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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為他比量
(一) 為他比量的體性與差別

(二) 宗支的構成

(三) 因支的構成

(四) 明九句因

(五) 喻的結構

(六) 三支比量與三段論式的關係

(七) 似宗

(八) 似因

(九) 似喻



(六) 三支比量與三段論式的關係

（見講義第27頁）

宗：聲是無常 (χ)‧S(χ) → P(χ) 大前提

因：所作性故 (χ)‧S(χ) → M(χ) 小前提

喻：若是所作
見彼無常

（譬如瓶等）

(χ)‧M(χ) → P(χ) 結 論



（見講義第27頁）

• 討論：(1) 二者相同者為何？

(2) 二者相異者為何？
(a) 排列次序？
(b)「宗有法（S）」能作喻否？
(c) 運用「歸納法」

或 「演繹法」？
(d) 推論能否具必然性？
(e) 全稱、偏稱問題？

(六) 三支比量與三段論式的關係



（1）兩者相同者為何？

三支比量：三句

三段論式：三句

(六) 三支比量與三段論式的關係



（2）兩者相異者為何？
(a) 排列次序？

三支比量：․題目先行，
․即標舉結論先，
․為對辯服務，
․從假定尋因証宗。

三段論式：․從己知推度未知。

(六) 三支比量與三段論式的關係



（2）兩者相異者為何？
(b) 宗有法（S）能作喻否？

三支比量：․不能，
․因為有「剔除有法」，
․所以結論：
祇有概然性，
沒有必然性。

三段論式：․不能推出新知識。

(六) 三支比量與三段論式的關係



（2）兩者相異者為何？
(c) 運用「歸納法」或「演繹法」？

三支比量：․喻用歸納法－
但少一個元素，

․凡經驗的無必然是真，
非全幅歸納，

․由喻體推出結果，
是演繹法。

三段論式：․純用演繹法。

(六) 三支比量與三段論式的關係



（2）兩者相異者為何？

(d) 推論能否具必然性？
三支比量：․無
三段論式：․有

(e) 全稱、偏稱問題？
三支比量：․徧稱
三段論式：․全稱

(六) 三支比量與三段論式的關係



（2）兩者相異者為何？
(a) 排列次序？

三支比量：․題目先行，
․即標舉結論先，
․為對辯服務，
․從假定尋因証宗。

三段論式：․從己知推度未知。

(六) 三支比量與三段論式的關係



「三支比量」先立，宗、再出因、後引喻的
原因所在：

一者、（從因明發展歷史講）

二者、（從自悟講）

三者、（從悟他講、從辯論的過程講）

四者、（從著書立說講）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19頁



「三支比量」先立，宗、再出因、後引喻的
原因所在：

一者、（從因明發展歷史講）

二者、（從自悟講）

三者、（從悟他講、從辯論的過程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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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者、（從因明發展歷史講）

• 陳那建立「三支比量」是從：

足目「正理學派」及

世親「古因明」的「五支比量」

修正而來的。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19頁



(4) 修訂古因明的五支而

成為新因明的三支作法

古因明五支作法 支名
聲是無常。 宗
所作性故。 因
猶如瓶等，見是所作則無常。

（或言：見是所作及無常）

同喻

聲亦如是，是所作性。 合
故聲無常。 結

• 古因明未有說明宗支中的「無常」與

因支的「所作性」相互關係。

• 這樣，有不定過，即無必然性。

• 不足肯定因與宗之間的邏輯關係。

瓶

類比法
（by analogy）

（見講義第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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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支與因支的相互關係最多有五種



一者、（從因明發展歷史講）

• 「五支比量」繼承印度正理派的傳統，
先宗，
後因，
隨而是喻、合、結。

• 「五支」的困難在喻、合、結不能顯：
「因法」與
「宗法」
的「不相離」關係，因而無法證成「宗支」
的正確性，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19頁



