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瑜伽師地論選講

第一卷 本地分中五識身相應地

原文：雲何五識身相應地。謂五識身自性。彼所依。彼所緣。彼

助伴。彼作業。何等為五識身耶。所謂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

識。

釋：什麼是與五識身相應的地呢？包括五個方面：就是五識身的

自體性；五識所依；五識所緣；五識助伴；五識作業。五識是指眼識、

耳識、鼻識、舌識、身識，與五識相應的地是欲界地。地就是三界中

的九地，三界是欲界、色界、無色界，九地就是欲界一地、色界的初

禪天是第二地、二禪天是第三地，三禪天是第四地，四禪天就是第五

地，再加無色界的四空天的四地就是九地。

和五識身的相應的地是指什麼呢？是指欲界地，只有在欲界的眾

生有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這五識是俱全的。色界的初禪

天天人，沒有鼻識和舌識，只有眼識、耳識和身識這三個識，再加意

識，第七識和第八識。二禪天以上的天人也都沒有鼻識和舌識，所以

與五識身相應的就是欲界地，不包括色界和無色界。

五識身相應地的內涵包括：五識身的自性；五識身所依；五識身

所緣；五識身助伴；五識身作業這五個方面。五識身的自性就是五識

身自體性是什麼，能做些什麼事業，有什麼功用，五識身的自性是有

了別性，有分別的功能作用，叫做五識自性。五識身所依，是說五識

依賴什麼法才能出生，五識要依賴於五根，而且是淨色根也就是勝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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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五識才能出生。五識身所緣，是指五識攀緣什麼法，緣於什麼法，

五識緣於五塵色法，而且是內色塵。

五識的助伴是指能協助五識運行的法，能幫助五識運行顯現，幫

助五識起分別了別作用的法叫做助伴，五識的助伴就是五識的心所

法：作意、觸、受、想、思。五識的作業是指五識能做些什麼，能起

什麼作用，五識的作業就是了別分別性，能了別五塵。以上這五個方

面，總名為五識身相應地，那就是欲界地，因為只有欲界裏有具足的

五塵。五識身是什麼呢，就是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這五

識身和欲界地相應。

原文：雲何眼識自性。謂依眼了別色。彼所依者。俱有依。謂眼。

等無間依。謂意。種子依。謂即此一切種子。執受所依。異熟所攝。

阿賴耶識。

釋：具體講眼識，眼識的自性是依靠著眼根來了別色塵。眼識所

依止的是眼根，眼識的出生必須先有眼根，這個根是指淨色根，就是

後腦那個位置的勝義根，阿賴耶識在勝義根變出色塵的影像，叫做內

色塵，勝義根觸內色塵，眼識才能被阿賴耶識生出來，所以眼根的勝

義根，是眼識的俱有依。眼識的等無間依就是指眼識的開導依，是眼

識自體種子。

什麼叫等無間依呢？等就是同類種子，不是他類種子，無間就是

沒有間斷沒有間隔地運行，依就是依靠依賴，同類種子相等無間斷地

依賴依止著運行。眼識的運行是無數個眼識種子刹那生滅所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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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第一個識種子出生，刹那就在出生的那地方滅去，後邊第二個眼

識種子又在同一個處所生出來，刹那間在那個地方又滅去了，第三個

種子在同一個處所生出來又在同一個地方滅去，這樣無數個眼識種子

在同一個地方刹那生滅，就形成了眼識，眼識才能有分別性。

前一個眼識種子在前邊開導其位，後一個眼識種子才能在那個位

置出生，那麼前一個眼識種子就作為後一個眼識種子的開導依，也叫

做等無間依。所有的眼識種子都叫做開導依或者是等無間依，除非最

後一個種子。第一個眼識生出來不能了別色塵，第二個種子生出來，

了別一點點，第三個種子生出來，決定了別，這時就知道色了。

眼識的種子依，是說眼識的種子依靠著什麼法才能出生，是什麼

法能出生種子，種子來自於哪裏。什麼叫種子？種子是產生色法和心

法的最基本組成成分。眼識有眼識的種子，耳識有耳識的種子，鼻識

有鼻識的種子，每個識都有自體種子。所以眼識一定要有眼識種子，

眼識才能產生出來。

眼識所需的一切種子，都來自於阿賴耶識，或者叫做異熟識。阿

賴耶識裏有識種子，七大種子之一，輸送出來，就形成七識，眾生才

能有了別的功能作用。眼識自性要依靠種子才能有眼識的產生，種子

生成眼識，讓眼識運行，是要有一個依止處的，就是眼識的所有種子

執受所依，那就是阿賴耶識異熟識。種子必需依止於不生不滅的阿賴

耶識才能存在、輸出和運作，才能形成眼識的自體，就是說阿賴耶識

和異熟識是眼識種子的所依。



4

阿賴耶識的名稱是八地菩薩前使用的，裏面含有七識的貪嗔癡煩

惱或者有貪嗔癡煩惱的習氣，八地以前我們叫阿賴耶識。八地以後叫

做異熟識，異熟識也有眼識種子，能產生眼識，八地以上的菩薩們一

直到佛地都有眼識種子，能夠產生眼識，起到見色的功能作用。到佛

地就不叫異熟識，叫做無垢識。

異熟識裏有變異生死的種子，生死還沒有了盡。異熟的意思是說，

我們現在造的業，作為業種存在異熟識裏，在將來因緣成熟時，才受

報。受報的時間是在另外的時間，叫做異時，就是在未來才能受報，

或者是晚年或者是來世，業緣才能成熟，果報才能實現。或者是異地

而報，我們在娑婆世界造業或者人間造業，來世到地獄受惡的果報，

或者到天界受善的果報，或者還是在同類身受報，只是地點發生變化

了。異類而報，是造業和受報的色身種類改變了，不是同類眾生身。

這樣含藏異時異地異類而成熟的業種的心體，就叫做異熟識。

原文：如是略說兩種所依。謂色。非色。眼是色。餘非色。眼。

謂四大種所造眼識所依淨色。無見有對。

釋：眼識產生所依賴的對象，一個是色法，一個是非色法。色法

就是眼根，眼根指眼睛的勝義根，而不是指眼睛的浮塵根，當然也離

不開眼睛的浮塵根。如果浮塵根完好，勝義根損壞了，眼識也不能產

生，產生眼識必須要有完好的勝義根。

因為眼識是在後腦那個部位的勝義根產生出來的，勝義根完好

時，阿賴耶識才能攝取外色塵，在那個位置變成內色塵。內色塵和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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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的勝義根相觸，阿賴耶識才產生眼識。阿賴耶識產生出眼識之處的

勝義根，也是由四大種子地水火風所構成，後腦勺那個地方是屬於物

質色法，物質色法都是由地水火風四大種子構成的。這個勝義根是淨

色根，是清淨之色，它是無見有對的，無見，就是肉眼看不到，因為

在後腦勺裏面，大夫通過開刀手術能夠看得見，或者有神通的人能看

到，普通人的眼睛看不到。有對是與色塵相對應。

原文：意。謂眼識無間過去識。一切種子識。謂無始時來樂著戲

論熏習為因。所生一切種子異熟識。

釋：眼識所依的非色法，就是眼識的等無間依自種子，和種子依

阿賴耶識異熟識。等無間依就是說一個眼識種子一個眼識種子連續不

斷地生成滅去，相等無間地運行，後種子要依賴前種子開導其位，形

成眼識種子的流注，出生眼識的分別性。一切種子依，是指眼識要依

阿賴耶識異熟識來生出其眼識種子。含藏一切種子的阿賴耶識，無始

劫以來，因為七識心樂著五陰三界世間的戲論熏習，以假為真，而造

作了業行。

以此為因，阿賴耶識就存儲了七識的業種，受了熏染，成為含藏

生滅業種的阿賴耶識，成為了能夠出生眾生業果報的異熟識。所生一

切種子異熟識，這是指第八識，也就是阿賴耶識。因為眾生樂著戲論，

把虛妄法當作真實，在三界世間裏遊戲，無始劫以來一直搞戲論法，

把五陰當成真實的法，把世間當作真實，然後造作身語意業，業種就

存入到第八識，依這個戲論為因，就形成了含藏生滅種子的阿賴耶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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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阿賴耶識也就是眼識所依的非色法。

