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意思惟，留意去想，不是不想的。「若諸菩薩，即緣一切契經等法，集為一

團、一積、一分、一聚，作意思惟。」「思惟」，和我寫下來。「若諸菩薩」，若果

那個菩薩，修止觀的時候。可以不？你抄下面的，是不是？「即緣一切契經等法」；

「緣」即是觀和想；想所有「契經等法」， 即是並非某一本經，某一段，所有的。

甲經一段，乙經一段，丙經一段，只要它是講同一道理的。例如它們都是講無常的，

把各本經中你所知的一切契經等的這些法，全部撮取。並不是一段一段地剪下來，你

讀過之後用你的腦想，然後全部抽出來，此謂之「即緣一切契經等法」。「集為一

團」，把它作為一件東西。譬如講無常，把這麼多本經講無常的道理綜合為一堆、一

團。

「一積」，這個「積」字有人寫作「𧂐」，有一本經並不寫作「𧂐」，都是同一

意思，即是一堆。「一團」、「一積」。「一分」即是少少一堆。「一團」就是一大

堆，很多的；「一積」，比較少一點，不是很大；「一分」，更少一點；「一聚」，

一少撮。這即是經有多少，道理有多少，撮得有多少。把你所撮得的那一堆，所抽出

來的那一堆道理，「作意思惟」，心中起念去想、去觀這堆道理。懂得解嗎？這樣地

「作意思惟」。即如剛才所講，你說「五蘊皆空」。你把甲經講「五蘊皆空」的道理

取下來，乙經講「五蘊皆空」的道理也取下來，不論何經總之它講及「五蘊皆空」的

全部取下來。把所有經的道理取出消化，講出「五蘊是空的。為什麼是空的？由於這

些道理所以它是空的。」把它整理為一個很有道理的一段思想，此謂之「一團」。

那「一積」和「一團」又如何分別？多便謂之「一團」，少一點便是「一積」，

更少一點便是「一分」，無所謂的。只說是「一團」亦可以，這是一個解法。所以我

說葛藤多就是這個道理。有人說不是，「一團」即是無所不包的便謂之「一團」。即

是怎樣？觀它什麼都是真如現起的，任何東西的體都是真如。真如是無乎不在的，所

以謂之「一團」。又有這樣解的。到底應該怎樣？那得請你去找釋迦牟尼佛來問一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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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到底他說「一團」是否指真如了？我們現在只是這樣想而已，他老師父是否這個

