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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重點複習 

昨天我們提到兩個主題，第一個主題──我們所認知的苦樂為何；對於這一點，

等一下我們作進一步的討論。第二個主題──我們有沒有前後世；從這個角度去分析

我們的生命是無始的。如果想要進一步地了解相關的內容，之後可以參考《釋量論》

的第二品。在提及有沒有前後世時，證成有前後世的道理很多，例子也非常多，雖然

不見得每一個正理都能說服我們，但我們要在眾多的理由當中，找出一個自己認為最

有力的理由，藉此反覆思惟前後世的內涵。 

 

至於第一個主題──我們所認知的苦樂為何。首先，我們所認知的「苦樂」是一

種感受，這種感受包括了五根知的感受以及意知的感受：「五根知的苦樂」是從境悅

意與否來分析，「意知的苦樂」則是指境符不符合我們的心意──如果境符合我們的

心意，當下我們覺得滿意，我們就快樂；相反的，如果境不符合我們的心意，我們就

不滿意，當下我們就痛苦。換句話說，我們會對於境生起欲求、期望，進一步地設法

在境上作出改變，當境的狀態與我們的想法吻合時，我們就會感到快樂。為了使境的

狀態與我們的想法吻合，到目前為止，我們採用的方法是什麼？我們設法改變境來滿

足心中的欲求。但問題是：我們有沒有能力改變所有自己欲求的境？似乎沒有。 

 

縱使我們有能力改變所有自己欲求的境，但是我們心中的欲望依舊無法被滿足。

所以不管是從哪一點來分析，最終的結果都是不滿意。為什麼這樣說？以第一種角度

而言，由於我們沒有能力改變所有的境，所以境的狀態與我們的想法無法吻合，在當

下我們就會感到不滿意、不快樂；即便我們有能力改變境，但在改變外境之後，也無

法滿足我們內在的欲望，這時境的狀態與我們心中的所求、欲望還是無法吻合，所以

最終的結果──我們還是不滿意、不快樂。這代表什麼？這代表目前我們所採用的方

法，最終無法讓我們滿意。簡單來說，到目前為止，我們找不到一個讓自己滿意的快

樂，所以當別人在問我們快不快樂時，很少人會說「我很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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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苦樂受是根境識聚合的結果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分析，在十二緣起中曾提到「由觸生受」。什麼叫做「觸」？

根、境、識三者和合稱為觸。舉一個例子：當有人在罵我們的時候，對方所發出來的

聲音會被我們聽到。為什麼我們會聽到那個聲音？因為我們有耳根，境也存在，除此

之外，我們還有關注這個境的認知，所以此時根、境、識三者聚合。這當中的「根」

指的是耳根，「境」指的是對方罵我們的聲音，「識」則是對於這個境產生關注的認

知；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會生起耳根知。這時的耳根知有沒有感受？有；它的感受

是苦受，因為境是不悅意境。之後，耳根知將這個訊息傳遞給內在的分別知，分別知

是意知，當意知接收到這個訊息時，意知也感到不滿意（痛苦），所以這時也有根、

境、識。這代表感受在現起之前，必須經過根、境、識三者和合的這個過程；既然如

此，就代表如果這當中缺少一緣，我們就不會有苦樂的感受。 

 

