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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現量（Pratyakṣa）（perce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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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現量（Pratyakṣa）（perception）

(二) 現量的差別（分類）

(1) 五根現量

(2) 意識現量

(3) 自證現量

(4) 瑜伽現量



(1) 五根現量

（見講義第14頁）

《集量論》云：

「為不共因故，依根說彼名。」



（見講義第14頁）

《集量論略解》：「

• 或問：五識既從根、境二緣生，

何故依根立名，名『眼識』等，

而不依境立名，曰『色識』等耶？

(1) 五根現量



《中阿含經》卷第五十四，T01n0026_p0767a24(06) - T01n0026_p0767a27(01)

《中阿含經》卷第五十四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中阿含201經/嗏帝經([後]大品)

… …

我說：「識因、緣故起，

識有緣則生，無緣則滅，

識隨所緣生，即彼緣。」

 南傳中部38經/渴愛的滅盡大
經(雙大品)

 巴：sātissa
 音：沙低

莊春江工作站
http://agama.buddhason.org/MA/MA201.htm



《中阿含經》卷第五十四，T01n0026_p0767a24(06) - T01n0026_p0767a27(01)

《中阿含經》卷第五十四

東晉罽賓三藏瞿曇僧伽提婆譯

中阿含201經/嗏帝經([後]大品)

說：「緣﹝於﹞ 生識，

生識已﹝就被﹞說﹝為﹞『眼識』，

如是耳、鼻、舌、身，意法生識，

… …」

『眼﹝根﹞』
『色﹝境﹞』



• 隨根立名、隨境立名：

根 境

眼 色

耳 聲

鼻 香

舌 味

身 觸

意 法

識﹝依根﹞

眼識

耳識

鼻識

舌識

身識

意識



• 隨根立名、隨境立名：

根 境

眼 色

耳 聲

鼻 香

舌 味

身 觸

意 法

識﹝依根﹞

眼識

耳識

鼻識

舌識

身識

意識

識﹝依境﹞

色識

聲識

香識

味識

觸識

法識



（見講義第14頁）

《集量論略解》：「

• 或問：五識既從根、境二緣生，

何故依根立名，名『眼識』等，

而不依境立名，曰『色識』等耶？

(1) 五根現量



（見講義第14頁）

《集量論略解》：「

• （答）曰：

 根是『不共因』故

（按：如眼根只觸色境），

彼識之名由根稱說，

 非隨色等境說，以色等境，是與他身之
識及意識所『共因』故。

(1) 五根現量

 動詞
 適合。
 如：「稱職」、

「稱心如意」。
《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見講義第14頁）

《集量論略解》：「

• （答）曰：

 如一色境，

他人眼識亦能見，

自身意識亦能緣故。……

(1) 五根現量



（見講義第14頁）

《集量論略解》：「

• （答）曰：

 （五根現量唯）是緣有處（如色、聲等）
為境，非緣一一極微為境。」

(1) 五根現量



（見講義第14頁）

(1) 五根現量

五根（現量）對境：

眼根現量 ―→ 唯緣離言之「色境」（非緣一一極微之境）

耳根現量 ―→ 唯緣離言之「聲境」（非緣一一極微之境）

鼻根現量 ―→ 唯緣離言之「香境」（非緣一一極微之境）

舌根現量 ―→ 唯緣離言之「味境」（非緣一一極微之境）

身根現量 ―→ 唯緣離言之「觸境」（非緣一一極微之境）



（見講義第14頁）

故《因明入正理論》云：「

• 此中現量，謂無分別。

• 若有正智，

 於色等義，

 離名、種等所有分別，

 現現別轉

（梵、藏本作『一一根各別而轉』），

是名現量。」

(1) 五根現量



（見講義第14頁）

而《集量論》亦云：「

• 若法有多事，

非根悉（能）分別（之），（因）各自所
觸證，

離名言（始是）根（之對）境。」

(1) 五根現量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梵：Digital Sanskrit Buddhist Canon, University of the West,
http://dsbcproject.org/canon-text/content/77/634

郭：郭良鋆，《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下)，
《南亞研究》，2000年第1期，頁68

玄：玄奘譯，《因明入正理論》，
《藏要》，第二輯，第二十四種，南京：支那內學院

：韓廷傑，梵本《因明入正理論》研究<二>，
《法源》，2002年總第20期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76) tatra pratyakṣaṃ kalpanāpoḍhaṃ

(郭)

(玄)

(76) yajjñānamarthe rūpādau

(郭)

(玄)

郭良鋆，《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下)
《南亞研究》，2000年第1期，頁68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76) tatra prati-akṣam kalpana-apoḍham

(郭) 此中 現量 分別(概念)無(離開)

(玄) 此中現量謂無分別，

(76) yat jñānam arthe rūpa-ādau

(郭) 智 於義 於色等

(玄) 若有正智於色等義

郭良鋆，《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下)
《南亞研究》，2000年第1期，頁68

n. nom. sing.

n. nom. sing.

apa+√ūh-1, ‘remove’
→ apoḍha, PPP

ind. n. nom. sing.

n. nom. sing. m. loc. sing. m. loc. sing.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76) tatra prati-akṣam kalpana-apoḍham

(郭) 此中 現量 分別(概念)無(離開)

(玄) 此中現量謂無分別，

(76) yat jñānam arthe rūpa-ādau

(郭) 智 於義 於色等

(玄) 若有正智於色等義

郭良鋆，《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下)
《南亞研究》，2000年第1期，頁68

n. nom. sing.

n. nom. sing.

apa+√ūh-1, ‘remove’
→ apoḍha, PPP

ind. n. nom. sing.

n. nom. sing. m. loc. sing. m. loc. sing.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76) nāmajātyādikalpanārahitam |

(郭)

(玄)

郭良鋆，《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下)
《南亞研究》，2000年第1期，頁68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76) nāma – jāti – ādi – kalpana – ārahitam |

(郭) 名 種 等 分別 離

(玄) 離名種等所有分別

郭良鋆，《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下)
《南亞研究》，2000年第1期，頁68

n. nom. sing.