原文：彼所緣者。謂色。有見有對。此複多種。略說有三。謂顯

色。形色。表色。表色者。謂青黃赤白。光影明暗。雲煙塵霧。及空

一顯色。形色者。謂長短方圓。粗細正不正高下色。表色者。謂取舍

屈伸。行走坐臥。如是等色。

釋：眼識所緣，是色，緣於色法，和內色塵相對，與內色塵相接

觸。這個色塵是有見有對的，色塵與眼識相對，眼識能看得見，能夠

分別出來。色大略說包括三種，實際上是四種，這裏簡略的講三種，

一種是顯色，一種是形色，一種是表色。其中還有一種是無表色，這

裏沒有講。顯色是什麼呢?顯是能夠顯示得出來，能夠看得見的，包

括青、黃、赤、白的色彩，光、影、明、暗，都屬於顯色，雲、煙、

塵、霧也屬於色塵，和眼識相對。

空一顯色，就是虛空、空無，因為虛空是色邊色，這種色邊色也

和眼識相對，是眼識所了別的對象。虛空不是真實有，但是眼識能看

到什麼也沒有，是空無的，眼識能分別出來對面有沒有色塵，有物之

處是色，無物之處是空，所以眼識能分別出空無，這個空也就是一種

顯色。顯色就是青、黃、赤、白，光、影、明、暗，雲、煙、塵、霧

以及空等等。

形色，形就是形狀的形，這個形狀就包括了大小、長短、方圓、

粗細、高下、正和不正這些色法。譬如：一盆花的樣貌和枝體的形態，

花枝的形狀；人體的高矮、胖瘦以及身體的各種姿態；物體的長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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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圓這些形狀等等。這些形色就不是眼識所能分別的，眼識只能分別

現量境，而形色是要通過分析比較思維才能判斷出來的。沒有絕對的

高矮胖瘦長短，是通過比對而得出的結論。

比如一只鉛筆，與一根木棍相比是短的，與一根火柴相比就是長

的，沒有比較，就不能定義鉛筆是長還是短。那麼這種能夠做比較思

維的就是意識心的體性，是意識心來進行分別推理判斷的。因此了別

形色的是意識心。形色是帶質境的內色塵上所顯現出來的法處所攝

色，依帶質境而有，屬於法塵，因此是意識心所了別的對象。

表色，是集聚起來的色相，由於其生滅相續形成的一種假相，前

一個色相生了又滅去，後一個色相在緊接著不同位置生了又滅去，無

數個生滅的色相連續不斷地集聚起來，就形成了色體的運轉和活動。

表面看是真實而連續的，實際上是斷續而虛妄的。由於色相的因緣轉

換，所有的色相都不在同一個處所出生，而是在不同的相互連接的處

所出生，就形成了色相的連續變化，眾生見了就覺得色體是運動活動

著的，其實不是。

這些色相連續地生滅運轉，有時是沒有間斷性地運轉，有時是間

斷性地運轉，中間有停止的時候。這些色相運轉的距離有近有遠，色

體的活動範圍就有大有小。或者這些色相就在同一個處所不停地生滅

相續運轉，比如眾生的坐臥、站立、睡眠，以及憤怒、高興、懺愧、

害羞等等這些面目表情。也包括各種物體在原處的生滅變化活動，如

燈光的閃爍、陽光的照耀、植物的生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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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表色就是有情眾生肢體色身的各種動作，如取舍、屈伸、

行住、坐臥。取著或者舍棄某些物品曰取舍，彎腰伸展四肢叫做屈伸，

行來去止、起居坐臥叫做行走坐臥。無情物上也有表色，容後再講。

這些色都表達了有情顯現於外的各種行為造作，他人能見，自己也能

知，故稱為表色。表色是假色，是依物質色法而顯現出來的法處所攝

色，在帶質境的內色塵上所顯現出來的法塵，眼識不能分別，是意識

所分別的對象。

原文：又顯色者。謂若色顯了。眼識所行。形色者。謂若色積集。

長短等分別相。表色者。謂即此積集色生滅相續。由變異因於先生處

不複重生。轉於異處或無間或有間或近或遠差別生。或即於此處變異

生。是名表色。

釋：下邊進一步講顯色、形色和表色。什麼叫顯色？顯色就是光

明等所顯現出來的差別色。一個是物體本身的明暗度不同，所顯現出

來的色彩就不同，就有了青黃赤白等色彩的差別相。一個是外面光明

的明亮程度不同，就出現了光明和陰影、明和暗等等差別色相。青紅

赤白由於在不同光明度的照耀下，也會顯示出不同的色彩差別。

由於地球等星體的自轉和公轉，星球上的各種物體以及虛空被太

陽光線照射的範圍程度就不同，其明亮度就不同，物體和虛空就會產

生各種不同的亮度，或者非常明亮，或者比較暗淡，或者是漆黑一片。

所以光明也是有差別的。黑暗也有差別，有特別漆黑，有微黑等不同

暗色，這些差別也是由於投射過來的光線不同的緣故而產生的。暗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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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許多差別，光明本身也有許多色彩的差別，物體色彩有差別，我們

所見的這些顯色都有差別，所以顯色就是一種明亮的差別性，是眼識

所了別的塵相。

形色，就是長短等積集差別，色體上顯現出來它有多長、多短、

多方、多圓，這些長短方圓的差別相就叫作形色，屬於法處所攝色，

是意識心所了別。

表色，是業用為依轉動差別。就是由於某種業緣，眾生色身為適

應生存的需要而產生的各種運轉和活動，這些運動和活動由於各種色

相的生滅相續而產生了色相的變化，或者是空間位置的相續變化，這

些運動的，能夠運轉的，依靠著各種業緣所產生的各種差別色相就叫

表色。比如手、手指頭、胳膊、腿、頭、眼睛的運轉性、變化性就叫

作表色。

原文：如是一切顯色形色表色是眼所行眼境界。眼識所行眼識境

界眼識所緣。意識所行意識境界意識所緣。名之差別。

釋：如是一切顯色、形色、表色，是眼識所行的眼識境界，也是

意識所行的意識境界。我們在分別色塵的時候，是眼識和意識兩個識

心同時來分別，眼識不能單獨分別色法，意識也不能單獨分別色法，

必須是二者和合共同分別色法。眼識分別粗略的顯色，意識分別細微

的法處所攝色，就是形色、表色和無表色。兩個識必須相依共存，眼

識不能單獨運行，不能單獨分別色塵，必須依靠著意識心。意識心依

靠著眼識才能分別色塵上所顯現的法塵。意識心不能單獨分別色塵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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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的法塵，必須依靠著眼識才能完成分別。

意識能夠單獨分別的，不是色塵上的法塵，不是五塵上的法塵，

分別的是獨影境。祂能單獨分別夢、定中的法塵，不依賴五塵而有的

法塵，包括散亂心所緣的法塵。這時的意識心叫做散位獨頭意識、夢

中獨頭意識和定中獨頭意識，所了別的法塵與五塵上顯現的法塵有所

不同。眼識要想分別色塵，一定有意識，共同的來分別、運轉，眼識

不能單獨的自己來分別色塵，不能單獨的看一本書，不能單獨的看陽

光、看黑暗、看虛空，不能單獨運作。眼識要運作，一定有意識來配

合，二者和合運作來完成見色的功能作用。

原文：又即此色。複有三種。謂若好顯色。若惡顯色。若俱異顯

色。似色顯現。

釋：顯色分為三種，好的顯色、不好的顯色、不好不壞的顯色。

還有具有與顯色不同性質的，依顯色而存在的類似於色的法處所攝

色，如形色、表色、無表色，這些色也分為好、惡和不好不惡。眼識

所對應的色塵也分好、壞和不好不壞三種，好、壞、不好不壞的色塵

是以意識心為主所分別出來，所能感受到的。眼識也能分別和感受到

顯色的好壞和不好不壞，比如說太陽光突然照射過來，非常刺眼，眼

識馬上就感知到，並且會迅速地躲避，這是眼識分別的。具體到光線

有多麼刺眼，多麼明亮，多麼幽暗，多麼柔和，那就是意識心通過比

較和想象或者是現量所分別和感受的。

意識會知道色塵好和不好，眼識也知道，眼識分別的比較粗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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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淺顯，比較直接，只分別現量境。意識得通過思唯分析比對想象

來進行了別，有比量和非量，有時候也是現量了別。了別光色，外面

的色塵到底是好還是不好，通過比較、通過思唯來得出的結論，那是

意識心所做的事，眼識當下就知道，馬上就躲避，或者馬上就接受，

並且會多看一會，生起貪心所。

原文：彼助伴者。謂彼具有相應諸心所有法。所謂作意。觸。受。

想。思。及餘眼識俱有相應諸心所法。

釋：下面講眼識的助伴，什麼叫助伴呢？就是與眼識同時生起，

助於和伴隨眼識運行的心所法，幫助眼識生起和產生分別功能作用的

心所法，叫作助伴。這些助伴是什麼呢？就是五遍行心所法，眼識有

自己的心所法，叫做作意、觸、受、想、思。眼識只要現起運行，就

要用這些心所法，依賴這些心所法，才能夠運行。比如說作意，眼識

得把識心注意力引到色塵境界上來，特別注意這個色塵，專注於這個

色塵，這個叫作意。作意了以後，眼識一定會和這色塵相接觸，眼識

要觸色塵。色塵是在後腦部位生起的內色塵，不是外界實質的物質色

塵，眼識只能觸內色塵。

觸了以後，眼識本身會生起各種感受，苦、樂、不苦不樂三受。

比如觸了太陽光，眼識馬上覺得刺眼，就會躲避開，或者遮住眼睛或

者閉上眼睛，這就是苦受。受了以後，會產生想心所，眼識的想心所

就是了別、取善惡相或者不善不惡相。眼識知道這是光色，而且是刺

眼的太陽光色，它就了別了這個色塵相。然後生起思心所，思是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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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造作，決定是什麼？決定是要躲開這強烈的太陽光，行為造作就是

