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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認知四諦的重要性 

今年在介紹四諦的內涵時，主要是參考《略論講記》第二冊，但並不會按照其中

的順序為各位介紹。上午的課我們提到，四諦的內涵是佛法的中心思想，也可以說是

佛法的核心教授，雖然我們時常聽到四諦――苦、集、滅、道，但不能因此而認為它

是不重要的。 

 

對於這一點，請看到《略論講記》第二冊第 20 頁倒數第四行，我們先看宗大師的

原文：「大小乘中多次宣說此四諦法，善逝於此總攝趣入輪迴、從彼跳脫之諸要義，

故於修解脫時極為重要，亦是修持關鍵之大總集，故須以此次第引導弟子。」 

 

關於這一段話的解釋，仁波切提到：「世尊在大、小乘及密續的經典中一再強調

四諦的內涵，所以四諦可以說是佛教的精華。」原文當中的「善逝」，指的是世尊；

「善」――圓滿，「逝」――前往；前往最圓滿的境界、最圓滿的狀態，稱為善逝。

「四諦不僅統攝世尊所說的一切教義，也總攝眾生為何趣入輪迴以及如何跳脫輪迴的

諸多要點，其中包含許多修持的關鍵，對於行者在修解脫道時極為重要，所以上師也

應該以這種次第來引導弟子。」這一整段都是在說明四諦的重要性。 

 

對於這一點，宗大師在《三主要道》中第一個偈頌提到了：「佛陀一切經典心要

義，諸大佛子所讚勝妙道，具緣求脫行者之正道，我今竭盡己力而宣說。」這個偈頌

有幾種解釋方式，最普遍的是將「三主要道」――出離心、菩提心、空正見――分別

解釋。也就是第一句強調的是出離心，第二句強調的是菩提心，第三句強調的是空正

見。 

 

既然如此，為什麼出離心是佛陀一切經典的心要？對此，有些人的解釋是：最初

不論想要進入小乘道或是大乘道，出離心都是不可或缺的關鍵。如果想要追求的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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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解脫，最初想要進入小乘的資糧道，需要生起出離心；更進一步，如果想要生起

為利有情願成佛的菩提心，進入大乘道修學大乘法，也需要以出離心作為基礎。所以

不論想要進入小乘道或是大乘道，出離心都是不可或缺的。但問題是：為什麼出離心

是佛所說的一切經典當中的心要？ 

 

對於這一點，日宗仁波切曾經提到：出離心是建構在四諦之上，也就是出離心的

內涵是透由思惟四諦而開展出來的，而四諦是佛所說的一切經典的心要，所以從這個

角度來說明「出離心是佛陀所宣說一切經典的心要」。這個解釋跟宗大師在《略論》

當中所說的這段話剛好吻合。簡單來說，我們一開始要有什麼樣的認知？四諦的法類

是很重要的，不要因為時常聽到而就覺得它不重要。這是第一個部分，先認知四諦的

重要性。 

  2.解釋四聖諦的字面意思 

第二個部分，我們從字面上來介紹四諦。「四」――有四個主題，哪四個主題？

苦、集、滅、道。「諦」――真諦。為什麼要在四跟諦當中加入「聖」這個字？因為

只有聖者才能如實現證四諦的道理，凡夫無法如此。 

 

關於這一點，請看到《講記》第 21 頁的第二個注解。在《至尊洛桑諾布文集》當

中提到：「苦等四法稱為『諦』的原因：一般而言，猶如經典所說『苦、集二者為所

斷』、『滅、道二者為所取』，此即事實，故稱為『諦』。」四諦當中的「諦」，指

的是事實、真相、真諦。什麼是事實？佛在經典當中一再提到「苦、集二者為所斷，

滅、道二者為所取」的這一點是事實。 

 

苦與集這兩者為什麼稱為「所斷」？苦是我們想要避免的，如果我們想要避免痛

苦，就必須去除苦因（集），所以苦與集這兩者稱為所斷。除此之外，苦諦與集諦又

稱為染污諦。染污諦當中的「染污」，指的是煩惱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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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苦諦與集諦稱為染污諦？首先，以集諦為例，集諦當中分為業和煩惱；業

和煩惱這兩者當中又以煩惱為主。為什麼以煩惱為主？即便沒有業，但只要有煩惱就

會造業；相反的，縱使有業，但是沒有煩惱，業也無法感生輪迴。從這個角度，我們

說業和煩惱這兩者當中以煩惱為主；甚至也可以說，就是因為有煩惱，所以透由煩惱

的力量而造業。由此也可以看得出來煩惱是因、業是它的果。進一步的，因為有煩惱

和業，最終會感得苦果。因此，煩惱、業和苦這三者中誰是罪魁禍首？煩惱是罪魁禍

首。所以染污諦中的「染污」，強調的是被煩惱染污、被煩惱控制。這一段我們先說

明「苦、集二者為所斷」。 

 

