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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新見文獻的明清因明史重構＊ 

陳　帥＊＊

摘　要

此前學界僅依據《卍續藏》所收因明文本敘述明代因明史，

受資料所限而失於簡略，且完全缺漏了清代的部分。本文首先考

察了近年新發現的四種明清《因明入正理論》注釋及一種「真唯

識量」注釋，即明．真貴《因明入正理論集解》、明．永海《因

明入正理論會義》、清．慧善《因明入正理論略疏》、清．吳樹

虛《因明入正理論後記》及其《唐三藏法師唯識量質疑錄》。根

據現存材料，明清因明註疏肇始於真貴，終於吳樹虛，永海、慧

善二疏亦為明清因明學術之重要部分。其次，本文從多種相關資

料中索隱考證，蒐集到如愚、通潤、鎮澄、廣承等十餘人的因明

撰述記錄。基於諸種新見注釋及鉤沉所得，本文共統計出二十四

種明清因明撰著，其中包括十九種《因明入正理論》注釋、四種

「真唯識量」注釋及一種《因明正理門論》注釋。在此基礎上，

重新考察明清時期漢傳因明的研習傳衍譜系，補充清代因明敘述

2021.06.09收稿，2021.12.10通過刊登。
* 本文為中國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青年項目「唐代因明對梵文原典的詮釋與發展

研究」（19CZJ016）階段性成果。前期資料大部分依據於臺灣大學簡凱廷
博士與筆者合編並由佛光大學佛教研究中心研究計劃「近世東亞佛教的文獻

和研究」支持出版的《明清《因明入正理論》珍稀注釋選輯》（高雄：佛光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1年），因此，本文可視為該書的補充與延伸性研
究。本文之寫作獲益自簡凱廷博士良多，又承蒙《臺大佛學研究》編輯老

師及兩位匿名審稿專家提供諸多寶貴意見，特此一併致謝！另，本文初為

2021年 6月的「空性、方法與現代性：林鎮國教授七秩壽慶學術研討會」
所作，再經修改而成今稿，謹以拙文為林鎮國教授賀壽！

** 作者係湖南大學嶽麓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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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白，嘗試重構該階段的因明史。

關鍵詞：明清因明史、因明注釋、傳衍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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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唐代時，發源自印度的因明藉玄奘（602-664）的翻譯而傳

入中國，以《因明正理門論》（後文簡稱《門論》）及《因明入

正理論》（後文簡稱《入論》）為經典基礎，出現了窺基（632-

682）《因明入正理論疏》（即後世所謂《因明大疏》）等諸多註

疏。然而，此階段的因明傳承不久便漸衰微，各種唐疏亦皆於

中土散佚，僅有清涼澄觀（738-839）《大方廣佛華嚴經疏》、

《隨疏演義鈔》以及永明延壽（904-976）《宗鏡錄》等保存了

少量相關材料。明末，中土再度興起了研習因明的風 潮，形成復

興之勢。《卍新纂大日本續藏經》（後文簡稱《卍續藏》）收錄

有六種該時期的因明撰著，即真界（生卒不詳）《因明入正理論

解》、王肯堂（1549-1613）《因明入正理論集解》、明昱（約

1544-1633）《因明入正理論直疏》、智旭（1599-1655）《因明

入正理論直解》，以及明昱《三支比量義鈔》、智旭《真唯識量

略解》，其中前四種為《因明入正理論》注釋，後二種為玄奘

「真唯識量」注釋。藉《卍續藏》之便，此前學界多將此六種文

本作為敘述明代因明的文獻基礎，但如此則使明代因明史的構建

局限於上述材料之中，並且完全忽視了清代的因明學術。1

然而，近年新發現了多種明清因明撰著，包括真貴（1558-

1 例如沈劍英主編，《中國佛教邏輯史》（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頁 211-217；鄭偉宏，《漢傳佛教因明研究》（北京：中華書局，
2007年），頁 278-291；張曉翔，《漢傳因明的傳承與發展研究》（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7年），頁 101-124。鄭堆編《中國因明學史》對新見清代
吳樹虛《因明入正理論後記》略有提及，但並無展開；沈海波〈新發現的清

代因明學文獻〉亦介紹了吳樹虛《因明入正理論後記》，但沈氏主要考察杭

州圖書館所藏殘本，忽略了浙江圖書館所藏的完整刻本，其描述有所欠缺。

見鄭堆主編，《中國因明學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7年），頁
142-143；沈海波，〈新發現的清代因明學文獻〉，《中華讀書報》2019年
06月 05日，版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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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明入正理論集解》、永海《因明入正理論會義》（？-

1628）、慧善（約 1624-1690）《因明入正理論略疏》、吳樹虛

（1702-1781）《因明入正理論後記》及氏著《唐三藏法師唯識

量質疑錄》。2這些曾湮沒多時的文本資料極大擴充了明清因明學

術史的文獻基礎，從根本上動搖了先前的歷史敘述。本文即基於

此部分新見明清因明文獻，結合《卍續藏》六種注釋，同時從其

他相關資料中鉤沉索隱因明相關撰述條目，嘗試重構明清因明史

之大致脈絡。3憑藉這一努力，筆者期冀可令眾多的明清因明學者

及其撰述不再湮沒於歷史，能夠重新引起注意。需要特別說明的

是：本文主要關注於歷史線索的梳理與譜系的勾畫，至於明清因

明義理詮釋方面的細緻討論，則留待後續的深入探究。4

貳、新見明清因明文獻及其因明史定位

前述新見明清因明文獻中包含四種《入論》注釋及一種「真

唯識量」注釋。此五者分佈於明清因明史各時期，如真貴《因明

入正理論集解》屬於最早期的作品，而吳樹虛的兩種注釋則最為

晚出。

2 其中，前四種《入論》注釋已於近日整理出版，即陳帥、簡凱廷編，《明清

《因明入正理論》珍稀注釋選輯》（高雄：佛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21
年），第五種吳樹虛《唐三藏法師唯識量質疑錄》並未收入。

3 清末楊仁山自日本尋回窺基《因明大疏》且於 1896年重刊，此後的因明研
究受到歐洲邏輯學、梵藏漢文獻比較等現代西方學術的影響，已與漢地傳統

的註疏之學迥然不同，因而不在本文「清代因明」的討論範圍之內。
4 關於明清新見因明文獻在義理詮釋方面的探討，可參見陳帥， 〈明清因明史
上被忽視的一環：明釋真貴《因明入正理論集解》評析〉，《佛光學報》新

7卷第 2期（2021年 7月），頁 58-67；同作者，〈從陳那到「龍樹」：新
見清代慧善《因明入正理論略疏》評析〉，《中國學術》第 44輯，即將刊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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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真貴《因明入正理論集解》

真貴，號玉菴，一作愚菴，俗姓劉，蜀東普人。真貴十二歲

時隨其父無瑕明玉（1524-1595）出家，四處遊歷問學，最後留

在北京，在好友黃輝（1555-1612）及內官監王效（生卒不詳）

等人的幫助下建慈慧寺（已不存，遺址位於今北京慈慧胡同），

並受到皇室 支持。《賢首宗乘》、《新續高僧傳》有傳，而姚

希孟（1579-1636）〈護國慈慧寺賢首宗二十五代紫衣愚菴法師

弘教開山碑〉記述其生平尤詳。5真貴自述為「賢首宗第二十五

代」，6但其撰著並不囿於華嚴，如在唯識學方面便有《成唯識論

直指》7等。8

《因明入正理論集解》目前北京國家圖書館、9山西省圖書

館 10有藏，均為明萬曆二十年（1592）刻本。一卷。無行格，四

周雙邊，白口，白單魚尾。《入論》注釋正文前有真貴〈題遮解

5 參見簡凱廷，〈被忘卻的傳統—明末清初《成唯識論》相關珍稀注釋書考

論〉，《漢學研究》第 35卷第 1期（2017年 3月），頁 239，腳註 48。
6 明．真貴，《仁王護國般若波羅蜜多經科疏科文》，《卍新纂大日本續藏

經》（後簡稱《卍續藏》）冊 26，第 515號，頁 191上 8。另參見明．姚
希孟，〈護國慈慧寺賢首宗二十五代紫衣愚菴法師弘教開山碑〉，《風

集》，收入沈乃文主編，《明別集叢刊》第 5輯冊 34（合肥：黃山書社，
2016年），頁 575-580。

7 詳見簡凱廷，〈被忘卻的傳統〉，頁 237-241。
8 真貴之生平、撰著等，亦參見簡凱廷，〈被忘卻的傳統〉，頁 237-241；陳
帥，〈明清因明史上被忽視的一環〉，頁 52-55；陳帥、簡凱廷編，《明清
《因明入正理論》珍稀注釋選輯》上冊，頁 70。

9 該館南區善本閱覽室，索書號：SB08325。該版影像檔已全本公佈於中國國
家數字圖書館「中華古籍資料庫」網站，見 http://read.nlc.cn/allSearch/searc
hDetail?searchType=1002&showType=1&indexName=data_892&fi d=41199901
5052#（檢索日期：2021年 6月 7日）。

