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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點複習 

昨天我們討論到「一般人所認知的苦樂」，這種苦樂稱為有漏的苦樂。當時我們

是從「由觸生受」的角度去分析這個部分。所謂的「由觸生受」，觸是因，受是果。

既然如此，在什麼階段下可以稱為觸？根、境、識三者和合稱為觸。這三者當中，境

是外在，根與識是內在，在這三者和合之後會產生受。「受」又分為根知的受與意知

的受。 

 

所謂的「根知」，是指感官的認知，或稱為感官知覺；簡單來說，就是五根知。

五根知有其感受，五根知的感受在形成之前，也需要根、境、識三者和合，這時候的

根、境、識可以解釋為生起五根知的三緣。生起五根知的三緣與生起「五根知的受」

的三緣是一樣的。這當中的「根」，指的是生起根知的增上緣，「境」──生起根知

的所緣緣，「識」──生起根知的等無間緣。在三緣聚合之後，生起五根知的同時，

也會生起五根知的感受。這個部分是屬於根知的感受。 

 

另外一個層面──意知的感受。相同的道理，意知的感受與意知同時形成；既然

如此，在意知形成之前，也需要具備根、境、識。這時的「根」指的是意根──意知

的增上緣；境──所緣緣（若是分別的意知，則沒有所緣緣，但仍需要有某個境）；

識──等無間緣。這三者聚合後則會形成意知；在意知形成的當下，也會有其感受現

起。 

  2.我們只想改變境的三種可能 

雖然形成感受的因緣有三個，但在這三者當中，我們始終試著在境上作出改變。

為什麼我們會作這樣的選擇？這有幾種可能性：第一種可能性，我們根本不知道可以

在根與識上作出改變，所以我們選擇在境上作出改變。 

 

第二種可能性，即便我們知道，但我們有獲取快樂的急迫性，「雖然我知道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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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根和識，但畢竟要改變根和識需要花很長的一段時間，而我當下就想要快樂。」

所以這時我們會認為改變境是比較快的選項。 

 

第三種可能性，放眼望去，多數人都採用這種方法，所以我們也跟著做，久而久

之成為了習慣。我們習慣在境上作出改變，理由是「幾乎所有的人都是如此」。如果

在我們的生活周遭有三分之一的人是選擇在根與識上作出改變，而且那些人的確比其

他人快樂的話，這時我們的選擇應該會有所不同；但問題是，目前看起來似乎不是如

此，放眼望去，所有人的作法都是相同的，都是在境上作出改變。所以我們試著模仿

別人，我們先設定一個目標──「他是我要模仿的對象，他怎麼做我就跟著他做。」

所以我們看別人怎麼活，接著活給別人看。這也是一種「傳承」──經驗的傳遞，只

是這是不好的傳承，是不是？ 

 

以上我們說有幾種可能性：第一種，我們不知道根和識可以改變；第二種，即便

知道，但我們有獲取快樂的急迫性，所以沒有時間慢慢去改變我們的根和識；第三種

情況，放眼望去多數人都是在境上改變，所以我也應該照辦。這些理由聽起來似乎能

成為我們只在境上作出改變的原因，甚至我們會認為自己的行為可以被原諒；但不管

怎麼說，最終的結果就是無法令人滿意，最終的結果還是苦。當我們發現自己費盡心

力、時間、體力所追求的快樂，最終的結果竟然只有這樣，我們苦不苦？苦。為什麼

苦？因為我們對於那個結果不滿意，不滿意的感受本身就是一種苦。 

 

所以當有人問我們快不快樂時，我們很少人會回答「我很快樂」，這表示我們對

於自己目前的現狀不滿意，在那當下，那種感受也是一種苦。當我們發現自己在面對

這個境時，內心的感受是不滿意、是痛苦的，這表示我們在這一點上必須作出改變。

上述的那幾個理由，說實在的，聽起來都不合理；即便聽起來合理，但最終的結果還

是令人不滿意。既然如此，就應該作出調整。這是第一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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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聖者與凡夫如何看待世間樂 

