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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类学》第九讲

20200814

大家有对��调整心已经做好了，所以就��不再多��在这一方面上讲了。����那上个礼拜

好像视迅不是那么好，��所以��有些好像大家也听得不是很清楚，��今天也顺便��简单的

把它��讲一下。��

上次我们讲的是那个��二项分类里面的第一个��“量”��以及��“非量”的这个科判，��
所以这里面第一个是量，他讲的是量。��当然��“量”我们之前也有��学过什么是量，��
然后现量是什么，它的定义我们都有�、前面有讲过�。那量呢它的这个定义，��大家

都知道吧�：新的、不受欺诳的明知。��有些是会写新的不受欺诳的明了，��这个明

知跟明了是��没有什么差别的。然后还有些人会写、那翻译的问题了，��都会写是新

的不受欺诳的��了知，����新的不受欺诳的认知，��这些都可以。

��主要的是说�，他在这个定义当中有讲到新的，��为什么它的定义当中有新的，

为什么它定义当中有个��不受欺诳的？��为什么他要写个明了？就��我们要知道的是

这个，��因为这个定义就是它的��，定义就是它的��性相。

��所谓的性相就是说这个名词是量，��所以��这个是新的不受欺诳的��明了��是他的��
解释。��那当然��在任何一个用这个名词的时候，它的这个解释也是必须要充足的��
在这个内涵里面，��所以他们��一个叫做量可以称为名相。�但是它刚才我们讲到这个

定义，新的不受欺诳，����名字称之为性相。��

性相跟名相他们两个是��可以说是八周遍，��因为��新的不受欺诳的明了的话一定

是��量，��新的不受欺诳的����明了有的话，量一定有�。如果量有的话，那新的不受欺

诳也是一定要有，��是量的话一定是新的不受欺诳的明了，��一定要有��。不是新的

不受欺诳的就不是量。��就等于这样的一个八周遍��，这种的一个说法，而且��它的定

义跟��这个量��在《摄类学》来讲，它的定义的话，��这个名相的定义的话，跟它的这

个定义是��有一种��去��了解的时候，是有先后的一种��了解的次序，��通常都是��定义先要

了解才会了解这个��名相的。��比方说��你要知道量��是什么的话，必须要知道新的不受

欺诳的��明了，��才能��懂得真正的量是什么。

��所以他��就有个先后、先了解它的定义，��然后再去��了解����这个量、名相，��是这样

的一个说法。��所以这是一般在《摄类学》来讲的话，它一定是一个����八周遍，然后

他们性相跟名相是有先后的这个了悟��程序的。��所以在讲到新的不受欺诳的明了的

时候，“新的”是为什么要加在这个呢？就之前我们有讲到��，他这个就是为了排

除什么呢？��大家知道��“再觉知”啊！

再觉知就是说��重复在看一个��境的时候，��那个认�知一直在重复的看。��第二刹那

在看的时候都是再觉知，所以它不是新的已经��看过的看法仍然在看。��就像这样我

们的心要去认知一个东西的时候，��不只是用眼睛看也好，或者是用鼻子闻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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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用耳朵听也好，��或者是心里面去想也好，��同样的��重复在一个点上，你重复

再去听的时候，那叫做再觉知啊。��因此新的是为了排除这个“再觉知”的原因。��
所以他去��讲到新的不受欺诳。��不受欺诳，当然��它也有它可以排除的一些��，它要排

除什么呢？��它排除的是��我们之前有讲到的��不受欺诳是什么？不受欺诳当然是一

个��对于这个境，��真实的去了解的时候，��那个境对它的��认知对这个境的时候是������没有

一个障碍，然后它是��直接了解的这种��的一个说法，��这种��叫做不受欺诳的，��是真实

的去了悟了这个境。�

�当然��它排除的是什么？它排除的是��我们之前有讲到的这些��显而未定�、还有颠

倒知，��这些都是����。它颠倒知这跟显而未定，��还有怀疑��等等，这些都是��不能成为量，��
因为他在这个定义当中��被这个不受欺诳，��而��就没办法进入定的含义里面来的，��
它不能成为这个，所以不受欺诳是排除这些的。��明了，����它是为什么是这样？��明了

它��是一个必须量，��在这个经部宗的话一定是一个��认知��。心里面的一种法����，它是心

法，��所以��不是心法的，��不可能成为量，��所以它排除的是��像��其他宗派的话，����这个叫

做毗婆沙宗，��毗婆沙宗也称为有部宗，这个有部宗他们认为量不一定需要是����认知

心理面的一个法。��所以��他就觉得说��有新的不欺诳的一个��就可以了。

������就说眼根、��眼根��是一个色法，不是心法。��因此他认为眼根也同样的可以看到��
境。所以这也是一个量，��这是新的不欺诳的一种，所以它为了����把这个����五根都摄纳