10 暫未見，據《山西省圖書館古籍普查登記目錄》，古籍普查登記號為

140000-0501-0010529，索書號：159067，《山西省圖書館古籍普查登記目
錄》編委會編，《山西省圖書館古籍普查登記目錄》上冊（北京：國家圖書

館出版社，2016年），頁 496。



126　臺大佛學研究．第四十二期

雷同誚辭〉、慧鏡（生卒不詳）〈因明入正理論集解序〉、鎮

澄（1547-1617）〈因明集解序〉、真貴〈因明入正理論集解科

文〉以及真貴舊序。正文半頁十一行，行二十一字，《入論》本

文頂格，疏文低一格，科文低兩格。疏文之後附明濬〈因明入正

理論後序〉，末頁記有刊刻信息。11

依各篇序言所記，真貴的因明研習並無師承，也無前人成

疏參考，僅靠自己「稽考慧學，徧索諸論」。12其撰寫刊行過程

分為兩個階段：首先，真貴 1581年春遊歷至五臺山三塔寺並開

始撰寫，1583年完成初稿，並沒有主動流通該版本，但「有同

門得見者，持去脩飭，先刻散諸方矣」；其後，真貴覺得舊稿

仍有不足之處，對其加以修訂，並於 1592年刊行，現存刻本即

此修訂版本。13在此外的現存明清因明文獻中，以真界《因明入

正理論解》問世最早，雖無刊刻年月的具體記錄，但所附馮夢

禎（1548-1606）序作於 1589年，真界自跋則於 1590年，恰好

處於真貴成書過程的兩個階段之間。14真界跋自言曾「聞玉菴座

主有《因明論》解，復就諮詢，益通疑滯」，將真貴疏與自己在

雪浪洪恩（1545-1608）處請益所得相互參酌。15陳帥指出真界疏

文關於諸多關鍵概念、理論的解釋對真貴《因明入正理論集解》

多有承襲，且真貴在書前特加〈題遮解雷同誚辭〉一篇，意在聲

11 真貴《因明入正理論集解》之現存版本等信息，亦參見陳帥、簡凱廷編，

《明清《因明入正理論》珍稀注釋選輯》上冊，頁 70-71。
12 明．真貴，《因明入正理論集解》，收入陳帥、簡凱廷編，《明清《因明入

正理論》珍稀注釋選輯》上冊，頁 72。慧鏡序、鎮澄序中亦有類似記載。
13 詳參真貴〈題遮解雷同誚辭〉、慧鏡序、鎮澄序及真貴舊序，見明．真貴，

《因明入正理論集解》，頁 72-79。 
14 參見明．真界，《因明入正理論解》，《卍續藏》冊 53，第 856號，頁 906
下 22及頁 917中 24。

15 參見明．真界，《因明入正理論解》，《卍續藏》冊 53，第 856號，頁 917
中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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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己解原創且早出。16因此，真貴此書雖刊行晚於真界疏，但其

舊稿早已於 1583年完成並「先刻散諸方矣」且對真界解有所影

響，如果除 1592年刊本外亦將該舊本納入考量，那麼真貴的注

釋實際上較真界解成書更早，其 1583年舊本是已知的明清因明

文獻之中最早的一部。

二、永海《因明入正理論會義》

永海，字大會，一作大慧，潤州丹徒人，師從中興律宗的古

心如馨（1541-1616），後居北京愍忠寺（今法源寺），亦曾受

明皇室支持。《律宗燈譜》、《新續高僧傳》有傳。永海以律學

知名，以愍忠寺為中心開衍愍忠系，並撰有《佛說目連五百問戒

律中輕重事經釋》。17

《因明入正理論會義》，蘇州西園戒幢律寺藏明刻本。另

據《法源寺志稿》，該寺亦曾有藏，但今存佚待考。18西園寺藏

本原封衣已不存，以「金鑲玉」式修復，末頁有數字缺損。一

卷。無行格，四周單邊，白口，黑單魚尾。半頁十行，行二十二

字，《入論》本文頂格，疏文及科文均低一格。疏文前無序，但

在其後附有延壽《宗鏡錄》「真唯識量」兩處文句及明濬〈因明

入正理論後序〉「芟夷五分，取定三支」的解釋。無刊刻信息記

錄。19

16 參見陳帥，〈明清因明史上被忽視的一環〉，頁 65-67。
17 永海之生平，亦參見陳帥、簡凱廷編，《明清《因明入正理論》珍稀注釋選

輯》上冊，頁 174。
18 清．王樹楠、黃維翰，《法源寺志稿》，收入白化文、張智編，《中國佛寺

志叢刊》冊 3（揚州：廣陵書社，2011年），頁 216。
19 永海《因明入正理論會義》之現存版本等信息，亦參 見陳帥、簡凱廷編，
《明清《因明入正理論》珍稀注釋選輯》上冊，頁 174-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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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目前僅可得見的西園寺藏本而言，無序亦無刊刻記錄，

因此無法得知其撰寫及刊行的具體時間。永海與真貴生活時代大

致相當，那麼如何判斷二人的因明注釋孰先孰後？筆者依據永海

於《因明入正理論會義》自署「金臺愍忠寺永海述」，推斷該疏

應晚於真貴之疏。愍忠寺正統年間曾重修並改額「崇福寺」，據

《新續高僧傳》所載，該寺原有琢山明玉一派，永海到寺後「兩

派分傳，萃之一寺」。直到琢山明玉去世，其法脈衰落，而永海

「闡化既久，綿演尤眾」，該寺才恢復舊稱「愍忠寺」，永海

「遂為古愍忠一代祖云」。20琢山明玉卒年雖不可考，但今存萬

曆三十四年（1606）所立《重修崇福禪寺碑記》，記其 1601至

1602年募款重修崇福寺事。21因此，該寺復名「愍忠」至少應晚

於 1606年，《因明入正理論會義》既然署「愍忠寺永海」，自

然也就晚於 1592年刊行的真貴《因明入正理論集解》。22

該書亦無成書經過相關記錄，無法得知永海關注《入論》

並撰寫注釋的緣由。但我們可以知曉永海並非僅關注律學而已，

1629年明刻本真貴《成唯識論直指》第一卷最末附有助刻者名

單，首位即「愍忠寺大會和尚拾兩」，施銀最多。23永海、真貴

20 喻謙，《新續高僧傳》，CBETA, B27, no. 151, p. 233b, 9-15。
21 碑文內容可參見呂鐵鋼、黃春和，《法源寺》（北京：華文出版社，2006
年），頁 347-350。

22 相關討論亦參見見陳帥、簡凱廷編，《明清《因明入正理論》珍稀注釋選

輯》上冊，頁 175。另外，《帝京景物略》愍忠寺條記：「至萬曆四十六年
（1618），鎮江大會和尚開律堂寺中，依式說戒，受者數百人。註《菩薩
懺》，未竟而卒。」若依此條材料將 1618年作為永海的入寺時間，那麼其
署名「愍忠寺永海」的《因明入正理論會義》則不但明顯晚於真貴《因明入

正理論集解》，亦晚過序作於 1612年的明昱《因明入正理論直疏》及成書
於 1612年的王肯堂《因明入正理論集解》，其因明史位置便更易判斷。然
而，由於永海亦有可能早於 1618年進入該寺，而只是遲至該年才於寺中開
律堂，故此條材料並不具有足夠的證明力。見明．劉侗、于奕正，《帝京景

物略》（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 119。
23 此條材料蒙簡凱廷博士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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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同在北京，且名聲俱隆，既然永海曾為真貴助刻，那麼二人

應有來往交流，進而其研習因明之興趣與知識亦極有可能受真貴

影響。

三、慧善《因明入正理論略疏》

前述二書成於明末，而慧善此書則已入清代。慧善，字樂

修，其師為御生明善（？-1654），而明善則為《因明入正理論

直疏》作者高原明昱之弟子。慧善曾住持並重修北京南觀音寺

（已不存，遺址位於今北京手帕口南街），後奉康熙之命改住

北京西山聖感寺（今香界寺），其中興南觀音寺等部分事迹可見

於陳廷敬〈重修南觀音寺碑記〉。北京豐臺長辛店射擊場路八號

院內保存有明善、慧善師徒靈塔，明善之塔銘為「賢首正宗二十

六世御生善翁和尚塔嗣法門人慧善立大清康熙二十五年五月」，

慧善之塔銘則為「大清康熙二十九年十月初四奉聖旨殯葬欽命聖

感住持中興南觀音寺傳賢首慈恩二宗第二十七世樂修善公和尚靈

塔」，據此塔銘推測，慧善雖屬華嚴法脈，但與其師相較之下，

則更兼弘唯識之學。除《因明入正理論略疏》外，慧善曾續完其

師明善《成唯識論隨疏》，24又撰有《彌陀衷指》。25

《因明入正理論略疏》有抄本、刻本二種存世。前者藏於北

京首都圖書館，26該館著錄為清代抄本。一卷。疏文前有序。正

文半頁十行，行二十字，《入論》本文頂格，疏文低一格，科文

低兩格。後者為民國十四年（1925）長沙麓山刻經處所刻，湖

24 詳見簡凱廷，〈被忘卻的傳統〉，頁 245-248。
25 慧善之生平，亦參見陳帥、簡凱廷編，《明清《因明入正理論》珍稀注釋選

輯》上冊，頁 284。
26 該館古籍閱覽室，索書號：(丁 ) 12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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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圖書館、27臺灣大學圖書館、28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圖書

