam eva bhuyo darwanena yatra dhumas 

tatragnir iti mahanasadau vyaptim grhitva parvatasamipam gatas  

tadgate cagnau samdihanah parvate dhumam pawyan vyaptim smarati 

yatra dhumas tatragnir iti / tadanamtaram vahnivyapyadhumavan 

ayam parvata iti jbanam utpadyate/ ayam eva livgaparamarwa ity 

ucyate/ tasmat parvato vahniman iti jbanam anumitir utpadyate/ 

tadetatsvarthanumanam/ yat tu svayam dhumad agnim anumaya 

parapratipattyartham pabcavayavatvakyam prayuvkte 

tatpararthanumanam/ yatha parvato vahnimandhumavattvat/ yo yo 

dhumavan sa vahniman yatha mahanasah/ tatha cayam/ tasmat 

                                                                                                        
為免文氣不暢，日本的論理學者在說明之餘，仍都沿用「遍充」一詞。 

「遍充」一詞，其定義極其重要，屢為論理學者的研究焦點。從﹝和田 2002：

442-438﹞一文可見一斑。文中舉 Wawadhara（13-14 世紀）氏在

Nyayasiddhantadipa 一書中對於 vyapti（遍充）所作的三個確定定義， 對

此三項定義，和田教授均有專文介紹。 
27 從第 44 頌開始，進入認識論．論理學的討論，此處引發的議論向來是

學者的研究焦點所在。本譯註只進行基本的翻譯介紹，無法在此一一提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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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hteti/ anena pratipaditat livgat paro’py agnim pratipadyate// 

推論有兩種：一是為自己的〔推論〕，二是為他人的〔推論〕，

在這〔兩者〕當中，為自己的推論是自己的推論知的原因。比如說，

在廚房之類的地方，自己經過多次的觀看，而理解到「有煙的地方

就有火」的論理的必然關係。有一次，他走到山附近，看到山中有

煙，猜測山中或許有火，而想起「有煙的地方就有火」的論理的必

然關係。於是立刻生起「這山有被火所遍充的煙」的認知，這就稱

為「對表徵的再確知」。 

但自己雖從煙推知有火，為了使別人得以理解，就要使用「五

支作法」，是為「他人的推論」。 

如：「山中有火，因為有煙」 

「凡有煙的地方，一定有火；如灶」 

這〔山〕就像那〔灶〕一樣， 

所以，〔山〕就像那〔灶，有火〕。 

  總之，從被理解的表徵，他人也可得知有火。 

 

（46）五支作法 

 pratijbahetudaharanopanayanigamanani pabcavayavah/  parvato 

vahniman iti pratijba/  dhumavattvad iti hetuh/ yo yo dhumavan so’

gniman yatha mahanasa ity udaharanam/ tatha cayam ity upanayah/ 

tasmat tatheti nigamanam// 

所謂「五支作法」為主張、理由、實例、適用、結論。 

「山中有火」是主張。 

「因為有煙」是理由。 

「凡有煙的地方，一定有火；如廚房」是實例。 



阿南巴達《論理學綱要》譯註  61 
 
 

 

「這〔山〕就像那〔灶〕一樣」是適用。 

「所以，〔山〕就像那〔灶，有火〕」是結論。 

 

（47）對理由的反覆思考（livgaparamarwa） 

svarthanumitipararthanumityor livgaparamarwa eva karanam/ tasmal 

livgaparamarwo’numanam//  

「對理由的反覆思考」（livgaparamarwa）是為自己的推論知與為

他人的推論知的手段。因此，「對理由的反覆思考」就是「推論」。 

 

