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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百法明门论 

第七讲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第八十页）好，我们看八十页。我们昨天讲到「作意」呢，「作意」

就是它在本位、种子的本位，还有它离开本位的时候，就是种子要生起现

行的那个过程，让我们的心趣向外境的那股力量，就是「作意」。那一旦已

经引心趣向外境的时候，我们碰触的外境的那个剎那，就叫做「触」，就是

第二个，我们的心已经跑出去了嘛，去接触那个色尘、声尘，看到东西的

那个，看到的当下，听到音声，听到的那个当下，就是「触」，好，它是三

缘和合的。 

我们看，前面所提的「作意」，还在种子位，是一种蠢蠢欲动、待缘而

发的状态，但如果只有「作意」的话，就无法形成一个念头，必须要有其

它的因缘条件都具足了，这一念才能完成。所以光是「作意」的话，还没

有办法完成一个念头。三界一切有为法都是因缘所生，所以这一念的生起

也是因缘所生。好，那我们就知道这一念是生灭法，因为它也是因缘所生，

那第一个条件就是「触」。「作意」因为它在种子位，然后只是引心趣向外

境而已，所以它不算，后面这个「触」才开始算是因缘，要生起这个念头

的因缘。「触」，简单的说就是根境识三缘和合之下，所产生的感觉作用。

所以第一个我们要记起来的，什么叫「触」？就是感觉作用。它是生起一

念心的基本条件，也就是一般说的「触境生心」。这个「生心」的「心」就

是念头，我们就是六根接触六尘，接触的那个当下——「触境生心」，这个

念头就生起了。「心本无生因境有」，这个就是刚才主张相分的，心本来没

有生起念头，怎么样？因境有，因为有相分的触动，才会生心。这是刚才

主张那一派的，相分派的，好，一定要触境才会生心。 

（第八十一页）那当我们的心刚刚开始触境的时候，下面还有一句，

就是另外一派的，立刻境复触心，然后，心境相合才会生起这一个念头，

这个呢是「境本无生因心有」，这个是主张见分的。境它不会自己触境生心

嘛，是怎样？因为有心，我们才会对那个外境，那个相分怎么样？生起念

头，是不是？这个就是见分派的。所以念头的生起一定是什么？心触境、

境复触心，境复触心就表示说：见分跟相分是同时作用的。这两句话就都

说明了我们刚刚讨论的内容，实际上它是同时作用的，因为心要触境，境

又要怎么样？来触心，所以见分跟相分同时生起，这样呢，根境识三缘和

合才能够完成。举例来说，它这边举一个例子，像我们眼根要看到色尘，

眼睛，你要看东西的时候呢，如果没有第六意识的分别的话，你就不知道

看到了什么。那同样的，我们耳根要听音声的话也是，如果没有第六意识

分别的作用，我们也不知道听到了什么内容，它是什么音声，没有办法分

别。 



大乘百法明门论 7 五遍行 

 
2

那我们修行的重点就是在这里：当六根面对六尘的时候呢，如果不加

上意识的分别了知，将它保持在「现量」境，不攀缘外境，不落入「比量」，

就不会触境生心，这个就是一直保持第六意识的「现量」。那你就是看就是

看、听就是听，没有生分别，因为第六意识「比量」的话就是生分别，「现

量」就是还没有分别，所以我们「触」的当下，实际上第一念是「现量」

的，第二念才开始分别。如果要详细去说明这个「触境生心」的这样的一

个过程的话，第一念是「现量」，第二念就落入「比量」，就是第二念它第

六意识就开始分别了。所以如果我们能够一直保持第六意识不落入「比量」，

就是不生分别，一直保持「现量」的话，我们就不会触境生心，那这时妄

动的心，就会回归到清净的自性当中，如同大海从汹涌的浪涛回复到平静

无波的状态一样。这也是得定的要诀！ 

就是……，「触」是怎么产生的？三缘和合，哪三缘？根境识。那六根，

六根是我们本来就有，你也空不掉。那六根本身，它也不会怎么样；那六

尘呢，色声香味触法，它也没有分别心，它也不会怎么样，是不是？所以

六根、六尘本身没有问题，它都存在了，根境识三缘和合嘛，那个识就是

第六意识，你加进去了之后，它才会怎么样？才会生起这个念头。所以我

们第六意识如果保持「现量」境的话，我们的前五识，它本来就是「现量」，

那那个外在的这个六尘境界呢，它本来就存在，它也没有分别。所以我们

第六意识，如果能够保持不分别的话，那是不是就不会触境生心？是不是？

因为不符合「触」的条件嘛，你要生起「触」的话，要触境生心的话，一

定要根境识三个同时作用，我们现在根境有了，可是第六识不生分别，它

是不是就不会生心了。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一直保持第六意识不要生

分别就可以了。对呀，所以它这边说这是得定的要诀，这个很重要。怎么

样不让它……六根面对六尘，可是它不会生起念头，就是一直在那个平静

无波的那个状态。就是你第六意识保持「现量」境就可以了，因为不符合

「触」的条件，这样明白了吗？好，否则，一旦生起「触」，心生起「触」

的话，接下来就会有种种的感受会发生，就进入后面一个「受」了，这种

种的感受，包含苦受、乐受还有舍受等等。那只要有这三受，就跟三毒相

应：贪、瞋、痴相应，那这就是生起贪、瞋、痴烦恼的来源。 
（第八十二页）所以，我们平常如果说真的要用功的话，我们可以不

让「触」进入「受」的阶段，从这边下手开始练习。平常要修定的话，行

住坐卧都在定中，就是这样子就可以行住坐卧都在定中——第六意识保持

「现量」。虽然我们活着，六根一定会接触六尘，你不可能说因为怕触境生

心，然后眼睛不要看、耳朵不要听，不可能。因为我们每天要生活，还要

做工啊，所以不可能六根不对六尘。所以就一定要接触六尘，但是只要我

们的心不攀缘外境，就不会生起种种的感受而落入「比量」中。什么叫「比

量」？就是第六意识的分别叫做「比量」，那没有分别之前叫做「现量」，

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保持「现量」，就是不让第六意识生起分别。那这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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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到广论道前基础提到修习止观，它有四种瑜伽，就是我们想要止观成就

呢，首先要具备的条件就是四个，这个四个都做到，我们要修定、修慧，

要修止、修观呢，就比较容易。 
它这个四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密护根门、正知而行、饮食知量跟睡

