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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楓：有信眾問，究竟「無常」在佛法的理念

裡要如何理解？如果說一切都是無常，

那麽，我們常說的佛法真理，豈不是要

受到質疑？ 

修智：佛法裡不可以只說「無常」，亦不應只

說「一切皆不是永恒不變的」，例如佛

法真理是不會因時間不同而有所改變。

所學的佛法，由過去至今，乃至未來，

是永恒不變，方可視為真理。 

青楓：那應該如何正確表述呢？   

修智：正確應說「諸行無常」，而不只說「無

常」。「諸行」是指有為法，指五蘊，

在五蘊範圍，我們可以說「無常」。 

青楓：我們如何體會五蘊無常呢？ 

修智：人生在世，不免老病死，這老病死即是

體會「無常」，故此不可單說無常，應

說「諸行無常」。 

青楓：老，就是變化的過程。以前視力清晰，

老時眼朦朧；以前聽覺靈敏，老時「耳

背」。四大失調，水腫火燥，百「病」

叢生。最後里程，「死」就是終點站。 

修智：我們的身體是由各器官組合而成，即是

因緣所生。既然由因緣和合而生，故此

由因緣離散而滅，這就是「無常」。 

青楓：既然由因緣和合而生、因緣離散而滅，

我們亦可說是「空」，同時想要求永恒

而不能得，故此亦視為「苦」。這樣理

解，可以嗎？ 

修智：没錯。我們可在這因緣生滅裡說無我。

同樣，不可只說「無我」，應該說「諸

法無我」。「我」的定義，可以自主、

自在，方可稱為「我」。試想想，在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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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死的範圍內，我們是否可以自主、自

在？在人與人之間的交談，「我」是代

名詞，這樣使用「我」是可以的。交談

中如果不用「我」，則交談很不便。 

青楓：請問還有什麽情況可以用「我」？ 

修智：證果聖人可以用「我」，因為已經出離

生死苦海，可以自在、自主。 

青楓：大和尚曾講過佛法就是「藥」。能醫病

的是良藥；不能癒病，或可能加深病情

的，不論多名貴，就是毒藥。所以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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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本生心地觀經 波羅蜜多品 

爾時彌勒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慇懃稱讚住阿蘭若修菩薩行

而不稱讚住於餘處修菩薩行如來一時在靈鷲山為諸菩薩廣說法要而作是

言菩薩或時止婬女家親近屠者示教利喜無數方便饒益衆生為說妙

法令入佛道世尊今日為新發意所說妙法而不如是然我等類親於佛前得聞

深法無有疑惑唯願如來為未來世求佛道者演說甚深微妙眞理令菩薩行

無復退轉 

爾時佛告彌勒菩薩摩訶薩善男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求菩提道有二

菩薩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在家菩薩為欲化導婬室屠肆皆得親近出家菩

薩則不如是然此菩薩各有九品上根三品皆住蘭若無間精進利益有情

中下二根諸菩薩等隨宜所住方處不定或住蘭若或居聚落隨緣利益安隱

衆生如是行門汝應觀察 

復次善男子出家菩薩修習佛道已得無漏眞實之法隨緣利樂一切有

情若有佛子未得眞智住於蘭若要當親近諸佛菩薩若有值遇眞善知識於

菩薩行必不退轉以是因緣諸佛子等應當至心求見一佛及一菩薩善男子

如是名為出世法要汝等咸當一心修學 

復次善男子出家菩薩厭離世間住阿蘭若省用功力得圓八萬四千

波羅蜜行速證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所以者何若捨名利住山林者於身命

財必無吝惜永無繫屬自然易滿三種波羅蜜多 

彌勒菩薩白佛言世尊住阿蘭若出家菩薩不畜財寶以何因緣能得圓滿檀

波羅蜜 

佛告彌勒菩薩摩訶薩善男子住阿蘭若出家菩薩入於聚落所乞之食

先以少分施於衆生又以餘分施於所欲卽得名為檀波羅蜜以自身命供養三

寶頭目髓腦施來求者卽得名為親近波羅蜜為求法者說出世法令發無上

菩提心故卽得名為眞實波羅蜜善男子是名出家菩薩成就布施波羅蜜多 

復次善男子出家菩薩住阿蘭若故修十二頭陀之行若行步時看二

肘地不損衆生卽得名為持戒波羅蜜堅持禁戒不惜軀命卽得名為親近

波羅蜜為求出世說法教化令發無上菩提之心卽得名為眞實波羅蜜善

男子是名出家菩薩成就持戒波羅蜜多 

復次善男子出家菩薩住阿蘭若能滅瞋恚得慈心三昧亦無毀辱一

修智大和尚談：法印 

 

