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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们刚才念的皈依发心��诸佛正法贤圣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

所修施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这个句子他这种皈依发心的文句，��翻

译的人不同，所以����也是会有不同的句子，但是说��总的来讲他��它是有四个句子，��

四个句子是��前面两句��叫皈依的句子，��后面两句是发心句子，��所以他们合起来就

叫皈依发心。

皈依发心一般，��在藏地应该没有人不会念吧，而且我们在做任何一个仪轨

的时候，����在你从早上一起来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念这个皈依发心。��为什么��要

念？����念它有什么用？��他可以给我们��有什么帮助，��或者是��有其他的奥妙，��皈依发

心，当然��你听过很多的那种��法友们可能会知道 ��那也有些可能��第一次去听这种的

一个说法，����所以皈依发心。��两�前两句皈依的意思是��因为我们是一个佛教徒的话，

当然��佛教徒就这样看你有没有对三宝��有没有皈依？��三宝。��如果你对三宝有皈依

的话， 那你才是��佛教徒。��如果你只是一个��完全不了解三宝是什么，然后你只对

于自己烧香拜佛就像一般的民间的世俗做法，��去庙里面烧香，��祈愿��等等，��是不

能说你是一个佛教徒 。所以��佛教徒��看你是不是一个佛教徒，那就要看你内心心

相续当中有没有皈依，��皈依也是有��皈依的方式来皈依，我们要知道皈依是谁，��

这个皈依意思就是说我永远��一直依赖于你，��而且信任与不��通过这种的一个信任，

��请你赐予我一个��不邪的路，是一种正道，让我脱离这种痛苦的一个道路。��我也

看到你有这种的一个功能，��功德，��你有办法����，��你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可以调伏我，

��所以我才去对你皈依��。

如果我们要找一个依赖的话必须要找一个��自己能力上不足的时候，他能够

给你帮忙的那种才是可以去依赖的。��因此皈依也是如此。��当然��这世间里面不同

的宗教是很多，��但是每个宗教都有它的信仰方式，我们��佛教的信仰方式就是从

皈依开始，��皈依的时候，我们的皈依对象是有三个，��佛宝、法宝、僧宝。��所以

前面有讲到诸佛正法，����一般是��我以前��背过的句子跟把有一点差别。��诸佛正法贤

胜僧意思就是说��佛诸佛是佛宝，��正法是法宝，贤圣僧是僧宝的意思。��所以��从佛

宝法宝僧宝是����三宝，��为什么它叫做宝？��说因为����它是比较稀少珍贵，��因此称为法。

��像金子、钻石，我们都认为它是一个宝物，��吸引人，��东西��昂贵，��但世间��并不多，

��也不是每个人都想要就可以要得到的一直称为宝。��而真正的我们对于佛法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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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宝真的是��比这些物质上的东西还珍贵得多，��还稀少的多 所以��三宝��佛。��我们因

为凡夫人的福报不是很��够，因此我们能够亲自见到佛的这种的����是福报还没有累

积到 因此����透过����传承下来��之后，我们可以通过生宝来得知��佛宝的正法。��因此这三

宝对于我们��一个皈依佛教的一个佛教徒来说是一个他们三个是��环环相扣也是非

常有��需要在我们��学佛的道路上是不可缺少的。

��有了佛��才能够讲得出这样一个殊胜的法，��才能够流传到二千多年。��依然没

有办法向��就是说其他人能够有破除��他的一些思维度，��因为它是一个佛讲，��他能

够看透��通达任何一个法针对，所以它是经历而自己去��苦修之后而所��得出来的证

悟先说给我们，��因为佛陀曾经也是如此，��是一个凡夫人，��因为他也不想受到生

老��病死的痛苦，��也想解脱，��因此去苦修，��最终断除��烦恼障跟所知障，��能够成佛

他成佛了之后，��就已经用离生死的这种一个轮回，��因此把这些道这些妙法传授

于我们��这个法是��非常的珍贵，所以把��有了这个我们就可以��如果自己能力上��精进

努力的话，我们依然可以去��修行断出烦恼，解脱轮回。��因此��法宝也是很��珍贵，

那三宝中的最主要的宝就是法宝，��而僧宝因为佛陀��现在不在人世间，��透过这样

的一个僧宝，一些圣者��来无误的传达，把佛陀的信息传达给我们，��能够让我们

真正的��脱离轮回的道路，无误的传达于我们��这些众生。��

所以��他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在我们��修学佛法的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重要的。��你指僧宝是指的主要指的是圣者��以上的这些��叫做僧宝。��所以这三个他

