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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独影境是否是变现在胜义根里，有单独的种子吗？

答：独影境是变现在胜义根里，有单独的种子。独影境不属于五尘上的法尘，

与五尘无关，它不是胜义根里的法处所摄色，而来源于单独的业种，是独头意识

单独了别的法尘，不是与五识共同了别的法尘。但是独影境也受胜义根的影响，

胜义根有障碍，显现出来的独影境就是扭曲的。比如小脑萎缩的人，常常出现幻

觉，他所了别的独影境都是非量，不符合真实的情况，病人在分别错乱的独影境

之后，生出错误的观念，口中就会胡言乱语，与正常人不一样。

因为意根通常在大脑处与法尘相触，了别大脑处的法尘，意识也同样了别大

脑处的法尘，不出大脑之外；意根和意识又都能触独影境，独影境也就不离大脑，

所以大脑有病变，独影境就错乱。独影境在大脑胜义根里一个单独区域成像，不

与五尘在一起，也不与五尘上的法处所摄色在一起。了别五尘上法尘的意识是五

俱意识，了别独影境的是独头意识，虽然名称不同，本质是一个意识，虽然是一

个意识，却可同时了别五尘上的法尘和独影境。独影境的种子是单独来自于如来

藏，与生成五尘的种子不是同一个。

我们心静时，可以感知一下，每当自己心动，或者动心时，是不是同时也牵

动着大脑神经的跳动，然后是面部神经的跳动，之后才是手脚和浑身的相应反应。

如果是，说明心动能带动色身动，心动，也有独头意识和五俱意识的动，也有意

根的动，那么识心不离大脑，六尘影像和独影境不离大脑。

眼冒金星的金星是独影境，是因为物质色法的关系而产生出来的。当一个人



血压不正常，出现头晕的现象时，有时就要眼冒金星，实际上这是幻觉，并没有

真实的金星存在。可是这种独影境的金星还是与物质色法有关系，与大脑有关系，

那么金星在哪里出现呢？也应该在大脑里出现，因为意根意识都不出大脑之外缘

所有法尘。当脑子有病有阻碍时，缺少营养时，意识就想不起事情，独影境不现

前，这就说明独影境是与大脑物质色法有密切关系的。

从另一方面说，当我们在回忆妄想的时候，脑电波就有波动，这说明意根和

意识对独影境的了别影响到了大脑，那么独影境也就在大脑里成像，是一个虚拟

之像。 独影境如果不是在大脑里出现，那就是在身体外出现，那么独影境能不

能在身体外，在虚空里出现？六识能不能在身体外，在虚空里了别？意根能不能

在身体外，在虚空里运作？如果意根和意识能在虚空里了别，那么虚空中的识，

大家都可以共用，不分彼此。你了别了以后，我就知道了；你吃饱了，我就不饿，

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你决定修行，我就决定了；你证悟了，我就证悟了，因为

是虚空里的识，不分你我。

我心里在想佛，佛的三十二相是我的独影境，如果独影境在虚空里，那么大

家都能见到，大家也都在想佛，都有功德受用，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即使我们

所见的虚空，也是胜义根里的虚空，不出心外，眼识和意识了别到的虚空，也在

胜义根里，也是一个影像。综上所述，独影境是胜义根里的影像，是一个虚拟之

相，并不真实。

二、问：眼冒金星的金星是不是独影境？眼冒金星是因为身体病变或色身四

大不调而引起视觉器官功能不正常。这个与不存在前五识的独头意识所了别的

“独影境”不同，因为眼冒金星时还有眼识在。

答：独影境只能自己单独了别到，他人不能了别。五尘境，不仅自己能了别，



他人也能了别到。小脑萎缩的人幻视幻听也是独影境，他人不能了别，同样道理。

如果他人也能了别自己的独影境，那么就不是独影境，小脑萎缩的人就没有病，

不是幻觉。

精神病人的狂乱意识，也是散乱独头意识，了别的也是独影境，他觉得自己

所看所听的一切正常，与别人没有不同。可是别人就了别不了精神病人所看所听

所觉的，那就是独影境。精神病人所见的如果他人也能见，就不是独影境，他也

不是特殊的精神病人，与正常人一样。众生所见与佛所见不同，众生有病，佛无

病。

三、问：观想莲花久了，不动念莲花就会出现，是不是独头意识攀缘形成的

