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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集〉三乘菩提概說簡介 

http://video.enlighten.org.tw/zh-TW/a/a06/1695-a06_001 

各位菩薩：阿彌陀佛！ 

首先，歡迎各位收看正覺教團所製

作的「三乘菩提概說」電視弘法系列單

元。在我們進入三乘菩提概說的法要之

前，我們這一集要先跟各位介紹一下

「三乘菩提概說」的簡介，也要對為何

會去製作「三乘菩提概說」這樣子的電

視弘法節目的一個緣起，先跟各位作個

說明。  

臺灣民眾在戰禍連年之後，因為承

平了四十幾年，胼手胝足、篳路藍縷地

發展經濟；在富裕閒暇之後，開始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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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動，也開始追求心靈生活，因此

學佛的風氣因而風行了起來。聚居在臺

灣島上的眾多佛弟子，十餘年來，因為

慈濟眾生蔚為風氣，但是廣植了福德卻

缺乏慧業，因為只慈濟眾生，不免偏於

人天善法而不識佛法。但是也有人說，

佛法無非就是講四聖諦、八正道、十二

因緣、緣起性空、三十七道品等等諸

法，這個就是佛法了；但是實際上，佛

法並不只是這些而已。  

那究竟什麼是佛法呢？所謂的佛

法就是成佛的方法。在二千五百多年前

示現成就究竟佛道的聖者──我們世

尊  釋迦牟尼佛，將如何成就究竟佛道

的方法，開示出來教導眾生，使眾生也

同樣能 夠經 由修 行 來達到 成佛 的目

標；因此，這些能夠使人成就佛道的方

法，就稱之為佛法。又由於眾生的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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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根器不同、因緣也不同，所以  佛
世尊就施設了三乘法教，來應機接引不

同的眾生；所以，佛法可依覺悟內涵的

不同，來分為三乘菩提，也就是分為：

聲聞菩提、緣覺菩提還有佛菩提。而所

謂的菩提就是覺悟的意思，也就是因為

所覺悟的內涵不相同，所以分為三乘。 

在這個末法時期，由於一般修學佛

法的人，對於三乘菩提普遍缺乏正知正

見，也沒有辦法了知三乘菩提的異同，

對於三乘菩提的共道與不共道懵無所

知，因此導致久修佛法而不能突破，甚

至停滯不前的狀況，這種種狀況可謂比

比皆是。還有的更是窮畢生的精力用功

修行而沒有任何的進展，所以對自己生

起了小根劣器的想法，而不敢進求聲聞

乘的見道，對於大乘賢聖自覺聖智的境

界，就更是不敢奢望了；那也只能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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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怨自艾：自己慧根淺狹，自己福德不

足，自己業障深重啊！所以，對於如何

求進佛道真是一點把握都沒有！因為

這樣子的緣故，藉今日我們「三乘菩提

概說」的電視弘法因緣，同時得以成熟

我們為了幫助廣大的佛法修行人的修

行因緣，讓他們能夠突破在佛法修行上

的瓶頸與困境，而發心進求佛菩提道；

所以，大略說三乘菩提的異同之概要，

來建立學佛人的正知正見。這就是我們

「三乘菩提概說」、之所以會有這個因

緣來講這個法的最主要緣起。  

我們現在先來說明一下：何謂三乘

菩提呢 ？我 們知 道 佛法分 為三 乘菩

提，這三乘菩提約略地說可以分成兩大

部分：第一個部分是解脫道，另一個部

分是佛菩提道。那什麼是解脫道呢？所

謂的解脫道，就是如何出離三界生死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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迴的道理跟行門。那什麼叫作佛菩提道

呢？佛菩提，就是每個眾生在證知生命

的實相、法界根源時及後續所出生的智

慧（這個法界實相是各個有情都有的真如與佛

性），那親證法界實相而生起法界實相

智慧的方法就是佛菩提道。〔編案：生起

法界實相的智慧僅是進入佛菩提道中實際修

練的基礎。〕  

有許多人認為修證解脫道就是修

證佛法，而事實上佛法是成佛之法，不

是只能令人成阿羅漢的法；單修阿含解

脫道之實證，只能夠使人成阿羅漢，並

不能夠使人成佛。所以  佛陀入滅以

後，沒有一位證得解脫道極果的大阿羅

漢能夠紹繼佛位而敢自稱成佛。所以，

解脫道是 佛世尊為了接引畏懼生死輪

迴苦、而急切想要解脫分段生死輪迴的

二乘人，而從佛法中把較易成就的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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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離三界生死的方法、析離出來先行宣

講，先讓有緣的眾生可以親自實證而出

離三界生死，也讓其他人及佛弟子相信

「出離三界生死」是可以實證的，所以

就專教他們出三界的方法，這就是二乘

菩提；也就是阿含解脫道的義理跟行

門，也就是斷我見、我執煩惱而取證解

脫果的法門，也就是  佛世尊在初轉法

輪時所教授的成阿羅漢的方法。  

在這個初轉法輪時所宣說的法，能

夠使人解脫生死苦惱，但卻不足以使人

成佛。當有許多眾生證得解脫果，證實

二乘菩提解脫果真實而非虛假之後，就

會相信  佛世尊所說的法是真實可證的

法，真的可以使人出離三界生死；由於

信受佛語的緣故，當後來  佛世尊宣講

如何成佛的正理的時候，眾生才會真正

的信受。這個成佛的正理就是佛菩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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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也就是大乘佛法的義理，也是修學

唯一佛乘的正法；這當中包含了實相般

若智慧〔編案：總相智、別相智〕，以及如

來藏所含藏一切種子的智慧〔編案：道種

智、一切種智〕，這就是  佛世尊在第二

轉法輪及第三轉法輪所教授的成佛之

法。所以，成佛之道必須具足解脫道與

佛菩提道，才是真正的成佛之道，並不

是單修出離三界生死輪迴的解脫道就

可以說它是成佛之道。  

自古以來，有許多人誤會佛法，以

為不停地打坐修學禪定使妄想雜念不

再出生，這個就是涅槃境界；誤以為這

樣子保持無念就可以出離三界，就可以

解脫生死。但實際上，聲聞菩提跟緣覺

菩提的解脫道，並不是由於禪定的功夫

而能出三界，而是由於有斷盡我見和我

執的智慧才能出離三界的生死輪迴。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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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外道之中，也有修學四禪八定，乃至

修得非想非非想定的人，而結果卻仍然

還在三界輪迴之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由於他們沒有無我、無生的智慧，所以

不能得到解脫。解脫，是發起無我、無

生的智慧之後，斷除了見惑、思惑煩惱

以及我所煩惱而得到的果報，不是因為

世間禪定而能使人證得解脫；如果想要

從修定而證得解脫，只有佛門之中的聖

弟子〔編案：此處「聖弟子」是指證得解脫道

見道之初果以上的佛弟子〕，已有無漏慧、

有四念處觀，當修到非想非非想定時，

發起捨心，慧光圓通，證滅受想定〔編

案：證得滅盡定是為「身證」，欲知此中詳細

內容，讀者可請閱平實導師開示的《阿含正

義》〕，這樣才說因定而得到現世的解

脫。但即使是已證無漏慧的阿羅漢，不

修不證第四禪、非想非非想定乃至滅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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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定，其捨身之後的涅槃境界，也仍然

與已證 四禪 八定 的 俱解脫 阿羅 漢一

樣，是無二無別的。由此可以知道，解

脫道的 修證 本質 仍 是以智 慧而 得解

脫，禪定只是一個助緣而已。  

三乘菩提中的解脫有四種。三乘菩提

中的涅槃解脫有：本來自性清淨涅槃、有

餘涅槃、無餘涅槃，還有無住處涅槃。二

乘無學只證有餘涅槃或無餘涅槃；其實它

是方便說為證，因為二乘無學入無餘涅槃

的時候，其實沒有一個能證的〔編案：意指

捨壽的阿羅漢〕，因為十八界已經滅盡的緣

故。而菩薩，初地心位可以得到前三種涅

槃，但不取證有餘、無餘涅槃；三地滿心

一定能夠證前三種涅槃，但是仍不取證有

餘、無餘涅槃；而明心的七住位必已證得

本來自性清淨涅槃；但是，只有佛才能夠

具足四種涅槃。而一切凡夫異生有情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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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乘無學聖人，同樣都住在本來自性清淨

涅槃之中卻不覺不證；但這卻不是未證如

來藏這個「藏識」的人所能夠臆想揣測

的，是只有證悟如來藏的人才能夠知道的。 

入 地 後 的 菩 薩 都 能 夠 證 無 餘 涅

槃，而起受生願永不取證有餘、無餘涅

槃；所以也可以說，菩薩都不證有餘、

無餘涅槃。二乘決定不迴心的無學聖

人，捨壽以後一定永入無餘涅槃，永遠

不受生於三界當中。而諸佛則是滅盡三

界分段生死的無明以外，還斷盡藏識中

的一切煩惱障的習氣種子隨眠，而且斷

盡所知障的一切無明隨眠，所以諸佛第

八識中的種子流注變易已經滅了，永不

變易，名為已斷變易生死。這樣子證有

餘涅槃、無餘涅槃而不住無餘涅槃境界

中，已斷分段生死以及變易生死，依入

初地時所發的十無盡願，度化有情而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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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休止，不入涅槃也不住生死，這個叫

