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21

《心类学》第 17 讲

20201106

 

今天这个  课程  我们  就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佛陀讲说的  一个经，那个经  是什么

经呢，就是《稻杆经》。《稻杆经》当中，  佛陀有讲到  诸比丘  ，若谁见缘起，  

彼即见法。若谁见法，  彼即见  如来  。于此所说，  缘起是何者，  所谓缘起，即是，

即此有故就有此  ，此有，  有生此生故  此生，  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佛陀  就在这几

句当中  就已经讲出来了这个缘起的法门，  当然  谁见了缘起就能够见到佛法，  这个

法的奥妙，谁能够理解见到这个法的奥妙，  你就能够  见到如来  ，这种的一个说法

是对于  缘起  的一个      定义跟缘起的一种说法是非常深奥的。

  因为我们  对于缘起了解多少，  缘起是什么？究竟是什么？所以佛陀在这里面

特别有讲到  即“此有故此有，  此生故此生”，  这种的一个说法。  因为缘起在我们  

不同的  比方说  毗婆沙宗、  经部宗、唯识宗、中观宗讲的缘起，  里面  最为殊胜的是

中观里面的缘起。  因此缘起  他的解读方式也有不同，他的意思很多。  因此  最  能够    

完完全全地解释出缘起的意义的是  中观的  这个因由支分而成立的法就是缘起。这

种因由支分而成立的法是什么？  所以说  任何一个法所有的万物  都可以称之为缘

起，  不只是我们看到的才能够叫缘起，不只是说  他有因才会有果，  这样才叫做缘

起。  在中观的观点里面他不讲，  不只是这样认为，他认为  所有一切的法  都是可以

称之为缘起，它都有  缘起的性质存在，所以这一点  他已经证明了科学再怎么用，

现代的科学再怎么去  想破佛教的这种一个  理论的时候，他没办法破到，因为  这个

所说的现在科学家也非常承认，万法都是由  各自的分支而成立的，  而且更何况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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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所谓的这个有为法。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任何一个无常都是因由它的  支分而成

立出来的。

支分是什么？比方说我们拿一个  杯子来讲，它一个色法来讲的话，  杯子的底

子、杯子的口、杯子的材料、  杯子的无常，  这些都是  杯子的支分，  因有这些    具足，

而形成的杯子。  所以  在科学里面也是这样，  你再怎么去找这个  物质的东西的时候，  

你慢慢去分析，  它分只能讲到一个例子。  因此  这些是一个佛陀讲到最精华的，而

且它可以涵盖讲到不只是无常，而且是常法都有它的支分。  有些人可能认为  常法

怎么会有它的支分？  其实常法也有，比方说现在我们  如果再讲一个空性的话，他

也是在讲  空性的  常法、  空性的  无常法。空性的无常法，就是了悟空性的智慧，了

悟它的那个智  或者是空性的反体，这些都是空性的支分。因由这些万法都可以有

它的支分而成立的。  如果没有这些支分，那  没办法举出一个例子有这样的一个法

它是没有支分的，  因由这样，所以万法都是  支分而成立。  因由这样所有的法  都不

是实有谛实存在的，  如果是谛实存在的，就不需要靠它的支分而成立。  所以每个

人都看这种东西的时候，这个法的时候它永远不变，    一直是这样，  任何一个人去

看的时候都是一样的。  所以  像一个物体或者是一个人物的话，我们看到这个人是  

很祥和的，但不一定每个人都看他是一个很祥和的，  可能有些人看他就讨厌。那  

这代表什么？  这个本身这个人的一个物质或他的性质当中  也是一个  谛实执空的，  

也是一个从支分而成立，所以它才叫做名言假设安立。  而且  因由这样，所以万法

它的性质都是  谛实执空，  因此它才是一个性空，  因为它是性空的原因，所以他才

能够有办法说  这个是支分而成立的。    因由支分而成立，  这个法就是谛实执空。缘

起性空、性空之缘起而生。    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去思维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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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一般  对佛陀所讲出来的缘起，  最重要的一个思维是这样。但是说你

缘起在分支下来，  缘起有烦恼的缘起跟无烦恼的  清净的缘起。

  烦恼的缘起是什么？十二因缘啊！  我们从一个人轮回到现在，主要是从无名

开始造业，  行，然后业在我们的意识上累积这个习气，然后在  我们往生的时候又

这个  习气产生，然后投胎出来，在你母胎里面投胎的时候，你开始有了  你的名、  

名色，还有你的一些从  （8:53：摩延羯，音是 moyanjie）  节开始你的身体慢慢

形成，在你这个意识外面的  色体慢慢开始形成到你开始有了一种感觉，    然后慢慢

你会从母胎里面生出来，  那些都是    一个轮回当中的十二缘起，而且是一个烦恼的

缘起，如果说这种的缘起又是从，  它是一个  一个人在  烦恼当中而缘起、  轮回、堕

落的一个    层次、顺次的方式来讲，如果说你要  真的想要解脱的话，你必须要从了

解  这个十二缘起之后，你必须从生死  来断除  这个十二缘起。  所以从生死开始去断

除，然后去慢慢的断除这些    业还有无明，这样  逆次的方式来断除，因此你会得到

清净的这个缘起，也是有这样讲的。

  再来我们    比方说唯识派以下的，他们会认为缘起  只是说有  无常的法都是缘起

法，  常法里面没办法安立缘起也是有的。    但不管怎么样，这些都是来自于心  跟那

种，分别心跟名言安立的意义，  应成派的角度是这样的。所以说  ，  最终还是我们

要去先学会心里面的一些状况，  心里面的认知，心里面分不出不同的  他的这些名

相或者是什么时候产生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心，  我们不能把一个整个一个心当做

