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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祖大師法寶壇經  79》 

             印可法師宣講          

接下來 

「如有後學，了悟本心，或是宿習濃厚，智劣心浮，可在二六時中，動靜之內，一

切放下，善惡不思，念起即覺，覺之即無。」 

這個就講，統說，統說如果要學習的時候，看到自己「宿習濃厚，智劣心浮」，智

慧低劣，心又浮動不安定，你就要在「二六時中，動靜之內」，在動跟靜的時候，不住

外，也不守空，也不守有，外就是有，內是空，在這裡面一切放下，也不起善惡，任何

的念起的時候要覺，不是要壓的，今天一直講，你不是要用壓的，你要去覺悟，你要知

道這個本來面目是什麼，我這個念裡面的雜質是什麼，我看不明白嗎？我看得明白嗎？

「覺知即無」，明白了之後又放掉，還要再放掉。 

頓悟漸修，多靜易成。上士動靜皆禪，中機廢事偏理。歇妄心，為正修；作諸善，

為助修。若有心行善著善，必落於人天福果；若無心相，應眾善，可謂正修助資。參禪

念佛本來同，看破分明總是空，功到自然全體現，春來依舊百花紅。 

大德有講：「頓悟漸修，多靜易成」，你要用這個頓悟法門或是漸修的人，開始修行

的時候要安靜一點沒有錯，比較容易上手，因為過去的習氣在世間，世間都是繁忙，雜

務一堆，所以這個時候要多靜易成，這種人你想要頓悟，你想要漸修，你就安靜一下，

不要攀緣在外界上面。 

可是剛剛有講，是不是也是要在這裡面如理？也不是說眼睛、鼻子、嘴巴什麼都關

掉，什麼都不動，不是，他只是說靜一點，跟你過去有點區隔。他說：「上士動靜皆禪」，

利根器的人你動也好，靜也好，都是安住在禪定中，他動靜皆禪；「中機廢事偏理」，中

根器的人，他這個事是沒有辦法進入，沒有辦法看得明白，他只有偏重在空的道理。 

最後總說：「歇妄心，為正修；作諸善，為助修。若有心行善著善，必落於人天福

果；若無心相，應眾善，可謂正修助資。」很明白吧！因為那是一個覺跟行，是一個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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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行。歇妄心是不是正修，是佛性？作諸善，是不是助修？是完成佛道。你所有累生累

劫跟所有的一切眾生的問題，是不是要處理？是不是要圓滿？不能說要處理。如果你有

心著在善，那人天福報，你沒有悟；但你如果無心相應，而一切去做，是不是正修又助

資？是不是這樣？資糧。 

「參禪念佛本來同，看破分明總是空」，最後是不是都要契入畢竟空？不管你用哪

個辦法，是不是這樣子？「功到自然全體現，春來依舊百花紅。」接下來，是一個僧人

志道，他去向六祖惠能大師請益，中間所記錄六祖惠能大師對他的點撥，我們先來唸一

段經文。 

僧志道，廣州南海人也，請益曰：「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十載有餘，未明大意，

願和尚垂誨。」師曰：「汝何處未明？」曰：「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

樂；於此疑惑。」 

這一段是在講開始的緣起對話，有一個出家人名字叫做志道，他是住在廣州南海

人，當然這個地方距離六祖惠能大師駐錫的道場，非常的靠近。他有一天就去向惠能大

師請益，他說道：「學人自出家，覽涅槃經，十載有餘」，他說我呢？自從出家以來，都

主重點在閱覽這個《涅槃經》，時間已經有十多年了，「未明大意，願和尚垂誨」，但是

讀來讀去，就是不能夠真正的明白，這部經所說的主要的法要，祈願和尚您慈悲垂示教

誨。 

當然他說他不明白，一定有一些重點，六祖惠能大師就回答他，師曰，當然這是一

個問題，「汝何處未明？」你是哪裡不明白呀？曰，這是志道他回答：「諸行無常，是生

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為樂。」這四句偈我弄不明白，這四句是《涅槃經》主要的法要