ā+√rah, ‘desert’
→ ā-rahita, PPP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76) nāma – jāti – ādi – kalpana – ārahitam |

(郭) 名 種 等 分別 離

(玄) 離名種等所有分別

郭良鋆，《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下)
《南亞研究》，2000年第1期，頁68

n. nom. sing.

ā+√rah, ‘desert’
→ ā-rahita, PPP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76) tadakṣamakṣaṃ prati vartata

(郭)

(玄)

(76) iti pratyakṣam ǁ 

(郭)

(玄)

郭良鋆，《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下)
《南亞研究》，2000年第1期，頁68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76) tat    akṣam akṣam prati vartate

(郭) 根(感官)       對 轉

(玄) 現現別轉，

(76) iti prati-akṣam ǁ 

(郭) 名 現量

(玄) 故名現量。

郭良鋆，《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下)
《南亞研究》，2000年第1期，頁68

ind.

n. nom. sing.

√vṛt-1, ‘turn’, 
→ vartate, present, 

middle, 3rd, singular

n. nom. sing. m. acc. sing.

ind.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76) tat akṣam akṣam prati vartate

(郭) 根(感官)       對 轉

(玄) 現現別轉，

(76) iti prati-akṣam ǁ 

(郭) 名 現量

(玄) 故名現量。

郭良鋆，《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下)
《南亞研究》，2000年第1期，頁68

ind.

n. nom. sing.

√vṛt-1, ‘turn’, 
→ vartate, present, 

middle, 3rd, singular

n. nom. sing. m. acc. sing.

ind.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tatra 】
• ind.
• in that, therein, in that case, 

on that occasion, 
under those circumstances, 
then, therefore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433,2] [L=81977.3]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pratyakṣa 】
【 prati - akṣa 】
【 prati 】
• ind.
• (as a prefix to roots and their derivative 

nouns and other nouns,) towards, near to
• against, in opposition to
• back, again, in return
• down upon, upon, on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661,2] [L=131398]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pratyakṣa 】
【 prati - akṣa 】
【 akṣa 】

• root  √akṣ -1
• imperative, active, second, singular
• “attain”

William Dwight Whitney, 
“The Roots, Verb-Forms, and Primary Derivatives of the Sanskrit Language”, page 1
http://www.sanskrit-lexicon.uni-koeln.de/scans/KALEScan/WRScan/disp2/index.php?page=1



The Sanskrit Heritage Site, The Sanskrit Grammarian: Conjugation
http://sanskrit.inria.fr/cgi-bin/SKT/sktconjug?lex=SH&q=akz&t=SL&c=1&font=roma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Active Singular Dual Plural

First akṣāṇi akṣāva akṣāma

Second akṣa akṣatam akṣata

Third akṣatu akṣatām akṣantu

Passive Singular Dual Plural

First akṣyai akṣyāvahai akṣyāmahai

Second akṣyasva akṣyethām akṣyadhvam

Third akṣyatām akṣyetām akṣyantām

Imperative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pratyakṣa 】
【 prati - akṣa 】
【 akṣa 】

• n. 
• [only ifc. (f(ī). ) for akṣi], the eye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433,2] [L=81977.3]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pratyakṣa 】
【 prati - akṣa 】
• mf(ā)n. 
• present before the eyes, visible, 

perceptible
• clear, distinct, manifest, direct, immediate, 

actual, real 
• keeping in view, discerning (with gen.)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L=31621] [p= 0624-b]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pratyakṣa 】
【 prati - akṣa 】
• n. 
• perceptibility, ocular evidence, clearness, 

distinctness, explicitness; 
• superintendence; 
• (in philosophy) apprehension by the 

senses, sensation, perception, intuition; 
• (in rhetoric) a kind of style descriptive of 

impressions derived from the senses;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L=31621] [p= 0624-b]



The Sanskrit Heritage Site, The Sanskrit Grammarian: Declension
http://sanskrit.inria.fr/cgi-bin/SKT/sktdeclin?lex=MW&q=pratyakza&t=SL&g=Neu&font=roma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Neuter Singular Dual Plural

Nominative pratyakṣam pratyakṣe pratyakṣāṇi

Vocative pratyakṣa pratyakṣe pratyakṣāṇi

Accusative pratyakṣam pratyakṣe pratyakṣāṇi

Instrumental pratyakṣeṇa pratyakṣābhyām pratyakṣaiḥ

Dative pratyakṣāya pratyakṣābhyām pratyakṣebhyaḥ

Ablative pratyakṣāt pratyakṣābhyām pratyakṣebhyaḥ

Genitive pratyakṣasya pratyakṣayoḥ pratyakṣāṇām

Locative pratyakṣe pratyakṣayoḥ pratyakṣeṣu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kalpana 】
• n. 
• forming, fashioning, making, performing  
• "forming in the imagination, inventing", 

composition of a poem;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263,1] [L=46176]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apoḍha】
【apa - ūḍha】
【 apa 】
• prefix 
• away, offer
【 ūḍha 】
• Past Passive Participle (ppp)
• root  √ūh-1  - “remove”

Lennart Warnemyr, An Analytical Cross Referenced Sanskrit Grammar, 2005
http://www.warnemyr.com/skrgram/index.html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apoḍha】
【apa - ūḍha】

• push off, remove, destroy; 

• avoid, shun, give up. 

