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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佛法的特質 

  第一節 佛陀之所以為佛陀 

人間的佛陀 

  佛陀到底是修了什麼，體證了什麼而成為佛陀的？歷史上的釋迦牟尼佛，又經歷了怎樣

的修學過程？其中的關鍵內容又是什麼？從這些問題切入，開始逐步地探索，對有意瞭解佛

教核心教義的人，或者有心進一步學佛的朋友，都將會很有幫助。 

  釋迦牟尼佛已經入滅超過二千三百年了 1，我們是不可能再向佛陀當面澄清這些問題了。

不過，當時曾經跟隨在釋迦牟尼佛身邊學習的學生，以及這些學生的學生，記錄了他們的聽

聞，留下了許多寶貴的資料，提供了我們相當有價值的參考。這些流傳下來的資料，就是為

數眾多的佛教經典，而其中的《阿含經》2，已經被證實為現存最早的佛典，尤其值得珍惜與

重視。倘若我們要對佛陀與佛法有如實地瞭解，就不能輕忽了這一部分的資料。 

  在進入探究佛陀成佛前修學內容之前，有必要先確認釋迦牟尼佛，到底是傳說的神話人

物？還是歷史上真實出現過的人？這是因為「神格」與「人格」的差異，會對我們瞭解與學

習方向的把握，有所不同的緣故。如果是神，那麼人與神關係建立的這一個方向，就必須多

加考量；如果是人，那麼，以同是人類的經驗與實踐這個方向，就顯得十分重要。從佛教經

典的記載上來看，釋迦牟尼佛曾說：「我也是人，父親名叫真淨，母親名叫摩耶，出生王族。」
3很明確地向波斯匿王 4表明自己是人類。再從近代考古發掘出來的資料來看，西元一八九八

年一月，法國人匹沛（W. C.Peppe），在北緯二十七度三十七分，東經八十三度八分，也就

是在今天尼泊爾南部邊境的畢波羅瓦（P pr Pī ā ā）地方，掘得釋迦族所供奉的釋迦牟尼佛部分

遺骨 5。西元一八五一年，亞力山大康寧漢（Alexander Cunningham），在中印度波帕爾

（Bhopal）地方的桑淇山（Sanchi）寶塔群內，也發現了尊者舍利弗和尊者目揵連的遺骨 6。

而這兩位尊者，正是佛教經典中，經常出現的聖者，也是釋迦牟尼佛座下最重要的兩位學生。

一八三七年，普林斯（Prinsep）終於解讀出自西元一三五六年以來，陸續出土的阿育王刻文
7，佐證了佛教早期典籍的一些記載，也確認了嵐毘尼園，即現今尼泊爾德拉區 Tarai 地方，

為佛陀的誕生地。歷史上為父母所生的釋迦牟尼佛，可以說在近代已經被充分的證實了。即

人成佛的釋迦牟尼，成為「所有的佛，都在人間修成」8這個經典記載古老說法的最佳典範。 

釋迦牟尼佛的可靠生平 

  釋迦牟尼佛在成佛之前，人們稱他為悉達多太子，這是因為他的父親是迦毘羅衛國的統

治者。當時，他處在兩種文明交錯激發的時代：屬於雅利安人 9傳統的、西方的、《吠陀》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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祀信仰的婆羅門文化 10，以及非雅利安民族革新的、東方的、《奧義書》理性思辨的剎帝利文

化 11。不同文化的激盪，成就了一個思想自由，朝氣蓬勃，有利於探索人生真義的環境。悉

達多太子生長在皇室中，生活富裕，自幼在宮中學習傳統的婆羅門文藝和武技，為王位的繼

承而準備。十六歲時，與耶輸陀羅公主結婚，後生得一子，名羅睺羅。然而，受到當時探求

人生真義，尋求解脫風潮 12的影響下，於二十九歲時，捨棄富裕的生活，離開皇宮，選擇了

出家求道的沙門 13修行生活。 

釋迦牟尼佛的修學歷程 

  修行生活的第一階段，是禪定的修習。禪定是當時東方非雅利安民族的文化特色，與苦

行一樣，是當時沙門修行者的主流風潮。離開皇宮以後的悉達多，先後跟隨了兩位老師，很

快地修到禪定的最高境界，但仍然不覺解脫 14。於是，轉而進入苦行林，經歷裸行、日曝、

冰凍、日食一粒米、睡荊棘床、拔髮鬚、……等等方式修苦行，尋求涅槃解脫。六年過去了，

悉達多仍然沒有能從中得到解脫 15。禪定與苦行都失敗了，不與涅槃解脫直接相關。三十五

歲那年，悉達多放棄了苦行，重新恢復正常飲食，調養了身體，來到尼連禪河畔的菩提樹下，

回到身、心觀察的理性思惟，專精禪思。這次終於找到了正確的方向，有了決定性的突破。

當他從菩提樹下起來時，就是後人尊稱的釋迦牟尼佛了。 

  到底菩提樹下，釋迦牟尼佛修證的內容是什麼？依經典與律典上的記載 16，和過去諸佛

一樣，釋迦牟尼佛從人生的苦迫開始觀察思惟：人的老病死，憂悲惱苦是怎麼產生的？就這

樣一路追查下去，經逆向探索，順向求證，確認了有情 17生命流轉的展現，都不離「此有故

彼有，此生故彼生」的緣起法則，同時也了悟了什麼是生死流轉的推動力，進而體證了「此

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的止息，也就是從生命緣起的觀察中，體證了苦、集、滅、道。而

所謂真正的止息，是生死流轉動力的止息。推動生死的力量止息了，在這一生結束後，就不

會再有下一輩子的生與死，而在當下以及往後的任何時刻裡，一切憂悲惱苦都止息了，這就

是解脫，就是涅槃。 

  引導悉達多成就解脫的，就是「緣起法」。經上說，過去諸佛，同樣地也都經由這樣的觀

察與親身經驗而成就，一方面表示了佛佛的平等，另一方面，也表示了這緣起法具有穩定的

再現性、必然性、不變性、普遍性與真實性，是不論有沒有被發現，都一直存在那兒的真理
18。 

緣起法的理則與內容 

  緣起法的理則，就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表示了

一切的存在，都需要因緣的聚集，是條件的存在。反過來看，因緣消散，條件不再俱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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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會存在。也就是說，不會有那種「獨一創始的」、「永恆不變的」、「真實堅固的」東西；

不會有創造宇宙的主宰神；不會有萬物起源的第一因；也沒有永恆不變性質的真我。從時間

前後的關係來看，只是不斷變化的「相似相續」，從自他的關係來看，存在著高度依賴的「輾

轉相依」。這樣的真理，普遍適用於萬事萬物，沒有例外。不過，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專注

的範圍，是與我們身心相關的活動與反應，目標是要徹底地解決這處處缺陷、不圓滿的苦迫
19人生，而不在於其他宇宙環境、物質器具的種種。 

  人生的憂悲惱苦，總在這生老病死中。生老病死，從比較長時段的宏觀角度來說，可以

是指我們的出生、成長、衰老、死亡 20，這一部分，我們留待〈生從何來死往何去〉一節中

討論。從比較短時段的微觀角度來看，也可以指眼前一個身、心反應經驗的升起、變化、消

失 21。為何會出生？為何會生起？生的推動力量是什麼？是一種蓄積力量的成熟，佛典中將

之稱為「有」。這種稱為「有」的積蓄力量，與過去行為、習慣留下來的潛力，也就是《奧義

書》以來所說的「業」，有很密切的關連。例如，發生開口罵人了之前，先有一種罵人的衝動；

一種驅使力量蓄積成熟。一旦這種力量蓄積成熟時，即使想阻止也來不及。而這種衝動，不

離過去經驗與習慣的滋長，也就是俗稱的「業力」影響。罵人的「生」是如此，生命的誕生，

也是這樣的模式，所以說：「有緣生」。 

  為何會「有」？有的原因在哪裡？是因為升起想要完成它的擁有感，佛典中稱為「取」，

我們常說的「執取」、「抓取」，就是這樣的意思。怎麼會有這種擁有感？是因為愛！順自己意

思的愛，引發正面的占有衝動。相反的，違逆自己意思的愛，是愛自己所愛而排斥這個違逆，

愛此因而恨彼。愛與恨，實在是一體的兩面，不同角度的展現。愛此恨彼的結果，引發負面

排斥的衝動，也還是一種「完成排斥」的執取（擁有感），所以說：「愛緣取，取緣有」。 

  愛從何來？愛是來自於內心的感受，簡稱為「受」。感受的種類，可以有好多種分法，最

常用的，就是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三種 22。苦、樂的感受，當然是從自我為中心出發的

反應，合我意的（順我），當然是樂的感受，不合我意的（逆我），就成了苦的感受。不苦不

樂的感受，可能是渾然不覺的不清不楚，也可能是已經離開了自我中心衡量的平靜。 

  怎麼會有感受的生成？是因為有眼、耳、鼻、舌、身、意的六根，觸對色、聲、香、味、

觸、法等六境的身心反應。六根的前五根，是我們的感覺器官，有看、聽、聞、嚐、觸覺的

功能 23，意根除了統攝這些功能外，還負責統攝心中內在的感受、思考、意向功能。所以當

我們的六根觸對六境，當然不只是接觸而已，我們會從這些接觸中，依著過去累積的經驗與

記憶，瞭解、認識這些境界，然後這個新完成的認知，即刻又轉入累積的經驗記憶之中，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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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下一次認識境界的比對參考。從接觸境界，到認知境界，合稱為「觸」。我們認知了境界，

是指這個境界對自己有了一定的意義，就會接續到合不合我意的評量，苦、樂、不苦不樂的

感受就依此而升起。所以，愛的形成是因為有感受，感受的升起是因為有「觸」，觸的生成，

是因為有六根的觸對六境。從認識境界來說，六根為六個身、心交感活動發生的處所，所以，

佛典中也稱之為「六處」。又因為是長在身上的，是內在的，所以也有稱為「六內入處」的。

以人類的常態來看，是六根具足的，而其它的有情，就不一定了，所以，有時也只泛稱為「處」。

這就是：「六處緣觸，觸緣受，受緣愛」。 

  為什麼會有「處」？當然是因為有生理與心理的身心和合。身心的和合，可以細分為色、

受、想、行、識等五大類的聚集，簡稱為「五蘊」。其中，色就是指物質上的生理構造，而受、

想、行、識是心理活動的分類，佛典上也統稱為「名」24，所以，就以「名色」來表示有心

理反應、精神作用的生命個體。這樣的生命個體，不論是一個新的和合形成，亦或是目前身、

心的運作，都深深地依賴著「識」。「識」的內涵十分微細深廣，一般人難以覺察，也沒有現

代的儀器可以做定性與定量的量測，所以不容易理解，也不容易說明。大略地說，它不是物

質，看不到也摸不著，主導著六根辨別六境的功能，以及經驗與習慣的記憶、累積與延續。

身、心靠它來延續，它也離不開身、心而獨立生存 25。就當前的身、心作用來說，根與境的

接觸，如果沒有識的辨別作用升起，那就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心不在焉的恍惚情形一樣，

