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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到了，那我们就开始  吧。

上课前  大家  深呼吸，然后    在忆念释迦牟尼佛导师  以及  诸佛菩萨  在我们的前方  

各自所住的住处  的前方，  观想赏我们  各自所住的那个地方，  的确非常亲近，  而且  

能够在  这样一个资粮田的座下有释迦摩尼佛以及诸佛菩萨  ，来  代替  任何一个有情

众生  念诵是释迦佛赞  以及  长寿三念，还有文殊师利菩萨的礼赞文，  还有他的心咒。  

还有我们会做皈依发心，    观想  前方有这样的一个殊胜的资粮田，  再来  用虔诚的心  

合掌，然后    开始要  专注于这种的一个念诵以及  内心， 感恩世尊以及  观想他的功德，  

世尊的功德。  所以  口中念出这些  句子，  双手合掌的话，  就是一个非常圆满的身语

意的  一个  前行  以及皈依发心。  所以    一般修行上时常可以这样做，也是我们  必须要

做的一件事情。  好，那我们就开始了。  

礼敬供养皈依导师、世尊、如来、应供、正遍知、  明行足、善逝、世间解、  

调御丈夫、无上师、天人师、  佛、吉祥世尊、圣者、释迦能仁。  礼敬供养皈依导

师、世尊、如来、应供、正遍知、  明行足、善逝、世间解、  调御丈夫、无上师、

天人师、  佛、吉祥世尊、圣者、释迦能仁。

（前行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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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个句子  非常地好，而且  其实  这些句子可以让我们  去思维，  而且让我们懂得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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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  懂得让我们是  做到了暇满人生。  先是礼赞的是世尊的教法，  然后再来是自己  

