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菩提道次第广论 

 中士道 1（八苦） 

最尊贵的净莲上师讲解 

  
  我们今天进入中士道的部分。 
  前面「道前基础」一开始是礼敬文殊菩萨，代表的是智传承，智慧的

传承；这里是礼敬弥勒菩萨，代表的是悲传承。这个说明什么呢？就是说

明本论悲智圆满，这两个传承都圆满，慈悲跟智慧都圆满。 
  前面「下士道」是希望死后不要堕恶趣，有人天果报，但是只是得人

天果报，这样就够了吗？虽然得到人天果报，但是还在三界当中轮回，只

要还在三界当中轮回，就没有真正的安乐可言，所以并不能脱离三界的苦。

我们就知道，虽然得人天果报，但是还不究竟，因为你虽然生在善趣，但

是等你福报享完，还是会堕恶趣，而且在你善趣的时候，还会继续造恶业，

恶业还会再堕恶趣。所以我们就知道，即使得人天果报，修行也还没有圆

满，因为还在三界当中。所以有智慧的修行人，他都是把人天善趣，也把

它看作像恶趣一样的厌离，希望赶快从三界当中解脱，这是有智慧的修行

人，他不会觉得说人天果报就满足了，因为还没有解脱三界，还不能够除

三界的苦，所以他希望能够解脱三界，如果连你自己都不想解脱，那又怎

么样发起想要帮助众生解脱这个菩提心呢？因为所谓的菩提心，就是你自

己解脱之后，不忍见到众生还在三界的苦海当中漂流，所以希望能够帮助

众生也能够解脱。可是，如果你自己都没有解脱，也不想解脱，也不知道

解脱的方法，那你怎么帮助众生解脱三界呢？所以不管你是自己想要解脱，

或者是想要帮助众生解脱，发起这个菩提心，都一定要先能够生起希求解

脱的心。 
  怎么样生起希望解脱的心呢？帮助我们生起解脱的心有两种方法：一

个是思惟苦谛和集谛的内容；第二个方法，是思惟十二缘起的道理。这两

个方法都能够帮助我们生起希望解脱的心。我们今天就先介绍思惟苦谛的

内容。 
  为什么要思惟苦谛呢？除非我们知道三界只有苦，没有真正的安乐，

我们才会想要出离三界，因为从无量劫以来，众生就是以为三界轮回有真

正的安乐，才会不想出离三界，结果呢？只是继续增长串习对三界的贪爱，

还有继续增长无明愚痴而已。这边所谓的无明愚痴，就是以为有快乐，以

为三界有快乐可以追求，这是一种颠倒想，一种「乐倒」，以为有快乐可以

追求，这是因为无明愚痴，不明白真相，事实的真相是什么？就是只要你

还在轮回当中，是没有真正的快乐，根本没有快乐这个东西，可是我们居

然无明愚痴，以为有快乐，而且每天都在追求快乐，这就是一种乐的颠倒。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思惟苦谛？就是只有思惟苦谛，可以对治你不断、不断

贪求三界的欲求，能够对治对三界的贪爱，可以用思惟苦谛来对治，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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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破除无明愚痴，不再有这个颠倒想，不再有乐倒这种颠倒想，所以

