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雜項之概要
（Paki77akasagahavibhāga）
節一：序文
Sampayuttā yathāyoga tepa77āsa sabhāvato
Cittacetasikā dhammā tesa dāni yathāraha.
Vedanā-hetuto kicca-dvār'ālambana-vatthuto
Cittuppādavasen'eva sagaho nāma nīyate.

已依其等自性說畢五十三相應法：心與諸心所。如今
只取心，再依受、因、作用、門、所緣及依處分析。

節一之助讀說明
五十三相應法：雖然《阿毗達摩論》分辨了八十九（或
一百廿一）種心，它們整體只被視為一法或一種究竟法，
因為它們都有相同的特相，即識知目標（所緣）
。然而，各
個五十二心所法則被視為個別之法，因為它們各有不同的
特相。如是一共有五十三相應名法。
只取心（ cittuppādavasen'eva）
）
：直譯巴利文
：
cittuppāda
則是「心之生起」
。在其他情況裡，它是指心及其相應心所
整體，但在此只是指心本身。無論如何，當知心必定和其
不可分離的心所同時發生，而其心所則是分析與分類心的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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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之概要
（vedanāsagaha）

節二：受之分析
Tattha vedanāsagahe tāva tividhā vedanā: sukhā, dukkhā,
adukkhamasukhā cā ti. Sukha, dukkha, somanassa,
domanassa, upekkhā ti ca bhedena pana pañcadhā hoti.

於受之概要，首先，受有三種，即：苦、樂、不苦不樂。
另者，受亦可分別為五種：樂、苦、悅、憂、捨。

節二之助讀說明
受之分析： 如我們所見，受是遍一切心心所之一，有
受用目標之「味」的作用。由於每一心都必定會與某種受
相應，所以在分類心時，受是一個重要的依據。在這一篇
裡作者著重於把一切心依其相應的受來分類。
受有三種： 受可以依三分法或五分法分別。當只純粹
依其感受來分析時，受有三種：苦、樂、不苦不樂。在這
三分法裡，樂受包括了「身體的樂受」和「心的樂受或悅
受」兩者；而苦受則包括了「身體的苦受」和「心的苦受
或憂受」兩者。
受亦可分析為五種：當受依「根」（indriya）分析時，
它則成為五種。這五種受稱為根，因為在感受目標方面，
它們作為其相應法的主人或支配（indra）該些相應法。
在採用五分法時，三分法的樂受則分為樂受與悅受，
前者是身受，後者是心受；三分法的苦受則分為苦受與憂
受，前者是身受，後者是心受；不苦不樂受亦即捨受。
在經中，有時佛陀也只說受為兩種：樂與苦。這是一
種隱喻式的分析法，把無可指責的捨受包括在樂受之內，
以及把應受指責的捨受包括在苦受之內。佛陀又說道：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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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的都是苦。」（ya kiñci vedayita ta dukkhasmi，
《相應部》36:11/iv,216）這句話裡的苦並不是指狹義的苦
受，而是指廣義的苦，即一切有為法（因緣和合而成之法）
無常則苦。

樂受 （ sukha-vedanā）
） 的特相是體驗可喜的觸所緣；
作用是增長相應法；現起是身體之愉樂；近因是身根（即
身淨色）。
苦受 （ dukkha-vedanā）
） 的特相是體驗不可喜的觸所
緣；作用是減弱相應法；現起是身體遭受痛苦；近因也是
身根。
悅 受 （ somanassa-vedanā ） 的 特 相 是 體 驗 （ 自 性 ，
sabhāva）可喜（或造作至可喜）的所緣；作用是體驗所緣
之可喜；現起是內心愉悅之狀態；近因是輕安。 61
憂受 （ domanassa-vedanā）
） 的特相是體驗（自性）不
可喜（或造作至不可喜）的所緣 62；作用是體驗所緣之不可
61

原編按：看來輕安（passaddhi）只是於禪修時生起的悅受的近因。

譯按： 悅受的另一個定義：
特相：令相應法樂於所緣。
作用：增長相應法。
現起：內心的愉悅。
近因：心與心所之輕安。
（註：第二種定義尤其指的是，與剎那定、遍作定、近行定、安止
定、觀智相應的悅受。第一種定義可用於一切悅受，但貪根悅受的
近因不可能是輕安，而是依處、所緣、相應法三者之一。）──摘
自帕奧禪修手冊。
62
譯按：體驗自性不可喜所緣為不可喜是憂受。外道把自性極可喜
的所緣（如佛陀）視為不可喜，這是造作至不可喜所緣。由於外道
的邪見與邪思惟，可喜所緣變成不可喜所緣。通過造作去體驗所緣
為不可喜是憂受。──摘自帕奧禪修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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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現起是內心遭受痛苦；近因是心所依處（見本章、節
二十）。

捨受 （ upekkhā-vedanā）
） 的特相是被體驗為中性；作
用是不增長亦不減弱相應法；現起是平靜的狀態；近因是
沒有喜（pīti）的心（即喜不相應之心）。 63

節三：依心分類
Tattha sukhasahagata kusalavipāka kāyaviññā7a ekam
eva.
Tathā dukkhasahagata akusalavipāka kāyaviññā7a.
Somanassasahagatacittāni pana lobhamūlāni cattāri, dvādasa
kāmāvacarasobhanāni, sukhasantīra7a-hasanāni ca dve ti a44hārasa
kāmāvacaracittāni
c'eva
pa4hama-dutiya-tatiya-catutthajjhānasakhātāni catucattāIīsa mahaggata-lokuttara-cittāni cā ti dvāsa44hividhāni bhavanti.
Domanassasahagatacittāni pana dve pa4ighasampayuttacittān'eva.
Sesāni sabbāni pi pañcapaññāsa upekkhāsahagatacittān'evā ti.

在它們當中，善果報身識是唯一樂俱（之心）
。
同樣地，不善果報身識是唯一苦俱（之心）
。
有六十二種心是悅俱，即：（一）十八種欲界心：四貪
根心、十二欲界美心、及兩個無因心，即悅俱推度心與生
笑心；
（二）四十四種屬於初、第二、第三、第四禪的廣大
與出世間心。
（12 + 32）
只有兩種與瞋恚相應的心是憂俱。
其餘五十五種心是捨俱。

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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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三之助讀說明
其餘五十五 捨俱的心是：
一、 六不善心：四個貪根及兩個痴根；
二、 十四無因心；
三、 十二欲界美心（善、果報與唯作各有四種）；
四、 三個第五禪心；
五、 十二個無色禪心；
六、 八個出世間心，即屬於第五禪的道心與果心。

節四：總結
Sukha dukkha upekkhā ti tividhā tattha vedanā
Somanassa domanassam iti bhedena pañcadhā.
Sukham ekattha dukkhañ ca domanassa dvaye 4hita
Dvāsa44hīsu somanassa pañcapaññāsake'tarā.