（48）證相（表徵） 

livgam tvividham/ anvayavyatireki kevalanvayi kevalavyatireke ceti/ 

anvayena vyatirekena ca vyaptimad anvayavyatireki/ yatha vahnau 

sadhye dhumavattvam/ yatra dhumas tatragnir yatha mahanasa ity 

anvayavyaptih/ yatra vahnir nasti tatra dhumo’ pi nasti yatha 

mahahrada iti vyatirekavyaptih/ anvayamatravyaptikam kevalanvayi 

yatha ghato ’ bhidheyah prameyatvat patavat/ atra 

prameyatvabhetvayor vyatirekavyaptir nasti sarvasyapi prameyatvad 

abhidheyatvac ca/ vyatirekamatravyaptikam kevalavyatireki yatha 

prthivitarebhyo bhidyate gandhavattvat/ yaditarebhyo na bhidyate na 

tadgandhavat/ yatha jalam/ na ceyam tatha tasman na tatheti/ atra yad 

gandhavat tad itarabhinnan ity anvayadrstanto nasti prthivimatrasya 

paksatvat// 

證相（表徵）有三種： 

1 肯定˙否定的〔證相〕(anvaya-vyatirekin) 

2 純粹肯定的〔證相〕(kevalanvay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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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純粹否定的〔證相〕(kevala-vyatirekin) 

所謂 1 肯定˙否定的〔證相〕是指依肯定的關係與否定的關係

而具有遍充關係的證相。例如：火為所立的情況下，「有煙的地方就

有火；如廚房」即是肯定的遍充關係。 

所謂 2 純粹肯定的〔證相〕是指依肯定的關係與否定的關係而

具有遍充關係的證相。「沒有火的地方就沒有煙；如湖」則是否定的

遍充關係。 

所謂「純粹肯定的證相」是指具有肯定的遍充關係的證相。例如： 

〔主張〕壺是被稱呼的東西。 

〔理由〕認知對象的緣故。 

〔同類例〕如布。 

在這種情形當中，所知性和所稱性當中，沒有否定的遍充關係。

〔何以故？〕所有的東西既都是認知對象，也都是被稱呼的緣故。 

所謂 3 純粹否定的〔證相〕是指只有否定的遍充關係的證相。例

如： 

〔主張〕〔地〕和地以外的東西相異。 

〔理由〕有氣味的緣故。 

〔異類例〕和它（＝地）以外的東西不相異。如水。 

〔適用〕它（＝地）不像水。 

〔結論〕因此，〔地〕不是〔水〕。 

在這種情況之下，「有氣味的東西是和它以外的東西相異」之肯

定的實例是不存在。因為只有地是主題的緣故。 

 

（49）「主題」(宗，paksa) 

samdigdhasadhyavan paksah/ yatha dhumavattve heatau parvat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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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主題」(paksa)是「具有可疑的所證者」
28
。如「理由」為

「有煙」之場合中的「山」。 

 

（50）「同類例」(sapaksa) 

 niwcitasadhyavan sapaksah/ yatha tatraiva mahanasah// 

所謂「同類例」(sapaksa)是有「確定所證」的持有者。如理由為

「有煙」之場合中的「灶」。 

 

（51） 「異類例」(vipaksa) 

niwcitasadhyabhavavan vipaksah/ yatha tatraiva mahahradah// 

所謂「異類例」(vipaksa)是「確定所證」為不存在的持有者。如

前述場合中的「湖」 

 

（52）五種謬誤因（似因，hetvabhasa） 

savyabhicaraviruddhasatpratipaksasiddhabadhitah pabca hetvabhasah// 

有不確定因（savyabhicara）、矛盾因（viruddha）、有反主張因

（satpratipaksa）、不成立因（asiddha）、障礙因（badhita）是為五種

謬誤因（hetvabhasa 似因）。 

 

（53） 「有不確定因」 

Savyabhicaro，naikantikah/ sa trividhah/ 

sadharanasadharananupasamharibhedat/ tatra sadhyabhavavadvrttih 

                                                 
28 samdigdha 為「可疑的」意思。Sadhyavan 為 sadhyavat 的主格、單數、

陽性，為「所證者」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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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dharano，naikantikah/ yatha pavato vahniman prameyatvad iti 

prameyatvasya vahnyabhavavati hrade vidyamanatvat/ 

sarvasapaksavipaksavyavrtto，sadharanah/ yatha wabdo nityah 

wabdatvad iti/ wabdatvam sarvebhyo nityebhyo，nityebhyas ca 

vyavrttam wabdamatravrtti/ anvayavyatirekadrstantarahito  

，nupasamhari/ yatha sarvam anityam prameyatvad iti/ atra sarvasyapi 

paksatvad drstanto nasti// 

 