接著，「滅、道二者為所取」。「滅」指的是滅除苦，這是我們想要獲得的，我

們不想要痛苦，我們想要滅除痛苦，獲得無苦的果位；如果我們想要滅除痛苦，就必

須實踐「道」的內涵，所以這兩者稱為所取，也就是我們想要得到的。滅諦與道諦又

稱為清淨諦，這跟染污諦剛好是相對的；「清淨」是指淨化心中的煩惱。目前為止，

我們解釋的是「諦」――苦、集二者為所斷，滅、道二者為所取，這一點是事實，所

以稱為諦。 

 

「更進一步，聖者能夠如實現證四諦的實相，而凡夫卻無法如此了知，故名『聖

諦』。」這當中的「聖」是指聖者；「實相」指的是實際的狀態。從聖者的角度，他

能如實現證四諦的實相，凡夫無法如此，所以提到「聖諦」。 

 

對於這一點，在佛經中曾經以毛髮來比喻行苦、以眼睛來比喻聖者、以手掌來比

喻凡夫。當毛髮掉到我們的眼睛裡面，我們會有什麼反應？我們會覺得「我的眼睛很

不舒服」，我們會揉眼睛，甚至開始流淚，那種感受是很直接的；但如果毛髮是掉在

我們的掌心裡呢？沒有感覺。世尊透由這個譬喻是要告訴我們什麼？行苦對於聖者而

言，他能如實現證它的本質是苦，但是對於凡夫來說，凡夫無法了解這一點，甚至會

把苦執著為樂。所以這個地方為什麼要特別提到「聖」這個字，就是因為只有聖者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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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如實現證四諦的實相，也就是只有聖者才能如實、清楚地了解四諦實際的狀態。 

  3.四諦的排列順序及修持關鍵 

在介紹完四諦之後，緊接著我們討論的是四諦的排列順序。四諦的排列順序――

苦、集、滅、道，也可以說這是講述四諦的順序。但以形成的先後順序來說，則是剛

好顛倒過來――先有集諦，才有苦諦；先有道諦，才有滅諦。所以這四者當中，誰是

因？誰是果？集諦是因，苦諦是果；道諦是因，滅諦是果。雖然形成的先後順序是如

此，但是世尊在講說四諦時，特別將它們的順序顛倒過來――先講苦，再講集；先講

滅，再講道。對此，在《道次第》中曾經提到：以這樣的方式來介紹四諦，是有修持

所需的大關鍵。 

 

對於這一點，在還沒有看《講記》之前，我們先舉一個例子：有些人平時飲食不

均衡，暴飲暴食、大魚大肉、晚上熬夜，但他的身體並沒有出太大的狀況。這時，如

果有位醫生告訴他：「你要改變飲食習慣，你要調整生活作息。」他會有什麼反應？

「沒有必要，我又沒有生病，為什麼要調整我的飲食習慣？我這樣吃也很好。」但如

果有另外一個人也有上述那些毛病，而且他在健檢之後，得知自己的身體有很嚴重的

疾病。這時醫生告訴他：「你要改變飲食習慣，你要調整生活作息。」他會有什麼反

應？「我應該聽醫生的話。」醫生講的是同樣的話，為什麼聽的人會有截然不同的反

應？因為前者不覺得自己苦，後者覺得苦。 

 

基於人都有離苦得樂的本能，當我們發現自己苦的時候，我們就會設法改善自己

的狀態，所以一旦有人告訴我們：「你應該如此改變。」我們就會試著作出調整，雖

然調整的速度不見得是馬上去做，但至少會把這件事情放在心上。相反的，如果我們

完全不覺得自己苦，這時即便別人好言相勸，你也會把它當成耳邊風，是不是這樣？

這代表當我們不了解自己的現狀是苦的，我們根本不會想要改變自己。從這個角度，

佛告訴眾生「如果你想要離苦得樂，如果你想要解脫、成佛，你應該先了解自己的狀

態」。在輪迴當中，眾生的狀態是什麼？佛說「眾生的狀態是苦性」。如果對於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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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我們心中能夠生起體會，就會進一步地想去探求苦因，這樣的思惟模式非常合理。 

 

關於這一點，請看到《講記》的第 16 頁，原文：「集諦為因，苦諦是彼之果，故

集是先，苦則是後，何故世尊不順彼之次第，而說『諸比丘，此是苦聖諦，此是集聖

諦』耶？」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大師於此顛倒因果次第而說，是有修持所需之大

關鍵，故無過失。」 

 