Lennart Warnemyr, An Analytical Cross Referenced Sanskrit Grammar, 2005
http://www.warnemyr.com/skrgram/index.html



The Sanskrit Heritage Site, The Sanskrit Grammarian: Declension
http://sanskrit.inria.fr/cgi-bin/SKT/sktdeclin?lex=SH&q=apoQa&t=SL&g=Neu&font=roma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Neuter Singular Dual Plural

Nominative apoḍham apoḍhe apoḍhāni

Vocative apoḍha apoḍhe apoḍhāni

Accusative apoḍham apoḍhe apoḍhāni

Instrumental apoḍhena apoḍhābhyām apoḍhaiḥ

Dative apoḍhāya apoḍhābhyām apoḍhebhyaḥ

Ablative apoḍhāt apoḍhābhyām apoḍhebhyaḥ

Genitive apoḍhasya apoḍhayoḥ apoḍhānām

Locative apoḍhe apoḍhayoḥ apoḍheṣu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yad 】
• who, which, what, whichever, whatever, 

that  
(with correlatives tad, tyad, etad, idam, 
adas, tad etad, etad tyad, idaṁ tad, tad 
idam, tādṛśa, īdṛśa, īdṛś, etāvad, by 
which it is oftener followed than 
preceded ;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844,2] [L=170148]



The Sanskrit Heritage Site, The Sanskrit Grammarian: Declension
http://sanskrit.inria.fr/cgi-bin/SKT/sktdeclin?lex=SH&q=yad&t=SL&g=Neu&font=roma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Neuter Singular Dual Plural

Nominative yat ye yāni

Vocative

Accusative yat ye yāni

Instrumental yena yābhyām yaiḥ

Dative yasmai yābhyām yebhyaḥ

Ablative yasmāt yābhyām yebhyaḥ

Genitive yasya yayoḥ yeṣām

Locative yasmin yayoḥ yeṣu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jñāna 】
• n. 
• knowing, becoming acquainted with, 

knowledge, 
• (esp.) the higher knowledge (derived from 

meditation on the one Universal Spirit)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426,1] [L=80379]



The Sanskrit Heritage Site, The Sanskrit Grammarian: Declension
http://sanskrit.inria.fr/cgi-bin/sktdeclin?q=j~naana;g=Neu;r=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Neuter Singular Dual Plural

Nominative jñānam jñāne jñānāni

Vocative jñāna jñāne jñānāni

Accusative jñānam jñāne jñānāni

Instrumental jñānena jñānābhyām jñānaiḥ

Dative jñānāya jñānābhyām jñānebhyaḥ

Ablative jñānāt jñānābhyām jñānebhyaḥ

Genitive jñānasya jñānayoḥ jñānānām

Locative jñāne jñānayoḥ jñāneṣu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artha 】
• mn. 
• aim, purpose 
• cause, motive, reason
• advantage, use, utility
• thing, object
• object of the senses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90,3] [p= 90,2] [L=15840]



The Sanskrit Heritage Site, The Sanskrit Grammarian: Declension
http://sanskrit.inria.fr/cgi-bin/sktdeclin?q=artha;g=Mas;r=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Masculine Singular Dual Plural

Nominative arthaḥ arthau arthāḥ

Vocative artha arthau arthāḥ

Accusative artham arthau arthān

Instrumental arthena arthābhyām arthaiḥ

Dative arthāya arthābhyām arthebhyaḥ

Ablative arthāt arthābhyām arthebhyaḥ

Genitive arthasya arthayoḥ arthānām

Locative arthe arthayoḥ artheṣu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rūpa 】
• n. 
• any outward appearance or phenomenon 

or colour (often pl.), form, shape, figure 

• often ifc. = "having the form or 
appearance or colour of", "formed or 
composed of", "consisting of", "like 
to" ;  ……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886,1] [p= 885,3] [L=179062]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ādi 】
• m. 
• (very often at the end or in the middle of 

a compound in the sense) 
beginning with, et cetera, and so on ……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L=8409] [p= 0119-a]



The Sanskrit Heritage Site, The Sanskrit Grammarian: Declension
http://sanskrit.inria.fr/cgi-bin/SKT/sktdeclin?lex=SH&q=Adi&t=SL&g=Mas&font=roma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Masculine Singular Dual Plural

Nominative ādiḥ ādī ādayaḥ

Vocative āde ādī ādayaḥ

Accusative ādim ādī ādīn

Instrumental ādinā ādibhyām ādibhiḥ

Dative ādaye ādibhyām ādibhyaḥ

Ablative ādeḥ ādibhyām ādibhyaḥ

Genitive ādeḥ ādyoḥ ādīnām

Locative ādau ādyoḥ ādiṣu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nāman 】
• n. 
• a characteristic mark or sign, form, nature, 

kind, manner 
• name, appellation 
• personal name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536,2] [L=105825]



The Sanskrit Heritage Site, The Sanskrit Grammarian: Declension
http://sanskrit.inria.fr/cgi-bin/SKT/sktdeclin?lex=SH&q=nAman&t=SL&g=Neu&font=roma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Neuter Singular Dual Plural

Nominative nāma nāmnī | nāmanī nāmāni

Vocative nāman | nāma nāmnī | nāmanī nāmāni

Accusative nāma nāmnī | nāmanī nāmāni

Instrumental nāmnā nāmabhyām nāmabhiḥ

Dative nāmne nāmabhyām nāmabhyaḥ

Ablative nāmnaḥ nāmabhyām nāmabhyaḥ

Genitive nāmnaḥ nāmnoḥ nāmnām

Locative nāmni | nāmani nāmnoḥ nāmasu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nāma 】
• ind.
• (acc. of nāman) by name i.e. named, 

called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536,1] [L=105725]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jāti 】
• f. 
• birth, production
• re-birth
• the form of existence (as man, animal, &c ) 

fixed by birth
• position assigned by birth, rank, caste, 

family, race, lineage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418,1] [L=78658]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jāti 】
• kind, genus (opposed to species), species 

(opposed to individual), class
• the generic properties (opposed to the 

specific ones) 
• natural disposition to
• the character of a species, genuine or true 

state of anything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418,1] [L=78658]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ā - rahita 】
【 ā - 】
• (as a prefix to verbs, especially of motion, 

and their derivatives) near, near to, 
towards 

• (As an adv. after words expressing a 
number or degree) fully, really, indeed;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126,1] [L=22015]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126,1] [L=22015.40]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ā - rahita 】
【 rahita 】
• mn.
• Past Passive Participle (ppp)
• root √rah, 
• “desert”

William Dwight Whitney 
“The Roots, Verb-Forms, and Primary Derivatives of the Sanskrit Language”, page138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ā - rahita 】
【 rahita 】
• mfn. 
• left, quitted, forsaken, deserted, lonely, 

solitary 
• deserted by, separated or free from, 

deprived or void or destitute of (instr. or 
comp.) 