自己亲身经历佛宝，亲身经历之后，把这些法脉��无误的传达过来。��所以我们去

皈依他的话，那是��不会有误的。��因此我从��从今以后，��我未证道佛的果位我一定

要皈依于你，��我要与��向你的法去学，我要信赖于你��这样的一个说法。��因为时间

的关系，我在这里��不用那么详细的去解释，��所以这叫做一种皈依，��而我只皈依

于你三宝，��我不皈依于��其他的这种一些��导师等等。��所以��皈依是这样，��我们��作为

一个佛教徒，��因此对于一些��所谓的��在世间的一些神��等等，��我们是不可以去皈依

的，他��我们去可以有时候��请他帮助，但不可以去皈依他皈依的的��对象只有三宝。

下面两句发心是什么？��作为一个大乘的修行者，我们必须要��有一种菩提心

的事受去做这样的一个六度的行为的话，��那才是真正的大乘的修行者方式。��因

此��我以所修施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愿成佛，这两个制度就是说��我可能就是以��一

种终端的方式来讲，我们要观空，��不是��烦恼而充满着这种��烦恼和��贪心等等的这

种��我们要讲��其实它也是名言，假设安立的一部分，��从这种的一个观空的方式来��

从��观我之后��我要去��实行布施持戒，��要精进，要修忍辱要修禅定，��要去��透过用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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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透过慧来去修��断除这些烦恼。��为什么？因为我要累积资粮了之后，累积圆满

了之后，��因为我们要度众生，��度一切如母有情。��

这些一切如母有情我们为什么要度��因为这个句子就已经有意义了，��所以一

切如母有情。��意思是说，��虽然我们今世的母亲只有一个，��但是我们����不是石头里

面蹦出来的，��我们是有心绪的一个众生，��所以我们的心续是从前世来的，��你的

前世��不一定是今世的母亲，是前世的母亲，��因此你前世的前世��这样去循环的去

找的话，我们的母亲��是无数的，因为你的投胎是无数的。��所以我们��佛法的名字

叫做无始以来��，��没有开始你的人心去一直去找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找到数目都

