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木艾迪培训学校

工程硕士 GCT－逻辑讲义

与 GCT 逻辑应试相关的若干逻辑学知识及其在应试中的正确运用
本讲要点
关于“推理和论证”的基本知识及其在 GCT 考试中的应用
关于“概念”的基本知识及其在 GCT 考试中的应用
关于“推理和论证”的基本知识及其在考试中的应用
推理和论证的运用和评价：GCT 逻辑试题的基本形式
GCT 逻辑试题的最常见的提问方式及其测试目标：
如果题干为真，则以下哪项一定为真？这是测试对推理的运用，即如何依据前提运用推理
以得出结论；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加强题干的论证？这是测试对论证的肯定性评价；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削弱（质疑）题干的论证？这是测试对论证的否定性评价；
为使题干的论证成立，以下哪项是必须假设的？这是测试如何确定一个正确论证的必要前
提（论据）？
以下哪项与题干的论证方式最为类似？这是测试对论证之推理形式的抽象和比较。等等。
要准确地解答上述形式的问题，就需要了解：什么是推理？什么是论证？二者的联系和区
别是什么？如何确定一个结论是否能由给定的前提推出？如何确定一个推理或论证成立或不
成立？何为加强一个论证？如何加强一个论证？何为削弱（质疑）一个论证？如何削弱（质疑）
一个论证？如何确定一个断定是否为某个论证的必要前提？如何正确抽象和比较论证的推理
形式？等等。
这些问题都涉及推理和论证的基本知识。
推理及其证据支持度
以下两个是典型的推理：
[推理 1]
所有的金属都是导电的
铁是金属
------------------------------所以，铁是导电的
[推理 2]
铁是导电的
铜是导电的
银是导电的
锡是导电的
金是导电的
金银铜铁锡都是金属
------------------------------所以，金属都是导电
推理是一个命题序列，其中，一个命题是结论，其余是前提。在上述两个推理中，横线以
上的是前提，以下的是结论。在推理的日常规范表达中，在“所以”，“因此”等语词后面的是结
论，其余的是前提；在推理的不规范表达中，前提和结论的区分没有明确的标准，要依据语境
进行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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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提供前提对于结论的证据支持关系。
前提对于结论的证据支持关系，回答这样的问题：前提的真，在多大程度上能保证结论的
真。
证据支持度提供对证据支持关系的一个量的刻划。
一个推理的证据支持度是 100%，是指：如果前提真，则结论真的可能性是 100%，；证据
支持度是 50%，是指：如果前题真，则结论真的可能性是 50%。以此类推。
一个推理的证据支持度有值，说明该推理的前提和结论之间存在逻辑关系。
一个推理的证据支持度无值，则说明前提与结论之间无逻辑关系，即前提对于结论不具有
证据支持关系。
[思考]
考虑下列推理的证据支持度：
（A.

证据支持度为 100%
B.证据支持度为 0
C. 证据支持度小于 100%, 但是很高
D. 证据支持度小于 100%, 但是较高
E. 证据支持度无值 )

[推理 1]
所有的金属都是导电的
铁是金属
------------------------------所以，铁是导电的
[推理 2]
铁是导电的
铜是导电的
银是导电的
锡是导电的
金是导电的
金银铜铁锡都是金属
------------------------------所以，金属都是导电
[推理 3]
2005 北京有人的寿命是 399 岁
-------------------------------------------------所以，2006 北京有人可能活到 400 岁
[推理 4]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推理 5]
北京 2005 年元霄下大雪
----------------------------------所以，2004 年中国载人飞船发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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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理 1 的证据支持度是 100%。
推理 2 的证据支持度是高的。
推理 3 的证据支持度是很高的。
推理 4 的证据支持度为 O。
推理 5 的证据支持度无值。
注意：
推理 3 的前提和结论都是假的，但该推理的证据支持度是高的，因而是合乎逻辑的。
推理 5 的前提和结论都是真的，但却是不合乎逻辑的。
推理分为必然性推理和或然性推理。
对于一个正确的必然性推理来说，如果前提是真的，则结论不可能是假的。
对于一个能够成立的或然性推理来说，如果前提是真的，则结论很可能是真的，但不必定
是真的。
必然性推理称为演绎推理。
归纳、类比推理等，都是或然性推理。
以上的推理 1 是典型的演绎推理；推理 2 是典型的归纳推理。
以下先讨论演绎推理。除非特别说明，否则，以下所说的推理，就是指演绎推理。
推理的有效性
一个正确的(演绎)推理通常也称为有效的推理，即它的证据支持度为 100%。
[思考]
所有的金属都是导电的
铁是金属
------------------------------所以，铁是导电的
根据什么断定该推理是有效的（证据支持度 = 100%）？
也许有人认为，该推理的前提和结论都是真的，因而是有效的。
前提和结论都真，推理一定有效吗？
[思考]
以下的推理有效吗？
[推理 6]
真理都经得起实践检验
法轮功不是真理
---------------------------------------所以，法轮功经不起实践检验
[推理 7]
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
我们坚持社会主义
-------------------------------所以我们能够救中国
[分析]
事实上，推理 6 和推理 7 都是无效的。
考虑以下的推理 6#和推理 7#：
[推理 6#]
人都是要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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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不是人
----------------------------所以，狗不是要死的
[推理 7#]
只有年满 18 岁才有选举权
死刑犯成克杰年满 18 岁
-----------------------------------所以，死刑犯成克杰有选举权
推理 6#和推理 7#前提真但结论假，因而显然是无效的。
推理 6#无效足以说明推理 6 无效；推理 7#无效足以说明推理 7 无效。为什么呢？
事实上，推理 6 和推理 6#具有如下相同的推理形式：
所有 M 都是 P
S 不是 M
--------------------所以，S 不是 M
推理 5#无效说明该推理形式无效，即该形式不能保证从真前提一定得出真结论；该推理形
式无效说明具有该形式的任一推理都无效，因而推理 5 无效，尽管推理 5 的前提和结论都是真
的。
真理都经得起实践检验
法轮功不是真理
----------------------------（推理 6）
所以，法轮功经不起实践检验
人都是要死的
狗不是人
----------------------------所以，狗不是要死的