受可分三種，樂及苦與捨。
加上悅與憂，則成五種受。
樂苦各於一，憂則於二心，
悅有六十二，其餘五十五。

節四之助讀說明
樂苦各於一： 當知除了樂俱與苦俱的身識之外，雙五
識的其餘四對都是捨俱。
《殊勝義註》解釋，於眼、耳、鼻、
舌四門，當屬於所造色的目標撞擊也屬於所造色的根門
時，其撞擊力並不強，就有如把四團棉花放在鐵砧上，再
以另外四團棉花敲打它們。因此，所產生的受是捨受。然
而，於身門，其目標是四大界中的地、火、風三大。如是，
當該目標撞擊身淨色時，其撞擊力則十分強大，且擴展到
身體的四大。這就有如四團棉花受到鐵鎚敲擊：鐵鎚透過
棉花，再重擊鐵砧。當目標是可喜所緣時，生起的身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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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果報心，而其相應身受是身之樂受；當目標是不可喜所
緣時，生起的身識是不善果報心，而其相應身受是身之苦
受。 64
雖然看來（眼識等）其他四種根識 65像是也能與樂或苦
受俱行，
《阿毗達摩論》認為這些首先生起的根識必定是與
捨受俱行。在與這些根識生起於同一心路過程的速行，以
及隨後生起而緣取同一目標的意門心路過程裡，即能對可
喜的顏色、聲、香及味生起心的樂受（即：悅受）
；或對不
可喜的顏色、聲、香及味生起心的苦受（即：憂受）
；或以
中捨或不執著的態度對待目標而生起捨受。然而，這些都
是心之受，並不是身之受，而且是在眼識等根識過後才生
起，而不是與首先生起的根識相應。當生起於速行的階段
時，這些受即會與善或不善心相應；然而，於阿羅漢心中
生起的悅受及捨受則與唯作心相應。 66

因之概要
（hetusagaha）

節五：因之分析
Hetusagahe hetū nāma lobho doso moho alobho adoso amoho
cā ti chabbidhā bhavanti.
64

《殊勝義註》巴、頁二六三；英、頁三四九至三五○。五淨色是
屬於所造色，首四門的目標（所緣）也是所造色。然而，觸所緣則
是四大其中的三個。見第六章、節三。
65
譯按：為了便於區別，且稱六識當中的眼識等首五識為根識，第
六識依舊稱為意識。
66
見節八對速行的解釋。悅受亦能在速行的階段之前生起，即生起
於取極可喜所緣為目標的悅俱推度心，但此心亦在眼識等之後才生
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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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因之概要當中，因（或根）有六個，即：貪、瞋、痴、
無貪、無瞋及無痴。

節五之助讀說明
因之分析： 在這一篇裡，一切心會依據它們的「因」
或「根」（hetu）而分類。在經中，巴利文 hetu 用以表達廣
義的「原因」（kāra7a）。它與「緣」（paccaya）是同義詞，
且常連成一詞；它代表任何作為其他事物的因之法。然而，
在《阿毗達摩論》裡，因是專用以代表「根」（mūla），且
只用於六個決定品德的主要心所。
之前已曾詮釋，因是使到和它相應的心與心所穩定堅
固的心所。67有因的心如樹般穩定又堅固，無因的心則如蘚
苔般既軟弱又不堅固。 68
在內文裡所列出的六因，貪、瞋、痴三因必定是不善；
無貪、無瞋、無痴三因則可以是善或無記，當生起於善心
它們即是善，當生起於果報心或唯作心它們即是無記。無
論是善或無記，這三因都是美心所（sobhana）。

節六：依心分類
Tattha
pañcadvārāvajjana-dvipañcaviññā7a-sampa4icchanasantīra7a-votthapana-hasana-vasena a44hārasa ahetukacittāni nāma.
Sesāni sabbāni pi ekasattati cittāni sahetukān'eva.
Tatthā pi dve momūhacittāni ekahetukāni. Sesāni dasa akusalacittāni c'eva ñā7avippayuttāni dvādasa kāmāvacara-sobhanāni cā ti
dvāvīsati dvihetukacittāni.
Dvādasa ñā7asampayutta-kāmāvacarasobhanāni c'eva pañcatisa
mahaggata-lokuttaracittāni cā ti sattacattāIīsa tihetukacittāni.

67
68

Suppati44hitabhāvasādhanasakhāto mūlabhāvo.─《阿毗達摩義廣釋》
《清淨道論》第十七章、段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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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此，有十八種心是無因的，即：五門轉向、雙五識、
領受、推度、確定及生笑心（1+5+5+2+3+1+1）。其餘的所
有七十一心都有因。
在它們（七十一心）當中，兩種純粹只與痴相應的心只
有一因。其餘十個不善心，以及十二與智不相應的欲界美
心，一共二十二心只有二因。
十二與智相應的欲界美心，以及三十五廣大與出世間
心，一共四十七心有三因。

節六之助讀說明
其餘十個不善心： 八個貪根心有貪與痴兩個因；兩個
瞋根心則有瞋與痴兩個因。
十二與智不相應的欲界美心：這些欲界美心是善、果
報與唯作各有四個，只有無貪與無瞋，因為與智不相應故
沒有無痴。
一共四十七心有三因： 這些心都有三美因。

節七：總結
Lobho doso ca moho ca hetū akusalā tayo
Alobhādosāmoho ca kusalābyākatā tathā.
Ahetuk'a44hāras'ekahetukā dve dvāvīsati
Dvihetukā matā sattacattāIīsa tihetukā.

貪、瞋及痴是三不善因。無貪、無瞋與無痴是（三個）
善及無記（因）
。
當知有十八種（心）是無因；兩種有一因；廿二種有二
因；以及四十七種有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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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之概要
（kiccasagaha）

節八：作用之分析
Kiccasagahe kiccāni nāma pa4isandhi-bhavaga-āvajjanadassana-savana-ghāyana-sāyana-phusana-sampa4icchana-santīra7avotthapana-javana-tadāramma7a-cutivasena cuddasavidhāni bhavanti.
Pa4isandhi-bhavaga-āvajjana-pañcaviññā7a44hānādivasena
pana tesa dasadhā 4hānabhedo veditabbo.