作無住處涅槃。這個是唯佛所證，這是

究竟解脫的果位，並不是二乘人所能夠

了知、所能夠證得，是菩薩於三大阿僧

祇劫當中勤修而證知的。  

所以，如上所說解脫的四種圓寂當

中，本來自性清淨涅槃以及無住處涅

槃，只有在大乘佛菩提智當中才能夠證

得，無餘涅槃與有餘涅槃則通三乘。聲

聞、緣覺在證得聲聞菩提與緣覺菩提的

解脫後，可以出離三界的生死輪迴，但

是仍然不證、不知佛菩提的內涵，仍然

不能曉了大乘菩薩所證的法界實相、真

如與佛性的內涵。但是，大乘菩薩卻同

樣可以證得聲聞、緣覺菩提而出三界，

但因大悲心的緣故〔編案：此大悲心乃是行

菩薩道而欲成就究竟佛果，廣度無量無邊眾生

離苦得樂的「無緣大慈，同體大悲」，非六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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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者之所能知〕，所以留惑潤生。由此可

見，於解脫道中修證這個解脫法道是三

乘與共的法道；但是在大乘法中，菩薩

修學佛菩提道所要圓滿成就佛地的大

菩提果，這個卻是不共二乘的。  

佛菩提果的究竟圓滿是佛地，而佛

菩提果所修證的，全部都屬於有情自身

的八識心王、五十一個心所有法、十一

個色法、二十四個心不相應行法、六個

無為法，以及第八識的七種性自性、人

無我與法無我；在這些法裡面，最重

要、最根本的就是第八識——阿賴耶

識。這個「阿賴耶識」又稱為「如來藏」，

因為祂含藏著將來圓成究竟佛道而成

為如來的功能，也就是含藏著能使眾生

未來成為如來的種子，所以祂也叫作

「如來藏」。大乘菩薩證得如來藏阿賴

耶識以後，經過很長時間的修行，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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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藏中七識心相應的貪、瞋、癡、慢、

疑等煩惱現行修除掉，證得解脫能出三

界；但卻發起了受生願，繼續輪迴生

死，自度度他，一面修除七轉識相應煩

惱障的習氣種子隨眠，一面修證如來藏

中含藏的一切種子智慧〔編案：種子就是

指功能差別〕；直到無生法忍究竟圓滿，

成就一切種智，然後成佛，那個時候的

第八識，就改名為「無垢識」，又叫作

「佛地真如」。  

所以，大乘菩提的內涵，可以分成

兩部分：一部分是在總相與別相上說，

是二轉法輪的般若空，這個般若空是以

真心空性來函蓋蘊處界空相，而不是只

有蘊處界空相；另一個部分，則是到了

三轉法輪時期，再從別相上來說明一切

種智，就是唯識的百法、千法、萬億法

明門，也就是如來藏系經典的內涵，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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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第三轉法輪時期所說，是證悟的菩薩

悟後進修成佛之法。修學第二、三轉法

輪的般若、唯識諸經，能使已明心破參

入七住位的修行人進入初地，期間若有

善知識的指導，在一生當中就可以完

成。入初地之後深入修學第三轉法輪的

唯識諸經法義，則可以使菩薩次第邁向

佛地。第二、第三轉法輪諸經的法義，

函蓋二乘法的解脫道，而大乘菩提則不

是不肯 迴小 向大 的 二乘人 所能 知道

的，它是唯有大乘才有，是不共二乘

的，所以也名為別教，有別於二乘菩提

的緣故；這也有別於大乘通教專修解脫

道的菩薩們，他們欲求證佛菩提，而仍

無因緣接觸佛菩提妙法，因為沒有因緣

得遇大乘勝義菩薩僧，所以無因緣的緣

故，修學大乘法僅依悲願，而在實證解

脫以後，繼續發起受生願，而世世住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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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間廣度眾生，修學大乘通教解脫道。 

但是，大乘佛菩提增上慧學的修

證，必須經由大乘真見道的入手，也就

是破參明心證得如來藏，然後發起了般

若中道智，才能夠漸修，乃至入於初地

修學增上慧學；所以一切未證得如來藏

的大乘行者，當務之急是親證自心藏

識。所以，沒有不證藏識而能契會般若

中觀的人，因為實相般若以及中道的觀

行，都是依萬法根源而且是恆時顯現其

中道性的「如來藏」而說的緣故；如果

不能契會般若中觀，就無法熏修初地無

生法忍道種智的智慧，而修學初地的無

生法忍實證初分道種智，正是以般若智

及中道觀行的智慧作為基礎。  

然而菩薩明心證悟以後，雖然得到

般若智慧以及中道智之現觀，但只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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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別教的第七住而已；縱使能眼見佛性

而證得世界身心如幻的現觀，也只是十

住位的菩薩，還沒有進入初地。原因有

四個：第一個，未發起聖性，不得修十

地之道；因此必須要入十行位中，行種

種行，修除凡夫異生性，藉以發起聖

性，令思惑永伏不現，以成就聖性的緣

故，所以叫作性種性成就。第二、未發

起修道性，是因為仍不得修十地之道，

因此須入十迴向位中，藉種種迴向之行

而發起能修十地法道的修道性，就稱為

道種性。第三、是因為未具足入地所需

的增上慧學——八識心王的五法、三自

性、七種第一義、七種性自性、二種無

我法；因此，必須依止大善知識熏修《般

若經》、《楞伽經》、《解深密經》……，

令見地通達，而由大乘真見道轉入相見

道位，證得初地無生法忍的道種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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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因為還沒有發起廣大心，所以應

當依《華嚴經》的〈十地品〉，在佛前

以至誠懇切之心，勇發十無盡願，並且

修集入地所需的廣大福德。已經證悟的

佛子悟後進修如上的四種法，因這四種

緣具足的緣故，所以能夠進入初地，成

為初地聖人。  

所以，大乘別教菩薩證得如來藏

時，雖已勝妙於聲聞教中的初果聖者，

但是只 是大 乘無 生 忍之人 無我 智而

已，並沒有得到法無我智，所以只是別

教七住賢位，還沒有進入初地的聖位，

這只是真見道位的習種性菩薩。也就是

說，他跟聲聞初果人一樣，習氣仍然很

重；也是說，他尚需修除大乘無生法中

的異生性，尚需熏習大乘法的修道性，

也必須要熏習增上慧學，所以叫作習種

性菩薩。證悟明心只是真見道，還有見



三乘菩提概說簡介 

18 

道位的般若別相智慧有待修學；別相智

圓滿了以後，才有辦法進入初地。所

以，依這樣的道理的緣故，一切佛弟子

都應該要知道，修學這個三乘菩提有這

樣子的一個差別。知道這樣的正理以

後，所有的佛弟子才不會被人所誑惑而

不自知；也才能夠真的知道自己修行的

深淺程度，才不致生起增上慢，而造下

未證言證的大妄語業。假使有人能夠證

悟如來藏，也能依前面所說的四法如實

而修，那在大善知識的指導下，一生就

能夠進入初地。  

以上我們略說三乘菩提的異同，期

盼一切有緣的佛弟子都能夠由此「三乘

菩提概說」的電視弘法的因緣，因為這

樣子的因緣，能夠得入大乘真見道，從

此步入修道的坦途，永遠不為邪見、謬

見所誤導，永遠不墮佛法的歧途，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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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開演「三乘菩提概說」最主要的

一個緣起與用意。  

今天把這個概說跟各位作了一個

說明，那就先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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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集〉聲聞菩提簡介 與 

四聖諦總說（上） 

http://video.enlighten.org.tw/zh-TW/a/a06/1757-a06_002 

各位菩薩：阿彌陀佛！ 

我們今天這個單元要進入的是：聲

聞菩提的概說。我們前面已經對佛法的

整個概論，作了一個簡單的說明；那何

謂佛法呢？佛法必須要函蓋佛菩提道

與解脫道；解脫道函蓋了二乘菩提，也

就是緣覺菩提與聲聞菩提。緣覺菩提的

部分，我們後面會作詳細說明；那我們

今天要進入的是聲聞菩提，要對聲聞菩

提作一個簡單的說明。  

何謂聲聞？何謂菩提？又什麼是

聲聞菩提？所謂聲聞，就是聞  佛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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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說法，或聞已證解脫之聖弟子的音聲

說法。說什麼法呢？說五蘊、六入、十

二處、十八界的意涵……。也就是，透

過對聞  佛的音聲，或是聞已證解脫之

聖弟子的音聲，說色、受、想、行、識

等五蘊諸法，說眼、耳、鼻、舌、身、

意（六根），色、聲、香、味、觸、法（六

塵），乃至於眼、耳、鼻、舌、身、意（六

識）等十八界諸法，乃至於說眼、耳、

鼻、舌、身、意六個入處的聲聞解脫道

的法，這就是聲聞之義。  

那什麼叫作菩提呢？菩提就是覺

悟的意思。我們前面已經說過，覺悟有

三種的覺悟：一個是佛菩提的覺悟，另

一個是對於緣覺菩提的覺悟，第三個就

是聲聞菩提的覺悟。我們這裡先說的是

聲聞菩提，所以是說這個覺悟聲聞菩提

所悟的內容。聲聞菩提所悟的內容，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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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切有情的蘊、處、界都沒有真實

我。也就是說，聲聞學人透過對於蘊處

界的思惟觀行，而證實沒有一個真實的

我──沒有一個真實的蘊處界我存

在，這樣子而證悟聲聞菩提。所以，所

謂聲聞菩提，就是經由聽聞  佛或是聖

弟子的音聲說法，而覺悟一切有情的蘊

處界沒有真實我，進而斷我見、我執，

成就須陀洹乃至阿羅漢果，稱為聲聞菩

提。所以，所謂「聲聞」就是透過  佛
或是已證解脫之聖弟子的音聲說法，來

覺悟二乘的人無我，來證悟沒有蘊處界

我的這個法，這個就是聲聞菩提。  

那聲聞菩提的修證，與行者的利鈍或

五蓋的深淺它是有關係的。那是有什麼樣

的關係呢？為什麼聲聞菩提的修證，與行

者的利鈍和他的五蓋的深淺會有關係

呢？這個關係又分為哪幾種狀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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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種，如果是屬於鈍根的人，他

