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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类学》第 15 讲

2010.10.16

我们  上一周我们是  讲到了  讲到哪里了？  讲到是不是二十二根分类的根  也有

五种，  分五种乐根善根喜根忧根苦根与舍根，  是这里吗？  这个是  应该是这里对不

对？    有没有，讲到哪个地方的？  最近  比较忙，      上次好像有  这个记号应该是这里  ，
从这开始的。  是吧？  是的。  好好那就好。感恩！

  好，我们，对  ，其实他  这边就讲得蛮详细的，  前面有讲五遍行的  过程当中，

他现在讲受的时候，  他分了很多。  从  这边有说另外  二十二根分类中的根，  这里讲

到的二十二根  又是什么？  可能我们还要再跟大家解释一下，二十二根是什么？    
二十二根的话，它跟，我们一般都是讲到的是五根嘛，  眼根、耳根、鼻根、舌根  
这种的一个方式而已。  但现在又讲出了二十二根的时候要怎么讲，二十二根其实

它    透过  它七所所依的那种一个  说法。  还有就是有二相根，  然后五受用根，五受用

根就是二十  二根里面讲出的受它可以分为    乐根    喜根忧根  苦根  舍根，  所以  还有  五清

净根的一种说法，  然后有三无漏  根的说法。  所以说我们  二十二根里面先简单的讲

一下的话，它其实这些  是在《俱舍论》里面会讲得比较清楚，  主要是七所根是什

么？  我们先看一下 7所  根，  7 所根，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之前五根里面眼根、耳根、

鼻根、舌根、生根、  意根，  五根里面就是加上一个  意根，  再加上一个      命根的一种

说法。  所以    这七根叫做  是七所依根，七所依根。  前面大家都知道，意根的话我们  
也知道，因为心类学里面前面他就有讲到，五根  识后面就是意根了，  意根是意知，  
其中之一，  然后从透过意根而产生的意知，这个我们知道  。

那命根是什么？命根其实它们    都是这些  ，怎么说，  需要依靠的一种命，我们

的生命的那种命的一种说法，  所以它称之为根。  在《俱舍论》把它也称之为根。

  再来他  所说的有  二有相根，  二有相根是什么？男根跟女根，就是种性，我们  
一般任何一个众生他都可以分为男跟女，这些都是要看到的男    根跟女根所谓的这

种男根女根  一般就是看它的  形相里面的一些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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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来  就是五受用根，五受用根的话，刚才讲的  一般  五根里面是怎么分的呢？    
就是乐根    喜根忧根  苦根  舍根，  有些是因为它是  前五根的话，  前面三个  它有分为  
外面的一种  根而影响的，但是有些是从意根而产生的那种的一个  受，  所以说它是

有分的。  

再来    我们就是讲到  （按：声音有断）五清净根吗，五清净根的话一般也是，

它是透过  三十七道品中而，三十七道品  里面所说的五根。这个一般  得道的一些得

道的修行者，他  里面的信，  还有  “信”是信仰的信，  然后  这个可以称为信根  、精

进根、  念根、定根、慧根。  他是三十七道品里面的五清净根。

  再来，五清净根这个的话，它就是见道以上修行者  相续当中具有的    无漏的这

种信仰，     无漏的信仰，无漏的  精进  、念、定、慧这种的一个说法，  它也称之为

五根，五清净根。  

然后是  三无漏，  三无漏的话，一般它称之为圣者所摄受的  无漏知，  未知  当  
知根，还有已知根，  还有俱知根  这种的一个说法。  所以他  透过二十二根分类里面

讲出来的    五受根，  这样的方式来讲，一般  我们受它只分为    喜、苦，  就是说乐跟苦

还有一个平等的心三种，  以这边来分的话，它是有五种的。  所以说  “身受    领纳舒

适的根  ”为乐根的性相，  以此与身知眷属乐受同义。  他在这边就已经    把乐根，  
什么叫乐根的  这个信息性相定义就写出来了。身受，  大家要知道身受的时候，他