會馬上閉眼或者馬上躲避遮擋。如果是喜歡的色塵，眼識的五遍行心

所法，會連續不斷地出生運作，直到了別完成，對於色塵很清楚很滿

足為止。所以眼識心生起來時，必須依靠著這些個心所法來運作，就

是作意、觸、受、想、思。

眼識的心所法，除了五遍行作意、觸、受、想、思之外，還有其

它與眼識相應的心所法，比如五別境，善十一，貪嗔癡煩惱以及隨煩

惱等等這些心所法。

原文：又彼諸法同一所緣。非一行相。俱有相應一一而轉。

釋：這些心所法，同一所緣，都同樣緣於一種色塵相，緣於同樣

的色塵而運轉。比如眼識要緣太陽光，五遍行心所都緣於太陽光，作

意於太陽光、觸於太陽光、於太陽光生受生想，緣於太陽光起思心所，

生起業行。眼識要緣桌椅板凳，五遍行心所都

會緣於桌椅板凳，不會各緣各的色相。同一所緣，緣同一色相，

非一行相。雖然五心所法所緣一色，但是各有各的運行行相，互不相

同，比如作意是一種運行行相，觸是一種運行行相，受是一種運行行

相，想是一種運行行相，思是一種運行行相。它們運行的行相不一樣，

但是所緣的都是同樣的一種色塵。俱有相應一一而轉，五心所法共同

聚在一起，一一運行，互相照應。所以眼識的心所法，所緣的色塵肯

定是同樣的，它們的運行行相卻是不同的，這樣心所法共同和合運轉，

眼識才能產生一連串的分別的功能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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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又彼一切。各各從自種子而生。

釋：又彼一切各各從自種子而生。這一切的心所法都從眼識的識

種子而生，從自種子生。自種子就是眼識的種子，都是從眼識的種子

而產生這些心所法，隨著眼識而生，隨著眼識而有。當阿賴耶識輸出

眼識種子，產生出眼識的時候，五遍行心所法也就隨著出生了。作意

心所首先現行運作，在種子位對於色塵就警覺起來了，之後就會觸色

塵，再以後就有受、想、思的心所一個接著一個地運行起來，都是對

於眼前的同一個色塵來運作，就是對後腦部分的內色塵的運作。

眼識的運作，對於色塵的了別，一定要依靠著這些心所法才能運

作。那我們就能知道，阿賴耶識的運作是依靠著什麼來運行的，祂也

是依靠著第八識的五遍行心所法：作意、觸、受、想、思，這樣阿賴

耶識才能運作，就會產生一切法，變現一切法出來。其它幾個識都是

這樣依靠著心所法來運行，來了別。

原文：彼作業者。當知有六種。謂唯了別自境所緣是名初業。唯

了別自相。唯了別現在。唯一刹那了別。

釋：那麼眼識的五遍行心所法的作業是什麼，都能作些什麼事業

呢？眼識的心所法其業用有六種，能作六種事業。第一種，唯了別自

境所緣是名初業，眼識心所法只能了別與自己相對應的境界，就是色

塵境界，不能去了別聲音，不能了別香塵，不能了別觸塵，只能了別

色塵，而且只能分別勝義根處的內色塵。這是對沒有修到六根互通的

眾生而言，已經修出六根互用互通的眾生除外。了別自境所緣，是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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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業，這是第一種。

第二種唯了別自相，意思是說，作意有作意的業用，只起警心的

作用，只起引心向境的作用，不能去觸，不能生受和想，不能去思造

作業行，總之就是各個心所不能超越自身的界限。第三種唯了別現在，

就是說眼識是現量，能了別當前現量境界，不了別過去了的色塵，也

不了別將來的還沒有出現的色塵。五遍行心所只緣當下色境，唯了別

現在，現在當下看到什麼就是什麼，眼識不用作分析，不用作推理判

斷，不用去比量比較，也不會生起想象思維。

第四種，唯一刹那了別，因為識種是刹那生滅的，在同一位置，

一個識種生了，又滅去，就了別了這一刹那，回到阿賴耶識裏。下一

個識種生了又滅去，了別了第二刹那的色塵，又回到阿賴耶識裏，後

來的識種子依序都是如此，刹那了別，了別當下的刹那，所有的刹那

了別都連續起來，形成了連續不斷的眼識的分別識別性，眾生就會覺

得自己是一直在見色，覺得這個功能非常真實可靠，這就是我和我所

擁有的功能作用，屬於我所有，於是就執著這個見色的功能作用，不

能舍棄，這樣就會生死不斷，苦惱不斷，所以眾生實為愚癡可憫。

原文：複有二業。謂隨意識轉。隨善染轉。隨發業轉。又複能取

愛非愛果。是第六業。

釋：這其中隨意識轉又分為二種，一是隨善染轉，二是隨發業轉。

隨意識轉，就是隨著意識一起了別色塵境界，生起各種心行，眼識不

能單獨了別和起心行。眼識依止於意識，隨於善染業緣而流轉，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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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緣，就作善分別，造善業。祂有善心所，就有相對的不善心所。隨

著惡緣染緣，就作染汙的不善的分別，也能作不善不惡的無記性分別，

因為祂有善惡無記三性。眼識有喜歡看的色，有不喜歡看的色，有時

也表現為對於色塵沒有喜厭的舍性。對於喜歡的色，會生起貪心所，

造作貪業，對於不喜歡的色，會生起厭惡，造作惡業，也會造作不善

不惡的業行。

當太陽光太明亮刺眼時，眼識不喜歡看，就會躲避開。對於柔和

的色彩比較喜歡，就會多看幾眼，有時就隨緣看也行，不看也行，所

以眼識有心行，有善惡心行，還有不善不惡的心行。隨善染轉，就是

隨著善業和惡業的種子緣來運轉，善緣種子現前，就做善分別，心行

就清靜；惡緣種子現前，就做惡分別，心行就染汙。

再一個眼識隨發業轉，什麼叫做發業呢？就是說眼識的緣已經具

足現起來了，由意根作意於色塵，思量決定要了別於色塵，那麼阿賴

耶識了知意根的心行，依據業種業緣就變現出色塵和色塵上的法塵出

來，眼識現起的九緣具足了，於是阿賴耶識就會出生眼識，眼識就會

依意根的指令，作意於色塵，觸色塵，領納領受色塵，就了別了色塵，

繼而生起思心所，決定取舍。這樣眼識不斷地作意，不斷地觸，不斷

地受，不斷地了別，直到確定了色塵無誤、看夠為止。當眼識具足了

業緣，眼識就必須去觸色，繼而眼識的行陰就產生出來了。貪嗔癡業

種現前時，眼識一定要去作意於色，觸於色，不斷地覺受和了別於色，

生起各種心行，以滿足自己的貪嗔癡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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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的很多色塵，本來不看也可以，不知道也可以，因為業障的

關系，意根沒有被降伏，攀緣就不斷。眼識本身的攀緣作意也就會不

斷現起，不斷地對各種有用和無用的色塵生起作意和觸，行陰就會不

斷地運行不滅。眼識見色以後，意識心再生出各種心行，生出那些善

惡無記的心行，導致意識思維分別不斷，心就不得寂止，這一切都會

作為業種又存入阿賴耶識裏，將來生死業緣就不斷。

眼識的產生就這樣隨業而轉，業種現起，業緣現起，眼識就必須

產生。所以有時候，明明這個東西不應該去看，可是因為業緣的原故，

就是要想看，明知道不該看，還是要去看的，這叫隨發業轉。眼識現

起的業緣成熟，九個條件都具足時，眼識必然會生起，五遍行心所就

開始運行，眼識就了別了色塵。有時我們一睜眼，不管喜歡不喜歡見

色，眼前的一切色都會看到，不管遠近，盡收眼底。

第六種，眼識能取愛非愛果。取就是執取，愛就是喜歡，果就是

色塵，就是識別的對象。貪求和厭離棄舍，這兩個對立的方面都是取

的意思，誤以為色塵為實有的，才會作取舍分別。喜歡的色塵就貪取、

多看，有時還看不夠，不知止足。不喜歡的色塵，就想躲避、舍棄、

馬上離開，不想再生起作意趣向於這個色塵了，於是思心所決定不再

看了。取和舍都劃歸於取，隔離、躲避或者主動的想要，這都叫執取。

這樣就執取了喜愛和不喜愛的色塵，喜歡的色塵，眼識了別的時間長

一些，心所不斷重複輪流現起；不喜歡的色塵就想躲避，這叫取著愛

非愛果，所以眼識心所法有這六種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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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四種色的補充論述