於作用之概要當中，作用有十四種，即：一、結生；二、
有分；三、轉向；四、看；五、聽；六、嗅；七、嚐；八、
觸；九、領受；十、推度；十一、確定；十二、速行；十
三、彼所緣；以及十四、死亡。
當知依階段分類，它們則成十種，即：一、結生；二、
有分；三、轉向；四、五識；等等。

節八之助讀說明
作用之分析：在這一篇裡，八十九心是依作用而分類。
《阿毗達摩論》舉出各種不同的心一共執行了十四種作
用。這些作用是在心路過程裡執行（第三至十三項）
，或在
心路過程之外，即於離心路過程心裡（第一、第二及第十
四項）執行。
一、結生 （ paisandhi）
）：在投生那一刻執行的作用名
：
為結生，因為它把新一生與前世連接起來。執行這作用的
結生心（pa4isandhicitta）在每一世裡都只出現一次，即在
投生的那一剎那。
二、有分（ bhavaga）
）
：巴利文
bhavaga 的意思是「生
：
命」（bhava，有）的「成份」或「因素」（aga），即是生
存不可或缺的條件。心的有分作用是：保持在一世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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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投生至死亡之間的生命流不會中斷。在結生心生滅之
後，緊接著生起的是有分心；此有分心與結生心是同一種
果報心，但執行不同的作用，即保持生命流不會中斷。每
當沒有心路過程發生時，有分心即會於每一剎那中生滅；
最為明顯的即是在無夢熟睡的時候，但在清醍的時候，它
也在諸心路過程之間出現無數次。
當某個目標撞擊根門時，有分心即會被中止，而活躍
的心路過程也就生起，以識知該目標。一旦心路過程結束，
有分心就會即刻再生起，直到下一個心路過程發生為止。
如此，在不活躍的階段，有分心即會在每一個心識剎那裡
生滅，就有如河水之流一般，它絕不會連續保持靜止於兩
個心識剎那。

三、轉向 （ āvajjana）
）：當目標撞擊任何一個根門或意
：
門時，即會有一個名為「有分波動」（bhavaga-calana）的
心識剎那發生，有分心於此「波動」了一個心識剎那。繼
之而來的心識剎那名為「有分斷」（bhavaga-upaccheda），
有分心之流於此被截斷。緊接而生起的心即轉向五門或意
門的目標。這轉向於目標的作用名為「轉向」。
四至八、看等等： 在五根門的心路過程裡，轉向剎那
之後生起的是一個直接識知該撞擊根門的目標的心。此心
及其所執行的特定作用決定於該目標的本質。若該目標是
顏色，眼識即會生起；若該目標是聲音，耳識即會生起，
等等。它們是很基本的心，生起於辨別的階段之前，只是
先簡單地體驗該目標。
九至十一、領受等等： 於五根門的心路過程，在眼識
等之後，依次序生起的心個別執行「領受」（sampa4icchana）
、
「推度」（santīra7a）與「確定」（votthapana）該目標的作
用。於意門心路過程，並沒有這些作用（五門轉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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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受等等）發生；反之，緊接著有分斷之後生起的即是「意
門轉向」，中間並沒有任何其他作用。

十二、速行（ javana）
）
：直譯巴利文
javana 的意思是「迅
：
速地跑」。在心路過程裡，這是確定之後的心識作用 69，由
一系列的心（一般上是七個同樣的心）執行，「快速地跑」
向目標以識知它。在道德的角度，這速行階段是最為重要，
因為善或不善的心即是在這階段生起。 70
十三、彼所緣（ tadāramma a）
）
：直譯巴利文 tadāramma7a
的意思是「取它的所緣」
，而代表緣取之前速行已識知的目
標為自己的目標。在欲界心路過程裡，當五門的目標是「極
大所緣」或意門的目標是「清晰所緣」時，這種作用即會
在速行的階段之後實行兩個心識剎那。但當目標並不明顯
或不清晰，以及當心路過程並不屬於欲界時，這種作用即
完全不會產生。在彼所緣之後（或當彼所緣沒發生時即是
速行之後），心流即會再度沉入有分。
十四、死亡 （ cuti）
）：死亡心是一世中的最後一個心，
：
是一世的終結。此心與結生心和有分心是同一種心，也同
樣是離心路過程心，屬於心路過程之外的心。它與後兩者
的差別只在於作用不同，即：執行死亡。
依階段分類，它們則成十種： 巴利文 4hāna（階段）
是指一個心識剎那，而在每一心識剎那裡必定只能有一心
生起。雖然有十四種心的作用，但看等五識的作用都發生
在心路過程裡的同一種階段，即在（五門）轉向與領受之
間的（五識）階段。如是，十四種作用發生在十個階段裡。
69

這是指在五門心路過程裡。若在意門心路過程裡，意門轉向之後
即是速行的階段。
70
對於還不是阿羅漢的人是如此。對於阿羅漢，其速行心是無記
心。在第四章裡會更詳細地解釋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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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九：依心分類
Tattha dve upekkhāsahagatasantīra7āni c'eva a44ha mahāvipākāni ca nava rūpārūpavipākāni cā ti ekūnavīsati cittāni
pa4isandhi-bhavaga-cutikiccāni nāma.
Āvajjanakiccāni pana dve. Tathā dassana-savana-ghāyanasāyana-phusana-sampa4icchanakiccāni ca.
Tī7i santīra7akiccāni.
Manodvārāvajjanam eva pañcadvāre votthapanakicca sādheti.
Āvajjanadvayavajjitāni kusalākusala-phala-kriyā cittāni pañcapaññāsa javanakiccāni.
A44ha mahāvipākāni c'eva santīra7attayañ cā ti ekādasa
tadāramma7akiccāni.

在它們當中，十九種心執行結生、有分及死亡的作用。
它們是：兩種捨俱推度心、八大果報心、以及九個色與無
色界果報心。
兩種執行轉向的作用。
同樣地，執行看、聽、嗅、嚐、觸及領受作用的都各有
兩種。
三種執行推度的作用。
意門轉向心在五門心路過程裡執行確定的作用。
除了兩種轉向心，所有五十五個不善、善、（聖）果與
唯作心都執行速行的作用。
八大果報心與三推度心，一共十一心執行彼所緣的作
用。

節九之助讀說明
依作用分析心： 若能分辨心的種類和作用兩者（後者
有時會與前者有同一名稱）之間的差別，就比較不會對這
一篇感到迷惑。雖然某些心是依它的某一種作用而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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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只是為了方便，並不是指該心的作用只局限於那種作
用。反之，一種心可能執行好幾種與它的名稱相異的作用。
71

結生、有分、死 如前所述，在一世裡只有同一種心
在執行結生、有分與死亡的作用。在投生時，這種心把新
一世和前一世連結起來；在生命的過程中，出現無數次為
有分心之流的亦同是這種心，以維持生命流不斷；在死亡
的時候，生起為死亡心的亦同是這種心，它代表了一世的
終結。
有十九種心能夠執行這三種作用。當有情投生至地
獄、畜生、餓鬼、阿修羅四惡道時，執行這三種作用的即
是不善果報推度心（santīra7a）。於天生瞎眼、耳聾、啞巴
等等的人，以及某些低級的天神，執行這三種作用是捨俱
善果報推度心。雖然殘缺是不善業的果報，但投生至人間
的業則是善的，只是較弱罷了。這推度心在結生與有分的
階段並沒有執行推度的作用，因為它在同一時刻只能執行
一種作用。
對於投生至欲界善趣為人或天神，而又沒有殘缺者，
執行這三種作用是八大善果報心（之一）
，即：二因或三因
的欲界美心。
上述十種心屬於欲界輪迴。
對於投生至色界的梵天，出現為結生、有分與死亡的
是五種色界果報心（之一）
；對於投生至四無色界的梵天，
出現為結生、有分與死亡心的是個別相符的四無色界果報
心。