徒有接觸而不能進入有意義的認知，不能繼續有往下的身心反應。所以說：「識緣名色，名色

緣識」。 

  識又如何產生？識是來自於我們每一個行為，包括肢體、語言、意念行為的後勢蓄積。

為何會有這種行為而導致後勢的蓄積？是因為無明。什麼是無明？無明就是無知與錯誤的認

知。無法完全體會生命的緣起，無法清晰地體察此與彼的關係，慣性的執著，不自禁的起貪、

動怒……等等都是。這當中，又以真實的自我感，以為有一個實在的、本來的、真正的我，最

為根本，這就是所謂的「我執」，佛典中也稱為「身見」。我們一般人無明未除前，身心活動

都離不開無明的發動，無明自然無所不在，無所不染。這就是：「無明緣行，行緣識」。 

  所以，十二緣起的逆、順觀察，就是： 

  「何法有故，老死有？何法緣故，老死有？生有故，老死有；生緣故，老死有。如是，

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識……行，何法有故，行有？何法緣故，行有？

無明有故，行有，無明緣故，行有，謂：緣無明行，緣行識；緣識名色；緣名色六入處；緣

六入處觸；緣觸受；緣受愛；緣愛取；緣取有；緣有生；緣生、老、病、死、憂、悲、惱、

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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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法無故，則老死無？何法滅故，老死滅？生無故，老死無；生滅故，老死滅。如是，

生……有……取……愛……受……觸……六入處……名色……識……行廣說，何法無故，行無？何法

滅故，行滅？無明無故，行無；無明滅故，行滅；行滅故，識滅；識滅故，名色滅；名色滅

故，六入處滅；六入處滅故，觸滅；觸滅故，受滅；受滅故，愛滅；愛滅故，取滅；取滅故，

有滅；有滅故，生滅；生滅故，老、病、死、憂、悲、惱、苦滅，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
26 

關鍵的無明與愛 

  以無明、行等十二支，來做生命緣起的觀察，稱為「十二緣起」、「十二因緣」，這是很詳

盡的觀察了。其中，無明與愛如影隨形，為遍佈於每一支的關鍵，所以，也有只把握這兩支

來說明的，如說：「眾生長久以來，被無明所覆蓋，愛所繫縛，不知道苦的盡頭在哪裡。」27

後來，也有將無明形容為父親，貪愛形容為母親的 28。另外，還有側重於現實苦迫的說明，

將愛譬喻為油燈中的燈油與燈芯，從愛開始說明，一直說到生老病死、憂悲惱苦等五支的 29。

為什麼沒談到無明？這是因為愛從來沒有能不與自我相連，自我感是愛的根源，愛是自我感

的具體展現，而自我感正是無明的最主要內容。所以，緣起的說明與觀察，也不一定就非得

說十二支不可，如上面說的二支、五支，乃至於九支說 30，儘管有著詳略之別，但每一種說

法，都能完整地展現緣起的內涵。除此而外，緣起的內容，主要在說明因果前後的相續，以

及「此故彼」的條件關係，所以當然包含了此生現實種種的說明與觀察，也無可迴避地概括

了過去生、現在生與未來生等三世流轉的說明與觀察，雖然這不是一般人能力所能知道的。

而此生現實的種種，都從六根觸對六境的認識中發展開來的，是現實的，人人可經驗的修行

下手處，應當特別予以重視，這部分我們留待〈六根律儀〉一節再討論。 

緣起甚深 

  緣起法深奧嗎？釋迦牟尼佛成就的關鍵就這樣而已嗎？喔，看起來好像也不怎麼困難

嘛。阿難尊者 31，也曾經是這麼認為的 32。其實不然！要能從錯綜複雜的因緣糾葛中，看清

「此故彼」的關係，看清楚自己無明與愛的發動，明確無疑地體會：無明緣行、行緣識、識

緣名色、……，或者：根境識和合生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而不是只根據自己

部分經驗推論的理解，談何容易！看緣起生成的這一面（傳統上稱為「流轉門」），也就是苦

的生成這一面，就已經這麼不容易了，何況還沒有涉及問題的解決──苦的止息這一層面（傳

統上稱為「還滅門」）呢！苦的止息，要從無明與愛來止息，也就是：無明滅故行滅、行滅故

識滅、識滅故名色滅、……，這是要打破長久以來，累世積聚形成的錯誤習性與慣性，那是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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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加難，無怪乎阿難尊者立即受到佛陀的糾正。所以說：緣起是甚深的，而能進一步相應於

緣起的體證，成就解脫涅槃的，那更是加倍的深奧難見 33。 

佛法的特質 

  佛陀經歷了當時的主流學風：甚深的禪定與苦行，都沒有能成就解脫，很明顯的，這些

都還是世間之常 34，不是解脫的關鍵，只有與緣起相應，才能成就涅槃解脫的智慧，也只有

突破時代的盲點，無師而自悟 35於緣起法，才成為佛陀。除了甚深禪定與苦行之外，當時印

度社會文化中，對人生真諦的探索，還流傳著許多異樣的思想：有一類認為生命就只是肉體，

精神也不過是肉體所生，所以人一死百了，什麼都沒了，佛陀稱此種論調為「命即是身」。這

是承認只有肉體的唯物論，同時也是斷滅論，一元論的思想。另一類認為生命是精神與物質

兩種可以獨立分開的組合，稱為「命異、身異」36，這顯然是命、身各異的二元論，這類思

想往往傾向重於精神。還有一類思想，認為在五蘊身、心中，有著恆常不變的真我 37。而在

人生苦迫的探索方面，有的認為神是創造一切的主宰者，同時也決定了每一個人的命運，一

切都是創造神的恩典與責罰，這類思想佛典上稱為「尊祐造」。也有認為人的命運，已經被過

去的業所決定了，無法改變，佛典上稱為「宿命造」。還有一類認為人的遭遇，是隨機的巧合，

找不到原因的，佛典上稱為「無因無緣」38。這林林總總，在在顯示當時思想的多元。釋迦

牟尼佛所覺悟、教說的緣起法，突破當時各種紛亂思想的困局，正確地指出，人生的苦迫，

是此有故彼有，是無明緣行、行緣識、……的事實，成為佛法最獨特的旗幟。不論是常見、斷

見、一元說、二元說、唯物論、真我論、無因論，在緣起法「此有故彼有，此滅故彼滅」的

照耀下，紛紛顯露其誤謬與不通。二千三百多年後的今天，我們仍然不斷地看到、聽到各種

紛亂的思想與主張，反覆地重蹈過去的錯誤，這就更顯得佛陀發現緣起法的一枝獨秀，與不

同於世間的彌足珍貴了。 

 

註解 

1.由於印度古代不重歷史年代的紀錄，所以文獻上確定的年代考證不易。相對來說，西洋歷

史的年代紀錄，是比較確定的。在古西洋歷史中，橫跨歐、亞、非三洲的亞歷山大帝國，正

巧與古印度阿育王王朝在西北印地區有交流的記載，提供了古印度年代與西洋紀年的交集。

佛教經典對阿育王登基的年代，都以距釋迦牟尼佛入滅多少年記載，唯亦有多種版本未定，

如有一百一十六年，一百六十年，二百八十年等不同版本。今以一百六十年計，採阿育王於

西元前二七一年登基（此年代亦有二、三年差異的爭議），則佛滅於西元前四百三十一年。 

2.「阿含」，梵語為 āgama，巴利語同，為「傳承」的意思，指的是從釋尊時代所傳承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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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典。巴利文中稱「阿含」為「部」（梵語為 nin naā ，巴利語同），所謂「部」，是指將經

典依照部類來分類的意思。《阿含經》為距佛陀入滅後約一百年內，印度佛教界於毘舍離城第

二次結集後集出的經典，共有四部，依集出的先後，分別是《雜阿含經》、《中阿含經》、《長

阿含經》與《增壹阿含經》，巴利語稱為《相應部》、《中部》、《長部》與《增支部》。而《雜

阿含經》中〈修多羅〉的部分，則是早在佛陀入滅後的隔年，在王舍城第一次五百結集時，

就集出了。結集是經大眾集會，將聽到的佛陀教導，分經、律分別誦出，經與會者共同審定，

認定為佛法，然後分類編輯背誦下來。早期佛教經、律聖典，就是這樣形成。 

3.「我今亦是人數，父名真淨，母名摩耶，出轉輪聖王種。」《增壹阿含二六品第六經》 

4.波斯匿王為憍薩羅國國王。佛陀時代印度恆河流域約有十六個城邦國家，憍薩羅國為恆河

中游的大國，佛陀的父親所統治的迦毘羅衛國，正是憍薩羅國的附庸國。 

5.依多部佛典記載，佛陀入滅火化後，各處紛紛爭奪遺骨（舍利）供奉，險些引發戰爭，最

後協議分為八分供奉，釋迦族人得到其中的一分。西元一八九八年在畢波羅瓦出土的石櫃中，

發現有兩個石質容器內，全裝碎骨片，而其中之一的蓋子上，刻有二行波羅米（Brahmī）文，

意思是：此內所收藏，為薄伽梵佛陀的遺骨，屬釋迦族及其妹、妻子等所有。而波羅米文為

阿育王時代，或早自西元前七、八世紀，就開始使用的古印度語言。相傳那是印度商人從閃

米特人（Semitie）處學來。（參考《佛光大辭典》、《中華佛教百科全書》） 

6.桑淇山附近，有十座屬於西元前三世紀，阿育王時代的佛塔遺跡。發現尊者舍利弗和尊者

目揵連遺骨的，是第三塔。裝遺骨的石箱蓋上，以波羅米（Brahmī）文註記是兩位聖者的遺

骨。（參考《舍利弗的一生》，向智尊者） 

7.阿育王的孔雀王朝國勢強盛，統轄範圍幾達印度全部地區。以其推崇佛教，在位期間，於

印度各地豎立許多石碑，碑文內容多為讚揚佛陀事蹟，以及宣揚佛法。佛教也因此而向恆河

流域以外的地方，迅速地拓展開來。 

8.「諸佛世尊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也。」《增壹阿含三四品第三經》 

9.雅利安人為印歐民族的一支，在西元前一千五百年或更早時，由裡海西北的中央亞細亞一

帶，遷徙進入印度半島西北端的五河流域，為白色人種。 

10.《吠陀》為雅利安人的重要典籍，依集出先後，分別為《黎俱吠陀》、《沙摩吠陀》、《夜柔

吠陀》與《阿闥婆吠陀》四種，後來續有《梵書》、《奧義書》的集出。這些都是佛陀出世前，

雅利安人的聖典。婆羅門為雅利安人的職業祭司，在《奧義書》出現以前的雅利安人文明中，

婆羅門享有最高的宗教權威，因為那個時代的雅利安人，相信有宇宙唯一的創造神，人們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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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婆羅門掌管的祭祀，能夠與神溝通以解決問題。 

