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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我们就像  之前一样，现在进入  正行，  进入正行的时候，  大家还是一样的  
把心调整到  最佳的一个状态，  不要被  上班或者是一般我们忙碌的时间的那种的心

情  带走。  上课的时间里面  主要是闻法，这个法法义是对于我们  一生  ，不只是一生，

来世，生生世世都有用的。  如果  在法义上自己也  跟着一起听，  然后也理解善意的

时候，  就会在我们自己的  心绪当中  种下了  一个非常善的善根、习气，  从此  可以  
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多了很多的善根，  这种的善根如果发心  把它  发心为一个  ，这些

善根希望我能够给一切如母有情  带来利益  这样的一个动机  ，来把善根  运用起来的

话，这就是  我们  为皈依发心里面的一个  菩提的一种发心。    所以  利益一切有情众生，

而自己也想要  通过这样一个  欲望  希求想要成佛，因为有成佛  了之后才有能力可以

利益一切如母有情，  所以我  希望能够做到这一点。  因此我需要学习佛法，  在我们

的内心深处当中  烦恼太多，  因此  我要认清这个烦恼，才能有办法真正彻底地可以

把它解除掉。  不然    在迷惑这是  什么样的一个    心  、是否要断除还是要，  属于这种的

心。  因此我们不清楚的状况下，  一直堕落在轮回当中。  

也就是说，  宗喀巴大师在《菩提道略论》里面有讲到四个句子：“��若未获得

众德身,欲修胜道亦难达, 故应学此圆满因,净修三业诸垢染。”��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自己的（按：3:28-3:34 没有声音）��身世中，��如果能够懂

得自己��是得到的是一个暇满人身，  当然  我们要珍惜，  而  能够在这种一个暇满人身

中  也  懂得自己  的人身难得，所以修学佛法的过程中  一定会很精进。  之所以暇满人

身就是具足了很多种因素，  你具有条件，  可以学习佛法，  也有条件    也有时间  懂得

自己    调整时间或者是  师长，  或者是我们听闻佛法的那些法义，  也有办法听得懂，  
可以理解，  也可以去思维。  而且  在这种的一个因素和合具足的状况下，  我必须要    
把自己的身语意  好好地管制起来。  比方说  因为我们  所做的任何一个  行为上  、身体

上来讲，  杀生、偷盗、邪淫等等这些  其实它就是一个  不善、造不善业的一个行为。  
如果说我们能够从中开始    慢慢地来  禁止或者是  不去再做这种的行为，  而  用身体  
来利益众生，  来修复自己曾经  毁掉过的很多的善根，  把我们从自己的  身体上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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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  不杀生、  不邪淫的一种行为  而去  塑造  我们身体，  曾经  造下的这些恶业，      重新  
清净这种的  恶业。  

再来。  语的部分粗语、恶语、离间语、绮语等等，  这些其实也是我们  在日常

生活当中很容易发生的一些  行为。  人与人之间  互相    发生一些事情，或者是某某的

事情之间，  就容易发生争执，  吵闹，  所以就这样会引起      粗语、恶语，  甚至是离间

语。  因为不喜欢这个人，  所以  你  通过  其他的一些    方式你去毁谤你不喜欢的人，  
也有可能  ，我们  一有没有时间  觉得修学佛法是比较辛苦的，而且这样就  只是  这样

的，一般的时间都浪费在一个绮语当中。  

再来  ，心里面我们随时容易产生的是贪、嗔、痴，  喜欢讲他人的不是，  喜欢

生起贪心，  眼前看到的所有的  一些好的东西都想要  自己拥有，  自己没有的反而又

想要去嫉妒  等等这种的内心里面的一些  行为都是不善的。  因此我们要  从中认识自

己  很多  都是来自于自己的内心  和身语意里面去造作的，并不是百分之百都是外在

而  造作出来的。  所以认清自己，  珍惜暇满人身。  为什么？因为我们  一直堕落在轮

回当中，  所以  宗喀巴大师也有讲到，  如果我们不认识自己的痛苦是什么的话，  
可能你没有办法  解脱，  可能你对于解脱的这种希求心、  欲求心  会    很难以  增长。  
所以说  若不思惟苦谛的过失，若不思惟苦谛失，终不能发解脱欲；若不思维  集流

转，  则不能断除生死根。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  目前生活的很多  暂时的这种快乐，  
人身当中的一些  这种人间的快乐，其实它不是真正的快乐，  因由它而  会产生很多

