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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类学》第六讲

2020-07-10

……干扰到你，我们闻思修的时间里面，所以首先要念《释迦佛赞》以及

《皈依三宝》还有《文殊赞》这些，所以请大家调整好心情。

礼敬供养皈依导师，世尊，如来，应供，正遍智，明行足，善逝，世间解，

调御丈夫，无上士，天人师，佛，吉祥世尊，胜者，释迦能仁（三遍）

当汝二足中尊降生时，于此大地跨出七妙步

宣说于此世间我最尊，彼时具智世尊我礼敬

具有清净尊体最胜色，智慧大海犹如金须弥

美名令望显赫于三界，怙主证得最胜我礼敬

胜相具足无垢月容颜，色如纯金于汝我礼敬

三界无有如汝离尘者，无等智者于汝我礼敬

我与大悲依祜尊，一切智慧说法者

福泽功德大海田，如来如去恭敬礼

我于离欲之清净，度脱恶趣之妙善

独一最上之真实，寂灭正法恭敬礼

我亦于诸已度脱，指解脱道具福德

善住清净学处者，圣田僧伽恭敬礼

诸恶莫作，诸善奉行

自净其意，是诸佛教

如星翳障或灯火，如幻朝露或水泡

如梦闪电或云彩，有为法应如是观

愿诸有情能以此功德，证得佛果调伏过失贼

并且脱离轮回大苦海，永出老病死浪之波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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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遍）

文殊赞

礼敬南无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三遍）

谁之智慧 离二障云 犹如净日极明朗

所有诸义 如实观故 胸中执持般若函

诸有于此 生死牢狱 无明暗覆苦所逼

众生海中 悲同一子 具足六十韵音语

如大雷震 烦恼睡起 业之铁索为解脱

无明暗除 苦之苗芽 尽皆为断挥宝剑

从本清净 究竟十地 功德身圆 佛子最胜体

百一十二 相好庄严 除我心暗 敬礼妙吉祥

嗡啊惹 巴扎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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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格西唱诵部分听不清楚）

愿汝大悲慧光明，

亮吾心续皆痴暗，

証悟佛经论诸义，

祈赐辩勇明智慧。

（供曼达拉）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意（念

三遍）

（10:00）好，那今天也是，世尊在《亲友集》经当中有讲到过四个句子。

这四个句子我们在三大寺院学习的时候，就是在第四年的时候，可以学到这个经

的引经据典。所以这四句对我来说也是有非常的触动，而且这个是一个非常正确

的一种做法。为什么呢，这四句是什么呢，就是世尊说：“意罪非以水洗净，非

以手除众生苦。非移吾证于余者，示法性谛令解脱。”