對此，我們進一步分析根、境、識三者當中何者屬於外在、何者屬於內在。境是

外在，根是內在，識也是內在。如果苦樂與根、境、識三者和合有因果關係，這代表

我們在因上作出調整，在果上也會有所改變。但目前我們所採用的方法是什麼？我們

只看到境與苦樂的關係──當我們認為某一種境會讓自己快樂時，我們極力爭取；當

我們發現某一種境會讓自己痛苦時，我們設法排除。換句話說，我們現在所採用的方

法是將焦點完全放在境上，我們忽略了根，也忽略了識，似乎這兩者跟我們的苦樂一

點關聯都沒有，但實際上並非如此。 

  3.我們能否改變心中的欲望 

如果在境上作出改變，最終的結果無法讓人滿意，我們是否應該調整一下過往所

採用的方法？因為到目前為止，我們一直試圖改變外境，但是效果不彰。既然如此，

我們就不應該再用同樣的方法。如果改變境，最終的結果我們無法滿意，這時我們是

不是應該試著改變根或改變識？因為老是用同樣的方法，結果完全相同。既然苦樂的

形成與根、境、識三者都有關聯，為什麼我們執意改變境，而不改變根、不改變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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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或許有同學會想：「只要我有心，我就有欲望，我心中的欲望是與生俱來、

無法改變的。由於欲望無法改變，所以我只能改變外境。」其實多數人的想法都是如

此，但問題是：欲望無法改變的這一點是真相嗎？這個問題需要思考。 

 

我們從以下幾個角度來分析這個問題。如果我們心中的欲望無法改變，請問：我

們心中的欲望是常法嗎？不是；我們心中的欲望是無常法，而不是常法。這時，或許

有人會覺得即便它是無常法，但沒有方法可以改變。有沒有這樣的可能性？有；有些

無常法沒有方法可以改變它的現狀。但我們心中的欲望是如此嗎？它是無常法，但沒

有方法可以改變？還是另外一種情況──有方法，但沒有人知道那個方法？再來，有

人知道那個方法，但沒有人希求那個方法；沒有人希求，知道的人就不會說。最後一

種選項──有人希求，但知道方法的人沒有慈悲心而不願意說。 

 

當我們覺得自己心中的欲望無法改變時，我們應該從以上所說的那幾個角度去分

析：第一，我們心中的欲望是常法嗎？不是。它是無常法，但沒有方法可以改變嗎？

似乎也不是。有方法可以改變，但沒有人知道那個方法嗎？也不是。有人知道那個方

法，但沒有人希求那個方法嗎？也不是。有人希求，但知道方法的人沒有慈悲心而不

願意說出那個方法嗎？也不是。那為什麼我們會說自己心中的欲望是無法改變的？最

終只剩下一個理由──因為我不想改變。簡單來說，欲望是無常法，也有方法可以改

變，也有人知道用什麼方法改變，也有人希求這個方法，知道方法的人也願意說，那

為什麼我們還是覺得自己心中的欲望無法改變？這時只剩下一個理由──因為我不想

改變，是不是這樣？ 

 

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分析過後，最終你心裡最真實的聲音就會冒出來，不然平常我

們的想法多半都是漂浮在虛空中。你從各種角度去分析過後，你就會發現自己內心深

處最真實的想法是：「我之所以覺得心中的欲望無法改變，是因為我不想改變。」這

時，再問自己一個問題：「為什麼我不想改變？」「因為我覺得現狀也不錯，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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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改變？」是不是？「雖然我的現狀不是非常好，但是還在我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

所以沒有必要改變。」這時就需要思惟苦諦。 

 

由於我們對於苦的了解不夠深切，所以到目前為止，我們都認為自己不需要作出

改變，也就是我們對於自己的現狀還算滿意，雖然不是非常滿意，但還可以接受。其

實從這個角度來分析，我們都是修學忍辱的大修行者。從無始以來直到現今，我們在

輪迴中流轉了無數次，遭遇過無數種痛苦，但到目前為止，我們對於輪迴的苦持續修

學安忍，在這一點上我們修得非常好。這代表什麼？這代表我們有修行的本錢，只不

過我們修錯罷了。即使修錯，從這個行為當中，也可以發現只要我們往正確的方向去

發展，我們是有希望的。 

  4.我們總是試著以壞苦取代苦苦 

我們從剛才的那個角度切入苦諦。平時在介紹苦諦時，會提到苦諦分為苦苦、壞

苦、行苦。「苦苦」──我們一般人不想面對的痛苦；「壞苦」──我們一般人所認

知的快樂，也就是世間的安樂；雖然我們在那當下會覺得快樂，但它的本質為苦。壞

苦當中的「壞」，指的是「改變」的意思。即使當下我們覺得快樂，但它馬上就會變

成另外一種痛苦，所以稱為壞苦。「行苦」是指苦苦與壞苦的所依處；在《道次第》

當中強調的是我們所獲得的蘊體。 

 