第二個部分，我們是提到苦諦分為苦苦、壞苦、行苦。所謂的「苦苦」，指的是

一般人不想面對的痛苦，這一點容易理解；「壞苦」指的是一般人想追求的樂受；而

「行苦」指的是苦苦與壞苦的所依處。換句話說，我們所遭遇的苦苦與壞苦都源自於

行苦。 

 

昨天我們針對壞苦作了討論：在人世間，我們所認知的快樂是什麼狀態？前苦由

大漸減、後苦由小漸增時的感受，我們認為這種感受是樂受；但這種感受是不是自性

樂？不是。為什麼不是自性樂？因為隨著時間的延續，這種樂受不會逐漸增強。在此

我們先不討論佛的狀態；所謂的「自性樂」，在《講記》裡最主要強調的是隨著時間

的延續，那種樂受會逐漸增強。 

 

所以我們所認知的世間安樂是不是自性樂？不是。但那種感受是不是樂受？（學

員：是。）然而它的本質是不是快樂？（學員：不是。）為什麼它的本質不是快樂？

因為它的本質是前苦由大漸減、後苦由小漸增的一種感受，而我們只是將這種感受視

為「樂」罷了。實際上是什麼？實際上是苦。我們是不是可以為它取名為「小苦」？

苦苦稱為大苦，壞苦稱為小苦，因為在解釋壞苦時，就是將它解釋成前苦由大漸減、

後苦由小漸增，是不是？  

 

當我們在討論壞苦時，如果是從「前苦由大漸減、後苦由小漸增」的角度去解釋

的話，實際上，相對於之前的苦苦（大苦），它可以稱為小苦吧，是不是？所以我們

把小苦視為樂，這種認知到底是正確的還是不正確的？在感受上，我們的確會有一種

苦減輕的感受，那對我們而言就叫快樂；但從聖者的角度來看，聖者會認為「他的苦

減輕了，但是他還是苦」，是不是這樣？同樣一件事，從凡夫的角度，我們認為那是

樂；從聖者的角度，他認為那是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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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一點，我們舉一個例子：有個流浪街頭的人，他完全找不到棲身之地。如

果有位善心人士願意提供一間簡陋的房子給他住，對他來說，他的感受為何？快樂。

「至少這間房子能夠讓我遮風避雨，這比我流浪街頭要好太多了！」從他的角度，他

會認為當下的感受是樂受；但對於住在豪宅的人而言，他怎麼看這件事情？「你從流

浪街頭的狀態住進了那間破爛的房子裡，的確，這比你之前的狀態要好多了，但你住

在那種地方還是很苦。」請問：這兩個人的認知，誰的對、誰的錯？  

 

搬進那間簡陋房子裡的流浪漢，他心中會有一種樂受；但是對於住在豪宅的人而

言，他會認為：「即便你搬進去那棟房子裡，那也不怎麼樣。」從他的角度，他會覺

得那也是一種苦。誰的認知是對的？有沒有可能兩個人的認知都是對的？還是這時我

們要說那個流浪漢的認知是錯的？那個流浪漢的認知應該不是錯的。 

 

如果那位善心人士不只提供簡陋的房子，他還提供了豪宅讓那位流浪漢挑選，但

那位流浪漢因為太久都沒有地方住，當他一看到那棟簡陋的房子時，他就認為「這是

最舒服的一棟房子」，請問這樣的認知是正確的嗎？如果沒有其他的比較對象，我們

可以說他原先的認知是正確的，但如果有一個比較的對象呢？ 

 

對於一般人來說，如果我們是那位流浪漢，有人提供一間簡陋的房子，我們住進

去心中會有樂受，這一點確定，這樣的感受應該沒有問題。但如果對方提供了兩間房

子，另外一間是豪宅，這時因為我們太久都沒有地方住，一看到簡陋的房子馬上跑進

去，而認為這一間是這兩間當中較好的房子，這樣的認知有問題吧。因為的確有另外

一間更好的房子，只因為我們太心急，太久沒有地方住，或是當下我們拉肚子，急需

廁所，而簡陋的房子離我們比較近，我們就心想：「那我就先衝進去。」然後看看它

的設備，雖然有點簡陋，但是應有盡有，感覺也不錯，我們就住了進去，之後就不想

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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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情況下，兩間房子相比，如果我們認為簡陋的房子是比較好的房子，這

