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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點複習 

今天上午的最後一段，我們提到學習四諦的重要性，或是說在學習佛法的期間，

如果欠缺四諦的思惟觀念，對我們會有什麼影響。接著，昨天下午的課，我們先從字

面上解釋了四諦、進一步解釋何謂四聖諦；再來是提到四諦的順序，這當中包含形成

的順序以及講說時的順序；之後我們提到世尊在介紹四諦時，用三種不同的方式說明

四諦的道理。在這一段，我們提到基道果的觀念：「基」指的是事情的真相；「道」

指的是我們用什麼方式面對真相；「果」指的是最終的結果為何。進一步，我們提到

四諦的內涵可以統攝在苦、樂這兩者當中：苦包含了苦與苦因、樂包含了樂與樂因。 

  2.我們如何認知苦樂  

昨天下午我們討論到一個問題：如果我們的生命是無始的，這代表從無始以來直

到現今，我們都設定了一個目標──離苦得樂；我們也對那個目標生起了希求──我

想離苦得樂；並且採用過各種方法，設法讓自己離苦得樂。簡單來說，有目標，有希

求，有方法。但是，直到目前為止，我們似乎不怎麼快樂。在分析這個問題時，我們

特別討論了到底是目標設定有問題、還是希求心不夠強、還是我們所採用的方法有問

題，到底是哪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如果三者都是正確的，照理來說，應該會有我們想

要看到的結果，但是事實並非如此，這代表有一個環節，甚至多個環節出了問題。 

 

對於這一點，我們進一步分析什麼是苦、什麼是樂；在我們心中，我們認為什麼

狀態稱為苦、什麼狀態稱為樂、苦樂的分界線在哪裡。首先，苦與樂是不是相違的？

是；這兩者沒有交集，這一點是確定的。接著，我們認為什麼狀態是苦？什麼狀態是

樂？世間多數人最直覺的反應：「擁有是快樂、失去是痛苦。」這一點可以認同嗎？

現場多數人都點頭，意思是擁有的越多越快樂、越有錢越快樂、越有名越快樂、有越

多的朋友就越快樂，是這樣嗎？這時各位又搖頭。之前不是說擁有是快樂、失去是痛

苦，如果這一點成立，應該是擁有的越多越快樂、失去的越多越痛苦，但事情的真相

是如此嗎？這個問題，等一下在我們分析的過程中，你可以反觀自心的狀態去探究：

「我在什麼狀態是快樂的？我在什麼狀態是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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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各別介紹根知與意知的苦樂 

在分析這個問題時，我們從《攝類學》的角度來討論。首先，苦樂是常法還是無

常法？（學員：無常法。）苦樂不可能是常法，所以苦樂是無常法。無常法分為：色

法、心法、不相應行法。請問：苦樂是哪一種？（學員：心法。）所謂的「苦樂是心

法」，指的是苦樂是一種感受，也就是苦受和樂受；這時我們稱苦的感受為苦、樂的

感受為樂。心法當中又分為心王與心所，感受是屬於心所；而在五十一心所當中，感

受是屬於「五遍行」當中的其中一種心所，這代表感受周遍於所有心王。簡單來說，

不論根知或是意知都有感受。 

 

如果根知有感受，這時應該會有一個問題：例如眼根知在什麼情況下會有苦受？

在什麼情況下會有樂受？對此，多數人都認為：「如果眼根知的對境是悅意境，這時

所生起的眼根知的感受是樂受；相反的，如果眼根知的對境是不悅意境，此時所生起

的眼根知的感受是苦受。」所以平時我們會用「刺眼」或「刺耳」一詞，「我看到某

些不喜歡的境，我覺得刺眼；我聽到某些不喜歡的聲音，我覺得刺耳。」從這些詞句

裡面，應該可以得出一個結論：當眼根知的對境是不悅意境時，此時眼根知的感受是

苦受；如果眼根知的對境是悅意境，那樣的感受稱為樂受。 

 

不過平常我們在強調苦樂時，絕大部分討論的都是意知的苦樂感受，我們比較少

討論五根知的苦樂感受。那我們如何描述意知的苦樂感受？我們平常說：「我內心愉

悅。」這是快樂；「內心不愉悅。」這是痛苦，是不是？所以在佛經論典裡時常會有

「悅意、不悅意」這樣的詞出現。 

 

