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乘百法明门论 

第二十六讲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第三六四页）我们看三百六十四页。今天讲六尘境界，六根所面对

的就是六尘境界。首先是色尘，眼根所对的境界。它分成形色跟显色的差

别，色尘依物体的型态所显现的颜色分为形色和显色，而显色当中呢又有

本显色，【本显色，就是一切显色以此为根本，叫做本显色。】还有差别色

的区分。就像后面的表：形色，就是它的形状是长的、短的、方的、圆的、

高、下、正、不正，这个是说明它的形色。那显色呢，分为本显色，就是

一切显色就是以这个颜色为根本嘛，像青、黄、赤、白等等，颜色它就称

为本显色；还有差别色，就是光、影、明、暗、云、烟、尘、雾，这些是

属于差别色。那一般的色尘都没有离开过这样的范围：形色或者是显色。 

  譬如我们说看风水啊，房子要方正比较好啊，方正是属于哪一个？房

子不要有斜角啊，不要对到人家角头啊，这个是属于什么色？形色，好。

客厅的灯光要亮，卧房的灯光要暗，因为那有助于睡眠，这属于什么色？

（学生答：差别色）对，显色的差别色，没有错。那观想红色的明点啦、

蓝色的明点啦，这属于什么色？红色的明点，红色、明点，属于哪一个？

（学生答：本显色）明点属于哪一个？形色？明点，明点知道吗？一个圆

圆的会发亮的叫做明点，是哪一个？（学生答：差别色）红色的明点呢？

本显色，对不对？这样会分了。所以任何一个色尘都没有离开这样的范围，

你都可以把它说明，它的体积啊、大小啊、形状啊、颜色啊、然后它的亮

度啊，都可以把它描述得出来，这就属于色尘的范围。下午下了一场雨，

什么色？下午又闪电，闪电什么色？（学生答：差别色）差别色。下雨，

雨是哪一个？（学生答：差别色）差别色？雨是差别色？是吗？猜不出来

了吧。雨，雨有没有形状？（学生答：有）水滴有没有形状？（学生答：

有）可不可以说它是形色？可以？雨有没有颜色？（学生答：有啊，透明

色。）透明色也算色嘛，有没有本显色在里面？有？没有本显色？雨没有颜

色？没有颜色也是颜色啊，有无彩色、有彩色嘛，对，有，透明也是色啊，

透明色嘛，对不对？透明的颜色也是透明色啊。好，这样大概知道了。这

就是我们的眼根所能够缘的这个色尘，就有这些内容，所以眼识之所取故。

以上所说内容虽然多种，都称为色尘，这是眼根所对、眼识所取的境界。 

  （第三六六页）好，声尘呢，我们听到的音声，它是由地、水、火、

风四大种，这个我们昨天讲了，四大种互相摩擦、相击，所造出来的声音，

这是耳根所对的境界。声尘，有由「有情」所发出的语言音声，或者是「无

情」所发出来的风、雷、鼓——钟鼓声，像下午的那个打雷，它就算是一

种无情所发出来的音声。那我们再依我们听了音声之后的反应，我们把它

分成我喜欢这个声音，还是不喜欢这个声音，所以有可意、不可意。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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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你很喜欢，很喜欢听的音乐啦，或者是赞叹的声音啊，大家都很喜欢