71

譯按：例如捨俱推度心即能出現於五個不同的階段，執行五種不
同的作用，即：結生、有分、死亡、推度與彼所緣。（見節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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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作用之概要
心
種類

作用
數目

執行

數目

不善心

12

速行

1

眼識

2

看

1

耳識

2

聽

1

鼻識

2

嗅

1

舌識

2

嚐

1

身識

2

觸

1

領受

2

領受

1

捨俱推度心

2

結生、有分、死亡、
推度、彼所緣

5

悅俱推度心

1

推度、彼所緣

2

五門轉向心

1

五門轉向

1

意門轉向心

1

意門轉向、確定

2

生笑心

1

速行

1

欲界善心

8

速行

1

欲界果報心

8

結生、有分、
死亡、彼所緣

4

欲界唯作心

8

速行

1

廣大善心

9

速行

1

廣大果報心

9

結生、有分、死亡

3

廣大唯作心

9

速行

1

出世間心

8

速行

1

轉向 五門轉向心（pañcadvārāvajjana）在目標撞擊五
根門之一時執行其（轉向目標的）作用。意門轉向心（manodvārāvajjana）則在目標（法所緣）撞擊意門時執行其（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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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目標的）作用。此二心皆是無因唯作心（ahetuka-kiriya）。

看等等 對於這五種作用，每一種都有兩個心可以執行
作用，即：善果報與不善果報眼識等等。
領受 執行領受的作用的是兩種領受心。
推度 執行此作用的有三種：善果報與不善果報兩個捨
俱無因推度心，以及悅俱善果報無因推度心。
確定 沒有個別的心名為確定心。執行此作用的即是屬
於捨俱無因唯作心的意門轉向心；此心在意門心路過程裡
執行意門轉向的作用，在五門心路過程裡則執行確定的作
用。
速行 五十五種執行速行作用的心是：十二不善心、二
十一善心、四果報心（即：四出世間果心）
、以及十八唯作
心（兩個轉向心除外）。
彼所緣 執行彼所緣作用的十一種心是果報心。當三種
推度心執行彼所緣的作用時，它們並沒有同時執行推度的
作用。

節十：依作用的數目分類
Tesu pana dve upekkhāsahagatasantīra7acittāni pa4isandhibhavaga-cuti-tadāramma7a-santīra7avasena pañcakiccāni nāma.
Mahāvipākāni a44ha pa4isandhi-bhavaga-cuti-tadāramma7avasena catukiccāni.
Mahaggatavipākāni
nava
pa4isandhi-bhavaga-cuti-vasena
tikiccāni.
Somanassasahagata
santīra7a
santīra7a-tadāramma7avasena dukicca.
Tathā votthapanañ ca votthapanāvajjanavasena.
Sesāni pana sabbāni pi javana-manodhātuttika-dvipañcaviññā7āni yathāsambhavam ekakiccānī 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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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它們當中，兩種捨俱推度心執行五種作用：結生、有
分、死亡、彼所緣與推度。
八大果報心執行四種作用：結生、有分、死亡與彼所緣。
九廣大果報心執行三種作用：結生、有分與死亡。
悅俱推度心執行兩種作用：推度與彼所緣。
確定心（意門轉向心）也執行兩種作用：確定與轉向。
其餘所有的心──速行、三意界、雙五識──生起時只
執行一種作用。

節十之助讀說明
速行： 五十五種執行速行作用的心只執行該作用，而
沒有執行其他作用。
三意界 是五門轉向心與兩種領受心。

節十一：總結
Pa4isandhādayo nāma kiccabhedena cuddasa
Dasadhā 4hānabhedena cittuppādā pakāsitā.
A44hasa44hi tathā dve ca nav'a44ha dve yathākkama
Eka-dvi-ti-catu-pañca kicca44hānāni niddise.

依結生等作用分別，諸心有十四種；依階段分別，則成
十種。
執行一種作用的心有六十八；兩種作用的有二；三種作
用的有九；四種作用的有八；以及五種作用的有二。

門之概要
（dvārasagaha）

節十二：門之分析
Dvārasagahe

110

dvārāni

nāma

cakkhudvāra

sotadvā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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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ānadvāra jivhādvāra kāyadvāra manodvārañ cā ti
chabbidhāni bhavanti.
Tattha cakkhum eva cakkhudvāra tathā sotādayo
sotadvārādīni. Manodvāra pana bhavagan ti pavuccati.

在門之概要裡有六門，即：眼門、耳門、鼻門、舌門、
身門與意門。
於此，眼本身是眼門，耳等亦是如此。但有分則稱為意
門。

節十二之助讀說明
門之分析：在《阿毗達摩論》裡，「門」（dvāra）用以
譬喻心與所緣境（目標）交往的管道。三種業之門是：身、
語、意；通過它們，心對外界作出反應（見第五章、節廿
二至廿四）
。此外，亦有六個識知之門，即：六門。通過此
六門，心與心所得以接觸目標；亦通過此六門，目標得以
前來呈現於心和心所。在這篇裡，作者先列出六門，過後
再分辨在每一門裡生起的心，以及依能在多少門裡生起把
諸心分類。
眼本身是眼門：首五門是色法（rūpa），即：五種感官
裡的淨色（pasādarūpa）。每一種淨色皆是一門，通過它，
生起於心路過程的心與心所得以緣取它們的目標；亦是通
過它，目標才能被心與心所緣取。眼淨色是眼門心路過程
諸心之門，使它們能通過眼睛識知顏色。對於其他根門的
淨色和各自的目標亦是如此。
有分稱為意門：有別於首五門，意門（manodvāra）並
非色法，而是名法（nāma）
，即：有分心。對於意門心路過
程的目標，該心路過程裡的諸心只是通過意門緣取它，完
全不依靠任何淨色。
對於那一個心才是真正的意門，諸註疏各有不同的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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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阿毗達摩義廣釋》說意門是在意門轉向的前一個有分
心，即：有分斷（bhavaga-upaccheda）。其他的《阿毗達
摩論》註疏則說有分心與意門轉向兩者是意門。然而，列
迪長老與註解《分別論》的《迷惑冰消》皆說一切有分整
體是意門。阿耨樓陀尊者並沒精確地說明哪一個是意門，
而只是說有分是意門。

節十三：依心分類
Tattha
pañcadvārāvajjana-cakkhuviññā7a-sampa4icchanasantīra7a-votthapana-kāmāvacarajavana-tadāramma7avasena
chacattāIīsa cittāni cakkhudvāre yathāraha uppajjanti. Tathā
pañcadvārāvajjana-sotaviññā7ādivasena sotadvārādīsu pi chacattāIīs'eva bhavantī ti. Sabbathā pi pañcadvāre catupaññāsa cittāni
kāmāvacarān'evā ti veditabbāni.
Manodvāre pana manodvārāvajjana-pañcapaññāsa-javanatadāramma7avasena sattasa44hi cittāni bhavanti.
Ekūnavīsati pa4isandhibhavagacutivasena dvāravimuttāni.

