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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明入正理论集解》的作者及其学术价值

潘家猛 a

【摘要】《因明入正理论集解》一书，共一卷，明万历二十年（1592）刻本，现

存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据查，此书是目前为止国内发现的唯一善本。经考究，此书是

明代现存的第一部因明学注疏，它对明代真界、王肯堂、明昱、智旭等人的因明学著作

均有直接影响。该书不仅大量参考引用了陈那、澄观、玄奘等前人的典籍与思想，而且

还提出了一些新见解，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之处。为此，本文即对此书的作者、成书过程、

内容以及学术价值展开初步探究，以填补明代因明学研究之空缺。

【关键词】真贵；因明学；《因明入正理论集解》

目前，学界研究认为 b：明代汉传因明的传世著作仅有真界、王肯堂、明昱、智旭

的六部因明注疏 c。由于唐代各疏记皆散佚殆尽，明代的因明研习者得不到玄奘薪传，

罕有真知灼见，几乎是在黑暗中摸索，在许多基本理论的理解上牵强附会。d但笔者近

期在搜集相关材料时，新发现在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中华古籍库”还藏有明代释真

贵撰写的《因明入正理论集解》e（以下简称《集解》）一书，共一卷，明万历二十年

（1592）刻本。经查，此书是目前为止国内发现的唯一善本。除《宗镜录》之外，《集解》

一书大量参考引用陈那《因明正理门论》、澄观《华严经疏》以及部分玄奘译唯识宗论

典等的内容与思想，而且书中不乏正确的因明论点，并对真界、王肯堂、明昱、智旭的《因

a　 作者简介：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 

b　 参见郑伟宏：《汉传佛教因明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279 页。张忠义、张晓翔、淮芳：《汉

传因明史论》，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0年，第 118页。张晓翔：《汉传因明的传承与发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7 年，第 103 页。

c　 这六部注疏分别是真界的《因明入正理论解》、王肯堂的《因明入正理论集解》、明昱的《因明入正理论直疏》

与《三支比量义钞》、智旭的《因明入正理论直解》与《唐奘师真唯识量略解》。

d　 郑伟宏：《汉传佛教因明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278 页。

e　 此书在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的封面题名为《因明入正理论集解全》，11行 21字，行间无格，

白口，四周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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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入正理论》（以下简称《入论》）疏解有直接影响。为此，本文即对《集解》的作者、