听的，这个叫做可意；那听起来不舒服、不喜欢的，会反感、排斥的，这

个就是不可意的，就不是喜欢听到的音声。我们任何的音声，听了之后都

会有反应，可是如果我们安住在我们的自性当中，你就没有喜、不喜欢听

的，你只知道有声音，这样而已。没有特别的、很强烈的，那个好、恶、

取、舍，没有这样的心情。如此所依发声的「原因」、「物类」、还有「反应」

这三类，我们把它分成八种。 

  就是下面这个表，分成「有执受大种」，或者是「无执受大种」。那我

们就看这个表，跟后面的文字一起对照来看。第一类：是依发声的原因，

分为「有执受大种」跟「无执受大种」。那什么叫做「有执受」呢？「有执

受」就是说，你有精神的作用在里面的，这个叫做「有执受」。有执受，就

是你有精神的作用在上面，所以你就对那个会有一些执取的作用，这个叫

做「有执受」。「有执受大种」为因，是说有一种音声，从有执受的大种发

出来的。「有执受」，就是指有精神的执持，所发出来的觉受。那什么叫做

「大种」呢？就是指地、水、火、风，这个我们昨天刚好解释过，四大种

就是地、水、火、风。所以，从这个四大和合的生命肉体中所发出来的音

声，我们就称为「有执受的大种声」。那「无执受的大种」为因，就是说有

一种声音，从无执受的大种发出来的。譬如说，山上的溪水的声音，还有

时钟滴答、滴答、滴答这样的声音，它是无执受的声音，从无执受的大种

所发出来的音声，那虽然它也是由地、水、火、风所造出来的这个音声，

但是因为它没有精神的执持，所以我们就称为「无执受大种声」。所以我们

知道它第一类的有执受、无执受的意思，就是说有没有精神作用在上面来

分，这是依发声的原因来分的。 

  第二个：是依它的物类来分，就是「有情名」，还有「非有情名」的差

别。那什么叫「有情名」呢？就是从有情的口中，所发出来有意义的音声，

叫做「有情名」；那「非有情名」呢，就是虽然也是从生命体发出来的声音，

但是它属于没有意义的声音。譬如说你拍手，拍手本身没有意义，可是，

是由有情——就是有情识的众生，所发出来的音声，可是它的音声没有意

义，所以就称为「非有情名」，这是以「有执受大种」来说的。那如果是「无

执受大种」它也分成「有情名」跟「非有情名」这两类。那「有情名」，就

是指化人所发出来的音声。譬如说由留声机，像歌星啊，所唱出来的音声，

不是他本人唱，只是机器发出来的那个音声。留声机虽然没有精神的执持，

但是它能够发出有意义的音声。「非有情名」呢，就是指由「无情」所发出

来的音声，譬如说树木相击所发出来的音声，树木本身它是无情物，这是

以物类来分。 

  （第三六九页）第三类：是以反应来分，就是说我们听了之后的反应，

是喜欢还是不喜欢的差别。听了喜欢的我们就称为「可意声」；听了令人厌

恶啊、讨厌啊、不喜欢听，这个就是「不可意声」。所以，不论是「有执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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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种」，或者是「无执受大种」，都是这样的内容，都是分成可意、不可意。