什麼叫做「悅意境」？當我們在面對那個境時，使我們的內心感到愉悅的，稱為

悅意境。何謂「不悅意境」？當我們在面對那個境時，使我們的內心感到不愉快、不

舒服的，稱為不悅意境。因此，意知的苦樂是從內心愉悅與否來分析。到目前為止，

有沒有人有不同的想法？應該沒有問題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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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換另外一個詞──滿意、不滿意；我們將悅不悅意換成滿不滿意。什麼叫做

滿意？什麼叫做不滿意？符合心意，稱為滿意；不符合心意，稱為不滿意。簡言之，

心想事成，稱為滿意；光想但事不成，稱為不滿意，是不是這樣？可不可以說「當我

內心覺得滿意，我就快樂；當我內心覺得不滿意，我就不快樂」？各位都有自主權，

你可以點頭，也可以搖頭，而不要有一種「被我帶著走」的感覺。到目前為止，我們

的分析是：當內在的認知（我們稱為意知）感覺到滿意時，那種狀態稱為快樂；不滿

意時稱為痛苦。對於這一點，應該沒有問題吧？ 

  4.外境符合期待便能產生樂受 

但問題是：什麼叫做滿意？什麼叫做符合心意？是不是當我們對某個境生起了欲

求、欲望或是期待之後，如果境的狀態跟我們的想法完全吻合，這時我們就說「境符

合我的心意，我非常滿意、我非常快樂」，是不是？ 

 

例如：肚子很餓的時候，我們想吃飯，我們對於「吃飯」這個境生起了高度的期

待，我們對這件事情有欲望。當下如果有人把美食送到我們的面前來，境的狀態跟我

們的想法一致，我們會很滿意、很快樂。但如果我們已經吃得很飽，我們並不想要吃

飯，縱使有人把美食送到我們的面前，請問：我們快樂嗎？不怎麼快樂；因為我們對

於食物沒有高度的期待，也沒有欲望。在這樣的情況下，境跟我們內心的想法不相吻

合，所以當下我們並不會有滿意的感受生起，甚至我們會覺得不快樂，「你送這麼多

食物給我，我又吃不下，等一下我要怎麼處理？」是不是？所以什麼叫做符合心意？

境的狀態跟我們的想法、欲求完全吻合時，這種狀態稱為符合心意，又稱為滿意，簡

稱快樂。到目前為止，沒有問題吧？ 

  5.單靠改變外境能否延續快樂 

我們為了讓自己快樂、為了讓自己滿意，在多數情況下，我們採用什麼方法？各

位有沒有發現，通常我們會設法在境上作出調整，欲望則是原封不動，試著讓境的狀

態與自己的期望相吻合，我們才會快樂。為了讓自己快樂，我們保留了原有的欲望，

這時我們只能調整境，而且我們是單方面地改變境、調整境。這會有什麼問題？我們

這麼做是不是在設法滿足自己的欲望？（學員：是。）我們為了讓自己快樂，所以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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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讓境的狀態與自己的期望相吻合，這時透由改變境來滿足我們的欲望，這樣我們才

會快樂。 

   

但如果我們只是單方面地改變境來設法滿足自己的欲望，這樣會有什麼問題？首

先，雖然我們想要改變境，但是我們不見得有改變境的能力。當我們不具備改變境的

能力時，境的狀態與我們的期望就無法吻合，在那當下我們就會感到不滿意，我們就

會痛苦。 

 

再者，即便我們有能力改變境來滿足自己的欲望，但問題是：我們心中的欲望能

被我們滿足嗎？這是另外一個需要思考的問題。如果我們透由改變境就能滿足自己心

中的欲望也就罷了，但是透由改變境，我們能夠滿足心中的欲望嗎？當有了一，想要

十；有了十，想要百；有了百，想要千；有了千，想要萬……我們心中的欲望何時被

滿足過？我們心中的欲望就像瘋子一樣。為什麼這麼說？ 

 

假設教育園區這裡少了一樣東西，有人叫你出去買，他告訴你：「某某某，你去

山下幫我買一樣東西回來。」你出去買完回來之後，他告訴你：「你買這一樣不夠，

我要兩樣。」這時你心裡會怎麼想？或許你表面不會說，但你心裡面會嘀咕：「剛才

你為什麼不說清楚？」你又默默地下山去買了另外一樣東西回來。你買回來之後，他

又告訴你：「剛剛我沒有算清楚，還少了三樣，你再出去幫我買三樣。」這時你會怎

麼想？「你太過分了，我又不是你的跑腿！」我們心裡會感到不滿。 

 