一者、（從因明發展歷史講）

• 所以陳那：
廢「合」、「結」，
把「喻」開為「喻體」與「喻依」，
證宗的困難便告解決。

• 證宗的困難既無關於宗、因、喻的排列次
第，
故陳那實沒有必要改動先宗，後因、喻的
次第。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19頁



「三支比量」先立，宗、再出因、後引喻的
原因所在：

一者、（從因明發展歷史講）

二者、（從自悟講）

三者、（從悟他講、從辯論的過程講）

四者、（從著書立說講）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19頁



「三支比量」先立，宗、再出因、後引喻的
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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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者、（從自悟講）

三者、（從悟他講、從辯論的過程講）

四者、（從著書立說講）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19頁



二者、（從自悟講）

• 因明的目的在自悟與悟他。

• 在自悟尋找新知識的歷程中，

有時固然可以從已有知識向前推演，以
求取新知識，

一如西方的演繹邏輯這樣先前提而後結
論，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19頁



二者、（從自悟講）

• 不過，因明的目的在自悟與悟他。
在自悟尋找新知識的歷程中，

有時也可先來個假設（立宗），

然後細心求證（辨因、引喻），以決定
先前的假設是否可以成立，

如果求證無誤，那假設便得成為真實的
知識了。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0頁



二者、（從自悟講）

• 「三支比量」正是採取這種：

先宗而

後因、喻

的「歸證方法」，

至於「歸證」的歷程已於解釋「因三相」
時闡述。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0頁



二者、（從自悟講）

• 由此可見：

「由前提到結論」的「推演方法」

或

「先宗後因、喻」的「歸證方法」

都無妨新知的研尋，所以不可以因其排列
次第有異而論其軒輊。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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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者、（從悟他講、從辯論的過程講）

• 就「為他比量」(即《入論》「八義」中的
「能立」) 言，立量的目的，在於開悟他
人，

• 因為在印度不同哲學或宗教的思想交流中，
往往是通過辯論來進行的，

• 例如，玄奘在曲女城十八日的無遮大會裹，
提出了「真唯識量」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0頁



三者、（從悟他講、從辯論的過程講）

• 在辯論的過程中，無論建立主張，或破斥
敵論，都需要首先確定辯論的題目；

• 這個辯論的題目正是「三支比量」的「宗
支」。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0頁



三者、（從悟他講、從辯論的過程講）

• 因為「三支比量」就是淵源於辯論的需要
而創立的，
因此為要突出辯論的主題，所以先要建
立「宗支」，決定了辯論的內容與方向，

使敵論者可以提出質詢，方便辯論的進
行，

然後由立論者出示「因支」和「喻支」
作為論據，藉以論證「宗支」的主張論
點沒有失誤。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0頁



三者、（從悟他講、從辯論的過程講）

• 由此之故，「三支比量」的論式，先宗然
後因、喻，這是非常合理，非常自然的安
排。

• 即使在今日的正式辯論中，一般仍然採取
先訂辯論題目，然後進行論辯的程序。

• 訂題目 便是「立宗」，
進行論辯就是「出因」和「引喻」，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1頁



三者、（從悟他講、從辯論的過程講）

• 在立敵雙方的脣槍舌劍的交往裏，雖然也
可以運用「先前提、後結論」的演繹方式，

• 不過從整個辯的過程來看，仍然離不了先
宗後因、喻的「歸證方式」。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1頁



「三支比量」先立，宗、再出因、後引喻的
原因所在：

一者、（從因明發展歷史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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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19頁



四者、（從著書立說講）

• 從著書立說而言，論著的主旨固然可以放
於卷末或書末，但一般多置諸卷首，
如龍樹的《中論》，開卷便立：

「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
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出」；

這便是「立宗」，
以後的闡釋便是「辨因」、「引喻」。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1頁



「三支比量」先立，宗、再出因、後引喻的
原因所在：

一者、（從因明發展歷史講）

二者、（從自悟講）

三者、（從悟他講、從辯論的過程講）

四者、（從著書立說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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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支比量」先立，宗、再出因、後引喻的
原因所在：