成书过程、内容、影响与学术价值等做初步探究，以填补明代因明学研究之空缺。

一、《因明入正理论集解》的作者

玉庵真贵（1558- ？），名真贵，号玉庵，一号愚庵，蜀安岳（今四川省资阳市安

岳县）人，俗姓刘，母亲汪氏，家中共有三兄弟，居长子。生于嘉庆三十七年（1558），

卒年不详。少有夙慧，十二岁时随父亲明玉 a到播州（今贵州遵义市）楼头山的东洋海

庵主所出家。隆庆三年（1569），真贵父子二人互为师徒，从此开始遍礼名山。自万历

初年（1573）起，二人先后参访普陀、金陵、京师以及五台。万历九年（1581）春至万

历十一年（1583）秋，真贵于五台山清凉寺挂锡，并在此礼拜《华严经》。万历十二年

（1584），重回京师碧峰寺礼拜《法华经》。真贵在外游学十几年，期间“年德日亦长，

多亲讲肆，听习《华严》《法华》《楞严》《圆觉》《唯识》诸经论。”b

至中年，真贵“游化京师，法教日盛。初结茶庵，渐成丛席。朝廷闻师名，乃易

庵为慈慧寺。”c万历二十年（1592），真贵自蜀入燕弘法之时决心筹募建寺。后圣母

李太后闻真贵之名，遂捐资建寺并赐名慈慧，至万历三十年（1602），慈慧寺方才修建

完成。现存《勒赐慈慧寺十方禅院园地碑记》d详细记载了真贵主持筹建慈慧寺的经历，

真贵也因此被誉为“京师慈慧寺开山比丘”。真贵主持慈慧寺时，由于“博学，深于禅理，

士大夫多与之游。”e

晚年，真贵在慈慧寺“钦依皇坛承旨讲经论，赐紫玉环比丘”。f自中年弘法京师

起，真贵“登讲席者，四十余载，垂老不倦，平等接人，开示无数。注经先有《楞伽》

《唯识》《佛医》，佛事有《药师科》《圆觉灯》。《仁王经》，其最后近耄年矣。”g

真贵的著述，现存《因明入正理论集解》一卷、《楞伽科解》十卷 h、《楞伽科解科》

a　 真贵的父亲即后来京师慈慧寺的无暇明玉法师。无暇明玉（1524-1595），字无瑕，俗姓刘，西蜀安岳龙居人。

关于无暇明玉的生平传记，详见憨山德清的《慈慧寺无瑕玉和尚塔铭》，收于《憨山老人梦游集》卷第二十九，第 670 页

下至第 671 页中。

b　（明）憨山德清：《憨山老人梦游集》卷第二十九，《卍新续藏》第 73 册，第 670 页下。

c　（清）西怀了惪：《贤首宗乘》卷六，上海图书馆藏清乾隆十七年刻本，第 11 页。

d　（明）陶望龄撰：《勒赐慈慧寺十方禅院园地碑记》，《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五十八册，

第 136 页。

e　（明）孙承泽纂：《天府广记》，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 年，第 588 页。

f　（明）真贵：《仁王经科疏（并叙）》，《卍新续藏》第 26 册，191 页上。

g　（明）石万程：《仁王护国经科疏跋》，《卍新续藏》第 26 册，第 306 页上。

h　 真贵的《楞伽科解》十卷与《楞伽科解科》一卷均未收入藏经，目前可见1997年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楞

伽科解》（内含《楞伽科解科》一卷）一书，此书是影印安徽省芜湖佛经流通处的木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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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卷、《成唯识论直指》十卷a、《仁王经科疏》五卷b、《仁王经科疏科文》一卷、《仁

王经科疏悬谈》一卷。真贵“自署嗣贤首宗二十五世”c，法嗣有二人：敬贤忠、湛一

肫，又法孙一人：云外阔。综合而言，真贵于华严、天台、唯识、因明、禅等皆有所得，

但以华严、唯识的传习为主。

二、《因明入正理论集解》的成书过程

《集解》共分序言、正文、后序三个部分。在正文前依次收录有真贵《题遮解雷

同诮辞》、慧镜《因明入正理论集解序》、空印镇澄《因明集解序》、真贵《因明入正

理论集解科文》、真贵《因明入正理论集解并序》5 篇文章。在正文之后附有唐代明濬

撰写的《因明入正理论后序》以及此书的刊刻信息。根据序文的落款日期可知，镇澄与

真贵的序言写于万历十一年（1583），但慧镜的《序》与真贵的《诮辞》则分别写于万

历十九年（1591）与万历二十年（1592）。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前两文是真贵刚完成书

稿时所作，后二文是《集解》刊刻时所加。

万历九年（1581），真贵开始撰写《集解》。关于《集解》的撰写缘由，真贵自述：

“贵少游讲席，见因明论文，古之诸彦取引于经疏多矣。前辈至此有以为失传者，有虽

演而未尽其义者。贵于是时，每不临文太息，以未能贯通为恨。万历辛巳于清凉山中，

因挂锡稽考慧学，遍索诸论，穷三支立破之义，越二载引文，初出一草，聊为《集解》，

自究遗忘。”d真贵早年游学时曾于讲席见到《入论》，但由于前人对此或以为失传或

有演而未尽其义，真贵于是只能临文感叹自己不能贯通其义。至万历辛巳年（1581），

真贵到五台清凉山挂锡参学时便在此遍索诸论，穷究宗因喻三支立破之义，历时两年引

文方才完成《集解》一书。

在《集解并序》中，真贵还说明了此书的参考依据。“至阅慧宗，幸获斯论。躬

持披玩，神鬼交驰。再复幽文，罔窥涯矣。及览《中》《珎》《百论》《宗镜》等文。

拟同立破为宗，言生智了为体。原其比量驱情与《中》《百》通衢，显智冥真并《楞伽》

共辙。所谓论依经立，良有以也。于是不厌效颦，扩其著述，类置论下，题云《集解》。

非敢布诸讲肆，但以私备遗忘耳。”e真贵“不厌效颦，扩其著述”，最终在参考《宗

a　 真贵的《成唯识论直指》十卷一直未收入藏经，现藏上海图书馆古籍部，明崇祯二年（1629）刻本。目前学界

对此书尚无专文研究，笔者另有专文加以论述。

b　 真贵的《仁王经科疏》五卷、《仁王经科疏科文》一卷、《仁王经科疏悬谈》一卷均收录于《卍新续藏》第26册。

c　（清）西怀了惪：《贤首宗乘》卷六，上海图书馆藏清乾隆十七年（1752）刻本，第 11 页。

d　（明）真贵：《因明入正理论集解》卷首《题遮解雷同诮辞》，明万历二十年刻本。

e　（明）真贵：《因明入正理论集解》，明万历二十年刻本，第 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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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录》《楞伽》等文义的基础上完成《集解》。根据此序的落款“万历葵未岁佛诞日述