没办法再容纳投胎下去的。��所以一个人如果��比喻来我们的一个��尸体，��在这个世

界上是没有办法容纳的。��你看你这样的一个尸体，��在��地球上都没有办法��容纳��你

投胎投多少，你能够数得出来吗？��每一次投胎都有不同的母亲，��所以��这些母亲

都是如此，��今世对我们最爱惜我们的这种的一种��那种母亲一样的。��对我们有恩。

��因此��今世的母亲是我们今世有缘，��而且有恩��我们要去报恩要去珍惜他��那是前世

的母亲，����我们也像今世一样投胎都是人嘛，��都是懂得佛法去��尊老爱幼的这种一

个人性吗？��有这样的一个投胎吗？��不一定。��所以我们的投胎次数是��投胎人数，

人间果位极少。��而我们从��三个恶趣畜生，��饿鬼 地狱里面是��太多了。��在那时候我

们当出生的这种的时候，��我们当初当牛、马、狗等等，��那时候的母亲我们有��知

道可以去报恩吗？��有这样的事��是没办法的。��所以我们欠��他们有一个恩情，我们

还��没有办法还完，��通过佛法我们知道我要报恩 ��在这有生之年我懂得这个道理之

后，我要去��对任何一个众生像今世的母亲一样去爱戴她去����不想让他受苦，因此��

未必有情，��不想让一切有情众生��受这些苦，��那也��让他们不愿受苦，那有什么办

法只有我们自己能够成佛，��才能够有办法能够真正的利益到��这些众生，不然��我

们现在的这种实力是没有办法的。

因此为利有情为一切如母有情的利益，��这种的一个缘故，��我必须要成佛的

意思。��

所以��这就是第二。��三四句是第三四句是��发心发菩提心，��菩提心就是这样，��

你要成佛的心是原因是��因为你要��让一切如母有情也要��帮他们��度到��佛的净土当中，

��因此叫做发心。��不是每一个发心自己想离开轮回，这个发心不叫大乘发心。��所

以��每一次法会仪轨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去��法会？��这个要调整自己的内心，先

要调整我是一个佛教徒，我的皈依��对称只有三宝，��我的皈依的时间就是��从今以

后会直到成佛都要一直去皈依，��我的行为方面上我就是为了一切如母有情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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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行行善的，而不是为了我一个个人的��想法去做。��所以修行大胜法门的人必须

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才能够修得圆满。��不然你��带着一个私人的心��去修这些大乘

法是����不成为��大乘法的。��因此��调伏内心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通过这个时间，��每次希望能够讲到一些小小基点的那些��法义，能够让

大家��心里面可以有一些能够调伏心的��概念理念，��这样��觉得是��对大家应该有帮助

的。��我们开始进入正题了，对吧？��而这个法本就是整个心類學建立之要點總集：

開新慧眼。��这位格西是��以前是在十三世尊者的，他是十三世尊者的一个老师。��

所以它所建立所著作的心类学，��而下面它有��礼赞了。��礼赞了��宗喀巴大师��有四个

句子，��慧藏妙音汝所扮演者 ，善慧名稱吉祥我頂禮，慧明建立要點之總集，為

增劣慧明光故弘揚。��意思是说��文殊菩萨所化身的��宗喀巴大师，��要善于引进，��因

为我今天��是��为了希望能够对于这些��比较钝根��那种心��学佛的时候没有那种开窍的��

众生的缘故，希望他们能够开窍。��我想在这里面����把��惠民建立要点把它写下来。��

所以因此像你礼敬，��而且希望����比较��钝根者也希望能够他们开窍，包括这次让大

家能够表露��心类学的法义 来对待的一个说法。����在此处��关于心类学的解释分为三

个部分，��意境解释、��定义��分类 及��分类的个别意义。��心类学��在这里面心类学是��因

为是很重要的原因，��你不管去学什么样的��法脉��这些法都是透过新��心类学 心，��分

为很多不同的层次，��然后他有他不同的名相。��因此这些名相我们要懂得这些名

相它的定义是什么，它的意思是什么？��然后他是��它的作用在做什么，��这样才能

够知道我们的内心是在做善还是在做恶。��我们要断除的是哪一个内心里面的层

面

��所以要认真这样，所以他��在这里面有讲到说心类学的解释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心类学里面的��讲定义，��再来��讲心的��分类有多少？��心分类个别的意义又

是什么？��定义。��什么的定义？我们要知道��觉知的定义，��觉知��是一个通称，所有

心的通称，��任何一个心都是觉知��比方说我们现在在����想��或者是��看的这种��看到的心，

��眼根是五根识。��还有这些我们嫉妒心，��慈悲心，还有空正见的这种心��等等，这

些都是叫做觉知所有你知道懂得的心。��心王也好，五十一心所也好，��这些都是��

可以称之为觉知。��觉知又是什么？��所以他在这里面有一点��明了觉知，��明了是什

么？��也其实就是说看��看见懂得��这种的一个说法，��再来这是觉知的定义。��大家要

记住这些心的名相不同。

然后��如果有自己手上有笔记的话，稍微做一些笔记的话也是很好的。��觉知，

��然后认知����明了��这些��都是同义他们��等于��互相都是��一样的。��但是每个它的��定义��是有



5

不同的，����明了就是觉知的定义，所以觉知��意思是说��明了，��看什么东西��是有他的

明了��存在。��再来��认知��认知的��定义是什么？��清楚而明了。��比方说我们用眼睛去看

一个东西的时候，��也跟��作为��连接的一种音乐，然后��眼根是去看东西，��是��可以��让

我们，但是看的��明了清楚，��而且是清楚的。��所以说他对每个心��都可以用这样的

一个方式����来��称之为认知，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清楚而明了的。��因此��认知的定义

