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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觉法语:从苦中解脱 

 
 從苦中解脫（一） 

於自由時報 92.05.24(六)刊載  

  

  禪修的目的，就是幫助我們了生死、從苦中解脫。要得到真正的解脫，首

先要檢討反省，看看自己有什麼事情看不破﹖放不下﹖如果心中有執著，就必

須學習看破、放下。因為只要有一點牽絆，就是煩惱、生死的因。 

   「生死」，一個是現在的生死，一個是未來的生死。我們現在的煩惱就

是生死；心念的生滅就是生死；執著就是生死。有了這些因，將來就感生死的

果報。人命無 常，非常的脆弱，《八大人覺經》提到：「世間無常，國土危

脆，四大苦空，五陰無我，生滅變異，虛偽無主，心是惡源，形為罪藪，如是

觀察，漸離生死。」時時 依經文這樣思惟，把生死大事放在心上，如救頭燃

這樣迫切，才能轉化煩惱、得到自在解脫。 

  一般人的煩惱與執著很多，這念心迷失了，便無法體會了生死的重要性。

不知道人命無常，等到閰王爺來報信，一口氣不來時，才手忙腳亂、驚慌恐

怖，卻為時已晚。所以了生死，要從現在開始做起；從我們當下這念心去了。 

  

從苦中解脫（二） 
於自由時報 92.05.27(二)刊載  

  

  想要了生死，首先必須知道什麼是生死？生死是一種果報，這種果報是過

去的因所造成。過去種的因，現在感果；現在種的因，未來感果。有因才有

果，沒有因，就沒有果；要了生死必須在因中努力。 

   修行學佛，首先要了解人生是苦。對苦的道理不了解，是造成生死的

因；不知道什麼是「苦」，就沒有辦法成就道業。佛法講「苦」，要知苦才能

了苦，如果對於 苦沒有深切地認識、體悟，功夫是用不上的。中國的佛法雖

然提倡大乘，但是大乘是以小乘為根本；八正道、三十七助道品、四諦法門都

是小乘的法門。所以，如果 對四諦的道理不了解，就沒有辦法契悟大乘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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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佛法提到四聖諦 「苦、集、滅、道」，修行要把四諦的觀念堅定地落

實，知苦、斷集、慕滅、修道。知道什麼是苦，斷離造成苦的因；欣慕涅槃的

常樂我淨，透過修道，斷除煩惱以 趣向涅槃。為什麼要修行﹖就是要脫離

生、老、病、死苦，而修行首先要知苦，假使不知道苦，修道就不容易成功。 

  

從苦中解脫（三） 
於自由時報 92.05.29(四)刊載  

  

  有些人雖然知道人生是苦，但是並不深切。其實，人生的苦是很實在的。

以生苦為例，每個人都要從母親肚子裡生出來，小孩子一出生就哇哇大哭，這

是因為他到了一個新的世界，感覺不適應，覺得這個世界很苦。 
小孩在母親肚子裡是一個世界，出生後又是另一個世界。母親肚子裡的空氣和

外界的空氣不一樣，嬰兒出生到這個世界，就好比一個熱帶的人忽然間到了寒

帶，氣候強烈的差異就是一種苦。 

   如果這小孩前世造了惡業，今世遇到不好的父母，家庭也不好，事事都

不如意，這就是一個壞的環境，如果這位母親脾氣不好，對人生的道理也不了

解，住到這種 母親肚子裡，胎兒就非常辛苦。或者母親喜歡吃冰，孩子在腹

中就如同在冰天雪地裡，十分痛苦；如果喜歡吃燙的，胎兒就好像在湯鍋裡面

被燙一般，胎兒在母親腹 中就好像坐牢一樣，這些就稱為胎獄之苦。 

  如果夫妻之間缺乏常識，懷 孕之後還有性的生活，一旦嬰兒的父親有傳

染病，很有可能就傳染給嬰兒。有些小孩一生下來就是畸形、六根不全，或有

先天性的疾病，有些是前世的因，有些是現 在的因所造成，以上這些都是生

苦。胎兒在母親肚子裡面無法掌握自己的生命，完全受父母親所影響，這就是

苦。 

  

從苦中解脫（四） 
於自由時報 92.05.31(六)刊載  

  

   孩子在母親肚子裡是苦，生出來也是苦，十月期滿就要到外面受苦。胎

兒經母親產道出生時，如山夾體，痛苦難忍；如果遇到母親難產，必須剖腹生

產，這時對母 親及肚子裡的小孩都非常危險。另外，嬰兒的肌膚非常細嫩，

離開母體之後，因為空氣中有壓力，皮膚受空氣摩擦的感覺，如同刀割，嬰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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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覺得苦而放聲嚎哭， 這些都是生苦。 

  為人母者，生第一胎時就覺得痛苦，這時會想以後再也 不生小孩了，可

是往往不久之後又懷孕；這就是一種迷惑，就像我們生病一樣，病中忍受種種

的病苦，病好了之後，很快就把之前的痛苦遺忘，這是一樣的道理。任 何人

都逃不了生苦，上至權貴豪富，下至販夫走卒，都要從母親的肚子裡生出來，

每個人都會經過這一關，這就是生苦。 

  

