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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形”语出及其在因明中的适用 a

慧观 b

【摘要】作为一般汉语词汇，“相形”最早出现于先秦时代，如老子《道德经》

中就有“长短相形，高下相盈”的表达，其中“相”有“交互”的意思，“形”一般表

示“显现”，二者合在一起表示“相互显现”。佛经传入中国以后，“相形”也随之出

现在汉译经典中，如《佛般泥洹经》中有“当相和，不得相形”，即在承袭先秦以来汉

语原义的基础上，也有一些语义变化，尤其是增强了否定的倾向。进而，经检索与因明

相关等的汉译论著又发现，其中尽管未见到“相形”或与之相近的语词，而在窥基《大

疏》等中国乃至日本因明的诸多注疏中，却存在着不少“相形”的表现，主要用以表示

因明论式中诸如立敌、真似、宗因、因喻等概念之间相互对立且相互依存的关系。由

此笔者得出一个结论，即尽管在印度传来的因明文本中不乏立敌、真似等具有“相形”

关系的概念，却并没有发展到将其形式化的程度，而这一个过程正是在窥基以及后来日

本注疏者之间通过引入“相形”这一语词逐步实现的。

【关键词】相形；立敌；真似；宗因；相违

一、引言

作为一般汉语词汇，“相形”最早出现于先秦时代，如老子《道德经》中就有“长

短相形，高下相盈”的表达，其中“相”有“交互”的意思，“形”一般表示“显现”，

二者合在一起表示“相互显现”。佛经传入中国以后，“相形”也随之出现在汉译经典中，

如《佛般泥洹经》中有“当相和，不得相形”，即在承袭先秦以来汉语原义的基础上，

也有一些语义变化，尤其是增强了否定的倾向。进而，经检索与因明相关等的汉译论著

又发现，其中尽管未见到“相形”或与之相近的语词，而在窥基《大疏》等中国乃至日

a　 此文为国家社科基金2018“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项目“梵汉藏等多语因明文献的互补互证研究”

（批准号：2018VJX037，主持人 :肖平）阶段成果之一。

b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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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因明的诸多注疏中，却存在着不少“相形”的表现，主要用以表示因明论式中诸如立

敌、真似、宗因、因喻等概念之间相互对立且相互依存的关系。由此笔者得出一个结论，

即尽管在印度传来的因明文本中不乏立敌、真似等具有“相形”关系的概念，却并没有

发展到将其形式化的程度，而这一个过程正是在窥基以及后来的日本注疏者之间通过引

入“相形”这一语词而逐步实现了。基于以上情况，本文将首先对“相形”的语出情况

加以考察，继而再就其在因明中的适用情况做出探讨。

二、“相形”概念的形成及其在早期汉语文献中的表现

语词“相形”是由汉字“相”和“形”构成的复合词。根据汉·许慎《说文解字》

中的释义：“相，省视也。从木，从目。易曰：地可观者，莫可观于木。诗曰：相鼠有皮。”

也即是说，在古文时代，“相”主要作动词，表示“省视”，即仔细看，是后来“相看”

等词的源头。又，根据徐中舒《甲骨文字典》，甲骨文中的“相”字主要有两层含义，

一是“省视也。如‘相日，今允雨相’；二是读为伤，如‘相二邑，即 二邑’之义”a

从实例“相日，今允雨相”中不难推知，“相”除了作动词表示“省视也”外，也有作

为名词表示“征象”的意思。又，根据王文耀《简明金文词典》，金文中的“相”主要

有三层含义，即“一是辅佐，如‘《易·泰》：辅相天地之宜’；二是相反，相逆，如《越

王钟》：‘顺余子孙，万世亡疆，用之勿相’，‘勿相，即顺昌之意’；三是国名，‘在

今河南内黄东南’。”b

以上是见于甲骨、金文以及《说文解字》等辞典中有关“相”的释义。接下来我

们考察先秦文献 c中的具体用例。

例 1. 孺子来相宅，其大惇典殷献民，乱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d

例 2.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

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水；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e 