一、無表色是五塵上所能顯現出來的一種法處所攝色，有別於顯

色、形色、表色，是意識心了別的對象。意識心需要根據顯色、形色、

表色來進一步地進行分析、比較、思維、判斷，經過現量、比量、非

量的了別，然後得出一個總體性的結論。比如一枝花，它的無表色，

就是花的美麗性、富貴性、淡雅性、芬芳性、優雅性、繁茂、凋零、

枯萎等等，花的這些性質叫無表色。顯色是花的色彩，形色是花朵的

形狀大小，枝葉的形狀，枝幹的粗細，表色是花朵枝葉的搖動形態或

者靜止狀態。

比如說人的無表色，對面一個人，通過看他的著裝打扮、行走坐

臥、言談語笑，就能感覺到這個人的年齡、性別、氣質、風度、學識、

修養、性格、脾氣、秉性，這些都叫無表色。這些色不是表面能直接

出來，不是眼識當下就能現量了別的。是意識心通過思惟、分析、想

象、判斷才能了別出來的，多數用比量、非量來進行了別，這個法處

所攝色就叫作無表色。

比如一匹布上它所顯現的柔軟性、棉性、保暖性，這些性質叫作

無表色。每一種物品的性質都叫作無表色，比如說我們聽一個人的聲

音，從聲音上就有無表色，意識心會分別，會思惟，這聲音聽起來挺

柔和，那個聲音聽起來挺粗暴，聽這個聲音，覺得這個人有學識，有

修養，通過分析比較想象思維判別出來的這些性質就叫作無表色。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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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樹的無表色是樹木的年輪、品種、古老、幼小、繁茂、枯萎、挺拔

等等，都是意識通過分析推斷出來的。

二、四種色的區別和生成次第

除了青黃赤白，光影、明暗、雲煙塵霧，以及虛空這些顯色是眼

識所識別的，其它的都是意識心所識別的。顯色是阿賴耶識直接把外

色塵的四大種子形成的微粒攝受過來，通過眼根的浮塵根，攝受過來

後傳導到後腦的勝義根，變現出相似的內色塵。然後在形成的內色塵

上，會顯現內色塵的長短方圓的形狀。

這個長短方圓的形狀，必須是意識心通過比較、分析，才能了別

判斷出來的，這叫作形色。形色不是實質的物質，而是依於在勝義根

形成的顯色上，在這個四大組成的帶質境的影像基礎上，阿賴耶識經

過重新組合，就形成了法處所攝色，那是意識心所分別的。這個分別

要遲於眼識對於顯色的分別，因為內色塵的顯色會先被變現出來，眼

識就要先出生，然後才是形色的顯現，於是才有意識的出生。所以見

色的第一刹那一定是眼識先見色塵的青黃赤白，第二刹那才能了別長

短方圓以及運動或者是靜止狀態的各種形態姿態，最後才能了別出色

相的內涵和實質意義。

表色就是物體的運動和靜止的狀態，比如眾生身體的行走住臥，

迎來送往，屈伸俯仰。這個色是在後腦勝義根上所形成的內色塵上所

顯現出來的法塵，是四大組成的顯色經過再次組合形成的，次於顯色

而顯現出來，是意識心了別的內容。所以見色了別時，一定是眼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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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了別，次意識出生了別，再二者同時了別。因為顯色和表色出現

的次序有先後，根觸塵就有先後，對應的識出現就有先後，了別就有

先後。

總結起來說，必須先有實質的四大種子形成的實質的色體存在，

就是顯色先存在，雖然這個顯色就是外界色塵的影像，也是阿賴耶識

直接攝取四大所變。之後在所變的影像上再次重組，就形成了法塵，

其中長短、方圓、高矮、粗細、邪正，就叫作形色。表色就是運動狀

態、靜止狀態、肢體形態，比如色身的行走住臥、彎腰、坐著、站立、

躺臥，這個叫表色。無情的物體上也有表色，比如一枝花或者一盆花

的千姿百態，或者是樹的樹幹枝葉的姿態，風吹過來，樹枝搖動，就

屬於表色。都是意識心通過比較、分析、思惟、推測，才能知道的，

眼識不能了別。

這個色塵和色塵上顯現出來的法塵，兩者是有本質區別的。色塵

是阿賴耶識直接攝取外界的色塵上的地、水、火、風在勝義根直接變

現形成的內相分影像，法塵是在這內相分的影像基礎上再變現組合一

次，形成了法處所攝色，叫做法塵，是二次變現。法塵依著色塵地水

火風而有而生出來的，是意識心所分別的，眼識就沒有辦法了別。

既然色塵和法塵緊密相連，那麼眼見色時，眼識和意識就會互相

依賴，都不能單獨了別色塵。一定是眼識先了別到色體的顏色，或者

叫作光明黑暗，塵煙霧繞，以及色邊色的空，這是眼識分別的。然後

意識隨著馬上了別。先看到本質的色，後看到在本質的色上顯現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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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塵，所以意識心在眼識後邊了別，二者互相依賴而共同來分別色塵。

同樣的道理，前五識都是和意識同時分別，一定是五識先分別色

聲香味觸，然後意識再分別色聲香味觸上面的法塵，再以後就同時分

別了。意識是後分別的，與先分別的五識只間隔一個刹那，就非常快

速地連接起來了。我們心不細致根本就感覺不出來，覺得好象是眼識

意識同時分別，耳識意識同時分別，其實是有個前後順序的。三個刹

那以後就沒有間隔了，第一個眼識種子生出來了別，第二個是意識種

子生出來了別，第三個眼識意識種子都同時生出來了別，再以後都是

眼識意識種子同時生出來。

第一個肯定是眼識先出來，耳識先出來的，鼻識、舌識，身識先

出來的，都是意識在後邊。都出來以後，五識和意識種子再同時生出

來，同時分別。那麼前五識就了別實質的四大組成的物質，了別顯色，

意識了別在實質的四大物質上所顯現出來的法塵——法處所攝色，就

是形色、表色、無表色，與前面的色聲香味觸那些色塵，有本質上的

差別。

瑜伽師地論第十四卷

原文：又有三種諸煩惱趣。令諸有情流轉生死。謂於勝欲。發意

悕求。名初煩惱趣。於色無色界勝自體中。發意悕求。名第二煩惱趣。

於邪解脫。發意悕求。名第三煩惱趣。

釋：又有三種趣向於煩惱的修行方式，讓有請眾生流轉生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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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是眾生因為有善法欲，被善法欲所系縛，也不能出離三界，必在

三界中生生世世追求佛法，直至成佛，這是發大心的菩薩的善法欲。

因為不出三界，就有三界當中的苦惱，有些微苦受，這就是第一煩惱

趣。

第二種是眾生對於色界和無色界的殊勝果報，起心希求，就被系

縛在生死中，不得解脫。色界和無色界的眾生，自身超勝於欲界眾生，

有殊勝的果報。但是眾生因為希求色界和無色界的殊勝果報，希求色

界和無色界的禪定，希求色界和無色界的福德享受，就被色界和無色

界的果報所系縛，不能出離三界，就有三界生死苦。這就是眾生第二

煩惱趣求。

第三種是眾生於邪解脫起心趣求，而由於知見和修行方法錯誤和

不如理，不但得不到解脫，而且在生死的深淵裏越陷越深。有解脫欲

望，但是沒有遇到真正的解脫法，遇見了外道法，修行了外道，想要

以不如理的外道法求得解脫，結果就被外道的邪見所系縛，不得解脫。

這是第三種煩惱趣向。

無論對於正法的希求，還是對於邪法的希求，最終的希求就是由

意根發起的，最初是由意識通過接觸這兩種法而發起，逐漸影響到意

根，就開始精進修學正法和邪法，才能最終得解脫和陷入更深的生死

系縛當中。

原文：又有三種諸有情類。欲為根本作業方便。一為得勝欲。二

為得勝自體。三為證勝解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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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又有三種眾生，以欲求為根本出發點，而采取各種方法來修

