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第五章    生命的意義生命的意義生命的意義生命的意義 

 

我們都知道，每一個人都有一條生命，而「生命」是一個非常抽象的名詞，今天，

站在佛教的立場上來解釋生命：凡是有意識、有情識、有意念的作用，都叫做﹁生

命﹂。也就是說：當我們的情識、意識、意念會活動的時候，就是有生命；若是

情識、意識、意念停止了活動，那就是生命的結束。換句話說，當我們尚有呼吸，

情識、意識、意念可以分別，可以活動的時候，也就是有生命的存在，但是，生

命總有結束的一天。 

 

一個人一生的生命，就是每一期的生命，不過是數十個寒暑而已，幾十個寒暑的

結束，也就是一個生命的結束。當一個生命結束之後，另外一個新的生命等待著

出生，生長出來，就像是一根柴火點燃著另外一根柴火的薪火相傳，因此生命之

火是相續不斷，永不止熄的，所以我們說一個人死亡，只是生命告一段落，並不

是死亡以後就完全沒有了。一般人誤認為一個人死了之後就是生命的結束，也就

沒有來世，所以敢有恃無恐，為所欲為的來做偷、搶、劫、竊……等惡行，這是

一種非常可怕的思想。事實上，一個人死亡之後，只是身體改變，而生命卻是永

遠不斷的延續、滋長著；就像是一粒種子收藏在倉庫裡，雖然只是暫時不會發芽、

開花、結果，但是，有一天，種子拿出來種在泥土裡，接受了陽光、水土的灌溉、

人工悉心照顧之後，等因緣條件成熟的時候，自然就會發芽、開花、結果。 

 

一個人死了之後，還有來生，這個來生，雖然身體和今生不同，但是，生命卻是

相同的，這個生命就是佛家所說的「識」，道家所說的「靈魂」，是永不磨滅的。 

 

一般人受到傳統的影響，誤認為人死了之後就會變成鬼。儒家說：「死，祭之以

禮，葬之以禮。」所以當我們的親人死了之後，就隆重又繁雜的祭禮，以為是孝

道的表現，又進一步的幻想：如果我們的親人死了之後，沒有錢花，怎麼辦？所

以就燒庫錢、冥紙、美金、信用卡……等。萬一沒有房子住，怎麼辦？所以就燒

紙樓房、紙別墅、紙汔車、紙飛機以供親人生活富裕，其實，人死了之後，不一

定變成鬼，縱變成鬼也還不一定能享用這些東西。 

 

有人說：佛教都是教人唸佛，將來死了之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似乎還是注重

死後的事；不錯，那是告訴你：西方極樂世界是你死了之後，可能投生的一個安

穩的歸宿。好讓你有希望，當然，佛家更重視現生的淨土世界。更有些佛教徒誤

以為一個人死了之後，要燒用紙褶成蓮花的往生錢或往生船，這和燒銀紙是同樣

的錯誤。 

 

我們一件衣服舊了就要換新的，一間房子壞了，就要換新房子，一雙鞋子破了，

就要換一雙新鞋，這是一定的道理；而我們的身體也是一樣，剛出世的時候，就



像剛搬進去住一間新房子，慢慢的就會老舊，如果住太久了，就會腐舊，那麼就

要換一間新的房子。若是你有錢，衣服會越穿越漂亮、房子會越住越舒適，由平

房搬到樓房，再搬到別墅去。我們的生死，就像是舊衣換新衣，舊房子換新房子

一樣，並不可怕，重要的是你是否有錢？因此我們對於生死的問題，不需要感到

恐怖、悲傷，因為你如果累積了好多善業的功德法財，那麼你的來生就會比今生

更好，所以對於未來的生命，將充滿了無限的希望與歡喜，因為我們知道在我們

這個世界之外，還有另外一個更理想的世界。 

 

人生短短的數十年，就像是在觀光，而我們是人生之旅中的過客，無論我們到世

界各國去旅遊，最後，總要回到我們的家。這是人生必經的路程。所以古來大德

告訴我們：「莫戀他鄉忘故鄉，快些警覺備資糧，莫待閻老書信到，再來修行已

不遑。」而我們的故鄉就是佛國--西方。 

 

我們既是到凡間旅遊的觀光過客，總有一天，會回到我們的故鄉，所以我們對於

生死的問題，不必感到害怕，反而我們要勇敢的面對現實來解決生死的問題，要

如何將我們的生命過得有意義，放射出燦爛光輝，那才是最重要的。 

 

文喜禪師，有一天，要去朝五台山（文殊師利菩薩的道場），邀同參一齊去，同

參說：「人間何處不是道場，何必老遠跋山涉水？只要向內心處去朝，當下即道

場。」並送一偈以表心跡： 

「無處青山不道場， 

何須策杖禮清涼， 

雲中縱有金毛現， 

正眼觀來非吉祥。」 

 

這首偈告訴我們：在這個世間，何處不是我們用功修行的道場，何處沒有文殊師

利菩薩？又何須遠求呢？縱然你在雲中見到文殊師利菩薩騎著金毛獅影現，以我

的正眼看來，那並非絕對的好。 

 

