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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陆陆续续已经��调整����了心情��，所以��开始上��正式的课了。

我们������这个课��，之前也有讲到心类学的上一半��里面的七项分类里面，��现在讲的

是��二项分类当中，��七项分类里面它是��讲到心����来��讲的话，心是一个认知、��一个明了，��

而且是一个��，怎么说，它是一个��觉知��、认知，��叫做。一般我们所称呼的心不分心

王跟心所这种的一个称呼当中，大家都会用心，��所以其实它真正的��我们应该要称

之为认知，��或者是��明了，��或者是觉知��，这种的一个名称来称呼他，��所以他把这个

认知分成用七项��七个分类来��安立这个认知��有哪几种，比较重要性的就分出来。��

所以��七项里面��不一定全部可以包括��所有的这个心法。��因此他��前面是因为��重要性的

方式来安立的，所以��我们来复习一下。

他讲的是现前��还有比度，��应该是����他要讲现前知跟比度知，��这样是比较��完美的，

再觉知、伺察意、�显而未定、��犹豫、��颠倒知，��这种的方式来安立的七项的心类学。��

所以他的也是就是说��透过一个人的感官里面开始来����说明心的不同的层次，��从现前

从我们眼睛看到的一个����内心中去看到的时候的一些心类学，��然后慢慢��你闻到的、

你听到的、你尝到的，��你摸到的��这种的一个方式来��让你的感官��来感应而��内心的那

种认知��来去��运用。��在这些心对我们心类学里面来讲，它只是一个��比较潜在的一些

心。��如果说我们再细微地去观察的时候，��心��里面有讲一种比度，��这种的比度��知呢

它是����当前面的这些都是现前知的一种方式��讲的����。

再来��，现前知��里面最��比较��浅��怎么说？������比较��容易让大家��了解感觉出来的就是现

前知，��也就是五根识啊。��再进一步��有讲到��意现前，��这个是比��我感观知��更深��一点，

就是说��意现前��。再来他会介绍意现前它他本来就是有一种心在看，��一种心的那种

一个现前知叫做自证现前。��然后他会讲到说因为我们是凡夫人，��所以我们现在是

被很多烦恼而控制的原因。��如果��有些烦恼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他是��突然出现在你

内心，��而让你的真正的一个��比方说����光明的那种心��被��突然出现的这种烦恼心围住，

所以说��我们透过佛学的方式去闻思修的话，��那一定会可以把这种烦恼��断除。��因此

他讲到了瑜伽现前。��瑜伽现前��的意思是说��我们凡夫人��只要是有信心和那种坚定心

去修的话，总有一天��你会证得一种圣者的果位，��而且你也可以透过��心��串习而闻思

修的这种一个��修学过程，慢慢让你的内心会��越来越明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



看得出任何一个法��不像一个��小孩子看��世间一样，��长大了之后你会看的越来越淡，��

原来这世间的什么事情都几乎是一个假象一样。��

因此我们学佛人如果��你现在所认为的一些很多都是觉得说是真的，可是��依佛

教的这种��论理来讲，��你慢慢修的时候，其实这些都是假象。��因此这些都是��先要广

闻��佛经跟佛典论典，��然后闻了之后你再去思维，��思维了之后你再去修，修的话，

你慢慢就会得到��这种的所谓的瑜伽现前。��所以他在这个现前当中就是用一个方式��

来讲的。��

当然这个瑜伽现前说来是比较容易，��这个瑜伽现前没得到之前，��他就是要讲

什么呢，就是会讲的是����分别心。����没有到现前那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你心里面