的  暇满。  第三句就是能够得到这样  闻到世尊的这些法  ，  第三是祈愿我自己能够  

无误地了解  佛陀所说的甚深的  博大精深的  教法，  能够  无误地了解它的真实的意义。

  所以“无上”是指的是  世尊，  他也是无上  ，而他所宣说的法也是无上，没有比世

尊所讲出来的法  更为经验，  也可以说是  更为精妙。没有比世尊讲的更    彻底，而且

说  讲出了我们真正这个法的意义。  当然这种能够  遇到这个法  其实也不是那么简单，

  因为我们这些凡夫俗者  是业障深重，  我们累积的习气实在是，这种不善的习气太

重太  多，因为  我们自己现今也可以知道，  这一生当中  学佛的时候也好，没有学会

也好，  所累积的善根以及或者是你造的恶业当中  哪个比较多、哪个  比较难修、哪

个比较容易去造。  

不要说我们没有遇见佛法之前，我们的思维都偏向于  不善的这种一个做法，

或者是行为思维上，  而且我们口头上  也是如此。  当我们进入了  佛学，  我们遇到了

佛法之后，  我们虽然对于佛的教法  是感叹，  但是我们  还是没有    办法真正地能够放

下一切，    一直还是执着于一些东西。  所以  至今  我们也没办法放下  一些东西的时候，  

内心  出现的很多不同的痛苦和感受，  其实这个是对于学佛者来说是一个障碍。那  

这种的障碍，  就是我们  虽然能够闻到佛法，  或者是我们可以  有  机会  听闻佛法，  

或者是    修行闻思修的过程当中，但    这种说的时候我们也  未必能够修得很清净。  

因为    习气恶的习气太重，  最近也可以去思维一下自己  这几个月里面  修学专心地在

修学佛法的时间，    以及  一般浪费的时间是哪个比较多？  其中我们造的恶业  跟善业

是哪个比较多？  可以去这样量一下。  所以是  很难的。



3

  而且佛法并不是很容易懂的，因为它是一个  ，任何一个好的方向我们去做的

时候一定是有它的难度存在，但    坏的一些东西或者是坏的一个想法，不需要有人

去教，自然  就从我们的恶的习气当中呈现出来。  但是好的东西  即使有人在教，  

在指点你的时候，  我们也未必  想去相信，  但是相信的时候  也未必去  按照这种的思

路去做，  还是带着很多疑惑，  或者是  放不下的原因。    即使你去学了之后，  也没有

重新地  串习，  这样变成我们现在的人生里面  很多遗憾。

有个  成就者，他就是说  他有讲到就是说，  以前因为没有学佛法，所以学到佛

法的时候就  就是说  要学要学，  但没有遇到佛法之前，他就想说  要学要去学佛法。  

可是他遇到了佛法之后，  他想要去修行，  但是  又过了  10 多年。  因此这样  一直把

时间推到明天去做的时候，  而这个明天是  比我们的寿命还长，但是我们  的寿命  

是越来越短，  而且  我们的这种  心里面的这种清晰度  可能会越来越  变得不清晰。  

所以  会带着很多遗憾。  因此  必须要争取这个时间和努力地要串习  或者是复习是非

常重要的，  不只是  听闻一次佛法，  或者是  这样    就不能满足。  如果这样的话，我们

也没办法真的了悟到  佛陀的真实意，  一直在祈愿它是  没有办法的。  大 家当然知道

只是靠祈愿是没办法，是要靠自己的努力，  因此“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

实意”，  这个都是需要靠自己的努力，  不要把它推在明天，  希望能够更精进，  

然后去复习。  

（20：15）好，    学佛的人，  一定要把自己当成一个像内心有病的那种一个

人，  然后把佛法当成一个良药，  来去  串习自己，而不是说  去看别人的  短处。  因为

我们凡夫人  没有短处的人  是找不到的，  除非你是一个真的  是一个大菩萨，    因此  

尽量学好的  ，坏的不用人去教自己也会。  所以  即使学到了一些东西，我们不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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傲慢的心去看  他人不会的人，  这是一个非常  堕落的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  学这种佛

学的过程当中有时候学的，虽然  佛法  ，佛教是  佛教徒是非常多，但是能够用层次

去这样学的是非常少。  但是我们学到了一些它里面的内涵的时候，然后一些旁边

的法友  不知道，  这样的时候我们不能去对他们    鄙视的看法，或者是自己学到了觉

得说内心充满着一种  傲气，  这个是可能对你自己是不利的。  尽量    要串习自己，  

看到别人的这种短处的时候，  你看到他人的那个时候，你自己一定也是有了一种

短处出现，  那个就是一种烦恼。  所以  看他的时候，  你必须要有一种镜子照亮自己，  

这是我们修行过程中必须要  学会的一些  。在心类学来讲的话，心类学里面它  的确

是让我们可以让我们学到很多  内心里面的不同的  分法、分类，  以及它各自不同的

一些作用。  很多学佛的人可能也不知道，  以前你们也有学过这种心类学的也有很

多可能，  但  是我们学了之后，这些事来  让你认清楚你内心的心  是哪一个比较正，

哪个比较  邪，  让你来区分是这个的，而不是说  去看人家的心是什么样，我们并不

是这样。  

好，我们  之前有给大家  做了要去你们做一些功课，就是四句跟三句，  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做。  最近  讨论的事情好像研讨的好像越来越少了，  因为名相多的时候

可以去慢慢地去    慢慢地  去怎么说，  分析一下它们里面是几句，它们有没有交集，

它们相不相违等等，  这些事是很重要的。  等一下我们可能还会有 3句 4句的一些

说法，  上次  讲到哪里了？是  从分别  跟无分别开始，是吧？  二、分别跟  分别及无分

别是这里吗？  分别及无分别  之二种分类，  是不是这里？  还是错乱知及不错乱知二

种分类那边？

      先从分别及无分别之  二种分类开始讲。  分别的定义、同义词及事项，  分别跟

无分别。  我们先要把它的定义先读好了。  分别什么叫做分别？  声共相及义共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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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许混合执取的  耽著知就是分别的定义。分别是，它指的是分别心，  不是我们一

般  话语里面说分开这种分别的那种说法，它这个是佛相名词，所以  它另有内涵的。

所以这里面的分别心的意思是说  声共相及义共相  容许混合执取的  耽著知。  这就是

分别的定义，这个是在藏、中、藏、中文的这  18 页。    18 页。  中文的我  中文版而

已的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分别它在定义当中说声共相及义共相，  这两种名词也要