意思呢？可是這答案我可不知道了。你找圓測法師他亦不知，他也不是釋迦佛。

這即是說這個無所不包的真如便謂之「一團」。「一積」又如何？一大堆，即只

是指有為法。即「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等等，指有為法。「一分」，少少部

分，有為法中的什麼？指有漏的，會苦的之類。有為法中有些有漏，有些無漏的，那

又更少一點了。「一聚」，即是只講很少的。這種講法是把真如也請出來了，你不可

不知，「一團」就是指真如。亦有這種解法。那一個解法好呢？我仍未決定，我思考

了很多年仍未能下決定。兩個解法都像，是不是？各有好處，我只可以二個都介紹，

有人這樣解，亦有人那樣解。所以我說葛藤多就是這個意思，你回去想想是不是？二

者皆通。圓測法師說「一團」即是「一積」，「一積」即是「一分」，「一分」即是

「一聚」。

它只不過是冗贅，多講數次而已，印度人說話是很冗贅的。現代的韓清淨不同

意，他認為無乎不包謂之「一團」，一切法謂之「一團」；只是有為法或只是無為法

謂之「一積」； 「一分」者即是有漏法中善的一部分或不善的一部分，善或不善，

其中的一部分；「一聚」是單講數樣東西。例如「若以色見我」，那些有色的，無色

的，那麼少的東西就謂之「一聚」。總之，你把它貫通然後作意思惟，這個是韓清淨

的解法。是近數十年才出現的，以前一向是依著圓測法師，「一團」即是「一分」，

「一分」即是「一積」，是這樣解而已。

但又這樣，韓清淨是後起之秀，他有很多解得比圓測法師更精、更嚴格。他是這

樣說，一言以蔽之把道理貫通，撇開經論，把道理取出來成為很有系統的一種思想，

這便謂之「總」，聽得明白嗎？如此便由「別」到「總」了，我們是要想的，想的時

候又要如何？他告訴你這樣地想，「作意思惟」跟著是逗號不是句號。想，想什麼

呢？想下文的內容，（卯二）（釋）思惟相，思惟的時候如何想呢？他思惟什麼？第

一，（辰一）、思惟教有三勝用，思惟那些經教有三種很殊勝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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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辰二）、（思惟教宣說善說），那些經教所講的都是善法，都是好的。思

惟兩種東西，思惟那些經教有三種殊勝的作用，和思惟那些經教宣說一切善法，無所

不說的。思惟教有三勝用，有那種勝用呢？講思惟有三種勝用分兩段，第一段是「約

真如理思惟三用」，依據真如理，即真如本體，來到思惟三種用。第二是「約菩提涅

槃，然後思惟三種用」；（巳二）、約菩提等思惟三（種）用。現在我們先讀，（巳

一）、約真如理思惟三用。他又如何？他思惟了，你看看，「作意思惟」接續下去。

「集為一團、一積、一分、一聚，作意思惟。」開始思惟了，思惟些什麼呢？思

惟下面的內容，思惟「此一切法，隨順真如」，這些一切法…… .。如何「隨順真

如」？這些一切教法，經教裏面所講的五蘊、十二處、十八界，一切都是以真如為體

的——「隨順真如」。「隨順真如」只是說說而已，你並非見到真如。再進一步…

…。「隨順真如」，這只是聞所成慧。你的聞所成慧只是說它「隨順真如」。再進一

步便是思所成慧——「趣向真如」，即是和真如又接近一點了。到最後又如何？你見

道了——「臨入真如」。思惟的結果就是這樣。下文還有「隨順菩提」、「趣向菩

提」、「臨入菩提」，是不是？還有什麼？「隨順涅槃」、「趣向涅槃」、「臨入涅

槃」。下文是這樣講的。這樣講你們便會問，羅先生，這很簡單，但你卻說很多葛

藤？問題就從此處來。

你們聽聽這一頁，第十頁。「若諸菩薩，即緣一切契經等法，集為一團、一積、

一分、一聚，作意思惟，」此處只用了逗號。思惟些什麼？思惟「此一切法，隨順真

如，趣向真如，臨入真如。」思惟這些東西。所以上文「作意思惟」後只可以用

comma，不能夠用 full stop 的，不能夠用一個圈（。）的。這個是有很大關係的，

這個是一個標點法，圓測採用這個標點法的。但到了現代的韓清淨，他又如何？

「（如）若諸菩薩，即緣一切契經等法，集為一團、一積、一分、一聚，作意思

惟。」full stop，一個圈，把這句終止了。想便可以，下面才告訴你想有何用？下

文，想有這些用處的。另外起的，是另外一句。他就另外告訴你，你這樣想這些法是

很好的。為什麼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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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你要知道，「此一切法，隨順真如」，你觀這些法你便會跟真如接近。