但我們對於心中的欲望何時感到不滿？它想要什麼，只要是在我們的能力範圍之

內，我們都想盡辦法、竭盡所能地滿足它。但它什麼時候被滿足過？你給它一樣，它

要兩樣；你給它兩樣，它要三樣；你給它再多，它會想要更多。在這樣的情況下，我

們什麼時候對它抱怨？到目前為止，它說什麼，我們都說：「是、是、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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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嗎？我們心中的欲望何時被我們滿足過？ 

 

從這個角度來思考，就像宗大師在《功德之本頌》當中所提到的：「受用無厭一

切眾苦門。」受用世間的五欲，對我們而言，我們從未感到滿足；至少到目前為止，

我們未曾滿足過。所以在思考這個問題時，我們要想到的是：心跟苦樂這兩者有緊密

的關聯性，苦樂跟我們的起心動念有關。到目前為止，雖然我們不斷地設法改變境來

滿足自己的欲望，但我們的能力有限、時間有限，我們不可能滿足自己所有的欲望。

當我們無法滿足它時，我們就會痛苦；即便我們有辦法、有能力滿足它，但是我們心

中的欲望從來沒有被滿足過。這代表如果我們只是想要在境上作出改變，根本沒有效

果。或許在滿足自心欲望的那一瞬間，我們會現起一絲的樂受，但是那種感受並無法

持久，這一點很清楚。 

 

就像年輕人在週末假日，大家相約一起出去玩，行程都是排滿滿的──中午先去

吃飯，吃完飯去看電影，看完電影喝下午茶，晚上去吃飯，然後去唱卡拉 OK，最後

再去夜店。為什麼要把行程排那麼滿？這代表什麼？這代表他們當下的樂受都無法持

續。中午吃飯時，或許樂受可以維持一個鐘頭，但一個鐘頭之後，「我吃飽了，沒有

樂趣了，我要換另外一件事情來做，所以我選擇去看電影。」但看完兩個小時的電影

之後呢？好像也沒有多快樂，為了讓自己快樂，「好吧，我們去喝下午茶。」喝的當

下或許有些快樂，但喝完之後呢？感覺也沒什麼。我們試著把眾多的小樂堆疊起來，

看樂的感受能否延續，甚至我們心中有一種想法：就像堆積木，把眾多的小樂堆疊之

後，看能不能越堆越大、越堆越大，最終變成大樂。各位覺得眾多的小樂能夠堆疊起

來嗎？根本沒有辦法。眾多的小樂無法堆疊，這從我們的經驗當中就能清楚得知。 

 

小樂為什麼稱為小樂？就是不怎麼快樂，不然怎麼會稱為小樂？此外，在追求的

過程中我們要付出極大的心力，當下也沒有快樂到哪裡去；重點是它根本持續不久，

這樣的小樂怎麼能夠堆疊成大樂？根本沒有辦法。由於每一種小樂都有時效性──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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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半個鐘頭、一個鐘頭、兩個鐘頭，所以我們就要透由做不同的事情來延長那種快樂

的感受。但忙了半天，到目前為止，我們真的快樂嗎？似乎不怎麼快樂。這代表之前

我們所採用的那些方法是無效的。 

 

如果改變境無法讓我們快樂，而境跟心都和苦樂有關聯的話，這時候另外一個選

項，只剩下改變心。如果苦樂的形成不能單靠境，也必須觀待心，在這樣的情況下，

光是改變境無法讓我們持續快樂，甚至有可能讓我們不斷受苦，既然如此，假使我們

想要改變現狀，是不是應該從心下手？請各位先思考這個問題。關於「苦樂與心之間

的關聯」這個問題，之後我們應該還會討論到。 

 

對於以上的分析，請各位回去思考時先想想：「我所認知的苦樂為何、在什麼狀

態下我覺得快樂、在什麼狀態下我覺得痛苦；真的就像課堂上所介紹的一樣──我滿

意，所以我快樂；我不滿意，所以我痛苦嗎？」如果真是如此，你問問自己：「什麼

叫滿意？什麼叫不滿意？」在什麼情境下，你會覺得滿意？是不是境的狀態要跟心吻

合，你才滿意？如果是，我們採用什麼方法？我們採用的方法是試圖改變境來滿足自

己的欲望，設法讓自己快樂。 

 

