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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百法明门论 

第九讲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各位居士大德！阿弥陀佛！ 
  我们前面已经介绍了心法、心所有法。心所有法有五十一种：五徧行、

五别境、善十一、根本烦恼六、随烦恼二十。最后四个，就是今天要介绍

的「不定四」。 
  不定法有四个，哪四个呢？就是悔、眠、寻、伺。悔，就是后悔；眠，

就是睡眠；寻，就是寻求；伺，是伺察。 
  为什么这四个要叫做不定法呢？它有三个不定。 
  第一个，是善、恶、无记，三性不定。像前面的善法十一个，我们知

道它是属于善；烦恼，随烦恼，我们知道它属于恶；现在介绍的这四个法，

它有时候善、有时候恶、有时候无记，不一定，所以我们就称为不定法的

第一个原因，就是善、恶、无记，三性不定，不一定。像做错事后悔，然

后忏悔，这个是好的，所以这个就属于善；后悔没有做坏事，这个是属于

恶；糊里胡涂的后悔，这个是属于无记，所以，以这个后悔来讲，它有时

候善、有时候恶、有时候无记，这是第一个，为什么称为不定的理由。 
  第二个理由，它在八识当中是不一定的。八识，八个识：眼识、耳识、

鼻识、舌识、身识、这五识，前五识，第六意识、第七识、第八识，今天

介绍这四个，在八识里面，它是不一定，就是前五识不会后悔、前五识也

没有睡眠，所以前五识都没有这四个，第七识也没有这四个，第八识也没

有，只有第六识有。所以，以八识来讲，它不一定都有这四个，只有第六

意识才有，这就是为什么称为不定的第二个理由。 
  第三个理由，在三界当中，它也是不一定的。三界就是欲界、色界、

无色界，这三界当中，它也不一定都有。像我们打坐，修止、修观，如果

你的功夫，修止的功夫可以到初禅的话，我们都知道初禅已经没有睡眠了，

对不对？男女、饮食、睡眠，到初禅因为欲界身已经转成色界身的关系，

所以欲界的习气都已经慢慢地愈来愈淡，所以我们一旦入了色界初禅之后，

就没有后悔这件事情，也没有睡眠这件事情，但是还有寻、伺，初禅就是

「有寻有伺三摩地」，它是还有寻、伺的作用，到了二禅以上，就没有寻、

伺了。所以欲界的众生，一直到色界初禅的众生，是有寻、伺的作用，二

禅以上就没有了，所以二禅称为「无寻无伺三摩地」，它已经没有寻、伺的

作用。所以，以三界来讲的话，也不一定都有这四个，这是第三个为什么

称为不定的理由。 
  所以，我们总结，作个结论，就是这四法，在善、恶、无记三性当中，

不一定属于哪一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在八识当中，不一定都有，

只有第六意识才有；第三个理由，是在三界当中，也不一定有，到了初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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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没有悔、眠，二禅以上，从二禅开始，二禅以上就没有寻、伺。就是这