11.《奧義書》認為人生的際遇，是決定於自己的行為，而不是祭祀。由於《奧義書》創發於

東方非純雅利安人血統的國度，是國王、武士等剎帝利統治階層的人傳出，所以姑且稱之為

東方的「剎帝利文化」。 

12.尋求解脫，是《奧義書》以來所形成的時代風潮。解脫的意思是：「離開束縛，而得自在。」

人生的束縛，就是諸多的苦迫，離開束縛，就是所有苦迫的止息。而苦的止息，也就是涅槃

（息滅）的意思。所以，解脫有時也和涅槃混用。 

13.沙門，在印度當時原來是指年老退休的人，捨財產，遊歷四方的修行者，是一種雅利安人

傳統的文化制度。《奧義書》風行以後，修行解脫風氣日盛，沙門就不是年老者的專屬了，只

要奉行捨財產、遊歷四方、乞食、守戒等生活型態的修行人，都泛稱為沙門，也稱為比丘、

行者、遊行者等。 

14.「度一切識處，得無所有處成就遊……度一切無所有處，得非有想非無想處成就遊……我復

作是念：此法不趣智、不趣覺、不趣涅槃。」《中阿含二０四經》 

15.「我六年之中，作此苦行，不得上尊之法。」《增壹阿含三一品第八經》 

16.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者毘婆尸佛未成正覺時，住菩提所，不久成佛。詣菩提樹下，

敷草為座，結跏趺坐，端坐正念。一坐七日，於十二緣起逆、順觀察，所謂此有故彼有，此

起故彼起，緣無明行乃至緣生有老死，及純大苦聚集。純大苦聚滅。……」如毘婆尸佛，如是

尸棄佛，毘濕波浮佛，迦羅迦孫提佛，迦那迦牟尼佛，迦葉佛，亦如是說。」《雜阿含三六九

經》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鬱毘羅尼連禪河側大菩提所，不久當成正覺。往詣菩提樹下，敷

草為座，結跏趺坐，正身正念，如前廣說。」《雜阿含三七０經》 

 「於是，起到鈷鞞羅聚落，始得佛道坐林樹下，初夜逆、順觀十二因緣：緣是故，有是；

緣滅，則是滅；所謂無明緣行，行緣識，……」《五分律》（大正二二‧一０二下） 

17.有情，為佛典裡的專用語，泛指一切有感情、意識，也就是有精神活動的生命，參閱〈人

身難得〉一節。 

18.「緣無明有行，乃至緣生有老死，若佛出世，若未出世，此法常住、法住、法界。彼如來

自所覺知，成等正覺，為人演說開示顯發。……此等諸法，法住、法定、法如、法爾，法不離

如，法不異如，審諦、真、實、不顛倒。」《雜阿含第二九六經》 

19.在印度的語詞中，苦的意思比中文要廣，也包含了缺陷、不能滿足的意思。 

20.《雜阿含第二九八經》的解說，就是這一類之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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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雜阿含第二一八經》、《雜阿含第二七六經》等的解說，就是這一類之屬。 

22.佛告優陀夷：「我有時說一受，或時說二受，或說三、四、五、六、十八、三十六，乃至

百八受，或時說無量受。……」《雜阿含第四八五經》。而在解說「十二緣起」，與其他解說「受」

的經中，多說苦、樂、不苦不樂三受。 

23.眼等六根所認識的六境，即稱為「一切法」，感受（受）、思考（想）、意向（行）三者稱

為「別法處」，都是意根的對應境界──「法」。將受、想、行稱為「別法處」，語見《順正理

論》。 

24.「緣識名色者，云何名？謂四無色陰：受陰、想陰、行陰、識陰。云何色？謂四大，四大

所造色，是名為色。」《雜阿含二九八經》 

25.「然彼名色緣識生，而今復言名色緣識，此義云何？……識緣名色，亦復如是，展轉相依

而得生長。」《雜阿含第二八八經》展轉的意思，是在時間流動下的前後相依，而不是在同一

時間下的相互依存，互為因果。另，《中阿含第九七經》則以識入於胎，來說明「緣識有名色」，

「緣名色有識」。 

26.參照《雜阿含第二八七經》 

27.「眾生於無始生死，無明所蓋，愛結所繫，長夜輪迴，不知苦之本際。」《雜阿含第二六

六經》 

28.「如聖教中說愛為母，以能生長諸有情故，非餘煩惱無生長能。」《順正理論》（大正二九‧

四四九上） 

29.「譬如緣膏油及炷，燈明得燒，數增油、炷，彼燈明得久住不？答言：如是，世尊！如是，

諸比丘！於色取[法]味著，顧念、心縛，[愛欲]增長；愛緣故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病

死、憂悲惱苦，如是如是純大苦聚集。」《雜阿含第二八五經》 

30.如《中阿含第九七經》、《長阿含第十三經》略去六入處、行、無明等三支，《雜阿含第二

一八經》略去名色、行、無明等三支。(參看印順法師《唯識學探源》p.16) 

31.阿難尊者為釋迦牟尼佛的堂弟，於佛陀成道後第六年，回迦毗羅衛城省親時，跟隨佛陀出

家，並自佛陀五十六歲起，隨侍佛陀二十五年，直到佛陀入滅，被公認是佛陀的十大弟子，

多聞第一。 

32.「爾時，尊者阿難閑居獨處，宴坐思惟，心作是念：此緣起甚奇、極甚深，明亦甚深，然

我觀見，至淺至淺。……世尊告曰：阿難！汝莫作是念：此緣起至淺至淺。所以者何？此緣起

極甚深，明亦甚深。」《中阿含第九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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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此甚深處，所謂緣起；倍復甚深難見，所謂一切取離、愛盡、無欲、寂滅、涅槃。」《雜

阿含第二九三經》 

34.「然此苦行為下賤業，至苦、至困，凡人所行，非是聖道。」《中阿含第一八經》 

 「戒律之法者，世俗常數；三昧成就者，亦是世俗常數；神足飛行者，亦是世俗常數。智

慧成就者，此是第一之義。」《增壹阿含四三品第四經》 

 「遊禪世俗通，至竟無解脫。不造滅盡迹，復還墮地獄。」《增壹阿含第一一品第一０經》 

35.依據《雜阿含第七五、六八四經》的經義來看，成就解脫的有兩類三種人，第一類是劃時

代的先鋒，「無師自悟」的解脫者，稱為佛。此類解脫者又分成兩種，第一種是默默無聞的「辟

支佛」，第二種是能教導許多學生成就解脫，並將佛法長傳於世的「阿耨多羅三藐三佛陀」。

第二類的第三種解脫者，則是經由佛陀教導，而成就解脫的「阿羅漢」。辟支佛為梵語 pratnena 

-buddha 之音譯，意譯為緣覺、獨覺。阿耨多羅三藐三佛陀為梵語

anuttara-samnan-sa buddhaṃ 之音譯，意譯為無上正等正覺者。阿羅漢為梵語 arhat 之音

譯，意譯為應供、殺賊、不生、無學、真人。阿羅漢也為阿耨多羅三藐三佛陀之「十號」之

一。 

36.「言命即是身。或言：命異、身異。此則一義，而說有種種。」《雜阿含第二九七經》 

 身，巴利語 sar raī ，指肉體。命，巴利語 j Paī ，是指一般信仰中，生命輪迴的主體核心。 

37.「復有如是見：命異、身異。又作是說：色是我，無二無異，長存不變。……我若取色，

即有罪過；若取受、想、行、識，則有罪過。」《雜阿含第二七二經》 

38.「有三度處，異姓、異名、異宗、異說，……然不獲利，……謂：人所為一切，皆宿命造，……

皆因尊祐造，……皆因無因無緣……。」《中阿含第一三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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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佛法的特質 

  第二節 緣起法下的三法印與空 

佛法的三法印 

  法印的意思，是法的印鑑。印鑑的用途，一般是用來驗明身分，表示憑信的。法的印鑑，

就是一些內容簡要，但又足以代表佛法精義，能夠展現出佛法特色，可以成為佛法的標幟的。

能成為佛法的標幟，當然也可以是判定是不是佛法的標準。哪三句話足以代表佛法的精髓呢？

那就是：「諸行無常、諸法無我、涅槃寂滅」1三法印，也有略簡為「無常、無我、涅槃」的。 

  諸行無常之「行」，泛指造作的活動，無常是指不斷地生滅變化，遷流不息。諸法無我之

「法」，泛指一切的事物，無我也稱為非我，是指沒有實體，沒有主宰者。雖然都說泛指一切，

但是佛法主要關切的範圍，還是在有情自身，以及與有情自身相關的延伸。我們在〈佛陀之

所以為佛陀〉一節，曾說明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證悟的主要內容，是緣起法。緣起法的

理則為：「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此無故彼無，此滅故彼滅」。這樣的理則，表示了什

麼？表示了一切的存在，都在「此故彼」的關係中，都需要其他因緣條件的支持，才能存在。

同理，每一個支持的因緣條件，也沒有例外地需要再依賴其他因緣條件，才能存在。這樣的

條件關係，層層疊疊，相依相持，而找不到源頭。沒有個起始的源頭，這是讓我們非常難以

想像的事，也好像與我們日常生活上的習慣，有所不同。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總需要設個

起迄點，生活秩序才得以維持，譬如說，認定一天從零點開始，在二十四點結束。但這些起

迄點，也都只是我們選定一個範圍，硬是將它切割獨立出來的認定而已，並不是必然得如此。 

  在緣起層層疊疊的條件關係下，往往牽一髮而動全局，所以展現出來的，是不斷地生滅

變化。不斷地生滅變化，就是無常。一切現象，總是在升起、變化、消失的相似相續中，沒

有恆常的存在。生理上的變化如此，心理上的變化，更是如此。生理上的變化，醫學上稱為

新陳代謝，雖然或許我們在短時間內看不到，也感受不到生理的新陳代謝，但今日的醫學，

透過儀器的協助，已經很明確地顯示了這一點。心理上的變化，最明顯的，諸如喜、怒、哀、

樂，憶想紛飛。喜、怒、哀、樂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經常有的，有人可以一直保持單一的喜、

