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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先生起对于三宝的皈依虔诚的一种心。这不只是

一时，其实我们这一辈子时时刻刻都要对三宝的信念和信仰是不可以懈怠的，然

后因为我们是修学大乘佛法的，所以乃至心中要保存着一个利他人的一个概念，

以及去利益为了一切如母有情的缘故而发起这种的一个心，让一切有情众生能够

度脱到最究竟的果位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是必须要持久永恒的，而且是不变的，

必须要有这样一个才能成为清净的一个大乘佛教徒。

所以说，龙树菩萨在《中观根本颂》里边有讲到四个句子，六个句子：“依

缘起任法，世说乃空性。是为假立之，及彼中道有。莫是缘起法，未曾有一法。

是故非性空，未曾有一法。”这句话其实龙树菩萨把世尊的主要的佛法的精华要

处讲述出来了。也就是说任何一个法我们在怎么去看待，以空性的观念去看这些

法是最为清净的，因此任何一个从因缘而生起的一个法，这种的法其实它的属性

是一种空。那所谓的性质空，就是它的性质不是真实而存在的，因此世尊所说的

是空法。“世说乃空性”意思是这样。

“是为假立之，及彼中道有”，因此我们看任何一个法，或着做任何一件事

情，思维任何一个法的时候，就能够做到从空性当中所生起的这些世俗法的话，

这是最究竟的，也是说我们看待任何一个法的时候必须从名言假设安立的这样一

个状况当中，任何一个法不带于谛实执的一种概念，而是任何一个是谛实空而名

言假立，这样的话就不会断常边跟断边。因此这样的一个观念以及这样的一个道

路才叫做中道，及彼为中道。

因此世尊所说的这种中道的那个法，也就是最终他所讲的是空性。这种的空

性呢对我们来讲也是要涵盖在每一个法，不管是有为法也好无为法也好，常法也

好无常法也好，任何一个法都是缘起，依赖而缘起的。所谓缘起，不只是安立在

无常法上，而且它是要安立在任何一个法的上面，都是缘起的。所以说你如果没

办法安立这种的一个缘起法的话，那这不就是法，你只是颠倒认为的有的法而已。

所以它是一个法的话，那是缘起法，所以说“莫是缘起法，未曾有一法”。也就

是说未曾有一法不是从因缘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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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种的一个空性的概念和那种的一个性质，不是世尊说了之后才有，而

是它本身万法都是它的性质是空性的。所以说它是这种的一个空，并不是说每个

法是没有，而是说它的法的那个性质当中，我们一般凡夫人透过无明添加上的那

种实执是没有的，要破除它。所谓的这个空就是讲的是这种的一个无明而安立实

执的这种的一个假有的法，这个要破掉，这样的话这个法才是清净的，能够从空

中呈现出这个法是有的。

因此，任何一个法都是，它的属性、它的本质就是一种空性。因此，“是故

非性空，未曾有一法”，所以说一切的法、诸法，没有一个法不是它的性质是空

的，只是我们人的这种无明而创造了这个法是有属性、是谛实有的原因啊。因此，

在任何一个观念上面，都要保持着一个这样的一个观空的这种一个观念，而且从

空性当中所生起的任何一个法，那种的法能够去看待的时候，它就是属性就是空。

因此它这种的空才能够用“缘起”这个字，缘起这种的法，互相依赖而存在的才

能够有办法安立出这样的法。不然的话你有实执的话，那这个缘起法是没有办法。

它所谓的缘起法就是这样，缘起性空，空中有缘起，缘起中有性空。这是宗喀巴

法师在他的这个论颂当中最究竟的一个讲述空性的道理。

好，那今天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观念，不管我们是学习的过程也好，或者是

任何一个理上观空，或者什么时候，其实都可以用这种的一个观念去观。

（8:00）那今天我们讲的课程是第四个关于伺察意的解释。关于伺察意的解

释里面呢，伺察意，什么叫做伺察意？

这个简单地来先讲述一下。伺察意它在这里面呢就是说，它必须是一个正确

的一个想法，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现前知，所以说它是一个分别知。因为它是一个

分别知，所以是现前知就可以排除。伺察意里面是没有现前的法，它有别于前述

我们就是所形式的那种三种认知的话，那就是说前述里面的现前知、比度知还有

再觉知这些来讲的话，它不属于这些。但是这些必须要透过伺察意才能慢慢地产

生现前以及比度。这就是它的，可以说伺察意在没有正知正确的话，那就是比度

之前，它没有形成比度之前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的一个分别分别心，即是一种

伺察意。这种的伺察意它也可以只是安立在一个它的对境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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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自己的境，还有这个看法跟现前量看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之前在现