三个理由，所以，我们就知道它为什么称为不定法。 
  接下来，我们详细地介绍这四个内容。 
  第一个，什么叫「悔」呢？悔，就是后悔，或者是说追悔。为什么要

后悔呢？那一定是做错了事情才要后悔嘛。 
  所以，第一种情况，是当我们造了业、破了戒、或者是犯了错，因为

我们有惭愧心，所以我们会后悔说：「为什么我当初要这么做？」事后才后

悔，已经做了。所以，怎么办呢？就忏悔，后悔之后赶快忏悔，忏悔之后，

就不要再继续追悔了。 
  还有一种情况，是没有做坏事也后悔，后悔自己没有做坏事。譬如说：

你是长官或者是主管，有人试图来贿赂你，结果送了一个大红包或者是很

贵重的礼物，然后来登门拜访，那你当然是义正辞严地当面拒绝说：「这个

绝对不可以拿，那个忙我是一定会帮，但是这个红包绝对不可以拿，这个

贵重的礼物也不能收」。可是，当他离开了，走出你的家门之后，你马上就

开始后悔了，「为什么不收呢？我最近还蛮缺钱的……」，就开始后悔了，

想说收下来反正也没有人知道，他不可能说，那我不要说，就没有人知道，

我为什么不收呢？这个就是后悔没有做坏事。这一类的事情也经常发生，

譬如说：做生意的都知道，都会作假帐，对不对？你们是都不会了啦，就

是一般做生意，他们一定会作假帐，然后会逃漏税，你如果没有逃漏税，

你也会常常后悔说：「我为什么不跟他们一样？那我一年可以省下很多钱，

那个钱拿去布施也蛮不错的，来护持佛法」，有时候也会生起追悔的心。像

我们有一位师兄就很难得，可能你们有一些师兄会认识，就是在泰国，新

加坡有一位师兄到泰国去做生意，他就是自从学佛了之后，他自己是老板，

他就决定一定要老实的报帐，所以他每年就是报税的时候，他都照报，然

后跟负责报税的那个员工，跟他说：「你就老实报，应该报多少，就报多少」，

那个人就是用很不可思议的那个眼睛看着他，奇怪，因为大家都是作假帐，

都是报得比较少这样子，那个已经是不成文的规定，大家都这么做，可是

他居然说要老实地报，应该报多少，就报多少，所以那个泰国人就是用很

怀疑的眼光看着他，然后百思不解，为什么这个人这么奇怪呢？是学佛学

到头壳坏了？还是怎么样？可是我们就很赞叹他，他宁愿那个不要赚，逃

漏税的那个部分，那个钱他不要赚，为什么呢？因为他深信因果，你这边

逃漏税，你一定会在别的地方那个钱会漏掉，所以我们破财的时候，漏财

的时候，一定有原因的，因为我们让别人损失，果报就是自己会损失，所

以你虽然这一边这个部分好像省起来了，可是你在另外一个部分又漏掉了，

所以因果绝对是不爽的。所以，我们没有做坏事，也不要追悔，大家都敢

做那个为非作歹的事情，无所不用其极地想要赚钱，不择任何手段，可是

一般人他是没有因果的观念，或者是他根本不相信因果，他才敢这样做，

对不对？可是我们学佛之后，我们深信因果的话，应该就不会，一般人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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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猛的造恶业，他不怕堕恶趣，可是我们也不怕吗？所以我们深信因果，

也不想因为恶业然后堕恶趣，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也不再会去做那个不应该

做的事情。这个就讲到说不应该做的，绝对不要做，所以没有什么好追悔

的，也不能说大家都这样子嘛！那我好像就理所当然可以，不是这样子的。 
  所以，现在就是对于恶事这个方面就有两种情况，已经做的恶事，我

们要后悔，事后赶快忏悔；对于自己没有做的恶事，就不要后悔，而是要

庆幸自己没有做，这个才是正确的，这个是恶的方面。 
  善的方面，也是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造了善业之后，后悔

自己为什么要做。这个也是经常发生，像道场当义工的，也是常常会后悔，

为什么要当义工？当你被人家冤枉，或者是被人家批评、毁谤，你又出钱、

又出力，结果都不是这样，所以可能偶尔也会生起后悔的心说：「早知道我

就不要了」。或者是说，我们今天上街，看到有残废的人在乞讨，或者是看

到有和尚在化缘，那你就很高兴的布施了，或者是那个和尚就供养了，结

果一回去跟人家说，人家就说：「笨吶！那个是假和尚！那个是假乞丐！」

对啊！那你一听，心就凉掉了嘛，就开始后悔说，哎呀！他跟你说那个是

背后有诈骗集团在操控的，那些假的残障人士，时间一到就是到处放，这

边放一个、那边放一个，到了傍晚的时候，就一个一个再把他接回去这样

子，他是有诈骗集团，有的人会这样子告诉你，所以你今天做了善事之后，

你事后就追悔了，而且追悔之后还想说：「我会不会变成帮凶？」对不对？

助纣为虐嘛，如果大家都不给钱，他就没办法诈骗了，所以后悔说我会不

会变成帮凶？然后我有没有那个共业啊？我有没有跟他们共同诈欺的那个

共业？对啊！充满了后悔的心，所以我们想要布施、或者供养的话，一定

要有般若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就是空性的智慧，一旦决心要布施、或者是

供养，就没有布施的我，也没有我布施供养的对象，也没有布施供养这件

事，当下就把它空掉了，你想做你就去做，做完就忘记，也不会执着，也

不会为了那个功德，然后去做，要不然行善之后，如果后悔的话，不但没

有功德，反而会造下恶业，因为你生烦恼就造恶业，所以划不来，所以要

有空性的智慧，不管他真的、假的，我一旦决定布施、供养，我就三轮体

空，这样就不会行善之后，然后后悔。 
  行善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后悔自己没有造善业。譬如说：早上接

到一个电话，然后他麻烦你做一些事情，可是你想一想，哎啊！好麻烦喔！

因为怕麻烦，所以当场就把他拒绝，可是那个电话一放下来，就开始后悔

说：「其实我可以帮的，我只是怕麻烦，所以当面把他拒绝了，可是我现在

就后悔了，我为什么当初没有答应说要帮他？」就是这样的机会也是很多，

就是我们每天其实很多行善、或者利益众生的机会，只是说你有没有把握，

所以像这样的后悔没有做善事，这个就要后悔了，这个就要好好地追悔。 
  所以，它就一共有四种情况，对于没有做的善事，我们要后悔，然后

发愿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做，每天一定要把握这样的机会，为什么呢？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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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死无常，什么时候走不知道，要及时行善，有机会我就要发心做，一有

机会我就要把握，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没有机会。 
  所以对于不该后悔的事，就是哪些不应该后悔的情况？就是没有做的