一者、（從因明發展歷史講）

二者、（從自悟講）

三者、（從悟他講、從辯論的過程講）

四者、（從著書立說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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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與三支在論證上的差異

(1) 「三支比量」的論證本質

(2) 兩者的差異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2頁



三段與三支在論證上的差異

(1) 「三支比量」的論證本質

(2) 兩者的差異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2頁



(1) 「三支比量」的論證本質

• 因為「因支」是證成「宗支」的主要論據，
所以「因三相」成為建立正確「三支比量」
的關鍵因素。

• 所謂「因三相」是指：
一、遍是宗法性，
二、同品定有性，
三、異品遍無性。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2頁



(1) 「三支比量」的論證本質

今依例進行分析如下：

宗：彼山有火。 ﹝凡S為P﹞
因：以（彼山）有煙故。 ﹝（凡S）為M﹞

一、遍是宗法 —
彼山有煙 ﹝凡S為M﹞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2頁



(1) 「三支比量」的論證本質

今依例進行分析如下：

宗：彼山有火。 ﹝凡S為P﹞
因：以（彼山）有煙故。 ﹝（凡S）為M﹞

二、同品定有 —
最少有灶為例，
灶若有火，它可有煙﹝有P為M，如P1等﹞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2頁



(1) 「三支比量」的論證本質

今依例進行分析如下：

宗：彼山有火。 ﹝凡S為P﹞
因：以（彼山）有煙故。 ﹝（凡S）為M﹞

三、異品遍無 —
如水無火便無煙，﹝～P1是～M、﹞
……… ﹝～P2是～M、﹞
……… ﹝～P3是～M、﹞
……… ﹝～P4是～M、﹞

………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2頁



(1) 「三支比量」的論證本質

今依例進行分析如下：

宗：彼山有火。 ﹝凡S為P﹞
因：以（彼山）有煙故。 ﹝（凡S）為M﹞

三、異品遍無 —
… … …
乃至
… … … ﹝～Pn 是～M、﹞
一切無火處皆無煙﹝凡～P為～M﹞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2頁



(1) 「三支比量」的論證本質

• 所謂「遍是宗法」者，
即是例中的「彼山有煙」。

這正是「因支」所顯示的文字。

不過，正確有效的「因」不只要符合所
顯示的「因第一相」，

它還必須附有「因支」在字面上沒有顯
示的「因第二相」和「因第三相」。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3頁



(1) 「三支比量」的論證本質

• 「因第二相」
即「同品定有（此因）」
﹝有P為M，如P1等﹞，

• 如例中所說：
「最少有灶為例，

灶若有火，它可有煙」；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3頁



(1) 「三支比量」的論證本質

• 「因第三相」
即「異品遍無（此因）」
﹝凡～P為～M﹞，

• 如例中所說：
「如水，無火便 無煙，

乃至
一切 無火處皆無煙。」

• 如是訂立「因三相」的原則有什麽作用呢？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3頁



(1) 「三支比量」的論證本質

• 如是訂立「因三相」的原則有什麽作用呢？

• 宗：彼山有火。﹝凡S為P﹞，如﹝圖1﹞

是待證的論點。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3頁

P

S

圖1



(1) 「三支比量」的論證本質

• 如是訂立「因三相」的原則有什麽作用呢？

• 因第一相：彼山有煙。﹝凡S為M﹞
﹝圖2﹞

是首證據。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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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支比量」的論證本質

• 如是訂立「因三相」的原則有什麽作用呢？

• 但只有 ﹝凡S為M﹞這證據
是不能證成﹝凡S為P﹞ 這論點的，
即不能單以﹝圖2﹞以證成﹝圖1﹞：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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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S為M﹞

（彼山有煙）

﹝凡S為P﹞

（彼山有火）



(1) 「三支比量」的論證本質

• 何以故？

• 因為「M」與「P」的關係不明確故。

• 要求得「M」與「P」的「不相離」關係，
我們所提出的「因」，

除了具有因的第一相「遍是宗法」
﹝凡S為M﹞外，並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5頁



(1) 「三支比量」的論證本質

• 何以故？

• 因為「M」與「P」的關係不明確故。

• 要求得「M」與「P」的「不相離」關係，
我們所提出的「因」，

並必須具有因的第二相「同品定有（此
因）」﹝有P為M﹞及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5頁