樣的認知有問題；但如果完全沒有比較的對象呢？如果完全沒有比較的對象，我們原

先的認知應該是正確的。雖然從住豪宅的人的角度來分析，他會覺得苦，但是我們覺

得樂。同樣的例子，世間當中「前苦由大漸減，後苦由小漸增」的狀態，實際上是小

苦，但對於輪迴的我們而言，我們認為那是一種樂，我們覺得這種感受是樂受。其實

我們很難否定這種認知是正確的，「我覺得快樂。」這種認知有什麼錯？這種認知應

該沒有錯；但從聖者的角度，聖者怎麼看他？「他把小苦執為樂。」是不是？ 

 

這就跟我們之前所提到「執繩為蛇」的例子一樣。對於執繩為蛇的當事人而言，

他不認為自己執繩為蛇，他認為：「我看到的就是蛇。」但從旁觀者的角度呢？「他

把繩子看成蛇。」相同的道理，「前苦由大漸減、後苦由小漸增」的那種狀態，我們

認為是樂受，但我們是把苦執為樂嗎？從我們的角度，我們不認為自己把苦執為樂；

但從聖者的角度呢？聖者認為：「的確，他的苦有減輕沒錯，但他的狀態只是把小苦

執為樂。」 

 

更進一步的，如果有更大的樂存在於這個世間上，如果有更大的樂值得我們去尋

求，即便我們知道，但我們還是執著輪迴中的安樂，我們認為輪迴中的安樂是最殊勝

的，這樣的認知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要說這樣的認知是正確的，似乎有點勉強，是

不是？對於這個問題，可以從以上這幾個角度去思考。 

 

所以在佛經中曾提到：「輪迴如針尖，永無少安樂。」身處在輪迴中，就如同是

坐在針尖上，沒有任何的快樂；這是從佛的角度、從聖者的角度去分析。在輪迴中，

眾生所遭遇的，要不就是苦苦，要不就是壞苦；換另外一個名稱，要不就是大苦，要

不就是小苦，反正通通都是苦，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在輪迴中沒有安樂。但如果從

我們的角度呢？雖然我們覺得輪迴很苦，但又認為輪迴中也有值得我們眷戀的快樂；

直到現今我們生不起出離心的原因不就是如此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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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們提到兩種情況：一種是我們完全不知道有比輪迴的安樂更好的快樂；另

外一種──即便我們學習了佛法，我們依稀彷彿地知道一些道理，但我們還是執意追

求輪迴的安樂，並且視這種樂為最好、最殊勝的樂。可以從這個角度去思考上述的問

題。 

  4.從三階段思惟壞苦改變現狀 

在思考壞苦時，可以從三個階段去思考：壞苦形成之前、壞苦形成的當下以及壞

苦形成之後。壞苦形成之前，我們要想的是：「我為了追求這樣的快樂，我要付出多

少的時間與心力？」第二個階段，在壞苦形成的當下，「我所得到的快樂，這個結果

與我付出的能否成正比？」在壞苦形成之後，再問問自己：「這個結果到底能維持多

久？」 

 

在思索這幾個問題之後，我們心中應該會有一個不同的聲音冒出來：「我付出了

這麼多時間、體力，所得到的結果卻是微不足道，甚至轉眼即逝；那到底有沒有一種

快樂是我付出了時間、體力、心力之後，最終能夠有一個美好的結果，重點是它能一

直維持下去的？」在思索了上述那幾個問題之後，應該會有這個想法出現：「畢竟我

想要得到那個結果，所以要我付出──理所當然。但現在的問題是：結果與付出能不

能成正比？」 

 