所在，這裡弄不明白就是整部經都不明白了，「於此疑惑」，我對於這一段有一些疑惑，

這個地方等於整部經都不明白的意思。 

《大般涅槃經》我們略略講一下，《大般涅槃經》也叫大乘的涅槃經，主要在闡述

法身常住，眾生悉有佛性，闡提、成佛這種論題，這是一部大乘經典。在涅槃，所有的

經論統合起來，有講這四種涅槃。 

第一個叫本來自性清淨涅槃，第二種講的是有餘依涅槃，第三種講的是無餘依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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槃，第四無住處涅槃。這個《涅槃經》總共在我們中國的翻譯版本，好像是十五種，所

以我們一般常常在閱讀的，其實是北本的《涅槃經》，然後在南方宣揚開來，做了一些

小小的整理，我們常用的《大般涅槃經》是這樣來的。 

這四種涅槃，我們先解釋，就知道這個志道他的問題出在哪裡。所謂這個涅槃，在

經論裡面很多人其實是不瞭解的，就以為所謂的涅槃就是死了，因為在經論裡面，《涅

槃經》裡面有講，佛要入涅槃，入涅槃的時候，這個阿難跟僧團裡面的這些弟子們，真

的是要失掉大導師，各個是嚎啕大哭；所以大家會把這個涅槃兩個字，直接就等於死亡。

其實佛在整部經裡面要開演的，不是指死亡這麼一件事。在《法華》《涅槃》最後的這

一段，佛總共在講這個完成的完整的佛法，有八年之久。 

這個涅槃，四種涅槃，「本來自性清淨涅槃」，就講到眾生跟一切的事物，其實本來

相也就是真如寂靜的理體，本來就是寂靜的。我們都有佛性，本來就是沒是非的；所有

的一切緣起，總總的這一些，本來也就是寂滅的。眾生之所以在這上面，有好多自己的

生滅等等的想法，就像前幾堂課講，是我們的意識變現起動，不守真如。對不對？所以

本來自性清淨涅槃講的就是真如。 

裡面的有餘依跟無餘依涅槃在這裡就不再解釋，這以前有講過。在修行的小乘當他

證得了所謂寂然之後，在身體還有一些基礎的運作，所以這個時候是有餘依，就是還要

依憑著身體的運作而在生活中，希望要入無餘涅槃，這是小乘要迴小向大。 

裡面要跟大家介紹的是「無住處涅槃」，這個無住處涅槃就是講：「依於智慧，遠離

煩惱、所知二障」，就是煩惱障跟所知障二障，「不滯生死之迷界」，也就是它不會停留

綁死的在生死的迷界，也就是我們凡夫的世間，這種輪迴的相狀裡。但是「因大悲而救

濟眾生」，所以「在迷界中活動」，所以在眾生，眾生是在迷界，在三界，欲界、色界、

無色界，所以因智慧遠離了煩惱，得證菩提，沒有所知障，沒有煩惱障，但是因為大悲

心，所以在迷界裡面依然活動，但「也不會滯於涅槃之境地」，也不會讓自己一直停擺，

在這種寂然的狀態而不能作為，大乘佛教的涅槃教說，就是指這個，就這個特色。 

所以後面呢？惠能大師要為他開演的，就是以這個理論這樣的境界來為他解釋。所

謂這個涅槃就是超越一切差別相狀，「離一切差別相狀」，也就是有為的造作，生滅等等

的這些都超越了，所以又稱離相。所謂的《大般涅槃》，我們講《大般涅槃經》，《大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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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槃》講的是大圓寂，就是佛完全解脫的境地，特別就是在講佛的解脫境地，我們先講

