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苦裡面有好多東西，苦裡面有好多好多的包含，舉例，入地獄，地獄是苦，對

不對？做畜牲，畜牲的身體是苦，地獄的五蘊即是，生在地獄就是地獄的五蘊身，又

是苦，做畜牲的五蘊身又是苦，畜牲都有五蘊的，做人都是苦的，生老病死是不免

的，做人，人的五蘊也是苦的，生天，都會苦的，都會死的，總之，「苦」，一言以

蔽之，總而言之叫做「苦」。

這種苦，我們叫做「總苦」。聽得明嗎？「總苦」，「總苦」之中又有「別

苦」。別苦是怎樣？生苦是一種，老苦又一種，病苦有一種，就是各別的。地獄有地

獄之苦，又一種，做人有做人之苦，又一種，那些叫做別苦。別苦我們不必理會它，

總苦我們要理，總之做人是苦，總之在三界就是苦，那些總苦。好了，苦有總苦，有

別苦。

集，什麼是集？煩惱和業、無明等煩惱。無明、貪、瞋等這些煩惱，由於這些煩

惱，於是我們作那些有漏的善、不善的業，煩惱和業，就叫做「集」。「集」即是招

集，能招集苦果的。那集有多種有些集叫做「煩惱」，有些集就叫做「業」，對不

對？

煩惱之中有些叫做「貪」，有些叫做「無明」，是嗎？有些叫做「瞋」，各別，

對不對？業之中又有些有漏善業，有些有漏的惡業等等，各別。我們不必理會別的

集，只理會苦集、總集。總之一言以蔽之就是集，就叫做「總集」。聽得明嗎？你，

聽得明嗎？總集、別集。若你漏了這裡，你一會兒就會不明白的了。總言之，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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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total，把生老病死各種一堆，叫做「苦」、「總苦」；把貪瞋癡等等一堆，總

之叫做「集」、「總集」，全部。

好了，當我們，如果你是凡夫，你就不知道，「烏林林」(糊里糊塗)的你，就不

知道我們的生死是由於無明、貪、瞋引起的，凡夫就不知道，那些資糧位菩薩就知

道，由於我們無始以來就有無明，又有貪，又有瞋等等，於是會作業，作些有漏的事

業，以及惡業。那就知道，那些資糧位菩薩就知道，知就知道這樣。好了，一知道之

後，他就會執著。「最糟糕就是無明」、「有了無明所以弄到我今天有生死輪迴」、

「輪迴是最壞的」這樣。那樣的時候，就執著有些實的無明，執著有些實的業，把那

些總集，無明、貪、瞋那些煩惱一堆，就執著，「糟糕了有這堆東西」、「有無

明」。

其實他知道無明是不好東西是對的，但他跟著又執著有堆東西，無明之類的東

西，明不明？就執著。這種執叫做⋯⋯把總集、無明等煩惱和善惡等有漏業總合來執

著，說這些東西就是我們生死輪迴的總原因，就執著有個生死輪迴的總原因，把這種

東西作為一個所取。明吧？

看了：「初之九種謂染污總集」，「染污總集」，就加一撇上去，「緣染污無

明」；一點一撇，半句。第一種，是染污的總集，染污性的總集，即是說那個加行菩

薩就攀緣那些染污的無明、貪、嗔等等，起執著，說「這些東西是糟糕了」、「令我

們生死輪迴了」，執著它，以為它是實有的，這是第一種。緣總集而起執，而起分

別，思維的總集、緣慮的總集，而起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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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種，就緣總苦而起分別。第二句，第二個半句：「總苦謂緣有漏色等」，