今天我們將重點放在苦苦以及壞苦上來討論。提到苦苦，在《道次第》中說到八

苦、六苦，這當中絕大部分都是苦苦，例如：八苦中的生、老、病、死都是苦苦，愛

別離、怨憎會、所欲求不得也都是苦苦。我們以其中一種苦來討論，例如：生、老、

病、死當中的「老」，「老」應該是多數人最無法忍受的苦。 

 

為什麼我們會認為「老」是一種苦？從之前我們解釋苦樂的角度來分析，我們心

中的欲求是什麼？我們希望自己不會老，但境呢？身體正在逐漸衰老。這代表境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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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心中的想法無法吻合。由於我們對這種狀態感到不滿，內心就會覺得痛苦。當我們

發現自己一天一天地衰老、皺紋越來越多、白頭髮越來越多、容貌越來越醜陋、身體

越來越不堪用時，我們會覺得很痛苦，這種苦稱為「苦苦」。 

 

但基於我們有離苦得樂的本能，我們會想要改變現狀。此時，我們採用的方法是

什麼？為了讓自己不要看起來那麼老，有些人會去醫美診所；有些人或許沒有錢去醫

美診所，但是他會提升自己化妝的技術，讓自己看起來不會那麼老；如果無法提升這

個技術，他會加強修圖的技術。世間人在做的不就是這些事情嗎？為了解決老苦，設

法讓自己看起來美一點。最終如果效果達成了，那一瞬間他會現起一種快樂的感覺，

那種世間的安樂稱為「壞苦」；它維持不久，而且它的本質是苦。 

 

說實在的，修完圖之後，看到那張圖真的會快樂嗎？對於很多人而言，應該會快

樂；如果不快樂，為什麼要修圖？所以他看完自己修的那張圖，應該會很快樂。但去

照鏡子呢？幻想瞬間破滅──原本陶醉在電腦前的感受，在照完鏡子之後瞬間壞滅，

因為前後的差距太懸殊了，他都不敢相信那是自己。當他了解事情的真相之後，他真

的快樂嗎？甚至，可不可以這樣說，他修完的那張圖當中的主角根本不是他，而是另

外一個人，是不是？所以了解真相之後，他真的快樂嗎？這我不太清楚，這個要問你

們。 

  5.對壞苦的付出與所得不成正比 

以上，我們以這個例子來說明苦苦與壞苦，苦苦不用多作介紹，我們都很了解，

沒有人不了解苦苦。現在的問題是，即便我們想從苦苦的狀態中脫離，但我們貪著壞

苦──世間的快樂，我們認為壞苦就是最究竟的快樂，甚至我們認為那是一種大樂。

此時，我們應該思考的是：為了追求世間的安樂，我們付出多少的時間與心力，而換

來的結果能否成正比？這是第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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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付出非常多的時間與心力，最終換來的結果微不足道，你不覺得這筆交

易非常不值得嗎？它的投資報酬率太低了；以現在的術語來說──CP值不高，付出這

麼多，得到那麼少。如果我們所得到的回饋是永恆的，那也就罷了，因為如果是永恆

的，可以積少成多；但問題是，我們所得到的那個結果根本維持不了多久。為了追求

某些快樂，我們付出了一小時、兩小時，甚至一天、兩天，最終換來的樂受卻只維持

一分鐘。 

 