• (ibc.) wanting, absent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871,2] [L=175991]



The Sanskrit Heritage Site, The Sanskrit Grammarian: Declension
http://sanskrit.inria.fr/cgi-bin/SKT/sktdeclin?lex=SH&q=rahita&t=SL&g=Neu&font=roma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Neuter Singular Dual Plural

Nominative rahitam rahite rahitāni

Vocative rahita rahite rahitāni

Accusative rahitam rahite rahitāni

Instrumental rahitena rahitābhyām rahitaiḥ

Dative rahitāya rahitābhyām rahitebhyaḥ

Ablative rahitāt rahitābhyām rahitebhyaḥ

Genitive rahitasya rahitayoḥ rahitānām

Locative rahite rahitayoḥ rahiteṣu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tad 】
• pronoun
• m. he 
• f. she 
• n. it, that, this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434,1] [L=82046]



The Sanskrit Heritage Site, The Sanskrit Grammarian: Declension
http://sanskrit.inria.fr/cgi-bin/sktdeclin?q=tad;g=Neu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Neuter Singular Dual Plural

Nominative tat te tāni

Vocative

Accusative tat te tāni

Instrumental tena tābhyām taiḥ

Dative tasmai tābhyām tebhyaḥ

Ablative tasmāt | tataḥ tābhyām | tataḥ tebhyaḥ | tataḥ

Genitive tasya tayoḥ teṣām

Locative tasmin tayoḥ teṣu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akṣa 】
• n. 
• … …

• an organ of sense
• sensual perception

• … …

• [only ifc. (f(ī). ) for akṣi], the eye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3,2] [L=517]



The Sanskrit Heritage Site, The Sanskrit Grammarian: Declension
http://sanskrit.inria.fr/cgi-bin/sktdeclin?q=ak.sa;g=Neu;r=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Neuter Singular Dual Plural

Nominative akṣam akṣe akṣāṇi

Vocative akṣa akṣe akṣāṇi

Accusative akṣam akṣe akṣāṇi

Instrumental akṣeṇa akṣābhyām akṣaiḥ

Dative akṣāya akṣābhyām akṣebhyaḥ

Ablative akṣāt akṣābhyām akṣebhyaḥ

Genitive akṣasya akṣayoḥ akṣāṇām

Locative akṣe akṣayoḥ akṣeṣu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vṛt 】

• vartate, to turn, turn round, revolve, roll 
(also applied to the rolling down of tears);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1009,2] [p= 1009,1] [L=204340]



The Sanskrit Heritage Site, The Sanskrit Grammarian: Conjugation
http://sanskrit.inria.fr/cgi-bin/SKT/sktconjug?lex=SH&q=vft&t=SL&c=1&font=roma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Active Singular Dual Plural