於此，有四十六種心能根據條件生起於眼門：五門轉
向、眼識、領受、推度、確定、欲界速行、彼所緣。
同樣地，於耳門等等亦有五門轉向、耳識等等四十六種
心能夠生起。
當知一共有五十四種欲界心能生起於五門。
於意門有六十七種心能生起：意門轉向、五十五種速行
及彼所緣。
有十九種心能離門，生起為結生、有分與死亡。

節十三之助讀說明
有四十六種心能生起 ──這四十六心是：
一個五門轉向心
兩個眼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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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領受心
三個推度心
一個確定心
廿九個欲界速行心（十二不善心、八善心、八美唯
作心、一生笑唯作心）
八個彼所緣（即八個欲界善果報心；其他三個已包
括在推度心之內──見節九）

根據情況（ yathāraha"）
）
：雖然能夠生起於眼門的心一
：
共有四十六種，但它們並不能都在同一個心路過程裡生
起，而只（有某些心）根據條件生起。列迪長老指出這些
條件是：一、目標（所緣）；二、生存地；三、個人；四、
作意。
（一）例如：若目標是不可喜所緣，那麼，眼識、領
受、推度與彼所緣即是不善果報心；反之，若目標是可喜
所緣，它們即是善果報心。若目標是極可喜所緣，推度與
彼所緣即是悅俱；若目標是中等可喜所緣，它們則是捨俱。
（二）若眼門心路過程生起於欲地（kāmabhūmi），所
有四十六心都能生起，但若是生起於色地（rūpabhūmi），
彼所緣就不能生起，因為彼所緣的作用只局限於欲地。
（三）若人是凡夫或有學聖者，速行不是善即是不善
（對於有學聖者則根據其所達到的果位） 72；若人是阿羅
漢，所生起的則是唯作心。
（ 四 ） 若 凡 夫 或 有 學 聖 者 運 用 如 理 作 意 （ yoniso
manasikāra）
，善速行即會生起；反之，若運用不如理作意，
72

即是說在須陀洹（入流）和斯陀含（一還）心中，四種與邪見相
應的貪根心及疑相應心絕對不會再出現；兩種瞋根心則不會再出現
於阿那含（不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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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善速行就會生起。
同樣地，是有行心或無行心生起亦依條件而定。

五十四種欲界心能生 在每一門裡，所有的欲界心都
能出現，除了屬於其他四根門的四雙根識之外。如此，把
它們統計時，一切欲界心都能生起於五門。
於意門： 所有五十五種速行心都能生起於意門。只有
二十二種心不能生起於意門，即：五門轉向、雙五識、兩
種領受心、五個色界果報心及四個無色界果報心。
離門 （ dvāravimutta）
）：這十九種在節九裡列出的心名
：
為「離門」
，這是因為它們所執行的結生、有分、死亡作用
並不發生在根門裡，亦由於它們並不接受任何新的目標，
而只緣取前一世最後一個心路過程的目標（即臨死速行的
目標──見節十七）。

節十四：依門的數目分類
Tesu pana dvipañcaviññā7āni c'eva mahaggata-lokuttarajavanāni cā ti chattisa yathāraha ekadvārikacittāni nāma.
Manodhātuttika pana pañcadvārika.
Sukhasantīra7a-votthapana-kāmāvacarajavanāni
chadvārikacittāni.
Upekkhāsahagatasantīra7a-mahāvipākāni chadvārikāni c'eva
dvāravimuttāni ca.
Mahaggatavipākāni dvāravimuttān'evā ti.

在（生起於諸門的心）當中，有三十六種心各自只生起
於一門，即：雙五識、廣大速行與出世間速行。
三意界生起於五門。
悅俱推度、確定及欲界速行生起於六門。
捨俱推度及大果報心生起於六門或離門。
廣大果報心永遠是離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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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門之概要
門的數 目

心的 總 數

1

2

鼻識

1

2

舌識

1

2

身識

1

2

領受

5

2

推度（捨俱）
推度（喜俱）

6*
6

2
1

確定＝意門轉向

6

1

欲界速行

6

29

廣大與出世間速行

1

26

欲界果報

6*

8

廣大果報

0

9

總數

離門

耳識

意門

2

身門

1

舌門

眼識

鼻門

1

耳門

5

眼門

五門轉向

46 46 46 46 46 67 19

* 這些也出現為離門心。

節十四之助讀說明
雙五識只生起於相符的根門，廣大速行與出世間速行
則只生起於意門。

悅俱推度： 在五門裡，此心能執行推度與彼所緣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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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在意門裡，則只能執行彼所緣的作用。

確定： 在五門裡，此心執行確定的作用；在意門裡，
則執行轉向的作用。
大果報心： 跟兩種捨俱推度心一樣，這八種心能生起
於六門為彼所緣，或離門生起為結生心、有分心與死亡心。
廣大果報心： 這五色界與四無色界果報心只在與它們
相符的生存地生起為結生心、有分心與死亡心。由此它們
永遠是離門的。

節十五：總結
Ekadvārikacittāni pañcadvārikāni ca
Chadvārikavimuttāni vimuttāni ca sabbathā.
Chattisati tathā tī7i ekatisa yathākkama
Dasadhā navadhā cā ti pañcadhā paridīpaye.

三十六種心生起於一門；三種於五門；三十一於六門；
十種於六門或離門；九種完全只是離門。如是，以五種方
法舉示它們。

所緣之概要
（ālambanasagaha）

節十六：所緣之分析
Ālambanasagahe
ālambanāni
nāma
rūpāramma7a
saddāramma7a
gandhāramma7a
rasāramma7a
pho44habbāramma7a dhammāramma7añ cā ti chabbidhāni
bhavanti.
Tattha rūpam eva rūpāramma7a. Tathā saddādayo
saddāramma7ādīni. Dhammāramma7a pana pasāda-sukhumarūpa-citta-cetasika-nibbāna-paññattivasena chadhā sagayhanti.

於所緣之概要，有六種所緣，即：色所緣、聲所緣、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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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緣、味所緣、觸所緣與法所緣。
其中，（顏）色本身是色所緣。同樣地，聲等即是聲所
緣等。但法所緣則有六種：淨色、微細色、心、心所、涅
槃與概念。

節十六之助讀說明
所緣之分析： 每一心及其相應心所皆必須緣取一個所
緣（目標）
，因為心本身即是識知目標的活動。在巴利文裡，
有兩個字是用來代表所緣。其一是源自詞根意為「取樂於」
的 āramma7a；另一個是 ālambana，源自意為「鉤住」的詞
根。由此，所緣是心及其相應心所取樂或鉤住的目標。在
這一篇裡，作者將會詮釋所緣。隨後他會確定什麼所緣出
現於每一門和離心路過程心。最後，他會再分析每一心的
所緣範圍。
六種所緣：
《阿毗達摩論》分析了六種與六門相符的所
緣。首五種都包括在色法裡。73（顏）色、聲、香、味四者
是屬於「所造色」（upādā rūpa）
，即依靠四大界而生起的次
要色法。觸所緣則是四大界當中的三界，即：一、地界或
堅硬性，通過觸感覺為硬或軟；二、火界，感覺為熱或冷；
三、風界，感覺為支持或壓力。四大界的第四種是水界，
其特相是黏；根據《阿毗達摩論》
，水界不能通過觸覺感受
74
到，而只能通過意門識知。
法所緣有六種： 首五所緣的每一種都能通過以下的三
個方式識知：一、通過各自的根門心路過程；二、通過意
門心路過程；三、通過離心路過程心，即結生、有分與死
73