这四句对于我那时候来讲也是非常触动的原因是，因为在不是很了解佛法的

这个真理的时候，只是对于他所信仰很单纯的一种信仰存在，所以一直会认为佛

说什么就是（按：11:36-12:20 声音断）

要脱离轮回就要靠自己。那因为佛陀在世的时候，也有很多众生可能希望见

到了佛陀，就到佛陀面前请加持，然后去除我的障碍或者是罪障等等。那也透过

佛陀用一些水撒在他的头上，他就以为自己可以得到加持净化罪障也是有的。因

此佛陀就是讲到说“意罪非以水洗净”，你自己在“意”上造下的这种罪业，是

我没有办法用水在你的头上放下来，然后就可以洗清你的罪；也没有办法用我的

手可以把你的这种苦拿掉，所以“非以手除众生苦”。

虽然是佛，但是世尊说我没有办法，把我们众生的这些苦一个一个的拿掉，

如果是真的可以这样拿掉的话，那世尊在世的时候，就应该不会有众生，都已经

成佛了，因为世尊会在他有生之年一定是会尽量拔除众生的苦，因为他有着大悲

心，他也希望一切有情众生脱离轮回的痛苦。所以这表示世尊也是如此说，也表

示就是我们的众生的这个苦，世尊是没有办法用手拿掉。世尊他自己悟到的这些

证量，以及消除了罪障的这种证悟，他虽然自己有，但是说它的这种的证悟，可

以移植到我们的内心上吗？填满我们的这些心续当中的这个证量，可以吗？没有

办法。所以说“非移吾证”，吾是我的意思嘛，我得到的这种证可以移到你这个

众生的那个心续上，是没有办法的。

那有什么办法呢？就是说世尊他本来是一个王子，但是因为他为了众生的一

个脱离轮回的一种显现，而在世尊来世化现为一个王子，然后透过王子看到这世

间的种种痛苦——生、老、病、死的这种的一个过程，他就开始从国王皇宫里面

逃出来出家，然后受戒修行。所以最终佛陀他苦修之后得到证量，得断除烦恼障

跟所知障之后得到佛的果位。因此这种的一个修行是他在经历的这个过程当中，

已经有一个非常无误的一个道路，世尊传给我们这些弟子们，这些佛教徒。所以

说我有什么办法呢，就是因为我自己是可以脱离了轮回，我有这样寻到了这样的

一个道路、可以有离开轮回的，所以如果你们真的想要解脱的话，你们就按我说

的这种教法就去实行吧。所以“示法性谛令解脱”。按我这种的一个方式，你们

自己要自己下苦功，自己要修行，自己要调整内心，然后按他的这种方式去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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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才能有办法解脱啊。因此不是说我们不说了信就可以，而是要靠自己，最

终还是要靠自己。当然，这种的路是世尊给我们的，这种法义是无误的。

因此我们透过他这种的法义，来从法义在自己的心里面来去运用，然后才能

有办法去调整。内心里面有什么过患，有什么善德，目前你能达到的这种的一个

资粮是在什么水平上，所以佛陀都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因此，这就是佛陀给我们

的一个忠告、很有效的一种忠告。所以我们了解要学习的原因。

当然，大家已经有知道了，就是说透过学习心续当中的知识，才能够有办法

认清自己的心里面是在非理作意，还是一个正的方向去实行。我们一般的生活当

中有没有（按：18:29-18:30 声音断了）去改善或者学了之后，你再可以去思维一

下自己学到了之后，（按：18:39-18:40 这里听不清）这是很重要的。因此学佛的时

候，当然最终还是按照佛陀所讲的，圣者说给我们传达的这种一些领悟的那种证

量的经典与论文，我们按他的方式去学，而去学了之后，这是必须要在自己的内

心里面调整，而不是外在的因素而已。 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上一节课的那个。

这节课我们要上的是“比度”。关于比度的解释分二：定义跟分类。

比度，当讲到“比度”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因为前面已经讲了现前，现前

里面有讲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现前量，还有现前的自证现前、瑜伽现前、根现

前、意现前等等，这些都是现前的一种法。

（20:14）那现在是讲比度的时候，前面的现前都是无分别心，无分别心，

归类为无分别心里面的一部分，没有说是全部，所以它是一部分。

那现在是要讲的是分别心的一部分，比度是分别心里面的一个。所以比度的

定义，他在这里面怎么写的呢，就是说“依於自之所依──正因之後，不受自之

所量──隱蔽法”欺誑的耽著知，就是“比度”的定義。这样读起来就很难容易

读懂它的意思。

再下面，“依于自之所依――正因之后，新的、不受自之所量――隐蔽法欺

诳的明了”就是比量的定义。就是说比度未必是量，这种的读的时候一般不是，

先不去看藏文的话，真的是没办法能够把它的内容真的去了解到。（按：

21:47-21:58 声音断）而且它是在意志当中，意志当中它不是现前的意志，而是分

别的一种知。分别知当中，它是一个有正确性的一种知。而且它正确的是在哪里

呢，就是说它是透过自己的正因，所以这里面有讲到，依于自之“所依”正因，

意思就是说透过自己的正因，正确的正、因果的因，透过自己的正因，对于要自

己的那个心想要了解的所量，它是有叫隐蔽法，那个所量是隐蔽法。所以这种的

隐蔽法，它用什么样的方式呢，就是说不欺诳而耽着的认知，采用这样的一个知

的时候，这叫做比度。

所以这当中我们有讲到正因，还有讲到所量，还有隐蔽法，那“不欺诳”是

之前也有讲过。还有这个名词里面有着一个耽着，认知啊。认知当然就是明了的

意思。所以我们在这里面讲到这个比度之前先让大家做一个了解。

假如说，一个人往窗外看到邻居的房子冒出烟的时候，那这个人就会知道，

他会推论这房子里面一定有生火，一定有火才会有冒烟了，这是一种推论。产生

这个是比度知。而且我们这种的一个心念是一种，刚才那种是一个比度知。那你

为什么透过这个烟能够推论出有火呢，这就是你知道有烟的话，那就是有火，那

是一个正确的因。因为烟是透过火而生出来的，所以它是一种正因。

所谓的正因是类似这种的。因此，因跟果之间这种是不变的关系的，这个是

事实。我们可以正确地推知这个果的存在，所以这样的一个认知不是现前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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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没有看得到真正的果，用眼睛看不到，只是看到了他后面的那个烟。但是因为