于台山三塔藏经堂”，真贵写完《集解》的准确时间应该是万历葵未即公元 1583 年农

历四月初八，地点在五台山三塔藏经堂。

真贵在五台清凉山创作《集解》一事在空印镇澄为他所做的《因明集解序》中得

到印证，“于是有巴蜀沙门玉庵贵师，挂锡蓟门，肄业讲席，每滞斯文，适增长慨。

属万历辛巳春，游于清凉之阿，值三塔而休焉，遂乃冥搜诸论，稽覈群章，或以义求，

或以文据，方为斯解。今年葵未夏，持草示余。余三复斯文，不觉起舞。……览既书此，

聊记时事云。”a根据序文，当时的蜀僧玉庵真贵于万历癸巳（1581）春游清凉时便开

始“冥搜诸论，稽覈群章”撰写《集解》，至万历癸未（1583）夏完成书稿并交付镇

澄阅览。镇澄在阅览后不矜赞叹并为真贵的书稿作序。据此序的落款“万历癸未中秋日

燕山广应寺沙门空印镇澄书于北台之龙门”可知，此序写于万历癸未（1583）中秋日，

地点在五台山北台龙门，此时镇澄的僧籍还在燕山广应寺。

真贵虽然在 1583 年就写完《集解》，但一直到 1592 年《集解》才正式刊刻。据《集

解》文末记述，《集解》是由当时的“内官监太监掌甲字库事信官王効、马祥”发心刻印，

“广阳高国才沐手书”“古燕赵文奎刻”，刊刻时间为“大明万历二十年八月中秋日”。

真贵之所以很晚才刊刻《集解》，可能与他一直在外参访游学，缺乏良好的刊刻条件有关。

据考察，真贵离开五台后于 1584 年到京师碧云寺参学，之后回归川蜀，直到 1589 年太

监王効等邀请真贵父子赴京后才开始定居北京。至 1592 年真贵已定居在京师慈慧寺弘

法，此时出于弘法需要遂刊刻《集解》一书。真贵在文中说到：“偶法门之同志者，重

见余稿，佥曰：‘兹论刻解者众，而公引据颇得其旨，但疏繁杂删正之功耳。盍不寿梓

流通以益他乎？’由是取正有道，删去繁衍，欲灾木以通诸方。”b真贵的同行见到《集解》

的书稿后均认为此书注疏颇得其旨但稍显繁杂，于是真贵在删去原稿的繁衍后再刊刻。

万历二十年（1592），真贵在刊刻《集解》时特别作了《题遮解雷同诮辞》一文

放在篇首。真贵写此文的目的是为了消除人们对他的《集解》与其他人所作《入论》

疏解之间存在雷同的误解。真贵说道：“唯恐高明之士，后见余解者，不免雷同之诮，

殆不知庄周之为蝴蝶，蝴蝶之为庄周也。故首题遮辞而预告焉。知我罪我，不暇计也。”c

真贵之所以做此声明，其实是因为他原先作的《集解》书稿被其他同门发现后加以修饰

抢先拿去刊刻。真贵对此说道：“有同门得见者，持去修饰，先刻散诸方矣。然余昔出

a　（明）真贵：《因明入正理论集解》卷首《因明集序》，明万历二十年刻本。

b　（明）真贵：《因明入正理论集解》卷首《题遮解雷同诮辞》，明万历二十年刻本。

c　（明）真贵：《因明入正理论集解》卷首《题遮解雷同诮辞》，明万历二十年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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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草，果获尽其详，得公于人，而志首亦足。又何是非人我，而较先后之得失哉！”a