「隨順」，很快你先得聞慧，很快你會得真如的了。「臨入真如」，慢慢地你起思

慧，再進一步你便會證真如了。「隨順」只是順而已，「趣向」就會接近了，「臨

入」即是真正會證到真如了。這些法會令到你這樣的。即是作為另外一段解的，講經

教的殊勝作用。不止這樣，不止證到真如，「隨順菩提」、「趣向菩提」、「臨入菩

提」，那些法還可以令你得大菩提的。「隨順涅槃」、「趣向涅槃」、「臨入涅

槃」，還可以令你證入涅槃的。這些法是這樣好的，所以你要觀它。這種講法，即是

隨順什麼那些是另外一段，這個是韓清淨居士的看法。那一個好呢？就文氣而言，似

乎韓清淨講得妥當點，是不是？然則圓測法師如此博學，還不如韓清淨妥當？很難說

的，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是不是？愚者千慮，都會有一得的。現代的人不一定比古

人差勁的，所以我主張用韓清淨的。把上文的一段剪斷，另外起一段，我就這樣抉

擇。

你們各位聽眾，是否同意？你不必讓我牽著鼻子走，你自己判斷，是不是？你可

以依圓測法師，圓測法師的就用了 comma，思惟下面的內容。但我認為說它是思惟

下面的內容，並不太好。思惟如此多東西，思惟真如還可以見道，你為什麼還要思惟

菩提？你見道自然就有小菩提，一路修下去自然就有大菩提，那用現在思惟著它，是

不是？你能證入自然就是涅槃的了，為什麼還要思惟著它？你為什麼思惟涅槃？你思

惟便可以證入嗎？所以我覺得圓測法師這個講法就不及韓清淨，是不是？你想想是不

是？你不要讓我牽著鼻子走，你自己判斷。所以我說此處很多葛藤便是這個意思，這

個葛藤我就不怎麼好處理，我看過很多遍都不怎麼好處理。

何解？因為我的心很搖動，以圓測法師如此博學。這本經是玄奘法師譯的，他親

自承受玄奘法師的，他弄錯了？他會弄錯，又不怎麼合信，是不是？但依他的解法，

卻又不很順暢，又不及韓清淨的爽朗。所以完全被他的高名所鎮壓，是不是？所以很

難決定。你年輕有勇氣，我們這些血氣既衰的，就沒有這個膽量，你們青年人有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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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或許一刀切下去，「我選擇這一個，這個好。」怎樣好呢？你能夠講得出，這便

可以。你說那一個好呢？想一想，你說取那一個好？取韓清淨的好或是……。換言

之，（分別）只是那個 comma 而巳，上文用 full stop 好呢？或是 comma 好呢？你

回去想想。不只我，你們人人都會被圓測法師的高名鎮壓著，不敢下判斷。想一想，

你歡喜那一個？

同學：「不敢下判斷。」

教授：「不敢下判斷，是不是？王雪珠，你聽下來覺得如何？」

同學：「先看看下文。」

教授：「先看看下文。真的，有時高名很厲害的，是不是？ 

如果此人是普通的一個人，如果這個是演培的，我們便會棄掉。但這個是圓測

的，我們便被他鎮著，就是這個意思。」是否只有這麼多葛藤？還有，還有的，還有

葛藤的。這一段是最多葛藤的了，只是標點已經是葛藤了。我們看看上文，「若諸菩

薩，即緣一切契經等法，集為一團、一積、一分、一聚，」剛才有兩個解法，一個是

圓測法師的，「一團」即是「一積」，「一積」即是「一聚」，釋迦佛比較冗贅而

已。很簡單的，是不是？韓清淨卻解釋得比較繁瑣，不繁瑣亦解得它很繁瑣。「一

團」和「一積」是不同的，「一團」是最大的，這是指真如；「一積」是小一點的；

「一分」又小一點的；「一聚」又再小一點的。

如此他又好像把不繁瑣的弄至繁瑣，所以王聯章，王雪珠的哥哥，王聯章有一次

跟我講，韓清淨的有時真的很討厭。他說別人怕深而看韓清淨的注，誰知他的注有時

把不深的弄至深。是的，本來別人是很簡單的，他卻弄至四個都不同，這便令人覺得

很麻煩了。圓測法師又如何？圓測法師認為「一團」是真如，「一積」都是真如，

「一分」又是真如，「一聚」都是真如，不過釋迦佛比較冗贅而已，總是指真如。總

相是總什麼？總至真如為止的，什麼都是真如。何解呢？「少少法」都是真如，什麼

都以真如為體嘛，由觀那東西而了解它。譬如觀五蘊是空的。五蘊是空的，五蘊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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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蘊是空，受蘊又空，想蘊又空，行蘊又空，識蘊又空。