你透过这种推论之后，你确定它里面已经有火，所以这已经超过就是说不是现前

的那种知，而是一个无分别当中的一个认知，而且他这个认知是透过一个正确的

因，而对自己想要了解的这个境，那个境称之为“隐蔽法”。

为什么是隐蔽法呢？因为我们用眼睛或者是我们用现前的方式，没办法看到

这个境的时候，那个境就可以称之为“隐蔽法。”所以隐蔽法就是说我们没有办

法用眼睛或者是耳朵直接当面看到真正的那个境，但是说我们可以用推论或者是

用一种模式的方式，可以感受到就是说懂得这个境的时候，那种的法是没有显现

的一个法，所以它是隐蔽的那种法。

那因此“不欺诳”，因为你知道有烟就有火的那种的正因的那时候，这个想

法那种的一个知，它是可以说是无故的毋庸置疑的去肯定的时候，那个就是不欺

诳。

“耽着认知”是什么意思呢，耽着是只有无分别，不是无分别，只有分别心

去对自己想要真正了解的那个境的时候，他就看那个境执着那种境的时候叫做耽

着。所以任何一个比度知都是耽着知。耽着知不一定是比度知啊，这个要了解，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这样一解释起来的话，那比度会不会有比较容易的了解了一

下。

依于自之，透过自己所依赖的这种正确的因之后呢，你因为这个正确的因是

什么？比如说有看到烟的时候，我就确定有这个火的这种的一个正确的因。那这

个因对于你想要了解的那个法是你的境，虽然没办法用亲眼看到，不是现前的法。

所以透过这种的一个正因，把这个隐蔽法，不欺诳的方式来耽着了解，这样这叫

做比度。依于自己所依正因之后，新的、不受自之所量――隐蔽法欺诳的明了就

是比量的定义啊。

这个真的，还是一样，它这里面就是多加了一个新的，那就是他在开始分“比

度”跟“比度量”的时候了。那这个就是学院不同的关系，所以会有一些差别。

（30:00）比方说我们学院的话，他就会认为比度一定是比度量，比度没有

“量”的一个比度。那东鼎跟直贡洛色林学院的话，他认为比度不一定是比度量，

这种的一个不同的观念。所以在这里面，他后面就是有讲到说比度未必是量，他

在这里面是在反驳，像桑杰以及我们北顶学院的那种的一个主张方式，因为那边

的主张，我们的主张是什么？比度一定是量，但是他在这里面说比度未必是量，

这是两个不同的见解了。当然各自有各自学院的依赖的那种引经据典啊。

所以，引经据典是什么呢？引经据典于不同的一个，不同的那些圣者们他们

的论文。

那当然，“比度”我们现在依据这个法的话，它就是承认的，这个论文的话

它承认比度未必是量。大家想一想他想要举的是什么例子，既是比度又不是比度

量的是什么？他一定是举的例子是比度的第二刹那。因为比度它有第一刹那，新

的不欺诳地去认知的时候，那个比度透过正因对自己所量的隐蔽法，用新的不欺

诳的耽着知的时候，的确是一个新的时候是第一刹那，再一次重复的看着这个境

的时候，他是在第二刹那的过程里边。所以第二刹那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这边这

本的论文依据这个班钦索囊扎巴大师，他来，依照他的主张来讲，他就是说这种

第二刹那也可以称之为比度。

然后，比度是不一定是量，因为他举的例子是第二刹那的比度，在北顶以及

桑杰那边主张是比度第二刹那非比度。因为他是已经是一个再觉知，所以他有这

个比度的名称，但它没办法归纳为比度。因为他不是量，是量必须是新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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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欺诳的这种的一个认知才有办法。