行，想要達到解脫的目的。第一種欲望是，眾生修行是為了得到最殊

勝的果報，為了證得大乘菩薩果和成就佛道，這是最極殊勝，無有可

比的，叫作無上法，果報是無上果。

第二種欲望是，眾生修行是為了得到更殊勝的五欲樂和更大的福

報，結果可能就會生天享福，福盡還墮。色身果報，獲得天人的色身

和生存境界，結果也是生死系縛。

第三種欲望是，眾生通過修行，最終想要獲得出離三界的殊勝解

脫果報，結果就能出離三界，得到暫時的解脫，不能成就佛的究竟解

脫。

欲為生死因，而對大乘成佛法的追求，能導致不入無餘涅槃，永

遠在三界中廣利有情。六識有欲，意根更有欲，主要因為意根的欲，

生死才不斷，輪回才不息。如果僅僅六識有欲，意根沒有欲，六識的

欲也不起作用，剛剛生起就會滅去，生死也必了。如果僅僅是六識斷

欲，意根不斷欲，意根必作主有欲求，六識必造貪欲業，生死必不能

了，輪回必不息。意根對三界有欲求，必不能斷除對三界的貪愛，必

不能出離三界。

阿羅漢因為斷除意根的我執，就斷除了對三界的貪愛，也就是斷

除了對三界的欲求，才能出離三界，入無餘涅槃。如果回心於大乘的

阿羅漢，因為對大乘法生起愛樂心，對大乘法有欲求，意根被此欲求

所系縛，命終必不入無餘涅槃，必有欲界色身五蘊而繼續修學大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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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求明心見性和成佛，這就是通教菩薩的善法欲。如果僅僅是意識有

善法欲，意根沒有，那麼意根不被善法欲所系縛，對三界法無欲無求，

命終必取無餘涅槃。

意根如果已斷飲食欲，意識即使對欲界美食，多作意多看兩眼，

意根也不會生起貪欲，也不會想要貪吃美食，只是隨緣。意根如果已

斷除男女欲，意識即使對異性多看兩眼，也不會有後續的心行，因為

意根作主不攀緣，不貪欲，意識就不能有多餘的心思和欲求。

意根如果已斷貪欲，對吃穿住用都不貪求，意識即使遇見豪華奢

侈的生活環境，也不生貪，其吃穿住用也仍然要沿襲從前的習性，這

是意根的習性，吃穿住用的身口意行由意根作主，必符合意根的習性。

想要成佛，就是勝欲；想要明心見性，就是勝欲；想要斷我見，

證解脫果，就是勝欲。如果僅僅是意識有此勝欲，意根沒有，那麼意

根不會作主精進修行，不會主動修行三無漏學，不會主動持戒，不會

主動修定，不會主動讀經思惟，更不會起心觀行和參究法義，同樣不

會朝斯暮斯，念念在修行上。意根有勝欲，才能主動促使六識修行，

讓意識念念都在學佛修行上，能讓意識想辦法排除一切幹擾和障礙，

精進修行。

學佛以後，意識降伏了對肉食的貪欲，知道吃肉與眾生結惡緣，

有因果，但是意根沒有降伏對肉食的貪欲，當遇到肉食時，意識就知

道不能吃，意根有點想吃，意識就勸導意根說，不能吃肉，應該吃素，

意根就暫時忍著。可是一會意識不勸導時，一不注意，意根就決定吃



24

一口以解饞，於是就吃了一口肉。意識隨順了意根，放松了警惕，意

根就決定再吃一口。如果意識不譴責意根，意根就會放縱自己，不斷

的吃起來，最後意識就控制不住意根，索性就吃吧，反正已經吃了。

戒煙失敗，也是此理，戒賭、戒毒失敗，都是此理，意識實在管不住

意根了，意根的習慣遠遠大於意識的理智，於是意識只好隨從了意根。

所以只有意識修行，意識斷煩惱，意根不斷煩惱，就不是真正的

斷煩惱。意識斷我見，意根不斷我見，也不是真正的斷我見，意識明

理，意根不明理，不是真正的明理。沒有一條腿能走路的，意識意根

兩條腿必須同步，或者一前一後跟著，才能走好路。心向善的人，幾

乎每個人都有意識引導勸導意根的經曆，因為意根不能思惟，不知好

惡，就要多麻煩意識做工作，多開導意根向善，然後身口意行才能善。

意根的作主性決定權，只此一點，就表明了意根的強大功能作用。

從種種事例來看，意根沒有希求，沒有欲，一切法都不成立，都

要消失，必在無餘涅槃中。

原文：複有三種從因所生有漏法因。若於此中。不如正理修方便

者。能生諸苦。若能如理修方便者。於苦於因。能知能斷。謂於欲界

系法。染汙希求。於色無色界系法亦爾。

釋：還有三種從因而產生了有漏法的因，以至於不能修成無漏。

這三種因就是：一、對於欲界能系縛自心不得解脫的法，而有染汙意，

起心希求，貪著欲界法，不能脫離。二、對於色界能系縛自心不得解

脫的法，而有染汙意，起心希求，貪著色界，不能脫離。三、對於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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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界能系縛自心不得解脫的法，心起希求，貪著不舍，不得解脫。

這三種能生有漏法的因，如果在修行中不能如理的觀察其過患，

沒有相應的方法去對治，最後就能產生苦惱和生死過患；如果在修行

過程中，能如理觀察其過患，有相應的方便方法去對治，遠離對三界

的希求和欲求，了知三界的苦因，就能斷除苦惱和生死過患。

三界世俗法表面看都是系縛六識的，實際上最主要是系縛意根

的，是意根執著於三界法，五陰才能在三界中出生和生存，在三界中

生死輪回。如果意根不貪著三界法，六識的貪就不起作用，況且六識

是斷滅法，在投生之時已經滅掉。

由於意根的貪執，業種存入如來藏中，來世必依意根的貪執和業

種的緣故而投生到三界中，意根貪執欲界，就被欲界所系縛；意根貪

執色界，就被色界所系縛；意根貪執無色界，就被無色界所系縛。 如

果意根既貪執欲界，也貪執色界和無色界，那麼不可能出生到色界和

無色界中去，必被最低層次的貪執所系縛。

那麼在欲界中，要想斷欲，就不能僅僅是意識表面的斷欲，必須

是內心深處的意根也要斷欲，否則必不能有初禪定，也不能脫離欲界

而生到色界和無色界。對色界和無色界的貪執，也是同理。

瑜伽師地論第十八卷

原文：雲何無攀無住。所謂諸愛永盡離欲。寂滅涅槃。及滅盡定。

所以者何。所言攀者。諸煩惱纏。所言住者。煩惱隨眠。於彼處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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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俱無。是故說言無攀無住。此謂涅槃無攀無住。又想名攀，受名為

住，若於是處二種俱無。即說彼處無攀無住。如是顯示滅想受定無攀

無住。今此義中意取滅定。

釋：什麼叫作不攀緣也不住著？那就是一切貪愛永遠斷盡，離開

對三界世間的任何欲望，心得寂滅，進入涅槃境界，或者是證得滅盡

定。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攀緣的意思就是心被諸煩惱所纏縛，不被

煩惱所纏縛的人，心就不攀緣諸法；住著的意思就是心裏有煩惱隨眠，

所以心才住法。如果斷盡了煩惱和煩惱隨眠，就說是不攀緣也不住著

了。這就是涅槃不攀緣不住著的意思。像這樣顯示滅受想定裏的不攀

緣不住著的境界相，就說明了此人取證了滅盡定。

意根滅除受和想兩個心所，就是滅盡定。受是住法之義，接受法

境，即名為住。想是攀緣之義，了知、執取，即為攀緣。攀，煩惱纏

縛之義，意根斷除煩惱，即不攀；斷除煩惱，叫作諸愛永盡，諸愛永

盡，即是離欲。意根離欲，即諸愛永盡，不再攀緣。意根離欲，無攀

緣無住著，即入無餘涅槃。眾生不在無餘涅槃裏，說明意根有攀緣，

有愛有欲有住，受法想法，煩惱纏縛，心不寂靜。

這裏的思惟邏輯多麼嚴謹，無懈可擊。彌勒菩薩明確表明：眾生

意根有欲有愛，即有攀緣和住著，就不能證得滅盡定，也不能進入涅

槃境界，得解脫；如果眾生的意根離欲離愛，即能取證滅盡定，也能

取證涅槃，即名得解脫。

離欲，離開對三界世間法的所有貪愛，就能離開三界；離嗔，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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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嗔恚的現行煩惱，不僅要斷除意識的嗔，更應該斷除意根的嗔。由