眠瑜伽。这个在广论里面都有详细的谈到，它是修习止观、成就定慧的基

础。像饮食、睡眠这是欲界众生的习气，这个我们前两天才谈到的，欲界

的习气就是饮食、睡眠、男女，这个是欲界众生才有的习气。所以我们想

要调伏这些欲界众生的习气，要进入色界的根本定的话，就是色界的初禅

的话，除非我们把欲界的习气怎么样？可以调伏，所以饮食、睡眠这个呢，

一共有四种瑜伽嘛，这其中就包含了睡眠跟饮食，这个都是属于欲界众生

的习气。所以这两个，要把它调好，之外呢，还要正知而行跟密护根门。

那「正知而行」，就是说我们每一天，你身口意三业，每一天造作了哪一些

都要很清楚，你每个起心动念你了了分明，你每一句话讲得很清楚，你有

没有讲错话，有没有造业，四种口业，或者是，你都是在讲和合语，在讲

赞叹的话，在讲真实语，讲的是什么，是不是每一句话自己都很清楚？那

每一个动作你都很清楚，你今天去做的每一件事情，你今天，已经到晚上

了，每一件事情你是不是都很清楚？ 
怎么样？（学生发问）哪一个？请参阅广论。我们上过的啊，不能够

吃得太少，也不能够吃得太多，吃得太少没有力气修行，吃得太多容易昏

沈，气息很粗，那还要适合自己的食物。不能吃的太少、不能吃得太多，

要吃得合自己身心、身体的那个饮食。第四个呢，就是吃的时候，心呢要

保持在正念当中来吃，那我们里面也讲到食不净想。如果能够把食不净

想……好像一点记忆都没有了嘛，食厌想，厌恶的厌，食厌想，你们还有

记忆吗？所以如果能够把食厌想，想一遍再开始的话，就是心住在那个食

厌想的那个正念当中来吃的话，你对饮食就不会有贪着。或者是我们也可

以观想说我们吃了这些饮食后，同时布施给我们身上的这些众生，因为里

面有大肠菌哪、什么菌哪、好的细菌哪、不好的细菌哪，好，所以我们平

常吃下去的饮食，实际上有三分之一呢，是喂我们身上的这些众生。好，

所以我们可以作布施，布施想，布施这些众生，跟他们结法缘，将来要发

愿度他们。所以你在饮食、把这些饮食同时供养给他们的这个当中呢，同

时跟他们结下了这样的一个因缘，将来要度脱他们这样的一个因缘，也可

以这样想。 
  就是它有很多种想法，或者是想说：修行人，饮食呢，为了要让自己

延续这个生命，去证得、延续这个色身来证得法身慧命，是为了这个目的。

修行，如果修行人饿死，没办法修行，所以今天饮食呢，不是为了贪着那

个滋味，而是为了要成就法身慧命，所以今天来接受这个饮食。这样想的

话，我们就不会对饮食产生贪着。或者是自己发现自己对这个饮食很贪着

的话呢，我们就把我们最爱、最喜欢的那个，练习去供养给其它的人，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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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最心爱的饮食去供养给别人，这样子，也是一种对治法。去除自己对

这个饮食的贪着的一种方法，就是把它布施出去。我最喜欢的那个把它布

施出去，然后我吃另外的，第二喜欢的，也是一种练习。就是把自己……