所有就有一个心而已。

  现在因为进入了佛学，我们是学的是佛学，所以说佛学是讲内道。内道主要

是讲的是  内心里面的一些生起次第跟这些，  然而让我们认知我们内心当中有  不同

的心的层次跟心的那个    不清净有漏的这个行相以及清净的，  所以让我们认识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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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的一个世界。  因此  我们  开始  在心类学里面有  开始讲到心里面的层次和五感官里

面的五根识，  然后在  潜意识当中的第六意识，然后再分别  意知当中可以分为无分

别心  、分别心这样的方式来分，  然后再来比度跟  现量。    这样的一个方式把内心又  

剖开里面最  潜在的那些分开，  让我们认知我们的心有多少种，当我们在产生一个  

方向或者是去了解一个东西的时候，那时候你的心识分别心还是无分别心，  慢慢

地我们又开始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分，  这是心王还是心所，  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讲，

所以现在我们开始讲的是心所，  因为每个心王跟随着它有它的心所存在，因为心

而生出了心所，所以这个  生不一定是说它的  第二刹那才生的，而是说跟随着它同

时生的也是有的。  

所以说我们在心所当中，  第一个五遍行，  那个就是是因为任何一个心王当它

产生的时候，  这五个    都是一起同时产生的。  所以这个五遍行它是我们在它的名相

是五遍行。  五遍行是  我们上次已经讲完了，现在我们要讲的是五别境，五别境。  

我这个中藏文是 35 页，你们那边的是几页？   如果用中藏文本的话就是 35 页  。

二讲说五别境，  什么叫作五别境？  这个就是说  对一个境  一个法了解  ，不只是

了解，而且它进入它里面的一个  就是一个支分里面去  进一步的去了解方式叫做五

别境，这种的是有五个。  什么五个呢？  “第二讲说五别境的群组中有：欲、欲求

的欲，胜解、念、定、慧五者。这五者为何称为别境？答：“有能力分别境而作

决定的作用心所，故如是称。”   因此  这个  五别境的话，我们    简单地来讲，  因为

他们理解一个对境的  各个的特征，  所以他  在这里面  每一个境当中的它每一个特征

里面，它去深入地去了解  一种的那样的一些心叫做五别境，有五个，  有五个。

  那也有  不同的说法就是说  《阿毗达摩俱舍论》里面  是会说五别境伴随有心所

有心的  状态，  有些会是这么认为。  因为  我们之前五遍行就是说任何一个心产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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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候，  五遍行  就会产生。  在《俱舍论》的就是毗婆沙宗  他们那一派  的认知里面就

是说  不只是五遍行，五别境也是一样的，在任何一个心  产生的时候，它会出现。

  我们现在以经部宗这种的一个观念，以及其他  像中观这边观念是并不是这么  

认为的，它是分开的，它是五别境就是必须先了解一个对境之后，它才去对一个  

境当中的一个特征  里面去  认知    ，这就是它们的区别，  阿比达摩这个《集论》当中

主张就是说  ，它们只伴随着善心的状态，也有是这么说，  就是说那这个可能有一

点  很难讲，  比方说  五别境，像欲，欲求的欲、胜解、念，  还有定慧，  这些有善的

有不善的，  不一定是跟着它善而一直去，  所以这个可以值得我们去再去研究或者

是思维，大家各自去，    因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而可以让大家去像思维的话，就会

以这样的一个方式  让我们去研究  。

欲，什么欲呢？  欲求的欲。  第一，欲的性相：“具有‘缘所思物发起希求’

之不共作用的心所”。      这里面就是说反正我们对任何一个自己想要去了解的或者

是一个对境的时候，  我们更想知道它  本来就知道它一个法的时候，  更想要需求它

真正的一个  存在，或者是更想要比这个更深的一个  目标的方式  去了解，所以说    

对自己的那个境  能够  ，这个心所呢对自己的境自立发起希求心，  希求的这样的一

个心叫做欲求，欲求心。  所以对所作产生的这个希求心，  他才能够有办法  这么讲。 ，

对，    我们不管是  善事也好，  坏事也罢，它都会有  对这个法，会有一种  希求心的时

候那种的一个    更想要去了解，更想要去往这个方向去做，或者是去观，    去了解，  

这种的一个心所那叫做欲求。  所以对一个所  欲对境  有强烈的兴趣，  并且对于这个  

是一个  作为一个精进的  一种基础，它这种的一个心所就是叫做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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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第二作用是什么呢？  他可以因为有了欲求心，所以  可以  当成精进