「色等」是「等」什麼？色受想行識等、色聲香味觸等，「諸蘊」，「蘊」就指色受

想行識等五蘊，緣那些有漏五蘊，五蘊是苦的嘛，這就一句，而起分別，一句。總共

兩種，第一種是緣「總集」而起分別，第二種就緣「總苦」，攀緣「總苦」而起分

別。他下面說明：「此緣苦集總體爲二」一句。這上面所說的兩種，就是我們的意識

是緣慮攀緣「總苦」和「總集」而起執，總共兩種。聽得明嗎？抖一抖，想想。聽得

明嗎？你聽得明嗎？那⋯⋯未講完九種。

第三類，第三種。當我們讀十二因緣的時候，我們就說，我們的心會想：我今日

之有今天的身體，是由於我在我媽媽的胎上有了名色，然後有我的身體的，如果沒有

這個名色，就不會有這個現在的我了，所以一個人，一定要經過入胎，入胎後就有名

色這個階段，那當他這樣想的時候，就怎樣？起執著了，起分別了。「名色是有

的」。他雖然沒講出來，但個心已經執著，「我們曾經經過有名色」、「眾生在欲界

出世一定要經名色」這個階段，這樣一來，就執著有實的名色了，對不對？對於名色

而起執著。名色是什麼東西？名色就不是好東西的。對不對？如果你是，你生極樂世

界那些就不用有名色這個階段的，有名色是一樣邪果來的，因為名色是苦的來源，所

以名色是一種惡的東西。

那名色是什麼？是苦諦中的別苦來的，對不對？苦有多種，名色也是苦，六入也

是苦，對不對？生也是苦，老也是苦，各別的苦，名色不就是一種苦，對不對？別

苦，不是總苦，明嗎？執著有名色，而起執著。你看看，下面一句：「執著名色謂愛

著邪果」；一點一撇，半句。他說，如果是凡夫，或那些普通的眾生，就不知道名色

是苦，但如果你那些資糧位菩薩，就知道名色是苦的，是一種苦來的，資糧位菩薩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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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那入到加行位的時候，他當然亦知道，加行菩薩，「名色是苦的」這樣。那當

他說有名色的時候，他是不是有執著？執著名色是苦，對不對？不就是又起執。執著

名色是有，是一種執，對不對？執著名色是有這種執的見解本身又是執來的，高一層

的執。執著名色，名色就是什麼？執著名色的時候即是愛著那些邪果。愛著邪果那種

愛，這種執不是愛著邪果，是愛著邪果那些愛，這些愛又是執來的，加行菩薩執著

「這種愛就是最不好的」。執著有種愛。愛即是貪。那即是一種，對不對？這個即是

第三種。

另外一種，執著有名色，執著有眾生，執著有世界，執著有眾生，執著有世界，

跟著就會這樣，有一種人執著「世界是永恆不變的」，這種就是「常見」，對不對？

有些人執著「這個世界不用多久就會毀滅的」，這是「斷見」，對不對？有些人執著

有個「我」的，「我的生命是永恆的、不會斷的」，又是「常見」，「執著人死如燈

滅的」，又是「斷見」。常見對於人生，對於世界，起常見、起斷見是不對，這些就

好淺，加行菩薩一定知的，「起常見，起斷見是不對的」，加行菩薩是知的。好了，

當你這個加行菩薩，知道常見、斷見是不對的時候，他又執著，「常見、斷見是不對

的」，執著這個。執著這個，這種執，「常見、斷見是不對的」，那又一種所取，他

執著這種執，是高一層的執。那種愛著常見、斷見，「是不對的」這樣，又起一種

貪，「我知道它不對」，對於這個「不對」又起貪。那你看：「貪著常斷二邊」，常

見是一邊，斷見又是一邊，「謂愛邪所知」，愛所知的東西、所知的道理，貪愛著邪

的所知，貪愛邪所知是一種執。再高一層，我知道一個加行位菩薩知道，「貪愛邪所

知是不對的」，這樣知道，又執著有這樣東西，就知道有一樣東西，叫做「貪愛邪所

知是不對的」這樣，起這個執。所以法尊法師在這裡講得不很清楚，這個是第幾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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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種。對不對？

第五種，有些人，普通的人，哪些是染污的、哪些是清淨的，他不知取捨，普通

人是不知取捨的，現在那些，例如你現在走來這裡住，住一下、過一下這裡寺院的生

活，你忽然間想：到底我回去還俗、結婚、生孩子好呢？還是繼續留在這裡做比丘好

呢？有很多人還是猶猶豫豫的、不知取捨的，對不對？那種不知取捨就世俗人不必

談，加行菩薩就不是，高一層，他知道，「你們這些世人不知取捨是不對的」這樣，

那好了，高一層，但那加行菩薩又有一種執，你說別人不對了，對不對？你說別人不

對，那本身不又就是一種執。明不明？這種執。對於什麼是染污的、什麼是清淨的，

你不知取捨，你覺得，這種不知取捨叫做不信。不信而已，如果你真是信的，信心好

虔誠的就不會鬆(走)，不會走，那種不信，你就說別人不信，別人不對，你說別人不

信是不對的，你又是執著，對不對？那種執著。「於染淨法不知取捨謂緣不信」，這

種情形就叫做「不信」。加行菩薩他又攀緣不信，「你們就不信」這樣，「你們不

對」這樣，他說別人起執，說別人不妥，其實那加行菩薩又一層執，緣那種不信，攀

緣那種「不信」而起執。禪宗就打入這裡，已經。即是說，你執著有般若波羅蜜多，

你都是執。不信你看看，《般若經》那裡就大條大論：「一個菩薩，如果執著有般若

波羅蜜多，見有般若波羅蜜多可修，這個菩薩就不對了」，就是這種，這個就是第五

種。

第六種，普通的人對於苦，對於修行，修行佛道，就不得精進，懶惰，就不對

了，執著懶惰，因為有執著而懶惰，就不對，普通人，那加行菩薩就不會，對不對？

但加行菩薩他見到人懶惰，他就會「啊﹗你這種壞人，對佛道你都懶惰不肯修行的，

不肯修行一定不對」，那他雖好，他是不是起執？他不就起執？他執著「對勝道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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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修行就是不對」，他執著那個不對，即是不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那個被你罵