文中的同门真贵并没有明说是谁，但笔者以为此事应当与真界幻居刊刻《因明入正理论

解》有关。

万历十八年（1590），真界幻居的《因明入正理论解》刊刻于世。在文末的跋文中，

真界提道：“又闻玉庵座主有《因明论解》，复就咨询，益通疑滞。夫二师之于是论，

诚可谓开万古群蒙。而余也何幸，与领金錍之惠，然得失疵美，亦互有焉？乃不愧暗钝，

参酌异同，笔削可否，兼之摭清凉《疏钞》《宗镜》诸书，集为此解，以备遗忘，亦井

蛙自见其天也。”b

据此材料，真界曾向真贵详细咨询过《入论》的论解，并且真界在写《因明入正

理论解》时也说到自己是在参酌真贵与他人异同的基础上进行删减补充。从时间上看，

在当时除了真界的《因明入正理论解》一书比真贵的《集解》提早刊刻之外，并没有其

他的论解刊刻于世，所以真界极有可能是看了真贵的《集解》手稿后抢先加以修饰并提

前刊刻。而且，从内容上看，笔者通过对真界《入论解》与真贵《集解》进行比对后发现，

除论题的解释不同之外，真界的《论解》居然与真贵《集解》的内容多有重合，但真贵

的解释却又比真界的注解更为全面深入。由此，可以确定真界的《入论解》在很大程度

上截取了真贵《集解》的内容。

三、《因明入正理论集解》的内容

《集解》的正文内容由“初通释名题”和“二别解文义”两部分构成。第一部分的“通

释名题”，真贵从“初所制论题”“二能作人号”“三译主时名”三个方面来对《入论》

的题解、作者以及译者进行说明。在题解方面，真贵认为“因明入正理论”的题名包

含有三种释义，即“一、因果即因明也；二、理智即明入理也；三、教义即全题也”。

第二部分的“别解文义”，真贵依照《入论》“总颂——长行——结颂”的内容顺序，

先依总颂统标“八门二益”，再据长行“依标别释义相”，最后根据结颂“略指广归余处”。

首先，“初总颂统标八门二益”，真贵先对《入论》“能立及能破，及似唯悟他；

现量与比量，及似唯自悟”的总偈颂进行统标。在此，真贵引用唐代清凉澄观的《华

严经疏》从总体上统标偈颂中“真能立、真能破、似能立、似能破、真现量、真比量、

似现量、似比量”的“八门”以及“自悟、悟他”的“二益”。

其次，“二长行依标别释义相”，真贵先指出此“八门二益”能够总括与统摄《摄

a　（明）真贵：《因明入正理论集解》卷首《题遮解雷同诮辞》，明万历二十年刻本。

b　（明）真界：《因明入正理论解》，《卍新续藏》第 53 册，第 917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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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论》《成唯识论》《瑜伽师地论》《中论》《百论》《庄严经论》等诸论的立正破邪义。

接着，真贵依次按照“释真能立门”“释似能立门”“释真现量门”“释真比量门”“释

似现量门”“释似比量门”“释真能破门”“释似能破门”的顺序来对因明的真能立

（宗、因、喻三支）、似能立（似宗、似因、似喻及其三十三种过失）以及现量、比量、

似现量、似比量、真能破、似能破的“八门”要义进行详细的解释。这部分内容是《集

解》一书的重点所在，其中“释真能立门分二”“释似真能立门分四”又是重中之重，

占全书的一半篇幅以上。真贵对“八门”的释义，概括如下：

（一）“释真能立门”，真贵先说明“能立”的成立有两种含义：一是宗、因、

喻三支皆名能立，二是但取因、喻二法为能立。接着，分别阐释宗、因、喻三支之义。

在阐释宗之极成义时，真贵强调作为宗依的前陈与后陈、能别与所别都必须立敌双方共

许方谓极成，否则即犯过失。在解释因之三相即“遍是宗法性、同品定有性、异品遍无性”

时，真贵依据陈那等的说法着重说明“因于异品遍无，显因于同品定有”“由同有异无

方能遍是宗法”之义。在阐释“喻”支之义时，真贵认为“喻”有“体”有“依”，“喻依”

即喻之形状，如瓶、虚空，“喻体”即喻中义性，如作、非作等，而且在谈及“因”与“喻”

的关系时，真贵还指出“喻体必不离因”，以离因之喻必不能证所立宗义。在对“同法喻”

与“异法喻”进行解释之后，真贵对能立义名进行总结，认为“三支必具多言方成能立

之量也”。

（二）“释似能立门”，真贵分别对“似宗”的九种过、“似因”的十四种过、“似

喻”的十种过进行分析。“似宗”九过的解释分“释相违五过”与“释极不成四过”两

部分进行。对“似因”十四种过的解释依次按“释不成义四过”“释不定义六过”“释

相违四过”的顺序进行分析。“似喻”十种过的解释分“释同法喻五过”与“释异法喻

五过”两方面说明。此部分内容较为繁杂，但真贵对“释能立门”共三十三种过失的解

释较为充分与明细。

（三）“释真现量门”，真贵先对“自悟”的现量、比量二义进行分析。真贵在参照《宗

镜录》等论典的基础上总结出现量、比量各具有三义。“现量三义”，即“一、心照境义；

二、唯一心义；三、智藉根依义。”“比量三义”即“一、心度境义；二、唯一心义；三、

心仗境与义。”接着，真贵解释由无分别智而使现量得成，此无分别俱“通识”与“通

智”二义。

（四）“释真比量门”，真贵先说明真比量是藉因缘相应智而起，后对现比二量

进行总结。

（五）“释似现量门”，真贵先以“似现”与“异转”二义来说明“似现量”一名，

接着说明“似现量”古有五种释义。另外，真贵依《宗镜录》提出“无分别心”不分明

冥证境与“有分别心”妄谓分明得境自体均名“似现量”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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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释似比量门”，真贵先以“似因智”与“似义智”二义的解析来说明“似