为这里面的一个量的原因，所以它后面不加这个��明了。����

那有些像我们四部宗义当中，唯识他不加的是新的，��唯识觉得说��量并非需要

新的。��就刚才我们排除的原因就是说，��再觉知啊，��他认为��再觉知也是量，����虽然是

重复在看一个东西，但它的确是可以用不欺诳的方式了悟了这个境，��而且它是一

个认知的话，它就��觉得说，哎这个就是一个��量。��对他来讲��是他们的概念是这样的，

所以��经部宗��还有��唯识、��中观自续，��他们都是同一样的观念。

这个��认知啊，��在这个量的方面上，��所以��会这样的认为的。��因此这个��量��是在很

多——��它主要的量的定义，是来自于释量论里面的一些说法，��所以释量论里面，

因为有些句子��我这边找不到中文的，����他这个句子呢就是因为��有些是��不是很清楚的

告知，��透过这样的原因，��很多祖师都用他们所了解的一个看法来去采取采用。��
所以��会变成很多不同的量的定义出来的。

��是，简单的来讲是这样的，然后量��它也有很多种。那��量有很多种的话是��懂了。

那我们之前有讲到，��外道��他也有说量的说法：��顺世派，��顺利的顺��世间的世，派那

大家当然知道，��量的话这个只承认现量而已，他��说没有比量什么的，��因为他只��
认现实看到的东西而已。��这种的一个��才叫做现量而已，他只认。��然后佛教的话�
他承认是��量有两种：��现量跟比量，��现量是用我们��官感，就是五根�����识、六根识，��
这些可以��直接��透过��这个法而去看的一种法，��现量法。

��然后比量是��超越了这个现量的法，而且你可以去想，��然后用一种概念��来去����
了解��这个境的时候，那种的一个��量叫做比量�。当然，再来这是佛教承认量有两种，��
但是里面现量跟比量它里面可以分为很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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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数论量，数学的数、论文的论，数论派呢它认为有三种，����现量��跟比量，

还有“声生量”，声音的声，��生活的生，��声生量。��在他们的��认知之下是这样，所

以��是��声生之量是依赖于声音而了解隐蔽的这种认知。比如说����，当你告诉某人某事

是如此这般的时候，��凭借着你这种的一个语言，这个人��了解你所说的内容，��他们

说��这是关于隐蔽的一个��境，��内心的一种运作啦。��因此它不是一个现量，��也不是一

个��比量，��但是他��透过这样的一个关系而��成为一个量，所以声生量。�

�正理派��，正直的正，�理由的理，��正理派��呀�。��正理派��他就��是承认有四个，��一个

是前面三个，��再来是透过��实例而了解对境的一种境，��那这种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境

呢？就是说��借由看见一只没有赘肉的那种��母牛，��就像����我们看到了��一只牛，����你以前

不知道叫什么，那旁边的一个��人帮你叫的，����他让你认知了这个牛的时候，��这是红

色的，可是你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的时候，��同样的看到了��这个牛，它的形状虽然不

是同一个颜色，但��你还是可以用以前人家告诉你的那种形状方式来��了解，��这种就

是这样的一个牛，等等这种的一个也是他们所认出来这个时候有这样的一个量，��
这不是现量，也不是声生量，也不是一个��比量，简单的来讲这样��。

再来是��齐纳派，��也就是说��齐纳派他主张有六个��予境，��四个加上一个叫做予境，��
还有了解前五量所了解的对境之外的一种对境。��那个是他承认的六个��。这些予境