怒、哀、樂嗎？更何況還有強度上的差異呢！憶想紛飛，這是當我們靜下心來時，就可以充

分經驗到的。我們的念頭變化可以有多快呢？最好的實驗是，當闔上眼睛，強迫自己集中注

意力，而且只注意一件簡單的事，或一個單調的動作，此時，就不難體驗到自己的心念，是

像瀑布般飛快的奔馳 2，又像好動的猴子一樣 3，哪裡止得住呢！我們的身心，是這樣無時無

刻的不斷變化，我們所關切的周遭事物、環境，何嘗不是這樣？歷經了百年來許多專家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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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斷地接力探索，小從分子、原子、各種微小粒子，大到浩瀚的宇宙星球，也都肯定了一切

是在不斷地運行變化中，正是「諸行無常」啊！ 

  無我的含意，要比無常深徹抽象，有必要做進一步的討論。原來，印度語詞中所說的我，

除了用來表示自己的代名詞外，還含有宗教與哲學這一層面的意義。宗教上的含意，是指具

有主宰力量的最高神祇，而哲學上的含意，除了指個人意志伸張的支配力外，還包括了與生

俱來、深沈的自我感、自尊心等含意。我們將宗教與哲學上「我」的含意，加以綜合整理，

得到一個簡明的定義：凡是具有「實在的、常住的、獨存的、主宰的」性質者，就是我。諸

法無我，就是在否定宗教與哲學的這一層「我」。 

  緣起法說：「此有故彼有」，在「此故彼」的關係下，總是展現著環環相扣，沒一個東西

可以單獨存在，也沒有一個東西能有絕對的自主性，再加上都是無常變化的，就否定了獨存、

主宰與永遠不變的常住，同時也否定了堅固的實在性。如果觀察我們的身心，不論在肉體上，

或是在心靈上，找得到可以單獨存在；永恆不變；要怎樣就能怎樣的部分，可以稱為實在的、

真實的「真我」嗎？沒有的 4！有的只是層層疊疊、相依相持，找不到獨立源頭的眾因緣和合，

哪來我的「本來面目」！就像剝一棵粗大的香蕉樹或芭蕉樹幹，任憑怎麼剝，也找不到有一

個實心一樣 5。如果再將觀察的對象，從我們自身向外延伸，到與自身相關的外在一切，也都

是眾因緣和合所成，沒有獨存的、永恆的、真實的東西 6，就像閃電、朝露一樣地短暫流逝 7，

雖然有其一定的作用與影響，但卻沒有永恆存在的主宰者，這是「諸法無我」。 

因緣三重觀 

  緣起法說的「此有故彼有」，看似淺顯，但含意深徹。在「此故彼」簡單的陳述中，至少

可以展現出三層意義：那就是「果從因生、事待理成、有依空立」8。「果從因生」是「此故

彼」關係中最表面的一層，表示任何一個存在（一個存在，就是一個結果），都有它所以能存

在的原因。原因或許很複雜，也許我們一時也還不能清楚，但「此故彼」的條件關係，明白

地表示一切都「事出有因」，不會是無因無緣的，所以緣起法就否定了無因論者。然而，在諸

多複雜的原因中，其與結果間的關聯，不會是隨機的偶然，而有其必然性與再現性，是有秩

序、有跡（理）可尋的關聯，這就是更深一層的「事待理成」。再深一層，這個必然性與再現

性的理則，也不是「實在的、常住的、獨存的」，換句話說，也就是沒有自性，這就是最深徹

的「有依空立」。譬如說，舉大家最關切的死亡來看，死亡是一個結果，死亡證明書中，一定

要載明至少一個最直接致死的原因。當然，我們可以再就那個原因，去追究更遠一層的原因，

一層一層地追下去。如果，我們將種種中間的原因略去，而總括來說死亡是因為有出生，死

是結果而生是原因。為何會這樣呢？是因為一旦出生，便難逃一步步邁向死亡的必然。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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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有死，是生與死兩者間「事待理成」的必然關係。然而，有生必有死的理則，是連結在生

與死的因果中展現的，離開生與死，「此無故彼無」，這項理則也就失去了其揮灑的舞台，而

沒有作用了。這就是「有依空立」。 

  「有依空立」對我們有什麼意義呢？緣起法說「此有故彼有」；展現出無常但有秩序的「果

從因生」、「事待理成」的因果關係，還說「此無故彼無」；也就是「有依空立」這一層，指出

止息這些因果必然的可能，開拓了否決宿命的解脫涅槃之路。緣起法的「此無故彼無」，就是

佛陀所說的「無明滅則行滅」，一直到「生滅故老病死、憂悲惱苦滅，純大苦聚滅」，也就是

三法印中的「涅槃寂滅」法印。 

三法印的核心──無我法印 

  三法印，是緣起法從不同角度、不同層次的展開說明，也可以說是修學佛法的三個歷程：

從觀察、體會無常中，發現原來是一切都是無我的，再從無我的體會與實踐中，逐漸地減少

貪愛與瞋恚，到徹底地止息貪愛、瞋恚、掉舉 9、無明 10，最後，連最細微、最深沈的「我慢」11

都斷除了，就是解脫涅槃 12。從這樣的修學過程中來看，「諸法無我」顯然是居於樞紐地位，

因為「我」的自我感，是一切貪愛、煩惱、愚癡與無明的著力點、根據地，自我感的破除，

是凡夫進入聖者之流的重要關卡 13，佛法修行道上的重要里程碑。又從能貫通無常與涅槃法

印來看，無我也可以看作是三法印的核心。 

三法印與空 

  「空」又是什麼？與緣起法，以及三法印有什麼關聯？空，在日常生活中的用語裡，大

都指東西的不存在，有否定的意思，如空曠、空屋、天空、空洞等。但在佛法裡，則基於這

一層含意，又從修行的經驗中，發展出另一層更深的含意 14，最具代表性的是：比較早期的，

以空來表示「緣起法」15與對無常等觀察的清淨心境 16，以及稍後的以空表示無自性 17。關

於緣起法，我們已做了許多討論，而無常、不堅固、變易法，也就是緣起法下展現的無常法

印，但什麼是自性？自性是印度哲學思想中的一個普遍的觀念，它的意思是指自體的本性、

本質。一般人所認識到的一切，直覺中，或基於直覺而來的思辨，總覺得其中必有某種構成

這個東西的基本單元，這個基本單元，必須是一個實在體，稱為本體、本元、基本元素等，

具有純淨無雜、「其小無內」不可再分割、真實不變的特性，就是自性 18。從這裡來看，自性

的含意，其實就含在「實在的、常住的、獨存的」這三項特性中，而這三項特性，正是宗教

哲學上「我」的意涵。所以，無我即是無自性，無自性即是無我 19。以空來表示無自性，「空」

即是無我。空的意涵，從表示緣起，表示由對無常的觀察所導入的清淨解脫（解脫即是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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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滅），到等同於無自性的無我，其實，其內容也都還在從緣起法所展開的三法印之中。由於

三法印的中心是無我，推測可能隨著佛教中，對無我在佛法的修證過程中，居重要關鍵地位

體認的日漸提升，以「空」來表示無自性、無我，便逐漸成為佛教中的主流意見，後來的「大

乘佛教」20多闡揚一切法空，以空為一實相印，以一實相印統一了三法印，實則空就是無自

性，也就是無我；一實相印就是貫通無常與涅槃的無我法印 21。空義在這樣的發揚下，後來

便逐漸地成為比緣起法更為人們所熟悉的佛法特徵，佛教也因此而被稱為「空門」。 

  總結來說，三法印與空，都是源於緣起法的展開說明，都可以是佛法的標幟，提供了一

個判斷是否為佛法的標準，也可以是修學佛法的三個歷程，更可以從諸法無我法印貫通統一

三法印，成為諸法空性的一實相印。除此而外，佛教中也依著對各法印的偏重，開發了適合

不同根性的不同法門 22與思想體系 23，展現了佛教的多樣化。三法印與空，提供了佛法裡許

多重要的訊息，實在是學佛者所必須具備的基本認識。 

 

註解 

1.三法印的內容，在《雜阿含經》中，就出現了。如《雜阿含第二六二經》說：「色無常，受、

想、行、識無常，一切行無常，一切法無我，涅槃寂滅。」不過，並沒有「三法印」這樣的

名稱，但已有「聖法印」這樣的名稱。《雜阿含第八０經》說：「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說

聖法印、及見清淨。」經文中以「空、無相、無所有」三種禪定為聖法印。三法印這樣的名

稱，可以在《阿毘達磨法蘊足論》或《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中見到。如《阿毘達磨法蘊

足論》中說：「於三法印而起猶豫：為一切行無常，為非一切行無常？為一切法無我，為非一

切法無我？為涅槃寂靜，為非涅槃寂靜？」（大正二六‧五一二中）《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

說：「諸行皆無常，諸法悉無我，寂靜即涅槃，是名三法印」（大正二三‧六七０下）。《根本說

一切有部毘奈耶》為佛陀入滅後三百年初期，上座部系分出之說一切有部整編的律典，而《阿

毘達磨法蘊足論》大約也是同一時期，屬於說一切有部早期論師的著作，這兩部都是相當早

期的佛典。 

2.後期大乘唯識思想的經典《解深密經》中說：「阿陀那識甚深細，……一切種子如瀑流」（大

正一六‧六九二下），成為心識如瀑流的著名譬喻。至於阿陀那識，是後來論師給微細心識的

一個名稱。 

3.猴子的譬喻，是取材於《雜阿含第二八九經》：「彼心、意、識，日夜、時刻，須臾轉變，

異生異滅。猶如獼猴遊林樹間，須臾處處，攀捉枝條，放一取一，彼心、意、識亦復如是，

異生異滅。」在早期佛典中，心、意、識經常合用，沒有顯著的區分，後來的論師，才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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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識的含意，作了進一步的區分。 