前、现前量的定义当中，大家有背起来了吗？现前量的这个现量的那个定义是什

么？

已离分别且不错乱��之新的��不受欺诳地明了，��是现量的那个定义。��所以在这个

定义当中，��它有��已离分别的一种说法、��以及��不错乱的一种说法、��新的一种说法、��

不受欺狂的一种说法。��所以说这����定义当中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的名词��掺杂在里面

才能��形容出一个现量呢，��而且它这里面的不受欺诳又是��为了谁而��排除什么样的一

个法才加上去，就是因为排除伺察意的缘故，����所以说��如果现量的定义当中没有添

加这个不受欺诳的话，������那这个它也可以成为��是一种��怎么说，��新的��不受欺，��新的明

了，我们一般来说��它是一个��在量当中来讲，��是去除这个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说，

伺察意，就因为不是不受欺诳的��而排除的原因，它的名词上是有��这个。

那伺察意的话，它在这里面����有讲到的��它自己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呢，就是有讲

到��，对于��已成为自己主要��趋入境之法，��虽极为耽着，��然尚未得��决定义的明了，��

就是伺察意的定义。��定义当中，��它有说��对于已成为自己的����趋入境，趋入境是��一个

认，��一个认知，��正知它����主要去了解的��对境��，那个可以称之为趋入境。��所以��趋入境��，

对自己主要的趋入境之法��虽极为耽着。��当也有人，��今天也有人在问出这个耽着是

什么嘛，��我也有回复了。��然后耽着这个就像我们��执着，��我执的执，执持心��去看一

个东西的时候，那个��心在看那个东西的时候，那个心在执持这个境，��可以这样说。

所以它是因为��分别心��里面的一个部分，所以说��这个心��——分别心去看一个��境的时

候，��它就像耽着就是刚才所执持那个境一样。它的名相专用在一个分别��在心内��

里面来讲，它只有在分别心，��分别心里面才有这个专用��耽着。��就是��分别心有耽着

的这种对境的看法，但未必它这个��心是��正确的，����有些颠倒知也是可以去耽着，但

是它没有耽着境。��是可以这样说的。

��你虽然有��，比方说��兔子，��一般我们都是��看到的它是没有角，��没有角。��所以如

果我们去执持兔有角的时候，��你这个分别心也耽着����这个兔子有角的话，这个����是可

以去耽着，但是说这个耽着��境有吗？没有。����它是颠倒知，所以颠倒知，��它是，��

这种的知里面没有����这个耽着境的。��所以��耽着是一般可以用到这些��去��，那个心，��

而且那个心是一个分别心，在看一个��正在看着一个��想要看的一个境的时候，��就意

思就是说它在耽着那个境，��这样的一个。��“然尚未得��决定意义的明了”，��所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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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虽然在看着这个��境，但它没有办法��完全��肯定����，肯定��这个境��的时候，��那种的一个