(1) 「三支比量」的論證本質

• 何以故？

• 因為「M」與「P」的關係不明確故。

• 要求得「M」與「P」的「不相離」關係，
我們所提出的「因」，

必須具有因的第三相「異品遍無（此
因）」﹝凡～P為～M﹞。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5頁



(1) 「三支比量」的論證本質

• 何以故？

• 即因的：

第二相「同品定有（此因）」﹝有P為M﹞   及

第三相「異品遍無（此因）」﹝凡～P為～M﹞

其實是兩個歸納的原則。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5頁



(1) 「三支比量」的論證本質

• 歸納的原則：第二相「同品定有（此因）」

• 如灶有火，它可有煙。〔有P為M，如P1〕

(這是一個簡單的例子，
表示最少有一分子P1同具及P及M的屬性，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5頁

P
M

P1

圖3

P‧M ≠0
（同品定有）



(1) 「三支比量」的論證本質

• 歸納的原則：第二相「同品定有（此因）」

• 如灶有火，它可有煙。〔有P為M，如P1〕

但不能單靠它〔第二相〕:
以構成一個原則性的全稱命題，
以見P可涵蘊著M。)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5頁

P
M

P1

圖3

P‧M ≠0
（同品定有）



(1) 「三支比量」的論證本質

• 歸納的原則：因第三相「異品遍無（此因）」

〔有〜P1為〜M〕
〔有〜P2為〜M〕
〔有〜P3為〜M〕
… … … …

〔有〜Pn為〜M〕

∴ 〔有〜P 為〜M〕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6頁

P
M

～P

～P‧M ＝ 0
（異品遍無）

圖4a

M

～M

～P

～M



(1) 「三支比量」的論證本質

• 歸納的原則：因第三相「異品遍無（此因）」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6頁

P

M

圖4b

～ M

～ P

～ M

～ P1
水

～ P

～ M

～ M

～ P



(1) 「三支比量」的論證本質

• 歸納的原則：因第三相「異品遍無（此因）」

• 如是歸納第三相各個分子，我們得出「凡無
火皆無煙」這原則性的全稱命題。

• 這個從反面歸納出來的大原則，恰好就是
「三支比量」中的「異喻」。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7頁

異喻

―喻體: 若彼無火，見彼無煙。
(或:凡無火皆無煙)〔凡〜P為〜M〕

―喻依: 如水〔如〜P1〕



(1) 「三支比量」的論證本質

• 歸納的原則：因第三相「異品遍無（此因）」

• 如是歸納第三相各個分子，我們得出「凡無
火皆無煙」這原則性的全稱命題。

• 這個從反面歸納出來的大原則，恰好就是
「三支比量」中的「異喻」。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7頁

異喻

―喻體: 若彼無火，見彼無煙。
(或:凡無火皆無煙)〔凡〜P為〜M〕

―喻依: 如水〔如〜P1〕



(1) 「三支比量」的論證本質

• 歸納的原則：若把「因第二相」連同「因第
三相」一起作正反兩面的歸納，

• 我們可以得出另一原則性的全稱命題。

• 這個從正反兩面歸納出來的大原則，恰好就
是「三支比量」中的「同喻」。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7頁



(1) 「三支比量」的論證本質

• 歸納的原則：若把「因第二相」連同「因第
三相」一起作正反兩面的歸納，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7頁

同喻

―喻體: 若彼有煙，見彼有火。
(或:凡有煙皆有火)〔凡M為P〕

―喻依: 如灶〔如P1〕

P
M

P1
灶

圖5



(1) 「三支比量」的論證本質

• 由上述引例及分析，
我們得知「因明三支比量」的「喻支」
（尤其是「同喻體」及「異喻體」），
可以說是完全依「因支」的：
「第二相」及
「第三相」
歸納而得，以彼為論據，
連同「因支」的：
「第一相」，
便有證成「宗支」的能力。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8頁