於意根有嗔，才指揮六識造作惡業行。比如意識無緣無故莫名其妙的

生氣，就是由意根的嗔所引起。意識遇事告訴自己不要生氣，不能生

氣，可就是控制不住的生氣，說明意根不聽意識指揮，非要生氣不可。

當意根斷除嗔恚心所，不再指揮六識造作惡業行，不再與眾生冤冤相

報，根深蒂固的嗔結就斷了。

彌勒菩薩說貪嗔癡是眾生堅固的煩惱，堅固的意思就是難於斷除

拔出，煩惱非常深。這就不僅僅指意識的貪嗔癡了，而主要是指意根

的貪嗔癡，意識的貪嗔癡容易降伏和斷除，意識聰明智慧，學佛就能

轉；意根不聰明，不容易懂法理解法，不能思惟，所以難以轉變，貪

嗔癡煩惱根深蒂固，比較堅固。

意根不降伏，只降伏意識，那麼意根指揮意識，意根指哪裏，意

識就得打哪裏，還是要受意根的貪嗔癡無明所系縛。意識斷嗔，意根

沒有斷，意根的嗔一起，讓殺人，意識就得莫名其妙的無可奈何的去

殺人，心裏戰戰兢兢的，一邊殺，一邊想，不應該這樣做，可是又能

有什麼辦法呢？

所謂沖動型的犯罪，就是意根完全主導的，意識甚至來不及思惟，

就被意根牽引了，過後意識再思惟，才開始後悔闖下大禍了。

意根知道自己與某人過去世有過結，所以仇恨某人，可是意識知

道此人對自己有用有好處，就勸告意根，遇見某人時，一定要忍耐巴

結討好於他，可是見到某人時，一邊巴結討好，一邊心生厭惡，恨不



28

得打死他。這是意根勉強聽從了意識的勸告，意識稍一放松警惕，意

根就得發作，指揮六識造作嗔恚行，以報複某人。

第六十三卷 攝決擇分中三摩呬多地之二

原文：複有五種定相違法。一毀犯禁戒。二無無間加行。三無殷

重加行。四有沉沒。五他所擾惱。

釋：彌勒菩薩在這裏講了五種與禪定相違的障緣。第一種就是不

遵守戒律，違犯了戒律，使得內心渾濁不清靜，禪定不得現前。

第二種就是所作的修定的功夫，不能連續下來，不能持久，修修

停停，猶如燒水，燒一段時間就停火，水永遠燒不開一樣，禪定無法

成就。

第三種修定時，心不猛力，沒有堅定的信念和強大的決心，隨順

自己內心的散亂，隨著妄念流散，而不猛烈呵責自心，以至於禪定無

法成就。

第四種就是心總是處於昏沉狀態，不清明，沒有念性，無法集中

精力，因此禪定無法成就。

第五種就是有外緣相繞惱，外緣侵心，使得內心無法平靜，心水

渾濁，禪定無法成就。

原文：複有三種遠離。一住處遠離。二見遠離。三聞遠離。

釋：修行要想清靜得定得止，就要選擇清靜之處而住，遠離潰鬧，

心不被外緣所牽，能漸止息下來。修定要想心得寂靜，就要少接觸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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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少見六塵，少聞六塵，減少見聞覺知，才能得到寂靜。

複次心清淨行苾芻。略有五種等持相違厚重過失。能為定障。

原文：複有五種定相違法。一毀犯禁戒。二無無間加行。三無殷

重加行。四有沉沒。五他所擾惱。

釋：彌勒菩薩在這裏講了五種與禪定相違的障緣，出現這五種情

況就不能生起禪定，或者是要失去禪定。

第一種，不遵守戒律，違犯了戒律，使得內心渾濁不清靜，禪定

不得現前。戒律包括五戒、八戒、比丘戒、比丘尼戒、沙彌戒、沙彌

尼戒、六重二十八輕戒和十重四十八輕戒。

第二種，所作的修定功夫不能連續下來，不能持久，修修停停，

不能形成無間斷的加行。猶如燒水，燒一段時間就停火，水永遠燒不

開一樣，斷斷續續修行，禪定無法成就。

第三種，修定到一定程度時，應該加大力度，促使禪定迅速成就。

而這時卻心不猛力，沒有堅定的信念和強大的決心，隨順自己內心的

散亂，隨著妄念流散，而不猛烈呵責自心，以至於禪定無法成就。

第四種，心總是處於昏沉狀態，內心不清明，沒有念性，無法集

中精力，因此禪定無法成就。

第五種，有外緣相擾惱，外緣侵心，而不能排除幹擾，使得內心

無法平靜，心水渾濁，禪定無法成就。

原文：複有三種遠離。一住處遠離。二見遠離。三聞遠離。

釋：修行要想清靜得定得止，就要選擇清靜之處而住，遠離潰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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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不被外緣所牽，能漸止息下來。修定要想心得寂靜，就要少接觸外

緣，遠離喧囂之地，少見六塵，少聞六塵，減少見聞覺知，才能得到

寂靜。

原文：複次心清淨行苾芻。略有五種等持相違厚重過失。能為定

障。一忿。二慢。三欲貪。四薩迦耶見。五不能堪忍。

釋：想要修行清靜心行的比丘，大略有五種與禪定相違背的嚴重

過失，能成為獲得禪定的障礙。厚重的意思就是很嚴重，對於禪定的

遮障很重。

第一種是忿。忿是憤怒忿恨，情緒嚴重不平靜，心水擾動，心不

平穩不清靜，因此不能發起禪定。

第二種是慢，慢是自心高舉淩下於他，是一種深層次的情緒化，

也是心不平的表現。只要心有所不平，就是紛擾，就是散亂，因此能

障礙禪定的生起。

第三種是欲貪，也就是貪欲。廣泛來說是指對世間一切法的貪愛，

對六塵境界的貪愛，對色聲香味觸的貪愛，因貪愛而被境界所系縛，

心粘著於境界，就是散亂，無法專一，因此障礙禪定。欲貪俠義來說，

是指欲界眾生的男女欲心，包括身行上的貪欲，和心行心念上的貪欲。

不管是身行還是心行，心都是不清靜的，被欲念所系縛，心散亂，不

能專一於道業，不能專一一心。因此欲貪能障礙禪定。

第四種是薩迦耶見，也就是我見。因有我見，必執五受陰，必執

十八界，必執身心，不能放舍一切法，心不清靜，因此而障礙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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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種是不能堪忍，堪是承受，忍是忍耐。對於逆於己心的六塵

境界心裏有抗拒的情緒，不能承受，於是心不平靜，內心有所躁動，

無法獲得禪定；對於順己的六塵境界，不能忍耐，歡喜躁動，心不平

靜，障礙禪定。

原文：有五厚重三摩地相。由彼於此障礙而住。是故說名厚重過

失。雲何五相。一者獲得隨宜資具便生喜足。二者好樂求諸善法。三

於身財無所顧戀。四於生死及與涅槃見大過失最勝功德。五於加行堪

忍勤苦。

釋：有五種比較厚重深沉的三摩地禪定相，一，比丘獲得簡單的

生活資具心裏就感到喜樂滿足，不貪求過多更好，因此心清淨，有禪

定。二，樂於尋求善法，此心容易獲得三摩地。三，對於自身財產沒

有貪戀，心能放舍，就容易入三摩地。四，對於生死能見到極大的過

失，對於涅槃能見到最殊勝的功德，因此容易獲得三摩地。五，對於

修道的加行過程中，能堪於忍受精勤之苦。

但是如果比丘於此五種禪定相生起障礙心，就不能獲得三摩地，

因此說這些障礙心有厚重的過失。

原文：此中忿者。謂懷忿故。若往他家不得利養或得而少。或弊

或遲或不恭敬。由此便生顰戚憤憾。從此因緣。發恚尋思及害尋思多

隨尋伺。彼由此故先所未生勝三摩地不能得生。設彼已生還複退失。

釋：這裏說比丘乞食時，由於心不清靜，在得到不如意的飲食時，

心裏便不高興，眉頭緊鎖，面色不佳，心懷氣憤。因此緣故，心境不



32

平靜，生起氣憤之思想念頭，生起為害的思想念頭。這些念頭就纏繞

於內心，於是內心不能清靜，那麼原來所沒有修出來的殊勝的禪定境

界，就不能修出來了。即使已經修出來的禪定，也會退失掉。

嗔恚心重的人，愛生氣的人，愛搞是非的人，禪定就很難修出來。

心有所住，有所執著，不清靜的緣故，導致心水不平。如果有這樣的

嗔恚心，應該先調伏自己的嗔恚心，使心盡量無所住，不挑剔環境及

一切法，盡量隨緣隨和處事待人。把心調到無所住或少有所住時，禪

定就容易出現了。

在打坐修定前，應該先檢查自己的內心，發現心裏有事情，有不

清靜之處，就要想辦法調伏自己，把心放平，把事情從心裏排出去，

把問題解決掉。這叫作降伏性障煩惱，煩惱降伏，禪定自然就容易出

現。

原文：所言慢者。謂懷慢故。慢所制伏。為性於法不生恭敬。於

諸師範尊重福田。不能時時身心卑屈敬問咨請。雲何為善雲何不善。

亦不勤求所有善法。由此不能解了引發三摩地義。從此因緣發起輕慢

相應尋思多隨尋伺。彼由此故先所未生。如前廣說。

釋：這種對於禪定的遮障是慢心，慢心是由於心中有我有物，高

舉自己，輕視於人，心不清靜，心不平等，心水不清，致使無法定下

心來，無法修出禪定。

所說的慢，就是心理懷著慢心，被慢所制伏著。由於心被慢所制

伏壓伏著，其心性對於法就不能生恭敬心，對於諸多善知識福田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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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能時時屈下身心咨請法教，不能請教什麼是善法什麼是不善法，