的固然是不對，你也不對，因為什麼？因為他始終是加行菩薩，如果他是見了道的，

他就不會在見道中的時候，不會這樣，不會有對不對的分別，根本智出現了，沒有

的，不過後來，他的後得智出，根本智沉，後得智出，就起分別了，他知道：「這種

對不對的分別雖然是假的，不過對眾生，是要有這種方便善巧的」，見道之後的後得

智，他又會這樣。講到這裡怎樣呢？你看看：「於諸聖道不勇悍住謂緣懈怠」。他

說，對於那些普通的人對於那些佛道，聖道不能夠勇悍，勇悍住，「勇悍住」即住於

勇悍的狀態，不能夠，那就叫做懈怠。那他就說「是懈怠」，懈怠就固然是不對，你

加行菩薩亦執著「懈怠就不對」，「世界上有種東西叫做『懈怠』」，「有種眾生叫

做『懈怠眾生』，他這種眾生一定是成佛成得遲的」，那他就執著這點。

那以上四種，三、四、五、六這四種。這裡一句，懈怠。懈怠的「怠」字一句

先。下面，就將它四種總合，就是什麼？攀緣煩惱。攀緣煩惱，煩惱是集的一部分，

攀緣別集而起執，上文講的就是攀緣別苦，現在攀緣別集是這四種。第三種就是攀緣

別苦，對不對？

第四種，不是，不是。第二種是攀緣別苦，不是。第一種攀緣總集，第二種是攀

緣總苦，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就攀緣別集，攀緣別煩惱，四種。那這句就一句：

「此緣別煩惱爲四」，即是有四種，對不對？好，那就先講這麼多，休息十分鐘然後

再講。

七、八、九這三種都是緣別苦。上文講了緣總集、緣總苦，總別集都講了，對不

對？現在這三種就是緣別苦，緣別苦而起執著。十二因緣中，名色就到六處，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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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六處有觸，觸就產生三受，對不對？觸生受，受有三種，苦受、樂受、捨受。普

通的眾生就醉生夢死，樂的時候他顧著享樂，苦的時候他就避苦，對不對？如果你是

一個加行菩薩，你就會知道在輪迴之中，只要你是在三界裡輪迴，一定有這三種受

的，那於是，你就覺得有三種受了，你覺得三種受是實有的，不又是一種執，就是緣

三受為實有而起執。那即是：「有漏適悅、逼迫、中容三受」，這裡一撇，就可以

了，不用半句，因為它沒有，經常只是得一撇。他說，知道有漏的世界裡面，一定有

適悅，適悅即是樂，樂的境界、樂受的境界，逼迫就是苦，中容就不苦不樂，是捨。

那普通眾生就有這三種受，執著那些境界，你這個加行菩薩，你亦知道，我們未能脫

輪迴，一定是有三受的，現在我們日常不斷都會有這三種受的，這樣。於是無意之中

就執著那個，「三種受是實有的、是有的」，那又是一種執⋯這種執，緣自他身而起

執，那即是「諸受所依謂有漏自他等」，(一撇)。「諸」即是不只一種，又「自」又

「他」就不只一個了，自己的是受所依之而起的有漏的身體，有漏的自己的身體，他

人的身體，執著有個這樣實的身體，執著有實的受，普通人就執著有實的身體，那加

行菩薩雖然都執著有實的身體，也執著有受，有實的受，又起執著。

第九種。第九種是怎樣呢？一個加行菩薩知道有受就是有⋯除非你沒有受，有受

的不是樂就是苦，苦固然是苦，樂都是苦的因來的，都是苦，有受就必定有苦，由此

我們應該要厭棄，那他就厭世，厭棄這個有苦的世界，那就希求、希望得到清淨的涅

槃，那就於是，又起執著，「生在世間，是有苦的，是可厭的」，執著有可厭的東

西，執著涅槃是值得我們去仰慕、欣慕。又執著這樣。下一句到什麼，「知受為苦性

由此厭離引發清淨等，緣彼執為實有受用」一句。那些加行菩薩知道受是苦的，受是

苦的，一有受就一定有苦的，「苦性」，由此他就厭離那些苦，於是引發種種清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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戒定慧等等的清淨的行，那就希望得到清淨，希望證得清淨的涅槃。那一了解到這種