First vartāmi vartāvaḥ vartāmaḥ

Second vartasi vartathaḥ vartatha

Third vartati vartataḥ vartanti

Middle Singular Dual Plural

First varte vartāvahe vartāmahe

Second vartase vartethe vartadhve

Third vartate vartete vartante

Passive Singular Dual Plural

First vṛtye vṛtyāvahe vṛtyāmahe

Second vṛtyase vṛtyethe vṛtyadhve

Third vṛtyate vṛtyete vṛtyante

Present



(III)現量（Pratyakṣa）（perception）

(二) 現量的差別（分類）

(1) 五根現量

(2) 意識現量

(3) 自證現量

(4) 瑜伽現量



(III)現量（Pratyakṣa）（perception）

(二) 現量的差別（分類）

(1) 五根現量

(2) 意識現量

(3) 自證現量

(4) 瑜伽現量



(2) 意識現量

（見講義第14頁）

《集量論》云：

「意緣…無分別。」



（見講義第14頁）

《集量論略解》：「

• 意亦（緣色等境）義，是說意識現量。

謂：第六意識

 亦緣①色等義境，以領受行相而轉，

 亦唯無分別，

故是現量。」

(2) 意識現量

 領以為境，能生覺受。

《唯識方隅》第098頁

 「等」取：
②聲、
③香、
④味、
⑤觸。



（見講義第15頁）

(2) 意識現量

能知 ─意識無分別智

意識現量─

所知 ─色、聲、香、味、觸別境



《唯識方隅》第120頁

第
六
意
識

不
俱
意
識

五
俱
意
識

獨
頭
意
識

五
後
意
識

（
比
量
非
量
）

不
同
緣
意
識

（
比
量
非
量
）

五
同
緣
意
識

（
現
量
）

定
中
意
識

（
現
量
）

夢
中
意
識

（
比
量
非
量
）

獨
散
意
識

（
比
量
非
量
）

―
―

無
分
別



(III)現量（Pratyakṣa）（perception）

(二) 現量的差別（分類）

(1) 五根現量

(2) 意識現量

(3) 自證現量

(4) 瑜伽現量



(III)現量（Pratyakṣa）（perception）

(二) 現量的差別（分類）

(1) 五根現量

(2) 意識現量

(3) 自證現量

(4) 瑜伽現量



(III)現量（Pratyakṣa）（perception）

(二) 現量的差別（分類）

(1) 五根現量

(2) 意識現量

(3) 自證現量

(4) 瑜伽現量



(3) 自證現量

（見講義第15頁）

《集量論略解》疏言：「

• 『貪等，自證，無分別，……但許自證性，

非境分別故』，是說自證現量。

• 謂：貪、瞋、癡、苦、樂等心，

不得根（非五根現量）故，

是自證現量。」



（見講義第15頁）

(3) 自證現量

能知 ─心識的無分別自證能力

自証現量─

所知 ─一切心識活動
（如：貪、瞋、苦、樂等）



(III)現量（Pratyakṣa）（perception）

(二) 現量的差別（分類）

(1) 五根現量

(2) 意識現量

(3) 自證現量

(4) 瑜伽現量



(III)現量（Pratyakṣa）（perception）

(二) 現量的差別（分類）

(1) 五根現量

(2) 意識現量

(3) 自證現量

(4) 瑜伽現量



(4) 瑜伽現量

（見講義第15頁）

《集量論》云：「

• 瑜伽師所教，無雜見、唯義

（呂澂譯：又諸觀行者，離教觀唯義）。」

 動詞
 混合﹑摻入。
 如：「摻雜」﹑「夾雜」。

《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4) 瑜伽現量

（見講義第15頁）

《集量論略解》疏言：「

• 『瑜伽師所教，無雜見唯義』，

是說瑜伽現量。

謂：諸修瑜伽者，

不雜師長言教分別，

見唯（真如）義理，

亦是現量。」



（見講義第15頁）

(4) 瑜伽現量

能知 ─意識般若無分別根本智

瑜伽現量─

所知 ─定中真如理境



(III)現量（Pratyakṣa）（perception）

(二) 現量的差別（分類）

(1) 五根現量

(2) 意識現量

(3) 自證現量

(4) 瑜伽現量



(III)現量（Pratyakṣa）（perception）

(一) 現量的體性

(二) 現量的差別（分類）

(三) 似現量

(四) 量果



(III)現量（Pratyakṣa）（perception）

(一) 現量的體性

(二) 現量的差別（分類）

(三) 似現量

(四) 量果



(三) 似現量

（見講義第15頁）

《集量論》云：

「①錯亂、
②俗有智、
③比量及④所生、
⑤念、
⑥欲

謂於陽燄等。」

似現量，



(三) 似現量

（見講義第15頁）

《集量論釋》疏言：「

• （此說七種似現量，

前六種是有分別，

第七種是無分別。）

• 且①『錯亂（智）（迷亂心）』者，

如於陽燄等分別為水等故。

是似現量。



(三) 似現量

（見講義第15頁）

《集量論釋》疏言：「

• ②『俗有（智）』者，

增益餘義而分別彼體，

（如見瓶、衣等物，認為有瓶、衣等

實體之心。

瓶、衣等唯是由分別心所假立，是
世間約定俗成之聲義，

其實體自相並無所謂瓶、衣等名，

 言語。

《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三) 似現量

（見講義第15頁）

《集量論釋》疏言：「

• ②『俗有（智）』者，

增益餘義而分別彼體，

（如見瓶、衣等物，認為有瓶、衣等

實體之心。

故此等心就世俗說是不錯誤，是正
確智；

但約實體現觀，則屬虛妄，是分別
心），



(三) 似現量

（見講義第15頁）

《集量論釋》疏言：「

• ②『俗有（智）』者，

增益餘義而分別彼體，

亦（是）似現量。



(三) 似現量

（見講義第15頁）

《集量論釋》疏言：「

• 『③比量及④彼果智（比量後所起心）』

皆分別先前所受故，（皆屬分別），

亦非現量。



(三) 似現量

（見講義第15頁）

《集量論釋》疏言：「

• ⑤『（憶） 念』 過去事，
⑥『（希求）欲（得）』想未來境，

皆無實義，純屬分別，

皆似現量。



(三) 似現量

（見講義第15頁）

《集量論釋》疏言：「

• ⑦有翳膜等眼根識（所）見空華、毛輪、二
月等，

雖無分別，然非有體，

故亦成似現量。

由根識不分別執著，故仍是無分別也。」



(三) 似現量

（見講義第15頁）

似現量的形成―

①
②
③
④

智起分別

―三者有其一即成
⑤
⑥

境有錯亂

⑦ 根有損壞



(III)現量（Pratyakṣa）（perception）

(一) 現量的體性

(二) 現量的差別（分類）

(三) 似現量

(四) 量果



(III)現量（Pratyakṣa）（perception）

(一) 現量的體性

(二) 現量的差別（分類）

(三) 似現量

(四) 量果



(四) 量果

（見講義第15頁）

依《集量論》可從三種情況言「量果」。

(1) 境為所量，心為能量，心了證境之作用
為量果。

(2) 以「自證」為量果，「心之相分」為所
量，「見分」為能量。

(3) 以行相為所量，能取相為能量，能了知
為量果。



(四) 量果

（見講義第15頁）

依《集量論》可從三種情況言「量果」。

(1) 境為所量，心為能量，心了證境之作用
為量果。

(2) 以「自證」為量果，「心之相分」為所
量，「見分」為能量。

(3) 以行相為所量，能取相為能量，能了知
為量果。



(四) 量果

（見講義第16頁）

(1) 境為所量，心為能量，心了證境之作用
為量果。

• 《集量論》云：

「有用分別故，說量有果性。

設施為量性，無用則不成。」



(四) 量果

（見講義第16頁）

(1) 境為所量，心為能量，心了證境之作用
為量果。

• 《集量論釋》：

「此說量果，不如外執離量有體，

但智成果，

即彼生時，有境界相，謂具作用分別。」



(四) 量果

（見講義第15頁）

依《集量論》可從三種情況言「量果」。

(1) 境為所量，心為能量，心了證境之作用
為量果。

(2) 以「自證」為量果，「心之相分」為所
量，「見分」為能量。

(3) 以行相為所量，能取相為能量，能了知
為量果。



(四) 量果

（見講義第15頁）

依《集量論》可從三種情況言「量果」。

(1) 境為所量，心為能量，心了證境之作用
為量果。

(2) 以「自證」為量果，「心之相分」為所
量，「見分」為能量。

(3) 以行相為所量，能取相為能量，能了知
為量果。



• 此有：

 一分說、 （ 安 ）

 二分說、 （ 難 ）

 所 緣之理

 能 緣之理

 三分說、 （ 陳 ）

 四分說 （ 護 ）

之分。

《唯識方隅》第085頁



一分說

• 據云出於安慧。

• 持此說者以為（主張）：

 其實，每一個識(或心所)皆是渾
然一體，故實無相分、見分，唯
有一自體分(自證分或識體)。

 將一識(或心所)分剖為：

 所知 (相分)與

 能知 (見分)

祇是妄執(徧計所執性)，

《唯識方隅》第086頁

識體

見分 相分



一分說

• 今按：

 若執實有劃然的二分，

誠是妄執。

 但若不執二分為實有自性，

而知其為一個識(或心所)

起現行時所變現之

 能、

 所

﹝活動﹞二相，則非妄執矣。

識體

《唯識方隅》第086頁

見分 相分



二分說

• 是最原始之說，大乘有輪經中已有其義。

• 如：

 《厚嚴經》云：

『一切唯有覺 ，所覺義皆無，

能覺、所覺分，各自然而轉。』

(《成唯識論》卷二引。)