的例子，是我们��之所以知道��活的����提婆达多在外面，��是因为��他不在里面��这样的一个

例子。��比方说��为什么有些事情我们����会知道他不在里面呢，因为我们亲眼看到他在

外面的一种��这样的一个逻辑方式，��就可以让你知道。那只是一个����予境量。

��他在这里面��胜论派的话，胜论派��他承认有五十一个，��所以他五十一个��一一的

讲的话，��前面六个加上在推论派，��推开的推，论文的论，推论派。然后一个叫做

不可得量，��不可得量。��然后一个是共��称量��，��共同的共称呼的称，��共称量，��还有“存

在量”��有没有存不存在的？����存在量，��还有一个叫做类似于犹豫的一种量，��这种一

个是��这个是胜论派里面的一个“扎里卡巴”派，他们承许的一个量。�

�所以量是有很多种，但是我们佛教只承认��两个而已，��现量跟比量。但��并不是

说��这种的量是为什么会他只承认两个呢，��依据的是�� “释量论”��释量论里面是有

讲到了句子，��所量二固��量为二，��因为��境有两种，一个叫什么境呢？��一个是����有为法

的境，一个是无为法的境，也就是说��无常的境跟常法的境有两种，��这个是所量。�

�为什么是所量呢？因为它是被����认知��可以去��懂得的一个境。��所以称之为所量，��
它是被量可以知道的。��那量��称为能量。��因为它是无常，所以��现前量��可以��透过显现��
的方式��而去��了解这个法。那����因为他是常法，所以比量��透过��要用他的这种显现境而

去了解。��所以为量有二的原因是这样，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量都可以是他们两个

之一，这不是这种的方式来讲的。

��比方说今天的量，明天的量，��今天跟昨天的量��都一起来说说这个是什么量？��
它是量，��它一定是有啊，今天的量，有没有？有。��昨天的量有没有？有。��这两个

是比量还是现量，我们没办法说。��还有量，��他本身也是这样，��现量跟比量一起说，��
这两个量是量，但是你��两个之一吗也不是，��我们可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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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量的部分应该可以��简单的来讲是这样的。��

接下来我们��开始讲的是��量，又��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分的。��现在可以看到中藏版

的话，16页的最前面，��量的另一种分类，亦有二种：（1）自定量及（2）他定

量。��要记住这些名相啊，��如果名词这些记不住的话，以后你就比较难��难懂得，而

且��在这里��自定量跟他定量是��非常复杂的一个解说，��我也怕我自己��的中文还是有

限，所以怕解释不清楚，因为它是比较复杂的一个说法。����自定量及跟他定量，��
“透过自力，而于‘若自之所量的究竟本质不存在于对境上，则自不产生’能引

生确定之新的、不受欺诳的明了”。

它在最后面加的是量的定义，所以一定是量吗，��对不对!��所以��现在我们要看

的主要是要��知道��自定量的��意思是什么呢，透过自力，而于‘若自之所量的究竟本

质不存在于对境上，则自不产生’能引生确定之新的、不受欺诳的明了”。

��这个时候��大家��读的时候有什么��对他了解吗？��因为他已经把他��也分成量有两

种了，就像现量跟比量的一样的，它也分出来了。����那自定量的话，他这里就是说

透过自力，��什么透过自力，而于“若自之所量的究竟本质不存在于对境上”。

我们比一个例子，��比方说我们����熟悉的就是说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那你眼睛

看到你前面的那本书，��它是你�眼识的这个境，��所以你眼识自力直接可以看到����，而

若自所量��，你这个所量是什么？那个所量是你的书。��对你的所量是你的所量。��
究竟本质��不存在于对境上。��所以说��他说所量的��究竟本质��眼睛��眼识看的前面书的时

候，那个书是你的��所量，��他也是你的��究竟本质��啊。所量的究竟本质�。

如果说这个����眼根识��没办法看到这本书的话，��那他��就是这个所量的究竟本质不

存在你眼根识的对境上，��这样的话则自不产生�。意思就是说��，刚才我们��眼根识去

看那个书的那个眼根识，我们可以怎么称呼呢，就是说��执书的眼根识，我们可以

用这个名词��这么称呼它。��执书的、也就是看书的眼根�识，则不产生的意思就是说�
就，这个眼根看书的眼根识，如果它的��不是书的话，不是��那个书的话，��当然这个��
看书的眼根识也不会存在的。能引生确定之新的。��

因此，��假如他这个眼根识，看书的眼根识没有所量书的话当然��不成的。��所以

说��这一定要他要了解一个自己所量的究竟本质嘛。����那我们要看到这个定义的时

候，它有写到究竟本质，����这个这里��有一些跟��学院不同的话，我们学院��的这个里面

就不会写这个究竟本质。��也就是说��所量的��体性，��他有这样写。

��这里面他就说��究竟，所量的究竟本质不一样了你看��，所以��这个会有一些��两者

不同的一个说法啊。��因此��他如果说真的看书的这个眼根识看不到书的话，当然这

个��眼根识就不会产生啦，看书的眼根识也��不会有哇。能引生确定之新的、不受欺

诳。��所以说��他一定要，意思就是他一定要了解到这种的一个��所量，��才能成为他的��
执持它的一个��眼根识��或者是其他的一个��心识的��，这样��而且这个是��就可以就是说�，
对这个境是要确定的，��然后也是新的不受欺诳的明了，��这样的一个����认知��叫做��自定

