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藥師懺大法會(台中)

問一：因明是什麼？何時傳入漢地？

答：因明是古印度研究邏輯推理的一門學科。「因」

是原因、理由；「明」是學科。由印度傳入漢地的第

一本因明論著是《方便心論》，傳說是龍樹菩薩（約

西元150～250年）所造，於後魏延興二年（西元472

年）由吉迦夜與曇曜二位譯出。而後是世親菩薩（約

西元320～400年）的《如實論》，於西元550年由梁

朝真諦法師譯出。西元647年玄奘將商羯羅主（陳那

的弟子）的《因明入正理論》由梵譯漢。西元649年

玄奘再譯出陳那的《因明正理門論》。以上是早期最

具有代表性的因明要典。民國後，法尊法師將陳那

的《集量論》和法稱的《釋量論》，由藏文翻譯成漢

文，這是二本最重要而完整的因明要典。

問二：因明與西方邏輯有何不同？

答：

(1)因明是由「結論」（宗）找出正確的理由（因）；

如果沒有正確的理由，該「結論」就不被接受。西方

邏輯是由已知的大小前提，推出「結論」。

 舉例說明：

 A、因明論式：

	 柏拉圖，應是會死的（東西），因為是人故。
	 「前陳」		　「後陳」		 「因」
	 	（宗）	 		 	 	 	 （因）

因明論式由「宗」與「因」所構成。宗由「前陳」

（有法）及「後陳」（所立法）所構成。「前陳」與「

因」之間構成小前提，「後陳」與「因」之間構成大前

提。因此，一個論式的宗與因提出來之後，大小前提即

已提出，其結論（宗）是否成立，就決定於大小前提是

否正確。論式中的「應」、「因為」，在於區隔開「前

陳」、「後陳」與「因」。

 B、三段論法：

 大前提：凡是人都是會死的（東西）。

 小前提：柏拉圖是人。

 結　論：柏拉圖是會死的（東西）。

 三段論法中共有三詞：柏拉圖是「小詞」，會死的（

東西）是「中詞」，人是「大詞」。三段論法中三詞

各出現二次，因明論式中則各詞出現一次即可。

(2)在西洋邏輯的三段論法中，認為大前提是一假設，

不必再追問下去；但是在因明的推論中，認為還沒到

底，還要繼續再追問下去。上列大前提「凡是人都是

會死的（東西）」為何必定周遍？三段論法認為這是

一合理的假設。因明則認為大前提是中詞和大詞的關

係，如果將這一大前提「凡是人都是會死的東西」追

下去，可以明顯看出「人」和「會死的東西」二者，

是部分和整體的關係而已。所以，大前提「凡是人都

是會死的（東西）」，其成立的理由是：「因為人是

會死的東西的部分故」。同樣，在因明的推論中，認

為小前提可以再追問其成立的理由，最後會出現「自

身與自身為一」的公設。

問三：能否簡要說明因明的課程內容？

答：一般而言，因明的啟蒙課程，是將佛學的基本術

語配合定義、分類、同義詞、舉例等，來進行推理和

辯論。其內容又分成「遮破他規」（駁斥別人的主

張）、安立自規（提出自己的主張）、斷諍（排除別

本文作者林崇安先生，係美國萊斯大學理學博士，國

立中央大學教授，佛學專長為因明、佛教宗派思想、

止觀禪修等，佛學著作等身。西元2000年於大溪購建

「內觀教育禪林」，作為佛法教育和內觀禪修之用。

西元2008年將《佛法教材系列》70冊製成PDF檔，置

於網站，並持續更新，供大眾參考和下載。

人對自己的問難）等三部分。經由因明論式的一問一

答，使對辯的雙方都能深入義理，這是因明的「應用

課程」。

《因類學》或《因理論》是專門探討因明論式中的

「因」的初階理論課程，使學員對「因」的分類、定義

及正誤都能正確地掌握。法稱所造的《釋量論》，是研

究因明高階理論的要典。全論共分四品：(1)自義比量

品，(2)成量品，(3)現量品，(4)他義比量品。第一品在

於研究比量（推理）所依據的正因（正確的理由），此

中指出「正因」必須是宗法、隨遍及倒遍，並將「正

因」分成「果正因」、「自性正因」及「不可得正因」

三種來分析。第二品在於證明世尊是「量士夫」，此中

用順逆二門來成立世尊的「因圓滿」及「果圓滿」。「

因圓滿」中分成「意樂圓滿」及「加行圓滿」二項來說

明。「果圓滿」中又分成「善逝」及「救護」二項來

說明。第三品探討根現量、意現量、瑜伽現量及自證現

量。第四品則抉擇「能詮語」及「論式」。此論所討論

的問題，除了邏輯上的重要課題外，並兼及認識論。

問四：能否舉例說明「正因」？

