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 為自比量的構成

（見講義第19頁）

依《入論》：「

• 因有三相，何等為三？謂：

①『遍是宗法性』（即《集量論》所言：

『所比有』）、

②『同品定有性』（即『彼類有』）、

③『異品遍無性』（即『彼無處無』）。」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6) kiṃ punastrairūpyam |

(郭)

(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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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南亞研究》，1999年第2期，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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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6) kim punaḥ trairūpyam |

(郭) 何 又 三 相

(玄) 何等為三?

n. nom.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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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南亞研究》，1999年第2期，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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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法源》，2001年總第19期，第334頁

n. nom. sing. ind.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6) kim punaḥ trairūpyam |

(郭) 何 又 三 相

(玄) 何等為三?

n. nom.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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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南亞研究》，1999年第2期，頁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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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法源》，2001年總第19期，第334頁

n. nom. sing. ind.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kim】n.
• interrogative pronouns
• how?  whence?  wherefore?  why? 

【punaḥ】
• in comp. for punar

【kim punar】
• how much more ?  how much less ?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L=14768] [p= 0229-b]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L=14770]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634,1] [L=125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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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Neuter Singular Dual Plural

Nominative kim ke kāni

Vocative

Accusative kim ke kāni

Instrumental kena kābhyām kaiḥ

Dative kasmai kābhyām kebhyaḥ

Ablative kasmāt kābhyām kebhyaḥ

Genitive kasya kayoḥ keṣām

Locative kasmin kayoḥ keṣu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trairūpya】
• n. 
• (fr. tri-rūpa), 
• tripleness of form, threefold change of 

form; 
• three forms or ways.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L=21625] [p= 0393-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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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Neuter Singular Dual Plural

Nominative trairūpyam trairūpye trairūpyāṇi

Vocative trairūpya trairūpye trairūpyāṇi

Accusative trairūpyam trairūpye trairūpyāṇi

Instrumental trairūpyeṇa trairūpyābhyām trairūpyaiḥ

Dative trairūpyāya trairūpyābhyām trairūpyebhyaḥ

Ablative trairūpyāt trairūpyābhyām trairūpyebhyaḥ

Genitive trairūpyasya trairūpyayoḥ trairūpyāṇām

Locative trairūpye trairūpyayoḥ trairūpyeṣu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7) pakṣadharmatvaṃ sapakṣe

(郭)

(玄)

(7) sattvaṃ vipakṣe cāsattvamiti |

(郭)

(玄)

郭良鋆，《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上)
《南亞研究》，1999年第2期，頁41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7) pakṣa - dharma - tvam sapakṣe

(郭) 宗 有法 性 同品

(玄) 謂遍是宗法性， 同品

(7) sattvam vipakṣe ca  asattvam iti |

(郭) 有性 異品 和 無性

(玄) 定有性 異品遍無性。

郭良鋆，《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上)
《南亞研究》，1999年第2期，頁41

m. loc.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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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nom. sing.

n. nom. sing. ind.

① ②

③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7) pakṣa - dharma - tvam sapakṣe

(郭) 宗 有法 性 同品

(玄) 謂遍是宗法性， 同品

(7) sattvam vipakṣe ca  asattvam iti |

(郭) 有性 異品 和 無性

(玄) 定有性 異品遍無性。

郭良鋆，《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上)
《南亞研究》，1999年第2期，頁41

m. loc.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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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nom. sing.

n. nom. sing. ind.

① ②

③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pakṣa 】
• m.
• (in logic) the proposition to be proved in a 

syllogism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573,3] [L=113078]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tva 】
• The suffix -tva is added to a 

noun/adjective/verb to form an abstract 
noun with a neuter gender

Bhikkhu KL Dhammajoti, Reading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Buddha-dharma Centre of Hong Kong, 2012, page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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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Neuter Singular Dual Plural

Nominative tvam tve tvāni

Vocative tva tve tvāni

Accusative tvam tve tvāni

Instrumental tvena tvābhyām tvaiḥ

Dative tvāya tvābhyām tvebhyaḥ

Ablative tvāt tvābhyām tvebhyaḥ

Genitive tvasya tvayoḥ tvānām

Locative tve tvayoḥ tveṣu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sa-pakṣa 】
【 sa 】
• ind.
• an inseparable prefix expressing 

