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滅 諸 苦 惱  得 真 如 法

淨光法師

洞見生命真實，才能解除生死疑情

明見生死流轉與寂滅的因緣

才知如何善待此生的情緣與法緣

明見四念處，就能了知生命

非我非我所有，亦非餘人所有

只是因緣業報的呈現

當下捨斷我見人見眾生見壽者見——

只見因緣，不見人我

進而微密觀照

正見緣生，悟入無生

現前無法，空覺不二

故佛說，四念處是一乘道

能淨眾生，度諸憂悲

   滅諸苦惱，得真如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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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佛陀如何見法開悟？

1. 引言

為什麼要跟大家分享佛陀的法？昨天來

高雄，先去錄影，題目是「佛陀見法開悟的

道路」。開悟其實就是見法，就是成等正覺。

也就是說，他到底如何成等正覺？到底憑什

麼能夠見法開悟？何因、何緣讓他能夠開悟

見法？

他到底見到什麼？這是第一個很重

要的。

他憑什麼能夠見到？用什麼方法見

到？這是第二個更重要的。

為什麼別人沒有發現，他有辦法發

現？這是第三個最根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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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黑暗摸索求生路

2.1 禪定迢迢與我疏

在佛陀時代有兩大修行系統：一個是禪

定的系統，強調修四禪八定，以為透過禪定、

安止就可以解脫；另外一個是苦行的系統，

以為折磨自己的身體，不再去造作新的業行，

此世這個報身終了，就可以解脫。這兩種方

法，還沒有成佛之前的悉達多都傾全力修持

過。

他的禪定修得很有成就，教他禪定的師

父（一位是教他修到「無所有處定」，一位

是教他修到「非想非非想處定」）跟他說：

「我能教你的都教了，你學得很好，可以跟

我在這個地方教這些學眾。」那時候，三十

歲左右的悉達多跟兩位師父講：「雖然我能

夠達到那樣的禪定境界，但是出了禪定之後，

我的心裡還是不安跟苦惱。」所以，他又繼

續求道的旅程。

這裡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個人間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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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以來，還是有大部分的人一直認為，透過

所謂的修禪定，就能夠帶來解脫。而他們認

為的禪定是收攝一心，讓心繫在一個固定的

所緣，其它的五根幾乎不運作，就只是將意

根固定在一個所緣上。這是佛陀時代，印度

國土本來就有的一大修行系統。但是我們的

佛陀 ( 未成佛之前叫悉達多 )，他用生命去做

徹底的實驗，發現那不只沒有辦法解脫，甚

至根本沒有辦法透入生命的實相。沒有辦法

透入生命的實相叫做什麼？就是沒有見法。

沒有見法怎麼解脫？所以，修止禪、修禪定

這一路，可以作為開悟見法的一個助道品，

但是，如果沒有適當的禪觀方法、沒有善知

識的引導，是不可能開悟見法的。

2.2 苦行投窗也太痴

他離開了修禪定的師父之後，又去修苦

行六年。他成為無畏山苦行林最高級的聖者，

修到站都站不穩，肚皮壓下去就貼到後背骨，

常常會尿出血液，幾乎處在半昏死的狀態。

雖然已經修成這樣了，他發現還是沒有辦法



12

一、佛陀如何見法開悟

息除內在的煩惱跟不安，所以他決定放棄。

2.3 真誠面對出牢寵

這兩件事很重要：第一件事情中，天下

人都說這已經是最高級的禪定，他也體驗了，

但他覺得不行就是不行，所以他放棄了；在

第二件事情中，天下人都說他修的是最高級、

最艱難的苦行，而他也已經成為天下人心中

的聖者，苦行林當中最高級的聖者，但他卻

覺得還是不行，因為沒有辦法解除他內在的

憂苦跟不安，所以又毅然決然放下，再繼續

走他自己生命的道路。在那樣的時代裡，最

權威的兩大修行方法他都實驗了，而且都達

到那個系統裡最高級、最極致的成就，但是

他發現沒有辦法解除他的迷惑，沒有辦法息

除他的不安，所以毅然決然放棄，再走上自

己茫茫不見前途的道途。

這兩個經歷對他有很重要的影響，但是

重點在哪個地方呢？就在：他完全真誠的在

面對自己生命的問題，而毫不妥協。這很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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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如果沒有這麼精純的意志——真誠面對