巴利文 rūpa（色）有兩個意思：一、色法；二、顏色。前者是一
組，後者是該組的一個成份。
74
在第六章、節二會更詳細地解釋四大界與所造色之間的差別。
117

阿毗達摩概要精解

亡。第六種所緣，即法所緣，完全不能通過五根門識知；
而只能通過意門心路過程或離心路過程心識知。
法所緣有六種：一、淨色（pasādarūpa）是五種感官裡
的根門色法，即眼淨色、耳淨色等五種淨色。二、微細色
（sukhumarūpa）包括十六種列於第六章、節七的色法，水
界即是其中之一。三、心（citta）亦是一種法所緣；雖然
心能識知目標，但心本身亦能成為被識知的目標。當知心
不能成為自己的目標，因為心不能識知自己本身；但在某
個心流裡的一個心，則能夠識知在同一個心流裡的其他
心，亦能識知其他眾生的心。四、五十二心所（cetasika）
也是法所緣，例如：當人們覺察到自己的感受、思與情緒
時。五、涅槃（Nibbāna）是有學聖者與阿羅漢意門心路過
程的目標。六、概念（paññati）也是法所緣；它是世俗法，
並不是究竟存在之法。

節十七：依門分類
Tattha cakkhudvārikacittāna sabbesam pi rūpam eva
āramma7a. Tañ ca paccuppannam eva. Tathā sotadvārikacittādīnam pi saddādīni. Tāni ca paccuppannāni yeva.
Manodvārikacittāna pana chabbidham pi paccuppannam
atīta anāgata kālavimuttañ ca yathāraham ālambana hoti.
Dvāravimuttānañ
ca
pana
pa4isandhi-bhavaga-cutisakhātāna chabbidham pi yathāsambhava yebhuyyena
bhavantare chadvāragahita paccuppannam atīta paññattibhūta
va kamma-kammanimitta-gatinimitta-sammata ālambana hoti.

一切眼門心都只以顏色為所緣，而且只屬於現在（的所
緣）
。同樣地，聲等是耳門心等的所緣，它們也只屬於現在
（的所緣）
。
然而意門心的所緣有六種，而且，根據情況，該所緣可
以是屬於現在、過去、未來，或與時間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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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於結生、有分、死亡（三種）離門心，所緣亦有
六種。根據情況，一般上那於前一世已被六門之一識知的
所緣，可以是現在或過去所緣，或是概念。此所緣是業、
或業相、或趣相。

節十七之助讀說明
一切眼門心： 在眼門心路過程裡，所有屬於該心路過
程的心都只取色所緣為目標。色所緣並非只是眼識的目
標；五門轉向心、領受心、推度心、確定心、速行心及彼
所緣也都取同一個色所緣為目標。再者，這些生起於眼門
心路過程的心都只取「色所緣而已」（rūpam eva）為目標。
在該心路過程裡，它們並不能識知其他目標。
而且只屬於現在（的所緣）： 在此「現在」一詞意為
「剎那現在」（kha7ikapaccuppanna）
，即指所體驗的事物是
於當下剎那存在的。由於色法變易的速度比名法慢，一個
色所緣可以保持存在於整個眼門心路過程。其他（四）根
門的所緣亦是如此。（見第四章、節六）
意門心 生起於意門心路過程裡的心能夠識知五所
緣，以及一切五門心路過程無法識知的法所緣。意門心也
能識知過去、現在與未來任何一時的所緣，或是與時間無
關（kālavimutta）的所緣。後者是指涅槃與概念。涅槃是沒
有時間性的，因為其自性（sabhāva）並無生、變易（住）
與滅；概念也是沒有時間性的，因為它並沒有自性。
根據情況：
《阿毗達摩義廣釋》解釋：根據該心是欲界
速行、神通速行、其餘廣大速行等等。除了生笑心之外，
欲界速行都能取三時的所緣，以及無時間的所緣。生笑心
只取三時的所緣。神通心（見節十八之助讀說明）取三時
的所緣，以及無時間的所緣。除了（神通心和）取過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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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所緣的第二與第四無色禪心之外，其餘的廣大心都取無
時間的所緣（即：概念）
。出世間心取無時間的所緣（即：
涅槃）。

於離門心等等： 離門心是在一世當中執行結生、有分
與死亡作用之心。它們有十九種，即：八欲界大果報心、
五色界果報心、四無色界果報心及兩個捨俱無因推度心。
這種心的目標有六種：過去或現在的五所緣之一，或是法
所緣。在所有三種作用裡，從結生至死亡，該心都只取同
一所緣。該所緣是投生時結生心的目標，在生命過程當中
是有分心的目標，以及在死亡時是死亡心的目標。
一世當中的離門心必定與前一世最後一個心路過程的
目標相同。當人臨命終時，基於其過去業與當時的情況，
某個目標即會呈現於他的最後一個心路過程。這目標是以
下三種之一：
一、 業（kamma）：過去所造的善業或惡業。
二、 業相（kammanimitta）：是與即將成熟而導致下一
世投生至何處的善業或惡業有關的目標或影像，
或是造該業的工具。例如：虔誠的信徒可能會看
到比丘或寺院的影像；醫生可能會看到病人的影
像；而屠夫則可能聽到被宰殺的牛的哀號或看到
屠刀。
三、 趣相（gatinimitta）
：這即是臨終者下一世將投生的
去處。例如：即將投生至欲界天的人可能會看到
天界的宮殿；即將投生至畜生界的人可能會看到
森林或田野；即將投生至地獄的人可能會看到地
獄之火。
根據情況（ yathāsambhava"）
）
：
《阿毗達摩義廣釋》解
釋這片語的意思是：離門心的目標是根據前一世最後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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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路過程識知該目標時所通過的門而定；亦視該目標是屬
於過去或現在所緣，或是概念；又根據它是業，或業相，
或趣相而定。其解釋如下：
若是投生至欲界，在前一世臨死速行的階段，被六門
之一識知的五所緣當中任何一個所緣皆可成為業相。這種
所緣在新一世的結生和首幾個有分可以是過去或現在所
緣。它有可能是現在所緣，因為在前一世的臨死速行識知
該目標之後，它可能還持續存在於新一世的首幾個心識剎
那；隨後的有分及死亡心所取的目標則必定是過去所緣。
若前一世的臨死速行所取的目標是法所緣，它則可能
是業或業相，以及是新一世結生、有分與死亡心的過去所
緣。若該目標是趣相，它一般上是色所緣、由意門識知、
以及是現在所緣。
若是投生至色界天，三種離心路過程心的目標是前一
世意門臨死速行所取的法所緣、是概念（於是與時間無
關）
、以及是屬於業相。投生至第一和第三無色界天亦是如
此。若是投生至第二和第四無色界天，該目標（即：心）
是法所緣、是過去所緣、也是業相。