所以说在这种的一个观点下，必须要了解，而且我们要了解比度,当讲到比

度的时候，就是要知道比度不是现前。它跟现前完全不同，那现前的定义，大家

知道吗？大家有记得吗？呵呵。是不是又忘记了？现前呢它的定义是什么？现前

的定义是“已离分别且不错乱的明了”，对不对？所以比度现在不是，比度是分

别心，而且是错乱的明了。因为它是分别心嘛，分别心为什么是错乱呢，错乱的

是在什么地方错乱呢，错乱的就是显现镜，现前知它对自己的显现境，就是我们

眼识，眼根识是现前知。

所以他的显现境是什么？如果说他是一个执杯子的一个眼根识的话，它的显

现境就是杯子，所以他这种眼根识直接可以看得到杯子，而且它是不错乱的直接

看的。但用比度来看杯子的时候，现在我们是看的不是说看不一定要用眼睛的方

式看，他是说意思就是懂的意思，了解的意思。所以用比度来了解杯子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用眼睛，它是透过这种以前用眼根识看过的这种的一个杯子，然后留

下了他的这种一个记忆。

然后这种记忆，透过他一种意的（义相？）也就是说他的那种抽象概念。昨

天我们看到的东西，今天想的时候，虽然昨天是用现前的方式去看的，但是今天

你要回顾时候，那个是不是必须要有一个概念产生之后才能够让你再回忆的更清

晰呀。所以那时候你的那个概念他也叫显现境，那这个显现镜呢，这种的概念是

不是杯子？不是啊，它只是概念而已。所以分别心对于概念误认为是真正的一个

境，所以称之为分别心，都对概念的那种义共相里面来错乱是真正的境的原因。

所以分别心都是称之为错乱的认知。

但是他虽然是对这种的一个显现境概念是视为境的错乱，但他了解境吗？还

是了解境。这种比度的话一定是了解境，但是他对于概念也有产生一点，是以为

是真的境，也是错乱的。但是境他还是有了解，所以这个没有真正的就是干涉到

比度去悟这个、看这个杯子的理由。

所以说“比度知”，它是对于这个境，自己真正要了解的境是不容置疑地了

解对境。因此，他就像刚才讲的那样，现前知一般可以让人信赖一种认知的形式，

然后就刚我们讲到的那种总义，意中有一个想象力那种的概念，它一般称之为名

词当中，人家会讲的是总义，那个总义当然不是真正的对境，它是显现境。比度

的显现境不是比度真正的境，所以这个显现境也称之为总义。所以它不是真正的

对境，因此有错乱于真正的境的原因。

（40:23）所以任何一个分别心都也是一样的方式，在错乱显现境视为真正

的境，但分别心中呈现为仿佛是一种真正对境一般了，这一点来讲，分别知对于

显现中的那种对境感到错乱，但是这个错乱成分不会妨碍认知正确了解的这个总

义。所以它不妨碍该认知正确了解被总义取代的那个对境的。因此，比度知是一

个正确而且不容置疑的认知。所以分别知，所有的分别知对于自己呈现中的这种

一个对境，所谓的那种显现境，我们应该称之为总义，所以感到他这种的一个是

错乱，（按：41:49-42:05 声音断）这个对境的缘故，所以任何一个分别心，都可以

称之为是错乱知。

这个要分清楚，因为我们境有分别四种，这些是《摄类学》的时候应该要学

到的。那不知道大家以前有学过的话，那他当然是很好，没有学过，可能要在这

边提醒一下这个名相。境有四种，一个叫做显现境，那显现境呢就是说现前知也

有它的显现镜。刚才分别知它也有它的显现镜，也就是比度它也可以，比度它有

它的显现境，然后有个境叫做“耽著境”，耽著境唯有正确的分别心，才有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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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耽著境。

