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11

《心类学》第一讲·速记稿

20200529

今天，我们透过一种不同的因缘，能够在网上跟大家分享《心类学》的课程。

所以心类学的课程，讲之前我想当我们在念诵课前念诵的时候，有念到四个句子，

这四个句子是佛陀在于《法句经》里面曾经说过：“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

意，是诸佛教。”所以这句话的含义是非常非常非常深奥的。

其实这四句虽然是很短，这四句可以包含整个佛法的内容。因为我们众生在这

个轮回当中，其实都是希望能够离苦得乐，因由这样我们也在寻求自己所想要得到

的快东，然而开始奋斗，开始为自己的未来而奋斗。为了脱离自己不想受的痛苦，

而开始奋斗。

但是我们比以前一般人来讲，比以前已经生活或者是其他条件方面上都已经好

多了，也改善了很多生活，也有不少的一些快乐。但是能够在现今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所听、所看到、所感受到的快乐。其实因由我们漫长的人生里面就可以知道，

其实快乐不是外面的物质能够给予我们真正的快乐。快乐其实真正的来自需要的是

内心的快乐。因此如果你内心无法快乐，你有再大的财富，你有多么好的条件，外

在的条件，还是没办法能够解除你想要真正的一个快乐。那只是实际上你只是拥有

一些外在的物质和别人多了而已，不一定表示你跟别人快乐多了。

所以那个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呢？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这是从内心里面需要的

一些条件，而不是外在的。

因此佛说：“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个句子里面讲

到的是说内心如果说在第三句里面“自净其意”的时候，是相当的有这个内涵的。

这个自净其义当中的“意”是指的内心层次里面的一些心，它可以包含意中需要断

除的、我们不想要得到痛苦的这些根源，他是藏在我们内心当中的一个烦恼障，也

是烦恼。所以说我们内心的快乐，其实说来就是在自己内心不清净、以及内心没办

法调整到一种平静快乐的时候，你的内心是充满着烦恼的。所以如果你不调伏自己

内心的话，那你的内心是永远跟苦的感觉一直并存，所以内心的这种的一个意当

中，它就是有很多种可以感受到的快乐以及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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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人生当中最主要从无始以来都是因为追求着自己不想得到痛苦，而

想要得到快乐的缘故。 然后一直轮回到现在，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一直没有办法

真正得到最究竟的快乐，因为有的快乐也并不是永恒的，而是有些快乐是非常短暂

的，你想要再去拥有、可是也没有办法。那是为什么？那就是所谓快乐当中也有有

漏的快乐。所以这就是我们内心当中所说的“意”

“意”它可以分为很多种层次，当然这些自净其意的“意”当中，要自净其

意，其实心要清净，也跟我们的身体和我们的言语当中也是有相当的关系。你的身

体的行为以及说话的这种方式，也跟你的内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因由你的内心发动起一种意念、一种想法而才会去想到，或者是才会去行动才

会去做。所以“诸恶莫作”这句话里面的当中讲的是诸恶莫作，诸善奉行。诸恶莫

作：以一个人来讲的话，诸恶莫作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以及我们外在身体所行的

所谓的十不善，十不善是恶的话，那是怎么分配？身体可以分为三种，语可以分为

四种。层面上来讲，心可以分为三种，第一个杀生，第二个偷盗，第三个邪淫，这

是身体部位我们会去造恶的主要的行动。

再来，我们一般言语当中容易作恶造恶的那种是什么呢？是说谎、然后离间、

然后绮语，这就是四个语言当中经常容易会做到的。再来，意当中我们因为贪心所

以可能会惹出了内心里面的一种不知足。因有他人对你的一些做事你看的不满，所

以你内心生起了慎恨心、慎心。这些真正的法义我们原本是该接触的，但是我们因

由无明的缘故，所以一直堕落在轮回当中，一直不明白真正法的内容。因此我们生

起的一种邪见，那是邪见。所以我们身因为如果喜欢一个杀生的人，他就是会短

命。它的那种果是什么呢？是短命。

那你一般偷盗的人，它就是什么？自己可能会贫穷，它的果报会这样。因此这

种的时候，我们要去守这些十戒，诸恶莫作、所以诸善奉行。我们要去守戒，才能

有办法能够精进增长，才能有办法能够投胎人身。如果连十善都没办法去受的话，

那我们把今世累积的福报都用尽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堕落恶趣。

那因此这样我们会到了恶趣之后，更不要说我们能够累积福报，只是把前面的

那些累积过的善报用尽而已，他会做更多的恶。所以说要守十善、要诸善奉行。我

们内心当中也好，或者是我们在行为当中也要做。如果我们去受不杀生，我们去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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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生的话你会长寿，你也会少病。当我们不去偷盗，这样的话而且去布施这些众