色蘊之中五根又空，五境又空，全部都空。全部空掉之後便空空洞洞，什麼都沒

有嗎？不是，全部空掉之後，有一個空即是無自性，無自性之性。用無自性之觀所揭

露的，所撇除一切執著，那個才是真如實性，那個並不是無的。那個真如實性，那個

才是真如。你觀五蘊，觀到最後就是剩下真如，是不是？你觀十二處，最後亦是剩下

真如。縱使你修密宗，你觀大威德或什麼，觀到最後都是以真如法身為體的。最後那

個都是真如，那些什麼眾生便是真如，那用這麼多不同解釋，真如便是了。即是觀，

借五蘊等為橋，到最後達到觀真如，一切都是真如。

得到真如的時候，知道真如是無相的，於是排除一切相。就是這樣，按照圓測法

師就是這樣解。我給你讀他的解法，他是這樣解這一句的。「集為一團、一積、一

分、一聚」這一句，他如何解呢？我讀它：「此中意說」，這一段經的意思是這樣。

如何說呢？「謂緣一切契經等法，集為一團，作真如解，而修止觀」，聽到嗎？即是

說一個修止觀的人，要想、觀，觀什麼？觀「一切契經等法」，不論何經也好，它所

講的任何內容也好，我們把它集為一團。何謂一團？這堆東西不外都是真如所顯現

的，以真如為體。「作真如解」，不論你如何分析解構，這個都是真如。

這樣來修止觀，觀那個無相的真如。如果這樣地觀，就「名（為）緣總法止

觀」，而不是緣別法止觀。看到嗎？這個是圓測法師的講法。為何要這樣解呢？他解

釋其理由，「謂大乘教中所說，一切法皆真如為性」。即是說因為大乘教法中是這樣

講的，一切法都以真如為體性。所以觀總相，你縱使暫時未觀，最後還是要觀到真

如。好了，這便得出了結論。「故緣真如時」，所以一個修止觀的人，當你觀到真如

的時候。「即是解了一切法性」，即是你明了一切諸法的實性。若然如此，「緣一切

法時，即是緣真如」，當你觀一切契經所講的一切法時，即是觀真如。另外這樣解

法，你看看這幾句回去看下，由這裏看到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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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羅公，『一切契經等』是包括些什麼？很多的？」