的所依。  我们想要努力一个  事情的时候，必须要  让你产生一个兴趣的话，      那你更

想努力嘛。  所以说这个就像一个  精进的依靠一样。

    第三  分类有，  欲想  相遇过去者，    不欲分离现有者，  欲求未来的  欲三者。    比方

说有些东西我们  曾经经历过这个对你来说很有兴趣。    有一些  上师  讲法非常好，  

所以说你听得很欢喜，但是时间已经到了下课了，  但是你再想听去听这样的一个

殊胜的法，所以你心里面有一个欲求的心。  这种的欲求心就是说  虽然曾经相遇过，

曾经感受过享受过，所以你再想要去    去碰见或者是相遇或者是去听，  一种是“  

欲想相遇过去”的一种欲。  “不欲分离现有者”。  虽然  有些  ，比方说今天讲的课

很好，讲得很投入你的兴趣，你就  不想早一点讲完，  也是有的，所以说它是  不想  

马上  讲完就这个课，或者是我们有些看一些电视，你看得很  投入的时候，那个时

间很短  就结束，你是  在你的心里面是不想  那么快就结束，看到的那个小品也好，

喜剧也好  等等。  所以说  “不欲分离现有者”这只是一个举例，当然有很多例子可

以举例出来。  当然  “欲求未来者的欲”。  现在我们对佛法非常的恭敬，有信仰心，

对它很虔诚，而且我们对佛的  了解非常值得信任。  所以我们也很想  未来我们要成

佛，  因此我们对于虽然我们还没有成佛，但是我们因为为了成佛一直在努力，  
那种的欲求心，为未来而欲求的一种欲。

    欲又可以分为“希求五欲尘者、希求财物者、希求见解者与希求解脱者四类”    
“希求五欲”就是说，“五欲”当然大家都知道色、生、香、触、味这些是五欲，

欲界里面让欲界的众生  因此生起  烦恼心也好，或者是一种欢喜心短暂的欢喜心也

好，都是因为透过这些色、生、香、欲外在的是比较多的，所以很多人希求自己

满足，只用这种五欲而满足的希求心  。



7 / 21

“希求财物者”，当然  财务金钱  什么不管是用善的也好，或者是  你用的不好

也好，大家也在追求着财物的时候，那种也有一种希求心。  希求见解者，这个见

解者大多都是  讲的是一些宗义里面有  宗义售卖者，比方说  你现在已经是一个佛教

徒的时候，  你可能  对于自己佛教的见解更欢喜，其他宗教，外道或者是什么回教

或者是什么印度教或者是基督教等等，我们就不去稀罕他们的这种见解的时候，  

可能是  比较偏向于佛教的那种见解。  当然佛教里面也有，比方说毗婆沙宗、唯识

宗，还有经部宗、  中观宗等等，每个宗派对于自己的宗派的见解，  觉得说是最好

的最殊胜的。欲求，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欲求这种见解，  所以说这是（按：此处

几个字断音）  讲出来的，而且这个观念不一定是我们现在比喻的是一个宗义里面

来佛法的角度来讲。

  当然每个人的做法也有很多种，自己生活上、工作上  也有它的一种见解，  

很固执，因为他觉得他自己的做法是万无一失的，  这样一直以  你自己的方向去做，

他认定这个是他的榜样，然后你  用这种的一个人的观念去做，他欲求这种的一个

见解。

  （按：说了藏语）“希求解脱者”。  现在很多人学佛法了之后，或者是在生

活当中  厌倦了世间里面的  争斗  和烦恼心，  因此  厌倦  这个世间的    任何  一个所谓我们

现在发生的事情，或者是做什么事情，都好像觉得  是一个轮回的一个苦  折磨自己，

所以自己想要脱离，想要解脱，就是欲求  解脱之心啊。  而这种的就，  他的意思是

说“相易了知”的。��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举出这些例子，刚刚简单地举了一些例子。

胜解第二，胜解的性相，“具有‘于已决定境如实坚固执持、且不被他者引

转’之不共作用的心所”  这是胜解的一种说法，什么叫做我们佛法名字当中  你看

到经书的时候或者是什么样的论点的时候，都会有一些圣者的心，  胜解的心，那

什么叫做胜解？其实这个胜解对  你刚想要悟道的那个法也好，空性也好，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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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俗法也好，无常也好，常法也好，  当你去了解，  而且不只是了解，你了解当中  

让你对这个法  更坚固地去认知它，  而不会对其他的心，你内心里面的其他的心会

动摇你或者是转移你的方向，  不会。

胜解是  更让你  专注在你了解的这个境上面，  它是  对于这种的一个作用的方式

是  不一样的，不共的。  所以这种的一个心所叫做胜解。    唯有对此自己的那个境，

而且他这个心所就不需要透过你内心其他的心的那个  力量，他是自力执着为确定，

就是  这个，这个就是一个无常的法，这个就是一个色处的法，  这是一个色法，  

万无一失很确定。  人家会说旁边有人会说这个是常法什么的，你也很  坚决很  坚定

地还是认为这就是一个无常法等等的一种很确信的  一个心所，这叫做信解。然后

有些是也称为胜解，  有些地方它用的名词是信解。

执着  对  这个法  这种的意思是对这个  境关注  ，而且他对这个境关注，不是那么

容易地让你摇动，  所以它称之为信解  。稳固  我们对于之前所确信  的境上面  去更加

地理解，  是这种的一个理解，不会受到另外一种  其他的心或者是其他的法来受干

扰，  不会这样容易地让它受到干扰，  这样的一种心说叫做胜解。      

再来，下面是第二作用，珍惜  执持自 所缘，并有坚固的意念为业，    它有了这

种的一个信解的时候，这种一个胜解的时候，  可以让我们自己去所认准的对境  

更坚固，  不会那么容易摇动的一种说法，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作用性。  第三，分