一定是一个  用前五根我们的五感官里面的一种说法。  所以  身受，而透过身受的这

种一个  身体的一种  快乐而形成的舒适的那种的叫做乐根。  所以它跟是我们身  之所  
受的任何一个    乐受是同义的。  他是这么讲的。  

再来，  与自相应的意知眷属领纳舒适之受，即    喜爱根的性相。  它喜爱根什么？  
他这里讲到的是  与自相应的意知，这里就是已经透过  意知的眷属，是透过意根里

面而  让他产生了一个感受，而这种感受刚好也是  舒适的这种感受的话，喜受根  ，
喜受根  都是对意根的    ，怎么说，透过它这种意根的一个  产生，  而让我们得到了一

个舒适的感觉的话，就是一个  喜受根。“此与意知眷属的乐受”  同义。  身根的话，

我们  很热的时候一般    被一个  凉凉的风吹的时候，  就会感到很  舒适，那种的感受是

身根，  所以是前面的乐根的这种一个感受。  刚才它就是喜受根的话，  比方说我们  
学到一种东西，而且这个学到的东西  是让我们  自己以前都想要去学，然后刚好我

们也学会了，  然后觉得很满意、  很舒畅的那种的时候，它并不是透过身——    前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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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的那种  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这种的一个是没有办法给他的这种的一

个快乐，  而是通过一种回味    这种的一个方式，然后让我们  心  又产生一种快乐的时

候，那个是  喜受根了。  所以它这些是透过一种自相应的意知  而所领纳的那种的一

个喜爱的受。

    所以说  这种的意受根  在我们意知当中  的任何一个受，任何一个  喜爱的那种受

是同义的。  所以大家  应该没有忘记吧，上次我们讲到的意知是什么？  意知根意根   
他又是怎么分？意根是意知，意知不一定是意，  啊，不一定是  意根嘛  ，所以意知

是  必须是    完全不是五根知的任何一个。

  再来，  与自相应的  意知眷属领纳  逼迫的这种根  ，忧根，那  也有我们内心当中

有时候    是不舒畅的一种感觉也会有。  所以内心当中比方说  我们看到一些灾难的时

候，  这种的灾难让我们再次重新去 去想，  那种的时候是透过一个分别心的忆念而  
让我们产生一些痛苦也是会有，所以  这种  是一种忧根啊。那种地感受是一种优根，

而他也是刚好是意根中出现给我们的一种感受，  而这种感受是逼迫的那种的一个，

反正    不悦的那种一个感受。“此与意知眷属的苦受”，这个叫做苦受。  所以你内

心受到痛苦的一种感受，而这个内心痛受到的痛苦，并不是五感官  给予的那种感

受，  它是通过我们意根  以及他意知当中的一个回忆分别心而给我们的感受，  所以

它是  意知眷属的苦受，它们也是同义的。

  “身受领纳逼迫的根��乃苦根的性相，��此与身知眷属的苦受二者同义”。��这里

面是��名称要分开的，意思就是说��苦根的时候，��他讲到��苦根的时候，他一定��是��通过

我们的  身体五感观而  给我们传到的信息当中是一种  不快乐的一种感受的话，这个

是  苦根    ，所以它是透过与  身体体会到的一种  感觉而传来的，所以你受到的任何这

种的  苦难是身知的眷属的苦，它们两个是同意的，  前面是叫做  忧根嘛。  忧根的话

这种名相  讲到这样的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就知道它是一个    排除了五根的  五感官的

那种五感官知的这种  可能性传递的信息，而是说通过意知和意根  里面产生的一些    
痛苦或者是这种的感受。

「领纳非逼迫、非舒适的中性的受」，即舍根的性相。此仅略说。

  “领纳非逼迫、非舒适的中性的受”，  这个也不算快乐，  也不算痛苦的一种

感觉，其实我们也会时常会有对有些  完全不在意的一些  过程里面，  还是会有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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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可是这个感受就  也不是什么太痛苦，也不是什么快乐的一种感受，  平等心

的  那种感受叫做  舍根的性相。而舍根  ，它是舍根。  

    好，  我们来讲，  我们人的内心当中  有很多种心，那种的心它都是，    怎么说，  
我们一般没有  去观察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好像都是一个心在作用而已。  如果我们

仔细地去观察的话，的确它  这个心  是太快的原因，而  感觉不了他有不同的分法。  
就好比这样，    我们家里面    晚上一进来，  你按电灯的开关的时候，  你屋子里面的很