例 3. 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刚柔相推而生变化。f

例 4. 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 ,

a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Z]，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 年 5 月，第 364-365 页。

b　 王文耀：《简明金文词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年 12 月，第 228 页。

c　 此处的“先秦文献”，指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献，而并非广泛意义上的先秦。

d　 《尚书·周书·洛诰》。

e　 《尚书·虞书·舜典》。

f　 《周易·系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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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a

例 5. 故士者所以为辅相承嗣也。故得士则谋不困，体不劳。b

例 6. 赐女土地，质之以牺牲，世世子孙无相害也。c

从以上所举各实例的情况看，除了继承之前“省视”等核心含义外，或许在金文“相

反”“相逆”的基础上，又延伸出表示双向“互逆”的意思。如例 3 的“相推”，即表

示前面“刚柔”二者的“互逆”推动，这或许是后来语词“互相”产生的一个源头。

与“相”相比，“形”的出现时间略晚，即经查阅徐中舒《甲骨文字典》d、王文

耀《简明金文辞典》e以及 Richard Sears.Chinese Etymology 网站 f等，在甲骨和金文中

都没有找到相应的字例。根据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形，象形也。从彡幵声”，以

及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各本作𧰼形也。今依韵会本正，𧰼当作像，谓像似可见者也。

人部曰：像、似也。似、像也。形容谓之形。因而形容之亦谓之形。六书二曰：像形者，

谓形其形也。四曰形声者、谓形其声之形也。易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分偁之、实

可互偁也。左传：形民之力。假为型模字也。易：其形渥。假为㓝罚字也”，即是有关“形”

的释义，“形”的核心意义大体在于“象”“容”等，概而言之就是段《注》中所说的“可

见者”。接下来我们照例看看先秦文献中的用例情况。

例7.王庸作书以诰曰：“以台正于四方，惟恐德弗类，兹故弗言。恭默思道，

梦帝赉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审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说筑傅岩之野，

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诸其左右。g

例 8. 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

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h

例 9. 以形貌命者。必智是之某也。焉智某也。不可以形貌命者。唯不智

是之某也。智某可也。诸以居连命者。苟人于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

诸以居连命者。若乡里齐荆者。皆是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庙者。皆是也。i

例 10. 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耳目，国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

a　 《周易·系辞上》。

b　 《墨子·尚贤上第八》。

c　 《国语·鲁语上》。

d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Z]，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 年 5 月。

e　 王文耀：《简明金文词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年 12 月。

f　 Richard Sears.Chinese Etymology，[EB/OL],2020 年 10 月。

g　 《尚书·商书·说命》。

h　 《周易·系辞上》。

i　 《墨子·大取第四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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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知要故，则所染不当；所染不当，理奚由至？ a 

例11.月也者，群阴之本也。月望则蚌蛤实，群阴盈；月晦则蚌蛤虚，群阴亏。

夫月形乎天，而群阴化乎渊；圣人行德乎己，而四荒咸饬乎仁。养由基射兕，

中石，矢乃饮羽，诚乎兕也。b

从以上所举各实例的情况看，除了与“像”相对的意思外，“形”也出现了被具体物化，

如例 10 的“伤形费神”，以及从原来名词转化为动词，如例 11 的“月形乎天”的倾向。

以上分别就“相”和“形”二个单字做了考察和分析。接下来我们考虑作为词汇的“相

形”的形成过程。根据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古今汉语词典》中“相形”c词条的

释义，其主要有（一）互相比较，对照。例：有无相生，难易相较，长短，高下相倾。

（《老子》）（二）互相衬托。例：烁两层意义。下面考察具体实例。

例 12.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恒也。d

例 13. 夫先王之伐也，举之必义，用之必暴，相形而知可，量力而知攻，

攻得而知时。e

例 14. 故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术正而心

顺之，则形相虽恶而心术善，无害为君子也。f

例 15. 夫物之所以相形者微，唯圣人达其至。故鼓不与于五音，而为五音

主；水不与于五味，而为五味调；将军不与于五官之事，而为五官督。g

例 16. 夫天地人三统，相须而立，相形而成。h

经检索相关古汉语文献了解到i，作为合成词的“相形”最早出现在《老子·道经·第

二章》中，即上例12中的“长短相形”，从同一语境中出现的“有无”“难易”“高下”“音

声”“前后”等不难看出，都呈现出“对称词+相形”的结构特征，此处的“相”表示“相

a　 《吕氏春秋·当染》。

b　 《吕氏春秋·精通》。

c　 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古今汉语大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第 1577 页。

d　 《老子·道经·第二章》。

e　 《管子·霸言第二十三》。

f　 《荀子·非相第五》。

g　 《淮南子·兵略训》。

h　 《太平经·己部之七》。

i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古代汉语语料库》[EB/OL]，2020 年 11 月，Info Digger 软件工作室《汉籍