恶事，不应该后悔，已经做的善事，也不要后悔，这是不应该后悔的事，

就不要生起后悔的心。 
  应该后悔的事，也有两种情况，对不对？已经做的恶事，那就要后悔，

然后忏悔；没有做的善事，也要后悔，对不对？ 
  所以不应该后悔的情况有两个，应该后悔的情况有两种，所以应该后

悔的事，我们忏悔就好了，忏悔之后就不要后悔，这是什么意思呢？你觉

得自己不对了，你就忏悔就好了，这件事情就把它放下，因为你决定改过

了嘛，以后还要及时行善，以后那个恶事一定不要做，所以你忏悔完就决

定以后发心改过，为什么不要再后悔呢？因为你每次想到这件事情就后悔

一次，它就会让你的身心处在不安稳的状况，身心不安稳的话，就很难得

定，因为你一天到晚在后悔啊，做对事情也后悔、做错事情也后悔，整天

都在后悔，那常常在后悔，就是打击自己的信心，常常觉得很内疚，觉得

这个不应该、那个不应该，弄得自己身心很不安稳，就是你在修禅定的时

候，就很难得定，因为你追悔的心会让你的心不安，所以你就很难得定，

所以它变成说那是障碍我们得定的一个很大的原因，所以我们说一旦忏悔，

就不要在后悔了，这个也是很重要。 
  所以，悔为什么是不定法呢？我们刚才说了，因为第一个理由，就是

善、恶、无记三性不定。什么样的情况是善、恶、或者是无记呢？譬如说：

做错事情的时候后悔，做错事情后悔，这个是好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时

候是属于善性；你后悔没有做坏事，这个就属于恶性的，对不对？做善事

之后，后悔呢？做了善事之后后悔，这个是属于恶性的，这个不要，做善

事我们刚才说要三轮体空，要有空性的智慧；后悔没有做善事，这个就是

善性的，后悔没有做，所以以后发愿要及时来行善；弄不清楚状况，该做、

不该做，还是该后悔、不该后悔，弄不清楚状况，这个就是无记性的。所

以它跟善、恶、无记这三性，不一定跟哪个相应，所以它称为不定的理由，

我们刚才说它第一个理由，就是三性不一定。 
  因为没有智慧判断，才会弄得不管是造善、造恶，都在后悔，所以这

个后悔是属于贪、瞋、痴的哪一个啊？因为没有智慧，对不对？才会弄成

说做好事也在后悔、做坏事也在后悔，常常都在忧悔当中，这就是因为没

有智慧，所以它跟愚痴相应，所以不定法的第一个「悔」，它是跟痴相应的。 
  前五识不会后悔，第七识也不会后悔，第八识也不会后悔，只有第六

识会后悔，所以在八识当中，它也是不一定都有这个后悔的，只有第六意

识才有。 
  那我们刚才说，经常后悔会让我们的身心处在不安稳的状态，所以它

会障碍我们得定，我们就知道，一旦得定了，譬如说：你一旦入初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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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身心安稳了，还会不会后悔？就不会后悔了，这就是为什么你证入初

禅之后，就没有「悔」这件事情了，所以欲界才有悔，一旦入色界初禅以

后，就没有悔这件事情了，为什么？因为你的心得止了，就没有悔这件事，

所以悔它会障碍我们得定，一旦得定之后，就不会后悔了。就是欲界众生

才有追悔这件事情，一旦入初禅，色界初禅以后，就没有。 
  这个就是后悔。 
  第二个不定法是「眠」。眠，就是睡眠。睡眠就是第六意识陷入一种昏

昧的状态，就是你的意识不清明，这样昏昏昏，落入大昏沉，我们就称为

睡眠。没有在睡的时候，只要你的第六意识不清明，就是在一种昏昧的状

态，不是很明明历历，不是很清明，好像头脑不是很清楚，那个就是一种

昏沉，大昏沉就是睡眠。 
  所以，睡眠是属于第六意识才有的，第六意识不再保持清明的状态，

它落入一种昏昧的状态，我们称为睡眠。这个时候前五根也暂时不起作用，

就是我们睡着了之后，眼、耳、鼻、舌、身这五根不会去攀缘色、声、香、

味、触这五境，因为你睡着了，所以你眼根不会再去看，也没有第六意识

的帮忙，然后生起眼识的作用，耳朵呢？也不会再去攀缘声尘，然后第六

意识去分别说你听到了什么音声，都没有，对不对？所以，所谓的睡眠，

我们就知道，它是前五根已经不会去攀缘外面的五尘境界，第六意识也陷

入昏沉、熟睡的状态。所以睡着了之后，就不会像醒的时候，第六意识能

够配合前五根去攀缘外境，然后生起五识的作用，第六意识本身也不再保

持清明的那种状态，而是处在一种昏昧不明的状态。 
  第六意识陷入一种昏昧的状态，这个时候可以修观吗？这个时候说观

一个什么，观不起来，怎么也观不起来，为什么？因为第六意识已经处在

昏昧的状态，所以这种状态是没办法修观的，所以睡眠障碍修观，睡眠让

我们没有办法修观，没有办法修观，就不能够成就智慧，因为修观是成就

智慧，修止是成就定力。一个成就定力，一个成就慧力，睡眠障碍我们修

观，让我们的智慧很难生起，所以它是属于贪、瞋、痴的哪一个啊？障碍

我们的智慧生起，它就是跟愚痴相应的。所以，我们现在又知道了，睡眠

是跟「痴」相应的，根本烦恼「痴」相应的。 
  所以，凡是那个贪睡的，他一定是放逸、懈怠、懒惰，不能够好好修

观，坐在那边也会打瞌睡的，所以这个时候，睡眠就是不好的，它就是跟

恶相应，跟恶法相应。可是，睡眠重不重要呢？很重要，对不对？所以如

果能够好好地睡眠，来长养我们的四大，有充足的精神来修行用功，这个

时候的睡眠就是好的，这个时候就是跟善法相应。如果睡得胡里胡涂的，

这个就是跟无记法相应。所以，我们就知道它为什么称为不定，就是善、

恶、无记，不一定，所以睡眠这件事情，就是看你用在什么时候，你用在

偷懒、贪睡，这个就是不好的，让我们没有办法精进用功；可是你好好地

睡，养足了精神来精进，这个时候的睡眠就是好的；那个不能把它归在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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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者是恶的那个，就是另外一类的，就是无记性。所以，我们知道睡眠是