去修的一些法，��并不是我们用眼睛看得到的。��所以��透过佛的教理，��我们必须要从��

这种的教理里边做出一个抽象的方式来去��认知这些法义的时候，那种��内心的心法

叫做分别知啊。��这种的一个分别知可能����也会有很多错误现象��呈现，所以说它��这种

的一个分别当中也有一个����虽然是错乱，但是它去悟这个法的时候，对自己的��了解

对境的时候，��它显得很新的，而且不欺诳的去悟得到它要了解的这个对境的时候，

那个心可以称之为比度、比度知啊。����然后你在��第一刹那看的时候后再去��同时在这

种的一个时间点上关注一个��点的时候，这种第二刹那的知呢叫做再觉知。��

所以��简单来讲是这样，然后再慢慢比度��的这种一个比度知��慢慢修行，之后才

会慢慢��把它��转换成��现前，��慢慢你得到了��对法了解得很彻底，而且这种分别心����它的

境界越来越高的时候变成现前，��而且是一个��瑜伽现前的。����但透过这样的一个说法，

我们��也不能把自己内心里面的所有心都以为是正确的，因为它��里面也有所谓��当我

们的分别心当中没有正确的时候，也有讲到伺察意。

什么是伺察意？��他虽然��可以心的感受到境，但是说��这个境它还没有真正地��

无误地了解的过程当中，��他还是会对他有一些疑惑，��并没办法百分之百确定的过

程当中的��一种分别心，可以称之为��伺察意。��当然��现前里面也有讲到，��每个现前知

不一定是��非常通达对境的，��所以它里面也有讲到现前里面也有一个叫做显而未

定，��显而未定，它是一个，��比如说虽然我们可以用耳朵听，说可以用眼睛看得到，��

这些都是比较现前的、比较初步的一些法。��但是有一些��接触的话，不一定你都可

以看得懂、可以马上了知啊。��当你在����听一个��东西的时候，��可是前面有一个��很让你

吸引的一个画面出现的时候，你的��全部精神��比较��注重于��这个画面的时候，那种的

眼根识��变成了显而未定，他虽然是现前，��但可能是会变成这样。��



而此����我们现前对一些法的了解可能��也有像这样显而未定。��你当然我们在内心

里面也充满着疑惑，��虽然有学佛法，但是佛学是博大精深，��因此��有些可能想出来

的时候，��对于我们现在的认知来讲，��是完全��几乎是相违的，所以你会在这两端里

面��排斥疑惑，��有很多疑惑会产生。��因为本来以前认为的这些东西在佛学��学了之后，��

可能会慢慢觉得说原来不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吗？��是佛所说的那样吗？��开始对

自己以前认知的东西，跟现在的认知的东西��慢慢有疑惑，��就变成是��犹豫��。

颠倒知，��所以我们内心里面也有很多颠倒知，��我们内心里面��原本认为所谓的

一些东西，��其实它并不是��你内心里面认出的那种��一个东西。比方说����我们开车��坐车

子坐船的时候，��旁边的一些树木几乎是我们在����往前冲的时候，它们好像在往后跑

的样子，��这种的一个认知当中��这种的看法，��是我们心里面的看法的确在显示，但

是��这个完全是一个颠倒。旁边的树木永远不会在往后跑，��而只是这种的一个感觉，

所以那种的一个知、心法��叫做颠倒知。��因此他给我们认识��教导出了心类学里面，��

让我们��开始慢慢地让我们知道我们内心有不同的层次，��到了这种的��思想过程的时

候叫做颠倒知。

到了那种犹豫两端在怀疑的那种心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认定它是一个��怀疑

犹豫。��或者是有些��在两旁��耳朵��一边听一边看东西的时候，你可能��在某一个地方你��

只听的��听到声音，但没有注意到他声音里面的内容，����所以这种识叫做显而未定等

等。��可以用这种方式��比之前��没有学之前和现在学了之后，����更对你自己内心��了解了��

多一面的那种的学问。��所以说��光是在学自己内心的一些��状况就已经��非常难学了。��

所以说��这里面��其实是��非常有意思的，而且它可以��让你的心��更灵活，��更认清楚自己

内心的这种的��做法。��所以他在七项类里面是这么讲的。

��他觉得说这个七项，��其实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把内心的安立方式在��

重新归纳一下的话，它就是可以归纳��两类的方式，����就是说一个叫量、一个叫非量

的一种说法。��什么叫做量？��现前量跟比度量，��量����在这种的一个经部宗里面，他就

是认为��我们内心当中的一种心法，在看某一个法的时候，他��第一刹那就可以��而且

无误地去了解的时候，��知该对境��认清楚的时候，��那是你内心的一种量。量有很多

种，��就是像我们眼前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你确定无误的这个画面，��那种的一个

眼根识叫做��根现前量。��类似逻辑可以��推论来讲，耳朵��可以��清楚地听到某种的一些

声音，��无误地��可以知道他所讲的内容的时候，那种的是一个��耳根识的量，��耳根识、

舌根识��这些都是以此类推了。��



再来��这些都是量。��所以他们也是��现前量。��现钱量里面就跟之前一样，��有自证

现前量、有根现前量、����有瑜伽现前量、有意现前量四种在经部宗中里面。他是用

这种方式来讲，����量当然也有��比量��、比度量。��比度量虽然它没有像现前那样的轻��

清晰，但是他透过����抽象义共相的方式来����推理出自己想要了解的境无误地可以了解

到，��这种的一个心思可以称之为比度量。����所以��量是……��除了量以外�，��大致上可以

称之为非量——不是量的心法，��所以它可以称之为��非量��知。

��因此非量知可以把我们前面所讲的��显而未定、犹豫、伺察意、颠倒知等等，

这些都可以��归纳在��非量知的范围里面，��所以说非量知跟量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