然后再有一个境叫做“趋入境”，还有一个叫做“所取境”，那这些怎么安立，

就是说显现境刚才讲的一样，现前知它有它的。所有的无常的法都是现前知的显

现境。

再来，比度这一方面来讲的话，所有它真正的对境是它的耽著境。这个耽著

境没有办法安立在现前知的下面，有这样的一个名称叫做耽著境，是不可能的。

只有分别心里面才能有办法安立这个耽著境，它跟现前知的境没有关系的，只有

跟分别心的境才有关系。

因此，任何一个有为法都是，在经部宗来讲的话，都是可以为显现境。显现

境与事物是同义的，他们是认为是事物、成事、还有无常这些是同义的。在经论

里面。分别知的显现境与常法同义，他是这样的安立的，在这里面。所以说显现

境它是一种义向的概念，义共相。当然这些来讲的话，我们可以，好。

对，这里面先稍微了解一下他这样应该就会有一个印象的。所以比度是分别

心，而且因为它是分别心，所以说它也是错乱知。虽然它是错乱知，但不一定他

不了解他自己真正的境，他是了解的，而且毋庸置疑的。它错乱知当中也有量，

就是比度量。那比度量对它真正的耽著境是正确无误的可以了解，只是他对自己

的显现境视为真正的耽著境一般，所以他才错乱，因此称之为错乱知。

所以比度是不是一定是量，那这个就是由不同的祖师，他有不同的建议，像

班钦索囊扎巴的话，他们就不承认，东顶跟洛色林学院是不承认比度一定是要量，

所以他“未必是量”这个主张。

那桑杰跟北顶的话，他就是认为比度就是要是量，这种的认为也有。那比度

可以分为几种呢，分为三种。这三种是怎么说呢？分类，若予以分类，有三种：

“信许比度”（圣教比度），它这个名称也可以称之为“圣教比度”。然后再来是

“极成比度”，是也称之为“共称比度”，还有“事势比度”。所以有些名相它翻

译的人写的不同，所以看不同的法本的时候出现不同的。

那“信许比度”是什么意思呢？信许比度的定义：“依于自之所依——信许

正因之后，不受自之‘所量——极隐蔽法’欺诳的耽著知，就是第一（信许比度）

的定义”。也就是刚才讲的那样，透过信许的正因，然后再来用不欺诳的耽着知

了解自己那个境极隐蔽的法。信许比度就是说它是一个比度，而且这个比度的用

方式呢是，因为他，我们法里面有讲到三种，什么三种呢？

这个三种呢，就是一般现行境跟稍隐蔽境、还有极隐蔽境，就像我们现在面

前看到的任何东西，听到的这些东西、闻到的、所触摸到的那种都是现前的境啊，

可以直接感觉到的。但是有些就像所谓的无常，还有这些细微的那种一些法，它

是没有办法用现前方式去看得到的。

（50:08）无常是我们对于我们凡夫来讲是没有办法了，直接用现前的方式

了悟到的，所以它是稍微隐蔽的那种，而且普特伽罗无我也是如此 。最隐蔽的

是什么？最能够难以了解的，也就是说境里面最细微当中又是什么呢？就是极隐

蔽啊，极隐蔽的境。那这种极隐蔽的境就是用什么办法，可以透过了解呢、了悟

呢，就是需要透过信许的比度，采用信许比度才能够了知这个极隐蔽性。

为什么呢，我们这边他就是下面有做了一个解释，比喻吧。事相：“其事相

如：真实不虚地了解经典本身所开示的义理——‘因施有受用，由戒生善趣’的

比度”。意思就是说我们布施会得到的什么呢，就是受用。你今世布施很多的话，

你来世你依然可以，就是说不管你生到什么样的地方，你不会穷，而且你享用的

都是很丰富，这种的一个果。而且你这一生好好守戒的话，那我们来世会生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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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果位跟天的果位，所以他就说“由戒生善趣”。好好持戒的话会生到善趣，善