 

 

 

是用以對治我們的煩惱，如執「常」，

則以「無常」對治；倘執「無常」，則

須以「常」為對治，否則將加深錯誤見

解。倘若一個人「萬念俱灰」時，則不

宜強調「人生無常」。 

修智：作為對治理解，為何多說「諸行無常」

呢？因為有顛倒妄想，「無常」以為「

常」，「無我」以為「我」，「苦」以

為「樂」。因此說對治，就必須指出，

「諸行無常」、「諸受是苦」、「諸法

無我」、「觀身不淨」、以及「涅槃寂

靜」。我們現在以為樂，其實是苦的程

度比較輕微而已，例如病重，吃了藥後

病情減輕了，但並非是痊癒，但是病者

會說：「舒服多了」。這祗是大苦與小

苦的比較而已，而實質上依然是苦，祗 

 

 

 

 

 

 

 

 

 

 

 

 

 

 

 

 

 

 

 

 

 

是減輕了，而以為是樂，因此可以說，

我們感受到的樂，不是真的樂。 

青楓：我們日常生活的行住坐卧，這些基本動

作，亦沒有一樣是樂。行路行得累了，

想停下來站立一會。但企立時長，又想

坐下來。坐下來的一刻，會覺得十分舒

服。但坐久了，便會感覺渾身不舒服。

這時候，又會覺得能夠躺下來就好了。

但躺的時間長了，同樣會感到不舒服、

不快樂的。能夠永久的、恒常不變的，

才是真樂，而不是對比於大苦與小苦而

假名為樂。 

修智：是的 , 倘離貪執計較 , 苦亦遠矣。上述

可參閱大智度論。 

佛法的印壐，印證真理的準則，必須是

不動不變，方可無所留難，通達無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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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本生心地觀經 波羅蜜多品 

爾時彌勒菩薩摩訶薩白佛言世尊以何因緣慇懃稱讚住阿蘭若修菩薩行

而不稱讚住於餘處修菩薩行如來一時在靈鷲山為諸菩薩廣說法要而作是

言菩薩或時止婬女家親近屠者示教利喜無數方便饒益衆生為說妙

法令入佛道世尊今日為新發意所說妙法而不如是然我等類親於佛前得聞

深法無有疑惑唯願如來為未來世求佛道者演說甚深微妙眞理令菩薩行

無復退轉 

爾時佛告彌勒菩薩摩訶薩善男子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求菩提道有二

菩薩一者在家二者出家在家菩薩為欲化導婬室屠肆皆得親近出家菩

薩則不如是然此菩薩各有九品上根三品皆住蘭若無間精進利益有情

中下二根諸菩薩等隨宜所住方處不定或住蘭若或居聚落隨緣利益安隱

衆生如是行門汝應觀察 

復次善男子出家菩薩修習佛道已得無漏眞實之法隨緣利樂一切有

情若有佛子未得眞智住於蘭若要當親近諸佛菩薩若有值遇眞善知識於

菩薩行必不退轉以是因緣諸佛子等應當至心求見一佛及一菩薩善男子

如是名為出世法要汝等咸當一心修學 

復次善男子出家菩薩厭離世間住阿蘭若省用功力得圓八萬四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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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以少分施於衆生又以餘分施於所欲卽得名為檀波羅蜜以自身命供養三

寶頭目髓腦施來求者卽得名為親近波羅蜜為求法者說出世法令發無上

菩提心故卽得名為眞實波羅蜜善男子是名出家菩薩成就布施波羅蜜多 

復次善男子出家菩薩住阿蘭若故修十二頭陀之行若行步時看二

肘地不損衆生卽得名為持戒波羅蜜堅持禁戒不惜軀命卽得名為親近

波羅蜜為求出世說法教化令發無上菩提之心卽得名為眞實波羅蜜善

男子是名出家菩薩成就持戒波羅蜜多 

復次善男子出家菩薩住阿蘭若能滅瞋恚得慈心三昧亦無毀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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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減輕了，而以為是樂，因此可以說，

我們感受到的樂，不是真的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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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亦沒有一樣是樂。行路行得累了，