(1) 「三支比量」的論證本質

• 今重列例子如下：
宗：彼山有火。 ﹝凡S為P﹞
因：以（彼山）有煙故。﹝凡S為M﹞
喻：同喻體：若彼有煙，見彼有火。

〔凡M為P〕
同喻依：如灶

異喻體：若彼無火，見彼無煙。
〔凡〜P為〜M〕

異喻依：如水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8頁



(1) 「三支比量」的論證本質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9頁

P
M

SM

P

P

M

S

S

＋

﹝同喻體﹞ ﹝因支﹞

﹝宗支﹞
﹝凡M為P﹞

（若彼有煙，見彼有火）
﹝凡S為M﹞
（彼山有煙）

﹝凡S為P﹞
（彼山有火）

這種「歸納方式」
可由「因支」連同
「同喻體」或「異喻體」進行，
如圖所顯示：



三段與三支在論證上的差異

(1) 「三支比量」的論證本質

(2) 兩者的差異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2頁



三段與三支在論證上的差異

(1) 「三支比量」的論證本質

(2) 兩者的差異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2頁



(2) 兩者的差異

一者、

• 「三段論式」是純粹的形式邏輯
（formal logic），

→它只關注於在形式推證過程中，前提
是否能擔保結論，
是否具必然的有效性（validity），

→而並不關注於推理的具體內容是甚麽；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9頁



(2) 兩者的差異

一者、

• 但因明的「三支比量」卻並不是純粹的形
式邏輯，它
→不但關注到推證過程的形式是否有效，
→還要關注到推證的具體內容，

因為它含有歸納的成分，歸納的具體內容
直接影響到歸證的對錯。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9頁



(2) 兩者的差異

二者、
• 「三段論式」屬純粹的演繹法（duduction）
而
「三支比量」則既：

→ 具備演繹成分，也
→ 具備歸納成分

（整個「同喻體」及「異喻體」都是通過
歸納而得來的），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9頁



(2) 兩者的差異

二者、
• 所以俄國學者 Th. Stcherbatsky 所著的
“Buddhist Logic”中，一再申言：

因明是一種「歸納與演繹結合的邏輯」
（an inductive-duductive logic）

• ﹝總結：﹞所以，不少學者把「三支比量」
比況於「三段論式」，就性質來說，這是
大謬不然的。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30頁



(2) 兩者的差異

三者、

• 若把「三支比量」比況於「三段論式」，

則與定言推理的 AAA 格式相似；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30頁



(2) 兩者的差異

三者、∴
定言三段推論結構，以 AAA-1 格式為例：

所有的動物是生物 ← 大前提
(含有大詞的前提)

All M is P

所有的人類是動物 ← 小前提
(含有小詞的前提)

All S is M

所有的人類是生物 ← 結 論 All S is P

M P

S M

S P
∴ ∴

P

S



(2) 兩者的差異

大詞、中詞、小詞依不同排列方式，可分成
四種格（Figure）：

第1格 第2格 第3格 第4格

大前提 M-P P-M M-P P-M

小前提 S-M S-M M-S M-S

結論 S-P S-P S-P S-P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9B%B4%E8%A8%80%E4%B8%89%E6%AE%B5%E8%AE%BA



(2) 兩者的差異

三者、
定言三段推論結構，以 AAA-1 格式為例：

所有的動物是生物 ← 大前提
(含有大詞的前提)

All M is P

所有的人類是動物 ← 小前提
(含有小詞的前提)