独影境？

答：独影境不是法处所摄色，不是五尘上的法尘，与五尘无关，也是四大微

粒形成的色法。莲花能在脑中出现，意根还是动心攀缘了，意识也忆念想象了，

否则独影境的莲花是不能出现的。独影境是否出现，决定于意根，受意根的支配，

意根想让它出现就能出现，想要熄灭它，就能熄灭它。意识受意根的指挥，也在

观想忆念莲花，否则独影境的莲花不能出现，只不过定力深厚，观行功深时，独

影境能随心所意的显现出来，意识不用太加功用，意根忆念就能把如来藏里的种

子攀缘出来。

四、带质境

问：带有二义，即是变带(带似)及挟带。挾帶者即是能緣心挾帶己心或相應

心所或見分緣相分、自證分、證自證分互緣等；或根本智能挾帶真如相起，及似

境之相亦可名挾帶。這是從識的自體分來說的，所緣相分是識自體分所挾帶出來

的名挾帶。



释：变带者即是似境之相亦名所虑。此有“所缘”的意思。这是从有外本质

的角度来说似境之相名变带或名带似。变带，从外相分性境而带过来，依外相分

而变现，相似于外相分，是七识所缘所虑的内相分。

挟带者即是能缘心挟带己心或相应心所或见分缘相分、自证分、证自证分互

缘等；或根本智能挟带真如相起，及似境之相亦可名挟带。这是从识的自体分来

说的，所缘相分是识自体分所挟带出来的名挟带。

挟带者，是能缘心七识，主要指六七识，以第六识为主，夹带己相（就是反

观自己的意思），或者是自己的心所法（反观自己的心所法），或者指七识的见分

（能见性）缘相分（识心见尘境），或者是见分缘自证分，见分缘证自证分等等。

或者是已经证得了第八识如来藏的有智慧的意识，能缘第八识的真如行相。意识

能观察第八识的真实而如如性，能成佛之性。

夹带，就是与变带外相分的性境有区别的缘法的方式。七识内心所了别的好

像是境界的相，也是七识所夹带出来的。独影境完全是六七识夹带出来的，不依

外相分而有。意识在观察自己的心行，你们心行与心所法，就是意识所夹带出来

的。意识观察第八识，观察五识，观察第七识，意识观察自己时，所观察的对象，

都是意识夹带出来的。我们眼睛看到杯子，意识也思维杯子，这种境相是带质境，

依外相分的杯子而有。身在外地，闭眼脑海想到父母的脸相，这是独影境，是意

识夹带出来的。

五、问：”性境不随心，独影唯随见“中的这个独影唯随见是不是说独影境

与见分同种，还是说独影境随见分而转变呢？

答：性境是外六尘在后脑胜义根里的如实或者是相似的展现，微细四大种子

形成，不可改变；独影境是随意根的攀缘，如来藏配合幻化出来的虚幻境界。见



分是识种子形成的。独影境是随意根意识的思心所而显现和改变的，意根不攀缘，

意识不妄想，独影境就不存在。而性境，不管意根攀缘与否，必然存在不可改变。

六、本质境与带质境的区别

本质境，是第八识亲自参与变现，所有有缘众生的第八识共同输出四大种子

变现出来的。称为本质境，单个众生的第八识缘本质境之后，如镜现像般的变现

出影像，叫作带质境，第七识意根缘带质境。

如本质境的大地，是实种子地水火风构成，是实法，有坚硬性；而意根第七

识缘第八识的见分，就能缘到第八识见分现起的带质境，影像大地，是影子，镜

子中的影子，并不真实，没有真实的坚硬性。

如本质境中的水，是实四大种子构成，有湿润性，有淹没性，是第八识所缘。

缘之后，第八识的见分就现起带质境的水，是影像，镜子中的影像，没有实质的

湿润性，没有实质的淹没性，是第七识意根所缘，称为带质境。

如本质境中的火，是实四大种子所构成，有燃烧性，第八识所缘。缘之后，

第八识依之现起相似的带质境火，是影像，如镜子中的火，没有燃烧性，意根能

缘，称为带质境。

如本质境中的风，是实四大种子所构成，有吹拂性，飘荡性，第八识所缘。

缘之后，第八识依之现起带质境的风，是影像，镜子中的影像，没有吹拂性，没

有飘荡性，意根能缘，称为带质境。

意根依第八识的见分，缘这些法，还以为见到的都是真实的，而且是自己亲

自见到的，把第八识的见分摄为己有，不知道自己见到的与第八识见到的有本质

区别，不知道没有第八识这面镜子，自己什么也见不到，把第八识的功能据为己

有，实为窃贼。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经典所说，真实不虚。第七识缘第八识的见分，