對於這一段，仁波切提到：「這個部分主要是在介紹苦、集、滅、道四諦。四諦

當中，苦諦、集諦又稱為『染污諦』；滅諦、道諦則稱為『清淨諦』。若以流轉輪迴

與跳脫輪迴的角度來分析，眾生由於業和煩惱的集諦而形成輪迴的苦諦；想要跳脫輪

迴，就必須修學道諦，才能獲得解脫的滅諦。由此可知，以流轉輪迴的角度而言，集

諦是因，苦諦是果；以跳脫輪迴的角度來說，道諦是因，滅諦是果。」這個地方特別

強調的是「流轉輪迴的次第」以及「跳脫輪迴的次第」。以流轉輪迴的次第而言，集

諦是因，苦諦是果；以跳脫輪迴的角度來說，道諦是因，滅諦是果。 

 

雖然如此，「然而世尊在初轉四諦法輪時卻說：『諸比丘，此是苦聖諦，此是集

聖諦，此是滅聖諦，此是道聖諦。』將因果的順序顛倒過來，先說苦諦、再說集諦；

先說滅諦、再說道諦，因而形成了苦、集、滅、道的順序。世尊為何要將四諦的順序

顛倒過來呢？簡單來說，因為這對於想要修行的人而言，有非常重要的修持關鍵，所

以世尊這麼做並沒有任何過失。」 

 

最後這一段話，各位覺得哪一句話是重點？第一句話，「世尊為何要將四諦的順

序顛倒過來呢」；第二句話，「簡單來說」；第三句話，「因為這對於想要修行的人

而言」；第四句，「有非常重要的修持關鍵」；最後一句，「所以世尊這麼做並沒有

任何過失」，哪一句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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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第三句。）為什麼？（學員：對於想要修行的人。）這對於想要修行的

人而言，有非常重要的修持關鍵。對於不想修行的人來說，「集諦排前面也可以，苦

諦排前面也可以，一點差別都沒有；滅諦排前面也沒問題，道諦排前面也可以接受，

反正那跟我的修行無關。」但對於想要修行的人來說，就必須按照苦、集、滅、道的

順序來思惟。 

 

所以一開始我們提到先認知四諦的重要，接下來，從字面上解釋四諦的內涵，進

而提到四諦的排列順序。 

  4.為何我們無心改善自身現狀 

接著，請看到《講記》第 21 頁的第一個注解：「四諦的順序，如同病患應先知道

自己生病」，這是屬於苦的部分，「進而了解病因」，病因是屬於集，「進而了解病

因為何並且有心改善，之後懷著病能痊癒的心情按時服藥。」這段話的依據在哪？在

彌勒菩薩所說的《相續本母論》中提到：「如病應知斷病因，當得樂住應依藥，苦因

彼滅如是道，應知應斷應證修。」這個偈頌的意思應該不難理解。 

 

「四諦的順序，如同病患應先知道自己生病」，這沒有問題；「進而了解病因為

何並且有心改善」，這代表什麼？光是了解病因為何是不夠的，所以才特別提到「進

而了解病因為何並且有心改善」，光是了解病因卻無心改善，也沒有辦法改變。我們

的狀態是什麼？我們知不知道苦是來自於煩惱？知道。我們知不知道煩惱的根本是我

執？也知道。所以這代表我們了解苦因，是不是？我們在了解苦因的情況下卻無心改

善，是這樣嗎？ 

 

我們了不了解苦因？這些道理都朗朗上口，誰不會說？我們都知道集諦是苦諦的

因，苦的形成跟我們的業和煩惱有密切的關聯；眾多的煩惱當中，我執是一切煩惱的

根本；沒有斷除我執，無法斷除煩惱，煩惱未斷，苦就無法改善。雖然我們知道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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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理，但是我們有心改善嗎？（學員：無心。）這時你應該問自己：「當我了解苦因

為何之後，為何無心改善？」 

 

有沒有可能是以下這幾種情況？第一種情況，對苦的感受不夠深切。換句話說，

我們不覺得自己苦。就像昨天我聽到有位同學說：「我怎麼會苦？我活到現在，我很

快樂，哪裡苦？一點都不苦。」當我們不覺得自己苦，即便我們知道苦因為何，我們

也不會想要改善。第二種情況，或許我們對於苦的感受夠深切，但是對於煩惱形成苦

的過程了解得不夠清楚。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有。為什麼我們要作這樣的分析？總要

把自己的問題點找出來，而不能說「我就是無心改善」。 

 