"junction" , "conjunction" , "possession"  
(as opp. to a priv.), "similarity", "equality"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1111,2] [L=225596]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sa-pakṣa 】
【 sa 】
• ind.
• (and when compounded with nouns to 

form adjectives and adverbs it may be 
translated by:
"with", "together or along with", 
"accompanied by", "added to", 
"having", "possessing", "containing", 
"having the same" );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1111,2] [L=225596]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sa-pakṣa 】
【 pakṣa 】
• m. 
• (ifc. f(ā or ī). ) a wing, pinion (in one 

passage n.)

• m.
• (in logic) the proposition to be proved in a 

syllogism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573,3] [L=113078]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573,2] [L=113061]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sa-pakṣa 】
• mfn. 
• having wings, winged

• m. 
• (in logic) an instance on the same side 

(e.g. the common illustration of "the 
culinary hearth") , a similar instance or 
one in which the major term is found.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1148,2] [L=232228]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1148,1] [L=23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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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Masculine Singular Dual Plural

Nominative sapakṣaḥ sapakṣau sapakṣāḥ

Vocative sapakṣa sapakṣau sapakṣāḥ

Accusative sapakṣam sapakṣau sapakṣān

Instrumental sapakṣeṇa sapakṣābhyām sapakṣaiḥ

Dative sapakṣāya sapakṣābhyām sapakṣebhyaḥ

Ablative sapakṣāt sapakṣābhyām sapakṣebhyaḥ

Genitive sapakṣasya sapakṣayoḥ sapakṣāṇām

Locative sapakṣe sapakṣayoḥ sapakṣeṣu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sat-tva 】
【 sat 】
• mf(satī)n. 
• (present participle of √as-2) being, 

existing, occurring, happening, being 
present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1134,2] [L=229490]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sat-tva 】
【 -tva 】
• The suffix -tva is added to a 

noun/adjective/verb to form an abstract 
noun with a neuter gender

Bhikkhu KL Dhammajoti, Reading Buddhist Sanskrit Texts, 
Buddha-dharma Centre of Hong Kong, 2012, page 30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sat-tva 】
• n. 
• being, existence, entity, reality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1135,2] [L=229727]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sattva 這個詞出於 √as 〉sat 加 -tva，

• 和出於 √bhū 的 bhava，雖然在指生物、
存在物時似乎相同， 但含義卻有區別。

• 《波你尼經》1.4.57. 用 sattva 兼指生物、
無生物，即一般存在物。

金克木，《試論梵語中的‘有 —─  存在’ 》，
哲學研究，1980年第7期，第56頁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as 〉 sat 表示存在，譯為「有」。

• -tva 是後綴，表示其性質的抽象(仿彿英語
的 ── ness) , 譯為「情」。

• 「有情」即「存在物」，「生物」(如英語
being) 。

金克木，《試論梵語中的‘有 —─  存在’ 》，
哲學研究，1980年第7期，第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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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Neuter Singular Dual Plural

Nominative sattvam sattve sattvāni

Vocative sattva sattve sattvāni

Accusative sattvam sattve sattvāni

Instrumental sattvena sattvābhyām sattvaiḥ

Dative sattvāya sattvābhyām sattvebhyaḥ

Ablative sattvāt sattvābhyām sattvebhyaḥ

Genitive sattvasya sattvayoḥ sattvānām

Locative sattve sattvayoḥ sattveṣu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vi-pakṣa 】
• m. 
• (in logic) ：
 a counter-statement, 
 counter-instance, 
 argument proving the contrary 

• (e.g. “ there cannot be fire in a lake, 
because there is no smoke there ")

Monier-Williams Sanskrit-English [p= 973,1] [L=197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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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Masculine Singular Dual Plural