的一些  痛苦，  所以它应该是一个苦谛才对。  因为它我们没办法认清楚，所以  现在

这个人世间当中的  大多人  都  为着  这种的一个快乐而  寻求他所目前想要的快乐。  
因此  而产生了很多痛苦。  不管是任何一个  国家，或者是  认为一种人都是这样，    
寻求的主要是想要的是快乐，但  这个快乐是找错了。  就跟宗喀巴大师所讲的，  
我们不知道  苦谛是什么，  所以  才会  才会生生起很多痛苦。  所以我们不认清楚苦谛

它是有过失的时候，  我们的  痛苦会越来越增长。  因此  你离解脱越来越远了，  离这

个痛苦  越来越近。  所以我们  如果没发现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些贪嗔痴，或者是这种  
人间的那种    乐等等，你不觉得它是一个苦谛的话，    永远不明白这个解脱是什么，  
也不会想要觉得说解脱很有意义的。  

当然  我们要知道  解脱的话，  一定要知道    痛苦  和所谓的苦谛。  苦谛是什么？我

们知道苦谛的时候，要知道苦谛，  我们所谓的苦苦、行苦、坏苦，  比方说我们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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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世间生活当中的  种种  都是苦谛，  以及我们这个身体也是一个苦谛，  因由它而

生起痛苦。  但是这种的苦我们人  总会受到苦，但这个苦我们要怎么去  断处，  我们

必须要找出它的根，  所以我们要找它的根是来自什么，是什么  因素而  制造了这种

的一个苦谛。  这样找的时候其实是所谓的集谛，    这个集谛就是我们所谓的  业跟烦

恼。业跟烦恼，  如果我们不去寻求这个苦谛的产生主要的  根在哪里，  你是永远没

办法  断除到  轮回的根本。  所以若不思维集流转，  如果我们  不去寻求或者是去  了知  
苦的产生的原因，  以及  对他不生起厌倦心的话，  我们也不会有  解脱能够想要  解脱

的一种心。  因此我们也没有这种一个苦谛的因  的话，我们当然不会有苦谛，  可是

有了苦谛，  你不去  思维它是一个过患，这种业跟烦恼  是一个  不对的话，  你不觉得

它是一个不对的，  这样的话你永远不会  断除到轮回的根本。  所以宗喀巴大师就是

说，“  若不思维  集流转，  则不能断生死根”。  我们现在人都是  生老病死，  生老病

死，这种的生老病死  因由集谛而产生，  产生了苦谛，苦谛而因由这种业跟烦恼  
产生  来  对我们的人身当中有了苦苦、行苦、坏苦  等等。  所以必须要  了解苦谛是什

么，  了解苦谛是什么，必须要知道  它的根源是什么。  但知道了这个根  可以  用我们

自己的内心的  修行  可以断除的话，你才能有办法  更进一步地    走到解脱的彼岸。  
所以说  这一定是  从心相续当中产生出来，而带给我们  外面自己的身体上的那些影

响。  所以  内心里面  是非常丰富的，  内心相续当中是    非常复杂的。  因此我们要认清

楚他们，  所以我们学的心内学    讲到我们每个人的心绪当中有不同的心，  而有些是  
烦恼的，有些是善的，  而认清楚了这些，我们才能有办法去  慢慢的分析它，然后

去    了解他该怎么去断除  等等。  所以我们现在  开始讲到了第二十个，第二十个散乱，

散乱心。  我们看一下散乱他是怎么讲的？

  二十，散乱之义：“具有‘由三毒任一分生起，令心无法专注于善所缘且于

种种境散动’的作用的心所”。  散乱一般是心散乱，这里的散乱一定是在讲，  我
们在修行善法的时候，  心不专注  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简单的来讲它是这样的一个

说法。  当我们在  修善  行善的过程当中，心需要专注的时候，  反而没办法专注。  
是对于一个  贪嗔痴  任何一门里面  来影响  我们专注的一个境，  这样的一个心所叫做

散乱，  这样的心所叫做散乱。  散乱它主要的作用是什么？它可以影响到我们  一个

修学佛法的人也好，或者是    修行过程当中它的障碍，  它能给我们的障碍是什么？  
“令定根退失、遗失止修或观修的诸所缘行相所依为业”。  它可以影响到我们心

专注    在  自己的三摩地或者是这种  你打坐也好，  或者是你  一心要修行善法的时候，  
它容易  让你想起很多一些种种世间的事情，好的坏的等等，  这些就没办法再定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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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根里面。  所以  让你的定根就是退失，  遗失止观。比方说我们  打坐的人，  打坐  
也有很多种  ，修止或者是修观。  修止的话，其实他心是非常专注在一个点上，  
然后  这种修习的时候他是非常    谨慎的是心不能向外散。  如果有了这个散乱心的话，