认知，��那种的一个心，��叫做伺察意。��所以说��对于��已成为自己主要的��主要的��趋入境，��

那个时候要��自己主要的趋入境的时候，是��每个心��都要��都想要去看自己的那个境的

时候，那个是自主，����自境，可以是这样的安立。��不然它��每个心��不是往自己的境去

看，而往其它境看，这是��不合理的一种说法吧。��所以它为什么会在这里面强调自

己主要的趋入境，����也可以说自己的一个境。

��这种的一个伺察意，它有��分类，这边它有��分为三种。����北顶学院的话它有 5

种的分法，��这里是��有三：无因相之伺察意跟因相不确定伺察意、依于��相似��因相之

伺察意。这个��因是指的是因素，��它的原因。��没有原因��相的这种一个伺察意，����然后

原因不正确、��理由不正确��的伺察意异。��但是它��这个原因是有，��可是这个原因完全

相反，或者是��没有办法安立在这个它主要的��要去理解的那个法的时候，那个虽然

原因��是有，这个原因是相似而已啊，��不是它真正的原因。��所以��依于��相似��因相之伺

察意这种的一个说法。��

然后它每一个都做了一个比喻。��毫无理由地认为��声是无常的��想法，��这就是第

一个��“无因相之伺察意”的��事项。��那有些人��，虽然我们也从小没有����真正地去学过

佛法的时候，��可能，��就好比说这样好了，��大家都会念“嗡玛尼呗麦吽”，��而你完

全不了解它里面的含义，但你也是可以有��发出这种的声音，��你有承认这是一个��

这样的一个��名相存在，��也是有这样的人了。��所以它这种的，��就好比这样，��声音是

不是��常法还是无常法？��他就是听到的旁边，听到的那个声音就是声音是无常的，��

但是他不知道原因啊。����第一次进入寺院的时候，��会去��，你自己没有学辩经之后之

前，��到人家辩经的那边去听的时候，摄类学的班级们他们��大多都会辩经的时候，

都会比如说��声音无常、声音无常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也有声音无常的那个概念，

但是��那种的一个想法，可是��完全没有理由、��没有一种��它的那个为什么是声音无常

的那个说法，就像这样。��所以那种的一个��可以说是伺察意，��也有这样类似的��。

（20:23）不确定��声是所作性��以及若是所作性必是无常��的道理，而透过所作

性之因相，之因相，思维声是无常的想法，��是第二。

��虽然，我们����想要了解声音��是不是无常，��你最终想要了解的声音是�无常的时候，��

但��是你只知道声音是所作性，��所作性，那��它，其实是所作性就是跟��无常��还有事物��

这些��都是同义的。����但你不知道它们之间的同义，��或者是你��知道��所作性，��但是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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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所作性��周遍于��无偿��，你不了解，因此��在你的��这个想要了解声音无常的时候，

你的理由不够啊，��所以说你必须要先了解��声音��是不是无常的时候，你要了解��无常

跟所作性是互相周遍的����，然后你再知道了，你本来就知道这个声音是所作性的话，��

那你就��透过��这个所作性的一个��正因，��而可以去参透声音是无常了。��但是这个例子

当中，它就是没有��办法有��这样的一个��正因的��理念��存在。所以说��就好比不懂得它们

互相周遍的原因，��再怎么跟他举这种例子，也是他的脑海里面就是一个��这种��因相

不确定的伺察意。��

透过所量之因相而思维声是无常的想法就是��第三“依於相似因相之伺察意”

的��事项。��所以说��透过所量��之因相，声音，人家问你声音是不是无常，你����要答一个

答对的��一个，有一个充分的理由是��正确的，但是说��你给他一个��不充分的理由的时

候，��这种的��就像是那个第三个��“依于相似”因而已啊。����比方说“声音是不是无常”��

这样的时候，他就答的时候是什么呢？��他答是啊，声音是无常，是所量啊，这样。��

如果是所量的话，声音是无常，��必须要是无常的吗？��这个原因中间是有��缺��，怎么

说，有破绽的，��因为所量��不周遍于��这个无常啊。��所以��所量��里面有常法，��也有无常

法，所以它没有办法��当成它真正的一个正因，��它只是一个相似的这种一个因。��

因此它也没办法��让它能够生起一个��真正的一个比度这种的一个心的因素，��所以它

只能成为一个��相似��因相的伺察意，��是这样。

��“同样的，萨迦班智达在其著作《量理宝藏论》中，��亦云��：‘不观待因相，

仅宗将转疑，依正或似因，伺意不过三。’”他这里这个偈颂的意思就是说，伺

察意可以分为��三种的原因，就是他是引经据典的，就是这个《量理宝藏论》里面。

所以说“不观待因相，仅宗将转疑”，这个就是讲的是第一个嘛，第一个因相��

“无因相的伺察意”。

那再来，依正或着是依似因。��虽然有正因，��声音是不是无常啊，是啊，它是

所作性啊，这样的��原因��是正因啊，��正确的因，��但是你��没有了解它们中间的周遍，��

因此它也是��，是虽然依于正，但是你没有办法真正地了悟。��或者��“似因”的时候

就讲到第三者了，��所以伺察意只有三种的一个分类法而已，它是在这里面有这样

讲的。��

在我们��另外那个�就是北顶的话，它在这里有讲到的伺察意，��看一下是不是一

样的。��第一个无原因的伺察意，��然后第二个是原因不定的伺察意，��第三个原因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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违的伺察意，��原因��不成伺察意，��有原因但未抉择伺察意，��五种。����北顶的一个观念