（推理 6#）

所有 M 都是 P
S 不是 M
-----------（推理 6 和推理 6#的结构）
所以，S 不是 M
同样，推理 7 和推理 7#具有如下相同的推理形式：
只有 p，才 q
p
-------------------所以，q
推理 7#无效说明该推理形式无效，即该形式不能保证从真前提一定得出真结论，该推理形
式无效说明具有该形式的任一推理都无效，因而推理 7 无效，尽管推理 7 的前提和结论都是真
的。
这里涉及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核心概念：推理的有效性。
一个推理有效，是指该推理的形式有效；推理的形式有效，是指具有该推理形式的任一推
理，如果前提是真的，则结论是真的，即具有该推理形式的任一推理，都不会出现真前提和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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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一个有效推理并不承诺前提一定是真的，也不承诺结论一定是真的；一个有效推理仅仅承
诺：如果前提是真的，则结论一定是真的。
通过反例可以证明一个推理无效。
推理 6#和推理 7#就分别是证明推理 6 和推理 7 无效的两个反例。
证明一个推理无效的反例，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和所要证明的推理具有相同的形式；
第二，前提明显为真，结论明显为假。
[例 1]*
有些台独分子论证说：凡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的都是中国人，台湾人现在不受中华
人民共和国政府管辖，所以，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以下哪一个推理明显说明上述论证不成立？
A．所有成功人士都要穿衣吃饭，我现在不是成功人士，所以，我不必穿衣吃饭。
B．商品都有使用价值，空气当然有使用价值，所以，空气当然是商品。
C．所有技术骨干都刻苦学习，小张是技术骨干，所以，小张是刻苦学习的人。
D．犯罪行为都是违法行为，违法行为都应受到社会的谴责，所以，所有犯罪行为都应受到社
会谴责。
答案是 A。
A 项与题干有相同的推理结构，并且明显前提真而结论假。
A 项就是证明题干的推理无效的一个反例。
逻辑科学对推理有效性的判定
日常思维对推理有效性的判定
GCT 考试不是测试考生分析推理有效性的专业知识，而是测试考生分析推理有效性的日常
思维能力。正是这种日常思维能力的差异，反映出考生思维素质的差异。
GCT 逻辑试题主要着眼于前提和结论的语义关联，一般不涉及推理的形式分析和形式判
定。但也有的试题涉及推理的形式结构的比较，因而涉及推理的形式分析；也有的试题甚至涉
及基于某些专业知识的形式判定。
前提和结论的语义关联
[例 1]
在大型游乐公园里，现场表演是刻意用来引导人群流动的。午餐时间的表演是为了减轻公
园餐馆的压力；傍晚时间的表演则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目的：鼓励参观者留下来吃晚餐。表面上
不同时间的表演有不同的目的，但这背后，却有一个统一的潜在目标，即_________
以下哪一选项作为本段短文的结束语最为恰当？
A．尽可能地招徕顾客，希望他们再次来公园游览。
B．吸引更多的人来看现场表演，以增加利润。
C．最大限度地避免由于游客出入公园而引起交通阻塞。
D．在尽可能多的时间里最大限度地发挥餐馆的作用。
解析：答案是 D。
题干提到了在大型游乐公园里的两个经营项目，一个是现场表演，另一个是公园餐馆。从
题干的陈述不难发现，这两个项目的经营目的，既不是独立的，也不是均等的，而是第一个项
目为第二个项目服务，即现场表演的目的，是通过对人群流动的引导，在尽可能多的时间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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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限度地发挥餐馆的作用。因此，D 项恰当。
其余各项所断定的都可能是现场表演的目的，但都并不是题干的陈述所说明的目的，因此，
均不恰当。■
此题所测试的，是从题干的前提条件，可推出哪项结论。这里所依据的，就是前提和结论
之间的语义关联。
推理的形式分析和形式判定
[例 2]
总经理：我主张小王和小孙两人中至少提拔一人。
董事长：我不同意。
以下哪项，最为准确地表述了董事长实际上同意的意思？
A．小王和小孙两人中至多提拔一人。
B．小王和小孙两人都不提拔。
C．小王和小孙两人都得提拔。
D．小王和小孙两人，或者都提拔，或者都不提拔。
解析：答案是 B。
先列出几个逻辑公式，其中 A 和 B 表示命题。相关的逻辑知识将在“命题逻辑的相关知识
及其应用”中介绍：
并非（A 或者 B）= 非 A 并且 非 B；
并非（A 并且 B）= 非 A 或者 非 B
并非（非 A）= A
A 或者 B = 如果非 A，则 B
令：A=（主张）提拔小王；B=（主张）提拔小孙。
则：总经理的意见是：A 或者 B
董事长的意见是：并非（A 或者 B）
由公式：并非（A 或者 B）= 非 A 并且非 B，可得出董事长实际上的意见是：不提拔小王，并
且不提拔小孙，即小王、小孙两人都不提拔。所以 B 项成立。■
[练习]
令：A=（主张）提拔小王；
B=（主张）提拔小孙。
写出表达以下各项的公式，其中只出现：A、B、并且、或者、并非（非）和括号。
A．小王和小孙两人中至多提拔一人。
B．小王和小孙两人都不提拔。
C．小王和小孙两人都得提拔。
D．小王和小孙两人，或者都提拔，或者都不提拔。
解：
B．小王和小孙两人都不提拔。
非 A 并且非 B
C．小王和小孙两人都得提拔。
A 并且 B
D．小王和小孙两人，或者都提拔，或者都不提拔。
（A 并且 B）或者（非 A 并且非 B）
A．小王和小孙两人中至多提拔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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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A 并且 B）= 非 A 或者非 B
[例 3]
所有名词是实词，动词不是名词，所以动词不是实词。
以下哪项推理与上述推理在结构上最为相似？
A．凡细粮都不是高产作物。因为凡薯类都是高产作物，凡细粮都不是薯类。
B．先进学生都是遵守纪律的，有些先进学生是大学生，所以大学生都是遵守纪律的。
C．铝是金属，又因为金属都是导电的，因此铝是导电的。
D．虚词不能独立充当句法成分，介词是虚词，所以介词不能独立充当句法成分。
解析：答案是 A。
题干的结构是：所有 M 都是 P，所有 S 不是 M。所以，所有 S 不是 P。
各选项中，通过必要的整理和形式分析，只有 A 项具有和题干相同的结构：
A．所有 M 都是 P，所有 S 不是 M。所以，所有 S 不是 P。
B．所有 M 都是 P，所有 M 是 S。所以，所有 S 都是 P