自己的生命；如果沒有這麼單純的心思——

不是為了獲得別人的肯定、不是為了世間的

名聞利養，而只是為了要去發現生命的真相，

要解除生死流轉的機制，要走向生命的自由

解脫，也就沒有後來菩提樹下的大覺。

佛陀決定真誠面對自己生命，他離開苦

行林，接受供養，渡過尼連河，來到菩提樹

下，對自己下了一個指令：「如果此座坐下

去不得解脫，就坐死在這個地方！」就是這

麼單純的心思、心志，讓他有機會見證生命

的實相。如果他沒有這麼真誠而堅持的意志，

在修禪定的時候，有了禪定的成就，在修苦

行的時候，也有天下人認為的成就了，他早

就可以像一般人安住於那樣的成就跟榮光當

中，但是他沒有。就是因為他真誠而單純的

面對自己的問題，所以他才有機會發現生命

的真相。為什麼說有機會呢？因為有些人也

很真誠面對自己生命內在的問題，不計天下

人的是非、毀譽，但是卻不一定能夠有機會

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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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諦觀因緣契真實

不能真誠的探索自己生命的問題，就不

可能發現生命的真相；但是，就算真誠的想

要探索生命的問題，也真誠的探索生命的問

題，卻不一定能夠發現生命的真相。因為要

有「法」！釋迦牟尼佛非常難得的地方就是

在這裡——他不只具有單純而真誠的心志，

更了不起的是，他在完全沒有任何指導的情

況下，竟然能夠發現生命的真相。

他怎麼發現生命的真相呢？他就是在菩

提樹下，帶著一種可以說是不再投射希望、

絕望而平靜的心理狀態，很如實的去審察他

內在生命當中的疑惑。他的疑惑是什麼？生、

老、病、死到底怎樣可以止息？生死輪迴到

底怎麼樣可以超越？

所以他就進入這個根本問題意識當中

去探問：何因、何緣而有老、病、死？他終

於發現：因緣於有生，所以有老、病、死；

因緣於有有，而有生；因緣於取，而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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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後他發現：因緣於有無明，所以

就有生、老、病、死，憂、悲、惱、苦的大

苦聚集；因緣於無明滅了，愛、取、有就會

滅，所以生就會滅，老、病、死、憂、悲、

惱、苦就會寂滅。他在一個完全沒有遮障、

沒有任何權威依靠的情況下，經由如實觀察：

生命經驗到底怎麼發生？它的本質是什麼？

造成生命發生的因緣是什麼？最後終於解開

了生命的生死大惑。

他終於清楚了：只要有無明，就會有愛、

取、有的現象發生；有愛、取、有的現象發生，

就會不斷緣生眼、耳、鼻、舌、身、意六根

報身的再生；有六根報身的再生，就一定會

有老、病、死，一定會有從生到死的過程當

中，因緣於碰到不合意境而生起的怨憎會苦、

因緣於所愛離別而生起的苦、因緣於所求不

得而生起的苦……種種這些自他之間絞結纏

鎖形成的大苦聚集；所以就會不斷的在生死

流轉當中，不斷的在憂、悲、惱、苦的鎖鍊

當中，不斷的所求不得，卻又不斷的投射；

不斷投射就不斷的受苦，但卻又不斷的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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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樣的生死輪迴。根本原因是什麼？無明！