里面是有五种。��第一个第二个是同样，��它是一样的。��第三个其实��这个可以包含��

这三种，��我们在这里面有讲到的，依于相似因相之伺察意，这里讲了一个��例子，

但是它这里已经扩张开来。

��原因相违的伺察意跟原因��不成伺察意，然后����有原因但未��抉择的伺察意��，这三

个��里面它是怎么解释的呢？就是说��依于它的话，��第一个第二个是同样的，��第三个

的话它就是用“从功用空之因中����执声无常之心为第三种事相者，以功��用空与无常

相违故”。��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声音是不是无常呢？��人家就��问他：声音是

不是无常？你答的时候：��声音是无常，因为它是功用空啊。����功用空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它没有作用，��完全是一种空的作用，��这种的一个说法。��如果你这样回答的

话，那这个完全跟��无常相违的一个缘故。��因为��是无常的话，��它的��这个无常法都是

有功用的，��所以说��除了无常以外，��都可以称之为��功用空。��所以��声音是常，��无常法

的缘故，所以你举出这个原因是��功用空，应该你要说功用��有功用者这样才对，但

是你举的例就是以功用空的一种例子来举的话，那当然这个是相违的法，��跟无常

相违，所以它这个例子是��相违的伺察意，原因相违的伺察意。����

再来��再举个例子的话，��声音是不是无常啊？��人家问你的时候，��声音是不是无

常的时候，你就是说��声音是无常。那��为什么呢？这样问你的时候，如果你答的是��

因为它是����眼识所取之因啊，��这样的话，��那是对不对？��不对啊。��因为声音是由眼睛

可以看得到吗？��它是眼，眼识的境吗？不是啊。��所以说��你答这种的一个��回答是错

误的嘛。��因此它在这里面��这种的你内心里面的这个也就是��原因不成伺察意，��原因��

原因是不成立的，��你这个回答的理由是不成立的，��所以��声音是不是无常，��声音是

不是无常的时候，你答的时候是“眼识所取之因”，��这样就��不成立啊。����这是这种

的一个��思维��分别心就是那种的伺察意。��

（30:58）再来��第五个的话，它就是，以量未决定声无常的补特伽罗相续上，��

从所作之因中，��执声无常��心����为第五种之心。��所以刚才我们举的例子一样，��你所作

性，����不知道是跟无常��周遍的��，你虽然人家问你��是不是声音是不是无常，你就是说��

是所作性啊这样，但是你还没有真正的了解，��它无常跟��所作性是有交集的，周遍

的，你都不知道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它在这里面讲的是说��，有原因��但是你未有

抉择的伺察意。����这就是它们不同的一个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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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这边��再者伺察意的定义也可以安立如下，��它又��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做一