聞  佛或聖弟子說法以後，但是他不能

如實解義；或者在聽聞  佛或聖弟子說

法完了以後，必須要在靜處思惟，而且

必須進一步分析辨正，如是理解以及確

認  佛所說的蘊處界空，進而斷我見或

我執，以至於證聲聞菩提。這個是說鈍

根人，必須要經過  佛或是聖弟子說法

完畢以後，因為沒有辦法即時瞭解  佛
或是聖弟子所說這樣子的義理，所以必

須要在聽聞  佛或聖弟子說的法以後，

在靜處思惟乃至詳細地思惟，詳細地分

析辨正；要這樣子的理解，這樣子的確

認  佛所說的蘊處界空，才有辦法斷除

我見與我執，來證聲聞菩提。  

另一種是五蓋深重的人。什麼是五

蓋呢？五蓋是：貪欲蓋、瞋恚蓋、睡眠

蓋、掉悔蓋，還有疑蓋。五蓋深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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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必須要聞法思惟，而且必須在聞法

思惟以後，在歷緣對境當中藉著聞、思

所得慧作種種的觀行，以至於斷我見、

我所執乃至於斷我執，得證聲聞菩提，

這個是五蓋深重的人。所以，五蓋深重

的人，除了聞法思惟，而且必須在聞法

思惟以後、必須要在歷緣對境當中，也

就是說在行住坐臥各種境界當中，藉著

聞、思所得的這個智慧，來作種種的觀

行；透過這樣子聞、思所得的智慧作種

種的觀行，才有辦法進斷對我所執還有

我執的執著，這樣子才有辦法證得聲聞

菩提。  

另外一種是慧強而無蓋者，也就是

說慧力比較強，而且他是沒有五蓋的，

或他的五蓋是比較薄的。是這種人的

話，就必須要聞  佛或聖弟子大略地說

明了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空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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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馬上就可以成為慧解脫的阿羅漢，不

必再經過詳細的思惟。聞說法音聲而證

解脫果，並不是由自己的自覺、自悟，

所以說名為「聲聞」菩提；因為他是聽  
佛音聲或聽聞得解脫之聖弟子的音聲

而獲得的解脫，這個與獨覺他因為觀察

十二因緣、觀察十因緣法而自覺自悟，

這個是不一樣的。〔編案：獨覺是往昔已曾

值遇諸佛菩薩聞熏解脫道之正法、種諸善根，

而後於無佛之世取證獨覺辟支佛果。〕  

那還有另外一種狀況，如果這個慧

強而無蓋的人，他原來已修證了四禪八

定的話，修證四禪八定對三界有愛已經

完全降伏──五蓋已經伏除了；剩下什

麼東西呢？只剩下因為我見還沒有斷

除的緣故，所以就沒有辦法實證解脫。

這種人，只要聞  佛或聖弟子大略地對

他說明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空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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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他不用經過深入的思惟，馬上就能

夠成為俱解脫的阿羅漢，兼具慧解脫及

滅盡定的緣故，所以又稱名為俱解脫阿

羅漢。  

另外一種情形是慧劣蓋輕的人，也就

是說慧力比較羸劣，但是五蓋比較微薄的

人。這種人的修行狀況是怎麼樣的一個修

行狀況呢？這種人，他不但需要聞 佛大概

說明五蘊、十二處、十八界空的道理，而

且必須要聖弟子為其詳細地分析四聖諦、

十二因緣、八正道……，然後才能夠通達，

通達之後才能夠成為慧解脫的阿羅漢。所

以，慧劣蓋輕的人，他不但需要聞 佛略說

蘊處界空的諸法，而且必須要經過聖弟子

為其詳細分析四聖諦、十二因緣、八正道

諸法；這在阿含部裡面我們經常可以看

到，有些慧比較羸劣的人，經過 佛略說蘊

處界諸法以後，尚須經過像舍利弗、目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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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等諸大阿羅漢，為他們再詳細地分析四

聖諦還有十二因緣、八正道等這樣子的正

理；然後還必須要再獨處一個靜處（阿蘭若

處），在阿蘭若靜處思惟，經過長時間（經

過時、日、月、年）一一通達以後，才能夠成

為慧解脫的阿羅漢。 

另外一種情形是慧強而蓋重者。什

麼是慧強而蓋重者呢？就是慧力比較

強而且這個五蓋比較深重的人（五蓋深重

的人其實就是性障比較深重的人），這樣子

的人他在聞法以後，雖然馬上證了聲聞

菩提，我見馬上就跟著斷了；這個是因

為他慧力強的緣故，所以他能夠在聞蘊

處界諸法空以後，馬上證聲聞菩提，我

見馬上斷掉。但是，因為性障還有深重

習氣的緣故而我執不斷，所以只能夠證

聲聞的初果；因為性障習氣深重的緣

故，所以有可能停留在聲聞初果很長的



聲聞菩提簡介與四聖諦總說（上）  

28 

一段時間。那要如何轉進呢？必須要在

覺證後，也就是說證悟了聲聞初果以

後，必須要歷緣對境修除我所執還有我

執，必須要在歷緣對境當中去修除對我

所的執著，還有對於五蘊我的執著，這

樣子慢慢熏習增長，清淨種種的有漏法

種，慢慢讓貪瞋漸漸地淡薄乃至於斷

除；然後發起初禪，漸次斷除五下分結

及五上分結。  

五下分結所斷除的內涵，就是我

見、戒禁取見還有疑見，還有欲貪、瞋

恚；這個就稱為五下分結，五下分結斷

盡就證三果。〔案：三果斷五下分結：貪、

瞋、我見（身見）、戒禁取見、疑見。〕五

上分結所含攝的內涵有哪幾個呢？五

上分結是對於色界的愛，還有無色界的

愛，乃至於掉舉還有慢、無明（靜慮上的

慢，還有掉舉、無明的貪著）；如果連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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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斷除掉的話，這個就是斷盡了五上分

結。〔案：四果斷五上分結：色界貪、無色

界貪、掉舉、慢、癡。〕斷了五下分結乃至

斷了五上分結以後，就能夠成就慧解脫

的阿羅漢果；若證了四果以後，能夠再

加修四禪八定還有八背捨，就能夠成為

俱解脫的阿羅漢。  

就如我們前面這樣子大概地跟各

位說明，聲聞菩提的覺證，必須要聽聞

善知識之音聲的說法，而後悟入五蘊、

十二處、十八界的空相，這樣子才能夠

算證得解脫果，這樣子證得解脫果就叫

作聲聞菩提。因為他是聞  佛音聲，或

是說聞解脫的聖弟子說法的音聲，而覺

悟了五蘊、六入、十二處、十八界空，

而斷了十八界的我（斷了十八界是真實我的

這樣子的一個對於我的執著），所以證得了

聲聞菩提，這個就是聲聞菩提的內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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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聞菩提裡面我們所要說的，其實

是  佛對於四聖諦還有八正道——對於

聲聞解脫道這個部分的修行所詳細的

說明，而要從這邊去闡述聲聞菩提如何

修證的一個內涵；所以，我們現在就正

式的來為各位說明四聖諦的道理。  

在進入到四聖諦的道理之前，我們有

幾個問題先要跟各位來探討的。就是說：

釋迦世尊是在什麼時候說四聖諦呢？祂

是對誰說四聖諦呢？什麼是四聖諦？為

何四聖諦稱為諦呢？四聖諦有什麼重要

呢？為何阿含中說世間一切善法皆為四

聖諦所攝？最後我們還要探討，二乘菩提

當中的四聖諦，跟大乘菩提當中的四聖

諦，有怎麼樣的差異呢？我們就一個一個

問題來說明、來探討。 

釋迦世尊在什麼時候說四聖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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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對誰說呢？釋迦世尊在證道以後，於

鹿野苑初轉法輪的時候，度憍陳如等五

比丘，在那個時候，世尊就為五比丘說

四聖諦──苦、集、滅、道，這樣子的

四聖諦的法；所以，佛世尊在證道以

後，初轉法輪就是說四聖諦，說四聖諦

的對象就是對五比丘說，四聖諦的內涵

就是苦、集、滅、道。不但如此，釋迦

世尊在化緣將圓滿的時候，也就是即將

入大般涅槃的時候，在《遺教經》當中

三度對大眾唱（對大眾說）：若對於苦、

集、滅、道等四聖諦還有疑問的人，可

以趕快發問。所以，佛從初證道以後說

四聖諦，從初證道對憍陳如等五比丘說

苦、集、滅、道四聖諦，一直到  佛化

緣將圓滿的時候，都是諄諄的教誨，還

三度地對大眾、對四眾弟子三度地詢

問：對於苦、集、滅、道四聖諦如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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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問的人，可以趕快的發問。從這邊就

可以看出來，四聖諦在佛法中它的重要

性了。  

那什麼是四聖諦呢？那為什麼又

稱為諦呢？所謂的四諦就是苦諦、集

諦、滅諦還有道諦，所以「苦、集、滅、

道」這個就是稱為四聖諦。那為什麼這

個四聖諦稱為「諦」呢？四聖諦這個

「諦」的道理是在什麼地方呢？諦，它

就是真義，是實義，是如義，是不顛倒

義、絕虛妄義；諦，它是真實的義理，

它是如法的義理，它是不顛倒的義理。

所以《瑜伽師地論》卷 27 裡面這麼說： 

苦諦苦義，乃至道諦道義；是如是

實，非不如實；是無顛倒，非是顛倒，

故名為諦。又彼自相，無有虛誑；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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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彼故，無倒覺轉，是故名諦。
1
 