他終於發現了。

然後他藉由精深而澄明的內觀，很清楚

的體驗到：無明滅了，貪愛止息了，我見斷

除了，不再有投射了，就不再有六根報身生

起的因緣，所以 " 生 " 寂滅了，老、病、死就

寂滅了。於是他當下體證到所謂的涅槃——

生、老、病、死息滅的狀態，不只解除了他

內在的迷惑，而且也解除了他內在的逼迫。

他終於知道兩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他

知道：因緣於有無明，就有生死流轉，有隨

著生死流轉而不斷繼起的憂、悲、惱、苦，

也就是清楚造成生死流轉的因緣。第二件事

情，他明見、體驗：只要徹底瞭解生死輪迴

的真相，停止對六觸入處投射欲貪，我見斷

了，欲貪滅了，再生的因緣就寂滅了。所以

他自知如何從生死輪迴的逼迫當中解脫。這

就叫什麼呢？就是我們的題目——叫做開悟，

也叫做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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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自依法依不異依

從這裡看到什麼呢？有真誠面對自己生

命根本問題的單純心志，再加上用佛陀的方

法如實去觀察：生命到底是怎麼發生？何因、

何緣而生命經驗不斷的生起？何因、何緣而

痛苦不斷、憂悲惱苦不斷？有這兩個才有可

能開悟。所以，第一個是你心志的問題；第

二個就是禪觀的方法。這兩個對修行都很重

要，但其實都是很平實的，因為悉達多就是

這樣覺悟而圓滿了出家學道的第一個階段的

任務，解除了生命的迷惑，也解除了內在因

緣於無明而帶來的逼迫。

昨天錄影就在講這些事情的時候，突然

有一種很深、很深的，算是感慨、或者是感

覺——如實知見因緣法、緣生法的佛陀的法，

其實是什麼呢？不著一法！因為，緣生法在

生起的當下就滅、就改變了！如實知見因緣

法、緣生法的時候，根本無法可見！無法可

見的時候，其實當下就已經無心了！那時突

然有一種感覺：「我要把佛陀這個無心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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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誰講呢？有心之人怎麼能夠聽懂這個無心

之法呢？」所以內心有一種不知道怎麼說明

的感慨。

但是問題是，如果這個人間沒有人懂得

佛陀怎麼達到這個不見一法的無心之法，沒

有人達到無心之法的這種狀態，世間就沒有

自由，也沒有人可以解脫。所以，諸位來此

是為什麼而來？我想，你也應該是準備要跟

兩千五百多年前的悉達多一樣，想要從自己

的心裡，解除這種不斷的生、老、病、死，

生死輪迴的迷惑；你可能也想要跟他一樣，

徹底從這種迷惑所帶來的痛苦煩惱當中解脫。

只是你可能還不很清楚，不很清楚叫做什麼？

半夢半醒！

剛剛已經講了，悉達多之所以能夠見法，

不只是因為他的聰明跟智慧，而是因為他有

很單純的心志，鍥而不捨的往自己的內在不

斷的挖掘跟探索，挖到無一法可見，而在那

個地方開悟。大家在這個人間，都已經走過

好幾個階段了：嬰兒、兒童、少年、青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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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青壯年、壯年、中壯年，再來是什麼？

中年、中老年，甚至是老年。你已經穿越這

一場人間當中的春、夏、秋、冬各個層面的

風景了，你發現到什麼？你想要怎麼樣呢？

今天你們來，應該是帶著問題來的，而

這也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佛陀的法的根本原

因。對一個學習佛陀的法的人來講，就只有

一個本分跟義務：把學習到的佛陀的法，盡

可能的讓它能夠像流水一樣，在這個人間繼

續流傳下去。所以我希望，我們可以為這件

事情來共同努力——在此世，像悉達多那樣

見證生命的真實，解除內在的迷惑，終止內

在的逼迫。

3. 四聖諦三轉十二行

3.1 見道－－四聖諦初轉

佛陀成覺以後的初轉法輪、第一次講法

叫做《轉法輪經》，這部經是兩千五百年來

佛教的第一經，講的就是四聖諦三轉十二行：

如實知苦，如實知苦集，如實知苦滅，如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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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滅苦之道。請你們注意聽！如實知苦：就