C．所有 M 都是 P，所有 S 是 M。所以，所有 S 都是 P。
D．所有 M 不是 P，所有 S 是 M。所以，所有 S 不是 P。■
此题涉及的就是推理的形式分析和结构比较。相关的内容将在“词项逻辑的相关知识及其
应用”中介绍。
[例 4]
所有的人都有思想。狗不是人。所以，狗没有思想。
通过以下哪个推理，能最有力地说明上述推理不成立？
A．所有商品都是劳动产品。太阳光不是商品。因此，太阳光不是劳动产品。
B．所有的金属都是导电的。水是导电的。所以，水是金属。
C．所有的商品都有使用价值。雨水不是商品。所以，雨水没有使用价值。
D．所有的书都开卷有益。迷信读物是书。所以迷信读物开卷有益。
解析：答案是 C。
题干是个错误的推理。但该推理的前提和结论都是真的，无法直接说明自身的无效。此题
是要求找出该推理的一个反例，来证明该推理无效。正如前面分析的，这个反例必须具有两个
特征：第一，和题干的推理具有相同的推理形式；第二，明显地前提真并且结论假。
在诸选项中，A、C 项和题干具有共同的推理形式：
所有 M 都是 P
S 不是 M
----------------所以，S 不是 P
A 项虽然和题干的推理形式相同，但前提和结论都是真的，因而不能作为反例说明题干的
推理不成立；C 项前提真而结论假，因此，说明题干的推理不成立（事实上也说明 A 项的推理
不成立）。
这题涉及了推理的形式分析和形式判定。
推理的构成要素及其分析
任一推理都有三个构成要素，即前提、结论和推理形式。
推理构成要素的分析就是要准确区分推理的前提和结论；准确抽象和把握推理形式。这和
GCT 逻辑解题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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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推理的规范表达中，前提和结论的区分是明显的：在“所以”，“因此”等语词后面的是结
论，其余的是前提；推理的不规范表达，有以下几种情况要给以注意并作出适当应对：第一，
“所以”，“因此”等标示结论的语词被省略，前提和结论的区分不明显，要依据语境进行具体分
析；第二，以省略形式出现，即省略了某个或某些前提，或者省略了结论。这需要根据原意进
行适当的整理；第三，有时会包含一些既非前提又非结论的断定，这往往是一些容易干扰正确
思考的不相关信息，要注意剥离。
日常思维中的推理，大都是不规范表达的。GCT 测试考生的日常思维能力，因此，其试题
中的推理，很多是不规范表达的。
[练习]
试分析以下论证中前提（论据）和结论：
塑料垃圾的处理正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环保问题。塑料垃圾因为难以被自然分解一直令人类
感到头疼。近年来，许多易于被自然分解的塑料代用品纷纷问世，这是人类为减少塑料垃圾的
一种努力。但是，这种努力几乎没有成效，因为据全球范围内大多数垃圾处理公司统计，近年
来，它们每年填埋的垃圾中塑料垃圾的比例，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
解：
前提（论据）
：
据全球范围内大多数垃圾处理公司统计，近年来，它们每年填埋的垃圾中塑料垃圾的比例，
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
结论：
人类用塑料代用品减少塑料垃圾的努力几乎没有成效。
正确区分前提和结论是正确评价推理的基础。
[例 5]
塑料垃圾的处理正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环保问题。塑料垃圾因为难以被自然分解一直令人类
感到头疼。近年来，许多易于被自然分解的塑料代用品纷纷问世，这是人类为减少塑料垃圾的
一种努力。但是，这种努力几乎没有成效，因为据全球范围内大多数垃圾处理公司统计，近年
来，它们每年填埋的垃圾中塑料垃圾的比例，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削弱上述论证？
A．近年来，由于实行了垃圾分类，越来越多过去被填埋的垃圾被回收利用了。
B．塑料代用品利润很低，生产商缺乏投资的积极性。
C．近年来，用塑料包装的商品品种有了很大的增长。
D．由于燃烧时会产生有毒污染物，塑料垃圾只适合填埋地下。
解析：答案是 A （考虑：为什么不是 C？）
题干的结论是：塑料代用品的使用并没有减少塑料垃圾的数量。其论据是：每年填埋的垃
圾中塑料垃圾的比例，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
如果 A 项为真，则说明近年来每年填埋的垃圾总量大大减少，因此，虽然每年填埋的垃圾
中塑料垃圾的比例没有减少，但总量却可能明显减少，这就有力地削弱了题干的论证。
商品品种增加，不等于其塑料包装的数量增加。因此，C 项削弱力度不大。■
省略推理
日常推理往往取省略形式，即或者省略了某个或某些前提（表达出来的前提称为显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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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略的前提称为隐前提）
，或者省略了结论。
考虑下面的三段论推理：
所有的人都会犯错误 （大前提）
你是人（小前提）
---------------------------------------------所以，你会犯错误（结论）
这一推理可以三种不同的省略式表达：
省略式 1：所有的人都会犯错误，你也不例外。
（省略小前提）
省略式 2：你也是人，还能不犯错误？（省略大前提）
省略式 3：所有的人都会犯错误，你也是人嘛！
（省略结论）
在对省略推理进行分析时，需要根据原意，确定其省略成分。
[例 6]
实业钢铁厂将竞选厂长。如果董来春参加竞选，则极具竞选实力的郝建生和曾思敏不参加
竞选。所以，如果董来春参加竞选，他将肯定当选。
为使上述推理成立，以下哪项是必须假设的？
Ⅰ 当选者一定是竞选实力最强的竞选者。
Ⅱ 如果董来春参加竞选，那么，他将是唯一的候选人。
Ⅲ 在实业钢铁厂，除了郝建生和曾思敏，没有其他人的竞选实力比董来春强。
A．只有Ⅰ。
B．只有Ⅰ 和Ⅱ。
C．只有Ⅰ和Ⅲ。
D．Ⅰ、Ⅱ和Ⅲ。
解析：答案是 C。
题干是一个省略推理。题目要求确定诸选项中，哪个或哪些是该省略推理的隐前提。题干
的结论是：如果董来春参加竞选，他将肯定当选。论据（前提）是：如果董来春参加竞选，则
极具竞选实力的郝建生和曾思敏不参加竞选。
为使上述论证成立，Ⅰ项是必须假设的，否则，如果当选者不一定是竞选实力最强的竞选
者，那么，就不能根据极具竞选实力的郝建生和曾思敏不参加竞选，就得出结论：董来春肯定
当选。
Ⅲ项也是必须假设的。否则，如果除了郝建生和曾思敏，还有其他人的竞选实力比董来春
强，那就同样不能根据极具竞选实力的郝建生和曾思敏不参加竞选，就得出结论：董来春肯定
当选。
Ⅱ项不是必须假设的。即使除了董来春还有其他竞选人，只要他们的竞争实力不强于董来
春，题干的论证仍然可以成立。
[例 7]
张教授的身体状况恐怕不宜继续担任校长助理的职务。因为近一年来，只要张教授给校长写信，