道理之後，就緣彼，攀緣，攀緣怎樣？攀緣「涅槃就好了，入了涅槃就真實修行，得

證涅槃，有真實的受用，否則就不值得我們欣慕了，不值得我們希望的了，否則在世

間的受是苦的，這種苦，受這種苦，是實在有受的，既然實在有受，就值得討厭」，

那樣來起執著。

那這三種，七、八、九，就是緣別苦而起執著，而起分別，緣別苦而起分別那種

分別，「是緣別苦為三」這樣一句，就「共成九種雜染所取分別」了，總共有九種雜

染的所取分別了。九種雜染所取分別，講了。清淨的所取分別，又有九種。清淨的即

是佛所教別人所修的行，對不對？佛常常教人，最多常常講的是什麼？五蘊、十二

處、十八界這些，這些都是清淨的，對不對？一聽到佛講五蘊，他就於是執著，修五

⋯依著⋯「我們觀五蘊，不能要染著五蘊，不要執著五蘊，那我們就可以入道了」這

樣。當你這樣的時候，你就執著了。執著什麼？「不要執著五蘊就可以入道」執著這

一句，聽得明嗎？執著這一句。緣諸蘊而起分別。看這裡：「清淨諸蘊，增上緣」，

「清淨諸蘊」，(一撇)，攀緣那些清淨法，即是佛所講的五蘊，起分別，「我們依著

五蘊就可以分析到那些法相，由此就可以依著它來修觀了，就可以證菩提了」這樣，

本來就是這樣，但你這樣於是又起執了，那就是第一種，是依五蘊而起分別，是第一

種。

第二種，依十二處而起分別，十二處又是佛講的，「增上緣諸處所攝生門」，

(一撇)，也就十二處。十二處又怎樣？為什麼增上緣諸處？十二處者，眼耳鼻舌身、

色聲香味觸，對不對？眼根就能夠產生眼識，眼根⋯可以產生眼識，即是眼根是眼識

的增上緣，對不對？耳根能產生耳識，耳根是耳識的增上緣，乃至到，意根能產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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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意根是意識的增上緣。還有，色聲香味觸法，色塵就是眼識的所緣緣，同時又是

增上緣，聲塵是耳識的所緣緣，同時又有增上力，令耳識產生，即是說，眼耳鼻舌身

意、色聲香味觸法，都可以有增上的力做增上緣的。

「諸處」，十二處，所包括的、所攝的是什麼？生門，產生六識之門。「處」字

是當「生門」解的，因為十二處是能夠生起六識之門。即是說十二處，這一句。依十

二處、緣十二處而起執。本來佛講十二處是要來解釋人，叫人們修行而已，誰知他們

聽到又起執了，加行菩薩都執著有個實的十二處。

第三，緣什麼？十八界而起執。「因緣諸界所攝種族」，一撇，一句。十八界的

「界」字怎解？「界」者，因也。「界」是「因」的意思。「界」又有第二個意思，

「種族」，「種族」即是「類」。「因緣諸界」那十八種東西，十八種因，能夠互相

生起的，即是十⋯「因」者即是種子，十八類種子就產生世界上十八類東西，那個

「界」字是這樣意思的，所以做宇宙萬有的因緣的十八界，那十八界，那些界，又分

做十八類，即是十八種種族，因緣諸界所攝的種族。那這句話即是說，那些加行菩薩

仍然是會聽到佛說十八界，他又攀緣十八界而執著十八界是實有。第三種。

第四種，依據佛的說，眾生的生死輪迴，分為十二段。因為有無明，就起行，行

就有識，識就有名色，一直到最後第十二段，就是老死，對不對？這種叫做什麼？前

為後緣，後為前果。由前一段為緣就產生後一段的果，這樣就叫做「緣起」。這種緣

起由無明，一直都老死，即是眾生流轉。流轉，流轉即是輪迴，輪迴的起因，輪迴的

狀況、的緣起。如果佛說，如果我們知道倒數，把十二緣起倒數上去，為什麼有老

死？為什麼有老死？由於有生；為什麼有生？由於有有；為什麼有有？由於有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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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有取？由於有愛；乃至如是一直數上去，由於有無明。對不對？所以我們修行的