了解一下，  先简单的跟大家解释一下声共相。  什么叫做声共相？声共相它也  有两

种的方式可以去解释，  一个是说  比方说我们  从未见过    的一种东西。  我们像西藏人

的话，在西藏  是高山上  离大海太远了，所以说  在那时候  跟大家  给一个西藏人没有  

看过大海的人讲一下    大海  这种的时候，  描述一下它这个大海的时候，他的  心中呈

现的这种  影像，  这种的一种画面，  可以说是一种声总，  声音的，总  别的总，声总。  

那也有人就是说  你完全不知道，也没有人解释，只是给你  旁边讲了一个新的名词

海洋的时候，  在他的  内心的这种呈现  的这种一种  就会它只有一个字的一种画面，  

那种的画面  也可以是说是一种声总，  所以说  声总是透过人家，  你没有看到过或者

是  没有见到过的一个，是通过人家解释或者是用这样来  讲的时候，你在脑海里面

有一种抽象，  这个就是一种声总。

    然后义共相，  义共相是什么？义共相  比方说    我们讲瓶子吧。  瓶子  当然  我们瓶

子的定义是什么？瓶子它是    以前的宝瓶这种的一个  它的这种的一个定义的话，它

就是有一个    怎么说这个定义中文  一下子很难讲，    它的  以前的这种一般的宝瓶之类

的话都是它的  口，  还有它在它的颈里面会缩得慢慢比较小，  而它的  那个宝瓶的肚  

形状是比较大的，    后面它有一种自己的  坐立的一个  垫子式的这种，反正宝瓶的样

子，大家  如果有这样  记住的话，    宝瓶的  名字是怎么讲？  宝瓶的定义，  我看一下宝

瓶的定义有没有。宝瓶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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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下子找不到，  没关系，就是说  瓶子它是  一种反正一般以前都是瓶子是来用

装水之类  的这种东西，  所以他知道这个瓶子的名词的时候，    他也知道  瓶子一般宝

瓶这样的类似是  装水的一种器材，  然后它的形状，  他自己也  大概了解    瓶子的  意义。    

这样的时候，  他这个叫做    给人一讲到瓶子的时候，他就可以马上了解  瓶子的  用处

或者是瓶子它就是  装水的一种器材，  他知道的时候，  这种  给人讲的时候，它的义

共相呈现出来的那个就是义共相。他的想象当中会马上人家讲到瓶子，他就知道

一个装水的一种器材这种的一个  东西的时候，这个  是在他的想象当中的，就叫做

义共相。  因此  分别心  是一种  透过声共 跟义共相  两种就是说  允许混合  执取的这种  

耽著知。  瓶子的一般定义是  大腹扁足能装水的一种  叫做它的定义，是吧？  所以  

这个就是说  它的，它是一个有……  大富意思就是说  瓶子的瓶，器材这个器材以前

的那种的话都是  肚子比较大的那种形状，然后它  最下面的是扁足，  然后它是能够

装水的一个  器材，  这种叫做瓶    这个叫做宝瓶的定义。    所以  要知道这样的话那一定

是需要    你的  义共相你的一种想象里面会有这样的一个形状出来的话，  那个是义共

相。  所以分别知    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些  声共相跟义共相，  有些是  单方面  声共相的方

式让你内心产生了一个对 这个 境  的一种  看法，了解它  或者是这种的一个叫做    分别

心，  有些就是声共相跟义共相都混合在一起，然后  执取你内心里面的一种耽著知

的话那是分别  ，分别心  。

再来。  所以分别心它的定义当中有声共相及义共相。“容许”的意思是说  

分别知  不一定  都是声共相跟义共相混合的，而只是说  容许就是有时候    是单一方面  

能够给出了一个耽著知出来，也是可以成为    分别知  ，就是刚才所说的，  有些对于  

我们  一般  讲这些树，树木的树的时候，  什么叫做树呢，就是说数是  有它的  叶子或

者是它这个  树枝，  还有树干之类的都有的时候，  我们可以称之为它是树枝、  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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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说这就是一种树的定义嘛。所以说  小孩子  有些  不知道树是什么的时候，你就