所以要先思考的是：我付出了這麼多，最終能不能有一個美好的結果？而那個結

果能否一直維持下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這時我們應該勇敢地告訴自己：「它就是

我追求的目標，為了達到那個目標，即便要花再多的時間、心力，我都在所不惜。」

此時，離苦得樂的目標不同，我們對它所生起的希求不同，我們所採用的方法必然也

不同。這時我們的生命才有可能出現改變，不然我們始終在原地踏步。 

  5.用壞苦取代苦苦的惡性循環 

我們對於苦苦與壞苦作一個總結。我們把苦苦跟壞苦一併思考，分成兩個階段：



7 

「剛形成時」、「持續下去」兩個階段。先探討苦苦。苦苦在剛形成的時候，對我們

而言，我們認為那是苦；如果苦苦持續下去都沒改善，我們就會越來越苦。這時我們

採用什麼方法減輕苦苦？用一個壞苦去取代它；我們所採用的方法都是如此，為了降

低苦苦，這時會生起一個壞苦。 

 

壞苦剛形成時，對我們來說那是一種樂受，但壞苦持續下去，樂受會逐漸降低。

在樂受逐漸降低時，這代表苦苦由小漸增，另外一種苦逐漸形成。當另外一種苦形成

之後，我們又採用什麼方法？設法再用另外一個壞苦去取代它。而在壞苦形成的那一

瞬間，我們覺得快樂；持續之後，又開始感覺不怎麼快樂，樂受降低，形成另外一種

苦苦；再用另外一種壞苦去取代它。各位有沒有發現，我們一直設法用壞苦去取代苦

苦，但取代的那個壞苦又會形成另外一個苦苦，這是一個惡性循環。請問：這個惡性

循環什麼時候會終止？如果我們所使用的方法都沒有改變，這個惡性循環根本沒有終

止的一天，這也是另外一種輪迴。 

 

舉一個例子：有些人肚子餓，為了解決肚子餓的苦，他想要吃東西，吃飽了之後

又怕胖，所以他跑去催吐，把吃下去的東西吐出來；吐出來之後，肚子又餓，餓了又

想要吃東西；吃完東西又怕胖，又去催吐；吐完之後再吃，吃完之後再吐。這個例子

各位聽起來覺得很好笑，對吧？我們在做的事情跟這個例子有什麼不同？沒有什麼不

同；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如此，只不過我們或許不怎麼在意自己的身材會不會變胖罷

了，所以吃得再多也無所謂。但這個例子要告訴我們的是什麼？那是一個惡性循環；

一直想方設法用壞苦取代苦苦的這個方式是一個惡性循環。 

  6.行苦是苦苦與壞苦的所依 

以上，我們介紹的是苦苦與壞苦。接著，當我們對於苦苦與壞苦生起了厭離；所

謂的「厭離」指的是什麼？「苦苦，我不想要；壞苦，我也不怎麼想要。」這表示我

們對於壞苦產生了厭離，雖然還不到出離心的境界，但透由仔細地思索，至少我們對

於苦苦與壞苦生起了些許的厭離。進一步思索：苦苦與壞苦源自何處？追根究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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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會發現苦苦與壞苦都來自於行苦，所以行苦是苦苦與壞苦的所依。 

 

如果行苦是苦苦與壞苦的所依，而這當中的行苦指的是我們的蘊體，就表示我們

的蘊體是苦苦與壞苦的所依、是苦苦與壞苦的來源。換句話說，有這個蘊體，就有苦

苦與壞苦；沒有這個蘊體，就沒有苦苦與壞苦。所以現在問題的關鍵應該鎖定在行苦

──我們所獲得的五蘊上，五蘊是眾過的根源。 

 

舉一個例子：在野外，獅子會捕食羚羊、斑馬、水牛等動物。從旁觀者的角度，

當我們看到獅子在追捕羚羊，最終把羚羊吃掉，我們會覺得那一幕很殘忍，甚至會覺

得羚羊很可憐。的確，從某個角度來分析，羚羊值得同情，但會發生這樣的事情，難

道問題的關鍵只出在獅子身上嗎？如果牠沒有羚羊的軀體，而只是一隻螞蟻，這時獅

子還會把牠吃掉嗎？不會。 

 