想停下來站立一會。但企立時長，又想

坐下來。坐下來的一刻，會覺得十分舒

服。但坐久了，便會感覺渾身不舒服。

這時候，又會覺得能夠躺下來就好了。

但躺的時間長了，同樣會感到不舒服、

不快樂的。能夠永久的、恒常不變的，

才是真樂，而不是對比於大苦與小苦而

假名為樂。 

修智：是的 , 倘離貪執計較 , 苦亦遠矣。上述

可參閱大智度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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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衆生卽得名為忍辱波羅蜜若為一人說一句法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

提心卽得名為眞實波羅蜜善男子是名出家菩薩成就忍辱波羅蜜多 

復次善男子出家菩薩為令衆生得成佛故修精進行未得成佛福智

羸弱不貪安樂不造衆罪於昔菩薩行苦行中深生歡喜翹敬宗仰常無休

息以是因緣卽得名為精進波羅蜜棄捨身命如捐涕唾一切時中未嘗

懈怠卽得名為親近波羅蜜遇有緣者說最上道令趣無上正等菩提卽得名

為眞實波羅蜜由精進心如是十行過去不退現在堅固未來速滿善男

子是名出家菩薩摩訶薩成就精進波羅蜜多 

復次善男子出家菩薩住阿蘭若修習三昧為攝善法令不散失入諸

解脫永斷邊見現於神通化彼衆生令得正智斷煩惱本入眞法界悟

如實道當趣菩提以是因緣卽得名為禪定波羅蜜欲令衆生如我無異悉得

滿足調伏有情不捨三昧不惜身命修此三昧卽得名為親近波羅蜜為

諸衆生說深妙法皆令趣向無上菩提卽得名為眞實波羅蜜善男子是名出

家菩薩成就禪定波羅蜜多 

復次善男子出家菩薩處於空閑親近供養諸佛菩薩一切智者常樂聽

聞甚深妙法心生渴仰恆無厭足善能分別二諦眞理斷除二障通達五明

說諸法要能決衆疑以是因緣卽得名為般若波羅蜜為求半偈棄捨身命

不憚衆苦志求菩提卽得成就親近波羅蜜於大會中為人說法於深妙義無

所祕惜能令發起大菩提心於菩薩行得不退轉常能觀察我身蘭若及菩

提心眞實法身如是四種無有差別如是如是觀妙理故卽得名為眞實波羅

蜜善男子是名出家菩薩成就般若波羅蜜多 

復次善男子出家菩薩住空閑處常能修習方便勝智波羅蜜多以他心

智能了有情意樂煩惱心行差別應病與藥悉令除瘥自在遊戲神通三昧發

大悲願成熟衆生諸佛之法無不通達以是因緣卽得名為方便善巧波羅蜜

多為欲饒益諸衆生故於身命財都不固惜卽得名為親近波羅蜜多為諸衆

生怨親平等說微妙法令入佛智卽得名為眞實波羅蜜多善男子是名出家

菩薩成就方便善巧波羅蜜 

復次善男子出家菩薩入於山林為諸衆生常能修習願波羅蜜心恆觀

察諸法眞性非有非空中道妙理於世俗事悉能辨了為化有情恆修慈悲

以是因緣卽得名為願波羅蜜以四弘願攝受衆生乃至捨身不壞悲願卽

3 

得名為親近波羅蜜說微妙法辯才無礙若有聽聞畢竟不退卽得名為眞

實波羅蜜善男子是名出家菩薩成就願波羅蜜多 

復次善男子出家菩薩住阿蘭若以正智力善了有情心行黑白能為衆

生說相應法令入大乘甚深妙義卽能安住究竟涅槃以是因緣卽得名為力

波羅蜜以正智眼照見五蘊空寂之理能捨身命利衆生故卽得名為親近波

羅蜜以妙智力化邪見衆令斷輪迴生死惡業趣向常樂究竟涅槃卽得名為

眞實波羅蜜善男子是名出家菩薩成就力波羅蜜多 

復次善男子出家菩薩住阿蘭若於一切法了知善惡遠離邪見攝

受正法不厭生死不樂涅槃卽得名為智波羅蜜不愛自身憐愍衆生於

身命財恆修大捨卽得名為親近波羅蜜以微妙智為諸衆生說一乘法令入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以是因緣卽得名為眞實波羅蜜善男子是名出家菩薩

