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ffrey Hopkins’

Easy Access to
Jam-yang-shay-pa’s
Maps of the Profound:
Consequence School
蔣揚協巴之深奧地圖—應成派

Chinese Translation by

Su-an Lin
UMA INSTITUTE
FOR TIBETAN STUDIES

Easy Access to Maps of the Profound:
Consequence School

Hopkins’ Maps of the Profound in English is available for purchase
from Snow Lion Publications.
Website for UMA Institute for Tibetan Studies (Union of the
Modern and the Ancient: gsar rnying zung `jug khang):
uma-tibet.org. UMA stands for “Union of the Modern and
the Ancient” and means “Middle Way” in Tibetan. UMA is a
non-profit 501(c)3 organization.

Jeffrey Hopkins’

Easy Access to
Jam-yang-shay-pa’s
Maps of the Profound:
Consequence School
蔣揚協巴之深奧地圖—應成派
Chinese Translation by Su-an Lin

UMA Institute for Tibetan Studies
uma-tibet.org

Education in Compassion and Wisdom
UMA Great Books Translation Project
Supported by generous grants from the
ING Foundation and Yeshe Khorlo Foundation
and gifts from individual sponsors—
Hsu Shu-Hsun; Chou Mei-Dai;
Chien Jin-Hong; Pu Chih-Pin;
Daniel E. Perdue
Translating texts from the heritage of Tibetan and Inner Asian
Buddhist systems, the project focuses on Great Indian Books and
Tibetan commentaries from the Go-mang College syllabus as well
as a related theme on the fundamental innate mind of clear light in
Tantric traditions. A feature of the Project is the usage of consistent
vocabulary and format throughout the translations.
Publications are available online without cost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License with the understanding that downloaded material must be distributed for free: http://uma-tibet.org.UMAstands
for Union of the Modern and the Ancient (gsar rnying zung ’jug
khang). The UMA Institute for Tibetan Studies is a non-profit
501(c)3 organization.
UMA Institute for Tibetan Studies
7330 Harris Mountain Lane
Dyke, VA 22935-1008
USA
Version: May, 2016
ISBN: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Lin, Su-an.
Jeffrey hopkins’ easy access to jam-yang-shay-pa’s maps of the profound: consequence
school / by Su-an Lin.
Includes bibliographical references.

ISBN:
1. Su-an Lin. 2. Dge-lugs-pa (Sect)--Doctrines. 3. 'Jam dbyangs bzhad pa ngag dbang
brtson grus, 1648-1722. 4. grub mtha'i rnam bshad rang gzhan grub mtha' kun dang zab
don mchog tu gsal ba kun bzang zhing gi nyi ma lung rigs rgya mtsho skye dgu'i re ba
kun skong. 5. grub mtha' chen Mind-Only School. 6. Consequence School. 7.
Wisdom—Religious aspects--Buddhism.
I. Jeffrey Hopkins, 1940- II. Title.

Contents
Preface
第十二章應成派 (Consequence School)

7
21

Preface
by Jeffrey Hopkins

The Transformative Aim
The Tibetan cultural regiona stretches beyond the borders of Tibet
through a vast area ranging from Kalmyk Mongolian lands near the
Volga River in Europe where the Volga empties into the Caspian
Sea, through Outer and Inner Mongolia, the Buriat Republic of
Siberia, and through Bhutan, Sikkim, Ladakh, and parts of Nepal.
In this vast area, schools of non-Buddhist and Buddhist Indian
philosophy are systematized in texts called “presentations of
tenets.”b Focal topics and issues are presented in order to stimulate
inquiry and to encourage development of an inner faculty capable
of investigating appearances so as to penetrate their reality. In this
context philosophy is, for the most part, related to liberative
concerns—the attempt to extricate oneself and others from a round
of painful existence and to attain freedom and full development.
The basic perspective is that afflictive emotions—such as
desire, hatred, enmity, jealousy, and belligerence—bind beings in a
round of uncontrolled birth, aging, sickness, and death and are
founded on misperception of the nature of persons and other
phenomena. When a practitioner penetrates reality and this insight
is teamed with a powerful consciousness of concentrated
meditation, the underpinnings of the process of cyclic existence
can be destroyed, resulting in liberation. Also, when wisdom is
further empowered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love, compassion,
and altruism—and the corresponding actions of generosity, ethics,
and tolerant patience—the wisdom consciousness is capable of
achieving an all-knowing state in which one can effectively help a
vast number of beings.
Because of this basic perspective—namely, that false ideation
traps beings in a round of suffering—reasoned investigation into
the nature of persons and other phenomena is central to the process
anote 1 (the backnotes in Maps of the Profound are incorporated into this Translation as footnotes and marked as “note” with their respective number) :The
Introduction is drawn from Jeffrey Hopkins, Reflections on Realit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chaps. 3-4.
bgrub mtha’i rnam bzhag, *siddhāntavyavasthāp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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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spiritual development (though it is not the only concern).
Schools of tenets primarily are studied not to refute other systems
but to develop an internal force that can counteract one’s own
innate adherence to misapprehensions. These innate forms of
ignorance are part and parcel of ordinary life. They are not just
learned from other systems, nor do they just arise from faulty
analysis.
The stated aim of studying the different schools is to gain
insight into the fact that many of the perspectives basic to ordinary
life are devoid of valid foundation. This realization leads
practitioners to replace invalid assent to deceptive appearance with
well-founded perspectives. The process is achieved through (1)
first engaging in hearing great texts on such topics and getting
straight the verbal presentation, (2) then thinking on their meaning
to the point where the topics are ascertained with valid cognition,
and (3) finally meditating on the same to the point where these
realizations become enhanced by the power of concentration such
that they can counteract innate tendencies to assent to false
appearances.
Since it is no easy matter to penetrate the thick veil of false
facades and misconceptions, it became popular in the more
scholastic circles of India to investigate not just what the current
tradition considered to be the best and final system but also the
so-called lower systems. Systematic study provided a gradual
approach to subtle topics so as to avoid confusion with less subtle
ones. In Tibet, because of the need to get a handle on the plethora
of Buddhist systems inherited from India, presentations of tenets
comparing the views of the different schools of thought assumed
considerable importance. That the primary concern is indeed with
developing the capacity to appreciate the profound view of a high
system of philosophy is evidenced by the amount of time actually
spent by students probing the workings of the so-called lower
schools. Since the stances of those schools are appreciated, they
are studied in considerable detail.
A presentation of tenets functions primarily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worldview. Its descriptions, ranging from the
phenomena of the world through to and including the types of
enlightenment, give students a framework for study and practice as
well as a perspective for relating with other beings. The
hierarchical presentation, fortified with reasoned explanation, itself
inculcates the basic posture that the power of reason can penet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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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lse veils of appearance and lead to meditative perception of a
liberative reality. Presentations of tenets are founded on confidence
in the mind’s ability to overcome tremendous obstacles to the point
where love, compassion, and altruism can be expressed in effective,
continuous activity, and, therefore, they do more than just structure
Indian Buddhist systems; they structure practitioners’ perception of
their place in a dynamic worldview.
The perspective is that individuals are bound by misconception in a round of suffering and mired in afflictive emotions
counterproductive to their own welfare, but also poised on a
threshold of transformation. The uncontrolled course of cyclic
existence lacks a solid underpinning; it is ready to be transformed
into a patterned advance toward liberation. The starkness of the
harrowing appraisal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ulti-layered pain
stands in marked contrast to the optimistic view of the liberative
development that is possible. Such optimism stems from
conviction that the afflictive emotions and obstructions, the causes
of misery and finite intelligence, are not endemic to the mind but
are peripheral to its nature and thus subject to antidotal influences
that can remove them.
This vision serves as a powerful force orienting and ordering
lives. It stimulates the metaphysical imagination, beckoning,
pushing against, and resonating with inner potentials such that
persons are drawn into the transformative process. I have found
that it is helpful to apprehend it with a playful attitude—allowing
exploration of this grand perspective without the pressure of
commitment, letting horizons open on their own.

The Genre of Presentations of Tenets
The main Indian precursors of these systemizations are texts such
as the Blaze of Reasoning a by Bhāvaviveka (500-570? C.E.)b and

a

note 2: rtog ge ’bar ba, tarkajvālā. This is Bhāvaviveka’s commentary on his
Heart of the Middle (dbu ma snying po, madhyamakahṛdaya). For a partial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latter (chap. III. 1-136), see Shōtarō Iida, Reason and
Emptiness (Tokyo: Hokuseido, 1980).
b
note 3: See David Seyfort Ruegg, The Literature of the Madhyamaka School of
Philosophy in India (Wiesbaden, Germany: Otto Harrassowitz, 1981),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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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mpendium of Principles a by the eighth-century scholar
Shāntarakṣhita, with a commentary by his student Kamalashīla.
Both Shāntarakṣhita and Kamalashīla visited Tibet in the late
eighth century and strongly influenced the direction that Buddhism
took there.
In Tibet, the presentations assumed a more developed
structure.b Some of these texts are long; for instance, a lengthy
text entitled Treasury of Tenets: Illuminating the Meaning of All
Vehicles c was written by the fourteenth-century scholar
Long-chen-rap-jamd of the Nying-ma order of Tibetan Buddhism.
It appears that Tsong-ka-pa’se The Essence of Eloquence,f which
is the mother of presentations of tenets in the Ge-luk-pa order, was
written in reaction to presentations like those of Long-chen-pa.g
Again, in reaction to Tsong-ka-pa’s writing, the
fifteenth-century scholar Dak-tsang Shay-rap-rin-chen h of the
a

note 4:
de kho na nyid bsdud pa’i tshig le’ur byas pa, tattvasaṃgrahakārikā.
A translation into English is available in G. Jha, The Tattvasaṃgraha of Śāntirakṣita with the Commentary of Kamalaśīla, Gaekwad’s Oriental Series, vols. 50
and 53 (Baroda, India: Oriental Institute, 1937-1939; rpt. Delhi: Motilal Banarsidass, 1986).
bFor more discussion on this genre of Tibetan literature, see Katsumi Mimaki,
Blo gsal grub mtha’ (Kyoto: Université de Kyoto, 1982), 1-12; and David Seyfort Ruegg’s foreword to Geshé Ngawang Nyima, Introduction to the Doctrines
of the Four Schools of Buddhist Philosophy (Leiden, 1970).
c
note 5:
theg pa mtha’ dag gi don gsal bar byed pa grub pa’i mtha’ rin po
che’i mdzod.
dklong chen rab ’byams / klong chen dri med ’od zer, 1308-1363.
etsong kha pa blo bzang grags pa, 1357-1419.
fdrang ba dang nges pa’i don rnam par phye ba’i bstan bcos legs bshad snying
po; Peking 6142, vol. 153. My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he General Explanation
and the Section on the Mind-Only School is to be found in Emptiness in the
Mind-Only School of Buddhis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For a translation of the complete text, see Robert A. F. Thurman, Tsong Khapa’s
Speech of Gold in the Essence of True Eloquenc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A Chinese translation was completed in Lhasa on the
day commemorating Buddha’s enlightenment in 1916 by Venerable Fa Zun,
“Bian Liao Yi Bu Liao Yi Shuo Cang Lun,” in Xi Zang Fo Jiao Jiao Yi Lun Ji
(Taipei: Da Sheng Wen Hua Chu Ban She, 1979), vol. 2, 159-276.
g Tsong-ka-pa’s
main opponent is the fourteenth-century scholar-yogi
Shay-rap-gyel-tsen; see Part 4 of Jeffrey Hopkins, Reflections on Realit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hstag tshang lo tsā ba shes rab rin chen, born 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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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kya order wrote a long text titled the Explanation of “Freedom
from Extremes through Knowing All Tenets”: Ocean of Eloquence,a
detailing what he considered to be Tsong-ka-pa’s contradictions.
Dak-tsang’s text in turn gave rise to the most extensive text of this
type in Tibet. In part to refute Dak-tsang’s account of
Tsong-ka-pa’s contradictions, Jam-yang-shay-pa (1648-1721)
composed the Explanation of Tenets: Sun of the Land of
Samantabhadra Brilliantly Illuminating All of Our Own and
Others’ Tenets and the Meaning of the Profound [Emptiness],
Ocean of Scripture and Reasoning Fulfilling All Hopes of All
Beings, also known as the Great Exposition of Tenets.b The word
“tenets” in the title refers to the root text; his commentary on it is
like the light of the lang of Samantabhadra, which is not lit by a
sun that rises and sets but shines continuously through the power
of meditative stabilization. This book of tenets fulfils the hopes of
all beings seeking the ability to gain the wanted and avoid the
unwanted, since it explains what the wanted and the unwanted are
and how to achieve and avoid them. Through delineating the
profound meanings of emptiness, it shows the path to liberation
from cyclic existence and the eventual attainment of omniscience.
The Great Exposition of Tenets is replete with citations of
Indian sources but is written, despite its length, in a laconic style
(unusual for him) that sometimes can leave one wondering about
the relevance of citations. Even more so, Jam-yang-shay-pa’s root
text (which is translated in this book), written ten years earlier in
nine-syllable poetry, often is more befuddling. However, once it is
unpacked, it serves as an easy technique to memorize stances of
tenet systems.
Perhaps this inaccessibility was partly why the eighteenthcentury Tibetanized Mongolian scholar Jang-kya
Röl-pay-dorjay c —whom Jam-yang-shay-pa, then an old man, a
a

note 6: grub mtha’ kun shes nas mtha’ bral grub pa zhes bya ba’i bstan bcos
rnam par bshad pa legs bshad kyi rgya mtsho.
b
note 7: grub mtha’i rnam bshad rang gzhan grub mtha’ kun dang zab don
mchog tu gsal ba kun bzang zhing gi nyi ma lung rigs rgya mtsho skye dgu’i re
ba kun skong/ grub mtha’ chen mo. For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chapter on the Consequence School, see Jeffrey Hopkins, Meditation on
Emptiness (London: Wisdom, 1983; rev. ed., Boston: Wisdom, 1996), 579-697.
clcang skya rol pa’i rdo rje, 1717-1786. A Tibetanized Mongolian born in what
is presently the Am-do Province of Tibet, currently the Qinghai Province of

12

蔣揚協巴之深奧地圖

helped to find as the reincarnation of the last Jang-kya—composed
a more issue-oriented text of the same genre entitled Clear
Exposition of the Presentation of Tenets: Beautiful Ornament for
the Meru of the Subduer’s Teaching.b Jam-yang-shay-pa’s own
reincarnation, Kön-chok-jik-may-wang-po, c became Jang-kya’s
main pupil and in 1733 wrote an abbreviated version of these texts,
entitled Presentation of Tenets: A Precious Garland. d Many
authors chose to write concise texts so that the general outlines and
basic postures of schools could be taught and memorized without
the encumbrance of a great deal of elaboration, though sometimes
the brevity itself makes the issues being discussed inaccessible.
A medium-length presentation of tenets that also treats the
other schools of Tibetan Buddhism but in a biased fashion was
written by Jang-kya’s biographer and student, who was also a
student of Kön-chok-jik-may-wang-po, Tu-ken Lo-sang-chö-kyinyi-ma. e His text is called Mirror of Eloquence Showing the
Sources and Assertions of All Schools of Tenets.f The final major
development was a text unraveling the difficult points of
Jam-yang-shay-pa’s huge but terse Great Exposition of Tenets,
written by the Khalkha Mongolian scholar Nga-wang-pel-den.g As
China, he is also known as the Second Jang-kya Hu-tok-tu (hu thog thu), using
the Mongolian for sprul sku.
a Jam-yang-shay-pa himself had been tutored by the previous Jang-kya,
Nga-wang-lo-sang-chö-den.
b
note 8: grub pa’i mtha’i rnam par bzhag pa gsal bar bshad pa thub bstan lhun
po’i mdzes rgyan.
cdkon mchog ’jigs med dbang po, 1728-1791.
dgrub pa’i mtha’i rnam par bzhag pa rin po che’i phreng ba. In this sub-genre of
brief Presentations of Tenets are earlier texts such as the Presentation of Tenets
by Jay-tsün Chö-kyi-gyel-tsen (1469-1546), the Ship for Entering the Ocean of
Tenets by the Second Dalai Lama (1476-1542), the Presentation of Tenets, Sublime Tree Inspiring Those of Clear Mind, Hammer Destroying the Stone Mountains of Opponents by Paṇ-chen Sö-nam-drak-pa (1478-1554), and the Condensed Essence of All Tenets by Jo-nay-pa Drak-pa-shay-drup (co ne ba grags
pa bshad sgrub, 1675-1748). For a list of other such brief texts, see the bibliography (XLVI, and so forth) and introduction (5-12) in Katsumi Mimaki, Blo gsal
grub mtha’.
ethu’u bkvan blo bzang chos kyi nyi ma, 1737-1802.
f
note 9: grub mtha’ thams cad kyi khungs dang ’dod tshul ston pa legs bshad
shel gyi me long.
gngag dbang dpal ldan, b. 1797; also known as Pel-den-chö-jay (dpal ldan ch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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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 as Jam-yang-shay-pa’s commentary itself, his Annotations for
(Jam-yang-shay-pa’s) “Great Exposition of Tenets”: Freeing the
Knots of the Difficult Points, Precious Jewel of Clear Thought a
elaborates key points, making the Great Exposition of Tenets clear
and accessible.
The number, length, and quality of these texts testify to this
genre’s having captured the attention of several important authors
as a means to stimulate the metaphysical imagination and thereby
to penetrate the veil of false appearances.

About Jam-yang-shay-ba’s Great Exposition of
Tenets
Jam-yang-shay-pa’s Root Text of Tenets: Lion’s Roar,b published in
1689, is written in unusually terse, sometimes opaque nine-syllable
lines, largely devoid of customary grammatical endings and
particles.c (An oral tradition reports that the stylistic oddness of
his root text is due to Jam-yang-shay-pa’s composing it in a
inspired state hearing the sounds of a lute-like instrument played
by the goddess Svarasvatī.) His prose autocommentary, finished
ten years later in 1699, cites the entire root text section by section,
and includes most but not all of the words of the root text scattered
within the commentary. Monumental in length, the Great
Exposition of Tenets expands greatly on the root text through citing
sources, unraveling issues, and suggesting other issues. Yet, despite
rje).
agrub mtha’ chen mo’i mchan ’grel dka’ gnad mdud grol blo gsal gces nor.
bThere are two editions of the Root Text in Jam-yang-shay-pa’s Collected Works,
the second also containing interlinear annotations; it is attributed to
Jam-yang-shay-pa but on a few occasions contains material contrary to his
commentary in the Great Exposition of Tenets, and, therefore, may have been
authored by a student.
cDak-tsang’s root text, on the other hand, contains sufficient grammatical endings and particles to be readily understood. His autocommentary, however, is
sometimes difficult to follow because he uses the root text within explanatory
sentences but cites it only by a syllable or two and “and so forth” (sogs); the
difficulty is that the words of the root text are integral parts of the commentary,
which, therefore, can be understood only by the reader’s supplying the remaining words of that phrase, line, or lines of the root text. In translation, I have supplied the missing words so as to make it accessi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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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length, it is often cryptic in its references and meaning (atypical
for Jam-yang-shay-pa whose style is usually clear); it is also laden
with copy-editing problems.
Seeing the tremendous value of Great Exposition of Tenets,
the Khalkha Mongolian scholar Nga-wang-pel-den sought to make
it more accessible through lengthening, explaining, and identifying
source materials and through expanding on issues. He also raises
qualms about the relevance of certain source quotes and frequently
corrects misprints, faulty citations, and other copy-editing
problems in the Central Tibet edition,a though he forswears trying
to list what requires copy-editing. b His attention to detail
manifests the great value he put on the text, bringing tremendous
clarity to what otherwise is an abstruse work. His annotations are a
necessary key for Great Exposition of Tenets through providing
rigorous contextualization and non-partisan critique.
When Nga-wang-pel-den, evincing independence and
intellectual honesty, disagrees with Jam-yang-shay-pa, he usually
presents a carefully framed argument, sometimes in great detail
(see his opinion on the meaning of “mine,” 869ff.). Still, he adopts
a humble attitude; for instance, after thoroughly challenging the
relevance of Jam-yang-shay-pa’s citation of a passage, he says:c
These are stated in the manner of raising qualms for those of
new awareness. The fact that there is no chance to debate
with the explanations by the omniscient patriarch
Jam-yang-shay-pa-dor-jay should be known everywhere
throughout [my annotations].
With this type of format, or mask, Tibetan and Mongolian authors
aSome of his corrections indicate that he did not have the Tra-shi-kyil edition at
his disposal.
bHe says (stod, ha, 179.2):

Since, in general, I have not tried to write down the very many mistakes in wording (yig
nor)here in Jam-yang-shay-pa’s Great Exposition of Tenets, I have mostly neglected
them.
and (dngos, tha, 215.5):
Although in general there are very many tiny mistakes in wording in all of theomniscient
Jam-yang-shay-pa’s textbook literature on philosophy and in particular in the Great
Exposition of Tenets, such as the genitive case where the instrumental case should be and
the instrumental case where the genitive case should be, I have not tried here to write [all
of] them down, and hence have mostly neglected them.

note 10: Annotations, dbu ma pa, ’a, 92.3.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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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tically examine the works of esteemed predecessors.
Jam-yang-shay-pa, for instance, uses similar formats when he
examines, and improves upon, Tsong-ka-pa’s works.
Jam-yang-shay-pa’s Great Exposition of Tenets is in thirteen
chapters, starting with a description of tenets in general, then
passing to non-Buddhist schools, and finally to Buddhist schools.
He treats twelve renowned non-Buddhist schools somewhat briefly
over six chapters and then focuses on the four Buddhist schools
and their main sub-schools, with an additional short chapter on
Mantra, also called Tantra. In the order of their presentation (the
list of Buddhist schools represents an ascent in order of estimation),
these are:
Non-Buddhist Schools
1
Lokāyataa (Hedonists)
2
Sāṃkhyab (Enumerators) and Kāpilac (Followers of Kapila)
3-6 Braḥmaṇa d (Followers of Brahmā), Vaiyākaraṇa e
(Grammarians), Vedāntaf (Proponents of the Finality of the
Vedas), and Guhyakag (Secretists)
7-8 Vaiṣhṇava h (Followers of Viṣhṇu) and Mīmāṃsā i
(Analyzers or Ritualists)
9-11 Shaiva (Followers of Shiva), Vaisheṣhika j (Particularists),
and Naiyāyikak (Logicians)
12 Nirgrantha l (The Unclothed), also known as Jaina m
(Followers of Jina)

a

rgyang ’phan pa.
grangs can pa.
c
ser skya pa.
d
tshang pa ba.
e
brda sprod pa.
f
rig byed mtha’ pa.
g
gsang ba pa.
h
khyab ’jug pa.
i
dpyod pa ba.
j
bye brag pa.
k
rig pa can pa.
l
gcer bu pa.
m
rgyal ba p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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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dhist Schools
Lesser Vehicle (hīnayāna)a
1. Great Exposition Schoolb
Eighteen sub-schools
2. Sūtra Schoolc
Sūtra School Following Scriptured
Sūtra School Following Reasoninge
Great Vehicle (mahāyāna)
3. Mind-Only Schoolf
Mind-Only School Following Scripture
Mind-Only School Following Reasoning
4. Middle Way Schoolg
Middle Way Autonomy Schoola
a

The term “Lesser Vehicle” (theg dman, hīnayāna) has its origin in the writings
of Great Vehicle (theg chen, mahāyāna) authors and was, of course, not used by
those to whom it was ascribed. Substitutes such as “non-Great Vehicle,” “Nikāya
Buddhism,” and “Theravādayāna” have been suggested in order to avoid the
pejorative sense of “Lesser.” However, “Lesser Vehicle” is a convenient term in
this particular context for a type of tenet system or practice that is seen, in the
tradition analyzed in this book, to be surpassed—but not negated—by a higher
system. The “Lesser Vehicle” is not despised, most of it being incorporated into
the “Great Vehicle.” The monks’ and nuns’ vows are Lesser Vehicle, as is much
of the course of study in Ge-luk-ba monastic universities—years of study are put
into the topics of Epistemology (tshad ma, pramāṇa), Manifest Knowledge
(chos mngon pa, abhidharma), and Discipline (’dul ba, vinaya), all of which are
mostly Lesser Vehicle in perspective. (“Lesser Vehicle” and “Low Vehicle” are
used interchangeably in this book.)
b
bye brag smra ba, vaibhāṣika. I feel that it is important gradually to get beyond
the use of Sanskrit terms whenever possible in order to lift Buddhist studies out
of the arcane. There is no need to translate persons’ names, except perhaps in
texts such as certain sutras where some names have great meaning, but the
translation of technical terminology can be very helpful. With respect to this, I
stand directly opposed to the style of the great French Buddhologist, Louis de La
Vallée Poussin, though I do not criticize him for not trying to do what I am.
Scholars have different tastes and perceive different needs, and the field is wide
enough to accommodate many different approaches. I disagree entirely with
those who call for only one style of translation.
c
mdo sde pa, sautrāntika.
d
lung gi rjes ’brangs, *āgamānusārin.
e
rigs pa’i rjes ’brangs, *nyāyānusārin.
f
sems tsam pa, cittamātra.
g
dbu ma pa, mādhyami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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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le Way Consequence Schoolb
I have primarily woven together passages from Jam-yang-shay-pa’s
Great Exposition of Tenets and Nga-wang-pel-den’s Annotations to
form an accessible, detailed commentary on Jam-yang-shay-pa’s
entire Root Text with Nga-wang-pel-den’s entire word commentary
on it. Jam-yang-shay-pa’s brilliant breadth and depth—eschewing
simplistic reductions—and Nga-wang-pel-den’s clarity provide a
magnificent vision of manifold world-views in the Tibetan cultural
region.

The Author
Jam-yang-shay-pa Nga-wang-tsön-drü c was born in the Am-do
Province of Tibet in 1648 east of the Blue Lake. Having studied
the alphabet at age seven with his uncle, who was a monk, he
mastered reading and writing and six years later became a novice
monk. He went to Lhasa at age twenty-one to further his studies at
the Gomang College of Dre-pung Monastic University; six years
later he received full ordination and at twenty-nine entered the
Tantric College of Lower Lhasa. From age thirty-three he spent
two years in meditative retreat in a cave near Dre-pung. (Perhaps it
was at this time that Mañjushrī, also called Mañjughoṣha, appeared
to him and smiled, due to which, according to Kensur Lekden, he
came to be called “One On Whom Mañjushrī Smiled,”
Jam-yang-shay-pa.)
At age fifty-three he became abbot of Go-mang and at
sixty-two returned to Am-do Province where he founded a highly
influential monastery at Tra-shi-khyil,d this being 1710. Seven years
later he founded a tantric college at the same place. He wrote
prolifically on the full range of topics of a typical Tibetan polymath
and, having received honors from the central Tibetan government
and from the Chinese Emperor, died at the age of seventy-three or
-four in 1721/2.
Partly because of the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Go-mang
College and the Mongolian peoples stretching from the Caspian Sea
a

rang rgyud pa, svātantrika.
thal ’gyur pa, prāsaṅgika.
c’jam dbyangs bzhad pa ngag dbang brtson grus, 1648-1722.
dbkra shis ’khyil.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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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Siberia, who were predominantly Ge-luk-pa by this time,
Jam-yang-shay-pa’s influence on the Ge-luk-pa order has been
considerable. His life manifests a pattern typical of many influential
Tibetan religious figures—child prodigy, learned scholar,
disseminator of the religion, politician, priest to political
personages,monastery leader, yogi, magician, popular teacher, and
prolific writer.a

Remarks about the Format
With regard to the format of the book:
•

•

•

The Root Text of Tenets: Lion’s Roar b by Jam-yang-shay-pa
Ngag-wang-tsön-drü is in bold type, divided into units in
accordance with Jam-yang-shay-pa’s autocommentary,
Explanation of Tenets: Sun of the Land of Samantabhadra
Brilliantly Illuminating All of Our Own and Others’ Tenets and
the Meaning of the Profound [Emptiness], Ocean of Scripture
and Reasoning Fulfilling All Hopes of All Beings, also known as
the Great Exposition of Tenets.c
The Root Text is preceded by the running outline d found in
Jam-yang-shay-pa’s Great Exposition of Tenets.
Due to its terseness, the Root Text is followed by the
word-commentary by the Khalkha Mongolian scholar
Nga-wang-pel-dane as found at the end of each chapter in his

For his life story see Derek Maher’s University of Virginia thesis, Knowledge
and Authority in Tibetan Monastic Buddhism: A Biographical Study of the Gelukba (dge lugs pa) Jamyang Shayba (’jam dbyangs bzhad pa) in his Historical
Context.
b
grub mtha’ rtsa ba gdong lnga’i sgra dbyangs / grub pa’i mtha’i rnam par
bzhag pa ’khrul spong gdong lnga’i sgra dbyangs kun mkhyen lam bzang gsal
ba’i sgron me.
c
grub mtha’ chen mo / grub mtha’i rnam bshad rang gzhan grub mtha’ kun dang
zab don mchog tu gsal ba kun bzang zhing gi nyi ma lung rigs rgya mtsho skye
dgu’i re ba kun skong.
d
A separate table of contents, titled Contents of the “Root Text of Tenets: Lion’s
Roar” by Jam-yang-shay-pa Ngag-wang-tsön-drü (grub mtha’ rtsa ba gdong
lnga’i sgra dbyangs zhes bya ba’i tshig ’grel ), was compiled by Ge-shay
Ngag-wang-nyi-ma (ngag dbang nyi ma) in 1976.
e
ngag dbang dpal ldan, b. 1797; also known as Pal-dan-chö-jay (dpal ldan chos
rje).
a

應成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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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otations for (Jam-yang-shay-pa’s) “Great Exposition of
Tenets”: Freeing the Knots of the Difficult Points, Precious
Jewel of Clear Thought.a
The Root Text is supplemented with clearly marked indented
commentary from Jam-yang-shay-pa’s Great Exposition of
Tenets and from Nga-wang-pel-dan’s Annotations for
(Jam-yang-shay-pa’s) “Great Exposition of Tenets.”
Explanatory materials are also added at several relevant places
from Nga-wang-pel-dan’s Explanation of the Obscurational and
the Ultimate in the Four Systems of Tenets,
Kön-chok-jik-may-wang-po’s Presentation of Tenets and
Presentation of the Grounds and Paths, Jam-yang-shay-pa’s
Seventy Topics, Tsong-kha-pa’s The Essence of Eloquenceand
Medium Length Exposition of the Stages of the Path,
Nga-wang-nyi-ma’s Outline, Gedün Lodrö’s Calm Abiding and
Special Insight, and Ge-dün-lo-drö’s oral commentary on the
chapter on the Sūtra School. Lengthy excerpts are also added
from Dak-tsang Shay-rap-rin-chen’s Freedom from Extremes
through Knowing All Tenets b and his autocommentary
Explanation of “Freedom from Extremes through Knowing All
Tenets”: Ocean of Eloquence.c

This translation of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lfth chapter of Maps of
the Profound into complex-character Chinese by Su-an Lin fulfills
my intention to provide access to this stimulatingly profound
compendium mapping the spiritual journey in the perspectives of
many systems.
Jeffrey Hopkins
Professor Emeritus,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ident and Founder, UMA Institute for Tibetan Studies

a

grub mtha’ chen mo’i mchan ’grel dka’ gnad mdud grol blo gsal gces nor. The
word-commentary also appears in a separate text as the last item in his Collected
Works.
b
grub mtha’ kun shes nas mtha’ bral grub pa zhes bya ba’i bstan bcos.
c
grub mtha’ kun shes nas mtha’ bral grub pa zhes bya ba’i bstan bcos rnam par
bshad pa legs bshad kyi rgya mtsho.