个伺察意的定义，“��完全不依赖于经验��及所依正因，��对于自之趋入境，虽执持不

错乱之一端，然而并未获得决定义的耽着的明了”，��这里面它就是又��给了一个��

它的一个定义啊。��所以这个定义当中��也是��很有意思的。��伺察意的定义当中，它就

是说：完全不依赖于经验，也不依赖于正因，对于自之趋入境虽执持不错乱之一

端，然而未获得决定义的耽着。��在这里面它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伺察意，伺

察意的��未依经验的这种说法是什么？未依经验说法是��断除现量与伺察意有同体

的，就是说��这个意思。��因为��依赖于经验这种的一个经验，其实我觉得那个经验��

倒不如就是说��与其说��那个体验��而比较贴切吧。��经验是好像已经有过的，��体验它不

只是一个��有过的，而且它现在也��可以正在体验当中，��所以它这个都，��现实也有未

来、过去都可以安立。��经验好像是，��我的认知当中是这样觉得它是已过去的一种

说法，虽然有��。体验的那种��里面，体验是可以说是��大多都是在现量、��现前、现量

的这些认知当中比较多，所以说��它排除了不依赖��经验这种说法的时候，��就是这个

伺察意��绝对不是一个现前的法、��现前的认知。

��而且再来，����它以及也不依赖于��正因。那��它为什么又说��不依赖于正因呢？就����

是因为��有因，如果依赖于一个正因的话，��这个依赖正因��自所未依所依的这种正因，

是因为��排除��这个比量、����比度或者是比量的一种说法，��跟伺察意有同体的一个缘故，��

它才��在这个定义上面有这样写的。����然后它还有就是说��对于��自之趋入��所虽执持的不

错乱，��这里面��不错乱是什么？��不错乱的话，��它有它这个说法，��这个不错乱跟我们���

分别心跟��现量、��现前的不错乱是��不一样的。��因为��分别心一定是��……（按：

36:36-36:47 声音断了）境的原因��是在错乱，��而这里呢它是不错乱��是什么呢 ？

它虽然是分别心，��它是不错乱在于这个����趋入境��它没有错乱，��但它还是一定是分别

心，所以它是��对于��它的显现境一定是有错乱的，��这个要分开啊。����所以有时候��第一

因旁边又加了一个不错乱，就以为��所有的不错乱的这种安立方式都是一样的吗，

不是啊，不是这样的。��

然而未获得决定义的耽着，耽着没有，所以它����就未获得决定义。如果它未，��

它已经获得决定义的话，它是个比度，��所以说它没有获得比度。��因此它����还在耽着��

的一个明了当中，��即将要��获得比��度之前的那种的一个认知，��那可以称之为它未获

得决定义的耽着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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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所说的��经验有三种，��禅修所��生之经验（��由修所生已任运之��经验）”，��

就是禅宗，我们修行��这个无我慧，一直禅修这种的一个��他有他的一种体验存在，

他有他的一种经验，��那种的一个经验，��“自证��体验”。��对了，说到自证的时候，

今天也有一个问题就是问到��自证意的一个说法，��自证意它讲的是什么？��自证意，��

我也有答。����好了，好了，现在一时想不起来。��自证意之体验及����不与义共相混合，����

那个是自证意的体验。��自证意一般都是只是在自己����它自证的是��心里面的一个境而

已，��而不是外面的境。��自证意是向内的，����它不是向外的一个认知。��比方说我们��

用眼睛看一个东西的时候，那个眼识��它有一个自证知，��这个自证知只看眼识而已，��

其它的法它都完全不看，��不要说它外面��眼睛看到的那个杯子或者是什么样的，它

都不会去��看，不在意，它只专注看的是那个��眼识在看境这样。

��（40:00）不与及，“不与义共相混合的清晰经验”，��所以有一个��体验就是

说��完全离开分别心��的一种��体验方式。��所以说��不与义共相混合清晰体验的意思就是

这��样，对任何一个分别心，它是必须要��透过��义共相混合清晰体验的��，但如果����不是

那种的话，它就是现量，它就是这些为了要排除这些现量跟无分别心的一些原因

才这么讲的。“而伺察意不应依赖于这三种当中的任何一个”��，对啊，��它因为是

分别心，主要是这个原因。��

“��若如此定义”，����“我（本书作者蔣悲桑佩格西）��想，这三种体验若是属于

心的话，��则未必是心类学��七项分类当中的任何一个”，��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可

以容易了解��‘不净的三昧’”。��不净观，所谓的不净观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个��

禅修当中，��观想当中，就是说��因为你的贪欲很强的话，��那你就要观不净观。不净

观是什么，你对于美色有贪的话，那可能��你观这个���一个人��从他的��头顶上慢慢地��

变成骷髅，然后那种的��骷髅布满��大地，��到��整个你的眼识当中都是布满了这种一个

骷髅的那种的一个形象的时候，����那个会使你的贪心��减少，��所以它这个不净观，虽

然我们眼识��真实的现实里面是大地，都不是一个骷髅，��但是你去观这个��是有意义

的。��这个意义��有些法完全没有，但是说你用透过这种的一个��修行，��可以获得��减少

这个烦恼是有的。��所以这个不净观����是这样的。

��以及“学者心相续当中��的大悲心”，所以他为什么会举这些例子呢，意思就

是说我们现在已经讲到的这些七项类里面，��认知里面任何一个法都是在七项里面

就是围绕着吗？不是的。��有些心里面的一些法它不是��这七项里面的之一，就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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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观��以及大悲心，这些不属于七项的任何一个。七项是什么？我们��就知道现前、