来分，��这个也是我们有讲到了。

现在是要讲的是��量它里面也有��是……（声音断）用��大致上的方式来跟大家讲

了。����

自定量就是说��量里面��透过自己的��一个自力，不需要其他的一个����量来协助的过

程当中，你就可以��了解��你想要了解的对境的时候，��那个叫做自定量。��但是有些量��

他是��透过其他的一些名词的因素等等��因素的量��来协助你����通达对境的时候，那种量

叫它定量，��简单的来讲是这样的。��所以��在这里呢��认为自定量��可以分为��串起外境根

现前量，��还有显现有作用之根现前量、��自证现现量、瑜伽现前量、��比量，有 5

种，��都可以称之为是自定现前量的，��这些都已经之前有��讲过了对不对？

��相信大家也有��复习，��应该是需要复习的。��不然��一次听可能会��很混乱，然后也

第一次听到这些名相的话，��更是让你会混乱。而且��相信里面也有很多人学过好几

次，所以他对这些��更会容易地抓住��这些内容跟名相，����不用费很多的功夫，��那是因

为他自己以前有学过，而且他还有不��放逸然后再想要��复习的原因可能��这次再学的

时候����有些��他会觉得��更容易懂，��更容易更清楚。��第一次学的话，可能��你对这个觉得

说很多就是说都是陌生，��大家就开始来对它��有所��退却吧，��这样可能是不行的，其

实你不能有退却之心，因为第一次��你再怎么聪明，��这些还是你是在第一次接触的

一种名相和新的一种逻辑方式和它的一种指南的时候，你����可能要多下一点功夫，

而不是说我们一般��学习的这种一种��文学方式，��你一学就容易学到的。��因为他现在

是讲的是心类学，��会更��比较难，��而且讲得越来越细的时候，��更深入的时候，��可能

没有达到你想要��，就是说这个应该是很容易学，����以前我学其他东西的时候是很快，��

相信也有人会是这样。��但遇到这里的时候，��也有是因为��我讲��这种的话语言上也不

是那么的可以解释得非常清楚。��一是有这样的一个障碍，��第二可能你也是新接触，��

会有这个障碍，那一下子学不好，��就慢慢想要放弃。��其实不要放弃，因为��第一次



你即使是学不出什么名堂来，但是你已经留下了一个��习气也是非常重要的，��打下

一个基础。��所以以后你可能还会遇到其他的一些师长善知识，��当他们再一次给你

讲的时候，��可能会对你��有很大的帮助，因为这个成了你的一个��初次名相的一个指

南，而��你再次上的时候就开始觉得说很熟悉啊，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是会有的。��

所以说自量当中它是��透过自��而可以在自量里面呢就是能够，��自定量他��这个要

了解的对境��分为两种，��一个是��初次的境跟一个是��最实际情况的��究竟的境，����所以����

初次的境也好，或者是对��究竟的��境��你都能够自力去��新的不欺诳地去了解的话，那

可以称之为自定量。��如果说我们��透过��自力了解了初次的量，那个境，��但是究竟的

对境��你还是需要通过其他的这种一个��其他量来协助的话，��这种的��可以叫做是他定

量，��简单的来讲是这样的。��因此我们前面也有讲到，����自定量当中串行外境的根现

前量是说��儿子心相续中持有父亲形象之根现前量��就是第一个��串习外境之根现前

量，��自己孩子的心续当中��可以��想到自己父亲的这种形象的那种。��因为是你对自己

父亲经常见到，然后��可以��容易，在他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也可以��容易地忆念起

来。��因此这些是通过……（声音断）��现前量也是如此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事项的。

