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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那我们��把前行做完了，����所以��在这个前行��做完之后��还是一样的，大家要��

调整好心情。那心��就像空气一样，��随时��容易��流出去，��一不小心��又分散乱。��所以我

们������这表示什么？这表示��我们已经��被无明的这个控制下，自己相续当中的��无明的控

制下，��已经��习惯��这种��分散��、心里面容易分散，��无法专注，����而容易��对于一些��烦恼的

事情上，��一直��执着一直沉迷不悟。这就是无明而带给我们的����烦恼，��也可以说是一

种苦。��因此��在我们学习这些教课的时候，��尽量��专注��能够��集中这种一个法义上专注

的时候，��也可以说��我们在修行，��我们在累积善根，����我们并没有��对�被无明而��控制，����

我们正在集资��净罪的过程当中，��所以��尽量用心去听，��不要被他����无明带走。

佛法����再怎么学再怎么修，��很多人��也是有很多种不同的修行方式，或者是��作为

一个佛教徒的一种做法，��他自己认定的��做法��有很多种，��但是说��最终我们要靠自己

的��学习，靠自己的智慧、靠三宝、��靠世尊以及大成就者们��所留给我们的这些��佛学

论理、��经论，��而让我们要去改变自己的内心是最重要的。��透过学习改变，��透过学

习��认知内心里面��究竟��有多么��多的��这个烦恼，来��阻碍着我们认真的去学习，��认真

的去思维，��这些都是��因为有烦恼��而控制无明而控制。��所以我们��学了这些都是现在��

《心类学》就是让我们认清��那里面有多少种��这些不同的心，而��哪个心是��善，哪个

心是不善，哪个心是无记载的？��因此��这些都要透过学习��。

好不多��讲这些了，那主要是上一次��我有��跟一个��学员，我们从其中一个学员有

跟我说萨迦班智达有讲到唯识派的��那个什么��现前量分为几种什么的，��这个还是没

有回复给我哈！��我一直在等这个都没有回复。����我今天就是也有翻到了一个我们自

己学院的��克柱瑾巴达杰这个大师，��他在他的这个宗义里面有讲到一些，��就是刚好��

说��唯识派也承认有四个������现前量的，��没有说只承认��二是或者是��两种现量这个好像没

有。��所以我先跟大家简单的读一下，我们这个��他是藏文的，我是就直接这样翻译

给大家听。��可能翻译的词句��不是那么好，但是我想大家因为已经学了一些这些我

们心类学的名词，��不会那么陌生了。��在他的这个藏文里面是第 66 页，他的这个����

著作汇集��里面��藏文版��是我们学院��打印出来的，克柱瑾巴达杰尊者著作汇编。��然后

第 66 页里面有说��，在唯识派的这个宗义里面呢，��他说��一般��现前知是有意现前知����，

还有四个现前的意思，但是说有些人说��有意现前跟��自证现前��就已经够了这样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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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说法。��但��是作者说��这个不是这样的一个意义，意思不是这样的，��他只是说��在一