接著，你再問問自己：「我有改變所有境的能力嗎？難道我能滿足心中所有的欲

望嗎？」這一點我們根本做不到，我們自己心知肚明。如果我們無法滿意，我們是不

是會痛苦？是。縱使我們有能力滿足它，但我們心中的欲望會因此而得到滿足嗎？似

乎也不會。這代表改變境無法解決問題，這時只剩下另外一條路──改變心。 

 

但在這一堂課上，我們並沒有說「改變心一定能解決問題」，只有說「改變境無

法解決問題」。當我說改變境無法解決問題時，不代表改變心就能解決問題，因為這

個問題有可能永遠無法被改變，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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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使這個問題可以被改變，而跟這個問題有關聯的只有境和心，在這種情況下，

我們說「改變境無法解決問題」，那只剩下改變心，這一點可以被成立。所以這個地

方要先思考：我處在什麼狀態下，我認為自己快樂；在什麼狀態下，我認為自己不快

樂，也就是我們如何認知苦樂；進一步，我們採用什麼方法讓自己快樂。這是第一個

重點。 

  6.必須採用其他方法追求快樂 

第二個重點，如果我們的生命是無始的，我們還要執意使用同樣的方法嗎？這個

問題的先決條件是什麼？我們的生命是無始的。假使我們的生命是有始的，這代表我

們的生命有開端，如此一來，或許有些離苦得樂的方法是我們至今未曾採用過的，所

以我們可以選擇繼續嘗試其他的方法，看能否讓自己離苦得樂；但如果事情的真相是

「生命是無始的」，這代表所有我們想得出來的方法，我們都已經用過。這樣的推論

合不合理？（學員：合理。） 

 

如果合理，這代表什麼？我們過去所採用的那些方法，到目前為止的結果是「無

效」。既然無效，如果我們還執意採用同樣的方法，最終的結果也是無效。但是即便

我們了解這個真相，我們似乎還是想要採用同樣的方法。為什麼？因為我們也想不出

更好的方法，所以只能採用目前所使用的方法，理由是：「因為採用目前的方法，至

少可以讓我獲得些許的快樂；如果我連目前的這些方法都捨棄掉，我根本沒有快樂的

來源，我的生命將從彩色變成黑白，哪來的快樂？」是不是？ 

 

所以有些人會有一種想法：「如果我去修行，捨棄了現世安樂之後，我會不會越

來越不快樂？一來，無法體會修行的快樂；二來，捨棄了現世安樂，結果反而不上不

下。」那種狀態對很多人而言是會產生恐懼的──到底走這條路最終會有什麼結果？

不確定。在不確定最終結果的情況下，又要捨棄原本自己擅長的方法，這對很多人來

說是一種挑戰。但是照理來說，不應該在心情不篤定的情況下走解脫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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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這一點，昨天我們曾分析過，我們應該是在心情篤定的情況下走解脫之道，

而不是內心抱持懷疑：「我這樣走，真的有路嗎？真的會成功嗎？最終的結果真的是

我想要的嗎？」如果都沒有想清楚，你在走的過程中必然會產生懷疑，這是確定的；

如此一來，就會造成你無法持續走下去。所以對於自己所修的解脫之道產生懷疑，那

對於想修行的人而言是非常大的障礙。 

 

不過，這個地方我們要討論的是：如果事情的真相──生命的確是無始的，我們

就必須調整自己目前追求離苦得樂的方法。 

  7.物質無法成為心的近取因 

這個地方，我們花一點時間介紹有關前後世的內涵。在討論苦諦時，最好要有前

後世的觀念；如果沒有前後世的觀念，思惟苦諦有侷限性，對於苦的感受也不深刻，

所以要有前後世的觀念。 

 

平時多數師長在介紹前後世的觀念時，都是從心的近取因去分析，也就是心的近

取因當中必須有心。簡單來說，任何一個念頭生起之前，都必須有前一個念頭。從這

個角度不斷地往前追溯，心是無始的、心是找不到開端的。如果追根究柢，我們找到

了一個有開端的心，請問：那一念的心從何而來？難道那一念的心不是有為法嗎？如

果是有為法，它的形成是不是也需要觀待因緣？如果是，請問：它的近取因是什麼？

它應該也要有前一念的心。 

 