多不同的灯一下子都开了，  其实这个灯的开关是在你的手旁边，可是  我们这个也

按  那边的灯都已经可以开了。  你按这种的一个  它原本的是  透过  时间  去传  传递的。  
可是它快到  我们都觉得  这边一点那边一亮，就好像是同时嘛。  其实仔细地去观察

它也是有一个  ，里面还是有层次，  这样的。  有些枪也是这样，  这边枪一响，那边

的人倒了，  就好像这边跟那边的时间是同时制的，但是  还是有它的过程和时间的

一些差别，我们只是快到感觉不出来。  因此我们人的内心当中    一边我们看  风景的

时候，  你只是一看你的眼根是一看你就    马上也会有体会到它给你的一些感受，快

乐与不快乐的那种感受。  其实  这些感受是一种      你眼根识  同时一起产生的不同的五

遍知里边的一个  ，而且我们  一刹那看它的时候，  也是差不多一刹那就可以让我们

体会  看起来风景很美，  很美，  然后也可以看到风景当中  有黄色和红色的花朵或者

是等等。  我们一下子  就可以有分辨，可以有感觉，  也可以有刚才    所谓的，  很多种

它的一个  专注在一个  比方说我们  在那么多  绿色的  森林当中，  我们  就看到从那里面

就飞来了一个  怎么说，  鸟的时候，  我们一下子也同时注意了这个鸟的飞相的时候，  
你的心  就有一种心可以把它带到那个鸟，而不去注意  外面其他的那些绿色的风景。

  所以  你的心会让你  也同时  不让其他  的境摇动，  而一直你想要专注的那个  鸟的身上。

  所以我们  有时候  心  看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有五遍境那种的  心所一起同时展开

的。  因此  他这个感受也是有很多种感受  出来的。  那个感受，如果说  是快乐的时候，

当然是他的痛苦是没办法出现，但是  我们去看那个  眼根是去看镜的时候，    你同时  
又会感受到同时  可以去分辨  这个东西，同时  可以就是说受想行识，然后  看的时候

境跟你的眼根知  要接触才能够看到。    所以  五遍知就是  一个心王，眼根识心王，  
出现的时候  跟它一起相随的，  它自己有它的五遍行，  受想行识触这种都一起会  
传达信息给我们，  只是我们  没有学到这些的时候，我们都会认为是一个心在做。  
所以  一开始讲的时候，大家就不会去，    没办法接受，或者是怎么会这么乱。  如果

你自己以后  学来了之后好好的去思维，好好的去观察你内心的  那种的时候，  其实

它每一个不同的作用都是  有不同的心，  心所  出现的。  上面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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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第二个，  想  。一般我们就是思想上，  思跟想其实它是分开的，  简单地

来讲思是什么？  想是什么？  所以说思跟想它不一样，  我们现在没有去注意到他们

的  定义的时候我们都以为思想是一个名字，然后  只是表达的一个定义而已，其实

在这里面的话想跟思  它的定义是不同的。（24:00）  想的话  ，它就是可以  分辨  ，
它的  比较好的作用就是说，  它可以分辨，那么我们前面的那些书，  都是有不同，

白色红色，  它是这本书，它是那本书。  那个是一种想，  能够  辨别颜色黄色或者是

蓝色等等的区别，  它有这个作用下。

  如果说思的话，    它是，不只是辨别，而且它是    在你辨别的时候也可以    心一直

让你专注到你辨别的那些境上，  这叫做思。  所以思根想在于我们五遍行当中的话，

它是分开的吗。

  那我们先讲这个  想，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想，  【具有  “透由分辨自境之门而

执持此是、此非相”之不共作用的心所】，乃是想的性相。 它不共就是不一样的，  
每个我们内心里面的一个想，  它对自己那个境是  不一样的在去作用，  所以说是不

共。  不共的意思说根  大家共同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他有他对自己的    看得境上有  
不同的  一个看法叫做不共。  所以他看的时候，比方说我们现在  看一个电视的时候，

电视的画面当中有很多种  人的画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人是男生，这个是女生，  
然后这是小孩，  一下子就是透过一个我们内心里面的一个想的，这是心所，  眼根

