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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类学》第 12 讲

2020911

我们  调整好动机啊，就，  刚才也有调整了一下，然后现在也是如此。  因为动机

是非常重要，  如果你有一种  动机来  牵引你的正行的时候，你会  有一个好的动机，你

就不会觉得累，或者是  也会对这种的一个法义会有兴趣的，这种    爱好的兴趣性。  

因此  不管做什么，我们  学什么东西也好，  对这种法上面的话  如果有一种    好奇心或者

是一种兴趣，  这样的话  你会学得很快乐。  如果我们对这些并不是有好奇心，或者是

有好学，或者是对它的恭敬这种没有的时候，  可能学的时候也会相对来说是  会比较

辛苦的。  因此  动机是非常的关键，  因为我们  为了什么去学这些法呢？  当然心类学一

下子学起来可能  没有办法，  一时间  可以  对于你的修行上  有帮助，但是这个  日积月累，

你学来的时候，    你会认识  到你内心  的心相续当中，  有如此多的这种不同的心，  或者

是心所，  又或者是    量或者是非量的那种心。  所以  就像到了一种菜市场一样，  各种各

样，  我们的心当中也是如此。  因此是如果你不学的话，你只认为是有  只有一种心  。

瓶的分别知，  我们怎么举个例子的呢？    这个就比较容易了。  因为  取瓶的分别知

不一定   懂得这个瓶，完全懂得瓶的吗？  不一定。  要举什么例子？  执瓶的伺察意，伺

察意知，取瓶的伺察意知就可以了。  伺察意  一般  它的定义当中就已经没办法对它的  

对象  确切的去了解到，  所以    这种取瓶的伺察意也是如此，虽然它是执瓶的  一个分别

心，但是它没有完全  真正的了解到或者是了悟到 这个瓶子，  但它又是分别  心，  因此  

它是取瓶的分别心，而且它的显现境跟取瓶分别的显现境是一样的。  所以说  它是取

瓶的分别心。  什么是取瓶的分别心呢？刚才第三个句子，是  执瓶的伺察意知  是取瓶

的分别知，但不是了解瓶的分别知。  因为它是伺察意的原因，所以它不了解，它不

懂，它  没有悟到这个瓶  的这个分别心，  所以它是  在第三句是这样。

  第四句，  执取它就完全不是取瓶的分别知，只也不是  了解瓶的分别知。  有什么

例子呢？  这个例子我们就可以  去  这个执取  柱子  或  这种的一个分别心，  执取柱子，  

我们家的柱子，哪个大楼的柱子，  取它的这种一个分别心，我们想着一个柱子的一

种分别心，  这个分别心绝对不是一个  取瓶的分别心，  也不是了解瓶的一个分别心啊，

所以它是四个句子，两个都不是的。  这是在心绪当中可以分也是分得出来，  更何况  

我们可以说  所有的山、所有的水、所有的车子房子都不是  取瓶的分别知，  因为它们

完全不是心法，  取瓶的分别知跟了解瓶的分别知一定是心法，而且不只是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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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需要分别心的心法。  我们也可以举  现前的把现量的任何一个  这个例子都可以在