是如實知見生死流轉；如實知苦集：就是如

實明白、知見造成生死流轉的原因。這就是

佛陀在菩提樹下的發現：

1. 第一個層面的發現：他解開了生死輪

迴的疑惑，明見——因緣於有無明，就

會有生死流轉——這就是四聖諦裡的如

實知苦、如實知苦集。

2. 第二個層面的發現：他體證到：無明

滅則愛、取、有、生和老、病、死，憂、

悲、惱、苦滅，他體證到苦的息滅，也

就是四聖諦裡的滅諦，發現了滅苦之道

——這就是四聖諦裡的如實知苦滅、如

實知滅苦之道。

明見了四聖諦，明見苦、苦集、苦滅、

滅苦之道，這叫做正覺。因為，從此以後對

生死流轉的因緣不再疑惑，也對生死流轉怎

麼樣可以息除不再疑惑，這是智見上面的明

白，叫做開法眼。也就是看到：怎麼樣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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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這個生、老、病、死，憂、悲、惱、苦的

因緣，藉由此世的修行達到究竟苦滅——生

死輪迴究竟的終止跟超越。這個修行過程是

什麼？道！所以叫做如實知滅苦之道。

什麼叫開悟呢？就是如實知見生死流轉

的因緣，如實了知生死流轉的寂滅之道，知

道怎麼樣去修行。就像我們去看病，醫生會

先診斷你的病情，探問造成這個疾病的原因

——苦、苦集；知道了造成疾病的原因，接著，

要滅造成疾病的這個因，滅這個疾病，所以

要知道滅。知道了病因，也體驗了滅，就知

道該用什麼藥，去把這個病因息滅，這就是

如實了知 " 道 "，知道怎麼修道，這叫見法開

悟，叫做四聖諦的初轉：如實知見苦，如實

知見苦集，如實知見苦滅，如實知見滅苦之

道。

3.2 修道－－四聖諦二轉

知道怎麼醫病了，就要有一個治病的療

程，這就是修道的過程。注意聽喔！雖然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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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都知道了，但是接下來要修道。如果你

沒有在修道，沒有藉由正念，不斷地去息除

在每一個片刻當中生起的不恰當的起心動念，

那麼到最後，你以為的見法，會變成好像昨

天晚上的夢，沒有辦法對你的現實生活產生

影響——沒有辦法變化你的氣質；沒有辦法

改造你內在的心理機轉，超越那個心理結構，

脫胎換骨；沒有辦法走入自由、解脫的生命

——所以那種見法不是真正的見，會變成只

是大腦以為的知道。

真正的見會怎麼樣呢？會像這樣：你知

道自己很渴，而且已經看到水了，所以你一

定會喝水。如果你說你很渴，又說你見到了

水，但是你都沒有喝水，也不想去喝水，那

我跟你講：「你應該沒有真正看到水，也沒

有真正看到自己內在的焦渴。」

所以明見了四聖諦的初轉，也就是所謂

的「開悟見法」之後，進一步要修道，修離貪、

離繫。所以四聖諦初轉就叫做見道，見道之

後要修道；修道就是因緣於見法，而隨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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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見到的真理，消融自己過往的起心動念、

貪欲、繫縛跟戲論的種種慣性，這叫做修道。

3.3 證道－－四聖諦三轉

透過修道，不斷的在自己的生活經驗、

生命經驗的過程當中，依明見來調伏欲貪、

斷欲貪、越欲貪，達到內在完全不再有任何

騷動跟不安的生起，就叫解脫。因為在生活

中對任何境界都不再有任何的抗拒，也不再

有任何的執取，所以不會再有任何的騷動跟

不安生起，而能夠持續活在一種清淨而清明

的狀態，然後欲貪完全息除，活在一種明、

解脫的境界當中，這樣叫做四聖諦的三轉

——「苦」完全出離了，苦「集」完全斷了，

無明跟欲貪完全息「滅」了，「道」完全修

出了。佛陀因緣於完成了四聖諦三轉，所以

他跟弟子說：「我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於諸天、魔、梵、沙門、婆羅門、聞法眾中，