獅子之所以會把牠吃掉，主要的關鍵是因為牠擁有羚羊的蘊體。就是因為有那個

蘊體，獅子才會選擇把牠吃掉；如果牠擁有的是螞蟻的蘊體，牠不會被獅子吃掉，牠

只會被食蟻獸吃掉。但食蟻獸會不會吃羚羊？不會。所以獅子會吃羚羊、食蟻獸會吃

螞蟻，問題不在於獅子，也不在於食蟻獸，真正問題的關鍵是在羚羊和螞蟻本身。為

什麼牠們在投生時要選擇那樣的軀體？是不是應該從這個角度去分析比較合理？雖然

我們在對境時都會覺得獅子很殘忍，但所有的錯都在獅子身上嗎？不是；雖然牠把羚

羊吃掉，牠造了惡業，但問題是：誰讓牠造這個惡業？是羚羊讓牠造的。 

 

或許這樣的分析，有些同學會覺得：「怎麼會是羚羊讓牠造的？那明明就是獅子

本身的業、習氣、煩惱所造的。」但我在此所要強調的是：如果當初投生在羚羊軀體

當中的那個意識，不是選擇那個軀體去投生，牠就不需要面對那個結果。牠之所以會

遇到那個問題，就是因為當初牠在選擇投生處時，牠的意識跑進了羚羊的父精母血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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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所以牠長大之後，自然就變成了獅子的食物；如果牠進到的是螞蟻的軀體裡，牠

會不會成為獅子的食物？不會。牠之所以會成為獅子的食物，問題的源頭不在獅子，

而在牠自己，因為如果牠的意識不進到羚羊的軀體當中，就不會有後續的這些問題。

這樣分析合不合理？這樣聽起來，當我們看到獅子把羚羊吃掉時，我們心中就會想：

「你活該！誰叫你當初投生時沒有好好選擇。」我們不會想要同情牠。有時在理性地

分析過後，我們心中的慈悲似乎會減低，不過這只是「似乎」。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分析：為什麼牠的意識會進到羚羊的父精母血中？牠是心甘情

願的嗎？不是，牠是被迫的，牠所造的業跟煩惱就像一把利刃架在牠的脖子上：「你

一定要給我進去。」牠不得不進去。如果從這個角度來分析，牠值得同情，是不是？

所以看你從什麼角度去思考。 

 

從這個例子我們要說明的是：我們所有的問題都跟我們所獲得的蘊體有關。對於

這一點，我們必須認同，也不得不認同，因為事情的真相就是如此。 

  7.如何依次思惟取蘊的過患 

關於這個部分，請翻到《略論講記》第二冊的第 33 頁。請先看到第一行：「八

苦當中，主要思惟的是『取蘊』的苦。」在介紹八苦時，說明完前面的七苦之後，最

後作了一個總攝：在八苦中主要思惟的是「取蘊」的苦。「我們的蘊體是在業和煩惱

的束縛下所取得的，所以稱為『取蘊』。」取蘊當中的「取」指的就是業和煩惱。我

們是在業和煩惱的束縛下取得這個蘊體，所以這樣的蘊體稱為「取蘊」，也稱作「輪

迴」。 

 

平時在討論輪迴時，多數人的直覺反應：「我所處的環境稱為輪迴。」例如：六

道輪迴；但實際上那只不過是我們輪迴的環境。真正的輪迴指的是什麼？輪迴真正的

意思是：既是補特伽羅的相續所攝，又是業和煩惱的產物。現今我們所處的這個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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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不符合這兩個條件？不符合。它不符合哪一個條件？它不是補特伽羅的相續所攝。