從苦中解脫（五） 
於自由時報 92.06.03(二)刊載  

  

   人一出生之後就逐漸老化，沒老之前，每個人都會生病，沒有那一個不

生病的。古德云：「英雄只怕病來纏」，三國時代蜀國大將張飛，驍勇善戰，

孔明提醒他 說：張將軍啊！我看你什麼都不怕，不過有一件事你一定會怕

的，於是寫了一個「病」字在他手掌上，張飛一看，馬上就流淚了。現在雖然

身強力壯，但是抵不過人 生無常，說不定過幾天病就來了，到那時病苦纏

身，任何英雄偉業也無法成就；對修行人而言，念佛也不能念、打坐也不能

打，想要用功都很難。  

   所以在身體健康時，就要警惕生病時的苦痛，趕快用功。這個世界上，

有錢人會生病，沒錢的人也一樣，病是非常公平的，無論你貧窮或富貴，只要

生了病都一樣 要受苦，所以病是一件痛苦的事情。現在有很多病不是藥物可

以治療的，並非有錢就可以醫治好，像愛滋病、癌症、糖尿病……等，這些疾

病很多都是不容易治療 的。現在科學這麼發達，為什麼治不好﹖就是由於眾

生的業。 

  

從苦中解脫（六） 
於自由時報 92.06.07(六)刊載  

  

  我們的病從身體而生，身體從業報而來。過去種了善業，今生身體就得到

好的果報；過去造了惡業，身體就得到壞的果報。無論好的、壞的，同樣都會

生病，有了病以後就是苦。 

   現在科學很發達，但是再發達也沒有辦法發明一種藥，能夠把現在的病

都治好。有很多病，歷經長時間的研究終於製造出解藥，不久之後卻又出現了

一種新的疾 病，這種病又要經過長時間的研究，一年、二年甚至十年、二十

年，都找不出解藥；以佛法的角度來看，就是因為眾生的「業障」。這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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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癱瘓的植物人、愛滋 病、癌症、糖尿病，這些病都沒有藥物可根治，因為

這是一種業果，業果現前時是很不容易轉的，除非有大願力、福德力，才能重

報輕受。唯有透過修行，除去心中 的貪瞋癡，才能做到心不為病所苦。 

  

從苦中解脫（七） 
於自由時報 92.06.10(二)刊載  

  

  人的年紀漸長之後，就要經歷老苦。年紀大的人，腰駝了、視力不佳，行

動、吃東西都不方便，老態龍鍾，甚至被年青人討厭，看起來很可憐。人從出

生以後，就一天天地老化，沒有那一個人不會變老，老是一種苦。 

   有的人會想，等我老時再來修行、用功，其實一步入老年，要用功，就

很困難。想聽佛法，一聽就打瞌睡，耳朵也聽不清楚；想打坐，全身酸痛，也

坐不久；想拜 佛，拜下去不容易爬起來；到了這個時候，才會知道老的痛

苦。而且人命無常，所以不要等到老時才想用功修行，應該積極從現在開始努

力。 

   人到面臨死亡的時候就更痛苦了。我們的身體是由地、水、火、風四大

所組成，人到了臨終的時候，四大分散；如果是地大先分散，還沒有往生，身

上就一個洞一 個洞地開始腐爛，神識彷彿作夢一般，眼前所見都是山崩地裂

的景象。如果是水大先分散，就會出現排泄失禁的徵兆，晚上作夢，看到遍地

都是洪水，驚慌恐怖，無 處可逃。如果火大先分散，身體沒有熱氣了，就譬

如有很多病人，身體是冷冰冰的，臨終時會看到遍地都是猛火在燒。如果是風

大先分散了，就會看到遍地都是狂風 大作的景象；假使這一生造了很多惡

業，臨終前就會看到地獄、畜生、餓鬼種種恐怖的境界。這些境界，必須靠平

日用功，心安住在善法、善念上積極努力去做，才 能從這種死亡的痛苦中解

脫。 

  

從苦中解脫（八） 
於自由時報 92.06.12(四)刊載  

  

  假使我們修禪定修到一心清淨的境界，乃至這念心達到金剛不動，證到寂

滅涅槃、證到空性，菩提心現前時，此心契入金剛定，沒有生滅的念頭，我們

身體四大自然也會轉化成清淨四大，圓寂之後，肉身不壞，如此就成就全身舍

利的功德。 

  如果平時不用功，臨終時不僅受病苦折磨，而且，身體的四大正在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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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種痛苦難以言喻。所以古德說：凡夫不修行，臨終時就好像生龜脫殼一般，

實在是非常痛苦。 

   修習禪定的人，這念心時時作主，經常保持覺性不迷失，六根清淨，

眼、耳、鼻、舌、身、意看到外面的境界不起貪著，不起染污，心時時保持在

定慧當中，白天 是如此，晚上也是如此；順境、逆境也如此；一年如此，三

年五載也是如此。甚至十年、二十年都能維持這樣的心境，這一生就能了生

死。 

  