趣就是投胎到人、投胎到天，这种的一个说法。

而如果你布施的话，你来世也会受用，而且你不会，没有会受到一些物质上

或者是你享受的方面上，不会难受，他有这个果。有这样的因才会有这样的果。

这个是怎么我们知道呢？所以这个一般比了悟无常还更难，所以它是需要透过信

许比度。信虚比度是什么？透过释迦牟尼佛这样一个圣人所指点，教授与我们，

我们也透过信任这种的一个圣者是不会去说谎，而且他说的这种道理是吻合以及

没有相违的这种说法。

透过他这种我们全权去信，不只是全权信，也是要透过它有三种说法，我刚

有就是说这种信许也是透过“三查清净圣言”。所以世尊这样的一个圣者，他给

我们传来的法是什么呢？他给我们传来的法，就是让我们脱离轮回，然后我们要

脱离轮回之后要解脱，然后会得到什么样的道，然后你这只是一段而已，不是完

全，你还要成佛。这种的我们是信，然后我们自己真正的悟道吗，还没悟道，因

为我们对他的信任是毋庸置疑，而且对于自己的这种辨别的时候，也不会有相违

之处，之后才去了解的那种东西。

所以说信许比度，这样的一个信许呢，它是透过一个非常信任，我们一般也

是很多，有时候没有证据的时候，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做，然后当场自己不在的时

候，如果有一个你很信任的一个人，在解释你想要了解的那个事情的时候，那个

人讲的时候，我们会很不会怀疑地去信任的时候，那种的是一种信许的方式。

所以就好比这样，那这里讲的是他是更深一层的，为什么布施会有这样的一

个受用的果可以享用？为什么持戒了你就不会堕落到三恶趣、地狱啊这些，他可

以消除不去生到地狱啊这个畜生，而他会让你生到人的果位、天的果位。这就是

我们一般凡夫人是完全没有办法去知道的，所以透过这样的一个信许，真实不虚

地的了解经典本身所开示的义理，这种真实不虚的义理是圣者以上，以及这种真

的是可以说完全不会这种撒谎，以及他讲的我们直接可以有理由，而且他说的那

些完全无误推理的话，也是有他信任的程度存在，不会相违，才有办法称之为这

种真实不虚的这种义理啊。

再来，这种的信许比度了悟的那个法是很深沉的法。

再来“极成比度”，极成比度它的名相又有一个“共称比度”。共称比度呢它

是什么？它在这里面讲的：“依于自之所依”——极成正因，之后，不受自之所

量——约定俗成的语词欺狂的耽著知，就是第二（极成比度）的定义。 这个主

要来讲就是说，这里我们读下去。事项：其事相如了解可以用月亮一词来说明“有

兔”的比度。

这就是印度以前他们在那个时代，已经有非常通称或者是共许的一种说法，

就是月亮称之为“有兔者”的月亮，有兔者的月亮，所以印度不管是在他们的诗

词里面，一般的民间都会对月亮的那种比喻的时候，它是用诗意来讲的时候，有

兔者这种的说法，在这个世间当中已经是可以说是公认的一种名称。 所以这种

的，人家用这种的一个名义来讲，有兔者的时候马上会知道他是讲的是月亮。然

后还有太阳也有一种名称，现在我这个藏文是叫（按：音是 gumemi ，不知怎样写），

但是中文我不知道，就像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怎么叙述他这个比度，这种的比度就

是刚才讲的。

（59:12）那为什么有兔，有兔子是称之为月亮呢，有一个典籍，一个小小

的故事，今天就分享给大家。可能是因为这种的一个典籍，它是释迦摩尼佛的本

生三十四传记当中的一个嘛。那么它这里面有讲到释迦牟尼佛曾经是在当众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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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有情众生的时候，他曾经是投胎到一个兔子，然后那个兔子他是非常善良