這個是 彌勒菩薩在《瑜伽師地論》裡

面如是開示。這樣子的開示是在說明什麼

樣的道理呢？這個就是在說：所謂的四聖

諦，就是聖者所見之真理的意思。 

所以，《瑜伽師地論》裡面又說： 

唯諸聖者於是諸諦，同謂為諦，如實

了知，如實觀見。一切愚夫，不如實

知，不如實見。是故諸諦唯名聖諦。
2
 

所以  彌勒菩薩在這邊說，這個四

聖諦只有諸聖者能夠見這諸聖諦。「同

謂為諦」，也就是說：諸聖者如實地了

                                                                                   
1《瑜伽師地論》卷 27，《大正藏》冊 30，頁 434，
下 23-24。 

2《瑜伽師地論》卷 27，《大正藏》冊 30，頁 434，
下 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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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苦諦，還有苦集諦，還有苦集滅諦，

還有苦集滅道諦，這樣子的一個真理，

已經如實了知、如實觀見；如果不是如

實了知、不是如實觀見的這些凡夫、這

些愚人，他並不如實知，並不如實見，

所以就不能稱為聖諦。所以，所謂「聖

諦」的意思就是，聖者所如實了知的這

個苦、集、滅、道真正的義理。  

四聖諦有什麼重要呢？四聖諦是

聖者所見的（所見的真理的意思）。也就

是說，我們如果從前面  彌勒菩薩的開

示，就是在說明「四聖諦就是聖者所見

的真理」的義理；諦者，是真義、實義、

如義、不顛倒義、絕虛妄義。所以，佛

一再地開示諸比丘，要他們不斷地修習

四聖諦，如果能夠真正的理解四聖諦，

而且能夠實踐八正道，就能夠經由四聖

諦還有八正道，來建立阿羅漢的解脫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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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還有一切的聖行，因此而證得了聖

果；所以  佛世尊在《雜阿含經》中，

說及四聖諦的部分一共有一百五十經

之多。  

為何《阿含經》中說，世間一切善

法都是四聖諦所含攝呢？我們這裡來

看一下《中阿含經》卷 7《象跡喻經》

裡面如是說：  

爾時尊者舍梨子告諸比丘：「諸賢！

若有無量善法，彼一切法皆四聖諦

所攝，來入四聖諦中，謂四聖諦於

一切法最為第一；所以者何？攝受

一切眾善法故。諸賢！猶如諸畜之

跡，象跡為第一；所以者何？彼象

跡者最廣大故。如是，諸賢！無量

善法，彼一切法皆四聖諦所攝，來

入四聖諦中，謂四聖諦於一切法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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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第一。云何為四？謂苦聖諦，苦

習、苦滅、苦滅道聖諦。」
3 

所以，從這一段經文來看，我們可

以知道，為何《阿含經》中說「世間一

切善法皆為四聖諦所攝」，因為我們從

二乘菩提來說，一切法都攝入四聖諦之

中，一切法都是不離五蘊、十二處、十

八界的諸法；如果離開蘊、處、界就無

一切法可說，由蘊、處、界的具足才輾

轉出生一切法。所以，從二乘菩提來

說，一切法都是攝入四聖諦當中，一切

法都離不開色、受、想、行、識，一切

法都離不開眼、耳、鼻、舌、身、意與

色、聲、香、味、觸、法這十二處，乃

至眼、耳、鼻、舌、身、意這六個識，

                                                                                   
3《中阿含經》卷 7，《大正藏》冊 10，頁 464，中

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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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子加起來總共是十八界的法；如果

離開了蘊處界諸法，而來談這樣子的一

切法，就沒有四聖諦可言，所以這個是

具足一切善法之說。  

我們今天時間已經到了，就暫時跟

大家分享到這邊。下一集再繼續跟各位

分享四聖諦的內容。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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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集〉四聖諦總說（下） 

與 四聖諦之苦聖諦（一） 

http://video.enlighten.org.tw/zh-TW/a/a06/1754-a06_003 

各位菩薩：阿彌陀佛！ 

我們這一集要繼續來跟各位分享

上一集 還沒 有結 束 的「四 聖諦 的總

說」，我們繼續來說明：何謂四聖諦。  

我們上一集有講到，所謂四聖諦，

就是苦諦、集諦、滅諦還有道諦。諦的

意思，就是真義、實義、如義、不顛倒

義、絕虛妄義；所謂的四聖諦，是聖者

所見真實的義理。四聖諦更有它的重要

性！四聖諦有什麼重要呢？四聖諦它

是讓我們修學解脫道，能夠趣向於解

脫、趣向於涅槃最主要的一個方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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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阿含經》裡面才會說，世間一切善

法，皆為四聖諦所攝。  

因為從二乘菩提來說，三界一切法

都是攝入四聖諦當中，一切法都不離開

色受想行識五蘊，乃至於十二處、十八

界等法；如果離開了蘊處界，就沒有一

切法可說了。由蘊處界的具足，進而輾

轉出生了一切法，這二乘四聖諦中的苦

聖諦，說的都是蘊處界的內容，不曾外

於蘊處界等世俗法；所以，二乘四聖諦

中的苦聖諦，也是由蘊處界的內容來開

演出來的，所以從來沒有外於蘊處界這

樣子的一個世俗法；那也是在說蘊處界

都是緣起法〔編案：緣起所生法〕，五蘊的

自性都是生滅無常的，十二處跟十八界

亦終歸壞滅〔編案：意根唯在入無餘涅槃時

滅〕，其性本空，並沒有一個常住的本

體，所以無有常住不壞的真實性。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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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外的一切法，都是緣於蘊處界而輾轉

生起的，而蘊處界正是令眾苦具體實現

的藉緣，這些都納入了苦聖諦當中，所

以緣蘊處界而生的一切法，當然也得要

攝入苦聖諦當中了。苦聖諦之上更有苦

集諦，還有苦集滅諦，也就是說，苦聖

諦上面有苦集諦，苦集諦之上更有苦滅

諦與苦滅道諦。〔編案：基於苦聖諦，而更

進一步說明眾苦所集的道理，以及滅苦的原理

與方法。〕所以，二乘法當中說一切法都

是攝入在苦聖諦當中，都是依苦聖諦而

發展出苦集諦、苦滅諦、苦滅道諦；而

世間最善之法，其實都不出苦諦、苦集

諦、苦滅諦、苦滅道諦。所以說：【無

量善法，彼一切法皆四聖諦所攝，來

入四聖諦中，謂四聖諦於一切法最為

第一。】（《中阿含經》卷 7）  

又，二乘菩提還有大乘菩提中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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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諦有什麼差異呢？我們在講四聖諦

的時候，大部分都只是偏向於二乘菩提

來談四聖諦，但是大乘法中有沒有說四

聖諦呢 ？大 乘法 當 中一樣 有說 四聖

諦，所以四聖諦並不是只有二乘菩提中

才有的，其實四聖諦是通三乘菩提的。 

大 乘 法 又 是 依 什 麼 來 講 四 聖 諦

呢？大乘法是依實相法界，也就是依實

相法的如來藏心為體，以如來藏為中

心，依實相般若而說蘊處界緣起性空〔編

案：緣起所生法其性本空〕的四聖諦；並且

進一步修學如來藏所含藏一切種子的

智慧，而成就一切種智，而成就佛道。

但是，二乘法則只是依著蘊處界的緣起

性空來說四聖諦，純依世俗法蘊處界的

立場來觀察蘊處界的無常故苦，苦故無

我，無我故空。所以，二乘與大乘四聖

諦其最主要的差別是：二乘的四聖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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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於蘊處界的緣起性空，也就是依於世

俗諦（依於俗諦）來說明蘊處界諸法是無

常，無常故苦，苦故無我，無我故空的

這樣子的一個「五蘊空相」的道理。〔編

案：二乘四聖諦於「五蘊空相」的觀行，也必

須要依於信受實相法空性心─涅槃本際─的

真實存在才能成就。〕但是，大乘是依著

法界實相，依著如來藏（依著出生萬法的

本源）這一個心體來談四聖諦，而且是

依著實相般若來說蘊處界緣起性空的

四聖諦，透過依著如來藏心體為中心（轉

依如來藏心的體性為中心），去觀蘊處界緣

起性空的四聖諦，透過這樣子的一個過

程，來修學佛菩提道所要完成的一切種

智（完成諸地菩薩的道種智）。這是大乘四

聖諦與二乘四聖諦最主要的差異。〔編

案：此部分較詳盡的解說，學人可以請閱平實導師

所著的《大乘無我觀》、《宗通與說通》等論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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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聖諦在二乘法當中，以及在大乘

法當中，都是這麼的重要，所以四聖諦

在佛法的修行過程中，是非常重要的一

個法；我們現在就正式地進入說明四聖

諦之一一諦的內涵。  

我們首先來說明何謂苦聖諦。什麼

是苦聖諦呢？苦是三界中生滅無常的

有漏有為法。那為什麼會稱之為聖諦

呢？「苦」每個人都知道苦，有的人因

為求不得苦，有的人因為生活困難而感

覺到苦，這些同樣都是苦，但是這些苦

是不是聖諦呢？為什麼佛弟子所認識

到這樣子的苦才叫作聖諦？為什麼一

般眾生所知道的苦不是聖諦呢？這個

苦於眾生來說的話，有於苦不知不覺者

（有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在苦裡面），有的人

於苦中卻作樂想，根本不知道他就是在

苦裡面；凡夫外道也有凡夫外道所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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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苦，凡夫外道所知道的苦大部分都是

不離於我所的苦，也就是離不開對於

財、色、名、食、睡等求而不得的苦，

大部分都是離不開這些苦；而聖者有聖

者所知的苦，這個聖者所知的苦才能叫

作苦聖諦。所以，如果不能如實地了知

苦的內涵，不能如實地了知苦的生起的

原因，不能如實地了知如何去滅這個

苦，不能如實地了知如何去修學滅苦這

樣子的一個修行道理，這樣就不是聖者

的所知；這樣所知的苦，是有苦而沒有

諦——只有苦而沒有聖諦。所以，不是

說知道苦就是聖諦，一般人所知道的

苦，其實是知苦而沒有聖諦。  

《瑜伽師地論》裡面這麼說：【唯諸

聖者於是諸諦同謂為諦，如實了知，

如實觀見；一切愚夫不如實知，不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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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見，是故諸諦唯名聖諦。】
4
（《瑜伽