人，要修止觀，把無明剷除。剷除了無明又怎樣？還滅。滅者，涅槃，回復到涅槃的

狀態，這就叫做「還滅」。無明滅，先修止觀，滅了無明，無明一滅，行就滅，行滅

則識滅，識滅就名色滅，乃至到老死都滅，就涅槃了。對不對？就涅槃了。這樣叫做

「還滅」。那本來流轉還滅是真理來的，但真理，如果你一執著「流轉和還滅是實

的」，就是執，加行菩薩仍然未能免這種執，執著「流轉和還滅是實有」，就是這

裡：「清淨之生緣」，不是，「清淨之生緣起還滅」，清淨涅槃之生，清淨法之生

起，就有什麼？要觀緣起，將緣起來還滅，把緣起來倒轉頭還滅，「緣起還滅」，一

齊讀，將緣起來倒轉來，叫做「緣起還滅」，那個清淨的生，將那個緣起來到還滅，

但些加行菩薩就把這種「清淨之生緣起還滅」執為實有，又是一種所取執，清淨的所

取執。

那以上四種，就是什麼？依有為法而起執。依那些什麼？清⋯依有為法，依那些

善的有為法而起執。執著有「這些是五蘊，那些是十二處，那些是緣起還滅」而起分

別。有為法可以分類的。這是色蘊，那是受蘊，那是想蘊，那是行蘊，分類的，總之

是盡其所有，五蘊就把有為法包括在內，盡其所有。十二處，就把有為法、無為法都

盡其所有包括了，十八界就把宇宙萬有裡面的有為法、無為法都盡其所有包括了，四

諦就把佛所說的道理盡其所有包括了，這樣，叫做「盡所有性」。盡所有性就與如所

有性相對，如所有性即是真如、無為法，如其所有，時時都永恆不變的，「如」即是

不變，即是無為法。那些⋯那樣⋯以上第一至第四種清淨的所取執，都是執著盡所有

性，不是執著真如，不是執著無為法，以上四種就是什麼？是攀緣那些清淨的如所有

性而起執，不是，應是清淨的盡所有性，我講錯，清淨的盡所有性而起執。第五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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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好，先讀這個：「是所知中盡所有性所攝之四」，就是我們所知境界中，盡所有性

的部分，即是有為法的部分，所包括的，都包括了，所知的，所知的東西不外盡所有

性和如所有性而已。

第五種，空性，即是真如。一聽見有空性、一聽見有真如，就執著什麼？「有個

真如」我可證，不又是執？對不對？《六祖壇經》怎樣？那個神會小和尚，對不對？

他執著有個什麼？本源佛性，就是執。可見，你判斷，當時的神會和尚是什麼？可能

是加行菩薩來都不定，對不對？他執著有個什麼？神秀一定未見道，因為他還有這個

執，「身是菩提樹」，執著有「身」，執著有「菩提樹」，「心如明鏡台」，執著有

「心」，執著有「明鏡台」，「時時勤拂拭」，又要執著又要勤拂拭，「勿使惹塵

埃」，就執著有煩惱，執著有塵埃，又要執著要不好惹的塵埃。這個直情是說什麼？

上文所講那種所取執，清淨所取執。所以，他傳依砵是要見性的，他即是表現出那四

句話，表現出是未見性。所以五祖大師的鉢不給他，不讓他，這樣。對不對？六祖就

不是，他沒有這種執，掃清了，「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連

這種加行菩薩的執，都掃光。那你，到到今日，你就對於那兩首偈比較，比較舊時更

清楚，你讀到這裡之後。《現觀莊嚴論》的好處就是這樣，不用的，你也會印證的，

那個是神秀了，那個是六祖，你不用找人、找祖師印證的，你自己可以印證。有標

準，對不對？

那緣，一聽說有個空性，他又執著有個空性，或執著有個真如，空性不就即是本

源佛性。「緣如所有空性謂緣清⋯」，「緣如所有空性」，(一撇)，「謂緣清淨所知

者一」，一個。如所有空性剛剛說了，即是空性。那先講到這裡。明不明？你不要怕

它繁瑣，繁瑣極都是一本書，是不是？用不著怕它繁瑣？你多讀多次，你自自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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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對修行好有標準。西藏黃教密宗，就是靠這本東西，《菩提道次第論》就是依據

這本東西註。找不找得到？你們有沒有找王聯章叫他影那本《現觀莊嚴論》的英文

本，有沒有？有，那本買不到，現在沒再賣，絕版了。

「由愚蘊等別，彼各有九種」，這首頌就解了。「由實有假有，能取亦分二，自

在我等體，蘊等依亦爾」。那我們再在「識」那處再講。因為這，因為這一章就講分

別的，這章講分別的，分別有兩種，一種是所取分別和能取分別。所取，「取」即是

我們領受、認識和領受，叫做取，被我們認識、被我們領受的東西，就叫做「所

取」，對不對？能夠領受、能夠認識的，叫做「能取」。來我們要看：「所取中又

二」，即是我們所取的東西之中，又可以分作兩類。一類就依雜染事為所依的，另一

類，就「及依彼對治」的。依雜染事為所依的，雜染即是有漏的東西，由有漏的東

西，被我們取，我們取那些有漏的東西，那於是，我們的所取就依那些雜染東西而

起，那種取。「及依彼對治」，「彼」就指雜染的東西；「對治」即相反的東西，對

不對？能夠對治雜染的，即是清淨的，「彼對治」即是能夠對治雜染的清淨的東西，

以清淨東西為所依，而起取。那你會問：「既然清淨的，它那種東西是清淨的，為什

麼我們又會對它起取執著呢？」理由是這樣，我們唸佛的都執著佛是實有的，對不

對？佛不清淨嗎？例如你唸「阿彌陀佛」，想生淨土，你就執著「淨土什麼東西都是

實有的」。那「淨土」就是所取。對不對？你執著它是實有，那就執著。對不對？所

以那些清淨的東西，一樣會成為所取的。

「彼二之中又各有九種」，「彼」就「那」，「二」就「兩者」，那兩者之中，

又各有九種，各分為九種。即是說雜染的所取有九種，對不對？清淨的所取也有九

種。為什麼雜染的所取有九種？為什麼清淨的所取有九種呢？下面就解答：「由緣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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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無明等及緣蘊等有差別故」。由於我們緣慮、攀緣，由於我們的意識攀緣，攀緣什