他就是障碍了修止，  修观也是如此。  修观  他虽然是专注在一个  点上，  比方说我们    
修学佛法，  或者是  了悟，  想要思维空性的时候，  你就去思维空性，  宝瓶的空性，  
或者是    其他法的空性，  这个法的空性是从何而来？  这个法的无常是从何而来，它

是什么样的方式去形成的？  然后无常  是什么样的一个角度等等，它的定义，它的  
分类，  它的构成  等等，你去思维的时候，这种的一个是用观修的方式  定在一个点

上，然后去细腻地去思维每一个部分它是不是    我们所想到的无常或者是空性等等

这样去观，    用智慧去  辨别，  但是也是在专注在一个点上。  可是有了散乱心的话，

你可能没办法  其中在这种的一个点上，所以它对于  止修跟观修的  过程当中，你所

缘境的行相上面，  它会障碍。  

如调伏天阿阇黎说：“此乃假立而有，施设于‘由诸贪、瞋、痴，引出于定

的所缘，随引而散动’”这个    散乱心它其实也是一个  不定的一个烦恼中，  有时它

可以让我们  用贪的方式来引散乱或者是嗔、痴等等的，而把这个定力的所缘  阻扰，

或者是  让我们生起障碍心。

  分类，  散乱有几种？散乱的分类是  ：“以时位散乱分为六：四种令心自然不

安住的散乱，与两种安住但具有过失的散乱。”  散乱里面来讲，散乱是  它可以分

为四种，  一个是一般我们  人很自然的  会容易让你    不专注，    它这种的是有四种。  
有些虽然说可以说是专注，或者是你心安住在一个点上，  但是这个安住的方式  
是有错误的，有过失的。  所以散乱  有  两种，  一个是  自然  不安住的散乱，一个是  
虽然安住了，但是有过失的散乱，    自然不安住的上面它有分为四种。    安住  但有过

失的可以分为两种。“前四者，依次如：（一）五根知为有法，称作自性的散乱”，  
这里面所谓的有法是什么？可能大家会对这个字  词会有一点迷惑，这一般  我们  
藏文里面它是  （quejian）。  （quejian）的意思是说  五根知这种的  一个法  的意思

了。  因为  它就是我们要去讨论的一个法，所以在这里面用的  中文字是“有法”，  
你把它当成它是在用这个法作为题目  来讨论的，  所以“五根知为有法，  称作自性

的散乱”。  比如说五根知，  大家知道应该  知道五根知，就像说我们的眼根识、耳

根识、鼻根识、舌根识、  身根识，  这是五根识。  这五根识  它是  自性，也就是自然

的那种散乱，  可以给我们也很多入定的时候，他是很  容易让你自然地去心散乱。  
的确是这样，  因为在入定当下，倘“若五根知任一现行，则心不能住于内等至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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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往外奔出故，此乃初学时期”。  

对啊，一个人  初次打坐的时候，  很多人  一般我们打坐的时候也可以说是一个

打坐的一个坐姿和坐态，或者是它的做法都有很多  讲究的。  有些人  不会打坐，睁

着眼睛去  站着，  然后就去想。可是你睁着眼睛往外面看的话，一定是心没办法入  
进入在你想要的点上。  它眼识  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心一定是  往这个方向去。或者

是声音，  旁边有很大的声音的话，你的入定也没办法那么地清净。  还有很多不同

的味道或者是太隆重的话也不行。  等等，反正我们五根眼根、耳根、鼻根、舌根、

深根，  这些的根知它容易让你心专注在一个点的时候就  会容易产生障碍。  而有些  
可能打坐的时候闭着眼睛，闭着眼睛也是不行的，  闭着眼睛很容易沉睡，    昏沉，  
就容易带进内向里面，然后慢慢地进入睡眠的状况。  但是眼睛  睁开也是一个问题，  
就是看到很多东西心容易散，  那也有讲的是说入定的时候眼睛要向鼻子    这个方向  
专注在  一个点上，  不要  看很远，  是有一点眼睛眯眯的  专注在  鼻尖的方向，  在  那个

点上  ，然后  再去思维，我们要去  观想的  所缘境  ——佛像啊，或者是你自己想要了

解的无常也好，  空性也好，  这些都可以。  当然定不一定是说要  坐力的，这样的才

算定，有些还是  只要你心专注在一个点里面，而善为善行  去专注在那个时，  很久

的话，你  有些睡着也可以，就是说睡姿的方式  也是可以的。  因此他讲到的是五根

知，这种的一些五根知  容易  当入定的时候  产生  现形。  当它现形的时候，你心不能

在  专注在那个点里面，  而往外奔出的原因，  所以这些障碍大多都是初学者初禅者  
才会有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闻与思等诸欲界善心为有法”，那个有法一样，与前面的一样。