師地論》卷 27）彌勒菩薩在這裡就講得非

常清楚了，說只有聖者在諸諦當中（只

有諸聖者——諸修行的聖者，在四聖諦：苦、

集、滅、道諸諦當中），如實地觀見，如實

地了知 ，這 樣子 才 能夠同 樣稱 為是

「諦」。是諸聖者在苦、集、滅、道的修

行過程裡面，如實地了知苦，如實地了

知了苦的內涵，如實地了知了苦生起的

原因，如實地了知這個苦生起的原因如

何的去滅除，如實地了知如何的去修

行；要這樣子的如實了知、如實觀見，

這樣才能夠稱為諦。彌勒菩薩又說：「一

切愚夫不如實知，不如實見，是故諸

諦唯名聖諦。」所以，一切愚夫他是不

如實知、不如實見的。諸諦之所以名為

                                                                                   
4
《大正藏》冊 30，頁 434，下 26-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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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諦，必須要如前面所說，如是聖者，

是如實了知、如實觀見的，所以知道苦

不一定是有聖諦。所以說「苦」，有於

苦不知不覺者，有凡夫外道所知的這樣

子的苦；但是，四聖諦當中所說的聖諦

是聖者所知的「苦」，聖者所知的苦才

叫作苦聖諦，如果不是聖者所知的苦，

這個就不名為聖諦。  

所以，什麼叫作苦聖諦呢？苦聖諦

它是四聖諦當中的第一個聖諦，因為

苦、集、滅、道這四聖諦，是必須先要

對於苦聖諦的如實了知，才有辦法往前

再去探究這個苦所集起的原因，乃至於

想到說如何的去滅苦，甚至於去探究如

何的去實行；所以，苦聖諦是四聖諦的

第一個聖諦。對於苦聖諦如實知、如實

見三界六道的苦報，也就是說，必須要

如實知、如實見三界六道的苦報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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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如果不是如實知、如實見三界六道

的苦報的內涵，就不能夠成為聖諦。那

些三界六道的苦報，都是在有情世間和

器世間中，也就是去了知我們這個三界

六道的苦報，都是因為有這個有情世間

還有器世間，都是由於業煩惱的勢力而

生，因為業煩惱的勢力而起，這個世間

就是受苦的地方，這個世間完全都是苦

性，所以就叫作苦，就叫作苦聖諦。  

那麼苦聖諦的內涵有哪些呢？這

些三界六道—因為有情世間、器世間

是由業煩惱所感生六道—的苦報，最

主要是有哪些內涵呢？這些苦聖諦的

內涵，最主要的有生苦、老苦、病苦、

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所求不得

苦，有這七種苦；而生苦、老苦等等生

老病死、怨憎會、愛別離、所求不得這

七種苦，這七種苦合起來而說，它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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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其實是因為五陰而來的，是因為眾生

執著於五蘊，所以這個根源是因為五陰

熾盛而來的，因此稱為五陰熾盛苦。所

以，前面的七種苦，再加上因為執著於

五蘊的這個五陰熾盛苦，合起來就是所

謂的「八苦」。這個就是眾生輪迴於六

道當中所受的八種苦果。  

這八種苦果，我們就從生苦開始來

探討。那什麼叫作生苦呢？什麼叫作生

苦——是什麼為「生」的這個苦所逼

迫？「生苦」第一個就是因為「生為眾

苦所逼」，也就是說「生」這個法它是眾

苦所逼的；第二個，生這個法是「餘苦

所依」。所以「出生」的這個法，它是眾

苦所逼，它也是餘苦所依。  

那何謂出生的這個法它是眾苦所

逼呢？因為我們在母胎當中，要經過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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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的時間，在內熱煎煮的狀況之下身

形漸成，就住在生臟的下面，熟臟的上

面，受到生臟跟熟臟的夾壓，這樣子猶

如夾壓地獄（堆壓地獄）一樣，更受種種

不淨物的逼迫，就猶如在夾山地獄一

樣；所以在母胎當中（處於母胎當中），因

為內熱煎煮的關係，所以猶如處於地獄

中。這種狀況下，母親要是喝一杯熱湯

的話，如是灌注其身，就令胎兒像是入

到熱滾滾的湯鍋裡面去；那母親只要喝

一杯冷水的話（喝一杯冰冷的水），那胎兒

的身體就猶如受寒冰切體；當母親飽食

之時，又迫逼身體痛不可言；當母親飢

餓的時候，因為腹中了了（空空），所以

胎兒就像倒懸著一樣（像倒掛著一樣）受

苦無量；乃至於到足月的時候，當要出

生之時，因為業風催促，頭下向產門，

因為頭往下向產門，又如兩石夾山，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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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夾山地獄；在出胎以後，又因為冷風

觸身， 苦痛 甚於 刀 針刺灸 ，難 以言

喻——胎兒剛出生的時候，因為皮膚非

常細嫩，只要有微細的這樣子的冷風接

觸身體，或是說有粗重的東西接觸到身

體的時候，就猶如刀針（刀刺、針灸）刺

痛著他的身體，那是難以言喻的。  

第二個，生是餘苦所依。生為什麼

是餘苦所依呢？因為有了這個身體的

出生以後，所有其他的老苦、病苦、死

苦都會接踵而至；也就是說，老、病、

死苦是 因為 我們 有 這個身 體出 生以

後，才會緊接著有老苦、病苦還有死

苦。所以，生苦不僅僅是說「生」的自

體是苦。也就是說，生苦它的道理，不

單單是說你出生的這個自體是苦；而且

它也說，因為由生而引起的種種身心上

的苦受，這個都叫作苦，這個都是屬於



三乘菩提概說（一） 

51 

生苦所攝。也就是說，除了你自體出生

的這樣子的苦以外，加上因為你出生了

以後，所引生的這樣子老苦、病苦、死

苦，這樣子的諸苦接踵而至；因為這樣

子的諸苦接踵而至，所以說它是餘苦所

依。因此，生苦是包括「生」自己的苦，

也包括所引生之其他的苦。  

接著我們再來說明一下：什麼叫作

老苦呢？老苦也是有兩個道理：一個是

增長的意思，一個是壞滅的意思。  

「老苦的增長」的意思是什麼樣的道

理呢？也就是說，當我們眾生由少至壯，

也就是說當我們出生以後，從有生命開

始，從少至壯，由壯至衰，氣力漸漸地羸

弱，舉止動靜不得安寧；舉止動靜不得安

寧，所以讓你這個「老」逐漸地、慢慢地

增長；因為你增長，而造成了這樣子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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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老」，這樣子的一個「苦」，這個就是

因為增長所得來這個老苦。 

第二個是壞滅。「老苦的壞滅」的

義理是在什麼地方呢？那是因為我們

由盛趨衰而來，因精神耗減，所以生命

力日漸短促，逐漸地到達毀壞的一個階

段。所以我們人從出生以後，經歷了嬰

孩位，經歷了幼童位，經歷了少年位，

而至於中年位、老年位，乃至於到耄耋

位、耄熟位，這個色身由原來的強盛這

樣子的一個階段，一直到衰弱的階段，

慢慢地頭髮白了，牙齒也掉落了，由原

來盛壯的色身，慢慢逐日地衰弱下來；

身形也慢慢地變得彎曲了，雙腿也慢慢

地變得不聽使喚了，身體也變得粗重，

而且呼吸的氣息也慢慢地急弱、慢慢地

上揚；走路的時候，身體也慢慢地沒有

辦法非常平穩，只能夠靠著拄柺杖來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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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逐漸地肌肉慢慢地萎縮，皮膚也慢

慢地鬆垮了，不但皺了而且全身老人斑

也多得像麻子一樣；這個時候五根漸漸

地在毀壞，而且慢慢地趨於成熟爛壞，

我們的顏面色澤也慢慢地變得醜惡，這

就是老。  

也就是說，我們經過了這樣子的一

個增長，經過了這樣子的一個壞滅的過

程，讓這個色身逐漸地趨向於熟爛（趨

向於透熟、爛壞），這就是老的一個過程。

那在這個時候，我們全部的色身，都承

受了老的痛苦，也覺知到這個「老」這

樣子的痛苦，因為覺知心也跟著領受了

老的痛苦，老的痛苦是色身跟心理同時

在領受，而且是全面性的領受；乃至色

身跟心理共同生起了強烈的熱惱，這個

熱惱、憂戚、憂悲惱苦，全面地領受著

老的痛苦，這個就是「老」最主要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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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現象。也就是說，老是因為我們爛壞

以後（成熟而爛壞），由我們的色身跟我

們的心理共同地在感受，同時地、全面

地領受了這樣子的強烈的熱惱；因為色

身跟心力的壞滅，所以引起了憂悲惱

苦，這個就是老的痛苦。  

今天我們先跟各位分享到這個地

方，下一集我們繼續再跟各位講苦聖諦。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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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集〉四聖諦之苦聖諦（二） 

http://video.enlighten.org.tw/zh-TW/a/a06/1748-a06_004 

各位菩薩：阿彌陀佛！ 

我們今天要繼續跟各位來分享的

還是苦聖諦，繼續我們還沒有講完的苦

聖諦。  

我們上一集講到老苦。說「老」是

因為有增長跟壞滅的這兩個原因，所以

讓我們的色身跟我們的心理都同時地

在感受，而且是全面性的在領受，乃至

於色身跟心理共同地生起了強烈的熱

惱；因為這樣子的熱惱，所以產生了憂

悲惱苦，所以全面地領受著這個「老」

這樣子的痛苦，這個就是老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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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天要來跟各位介紹一下什