教授：「嗄？所有三藏十二部經一整套。」

同學：「即是要看完一整套，然後才……。」

教授：「總之整套《大藏經》，十二部經嘛。契經、應頌……，所有全部經裏面都有

一個一個主題的，拿出一個主題就謂之別法。」

同學：「羅先生，做到這一點不就要很長時間？」

教授：「做到怎樣？」

同學：「如何能看到『一切契經等』？」

教授：「他說這樣你便會見道。」

同學：「看完才見道。」

教授：「不是，不是看完。他沒有要你看完，他說就你所受的。整套《大藏經》你只

讀了十本都可以，可能五本都可以，總之是你所得的，你所受的嘛。『如所受

所思』；『如』即是依照；依照你所讀過的，你把它來想過的。是不是？這位

老法師，他就直接了當，這個是真如。」

同學：「羅先生，其實即是觀法的時候，不論你的範圍大小，到最後一定都去到真

如。」

教授：「你由小將來也是要做大的，大至無量就是真如，不觀真如不能見道的」

同學：「如此看來，那個標點是逗號比較好點了。如果是這樣解的話，那個標點應該

是逗號而不是句號。」

教授：「應該『一撇』（逗號），是不是？」

同學：「應該『一撇』。」

教授：「接照圓測法就是『一撇』；韓清淨則要斬斷它（分兩段）。不過『一撇』的

下文是這樣，你『隨順真如』是可以的，但一會兒又有『臨入涅槃』、『臨入

菩提』，這麼多你怎麼辦呢？如此多葛藤又如何處理呢，是不是？」

同學：「他的意思會否是，當我們修觀的時候……。」

教授：「他並沒有叫你觀涅槃，也沒有叫你觀菩提。他說思惟，思惟那些東西。如果

思惟的時候，也要思惟涅槃、思惟菩提，那豈不是很麻煩？」

同學：「會不會思惟菩提即是思惟功德那些呢？因為你思惟功德的時候，到了最後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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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功德無自性的時候，都是趣入真如。」

教授：「按照他就是這樣。」

同學：「他這樣解會變作亦能解得通。」

教授：「按照圓測法師就是這樣。可能證真如是『證體』，其餘的是『起用』。可能

是這樣，但會否『嚕唆』了一點呢？但圓測法師是親承玄奘法師的，不可不

知。可能真的是當時印度人的解法，玄奘法師一定不會解錯的，他親自在印度

聽聞，他聽戒賢論師講的。他聽過兩次，戒賢論師第一次講了三個月。不對，

第二次講了三個月，第一次講了不知半年或多長？給玄奘法師講了一整套《瑜

伽師地論》，而《解深密經》是《瑜伽師地論》的一部分。」

同學：「他幾乎全部引入去。」

教授：「這幾句經如此難解。圓測法師和玄奘法師十分友好，他不用什麼，因為大家

本來是師兄弟。後來師弟見到玄奘回來，以他作為老師，師弟尊師兄為老師而

已。玄奘對弟子中，對他算是最客氣的了。他有什麼都問的，他看所講的話

『三藏法師為乜乜』。如果是難解的，他一定問玄奘法師的。他沒有問而直接

解的話，必然……」

同學：「即是他很 sure 了。很 sure 是玄奘法師這樣給他講的。」

教授：「可能是玄奘法師……。」

同學：「可能是玄奘版本。」

教授：「所以因為這樣，所以我就不敢不要他就是這原因。」

同學：「玄奘版本，原來 original 是這樣解法，original 應該是這樣解法的。」

教授：「不過這個解法亦通，是不是？但就『嚕唆』了一點。韓清淨就好像解得很爽

朗，雖然是爽朗，但是否玄奘法師當時亦是這樣解呢？即是保證力就沒有那麼

大。圓測法師的講法，保證力就強一點。」

同學：「但他解的前一段是簡，後一段則是繁。如果你用韓清淨的解法，前一段是

繁，後面就簡單。即是一人有一段是好的。」

教授：「是的。總之那個標點是 comma 或 full stop 呢？你自己回去思考好了，是

不是？兩個都有道理。這個葛藤已經……」

教授：「第十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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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學：「十二，（巳二）。（巳二）未講。」