比量”一名，接着说明由似因所生智不能令人生正解故名似比量。

（七）“释真能破门”，真贵说明“真能破”即能丝毫无缪地指出敌方能立宗、因、

喻上所犯的三十三种过失，令他人开发晓悟。

（八）“释似能破门”，真贵在解释“似能破”即不能显示他宗能立过失之义后，

还提到陈那《正理门论》中的“似能破”过失义有十四种相。最后，真贵对《入论》文

末的偈颂做出解释，指出《入论》的归旨。

四、《因明入正理论集解》的学术价值

真贵《集解》一书对明代的因明研究有着重大的影响与推动作用，此书有助于学

界更好地厘清汉传佛教因明学在明代传承与发展史上的若干问题。其影响与学术价值，

分四点阐释如下：

其一，从成书时间上，《集解》是明代第一部因明注解，此书的创作开启了明代

因明疏解的历史先河。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以为明代因明的传世著作仅有六种，分别是真界的《因明入

正理论解》、王肯堂的《因明入正理论集解》、明昱的《因明入正理论直疏》与《三支

比量义钞》、智旭的《因明入正理论直解》与《唐奘师真唯识量略解》。a因而，学界

对明代因明的研究也仅围绕真界、王肯堂、明昱、智旭这四人进行。实际上，在这四人

研习因明之前，真贵早已开始研读因明，并完成《集解》的创作。自真贵《集解》之后，

明代有关因明的疏解才陆续问世。

关于明代因明疏解的情况，王肯堂在《因明入正理论集解自序》中曾做出说明。

根据王肯堂的《自序》，自万历乙酉（1585）开始至万历己酉（1609），先后出现四部《入

论》疏解。万历乙酉（1585）仲秋，王肯堂在金陵摄山素庵法师阁上第一次见到《入论》，

当时“素庵之嗣幻斋，令为余二人解说”b，但“迄不能明”c，他只好“手录一纸，

略为科判，藏之巾笥”d。万历乙酉（1585）末，王肯堂访密藏禅师时看到真界幻居的

注解，但认为此解“虽晣于幻斋，而汶汶犹故也。”e万历己酉（1609），王肯堂在何

a　 郑伟宏：《汉传佛教因明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279 页。

b　（明）王肯堂：《因明入正理论集解自序》，《卍新续藏》第 53 册，第 917 页下。

c　（明）王肯堂：《因明入正理论集解自序》，《卍新续藏》第 53 册，第 917 页下。

d　（明）王肯堂：《因明入正理论集解自序》，《卍新续藏》第 53 册，第 917 页下。

e　（明）王肯堂：《因明入正理论集解自序》，《卍新续藏》第 53 册，第 917 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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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所斋中第一次见到空印镇澄的论解时说到“似又晣于幻居，而义滋浅狭，意颇少之。”a