所以，以上所说的分类虽然有很多种，但是都是属于声尘，耳识所取的境

界。这个我们看表就很清楚了。 

  （第三七０页）好，第三个是香尘。香尘呢，三百七十页，它是由地、

水、火、风四大种所造的，四大是能造色，就是地、水、火、风，它是物

质的基本单位嘛，所以它是能造色。那五尘呢，是所造色，是鼻根所对的

境界，这是香尘。我们闻到这种种的香气，它把它分成好香、恶香、俱身

香、还有和合香、或者是变异香等差别。就是说我们鼻根所闻的种种的香

气，我们把它分成有这些种类，它都是鼻识所取的境界。那什么叫做好香

呢？就是闻了神清气爽。现在最流行的那个什么？香精。你们叫什么？也

叫香精吗？对，用闻的，现在不是很流行吗？你们新加坡有吗？精油啊，

燃烧，然后它会有各种不同的气味的，（学生问：师父，那个香气好不好？）

要看什么香，它是天然的、还是合成的，有化学的都不好，对，所以它是

天然植物的萃取物的话，那个就好。芳香精啊、什么的，你们好像没有用

的感觉，看你们的表情好像不是很熟悉，现在多流行啊，已经差不多流行

过了，前两年就开始流行了，现在已经好像要开始没有那么流行了，已经

流行过了。 

  好，所以只要是闻了之后，让我们感到非常的舒适喜悦，能增益我们

内心、长养四大种的，并且能够增长福业的，我们就称它是好香；那闻了

之后，让我们感到很紧张不安的，对我们身心也没有帮助的，也不能增长

我们任何的福业的，这个我们就称为恶香、不好的香气。可能会危害我们

人体健康的气味，像一些化学毒品的气味就不好，化学物品的气味，有一

些是还有含毒的，那就当然更不好，这就属于恶香类的。 

  什么叫做俱生香呢，就是它本来天然的味道，没有参其它的在里面，

像纯的天然的檀香啦、纯的天然的沈香啦。就是天然的，它本来的那个原

味的，没有调制过，没有加工过的，那个我们就叫做俱生香。俱生就是它

原来的、天生的、自然的那个味道，所以具有天生的气味的香呢，譬如说

天然的纯檀香、沈香，这个我们都称为俱生香，就是原味，原来的气味，

天然、自然的气味。那经过和合之后所产生的气味，我们就称为和合香，

它是有参杂了很多种之后混合的那个香气就叫和合香。 

  经过变异的过程，才产生的气味呢，就称为变异香。就是说已经发酵

了，像东西坏掉了。变异，就是已经改变它原来的那个结构跟组合了，已

经有一些改变的，之后，所散发出来的气味，那个我们叫做变异香。除此

之外，还有等香、不等香。什么叫等香？就是恰恰好，我们闻起来不是觉

得它太强烈，那也不是味道很微弱，然后闻不到，不是，就不是太强、也

不是太弱，恰到好处，我们叫做平等香。那不平等香，就是它可能太浓，

可能又太淡，那个味道不是很平均的，我们就称为不等香，就这些的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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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七一页）味尘，就是我们舌头尝的这个，舌根所面对的境界就

是味尘的境界，它也是由地、水、火、风四大种所造的，由舌根所对的境

界。所以味尘呢，就是可以被舌根所尝的种种滋味。那这个我们太熟悉了，

有咸的啦、淡的啦。淡的，就是没有这么咸的，叫做淡的。我们说这个菜

做得太淡，就是它不够咸嘛。或者是甜的啦、辣的啦、酸的、苦的、喜欢

的、不喜欢的，就是可意、不可意，或者是和合的，很多种把它合在一起

的，那个滋味就是和合。那俱生味就是原味，没有参杂其它的，它本来的

味道、天然的味道，叫做俱生味。还有变异，就是说已经改变它原来的那

个成分的，这种种的差别。 

  我们吃进去以后，我们会首先尝到咸味，为什么呢？它后面会讲。首

先，东西吃进去之后，我们首先感觉的第一个是咸味，然后呢是甜味，接

下来是酸味，最后才是苦味。那是跟我们这个舌头味蕾的分布有关，我们

舌头不同的部位，它是尝不同的味道的，像舌尖、舌缘【就是舌头的那个

边缘，舌头的旁边叫做舌缘】、舌根【就是舌头的最后面的，那个叫做舌根】，

这个全部呢都可以感觉到咸味。所以我们东西吃进去，你首先会感觉到的

是咸味，就是因为差不多舌头都能够感觉咸，所以咸味你是先尝到、能够

先感觉到咸味。那舌尖呢，是对甜味比较敏感。所以接下来它会感觉到甜

味，是因为舌尖最先接触嘛，我们东西放进去的话，一定是舌尖先，因为

它在最前面，所以你会感觉甜会先感觉到。然后呢，才会感觉到酸味，因

为酸味是我们舌头的边缘才能够感觉酸。舌尖、舌头的中间、还有舌根，

不能够感觉酸，它是在舌头的边缘可以感觉到酸味，所以它是接下来你才

可以尝得到的。那最后是苦味，因为苦味是舌根才可以尝出苦味来，所以

一般那个苦味是最后才能够感觉到的，这就是跟我们舌根的分布有关系的。

但是不管有分为哪些种类，都是我们舌识所取的境界。 

  （第三七三页）第十个是触尘。触尘，也是四大所造，也是地、水、

火、风这四大所造，那这里面的触呢，是指色尘的触，是身根所对的境界，

而不是指那个触心所。我们前面讲到那个五徧行有讲到作意、触、受、想、

思嘛，那个触是属于心所，现在讲的是属于什么？触尘，所以不一样，虽

然用同样一个字，但是它表示的意思不一样，一个是讲心所，心所的作用，

那一个呢是现在讲的这个触尘，是指色尘的触，是身根所对的境界，所以

不一样。 

  触尘的内容有哪些呢？有地、水、火、风、轻、重、涩、滑、冷、暖、

饥、渴等，这些都是身识所取的境界。地、水、火、风它是属于能造触，

其余呢，其余就是轻、重、涩、滑、冷、暖、饥、渴，这个属于所造触，

所以它有能造、所造。前面曾经提到的地、水、火、风四大种是能造色，

这个是以组织万有的要素来说，就是说地、水、火、风它是组成色法的基

本单位嘛，所以它是能造。那和我们平常见到的这个地、水、火、风，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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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同的，我们看到的地、水、火、风是粗糙的颜色，不是最微细的那个