的，善良到他当时那个地方，他们在森林当中那个兔子也是可以讲人话的那种。

现在这种的方式来讲是比较神话性。所以说他是可以讲人话，而且可以在那时候

当时的那种的一个森林里面的所有的那些野兽啊，或者是任何一个动物，他都有

办法，怎么说？控制吧，就是说他有摄受这些众生，然后他可以给他们讲法义，

透过他用自己的方式语言方式来讲法义，然后让那里的众生一直是和睦相处，然

后很多那些动物、野兽都是互相不杀生这种。所以这种的一个名字在森林当中已

经是非常和睦相处很久了。

（）后来，这个事情传到天上，天上的这种，一般来说他也有他们所谓的玉

皇大帝这种的一个说法，传到那里去的时候，开庭的时候玉皇大帝说：听说人间

在某某的一个森林处，有一种兔子好像名字很大，然后很出名，所以而且它会说

人话，然后他也可以讲法那种，这怎么可能。所以其他问这些天神的时候，他们

都说也有听说过，玉皇大帝可能他就不相信，他说他要去世间真实查看才行。

所以他下凡人间到那个森林里面去，然后化成一个猎人。当他在利用猎人的

方式化成然后去这个地方的时候，他就一直在找，找时候也是不是那么容易找到。

过了一段时间他的确找到了那个兔子，然后他用箭开始要射杀那个兔子的时

候，那个兔子就开始跟他开始讲人话了，就是说求你不要现在杀我，我还有一个

重要的事情没做完，那你放过我，我会做完之后自己会来自首的，然后他就很讶

异怎么会讲出人话来，然后也可以这样，他说我怎么能相信你这样？所以兔子说

你不相信你就跟我一起来也可以。让你去跟在后面，还要跟着紧，然后就是他在

过去的时候可能也是因为要去帮忙另外一些野兽受伤啊、治疗啊等等。做完之后，

然后跟随着那个猎人说，我们走吧，到一个没有地方其他众生的那种地方去。然

后，你也一天肚子饿了，那你自己生个火。他说你要我生火做什么？然后兔子说，

因为生了火之后，那个火成了火星的时候，我自然会跳进去，然后你可以，我的

肉熟了之后你可以吃了。玉皇大帝他，那个猎人就不相信啊，他还是想要再观察。

之后的确生了火之后呢，那个兔子真的已经跳进火坑里面，然后被这个火烧了，

烧死了。

那当然，所以当他把他的那个遗体带到天堂上，天庭上，然后召集所有的天

臣哪，就是说：我之前以为是假的，就是人间传说中的兔菩萨他果然是真的，但

是因为这样而他自己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然后一个野兔都是有办法让那种的众生

都可以和睦相处，反而天上的众生是有这种的一个烦恼心。所以说从今开始我要

把他的那个兔子的那个骨灰它的遗体我要放在月亮上，以他就这样的一个方式，

把袖子一挥，兔子的遗体挥到月亮上，所以，从此就是说月亮上有一种兔子的形

状，就是为了忆念，每当你看到月亮的时候要想起这只兔菩萨，它对人间所做出

的贡献以及他利益众生的那种一个（行为？），是我们要去值得去学习，值得去

忆念的。

所以，这种的一种说法神话，这种的一个神话可以给予后续的那时段的时间

里面的那个朝代也好，王朝一直下来对月亮称为有兔者，这种的一个已经是非常

的流行，然后一说有兔者就会知道这个兔子。因此在“极成比度”的这个说法里

面，它就是透过这样人，它称为共称的一种方式认知。

虽然这个不叫杯子，那有些人他说本来是一个白色的杯子，后来又把它用其

他的模式把它调颜色之后，能把它称之为一个什么样的很庄严的名字的时候，大

概从此开始又叫他这样的一个名字也是有的。因此有名的艺术家他对这种的一个

解释也好，或者是有名的一个政治家，对这种的一个看法又有定为一个新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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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大家用这种的名词去来抓这个主要的看法的时候，它内容是一样的，没有误。

所以这种是一个极成比度的方式证悟自己、判断自己所要了解的真正的因，是可

以了解这种知，不欺诳的方式耽著知来了解，所以极成因就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再来，事势比度。事势比度，其实极成比度是在“事势比度”下面，就是说