答：「正因」分成「果正因」、「自性正因」及「不

可得正因」三種，舉例說明如下。

(1)果正因的典型例子為：

	 煙山，應有火，因為有煙故。

 此處，「煙山」是「前陳」，「火」是「後陳」，「

煙山有火」是「宗」（結論），「煙」是果正因（以

果作為正確的理由）。若改寫成三段論法，則為：

 大前提：若有煙，則有火。（若無火，則無煙）

 小前提：煙山有煙。    

 結　論：煙山有火。

(2)自性正因的典型例子是：

	 聲，應是無常，因為是所作性故。

 此處，「聲」為「前陳」，「無常」為「後陳」，「

所作性」為自性正因。同樣可以改寫為三段論法：

 大前提：凡是所作性，都是無常。（凡不是無常，都

      不是所作性）

 小前提：聲是所作性。

 結　論：聲是無常。

(3)不可得正因的例子，例如：

	 於無樹之石寨，應無沈香樹，因為無樹故。

 此處，「於無樹之石寨」為「前陳」，「無沈香樹」

為「後陳」，「無樹」為不可得正因。此例改成三段

論法如下：

 大前提：凡是無樹，則無沈香樹。（凡有沈香樹，則

      有樹）

 小前提：於無樹之石寨無樹。

 結　論：於無樹之石寨無沈香樹。

問五：學因明有什麼用處？請舉例說明。

答：因明的用處，在於釐清觀念，建立正見、正思

維。所以在生活上、在修行上都用得到。經由因明推

理，可以很快訓練出聞所成慧和思所成慧，進而深入

經藏。從西藏的寺院教學可以看出這種具體的效果。

 在生活上的應用例子，以「果正因」為例，許多事件

的結果發生了，由果去追溯原因，便是因明的運用。

譬如，甲山發生土石流（這是果），可以立出論式：

	 甲山，應是或者1濫墾爛伐、或者2地震傷損嚴重、

	 或者3土質先天脆弱（列舉所有可能的原因，項目要

完備），因為有土石流故。

 此處是依據「有果則必有因」（1濫墾爛伐、或者2

地震傷損嚴重、或者3土質先天脆弱）的原則。但要

列舉所有可能的原因（項目要完備），不能遺漏。如

果遺漏，那麼大前提就不成立。進一步也可以立出論

式：

	 乙山，應沒有土石流，因為1沒有濫墾爛伐、2沒有

	 地震傷損嚴重、3沒有土質先天脆弱（項目要完備）

故。

 此處依據「無因則無果」的原則，論式中的正因（1

沒有濫墾爛伐、2沒有地震傷損嚴重、3沒有土質先

天脆弱，項目要完備）是「不可得正因」，由此推論

出「乙山應沒有土石流」，接著可去實際勘查是否如

此。

 一般的推理小說，也都是由果追因，這便是「果正

因」的應用。所要注意是，要列舉所有可能的原因，

項目要完備，不能遺漏。

問六：因明與西藏佛教之辯經有何關係？

答：西藏所傳的佛教因明學，其一大特色是運用因明

論式來探討佛教的教理，一般稱之為「辯經」。在辯

經過程中，問方（攻方）靈活地提出因明論式來徵詢

答方（守方），問方採用「立式」與「破式」二種，

經由來回對答，直接運用推理，將教理分析入微；並

引經據典，將佛教經論透澈地研究。雙方經由不斷辯

經和推論，自然對每個佛學術語的定義、分類以及各

宗各派的思想都能釐清細微之處，確立正見，並熟記

在心裏，這便是藏傳因明的實用之處。

問七：因明論式的立式與破式二種有何差異？

答：「立式」又稱「自續式」，「破式」又稱「應成

式」。前述（第五問的回答）的果正因、自性正因及

不可得正因中，所舉出的論式屬於「立式」，是問方

立出自己的主張。若對方主張「煙山，無火」，則問

方可以提出「破式」如下：

	 煙山，應無煙，因為無火故。	

 這破式不是問方自己的主張，而是順著對方所推出的

不合理的結果。同理，若對方主張「聲常」，則問方

可提出破式：

	 聲，應不是所作性，因為是常故。

 若對方主張「於無樹之石寨，有沈香樹」，則問方可

提出破式：

	 於無樹之石寨，應有樹，因為有沈香樹故。

 這些破式的結論，並不是問方的宗，也不是答方所能

接受，但若答方堅持「煙山無火」、「聲常」等，就

會墮入不得不接受這些結論的窘境。因此，破式便是

一種歸謬式的辯證方法。將「立式」的後陳與因，前

後易位，並加上否定詞，就變成「破式」。

「心念處」——談禪的心理治療觀點 　■ 張立人

四念處 
專欄

真正的悠閒，是心裡的悠閒，依賴外在環境是得

不到悠閒的。

二是「正念減壓療法」

 (Mindfulness-Based Stress Reduction, MBSR)