不過在討論這個問題時，要把物質跟心這兩者區分清楚。平時我們說物質或多數

的色法是由眾多的微塵聚集而成，而且物質有形有色；心則不是如此，心形成的方式

不是透由眾多的微塵聚集而成，而且心無形無色。除此之外，這兩者的功能也不同：

心有顯現境的能力，並在顯現對境之後，有認知境的能力；物質則無法做到這一點。

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說物質無法成為心的近取因，有形有色的物質無法成為無形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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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的心，因為這兩者不是相順的因果關係。從這個角度，如果不斷追溯心是從何而來

的，到最終，我們根本找不到心的開端。如果有心的開端，就代表它是第一念的心，

但問題是：第一念的心從何而來？  

  8.從串習的角度證成有前世 

但今年我們先不從心的近取因的角度來分析，我們從串習的角度來證成有前世。

例如：有些人想要學習藏文，藏文字母當中最剛開始有「ཀ་ཁ་ག་ང་」這四個字。對於初

學者來說，他第一次看到這四個字會有什麼反應？（學員：看不懂。）「這四個字怎

麼長成那個樣子？」他不會唸，對吧？當有人教他唸這四個字，教完一遍，你覺得學

的人就會了嗎？不會；但他比之前更認識這幾個字。雖然有時候他還是會搞不清楚，

例如：「ཁ」跟「ག」，一個開口往右，一個開口往左，除此之外，這兩個字幾乎一模

一樣。很多初學者一時會分不清楚哪一個是「ཁ」、哪一個是「ག」，這表示他對這幾

個字還不熟悉。之後多練習幾次，最終即便把它們的排列順序顛倒過來，他看到那個

字，馬上就會有直覺的反應：「這就是『ཁ』，那就是『ག』。」 

 

最終為什麼會有那個結果？是不是透由不斷地串習才會有那樣的結果？在此我們

強調的是什麼結果？當他看到那個字時，馬上就有反應，而且他的反應是正確的。為

什麼會有那樣的反應？因為之前他經過多次地串習；如果沒有經過多次地串習，他會

有那樣的反應嗎？不會。 

 

以此類推，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所熟悉的任何一件事情，有哪件事不是經由串習

而形成的？有哪件事是在不串習的情況下，我們對境時就能自然地生起反應？沒有。

從這個例子當中可以得出一個什麼結論？假使我們在對境時能夠生起一種自然反應，

這代表在這之前我們曾經多次串習。這個結論合不合理？（學員：合理。） 

 

如果這個結論是合理的，請問：剛出生的嬰兒的心中有沒有貪瞋？有。嬰兒的反

應對各位而言或許不容易判斷，我們就以兩、三歲的小朋友為例，他們的心中有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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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瞋？（學員：有。）那種自然反應是從何而來的？是不是也是經由過去多次地串習

而來的？這當中的「過去」是指什麼？假設他是一個兩歲的小朋友，我們從他的表現

裡明顯看得出他有貪瞋，那他串習的時間有可能是在兩歲之前，是不是？但在兩歲之

前，是誰教他生起貪瞋？應該沒有人教他生起貪瞋。在他今生的父母親沒有教導他的

情況下，為什麼他會產生那種自然反應？如果沒有前世，請問這個現象要怎麼解釋？ 

 

這時或許有些同學的反應是：「這有可能是父母親的心延續到了孩子身上；在父

精母血結合的同時，父母親的心形成了孩子的心的續流。」但問題是：這有可能嗎？ 

 

多數人都說不可能。為什麼不可能？你不能說「聽起來就覺得怪怪的」，這不是

理由。為什麼不可能？（學員：那是過去生的習氣串習而來的。）不是，我們現在在

說的是，為什麼父母親的心無法延續成孩子的心？就如同物質方面──父精母血在眾

多因緣聚合的情況下可以形成孩子的身體，那為什麼父母親的心無法形成孩子的心？  

 

為什麼會有人有這樣的想法？雖然他也認為我們在對境時會有一些自然的反應生

起，是透過之前的串習而形成的，但由於他不認同有前世，卻又要解釋我們剛才說的

那個現象，所以他就將那個現象解釋成「這是父母親的心延續而來的」；意思就是孩

子的心中有貪心、有瞋心，那是從父母親的心那邊延續而來的。如果這一點成立，就

代表父母親的貪瞋能夠延續到孩子身上；如果父母親的貪瞋能夠延續到孩子身上，父

母親會的那些事情，照理來說也應該能延續到孩子身上。難道父母親的經驗會傳遞到

孩子身上嗎？（學員：不會。）這不可能吧！難道要說「壞的可以傳遞、好的無法傳

遞」？這種父母親也太狠心了吧！「我的貪瞋傳遞給你，但我的知識水平，很抱歉，

不給你。」應該不會這樣。 

 