如果我們在做生意，我們會一直做這樣的生意嗎？這叫賠本生意，是不是？現在

我們不就是在做賠本的事情嗎？我們都已經賠掉了老本，還繼續做這一筆生意。這時

或許有同學心中會想：「沒有其他的生意可以做，我就只能繼續做賠本生意，因為我

找尋不到比世間的安樂更好的狀態。」這句話本身就有問題，所謂「我找尋不到比世

間的安樂更好的狀態」，是你沒有去找？還是你找了之後最終沒有找到？這兩者不一

樣。當我們說「我找不到」時，是沒有去找而找不到？還是仔細尋找之後而找不到？

通常都是沒有去找。為什麼沒有去找？因為我們安於現狀。在安於現狀的情況下，你

怎麼會想要改變？如果我們不想改變，我們怎麼會想要去尋找其他方法？所以說「我

找不到」，實際上是什麼？我根本沒有去找。這樣的分析應該合理吧。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我們付出這麼多的時間與心力，最終的結果能否成正比？除

此之外，最終的結果到底能夠維持多久？ 

  6.探究壞苦的本質是苦還是樂 

這個部分我們討論的是壞苦，因為我們不會追求苦苦，但我們會追求壞苦，所以

對於這一點我們要作仔細的分析。在討論前，我們先把界線畫清楚，不然我發現你們

都會到處亂跑，即便學了兩三年，習性依舊難改，所以我們先把規則訂好。苦樂是感

受──「苦」指的是苦受，「樂」指的是樂受，是不是這樣？苦樂相違，兩者沒有交

集，沒有一種感受既苦又樂。換句話說，「苦受」指的是不悅意的感受，「樂受」指

的是悅意的感受，因為其中一者加上了否定詞，所以悅意與不悅意兩者相違。這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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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苦樂相違，苦受與樂受相違。這是遊戲規則，請各位遵守遊戲規則。 

 

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是：所謂的「壞苦」指的是什麼？世間的安樂。什麼叫「世

間的安樂」？例如：我口渴，所以我喝水，當下的感受──我覺得愉悅、舒服。那是

不是世間的安樂？是。請問：這種感受是苦受還是樂受？（學員：樂受。）如果是苦

受，何必追求？既然會追求，就代表它會讓我們快樂，是不是這樣？所以在喝水的當

下，我們的感受是樂受；既然是樂受，就代表它是樂；既然是樂，就代表它不是苦；

既然不是苦，為什麼稱它為壞苦？ 

 

「因為它的本質是苦。」這是我們最常聽到的答案。難道它的本質不是樂嗎？何

謂「它的本質」？苦的本質是什麼？（學員：苦。）苦的本質是苦，這一點確定。樂

的本質是什麼？（學員：樂。）樂的本質是樂，杯子的本質是杯子，人的本質是人，

是不是這樣？那我們所追求的世間安樂是不是快樂？它是不是樂受？（學員：是。）

那它的本質是不是也應該是快樂、也應該是樂受？如此一來，為什麼在這個地方要說

它的本質是苦？這在說明什麼？什麼叫做「它的本質是苦」？這個問題多數人都只聽

答案，然後把答案背下來，但對於「它的本質是苦」到底在說什麼，我們心中就是沒

有感覺。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分析，當我們口渴，我們選擇喝水，在喝水的那一瞬間，我們

「覺得自己很快樂的感受」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認知？（學員：正確的。）有沒有人

認為是錯誤的？「在喝水的那一瞬間，水經過嘴巴、進到喉嚨的那個過程，我覺得是

樂的那個感受是錯誤的。」有沒有？應該沒有，大部分人都會認為：「我的感受怎麼

會是錯的？那個感受是對的。」 

  7.壞苦是前苦漸減時所生的感受 

對於這一點，請看到《略論講記》的第二冊第 40 頁，我們先看原文：「又增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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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現前樂受，多是於苦漸減輕時生起樂覺，無有不待除苦之自性樂。譬如走久生苦，