是一看这个画面，你的内心里面  同时有五遍知的根它一起的想，  开始辨别  他是小

孩，他是大人，他是  他穿的是什么颜色等等这些一下子  可以  辨出来。  所以说    五个

人同样看一个  电视的时候，  你用你的眼根识去看那个画面，根他用他的眼根识去

看那个画面的时候，  都是在看一个画面，但是我们    去辨别的方式  是统一吗？  不会

啊，对不对？  我们在辨别有些时候去看的时候是辨别的方向，  你去辨别的时候他

先注意到的是什么？  你可能先注意到这个小孩，  有些人可能注意到这个男生，  
或者是有些人看他的穿着打扮，  所以  眼根识是同一看，但是说每个人的这个  对自

己的辨别方式是不共的，  乃是想的性相。  具有透由分辨，  就是说，分这是红、黄、

白不同的等等的这种的一个  心，刚好执持它这种的一个心。  所以说  这种的一个  
心所，称之为  想。  它的作用是什么？    次者  作用：  安立境名，  分辨之后，  判断  【此

是此  】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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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方说  安立境名的意思就是说  它是白色，  它是红色。  脑海中出现这样的时候

那个是在你的想在  作用。  他穿的是红色，它这个不是  红色，那个是白色等等，  
这是这，那是那的这种的一个分辨。  主要想的作用是这样的。  三者分类，  三者分

类，  三者分类，  以所依门可分为  ：眼触所生想 乃至意触所生想六者。这个  想，  
当然是一定有很多种想，我们眼根识  去  看这个  境的时候。  眼根识根境，  是因为有      
画面在你的眼根识  前面  碰撞，就是说碰撞并不是说我们人与人或者是东西与东西

这种  碰的一种说法，  反正你眼睛  看到这个书的时候，  这个书  在你的接触的过程当

中眼根识，  所以那时候它会  同时有一种想  来去分辨，  这是眼识的  过程  出现的想。

那耳识，      我们耳朵  去  听到声音的时候，  今天怎么这个屋子里面有那么多人？  对，

女生也有男生，还有小孩。      我们这个声音一出来，  当然是心王在  给我们传达的信

息，同时，你也可以分辨  有老人的声音，有小孩的声音，有这种  想是  耳触  给我们

接触的想。那闻，闻东西，    里面也有茶，里面也有放姜的味道啊，  或者是这个菜

里面有蒜，还有什么什么    咖喱的味道，我们都可以去分辨。 眼、耳、鼻、舌，舌

头也可以啊，  有时候你  舌头  尝起来的时候  可以尝到，哎它是，  甜的它带酸甜的，

它等等什么  ，都有可以分辨的那种。  所以  这种的那个舌根识  传达给我们的时候，  
同时它有它的想，在不共的去作用。我们让我们分辨  。舌还有什么？  眼眼、耳根、

鼻根、舌根。  然后身根吗，身体，当然  触碰的时候我们触碰东西，  哎它比较    温顺

顺，它比较粗  等等这些都可以。  当我们的身根、身根识去接触的时候，  接触到的

时候你  就会有一些它不同的  分辨可以得出来。  眼、耳、鼻、舌、身，    意，那意也

是，意，  当中我们  去观想你学了那么多佛法的时候，当我们去  观无常的时候，  
有时候  人  一直感觉自己明天依然存在，  这是我们一般人  用常法的观念去看执常的

一个  观念。    那当我们  慢慢修  那个死无常或者是  无常的那种的时候，  无常，  然后有

一天我们就内心感受到恐惧，其实人的生命是刹那刹那在生灭，  一刹那一刹那  
过程当中  ，并不是一个永恒，我明天一直就是说 100%的可能存在性的时候，  那
时候我们  意根里面也可以传达到一种信息的时候，哎  我们可以去辨别人是  无常或

者是人的是，  一种什么 辨别方向它也是有的。所以说  想从  眼根  眼触、 眼触开始  
到  所生的想，乃至到意触所生的这种想都是有的，所以每个想都是对自己的那个

想，  是不共的不同的那种  想法，  它根这些每个根识一起，同时  都会产生。眼根识  
去看东西的时候，眼根识的  想出现。耳根识的时候，耳根识的想出会出现。 然后

鼻根识舌根识身根识意根识，这些都是各自出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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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以所缘之门，也可分为  有相想、 无相想、 狭小想、广大想、无量想与无所