我们必须要思惟苦谛，才能够生起希望解脱三界的心。 
  苦谛的内容有那些呢？它有总苦跟别苦的差别。所谓生死总苦，就是

三界当中所有的苦，就是所谓的总苦。三界当中到底有那些苦呢？它分成

八苦、六苦、还有三苦来一一的介绍。别苦，就是所谓六道各别、各别的

苦，这个是属于别苦的部分。 
  我们今天就先介绍什么是八苦的内容。生死总苦当中，第一个是思惟

八苦。 
  八苦第一个，是生苦。就是生老病死的生，出生。一出生就有无量的

众苦，不管你是卵、胎、湿、化，那一种出生的方法，都有无量的苦。像

寒冰地狱的众生，因为他是冻死掉的，所以他就是从冰中出生，非常的苦；

烧热地狱，他是热死的、或者是烧死的，所以他是从火中出生，也是非常

苦，就是这样活活烧死，就直接到烧热地狱去了。饿鬼道的众生，他是饿

死的、或者是渴死的，所以他是从饥渴当中出生的，也是非常苦，就这样

活活地饿死、活活地渴死。我们胎生的，像我们人道是胎生的，我们是从

妈妈的产道当中，经过黑暗狭窄的产道当中，这样子活生生地逼迫出来，

这样子生出来的，那也是非常的苦的，被挤在又黑、又暗、又窄的空间里

面，这样子硬挤出来。卵生的众生，他在形成卵的时候非常的苦，他要破

卵而出的时候也非常的苦，所以卵生的众生他有双重的苦，就是形成卵的

时候苦，还有出卵的时候也苦，受这双重的痛苦。所以我们就知道，不论

你是那一种方式出生，都有无量的苦，这是生苦的第一种。第二种生苦，

就是你只要一出生，烦恼就跟着来，这个是指我们身心无法自在的苦。因

为三界的众生，在出生的时候，他就带着过去所有的烦恼习气的种子，这

个种子一遇到外缘，它就生起现行。所以为什么每个人他的想法、说法、

作法不一样，就是身口意三业每天造作的都不一样，就是他过去生带来那

个烦恼习气的种子生现行，遇到不同的外缘，它就生起不同的现行来。我

们都会以为我在作主，是我这么想的，是我想好才这么说出来，每一件事

情不是经过我考虑，然后才去做的吗？是这样子的吗？我可以自在作主

吗？其实事实的真相不是这样，是你那个烦恼习气的种子生现行了，是它

在作主，是烦恼习气的种子在作主。你为什么会喜欢这样做？就是烦恼的

习气的种子现行啦，你说不是我每天在决定我早餐要吃什么、中餐要吃什

么、晚餐要吃什么，不是我自己在决定的吗？不是！是你那个习气的种子、

烦恼的种子在决定说我早上要吃什么、中午要吃什么、晚上要吃什么，每

一个生活的小细节都是习气的反应而已，所以你是完全不能够自在作主的。

你过去熏修了什么样的种子，串习了什么样的种子，它遇到外缘，它就生

现行，所以不是你在作主的，是习气、烦恼的种子在作主，每一件事情都

是这样，每一个起心动念、你说的每一句话、你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习气

的反应而已，不是你可以作主的。所以只要你一出生，你的身心就是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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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自在作主，因为你带着你过去的种子来出生的，所以是种子生现行，