第四个里面    ，它们这些例子都不是一个分别心，更不要说是  取瓶的分别心，也不是  

去了解瓶等分别心。  所以它在这里面是这个第一个四种可能性的，我们就先  这样的

跟大家解释一下，所以  你也可以就用其它的方式可以组成一种这样的一个  相似它的

这种可能性的例子出来。  取瓶的分别知跟了解瓶的分别知，  它是字面上是用这个字，

而是说的。  我们也可以分析到  以此类推，  取声音的分别跟了解声音的分别知  ，取  

房子也好，车子的分别心跟了解车子的分别心  都是四句，都可以用这个方式以此类

推。  

好，再下来  ，关于  彼法的现前，  其关于彼法的现量，  二者之间  有四种可能性，  

这个又是有四种可能性，  这样你去慢慢分析的时候，真的是  分得越来越详细了。现

在是在分析我们内心里面的  每一刻每一刹那想的方式，或者是想得一点点出了  差距

的时候，它  就会有一些三句四句的关系。        这个举什么例子呢？  举例子的是我们举例

子，  大家都  比较容易了解的，我们可以举一个  房子好了，  房子大家都住，住在房子

里面，所以  了解房子，  房子它永远一直不变吗？我们都需要每天去打扫，  如果不去

打扫它会脏，或者是  房子过了  十年二十年的时候，房子慢慢的  它有变化，而且  虽然

我们没办法一秒里面可以看得到它的那个  变化度，但是我们过了    几年之后看得到这

个房子已经有  跟新的不一样了，有变化。那种的初步的  这种无常的变化我们是看得

到的。  所以说  房子  是无常，    房子是不是无常？  当然房子因为它在有    刹那刹那地的变

化，  它的这个  性质本来  就是刹那生刹那在  灭的过程当中，  所以它是个无常。  因此  

在这个句子当中呢，就是说，  关于彼法的现前跟关于  彼法的现前量，  这个里面我们

怎么分呢？就是说  两个都是的，就是说  它也是彼法，  彼法的现前知，  也是  彼法的  

现量，  那就是说  了悟，  了悟就是懂的意思，对不对？  了解也好了，了悟  这个房子是

无常的 现量，  也可以举  了悟房子的，  房子是无常的  现前第一刹那，  这样的话，这个

就是    彼法的现前知，  也是彼法的现量，  因为它  了悟房子是无常  的一个现前知。  而且

它是在第一刹那去了悟，所以  它是现量，  它是现量，  我们可以透过这种的一个现量

的方式，  可以看得到的。  那我们现在不要说  这个细微的无常，就我们用现在粗部分

的这种无常的方式去看，  房子过了二十年左右，它就有  需要装潢或者是改装的    就需

要这样做了，不然它这个房子有问题了，这样的时候，  我们看到房子在一直在变化，

变成越来越，    它的质量可能会越来越下降。  所以它是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它粗分的

这种无常，  所以你这种看法就是你的现量  在看这个东西  的无常，    因此这种的一个无

常在你第一刹那看的时候那个是现量，  而且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现量的话，    那它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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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一个第一刹那的现量，它就是一个现前知，就是现前知，  两者都是的。  我们

怎么分第二句，它第一句是两个都是的。    第二句，  第二句是我们怎么去分呢，还是

同样的一个例子，同样的房子是无常的，  什么房子是无常的例子  为主。  所以说  也不

是  刚才  房子是无常的例子，是  彼法  现前知，    彼法是现前量的一个例子。  

但是我们到了第二句的时候，      它是需要就是说另外一个例子可能需要举 另外一

个  例子了，  怎么举呢？  第一个是第二句是  它虽然是彼法的现量，  但它不是彼法的现

前。  大家要记住，    是彼法的现量，但不是彼法的现前 的话我们怎么举呢？    我们之前

也有  学到了    这个有个叫做  瑜伽现前量，对不对？    瑜伽现前量，    瑜伽现前量都是在圣

者的心相续当中产生的，  所以圣者的心相续当中产生的那个    瑜伽现前量的第一刹那，

  那种的一个  第一刹，    什么补特切罗无我的  第一刹那，  它  看到这个人    是无我，这个人

是人无我，  或者是补特切罗无我，  而且是透过自己相续当中的    瑜伽现量，  而且看的

时候也不只是现量，当然是第一刹那了。

这种的一个第一刹那呢它是  彼法的  现量，彼法是什么？就是补特切罗  无我的这

个  法的  现前量、  现前量，  但它不是补特切罗 无我的 现 前法，所以  不是第一个就是说  

彼法的现前，  为什么圣者相续当中瑜伽现量的第一刹那，      它的现前，  因为补特切罗

无我，它不是    有为法，  它不是所作性，他不是无常的缘故，  它不是  物质事物的缘故，  
不是物质啊，不是事物的缘故，  所以它不是这个  彼法的现前。  因为彼法就是补特伽

罗，  补特伽罗无我。那  为什么不是他的现前呢，因为  任何一个  彼法的现前，  这个彼

法  一定是事物，  一定是一个所做性的法，  一定是一个    有为法  才能    有彼法的现前知啊。

因此  补特伽罗无我是  常法，  所以  他没办法成为  现量。因为这种的一个法  它是    

现前的法的话，那一定是    事物，因为  现前的任何一个    显现境都是现实而事物的一个

法。所以补特伽罗无我不是一个  事物的一个法，  但是它  是补特伽罗无我  瑜伽现量的

法。  因为  虽然是圣者相续当中  有这个瑜伽现量，  而他了悟的这个无我呢，  他不是  
现前了知而是  直接了知而已，  因为它是个常法，  所以它可以称之为  补特伽罗无我的  
瑜伽现前。  现量第一刹那，  就可以说是  彼法的现量，  但不是彼法的现前。