現在世界各國都動盪不安，只有佛國沒有痛苦，最快樂，那才是最安穩的歸宿，

所以我們不要怕死，重要的是要知道如何死？要死得很自在，死得有意義！ 

 

當我們的生命結束，離開人世間之時，有好多條路走，有好的、也有壞的，最壞

的去處--地獄，一日一夜，萬死萬生，既黑暗又痛苦。最好的去處--西方極樂世

界，無有眾苦，但受諸樂。 

 

當我們人死後，要去投胎轉世，因為各人的業力不同，所受的果報也不同，雖然

死不足懼，但是更重要是，我們活在這個人世間要先過得快樂，在現在生中，要



如何過得很快樂呢？ 

 

有三個人滿臉愁容的去請教無德禪師：要怎麼生活，才能很快樂？禪師說：「你

們先說說自己，為什麼目的而活？」 

 

甲說：「因為我怕死，不想死，所以我要活下去。」 

 

乙說：「因為我希望將來年老之後能夠子孫滿堂，享受含貽弄孫的快樂，所以我

要活下去。」 

 

丙說：「因為我的一家人大大小小都要靠我撫養，所以我要活下去。」 

 

禪師說：「原來如此！難怪你們都不快樂，人生在世，重要的是要如何將你的生

命過得有意義，那你才能夠得到快樂。你們再說說看，要怎麼樣才會很快樂？」 

 

甲說：「我只要很有錢就會很快樂。」 

 

乙說：「我只要能夠娶三妻四妾，她們對我百依百順，盡心侍候我，那我就很快

樂了。」 

 

丙說：「我希望有名有利，權高位重，人人都來巴結我，那我就很快樂了。」 

 

禪師說：「你們三個人的這種思想，不但會讓你得不到快樂，反而會很痛苦；因

為金錢、美色、地位，在你沒有獲得之前，你還能安貧樂道不會痛苦，但是在你

得到又失去了之後，你將會很痛苦；所以有金錢、美色、地位，並不是絕對的快

樂。」在你有錢的時候，要知道做功德、佈施出去，你才會得到快樂；有地位時，

要運用權勢來服務大眾，你才會得到快樂；有美滿的家庭，你知道好好的來珍惜，

因此，你要有責任感、道德觀，有犧牲奉獻的精神，你才會得到快樂，這就是生

命的禪機、生命的意義。 

 

各人所造的業不同，將來所受的果報也不同。生從何來，死往何去？全由「業力

的牽引」。當一個人生前造惡業，在他斷氣之前，他會覺得全身好熱、好熱，忽

然眼前就出現了一座游泳池或一潭的池水，他就希望跳進去清涼一下，那麼他就

墮入了八寒地獄。《地藏經》中記載著：「痛苦的地獄，一日一夜，萬死萬生。」

如果一個人將要斷氣之前，眼前見到好美的馬、象、牛……在山林中四處奔馳、

自由自在，這時，他就好想騎在上面，所以就跑過去，加入了牠們的行列，糟了，

這時候他就墮入了畜生道。因此，當一個人臨命終時，隨業去受報，我們觀察他

死前的情況，就可以瞭解轉生何道。 



 

唯識學上說：「頂聖眼升天，人心餓鬼腹，旁生膝蓋離，地獄腳板出。」這個意

思是說：人死了之後，身體的那一個部份最後冷卻，就可以知道，他將投生到那

裡去：如果這個人死後全身冰冷，而頭頂還溫熱的，表示他將往生佛國或證果了；

如果他身上所有的部位都冷了，而眼睛還是溫熱的，就表示靈魂從眼睛出去，這

個人必定是昇天了；如果他全身僵冷，而心窩還是溫熱的，那就表示他將再世為

人，投胎人世間了；如果他全身各部位都冷了，只有腹部是溫熱的，就表示這個

人墮入「餓鬼道」了，如果他的膝蓋至死還是溫熱的，表示他墮入了「畜生道」，

如果他最後僵冷的部位是腳底，那就表示他將墮入「地獄道」去受苦了。 

 

將來我們臨命終時，將往那裡去？只有你自己才能決定你的去處，而天、人、阿

修羅、餓鬼、畜生、地獄等六道是相通的，像車輪一樣的旋轉，所以天人也可能

墮入畜生道，人道的眾生也可能昇天，也可能下地獄，畜生也可能做人……由此

可見，我們生生世世就在這個六道中流浪生死，而不知出離。 

 

天人雖然比我們人更享樂，但是並不究竟。三界有廿八層天，每一層天的福報和

壽命都不一樣，當有一天福報和壽命享盡的時候，也會墮落下來，所以我們學佛

的人，將來不希望昇天，原因就在此。 

 

有些人認為我們只要心腸好就好了，不需要學佛（聽經、拜佛、禮懺），所以他

就做了很多的善事（放生、賑濟貧民）等，同時，他也造了很多的罪業，因此他

死後，先昇天去享受天福，待福報享盡了之後，再墮入三惡道去受苦。有些人行

善，但是他脾氣不好，那麼他來世會有福報，讓他享盡了人間的榮華富貴，但是

長得很醜陋；有些人心腸好，脾氣好，很溫和柔順，待人彬彬有禮，但是他很吝

嗇，不肯佈施，所以他來世做人時，會長得很美，但是卻很貧窮。 

 