從苦中解脫（九） 
於自由時報 92.06.14(六)刊載  

  

   了生死要從這念心去了，現在就要練習讓這念心能作主，否則等到臨終

時就來不及了。有很多人不了解，不知平時要努力，只是在等待中虛度光陰。

例如有些人沒 有研究過佛法，聽到十念能夠往生阿彌陀佛極樂淨土，就認為

不用努力了，只要等到臨終十念就好了。這種僥倖的想法，實在是非常危險。 

  所謂「十念往生」，十念就是正念，平時心經常保持正念、正定，臨終時

才能提得起念佛的念頭。平時沒有修行，人到臨終的時候，神識、意識昏迷，

而且身體有病、四大分散，痛苦萬分，平時沒有念佛的習慣，這時候要提起念

佛的正念便很困難。 

  所以，修行要在平時，有很多人不了解，平時不修行，只想臨終時等待阿

彌陀佛來接。其實十念是要靠我們平時保持正念，臨終即使四大分散時，這念

心始終在禪定當中，所以念佛就是修定，念佛功夫成就了，達到一心不亂，這

念心恆在定慧，才能脫離生、老、病、死苦。 

  

從苦中解脫（十） 
於自由時報 92.06.17(二)刊載  

  

   很多人不了解什麼叫做「助念」，認為人死後，去幫亡者念佛就是助

念；其實這稱為助念並不恰當。真正「助念」必須在人將臨命終時，至神識脫

離軀體的這段時 間，幫助亡者提起正念。若是人已死亡一段時日後，再為亡

者誦經、念佛、植福，這是藉由修習善法的方式，將功德迴向給亡者，資增其

福德，令其將來投生到較好 的地方。 

  要想往生極樂世界，必須要有正念才可以。助念就是人到臨終 時，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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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息存在，然而他的心意識已在昏沉中，糊里糊塗，這時他的親戚朋友、同參

道友，發了善心、慈悲心，在旁邊稱念阿彌陀佛聖號。臨終的人心意識在迷迷 
糊糊中，聽到旁邊有人在念佛的聲音，就能提醒自己趕快念佛、趕快提起正

念。無論是藉由誦經、念佛，讓往生的最後一念仍能保持正念，就能超生善

道、超生淨 土。 

  

從苦中解脫（十一） 
於自由時報 92.06.19(四)刊載  

  

  助念的意義在於藉由誦經、念佛，幫助臨終的人提起正念，只要臨終者的

最後一念仍能保持正念，就能超生。然而超生到那裡？端看往生者的福德，有

福德者，就可以超生到人道，保得不失人身，所以仔細想想，只想靠別人在臨

終時助念，的確是很危險的一件事。 

   《觀無量壽經》、《無量壽經》中提到「十念往生」，臨命終時正心稱

念佛名最後也能往生淨土，不過淨土有四種：凡聖同居土、方便有餘土、實報

莊嚴土、常寂 光淨土。凡聖同居土就是我們現在所居住的世界，能夠往生到

凡聖同居土，保得人身已經是很好的果報。如果平時沒有念過佛，甚至對佛法

心存反感的人，臨終時聽 到念佛的聲音，可能反而會產生害怕或排斥，助念

就很難發揮作用。這時，只能作功德迴向給他；功德，對亡者而言，就如同世

間人需要錢財一樣，陽上人經由誦 經、念佛，修善積福，仗三寶慈光加被，

回向功德給亡者，使其能得到福德、利益。  

  

從苦中解脫（十二） 
於自由時報 92.06.21(六)刊載  

  

   念佛往生的法門是佛陀大慈大悲，不但要救活的人，即使是臨命終的人

也要救。所謂「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人到臨終時，往往能心生悔改，所說

的話也是良善 的。例如，有些罪人快到槍斃的時候，往往會發自內心地懺

悔，只是已經判死刑了，此時悔改也於事無補。但是，佛法慈悲、平等，佛菩

薩心量廣大，真正是「無緣 大慈，同體大悲」，什麼人都願意度化。為了使

每個人都有悔改的機會，重新開始的希望，即使是臨命終的人，只要能夠心存

懺悔，佛菩薩還是可以救度往生。 

  但是，如果心存僥倖，只想等到死期現前了，再來悔改，這不是很愚癡

嗎？生死要在平時了，平時就要用功，時時保持正念，轉化自己的煩惱。如果

平時不努力，只想臨終時找人來助念，等到此時才要努力念佛，希望藉此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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淨土，其實是非常靠不住的。 

  

從苦中解脫（十三） 
於自由時報 92.06.24(二)刊載  

  