量，自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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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现在他下面是讲的是他定量，��他定量是说：而“无法（透过自定量自

己的力量）引生确定，而必须依赖后来产生的名言量之新的、不受欺诳的明了”，

就是“他定量”。

什么样叫做他定量，就是说��前面的事必须要通过自己的��这里自力要去产生

的。��但是这个呢��你虽然是一个量，但��并不是说��必须是自己的，透过自己的力量��
而去��，他是借助别人的一种量或者是一种因素，��而才慢慢的成为��你对他的肯定认

知的时候那个叫做他定量，��是这样的一个说法。��

先大家对这个定义要熟悉一下，要再来读一遍，我们一起读一遍：��“透过自

力，而于‘若自之所量的究竟本质不存在于对境上，则自不产生’能引生确定之

新的、不受欺诳的明了”，就是“自定量”的定义。

而“无法（透过自定量自己的力量）引生确定，而必须依赖后来产生的名言

量之新的、不受欺诳的明了”，就是“他定量”的定义。

这里面讲到名言量，��名言量意思就是说一般的名相，��名词��这种的一个��所认知

当中的一些名相其他的名相的一个说法。并不是在讲我们以应成派那种的一些很

深的一个��内容，并不是他只是说我们很多看到很多东西的那些��都有它的名相存

在，��这种的一个名相的说法，��名词也好、名言量也好�、是这样的。��

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它下面是怎么讲的。第一（自定量）若予分类，有五

个，自定量有五个：第一个是串习外境之根现量、再来第二个显现有作用之根现

量、第三个自证现量、第四个瑜伽现量、第五个比量。��

他说  是自定量，  这样有  五个就是自定量。先看串习外境之根现量。  那我们看

一下串习外境之根现量又是怎么说的？

  示例如下：儿子心相续中持有父亲形象之根现量，是为第一（串习外境之根

现量的事例）。我们孩子们  内心中    可以想象到一个自己父亲也好，母亲也好，他

的一个画面是在于它的串习外境之根现量。

��那意思是说这样的一个��透过自力，��因为你串习你跟自己的父母亲就��相处很久

的时候……到他的这种形象��深深的在你的脑海里面����，这样��的话他��这个形象��是在你��
心相续中有��这种的��根现量，��也可以说��根现量的话他是直接的话，你看父亲的时候，����
看父亲的��眼根识是在你心续当中���。

那如果说是串习，透过串习已经曾经看到过，然后你可以在思维的时候��也有

一种父亲的形象。��这种的量呢��可以称为是自定量，它是透过��。为什么呢，父亲��
他拿做一个定义里面来讲的话，��透过自力是因为透过自力是自己串习的，那����串习

什么呢？��自知所量，��儿子心相续的眼根是�识的量是自己的父亲的形象。自己父亲

的这个形象呢，����它是前面的所量究竟本质。��所以你这个父亲有没有？有，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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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本质就是你父亲。��这是你��儿子心相续当中眼根识的究竟所量����，那因为你串习��
过的原因，所以你还可以依然��可以��知道��你父亲的形象。

那��如果说你��这个儿子��他本来就是一个��没有父亲的，��不可能的。��任何一个人都

是有父母亲，��所以说��它不是��不产生的，对境上不会不存在的。��父亲是有，所以这

个就是究竟本质，所以是他的眼根识的所量。��因此��执持父亲形象的这个眼根识呢

那��不会不产生，��它会产生的。��所以它是而且是新的不受欺狂的��明了。��所以说它是

一个����自定量这样的一个说法。��

还有下面还有另外一个例子：“火有烹煮、燃烧之作用的持火之根现量，就

是第二。”所以说��火有在煮熟一个，反正��在燃烧��一个东西，��所以��他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再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讲的话是��可以这样安立，我们可以安立：一个��了解

水、��意即不需要进一步的思考，��就能够了解水能够发挥��湿润的功能了。��这样的一

个根现前，��或者是��一个了解大地，��能够发挥作为��基础��或者是支撑的功能，��根现前

知也是有哇。

��这个我们的根现前知当中，对他们地水火风的那个��，它自己的功能是我们可

以了知的。��所以这些例子当中呢，����了解对境能够发挥的这个功能，��眼识看见火能

够������烹煮的或者是燃烧，��它是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功能，��这样有