必须要给他解释，就是  给他一个树的定义的时候，  才能够有办法  把这两个结合在

一起，  然后才真正的认清楚树是什么。  所以那时候他认清楚的时候，    这就是声共

相跟义共相混合执取的一种耽著知，他的内心当中  有一种这种的一个耽著知，那

是一个  执树的分别心。  如果说这个小孩子他  只听过  家里的人给他讲树的时候，  

然后他  心里面会有一种  也会有一种  对这个树名词的一种      概念  出来的时候，那个是  

透过声共相  而执取的  耽著知，  这种的分别心也是有的。    但是那时候他没有  声共相

跟  义共相混合的这种，  他那个分别心不是混合的，  它只有单方面声共相  而执取的

耽著知。  所以所谓的耽著知  即是分别知的意思，这个耽著知是只能在分别知的一

个  范围里面才可以用得上的名称，  你现前知里面这个名称是用不上的。  

再来  有些知道它这个意义，但他没有办法  把这个名称跟意义结合在一起的时

候，  他知道这个意义的时候，  他内心有这样的一个分别心，  所以他也是义共相执

取得一个耽著知，  所以它也是分别，因此它中间会加了  容许。  容许的意思是说  

两个混  合或者是  单方面也有的一种说法，所以说声共相及义共相容许  混合  执取的

耽著知，    这叫做  分别的定义。应该是  分别心比较好吧？  分别的定义  它与  之前趋入

的觉知，  二者是同义。  有个叫做遮遣趋入的一种觉知，  也是一个心法，  不是说心

王，就是我们内心当中的一  种，  就是它的名词就是遮遣趋入觉知，  其实它就是跟

分别心同义的，  其事相为比度、伺察意、犹豫  这三种，  以及再觉知  、颠倒知这二

者的一部分，    所以说  什么叫做分别、  分别心呢，分别知也好——  知识的知  ——分

别知也好，分别心也好，它这里只用分别吧，  分别也好，    声共相及义共相容许混

合执取的耽著知  叫做分别。  所以这种的分别  有  不同的  几种啊？  有很多种，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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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度，    比度  它也是一个分别，  而且不只是比度，我们在七项分类里面有个叫做伺

察意，它也是  分别  、分别知，  也是分别  。

（39:58）犹豫，��啊这也是分别，��所以说��它这三种。��如果说��比度的话一定是

分别，��它不会有����无分别知的。��你要记住啊这些。��其实现在你们可以手上拿着一个

笔跟纸啊，有些记下来，因为��有些名相很多，然后它们互相的交集，����确认一下就

很好。

现在已经就是说��我们讲到了七项分类的话，那二项分类会更容易的，比较��

容易懂的，只是说����你还没有��特别的知道他们是否是什么交集，是��同义还是��三句两

句，��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学的一些主要方向。

����所以比度跟分别是几句的话，��我们要怎么答？��他是同义吗？��不可能。��为什么

比度没办法跟分别同义，因为伺察意它是分别但不是比度，��所以��比度是分别，��

因此是说��分别大。分别下面有很多种：比度、��伺察意、犹豫。��所以说它下面的都

是成为说是��跟他三句了，��跟他三句。

����再来，��伺察意也是，伺察意是分别知，分别知不一定是伺察意。哪个，我们

举个例子比度����或者是犹豫，��但在犹豫也是犹豫��是分别����，但分别不一定是犹豫。

所以��前几天我们所说的有些����学院他讲的这个��对于��火的颜色，��没有分别对他的

怀疑，这个说法是��大家可能还是有在怀疑，他的这种说法就是说，因为��本身的这

个分别心，他就可以说是��我们会��想说��，他了悟任何一个法，��他了悟任何一个法分

别，��所以说��他了解了��证悟了这个任何一个法的话，��他当然不会有怀疑之心，��并不

是说��任何一个分别都��不可能是怀疑，不是这样讲的啊。��所以它上面的那个时候所

讲的是��总体的那个分别心，��是不会有这种怀疑的现状的说法。

��还有我想到之前有一位��我们这边群里面的一个法友，他给我问了一个问题，

我上一次上一周��想之前有想起来，可是后来又��讲课了之后就忘记了。��就是说他有

问我��那个萨迦班智达 �，对唯识那边的  那个量。  是量它是量还是  现前还是只能有

两种还是三种的说法，我说应该是四种。  他说有三种的说法，  对不对。  那这个我

也去查了，可是没有  查到，那也问了一些学长，就    这个在我们格鲁这边  几乎是找

不到的，而且萨迦班智达的他们也没有听说过，我不知道你是  在哪里找到的。如

果说你有一个很明确的  书名，  还有  他的确是讲的是这个  唯识派的那种观念，在解

说这个“量”的话，请你给我一个这个  它的来源。  其实我也  很想知道一下，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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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边是的确没有找不到其他的这个说法，也问了一些学长，  他们都  没有听说