基本单位，所以它们两个有差别。 

所以这一段要解释说那个能造色的地、水、火、风的基本物质，构成

一切色法的基本物质，跟我们现在眼睛可以看到的地、水、火、风有什么

差别。那我们平常所见到这个地、水、火、风呢，它是指所造的万有现象

来说的。为了区别两者的差异性，我们就称为前者为「真四大」，而后者称

为「假四大」。真四大，就是构成物质或色法的基本条件，它是真四大，这

是名称而已，地、水、火、风。那假四大，就是它在构成这个比较粗糙的

这个色法，比较粗糙的物质，我们眼根可以看得到的，它就称为假四大。

因为它是假合的，因为宇宙间的万有诸法，都是由四大种所组成的，所以

我们就称为四大种。因为它是基本单位嘛，那它所组成的四大呢，就是随

顺我们世间俗情假想而立名的，所以称为「假四大」。 

（第三七四页）它这边会举例子，为什么叫做假四大呢？譬如我们形

容一块地，它有多广，我们就说这块地呢有六十公顷，然后它是黄色的土

地，土地是土大、是地大嘛，或者是形容说这是一片很碧绿的海水，或者

是一团红色的火，一阵黑风刮过去、吹过去，这个都是形容，这些形容当

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都有四大的内容在里面，这四大是藉由形

色，形色还记得吗？我们刚才讲长、短、方、圆、大、小，这个是有形状

的叫做形色。所以刚刚举的这些例子是有形状的嘛，一块地它有多大，这

个就是形色，是一块六十公顷的地。那一片碧绿，这一片也是形色嘛，一

团火、一阵风，这个都是属于形色，那还有显色，因为我们有讲出它的颜

色，它是黄色的土、绿色的海水、红色的火、黑色的风，那就可以说明什

么？它是有形色，还有显色，假想来立名的，因此我们说它「假四大」的

原因，就是说它是这样子来立种种的名称。 

由以上说明，我们就可以归纳出真、假四大的差别，这两者有什么差

别呢？第一个，真四大它是属于触尘，假四大呢属于色尘，所以这是不同

的差别，一个属于触尘、一个属于色尘；第二个差别呢，触尘的真四大，

是身根所取，为色尘的假四大，是眼根所取，所以真四大它是身根所取，

色尘呢它是眼根所取，这是它们的差别；那第三个差别呢，真四大属于能

造嘛，因为它是基本单位，物质的基本单位，所以它是能造，然后假四大

呢是属于所造，这就是两者的差别。 

刚才是讲能造触——地、水、火、风，还有我们眼根所能看到的地、

水、火、风，它们之间的差别。那所造触呢，就有另外的，轻、重、涩、

滑、冷、暖、饥、渴，那轻、重、涩、滑呢，它是由体性来命名。就是譬

如说：什么叫做「轻」？就是它没有份量的，像灰尘，它没有办法用秤来

称出它的重量的，这个我们就说它很轻，所以灰尘它会到处飘啊，因为它

没有什么重量，它非常、非常、非常的轻嘛，那你没有办法去称出它到底

有多少公克，还是怎么样，然后很容易被转移、移动，它很容易到处飘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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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被转变、移动的，这个我们就称为「轻」；那如果它是有份量，然后可