现行再熏回去成为未来的种子，那就是你烦恼、习气的种子。这是出生之

后第二种苦。第三种苦，你既然出生，就有老病死的苦，有生，有了生命，

就有老，一定会老，一定会生病，最后一定会死，所以有了生命，老病死

就跟着来了。第四种苦，就是身心受烦恼逼迫，所以是苦。这是说既然出

生了，每天我们就要面对不同的境界，生起不同的烦恼，你面对乐境，你

就生贪；面对苦境，你就生瞋；面对不苦不乐境，你就愚痴无明，所以每

天你面对不同的境界，你就生起三毒烦恼，这个三毒烦恼又依各式各样不

同的方式来逼恼你的身心，所以是苦。所以，我们身心是长时在三毒的逼

迫当中没有办法安乐，所以只要一出生便是烦恼不断、受苦不断。生苦的

第五个，就是最后一定要死的苦。你有生，就有死，所以有了生命就一定

会死亡，死的时候尽管你一千万个不愿意，不管你是多么的不愿，最后一

定要抛下你最贪爱的财产、名闻利养、地位、亲朋好友，满怀着悲伤忧苦

地离开，所以不能够随着你自己的意愿不死，所以是苦，一定每个人迟早

一定要面对死亡，想不要都不可以，所以有生，就一定有死。这是所谓生

苦的五个内容，我们要这样子来思惟。 
  八苦的第二个，是老苦。生老病死，人生一定要经过的，所以出生之

后一定会一步一步的步向老，没事情就生个病，最后就一定会死亡，所以

一定会慢慢地变老，这个也是要面临的第二种苦。老苦，也是有五个内容

来帮助我们思惟。第一个，是年轻时的容貌、身体都衰退，所以是苦。人

到老年，腰也弯了、背也驼了、头发也白了、皮肤也皱了，实在是不好看，

不再年轻美丽，英俊潇洒都没有了，所以很苦。所以现在怎么样维持年轻

的方法就越来越多，那就是说明我们人类非常害怕老降临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我们要无所不用其极，想尽了各种方法留住青春，不让它衰老，可是

没有办法，一定会老，所以是苦。第二个老的苦，是气力衰退，不如从前，

所以是苦。年纪老了，越来越没有力气，行动也越来越吃力，好不容易坐

下来，要站起来也很辛苦，坐下来很辛苦，站起来很辛苦，走起路来更辛

苦，行动越来越迟钝，这个是年纪越来越大，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的苦。第

三种，是六根衰退，渐渐不能够发挥功能，所以是苦。眼睛也花了、耳朵

也聋了、鼻子也不灵光了，舌头你不管吃什么，都好像没有什么滋味了，

不再像以前那么好吃，想吃什么、什么……，就觉得好像都不再那么好吃

了，讲话也慢慢地口齿不清，眼前的事情转身就忘了，头脑整天就是昏昏

的，记忆力慢慢减退，严重一点就变成老人痴呆症。第四种，是受用境界

的能力一直在衰退，所以是苦。就是慢慢地没有办法享受色声香味触等等

境界，所以是苦。因为眼根在退化，所以没有办法享受色境，可能有青光

眼、白内障、老花眼，视力模糊，这是因为眼根退化，所以没有办法享受

色尘的种种的美、境界；耳根也慢慢地退化，所以慢慢地越来越听不清楚、

听不见，就是有重听的现象；鼻根也是慢慢地没有办法享受香；舌根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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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享受味；牙齿也慢慢都蛀掉了，蛀了、或者是掉了，太硬的也没办法