補特伽羅的相續所攝，如果略略區分，只有身體與心，所以五蘊強調的就是身、心這

兩部分。因此，外在的環境是不是補特伽羅的相續所攝？不是。外在的環境能否稱為

輪迴？不能。外在的環境或是外在的器世間，頂多稱為「苦諦」，但不能稱為輪迴。

苦諦與輪迴的關係是三句，這一點我們之後會討論。總之，輪迴必須符合兩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它是補特伽羅的相續所攝；第二個條件，它是業和煩惱的產物。 

 

「現今我們所承受的一切痛苦，都是來自這個蘊體，因此在思惟輪迴的痛苦時，

要把焦點放在取蘊之上，這對於策發出離心會有很大的幫助。」雖然要把焦點放在取

蘊之上，但如果我們對於苦苦、壞苦的感受不夠深切，我們會不會進一步把問題歸咎

在取蘊上？不會。苦苦不談；如果我們對於壞苦生不起出離，我們不覺得自己的現狀

需要作出調整，我們就不會進一步地想要去探索問題到底出在哪裡。所以在把焦點放

在取蘊之上前，應該先思惟：壞苦或是世間的安樂，真的如同我所想的那麼好嗎？如

果不是，問題到底出在哪裡？這樣的思惟才合理。而不是對於壞苦完全沒有出離的感

受，直接跳到取蘊或蘊體，那是生不起出離的感受的。 

 

為什麼我們要花時間特別介紹壞苦？當我們發現：「我付出了這麼多，結果只有

如此，而且才維持幾分鐘，這樣的結果是我想要的嗎？」如果不想要，進一步思考：

「問題出在哪裡？」所以《講記》中提到了：「在思惟輪迴的痛苦時，要把焦點放在

取蘊之上，這對於策發出離心會有很大的幫助。」 

 

下一段，我們直接看解釋，因為原文的字句幾乎都在解釋當中。「思惟取蘊的苦

可以分為五個部分：一、取蘊將成眾苦之器。」怎麼解釋這段話？「獲得蘊體之後，

由於煩惱，便會再次造下流轉輪迴的業，這將成為來生受苦的因緣。」這是從獲得取

蘊之後，將來會成為眾苦的所依處的角度來分析。簡單來說，在獲得取蘊之後，將來

會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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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問題來了，在獲得取蘊之後，將來會苦，意思是在獲得取蘊的當下就快樂嗎？

不是。獲得取蘊之後，因為煩惱而造業，將來會受苦，但在獲得取蘊的當下，也會受

苦。對此，文中提到：「二、取蘊成已，眾苦所依之器。蘊體形成之後，不僅會造下

來生受苦的因，今生也必須承受老、病、死等各種痛苦，所以是眾苦的所依處。」 

 

前面兩者是從獲得蘊體之後將來會受苦，且當下也會受苦的角度來分析。那當下

是如何受苦呢？對此作進一步的解釋：「三、苦苦之器，四、壞苦之器。以三苦來分

析：獲得蘊體之後，就必須承受苦苦、壞苦的逼迫。所謂的『苦苦』，是指一般人不

想面對的苦受；『壞苦』則是指一般人所認知的樂受。苦苦與壞苦都來自於『行苦』

──我們的蘊體，只要這個蘊體存在，一切時處我們都處在痛苦的本質中。因此，在

思惟輪迴的痛苦時，主要是思惟蘊體所帶來的過患。」這個地方特別強調「蘊體是苦

苦與壞苦的容器」，這應該沒有問題。 

 

或許有些人會說：「那容器本身沒有問題嗎？」例如：黃金打造的器皿，如果裡

面裝了不淨物，這不代表器皿本身有污垢。把它裡面的不淨物倒掉之後洗乾淨，器皿

本身沒有污垢。所以當我們說「蘊體是苦苦之器、壞苦之器」，意思是說它是裝苦苦

與壞苦的容器，這時有可能會出現一種想法：「的確苦苦、壞苦不好，那難道蘊體就

像那個黃金打造的容器一樣，沒有任何問題嗎？」不是。所以進一步提到：「五、即

成行苦自性。」在蘊體形成的當下，它的本質就是行苦，它也有問題，所以不是只有

苦苦、壞苦有問題，連蘊體本身也有問題。 

 