内容只有一个，不是这里不舒服，就是那里有毛病。
为使上述推理成立，以下哪项是必须假设的？
Ⅰ 胜任校长助理的职务，需要有良好的身体条件。
Ⅱ 张教授给校长的信的内容基本上都是真实的。
Ⅲ 近一年来，张教授经常给校长写信。
A．只有Ⅰ和Ⅱ。
B． 只有Ⅱ和Ⅲ 。
C．只有Ⅰ和Ⅲ。
D．Ⅰ、Ⅱ和Ⅲ 。
解析：答案是 D。
此题同样要求确定诸选项中，哪个或哪些是题干的省略推理的隐前提。
题干的论证实际上包括两个省略推理。第一，根据近一年来，只要张教授给校长写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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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只有一个，不是这里不舒服，就是那里有毛病，推断出张教授的身体确实不好；第二，根
据张教授的身体不好，推断他不宜继续担任校长助理的职务。
为使题干的论证成立，Ⅰ、Ⅱ和Ⅲ项都是必须假设的。Ⅰ项是必须假设的。否则，第二个
推断就不能成立。Ⅱ项是必须假设的。否则，第一个推断就不能成立。Ⅲ项也是必须假设的。
否则，如果事实上近一年来张教授很少给校长写信，那么，即使信件的上述内容是真实的，也
难以推出，张教授的身体确实不好。 ■
什么是论证？
推理和论证的联系
一个推理和一个论证可以用相同的语言形式表达出来。例如，推理 1 可以认为是推理，也
可以认为是论证。这就是为什么 GCT 逻辑试题有时把题干所表达的称为推理，有时则称为论
证。
论证由论据、结论和论证方式三个要素组成。推理的前提相当于论据，推理的结论即为论
证的结论，推理形式即是论证方式。
推理和论证的区别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推理并不承诺前提是真实的，也不承诺结论是真实的，而仅仅承
诺：如果前提是真实的，则结论是真实的。因此，一个有效推理的前提和结论都可能是虚假的。
但论证的目的是承诺结论的真实性。因此，一个正确的论证必须满足两个条件：第一，论据（前
提）是真实的；第二，论证方式（推理形式）是正确的（有效的）。
推理 A：
2005 年北京有人的寿命是 399 岁
------------------------------------------------------所以，2006 年北京有人可能活到 400 岁
推理 B：
所有的人都是自私的
你又不是神仙（你是人）
----------------------------------------------------------你还能不自私？（所以，你是自私的）
这两个都是好推理，但都是坏论证。
反驳
反驳是论证所要反驳的命题的虚假。设所要反驳的命题为 A，论证 A 是假的，也就是要论
证“A 是假的”是真的。因此，反驳可以看作是一个特殊的论证。
一个论证的论证力度，是指通过该论证所获得的结论真实性的可接受程度。
一个论证的论证力度取决于两点：
第一，论据真实性的可靠程度；
第二，推理的证据支持度。
加强一个论证，就是指加强该论证的论证力度。有利于说明相关证据真实性和相关推理有
效性、合理性的信息，都能加强一个论证；相反的信息则削弱一个论证。
对论证的分析是 GCT 逻辑试题的主要形式。
对论证的分析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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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一个论证？
如何加强一个论证？
如何削弱一个论证？
如何质疑一个论证？
下面通用实例加以说明。
如何评价一个论证？
[例 8]
任何一篇译文都带有译者的行文风格。有时，为了及时地翻译出一篇公文，需要几个笔译
同时工作，每人负责翻译其中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译文的风格往往显得不协调。与此相
比，用于语言翻译的计算机程序显示出优势：准确率不低于人工笔译，但速度比人工笔译快得
多，并且能保持译文风格的统一。所以，为及时译出那些较长的公文，最好使用机译而不是人
工笔译。
为对上述论证作出评价，回答以下哪个问题最不重要？
A．是否可以通过对行文风格的统一要求，来避免或至少减少合作译文在风格上的不协调？
B．不同的计算机翻译程序，是否也和不同的人工译者一样，会具有不同的行文风格？
C．机译的准确率是否同样不低于翻译专家的笔译？
D．日常语言表达中是否存在由特殊语境决定的含义，这些含义只有靠人的头脑，而不能靠计
算机程序把握？
解析：
答案是 B。
题干陈述了一个论证。该论证的结论是：为及时译出那些较长的公文，最好使用机译而不
是人工笔译。论据是机译相对人工笔译的几个长处：保持译文风格的统一；较快的速度；较高
的准确率。A、C 项提出的问题涉及题干论据的真实性；D 项涉及人工笔译相对机译的某个长
处，因而都和对题干论证的评价相关。
B 项涉及的问题和评价题干的论证无关，因为每篇公文的机译在正常情况下是由同一计算
机翻译程序完成的，因此，即使不同的计算机翻译程序有不同的风格，也不会影响同一篇译文
在行文风格上的统一。
[例 9]
以下是在一场关于“人工流产是否合理”的辩论中正反方辩手的发言：
正方：反方辩友反对人工流产最基本的根据是珍视人的生命。人的生命自然要珍视，但是反方
辩友显然不会反对，有时为了人类更高的整体性长远性利益，不得不牺牲部分人的生命，例如
在正义战争中我们见到的那样。让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完全可以把法定的汽车时速限制为不
超过自行车，这样汽车交通死亡事故发生率不是几乎可以下降到 0 吗？这说明， 有时确实需
要以生命的数量为代价来换取生命的质量。
反方：对方辩友把人工流产和交通死亡事故作以上的类比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不可能有人会作
这样的交通立法。设想一下，如果汽车行驶得和自行车一样慢，那还要汽车干什么？对方辩友，
你愿意我们的社会再回到没有汽车的时代？
以下哪项最为确切地评价了反方的言论？
Ａ. 他的发言有力地反驳了正方的论证。
Ｂ. 他的发言实际上支持了正方的论证。
Ｃ. 他的发言有力地支持了反人工流产的立场。
Ｄ. 他的发言完全离开了正方阐述的论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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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答案是 B。
正方为了说明人类有时从整体性长远性利益出发，不得不牺牲部分人的生命的观点，举出
了汽车的例子：我们完全可以把汽车的速度限制为不超过自行车，这样汽车交通死亡事故的发
生率不是几乎可以下降到 0 吗？反方没有理解正方举出此例的目的，反而赞同地说：“如果汽
车行驶得和自行车一样慢，那还要汽车干什么？对方辩友，你愿意我们的社会再回到没有汽车
的时代？”这表明，他实际上支持了对方的论证。 ■
如何加强一个论证？
关于加强一个论证，GCT 逻辑试题有两种类型：