所謂「有不確定因」是指說不出結論的理由。它有三種： 

1 共通的〔不確定因〕（sadharana） 

2 不共通的〔不確定因〕（asadharana） 

3 不排除〔不確定因〕（anupasamhari） 

以上三者當中，所證不存在的〔異類例中，也〕存在〔理由〕

者，則為「共通的不確定因」。如說： 

「（主張：）山中有火。 

（理由：）認識對象的緣故。」 

「認識對象」在「火之不存在」的「湖」當中，也存有所證之故。 

 所謂「不共通的不確定因」是指排除所有同類例和異類例的〔理

由〕。如說： 

「（主張：）聲是常住的。 

（理由：）聲性的緣故。」 

聲性，由於被一切常住與無常者所排除之故，指存於聲音當中 。 

所謂「不排除不確定因」是指欠缺肯定關係和否定關係的〔理由〕。

如說： 

「（主張：）一切是無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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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所量性的緣故。」 

這種情形中，所有的東西都是「主題」，實例則不存在。 

 

（54） 「矛盾因」（viruddha） 

 sadhyabhavavyapto hetur viruddhah/ yatha wabdo nityah krtakatvad 

iti/ krtakatvam hi nityatvabhavenanityatvena vyaptam// 

所謂「矛盾因」（viruddha）是指理由為「所證不存在」所包攝。如

說： 

      「（主張：）聲是常住的。 

   （理由：）所作性的緣故。」 

但「所作性」為「常住性之無」，也就是「無常性」所包攝。 

 

（55） 「有反主張因」（satpratipaksa） 

yasyasadhyabhavasadhakam hetvantaram vidyate sa satpratipaksah/ 

yatha wabdo nityah wravanatvac chabdatvad iti/ wabdo ’  nityah 

karyatvad ghatavad iti  // 

對 X 而言，如果論證「所證之無」的別個理由存在的話，那 X 就是

「有反主張因」（satpratipaksa）。如說： 

      「（主張：）聲是常住的。 

   （理由：）所聞性的緣故。 

   （同類例：）如聲性」 

以及說；「聲音是無常的；所作性的緣故。如瓶」。 

 

（56）三種不成立(asiddha)  

asiddhas trividhah/ awrayasiddhah svarupasiddho vyapyatvasiddh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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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ti/ awrayasiddho yatha gaganaravindam surabhyaravindatvat 

sarojaravindavat/ atra gaganaravindam awrayah/ sa ca nasty eva/ 

svarupasiddho yatha wabdo gunas caksusatvat/ atra caksusatvam 

wabde nasti wabdasya wravanatvat/ sopadhiko vyapyatvasiddhah/ 

sadhyavyapakatve sati sadhanavyapaka upadhih/ 

sadhyasamanadhikaranatyantabhavapratiyogitvam  

sadhyavyapakatvam/sadhanavannistayantabhavapratiyogitva  m

sadhanavyapakatvam/  parvato dhumavan vahnimattvad ity 

atrardrendhanasamyoga upadhih/ yatha hi/ yatra dhumas 

tatrardrendhanasamyoga iti sadhyavyapakata/ yatra vahnis 

tatrardrendhanasamyogo nasty ayogolaka 

ardrendhanasamyogabhavad iti sadhanavyapakata/ evam 

sadhyavyapakatve sati sadhanavyapakatvad ardrendhanasamyoga 

upadhih/ sopadhikatvad vahnimattvam vyapyatvasiddham// 

 

不成立(asiddha)有三種：基體不成立、自體不成立、被遍充性不

成立。 

1 所謂「基體不成立」，例如:「空中的蓮花因為有香氣，所以是

蓮花。如池中的蓮花」。在這個(陳述句)當申，「空中的蓮花」就

是基體，而此基體是不成立的。 

2 所謂「自體不成立」，例如:「聲音為屬性，因為可視性之故。」

在這個(陳述句)當中，「可視性」不存在聲音當中，因為聲音是「可

聞性」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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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所謂「被遍充性不成立」，是指理由是具有添性(sa-upadhi)的

情形。所謂「添性」是指「當所證(sadhya)遍充之時，能證(sadhana)