一般是喜欢的，自己放在家里吃，慢慢享受嘛。可是我们为了要去除这个

贪着，我们可以拿去供养给其它的人，同时又成就这个布施的功德、供养

的功德，然后又可以去除自己的贪。那是饮食的时候呢，当下呢，我们就

是这样子，在正念当中，看你是做什么样的观想来受、接受这个饮食，这

就是第四个，饮食要注意的。就是你的心是非常清净的心在接受这个饮食，

不是跟那个贪瞋痴相应的，好吃，就增长贪，唉唷！这个很难吃，下次我

一定不要叫这个、不要买这个，增长自己瞋的习气，瞋恚的习气，那就是

跟烦恼、跟执着一起来，饮食的当下就唤起我们那个烦恼的习气，这个不

是那个正确接受饮食的态度。这就是「饮食知量」应该注意的事项。宝益

（人名），我背完了，详细的书上有，在第一本那个四种瑜伽那边有详细的

介绍。 
  好，那我们现在在讲的是「正知而行」，就是每一个念头自己是不是清

清楚楚？每一句是不是清清楚楚？有没有讲错话？自己是不是知道？检查

出来不出来？每做一件事情，今天所有做的事情，对的事情有几件？错的

事情有几件？错的要忏悔，告诉自己下次我绝对不要犯同样的错。讲话也

是，讲错的话我们就要小心，下一次不要再讲错话。那个念头也是，我们

发现今天有动了一些不好的念头，我们也是要忏悔，希望下次不要生起这

个不好的念头，这个就是「正知而行」。正知，「知」就是你很清楚知道，

身口意是不是都很清楚，很清楚的知道，可以检查得出来它的对错，是的

话就有这个「正知而行」。因为我们这样子那么清楚的话，可以成就我们的

定慧力、定力。「正知而行」为什么可以成就定力呢？因为你很清楚的可以

检查出来，所以哪个有犯戒、哪个没有犯戒，很清楚嘛。那有犯戒我们就

慢慢去让它纠正到没有犯戒，这个就是定力，你可以不犯，不会没有办法

控制啊，或者是那个习气的力量比较强啊，好，不会变成这样子。那了了

分明就是，你做对还是错，身口意正确不正确，你那个分辨的智慧就是慧

力，所以它等于是同时在成就定慧力，「正知而行」，这个来说的话。 
  那如果我们平常在言行举止之间，都还要考虑、思量，踌躇、犹豫、

分辨不清是否恰当的话，就表示我们没有「正知而行」。就是今天晚上检讨

一下，我今天所有的念头、我说的每一句话、我做的每一件事情。可是我

不太能够确定说它是不是很正确，我不知道那样子是不是有得罪他，然后

这样子是不是恰当，不是很清楚的话，就没有这个「正知而行」，那表示我

们的定慧力不足，没有办法检查，没有那个能力。所以可能就是要先把那

个经论的道理，我们先明白之后，我们才有一个好像标准，有一个可以依

循的一个标准。如果说我们不明白它的内容是什么的话，我们变成说我们

不知道怎么检查自己对不对。这个在戒律里面呢，都讲得非常清楚，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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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情况之下有犯，怎么样的情况之下没有犯，这是广论的第三本，讲业