Maps of the Profound
Chinese Translation
Chapter 12
Consequence School
(pp.794-1008)

第十二章應成派 (Consequence School)
蔣揚協巴的《大宗義》a提到：關於應成學派的系統，尊貴
的宗喀巴在《善說藏論》b之最末提到：

此諸贍部智者嚴，一切善說皆尊敬，從月[月稱]放
出善說光，啟發慧眼拘母陀，然世出世緣起因，摧
壞一切相執境，觀見佛護c所示道，誰不善持龍猛宗。

a

note 1029：Taipei, 526.2.

b

note 1030：P6142, vol.153, 208.5.5。北京版為 mtshan 'dzin 而非 mthar
'dzin。

c

蔣揚協巴的立場可從應成派的創立者佛護得到認同。但對那些主張月
稱才是創立者而言，也可從其相關說明得到支持；也就是月稱藉由
清楚地區分此系統與其他學派之差異而為應成學派之開轍師。
我認為蔣揚協巴的立場將會面臨以下的質問：(1)雖然在龍樹之
前 的 撒 拉 哈 (Saraha) 持 中 觀 見 ， 且 在 寂 護 之 前 的 聖 解 脫 軍
(Vimuktasena) 持瑜伽自續派之見(500ff. 譯按：此處為英文版的頁數，
其後亦依此類推。)，此二者卻非中觀與瑜伽行中觀自續派之創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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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由此，中觀應成派是所有學派及宗義中之最上乘，它是三
時 (過去、現在、未來) 勝者之圓滿行、正行與將行之大道，
是孕育四聖b的獨⼀無二之⺟，以及唯⼀勝妙修行之道。不
論色身及福報等之情形，所有的佛陀、菩薩及聖者皆精進
於此，探尋並專注修行於上。此深奧中觀之道遮除所有粗
品細品的極端與邊見，是令人喜樂的無上甘露。龍樹之圓
滿思想由佛護建立為應成派，並由尊貴的月稱闡發其殊勝
之道。

b'' 說明中觀應成派的系統{6}
此章節有六部分：隨順詞源學說明其定義、同義詞、及分類、
所依論典、了義與不了義之文本及宗義。

因為他們並沒有將這些學派與其他系統對比區別。且(2)他認許佛護
並沒有為應成派做區分而月稱卻有(481)。由上述理由，章嘉(288. last
line)依此說蔣揚協巴實際並沒有主張佛護為應成派的創立者。然而使
用蔣揚協巴文本的果芒寺則認為佛護為應成派的創立者，且此主張
為蔣揚協巴之見解。
a
b

譯按：此為法尊法師之翻譯。
四聖者為聲聞、獨覺、菩薩及佛。Āryan ('phags pa)譯為聖者，根據勘
蘇雷登(Kensur Lekden)，聖者由見道了悟空性而勝於⼀般眾⽣。

應成派

1. 隨順詞源學說明定義
因其不主張自立推論，主要以「使他宗推論的結果與其所主
張相違」的方式說明，由此而稱為應成派。

昂旺奔登在其對蔣揚協巴《大宗義》的注釋中提到：
不以自立推論的方式主張，他們主要以「使他宗推論的結果
與其所主張相違」的方式使其了解中觀之道。由此，而稱為
中觀應成派。
蔣揚協巴的《大宗義》a提到：月稱的《明句論》b中說：
「中觀宗者使用自立[推論]是不恰當的，因為他們並未
主張另⼀立場。」

a

note 1031：Taipei, 526.17.

b

note 1032：P5260, vol. 98, 4.5.3，在I.1.中的註解。其梵文為《佛教梵
文文獻》(Buddhist Sanskrit Texts) Vol.10, 5.24；Poussin, 16.2。而括弧中
的則是出自蔣揚協巴的《大中觀》(Great Exposition of the Middle)
232b.6。關於此引述，Dr. L Vaidya所編輯的《佛教梵文文獻》則讀為
mādhyamikasya sataḥ，儘管他在第五頁(n.5)中提到藏文本中沒有述及
此，但實際上在藏文本的確提到dbu ma pa yin na ni (Vol.98, 4.5.3)。
Poussin 的 版 本 (Bibliotheca BuddhicaIV, 16.2) 則 讀 為 mādhyamikasya
svataḥ，而他認為在藏文本中有所遺漏(請見n.3)；然而藏文本則認為
sataḥ才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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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旺奔登的《注釋》a則說：此處，所謂的「自立推論」
是⼀由自身所建立的論式[照字面之意，表示『因』的
運用]。「立場」則是指所立法或主張，而「另⼀」表
示⼀主張非由⼰方所建立。因此，此段的意義表示：
對於中觀宗來說，由⼰方所建立的推論是不恰當的，
因為中觀宗不主張由⼰方建立所立法或宗法。

蔣揚協巴的《大宗義》b提到：「在⼰力下建立」(rang
dbang du grub pa)c、「自性地建立」(rang bzhin gyis grub
pa, svabhāvasiddha) 及「自立」(rang rgyud, svatantra) 皆
是相等的。對於因的運用[也就是論式]，自性存在地三
支論式即是自立比量 (rang rgyud kyi rjes dpag, svatantra-anumāna)。
因此，若主張自立比量，則其它現象例如生，必然
也將自性地存在d。因此，在分析時，將必然會成為四

a

note 1033：dbu ma pa, ka, 114.7.

b

note 1034：Taipei, 526.18.
根據蔣揚協巴(697)，梵文之原文為 svairī；siddha(grub pa)及 sat (yod pa)

c

常被交換使用。
d

note 1035：括弧中所述引自昂望奔登的《注釋》，dbu ma pa, 58b.1。

應成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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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見之一的立場，且非禁不起勝義分析a。在此情形下，
將成立四邊見b之一的主張。然而，四邊見之任一主張
對中觀宗者來說皆是不合適的，因為他們應維持中道之
義及避免邊見。聖天(/提婆)的《四百論》提到c：
「即使
經過長時，也不會去譴責那些不主張「[自性]存在者、
或不主張不存在者、或沒有[同時]d具有存在與不存在」
的立場者。」
昂旺奔登的《注釋》中提到e：宗喀巴的《入中論善顯
密意疏》中提到：
[此段]f由[月稱]所引的段落被視為那些主張名言存
在的來由，而名言存在表示遮除[對境]「以其自性
建立的實質存在」。主張名言存在者不能被那些主
張「法由⼰性所成立的真實存在」者g所反對，同
譯按：也就是在勝義分析後有所得。

a

b

若說「主張」即「立場」可能顯得多餘，因為立場(pakṣa, phyogs)及主
張(pratijñā, dam bca')常為同義詞。然而根據勘蘇雷登，邊見的「立場」
不存在，因為是邊見，但是邊見立場的「主張」是存在的。

c

note 1036：P5246, Vol.95, 140.2.4, XVI.25。月稱的論註請見 P5266,
Vol.98, 279.2ff。此為月稱在《明句論》中接著上⼀引述而來，P5260,
Vol.98, 4.5.4。 (在《佛教文獻系列-梵文》(The Buddhist Text Series
Sanskrit)中為 No.10, 5.25；Poussin 版則為 16.4)。

d
e
f

譯按：中譯者所加
note 1037：dbu ma pa, kha, 115.6.

譯按：即指提婆所述的這段。
dngos po yod par smra ba, *bhāvavādin.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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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不能為那些主張「遮遣有為法如色等有所能力」
之無事宗a者所反對。因此，此段落並不適合視為
[中觀宗]無主張的來由。

有關遮除四邊的型態，以遮除以下四邊主張為宜：
1. 主張自性存在
2. 主張完全不存在
3. 主張自性存在與完全不存在兩者[同時]b
4. 主張既非自性存在亦非自性無的真實建立者。

或者，如同宗喀巴在《廣論．毗婆奢那》的中所指出：
若沒有任何條件地遮除四邊c時，當前兩者，
也就是存在的某物 (dngos po yod pa) 或不
存在的某物 (dngos po med pa) 被遮除時，
由兩者皆被遮遣而說「兩者無」，這將與遮
除「非兩者無」的主張直接相違。如果你堅
持說除此之外別無謬誤，我只能說：「我們

a

dngos po med par smra ba, *abhāvavādin.
譯按：中譯者所加。

b

此四邊為：1.自性存在之事 2.自性存在之無 (也就是無因事物的自性存

c

在) 3.兩者皆俱 4.既非自性存在有也非自性存在無的真實建立者。

應成派

不作非理性地辯論。」

蔣揚協巴的《大宗義》提到 a ：龍樹在《迴 諍論 》
(Refutation of Objections)b說：
如果說我有任何自性存在之主張，則我將與
我所說「沒有自性存在」的主張相違而顯得
不合理。但因為我沒有自性存在的主張，則
我所說無誤。

因此，應成學者不主張自立比量或在世俗中主張任何
其他自立之法。

昂旺奔登的《注釋》中提到c：關於龍樹在《迴諍論》
(Refutation of Objections)所提「他無所主張」的敘述可
a
b

note 1038：Taipei, 527.4.
note 1039：P5228, Vol.95, 15.1.1，第 29 頌。這是月稱在《明句論》中
接著前述所說，P5260, Vol.98, 4.5.4；《佛教文獻系列》 No.10, 6.1；
Poussin, 5.7。請見 K. Bhattacharya 的
《龍樹的辯證方法》(The Dialectical
Method of Nāgārjuna, Delhi：Motilal, 1978)，頁 23。此括弧內容引自《注
釋》
，dbu ma pa, 59a.6。若要了解此述的脈絡，請見 Hopkins,Meditation
on Emptiness，頁 471-473。

c

note 1040：此處為William Magee所譯，內容來自《空之顯然：昂望奔
登對蔣揚協巴〈大宗義〉之注釋》(Evidently Empty: Nga-wang-bel-den’s
Annotations for Jam-yang-shay-ba’s “Great Exposition of Tenets”, Ithaca,
N.Y.:Snow Lion, forthco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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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於以下的論辯。中觀宗者提出：「法無自性。」所駁
斥的真實存在主張者則說：「如果你說這些語詞具有自
性，則說『所有事物沒有自性』變得不合理。如果你說
這些語詞沒有自性，則它們將將無法駁斥自性。」
因此，關於是否具有這些，並不是要爭論龍樹是否
在⼀般狀況下有這些主張，而是「事物不具有自性」這
樣的詞語是否有自性。因此，若我認為主張的語詞也具
有自性，那麼我將與我說「所有事物無自性」的主張相
違，但因為我並非如此主張, 因而我沒有這樣的錯誤。
因此，龍樹在《迴諍論》中所述的段落，並不適合證明
中觀宗無所主張。

蔣揚協巴的《大宗義》a提到：即使如此，應成學家有
許多方式使對手了解「法非真實存在」。關於應成中觀
家的定義為：
中觀宗者主張藉由正確的相違推論--也就是

a

note 1041：Taipei, 527.6.

應成派

導致對手採取相反之義、或並不採取相反之
義等，而駁斥對手四邊之一的任何主張。而
此將於以下說明。
這也是「中觀應成派」之詞源意義。
在應成派的系統中，應成和他證之論式說明各有不
同程度的運用，但此二者並非完全地互斥。因為關於他
證論式的使用，幾乎與應成類似。關於他證論式的例子
「對於體性已存在者之再生是無意義的，就像所
如下a：
顯之瓶之例一樣。」
昂旺奔登的《注釋》b：既然應成論式須於他方產⽣推
論而表述，因此，其具有較大的使用範圍；但既然他證
推論不需要對某些利根論辯者陳述，而被認為具有較小
的範疇。

2. 同義詞
他 們 被 視 為 應 成 宗 者 (Consequentialists) ， 中 觀 唯 表

a

蔣揚協巴的例子來自佛護對於數論派對於⽣--也就是因中有果---見解
之駁斥。(474, 483ff. 及 831ff.)

b

note 1042：dbu ma pa, nga, 117.2.

29

蔣揚協巴之深奧地圖

30

(Only-Appearance)宗者及中觀無住宗者。

昂旺奔登在其對蔣揚協巴《大宗義》的注釋中提到：
它們的同義詞為：
•應成宗者
蔣揚協巴的《大宗義》a：他們主要利用相違推論使他
方產⽣「沒有任何法自性存在」的見解。因此，他們被
稱為應成派。
•中觀唯表宗者，會如此稱呼是因為他們安立⼀切法如世俗
地存在，而由於所安立的對境不可尋得，只顯現於意識中
的主張而來。
蔣揚協巴的《大宗義》b提到：月稱的《明句論》c中說：
「世俗現象的建立唯由緣性d，而非四⽣之任何方式。」

a

note 1043：Taipei, 527.13.

b

note 1044：Taipei, 527.14.

c

note 1045：P5260, Vol.98, 10.3.1；
《佛教文獻系列》(Buddhist Text Series)
No.10, 18.24；Poussin, 54.11。此引述在蔣揚協巴的《大中觀》282a.2,
以及宗喀巴的《入中論善顯密意疏》
，P6143, Vol.154, 37.5.3 與 38.3.2.
此第二引述幾乎是緊接著第⼀引述。

d

rkyen nyid 'di pa tsam，idaṃ pratyayatāmātra 既然因非依於果而⽣，
「唯
緣性」的意義非限制於對於 pratyaya 的⼀般意思，也就是有助於⽣法

應成派

而且：「當主張唯由緣性時，因與果兩者相依。因此，
它們的建立並非自性存在。」
由此，應成宗者被稱為中觀唯表 (Only-Appearance) 宗
者。他們是主張對境之存在由緣而顯的中觀家，且這些
所安立的對境在分析後無法尋得。

•中觀全無住宗，之所以如此稱呼是因為他們無住於任何粗
品或細品的常見或斷見
蔣揚協巴的《大宗義》a：舒羅(Shūra)的《究竟解脫心
之修練》(Cultivation of theUltimate Mind of Enlightenment)b中提到：[佛]以獅子吼宣說無我之道理，藉由空

之因緣，而是「表示安立⼀對境的條件」，不管是依於安立的自身基
礎或是與其所立者有關。⼀種子由依於其安立的基礎而假立，此種子
的顯現是依於其兩半與所假設的芽果這樣的因緣條件而安立；也就是
沒有分析或探究時並不代表因緣是無法分析的，意思是說對於對境是
否存在的的⼀般世間探究還是可以分析的。換句話說，世俗現象非僅
是想像虛構而無法以邏輯推理研究探究，這些分析探究也是「常我」
等被破斥之所在。甚者，世間物是無法禁得起勝義分析，此分析是深
入分析事物的存在模式，而此分析為探究事物是否與其安立的基礎是
⼀體或為異體。
a

note 1046：Taipei, 527.17.

b

note1047 ： don dam byang chub sems sgom, paramārtha-bodhicitta
-bhāvanā；P5431, Vol.103, 246.5.2。北京版錯誤地記載為stong pa gny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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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如來、究竟實相]等同義詞，及魔術師之幻相、[夢
境與海市蜃樓]等無盡喻例、與不同乘的方便法門，解
說無住於[任何粗品或細品邊見]的中觀義a。相同地，因
為[應成宗者]並沒有住於任何常邊或斷邊，他們被稱為
而非stong pa nyid。而括弧中的是來自《注釋》, dbu ma pa, nga, 117.4，
與後期《章嘉宗義》409.10所說⼀致。
a

蔣揚協巴引述舒羅(Shūra)的《究竟解脫心之修練》(Cultivation of the
Ultimate Mind of Enlightenment) 稱應成派學者為中觀無住派及中觀全
無住宗(Thoroughly Non-AbidingProponents of the Middle)是可被承許
的。既然舒羅只是提及中觀，並不住於任何邊見，這並不能成立他使
用這些語詞如同為此學派命名。蔣揚協巴似乎在說應成派應有適合的
名字，只因為應成派提出不住於任何邊見的中觀之道。然而，那麼稱
唯識宗為中觀全無住宗也是合理的，因為他們也宣稱不住於任何邊見
的中觀之道。
也就是說，蔣揚協巴的理由是不足的。他的立場試圖要澄清之前
宗喀巴在《廣論》及《略論》中所述，當他說早期⻄藏學者錯誤地將
主張理成如幻者(sgyu ma rigs grub, Those who hold that Illusion is established by a Rational consciousness)說為自續派，而將主張中觀全無住
宗者(rab tu mi gnas pa'i dbu ma pa)說為應成學者。蔣揚協巴試圖要顯
示宗喀巴反駁的不是語詞本身，而是早期⻄藏學者這些語詞的意義。
《章嘉宗義》290. 6-290. 12 同意並引述此為偉大學者行者諾桑嘉
措(nor bzang rgya mtsho；1423-1513)之意見，且確認他將舒羅的作品
作為其引用來源。然而，其他學者例如昂望奔登則認為宗喀巴所破斥
的是意義及使用語詞本身兩部分。昂望奔登之注釋 (dbu ma pa, nya,
117.7) 對此爭論做了⼀非常棒的解釋，而且，協馬根敦丹津賈措 (zhwa
dmar dge bdun bstan 'dzin rgya mtsho, 1852-1910)在其《善顯深奧之燈‧
淨化宗喀巴〈廣論觀修〉之忘失難處》(Lamp Illuminating the Profound
Thought, Set Forth to PurifyForgetfulness of the Difficult Points of
(Dzong-ka-ba’s) “Great Expositionof Special Insight", lhagmthong chen
mo’i dka’ gnad rnams brjed byang du bkod pa dgongs zab snang ba’i
sgron me, Delhi: Mongolian Lama Guru Deva, 1972, 19.4-27.5) 則有更
好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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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觀無住宗及中觀全無住宗。

3. 應成派的分支
有三支派---典範派、宗派、非宗派 (model, partisan, and
non-partisan)
昂旺奔登在其對蔣揚協巴《大宗義》的注釋中提到：
應成派有三支派：典範文本的中觀派---聖父龍樹及聖子提婆；
宗派中觀應成家，例如佛護，月稱及寂天(Shāntideva)；非
宗 派 的 中 觀 應 成 家 ， 如 龍 智 (Nāgabodhi) 及 釋 迦 善 友
(Shākyamitra)。
蔣揚協巴的《大宗義》 a：關於應成派的分支，早期
的藏人理所當然地稱聖父[龍樹]及其聖子[提婆]為典
範文本的中觀派，因為應成派及自續派之開轍師 b等皆
同樣視龍樹與提婆為[完全可信賴者]c。

a

note 1048：Taipei, 527.21.

b

分別為佛護、月稱及清辨。
此段落為蔣揚協巴解釋宗喀巴的《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P6142, Vol.153,

c

185.4.4)。語詞 phyi mo (mātṛkā) 具有根本文本或根本模式之意。龍樹在
其《寶鬘論》(394 頌)中使用此詞表示老師首次教導學⽣的字⺟模式，
雖然此詞語也表示「奶奶」之意，但此文脈中並不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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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宗派應成家為佛護、尊貴的月稱、寂天[等]，
而 那些非宗派卻持有中觀應成見者則如釋迦善友
(Shākyamitra) 、 龍 智 (Nāgabodhi) 及 瑞 巴 堀 就
「同
(Rik-ba-ku-juk)a 等。宗喀巴的《善說藏論》b中提到：
時，有許多傑出的學者舒羅、龍智等[在⻄藏]卻沒有他
們對於中觀論著的翻譯。」
釋迦善友(Shākyamitra)c的《五道》第二章後半段
清楚地闡述[應成派見解]。同時，所依之因在於龍智的
《業行之分類》(Classification of the Ends of Actions)d等
[清楚地說明非宗派應成者之見解]。
舒羅(Shūra) 的見解則很清楚地為[非宗派應成家]，
但達倉主張「舒羅是典範文本的[中觀派]」與「認為舒
羅明確地拒絕自立」 [這兩者]e是相違的。然而，佛護、
龍智等則並不曾引述舒羅為其文本來源；且若他們有

rigs pa'i khu byug, 為月稱的學⽣，被視為祈願者。

a

b

note 1049：P6142, Vol.153, 185.4.6ff。此引述由包含第二子句而加⻑。

c

昂望奔登之《注釋》(dbu ma pa, nga, 117.6) 指出宗喀巴的《密續之王
莊嚴密集金剛之教示-明釋密集五次第諸義燈論》(Quintessential Instructions on the King of Tantras ,the Glorious Guhyasamāja, Lamp
Thoroughly Illuminating the Five Stages, P6167, Vol.158, 179.3)中提到
龍樹已完成《五次第》 (the Five Stages, rim pa lnga pa, pañcakrama,
P2667)第二章之初，同時由釋迦善友 (Shākyamitra) 完成全章。

d

note 1050：las mtha rnam ’byed, karmāntavibhaṅga；P2676, Vol.62。

e

中譯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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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述的話，則[舒羅將被視為典範中觀派]。雖然清辨[及
其主要的追隨者智藏]a、月稱及在其後的論師皆引述舒
羅的論典，但這並無法使舒羅歸屬為典範中觀派。同
時，[達倉b主張]舒羅[在其《究竟解脫心之修練》]c中
提到：「同時，幻相不只是幻相」等以駁斥自立派之
主張。若[達倉是對的]，那麼舒羅將是宗派中觀應成家，
[而非達倉所說的典範中觀家]d。

a

根敦婁朱格⻄(Geshe Gedün Lodrö) 記述論注傳統提到第二傳承者為
智藏，雖然也有可能是第二位清辨，也就是被視為《中觀寶燈論》
（Madhyamakaratnapradīpa, P5254）的作者小清辨；此清辨與《般若
燈論》(P5253)的作者及視為自續派創立者的清辨不宜混淆。(請見《章
嘉宗義》，283.11)。智藏或許更適合當作參考，因為其著作比小清辨
要更常被引述。

b

達倉的《全宗義之知》(Knowing All Tenets, 204.1, Thimphu edition) 說
此段落：
「表示因為主張建立幻等，自續家並沒有了解不思議之文殊菩
薩。」

c

P5431, Vol.103.246.4.8. 勘蘇昂望雷登(Kensur Ngawang Lekden)指出
⼀般的教說是法就像幻相⼀樣，也就是非真實的幻相，但卻如同真實
⼀樣，換句話說，非真實存在的法卻如同真實存在⼀樣顯現；他補充
說到，有為法就像幻相⼀樣，且不只是幻相而已，因為它們還展現功
能，但幻相應該是不能有所功能的。

d

昂望奔登之《注釋》(dbu ma pa, nya, 117.7) 似乎作了不合理的結論，
他提到蔣揚協巴同意達倉之說，認為此段落直接駁斥自續學家。在此
例中，蔣揚協巴將與自身主張舒羅是「非宗派應成學家」的說法衝突。
昂望奔登也許漏掉了在蔣揚協巴駁斥達倉的論說中使用「假設」這樣
的語句。
不論情形為何，在格魯派的系統中(除了宗喀巴的《金鬘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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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駁者說：若此應成家的論典[《究竟解脫心之修練》]
是舒羅的，則此不就與宗喀巴在《善說藏
論》a所說的這段相抵觸嗎﹖「同時，有許
多傑出的學者舒羅、龍智等[在⻄藏]卻沒
有他們對於中觀論著的翻譯。」
回答：舒羅的《究竟解脫心之修練》b是⼀禪修手冊；

(Golden Rosary)，也就是說明「即使在根本定，俼於空性的現象也將
顯現」之早期著作，此論著被視為非宗喀巴的最終立場)，理識無法建
立如同幻相的世俗物，但只能成立空性。而此見解對中觀二派而言皆
是合理的。當行者從禪修空性的根本定起座時，後得智藉由早先證悟
空性的相續力了解如幻的現象與世俗法的顯現。
a

P6142，Vol.153. 185.4.6ff.，此引述⼜加上第⼀因之補充。根據昂望奔
登之《注釋》 (dbu ma pa, nya, 117.6) 及 Obermiller 的《布敦佛教史》
(Vol.2, 132) 與 土 官 (Tu-gen, 15.16) 皆 提 及 說 釋 迦 善 友 ， 納 迦 菩 提
(Nāgabodhi)及舒羅為龍樹的學⽣。
宗喀巴說明這些人的著作有關中觀派的部分並沒有翻譯為藏文
為⼀假設的敵手所質疑。蔣揚協巴則有些辯解地解釋宗喀巴是指他們
有關中觀派的哲學見解沒有翻譯為藏文；而昂望奔登的《注釋》(dbu
ma pa, ta, 122.1)則解釋雖然文本是中觀派的論著，但不是從分為見解、
禪修與實踐類別中的文本見解。我們要了解雖然舒羅的《解脫究竟心
之修練》是根據中觀派關於禪修空性的簡短手冊，但非哲學性的論著。
根敦婁朱格⻄(Geshe Gedün Lodrö)解釋這與龍樹的《供養讚頌集》
(Collections of Praises)類似，他對於金剛心(the mind vajra)等的看法並
未收錄於《六理聚論》(Collections of Reasonings)中，雖然在《六理
聚論》中以無限的推理形式說明空性。此假設是認為宗喀巴閱讀範圍
深廣，寫作不存在內部矛盾。因此，既不會遺漏也不會忘失舒羅的文
本。

b

昂望奔登的《注釋》(dbu ma pa, 122.2)指出有些學者認為此書的作者與
舒羅同名，但實際上並非舒羅，而是與龍樹同期的馬鳴(Ashvaghoṣha)。
然而，章嘉(409.13)則駁斥此主張為缺乏證據的主張，並說許多偉大的
學者皆認為此書確認為舒羅的。勘蘇雷登則補充，仍有許多舒羅著作的
藏文本，因為薩迦派保留⼀些舒羅秘密教法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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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雖然其中的確具有中觀的教導，宗喀巴的
論述[是針對中觀見解的論典，而非禪修]；就如
同龍樹的《供養讚頌集》 (Collections of Praises)
及《六理聚論》(Collections of Reasonings)為不
同的論述⼀般。

4. 應成學家所依的論典
這些論典包含甚深經典、《六理聚論》(Six Collections of
Reasonings)、
《四百論》(Four Hundred)、
《入行論》(Engaging
in the Deeds)、《諸經要集》(Compendium of Sūtra)及《學
處要集》(Compendium of Learnings)二者及《菩提道燈論》
(Lamp for the Path)等。

昂旺奔登在其對蔣揚協巴《大宗義》的注釋中提到：這些論
典包括：
•甚深《般若經》
有關馬鳴、舒羅等對於修行的討論，請見 D.S.Ruegg，
《在印度的
中觀學之文獻》(The Literature of the Madhyamaka School of Philosophy
in India，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1)，頁 119-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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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樹的《六理聚論》[也就是《中論》、《六十如理論》(Sixty
Stanzas of Reasoning)、《精研論》(The Finely Woven)、《七
十空性論》(Seventy Stanzas on Emptiness)、《迴諍論》
(Refutation of Objections) 及 《 寶 行 王 正 論 》 (Precious
Garland of Advice to the King)]
•聖天的《四百論》，寂天的《入菩薩行論》(Engaging in The
Bodhisattva Deeds)，龍樹的《諸經要集》及《學處要集》
及阿底峽的《菩提道燈論》等。
蔣揚協巴的《大宗義》a提到：佛護的《中論註》及以
上所述 [也就是那些早期應成學家例如龍樹及聖天的
文本]被視為全然可信賴者…月稱論師則[在《入中論》
b

中]提及世親、陳那等之名，並破斥他們；但卻沒有任

何人提及月稱之名並破斥他。而被視為十地菩薩的月稱，
其四部論著為：
•《明句論》：對於龍樹《中論》之論註

a
b

note 1051：Taipei,529.16.
例如月稱公開地在《明句論》第⼀章、第九章及第十八章駁斥清辨，
並且在《入中論自釋》的結頌第三偈頌批評世親、護法及陳那。

應成派

•《六十如理論釋》
•《七十空性論釋》
•《菩薩瑜伽行四百論釋》
等…為全然地可信賴…

行者應採用阿底峽之a《入行論釋》及《菩提道燈論難
處釋》有助益之部分。且應依賴彌勒的《究竟⼀乘寶性
論》，無著的《究竟⼀乘寶性論釋》。同時，應採用以
下論典中，對應成派或自續派來說皆同之說明：如彌勒
的《現觀莊嚴論》、聖解脫軍與師子賢在有關「道」等
部分的討論。
至於有關於與[應成學派第⼀類]不同之處的清楚
說明，[蔣揚協巴]採用父子三尊---偉大而尊貴的宗喀巴
及其兩位繼承者賈曹杰及克主杰---具有有效且具辯證
性的說明，解釋他們所主張的應成派。雖然我可能沒

a

根據勘蘇雷登，這並不表示在阿底峽的著作有不當之部分，而是他試
圖要順從瑜伽行中觀自續派關於修道的⼀般大乘脈絡。然而，阿底峽
的確持有多元意見---例如在⻄藏，邏輯的學習是不必要的，因為沒有
重要的非佛教徒需要駁斥，但這顯然在格魯是不被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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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引述的方式描述，然他們由無盡之理清楚地闡述
必無錯誤。

5. 了義與不了義的文本
教導二諦的經典可分為那些須要進⼀步解釋的不了義，與存
在形態確定的了義經典。有兩種需要解釋的形態：⼀種是文
字意義不適合，另⼀種則是字面上的意義雖被確立，但卻不
是真正的存在形態。第⼀轉法輪與第三轉法輪皆需要進⼀步
解釋。中轉法輪則為了義經典。在說明「沒有其他創造者」
及說明「空性」的前提下，《楞伽經》、《解深密經》、《大
乘密嚴經》這些經典所述的以下五部份需要進⼀步解釋。而
此五部分為---「唯識無外境」、「真常如來藏」、「阿賴耶
識之存在」、「依他起性與圓成實性的真實存在」及「究竟
三乘」。此五部份的教⽰須要進⼀步的解釋。