类，  因众生  界无边，  故有胜解也无边，但可归次于  到胜解与正胜解二者。  导师能

仁王说，  正胜解乃一切善法的  根本  。（按说藏文）  这里面他讲的是说胜解，这种

的一个胜解不一定  完全是一个  正的，它胜解可以分善跟恶都有啊，不善的。  所以

说  因为众生皆是无边，  众生  无边无际，每个人的思想    都是不一定是正确的，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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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都认准的法义，  虽然他自己的观点上认为是一个胜解，  这个是  不善的胜解，有

可能因由他对于这个法的解释度  是一个颠倒的，然而  造出了很多恶业也是可以有。

现在很多  比方说一些世界大战的时候，造出这种毒物的的  科学家也好或者是这样，

  他们对于这些来讲，  他们有他们对这个法的认定和他们的对它的胜解很坚定的把  

事情  做出来了，  但是这个后续会产生  能够伤害众生的事情，  这种的胜解是不正道，

是  颠倒的胜解。但是说以佛法的角度来讲，  你正的胜解才是一个  能够维持你任何

一个善法的一个主要的根本。  这是释迦摩尼佛所说的，所以他在这里面讲的是这

个意思。

第三，念。  念的性相“具有‘对曾习之法不忘却，  且反复现起’之不共作用

的心所”。      念，  当然这是一种记忆的说法，对不对？你曾经有  发生过看到过这个

事情，你  了解过，然后你再回忆  它这种的一个  方式  ，念。那  这种念一般来讲，  
对于它自己所认定的一个信呢，也是不需要通过其他的心来或者是心所来帮忙，

它是可以  自力地生起，  不忘，让这个境  不忘的那种的心所叫做念。  所谓的不忘是

什么意思？就是对  自己的所缘境    不舍弃的了知    叫作不忘  。因此  我们对于  这个念  

来讲，它是    使一个心  一再地去想起之前所认识的一个现象，  而不舍弃  的一种心所，  

也可以说而不忘失它，它不让心      就是说把注意力对其它境转移。  因此念就是这样，

因为我们以前知道一个事情或者是一个学问，  你学了很久，后来你想要去    回想一

下，那这个回想就是念。  当你回想的时候，你的心专注在那个境上面，  所以你不

舍弃  而专注这个境。

  第二作用，具有对  其所缘心不散乱，  对吧？你要回忆起它的时候，那时候你

的心  会专注在你要想取的那个境，确定为所依的作用  ，且为定的所依，   一个心  

更要专注长久的时候，必须要你在心  要  不散乱的状况下才能够定下来，所以这个

念  也是对于一个不散乱里面，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性。  因此你要  修禅、修定  更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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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地专注的境，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念来所做依靠，  这样也是很，  它有这样的

一个作用性。  

下面是问，“那么，则无有根知之念，因为不能缘过去事故。」《贾曹杰阿

毘达磨集论释》答：‘缘着过去事的续流一次一次再串习，故无有过失。’总之，

如令一切善法不损坏的宝藏，此即是念。”（按，念藏文）。在这里它就是说那

念是不是一个它    只能存在一个  分别心，  这个好像  也有一些它的  纠纷，就是说  这里

面有讲到说  根知根识有没有念，不可能啊。根识的话，当然你看到，现看现悟现

了解的  这样的一个说法，所以根知跟根识我们之前也有，  它不是等于它是三句四

句还是怎样，  所以说它在这里面有讲到说    根知的话，因为它是可以有心所的，不

一定是心王，对不对？根知与根识要分开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它  意思是说

根知有这个念，为什么呢，它并不是说像根识一样的，  现打现了知，只是说它有

念的原因，就是因为现打现  念的那个根识，  它其实也是有一种心续  流转下来，所

以这个根知里面的念，它对于续流一次次地串习，  所以说不会没有的意思是这样，

所以那个依据是在于《贾曹杰大师的阿比达摩释论》当中有这么一说。（40:00）

而且念是什么呢？

而且念是什么呢，念就是对于这个  一切的善法当中，它犹如  宝贝一样，  也不

是吧，就是说我们一般学佛法，  跟其他学的东西  更难学啊！  而且你看现在佛教徒

有多少人，这全世界里面有七十亿多人，但是说佛教徒只有三亿  多吧，  那更何况

所谓的佛教徒里面 3亿里面，你真正的去学佛法的  又少之又少哇，而且你有些人

学了一半的时候，  又不想去学了，因为太难了。  而我们这个群里面也可能是这样，

之前是有一百多人吧，  现在是有多少人？  一定是少了很多吧。  因为他  讲的时候可

能并不是之前想象的都是那么容易的，可以去  像看电视那样去容易了解，  它是需

要动脑筋、需要花时间、需要  我们复习才能够有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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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  一动脑筋，    就想说太难了，我不想这么麻烦，  所以放弃。  其实佛法  

你听一次两次是不够的，需要听很多次，或者是你不只是在这一个  讲法者这边听

而已，你可以去很多地方去听，  你收集很多的一种法义的资讯，  然后你  自己再去

研究，不只是说我讲的都是对的，  有可能会失误讲错，那有些真的是我不了解，

可能会  讲不出所以然。  那时候可能你  不能只在这个地方，你可能要更加的去找其

他的一些东西或者是资料或者是等等都要去学。    所以法的  这个法义上面我们去学

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而且他是容易忘记的。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就是一个  