生，上供三宝下布施众生的话，那我们自己的享受、自己的财富也会这种的果报，

也会在你的人生当中会出现，而且你也不会遇到这些强盗等等。那如果你受了这个

不邪淫的话，这种的戒可以让你的家庭和睦，你的敌人也会越来越少。

当我们去少说谎，这样的话很多你身边的人会越来越多，亲近你的人越来越

多，因为你不会说谎，他们会相信你，然后会去表扬你。那我们不去做离间语的

话，我们所谓的自己下面可以分布的这些手下也好、属下也好，也会尊重于你，他

们也会信任你对于你尊敬。而我们不去粗语的话，你的言语一定是一个跟人家说话

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温和、温顺。因此你所自己听到的也是很多，也是能够听到一些

悦耳的事情。当我们守离绮语的话，那经常自己做功课，念那些心咒等等，这样的

话你的讲述的话语也是有重量的，这是非常有办法，所以诸恶莫作诸善奉行。

内心我们少一点贪心，能够去多一点去布施等等，能够放开、放下的话，那这

个可以让你心想事成。我们不去嗔恨他人，而自己多修慈心跟悲心利他的话，那你

的生活上也是会如此，很多众生也会靠近你。

再来，我们去对于这种邪见去好好的观察，它是不可以去做的话，我们了悟空

正见以及了悟补特伽罗无我，这种的一些也是我们在心绪当中生起的机会是越来越

多的。

因此我们内心里面铲除了这些邪见，我们能够认知了这些邪见的话，我们内心

里面会生起所谓的正见。这个正见又是什么呢？我们在刚讲到的句子里面的自净其

意，“意”当中有空正见，意当中可以清楚十不善的这些罪恶、净化这些罪恶。所

以佛陀在世间来度众生主要的就是他所给我们留下来的法宝，那才是真正的法。

所以我们如果遵循以及依守这些法义的话，法义要守什么？就是需要自净其

意，而不是只是看他人在做什么，不只是在说他人的不好，而是要去调整自己的内

心，调整自己没有守十不善的要去守十善。因此自净其意的“净”是净化烦恼障跟

所知障。“意”当中意是可以从无始到成佛，都是一直也有他这种的一种意可以成

佛。

因此我们人不只是会怎么说，一直会堕落到轮回当中吗？不会。我们的心相续

当中有一种成佛的种性一种种子，那个种子就是需要靠我们自净其意，能够越多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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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其意，越修自己内心、越调伏自己内心的话，那才能够有办法把种子让他生根发