万历壬子（1612）夏，王肯堂在自己的拙隐园中见到蕴璞法师的论解，觉得此论解“开

卷暸然，具有定见，非余揣摩依傍者比也。至以龙树论与清凉、永明所引因明疏钞语，

参互考订，则所牴牾亦复有之。”b于是王肯堂“因采集诸论有关者，及三家注疏之合

者，重为解释一过”c，最终在万历壬子五月二十日写成《因明入正理论集解》一书。

可见，在王肯堂之前，先后有真界、镇澄、如愚三家《入论》注疏。另外，同年还有高

原明昱的《因明入正理论直疏》问世。智旭《因明入正理论直解》的问世比此更晚。

综上可知，明代共有玉庵真贵、真界幻居、空印镇澄、蕴璞如愚、王肯堂、高原明昱、

藕益智旭等7人作成《入论》疏解。从成书时间上看，真贵的《集解》于1583年最早写成，

其他 6 人的《入论》疏解均是此后所作。而且从前文分析可知，真界与镇澄都曾仔细研

读过真贵的《集解》书稿，其疏解很明显受真贵《集解》影响。同时，王肯堂的疏解又

直接参考自真界与镇澄二人，因此也会受真贵《集解》影响。就此而言，真贵《集解》

的创作拉开了明代研习因明的序幕。

其二，从思想影响上，真贵《集解》的思想观点对真界、王肯堂、明昱、智旭的《入

论》疏解有着很深影响。目前学界对真界、王肯堂、明昱、智旭四人《入论》疏解进行

研究的诸多观点与问题实际上均可在真贵《集解》一书中找到不少根据与答案。以下，

试举三例作为说明。

关于“能立”二义，学界一直以为是真界的观点，并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一见

解是我们所能见到的汉传因明关于能立二义的最早最明确的解释，纠正了窥基《大疏》

的错误。”d但真界关于“能立”二义的说法其实是沿袭自真贵。真贵在《集解》中说道：

“然能立有二：一者，三支皆名能立，为欲成立有为法之中自性、差别二种义故。……

唯此三分，说名能立。二者，但取因、喻二法为能立，以因即宗家因由所立，喻乃因中

一分义摄，由因与喻成立宗义，故名能立。”e真贵认为“能立”包含二义：一是由宗、因、

喻三支成立“能立”，此与“似能立”相对；二是把同一个三支论式内的宗支看作所立，

因、喻二支为能立，由因与喻成立宗义，即名能立。对照真界的原文 f，真界与真贵的

a　（明）王肯堂：《因明入正理论集解自序》，《卍新续藏》第 53 册，第 917 页下。

b　（明）王肯堂：《因明入正理论集解自序》，《卍新续藏》第 53 册，第 917 页下。

c　（明）王肯堂：《因明入正理论集解自序》，《卍新续藏》第 53 册，第 917 页下。

d　 郑伟宏：《汉传佛教因明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281 页。

e　（明）真贵：《因明入正理论集解》，明万历二十年刻本，第 9页。

f　 关于能立二义，真界说道：“然能立有二：一、三支为能立，以宗、因、喻多言，名能立故。二、因喻为能立，

以因即宗家之因，喻乃因中所摄，由因与喻成其宗法，故为能立。此即以宗为所立也。今观论文，能立通三。”见（明）真界：

《因明入正理论解》，《卍新续藏》第 53 册，第 910 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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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相同，但真贵在文中还引用《瑜伽师地论》与澄观的《华严经疏》进行分析阐释，