全文检索系统》（第 4.20 版）[EB]，2005 年 12 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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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交互”，“形”表示“显现”或“比较”，就整体而言，二者仍属于偏正结构，

即“相”作为副词修饰“形”，表述“相互显现”或“相互比较”。例 13 的“相形而

之可”，与前面的“义”“暴”相对应，故而结构与例 12 大体相当。然而，例 14 的“相

形不如论心”、例 15 的“物之所以相形者微”，二者中的“形相”都表现出明显的合

一性，即作为一个名词使用。进而，例 16 的“相形而成”则与前面的“相须而立”构

成对比，由于“相须”的意思是互相依靠，所以与之相对的“相形”就应该理解为“相

互逆反”，即整句话的意思是“天地人”之三统，因“相互依靠”而获得站立，因“互

相逆反”而获得成就。换言之，到了汉代《太平经》时期，“相形”已经有了“相互逆反”

的含义。

三、早期汉译佛典中的“相形”表现

总括以上“相形”在早期汉语文献中的表现情况，最早出现的是二者因互相比较

而显现的意思，如老子《道德经》中的“长短相形”，《管子·霸言》中的“举之必义，

用之必暴，相形而知可”等。继而，尤其到了战国乃至秦汉时期，“相形”的用例开始

朝着整体化倾向发展，如《荀子》中的“相形不如论心”，《淮南子》中的“相形者微”，

都是作为独立名词使用的实例。特别需要引起注意的是，到了东汉时期，“相形”开始

出现表示“相互逆反”的实例，如《太平经》中的“相形而成”。接下来我们考察佛经

传入以后“相形”在汉译佛典中的表现情况。

例 17. 诸比丘持经戒，当相和，不得相形，笑言我智多，若智少，智多智

少各自行。a

例 18. 时洴沙王乃哂之曰：“观汝邪徒愚迷特甚，佛德广大言莫能宣，欲

以萤火与日争明，蹄岑之水比于巨海，蚁垤之阜等于须弥，野干卑躯方于师子，

小大相形，昭然自显。”b

例 19. 彼智亦无实，此岸若彼岸，以相形故说；以彼取相故，不行甚深法。c

例 20. 又粗细性相待而立，界地品别上下相形，乃至有顶应有寻伺。d

例 21. 外曰：现有瓶衣等用故，则知一切法皆从因生，不相形故成。内曰：

汝言有果故有因，此义不成。何以故？相形有故。若以见果有用故言有因者，

a　 《佛般泥洹经》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一册 ,no.5，第 167 页下。

b　 《菩萨本生鬘论》卷二，《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三册 ,no.160，第 335 页中。

c　 《大乘顶王经》，《大正新修大藏经》第十四册，no.478，第 602 页下。

d　 《阿毗达磨俱舍论》卷四，《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二十九册 , no.1558，第 21 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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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亦是因。果若是因则无果，无果故则无因，是故因果俱坏。若言从意自在