   有些人認為，平時我們幫助別人助念，等到往生時也會有善緣來幫自己

助念，這種本著慈悲心幫別人助念的想法，當然可以。但是，不要存有等別人

來助念的依 賴。自己的生死要自己了，中國有一句俗話說：「個人吃飯個人

飽，個人生死個人了。」平時要發這種了生死的心，提醒自己世間無常，要精

進用功。 

  「十念往生」是佛陀慈悲，為五逆十惡的人所施設的法門，然而我們現在

不是五逆十惡，怎麼還能甘於墮落！明白這些道理，不要等到臨終，現在就要

努力。 

   如果平時不用功，只想等到臨終十念，就好比學生參加考試，平時不讀

書，等到考試時，希望靠別人幫忙作暗號讓自己過關，這是非常危險的。如果

自己平時用 功，考試時就不需要別人幫忙，而且時時都能將佛法運用出來，

這樣參加考試就沒有問題了。生死，就像是人生最重要的大考，真正要想了生

死，就要靠平時的用功 努力，幫助自己通過考試。 

  

從苦中解脫（十四） 
於自由時報 92.06.26(四)刊載  

  

  生死是人生最重要的一關，死苦是任何人都逃不了的，如果平時不用功，

只想依靠臨終十念，其實相當危險。就如同乾旱結束，豐年到來，放著白米、

蔬菜等好的食物不吃；卻要吃草、吃樹皮這些在乾旱時吃的東西，豈不是愚癡

顛倒！ 

   學佛要有智慧，沒有智慧，修行很難成就；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並

不可靠。所以，要時時把生死放在心上，精進用功如救頭燃一般迫切。生死是

什麼？就是自 己的執著和煩惱，有執著煩惱所以有生死之苦；眾生總是在大

苦之中以小苦為樂，在短暫的欲樂追逐中起煩惱、生無明，受生死之苦。所

以，要常思惟人生的苦，明 瞭苦的根源，才會積極轉化煩惱，從苦中解脫。

明白了這些道理，不要有臨終時再來努力的依賴與等待。修行，要從現在開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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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苦中解脫（十五） 
於自由時報 92.06.28(六)刊載  

  

   八苦中第五是「愛別離苦」，每個人有種種執著、情愛；有父母之情、

兒女之情、同學之情、朋友之情。古人說：「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

缺」、「天下無不 散的宴席」，人無法永遠在一起，有生必有死，有聚必有

散，到了分離時免不了要痛苦，這就是愛別離苦。而且愛太深了，煩惱就容易

現前，所謂「愛就是恨，親就 是冤」，例如有些人，成了好朋友，不到一星

期，忽然彼此仇恨起來了，為什麼？因為看到對方和別人要好，心裡生起了嫉

妒心，愛就變成恨，親就變成了冤。而與 自己非親非故，沒有因緣的人，反

而很難成為冤家。 

   明白愛憎冤親的痛苦，就要將這種「愛」轉過來，不能每天都沉溺在情

愛的執著中，佛法不是不要愛，而是要將這種小情小愛提升，成為能愛一切的

慈悲心。菩薩有 四無量心：慈無量、悲無量、喜無量、捨無量，把這種情愛

轉化成慈悲心，更能護念利益所有的人；能夠作到心性平等，沒有分別取捨，

心當中海闊天空，自然就沒 有煩惱。 

  

從苦中解脫（十六） 
於自由時報 92.07.01(二)刊載  

  

   儒家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無論是出家、在

家都是一樣，要把自己的心量擴大，不僅對自己的子女慈愛，對於別人的子女

也要慈愛；對 自己的父母要盡孝道，對別人的父母也是一樣，這個心就是平

等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遇到跟自己父母年紀相當的人，對待他們就如

同自己的父母一般尊敬； 與自己同輩的，就當做自己的兄妹來看待，這就是

一種平等心。 

  不過， 佛法的道理又比儒家更進一步。佛法講人生有三世因果，一切眾

生都是我們過去的親眷，我們今生有父母，過去也有父母，不僅對今生父母要

盡孝，對過去的父母也 一樣要盡孝。要盡孝、報恩，就要精進修行，道業有

所成就，才能度脫生生世世的父母。俗語說：「一子成道，九族昇天。」所

以，我們這一生，一定要抱著成道的 心，精進修行。成道就是了生死，煩惱

轉化了，生死了了，不僅個人的道業成就，以此清淨功德，回向資福累劫父

母，更能救度其脫離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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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苦中解脫（十七） 
於自由時報 92.07.03(四)刊載  

  

   八苦中第六種苦是「求不得苦」，人生在世，求不到的事情很多，例如

學生在學校裡希望要拿第一名，雖然是這麼想，可是始終無法稱心如意，心當

中就起了煩 惱。面對學業、事業懷抱很大的期望，期望達不到，就是苦。人

心是貪得無厭的，有了一萬想十萬，有了十萬想要一百萬，有了一百萬想要一

千萬，甚至於整個台 灣、世界最好都是自己的。但是，即便是得到了整個世

界，也許還想要征服太空，可見人心的慾望沒有窮盡，這個就是求不得。得不

到自己希求的，苦就現前了。 

   所以，佛法強調要「知足常樂」。知足常樂不是消極，而是要我們知

足、安住，從因中努力；不要這一山望到那一山高，在果當中追求、比較，讓

貪心充斥我們的 心靈，因求不得而痛苦。以讀書來講，覺得能讀書、學習是

很大的福氣，用這種態度把學問研究好。至於未來會如何發展，是未來的事

情，如果一直分別比較，反而 會為自己帶來種種困擾。修行人也是一樣的，

心要時時保持安定，人在那裡、心在那裡。只問耕耘，不問收穫，一切都是有

因有果的，能夠腳踏實地去努力，未來一 定會有很好的結果。 

  