有想等等。  现在他这里分的时候，不是我现在刚根大家  简单的介绍我们这个白话

或者是一般遇到的那种的一个  想的方式了，他现在开始讲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  
会遇到什么样的想，  这个就很有意思了，他就已经切入到佛学里面了，大家一直

在问，  学心类学好像根佛法没有什么关联，对不对？  这些看我们再往下看的话，

他就会给我们讲到有没有关联，    关联，让我们去  认识一下。  他现在讲到有相想、 
无相想、 狭小想、广大想、无量想与无所有想，这一二三四、五种，  然后他  有相

想它可以分为三种，  精通名、义相属性的想，缘（此）是有为法、无常等的想，

所缘行相清晰的想。这个  他会慢慢一一的解释，精通名、义相属性的想。

  所以说  ，一般的想，  有相想是说  它有分为  三种，一个是  对于  名词上面  以及意

义上面，它都可以分辨得很清楚的，也是很多种。不管是  你有没有学佛法，对一

般人间的那种的一个  想象，它也是可以  有分辨之处的，有些人对这些  分析的很好

的。  当然  科学家们是对这些名相里面，他安立的  各自不同的    研究过来的，他又  
可以用不同的那种的名义去安立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又去分辨。 再来  有些是对于  
有为法  或者是这些无常的想象，  有为法根它对这些意义来讲，  什么叫做有为法？  
有因缘而生的这种法可以称之为有为法。  那因缘而生，  可是因缘而生又是什么样，

他就可以去分辨  无常。  那当然      在这个经部中里面来讲的话，那就是刹那生刹那就

灭，  灭的时候  它不需要依靠  什么，但是说它有因的话它就会灭，  它是有因为是有

生，而    灭的时候，它不用  去顾及到后者的一些  因素什么的。  所以说它的  本来的性

相就是一个  生来就是灭，这种的一个道理，它对这些分辨  也是  很精通的那种  说法。  
所缘形象清晰。  这个  我们  对于一个境而去  观察的时候，他  可以观察得非常的清晰，

而不是说像一个显而未定的那种的法，  那种的不是这样的，  而且非常的清晰。    

无相想也异于前 三者，  可分为三：一、无增益名字的相且不熟悉语言之孩童

的想。  前面的就是一般我们  三个呢就是说，  一般  凡夫人去  可以分辨的那种。  再来

它可能层次会 提高。  所以说  无增益名字的相且不熟悉语言之孩童的想。这个先看

一下下面。现前入与有为无真实义相-真实义谛定的想。这个想呢它是对空性的

解说啦， 第二个。  比方说我们对一个  有为法的  以及把作为一个境、对境，  透过它

而  看到它是一个      胜义谛。  如果说我们以经部中来讲的话，  这样是可能没办法。但

是  来说是一个    ，其他的一些法来讲的话，因为经部中，它  并没有说空性的一些说

法，  只是这里它解释的时候，它其实  真实义是以空性的方式来讲的，  现前是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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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这个就是  我们  圣者以上的他的现前意，  现前意 来， 对一个      有为法  彻底的了解它

是真实义的，这种的想，  那种的一个分辨的，那种叫做  真实  义谛  定一个想。  定是

因为他是在比方说他  ，他是如果说见道者的话，  要不他就是一个    无间道的  一个定

当中，要么就是解脱道，  或者是他  厚德智的时候，  但是说因为它是个定的话，  
那就是这两者或者是  除了这两者以外的一个定，  那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想。  无有清

晰显现所缘形象的  那个相而又是入有顶等至的想等。 无有清晰显现所缘形象的  
那个相而又是入有顶等至的想等，     所以想当中  比方说刚才它有顶的说法，大家有

些可能知道，有些不知道，  它有顶是一个    再来说是有三界，  三界的话它有一个说

法就是说欲界、色界、无色界，  所以  无色界  当中最后一个  处叫做有顶处，  这种有

顶处，它这个处当中，  它要达到它这个  境界就是说你要  生到它这种的一个    心的话，  
你需要很多种，  必须要  断除  前面  欲界根色界的那些烦恼，  一般现行的烦恼你需要