凡夫人，就是一个  烦恼的种子和习气太强太强的一个众生的原因，所以  善法就是

容易忘，做了一个善事就比做一个坏事难的百倍呀。  你作为一个善法，你一个  

随便的念头你都也是可以，但是说真正要学佛法的方式次第去学  是不简单的，但

是说你做一个坏事，  哦很容易呀不需要有人教哇，好像你这  马上就  学会，人家  

一个形式就让你学会，  这就是学佛法不简单的。

  像其他宗教，有些基督教他能够  一下子到那个  牧师那边去  讲自己做过的一些

事情，忏悔一下，他就说我赦免你的罪就可以了，  就完全你的罪没有了。但是我

们这里讲的不是这样，  有了罪是必须要自己要清除，而不是说你只是去  在佛面前  

祈祷烧香拜佛就够了。  当我们学到真正法的法义的时候，  我们才认清楚  自己所做

的任何一件事，  自己要负责的  。自己所累积的善  都不会被人家抢走的。

  所以你学到这个  东西的时候，你的心  更稳重，然后你更确信的时候那个法更

有意义，  你才会想去学。  只是说因为你  现实跟我们学的好像  看起来不搭配的时候，

你就已经容易放弃，  那这个就是你的障碍出现的时候，这就是障碍  现身了。  所以

有些人虽然听不懂，他还是继续一直听下去直到讲完。  那这个虽然  他一下子没听

了，但是他已经留下了一个好的习气。  可能有时候  我们还可以遇到其他的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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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续再讲的时候，  那个时候你的习气  比别人  容易产生，然后你容易去懂，  这就

是你自己下苦的  一个功德。  佛法不是那么容易的，需要花时间  需要坚持的，  不然  

你虽然是一个聪明的人，  可是你没有这个精进的一种心的话，  你还是在原地里面。  

但是有些虽然  不是比你聪明，但是他很  坚强坚定，  他就是慢慢的悟出来了。

  所以  在这里面我们对于一个善根  来讲，它为所依啊意念  更是很重要的。  所以  
学了佛法必须要复习复习复习，不然你是容易忘忘忘，这个是很明显的。现在我

们小时候就被自己的师父    一直强迫我们背很多经书，然后我们也背了，然后师父

在的时候  背了很多，然后你每天要复习背诵，大声的要念  好几年，  但是师父不在

身边，你也想偷懒，  慢慢你背的这些都已经忘记了忘记了忘记了，现在真的  以前

背过《现观庄严论颂》、《中观论颂》、《俱舍论颂》什么都背过了，  而且念的

时候就像念六字大明咒一样，你不需要去思维他口里面一下子  前面出来，后面一

定他自然会舌头会动起来，现在你再去看，  有些你  是因为我们这像我的话就不  

是因为  不去忆念的原因，  然后有一些现在重新  有时候去念在  念的时候：  我背过

吗？    会有这个状况，所以这个是我自己可以亲身体验的。

  第三仅是「念」可分为：染念与非染念二者。非染念也可分为：有沉、掉动摇的

念，无有沉、掉动摇的念二者。初者如：闻与思所成的念二者。次者有九住心所

摄的念、奢摩他与毗婆舍那各别所摄的念共三者。先念一下这个藏文……    在这

个它是怎么去那个的？   因为他说染念  跟非染念，  那非染念它又分为有沉、掉动

摇的念。沉、掉动摇的念那应该是染念呐。染念跟它分在非染念里面，应该是前

面的 。那无有沉、掉动摇的念二者。

初者，闻与思所成的念这个二者……它这个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说。  其实

非染念染念里面就是有烦恼所摄持的一种念。  那当然他这个念当中，比方说我们

想起一个以前一个人对我们不好，  其实我们不知道这个人对我好的是什么出自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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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目的，但是说  你真的他想起这个人，那时候对我不好，你心里面就生起嗔恨心，  

那个是透过一种染念  而去忆念的，  那我们真的可以去  对于一个    人曾经对我们很好，

或者是这样我们再去想的时候，那个是  完全是一个非染念，没有烦恼而去摄持的    

很随喜。以前我们供僧去朝圣，  拜上师的时候多么欢喜，然后你再去想的时候，

这是一种随喜，  也是一种念的时候是一个善非染念的。

那  这个沉掉我  不是很清楚他怎么在非染念里面去说的，  但是说无染念里面它

其实也有九住心的念。对呀，但是九住心我们当然大家也知道，就是说  你要专注

在一个自己的一个善根上，  比方说一个佛陀的像,    心一专住，然后心一直在往  这

个境上面  不被其它心动摇，然后你一直专注，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专注，久而久

之  你会得到一种  身心轻安，你在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下，很长时间都去    看他的时候

都不会累，觉得反而  因为佛陀的靶向是一个你的  一个善根的对境，  所以你心生起

欢喜心和欲求心，对他的那种  专注是  非常有帮助，最终也会得到一个身心轻安的

一种  ,你再怎么去专注在这个境的时候，心不会疲倦，身体不会累，  这样的一个

九住心。那这个一直在  往一个境  重复的去专注的时候那种的念。

    奢摩他：就是说你专注了这个对境之后，你是透过用  你的一个  智慧，    专注那

个境是善根，然后从这里面你发挥起你的  智慧去那个。  所以说他也有这种的智慧，

旁边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念来协助。    所摄持的念这种的共三者     。所以我们  ，他可以