從苦中解脫（十八） 
於自由時報 92.07.05(六)刊載  

  

  「有求皆苦，無求即樂」，因為只要有所求，當求不到或得到太少時，就

會起煩惱，這就是求不得苦。佛法中提到：「狂心頓歇，歇即菩提」，妄想的

心歇止，清明的心自然現前。儒家也是這麼講：「人到無求品自高」，一個人

心中沒有貪求，品德自然高超。 

   有人會問，如果什麼都不求了，不是消極悲觀嗎？其實，真正心中達到

無所求，亦不妨礙有求，因為有求就是用，無求就是體。這念心無欲無為，有

求就是這念心 的起用，心中安住正念，起用就是慈悲喜捨四無量心。求，要

從因上去求，求自己時時刻刻起善念，不起惡念；求自己要不斷精進、發大

願，修一切善，斷一切惡； 求自己要度一切眾生，無一眾生不度。所以求了

以後，又歸於無所求，就是真正的菩薩行，真正的般若智慧。如此，我們的心

就安定下來了。心安定下來了，我們的 智慧、定力，乃至於福報無形當中就

會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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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苦中解脫（十九） 
於自由時報 92.07.08(二)刊載  

  

  想要無所求，就要把名利財色看破，心能作主，不隨境界攀緣、馳逐。放

下執著與貪欲的煩惱，心平靜了，本具清淨的智慧自然現前，此時就是定慧、

解脫與自在。這時亦不妨礙有所求，因為這念心始終如如不動、處處作主，有

求、無求都不離當念；都是自在解脫。 

   例如，靜坐的目的是在求解脫，明心見性、見性成佛，知見觀念正確，

參禪打坐便能得到佛法的受用。然而，很多人學打坐，並不知道這個道理，反

而是在求感 應、求神通，起了這種心念，雖然修習的是出世法，也變成世間

法了。如此不但得不到解脫，可能還會走火入魔，這都是因為想法不正確，心

念不清淨所致。 

   由此可知，同樣是一件事情，由於觀念不一樣，所得到的果報也不一樣

的。所以要時常檢討反省，看看自己的心念，在日用中、在有求的事相中，心

中有沒有貪 求、得失的念頭？如果有了過失，就要馬上改進，回歸當下無欲

無為的這念心，凡事要在因中努力，不在果上執求，如此才能遠離求不得的苦

惱。 

  

從苦中解脫（二十） 
於自由時報 92.07.10(四)刊載  

  

   八苦中第七是「怨憎會苦」。過去有冤結、不想見的人，偏偏會碰到，

這就是怨憎會。例如過去和某人吵架，甚至發了惡願，從今以後再也不相見。

可是這個世界 非常小，尤其現在交通發達，天涯若比鄰，過了一段時間，在

某個因緣下，彼此又碰面了，一旦相遇，雙方心裡都不好受，這種情形就是怨

憎會苦。 

  為人處世，處處都要留退路，留個以後相處的餘地。佛法云：「未成佛

道，先結人緣。」如果我們結了惡緣，將來見了面，避也避不了，徒增煩惱。

所以平時要多讚歎、多欣賞別人的好處，不要去嫌棄別人的缺點，乃至阻撓別

人做事。 

   有些人心量很狹小，看到別人走運了，事事順遂，自己就心生嫉妒；或

者，為了一點小事，心生芥蒂，始終放在心中，甚至公報私仇。因為心當中還

有執著、怨 恨，這種報復之心、小人之心、眾生之心，即是三塗惡道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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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來就感墮落的果報。所以心量要廣大，不要報復、計較，冤家宜解不宜結。  

  

從苦中解脫（二十一） 
於自由時報 92.07.12(六)刊載  

  

  佛法提到對待眾人要冤親平等，心量廣大。儒家也是這麼說，對人要寬宏

大量「嚴以律己，寬以待人」。對於別人所說、所做，傷害自己的事，要學習

去原諒；而自己對待別人的言行，就要時時反省改過，這個就是真修。與人相

處能夠做到如此，就不會有怨憎會苦了。 

   相信佛法、並且願意落實的人，就能超凡入聖；即便不信佛法，墮入地

獄的人，佛菩薩的心量廣大，也會到地獄救度眾生；如同地藏王菩薩所發的廣

大誓願：「地 獄不空，誓不成佛」，要度盡地獄所有眾生，自己最後才成

佛。如果我們能夠有這種心願、心量，心中就無冤親之分；既然沒有冤親分

別，無論什麼煩惱，都會轉化 清淨，如此，這念心自然能得解脫。 

  佛法不是口頭禪，也不是形而上的理論，而是必須實踐的一種學問，做一

分得一分，做十分得十分，所以，要養成冤親平等的觀念，在日常生活中確實

實行，才能真正化除心中的怨憎會苦。  

  