第八识是真实存在的，是真正的本质实相法。

七、问：饿鬼和人类所见的外相分是否是相同的？比如饿鬼看河流、人看河

流和天人看河流，明明是看同一个河流，所见就有所不同，人见是河流，天人见

是琉璃，饿鬼见是火焰或者是浓血。

答：既然是见同一个河流，外相分肯定是一样的，只是內相分各自不同，这

是由于业力的关系造成的不同结果。如果饿鬼看到的是饿鬼那个世界里的河流，

那跟人看到的人这个世界的河流肯定是不一样的，外相分不同。如果饿鬼看到的

是饿鬼世界的事，跟我们人就没有关系，外相分就不同。如果它看的是人的世界

这里的山川大地河流，它所见的和人见的结果虽然是有差别，但外相分是一致的，

它看的都是人中的河流。

鬼道虽然有鬼道的生活方式，有鬼的器世间生活环境，跟我们人中还是有差

别的。但是它看到的人中的人事物，比如说鬼看见人，是鬼道里的人还是人中的

人呢？它看的人和别人看见的人是同一个人，外相分能不能一样？肯定是一样的。

八、本质境、带质境、性境、独影境、外六尘和内六尘，分别都指什么相分？

本质境，是所有如来藏各自输出四大种子，形成共同的四大，所有如来藏共

同用此四大造就的宇宙器世间和六尘境界，只有如来藏才能见到缘得到。这部分

相分是最实在的相分。

带质境，是单个如来藏缘本质境之后，吸取本质境的四大微粒所变现出来的

六尘境界，如镜子中的像，带着本质境中的四大微粒，与本质境区别很大，与本

质境相比较是虚幻一些。这部分的相分，包括从如来藏触本质境一刹那变起相似

相分开始，一直到进入五根或者是五胜义根之前的相分。



这些相分在传导过程中，四大微粒要经过中间介质的过滤和吸收，四大微粒

不断的被过滤掉，以至于带质境的相分越来越微细，与本质境的差别越来越大，

还与本质境的关联还是比较大的，相貌也比较相似。这部分相分，除了如来藏能

见能缘之外，意根随着如来藏也能见能缘。

因为意根能缘能见进入胜义根之前的带质境，对带质境就有一定的了别性，

就能相应的知带质境大略的性质和意义，就会有五遍行心所法现前运作，对于涉

及到自身安危的带质境，就会有快速的抉择力。这个抉择如来藏能知，就会在带

质境进入胜义根形成性境时，六根触六尘时，非常快速的出生六识，作出应对，

反应非常迅速，没有意识的分析思惟推论判断的机会，意识五识只要服从意根的

调配和命令就好，不需要自己判断就要作出反应应对，过后才有时间起思惟分析

推理判断，知道刚才自己做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意根快速应对突发事

件的原因。

性境，带质境通过五浮尘根进入到胜义根时，在胜义根里显现出来的六尘境

界，成为性境，相似于带质境，叫作性境，与带质境又有一定的差别。带质境在

被传导的过程中要经过五根的过滤，四大微粒有可能要发生一定的变化，致使性

境更加的微细，也更加的不实和虚幻。

独影境，就与性境有很大差别了，与带质境差别更大，与本质境差别就太大

了。是由意根攀缘发起的，无中生有，由意识去处理和完善意根的妄想，去描画

和添加细节，运用非量想象去发挥更细腻的妄想功能作用，甚至能妄想境界活灵

活现。这部分五识就参与不了了，完全由意识配合意根去完成，这时的意识叫作

独头意识，单独做妄想工作，去勾画场景。

外六入外六尘，就是指胜义根之外的，还没有进入胜义根里的六尘相分，应



该是指带质境了，由意根所缘，六识不能缘，更不能见。六识了别不了的，不属

于内相分，应该算作胜义根之外的六尘，叫作外六尘。

内六尘，就是指胜义根里的性境，不仅意根能缘能见，六识也能缘能见。当