經論當中所說的道理我們都懂，但當我們進一步地反觀自心時，我們要分析到底

是哪個地方出問題。這就像修車一樣，車子開不動，送到了修車廠，經過檢查人員檢

查之後，發現某個地方有問題，當然是針對那個部分作出調整；而不是說「車子開不

動，所以我從今天開始都不開車」，沒有這個必要。如果車子對你而言是重要的交通

工具，你只要作出些許的調整，你就能繼續使用它；相同的道理，當我們在思惟四諦

的道理時，如果你發現「道理我都懂，但我不知道如何運用」，你就應該對此分析一

下。 

 

我們剛才分析的是：當我們知道煩惱是苦因，甚至我們了解一切煩惱的根本都源

自於我執時，為什麼我們無心作出調整。剛才我們怎麼分析的？第一種情況，我們對

於苦的感受不夠深切；簡單來說，我們覺得自己不夠苦。第二種情況，雖然我們覺得

自己很苦，但之所以無心改善，有沒有可能是因為我們不了解煩惱形成苦的過程，我

們對於這一點或許還未生起定解？「我很苦，但為什麼煩惱會形成苦？」有些人對於

苦有深切的體悟，但他在思惟苦的時候，他著重的點是什麼？「我很苦，理由是『因

為境讓我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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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多數人在思惟苦的時候，第一個念頭都是把問題指向於境，是不是這樣？所

以對於當下的我們而言，苦因應該是境，而不是煩惱。如果我們真的能夠體會到所有

的苦都源自於煩惱，當我們苦的時候，我們自然會往內探索，而不是向外追究；但平

常我們的反應不是如此，「我很苦，因為他傷害我；我很苦，因為他罵我；我很苦，

因為他給我臉色看。」這些理由到底合不合理？（學員：不合理。） 

 

不需要這麼快搖頭，我不認為這個「搖頭」是篤定的。各位搖頭的意思是「之所

以會痛苦，不是境造成的」，但是我們最直接的感受就是「他罵我，我聽到就是不舒

服」。這時我們是怎麼想的？「如果他不罵我，我就不會生氣。」是不是這樣？「因

為他罵我，所以我才生氣；如果他不罵我，我就不會生氣。」這兩者有明顯的因果關

係――他罵我是因，我生氣是果，沒有前因，就沒有後果。這代表我們痛苦的根源是

來自於境，而不是來自於煩惱。 

 

但事情的真相是什麼？或許我們會說事情的真相是「因為我的心中有煩惱」，但

是這個道理能夠說服你的心嗎？如果無法說服，不應該時常拿出來用。為什麼？用一

次，沒效；用兩次，沒效；再用一次，還是沒效，最後你就會說佛法沒效，會不會這

樣？「佛法的道理拿出來用都沒有效，這時我選擇喝心靈雞湯比較有效。」所以對很

多人來說，心靈雞湯的重要性遠超過佛法的道理；佛法的道理深奧難懂，心靈雞湯一

喝馬上就有感受。什麼感受？（學員：舒服的感受。） 

 

既然如此，為什麼要學佛？佛餵我們的藥都是苦藥，我們喝下去還覺得沒效；世

間人講的那些心靈雞湯，香醇甘甜，喝下去非常舒服。甚至弄到最後，學佛反而成為

我們痛苦的根源，這不是沒有可能的，這種情況發生在很多人身上。學佛學到最後，

他充滿壓力，身心倍感痛苦。難道在各位的周圍都沒有這樣的人嗎？應該很多吧。那

個人會痛苦，是不是學佛造成的？如果學佛是那個人的苦因，要斷除痛苦，是不是應

該先去除苦因？這樣乾脆不要學佛。應該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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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要特別分析這一點？其實上述那兩種情況都出現在我們多數人身上。第一

種情況，我們對於苦的認知不夠清楚、對於苦的感受也不夠強烈。第二種情況，即便

我們能體會苦的內涵，但是我們並不清楚煩惱跟苦這兩者到底有什麼緊密的關聯性。

理性上，我們似乎知道苦源自於煩惱；但實際上，我們很少從這個角度去思考這個問

題。這從我們對境時最直接的反應就可以看得出來。 

 

之前我們說「進而了解病因為何並且有心改善」，所以從剛才的討論，我們到底

了不了解病因，光這一點都有待考慮。為什麼我們無心改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都沒

做到剛才分析的那兩點――對苦的感受不夠深切，對於苦跟煩惱的關係也了解得不夠

透澈？關於這個問題，可以從這個角度去思考。 

  5.如何以篤定的心走解脫之道 

「之後懷著病能痊癒的心情按時服藥」，對我來說，這一句話也是重點。這代表

他在服藥的期間，心情是篤定的，他不是抱持懷疑的心態在服藥。為什麼？因為他很

清楚煩惱跟苦這兩者是息息相關的；而且當他進一步地去分析煩惱的根本是來自於我

執，我執所執取的境與事實不相符，這代表「我透由聞、思、修，最終我的心中能夠

生起了解真相的智慧，進而去除心中的我執」。當他了解了這些道理，他服藥的心情

當然是篤定的。 

 