比度、再觉知、伺察意、犹豫、显而未定、颠倒知��这些��，它大悲心不是这七个任

何一个，不净观也不是��这里面的任何一个。��等于“属于方便的了解两种，而��对其

它的了解种类”，我认为��由于，��由于是凭借禅修所生的体验��、经验，��而��修所生��

任运的经验，��因为“理应不是伺察意；��又因为不是受到错乱因所影响，��所以��也不

应该是颠倒知。����不过这乃是值得研究的”。这个呢����他是有一种反驳性的一个说法，

最后一句��值得研究的。��所以他说��安立这样的一个定义的��人，他可能这个里面会有

一些破绽啊，他的意思可能是这样。����

这个也刚好也讲到了其他��学院的一些定义当中，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就

是说��他们可能安立的是刚才的那个伺察意的第二个的定义。��所以��有些学院当中的

安立��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在这里面不太承认第二个定义啊。

因为我今天原本是想讲到����二项分类的，��所以��不再详细再解释了。���

�关于犹豫的解释分为二，定义及分类。��定义：透过自力于两端产生疑惑的明

了，就是犹豫的定义。��这个要��大家要听清楚，刚才前面的这个伺察意，����它似乎是

像一种犹豫，但它并不是犹豫啊。��所以说它在这里面��透过自力，��对两端，有讲到

两端，��产生疑惑的明了，就是犹豫，也就是怀疑的那种犹豫。��

它这个分类可以分为，��分类，若于分类有三：��符合事实之犹豫、��不符合事实

之犹豫、��等分犹豫三种。

��它的这个事项，比如像��认为��声音大概是无常��吧的二心，就是��第一个��符合事实����

犹豫的事项；��认为声音大概是常吧的��二心是这样，��不符合事实的犹豫的事项；��

思维�声音��究竟是常��还是无常��的疑惑，��就是第三个等分��犹豫的事项。

……（按：46:48-47:00 声音断了）��方向，��有些完全��反方向地去犹豫，那……

（按：47:07-47:13 声音断了）一个人一直在��听到声音是不是无常的时候，我们

也看到��声音是不是无常啊？����然后你开始��有了它对它的怀疑，��声音是无常还是常

法，常法是什么？然后��常法是一直永恒不变的。��无常是什么？��一刹那一刹那在生，

一刹那一刹那在灭的一种法，��那种的法就是声��，嗯无常。��如果你知道了这个道理

之后，你再去��把声音加到它们两个里面去��判断��的时候，��你带着疑惑，��声音是无常

吗？��是永恒的吗？��还是声音是��无常，好像是无常啊，����你的心比较向正、��正式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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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向的话，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声音��是不是无常？喔，好像��不是无常啊，无