Nominative vipakṣaḥ vipakṣau vipakṣāḥ

Vocative vipakṣa vipakṣau vipakṣāḥ

Accusative vipakṣam vipakṣau vipakṣān

Instrumental vipakṣeṇa vipakṣābhyām vipakṣaiḥ

Dative vipakṣāya vipakṣābhyām vipakṣebhyaḥ

Ablative vipakṣāt vipakṣābhyām vipakṣebhyaḥ

Genitive vipakṣasya vipakṣayoḥ vipakṣāṇām

Locative vipakṣe vipakṣayoḥ vipakṣeṣu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此文是本論第一處(共有二處)具體地闡述
因三相。

• 原文是三個省略結構，

即省略了主語「因」；

• 原文是三個單稱直言判斷，

表述因所具有的三個方面的邏輯功能。

• 玄奘在譯文中創造性地概括為三個術語式
的句子。

巫白慧，梵本《因明入正理論》──因三相的梵語原文和玄奘的湵譯，
《中華佛學學報》第8期(1995)，頁47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我們注意到原文：

第一相和第三相沒有「遍」字，

第二相中也 沒有「定」字。

• 「遍」和「定」這兩個具有畫龍點睛作用
的詞語，無疑是奘師在翻譯過程中按因支
的邏輯特點補充進去的。

巫白慧，梵本《因明入正理論》──因三相的梵語原文和玄奘的湵譯
《中華佛學學報》第8期(1995)，頁47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關於同品、異品

• 梵語原文︰1. sapakṣa；2. vipakṣa
• 玄奘漢譯︰1. 同品 ；2. 異品

• 這兩個術語是在因支中講的。

• 原文是兩個鄰近釋（avyayībhāva）的複合
名詞 ──  sa-pakṣa 和 vi-pakṣa ；

• 直譯是︰「同於宗者」和「異於宗者」。

巫白慧，梵本《因明入正理論》──因三相的梵語原文和玄奘的湵譯，
《中華佛學學報》第8期(1995)，頁50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關於同品、異品

• 玄奘所譯的「品」，即「品類」的意思；

謂有兩類事物，一類與宗相同，

一類與宗相異。

• 這裡的「宗」限指宗法而言，即宗之後陳
（宗之謂語或變項──無常）。

• 因此，注疏家把它們分別稱作

「宗同品」和

「宗異品」。
巫白慧，梵本《因明入正理論》──因三相的梵語原文和玄奘的湵譯，

《中華佛學學報》第8期(1995)，頁50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7) pakṣa - dharma - tvam sapakṣe

(郭) 宗 有法 性 同品

(玄) 謂遍是宗法性， 同品

(7) sattvam vipakṣe ca  asattvam iti |

(郭) 有性 異品 和 無性

(玄) 定有性 異品遍無性。

郭良鋆，《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上)
《南亞研究》，1999年第2期，頁41

m. loc.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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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nom. sing.

n. nom. sing. ind.

① ②

③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7) pakṣa - dharma - tvam sapakṣe

(郭) 宗 有法 性 同品

(玄) 謂 是宗法性， 同品

(7) sattvam vipakṣe ca  asattvam iti |

(郭) 有性 異品 和 無性

(玄) 定有性 異品遍無性。

郭良鋆，《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上)
《南亞研究》，1999年第2期，頁41

m. loc.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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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nom. sing.

n. nom. sing. ind.

① ②

③

遍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 二十多年來的因明學界對陳那因三相的邏
輯形式的討論始終莫衷一是。

• 這一方面 是由於沒有顧及到陳那因明的
體系性，

另一方面則是 混淆了因三相的：

 語言表述，與

 邏輯形式。

湯銘鈞，《陳那、法稱，因明的推理理論 ── 兼論因明研究的多重視角》，
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頁83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第一相「遍是宗法性」的涵義為：

• 「因法」是「宗有法」普遍具有的屬性，
其邏輯形式為：凡「有法」是「因法」。

• 「遍」字為玄奘所加，

強調了「因法」在「有法」上必須是普遍
地存在。

湯銘鈞，《陳那、法稱，因明的推理理論 ── 兼論因明研究的多重視角》，
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頁83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第一相「遍是宗法性」的涵義為：

• 這與法稱用小品詞 eva (唯) 來限定「因法」
在所比「有法」上的「存在」(sattva)說明
「因法」在「有法」上沒有不存在，正有
異曲同工之妙。

湯銘鈞，《陳那、法稱，因明的推理理論 ── 兼論因明研究的多重視角》，
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頁83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第一相「遍是宗法性」的涵義為：