以称出来它有多重的，它的重量有多少的，然后不容易搬动的，像我们每

个人都有体重嘛，有多少公斤，你们是算公斤吗？还是算磅？不管怎么样

算，就是很重的对不对？都是一团在这边，这个就是叫做「重」，很难搬动

的嘛，不容易被转变、移动，这个我们都称为「重」；那什么叫「涩」呢？

就是粗糙的、强硬的，这个我们叫做「涩」；柔和、轻软的我们称为「滑」，

所以说涩、滑。譬如说那个地毯，它比较粗的毛所做的那个，我们就叫做

摸起来很粗糙，那个叫做「涩」；那像丝织品，它很柔细，摸起来很滑，那

个我们就叫「滑」，像丝织品，好像是所有的布料里面最滑的就是丝织品，

它很柔，然后很滑，是这样子来命名的。这个都是我们的身根的感受嘛，

你可以感受，这个衣服，像棉质穿起来就比较舒服、比较吸汗、比较透气，

身根所对的这个境界，都是属于所造触的轻、重、涩、滑。 

（第三七五页）那还有冷、暖、饥、渴呢，就是以它的欲望，因为它

会引动我们的欲望，我们冷的时候就会想要加衣服嘛，那热的时候就会想

要吹冷气，它会引发我们种种的欲望，这样子来立这四种名称的，所以它

说是于触因上而立果名。譬如说：因为冷，我们才会发生想要求暖的这样

的一个要求，就是说你会生起想要求暖，所以你会加衣服等等的，或者是

吹暖气，在比较寒冷的地方就生木炭啦，在那个炕啦，北方是要坐在那个

炕上，它会比较温暖啦，就会让我们引发想要求暖的这样的一个欲望；那

热的话，很热、很热、很热我们就会想要吃冰啦、喝凉水啦、还是吹冷气

啦，它会引发想要求冷这样的一个欲望；那肚子饿的话，就会想要吃东西

嘛，所以饥饿的话，就会发生想要求食物的这样的一个食欲；那口渴的话

就会想要喝，看要喝什么饮料，就会发生想要求饮的这样的一个欲望。 

这就说明什么？我们内身中呢，我们身体里面会因为种种的触，生起

不同的欲望、欲求出来，这个就是触的因。因为有这个因，你才会生起种

种的欲望，所以这个欲望是果，是因为这样子来立冷、暖、饥、渴它的名

称。那如果严格来说的话，它应该是属于「欲心所」才对。「欲」，就是以

希望为性嘛，它的体性就是你的心有所希望，这个应该属于欲心所，如果

严格来讲的话，可是它把它放在这个所造触的这个范围里面。 

  （第三七六页）好，我们看最后一个——法尘。法尘，就是我们意根

所对的境界，我们第六意识所攀缘的境界，它是五尘落谢的影子，所以它

跟外在的色、声、香、味、触没有关系。我们前面两堂曾经介绍过，是我

们五根——眼、耳、鼻、舌、身五根攀缘五境之后，那个影像留到我们的

心田里面，留下的那个影像，那个叫做法尘，是我们第六意识在攀缘它，

而成为这个法尘的境界。所以它跟外在的境界已经没有关系，而是已经流

入我们意地，心里面、心地当中的种种的影像。好，法尘呢，是五尘所落

谢的影子。它是在五根接触五尘之后呢，将这个影像留在我们的心识田中，

然后第六意识的见分呢，把它变现成相分，作为自己的所缘。所以它是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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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意识变现出的相分，然后第六意识再攀缘它，成为它所缘的境界，法尘