從苦中解脫（二十二） 
於自由時報 92.07.15(二)刊載  

  

   以前有一位董事長很發心，希望作大布施、大功德，用來建設道場，當

天，道場請了一位學佛一段時間、也很發心的居士作陪客。兩個人一見面，你

看我，我看 你，神色十分詫異！後來彼此之間講話了，說：「你也學佛了，

我也學佛了，我們不看僧面看佛面」，兩人笑一笑、握握手，就和好言歡了。

原來，親近道場許久的 這位居士，以前在那位董事長的公司做過事，由於一

些事情，和董事長起了衝突。沒想到，經過幾年以後，又在這個地方不期而

遇，這正是怨憎會苦。 

   所謂「不看僧面看佛面」，還好兩人憑藉著修習佛法的力量，以慈悲、

智慧，才能馬上解冤釋結。所以我們與人相處有了不愉快，要有「冤家宜解不

宜結」的觀 念，這是最重要的。在平時，就要多結善緣，如此無論走到那

裡，都有人幫助；走到任何地方，都會左右逢源，這樣子就沒有怨憎會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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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苦中解脫（二十三） 
於自由時報 92.07.17(四)刊載  

  

  八苦中，最後一個是五陰熾盛苦。人可分為精神與物質兩大部分。精神是

指心的活動，歸納為受、想、行、識四種心理狀態，這是屬於心法。物質是指

身體，可分為地、水、火、風四大，亦即色法。色、受、想、行、識合稱五

陰。 

   我們的身體是由地水火風四大所組成，如頭髮、指甲、骨頭為固體型

態，屬於地大；身上的水分，如唾液、小便、血液，屬於水大；身上的熱量屬

於火大；出入息 屬於風大。所以說身體是四大假合，隨因緣聚合的假有。但

是，眾生認取這四大假合的色身為真實，因而產生了執著，認為這個就是

「我」，起了我執、我所，就是 眾生境界。一旦產生我執、我所，就開始分

別、計度，起種種煩惱，讓身心不得自在，這在佛法來講，就稱為五陰境界、

五蘊境界。 

  

從苦中解脫（二十四） 
於自由時報 92.07.19(六)刊載  

  

  「五陰」又稱為「五蘊」，「蘊」是積聚的意思，表示人的身心由色、

受、想、行、識五法積集而成；「陰」有遮蔽之義，意指這五法遮蔽了我們的

本心本性，這個心就有塵垢、塵勞，有塵垢、塵勞就是生死的根本。 

   一個人無論活到多少歲，都要受五陰的影響。尤其是在十餘歲到二十餘

歲這一段期間，人的身體正處發育階段，生理、心理時時刻刻都在變化，因為

受到身心變化 所造成的衝擊，靜也靜不下來，坐也坐不住，一坐下來身心都

不舒服，坐在這裡就想動，靜也不是，動也不是，這就是五陰熾盛。 

  因為心始終定不下來，感覺很空虛、煩惱，如果不知轉化、調整；嚴重者

就會開始追求刺激、造作惡業，做種種不正當的活動、消遣，進而蹺家、蹺

課，甚至於養成不良的習慣，自己的學業、課業，乃至於人格就會愈來愈走下

坡，最後演變成家庭、學校、社會的問題。 

  究其原因，並非年輕人自己想要有這些壞習氣，而是由於生理和心理產生

了衝擊，這就是五陰熾盛苦，色受想行識像一把火在燒，使人的身心都不能平

靜、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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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苦中解脫（二十五） 
於自由時報 92.07.22(二)刊載  

  

   我們心當中有三把火，第一個是瞋火，所謂「無明火高三丈」，有些人

常常喜歡發脾氣。在學校裡面與同學發生了爭執，或是受了老師的責備，心中

悶悶不樂，回 到家裡借題發揮，向父母、兄弟姊妹出氣，這就是瞋火。第二

是飢火，肚子餓了，想要吃東西，可是卻沒有錢買眼前所見到的食物，這個時

候想吃吃不到，肚子裡就 像有一把火在燒，燒到很難受，就去偷、去搶，甚

至綁票勒索，如此愈來愈多的煩惱，這就是一種惡性循環。 

   儒家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面對心中的飢火，就是要忍耐，假使無法忍耐，一旦面對貧窮的生活，吃也吃

不好，住也住 不好，就會去偷、去搶了。在佛法來講，對治瞋火、飢火的方

法就是要忍，忍心不動，經常誦經、持咒，時時檢討反省，起了一念瞋心、貪

心，馬上慚愧、懺悔，五 陰熾盛的火自然止息。 

  

從苦中解脫（二十六） 
於自由時報 92.07.24(四)刊載  

  