• 第一相的形式本來是最無疑意，現在卻有
一種觀點認為，這裡的「宗法」：

如果是指「因法」，便有『同語反復』
的錯誤，

所以「宗法」只能是指宗的「後陳」、
「能別法」，

第一相因而：『說的是喻體，

即凡「因法」都具有「宗法性」』。
湯銘鈞，《陳那、法稱，因明的推理理論 ── 兼論因明研究的多重視角》，

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頁83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第一相「遍是宗法性」的涵義為：

• 該文作者還認為：

這種表述『很接近』梵文原文。

• 筆者認為：

第一，即便是梵文原文的語言表述也不能
替代它的邏輯形式。

第一相「因是宗法性」(pakṣa-dharma-tva)
是說：因是「宗有法」的法(屬性)；

轉化成邏輯形式即為：凡「有法」是「因
法」。湯銘鈞，《陳那、法稱，因明的推理理論 ── 兼論因明研究的多重視角》，

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頁83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第一相「遍是宗法性」的涵義為：

• 該文作者還認為：

這種表述『很接近』梵文原文。

• 筆者認為：

第二，「宗法」(pakṣa-dharma)

既沒有專取 「因法」的意思，

也沒有專取「能別法」的意思，

而是泛指 「宗有法」所具備的屬性。

湯銘鈞，《陳那、法稱，因明的推理理論 ── 兼論因明研究的多重視角》，
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頁83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第一相「遍是宗法性」的涵義為：

• 該文作者還認為：

這種表述『很接近』梵文原文。

• 筆者認為：

該文作者顯然是誤解了「宗法」一詞本身
的涵義。

湯銘鈞，《陳那、法稱，因明的推理理論 ── 兼論因明研究的多重視角》，
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10年，頁83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7) pakṣa - dharma - tvam sapakṣe

(郭) 宗 有法 性 同品

(玄) 謂遍是宗法性， 同品

(7) sattvam vipakṣe ca  asattvam iti |

(郭) 有性 異品 和 無性

(玄) 定有性 異品遍無性。

郭良鋆，《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上)
《南亞研究》，1999年第2期，頁41

m. loc.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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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nom. sing.

n. nom. sing. ind.

① ②

③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7) pakṣa - dharma - tvam sapakṣe

(郭) 宗 有法 性 同品

(玄) 謂遍是宗法性， 同品

(7) sattvam vipakṣe ca  asattvam iti |

(郭) 有性 異品 和 無性

(玄) 定有性 異品遍無性。

郭良鋆，《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上)
《南亞研究》，1999年第2期，頁41

m. loc.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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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nom. sing.

n. nom. sing. ind.

① ②

③



《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

(7) pakṣa - dharma - tvam sapakṣe

(郭) 宗 有法 性 同品

(玄) 謂遍是宗法性， 同品

(7) sattvam vipakṣe ca  asattvam iti |

(郭) 有性 異品 和 無性

(玄) 有性 異品 無性。

郭良鋆，《因明入正理論》梵漢對照(上)
《南亞研究》，1999年第2期，頁41

m. loc. 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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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nom. sing.

n. nom. sing. ind.

① ②

③

遍定



(二) 為自比量的構成

（見講義第19頁）

①遍是宗法性
（pakṣa-dharma-tva）

（所比有）

因三相―
②同品定有性
（sapakṣe sat-tva）

（彼類有）

③異品遍無性
（vipakṣa-nāsti-tā）

（彼無處無）



(二) 為自比量的構成

（見講義第19頁）

• 依例分析：

宗：諸行（現象界）無常。（凡 S 為 P）

因：是緣生法故。 （是 M 故）



集P=無常

～ P

～ P～ P

～ P

集S =諸行

宗：諸行（現象界）無常。（凡 S 為 P）

（見講義第19頁）



Ｍ

集Ｍ=緣生法

集S =諸行
=χ1, χ2, ‥‥

第一相：諸行是「緣生法」，此符合「遍是宗法性（所比有
此因）」（凡S為M）。即： ‧(χ) S(χ)→M(χ)