得出、得脫、得離，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無上究竟正等正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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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見道修道自證道

菩提樹下的悉達多並不是成正覺之後馬

上成就無上正等正覺；他是在得正覺、明悟

以後，發現古仙人的道跡。古仙人道跡意思

就是古佛的道路，就是指八正道——也就是

依因緣法、緣生法的明見，在六觸入處的每

一個片刻，依這個正見修離貪、離繫，調伏、

捨斷、超越欲貪，離斷對六根、六境、六識

的繫縛，達到八正道的四禪正定滿足，而自

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

自知不受後有。自己很清楚：不會再有欲貪

流出，不會再有任何煩惱跟不安的騷動，不

會再有生死輪迴，才成就無上正等正覺。

諸位，你們要想一想：佛陀為什麼可以

成就無上正覺呢？其實問題就在於他已經離

繫了，於這個人間沒有繫著了、不被綁住了，

所以他在這個人間，只是依一種無盡澄明和

寧靜的心地品質，隨處隨緣，不斷的展開慈、

悲、喜、捨四無量心的旅程，直到最後一個

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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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悟見法之後，並不是這樣就了事，還要依

這個明見開始修行，最後你自己會清楚：生

命裡面，完全自由、完全解脫了，於人間不

再有取著、不再有繫縛。因此自知作證：我

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

有。

3.5 原始佛教－－佛陀覺悟之教法

悉達多覺悟、修道，最後成就正等正覺、

成佛，然後弘法利生四十五年，到最後臨終

前，還度了一個須跋陀羅外道。他四十五年

說法，引導禪觀，指導禪修，其實都是在跟

有緣的眾生分享，教導他們怎麼走他在菩提

樹下走過的路——引導他們在迷惑、痛苦煩

惱的狀態中，去發現怎麼造成迷惑、痛苦煩

惱的根源？並且就像他自己曾經走過的那樣，

引導他們體證息滅痛苦煩惱根源，最後走上

一條滅苦之道。

我們在弘傳、在跟諸位分享的原始佛教

就是佛陀的覺悟之教，而我們所用的教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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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一次結集的「修多羅」( 一般叫做《雜阿

含經》) ，而且又是《雜阿含經》裡面七事相

應教的這部分——因緣、食、諦、界、六入、

五陰、道品相應，主要就是這些。佛陀怎麼

樣覺悟以及覺悟之後怎麼樣教導人開悟見法、

見法入流、走向究竟解脫的方法，整個見、

道、果其實都在這七事相應教將近一千多篇

的經文裡面。我們就是依這些經典，這些經

典也就是佛陀留在這個人間的禪法——佛陀

的經法就是佛陀的禪法，佛陀的禪法就是佛

陀的經法。

我問諸位一個問題：假設你像悉達多那

樣，藉由因緣觀而明見了生死流轉的因緣，

也解除了生死輪迴怎麼樣寂滅的疑惑跟體證

了那樣的狀態。我問你們：「你如果要跟人

家分享怎麼樣解除迷惑、斷除痛苦煩惱的方

法，你會教他因緣觀還是教他其它的法門？」

了解嗎？你一定是教你實際經驗的！

所以整個原始佛教在傳遞的，就是佛陀

怎麼樣覺悟跟究竟解脫的方法，因為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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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走過的路，不會有第二種方法。因為這