跟三性，不一定哪一个相应。 
  而且睡眠的时候，前五识不起作用，只有第六意识单独作用，我们刚

才讲了，你睡着之后，你眼睛不可能去看色尘，耳朵不可能去听音声，声

尘，第六意识也没有办法忙着分别你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五识都不

起作用，只有第六意识作用，单独起作用，所以所谓的梦境也是第六意识

的独影境，第六意识单独作用，才有种种的梦境产生，所以第六意识也称

为独头意识，就是梦境也称为独头意识的原因就在这里，你在睡眠的时候，

前五识已经不起作用，只有第六意识单独作用，所以称为独头意识，或者

是独影意识。所以，这个就说明在八识当中，只有第六意识有睡眠，其它

没有，前五识、第七识、第八识没有睡眠，只有第六意识有睡眠，所以第

二个原因，为什么不定的原因，八识中不一定都有。 
  三界中也不一定都有，我们刚才讲了，到了色界初禅，就能够断取睡

眠，因为在定中，第六意识是清清楚楚的、历历分明的，所以这个时候可

以没有睡眠了，所以在三界当中，只有欲界的众生有睡眠，色界、无色界

众生不需要睡眠，我们就知道睡眠，为什么需要睡眠？为什么欲界众生需

要睡眠呢？白天太累了，身体东跑西跑的，跑累了，心胡思乱想也很累了，

身心都很累了，所以需要晚上睡眠，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啦，就是身心

疲劳，需要睡眠，晚上睡眠，第二天才有力气再把身心弄得很疲劳。 
  可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脑部缺氧了，所以需要睡

眠，所以睡眠它是补充氧气，像我们平常累了会打哈欠，有没有？嘴巴张

很大，那是干嘛？吸更多的氧气进来，因为脑部缺氧了，所以就打哈欠，

打一个大大的哈欠，吸了多多的氧进来，就好像头脑比较清楚一点，所以

打哈欠就表示脑部的氧气不够了，这个时候需要深深地吸进空气，空气中

的氧，所以睡眠主要是补充氧气。所以我们晚上睡眠，除了恢复身心的疲

劳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睡到氧气充足了，你就自然会醒了，你醒

过来就表示说你那个氧气已经够了。这就说明为什么入初禅以后，不需要

睡眠，为什么？你们入初禅的师兄讲一下，为什么入初禅可以断取睡眠？

因为不需要氧气了，为什么入初禅以后不需要氧气？入初禅的来报告一下，

为什么？因为他气住脉住，懂吗？所以不需要氧气，所以他可以断取睡眠，

这是最主要的原因。说身心疲劳，那个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氧气

的关系，只要你氧气足够的话，你就不需要睡眠再来补充氧气。入初禅之

后，因为他呼吸已经非常非常的微弱了，所以等于是几乎要到气住，气住

就是呼吸快要停止了，你们数息数到呼吸好像快要停止了，很久才喘一下

有没有？那个就是快要进入状况了，再继续止下去，你就会气住，就好像

没有呼吸的感觉，因为它转成内部的呼吸，所以这个时候就不需要再呼吸

来补充氧气，那时候的脉也好像停止了，所以是气住脉住，身上的那个脉，

所以你坐在那边，还想说：我现在气脉走到尾闾，喔！上来了，到夹脊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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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前三关、后三关，一关一关过，从尾闾关上来，通到背后是夹脊关，现