4.《阿含經》將我們的身心反應，定義為「世間」，如《雜阿含第二三三經》說：「云何為世

間？謂六內入處。」諸法無我的關切重心，還是在於自我的身心。後來大乘佛法時期的論師，

關注的範圍比較廣，因而特別將從身心觀察，找不到「實在的、常住的、獨存的部分，可以

加入情感的自由意志」，稱為「人無我」。 

5.剝芭蕉樹的譬喻，取材於《雜阿含第二四八經》：「譬如士夫，持斧入山，見芭蕉樹，謂堪

材用，斷根截葉，斫枝剝皮，求其堅實。剝至於盡，都無堅處。如是，多聞聖弟子！正觀眼

識，耳、鼻、舌、身、意識，當正觀時，都無可取，無可取故無所著。」這是以芭蕉，來譬

喻六識為因緣所生的不實。除了此經外，《雜阿含第一一０經》、《雜阿含第二六五經》、《中阿

含第二０五經》、《增壹阿含三五品第九經》，也都有相同的芭蕉譬喻。其中，《雜阿含第二六

五經》還以「聚沫、水上泡、春時燄、芭蕉、幻」來譬喻我們五蘊的不實。春時燄也叫陽燄，

是烈日下的熱氣流，有時像海市蜃樓，有時像萬馬奔騰，所以有些經典也稱為「野馬」。幻是

幻術，類似魔術把戲。 

6.大乘佛法時期的論師，對這一部分，有特別的發揮，以否定一切常恒的主宰者，稱為「法

無我」。 

7.閃電與朝露的譬喻，取材於西元一、二世紀間集出的《金剛經》：「一切有為法，如夢、幻、

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大正八‧七五二中） 

8.這三個觀點見於印順法師的《佛法概論》，稱為「三重因緣」。 

9.心理不平靜的狀態，稱為掉舉。《發智論》解說為：「諸心不寂靜、不止息、輕躁掉舉、心

躁動性，是謂掉舉。」（大正二六‧九二五中） 

10.廣義的無明，是泛指一切煩惱、一切渾沌與錯誤的認知，而最根本的，還是我執。 

11.慢是一種不比別人差的想法，我慢則是根源於我執，總覺得自己沒那麼差。以上界之色愛、

無色愛、掉舉、無明、慢合稱為五上分結，是一種慣性行為的錯誤，而不是觀念上的錯誤，

解決了這一部分，就進入解脫。 

12.「無常想者，能建立無我想。聖弟子住無我想，心離我慢，順得涅槃。」《雜阿含第二七

０經》 

13.「聖者之流」是指修學到一定成就，不會再退轉者。初入不退轉，稱為初果，其標準為斷

「身見、戒禁取、疑」。其中，「身見」即為我見一類，進一步內容請參看〈聖者之流〉一章。 

14.依印順法師在《空之探究》一書中的研究，推測釋迦牟尼佛時代跟隨佛陀修學的學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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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常選擇離開村落吵雜環境，在郊外空曠地、空屋中思惟修學，在這樣寧靜的環境中思惟禪

觀，往往也容易遠離煩惱，獲得內心的寧靜。漸漸地，就以空曠處的寧靜，來象徵斷除煩惱

的解脫，以空來稱呼一些佛法裡與斷除煩惱有關的理則與禪觀方法。 

15.《雜阿含第二九七經》又稱為《大空法經》，其內容就是在說明緣起法。又《雜阿含第三

三五經》稱為《第一義空法經》，也說到了緣起法。另外，後起的《中論》，也有「因緣所生

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的詮釋，直接以緣起來統一「空、假名、中

道」。 

16.「觀察彼陰無常、磨滅、不堅固、變易法，心樂清淨解脫，是名為空。」《雜阿含第八０

經》 

17.「見一切諸法從因緣生，無有自性。無自性故空，空故諸見滅。」《大智度論》（大正二五‧

二０七下） 

18.自性，梵語 sPabh Paā 。關於自性之含義，《大毗婆沙論》說：「如說自性，我，物自體、

相、分、本性，應知亦爾。」（大正二七‧三九三下）又說：「極微是最細色，不可斷截破壞貫

穿。」（大正二七‧七０二上）《十八空論》說：「自性有兩義，一無始，二因。」《顯識論》說：

「自性有兩：一者，不雜義。……二者，性是不改不轉為義。」（大正三一‧八六二上） 

19.「一切法因緣和合故不自在，不自在故無自性，無自性故無我。」《大智度論》（大正二五‧

二００中） 

20.大乘佛教大約在西元前五十年興起，到西元一、二世紀後，已取得印度佛教的主流地位。

大乘佛教以慈悲、願力、般若智慧為主要思想，以「六度行」為主要修行方法，進一步內容

請參看〈菩薩行與大乘佛教的開展〉一節。 

21.「復次，佛說有我、無我有二因緣：一者、用世俗說故有我；二者、用第一實相說故無我。」

《大智度論》（大正二五‧二五三下） 

22.依於無常法印的，開發重於觀苦而厭離的法門，成為「無願解脫門」。依於無我法印的，

開發重於觀五蘊的我、我所法不可得，成為「空解脫門」。依於寂滅法印的，開發重於觀涅槃

離苦、煩惱的清淨，成為「無相解脫門」。 

23.大乘佛法中，有顯著不同的三大系思想。以龍樹菩薩為代表的性空思想系，顯然是重於無

我法印的闡揚。以無著菩薩為代表的染識思想系，顯然是重於無常法印的闡揚。以《如來藏

經》等經典為主的清淨心佛性思想系，顯然是重於涅槃寂滅法印的闡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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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佛法的特質 

  第三節 佛法是理性的宗教 

佛法中宗教的含意 

  什麼是宗教？一般的解釋，總是說宗教是利用人們對大自然與生命的無知，以及因無知

所產生的恐懼，來勸善懲惡 1、發展人神關係與情感寄託的信仰 2。然而，這樣的宗教意涵，

顯然與當初釋迦牟尼佛在印度建立僧團，成立佛教的情形不相符合。佛教的宗教意涵，的確

不是這樣子的，我們在前節探討過，釋迦牟尼佛是不折不扣的人類，從真實地感受人生諸多

苦迫出發，為了探求人生真義，嘗試過許多種甚深禪定與苦行，最後在尼連禪河邊的菩提樹

下，悟入緣起法，解開了生命的迷茫與無知，體證了苦迫的徹底止息，成就了涅槃解脫。然

後從菩提樹下起來，再度出發，將他的解脫體悟與修學經驗，毫無保留地說出來，教導各式

各樣不同類型的學生，使他們也都同來體證苦迫的徹底止息，同享解脫的清涼。這樣，由老

師──佛、教導的內容──法、學生──僧所形成的修學團體，就建立了最初的佛教。所以，佛

教並不是利用人們對生命無知的恐懼與懲罰，來作威脅的，不是建立在人與神的主僕關係，

也不在於情感的依賴與寄託，而是解脫涅槃的教導與學習、實踐與體悟。古來的佛教大德，

對宗教的含意，總是這樣解說的：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的證悟，稱為「宗」，證悟後，為了

教化眾生而說法的教導，稱為「教」；佛陀的學生依著佛陀的教導去實踐，而達到佛陀那樣的

解脫境界，也稱為「宗」，成就解脫的佛陀學生們，再將他們內心的體悟繼續教導出來，也叫

做「教」。所以，歸納來說：「宗」，是泛指心靈上直接的特殊經驗；「教」，是把自己那種內心

的特殊經驗，用文字、語言、行為等等表達出來，以引導別人，來共同體驗那樣的特殊經驗

的 3。依這個原則延伸、擴大來說：凡是重於理解的理則部分，稱為教；而重於行證的實踐部

分，名為宗。從這個角度來看，佛教裡宗教的含意，就包括了「解」與「行」的兩大部分。 

佛法實事求是的理性特質 

  「解」與「行」，可以說是佛法修學的兩大重心，同時也是佛法修學的整體。修學的歷程

中，雖然或有階段性的不同偏重，但從解到行的順序，則是佛陀與佛弟子都相同的，所差別

的，只在於佛陀的解，靠的是自己敏銳觀察、思惟的無師自悟，而佛弟子的解，是源於佛陀

的教導與啟發，然後才有正確的思惟與覺察。佛陀的解行，從人生苦迫的實際觀察 4與體驗

開始，然後進入探索導致人生苦迫的真正原因，以及解決苦迫的正確方法上。苦迫的真正原

因，與正確的息苦方法，是在覺察、思惟與實踐的檢驗中，不斷地探索，最後終於在十二緣

起順、逆觀察的體悟中，獲得一切苦迫的徹底止息。苦迫徹底的止息了，苦迫的關鍵原因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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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苦的正確方法，也因而得以完全確立 5。佛陀在其修學過程中的每一個階段，每一個進程，

都有實際身心上與苦迫相關事實的覺察、思惟與抉擇，也就是觀念與理路上「解」的引導，

以及實踐上「行」的驗證與完成 6，表示了佛陀的修證過程，解與行的彼此輾轉支持，與不離

身體力行、實事求是的理性特質。 

不離身心談解脫 

  從《阿含經》中所記錄佛陀的教說來看，釋迦牟尼佛的自覺解脫，是不離現實身心苦迫

的理性覺察與實證，所以解脫後說法的內容，也充分地展露著這樣的理性特質，總是在現實

身心可以經驗的範圍中，以大家普遍可以理解的事理來說明。比如說，從我們的眼所見、耳

所聽、鼻所聞、舌所嚐、身所觸、意所識等，以及從這些感官與外境、意識與心境的反應而

有的認識、感受、想像、意圖等等，來解說。這是因為，如果想離開這些現實的身心經驗，

來談苦迫的止息，只有不知所云，徒增大家的困擾而已 7。佛陀教導的重心，總是如此的親切，

在日常生活中，「如實知」8我們身心反應的種種，從身心作用的解析中，告訴我們如何去覺

察、探究憂悲惱苦，煩惱苦迫的滋生源，以及如何從這些日常生活的身心反應中，導正我們

的觀念，修正我們的行為。凡此種種的教導，都是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實際可印證的。佛陀

這樣的教導內容，與祭祀、祈禱、占卜、咒術、神通等印度當時的流行風潮 9，都不相關，因

為祭祀、祈禱、占卜、咒術、神通，不與造成苦迫的主要原因有關，也不是止息身心苦迫的

關鍵方法。佛陀教導的方法，必然扣緊著身心反應中，貪愛、主宰欲、我見、我慢與無明的

止息。從早期的佛典中，可以看出祭祀、祈禱、占卜、咒術、神通，與佛法的格格不入。例

如，說佛陀「呵責一切諸祭祀法」10；說祈禱就像投石入水，然後合掌祈求石頭，能浮出水

面一樣的不可能 11；說占卜吉凶等迷信，「沙門瞿曇無如是事」12；說見道的聖者，不會求一

句咒語「令脫我苦」13；說神通是世俗常數，不是導致解脫的關鍵 14。 

理性與仰信 

  佛陀的說法，目的在於引導聽者有所覺悟，然後得到解脫。佛弟子的解脫，則是依循著

佛陀成功的足跡，而證入的。前節說到，佛陀覺悟了生命的緣起，在止息了關鍵的我見無明

與貪愛執著後，成就解脫的。往後的佛弟子，由於有佛陀教導的恩澤，省卻許多不必要的嘗

試錯誤，可以不必再對人生苦迫的真正原因，浪費太多時間在尋尋覓覓上，不過佛弟子也必

然要親身從緣起法悟入，從解、行中，去徹底止息自己的我見與貪愛，才能趣入解脫。不只

人類如此，即使是生在天界與佛國淨土裡的大福報眾生 15，也還是如此。這是緣起法的再現

性、必然性、不變性、普遍性與真實性。然而，佛弟子們又當如何下手止息自己的我見與貪

愛呢？從大方向來說，總不離先要對人生的苦迫，自己的身心反應，有清楚的認識，然後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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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自己煩惱的覺察、對治、調伏，乃至斷除與超越的種種實踐細節，有所開發與建立。這些，