“称之散乱于外，因心不能长久专住在善所缘，而又由他处散动于他处的了知故”。

  我们  虽然说我们现在是欲界人，  我们是欲界人，我们  欲界下面有南瞻部洲四大洲，  
东胜神洲、西牛货州、北俱泸洲、南瞻部洲，我们是南瞻部洲的  地球的人，  所以  
当然我们是南瞻部洲的人，也是欲界的人。  因此我们心里面所累积的一些用五根

识累积的这些善根  听法  或者是思维这个法义律的时候，你累积的这些善根，  这种

的善根是  欲界的善心，  欲界的善心。  这种欲界的善心  可以，  它是一种比较心散乱

于外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心不能长久专注在所缘境。  它可以说是跟着上界

的心比较。  当然我们现在来讲一些打坐的人  虽然很厉害，他几个小时五六个小时

也是可以的，  专注在一个点也是有的，但是说这种的  比起我们    上界的这些  修行者  
那种的话来比的话，我们完全是  时间非常短。  所以  时间不能长久专注在  所缘境里

面。  因为  色界的那些天神，他专注在一个点的时候，他是  几年里面都可以，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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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几百劫，他的寿命很长的话，几百劫都可以专注在一个点上  也是有的，所以我

们欲界来讲是非常  时间很短的，而且是容易散乱的原因。  

“因心不能长久专住在善所缘，而又由他处散动于他处的了知故”。  所以说

我们  也可以这么说，  但是说  欲界的所有的善心是这样吗，也不一定，欲界也有  
可以入定到  几年这种  很境界很高的那种修行者的话，  他是可以，但是说大部分  
都是心很容易散乱的。  而且  有些是  因为  他这个是  “而又由他处散动于他处的了知

故”（按 31:17-31:29，藏语）  。

“入定时生起  沉掉”，沉是昏沉，  掉是掉举，  “与生起定时对尝味的贪爱为

有法”，有法  跟前面的一样，它的  题目是  这个，有些入定的时候，  他  心  专注，  
像类似的时候他容易沉睡昏沉，  慢慢慢慢打坐，闭着眼去打坐慢慢慢慢进入了睡

眠里面昏昏沉沉的。  有些  打坐不到几分钟心，就是心想着昨天的工作或者是今天

的事情  等等，    很容易，这叫掉举，  心往外散。  心  往里面沉，昏沉明模糊，  这种叫

做昏沉了。  这种的时候，而且有些  虽然  他是没有昏沉，但是他  生起贪心，对这种

的一个定义  太执着于贪，  也是有的。  所以  色界其实也有这种的很多  神、很多天嘛，  
天也有，  对于  自己在色界上界里面入定  觉得很清安  ，太舒服，  所以他陶醉在这里

面。  因此  他把自己的所有的善根用尽，  所有的善根用尽，所以  这种    最后  他出定的

时候，  他才用神通看  自己来世会生到哪里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善根用尽，  剩下的

是    ，就是来世要下地狱，所以他  最痛苦的时候就是他出定的那一刻即将要  自己的

寿命用尽的时候，他很害怕，  因为他把很多  时间都  就是说  浪费在入定的沉醉在这

个定当中，  生起贪心，  称之为散乱。

“因纯粹令散动于真止、观或同分止、观他处的烦恼故”  。  就像刚才讲的色

界  上的那些  很多天神，他虽然不是欲界的众生，他是色界。  一般来讲色界跟欲界，

色界是比较舒服，或者是他的境界修为已经  几乎没有了我们欲界的这种贪，  但是

他也有他色戒的贪。可是在他  这种的贪的过程当中，  他是    陶醉于自己的这种的定

当中，因此  疏忽了修学佛法或者是修行。  所以很多  有善的这些天  都会发愿自己能

够希望能够生到欲界。  因此  他为什么  希望自己发愿生到欲界呢，  这就是我们  其实  
自己是欲界的人，却反而觉得  太多的痛苦，生老病死，  如果是一个天那有多么好，  
我们是往这种的方式去想。  虽然这种的方式想法不是很  好，但是  很多人因为  因为

都是想要离苦得乐、自己面临的这种  却是一个痛苦的时候，  想要  离开这种痛苦的

一个希望，可能会有这样的。  但是上界的很多天，  他情愿发愿希望能够生到欲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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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  因为  他在欲界里面看到的那种生老病死的时间很快，  但这种很快的时候  
遇到  生、老、病  折磨的这种痛苦的时候，往往人  希望能够  找出一个法子，  能够脱