在到后脑了，卡住了，像这样的话，气脉还在走，或者是有气脉的感觉，

我们就知道他一定没有入定，懂吗？他一定没有入初禅，如果他还有气脉

的感觉，说他走到哪里、怎么样，或者气机发动，有什么生理的反应，那

个都表示他没有入初禅，因为入初禅，就是很明显的气住脉住，所以你的

气脉没有明显的感觉说走到哪里，气走到哪里，是没有这样的感受的。 
  这个就是睡眠。 
  第三个是「寻」。寻，就是寻求。像我们每天心不断不断地忙着向外寻

求，寻求之后就生分别，这种对外境初步的分别，我们称为寻。这个随时

都在发生的，你只要眼见色，你马上就生分别，你看到了什么，这就是寻。 
  你逛街，东看看、西看看，那个是寻。听说紫水晶可以开发智慧，所

以我就决定今天去找一块紫水晶放在我的床头，白天随身携带，还是买一

个紫水晶的手珠、还是佛珠，随时来念，所以这个时候，我就开始去找紫

水晶，这个找的过程，就叫做寻。听说哪家、哪家有卖水晶，所以我们就

到哪边、哪边去找，找的过程，就是寻求，不断不断地眼睛看水晶，不断

不断地生分别，这个叫做寻。所以，寻是攀缘外境，心忙着分别。 
  我一旦看到了、找到了那个紫水晶，我好好地琢磨，把这一块紫水晶

拿起来看，或者这一串手珠拿起来看，看这个紫水晶的色泽、它的大小、

它的形状，是不是我要的那一个，这个时候就进入了下面一个，叫做「伺」。

所以，伺，是伺察。一个是寻求，一个是伺察，伺察是在你心向外寻求，

做了初浅的分别之后，你的心就会在这个境界上面做一番细细地审察，这

个审细的分别，我们就叫做「伺」。 
  所以，一个是对外境不断不断地去寻求；一个是你寻到了目标之后，

停在这个目标上面，心再去仔细地审察，那个叫做伺，所以一个是向外、

一个是对内，这个是寻跟伺的差别。 
  它们都是属于「思」跟「慧」的一部分。「思」，什么叫思？五徧行：

作意、触、受、想、思，思是什么意思？令心造作，很好！背得好！令心

造作，所以，寻跟伺都有令心造做，一个是令心造作怎么样？不断不断地

去找你要寻求的目标，你也是令心造作，要去找一个紫水晶，令心造作；

你一旦找到一个目标，然后在上面好好地来观察，好好地来审察，这个就

是伺，这个时候是令心造作。对这个紫水晶忙着分别审察，一个是令心造

作，去寻求目标，紫水晶这个目标，所以寻跟伺是有差别的。它们都是属

于思的一分，令心造作，只是造作的目的不一样，一个是令心造作去寻求

目标；伺呢？是你寻好了这个目标之后，在这个目标上面忙着细细地分别，

细细地审察，令心造作，都是令心造作。 
  它也属于「慧」的一分。「慧」是什么意思啊？慧属于五别境，欲、胜

解、念、定、慧，什么叫慧啊？于境拣择，叫慧。于所缘境，拣择为性，

它的体性就是于境拣择，对所缘境忙着不断不断地选择，拣择，就是忙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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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的意思，拣择分别，这是属于慧。 
  所以寻跟伺都有慧的一分，有思的一分，有慧的一分。寻求，是对境

界忙着分别拣择，就是说你确定你要找的目标，譬如说：我们刚才说你要

找的是紫水晶，你确定这个目标，然后于境拣择，对于这个目标去选择，

所以这个是寻；一旦找到了你觉得还不错的，然后就在这上面再不断不断

地拣择，对不对？忙着分别，细细地分别审察，这个也是于境拣择，对于

所缘境怎么样？做一番选择，就是你的心分别，不断不断地分别，说这个

是不是我要的？它的色泽、大小、形状是不是我要的？然后这个水晶好不

好啊？更重要的是它价钱合不合理啊？ 
  所以，我们现在就知道了，寻跟伺，它都是属于思跟慧的一分。寻跟

伺到底有什么分别呢？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讲过了，我们把它作一个结论，

寻跟伺有什么差别呢？它既然都是属于思跟慧的一分。寻，我们刚才讲了，

是我们的心不断地去找寻对象，对这个对象又不断地分别，这个时候的身

心是不安稳的。我们刚才讲，你去逛街找水晶，这时候你的身心是不安稳

的，因为你一直在找，哪边有，然后好不好，一直在找，所以这个当下身

心是不安稳的；伺，它是在锁定了目标之后，对这个目标进一步的分别审

察，所以身心是安稳的，因为你已经找到了这个目标，只是你在这上面继

续地去琢磨它，所以这个身心，相对刚才那个寻求的过程，身心是比较安

稳的，这个是第一个差别。寻，是身心不安稳的；伺，是身心比较安稳的

状态。 
  第二个差别，是寻对境界只作一种粗分别；伺，是心对境界慢慢地作

一种细分别。所以，以粗细来讲，寻是比较粗的分别，伺是比较细的分别，

因为在寻求的过程当中，你的心是比较粗的，一旦目标锁定之后，你就在

上面细细地分别，所以这个时候的分别是比较细的，这是它们第二个不同

的地方。 
  我们以修行来作例子，大家会比较清楚，因为各位都是修很多法门的，

所以举法门来说，就比较清楚寻、伺的作用。譬如说：我们在修不净观的

时候，不是发、毛、爪、齿、皮吗？第一个是观头发，头发是不净的，我

们要观头发是不净的，所以我们首先要寻求，对不对？寻求什么？寻求什

么样的情况，那个头发最快引发我的厌恶，这个就是一种寻求的目标，你

要去找，我要观想什么样的头发，我一想，我就马上那个厌恶感就生起来

了，所以我找啊、找啊，就找说如果一个人三个月不洗头，头发全部都黏

在一起了，又油又臭，可能还长虱子，这样够厌恶了吧，很快那个厌恶感

就生起来了，这个就是寻求的过程，这是寻。引发厌恶之后，我的心就安

住在这个厌恶上面，这个时候就是伺。所以，伺是伺察，伺就是停留的意

思，停留在那个所缘境上面。所以，我们就知道，寻是不断地寻找，伺是

在找到了之后，停留在上面，细细地推求审察。停留在上面，就是伺；细

细地推求审察，就是察，这就是伺察。所谓的伺，就是伺察；寻是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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伺是伺察。 
  再举一个例子，譬如说：我们修数息，天台止观——六妙门，第一个