麼是病苦。何謂病苦呢？病苦也分成兩

個：一個是身體的病，一個是心理的

病。我們就分成這兩種來說明。  

什麼是身病？身病就是說，我們有

情的色身（我們眾生的色身）都是由地水

火風四大所組成的；既由地水火風這四

大所組成，如果這地水火風四大不能夠

調和的話，那眾病就會叢生。所以，我

們的病是因為地水火風四大不調而來

的。地水火風四大不調，就會產生各種

的病痛：地大不調的話，身體就會僵硬

疼痛；如果是水大不調的話，身體就會

虛浮腫胖；如果是火大不調的話，就會

遍身蒸熱發燒，或遍身受冷失溫；如果

是風大不調的話，就會全身顫掉倔強〔編

案：也就是指行動不靈活，身體顫抖僵硬，肢

體關節疼痛不適，就好像是被杖責過一般，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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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難以動轉〕。所以我們的身病，其實都

是來自於地水火風四大的不調和，因此

造成這樣子的一個病痛的這個情形。  

那什麼是心病呢？心病是由於四

大的變異，所以產生了各種身體上的疾

病，因為身體上的疾病，所以引起心理

上種種的苦惱，因而憂悲惱苦、憂戚悲

哀；這個就是病苦所造成的這樣子的一

個情形。
5 

那什麼是病苦的內涵呢？我們說

病苦是有身病也有心病來組成，實際上

展現出來有哪些現象呢？所謂的病，就

譬如說我們頭痛、眼痛、耳痛、鼻痛，

還有唇舌痛、齒痛，還有顎痛、咽痛（就

是咽喉痛），或是說氣喘、咳嗽，或是說

                                                                                   
5
《佛說五王經》，《大正藏》冊 14，頁 796，中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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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了就吐、喉嚨生繭，或是說癲癇、癭

瘡，或是說像女人的月經流溢，還有肝

膽有火氣、身體煩熱、枯槁瘦弱、痔瘡

等等這樣子的下焦病〔編案：中醫指臍以

下至盆腔為下焦〕等種種疾病，這都是從

觸覺而產生了苦觸，這種苦觸同時也不

離心的感覺，留在人身之中感覺這個痛

苦就稱為病。這個病從身苦一直到心

苦，由身、心同時來領受這樣子的痛

苦。而病苦的意思就是說，有情生病的

時候，當身體觸到了這樣子的苦觸，由

於身苦痛的緣故，導致了心也感受到苦

受；而且是身心全面性的感覺到苦痛，

身體跟心理都全面性的領受了這樣子

的苦受。因為病的苦受，所以身心都共

同的煩躁起來；不但煩躁起來，乃至於

產生壯大的煩躁；乃至於因為煩惱憂

慼，全面的領受身與心的壯大煩躁，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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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就是因為病而帶來的苦。  

所以，病的這個苦就是來自於我們的

四大不調；因為我們的四大不調而使我們

的身體領受了這樣子的苦，而我們的心理

也同樣的跟著領受了這樣子的苦，而且是

兩者共同地、全面性的領受這樣子的苦。

因為領受了這樣子的身病的苦，所以起了

壯大的煩躁（生起了強大的煩躁），這樣就因

此而產生了憂悲惱苦；因為，這樣子的憂

悲惱苦，是因為由身與心〔編案：由身心共

同全面地領受〕，因為身病所引起的這樣子的

苦，所以這個就叫作病苦。這就是病苦最

主要的內涵。
6 

什麼叫作死苦呢？現在來說明一

下什麼是死苦。死苦總略也有兩種狀

                                                                                   
6
《中阿含經》卷 7〈舍梨子相應品 第 3〉，《大正

藏》冊 01，頁 467，下 21-頁 468，上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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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一個是病死，一個是因為外緣而

死。那什麼是病死呢？病死就是由於疾

病而壽盡命終，也就是因為生了疾病，

所以壽盡而命終，這個是病死。是因為

如前面所說這樣子的病苦，因為疾病的

原因而 產生 的壽 盡 這樣子 的一 個過

程，就叫作病死。死苦的另外一個狀況

是因為外緣而死，因為外緣而死所產生

的苦，這個叫作因為外緣所產生的死

苦。因為外在惡緣的逼迫，譬如說因為

水災、火災、風災，或是雷電，或是地

震，或是其他的種種天然災害；或是因

為意外，譬如說汽車的災禍，或是說機

車的災禍，或是飛機失事，或是船舶沉

沒，乃至於被人殺害，或是自殺，或是

說中毒而死等種種的死，這個都是攝屬

在由於外緣而死的這個死苦。  

那「死」的意思就是說，當許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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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的有 情眾 生於 他 們命根 結束 的時

候，顯示的無常（死亡）而喪失身體〔編

案：指喪失身體的功能〕，接著身體就壞滅

了，壽命也用盡了、敗壞了命根，因死

亡而不能再有覺知領受了，這個就稱為

死亡。死的痛苦是說，眾生死亡的時

候，身體領受了苦受，遍身領受了苦

受，感覺死的苦，整個感覺死的苦，心

理領受死的苦受、全面領納死的苦受，

感覺到死的苦出現了、也全面性的感覺

死苦的內容，接著是身與心同時全面性

的領納死的苦受；面臨死亡的時候，身

體有煩躁的覺受，心理也跟著煩躁，並

且全面性的領受死苦的煩躁，身與心都

同時全面性的感覺死苦的煩躁，進而身

與心都共同的生起了壯大的煩躁；因為

這樣子的緣故，所以煩惱憂戚、憂悲惱

苦地領納了身與心共同都有的這個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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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煩躁覺受，專注而全面的感覺到身

與心都有強大的煩躁覺受。所以，死苦

是因為我們壽命漸終，或是因為外緣的

緣故，讓我們在死亡的過程裡面，身體

領受了苦受；因為在遍身領受了苦受的

過程裡面感覺到死的苦，所以心裡也領

受了死的苦受；當身心同時地領受了這

樣子的一個死的苦受的時候，因而生起

的一個煩躁這樣子的感覺，進而讓身心

都生起了這樣子的憂悲惱苦；因為這樣

子憂悲惱苦的領受，因為死亡的過程而

領受了這樣子憂悲惱苦的覺受，這個就

是死苦的內涵。
7 

緊接著，我們要說明一下什麼叫作

怨憎會苦。怨憎會苦也從兩個方面來說

                                                                                   
7
《中阿含經》卷 7〈舍梨子相應品 第 3〉，《大正

藏》冊 01，頁 468，上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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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第一個是我們從事相上來說，第二

個是從理上來說。怨憎會苦為什麼會稱

為怨憎會苦呢？從事上來說，有哪些怨

憎會苦？從理上來說，又當如何地去說

明怨憎會苦呢？  

先從事相上來說，也就是說我們常

常於有怨懟的仇敵，或是說憎惡的壞

人，或醜厭之人，或惡緣之人，或無賴

借貸之人，或債主等等，因為我們心中

希望與他們長時間的遠離，不希望跟他

們接近，但是因緣力的緣故，偏偏就巧

聚而跟他們聚集、集合在一起；因為這

樣子不願意跟他們聚集在一起，而偏又

不得不跟他們聚集在一起，就領受到心

理上種種的苦受，乃至於因為心理上所

領受到這樣子的種種苦受，而引生身體

上這樣子的苦受，這個就稱之為怨憎會

苦。有這樣所謂的怨憎會這樣子仇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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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跟憎惡的這樣的壞人，跟醜厭的

人、還有惡緣的人，也就是說你不想遇

見的這些人，而你偏偏又不得不去遇見

他，這樣子的怨憎會苦就是我們從事相

上來作說明的。  

如果從佛法的理上來看待怨憎會

苦的話，什麼處所才是我們真正的怨憎

會的地方？這個最主要是在說，眾生確

實有內六處。何謂內六處呢？就是有不

可愛的眼根，有不可愛的耳根，有不可

愛的鼻根，有不可愛的舌根，有不可愛

的身根，有不可愛的意根，有這不可愛

的六根這個內六處。有不可愛的眼、

耳、鼻、舌、身、意這六根，這些不可

愛的六根聚會在同一個三界有情之中

（同聚在一個人的身體之內，或同時聚在一個

有情的色身之內），收攝為一體、和合為一

體、共同熏習一切法，這些不可愛的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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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共同相聚在一起，便會使眾生流轉生

死而不得出離；所以六處和合在一起的

時候，就成就了怨憎會的痛苦。但是，

大部分的眾生還沒有進到佛法中修行

的時候，幾乎沒有辦法觀察到因為內六

處所引起的怨憎會苦。其實，這個怨憎

會苦（這個內六處的怨憎會苦），它其實也

是影響 了我 們對 於 事相上 的怨 憎會

苦；也就是說，我們其實是因為對於不

可愛的六根的一個執受，對不可愛的六

根的一個執著，所以才會去引生外在的

事相上的苦。譬如說，剛剛所說的有仇

恨的仇敵，或憎惡的惡人，或醜厭之

人，這樣子不願意跟他們相會……等，

這個都是來自於對於六根的這個不可

愛的執受，而引生出來的怨憎會苦。  

所以，因為有這樣子的因，成就了

六根的怨憎會的痛苦，乃至於有情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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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六塵的觸、覺受、了知、思量、貪愛，

也是相同這樣的道理。也就是說，因為

有對於六根的貪愛，所以會對身外六塵

（色、聲、香、味、觸、法這六塵）的觸、對

它的覺受，對這六塵的了知，對這六塵

的思量，對這六塵的貪愛，也是同樣這

樣子的道理。因為這外六塵的聚會和

合，而使眾生流轉生死不能出離，因此

外六處也是不可愛的，所以這個外六處

也是怨憎會的一個內容；這個不可愛的

外六處和合在一起，而使人流轉生死不

得出離，所以外六處的和合也是怨憎

會。所以，內六處、外六處這十二處的

和合都是怨憎會。  

而所謂的怨憎會的苦，就是在說眾

生這個不可愛的六處怨憎會的時候，身

體就會領受痛苦的覺受，接著心中也會

領受痛苦的覺受，緊接著身體跟心中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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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專注而全面性的感覺到身心當中都