並沒有遍充」的狀態。 

而「所證遍充的狀態」是說「和所證共存的〈絕對非存在〉之

相反（pratiyogin）」（亦即「有所證就一定有存在者」）；「能證

(sadhana)並沒有遍充」是說「和能證的依所共存的〈絕對非存在〉

之相反（pratiyogin）」（亦即「絕對不和能證共存者」）。例如：

「山中有煙；因為有火的緣故。」在這個陳述句當中，「和濕的木

材的結合」就是「添性」。也就是說，「有煙的地方就和濕的木材

的結合」這〔就顯示添性的〕「能證之非能遍性」。由於「所證為

能遍，能證為非能遍」以及「和濕木材的結合為添性」，因此說，

因為「有火（能證）」具有添性，故為「被遍充性不成立」。 

 

（57） 「有問題的」理由(badhita) 

yasya sadhyabhavah pramanantarena niwcitah sa badhitah/  yatha 

vahnir anusno dravyatvad iti/ atranusnatvam sadhyam tadabhava 

usnatvam sparwanapratyaksena grhyata iti badhitatvam// 

透過認識手段可以確定「所證之無」，這就是「障礙」(badhita)。

例如:「火不熱，因為是實體的緣故」。在這個陳述句當中，應該被

證明的是「不熱」，其否定應該是「熱」——經由觸覺來知覺的「熱」。

因此，前述的理由就算「有問題的」。 

 

（58） 類比（upamana） 

upamitikaranam upamanam samjbasamjbisambandhajbanam upamiti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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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t karanam sadrwyajbanam/ atidewavakyarthasmaranam 

avantaravyaparah/ tatha hi kawcid gavayawabdartham ajanankutaw 

cidaranyakapurusad godadrwo gavaya iti wrutv  a vanam gato 

vakyartham smarangosadrwam pindam pawyati/ tadanantaram asa 

gavayawabdavacya ity upamitir utpadyate// 

所謂「類比」(upama)是「類比知」(upamiti)的手段。而所謂「類

比知」是名稱與名稱所對應事物之間的關係〔所產生〕的認識。這

〔類比〕的手段就是類似性的認識。表示類似的陳述之想起即是媒

介的原因(avantaravyapara)。 

某人在不知 gavaya(牛)這個字的意思的情況下，因為聽到住在

林子裡的人說某個動物像牛。因此於是，他就到林子裡去，於是，

他看到了像牛的東西。很快的，他就產生了:「這就叫做 gavaya(牛)」

的「類比知」。 

 

（59）言語（wabda） 

aptavakyam wabdah/ aptas tu yatharhavakta/ vakyam padasamuhah/ 

yatha gamanayeti/ waktam padam/ asmat padad ayam artho bodhavy 

itiwvarasamketah waktih// 

「言語」(wabda)是指可信賴者的話語(aptavakya)。可信賴者乃說

真實事情的人。話語(vakya)是單字(pada)的組合，比如「把牛牽過來」

這句話。「單字」擁有直接指示的機能（wakta）;因此，「從這些單

字而使人得以理解意義（artha）」的這種神的約定（iwvara-samketa），

就是「直接指示機能」（wak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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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在三種情況下，陳述是有意義的：相互依存性（akanksa）、

適合性（yogyata）、近置性（samnidhi） 

akanksa yogyata samnidhiw ca vakyarthajbanahetuh/ padasya 

padantaravyatirekaprayuktanvayananubhavakatvam akavksa/ 

arthabadho yogyata/ padanam avilambenoccaranam samnidhih// 

認知「陳述之意義」的原因有三：相互依存性、適合性、近置

性。所謂「相互依存性」是說當某個語詞缺乏其他的語詞時，就無

法正確理解。 

 

（61）缺乏三種情況，陳述則無意義 

akavksadirahitam vakyam apramanam/ yatha gaur awvah puruso hastiti 

na pramanam akavksavirahat/ angina sibcediti na pramanam 

yogyatavirahat/ prahare prahare’sahoccaritani gamanayetyadipadani 

na pramanam samnidhyabhavat// 

缺乏「相互依存性」等的陳述就不是〔正確的〕認識手段。例

如：「牛、馬、人、象」光是這樣的陳述就不算是認識手段；因為缺

乏「相互依存性」。 

再者，「把火注入」這句話也不算是認識手段；因為缺乏「適合

性」。還有，如果一個詞語唸太久，如「prahara」「把—牛」「牽—過—

來」，斷斷續續的發音，也不是認識手段；因為缺乏「近置性」。 

 