真界却无其他解释，由此真界应当沿用真贵的说法。可见，真贵不仅参考前人注疏，而

且还能发现其不足并予以纠正。

关于“因有二种，谓生因、了因”的含义，学界认为王肯堂在《因明入正理论集解》

中的解释与窥基《因明大疏》中关于因的解释完全吻合，无论是义理的解释，还是所举

的事例。如果没有其他参考资料，而仅仅从《因明入正理论》里面是体现不出来的。a

此说认为唐代窥基的《因明大疏》至明代早已佚失，王肯堂对“因有生、了二因”的解

释 b只可能参照自其他材料，但王氏的观点参考自何处学界一直不明。其实，王氏的观

点直接参考自真界的《因明入正理论解》，书云：“然上因性有其二种：谓生因、了因。

生因如种生芽，了因如灯照物。此各有三。生因三者：一、言生因，二、智生因，三、

义生因。了因三者：一、智了因，二、言了因，三、义了因。广如《龙树论》说。”c

但真界的解释并非原创，他的观点与内容实则摘抄自真贵《集解》。真贵说道：“按龙

树论中，因通生、了二种。生因如种生芽，了因如灯照物。此各有三。生因三者：一、

言生因，二、智生因，三、义生因。谓以有言故生智，以有智故生义。了因三者：一、

智了因，二、言了因，三、义了因。谓以有智故了言，以有言故了义。”d可见，真贵

是直接参照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e来解释“因有生因与了因二种”，真贵的解释与

窥基的《因明大疏》f完全吻合。真界与王肯堂的解释直接源自真贵《集解》。

关于“宗体”的释义，学界认为明代真界、王肯堂、明昱的解释都存在相同的错误，

即他们都以后陈的能别法作为宗体，不符合后陈与前陈和合方为宗体的新因明正义。真

界对“宗体”解释道：“能别即后陈，谓所立宗体也。”g学者认为真界以宗后陈能别

为宗体的解释因循古师之说，重复古因明师的错误。h与真界等所犯错误不同，真贵《集

解》对“宗体”的解释却颇合因明正义。真贵说道：“故虽后陈为宗，若未与前陈和合

a　 张晓翔：《汉传因明的传承与发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22 页。

b　 王肯堂说道：“因有二种：谓生因、了因。生因如种生芽，了因如灯照物。然此二因：各有三种。生因三者：一、

言生因，二、智生因，三、义生因。了因三者：一、智了因，二、言了因，三、义了因。因具三相，名为正因。”见（明）

王肯堂：《因明入正理论集解》，《卍新续藏》第 53 册，第 918 页中。

c　（明）真界：《因明入正理论解》，《卍新续藏》第 53 册，第 911 页上。

d　（明）真贵：《因明入正理论集解》，第 18 页。

e　 真贵所说的“龙树论”实际应是印度陈那所著的《因明正理门论》，真贵误将陈那认作龙树，下有详释。

f　 窥基解释道：“因有二种：一、生，二、了。如种生芽，能起用故，名为生因。故《理门》云：非如生因，由

能起用。如灯照物，能显果故，名为了因。生因有三：一、言生因，二、智生因，三、义生因。言生因者，谓立论者立因

等言，能生敌论决定解故，名曰生因。”见（唐）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大正藏》第 44 册，第 101 页中。 

g　（明）真界：《因明入正理论解》，《卍新续藏》第 53 册，910 页上。

h　 郑伟宏：《汉传佛教因明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28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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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者，未许，尤是宗依，未名宗体。故奘师云：‘前陈、后陈和合为宗了。立者即许，

敌者不许，立敌共诤，名为宗体。’是知能所未合，但依非体。”a真贵引用玄奘的观

点来说明如果能别的后陈与所别的前陈二者不能和合而立，那么后陈就只能依旧作为宗

依而非宗体。可见，真贵的《集解》直接继承了唐代玄奘的因明论点。

其三，在观点见解上，真贵《集解》不仅继承了前人论疏的观点，而且还提出了

自己的一些因明创见，进一步丰富了因明的思想。

除了以上“能立”二义的新观点外，真贵在“因明入正理论”的题解上也很有创

见地提出了三种释义的新说。一、因果，即因明也。真贵认为因是诸法始生之缘由，明

即无漏慧根之智慧，由立量为因，引生敌智为果，因果合举即为因明。二、理智，即明

入正理也。真贵认为“入正理”即由理智来悟入，分为两种：一是由比量生智则入道理，

二是由现量证智则入性理。三、教义，即全题也。“因明入正理论”之全题即表示此论

作为破邪显正之教义。

又在现量与比量之义上，真贵提出了现、比二量各具三义的新解。“现量三义”：一、

心照境义，即前五识依所依根于现在世缘现有境时所具有的现量之义。二、唯一心义，

谓现及量具属识心，即明了意识、定中意识及第八识能缘见分所具有的现量之义。三、

智藉根依义，谓现属根，量属心，根是所依，心是能依。即以无分别智正解心、心所为

体，缘现境时明了显现得法自性。真贵在解释现量所具的“心照境义”和“唯一心义”

时分别以《宗镜录》的“现之量”与“现即量”二义 b作为根据，但又增加了“智藉根

依义”。“比量三义”：一、心度境义，谓比属境，量属心，立者以心推度前境生正解。

二、唯一心义，谓比、量具属心。立者以心度前境时即以比念为己心量，无别能比并所

量。三、心仗境量义，谓比属境，量属心，以能缘心仗外所所比境界而立。真贵通过心、

境关系来对比、量进行解释的做法较为独特，在此前的解释中未有呈现。

其四，从注释材料上，真贵在《集解》一书中大量参考引用印度陈那《因明正理门论》、

唐代澄观的《华严经疏》、宋代延寿的《宗镜录》、宋代子璇的《起信论疏笔削记》以

及玄奘译《瑜伽师地论》《阿毗达摩杂集论》等资料。

这些参考资料的引用大大超出了学界原先对明代因明注疏参考材料的理解。长期

以来，学界一直认为明代的因明注疏只可能根据《宗镜录》等有限的文献来展开。譬如，

张忠义等曾说道：“但是除了对《宗镜录》内容的引用比较完整外，（明代）诸疏解中

对窥基《因明大疏》以及陈那的《因明正理门论》的引用也仅是只言片语，至于玄奘门

人关于因明理论的大量著作，却未见提及。明代中后期虽然开始重新认识因明，但由于

a　（明）真贵：《因明入正理论集解》，明万历二十年刻本，第 13 页。

b　（宋）永明延寿：《宗镜录》卷第四十九，《大正藏》第 48 册，703 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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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发挥的余地有限。”a但笔者发现：除了参考《宗镜录》之外，