然第八识更能缘能见了，一切法不管是哪个阶段的法，都是第八识如来藏变现和

执持的，如来藏当然就能缘能见了，否则任何一个法都不会出生和存在。

九、本质境、外六尘与内六尘三者的区别和联系

在宇宙当中存在着的外六尘，是所有众生如来藏共同出生共同执持的，是所

有如来藏用四大种子来维持的，四大种子刹那刹那的生刹那刹那的灭，那么外六

尘就是刹那生刹那灭的。外六尘境界是最原始的色法，是实种子组成的比较实在

的色法，严格来说叫作本质境，是如来藏了别的，意根不能了别，六识更不能了

别。虽然如此，本质境也是刹那刹那在生灭变化着。在四大种子生灭变异的过程

中，四大种子是往外发散的，还发散到各个如来藏当中，所以我们能感觉到物质

周围有磁场有能量。

发散出去的四大种子，如来藏就会摄取回来，摄取过来以后，才叫作外六尘。

如来藏再通过五根把外六尘上的四大种子传导进胜义根，五根就是指身体的各种

神经系统，比如眼根有玻璃体，有神经传导系统，把眼根外边物质散发出来的四

大微粒传导过来，一直到传导到后脑眼的胜义根，就形成了内色尘。内色尘落在

眼胜义根里，根尘就相触了。其实外色尘和内色尘都是意根先了别的，了别之后

意根想具体了知，那么就出生眼识、意识；如果意根不想具体了知，我们就不知

道有此种色尘。与五尘在一起的法尘，随同五尘同时传导，色法尘与色尘同时通

过眼根传导，声法尘与色尘通过耳根一起传导，香法尘与香尘通过鼻根同时传导，

味法尘和触法尘也是这样。



意思是说在胜义根里的法有很多，意根不想了别的时候，六识就不能了别，

从五根所传进来的法，我们就不知道。如果神经系统传导没有遮障和误差的话，

形成的内六尘和外六尘有点相像，或者是非常相像，因为内六尘是外六尘的影子；

而外六尘是本质境的影子，犹如镜子里的影子一样。我们分别的内六尘就像镜子

里的影子，分别不了的外六尘相当于镜子外头的实物，那个实物比内六尘要真实

一些，更契合最初的六尘本质境。而本质境是实的四大组成，意根接触不到。在

如来藏像镜子一样把那个本质境上的四大摄取过来幻化以后，意根才能缘得到。

十、到底有没有外法尘

外法尘比如外面的高山，高山的形状高矮巍峨壮观等等都是外法尘，如来藏

接触以后传导进入胜义根中，成为内法尘，六识才能了别。

如果没有外法尘，外面的山只有色彩，其余什么也没有，那如何区别此山和

彼山，如何区别山河大地？不会是宇宙器世间都是色彩斑斓一片吧？

甲是一个人，乙是一个人，甲对于乙来说，就是外尘，包括色声香味触法六

尘，甲的高矮胖瘦男女气质年龄相貌等等都是外法尘，乙的如来藏触了以后，传

导进入乙的胜义根中，成为内法尘。不能说甲就是一片色彩的色尘，没有高矮胖

瘦年龄相貌等等外法尘吧？如果每个人都只有色彩一片，没有法尘，那么每个人

又有什么区别？每个人的如来藏都是用别人的如来藏创造内法尘的吗？每个人

的如来藏都是自己胡乱变造别人的法尘相貌吗？

十一、信息是否能暂时留存在大脑里

信息是无形无相的，不是东西的东西，大脑是物质色法，二者如何能融合在

一起？试想一下，房间里能暂时保留一条新闻吗？发生过的事情，能在房间和空

间里保存一小会儿吗？根本不能，那么大脑也不能保存任何一点信息。



如果大脑能保存信息，把活人或者是死人的大脑一片片切开，就能找到这些

信息，并且能了解和研究这些信息，那就能把一个人的秘密都揭示出来，那么世

间人也就没有了秘密，刑警破案也就太容易了，那就不存在千年疑案和冤假错案，

没有解不开的谜底了。如果电脑能存储信息，把电脑拆散，是不是能发现信息？