教授：「啊！這樣。」

由第十頁重覆一下。第十頁由第一行起。（子一）、問。彌勒菩薩問釋迦佛，他

怎樣問呢？此處分兩段，（丑一）、（丑二），兩段都是他問的。（丑一）、舉所依

教，舉出釋迦佛自己的教法來到問釋迦佛。你看看，「慈氏菩薩復白佛言」，彌勒菩

薩再問佛了。他如何問呢？「世尊！如說緣別法奢摩他、毗缽舍那，復說緣總法奢摩

他、毗缽舍那。」這段的意思是：世尊！依據你的講法，你說有兩種奢摩他、毗缽舍

那。「奢摩他、毗缽舍那」是要連著讀的，奢摩他即是止，毗缽舍那是觀，即是六

（七）個字一連讀作一個字。

「如說」；「如」字即是依照；依照你所言。你如何說呢？你有一種緣別法；

「緣」字解作觀；觀那些別法。「別法」即是特別的法，少少一樣東西的法謂之「別

法」，你如果譯作英文就是 particular。緣一種特別的法。為何特別的法呢？因為經

裏面有時只講五蘊，有時只講四念住，有時只講無常而沒有講苦，沒有講空，沒有講

無我的；有時就講兩、三個道理，而不講其他，是這樣的。這些都是什麼？都是局於

一部分，限於一部分。那些限於一部分的經教、教法，就稱為「別法」。「緣別法奢

摩他、毗缽舍那」，即是觀那些別法的止觀。那些是觀別法的止觀？譬如佛說人身是

不淨的，你只是觀它，只是觀不淨觀，又不觀無常，又不觀無我，什麼都不觀，只是

觀不淨。

「緣別法」，常常觀那些各別的，有限度的，一樣的法來修止觀。懂得嗎？「復

說緣總法奢摩他、毗缽舍那」，釋迦佛在其他地方又這樣講，說有些止觀是緣總法，

觀總法的。「總法」，「總」字即是什麼？總合，是不是？general，是不是？一整

堆東西的意思。你又說有些止觀是觀總法的。如此，何謂緣總法？我給你舉一個例

子，譬如你讀《心經》，講五蘊皆空。但你讀《大般若經》裏面又講五蘊皆空，是不

是？在另一本經裏面又講及五蘊空的，很多經都講五蘊空的。你觀的時候，並不是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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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心經》的五蘊皆空，亦不是只觀《大般若經》的五蘊皆空，而是所謂五蘊皆空的

那種道理，全部綜合在一起來到觀，不管它是那一本經的，只要是講五蘊空的，你就

把它綜合在一起。

那時你這樣觀亦不是只依《心經》，亦不是依《大般若經》，亦不是依其他的

經，總之是觀佛講的這一句，這一種道理。這便是總法。來到此處，我們要留意，當

你觀別法來到修止觀的時候，就必然依著一本經的，是不是？依著一本經的文字，是

不是？你不能夠離開那本經的文字。但是緣總法，當你觀總法來到修止觀的時候，你

又不是依這本經，又不是依那本經，就變了你不能夠把那麼多本經的文字全部取過來

的，這就變了只是依一句話「五蘊都是空的」，即是依這句說話。這句說話既不是第

一本經，亦不是第二本經，亦不是第三本經，這句說話只是一種道理而已。明白不？

即是抽象化了。緣總法就是如此。好了，緣總法和觀別法，明白嗎？明白不？這個明

白了。

總法有小總和大總之分，何謂小總、大總？總法有三種，一種是小總，一種是大

總，一種是無量總。何謂小總？譬如講五蘊，所有經裏面講五蘊的都取過來，這便是

小總。大總又如何？不只五蘊，所有佛說五蘊、十二處、十八界全部有關空的通通取

過來，都是空的。這便更總得厲害了，是不是？所有釋迦佛講的，你所想過、見過

的，你都全取過來觀。全取過來觀就很多內容的了，是不是？很多內容又如何？你就

這樣，內容雖然多，不外是什麼？是聲音而已，是不是？是聲音、名句、文字，不外

是這堆東西而已。而聲音、名句、文字是什麼？名句那些通通是假的，聲音就是實

的。其實聲音也是假的，是我們的心變的，我們的識變的。聲音也是我們的識變的，

不外是我們的識而已，是不是？如此，一切東西都是識而已，這就變得入了唯識觀，

是不是？再進一步就如何？識亦是假的，唯識的識亦是假的。

所謂識不過是真如體上的一種用，一種屬性而已，其實一切東西的實質只有真

如，什麼都沒有，全部都是假的。真如又如何？真如是無相的。那時你只是觀著無相

真如。這種總法就是真正的大總了，是不是？不只大總，釋迦佛這樣說，我就是觀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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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了。再進一步，不只釋迦佛這樣說，釋迦佛所講的這套道理，所講的內容不外是真