為什麼蘊體本身有問題？「在過往的煩惱和業力的控制下所形成的蘊體，它的本

質就是『行苦』。」蘊體之所以有問題，是因為形成它的因緣有問題；有問題的因緣

只會感得有問題的結果。「行苦又稱『遍行苦』。所謂的『遍』就是遍於三界：在輪

迴中，上至有頂、下至無間地獄的一切有情，都會面臨行苦。」所以行苦遍布三界，

只要在三界當中流轉，都會被行苦所逼迫。「行」這個字在藏文原文是用「 འདུ་བྱེ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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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兩個字，「 འདུ་བྱེད 」的意思是：在聚集眾多的因緣之後所形成的一種狀態。所以文

中提到：「『行』是指以此為基礎，後續還會衍生苦苦、壞苦。」只要因緣聚合，在

某些情境下會有苦苦、在某些狀態下會有壞苦，但這些感受都源自於行苦。「因此，

在業和煩惱的控制下，我們會在輪迴當中一再流轉，無論投生善趣或是惡趣，在善趣

中不管貧、富、貴、賤，所有眾生都會遭受行苦所逼而無法自主。」 

 

「眾生都想離苦得樂，但在思惟痛苦時，只思惟苦苦是不夠的，必須進一步去思

惟壞苦和行苦對我們所造成的傷害，才有可能生起清淨的出離心；如果只著重在思惟

苦苦，卻不認識壞苦和行苦的內涵，在暫時遠離苦苦時，我們依舊會因貪愛輪迴而不

想出離。」這個部分我們之前介紹過了。 

  8.區分苦諦與輪迴的差異 

最後一段：「三苦都屬於『苦諦』。『苦諦』是指由業和煩惱所形成的輪迴所攝

之法，其中包括『情器世間』──我們身處的環境以及居住在當中的有情。」我們身

處的環境稱為器世間，而當中所居住的有情稱為情世間，情器世間都屬於苦諦。這代

表苦諦與輪迴是不同的。例如：我們身處的環境是苦諦，但不是輪迴。為什麼它不是

輪迴？因為它不是補特伽羅的相續所攝。所以苦諦與輪迴這兩者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學員：三句。）三句當中的第二句：如果是輪迴一定是苦諦，如果是苦諦不一定是

輪迴。請舉例。（學員：器世間。）器世間──我們所居住的環境。 

 

這時或許有同學會問：「如果我們所居住的環境不是輪迴，難道它不是輪迴所攝

之法嗎？」之前在介紹苦諦時，苦諦的定義是什麼？由業和煩惱所形成的輪迴所攝之

法。如果我們所居住的環境──器世間──是苦諦，就代表它是由業和煩惱所形成的

輪迴所攝之法；但問題是它不是輪迴，如果不是輪迴，怎麼會被輪迴所攝呢？  

 

簡單來說，這當中的「輪迴所攝」不是指輪迴本身；如果是指輪迴本身，就不必



13 

加「所攝」這兩個字，直接說「由業和煩惱所形成的輪迴之法」就可以。所以為什麼

要加「所攝」這兩個字，強調的就是雖然器世間不是輪迴，但它是輪迴所攝，因為這

是眾生的業和煩惱所感得的環境，這叫做「增上果」。所以有某一個部分，它跟輪迴

很類似。哪一個部分？「因」是相同的。輪迴的因是什麼？業和煩惱；器世間的因是

什麼？也是業和煩惱。現今我們身處的環境是眾生的業力和煩惱的產物，在這一點上

它們相似，所以即便器世間不是輪迴，但它是輪迴所攝之法。 

  9.區分苦諦與集諦的差異 

另外一個問題：苦諦與集諦這兩者是什麼關係？（學員：因果關係。）某方面來

說，這個回答也沒錯，但我問的是這兩者是同義、相違、三句還是四句？（學員：相

違。）相違？我就知道各位會說這個答案。苦諦與集諦相違嗎？請問煩惱是不是苦諦

與集諦的交集？首先，煩惱是集諦，這沒有爭議。請問煩惱是不是苦諦？煩惱是不是

業和煩惱的產物？是。我們原先就有煩惱，因為煩惱而造業；甚至我們養成了習氣，

之後在對境時再次生起煩惱，所以那個煩惱也是業和煩惱的產物。所以煩惱可不可以

稱為苦諦？可以，甚至可以稱它為輪迴。為什麼是輪迴？煩惱一定是補特伽羅的相續

所攝的，而且它又是業和煩惱的產物。 

 