离这种痛苦，  所以会很强调  去修学佛法，    生起出离心的    机会  是对于我们来讲欲界

是最好的，  所以一般出离心大多都是在欲界里面生起的。    因此天界的人天界的那

些天也希望能够到这里来生，  欲界来生起出离心。  因为色界太安逸了，  所以没办

法生起欲界。  

所以我们现在自己是一个欲界的人，  却  也有可能  前世    有些是  天界发愿下来的，

但是来到这里又疏忽的话，那就是惨了。  所以  我们身为一个欲界的人，遇到的痛

苦  并不算是很糟糕，可能这个痛苦就是  带引你来修学佛法，  来带领你的心要转为

善的一个机会。  这就是一个把握，而不要把这个痛苦当成一个完全  不好的  一个东

西，可能它  就是你这个障碍  ，那个障碍可能就是让你  解脱的一个因素，  让你的心

转变的一个机会。  所以  大家  可以用这种的一个思维来在面临自己的那种痛苦的时

候，  可以调整内心是很有帮助的。刚才是第三个。

第四个的话，“若他人认为且相信自己是禅定师该有多好，而行善为有法，

称为相散乱，因为使他人对自己的功德生信而心散动于外故”  。  有些可能也是这

样，修行上  他稍有一个    境界的时候，但是他为了这个名义，为了名儿，  而希望他

人的认可，  然后  心  入定的主要原因  是可能为了这个名相，  这样  他善  也是一个过患，  
因此使他人对自己的功德心生起了散乱心，  心也是被散乱掉了。  这就是上面它是

自然  自信的这种散乱。  

后面他是有讲到  安住，虽然心专注在里面了，但是说可能你专注的方式不对，  
也是一个过失，这个过失就是被散乱而  所引起的。“第二，虽安住但有过失的两

个散乱，依次如：（一）坏聚见与我慢等为有法”，  这种的就是说  ，“坏聚见”

也就是说一个执着，    执着于我  的一种  反正都是讲的是我的那种的一个见解，普特

切罗我执啊。  我慢当然是骄傲的那种心，  他们这种的一个法可以让我们的  为  粗重

散乱，心为粗重散乱，因为  对于  行善厌倦。  因为你对自己有很高，把我  为我中心

的时候，你的  善可能  不是很好，而且你行善  可能会  因有这种的想法而失去了行善。  
一厌烦，    不知道，  因为自己自以为是的行为  离善越来越远了。  我执也是如此。

  “与对安住善法具有无法忍受的恐惧等故”。  有些    善法，修学、修行善法的

时候，他可能因为  虽然安住了，但是说他  觉得时间  没有办法  安住在很久，    会有这

种的一个心。  太久的时候他心生起恐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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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它里面的第二个是，“想从上品禅定入下品与从大乘入小乘为有法，

称为作意散乱，舍弃前胜者入后者故”。  意思就是说  虽然你  修的  禅法是修得  很好，  
可是你  修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退心，  这种的  退心是怎么说呢，就是说  你原本  已经

入定修行到  色界里面的第四禅的时候，  你慢慢放弃，觉得第三禅比较好，  或者是

你又到了第三禅  的心，你又想要到第二禅的心，  你的心境  其实是在下降。  也有一

些就是说  原本你入定或者是心为大乘，  发菩提心的，  可是你觉得还是为了自己解

脱  比较好的那种的一个  入定的那种的一个善法的话，  虽然是在入定，但是你的做

法已经是  大大  下降了。  原本大家都要去往成佛的一个方向去的话，可能你只想为

了自己利益，  为了自己解脱的一个方式去修的话，这个一定是    错误的一个做法。  
这就是虽然你有  安住在，心专住在一个法里面，但是你安住的  也是心散乱，也是

有过失的。  这些不一定是烦恼，  前面的不一定都是烦恼，因为我们  眼根识、耳根

识、鼻识容易让我们心散乱的，不一定    是在  讲的他都是烦恼。“因为典籍中有说，

第一是无覆无记，第二是善，最后也有些是善故。”前面的这些  有些是完全  不能

说他是善法，也不能说他是    恶法，  无记的就是说  不善不恶，  中间完全也是有可能

的。  但有些虽然是善法，刚才讲的  从大乘  入定的方式，你跳到小乘的入定方式，  
这样  虽然是  善法当中，但还是有一种过失啊。    

二十随烦恼，此等由相应之门归纳为三。  现在把二十随烦恼已经讲完了。  
二十随烦恼，  他  开始归纳，  可以分为三种，  他说  首先前十个二十随烦恼中的十个，