叫做清楚而明了。��所以这里面他讲到的定义��也就是一般��有讲这个定义一般叫性�

相个性的性����是��相机的相，����性相。��所以��清楚而明了是��认知的性相，也可以称为认

知的定义。��很多人��用不同的名字来说，��性相跟名相。����他们之间可又其实大家必

须要懂得一些��不同的��说法，��那是什么说？��性相跟名相��可以称为有八周遍，��八周

遍是什么？����还有我们要在学这些��理数理论这种的时候，其实是可以��透过��一些��理

论学中的一种��说法，��它有些叫做四句，有些叫做三句，��还有��刚讲到的性相跟名

相有，八周遍，��这些是什么？��可能你像这些名相对你们��是陌生的，但是说��还是��

没有把它��写下来，��性相是��定义��名��相被定义的东西，刚才他这里面有讲到认知是

名相，��然后清楚而明了是性相，也就是她的��认知的定义，��所以认知跟��认知的��定

义，��它有八周遍，��什么叫做八周遍？��他们两个是��名相跟性相是互相之间是��周遍��

就是说��如果是个认知的话，必须是清楚而明了的。��如果他是个清楚而明了的话，

��一定是认知，��这样是��两个周遍的，��是周遍，��然后如果有认知的话，����一定是有清

楚而明了，��你又是一个有的的周遍，��如果��有清楚而明了的话，那一定是有认知。

��如果��双方��里面一个没有的话，那一定是������两个之一也会没有的，因此它们叫做��性

相跟名相他们之间的八周遍的��这种的八周遍必须要��认清楚，��要知道。

��因为��有些如果说��还有刚讲到的�四句跟三句的这种说法，��我们有��可以给予一

个��怎么说？��人��跟��有生命者，��他们是几个句子，����三个句子，������所以��人是��有生命者的，

但是有生命者不一定是��人对不对？��比如说��动物、��牛、马都是有生命的，��但他不

是人，��所以��有生命者��都是牛马吗，也不是��也有天��神等等，这些都是有生命者的。

��佛也是有生命的佛，��所以��有生命者可以成为��补特伽罗，����范文��范例，他把他这个

名字就这样，音质音调��写下来而已。��也就是说他等于有生命这个说法，��所以我

们人也好，任何一个众生也好，任何一个��佛这种所谓的��圣者佛，��他都是补特伽

罗，��所以他们之间有三句，��什么叫做三句呢？补特伽罗，��不一定是人，��但是人

的话��一定是要补特伽罗这样��那种叫三句。��然后四句的话，��比方说��有无的有跟没

有的����举个例子的话，��这个例子可以这么��去����举��是人��非男性，��如人的话不一定是��男

性的，��也有女性的，����是男性��非人的。��有什么？��有其他的��熊��鸡鸭��那种我们其他的



6

动物，��两者��都是有吗？��有，那种是��是人��也是男性的就是男。��男生。��不是二者的，

有吗？��也有。��就像瓶子，��他也不是人，��也不是男性，��所以这种叫做四句，��三句

跟四句，��稍微这是一种逻辑的说法，理论��理论学当中的一种判断的方式了。��所

以��一般旧的那种翻译里面它有讲到四句，��刚才前面的是叫做三句，��这个也需要

懂一下，��也因为后面我们��讲下来的话，可能这些会用得上那种三句跟四句，��还

有八周遍这些会用的上，����因此��觉知��，明了，��认知，��他们三个是同义，��意思就是

说��任何一个心��也好，��心手也也好，��我们内心里面的任何一种认知都是����觉知都是

明了，都是认知，��这个一定要记住。��

因为他的名相可能��以后��会常用上������要知道，��比方说我们内心有一种��此心的话，

��此心是不是����觉知呢��你会怎么打？��是对不对？��他是不是？��明了���� 我们应该要搞是，

��是不是认知？是��反过来��认知是不是此心？��你会怎么办？��他一定不是应该要答，

不是��认知不是此心。��为什么？��因为��是认知，但不是此心的��例子可以有��可以举得