是他的方法，是他如實作證、如實知見的方

法。所以諸位要清楚，你要學的可能不是其

他的方法，你要學的是悉達多怎麼樣正覺、

正覺之後怎麼樣離貪離繫而得阿耨多羅三藐

三菩提的方法，亦即滿足四聖諦三轉、成就

無上正等正覺的方法。

佛陀覺悟、成就了，有一些經文留下來

的記錄是：佛陀覺悟之後，其實沒有馬上說

法，因為事實上還沒究竟解脫。所以，他就

在一棵樹下坐七天，他好像坐了六、七棵樹。

這是我個人的一種估計：佛陀正覺之後，再

經由大概四十二天的時間，才究竟成正等正

覺。不過，這個參考就好。因為這是純粹個

人的知見，有些記錄可以看到。

佛陀覺悟之後那種喜悅，諸位不曉得能

不能體會？原本，他放下父親為他準備的王

位，放下了妻子耶輸陀羅對他的愛，放下了

他對兒子羅睺羅的愛，歷盡千辛萬苦修禪定、

修苦行，終於成正覺。當他走出那種生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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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惑，安住在內在的這種因緣於智見而帶來

的生命的光明當中，諸位能體會那種喜悅嗎？

他內在不再有疑惑了，也不再有繫縛，所以

當風吹到他的臉、當冰涼的水氣觸到他的肌

膚、當他見到河水的流動、看到樹葉的搖

動、聽到小鳥的叫聲，甚至看到蛇在他邊邊

爬來爬去……諸位有沒有辦法體會那樣的心

境？！

4. 學佛——學習佛陀的什麼

4.1 全然的決意

你們當中有很多人半夢半醒，已經走過

了大半輩子的人生，用平常話來講，把自己

的身心狀態，搞得疲憊、破碎不堪，所以，

今天開始來聽法。也許以前就已經聽了，因

為有以前的經驗，所以今天再過來聽聽看。

但是，你會發現你沒有悉達多的意志，因為

你自己認為你比悉達多聰明，你一心二用；

不止二用，而且一心三用；不止三用，而且

一心多用。在一心多用的情況下，想要明見

生命的真實法，你以為你是誰？！此世有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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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的因緣，你已經走過了大半輩子的人生，

在名利的追逐、在自我感的滿足、在情欲的

追逐當中，難道那些還不夠嗎？你還看得不

夠清楚嗎？

我的意思是：答案是肯定的。因為還看

得不夠清楚，所以才會在半夢半醒的狀態；

在這種半夢半醒的狀態，想要見法開悟，絕

無是處。我跟諸位講：「不可能！」這裡要

有一種單純的用心，全然的決意；不然，你

認為的所知所見，其實就像偶然畫過你眼前

黑暗虛空當中的流星光點，你不會有真正徹

頭徹尾、徹心、徹裡徹外的如實知見。

你們為了想要正覺開悟、見法開悟而來，

我就有這樣的本分、義務跟你們提醒，我們

的師父 ( 佛陀 ) 是怎麼樣達到正覺開悟的？讓

你們自己可以參照：悉達多是怎麼樣的用心？

你是怎麼樣的用心？也許就能夠讓你更真誠、

更全然的去逼視自己，其實這件事情是你一

定要做的。



30

一、佛陀如何見法開悟

4.2 在眼前當下禪觀

我們一般以為學習佛法是學習宗教，不

是！佛法是覺悟之法，所以學習佛法是學習

通達覺悟之法。覺悟不是在天邊，覺悟是在

眼前。所以禪觀在哪裡？在眼前！遮障著你

生命的自由、遮障著你通達解脫的所有一層

一層的障礙跟繫縛都在現前。只有一條路！

只有一種方法！你要不斷的逼視自己！你要

不斷的揭露自己！只是我們不需要像悉達多

那麼可憐，我們是佛陀的弟子，可以藉由佛

陀所留下來的因緣觀的如實知見，不斷的逼

視眼前一重一重的生命經驗。

剛開始，你要看到什麼呢？要看到：

你為什麼醒不過來？

你對這個世間在留戀什麼？

你想誰會留戀你？

你在留戀誰？

你留戀的人會留戀你嗎？

如果他們真的留戀你，對你是好還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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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我的意思是：如果你無能為力了，而別