資料室等多處有藏。一卷。有行格，左右雙邊，細黑口，單黑魚

尾。有牌記，作「佛歷弍九五弍年當中華民國十四年第 乙丑小

暑節夢蓮生室主人重刊」。夢蓮生室主人即長沙麓山寺僧人釋開

悟，生卒年不詳，有《夢蓮生室印存》一冊存世。29亦有序。正

文半頁十行，行二十字，《入論》本文頂格，疏文低一格，科文

低兩格，與抄本相同，二者應係同一底本。正文末頁記「佛歷二

九五二中華民國十四（以上為雙行小字）年乙丑夏日長沙麓山刻

經處識」。正文後另有一頁記助印信息。然唯湖南圖書館藏本較

他處所藏刻本另多二行，且該本鈐開悟私印頗多，用紙亦更佳，

或原係開悟自留本。30

慧善的序撰於「清康熙丁巳孟秋七月自恣日」，即 1677年

的農歷七月十五日。此書明顯晚於《卍續藏》所收藏的四種明清

《入論》注釋。如果將此《因明入正理論略疏》與《卍續藏》四

種注釋相對比，其文字存在大量重合、相似，據筆者大略統計，

達七十餘處。因此即使僅就《卍續藏》中的材料而言，已可確定

慧善對前人注釋多有引用。而在諸種疏釋之中，慧善對明昱《因

明入正理論直疏》的引用承襲最為主要，達三十餘處。按照《因

明入正理論略疏》序中所言，慧善先在其師明善處請益因明，

「親蒙指示，始知其式」，「遂搜諸疏，再四研窮」，而後撰成

此書。31慧善受教於明善，而明善則師從明昱，在這一背景下，

27 該館古籍閱覽室，索書號：396.13/45。
28 該館總圖 5F中文線裝書，索書號：(B) 222.14 2634-2。
29 湖南圖書館藏，該館古籍閱覽室，索書號：391.2/87。
30 慧善《因明入正理論略疏》之現存版本等信息，亦參見陳帥、簡凱廷編，

《明清《因明入正理論》珍稀注釋選輯》上冊，頁 285-286。
31 清．慧善，《因明入正理論略疏》，收入陳帥、簡凱廷編，《明清《因明入

正理論》珍稀注釋選輯》上冊，頁 288-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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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善作為明昱法孫，其《入論》注釋會受到明昱較大影響也是意

料之中的情況了。此外對其他明清注釋的引用，便是其廣搜諸疏

的成果了。

四、 吳樹虛《因明入正理論後記》及《唐三藏法師唯識量
質疑錄》

吳樹虛，俗名吳穎芳，字西林，浙江仁和人。為人博學，雖

讀書精勤，但少年時曾受隶所辱，不願應試。他不但深究儒釋之

學，亦通詩文、小學、音律、金石等等，著作頗豐。佛教方面有

《唯識論文釋》、《觀所緣緣論釋》、《因明入正理論後記》、

《因明正理門論解》、《唐三藏法師唯識量質疑錄》、《大藏

摘髓》及《昭慶律寺志》等，並增訂《辯利院志》。王昶（1725-

1806）〈吳西林先生小傳〉記其生平最詳，32《文獻徵存錄》、《兩

浙輶軒錄》等亦有傳。33吳樹虛《因明正理門論解》是目前唯一

已知的明清《門論》注釋，雖已佚失，但《因明入正理論後記》

卷五有數處引用或提及該書。34

《因明入正理論後記》有抄本、刻本二種存世。抄本藏於臺

北國家圖書館。35六卷，分為三冊。白口，單魚尾。半頁十行，

32 清．王昶，陳明潔、朱惠國、裴風順點校，《春融堂集》（上海：上海文化

出版社，2013年），頁 1084-1085。
33 吳樹虛生平，亦參見陳帥、簡凱廷編，《明清《因明入正理論》珍稀注釋選

輯》下冊，頁 370。
34 例如清．吳樹虛，《因明入正理論後記》，收入陳帥、簡凱廷編，《明清

《因明入正理論》珍稀注釋選輯》下冊，頁 499等。
35 該館善本書室，索書號：311.4 08885。該本影像檔已全本公佈於臺北國家
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網站，見 http://rbook.ncl.edu.tw/NCLSearch/
Search/SearchDetail?item=1c901005925d41cb81c62e226444a0f3fDc0OTMw0
&page=&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0&HasImage=（檢索
日期：2021年 6月 7日）。2014版之後的「CBETA電子佛典集成」亦收錄
有該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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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十八字，《入論》本文頂格書，疏文及科文均低一格。刻本則

至少有浙江圖書館、36杭州圖書館、37大連圖書館、38大英圖書館 39

四處藏本。六卷，分為二冊。左右雙邊，白口，無魚尾。有牌

記，作「道光癸巳秋日宜園敬鐫」，則該本刊於 1833年。半頁

十一行，行二十四字，《入論》本文頂格，疏文低一格，科文低

兩格。二本疏文前有署乾隆十六年（1751）吳樹虛自序，刻本疏

文後附明濬〈因明入正理論後序〉。40

然而現存《因明入正理論後記》非吳樹虛一人完成，其關

於喻過的第五卷乃錢伊菴（？-1839）41所補，又由江了因（1767-

1838）在吳樹虛、錢伊菴原稿整體基礎上做了大量的增改修訂。

除疏文相關痕跡外，此方面最明顯的證據可見於刻本各卷署名：

前四卷均為「杭州信三寶人吳樹虛棄擔甫╱姑蘇染香學人江了

因手訂」，而第五卷則署「錢唐東甫居士錢伊菴補記╱姑蘇染香

學人江了因重訂」，第六卷署「杭州信三寶人吳樹虛棄擔甫╱

姑蘇染香學人江了因手錄」。錢伊菴，名鏞，世稱東甫居士，

36 該館孤山路館古籍閱覽室，索書號：普 /7421。
37 僅存上冊。該館專題文獻中心，索書號：255-5062-35785。
38 暫未見，原係羅振玉舊藏。
39 暫未見，據臺北國家圖書館「中文古籍聯合目錄」查得，見 http://rbook.ncl.

edu.tw/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8519f164988c4caba6669f17d2e
8f364fDczNzA4NQ2&page=&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
=2&HasImage=（檢索日期：2022年 1月 25日）及 http://rbook.ncl.edu.tw/
NCLSearch/Search/SearchDetail?item=dbef204c53784b33b29aaff 72ea5c9a4fDc
zNzA4NA2&page=&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2&HasIm
age=（檢索日期：2022年 1月 25日）。此二條網頁記錄均指向大英圖書館
Chin.E.34號館藏，且均將題目誤錄為《因明八正理論後記》，但前者將出
版地錄為「姑蘇？」，後者將出版地錄為「杭州？」。

40 吳樹虛《因明入正理論後記》之現存版本等信息，亦參見陳帥、簡凱廷編，

《明清《因明入正理論》珍稀注釋選輯》下冊，頁 370-372。
41 其卒年考證，見陳帥、簡凱廷編，《明清《因明入正理論》珍稀注釋選輯》

上冊，頁 50，註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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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作東父居士，生平資料較少，撰有《宗範》、《妙經句記證

釋》、《唯識隨疏翼》等。42江了因即江沅，字子蘭，號鐵君、

韜菴，室名染香菴，江蘇元和人，著名朴學學者，為江聲（1721-

1799）之孫，撰有《說文釋例》、《染香菴文集》等。其晚年

受菩薩戒，法名祖定，字了因，又號禿居士。江沅曾被龔自珍

（1792-1841）稱為自己的「學佛第一導師」。43臺北國圖抄本應

為江了因所抄，44江氏又於天頭等處寫有大量改訂文字，其中較

長文段多於段末鈐其「沅」字名章，該本三冊末頁頁邊記「辛未

二月朔學人江沅閱一過」。45刻本幾乎完全保留了此抄本中江氏

所作增改，僅於科文等部分內容稍有調整，故此抄本應為後來刻

本刊刻之基礎。

《唐三藏法師唯識量質疑錄》僅見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抄

本。46附《真唯識量私解》，共一卷。白口，單魚尾。半頁十行，

42 錢伊菴之名「鏞」出自蔣敦復〈布衣錢叔蓋闔門死難事狀〉，轉引自樊克

政，《龔自珍年譜考略》（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年），頁 289。此外，
部分學者誤將錢伊菴當作錢林，實非如此，詳見劉逸生，〈關於龔自珍佛學

導師問題〉，收入陳銘編，《龔自珍研究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4年），頁 89-92。
43 清．龔自珍，王佩諍校，《龔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
年），頁 523。