（見講義第19頁）



集P∩M=x1,x2 集M=緣起法

集P=無常

x1,x2

第二相：有「無常法」是「緣生法」，如瓶、如電等是「無常
法」，亦是「緣生法」。此符合「同品定有性（彼類
有此因）」（有P為M）。即： (   χ)．P(χ)．M(χ)

（見講義第19頁）



集P∩M=x1,x2 集M=緣起法

集P=無常

～ P

～ P～ P

～ P

～ P

～ P

～ P

～ P

～ M
～ M

～ M

～ M

～ M

集M=緣起法

～ M

（見講義第20頁）

第三相：凡常法（即「無無常法」）皆非是「緣生法」，如
「虛空」。此符合「異品遍無性（彼無處則無）」
（凡非P為非M）。



集M=緣起法

集P=無常

～ P

～ P～ P

～ P

～ P

～ P

～ P

～ P

～ M
～ M

～ M

～ M

～ M

～ M

第三相：凡常法（即「無無常法」）皆非是「緣生法」，如
「虛空」。此符合「異品遍無性（彼無處則無）」
（凡非P為非M）。

（見講義第20頁）



集M=緣起法

集P=無常

～ P

～ P～ P

～ P

～ P

～ P

～ P

～ P

～ M
～ M

～ M

～ M

～ M

～ M

集S =諸行

宗：諸行（現象界）無常。（凡 S 為 P）

（見講義第20頁）



集P=無常

～ P

～ P～ P

～ P

集S =諸行

宗：諸行（現象界）無常。（凡 S 為 P）

（見講義第20頁）



(二) 為自比量的構成

（見講義第20頁）

• 練習：試審查下述「比量」是否符合「因
三相」：

(1) 宗：李光耀是亞洲人。（凡 S 為 P）
因：是中國人故。 （是 M 故）



宗：「李光耀」是亞洲人。

因：是中國人故。

違犯因第一相：遍是宗法性

因：「李光耀」是中國人故。

練習（1）



集P∩M=張三

集M=中國人

集P=亞洲人

練習（1）：宗：李光耀是亞洲人。 （凡 S 為 P）
因：是中國人故。 （是 M 故）

異品： ?
同品：

～Ｐ

～Ｐ

～Ｐ

～Ｐ～Ｐ



(二) 為自比量的構成

（見講義第20頁）

• 練習：試審查下述「比量」是否符合「因
三相」：

(2) 宗：青蛙是魚類。 （凡 S 為 P）
因：能游泳故。 （是 M 故）



宗：「青蛙」是魚類。

因：能游泳故。

因第一相：遍是宗法性

因：「青蛙」能游泳故。

因第二相：同品定有性

因第三相：異品遍無性

練習（2）



集P∩M=鯉魚

集M=能游泳

集P=魚類

練習（2）：宗：青蛙是魚類。 （凡 S 為 P）
因：能游泳故。 （是 M 故）

M1=企鵝

M2=鯨魚

異品：
同品：

～Ｐ

～Ｐ

～Ｐ

～Ｐ～Ｐ

「青蛙」？ 「青蛙」？



(二) 為自比量的構成

（見講義第20頁）

• 練習：試審查下述「比量」是否符合「因
三相」：

(3) 宗：吳文英是北宋詞人。

（凡 S 為 P）
因：他的「夢窗詞‧唐多令（何處合

成愁，離人心上秋）」寫於宋高
宗南渡之後故。

（是 M 故）



(二) 為自比量的構成

（見講義第20頁）

• 練習：試審查下述「比量」是否符合「因
三相」：

(3) 宗：吳文英是北宋詞人。

（凡 S 為 P）
因：他的「夢窗詞‧唐多令（何處合

成愁，離人心上秋）」寫於宋高
宗南渡之後故。

（是 M 故）

宋高宗趙構，南宋第一代皇帝
（1127年6月12日-1162年7月24日在位）

吴文英（约1200～1260）



(二) 為自比量的構成

（見講義第20頁）

• 練習：試審查下述「比量」是否符合「因
三相」：

(4) 宗：極微是無常的。

（凡 S 為 P）
因：以能合成具影障的粗色。

（是 M 故）



集P∩M=磚

集M=能合成
具影障的粗色

集P=是無常的

練習（4）：宗：極微是無常的。 （凡 S 為 P）
因：以能合成具影障的粗色。（是 M 故）

M1= ？ ？

M2=虛空

異品：
同品：

～Ｐ

～Ｐ

～Ｐ

～Ｐ～Ｐ

異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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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自比量的邏輯真值的審查