到這裡就好了。 

接下來就進入志道跟六祖惠能大師的對話，來慢慢開演它。這個地方呢？這個六祖

惠能大師一聽，你這個疑惑點就是主重點嘛，當然你既然疑惑，一定有你自己的想法存

在，你弄不明白，所以六祖惠能大師拋了個問題給他，讓他主述他弄不明白的疑惑點，

所以再來讀一段。 

師曰：「汝作麼生疑？」 

  曰：「一切眾生，皆有二身；謂色身、法身也。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法身有常，

無知無覺。經云：『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者，不審何身寂滅？何身受樂？」 

這一段把他的盲點說出來，這個六祖惠能大師問他：「汝作麼生疑？」你為什麼會

在這幾句裡面產生疑惑呢？你一定有你自己的想法，才會疑惑。志道就回答，曰：「一

切眾生，皆有二身」，你佛法概念沒有很清楚的人，他這樣一路講下去，你會以為他都

說對，你就被他轉了，等一下你就會看得明白。 

他說：「一切眾生，皆有二身」，我們是不是講色心二法，心色二法？所以「謂色身、

法身也」，我們都有這兩個身，一個就是色質的這個身，另外就是清淨的法身，精神層

次的這個東西。撇開色身跟法身的概念，先不要去想這個東西，他就他自己的問題，他

說：「色身無常，有生有滅」，我這個物質的色身這是物質的，在相狀上是有生跟有滅，

對不對？我們常講，佛性常住，他說「法身有常」，這是法身是常住的，「無知無覺」，

這個又摸不到，不是見聞覺知，那這個上面也看不到。所以法身呢？其實它這個無知無

覺，就是他自己不瞭解的地方了。 

他又用了經典上來自己套色身跟法身，他說經云，經典上說：「生滅滅已，寂滅為

樂」，一切現象之相，這個現象的生滅結束之後，「寂滅為樂」，一切現象沒有之後，就

會很快樂，這是他的理解。「不審何身寂滅？何身受樂？」不知道指的是哪一個身是寂

滅？而哪一個身去感受這個快樂？這個是他的盲點，我們再來看他後面所說的，繼續讀。 

「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樂。若法身寂滅，即同草

木瓦石，誰當受樂？又，法性是生滅之體，五蘊是生滅之用；一體五用，生滅是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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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從體起用，滅則攝用歸體。若聽更生，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若不聽更生，則永歸

寂滅，同於無情之物。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尚不得生，何樂之有？」 

這一段，同學這樣一聽是不是覺得很合理？知道問題出在哪裡嗎？知道裡面有問題

的請舉手，其他人就看不出問題來，對不對？對不對？好，那就得好好說，說個明白。

他自己又用經典裡「生滅滅已，寂滅為樂」，那何身滅？何身受樂？這是他自己的分配，

他現在在分配了。 

「若色身者，色身滅時，四大分散，全然是苦，苦不可言樂。」知道自己對生滅、

寂滅的認知，色身在壞的時候，地水火風都會分解，對不對？在分解的時候，完全是在

苦的感受裡面，既然是苦，怎麼可以說是樂？因為生滅嘛，「滅已，寂滅為樂」，都一直

苦一直苦一直苦，怎麼可能樂？這是他的分配，他把色身分配到生滅，對不對？ 

好，他又做了一個分配，「若法身寂滅」，如果說這個法身是寂滅，無知無覺，因為

那是他自己的解釋，是不是？那麼就如同是草木瓦石一般，沒有什麼感覺，不是不可言

喻嗎？是寂滅嗎？那還有什麼得到快樂的可言？誰在得快樂？如果法身它不是知覺的

話，那他怎麼可能感受到快樂？一邊肉體很痛，一邊要精神很快樂，這就他的矛盾，聽

得出來他的矛盾了嗎？還聽不出來，我們繼續瞭解。 

「又，法性是生滅之體」，又說，經論裡面又說，生滅的本體就是法性，就清淨寂

然無生滅的道理，就是生滅的本體。「五蘊是生滅之用」，那色受想行識是不是生滅生滅，

生滅生滅？所以五蘊它的色受想行識是不是生滅在作用？作用當中是不是呈現五蘊？

這都他自己說的。一體五用，一體有五用，他是不是把色受想行識都分別開來？他就看

色，有生滅，是不是色有生滅？受，我現在感受，等一下受沒有了，受也有生滅。想呢？

我現在想到了，等一下忘了，想也有生滅；行，我現在去做一件事情，開始去起動，我

做完了，也有生滅；那意識呢？意識的，現在有一種落入裡面的一種覺知意識，然後等

一下又換了另外一個的時候，這個又是生滅，所以這是他自己解釋的。 

如果每個人都這樣解釋的話，每一個都是大魔王，然後把自己搞得很迷糊，這是很

危險，很危險的，沒有一句對，裡面沒有一句對。同學！現在你不知道哪裡對不對，我

們慢慢，你就會知道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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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說：「一體五用」，這個一體，法性是生滅之體，開出這個五種用法，「生滅是常」，