「縱然修得非非想，難免六道輪迴來」，三界廿八天，非想非非想處天，境界最

高，壽命有八萬四千大劫，以禪樂為食，但是，有一天福報享盡後，還是在六道

中輪迴。佛經上記載：有一個金碧峰禪師，修得了四空定，當他打坐入定，神識

就進入了非想非非想處天，雖然他能入定，因為還有色身，有一天也要死。時候

一到，無常鬼要來抓他，因為禪師已入定，不見蹤影，無常鬼就去請教土地公，

如何才能抓到他，好回去交差。土地公告訴他們：「禪師已入定，要抓他，談何

容易？我告你們一個秘密；雖然他萬般皆可放得下，看得破，但是，他有一個皇

帝御賜的金缽，是他所心愛的，只要敲打金缽，必然出定。」無常鬼就在大殿的

磬中取出金缽敲了三下，在定中的禪師，一聽到有人敲他的金缽，在起心動念之

際，就出定而被擒住。禪師說：「請稍待一會兒，讓我向佛陀稟告辭行，我再隨

你們前往報到。」說時遲，那時快，禪師就拿起了他的金缽，一舉摔破，然後又

入定去了。入定之前，留下一偈： 



 

「有人擒我金碧峰，猶如鐵鍊鎖虛空， 

虛空若能鎖得住，再來擒我金碧峰。」 

 

這個故事就是說明了一個禪師，雖能入定，但因放不下，仍需受生死所縛，只因

一金缽，差點被無常鬼捉去，當下將缽打碎，就了無牽掛，生死就此解決了。對

於生死的問題，自己知道該如何去解決，自由自在，得到究竟的解脫，所以無懼

生死；但是，一般凡夫俗子，不知生從何來又死從何去？所以對於生死的問題，

就好害怕，於是就尋求一些宗教信仰，希望能夠得到永生。事實上，任何一個神、

或佛都無法讓你得到永生，有生必定有死，有死就必定有生，就像是水結成冰，

冰又化成水，這是一定的道理，因為生死本來就是同一體的。最重要的就是我們

要利用有限的生命，修身養性，積功累德，期望將來投生到更美好的去處，最好

是修到不生不死，才能永絕後患。 

 

佛陀的弟子，有一個叫蜜婆阿羅漢，他是一個已證四果的阿羅漢，但是他有一個

壞習氣，經常在身上四處抓癢，人家都叫他猴子比丘，大家見他如此有失出家人

的威嚴，就去稟告佛陀，佛陀說：「你們不要譏笑他，蜜婆阿羅漢在五百世之前

是一隻猴子，有一天，一位比丘在樹下打坐，他在樹上看見了，就學習比丘打坐，

穿袈裟，因為當年種下了這個善的因緣，所以在五百零一世的今天，業報一轉，

就跟隨我出家，證得了四果阿羅漢，但是由於他多生為猴子，所以很難改變這個

習氣。」一隻猴子修行都能夠證得阿羅漢，那麼，只要我們好好的修行，將來人

人皆可成佛。 

 

一般凡夫，還沒有證果的人，無法預知或決定將來死後將到那裡去？在十法界之

內、四聖六凡（四聖法界：聲聞、緣覺、菩薩、佛）當然知道他們的去處；證得

初果還需到人間七次（七往返）。二果「聲聞」尚要到人間一往返，三果不來果，

四果是阿羅漢，甚至三果尚有隔世之迷。但是他不是一般凡夫的分段生死，而是

變異生死，雖然他來到人間，但是他不是我們一般人受苦的業報身。「緣覺」當

然不需要到三界六道受輪迴。「菩薩」在渡眾生的過程中，他是乘願而來的。「佛」

已證得究竟涅槃，不生不滅，因此能夠隨意倒駕慈航，到十方世界去渡眾生。而

我們凡夫俗子，包括三界廿八天的天人，都無法決定自己將來死後到那裡去？唯

有有修行、有證果的人，才有辦法決定。 

 

生命的主宰是「業力」，這股力量是主使著我們轉生到那一道的總指揮，那麼，

我們要如何將惡業轉為善業，引導我們趨向於我們想要去的理想世界，那才是最

重要的；因此我們要趕緊來皈依、受戒，好好的來修行，這個「行」將匯集成一

股善業，引導我們將來到那裡去：若你修的是「苦、集、滅、道」四聖諦，會使

你得到羅漢的果位；若你修的是十二因緣，那你就走向﹁緣覺﹂去，若你修的是



六度四攝法，那你就趨向於「菩薩」道上去，若你所修的是三十七道品，十八不

共法慈悲平等法，修到功圓果滿，那你就成「佛」了。若是我們平日多拜佛、多

唸佛，因為我們所修的是「淨業」，那麼我們將來必定往生佛國淨土。 

 

南宋的道悅禪師，曾經是鎮江金山江天寺的住持，武侯岳飛被秦檜以十二道金

牌，由朱仙鎮調回的途中，岳飛去參訪道悅禪師，禪師勸他出家，或不要回去，

岳飛仍秉一介忠誠，還是要回去。禪師於他臨走前送給他四句話：「歲底不足，

僅防天哭，奉下兩點，將人害毒。」果然岳飛被害死在風波亭。當天晚上禪師向

他的弟子說：「何立自南來，我往西方走，不是法力大，幾乎落他手。」說完，

就圓寂了；果然，次日，秦檜派何立要來殺道悅禪師滅口。但禪師早一步入滅了！

禪師知道一個人的生死，無法逃避業力的定數，但是，岳飛死得不明不白，禪師

卻是不懼生死而證涅槃，所以我們不要死得不明不白，我們要死得清清楚楚。 

 