出来，��比如说嗔恨心是什么？��认知，��但它不是��此心，��此心跟认知是相违的嘛？��

再来��一样。��他是认知的话一定是明了，一定是觉知。��大家要记住，����所以��他在讲

出这些认知��明了觉知的时候，��那个时候����下面就分为��很多种，��他说��它要分为三种

方式来给大家讲，��分类里面就是分为三种，��有三种分类，��分为七项的心类学，��

也可以分为��三项的心类学，��也可以分为��二项的心类学，��所以他的心类学��讲讲的

方式，��通过七种方式��来��给大家讲，然后又有��三种的心类学方式，三项方式来讲，

��然后又有��二项的方��方式来讲心类学��这个应该不用太多的解释，��有分为��七项的心

理学是因为有如下七项，��所以七项是什么？��你怎么分心类学分成七项来讲呢？��

他就把一一的讲出来，��七项里面第一个是叫做��现前，��其实你这边加一个现前，

加一个知道的知这样比较好，��现前，  比度知，��再觉知，伺察意��，��显而未定，��犹

豫��颠倒�知这七项��七项它是��之前也��简单的讲了一下，��现前是什么，��然后比度知是

什么？    伺察意这是什么？��这些的��有讲��讲的概括的讲，但它并不代表是讲的��非常

完美，因为��要讲��很完美的��一定是要��讲得很细腻才有办法。��所以我们��七项大家知

道了哪个七项？��可不可以？����听得到的话那就回不深。��七项，现前、比度、��再觉

知、意��显而未定、��犹豫��，导致��这七个项目。��所以以后要记住要��心类学里面有七

项的那种分类是什么，��他讲的哪个七项的时候，一定要��把他认清楚他的这些名

词。��有个第一个叫做现前知，��再来比度知，再来再觉知，��然后再是第四个伺察

意，而第五个显而未定，第六，��第七颠倒知你一定要记住这七项 ��所以这七项

是它的七项。��一，下面会讲他各自七项的��定义七项里面又可以里面分为多少等



7

等。����会越来越深入了。��所以你在第一次听的时候也要好好的记录一下，不然的

话以后��越来越细就会��让你们��搞的会比较糊涂。

��分类就是说��是现前知，但是是现前知，但是说��这个现前这有很多种现前，��

比方说我们人��人有很多种，������人有��亚洲人，����欧洲人��这种的方法��分类，��那人也有��北

极轮洲的人，犀牛，还有南瞻部洲的人，��这种分析��那人也有����藏族人，��汉族人，��

还有西方族人��等等，这种人的分类有很多，所以现前也有分类，它也有，��这些

都是人，但是说这个人��代表说��统称的这个人不带人，��因为他还有其他不是他的

这个人，����所以现前的定义是什么？他在开始讲现前的定义了，��现前的定义是��以

离分别却不错乱的明了��现前的定义。��亦离分别这些��以后要大家如果有时间��要把

它背下来，才能够��维持你的名相的意思。��不然的话��你不懂得它的含义的话，��定

义的话你可能以后还是会比较混乱。����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明了��你们��概括的想一

下他在讲什么？��你分别����不错乱的明了，��那个意思是什么？��必须是这样。��透过这

种的一个方式，��为什么它叫做��以离分别。��现前我们��分法里面也有一种��讲做，就

是说��刚才七项里面有讲，��讲的是现前，��第一是这样，第二是比度，��所以现�前可

以称为��无分别心。��然后第二个比度��可以��可以称为它也是一个��分别心。��因此��现钱����

分别心��的原因。��所以��它称之为以离分别，��意思就是说不是分别的心，��因为它是

无分别心，��再来不错乱的明了，��不错乱��什么意思？��不错乱的时候，��意思就是说��

他去��用现前的这种��心这种的智去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比方说我们用眼根是�识去