手机如果能存储信息，把手机拆开，是不是能找到信息？

信息如果属于物质色法，就是四大种子组成的，只有如来藏里有四大种子，

大脑里没有四大种子，不能存信息，况且大脑的容量也存不下，所以信息应该存

在如来藏里，来自于如来藏。信息如果不属于物质色法，不是四大组成的，就是

无形无相的种子态，必存在如来藏里，大脑不能存种子。墙上和地上的脚印，属

于四大物质色法，不是信息，眼睛当然能看见。

十二、照镜子的时候，镜子里的影子与镜子是什么关系？镜子里的像与镜子

外面的相是什么关系？镜子里的影子，是眼识所见的相貌，耳识所听见的自己的

声音，鼻识所嗅的自己的气味，舌识所尝的口腔里的味尘，身识所觉的身体里的

触尘，意识所了别的五受阴。包括第七识的作主性，第七识的一切造作。

第六识所能观察出来五识的能见性，第七识的能见性，以及意识自己的见性，

意识所观察出来的五受阴六尘境，都是影子。影子是镜子所出生和显现出来的，

是镜子传导出来的影像。镜子真实永远存在不灭，影子生生灭灭，存在时也不是

真实有，是空的幻化的。像与相是一—对应的关系，相似相像，像是相所变，来

自于相，依相而有，二者不一不异，离相无像。

十三、如来藏镜中的像也是色法

一切法分为色法和心法以及非色非心法。色法一定是由四大种子组成，是心

法所见的部分。识心看见的镜子中的像，也是色法，一定由四大种子组成，只是



组成机构与镜子外的色法有所不同。心法是能分别的心，镜子中的像不能分别，

因此不是心法。

镜子外面的相，是共业众生如来藏共同变现，镜子上的像，是单独众生如来

藏依外面的相变现出来的。镜子外面的相是假，镜子上的像更是假。各种层次的

相，其四大种子组成的微粒有差别，导致真实的程度不同。我们自己所见到的自

己色身的一切，有如镜子上的像。是有是无，是非有非无，是非非有非非无？

楞严经中佛说，色身微尘与器世间微尘无二无别，同样的四大种子组成。例

如身体每天从血管皮肤排出的垃圾废物，与器世间的沙土一模一样，排出的汗水，

与大自然的水一模一样，口鼻皮肤呼出的气息，与器世间的风一模一样，身体散

发出来的火气与器世间的火一模一样。因此组成色法的四大种子是相同的，身体

与器世间无二无别。外界四大发生变化，身体就会随之发生变化。

外道的无论，眼见色法，却说无。既然是无，为什么有言说？外道的有论，

明明一切色法是无常空，却说是真实不坏。佛所说的法，不有不无，非有非无，

既有既无，非非有非非无。取其中之一，而不论其余，就是外道见。佛法永远是

圆通，左说右说，都说得通。而外道论总是不能自圆其说，自相矛盾。

十四、色声香味触分好多种类，瑜伽师地论第一卷，讲过声音的种类，分好

几种。味尘也分好几种，有众生自己身上如来藏出生的，触尘也是这样，香尘也

是这样。法尘与五种尘和合在一起，也同时分几种。

声音有色身和外界和合出生的，有单纯外界的声音，有众生互相交往发出来

的。众生自己的声音，是自己的如来藏单独出生的。身体里发出来的声音，也分

几种。有识心控制，意识的觉观思惟产生出来的，有食物吸收消化过程中产生出

来的，有内脏病变等产生出来的，有意根调控饮食咀嚼吞咽产生出来的，有胃肠



蠕动产生出来的，有自主呼吸产生出来的，有内脏运行产生出来的，如心跳声。

十五、没有外法尘是否能有外五尘

法尘和五尘之一和合在一起，才能组成单独的一个尘境，法尘与五尘是不可

分开的，分开了就什么也不存在了，就会没有色没有声没有香没有味没有触没有

法尘。法尘与五尘和合组成的尘，法尘占的比例非常大，几乎以法尘为主。比如