过这个说法。  

所以现在分别  分别是这样，所以  他现在是  比度、伺察意、犹豫都是分别心，  

但是分别心不是  他们不是比度，也不是伺察意，也不是犹豫，这个要弄清楚吧。

就好比说    我们都是人，人不是我们  这样的一个差别吧。

    还有它下面有讲再决知  、颠倒知，颠倒知  这二者的一部分，所以说再决知跟

颠倒知  不一定都是分别知，但是说再决知里面有部分是一个分别的��，分别知的意

思了。��所以��颠倒知也是。

��颠倒知。你看我们就是说��看两个��指两个月，��一个月亮变成两个月亮的那种无

分别的��那个颠倒知的话，它不是分别心，��但是它是颠倒知。��但是在这里面��有个颠

倒知就是分别知的话，那就是说我们�指兔有角的兔的头上有角的这种的执持心的

话，����那个是颠倒知也是分别��心。

再决知的话那就是更多了。����比度的第二刹那，��他是��再决知��也是分别，��但是再

决知不一定是分别心。

举两个例子，当然很多了，��现前的第二刹那它是再决知，但不是��分别知，  

是这样的。  所以他说  以及再决知、颠倒知  这二者的一部分，这种的说法就是有  ，

意思就是说再决知不一定都是分别的，  颠倒知也不一定是  分别的。  

现在开始讲「无分别知」的定义和同义词还有它的事相，这些要弄清楚一下

啊。已离声共相及义共相容许混合， 我们刚讲到的那个分别    ，就是说有些知道名

相，但不知道它的意义的那种人的话，他就是有声共相执持他脑海里面有一个分

别 相（心？47:43），有些知道它的意义，但不知道这个名相也有啊。    

我们在  描述一些人的时候，我们从未见过这个人的时候，  有些人  在讲这个人

的时候，我们  只知道  这个人的名称或者是他的一些  做的事迹之类的。  但是我们有

一天真的看到的话，我们人跟他的我们所讲的人家讲的一模一样的时候，我们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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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确认的他声共相义共相混合，可以执着，可以有一种耽着知一种分别心，  但  

个别来说还是  各自有的。因此它可以分别有三种的分别心可以有三种，一个是  

声共相执取的耽着知，    然后义共相执取的耽着知    ，然后另外  声共相跟义共相一起

混合的耽着知。

  比方说我们无常  跟无常的定义是什么？  刹那    刹那生灭的这个  法，  刹那    刹那生

灭  的法是  无常的定义，所以说  无常  ，有很多人知道听过无常的名字，  但是他不知

道无常的  真正的含义是什么也有啊。  所以  只知道无常的名字的人，他也有一个声

共相，  给他一个分别心，  让他生起一种分别心。  但是有些人  的确知道，有一些我

们看到的人生就是  没有办法一直  年轻，在一段时间里面慢慢的从小到长大，然后

慢慢的头发白了，然后走不动了，然后离开的时候他是  可以了解到  一些粗分的刹

那刹那在生灭的那种一个  过程了。  

所以但他不知道这个叫做无常，是这样他不知道哇。    所以也有这样的一种人，  

他的内心里面有一种分别心会产生。  但是有些现在我们像我们学了这个《心类学》

的人，或者是你已经学了《摄类学》的话，   那什么叫做无常？  当然，    刹那    刹那生、

刹那    刹那坏灭的一种法叫做无常。

我们可以这个用马上理解到无常的内涵的话，  这样的时候我们是  声共相跟义

共相混合执取的分别知。  所以说它可以分为三种。无分别知的定义，刚才也就是

刚好相反。  已离，已离的意思就是说，不是  声共相跟声共相及义共兼容许混合执

取的明了。

  所以说    这个无分别，  就不需要这样的义共相来  认清楚它那个境了，  所以他无

分别知，不一定是，所以都是现前的。因为刚才也有讲到，就是    一个月亮看成两

个月亮的那种的一个眼识的话，那它是一个  颠倒知但是它是一个无分别，  无分别

知，  它不需要概念去讲，它只是用眼  根识去看的时候，是因由  自己的那个身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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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关系，所以只看到了这种两种，  但这不是真实的存在。  所以  这种是无分别

知，  但是不是现前，现前的话，因为它对于这个  显现境  不会有错乱的。  

那分别的话他对自己的显现境是有错乱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分别  分别

心，  任何一个分别心都在他先要透过一种几乎是透过他的一种概念才  来  缘真正的

这个境的那种的一个状态。那现在  这个无分别的话，它就是  不一定要用这种的一

个概念，  他只是说他自己现前看到的那个境，  是可能对你的  一种知，透过这些五

根里面  而    看错了，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关系，  不然它不需要概念的嘛。    