果的。它讲得很清楚，怎么样才叫有造十恶业，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叫做有

破五戒，都讲的很清楚，那那个我们看完了之后，我们再来检查我们每一

天的身口意，就会很清楚说我有没有犯错，就会很清楚。 
（第八十三页）我们每天要造这么多的身口意三业，如果都不能「正

知而行」的话，那不是每天都在忙着造恶业吗？万一检查不出来，根本不

清楚，造业也不知道，因为不明白戒律的内容，自己造也不知道。那等于

说我们每天都在造业，而不是每天在精进的修行，因为造业都不知道，就

是因为没有「正知而行」。那在我们的修行还没有达到「自净其意」之前，

我们至少要有把握，每天的身口意都跟善业相应。就是说首先是「诸恶莫

作」嘛，所有的佛法只有三句话就讲完了——「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

净其意」。好，所以我们修行的第一步是做什么呢？断一切的恶业。就是五

戒不要破、十恶业不要造，这是「诸恶莫作」，不好的我们要把它断除。做

什么呢？做好的。「众善奉行」，只要是好的，我们就做。那就是要持五戒、

行十善业，这就是开始行的都是好的、行的都是对的了。 
可是他还有善恶的差别嘛，所以他心不是清净的。因为所谓清净心的

话，你每天用清净心来过生活，就是他已经没有善恶、二元对立的这样的

一个状况。可是它是不是恶？不是，它是纯善。这个纯善、这个清净心呢，

它已经没有善恶的对立了，这个叫做「自净其意」，就是连善也不执着。我

们前面会为了要断恶修善，我们会排斥恶的，然后怎么样？赞叹那个善的，

那就会变成说你非常执着要行善业，要累积功德，变得非常的执着。那就

是说，你开始执着要行善了，这样就没有办法做到「自净其意」。为什么？

因为你执着这样做的话有功德；那样的话，怎么样？可以消业障。所以因

为这样子，执着那个善业跟功德呢，是有一些目的的，看是要累积资粮、

还是要净除业障。那就是说我们对善有执着，非常厌恶排斥恶，非常怎么

样？执着要行善。这个也是有分别心，因为这中间有执着、有分别，不是

清净心。 
因为清净心里面是已经没有善恶的对立了，那善恶也是落在两边，不

是中道，有善恶的二元对立。所以第三步，佛法最后的要做的是清净心，

已经没有善恶的分别执着了，可是会不会造业？不会造，这时候行的善是

没有分别执着的纯善，这是清净心所行的善，跟那个相对恶来讲的那个善

是不同的。所以它这边讲到的，已经没有善恶分别的时候，就是「自净其

意」了，是诸佛教，「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就是

所有佛法，佛教里面讲的是什么？就是这个，也是告诉我们修行的次第，

先从断恶、然后行善，到连善也不执着，清净心，这个就成就了。所以最

后修的都是清净心，不管你修什么法门，都是修清净心。因为清净心才能

够恢复我们本来具足的佛性，你没有办法恢复清净心，你本来的佛性就没

有办法开显，没有办法见性。所以不管你修的是密宗啦、禅宗啦、净土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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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都一样、天台宗啊、还是贤首宗啊、律宗，都一样，都是修一个清净

心而已。所以我们希望最后做到的，就是身口意都纯善，至少要跟善业相

应。那什么是善？后面会介绍，有十一种善心所。那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

每一个起心动念，都跟这个十一个善法相应，没有跟烦恼、跟恶法相应，

就是我们修行的目标，就要朝这三个目标去做。因为只有这样清清楚楚呢，

才不会继续造下十恶业，这讲了三个了。 
那四个瑜伽，最后一个：就是「密护根门」，这是最重要的。我们没有

办法「正知而行」的缘故，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防护我们的六根，什么

叫「密护根门」？就是绵绵密密的，非常严密的来保护我们的六根门头。

六根门头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嘛，它在面对六尘：色声香味触法六尘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有密护根门，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你可不可以保持第六意识