蔣揚協巴的《大宗義》a提到：聖者龍樹造《中論》及
分別「不了義」與「了義」有許多目的，因為：

a

note 1052：Taipei,5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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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遮蔽二諦
•了解二諦的目的
•消除對於何者為不了義，何者為了義的疑慮；也同時
消除將非了義當成了義(也就是存在的[真正] a 形態)
的錯誤理解。
月稱的《明句論》提到b：
[龍樹]造
《中論》
是為了顯示不了義與了義的差別。

a
b

譯按：中譯者所加
P5260, Vol.98. 7.5.7ff.；Poussin，《中論》(Mūlamadhyamakakārikās,
40.7-42.8) 宗喀巴在其《正理海》 (P6153, Vol.156, 64.2.3) 中引述了
部分內文。其說明非受限於文本，也可以運用於對境。文本的說明或
詮釋被稱為 rjod byed drang nges，照字面上解釋為「對於表述方式之
不了義與了義」
。對境的詮釋稱為 brjod bya'i drang nges，字面上的意
思為關於表述對境的不了義與了義。而「表述對境」是指桌、椅、身
體、空性等對境，也是語詞(也就是表述的方法)「桌」
、
「椅」
、
「身體」
、
「空性」等之對境或指涉物。(由此，很清楚地了解指涉的語詞非中
觀論理否定的對境。)
在中觀宗，文獻可分為了義與不了義兩部分，此是根據學派對於
最終實相為何及對於空性的解釋為何而區分。不了義的任務是決定佛
陀如何依據聽眾的需要、存在狀態而教導不了義的教示。因此，其解
釋在本質上不可避免的是立基於考量修學者的狀態。對於對境的兩種
類型：空性為了義，它是法存在的最終模式；而世俗現象則需要解釋
以決定其最終存在模式。因此，對於所有眾⽣的基本任務是說明顯現
之法--了解所顯現者非最終對境的模式。也就是去尋找最終本質，非
消除對境的顯現，重點在於瞭解其內在本質，而能以更好的方式回應
其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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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此，這些文本提到生等及緣起，並不是從「未
受無明所染的無染慧」所知的對境本質而說，而是
從「受無明染汙之識」的對境而說。
若從了知實相的見解來說，佛言：
「諸比丘! 具
有無妄之性的涅槃即是勝義諦。所有具有虛妄之性
的有為法是顛倒的，[其虛妄性表示顯現自身以其
己力而存在，但事實並非如此之狀態。]
相同地：
此處沒有實相及沒有無誤的實相。
這些具有虛妄之性者也具有破壞性的誘惑a。
也是顛倒者，幻相及孩童所迷惑者。
同樣地b：
觀色如聚沫，受如水上泡，想如春時燄，
諸行如芭蕉a，諸識法如幻，日種姓尊說b。
a
b

note 1053：在藏文版遺漏。
note 1054：Saṃyutta Nikāya III, ed. M. Leon Feer (London: Pali Text
Society, Luzac and Company, 1960)，頁141-142；The Book of Kindred
Sayings III, trans. F.L.Woodward, Pali Text Society 13 (London: Luzac
and Company, 1954)，頁120-121。(Note drawn from Lopez, A Study of
Svātantrika, 451 n.4)

應成派

且相同地：
若諸比丘專注，體察，精進晝夜解析一切法，
他們應了解寂靜、有為法滅盡的善住及法無我c。
等。
由於沒有了解佛陀以此方式教導，有些人或許
會懷疑：此處，甚麼是具有實相意義的教導呢﹖
甚麼是以其他意義作為其基礎呢﹖由鈍根故，有些
人認為教法須要進一步解釋者為了義。龍樹為了以
推理及經教去除對此二問題的錯誤見解而造此《中
論》。

之所以有那些不了義和了義文本的區別之處在於
•因為他們由四依d中的第三依--依於了義經而非不了

a

芭蕉樹。如同前述，我假設這是指樹如同洋蔥⼀樣沒有果核。然而洛
色林學院的勘蘇耶喜圖登(Kensur Yeshe Thupten )認為此表示這樣的樹
只結果⼀次，因此，在那之後沒有用處。Poussin (41, n.8)則說這些句
子引自《相應部尼柯耶》(Saṃyuttanikāya) III.142。

b

佛護對此的敘述，請見 719。而清辨對此的詳述，請見 722。

c

note 1055：此翻譯依循藏文版。

d

譯按：依義不依語，依法不依人，依智不依識，依了義不依不了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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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經---而有分別，
•因為他們由推論而有所區別，如龍樹在《中論》所述a：
「諸法不自⽣，亦不從他⽣，不共不無因，是故知無⽣。」
等，且由於許多文本的引述，如在龍樹的《中論》(537)
中b提到：

佛說虛妄之法皆不實，有為法是虛妄之法，故
非實。佛言無法了知[輪迴]c始界，輪迴無始無
終。[究竟而言]，輪迴無始無後，[故非自性存
在]。如化迦旃延（Kātyāyana）
，佛說離有、無
及二俱，佛為了知「事與非事」之[本性]d者。
昂旺奔登在其對蔣揚協巴《大宗義》的注釋中提到：
那些藉由世俗諦為直接開示的主要對境之經典e為不了義經，
因為[在其中的]法之存在形態必以不同於直接說明者。而那
a

note 1056：P5224, Vol.95, 3.1.3, I.1。此由月稱所引述 (P5260, Vol.98,
8.1.7; Poussin, 42.9)。

b

note 1057：蔣揚協巴只提到由《中論》中所引述的三部分(XIII.1, XI.1,
及 XV.7)之第⼀項第⼀行等；我已解釋其引述與月稱的《明句論》
(P5260, Vol.98, 8.1.8ff; Poussin, 42.10)⼀致，而《明句論》毫無疑問的
是蔣揚協巴的參考來源。

c

note 1058：在此偈頌中的括弧補充是來自宗喀巴的《正理海》(232.2ff.,

d

note 1059：P5263, Vol.98, 43.5.7; Poussin, 270.3.

e

此處經典之意並非⼀定表示⼀完整的經本；可以指某些段落。

Varanasi 1973 edition)。

應成派

些藉勝義諦為直接開示的主要對境之經典則為了義經，因為
[在其中的]法之存在形態就如其所述的那樣。
蔣揚協巴的《大宗義》a提到：不了義與了義的區別是
由[文本中]的主題觀點而說，因為教導勝義[空性]的經
典是了義，而主要教導世俗現象[而非空性]者則為不了
義。《無盡慧所教經》(Teaching of Akṣhayamati Sūtra)
提到b：

何為了義經﹖何謂不了義經﹖闡述世俗法之
建立者稱為不了義；闡述勝義之建立者為了
義。

問：世俗與勝義如何建立呢﹖
答：兩者各有其建立的方式。藉由語詞和文字闡述不
同的業行與作者是世俗法被建立的方式；而闡述
[如自性存在]不可知，在覺知之外，難以見及了

a
b

note 1060：Taipei,531.11.
note 1061：P842, Vol.34, 64.3.6ff.。此引述與《章嘉宗義》 (313.17ff)
⼀致，但與《明句論》不同(P5260, Vol.98, 8.2.2; Poussin, 43.3)。而北
京版則為兩者的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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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者的 [空性]教法是勝義被建立的方式。《無盡
慧所教經》說a：

那些藉由語詞與文字教導[種種法]的經典
被稱為「不了義」。那些教導深奧、難見
及難理解者則稱為「了義」
。
如同事實上沒有[自性存在]的我所，
卻教導我所b之[自性存在]，以及教導由語
詞[例如]我、眾生、生命、滋養者、存在
物、人類、馬努 (Manu) 的後代、馬努的
孩子、作者與經驗者等之經典需要進一步
解釋c。
那些教導解脫之門---事物的空性、沒
有[自性存在的]因、沒有[自性存在的]希
求、沒有[自性存在的]生者、沒有[自性存
在的]所生者、沒有[自性存在的]有情、沒
a

note 1062：P842, Vol.34, 64.4.2；請見前⼀註腳，而括弧則引自《章嘉
宗義》315.17。
《章嘉宗義》(316.1) 說明列出自我同義詞也表示具格與關乎主格---也

b

就是補特伽羅---的對境。根敦婁朱格⻄則說雖然自性存在以括弧的方
式附加於「我所」之上是合理的，但不⼀定因為「我」這個字就帶有
自性存在之力。他補充提到這並不表示所有「我」這個語詞都表示自
性存在或自相存在我，因為它也常指⼀「名言存在我」
。實際上，佛陀
是補特伽羅、自⼰及我。但佛陀談及「我」的時候是基於認識名言存
在之量。佛陀的種子非依於對於我的錯誤見解，而此錯誤見解也就是
如在其安立基礎上，將「我」視為自性存在。
c

譯按：亦即不了義之經典

應成派

47

有[自性存在的]眾生、沒有[自性存在的]
人類及沒有[自性存在的]主宰者---的經典
稱為了義。
而這稱為「依於了義經和不依於不了
義經。」

例如在第⼀轉法輪以及在《解深密經》中，對於世俗現
象之教導主題需要解釋，因為需要依於解釋，探究[這
些文本中的法之]存在模式非直接所述之義。而在《三
摩地王經》、《十萬般若經》等中所說之法則為了義，
因為[在這些文本中]，法的存在之態是了義，就如同其
直接教導之義⼀樣。
至於[在第⼀及第三法輪中解釋世俗法的]存在形
態，如[與世俗存在相反狀態的魔術師幻相]，其解釋是
由[教化]目的而來。大部分須要進⼀步解釋的文本應具
有[與其相反的例子及教化目的]。而對於要解釋的主題，
[若只以最終存在模式說明]，如「無法尋得[安立對境]
的推理」則將破壞[世俗法的教導]。同時，文本異口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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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地說「所有⽣為虛妄」等將破壞此a。
而[有關了義經典]，許多如幻相之例、無法尋得[安
立對境]」等推理，以及許多無⽣之理皆確定存在之最
終模式等教導即為了義經典，[亦即文本中直接闡述
者]。

昂旺奔登在其對蔣揚協巴《大宗義》的注釋中提到：
有兩種解釋狀態：
•當依照字面主張發現不適合時，解釋成為必要。
•即使字面的意義由量所建立，但卻非[現象]最終形態時，解

a

昂望奔登的注釋 (dbu ma pa, 62a.3) 發現此段落難以理解；然而根敦
婁朱格⻄則認為沒有問題。他在論中以底線標註：dgongs gzhi gnas
lugs kyi don ni bstan tshul de las gzhan du ’dren pa la dpe yod kyang
(cing) de dag dgos pa’i sgo nas drang don du ’grel tshul te drang don gyi
mdo sde phal cher la de ltar dgos shing brjod bya’i sgo nas drang don
du ’grel tshul ni btags don btsal na mi rnyed pa sogs kyi rigs pas gnod…
在任何情況下，此段落由以下三因素而需要進⼀步解釋：

‧ 佛陀思想(dgongs gzhi)的基礎：此不是佛陀教法的意圖或目的，例如阿
賴耶識；實際上佛陀思想的根基為空性。
‧ 目的(dgos pa)：教化目的，例如對於常我的教示，此是為了對那些暫時
還無法了解名言存在者提供業果的連結。
‧

對於字面教示的危害：與推理和經典所⽣之矛盾。例如字面上可接
受如五蘊的教導，但是若放在法的最終存在模式的脈絡下來談，此
將與推理及經典中所說的空性有所衝突。蔣揚協巴運用此形式，也
就是加上與了義有所衝突之例子。

應成派

釋亦成為必要。
蔣揚協巴的《大宗義》提到a：這裡，[應成學派的系統
中]，對於須要進⼀步解釋的文本說明並不代表「引導」
行者之意味---如[真實自我]的間接教導，是為了引導行
者[精進]---而是說明所討論之法。簡言之，有兩種解釋
方式：
•⼀種是當文本的字面意義並不適合經典所表述的。例
如弒父弒⺟之喻，[事實上是教導放棄「三b有」與「執
著」c。
•另⼀種是當文本的字面意義雖適於經典所表述的，但是
需要解釋以確認法的存在模式---也就是空性] 。例如，
雖然有關於「樂起於善行、而苦起於惡行」的字面教
示，但是卻不適合主張「樂起於善行、而苦起於惡行」
即是此善惡行的存在模式。而必須以其他的存在模式
---也就是無我、或說無[自性存在]---說明。
a

note 1063：Taipei,532.12.

b

中譯者所加。

c

note 1064：
《章嘉宗義》3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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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簡言之，有兩種解釋模式：
1. 解釋那些連字面也無法接受者，[以發掘要說明之主
題]。
2. 文字雖可接受，但卻須藉由解釋，[以發現法之最終
本質]。

昂旺奔登在其對蔣揚協巴《大宗義》的注釋中提到：
在《解深密經》所提出的第⼀轉與第三轉法輪是那些不了義
者，也就是非依於其文字的經典。而中轉法輪的說明則為字
面，即是了義的文本。因此，在此狀況下的[應成學派]並不
適合根據《解深密經》所述何者為不了義、何者為了義而說。
蔣揚協巴的《大宗義》提到a：《三摩地王經》說b：

若行者了知了義經之性，根據佛陀所教導的空
性之理，所有有關眾生，人類，存在者的教法
皆需解釋。

a
b

note 1065：Taipei,532.17.
note 1066：P795, Vol.31, 281.1.5, VII.5。此段落引自月稱的《明句論》
(P5260, Vol.98, 8.2.8; Poussin, 44.1)。

應成派

因此，[應成派者]對於三轉法輪[是否需要解釋]的區分，
並非與《解深密經》⼀致。例如[小乘文本]《廣大運動
經》(Extensive Sport Sūtra)中提到a：
我已找到深奧、平和且離戲論之真理，其光明
照耀而為獨特珍寶。我雖已述卻無人能知，應
於林中沉默以待。

而在龍樹的《中論》中所引述的那些清楚教導勝義的小
乘經雖是初轉法輪的經典，但[應成學家說]這些不需要
再解釋。因此，[應成學家所說明]的個別三法輪並不需
如《解深密經》所分第⼀、第二、第三法輪，[也就是
不需將第⼀轉法輪中的每⼀經典再解釋]。
《解深密經》
所提之三法輪為：
‧第⼀轉法輪說明四聖諦等以其自性存在b。
‧第三轉法輪則說明遍計所執性並非自性地存在c，而依

a

note 1067 ： P763, Vol.27, 238.5.6 ， 第 25 章 ； 《 佛 教 梵 文 文 獻 》
(BuddhistSanskrit Texts) No.1, 286.10。此處翻譯依循藏文版，而北京

b
c

版讀為rdul bral。
rang gi mtshan nyid kyis yod pa, svalakṣaṇasat.
此處「非自性地存在」(rang bzhin med pa,svabhāva-asat) 被視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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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起性與圓成實性則勝義地且自性地存在。
[根據應成學派]，此兩轉法輪的經典需要解釋。同時，
如中轉法輪的《般若心經》(Heart of Wisdom Sūtra)a所
述「觀自在菩薩，照見[五蘊]皆為自性空」為了義。[而
此與《解深密經》相反，因為應成學派認為此經典不需
再解釋。]
[應成學派將文本分為不了義及了義]的方式並不
是根據《解深密經》，《解深密經》[認為第⼀轉法輪
與第二轉法輪為不了義，而第三轉法輪為了義。然而，
應成學派不同意《解深密經》所述]並不表示它違背[佛
陀]的教導，因為[在經典中這樣的主張]適合某些行者。
[不論這樣的主張與最終的見解有多大的差異]，他並不
違背佛陀的教法。這就像聲聞絕不允許殺⽣，但是某些
大乘行者卻可根據其目的而這麼做。此二種主張皆為佛

由⼰性而存在」(rang gi mtshan nyid kyis med pa,svalakṣaṇa-asat) 因為
根據宗喀巴，唯識宗主張遍計存在性為自性存在，但不以⼰性存在。
請見貢卻極美汪波的《宗義寶鬘》46.7 及 48.8。
a

note 1068：P160, Vol.6, 166.2.2.

應成派

說，他們彼此並不相違，[因為其根據所化機而有不同
的解釋。]

昂旺奔登在其對蔣揚協巴《大宗義》的注釋中提到：
在《入楞伽經》，《解深密經》及《大乘密嚴經》等文脈中
由於：
1.

沒有心之外的造物主。

2.

色等只是梵識 (Brahmā of consciousness)所安立，而非自
性存在。

3.

空性。

4.

根據瑜伽行者所主張語詞和術語的安立狀態，依他起性
與圓成實性具有不依於語詞和術語所安立的世俗存在。

5.

[有情的習氣]之流是暫時地有所差異。

等而說：
1. 三界唯心。
2. 唯心無外境。
3. 真常如來藏及阿賴耶識存在。
4. 依他起性與圓成實性為真實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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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究竟三乘。
是文本中需要再解釋者且非依於表面文字的的五種形態。

蔣揚協巴的《大宗義》提到a：對於那些需要解釋且[非
依於表面文字]的段落，在應成學派的系統中，甚麼是
佛陀思想、目的及對了義反駁的基礎﹖

三乘
三乘的教法是為了引領那些不了解⼀乘的人而說

唯識
月稱的《入中論》說b：「[在《入楞伽經》等]的這些文
本顯示此種形態的其他經典是需要進⼀步解釋的。」
其《自釋》中提到c：
哪些是[需要解釋]的「其他經典」呢﹖]在《解
深密經》中解釋三性 (遍計所執、依他起性、
圓成實性) 時，說明「遍計所執無、依他起性[自

a

note 1069：Taipei,533.8.

b

note 1070：VI.95cd；P5262, Vol.98, 103.3.3.

c

note 1071：對VI.95cd的注釋；P5263, Vol.98, 136.1.1ff.。Poussin的翻譯
則在Muséon, n.s.v.12, 250。

應成派

性]存在」的教示。同樣地，[在《解深密經》
中提到a]：「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瀑
流，我於凡愚不開演，恐彼分別執為我。」b 《入
[
楞伽經》c]則說d：「彼彼諸病人，良醫隨處藥，
如來為眾生，唯心應器說。」(815) [《入楞伽
經》]此段落說明了[這些文本]需要解釋。

根據 [《入楞伽經》]所述，就像良醫隨諸病人的狀況給
予醫治，如來應其根器而為眾⽣說唯心之教法。且《入
楞伽經》說那些相符於眾⽣的所有教導需要進⼀步的解
釋。若這些教法依其文字而被採用，則行者將錯誤地理
解，猶如將⽔視為海市蜃樓⼀般。因此，應探究了義的
空性，而非迷陷於文字中e：

那些與眾生想法相符的經典有錯誤的意涵，
而非實相的教導。[眾生]f如受海市蜃樓所惑

a
b
c

note 1072：P774, Vol.29, 8.2.2，第五章。
譯按: 此採漢譯: T 676, 692c。
譯按：此採漢譯: T 671, 524a。

d

note 1073：P775, Vol.29, 34.3.5，第二章。Suzuki的翻譯為 44 (123)。

e

note 1074：P775, Vol.29, 39.5.2，第二章。見 Jñānashrībhadra, P5519,
Vol.107, 112.3.7。Suzuki的翻譯為第68頁。

f

中譯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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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以為有水的小鹿一樣，而那些[與其想法相
符的]教法是為了使其歡喜而說，但非建立聖
者之智的法教。因此，你應領會意義而非陷
於文字所表述…

《入楞伽經》說明--藉由良醫隨諸病人的狀況[給予
治療]之例---唯識教法[需進⼀步解釋]。其表示在《解深
密經．聖者彌勒菩薩問品》中的唯心教法須要進⼀步解
釋。[然而]a，就像清辨⼀樣，月稱在《入中論》說明《十
地經》[所述]的段落b時說明「三界唯心」為[表示]由外
道所提出的造物主並不存在，而心是唯⼀的主宰者c：
「現
前菩薩⺒現證，通達三有唯是識；是破常我作者故，彼
知作者唯是心。d」不僅如此，《入楞伽經》還提到：a「士

a

根據應成派，「唯識」不總是不了義的教法，因為它常用於強調樂、
苦、行動等的造物主是心，而不是神或其他事物。因此，當唯識的教
法不拒絕外境時，對應成派來說，此說則是有效且為了義的。只有在
決定法的最終存在形態時才需要進⼀步解釋。

b

note 1075：P761.31, Vol.25, 263.3.8，第六章。此段落引自《自釋》，
P5263, Vol.98, 134.1.5，以及宗喀巴的《善說藏論》P6142, Vol.153, 196.2.6
與其《善顯密意疏》P6143, Vol.154, 71.5.8。

c

note 1076 ： P5262, Vol.98, 103.1.8, VI.84 ； Poussin 的 翻 譯 在
Muséon,n.s.v.12, 239。括弧內則引自月稱的《自釋》 (P5263, Vol.98,
134.1.2)。

d

譯按：此為法尊法師之譯文。

應成派

夫相續蘊，眾緣及微塵，勝自在作者，凡此造物主，我
說如唯心。b」
有些人雖是佛教徒，但卻宣稱有⼀如造物主般之實
質存在的補特伽羅或相續，或主張蘊等為補特伽羅。同
時，有些佛教徒提倡實質存在的眾緣為造物者；而勝論
學者則主張原子 (/微塵) 是世界的造物者；而數論學者
則認為是自性為造物者；自在天學派 (Aishvaras) 則認
為自在天 (Īshvara) 為造物者。佛陀則破斥前述所有，
而說只有心是主宰者。
若[《十地經》的段落c表示]沒有於此[實質存在]之
心之外的任何形式，那麼[為何佛陀在相同的經典中]⼜

a

note 1077：P775, Vol.29, 40.2.6，第二章；亦可參見Suzuki的翻譯，70
(139)；另可見Jñānashrībhadra(P5519, Vol.107, 114.1.6) 和 Jñānavajra
(P5520, Vol.107, 247.2.4)對此之注釋。而此段引自月稱的《入中論自釋》
(P5263, Vol.98, 134.2.3)。

b

譯按: 此採漢譯: T 672, 599c。

c

唯識宗提到此從《十地經》所引之段落否定色對認識來說是外境之體，
且此是由了解三界唯真實存在心所成。然而，如昂望奔登*所說，佛
陀在同⼀經典提到「心以自性存在」，及「心由因所⽣」將是不合理
的，因為自性存在與緣起是互斥的。
* 昂望奔登的《注釋》
，dbu ma pa,ya, 128.8，此注釋立基於月稱的《入
中論釋》(P5263, Vol.98, 134.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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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a：「心為業因所⽣」。同時，[若沒有色]，他將不
能談論[由識而⽣]的名色。再者，[《十地經》]解釋心
⽣萬法。因此，你應了解此處[唯心中的「唯」字]只是
要遮除「非心」的主宰者。[由此，在此文脈中並沒有
否定外境。]
問：那麼，在《入楞伽經》中有提到以下所述，以
表示[心為主宰者而非遮除外境]嗎？b
[對境]非如同所認知的外境一樣存在；藉
由[習氣之力]，心顯現萬法。[由心產生於]
色身、受用塵事及處於[根界與器界]，故
我說一切[法]唯心。

答：不是這樣的，此處唯心表示無外境；且其所認
知的色身、受用及所處是[認知這些]的心之體

a
b

note 1078：P761.31, Vol.25, 263.5.6.
note1079：P775, Vol.29, 53.4.2，第三章；Suzuki的翻譯則請見133 (33)。
⼜可參見 Jñānashrībhadra，P5519, Vol.107, 138.1.8。括弧之內容引述
自昂望奔登之《注釋》dngos, ’a, 206.8。

應成派

性。在《解深密經》等這樣的教示是為了克服
行者對於色等的執著。當佛陀教導非依文字的
唯心無境之教法時，其思想的基礎在於所有法
藉由其心影像而安立，如同龍樹在《六十如理
論》a中所述。在此脈絡下，他闡述唯心之理。

而清辨與月稱對於此類唯心主張的破斥即是龍樹
之思想，在龍樹的《菩提心釋論》(Essay on the Mind of

a

P5225, Vol.95, 11.5.3。佛陀此思想之基礎(dgongs gzhi)不是佛陀教導唯
識的意圖或目的，此基礎是由其所說的來由。根據應成派，外境存在。
因此，唯識的教法主張沒有外境，事實上在應成派的主張中是沒有的。
那麼唯識的教法在何處建立呢﹖也就是佛陀此思想的基礎為何呢﹖
根據昂望奔登(Annotations, dbu ma pa,ra, 129.6)，佛陀要說明的是⼀
切法由其樣態(aspect)或相(image, rnam pa)假名安立於觀察識中，也
就是說在龍樹的《六十如理論》中所說的四大等被包含在識中(659)，
因為它們只是被識所安立。佛陀的思想以此本體為基礎而開示⼀切法
唯識，試圖對那些暫時無法了解更深層意涵之人，教導心無外境。因
此，說者的思想(gsung ba po'i dgongs pa)與其所說的思想是不同的，因
為佛陀當時並非要說明其更深的理解。
根據此傳統，由此類開示的觀點(如在宗喀巴的《善說藏論》)是佛
陀由特定理解的基礎而說。他以方便法根據其聽眾的根器而調整，但
不是說沒有其思想基礎。因此，他的開示需要以其當時聽眾的需要與
其所立基的真實狀態說明。當修學者的存在需要與本體事實不⼀致時，
他依循文本與推理而駁斥。因此，文本的解釋旋繞在上述所提的三面
向上--佛陀思想的基礎(本體事實)、目的(受學者的存在需要)、(以量破
斥)對了義教法的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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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lightenment) 提到a：「如來說⼀切唯心，為除愚稚
之懼，然此非實相。」龍樹在《寶鬘論》中說b：
如諸聲明師，[先]教學字母，如是佛為他，
先說堪忍法。或者為遮止眾罪而說法；或為
[鈍根者]成[人天]福德[果]；或者[為中器者]
依[主客]二法。或二俱不依，[由主客為離體
空且識勝義存在]。[或於利根者]，分別怖深
法，為修[最上]菩提，說空悲心要。」c
因此，月稱的《入中論》提到d：「經說外境悉非有，
唯心變為種種事，是於貪著妙色者，為遮色故非了義。
…」

e

真常不變如來藏與阿賴耶
在《如來藏經》中教導真常身，此身為佛陀法相莊
a
b

note 1080：P2665, Vol.61, 285.5.6.
note 1081：P5658, Vol.129, 181.2.2，偈頌394-396；請見 Hopkins, Advice
for Living and Liberation。括弧之內容則取自昂望奔登的《注釋》stod,
pa, 50.5。此段落引自月稱之《明句論》對XVIII.6的注釋；Poussin, 頁
359。

c

譯按：出自第四品，此處為仁光法師之翻譯，而括弧為英文本之補充。

d

note 1082：P5262, Vol.19, 103.3.2, VI.94；Poussin 的翻譯，請見 Muséon,
n.s. v.12, 249。

e

此引述有其爭議的歷史，因為格魯派對應成宗義的說明，補特伽羅與
蘊皆被視為名言存在，而阿賴耶識則在任何情況下皆不存在。然而此
處，三者被視為類似的，因為補特伽羅與蘊的狀態與阿賴耶識相同。[譯
按: 此處偈頌為法尊法師之翻譯]

應成派

嚴之嚴飾，具力並存於眾⽣的相續中。若從[佛陀]的思
維、目的與直接教示的駁斥角度來說，這就如同先前所
說明的唯心無外境的教示⼀樣須要進⼀步的解釋。
眾⽣具有真常佛身及阿賴耶識的教導中皆以空性
為基礎，對於教示的破斥是說，若採取其字面的意義，
則將如同外道⼀般。因此，由推理證知眾⽣具有真常佛
身的教導需要進⼀步的解釋。月稱在《入中論》提到a：

說有賴耶[自性]數取趣，及說唯有此[自性]
諸蘊；此是為彼不能了，如上甚深[空]義者
說。b

對應成學者而言，無常的阿賴耶之教示是立基於真常的
如來藏，《大乘密嚴經》說c：

[譬如]依大地，發生種種物，一切[諸含情，

a

note 1083：P5262, Vol.98, 102.2.6, VI.43；Poussin的翻譯請見Muséon,
n.s. v.11, 322。而《自釋》為 P5263, Vol.98, 127.2.4ff.。另見宗喀巴
《善顯密意疏》P6143, Vol.154, 55.5.8。

b

譯按：除了劃底線者之外, 此處多採法尊法師之翻譯。

c

note 1084：P778, Vol.29, 15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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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非有情]a，藏識亦如是，[輪涅之所依]，
佛說如來藏，以為阿賴耶，惡慧不能知，藏
即賴耶識。b

因此，在有情中，心的真實存在空之自性--如來藏或佛
性----被稱為如阿賴耶識。因為它如法之本性⼀樣住於
所有法之中，[因此完滿的解脫成為可能，而這些語詞
意指心之空性。自性或佛性---也就是心的真實存在空-稱為 ālayavijñāna，表示所知基礎的阿賴耶識。] 稱為
vijñāna 是因為為能知者，或因其為所知。根據後期的
詞源來說，將 ālayavijñāna 中的 vijñāna 作為所知，如
來藏被稱為如 vijñāna ⼀樣，也為所知。月稱的《入中
論》說c：
因為其如法之本性住於所有法中，[使得解脫
得以可能]。而阿賴耶識 (ālayavijñāna, kun
gzhi rnam shes) 即指空性。
a

note 1085：附加的括弧內容引自 Ser-Shül 之註記，53a.1。

b

譯按：此處除了劃底線者之外，其餘採大正藏之漢譯。

c

note 1086：P5263, Vol.98, 127.1.8ff.，對於 VI.42 之解釋；Poussin 的翻
譯請見 Muséon, n.s. v.11, 321。同時參見宗喀巴《入中論善顯密意疏》
P6143, Vol.154, 55.5.1ff。

應成派

依他起與圓成實為真實成立
月稱的《入中論》提到a：

由此，應知[了義與不了義經]的安置，諸經
非說實相者需要進一步解釋，是為不了義。
藉由了解此，[此權說是進入「了解一切法非
自性存在」的因]。同時，應了知[任何]涉及
空性意義的[經典]為了義。b

《解深密經》說明唯識三性中的[遍計所執與依他起性]
兩者分別對於[真實]有與[真實]無之分野。而由此可知
《解深密經》須要進⼀步解釋：
•因為在《無盡意菩薩教經》中說明《解深密經》的教
示主張能作用之事物的真實存在等，[是以世俗存在
為基礎]而說明，因此需要進⼀步解釋。
•因為[應成學家]根據《二萬五千頌般若經》的〈彌勒所
a

note 1087：P5262, Vol.98, 103.3.4ff, VI.97；Poussin的翻譯請見 Muséon,
n.s. v.12, 253。括弧內容引自月稱的《入中論自釋》(P5263, Vol.98,
136.3.8ff.)，及昂望奔登的《注釋》(dbu ma pa,66b.4ff.)。

b

譯按：法尊法師的漢譯為：「應知諸經，偏就世俗諦而說者是不了義，
說⼀切法自性空者方是了義教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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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品〉所述，由色至識的⼀切法非勝義存在，而只是
依於語詞與世俗而存在，由此說明三性的存在與不存
在。因為在回答色等之存在方式時提到a：「法依於
語詞與世俗而存在，非勝義存在」，由此而說由色至
識的⼀切法只是[名言存在]。
同時，月稱因此在《入中論自釋》中提到b：