（62） 兩種陳述(vakya) 

 vakyam dvividham/ vaidikam laukikam ca/ vaidikam iwvaroktatvat 

sarvam eva pramanam/ laukikam tvaptoktam pramanam/ 

anyadapramanam// 

70  正觀雜誌第五十一期/二 ΟΟ 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陳述有兩種：吠陀的陳述與世間的陳述。吠陀的陳述因為是神

所說的，因此全都是權證（正確的認識手段）。世間的陳述是指值得

信賴的人所講的，因此也算是正確的認識手段；至於其餘的人所講

的就不算是正確的認識手段。 

 

（63）「言說知」(wabdajbana) 

vakyarthajbanam wabdajbanam/ tatkaranam wabdah// 

所謂「言說知」(wabdajbana)是指透過陳述的意義所得的認知，

其原因為言說(wabda)。 

 

（64）三種錯誤的直接經驗(anubhava)  

ayatharthanubhavas trividhah samwayaviparyayatarkabhedat/ ekasmin 

dharmini vikuddhananadharmavaiwistyavagahi jbanam samwayah/ 

yatha sthanurva puruso veti/ mithyajbanam viparyayah/ yatha 

wuktavidam rajatam iti/ vyapyaropena vyapakaropastarkah yatha yadi 

vahnir na syat tarhi dhumo’pi na syad iti// 

錯誤的直接經驗(anubhava)有三種：疑惑、顛倒知、與錯誤的推

斷(tarka)。 

所謂「疑惑」(samwaya)對於同一的事物(dharmin)卻理解為數個

相矛盾的屬性。例如：「那是人呢？還是柱子？」〔這樣的認知。〕 

所謂「顛倒知」(viparyaya)就是錯誤的知識。如把珍珠貝當作銀。 

所謂「錯誤的推斷」(tarka)就是先假設所遍（如火之非存在）而

來推論所假設的結論，也就是能遍（如煙之非存在）的推斷。例如：

沒有火的地方，就沒有煙這樣的推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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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兩種記憶(smrti) 

smrtir api dvividha/ yatharthayathartha ca/ pramajanya yathartha/   

apramajanyayathartha// 

 記憶(smrti)有兩種：真實的與不真實的。真實的記憶從正確的認

知（pramajanya）產生；不真實的記憶則從不正確的認知（apramajanya）

產生。 

 

（66）樂(sukha) 

sarvesam anukulataya vedaniyam sukham// 

  對所有人而言，會令人感到愉快的即是樂(sukha)。 

 

（67）苦(duhkha) 

 sarvsam pratikulataya vedaniyani duhkham// 

對所有人而言，會令人感到不快的即是苦(duhkha)。 

 

（68）欲求(iccha)  

 iccha kamah// 

欲求(iccha)有愛欲的意思。 

 

（69）嫌惡(dvesa) 

 krodho dvesah// 

嫌惡(dvesa)有生氣、討厭的意思。 

 

（70）努力(prayatna,勤) 

  krtih pratyatn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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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prayatna)就是致力、從事(於某事)。 

 

（71）功效(dharma, 法) 

 vihitakarmajanyo dharmah// 

功效（法）乃由教諭、法令的行為所產生。 

 

（72） 非功效(adharma, 非法) 

 nisiddhakarmajanyas tv adharmah// 

而非功效（非法）則由禁止的行為所產生。 

 

（73）「我」之屬性（atma-guna） 

 Buddyadayo，stavatmamatraviwesagunah// 

只存在「我」當中的特殊屬性有「認識」（buddi, 覺）等八個屬

性。
29
 

 

（74） 認知、欲求、努力〈buddhi-iccha- prayatna 覺、欲、勤〉  

 buddhicchaprayatna dvividhah/ nitya anityaw ca/ nitya iwvarasya/ anitya 

jivasya// 

認知、欲求、努力都各有常住的以及無常的兩種。神(iwvara)所

擁有的是常住的；一般有情所擁有的則為無常的。 

 