看前面的杯子的时候，��你的确看得很��透彻，��完全没有��中间��让你去��通过什么的��方

式帮你去看，不需要用眼睛直接去看，��你的眼根识就看得到了，��不用透过想象

力，��然后再去��看这种的����杯子��不用透过一种概念，��然后才去看杯子，不用，所以

这种的错����不会有的，为什么？因为��所谓的错乱说我们用眼睛看我们的��对象就是

境的时候��进��本来也是直接在看，��没有透过一个不是��真正杯子的一种����想象力和它

的一种��意共相去。��看杯子，透过不是透过这样，��所以��你所谓的错乱����因为如果有

了一种概念去看��杯子的话，��是��错乱是。

��所以它不是错乱是。��而且是明了的明了，为什么它是��认知。��明了跟前面有

讲到明了、觉知还有认知，��都是同义的。��意思就是说��这种现前一定是心，��如果

不加这个明了的话，��会有什么？��就会有。��比方说��我们之前讲到的��五根��眼根，耳

根，鼻根，身根，舌根，对不对？��那个时候��我们用眼��识去看����杯子的时候，��透过

眼根去看的，��而且眼根��他不是心，但是眼根��也��可以看得到这个杯子，��而且它也

是一个����因为它不是分别心，所以离分别��因为他��也是直接看杯子的，不是透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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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抽象的��这种想象力去看杯子的，所以他也不是��这个错乱乱是��因此他不错。����如