说色尘，色彩属于五尘境，眼识了别，除此之外都是法尘，意识了别。两个识的

了别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了别了色尘，缺一不可，尤其是缺少意识了别的法尘，

那就什么也不存在了。所以说没有法尘，根本不可能存在五尘境，一体的尘境，

不能缺少法尘。

比如说一个人的色身由色彩和色法尘组成，色彩是眼识了别的，其余都是意

识了别的内容，包括高矮胖瘦、体重、气质、形象、年龄、性格、脾气、秉性、

健康不健康等等。所以说没有法尘，就没有色身。那么众生的如来藏出生众生色

身的时候，一定是同时出生色彩和法尘，出生声尘和法尘，这些就组成了众生色

身的本质境。他人看时，也是见众生的幻化境，自己的内六尘。没有外法尘，只

有外五尘是不可能的，不存在单独的五尘境，世俗界没有这样的法存在。

十六、法尘与五尘同时存在

色尘与法尘共同组成了色法，二者是如来藏同时出生变现出来的，不可分离。

如果二者不在一起，是分离开的，三千大千世界都是一片色彩，没有形质，没有

内容，那么一切物质色法就没有什么区别了，也就没有三千大千世界，没有色法

的存在了，眼识也就无法出生了。

世间外界如果只有显色的色彩，法尘是在胜义根里另外根据色尘和胜义根四

大创造出来的，那么外界也不称其为外界了，物质色法就没有什么界限了。因此



说法尘与色尘是同时出生同时生灭变异的，是如来藏用四大种子同时创造出来的。

同理，法尘与声尘、法尘与香尘、法尘与味尘、法尘与触尘都是同时出生，

同时生灭变异的，不能分开。

十七、问：有人说法尘单独在胜义根出生，意根接触之后出生意识了别法尘。

是这样的吗？

答：胜义根里的法尘是与外五尘同时通过五根传导到胜义根里，成为了内六

尘，供意根触，也供六识同时了别。内法尘不是在胜义根里单独出生的，如果是

这样的话，法尘与五尘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单独出生的法尘显得很突兀，没有依

据，有点胡编乱造的意思，不能显出五尘的性质和内涵，五俱意识与五识也没有

什么密切关系了。

五俱意识对法尘了别作出抉择和判断之后，要向意根传达信息，五识了别的

五尘信息也与意识一起传达给意根，因为意根也是五识出生的俱有依，意根决定

要了别和处理五尘的时候，五识才能出生，那么五识的行为造作要受意根指挥，

为意根负责，供意根参考。

五尘与法尘和合构成了完整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境界，五识了别和处理的是

六尘中比较粗略的部分，意识了别和处理的是比较细微的部分，粗细合起来的信

息传达给意根，意根同时接收粗法和细法的信息，经过自己单独的思量，对六尘

整体作出自己的判断和抉择。

比如说到商场买衣服，看见五颜六色的服装，意根就要选择一种比较适合自

己颜色的衣服，眼识和意识就要同时了别衣服，眼识只了别色彩，意识了别色彩

之外的法尘，包括衣服的款式质料韵味，色尘和法尘的信息传达给意根之后，意

根就会考量色彩和款式质料，再让意识单独分析判断一下红色和黑色哪种颜色比



较适合，哪种款式比较合适，这是独头意识的工作范围了。于是独头意识想象穿

在身上的效果，把想象分析的结果传达给意根，意根再思量判断，作出自己的决

定，最后几个识和合运作就买下了意根满意的衣服，六识为意根服务完毕。

构成整体衣服的有色彩部分的显色，是眼识了别的色尘，除了颜色之外的所