  第三把火就是欲火，男女之間，男眾看到女眾，女眾看到男眾產生一種貪

愛，此即欲愛、色愛，這念貪愛的心，就是一把火，欲火一燒把人們的理智都

燒掉，心中迷糊顛倒就會做錯事。假使心念一動，馬上覺察發起一個慚愧心，

這個火就燒不起來了。 

   可是一般人缺乏定力與智慧，愛欲的心念一動，時時刻刻遷流，一直在

想這個事情，念念不忘，甚至晚上做夢也在想，就會愈來愈糊塗，這個火愈燒

愈厲害，失去 了智慧，無法作主，就會闖下滔天大禍。社會上亂倫、性侵害

等事件，或者男女間不正常的關係，都是因為這一把欲火，把自己的智慧都燒

光了，自己作不了主，所 以這些業障通通都現前了。 

  要想熄滅瞋火、飢火、欲火，就要經常檢討反省、慚愧懺悔，誦經、持

咒、靜坐，養成這些習慣，自然能熄滅這三把火。  

  

從苦中解脫（二十七） 
於自由時報 92.07.26(六)刊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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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心當中有瞋火、飢火、欲火這三把火，這個就是五陰熾盛。佛法裡面

有很多名相，這些名相都有著真實的義理，我們要自己去體悟，明白了以後，

還要依照佛經上的道理，時時刻刻觀照，落實在生活中，這樣就是在用功、就

是在修行、就是在學佛。 

  色、受、想、行、識五陰熾盛苦，不但是人有，動物也有，例如小牛出生

後幾個月快速的成長，因為發育得很快，膨脹得很厲害，身體就會發癢，癢的

受不了，便把身體往樹上、石頭上摩擦，擦到皮破血流還在繼續摩擦。 

   我們人也是一樣，心裡面很煩惱，找不到解脫的方法，就會用欠缺理智

的行為來舒解。社會上的不良少年，不是他天生就是這樣品行不端，而是由於

不懂佛法的道 理，父母親、親戚朋友也不了解，沒有薰修善法的機會與環

境，一不小心便走錯了路。假使了解五陰熾盛的道理，用佛法修定、修慧、誦

經、懺悔、禪坐、修善法的 方式來轉化，慢慢地心當中的五陰化除了，煩惱

自然就沒有了。 

修行學佛是很大的福報，如果不知道佛法的道理，就會被這三把火燒到身心不

安，最後只有墮落。所以學佛要發長遠心、發大心，修戒、修定、修慧。能夠

得到定慧、證到三昧，就沒有煩惱，生死也就了了。 

  

從苦中解脫（二十八） 
於自由時報 92.07.29(二)刊載  

  

  一般人常說「無明火高三丈」，因為過去的業力、煩惱、習氣，使我們行

住坐臥都無法作主，身心不安，這就是無明火。無明火是過去的業，因為我們

心當中存在無始以來的業，平時如果不知道靠佛法調身調心，落實修行，因緣

成熟便只能隨業流轉。 

   例如，過去生中殺了一個人，這一生業報現前時，就算自己是在家裡，

這個時候突然會覺得坐也不是、看書也不是、看電視也不是，東走西走，這念

心始終安不下 來，忽然心血來潮，乾脆出去走一走好了。誰知，才一踏出

門，突然來了一部飛車，或者是撞斷一隻腿、或者是喪身失命，正如一般人所

說的「飛來橫禍」。這個就 是業、就是無明火使心定不下來，只能隨業去受

報。 

  心念猶如電波，過去殺了人，對方和自己的電波頻率相感應，因緣成熟，

過去的冤結今日相遇，就是要去還債；無明火一燒，使人無法作主，就要去受

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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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苦中解脫（二十九） 
於自由時報 92.07.31(四)刊載  

  

   因緣成熟，業報現前的時刻，如果我們正在家裡，誦經、持咒、禮佛、

打坐，知道調伏這一念心，靜坐時一念不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心就像虛

空一般廣大，如如不動、處處作主，不和過去的累劫冤親相應，自然能消災免

難。 

   這念心和虛空一樣廣大，虛空沒有邊際，當中包含萬物、萬法、形形色

色，但是都不能妨礙虛空。我們修行、打坐，運用佛法調身、調心，體達一念

不生，沒有無 明火、饑火、欲火，什麼火都止息了，心中沒有煩惱、妄想，

達到一個絕對的境界，所謂「淨極光通達，寂照含虛空」；契悟到本具的這念

心性，便能了解我們的心 量廣大，如同虛空遍周沙界，含容一切又不礙一

切，「境由心生」心中沒有障礙，自然沒有外境的障礙。 

  

從苦中解脫（三十） 
於自由時報 92.08.02(六)刊載  

  

   假使我們這念心能夠達到不動的境界，聽到什麼聲音、境界都不動，

冷、熱、痛、癢也不動、看到光也不動、看到佛也不動、看到魔也不動；這念

心始終作主、清楚明白，一念到底，所謂感而遂通，能夠做到寂然不動，心性

本具的神通智慧自能顯發。 

   打坐就是要學習心不動；因為心念一動就是妄想、煩惱，有了煩惱就是

輪迴、就是苦。一切境界都是虛妄不實，隨因緣聚合的假有，既然不是恆久存

在的，又何必 不斷的執著、攀緣、遷流；了達「凡所有相皆是虛妄」這個道

理，心中不動，就是智慧。所以，想達到不動的境界，就要薰修佛法，確立知

見，調身調心，放下對五 蘊的執著。心經上說：「照見五蘊皆空」，能夠照

破五蘊，就能做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如果我們做不到，五陰熾盛苦的逼迫

一來，就只能隨業受報。 

  