的现量？不落入比量、不生起分别，因为一生起分别执着，你就造业了，

就跟贪、瞋、痴相应。所以它这边讲的呢，它有修行的方法，这个也是在

广论它有详细的介绍，它这边只是把重点再复习一遍而已。修行有两个重

点，就是在「密护根门」里面它讲了两个重点，就是「不取行相」、「不取

随好」。「不取行相」，就是不攀缘外境的意思，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让第六

意识保持在现量境当中，这样就不会触境生心，就是现在讲的不让「触」

进入「受」的阶段，这是第一个。我们六根面对六尘的时候，我们密护根

门不让它生起，不落入比量就不会生烦恼，不会进入「受」的阶段，因为

一进入「受」的阶段，你的感受就生起。 
那如果来不及怎么办？它已经从「触」进入「受」怎么办？就是第二

个「不取随好」，所以它这边讲「不取随好」，就是说你已经生起感受。因

为来不及了，你已经生分别了，就不让它进入「爱」的阶段。你生起感受

没有关系，你这个时候不要把「我」放进去，说「我」在感觉苦、「我」在

感觉乐，这样子我执就放进去了。所以前面还来不及，速度太快了，我们

功夫没有那么高。这个一般要有一些定力，才可以保持第六意识不生分别

心啊。可是我们已经很习惯来生分别心，所以我们几乎是看到的当下，我

们就已经决定喜不喜欢，听到的当下就决定喜不喜欢听这个内容，是赞叹

我的、还是在批评我的，我很在意啊，因为它速度很快。所以没有关系，

它还有第二步补救的办法，万一你已经生起感受，就已经没有喜不喜欢了，

这个时候呢不要把「我」放进去，这是「不取随好」的意思，这样就不会

陷入苦乐等情绪当中，和贪、瞋、痴相应。 
这个是先讲一个大概，然后再正式来看这个本文。 
（第八十四页）我们知道「触」呢，就是感觉作用。当六根、六境、

六识三缘和合之后，所产生的「分别」、「变异」的作用，我们就称为「触」。

这边的「分别」，是指相似的现量境；那「变异」呢，就是指从相似的现量

进入比量的变异的状态。所以「触」的体性，就是让我们的心、心所能够

接触外境。在这个接触外境的当下，是相似的现量境（相似的现量境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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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如果继续下去，就会进入比量（就是变异），而产生「受」、「想」、