它也是“事势比度”，但是事势比度不等于极成比度（按：1:08:38-1:08:46 声音断）。

比度呢就是依于自之所依——事势正因之后，不受自之所量——稍隐蔽法欺诳的

耽著知，是第三（事势比度）的定义。那就是事势比度。（按：1:09:08-1:09:12

声音断）这种一个因，就是说这不是无常，一个人对声音是不是无常的时候，你

知道声音是一刹那生一刹那一刹地灭，这种的一个了解你对它不知道，而且你也

了解它是声音是这样的，但是你知道无常跟所作性是同义的时候，他有些人，声

音是不是无常，因为它是所作性，你又知道所作性，声音就是所作性，所以你透

过声音是所作性，你就会了解声音是无常，因为所作性跟无常是同义的，那这种

的一个逻辑推论的方式来了悟的话，这个就是这种的比度称之事势比度。这个只

是声音是无常的说法，只是一个例子而已，而其他还有很多例子。当然这些事势

比度跟极成比度或者是那种的一个因明方式呢，我们可以再去读《因明》的时候

会更详细。这里就可能他讲的不是那么地广。

（1:11:00）讲那个“再决知”吧，再决知应该不多啊。关于“再决知”的

解释分二：定义跟分类。定义：了解“能引生自己的前量所已经了解的内容”之

非量的明了，就是再决知的定义。

所以说“再决知”就是说你已经在了解境的时候，或者是你这个瓶子的时候，

你一刹那之后第二次再去认知的时候，那就是第二刹那，他就是“再决知”重复

在了悟这个境。所以能引生自己前面新的、不欺诳的这种所知的那个境的时候，

你已经了解了之后，再重次的去了解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再决知。所以它不是量，

因为它不是新的，所以非量的明了。

再决知分为：现前再决知及分别再决知。现前再决知之前也有稍微讲了一下，

就是说现前再决知可以分为四种：根现前再决知、意现前再决知、自证现前再决

知、瑜伽现前再决知嘛。根现前再决知，就是说我们在用根现前去看前面的这个

景色的时候，第一刹那是新的不欺诳的方式去看。你继续再看的时候，第二刹那

根现前就是再决知了，意现前的再决知也是如此，它是第一新的、第二刹重复在

看这个境的时候再决知。再来自证知也是如此，它也是第一刹那是新的，第二刹

那就是它的再觉知啊。瑜伽现前也是如此、一样，它们都是，再觉知在经部宗里

面完全不承认它是一个量，因为它是重复地去认知这个境的时候，这种的在这里

面不称为是量。量的话一定是新的不欺诳的方式的去透过了悟这个境的那种认知

的话，才叫做。所以再决知其实是前面之前也有讲过，那不用再重复地讲很多。

分别再决知。分别再决知的分类有分为二种：由现前所引生的分别再决知、

由比度所生的分别再决知啊。

所以说其事项如，它在比喻呀：于“取青色之现前” 之后，所产生之确定

（对境）为青色的决定知，就是第一（由现前所引生的分别再决知）的事项；而

了解“声是无常” 的第二刹那比度，则是第二（由比度所引生的分别再决知的

事项）之故。

就像我们第一个，他就是讲的是说，我们今天用眼根识去看最前面的那个，

今天去一个海边去看一种景象的时候，用眼根识一定是抓到了它的这个境。然后

这个境今天你再回忆的时候，这种回忆已经成为了是一个分别分别人的重复，在



10 / 10

回忆的时候，这种是一个由现前所引生的分别再决知啊，第二刹那。

然后，再由刚才讲的是声是无常，声音是无常，透过这种逻辑推论的方式，

因这个“事势比度”的方式来了解声音是无常。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所造作之故，

所以是无常。

第一次你透过这种争论的时候是新的，是比度的方式、比度量的方式，但是

你在重复的时候，那是它的第二刹那比度，所以它不是量的，才是由比度生的分

别再决知。则是第二（由比度所引生的分别再决知的事相）故。

因为法上在《具理》 即《量观察》 ）中说过：“现前的第一刹那和比度的

第一刹那，这二者是量；然而，后来那些（与前述之现前第一刹那及比度第一刹

那二者）没有不同，并在前述二者的相续中成立及安住者，则已经不是量。这是

说明：将此处相同的成立及安住，视为相同的结果。

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现在在找自己的引经据典的，就是说之前他说比度未必

是量的意思了，因为前面现前的第一刹那是现前量，但是现前的第二刹那是现前，

也是再决知。

相同的，比度也是他是说如此，他的第一刹那是量，第二刹那是再决知，但

它也是比度，它的引经据典是《具理》〉跟《量观察》里面是这样讲的。那这个

过程当中，其实他另外那个桑杰（色拉杰？）的一个至尊法幢。

至尊法幢他也是承认是这样，但是说有朴穹瓦——朴穹瓦是尊者的第十三世

的上师——他是在他的这个主张里面，就是说比度一定是量。而且还有怎么说？

（按：1:1948-1:19:54 声音断）是《七部除意暗论》当中说，在领悟声无常的比量

后，所生领悟声无常之心，不是比度。复说，不会有作为比度的已决知。所以这

是一个它，比度一定是量的引经据典，它是引经的是《七部除意暗论》，然后他

也有《总义理庄严论》，这两个经典它依据是。为什么会说比度一定是量，第二

个刹那的比度不是比度的原因，它就是依据这些来讲的。所以每个寺院它都有它

的依据存在，不是白说的。

所以《总义理庄严论》当中，这个北顶的依据当中，就是说与凡是比度因不

必皆是比量——这个不是在你们的法本里面有，我是在另外一个法本里面找到—

—因不必皆是比量，以凡是现实不必是现量故，。答曰：二者不同者，凡对其法

若是比度必须是对彼法新引生定解知识，但对其法若是现实，则不必是对彼法心

生定解的桎梏。

他就是说《总义理庄严论》当中意思是说，有些人说比度的不一定是要比度

量，因为现前不一定是需要现前量。这是完全不同的。他就是说第二指，比度一

定是要新生而不欺诳的那种定解的知识才能够有法，所以才能够称之为比度啊，

不然这不叫比度，你用来这个是对他来说是，你用这种比喻是不符合的。他是这

样说的，而且《七部除意暗论》当中说，领悟声无常之比量后，所生领悟声无常

之心。

你看，再一次去领悟，再次去领悟，那个不称为比度。不说不会有作为比

度之已决知，也就是说做再决知，这样一个再决知的说法。两个不同的学院都有

依据的是（按：1:23:09-1:23:12 声音断）是不同的依据。

几点了？好时间到了。现在就先发问。

（以上文字根据录音转录，仅供参考，请以录音为准，错漏之处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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