因為生滅生滅就變成恆常的常態，它一直在存在，你看我色，色法生滅，受，生滅，想

行識，眾生的五蘊就是一直在生滅的狀態，生滅就變成是一種常態了。「生則從體起用」，

他把這個體看成有一個物質的開始，「生滅是常，生則從體起用」，所以只要生現前了，

就是從體來產生作用，聽起來好像對，對不對？滅則攝用歸體，滅的時候呢？是將這個

用，不用了，回歸本體。這聽起來是不是又很合理？是不是很合理？因為剛剛我說這是

錯，所以你現在合理也不敢說是合理，因為一般人一讀這個，都以為它都是對，其實是

錯得很離譜。 

「若聽更生」，如果就任由其再生起來的話，「即有情之類，不斷不滅」，也就是說

有情的眾生不會斷絕，他也不會消滅，他永遠就是會再有。因為我們不是在講有情眾生

在輪迴中嗎？是不是輪迴中？所以你死了之後，有可能投胎轉世，是不是更生？如果更

生的話，有情眾生是不是永遠都不會斷絕？他一直就是有情眾生。 

「若不聽更生」，如果他不會再生起，因為他裡面有寂滅為樂，他如果不會再生起，

就會永遠回歸於寂滅的狀態，那就是不應該會有所謂輪迴一直再生起，所以這句子他對

來對去他都對不懂。如果他死了，就永滅了，那跟無情之物，草木石頭是一樣的。草木

石頭一樣的狀態之下，何來又有這個生起的現象？ 

「如是則一切諸法，被涅槃之所禁伏」，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一切的有為法無為

法，寂滅為樂都一定消失無形，被這個涅槃，被這個涅槃所禁錮，所限制住。所以你只

要證入涅槃，就什麼都沒有了，這樣才對，這是他的解釋。 

「尚不得生」，生都不可能再有了，如果生都不可能再有，又何來談到樂的存在。

意思是說，生沒有了，就什麼都沒有了，怎麼還有樂可言？同學！解釋到這裡，知道差

不多有點覺得他矛盾了嗎？有沒有感受到他的矛盾？多少，這一段弄懂，你以後就不會

是小乘，就不會是小乘，也不會以為死就是涅槃。 

這裡我們先來瞭解，為什麼我們聽經聞法或是讀誦這個經典的時候，有些時候會謬

解或是抄前著後，抄後著前、抄中等等的這些都有。因為這是自我能思所思解釋經典，

他自己要把這個上面做一個理解，難免有如此自以為的知見產生，這是自我知見，這個

謬解佛經，斷章取義，他用配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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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面我們先來瞭解什麼是生滅，生滅他把它看成，所有一切有跟一切無就叫生