断除，  然后你才能够有办法到  你有顶，  所以它这里面  也是无有清晰显现所缘行相

的相，而  又是入有顶，至的想的  有顶等至的一个想。  而这些就可能对大家来解释

的话可能会比较深了。    那一般它在无相这种的说的时候，其实无相是一个，  在我

们中观以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  讲的是一种空性的说法，  空性的说法，  但是你在  
观这种空性的时候，他必须也有一个智慧可以去分辨它是什么，它是什么。  

再来，第三狭小想：即连色界禅顶近分也未得证的欲界  庸俗的想、  且  较上界

寿命  短促、烦恼繁多、  财富  匮乏、  对器（  世界）也生起卑劣想，故称之狭小想故。

这个  就是说你看那个想又开始引导我们，  我们现在是人吗，  我们现在是人，我们

生活在欲界当中吗，  我们生活在欲界当中的话，  我们是在欲界，  而我们生活在欲

界的话，  我们现在  内心当中的任何一个烦恼，  现行的时候都是欲界的烦恼，  我们

自己相续中有欲界所摄持的烦恼，  要该这么称呼了。  所以说    ，我们虽然这么说，

但是说  我们现在  在欲界的时候，我们没有  断除到欲界的烦恼的时候，  我们的烦恼

都现行，都是欲界的烦恼。  当我们虽然  在欲界当中，但是透过我们的修行方式，  
断除了欲界的烦恼的时候，（48:00）  但是我们  并不能  说你已经断除了三界的烦

恼吗？  你只是断除了欲界的烦恼而已，  因此你还剩  色界的烦恼  和无色界的烦恼。  
当我们断除了这个  欲界的烦恼的时候，我们  可能会  断法有很多种：  一个是透过  
无漏的一种智慧  去空正见嘛，比方说  了悟空性的  那种现前智可以  对治，我们自己

相的时候，自己如果有这样的一个证量的话，可以断除  这些  欲界的烦恼，  所以那

时候它是可以连根  断除的，  连种子这些都可以断除；但是我们有一种断除法，  
不只是我们佛教修行者，  而且它可以就是说通过一些外道的，  比方说印度教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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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他们……  色界比我们  欲界    舒服多了，  欲界寿命长，欲界  没有很多这种痛苦产生。  
而不是上界,色界当中有这样  寿命长，还有  快乐很多、  很舒适，  然后不用  那么快

的有那个生老病死的现象等等，  所以它就是厌倦我们这个欲界  烦恼众多，他  想要

脱离这个，然后去  新上的上界，色界这些的这些  生活他是很  向往的，  所以它透过

这种的一些  禅宗的方式修行，  来断除这些的欲界烦恼的时候，  那种的一个禅修方

式，它是没有办法真正的断除它的种子啊。

因此我们在这里面他说“狭小想    ”，就是透过我们修色  戒禅定近分的那种的

一个修行方式，  色界禅定的近分式方式就是  主要它的作用就是在  他厌倦我们欲界  
生老病死多，然后你  种种痛苦产生的实在是很快  他就厌倦，  心向  这个色界的这种

的一个  修行，或者是他的  一些任何    一个内心的产生的一些是比欲界快乐的多、好

的多、  寿命也长得多等等的一个方向，  这种的一个思维方式  来去谈修。后修了之

后，他  就得到了那个色界真正的近分禅定的话，  就已经  断除了我们欲界  我们自己

欲界当中现行的那些烦恼，  所以它会生到  这个色界。  就所谓的生到  并不是说  我们

一个人正在观修的时候，  那一下子已经去了色界啊不是这样，而是说你的心理层

次  已经改变。 

 因此他在这里面就是说欲界是庸俗的想法，  而且比上界来讲，  上界的这些天

呐，  它的寿命是几万年几亿年，  但是我们人你看最多现在活一百多岁的，  所以从    
一百多岁当中我们需要生、然后老、  然后从中透过很多痛苦等等，  那个是对于色

界来说，我们真的是非常的一个  寿命短促等等烦恼很多的那种一个  人间的  ，那个

凡夫人的一种生活是  比色界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欲界的那种  。

所以他用通过这种的一个观修而去  想的时候，那种的叫做“  狭小想  ”。  所以

你看想他已经拉到这种的一个观察，那  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禅定的时候，你是用这