吃，所以常常胃口不好，饮食难消化。这些都是说明我们慢慢没有办法享

受种种的六尘境界。老苦的第五个，就是寿命不断地在减少，越来越逼近

死亡，所以是苦。不可能越来越年轻，只有越来越老，越来越老，就是越

来越接近死亡，所以心中充满了恐惧害怕、忧虑不安，因为不知道那一天

就走了，越老越怕死，越没有安全感，越想抓，可是越抓不住，所以就心

情就越来越沮丧，这个是所谓的老苦。 
  第三个，八苦的第三个，是病苦。也是分五方面来思惟。第一个，是

身体变坏，所以是苦。因为生病，身体越来越差，功能也在退化，器官也

在慢慢地衰竭，你也可能生病，病到只剩下皮包骨，或者皮肤已经变成枯

黄、变成蜡黄色。第二，是心多住忧虑、忧恼，所以是苦。身体生病，心

情一定不好，心情不好，又再使病情加重，就这样一直恶性循环，尤其是

慢性病，或者是没有办法治愈的绝症，心情更是忧伤痛苦，这个就是指我

们生病的时候，心情一定不好，所以那个久病厌世，去跳楼自杀的很多，

就是实在是心情非常的沮丧痛苦。第三种，是不能够随欲自在享受，所以

是苦。因为一旦生病的话，所有对病情有害的事，我们都不能做，想吃的

不能吃，像糖尿病就不能够吃太甜，肾脏病又不能吃太咸，高血压、心脏

病又不能够吃太油，所以想吃都不能吃，想做的也办法做。譬如说中风、

半身不遂，你行动就开始有一些不方便，或者是有的病它是不能够坐，有

的病它是不能够躺，有的病是没办法走，所以都是很苦的。第四个，是虽

然不是自己愿意的，但是也必须要勉强接受，所以是苦。那就是说因为生

病，你不喜欢吃的饮食就一定要吃，因为这个对病情有帮助，所以不想吃

也要吃，那个药不想喝也要喝，只要是对病情有帮助的，即使你不想吃、

不想喝都不可以，一定要吃、要喝，刚才是想吃、想喝的没办法，现在是

不想吃、不想喝的一定要吃、要喝，所以很苦。一切的治疗，很多治疗的

方法也是很苦，像脊椎弯曲的要经过整椎，也是很辛苦、很痛，或者有的

是要刮痧、拔火罐，或者有的要针灸、有的是要开刀，都是很苦的，可是

你不得不勉强接受。第五个，就是如果你的病是没有办法治疗的话，没有

办法治好的话，很快就会没命的话，那就是非常非常的苦了，所以我们最

怕就是听到医生说你这个病，目情的医药是没有办法医治的，这个听了就

心情很不好，所以我们一听到医生宣布说你只有一个月的寿命、三个月的

寿命、半年的寿命，那好像就是判死刑的死刑犯一样，生不如死，尤其是

又耗尽了所有的家财还治不好的话，那真的是苦上加苦，所以我们知道生

病也是非常的苦的。 
  八苦的第四个，就是死苦。生老病死一定要的。死苦，也是有五方面

来思惟。第一个，是死的时候必须要舍离可爱的财位。就是你拼了一辈子，

省吃俭用的这些财物，你一毛钱都带不走，这时候实在是非常的遗憾。第

二个，是你最亲爱的眷属也带不走。第三个，是你的至亲好友、你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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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你的忘年之交、你的知己、好朋友，这个时候都必须跟你分离。第

四个，是你最贪爱执着的身体，你这个时候四大分散，你也必须要舍弃了，

生前你不管怎么样照顾它，可是这个时候你就是留不住，身体也要死亡。

第五个，就是临终的时候，有四大分散的身苦，身体四大分散非常的苦，

你心中又充满了恐惧害怕，所以也非常的苦，再加上刚才前面讲的，你的

财位、你的眷属、你的朋友、你的身体都带不走，想起来就更苦了，这就

是苦的境界。 
  八苦的第五个，是怨憎会苦。怨，就是怨恨；憎，就是讨厌；会，就

是遇到。你怨恨、讨厌的人事物，偏偏就遇到了，所以是苦，你不想遇到

的遇到了，所以非常的苦。所以它也分五方面来思惟。我们最讨厌就是遇

到我们的怨敌，我们最害怕遇到怨敌，我最讨厌的人出现在我的面前，跟

我结怨的人、和我有仇恨的人，我遇到了，身心就马上引发很强烈的忧苦，

这是遇到仇人的心情，非常的苦。第二种，我们害怕遭受到法律的制裁，

譬如说去坐牢、或者是判刑，大家都不愿意碰到这方面的事情，或者是受

到处罚，譬如说你违规，交通违规收到罚单，收到罚单那个时候一定心情

不好，受到种种的处罚的时候都会觉得很苦。我们也害怕被别人伤害，我

们也怕被绑架、被撕票、或者是挟怨报复……等等，这个都是心中非常畏

惧、恐惧害怕的事情，希望不要碰到的事情。第三个，是害怕坏的名声。

我们也很害怕遭受到人家的毁谤，恶意的伤害毁谤，我们也害怕我们的名

声不好，怕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人在后面中伤你。第四个，我们害怕

的是苦恼而死，就是碰到所谓的横死。一共有九种横死，我们都希望不要

发生在我的身上，遇到的话，就是怨憎会苦。像我们生病看医生，我们最

怕什么呢？延误医药而死，耽误病情而死。犯人就是怕被判死刑，怕枪决，

死在牢里。喝酒，怕酒精中毒，怕喝酒闹事，跟人家打架互殴，就打死掉

了，或者是酒醉驾车，就出车祸撞死掉了，我们都很害怕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们也很害怕遇到火灾，所以到公共场合，先把逃生门看好，万一有火灾