我將談些[有關我們所認為的三性]，例如，蛇
[只是]遍計捲繩而來的緣起現象，因為事實上
繩上無蛇。然而，在真實中的蛇是圓成實性，
因為並非遍計而來。同樣地，被視為遍計的有
為法，在依他起也就是有為法上的究竟性是增
益的，因為究竟性非有為法。因此，[龍樹]說
：
「其性非造作，由不依他者d。」

c

a

note 1088：P731, Vol.19, 189.2.1。此段引述宗喀巴的《善說藏論》(P6142,
Vol.153, 203.5.8)。

b

note 1089：我已修整蔣揚協巴對此段引自月稱對 VI.97 解釋(P5263,
Vol.98, 136.4.7ff.) 的艱澀簡說。而 Poussin 的翻譯則請見 Muséon,
n.s.v.12, 255。此段落也在宗喀巴的《善顯密意疏》(P6143, Vol.154,
76.3.6ff)與《善說藏論》(P6142, Vol.153, 204.5.3ff.)中引述。另見昂望
奔登的《注釋》dbu ma pa,6b.6ff. 與蔣揚協巴的《大中觀》464a.2ff.，
而括弧中之內容引自宗喀巴的《善顯密意疏》。

c

note 1090：《中論》第十五品 2cd。

d

譯按：漢譯本為「性從眾緣出，即名為作法。」

應成派

究竟性是被遍計為在所認知的有為法中。
而有為法為緣起法，如同鏡像一樣，[也就是
其所顯現的與其存在的並不一致]。而此究竟
性如佛對對境之真實究竟性，因為[佛所了解
的對境]非為遍計者，也就是非與有為事物相
涉或有所障礙。[了知存在形態的佛智]證得究
竟性，因為他們瞭知實相，故稱為佛。
因此，行者由此而了知三性---遍計執性、
依他起性及圓成實性。[由此]說明《解深密經》
的主張[需要再解釋]。[唯識學派認為依於依他
起性的]「能取所取[異質]二」為「[不存在的]
遍計所執。若就此[分析]是因為能取所取[為依
他起性]，且非為有境或對境的依他起性不若
能發揮作用之法那樣存在。

讓我們談些他這裡要說明的意思，遍計所執是指其最終
存在模式並非像在依他起性中所認知那樣存在，也就是
說其認知是藉由遍計而成。因為在認識中，依他起性以
其存在之態存在，而非如想像的遍計那樣存在。這就像
儘管繩上沒有蛇，但如同將繩遍計為蛇⼀樣，而這是因
為依他起性未符合「非所作」等的意義。
所見或所取的依他起性就像鏡中像⼀樣，其顯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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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與其存在的狀態不⼀致，而其存在形態則是圓成實
性，[也就是空性]。根據佛所見，因為他們的認知對於不
存在者沒有任何增益。這是因為如同在真實的蛇上，蛇
並非增益⼀樣，因此其所認知的對境是圓成實性。而圓
成實的詞源學與其意涵也由此而建立a。同時，此也解
釋「依他起性」為「增益的遍計執性」以及「空性-也就是圓成實性」[兩者]b之基礎。

昂旺奔登在其對蔣揚協巴《大宗義》的注釋中提到：
然而，在蔣揚協巴的本頌中，在所列舉的六段經典內文中c有
五段需要進⼀步解釋。這是因為為遮除造物者的唯識教示是
字面的 (也就是不了義)d。因此，有五段經典內容被註解為
需要進⼀步解釋。
問：那麼，[心外]無其它造物者的說明是佛陀教導唯識

a
b
c

yongs grub, pariniṣpanna.
中譯者所加
這些教說包含唯識、無外境、真常如來藏、阿賴耶識的存在、依他起
性與圓成實性的真實存在及三乘說。

d

譯按: 中譯者所加

應成派

思想之基a將是錯誤的，因為如果在其思想中有基
礎，表示需要進⼀步解釋。
答：我想這應該是說佛陀的唯識教示就是為了瞭解並無
另⼀造物主，而不是說唯識的教示中思量b無另⼀造
物主c。

6. 宗義﹛3﹜
此章節有三部分：基道果的說明
A: 基之說明｛5｝
此章節有五部分：所遮境的特性、否定所遮境之推理、根本
二諦之性、獨特之性、以量證明主張與遮除錯誤。
1*所遮境｛2｝
這章節有兩部分：遮除之判斷基準及此基準的正確性
a*遮除之判斷基準

a
b
c

dgongs gzhi
dgongs nas
note 1091：我已省略句子，此句子事實上表示昂望奔登的《注釋》 (dbu
ma pa,255.5) 中早先的注釋，而他認為蔣揚協巴的說明與克主杰⼀致，
但與宗喀巴的《善顯密意疏》與《善說藏論》很難說得上⼀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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輪迴與涅槃的顯現與識別--即有情的多樣性與存在形態--為依據世俗俱生而非經由分析而安立。因此，非由概念假立
的客觀存在、實質地存在、以其自性建立、由其自身建立、
真實建立、自性建立等皆是需要被遮除的對象。

昂旺奔登在其對蔣揚協巴《大宗義》的注釋中提到：
所有法--輪迴中的色等a(染污類)及涅槃(清淨類)---被涵蓋在
有情的存在模式及多樣性的顯現與識別中。也就是從初始到
覺知皆根據世俗而安立其存在，且其世俗安立是由俱⽣、未
經分析及未觀察之識所安立。因此，
•非由術語及概念所假立的客觀建立
•實質存在
•以其自相成立
•以其自⼰方面成立
•真實成立
•自性成立

a

⼀百零八法之列舉，見 Hopkins, Meditation on Emptiness, 201-212。

應成派

等皆等同於被遮除的對象。
昂望奔登的《注釋》中提到a：這不表示[⼀切法的存在
模式--也就是空性--]由世俗的俱⽣識所安立，但表示
「空性的存在」由世俗俱⽣識所安立。

蔣揚協巴的《大宗義》提到b色等：
•輪迴中之諸法---染污類
•[涅槃諸法]---清淨類
皆涵蓋在有情的多樣性與其存在模式中，其顯現與識別
--也就是從初始到心---必由俱⽣的世俗[識]安立。而此
識並沒有分析[尋找]所假立的對境，且並未對所認知[法]
增益為真實建立。
因此，所有的多樣性與其存在模式[也就是空性]只
是由有境面藉由術語及概念假立其對境，因為---除了
那些從有境面的名言假立者---這些法的分支，或其分

a

note 1092：譯自 William Magee。

b

note 1093：Taipei,53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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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組成，事物的剎那相續等，皆非這些法。例如，在黑
暗中，⼀捲繩由概念假立為蛇；或是由遠處看，圓錐石
堆a被想像為人…。龍樹的《寶行王正論》提到b：

若補特伽羅非地水火風空識，且非為它們全
部，那麼在此之外，補特伽羅將會是甚麼呢﹖

此處「補特伽羅非地⽔火風空識」說明補特伽羅並非安
立此補特伽羅的這些基礎；而「非為它們全部」說明補
特伽羅亦非安立補特伽羅的這些基礎組合，[也就是，
非此六要素之組合]。而「在此之外補特伽羅將會是甚
麼呢﹖」則說明沒有任何⼀補特伽羅不是依於此[六要
素]，而此六要素為假名安立之基礎。
因此，《般若經》說即使[無上法]--涅槃與空性也
只是藉由名言與概念由[有境面]所安立的[對境]。因此，
不像自續派等，[應成派]主張以下所列除了名字有所差
a
b

⼀堆直立的石頭。
note 1094：P5658, Vol.129, 175.2.6，偈頌80。宗喀巴在其《善顯密意
疏》引述此 (P6143, Vol.154, 32.5.1)，而蔣揚協巴的注釋則立基於賈曹
杰(21b.1)。

應成派

異外，皆具有相似意義，且理論上來說a皆同於證明空
性之推理所要遮除的對象：
•存於所假立對境中之不可缺者
•實質存在
•由能成立自⼰而建立---此二[也就是，此項與前項]皆
是相反於其他緣起之法
•由自相建立
•由對境面自⼰成立，而非由有境面安立。
•由自力而建立
•真實成立
•自性成立

b*此基準的正確性

a

如同雷登堪蘇所強調的，這些詞語只是理論假設性的(brtag pa mtha'
bzung。字面上的意義是為了分析所持有的極端，因此，是啟發式的)
等同 (don gcig)。因為依照定義而說等同意義存在，但沒有此列舉的
構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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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由自身，而由名言與概念所安立之行為與作者，是離二邊
之中道。任何比此粗或細的主張是常邊或斷邊。

昂旺奔登在其對蔣揚協巴《大宗義》的注釋中提到：
了解如何安立⼀切法的智者---沒有任何瑕疵縫隙---了知所
有輪迴中的行為、對境與作者及涅槃皆非由境自⽣而由名言
與概念所假立者為中觀宗者。除了此種安立[法]的方式外，
任何其他主張---不管是認為法由其自身所建立的「較粗」
主張，或是認為即使由名言與概念所假立者也不存在的「較
細」主張---皆落入常邊與斷邊的極端。
蔣揚協巴的《大宗義》提到a：由推理所遮除者必須由
其最細微處被確認，若否，則其並非了解真正所說的「不
存在」。真正的「不存在」是指「沒有自性存在」，因
為寂天的《入菩薩行論》提到b：「若觸及所增益的存
在，則將無法了解此增益為無。」因為佛護及尊貴的月

a

note 1095：Taipei,540.20.

b

note 1096：P5272, Vol.99, 260.4.5, IX.140。請見蔣揚協巴的《大中觀》
200a.5ff.。

應成派

稱及許多其他主張，例如：前後世的空性「非」由全然
的空--也就是無前後世的認知而了知，而是需先確認
「自性存在」無，以獲得了解。佛護在其[《中論註》]
中提到a：

[斷滅論者說]：
「此[生]非由[前世之果]而存在，
來世也不存在；同時，有情例
如地獄眾生也不存在。」等。
那麼到 底 他們所 的 主張的與
[中觀派]認為一切法非生非滅
的見解有何差異呢﹖
[回答]：兩者有相當大的差異。對於不了解空
性意義的你來說，你認為兩者是相似
的。也就是當未[了解眾生應被視為平
等]之平等行，與另一已了解眾生平等
的平等行，只有當此兩者皆被視為平
等行時，可說兩者是相似的。然而未
了解眾生平等者所作的平等行涉及無
明，而已了解者所作的平等行是智果
且為佛所行。因此兩者具有相當大的
差別，因此，此處[斷滅論者的文本]

a

note 1097：P5242, Vol.95, 112 .1.7ff.；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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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所提到看法，例如「這世界不存在」
、
[此世非他世之果]，這些見解為無明
所攝。然而，另一派[也就是中觀派]，
了解一切法非[自性]生滅，因為自性
存在空---已經在下結論前作過分析。
因此，[斷滅論者與中觀宗者]相當不
同。

而[月稱的]《明句論》則提到a：
有些人說：中觀派與斷滅論者一樣。因為都主
張善惡之行、作者及結果與所有世
皆是自性存在空，而斷滅論者也說
這些不存在。因此，中觀派與斷滅
論者一樣。
但並不是這樣的，怎麼說呢﹖中觀派為緣起宗，
他們主張因為緣起，或相待於因緣b等；此世、
來世等皆非自性存在。斷滅論者則並不保證
[來世]等非真實存在c，因為[中觀宗的]d自性存
在空為緣起之事。
a

note 1098：P5260, Vol.98, 56.1.6，對第十八章第7頌之解釋；Poussin,
368.4。

b

此字句「或相待於因緣 (hetupratyayān prāpya，字面上來說是值遇因

緣)」在藏文本遺漏，上段文句的翻譯則依循藏文本。
dngos po med pa,abhāva.
d
中譯者所加

c

應成派

因此，[應成派]破斥所遮之細微對境--也就是遮除
「甚至是由其自⼰方面存在的極微」，且知道如何安立
在輪迴與涅槃中的所有行與作者；也就是主張所有法只
是名言，且由概念所假立。而[具有此主張者]為中觀派
---也就是不住於存在的極端。此極端[例如主張⼀切法]
自性存在的常邊等。同時，就世俗來說，由主張法的存
在適當性只是名言而不住於斷邊…。
再者，由附加[所要遮除的存在]為「自性存在」a而
避免斷邊b；藉由[肯定⼀切法]為名言存在，[而非自性
存在]，以避免[自性]存在的極端。因此，自續派學者主
張需要被遮除者只是真實存在 (true existence)，而非自
性存在 (inherent existence)c；其主張相對於[應成派學者
主張，⼀切法即使在世俗中也非自性存在]來說，較為
a

rang bzhin, svabhāva.
這是因為被遮除的只是作為法的述詞--自性存在，而非⼀般存在；⼀

b

般存在的遮除將成為斷滅，因為法於世俗的確存在。
c

譯按：中觀自續派不承許真實有，且此真實有與實有、勝義中有等同；
但承許自性成立，且自性成立與自相成立、由自⼰方面成立等
同；中觀應成派認為以上皆同，且皆不承許。而對自續派而言，
自相成立的意思是安立名稱的對象是可以找得到的，且需要兩
條件而成立，也就是(1)法自⼰可以成立起來 (2)觀待因緣。例
如⼀個魔術師要變魔術需要⼀個所依物(如：石頭)，加上觀眾的
眼識產⽣錯亂(例如：產⽣馬相)而成；但對應成派而言，自相成
立與真實有⼀樣，也就是法不須觀待因緣即可自⼰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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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糙。同時，雖然就「存在的情形」或就「實際與顯現
的情形不⼀致」a來說，魔術師所變現的「幻馬」與真
馬[沒有差異]，有些⻄藏學者便[錯誤地]不接受世俗名
言安立的真與假，此將違反月稱所說；也就是說不管某
物存在或不存在，若⼀律不接受[世俗]b所說某物存在的
真假c，則將違反月稱 (594) 所說：「若世於汝無妨害，
當待世間而破此[世間物]，汝可先與世間諍，後有力者
我當依d。」、「不要放棄世俗所談的這些世俗現象」、
「那些以世間識認知真實與不真實的錯誤識有兩種」。
等。要知道這些主張皆無法避開邊見而應拋棄。

2*遮除自性存在的推理
此章節有兩部份：簡說與詳述
a*簡說遮除自性存在的推理

a

因為幻法與真馬皆顯為如同自性存在⼀樣, 但事實上兩者皆非自性存
在。因此，根據它們如何顯現的狀態，兩者於世俗中皆不存在。請見
索引中有關「馬」的段落，其中有不少關於達倉與蔣揚協巴關於此主
題的爭論。

b

note 1099：昂望奔登的《注釋》，dbu ma pa,69a.1。

c

note 1100：《入中論》，VI。83；P5262, Vol.98, 103.1.8；Poussin的
翻譯請見Muséon, n.s.v.12, 238。月稱的《自釋》則為 P5263, Vol.98,
133.5.2。括弧內容引自昂望奔登的《注釋》，dbu ma pa,69a.4ff。第二
部分的引述為 VI.159d；P5262, Vol.98, 104.5.6。Poussin的翻譯請見
Muséon, n.s.v.12，321。月稱的《自釋》為 P5263, Vol.98, 147.3.8。第
三段引述為 VI. 24a；P5262, Vol.98, 101.5.5。Poussin的翻譯請見
Muséon, n.s.v.11, 300。月稱的《自釋》為 P5263, Vol.98, 123.3.4。

d

譯按：此為法尊法師之翻譯，但不含中括號內者。

應成派

蔣揚協巴的《大宗義》提到a：根據自續派學者及其下
部，[亦即唯識宗]和某些認為「補特伽羅無我」比「法
無我」為粗的⻄藏應成學者，將以各自推理說明的二無
我[也就是補特伽羅無我與法無我] 。但難道兩者之所
遮境是不同的嗎﹖此處要說的是所遮境與二無我並無
粗細之差別，然二無我的推理是可以分開的，其根本內
文中提到：

有「補特伽羅我」與「法我」兩種，而此「二我」之不存在
為二無我，「法我」由四種推理---金剛屑因等所遮除。而「補
特伽羅我」則由五支及七支推理所遮除。兩者皆包含緣起因。

昂旺奔登在其對蔣揚協巴《大宗義》的注釋中提到：
二我--補特伽羅與[其他]法的自性存在--為補特伽羅我與法
我。因此，其『自性存在無』分別被視為「補特伽羅無我」
與「法無我」。法我由四種推理駁斥：
•金剛屑因
a

note 1101：Taipei,5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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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四邊⽣之駁斥--已存在之果，不存在之果，兩者皆是或兩
者皆非。
•對四⽣的駁斥
•緣起因
同時，補特伽羅我則由二推理--五支推理與七支推理遮除，
且二我皆由緣起推理所破斥。
蔣揚協巴的《大宗義》提到a：不依待、不依賴於他者
--此處他者為術語、概念等--即為所要遮除之「我」。
而在「我」的基礎--也就是補特伽羅與法--上不存在，
即安立為補特伽羅無我及法無我…有四種遮除「法我」
--[也就是有別於補特伽羅我]--的推理。而補特伽羅我由
以下所破斥：
‧在經典及龍樹《中論》b中的推理，有五種推求方式c。

a

note 1102：Taipei,542.11.

b

第 10 章與第 22 章。

c

譯按: 例如《中論》所提：「非陰不離陰，此彼不相在，如來不有陰，
何處有如來。」 (T 1564, 29c)

應成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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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月稱的《入中論》有七相推求的推理方式，在說明—
[蘊]之聚合是名言安立的基礎，且[非等同於「我」]—
這樣的基礎上，再加上「其組合為我」與「[身]形為我」
兩項主張的駁斥。
[人法]二我皆由「非⼀與非多」的推理及「緣起因」\
而破斥。

b*遮除自性存在的推理之詳細意涵﹛2﹜
此章節有兩部分：連同破斥錯誤以遮除「法我」及「人我」
的推理。

1#破斥法我之推理﹛4﹜
此章節包含四部分：金剛屑因，對四邊⽣之駁斥—包含已
存在者之⽣、不存在者之⽣、兩者皆有、兩者皆非之⽣，
以及對四擇⽣之破斥a，由緣起因而知⼀切法自性無，和隨
行遮除的錯誤。

a

譯按: 此處指多⽣⼀、多⽣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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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金剛屑因﹛2﹜
此章節有兩部分：推理的陳述及推理形態之證明

1^ 推理的陳述
蔣揚協巴的《大宗義》提到a：經部宗、唯識宗及中觀
宗皆同意，當陳述推理以證明宗時，首先應先推理破斥
對手視為真實的錯誤見解，再陳述其證明。然而，為了
簡便說明，[在文本中述說此推論]：
因為它們非由自生，他生，共生及無因生，因此，「自
性成立生」不存在。

昂旺奔登在其對蔣揚協巴《大宗義》的注釋中提到：
眼等的自性成立⽣並不存在，因為它們並非由自⽣、他⽣、
共⽣或無因⽣。
蔣揚協巴的《大宗義》提到b：月稱的《入中論》說c：

a

note 1103：Taipei, 542,21.

b

note 1104：Taipei,543.4.

c

note 1105：P5262, Vol.98, 103.4.4, VI.104ab；Poussin 的翻譯請見 Muséon,
n.s.v.12, 267。月稱的《自釋》則為 P5263, Vol.98, 138.5.4。

應成派

「因為無自⽣、他⽣、共⽣或無因⽣，事物為『自性存
在無』。」

2^ 推理形態之證明﹛4﹜
此章節有四部分：對自⽣、他⽣、共⽣及無因⽣的破斥

A^ 破斥自⽣
若從它們自己而生，則將是無意義且無可窮盡，其存在者非
由自生。因與果將總是可見，而此與世間所知衝突，且所有
的作者與對境將成為⼀。

昂旺奔登在其對蔣揚協巴《大宗義》的注釋中提到：
‧若[眼等]由它們自⼰而⽣，則⽣將是無意義且將無可窮盡。
‧非由存於某物中而⽣，如優格存於鐘銅碗中⼀樣。
‧若種子與作為其果的芽兩者為⼀體，則作為因的種子與作
為果的芽則總是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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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因-」--也就是白色種子---已經分解且不存在，而見
「果」---也就是已⽣成的綠芽。因此，若種與芽為⼀體，
將與世間所知抵觸。
‧因與果之作者與對境將成為⼀。
等。

蔣揚協巴的《大宗義》提到a：有些數論派提到：

芽存在其種子之時或於其[因]體存在。既然種
芽的存在如同無分的一體互為彼此。因此，沒
有令人感到困擾那[伴隨不適因]的果，且生是
合理的。然而，若在因時，[果]完全不存在，
而不存在的[果]將不可生。若[果不存在於因
時]，卻能生出，則兔角也能[被]生。

經部宗與其上部宗[也就是唯識宗與中觀宗]⼀般來說
皆同意，不存在者無法[被]⽣。因此，存在者能[被]⽣，

a

note 1106：Taipei,543.12.

應成派

且「⽣」是為了達到在⽣之前還不存在的「存在之體」。
再者，[經部宗、唯識宗及中觀宗]無人主張像數論派那
樣，由其自體而⽣或說再⽣。因此：
‧若事物已⽣，則再⽣將是無意義的，因為在先前已達到
其體。
反駁者說：不⼀定是如你所述那樣－也就是[「若事物
已達其體，則再⽣將無意義。」]
回答：若事物已⽣，則⽣將是無窮盡的，因為[根據
你所說]，已存在者之再⽣是有意義的。a

此時，數論派依舊或許會說不必然是這樣的情況，[也
就是已存在者之再⽣是有意義的，且⽣可以是無窮盡
的。對我們數論派而言，在未顯狀態的已存在者必由
⽣或造作而顯現。]
然而，此回答並沒有解決問題，因為數論派並沒
有主張先前⼀個不存在的[顯現]被重新⽣出。[他們不

a

note 1107：蔣揚協巴的《大中觀》225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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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說先前非顯現存在的芽被產⽣，因為這與他們所主
張「由存在者而⽣」的理論背離。]
‧某物由自而⽣是不合理的，因為已得其自體。
‧此將導致要不只有白色種子無窮盡的相續，要不就是只
有綠芽無窮盡的相續而⽣，因為[根據你]所主張已⽣
者將被再⽣。
‧但如白色種子這樣的「因」已壞滅不存在，而見其果
--也就是芽。因此，即使世界不接受種芽同時，此說
也與所見矛盾。
‧因與果的這樣的主體與客體[也就是⽣者與被⽣者]將
為⼀，因為某物將⽣其自⼰。

佛護[在《中論註》中]提到a：
事物非由其自體而生，因為[若此]b，則它們的
[再]生將是無意義的，且生將是無窮盡的。因
a

note 1108：P5242, Vol.95, 75.1.6ff，對於I.1的解釋。括弧內含引自蔣揚

b

note 1109：此段與下段的括弧內容引自蔣揚協巴的《大中觀》225a.

協巴的《大中觀》225a.6ff.。
6ff。

應成派

此，在已存在的自體上再生是無意義的。[同時]，
若雖存在卻仍被生，它們將永遠不會不生。

而月稱的《明句論》則提到a：

自生是無道理的 [也就是，從與自己同體
的因而生，因為它已得其存在之故。]同時，
不僅已生者再生是不合理的，若已生者再生，
則在此[世間]將無法找到正在生長的芽等，且
種子將無窮盡地生。
[如果根據你所主張，種芽非異]，那麼[種
子]如何由[芽]所破呢﹖對你來說，芽的形狀、
顏色、味道、功能及成熟狀態，將與其因--也
就是種子--沒有不同。若摒棄種子[狀態]之體，
它將變成與其[狀態]之體相異者。那麼，它如
何能有其[種子]之性呢﹖如果對你來說，[在此
世間]種子與芽非異，則如同[在芽時不見]種子
一樣，[在種子時]b也不見芽。或者，因為它
們為一，如同[在種子時]c[可見]芽一樣，[在芽
時]也能見種子。
因此，不應主張種芽非異，因滅可見果。
a

note 1110：P5262, Vol.98, 101.3.4, VI.8c-13；Poussin的翻譯請見Muséon,
n.s.v.11, 280-284。括弧內容大多引自月稱的《自釋》P5263, Vol.98,
120.3.4ff.。

b

譯按：中譯者所加。

c

譯按：中譯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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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即使在世間也不會主張兩者為一。所以，
事物由己而生的主張在真實中或世俗中皆不
被允許。如果主張由己而生，被生者與生者也
就是客體與主體將為一。既然不可為一，則不
應主張事物由己而生。已在此處以及龍樹的
《中論》詳細說明其謬誤。

B^遮除他⽣｛2｝
此部分包含兩部份：實際說明及破斥錯誤
1) 遮除他⽣的實際說明
如果事物是他生，則暗應從火焰而生，⼀切應生⼀切，包含
從因及非因而生。因為被視為他者，它們不可能為同⼀相續，
就像⼩麥與大麥⼀樣。且它們將應該是同時發生的，但是並
不是這樣的。如何能說從它生呢﹖

昂旺奔登在其對蔣揚協巴《大宗義》的注釋中提到：
如果為他⽣，則
‧將造成「黑暗將從火舌而⽣」之不合理的狀態
‧果與非果者皆平等地從因及非因而⽣
‧ 因為他者能從自⼰方面建立，因此種與芽將不為同⼀相

應成派

續，如同小麥與大麥的例子⼀樣。
‧ 因為任何由⼰方面而建立者將不會消失，種與芽將必然
同時存在。但事實上，種芽並非同時存在。
因此，果如何由「從⼰而建立的因」所⽣呢﹖這樣的情形不
存在。
蔣揚協巴的《大宗義》a：若由他⽣，則此將抵觸經典
與推論。其理由如下：
•此將造成黑暗由火而⽣，因為彼由與其為異者而⽣，
且此異者是由由⼰方面而建立的。
•同時，根據聖者[龍樹]所說b：「因果[自性存在的]
他者關係不被承許。若有因果為他者之關係，則因
將如同非因⼀樣。」此將造成⼀切可由因及非因而
⽣，因為因果將為自性建立的他者關係。

月稱在《入中論》則說a：

a

note 1111：Taipei,544.10.

b

note 1112：《中論》，P5224, Vol.95, 8.1.1, XX.19c-20d。這些段落引
述自月稱在《自釋》中對 VI.14ab 的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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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依於他者而彼生，則即使是黑暗也將從火舌
而生，一切也將由一切而生。因為非生者[也就
是非因者]將與那些[生者或說因者]一樣與果為
他者關係。b

它宗反駁：這些錯誤並不合理，[雖然因與果以其自身
方面而建立而為他者關係]c，果由因促成即
是因的結果。⼀實質的因與果被包含在如種
子之例的同⼀相續中，它們必須為同⼀相續。
說果為與其實質因不同之相續是不合理的。
例如，大麥種子是同⼀相續大麥芽的因，卻
非紫礦灰樹花 (kiṃshukad) 之因。e
回答：若是如此，[則有以下不合理的結果：]

a

note 1113：VI.14；P5262, Vol.98, 101.4.2；Poussin 的翻譯請見 Muséon,
n.s.v.11, 286-287。

b

中譯按: 法尊法師的翻譯為：
「若謂依他有他⽣，火亦應⽣闇…⼜應⼀
切⽣⼀切，應從⼀切是因非因，⽣⼀切是果非果之法。何以故？頌⽈：
諸非能⽣他性同。」

c
d
e

note 1114：昂望奔登的《注釋》，dbu ma pa,71a.8。
中譯按: Butea frondosa
note 1115：昂望奔登的《注釋》，dbu ma pa,71b.2。

應成派

•大麥種子主體(⼀實質的因)與大麥芽(它的果)將
不是同⼀相續。因為[根據你的主張]，它們將
為由⼰性而建立的他者關係，就像彌勒
(Maitreya)與 優婆毱多(Upagupta)或說如小麥
與大麥的關係⼀樣。
•種芽非「由⼰而建立」的他者關係，因為它們
並不同時存在。因為當因與果為由⼰而建立的
他者時，⽣與滅之行動等將成為不可能。

聖者[龍樹在《中論》中]提到：a

[像芽果]之體[不管是集合或個別的方式皆不
存於其因，或是存於其非因之事物中]。如果
[果]不存於其[因時]，[既然不存在稱為他者的
果，則如何稱在因時之他者呢]﹖

月稱於《入中論》中說b：

a

note 1116：I.5；P5224, Vol.95, 3.1.5。括弧引自月稱的《明句論》
，P5260,
Vol.98, 14.1.6。月稱的其他說明則視 parabhāva 為他⽣，但其意義大
致相同。

b

note 1117：VI.15-19；P5262, Vol.98, 101.4.3ff.；Poussin 的翻譯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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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者說：就像稱某物之果一樣，因為某物有
能力生出此果。雖然是[由己所建
立]的他者，但因為能生出此果者
為因。[因此，因為其為特別的他
者，兩事物被稱為因與果，而不像
一般所說的他者一樣]。既然生是
由所涉之同一相續且由生者所生，
稻米的芽就不是由大麥種所生
等。
自宗回答：因為沒有主張異於稻芽的他者為稻
芽的生者，[因此那些異於稻芽]的
他者如大麥、蓮花、紫礦灰樹花a
沒有能力[產生稻芽]，且並沒有包
含在[如稻芽]的同一相續中；同時，
非[在稻芽之前]b，也非[與稻芽]同
質。因此，稻種也不有任何此[四項
特質]，因為它如同[由己而建立的]
他者。因此，芽與種非同時存在，
[芽在與種的關係上稱為他者並不
存於種時，因此沒有所謂的他者]。
若沒有他者，那有如何說種子是[異
Muséon, n.s.v.11, 288-93。括弧內容大多引自月稱的《自釋》P5263,
Vol.98, 121.4.3ff. 和宗喀巴的《善顯密意疏》P6143, Vol.154, 38.3.7ff.。
a

Rottieria intcotira; Mimusops Elengi, Mesua Ferrara” 根據 Poussin
(Muséon, v.11, 289 n.4)，他認為(n.5) kiṃśuka為紫礦 (ButeaFrondosa)。

b

note 1118：昂望奔登的《注釋》，dbu ma pa,71b.2。

應成派

於芽]之他者呢﹖因此，無法建立由
種而生的芽。由此說明他生之不合
理而須被遮除。
反對者又說：就像上下升降的天平兩端也
不被視為非同時的。因此被
生者之生與生者之滅[是同
時的。因此，因與果同時存
在，且彼此也可稱為他者。]
自宗回答：即使[像上下升降的天平兩端]
被視為同時，此處[所述的例子]
卻非[同時]，那樣的情形不存
在。因為被視為趣於滅的存在
種子正在滅，而正在被生的芽
趣於生的情形並不存在。那麼，
此種情形與天平[兩端之活動
同時存在的狀態]如何類似
呢﹖當芽被是為成長活動的基
礎時，其主體並不存在，芽的
長成行為也不能被承認。