“与相异烦恼心各别相应”。  前面十个个可以放在我们六根本烦恼里面的  任何一

个归类里面  是可以的。  然后第二个是之后的两种，它其实是与  一切不善相应心相

应的，  一切不善心相应。不善心相应，这个时候大家也要记住一下，就是说他讲

的不善相应这种的心，  一定在是一个欲界的心，  色界跟无色界，它们没有  不善的

相应心。  色界心的话一定没有不善相应心，可以在一个《俱舍论》里面，  它那个

句子叫什么？（按：藏文）。  因为  我们怎么分它是善它不是善呢，    因由  佛陀在这

个法上面有记载，它是善它不是善，  这样我们才认定这个是善法这个不是善法。  
所以说  在《俱舍论》当中有讲到  当时有个  菩萨还是  这种阿罗汉问  佛陀色 世界的一

些比方说  贪心或者是也有贪心这种的，虽然是烦恼，  那他们是不是一个  不善法呢，

而佛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所以它们变成  它虽然不是善  不是善法，但也没有归纳为  
不善法当中，所以  这种的叫做无记载，  也不算  不是善法。    所以他  无记载就是这样

的一个  。比方说我们现在    手上的这种东西也好，这个佛也没有说什么是善法，  
善法跟不善法的那种说法。  所以这就是无记载那种的一个说法。因此一切不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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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的心  都是在欲界当中。  

之后的八种是成为一切烦恼心的眷属。  所有烦恼心  都是可以  在里面  掺杂的。  
它的引经据典是来自于贾曹杰大师的《阿毘达磨集论释》中当中      归纳出来的。  
“总之根本烦恼与随烦恼彼等共同的作用，即是  此等于任何补特切罗中生起，使

其相续极不寂静，令成暴躁、不堪能性。是故，成为诸大德所轻视处并施予不可

爱果，作为再次生起悔的基础。  ”（按：藏文 50:00-50:10）因此所有这些烦恼

跟随根本烦恼的作用，  让我们  人也好，  什么样的众生，  使我们的相续当中  没有办

法  宁静  使我们  很暴躁，  使我们不激进。  因此  这个烦恼是对于我们来说，它只能会  
制造  我们的痛苦，  我们  因由这些烦恼  会承受很多痛苦的一个原因。  所以说    如果我

们还是  了解了之后，依然  让这种  二十随烦恼也好，根本烦恼也好，  任它们  自由摆

布的话，这个是一个    就是说我们永远会  累积痛苦的一个  主要的因素。  因此  这种的

可能  你再这样  不去  谨慎的话可能就是自己    让它生起的话，可能是一个让你后悔的

基础。  它是这样。

好，再下面，“以诠说名字的方式而言”，  对于烦恼来说，它的名字的说法

在佛经当中也好，论  当中也好，  它有很多种译名了，    就是说“堕落、瀑流、束缚、

纠结、心的毒、大邪魔、厉鬼、魔之勇士等，每个烦恼也有其无边的低贱异名”。

它这个名字这种的有些就是在于  佛经当中也好，或者是  论当中，  把烦恼比喻成，

用这些名字来作为比喻。

好，再下面就是四不定，讲说四不定。  什么是不定，就是说它  这四个就是说，  
睡眠、悔、    寻、伺，这四个就叫做四不定。  因为它没有固定是说这个是  善那个

是  不善。  所以它  叫做  不一定，不定。“第六群组讲说四不定，由意乐与暂时而变

成善、不善、无记任一，故是不定。（其有）：睡眠、恶作、寻与伺，共四者。”    
因为这些睡眠当中    他的动机产生的时候，  是一个好意，  比方说我们  睡觉的时候，  
自己心里面想着  这个法义，  还有    心里面想着释迦摩尼佛的法相，  心里面思维着这

些  空性  等等的时候，你这样入睡的时候，  你整个睡眠都是一种善。  但有些  你  睡前

生着气，  然后  生着气，  然后一直想你要去  伤害他人等等等等，这样你入睡的话，

你这个睡眠，  所有的睡眠会变成不善的法。    但有些完全我们没有这种善不善的法，

还是一样的，很累的时候  容易睡眠，  那这个是无记载的。  所以说睡眠  它不一定  
讲到说他一定是要善的，  也不一定说说他一定要是不善的，  也没有这个说法。  
做恶也好，  寻  、伺都一样  做。  



10

恶作，这里说的是恶作，应该说是悔吧，      后悔的悔。  为什么会说是恶作？  
这个是不是中文  有一些  前面的藏文里面还有一些缺了一些藏文字？    睡眠是这样。  
睡眠之意，什么叫做睡眠呢？    那个是我们经常大家每个每人都要睡觉，  什么叫做