「思」了。所以「触」是「受」、「想」、「思」等心所的所依，这就是「触」

的作用。 

（第八十五页）这段的意思就是有两个名称：「分别」跟「变异」，这

边的「分别」跟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已经落入第二念的比量的「分别」，意

思不一样。那边的「分别」，是说相似的现量境。为什么叫相似的现量境？

等一下后面有一个地方会解释，因为它跟我们讲的保持现量境不一样。我

们如果有定力的摄持，已经有可以保持第六意识不让它生分别，一直保持

现量境的话，这个是真的现量。因为你可以保持得比较久，可能行住坐卧

都可以保持得很好，如果你定功够的话。可是现在讲的呢，不是这样子的

有功夫的现量，而是你六根面对六尘的那个……接触的第一剎那，第一剎

那，是还没有生起比量，就是接触的那一剎那，可是第二剎那它就变异了，

就不是我们刚才讲的分别了。所以它这边的相似现量境的意思，就是说因

为它时间很短。一般我们触境就生心了嘛，所以接触的第一剎那它是现量，

可是第二剎那它就是比量了，比量就是这边讲的「变异」。这边讲的「分别」，

就是「相似的现量境」，这个名词不要去管它，反正我们六根面对六尘接触

的那个第一剎那，它是现量。可是第二剎那，很快的它马上就有分别心了，

所以它就从「分别」进入「变异」的阶段，那我们就触境生心完成了，就

进入什么？下面一个——「受」的阶段。 

所以它的体性就是「三和分别变异」，令心、心所触境就是它的体性。

所以什么是「触」的体性？就是让我们的心去触境，这就是「触」的体性。

那什么是它的作用呢？因为触境之后会生「受」、「想」、「思」等等的心所，

所以它的作用就是会产生后面的那些心所。是因为触境生心之后会产生

「受」、「想」、「思」还有其它的心所，因为一共有五十一个心所，其它的

心所也是因为触境生心之后，才生起了善的心所、或者是不善的心所、或

烦恼心所，这就是触的作用。它的体性就是让我们的心去触境，这就是「触」

的体性；它的作用就是会引发其它很多的心所出来，都是「触」惹的祸。

那﹝补义﹞里面讲说，这个「三和分别变异」所产生的「触」呢，是实有、

而非假有。那这边所谓的实有，并不是说它是真实存在，而是说因为它有

作用，它会触境生心，看起来好像有实质的作用，所以它是实有的，而不

是假有的。不像有一些它没有实际的功能，只是有一些名相，跟这种情况

不一样，所以说它是实有而不是假有。 

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面对色声香味触法六

尘的时候，确实是接触到，才会产生各种心、心所的作用，所以说「触」

是一种实质的接触，而不是假设才有的。所以它不是名言假立的。你们初

学的要稍微背一下，六根：眼耳鼻舌身意，面对的是什么？眼根面对色尘，

所以是色声香味触法；耳朵呢？是声尘嘛；鼻子呢？香尘。对不对？这个

基本的佛学名词要背一下，以后我们讲六根面对六尘，你就要知道六根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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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六尘是什么？六根是什么？六尘呢？那根境识三缘和合，根、境是

指什么？我们说「触」是根境识三缘和合，才会有「触」的产生，因为它

是因缘所生。这个根、境是指什么？六根、六尘？ 

好。所以所谓的「三和」呢，就是六根、六境、六识三缘和合之后，

才有了「触」的生起。所以我们也要记，「触」是怎么生起的？因缘所生。

什么因缘所生呢？这三个条件：六根、六尘、六境，缺一个就没有「触」

了，六根、六境我们空不掉，六识怎么样？第六意识分别，我们可以保持

现量，因此可以不生「触」，这就是我们平常用功的功夫的所在，就是这样

子，平常这样子用功。那这边讲到了，它在解释那个「分别」跟「变异」。

「分别」的意思是说，根境识三缘和合的剎那，还在现量中，尚未生起其

它的心所。这时候我们的心，这在讲第一剎那，我们触境的第一剎那，我

们的心好像一面镜子，是很清楚的照见，但是它没有生分别，所以我们称

它是相似的现量，但是还没有生起意识的分别，所以是在三缘和合，尚未

取境的时候，称之为「相似的现量」。那为什么是「相似」呢？就是真正的

现量是修习止观之后，你有那个定功，才可以恒常保持这个现量的境界。

那现在的这个时候的心念，因为它的时间很短，是一剎那，第一剎那，是

这样子而已，那如果没有修证的功夫，它会马上就会引动其它的心所，因

为马上就触境生心，然后其它的心所就跟着生起了，无法恒常保持，所以

我们称为「相似的现量」，而不是真的现量。 

（第八十六页）而「触」呢，是心「取」境的当下那一念。重点在这

个「取」哦，因为你「取」了以后，后面才会生起种种的感受，你没有取

境的话，你只是看，看就是看，保持现量境，听就是听，保持现量境，你

就没有取境嘛，是不是？所以重点在这个「取」，一「取」的话后面就都有

了。在未取境的时候呢，就像照相机面对景物，还没有对准焦点，你要照

相，可是焦距还没有对好，这是现量，开始分别就比量了。所以这个时候

呢，虽然看见景物，但是没有分别。那这边「取」的意思呢，就是你对好

焦点，然后按下快门，哦，你就取了这个境了嘛，你就照下这个照片了，

那就表示说我们这个心就已经取了这个境界了。所以「取」的意思呢，就

如同照相机已经对好了焦点，这时候只要按下快门呢，底片就感光。那也

就是说只要我们心一「取」呢，我们就会攀缘外境，而不是保持现量，说

看就是看、听就是听，没有分别，不是的，已经不是了。那心就随之落入

影像，这个时候我们本来平静无波的大海，本来清清净净的那个，就被牵

动而起了波浪。由于心一触境，善恶的心所也就跟着生起，所以称为「分

别」。 

（第八十七页）因为「取」的这一念，和根境识三缘和合一样，都具

有生起心所的功能。所以在本论中，就以「相似的现量」来解释「分别」。

那什么叫「变异」呢？就是因为取着，因为已经第二念了，第二剎那，已

经生分别了，生分别就是已经不是现量境，就是已经有一些改变了，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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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用变异就是已经改变的意思，已经不是现量了。由于取着、攀缘外境，