也不知道應該勤求所有善法。由於不知不求善法，就不能知道如何能

引發出殊勝的三摩地。因心中的輕慢，生起諸多心緒，諸多念頭，心

不清靜，內心有所躁動，有尋有伺，心念不止。那麼原來沒有生起的

殊勝禪定就不能生起，已經生起的禪定就會退失。

由此可見，煩惱確實障道。慢心煩惱由何而來？由無明而來，愚

癡故有慢。由於不知煩惱相貌如何，心不精勤，不能時時反觀自心，

於是隨順自心煩惱而流轉，不得善法種子。

自己覺悟性差，就要虛心求助於他人檢查自己的煩惱，多多指教

自己，不要顧及面子，為了道業增進故。對於他人之批評，有則改之

無則加勉。當心平伏下來，沒有動蕩時，禪定自然出現。

原文：言欲貪者。謂懷貪故。多諸愛染。於身財等深生顧戀。由

此於外五妙欲中多生散亂。從此因緣生欲尋思。眷屬尋思。國土尋思

族望家勢相應尋思。多隨尋伺。彼由此故先所未生如前廣說。

釋：第三種障礙禪定的因素，是欲貪貪欲。因為心中有貪愛貪欲，

就有染有粘著，心不清靜，念頭不斷，心不能定，心不能止。對於色

身和財產資生工具，心裏深深的顧戀眷戀，被物侵擾，不得安寧，也

就不得止，不得定。

因貪欲故，於色聲香味觸五塵境界，攀緣心重，不能對境無心，

散亂心重，內心躁動不安，不清靜，不能得止，不能得定。因此對於

五欲境界總有尋求心，貪求心，如貪求眷屬，內心思想波動不止，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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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國土，貪求家族勢力，貪求富貴，思想煩亂，心念不斷追逐五欲六

塵，有尋有伺，心不寂靜。因此之故，原來所沒有生起的殊勝禪定就

不能生起了，已經生起的禪定，就會消失。

各自檢討內心的貪求貪欲，檢討出來，努力克服降伏，使得心念

清靜，無欲無求，心得寂止，禪定自然出現。有道是：功夫在詩外，

禪定在腿外。把心降伏時，即使不能盤腿，行住坐臥禪定也能現前。

內心善知止足的人，心清靜，禪定容易出現。不知足的人，總有

所求，心念不停，散亂攀緣，何能有定。每天即使什麼也不做，只檢

查心念，就是修行。什麼都不想是不是心靜呢？我們看畜生道眾生，

心念非常少，它們心靜嗎？容易入定嗎？即使有定，有什麼用？非常

愚癡的人，心念也少，不知道念些什麼，即使有定，也沒有什麼用。

能出生智慧的定，心裏一定要有個知，有個念，要清明，要專一，

這是正念。

原文：彼複不淨能為對治。應知不淨略有三相。謂糞穢相。彼等

流相。能依所依差別相。

釋：這裏說的欲貪，主要指對淫欲的貪愛。其對治方法，就用不

淨觀來對治。觀色身的種種不淨相，以熄滅淫欲心念，達到心清靜。

在觀行不淨相之前，要知道不淨有三種相。

第一種相，是色身的汙穢相，從裏到外，從上到下，全部要觀行

清楚其臭穢肮髒性，四念處觀第一觀講到這種觀行，現在不細講了。

第二種相，是種子相等不斷流注出來形成的相，因此是幻化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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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虛妄相，不是真實存在的相貌。第八識用六大種子形成了眾生的色

身，每種種子都要相等不間斷的刹那刹那流注出來，才能維持色身的

存在。比如地大種子要不斷的流注出來，地水火風空大種子都要相等

不斷的流注，才能維持色身的存在和不斷的新陳代謝。

五識種子也要相等不斷的流注出來，才能形成五識連續不斷的了

別性，六識和七識都是如此，同類種子都要不斷的刹那刹那流注出來，

形成六七識連續不斷的運行，眾生才能有了別性，才能有色身的活動。

沒有這六大種子的流注，就不能構成色身，沒有色身的活動。

第八識還要依業種，不斷的變造色身，改變色身，執持色身的存

在。因此說色身就是四大種子流注形成的相，根本沒有一絲真實性，

不應該貪著。

雖然我們的意識心非常容易理解這些內容，可是沒有用，沒有一

絲解脫的功德受用，該怎樣貪愛，還是要怎樣的貪愛。要想降伏欲貪，

就要通過意識的觀行，深入到意根內心，讓意根明了此理，證得色身

確實如是，才能降伏欲貪心理。

很多時候，意識明知自己所說所想所做不對，甚至總是罵自己，

恨自己，可是也沒用，意識不能做主，有什麼辦法？意識罵的當然是

意根，只是不知道罵誰罷了。有的人甚至對著鏡子，指著自己的鼻子

罵自己，也沒有用，惡習還是難改。意根多麼頑固，不可教化。意根

明理容易嗎？非常不容易，但只要意根明理，一切事都好辦。做了壞

事，都不指責自己，不罵自己的人，意根更是難於教化，死頑固，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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頑固，不開化。

第三種相，色身是五識六七識的能依相，也是所依相。沒有七個

識，色身與木頭、石頭無別，也不能像木石那樣長期存在，必然要消

失散滅。七個識能夠依著色身而運行，造作一切五陰事業，色身就是

七個識運行所依的對相。因此說色身沒有自在性，沒有自在性，是依

緣才能存在的假相。因此不值得貪戀，不值得造作貪染邪行。

心中貪念重的人，不可能出現禪定，念頭不斷，內心躁動不止，

根本定不下心來，心不能清靜。其中不當的飲食，也能促使欲念不斷，

如楞嚴經中世尊曾經告誡過，五辛葷腥食品，最容易引生欲念和嗔恚

心，應該斷除葷腥，吃素食，以保持內心的清靜。

修定的環境也很重要，磁場也很重要。居民區比較喧鬧，磁場不

夠好，心不容易靜下來。家裏房間雜亂無章，不整齊不整潔，也影響

心的清靜。房間太擁擠，空間狹小，也影響禪定。空間太空曠，不聚

氣，不攏音，心也容易散亂，不容易定。出家禪定容易成就，在家居

士有時間時，就到寺院清修一段時間，鞏固一下禪定，再回家修行。

定力不足時，再到寺院清修一段時間，這樣就能把定力修持出來了。

原文：薩迦耶見者。謂由身見制伏因緣會遇世法。便為高欣下戚

塗染。設欲棄舍便為身見相違而住。

釋：薩迦耶見就是認五陰為我的我見。由於不斷身見，把色身當

作自己，被色身所拘礙，心著世俗法，心中便有我慢，在色身上在五

陰上與他人進行高低上下的比較，心生染著世欲。有時想棄舍這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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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狀態，可是由於身見沒有斷除，身行心行仍然住於我見當中，致使

心念不能清靜，禪定不能生起。

著我見，著身見，便是著於世俗，有所著，必難於修定，心裏不

能空寂，身口意行必然圍繞於所謂的我而展開。只要內心的我不能降

伏消除，心念就不能寂止。

很多時候知道這些心念心境，擾亂自心，每當想舍去時，內心當

中的我就出來作祟，很難舍去雜思亂想。

原文：又即於彼世法眾相。親愛恒流之所漂溺。設欲棄舍便為身

見相違而住。

釋：要想出離生死，必須把不應該執著的世俗法弄清楚，什麼屬

於世俗，都有哪些，對自身的解脫有什麼阻礙作用，就像抓賊一樣，

通過思惟觀行把這些賊人當場抓住，使賊人無所能為，我們的心就不

會被劫持，就得自在。

這些世俗法無非是眼根所對的人事物境，人有家親眷屬，有冤親

債主，有喜歡的有憎惡的各類人等，事有好事壞事，喜事惡事，物有

好物惡物，境有順境逆境。當眼根與這些法相對時要識得破，都是生

死冤家來糾纏自己的，讓自己不得解脫的，執取這些，就上當了。

要分析這些法的生滅性，幻化性，不實性，虛幻性，空性，苦性，

認清其本質都不是個什麼，然後心裏盡量放舍，隨緣度春秋，隨緣應

對人與事，同時多福德，多懺悔業障煩惱，減少逆緣。順境不喜，逆

境不憎，心裏坦坦蕩蕩，平平安安，禪定自然容易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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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還要有智慧，要分清善惡，不是不要善，善還要做，惡還要

