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處於變化之流，

值得留意的是，有一些轉折點，

只要進入而閉鎖在關聯條件結合

的情境裡面，例如，入胎、出

生、或和什麼事物糾纏不清而難

分難解，那就暫時脫身不得；另

外有一些轉折點，隨著結合的關

聯條件解散了，例如，死亡、或

和什麼事物分道揚鑣，那反而提

供絕佳的脫身機會，替下一個波

段關聯條件可以怎樣結合，至少

投下很可觀的變數。

既然如此，縱使生病，都是

很好的機會，觀察與思索哪些關

聯條件的推動，因而來到這一輩

子的世間？一輩子的生命

歷程，大致是怎麼一回事？認識

清楚了嗎？路途上的顛簸，準備

好怎麼看待和處理了嗎？生病是

否隨著這一輩子投胎和出生，在

生長過程要去概括承受的事情之

一？

藉由生病，還可切身體會一

期生命之困苦。什麼樣的困苦

呢？就是受困於五蘊和合所依託

的身體，暫時沒辦法脫離病痛之

軀，還要經歷身體或甚至身心的

疼痛。在痛定思痛之餘，還可進

一步思索，這一輩子的五蘊解散

之後，是不是還要重蹈覆轍，持

生命歷程的思惟與生命智慧的開發（三）

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講於台南市立文化中心

 蔡耀明　主講
 呂妙香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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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追逐習以為常的事物，再度投

胎而成為人？

這一輩子會到世間出生而成

為人，大致有幾個重大的推動因

素。第一，生命相續流的出路，

導向人類的生活環圈。當然也可

以導向一些動物的生活環圈、地

獄、天國、或更為廣大高超的世

界。第二，導向還需觀念或想法

的認同，由此設立主體觀念，將

生命歷程轉而認定為是誰或是什

麼存有者的一回事。認同做人，

或認同做什麼地方或什麼族群或

國家的人。第三，配合主體觀

念，以主體觀念為核心，做出情

意的追逐。對於「成為人」，一

直在做貪愛、瞋恨、和愚痴之類

的追逐。第四，在持續追逐的過

程中，由所作所為所累積的生命

活動的資訊流，例如，記憶、習

性、能力、個性，也都驅使著往

人類的生活環圈鑽過去。

生病的時候，受困於所依託

的身體和世界。然而，這是當初

投胎而來的眾多概括承受的事情

之一。痛切反思：人類的生活環

圈、族群、或國土，是不是那麼

值得繼續認同和追逐？如果認為

值得，以後膽敢一而再、再而三

跑來投胎，敢來做人，那就要敢

於承受身心任何可能的困苦。如

果認為不值得，或不願承受身心

的困苦，那就可以在這一輩子的

五蘊解散之後，也就是一般稱為

死掉之後，另謀出路。

比如說，當初大家決定來聽

這一場演講，如果這一場演講有

夠爛，大家可以中途離席，或者

演講結束之後，就說以後再也不

聽演講了。同樣地，經過一次的

演講，如果覺察受困於這當中的

折磨，以及可能的利益、價值、

或意義，使得我們對於跑來聽演

講而概括承受的情形，發而為切

身的觀察和思惟，這將是千金難

買的經驗。

如果生病的時候，只用一般

凡夫的辦法，說「我生病了」、

「我是病人」，那將是相當可悲

的事情。生命的歷程，竟然被簡

化成叫做一個人；所謂一個人，

又被簡化為身體；最後，因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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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毛病，被稱為病人，反過來主