麼？攀緣無明，「愚蒙無明」兩字即是指「無明」，「愚蒙無明」即是指集諦，集諦

的無明、煩惱和業，「等」是「等」它的業，緣愚蒙無明等。又好像那個十二因緣，

那個無明，緣這些。「等」是「等」了其他零碎的。那這些就是雜染所取了。「及緣

蘊等」，「蘊等」即是蘊處界，對不對？蘊處界就是佛所說的，就不是雜染的了。但

我們緣這個蘊處界，一樣會起執的，對不對？那就緣些清淨的東西，一樣起所取的

執。「差別故」，有差別即是不同。

由於緣那些無明，無明的集諦和苦諦等不同的緣，有種種不同的緣故，有九種不

同的緣故，所以雜染的所取有九種。由於那些修行的人，緣佛所說的蘊處界等，緣它

的時候有九種不同的緣法，九種不同的攀緣法的緣故，所以那些清淨的所取，亦有九

種，有九種的差別，九種的不同。「初之九種謂染污總集緣染污無明」。初的九種，

第一種，第一種，就總集，緣這個集諦，整個集諦，叫做「總集」。

整個集諦就是以無明為首，所謂集諦，無明等煩惱，就有無明等煩惱而作業，煩

惱和業合拼的總體就叫做「總集」。緣這個總集諦而起分別，怎起分別？「這就是無

明」、「這是煩惱」、「這種煩惱是實的，就令到我們輪迴生死」，那你就起執了。

是不是？就「緣無明等」而起執，又緣這個「染污總集」，「總集」者即是集諦的總

體，染污性的集諦總體，即是無明等，緣它。緣它又怎樣？

我們修行人，分兩級，第一級，最壞的就不知道無明等煩惱是壞，我們就隨波逐

流，那我們就生死輪迴，對不對？高級一點的，我們知道無明等煩惱就會令我們作

業，作些有漏的業，作些有漏業我們就會生死輪迴了，那我們就要不應跟隨了，這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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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點。但高一點的時候，你又有一個執，你的執是高一層，你執有實的無明、實的

煩惱。對不對？那這個實的無明、實的煩惱被我們執，不就是所取。對不對？執這個

實無明、實煩惱，這種執。那又高一點，都不夠高。最高是怎樣？就要知道：無明

和，無明等煩惱和業，根本就無自性的，不是實有的，又升高一層。那他這種，就沒

有了那種所取執，對不對？

如果要升高一層。再升高一層，還有沒有得升？仍然有得升的。就不過不是加行

位的地步，是見道以後的。再升是怎樣？你執，你說「無明、煩惱、業都是空的」這

樣，「無自性的」這樣，那你以為好高，一樣有少少執的。怎樣？你執著它是空的。

你執著「這是空的」，對不對？執著空與不空，仍然有分別，明不明？要連這種分明

都沒有的時候，當你證了真如的時候，連這種分別都沒有了。所以，它這段與《大般

若經》對稱的，《大般若經》那段，這句，你對過了吧？你可以讀讀，那個舍利子、

舍利弗，問須菩提，問善現：一個菩薩修行般若波羅蜜多，要怎樣才叫做修般若波羅

蜜多？這樣問。那個善現就對他說：菩薩修般若波羅蜜多要沒有五蘊的自相，沒有十

八界自相，沒有十二處自相，連般若波羅蜜多的自相都沒有，亦不會說「那些是般若

波羅蜜多」，亦不會說「我是菩薩，能修般若波羅蜜多」，都沒有。是不是這樣說？

那這個就是什麼，如果你仍然說「我是菩薩，有個般若波羅蜜多被我修的」這樣，又

是所取執了，執有所取的。「我能夠修了」，「我現在修了」，執著「我能夠修」，

就能取了，能修，即能取。明不明？那樣，你執著有「這些叫做集諦」這樣一種執，

你執著有個集諦，那個集諦根本就是空的，你執它為實有的，不就是所取的執，第一

種執，「染污總集」。

染污總集，緣這個染污的無明等，即是對於染污總集而緣這染污總集之中的無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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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業等等，執它為實有，第一種執，這是第一種，第一種執。這是第一個雜染的所取