我们眼睛去看  这个瓶子的时候，  那我们  直接看到显现境，这个显现境  不是一

种概念，它是  活生生的在我们的前面的一种  事物，  所以它已经离开了这种的一个

眼根识看瓶的那种的一个无分别知呢，它是已经  完全不需要声共相跟义共相混合，

容许混合执取的  一种智。  所以他已离这些  。

它与“直缘自体的觉知”（成立趋入知）二者是同义的。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此处藏文）  所以说  前面也有讲到就是说“成立趋入知”，  这个他会在  等下

面我们还会讲，  所以这里不需要特别的，其实它就是跟  这个无分别知是同义的，

啊同义的。“直缘自体  ” 直缘自体  在藏文里面没有，  藏文里面只是他把  无分别

知的定义写出来了，然后  直接说  “成立趋入知”，  它们两者是  同义，没有中间那

个与直缘自体的觉知，    这种什么，那个可能就是成立趋入知它的解释吗？  

二者是同义。其事相为，它的分类有  无分别知可以有现前，  现前的无分别知，  

还有显而未定的无分别知。  所以这个你要记住啊，  现前知的话一定是无分别知，  

现前知不可能有分别心啊，  它们是相违的，现前跟分别是完全相违的，  所以现前

一定是无分别知，  但是无分别知不一定是现前。什么例子呢，就是你看显而未定

就可以。    显而未定是    无分别知，  但是无分别知未必是显而未定。  就现前量  现钱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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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显而未定。

还有他下面有讲再決知、顛倒知  二者的一部分。  你看  前面也有  再決知跟顛倒

知嘛，  这两者里面它都可以有哇，所以说  有分别  无分别知的再决知是可以，我们

举个例子的话可以举什么例子呢？  可以呀，眼根识看宝瓶的这个第二刹那识就是  

再决知  ，那种的再决知就是无分别知呀，  所以眼睛看瓶子的这个第二刹那完全  

不是分别，  而是无分别知。  

还有顛倒知  ，就是看一个月亮看成两个月亮啊，  或者是雪山看成  黄色的、蓝

色的这种的时候，那就是  颠倒知  也是分别知。分别知  里面可以  他下面有我们不用

在这边讲。  

所以这个就是他们也是一样，就是三句嘛。    比方说现前跟显而未定，    跟这个

无分别知的话他们是三句  。现前是无分别知，无分别知不一定是现前。  是什么呢，

就是说那个显而未定也好，或者是刚才那个颠倒知里面看  两个月亮的颠倒知，这

些都有哇。  显而未定它本来也是一个现前嘛，是不是，    它不是现前量而已啊。

但是颠倒知跟无分别知，  他们之间是几句？  应该是四句。  再决知也是四句啊，  

再决知跟无分别知是几句？  你们  这个应该是四句，我们怎么  怎么说四句呢？  无分

别知不一定是  再决知嘛，所以我们可以  看到就是说 ，看瓶子的眼根识第一刹那那

个是无分别，  但他不是再决知，  因为它是第一刹那了，再决知的话是需要第二刹

那以后的那种  。所以再决知    跟无分别心，  两个都是的是什么呢？    看瓶子的第二刹

那，  这种的心识   再决知也是无分别心，  但是是再决知不是无分别心的……

（59:54）我们举个例子的话，  那这个例子怎么举？  当然  可以跳过跳到那个比度

那边去了。    你看  ，他们就是四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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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颠倒知也是如此。  颠倒  知，  是颠倒知的，然后  不是无分别知的，  刚才