个��凡夫相续当中的现前，����可以说有意现前跟自证现前����这样的，并不是说这个��宗派��

不承认四种现前，��不是这样，只是说��凡夫相续中，��他只承认的是有意现前跟����自

证现前，��其他两个现前是��不是这样说的。

����那唯识宗里面的现前呢，��它也有说��可以分为两种的是说，��错乱的现前跟不错

乱的现前，��也有这样的分法，��这是可以的可以接受的，但是��唯识派他承认��有四现

前，��他承许有四现前，而且他说��这四现前的这个承认方式跟��经部宗是��很相似的相

似的，��它的依据是与��《论理庄严论》也是��尊者的第一世��衮东哲巴所写作的，��这里

面就是说��依据����这个论文，这里面有讲到说��唯识��也承认四现前，��而且又有引经据典

的是《��因明七论除暗庄严》，这个作者是��克主杰——宗喀巴大师的得意弟子克主

杰。克主杰在这里面也有讲到��：“现前量  分为  根现前量 、意现前量、自证现前量、  

瑜伽现前量四个。”这种分法是吻合于  经部宗的四现前量，都是我们可以  承许的。

所以说依据这种的说法的话，我们  这个自宗其实唯识他是承认四现前量的。

那之前萨迦班智达  另外一位同学说萨迦班智达  只承认两种的说法，  可能  如果

真的是有这个依据的话，那可对于我们这个  自宗来讲，  它不是一个    可以接受的，

就是不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问题了。  可能他讲的就是用另外一种说法。  

好，  那这里我今天这样就是想跟  大家再次讲一下上一次的说法。  还有上一堂

课我们讲了一些几句的  那个，这个比较难懂哦，  大家可能要重心复习讨论研讨，  

才能有办法  ，你心  一不  小心  那对这个四句  是  很难发，那  这种的一个四句方法都是  

用格式句的一种方式来分的，所以  更难区分。

那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心  王及心所  的两种分类。  这里此处所说的心就是心王及

心所的分法。  所以      这个是二种分类里面的第六个了，  最后一个分类。  二种分类我

们之前有讲到了第一个是“量”与“非量”  对不对；然后再来是  “分别”及“无

分别知”的分法，二项；  第三种项是“错乱知”及“不错乱知”的这个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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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项  是“意识”及“根识”的分法；  第五个是“遮遣趋入知”跟“直缘自体知”

的这个分法。 

 有些  翻译成“成立趋入知”    这种的一个分法。  现在是第六个  二项分类里面

的最后一个“心王”与“心所”的分法，对吧？  所以我们学了很多名相，  这些名

相  都大家对这些名相要有所了解的话，你必须要把它的定义  背起来，  还有它的一

些分类呀，这些记起来，  这样  才有办法了，不然你  今天只是听课，没有回去复习

的话，  可能一下子  就是记得不是    ，一下子你在上课当中是可以记得住，  但是过了  

一个礼拜，  你的  记忆力还不错，  那在两个礼拜一个月这样慢慢  慢慢可能会忘记呀，  

这都是我们凡夫人的一种  自然的现象，  如果你不努力、不复习一定会忘记，  是这

个原因。  请大家  最主要还是要复习，  这是很重要的。

  再来，我们讲“心王”跟“心所”，  心王其实我们之前也已经有已经前面的

七项类或者是三项类里面也有讲出来它的这些    分类的，  就好比说心王是什么？心

王    ：眼根识、耳根识、鼻根识、  舌根识、身根识还有  意根识，  这六个  都是心王，  

都是心王的分类，  所以他们可以称之为是心王。  因此  什么样的这个叫做心王，  

它在这里面有它的定义，心的定义，  大家有看到了吗？中藏文的是21页。他在  

这里面心的定义是什么：“与伴随（心）自己生起的‘心所’相应者”，就是心

的定义。心、意、识三者是同义。”  你看它心的同义是“意” 还有“识”、“心”

这三者是同义的。    什么叫做  伴随（心）就  那个自己意思就是说心它本身呐。  心它

本身  跟着它，它有它的那种眷属  而生起的心所  相应者    就是心的定义。

因此心我们先来讲“心”跟  “心所”的差别，  心跟心所的差别其实是    在《辩

中边论》辩论里面有讲到 ：“唯了境明心亦别名心所” 唯了境明心，亦别名心

所。这个他是要想给我们  传达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就是说  他是传达心王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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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所的差别在哪里？  什么叫做心？  什么叫做  心所？  当我们稍微了解到  心它就是 

主要是我们刚讲到的，眼根识、耳根识、鼻根识、  舌根识、身根识、意根识。 这

些就是心王，    然后这种心王他只是说我们举个例子。 

�举一个例子，��眼根识��在看这个前面的��花的时候，那个��眼根识看前面的花，它

的��眼根识当中展现的是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是什么？��花、��花的画面，��这就是眼根�

识。这个心��看那个境的时候的画面，就是����这种根识��只有这种的一个，����因此��刚这个

《辨中边论》里面说，“��唯了境名为心”。��所以��他就是看到了前面的那个画面、

那个境，��这样就叫做那种的心，��那种的眼根识就是心。然后，当然我们在看的过

程当中，��我们看不只是这样而已，我们看到这个花它����有红色、黄色，还有不同的��

颜色，浅色、紫色��我们都可以分得出来，不只是画面这画面而已，��不只是这样啊。����

然后我们看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看起来这些花很舒服，����看到花就很开心很美丽，��

会有这种感受的时候，那个��叫做��你同时看的时候，同时也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可

以分辨��它的花的大的形状、花的颜色，��看它的这种��乐趣等等，��这种是在心所跟那

个心跟那个心所一起��伴随它的那些心所在��作用。��所以��说��“亦别名心所”。��句子就

是说��一下子给你一个画面，然后��这样一个画面的时候，同时你可以感受到它的大

小，它的形状、颜色，����它对你的感觉��等等，同时好像都是在一个心在做。��但是我

们佛这个《心类学》����里面的方式来讲的话，��其实那时候��你有很多不同的��心与心所

一起进入这个境在作用。

所以心��王��只是给你这个画面而已，它的作用就已经��圆满了结束了。��但��是同时

在看这个花的时候，��他有��看它的大小形状，它的��给我们的感受等等这些，都是����

跟这个心王一起��伴随这个心王一起生起的心所，��来伴随��的心所来分辨���这个境有不

同的特点等等，��这些都是看得出它不同的特点等等的时候，��我们分辨出来的时候，��

那个就是心所，心所在作用，而不是��眼根识在作用，��是眼根知里面的心所在作用，��

所以它的心的����这个定义当中会说，��伴随心��自己生起的心所��相应者����就是心的定义。

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定义他现在讲的这个是心的定义，��我们现在可以用��眼根识心

王，��用来做一个��名相的话，��那就是说��伴随着��眼根识��自己生起的��心��自己心生起的这

种心所��相应者就是����眼根识心王的��定义，��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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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眼根识在看花，��看花的眼根识这样也可以��，看花的眼根识它在看花的同

时，��同时��跟着这个眼根识一起��运用的有��五种心所，那��这种五种心所��跟随着眼根识

看花的眼根识一起在看花，��一起看那个境就是花。��所以看花的时候��有五种心所，

那五种心所在个别��看他��形状大小或者是��看他不同的����感受��、分辨��等等，这就是����心与

心所的差别。心所可以辨别��，心王让我们��看到��这个境，就是这样的一个��方式，它

分了心跟心所，��所以所谓的心所也是由心����……所作用的。��因此��心跟心所的这种说

法，��他有很多种不同的比喻，��这些比喻当中也有就是说有些比喻成��大海，��大海整

个是一个大海。但��大海的波浪，��大海的浪，��它也是��海的一个��体性，��它是一个海的

一个��就是说��分支。��所以说心跟��心王，��心所跟��心王��它们两个��其实是一个��同一个��体性，

就是同一个质的，��同一个体性的，��但是它们的����反体不同，它们的��做法是不同的。��

所以虽然是大海，但是��大海有它的大海的波浪，����这种，��因此心所跟心王它们两个

是����一个体性的，��但是它们������对于对境的����作用��是不同的原因，所以��各取不同的名相。��

因此在这里面有讲到心跟��意、识三者是同义的，��先跟��意、识三者是同义的，它在

这里面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心跟义��这是同义的吗？��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同义吗？��

心、意、识��，现在我们知道之前��任何一个心，��它在这里面所讲的这个是心王，��

心王跟义��还有识��这是同义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之前我们讲到的认知、��

明了、��觉知��这些��是心吗？��还是��心是它（按：声音断了一下）。��我们要知道这些，��

心王是认知，对不对？��一定是认知。��那��意��也是认知，��也是觉知，��也是了知。但����

了知跟认知、��觉知这些��不一定是��心王，��这种的一个是三句的种？（按：听不清），��

所以说��心王��可以是认知，但认知不一定是心王，举个例子，��很容易刚才说的是心

所，��心所不是心王，��心所不是心王，��也有很多不是��心王的那些法，��都是可以举出

来的例子？

��所以��现在它是在��解释给我们心是什么，��所以心��的定义它在这里面讲��“与伴随

心自己生起的心所相应者”，��跟它自己一起��同时产生的这种��心所，����而且跟这些心

所都是��它们两个心王，这个心王跟这个心所是相应的。��所以它称之为是相应者，��

这就是心的定义。

��心所的定义：“��与心所��自身跟随心��相应者就是心所的定义。”换过来就��可以

的，你看��前面说伴随着心自己生起的心所相应者��是心的定义，这里����可以说��与心所，��

现在改个心所��自身��跟随��的心��相应者。��所以����我们什么时候用眼根识的时候。��跟着这

个眼根识��一起��有心所伴随者。��所以这种的��伴 随着眼根识的心所��称之为��这个眼根

识的��眷属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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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过来����眼根��知的心所��跟它相应��的��心王����它们两个都是一起的，��所以心所自身