都不能只靠著對佛陀的仰賴與信仰，就能完成的，終究不能免於要有自己理智的覺察、思惟

與實踐。正如佛陀的學生，質多羅長者對外道尼乾 16說，他不是為信而來 17一樣，表達了佛

弟子修學佛法的正確態度。 

  相對於理智的，是包括情感與意志的感性信仰。信仰，是所有的宗教都難以將之剝離的

一部分，即使以理智為重心的佛教，也還是如此。為什麼會這樣呢？前面我們說到質多羅長

者的「不為信而來」，一方面是由於佛陀教導內容的理性特質，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質多羅長

者實際體證的事實。因為只要一經親身經歷，實際做到了，就沒有所謂信不信的問題了。譬

如，有人告訴我這杯水很清涼，在我還沒喝這杯水之前，就存在相不相信的問題，一旦喝過

了之後，就像俗話說的「如人飲水，冷暖自知」，相不相信的問題就不存在了。所以，信仰，

是存在於還沒有能夠實際體驗的修學階段，在這個階段的修學者，必然會存在著信仰的選擇

問題，因為他還沒有能力可以親身經歷。 

  以理智為重心的佛教，雖然在修學階段，仍然不能免於感性的信仰，但是，感性的信仰，

也不是必然要與理智的實證，一分為二，毫不相干的。相反的，佛教的信仰，也還是基於理

智的延伸，佛教的理智特質，並不會，也不能因為感性的信仰而減損，否則偏離了佛法的特

質，將與佛法漸行漸遠，達不到解脫的目標。佛陀告訴我們，人生是苦迫的，教導我們要從

日常生活的身心反應中，調伏自己的欲貪 18，消除我們違反緣起理則的主宰欲、我執、我慢，

就可以到達苦迫的邊緣 19，徹底地止息人生的苦迫。然而，雖然目前還是有諸多苦迫，經常

地發生在我們身上，我們確實還沒能到達苦的邊緣，但是，透過我們一些有限的、局部的息

苦的經驗，來印證、觀察、思惟，並從這裡推測，深信佛陀的教導，確實能夠徹底地止息人

生的所有苦迫，而升起堅持於佛法修學的志向，這叫做「勝解」。勝解是一種深刻、有力而堅

定的理解 20，從這樣深刻理解而發出的信心，相當於尊者舍利弗所說的「淨信」。尊者舍利弗

雖然不知道過去、未來諸佛的所有種種，但從跟隨現今釋迦牟尼佛的修學體驗來推測，深信

在任何時空裡，都沒有能超越世尊智慧的 21。像尊者舍利弗這樣的信心，就能引發堅定的修

學意志力與志向，這就相當於從八正道的「正見」，進入到理智、情感與意志信仰結合的「正

志」了。當然，這樣的信仰，或許還可能有推測預想上錯誤的風險，所以，修學過程中，需

要不斷地保持著理智的觀察、思惟與檢證，透過親身經驗的實踐，來印證、消弭這樣的風險。

從實證中，堅定信仰，再從堅定的信仰中，支持修學的意志，像這樣，理智與信仰輾轉增上，

直到完全地實證為止。所以，佛教的信仰，從理智的思惟，與親身的體證的角度來看，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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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純情感的信仰，望之彌高、遙不可及的仰望，確實不同。 

學佛與佛學 

  學佛，當然是以佛陀為榜樣：學佛所學，行佛所行，證佛所證。釋迦牟尼佛的證入解脫，

是所有佛弟子不能迴避的事實。最後的解脫，是身體力行的修證，一種深奧而不能以言語形

容的境界，表面上來看，好像身體力行的體驗最為重要，其實並非全然如此。佛陀時代，有

許多修行者，他們大多勇於身體力行，精進專修，但是，由於觀念錯誤，方向不對，徒有一

身修為，也還如盲龜尋浮木 22，就是得不到解脫，直到聽聞佛法。尊者舍利弗、目揵連，就

是很典型的例子，他們在接觸佛法之前，就已經是遊化一方的大修行者了 23，但一直要等到

聽了馬勝比丘的「緣起偈」24，才照亮他的修行方向，打開他們的修行視野 25，七天到半個

月後，就快速地證入解脫了 26。所以，佛法中的八正道 27，是以「正見」為首的，佛陀並以

「黎明前的曙光」28來形容。正見的建立，當為學佛者的首要項目，也是展現佛法特色之所

在，為佛法長遠流傳於世間的重要一環。為了有助於後學對佛法的理解，以及修學方向的把

握，古來佛教內的前輩大德們，對教理和修行方法，作了許多有系統、有組織、有條理的闡

揚，留下許多很有價值的論著。十八世紀以來，歐洲學者首先開啟西方研究佛教的風潮 29，

也將近代西方學術界所開發的理論與方法，引入佛教的研究，而有「佛學」的新名稱。雖然

如此，佛法的目標──釋迦牟尼佛的解脫成佛榜樣，仍然是在身體力行的實踐與實證，而不是

僅止於抽象的理論與觀念而已。因此，對佛學的定位與態度，應當以成就我們的正見，助成

我們佛法的修學為目標 30為主，佛學與學佛的關係，就如同解與行，理智的思惟與智慧的實

踐，都是學佛者不可缺少的部分。 

 

註解 

1.一般辭典中，對宗教一詞的解說，都大約如此。如《辭海》：「凡利用人類對於自然現象所

發生的畏懼、模擬、恐怖、希望以及疑惑等各種心理，形成一種勸善罰惡的教義，並用以教

化人的信仰，即所謂的宗教。」《國語辭典》：「利用人類對於宇宙、人生的神秘所產生的畏懼、

猜疑或希望等種種心理，構成一種勸善懲惡的教義，並用來教化世人，使人信仰的教派。」

《中華兒童百科全書》：「凡利用人類對於宇宙、人生的神秘所發生的恐怖、模擬、奇異或希

望的種種心理，構成一種勸善懲惡的教義，用來教化世人，使人信仰的，稱為宗教。」 

2.目前絕大多數的宗教，不論一神教或是多神教，總安立有人類之外的神，以為仰仗的核心

信仰。 

3.如《楞伽阿跋多羅寶經》中所說的宗通（宗）與說通（教）：「宗通者，謂緣自得勝進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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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離言說、文字、妄想，趣無漏界，自覺地自相，遠離一切虛妄覺想，降伏一切外道眾魔，

緣自覺趣光明暉發，是名宗通相。云何說通相？謂說九部，種種教法，離異、不異，有、無

等相，以巧方便隨順眾生，如應說法令得度脫，是名說通相。」又，《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

也說：「分教開宗者，於中有二：初就法分妙，教類有五。後以理開宗，宗乃有十。」都顯示

了這樣的意思。 

4.如《佛所行讚》〈出城品〉說，悉達多太子在城外「路傍見耕人，墾壤殺諸蟲，其心生悲惻，

痛踰刺貫心。又見彼農夫，勤苦形枯悴，蓬髮而流汗，塵土坌其身。耕牛亦疲困，吐舌而急

喘。太子性慈悲，極生憐愍心，慨然興長歎，降身委地坐，觀察此眾苦，思惟生滅法……。」 

5.發覺問題，探究問題的癥結所在，然後對治、突破、解決問題，此即為「苦、集、滅、道」

四個解決問題的真理，佛法中稱為「四聖諦」，詳細內容請參考〈佛陀的初轉法輪〉一節。 

6.如《雜阿含第二六三經》中，佛陀告訴諸比丘說：「我以知見故，得諸漏盡，非不知見。云

何以知見故得諸漏盡，非不知見？謂此色，此色集，此色滅。此受、想、行、識，此識集，

此識滅。不修方便，隨順成就，而用心求令我諸漏盡、心得解脫，當知彼比丘終不能得漏盡

解脫。所以者何？不修習故。不修習何等？謂不修習念處，正勤，如意足，根，力，覺，道。」

知見，就是正見，就是觀念的導正；理路上「解」的引導。方便就是方法，能「修方便」，就

是落實知見的「知行合一」，也就是「行」的實證。 

7.離開了我們當下身心反應的境界，來談苦迫的熄滅，只會徒增大家的困惑而已，因為「非

其境界故」。當下的身心反應，就是六根對六境的認識過程，以及五蘊的種種。如《雜阿含第

三一九經》，佛陀以六根對六境的「十二處」，來解說一切：「眼、色，耳、聲，鼻、香，舌、

味，身、觸，意、法，是名一切。若復說言：此非一切。沙門瞿曇所說一切，我今捨，別立

餘一切者，彼但有言說，問已不知，增其疑惑，所以者何？非其境界故。」《雜阿含第二一三

經》也說：「眼、色為二，耳、聲，鼻、香，舌、味，身、觸，意、法為二，是名二法。若有

沙門、婆羅門作如是說：是非二者，沙門瞿曇所說二法，此非為二。彼自以意說二法者，但

有言說，問已不知，增其疑惑，以非其境界故。」《雜阿含第三０七經》的偈誦說：「眼、色

二種緣，生於心、心法，識、觸及俱生，受、想等有因。……是則為生滅，苦陰變易法，於斯

等作想，施設於眾生……，亦餘眾多想，皆因苦陰生。諸業、愛、無明，因積他世陰。餘沙門

異道，異說二法者，彼但有言說，聞已增癡惑。」眾生諸多貪愛、造業、無明的苦迫，一輩

子一輩子的累積延續下去，都是從六根對六境的身心反應中，不斷地產生的。其他外道不從

根、境二法的因緣來說明，只有徒增跟隨者的愚癡與疑惑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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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實知，是合於現實事理，不偏不倚的透徹認知，這當然是不離緣起法的，如《雜阿含第