這代表什麼？這代表孩子心中的貪瞋不是從父母親那裡延續下來的；如果貪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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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從父母親那裡延續下來，在那之前他又曾經多次串習，唯一的可能性──必須有前

世；如果前世不存在，這個現象根本無法解釋。這一點認同嗎？（學員：認同。）我

們不說貪瞋，剛出生的嬰兒有沒有常執？有。他有沒有愛我執？有。這些念頭從何而

來？如果沒有前世，這個現象根本無法解釋。 

 

假使物質可以形成常執、愛我執，這當中的物質，以現今的科學為例：如果大腦

可以直接形成常執、愛我執或貪瞋等負面情緒，為什麼大腦不能直接生起三主要道？

為什麼大腦只能形成一些不好的認知？這個問題需要解釋。然而如果有前世，這些都

不是問題。為什麼我們的心中有貪瞋？因為在過去生我們曾經多次串習。為什麼我們

的心中沒有三主要道？因為在過去生我們未曾串習，就這麼簡單。這一點合不合理？

很合理。 

 

如果是從「心形成心」的角度來分析，這些現象可以解釋；但如果是從物質形成

心的角度來分析，這些現象不僅無法解釋，而且會出現非常明顯的矛盾，所以有前世

的這一點應該可以透由理路去證成。 

  9.從能回憶前世而證成有前世 

況且，在現今能夠回憶起前世的人不是只有一、兩個，這樣的人已經非常多。而

且能夠回憶起前世的人並非都是佛教徒，根據他們的描述，他們所回憶的前世既鮮明

又經得起驗證，這已經是無法否認的事實。這時或許會有一些嘴硬的人說：「那些人

能夠回憶起前世，代表他們的確有前世，但是我回憶不起前世，所以我沒有前世。」

這個理由合理嗎？（學員：不合理。）為什麼不合理？ 

 

我發現我走到哪裡都有這個情況──問「合不合理」，現場的同學點頭、搖頭都

很大力；但問「為什麼」，雖然大家的嘴巴都一直動，但就是聽不到聲音。其實從這

些反應就可以看得出來，即便你的宗立得再堅固，但你都不一定找得出合理且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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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多數人對這些觀念的認知就叫「伺意知」。 

 

剛才我們提到有些人會說：「那些能回憶起前世的人，的確能藉此證明他們有前

世，但我回憶不起前世，所以代表我沒前世。」這個理由不合理。為什麼不合理？對

方心中的公式是什麼？「我沒有前世，因為我回憶不起來。」這個理由合理嗎？因為

我回憶不起前世，能夠證明我沒有前世嗎？（學員：不能。）這時我們要舉一個什麼

例子？如果回憶不起前世，就代表你沒有前世，難道你回憶得起你在母胎中所發生的

事情嗎？有誰回憶得起來？沒有人。難道我們可以因此而說自己沒有進過母胎嗎？不

能。所以回憶不起來不代表未曾經歷過；有很多我們曾經經歷過的事情，在此時此刻

我們都回憶不起來，所以回憶不起來不代表它不存在。 

 

相同的思惟模式，回憶不起前世不代表前世不存在。例如：我們回憶不起在母胎

中所發生的事情，不代表我們未曾進入母胎，所以那個理由不合理。況且，為什麼能

夠回憶起前世的人有前世？他的心跟我們的心有何不同？為什麼他的心能夠從過去生

延續至今，而我們的心卻無法如此？前後兩者的心在本質上有何不同？他的心唯明唯

知，我們的心也是唯明唯知；他的心有顯現境、認知境的能力，我們的心也具備相同

的能力。由此可知，我們的心跟他的心在本質上沒有任何不同。既然如此，為什麼他

的心可以從前世延續至今，而我們的心卻非如此？這也需要理由吧，是不是？ 

 