练可以成为禅定的基础，  让我们的心  不转移分散力，  不会让分散力。

  再来，    四,定的。    第四定的那个。第四，定的性相：「具有『对一所缘恒常

一心专住』之不共作用的心所」。  它是一什么样的一个心所？就是说  心  对某一个

你认定的一个境上面  非常专住，  不被任何一个就是说散乱心散乱的时候那个叫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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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定，  而且时间  不是一刹那而已，而是要  比较久的一种方式  来做的那个让你的

心专住在一个境上面的时候，  那才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所叫做定  。

此「一心专住」，《钦俱舍论疏》中说是同一所缘。  在那个《钦俱舍论疏》

中说了是俱舍论里面解说的最广的一个注疏。  注疏里面他说    一般定  他所谓的  你专

注在一个境的时候，  不能改变那个境，我现在是专注在佛陀的法像当中，  然后你

忽然转移到  其他  比方说文殊菩萨  这样的一个  专注力，虽然两个都是善根，但是你

又转移到佛陀，他  不能算是一再专住，你已经跳了其他的境了。  所以  要统一的专

住，而且一直在重复的去专注那种的时候，    那个是一个《钦俱舍论疏》所说的同

一所缘呐。

    所以就是说“定  ”没办法是一个慧，有些人是  也会这样，因为智慧的话你要

去从他的这个角度里面再去分析，然后再去  看它的支分里面再去观察，这个是  

没办法是定。  而有些说这是定，因为他专注在这个佛陀的法像，但是说他从佛陀

的法像里面去，他的特征里面去再去观察，  也是专注在那个所缘当中，  这里面就

是说定跟慧有什么差异，大家可以去    了解一下，或者是研究一下  他们是不是四句    。

再来，这个  能够持久专一安住在一个境上面的一个心所，这种定呢他最是我

们以  佛法善法来讲的话，  他可以  帮助你得到九住心，帮助你得到  增长智慧的最主

要的一个心所。      第二作用，  作用是什么？增长智慧的所依。对他这里也有讲到，  

你要我们  去增长智慧的话，你心一定要学会专注。你要学佛法，就是心要专注在

一个法义上面认真的去    学而不是心一直在散乱，  人在场但是心在外面，这种是没

办法是增长智慧的。    所以  你要把这个佛学的智慧增长的话，你必须心要专注在  

境上面，  所以  专注在这个境上面的话，那才是一个你能够增长智慧的一个所依。

能自在成辦世、出世一切法为业。  因由这个定慢慢的慢慢的可以成为你初次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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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粮道也好，  或者是加行道也好，  都是通过定而专注在一道法上面  再去修，然

后配合你的智慧。  在去修的话，你可以慢慢的你的内心的境界一直往上升，  直到

就是说出世间的境界当中，都是    有可能的。

    第三分类：能短促安住于一所缘，乃至能长劫安住等无量无边的定。但就归

纳种类而言，可摄为：欲界心所摄定、四禅与四无色所摄的世间九种定、出世定

共十种。再摄则可为：缘如所有性与尽所有性的定二者。    先看一下藏文……这个

定他就是说  有很多种，有些定我们可能  心专住在一个境，  那你可以专注 住现在我

们的心没有长时间的去专住一个境的话，你可能一分钟  就很难嘛。

有些人  常年都在修这个禅定的话，它可以几个小时是没问题的，  甚至是  那些

大修行者，他在修定的时候，  几百劫几千劫长劫里面他都在安住，比方说  那个叫  

迦叶尊者，迦叶尊者他就是四尊    涅槃之后，他就  因为  痛苦，  而他想因为不想失去

有佛在世的这种的一个  ，不想再过一个有佛在世，没有佛在世的一个时间，所以

他  就想说他就要去入定，  而且入定他直到弥勒菩萨在人间弘法的时间他才出定。  

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在这个世间里面，  佛法我们一般来讲，它是说五千年，  五千

年，对，  五千年当中他一直要入定，他  直到弥勒佛出现的时候，甚至是有其他，

甚至就  能够很多  千百劫都可以一直入定，把自己的这个色身隐藏住，不被人家发

现。  所以迦叶我们所说的迦叶尊者，  他也是把自己的色身隐藏了之后。然后入定，  

然后直到弥勒佛  出现为止，他都是一直用这样的一个  禅定而修的， 所以禅定可以

分为很多，  虽然有些可以  心专注在  一分钟也好，或者有些是千百劫  都可以。  

而且定呢，它也可以分为  欲界的定。  我们现在欲界心，我们现在的人都是有  

是欲界的众生，所以你现在    所用的心是欲界心、而心，这种的一个心专注在一个

境  的时候，是欲界所摄持的一个三摩地这种的定。如果说你内心相续中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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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界的那些境界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些怎么说神通，  或者是    上界的一些心可以  