關於此，有些中觀自續派學者反駁：
沒有真實建立的他者且沒有同時存在的「生」
與「滅」之真實建立。然而，在《稻稈經》(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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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dling Sūtra) [提及天平兩端的例子]時不是
說a不探究種滅芽生是否同時由己之面向而生
的嗎﹖

此與前述之破斥相同，經典主張這些活動是世俗存在，
而非由其自身存在。
反對者說：[根據應成學家，由沒有同時存在的種
與芽，而沒有存在的他者，因此不認許
⽣。若此，那麼⽣將因為同時存在的他
者而存在，例如]b眼識由眼根、色等及
感知而成，而這些[與眼識]同時。因此，
唯由他而⽣可被建立。
自宗回答：主體也就是眼識非由同時存在的他者而
⽣，而此他者即其⽣者---也就是色、眼
根及感知等，已被同時建立為他者。月

a

note 1119：P876, Vol.34, 304.3.5。此段為月稱的《自釋》所引述 P5263,
Vol.98, 122.3.7。

b

note 1120：括弧內容的來源為月稱之《自釋》P5263, Vol.98, 122.4.2。

應成派

稱於《入中論》提到a：
反對者說：眼識相對於其同時存在的
生者---也就是眼根等--為他者，而分別等也與眼
識一起生起。
自宗回答：生對於已存在者有何用
呢﹖
反對者說：眼識並不在其因時存在。
自宗回答：[眼根等將不異於尚未存在
的眼識，]而此謬誤已在前
述說明。
2)遮除關於破斥他⽣的錯誤
暫時地遮除相異的他者，如同⼀體等之謬誤。因為不主張四
邊，且即使在世俗，他生也不存在，此處之主張為瘋狂之舞。

昂旺奔登在其對蔣揚協巴《大宗義》的注釋中提到：

a

note 1121：VI. 20；P5262, Vol.98, 101.5.1；Poussin 的翻譯請見 Muséon,
n.s.v.11, 295。括弧內容大多來自月稱的《自釋》P5263, Vol.98, 12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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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了知下以下所述等為錯誤：
‧某些⻄藏學者認為暫時地遮除他者，因為因必是前者，而
果必是後者，且若說為他者則必是同時。
昂旺奔登的注釋中提到a：此處，對於他⽣的主張上附
加了可笑的錯誤。有些⻄藏學者認為「因必為前，果必
為後，要成為他者必為同時，[且不須附上自性存在的
條件]」；以上所述是極度不合理的，因為對於此破斥
的所有錯誤也同樣地適用於你自⼰；[因為你也主張暫
時地因果為異]，且因為若你堅持你沒有主張此，則找
尋[破斥他⽣]之路徑顯得無意義。
‧許多⻄藏學者主張以相同類型的推理壓制b。
因為[在月稱的《入中論自釋》中]，不主張由四邊而⽣，
而他⽣即使在世間名言中也不存在，達倉的說明在[應成
派的]脈絡中，其他⽣主張就像瘋狂之舞⼀樣。

a
b

note 1122：dbu ma pa,zha, 146.2.
他們只是不斷地引述「不同的法」不為「他者」的理由，用以說明不
由他⽣。他們自⼰稱此為「以相同類型的推理大軍壓制」
。在宗喀巴的
《入中論善顯密意疏》 (P6143, Vol.154, 37.4.1ff.)中，他說明這些學者
使用此詞語，表示他們缺乏好的推理，而是訴諸於浮誇的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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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揚協巴的《大宗義》則提到a：就像先前所提(617)，
達倉對他⽣的主張b只是像無頭的孔雀並將頭掛在後方、
卻想跳舞的瘋狂狀態⼀樣。這是因為你[也就是達倉]引
述《稻稈經》所述c：
同時，當芽由其種子因生時---其非由自生、
非由他生或共生、非由自在天生、非由時間
而變化、非由極微而生、非由其自性而生、
非無因生。
並由月稱的《明句論》尋找解釋此段的脈絡，
《明句論》
中提到d：
在世俗中不需運用從自或從他等這些分析，
此世俗所了解的僅是：「果由因生」；而龍樹

a
b

note 1123：Taipei,545.13.
如同我先前所述，達倉自⼰並沒有主張他⽣或說由他⽣中的「他」存
在，因為達倉並不主張在世俗中「種」與「芽」只是相異的實體。然
而，蔣揚協巴認為達倉被迫接受此道理，因為他適切而正確地描述如
同宗喀巴所述之理，也就是種芽存在，且因為它們非同⼀實體，它們
必定為相異的實體。達倉事實上並不接受此理，但蔣揚協巴認為他必
須接受，以使其所說為合理。因此被迫也認同這些結論。請見 547 頁
及 617 頁。(此處為原英文版之頁碼)

c

note 1124：P876, Vol.34, 304.2.8 及 305.4.6，但在讀法上有些變化。
請見 Hopkins, Meditation on Emptiness，頁 502。此引自月稱，但在讀
法上稍有不同。

d

note 1125：此為對I.1的解釋 P5260, Vol.98, 6.1.8；Poussin, 27.4。關於
此引述的脈絡，請見 Hopkins, Meditation on Emptiness, 頁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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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表述的因果也是此種方式。在其《入中論》
中提到a：
「他生即使在世俗也不存在」
。

C^遮除自他共⽣
因為非自生，也非他生，由自他共生也必然被遮除。

昂旺奔登在其對蔣揚協巴《大宗義》的注釋中提到：
因為非自⽣、非他⽣，由自他共⽣也必定被遮除。
蔣揚協巴的《大宗義》提到b：[有神論者]數論派主張自
在天、[及]如因的[自性]。而裸形外道 (Nirgranthas)[也
就是耆那教徒]主張如同在前述第三與第七章所解釋，
瓶等由自與他共⽣。因此，這些主張是不合理的，因為
對於自⽣與他⽣的破斥已在先前破自他時已破斥。月稱
的《入中論》中提到c：「同時，不接受共⽣之體，因
為將引⽣錯誤。」

a

note 1126：P5262, Vol.98, 102.1.5，VI.32d。其《自釋》為P5263, Vol.98,
24.5.8。

b

note 1127：Taipei,545.21.
c

note 1128：VI.98ab；P5262, Vol.98, 103.3.5；Poussin的翻譯請見
Muséon,n.s.v.12, 256 (編號錯植為95ab)。月稱的《自釋》為 P5263,
Vol.98, 136.5.5。

應成派

D^遮除無因⽣
若是無因生，努力將是無意義的。而此違反認知，⼀切也將
由⼀切生。

昂旺奔登在其對蔣揚協巴《大宗義》的注釋中提到：
若[事物]無因而⽣：
‧種子的植種，為了果實而行的買賣等將是無意義的。
‧此將違反世間的認知。
‧所有果也將由所有事物而⽣。
蔣揚協巴的《大宗義》提到a：所種植的種子、所烹煮
的食物，為了⽣產短時果及成熟果而行的買賣將是無意
義的，因為不需要有因，果也將產⽣。同時，因為是無
因⽣，將不合理地造成：
‧烏鴉具有孔雀羽毛
‧馬有角

a

note 1129：Taipei,5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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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麵包果樹」非樹的果實之因，因此具有紝婆
(nimba) [有點苦之⽔果]、芒果等之樹也不是其自身果
之因a。
且將不合理地造成芒果與野波羅蜜 (lakuca) b 非依於季
節等而成熟。
即使若接受[這些結果]，還是不合理，因為有太多
的損害：例如不僅無因⽣與世俗所見相違，它也與世俗
所見強烈抵觸。月稱的《入中論》提到c：「若事物無因
而⽣，則⼀切總可以⽣⼀切物。且為了某些果之⽣起，世
間將不需要收集種子等，以及[為了果]去做許多工作。」
在先前第二章 (100ff.) 已對斷滅論者破斥過這些立場d。

b#對四邊生以及對存在、不存在、兩者皆有及皆無的同時破斥

a

對此的不同解釋，請見 Hopkins, Meditation on Emptiness, 150。

b

Artocarpus Lacucha；⼀種麵包樹。

c

note 1130：VI.21；P5262, Vol.98, 101.5.2；Poussin的翻譯請見Muséon,
n.s.v.12，頁239。月稱的《自釋》為P5263, Vol.98, 137.2.8。

d

對金剛屑因更多的說明，請見 785 及 Hopkins, Meditation on Emptiness,
57-60, 131-150 及 639-650。

應成派

若事物從他生，考慮存在，不存在，兩者皆有及皆無的情
形。對已存在者而言，[因]a有何用呢﹖而不存在者則缺乏
對境與作者 (agent)。而這些亦遮破兩者皆有者，同時，
兩者皆無者又能做甚麼呢？

昂旺奔登在其對蔣揚協巴《大宗義》的注釋中提到：
關於他⽣的破斥，考慮以下四種不同之果，若事物由他⽣，
則應考慮或分析由這些因所⽣者為：—自性存在之果、完全
不存在之果、存在與不存在皆有之果還是兩者皆無之果。關
於此：
‧對已自性存在的果而言，其⽣者—也就是因—⼜有何用
呢﹖
‧而完全不存在者則缺乏對境與主體，也就是被⽣者與⽣者。
‧而果為存在與不存在者則由前述推理破斥。
‧而果非存在也非不存在，則⽣者—也就是因—⼜有何用
呢﹖「因」根本是不需要的。

a

中譯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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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揚協巴的《大宗義》提到a：沒有事物具有此三種之
任⼀狀態--也就是自性存在的⽣、住、滅--或是由[自性
存在]他而⽣。因為不論是已存在者、或不存在者、或
是兩者皆有及皆無之情形皆無法被⽣。如同前述，[由
推理與他宗系統成立：若事物有自性存在之⽣、住、滅，
或由自性存在之他而⽣]，則果必是[已存在、不存在、
兩者皆有或皆無]。在此推理的四種情形：
‧已存在者不應再⽣，因為將破壞自⽣。
‧也不應⽣「完全不存在者」，因為無涉及任何活動。
‧也不應⽣存在與不存在兩者皆有之情形，因為存在與
不存在兩者互斥而不應存於⼀體中。
‧而兩者皆無的情形也不應發⽣，因為沒有這樣的狀態。
龍樹在《七十空性論》中提到b：

因為已存在者存在，不應被生。因為不存在者
不存在，也無法被生。因為兩者之性質無法相

a

note 1131：Taipei,546.17.

b

note 1132：P5227, Vol.95, 13.1.7.

應成派

容，兩者皆有之情形也無法被生，因為無「生、
住、滅」之情形。a

龍樹在其《自釋》中提到b：
既然存在者被視為當下即存在，由事物c已存在，
它無法由因而生。因為「不存在者」不存在，
它無法由因而生。而存在與非存在非一致，由
相違而無法生。也因為此不相容性，那兩者皆
有的情形如何被生呢﹖因為沒有[自性存在]的
生，也沒有[自性存在]的住、滅。

月稱的《入中論》則提到d：
若生者為因，且生出與己為異者，則需考慮它
們所生者為已存在者？非存在者？兩者皆有？
或兩者皆無？若[果]已存在，則生者有何用﹖
而生者對不存在者又有何意義呢﹖它們對兩者
皆有者或皆無者的情形又能做甚麼﹖

在月稱的《自釋》中，建立對此個別的推理a。阿底峽
a

譯按: 法尊法師之翻譯為：
「有故有不⽣，無故無不⽣，違故非有無，
⽣無住滅無。」

b

note 1133：P5231, Vol.95, 52.5.6ff.
dngos po, bhāva.
d
note 1134：VI.99；P5262, Vol.98, 103.3.6；Poussin的翻譯則在Muséon,

c

n.s. v.11, 296。此處引述由前兩行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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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菩提道燈論》提到：「已存在者之⽣不合理，而不
存在者亦如同空華，因為前述兩者之謬誤，兩者皆有之
情形亦無法⽣。」
月稱的《入中論》運用[此四邊⽣的破斥]說明他⽣
之情形，而聖者[龍樹]與尊者阿底峽則給予⼀般的解釋，
[而不限於他⽣之情形]。他們不只破斥「⽣」，也破斥
「住」與「滅」之情形。b
再者，既然有四種情形--存在、不存在、兩者皆有，
兩者皆無---此推論可被稱為四擇 (four alternatives) 的
破斥而不只是說為四邊的破斥。因此，不須認為對四擇
(mu bzhi)的破斥是排除四邊的破斥(mtha' bzhi)。

c#四擇 (four alternatives)c生的破斥
此章節包含兩部分：事實說明與遮除錯誤

a

對於更多有關存在者與不存在者之⽣的破斥，也可參見頁 787。而有
關月稱的論著 (P5263,Vol.98, 122.5.2ff.)，則請見 Hopkins, Meditation
on Emptiness, 頁 150-154。

b

note 1135：根據根敦洛珠格⻄，此bshad pas非真正的具格。

c

譯按: 為了與上述的四選有所區別，因此此處以「四擇」譯之。

應成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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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際說明破斥四擇⽣的推理
蔣揚協巴的《大宗義》提到a：就像在蓮花戒的《中觀
明》中所述b；主張真實存在的佛教宗派者說：「若說
沒有真實之⽣是不合理的，因為由因--[例如]種子--⽣多
果是可被見的，而許多因緣也⽣多果或⼀果。」為了破
這些主張，蔣揚協巴提到：
事物非由因而真實生，⼀因不生⼀果、多因不生⼀果、
⼀因亦不生多果、也非由多因生多果。

昂旺奔登在其對蔣揚協巴《大宗義》的注釋中提到：
事物非真實地由因而⽣，因為⼀因無法勝義地產⽣⼀果、
多因也無法勝義地產⽣⼀果、⼀因無法勝義地產⽣多果、
多因無法勝義地產⽣多果。
蔣揚協巴的《大宗義》提到c：許多推論迷惑了有智識者，
例如，若眼識有許多因的印跡，則它不是勝義地由⼀因

a

note 1136：Taipei,547.11.

b

note 1137：此出自蓮華戒《中觀明》的段落 P5287, Vol.101, 76.4.2。

c

note 1138：Taipei,54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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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而如若由多因而成，則將造成果---也就是這些因
的印跡--為多識。智藏的《分別二諦論》中提到a：

多無法生一、多無法生多、
一無法生多、一無法生一
且
你們這些[主張事物真實存在者]認為[眼識]是為[三
因]---也就是對境、眼根及眼識的前一剎那]---之
果。然此果非是多數，而是不同之性質；[也就是
在對境之相中被生的特質，能了解「對境自相」之
能力。例如，眼識所了解的是色而非聲，以及眼識
為一經驗者的性質]。若此，為何不[主張]自在天創
造[一切萬物]呢﹖
且

a

note 1139：
《二諦分別論》(Satyadvayavibhaṅga) 並沒有收錄在北京版
中，而只有收錄在德格版；此是偈頌 14。藏文文本請見 Malcolm David
Eckel, Jñānagarbha on the Two Truths (Albany, 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7)，頁 165。括弧內容則引自昂望奔登的《注釋》
，
dbu ma pa,73b.3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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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將[有所抵觸，因為眼識將由色]而生，且也同時
也可由非[色]而生。那麼[眼識]的生者，也就是勝
義 a 存在的[色]，如何不與非[眼識]生者有所抵觸
呢﹖
且
[三印跡]或說三特質由[三]因的[和合]而生，則個別
的[因]將不會成為生者。同時，若[三因]為[個別的
生者，眼識]這個果將成為無因生。
且
你若主張[眼識]是由[三]因而生之果，則此[三印跡
或三性質將為]多因。然[眼識]果為非多，則如前述，
此眼識將為無因生。

2^ 遮除錯誤--關於四擇的破斥
因為已成立「⼀因生⼀果」，且其它為合理的，對於所遮除
者不附加條件是錯誤的。
a

yang dag 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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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旺奔登在其對蔣揚協巴《大宗義》的注釋中提到：
因為已成立⼀因⽣⼀果，且由多因⽣⼀果等也是合理的，
也就是是存在的[情況]。若不附加「勝義地」這樣的條件於
此四推理，則將是錯誤的。
蔣揚協巴的《大宗義》中提到a：此處有某⼀達倉b說既
然此四擇⽣，也就是⼀因⽣⼀果等不存在。如勝義地或
自性地等條件不應附加於[此四推論]c中需遮除者。但這
是不正確的，因為在世俗中，像眼根那樣的因的確產⽣
像眼識那樣的果。
‧月稱的《明句論》提到，就緣起d的詞源學來說，他主
張[在世俗中，⼀果由⼀因⽣]e：
例如：「依於眼根及色而⽣眼識」眼根此所依之特
殊對境為⼀般世俗所公認接受。當以眼根為因而⽣

a

note 1140：Taipei,548.7.

b

note 1141：達倉的《宗義全知》(Knowing All Tenets，Dzongsar Institute),
20.11 及其注釋 204.23。

c
d
e

note 1142：昂望奔登的《注釋》
，dbu ma pa,na, 257.7。
rten 'brel, pratītyasamutpāda.
note 1143：P5260, Vol.98, 3.3.7，對皈敬頌的解釋；Poussin,6.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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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時，pratītya這個字如何有多重之義呢﹖a」
‧月稱在此處於《明句論》中給予此術語「現量」之義
(mngon sum, pratyakṣa)b，他提到：「因為此處沒有依
於根力的多重性所⽣之眼識，但若根據錯誤的詞源學
認為其依於根力的多重性，則眼識以眼根之剎那作為
基礎則不可能為現量。」
‧月稱在對提婆《四百論》所作的註釋中提到c：
[若根據錯誤的詞源學，識是依於根力的多重性]，那
麼⼀剎那的識如何能是現量 (pratyakṣa) 呢﹖因為藉
由根力的多重性，[⼀剎那的識]並不作用於[對境]。[剎
那眼識並不依於異類根力如耳根之多重性，因為它們
是不相容者。[同時，剎那眼識也不直接依於相同根

zlos pa'i don。頁 856 可見更多相關說明。

a

b

note 1144：P 5260, Vol.98, 13.3.7，對 I.3 之解釋；Poussin, 74.3。而陳
那對此的說明，請見 M.Hattori 的 Dignāga，On Perception (Cambridge:
Harvard, 1968)，76 n.1.11 及 87 n.1.33。

c

note 1145：P 5266, Vol.98, 259.1.5ff.，第 13 章，括弧則引自昂望奔登
的《注釋》，dbu ma pa,74b.4，請見 n.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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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也就是眼根---前後剎那的多重性，根力與眼識的
剎那在⽣之後隨即壞滅。
‧ 而 如 無 著 的 《 大 乘 阿 毗 達 磨 集 論 》 (Summary of
Manifest Knowledge) 中包含個別經典內容的集合，其
中說明在此世的⼀行為將影響其他許多世，許多行為
影響此世，許多行為也影響許多世，⼀行為將影響此
世。
‧[在應成學派]也是如此主張，因為在寂天的《入菩薩 行
論》中說a：
「果由⼀[精進修練於初定等]的清明之識[所
⽣]，此果為[⽣於]梵之[位階之列]等，[然而，若心不
夠力]，則[識之]果及身語便無法成，因為其行動薄弱
之故。」
‧如同先前所述，對佛菩薩的深信之果是無窮盡的。若對
⼀聖物sacchab進行儀式，則此人將多世成為轉輪聖王，

a

note 1146：V.15；P5272, Vol.99, 248.5.3ff.。括弧則引自根敦版本之賈
曹杰(Gyel-tsap).論注，43b。

b

如牙、骨等遺物以神聖的想像被製作成粉末、模型及銘刻，這些稱為
saccha 或 sāccha，也許是從表示被奉獻的 sac 衍⽣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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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有許多分子在其中。然而，若此心是脆弱的，就
算是進行很⻑久的儀式，其效果也是微弱的。寂天的
《入菩薩行論》提到a：「如來曾說，就算進行⻑時的
背誦與苦行，若心是散亂的，則⼀切只是徒勞無功。」
‧經典中也有這樣的陳述：「眾比丘! 若心為欲所困，則
苦行、背誦等是無用的。」
‧寂天的《入菩薩行論》提到b：「即使是因為⼀剎那的
惡種，都將陷於地獄⼀劫。」
‧且在許多傳記與佛的本⽣故事中，也說明由因⽣果等
情形存於世俗中。
‧你應檢視龍樹的《諸經要集》、《學處要集》等。
‧簡單來說，蓮花戒的《中觀明》中提到c：
問：難道不見「由一因生多果」及「由多因生一果」
的情形嗎﹖ 因此，如何說應遮除這些見解呢﹖

a

note 1147：V.16；P5272, Vol.99, 248.5.4。此處引述自宗喀巴的《略論》

b

note 1148：IV.21ab；P5272, Vol.99, 248.1.2。

c

note 1149：P 5287, Vol.101, 76.4.2。

(Dharmsala: Shes rig par khang, 1968) 79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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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這些是勝義地不被認可，我們並沒證明這些不
可見。

他解釋此[四擇⽣]在勝義上是不合理的，但非不可見。
‧且蓮花戒在《中觀明》中說a：
龍樹也見因果於世俗中存在，且如同一般所認為
的，「由一因生多果」及「由多因生一果」等情形。
藉由與眼根等的隨順或不隨順，而了解到眼識的特
性。因此，為了憐憫天真的眾生，對於果性因
(effect- signs)b之使用，他提到，若「因」為多，則
果也將可為多c。然而非於勝義中說此主張d。

d# 由緣起之推理說明⼀切法真實存在空｛2｝
此章節有兩部分：事實說明與遮除錯誤

a

note 1150：P 5287, Vol.101, 76.5.2。

b
c

'bras rtags, phalaliṅga。

「若因為多，則果必也為多」；事實上，這個特別的推論是建立在因上
而非果。然而，根據根敦洛珠格⻄，這是慣常性地將這些視為果性因。

d

對於破斥四⽣更多的說明，請見頁 789 及 Hopkins, Meditation on
Emptiness，頁 155-160。

應成派

1^ 對緣起推理的事實說明
因為沒有不依緣起而存在之事物，且緣起只依於值遇、相待
及相依而建立。所有法不由自而立，也不由自己方面建立。
此是遮除二邊、深奧且廣大的推理之王。

昂旺奔登在其對蔣揚協巴《大宗義》的注釋中提到：
‧在此系統中沒有不依緣起而存在之事物
‧緣起由值遇、相待與相依而建立
所有外在與內在現象---色等---非由自而立，且非由自⼰方
面建立，因為
‧深奧的修練在於了解所證者，也就是所有外在與內在現象
---色等---非由自而立，且非由自⼰方面建立。
‧而深廣的修練在於了解其推論的意義，也就是在此系統中
沒有不依緣起而存在之事物，且緣起只依於值遇、相待
與相依而建立。
‧此兩者個別地徹底遮除了常邊與斷邊。這即是推理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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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揚協巴的《大宗義》中提到a：不像主張[真實存在]
者那樣，此處[在應成派的系統]中，沒有任何⼀法非緣
起，因為任何存在者必定是相依而立b，且無自性存在。
龍樹的《中論》提到c：「因為沒有法非緣起，因此沒
有法是非[自性存在]空。」同時，提婆的《四百論》中
提到d：
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有任何法的存在非由
相依而來，因此，也沒有在任何一處有常[我]。
一般人認為「空間等為常」[之現實]，對智
者而言即使是世俗[認知]亦不見其實在性。

同時，
《彌蘭王問經》中提到e：
「智者了解法由
緣起而⽣，他們也不依於邊見，因為了解到法
由因緣而來，且沒有任何⼀法不依於因緣。」

a
b
c

note 1151：Taipei,549.18.
ltos grub
note 1152：XXIV.19；P5224, Vol.95, 9.3.5。括弧內容引自昂望奔登的

《注釋》，dbu ma pa,74a.8。
d

note 1153：IX.2 and IX.5；P5246, Vol.95, 136.4.3.括弧引自月稱的論注，
P5266, Vol.98, 236.3.3.此引述在月稱的《明句論》
，P5260, Vol.98, 78.2.6；
Poussin, 505。

e

note 1154：此引述在月稱的《明句論》
，P5260, Vol.98, 78.2.7；Poussin, 505.
月稱也引述此於自⼰的《四百論釋》中，P5266, Vol.98, 23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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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月稱的《明句論》中提到a：「因此，沒
有⼀法不是緣起，而緣起者空。因此，沒有⼀
法非空。」又龍樹的《中論》中說b：
我們說明依於[因緣]而生，就像[自性存在生]
是空的[意義]一樣。[自性存在生為空]是依於
名言安立，而此[自性存在生為空]即是中
道。

月稱的《明句論》提到c：
因為沒有[自性]存在與不存在的兩邊，此無自
性存在生這樣的空性稱為中道。因此，對於持
中觀見者而言，
「空性」
、
「相依安立」
、
「中道」
被視為「緣起」的同義字。

關於「緣起」(pratītyasamutpāda) d這個字及其意義，文
法學家說若所依及值遇為因與果，則「果將存於因時」，
則⽣將是不可能的。同時這將與「果不存在於因時」的

a

note 1155：此處是對XXIV.19之論釋；P5260, Vol.98, 78.2.8；Poussin,
504.14。

b

note 1156：XXIV.18；P5224, Vol.95, 9.3.4.括弧引自宗喀巴的論釋 (譯
按：《正理海》)，P6153, Vol.156, 148.3.2ff 和 148.5.1ff.。

c
d

note 1157：對XXIV.18之論釋；P5260, Vol.98, 78.2.3；Poussin, 504.13。
rten 'by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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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相抵觸。因此，他們不接受 pratītyasamutpāda 這個
詞語或其意義。
再者，認為事物[真實存在]的[佛教]a學派主張所有
緣起之法皆真實存在，且為⽣者。因此，藉由緣起之理
證明無我[也就是無真實存在]的證明[企圖]，對他們而
言恰巧是證明了相反的主張。[推論之例：芽--也就是有
法---非自性存在⽣，因為緣起。關於此]b，宗喀巴的《緣
起贊》(Praise of Dependent-Arising) 中提到c：

那些認為[所證]為相反之主張，以及不認為
推 論能成立者，如何能了解[佛陀]所說[自
性存在空]之義呢﹖

在月稱的《六十如理論釋》中，[對手則提出有關緣起
是否能作為無自性存在⽣之「因」d]：

此處，有些人說：你所說的方式以前從未存在
a

note 1158：昂望奔登之《注釋》，dbu ma pa,75a.8。

b

note 1159：括弧引自昂望奔登之《注釋》，dbu ma pa,75a.7。

c

note 1160：P6016, Vol.153, 37.3.5。

d

note 1161：P5265, Vol.98, 171.5.1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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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以「緣起」表示無生無滅是不合理的。就
如同你所說的「孩童的誕生」不會表示你說「孩
童不誕生」，[以「緣起」證明無生滅]是不合
理的。

有關文法學家不接受其他對於緣起的誤解的詳盡討論
可見於世親《俱舍論釋》、Rājaputra Yashomitraa之《俱
舍論注釋》，以及世親之《緣起經論》及 Guṇamati 對
其的《論釋》。
因為有不同形塑 pratītyasamutpāda 的方式，我已列
出前述偉大譯者之解釋及對於沙巴跋摩 (Sarvarvarman)
的《聚經》(Kalāpa-sūtra)及《月官文法書》
(Chandragomin'sGrammar, cāndravyākaraṇasūtra)兩本書
的[文法]參照，且將解釋少許月稱在《明句論》中對此
的主張。

[了解]緣起的正確之道

a

note 1162：請見 P5591, Vol.115, 176.2.3ff. 及P5593, Vol.116, 175.2.3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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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有兩部份：對於此pratītyasamutpāda之詞語的形塑及
[其意義]的說明。

形塑pratītyasamutpāda之詞語：
為形塑 pratītyasamutpādaa，先放置「去」 (going)的字
根 iṇ，接著去除 ṇ；因為 ṇ 為指示字元，在 i 前放置 prati；
最後將以主格為結尾的 su 再加上去。由於其為不變化
詞b，因此將 su 遮除。
《月官文法書》(I.iii.129) 中提到c：「當 alaṃ 和
khalu 具有禁止意味，則 ktvā 是適合的。在 meṅ 之後，
當兩個行動具有相同的主詞時，將[附加此(應指 ktvā)]
於前者。」同時，在沙巴跋摩 (Sarvarvarman) 《聚經》

a

蔣揚協巴對 pratītyasamutpāda 的說明摘要於 Hopkins 之 Meditation on
Emptiness 頁 163。

b

此常稱為動名詞 (gerund)，但不像英文的格變化詞，但梵文的不變化
接續詞常表示兩個動作的前者。

c

P5767, Vol.140, 5.1.3.Alaṃkhalvoh pratiṣedhe ktvā vā.請見 Pāṇini,
III.iv.18-20。關於此，梵文採自 Cāndravyākaraṇaṃ (Jodhapura, 1967)。
通常，接續詞綴在時間序列中被附加於動詞的前者；「在 meṅ 之後」
則是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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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詞詞綴之第六節時提到a：「當 alaṃ 和 khalu 具有禁
止意味，則在 meṅ 之後，[附加 ktvā]於具有相同主詞的
前動作。」因此，接續附加 ktvā。
《月官文法書》(V.iv.6)也提到b：「在沒有『否定
分詞』(the negative particle)的複合字中，lyap 代替
ktvā 。」因此 ktvā 被改變為 lyap。根據沙巴跋摩《聚
經》動詞詞綴之第六節c，ktvā 變成 yap，但月稱的《明
句論》是與《月官文法書》⼀致。因為 lyap 中的 l 是
為了重音之故，而 p 是 tuk 的附加指示，因此被去掉而
成為 ya。
《月官文法書》(V.i.69) 提到d：「當動詞詞綴以指
示詞 p 跟隨時，短⺟音結尾的字根附加 tuk 時沒有人稱
詞尾。」因此，tuk 被加在 i 和 ya 之間。因為 k 是指
示詞而 u 是為了發音之故，因此兩者被去除而只留下 t。

a

note 1163：P5775, Vol.140, 45.3.8.

b

P5767, Vol.140, 13.4.7.Anañsamāse ktvāḥlyap。請見 Pāṇini, VII.i.37。

c

note 1164：P5775, Vol.140, 45.5.4.