滅，這是這個志道他定論是這樣，他的知見是這樣，生滅是指，以字面上是不是生起跟

滅盡？有跟等一下化無。所以經論常在告訴我們有生必有滅，這就現象而說。但我們生

滅有好幾種生滅，以物質界的色是不是生滅？以心念上是不是又有念念生滅？前面有講

過。在這麼多這麼多的生滅裡面，最大的生滅就在講眾生的這個段生，這個生跟死的這

個生滅。 

但你在這個大生滅裡面，是不是念念生念念滅，也有很多的生跟很多的滅？生滅是

廣通一切有情跟非情，就是說你心中有情的意識的覺受裡面的轉圜，轉來轉去是不是就

是生滅生滅？那你無情的也就非情的物質界，是不是有生滅生滅？下雨了，等一下雨停

了，是不是生滅？譬如，白天然後太陽下山，就晚上了，就是在這裡大家都會看到一個

現象的生滅。這個地方的生滅就現象的生滅住在心裡，取這個生滅在心裡，你就住在生

滅中。有為法住在心中，自己心中執著的這個生滅，是不是你就住在生死？就是住在有

為法的生死，對不對？ 

所謂的無為法跟有為法，是同一件事，同一個物，生跟滅是同一件事，不是兩件事。

舉例，你現在要吃一碗飯，因為你肚子餓，這個餓生了，對不對？你有一碗食物，這個

食物是不是生了？你開始吃第一口的時候，你的餓在遞減中，當你吃到一半的時候，你

的這個餓滅了，當你一碗吃完的時候，你的餓滅了，你的飽生了。是不是？所以你生起

什麼？滅了什麼？原來生了餓，取了食物也生，現在這個食物放到肚子裡，滅了餓，生

了飽。以這個食物來講，原來有這碗飯是生，這碗飯被吃了之後，這碗飯是滅，是不是

以物質界它有生滅？你的餓跟飽是不是生滅生滅？ 

好！再來看這個物質，當你取了這碗飯的時候，電鍋是少了這碗飯，是不是滅？是

不是？它滅了這碗飯的時候，它生了一個空，是不是？好，你這碗飯放到肚子裡面去，

是不是剛剛餓生，現在餓滅飽生？然後等到兩個小時之後呢？這個飽又滅了，餓又生

了，是不是生滅生滅？一天裡面的生滅生滅，全部都在生滅生滅，感受也生滅，物質也

生滅，滅中有生，生中有滅，滅即是生，生即是滅，是不是這樣？所以也不是真的生，

也不是真的滅。 

如果你跳脫了這些生滅生滅，你就寂滅了，你就樂了，這句話的意思是這樣。但是

這個志道把生滅跟寂滅分兩個，切開了，這樣懂了？所以知道他的問題在哪裡了嗎？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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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真正的生滅的定義，世尊在講很多的經典，從開始眾生執著，執著，滅的時候起憂傷，