第一，确认一个补充前提，没有这个前提，题干的论证就不能成立。通常的提问方式是：
为使上述论证成立，以下哪项是必须假设的？
第二，确认一个事实，以提高题干的论证力度（证据支持度）。通常的提问方式是：以下
哪项如果为真，（最）能加强上述论证？
[例 10]
交通部科研所最近研制了一种自动照相机，凭借其对速度的敏锐反应，当且仅当违规超速
的汽车经过镜头时，它会自动按下快门。在某条单向行驶的公路上，在一个小时中，这样的一
架照相机共摄下了 50 辆超速的汽车的照片。从这架照相机出发，在这条公路前方的 1 公里处，
一批交通警察于隐蔽处在进行目测超速汽车能力的测试。在上述同一个小时中，某个警察测定，
共有 25 辆汽车超速通过。由于经过自动照相机的汽车一定经过目测处，因此，可以推定，这
个警察的目测超速汽车的准确率不高于 50%。
要使题干的推断成立，以下哪项是必须假设的？
A．在该警察测定为超速的汽车中，包括在照相机处不超速而到目测处超速的汽车。
B．在该警察测定为超速的汽车中，包括在照相机处超速而到目测处不超速的汽车。
C．在上述一个小时中，在照相机前不超速的汽车，到目测处不会超速。
D．在上述一个小时中，在照相机前超速的汽车，都一定超速通过目测处。
答案是 D。
D 项是题干的推断所必须假设的。否则，如果在照相机前超速的汽车，到目测处并不超速，
则通过目测处的超速汽车就可能少于 50 辆，则上述警察的目测准确率就可能高于 50％。
其余各项均不是必须假设的。
[例 11]
爱尔兰有大片泥煤蕴藏量丰富的湿地。环境保护主义者一直反对在湿地区域采煤。他们的
理由是开采泥煤会破坏爱尔兰湿地的生态平衡，其直接严重后果是会污染水源。这一担心是站
不住脚的。据近 50 年的相关统计，从未发现过因采煤而污染水源的报告。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加强题干的论证？
A．在爱尔兰的湿地采煤已有 200 年的历史，其间从未因此造成水源污染。
B． 在爱尔兰，采煤湿地的生态环境和未采煤湿地没有实质性的不同。
C． 在爱尔兰，采煤湿地的生态环境和未开采前没有实质性的不同。
D．爱尔兰具备足够的科技水平和财政支持来治理污染，保护生态。
解析：答案是 C。
题干要论证的结论是：环境保护主义者关于采煤会破坏爱尔兰湿地的生态平衡的担心是站
不住脚的。在诸选项中，只有 C 项如果为真，能得出结论：在湿地采煤并没有改变生态环境。
其余各项都能加强题干的论证，但都不能得出这一结论。例如，B 项如果为真，并不能保证在
湿地采煤不改变生态环境，因为无法排除这种可能性：采煤湿地的生态环境虽然和未采煤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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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实质性的不同，但却和自身未开采前的生态环境有实质性的不同。再如，A 项如果为真，
只能加强题干的论据，但却不能保证得出题干的结论。
如何削弱（质疑）一个论证？
关于削弱（质疑）一个论证，GCT 逻辑试题有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确认一个事实，直接反驳或质疑结论。
第二，确认一个事实，直接反驳或质疑论据。
第三，确认一个事实，削弱前提对于结论的支持力度（证据支持度）
。
第四，指出论证方式（推理）中存在的逻辑漏洞
相应的提问方式通常是：
以下哪项为真，（最）能质疑上述结论？
以下哪项为真，（最）能削弱上述论证？
以下哪项最为恰当地概括了上述论证中的逻辑漏洞？
[例 12]
毫无疑问，未成年人吸烟应该加以禁止。但是，我们不能为了防止给未成年人吸烟以可乘
之机，就明令禁止自动售烟机的使用。马路上不是到处有避孕套自动销售机吗？为什么不担心
有人从中买了避孕套去嫖娼呢？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削弱题干的论证？
A．嫖娼是触犯法律的，但未成年人吸烟并不触犯法律。
B．公众场合是否适合置放避孕套自动销售机，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C．人工售烟营业点明令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
D．据统计，近年来未成年吸烟者的比例有所上升。
解析：答案是 C。
如果 C 项为真，说明题干进行类比的两类现象中，存在一个实质性的区别。由于人工售烟
营业点明令禁止向未成年人售烟，因此，自动售烟机就成了未成年人取得香烟的重要渠道，而
避孕套自动销售机对于嫖娼者来说，是可有可无的。这就有力地削弱了题干的论证。■
[例 13]
因偷盗、抢劫或流氓罪入狱的刑满释放人员的重新犯罪率，要远远高于因索贿受贿等职务
犯罪入狱的刑满释放人员。这说明，在狱中对上述前一类罪犯教育改造的效果，远不如对后一
类罪犯。
以下哪项如果为真，最能削弱上述论证？
A．与其他类型的罪犯相比，职务犯罪者往往有较高的文化水平。
B．对贪污、受贿的刑事打击，并没能有效地扼制腐败，有些地方的腐败反而愈演愈烈。
C．刑满释放人员很难再得到官职。
D．职务犯罪的罪犯在整个服刑犯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解析：答案是 C。
索贿受贿等职务犯罪的条件是具有一定的职务和权力。C 项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刑满
释放人员很难再得到官职，这说明职务犯罪的刑满释放人员，和因偷盗、抢劫或流氓罪入狱的
刑满释放人员相比，较难具备重新犯罪的条件，因此，不能根据偷盗、抢劫或流氓罪入狱的刑
满释放人员的重新犯罪率，高于职务犯罪的刑满释放人员，而得出结论，在狱中对上述前一类
罪犯教育改造的效果，远不如对后一类罪犯。这就有力地削弱了题干的论证。
其余各项均不能削弱题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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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 14]
据医学资料记载，全球癌症的发病率 20 世纪下半叶比上半叶增长了近十倍，成为威胁人
类生命的第一杀手。这说明，20 世纪下半叶以高科技为标志的经济迅猛发展所造成的全球性生
态失衡是诱发癌症的重要原因。
以下各项，如果是真的，都能削弱上述论证，除了：
Ａ. 人类的平均寿命，20 世纪初约为 30 岁，20 世纪中叶约为 40 岁，目前约为 65 岁，癌症高
发病的发达国家的人均寿命普遍超过 70 岁。
Ｂ. 20 世纪上半叶，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大量的青壮年人口死于战争；而 20 世纪下半
叶，世界基本处于和平发展时期。
Ｃ. 高科技极大地提高了医疗诊断的准确率和这种准确的医疗诊断在世界范围的复盖率。
Ｄ. 高科技极大地提高了人类预防和诊治癌症的能力，有效地延长着癌症病人的生命时间。
答案是 D。
概念的相关知识及其运用
关于“概念”的基本知识
（六个要点）