一個有修行的人，在業力的支配之下，才能夠控制他的生死。六祖慧能大師，當

年，盤起腿來，雙眼一閉，眼看就要涅槃了，他的弟子悲傷的哭泣，六祖慧能大

師又睜開眼睛：「你們哭什麼？我不是死，我只是要去一個比現在更美好的一個

世界，應該高興才對，何必哭。」所以一個有修行的人，能夠來去自如，因此就

無懼生死了！ 

 

《楞嚴經》上說：「一念不覺生三世。」因為無明煩惱使我們不覺，又因為不覺

而使我們輪迴。十二因緣主要的生死以無明為樞紐，由無明延伸行、識、名色、

六入、觸、受、愛、取、有、生、老死，以至生死一直還續。無明就是無所明瞭、

無所明白，不知如何來，又不知如何去？因為我們沒有修行、沒有證悟，所以我

們不知道生從何來，死從何去？ 

 

每一個人都有一條生命，而我們的生命從那裡來？你一定會說我是父母生我而來

的。我的父母是從我的祖父母而來的，我的祖父母又是從我的曾祖父母而來的，

追溯到最後，研究歷史的人作出一個結論：原始時代，人類的祖先，是由猿猴演

變化而來的，我們再進一步，深入研究：猿猴又是從那裡來的？歷史學家也答不

出個所以然來。印度的婆羅門教，認為梵天生四姓，也就是說由梵天生出萬民，

分成四個階級：上等的婆羅門由梵天的口中生出，中等的剎帝利由鼻孔生出，下

等首陀羅由腳底生出，吠舍由肚臍生出，認為天地萬物皆由梵天所生，所以他們

非常的崇拜梵天。基督教認為人是由上帝所創造。印度人認為梵天生四姓，一神

教認為上帝創造萬物，那麼我們試問：梵天是何人所生？在何處生出四姓來？上

帝在何時何地創萬物？上帝又是何人所創造？道教認為人由陰陽兩儀所生，這陰

陽兩儀是何所生？因此由各宗教研究起，最後都不了了之，沒有一個結論。 

 

如果梵天生四姓，上帝創萬物是事實的話，至少犯下了下列三種過失： 



 

因多果：一粒種子只能生出一種果來。例如你種下芒果的種子，只能生出芒果來，

不可能你播下芒果的種子，同時生出芒果又生出龍眼來；但是，梵天生四姓，上

帝創萬物，卻是一因多果。 

 

無因有果：我們由父母所生，所謂的「傳宗接代」，父母是因，孩子是果，這是

因果關係。但是梵天生四姓，上帝創萬物，這是無因有果，不合邏輯的。 

 

互相矛盾：既然梵天生四姓，上帝創萬物，那麼就要平等博愛，但是為何有貧富

貴賤的懸殊，還創造出一些毒蛇猛獸來混亂世界，所以互相矛盾。道教說到陰陽

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所以生命由陰陽兩儀而來，那麼陰陽兩儀又是從那裡

來的？ 

 

站在佛教立場上來說：我們的生命是由業力而來的，也就是業力加上因緣而產生

了生命。「因」是生命的根源，「緣」是生命存在的條件，業力是行為引發而產生

的力量，換句話說：因為有一個行為所引發的力量，有了生命主要條件的來源，

而構成了一個生命體；一切的條件皆俱足才產生了生命。所以說，生命不是無緣

無故來的，也不是單獨生存的，是由各種的條件、因素互相存在，互相依靠而產

生的，也就是各人所作的行為所引發出來的；行為有一股力量，引導我們走向結

果。生命不能單獨生存，也沒有一個起源，是隨著因緣而起變化，隨著業力相續

而不斷，業力不斷，生命也就不斷。生命有過去、有未來，那麼，生命又是從何

開始的呢？生命是無始也無終，就像是時鐘的週轉由始到終，又由終到始。 

 

我們現在的生命是來生的過去，未來是現在生命的延續，所以生命是絕對不會死

的。「業力」也就是我們的行為，有一種潤生和發芽的作用，生命就像是一粒種

子收藏在倉庫裡，有一天遇到泥土、陽光、肥料、灌溉就會發芽開花結果。而這

粒種子是好是壞，時間的長短，將來會結成什麼果，與我們平日的照顧有關係；

也就是我們一個人在世間的行為，有善惡的不同，在日常生活當中，心中所想的，

口中所說的，身體所做的，身、口、意都會形成一種「業」--行為，這個行為的

種子，無論好壞，無論善惡都不會消失，也不會敗壞，更不會錯亂，比電腦還準

確。你行善作惡，有一天，因緣聚合的時候，你就會受到果報；所以佛家說：「假

使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聚會時，果報還自受。」 

 