��有些是��，第二个它是讲的是说��显现有作用之根现前量。��比方说我们他在这里

面有��比喻的，就是说火……��（声音断）放的时候柴火慢慢的在西面变成火星或者

是灰尘，��这就是在火的��作用之下，然后它一个木头变成了火星，然后慢慢地��变成

灰。����这个是有作用性，而且这种我们看到就可以��不需要透过其他的一些��量��来帮助

我们直接可以自力地去��抓住到这种的一个��对境，��所以说他在��显现……��（声音断）��

第三种显现有作用之根现前量，这个前面刚刚讲的��。自证现前量，自证现前

量为什么不是一个，��它是一个����自定量的，因为他��每个心，自证定量都会了解自己

的心。��比方说��我的心在看外面的��境的时候��，有另外一种心在看我看他的那种心，

所以他是��心里面看心，��心法看心法，��哪一种心呢，那种心叫做��自证量。而且他看

的时候，��他是知道我的眼根识��是一种认知，��它是一种��看宝瓶的一个认知的话，眼

根识的话它是一个��有一个自证知正在了悟我的����眼根宝瓶，执宝瓶的眼根识是一种

认知。它可以透过这样，所以说��。但是自定量不需要任何一个��其他的一种����量��需要

协助的。

��这里面会有一些辩经，��他就说����眼根识，执瓶子的一个眼根识量，��它有自证知

的话，应该它也需要��了悟��一个眼根识��的量，而不是说眼根识的认知而已啊。����但是

因为凡夫的心续当中是��没有办法用这个自证知可以了解到��它是一个量，��所以他们

会说他不是一个自定量，��这样怎么处理？��所以说��……（声音断）之所量的究竟本



质不存在的对境上����产生��能引申确定新的不受欺诳的明了，意思就是说��这种现前

量……��（声音断）本质的所量，��所以��它可以了解了悟到这里就已经可以认定他就

是一个自定量，��无需��他必须要了解到��执瓶的眼根识认为是量，��这不需要是这样的，

所以他就这个��以后就可以这样用这个方式可以去除的。

��（29:31）再来，瑜伽现前量，��直接证悟补特切罗无我的圣者��是第四个。��的

确��补特切罗无我。��补特切罗��是一个所谓的我，��每个众生每个��人��都是补特切罗，��

所以说��在任何一个自己的状况下，你都是我，对不对？����在我自己的��方面来讲，我��

是有一种我��，所以这个我可以称之为补特切罗。����大家要认清楚，因为这个补特切

罗以后你要学的时候，��出现的范围是很多的，��而且它主要讲的是那个我，��不是说

你个人的我，而是说我们全部��心里面每个人都是有一个我，��那种的一个我��。那个

是叫做补特切罗，是印度的音翻译出来的��。补特切罗无我，什么样的是无我呢？����

补特切罗不是一直永恒不变，��不是不需要依赖其他的法，��不是他一直��可以控制我

们的心跟我们的身体。��所以说��这样的，如果说有这样的我的话，我们佛教就不承

认有这样的一个��我，我们佛教承认��补特切罗是一个��一刹那在生、一刹那在灭，��

它是一个无常的性质，��它是一个��需要��互相依赖的。��比方说我们人的话，我们人需

要依赖这个身体，��我们人需要依赖��这个意识，��所以才有这样的一个我。��因此����这些

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意识，��这些蕴，��五蕴����都是非常��

需要����不可缺少的，��要成立一个我们像我们这样人的话，��要成立一个这样我的话必

须要��这些和合了之后才会有了这个我。��因此我的时候����，这个我可能在我们欲界当

中就需要这种的一个��身体的依靠。��然后��我也有感受，然后你的内心当中这个我也

可以分辨出��这个红、黄、白不同的颜色，认清楚不同的法门。��我们也有心王跟心

所，��我们有意识��，种种的一些法都是我需要这些��。这些法也需要我的维持事实才

能够成立的。��因此我们��不是说��我在控制我的身体，我在控制我的心，��这不是我们��

真正的一个我，��所以外道就像印度其他的一个非佛教的宗教，他们会认为说��是我

所谓的补特切罗，就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我��。因此他就是说��补特切罗无我的意思

就是说，��没有象你们外道所讲的这种的一个我存在的原因，所以叫做补特切罗无

我。��

那我们学了佛法，��在进一步的去学的时候，你才会发现有这样的一个��学习的

一个认知啊，��不然我们没有学佛之前，完全没有听过这种什么叫补特切罗，��什么

叫做无我？��可能你第一次��没有学之前看到过这样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他是在讲什



么？��现在学了之后也有人��慢慢做了一些解释之后，��会对他更了解。��这种的一个了

解过程当中，必须是透过一些宗教的��一种概念��解释的方式来让我们了解。��因此����

我们会慢慢的认清楚这个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我，��所以五蕴任一和合而成，��

假设安立出来的一个叫��这样的一个我称之为补特切罗，��所以他无我就是刚才讲的

那种��比较简单的方式来讲就是说，外道他们认为的这种的我是不存在的，因此是

无我。��如果更深层的话，��佛教里面��他的学习程度也有很多深层次第，就会也有不

同的一个解释方式。����在经部中就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解释就也是可以的。����

（35:36）因此��我们以前认为的我��完全没有想到过这样的一个我，��现在开始

慢慢的去想的时候，��你以前想到的跟现在的想到的��一些法是完全不同的。��所以这

个就是我，无我，��因此��你能够清楚现前的了解的话，当然你看��必须要在��得到了圣

者之后��，圣者的那个心法��才称之为��瑜伽现前量。��再来����比量，��比量这里，它是就是

说是��自定量，��因此声音��我们发出来的声音��不会一直��声音的大小一��模一样，��你初次

讲话的时候你声音够力量，然后也很清晰，��慢慢你时间长的时候，你的声音会慢

慢的变小，��你的声音越来越弱，��所以这个很明显的知道声音是在有变化的，而且

这种变化��我们去��一下子去��感觉不出来，但你仔细的去��研究一下的话，这个声音��

是在透过��时针、��分针、秒针��这种的一个方式的过程当中，��慢慢的在变弱，所以它

是一个����有变化性的一个事物。��所以��这样有变化性的叫做无常吗。����如果他是一个声

音是��常法的话，����那你初次发出来的声音，就是����这样的一个声音，��不管在什么样的

时候，����几世几亿年声音都是一模一样，��没有变化。��可是我们没办法承认有这种，��

所以声音��是不是常法跟无常法的时候，��声音一定是有变化的，��声音是无常法，��

所以透过这种的��一个推理跟正理逻辑来��寻思��声音��是有变化的，��因此这种的一个量

是比量，��然后这个比量也是通过自己……(疑这里声音有丢失)��。他定量，��里面我们

之前有讲到这个前面，��这里面也有��宗喀巴大师的分析跟其他一些��不同的学院主张

是有差别的，��这个是可以大家自己可以去琢磨。��

然后主要现在开始讲的是他定量，它是一个��虽然你在你想要了解的对境过程

当中，它那个境��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初次的就比较��浅显的你可以懂��了解，但是��

你对它的究竟的这个实际情况，��必须要依靠其他的那种一个��量来协助的话，��那种

的一个��认知心法叫做����他定量。��所以说����他第一个在这里面比喻的是什么呢？就是说��

实际上是一个火的颜色，��火的颜色不管是红色也好，或者是橘色也好，��红橘色也

好，��这个颜色实际上是火的颜色，��但是我们在很远的地方去看的时候，��并没办法

真正的可以��知道它是一个��火的��颜色。��因此��我们只能看到的是��一个红、��橘红色的��



颜色存在，��那个也是你��心法的一个境。��但是说你想要了解的只是一个橘红色的颜

色吗？��不是。��因为我们实际上��要了解的是一个��火的颜色。����因此你��这个境当中有两

种，一个是红的颜色，然后另外一个是����火的红颜色。��你真正要了解的��这究竟是火

的红颜色，所以��究竟的这要去了解的话，你必须要透过别人，��或者是我们要靠近��

透过从那边过来的人��来询问的时候，他给你讲出这个是一个火的颜色，那边着火

了，��什么��什么什么，你就可以在透过他的一个��语言的这种一个方式，量，��来����协助

我们把��对究竟的这上面��可以定义为一个量，所以它是一个他定量。��因此在中藏文

本的 17号里面，他就是有讲到��实际上是火的颜色，而以分别怀疑��这是否是火的

颜色。��执持��远距离、��执持��一片红色的根现前。

��第一，��由自己决定现前，而由��其他决定实际情况之他定量事项。��因为他定量

可以分为好几种，��所以他在这里面��说����三种的他定量，第一个，他定量是��自己可以��

决定��了知的是什么显现，��而由其他决定实际情况。��他现在看到的��只有红色的颜色，

所以这个是对他来说他的眼根识来说是��的确已经显现��在他的眼前了。��但��他还是在

怀疑��他是不是��火的颜色？��因此��火的颜色才是实际情况吗。��这个他现在没办法自己��

能够自力地去��了解火的颜色，透过别人��和其他因素来了解的话，����实际情况还是由

他��来协助，所以��这个对实际情况��是他定量。��对��红色的颜色是��自定量，��因此��这种的��

称之为他定量，而且他定量当中的一个叫做��自己决定显现，而由其他决定实际情

况。��就是比喻的是现在这个例子了。

����但是这个例子的比喻的过程当中也有不同的一些教科书，����有不同的说法。��

比方说��实际上是火的颜色而已，分别怀疑。��他是说��你眼根识看到火的颜色是对，

但是说你用��它是不是火的颜色的时候，需要用分别心去��了解，��分别心开始去怀疑

这是否是火的颜色的时候，��是这样讲的。��但是有些教材，��比方说我们甘丹蒋直��

祖师，他在这里面就会说，��分别怀疑����可能��是怎么说？��用词��会有问题，为什么他说��

分别��了悟��他的一个境的分别心不会有怀疑的，��分别��就已经在了悟的过程当中，它

是没有怀疑的一个特性性质的。��所以在这里面��他这用的是��而已，分别怀疑��这样��

这个可能在对他来说是没有办法的。����所以��有些学院不会承认说你用这个分别怀疑

的说法，��你就说��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去怀疑是可以的，但是说用分别，因为他说分