果��这样的话，��眼根��也是现前吗？不是，你要加上一个明了的话，��他����眼根不是明

了，因为它不是心，��因为他不是觉知，��也不是认知，��因为它是��眼根的根是一个

色法，��它是清晰让我们明了的一种一个色体。��所以��把整个��都不加起来的话，��现

前��是没有办法，����吃透的��去了解他现前是什么。��所以透过这样的时候，我们就知

道��现前是需要什么？��要离分别的，��而且是不错乱的，��不仅是不错乱，而且这是

一个明了��才��叫做现前知，��才叫做现前。��为什么叫做��离分别？因为����印度的另外一

个宗派顺势派，��另外一个宗教，他觉得说����所谓的现前��也有分别心里面��可以��案例��

这种��不错乱的明了，����他是现前，��所以我们不叫不承认这样，��因此他就安立了��离

分别了，��就是排斥他的说法不正确的原因，所以��因为要加你离分别��不错乱，��因

为��现前一定是直接看他的��对镜，他的境，��所以它是不错乱的。��而且他��不仅是不

错乱的，而且它是��是一个认知，��因此是认知所以是明了。��所以现前一定要是这

样，��这个定义当中缺少了一个的话，他不是现前，��要记住这样，但为什么它的

定义要讲这么多，这个原因就是在这里��再来��以离分别却不错乱入之心的����欺狂的

明了就是现量现量的定义。��现在我们已经��前面已经讲到现前的定义了，��大家要

记住现前的定义��是以离分别且不错乱的明了，��是现前的定义。��下面他讲的是另

外一个定义，��是现量的定义，��现量跟��现前�是有差别的，��现量��更清晰更明了的一

种一个量。��意思是什么呢？��以离分别是一样 却不错乱也是一样。��然后他其实也

是一个明了，是因为是一个认知，��他加了什么就是心的��不欺诳的��这个定义当中

有加了这样的一个心的不欺诳的这种明了，��叫做现量，��一直现量它是一个��什

么？比方说我们��眼睛去看这个杯子的时候，��眼识可以说它也是现量，��它也是现

量。��而且����为什么是现量第一刹那去看的时候����杯子����可以是��第一次看它的境是新的，

��然后不欺诳��是什么意思呢？����它中间没有杂染，��没有一种��错乱，��所以它是一个��不

欺诳的��其实他��这种不欺诳��是一个没有��对于境中间有一种障碍存在的，它是直接

可以明了的，��所以它是一个现量，����同样的眼��根是��去��看��瓶子的时候，��他们有没有

差别？����这个是有差别。��就是说��用眼睛��看这个杯子的第一刹那的时候它是现量的，

��但是说你看��重复在看的时候，��那个已经是再觉知，  再觉知二次反复的看的时候，

它不是心的，所以在这里面��虽然是眼识，��并不一定都是现量的，����但是都是现量，

��但都是现前，����不一定是现量。��我们可以举什么例子就是说��再觉知的眼识，����反复

的再去看瓶子，第二刹那之后再看瓶子的时候，��眼识这种再觉知它不是现量，

因为什么？它��没有心的明了，��所以现量是比较��严，就是说它的定义是更��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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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这样的一个差别。��再来我们��讲到��下面它有分类有四种，��分类有四种，��什么

分类有四种呢？��现前��现前知有四种，��可以分为四种，��一个叫根现前，��一个叫意

现前，��一个��自证现前一个叫  瑜伽现前，有些叫瑜伽现前有些叫瑜伽现前，但是��

所以根现前是什么？��根现行就是说五根四���是根现�前眼识，耳识‘鼻识，身识、，��

这些都是根现前。��意现前是什么？��意现前就是说透过眼识第一刹那看了之后，

你内心��会留下一种����第六意识��留下通过意识作为它的因，��然后去看这些��境的时候

那种的一个��叫意现知。��但是下面会他��会自己一个��各自的定义会出现先��让大家有

一个概念简单的讲一下，��在来自证现前是什么意思？��这自证��现前在我们去看用

眼睛眼根是去看杯子的时候，��我们��在看这个杯子的时候，����眼根是在看杯子，��但

是同样的��在这里面他有讲到过，��有一个心��在看��看杯子的心，��所以叫做��自证现前。

��那个自证现前，他只看时，��而��对外的那种境，��所以说看杯子的心，��也有一个心

在看他 那个心自证现前，可以这么说。��简单的这样子，��瑜伽现前是只有圣直的

心声去当中，����存有了一种现前，��就是说��对无常��的看法是非常现量的去��了悟法义

扑特伽罗无我也是如此的去了悟，��一种是现前了悟，所以甚至是见道位以上的

这些圣者相续当中才有的。��我们的这些都是在要依据经部中的观点而讲的。��所

以经部中还有唯识�以及秩序派的��一部分，��都是承认这样的。��但是说��拼搏杀中根，

����应成派他们��的观点是有些稍微不一样，��所以对��现在一句讲的就是经部中的方式

来讲，所以现��瑜伽现前只有在圣者的相续当中��见道位以上才有这个。

��我们讲现前在这里��讲到根现前的时候，��根现前是什么？它的定义是什么？

我们要��再仔细的进入，��想要知道他的话，��我们必须要先懂得它的定义才��才是有

办法的。��所以它的定义��根现前的定义是什么呢？��由自一不共增上缘，��聚色根所

产生，��以离分别却不错乱的明了��跟现前的定义。��在这里面��大家读的时候有没有

一种��概念出来？��如果你没有学过的人，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了解他在怎么连接。

��虽然你会读，��但是说他的意思是什么？��可能没办法。��意思就是说��根现前大家��有

所了解，就是说刚才讲的��眼根识��耳根识。��鼻根识舌根识。��身根识。��这些叫做��眼

现前跟现前。��所以��由自��自己，比方说我们比喻一个例子的话，就是说��眼识在看

前面的杯子的时候，那个杯子叫做你的境，��你这个也是有境��有境看境，��所以��眼

识在看杯子的时候，����这个眼识，��他看杯子的��中 ����心在看他的境的时候，��它是��自

己有��中间有不同的一种��因来��协助他，��看境。��那个是什么呢？��自己是指的是这个

字就是讲的是��当我们例子当中的眼识不共增上缘，就是说��他自己特殊的一种��缘，

��也就是它特殊的一�中因就是说����眼睛看东西的时候，必须透过眼珠子��里面的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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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根��才能够让你去��了悟色法。��这个杯子，��所以��没有眼��眼根的话，你是没有办法