跟随，����比方说眼根识��它看花的时候，��同时这个根识��一起��看的同时有��同时出现心所

存在。��所以说��这些心所跟这些心王都是����一起的��，同时存在的，所以它们这里面所

谓的相应，��等一下会下面会说��是很有意思的。

“��以具有相应的方式存在”，比如��眼识就是说的是眼根识，��眼识我们刚讲到

它是心，��眼根识也好，眼识也好，��它是心，不是心王，��但是眼根识跟它眷属的，��

有它的眷属心所存在，��所以����它的心所��有什么样存在呢？就是��像比方说��眼根识看这

个东西的时候，同时我们会有一种感受出来，��那种的感受就是��看花的眼根识的感

受。����所以��这个感受就是心所。��这两者之间它现在比喻给我们的是，��比方说我们看

花的眼根识��同时看的时候同时会有一种感受��出来，��那个感受出来的时候，��那个感

受就是心所。��所以��这个感受就是眼根识的眷属的心所，��它们二者之间��有相应��，因

为它的定义里面，我们之前看到心王跟心所的定义的时候，你看��心所的定义里面

“自身��所跟随��心的相应者”，对不对？��相应者的时候，这个“者”就是��讲的是心

所。

��所以��这相应，什么叫做相应？��现在它就是开始讲��相应��是五种相应，��哪五种相

应呢？��因为��是同一个所缘，��所以����是所缘相应。��同一个所缘是什么意思？��大家要��

记住��，同一个所缘是什么意思？��同一个所缘就是说��我们眼根识在看花的时候，��

那个��花��其实是��眼根识的所缘，��也是��看花眼根识的����感受，��它的感受的所缘也是花。��

所以它们两者��都是同一个所缘，��所以说它们是所缘相应。

��第二个，��因为我们要讲五种相应，��第二个是什么？因为��执持的��方式相同，��

所以是��形相相应��。花��展现出来的形相，��看花的眼根识��怎么样的，看得到这个��花的

形相的时候，��感受也同时��也是��看到的这种形象是一样的，��所以执持方式相同。

��再来，��因为时间相同，��当然����看花的眼根识第一刹那在看花的时候，��同时��才会

出现����看花眼根识、��看花的感受��才会出来，��才会出来。所以��它们时间是一样的，而

不是说��你眼睛没有看到花之前，你就已经对花的感受是��这种它��跟着��它的眼根识的

相应的感受绝对不会出来的。��所以它们时间是同一个，��看花，��眼根识在看花的时

候它的��感受跟着它的��感受，��也会跟着��一起看，����应该是什么时候，��放弃看花的时候，��

感受也会放弃的，��那个眼根识的感受。��所以说并不是说��所有的感受����，��感受有很多

种，看花的感受，��看花的感受就是说��看花的感受的眼根识，��这些是随同的，��所以

它们是时间是相同的，��所以说是时间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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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因为不共增上缘��相同，所以��所依相同。����因此在这里面��眼根识要看花的