All S is M

所有的人類是生物 ← 結 論 All S is P

M P

S M

S P
∴ ∴

P

S

大詞 (P)：指在結論中被當作謂詞的那個詞

小詞 (S)：指在結論中被當作謂詞的那個詞

中詞 (M)：不出現在結論，只出現在前
提，且各出現一次，當媒介使用的詞



(2) 兩者的差異

P
M

SM

P

P

M

S

S

＋

﹝同喻體﹞ ﹝因支﹞

﹝宗支﹞

All M is P All S is M

All S is P 

大前提 小前提

結 論

﹝凡M為P﹞
﹝凡S為M﹞

﹝凡S為P﹞



(六) 三支比量與三段論式的關係

（見講義第27頁）

宗：聲是無常 (χ)‧S(χ) → P(χ) 大前提

因：所作性故 (χ)‧S(χ) → M(χ) 小前提

喻：若是所作
見彼無常

（譬如瓶等）

(χ)‧M(χ) → P(χ) 結 論



(2) 兩者的差異

三者、
• 不過﹝「三段論式」的﹞AAA-1格式的推理
是具備必然性（neccessity）
的有效推理（valid inference），

• 但「三支比量」卻不具備必然性，
它所歸證的「宗」（主張或論點）：
卻只是概然地真（probably true），
而不是必然地真（necessarily true）。

• 何以故？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30頁



(2) 兩者的差異

三者、

• 問：何以故？
答：因為有「剔除有法」的規則。

(一) 就「為自比量」言，

(二) 就「為他比量」言，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30頁



(2) 兩者的差異

三者、

• 問：何以故？
答：因為有「剔除有法」的規則。

(一) 就「為自比量」言，

(二) 就「為他比量」言，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30頁



(2) 兩者的差異

（一）就「為自比量」言，

• 「宗的前陳S」不能作歸納，因為：
雖知「S是M」
（因第一相：遍是宗法性），

但不曉得「S」是否含有「宗的後陳P」
的屬性，

故：
無法 把「S」 歸納到 「P」去，也
不能﹝把「S」﹞歸納到「～P」去，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30頁



(2) 兩者的差異

（一）就「為自比量」言，

• 所以，在「喻體」的：

同喻：「凡 M為 P」中，或在
異喻：「凡～P為～M」中，

都沒有把「S」歸納進去，
（即是所謂「剔除有法」）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30頁