一 般 上 （ yebhuyyena ）： 這 形 容 詞 是 專 指 無 想 有 情
（asaññāsattā）死後投生至他處，因為在色界天的無想梵天
完全沒有心識（見第五章、節卅一）
，所以下一世的離門心
根本不能緣取前一世（生為無想梵天時）所緣取的目標。
對於這類有情，依靠在生為無想梵天之前的過去業，目標
會自動呈現於結生、有分與死亡心為業等等。

節十八：依心分類
Tesu
cakkhuviññā7ādīni
yathākkama
rūpādiekekālambanān'eva. Manodhātuttika pana rūpādi-pañcālamb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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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sāni kāmāvacaravipākāni hasanacittañ cā ti sabbathā pi
kāmāvacarālambanān'eva.
Akusalāni c'eva ñā7avippayuttakāmāvacarajavanāni cā ti
lokuttaravajjita-sabbālambanāni.
Ñā7asampayuttakāmāvacarakusalāni c'eva pañcamajjhānasakhāta abhiññākusalañ cā ti arahattamaggaphalavajjitasabbālambanāni.
Ñā7asampayuttakāmāvacarakriyā
c'eva
kriyābhiññāvotthapanañ cā ti sabbathā pi sabbālambanāni.
Āruppesu dutiyacatutthāni mahaggatālambanāni. Sesāni
mahaggatacittāni pana sabbāni pi paññattālambanāni. Lokuttaracittāni
nibbānālambanānī ti.

在它們當中，眼識等各自取一種所緣，即顏色等。但三
意界則能取顏色等（所有）五所緣。其餘的欲界果報心與
生笑心只能取欲界所緣。
不善（心）和智不相應欲界速行能取一切所緣，除了出
世間法。
智相應欲界善（心）及屬於第五禪的善神通心能取一切
所緣，除了阿羅漢道與果。
智相應欲界唯作心、唯作神通心及確定心能取一切所
緣。
於無色（禪心）當中，第二與第四取廣大所緣（即：廣
大心）
。其餘所有的廣大心取概念為所緣。出世間心取涅槃
為所緣。

節十八之助讀說明
三意界： 五門轉向心與兩種領受心總稱為三意界；由
於它們生起於所有五門，所以能取顏色等所有五所緣為目
標。
其餘： 這些果報心是三種推度心與八大果報心；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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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為彼所緣時，它們能取呈現於六門的一切欲界所緣。再
者，除了悅俱推度心之外，當這些果報心生起為結生、有
分與死亡心時，也能取六種離門所緣。諸阿羅漢的生笑心
也能取所有六種欲界所緣。

不善心等： 由於四道、四果與涅槃九出世間法是非常
的清淨及深奧，所以不善心和智不相應的善與唯作心並不
能識知它們。
欲界善心等： 凡夫與有學聖者不能覺察阿羅漢的道心
與果心，因為他們還未證得此二心。
凡夫亦不能取有學聖者的道心與果心為所緣。層次較
低的有學聖者則不能取層次較高的道心與果心為所緣。當
有學聖者省察自己的出世間成就時，他們能以智相應欲界
善心覺知道心、果心與涅槃。在道心之前生起的「種姓」
（gotrabhū）也是屬於這些心，它也取涅槃為所緣（見第九
章、節卅四）。
善神通心： 神通（abhiññā）是已熟練於五禪者才能獲
取的高等智。在聖典中提及五種世間神通，即：如意通（神
變通）
、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與天眼通（見第九章、節
廿一）
。這些神通是運用第五禪心而獲得；於凡夫和有學聖
者它是善的；於諸阿羅漢則是唯作的。通過第三種神通，
有學聖者能辨識與他同等級或層次較低的其他聖者的道心
與果心，但不能辨識層次比他高的聖者的道心與果心。阿
羅漢道心與果心則完全超越善神通心的範圍。
欲界唯作心等等： 通過欲界智相應唯作心，阿羅漢能
在省察自己的成就時辨識自己的道心與果心；通過唯作神
通心，他能辨識其他聖者的道心與果心，包括有學聖者與
阿羅漢。在五門心路過程裡，確定能識知所有五所緣；當
作為意門轉向心時則能識知所有六所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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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無色（禪心）當中： 第二無色禪心取第一無色禪心
為所緣；第四無色禪心取第三無色禪心為所緣。如是此二
心取廣大心為所緣。
其餘所有： 色界禪心所取的目標是概念，如：遍處禪
心取遍相（見第一章、節十八至二十之助讀說明）
、無量禪
心取有情概念。

節十九：總結
Pañcavīsa parittamhi cha cittāni mahaggate
Ekavīsati vohāre a44ha nibbānagocare.
Vīsānuttaramuttamhi aggamaggaphalujjhite
Pañca sabbattha chacceti sattadhā tattha sagaho.

廿五種心緣取下等所緣；六種緣取廣大（心）；廿一種
緣取概念；八種緣取涅槃。
二十種緣取除了出世間法之外的一切所緣；五種緣取一
切所緣，除了較高層次的道與果心；六種緣取一切所緣。
如是它們的組別一共有七。

節十九之助讀說明
廿五種心： 廿三種欲界果報心、五門轉向心及生笑心
只緣取下等所緣，即：欲界所緣。
六種緣取廣大（心）
：這些是第二與第四無色禪的善、
果報與唯作心。
廿一種緣取概念： 這些是五色禪、第一與第三無色禪
的善、果報與唯作心。
八種緣取涅槃： 這些是四道心與四果心。
二十種緣取除了出世間法之外：這些是十二不善心，
以及智不相應的四善心與四唯作心。
五種： 這些是四智相應善心與善神通心。
124

第三章：雜項之概要

六種緣取一切所緣： 這些是四智相應大唯作心、唯作
第五禪神通心及確定心。

表 3-3：所緣之概要
心

所緣（
所緣 （ 目標）
目標 ）

眼識

2 現在顏色

耳識

2 現在聲

鼻識

2 現在香

舌識

2 現在味

身識

2 現在觸

意界（五門轉向心、
領受心）

3 現在五所緣

三推度心、一生笑心、
五十四欲界心、五十二心所、
12
二十八色
八欲界美果報心
十二不善心、四欲界美
八十一世間心、五十二心所、
智不相應善心、四欲界 20
二十八色、概念
美智不相應唯作心
四欲界美智相應善心、
一神通善心

八十七心（除去阿羅漢道心與
5 果心）、五十二心所、
二十八色、涅槃、概念

四欲界美智相應唯作
心、一神通唯作心、
意門轉向心

一切所緣（即：八十九心、
6 五十二心所、二十八色、
涅槃、概念）

無色界第二及第四禪心

6

個別是第一與第三無色界禪
心

十五色界禪心、
21 概念
無色界第一及第三禪心
出世間心

8 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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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處之概要
（vatthusagaha）

節二十：依處之分析
Vatthusagahe vatthūni nāma cakkhu-sota-ghāna-jivhā-kāyahadayavatthu cā ti chabbidhāni bhavanti.
Tāni kāmaloke sabbāni pi labbhanti. Rūpaloke pana
ghānādittaya natthi. Arūpaloke pana sabbāni pi na savijjanti.