时方如是等因生，则是相形因，便是有为法，有为则无常。自在时方相形而有，

则不因成。a

例 22. 由此故彼，有十种胜相胜语。复次胜言者，两相形故，如此物胜过

于彼。最上义是胜义。复次由因体胜故，彼果语胜。今当说彼十种。b

以上各例均取自《大正新修大藏经》中的汉译佛教经典，就意义而言，在承袭以

上汉语文献各类意义的同时，也有一些较为特殊的用法。如例 18 中的“大小相形”，

例 22 中的“两相形”，都有“相互显现”的意思，即趋同于上文《老子》中的“长短

相形”，之后后者已经出现了使用数字来表达对称概念的先例。例17中的“不得相形”，

例 19 中的“以相形故说”，都有着否定的倾向，即意义趋同于上文《荀子》中的“相

形不如论心”。例 20 中的“上下相形”，则与前面的“相待而立”相呼应，即意义趋

同于上文《太平经》中的“相须而立，相形而成”。例 21 中包含有多个“相形”，其

中“相形因”是作为“因”即“论证因”的一个种类型提及的，这是早期汉语文献中没

有的现象，或许可以看作是后期因明四相违因 c产生的一个前兆。

四、“相形”被引入因明文献及其应用情况

上节以《大正新修大藏经》为基础语料，检索了早期汉译佛典中含有“相形”的表现，

并选取了其中一部分实例加以说明，就结论而言，其中所涉及的语义类型不仅涵盖了早

期汉语文献中的绝大部分，而且也有一些新的语义倾向出现。接下来我们探讨“相形”

被引入因明文献以及在因明文献中的应用情况。

在进入具体考察之前，我们首先介绍一下因明文献的构成情况。所谓因明文献，

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早期印度传来经论为基础的汉译文本，如《方便心论》《如

实论》《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阿毗达磨杂集论》以及《因明正理门论》《因

明正理门论》等。第二类是针对各类汉译文本所做的注疏，如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

善珠《因明入正理论疏明灯钞》、藏俊《因明大疏钞》等。通过检索北京大学中国语言

学研究中心《古代汉语语料库》、陕西师范大学 Info Digger 软件工作室《汉籍全文检索

系统》（第 4.20 版）、中华电子佛典协会《大正新修大藏经》、SAT《大正新修大藏经》

a　 提婆菩萨造，菩提流支译：《百字论》,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三十册 , no.1572, 第 250 页下。 

b　 世亲菩萨造，笈多、行炬共译：《摄大乘论释论》卷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三十一册，no.1596, 第 271页下。

c　 因明四相违指的是在因明三支论式中宗因相违的四种情况，即有法自性相违、有法差别相违、法自性相违、法

差别相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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テキストデータベース等古汉语和汉语藏经文献语料库中与因明相关的文献发现，“相

形”最早出现于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卷上的“立敌相形”和卷下的“真似相形”，

总共两个实例。这样的检索结果也就意味着，因明文献中的“相形”一词，并非直接

来源于印度，而是在解释印度所传因明文献尤其是汉传因明二论即《因明入正理》《因

明正理门论》的过程中引入的。不过，这里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就以上所述第二

类因明文献而言，尽管在唐代因明文献中实际上只出现了两例，但在因明东传以后即善

珠《因明入正理论疏明灯钞》、藏俊《因明大疏钞》等日本文献中却出现了较多的实例，

且在内容上也有更为广泛的展开。有鉴于此，我们接下来将结合日本因明文献考察“相

形”在因明文献中的适用情况。

（一）立敌相形

如上所述，在因明文献中最早出现的实例是见于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中的“立

敌相形”，具体上下文语境如下：

例 23. 论：差别性故。（中略）问：先陈能别，唯在法中，何故今言互相

差别？答：立敌相形，法为能别。体义相待，互通能所。对望有异，亦不相违。a

以上引文来自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上，整段是就奘译《因明入正理论》中“差

别性故”一句的解释，“立敌相形”出现在最后的问答中。根据郑伟宏《因明大疏校释、

今译、研究》中的解释：“在立敌相对时，只有法才是能别。当两个宗依作为体、义相

对时，可以互为能别、所别。既然相对的情形有所不同，因此前后文并不矛盾。”b又，

根据梅德愚《因明大疏校释》中的释义：“立论者与论敌相对而言，法是能别，而体义

相对，即事物与属性相对而言，互相差别，互为能别、所别。由于相对比较的对象不同，

因此并不存在矛盾。”c二者的解释尽管略有差异，但将“相形”释义为“相对”则是

一致的。接下来我们考察“立敌相形”在日本因明文献中的传承情况。

例 24. 文。问：前陈能至亦不相违者。（中略）此说立敌相形。法为能别

义意也。体义相待，互通能所者，如言色蕴无我。色蕴者有法，即体也；无

我者法，即义也。此之二种，若体若义，互相差别。d

例 25. 此说立敌相形，法为能别义意也。体义相待，互通能所者，如言色

a　 （唐）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上，《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4 册。

b　 郑伟宏著：《因明大疏校释、今译、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年 11 月，第 133 页。

c　 梅德愚校释：《因明大疏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 6 月，第 164 页。

d　 [ 日 ] 善珠：《因明入正理论疏明灯钞》，《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68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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蕴无我。色蕴者有法，即体也；无我者法，即义也。此之二种，若体若义，