佛陀在世的時候，到了八十歲，在拘尸那羅城的娑羅雙樹間，正寂靜的要進入涅

槃時，有一個外道須跋陀羅，行色匆忙的趕來，急著要見佛陀，阿難一見來者是

個外道，唯恐打擾佛陀的入滅，趕緊向前攔阻。佛陀聽到了外面的吵鬧聲，就說：

「阿難！不要阻攔他，他是須跋陀羅，是我最後的一個弟子，讓他進來吧！」佛

陀的弟子以天眼觀察到須跋陀羅五百世以來都沒有種善根，也就是與佛無緣，即



使修行，也無法證悟、成道。佛陀為他開示：「世間上無論那一個修行者，如果

他不知道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靜的三法印，他就不能認識諸法的根本；

他如果不修學正見、正思維、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的八聖道，

他就不是真正的修道者，那也就不能獲得自在和解脫。」須跋陀羅聽完佛陀的真

理，當場就證得了阿羅漢果。原來，佛陀以慧眼觀察到須跋陀羅在五百零一世前

是個樵夫，有一天，在山上砍柴時遇到一隻老虎，他好害怕一直向前跑，最後爬

到一棵樹上去，正在危急的時候，念了一聲：「南無佛」（皈依佛之意），因為這

個善根因緣，在五百零一世後的今天，遇到佛而得度。《法華經》上云：「一舉頭、

一投足皆作度脫的因緣。」所以我們要趕緊皈依、唸佛、拜佛，依法來修行，將

來必定成佛。「皈依」就像是一個學生入學要註冊，佛法是教科書，佛是校長，

菩薩是主任，師父是老師，只要我們依法修行就可領到畢業證書。佛、法、僧三

寶就像是我們所依靠的法身父母，給予我們保護，給予我們教導，所以皈依三寶

是很重要的。 

 

每個人的個性不同，所造的業也不同，業是很多，也很複雜的，一般可分為共業、

不共業、引業、定業、不定業、重業、輕業等……，以致於今生所受到的果報也

不同。當你在造業的時候，有時候用心比較多，有時候用心比較少，因此當你受

到果報時，可能用心比較多的先受，用心比較少的後受。一般人會誤會：世間哪

有善惡、因果的報應？有的人作惡多端，他卻多子多孫，長壽又富貴；有的人一

輩子行善仁慈，但是他卻無子貧窮又早死；那是因為前世所造的業，重業先受，

輕業後受。例如：你很怨恨一個人，想殺他以洩恨，用心計較去設計陷害，那個

人果真被你殺死了，事後，你悔悟了，逃到國外之後你開始行善，你又救了三個

人；當你遭到不幸或橫禍的時候，大家會說；這個人行善多年，為何會遭受到如

此不好的果報，世間哪裡還有天理？你雖然救了三條人命，但是又有誰知道，你

也曾經處心積慮的殺人滅屍呢？因此今生你先遭受殺死一個人惡的果報，來世才

遭受救三條人命之善的果報。又如：我一生中殺豬、宰羊、殺雞、鴨、鵝等殺生

無數，但是，我也救了好幾條的人命，因為救人的功德較大，所以今生我就先享

受到善的福報，來世再遭受到惡的果報。因此一個人遭受到果報的輕重，皆以你

當時造業的出發點來區分。尤其業報是通三世的，我們不要誤認為世間沒有因

果、沒善惡，有這是斷見邪見。佛在經中說：「破戒我猶可救，破見我所不能救。」

所以我們要確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我們凡夫俗子難免會犯罪造業，只要我們皈依受戒，從此不再犯錯，然後禮佛、

拜佛，祈佛來證明，誠心求懺悔，那麼，我們就可以重報輕受。業報是通多世的，

故死後如何受報，那種業先報，依佛經上說： 

 

隨著意念而受報：即將命終時念頭放在那裡，就會轉生那一道，若念頭放在念佛

上，就會往生西方佛國，《楞嚴經》（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中云：「眾生心，



憶佛唸佛，現前當來，必定見佛」就是隨念頭受報的明證。 

 

隨習慣而受報：平時習慣性會成為命終轉生的依據，如一棵樹經常傾向西邊，有

一天，被風吹倒，一定倒向西方。因此，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行、住、坐、臥，時

時刻刻不忘稱唸﹁阿彌陀佛﹂，無論何時何處，一切時，一切處，正念現前，臨

命終時，分明在目前，心不貪戀，意不顛倒，即刻往生西方極樂世界。 

 

隨業而受報：我們平日要時刻提醒自己：將惡業轉為善業，就會轉生善道，若成

為念佛的淨業，命終就往生淨土，因為淨業引導你往生西方，從此不再受六道輪

迴。 

 

生命是死不了的，是綿延不絕的，如薪火相傳，所以我們就要將生命昇華、淨化、

改善，使我們的生命，活得更有意義，更有價值，達到更理想的境界。 

 