所以衪跟你講生滅法，所以你不要憂傷，那是一個現象。但是生滅之後，緣起而有，是

不是又生了？緣滅而無，是不是又滅了？所以生滅生滅生滅，生滅、生滅，生又有滅，

滅又有生，生這個，滅那個；所以不是真的生，也不是真的滅，因緣交替，所以它叫性

空，包括生跟包括滅，它沒有一個自性可言，所以叫性空。經論裡面講這麼明白，可是

斷章取義就不明白。 

斷章取義不明白，所以這個時候，我們先瞭解生滅。以大乘中道的正見而言，有為

法的生滅為假生假滅，你造作，你造作想要干預完成某一種完成，其實有沒有真的生跟

真的滅？剛剛你的餓有沒有真的生？感受上有，有沒有真的滅？感受上有，你的飽有沒

有真的生？感受上有，你的飽沒有餓又生起來的時候，感覺上都是有，可是這一些虛幻

不實。是不是？它曾經假立為生嘛，假立名為滅，可是它是真的生嗎？不是，那個是一

個認知、意識、覺受，而這個意識的覺受無自性，它沒有一個絕對的相狀，所以非實生

實滅，不是真的生跟真的滅。 

如果你這個生滅一切現象的相去瞭解而不執著了，是不是生滅滅已？生滅性空寂，

懂了嗎？ 生滅性空寂，那這個寂滅為樂，一切現象的理體，是不是無生滅？你這是一

個覺性。再來，我們懂了這個理體是什麼。剛剛生餓是不是你的覺性在？滅了餓，飽出

現，是不是覺性也在？現在呢？飽沒有了，又生起了餓，是不是覺性也在？然後這個飽

沒了，或是飽又來了，是不是這樣？是不是覺性還在？所以覺性是不是一直常在？這個

覺性會不會受生滅的影響？不會，這裡的樂並不是說我很愉悅，我很快樂，我會笑的那

個樂，意思是沒是非，寧靜寂靜，這樣叫樂。所以這些是不是寂滅了？其實它本來就是

安靜的，你的覺性從來沒有在裡面改變，也沒有在裡面變化。 

如果你從物質界上而懂，那你的覺性是不是在這上面？是不是本體那個理體是清淨

的？你的覺性剛剛感覺到生的時候，有沒有多一分？你感覺到餓的時候，有沒有少一

分？都沒有，是不是覺性恆常、寧靜的、寂然的？它會不會說話？說我在感覺，我在感

覺，我就是那個感覺，有一隻感覺的蟲住在我的心中，沒有啊！懂嗎？ 

所以這個生跟滅，我們要瞭解因緣和合，就是這些條件都滿足的時候，就成立了一

切法，只要因緣和合可以成立的東西，都叫有為法。你心中去看到實相裡面，它的有為

不是所謂的有跟所謂的無，你的心跨越了這個生滅的現象，條件跟法的執著，就叫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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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所以有為跟無為是同一件事。那就這個物質跟這個現象，它會變化，它是不是會變

化？就物質的現象是不是有生滅？可是根據它的道理，其實它並沒有變異，顯跟隱同時

的，這樣的意思。 

這裡面呢？再把生滅滅已，寂滅為樂，整體解釋一次，等一下我們來瞭解這個過程，

就會容易明白。也就是我們要遠離生跟滅，無常的這種概念，你心中住在這樣的世界，

你就是在欲界，就是在世間；你如果能夠證得瞭解，其實是無生亦無滅，也就是無生滅，

不生不滅，也就是你安住在涅槃寂靜的世界。 

所以眾生在生滅中，諸佛菩薩在涅槃中，不是眾生在這裡，諸佛菩薩在那裡，不是，

不是。而是眾生心中住在生滅中，也就是住在輪迴的世間，而諸佛菩薩安住清淨的寂靜

世界，也就是安住涅槃中，它指的不是時間跟空間。 

那我們來譬喻，當時世尊在世間八相成道，當時世尊是不是住涅槃？所有弟子跟眾

生是不是住生滅世界？是不是這樣？所以是不是凡聖同居？是不是凡聖同居？眾生住

在輪迴的世界，以世尊來講，是不是住常寂光？是不是祂的涅槃寂靜的世界？是不是安

住於常寂光？而這個色身呢？是不是生跟滅對世尊來講，祂說是無生滅？祂沒有真的

死，也沒有真的活，所以祂叫不來不去，乘實相之道而來。這樣知道意思？ 

所以一樣的世界，譬如有很多大德，他跟我們同處這個世界，他住涅槃，而我們住

輪迴；我們住生滅，他住寂滅。所以生滅跟寂滅，是同一件事，不是兩件事。你只要超

越了生滅，而瞭解它的性是空寂，也就是你證得理體，也就是在寂滅當中，這個時候生

滅不是問題，這個時候生滅所有的有無的變化，都不會讓他翻動，所以是不是寂滅為樂？ 

我們不瞭解的人，以為宇宙萬法，宇宙萬法皆是由因緣的聚合或離散，而有生滅的

現象，凡夫就執著這個，實則無生無滅。知道意思嗎？實則無生無滅。所以有生或有滅

則偏頗一方，這是為了初學，讓你執著的人，你在生滅裡痛苦，告訴你生滅，是要告訴

你不用痛苦，讓你接受生滅。 

但你在修行的過程，接受生滅生滅，最後會匯歸想要找一個滅，或是找一個生，所

以中間有介紹，佛有介紹，佛有介紹你要生菩提心，你要入寂滅大海，祂告訴你有一個

可以去的地方，要生到那裡去，所以你現在在此岸，你一定要生到彼岸去，中間就是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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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你把這個生滅的執著，對物質界的執著放掉，想要追求一個寂然的寧靜的佛國。是不

是讓你有一個地方好去？ 

但到中間慢慢修的時候祂就跟你講，祂就跟你講八不中道，祂就開始講八不中道，

無生無滅，不一不異，不垢不淨，「不生亦不滅，不常亦不斷，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