所以苦諦與集諦這兩者也是三句。三句當中的第二句：如果是集諦一定是苦諦，

如果是苦諦不一定是集諦。請舉例。「器世間」，器世間是苦諦但不是集諦。集諦只

有兩種：業集諦和煩惱集諦。器世間既不是業集諦，也不是煩惱集諦，所以器世間不

是集諦；集諦一定是補特伽羅的相續所攝的。 

 

所謂的「補特伽羅的相續所攝」，簡言之，就是補特伽羅身體以內（包括身體）

的所有事物。煩惱只會出現在補特伽羅的相續裡，不會出現在補特伽羅的相續之外，

所以煩惱是補特伽羅的相續所攝。因此，煩惱既是苦諦，也是輪迴，也是集諦。所以

苦諦與輪迴是三句，苦諦與集諦也是三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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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從兩種角度解釋何謂「取蘊」 

對於上述的內容我們作個總攝，請看到《略論講記》第 35 頁，直接看仁波切的

解釋，「提到輪迴，就必須想到取蘊的本質。取蘊中的『取』是指業和煩惱；在解釋

『取蘊』這個詞的時候，可以從因和果這兩個角度來作分析。從『因』的角度來說，

業和煩惱是形成蘊體的因，由此二因所感得的蘊體稱為取蘊。」 

 

所以取蘊當中的「取」指的是什麼？業和煩惱。在解釋「取蘊」這個詞的時候，

如果從因的角度來分析，我們之所以會獲得這個蘊體，因是什麼？是因為我們過去有

業和煩惱。簡單來說，這個蘊體是業和煩惱的產物。「例如：燒炭所產生的火稱為炭

火。」炭與炭火，哪一者是因？哪一者是果？炭是因，炭火是果。為什麼之後所生起

的火稱為炭火？因為它是燒炭而生的火，所以是從因的角度為果取名；相同的，為什

麼我們所獲得的蘊體稱為取蘊？因為這當中的「取」指的是業和煩惱，我們所獲得的

蘊體是業和煩惱的產物，所以稱為取蘊。  

 

「從果的角度而言，在獲得蘊體之後，還會再次產生煩惱和業，所以將形成此二

果的蘊體稱為取蘊。」這時候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分析，我們所獲得的蘊體為什麼稱為

取蘊。相同的，這當中的「取」強調的還是業和煩惱，因為在獲得這個蘊體之後，我

們會再次生起業和煩惱，所以從果的角度來為因取名。「例如：我們會稱某種樹為芒

果樹，是因為該種類的樹所結的果實是芒果，所以是從果的角度來為那種樹命名。」

這應該沒有問題吧？因為那棵樹將來所結的果實是芒果，所以在還沒有結果之前，我

們為它取名為芒果樹，這是從它所結的果來為它取名；相同的，我們現今所獲得的蘊

體之所以稱為取蘊，是因為在獲得蘊體之後，我們會生起煩惱、會造業，所以從果的

角度來為這個蘊體取名為取蘊。  

 

仁波切針對這一段作了一個結論：「總之，不管是從因或是從果的角度去思惟，

都會發現蘊體所帶來的過患無窮。平時我們應該多以這種方式來思惟輪迴的過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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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獲得蘊體之後，我們會生起煩惱、會造業，這一點之後我們會提到。而我們的蘊體

是源自於業和煩惱的這一點，應該下午那堂課就會解釋到。 

 

好，我們早上的課就上到這個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