的话当然眼根识也可以看得到，��这是根现前知的本身呐。��

所以说��，这个他也是说���：“显现有作用之根现量的一个事相�。”这样的一个

说法。��经验到量的自证量，就是第三个自证量。

量的自证量，��是比较容易啦。比方说��量的自证量是比较容易了，比方说在经

部宗��他可以��他承认的是什么？他承认自己的量是可以����有一个心，��专门看我们的一

个心，��而且它是一个��现证量，不是比量，��现证量的。��

它这个心呢，就是说��刚好是看量的那种量，��这种也是自力��的方式而去�、新的

不受欺诳的，��所以他��觉得说，这个也是一个����自定量，��自定量的这种说法�。

那再下去  ：直接证悟“补特伽罗无我”的圣智，就是第四个（瑜伽现量的事

相）    。瑜伽现量，当然瑜伽现量是圣者心绪当中的一个量，  他这个当然是了悟补

特伽罗无我的一个圣智啊，圣是圣者的智慧的一种说法，  圣者相续当中的一个智

慧

  所以现观补特伽罗无我之 智被称为  现观。  但是现观在经部宗，大家要记住这

个经部宗跟一般还是有差别的。  所以现观  是因为他透过经验之力，而  不是非经由

这个种意。  但是在经部宗这个 体系里面呢，��我们可以称为��现观，这种的一个现观

呢是��间接了解，��而不是直接了解补特伽罗无我的。



7 / 12

因为补特伽罗无我，这个对境它的形象实际上是并不会呈现的，��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是����无常法，不是现量的��显现镜，��它是常法。所以它��这个是��没办法直接的��，
因为了解它的是一个��现量��的现量智，��这个跟其他是有一些差别的。

��好，那我们再在上面的话，“声音是无常”等等的比量。��对呀，声音是不是

无常，声音是无常，我们透过一个逻辑，��然后是自力可以����推论，然后自己了解了

这个声音真的是一个无常��。这样的一种��量呢是比量。��他以上是这样讲的。�

�所以说：而这也正是《量理宝藏论》：“二境识及二自证，与诸比量由自定。”

意思就是说��自定量它有哪几个呢，他就是说二境识以及这个二自证，然后与诸比

量，所有的比量都是��自定量的意思。����然后前面的自定量����，还有那些��前面他也有自

己的那个例子。这些眼根识呀等等都��可以称之为是有自定量的，但��是这个有不同

学院的一些分法是不一样的啊。����

再来我们先看一下  下面的：透过语词可以说明的观点，对第二（他定量）加

以分类，有三：由自己决定显现、而由其他决定实际情况，嗯，第一个他的那个

分类当中，由自己决定显现、而由其他决定实际情况；第二：由自己决定总、而

由其他决定别；以及第三［不仅实际情况由其他决定］甚至连显现也由其他决定。

��他这里面是有讲到的一个重要的，��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看到��有些地

方它分类的时候，它就说��像前面的自定量的时候，他说��若与分类��这样的一个说法。

那��现在他定量的时候，他是说��透过语词可以说明的观点，对第二（他定量）加以

分类啊，语词分类的说法。

现、而由其他决定实际情况，（2）由自己决定总、而由其他决定别，以及

（3）［不仅实际情况由其他决定］甚至连显现也由其他决定。说法。

��这样的时候大家注意一下，意思是说��它这里面一定有不是他定量的，��只是在��
名词上��很相似的原因，��所以����把它放在一个它的这个分类里面，但它不是真正的他

定量，��这样的一个说法。��在每一个��那种��分类的时候，它会有说用一个语词分类呀，

或者是透过语词��这种的一个分类的说法的时候，��只是说他的����我们有时候有些对人

的称呼，因为他像这个人才会对他��起了这个名字，但不是真正的是这个人呐，这

样的一样。所以��这个分类里面也有一些像它的名字一样，��但是他不是真正的他定

量。

��所以说第一个：实际上是火的颜色，而以分别怀疑“这是否为火的颜色？”

之时的远距离、执持一片红色的根现前，就是第一（由自己决定显现、而由其他

决定实际情况之他定量的事相）。在这里就比较��模糊的，大家一定是会模糊的，

如果你前几天有读过��（复习），��就是先读了一下，然后再去思维一下，有可能会

好一点。��那今天��你也是第一次读的话，那你可能对这个更��模糊啊。

啊����，这里我们先要了解一下，跟大家讲一下这个啊，����就是说他定量，��他定量

这是在法本里面翻译的时候是��他定量的说法，��但是有些地方它��并没有用��这个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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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运用了。就是说��有些说“自定解量”，��这本书是��自定量，��那北顶那个翻译人他