互相差别。谓以色蕴简别无我。色蕴无我非受无我。及以无我简别色蕴。无

我色蕴，非我色蕴。如言青莲花，青是何青，为衣为花，是莲花青。花是何花，

为白为青，是青莲花。青与莲花互相差别。是即体义相形，互通能所也（云云）。a

例 26. 言答立敌相形，法为能别者，备云：立敌相形时，后陈法唯是能别，

而不通所别。故不互相差别（云云）b

例 27. 后学悉察答立敌相形等者，备记云：立敌相形时，后陈法唯是能别

而不通所别故不互相相别。又云：体义相待等者，自性名体差别名义，以色

蕴别无我，以无我别色蕴。故云互通能别也。基辨详云：此答备两释尤好。

由纂要意。对望有异者，立敌相对，体义相待，云对望有异也。c

从以上所举实例不难看出，在日本因明文献中，有关“立敌相形”的表述，从奈

良时期善珠的《因明入正理论疏明灯钞》到近代江户时期基辨的《因明入正理论疏融贯

钞》都有所传承，就内容而言，则大都是针对“立敌相形，法为能别。体义相待，互通

能所。对望有异，亦不相违”这一句所做出的进一步解释。

（二）真似相形

“真似相形”最初出现在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卷下，具体上下文如下：

例 28. 论：有分别智于义异转名似现量。述曰：下第四大段明二似量，真

似相形，故次明也，于中有二：初似现，后似比。似现之中，复分为二：初标，

后释。此即初也。标中有三：一标似现体，二标所由，三标定名。有分别智，

谓有如前，带名种等诸分别起之智，不称实境，别妄解生，名于义异转，名

似现量。此标似名。d

以上一段是就奘译《因明入正理论》中“有分别智于义异转名似现量”一句展开

的解释，其中“真似相形”指的是似现量、似比量与现量、比量二量之间所具有的相对

而存的关系。与上文“立敌相形”的情况相同，有关“真似相形”的引用和进一步的解

释也被日本因明论师所继承。

例 29. 第三明妨难者。一问：何故不名宗明喻明但称因答。答：因有三相，

a　 [ 日 ] 藏俊：《因明大疏钞》，《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69 册。

b　 [ 日 ] 明诠：《因明大疏里书》，《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69 册。

c　 [ 日 ] 基辨：《因明入正理论疏融贯抄》，《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69 册。

d　 （唐）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卷下，《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44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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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义宽故。又诸能立，皆名为因。非唯一相。宗由此立总名因明者。彰妨难中。