数息，我们一开始练习就数一数，就数丢了，对不对？赶快再把它抓回来，

重新再数，数一数又在打妄想，数一数，数字又数丢了，赶快把它找回来，

赶快找回来，那个找就是寻，等找回来之后，继续安住在那个数字上，这

个就是伺的作用。所以我们就知道，寻呢，它是在我们数息的时候，心散

乱了，数丢、或者数过头了，这时候赶快把它找回来，这个叫寻；找回来

之后，很小心地把我们的心保持不让它再丢掉，那个叫做伺，这样应该很

清楚了。所以，一个是向外寻求，一个是向内伺察，一个是赶快把它找回

来，一个是继续安住在那个所缘境上。 
  心在寻、伺之后，我们就能够给它种种的名称和言说，名称和言说，

就是语言文字的意思，所以我们刚才知道寻、伺，其实是心的分别，就是

粗的分别、还有细的分别，寻是我们心粗的分别，伺是心细的分别，所以

我们说分别心，其实就是在讲第六意识的分别，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你要

怎么样保持第六意识的现量无分别，这样保持现量无分别久了，你就能够

得止，这个就是没有分别，现量。可是你第六意识一旦分别之后，它就落

入比量，比量，你的心就产生分别，所以其实是第六意识在分别。譬如说：

你眼睛看了什么东西之后，你马上就分别，譬如说我们刚才讲你要找那个

紫水晶，你看到你要找的那个过程，你的心要分别，那是粗的分别，你的

心不分别，你不知道那个是水晶、还不是水晶，对不对？也不知道它是紫

水晶、还是粉红色水晶、还是白水晶，所以你的心一定要分别，你才能够

去找，所以这个时候的找是粗的分别，可是找到了之后，你还要细细地分

别，才知道它是不是你要的，它的品质好不好啊？这个是心比较细的分别。

所以寻伺其实就是我们的分别心，只是粗还是细的差别，才有寻、伺这两

个名称的差别，这个我们已经弄清楚了。 
  现在要进一步讲，它其实就是我们语言文字的表达，就是要靠分别心，

懂吗？像那个喜欢写文章的人，文学家，他要写诗作词，每一字都要好好

地去折磨，琢磨不是折磨，其实也是蛮折磨的，每一字、每一句要这样去

推敲，譬如说他要形容什么，他就有好几个字可以形容那个意思，用这个

字好呢？还是那个字好呢？还要琢磨了半天，这个就是心不断不断地要分

别，或者是我们想什么事情，或者考虑什么事情，一旦要做决定，很难做

决定，我们就说：「这个事情好伤脑筋！」那个伤脑筋就是第六意识的分别

的作用，叫做伤脑筋，它不是智慧的观察，如果你是第六意识保持现量，

然后是用智慧，智慧的意思就是说你第六意识已经转成妙观察智了，这个

时候你就是现量境，好像灵光一闪，那个字就出来了，这个就不会伤脑筋，

懂吗？可是你用你的第六意识去分别，仔细推敲，那个就伤脑筋，因为那

个是分别，那个是比量来的，所以我们如果用智慧，用现量境的智慧去过

生活，我们会很轻松愉快，然后都不会生分别，对不对？因为第六意识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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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现量、无分别，也不会造业、也不会生烦恼，可是我们就是忙着六根