使得根境识三者产生了变异，失去了清净现量的本体，变为比量，所以称

为「变异」。什么叫比量？就是比拟度量的意思。看见烟就知道有火，可是

你没有看到火，可是你看到冒烟就知道一定有火，这是比量来的。比度，

它是比较，比较你就知道有长短、有高低，有各种的青黄赤白，这是比较

来的，这就是已经比量、已经有分别了，所以你可以分，说出来它的形状、

它的大小、它的颜色，你就可以说出来，这就是一定是比量。 

因此，「让心、心所接触六境」呢，就是「触」的体性。前面「作意」

是引我们的心去趣向外境，还没有碰到嘛，那一碰到的那个当下就生「触」

了，所以「触」是什么？触境，是「触」的体性。我们刚才是引心趣向外

境，OK. Touch 到了，这个就是「触」。 

（第八十八页）好。那么，「触」的作用，为什么是「受想思等所依」

呢？因为内心在接触外境之后，外境又回复触动内心，这样内心、外境相

合而引起各种善恶的习气，这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个能、所是同时现起的。

好，心触境、境触心，内心、外境这样相合，能、所就产生了，所以就有

后面的「受」、「想」、「思」这些心所，就是因为「触」以后才产生的，所

以我们说它是它的所依。就是「触」以后才有这个，所以它就要依「触」

以后才可以什么？生起这些后面的心所，所以「触」就是这些心所的所依。

因为要依于它才可以怎么样？产生它的活动，「所依」是这个意思。但是在

「触」的阶段，这些心所还是都没有……仍旧「含而未发」，所以才称「触」

是「受」、「想」、「思」等心所的所依。所以在「触」的那个当下，现量的

时候，我们也还不会造业，是因为有后面的那个，一念完成之后，才完成

了意业的造作。所以到「触」为止，我们都还没造业，含而未发，你看，

就是后面的「受」、「想」、「思」还没有生起，我们也……这一念还没有完

成。所以由此可知呢，如果我们修行能够让「触」不成为「受」，一直让它

保持现量，就不会进入后面的那个「受」了嘛。也就是止在含而未发的状

态，看只是看、听就是听，不起任何分别的现量境当中，这样就可以不造

意业了。这个很重要！ 

如果我们定力可以一直摄持，每天就是六根面对六尘，没关系，通通

没分别，那你知不知道吃的是些什么？看到的什么？男生、女生可以不可

以分别啊？吃的是咖哩鸡、还是海南鸡？搞得清楚、搞不清楚？搞不清楚

啦？摇头，现量境，这个你们都有经验，讲一下，我们不分别，吃就是吃，

知不知道吃什么？不执着？哦，不是不知道吃什么，因为你要练习保持现

量境，人家问你：「今天中午吃什么？」「不知道。」「你是怎么来的？」「不

知道，因为我都没有看。不是，我都只是看，没有分别，我也不知道怎么

来的。」「那你怎么会认路呢？好奇怪。」所以这个不分别的意思，是说不执

着好吃不好吃，不执着在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上面，不是不清楚，这样明白

吗？很清楚，但是又没有喜不喜欢。（学生发问）没有啊，知道它茉莉花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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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可是你对它没有执着啊，香也好、不香也好，我的心……对，我不会