這時或許有人會說：「如果這樣的話，就如同他能回憶起前世，我也應該能回憶

起前世。」這不一定，對方能做到的事，不代表我們就能做到。這就像我們都是人的

這一點相同，我們都是從母胎中生下來的這一點也相同；但不能因此而說各位能做到

的事我也能做到，這不合理。相同的道理，能夠回憶起前世的那些人，他們的心是從

前世延續至今，我們的心也是如此，但不代表他們能回憶起前世，我們就能回憶起前

世，因為每個人的狀態不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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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多數人對於無始概念的迷思 

有些人在思惟無始的觀念時，始終會有一種想法：「的確，我認同我們有前世，

我們的前世再往前追溯，還有之前的前世，還有之前的前世……這些我都認同，但你

說『無始』，我不認同。佛經中所說的『無始』，只不過是時間長到無法計算，而將

那種狀態取名為無始，實際上還是有始。」多數人內心深處的想法就是如此，嘴巴上

說無始，內心深處想的是：「怎麼會是無始呢？要是無始的話，根本找不到開端。」

所以這時他就會想要問：「第一念的心從何而來？」為什麼會有這個問題？為什麼要

追究第一念的心從何而來？實際上沒有第一念的心，理由是：第一念的心是心，只要

是心都必須有前一念的心，所以不會有第一念的心。 

 

為什麼一定要抓住第一念的心不放？這跟我們的習性有關，我們總是試著在境上

找到一個真實的境，並且緊抓著它不放。這時我們追根究柢的精神會完全展露出來：

「什麼無始？『無始』聽起來虛無飄渺，怎麼會是無始？應該要有一個開始才對。」

但問題是：為什麼要有一個開始？如果是有始，很多情況根本無法解釋，例如：我們

的心中為什麼會有煩惱？這時我們會說：「因為我們的上一世有煩惱，上一世的心延

續至今，所以我們這一生也有煩惱。」是不是？那不斷地往前追溯，追溯到你認為有

始的那個狀態──心最初形成的時候，為什麼是有煩惱而不是沒有煩惱？如果一開始

就沒有煩惱，那該有多好，是不是？如果有始，這代表第一念的心就有煩惱，請問：

第一念的心為什麼有煩惱？為什麼不是沒有煩惱？這個問題就無法解釋。但如果是無

始呢？從無始以來，我們的心中就有煩惱。 

 

這時或許有些同學會問：「為什麼從無始以來我們的心中不是沒有煩惱？」就不

是啊！這從目前的狀態反推，就可以推論得出來。如果原先心續當中沒有煩惱，就不

會無緣無故變成有煩惱；有煩惱的這個果不是無因而生的，有煩惱的這個結果是由相

順的因緣而產生的。這代表今生我們心中的貪瞋是源自於過去生，不斷地往前追溯，

無始以來我們都有貪瞋，這很合理，這個問題才可以解釋。如果有始，很多問題都無

法解釋。所以所謂的「無始」，絕對不是時間長到無法計算而取名無始，而是實際上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SVhNKo&o=e0&sec=sec1&op=sti=%22%E9%A3%84%22.&
http://dict.revised.moe.edu.tw/cgi-bin/cbdic/gsweb.cgi?ccd=SVhNKo&o=e0&sec=sec1&op=sti=%22%E9%A3%8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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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無始。 

 11.我們是否依舊選擇執迷不悟 

透由推理，如果最終我們能夠認同無始的這個觀點，回到我們剛才那個問題──

無始以來我們一直採用同樣的方法，設法讓自己離苦得樂，但到目前為止，我們依舊

不快樂。這代表我們能夠用的方法都已用盡，沒有什麼方法我們未曾使用過，但最終

的結果卻是「我還是不快樂」；這代表到目前為止，我們所採用的方法都是無效的。

經過縝密地分析之後，我們問問自己：「我還要繼續使用那些破爛不堪的方法嗎？」

無效的方法繼續使用下去，結果依舊無效。 

 

這時，或許你的心中會有一個聲音冒出來：「不然就沒有方法了，所以也就只能

這樣。」但事情的真相是如此嗎？是真的沒有方法嗎？還是實際上有方法，只是我們

不了解罷了？如果真的沒有方法，錯不在我們；但如果有方法，只是我們沒去尋找，

那就是我們自己的問題了。所以，「到底有沒有解決問題的方法」，這是我們之後所

要討論的問題。但直到目前為止，我們應該得到的結論是：過去我所使用的都是無效

的方法。這時你應該問問自己：「我還要繼續使用那些方法嗎？」 

 

好，我們今天的課就上到這個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