44 此關鍵信息蒙簡凱廷博士告知。
45 《因明入正理論後記》的整理刊刻並非是錢伊菴、江沅二人佛學方面唯一的

交集。二人均在佛學等方面與龔自珍、魏源（1794-1857）有所交往。龔自
珍曾修補印行明善、慧善《成唯識論隨疏》舊板，其後江沅更定部分內容又

再重刊，而錢伊菴則針對該書撰有《成唯識論隨疏翼》，參見簡凱廷，〈被

忘卻的傳統〉，頁 247-248。
46 該館善本書室，索書號：311.4 08890。該本影像檔已全本公佈於臺北國家
圖書館「古籍與特藏文獻資源」網站，見 http://rbook.ncl.edu.tw/NCLSearch/
Search/SearchDetail?item=34fa30ffe8f94c29be512e88aecdb5f0fDc0OTM10&p
age=&whereString=&sourceWhereString=&SourceID=1&HasImage=（檢索日
期：2021年 6月 7日）。2014版之後的「CBETA電子佛典集成」亦收錄有
該版本。



134　臺大佛學研究．第四十二期

行二十四字，《宗鏡錄》「真唯識量」引文頂格，釋文低一格，

《真唯識量私解》則自釋頂格，「真唯識量」引文低二格，另有

短序等若干補充內容低一格。二文前者署「杭州信三寶人吳樹虛

說」，後者簡署「吳樹虛說」，均為述稿。二文正文後均有補充

文字，一署「伊菴私記」，一署「末學錢伊菴謬錄」，故此本或

係錢伊菴所抄，或轉抄自錢伊菴錄補本。

現存明清因明注釋中，吳樹虛二書最為晚出。吳樹虛在《因

明入正理論後記》序中述其研讀各種注釋時，「臆見微有差別」

則「筆注其旁」，後加以彙抄成書，其書名「後記」即「謂後諸

師而記其說也」。47該書專設「簡別」一項，摘錄並評議先前注

釋，保存了大量明清因明研究的珍貴資料。其中不但有吳氏、林

氏、江氏對其他明清注家的討論，刻本卷五甚至含有江氏對錢氏

的批評，展現了三人因明闡發的批判性與獨立性。《唐三藏法師

唯識量質疑錄》亦如其題目所示，頗具批判眼光，對《宗鏡錄》

中的「真唯識量」解釋提出諸多質疑，再由《真唯識量私解》自

行嘗試解讀。吳樹虛、錢伊菴、江了因三人均不隸屬佛教內部傳

承，而是以居士身份探討因明，能夠更無約束地評論前人注釋、

發表自身意見，以一種相對超然的姿態收結了明清的因明撰述脈

絡。

參、明清因明研習者及文獻鉤沉

明清因明撰述遠不止前述五種及《卍續藏》各本而已，曾研

習、講解因明的僧人學者也非僅有上述諸位作者，許多作品雖已

不存，但也在歷史中留下了自己的痕跡。本節即嘗試做一鉤沉工

作，盡力蒐集各種未能有倖存世或雖存而暫未得見的因明著作，

47 清．吳樹虛，《因明入正理論後記》，頁 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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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完善明清因明全貌之勾畫。此外，有些僧人學者曾講解因明，

或者曾應用因明，前一類例如雪浪洪恩，後一類例如費隱通容

（1593-1661）：48對於前一類講解者，本文亦擇其重要者羅列於

此，49這是因為雖然其因明講解不能確定是否曾訴諸文字撰述，

但確實對明清因明傳衍譜系的形成產生了影響，是其自身的一部

分；後一類應用者雖然在宏觀語境中亦於因明學術有所影響，但

這些應用並不直接參與因明傳衍譜系本身，因而暫不贅述。

新見文獻吳樹虛《因明入正理論後記》是此鉤沉工作最為重

要的資料來源，其序中言：「此論舊疏不傳，學者甚少，明季至

今，諸師始講，自素菴、幻齋、幻居、蘊璞諸師，念西居士以及

蕅益、內衡、人能諸師，能談者多人，刻本講解者多種。」50此

句列舉出多位被先前研究所忽視的因明學者。該書「簡別」欄目

中所徵引的前人註解則直接保存多種已佚注釋的珍貴文字證據。

其次，真界《因明入正理論解》、王肯堂《因明入正理論集解》

等所附序、跋亦記錄有當時因明傳衍的部分線索。再次，則為各

種傳記、尺牘、碑銘等短文中所散落的零星資料。

48 當然，這種分類並不絕對，講解者自然也很可能是應用者。此處的分類並

非是要強行劃分出兩個截然不同的群體，而僅是表示筆者對某一方面的

側重討論。關於費隱通容對因明的應用，參見 Jiang Wu, “Buddhist Logic 
and Apologetics in 17th Century China: An Analysis of the Use of Buddhist 
Syllogisms in an Anti-Christian Polemic,” Dao 2, No. 2 (June 2003), 273-289。

49 除筆者所羅列的重要者以外，現存史料尚記載有其他一些僧人曾講解因明，

但由於依據目前所見材料尚不足以認定其確實具有學術史影響，因而略而

不錄。例如，曾於一雨通潤座下聽法的含光炤渠（1599-1666）就曾講解過
《因明入正理論》，見清．了 集，《賢首宗乘》（上海圖書館藏清刻本）

卷 7，頁 2a。
50 清．吳樹虛，《因明入正理論後記》，頁 378-379。幻居即真界，念西居士
即王肯堂，蕅益即智旭，其他皆可見於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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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雪浪洪恩及蘊璞如愚、一雨通潤

洪恩，字三懷，號雪浪，俗姓黃，曾長居南京大報恩寺，晚

年受譖被逐。51他「唱演華嚴，實發因於唯識」，52重視唯識學，曾

纂集八種文本成《相宗八要》以作為法相唯識入門書，其中即包

含《入論》。洪恩較早關注於因明，前文提及真界自言曾向「論

因明義甚悉」的三懷座主「執卷請益」，因而「頗知梗�」，

後更稱讚洪恩與真貴「開萬古羣蒙」。洪恩注意到了《入論》的

價值，並且有所講授，在明末因明復興的初始階段發揮了重要的

引領作用，但目前並不能確定洪恩是否曾撰有因明相關著述。

然而，洪恩門下的蘊璞如愚（1561-1622）、53一雨通潤（1565-

1624）則確實撰有《入論》注釋。

如愚，字蘊璞，號石頭和尚，俗姓楊，本為洪恩弟子，但

牽涉於洪恩被逐出大報恩寺事件，遭時人所詆，晚年入北京主持

金剛寺。54憨山德清（1546-1623）曾言：「吾法兄雪浪恩公按轡

51 洪恩之生平及佛學興趣可參見廖肇亨，〈雪浪洪恩初探—兼題東京內閣文

庫所藏《古響錄》〉，《漢學研究》第 14卷第 2期（1996年 12月），頁
37-49。

52 明．錢謙益，〈一雨法師塔銘〉，收入明．錢謙益，錢曾箋注、錢仲聯標

校，《牧齋初學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 1575。
53 如愚生卒年據《賢首宗乘》，生於 1561年，六十二歲卒，即 1622年。李舜
臣亦曾考訂其生年為 1561年。參見清．了 集，《賢首宗乘》卷 6，頁 5a-
6a；李舜臣，〈晚明詩文僧蘊璞如愚考論〉，《石河子大學學報（哲學社會
科學版）》第 30卷第 3期（2016年 6月），頁 107。

54 其生平可參《賢首宗乘》所附傳記及錢謙益所作小傳，見清．了 集，《賢

首宗乘》卷 6，頁 5a-6a；清．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3年），頁 714-715。但錢氏傳記貶斥如愚之傾向甚強，或有
不確之處，尚待進一步考證。例如，錢謙益言如愚在洪恩被逐事件後赴北京

並慘死該地。王肯堂《因明入正理論集解》自序言「壬子（1612）夏，蘊璞
法師結制余拙隱園中」，時王肯堂已歸鄉養病，因而如愚 1612年並不在北
京。《賢首宗乘》記「萬曆四十七年（1619），北京敕建金剛寺成，沈相國
銘鎮來請主法都城」。據李舜臣考證，洪恩被逐事發生於 1598至 1599年之
間，故如愚赴京之事當距洪恩被逐事甚久。錢氏之言即使並非全然憑空，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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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登，蘊樸愚公從而步武」，55如愚很可能受其師洪恩影響而關