境界是这样子来的。因为法尘呢是意识内缘的境界，并没有直接接触到外

尘，所以我们说它跟外面没有关系，所以它是一种假境，那这种假境的种

类虽然很多，但统称为「色法」，都是意识所缘的境界。 

  它有哪些内容？我们一般把它分成五大类，这个法尘境界有五大类。 

  （第三七七页）第一类，是我们把这个色法呢分析到最小、最小的单

位，我们叫做「极微」，这个就是第一类的，叫做「极略色」。「极」，就是

已经到了最大的极限了，就是分析到没有办法再分析了，这个叫做「至极」

的意思，已经到了最后的极限；那「略」呢，就是略析至极微，就是把它

一直分析、一直分析，分析到没有办法分析的那个极微的单位。像色法，

分析到最小，所呈现的极微，就称为「极略色」。 

  像我们修观的时候，我们如果修法空观的时候，我们第六意识就会假

想有对色中的实色，有对色中的实色是什么？就是我们前面那个表，第一

天看的那个表的五根、五尘的内容，它是属于有对色，五识所缘的，还有

五识所依的，就是五根、五尘这个粗色，那我们第六意识呢 对这些慢慢、

慢慢去分析，到不能够分析，那我们肉眼已经看不到了，只是用我们的意

识去想象。一直分析、一直分析，到没有办法分析的那个状态，那只有第

六意识可以去分析它嘛、去观想它，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在意识内缘的法

尘境界上，浮现最极细微的相分，我们称为「极微」，这个就称为「极略色」。 

  就是我们分析物质，到眼睛所不能够见到最小的这个单位，它就是我

们第六意识所缘的境界，而不是眼识所缘的境界，所以它属于法尘。因为

眼根还可以看到的，它是属于色尘，现在眼根已经看不到，而是意识可以

想象它很小很小、最小最小的那个单位，所以它是属于意识所缘的法尘境

界，而不是眼根所缘的色尘，因为眼根已经看不到了，眼识已经没有办法

攀缘了。 

  第二类呢，也是把色法分析到……它现在不是最小，是最远，远到眼

根看不到了，这个也是意识所攀缘的境界。譬如说修观者，修这个法空观

的时候呢，我们用第六意识假想有对色中的假色，刚才那个是实色，现在

这个是假色，譬如说光、影、明、暗、云、烟、尘、雾等细色，渐次分析

至极微，或者是观想青色、黄色、红色、白色等显色，至极远而难见的时

候，我们就称这为第二类的。譬如说我们常常在修观，你们修密教常常在

修观，有没有？有。譬如说我们观想本尊显现，然后祂放光，有没有？那

最后本尊再化光，融入自身，这个就是属于哪一个？属于光嘛，光影的那

个光，有没有？现在我们讲说光、影、明、暗这样假想，我们第六意识有

对色当中的假色，然后括号（指课本）：光、影、明、暗的这个光嘛，属于

这个光的部分，因为我们观想放光或者是化光，这个都是属于我们在修观

的时候，观想本尊都是用第六意识，对不对？所以第六意识这个时候所观

想出来的，都是属于法尘境界，第六意识所观想的，你作种种的观。 

大乘百法明门论 26 色法-色尘、声尘、香尘、味尘、触尘、法尘 7



  譬如说：我们可以用第六意识观想白色的明点，它慢慢变小、变小、

变小，变小到最后没有了，就是属于这一类，都是用第六意识观想嘛，那

它变小、小、小、小、小，小到……哦，消失了；或者是观想蓝色的「吽」

（藏文字）字，从下面开始慢慢融入，到最后的那个「惹大」（藏文字）也

没有了，然后变成好像，慢慢融入对不对？到最后那个「惹大」变成好像

一根很细、很细的头发，然后那一根头发也消失了，像这一类的观想，都

是属于现在讲的这个内容。就是细到、或者是远到看不见了，最小、最细、

最远的那个第六意识的观修，就是属于这两类的法尘境界。那我们就知道，

我们一切观想的修法，都是第六意识所缘境的法尘境界。那这边有一个表，

说：色法三种假实表，显色呢，青、黄、赤、白，它是属于实色，我们眼

睛可以看到的，所以它是眼识的所缘；那剩下的我们看不到的这个就是假

色了哦，是第六意识所缘的境界，像光、影、明、暗、云、烟、尘、雾，

或者是形色：长、短、方、圆、高、下、正、不正，或者是表色：有表色，

就是我们的动作啊，你去拿东西，或者是放东西叫做取、舍；或者是你把

它那个手脚，把它缩回来，那个叫做屈，把它伸出去，那个叫做伸；或者

是行、住、坐、卧这个都是在讲动作，这个是属于有表色。这个我们不要

管它。 

  （第三七八页）接下来这个「受所引色」，这个就是在讲什么？譬如说

我们受戒，我们受戒之后就有一个叫做戒色的，就是现在讲的这个，譬如

说你受了五戒，你从受戒的那一剎那开始，你就起了要护戒的那个心，所

以一个有受戒跟没有受戒的，他有很大的差别，因为那个没有受戒的他就

会，他没有护戒的心嘛，因为他没有受戒，所以他就不会时时要警惕自己

说：我不能够杀生、我不能够偷盗，他没有那个护戒的心，所以他没有这

个戒色。那我们受戒之后，虽然你没有常常说念念都提醒自己说不要、不

要、不要，没有，但是它就会因为你受戒的那一刻开始，它就产生了那个

防恶修善的那个功能，因为你想要持戒清净，你就会有那个防护的心，虽

然你睡着了，可是那个防护的心还在，它是一直在任运增长的。所以受戒

非常重要，就是说你一旦受戒，即使你是放逸、你是懈怠、你是昏沈、你

是散乱、你是掉举、你是睡着了，可是它的那个防恶的功能它会一直在增

长，这就是受戒之后的殊胜。 

  它的这个色，就是属于现在我们讲的「受所引色」，由领受，「受」，是

领受的意思；「引」呢，就是引取。就是说我们的心在领受了某种戒律，或

者是你发了某种誓言，像三昧耶戒就是一种誓言嘛，之后呢，我们的第六

意识它自然就会引生这样的一种功能，什么样的功能呢？要取善，然后要

什么？那如果说你发的是毒誓的话，那它就会引恶，「我发誓一定要报仇！

我发誓一定要让你死得很难看！」那一旦发这个毒誓之后，它这个也是会形

成一种色哦，就是现在讲的，发了一些毒誓、或者是恶誓之后，它也会引

发一种色，那是因为它下了这种恶咒之后，所引发的那个色。所以它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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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我们引善，它也可以引恶，那引善、引恶就看你是受这个戒，发誓要持