面对六尘的时候，就忙着分别，一旦分别就有好不好、喜不喜欢，然后马

上贪瞋痴就起来了，这就是因为我们的第六意识已经有寻伺的作用，已经

落入比量的分别，所以才会生烦恼、造业。 
  所以，这个寻伺，它就是心的分别，因为心的分别，所以你可以把它

表达出来，可以藉由语言或者文字，把你心的分别之后的东西把它描述出

来，譬如我们刚才说头发要引发厌恶，所以我就想头发三个月不洗，又油、

又臭、又长虱子，这就是我描述那个三个月不洗头发的那个状况，所以这

个都是寻伺的分别，懂吗？寻伺的作用，我们的心分别之后，我可以用语

言文字把它表达出来、描述出来，所以寻伺又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它是

语言文字的意思，语言文字怎么来？心的粗细分别之后的产物，就是语言

分别，所以你可以把它表达出来，这些都是可以描述的，所以寻伺的作用，

另外一层就是语言文字的表达，都是寻伺的作用。所以我们就知道，寻伺

是在第六意识做了粗细的分别之后，给种种不同的境界，很多的名称跟言

说，这个就是寻伺的作用。 
  那这说明什么呢？我们说了半天，就是要说这个寻伺只有第六意识才

有，其它没有，因为寻伺是第六意识在面对境界的时候，所做的分别作用，

所以前五识是现量，它没有分别，它没有寻伺的作用；第七识恒审思量，

执八识见分为我，它也没有，它就内在一直执着有一个我，所以它也没有

寻伺，第八识也没有寻伺，只有第六意识才有寻伺的作用。 
  所以，我们修行就是靠寻伺，造业也是靠寻伺，懂吗？凡夫众生每一

天面对种种的不同境界，因为起寻伺作用，生分别心，因此生烦恼、造业，

修行人也是利用寻伺来修，有没有？我们刚才举了，你修不净观也好、你

念佛也一样啊，念佛，佛号丢了，赶快把它找回了，然后安住在佛号上，

那个就是寻伺的作用，所以所有的法门，尤其是止观，都是利用寻伺的作

用来起修的，修止、修观都是用寻伺的作用，所以你善用寻伺的话，你可

以成就止观，就是成就你的定力跟慧力，可是你也可以利用它生烦恼、造

业，都是寻伺的作用，所以它是不定法，它可以跟善法相应、也可以跟恶

法相应。它可以是打妄想，第六意识分别打妄想；它也可以是转成观照的

智慧，寻伺起的作用，成就定慧力，它就变成很强的观照力，这个也是寻

伺转了之后，它就变成观照。没有转之前，它就是打妄想，第六意识的分

别，所以造业也靠寻伺，你要成就定慧力也是靠寻伺的作用，所以它是不

定。 
  寻、伺只有色界初禅，我们刚才说寻伺二禅以上就没有了，初禅叫做

有寻有伺三摩地，初禅到二禅，还有一个中间禅——未到地定，初禅到二

禅有一个中间禅，叫做未到地定，二禅到三禅中间也有一个中间禅，都叫

做未到地定。初禅到二禅这个中间，这个中间禅，我们称为无寻有伺三摩

地，它已经没有寻，但是还有伺的作用，可是到了二禅就是无寻无伺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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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以我们就知道，二禅以上没有寻伺的作用了。 
  像初禅，我们知道有三天，色界初禅有三天，知道吗？哪三天啊？大

梵天，大梵天王就是色界的王；还有他的臣子，叫梵辅天，辅佐的大臣，

等于是辅佐的大臣；还有人民、老百姓，叫做梵众天，所以色界初禅有三

天，它就等于是一个国王统领一个王国，一个国家里面有国王、还有大臣、

还有人民，所以初禅是有寻有伺三摩地，为什么？国王要发号司令，或者

是他们之间要沟通，要制定法律，这个都需要用到语言文字，所以初禅是

有寻有伺的，有寻伺的作用。 
  可是到了二禅就没有了，不用语言文字，那二禅以上的天人他们怎么

沟通啊？不讲话了，看一看就懂了，就放光嘛！天人都有光，他们不靠语

言文字来描述他们的心情，他们就放光，没有声音啦，就是形容不同的光

阶，所以那个情感又更细腻了，我们语言文字所描述的境界是非常粗浅的，

我喜欢，我很喜欢，非常喜欢，喜欢到不行，再怎么形容也只有四、五种

嘛，再更细腻要怎么形容？没办法形容了，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可是

那个放光就不一样喔，不是只有四、五种，表达说我很喜欢，它可以到三

十种不同的光阶，所以它是比较细腻的，用语言文字表达是比较粗糙的，

天人用光波来互相传递讯息，那个是比较微细的。他们最主要还是靠意念，

因为二禅以上就只剩下眼、耳、鼻、舌、身、意，只剩下那个意了，眼、

耳、鼻、舌、身五识都不起作用了，只剩下意识，所以他们除了用光，再

更上面就是连光也没有了，像无色界的话，他连色身都没有了嘛，色界天

的天人，色界天还有色身，无色界天的天人连这个色身都没有了，所以他

也不用放光的，他就靠意识来沟通。所以二禅以上都只剩下意识，前五识

都已经不起作用了，这个以后我们在讲八识规矩颂的时候会讲到，还会再

详细讲，现在只是要说明这个寻伺的作用，到二禅以上是没有了，为什么

没有的原因，就是他们已经不靠这个来沟通，他们有另外沟通的方法，用

光、或者是意识的沟通，意识直接沟通，不用说出来，也不用写出来。 
  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说无色界天，只剩下情的执着了，很多师兄来问

我：「无色界已经没有色身了，没有这个身体存在，他怎么还会有情呢？」

所以他把情当作欲了，懂吗？欲界的那个，我们不是说情、爱、欲，欲界

的众生，欲望最强，他要达到欲望，要用这个欲界的色身来达到他的欲望，

所以他比较着重在这个身体的执着。色界的天人就比较对这个色身没有这

么执着，所以他已经远离了男女、饮食、睡眠，但是他还有对爱的执着，

这个爱是广义的爱，而不是那个男女很自私的那种情爱，不是，比较广义

的爱，就是像博爱，所以天主教跟基督教不是说要博爱吗？神爱世人，他

那个神，就很接近我们刚才讲的那个大梵天王，神爱世人，所以他们说要

爱你的兄弟、爱父母、爱兄弟，就好像神爱他的子民一样，所以他们是比

较着重在那个爱，但是他是博爱，所以色界天他就是对爱的执着还没有放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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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色界天，他已经没有这个色身了，但是他对那个情还有很微细的执