第二句是这样。然后    第三句第三句  是：是彼法的现前，但不是彼法的      现量，  

这个就容易多了嘛，  对不对！  刚才我们举的前面的例子是什么呢？  第一句的那个例

子是  房子是无常的这种的一个  了知的现前  第二刹那，  这种的第二刹那，  他当然  是现

前知，  因为现前知有再决知啊，  所以他是第二刹那看的，他确实是现前，  然后他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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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重复在看这个对境的时候，它变成是第二刹那，  而且他也是现前。  当然  他因为是

第二刹那的原因了悟    ，所以他没有办法变成是第一刹那的现前知，  所以它不是现量。  

所以  呢他不是彼法的现量，  但是是  彼法的现前    。

好，那这第三句已经  讲出来了。那第四句  ，第四句，  第四句  还是同样的例子，  
房子  是无常，那既  这不是彼法的现量，  也不是  彼法的现前的这种的一个  例子，  可以

举到刚才那个例子。彼法就我们当成  房子是无常  的这个  彼法，但了解他一定是要现

前吗？  了解他一定是要现量吗？  都不用啊。    还有谁可以了解？  房子是无常，  我们相

续当中的比度知啊，比量    我们心续当中的比量了解房子是无常的比量    ，了解房子是

无常初步的无常，  但是他  不是现前  也不是现量，  那当然不是彼法的现前，也不是彼

法的现量，  这个就很方便了吧。    

好，那再下来是  大家有一点印象了吧！你们如果有  把它写下来作为记录的话，

那  这个就可以说是  会  在下课后你们再重新看一下，再思维一下，  你就应该会更清晰

的更了解一下。  

那现在是有四种可能性。  关于，然后他现在是  已经走了讲了  两个四句的，  而现

在是第三个四句的  吧。关于彼法的比量  及关于彼法的分别，  二者之间也有四种可能

性，  这个是  让大家要转弯，所以有没有头痛？  这个要靠大家的那个刻苦力或者是你

们的脑力啊，  然后一下子就    倒了哈。

  然后他在这里面讲  关于彼法的比量及关于彼法的分别，  这个是四句怎么分呢，

是四句怎么分？  我们要举什么例子来。所谓的彼法就是对于一个某某的法了、一个

对境的说法，    了解它的比量也好，或者是去  看他的那个心法，    所以    刚才  那个关于彼

法的比量，  还有关于彼法的分别，    那这个我们也可以同样    ，那现在我们用这个    房子

举例子  已经  好几个了。

那我们现在举另外一个例子了。  花草的花，  花或者是树木，  有些花我们可以种

了之后，两三个月里面它开花结果，然后又谢了谢掉了，  所以也可以看得出他粗浅

的这些无常相。  因此  花是不是无常呢？    花是无常。我们了解花是有在变化，  这个故

事我们了解的是  真正  最细微的无常，我们还是没有了解到，  但是说我们粗分的了解

花的变化，  从生到长长到的后到  开花结果，然后再又谢了。  那这种的话是  花当然是

一个无常了，  所以  我们透过用  看花的一种比量，  那种的一个心  去  了解  花是无常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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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常的话，  当然心相续当中有，  所以他是  彼法的比量，  彼法的比量。  而且  它因为

是彼法的比量，那  这个法对他来说  也是彼法的  花  是粗分的  无常的分别心。  一定是这

样，  一定是    它的这个分别心。  但是说  第二句的时候，  需要有一个绕弯的方式来了解

了。  可能大家是有些学过因明学的话，可能会有稍微了解，  不然需要  转弯一下。  

第二句是什么？    它是彼法的分别，  但不是彼法的  比量吧，  应该是这个对不对！    
了解  花是这个  无常的，  初步无常的这种比量，  对于  花是这个  常的  空相性。  这样来讲，  
这个是第二句啊第二句。  所以它是一个分别心。  对于花的  这样讲，  我们已经知道了

一个花是它有它的  属性当中，它的性质当中已经在  变化的这种一个属性。  因此他  
不可能是  永远是  不坏的  不灭的，  对不对！我们  我们心相续当中对了解了这个    花是一

个无常的过程的时候，  那种的一个心  他一定会了解  花不会    一直  永恒不变的，  所以它

是一个  所谓  常法的这种一个空相，  他已经    远离了这个常的这种空相。  

因为  这个是容易懂了。    既然我们认出了认定了  这个是一个  一本什么佛教的一种

书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    认为这个书  不是一般  学习的数学题目啊或者是这样，  我们会  
把它这种的一个真相是空掉就离开它，  就不是这些法了。所以我们    知道这个花是无

常的时候，  同时  你也  知道这个花  是常的空相，  因为它是无常，  它是无常所以他是常

的空相。  因此这种的  一个对于  花是无常的这个了悟它的那个比量呢，它是    对于这种  
花是常的空相，    对他去了解的这种方面来讲，  他是  彼法的分别，  他并没办法  就是变