前面有举例子，  执持兔角的分别颠倒知， 那个是颠倒知，    不是无分别知，因为它

是分别知。  

然后是分别知，  然后不是颠倒知的，是什么？  刚才那个现前，显而未定，  
这些都是分别知，不是颠倒知。

两个都是的。    就是用眼根识看到  一个月亮看成两个月亮的那种的一个  无分别

知，就是颠倒知，也是无分别知。

  既不是颠倒知，也不是无分别知的，可以举个例子，  那个很容易啊。  也可以

举比度，伺察意，犹豫，    大悲心  很多种啊，  而我们也不一定在举在心法里面，  

宝瓶，我们的衣服，  我们所有  那个房子什么什么的那种事物，都不是无分别知，

也不是颠倒知。

  好，下面错乱  及  不错乱知。  他的这个心法里面分成两种。错乱知跟不错乱知

的话，这个怎么讲呢？  错乱知的定义，还有同义事项。  几点了？    还有时间  。

错乱知  的定义，还有  同义词，还有事项。  对于自知显现境产生错乱的明瞭，

就是错乱知的定义，  其事项为所有的颠倒知及诸分别。  错乱知， 这里面他讲的错

乱知    ，就是说在心法当中有一个  心法的境，叫做显现境，我们之前有稍微简单的

讲到过。 如果是一个心法，  它必须有  显现境的，  要么就是  现前的显现境，要么就

是  分别的显现境。  所以说  错乱的是什么呢？  错乱在于显现境，  所以他的错乱知讲

的是，  对于自  显现境，  每个心法  ，对  每个心法也好，每个认知也好，  对自己的一

个  呈现出来的这个境，  产生了错乱的  明瞭的话，  叫做  错乱知。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任何一个事物，无常的法，  他都是可以  亲身体验  到的  那个，就像我们五感官里面，  
眼根可以  直接看到这些  ，眼根识可以直接  看到这些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就是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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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根识的  显现境，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境。  耳朵可以亲自听到这些声音，    这个就是

不需要透过一种义共相等等的，这个是  现前知的现前法显现境  等等。  眼耳鼻舌身

每个它都有那种意识的，它的显现境，  所以他们对这些现前的，这些五根识的话，

他就是现前，所以    对自己的境是不会错乱的，    那有什么可以错乱，除非它是一个

颠倒知，完全  不是这个境，看成那个境，就是多余的，反正他没有  规律的，这种

看到的话，那这个就是不是本身   这个法的话，  那他看的就是那种的，是颠倒知，  

这样的话那个心对他的显现境有错乱。  然后任何一个刚才我们讲到的，分别心，    

先是透过一种概念  的显现，  才去  摸索这个真正要  达到的目的、那个境。  所以说我

们  大家都  去想昨天的事情，昨天发生的事情，昨天你中午吃的饭，  每个人都吃的

饭不一样，这样的时候每个人都在想的时候，  都是现在要想的话，  透过一种  概念

或者是一种画面，然后才去  了解我们昨天真正吃的那种的一个饭。  所以这些都是  

想象，它不是真实的那个境，  所以那个想象的画面就是  分别心的显现境，  因此这

种的分别心对它的显现境是  当成真正的境的时候，它就是在错乱。  因此  对自知显

现境产生错乱的明瞭，   这样的时候就是叫做  错乱知。  所以它的下面就是有错乱知，

可以分为  无分别  心的错乱知跟    分别心的错乱知  。任何一个分别心，  他都是错乱知，  

为什么？因为它对显现性  产生了错乱的明瞭原因，  所以他是错乱知。 无分别，虽

然  有些就是说看两个月亮的  颠倒知  ，他虽然不是分别的，但是他  还是显现的境  

不是正确的， 天上只有一个月亮，他只看到了两个月亮，这个是颠倒显现错乱。    

不错乱的定义，同义事项。  所以我们前面错乱的定义是大家知道了，对于自

知显现境产生错乱的明瞭。明瞭，就是所谓的这个心法，  所谓的认知，    所谓的觉

知  ，叫做明瞭。  他们是同义。觉知、明瞭、 认知是同义，还有心法可以这样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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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错乱知的定义，对于这显现境产生错乱的  明瞭就是错乱知的定义，  其实像它