但現今我們在學法的過程中，是抱持著篤定的心情在學法嗎？似乎不是。我們是

抱持著走一步算一步的心情在學法――「先往前走幾步看看，反正目前為止只有這條

路；但如果走到十字路口，往左看，沒人，往右看，也沒人，前面有兩個人，好吧！

我再往前走走看。」多數人學法的模式不都是如此嗎？「看那個道場人不怎麼多，另

一個道場人也不多，前面那個道場人很多，我去那裡學應該會比較有保障。」然後就

跑去那個地方學。學了半天，發現自己沒有學到東西，又做同樣的動作，往左看，往

右看，往前看，往後看，都是抱持這樣的心情在學法。這樣的心情應該不是篤定的心

情吧，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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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我們的心中不篤定？為什麼我們感覺不踏實？因為我們根本不了解何謂解

脫之道。其實我們內心深處應該都知道自己不了解真正的解脫之道，但表面上強顏歡

笑。「學了這麼久，你說我不了解解脫之道，怎麼會呢？我並沒有你說的那麼糟。」

真正了解解脫之道的人，他的步伐是一步一腳印，學法時一定講求次第，絕對不會好

高騖遠。什麼樣的人學法不講求次第？什麼樣的人學法好高騖遠、不切實際？不了解

解脫之道的人。 

 

從世間的例子應該都可以證成這一點，就像如果你知道從臺北到高雄的路應該怎

麼走，你在開車的過程中會不會邊走邊停下來問別人？不會。誰會問別人？還不清楚

路況的人、還不清楚方向的人才會問別人。如果沒有導航，他剛好問到一個也不太了

解路況但又很愛面子的人，對方告訴他一個錯誤的方向，他是不是就走偏了？繞了一

大圈之後又回到原點，心中不斷地責備對方：「都是你害我繞這麼一大圈。」這代表

那個人並不了解從臺北往高雄的路在哪裡；相同的道理，如果目前我們不清楚解脫之

道為何，學習的過程中時而往左、時而往右，當下我們是否有走在解脫之道上，都要

打上一個問號。 

 

今天早上提供了幾個選項讓各位選擇，各位選完之後，心中應該有很多問號。或

許有些人已經開始否定自己：「以法師平常的講課風格，喜歡挖陷阱讓我們跳，這個

問題應該是一個非常明顯的陷阱，所以應該是在暗示我做這些事情無法解脫。」有些

同學應該是這樣想吧，是不是？不需要這樣想，不需要這樣否定自己，而且我都還沒

出招，你就先否定自己。你至少要再堅持幾天，等我真正出招時，你再投降也不遲；

我都還沒有出招，你就認命，這樣不太好。 

 

思考問題的時候不是這樣思考的，不需要這麼快就否定自己。為什麼？因為你根

本還沒了解否定你的正理在哪裡，你只是依稀彷彿地察覺到這似乎是個嚴重的問題，

但你並沒有看到別人所提出的理由。在你還沒聽到滿意的理由之前，不應該妥協；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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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當你聽到合理的理由之後，也不應該繼續固執下去。這樣才公平，是不是？ 

 

所以在我還沒出招之前，那幾個選項各位可以盡情地勾選，要勾幾樣都可以，但

各位應該認真思考前面那幾個問題跟目前各位所採用的方法，這兩者之間到底有沒有

關聯性。或許在思惟一兩天之後，不需要我出招，你自己就會否定自己。有沒有這樣

的可能？當然有。當你了解真正的解脫為何，當你了解苦諦和集諦之間的關聯性，當

你了解一切痛苦都源自於煩惱，而煩惱的根本源自於我執時，你自己就會否定自己，

這樣我的目的就達成了。 

 

《略論講記》中「注解一」的這段話，如果只從字面上來看，你會覺得很容易了

解，一點都不困難；但對於一個真正想要修行的人，你看到這段話，就要有所警惕。 

  6.世尊從基道果的角度宣說四諦 

接著，我們解釋「世尊如何介紹四諦」。世尊在介紹四諦時，用三種不同的方式

說明四諦的道理。第一講，「諸比丘，此是苦聖諦，此是集聖諦，此是滅聖諦，此是

道聖諦。」第二講，「苦應知，集應斷，滅應證，道應修。」第三講，「苦應知然無

所知，集應斷然無所斷，滅應證然無所證，道應修然無所修。」第一講是提到了苦、

集、滅、道的本質；第二講是提到我們應該如何面對苦、集、滅、道的態度；第三講

則是提到以這種態度去面對四諦，最終所會得到的結果。 

 