就赶快跑，所以我们也是很害怕被烧死。玩水、游泳，很害怕被水淹死。

爬山很怕走到悬崖，从上面摔下来、掉下来摔死。或者你去原始森林游玩，

又害怕碰到恶兽、或者毒蛇，被牠咬死。喝药，怕喝到毒药被毒死；吃东

西，怕食物中毒，中毒而死。怕饿死、怕渴死。这些都是我们很害怕遇到

的事情，这些死的现象，我们都称为横死，就是不是寿终正寝而死的。怨

憎会苦的第五个，就是害怕死后堕恶趣。我们都希望死后不要堕恶趣，因

为堕恶趣就是无量的苦在等着我们。这就是怨憎会苦的五个内容，不希望

碰到的，可是偏偏碰到。 
八苦的第六个，是爱别离苦。我喜欢的偏偏要分离，这个爱，就是贪

爱，就是我们自己所贪爱的人事物偏偏要别离，这个时候所引发的忧苦，

我们就称为爱别离苦，也是有五个内容。我们最舍不得的，就是我们最亲

爱的家人、最亲爱的朋友，如果分开的话，我们心中就会引发非常强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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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伤悲苦。这个时候就会发出种种忧愁悲叹的言词出来，所有的文学名著

就是这样出来的，心中舍不得那种爱别离苦，会让人家文思泉涌，这时候

写出来的文章是最感人的，诗人、文人他就写了很多的诗词歌赋、文章小

说……等等，描写的是什么？就是爱别离苦，这是第二个，因为跟最亲爱

的人分离，而引发的种种忧愁悲叹的言词，然后就把它写出来，成为很有

名的小说。第三个，是引发我们身体上的侵扰、或者是苦恼，因为跟爱人

别离，所以就茶不思、饭不想，身体日渐消瘦，容貌逐渐的憔悴，这个是

身体上的种种的苦。思念上的苦，就是第四种，因为长时间的思念、忧虑、

牵挂，引发意念上的热恼，这是心上的苦，意念上的苦，因为思念的缘故，

所引发种种的苦。第五个，是我们应该受用的资生用具有所缺乏的时候，

所引生的苦。资生用具，就是我们生活上需要的，可是没有、缺少，你想

要什么，就偏偏没有什么，你最喜欢的、最贪爱的、最需要的东西偏偏没

有，所以很苦，这个也是属于爱别离苦，你所贪爱的东西，你所需要的，

但是没有。 
  八苦的第七个，是求不得苦。求不得苦，跟刚才爱别离苦是相同的，

都是跟贪相应的，都是说你贪不到所引发的苦。譬如说，你很辛勤地耕作，

但是收成不好，努力地工作，但是赚不到钱，你投资做生意，偏偏赔本，

这个就非常的苦了，所以凡是经过努力地追求，但是却得不到应该有的结

果，所以你就心灰意冷，这个时候所引发的忧苦，我们都称为求不得苦。 
  八苦的第八个，就是五取蕴苦。这个取，就是执取的意思，我们执取

五蕴为我所产生的苦，我们就称为五取蕴苦。五蕴是什么呢？色蕴、受蕴、

想蕴、行蕴、识蕴，简单的讲，就是色法跟心法，就是构成我们身心活动

最主要的内容，色受想行识。色，就是我们的色身；受想行识，就是我们

心识的活动。这五蕴本来它是一连串生灭的作用，它不会产生苦，可是为

什么它苦了呢？就是我们执取这一连串生灭的作用，把它当作是我，所以

苦就产生了。 
  我们都会以为这个色身是我，这个身体是我的嘛，不然是谁的？它就

是属于我的，所以你把色身当作是我，就生老病死苦就跟着你了，因为你

觉得这个身体是我的，所以它出生，还有刚才讲的老，它会老、它会生病、

最后死亡，所以你都觉得非常非常的苦，就是你执着这个色身是我，执着

这个色蕴是我，所以是苦。可是这个色蕴是我吗？什么是色？就是色法，

色法是什么？眼耳鼻舌身——五根，色声香味触法——六尘，五根六尘，

这十一个是色法，百法里面讲的色法有十一个，五根六尘。这个蕴，五蕴

这个蕴，就是积聚的意思，所以色蕴就是由色法所积聚的五根六尘的内容，

你把它当作是我，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鼻子……这个色身是我，所

以这个色身所有的内容都是我的，所以是我的眼睛、我的耳朵、我的鼻子、

我的嘴巴、我的身体……。可是，是吗？色法它只是物质的聚合而已，它

是整个物质的世界的构成，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五根六尘，它只是物质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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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可是一切物质的现象，一切色法它都是生灭无常的、无自性的，所以