d

P5767, Vol.140, 11.5.7.Hrasvasya atiṅi piti tuk.請見 Pāṇini, VI.i.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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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沙巴跋摩《聚經》動詞詞綴第⼀節提到a：「附加 t 於
具有指示詞 p 的字根結尾。」因為子音沒有⺟音，因此
由後面的字⺟所吸收，因此變成 tya。《月官文法書》
(V.i.106) 提到b：「當⼀單⺟音跟隨⼀單⺟音」時，與
⺟音相關的⻑音是此二⺟音的替代。」因此，加入 prati
及 i，使得⺟音變⻑而成為 pratītya，這即是詞幹。
《月官文法書》(II.i.93) 提到c：「當表示名詞意義
時，則使用[第⼀格]d。」因此，加上 su 而成為單數主
格，但根據沙巴跋摩《聚經》則加上 si。《月官文法書》
(II.i.38)提到e：「在不變化詞後去掉附加的詞性。」沙
巴跋摩《聚經》也說：「在不變化詞之後去掉附加的詞
性。」因此，si [或 su]被去掉而成為 pratītya。而此詞
具有三種意涵：「值遇」、「觀待」及「依存」。此處，
應成派的系統解釋[pratītya 可根據文脈表示此三種的

a

note 1165：P5775, Vol.140, 45.3.8.

b

P5767, Vol.140, 12.1.4.Akaḥ aki dīrghah.請見 Pāṇini, VI.i.101。

c

P5767, Vol.140, 6.2.5.Arthamātre prathamā.請見 Pāṇini, II.iii.46。

d
e

譯按: 也就是主格
P5767, Vol.140, 6.1.2.Supaḥ asaṃkhyad luk.請見 Pāṇini, II.iv.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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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意義]，而不⼀定只表示其中⼀種意義。
而 pad 具有「去」(going) 之義而寫為 pad。在它
之前，先使用前加字 ut ，同時在其之前加上 sam，在
此二之後加上 su，並且⼜如前⼀樣[因為其不變化性]
而去掉。《月官文法書》(I.iii.7) 提到a：「當表示⼀行
為時則以 ghañ 表示，而 ghañ 本身是為了先前的⺟音，
動詞詞綴 a 造成 vṛddhi 的替代。」[在沙巴跋摩《聚經》]
動詞詞綴第五節提到b：
「[詞綴]ghañ 在字根 pad, ruj, viś,
spṛś 及 uc 之後。」因此，在字根 pad 最後加上 ghañ。
表示複強化(vṛddhi)的 gh 與 ñ 則被去掉，而留下 gha 的
主幹---a，初始的字根被附加，將[這些部分]⼀步步組
成而得到 samutpāda。
《月官文法書》(II.i.93)提到c：「只有當[表示名詞]
之義時才[使用]主格。」因此，對此，加上 su 去掉 u，

a

P5767, Vol.140, 4.3.6..Ghañ kārake cha.請見 Pāṇini, III.iii.16, 18, 19。

b

note 1166：P5775, Vol.140, 45.1.3.

c

P5767, Vol.140, 6.2.5..Arthamātre prathamā.請見 Pāṇini, II.iii.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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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VI.iii.98) 提到a：「[結尾]s 與 sajuṣ 的 ṣ，在字
尾以 ru 代替，s 變成 ru。」《月官文法書》(V.i.119) 提
到b：「當[後面跟著]⼀弱子音，而[前面]為非⻑音的 a
時，[u 代替]ru。」因此，視為指示的 u 被去除。《月
官文法書》(VI.iv.20) 提到c：「當中止時，ḥ (也就是
visarga) 代替 r。」因此，r 變成 ḥ 而成為 samutpādaḥ。
在此意義上說明「緣起」，「建立」與「存在」之意。

說明緣起意義：
在此處，
「事物依[/觀待]因而起」即是 pratītyasamutpāda
的意義，因為
• prati 是代表「值遇」意義的字首d
• 而i是「去」的字根，iṇ
• 但 加 上 相 續 的 結 尾 [tya]及 被 接 頭 詞 prati所 修 飾 ，

a

P5767, Vol.140, 15.5.6.Sasajuṣaḥ raḥ.請見 Pāṇini, VIII.ii.66。

b

P5767, Vol.140, 12.1.6.Hashi ca ataḥ roḥ.請見 Pāṇini, VI.i.113, 114。

c

P5767, Vol.140, 16.1.7.Virāme visarjanīyaḥ.請見 Pāṇini, VIII.iii.15。此
處的引述是令人懷疑的，因為所引述的藏文與北京版的翻譯首次出現

d

不⼀致。
phrad pa,prāp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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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tītya被視為「值遇」與「相待」a。
• 而在 pāda 之前加上 samut，則是表示「起」，而在其
他時候則也解釋為「存在」b與「建立」c
月稱的《明句論》中提到d：
prati 有值遇之意e，動詞字根 i 有「去」(going)
之意。此處 pratītya 這樣的相續詞用於值遇或
依待，因為動詞字根之意以接頭詞修飾。動詞

a

藏文譯者採用⼀規則處理對於形塑 pratītyasamutpāda 三部分的討論：
prati = rten cing；i 或 itya = 'brel bar；samutpāda = 'byung ba。他們優先考
量是先將三部分的翻譯拆成那樣對應的同義字，接著放在⼀起使得藏文
看起來合理；但是因為如此，當涉及印度學者以各種方式敘述梵文
pratītyasamutpāda 的形塑時，個別的同義對應顯得相當不合理。
有些⻄藏學者聲稱 rten cing 和'brel bar 有不同的意義。然而月稱
說自身表示 prāpti (phrad pa ) 的 prati (rten cing)修飾 itya ('brel ba) 的
意義而成為 prāpti (phrad pa )，此時二字合為⼀意義。因此此二字雖然
在藏文看起來因為要傳達個別部分意義的探討而被分開，但此方式並
不那麼合適，或許更好的選擇是對個別部分採用音譯為藏文，而非嘗
試採用意譯。
在月稱的說明中，pratītya 只有⼀種意涵，也就是「已依於」的接
續意義，在藏文中，rten nas 就如同常使用在 rten nas 'byung ba 或 rten
'byung 中的意義⼀樣。嚴格來說，因此，在應成學派，rten nas 'byung
ba 或 rten 'byung 是最適合的⼀般字詞，而 rten cing 'brel bar 'byung ba
只有在使用三部份討論時有適合的同義相應；此外，rten 'brel 也非⼀

b
c
d

e

般用法。
yod pa,sat.
grub pa,siddha.
note 1167：P5260, Vol.98, 3.2.8ff；Poussin, 5.1-4.請見 Poussin (p.5ff.)
的詳細註解。
phrad pa,prāp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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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根強力地被接頭詞修飾，就像在恆河水中的
甜度被海水[改變]一樣。[字根]pad 由 samut 加
於前表示「起」a；因此，samutpāda 是事物依
於因緣而起。

許多說明此的注釋家認為[梵文]中的 lyap 相當於在[藏
文中的屬格]kyi。他們也錯誤地看待 prati 及 iti。同時，
雖 然 偉 大 的 譯 師 安 慧 (Sthiramati) 造 出 了
pratītyasamutpāda 之詞，那樣的說法還是不清楚b。若
沒有了解[pratītyasamutpāda 形成的解釋]，是無法了解
月稱《明句論》中先前的部分, 而此部分我已清楚無誤
地說明了部分。

遮除關於 pratītyasamutpāda 在詞源學上的謬誤
這有兩部分：遮除其他論師所造，以及遮除清辨所造。

遮除其他論師所造 pratītyasamutpāda 的形成
此⼜分為兩部分：他們的主張與遮破其主張。

a
b

'byung ba,prādurbhāva.
在北京目錄中記載有五書為安慧(Sthiramati,blo rtan) 所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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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論師對 pratītyasamutpāda 的主張說明
除了佛護與清辨之外，有些先前提到的龍樹《中論》
注釋家認為 a：

Prati 具有個別的意義，如「多樣地」或是「這
個與那個」b。此動詞字根 i 或 iṇ 具有「去」
或「分離及壞滅」之義。Itya 為動詞字根加上
ya 表示「那個去之物」。若將 itya 當作是第
二衍生名詞，[pratītyasamutpāda] 表示多樣地
分離或壞解之物的生起。

月稱的《明句論》提到c：

他人說[名詞] iti 表示去、瓦解，itya 表示有助
於「去」這件事d。Prati 有多重/多樣之義，在
說明完 itya 為了第二衍生名詞而具有一字尾
後，他們說[pratītyasamutpāda 表示]那些多樣
地逝去或壞滅事物之生起。(prati prati ityānāṃ
vināśināṃ samutpāda)

a
b
c
d

對此之摘要，請見 Hopkins, Meditation on Emptiness，頁 163-164。
so so ba'am de de lta bu'i zlos don
note 1168：P5260, Vol.98, 3.3.3ff.; Poussin, 5.7-5.8.
請見 Pāṇini, IV.iv.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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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清辨的《般若燈論》則說a：「某些他宗說那些多樣
地壞滅物之⽣起是 pratītyasamutpāda」而觀誓 (Avalokitavrata) 對此的注釋則說b：

這些「它宗」是指其他也主張中觀的學派c，
且「那些多樣地壞滅物之生起」表示在每一剎
那壞滅果之組成與生起，具有有限、多樣的因
緣，這與「由值遇而起」同義。
在 [ 清 辨 的 文 本 ] 中 說 所 謂 「 是
pratītyasamutpāda」表示先前所述的語詞之義
是說每一剎那壞滅之果的生起與組合，且具有
有限、多樣的因緣即是 pratītyasamutpāda。這
是清辨自己之外的中觀宗這麼說的。

當 pratītyasamutpāda 形成時，表示「去」之意的動詞詞
根的 iṇ 的 ṇ 被去除。加入沒有接頭詞的 kvip 之後⼜完
全地去除。「T 加於具有⼀指示詞 p 的字根結尾」d。
因為代表「去」之意的動名詞而加上 t。既然 ya 被[加

a

note 1169：P5253, Vol.95, 154.1.8.

b

note 1170：觀誓的《般若燈論釋》，P5259, Vol.96, 169.5.8ff.。

c

徹爾巴斯基 (Stcherbatsky, p.90) 認為這些他者為小乘者。

d

note 1171：這是蘇利耶跋摩 (Sarvavarman) 的Kalāpasūtra 之段落；
請見 n.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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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作為表示「那方面是好」的衍⽣名詞。ya 為了衍⽣
名詞而附加其上，最後加上表示[格位]的 si。當此加入
prati 時 ， 則 形 成 名 詞 pratītyaḥ 。 其 他 形 塑
pratītyasamutpāda 皆與上述相似。月稱、清辨和觀誓拒
絕在複合詞中有⼀格位(也就是屬格所造成 pratītyānāṃ)
被去除的主張。

駁斥這些其他注釋家對於 pratītyasamutpāda 形成的說明
他們說明 prati 表示多重性，而 itya 如同衍⽣名詞是不
正確的。因為 prati 表示多重性的解釋在⼀般的運用上
是合適的，但並不包含特別的應用。這是因為
• 當此詞為⼀般的使用時，則表示多樣或多重性的語詞
是假設性地a合適。也就是說當行者見緣起
(pratītyasamutpāda)，亦即見到那些多樣地分離或壞
滅之物⽣起時，[則見實相]」；同時，在
yaḥpratītyasamutpādaṃ paśyati 中，pratītyasamutpādaṃ

a

note 1172：昂望奔登之《注釋》，dbu ma pa,75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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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複合詞，因此它是[假設性地]說在複合詞內的格
位詞可被去除是正確的。
• 然而，當用於⼀特殊的指示對象，如同眼識依於眼
根 與 色

cakṣuḥpratītya

rūpaṃ

ca

utpadyate

cakṣurvijñānaṃa的例子中，多重性並不適合在⼀特
別物上，而此處 pratītya 非在任何物的複合詞中。
此處不適合[說]有⼀複合詞：
• 因為梵文原本在「眼根與色」中的「與」(也就是梵
文 ca)以及在「色之上」(rūpaṃ)的業格「aṃ」並未被
去除。
• 因為在 pratītyab沒有格位詞在結尾，因為此處 pratītya
為⼀不變化、接續詞。

a

梵文有 rūpāṇi，而此處的版本則根據蔣揚協巴音譯為藏文的版本。

b

藏文文本似乎是說：「在pratītya和cakṣuḥ之間沒有格助詞」，因為其讀
為rten nas dang mig gi bar du rnam dbye ma mthong。然而，這只有在藏
文mig dang gzugs la brten nas mig gi rnam shes ’byung 中的brten nas
mig是合理的。因為在brten nas mig 中沒有格助詞而nas 是接續詞。若
依此而也將梵文翻譯為那樣，則對梵文cakṣuḥ pratītya rūpaṃ ca utpadyate cakṣurvijñānaṃ 來說是不合適的。因為在pratītya和cakṣuḥ之間
有受格rūpaṃ。因此，我視之為pratītya的結束，以合乎蔣揚協巴的梵
文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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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稱的《明句論》提到a：
他們的詞源說[在以下情況]b將是很好的，例如
在一段落中說：僧眾們啊，我將教導「緣起之
法」(pratītyasamutpāda)，或說任何洞察「緣
起者」(pratītyasamutpāda) 將能了解實相。因
為多重性的意義，使得此複合詞中有以
pratītya 表示 pratītyānāṃ 的可能。
然而，此處的段落如：「依於眼根與色而
生眼識」，其中，「依於眼根」表示相依的對
境被公認接受。當眼識由眼根因而生時，
pratītya 如何有多重性之意義呢﹖
而在 pratītya 即使不針對特別的對境也表
示「值遇」之義，由與[因緣]值遇而生是為緣
起。同時，[值遇之義]亦可針對一特殊對境而
主張，因為依於眼與色，也就是「值遇眼與色」
或說「依於眼與色」---[眼識由此而生]c。
若 itya 是一衍生名詞，則在「依於眼根與
色 而 生 眼 識 」 (cakṣuḥpratītya rūpaṃ ca utpadyate cakṣurvijñānaṃ) 中，pratītya 這個詞語
將荒謬地不能成為一不變化詞。同時，也將不

a
b
c

note 1173：P5260, Vol.98, 3.3.5ff；Poussin, 6.1-7.5。
中譯者所加
此處梵文在句子中只有「眼」，而沒有「眼和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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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成為複合詞，在[pratītya 的詞尾]將有格位，
而 文 本 將 荒 謬 地 變 成 cakṣuḥ pratītyaṃ
vijñānāṃ rūpāṇi ca 也就是「那個離開眼根與
色之物[生起]眼識」，而此完全不合理因為事
實並非如此。因此，接受它的詞性為一不變化
詞、一接續詞。
此意義是[pratītya 必須被視為接續詞的意義，因為
cakṣuścaarūpaṃ pratītya cakṣu[rvijñānaṃ]出現[在經典中，
而且 pratītya 沒有格位。]

遮除清辨對pratītyasamutpāda之形塑b
清辨對他人駁斥之錯誤
清辨駁斥他人的方式是不合理的，且其語詞的意義在其
系統中也是不完整的。如此，有兩項錯誤。在清辨的《般
若燈論》中提到佛護解釋 pratītyasamutpāda 的方式c：

關於 pratītyasamutpāda，[佛護]認為因為在接

將 ca 放置在兩字之間，而不是放在第二之後是不合常規的，但還是

a

有極少的可能，因此，我仍留它於此.原文讀為 cakṣurca。
b
c

對此章節的摘要，請見 Hopkins, Meditation on Emptiness，頁 165-166。
P 5253, Vol.95, 154.1.6ff.在藏譯的清辨文本與月稱對其之引述中有許
多微細差異，但沒有本質上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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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詞 prati (rten cing) 具有多重性之意義，且
因為 i 有「值遇」('brel bar) 之義，再加上因
為 samutpāda 有「起」('byung ba)之義，
pratītyasamutpāda 表示依於這些和那些[因
緣]而生，或說由值遇這些與那些[因緣]而生
起。

清辨也在先前(854)陳述形成此語詞的另⼀方式。
月稱認為這樣的解釋表示清辨缺乏陳述對手立場
之技巧，他並認為佛護的主張非如清辨所述。佛護提到
pratītya 表示值遇 (phrad pa，prāpti)；因此 prati (rten
cing)沒有多重性之義，且 itya ('brel ba)不表示「值遇」。
月稱的《明句論》提到a：

因此，清辨陳述他人立場並駁斥他們，但他缺
乏陳述他人立場之技巧，為什麼這麼說呢﹖因
為當佛護說明 pratītya b 表示值遇時，但未將
prati 解釋為多重性之義或說 i 表示值遇。

a

note 1174：P5260, Vol.98, 3.4.6ff.; Poussin, 8.1-3.

b

藏本誤讀為 rten cing 'brel bar 'byung ba，而實際上應該讀為 rten cing
'brel bar 以符應梵文 pratī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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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佛護究竟]如何說呢﹖佛護說 prati (rten cing)表
示值遇，而 itya('brel bar)表示「去」。雖然它們個別有
不同的意思，當此二結合在⼀起時，接頭詞 prati 改變
了後者 itya 的意義。就像恆河的甜⽔遇到[海洋的]鹹⽔
⼀樣漸漸變成鹹的。因此，兩字表示的是「值遇」之義。
因此，pratītyasamutpāda 之意思是「值遇[因緣]而⽣」。
當 pratītyasamutpāda 以「值遇此與彼因緣的聚合而
⽣」運用於所有法時，有人說 hetupratītyasamutpāda 與
多重性有關。然而佛護並未主張像「依於眼根與色而[⽣
眼識]」這樣的的特定應用上有多重性之意義。月稱的
《明句論》提到：

那麼，[佛護到底]怎麼說呢﹖他說a：
•prati (rten cing)b表示值遇
•i ('brel bar)表示「去」
•而合併兩者之 pratītya 只表示值遇c。

a

note 1175：P5260, Vol.98, 3.4.7ff.；Poussin, 8.3-9.

b

如同先前所述，對此二詞，藏本只是用以表示有關形塑梵文 pratītya
脈絡的相應編碼。

c

對月稱而言，prati 自身表示 prāpti (值遇 phrad pa)，pratītya ⼀樣，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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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在 當 考 慮 所 有 可 能 之 法 以
pratītyasamutpāda 表示---詞源學上說為「值遇
而生」或「相依而生」--則與多重性有關的主
張被述及：
「由值遇此與彼因緣的聚合而生」
是緣起[之義]。[然而]，當以一特別例子來考
量時，則與多重性無關，如同「值遇眼根與色
而[生眼識]」一樣。由此說明清辨不善引述[他
人之立場]。

不僅如此，[清辨]遮除他人系統的方式也是不正確的，
因為[他的主張]只是化約地說「[佛護的解釋]是不正確
的」，並沒有任何理由。然而，即使清辨認為因為識沒
有任何形色，它無法與眼根及色相遇；因為值遇只能發
⽣在物質間，這也是不正確的：
•因為就像在經中述及「僧者證果」的情形所提僧眾值
遇[也就是證得]四果[入流、⼀來、不來、阿羅漢皆非
物質性]的情形⼀樣。
•而 prāpya (也就是已值遇或說依於值遇，phrad nas) 是

的接續形式 prāpti (phrad pa) 是 prāpya (phrad 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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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 apekṣya(也就是已依於或依於 ltos nas)同義。
•同時，龍樹[在其《六十如理論》中]提到 pratītya (rten
cing 'brel bar)表示 prāpya (值遇，'phrad pa)a。此論提
到：「值遇此與彼因緣的聚合而⽣者非自性地⽣ (tat
tat prāpya yad utpannaṃnotpannaṃ tat svabhāvataḥ)。」

月稱的《明句論》提到b：

[清辨說：]「因為在依於眼根與色而生眼識的
例子中，不存在那兩種對[ pratītyasamutpāda
的錯誤形塑] c ，因此[那兩種說法] a 是不合理
a

雖然此處藏本是phrad pa，也就是「值遇」
，我將其視為與龍樹的prāpya
⼀致，表示「已值遇」。此形態使用的改變是因為月稱和蔣揚協巴對
此⼀般字詞的使用，而不限於為了使用為接續的特殊詞語之特別用法。
在藏譯de dang de brten gang ’byung ba/ rang gi ngo bor de ma skyes中
遺失了月稱的重要引述，但此藏譯⼀般來說由傳達意涵而言是非常好
的翻譯。然而此處要表達的重點在於此應讀為de dang de phrad
gang ’byung ba/ rang gi ngo bor de ma skyes。(第二行可視為de ni rang
bzhin gyis ma skyes) 藉由採用brten而非phrad表達prāpya，月稱這段重
要引述之意圖則不見於藏本中。

b

note 1176：P5260, Vol.98, 3.5.2ff.；Poussin, 8.10-9.6。此處藏文為翻譯
的前兩段。

c

文本是P5225, Vol.95, 11.4.1。括弧從觀誓 (P5259, Vol.96, 170.1.6) 所引
述，他認為此二解釋為「相依而起且值遇此或那[也就是因緣]」以及
「具有個別部分的那些物之緣起」(de dang de la brten cing phrad
nas ’byung ba’i zhes bya ba dang/ so so’i ’jig pa dang ldan pa rnams kyi
[文本為kyis] ’byung ba zhes bya ba’i don de gnyi ga med pa’i phyir 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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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這樣的駁斥並不正確，怎麼說呢﹖清辨並
沒有陳述為何沒有值遇發生的理由，因此他只
有主張。而[清辨]也許是這麼想的：「識沒有
形色，因此，無法與眼根值遇，因為值遇只發
生在那些有形色者上。」然這也是不合理的，
因為在僧眾證果的例子中有值遇的主張。同時，
值遇 (prāpya，phrad nas) 與相依 (apekṣya，
bltos nas)同義。同時，龍樹接受 pratītya 為
prāpti 為接續詞的用法，也就是值遇[或說已值
遇的意義。因為在他的《六十如理論》中提到]b：
「值遇此與彼[因緣的聚合]而生者非自性地
生 (tat tat prāpya yad utpannaṃnotpannaṃ tat
svabhāvataḥ)。」因此，他人[也就是月稱自己]
說清辨的駁斥不合理。

駁斥清辨對Pratītyasamutpāda的形成：
清辨自身的詞源學的不完整與緣起義
即使清辨自身的解釋c也是不正確的，因為雖然他主張
他將追訴[pratītyasamutpāda 之詞源]，且個別地說明其

a

中譯者所加

b

note 1177：P5225, Vol.95, 11.4.1.

c

有 關 此 章 節 的 摘 要 ， 請 見 Hopkins, Meditation on Emptiness ， 頁
165-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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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成，但他並沒有為 pratītya 和 samutpāda 陳述個別的
意義。同時，[在其《般若燈論》中]，清辨並沒有多作
說 明 a ， 他 只 說 ： 「 『 所 緣 性 (conditionality) 』 是
pratītyasamutpāda 的意義---也就是此⽣故彼⽣、由此⽣
而彼⽣。」b月稱的《明句論》則說c：

那麼[根據清辨，pratītyasamutpāda 的意義究
竟]為何呢﹖他 samut 以自身的系統說明「
『所
緣性』即表示 pratītyasamutpāda--也就是此生
故彼生，由此之生而彼生」這也是不正確的，
因為他並沒有為此兩詞語 pratītya 和 pāda 說
明個別意義，而且並沒有如他主張所說，將給
予詞源學上的意義。
反對者說：清辨主張 pratītyasamutpāda 的意義
是由世俗決定，且沒有其詞源上的
說明。這就像 araṇyetilaka (dgon pa'i
thig le)[也就是「在森林裡的芝麻」
d

是世俗的用法，並非需要回應任何

a

note 1178：P5253, Vol.95, 154.2.1.

b

note 1179：
《稻稈經》，P876, Vol.34, 303.3.8。

c

note 1180：P5260, Vol.98, 3.5.7ff.; Poussin, 9.7-10.2.字面上說：「此
處所表述的『然後如何？這表示…』等也是不正確的」。

d

Poussin 指出可見於 Pāṇini, II. i.44。

應成派

人期待]。而段落中的「等等」 a表
示其他非字面的語詞，這些語詞由
先前演說的方式轉變而衍生來的。
例如「湖生」(lakeborn, saraja, mtsho
skyes)表示「從乾地而生的蓮花」，
而「躺臥於地」(lying on the earth,
mahiṣa, sarnyal) 表 示 「 站 立 的 水
牛」。
回答：這也是不正確的，因為龍樹在其《六
十如理論》中將 pratītya 和 samutpāda
當作語詞的組合而個別地分開：tat tat
prāpya 表示值遇此與彼[因緣的聚合]，
而 utpannaṃ 表示生b：
值遇此與彼因緣的聚合而生者
非自性地生(tat tat prāpya yad
utpannaṃ notpannaṃ tat
svabhāvataḥ)。

同時，如果你[也就是清辨]期許與龍樹在《寶鬘論》中
所述c：「由此而彼⽣就像由短而觀待⻑」⼀致，你必

月稱所指的「等等」將在蔣揚協巴引述下段的月稱文本中可見。

a

b

note 1181：P5225, Vol.95, 11.4.1.

c

note 1182：P5658, Vol.129, 174.4.7，偈頌48ab.北京版：’di yod pas na ’di
byung dper/ring po yod pas thung ngu bzh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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須解釋[如相依或觀待]a或值遇[之義]，如此，你自⼰所
主張的將成為你所駁斥的對象。月稱在《明句論》中提
到b：
反對者說：清辨主張 pratītyasamutpāda 是世俗
言說，而[不必然要跟隨其詞源意
義 ] 就 像 森 林 裡 的 芝 麻
(araṇyetilaka，dgon pa'i thig le) 一
樣，表示不須回應任何人的期待。
回答：這也是不正確的，因為龍樹主張
pratītyasamutpāda 只與其組成有關：
值遇此與彼[因緣的聚合]而生者非
自 性 地 生 (tat tat prāpya yad utpannaṃ

notpannaṃ

tat

svabhāvataḥ)。
[清辨]解釋 pratītyasamutpāda 如
下：「由此而彼生，就像有長必有短」
則他不就是主張依於(rten te, pratītya)
短，或說與短值遇(phrad cing, prāpya)
或相待(bltos nas，apekṣya)於短嗎﹖因
此，他所駁斥的就是他所主張者是不

a

請見下面選自月稱的引述及昂望奔登的《注釋》，dbu ma pa,77b.3(但
是其印刷錯誤，事實上是 76b.3)。

b

note 1183：P5260, Vol.98, 4.1.1ff；Poussin, 10.3-9.

應成派

合理的。
因此，pratītyasamutpāda 表示所⽣者的緣起---它們的⽣
起觀待於其自身的因緣。它也表示[所有法, 包含有為法
與無為法]的緣起---它們的存在值遇或相依於其分支，
或其安立的基礎或組成，因為：
•梵文有關於「⽣」(samutpāda)的初意，世親在《緣起
經》之論釋中說明 sam 就如同和合、聚合等。而
•Rājaputra Yashomitraa則說明 pāda 表示「存在」等。
同時，因為所有法由相依、相待或值遇[因緣，支分
或名言安立的基礎]而被建立，它們不是自⼰建立起
的，也非由⼰力而存在。提婆的《四百論》中提到b：
「依於緣起之物不可能是自力者，因為所有法在⼰力
下不存在。因此，沒有「我」---[也就是自性存在]。」，
且龍樹在[《六十如理論》]中提到c﹕「值遇此與彼[因

a

note 1184：P5593, Vol.116, 175.2.3.

b

note 1185：XIV.23；P5246, Vol.95, 139.2.7.括弧引自月稱的論釋

c

note 1186：P5225, Vol.95, 11.4.1.月稱的論釋為P5265, Vol.98, 177.1.3

P5266, Vol.98, 270.3.6 (譯按：《四百論釋》)。
(譯按：《六十如理論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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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的聚合]非自性地⽣。」且如同月稱在《四百論釋》
中提到a：
我並不因我主張緣起而主張沒有法存在b。
有人問：你主張法為自性存在嗎﹖c
答：不，我不主張法為自性存在，因為我主
張緣起。
問：那你的主張為何﹖
答：我主張緣起
問：那麼，緣起之意為何﹖
答：緣起表示無自性存在，無自性存在生表示
果之生起猶如幻相、海市蜃樓、倒映、乾
闥婆城(/尋香城)、幻化身及夢。它表示空
及無我。

同時，[在此推論中，主詞—這些那些等—並非自性存
在，因為是緣起]，其深奧處在於被證明的述詞---(非自
性存在)；而其深廣處在於理由--亦即(緣起)。這些可詳
見於龍樹的《六十如理論》、月稱之《六十如理論釋》、
龍樹的《七十空性論[自]釋》及《寶鬘論》以及賈曹杰
a
b
c

note 1187：P5266, Vol.98, 270.3.3，在XIV.23之前的論釋。
dngos po med par smra ba, *abhāvavādin.
dngos por smra ba, *bhāvavād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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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yel-tsap)的論注等。
龍樹的《親友書》(Friendly Letter, Suhṛllekha)提到a：
「甚深的緣起之理是如來教法之珍寶，了知此最高教法
--緣起者即了知佛陀至上[教法]，也就是知實相者。」
而在大慧(Mahāmati)對此的論注則提到b：「此緣起之理
是如來教說的珍寶，因為正知緣起者能正知如來的教導。
而「甚深」表示「究竟奧秘」。且：⼜或，「能正知此」
等表示洞悉如來教說的珍寶，此深奧性非由自或他等而
創。」因此，緣起克服所有二邊之概念，為推理之王。
而尊貴的喇嘛[宗喀巴的《緣起贊》]提到c：「緣起在所
有的教說與知見中的情形，就像世尊在眾⽣中⼀樣。」
d

2^ 遮除關於緣起的錯誤

a
b

note 1188：P5682, Vol.129, 237.5.7.
note 1189：大慧 (Mahāmati)，
《親友書明句釋》( Clear Words，Extensive
Explanationof(Nāgārjuna’s) “Friendly Letter”)，P5690, Vol.129, 270.4.3
及 270.4.8。

c

note 1190：P6016, Vol.153, 38.1.1.

d

更多有關緣起因的說明，請見 Hopkins, Meditation on Emptiness，頁
53-56 與頁 161-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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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主張勝義為「自我建立」就像是可以吃掉虛空⼀樣。
沒有人會將「有效地建立」與「自我建立」視為等同。

昂旺奔登在其對蔣揚協巴《大宗義》的注釋中提到：
因此，達倉的主張 (579ff) 認為「勝義」、「有效地建立」
與「自我建立」視為等同就像主張虛空可以被吃掉⼀樣，因
為沒有任何⼀宗派將「有效地建立」與「自我建立」視為等
同。
蔣揚協巴的《大宗義》中提到a：如同先前所述(586ff)
達倉主張勝義對境(ultimate object) (don dam, paramārtha)、自我建立 (tshugsthub)及有效地建立(tshad grub,
pramāṇasiddha) 等同。然而，此三人---也就是龍樹及
他的聖子們[提婆與佛護]---說明緣起非自立。因此，主
張此「勝義」 [也就是空性]是「自我建立」如同想要
吃掉虛空⼀樣。
同時，法稱的《釋量論》提到 b：「因為有兩[種]

a

note 1191：Taipei,556.6.

b

note 1192：III.1a；P5709, Vol.130, 88.3.4.