用“由自觉定量”�� ，��色拉的翻译里面是��“由自身定解量”。你看��本来是一个自

定量就有三种。��当然他定量也有三种，��一个是这边有讲用的名词是他定量，��那北

顶的是由他决定量，��而色拉那边就是由他生��定解量��这种��。

名相不同啊，��但��是在他定量跟我们��以法本为主的话，��他定量��我们要了解一下

这样，��他定量是����量，但����对彼法是��他定量吗？����对彼法非��量。��也就是说��就不周遍了。��
对彼法是量一定是自定量�，这是周遍的����。这个你们要懂得啊，就是说��他定量��自己

本身是量，但是说��对彼法是����所谓的他定量的时候，��这个是就是说��对彼法��������不是量的

这种说法。����

这个我怎么说呢！说我们先��用这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来讲吧，��他第一个例子

里面是这样讲的，��我们在很远的地方��看到了��一个橘色的一个，他在这里面讲的是��
火红的颜色��并非是红色的，看起来好像有橘色的那种，对不对！��但这里面是用��
火红色的那种方式，来说形容火的颜色了。

��本来前面很远的地方有一个火在��就燃烧着，可是因为距离太远的原因，����我们

用眼睛看的话，只能看得到它有一个红彤彤的��东西，��但你真的看不出来他是不是��
那个火的颜色，��只是看到它是有这样一个红色的颜色而已。��所以��这个那边看到的

那个，��我们虽然是红彤彤看到而已，但����我们的眼睛没办法看到��真正的火的颜色。��
所以说��这个法本来是火的颜色，那个对境本来是火的颜色，可是我们眼睛��看的时

候��没看到火的颜色，只是看到一个红彤彤��的����一个法。

��所以说他在这里面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对它的那个定义，就是说��刚才我们这

个定义上面说：若自之所量的究竟本质，  其实��火的颜色，��火的红色颜色才是究竟

本质啊！那����我们红彤彤的看到的那个颜色，��这是他的所量，但他不是��他的究竟��
本��质，可以这么了解。

��所以说我们眼睛看到的这个东西红彤彤的，��这个你这个眼根识的确那边有个

红彤彤，��对他来说是自定量。��你不需要透过别人或者是其他的量，��而成为��你对他

的��肯定，�因为你已经看到那个红彤彤，��但是你对这个红彤彤是不是火的颜色，��
你还没有确定嘛！��所以我们����可能要��走到它的旁边才确认，哦原来��我之前认为那个

红彤彤是一个火的颜色。

或者是一个人走过来了之后，��他跟你解释了那个是火的颜色是这样这样，��
你问的时候他会这样解释的，��你才确定��它是火的颜色啊！����所以��这里面有两个��量，��
就比方说��你自己看到的是什么呢？��你自己看到的是��红彤彤的而已，并不是火的颜

色。��因此��那时候你红彤彤的看到的那个是��量。��的确是��这个��是自定量。����你的这个眼

根识是量，��但����是究竟的本质啊，那个��所量里面究竟的可能就是火的颜色，��是必须

透过他人，��你没办法自己能够自力，��可以��懂得它是火的那个颜色的时候，��变成是��
第二个阶段，����是他人��之力。其他量的之力来协助你变成一个��量的时候就成了一个��
他定量了，����这样了不了解？��应该还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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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我们看��，他的��第一个分类里面，由自己决定显现，��意思是说你看到前

方的这个红彤彤的，��是自己可以用眼睛��可以显现得到哇，��但��是而由其他决定实际

情况，��那个红彤彤的实际��就是火的颜色的红彤彤。

��所以这个火的颜色实际情况，刚才用那个��量是没有办法达到的，��所以透过别

人或者是你再更近��一步的距离��再去��了知才能了解。��那时候这个是��有其他的一个��
协助，才能够有办法��成为一个��量。��所以他讲的第一个例子是这样的。

��第二个：  实际上是沉香树，以分别怀疑“这是否为沉香树？”之时的执持远

距离树木之根现前，就是第二（由自己决定总相、而由其他决定别相之他定量的

事相）。��这个跟前面也差不多了，��我们在一个一片森林里面，��你是要去找一个沉

香的话，��你这样眼睛一看，����你都会看得到那一片的树木哇，��这种的话是总相，所

以说��树你已经看到了它是总，��但是里面分析是不是沉香树、是不是色香树、是不

是��松树等等。��这种分析这种别分别开来的时候，你��是没办法分出来呀，��也是因为

太远的关系。�

�所以“别”������还是需要��透过他人的、��他定��量��才能有办法成为一个量。��所以它是

一个��这里的一个分法，就是说����由自己决定总数，那些树我们都是��可以决定的。��
但是它是不是一个沉香树，还是��要用��更进一步��的一些因素才能够了解啊。