這是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卡巴金博士 (Jon Kabat-

Zinn)創立的心理治療法，在《是情緒糟，不是你很

糟：穿透憂鬱的內觀力量》(The mindful way through 

depression: feeling yourself from chronic unhappiness)一

書中，他分析人的心智有兩種運作模式：

第一種是「行動模式」(doing mode)：

我們在心情不快樂的時候，會去想：「我到底有

什麼問題？」「為什麼我這麼沒用？」「我不應該這

麼憂鬱才對！」造成反覆思索，以致於憂愁籠罩，陷

入惡性循環。

卡巴金博士形容：這彷彿是對情緒開槍，結果卻

射中自己的腳！

第二種是「同在模式」(being mode)：

用心和感官來覺察內在與外在，活在當下，體驗

生命賜給我們的快樂，這就是禪。卡巴金勉勵大家，

要關掉自己的「自動導航設備」，不再把一切體驗視

為理所當然，你才能享受飛行的樂趣！

另外，憂鬱情緒或負面想法，就當成烏雲從天空

飄過吧！

至於，那些人間的知識名相，都是短暫而渺小

的，不妨一笑置之。

據說，有兩個徒弟吵架，去找禪師理論。

甲說：「這事情應該這樣才對！」

禪師：「你對！」

乙說：「應該是那樣才對！」

禪師說：「你對！」

丙徒弟問：「怎麼可能兩個都對？一定有一個

對、一個錯！」

結果禪師說：「嗯，你對！」

價值是相對的，上帝並沒有給人宇宙的答案。

人活著的任務，不是去評價是非，而是過好自己的生

活，就好像有首〈風鈴偈〉：

	 「渾身似口掛虛空，不論東西南北風。一律為他說

	 般若，滴丁冬丁滴丁冬。」

    順其自然，好好體會人生去！

本文作者張立人先生，係台大醫院雲林分院精神醫學

部主治醫師，曾獲教學特殊優異獎優良獎第一名。張

醫師熱愛生活與寫作，文章散見於報章雜誌，著有詩

集《如何用詩塗抹傷口？》（台北唐山書店2009年

11月出版），及曾與陳錫中等人合譯《學習認知行為

治療：實例指引》（心靈工坊出版）一書。

名　稱 主　講　人 時　間

梁皇寶懺法會 秋焱(行河)法師主持 週二 晚上07：00～09：00

梁皇寶懺法會 秋焱(行河)法師主持 週四 上午09：00～14：00

禪坐健身班 張文崧老師 主持 週四 晚上07：00～09：00

法華經法會 每月第二週日 週日 上午09：00～13：00

禪林出坡 每月第四週日 週日 上午09：00～

地址：台北市忠孝西路一段21號7樓（捷運 台北車站3號或7號出口）

電話：（02）2361-3015～6

名　稱 主　講　人 時　間

藥師寶懺共修 秋焱(行河)法師主持 每週 週四 晚上07：30～09：30

法華經法會 秋焱(行河)法師主持
（每月第三週。週六、日）

早上8：30～下午6：00
周日下午　甘露施食

地址：台中市進化路575號15樓之2（國產大樓）

電話：（04）3702-068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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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種人故。

 守方： 因不成。

 攻方： 孔子，應是黃種人，因為是中

   國人故。

 守方： 因不成。

 攻方： 孔子，應是中國人，因為是山

   東人故。

 守方：不遍。

 攻方：〔凡是山東人都是中國人〕應

   有遍，因為山東人是中國人的

   部分故。 

 守方： 因不成。

 攻方： 山東人，應是中國人的部分，

   因為中國人分山東人、山西人

   等故。 

 守方： 因不成。

 攻方：中國人，應分山東人、山西人

   等，因為書上說：「中國人分

   山東人、山西人等」故。（此

   處引用權證量） 

 守方： 同意。

在西洋邏輯的三段論法中，沒有繼

續追問大前提的成立理由，因明論式則

再追問下去，最後必追出基本公設或權

證量，到這兒才到底。這些基本公設和

權證量是問答雙方所共同承認的（共許

的）。

以上所舉的例子，分析了小詞、大

詞和中詞之間範圍大小（屬於自性係

屬），這種正因稱作「自性因」。以上

參考／林崇安教材網站：http://www.ss.ncu.edu.tw/~calin/articles.html

本文作者林崇安先生，係美國萊斯大學理學博士，國立中央大學教授，佛學專長為

因明、佛教宗派思想、止觀禪修等，佛學著作等身。西元2000年於大溪購建「內觀

教育禪林」，作為佛法教育和內觀禪修之用。西元2008年將《佛法教材系列》70冊

製成PDF檔，置於網站，並持續更新，供大眾參考和下載。

經由推理，最後追出基本公設或權證

量，可以看出，因明具有「假設演繹推

理」的性質。（另一種是果正因，屬於

緣生係屬，則具有歸納推理的性質，此

處暫略）

九、結語

佛教邏輯的推理過程中，攻方不斷

提出定言或假言的因明論式，守方始終

只是回答「因不成、不遍、因遍不成、

同意」四者之一。由上例可以看出，推

理的最後階段必是引經據典（權證量）

或歸結到公設和共識上。可知，攻方和

守方在推理前必須先對公設和權證量具

有基本的認知和共識。權證量方面，例

如，論題相關術語的定義、同義字、分

類、舉例，以及相關的經論等。這些基

本知識有了，雙方就可以進行因明的推

理。

  佛教因明VS邏輯 ■ 林崇安教授答

（上接第三版）

世界靈山東方大學 系列活動
由世界靈山佛教會僧統淨行上人所創辦的世界靈山東方大學於2010年10月2日

舉行開學典禮，10月4日開始正式上課。除學校正常的教務推動之外，大學也定期
於每週六上午舉辦禪坐共修，週日上午舉辦「法語佛學講座」、「華語拜佛共修」

以及「越語拜佛共修」。此外，在每月第一個週日的下午，舉辦「越語佛學講座」

，該講座至明年6月的演講場次已排定，詳如下表：

場次 講題 日期 時間 主講人

001 因緣說 2010/10/03 1430-1700 謁陽居士

002  業報說 2010/11/07 1430-1700 最善居士

003 三十七助道品 2010/12/05 1430-1700 慧樂居士

004 四妙諦與八正道 2011/01/09 1430-1700 陳有名居士

005 再生說 2011/02/06 1430-1700 泰山居士

006 四無量心 2011/03/06 1430-1700 慧樂居士

007 佛陀一生的啟示 2011/04/03 1430-1700 陳有名居士

008 三藏經典結集的歷史 2011/05/01 1430-1700 謁陽居士

009 越南佛教史 2011/06/05 1430-1700 最善居士

★主辦單位：世界靈山東方大學護持會
★演講地點：92-94 Rue Pasteur 94400 Vitry sur Seine France.
★聯絡電話: 00 33 145732009
★費用全免