睡眠呢？来看一下他怎么解释的。  它的定义当中，“具有使心昏浊、收摄一切根

知对境的趣入，使任何粗分心都不能执持身的作用的心所”  。  对啊，我们心我们

在睡觉的时候大家，（几点    了？）我们睡觉的时候  一般都是  慢慢慢慢心    ，我们的

心里面就会有  本来先睁着眼  ，慢慢睡意很快，快快很深的时候，  你的眼睛自然而

然地会闭下来。  你眼前的那个东西你看不  不清，先是看不清模糊，  然后慢慢地眼

睛也闭下来了。  所以你眼识  已经就是说  没有办法对外面的境来取这个境了。    耳朵

也是一样，原本听到旁边有人在聊天，但是你睡的时候  你慢慢听不到他们在讲什

么，你的耳识  也收摄，然后他没办法  吸取外面的  声音，  就如同这样，  我们的五根  
慢慢  失去了它的力量，然后心往内收摄。  那些眼识、耳识、鼻识都是粗浅的心嘛，  
他没办法  让自己的身体跟他  很有精神的那种。  所以那个心所就让它们都无法  往外

面  使用，  慢慢地收摄过来，  这样有作用的一个心所叫做失眠。  

它的作用是什么？“具有退失心的所缘行相且丧失一切事的作用。是属痴分

或不染无知分”。 所以说  它的作用就是说  这个心所就不会让你  比方说我们五根识，  
让它没有办法产生，  对它的境产生  作用。    有些人虽然睁着眼睛睡，  也有啊对不对？  
睁着眼睛睡觉，但是他的眼睛看不到这个画面，看不到这个境的。  睡意的时候，  
我们耳朵旁边虽然有声音，但是你的耳识已经  收摄在里面的时候你是没办法的，  
所以它的作用就是丧失一切  识的作用。  所缘行相。  这个呢，它  并不能说是一个烦

恼，  而它是一个非烦恼的  一个吃 痴、痴分里面或者是一个非杂染的无知。

  再来  ，悔，  后悔的悔。  悔是什么意思呢？“看见以前所作的事是恶作后，耿

耿于怀而不快乐或令心热恼作用的心所。作用：心不正住，引起心不安的所依为

业”。  其实后悔有很多种，有些人  做了坏事他会后悔，  因为他自己的做的那些恶

作  真是不如法，耿耿于怀，而且他慢慢会  心不快乐。  这种的心，  那种的一个心所

就是一个悔。  有些它不一定是善，就有些  他做了善事之后，  后来  又改变，然后  
后来又改变的那种的一个悔，也是有  啊。比方说一个人在  你前面走着。  他前面走

着，  他的钱包掉了，  你去捡，然后还给他的时候，  你这样的做法是一个善事，但

是  那个人  他以为你  在偷了他的钱包，然后你还他的时候他还是  口里面说一些  粗鲁

的话的话，  你可能  会生起这种  后悔：“啊呀，我  不要给他，或者是我也不要说，

让他掉着。”  也有这样的一个  心会产生啊。  有时候有些是这样的，  所以说  这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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悔，悔也不一定是善，不一定是坏，  坏当中也有悔，好当中  、善当中也有悔。  
所以说调伏天，他的依据是调伏天阿闍黎说：“若思忖何是恶作？在此，是指对

恶事之境，心不欣喜或耿耿于怀，即是悔。如是为心所的救护。”  所以调伏天阿

闍黎说的是认定一个法，就是说  你做了一个恶事，  你后来慢慢耿耿于怀，反正觉

得说这个做得不好，  等等的话，  可能就是一个后悔，  这种的心、心  所，怎么说，

是一个善的  悔。  

再来第三个，寻之义，寻伺。  在我们佛法名词当中会出现这些，以后要学的

时候，这里面他解释的蛮好的。所以  寻是什么意思？它本来这个寻  也是智慧里面

的一个成分，  但是说它，  寻  在  某一个境上面去观察的时候，它观察得很粗糙，  
很粗糙，  不是很仔细的那种的一个心所叫做  寻。“纯粹依赖思或慧于任一有名之