《集解》一书还大量引用陈那、澄观等前人的论疏内容与思想，而且文中还多处论及玄

奘及唯识宗关于因明的观点。

譬如，在解释论题、能立三支、因三相、似能破门等要义时 b，真贵大量引用陈那

《因明正理门论》的内容与观点。真贵在文中并没有直呼“陈那”及其《理门论》之名，

而是以“龙树”与“龙树本”指称。这是因为唐代翻译时直接把《理门论》c的作者写

成“大域龙菩萨造”，真贵不知“大域龙菩萨”即陈那，故误以“龙树”之名相称。明

代的王肯堂也犯有此类错误 d。但瑕不掩瑜，从所引内容及观点上看，真贵无疑确指陈

那及其《理门论》。又在解释《入论》题目、“八门二益”、能立三支、真现量、似现

量等时，真贵直接引用澄观《华严经疏》的内容与观点。e延寿的《宗镜录》主要用以

解释因之十四过、释有法自相相违、释真现量门、释似现量门等内容。f

玄奘所译《瑜伽师地论》g与《阿毗达摩杂集论》h的内容观点也广泛应用于《集解》

之中。而且文中还多次引用玄奘的观点，如“如奘师立真故极成色等是也”i“故奘师云：

前陈后陈和合为宗”j“奘师云：立敌共诤一有法，因喻各异，皆具三相”k等。又《集解》

中曾引用《唯识疏》的观点，即“《唯识疏》云：谓若是觉、乐、苦、欲、嗔、勤勇、行、

法、非法。九德和合因缘，能起智相，名我。”l又“《唯识疏》云：欲作事时，先生

策励，此名勤勇。”m从所引内容来看，此处所引的《唯识疏》内容与唐代智周 n、窥

a　 张忠义、张晓翔、淮芳：《汉传因明史论》，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2010 年，第 120 页。

b　 真贵引陈那《因明正理门论》的内容，见《集解》第 6、8、13、14、15、17、18、56 等页。

c　 《因明正理门论》，又称《正理门论》《理门论》，印度因明学大师陈那著，全一卷。此书有两个译本：一是，

玄奘在贞观二十三年（649）所译的《因明正理门论本》一卷；二是，唐代义净于唐景云二年（711）所译的《因明正理门论》

一卷。

d　 详见张晓翔：《汉传因明的传承与发展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111、112 页。

e　 真贵引用澄观《华严经疏》的内容，见《集解》第 4、6、10、14、41、51、52、53 等页。

f　 真贵对《宗镜录》的参考引用，见《集解》第 28、40、49、53、54 等页。

g　 见（明）真贵：《因明入正理论集解》第 9、13、16、17、19、29 等页。

h　 见（明）真贵：《因明入正理论集解》第 10、12、13、50 等页。

i　（明）真贵：《因明入正理论集解》，第 6页。

j　（明）真贵：《因明入正理论集解》，第 13 页。

k　（明）真贵：《因明入正理论集解》，第 36 页。

l　（明）真贵：《因明入正理论集解》，第 26 页。

m　（明）真贵：《因明入正理论集解》，第 34 页。

n　 智周的说法为：“有云：和合即和合句。由我与彼和合为因，和合即能和合九德。详曰：不然。《十句论》云：

我谓是觉、乐、苦、欲、嗔、勤勇、行、法、非法等，和合因缘，起智为相。若我亦是和合句因，彼论即应和合之下而置等字。

既不如是，故知我者非和合因。”见（唐）智周：《成唯识论演祕》卷第一，《大正藏》，第 43 册，第 827 页上。



《因明入正理论集解》的作者及其学术价值

269

基 a的唯识注疏较为一致。综合来看，真贵极有可能或直接，或间接地看到并参考唐代

唯识宗关于因明的注解。此外，真贵还参考引用《佛地论》《显扬圣教论》《庄严经论》

《唯识量》《金刚论》《金七十论》以及宋代子璇的《起信论疏笔削记》等材料。

综上所述，真贵《集解》一书不仅充分参考、借鉴了陈那《因明正理门论》、澄观《华

严经疏》、延寿《宗镜录》以及部分玄奘译唯识宗论典等的因明思想与观点，而且还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独到的因明见解。真贵所著《集解》的思想观点对真界、王肯堂、

明昱、智旭的《入论》疏解都有直接影响。从成书时间与影响上看，真贵的《集解》

无疑是明代第一部因明注解，它的创作开启了明代因明注解的历史先河。真贵《集解》

一书所包含的重要思想、内容、材料、影响等均值得学界重视并进行更为深入地探究。

a　 窥基的说法为：“欲作事时，先生策励，此名勤勇。”见（唐）窥基：《成唯识论述记》卷第一，《大正藏》，

第 43 册，第 256 页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