什麼叫做「苦應知然無所知」？如果我們用正確的方式去了解苦諦的內涵，最終

當我們獲得想要追求的果位，例如：小乘的阿羅漢，之後還有沒有我們不了解的苦？

沒有。對小乘的阿羅漢來說，他已經徹底了解所有的痛苦，沒有任何一種痛苦是他不

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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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宗義師在解釋這一句話時，會把它跟無我或是空性的道理合併在一起解釋。

「苦應知然無所知」――「苦」是我們應該了知的，但「有我的苦」無法了知，因為

有我的苦根本不存在，這代表苦是無我；相同的，「苦」是我們應該了知的，但「有

自性的苦」無法了知，理由相同――有自性的苦根本不存在，進而就能得知苦的本質

無自性。  

 

世尊以三講的方式介紹四諦，祂是在強調基道果的觀念――第一講強調的是基，

第二講強調的是道，第三講強調的是果。什麼叫做「基道果」？各位心中的基道果長

什麼樣子？先講一個笑話，今年一月份我在新加坡講課時，也講到基道果，有一個同

學在提問單上問到：「法師講的雞是哪一種雞？」（學員：哈哈。）這沒辦法，每個

人的程度不一樣。笑完別人，應該反問自己：我們心中的基道果長什麼樣子？ 

 

世俗諦與勝義諦是「基」；方便與智慧是「道」；法身與色身是「果」。簡單來

說，二諦是基，二道是道，二身是果。這在說明什麼？這個觀念什麼時候可以派上用

場？所以才問各位心中的基道果長什麼樣子，但是看來似乎也沒有好到哪去。這樣相

比之後，那個人心中的基道果跟我們心中的基道果，差異並沒有很懸殊，因為他的基

道果派不上用場，我們的基道果也派不上用場，即便我們了解文字，但是效果相同，

所以這時沒有什麼好取笑別人。有時我們看別人學法會覺得很好笑，但實際上，我們

跟他的狀態差異並沒有我們想像的那麼懸殊。為什麼？因為最終的結果都是相同的。 

 

何謂基道果？「基」――事情的真相；「道」――面對真相的態度；「果」――

最終獲得的結果。講二諦也好，四諦也好，事情的真相為何，這是我們要先探索的；

進一步，當我們了解真相之後，面對真相的態度又為何。就以我們剛才所舉的例子，

「苦應知，集應斷，滅應證，道應修」，這是面對四諦的態度。以這樣的態度面對事

情的真相，最終會有什麼結果？「苦應知然無所知」，後面三者以此類推。那是什麼

狀態？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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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跟我們上午所講的內容是相同的，在學法的期間應該以理性的態度去思考事情

的真相到底為何；了解真相之後，進一步思考這跟我們的生命到底有什麼關聯，我們

應該用什麼樣的態度去面對真相；最終我們會得到什麼結果。世尊在介紹四諦時，用

三種不同的方式來說明四諦的道理，這是在強調基道果的觀念。 

  7.與我們息息相關的苦樂問題 

提到四諦，我們將它簡化：苦諦講的是苦，集諦講的是苦因，滅諦講的是樂，道

諦講的是樂因；講成白話，四諦就是在說明苦與苦因、樂與樂因之間的關聯。所以是

不是可以把四諦統攝在苦樂當中？應該沒有問題。 

 

關於苦樂，我們都會說「我想離苦得樂」，這樣的想法應該不需要多作解釋。我

想離苦得樂，而且這當中的「想」，跟上午我們所談到的「我想解脫、我想成佛」的

「想」不一樣。上午我們在說「我想解脫、我想成佛」時，我們只想達到那個目標，

但是我們不想付出；但當我們說「我想離苦得樂」時，我們除了想要那個目標之外，

我們會試著付出，而且我們付出的次數不是一次、兩次、三次。以今生為例，我們為

了離苦得樂，我們付出了多少？絕對不是一兩次或兩三次；以今生而言，那個次數都

已無法計數。我們想要離苦得樂的目標明確，也採取了行動，而且做了非常多次，但

是到目前為止，如果我們為自己打一張成績單，結果我們滿意嗎？什麼樣的成績單？

當別人問你：「你快樂嗎？」或是我們問自己：「我快樂嗎？」 

 

這個問題的答案，有些人會回答「我很快樂」；有些人會說「還不錯」；有些人

會回答「還可以」；有些人會回答「不是很快樂」；有些人會直接說「我不快樂」。

五種選項，我們選擇哪一個？認為自己很快樂的，請點頭；沒有人點頭。認為還不錯

的，請點頭；有幾位同學點頭。認為還可以的，請點頭；這個也不少。認為不是很快

樂的，請點頭。認為不快樂的，請點頭；也有人點頭。從頭到尾都沒點頭的是怎樣？

以上皆非，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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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的選項裡沒有關顧到你？還是你連自己快不快樂都不知道？我覺得後面的這