注《入論》。他撰有《因明入正理論寐言》，德清曾為之作序，

述及萬曆庚寅（1590）秋，如愚曾感奇夢，又遇真界《因明入

正理論解》新成，因而作此《因明入正理論寐言》。56萬曆壬子

（1612），如愚曾將該書示於王肯堂，對後者頗有啟發。57王氏

《因明入正理論集解》中有四處明確引用該書，但其中三處將書

名錄作《寱言》。58

通潤，字一雨，自號二楞菴主人，俗姓鄭，洪恩弟子，

「經傳雪浪，論續慈恩」，注《楞嚴經》、《楞伽經》、《圓覺

經》、《法華經》等，並有《成唯識論集解》、《觀所緣緣論

釋發硎》等存世，長於註疏，以「雨之筆」名重於世。59錢謙益

〈一雨法師塔銘〉列舉其唯識學方面撰著，其中包括《因明集

釋》及《三支比量釋》。60《因明集釋》全名應為《因明入正理論

集釋》，吳樹虛《因明入正理論後記》引用該書近十處，彌足珍

少其刻意剪輯加工之跡甚重。見明．王肯堂，《因明入正理論集解》，《卍

續藏》冊 53，第 857號，頁 917下 22-23。另參見李舜臣，〈晚明詩文僧蘊
璞如愚考論〉，頁 106-110。

55 明．德清，〈因明入正理論寐言序〉，《憨山老人夢遊集》，《卍續藏》冊

73，第 1456號，頁 605下 15-16。
56 見明．德清，〈因明入正理論寐言序〉，《憨山老人夢遊集》，《卍續藏》

冊 73，第 1456號，頁 605下 16-21。
57 見明．王肯堂，《因明入正理論集解》，《卍續藏》冊 53，第 857號，頁

917下 22-頁 918上 1。
58 見明．王肯堂，《因明入正理論集解》，《卍續藏》冊 53，第 857號，頁

927上 9、927中 8、930上 14、930中 18。後三處作《寱言》。
59 通潤曾因《楞嚴經合轍》、《楞伽經合轍》二疏而將當時所居菴改名「二楞

菴」，故有「二楞菴主人」之稱。其生平、交遊、著作等，詳見簡凱廷，

〈晚明義學僧一雨通潤及其稀見著作考述〉，《臺大佛學研究》第 28期
（2014年 12月），頁 143-190。「經傳雪浪，論續慈恩」見明．錢謙益，
〈一雨法師塔銘〉，頁 1577。「雨之筆」見清．了 集，《賢首宗乘》卷

6，頁 2a。
60 明．錢謙益，〈一雨法師塔銘〉，頁 1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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貴。61

二、空印鎮澄

鎮澄，字空印，號月川，俗姓李，曾創五臺山獅子窟，講

《華嚴經》，憨山德清稱「北方法席之盛，稽之前輩，無有出其

右者。」62鎮澄曾向僧肇（384-414）〈物不遷論〉發難，認為該

論「宗似而因非，有宗而無因」，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爭論，

而在該辯論中，鎮澄即以因明作為自己的論證武器。63真貴 1583

年撰成《因明入正理論集解》初稿後，曾將其出示鎮澄，鎮澄見

後「三復斯文，不覺起舞」，大加讚賞。64據德清〈勅賜清涼山

竹林寺空印澄法師塔銘〉等材料所記，鎮澄自己亦撰有《入論》

解。65然而，鎮澄曾於「萬曆癸未（1583）中秋日」為真貴《因

明入正理論集解》作序，並未提及自己曾有同類撰述，又言當時

「大教立論洪範不明於世，而菩薩自悟悟人之道殆幾乎息矣」，

並稱讚真貴解「繼往開來，揭久蔽之神珠，發深沉之寶藏」，將

真貴之解視為彼時因明詮解的肇始之作。66此外，《因明入正理

論集解》所附同年佛誕日真貴舊序略記其撰書原由及方式，亦

未提及鎮澄或他人已有先成之作。67因此，鎮澄自己的《入論》

解至少應晚於真貴《因明入正理論集解》1583年之初稿。王肯

61 例如清．吳樹虛，《因明入正理論後記》，頁 468等。
62 明．德清，〈勅賜清涼山竹林寺空印澄法師塔銘〉，《憨山老人夢遊集》，

《卍續藏》冊 73，第 1456號，頁 658中 4-5。
63 關於該場爭辯的各種觀點與詳細經過，可參見江燦騰，《明清民國佛教思想

史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頁 101-181。
64 明．真貴，《因明入正理論集解》，頁 77。
65 明．德清，〈勅賜清涼山竹林寺空印澄法師塔銘〉，《憨山老人夢遊集》，

《卍續藏》冊 73，第 1456號，頁 658中 6。
66 明．鎮澄，〈因明集解序〉，收入陳帥、簡凱廷編，《明清《因明入正理

論》珍稀注釋選輯》上冊，頁 76-77。
67 明．真貴，《因明入正理論集解》，頁 7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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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自言萬曆己酉（1609）曾見到鎮澄此解，覺其「似又 於幻

居，而義滋淺狹」，後又將之作為自己《因明入正理論集解》的

三種參考註疏之一。68鎮澄《入論》解題目尚待進一步考察確認。

三、素菴真節及幻齋如念

真節（1519-1593），號素菴，俗姓鐘，曾於北京「遍參講

席」，「深得賢首之印」，以博學知名。69如念（1551-1588），

號幻齋，為真節在俗之侄，與真節在俗子兀齋如慧（1543-

1586）同為其高足。萬曆乙酉（1585），紫柏真可（1543-1603）

於真節處得《入論》一冊，授於王肯堂及董其昌（1555-1636）

並囑其研讀。如念「自言昔嘗講演」，為二人解說，但似乎並不

暢晰，「迄不能明」，以致董氏「蹙頞棄去」，而王肯堂則「手

錄一紙，略為科判」。70吳樹虛《因明入正理論後記》自序羅列

明清談講因明者，素菴真節及幻齋如念均在其中。71因此，真節

及如念師徒應均對因明有所研習，但是否撰有相關著述則仍有待

於進一步的考察。

四、紹覺廣承、似空廣伸及靈源大惠、內衡智銓

廣承（1560-1609），一名明理，字紹覺，俗姓潘，早年師

從大覺圓 （1525-1590），後入雲棲祩宏（1535-1615）門下，

68 明．王肯堂，《因明入正理論集解》，《卍續藏》冊 53，第 857號，頁 917
下 21-22及頁 918上 5。

69 其生平參見明．如惺，《大明高僧傳》，《大正新修大藏經》冊 50，
第 2062號，頁 912中 9-25；清．了 集，《賢首宗乘》卷 5，頁 14b-頁
15b。生年據《賢首宗乘》記其「閱世七十五」而反推得知。

70 明．王肯堂，《因明入正理論集解》，《卍續藏》冊 53，第 857號，頁 917
下 13-15。

71 清．吳樹虛，《因明入正理論後記》，頁 378-379。當然，亦可能吳樹虛之
言即基於王肯堂序中所述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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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天台、華嚴、唯識、律學等均有弘揚，曾主持杭州蓮居菴，

撰有《成唯識論》、《觀所緣緣論》等相關注釋。72祩宏《雲棲

法彙》收錄有祩宏與曾鳳儀（？-1608）的一組來往書信，曾氏

言及為其徒紹覺《因明論》、《成唯識論》二解作序，付梓前先

請祩宏斧正，祩宏答曰：「《觀緣》、《因明》二序發明二論

旨趣，言簡意盡，足名妙解。彼僧（廣承）博覽強記，亦誠可

佳。序文大為得體矣。」73二信一言《成唯識論》解，一言《觀

所緣緣論》解，有所不合，但均提及《因明》解，即廣承所撰

《入論》注釋。《因明入正理論後記》對廣承《入論》注釋引用

頗多，達十餘處，其中第一處標「紹覺師論解云」，其他處則作

「紹覺師解云」、「廣承師解云」等。74首處所標「紹覺師論解

云」中的「論解」二字或即其題目簡稱，若如此，則廣承此書題

為《因明入正理論解》。該書撰成時間待考，但為其作序之曾鳳

儀卒於 1608年，成書時間至晚亦應早於該年。

廣承的同門、祩宏的另一位弟子似空廣伸（生卒不詳）亦

對因明有所研習。廣伸，字似空，生平資料較少，有《金剛經

鎞》、《成唯識論訂正》存世。75《雲棲法彙》收有〈示似空廣

伸〉五條，其中第四條言：「諸相宗文字，如《因明》、《觀所

72 廣承生平及著作考證，參見楊維中，〈明末清初杭州蓮居系唯識、華嚴學傳

承考述〉，收入杭州文史研究會編，《杭州佛教研究．學術輯刊．2014年
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5年），頁 70-72；簡凱廷，〈明末清初
唯識學在杭州的傳衍—以紹覺廣承法系為主的考察〉，收入杭州文史研

究會編，《杭州佛教研究．學術輯刊．2014年卷》（北京：宗教文化出版
社，2015年），頁 85-87。

73 明．祩宏，《雲棲法彙》，《嘉興大藏經》（後簡稱《嘉興藏》，臺北：新
文豐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冊 33，第 277號，頁 125上。

74 清．吳樹虛，《因明入正理論後記》，頁 467、471、502等。
75 《金剛經鎞》收於《卍續藏》冊 25，第 475號。關於廣伸及其《成唯識論
訂正》，參見簡凱廷，〈被忘卻的傳統〉，頁 24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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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緣》等近各有解，可虛心參古酌今，訂正一番。」76祩宏囑咐