由坐便能生起樂覺，此乃前苦由大漸減輕時，誤覺為樂漸次生起，然此非自性樂，因

坐過久，仍又如前生眾苦故。」乍看之下，字面上沒有什麼問題，不過在討論之前，

我們也將仁波切的注解唸一遍。 

 

「當我們在享受輪迴的安樂時，容易生起貪欲。一般來說，我們是在什麼情況下

會覺得快樂呢？通常是在某種痛苦減輕之際，我們才會感到快樂。除此之外，輪迴中

沒有任何一種快樂是不需要觀待去除前苦就能獨自形成的。比方走了很長的一段路，

全身疲倦、雙腳痠痛，要是在此時能坐下來休息，一定會感覺很舒服；然而坐下來的

瞬間，那種舒服的感覺，其實只是之前行走過久的痛苦逐漸減弱所帶來的一種感受，

我們將那種感受誤以為是快樂，但實際上它並不是真正的快樂。」 

 

「為什麼不是真正的快樂？照理來說，真正的快樂是會隨著時間的延續而逐漸增

強的，就像促成痛苦的因，會隨著時間的持續而使得痛苦越來越劇烈一樣，但我們坐

久了之後，又會產生另外一種痛苦，所以當初坐下來的那種感受並非真正的快樂。」

先跳過一段，直接看到第 42 頁第三行，「因此，世人普遍認定的快樂，只不過是前

面的苦從大漸減、後面的苦從小漸增時的一種感受，但實際上那並非真正的快樂。」 

 

這幾段在說明的重點是什麼？我們一般人所追求的世間快樂容易引發貪念。進一

步地分析，我們一般人是在什麼狀態下會想要去追求世間安樂──當我們遇到了某一

種苦，在我們的認知當中，我們覺得那種苦有改善的方法，我們也試著去改善，使得

前面的苦由大漸減；但改善的同時，另外一種苦逐漸形成，所以後面的苦由小漸增，

在這個狀態中，我們說「我很快樂」，是不是這樣？ 

 

所以最後一段是在說明「世人普遍認定的快樂」，只不過是前面的苦從大漸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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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面的苦從小漸增時的一種感受。例如：走路走很久腳會痠，這時我們選擇坐下來休

息。在坐下來的那一瞬間，我們會覺得快樂，從那一刻開始，腳痠的痛苦由大漸減，

屁股的苦則是由小漸增，這時我們會覺得自己很快樂。請問：這種認知是正確的嗎？

這時境強調的都是苦──前面的苦由大漸減是苦、後面的苦由小漸增也是苦；但我們

心中的感受──這種狀態是快樂的，這個認知到底是對的還是錯的？ 

 

如果這個認知是錯的，難道在世間沒有樂受嗎？難道在輪迴中沒有樂受嗎？如果

在輪迴中沒有樂受，在輪迴中流轉的眾生不會造善業嗎？應該會吧。即便他在輪迴當

中流轉，但他還是有機會行善。善業的果報是什麼？善業的果報是快樂、是樂受。既

然造善業的人還在輪迴，這代表他所感得的果報應該也會出現在輪迴中，如此一來，

輪迴中應該有善業的果報──快樂。因此，在輪迴中是有快樂的，這一點合不合理？

（學員：合理。） 

 