禪，能使生命喜悅、能讓傷口痊癒。

為什麼呢？因為，禪體現了現代心理治療的兩大

機轉：

一是「認知行為治療」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CBT)

改變想法，就能夠改變感受。一般人負面情緒

特多，在於不合理思考太多，特別是負面的思考基模

(schema)。因此，《維摩詰所說經‧佛國品》中說：

	 「欲得淨土，當淨其心；隨其心淨，則佛土淨。」

憂鬱症的人，對別人的詆毀特別敏感，總覺得是

衝著自己來，往往暴跳如雷，或者自殘洩憤。但憂鬱

症改善後，聽到同樣的批評，卻覺得沒什麼。這正是

因為在治療後「心淨」，才能見到「佛土淨」。

因此，快樂很簡單，與其等待快樂的事情降臨（

有些人說：「我等了一輩子，還是等不到？！」），

倒不如保持快樂的心境，再怎麼簡單的生活，都是極

樂。

反過來，如果心情焦躁，思想固執，就算住在

億萬豪宅中，憂鬱症一樣能夠穿牆而進，讓你痛不欲

生。

因此，明代恕中無慍說：

	 「閑到心閑始是閑，心閑方可話居山；山中賸有閑

	 生活，心不閒時居更難。」

法會中設有功德主牌位，
歡迎踴躍隨喜報名參加！

主壇法師：上淨下行上人　引領法師：秋焱法師

緣　　起：為慶祝藥師佛聖誕，恒轉法輪，祈願冥陽兩利，所求如意

　　　　　特依藥師佛十二大願，開壇禮懺。

一、法會時間：

　　(一) 99年11月4日（週四）晚上 6：30 至 9：30（引魂、安位

　　　　藥師懺）

　　(二) 99年11月5日（週五）晚上 7：00 至 9：30（藥師懺）

　　(三) 99年11月6日（週六）上午 8：00 出發禪林放生（修福）

　　　  （遊覽車一部請先報名）；上午11：00（放生、供佛）；

　　　　下午 1：30 至 4：30（藥師懺）（修慧）；6：00 回台中

　　　   靈山講堂

　　(四) 99年11月 7 日（週日）

　　　　上午 8：30 至12：00 （藥師經、拜願）；

　　　　下午 2：00 至 4：30（甘露普施），功德圓滿

二、法會地點：台中靈山講堂   台中市進化路575號15樓之2

三、報名時間：即日起至11月4日止（電話、通訊、傳真、劃撥或親

　　臨皆可）

四、報名地點：台中靈山講堂   台中市進化路575號15樓之2

五、報名電話：（04）37020688~9 

六、傳　　真：（04）3702069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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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念處」—談禪的心理治療觀點
．近期活動／
　藥師懺大法會(台中)
　世界靈山東方大學系列活動
　靈山講堂定期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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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程記要