它是无我的，所以你要把这个生灭无常、无我的，把它当作是我，就是我

们不明白事实的真相，以为色蕴是我。可是色法它是物质现象，它怎么可

能是我呢？它是生灭的，所谓「我」，它就是永恒存在的，你可以找到一个

永恒存在的，那个才符合我的定义，可是它现在是生灭无常的、无我的，

可见色蕴不是我，它只是物质的现象而已，我们不明白，无明，不明白无

我的道理，叫做无明，所以才会以为这个身体是我的，身体它就说明它会

生老病死，可见它是每一剎那都在生灭的嘛，生灭的，它就不是永恒存在

的，你怎么可以说它是我呢？如果我是永恒存在的，它应该不会改变，不

会有生老病死的变化，因为它永恒存在的嘛，「我」是永恒存在的，所以它

不可能生，又变老，没事情生病，最后还会消失、死亡、不见了，那我怎

么可能会消失不见呢？所以可见这个色蕴不是我，你只要把色蕴当作是我，

你就苦了，就是五取蕴苦的色蕴苦。 
  同样的，受蕴是我吗？我们先要讨论感受是怎么生起的，根境识三缘

和合而生触，触然后有三受、或者是五受，所以触受是由根境识三缘和合，

我们的眼根看到色尘，再加上我们第六意识的分别，你才知道你现在看到

了什么，所以它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的都是生灭无常的、无我的，所以

你生起的种种感受不管是苦受、乐受、不苦不乐受、还是忧、喜，如果说

五受的话就是有五个，有三受、或者五受的差别，不管是什么受，只要是

生起种种的感受，它都是因缘所生，无常生灭的，所以并没有一个我在感

受，因为它是生灭的，如果苦受是永恒存在的，它应该不会消失，我就永

远苦苦苦苦苦……，没完没了；如果乐受是永恒存在的，我应该永远快乐，

它不会消失，那个才叫做恒久。可是，不是啊！你的痛苦因缘所生，你的

苦受生起了，可是它会消失，你快乐生起了，它还是会消失，会生起、会

消失的，就说明它是生灭的嘛，生灭的就是无常的，就是无我的，所以受

蕴不是我，可是我们以为我在受苦、我在受乐，所以就苦了，你把种种的

感受当作是我在感受，所以就苦了，本来它只是因缘所生而已，刚才讲根

境识三缘和合而生触，然后生起了三受或五受，它都是因缘所生，它是无

常生灭的，它不是永恒存在的，可是我们把它当作是我在受苦，所以就苦

的不得了，可是事实的真相是没有一个我在受苦，一切的苦受都是生灭无

常的，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不怕受苦了，因为它是生灭法，它会消失的你，

只要不要把我放进去说我在受苦，那个苦当下就变得很轻了，只要不把我

放进去，它就是生灭法而已，因缘所生，所以它苦受就生起了，它会消失

的，你不睬它，它很快就消失，你觉得我好苦、我好苦，你就苦不完，每

天都好苦、好苦，那是你想出来的，你把苦受，生灭法、无常的，抓得紧

紧的，不让它消失，所以你就苦苦苦，每天苦，所以受蕴也不是我。 
  想蕴是不是我？是我在思想吗？是我在打妄想吗？没有一个我在想，

刚才讲了，种子生现行，现行熏回去成为未来的种子，都是反应你的习气，

中士道 1 八苦 7



反应你过去所熏习的，习气、烦恼、业力在反应，没有一个我在想，那个

打妄想也是种子生现行，你现在每一个念头不是种子生现行吗？你怎么想，

然后又熏回去成为未来的种子，遇到不同的缘，那个种子又起来了，你又

打了一个妄想，所以不是我在想，它也是生灭无常的，所谓的「想」是什

么来的？就是我们在认识外境，我们六根面对六尘，你认识外境之后所产

生的分别心，那个我们称为想，你眼根看到一个什么，你那个念头就生起

来了，所以它是在我们认识外境之后所产生的分别心，所打的妄想，种子

生现行的习气反应，并没有一个我在打妄想，因为每一个念头也是生起就

消失了，生起就消失，可见它是生灭法，生灭就是无常的、就是无我的，