個可能性是存在的。有些人連自己快不快樂，他都無法斷定，甚至他會反問你：「什

麼是快樂？什麼是不快樂？」如果是這樣，你問他：「難道你不想要離苦得樂嗎？」

「想。」這個想法是從哪裡來的？如果自己都不知道苦樂是什麼，你怎麼會想離苦得

樂？不過我們先不討論那樣的人。 

 

從剛才在座各位的反應，我放眼望去，沒有一個人選「我很快樂」這個選項。這

時我們應該問問自己：「我的目標很明確，我對這個目標也生起了希求，不僅生起希

求，我也採取了行動，為什麼我還是不快樂？」 

  8.學法者應該確立的三件事情 

我們剛才特別強調了目標、希求、行動（方法）。為什麼要特別強調這三者？學

習《道次第》的人，應該要能將《道次第》的內容統攝在這三者當中。或許有些人對

這個概念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們花一點時間來介紹。 

 

以下士道為例，下士夫的目標是什麼？（學員：來生的增上生。）他要如何對來

生的增上生生起希求？這時他要思惟念死無常及三惡趣苦的道理，而對來生的增上生

生起希求。但是光有希求，並無法達到那個目標，所以接下來他要採取什麼方法？皈

依三寶與實踐業果。所以下士道的法類是不是統攝在目標、希求、方法這三者當中？

是。 

 

相同的道理，中士道的內涵，中士夫的目標是什麼？（學員：解脫。）他要如何

對解脫生起希求？他要思惟流轉輪迴的次第――苦諦、集諦的內涵，而對解脫生起希

求。但是光有希求就能解脫嗎？不能。這時他採用的方法是什麼？修學戒、定、慧三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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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上士道的法類也是統攝在這三者當中。上士夫的目標為何？（學員：成就

無上菩提。）他要如何對無上菩提生起希求？策發心中為利有情願成佛的菩提心。所

以在《道次第》裡面，這個部分特別強調如何生起菩提心的教授，分別提到七因果教

授以及自他相換的教授。但是光生起菩提心就能成就無上菩提嗎？沒有辦法。這時要

採用什麼方法？（學員：行六度四攝。） 

 

由此可知，整部《道次第》的內容都統攝在目標、希求、方法這三者當中。所以

學習《道次第》的人，在學法的期間也應該先建立這個觀念，「我做這件事的目標為

何？我是否對這個目標生起了希求？進而我採用什麼方法？」 

 

不要說學法，就連世間人做很多的事情，也都懂得這個道理──「我的目標是什

麼、我對這件事情是否充滿熱情；光有熱情不夠，我必須付諸於行動，而我採用的方

法是什麼。」世間的成功人士，不管從事哪種行業，只要他是那個領域的佼佼者，都

具備這個特色。首先，他的目標明確；再來，他對於那個目標充滿熱情；最終，他會

採用各種方法，讓自己達到那個目標。這樣的人才有成功的機會、才有成功的本錢，

學法也是如此。 

 

回歸到我們的主題。我們的目標――離苦得樂；我們對於這個目標也生起了希求

――我想離苦得樂，這個念頭應該不是騙人的吧。從早到晚，想到「我」之後的下一

個念頭――我想快樂、我不想痛苦。雖然這個念頭或許你察覺不到，但仔細想想，我

們做的哪一件事情不是基於離苦得樂的這個念頭而做的？應該都是。這代表我們的目

標很明確，希求也夠強烈，方法呢？難道我們沒有做嗎？我們也有在做。但為什麼最

終的結果是「我不是很快樂」？是目標設定錯了？還是希求心不夠強烈？還是方法不

正確？到底是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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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難道是目標設定錯了嗎？（學員：沒有錯。）希求不夠強烈嗎？也夠。方

法不正確嗎？有同學點頭――方法不正確。如果你自己都知道方法不正確，為什麼你

還要採用那個方法？意思是我們的目標沒錯，希求心也夠強烈，只有方法錯，是這樣

嗎？我不認為。我覺得是從頭錯到尾――目標錯誤、希求也有問題、方法也不正確。

其實方法之所以會錯，多半跟我們設定的目標有關。如果我們設定的目標本身就有問

題，我們採用的方法就不會好到哪裡去。不過這個問題，我覺得課後你們先思考，晚

上研討一下，明天有時間我們再來討論。 

  9.若對現狀不滿就應作出調整 

佛一再地說「在輪迴中流轉的眾生很苦」，這一點我們知不知道？我們先不說其

他五道，我們知不知道生在人道很苦？甚至我們將範圍縮小，我們知不知道身為人的

我們很苦？再把範圍縮小，我們知不知道身為人的自己很苦？ 

 