應成派

所知境，因此有兩[種]量。」因此，有部、經部等主張
即使是論及共相a[也就是常法]是有效地建立，[但不接
受它們為自我建立]。沒有任何宗派主張「自我建立」
必定表示「有效地建立」之義。因此，請不要醜化教法!

2#以遮除錯誤駁斥補特伽羅我之推理
此章節有兩部分：事實說明與遮除錯誤
a#遮除補特伽羅我的推理之事實說明
自力的我是不存在的，因為蘊非我(self)、補特伽羅 (the
person) 非離蘊之他、也非蘊之基礎、亦非依於蘊、非具有
蘊、非蘊之形、也非如⾺⾞⼀樣之蘊的聚合。以此說明⼀切
法。

昂旺奔登在其對蔣揚協巴《大宗義》的注釋中提到：
除了依於蘊---補特伽羅的名言基礎--而安立外，沒有任何補
特伽羅依於⼰力而存在，因為
‧蘊為補特伽羅安立的基礎，但蘊不是補特伽羅。
a

spyi mtshan, sāmānyalakṣaṇ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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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特伽羅非離於其安立的基礎--蘊。
‧補特伽羅非蘊的基礎，而此蘊為其安立的基礎。
‧補特伽羅也不是勝義地依於其安立的基礎--蘊。
‧補特伽羅非勝義地具有蘊。
‧補特伽羅非其安立基礎---蘊---之形。
‧補特伽羅非其安立基礎---蘊---之聚合。

例如如先前所述 (700) 對馬車探尋，將尋找不到馬車由⼰
力而存在的狀態。月稱在其《入中論自釋》a中提到：依此
七相分析說明所有法---例如瓶、羊毛衣、圓盾、軍隊、森林
等---真實存在空。
蔣揚協巴的《大宗義》提到b：關於此，我以詳細地駁
斥c對以下兩兩許多錯誤概念：
‧我與我所d
a

note 1193：VI.166.

b

note 1194：Taipei,556.14.

c

note 1195：蔣揚協巴的《大中觀》464b.2ff。

d

nga gi ba；蔣揚協巴以此詞語表示「將事物認為是自⼰所擁有者」
，而
其他人則認為[此詞語表示]被某人所具有的「某物」
；因此，此處「我
所」較似於「我的」
。

應成派

‧將我與我所視為真實的壞聚見
‧認知我與我所的名言量
‧名言安立的基礎與被名言安立的法等
因此，我將說明其難釋之處。

我與我所
經典中提到a：「僧眾們，任何視「我」為「安立基礎
的五蘊」的虔敬者及婆羅門…」[月稱的《入中論》]則
提到b：「沒有離蘊而有的[俱⽣我]的認知。」
同時：
[佛的教示中說明我即蘊]則[只]是對於離蘊我的駁
斥，因為在其它的經典中說「色等非我」。
且月稱的《入中論自釋》中說c：

a

note 1196：這引述見於月稱的《入中論釋》對 VI.126的論釋中，P5263,
Vol.98, 142.4.8；同時也引用在宗喀巴的《入中論善顯密義疏》中P6143,
Vol.154, 84.3.7。

b

note 1197：VI.124b; P5262, Vol.98, 104.1.7; Poussin的翻譯則在
Muséon, n.s. v.12, 289。第二引述為 VI.132cd；P5262, Vol.98, 104.2.6;
Muséon, n.s. v.12, 301。

c

note 1198：對於VI.120 之論釋；P5263, Vol.98, 141.2.7; Muséon, n.s.
v.12, 283。括弧則引自宗喀巴的《入中論善顯密義疏》P6143, Vol.154,
8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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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壞聚體為自性存在我的識]，其所緣境為[名言存
在]我，然認知[自性存在我]的識將[自性存在]我當
作其對境。」
因此，[名言存在]我或自我、眾⽣、造物者等的顯現皆
是如此，依於多[因]組合的壞聚體是[名言存在]我、眾
⽣或造物者等。
再者，佛護在[《中論註》]中提到a：「自我所具有
者」稱為「我所」。相同的，眼等的造者---也就是那些
被擁有、或被視為我所的事物---成為我所被視為是我具
者b，我所c，眾⽣之我所d及造物主之我所e等。
將「[名言存在]我」視之為「真實存在」我的識是
因為「將壞聚體視為真實我」以及「無明」所致。將「[名
言存在]我所」視之為「真實存在」我所的識是由「將
壞聚體視為真實我所」以及「無明」所致。這是在月稱

a

note 1199：對於此之論釋XVIII.2ab; P5242, Vol.95, 111.1.2。

b

bdag gi ba；我大多翻譯為「我所」。
nga yi ba
sems can gyi nga yi ba
lha’i nga yi ba

c
d
e

應成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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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中論自釋》中所述a視壞聚體為[真實我及我所]的情
形。在[VI．120]中提到：「見壞聚體之識受[真實存在
我及我所]的想法所染污。」月稱在《入中論》中提到b：
「⼀開始執著我，接著產⽣對事物的執著，而認為『這
是我的』。」；在其《自釋》中提到c：「在執於我所
前，此世俗眾⽣想像不存在的「[自性存在]我」的確存
在，並認為此為真實；進而認為有「我所」的存在，除
了視「我」為[真實成立]之外，他們也執於所有法。」

而宗喀巴在《正理海》中則詳盡地說明d：
視[世俗存在]我---產生「我」這個想法的基礎
---為由己性而建立的識，是錯誤地視壞聚體為
我的俱生識，以及認知補特伽羅我的顛倒識。
而視「[世俗存在]我所」為由己性而建立
的識，是錯誤地視壞聚體為我所的俱生識，以
及認知補特伽羅我所(gang zag gi bdag gi ba)
a

note 1200：對VI.120 之論釋；v.12, 282；P5263, Vol.98, 141.2.3。

b

note 1201：I.3ab；P5262, Vol.98, 100.2.5.

c

note 1202：對於I.3之論釋；P5263, Vol.98, 109.3.5。括弧引自引自宗
喀巴的《入中論善顯密義疏》，P6143, Vol.154, 6.5.1。

d

note 1203：P6153, Vol.156, 65.5.8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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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顛倒識。

[因此，「我所」指的不是那些所屬物，而是視這些事
物為所屬的造作者(maker)。因此，「我所」是補特伽
羅的⼀種形態]a。但是，補特伽羅並不是多個相續[也就
是我為⼀相續，我所為另⼀個相續]。因為我與我所為
同⼀體，只是藉由反體 (isolates) 概念而分別。例如，
在聖者阿難的相續中，我、僧眾、人類、入流者、釋迦
族之⼀員、剎帝利種性者，有各種不同的內涵，但皆為
同⼀相續。因此，在它的相續中認知我的意識形態是多
種的。
「由蘊而顯現為我」及「依於蘊而顯現為我」皆是我。
然而，不僅蘊非我，且顯現為我的蘊也非我。因為顯現
為由⼰面而成立的我非對境我(the object I)。同時，眼、
耳等為名言我所 (nga yi ba) 的基礎，以及被擁有之物
(nga yi yin rgyu) 的描述，但它們非我所。

a

對於我所說明 (illustration, mtshan gzhi)的討論，請見頁 865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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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他們不是「擁有我所者」(nga yi can)，也不是「我
所的造作者」(nga yir byed pa po)，同時，
•因為認知「眼、耳等為由⼰性建立」之識是認知法
我之識，且認知「顯現依於它們的我所為自性存在」
之識是認知我所之識。
宗喀巴的《正理海》 [接續以上所引述]而說a：「緣於
我所的基礎如眼、耳等，並認知其存在是[以⼰性而成
立]的識是認知法我之識。因此，緣於我所 (nga yi ba la
dmigs) 並非指緣於這些[眼、耳等]。」
而克主杰在《開啟幸運之眼》似乎認為「眼等」為
「我所」(bdag gi yin rgyu) 等的描述b：「在自身相續的
眼、耳等是我所 (nga yi ba) 的說明，而所有存在現象
分為補特伽羅與法。」即使在月稱的《明句論》陳述c：
「附屬於自我 (bdag la phan pa, ātmani hitam) 者為我

a

note 1204：P6153, Vol.156, 66.1.2.

b

note 1205：克主杰的《開啟幸運之眼》(木刻為 Geshe Wangyal 所有)，

c

note 1206：此處為對XVIII.2cd的論釋；P5260, Vol.98, 53.5.8；Poussin,

105a.6ff.。
34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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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bdag gi, ātmanīnaṃ)」，這段話表示其五蘊為我所
的基礎 (bdag gi ba'i gzhi)。克主杰的《開啟幸運之眼》
[延續以上所引述]提到：「包含在⼀相續中的眼、耳等
顯現於俱⽣識為『由自⼰方面成立的我所』，或說它們
如同我所般顯現於俱⽣意識，且緣於這樣由⼰性成立的
我所之識，是認知我所之俱⽣識。」因此，[在⼀相續
中的眼、耳等]是產⽣認知我所的壞聚見之對境，你應
該知道：
•當我所顯現於佛陀時，它只是依於名言安立基礎而
顯現為所安立者，但此名言安立的基礎並不顯現為
所安立的法。
•[「如同自性存在的我所之錯誤顯現」與「[我所]的自
性存在空」]兩者的組合則顯現於小乘聖者等.
昂望奔登的《注釋》中提到a：兩種關於構成我所的說
明的說明：
1.
a

有些我們自宗的學者解釋尊者[宗喀巴]及其聖子

note 1207：dbu ma pa,ma, 157.3.

應成派

[賈曹杰與克主杰]的思想為，在⼀相續中的眼、耳
等為我所，但非認知我所的俱⽣壞聚見之所緣
境。
2. 尊者蔣揚協巴多傑(Jam-yang-shay- bay-dor-jay)a
主張：
•眼、耳等為我所安立的基礎，但非我所的說明。因
為「安立的基礎」為「被安立的對境」是不合理的。
•克主杰的《開啟幸運之眼》則說眼、耳等為我所的
說明，只是表示它們是造成我所之物，但不是說它
們本身就是我所。
•此模式是宗喀巴對龍樹《中論》之重要論釋[也就是
《正理海》]b的思想說明，因為其中提到：
緣於「[世俗存在]我」--也就是產生『我』
的想法基礎---之識因此而視其為由己之
方面而建立；是[錯誤地]視壞聚體為我之
俱生識，也是補特伽羅我的顛倒識。緣於

a
b

此處是蔣揚協巴較⻑的名字。
中譯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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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存在]我所」之識因此而視其為由
己之方面而建立，是[錯誤地]視壞聚體為
我所之俱生識，也是補特伽羅我所(gang
zag gi bdag gi ba)的顛倒識。
緣於我所的基礎--例如眼、耳等--之
識，及認知其為[由己性而存在]是認知法
我之識。因此，「緣於我所」(nga yi ba la
dmigs)並非指緣於這些[眼、耳等]。

[蔣揚協巴]說明「我所必是補特伽羅」，這是分析的重
要基礎。因為尊者[宗喀巴]⼀再地說眼、耳等為我所：
1. 因為在其對龍樹的《中論》重要論釋，也就是《正
理海》中談到「我與我所的消解」a時提到：
在依於不斷地修練--已了知的--我與我所非
由己性成立，關於
‧此我，也就是補特伽羅被認知為我的對境
‧我所，則是認知為我所的對境--也就是蘊
兩者之相消解--也就是說，沒有任何所緣者，
主客為相等之味。
而月稱的《淨明句論》也提到：
我(Self)---也就是認知為我(I)的對境以及我

a

note 1208：龍樹的《中論》XVIII.2cd。

應成派

所---也就是蘊等事物被認知為我所的對境，
兩者皆被消解。同時，當了解我為無我之
時，也能了解被視為我所的蘊等事物也是
無我。

2. 因為在宗喀巴《廣論．毗婆奢那》章中談到：
關於第二點所指--「我所也是需要被駁斥
的」，表示當以理尋找並檢視「我是否為
自性存在」，則由於[從七相推求]中找不
到任何自性我的存在。因此，「自性存在
我」被駁斥，那時又如何能以理找到「我
的眼等」的存在呢﹖因此，我所也同樣沒
有自性存在。當行者了知沒有任何我與我
所的自性存在時，他們將從輪迴中解脫。

同時宗喀巴的《略論》中提到a：
當以理尋求「我是否為自性建立」時，不
論是「一自我」或「多我」皆無法尋得，
因為自性存在我被遮除。同時，以理分析
實相時，也無法找到自性建立的我所。這
就如同當無法緣得石女時，石女的我所-眼等--也無法被緣得。
a

note 1209：4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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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月稱《入中論》]在說明此段落時提到a：
禮敬慈悲眾生者，
有情無力井中桶，
補特伽羅我執故
由取事物說我所。

宗喀巴的《入中論善顯密意疏》中則說：
由視壞聚體為我之見解而產生視壞聚體為
我所之見解。因此，有情眾生在執於我所
的壞聚見之前，視我為真實存在，也就是
視本非自性存在的我為自性存在。接著，
視壞聚體為我所之見產生對於我所的執著
，認為如色與眼等法為我所。
同時, 引生認知我所---也就是與自我
(Self)相關的我所, 例如具有內在性質的眼
等--的自我是安立為此自我以及外處的基
礎。

a

note 1210 ： I.3. 請 見 宗 喀 巴 、 堪 蘇 雷 登 (Kensur Lekden) 及
JeffreyHopkins, Compassion in Tibetan Buddhism, 116.D3861, dbu ma,
Vol.’a, 201b.3-201b.4；La Vallée Poussin, Madhyamakāvatāra, 9.7-9.10;
La Vallée Poussin, “Introduction au traité du milieu”, Muséon 8 (1907):
258。昂望奔登只引述最後兩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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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宗喀巴在其解釋[月稱《入中論》(534)] 的《入
中論善顯密意疏》a中⼜說b：

那個自我是與不斷受生於輪迴中的認知我
之識有關，也與將其[內處眼等及外處]c認
知為我所之識有關，而此皆是由於未分析
而生困惑之故。

3. 且因為月稱在《入中論》中提到：「因為沒有離作
者之境，沒有離我而有我所。」月稱的《自釋》中
說d：「就像沒有製陶者的瓶是不存在的，因此若我
不存在，我所也不存在。」此處，月稱以「製陶者」
為「我」之範例，而「泥瓶」則為「我所」之例。
且宗喀巴在其《入中論善顯密意疏》也是這麼說的。
4. 同時因為在其解釋龍樹《中論》的段落時提到：「當
思考如同我與我所的內在與外在皆被遮除時，執念
也停止；且由其滅除，而⽣也止息。」宗喀巴在解
a

note 1211：Sarnath, 405.8.

b

note 1212：VI.164d.

c

note 1213：括弧引自宗喀巴的論釋 (Sarnath, 405.12)。

d

note 1214：VI.16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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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中論》時說到：「由非以那方式緣取我與我所，
則關於「內在我」與「外在我所」之我與我所兩種
壞聚見將被滅除，而四種執取[欲取、見取、戒取及
我語取]也將斷除。」而他附加「外在」於「我所」
上是有其意義的。

[爭論的解答]
問：那麼，以下的非矛盾⼜如何說呢﹖
1. 眼、耳等為我所的許多說明
2. 宗喀巴的《入中論善顯密意疏》也說眼、等為我所
的描述：
認知[自性存在]的我所之俱生壞聚見
的所緣境只是我所，而不應認為其眼等
為所緣境。而從有境方面來說，將所緣
境我所視為由己性而建立。
反對者說：「在月稱的《自釋》中說『這
是我所」a。他說：『認為
a

這是偈頌 I.3 的最後⼀行，引述如下：「最初說我而執我，次言我所
則著法，如⽔車轉無自在，緣⽣興悲我敬禮。」[譯按：此為法尊法師
之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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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的』的此人，執於
除了[自性存在]我之外的
所有物。』[若照你上述所
說明，認為壞聚見的所緣境
為我所而非眼等，而是我所
自身]。那麼，你如何解釋
[月稱]說依於眼等所緣基
礎而認為「這是我的」即是
我所的認知呢﹖」
回答：這是指依於認知眼等為我所而執
我所為真實建立，它不代表--眼等--這些
我所的描述是所緣境。

3.

宗喀巴對《中論》的註釋也如同上述所說：「『緣
於我所(nga yi ba la dmigs)』不表示緣於眼、耳等。」

4.

而在其《辨了不了義善說藏論》中則提到：
依於眼之見色可安立為 Yajñadatta 之見
[色]，而依於 Yajñadatta 之見色可安立
為他的眼睛見色。然而，說「能見色的
眼 非 Yajñadatta 」 ， 與 說 「 見 色 的
Yajñadatta 非眼」兩者並不衝突。同樣
地，當眼受傷與治癒時，此人將假言說
「我受傷了」及「我已治癒了」，但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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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的假說只是約定成俗，就如同說「我
的眼睛受傷了」與「我的眼睛被治癒了」
也都是假名安立。然而，卻沒有藉由世
俗名言說眼是我或我所的情形。

答：尊者蔣揚協巴在其《大中觀》(Great Exposition of the
Middle) 中談及此時，也如同上述所說。另⼀分析者
則提到這些都不相矛盾。因為雖然眼、耳等是我所，

a

但它們不是認知我所的壞聚見之所緣境，因為在這
些我所中：
‧有許多外在與內在現象--我的身體，我的感覺等；我的
眼，我的耳等；我的食物及衣服，我的家等。
‧有更高位或低位的補特伽羅與我為不同的相續--如我
的父親、我的⺟親、我的孩子、我的配偶等；以及我
的馬、我的牛、我的座騎、我的韁繩等；還有我的敵
人、我的朋友、我的老師、我的住持等。
‧有更高位與低位的補特伽羅與我為同⼀相續--我的前
世、我的來世等；我的實質因、我的實質果等；我的
a

這是昂望奔登自身，在此為⼀謙遜之態的文字手法。

應成派

第⼀剎那、我的第二剎那等；我證得四果之境界、證
得報身與化身之境界等。
⼜既然這些俱⽣的世間識認知此為量。從這些各式各樣
的我所[之例]中，有些我所是將壞聚體視為我所之見的所
緣境；且此為與自身同⼀相續的我所，而為非與自身不
同相續的補特伽羅，以及非為與自身不同相續的法---也
就是非補特伽羅者。這是為了要有所區分，宗喀巴在對
龍樹《中論》的註釋中提到：

緣於眼、耳等我所的基礎，且視其為由己性
而存在的是認知法我之識。因此，緣於我所
(nga yi ba la dmigs)不代表緣於[眼、耳等]。

否則，宗喀巴應以以下之說遮除疑慮：

「緣於我所」非表示「緣於眼、耳等」，因為
眼、耳等非我所，因為應成學者對於如何安
立我所與自續派不同。
然而他並沒有這麼說a。
a

根據倫珠梭巴格⻄(Geshe Lhundup Sopa)，色拉寺大學的傑 (Jay) 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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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揚協巴的《大宗義》提到a：「俱⽣認知我與蘊是不
同的」，同時，達倉等則說b：

的教科書作者傑尊卻⼰賈參 (Jay-dzun Chő-kyi-gyel-tsen) 藉由劃分現
象為三類—也就是除了補特伽羅與法之外，另增加第三類我所以避開
問題；此處，對於我所的錯誤見解，
「我所」不是補特伽羅或眼等，而
只是我所自身，以術語來說即稱為「我所之反體」(nga yi ba'i rang ldog)，
或「不與我所同⼀」(non-one-with-mine) 的相反，表示只是我所，且
非它的實例(illustrations)，也就是非我所的那些事物，而是單純的我所。
此錯誤的我所見之所緣為我所，但我所的錯見就是「補特伽羅我」的
概念，因為它認知我所中的「我」為自性存在.由此，我的耳朵是我所
中的實例，因此是我所，但卻不是我所錯見中的所緣境，因為我所錯
見中的所緣境只能是我所的反體 (isolate)。
不論是哪種情形，格魯派的學者同意在自身相續中的眼耳等的概
念如同自性存在的情形是「法」自性存在的概念而非補特伽羅自性
存在的概念，在我所的謬見中，我所與被「我」的錯見認知為自性
存在之補特伽羅為不同之物。此處的爭論使人注意到「我」如同「擁
有者」⼀樣。
a
b

note 1215：Taipei,558.11.
在蔣揚協巴的《大中觀》
，471a.3ff.可見近乎相同的說明.蔣揚協巴在其
《大中觀》與《大宗義》中歸此立場為達倉的主張，但是卻沒有提出
達倉實際上主張此立場的來源，而我也沒有找到；缺乏此引述有可能
表示達倉並不直接主張，但從蔣揚協巴的見解來看，應是由其他主張
的推論而導致此，但這是需要被檢視的。
此被稱為達倉主張的見解首先駁斥補特伽羅的存在不同於蘊，接
著再駁斥法我。但此說法是錯誤的。其假設的理由是識俱⽣地誤解人
總是視補特伽羅與蘊同⼀，而對自性存在我的破斥也構成對自性存在
我所、身等不同於補特伽羅的法之破斥。宗喀巴事實上主張補特伽羅
不同於其安立的基礎---心、色蘊，雖然非與其不同體。因此，就宗喀
巴的系統來說，不同於心、色蘊的補特伽羅之自性存在⼀開始就是被
破斥的，而不同於補特伽羅的法之自性存在在此之後被破斥。達倉反
對採用在勝義分析外的細微差別，如認為補特伽羅與其安立的基礎為
不同，因為行者試圖破斥俱⽣之錯誤見解時將引用邏輯與名言層次。
也許蔣揚協巴此處是對這樣的批評有所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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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將自我的概念分析時，先駁斥與蘊分離
的自我，且再進一步遮除蘊的真實存在。但
這樣的想法是錯誤的，因為自我與蘊對於[不
作分析]的俱生識如同顯現為一。[月稱《入
中論》]的文本中提到a：
「沒有與蘊分離的[我]
之[俱生]認識。」

他們因此嘲笑[空性]見的指導手冊，且即使我們其中的
邏輯學家主張[沒有自我與蘊分離的俱⽣概念]b，他們認
為這些是不周全的講說，如同⼀隻眼的犛牛在吃草⼀樣，
只看到部分的視野。
認為[不作分析]的俱⽣識並未視[我與蘊]如同「我
的身體」與「我的心」那樣不同，然此說是不合理的，
不論是哪⼀種情形，此討論為蔣揚協巴提供機會討論自性存在我
及其相關的我所、身的顯現這個難解的主題。蔣揚協巴的回應以考量
「俱⽣識」認知「我」的兩種方式為中心：有效與無效的方式。他首
先指出有「我的心」、
「我的身」等有效概念，在其中，我與我所或身
為不同，並指出粗品俱⽣我見，也就是我與蘊被視為如同主人和僕人
的關係。他的主張是我和蘊並非顯現為不同，如此便不會錯解。
a

note 1216：VI.124b; P5262, Vol.98, 104.1.7。括弧引自昂望奔登的《注
釋》dbu ma pa,83a.6。

b

蔣揚協巴的《大中觀》471b.4。雖然當胃不舒服時，我們會說：
「我⽣
病了。」他們不會自動地說「我是我的胃。」蔣揚協巴要指出的是即
使我的顯現與身色蘊等不可分離地混雜著，就像在牛奶中的⽔⼀樣，
當我們認知我是自性地存在著，我們並不認知它與蘊同⼀或相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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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它將造成沒有那種[不作分析]的俱⽣識錯誤地認
為我與蘊就像主人和僕人的關係⼀樣。
若接受[沒有不作分析的俱⽣識錯誤地認知我與蘊
如同主人和僕人]⼀樣，則月稱所說「關於我見的主張
應徹底滅除」便是不合理的 (651)a。且[月稱在《入中
論自釋》第四章]b說明《十地經》所描述的第四地將會
是錯誤的。將造成[相違的結果]。
而[月稱]對於以下的區分也將變得不合理---在[《入

a

IV.2d；P5262, Vol.98, 101.2.3；Poussin的翻譯在Muséon, n.s.v.8, 311。
括弧引自宗喀巴的《入中論善顯密意疏》
，P6143, Vol.154, 27.1.1。宗
喀巴認為此行 (rang du lta ba dang 'brel)表示被破斥的是「與我見有關
者」
，而非Poussin認為是「與我見的關係」(“est détruite toute relation avec
l’idée de soi”)。我見是「視補特伽羅為自性存在」的細品我執，此是
依於「視補特伽羅為獨立之我(self-sufficient)的粗品我執」而⽣或與其
相關；因此，月稱說明在菩薩第四地克服俱⽣粗品我執，而此我執視
我與蘊的關係如同主人與僕人⼀樣。如果我與蘊非顯現不同，則此[我
執]概念將無法產⽣。那麼月稱說在第四地所克服的煩惱將是荒謬而不
合理的。
伴隨那些引自宗喀巴的《善顯密意疏》的括弧內容，此句讀為：
「認知補特伽羅為實質存在也就是獨立之我」與「認知此補特伽羅之
所用對境--也就是我所」者，與細品我執—也就是視捕特伽羅為自性
存在—相關或說優先於此者的粗品我執將完全地被遮除。請見宗喀巴、
堪蘇雷登與Jeffrey Hopkins, Compassion in Tibetan Buddhism，頁226。

b

P5263, Vol.98, 118.3.2，第四章結尾.此經為 P761.31, Vol.25, 258.2.4。
此經說明第四地薩克服前面註腳所述的粗品我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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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論》]中提a到：「沒有[俱⽣]認知與蘊分離的[我]之概
念」---雖然與蘊有不同特性的我，以及獨立於蘊的常我
已被遮除，只是與蘊不同的我尚未被遮除，這是因為你
認為[自我與蘊於俱⽣識顯現為⼀]的主張。那麼，將有
三方面的自我矛盾b之處!
若接受自我與蘊非只是不同，那麼自我與蘊皆存在，
且兩者間沒有差異，若此，則：
‧自我與蘊將[不合理地]被視為⼀
‧當月稱清楚地說明[自我與蘊非不同體，而只是不同而
已]c，以下所說將變得不合理：「此由[他宗所安立]
的「無⽣之常[我]」將無法被認知到。那些經由許多
劫身為動物者，其所認知的我也在其中。因此，沒有
離蘊而有的我。」

a

note 1217：VI.124b；P5262, Vol.98, 104.1.7；Poussin 的翻譯在Muséon,
n.s.v.12, 289。他的論釋是Vol.98, 142.3.4。括弧引自昂望奔登的《注
釋》dbu ma pa,83a.6。

b

譯按: 也就是作者、動作及對境 (agent, action and object)。

c

note 1218：VI.125；P5262, Vol.98, 104.1.8；Poussin的翻譯在Muséon,
n.s. v.12, 290。括弧引自宗喀巴的《入中論善顯密意疏》P6143, Vol.154,
8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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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如此說時，[我們]a說在人類的相續中，「我」顯
現為與蘊不可分離，如同自身⼀樣 (hrang hrang ba)並
且為具體者 (phob phob pa)。關於此，[達倉等]b也說：
我的顯現是完全不正確的，因為我是⼀非相關的組
成因子[也就是既非是色也非是識]，而此非相關組
成因子並不以此方式等顯現。
而且
•這將造成沒有我的顯現，因為[根據你所述]，雖
說蘊是我的安立基礎，然蘊的顯現非我的顯現c，
a

蔣揚協巴 (《大中觀》
，481a.1) 認為此為宗喀巴與其精神繼承者 (甲
曹杰與克祖杰)。在口語藏文中 hrang hrang 被用於描述單獨之人或是
依靠自⼰之人。Phob phob 似乎表示明白無誤的或是具體的，而此說
如泡沫上看起來似乎堅實的表面。

b

蔣揚協巴的《大中觀》481a.2ff 與 481a.1-481b.5 ⼀樣對此破斥。達倉
清楚地說所有的佛教宗派都認為補特伽羅是⼀不相應行
(non-associated compositional factor)；請見頁 552，此外，蔣揚協巴
似乎也被認為是這麼主張。

c

蔣揚協巴似乎在說蘊的顯現是我的顯現；然而，他的《大中觀》(481b.2)
以不同的方式說明此觀點：當具體的我顯現於俱⽣識中，它將荒謬地
並不需要以蘊的方式顯現 (lhan skyes la lus can gyi bdag snang ba na
phung po’i snang ba’i sgo nas snang mi dgos par thal )他清楚地主張與
此荒謬推論的反面，也就是當「我」顯現時，它將以蘊的方式顯現；
這並不表示蘊的顯現就是我的顯現。因此，在此段落，它只是說「我」
伴隨「蘊」⼀起顯現，且依於蘊而顯現。這似乎是可信賴的，因為儘
管它們⼀起顯現，在此脈絡中的「我」是以其自身且具體地方式顯現。

應成派

此將有所謂三層面的自我矛盾。
‧同時當我顯現，也就是⼀獨立的我將顯現；因為根
據你所述，則我將不依於蘊的顯現而顯現。而此將
有所謂三層面的自我矛盾。
‧當我顯現於俱⽣且非分析之識，我的顯現--此所安立
的現象既非色也非識--將在沒有安立基礎蘊的顯
現下而產⽣。因為[根據你所說]，你的主張是正確
的! 若此是被接受的，則將與月稱的說明有所抵觸
：「沒有與蘊分離的[俱⽣我之概念]。」

a

不僅如此，我顯現於俱⽣[非分析之識]的方式---在「我
的安立基礎」與「所安立的現象」如不可分離牛奶與⽔

因此，當此處蔣揚協巴的《大宗義》中說我與蘊分開地顯現，他
不是說行者無法在此聚集體的顯現認知我的顯現；而只是說它們⼀起
顯現，且「我」是以「蘊」顯現的方式顯現。此處的段落或許讀為「因
為根據你所說，『我』的顯現非『蘊』的顯現」會比較好，而此處「蘊」
是「我」的安立基礎(nga’i gdags gzhi phung po’i rnam pa shar ba’i sgo
nas nga’i rnam pa shar ba ma yin pa’i phyir)。
a

note 1219：VI.124b；P5262, Vol.98, 104.1.7；Poussin的翻譯為Muséon,
n.s. v.12, 289.其論注為Vol.98, 142.3.4。括弧內文引自昂望奔登的《注
釋》dbu ma pa,83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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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雜在⼀起的背景下---好似由蘊之面向而存在，而非由
主體面向而安立。若此，成為安立基礎的「蘊之顯現」，
與所安立的現象「我之顯現」將以混雜的方式顯現。若
我與蘊顯現為分離，則我將不具有如蘊的特點而顯現--⽣、滅、形色等；或是為⼀感受者、分別者、行為的相
續者等；或是知者等。龍樹的《中論》中提到a：「若[我]
異於蘊，則將不會具有蘊之性。」月稱的《明句論》則
說b：
如果我異於蘊，則將具有非蘊之性。而五蘊
有其適性如色c、受、想(/認知眾相)、行、識

a

note 1220：XVIII.1cd；P5224, Vol.95, 7.2.8.