种方式还是  也有什么样的用空正见，  还是只是用这种一个方式，  所以他  是可以透

过  不是佛教徒，他也可以生到色界的那种境界，  但是他没办法断除  我们欲界的这

个种子的时候，  有一天他那升到上界的这些  福报都用尽的时候，他还是堕落到  
我们这个欲界当中又要受苦了。

  第三，  这个已经  已经讲了对不对！  第四广大想：即色界的想，因（它比）欲

界烦恼少且功德广大，故如此名故。  广大想就是说  前面的狭小，  他认为  欲界的这

些  就是说欲界比较庸俗、寿命短烦恼多，  这种的想法是狭小想，  你就是应该在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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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的过程当中  去比较欲界是这么  复杂、这么  烦恼多，  然后你用  广大  心上的时候，

色界它  功德广大、烦恼又少寿命又长，整个这样你想，  你这个分配的方式是广大

想  。

再来，  第五：  无量想。  我们在这里先……比方说我们  欲界有多少种  那个说法

呢，    欲界有多少众生呐？不同的众生六道众生都有吧!欲界当中  有天  、欲界里面

有人、  欲界里面  有饿鬼、地狱都是在欲界里面呐。  所以地狱  、饿鬼、旁生  畜生，

这些都在欲界，所以六道众生都有。  所以  欲界  它里面有天的  净土，  比方说兜率天，  
也是在  欲界里面，但是  幻化天、  三十三天，  那这些都是在欲界当中的天的住处，  
所以他们  是欲界的那些天，  他不是色界根无色界的这些。

所以欲界有六处一般是六处。我们      欲界的六处怎么说？  人道、然后天的话三

十三天，  是还有一个璃什么璃豆天吧？      璃豆天（忉利天）、三十三天，兜率天、

幻化天（化乐天），  还有一个这个名相不是很清楚。  这些就是我们欲界的天。然

后下面就是人，    还有就是说地狱、饿鬼、旁生这些众生，  就是在欲界里面。

  色界分为  色界有四禅，  就是说初禅、  二禅、三禅、四禅  这种的一个说法。  
所以色界有  四个：  初禅、  二禅、三禅、四禅。  所以初禅里面又分为    三种，  初禅里

面可以分为  自梵天，  还有  就是……比方说  初禅有三处就是梵众天、梵辅天、大梵

天，它有三个处。就是说  他的境界初禅就有三种，  然后这里面  也是按它初禅里面

的  断除烦恼的一个  谁断除的多，他就会生到    大梵天或者是  初梵天。  所以说你  生为

初禅的第一次，可能你是  生到      梵众天比梵辅天比较好，你又修行  断除了它里面的

一些烦恼的时候你会生到梵辅天，  然后再来你  又觉得说  它里面  梵辅天比大梵天，

大梵天比较好又生到那里去。  所以这个也是修行过程当中的一个修行层次。

  再来  ，色界  第二禅。  第二禅呢它是有多少？它第二禅也可以分为三处，    三处

是什么：  少光天、无量光天、极静光天三种。  这个也是依次的这种安立方式。  
所以  第二禅有三种、第一禅也有三种处。 再来第三禅的话三禅也有可以分为三种，  
三禅呢三处里面就是：少净天、无量净天、遍净天  三种处。  

再来，  第四禅的话它的那个  处是有八处啊，可以分为八处，  所以说：  无云

天、福生天、广果天、无想天、无烦天、善现天、善见天、色究竟天。所

以  每个都是有天，意思就他不是  我们人嘛，所以天是  一般是说色界以上都那些众



11 / 12

生都可以称之为天嘛。  我们欲界都有好几种六处的天。然后色界  有十七，    一般来

说是十八，有些人称之为十七。  这边的天每个天就是说你到了什么  第四禅的话，

你第一个到了无云处的时候，你这个众生叫做无云天的众生。  你到了生到了    福生

天处的话，你就是福生天，  这样的一个名字依次去改。  

所以说  这里面    有八处里面的前三者可以说是  也是凡夫，  凡夫众生可以生到那

个地方，  但是说  八处当中第四禅里面的  后面五处呢，  其实它的修行量是需要很高

的，  必须是圣者以上才能够生入这些天。    后五者都是  可以说是圣者居住的这种天。

所以它这个是  色界，色界分为    四处  （四禅），每禅  初禅又分为三处，  二禅有分为

三处，    三禅  也有分为三处，但是这个    四禅分为八处这样。

  再来无色界的话，无色界它也分为四种。  无色界就它因为是什么呢，就是说

没有里面可以有很多分法。  无色天第一个我们  色界  生到无色界的时候，他就是说  
空无边处，  生到空无边处。再来  你身境界  就会到识无边处、知识的“识” 识