 《解深密經‧分別瑜伽品》云：

『此中無有少法能見少法。

然即此心如是生時，即有如是影像顯現。』

 又云：

『我說識所緣，唯識所現故。』

《唯識方隅》第086頁



• 無著造《攝大乘論》，始依之建立相、見二分。

識體

見分 相分

二分說



三分說

• 是陳那所建立。

• 《成唯識論》十師之火辨亦主此說。

• 陳那將無著、世親以來之二分說再加擴展，將原來之『見
分』剖析為二：

 其向外之作用，仍沿用『見分』之名，而縮小其意義；

 其自己證知之內作用，(即證知『外緣之結果』)則別
立為第三分，名『自證分』。

《唯識方隅》第088頁



三分說

 『證』者，證知；

謂：非由比度，而親自證知『見分緣相分之結果』
也。

 『自證分』是相、見二用所依之自體，故亦名

『自體』。

 (能依名『用』，

所依名『體』。)

《唯識方隅》第088頁



三分說

• 三分說是陳那所建立。

《唯識方隅》第088頁

識體

見分 相分

自證分



四分說

• 是護法所建立。

• 護法將陳那之三分說加以擴展，除相、見、自證三分外，
別立第四分，名『證自證分』；此即能證知自證分者。

• 四分說又將陳那所立 『自證分』析而為二；

 證知見分者， 名 『自證分』 (狹義的)；

 自己證知之內作用，名『證自證分』 。

《唯識方隅》第089頁



四分說

• 四分說是護法所建立。

識體

見分 相分

自證分

證自證分



• 此中有兩個譬喻，以顯示四分之作用：心、心所之取境，

譬喻(一) ：

 如用尺量布。

 『相分』 為所量，喻如布；

 『見分』 為能量，喻如尺；

 『自證分』為量果，喻如知所量長、短之智；

 『證自證分』又為自證分之量果，喻如能證明量度

結果正確之人。 《唯識方隅》第089頁

四分說



• 此中有兩個譬喻，以顯示四分之作用：心、心所之取境，

譬喻(一) ：

 然能證明此人之有無誤證，又不外以尺量布而知其長
短也；

故能證知第四『證自證分』者，又不外是第三『自證
分』。

 是則第三『自證分』與第四『證自證分』，乃互相證
知之內部作用，無更立第五分之必要。

《唯識方隅》第090頁

四分說



 以圖表之如下：

《唯識方隅》第090頁

相分 見分 自證分 證自證分

所量 能量 所量 能量 所量 能量 所量

如布 如尺
能知數
之智

量布之人

四分說



(四) 量果

（見講義第15頁）

依《集量論》可從三種情況言「量果」。

(1) 境為所量，心為能量，心了證境之作用
為量果。

(2) 以「自證」為量果，「心之相分」為所
量，「見分」為能量。

(3) 以行相為所量，能取相為能量，能了知
為量果。



(四) 量果

（見講義第16頁）

(2) 以「自證」為量果，「心之相分」為所
量，「見分」為能量。

• 《集量論》云：

「自證亦是果，由彼決定義。」



(四) 量果

（見講義第16頁）

(2) 以「自證」為量果，「心之相分」為所
量，「見分」為能量。

• 《集量論略解》：

「第二說以自證為量果，心之：

 相分為所量，

 見分為能量。境不離心，即由心自體
決定境義，



(四) 量果

（見講義第16頁）

(2) 以「自證」為量果，「心之相分」為所
量，「見分」為能量。

• 《集量論略解》：

若時：

 心具義境（相分），

 爾時隨順彼心（見分）之自證，

即能了知樂、不樂義。」

「



(四) 量果

（見講義第15頁）

依《集量論》可從三種情況言「量果」。

(1) 境為所量，心為能量，心了證境之作用
為量果。

(2) 以「自證」為量果，「心之相分」為所
量，「見分」為能量。

(3) 以行相為所量，能取相為能量，能了知
為量果。



(四) 量果

（見講義第15頁）

依《集量論》可從三種情況言「量果」。

(1) 境為所量，心為能量，心了證境之作用
為量果。

(2) 以「自證」為量果，「心之相分」為所
量，「見分」為能量。

(3) 以行相為所量，能取相為能量，能了知
為量果。



(四) 量果

（見講義第16頁）

(3) 以行相為所量，能取相為能量，能了知
為量果。

• 《集量論》云：

「①所量，彼顯現，

②量及

③量果者，彼取，自證故，

此三無有異。」



(四) 量果

（見講義第16頁）

(3) 以行相為所量，能取相為能量，能了知
為量果。

• 《集量論略解》云：

「第三說：以：

 行相為所量（按：即『所量（是）彼
（心識之所）顯現』），

 能取相為能量（按：即『（能）量
（為）彼（心識之能）取（作用）』，



(四) 量果

（見講義第16頁）

(3) 以行相為所量，能取相為能量，能了知
為量果。

• 《集量論略解》云：

「第三說：以：

 能了知為量果（按：即『量果者，彼
（心識之）自證』）。

此三（為心識之）一體，非有別異，約
義不同，安立為三。）」



(四) 量果

（見講義第15頁）

依《集量論》可從三種情況言「量果」。

(1) 境為所量，心為能量，心了證境之作用
為量果。

(2) 以「自證」為量果，「心之相分」為所
量，「見分」為能量。

(3) 以行相為所量，能取相為能量，能了知
為量果。



(III)現量（Pratyakṣa）（perception）

(一) 現量的體性

(二) 現量的差別（分類）

(三) 似現量

(四) 量果



課程內容：

(I) 因明建立的思想背景

(II) 佛家因明的建立

(III) 現量

(IV) 為自比量

(V) 為他比量

(VI) 因明邏輯真值量化的探索



課程內容：

(I) 因明建立的思想背景

(II) 佛家因明的建立

(III) 現量

(IV) 為自比量

(V) 為他比量

(VI) 因明邏輯真值量化的探索



(IV) 為自比量

(一) 比量的體性與差別

(二) 為自比量的構成

(三) 自比量的邏輯真值的審查



(IV) 為自比量

(一) 比量的體性與差別

(二) 為自比量的構成

(三) 自比量的邏輯真值的審查



(IV) 為自比量

(一) 比量的體性與差別

(1) 比量的差別

(2) 比量的體性



(IV) 為自比量

(一) 比量的體性與差別

(1) 比量的差別

(2) 比量的體性



(1) 比量的差別

（見講義第18頁）

《集量論釋》（法尊譯）：「

• 『比二類』，（比量 anumāna）分：

 『為自比量』及

 『為他比量』

（二類）。」



(1) 比量的差別

（見講義第18頁）

現量
（pratyakṣa）

量 ― 
（pramāṇa）

為自比量
（svārtha-

anumāna）

比量―
（anumāna）

為他比量
（parārtha-

anumāna）



(1) 比量的差別

（見講義第18頁）

《入論》：「

• 復次，為自開悟，當知唯有：

 現（量）、

 比（量彼）

二量。」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梵：Digital Sanskrit Buddhist Canon, University of the West,
http://dsbcproject.org/canon-text/content/77/634

郭：郭良鋆，《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下)，
《南亞研究》，2000年第1期，頁68

玄：玄奘譯，《因明入正理論》，
《藏要》，第二輯，第二十四種，南京：支那內學院

：韓廷傑，梵本《因明入正理論》研究<二>，
《法源》，2002年總第20期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75) ātmapratyāyanārthaṃ tu

(郭)

(玄)

(75) pratyakṣamanumānaṃ ca 

(郭)

(玄)

郭良鋆，《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下)
《南亞研究》，2000年第1期，頁68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75) ātma - prati-āyana - artham tu

(郭) 自己 開悟 為

(玄) 復次為自開悟，

(75) prati-akṣam anu-mānam ca

(郭) 現量 比量 和

(玄) 當知唯有現比

郭良鋆，《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下)
《南亞研究》，2000年第1期，頁68

n. nom. sing.

n. nom. sing.n. nom. sing. ind.

ind.

【為】
[介]
• 為了，表示行動的目的。
• 如：「為正義而戰」。
• 例：唐．秦韜玉〈貧女〉詩：

「最恨年年壓金線，為他人作嫁衣裳。」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75) ātma - prati-āyana - artham tu