成对于  花是常的空相的比量，  它不是  他这个的比量。    所以说这是第二句啊。

    了解  花是无常的  比量对于  声音的  了悟，了解这里面就会有一些它的这个，    如果

我们  ……先大家休息一下，    这个非常复杂，    讲到一半自己也快要  分不清楚（……此

处格西讲的是藏文）对,刚第二句  有一点  有一点那个了哈，  大家在第二句里面，刚

第二句里面  重新整理一下，  前面的可能会有一些      那个。

彼法的比量与彼法的分别是四句，两者都是  两个  就是彼法的比量也是彼法的分

别心是了悟。这个是第一句，了悟  花是无常的这种的比量，  既是  彼法的比量，也是

彼法的分别。  第二句第二句，  错在刚才  那个重新整理一下，  因为这个有一点（）。

了悟花是无常的比量这种的一个  心法呢，  对于  花是  常的  空相性是比量，  它不是一个  
分别心，  应该是这样讲  比较那个    正确，这个是正确的。  刚  讲到的时候就有点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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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    记下来之后大家可以自己去思维，然后好好的去研究一下，  有学过的可能

也可以透过其他  教科书哇，有可能找到或者是你们有认识的一些师长也可以去问一

下。  这个  一般  因为我们已经去学了很多年了，所以一下子让你去分辨也是  这种的这

个是让你的  脑子要  快动或者是有一种      敏锐的分析力，  不然的话你  很容易在那个时候

错乱。  所以刚才了悟  花是无常的比量，  这种的比量心法  呢，对于  花    是“常”的空相

那种性呢就是    彼法的比量，但不是彼法的分别，不是彼法的分别。  所以  他有这个例

子  出来的啊。    

第三句：了解也好，了悟也好，花是无常的比量，  这种的花是了悟花是无常的

比量心。花的了解，  花的了悟，    它不是比量，但是它是分别心。  了悟花是无常跟了

悟花  是有差别的，  他还是需要有一种过程。  一般都是  先去了悟花然后才去了悟花的

这个属性是常法还是无常法，  它有没有变化等等。

  所以说  你已经通过这个花之后呢，然后你学这些佛法或者是这种的名相之后，

你也可以知道  花是有变化的，所以它是一个无常的法。  从它生长到灭这种的一个过

程都是在一个无常的象征。  所以同时了解这个的状况当中，  他已经是    了悟花的  ，他

的新的间接  在了悟 这个花，这样的时候花  他了悟的过程。  对花  不是比量，而是分别

而已。

  好，这是第三句啊。第四句的话。    两个都不是的，我们现在刚才  讲了很多例子

这个很容易，第四句就很容易  。了悟房子是无常的现前量，  了悟房子，房子是  现前

量的话，  那它既不是  彼法的比量，  也不是这个  花无常，  了解花无常的分别心啊，  
完全不是跟他们没有关系的一个。  所以这是第四句，  这是第四句。

  然后  这个比较复杂，  大家也可以去慢慢地去思维一下啊，  他这里面的这个四句

是很复杂的，  而“由其因相来了解”及“以其因相来了解”二者的意义是有差别的。

这个又是它是用一些我们��格助词的一些方式方位来  去让大家  了解字面上或者是  对
谁讲的，  或者  是对这个法来讲，还是对这个人来讲，  这种的一个方面。 
   

第一个“由其因相来了解”这个说法，他是透过  来源的出处词来  表达这种的一

个  因明相就是说。 第二种它是“以其因相来了解”  它是透过  诗是词  来  解说的。  所以

说  他在这里面是，  前面的是一个讲到  当一位辩论者由于对方说了声音  是无常，  因为

是所作性，用三种这种的一个方式，  三种的一个方式“声音有法  是无常，  因为是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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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性， ”这是透过一个辩论知，而由对方说了这种的一个    论式的时候而了解声音是

无常时，  他不仅了解了声音是无常，  还了解声音是  空掉的。  声音是  否定非无常  等等

的这种说法。  但是另外一个方式来说，    是透过  一个就是说  透过它因相本身  而来了解

这个  主要的目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的说法。 
 再来，  去哪里呢，二者有差别“以现前来了解那个外境”及“现前的了解外境”

二者又是有差别的。这个就是刚才举的例子一样，  比方说  一个现观补特伽罗无我的  
瑜伽现量 ，是以现前  而不是现前的。  因为  是现前的话他的那它的显现境一定是无常

