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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導言
思考與理性思考
思考－思業－無表業－意業
表達－思已業－表業
身業（行為）︰作
語業（語言文字）︰說，寫



0. 導言
思考－思業－
無表業／無作業（戒體）＿
－意業
表達－思已業－表業／作業（戒儀）
身業（行為）︰作
語業（語言文字）︰說，寫



何謂思考(thinking)

§意識流(stream of 
consciousness)﹕自
動而不受制約

§靜慮／思考
(thinking)﹕有方向且
受控制。



禪

梵語dhyāna，巴利語jhāna。又作禪那、
馱衍那、持阿那。

意譯作靜慮（止他想，繫念專注一境

，正審思慮）、思惟修習、棄惡（捨

欲界五蓋等一切諸惡）、功德叢林（

以禪為因，能生智慧、神通、四無量

等功德）。寂靜審慮之意。



何謂思考(thinking)

l想法(thought)﹕
心理狀態(state)

l思考﹕活動(activity)
過程(process)



思考之目的與過程﹕

• 目的﹕求取答案

• 過程﹕

1. 困擾、疑惑、不確定等狀態

2. 分析、尋找、質詢等活動



何謂「理性思考」(rational 
thinking)？

v思考:有目的
v理性思考:有目的，

有方法的思考。

如理思惟（作意）



創造性思考(creative 
thinking)

l不理性的(irrational)﹕
違背理性

l非理性的(non-
rational)﹕例如「創造性
思考」



理性思考則是檢定紛紜眾說的工具

(Giere 1979：7)
×創造性思考:思想內容將會貧乏──
欠缺姿釆和新發展；

×理性思考:思想系統將會混亂──在
眾說紛紜中不知如何判斷。



理性思考的用途

1. 澄清語言意義（§1-3）﹕
2. 指出謬誤（§4）﹕
3. 提出反駁（§5）﹕
4. 推理尋求答案（§6）﹕
5. 檢討論據（§7-10,11）﹕



量pra-māṇa
pra-√mā(measure)

二量：現量、比量

two types of valid 
cognition/proof
dvi-pramāṇa
tshad ma gnyis



量pra-māṇa
pra-√mā(measure)

二量：現量、比量

two types of valid 
cognition（認識論）/proof
（論理學）

dvi-pramāṇa



量pra-māṇa認識論
二量（認識手段）：自己的顯現

l現量（直接）

l比量（間接）

認識對象：對象的顯現

認識結果：自己認識



三支

主張（宗）pakṣa, pratijñā, 
siddhânta, dam bca' ba
論據（因）hetu, gtan tshigs; 
rgyu
喻(dṛṣṭânta, dpe ) 



理証︰隨法行

教証︰隨信行

理證 + 教證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20〈5 分
別隨眠品〉：

「若去來世非實有者，能緣彼識
應闕二緣。已依聖教證去來有，
當依正理證有去來，以識起時必
有境故。」(CBETA, T29, no. 
1558, p. 104, b14-16)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20〈5 分別隨眠品〉：

p「若去來世非實有者，能緣彼識應
闕二緣。

p已依聖教證去來有，

當依正理證有去來，

以識起時必有境故。」

(CBETA, T29, no. 1558, p. 104, b14-16)



《阿毘達磨俱舍論》卷20〈五分別
隨眠品〉：

p「若去來世非實有者，能緣彼識
應闕二緣。

p已依聖教證去來有，當依正理證
有去來，以識起時必有境故。」

(CBETA, T29, no. 1558, p. 104, 
b14-16)





三支

聲無常[宗]，
所作性故[因]。
諸所作者，皆見無常，如瓶等
[同喻]；
諸是常者，見非所作，如虛空等
[異喻] 



因三相：聲無常，所作性故

遍是宗法性
l所作性於一切聲決定遍有

同品定有性
l無常之同品定有所作性

異品遍無性
l無常之異品遍無所作性



現量 direct valid cognition/ 
perception/proof

pratyakṣa, pratyakṣa-pramāṇa, 
mngon sum tshad ma
mngon sum yang dag



比量anumāna

inferential valid 
cognition/proof
rjes dpag gi tshad ma
rjes dpag yang dag
rjes dpag



比量anumāna

他比量
parârthânumāna
自比量
svârthânumāna



聖教量āgama-pramāṇa

authoritative valid cognizer
lung gi tshad ma



似現量 似比量

Pratyakṣâbhāsa
wrong direct 
perception
mngon sum 
ltar snang

Anumānâbhāsa
wrong 
inferential 
perception
rjes dpag ltar 
snang



四現量

four direct valid cognizers
catvāri pratyakṣa-
pramāṇa
mngon sum gyi tshad ma 
bzhi



四現量

根現量 indriya-pratyakṣa-pramāṇa
意現量 mānasa-pratyakṣa-
pramāṇa
自證現量sva-saṃvedana-
pratyakṣa-pramāṇa
瑜伽現量yogi-pratyakṣa-pramāṇa



根現量

sense direct valid cognizer 
indriya-pratyakṣa-
pramāṇa
dbang po'i mngon sum gyi 
tshad ma



意（五俱意）現量：離分別

mental direct valid cognizer
mānasa-pratyakṣa-pramāṇa
yid kyi mngon sum gyi tshad 
ma



自證現量：心與心所的自證分

self-knowing direct valid 
cognizer
sva-saṃvedana-pratyakṣa-
pramāṇa
rang rig mngon sum gyi tshad 
ma



瑜伽現量

yogic direct valid cognizer
yogi-pratyakṣa-pramāṇa
rnal 'byor mngon sum gyi 
tshad ma



理性思考與獨立思考

l標奇立異？死不悔改？頑固？

l價值﹕對[自他、怨親]意見
有反省及批評的能力（理性
思考）



公民素養

（一）學習追究語言意義與檢討論據的方法
，以及訓練涉及概率與統計的思考，養成對
社會問題有理性思考與表達能力。

（二）學習會議規範與各種案例，以養成群
策群力的智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