順治皇帝說：「生時糊塗，死時悲，空來人間走一回。」我們人生在世，是為名

是為利而南征北討，東奔西走，為誰辛苦？為誰忙？佛陀說：「失去人身猶如大

地土，得到人身猶如爪上塵。」因此我們今生得到人身是那麼的難能可貴，那是

我們前世曾受三皈五戒，修十善，累積功德而得來的。所以我們不要浪費生命，

枉為人身，空來人間走一回。羅狀元說得好：「黃金白玉非為貴，人生最大唯生

死。」我們的錢財，有人代替我們用，我們的房屋，有人代替我們住，我們的地

位，有人來佔有，但是，只有生死是無人可替代的，即使是恩愛的夫妻，也無法

替代。古人常說：「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限來時各自飛。」即使是孝順的兒女，

在黃泉路上也是視同陌路，無人可替代。因此好好利用此難得人身，為求生死大

事而努力，不要浪費生命。 

 

淨土宗的善導大師曾說：「我們的生命日漸縮短，猶如風中的殘燭，眼看著就要

熄滅了。」距今一千四百年前五胡十六國的時代，人心惶惶，不知何去何從，善

導大師發覺大家內心的動盪不安，只有佛法才能解救大家驚畏無依的心靈，只有

佛法才能使大家心安，只有佛法才能使大家得到解脫，因此，他就開始提倡唸佛

法門，用功的修行。他本身唸佛唸得好歡喜，在歡喜之餘，勸人唸佛，並且作了

一個「往日禮讚」來表達內心的歡喜，其中有一首無常偈，曾說了一個故事： 

 

有一個人，吃過飯後，到一片曠野去散步，忽然聽到吼叫聲，猛然一回頭，原來

是一隻老虎在追趕著他，他就拼命一直向前跑，跑到盡頭，已經是後無退路，幸

好有一口井，古井口的上面有一根樹藤，他拉著樹藤往下走，到了古井的一半，

往上一看，老虎正在古井上虎視耽耽看著他，他正慶幸這根樹藤救了他一命之

際，忽然聽見有老鼠的叫聲，糟了！正有一隻白鼠一隻黑鼠在咬著樹藤，如果被

咬斷，那可要摔下井底了！再往井底一看，裡面有四條毒蛇，張口吐舌的好可怕，



那可要如何是好？正仰天張口嘆氣的時候，飛來了五隻蜜蜂，滴下了五滴的蜂

蜜，恰好滴在他張開的口中，甜蜜讓他忘掉眼前的驚怖。此時，來了一個大力士

將老虎趕走，在古井上大喊：快上來！樹藤快要斷掉了，此時，他才驚醒過來，

沿著樹藤爬出了古井，往西方直跑，總算撿回了一條生命。這個故事中的老虎就

表示人命的無常：人世間的一切山河大地，包括人的生命，都不可能永久存在的；

無常就像是那隻老虎，經常虎視耽耽的等待著我們，總有一天會將我們吞噬；兩

隻老鼠，一隻白的，一隻黑的，表示白天和晚上；樹藤表示我們的生命根；那就

是說，無常日日夜夜緊隨著我們，啃咬著我們的生命根。井底的四條蛇，表示我

們的身體是由地、水、火、風四大所組合而成的假體。人的生命乃是由意識與肉

體結合而成，肉體如同一幢房子，受到地、水、火、風的影響，而起成、住、壞、

空的變化：當我們牙痛、筋骨酸痛時是地大病了；當我們流汗、大小便不暢通時

是水大在作怪；火氣上升，肝火旺是火大不能配合；鼻塞、呼吸困難是我們的風

大出狀況，所謂：「四大不調，百一病生。」那五滴蜜就表示世間財、色、名、

食、睡的五欲，使我們陶醉、沈迷，失去了自己忘了生命的危機。這是凡夫的愚

痴無明在作祟。大力士表示佛菩薩，可以救度我們出離恐怖的三途，解脫生死的

輪迴。菩薩在修行的過程中，證得甚深的般若，用般若觀照工夫，照見五蘊皆空，

所以可以度一切苦厄，而沒有恐怖，達到究竟涅槃。我們的痛苦，都因有這個五

蘊假合相，四大空色身的假體而來的。凡夫都是以假求假，為了給予我們由地、

水、火、風所形成的假體舒適和滿足，而不斷的去追求享受造業，如果我們能夠

透徹瞭解五蘊四大是空，我相、人相、眾生相皆是虛幻不實的，斷除我所執，那

麼，一切的痛苦煩惱就沒有了。生命是短暫的，豈可再因循下去？所謂：「三更

半夜隨燈去，不知天明來不來？」普賢菩薩（警眾偈）說：「是日已過，命亦隨

減，如少水魚，斯有何樂，大眾當勤精進，如救頭燃，但念無常，慎勿放逸。」

因此我們要利用有限的生命，藉假修真，將生命昇華，好好的修行，創造一個更

有意義的生命。 

 

我們既然知道生命很短暫，是無常，那麼，我們要如何運用有限的生命，創造有

意義的人生？佛教說：「四大皆空」，這個「空」並不是什麼都沒有了，而是不執

著的意思，生命是空，也就是對生命不執著，既然不執著，也不是順其自然，而

是將短暫的生命變成永恆的生命。釋迦牟尼佛涅槃至現在已經兩千五百多年了，

但他的生命永遠都活在眾生的心中，那是因為法身不滅，佛陀的法身慧命遍滿整

個虛空界，與日月同壽，與天地同光，凡有山河大地之處，皆有佛的法身，所以

佛的生命永遠不亡、永遠自在、解脫。我們要學習佛陀的精神，跟隨佛陀的腳步，

學習佛陀追求真理，見緣起、悟空性，見緣起性空就是見佛。成佛之後就無量壽，

沒有病苦，因此法身慧命才是我們真正永遠存在的生命。我們要追求真理、體悟

真理，進而得到真理，那時候，我們的生命就會淨化，就會達到究竟圓滿。 

 