看到这个杯子的。��因此��眼根就像眼珠子一样，����是一个唯一能够让你见到它的一

种因。����没有他你没办法见到杯子，��所以它是不共的一个增上缘的色分��所产生����什

么呢��所产生的，这就是已经讲到现前的定义当中了。��所以你��而且这种的��眼识是

透过他自己特殊的一种因，��也就是所谓的它特殊的一种��色根，��他也这个是��也是

一个��离分别��心的��，��他去看他的境的时候也不��错乱的，��因为它不需要透过一种想

象，��他直接看境，��而且它是一个��认知，��是一个了知所以，它是一个��它叫这边叫

做明了。��因此��根现前��需要这样的一个����定义才能够完美的把这个根线就解释出来。

��我们刚才是只用了一个例子眼识而已，��当然����耳朵听��东西的时候，��当然��像��耳朵里

面有一种是��一种色��跟�根就是这样子的，而不是听的��清楚这个声音��的主要的一个

因��主要的��不共就是说��其他��没有的�唯一的一种说法，��唯一的增上因就是增上缘。��

耳朵他也��而该是需要透过��耳根，��这个耳根就是他的唯一的不共增上缘。��当然舌

根��分舌头去尝味道的时候，舌根就会有一种��识的意识。��识是，��识是需要透过他

的一种根，然后才能够��尝到它的味道，��你才会有他的一种����了悟��明了。��所以说��五

根��是都有它各自不同的��不共增上缘的，��所以五根也是现前的法，��因此它是以离

分别不错乱的明了。��你看�根现前需要这样，��根现前有多少个呢？��有��眼、耳、鼻、

舌、身、意，��这些都是����根现前��所以他在下面��有讲到��根现前可以分为多少？����取色

之根现前，��也就是说眼识了，��然后取身之根现前，就是耳识了 ， ����然后取香��味

这根现前那就是����舌根。��这个是鼻根 。取味之根现前是。��那是舌根，��是��取触这

根现前就是说��这五根它就是五根现前��。 根��线前可以分为五种，��然后五根现前

刚就是我们讲的，��你触摸东西你就会��有一种��直接的在这里面，��他感觉到他的一

种��心。��那����取触 ��触摸这个根现前就是 ��所以����������他有几个？大家要记住他有五个，����

眼根 耳根 鼻根 舌根，��身根。��这五根��跟现前��它的分类有五种，��跟���根现前他一起

他是有多少？��现前又分为多少，��我们就从下面再  根现前瑜伽现前 自证现前

现前  又是从哪里来的？����现前  知也可以更深入的来讲的话，它有个叫做��现量和现

前，��它是现量现前，为什么？��现前还有其他的��现前吗？有啊再觉知现前。��再觉

知现前不是现量现前，��是因为它不是心的了悟，��把��所以它是��重复再去看这个东

西的时候，��他就会再觉知，��所以它不是心的，所以它不能称为现量，��他只能称

为再觉知，��这是现前现前��它的定义是什么呢？��以离分别却不错乱的明了��叫现前。

��这个现前是我们一慢慢的又��推上去的话，��而现前是他讲的是��觉知、明了 认知这

三种��的分类。��有分了七项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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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现前，��第二个是比度。��所以��第三个再觉知，第四个伺察意，��第五

个显而未定，第 6 个����犹豫。��第七个��颠倒知这七项��里面的第一个是现前，��所以��这

样从下面��网上从��网上��下面你这样的��重复再去��复习的话，��但��你可以抓得到它的主

要的内容。��因为有个这样的次序的话，你的次第性是����很好，而且以后你����往下讲

下去的时候，你会��会听得很清楚，��不然你这些��次序��有点搞混乱的话，你可能以

后真的会越来越��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讲到这里。���

（以上文字仅供参考，请以录音为准。错误之处，敬请谅解！）

202009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