★前奏—英倫行

 9月17日：巴黎到倫敦靈山寺

 9月18日：探訪附近的藥師寺

 9月19日：返回巴黎

★出發

 21日：從法國巴黎出發，經比利時布 

　　　魯塞爾，夜抵瑞士的邊界繆魯

 　　　茲

 22日：從繆魯茲到瑞士洛桑

 23日：在洛桑和中國籍VT法師會合

 24日：抵奧地利的林茲

 25日：從林茲出發，抵達匈牙利的布

 　　　達佩斯中國寺廟

 26日：停留布達佩斯

 27日：探訪布達佩斯的法門佛教學院

 28日：經奧地利、維也納、抵達捷克

 　　　布拉格

 29日：從布拉格，探訪捷克和德國和 

　　　波蘭邊境的越南寺

 30日：從越南寺返回巴黎

★返回

 1日：清晨3點返抵巴黎

二、訪談記事

淨行和尚為了把佛法在西方紮根，

在巴黎興建了世界靈山東方大學。而為

了更深入了解佛教在西方的發展情形，

並宣達我們的教學理念，老和尚以78高

齡，不辭辛勞，千里迢迢，率領重要幕

僚一行7人，做了這一次的東歐探訪。

這裡我不做行程的細部報導，只就

這一次出訪接受到的訊息，做一些歐洲

近

期

活

動

本文作者廣淨法師，國立交通大學畢

業，係淨行上人出家弟子，曾擔任台

北市佛教青年會會長、玄奘大學董事

及新竹福嚴佛學院教務長等職務。

■ 釋廣淨

佛教的報導。

英國（倫敦）

到英國，我們首先參訪位於倫敦的

靈山寺。該寺住持TN法師向老和尚表

示：因為常有英國人來請教佛法問題，

希望能派人到倫敦協助弘法。

TN法師有時會將英國人轉介到附

近的藥師寺，因此我們就順道拜訪該寺

住持淨通法師，希望他能幫忙宣傳大學

的招生。

淨通法師奉行以醫方明弘揚佛法，

先幫英國人治病，再教他們氣功養生及

佛法。他的學生和病人們，有很多都

是西醫治不好的，他還告訴病人說，很

多疾病，都是心理和生活方式不良所造

成，如果生活習慣不加以改變，舊病就

很容易復發，所以教導他們以佛法來改

變生活。目前每周有兩百多人跟隨他學

習佛法。他看了大學的課程很心動，希

望三年後，藥師寺的建設告一段落，他

可以放下萬緣，到大學進修，並答應為

大學宣導招生。

奧地利（林茲）

奧地利的政府規定，高中課程必須

上宗教課，學生可以選修佛教的課程，

而佛學的課程，必須由佛教徒的老師

來擔任，教師每年都要進修，參加教師

研習會。而且在奧地利，佛教組織的代

表，也經常會參加全國各宗教教會所組

成的會議。

奧國人卡林傑老師，是林茲接待我

們的華人家庭女兒的佛學老師，已經歸

佛教邏輯源自印度，歸屬於「因

明」這一學科。「因」是原因、理由；

「明」是學科。後魏時期（472年）已有

因明論著《方便心論》的譯出，550年有

《如實論》的譯出，唐朝玄奘大師有《

因明入正理論》和《因明正理門論》的

譯出。這些因明要典雖已由印度傳入漢

地，可惜以往一直未「本土化」，不能

在一般生活和教學中靈活應用，因而不

能像藏地一樣普及。為了在生活和教學

中應用，要先將因明論式分解，並遵守

問答（攻守）的「遊戲規則」，以及配

合公設和基本共識，如此就可以邁向「

本土化」。以下以孔子為例，來說明因

明論式的中文推理應用。

一、因明論式與三段論法的比對

經由比對因明的論式和西洋形式邏

輯的三段論法，可以初步看出二者的同

異。舉例：

A 因明論式的結構：

  孔子，應是人，因為是亞洲人故。
   （宗）											（因）

 論式中的「應」、「因為」，在於區

隔開「孔子」、「人」與「亞洲人」

B 對應於西洋的三段論法：

 大前提：凡是亞洲人都是人。

 小前提：孔子是亞洲人。

 結　論：孔子是人。

 三段論法中共有三詞：孔子是「小

詞」，亞洲人是「中詞」，人是「大

 詞」。所以，因明論式是：

	 孔子，應是人，因為是亞洲人故。
	 小詞		＋	大詞，				中詞。

 (1) 注意：中詞的範圍是介於小詞和大

  詞之間。

 (2) 以上這種「小詞＋大詞，中詞」的

  因明論式稱作「定言因明論式」，

  對應西洋的「定言三段論法」，可

  以分出小前提、大前提和結論。

二、定言因明論式的分解
在佛教邏輯的推理過程中，問答雙

方要熟練因明論式的分解，先分解出小

前提而後分解出大前提。

〔舉例〕：孔子，應是人，因為是亞洲

   人故。

依次分解出：

小前提：孔子是亞洲人。（小詞和中詞

   的關係）

大前提：凡是亞洲人都是人。（中詞和

   大詞的關係）

〔舉例〕：孔子，應不是歐洲人，因為

   是亞洲人故。

依次分解出：

小前提：孔子是亞洲人。  

大前提：凡是亞洲人都不是歐洲人。   

三、找出小前提成立的理由
進行因明推理時，還要繼續找出小

前提和大前提的成立理由。正因是正確

的理由。如何找出正因？由於正因是中

詞，範圍介於小詞和大詞之間，因此，

只要找出範圍適當的中詞都可以是正

因。針對上例的小前提（孔子是亞洲

人）為何成立？還可繼續追出理由：

a. 孔子，應是亞洲人，因為是中國人故

新的小前提：孔子是中國人。

b. 孔子，應是中國人，因為是山東人故

 新的小前提：孔子是山東人。

c. 孔子，應是山東人，因為是山東人中

的孔子故。

因版面所限，未能刊載功德錄下期待續

99年8月功德錄(續)