(2) 兩者的差異

（一）就「為自比量」言，

• 因此：
同喻：「凡 M為 P」或
異喻：「凡～P為～M」

﹝同喻和異喻兩方面﹞
→都不是由全幅歸納（complete induction）

所得，
→都不能說它﹝們﹞是必然地真，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30頁



(2) 兩者的差異

（一）就「為自比量」言，

• 而「凡M為P」（同喻體）

結合「凡S為M」（因支）所推出的

結論 ― 「宗支」「凡S為P」也不是必然
地真。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31頁



(2) 兩者的差異

三者、

• 問：何以故？
答：因為有「剔除有法」的規則。

(一) 就「為自比量」言，

(二) 就「為他比量」言，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30頁



(2) 兩者的差異

三者、

• 問：何以故？
答：因為有「剔除有法」的規則。

(一) 就「為自比量」言，

(二) 就「為他比量」言，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30頁



(2) 兩者的差異

（二）就「為他比量」言，

• 「凡S為P」（宗支）在「順自違他」的情
況中，不把「S」：

定名為「同品」的 「P」，

定名為「異品」的「～P」，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31頁



(2) 兩者的差異

（二）就「為他比量」言，

• 所以，「喻體」的

「凡 M為 P」或

「凡～P為～M」

也不是必然地真，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31頁



(2) 兩者的差異

（二）就「為他比量」言，

• 由 「凡M為P」 （喻體）

結合「凡S為M」 （因支）

而推證所得的「凡S為P」（宗支）

亦不能決定它﹝宗支﹞是必然地真了。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31頁



(2) 兩者的差異

三者、

• 問：何以故？
答：因為有「剔除有法」的規則。

(一) 就「為自比量」言，

(二) 就「為他比量」言，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30頁



(2) 兩者的差異

三者、

• 問：何以故？
答：因為有「剔除有法」的規則。

(一) 就「為自比量」言，

(二) 就「為他比量」言，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30頁



(2) 兩者的差異

三者、 ――― 例子①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31頁

• 今再依前例剖析如下：

宗：彼山有火。 （凡S為P）
（待證，真假未得決定）

因：以（彼山）有煙故。 （凡S為M）
（經驗地真）



(2) 兩者的差異

三者、 ――― 例子①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31頁

• 今再依前例剖析如下：

喻：同喻體：
若彼有煙，見彼有火。 （凡M為P）

同喻依：
如灶。
（由於「剔除有法」，衹是概然地

真。）



P

M

S

M

P P

M

S S

∵ 有法是否在這範圍內，
是M而不是P，
不能決定。

∴ 所以﹝凡M為P ﹞衹是概然地真。

衹是概然地真。

衹是概然地真。

+）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32頁

喻：同喻體：
若彼有煙，見彼有火。（凡M為P）

因：以（彼山）有煙故。 （凡S為M）

宗：彼山有火。 （凡S為P）



(2) 兩者的差異

三者、 ――― 例子②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34頁

• 設： 周家成員有甲、乙、丙、丁、戊、
己及庚

• 已知：甲、乙、丙、丁、戊、己是近視的

• 求證：庚亦是近視的



(2) 兩者的差異

三者、 ――― 例子②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31頁

• 論證如下：

宗：庚是近視的。 （凡S為P）
（待證，真假未得決定）

因：以（庚）是周家成員故 （凡S為M）
（經驗地真）



(2) 兩者的差異

三者、 ――― 例子②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34頁

• 論證如下：

喻：同喻體：
若是周家成員，見是近視的。

（凡M為P）
同喻依：
如甲、乙等。
（由於「剔除有法」，衹是概然地

真。）



(2) 兩者的差異

三者、 ――― 例子②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34頁

• 論證如下：

喻：異喻體：
若不近視，見非周家成員。

（凡～M為～P）
異喻依：
如A、B等。
（由於「剔除有法」，衹是概然地

真。）



P

M

S

M

P P

M

S S

∵ 有法是否在這範圍內，
是M而不是P，
不能決定。

∴ 所以﹝凡M為P ﹞衹是概然地真。

衹是概然地真。

衹是概然地真。

+）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32頁

喻：同喻體：
若是周家成員，見是近視的（凡M為P）

因：以（庚）是周家成員故 （凡S為M）

宗：庚是近視的 （凡S為P）



(2) 兩者的差異

三者、 ――― 例子② ―― 討論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35頁

• 我們所歸證的「宗」（庚是近視的），由
於：

「三支」 具足，
「因三相」無誤，

理應是正確真實的了。



(2) 兩者的差異

三者、 ――― 例子② ―― 討論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36頁

• 但事實卻並不然，

我們只希望「庚君」也百分之百服從
「周家（其他）一切成員都是近視的」
這個大原則，

因而相信「庚君」也是近視的。



(2) 兩者的差異

三者、 ――― 例子② ―― 討論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36頁

• 不過由於我們不能把歸納到「三支比量」
中的：
「同品」或
「異品」去，

所以喻體不涵攝「庚君」，
於是歸證的結果
（「庚君是近視的」這個結論）
也不能是百分之百真確了。



(2) 兩者的差異

三者、 ――― 例子③

• 設： A宿舍住有甲、乙、丙、丁、戊、
己及庚

• 已知：甲、乙、丙、丁、戊、己是近視的

• 求證：庚亦是近視的



(2) 兩者的差異

三者、 ――― 例子③

• 論證如下：

宗：庚是近視的。 （凡S為P）
（待證，真假未得決定）

因：以（庚）是A宿舍住客 （凡S為M）
（經驗地真）



(2) 兩者的差異

三者、 ――― 例子③

• 論證如下：

喻：同喻體：
若是A宿舍住客，見是近視的。

（凡M為P）
同喻依：
如甲、乙等。
（由於「剔除有法」，衹是概然地

真。）



(2) 兩者的差異

三者、 ――― 例子③

• 論證如下：

喻：異喻體：
若不近視，見非A宿舍住客。

（凡～M為～P）
異喻依：
如張三、李四等。
（由於「剔除有法」，衹是概然地

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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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法是否在這範圍內，
是M而不是P，
不能決定。