常还是一刹那一刹那的灭，��我也没有看到声音一下子马上灭啊，����这样的时候你��

大致上��好像声音是永恒的那种的一个方向去��认为的时候，虽然��带着怀疑，��这个是

第二种的一个疑惑。�

�第三种，��声音是无常还是有常，��一直在怀疑两旁，并不趋向于相信哪个，��

这是第三种。��

关于显而未定的解释分为��两种：定义跟分类。定义：��自之趋入境的自相��虽清

楚��明显，喔清楚显现，��但对此趋入境之自相��却不能引申确定的明了，就是显而未

定的定义。

����分类，若，它这里面就是有讲到��显而未定，就是说我们之前也已经稍微讲了，

所以它其实不用特别的解释了。����就是说我们��跟大家讨论，意见组在路上走着讨论

一些重要的事情的时候，��你旁边的画面一直在的确是����清楚地呈现在你面前，��但是

你��没有办法��对这些画面��确定地明了，��所以那时候你那个对��那些画面来讲，你这个

心已经是一个����显而未定的，��显而未定的。��所以��伺察意是分别心的��种类的��一个，那

显而未定是一个现前的一种。��

（50:20）它有分为几种呢，就是说有属于显而未定之根现前、意现前、自

证现前三种。��这个例子之前大家也有疑惑，那是在什么地方呢，这些��又重复地在

开始讲了。��所以��有些可以��之前没有听懂，可能在这边又可以重新去了解一下了。

��没有属于显而未定的��未定知的��瑜伽现前，为什么呢？因为��若是瑜伽现前，��

则必定是了解自境之故。“����因为����在法称论师的《释量论》中说过：‘��智者唯由见，

决定一切相。’”��它这个引经据典的是法称法师的《释量论》，��这里面主要讲的

是说��有了瑜伽现前知的这种的一个见，那那个知呢，瑜伽知，它一定是��很确定的

在了悟那个境��的一种说法，��不会有怀疑或者是显而未定的一个�，�因此显而未定的

那个分类当中，没有办法安立瑜伽现前啊。瑜伽现前都是在经部宗来讲的话，��

它都是在圣者����以上的心续当中才有。��而且��这个瑜伽现前都是一般��非常有证量的一

个证量知。����

事项如下，��能引申��，它现在就是说����，根现前的显而未定跟��意现前的显而未定，

还有自证现前的显而未定。��是这样，能引申我是否看见青色��这种疑惑��取青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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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现前，就是第一个属于显而未定之根现前的事项。����所以��这个显而未定，根现前

的显而未定就是说，��我有没有看到这个青色，��那种青色的花啊，��在疑惑当中的这

种��眼根识的话，����那它这种的眼根识它是属于显而未定的一个根现前。

��凡夫心相续当中��取色之意现前就是��第二个属于显未定之前的意现前事相。所

以��凡夫的心相续当中的��任何一个意现前，��它是��没有办法能够确定的，因此��这种��

执意现前的那种色的那种意现前的话，����都是显而未定的。��它为什么要叫��凡夫心相

续呢？��凡夫，意思就是说，圣者的心相续当中的意现前��不是显而未定的法。

��顺势外道心相续当中受到��比量自证现前，��是第三个。意思就是说顺世外道它

是完全不承认有前世后世，��以及��也不承认有比度，也不承认有现量、��比度量啊，

什么他都不承认的。��所以说在他的心相续当中，��虽然他不承认����，也是他心相续当

中有比度的、比量的，��但��他心里面的那种��认知��比度的那个自证现前，��它是一个显

而未定的，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确定��它是比度。��如果这个自证现前��他确定是一个比

度的话，那当然他��一定会承认的。��因为他不承认他也不懂，��所以��就会是变成第三

个了，��显而未定的。

��第七个，��关于颠倒知。颠倒知的解说分为二：定义，分类��。定义：��对于自之

趋入境——��趋入境是主要任何一个认知，一个������正知的话，它去��了悟的��那个对境趋

入境是最主要的，所以说趋入境——��产生错乱的明了，��是颠倒知。��这个错乱，它����

的确是错乱的是什么？错乱在��趋入境��跟��这个认知当中有����相反的了悟它的意义���，�

这样的是��颠倒知的定义。��所以它的分类有两种，��分别知颠倒知跟无分别知颠倒知。��

我们的认知当中可以分为��分别��跟无分别心，����所以说��颠倒知也可以分为分别的颠倒

知跟无分别的颠倒知。��

事项如下：��执着兔角的分别��及补特伽罗我执就是第一个。��我们的心里面在想��

兔子有角��有这个角��的话，兔子的角，��这样执着。��当然真正的兔子是没有角啊，��

所以你还是可以就是说按它的思路去想一想这个兔子有角，��那种的时候那个想法��

它的确是颠倒知，��因为��你的��兔子有角的那种��执持它的那个心，��你主要是想要��看到

的趋入境是��兔子……（按：57:00—57:10 声音断了）��所以它没有趋入境，��它只

是��去��耽着，��有趋入境的一种概念存在而已，��所以它是一个颠倒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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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我们这里面有讲到补特伽罗我执啊。补特伽罗是什么？大家��有学过的会

知道，补特伽罗我��，补特伽罗是一个梵音啊，中文把它的梵音直接这样写上去的，��

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所谓的我。��我呢就是说我不只是我��一个人，��所有的人、所有的