出」。所以世尊就要開始，把你進入想證得寂靜涅槃的這個心再丟掉，因為那尚是有念。

對不對？這個地方不瞭解的人，所以會偏一邊，我要偏一個生或是我要偏一個滅，離此

二邊，再說不生不滅，也就是中道之理，這是中道之理。 

這個地方我們剛剛，只是把它的文字上面做一個消文，這個消文我就不再繼續講，

因為這講了變成要支持他的理論，他理論是錯的，這個志道是錯的。他把什麼？生跟滅

跟生死連結在一起有想法，所以他說如果這個色身壞滅的時候，四大分散，全然是苦，

完全在苦的感受，其實不一定，看你的心怎麼想。 

我記得我有一次，第一次的瀕臨死亡的經驗的時候，當這個進入了四大分解的時

候，我好快樂，不正常，呼吸，呼吸不起來了，氣喘不起來了，整個身體都硬掉了，然

後所有世界都在變化了，我好快樂，我終於要死了，不一定是苦的，可是身體是很不舒

服，沒錯，精神是很開心的，精神是很開心的，那個叫小乘。知道吧！就覺得世間萬般

皆苦，我終於要死了，來了，來了，又不能自殺，現在自然要死，不錯。 

所以說色身壞的時候，全然是苦嗎？沒有，不一定。所以小乘的人他很喜歡去尋求

那個死，那一種一般以為我趕快死一死，要死的時候又跑到色身裡面去感受到，這感受

到其實是很痛，我不想死，我不想要這個痛。 

第二次呢，我瀕臨死亡的時候，這要死了，身體等等開始進入四大分解，真是痛啊，

真是痛。這個痛的時候，我就不是苦的感受，也不是快樂的感受，我生了一個好大的慚

愧跟悲哀，唉呀！我這一輩子什麼都沒用，就光吃飯，拉屎跟賺錢，我沒有為任何人做

過一件事，就只為了我自己做事，真是一點意義都沒有，我看不到任何一點意義，所以

沒有苦的感受，其實是沒有。所以身體很不舒服很不舒服，很痛很痛，萬箭穿心，風箭，

麻、痛、分裂，像那種情形的時候，分散，但是並不是苦。 

苦是感受很不舒服，對不對？住生滅法，一直住在身體的人，你要死的時候，你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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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很痛苦，人家說烏龜在脫殼，對不對？那個就是因為你住在色身。那時候我也不覺得

苦，覺得好大的悲哀，生命一點意義都沒有，過去零分，是零分的，然後就這樣過去了。

所以不一定四大滅時是苦，是因為你著在四大生滅法的人才苦。 

所以佛有講，如果我們要往生之前，你正念，你正念，一心安住於清淨正念當中。

這個正念的辦法很多，你在這個寂然當中，你在念佛當中，這個身體的覺受它是可以分

離的，是可以色身分離的，不是不行。但眾生為什麼全然是苦？是因為他住在這裡面，

但並不是這兩個東西不一致，其實是一致的。你有它的分解，有它的分散，你不住它，

它還是在分散，四大在解離，你不住在那裡，精神安住寂然當中，所以你會看著這些的

變化。 

你會看著自己身體四大分解的變化，看得很明白，那卻不是苦，是痛，痛不一定是

苦。痛不一定是苦，可以感受嗎？可以懂嗎？我們有人是覺得痛一定是苦，痛不一定是

苦。當你完全進入痛，你完全進入痛，就是在那個痛的現象中而已；是你痛你解釋痛，

你才苦。痛是一種覺受，對不對？痛是不是一種覺受？會苦嗎？來，同學如果你切菜的

時候，切到指頭，切下去那一剎那是什麼感覺？痛，有沒有苦？有沒有苦？沒有，痛沒

有苦，痛沒有苦，它是清淨受，它是清淨受，它就是受的一種，切下去痛，然後意識要

保護自我，「我」出來的時候才苦。我出來的時候，我切到指頭，好痛啊！我不要這個

痛，我要保護我自己，我討厭這件事才苦。會分嗎？會分嗎？ 

痛不一定是苦的，他不知道，所以他說色身壞滅的時候，四大分散全然是苦，因為

他想保有四大，因為對於痛的感受過度解釋。人是用自我意識在解釋痛，所以是覺得苦；

你不用自我意識在解釋痛，痛沒有苦的成分，它就是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