法，  但是补特伽罗无我它不是      这个无常法，所以它不是现前的  很了解，  他是“现前

知”  这样的一个方式，以现前知  而不是现前的。 
 所以这种的分析实在是太过于细微，而且字义上是  非常的这个分析的  ，用这种

格助词来讲还是，    如果一个学藏文的话，在要分析到这个过程也是  需要学  通透一点

才有办法的。好，那  我们  想了解这种的意义的差别，他们差别的之间就是这样。我

们必须分辨这些道理，然后了解它们，因为大班智达（福称尊者）说过“要好好重

视这些术语”这样的话。

再下来“根识”的定义及分类。根识我们之间也有稍微学了一  些。“依于自之

『不共增上缘──具色根』所生的明了”，就是“根识”的定义。  根识吧对呀。根

识就是说，    什么叫做根识呢？  他是依赖我们    就比方说眼、耳、鼻、舌、身  都有眼识、

耳识、鼻识、舌识、身识。  它们要看东西的时候，它们要了解东西的时候，  必须要

依赖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  所以  这些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

这种的五根都是它们各自的  不共增上缘，  透过这些而所产生  对于 境的这种明了，  
所以这样的叫做根知。 

   依于自之不共增上缘──具色根，或者是色根或者是色根也……这些都是  眼根、

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这些啊对，这些是不共增上缘，  所以他们都是  色根。  眼根

是色根，耳根也是色要、鼻根、舌根、身根这些都是色根。  所以  透过这种五根而产

生的这个明了  叫做根知啊，根识。    若予分类，有五：眼知、耳知、鼻知、舌知、身

知。这个    里面是有  分别的啊，大家其实是  要知道一下，    根知和根识好像也要分一下

比较好。  根知不一定是根识，因为  眼根识的话，  眼根知跟眼根识是三句：  眼根识是

眼根知，  眼根知不一定是眼根识。  比方说  眼 根识的  跟它一起产生的这些  心所，  它是

眼根知。  但  眼根识  因为心所不是眼根是 识是这样的。

  所以有些  如果你详细的分的时候，可能  翻译的文句可能也要注意一下，不然我

们刚才看到的它这个是  写的是  根识的方式，但后面来讲又会有一些一大堆的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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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差别出来呀……谁呀，  好像他是在  跟其他人聊天，  放着这个音档，然后自己  
去做其他的事情，是不是!这就是  五根知的五根知。

然后我们再来  是，“遮遣趋入知”及“直缘自体知”，这个呢它是  分法其实是

名相问题，但    它还是跟  遮遣趋入知跟  分别 知同义，好像是这样。直缘自体知跟这个

现前嘛，  无分别知是同义的。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遮遣趋入知的  这个定义： 透过名言之力，趋入自境的明

了，  透过名言，他在这里面所谓的名言，就是所说的    透过  我们要去了解一个东西的

时候，透过一个概念，  用分别心  想一个法的时候，就是你在脑海当中需要有一个概

念画面出来，  所以他所谓的名言就是  这个。透过这样的一个  显现 境名言之力，  才进

入了解这个  真正的那个趋入境，  这种的一个境的时候去了解的话，那个叫做  遮遣的

这种的一个智。 遮遣趋入知之觉知的定义。  它与“分别”二者是同义。  
然后第二个是  直缘自体知的定义及同义词二次：“透过这个事物之力，趋入自

境的明了”，这就是“直缘自体之觉知”的定义。  那这个呢  它是  就像现前知一样，  
现前知  现前的了解  他的  显现境是什么？  所有无常法  都是他的这个  事物，  所以  透过这

种的事物之力，    然后能够直接进入趋入境的了解，那个就是     直缘自体之觉知的定义。  
他跟无分别，  无分别是同义的这个说法，  因此这时候的一种明了  不一定是要了悟，

因为  他既然把它  列为无分别知的话，    那一定是就是说没有办  无分别知里面也有，  
不了知境的也是有的。    好，那  今天    这个遮遣趋入知跟  直缘自体知这些，就  以字面来

讲的话，那简单的来讲，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如果说按一个很详细去讲的话，可能它也是一个  需要  多花一点时间要去认

知，因为  遮遣跟直入这种的一个成立  方式是  比较复杂的，但是在他以  遮遣趋入知跟

直缘自体知的  两者定义方式来讲就  容易懂，  最容易让我们可以去抓住它的重点是什

么，就它与  前者是与分别知同义，  后者是  无分别知同义你要抓住这个重点就比较容

易了。  好，那因由时间的关系，我们  今天就上到这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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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