芽。这样的话我们能离成佛的这种路是越来越近。所以佛陀所讲的教法也是如此，

因此“是诸佛教”如果你能够自净其意的话，你所做的任何一个行为就是。如果把

所谓的佛陀所讲的教法也是如此。

但是我们要知道自净其意该怎么去自净呢？ 必须要认识我们该认识的一些心

里面的层次，不然的话可能没有办法知道这些心的层次的话，你就没办法断除这些

烦恼。而心的层次。当然也是很容易。

我们有讲到《心类学》的时候，这个心是心类学，其实对于我们学五部大论也

好，你是一个纯粹想要修学《菩提道次第广论》也好，《心类学》是对于你学这些

大论、以及这些的前提上面是帮助是非常大的。因为五部大论里面主要讲的是心的

层面，当然心的层面要讲的话，我们必须要了解“心”是什么。我们只是只会讲

心，但是心有很多种说法，所以西方的所谓的讲的心跟我们佛教讲的心还是有差异

的。因此我们佛教佛陀所讲出来的这些心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我们可以从《心类

学》里面慢慢去学、慢慢去分析的话，你才会知道原来心里面的层次就像一个很大

的世界一样，它也有他不同的居住点，而它在不同的一个居住点里面，它有不同的

作用。

所以要知道“心”心的时候，我们讲这个之前因为今天是法本好像大家的手上

还没有到，那我们先讲一些前提，就概括的跟大家讲一下，那真正能够开始还是可

能下个礼拜，因此先给大家一种概念，我们要知道心是什么？而且也要知道一般的

佛教分类里面这个法是什么。法不一定就是说所谓的法会的法，法是什么？所以我

们见到过看到过、听到过、闻到过，以及你没有见到过的一些存在的任何一个，都

可以称为“法”。那个叫做什么？有。除了这些之外就是无——没有。所以法跟有

是等于的。

然后一些名词里面也有叫“镜”，镜跟有、法、都是同义的。“镜”是什么？

因为有个镜是镜子的镜，那种镜子的镜，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比方说镜子照到那些

它照出来的范围的时候，照出来的范围下面都是有才能够照出来嘛！有才能够有办

法照出来。但镜子的话，这是比喻的。所以镜子它是可以知道，可以让大家懂得这

些法的存在，所以他犹如称之为有境。所以我们在佛法名词里面镜子是一种比喻，

它不是有境，所以心就是一种有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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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心可以看到任何一个法，而且你看到的也好，或者是看不到的东西，我

们也可以用心能够去了解。因此他是一种有境，镜跟有境也可以这样说，有境他不

只是分为心而已，它也可以分为这个是补特伽罗。一般补特伽罗是什么？可能，如

果第一次听闻佛法或者是没有更深入去了解的人，可能会对这个名词是陌生的。补

特伽罗是印度梵语的。简单的来讲，有灵魂心性的一种众生，或者是佛这样的一个

叫做补特伽罗。所以补特伽罗比方说我们佛教徒是不是人？是人。佛教徒是不是补

特伽罗？是。为什么？因为它是具有灵魂性的一种众生。那佛陀虽然不是众生，他

也是具有灵性心性的，所以这样的一个叫做称之为补特伽罗，也称之为士夫。

还有我们一般每个人都称为所谓的“我”，我自己的“我”。这个我可以归纳

到任何一个有心性的众生也好，他们都是有“我”。他们会自己把自己当成

“我”。我们自己也会把自己当成“我。所以士夫、补特切罗、我都是等于都是同

义的。还有所以补特伽罗也是一个有境。因为我们人知道这个东西的存在，人也懂

得这些东西，它可以了解东西，因由这样的一个方式，也可以去了解到，所以它是

一个有境的。

再来，我们众生以及这种补特伽罗，从舌间里面发出的这种声音，也叫做“有

境”。所以有境分为三种，那个三种是什么？就是补特伽罗、以及心、以及诠释

声，一般是叫诠释声，这三个叫做有境。

所以有镜看境、有境对境，有镜能够了悟境。境是什么？就是我们目前所有的

任何一个有的法都是有境，都是境。所以有境的是在讲过来跟心有关系的话，那一

般说是有境也会用另外一个名称叫做具境，具有境的那种能力的话，它叫具境。

所以具境又是什么？具境的心，具境的心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苦或者是乐，我

们的内心会欢喜会或者是悲伤，那我们也会遭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候，我们身心产生

畏惧，我们也会对敌人会有嗔恨心，而我们对于自己的亲人会有这种关爱等等。这

些都是在内心的世界里面来去分析的。

所以心的层面有很多种，因此我今天是想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里面，就是会有因

为我们的科判里面有讲到心类学里面，分为七项的心类学，以及分为三项的心理类

学，分为二项的心类学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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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讲之前，七项里面我们讲到的一些现前知是什么？好比说心的层面有很多粗

分的心以及细微的心。怎么说呢，现在我们这个人站在我们的面前，让他去看东西

也好，或者是你把这个例子比喻成自己，我们每个人现在在看的时候，用眼睛去看

东西，去看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物体在我们的面前。看到的时候，我

们是用什么去看的？是用眼睛去看的。所以我们会认为我们的眼珠子在看东西，所

以才会知道这个东西。

那当然，这也是我们一般人都所承认的， 但是说我们去看东西的时候，那个

叫什么？如果熟悉的人都会说这是眼识在看东西，眼识眼睛意识的就是《心经》里

面眼、耳、鼻、舌、身、意。这种的那时候的眼睛的眼识在看，但是说的确是用眼

睛在看，但是我们佛教的里面讲说是眼识在看，眼识要看东西，也是需要透过眼根

去看。所以这些我们讲到心的层面，就是说大家会一般听到的名词里面有眼识，耳

识、鼻识、舌识、身识对不对？这五项叫做五根识，一二三四五的五、根本的根，

识是意识的识。

所以眼根识为什么它中间有个根？那意思是说眼根识的中间，就会有一个眼根

来协助你看东西的画面。眼识想要了解东西的时候，你的眼根识必须要帮到忙，就

是说它当你眼根识的一种音连接的一种心，好比我把比喻又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讲，