執，不是，是，無明是雜染的，執一個實的無明，這就第一種。你說法尊法師他譯成

這樣，應該分開一、二、三、四，加多點字都不緊要。他不加，他直譯。對不對？如

果從前玄奘法師的他一定會加一二三四的，「一者什麼」、「二者什麼」。他都不

加。第二，總苦，緣總苦。苦諦的總體。苦諦的總體即是什麼？有漏的色受想行識。

對不對？有漏的色等、諸蘊。這個五蘊的總體，苦的總體，苦諦的總體，這是第二。

第二，緣這個總的苦諦，即是有漏的五蘊。緣這個五蘊，緣這五蘊，他不知道五蘊是

空，不知道五蘊是假，他就執著這個五蘊是實的，「佛都有說」這樣，起一個執，執

有五蘊，這是所取執的一種，清淨的，不是，都是染污的，有漏的，都是染污的，總

苦、總集。即是一個加行菩薩，有一種這樣的執的，有一種這樣的分別的，分別即是

執著，那就是第二。

好，下面：「此緣苦集總體爲二」，即是我這一句。這兩樣就是緣這個苦的總體

和集的總體，總共有二種。我講過，那天已講過，我不過複講一下而已，因為他的文

字譯得不好。將來，如果你講通日文，買真野龍海那本來翻譯，好像演培法師地用白

話注釋。為什麼法尊的書別人不敢拿出來講，就是他的文字譯得不好，如果文字好

些，演培法師就會將它來講。演培都不講，就是因為他師父的文字譯得太差。所以呂

澂先生說，他懷疑法尊法師對《現觀莊嚴論》都不是讀得通，他若果讀得通，又怎樣

會譯成這樣，所以令人懷疑。

第三種，第三種雜染的所取執，「緣愛」，不是，「執著名色」，第三種。「執

著名色」，第三種。「謂愛著邪果」，就是第三種。執著名色，執著名色，「名」即

是什麼？受想行識四蘊，「色」就是色蘊，他說，世人就執著名色，執著名色是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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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來的，對不對？他，他執著名色那種貪、貪愛，那種愛著邪果，那種愛，對於那種

貪愛起執。即是說什麼？一個加行菩薩，他就會這樣說：「世人對於五蘊所成的名色

的身體，就貪愛的」這樣。「我現在就是加行，我現在就是修菩薩行，我就不應該貪

愛名色」這樣。那個菩薩就這樣說。好了。當他這樣說的時候，他即是什麼？執著有

種貪，對不對？「世人就貪著名色，我就不要」，對不對？貪，執著那種貪。貪是集

來的，集諦來的。以為這種貪是實有的，他不知道這種貪亦是空的。明不明？

小乘人就以為這種貪是實的，那這種貪、集，他現在不是說他執著那邪名色，現

在說，不是說他對名色起執，對名色起執就是前面所說的苦諦，現在他對名色而起

貪，這種貪，以為那種貪是實有的，他不知道這種貪亦是無自性的，貪亦是空的，執

著這種貪，將這種貪作為所取，取那種貪。這個加行菩薩緣什麼？愛著名色的貪，他

是緣，這些世人經常愛著名色，世人有貪的名色，於是他就有貪，「這個貪是不好

的」這樣，於是他又執著有個貪。那就變了所取，又所取執，把這個貪作為所取。貪

是集諦，對不對？他只是攀緣它貪，和上文所講的緣總集諦的總體不同。這個是緣，

緣別集。緣別集而起執，緣別集而起執，聽不聽得明？上文就緣總集，緣這個集諦的

總體，這裡就只是緣集諦中的一個貪。「執著名色」，這裡應該一撇，「謂愛著邪

果」。

第四種。緣⋯斷就說，人死如燈滅，斷，對不對？常就永遠不變的靈魂、永遠不

變的就是常。世人又有斷執、常執。那些加行菩薩就知道他不對，對不對？「那些世

人就會貪著斷常二邊，就起邪智了。這種邪智，以為是實有。世人有種邪智」，「緣

這種邪智就真的不好了，要破了」這樣。執這種邪智，又是集諦中的別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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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回本文：「貪著常斷二邊，(一撇) ，謂愛邪所知」，這裡，這個要這樣分才