时候，当然��眼识看花的时候，它��眼根识的定义当中我们就已经知道��，它是自己不

共增善缘，��借助��眼根����而才能看到花的眼识的缘故。��所以说��眼识如果需要借助��它不

共的眼根的话，����特殊自己的眼根的话，��当然这个感受，��跟着它的一起的这些感受，��

也是一定要��透过借过������眼根��才能看到花的。��所以它们所依，��要依赖��这个不共增上缘��

的原因，所以��所依相同。����

再来。��因为每一个��眼根识��的物质��产生时����伴随的受业，��也只有��对相应��同一个物

质产生的。��所以����物质相应，��意思就是说因为它们是对一个��眼根识——看花的眼根

识在看花的同时，��这个感受也是同时在看花。��所以它们����了悟的这个，��怎么说，��

对应的相同是一个物质而产生的，��因此它们是物质��相应啊。��这个物质相应的说法，

也就是说��因为眼根��眼根识其实就是眼根知，眼根知��它里面有它的心所存在，所以

感受这些，它们两个是同一个质的，��同一个质，而只是不同的一个����呈现出来的��

特色不同的原因，��才是��个别反体，但是��同一个体质的。��因此我们要知道��心��，心王

跟心所，��其实它们之间有五种相应。��如果在我们的心里面，��任何一个什么样的心

出现的时候，��它一定��跟它这个心一起出现的��有心所。��如果有个心所出现的话，一

定跟它一起有一个心��会存在。��所以说��心所��跟心王��是互相��陪伴的，��互相陪伴的，就

是说一个������心有的话一定是有它的心所��伴随着��；一个心所有的时候，它的一个心王��

也会伴随着��，所以它们伴随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况，是伴随，��都是通过五个相应

的方式来伴随着的。��所以五个相应刚我们在这里面有��讲到大家要��练起来啊。

五种相应，一个是所缘相应，��第一个所缘相应；��第二个形相相应，��第三个时

间相应，��第四个所依相应。��第五个��物质相应，��一般会说质体相应。��所以这些就是

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些��过程，所以说我们要了解的是什么呢？我们要了解的��心跟心

王的时候，��互相了解它们的这些��有些人会说��实质相应，刚才“物质相应”有些人

翻译成实质相应。

我们����对于心跟心王的这些相应过程里面，我们还是会有��一一的去讲的话，它

是有很多种的。��比方说“心��如��水，����水浪如心所”。��第一��“心��如水，水浪如心所”

这种的一个比喻，��听起来其实都是一个体质的，一个体质而产生的。��因为有了心

王，它����就会产生心所的��原因。��所以��你如果没有心的话，如果没有水的话，那个水

量是不可能有的。��就好比这样，��有心的话当然一定有水浪，��有水浪的话一定有……

（按：声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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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相应这种说法，这里面是它��其实是依据一些《俱舍论》的这种的一

个依据方式来讲，��在于��无著菩萨，无著菩萨在《集学论》里面，他讲的是��相应是��

有一些��不同的方式来讲的。他讲的这个是��不只是五种，��他有说质相应��、所缘相应����、

性质相应、��时间相应、����界地相应，是��三界的界那个界，地，界地相应��这种的一个

分法。��所以它们的方法是��跟我们现在所分的五相应是��有一些不同，但��并不会��有太

大的区别。他为什么会��讲到说相应��有不同的说法，��因为他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你