於依處之概要，依處有六種，即：眼、耳、鼻、舌、身
與心所依處。
於欲界有這一切。但於色界則沒有鼻、舌與身三依處。
於無色界則完全沒有依處。

節二十之助讀說明
依處之分析： 於有色法的生存地，心與心所必須依靠
依處（vatthu）而生起。依處是支持心生起的色法。雖然首
五依處與首五門（即：五淨色）相符，但依處與門並不完
全一致，因為它對心之生起有不同的作用。心路過程裡的
心與心所通過門而得以和目標接觸；依處則是支持心與心
所生起的色法。
這項作用上的差別是重要的。在眼門心路過程裡，除
了眼識之外，亦有許多種心以眼淨色為門而生起，但眼淨
色只是眼識的依處，而不是其他也運用眼門的心的依處。
關於門，作為結生、有分與死亡的諸心是「離門」
，即是不
發生於任何門。然而在有名色法兩者的生存地裡，沒有任
何心是能夠不依靠依處生起的。
在這一篇裡，作者將先列出諸依處，然後再根據所依
靠的依處把諸心分類。
心所依處（ hadayavatthu）
）
：根據諸巴利論師，除了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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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淨色為依處的雙五識之外，心臟是一切心的依處色。
《阿毗達摩論》並沒有明確地提到心所依處。
《阿毗達摩論》
中的最後一部──《發趣論》也只是說：
「依靠該色，意界
及意識界得以生起。」（I,4）。然而，諸註疏隨後則確定那
「該色」為心所依處，是心臟裡的心室（的血）。 75

於欲界等： 於欲生存地有一切六依處，除了天生瞎眼
或耳聾者。於色界天則無鼻、舌、身三依處，由於這三門
的體驗比其他二門（眼與耳）較為粗，所以不包括在這高
層次的生存地裡。諸論師說該地的有情也擁有這些感官的
外形，但並沒有淨色，因此不能作為嗅、嚐及觸的依處，
所以這些感受也就不能發生於色界天。於無色界天則完全
沒有依處，因為一切的依處都是由色法組成。

節廿一：依心分類
Tattha
pañcaviññā7adhātuyo
yathākkama
ekantena
pañcappasādavatthūni nissāy'eva pavattanti. Pañcadvārāvajjanasampa4icchanasakhātā pana manodhātu ca hadaya nissitā yeva
pavattanti. Avasesā pana manoviññā7adhātusakhātā ca santīra7amahāvipāka-pa4ighadvaya-pa4hamamagga-hasana-rūpāvacaravasena
hadaya nissāy'eva pavattanti.
Avasesā kusal'ākusala-kriyā'nuttaravasena pana nissāya vā
anissāya vā. Āruppavipākavasena hadaya anissāy'evā ti.

於此，五識界完全以五淨色為各自的依處而轉起（發
生）
。但意界，即五門轉向心與（兩種）領受心則依靠心臟
而轉起。其餘的也是如此依靠心臟而轉起，即屬於意識界
的推度心、大果報心、兩種瞋相應心、初道心、生笑心、
75

《清淨道論》第八章、段一一一：在它（心臟）裡面，有個「布
恩那迦子」般大小的空洞，其中收存著半「色薩大」的血，而以它
的支助，意界及意識界得以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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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界心。
（3+3+8+2+1+ 1+15=33）
其餘的心，無論是善、不善、唯作或出世間，都可依靠
或不依靠心所依處。
（12+10+13+7=42） 無色果報心則不依
靠心所依處。

節廿一之助讀說明
五識界等： 在《阿毗達摩論》裡，所有八十九心被分
為七種識界（viññā7adhātu），如下：

表 3-4：七識界
界

心

眼識界

眼識

2

耳識界

耳識

2

鼻識界

鼻識

2

舌識界

舌識

2

身識界

身識

2

意界

五門轉向心、領受心

3

意識界

其餘的一切心

76

名為意界（manodhātu）的三種心只是非常粗淺地識知
目標：因為五門轉向心面對完全陌生的目標，而且接著在
它之後生起的心擁有不同的依處；至於兩種領受心則是因
為它們隨著擁有不同依處的心之後生起。五識界則稍微強
些，因為它們直接地看、聽、嗅、嚐或觸目標；但還是相
對的弱，因為它們是夾在兩個擁有與它們不同依處的心之
間。歸納於意識界（manoviññā7a-dhātu）的諸心能更完整
與清晰地識知目標，因為在它們前後的心都與它們擁有相
同的依處。

128

第三章：雜項之概要

但意界，即五門轉向心與（兩種）領受心則依靠心
臟而轉起： 列於這組的三十三心不能生起於無色界天，而
只生起於有色法之地。因此它們必定受到心所依處支助。
瞋相應心不會在色界天生起，因為鎮伏瞋恨是證得禪那的
先決條件。須陀洹初道心不能在無色界天裡生起，因為它
必須依靠聽聞佛法（才能生起）
，所以必須有耳根。至於生
笑心則當然必須有身體才能顯現微笑。
其餘：這些心是：十不善心（除去兩個瞋相應心）、八
大善心、八大唯作心、四無色善心、四無色唯作心、七出
世間心（除去初道心）及意門轉向心，一共有四十二心。
當這些心生起於有色法之地時（即：欲地與色地）
，它們必
須依靠心所依處生起；當生起於無色地時則不須依靠心所
依處。無色果報心只能生起於無色地，所以不須依靠任何
依處。關於三地，見第五章、節三至七。

節廿二：總結
Chavatthu nissitā kāme satta rūpe catubbidhā
Tivatthu nissit'āruppe dhātv'ekānissitā matā.
TecattāIīsa nissāya dvecattāIīsa jāyare
Nissāya ca anissāya pāk'āruppā anissitā ti.

當知欲地之七（識）界依靠六依處；色地四（識）界依
靠三依處；無色地一（識）界不依靠任何依處。
四十三（種心）依靠一依處生起；四十二依靠一依處或
不依靠依處生起。無色果報心不依靠依處生起。

節廿二之助讀說明
於欲地等： 在欲地裡，五識界依靠各自的依處生起，
意界及意識界則依靠心所依處生起。於色地則沒有鼻、舌、
身三處及與它們相符的識界。於無色地則只有意識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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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依處。
Iti Abhidhammatthasagahe
Paki77akasagahavibhāgo nāma
tatiyo paricchedo.

《阿毗達摩概要》裡
名為「雜項之概要」的
第三章至此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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