无边处。再来无所有处，最后  处是什么，非想非非想处，      也就是刚才讲的有

顶处，  有四处。    除了非想非非想处之外，  无所有处以下呢就是说无所有处、识无

边处、空无边处，  还有  四禅里面，  而这些外道也可以有办法去生到那种的一个

境界，  但是他没有办法生到  有顶处，因为 他的  那个生法都是要透过断除现行的烦

恼，  但是断除现行的烦恼的时候，  它只能断到  无所有处而已，  最后一个必须要透

过一个无漏的智慧才能能够断除。  因此他  必须要有这些  方式去断除的。

因此  ，刚才  也有透过他每一个从欲界到色    界，  它是透过  比方说一般外道也好，

那种修禅的  一般外道者的话，他是  下厌欣上的那个方式断吗？  欲界烦恼多寿命短，

  生老病死多，    然后他喜欢色界。初禅就是寿命长什么款，  然后他升到了色界的时

候，他觉得  初禅比第二禅第二禅更好，初禅他应用厌倦，用这种方式来算出他信

息的烦恼。  然后他  初禅到二禅，二禅到三禅，  三禅到四禅，  然后他又觉得  这个四

禅比  无色里面    不是更好，然后他到无  无想处，  无想处到了之后，他又觉得无识处

比较好，  然后在无识处之后，又就是说他觉得无有处比较好，  这种的一个方式，  
它可以生到  第四  是无色界的那种的一个第三处，  所以他在这种观察的时候，他那

个想也是如此的一一的去  根着他的内心的那些智慧也好，或者是他的那些  心王的

变动而想  ，也是可以开始一直  去作用分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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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第五第五无量想：乃虚空无边与识无边想，因意想：虚空与识是无边，

故如是说故。“故如是说故”什么意思？  等一下我先看一些藏文……  对呀，就是

一般来讲它  这个比方说，我们  什么叫  做无色界里面的空无边处，他是怎么想的？  
乃至虚空无边  的一讲法。  然后第二处是  识无边处嘛，  他用这种的一个想法就是什

么样的想法呢？  比方说  他思维诸法  但如虚空，而    这种的虚空是无边际的一种想法

的方式，可以称之为    他的  概念这种的一个辨别方式，  就是这样无虚空。  所以虚空

它是没办法找到边际的时候，它是    虚空是无边界的，所以称之为空无边处。  简单

的来讲是这样。

  再来“识无边处”的话，他是什么想法呢就是说：  思维  诸法如同  虚空  无所边

界，  缘破  是意无边处的意思，  所以说  他再怎么观想，  一切都是像虚空一样的无边

无际，但是说  这种当中  它还是有一种  意识    它可以涵盖整个    空无边，  因为再怎么都

是透过  意识去思维去想的。  所以说  虚空有多无边那个    意识也是有多无边的广阔。  
所以说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识无边处”吧。  因为  虚空有多无边，  所以  识也是无

边处的，  所以称之为识无边处。  这种的  思想方式  就称之为无量想，无量想。

  再来，  无所那个是什么？  第六无所有想：即无所有处想，因为缘无所有故。

此复，倘若归摄，可摄于错乱想与无错乱想二者。    再来我们  看一下  什么叫做无所

想处？  无所想处其实他一般来讲思维  一切法  及  他所  看的那种的一个事，就是说  
因为一切法都是  “境”每个境有所看、有了知它的一个识嘛，  所以这些  除了这些

以外，他觉得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所以说  他在观    这种一切是虚空虚，  或者  
不再有的那种的一个思想  方式什么都没有，其余的什么都没有的一种识，那  这个

就是一个所谓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啊，    五分钟五分钟10分钟也可以  。 

（请以录音为准，以上文字仅供参考。错误之处，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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