因为它很香我就生贪、然后它很臭我就……那个排泄的东西很臭，然后我

就生瞋，这叫做不执着，明白吗？叫做没有分别，不是不知道它是拉巴巴

（大便），那个便便、还是茉莉花，不是说不知道它是什么，是知道一个很

香、一个很臭，可是我的心不动，面对不同的境界，可是我的心没有因为

分别、执着，然后生起了好恶、取舍。这种观念呢，没有，这样子来练习，

吃什么就吃什么，没有好吃、好吃、好吃，还是好难吃、好难吃、好难吃，

就是好难吃，你知道很难吃，可是你也不会生瞋；也不会因为很好吃，然

后就生贪，就没有串习我们贪瞋痴的习气了。可是我们很清楚的知道，吃

了什么东西下去，不是不知道，不是没有分别就什么都不知道，是不执着，

这个比较重要。因为一执着就喜欢，喜欢就跟贪相应，不喜欢就跟瞋相应，

它就造贪瞋痴业了嘛。 

（第八十九页）经中说：「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不取无非幻。」

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边讲到的，我们的自心，什么？变现出六尘境界，

所以六尘境界哪边来的？八识的相分，六尘境界是八识的相分，我们八识

变现出来的相分境，它也不是真实存在的。好，可是我们不明白呀，我们

会以为它是真的，然后就对它生起了种种的分别执着。所以它这边说自心

变现出六尘境界来，然后又取着这六尘境界以为实有的，这个叫做自心取

自心。因为这个六尘境界是我们自心变现出来的相分境，我们自心再去取

我们自心所变现出来的相分境，所以叫做「自心取着自心」，自心取着自心

所变现出来的相分境，叫做「自心取自心」，使得本来常住的真心呢，它不

是虚幻的。「幻」的意思就是说，因缘所生无自性，它是生灭法、它是无常

的。可是我们常住的真心，它不生不灭的，它是常住的，所以它不是虚妄

的，虚妄的是生灭法，它是无常的，所以它这边「非幻」的意思是这样子，

不然就会很容易落入断灭见。有些落入断灭见的是说连这个也没有，好像

龟毛兔角是「毕竟无」的。不对，因为我们的常住真心不是「毕竟无」，什

么都没有，那个就是断灭见。所以它是常住真心，它是存在的，可是它不

是生灭法，不是无常生灭的，落入了虚妄分别，而生出了宇宙万有，宇宙

万有就是虚妄的，所以叫做「幻法」。「幻法」就是它是虚妄的，因为它是

因缘所生，所以它是有生灭的，有生灭的是因缘有才有，因缘没有就没有，

它是无常的，这个就是虚妄的，所以它是「幻法」。 

如果能够不取着外境，心就能够安住在清净的自性当中，这个是「不

取无非幻」。就是说我们真正的明白，六尘境界是我们自心变现出来的相分

境，我们就不会执着这个相分境。就能够回归到我们刚才讲的，能所双亡

之后，知道见分、相分都是我们自证分变现的，我们就不会去执着它。能

所双亡，生灭的现象就能够怎么样？不执着，然后我们就回归到我们本来

清净的、本来没有生灭的常住真心，所以，这一个「取着」危害最大，就

是我们触境，然后去取境，才有后面的「受」、「想」、「思」，才会造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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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起心动念。所以这个取境的，取境就是你已经开始产生分别执着了，所

以它的危害最大。为什么？因为我们造业就是从这边开始才会造业的，它

不但生出了宇宙物万有，也生出了一切善恶之法。因此在本论当中才会说，

纵使根境识三缘和合在一处，如果没有「取」境生「触」的话，也不会引

发善、恶行。所以「触」有它实在的体性跟作用。所以它不是假有，因为

它可以实质生起这样的一个作用。什么作用呢？引发后面的「受」、「想」、

「思」，还有其它的心所，就是因为「触」了之后才引发的，所以「触」我

们不能说它是假有，而是真实有它的作用产生。 

（第九十页）因此，「触」最微妙的地方就是在「取」，如果没有取着

的话，就没有「触」心所的产生了，那就是看就是看、听就是听，现量、

无分别，所以我们会不会产生烦恼，能不能得定呢，关键就在这个「触」

字，我们六根面对六尘，「触」的当下你是不是可以保持，保持得好的话就

不会生烦恼。你也一直维持在定境当中。所以它这个「触」就是一个关键，

我们能不能得定，会不会生烦恼的一个关键。所以只要我们不攀缘外境，

保持现量，不取行相，就不会让「受」生起。可是如果「受」已经生起，

就要赶快以「密护根门」的第二个重点，我们刚才讲的：「不取随好」来对

治，那就是下面要讲的「受」心所。 

我们明天再来介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