别��、分别心，��它就是一个是正知的分别心，一定是在了悟境���无���需去怀疑的。��而在

这里的教科书当中，他认为��分别心可以有怀疑，所以也是用上了这个��而已。分别

怀疑这是这是否为火的颜色的时候呢，��在远距离这里��很远的一个距离里面，你在

去看一个红色的根现前来，��看的话，可能你只能达到通达到眼根��眼现前的红色而



已，但是��火的颜色你还是要透过其他��的方式来了解实际情况，��因此它称作为是他

定量。

��第二个，��它定量当中有讲到��由自己决定��这总，��而由其他决定别��。这里面有��

名词，��当中有个总跟别的说法是这也是一个我们��摄类学的一些名相，��总是什么？

比方说��人��和��不同��民族的人��来讲，人��可以称为总，��然后不同的人，��种族的人可以称

之为别。��比方说����台湾人也是人，中国人也是人，西方人也是人，藏族人也是人，��

所以藏族人台湾人是中国人，西方人美国人什么��那些人都是��别，人是总，�这样的

一个方式来安立它这个总跟别的��。所以在每一个法上面都可以安立，��比方说��树���

是��所有树的一个总的名称，��但��树��的别，我们可以说��这是柳树，��这个是樱花树，这

是桃树，这是苹果树等等的时候，那是别。������所以��总跟别的时候我们内心可以去这

样分。����所以说，��第二个，实际上是沉香树，��你分别怀疑��这是否是沉香树��执持……(这

里声音有丢失)。定别项就是他定量的事项，��他定量的事项，这里面他就是说总

跟别的方式来分，��比方说��我们在一片森林当中��看到��绿幽幽的，那的确是很多树，��

我们可以确定是树，��可以确定树，那个树的总我们已经��用��自定量��可以了解了，��

但是说里面你要去从很远的��地方去看到森林当中的一个��沉香树，��你真的可以��自己

可以看分得出来吗？在那么远一个距离，��不行啊。����所以说��是需要透过你自己更进

一步走过去里面寻找，或者是透过别人��指示在你那里等等的时候，��才能够有办法��

决定它是一个沉香树。��因此第二个实际情况你是要找沉香树的话，����可能需要��其他

的一些��因素来帮你，��所以这个实际情况对他来说是一个��他定量。

��第三个��是不仅实际情况��由其他决定，��甚至连显现也由其他决定。

��（51:15）所以它定量的�第三个分类当中他会说，��这就好比它是一个显而未

定吧。��会引发思维我看见青色与否，����这个疑惑的取��青色之根现前就是��第三��甚至连

显现也由其他决定之他定量事相。��而前二者才是真正的他定量，��后者仅仅是假名

安立的。这里说的很清楚，��他说��第三个分类其实不是真正的是他定量，而是��很��

类似的原因，所以仅仅是假名而立的，不是真正的他定量。��它其实是一个��显而未

定的一个��心法，��因为它这上面是分类��一定要是它����吗，这个分类的名项里面他有说

的是��用于此可以分明��，于此的分类��的话，那不一定是说需要它的分类当中需要真

正的是它，��因为有些是按照它的相似度来去分的，��所以它分类当中有些是用于此

可以分，��分类的话就会��一定是出现里面有一些并不是真正的是��这个法。

��然后再来。��再者，若从语词可以说明的观点来区分��他定量，亦有三种：��最初

只限量；��第二，��不专注之意；��第三，��具有错乱因者。��因为《量理宝藏论》说过：



“��最初以及不专心，具错乱因由他定。”��所以��用语词的方式来分的时候，有��好几

种他定量，��最终之现量，��还有��不专注��之意，��还有具有错乱因者。��他的依据是，他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是依据《现理宝藏论》��来��说的（按：书中引了《量理宝藏