宰和吞噬生命歷程幾乎一切的情

形！健健康康、活蹦活跳的時

候，一般凡夫的看法，可能不覺

得有什麼不對勁；一旦生了重

病，身體出現巨大障礙的時候，

一般凡夫的看法，甚至可能使問

題更為惡化。

相對於此，宗教的看法，即

值得深思。就生病來反思：這一

輩子的生命歷程，應該活出什麼

樣的內涵，才算得上好好地活

過，或真實地活過？例如，心存

善良，沒什麼過分的貪念，不隨

便口出惡言或傷害世界，努力學

習知識和培養人格，好好經驗世

界，焠鍊生命之信念，盡心盡力

幫助或貢獻世界。這樣的話，充

分運用生命的歷程，不斷碰出生

命的火花，生命的內容充實，力

量堅強，而且發揮生命的作用。

正好是這些重大項目串連的整個

歷程，才顯示生命歷程的主軸是

怎麼一回事，而不是拿一時的病

痛或挫折，誤把生命歷程界定為

只是病人或失敗者。

進一層思考：生病而受困於

五蘊和合所依託的身體的時候，

以「我是病人」來自我界定，驚

慌失措，一生當中重大的項目，

信念、知識、倫理、親情、人

格、精神、智慧、服務，就那麼

脆弱，好像統統被病痛摧毀掉

了，那不是很可悲嗎？如果一輩

子的生命歷程都輸給一時的病痛

或挫折，而且輸得很慘，縱使奇

蹟式地身體康復或紓解困境，如

何可以說活出了什麼樣的意思？

生命歷程往往充滿動盪和轉

折。如果是生命當中重大的項

目，就不會由於健康或生病、成

功或失敗之起伏，而頓然無足輕

重。如果信念或人格之於生命，

是那麼地重要，生病的時候，不

僅拒絕用疾病來界定自己，而且

更加可以發揮生命歷程的信念或

人格。

再思考一件事情。一個叫做

很有錢、很有地位、很有權力的

人，晚上是不是還能抱著金錢或

權力睡覺？當然可以有要去擁抱

的想法或渴望，但是卻抱不到所

生命歷程的思惟與生命智慧的開發（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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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擁抱的東西。白天活動期間，

例如，正在聽演講，除了和世界

的接觸而形成經驗的界面，更重

要的，應該是透過經驗而表現在

或內化在心路歷程的內涵。睡覺

的時候，深層的心態持續活動，

以至於心路歷程不曾中斷。

白天，人們可以偽裝，可以

欺騙世人，但是騙不了自己。因

為稱為「自己」的，基本上叫做

認識與心態的活動所串連的心路

歷程。欺騙世人，自己心知肚

明，正好清清楚楚記錄在心路歷

程。睡覺的時候，擁抱不到金錢

或權力，只是在心路歷程表現和

記錄下要去擁抱什麼的想法或渴

望。

因此，白天到晚上，可能身

體的狀況以及和世界的接觸活

動，有很大的差異，但是心路歷

程則相續不斷，並且由心路歷程

的相續不斷，說明生命歷程的相

續不斷。隨著經營生存事務，包

括身體的、語言的、心思的動

作，這些所作所為，以記憶、習

性、能力、個性等方式，累積成

所謂生命活動的資訊流。

所謂生命活動的資訊流，有

其輸入和輸出二方面不斷的變

化。輸入方面，日常生活、專門

學習、或宗教修煉，都可造成點

點滴滴的認識或情意內涵。輸出

方面，累積的資訊流，持續流

動，也點點滴滴促成日常生活的

驅使力、夢境的材料與驅使力、

以及波段式地五蘊解散之後心路

歷程的材料與驅使力。

以上帶出來的關鍵概念，例

如，心路歷程的相續不斷、生命

歷程的相續不斷、生命活動的資

訊流，在三個時段上，尤其可發

揮思惟上的重大引導作用：

第一，睡眠。睡覺的時候，

雖然不使用「眼耳鼻舌身」這五

個感官配備，去捕捉「色聲香味

觸」這五個感官對象，可是深層

的意念、覺察、心思照樣流動。

不僅「日有所思，夜有所夢」，

而且生命活動的資訊流，也源源

不斷地推動和促成睡眠時的心思

和夢境的影像、聲音、或知覺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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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生病。生病的時候，