分为有  颠倒知  及  诸分别。所有的分别心跟颠倒知，这都是错乱知。

不错乱知的定义，同义事项  有三种。  不错乱，可以分为几种？  不错乱，这个

定义是什么意思是什么呢？  下面  ，对于自知显现境不产生错乱的明瞭，  就是不错

知的定义。  它与现前二者是同义的。  所以现前知  跟不错乱的  可以说是同义的。  

比方说我们的  五根是眼根识、耳根识、鼻根识、舌根识，身根识  这些    可以  直接去  

无误的  了解它的境就是显性境，所以他对 这些境没有错乱。  因此  这些    觉知，  这些

五根识都是现前知，    还有  意现前也是如此，  二者是同义的。

前述的说法，也就是说经部中的范围来说，  对于唯宗来说，系统而言则不是

如此，为什么呢？  因为后置主张  现前有错乱及不错乱的二种，    这个是我们现在  

按他的主张是经部中  为主而说出来的。  他说唯识宗  不是这么看的，  唯识宗的话，

错乱知，  现前的话不一定都是不错乱知，    为什么？他认为是说  ，凡夫的任何一个

现前知都是错乱的，  只有圣者的  ，圣者的那个      三摩地，  这种了悟空性，了悟補特

切罗无我的这种的一个  觉知，  不是错乱知，还有佛的一切智，  不是错乱知，  不然  

所有的凡夫心续当中的现前也是错乱的。  在他宗  ，就是这么认为的，唯识宗，  

所以他会  觉得说现前  有错乱跟不错乱两种的原因就是这样。    

因此这些里面我们也可以去讨论  ，错乱知跟    分别知是几句？  错乱知跟无分别

知是几句？  然后大家可以讨论，里面什么什么，实际上是同义还是相违，  还是三

句，  这个有很多可以去讨论的。  应该这样解释应该是  清楚吧，它不是很难的。  

意识跟根识这两种。  有时候他翻译的  有一些差别。 意识的定义，  依于自知不共增

上缘-意根，  所生的明瞭，就是意识的定义，  意识的定义。  第六意识的这个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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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在这边一定是要讲到，他讲到此处所说的  意识跟  他处所说的  不是此处所

说的  意识是分开的。  所以他一句，此处所说的  意识的话，的确是依于自己不共增

上缘的意根所产生的明瞭。  因此不共增上缘-意根，我们之前也稍微讲到  ，这个

意根是从何而来的，它的意根就是  前五根的最后一刹那，就是升起意识的  前一个  

意根，  所以这个前一个意根，  也有人说它是它的  ，这个叫什么名字？    无间，无间

缘，  这个是会有一些  怎么说，  有一些纠纷或者是争论的，  意识  然后意知，  这些是，  

这些是可以区分的，关于意与意识  二者之间有四种可能性，  四种可能性  。是前者，

而非后者，如眼识，  意跟意识，  也是他说有四句。  我们先看一下他怎么说这个句

子的  ，意跟意识他分为有四句的，大家要记住，  是前者而非后者的，  前者的话，

是意不是意识的是什么呢？  眼识，  眼识是意，  因为它是心王， 心王跟意，  这些是

同义的原因，所以  前五根是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  都是意，但不是意

识，    意识是什么？第六意识。因为前面都是  第五意识，  那第六意识，  他这里的意

识其实应该是意知  还是怎样，  而是后者  非前者， 前者的，它因为是举的是四句的

原因，  所以  是意不是意识的可以举前五根识，  的确是。  那是后者是意识不是意的， 

那是怎么呢？  如  意识  及其所有  伴随的心所，  所有伴随的心所。  我看一下藏文他是

怎么说的……比较方便的，  意知的话，  区分的非常清楚了。  他说第一个  ，是第一

个意而不是意知的话，这个眼根识是    意    不是意知。 那是意知，不是意的是什么，

就是说  意知跟随它的心所，  当然心所不是  那个了，  不是意啦，因为  心所跟心王是

相违的  。两个都是的是什么？  就是意识  ，应该这里才叫做  ，我觉得说，它是  意知

跟意可以是四句，两个都是的是什么呢？  意识才是意知，  也是意，   这样分的话会

比较明显，比较清楚。  二者都是意识，你看  这样的话，他这个分法就  意识跟意两

者是什么？意识他这样分的话，就这个字句好像有点  不适当。



17

 二者皆非，当然很多了，  两个都不是的，  宝瓶，  对不对？  外面。如果你要在 

心法里面举一个例子的话，  他有举，根识及所有  ，这个“及”，不用，用不上的

了。  根识的，    伴随根识的心所，  这样是比较好。伴随，  因为  如根识及    这个说法的

时候，及，好像他  根识已经两者都不是的一种说法，不只是根识而且  对不对？    

其所有伴随的心所这种的时候，我看的  对中文了解的意思是  不会这么去  了解，所

以这样的话就按我的了解的话，  就这个字好像  不太适当，  用这样的一个字词，    
但我也不知道我，  因为我的中文也不是很好，  所以说  当然心所是  的确不是那个五

根识  伴随它的那些心所，的确不是  意知也不是意。意   识是一个心王的一  部分  ，意

知里面有心王、心所都可以用上。

  好，下来几点了？  我的天  讲一下下，然后我们在本来想讲到心与心所  。没关

系这样。  同样的  执取，留到下周这里面也是有很多  四句跟三句的说法，  所以留到

下面。 

（音频转录稿仅供参考，请以音频为准，错误之处，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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