的一种心出现的时候，跟随着它的心所��也会出现吗，��这种的心��如果现在我们是一

个欲界的��凡夫人，��所以我们的心是��欲界所摄持的，��所摄持的心。��因此��这个心既然

是欲界摄持的心，��那跟随着它的��心所��不可能是��上界��这些心��，不可能是这样，所以

说它也同时是一个��欲界摄持的心。��

当然��一个修行者��他虽然是��本身是在欲界里面，��但是他通过这个心在����观看一个

法的时候，��他这个心��是��如果说��我们可以举个例子，����一个阿罗汉好了，一个阿罗汉，��

一个阿罗汉在我们人间修行，��他是一个比丘，��当然比丘��只能是欲界人，��色界跟无

色界里面是不可能有比丘的，��为什么？��因为��色界跟无色界里面没有人，��没有人，��

只有天。��所以��比丘一定是人，所以这个可以很肯定地说，��上界里面没有比丘，����

因为比丘一定是个人才能够受比丘戒的。但是��这个阿罗汉，��这个比丘是一个阿罗

汉的话，所谓的��阿罗汉他就是断除了轮回的��烦恼障，��所以他成了阿罗汉。��因此��

他已经得道了��，他虽然是欲界的比丘，��但是他已经得到了色界的心，��而且无色界

的心他也有得到，��所以他的心相续当中有欲界摄持的心，��还有色界摄持的心，��

也有无色界摄持的心。��

因此说��我们如果他用现在欲界的一种的他的心——眼根识在看一种��法的时

候，����比方说阿罗汉也是同时在看花的时候，��他的心��可以是欲界摄持的心，因此跟

随着他的感受��也是欲界摄持的心。��如果阿罗汉他正在三摩地当中，��观色界当中的

一个����境的话，��他在��这种色界的��一个境的时候。��他这个心是��色界摄持的心，所以这

个心跟随着它的心所也是色界摄持的心。��如果说����这个心在观三界��有顶的一些法的

话，法义的话，��它的相续当中的那种的一个心又是无色界摄持的心，��所以跟随着

它的心��有心王，也是无色界的，��所以��《集学论》里面无著菩萨说的����相应界地的说

法，就是要用这样的方式要理解的。��

因此我们为什么要学这些心类学？你看��我们就可以��如果你学了这些分类的

话，以后我们自己修行，��如果要达到一些某一个层次，��你要断除烦恼，它是有很

多层次的。��比方说欲界的很多烦恼，��你断除了欲界的烦恼，你再要断这些��烦恼（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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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清楚），�你要断这些色界的烦恼，必须要有��上色界的这种心����摄持在你的相续当

中，��产生而用色界的心的这种��智慧去断除它们。��

（49:49）所以说��每个层次我们都要认真的原因也是这样，��而且它在这里面

讲到这些心的��心王跟心所�不同的差别��在什么地方，或者是��为什么会有这些心王所

谓的心所，��而为什么有五种相应��等等，这些，让我们认知��这些，以后是��透过你要

学更广更博大精深的这些法义的时候，你会更清晰的了解��它讲的是什么，它用的

什么样的一个��心的境界来介绍我们的，��所以我们学了的心类学才会明白啊。����

因此，我们现在��，其实要知道的这些����是什么呢？就是刚才所说的：��所缘相应、

形象相应、时间相应、所依相应，��实质相应。����看花的眼根识的心��跟跟随着它的��

这个感受，��这种的心所，��二者之间����是具有五种相应的��，所以说哪五种相应的？人

家问起来，��我们都可以去回答，是哪五种相应？��所缘相应、形象相应、时间相应、

所依相应、实质相应。

所缘相应是什么？��因为它们两者都是��趋入境都是一样的，��跟随着它的��感受跟

眼根识看花的眼根识��都是一样的，在��它的所趋入境就是花，��所以它们是相同的。

形象相同，��它们因为两者��都是执持的境��的方式是相同的，��所以是形象相应。��时间

相应，同时在��一刹那看��一刹那在此��，如果你在是�，�什么时候��不看它的时候也是同

时会放弃，��所以时间相应。��所依相应，两个��看花的眼根识��跟随着它的心所��，必须

要依靠它的不共增上缘，就是眼根，所以所依相应。��实质相应，为什么呢？��因为

每一个眼根识��实质产生的时候，��只会产生��一个是��这种对根识的感受���的实质是一样

的。��因此��这些心跟心所，每一个心，它有跟着它的心所，��所以��它在定义当中有讲

到的这个，��自己的这些事要特别注意啊，��伴随着自己的什么什么什么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现在看眼根识的心跟眼根识伴随着它的心所相应，��就是说所有的感

受跟我们现在��看的这个眼识是相而不是。��因此为什么要加上一个自己，��很有意义

的��。它这里面��比方说����我们看了一个花的眼根识，同时��你没过几分钟你可以看到��

很多人的眼根识，人在��这样去逛街，这样的时候��。我在市场里面先看花，然后再

看旁边的买这些东西的人，��这种看人的眼根识跟看花的眼根识完全不一样，��所以��

看人的眼根识的伴随着它的心所，��不可能是看花的眼根识��������这个是有相应的������，不可

能有相应的，不可能是五相应性的。��它只是说��看人的心王跟看人的心所��是同一时

间是五相应的���，不是，看花的时候它也是相应的，不是这样，��只是看花的眼根识

就是跟看花的心这个心所是����五相应而已。��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所以有些它为什

么会在这里面��讲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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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也有人说，就是说，��心、��意、识����这些是同义的吗？��为什么叫做这个��心？����

为什么叫做意？��为什么��叫做识？��它有它的一些解释方式，��因为心是它����累积了这些

习气的��缘故。心，��就五根识啊，这些都是��，都是心，所以透过它们我们��造了很多

的业，��留下了很多习气，��而称之为心。����那，它这个��意��又是什么呢？��因为它可以当

作为一个�依，��所依，��而且��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分辨的��能依，����所以它是识，����因为它们���

可以当成所有的心，��累积的这个业而��积蓄的一种所依��为意，��这种说法也是有的。

��再来������，我们讲下去，��上述这些定义是��以“让人了解”为主，而��如果是以“��

断除语病”为主的话，��则在��任何定义当中，��当你“自己”一词为始时，��均需在名

相上加以“自己是那个（定义）��的（名相）��这段内容。��这刚刚我讲的一样，��所以

说每一个心王��都有伴随着它的心所存在。��所以我们前面看到它这个心所��的心跟心

所的定义的时候，它都有在说，��与伴随心自己升起的心所��相应者是��心的定义。��

如果说我们用��眼根看花的眼根识来做定义的时候也是一样，��说��伴随着��自己����看花的

眼根识自己升起的心所相应者，����是看花眼根识心王的定义，��这样就是��标准的，所

以它的与字方面你必须要加一个��自己的什么？��就会比较清楚。����

讲到心王刚才就是讲的��讲的这些心王的��过程，心王有��六个心王，五根识加一

个意根识，六个都是心王。��它现在要讲��心所，��所以心所是什么呢？��心所是什么？��

若予分类有六项，有六类如：“��五遍行及五定境，��十一善�六根本惑，二十随眠四

异转，此即五十一心所。”这��里面有��说有五十一个心所，所以五十一个，另外一

个论文里面，虽然在这里面有五十一个心所，但是任何一个心所它都在五十一个

里面吗？��有些是不一定的，但是��这个概括的����大多数��我们频繁��会认知出来需要的这

些苦��不都在真实一个当中，��但是说有些心所还是没办法列出没列在里面了，��而此

即��有五十一心所，��此即有五十一心所。��五十一心所刚才我们讲到��心所它有五遍行，��

五定境，��十一善�六根本惑，二十随眠四异转，��这种��这就是五十一个。��

什么样叫做五遍行呢？��我们知道五遍行��啊，它就在下面有讲到��，遍行意思就

是说��全部，任何一个地方都����都能够用上的一种说法。��所以说你心在哪里？��它在哪

里？��心在哪里的时候，��这个心所都会在哪里的？��称之为遍行，所以那种的心所是

有几个？��五个，��所以叫做称之为五遍行。��任何一个心出现的时候，��一定会有五个

心所��同时会存在的，��而这种叫做五遍形，五遍行。��那我们先要看看五遍行是什么？��

受想��及与思，作意及触五，��遍随心王行，��故名五遍行。��你看��它这里面就是讲到说

受还有想、思，�作意、触就是任何一个心王在哪里的时候，它同时��会出现每一个

心王，��你有多少不同的心王呈现的时候，��就会有多少不同的五个遍行，��都会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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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的一个��心王一起同时存在的。��我们就先要看看什么叫做五遍行。��五遍行第一个