二六二經》說：「如實正觀世間集者，則不生世間無見；如實正觀世間滅，則不生世間有見。

迦旃延！如來離於二邊，說於中道：所謂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如實知的內容，總

是在五蘊、六處等身心反應上的無我觀照，如《雜阿含第三０經》說：「彼一切色（受、想、

行）……彼一切識，不是我，不異我，不相在，是名如實知。」《雜阿含三０四經》說：「眼非

我，若色、眼識，眼觸、眼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彼亦觀察非我。耳、

鼻、舌、身、意亦如是說，是名如實知見眼所作，乃至正向涅槃。」《雜阿含第二一三經》說：

「眼緣色，生眼識，三事和合觸，觸緣受──若苦、若樂、不苦不樂。於此諸受集、滅、味、

患、離，如實知，如實知已，不種貪欲身觸，不種瞋恚身觸，不種戒取身觸，不種我見身觸，

不種諸惡不善法。如是諸惡不善法滅，純大苦聚滅。耳……鼻……舌……身……意、法亦復如是。」

如實知不是想像，也不是情感的信仰，而是正見，如《雜阿含第七五０經》說：「如實知者，

是則正見。」又，圓滿的如實知，則是更深刻的行為與觀念一致的知行合一。 

9.在佛陀時代，印度的傳統宗教信仰為婆羅門教。婆羅門教的基本教義是：宇宙有唯一創造

神掌控一切，婆羅門教的吠陀經典，是來自創造神的賦予，無比的神聖，人們透過祭祀，可

以與神溝通，而得到神的照顧，解決所有問題，所以認為祭祀是萬能的，因而掌管祭祀的祭

司婆羅門，享有最高的社會地位。而咒術咒語，主要是從《阿闥婆吠陀》傳出而流行，包括

了為祈福、禳災之咒法與巫術。而神通則是來自於重視禪定的非婆羅門東方文化，它的起源

可能很早，但流行的比較晚。 

10.《長阿含第二五經》中說，有一位倮形外道，質問佛陀是否主張「呵責一切諸祭祀法，罵

諸苦行人以為弊穢」。佛陀只否認「所有苦行者都會下地獄」的說法，等於間接地默認「呵責

一切諸祭祀法」。又，佛陀一向不讚歎殺牲祭祀的邪盛大會，但反對的主要理由是造殺生惡業，

如《雜阿含第九三經》說：「佛告婆羅門：或有一邪盛大會主，行施作福，而生於罪，為三刀

劍之所刻削，得不善果報。」 

11.《中阿含第一七經》說：「成就十種不善業道：殺生、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

若為人各叉手，向稱歎求索，因此緣此，身壞命終得至善處，乃生天上者，是處不然。伽彌！

猶去村不遠，有深水淵，於彼，有人以大重石，擲著水中，若眾人來，各叉手向稱歎求索，

作如是語：願石浮出！伽彌尼！於意云何？此大重石，寧為眾人各叉手向稱歎求索，因此緣

此而當出耶？」叉手，即雙掌合十做祈禱。行為不端正，而祈求死後生天，就像祈禱湖底的

大石頭浮起來一樣。又如《長阿含第二六經》中說：「彼三明婆羅門，為五欲所染，愛著堅固，

不見過失，不知出要。彼為五欲之所繫縛，正使奉事日、月、水、火，唱言扶接我去生梵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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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無有是處。」梵天是無瞋恚心、無恨心的清淨離欲者，哪裡是讚歎五欲，不離五欲染著

的三明婆羅門所相應的呢？正如在河的這一邊，沒有船，也沒有渡河工具，又被重重綑綁著，

只是一味地對著岸的那一邊，憑空呼喚：「來渡我過去！」一樣，是沒有用的。 

12.《長阿含第二一經》中，記錄了許多佛陀及佛弟子不會去做，或不允許做的事。有關於占

卜的如：「瞻相男女、吉凶好醜、及相畜生以求利養」，「瞻相天時，言雨、不雨，穀貴、穀賤，

多病、少病，恐怖安隱，或說地動、彗星、月蝕、日蝕，或言星蝕、或言不蝕」，「或言此國

當勝、彼國不如，或言彼國當勝、此國不如，瞻相吉凶，說其盛衰」。有關咒術的如：「召喚

鬼神、或復驅遣，種種雂*禱，無數方道」，「又能為人安胎出衣，亦能咒人使作驢馬，亦能使

人聾盲瘖啞，現諸技術，叉手向日月，作諸苦行以求利養」，「為人咒病、或誦惡咒、或誦善

咒，或為醫方、鍼灸、藥石，療治眾病」，「或咒水火、或為鬼咒、或誦剎利咒、或誦象咒、

或支節咒、或安宅符咒，或火燒、鼠齧能為解咒，或誦知死生書、或誦夢書、或相手面、或

誦天文書、或誦一切音書」。 

 《中阿含第一八一經》也說：「若見諦人，信卜問吉凶者，終無是處。若凡夫人，信卜問吉

凶者，必有是處。」見諦人，是證見真理的聖者，也就是指初果以上的聖者。佛教的聖者，

是不會去占卜吉凶的，只有一般的凡夫，才有可能去做那樣的事。 

13.《中阿含第一八一經》說：「若見諦人，生極苦甚重苦，不可愛、不可樂，不可思、不可

念，乃至斷命，捨離此內更從外求，或有沙門梵志，或持一句咒、二句、三句、四句、多句、

百千句咒，令脫我苦，是求苦，習苦，趣苦，苦盡者，終無是處。」 

14.《增壹阿含四三品第四經》中，記載了提婆達多以精進神通力，受到當時摩竭陀國阿闍世

王的尊崇與供養。佛陀就此事評論說：「戒律之法者，世俗常數；三昧成就者，亦是世俗常數；

神足飛行者，亦是世俗常數。智慧成就者，此是第一之義。」神足飛行，是神足通的一類，

依《大毘婆沙論》說，此種神通能像鳥一樣飛，而且沒有空間上的障礙。又，神足通為神通

的一種，依《雜阿含第四九四經》說：「若有比丘修習禪思，得神通力，心得自在，欲令此枯

樹成地，即時為地。所以者何？謂此枯樹中有地界，是故比丘得神通力，心作地解，即成地

不異。」《雜阿含第五０五經》說：「即入三昧，以神通力，以一足指，撇其堂觀，悉令震動。」

入禪定，或三昧（廣義的禪定）是可以有神通的。然而，佛法的目標是智慧成就的解脫，不

是成就神通，甚至也不在禪定三昧。依《雜阿含三四七經》的記載，佛弟子中還有不會進入

初禪的解脫者，稱為「慧解脫阿羅漢」的。從《雜阿含第一二一二經》（《中阿含第一二一經》

亦同）中，佛陀說：「此五百比丘中，九十比丘得三明，九十比丘得俱解脫，餘者慧解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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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知道，當時的「慧解脫阿羅漢」是占解脫者中的多數的。所謂的三明，是指有宿命通、

天眼通、漏盡通的解脫聖者。俱解脫，是指修得滅盡定等九種定力的解脫聖者。慧解脫，則

是指不會禪定，而以智慧力斷除煩惱的解脫者。至於佛陀，則具有圓滿的六種神通力。就解

脫來說，他們是一樣的，但禪定能力與神通能力有差別。 

15.有天界眾生，乃釋迦牟尼佛之前的印度傳統看法，佛陀沒有加以否定。如《雜阿含經》中

有〈帝釋相應〉、〈梵天相應〉、〈諸天相應〉，記錄了許多天人來聽聞佛法的情形，《長阿含第

三０經》更記錄了欲界、色界、無色界中眾多不同的天界。現在十方都有佛與佛土，其中更

有美好莊嚴的淨土，這樣的說法，大約盛行於西元前後。典型的佛國淨土，如東方的阿閦佛

與西方的阿彌陀佛淨土。不論是天界眾生，抑或佛國淨土的有情，都享有比人間更好的身體

與生活環境。 

16.尼乾子，經中又作尼揵若提子、大雄等，為佛陀時代「六師外道」之一，耆那教的中興教

祖。尼乾子的出身背景，與佛陀極為類似，耆那教在印度也一直維持著一定顯著的影響力，

可以算得上是印度的一大古老民族宗教。傳說耆那教成立於佛陀之前的時代，而且在印度一

直流傳至今天。其教義為不重視天神、祭祀，主張出家解脫（此類思想與佛教同源），自我為

永遠的存在者，以斷食等苦行為解脫輪迴的主要修行方法，強調徹底的嚴守戒律、不殺與無

所得。尼乾子入滅後不久，耆那教分裂為裸體生活的空衣派（一般稱為裸形外道），以及流行

於北印度一帶，穿白衣的白衣派。 

17.有一次，外道尼乾子想要引誘佛陀的學生質多羅長者，來投靠自己的門下。質多羅長者知

道了，就主動跑去找尼乾子。尼乾子煽動性地問質多羅長者說，您相信您的老師有第二禪的

禪定能力嗎？質多羅長者回答說：「我不以信故來也。」尼乾子沒聽懂質多羅長者的真正意思，

很高興地以為質多羅長者是因為不相信佛陀，所以來找他。依尼乾子的看法：「信應在前，然

後有智，信、智相比，智則為勝。」實則，質多羅長者早已有進入第二禪的禪定能力，長者

說「不以信故來也」的真正意思是，「何用信世尊為」？意思是說，對佛陀的教導，只有自己

是否親身經歷的實證問題，哪有什麼相不相信的問題呢？所以外道尼乾子說，如果來跟我學，

就會獲得一種禪定力，而使出這種禪定力，可以用繩子綁住風，灑一把泥土阻斷恆河水流。

這樣的謊言，對已有第二禪能力的質多羅長者來說，自然是不攻自破。這個典故記載於《雜

阿含第五七四經》。 

18.參見〈初轉法輪〉節〈大師唯說調伏欲貪〉一段。 

19.《雜阿含第二七０經》說：「無常想者，能建立無我想。聖弟子住無我想，心離我慢，順

得涅槃。」我慢，是最細微的我執，斷了我慢，就進入解脫了。又，《雜阿含第二三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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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陀教導他的兒子羅睺羅說：「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相，無有我、我所見、我慢、使、繫著