有部分，形色表色和无表色，是意识了别的法尘。二者和合构成一件衣服，在衣

服生产加工出来的时候，色尘与法尘就同时存在了，每个人了别的时候，就把色

尘和法尘同时通过五根传导到自己的胜义根里，形成内色尘和内法尘，供眼识意

识分别。不是说衣服生产出来时只有颜色，没有款式质料长短肥瘦尺码韵味等等

法尘内容，这样的话就不叫作衣服了，也不用缝纫裁剪设备去处理布料了，也没

有布料之说了。所以法尘是与五尘结合在一起的，不是在胜义根里单独产生出来

的。

十八、什么是三境

三境：性境、带质境和独影境，都是七个识所对应的尘境。在这之外还有七

个识不对应的本质境。

性境是五识所对应的显色或者说是显境，带质境是第七识和五俱意识所对应

的尘境，独影境是独头意识所对应的尘境。性境和带质境是从本质境传导到胜义

根里的尘境。

质，也可以叫作四大微粒，含有四大微粒的物质，叫作本质境和带质境。本

质境从传导一开始就改变了，改变为第七识可见的尘境，进入五根以及胜义根里

时，再次被改变，传导过程中不断改变，最后就成了性境和带质境。比如一朵花，

是本质境，第一面镜子照见，这朵花就成为镜子中的像，与本质境的花相像，但

质又不同。再来一面镜子，照第一面镜子中的花，镜子中又出现了那朵花的像，



这个像又与前两个像不同了，也有相同的部分，但更加虚幻不实，改变的更多了。

如此，十面镜子重重相照，最后的像是个什么？五蕴世间六尘万法即是如此。

十九、六尘中色尘传播的速度快

问：昨晚打坐观呼吸中，突然感觉头脑闪过一片白光，紧接着听到楼上有挪

动凳子声。头脑中白光闪现是不是根尘触生出来的？

答：楼上挪凳子的声音传播到大脑胜义根中，根尘相触生识，耳识就听到了

声音。在听到声音之前，声尘突然间触到胜义根，胜义根就有异常反应，头脑中

的白光闪现就是那个反应。因为五胜义根也是四大组成的物质色法，声尘也是四

大物质色法，如果比较大的声尘传播到胜义根，对于身根的胜义根就有触动，受

到突然间的触动，身根大脑就有应激反应。

如果是在比较安静的禅定中，心理没有准备，突然间有尘境出现，意根就会

促使身根有异常反应。如果是在平时散乱的状态下，就不会出现突然的刺激反应。

再比如非常大的声音如雷声之类的，也会震动耳鼓，甚至让耳根失聪，而耳鼓是

属于身根肉体，震动就属于触尘，是身识了别出来的。这就说明声尘有物质属性，

也是色法，所以也可以通过眼识了别一部分色法，而头脑中的白光闪现，就是眼

识了别出来的。将来六根互通互用的时候，听声音不必用耳识，见色不必用眼识，

嗅香不必用鼻识，尝味不必用舌识，觉触不必用身识，思法不必用意识。

同一个来源地的尘境，是眼识先见，还是耳识先听，还是鼻识先嗅，还是舌

识先尝，还是身识先触？六尘境界传播的速度肯定是不一样的，究竟哪个传播速

度快，还有待于多多观察。比如天上打雷时，是眼识先见闪电，还是耳识先听到

雷声？一般来说色尘的传播速度要比声尘传播的速度快，同一个尘境发源地传过

来的尘境，眼识要先见，耳识后见。再比如太阳光传播过来的时候，是眼识先见



光，身识后觉温暖。

二十、回忆的内容是属于有质独影还是属于无质独影

质，就是指四大种子组成的有质碍的色法，实的四大种子构成五尘，依五尘

而有的独影境叫作有质独影境，与五尘无关的独影境属于无质独影境。五俱意识

所对应的是有质独影境，独头意识所对应的是无质独影境。回忆当然是意识单独

的回想已经过去了的事情，对应的法尘独影境不涉及五尘，那就是无质独影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