(郭) 自己 開悟 為

(玄) 復次為自開悟，

(75) prati-akṣam anu-mānam ca

(郭) 現量 比量 和

(玄) 當知唯有現比

郭良鋆，《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下)
《南亞研究》，2000年第1期，頁68

n. nom. sing.

n. nom. sing.n. nom. sing. ind.

ind.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75) dve eva pramāṇe ǁ

(郭)

(玄)

郭良鋆，《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下)
《南亞研究》，2000年第1期，頁68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75) dve eva pramāṇe ǁ

(郭) 二 量

(玄) 二 量。

郭良鋆，《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下)
《南亞研究》，2000年第1期，頁68

n. nom. du.ind.n. nom. du.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75) dve eva pramāṇe ǁ

(郭) 二 量

(玄) 二 量。

郭良鋆，《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下)
《南亞研究》，2000年第1期，頁68

n. nom. du.ind.n. nom. du.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ātma 】
• in comp. for ātman

【 ātma 】
• the soul, principle of life and sensation
• the individual soul, self, abstract individual 

• the person or whole body considered as 
one and opposed to the separate 
members of the body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p= 135,1] [L=23475]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p= 135,1] [L=23456]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p= 135,1] [L=23464]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prati-āyana 】
【 prati 】
• ind.
• (as a prefix to roots and their derivative 

nouns and other nouns,) towards, near to
• against, in opposition to
• back, again, in return
• down upon, upon, on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661,2] [L=131398]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prati-āyana 】
• mfn. 
• convincing, credible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 [p= 673,3] [L=133662]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artha 】
• mn. 
• aim, purpose 
• cause, motive, reason
• advantage, use, utility
• thing, object
• object of the senses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90,3] [p= 90,2] [L=15840]



The Sanskrit Heritage Site, The Sanskrit Grammarian: Declension
http://sanskrit.inria.fr/cgi-bin/SKT/sktdeclin?lex=SH&q=arTa&t=SL&g=Neu&font=roma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Neuter Singular Dual Plural

Nominative artham arthe arthāni

Vocative artha arthe arthāni

Accusative artham arthe arthāni

Instrumental arthena arthābhyām arthaiḥ

Dative arthāya arthābhyām arthebhyaḥ

Ablative arthāt arthābhyām arthebhyaḥ

Genitive arthasya arthayoḥ arthānām

Locative arthe arthayoḥ artheṣu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tu 】
• ind.
• but 
• or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Dictionary[p= 449,3] [L=85706.1]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pratyakṣa 】
【 prati - akṣa 】
【 prati 】
• ind.
• (as a prefix to roots and their derivative 

nouns and other nouns,) towards, near to
• against, in opposition to
• back, again, in return
• down upon, upon, on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661,2] [L=131398]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pratyakṣa 】
【 prati - akṣa 】
【 akṣa 】

• root  √akṣ -1
• imperative, active, second, singular
• “attain”

William Dwight Whitney, 
“The Roots, Verb-Forms, and Primary Derivatives of the Sanskrit Language”, page 1
http://www.sanskrit-lexicon.uni-koeln.de/scans/KALEScan/WRScan/disp2/index.php?page=1



The Sanskrit Heritage Site, The Sanskrit Grammarian: Conjugation
http://sanskrit.inria.fr/cgi-bin/SKT/sktconjug?lex=SH&q=akz&t=SL&c=1&font=roma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Active Singular Dual Plural

First akṣāṇi akṣāva akṣāma

Second akṣa akṣatam akṣata

Third akṣatu akṣatām akṣantu

Passive Singular Dual Plural

First akṣyai akṣyāvahai akṣyāmahai

Second akṣyasva akṣyethām akṣyadhvam

Third akṣyatām akṣyetām akṣyantām

Imperative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pratyakṣa 】
【 prati - akṣa 】
【 akṣa 】