着，就是说他已经剩下意识了，我们刚才说他只剩下那个意识，然后他又

在那个定当中，但是他那个微细对情的执着还没有放下，就是意识的对情

的执着，因为三界六道就是执着才有的嘛，所以你对情、爱、欲的执着放

下，你就出三界了，你就跳出六道轮回了，所以六道轮回是怎么形成的？

就是执着才有六道轮回，对什么执着？情、爱、欲的执着，对三界不同的

执着。所以这边顺便澄清一下，只是很微细意念的执着而已，他已经没有

色身的存在了。 
  所以，我们就知道寻伺到了二禅以后就没有了，所以，以三界来讲，

它也不是都有的，也不一定都有。 
  在八识中，我们刚才讲，第六意识才有。三界的话，就是二禅以上就

没有寻伺了。以三性来讲，善、恶、无记三性来讲，这个寻伺也是不一定

的，就是我们刚才讲了，凡夫众生六根面对六尘的时候，不断不断地分别，

引发贪、瞋、痴，造作身、口、意的种种的业，这个寻伺就是不好的，因

为起惑造业，就是跟恶法相应，跟烦恼相应的，所以这个时候的寻伺是不

好的，是恶的；可是如果我们把它用到修行的法门上面，修止、修观，然

后来成就我们的定慧力的话，这个时候寻伺就是好的，就是跟善性相应了；

可是如果寻伺分别以后，和愚痴无明相应的，这个就是属于无记性。所以，

我们说寻伺在善、恶、无记三性当中，它是不一定。 
  这就是为什么寻伺它也是属于不定法，就是以八识来说、或三界来说、

或者是三性来说，它都是不一定的。 
  我们也可以用寻伺来观察一个人的根性，这个师兄适合修什么法门，

然后他是属于「寻」比较强烈的，还是「伺」比较强烈的展现呢？习气展

现？什么叫做寻的习气比较重的？就是我们说比较感性的人，他的个性是

比较冲动的那一种，他就是反应很快的，眼睛看到什么，马上就可以锁定

目标，一听到什么，耳根也很利，马上就可以下决定说他要不要、喜不喜

欢，还是什么，很快的，那个就是属于「寻」习气比较强的。所以他每天

六根面对六尘境界的时候，很容易冲动，而引发贪瞋痴，很快造业，这个

是身心比较躁动的，所以他来修止观的话，他就比较难得定，因为他很忙，

懂吗？他每天很忙，六根很忙，忙着什么？忙着去寻求目标，所以眼睛忙

着看、耳朵忙着听、鼻子忙着闻、嘴巴忙着尝那个好吃不好吃，对他来讲

是有很强烈的分别的，所以他是有很强的心的分别，但是它是比较粗的分

别，就是寻求嘛，它是比较粗的分别，就是六根面对六境的当下，他可以

马上分别喜欢、不喜欢，所以他的好恶心非常的强，也是非常冲动的一种

个性，这个是属于寻求的习气比较强的。 
  伺察，我们说他的心比较细的分别，对不对？所以那个伺察习气比较

强的，他就会比较偏重理性，理性的思考，所以你告诉他一个讯息，他不

会马上接受的，他不像那个冲动的人，他马上就喜欢、不喜欢，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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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马上就可以决定，可是那个伺察的、理性思考的人，你告诉他哪一个健

康食品很好，他不会马上相信，他要搜集资料，然后慢慢地研究，然后再

考虑这个合不合适我的身心状况，然后怎样、怎样，就是心思比较细腻的，

喜欢思考的这一类的，他是伺察的习气比较重，他也比较偏重理性，因为

他不会冲动，马上去……，我就是买下多少了，有的人很冲动，对不对？

他看到喜欢的，喔！我买一打，不同颜色的都给我选一双这样子，那个理

性思考的，他不会那么冲动，他会慢慢地考虑，他可能还要货比三家也说

不定，他看完回去还要再思考一下，那个是不是真正我需要的，所以他不

会这么冲动。所以他的心经常都在细细地审察，审慎地观察，所以这样的

个性的人如果来参禅的话，说不定很快开悟，对不对？因为他喜欢思惟。

所谓的禅，什么叫禅呢？禅就是思惟观察，懂吗？我们翻成禅那，它就是

思惟的意思，思惟修。 
  我们刚才也讲寻跟伺的差别，一个是身心安稳，一个是身心不安稳，

对不对？所以身心不安稳的，他要得定就很困难，那身心安稳的，他不但

容易得定，而且还容易开发智慧，所以他来参禅、或者打坐、或者修一个

思惟佛法，他就很快就能够开发智慧。所以，我们刚才就讲到寻伺，它有

好、不好，所以你善用这个寻伺的话，你就可以成就止观、成就定慧力，

这个就是好的。以这个伺察的这样的一个个性，他来修行的话，他要得止、

或者开发智慧会比较快，为什么？因为他的身心是比较安稳的，平常就很

稳定，所以他比较不冲动，所以他来修行是很快能够得定的。所以，我们

能够善用寻伺的话，就能够成就止观、定慧。 
  今天介绍这四个，就介绍到这里。我们明天介绍色法。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