论》，这里是 xiàn的音），不是说他��自造的，而是有依据��才这么讲出来的。��所以

说他在这三个里面是有举个例子，��举个例子是第一个是��最初之现量，��以前从没有

见过。（几点了？还有时间。��）

��以前��从没有见过��优昙婆罗树是吧？��这种经验的士夫心相续中执持优昙婆罗

树��颜色根现前就是第一��最初现量事项�。�这个就很容易了，你们从来没有见过所谓

的优昙婆罗树��这种的��经验的士夫心相续中执持优昙婆的颜色根现前就是��第一，��

所以他完全没有见过优昙婆罗树的话，��他在��他的心相续当中��讲出婆罗的����颜色，它

在执持这样的一个的时候，��这个就是比较����以前没有看过的话，可能对他来说��这个

是很意外的一种事情。��所以必须要通过其他人��来再次给他解释��什么叫做优昙婆罗

树，什么样才能��把它的��树叶的颜色跟树的名字都结合起来才有办法，所以他定量。

��再来��，意极度贪著美色时士夫心相续中��的持声根现前，��就是第二不专注之意

的事相，��这也是一个显而未定吧。����在他很贪图美色的时候，��他的心续当中����听到自

己一个朋友可以跟他讲话的话，他可能��没有注意到他的讲的内容，��是第二��不专注��

主要的讲的内容，��而去��用另外一个心思。

��第三个例子是��具有错乱因的事项，��直接产生��将��阳焰视为水这种增益的��执持阳

焰颜色的根现前。��他在这里面讲的是什么呢？��我们有时候看到��天很干燥的时候，��

在一些马路上也好，或者是一些干土上，��太阳很晒的时候，你看的时候��好像��眼前

就有一种水似的在弯弯曲曲的在上升，��有些会有这样的一个����显现，这种的显现叫

做��阳焰。就是太阳太晒，然后��可能会��导致地的，也有可能是一些蒸汽��在。��但是说

有些并不是真正的，它是��你眼睛好像几乎是��看到这种一些水在走这样的一个状

况。��所以这种的��阳焰的那种水的颜色就��可能��他看的并不是一个��真实，所以他是透

过一些��根识的错乱方式而才去��显现的，��这些就是因为他讲的他定量，��这个是他定

量的一种说法。��所以��因为是有语词��分类的方式，不一定都是真正的它定量。

����好，以上其实简单的来讲，就是��他定量跟自定量��是这样一个方式来分的。��

现在��量的过程��科判已经讲完了，他现在是讲的是非量知。

��非量跟非量知有什么差别？����大家要想一下啊，��非量跟非量知��它是几句��。非量

知的定义……��（声音有断）所以这个定义，不是新的不受欺诳的明了是非量知的

定义。所以说非量知一定是不是新的、不受欺诳的明了。��如果是的话，比方说伺



察意不是新的吗？也不是明了吗？��其中一个��不具足，��非要就是说都是��不是新的，��

然后明了也不是����，这样适合吗？��这个可以去大家可以去讨论，辩经也可以啊，这

是增长自己的��智慧。��那它真正的定义的确是这样，��不是新的不受欺诳的明了。量

的话，新的不受欺诳的明了是这样的，所以它们是刚好相反嘛。������非量跟我们各自

不同的宗义当中，非量是什么样的程度，一样吗？经部宗跟……跟非量一样吗？

还是��与应成派跟中观自续派的唯识派等等，这些都是一样吗？��这个还可以去，大

家��有学过四部宗义的，或者是��想要去了解，也可以去探讨一下。��很有意思的。��

然后我们可以去辩一些����。非量知，还有��它的分类里面有多少个，就比方说我

们前面有学到七项分类当中的，��在再觉知、伺察意、显而未定、犹豫、颠倒知，��

这些��为什么是非量知？����颠倒知跟非量又是有几句；犹豫跟非量知又是几句，显而

未定跟��非量又是几句？��伺察意跟非量又是几句。��任何一个宗派都是一样的吗？��

这样的话��就有很多话题可以聊的了。

��一般来说他们都是三句……（声音断）��一定是��非量知，因为它��是认知，但不

是量的原因，��它是��非量知。��而其他也可以用这种的逻辑方式��来讲，但是说��所有的

宗义当中都是……（声音断）��比方说��应成派的话，他不觉得再觉知是一个��非量知。��

所以他，对他来说，��再觉知是什么，跟他有什么交集吗？还是相违的还是几句的？��

可以去��了解。

����非量，��我们在这里面��，在哪里？我看到的是。����如果有学到摄类学的话，也可

以这样。��四句、三句的说法是什么呢，我跟大家讲一下。��比方说�� abcd，abcd 的

话，ab��是两个�两个��法，对不对？四句的话��可以分为四个��例子，它们两个 ab��是 a��

但不是 b的一个法，然后����是 b 不是 a 的一个法，��然后 ab��两个都��是一个法的可以