﹝護法﹞

200元 陳燕美、黃俊凱、
黃彥智、黃祺雯、
呂國章、呂藍金枝

100元 郭溫柔、賴力瑋、
何嘉浩

法教育-月刊﹞

600元 黃德興

500元 吳銘

300元 方輝山、林昭媚

﹝供養上人﹞

5,000元 吳致緯

1,600元 黃成發

1,500元 黃蘇選

1,000元 趙釗鐶、陳卉娟、
吳致廷

100元 鄭梅琴、蔣定安、
蔣定文

﹝供養常住﹞

1,000元 李高青崴、顏良恭
閤家

500元 陳健民、吳致儒

400元 三寶弟子

﹝供養三寶﹞

1,000元 謝燕珠、胡文豪

﹝救濟﹞

2,000元 吳銘

500元 明周

﹝放生﹞

300元 蕭素娟

﹝譯經﹞

65,000元 朱明緯

20,000元 陳怡君

15,000元 顏良恭閤家

10,000元 黃素蓉、吳致緯

7,000元 陳廷曜、陳廷昱、
花蓮講堂

5,000元 周淑真王傳樹閤家
江心吾、胡玉欣

3,000元 劉惠齡、張能聰、
林文峰、薛安秀、
吳德慧、釋清勤、
釋清解

2,000元 楊秋紅

1,200元 谷建良、谷卓碧霞

1,000元 蔡耀檳、黃彥智、
黃祺雯、曾淑珠、
劉家龍、沈榮欣

500元 黃奇吏、陳昭惠、
呂忠洋、賴柏嘉、
張玟琪、劉宗勇

300元 佳展健康養生館、
高啟瑞、趙子淵

250元 孫培元、謝麗玉、
孫蕾、孫儀庭

200元 呂詹好、呂怡瑩、
呂玉茹、薛昀軒、
蔡秦琴、蔡珠麗、
李冉來、李佳紘、
李岱瑾、李宜臻、
林佑聲、李桂蜜、
王炳昆、王黃鳳、
周李寶玉、陳燕
美、黃俊凱、蕭素
娟、葉樺、葉靜、
黃麗淑

100元 蘇琳雅、蘇毅恩、
吳映儀、蔡東仁、
梁美琳、陳麗雲、
柯茂全、林素珍、
陳聰明、林阿抱、
許　雪、李榮森、
李偉翔、李冠延、
李宜馨、林世偉、
許麗霜、林品儒、
林庭瑜、蔡博任、
OSCAR、余玲玫、
李書堅、賴蓓瑩、
彭品瑄、郭溫柔、
賴力瑋、何　嘉、
張婉筠、香包狗、
張小白、張小黃、
張熊熊、張秉筑