什么是概念? （要点 1）
概念是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
什么是对象？
对象是一切能够被思考的客体。
什么是对象的属性？
对象的性质和对象之间的关系，统称为对象的属性。
什么是对象的本质属性？
偶有属性
固有属性
本质属性
概念是把对象作为一个类来反映的。
对某个类对象来说，如果某种属性为其中的某些对象具有，而不为另一些对象具有，则称
为该类对象的偶有属性；
如果某种属性为所有对象具有，则称为该类对象的固有属性；
如果某种固有属性仅仅为该类对象具有，则称为该类对象的本质属性。
例如，对于“商品”这个类对象，“价廉物美”是偶有属性；“是劳动产品”是固有属性；“是
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是本质属性。“商品”这个概念，只反映“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
这种本质属性。
什么是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要点 2）
概念的内涵是反映在概念中的对象的本质属性。
例如，“商品”这个概念的内涵就是“为交换而生产的劳动产品”。
具有概念内涵的所有对象构成的类，就构成该概念的外延。
例如，所有的人构成的对象类，就是“人”这个概念的外延。对“人”这个对象类，“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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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等称为子类，“鲁迅”、“华盛顿”等称为分子。
[思考]：
1． 用“解放生产力”来表达“社会主义”这个概念的内涵是否准确？
答：不准确。因为“解放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固有属性，不是本质属性。也就是说，“社会主
义就是解放生产力”成立，但“解放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不成立。
2．“中国”这个对象是否属于“联合国”这个概念的外延？
答：不是。因为“中国”不具有“联合国”这个概念的内涵。
3．“中国”这个对象是否属于“联合国成员国”这个概念的外延？
答：是。
集合概念和非集合概念（类概念）
（要点 3）
类和分子的关系
两类不同的关系：
集合体和个体的关系
什么是集合概念？集合概念和类概念的区别。
在日常思维中区分集合概念和类概念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类概念和种类：空概念、单独概念和普遍概念。
类和分子，集合体和个体
两类关系有什么不同？