從苦中解脫（三十一） 
於自由時報 92.08.05(二)刊載  

  

    五蘊假合的「我」是由色法與心法所組成；色法，屬於物質，身體是由

地、水、火、風四大假合而成；心法，是指心念攀緣、生滅而產生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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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識的變化。因 此當心念無法做主，隨境遷流，身心無法安住，就會產生

種種煩惱。《心經》云：「照見五蘊皆空」，因為色、受、想、行、識會障蔽

我們的本心本性，讓清淨的智 慧、善法、功德無法現前，要轉化五蘊，就要

將五蘊觀空、轉識成智。 

  所以，佛說八萬四千法門，都是用來轉化眾生對五蘊的顛倒迷執，體悟到

色、受、想、行、識都是虛妄不實的假相，才能轉化煩惱，解脫生死。 

  透過禪修靜坐，定力功深，定慧現前，時時刻刻清楚明白，反省覺照自己

的妄想、迷執，五蘊的煩惱就不會現前。運用佛法，至誠懺悔、勤修善法、誦

經、打坐，把心定下來，這念心有覺、有照、清楚明白，便能遠離五陰熾盛

苦。  

  

從苦中解脫（三十二） 
於自由時報 92.08.07(四)刊載  

  

  修行學佛，要先了解生、老、病、死、愛別離、求不得、怨憎會、五陰熾

盛這八苦，進一步要知道這些苦是一種果報，因為過去造作輪迴的因，現在果

報現前就要受八苦煎熬。所以想要了生死，就要勤修出世法、清淨法、無為

法；沒有生死的因，就不會感生死的果報。 

   佛法中提到：「有此則有彼，無此則無彼，此生則彼生，此滅則彼

滅」，我們起了一個心念，就是一個因，將來因緣成熟自有果報，所以為人處

世要慎起念；佛法 當中有四正勤──「已生善念令增長，未生善念令速生，已

生惡念令滅除，未生惡念令不生」，想要了生死，就要時時迴光反照，不起惡

念，只起善念。一切身語意 皆以四正勤為標準，「勤」就是精進，「正」是

指精進必須要有正確的知見，才不會走錯路；如果知見不正，努力的方向不正

確，不僅白費心力，所有的努力都成了 業障、無明、煩惱；這些都是墮落的

因，未來就要受惡報。 

  想要離苦、了生死，就要從觀照心念開始，在日常生活中時時覺察心念，

只起善念，不起惡念；依著四正勤的道理去實踐，修行就能有所成就。 

  

從苦中解脫（三十三） 
於自由時報 92.08.09(六)刊載  

  

   過去，有一位祖師大德開悟後提到：「修行很簡單，一是動，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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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所謂「心無善念不起」，我們的心只要一起心動念就是善法、功德；

「口無善言不說」， 不利眾生的事情、使別人產生煩惱的事情，絕對不說。

佛經說：「守口攝意身莫犯，莫惱一切諸有情；無益之苦當遠離，如是行者得

度世」是指我們的起心動念，所 作所為，不會讓任何人產生煩惱，也不會讓

自己住在煩惱與妄想當中，這個就是修行、就是利益眾生、就是未成佛道先結

人緣。 

  佛經云：「靜則一念不生，動則萬善圓彰」禮佛、誦經、打坐、持咒、護

持道場、建設道場……，這些都是善法，修善法就能夠增長福德，這是就動的

方面來說。當我們不動的時候，這個心就是一念不生，入甚深的禪定；能夠這

樣子來修行、契入佛法，這一生在道業上一定能有所成就。 

  

從苦中解脫（三十四） 
於自由時報 92.08.12(二)刊載  

  

   人生的苦從什麼地方來？就是從我們起心動念種因而來，現在能夠不起

心、不動念，將來就不會感招惡的果報。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愛別

離、求不得、 怨憎會、五陰熾盛苦，靜坐時經常思惟這些道理，時刻警惕自

己，我們的身、口、意三業就不會再去種苦因，未來自不受苦的果報。而面對

過去所種的惡業，要靠現 在精進用功轉識成智，有了智慧和定力，才能將無

始以來的業障化除。佛經上說：「三昧加持力，定業也可轉」，修禪定就是修

習三昧，三昧就是正定，三昧修成功 了，過去所造的業就能夠轉化。 

  依著無常、苦、空、無我的道理來思 惟；深刻體認到生死事大、無常迅

速，打坐才能沒有妄想、昏沉，否則就容易迷糊、散亂，無法提起精進修行的

心。佛法建立在苦當中，時時思惟人生的苦，才會努 力想由苦中解脫；如果

沒有苦，修行的道念就不易提起。就像北俱盧洲與天人一生都在享樂，很難想

到要修行；只有人間苦樂參半，又能聽聞佛法，才是最好修行之 處。明白這

些道理之後，要經常提起覺性，這念心保持清楚明白、安住在正念上，長久下

來，定慧功深，才能真正從苦中解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