懲，而心不著不住。做到這樣是很難，但最起碼要有個修行的目標和

方向，才能千裏之遙始於足下。

耳根與聲音所對時，也要這樣識得破，一切聲音本是幻化，好聲

惡聲，贊美聲，誹謗聲，全部為空，不為聲音所動。但該做事還要做

事，該揚善還要揚善，該懲惡還要懲惡，內心不住不著。雖然做到這

些很難，分寸難於把握，但也要有個目標以奔。

鼻根對香塵時，了知香塵的虛幻，不實，空性，不貪著好香，不

厭惡香，對香塵氣味無所執著，香臭都無所謂，心裏自然清靜，將來

對生起初禪定也沒有障礙。

舌根對味塵時，不貪飲食，不挑剔飲食，不著味塵，吃飽為好，

不再千方百計尋找購買可口美食，要隨己因緣而飽腹，這樣心地自然

清靜，將來初禪定也就容易發起，沒有遮障。

身根對觸塵時，看清各種觸塵的生滅幻化性，不貪著美衣舒適臥

具生活環境等等，心不著時，心裏自然清靜，禪定容易發起。認清六

塵境界的虛幻，內心自然不再雜思亂想，染汙性減少減輕，除對佛法

的思慮之外，少有世俗法的憂慮和掛礙，心地單純而清明，禪定容易

出現，遮障少。

如果著於身見，就不能認清這些世俗法的幻化性，心必著於冤親

和順逆相，糾結不斷，不得解脫。禪定很難生起，就是由於我見身見

障道的緣故。所以思惟觀行五陰無我，就能去除障道的因緣，心得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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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

原文：又即世法眾相所生不正尋思之所燒惱。設欲棄舍便為身見

相違而住。又即於彼世法眾相追求之時。種種擾亂散動所逼。設欲棄

舍便為身見相違而住。

釋：況且說世間法是由眾多行相相貌組成的，非常複雜，眾生不

容易觀察出這些法空幻不實性，於是就把這些世俗的法相全部當作很

實在的實有的法，由此生起不如理不如實不正確的思想想法，對境就

要生心動念，怎能不燒惱自心，苦惱萬端。有的眾生感覺到苦了以後，

想要棄舍這些苦惱，不想再理會這些世相，可是由於身見我見沒有破

除的緣故，沒法真正舍離這些世相，還是要被這些世相所纏繞。

又有很多眾生在被這些世俗法眾多相貌所纏繞時，被種種的世事

紛擾相所逼迫，內心散亂苦惱時，假使生起覺悟之心想棄舍這些紛擾

雜亂之相，但由於身見我見沒有破除，被身見所障礙，無法棄舍遠離

這些世俗紛擾，還是要住於這些雜亂世相當中，受於苦惱。

那麼斷除身見我見是多麼的重要！能消除無量劫的生死苦惱，心

清靜得解脫，是世間任何事任何財物任何人也代替不了的。明明是苦

得不能再苦了，為什麼還不能看透世間相，不能脫離世間相，求得身

心解脫呢？

原文：又即由彼身見因緣。恒常執著世法所依無常諸取。由是因

緣為憂悲等之所逼惱。設欲棄舍便為身見相違而住。

釋：又由於有身見的緣故，恒恒時常常時執著於世間法所依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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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常的五取蘊，執著於色取蘊、受取蘊、想取蘊、行取蘊、識取蘊，

因此才被世事所逼迫，憂悲苦惱不斷。假使有所覺悟想棄舍這些苦惱，

由於身見的遮障，無法舍棄，還是要住於世相當中，憂悲苦惱不已。

自己在遇到苦惱煩惱，不能解脫時，就觀察根塵識三者的虛妄幻

化性，讓心能從境界上脫離出來一點點，就能得一點點的清涼自在。

不能把心陷入事相當中，被事相所迷惑。

把這些障礙修定的因素排除一些，心裏沒有障礙就輕松自在一

些，修定就容易，各種觀行一用就能上手，證得佛法斷除我見，還是

不很難的。

原文：又複即彼為欲除遣下地垢穢。勤修善時。於彼加行不生喜

樂。於此所治設欲棄舍。便為身見相違而住。如為除遣下地垢穢。為

遣上地所有垢穢當知亦爾。

釋：有些人修行，為了除去下地下位心的汙垢，而精勤努力的修

行善法時，對於這種努力修行始終不能生出喜樂心。就是喜覺分始終

不能現前，想要棄舍內心中的染汙煩惱，也無法消除和降伏。原因是

由於身見的遮障，執身之過，只能住在煩惱染汙之中，不能自拔。

想辦法作加行除遣層次較低的煩惱是這樣，除遣更深層次的煩惱

染汙也是這樣，都很難。因為什麼？因為身見我見的遮障。無始劫來

太執身執我，沒辦法撥開所謂的我的雲霧。

因為身見我見的遮障，加行修不上去，功夫不能進階，喜樂心不

能生出來，七覺分修不出來，煩惱無法降伏，道業不能增進。喜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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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不出來，修行就會覺得枯燥乏味，三天打魚兩天曬網，進進退退，

懈懈怠怠。

對於所修之法，沒有喜樂心貪愛心，就不能精進，七覺分都不能

滿足，證果就遙遙無期。凡是沒有修出七覺分，而說自己斷我見，都

是大妄語者，果報可畏。修出七覺分者，內心有喜樂，煩惱減輕，不

可能還有心去造惡業，滿腦子壞心眼子。有輕安覺分倚覺分定覺分者，

內心安詳自在，更不可能有彎彎腸子，動壞心眼子，而去損惱他人，

造諸惡業。可見有些人的斷我見，只斷在口上，滿心滿肺還是我，我

見更重。

七覺分之一是定覺分，定覺分不成就，沒有禪定，就不能斷我見

證果，也不能明心見性。有些人修行就是仇恨禪定，非要把禪定挖出

去不要，與禪定作冤家，與佛之教導相違背，可見其所謂的證果和明

心其證量如何，全部是意識心的理解，情思意解，靠頭腦聰明，理解

力強而解。如今這樣的人越來越多，佛教界可歎！

原文：由此因故雖作是心。我當於彼生死涅槃觀大過失觀勝功德。

便複顛倒。由此因緣先雖獲得諸三摩地。然於未生聖諦現觀勝三摩地。

不能得生。不堪忍者。謂懷不忍故。雖已獲得聖諦現觀勝三摩地。不

能堪忍蚊虻等苦。舍離加行多生懈怠。

釋：由於無法除去下地和上地心汙垢煩惱遮障之故，因此雖然發

心要觀行思惟生死的過患以舍離，觀行思惟涅槃的殊勝功德而趣向，

現在不得不顛倒，隨順逆緣，住於煩惱染汙之中不能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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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些觀行不成就，原來所獲得的禪定，也不能成就四聖諦的

觀行智慧，不能斷除我見。原因是在修行過程當中，心不堪忍，對於

生活修行環境不能忍耐，不能忍苦，而生退屈，有的人雖然能觀行四

聖諦理而獲得殊勝的禪定境界，因為不能忍於蚊蟲叮咬之苦，就放棄

了四加行的修行，心生懈怠，不得成就不能斷除我見。

原文：由此因緣於所未生之根本定不能生起。設複已生還即退失。

前三過失能為最初三摩地障。次一過失為諦現觀三摩地障。後一過失

為入根本三摩地障。

釋：由以上因緣，對於所未能出生的禪定，就不能出生了，假使

已經出生的禪定，還要退失掉。前三個過失，忿、慢、欲貪是生起禪

定的最初障緣。其次有我見這種過失能夠障礙深細觀行，成為禪定的

障礙。最後一個不能堪忍，是進入禪定的最根本障礙。

原文：複有差別。謂有八種棄舍近住弟子因緣。於彼雜染之所染

汙。由染汙故彼便棄舍近住弟子。非無煩惱諸阿羅漢常善住念有如斯

事。

雲何為八。謂性於彼近住弟子有憎惡心。唯欲自身受於恭敬。如

欲恭敬。欲受利養亦複如是。近住弟子多所毀犯行不正行。

又於近住諸弟子眾饒益損減。便有所須及與不須。於增上戒教授

折伏不能堪忍。於增上心增上慧住教授折伏不能堪忍。於營眾務所有

擾惱。不能堪忍。

釋：還有一些差別相，是有八種棄舍身邊近住弟子的因緣，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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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被這些弟子雜染因緣而染汙自心，於是便決定棄舍弟子，心有煩惱

之人不得不如此。而沒有煩惱的阿羅漢就不會被弟子的雜染所染汙，

阿羅漢也不會棄舍弟子而獨住。

有哪八種？其心性對於身邊的近住弟子懷有憎惡心，只想自身能

受到他人的恭敬。如想受到恭敬，想受到利養也是這樣。自己近住的

弟子多行犯戒事宜，行不正當身口意行，於是便棄舍近住弟子。對於

近住弟子的諸多利益之事逐漸減少，於是弟子對於修道利益上的事，

就有所須和不須，弟子們對於增上戒的教授和折伏自心不能忍受，於

增上定和增上慧的教授和折伏不能忍受，對於隨眾做些大眾事務心有

憂惱不情願，不能忍受。由於自心的染汙和懈怠而出現這八種棄舍弟

子的因緣出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