来去专注一个  法你是可以的，或者是  色界当中的那些修行者也在入定的时候，那

个是色禅当中的众生所处的定。  无色界当然也有色处，  那些的众生他心相续当中

的定  也是一个定啊，  而我们自己欲界里面，他能够得到色界跟无色界的这些  境界

的时候，他的心可以转运到哪个心，  都在定的时候他都可以去转换，    然后这种的

定，一般这种的定就是可以称之为世间九种定，  色禅的定跟  无色的定，  是称之为  

世间九种定。那  出世间的定，比方说见道位的定，  它这些定它是不含于哪个  欲界

心或者是色界心所摄持的，它就是一个出世间无漏的一种定  那种的定，  加起来

也就是十个。  还有在佛的  心续当中，  他一直是在与一种定的状况当中，是专注在

一个定的状况当中，  所以他了悟的法，  就是空性与世俗法，胜义谛跟  世俗法，所

以万物一切法，  我们看到的所有的认知的当中都可以  就是认知  这个法  是世俗的法，

  而他是用一种定 而认知，所以这个叫做    缘如所有性，那    一般万法，佛能够在他们

的那些法的属性当中都了解性空而  了解万法都是性空，都了解它有空性，  他的心

要悟空性的心， 是        尽所有性的一个定义。  所以    缘如所有性以及尽所有性，  这两者

就是一个叫做所谓的世俗的法，或者一个是空性的法。  这两者说  对佛对任何这两

者都是在定当中    。

智慧，  现在我们讲智慧了，    第五，智慧  ，慧的性相：“具有‘对意念所取境  
善于观察分辨其差别或功过’之不共作用的心所”。智慧，其实我们不能把智慧

所有当成是一个善的智慧，  因为智慧也有很多不善的智慧，  一个人他去杀一个  

动物的时候，  他有很多能够让他  更容易捕捉到这个动物的那种的一个办法，所以

他是用他的智慧，可是这种的智慧  不如法，所以不善。  但是说我们学佛法的时候，

我们透过很多观察的力量，然后不只是去，因为他是一个很珍贵的  修行者，所以

说的都是我们只是一直用  信任的方式去学，而他这种是用他说的有没有道理？  

这种是不是符合这个逻辑，或者是  他透过很多自己的一种观察去观察认定他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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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理和  符合这种逻辑的时候，  而这种智慧是与善法  与善的慧。  因此慧，我们  

智慧不一定是善的智慧，他是有当中也有不善的智慧。就刚才的那种例子，    所以

说  我们一般讲到般若六度那个里面的智慧的时候，那个当然是一个    善的智慧了。  

他这般若六度里面的智慧完全不会有  不善的智慧，所以说  在这里面主要是智慧是

做什么？它的主要的作用，就是  来辨别  观察这个法，这个对境的  特征，好、坏，

他去自己辨。  这里面对他所谓的好、坏是，就是说  有没有利处有没有好处，或者

是成不成立这种的一个说法，而并不是说善与恶的这种的  辨别。

辨说：“  此对所观察的法有二意，  故应成疑.”答：“不会。”疑仅对未得

定解之境，  因不解而生起二意，慧性 则是对自己所决定之义，  分辨且作二意观察，  

故不同。    主要是这里面就是说有些人可能是怀疑，智慧是不是一种 疑，疑，我们

所谓的怀疑，因为他在观察  这个法是不是这个是不是那个，它有这样的一个好像

作用，所以是说  智慧也有怀疑的一个成分。  他们是不是有交集，这里面的答案就

是说  不会有交集，这个是他们的性相，  那种作用是完全是不一样的。  因为智慧对

一个法已经认定为是这样之后才去  ，才去看他是有没有利或者是  损，这种的一个

方式去辨别的一种  一种心所。  疑惑的话，他完全没有去了解这个法，没有认定这

个法，而在这个两者之中，他在徘徊的过程当中，  所以说  这个完全  没办法插在这

个智慧当中。  所以  是这样的。  因此  精确的分析明辨   正念对  境的一个特征，  然后去  

过患或者是对它的那个特征，他很确切的就是说  ，了解这个法，  然后在了解法上

面，他就会去看，他    对于这个法是成不成立，然后再去观察的一个角度，而  ，而

所出来的一种心所，  因此我们一般智慧是说，  而且智慧也是这样，就是说心所说  

对自己认定的  境上面他也不需要透过其他心的力量，而他是自力  辨别，  然后辨别

到    就是说对自己辨别最胜的一种  心所才叫做智慧。  所谓的辨别是什么？  对各自境  

不论  而去  清分了。      每个法，他都有他自己的很多不同的形象，然后他就在这个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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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当中，他就分析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等等的时候，  他有这样的一个能力能

量。

  再来。  第二作用：因  完全决定，意思就是说完全认定了解这个法，  故可以排

除怀疑或者是疑惑的这种业他没有疑惑的一个成分，  秉持一切可见与不见的功德，

对他来说他有没有  就是说有好有坏的一种说法，这个好坏我们没有说那个法义上，

而是说  对  这境上面  有损有利的一种说法。  宛如  照见隐蔽的法，  比方说我们现在在

看到的眼前看到的杯子是用眼根是去看的，但是说我们去  观察这个杯子它是怎么

形成的时候，    怎么形成的这种的一个法去要了解的话，不是用眼睛可以看得到，

而就知道  。是要通过你的心里面的一个  潜在的一种  心思、智慧去，它是  一个色处

法，而且那个色处法的是透过很多地水火风  它的一种性质，慢慢很多  粒子，而和

合了之后，就是微尘，微尘和合了之后，是粗分的  色法。而由不同的那个它的因

而构成的这个杯子  ，等等这样去、  去了解法的时候，那是需要，它是一个隐蔽的

法，而那个  隐蔽的法都需要透过智慧去了解。    我们讲杯子,看到杯子，眼睛是看

到，但杯子是无常，  你就是需要透过你的  智慧去，杯子一直是为什么是无常？它

无常的原因，我们透过它现在    九点整看到的那个杯子跟九点零一看到的杯子，它

这个时间已经在一刹那一刹那的生灭，  这种的一个是生跟灭、生跟灭那个法是不

是无常性，这透过需要一种  智慧去了解的。

      第三分类，  俱生  所成慧，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修所成慧四者，  可摄于观察