����第三个，��不计实际情况由��其他决定，��甚至连显现也有，��其他决定是什么呢？

会引发思惟“我看见青色与否？”这个疑惑的取青色之根现前，就是第三个（甚

至连显现也由其他决定之他定量的事相）。

��所以说��这个其实是一个显而未定啊，就是说我们有没有看到，这个青色，

我看见青色与否？这个疑惑的取青色之根现前。��你对于一个声音非常投入的时

候，你眼前的一些东西你是��没有很确定可以��抓，��所以他��不是真正的那个��他定量，

它是����显而未定。

��因此我刚才讲的是说����，这个第一个实际情况就是第一个事项里面，����有不同的

学院在讲��里面的方式啊，��那这个呢是怎么讲的？��就好比说��我们再来。几点了现

在？时间��还好，����今天的视频声音如何，听得清楚吗？��很好，非常清晰。��那就好。

��所以说��第一个它的例子我们再重新讲一下，��实际上是火的颜色，而以分别怀

疑“这是否为火的颜色？”所以他��也在怀疑那个红彤彤的是不是一个��火的颜色，��
但他已经看到一个红彤彤的，但没办法确认这是不是红彤彤的���一个火的颜色。��
所以说��对火的颜色来讲，它是在疑惑当中��对前面的那个��颜色红彤彤��它是一个量，��
是一个自定量。

��因此��在这里面��会有不同的学院是说�，对他的解释……当中就已经有了一个说

法，��他所看到的这个量，��依据��这个是因为……扎巴的一些主张，下面而��透过他的��
直传承弟子们的观念��来讲，��他们会说��其他学院��或者是……的祖师（ ）��以及��
色拉的……��祖师，还有我们像我们学院的……祖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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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定义上面是没有特别写到就是说�，“若自之所量的究竟本质��”这个究竟

本质是没有写，��所以说��这种所量有没有两种可能？��如果按这种的例子来讲，必须

要安立两种��例子，��所以他们认为说��其他学院的��并不是那个完整，因为他没有讲到

究竟本质啊，��所以他们是��比较独特的很完美的一个解释的说法。��当然其他祖师也��
不会那么随意的��去解释嘛。�

�因此��他们为什么一定要有两种所量？��只有一个吗，还是两个？一定��要安排两

个才行。��因为��现在关系到他��给这个量，��他定量跟自定量的时候，��的确是我们也有

发生过这样，我们��前面走了自己��没有，但我们没办法确定��是我们真正的那个��朋友

的时候，��你可能在��看到前面的确是有一个人，这个你是可以确定他是人，��但是不

是你的某某朋友，��你还是要透过其他因素才能够确定是你的朋友。��所以这个就是

有两种��量。

你心中，你现在在怀疑的是不是你朋友的时候，��这是你内心的一个对境，��
你内心的一个对境的时候，��你这个心��在为一个前面的那个人的形状的时候，��其实

这个人的形状你已经成为一个量了，��所以它也是你的��所量，��但是它是不是一个����
究竟的所量��呢，不是啊，��你要真正��找个不是人而已，你是要找的是你的某某朋友，��
所以你的某某朋友变成是��究竟��本质所量����啊。

这里就是可以分为两种量才能够��把刚才那种类似的����那个，内心里面的��这种��
分法��才能分得开，��才能分得开你这个是自量还是他定量？����所以说����在他的这个定义

当中，����……这边觉得说��也就可以这么说，许多的教科书并不同意这个观点，��特别

是说��……和……是��还有这些的看法，��但是……��这些都是祖师的名字啊。����

关于上述火的例子��还是有��争论的，有争论什么呢？因为��根现前之和他����所了解

的红色，��我们用刚才那个火的颜色来讲的话，��红色两者之间的关系，��因为��根据……

祖师的话，他就认为根现前对��于红色来说是量，��红色是量，��但��不是一个自己能够��
对他引生确定的量。

��但是他认为是说……色拉杰的祖师，或者是其他的那个教科书里面的那些祖

师们的认知里面，根现前知不是����本身是一个��对红色能引生确定的量。��他们是这样

的，因为��他的定义当中没有写这个，��所以��这个例子当中对于红色而言，��根现前知��
甚至也不是量。

��很有意思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懂，这个的确是很，��在一个我们小时候学

《心类学》的时候也是��很难懂，然后他在讲什么？这样。��也不要急呀，你们可以

回去再思维。��如果说��因为我们学的时候，我们只会去先去��用自己学院的祖师的一

个例子来讲，那现在我是用��很多不同的祖师们的都混合在一起讲的时候，��你们可

能��，啊，对啊！又要��想到��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想比较好。�

�所以说��红色是量，��红色是不是红火的红色�？火的红色跟红色��都是所量����。为什

么是所量，��因为是境。��但是��红色是��定量��的所量��，火的红色��它是他定量的，��这个变

了变成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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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这里的话，��其他学院他们��就认为是说这里没有加这个��究竟本质。��是，