举一个例子，��然后 ab�� a 跟 b 不是的法��举一个例子，��这样叫做四句。��三句的话，��ab

里面�� b��一定是 a��、a 不一定是 b��，这种������三句。��所以简单的来讲一个例子，����人，��三

句的话，人与西藏人。��比方说��西藏人��一定是人，��但人不一定是西藏人，��所以这种��

可以称之为三句。��第一个是人，��是人的话，��不一定是西藏人。��可以举个例子是什

么，西方人、台湾人��等等什么都可以，��但是说是人��也是��西藏人的，我们举个例子，

当然��所有的��西藏康巴人、西藏卫藏的人、西藏的��安多人都是西藏人，����他也是人，����

可以这样。��西藏人有没有不是人的？没有啊，所以它这种的称之为三句。��

四句。��怎么说？��人与众生，��有些是叫众生，有些是可以说是有情。��他们是几

句��？是四句。��第一个，��是人��不是众生的，我们举个例子来，��他是人，他不是众生。��

举个例子，��你会想到什么？��佛陀。��佛陀是人，��不是众生。��为什么呢？��因为��佛陀是



已经成佛了之后��的一个人，��所以这种的一个人��不是众生，因为��众生在没成佛之前

的那种的一个��就是说��有情众生才叫做众生啊。��所以不是人��是众生，��我们可以举什

么例子？��畜生，��三恶道当中恶鬼地狱的那些众生，��他们是众生，��不是人，��对不对？��

还有天界的那些天，��他们是众生，没有成佛的，那些他们是众生，��但是他们��不是

人。����再来。��第三个��例子是说��是人也是众生的是可以什么呢？��就像我们一般��这些没

有成佛的那种人，都是凡夫人，就是说没有��得道的那些没有得圣道的那些人都是

凡夫人，��是众生也是人。两个都不是的，我们举个例子，��当然很多，��你前面的一

大堆的书、��桌子、然后空间、房子、��天空，��都不是人也不是众生，��这种的叫做四

句。��所以说三句跟四句��用这个方式来��了解。

当然��现在要进入状况的是说��，刚讲到的非量知��跟现前知��是几句？四句，��还有

非量知跟比度知��是几句？��有些��是说三句，��有些说是四句，这个就是������要看哪一个教

材书。��比方说我们第一个非量知跟现前知，��它是几句四句的话，����是非量知不是现

前知的，我们举一个例子来。��然后第二个是现前知��而不是非量知的，也要举一个

例子来。然后两个都是，非量知，��既是非量知也是现前，��也要举一个例子来。我

们也要举个例子，两个都不是的例子来的话，那是四句，��所以它很简单。

第一个��是非量知不是现前知的，��是什么？伺察意。伺察意是分别心，��所以它��

不是现前知，对不对？��但是它是不是非量知？��当然伺察意��不在量里面，��它缺少量

的什么定义呢……（声音断����）是现前知然后不是��非量知的，我们可以举什么例子

呢？��执色法的��眼根识，执色法的��眼根识。����执瓶子的眼根识����是什么呢？��现前知，��

但它不是非量知，��因为它是量啊，第一刹看到的执瓶子的眼根识是量，��也是现前

知。��但是它不是非量知，��因为它是量。��然后两个都��既是非量知也是现前知，可以

举个例子来，��这个是��什么例子呢？����显而未定，可以举这个例子来。��显而未定��它是

非量知，因为��它不是量啊，对不对？��它不是量，��因为它没有��确定到一个��真正的自

己的所缘境就是说所知啊。��没办法，它在��两边都是��不清楚的放下，虽然有显现，��

所以它��是一个现前知，��但不是现前量，��所以它��在这个状况当中，它们是��的。两个

都不是的，��当然在心法里面来讲的话，也可以举个例子啊，比量，比度量��。比度

量既不是非量知��也不是现前知啊，��对不对？��比度量它是量，��当然��所以说它不是非

量知啊，��它为什么不是现前知，因为它是分别，所以它不是��现前知啊。����

好，下面就是说��非量知跟��比度知��留给大家做一个作业，��就是说让你们去��看它

是四句，��要该如何举出这些例子。��如果说��用三句的话，他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教科



书的方式来��说三句，这个����留给大家做一个��作业。��这样的话就��非常��有意思啦，��可以

活动活动你的����智慧。��好，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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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