如所有性慧以及尽所有性慧二者。  所以说这个我们就  慧，智慧有很多种。俱生  

所成慧就是说一个人天生他就已经  很  天生就已经，天生就敏锐，  就是他前世所造

业的一种结果，所以俱生  成慧，  也可以有些是通过  那些。闻所成慧，思所成慧，

修所成慧，都可以说是  它是加行慧。  什么叫做加行慧？是指    今生你培养得出来的

所得的一些智慧，  一个人可能就会知道  各种  你所生的这些智慧，都是而自己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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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的一个  智慧辨别而产生出来的，所以这个可以有三种：就是  闻所成慧，思所

成慧，  修所成慧。  

什么叫做闻所成慧？  从听闻中，比方说我们一个学佛法者，  你听闻心类学、

摄类学，还有宗义、广论、入菩萨行论，还有中观论等等，  你慢慢  透过这些听闻，

而你的内心会有一个对它的一个见解，一个智慧。那  我们一般的学校的  也是一样，  

一些大学生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很认真去学，广读很多书的人，他的智慧就好。  

他为什么？因为他  听闻、讲闻或者是很多的是  这个里面吸收起来自己  所得的智慧。

  

思慧，  什么叫做思？  这个思所成慧，从进  行对于一个批判性，然后或者是对

一个反思，  深思而生起来。  我们对一个  听闻之后回来再好好的去  想，这个是这样

吗？那个是这样吗？这种的是  一个什么样，他会成这样的时候，他会有这样的一

种过患，或者是他会成这样，  才能够有办法更进步。  你这样的一种思维的辨别的

那种心所就是一个思所成慧的。      比方说  就是这会从我们自己的一个思考的主题里

面，或者是跟他人辩论或讨论的时候而产生，  然后你自己这种修行，  这种的一个

时候，    就是借由这种的一个思慧就跟人家讨论、辩论的时候，生起的  智慧叫做  
思所成慧。

那什么叫做  修所成慧？  修所成慧就是说    我们听闻了也自己  思索了一些  他讲

的是不是这样，这个是这样，然后你再一次重新的  把它串起到一个整体，就是禅

修所升起的一些了解，对这个法，对这个境，  了解了一些认定和辨别的时候，那

种的一个心所叫做  这种修所成慧。    当我们对于一个法极力熟悉的时候，  这个法就

会在这里面我们再  进一步的认识它。比方说我们对这个法，  这个杯子，是一个缘

起，就是说它是一个性空，它的属性是一个空性，  但是说我们在  这个里面，  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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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空性，我们再去观  佛法听闻的，  因为  缘起中性空，性空中缘起，如龙树菩萨

所说，  未曾有一法，属性是空，未曾有一法是缘所不起的，所以说任何一个法都

是  既是性空也是缘起，这样的话我们  再去观察，自己去修为。  观的时候的确像  

龙树菩萨和佛陀所讲的那样，    佛陀跟龙树菩萨讲的一样，这么一个法，它的性质

本来就是谛实之空，  但是这种谛实之空  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缘起，而才有  它这个

性空的存在。  这样的性空和  缘起  都是这样而成立的，所以我们  本来对一个法的空

性的了解，更深一步的  确切的了解的时候，那个是  修所成慧  ，这样的一个慧。

那再来，就是观察如所有性慧，跟  观察所有近所有性慧。  他也就是说  佛陀心

相续当中  了悟空性的智慧。  另一个就是说佛陀心相续当中，了悟任何一个  不是空

性的其他的法，而是  这两个  。这种的一个各自有智慧。所觀察事可分為：由正理

生起、由非正理生起與他極分（註: 他類）三者。調伏天阿闍黎說：「所有了解

世間的買賣等用語並非由正理生起，也非由非正理生起。」  这是什么意思？  藏

文…….  就是说在观察的一个角度里面来说，有些事它是非常有正理，  它这个条

条有理而所成立的那个法，  而有些它智慧虽然你用的是智慧，这个智慧还是不  

全或者属于一种歪理，  用的这种也是有的，或者是不是用这种三个，  这个也是有

的。比方说，  调伏天  阿闍黎他也是一个印度的有名的成就者，都 我们会在俱舍论

会出现  大成就者，有时候他有他的一个观点出现，  所以他说世间的买卖等于你对

于生意上的这种买卖，    你用的那个智慧，那种的一个  可能没办法说是一个非由正

理生起，    或者是也非有非正理生起， 那种的智慧可能就是第三类者。  他的意思是

这样吧？  而时间多久？  今天过啦，我今天只讲到了五遍行吧？  五别境，    好，我们

今天  就讲到这里，然后是因为时间已经过了，    发问就不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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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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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