行。前一行，「貪著名色」，(撇一撇)，「謂愛著邪果」；(一點一撇) ，對不對？應

該這樣。然後，「貪著常斷二邊」，(撇一撇)，然後「謂愛邪所知」；(一點一撇)。

你用鉛筆在側邊寫這個「一二三四」這樣，就容易搞。如果你不寫的，⋯就第四種

了。第五種。「於染淨法不知取捨」，(撇一撇)，「謂緣不信」；(一點一撇)，這個

第五種。這個不信是心所，即是對真理不信，對於何者是染污，什麼是染污東西，什

麼是清淨東西，他不能夠⋯⋯對於那些染污的他不能夠捨棄，對於清淨的他不能修

行。為什麼他如此？因為他有種不信心、懷疑。那世人就不信。那你一個加行菩薩又

怎樣？你就於是說，「些世人真糟糕，又不信，所以他對於染污他不能除，對於清淨

不能修」、「不好，不信」。這個加行菩薩於是就執著這個不信，對不對？有一種實

的不信。它這個別集，又是別集，緣那個「知」字是指不信，我不寫了，執那種不

信，這世人實有這種不信，有沒有問題？你有沒有問題？好。第六種，「於諸聖道不

勇悍住」，(一撇)，「謂緣懈怠」；(一點一撇) ，不是一點一撇，一句了。一句了這

裡。緣于聖道不勇悍住，怎是不勇悍住？不住於勇悍，那種懈怠，懈怠就是心所之

一，緣這種心所就執為實有，就懈怠。那些做老師的教學生，「你對聖道你都不能夠

勇往的」這樣，「所以你不進步了」這樣。當他這樣說的時候，這位老師又執著有種

東西叫做懈怠了。對不對？那以上，四種，對不對？三、四、五、六，四種。第三

種、第四種、第五種、第六種。都是什麼？都是⋯  總共六種了。對不對？緣總苦有

了，緣總集有了，是不是？緣別集有了，還欠了緣別苦，對不對？那現在就第七種。

在未讀之前，先結束前文。「此緣別煩惱爲四」，對不對？這句不用解了？

好了，下面第七種。「有漏適悅、逼迫、中容三受」一句，第七種。有漏的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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悅，「適悅」即是快樂，樂受；「逼迫」即是苦受；「中容」即是捨受，不苦不樂的

捨受，緣這三種受，而執著這三種受是實有，那這三種受不就是能取，這三種受本來

就是能取，但他現在當它是所取，「世人有樂受，世人有苦受，世人有捨受」，他就

執著那些苦受、樂受、捨受，認為實有。那些學唯識的最多這種執，執著那個心是實

有，那個心所是實有，學唯識的人最多。受，受有苦有樂的，有漏的，這個是苦諦

的，屬苦諦的。對不對？別苦，別苦之一。

第八，如何受？比如你某甲受苦，如果你沒身體你怎樣受苦？於是，就緣身體。

先看本文：「諸受所依」，又要標點，留意標點，帶著上面那句，「有漏適悅、逼

迫、中容三受」；要改作一點一撇。現在第八，就是「諸受所依」，(撇一撇)，「謂

有漏自他等」；(一點一撇)。這是第八。「諸受」，「諸受」即是苦、樂、捨三種受

「所依」，如果沒身體，那受無所依，而諸受所依那個有漏的自他，即是彼此，他、

自。執著了，你就「這是你的，那是我的」，於是執著自他為實有。加行菩薩都會

的，入定的時間他不會，一出定，會打架的。為什麼會打架？就是因為執著有自他而

已。對不對？舍利弗都會罵人，發脾氣罵人。佛座下的 1250人中，很多比丘時時會

打架的，會時時打罵的。那些後代，你看那些菩薩，爭執拗頸，對不對？達摩祖師被

別人用毒藥來毒他，為什麼？執著有漏自他。你和我不同的。又會弄出來的。加行菩

薩都會這樣的。我們看回本文：「諸受所依」，「諸受」即是三受，那個有漏的自他

裡面的，即是自己執著了它是實有，都不知道他是執著。這就第八。

第九種。一個好東西也會起執的，一個加行菩薩，他知道一切受都是苦的，凡有

漏的都是苦的。於是他起厭離心，要修行，「我就求涅槃了」。那當他修行求涅槃的

時候，他就執著「受是苦了」，一執著這個是實有，對不對？他執了都不知道的。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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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對？那樣，這種執。以上，以上三種，就是緣別苦而起的所取執。

那我們看，看回論文。「知受爲苦性」，「為」字即是「是」字解，「知受為苦

性」，(一撇)，「由此厭離」，(一撇)，「引發清淨等，緣彼」，「彼」字即是「受

為苦性」這句名言，「執爲實有」，「緣彼執爲實有受用」，這樣一句。然後另外一

個句，「是緣別苦爲三」，即是上文那裡，這是緣別苦而起的三種所取執，那以上，

是雜染的所取，以雜染為所依的所取執，一個加行菩薩尚且難免的。所以我們就切不

可，見到別人還有那種執就說：「哎啊這個不通」，不是，加行菩薩都是如此的，聽

得明嗎？看本文：「共成九種雜染所取分別」。「分別」即是執著，對不對？清淨

的，上文就九種雜染的，另外亦有九種以清淨的東西為所依而起的所取分別。下面，

下文就說，清淨的法而起的所取執。第一種⋯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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