• n. 
• [only ifc. (f(ī). ) for akṣi], the eye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433,2] [L=81977.3]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pratyakṣa 】
【 prati - akṣa 】
• mf(ā)n. 
• present before the eyes, visible, 

perceptible
• clear, distinct, manifest, direct, immediate, 

actual, real 
• keeping in view, discerning (with gen.)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L=31621] [p= 0624-b]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pratyakṣa 】
【 prati - akṣa 】
• n. 
• perceptibility, ocular evidence, clearness, 

distinctness, explicitness; 
• superintendence; 
• (in philosophy) apprehension by the 

senses, sensation, perception, intuition; 
• (in rhetoric) a kind of style descriptive of 

impressions derived from the senses;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L=31621] [p= 0624-b]



The Sanskrit Heritage Site, The Sanskrit Grammarian: Declension
http://sanskrit.inria.fr/cgi-bin/SKT/sktdeclin?lex=MW&q=pratyakza&t=SL&g=Neu&font=roma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Neuter Singular Dual Plural

Nominative pratyakṣam pratyakṣe pratyakṣāṇi

Vocative pratyakṣa pratyakṣe pratyakṣāṇi

Accusative pratyakṣam pratyakṣe pratyakṣāṇi

Instrumental pratyakṣeṇa pratyakṣābhyām pratyakṣaiḥ

Dative pratyakṣāya pratyakṣābhyām pratyakṣebhyaḥ

Ablative pratyakṣāt pratyakṣābhyām pratyakṣebhyaḥ

Genitive pratyakṣasya pratyakṣayoḥ pratyakṣāṇām

Locative pratyakṣe pratyakṣayoḥ pratyakṣeṣu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anu-māna 】
【 anu 】
• ind.
• (as a prefix to verbs and nouns, expresses) 

after, along, alongside, lengthwise, near to, 
under, subordinate to, with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31,1] [L=6056]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anu-māna 】
【 māna 】
• mn.
• root √man, “think” 
• Past Passive Participle (ppp)

• n. 
• (in phil.) proof. demonstration, means of 

proof (= pra-māṇa. q.v.)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809,3] [L=162843]

http://sanskrit.inria.fr/cgi-bin/SKT/sktconjug?lex=SH&q=man&t=SL&c=4&font=roma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anu-māna 】
• n. 
• the act of inferring or drawing a 

conclusion from given premises
• inference, consideration, reflection
• guess, conjecture
• one of the means of obtaining true 

knowledge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37,1] [L=6977]



The Sanskrit Heritage Site, The Sanskrit Grammarian: Declension
http://sanskrit.inria.fr/cgi-bin/SKT/sktdeclin?lex=MW&q=anumAna&t=SL&g=Neu&font=roma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Neuter Singular Dual Plural

Nominative anumānam anumāne anumānāni

Vocative anumāna anumāne anumānāni

Accusative anumānam anumāne anumānāni

Instrumental anumānena anumānābhyām anumānaiḥ

Dative anumānāya anumānābhyām anumānebhyaḥ

Ablative anumānāt anumānābhyām anumānebhyaḥ

Genitive anumānasya anumānayoḥ anumānānām

Locative anumāne anumānayoḥ anumāneṣu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dva 】
• mfn. 
• original stem of dvi 
• two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503,2] [L=98101]



The Sanskrit Heritage Site, The Sanskrit Grammarian: Declension
http://sanskrit.inria.fr/cgi-bin/SKT/sktdeclin?lex=MW&q=dva&g=Neu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Neuter Singular Dual Plural

Nominative dvam dve dvāni

Vocative dva dve dvāni

Accusative dvam dve dvāni

Instrumental dvena dvābhyām dvaiḥ

Dative dvāya dvābhyām dvebhyaḥ

Ablative dvāt dvābhyām dvebhyaḥ

Genitive dvasya dvayoḥ dvānām

Locative dve dvayoḥ dveṣu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pra-māṇa 】
【 pra 】
• ind.
• before
• forward, in front, on, 
• forth (mostly in connection with a verb, 

esp. with a verb of motion which is often 
to be supplied ; rarely as a separate word)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652,2] [L=129752]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pra-māṇa 】
• n.
• a means of acquiring pramā or certain 

knowledge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685,3] [L=135806]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pra-māṇa 】
• 6 in the vedā*nta, viz. 
 pratyakṣa, perception by the senses ; 
 anumāna, inference ; 
 upamāna, analogy or comparison ; 
 śabda or āpta-vacana, verbal authority, 

revelation ;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685,3] [L=135806]

(現量)

(比量)

(譬喻量)

(聖言量)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pra-māṇa 】
• 6 in the vedā*nta, viz. 
 an-upalabdhi or abhāva-pratyakṣa, 

non-perception or negative proof ; 
 arthā*patti, inference from 

circumstances ;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685,3] [L=135806]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pra-māṇa 】
• the nyāya (正理) admits only 4, excluding 

the last two ; 
• the sāṁkhya (僧佉，數論) only 3, viz. 
 pratyakṣa, 
 anumāna and 
 śabda ;

• other schools increase the number to 9 by 
adding sambhava, equivalence ;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685,3] [L=135806]

(現量)

(比量)

(譬喻量)



The Sanskrit Heritage Site, The Sanskrit Grammarian: Declension
http://sanskrit.inria.fr/cgi-bin/sktdeclin?q=pramaa.na;g=Neu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Neuter Singular Dual Plural

Nominative pramāṇam pramāṇe pramāṇāni

Vocative pramāṇa pramāṇe pramāṇāni

Accusative pramāṇam pramāṇe pramāṇāni

Instrumental pramāṇena pramāṇābhyām pramāṇaiḥ

Dative pramāṇāya pramāṇābhyām pramāṇebhyaḥ

Ablative pramāṇāt pramāṇābhyām pramāṇebhyaḥ

Genitive pramāṇasya pramāṇayoḥ pramāṇānām

Locative pramāṇe pramāṇayoḥ pramāṇeṣu



(IV) 為自比量

(一) 比量的體性與差別

(1) 比量的差別

(2) 比量的體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