50元 趙淑賢、趙清宏、
黃姿穎、黃奕晴

﹝譯經-台中講堂﹞

35,000元 郭惠玲

6,000元 邊盈利

1,000元 陳麗華、曾玉惠

﹝其他專款-越南孤兒院﹞

1,000,000元 陳楷捷

﹝隨喜﹞

500元 黎萬榮、丁權福、
季夢蓮、藍章華、
藍黃雪貞

300元 劉惠齡、何燕娟、
何燕蓓、何志勤、
賴武村

200元 鄧晉陽、鄧韻華

20元 謝燕珠

﹝隨喜-功德箱﹞

61元 靈山禪林寺

﹝隨喜-講堂﹞

2,000元 梁潔冰

500元 吳銘

﹝隨喜-上人機票款﹞

2,000元 黃彥智

﹝隨喜-法國食品款﹞

1,000元 高樹達、張榮宗、
王珍莉

﹝隨喜-電話費﹞

4,000元 釋廣淨

﹝隨喜-禪林車子﹞

1,000元 趙阿寶

德國、波蘭、捷克（三角地帶）

和尚到邊境的小鎮，是要見越籍的

TP法師，他是FY佛學院校友清利法師
的師弟，曾經留學臺灣，在臺灣學過中

文，後來就讀臺灣師範大學，得到碩士

學位。和尚盛情邀請他能來巴黎，擔任

東方大學課程的教授。

三、結語

歐洲佛教發達的程度，遠超過我們

之前所了解的，經我們這一次的實地訪

查了解：奧國政府把佛學課程列入高中

正式的課程，因此全國有很多的佛學老

師，而這些老師都是佛教徒，還要參加

教師研習會；匈牙利有政府認可正式教

育學制的佛教學院，有四百多位學生就

讀，其規模遠超過國內佛學院。而且還

有他們的副院長，不是我們在國內透過

平面媒體所了解的歐美佛教研究學者樣

貌，而是森林的修行者；而捷克和英

國，有很多人因為現代生活的壓力而生

病，因為要治病，而被引導到另外一種

的生活方式，也因此信佛學佛。

歐洲渴求佛法的人很多，但因翻譯

成他們語言的佛教典籍太少了，造成他

們學習佛法的障礙。另外，海外的師資

也很難找，尤其是具有宗教精神的人，

這也是為什麼老和尚要將漢譯大藏經翻

譯成各種語文，以及千里迢迢地從臺灣

跑到巴黎來設立佛教的世界靈山東方大

學，其目的就是希望能把佛法，從東方

帶到西方世界來。

99年9月功德錄

 新的小前提：孔子是山東人中的孔子

d. 孔子，應是山東人中的孔子，因為是

與孔子為一故。

 新的小前提：孔子是與孔子為一。

e. 孔子，應是與孔子為一，因為依據自

身為一的公設故。

追到最後，追出一個基本公設：

任何一存在的東西都是自身與自身為一

在西洋邏輯的三段論法中，沒有繼

續追問小前提的成立理由，因明論式則

再追問下去，最後追出一個「自身與自

身為一」的基本公設，到這兒才到底。

這一公設是問答（攻守）雙方所要共同

承認的（共許的）。

四、推理雙方的問答規定之一
  （定言論式的遊戲規則）

【A】當攻方提出「宗」來問時，守方

只允許回答下列二者之一： 

 (1)「同意」：守方認為宗是正確。

 (2)「為什麼」：守方不同意宗，或要

  攻方舉出理由。 

〔舉例〕

 (1) 攻方：孔子，應是人嗎？

          守方：同意。

 (2) 攻方：孔子，應是人嗎？

          守方：為什麼？

      攻方：孔子，應是人，因為是亞洲

    人故。

【B】當攻方提出由「宗與因」所構成的

完整「定言因明論式」時，守方只允

許回答下列四者之一：

 (a) 因不成：守方不同意小前提，要攻

  方進一步提出理由。

 (b) 不遍：守方不同意大前提，要攻方

  進一步提出理由。

 (c) 因遍不成：守方不同意小前提和大

  前提，要攻方進一步依次提出理由

 (d) 同意：守方認為該論式無誤。

總之，攻方一直提出論式，而守方只能

回答「為什麼、因不成、不遍、因遍

成、同意」之一。

〔測驗題舉例〕

 (1) 攻方：孔子應是人，因為是美洲人

     故。

  守方：因不成。

 (2) 攻方：孔子應是亞洲人，因為是人

     故。

          守方：不遍。

 (3) 攻方：孔子應是亞洲人，因為是美

     洲人故。

  守方：因遍不成。

 (4) 攻方：孔子應是人，因為是亞洲人

     故。

  守方：同意。

〔證明題舉例〕

 (1) 攻方：孔子應是人，因為是亞洲人

     故。

  守方：因不成。

  攻方：孔子應是亞洲人，因為是中

     國人故。

 (2) 攻方：孔子應是人，因為是亞洲人

     故。

  守方：不遍。

  攻方：凡是亞洲人都是人（應有遍

    ），因為亞洲人是人的部分

    故。

 (3) 攻方：孔子應是人，因為是亞洲人

     故。

  守方：同意。

五、繼續找出大前提成立的理由

在西洋邏輯的三段論法中，認為大

前提是一假設，不必再追問下去；但是

在因明的推論中，認為還沒到底，還要

繼續再追問下去：上列大前提為何必定

周遍？由於正因是中詞，範圍介於小詞

和大詞之間，而大前提是中詞和大詞的

關係，因此，只要以大詞的定義、同義

詞和部分作為中詞，這些都會是正因。

四個實例：

 (1) 孔子應是人，因為是理性的動物

  故。（定義）

  大前提：凡是理性的動物都是人。

  說明：理性的動物是人的定義（暫

     定）

 (2) 孔子應是人，因為是萬物之靈故。

  （同義詞）

  大前提：凡是萬物之靈都是人。

  說明：萬物之靈是人的同義詞。

 (3) 孔子應是人，因為是亞洲人故。（

  部分）

  大前提：凡是亞洲人都是人。

  說明：「亞洲人」是「人」的部分。

 (4) 孔子應不是西方人，因為是東方人

  故。 

  大前提：凡是東方人都不是西方人

  說明：西方人和東方人是相違的關

     係，也可以將「東方人」視

     為是「不是西方人」的部分

繼續追問：上列大前提為何必定周遍？

理由為何？答：

 (1) 凡是理性的動物都是人，因為理性

  的動物是人的定義故。

 (2) 凡是萬物之靈都是人，因為萬物之

  靈是人的同義詞故。

 (3) 凡是亞洲人都是人，因為亞洲人是

  人的部分故。

 (4) 凡是東方人都不是西方人，因為東

  方人與西方人相違故。  

由於大前提是中詞和大詞的關係，

找出這二者的關係便是推理之重點所

在：

．從第一個論式可以看出「理性的動

物」和「人」是定義和名標的關係。

．從第二個論式可以看出「萬物之靈」

和「人」是同義字的關係。

．從第三個論式可以看出「亞洲人」和

「人」是部分和整體的關係。

．從第四個論式可以看出「東方人」和

西方人」是相違的關係。

所以追究大前提後，可以發現是追

究二詞（中詞和大詞）之間的關係。因

明學上把「關係」稱作「繫屬」

西洋邏輯常用的大前提的例子：「

凡是人都是會死的」，是指「凡是人都

是會死的東西」。如果將這一大前提追

下去，可以明顯看出「人」和「會死的

東西」二者，是部分和整體的關係而

已。所以，大前提「凡是人都是會死的

（東西）」，其成立的理由是：「因為

人是會死的東西的部分故」。

以上四個論式屬於「假言因明論