是受，��一般来说受是感受，��对不对？��感受��我们认为的感受，��什么叫做��感受？��什么

是一个��它的一个简单的定义来讲，��对��自境自立而��体验，��有些不说体验，而是说经

验，��对自境自立而��体验的心所��，称之为感受。��所以说��我们都会有��任何一个心王在

同时看一个境的时候，它都会有这个����感受出来吗？��因此有些人也会说��对一个境��，

我们心王在看一个境的时候，同时会��，要么你会感受��对它��这个境会感受快乐的一

种感受，��要么就是说一种痛苦的感受，��要么你��也不是快乐，也不是��痛苦的一种����

感受，��这种就是说��这种的一个心所叫做受��。所以我们看花��的时候你心为��很美丽的

原因，你会��很开心快乐，��这种感受。这里它有刚好有写经验，��为什么会��不说体验

了？��因为这个也是有一些��字句上的一些问题。��为什么？��比方说我们体验其实是��

比较贴切，但是还是会有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现在凡夫人��在看花的时候，

的确你��看花给你一种快乐的感受，美丽的感受，��你是在体验。��经验，��这个字句好

像是有在��已经过去式的一种说法，��但为什么��很多人不用体验了，因为��有这种的一

个受觉在��体验的话，你����一定是你自己亲身体验的��过程的一样。��因为有些人说��佛陀����

他了悟��地狱的苦，����佛陀��他在体验��这个苦吗？��如果佛陀在��体验苦的话，佛陀在感受

这个苦，��佛陀在受苦吗？��所以它不用体验的原因，它就是说经验，��他了解这个苦，

但不是他在受苦，他不是体验苦，��这种的��一个原因，��所以有些字它��不会，但是我

们现在��这种凡夫人的话，其实��它是体验是比较贴切。

��第二个五遍行，当第二个��认识对境之不共的这种��特征。��我们看花的时候，哎

这个花跟我们以前看的花不一样，��它有什么形状不一样，它什么��什么等等这些��

颜色又不一样，它的形状又不一样，��你们可以分辨吗对不对？��眼根识看这个花的

时候，同时会有一个分辨的时候，��我们现在不仔细去以这种法义去看的话，��以为

自己眼根识有能力的，��其实不是眼根识有能力，��跟随着眼根识一起的心所中的想��

来分辩，����这个它的��怎么说？��值��自力分辨�这个境的��不共的形象的这种的心所叫做

想，��所以它能够分辨��颜色黄、蓝、绿等等的区别。��这是我们��想，��五遍行当中的想

在作用。��所以眼根识看花的时候，你看到这种男男花花色色等等不同的，都是在

你��跟随着眼根识的心所当中的想在��作用。

�再来����什么叫做思呢？����思简单的来讲，����思其实是一个��将心朝向对境的这种的心

所叫做思。��我们看花的时候，��所以��看花��你只让你注意到对境一个一种心所，在����

作用这种的时候叫做思。��比方说我们第一刹那看花的时候，你还是在第二刹那让

你也是一直在��定在对境的时候，��转向这个对境的时候，第二刹那第三刹那，刹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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刹那一直在几分两三分，一直让你看这花的那种一个����自力激发心向对境的那种的

心所是思��，？入影像境的作用，��它有这个作用。��

再来是作意，��什么叫做作意？��将心朝向特定所缘境的一个心所。��所以说��我们

在一个��这个可能在你们法本里面应该不会有，那是以前自己��我在一个��写心所的时

候，我把它记录下来的，��可能你们没有，但是我讲给你们听。五遍行当中现在是

作意，��对自境，��如果说作意的定义是什么的话，我们可以这么说。��对自境��自力产

生专注，趋向于对境的心所。��看花的眼根识这种也跟让你一直专注在花的原因��

是��因为跟着它��也是跟随着它的作意心所��在作用，��对境自力产生专注，趋向于��境的

心所。��所以��心，��之前它是思维，��让心转向��对境，��转向这个花。��然后它第二个作意��

不只是转向对境，而且更专注的让你去��花，��更专注的��做法。��所以这是作意。��

再来，��再来是触对不对？��触的话作为产生苦或者是��或者是����平等的这种感受，��

这种的一个基础，��它就是触。��比方说让我们��眼睛看到花这种它们的接触当中，触

不一定要碰到，不看花，不是眼睛碰到它，��眼根识不是碰到花，只是说��眼根识看

花的时候是在接触的过程当中，��所以这种过程当中也是一个��心所，��对于自境��自偏

利的心所，��对境偏利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根、境、识是��眼根识也好或者是根对境

也好，��因为我们也更是看��看境的时候必须要眼根，��而且需要有境，��而只需要眼根

识��这三者��一起和合的时候，��叫做对境偏力。����所以相遇的时候，特别是专注不共的

境��的过程当中，所以触它是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因此你看，��看花的眼根识。��它虽

然这个心��只是看了花的画面而已，��其它的动作和任何一个作用都是��根据它的��五遍

行在作用。��第一个，��你看花很开心，��在��根据它的感受在作用。��第二个它��看画的时

候，你夸��南南��红色��长短什么样，都是��跟着它的一个心所想在作用，��然后再让你专

注，��让你��看��趋向于花的��心，��不让你摇动，��思在作用，让��你专注是作意在作用，��

让你��眼根识或者是你眼根��也好，或者是近三个��触碰��在一起����接触、����触在作用。��所以

说��五遍行，��我们现在只是举的一个��看花的眼根识而已。��其实由鼻舌身意��等等都每

一个��想��跟着它都有不同的受、想、思、��作意、触，��这些都会有的。��所以你以此类

推，��都是可以这么去做的。��多少时间啦，噢，����9点。��好，今天就先讲到五遍行。�

（以上文字仅供参考，请以录音为准。错误之处，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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