廣伸參考新出唯識相關註解，其中即包括《入論》。《因明入正

理論後記》解釋俱不成過處引用有一處廣伸針對他人註解之不同

意見，標「廣伸師簡曰」。77因此，廣伸應曾遵從師囑，確實撰

有《入論》注釋，但尚不能確定其標題。

此系下一代研習因明者則有廣承弟子靈源大惠（1564-

1636）。大惠，字靈源，俗姓邵，以居士身份師從紹覺廣承，又

赴北京，曾以廣承所傳唯識宗旨與玉菴真貴相交流，得到後者讚

賞，後於大會永海處正式薙髮受具。78其唯識學方面撰有《成唯

識論自考錄》，意在糾正廣承另一位弟子辯音大基（生卒不詳）

所補輯之《成唯識論疏》中的錯謬。既有此師從與交流的因緣，

故其自身留心因明亦並非意料之外。根據吳本泰（1573-？）

〈昭慶靈源禪師塔銘〉，大惠著作中有《因明論解》，全名應亦

為《因明入正理論解》。79

廣承法孫中亦有研習因明者。智銓（1609-1669），字內

衡，俗姓楊，師從廣承弟子新伊大真（1580-1650）。智銓於

天台、唯識、律學、淨土均為擅長，有《法華經玄籤證釋》、

《成唯識論音響講義》存世。80《因明入正理論後記》有兩處引用

智銓之因明註解，其一標「內衡師解云」，其二標「智銓師述

76 明．祩宏，《雲棲法彙》，《嘉興藏》冊 33，第 277號，頁 149中。
77 清．吳樹虛，《因明入正理論後記》，頁 507-508。
78 參見楊維中，〈明末清初杭州蓮居系唯識、華嚴學傳承考述〉，頁 72-76；
簡凱廷，〈明末清初唯識學在杭州的傳衍〉，頁 89。

79 明．吳本泰，〈昭慶靈源禪師塔銘〉，收入清．吳樹虛，《大昭慶律寺

志》，白化文、張智編，《中國佛寺志叢刊》冊 71（揚州：廣陵書社，
2011年），頁 316。

80 《法華經玄籤證釋》收於《卍續藏》冊 28，第 592號。關於智銓及其《成
唯識論音響講義》，參見簡凱廷，〈被忘卻的傳統〉，頁 24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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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云」。81「述義」二字或即其《入論》註解簡稱，則其全名應為

《因明入正理論述義》。

五、麥浪明懷

明懷（1586-1630），字修湛，號麥浪，俗姓黃，早年曾

師從耶溪志若（1554-1617）、雪浪洪恩、紹覺廣承、明宗廣詢

（1557-1613），「自是精研性相，洞達天賢」，後則入湛然圓

澄（1561-1626）門下，屬曹洞禪。82雖然明懷後來轉向禪宗，但

其早年階段的學習則與因明有所交集。洪恩、廣承均明確曾研習

因明，志若、廣詢則為洪恩弟子，所以明懷很可能受到此四師

影響而留心因明，故有此方面撰述。《因明入正理論後記》對

明懷僅有一例引用，位於解釋喻支無合過處，標「麥浪懷師正

義云」，「正義」或即其題目簡稱，則明懷《入論》注釋全名

應為《因明入正理論正義》。83祁承 (1563-1628)《澹生堂藏書

目》錄有「《因明論正義》兩冊兩卷」，記於麥浪明懷《宗門設

難》、《宗門寢言》條前，應即此書。84該註釋或為其轉向曹洞

禪之前的早年所成。

六、本無釋禪 

釋禪（1577-1632），字本無，俗姓張，明末滇僧，曾「大

究經藏二十餘年」，後與其師所菴真澄（生卒不詳）一同注

81 清．吳樹虛，《因明入正理論後記》，頁 493、504。
82 其生平可參見明．祁彪佳，〈會稽雲門麥浪懷禪師塔銘〉，收入清．趙甸

編，《雲門顯聖寺志》，白化文、張智編，《中國佛寺志叢刊》冊 80（揚
州：廣陵書社，2011年），頁 301-309。

83 清．吳樹虛，《因明入正理論後記》，頁 512。
84 明．祁承 撰，鄭誠整理，吳格審定，《澹生堂讀書記．澹生堂藏書目》下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頁 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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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肇論》。85據《滇釋紀》中傳記，釋禪著有《因明論隨解標

釋》，86其全名或即《因明入正理論隨解標釋》。釋禪主要活動

範圍囿於雲南，與江南的洪恩、廣承等及北方的真貴、鎮澄等均

有所距離，目前尚不確定其因明興趣是否受到前述諸人影響。

然而，一方面，釋禪之師真澄曾於北京求學，又於五臺弘法，87

或許曾受到北地因明研習者影響，進而間接影響至釋禪；另一方

面，釋禪與真澄同註《肇論》，期間亦極可能留意到明末關於

〈物不遷論〉的爭論，因而受鎮澄高舉因明的方法論影響而予以

關注。

七、紹曇成

紹曇（生卒不詳），警修真銘（生卒不詳）康熙壬辰

（1712）為《淨土生無生論親聞記》所作之跋稱其為「紹曇成

兄」。88為蕅益智旭法孫，曾住安吉靈峰寺、杭州隆興寺。智旭

曾註解包括《入論》在內的《相宗八要》，或對紹曇治學興趣

有所影響。吳樹虛為聖孚心戒（1689-1764）所作傳提及心戒少

年時「靈峰繼席紹曇大師，博學善誘，於時將宏唯識相宗」。89

西菴律然（生卒不詳）曾為省菴實賢（1686-1734）作傳，言及

實賢於康熙庚寅（1710）曾「謁紹曇法師，聽《唯識》、《楞

嚴》、《止觀》諸部」，不到三年便學有所成，「曇師即授記

85 其生平參見清．圓鼎編，《滇釋紀》，收入方國瑜編，《雲南史料叢刊》

卷 8（昆明：雲南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 101-102；喻謙，《新續高僧
傳》，CBETA, B27, no. 151, p. 83, a18-b15。

86 清．圓鼎編，《滇釋紀》，頁 102。
87 喻謙，《新續高僧傳》，CBETA, B27, no. 151, p. 394, b10-11。
88 明．受教，《淨土生無生論親聞記》，《卍續藏》冊 61，第 1168號，頁

871上 19。按智旭天台靈峰派傳法偈之「智淨真如行」，紹曇或名「真
成」。

89 清．翟灝編，清．吳樹虛增訂，《辯利院志》，白化文、張智編，《中國佛

寺志叢刊》冊 70（揚州：廣陵書社，2011年），頁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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莂，傳靈峰四世天台正宗焉」。90可見紹曇在天台之外亦對唯識

確曾有所弘傳。《因明入正理論後記》法差別相違因處引用紹曇

一條，標「紹曇師解云」，其解遭到吳樹虛批評，並評價言「此

師乃蕅益後人，守彼《直解》所說」。91紹曇成應亦撰有《入

論》註解，但其標題待考。

八、人能心宏

心宏（生卒不詳），字（或號）人能，《辯利院志》有小

傳，記其「傳台衡正宗，博究經論，融貫性相」，深究藏經，見

識獨到，且「商榷《唯識》諸疏，核定去取，卓有正見」。曾

由弟子魯璠觀玉（1690-1743）迎請至辯利院，後歸西溪蘆菴。

該小傳言人能「生平著述甚廣，惜未 布。」92《因明入正理論後

記》對心宏的引用有近十處，標「人能師解云」。93心宏應亦撰

有《入論》注釋，但其題目尚不能確定。

肆、重構明清因明史

《卍續藏》所收的六種明清因明撰述中：真界《因明入正理

論解》所附馮夢禎（1548-1606）序作於「萬曆己丑（1589）五

月二十一日」，真界自跋於「萬歷庚寅（1590）仲春晦日」；94

王肯堂《因明入正理論集解》序作於「萬曆四十年歲次壬子

90 清．彭際清重訂，《省菴法師語錄》，《卍續藏》冊 62，第 1179號，頁
259上 23-中 2。

91 清．吳樹虛，《因明入正理論後記》，頁 478。
92 清．翟灝編，清．吳樹虛增訂，《辯利院志》，頁 102-103。《辯利院志》
另記魯璠觀玉曾先後從學於警修、紹曇、人能：「親依靈峰警修大師，通其

性相；侍講於紹曇大師，明其戒律；請益於人能法師，嗣其法系。」見該

書，頁 86。
93 清．吳樹虛，《因明入正理論後記》，頁 478、486、494等。
94 明．真界，《因明入正理論解》，《卍續藏》冊 53，第 856號，頁 906下