（見講義第21頁）

宗：彼山有火。

（凡S為P）（S → P）

因：以（彼山）有煙火故。

（凡S為M）（S → M）

在邏輯中，真值（truth value），又稱邏輯值（logical value），
是指示一個陳述句子在什麼程度上是真的。

在經典邏輯中，唯一可能的「真值」是真（T）和假（F）。

維基百科，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9C%9F%E5%80%BC



(三) 自比量的邏輯真值的審查

（見講義第21頁）

第一相：遍是宗法性（所以有此因）

M

S

有煙

山

‧(χ) S(χ)→M(χ)



(三) 自比量的邏輯真值的審查

（見講義第21頁）

第二相：同品定有性（彼類有此因）

(a) 同品分有此因

M P
有煙 有火

‧(    χ1) P(χ1) M(χ1)≠0
χ1

灶



‧(    χ1) M(χ1) P(χ1)≠0
即

‧

‧



(三) 自比量的邏輯真值的審查

（見講義第21頁）

第二相：同品定有性（彼類有此因）

(b) 同品全有此因

M

P

有煙

有火

‧(χ) P(χ)→M(χ)
χ1

灶



(三) 自比量的邏輯真值的審查

（見講義第21頁）

第三相：異品遍無性（彼無處則無）

(a) 異品外延較非因為狹

M

P

有煙

有火

‧(χ) ～P(χ) M(χ)=0

‧(χ) M(χ)→P(χ)
即

‧～M

～P

無煙

無火



(三) 自比量的邏輯真值的審查

（見講義第21頁）

第三相：異品遍無性（彼無處則無）

(b) 異品與非因同一外延

M P
所作 無常

‧(χ) ～P(χ)=～M (χ)

‧(χ) ～M(χ)→～P(χ)
即～M

～P

非所作

常

‧

‧(χ) M(χ)→P(χ)
或



(三) 自比量的邏輯真值的審查

（見講義第22頁）

第一相：遍是宗法性（所以有此因）

M

S

有煙

山
．(χ) S(χ)→M(χ)

第二相：同品定有性（彼類有此因）

M P
有煙 有火

χ
灶

．(   χ) M(χ) P(χ) ．

第三相：異品遍無性（彼無處則無）

M

P

有煙

有火

．(χ) M(χ)→P(χ)
～M

～P

無煙

無火

M

P

有煙

有火

～M

～P

無煙

無火

S 山

P 有火 ～P 無火

S 山

．(χ) S(χ)→P(χ)
即「此山有火」



(三) 自比量的邏輯真值的審查

（見講義第22頁）

．(χ) S(χ)→M(χ)

．(   χ) M(χ) P(χ)．

．(χ) M(χ)→P(χ)

．(χ) S(χ)→P(χ)
即「此山有火」





(三) 自比量的邏輯真值的審查

（見講義第22頁）

．(χ) S(χ)→M(χ)

．(   χ) M(χ) P(χ)．

．(χ) M(χ)→P(χ)

．(χ) S(χ)→P(χ)
即「此山有火」





(三) 自比量的邏輯真值的審查

（見講義第22頁）

．(χ) S(χ)→M(χ)

．(χ) M(χ)→P(χ)

．(χ) S(χ)→P(χ)
即「此山有火」

．(   χ) M(χ) P(χ)．



(三) 自比量的邏輯真值的審查

（見講義第22頁）

．(χ) S(χ)→M(χ) ．(χ) M(χ)→P(χ) ．(χ) S(χ)→P(χ)

由「彼山有煙」證得「彼山有火」（合乎「因三相」）

．(   χ) M(χ) P(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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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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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