∴ 所以﹝凡M為P ﹞衹是概然地真。

衹是概然地真。

衹是概然地真。

+）

喻：同喻體：
若是A宿舍住客，見是近視的（凡M為P）

因：以（庚）是A宿舍住客故 （凡S為M）

宗：庚是近視的 （凡S為P）



(2) 立三類因

（見講義第11頁）

因三類

①不可得因

②自性因

③果性因



(2) 兩者的差異

三者、 ―「三支比量」在「剔除有法」下的效用

• 有人會作這種的懷疑：

在三支無缺，三相具足的圓滿條件下，

歸證所得的「宗」，仍有非真實的可能，

那末，「因明三支比量」豈非沒有效用?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36頁



(2) 兩者的差異

三者、 ―「三支比量」在「剔除有法」下的效用

• 那又不然，原因有三：

• 第一、
「因明三支比量」具有「歸納成分」，所
以：
於「為自比量」，所得的「宗」對自己
而言是新知識；

於「為他比量」，所得的「宗」對敵論
者而言，也是新知識。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36頁



(2) 兩者的差異

三者、 ―「三支比量」在「剔除有法」下的效用

• 那又不然，原因有三：

• 第一、
因此，
「三支比量」可作求取新知的有效途徑，

而「三段論式」則不能。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36頁



(2) 兩者的差異

三者、 ―「三支比量」在「剔除有法」下的效用

• 第二、
通過「因明三支比量」所獲取的新知識，

是開放的，
容許自他從其他的途徑予以檢驗的，

這便合符求真的精神。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36頁



(2) 兩者的差異

三者、 ―「三支比量」在「剔除有法」下的效用

• 第三、
要檢證由「三支比量」歸證所得的知識，
方法很多，主要有二：

其一是「現量檢證」，即通過經驗觀察。

其二是「相違決定檢證」，那就是別立
因、喻，看看能否成立與新知相違的宗。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37頁



三段與三支在論證上的差異

(1) 「三支比量」的論證本質

(2) 兩者的差異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2頁



三段與三支在論證上的差異

(1) 「三支比量」的論證本質

(2) 兩者的差異

李潤生，《因明入正理論導讀》上冊，全佛文化，1999年，第122頁



三段與三支在論證上的差異

總結

謝佛榮，《試論因明學與三段論之異同》，
大慶師範學院學報，第26卷第6期，2006年12月，第8-11頁

因明三支比量 西方邏輯三段論式
目的  以自悟、悟他為

目的。

 又通過揭露對方
論點的過失，使
對方論點無處立
足。

 由前提，依據一
定規則，必然地
推導出結論出來。



三段與三支在論證上的差異

總結

謝佛榮，《試論因明學與三段論之異同》，
大慶師範學院學報，第26卷第6期，2006年12月，第8-11頁

因明三支比量 西方邏輯三段論式
相同  由三部分組成。

 通過媒介（即
「因支」）來建
立聯繫。

 由三部分組成。
 通過「中詞」出
現兩次來建立聯
繫。

 例如：若見有煙，
見彼有火
彼山有煙故
彼山有火



三段與三支在論證上的差異

總結

因明三支比量 西方邏輯三段論式
比較  宗：彼山有火

因：以（彼山）
有煙故

喻：若見有煙，
見彼有火

 喻依：如灶？

 大前提：
若見有煙，見彼
有火
小前提：
彼山有煙故
結論：彼山有火

 喻依不會出現

謝佛榮，《試論因明學與三段論之異同》，
大慶師範學院學報，第26卷第6期，2006年12月，第8-11頁



三段與三支在論證上的差異

總結

因明三支比量 西方邏輯三段論式

所以，將因明三支比附於三段論式
是欠妥當的。

謝佛榮，《試論因明學與三段論之異同》，
大慶師範學院學報，第26卷第6期，2006年12月，第8-1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