这个戒，还是你发了那个恶誓，它就有不同的功能会产生了。所以它这边

讲说第六意识就会引取善、或者是恶的功能，那由取善或者是取恶所显的

这个色呢，它就属于现在讲的，由领受之后所引的这个色，它也是属于法

尘境界。 

  这边有举例子，譬如说我们修行人，在我们上师那边受戒的时候呢，

我们第六意识的思心所，「思」是令心造作嘛，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开始

产生：「我不要继续造恶，我要清净持戒」的那样的一个功能它就产生了，

所以我们第六意识思心所的种子呢，就会引取防恶发善的功能，它自然就

会有这样的功能生起，在你受戒的那一刻开始，它就已经产生这样的作用

了。或者是某人在发毒誓之后，他的思心所的种子，也会从他发誓的那一

刻开始，就会引取发恶的这样的功能，所以依止这样的功能所引发的善色，

或者是所发的恶色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受，因为你领受了一些戒，或者

是誓言之后，所引生的色法，所以叫做「受所引色」。那这种戒体之色，虽

然看不见，也不能够表示出来给人家看见，没有办法表示出来，所以它称

为「无表色」或者是「无戒色」，但是呢，它会在无形当中会影响我们的身、

心。由于它能够时时的影响我们的身、语，像我们受五戒，我们就不会杀、

盗、淫啊，那语呢，我们就不会打妄语啊，所以它就会影响我们的身、还

有语，所以也是一种色法。 

  （第三七九页）这种戒色，从受戒的那一剎那就开始存在，而且非常

有效的进行着止恶行善的功能，即使我们睡着了，或者是在放逸、懈怠的

时候，可是我们所受的这个戒呢，在这个时候好像忘记了，可是没有，它

还是继续有那个功能。所以受戒、持戒真的是非常殊胜，也是它为什么能

够成就定力跟开发智慧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的原因，就是在这里。不管你就

是不用功、不精进，可是它还是一样，效果还是一样的存在的。所以它说

你即使在睡眠、或者是放逸的时候，你所受的戒律，好像那时候已经把它

忘记，但是呢，他也仍然可以坚守着这个戒律，除非有一天他破戒，或者

是他心里面舍戒了，「啊！我不要继续持了」那从那一刻开始就没有这样的

功能，所以它说除非有一天他破戒或者舍戒，决心不再守戒，这个时候，

这个戒色就在那一剎那就毁坏了，那就没有现在我们讲的这个色法的存在。 

  好，第四类呢，是「徧计所执色」。这就是第六意识所造做出来的境界，

这个是我们每天都在造这些徧计所执色。这是由第六意识起「徧计所执」，

所产生的种种色境，譬如说回忆啊，你坐在那边发呆，然后想过去的事情，

这就叫回忆嘛，这是我们常常在做的事情。那这时候没有五尘境界来引发

我们，没有，只是说你坐在那边回想，你回想的那个都是第六意识的法尘

境界，那时候跟眼前的色、声、香、味、触就没有关系了，只是你坐在那

边回想过去的事情，这个就是属于「徧计所执色」。或者是幻想，坐在那边

幻想：「我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修行者」、「我一定要好好的利益众生」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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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边打妄想，或者幻想：「我以后……哇！怎么样、怎么样……」，也是属