我们现在大家手上都有手机，现在跟自己的家人或者是我们的一个朋友联系的时

候，我们是用手机互相沟通的，但是你跟家人手机互相沟通的话，必须要透过网路

的站，才能够连接你们沟通。当我们视讯的时候是可以亲自这样看到，一样在画面

里面可以这样看到。 但是这些视讯还是必须要透过这个网站，才能够让我们互相

看得到。

因此我们的眼根识也是看东西的时候，中间有一个眼根在协助，透过它才能够

让你跟前面的这个境、这个法能够看到。能够用眼根去懂得、去了悟它的。所以眼

根也好，鼻根也好，舌根，眼耳鼻舌身这些都是一样，它都有它的眼根、耳根、鼻

根、舌根、身根，所以这些五根都一样。

我们去餐厅吃饭的时候，菜摆在桌子上的时候，我们可以闻到一个东西，闻的

时候菜的味道你会闻，所以有一种知觉，你会感受到菜的味道跟以前的味道是不是

一样？你也会分析，所以这个是鼻根识让你知道它的味道，但是你要闻到它的味

道，中间也有个鼻根在帮助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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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个中间，就是他中间要帮助你看到的东西的那个根，耳朵听到东西一样

耳膜，或者是这些里面的一些东西，就像它的根一样，我们的眼珠子里面的那些黑

圆圈，也是几乎是也有人称为它是眼根，但是说眼根这以佛教里面来讲也有讲到他

是很细的，一般是我们用眼睛是没有办法察觉到的，但是它是可以帮助到你眼识看

东西。因此，以此类推其他五根都是这样。这样的时候这个眼根识、耳根识、鼻根

识都是粗分的心，这不算细分的心。为什么？他们都还是很容易能够灭掉或者是毁

掉。所以说有一种心该怎么讲？有一种心是我们记忆当中的一种心。

我们的记忆当中，我们想到小时候某某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前几天做了什么，

这些是透过想象来帮助你记起的。所以这个跟我们刚才讲到的五根是不同的，是不

同的。因为他不在眼前，也不在我们闻到的范围里面，所以眼根这些的它的范围是

非常跟刚才的记忆这种的一些来讲，它的范围比较小，眼睛只能让你看到面前的几

千公尺或者是这样而已。那我们最多也看到可以看得到几公里然后就没有办法，但

是我们内心里面去想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直接想到很远的一个国家，你曾经去过的

话，你都可以想到以前的这个国家，他是能够想很远，但这个想的时候他需要透过

一种概念，一种画面，也是透过曾经去过的画面呈现出来，然后再去让你去想。所

以那个心识就是一种比较深的一种心。

所以说我们心可以分为很多种，比方说我们睡觉前我们都可以听到声音家里面

说话的那些声音，当我们在很累、旁边有很多人的时候，你睡的时候你耳朵也听不

到这个声音，你眼睛自然的会闭下来，有些眼睛是睁开着但是它的眼根没有在作

用。然后你的这些外面的比较粗浅的心，慢慢的在收摄在你的内心当中。收摄的时

候，你就慢慢听不到外面的声音，所以你慢慢的沉入一种睡眠的时候，你的心进入

比较细的那种心的过程当中，所以心识它有很多种，那心进入过程的理念里，也是

可以分为很多种，就好比说我们下面也会讲到五十一心所，那这些它的分析越来越

详细，越来越详细的。

因此，在我们讲到所谓的七项的《心类学》当中，它有讲到现前、比度、再决

知、伺察意、犹豫、显而未定、颠倒知，这七种它就是用不同的层次慢慢地给我们

讲。

所以“现前”是怎么讲的呢，就是刚才讲的五根识是叫做根现前的事情，现

前知——是因为用眼睛看到的是我们的面前的，耳朵也是在你的范围内可以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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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它是比较现前的。闻到的东西更需要比较近，然后触摸的那些东西也要在身体