b

note 1221：此為對XVIII.1cd之論釋；P5260, Vol.98, 53.3.1ff.; Poussin,
343.8；佛教梵文文本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 No.10, 146.20ff.。

「可容為色者」(rūpaṇa, gzugs su rung ba).為 W.De Jong 在其書 Cinq
Chapitres De La Prasannapadā (Paris: Libraire Orientaliste Paul Geuthner, 1949, 4)中認為"le pouvoir d'etre brisé"，也就是「能被破滅者」
。後

c

者的解釋是 Ajitamitra 在其《寶鬘論釋》(P 5659, Vol.129，注釋遺失)
中說明此語詞的方式。因此，看起來在譯為藏文時確實覺察此二種意
思，而在此處選擇「可容為色者」作為說明。拉諦仁波切則說「能被
壞滅者」並不是「色」的合適定義，至少對那些主張無方分極微者是
無法在物理上或精神上為壞滅者的學派來說。但或許這是為何此處翻
譯選擇「可容為色者」的原因。也就是不管任何人何時問其色為何，
此說皆較為適合。.然而，根敦洛珠格⻄則認為無方分極微無法在出現
的狀態下被進⼀步析減。因此，若我們認為它們物理性的消失如同其
壞滅的感受，解釋 rūpaṇa 為壞滅的感受對色來說便是合適的定義。

應成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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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地了知對境)。同時，就像[識]不同於色，
自我也被主張為與蘊不同，而成立與蘊相異之
性。再者，其相異性將被視為與色分離的心之
性，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因此，我非離於蘊。

佛護也如此主張，[若補特伽羅與蘊顯現為完全地分離]，
那麼，白馬、有斑點的公牛等將是不可能的。同時，偉
大而有名的聖者[第五世達賴喇嘛]所著的《文殊聖語》
(Sacred Word of Mañjushrī)中提到a：

有時「我」好似存於身的情境中，有時好似存
於心的情境中，有時好似存於其他個別蘊[受
想行]中。生起如此多樣的顯現形態的終了，
你將認知我存於其自身、自性地存在、從一
開始就是自我建立，與心、身無可區分地存
在就像牛奶與水一樣。
這是禪修補特伽羅無我的首要要素，對
於[無我見]中需要遮除的對境之確解。你應
分析它直到深層的經驗生起。當此在你的心

「可容為色者」(gzugs su rung ba) 幾乎不算是定義，因為它重說被定
義的語詞—也就是色。然而它的確說明以推理回歸⼀般經驗的概念，
也就是我們在⼀般⽇常經驗對色的概念，再加上⼀些其他之物而有這
樣的定義。但這並非說我們所定義的就是我們所指的。
a

note 1222：保留在Trijang Labrang的印刻本，88a.2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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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續中產生後，你將具體化對我的認知，此
我被俱生識認知如同自我建構一般，我與蘊
被視為如水入水的情境。

建立在龍樹與其精神繼承者的文本意義上，此似乎是史
無 前 例 的 善 巧 說 明 。 因 此 ， 雖 然 在 補 特 伽 羅 --- 如
Devadatta---的心中產⽣「我」的這種想法之對象非不同
的相續，有神、人、動物等多樣性a：
•

因為只有了悟者才能領略細節。例如，雖然我和相
續之心已從無始劫以來運行著，且[我與我所]也不
斷地[剎那]⽣滅著。然它們並沒有被摧毀，而是藉
由身體以神、動物等的狀態被建立，但⼜會藉由離
棄身體而壞滅。而且

•

且[若想]深刻洞悉此見解，他應該根據龍樹的《中
論》與宗喀巴的《正理海》探尋有關的實相。也就
是既然神、人類等由其身依(physical support，也就
是其身體)，我[有時]好似存在於此身體中。但另⼀

a

他的過去、現在、未來是這些在不同時間中的⽣命相續。

應成派

方面，直達佛地的唯我 (mere I) 依於心--[也就是離
開⼀身體且取得另⼀身的心]---我[有時]⼜似乎存
在心的狀態中。
宗喀巴的《正理海》說a：
因此，不要認為「假名安立為「我」(I)的人」
與「[世俗存在]且為安立基礎的自我(self)」
這兩者是同時存在的。要知道，人為我(self)
的一部份。況且，當 Devadatta 的前世與後
世非個別地不同，那個作為我(I)的[有效]認
知基礎的自我(self)只是無始劫以來存在的
「唯我(mere I)」。因此，當其以神等身的形
態流轉時，個別流轉的自我都只是[前述所說
唯我]的實例。

且在尊貴聖者[第五世達賴喇嘛所著的《文殊聖語》
(Sacred Word of Mañjushrī)] 中提到b：「有時，我似存
於身，有時我似存於心。」且月稱的《入中論自釋》中
提到c：「沒有在蘊之外的我之[俱⽣]執，因此沒有將此

a

note 1223：此為XI.3之論釋；P6153, Vol.156, 110.3.3。

b

note 1224：保留在Trijang Labrang 印刻本，89a.6。

c

note 1225：此為VI.144之論釋；P5263, Vol.98, 146.1.1；Poussin的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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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聚體認為[如真實我及我所]的第五種[錯]見。」由此，
有二十種如同高峰ab對此壞聚體的遍計見解。同時月稱
描述經中所引的理由或推論之意，作為摧毀這些我見的
對治法c：「色非我、我非有色、我不在色中、色不在
我中；…正如同那樣，我非識、我非有識，我不在識中、
識不在我中。」d[月稱][藉由這些推理]建立細品無我，
也就是經中所述「⼀切法無我」，也就是所有法自性存
在無e。因此，這是尊貴的[宗喀巴]f所述遮除遍計執即
是遮除俱⽣[二我執]的分支。同時，有關「法無我」中
遮除邊見的推理如同[遮除補特伽羅我所使用的七相推

在Muséon, n.s. v.12, 312。
a

note 1226：
《入中論自釋》對VI.144之論釋；P5263, Vol.98, 146.1.3ff.;
v.12, 312。

b

譯按：也就是無明地上，我見之山，⽇⽇增⻑，依我見山，分出此二
十高峰[此引述法尊法師之譯文]。

c

note 1227：《明句論》對XVIII.5 之論釋；P5260, Vol.98, 54.5.6ff.; Poussin
355.5。

d
e

譯按：前兩句引述法尊法師之譯文。
note 1228：此引述自月稱的明句論，緊接著上⼀引述對XVIII.5的論釋；
P5260, Vol.98, 54.5.7；Poussin, 355.7。

f

note 1229：昂望奔登之注釋，dbu ma pa,84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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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a。
如果總結這些經典之意義，如來(One-Gone-Thus)
或補特伽羅b並沒有自立地或自性地存在，因為：
1. 他們非作為安立基礎的心、色蘊，也就是說他們並
非「與作為安立基礎的蘊」為⼀。
2. 他們也非與作為安立基礎者分離，也就是說，他們
並非以「與作為安立基礎的蘊」之分離體而存在。
3. 自性地來說，他們非如木盆，作為如檜木的心、色
蘊之支托c。
a
b

note 1230：昂望奔登之《注釋》，dbu ma pa,84b.5。
蔣揚協巴現在陳述建立「補特伽羅空」的論式，引述龍樹在《中論》
十八章與二十二章所用的兩個主題：
「我」 (在此譯為補特伽羅)及「如
來」。在文本中，「我」是名言存在的補特伽羅，而非自性存在意義下
的「我」
；而儘管如來是最殊勝的補特伽羅，但也僅僅是補特伽羅之例
子。此處所含之意為即使是最殊勝的補特伽羅也非自性存在，那麼⼀
般的補特伽羅當然也非自性存在。
在文本中，「如來」這個語詞表示圓滿成就的佛，非指具潛在佛性
的⼀般眾⽣。心上的空性為如來性或說佛性，其自身為自性存在空且
適用於所有補特伽羅。然而，此處如來僅表示為佛陀這樣的補特伽羅，
因此，
「如來」與「我」此二主題在蔣揚協巴破斥「補特伽羅我」的論
式中並非等同，因為有許多「我」並非如來。蔣揚協巴只是用此二主
題以世俗方式不僅用以建立「補特伽羅自性存在空」
，同時在補特伽羅
中，如來也非自性存在。

c

note 1231：月稱在其《明句論》對X.14之論釋用此譬喻；P5260, Vol.98,
35.4.3; Poussin, 21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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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他們並不自性地依於心色蘊。
5. 他們並不如同Devadatta具有耳朵那樣，在⼀體中自
性地具有心、色蘊，同時他們也不像Devadatta具有
財富那樣，在異體的情況下自性地具有心、色蘊。

在龍樹的《中論》中，其理由之說明為a：「[如來]並不
是[自性地與其五]蘊[為⼀]，如來也非[自性地]與[五]蘊
為異。蘊非自性地依於他；他非[自性地依於]蘊。同時，
如來非[自性地]具有蘊。」那麼，此主張也就是說：「在
如來中有甚麼是[自性地存在]的呢﹖[也就是沒有任何
自性存在的如來]。」同時，龍樹的《寶鬘論》以下段
說明原因b：
蘊非[自性地]與自我為[一]；那些[蘊]非[自性
地依於自我]，[自我]非[自性地依於]那些蘊；
沒有[這些蘊]，[自我]無法[被分開地認識到]；

a

note 1232：XXII.1；P5224, Vol.95, 8.3.3。括弧內文引自昂望奔登之《注
釋》dbu ma pa,85a.1ff.。

b

note 1233：偈頌 82；P5658, Vol.129, 175.2.8.括弧內文引自昂望奔登
之《注釋》，dbu ma pa,85a.2ff.。

應成派

[自我]也非如同火與柴那樣與蘊混雜。a

[自我與蘊]的混雜表示具有的關係 (possession)，也就
是[具有者與被具有者]為同⼀體性，如同先前(頁 883)
所說，當指出無我見中所遮除者，此主張也說明了「因
此，如何能有自我存在呢﹖」
再者，其理由被分別地安立：
1. 若[如來或補特伽羅]兩者與其心、色蘊為⼀：
‧則他們將不合理地為無常。
‧他們將不合理地為多個。
‧自我則將不合理地不能被主張。
‧要記得其他世將不合理地變成不可能。
佛護的《中論註》則說b：
個別地來說，蘊不是如來，怎麼說呢﹖蘊具
有生滅性質；因此，[若蘊是如來]c，則如來

昂望奔登 (《注釋》，dbu ma pa,sha, 170.3) 提到：
『「我」非不能表述

a

為與蘊同⼀或與蘊異』
。此主張說明我與蘊非相混為如火與薪柴那樣。
b

note 1234：此為對XXII.1之論釋；P5242, Vol.95, 120.4.1。

c

譯按：中譯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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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無常。同時，被安立的[自我]則也將不
合理地與安立的基礎--[蘊]--為一。

而月稱的《明句論》a：
在[龍樹《中論》第十八品的第一偈頌]中提
到，若自我被視為蘊，則因為依於蘊的生滅，
自我將生滅。同時，因為許多謬誤而無法主
張自我。b如同[龍樹]所說明的c：「再者，它
將非[新]生，不存於[前世]，而隨之而來的謬
論是--自我將是一所生者(a product)，且其生
將是無因生。」相同地d：「作為安立基礎的
[蘊]非自我，[因為]蘊之生滅。事實上，安立
基礎如何等於所安立者呢？」

再者，此立場可由月稱《入中論》之詳細分析而了解e：

a

note 1235：此為對XVIII.1之論釋；P5260, Vol.98, 53.1.8; Poussin, 341.8。

b

梵文版的《佛教梵文典籍》(Buddhist Sanskrit Texts) (145.22)修改內
文而讀為「因為多體 (manyness) 的錯誤推論之故」
。然而，根據 Poussin
的 Bibliotheca Buddhica edition (p.341)中的藏文則考慮到多體之外的
錯誤。

c

note 1236：XXVII.12.

d

note 1237：XXVII.6.

e

note 1238：VI.127-128；《入中論》，P5262, Vol.98, 104.2.1ff.；Poussin
的翻譯在Muséon, n.s. v.12，292-4.括弧引自月稱的《自釋》，P5263,
Vol.98, 142.5.5ff.及宗喀巴的《入中論善顯密意疏》，P6143, Vol.154,
84.5.4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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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蘊是我，則因為這些蘊的多體，自我也將
為多者。同時，若行於實質體上，自我將成
為實質體，那麼我見應非顛倒。而在涅槃時，
自我的斷滅必將發生。在涅槃前，自我必剎
那生滅，但由於主體已滅，其所行之果將不
存在。同時，另一人將經歷他人[所行之果]。
等。
2. 若[如來或補特伽羅]兩者與為其安立基礎的心、色蘊
為異，則：
•他們將[不合理地]為非蘊。
•他們將[不合理地]不能成為感受者等。
•他們將[不合理地]為常。
•他們將[不合理地]在心色蘊之外被認識。
•他們將[不合理地]非為存在自身。
•他們將[不合理地]無行動且無作者。
等。《佛護中論註》談到a：
如來也非異於其蘊 l 他不以非蘊的分離之法

a

note 1239：此為對 XXII.1之論釋；P5242, Vol.95, 120.4.2。括弧內文
則引自昂望奔登之《注釋》，dbu ma pa,86b.8。

173

蔣揚協巴之深奧地圖

174

而存在，怎麼說呢﹖因為他將無法與無常的蘊
一致。因此，他將是常。若[如來與其蘊]為異，
則將在[作為其安立基礎的蘊之外]認識他。但
因為如來是[非離蘊]而被認識，因此，如來非
異於蘊。

月稱的《明句論》提到a：
如果自我異於蘊，它將具有非蘊之性。而五蘊
之性如色、受、想(/了知相)、行、識(/分別地
認識對境)。同時，若自我異於蘊，就像識異
於色的情形一樣，自我將以具有異於蘊之性而
成立。再者，它的異性將如同[異於]色之心[性]
一樣被認識到，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因此，自
我也非異於蘊。

3.&4. 即使「自我或如來」如同[在其相續中]心、色蘊
的基礎那樣自性地表現，或即使此兩者b自性地依
於蘊，自我異於蘊的謬誤必將產⽣。《佛護中論
註》中提到c：

a

note 1240：此為對XVIII.1之論釋；P5260, Vol.98, 55.3.1ff.; Poussin, 343.8。

b

譯按：指自我或如來。

c

note 1241：此為對 XXII.1之論釋；P5242, Vol.95, 120.4.4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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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蘊」不若存於雪中的森林那樣存於「如來」
中，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若是如此，被支
撐的蘊與其基礎--[也就是如來]--將為異。因
此，如來將為常。同時，如來不像在森林中
的獅子那樣存於蘊中，怎麼說呢﹖因為那樣
會產生如同前述的謬誤。

而月稱的《入中論自釋》則說a：

若[自我和蘊][自性地]為異，此能立與所
立將如同在鐵碗中的優格那樣為[實質地
存在]法，但既然優格與碗只是在世間世
俗為異，而被視為能立與所立之體。然蘊
非因此與自我為異[體]。同時，自我也非
異於蘊之[法]。因此，此兩者非為所立與
能立法。

5. 如來與補特伽羅並不以自性異或自性非異的方式
具有心色蘊。若他們以自性非異的方式具有心色
蘊，也就是如同被混雜在⼀起或是如同樹芯⼀樣，
則與蘊為⼀的錯誤將會發⽣---它將[不合理地]造
a

note 1242：此為對VI.142之論釋；P5263, Vol.98, 145.4.6ff.；Poussin的
翻譯在Muséon, n.s. v.12, 310。括弧內文引自《入中論善顯密意疏》
P6143, Vol.154, 89.1.3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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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如來或補特伽羅為無常等。若他們以自性異的
方式具有心色蘊，則自我與蘊為異的錯誤將產⽣。
《佛護中論註》中提到a：
如來不若樹具有其樹芯那樣的方式具有蘊，
怎麼說呢﹖他將不異於蘊，則成為無常的
錯誤將會產生。

而月稱的《入中論》則說b：
自我[自性地]具有身體是不被接受的。因
為自我[與蘊為一或異已經被遮除了，如
此，]並非[自性地存在]。因此，自我具有
蘊的關係非[自性地]存在。有說兩者如同
[Devadatta]所擁有的牛那樣為異[體]，或說
他們像 Devadatta 具有其身體那樣為非異
體。但事實上，自我與其身非一非異。[因
此 ， 自 我 具 有 之 身 形 (form) 非 自 性 地 存
在]。

a

note 1243：此為對XXII.1之論釋；P5242, Vol.95, 120.4.5。

b

note 1244：P5262, Vol.98, 104.3.7ff，VI.143; Poussin的翻譯在Muséon,
n.s. v.12，310-111。括弧內引自宗喀巴的《入中論善顯密意疏》，P6143,
Vol.154, 89.1.7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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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月稱在其《自釋》中提到a
同時，在非異的關係中說明「Devadatta
為身形的具有者」rūpavān devadattaḥ，採
用表示具有 [mat-或 vat-pratyaya]的字尾；
而在說明相異中說明「Devadatta 是牛的
擁有者」則採用 gomān。而既然身形與自
我非自性地存在為一或異，因此不說自我
自性地具有身形。

這些論述是扼要的，他們被包含在自我與蘊非真
實⼀或異的推理中。然月稱的《明句論》b說明有關識
視壞聚體為我與我所之所行模式，駁斥了五種而非只
有二種主張。
此推理能證明所有法之無我。因為任何分析蘊、
界、處為其安立基礎者且由此而來的安立法，它們並
不以此五種之任⼀方式存在。因而，由此破斥遍計執

a

note 1245：此為對VI.143的論釋；P5263, Vol.98, 145.5.2ff.；Poussin的
翻譯在Muséon, n.s. v.12, 311。

b

對於 22.1 的論釋；P 5260, Vol.98，66.5.4; Poussin, 435.3.在《中論》第
十八章，龍樹以精簡的方式說明破斥補特伽羅自性存在的推論，他只
破斥兩種立場：也就是自我與蘊同⼀或與蘊為異的立場；而在第二十
二章如來品中，則以五相推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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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認為法由其安立基礎而存在的俱⽣執。
龍樹的《寶鬘論》提到a：「士六界聚故，非為
真 實有，如是⼀⼀界，聚故真性非。」bc⼜說：「三
大d非為地，非為互依離，⼀⼀亦如是，故大如我妄。」
ef

同時，有些自續派學家及有些我宗之人主張真
實存在之物，而安立心作為輪迴的自我g。有些則

a

偈頌 81 (至於偈頌 80 的部分，請見 824)與偈頌 83；P5658, Vol.129,
175.2.7。此四元素以相依方式存在於世俗；彼此無法沒有另⼀而存在。
然而，它們各自並非是其它者，因為若是這樣，那麼它便具有他者的
特性，元素的特性將會混合。它們也不會自性地依於彼此，因為若是
那樣，則將有能自⼰成立的自性他者。但事實上並不是如此，它們也
無法在沒有其他的情形下存在。此為四相分析 (相依性以兩方面考
量)，由此而建立元素非自性存在，也就是非以其自身真實而建立。

b
c

譯按：此處為索達吉勘布之翻譯
由附加括弧的昂望奔登《注釋》(dbu ma pa,nga.133.4)引述，其偈頌為：
就像補特伽羅非[以其自身]真實[而建立]，因為只是依於六界(six constituents)的組成而安立，每⼀界也非[由⼰之]真實[而建立]，因為皆依
於其組成而安立。

d

⽔、火和風；或收攝性、熱性及流動性。

e

譯按：此處亦為索達吉勘布之翻譯。

f

由附加括弧的昂望奔登《注釋》(dbu ma pa,kha.174.5)中所引述，其
偈頌讀為：三元素非與地為⼀，三元素非[依於]此[也就是地元素]，而
此[地元素]也非[依於]那[三元素]；若沒有那[三元素]也沒有地元素。
就像此[地元素]⼀樣，[其他三元素中的]每⼀元素 [當依此四面向分析
時]也無法[被找到]。因此這些元素也如同「我」⼀樣是錯誤的。

g

dngos smra ba (bhāvavādin) 此語詞通常指主張真實存在(bden grub)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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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為其如同蘊形或蘊之特殊形態的自我，因為天神
及人類由前世之業行a以蘊的特殊形態而安立。為
駁斥這些主張，另加上兩項推理理由：
6. 僅僅是[五蘊]或[識蘊]的和合非自我
7. 形色非自我
月稱在《入中論》中提到b：
馬車非與其支分或[分部]相異c，然非異不表
示[成立與其支分為一]；同時它也非[自性地]
具有其支分；亦非[自性地依於]其支分、其
支分也非[自性地依於]它；它也非[其支分]
的組合；也非[其支分]之形。[自我與蘊]也是
類似的情形。

學派，也就是指毗婆沙宗、經部宗和唯識宗，因此被稱為「真實存在
宗」或說「真實存在法之宗」。然而，有時此也包含自續家，其雖然
不 主 張 真 實 存 在 ， 但 卻 主 張 自 性 存 在 (rang bzhin gyis grub
pa,svabhāvasiddhi)。他們主張自性存在是因為例如他們主張「我」為
「識」。換句話說，當尋找被安立為「補特伽羅」的對境時，可以找
a
b

到「識」。
las, karma.
note 1246：P5262, Vol.98, 104.4.6, VI.151; Poussin的翻譯在Muséon, n.s.
v.12,316。括弧內引自宗喀巴的《入中論善顯密意疏》，P6143, Vol.154,
90.2.4ff。月稱的《自釋》，P5263, Vol.98, 146.4.1ff.。

c

譯按：法尊法師之譯文為：「如不許車異支分，亦非不異非有支，不
依支分非支依，非唯積聚復非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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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相推求也是描述⼀切法--色等--為無我之最善推理，
月稱在《入中論中》提到a：
所有的任何法---瓶、衣、帳篷、軍隊、森林、
念珠、樹、房子、馬車、旅社等如同[其他]
被有情安立的事物---[只是未經分析地存在
於世俗]，而佛不與世間爭辯。b性質、支分、
欲貪、定義、燃品等以及具有性質者、整體、
具貪欲者c、被定義者d、火等--這些[法]若以
七相推求馬車的方式分析亦不存在。它們只
以[非分析式]的世間所知方式存在。

同時，關於此，達倉(552) [在釋義]中提到：
正量部 (Saṃmitīyas)等主張五蘊為自我安立
a

note 1247：VI.166-167；P5262, Vol.98, 105.1.3ff.; Poussin的翻譯結束
於VI.165.括弧內文引自月稱的《自釋》，P5263, Vol.98, 148.5.1ff.，
及宗喀巴的《入中論善顯密意疏》，P6143, Vol.154, 93.1.4ff.。
譯按：法尊法師之譯文為：
「瓶衣帳軍林鬘樹，舍宅小車旅舍等，應知

b

皆如眾⽣說，由佛不與世諍故；功德支貪相薪等，有德支貪所相火，
如觀察車七相無，由餘世間共許有。」
c

(蔣揚協巴的《大中觀》，477a.1 中提到：)宗喀巴認為在此脈絡下的
chags pa(rakta)是指具有所欲對境的心或補特伽羅，也就是具貪欲
者，而此對境由欲所染著。

「事相」(mtshan gzhi) 幾乎就像是梵文的 lakṣya，而譯為藏文有 mtshon

d

bya「被定義者」與 mtshan gzhi 「事相」之意；後者是定義的基礎，
其定義說明被定義者。而在此翻譯為何似乎沒有差別.我傾向較廣義
的「被定義者」之意，但為順從藏譯而使用「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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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礎。同時，清辨等主張只有心為自我安
立的基礎。然而，沒有任何我們自宗的學派
主張心即是自我。

即使沒有閱讀任何清辨和月稱的文本，達倉勇敢地作出
區別，由此，將其自身內在之無明展現於外。
‧因此，它將[不合理地]造成當其他[非佛教學派]向[清辨證]
明意識為自我時，將無法證明對他來說已證明者。
‧同時將[不合理地]造成清辨不主張身與感官的聚合非自
我安立的基礎，因為[根據你所說]
(1) 清辨並不主張「意識」是「自我」且
(2) 在五蘊之中，他只視「意識」為「自我安立的基礎」，
然此將有三方面的自我矛盾之處。
如果此二推論是被接受的，那麼：
1. 將[不合理地]造成[當他宗向[清辨]證明「意識」是
2. 「自我」時]，則[清辨]在《思擇炎》中說明他
宗所證是[其]已建立的主張a將會是錯誤的：

a

note 1248：P5256, Vol.96, 36.4.5。《章嘉宗義》，431.1將dran pa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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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對我來說]已建立的證明，因為我
們事實上在世俗中也安立自我於[意]識
上。因為意識將再生，而且其為自我。

3. 那麼將[不合理地]發⽣--若他說「我們事實上也安
立自我於[意]識」，也就是自我為用於[意]識的真
實名字；而且清辨將[不合理地]以輪迴主體的推理
證明[意]識是自我的。
4.

再者，清辨將將不合理地在其《思擇炎》中說明
身與感官的聚合體是自我安立的基礎，[因此，其
為自我]。a因為[意]識將再⽣，而此即是自我，其
安立於身與感官的聚合上。

5. 若此，則清辨引述「如同將馬車視為支分的聚合
體，有情也依於蘊而在世俗中安立。」說明「蘊

為brjod pa。
a

蔣揚協巴的《大中觀》(475b.1)說此段落安立識為相續再⽣的我，且表
示(1)只是身體和感官的聚合為「我」且(2)五蘊--身等--為「我」安立
的基礎；如同(1)馬車支分的聚合和(2)其支分為安立的基礎之例⼀樣。
此處，他對此之語句說明有些不同，也就是說聚合體為安立基礎，而
因此是被安立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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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我安立的基礎，且因此而為自我」這樣的經
典內含是不合理的a。
6. 同時，將不合理的導致當月稱也引述此經，他將拒
絕「蘊為所安立自我的基礎」，[而非拒絕「蘊聚
為自我」]，因為很清楚的是他不同意清辨的說明；
你說清辨說明蘊聚非補特伽羅，而只是補特伽羅安
立的基礎，而月稱將否定這樣的說法。
7. [同理]，此將不合理的造成月稱並不主張心與蘊為
自我之安立基礎，[但事實上月稱是贊成的]。
8. 此將不合理地造成清辨與月稱對於是否主張由對境
⼰性而建立b沒有差異，因為[根據你所述]，他們皆
不主張「所安立的法」如同「其安立基礎」⼀樣。
等。如此將有三層面的自我矛盾。

a

P 5256, Vol.96, 36.4.6。建立在達倉實際的主張上，蔣揚協巴周遍地展
開關於此的系列推論，點出這些見解，以便以宗喀巴的教示與之對照
其完整意義。這並不是像邏輯地對達倉的主張延伸，然後指出其相違

b

之處的情形。雖然的確有時會有上述的狀況，但此處並非如此。
rang gi mtshan nyid kyis grub pa,svalakṣaṇasidd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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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遮除錯誤
他們主張在某些情形具有⼀般顯現的因三相之有效成立，且
僅僅存在理由。然而，既然所謂己力 (self-powered) 非有
效，它們並不支持自立 (autonomy)，因此自立在此系統中
被視為錯誤的。

昂旺奔登在其對蔣揚協巴《大宗義》的注釋中提到：
在某些情境，當應成論家嚴肅地分析某些深廣之義，他們主
張在⼀般顯現下，由有效認識建立因三相，且僅僅是⼀般顯
現的理由存在。但既然他們並不主張這些是由⼰力之量所建
立，因此，不認同自立論式。因此，在此系統中，達倉主張
世俗存在自立 [也就是自立論式]是錯誤的。
蔣揚協巴的《大宗義》提到a：達倉提到應成學派主張
前述 (625) 世俗中的自立論式b是極大錯誤地將約定俗

a

note 1249：Taipei, 564.2.

b

達倉 (625) 意味當他批評宗喀巴的立場時，他是主張自立論式的。他認
為：為何主張「即使是自立推論亦不應被主張，因為由邏輯學家所安立
的自立論式並不存在」與主張「即使推論也不應被主張，因為由邏輯學
家所安立的推論並不存在」是不相同的呢﹖事實上兩者是⼀樣的。
然而，同樣的陳述則表示他主張的只有自立論式，但不需與自續

應成派

成 (other-renowned) 之理與自立理由當作相同：
•因為在某些情境下，當應成學家嚴肅地分析[空性]的深
奧意義時，因三相的有效建立對論辯雙方而言如同幻
相a，而有法 (subjects) 與推理的⼀般顯現也如幻相

學派等所主張的那種自立論式所包覆。也許，他只是用它表示被有情
自身所接受的推論。
a

應成學家不接受對中觀與非中觀學家皆類似的有法、理由、喻等推論
元素。對應成學家而言，對手所主張的量建立有法等並不像對手所主
張的那樣存在。因為非中觀學家認為確認對境的量是自性存在；但對
應成學家而言，沒有任何事是自性存在。依此，沒有所謂共許的建立。
然而，當應成學家與其論辯時，有法等被接受就像對於論辯雙方
而言，那些被量確認的有法等非自性存在的情形是類似的。即使如此，
應成學派與其論辯時也不可能有證明空性的⼀般顯現法。因為如果他
們理解由量而建立的有法等並非自性存在，那麼他們就能區別「存在」
與「自性存在」
，且此只能在了解空性之後而能達到。因此，不需要對
這樣的人再證空性。如同宗喀巴在善說藏論(194.17 Varanasi 1973 edition) 中所述：
若有法由安立為分別或無分別的顛倒識所建立，但對境不存在與
其顯現為自性成立的狀態⼀致，則表示自性存在空---待證者---已被建
立。因此，這樣的人如何適合與另⼀須要證成空性的對手辯論呢﹖
因此，當蔣揚協巴說明⼀般顯現法在檢視空性的兩位應成學家的
脈絡中，此處與宗喀巴的立場相違。然而，在《四家注》 (Four Interwoven
Commentaries) (536.5-537.2) 中，他認為放棄自性存在主張的真實存在
宗，同時成為了解自性存在空的另⼀派 (second party) ，其將認知緣
起具有因三相--遍是宗法性、同品定有因、異品遍無。因此，此人將以
量認知到凡緣起者即非自性存在，且將了解特殊的有法---例如「我」
---非自性存在。蔣揚協巴認為在此處，此另⼀派將成為應成學者，因
為其了解凡緣起者必非自性存在，然雖將證空性但尚未證得。然而也
只有在此吹毛求疵的情境下，他可以說在兩位應成學者檢視空性的脈
絡下主張⼀般顯現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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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揚協巴之深奧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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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
•但沒有自力的因三a相之有效成立。
同時，即使在世俗中，[應成學家]並不主張自立論式存
在，因為他們主張即使在世俗中，也不存在自性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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