所以没有一个我在想，所以想蕴不是我。 
  同样的，行蕴也不是我。什么是行呢？念念不停的内在执着有一个我，

它是我执的根本，这个就是行蕴的作用，念念迁灭，就是第七识的作用，

如果知道唯识的话，恒审思量，执八识的见分为我，唯识的思想就是这样

解释的「我执」，第七识的作用，恒审思量的作用，执八识的见分为我，所

以也不是有一个我，懂吗？那个念念不停的内执有一个我，这是颠倒无明，

不是真实有一个我，所以既然是念念迁灭、念念不停，「念念」，每一个念

又是生灭的，所以生灭无常，所以这个行蕴也不是我。 
  识蕴。这个识，就是八识，第八识阿赖耶识，它含藏我们过去所有善、

恶、无记的种子，在我们八识田里面，种子一遇到外缘就生起了现行，现

行又熏回去成为未来的种子，种子生现行，现行熏回去成为未来的种子，

这是不是生灭法？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生灭法，对不对？对啊！生

灭就是无常的，也是无我的，所以识蕴不是我，它只是遇到外缘种子生现

行，又熏回去成为未来的种子，种子现行、现行种子，这样子生灭、生灭、

生灭……，没有一个我的存在，所以不是我在看、不是我在听、不是我在

想、不是我在说、不是我在做，都是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都是识蕴

的作用，这样子而已，都是生灭、无常、无我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五蕴它只是一连串生灭相续的过程而已，没有我的

存在，五蕴不是我，所以一切众生就是因为无明，就是不明白无我的道理

叫做无明，才会把五蕴当作是我，你只要把五蕴当作是我，你就受苦不断、

轮回不断。所以怎么解脱轮回？我们就有答案了，你只要了解五蕴不是我，

五蕴是生灭无常，五蕴本空，所有身心的作用，只是因缘所生，并没有我

的存在，你没有我，就不会生烦恼，不会生烦恼，就不会造业，不会造业，

就不会受报，就不会受苦，没有业力让我们到三界投胎轮回，这时候轮回

就断了，苦也断了。所以要怎么断苦？怎么断轮回？就是要明白五蕴不是

我的道理，你就能够切断轮回，彻底地断除三界的苦，要不然你就有现在

讲的五取蕴的苦，你把五蕴当作是我，你这个身心五蕴就会变成一个装苦

的器具，这个苦器（装苦的器具，叫做苦器），这个器皿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装着苦苦、坏苦、还有行苦在里面，在你这个苦器里面，你的身心五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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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比一个装苦的苦器，里面装满了苦苦、坏苦、跟行苦。我们刚才讲的，

你只要有五蕴的身心，你就有老病死，所以这个五蕴之又成了老病死的所

依，刚才讲，你把这个五蕴，把这个色蕴当作是我的色身、我的身体的话，

你就有老病死苦，生老病死苦，都是因为你把这个色蕴当作是我才有的，

所以这一世的五蕴之身，就成了老病死的所依，所以我们就是要这样子来

思惟五取蕴苦，希望从这边彻底地了解怎么样彻底地断苦，怎么样彻底地

解脱轮回。 
  以上我们就把八苦的内容介绍完了，今天讲到这里。 
  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 

中士道 1 八苦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