于第六意识，因为也没有，跟眼前的色、声、香、味、触，没有关系嘛，

眼前的境界没有关系，你只坐在那边，第六意识在那边幻想了很多的景象，

这样而已，这个也是属于法尘。 

  还有作梦，梦境也是第六意识，我们叫做独影境嘛，就已经没有前五

识的作用，只是第六意识单独的，在我们心中，我们心的作用，产生了种

种的境界，那就是梦境。所以梦境是怎么造成的？我们心的作用嘛，第六

意识所现的种种的境界，所以它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不是真实存在。那为

什么要那么在意那个梦境吉不吉祥呢？晚上作梦，白天再来说梦话，说这

个梦好不好？它代表什么意思？那就表示说我们把它当作是真实存在的，

然后很在意它是好、还是不好，它是不是在提醒我什么？是不是我的障碍

会现前？还是怎么样？这都是属于第六意识的造作，所引发的这个梦境。 

  什么叫做「徧计所执」呢？就是周徧计度，执一切因缘所生法以为是

真实存在的，所以我们叫做「徧计」。徧计，就是周徧计度的意思。那执什

么呢？一切本来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就是告诉我们是无自性的嘛，它是

自性空的、它是无常的、它不是真实存在的，可是我们执着它，以为它是

真实存在的，我们这样的一个执着，就叫做「徧计所执」。本来是依他起，

依他起就是因缘所生，依他起的都是因缘生灭的嘛，都是无常的，可是我

们把这个依他起而产生这个无常的现象、这个生灭现象，把它当作是真实

存在的去执着，叫做「徧计所执」。所以不论是五根面对五尘所落谢的影子，

这个法尘也好，或者是我们第六意识单独作用的幻想，或者是梦境也好，

其实它是虚妄不实的。那凡夫却执为实有，所以他很在意啊，睡醒了之后

他对他的梦境的内容很在意，就是徧计所执。如此由第六意识周徧计度所

妄执的色法，我们就称为徧计所执色。 

  （第三八０页）好，最后一个——定果色，这是修定以后的种种的境

界。那个就是现在讲的，定境里面的，你也会看到种种的那个定境的境界

嘛。它也是一种色法，它也是第六意识所攀缘的法尘境界。所以什么叫定

果色呢？就是我们修行人在修定的时候，在定中所现的种种境界。因为它

是由定力所生的色法，所以我们就称它为「定所引色」，或者是「自在所生

色」。这个定果色，在凡夫跟菩萨来说，它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凡夫在那边

依假想定，譬如说观想嘛，我们观想本尊啊，但是怎么样？它不会变成真

的本尊，是因为我们的观想力，我们的定力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是没有

实际作用的假色，不像菩萨。 

  像菩萨，尤其是八地以上的菩萨，祂所观想的，祂在定中所观想的会

变成是真的，真实可以受用的这个境界、这个色法，所以它就有很大的差

别。所以它说八地以上的菩萨呢，为了摄化有情，祂可以依祂的威德定心

所变现的神通之色呢，而成为有实用的色法。譬如说：祂入火光定的时候，

我们可以真的看到有一团光在那边；那入水定也是啊，祂入水定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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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看过去祂是一片水，那就是变成真实的色法现前了，变成实色了，而

不是假色；那如果是入解脱定的时候，祂可以变现山、水、火、威仪身等

等。像我们说阿罗汉证果的时候，祂可以上身出水、下身出火啊，就是现

种种的神通，就是属于这一类，入解脱定的时候；或者是观世音菩萨救苦

救难的时候，譬如说在闹饥荒的时候，祂可以变现一口井，观世音菩萨可

以变现一口井，然后帮我们众生解渴；或者是很饿的时候，祂可以变现下

面讲的，也可以变成什么？变土砂为金啊、银啊、鱼啊、米啊，如果闹饥

荒，祂就可以变现出面包啊，可以吃的东西来，这是真的可以受用的，所

以菩萨的境界就不同。 

如果成佛了呢？成佛，已经知道地、水、火、风都不是真实存在的，

因此祂可以再创造出，从空中再化现种种的妙有、妙色出来，所以种种的

净土呢，就是这样化现出来的，所以祂可以创造出地、水、火、风，种种

构成佛界之色。所以净土是真实存在的吗？这样子看的话，不是真实存在，

属于定果色的范围。那我们种种禅定所现的境界，是真实存在的吗？所以

没什么了不起嘛。神通是真实存在的吗？也是无常的啊，神通之色也是定

果色，都是属于这一类的。色法是生灭的嘛，我们就知道它是无常，它不

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就没有什么好执着。所以修定的人，不管你的境界多

高、你的禅定功夫多好，你能够变现……即使像八地以上菩萨这样的境界，

它也是生灭法，也不是真实存在的，我们了解了这个色法之后，我们就不

会被色法所困住，不会对色法产生任何的执着了。 

今天讲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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