众生都是��对自己来说是我，��所以他们都是��补特伽罗。而且不只是众生，佛也是补

特伽罗。��佛他也有他的我。��这样的我执，��补特伽罗我执，所以他在这里面讲到补

特伽罗我执的时候，��补特伽罗有常法、执常法的一种我执。��所以补特伽罗虽然是

无常法，��他认为是常法；��虽然是����不自在的，他认为是自在；虽然是��无实质的，他

认为是实质的，��这样的时候补特伽罗我执是一个��颠倒知。��这颠倒知都是来自，那

种的颠倒知都是来自分别心中的颠倒知。�

�第二个无分别心的颠倒知当中有分为两种，属于��根知的无分别颠倒知，��以及

属于意知的分别颠倒知。根知有讲到眼、耳、鼻、舌、身这五根识，��去����悟入了它

自己所要的趋入境的时候那种的颠倒知，��也有啊。��然后意知的话，��它在这里面意

现，意知当中它是有一个��意知的无分别颠倒知，��也是有的。��

所以它以下去又举了这些例子，其中��看见两个月亮的根知，��因为你的眼根��

出了问题。��所以你看到��这个月亮的时候，��原本是一个月亮，但是��有时你还是会看

到两个月亮呈现在天空，��这种的时候那个是根识、��根知的无分别颠倒知。它还有

比喻，另外一个，��看见蓝色的雪山根知，��雪山都是白色的，��那他为什么会用蓝色

去看的？这个一定是他的眼根有��出了问题，��所以他的眼根知��也是看到的��雪山是��

蓝色的，所以这个是颠倒知。��白色的雪山��原本是趋入境，但是他看成蓝色的，所

以他的趋入境不成立啊。��

就是第一个属于根知无分别颠倒知的事项，��蓝色清晰，蓝色清晰����显现的梦知��

则是第二个。��他在这里面有讲到的那个��梦里面��我们梦到的时候，��你把����这个梦中有

梦到雪山，那个雪山是蓝色的时候，那种的不是眼根，��而是用梦里面意知来��去梦

出来的，这个是��显现的时候那是梦知，所以说意知，��因此它��这种的蓝色雪山��，是

对它来说是����意知的无分别颠倒知。��

分为三项的心学类心学类。��有分为三项的心类学是，��因为有��将义共相��视为����

所取相所取境的分别��， 将自相视为所取境之无分别、不错乱的认知，及将清晰

显现的不存在的事物，视为所取境的��无分别错乱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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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义共相视为所取境的分别与����分别是二者同义的；��义共相��视为所取境

的分别��与分别二者是同义的。��所以它在这里面讲到说，��义共相是什么？义共相就

是我们之前说的��，分别心��再去了悟一个东西的时候，它必须要内心有一个概念存

在，��那种的概念��是义共相��。所以说视为所取境的分别��，这个呢��就是因为它需要��

透过义共相来��取出，嗯来安立出这个所取境的一种��方式，所以它就��与分别二者是

同义的，��分别是这样安立的。��

第二个，将自相视为所取境与无分别��不错乱的认知与现前二者同义。��所以说��

自相是什么？在经部宗来讲，自相��跟无常��、所作性��是同义的。��所以��之前我们有一

个学生有问到，��为什么这个����分别心��分别心的显，��分别心的显现境跟��常法同义呢？��

这里面就是说��这里的它就是关于这个自相的方式是有关系的，那��因为常法不是自

相，��自相意思就是说��它是赤裸裸的可以让我们的��认知可以看得到的，任何一个法��

那叫做自相。��但是常法����呢它是必须透过你的一个概念，��然后去安立，因为它是��

无常法，而是��它是常法的原因，��所以必须要有透过概念，��因此分别心都是��这种一

个概念去安立的这个法。����所以它的这个显现法��就是所讲的，��它跟常法同义的原因

是在讲的是这种的一个关系啊。

��将自相视为所取境之��无分别、不错乱的认知与现前二者同义。��所以说��现前��

可以��跟��这个不错乱、而且无分别的认知是��同义的。��

再来第三个清晰，清晰显现的不存不存在事物视为所取境的��无分别错乱知与��

无分别颠倒知��二者是同义。��原本这个法是����没有，但是你还是一直在认为它就是��

有这样的一个��清晰的��显现，��但这个事物是不存在的，这种的一个��思维的所取境的

那种的一个无分别心，��还有它无错乱这种的一个心叫做��无分别颠倒知，它们两个

是同义的。��所以说����这个，这几个应该是比较容易了解的，就显而未定啊、颠倒知

啊、��还有犹豫啊、伺察意，这些应该是比较容易懂的。��

好！�

（音频转录稿仅供参考，请以播放的音频为准，错误之处，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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