面對的不只是身體而已，還須考

量認知、心態、為人，照樣維持

良善的心態，好好做人，以及經

營適切的生命活動。

第三，臨終。走到五蘊就要

解散的地步，觀照生命的出路，

以心路歷程的意念導向，配合生

命活動資訊流的善根、種子，走

向生命歷程的下一個波段。

不論是睡眠、生病，或臨

終，外表上看起來好像斷開為不

同的情境，甚至有陷落於當中或

被吞噬在裡面的危險，然而，心

路歷程的相續不斷、生命歷程的

相續不斷、生命活動的資訊流，

這三個關鍵概念，都可顯示連貫

的相續。

一場演講，並非孤立的東

西，不僅不把參與演講的事物吞

噬在裡面，而且演講之後，也不

是什麼都沒有了。請問演講之

後，我們乘著什麼樣的經驗、認

知和心情而離開？不少影片都很

重視結尾的那一幕。一部好電

影，會讓觀眾在離開戲院之後，

縱使影片的內容都差不多忘了，

可是對片尾那最精采、最感人、

或最高潮的一幕，一定留下深刻

的印象。如果人們在這一輩子波

段式地告一段落之前，竟然是越

活越糊塗，越活越痛苦，然後用

怨天尤人之類的觀念或心態來散

場，這可以說是一生最大的敗

筆。

宗教最重要的課題之一，就

是生命出路的打通，而絕非僅封

閉在由出生和死亡這銅牆鐵壁的

範圍裡面。假如以為死掉的時

候，什麼都沒有，出生的時候，

平白無中生有，那就如同一般凡

夫的見識，以為太陽上山和太陽

下山就是本然的事實，並且以為

所謂的太陽只存在於上山和下山

的這一個小段落裡面。

以生命出路的打通為著眼

點，首先，關注這一輩子在生命

歷程的所作所為；其次，重視多

生以來的生命歷程與累積的生命

活動的資訊流如何影響這一輩子

的生命形態與生命表現；第三，

展望生命歷程的後續波段。

生命歷程的思惟與生命智慧的開發（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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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尾的地方，根據佛教很重

要的一部經典，《般若波羅蜜多

心經》，簡稱《心經》。《心

經》開頭就帶出主旨：「觀自在

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

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這

是就世間打開構成要項，也就是

色受想行識這五蘊。如果能夠切

入構成要項，並且觀照構成要項

的變化之流，了悟在變化之流，

縱使構成要項，也談不上本身固

定不變的存在，這就說成「照見

五蘊皆空」。由於了悟構成要項

並無本身固定不變的存在，因此

不必認定在構成要項上，也不去

執取或陷落在構成要項裡面，因

此辦得到度越一切的「困厄」。

《心經》的結尾，有一句咒

語：「揭諦！揭諦！波羅揭諦！

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第一個「揭諦」，叫做行走

或奔跑。第二個「揭諦」，也叫

做行走或奔跑。在生命相續的歷

程，或者走在佛法修煉的道路，

要求一步又一步，一個波段又一

個波段，把路子走下去，把出路

打通，持續不斷地行走或奔跑。

跑 到 哪 邊 去 ？ 「 波 羅 揭

諦」，盡全力貫徹歷程或道路，

奔跑到彼岸，或者進行永無止境

的奔跑。

跑成什麼樣子？「波羅僧揭

諦」，總攝地帶著整串的生命內

涵或修行內涵奔跑到彼岸。一般

世人從小到大，或者東學西學，

卻又東掉西掉；或者不學無術，

好像沒什麼特別努力過，沒有學

出什麼像樣的內涵，空過一生，

這都是相當可惜的事情。「波羅

僧揭諦」，以生命歷程做成修煉

道路，持續修煉，引發修煉的內

涵，並且累積和總攝修煉的內

涵，奔跑到彼岸。

如此奔跑做為目的地的彼

岸，又是什麼呢？「菩提」。修

煉的道路，以智慧為核心內涵，

並且以智慧的通達為修煉的主

軸。智慧在修煉道路通達的極

致，即稱為「菩提」。

這一句咒語的結尾，「薩婆

訶」，謹願吉祥。在這兒，也以

此謹願吉祥。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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