•类的性质必然地属于组成类的每个分子；
集合体的性质不必然属于组成集合体的每个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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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集合体的概念，称为集合概念
反映类的概念，称为非集合概念（类概念）

•同一个概念，可以在集合的意义上使用，也可以在非集合的意义，即类的意义上使用。
[思考]
人是世界上第一个可宝贵的
我是人
---------------------------------------------所以，我是世界上第一个可宝贵的
[思考]
鲁迅的著作不是一天能读完的
《狂人日记》是鲁迅的著作
---------------------------------------------------所以，《狂人日记》不是一天能读完的
以
[思考]以下划横线的概念，是在集合意义上还是在非集合意义上使用的？
A.森林是重要的自然环境，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
B.森林在全球陆地的复盖率，已由上世纪初的 19%下降到本世纪初的 11%。
C.遵纪守法，是公民应尽的基本义务。
D.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类概念的种类 :

空概念
单独概念
类概念

有限普遍概念
普遍概念
无限普遍概念

概念外延间的关系 （要点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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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的规则
1． 被定义项与定义项在外延上必须是全同关系。
定义过宽
定义过窄
2． 定义项中不能直接或间接地包含被定义项。
同语反复
循环定义
3．对正概念下定义不能使用否定句。
（定义不作否定句）

4．不能以比喻代定义。

[思考]：以下断定作为定义是否严格？
1．法律是人们的行为规范。
（定义过宽）
2．直系亲属是指和当事人具有直接血缘关系的人。
（定义过窄）
3． 逻辑学是研究思维的逻辑规律的科学。
（同语反复）
清华东门外创业大厦 1006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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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命是有机体的新陈代谢。
（循环定义）
概念的划分（要点 6）
概念的划分及其结构
划分的规则及违反规则的逻辑错误
划分及其结构
划分是明确概念外延的逻辑方法。
例如，“国家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就是一个划分。
划分的结构
母项
子项
划分标准
同一母项，在不同的划分标准下，可得到不同的子项。
划分的规则与相应的逻辑错误
1. 每次划分必须使用同一标准
[划分标准不一]
2. 子项必须不相容。[子项相容]
3. 母项必须等于子项的概念和.
[划分过宽/划分过窄]
4. 子项必须是同一层次的概念。
[子项不当并列/概念不当并列]

[思考]以下断定作为划分是否严格？
1．战争分为常规战争和世界战争。
（划分标准不一；子项相容）
清华东门外创业大厦 1006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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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直系亲属”分为“双亲”（父母）、“胞亲”（兄弟姐妹）
、“配偶”和“子女”。
（划分过宽）
3．“要把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工厂、农村、机关、学校。”（毛主席语录）
（概念不当并列）
[练习]
写出下文中相关概念间的树状结构（横式）：
在 H 国 2000 年进行的人口普查中，婚姻状况分为四种：未婚、已婚、离婚和丧偶。其中，
已婚分为正常婚姻和分居；分居分为合法分居和非法分居；非法分居指分居者与人非法同居；
非法同居指无婚烟关系的异性之间的同居，包括分居者之间的非法同居和分居者与未婚、离婚
和丧偶者之间的非法同居。
答：

“概念”的基本知识在解题中的运用
[例 15]
过去，我们在道德宣传上有很多不切实际的高调，以致于不少人口头说一套、背后做一套，发
生人格分裂现象。通过对此种现象的思考，有的学者提出，我们只应该要求普通人遵守“底线
伦理”。
根据你的理解，以下哪一选项作为“底线伦理”的定义最合适？
A．底线伦理就是不偷盗、不杀人。
B．底线伦理是作为一个社会普通人所应遵守的一些最起码、最基本的行为规范和准则。
C．底线伦理不是要求人无私奉献的伦理。
D．如果把人的道德比作一座大厦，底线伦理就是该大厦的基础部分。
解析：答案是 B。
A 项定义过窄；C 项使用否定句下定义；D 项以比喻代定义。因而都不合适。■
[例 16]
平反是对处理错误的案件进行纠正。
依据以下哪项能最为确切地说明上述定义的不严格？
Ａ．对案件是否处理错误，应该有明确的标准，否则不能说明什么是平反。
Ｂ．处理错误的案件包括三种：重罪轻判，轻罪重判和无罪而判。
Ｃ．应该说明平反的主体，平反的主体应该具备足够的权威性。
Ｄ．对平反的客体应该具体分析。平反了，不等于没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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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答案是 B。
B 项断定，处理错误的案件包括三种：重罪轻判，轻罪重判和无罪而判。对重罪轻判和轻
罪重判的案件进行纠正，显然不属于平反；平反仅是对无罪而判的案件进行纠正。因此，把“平
反”定义为“对处理错误的案件进行纠正”，显然过宽而有失严格。
其余各项的断定内容，即对案件是否处理错误应有明确的标准；平反的主体应该具备足够
的权威性；对平反的客体应该具体分析等，涉及的是正确实施平反所要满足的条件，而不是平
反这一概念本身的内涵，对平反下定义只需要揭示其内涵，不需要断定平反得以正确实施所要
满足的条件。
[例 17]
张教授：如果没有爱迪生，人类还将生活在黑暗中。理解这样的评价，不需要任何想象力。
爱迪生的发明，改变了人类的生存方式。但是，他只在学校中受过几个月的正式教育。因此，
接受正式教育对于在技术发展中作出杰出贡献并不是必要的。
李研究员：你的看法完全错了。自爱迪生时代以来，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在当代，如果
你想对技术发展作出杰出贡献，即使接受当时的正式教育，全面具备爱迪生时代的知识也是远
远不够的。
以下哪项最恰当地指出了李研究员的反驳中存在的漏洞？
A． 没有确切界定何为“技术发展”。
B． 没有确切界定何为“接受正式教育”。
C． 夸大了当代技术发展的成果。
D．低估了爱迪生的发明对当代技术发展的意义。