對於這個問題，答案因人而異――有些人說知道，有些人說不知道。縱使知道，

就表示我們會把這個道理放在心上嗎？不一定；即便放在心上，就表示我們有深刻的

體悟嗎？也不一定。有很多人在學法的初期一聽到佛說苦、集、滅、道，告訴我們苦

應知，他的第一個反應：「我的人生已經夠苦了，還有什麼苦我沒有嘗過？根本不需

要佛告訴我苦應知，所有的苦我通通了知。」意思是佛告訴眾生苦應知，是在增加眾

生的痛苦，是為此而說的嗎？應該不是吧！ 

 

為什麼佛要說苦應知？是因為眾生不了解苦而說苦應知？還是眾生不夠苦而說苦

應知？（學員：眾生不了解苦。）多數人都選擇第一個選項，意思是第二個選項不成

立？難道我們覺得自己夠苦嗎？我們問問自己：「我夠不夠苦？」似乎也沒有很苦，

是不是？所以意思是「眾生不僅不了解苦，而且眾生不夠苦，所以佛才說苦應知」，

是這樣嗎？佛到底是為了什麼而告訴眾生苦應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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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尊在成道之後，最初宣說的就是四聖諦的道理，一開口就說「此是苦聖諦」，

這代表了解苦是修行的關鍵。世尊在成道之後，祂最想講的應該是祂修行的經驗、祂

修行的體會；一開始不講別的，馬上點出苦的內涵及我們需要了知苦，代表這是修行

精華中的精華。這時我們應該思考的是，為什麼世尊一開始宣說正法時，要特別強調

苦及眾生需要了知苦，這當中一定有我們需要學習的重點。 

 

甚至，如果我們真的相信生命是無始的，這代表無始以來我們都想離苦得樂，我

們也不斷地嘗試各種不同的方法讓自己離苦得樂，但到目前為止，效果似乎不顯著。

雖然我們的生命是無始的這一點，或許對有些同學來說還不確定，不過這個問題，我

們明後天應該會分析到。 

 

我們在這個地方先討論的是，假使我們的生命真的是無始的，這代表無始以來直

到現今，我們在想離苦得樂的情況下，我們採用各種不同的方法，試圖讓自己離苦得

樂，但是到目前為止，我們對於自己的現狀仍不滿意。在此同時，如果我們持續採用

同樣的方法，最終的結果頂多就是如此，不太可能比這個更好。而且這時我們講的是

「無始以來」，這代表我們在輪迴當中投生的次數是無數次，我們想要離苦得樂的念

頭也生起過無數次，我們所採用的方法也是無量無邊，但是搞了半天，到目前為止，

我們的狀態頂多如此。之後，如果我們再次採用相同的模式，設法讓自己離苦得樂，

各位覺得會有顯著的進展嗎？應該不會。 

 

同樣的因只會感得同樣的果；因果法則不會隨著時間與環境而有所改變。就像蘋

果的種子在任何時間、環境下，它長出的苗芽就是蘋果樹的苗芽。如果這樣的分析是

合理的，這代表從無始以來直到現今，我們所採用的那些方法，如果今後我們仍然繼

續使用，最終的結果頂多如此。但問題是，我們對於自己目前的現狀似乎不太滿意。

如果不滿意，下一步應該怎麼做？應該是要改變方法；如果方法都不換，結果不可能

有改變。但現在的問題是：方法要怎麼換？如果我們的目標沒有調整，我們的方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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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換；如果我們的目標稍作調整，我們的方法也需要同時調整。 

 

不過這些問題，各位回去之後先放在心上認真思考。在學習四聖諦的一開始，這

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對於自己的現狀到底滿不滿意？說實話，從無始以來直到現

今，我們在輪迴中投生了無數次，在這麼多次的投生裡面，我們目前的狀態應該是處

在金字塔頂端，但也不過如此。如果繼續採用同樣的方法，我們到底要瞎忙到什麼時

候？這個說「瞎忙」一點都不過分。無始以來直到現今，我們都在瞎忙。在目標不清

楚、希求不夠強烈、方法不正確的情況下，不斷瞎忙，所以直到目前為止，我們仍在

輪迴中流轉受苦。 

 

對於這一點，如果你在思惟過後感到無法忍受，你就應該告訴自己：「我從今天

開始需要作出調整。」至於怎麼調整，以後再說；這當中的「以後再說」，是指明天

再說，我們今天的課就講到這個地方。但至少各位要得到一個結論：如果我的方法再

不調整，結果不會有所改善。當你發現自己的現狀令你非常不滿意時，你就應該勇敢

地告訴自己：「從今天開始，我應該堅決地作出調整。」 

 

好，我們今天的課就上到這個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