（75）慣性 (samskara) 

                                                 
29 八個屬性為〔24 屬性當中的〕：16.認識、17.快樂、18.苦痛、19.欲求、

20.嫌惡、21. 努力、22.功效、23.非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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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skaras trividhah/ vego bhavana sthitisthapakaw ceti/ vegah 

prthivyadicatustayamanovrttih/ anubhavajanya smrtihetur 

bhavanatmamatravrttih/ 

慣性（samskara）有三種：速度、潛意識、彈性。速度（vega）

存在於以地為首的四大（地水火風）及意當中。潛意識（bhavana）

是由現在的經驗所產生的，為「想起」之因，存在（我）當中。彈

性（sthitisthapaka）可以使已發生變化的東西回復原狀，存在草蒲等

「地」當中。 

 

（76 ）運動 (karman,業)30 

calanatmakam karma/ urdhvadewasamyogahetur utksepanam/ 

adhodewasamyogahetur apaksepanam/ warirasamnikrstasamyogahetur 

akubcanam/ viprakustasamyogahetuh prasaranam/ anyat sarva 

gamanam/ prthivyadicatustayamanomatravrtti// 

運動（karman）以動（calana）為本質。「上拋」（utksepana）

是和上方領域結合的原因。「下丟」（apaksepana）是和下方領域

結合的原因。「彎曲」（akubcana）是和身體的近邊結合的原因。 

「伸長」（prasarana）是和遠方領域結合的原因。「行進」（gamana）

是〔以上四種以外〕其他所有的動作。此外，運動只存在於以地為

首的四大及意當中。 

 

                                                 
30 第 66 頌至 第 75 頌為止，都是「屬性」各項目的定義。76 頌起，又回

到「範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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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普遍 (samanya) 

nityam ekam anekanugatam samanyam/ dravyagunakarmavrtti/ 

taddvividham paraparabhedat/ param satta/ aparam dravyatvadih// 

普遍(samanya)為常住的、為唯一的。內在於眾多事物當中，存

在實體、屬性、動作中。 

 

（78）殊別 (viwesa) 

   nityadravyavrttayo vyavartaka viwesah// 

「殊別」存在恆常的實體當中；可以有〔自、他之〕區別。 

 

（79）內屬關係 (samavaya) 

nityasambandhah samavayah/ ayutasiddhavrttih/ yayor dvayor 

madhya ekam avinawyadaparawritam evavatisthate tavayutasiddhau/ 

yathavayavavayavinau gunaguninau kriyakriyavantau jativyakti 

viwesanityadravye ceti// 

內屬關係(samavaya)是恆常的關係，它是將它分離就無法成立的

東西。 

 

（80）無(abhava) 

 anadih santah pragabhavah/ utpatteh purvam karyasya/ sadiranantah 

pradhvamsah/ utpattyanantaram karyasya/ 

traikalikasamsargavacchinnapratiyogitako ’tyantabhavah/ yatha 

bhutale ghato nastiti/   

tadatmyasambandhavacchinnapratiyogitakonyonyabhavah ya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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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tah pato na bhavatiti// 

「未生無」（pragabhava）是無始也無終的，在結果生起以前〔就

已存在〕。 

「已滅無」（pradhvamsa）是有始但無終的，在結果生起之後〔才

存在〕。 

「絕對無」（atyantabhava, 畢竟無）是橫亙〔過去‧現在‧未

來〕三時，就同一關係以外的關係而言，是絕對不存在。如說：「地

上無罐子」。 

「相互無」（anyonyabhava）是基於同一關係上的否定。如說：

「瓶不是布」。
31
 

 

（81）〔結語〕 

sarvesam padarthanam yathayatham uktesv antarbhavat saptaiva 

padartha iti siddham// 

所有的事物都已依序包含在以上的敘述當中，七種範疇於焉確

立。 

 

 

 

                                                 
31此一學派認為事物的「始」、「終」觀念乃依「無」而建立。「未生無」

的定義中，認為事物尚未生起，故為「無始」;一旦事物生起，則此「無」

消失，故為「有終」。而且，此「未生無」的「結果」，也就是「無」

的消失，是存在於事物尚末生起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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