這件事情是不是已經發生在我們身上？還是未曾發生過？已經發生在我們身上，

我們在輪迴中流轉，我們也感受到輪迴當中的快樂。現在的問題是：那種感受是正確

的還是不正確的？是顛倒的還是不顛倒的？那種感受應該是善業的果報，是不是？我

們過去行善，善業感果之後，對境時我們覺得快樂。但在分析時，什麼叫做壞苦？前

苦由大漸減、後苦由小漸增時的感受；我們又說壞苦是快樂。所以在境上討論的全部

都是苦，感受卻是樂。請問：這種認知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如果是錯誤、顛倒的，

難道我們過去所造的善業感得的果報是一個顛倒、錯誤的認知嗎？ 

  8.壞苦是樂但非自性樂 

而且剛才文中有強調：「我們將那種感受誤以為是快樂，但實際上它並不是真正

的快樂。」首先，我們所追求的世間安樂不是真正的快樂。為什麼要加「真正」這兩

個字？如果是真正的快樂，應該是什麼狀態？隨著時間，它會越來越快樂，至少它不

會越來越痛苦，是不是這樣？在文中舉了一個例子：苦因，「促成痛苦的因，會隨著

時間的持續而使得痛苦越來越劇烈」，這個叫真正的苦；相反的，真正的快樂會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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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越來越快樂，或是它可以維持平衡。為什麼要這樣說？ 

 

佛會不會越來越快樂？佛會不會一天比一天快樂？（學員：不會。）祂已經達到

最快樂、最圓滿的狀態，所以祂不會越來越快樂；如果佛會越來越快樂，就代表前一

天的祂比今天稍微不快樂，如此一來，就表示祂之前不夠圓滿；但是事實並非如此，

所以佛不會越來越快樂，而祂心續中的樂是真正的樂，這代表真正的快樂不見得會越

來越快樂，它可以持平。 

 

回到我們原本討論的問題：壞苦到底是苦還是樂？對於這一點，請看到第 43 頁

的注解十：「應該區分我們眼前的快樂雖然是樂，但它『既不是自性樂，也不是快樂

的本質』；它是『痛苦的本質，但不是苦』這之間的差異。」 

 

首先，「我們眼前的快樂雖然是樂」指的是什麼？我們眼前所追求的快樂，在追

求到的那一瞬間，我們心中的感受是樂受，但這種樂受既不是自性樂，也不是快樂的

本質；它是痛苦的本質，但不是苦。不是苦，這一點很容易理解。為什麼它不是苦？

因為它是樂。雖然是樂，但它是不是快樂的本質？或者說它的本質是不是樂？它的本

質不是樂。為什麼它的本質不是樂？因為我們追根究柢後就會發現，我們所認知的快

樂，實際上只不過是前苦由大漸減、後苦由小漸增的狀態而已，所以它的本質是苦。

但我們的感受呢？我們的感受是樂。 

  9.凡夫為何執苦為樂 

所以現在的問題是：這種感受是錯誤的感受嗎？如果不是，為什麼眾生會把苦執

為樂？在什麼狀態下，眾生會執苦為樂？執苦為樂的認知是不是顛倒的？苦諦的四種

行相：無常、苦、空、無我；將無常執著為常──顛倒的認知；將苦執著為樂──顛

倒的認知。先這樣說，我們會不會把苦苦執著為樂？（學員：不會。）確定嗎？再問

一次，讓你們想三秒鐘。我們會不會把苦苦執著為樂？（學員：正常情況下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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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情況下「不會」？意思是在不正常的情況下「會」？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舉幾個負面的情緒：憤怒是不是一種負面的情緒？

（學員：是。）當我們心中現起憤怒的感受時，是苦還是樂？（學員：苦。）沮喪是

不是也是如此？（學員：是。）焦慮、恐懼、失望、悲傷、厭惡、害怕，以上是不是

都是負面的情緒？這些負面的情緒在我們心中現起時，我們心中的感受是苦還是樂？

（學員：苦。）如果是苦，指的是苦受；當我們心中現起這些負面的情緒時，我們心

中的感受是苦受，我們稱它為苦。害怕是苦，緊張也是苦，那為什麼這麼多人排隊去

坐雲霄飛車？  

 