所以说它的量只能有一个而已，��火的颜色而已�、火的红色。������那因为我已经可以安

立两种：��究竟本质所量跟��一般的所量。

但是其他学院它的那个定义里面也是可以这样安立，��他是怎么写的？����可以这

样讲啊，��在他的这个定义当中是有，����看一下它的定义，他的定义里面��有写到一个，������
其他也是依据的是什么呢？是��《理庄严概论》。

那个《理庄严概论》应该是��尊者第一世了那个，他的��所以这里面��唯量��之一。��
唯量��之一，意思就是说��前提是量一定是量，��然后再从中��自所量体性，��语境上若无

则语，��自身不会生起，��而由��自身之力能引生者��为自身定解意形象，��所以它在��定义

当中也有一个��自所量体性、这个��体性就相当于��究竟��本质的说法。��所以��这个火的颜

色��才是他这个��所量的��体性，��真正的所量的体性。

��那另外那个红色是它的所量，但��不是真正所量的体性。��所以��字的一些差别并

没有很明显的说��究竟体性，但是说他这个��自所量体性也是可以代表��究竟所量体

性。��因此他们��之间其实是��不相违的，��但��另外一些反正你自己的寺院祖师的，��主观

来讲��会有相违之处啊等等，还是会��有这样讲的。因此我们在这里��特别要注意一下。

那第一个里面它有��对��红色，��前面的那种��红色是��自量，��但是火的颜色����对他来说

是他定量的。��因此我就有讲到说��他定量的确是量，因为��量可以分为自定量跟他定

量。��当然是��一定要成为是量的，��但是说��彼，��彼此的彼，��对彼法��如果是��他定量的话，������
那这个对彼��法一定不是量，��因为��对彼法��是量的话一定是����自定量的。��为什么是这样

说？

刚才��再重新讲一下啊，��实际上是火的颜色，��但是可以分别��他去��怀疑的时候，��
怀疑��这个火的颜色，��怀疑这个火的颜色，它了解一个红色的意思是。��所以说��他对

红色已经是自定量，但是他是不是火的颜色，��火的红色呢，火的颜色他在怀疑的

时候并不是量，��对他来说并不是量了。��所以说��对彼法��如果他是必须是要透过��其他

的那种��量来了解的话，那他��现在并不是一个��他定量。如果他当��慢慢了解了这个��
火的颜色的时候，它自然是变成了����自定量。��所以说对彼法是他定量的话它不是量。��
对彼法是��量一定是要量的话，那一定是自定量这样的一个说法。

��还有有些��主张我们前面那个自定量的分类当中，��像我们��一些学院的话，那这

样就是说，������前面的串习外境之根现量����这个是自定量，����其实��显现有作用之根现前，��
还有����其他的，那他��未必是自定量，��这样也是有说的。

��然后比量的话，��比量在这里呢他认为是比量是量，��自定量，��但是宗喀巴大师

的一个论文里面，他有����这个比量也有自定跟他定量啊�。可是很多��依据就是说��都也

是认为说����比量��一定是自定量，��……很复杂的。

��所以��这个可以大家��再过几天，再可以去多研讨哇之类的，��这样会比较有收获

了。��但是说这个收获的时候，其实��你们可能就是��讨论的时候不要互相生气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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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想法，��不一定是一定要像你自己说的那种，��所以说��我们都

可以去参考，��也不要去一直去��想要自己赢或者是��这样的一个。那��你有好的一些建

议，或者是你有更多的那种��依据的话，��你把它写下来是什么什么。这样里面是这

样讲。��因为这个已经��变成是说��，每个学院����有不同的说法了，所以说��这边说它是他

定义的时候，那边说它是��自定义，��也有这样的说法。��所以��看哪个学院的师长��教你，����
只按自己��学院的教法去教的话，那一定是有一个说法而已�，那如果说��今天我跟大

家讲的时候，��互相把每个学院的方式都有讲了，这样的时候，��其实它都是��因为一

些字面上的��解说的方式而已，但是��是会有一些��依据是不同的原因。��好，今天先就

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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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