人卻因為不斷的愛戀著你在那邊憂愁啼哭，

對你有什麼好處？

如果你覺得：「我走了之後，人家把我

都當做沒有來過，我會很傷心。」那麼你在

傷心什麼？

了解我在說什麼嗎？——禪觀！這些就

是禪觀！

你的欲求在哪邊生起，你的不安就在那

邊生起，你的無明、你的我見就在那邊作怪，

這些就是遮障著你沒有辦法開悟見法成為明

眼人的原因。當你看到無一法可看、無一法

可見，所以知道不應該去執取任何一法，因

為無一法可執取！這件事情心知肚明了、清

楚了，就叫做「開悟見法」。

所以，不是從大腦裡面去找佛學知識，

是藉由聽聞佛陀的法以後，依法來逼視自己，

從認知方式到感情需求的各個生命層面的繫

縛，一層一層的解離。不然年紀再大、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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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輝煌的歲月，也依然不過是一個身陷在顛

倒妄想當中，而充滿著迷惑跟不安的小小孩

而已。

5. 學佛——目的是什麼

5.1 明見生命究竟真相

諸位為什麼想聽佛法呢？學習佛法目的

是在解脫生死輪迴，是在明見人間無一法可

以繫著，你要學嗎？你真正知道你要學的是

什麼嗎？早點把它弄清楚，也許這樣才不會

浪費你的生命。開悟見法要徹見生命的真相、

如實知見生命的究竟真相。生命的究竟真相

是什麼？在佛法裡叫「法身」，生命的究竟

真相就是法身。

明見這個不可見的生命的究竟真實、親

證這個法身要幹什麼？

從原本充滿我見、癡求欲而有解除不完

的迷亂、割捨不盡的執取、擺平不完的痛苦

當中解脫出來。為什麼明見法身、見法開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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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能夠從那裡解脫出來？因為真正明見之

後會很清楚看到：生命的究竟真實是這個無

始無終的清淨覺！因此你對於生命當中經驗

到的這些愛恨情仇、憂悲惱苦、是是非非…

就會沒興趣了。

因為你看到那像是夢中的小孩在玩的遊

戲，那是夢中人所要的東西。一個醒了的人

看到一個人在作夢，看到他在夢中說的話、

做的事情、產生的情緒、流的眼淚、產生的

痛苦、產生的驕傲感，產生的控制別人的那

種成就感…你會覺得很好玩也很可憐，所以

就會從六道輪迴當中的世間眾生的品質解離

出來：解離我見、解離人我的比較、解離因

緣於別人對我們的不肯定而帶來的不安——

譬如想盡辦法、用盡千辛萬苦要來獲得別人

對我們的肯定，甚至不自覺的想要去控制別

人。

5.2 了知諸苦源於自心

畢竟在人間裡面，都有它的是非善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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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們從生命因緣的角度來看，那是一種

生命的不幸。比如說，有些人因為在原生家

庭成長的過程當中，他的人格沒有受到適當

的呵護跟養成，所以會很不安；有些比較平

實的人，他會想盡辦法好好的努力，再去獲

得父母親的肯定，在社會的正常管道下，成

為一個有用、有成就的人，重新取回他的被

認同感；有的人沒有辦法，就會變成比較脫

軌的那些少年，其實他是為了內在的被肯定

感，但結果他逸出社會的正常管道，身心變

得很狂亂、甚至暴力。其實那不是罪，那是

一種不幸。

有的人在人間這些正常事務上，他沒有

辦法做了，沒有能力、也沒有意願。有些人

變得裝神弄鬼，想要藉由異界其他眾生的點

點滴滴來餵養自己，在這個過程當中，想要

從別人對這個未知世界的馴服而獲得自我肯

定。這些都在做什麼呢？就是在六道輪迴當

中不斷的在尋求餵養自我的食物，有些人藉

由功成名就、有些人藉由感情上的滿足、有

些人藉由對別人暴力的宰制、有些人藉由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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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去控制別人，其實都是同樣一種模式，都