22及頁 917中 24。



基於新見文獻的明清因明史重構　145

（1612）夏至前一日」，但序中言及其撰書「始於五月十一

日，成於是月二十日」；95明昱《因明入正理論直疏》所附心宗

大善（1571-？）序作於「萬曆歲次壬子端陽前二日」，據此時

間推測，則其成書應稍早於王肯堂前書，但其《三支比量義鈔》

撰成時間則仍待考；96智旭《因明入正理論直解》及《真唯識量

略解》為其《相宗八要直解》第一、第六部分，依據其自撰《八

不道人傳》，《相宗八要直解》成於 1647年智旭四十九歲時，

其時已入清代。97

除《卍續藏》六種及新見的五種存世文本之外，依據上節考

察，至少尚有其他十餘人曾講授因明或撰寫相關注釋。本文共統

計出二十四種可確定成書的明清因明注釋，其中包括十九種《入

論》注釋，四種「真唯識量」注釋及一種《門論》注釋。茲將其

一一羅列，結合各已知存世文本，整理為一幅表格，以期盡力

呈現明清因明撰述之概貌。98各條目排列順序依循成書時間之先

後，其中無法確定者，則依筆者判斷而暫列大致位置。

95 明．王肯堂，《因明入正理論集解》，《卍續藏》冊 53，第 857號，頁 918
中 3及上 6。

96 明．明昱，《因明入正理論直疏》，《卍續藏》冊 53，第 858號，頁 932
中 20。

97 智旭《八不道人傳》：「四十七歲，住石城，述《周易禪解》。是秋，住祖

堂。越二年，述《唯識心要》、《相宗八要直解》、《彌陀要解》、《四書

蕅益解》。」見明．智旭，《靈峰蕅益大師宗論》，《嘉興藏》冊 36，第
348號，頁 253下。此條材料蒙簡凱廷博士見告。此外，《嘉興藏》版《相
宗八要直解》最末助刻信息處記「丁亥（1647）仲夏日記於金陵祖堂」，
其中《因明入正理論直解》最末則附寂惺助刻並迴向其先父母之信息，亦記

「丁亥季春識於祖堂」。見明．智旭，《相宗八要直解》，《嘉興藏》冊

19，第 77號，頁 786下及頁 815下。
98 聖嚴法師曾作「明末唯識著作一覽表」，包含有《入論》注釋部分，但由於

當時材料有限而較簡略，僅收錄《卍續藏》四種及真貴、鎮澄、如愚之作，

其中真貴「玉菴」之「玉」誤作「王」，且成書年代等信息亦待補充。見聖

嚴，《明末佛教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年），頁 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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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明清因明撰著一覽 99

成書時間 題目 作者 存佚狀況

初版成於萬曆癸未

（1583），現存版刊
行於萬曆壬辰（1592）

《因明入正理論

集解》

真貴 存，北京國家圖書

館、山西省圖書館有

藏 1592年明刻本
馮夢禎序作於萬曆己

丑（1589），真界自
跋於萬歷庚寅（1590）

《因明入正理論

解》

真界 存，《卍續藏》第

856號

萬歷庚寅，真界解成

書後

《因明入正理論

寐言》

如愚 佚

真貴解成書後，王肯

堂解成書前

《入論》注釋，

題目待考

鎮澄 佚

待考 《因明入正理論

集釋》

通潤 佚

待考 《三支比量釋》 通潤 佚

早於 1608年 《因明入正理論

解》

廣承 佚

待考 《入論》注釋，

題目待考

廣伸 佚

晚於 1606年 《因明入正理論

會義》

永海 存，蘇州西園戒幢律

寺藏明刻本

大善序作於萬曆壬子

（1612）五月初三
《因明入正理論

直疏》

明昱 存，《卍續藏》第

858號
待考 《三支比量義鈔》 明昱 存，《卍續藏》第

861號
萬曆壬子五月二十日 《因明入正理論

集解》

王肯

堂

存，《卍續藏》第

857號
待考 《因明入正理論

解》

大惠 佚

待考 《因明入正理論

隨解標釋》

釋禪 佚

99 其中，四種「真唯識量」注釋以下劃線標示，一種《門論》注釋以波浪線標

示，其餘為《入論》注釋，不另行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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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書時間 題目 作者 存佚狀況

待考 《因明入正理論

正義》

明懷 佚

待考 《因明入正理論

述義》

智銓 佚

1647年 《因明入正理論

直解》

智旭 存，《卍續藏》第

859號
1647年 《真唯識量略解》 智旭 存，《卍續藏》第

862號
自序作於康熙丁巳

（1677）
《因明入正理論

略疏》

慧善 存，北京首都圖書館

藏清抄本，湖南圖

書館、臺灣大學圖書

館、中國社會科學院

哲學研究所圖書資料

室等處藏 1925 年刻
本

待考 《入論》注釋，

題目待考

紹曇

成

佚

待考 《入論》注釋，

題目待考

心宏 佚

自序作於乾隆辛未

（1751），後經錢伊
菴補寫，又由江了因

修訂

《因明入正理論

後記》

吳樹

虛

存，臺北國家圖書館

藏清抄本，浙江圖書

館、杭州圖書館（僅

上冊）、大連圖書

館、大英圖書館藏

1833年清刻本
待考 《因明正理門論

解》

吳樹

虛

佚

待考 100 《唐三藏法師唯

識量質疑錄》

吳樹

虛

存，臺北國家圖書館

藏清抄本

100

100 《因明入正理論後記》第 5卷對《因明正理門論解》、《唐三藏法師唯識量
質疑錄》二書有所引用，但由於卷五為錢伊菴所補，該卷之引用無法作為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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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則為筆者目力所及的全部明清因明撰述，其時間跨度自

明萬曆至清乾隆。肇始的真貴之時，唐疏尚佚，漢傳因明的知識

傳承出現斷裂，幾無任何前人成果可資參考，「有以為失傳者，

有雖演而未盡其義者」。101其《因明入正理論集解》作為明清現存

注釋中成書最早者，題名中的「集解」二字並非指集前人注釋而

解，而僅是從其他相關典籍中尋找資料，如慧鏡在序中言真貴

「於《瑜伽》、《莊嚴》、《中》、《珍》、《百》、《雜》、

《如實》、《宗鏡》、《勝》、《數》諸論、疏、錄，⋯⋯採摭

要文，緝為集解。」102真界曾稱讚洪恩與真貴於《入論》乃「開

萬古羣蒙」，確屬篳路藍縷之功。103真貴之後的因明研習則相對

順利得多，如真界曾得益於洪恩、真貴，洪恩之弟子如愚又參

考了真界當時新成之解。因明注釋日漸增多，至王肯堂時，則不

但有如念親身講解，更得到真界、鎮澄、如愚三家註解，再「以

龍樹論與清涼、永明所引因明疏鈔語參互考訂」，進而「採集諸

論有關者及三家註疏之合者，重為解釋一過」，撰成其《因明入

正理論集解》。104王肯堂之書雖與真貴前書同名「集解」，但境

況、性質皆已截然相異。105至吳樹虛時，如前引其《因明入正理

論後記》序中所列名單，因明研習已頗繁盛。

斷二書與《因明入正理論後記》撰成先後的證據。見清．吳樹虛，《因明入

正理論後記》，頁 499、510等。
101 明．真貴，《因明入正理論集解》，頁 72。
102 明．真貴，《因明入正理論集解》，頁 74-75。
103 明．真界，《因明入正理論解》，《卍續藏》冊 53，第 856號，頁 917中

17。
104 明．王肯堂，《因明入正理論集解》，《卍續藏》冊 53，第 857號，頁 917
下 8-頁 918上 6。其所言「龍樹論」指《門論》，明清因明注釋者普遍誤
將陳那名字之意譯「大域龍」當作龍樹。

105 關於真貴《因明入正理論集解》在明清因明史中的肇始地位以及真界解等後

來注釋與其之關係，亦參見陳帥，〈明清因明史上被忽視的一環〉，頁 62-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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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存資料來看，明清因明的復興可溯源至雪浪洪恩與玉菴