略有七难：一、三支有阙妨，二、真似相形妨，三、破量非量妨，四、两悟

违成妨，五、智非智异妨，六、能非能立妨，七、因果相待妨。a

例 30：邑云：初说意者，似因似明，虽非因明，真似相形，以劣从胜，

亦名因明也，云云。b

例 31：疏：二问：真因至非正明故。钞曰：是第二番问答也。音石道曰：

真似相待难（文）。秋篠曰：二真似相形妨，举真摄似。c

以上所举是日本因明论师在注疏中提到“真似相形”的具体实例。就内容而言，

说的都是“真似”二者之间相对而立的关系。

（三）宗因相形

与前面二者的情况都不同，在窥基的《因明入正理论疏》中没有提到“宗因”之

间的“相形”，相关的实例均出现在日本因明论疏之中。

例 32：寻云：立声常宗之时，虽违因义未显。举一切皆是无常故因时，

违因义既显。何不立宗因相违过耶？例如，宗因相形名相违因之时，有相违

宗失之例难。如何？又相违不定虽有喻过。但立其因未立喻之时，其义已显。

故因过，非喻过也。以此可云。有人云：我所执我体应非是一，更相记故，

如汝大乘同处不相离色之量。以同喻勘。 d

例 33. 问：就此义文轨师已作二释，悉避例难。何故慈恩嫌此义给耶？答：

此例难专不被避。所以者何？宗言：常住之时，虽过失未生，因言所作。宗

因相形之时，因违宗故，过失即生。例如，宗亦违因，过失可生，故用相违

即因义之时。犹有此例难，故嫌也。e

例 34：故周后记云：此解且据因得其名，别于已前决定相违，且作此解。

理实得名还是一种（云云）意者，此能令立者等解，且据因得其相违果即名

相违之一义，别于前中卷释决定相违名。云：决定令相违，相违之决定，第

三第六，并依主释之义，且作此即因解。非是宗因相形，相违即因之义，故

今相违因与前决定相违，得名还是一义也，谓能令两宗相违。及与相违为因故，

a　 [ 日 ] 善珠：《因明入正理论疏明灯钞》，《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68 册。

b　 [ 日 ] 明诠：《因明大疏噵》，《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69 册。

c　 [ 日 ] 基辨：《因明入正理论疏融贯抄》，《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69 册。

d　 [ 日 ] 藏俊：《因明大疏钞》，《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69 册。

e　 [ 日 ] 真兴：《四种相违略私记》卷上，《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69 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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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此相违因亦有依主释。谓如决定因令宗相违，名相违决定，亦因能令立敌

两宗相违。名相违因，即第三转依主释也。又如相违宗之决定因，名相违决定。

亦与相违法而为因，故名相违因，即第六转依主释也。准此释意，亦得有相

违之因义也。a

例 35. 问：宗因相形而因违宗，故名相违义，可得有耶？答：此义疏文亦

有。b

从以上各例中所提及的“宗因相形”看，其中所涉及的主要是“因违宗”的问题。

在一般情况下，所谓“因违宗”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四相违的问题，但从上面的几个实

例来看，显然是在宗与因之间附加了当“宗因相形之时”的条件，如当以“声常住”为宗，

以“所作”为因时，假如二者没有构成“相形”关系，则不构成过失。

五、结语

以上从语词“相形”语词结构入手，先后考察了“相”“形”以及“相形”的语

词结构和在早期汉语文本中的应用情况。继而考察了“相形”在汉译佛教经典中的表现，

最后则通过对因明文献的全面检索，发现“相形”在因明文献中主要表现为三种形态，

即“立敌相形”“真似相形”和“宗因相形”。其中前二种由窥基在《因明入正理论疏》

中提出，之后为善珠等日本因明注疏者所继承，最后的一种则是日本因明注疏者藏俊首

先提出，之后为真兴、珍海等注疏者所继承，乃至流传到今天。就意义和逻辑关系而言，

无论是窥基提出的前二种，还是藏俊提出的后一种，其中“相形”表示的都是二者相互

对立而成立的辩证关系。值得一提的是，在因明文献中所形成的“对立词 + 相形”结构，

其源头并非来自印度，而是由中国乃至日本因明文献注释者基于中国传统逻辑共同完

成，并在后续的因明论证中加以广泛运用的。

参考文献

[1] 徐中舒：《甲骨文字典》[Z]，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89 年 5 月。

[2] 王文耀：《简明金文词典》[Z]，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 年 12 月。

[3] Richard Sears.Chinese Etymology[EB/OL],2018 年 6 月。

[4] Info Digger 软件工作室：《汉籍全文检索系统》（第 4.20 版）[EB]，2005 年 12 月。

[5] 中华电子佛典协会：《大正新修大藏经》[EB/OL]，台北：中华电子佛典协会（CBETA），

a　 [ 日 ] 珍海：《因明疏四种相违抄》，《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69 册。

b　 [ 日 ] 珍海：《因明疏四种相违抄》，《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69 册。



“相形”语出及其在因明中的适用

257

2020 年 11 月。

[6]郑伟宏著 :《因明大疏校释、今译、研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年 11月。

[7] 梅德愚校释 :《因明大疏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13 年 6 月。

[8]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古代汉语语料库》[EB/OL]，2020 年 1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