部位方面触摸到才能感受的，所以这些都称之为“根现前”的一种心。

现前可以分为很多种，意现前、那第六个五根识，然后再来是意根识。意根识

的话它其实也是一种，我们内心可以去透过前面五根识的一种因，而用意现前了悟

东西。

“自证现前”是讲的是什么呢，自证现前简单的来讲，就是说我现在在看，我

面前有个电风扇，我在看电风扇的时候，我的内心当中有一个心，我正在看电风扇

的心，他会了悟我看电风扇的心，所以这种的心叫做自证现前。他这个名词其实在

你如果学到《四部宗义》的话，慢慢他可能会讲的会比较越来越深，因为有些部派

讲的自证现前是不一样，所以有些会说有自证现前，有些会称为不需要自证现前这

种的说法，慢慢如果以后学到《四部宗义》的话，这些会更细腻更详细的会给你解

说的。

瑜伽现前，瑜伽现前就是一般我们在这里，因为是讲到心类学的缘故，所以他

安立的是主要依据经中部宗的一个观点说法来讲，所以瑜伽现前是指的是我们圣

者，圣者能了悟无常的时候是用现前了悟的，所以这种的一种现前了悟无常可以称

之为瑜伽现前。 一般我们凡夫人是没有具有瑜伽现前的。

是这样。当然，再下来就是说到比度的时候，比度是一般来讲，它是透过一些

逻辑的方式让你去了解东西，比度里面也有正确的比度跟不正确的比度，所以称之

为量的比度跟非量的比度，打个比喻，比方说我们今天要去爬山，本来跟大家昨天

约要去爬山，然后去山上野餐的话，就是在那里烧水之类的，所以大家约自己自带

不同的东西，然后要点火的那些火也要带。 可是我们走了一半的路，到了山下的

时候发现自己跟大家约的时候就那些的人里面忘记带火的话，那你在山上怎么生

活？所以我们往山上去看的时候，看到山上有冒着烟，这样的时候大家会用一种逻

辑的方式去看，说没有带打火机或者是没有带火也没关系。

我们上山去的话有火，为什么？因为山上有冒着烟，有烟的话当然有火，烟是

从火而生出来的。所以这种的一个逻辑的思想，是分类为比度里面的一种心，就像

说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因为这样才会有.等等这种的一种思想，是一种逻辑的思

想是比度的思想，这是简单的来讲是这样。但是说里面比度层次有分为很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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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再说在决知，再觉知的话，我们第一次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刚讲的话

的时候，你就开始去看那个东西，你面前的手机也好、iPad 也好、电脑也好，你

一看的时候第一刹那，你的眼睛看到的第一刹的时候，一刹那一刹那是很快的，在

一刹那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一秒跟一刹那一刹那更细，所以一秒当中也有刹那性是

很多的。当你看到前面的画面的时候，那个是新的再看，第一刹那在看，然后你一

直在看的时候，这个心再次在看，那种的心叫做再决知，反复的在第二刹那，他的

第二刹那这种的心，看着以同样的一个东西的时候，第一刹那是新的在看，但是第

二刹那的时候，这个心可以称之为再决知。

再来，“心”有讲到伺察意，伺察意是什么？伺察意是就好比说某些东西并不

是很真正的在了解，但是说你快要了解快要懂得他的时候，觉得这个东西是不是这

样快要懂得的时候那种的一种心。也可以称之为伺察意。但是伺察意里面也分为很

多种，这些我们过几天在讲的时候会慢慢的在下来，会遇到这些一个一个的层面再

讲，因为它是一个科判里面，所以很有意思的。

有些人如果说你对这心类学很好奇、好学的话，那可能学这些真的是很有意

思，你几乎进入到了一种另外一个世界一样，你的生活当中多了一个世界，你可以

花很多时间可以去了解。所以如果不是很有兴趣的话，你就会觉得讲得越来越模

糊，让你越来越难懂，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层面的。所以心类学的时候要学的话，那