式」，還可以繼續分解出小命題和大命

題，並找出各自成立的理由。

六、假言因明論式的分解

推理時，雙方要進一步熟練於假言

因明論式的分解，先分解出小命題而後

分解出大命題。四個實例：

 (1) 凡是理性的動物都是人，因為理性

  的動物是人的定義故。

  小命題：理性的動物是人的定義。

    （命題P）

  大命題：若理性的動物是人的定

     義，則凡是理性的動物都是

     人。（若P，則Q）

  結   論：凡是理性的動物都是人 。

    （結論Q）

 (2) 凡是萬物之靈都是人，因為萬物之

  靈是人的同義詞故。

  小命題：萬物之靈是人的同義詞。

  大命題：若萬物之靈是人的同義詞

    　 則凡是萬物之靈都是人。

  結　論：凡是萬物之靈都是人。

 (3) 凡是亞洲人都是人，因為亞洲人是

  人的部分故。

  小命題：亞洲人是人的部分。

  大命題：若亞洲人是人的部分，則

    　 凡是亞洲人都是人。

  結　論：凡是亞洲人都是人。

 (4) 凡是東方人都不是西方人，因為東

  方人與西方人相違故。

  小命題：東方人是與西方人相違。

  大命題：若東方人與西方人相違，

  則凡是東方人都不是西方人。

  結　論：凡是東方人都不是西方人

七、推理雙方的問答規定之二

  （假言論式的問答規定）

推理時，攻方就是問方，守方就是

答方。針對完整的「假言因明論式」，

守方此時同樣只有四種回答：

 (a) 因不成：守方不同意小命題，或要

  攻方進一步提出理由。

 (b) 不遍：守方不同意大命題，或要攻

  方進一步提出理由。

 (c) 因遍不成：守方不同意小命題和大

  命題，或要攻方進一步依次提出理

  由。 

 (d) 同意：守方認為該論式無誤。

八、進一步找出大命題和小命題的
　　成立理由

一方面，今再追問：以上的「大命

題」為何成立？答：依據公設或共識。

【基本公設或共識】

 (1) 若B是A的定義，則凡是B都是A；

  凡是A都是B。

  例：若理性的動物是人的定義，則

    凡是理性的動物都是人。

 (2) 若B是A的同義詞，則凡是B都是

  A；凡是A都是B 

  例：若萬物之靈是人的同義詞，則

    凡是萬物之靈都是人。

 (3) 若B是A的部分，則凡是B都是A。

  例：若亞洲人是人的部分，則凡是

    亞洲人都是人

 (4) 若B是與A相違，則凡是B都不是A

  例：若東方人是與西方人相違，則

    凡是東方人都不是西方人。

 ○ 權證量的公設：自宗祖師之言。一

  般的百科全書、辭典、教科書中的

  共識。

〔證明題舉例〕 

 攻方： 孔子，應是萬物之靈，因為是

   人故。

 守方： 不遍。

 攻方：〔凡是人都是萬物之靈〕應有

   遍，因為人是萬物之靈的同義

   詞故。 

 守方： 不遍。

 攻方：〔若人是萬物之靈的同義詞，

   則凡是人都是萬物之靈〕應有

   遍，因為依據同義詞的公設故

   （追到公設或共識） 

 守方：同意。

另一方面，再繼續追問：前述的「

小命題」為何成立？

答：依據權證量或共識。

（例）

 攻方： 孔子，應不是白種人，因為是

（續接第四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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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千里路雲和月—東歐記行
依佛教三十幾年了。他希望我們大學，

能夠支援他們的教師研習會，並建立良

好的合作關係。

匈牙利（布達佩斯）

法門佛教學院是匈牙利政府正式承

認的大學，現有四百多位學生。匈牙利

有二十幾個佛教團體，法門佛教學院是

由七個團體聯合成立的學校。接待我們

的是法門佛教基金會的董事長L先生和

法門佛學院副院長C先生。和尚在參觀

了該校的圖書館後，向他們表示，願意

提供大正藏、越譯大藏經、英譯大藏經

以及大辭典（中）（越）等書籍，以充

實該校圖書，並且願意以翻譯越文大藏

經的經驗，協助該國翻譯匈牙利文大藏

經。

在會談中，副院長表示，該學院的

教學，解行並重，他們也很希望能夠多

多學習北傳的佛教，和我們東方大學作

交流。本來他坐在椅子上和我們透過匈

語翻譯交談，後來我們直接用英語向他

介紹和尚辦學的動機和理念後，他改用

印度傳統對待GURU的規格，蹲著和和

尚對談。

捷克（布拉格）

布拉格有位中國出來的中醫師，他

曾經幫捷克的詩人總統哈維爾治病，所

以在當地有相當的影響力，他有幾位捷

克的學生，也因此受到感化而皈依三

寶。他得知我們在巴黎開辦大學的消

息，還鼓勵他的學生來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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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北靈山講堂及台中靈山講堂：

二、世界靈山東方大學：翦

影 { |

}

z

﹝禪林建設﹞

6,250元 袁祥豐、袁万丁

5,000元 張登金

2,000元 吳銘、陳美賢

1,200元 高文煌

1,000元 黃明田、林春鳳、
洪曼只、洪曼棣

600元 黃登雲

500元 （古仁正、古謝貴
妹、古添喜）

50元 黃姿穎、黃奕晴

﹝禪林建設-上人寮房﹞

20,000元 楊月嬌

4,600元 林素珠

4,000元 顏良恭閤家

﹝禪林建設-發票中獎﹞

1,598元 靈山講堂

﹝護法﹞

10,500元 黃英雄

2,000元 黃麗雲、萬波笛、
萬乃塵、萬乃儂、
萬乃賏

1,500元 鄭敏宜

1,000元 黃立瑋、黃立昌

600元 林腰、李楊來發、
李聰明、黃麗鳳、
李易軒、李韋萱

500元 石文子

400元 黃葉喜、簡源彰、
黃登雲、簡淑婷、
簡榮慶、簡淑華、
柯棠中

200元 陳燕美、黃俊凱、
黃彥智、黃祺雯、
呂國章、呂藍金枝

、

u～w 淨行上人於2010年9月4日假台北靈山講堂三樓，與台北講堂及台中講
堂之信眾餐敘，並宣布台北講堂新任當家師為秋焱（行河）法師。

x～z 世界靈山東方大學於2010年10月2日，由創辦人淨行上人主持開學典
禮，全體師生及貴賓參加典禮。

{| 世界靈山東方大學於2010年10月4日起正式上課；每週一至週五，上午上華語課程，下午上英語課程。

} 世界靈山東方大學在巴黎校址定期舉辦「法語佛學講座」及「越語佛學講座」之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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