成就智波羅蜜多 

善男子此如是等波羅蜜多以何義故說為八萬四千差別汝等當知為多

貪者分別演說二千一百波羅蜜多為多瞋者分別演說二千一百波羅蜜多

為多癡者分別演說二千一百波羅蜜多為等分者分別演說二千一百波羅蜜

多善男子於如是等二千一百波羅蜜多以為根本轉增十倍遂成八萬四千

波羅蜜多如是等法皆利他行善男子若有衆生其性難調聞是法已心

未調伏卽為宣說八萬四千諸三昧門如是妙法皆自利行若有衆生其性

難調聞是法已心未調伏卽為宣說八萬四千陀羅尼門如是妙法皆利他

行善男子我為調伏一切有情說如是法及以無數善巧方便現種種相

教化衆生善男子以是義故一切人天普稱如來名為導師 

善男子未來現在諸佛世尊悉皆修習八萬四千波羅蜜門八萬四千諸三昧

門八萬四千陀羅尼門永斷八萬四千微煩惱障八萬四千微所知障皆詣蘭

若菩提樹王坐金剛座入金剛定降伏一切天魔怨已證得阿耨多羅三藐三

菩提 

爾時世尊欲重宣此義而說偈言 

 超過三界大法王 出現世間化群品 恆河沙等諸菩薩 入佛甘露智慧門 

 歷劫得道慈氏尊 以大悲心而啟問 善哉無垢法王子 智慧能問眞佛乘 

 我以師子無畏辯 說大乘中趣覺路 汝等一心善諦聽 轉授未來所應授 

 十方世界可使空 無令斷盡出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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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求解脫出世道 不過三根九品類 上根三品居蘭若 中下隨緣化世間 

 所求道果等無差 同證眞如佛性海 

 已獲無漏眞大士 隨宜應現濟群生 開示有空不二門 自利利他無間斷 

 未得無漏諸佛子 應正勤修三種學 善根迴向施衆生 一心專念佛菩薩 

 願我常睹佛菩薩 無邊莊嚴功德身 若使恆聞法雨音 普得同霑心不退 

 以身常處於地獄 非不親近大慈尊 以身常處於輪迴 非不親聞微妙法 

 以是因緣諸佛子 繫心常念天人師 

 若有佛子修聖道 發起無上菩提心 厭世住於蘭若中 亦得名修三種度 

 每日自食先布施 兼將法寶施衆生 三輪清淨是檀那 以此修因德圓滿 

 當知證獲波羅蜜 唯由心淨不由財 若有染心施珍財 不如淨心施少分 

 財施卽得名檀度 此波羅蜜非二三 能施身命及妻子 如是得名親近度 

 若有求法善男子 為說一切大乘經 令發無上菩提心 乃名眞實波羅蜜 

 慈悲淨信具慚愧 攝受衆生離於貪 願成如來無上智 財法二施名初度 

 堅持菩薩三聚戒 開發菩提離生死 擁護佛法住世間 能悔誤犯眞持戒 

 伏瞋恚心慈悲觀 當念宿因對怨害 不惜軀命救衆生 是名忍辱波羅蜜 

 能行難行不暫捨 三僧祇劫常增進 不共染污恆鍊心 為度有情求解脫 

 入出三昧得自在 變化神通遊十方 為斷衆生煩惱因 三摩地門求解脫 

 若欲成就眞智慧 親近菩薩及如來 樂聞出世妙理門 修達三明斷二障 

 能知衆生心差別 隨病與藥令服行 慈悲善巧應根宜 方便利生度群有 

 觀一切法眞句義 不著中邊離有無 淨智無間會眞如 二利均平周法界 

 智力能了衆生性 為說相應種種法 智力能入衆生心 令斷輪迴生死本 

 智力能分黑白法 隨應取捨各了知 生死涅槃本平等 成就有情離分別 

 如是十種殊勝行 攝入八萬四千中 隨其品類勝法門 乃名菩薩波羅蜜 

 八萬四千三摩地 能滅衆生散亂心 八萬四千總持門 能除惑障銷魔衆 

 大聖法王方便力 三種法要化衆生 教網垂於生死海 置彼人天安樂處 

爾時世尊說是法時八萬四千忉利天子斷三界障證歡喜地無數百千六欲

天子悟無生忍得陀羅尼十六大國王得聞持陀羅尼無量四衆聞菩薩行或

得不退地或得三昧門或得陀羅尼或得大神通或有菩薩證二三地乃至十

地踊躍歡喜無量百千諸人天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不復退轉八千

人天遠塵離垢得法眼淨 

生
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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