有痛苦的覺受，這就是  世尊所說的怨

憎會苦的意思。所以，怨憎會的這個

苦，最主要是在說眾生不可愛的六處的

怨憎會。對於眾生這個不可愛的內六

處，跟這個不可愛的外六處怨憎會的時

候，身體就會領受著痛苦的覺受；因為

身體領受著痛苦的覺受，所以接著心中

也會領受痛苦的覺受，進而身體跟心中

全面性的去感覺到心中、身中都有著痛

苦的覺受，這個才是真正的怨憎會苦的

真實道理。  

所以怨憎會苦，從事上來說跟從理上

來說，都是在指著：都是由於六入，再從

六處所引生這樣子的一個怨憎會苦；乃至

於因為六處，因為身心這樣子的一個痛苦

的覺受，緊接著引生我們對於事相上面，

對於怨懟的這個仇敵，憎惡的這個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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醜厭之人，乃至於我們所不願意遇到的這

些人，因為因緣所致，不得不與他們相遇

的時候，而引生了這樣的心理的痛苦，而

且生理也痛苦；這樣子的怨憎會苦，其實

根源都來自於對內六處跟外六處這樣的

怨憎會的苦，這個就是真正的怨憎會苦的

道理。
8 

我們接著來說明一下，什麼是愛別離

苦。何謂愛別離苦呢？我們也是從事相

上、還有從理上來說明這樣子的道理。 

從事相上說，什麼是愛別離苦呢？

從事相上來說的話，愛別離苦可以分為

生離跟死別兩種。什麼是生離呢？生離

就是說，自己所親愛的人（跟自己親愛的

人），希望能夠常相左右（能夠常相聚會在

                                                                                   
8
《中阿含經》卷 7〈舍梨子相應品 第 3〉，《大正

藏》冊 01，頁 468，上 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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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但是，因為有可能是：謀生的因

素，或是說戰禍、刀兵劫的因素，或是

說水災、火災的因素，或是說因為工作

調差，或是因為冤獄等等諸多的因素，

所以使得兩個不想分離的人，必須要乖

離分散。因為這樣子不願意分離而必須

要乖離分散，而引起的心理上種種的苦

受，這個就是愛別離苦；這個是因為我

們生離所引起的苦受。愛別離苦還有另

外一種情形就是死別，就是因為我們臨

死之時，必須要離開眷屬，離開色身，

離開種種所貪愛的世間財物，所以心中

會生起強烈的愛別離的痛苦；也就是

說，我們每一個人在臨死之時，都必須

要面對離開親愛的眷屬（離開父母、兄弟

姊妹，乃至於子女），乃至於要離開色身，

要離開種種的貪愛（包括所貪愛的這些世間

的財物）。因為，為了將要離開這些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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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為了將要離開所貪愛的世間財物，

所以心 中生 起了 強 烈的愛 別離 的痛

苦；因為不願意離開，然而必須要離

開，所以生起了這樣愛別離的痛苦。  

這樣子的愛別離的痛苦，從理上來說

也有它的這樣子的一個更深一層的道

理。從理上來說，何謂愛別離苦呢？從理

上來說，就是在說眾生確實有內六處，也

就是說有可愛的眼根，可愛的耳根、鼻

根、舌根、身根、意根，當這六根互不相

屬的分散了，六根不能相應的時候；六根

互相分離了，六根不能聚會在一起，六根

不能互攝，六根不能共同熏習一切法，六

根不能像以前一樣的和合在一起，這就是

苦。乃至對於外處六塵的觸、覺受、了知、

思量、貪愛，也是這樣的道理，如果與外

六塵別離了，也會像這樣子的痛苦。眾生

是由地、水、火、風、空、識六界和合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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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而這六界假使成為不相干的六界，不

再聚合為一體，身中的六界就不能再相應

了，六界分散別離了，六界不聚會為一

體，六界不再互相攝持了，六界也不能共

同熏習一切法，六界不和合在一起了，色

身就壞滅了，這就是苦；因為色身的壞滅

所產生的這樣子離開色身的苦，這個就是

愛別離苦的其中一個道理。
9 

今天我們時間已經到了，愛別離苦

就暫時先跟各位分享到這邊。我們下一

集再詳細的跟各位闡述愛別離苦，緊接

著也跟各位敘述其他的苦的相貌。  

今天就先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阿彌陀佛！

                                                                                   
9
《中阿含經》卷 7〈舍梨子相應品 第 3〉，《大正

藏》冊 01，頁 468，上 23-中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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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集〉四聖諦之苦聖諦（三） 

http://video.enlighten.org.tw/zh-TW/a/a06/1747-a06_005 

各位菩薩：阿彌陀佛！ 

我們這一集要繼續跟各位來分享

的還是苦聖諦。上一集我們講到苦聖諦

裡面的愛別離苦。講到苦聖諦裡面的愛

別離苦，那什麼是愛別離苦呢？  

我們上一集有講到，這個愛別離苦從

事相上來說，有生離、有死別。從理上來

說，是說眾生的確有內六處，也就是說，

眾生這個可愛的眼根、可愛的耳根、可愛

的鼻根、可愛的舌根與可愛的身根；對於

這個可愛的六根，互不相屬地分散了，眾

生執著、貪愛、渴愛這六根，而這六根卻

沒有辦法再聚在一起了，它的相屬分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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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六根不能再相應，不能再互相呼應，

不能夠再互相起作用了，所以這六根慢慢

的互相分離。六根不能聚會在一起，六根

不能再和合在一起產生它的作用了，那六

根不能互攝，六識就不能共同的來熏習一

切法——因為我們所熏習的一切法，其實

都是透過六根觸六塵，以至於有六識在這

個地方〔編案：指根塵相觸的地方〕去作了別

運作的。因為六根、六塵、六識的和合運

作，所以才能熏習一切法；當我們的六根

不能聚會在一起，六根不能互相含攝，六

根不能協同的來熏習一切法，這樣六根就

不能像以前一樣和合在一起了，這就是

苦。除了對內六處這個六根分離這樣的苦

的覺受以外，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對於外

處六塵的觸、外處六塵的覺受、外處六塵

的了知、外處六塵的思量，跟外處六塵的

貪愛，也是同樣的道理。如果與外六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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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離也像這樣子痛苦的話，這個也攝屬在

愛別離苦中。為什麼呢？這個六塵，是說

我們眾生都是由地、水、火、風還有空、

識等六界和合而成的，但是這個六界假使

成為不相干的六界，不能再聚合為一體；

眾生之所以由地、水、火、風、空、識六

界和合，是因為眾生必須要利用這六界，

他才有辦法生存在這個世間〔編案：簡單地

說，眾生其實是活在自己的六塵中，而這六塵必

須要依於六界聚合而成不壞的色身才能現起〕，

當這個六界沒有辦法互相和合，這個六界

已經互不相干，不能再聚會在一起，身中

的六界就不能再互相相應了；那這個六界

的分散別離，在沒有辦法相應而分散別離

以後，六界就不能夠聚會為一體，六界不

再互相的攝持，六界也不能共同的來熏習

一切法；當六界不和合在一起，色身就散

壞了，這就是苦，就是愛別離的痛苦。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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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說，當眾生要離開地、水、火、風、

空、識，也就是說地、水、火、風、空、

識要散壞了，而他們不願意〔編案：也就是

說眾生不能接受〕散壞，這個也是愛別離的

痛苦。 

眾生的身中有內六處、有外六處、

有六界，當它們互相別離的時候，身體

領納到這樣子內六處、外六處還有這個

六界互相別離的這樣子的痛苦；身體領

納了這樣子的苦受，心中也領納了這樣

子的苦受，也了別這樣子的痛苦覺受；

甚至因為心中領納、了別這樣子的痛苦

覺受，而感到身體跟心中都專注而且全

面性的感覺到愛別離的痛苦覺受，這也

是  世尊所開示的愛別離的痛苦。所以

愛別離的痛苦，同樣從理上的角度來探

討的話，所有一切的愛別離，一樣都是

從我們的內六處、外六處跟六界所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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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來的；因為對內六處跟外六處的貪

著，乃至對於內六處、外六處分離的時

候，因不願意分離而產生的愛執——因

為它要分離了，但是你又不得不去接受

它的分離〔編案：這個分離眾生都不能阻擋，

能接受時就是解脫這個苦了〕，這樣子所產

生的苦受，這個也是愛別離苦。  

什麼叫作所求不得苦呢？何謂所

求不得的苦呢，我們也是從事相上的求

不得苦，以及從理上的求不得苦，來探

討這個部分的問題。  

所謂的「求不得苦」從事相上來

說，它包含了三個方面：包括了人、事、

物這三方面。在「人」這方面的求不得

苦，有哪些求不得苦呢？譬如說，要求

好妻好夫、俊男美女，要求配偶或是說

要求子女，或是說要求父母長壽，或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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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要求好子媳，或是說要求好女婿，或

是說求好弟妹等等，但是因為所求不得

而產生了苦。為了要求配偶、求子女、

求父母長壽，或求好媳、好婿，或求好

弟妹而求不得所產生的苦，這個是因為

事相上面的「人」所求不得而產生的

苦，這個也是一種求不得苦。那在「物」

方面呢？譬如說求田產、求錢財，或是

求骨董珍玩，或是說求房舍、求舍宅，

或是說求古今名畫，求來以後也不能長

存的「求不得」，或是說求來以後而沒

有辦法能夠保有它，這樣子都是屬於求

不得的苦。所以，在物方面的求不得

苦，有對於物的求不得的苦，也有對於

物求來以後沒有辦法能夠永遠的保存

它、沒有辦法永遠的擁有它、沒有辦法

永遠的佔有它，因為這樣子產生的苦，

這個也是求不得苦。那對於「事」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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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求不得苦，有譬如說求職位的升遷，