在人生的旅途中，每一個人都希望家庭美滿幸福，事業順利成功，身體健康，精



神很愉快，經濟很富裕，沒有煩惱痛苦的生活，這是大家所共同的願望，但是卻

經常事與願違，所以在失望之餘，就意志消沈，一蹶不振，不滿現實，虛渡光陰，

這是弱者沒有智慧的行為。事實上，月有圓有缺，花有開有謝，人生有浮有沈，

所以，我們不但要珍惜自己，遇到困難會面對現實去解決，而且對生命要充滿著

無限的希望。 

 

日本有一個石川女士，今年九十四歲，很會畫地藏王菩薩像，她的地藏王菩薩畫

得出神入化，記者去訪問她，她說：「在我四十五歲的那一年，得了骨癌，醫生

宣佈我只有三個月的生命，我心想任何的治療對我皆無效，於是我回到家中。有

一天，在翻閱經典的時候，發現到地藏王菩薩的畫像好莊嚴，我就堅定信念一定

要將菩薩的莊嚴畫出來，發願要畫十萬張，而且要畫得栩栩如生，於是一張一張

不斷的畫，在一年的當中，畫了十萬張，因為全神貫注在畫像上，所以就忘了自

己的病苦，我一方面靠地藏王菩薩的護佑，一方面靠我自己的使命感，而治癒了

我的絕症，而且日子過得很充實而有意義。」這就是自我滿足感和生命的活力，

促使她有活下去的勇氣。所以我們要確信：我的人生，從今天才開始，我一定要

努力向前，只有前進，沒有後退，直到生命的結束。 

 

當我們覺得鬱悶、煩惱的時候，可以唸佛、拜佛、寫經、畫佛像、誦經、拜懺，

都可以使你的心平靜下來，淨化你的心靈，提昇你的心理建設，使你的生命充滿

了生機，這樣，總比你去唱卡拉ＯＫ、跳舞、簽六合彩，更有意義。 

 

百丈禪師，年紀老了，但是他每天仍然到田裡工作，他的徒子徒孫，都不忍心讓

他到田裡工作，把他的鋤頭畚箕藏了起來，禪師一天沒有到田裡工作，就一天不

吃飯，提倡工作禪：「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他的弟子受到他精神的感召，只

好和他一起到田裡努力的工作，日子過得很有意義。 

 

我們不要浪費生命，要進一步將我們的生命，奉獻給大眾，造福人群，這才是生

命的解放，真正生命的意義。佛教的弟子分為菩薩與羅漢，也就是分為大小乘，

大乘菩薩是犧牲自己，利益眾生，所謂「不忍眾生苦，生起大悲心。」包括自己

的生命財產都可以布施，利益眾生。所謂「不為自己求安樂，但願眾生出離苦。」

在利益眾生的當中，感到快樂，覺得生命更有意義。我們知道，我們的生命是眾

緣和合的，不是單獨成立的。例如：一個人是由父母生養我們，老師教導我們知

識，生病了，醫生給我們治病，做事業，是大眾來共成的，警察維持社會治安，

我們才能安定的生活，軍隊在前線保衛國家，我們才能過安穩的日子…… 因此，

我們和眾生，都有密切的關係，既然，眾生對我們有恩，那麼我們就要以生命來

奉獻，來服務，佛教是一個真理、平等、自由的宗教，教我們不但不能損人利己，

更要報答眾生恩。一般人的自私、鬥爭，不斷害他，常覺不安，就是不瞭解我和

眾生的關係，不懂得感恩。被我、我所執所害，誤認為我和我所有的都是我自己



的，為了我個人的快樂，為了我要擁有一切，保護自己，甚至損人利己也在所不

辭，別人的憂苦，別人的歡樂，皆與我無關。佛陀修行悟道，就是證悟平等，所

以要我們破除我、我所執，世間的一切，包括身體都不是我的，目前只是暫時借

我們所用而已，不是絕對、完全是我的，因此可以奉獻，可以犧牲。如果「我」

是我的，那麼我就可以主宰一切，叫他不能生、老、病、死，但是，事實上卻是

不可能的，即使秦始皇併吞六國，想要求得長生不老的仙丹，也是不可能的。﹁萬

里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要知道我們來時不帶物而來，死亦不持一文

而去，真的是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我的，你如果能夠突破這

一個觀念，你的生命才能夠得到解脫。當你在為別人犧牲、服務的時候，你就不

會覺得很委曲，你會認為那是應該做的，因為「人人為我，我為人人。」我與眾

生打成一體，這就是佛陀所說的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也就是菩薩「無緣大慈，

同體大悲」的精神，平等視眾生。幫助眾生的時候，不但毫無怨言，而且會生起

歡喜心，這就是因為佛菩薩瞭解到我，我所有都是假的。 

 