想坐雲霄飛車的人是不是想要離苦得樂的人？（學員：是。）坐上雲霄飛車，當

雲霄飛車啟動時，一開始爬坡，他的心跳會加速，這時他會不會覺得緊張？（學員：

會。）緊張是不是一種負面的情緒？（學員：是。）當下他會不會覺得苦？（學員：

不會。）不會？會吧；同時他也會感到害怕。當雲霄飛車爬到了最頂端要往下衝的那

一瞬間，他會感到十分恐懼，這也是負面的情緒。請問：那時他的感受是苦還是樂？

（學員：苦。）如果是苦，難道我們是排隊找苦吃、花錢找罪受嗎？還是我們把那種

苦視為樂？我們把害怕、恐懼、緊張都視為快樂，並且為它取名為「刺激」；我們追

求刺激的感受，但問題是：那種感受到底是苦還是樂？ 

 

我發現多數人已經分不清楚什麼是苦、什麼是樂。你看，坐雲霄飛車的人排隊時

很興奮，坐上去扣起安全帶時，有些人就在想：「我要不要選擇下來？」但那時候下

來很丟臉，在愛面子的情況下，即使內心不甘願，也只能被雲霄飛車帶著走，一路恐

懼、害怕、緊張、放聲尖叫。這時他所追求的樂是什麼？「趕快回到終點，我想離苦

得樂！現在我處在非常痛苦的狀態，我想追求的快樂就是回到終點。」既然如此，為

什麼他要上去？為什麼他要排隊？而且坐完雲霄飛車還不夠，之後他還會提議：「我

們去鬼屋！」何必呢？過程中明明心裡的感受都是苦受。還是你想說「苦樂參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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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說過程中完全是樂受，這不合理，這是睜眼說瞎話。在那個過程當中，應該不是全

程都是樂受，這一點可以確定。是苦樂參半嗎？如果全程都是苦受，何必上去？是錢

太多？還是時間太多？ 

 

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來分析，當我們在解釋苦樂時提到「滿意不滿意、境的狀態

和我們內心的欲求吻不吻合」，如果從這個角度來分析，似乎有苦樂參半的可能性。

去坐雲霄飛車的人心中的欲求是什麼？「我想追求、體會刺激的感受。」這時他心中

的欲求是如此；如果境也是如此呢？境與心相吻合，當下他會感到快樂，他會覺得滿

意。既然滿意，何必放聲尖叫？難道你叫的時候是大喊「我很高興、我很快樂」嗎？

所以只能說最好的狀況──苦樂參半。那種樂是什麼樂？「我想追求刺激，而境的確

就像我想的那樣非常刺激，這時外境與我的想法相吻合，我非常滿意。」即便下來之

後吐得半死，你都要說「我非常滿意」；眾生就是這種狀態，如果這不是無明，什麼

叫無明？ 

 

雖然平常我們所說的「無明」是指我執、實執，但我們很難體會什麼樣的念頭是

我執、什麼樣的念頭是實執，相較之下，剛才的那個例子對我們來說比較容易體會。

而且說「苦樂參半」已經很不錯了，照理來說，應該是苦遠多過樂吧。在這樣的情況

下，選擇坐雲霄飛車的人還是樂此不疲，那是不是把苦執為樂？所以眾生會不會把苦

苦執著為樂？我覺得有這個可能性。 

 

各位剛才說「在正常的情況下我們不會把苦苦執著為樂」，那剛才的那個例子是

不正常的情況？其實你仔細去思考，不是只有這個例子，有很多類似的例子。現在是

二十一世紀，很多事情都已經發生過了，很多事情早已見怪不怪，已經沒有什麼新聞

了，只是我們很難想像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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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總結上課內容 

眾生到底會不會將苦苦執著為樂？這個問題需要思考。還有我們應該思考：什麼

叫壞苦；我們對於壞苦的認知到底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我們所追求的壞苦，它到底

能夠維持多久；我們要花多大的心力、多少的時間才能追求到我們想要的壞苦。就像

我們課堂上所說的，我們所付出的這一切與最終的結果能否成正比？這筆生意還值得

我們繼續做下去嗎？應該仔細思考這幾個問題。 

 

好，我們今天的課就上到這個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