是在尋求自我的食物。所以，諸位看到問題

嗎？這些都不是外面的東西，這些就是你自

己的心理狀態。如果你不願意如實的去面對、

去揭露、去超越自己，誰有辦法？從六歲小

孩到九十六歲的老先生都是一樣的問題。如

果沒有經由很真誠的、內在一層一層的探索，

其實年紀再大，不管男人或者女人，成功者

或者失敗者；不管是乩童或者是正常的人，

都只不過是沒有長大的小孩。可是我們會發

現，這個社會裡，有太多、太多的人拒絕長

大。

如果只是你拒絕長大，那是你個人的事

情；但是當你拒絕長大的時候，你會牽連你

的眷屬、你的父母親、或者你的妻子、你的

先生。那些關心你、愛你的人，因緣於你的

拒絕長大、裝神弄鬼、作怪而帶給他們痛苦

跟不安，也只有那些關心你、愛你的人，會

因緣於你的拒絕長大、你的裝神弄鬼而痛苦

不安。在這個世間，你傷害不了任何人，你

只會傷害那些你愛的人、那些愛你的人，不

是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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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通達自由福利人天

我們學習佛法，其實要學習悉達多（佛

陀的俗家名字），那麼真誠的、無畏的去面

對自己生命的各個層面的障礙，才會有機會

透徹進入生命的真實法，捨斷、超越在痛苦

中輪迴的因緣，活在法身的知見裡；也才能

夠苦滅，不再有痛苦煩惱，成為真正自由解

脫的生命狀態，就像我們的佛陀一樣，為人

間帶來通達解脫跟自由的訊息，讓有緣的眾

生能夠跟著這樣的道跡，通達生命的自由跟

解脫。在人界是這樣，天界也是這樣。

達到法身究竟成就之後——譬如說，證

得所謂的：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

自知不受後有的阿羅漢的層次，達到這樣清

淨無漏的法身狀態——臨終當然不會有所謂

的投射跟愛取的現象，能夠安住在這個無邊

無際的清淨法身，繼續去福利無邊無盡的眾

生，也可以在適當的因緣當中，以「意生身」

的方式，去福利無邊無盡的眾生，這是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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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格局不是你大腦所想的、被封滯

在你自以為是的感情需求當中的小小世界。

真正的生命真相是無邊無際而且生生不息的

法身！這就是佛教在人類歷史當中的可貴之

處。因為在這個地球，沒有任何一個教育、

修行系統能夠達到像佛教這麼完整，真的叫

做極廣大而至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可以

讓一個痛苦、愚癡、顛倒的凡夫，因為聽聞

正法、逐次內觀學習、真誠面對自己生命、

不斷超越執取，達到見證生命的真實法。見

證生命的真實法之後，啟動內蘊著的、本來

就存在的自由力量，不斷的療癒自己，達到

不再有任何的執取、究竟超越，進入永恆生

生不息的生命領域。

所以你到底要什麼呢？還要在半夢半

醒之間多久呢？看清楚！五十歲、六十歲、

七十歲了，人間的悲歡離合、人間的愛恨情

愁、人間的是是非非、人間的真真假假、人

間的爾虞我詐，還有一絲一毫值得你留戀跟

計較的嗎？不要傻了！你看起來還有一些因

緣，在這樣的年紀，還能走到這個地方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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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體力、心力、腦力想要學佛法，你們不

覺得這已經是很難能可貴的幸運嗎？你如果

不懂得趁著這樣的因緣，好好去審察自己的

起心動念，好好去揭露自己一而再、再而三

的自我覆藏和既自欺又想要欺人的這些心理

機制，那不用看明天，你現在根本就已經落

入黑暗的餓鬼界了，那不是預言，而是如實

知見。

有因緣可以學習佛陀的法，就好好學習，

沒有人有辦法硬拉著你來學習。就像禪宗的

大德常常講的：「你沒有辦法把牛頭按下去

喝水，如果牠自己不想喝。」沒有辦法的！

連佛陀在世也有六群比丘，不是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