真貴，前者輯成《相宗八要》，將《入論》及「真唯識量」標舉

為慈恩之學門徑必須，並講學傳授，後者則留下文字注釋，嘗試

為後世學者打通此門徑。其後的明清因明研習呈現出數條清晰傳

衍線索，如如愚、通潤為洪恩門徒，真界承襲於洪恩、真貴，明

昱、智旭之學亦傳之後人。依據前文考述，筆者茲將明清因明之

中較為明確的傳衍關係繪圖如下：

表二：明清因明的傳衍譜系 106

這張圖表僅能依照現存材料簡略反映目前已知的傳衍譜系。

即使是本文所列舉的因明學者，也尚有部分人物未能歸入此圖。

大會永海《因明入正理論會義》與王肯堂《因明入正理論集解》

106 虛線方框表示其內人物雖然不屬於本文所羅列的因明學者，但卻在其他學者

的傳衍線索中不可或缺；實線箭頭表示指向端者與指出端者之間為師承關

係；虛線箭頭表示指向端者雖非指出端者之弟子，但卻曾受到其因明講解或

撰述之關鍵性影響，由其直接推動成書。



150　臺大佛學研究．第四十二期

文字有頗多相似之處，但一方面，永海、王肯堂二書撰成先後尚

待進一步考證，另一方面，永海解既然題名「會義」，那麼應與

王肯堂解相似，亦近於集釋性質，而由於王肯堂所集之鎮澄解、

如愚解尚佚，永海、王肯堂二書具體關係尚難以判斷。107吳樹虛

將素菴真節、幻齋如念師徒列為「能談者」，雖然如念的因明講

解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王肯堂的研習興趣，但從現存資料來看，

二者與其他因明學者交集不多，亦未能留下隻言片語。本無釋禪

遠離北方及江南的因明研習圈，但可能經由其師所菴真善而受到

北方風氣的間接影響。人能心宏「傳台衡正宗」，且魯璠觀玉曾

107 除「宗」、「因」、「喻」等關鍵概念、理論解釋文句的大量相似之外，二

解對「商羯羅主」名號及「唐三藏法師玄奘」之「唐」字兩處不涉及義理

之內容的解釋雷同且頗具特色（實際上，第一處關於「商羯羅主」之名及

「天」的解釋並不準確），可以作為諸多相似之處的代表：
 永海《因入正理論會義》：

 「商羯羅主」，未見的翻。〈後序〉云「粵有天主菩薩」，今釋者遂以

「商羯羅」為「天」字，然「天」之梵語自曰「提婆」，或應四字皆梵

語耳。⋯⋯
 「唐」，代名也，高祖皇帝李諱淵，為太原留守，進封唐公，後有天

下，遂為國號。⋯⋯
 明．永海，《因明入正理論會義》，收入陳帥、簡凱廷編，《明清《因明入

正理論》珍稀注釋選輯》上冊，頁 181-182。
 王肯堂《因明入正理論集解》：

 「商羯羅主」，未見的翻。〈後序〉云「粵有天主菩薩」，今釋者遂以

「商羯羅」為「天」字，然「天」之梵語自曰「提婆」，或應四字皆梵

語耳。（《卍續藏》「粵」誤作「奧」）⋯⋯
 唐高祖皇帝李淵，為太原留守，進封唐公，後有天下，遂為國號。⋯⋯

 明．王肯堂，《因明入正理論集解》，《卍續藏》冊 53，第 857號，頁 919
上 21-頁 919中 3。

 蒙一位匿名審稿專家指出，應將永海、王肯堂二解相互參稽，以考索明清因

明史的初期流衍。然而如正文所說，曾對王肯堂《因明入正理論集解》有所

影響的鎮澄、如愚二解尚佚，依據目前所掌握的材料還無法切實確認永海、

王肯堂二解間的諸多相似文句究竟涉及了哪些種注釋，因而筆者目前尚難確

定永海、王肯堂二解之關係及其背後的流衍過程，只能暫待未來進一步的研

究及新材料的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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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後問學於警修真銘、紹曇成及人能心宏，108警修真銘、紹曇成

均屬靈峰後學，因此心宏可能亦與此派頗有淵源，進而受智旭、

紹曇成等影響而研習因明。吳樹虛並不直接隸屬任何傳承譜系，

但其《因明入正理論後記》徵引極為廣博，利用了當時可以得到

的眾多明清注釋。

就本文所列諸位因明學者而言，明清的因明研習多附於慈

恩之唯識學，而唯識則又多由華嚴、天台學者兼弘。偏重華嚴一

側傳承的有真貴、洪恩、鎮澄、明昱、真節、慧善等，偏重天台

一側傳承的有真界、109智旭、紹曇成、心宏等，而廣承、明懷等

人則台賢並重。在這種景況下，雖然唯識學與華嚴、天台於義理

本身確實淵源深厚，但明清學僧對因明乃至唯識的興趣並非完全

附庸於其各自華嚴或者天台方面的門派傳承，未囿於某一特定範

圍，而是屬於明末清初部分僧人反對空疏禪風、重新重視義學的

整體風尚。例如永海作為古心如馨門下的律學大家，他之所以會

對看似與律學毫無關聯的因明產生興趣，其原因亦可在這一整體

語境下得到解釋：或許在永海看來，對於整頓教團風氣而言，藉

因明重拾義學與藉律學嚴肅修持具有類似的功效。

這種對因明的興趣進一步延伸至因明與唯識之外，作為工

具的因明被積極應用於教內乃至佛教與教外的論證及論辯之中，

例如撰有《入論》解的一雨通潤，即在其《楞嚴經合轍》、《楞

伽經合轍》、《起信論續疏》等多種注釋的義學闡發中，憑藉因

明論式來構建論證，強化表述。110在論辯方面，最典型的例子當

108 見前註 92。
109 真界之師千松明得（1531-1588）屬於天台傳承，但亦弘華嚴，並融合二
者。

110 例如，可參見明．通潤，《楞嚴經合轍》，《卍續藏》冊 14，第 289號，
頁 317下 24-頁 318上 2；同作者，《楞伽經合轍》，《卍續藏》冊 17，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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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鎮澄所引起的〈物不遷論〉論爭。鎮澄批評〈物不遷論〉「宗

似而因非，有宗而無因」，111以因明的術語及論證方式質疑僧肇

的理論，道衡（生卒不詳）亦對應地指出辯護者必須同樣藉助因

明，才能予以有效回擊：「夫澄師既以因明破肇師之宗，吾今

亦即借因明而立不遷之義，是所謂借手行拳、就路還家也。」112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因明在論辯中的應用甚至已經突破佛教的內

部邊界，出現在禪僧費隱通容〈原道闢邪說〉對天主教的駁斥之

中。113因明應用方面的積極情狀反之亦會對時人在詮釋方面的興

趣產生正面的影響，例如本無釋禪注釋《肇論》時很可能注意到

了鎮澄藉因明挑戰〈物不遷論〉的辯論事件，由此關注因明並撰

寫了《因明入正理論隨解標釋》。114

有趣的是，就現存材料而言，此一階段的因明撰述並未由教

內學僧作結，而是終於身為在家居士的吳樹虛。吳氏廣徵諸解，

並專設「簡別」欄目，將自己的不同意見「筆注其旁」，對前人

注釋加以評析，撰為《因明入正理論後記》。相較之下，《因明

331號，頁 804下 20-24；同作者，《起信論續疏》，《卍續藏》冊 45，第
764號，頁 404上 4-13；等等。

111 明．鎮澄，《物不遷正量論》，《卍續藏》冊 54，第 879號，頁 913上 11-
12。

112 明．道衡，《物不遷正量論證》，《卍續藏》冊 54，第 878號，頁 910下
1-3。

113 見前註 48。另外，本文初稿於 2021年 6月「空性、方法與現代性：林鎮國
教授七秩壽慶學術研討會」進行報告時，蒙玄奘大學劉宇光教授指教：18
世紀初，耶穌會傳教士 Ippolito Desideri（1684-1733）曾在西藏學習佛教量
論知識，並按照格魯派的論辯方式駁斥佛教教義、論證天主教教義，與藏傳

佛教辯論，目前西方學界對此事件已有多部相關研究。特此致謝！本文主要

關注明清時期漢傳佛教中的因明傳衍，藏傳佛教相關議題已超出此範圍，故

只能遺憾地將其留待後續討論。
114 針對明清因明在論辯應用層面的最新觀察，可參見林鎮國，〈晚明的因明復

興及其未完成的對論〉，收入陳帥、簡凱廷編，《明清《因明入正理論》珍

稀注釋選輯》上冊，頁 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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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正理論集解》的作者王肯堂雖然也同為居士，但王氏「採集諸

論有關者及三家註疏之合者」，儘管對前人解讀意見有所揀選，

卻並無針對性的評論。因此，吳樹虛的姿態更加獨立，為明清因

明撰述留下了一個來自佛教傳承「圈外人」的句號。115

115 當然，或許在已見資料之外，吳樹虛之後尚有其他清代學僧撰有因明注釋，

且極可能仍有因明傳承存在，所以明清因明撰述結束於吳樹虛之現象未必有

其特殊的學術史意義。因此，筆者亦避免於此現象過度闡釋，並保留開放的

態度，期待此方面資料進一步的發現與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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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construction of the History of 
Buddhist Logic in Ming and 

Qing China Based on New Materials

Chen, Shuai＊

Abstract

The history of Buddhist logic in Ming China was narrated merely 

on the basis of related texts in the Zokuzōkyō canon before, but due to 

the limitation of materials, such a narrative was far from complete and 

left out the entire Qing period. The present paper firstly examines 4 

newly discovered Ming and Qing commentaries on the Nyāyapraveśa 

and 1 on Xuanzang’s Inference of Consciousness-only, i.e., the 

Yinming ru zhengli lun jijie by Zhengui, the Yinming ru zhengli lun 

huiyi by Yonghai, the Yinming ru zhengli lun lüeshu by Huishan, the 

Yinming ru zhengli lun houji and Tang sanzangfashi weishiliang zhiyilu 

by Wu Shuxu. According to extant materials, commenting on Buddhist 

logic in Ming and Qing China started from Zhengui and ended by Wu 

Shuxu. Besides, both commentaries by Yonghai and Huishan played 

important parts in the scholarship of Buddhist logic in Ming and Qing 

China as well. Secondly, this paper makes textual research in various 

ways, and so is able to collect records of many works on Buddhist 

logic by more than ten Buddhist scholars, including Ruyu, Tongrun, 

Zhencheng, Guangcheng, etc. Based on all the new materials ab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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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works on Buddhist logic in Ming and Qing are counted, including 

19 commentaries on the Nyāyapraveśa, 4 on Xuanzang’s Inference 

of Consciousness-only, and 1 on the Nyāyamukha. Furthermore, it 

reinvestigates the lineages in Ming and Qing, adds the narrative of 

Qing, and attempts to reconstruct the history of Buddhist logic of that 

whole stage.

Keywords: history of Buddhist logic in Ming and Qing China, 

commentaries on Buddhist logic, genea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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