或是說求調職，或是說求官司的勝訴，

或是說求冤獄的平反，乃至於求名聲、

求浪子回頭等等，但是所求不得；如是

諸多的世間事務，因為心中產生愛樂，

卻求之而不可得，因為求之而不可得，

因此而生起了心中種種的苦受，這樣子

就稱為求不得苦。這些是求不得苦在事

相上面產生的這樣子的一個道理。  

第二個是從理上來說。從理上來

說，什麼是求不得苦呢？也就是說，從

佛法的道理上來講的話，就是在說眾生

都有出生的法相，眾生都不能離開出生

的這個法，而想要讓這個我不出生。但

是眾生想要這個我不出生，卻不能因為

想要讓這個我不出生就能夠成功的，因

為眾生的這個我的出生，是因為眾生的

煩惱種子、因為過去受生的業種未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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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必定要受生死的輪迴。所以，不是

說你要求我不出生、你要求生天、你要

求我不要煩惱就不會有煩惱；所以眾生

要求「我」而這個我不要出生，那個是

不可能的！那是必須要透過如法的修

行，所以如果要求這樣子的「我不出

生」，而不如法修行的話，這個也會是

求不得苦。那「生」這個法是這個道理，

同樣的「老」這個法、「死」這個法也

是這樣的道理；也就是說，眾生求不出

生不可得，而求生或求不出生也不是能

夠自主的。〔編案：「求生」是指眾生希求生

於人天善趣，「求不生」則是指求解脫三界生

死，或求不生於三惡道中。〕  

同 樣 的 道 理 ， 眾 生 對 於 老 這 個

法——要讓眾生不要老去，這個也是不

可能的；讓眾生不會死去，這個也是不

可能的。所以，希求不願意老、不願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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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這樣子求不得而產生了這樣子的苦

惱（產生了憂悲惱苦），這個就是因為生，

或是離老、病、死等苦求而不得所產生

的苦，這個也是一種求不得苦。不但是

求離老、死而不能離，乃至不能離開憂

悲惱苦等法，即使想要使自我不憂悲惱

苦（即使想要使自己遠離憂悲惱苦），也是不

可能因 為心 裡想 要 離開就 能夠 如願

的；所以，眾生要求離苦而求不得，這

個也是求不得苦。也就是說，當眾生有

所求而求不得的時候，不管你是求生，

或是說求死；或是說求不生，或是說求

不死；或是說求老，或是說求不老；乃

至於求你不憂悲惱苦而求不可得；這樣

子所求不可得的話，所產生的苦，這個

都是求不得苦，也就是所求不得的苦。 

同樣的，如果有眾生覺得出生是快

樂而可愛戀的，想要讓自己出生以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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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恆常久住而不變異，也是不可能因為

心中想要這樣就能夠成功的；甚至於想

要使心中生起的思想成為常住而不變

異，也就是說，讓你這個想法變成是常

住而不變異，這個也是無法因為心中想

要這樣子就能夠成功的。這樣種種心中

想要成就的事，卻都沒有辦法如願成

就，這個就是  世尊所說求不得苦的道

理，這就是所求不得所產生的這個苦的

道理。  

講完求不得苦以後，我們就要進入到

什麼是五陰熾盛苦。我們說，前面所說的

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會、所求

不得苦，這七種苦它有最主要的根源；它

最主要的根源就是來自於眾生對五陰的執

著，所以最主要的根源就是來自於五陰熾

盛苦。為什麼五陰熾盛是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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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先 來 說 明 一 下 什 麼 叫 作 五

陰。五陰又叫作五蘊，為什麼會成為

「陰」呢？而為什麼又會稱為「蘊」呢？

因為陰是遮蓋的意思，但遮蓋了什麼東

西呢？是真如實性被遮蓋住了。被什麼

東西遮蓋住了？被無明所遮蓋住。被無

明所遮蓋住，被五陰（色、受、想、行、識）

所產生的無明遮蓋住，所以就稱五蘊為

五陰。因為是被色、受、想、行、識這

五個法所遮蓋住，所以它稱為五陰。為

什麼這個五陰又稱為蘊呢？五陰又稱

為五蘊的道理在什麼地方呢？因為蘊

是聚集，是在積聚後有的種子（是積聚了

後有的種子，所以稱為取蘊）〔編案：五蘊是由

諸法聚集而成的假合之法故稱為蘊，眾生造取

後有諸行而形成業種的積集，故又稱為取蘊；

三乘聖者都只有五蘊而沒有五取蘊〕，因為積

聚了出生後有的種子，所以五陰稱為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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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蘊。其實五蘊就是眾生的身心，五蘊

總括起來——色、受、想、行、識，其

實就是函蓋了身心兩個法，也就是名

色，所以五蘊它就是眾生的身心。  

為什麼這個五陰它會產生對眾生

逼迫的 苦呢 ？為 何 五陰熾 盛它 是苦

呢？這五陰（別別陰、各各陰）對眾生如

何產生逼迫的苦呢？我們就一個一個

來作說明。  

第一個，色陰熾盛的話，會造成四

大不調。這個我們在前面所說的病苦，

說病苦是因為四大不調而來的，所以色

陰熾盛產生了四大不調，四大不調就會

有疾病之苦。受陰熾盛的話，是領納分

別的受陰熾盛，領納分別會使諸苦變本

加厲；眾生會對苦受、樂受、不苦不樂

受的受陰，這樣子的領納分別去貪著、



四聖諦之苦聖諦（三） 

84 

去執著，而產生變本加厲的這樣子的一

個結果，這個就是受陰熾盛。那什麼是

想陰熾盛呢？想陰熾盛是因為想像追

求而有怨憎會、愛別離、所求不得等

苦；也就是說，我們對於色陰的四大不

調，對於受陰的領納分別完以後，因為

在這個當中去作思惟、想像、分別、追

求，所以進而會產生怨憎會苦，會產生

愛別離苦，乃至於產生所求不得等諸

苦。行陰熾盛為什麼也會是苦呢？行陰

熾盛的苦是在什麼地方呢？是因為我

們的想像追求！因為想像追求以後，就

有了怨憎會、愛別離苦、所求不得諸苦

這樣子的一個領納想像；追求分別完以

後，又起而造作了身口意行諸業。因為

想像追求，所以造作了這樣子流轉的諸

業（身口意行的諸業），所以再度地種下了

未來的苦果之因，這個就是行陰之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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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識陰，為什麼識陰熾盛是苦呢？因為

有識陰的緣故，因眾生對於識陰的執

著，所以流轉生死永無盡期。  

這樣子的五取蘊，其實它是剎那剎

那遷流變壞的，為生時、病時等眾苦之

所聚集；也就是說，五陰其實就是生老

病死苦因，乃至於引生後面所說的，想

像這個愛別離、怨憎會，乃至於求不得

等諸苦，所以總攝一切諸法，總攝一切

苦法。因為所有的一切苦法，所有的一

切苦性，都是因為五陰熾盛所產生的，

所以我們稱五陰熾盛是苦。也就是說，

因為前面的七種苦全部都是總攝於五

陰中之苦，所以真正要解決這些苦，就

必須要從觀五陰的苦、空、無常、無我，

才有辦法解決這樣子的一個苦。也因為

這樣子的道理，所以我們說，五陰聚集

了這些苦，所以說五陰熾盛是苦。  



四聖諦之苦聖諦（三） 

86 

我們從這邊可以瞭解到，生老病死

是屬於身苦，也就是說這八苦裡面，我

們把它匯歸起來，生老病死苦它是屬於

身苦；而怨憎會、愛別離、所求不得苦，

它是屬於心苦；而五陰熾盛則是總括身

心二苦。前面的七苦，是過去業所感之

果，而後面的這一個苦，是總括身心諸

苦而說的，因為現在起心造作，是未來

得苦的原因。這因跟果互相牽連，相續

不斷，痛苦沒有了期，有智慧的人，應

該要依聲聞解脫道來修行；有智慧的人

想要離開這些苦，應該要依這樣子的修

行方法來修行，才會有解脫之日；或是

說必須要依大乘佛菩提道來修行，依大

乘佛菩提道來求證般若實相，親證本來

自性清淨涅槃的如來藏，能夠解脫八苦

的繫縛，更能夠永發受生願、大菩提

願，常住世間自度度他。所以，如果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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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的話，想要離開這七苦乃至於這八

苦的煩惱（要離開生老病死、愛別離、怨憎

會、求不得、五陰熾盛苦這樣的煩惱），唯有

依著兩種方法，一個就是解脫道的修

行，另一個就是大乘佛菩提道的修行，

才有辦法解決這樣子的困難。〔編案：聲

聞解脫道其實是為大乘佛菩提道所含攝。〕  

所以，《中阿含經》裡面，在《中

阿含經》卷 7《分別聖諦經》中，舍梨

子尊者如是說：  

諸賢！過去時是苦聖諦，未來、現

在時是苦聖諦，真諦不虛；不離於

如，亦非顛倒，真諦審實。合如是

諦，聖所有、聖所知、聖所見、聖

所了、聖所得、聖所等正覺，是故

說苦聖諦。
10
 

                                                                                   
10《大正藏》冊 01，頁 468，中 2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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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思是說，過去的五盛陰是苦聖

諦，未來、現在的五盛陰也是苦聖諦，

這是真實的道理，絕不虛妄。  

今天時間已經到了，我們苦聖諦的

部分，暫時就先跟各位分享到這邊。我

們下一集，會針對苦聖諦作一個總結，

緊接著要進入到苦集聖諦。  

今天就先跟各位分享到這邊。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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