义（注：义，境的意思），唯是寻求粗分的心所。”它这个寻的话，  其实是  可以

说是一个智慧的部分。  当他去观察一个东西的时候，他的所缘境他没有  仔细地去

观察，而 二  这种的一个心所叫做寻。  “其假立于心、  思与慧三者任一”。  所以它

这个是  可以说是慧当中的一部分，也可以说是思当中的一部分。  因为  慧跟思里面

都会有产生这种的一个  就是说对于境  粗糙地去了解的那种叫做寻  对不对？寻伺。

伺的话，  他这个是  他对于  境的观察  反而会比较细腻的一个方式去观察所缘境。

  纯粹依赖  思或者是慧，  对境近  仔细分辨的那种心所叫做  伺。“此也假立于慧与思

分。调伏天阿阇黎说：‘如果此二者都是思与慧的体性，何故各别而说；此二者

分为：粗、细，是故各别而说。’此二者的作用：由寻、伺好坏的缘故，对此生

与后世生起欲求与不欲求”如果说寻跟伺它既然是  智慧或者是思的话，智慧  之前

就已经讲了，为何要从此再讲一个呢。  所以他说这里讲的因为它的作用性是比较

特别，  所以把它挑出来，  特别  跟大家讲出它的一个作用性，什么叫做寻。  虽然它

的性相当中也有思或者是智慧，  但是它的做法对一个境去看的时候是粗分地去看，

  而没有仔细地去看，那种的过程当中是一个寻的  一个心所在作用。  然后它尽力地

去看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分析很细腻仔细的那种  是一个  伺的方式，    这个观察方式。  
所以因为  它有不同的一个作用性，才把它挑出来讲的。  他讲的是这样。

好，这就是四不定。这个四不定。  对啊，每个都有它  就是说有善有恶，  有  
不善不恶的、不记载的法都有。

今天我们就把《 心类学  》简单地  把它讲完了。  所以说《 心类学  》  讲是讲  ，但

主要是要靠大家自己的复习  和重复的去  阅读，让它在你的脑海里面产生一个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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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能够  就是说认定今天我们学的时候，  知道了它是什么，  但是说  我们  离开了书

本的时候，完全  跟它扯不上关系，或者是自己  心里面上没办法运用的话，  那这个

就可能学的    总是比较  没有那么认真，可能  思维上  ，时间就这样的话，那就会可以

说是可惜了。    学了之后再复习，然后  从这些来    给自己的内心里面去分辨，  用你的

寻、伺来去分析  哪个是心所，哪个是心王；  心所有哪个是善，哪个不是善。  如果

说哪个是不善当中有什么烦恼，  我今天生气的烦恼那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烦恼，  
等等，我们都可以去分析的时候，  你认清楚你内心里面的  那些分类心所，这样的

话以后你再去  学那些  其他的法义的话，  慢慢慢慢它会讲述你这个是要怎么去克制，

  从我们其他的那些法像《菩提道次第广论》里面，就开始让我们去讲授  这些。  

所以心类学是一个非常  就是说不一般，而且是深奥的。我    讲的虽然  没有办法

就是说让你们听得很多，但是说  希望大家能够借此  这种的一个因缘，  能够进一步

地  再去学习，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之前讲到了心的七项分类，  量，非量，量。非量当中就所谓的  现量、现

前、比量、比度、再觉知  、伺察意、犹豫  等等这些都有讲。  还有显而未定、颠倒

知。它这里也有  讲。还有三项分类，  共相、所取境，自相、所取境，  分别心、  
无分别心，  无分别心的颠倒知，  还有量跟非量的说法，  还有    分别跟无分别心的说

法，  错乱  知跟无错知的说法，  意识跟  根知的说法，  心王、心所的说法。现在你们

的任务  是蛮多的，要复习的。主要是复习。  为什么不会那么容易忘记呢，就是说  
那个人一定是在复习，  一定是在  都在思维这个原因，才会让他记得很牢，  而不是

说每个人的  其他的智慧，其他人的智慧太好了的原因。  只要  看你  要不要滴水穿石，  
这就要看  大家  。

好，我们今天这个课就讲完了，  因为这段时间里面  下一  堂课我们也没有  确定    
要讲什么，然后    也快要过年了，可能我  因为目前在    上学，就读研究，然后要写一

些论文，  这个时间上比较忙，  所以说  暂停一段时间，然后我会跟（按：71:01

riqinzhaba?）联系。  我的时间充足了之后，我们再  看要不要讲其他的什么法，      
他会跟你们通知。    好，那就先这样了，我们  就开始做    课后的  结行课诵。

今天  是开了视频，因为  大家讲可能  《心类学》  讲了好几个月，完全没看到这

位师父，    所以  不太好意思，所以今天  是最后一天要跟着大家就是用这个方式来结

个缘，  也很谢谢你们，  因为跟你们  来  讲《心类学》我自己也  学到了很多东西。    
因为  我们《心类学》学了之后，  已经很多年没有什么特别  去复习了。二十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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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二十多年都没有去碰它，然后  而且要用中文来讲，  可能就是要自己先要看

中文之类的。虽然我的中文表达方式  不是那么好，  但是  而且要讲课的时候，必须

先要看一下中文怎么讲，这个要怎么念诵，  我也学到了很多东西。  

好，就谢谢大家！随喜大家的功德，  希望大家也  努力，精进。  我们只能讲就

是说要努力，  要精进。  因为  只有努力才让我们进步，  是这样的！

（以录音为准，以上文字仅供参考，错误之处，敬请谅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