就需要用心的专注的听，不然可能会一疑神你就会错过一些观点。

所以后边的可能有时候接不上了，大家能够聚一聚的话，也可以你们去互相讨

论，这样研讨的话那个是很好的。那为什么三大寺院学院的学习制度上是作为最好

的，因为他是透过那些辩经的方式学习比较有成就的原因，也就是说佛法里面是很

深奥，当然你一个人的智慧去学，的确是只限于你一个人的智慧。 但是说两个人

的智慧一举一运用，多了一个智慧提议给你。如果说更多十个、二十个、三十个、

几百个，你的智慧加上了其他九十九个智慧，帮助你去观察去学。所以这就是研讨

互相研讨的重要性在那。为什么就是辩经的原因就是不只是你一个人在学，你学的

时候有很多人在用它，每个人的智慧是不同思维逻辑是不一样的。因此你全部的这

种逻辑加起来，然后运用一起运用，最终我们研究到哪个是比较有没有办法突破的

话，没有办法破的话，那个才是可以说是百中选一他是没有破绽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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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自己觉得自己的智慧很好，但是还是我们所谓的就是说怎么说，“旁观

者”清，再者还是会有一些错误出现，所以我们在这样去观察的时候，你的心还是

不够稳定的时候还是会出破绽，旁边的人看的时候可能会看得更清楚，因为他那时

候没有压力的时候去看，反而看得清楚，他过来给你这个意见的时候，那不就是多

了一个智慧，然后多了一个铲除你疑问的一种心量、智慧。辩经的原因也是这样。

所以说伺察意里面分为很多种。犹豫，当然我们怀疑由于里面你就反正这个东

西我要想知道它的属性是什么，但是没有办法，但你一直怀疑他是不是这个东西、

是不是他的属性，它的性质是不是这个怀疑一样？怀疑犹豫也就是这样。

显而未定，显而未定里面我们很容易，比方说大家每次都是去上班、工作的时

候，他一般坐地铁的那些人也好，公交车的人也好，然后你开车的人也好，当你注

意在前面的一个地方，或者是你只注意你旁边的人的时候，但是你旁边还有很多人

在行走，可是那时候那些人真正的动作和他们的做法是什么样，我们都不是非常的

清楚，但还是看到他们在走或者是动，但没有清楚。

所以说我们虽然看到了，但是说没有办法真正确定的，看到他在做什么。一个

人开车的时候只是看前面的车左右而已，但是说旁边的那些路旁边的那些风景你都

是稍微有看到，但是你不会很清楚，那是显而未定，这种的心叫做显而未定。

“颠倒知”的话，第七个分为七项心类学里面的颠倒知，就是说原本我们人是

无常的，那大家以为是常法，所以这就是认为是常法的，那就是颠倒知。很多人认

为自己的父母亲在旁边，以为他一直会站在你旁边，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有一天父

母突然离开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这就是无常。他是一直在变化的，不是一直待在你

旁边或者是它的属性有没有变化，我们没有去了解，所以一直以为我们不用去怎么

说，自己负担什么？就是依靠父母就可以了，有些人就会这样，所以说有一天真正

的你旁边的人一下子走的时候，你才会觉得他失去了他不在了，那种的也是比较层

面上可以认清楚无常是什么，它其实是一直在变的。所以你一直以为它会存在，也

是如此，像我们所谓的上师，上师在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去听法，当上师离开、不在

人世的时候，却抱着遗憾，那就是无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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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迦摩尼佛在世的时候也是如此，也有那时候的众生，因为那时候世尊在世的

时候没有文字，所以很多人都是靠记忆力，因此世尊涅槃，是为了摄受这些认为世

尊永恒不灭的那种的一个缘故，而调伏这些众生而入灭的。

所以为了执常的这种颠倒，颠倒知的话，众生就是因为这样而导致没有得到正

知，所以你看后来去才结经。以前世尊在的时候，那些的这种修行者的记忆力是非

常地棒，但怕是后续像我们这种的一些迟钝的众生，就没有办法像以前那样可以记

忆到几百句的颂句等等，所以他们开始慢慢就在公元三、四世纪，第二结集、第

三次结集的时候就开始慢慢地用文字记录下来。

因此颠倒知也是有很多，就好比说一个人生病的时候，他得了胆病的时候，那

个眼睛看到的东西全都是黄色的。你们说整个画面我们外面的画面是不是黄色的？

不会呀，它的原本它是有展示以不同的颜色，但是因由这样，他会看到的东西是黄

色的，那种的时候他是因病而在他的眼识当中留下了一个不同的画面。那时候他的

眼识是颠倒知的。

所以说在简单的来讲七项概念是如此，今天我只是跟大家讲了一些概念，我希

望能够我们有了法本之后，我们就开始再讲下去，第二页开始，第二页开始讲下

去。

（转录稿仅供参考，请以音频为准，错漏之处，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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