解析：答案是 A。
不难发现，“技术发展”这个关键概念的内涵，在张教授的陈述和李研究员的反驳中是不完
全一致的。
李研究员的反驳，把张教授所说的一般意义上的技术发展，不当地限定为当代的技术发展。
这样，即使李研究员的断定成立，也不能说明张教授的断定不成立。A 项恰当地指明了这一点。
■
[例 18]
甲、乙、丙三人居一学生宿舍。甲报案遗失 2000 元。保安人员经过周密调查，得出结论
是丙作的案。班主任说：“这是最不可能的”，保安人员说：“当所有其他的可能性都被排除了，
剩下的可能性不管看来是多么不可能, 都一定是事实。”
以下哪项如果是真的, 将最为有力地动摇保安人员的结论？
A.保安人员事实上不可能比班主任更了解学生。
B.对非法行为惩处的根据, 不能是逻辑推理, 而只能是证据。
C.保安人员无法穷尽地把握所有的可能性。
D.丙是班上公认的品学兼优的学生。
解析：答案是 C。
保安人员得出“是丙作案”的结论的根据是他的推理:“当所有其他的可能性都被排除了，剩
下的可能性不管看来是多么不可能, 都一定是事实”。结论的可靠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推理
正确；第二，前提真实。保安人员的推理是正确的，但 C 项的断定指出了保安人员推理的前提
的不真实，从而有力地动摇了他的结论。
B 项不成立, 因为题干涉及的是对非法行为的认定, 而不是对非法行为的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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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忽视了题干中“对非法行为的认定”和“对非法行为的惩处”这两个概念在内涵上的区
别，B 项会产生很强的干扰。
[例 19]
一份犯罪调研报告揭示，某市近三年来的严重刑事犯罪案件 60%皆为已纪录在案的 350 惯
犯所为。报告同时揭示，严重刑事犯罪案件的作案者半数以上同时是吸毒者。
如果上述断定都是真的，那么，下述哪项断定一定是真的？
A．350 名惯犯中可能没有吸毒者。
B．350 名惯犯中一定有吸毒者。
C．350 名惯犯中大多数是吸毒者。
D．吸毒者中大多数在 350 名惯犯中。
解析：答案是 A。
题干说的是“严重刑事犯罪案件的作案者半数以上同时是吸毒者”,而不是说“半数以上严重
刑事犯罪案件的作案者同时是吸毒者”, 因此以下情况是可能的：上述 350 名惯犯虽然作案的数
量占了严重刑事犯罪案件的 60%, 但人数只占严重刑事犯罪案件作案者的很小比例(例如 5%)。
这样，虽然严重刑事犯罪案件的作案者半数以上同时是吸毒者，但 350 名惯犯中完全可能没有
吸毒者。■
此题“半数以上”这个概念，限定的是“严重刑事犯罪案件的作案者”，而不是“严重刑事犯罪
案件”。在关键概念的理解上发生偏差，会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例 20]（难）
在 H 国 2000 年进行的人口普查中，婚姻状况分为四种：未婚、已婚、离婚和丧偶。其中，
已婚分为正常婚姻和分居；分居分为合法分居和非法分居；非法分居指分居者与人非法同居；
非法同居指无婚烟关系的异性之间的同居。普查显示，非法同居的分居者中，女性比男性多 100
万。
如果上述断定及相应的数据为真，并且上述非法同居者都为 H 国本国人，则以下哪项有关
H 国的断定必定为真？
Ⅰ.与分居者非法同居的未婚、离婚或丧偶者中，男性多于女性。
Ⅱ.与分居者非法同居的人中，男性多于女性。
Ⅲ.与分居者非法同居的分居者中，男性多于女性。
A．仅Ⅰ。
B．仅Ⅱ。
C．仅Ⅲ。
D．仅Ⅰ和Ⅱ。
E．Ⅰ、Ⅱ和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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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同居的分居者（其中女性比男性多 100 万）

答案是 D。
与分居者的非法同居包括两种类型：
第一，分居者和分居者同居；
第二，分居者与非已婚者（未婚、离婚或丧偶者）同居。
由题干，非法同居是指异性之间的同居，因此，与分居者非法同居的分居者中，男性和
女性各占一半。所以复选项Ⅲ为假。
由题干，非法同居的分居者中，女性比男性多 100 万，这说明与分居者非法同居的未婚、
离婚或丧偶者中，男性多于女性。所以复选项Ⅰ为真。
与分居者非法同居的人，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分居者，另一部分是未婚、离婚或丧偶者。
上面已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与分居者非法同居的分居者中，男性和女性各占一半；第二，与
分居者非法同居的未婚、离婚或丧偶者中，男性多于女性。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与分居者非
法同居的人中，男性多于女性。所以复选项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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