如。一切諸佛，包括阿彌陀佛、藥師佛、什麼什麼佛所講的內容不外如是，都是真

如。真如是無相的，無限量的，無份量的，凡有名言都是不對的，不可說的而又不是

無的，非有亦非無的那個真如。那時猶如無邊無際，那時便是無量總了。你想見道就

在大總和無量總中見道。觀別法不能見道的，你想見道一定是觀總法，然後才見道

的。

此處他就問了，釋迦佛，一時你又教人觀別法就可以了；有時你又說只觀別法是

不行的，要觀總法的。到底是什麼道理呢？明白嗎？下面釋迦佛答，不對。他舉出釋

迦佛說了兩種道理，現在我問了——依教法問。怎問呢？你看看，「云何名為緣別法

奢摩他、毗缽舍那？云何復名(為)緣總法奢摩他、毗缽舍那？」怎樣修才是修觀別法

的止觀呢？又怎樣修然後才是修觀總法的止觀呢？提出兩個問題。下面釋迦佛答了，

先答何謂緣別法的止觀，然後再何謂緣總法的止觀？ 你們看看，（丑一），答緣別

法的止觀。你看看，「佛告慈氏菩薩曰：」

教授：「有沒有？你有沒有？你沒有帶來。聽到不？」

同學：「聽到。」

教授：「你呢？你有沒有帶？沒有。最好你找一個小的、薄的 file 來聽課，有時你要

揭回以前第幾頁會有的。

如果你只是來到此處取的話，你便會很吃虧了，你找不到，是不是？你有沒有？

又是沒有。」「佛告慈氏菩薩曰：」佛答了。「善男子！若諸菩薩緣於各別契經等

法，於如所受所思惟法，修（緣）奢摩他、毗缽舍那，是名緣別法奢摩他、毗缽舍

那。」

佛對彌勒菩薩這樣說，他說善男子！「若」即是若果；若果那些菩薩。「緣於各

別契經等法」，他觀，觀什麼？「緣」即是心想著，想著什麼？想著「各別契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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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各別」？他此處是各別契經，各別等法，是不是？「各別契經」又如何？一本

經，是不是？某一本經，不是每一本經的內容。「各別契經等」，「等」是什麼？契

經、應頌、記別、諷頌等十二類。有些經只是有契經而沒有應頌，是不是？有些經就

什麼都有。總之，一本經也好，一段經也好，不外是這十二部分。其中有些是十二類

齊全，有些只是得一種、兩種，有些只是得一種；譬如《心經》只是得一種。各別

的，總之一種。各別的類，十二類之中隨便一類，這就是「各別」。

第二、每一類之中都有很多種經的，每一類之中有某一本經，是不是？這又是

「各別」。某一本經之中的某一段，又是「各別」，是不是？某一本經裏面講很多種

東西，現在是某一種，又是「各別」。這個「各別」可以有不同的層次分類，聽得明

白嗎？「緣於各別契經等法」，想著各別的契經，你可以說即是三藏十二部裏面某一

個課題，是不是？某一個…………想，即是修觀，毗缽舍那。「緣於各別契經等

法」，那麼多經又如何？一些經你未看過的。

他說不用，「於如所受所思惟法」；「如」者依照；「受」即是聽過的； 「思

惟」即是想過的；依照你所曾聽過的，所想過的，想通的。「所受」即聞所成慧；

「所思」即思所成慧。依照著聞所成慧，依照著思所成慧，現在去修，想求得修所成

慧，是不是？修奢摩他，修毗缽舍那。如果他這樣，這個菩薩如果這樣修，我們便稱

這個菩薩是「緣別法奢摩他、毗缽舍那。」他所修的是緣各別的，某一個主題的法來

到修奢摩他、毗缽舍那。明白不？是否今天講的，你聽得明白一點？我想這一段比較

艱深，我給你們複習一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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