佛陀有一天向國王和大臣開示：我是假的，我所有的一切也都是假的。波斯匿王

說：「佛陀！你開示的道理很好，我都可以接受，但是，你說：『我是假的。』我

不能接受。」有一天，波斯匿王生病了，佛陀去看他，國王說：「求佛陀幫助我

解除病苦，儘快的痊癒。」佛陀說：「你不是說身體是你的嗎？既然是你的，你

就可以叫他不生病，叫他站起來呀！」波斯匿王這時才恍然大悟：原來身體不是

我的，他不聽我的指揮，只是暫時借我使用而已。 

 

佛陀證悟到緣起性空、緣生緣滅的道理，所以佛菩薩能夠做到：「不為自己求安

樂，但願眾生出離苦。」這就是大乘菩薩，也就是佛教的精神所在！因此有地藏

菩薩「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偉大宏願。當你瞭解到我，我所執是「空」，

我相空，一切空，畢竟空，你的生命就可以得到解脫。生命的解脫就是從六道輪

迴中得到超越。 

 

密宗的宗喀巴尊者在《菩提道次第廣論》中說得好：「佛非水洗眾生罪，亦非手

拔有情苦，更非己德力有餘，唯有正法能解脫。」由此，我們要深深體會，千萬

不要相信有再世佛、無上師，能助你成佛，因為佛沒有那個能力，佛陀只是將他

的修行證悟得解脫之經驗告訴我們，只有我們依法來修行，才能夠得到解脫。佛

陀常說：「各人吃飯各人飽，各人生死各人了。」 

 

《法華經》（方便品）中云：「若有聞法者，無一不成佛。」又云：「聲聞若菩薩，

聞我所說法，乃至於一句，皆成佛無疑。」這就是告訴我們：聽經聞法，如法來

修行，就可以得到解脫而成佛，所以我們是靠自己來成佛的，人人雖然都有佛性，

但不一定人人能成佛，根據佛教大乘分為： 

 



真常唯心系：認為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所以《法華經》中云：「情與

非情，同圓種智，一切眾生類，畢竟成佛道。」 

 

性空唯名系：人有可能成佛，所以會成佛只是有可能而已。還得修行才能成佛。 

 

虛妄唯識系：認為眾生有五種的根性，說明人是可以成佛的，但不是人人皆可成

佛。 

 

由此可見，我們只是有成佛的可能，但不是絕對可以成佛，這就如同沙中的金子，

要經過挖掘、篩撿、冶鍊才能夠變成金子；所以《法華經》中云：「諸佛兩足尊，

知法常如性，佛種從緣起，是故說一性。」《法華經》是一性究竟的佛法，雖然

人人皆可成佛，但是，佛的種子是從緣起，那也就是說人要成佛，必須要遇到特

殊的因緣方可成佛。《涅槃經》中亦云：「一切眾生，皆有佛性，有佛心者，皆得

作佛。」這個「人人皆有佛性，人人皆可成佛。」是屬於理佛性，天台宗稱之為

理則佛，因為心、佛、眾生三無差別，但是要成佛必須要用功修行，慢慢的用功

修行，將無明煩惱斷除，發菩提心，行菩薩道，種善根、修福慧，累功積德，這

些生活的實踐，是屬於行佛性。換句話說，一粒種子種下去之後，必須要經過悉

心的照顧才能夠開花結果，否則，也無法長成一棵大樹。試問：台灣有兩千一百

萬的人口，但是有多少人能夠聽聞佛法？然後又有多少人能夠如法修行？修行之

後又有多少人能夠不退心的？修行是一條很長遠而且很艱辛的道路，佛陀修了三

大阿僧衹劫才成佛的；當年離開皇宮，捨棄了太子的名位，在苦行林，苦修了六

年，每天只有吃一粒麥一粒麻，不眠不休的修行，又到菩提伽耶經五年的精勤與

思惟，最後才證悟成佛的。 

 

眾生本具佛性，都有成佛的可能，但是卻被無明、貪戀、瞋恨等煩惱所矇蔽，以

致於使我們在生死海中漂流，在六道中輪迴。如果有一天，我們遇到好的因緣--

聽聞佛法之後，要如法如律來修行，當然可以成佛，那麼我們要如何的修行呢？

首先：我們要將人做好，因為「人成則佛成」。那要如何將人做好呢？你就要遵

守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飲酒、不妄語，這五戒是做人的根本。 

 

雖然眾生的根基有鈍有利，智慧有高低，但是佛性卻是平等的，所以我們聽經聞

法之後，受持三皈五戒、八關齋戒，依各人的根性、願力，你可以修四聖諦，也

可以修十二因緣法，或是修六度萬行，慢慢的一步一步向佛道前進。 

 

每個人，上至國王下至販夫走卒，都難免「生死」，即使你享盡了人世間一切的

榮華富貴，生命最後總有走到盡頭的一天，所謂「有生必有死，無人可依怙」，

我們將何去何從？如果我們平日多唸佛，儲備了功德法財，往生的資糧，乘坐了

一艘般若船，到了目的地，自然就上岸了。三世諸佛皆因般若而成佛的，到了佛



國，我們就可以得到無量光、無量壽--精神永在、生命永在，因此唯有在真理中

求得的生命，才能夠得到究竟解脫，這才是生命真正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