者，比丘是名斷愛欲，轉去諸結，正無間等，究竟苦邊。」究竟苦邊，就是到達苦的邊緣，

以此來隱喻解脫的意思。 

20.「勝解是深刻的理解，達到堅定不拔的階段。勝解不是真實的體驗，不過也不是一般平常

的了解。」「勝解不是從聽聞而來的，要經過如理思惟，確定為非此不可，所以勝解是思所成

慧。」《華雨集（一）》第三四二頁，印順法師著。 

 『「深忍」，是深刻的忍可，即「勝解」。由於深刻的有力的理解，能引發信心，所以說「勝

解為信因」。』《學佛三要》第八八頁，印順法師著。 

21.《雜阿含第四九八經》記載著，有一次尊者舍利弗在大眾中向佛陀說：「世尊！我深信世

尊，過去、當來、今現在，諸沙門、婆羅門所有智慧，無有與世尊菩提等者，況復過上！」

佛陀就問尊者舍利弗：「汝能審知過去三藐三佛陀所有增上戒不？」「知如是法，如是慧，如

是明，如是解脫，如是住不？」「汝復知未來三藐三佛陀所有增上戒，如是法，如是慧，如是

明，如是解脫，如是住不？」「汝復能知今現在佛所有增上戒，如是法，如是慧，如是明，如

是解脫，如是住不？」尊者舍利弗都回答說：「不知，世尊！」於是，佛陀就質疑尊者舍利弗，

既然不知道諸佛世尊心中所有諸法，怎麼能做那樣的讚歎呢？尊者舍利弗回答說：「世尊！我

不能知過去、當來、今現在諸佛世尊心之分齊，然我能知諸佛世尊法之分齊。我聞世尊說法，

轉轉深，轉轉勝，轉轉上，轉轉妙。我聞世尊說法，知一法即斷一法，知一法即證一法，知

一法即修習一法，究竟於法，於大師所得淨信，心得淨，世尊是等正覺。」等正覺，又作遍

正覺，這是形容佛陀圓滿成就的專屬用語。尊者舍利弗依著自己對法的體證，淨信釋迦牟尼

佛，乃至於諸所有佛「悉斷五蓋惱心，令慧力羸，墮障礙品，不向涅槃者；住四念處，修七

覺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義譯即為「無上等正覺」。 

22.「盲龜尋浮木」，取材於《雜阿含第四０六經》：「譬如大地，悉成大海。有一盲龜，壽無

量劫，百年一出其頭。海中有浮木，止有一孔，漂流海浪，隨風東西。盲龜百年一出其頭，

當得遇此孔不？」本來，佛陀以這個譬喻，說明人身難得：「愚癡凡夫漂流五趣，暫復人身，

甚難於彼。」這裡藉以比喻不具正見的修行，想要成就解脫，機會是非常渺茫的。 

23.舍利弗與目揵連，原先都是六師外道之一；刪闍耶毗羅胝子的首席學生，並且各有二百五

十位學生跟著他們修行。依《佛本行集經》記載：「爾時，優波低沙波離婆闍迦告拘離多言：

仁者！我等今日不得失恩，應詣本師刪闍耶所。何以故？彼於我等，多作利益，先於我邊，

有大重恩，救度我等，令得出家，應詣彼別。又復，五百眷屬徒黨，依附我等，修學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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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告彼知，若彼印可，我亦共行依。」《四分律》記載：「我等先有二百五十弟子，從我所修

梵行。」《五分律》記載：「舍利弗、目揵連，及二百五十弟子，皆出家學道。」《根本說一切

有部毘奈耶出家事》作：「爾時嘻波底沙與俱哩多，各與二百五十弟子，即出王城，欲往羯蘭

鐸迦竹林池所。」優波低沙波離婆闍迦、嘻波底沙，均為舍利弗的異譯，拘離多、俱哩多，

均為目揵連的異譯。 

24.「緣起偈」，在不同的經典，有不同的譯法，如譯為「緣生偈」、「法身偈」、「緣起法頌」

等。其內容，《佛本行集經》作：「諸法從因生，諸法從因滅，如是滅與生，沙門說如是。」

「諸法因生者，彼法隨因滅，因緣滅即道，大師說如是。」《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出家事》

作：「諸法從緣起，如來說是因，彼法因緣盡，是大沙門說」《四分律》作：「若法所因生，如

來說是因，若法所因滅，大沙門亦說此義，此是我師說。」《五分律》作：「我師所說：法從

緣生，亦從緣滅。一切諸法空，無有主。」《大智度論》作：「諸法因緣生，是法說因緣，是

法因緣盡，大師如是言。」內容用辭儘管有所出入，但含意完全一致，都在說緣起法。 

25.《四分律》說，舍利弗聽了「緣起偈」後，「即時諸塵垢盡，得法眼淨。」舍利弗將「緣

起偈」告訴目揵連，目揵連也「即時諸塵垢盡，得法眼淨。」《佛本行集經》作：「即於是處，

遠塵離垢，盡諸煩惱，得法眼淨。」《五分律》作：「優波提舍聞已，心悟意解，得法眼淨。

便還所住，為拘律陀說所聞法。拘律陀聞，亦離塵垢，得法眼淨。」得法眼淨，就是開「法

眼」，所以說：打開他們的修行視野。又，得法眼淨，就是證入「初果」，決定不退轉，是修

行上的一個重要標竿，請參考〈聖者之流〉一章。 

26.依《雜阿含第九六九經》的記載：「……當於爾時，尊者舍利弗受具足始經半月。時，尊者

舍利弗住於佛後，執扇扇佛。時，尊者舍利弗作是念：世尊歎說於彼彼法：斷欲、離欲、欲

滅、盡欲捨。爾時，尊者舍利弗即於彼彼法觀察無常、觀生滅、觀離欲、觀滅盡、觀捨，不

起諸漏，心得解脫。」另依《佛本行集經》的記載：「而是長老優波低沙，從出家後，始經半

月，盡諸結漏，現神通力，及得神通智波羅蜜，證羅漢果。時拘離多，止經七日，即盡結漏，

現神通力，及得神通智波羅蜜，證羅漢果。」（大正三‧八七八上）優波低沙，即舍利弗，拘

離多，即目揵連。 

27.八正道，為佛法修學的八項重要內容：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

正定，請參考〈初轉法輪〉一節。 

28.《雜阿含第七四八經》中，世尊告諸比丘：「如日出前相，謂明相初光。如是比丘！正盡

苦邊，究竟苦邊。前相者，所謂正見。彼正見者，能起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

正念、正定。」日出前相，就是日出前的曙光，《增支部第十集第一二一經》亦同。 

29.十八世紀末，英國學者 B.H.Hodgson、Jones William、Colebroone Henrn Thomas 等，

首先將梵語原典以英語翻譯出版。B.H.Hodgson 搜集甚多梵語佛典，並加以翻譯、研究，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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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西歐諸國之佛教研究盛行。最初的研究，以佛教文獻為始，法國以大乘佛教研究、考古學

研究入手；德國、英國以巴利語佛教文獻翻譯研究、考古學研究等為主流。（摘自《佛光大辭

典》〈印度學〉、〈歐美佛教〉） 

30.印順法師在《無諍之辯》中，說明他對佛學的態度是：「為學佛而佛學，依佛學而助成學

佛。」（第二三七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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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命之流 

  第一節 生從何來死往何去 

為什麼要活這一遭 

  大部分的人，懵懵懂懂地來到了這個世間，經過了十幾二十年的學習成長，然後才有獨

立生活的能力。緊接著而來的家庭與經濟上的需求，又讓大多數人陷入另一段緊迫的忙碌期，

或為生活而奔波，或為名利成就，自我價值肯定而追逐。當能夠放慢生活的腳步，稍歇一口

氣時，很可能三、四十年的時間已經過去了。此時，但見髮已參白，力有不逮，處處浮現歲

月不饒人的痕跡，悚然驚見，老之將至矣。也不管您願不願意、喜不喜歡，往昔落在自己肩

上的擔子，終究要逐漸地被歲月給卸下，取而代之的，很可能是來不及填補，或無法填補的

空虛無措。歲月的無常，真是無堅不摧，連過去所肯定的人生意義，或許都還會再度地感到

迷惑而動搖。隨之而來的，是越來越近，越來越濃的死亡陰影。此時，向前望去，看不到死

亡之後，究竟會是如何，好似籠罩在一片「生命的迷霧」之中，不知道要通往何處，甚至絕

望地懷疑已無去路，一死百了。不禁要問：就將要結束了嗎？就這樣地過一生了嗎？為什麼

要來這人間一遭？向後望去，頂多也只能追溯至兒時的一些片段回憶，卻看不到生命到底從

何而來。這真是「生從何來，死往何去」！不禁再度又問：為什麼要來這人間一遭！ 

三世輪迴 

  人們對生命的迷茫，莫過於生從何來，死往何去了。對這個問題的答案，如果一直在不

確定中，那麼，對人生的意義與價值，也始終會有虛無縹緲之感。自古以來，人們不論在科

學、哲學、宗教等各種領域，沒有不曾用心嘗試探索這個主題，試圖提出解答的。有的只願

意忠於眼前有限的觀測能力，以為人類只不過是精卵的結合，當人一旦死亡，就是全部的結

束。這類的觀點，不免有對人類能力過分高估的傲慢，以為觀測不到，無法定性定量的，就

是沒有 1。這當然是一種失之侷限的狹隘，看似客觀，卻是流於自我中心的主觀，仍然不離偏

執。表面上來看，持這類觀點的人好像很篤定，但實際上，也還不免將對生命的迷茫，投射

在這個世界到底如何形成；人類到底又從哪裡來的探究上 2。另有一類，透過禪定精神力量的

鍛鍊，能感受到人類深隱細微的精神狀態，提出生命不只是精卵結合的物質軀體而已，肉體

崩壞後，還有一股心靈力量的延續，強力主導著另一個新生命的形成。這種現象，就是一般

所說的「輪迴」。談到輪迴，就必定會涉及所謂的過去生、現在生以及來生等「三世」，所以，

有時候也說成「三世輪迴」。能夠形成輪迴的關鍵，在於心靈的精神力量，所以，輪迴的範圍，

當存在於所有具備心靈活動能力的生命之間，並不是只限於人類而已 3。 

輪迴思想是印度固有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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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輪迴的觀念，早在釋迦牟尼佛出生前四、五百年，也就是印度婆羅門文化的《梵書》4

中，就已經萌芽了，並且在接下來的《奧義書》中，成熟地表現出來 5。到了佛陀時代，輪迴

思想已經是印度思想文化中的一個主流了。伴隨著輪迴思想一路成熟的另一個重要觀念，是

所謂的「業力」說。談輪迴離不開業力，談業力也離不開輪迴，可以說，業力是輪迴中的一

個重要機制。什麼是業力？業力的本質是什麼？業力的產生與作用的機制，又是如何？這在

當時印度各個學派或教派中，或有不同的主張，但大多數都同意，業力是隨著行為的發生而

形成的，並且能夠藏存於具有心理活動能力的生命體之中，形成一種潛在的勢力，於往後適

當的時間，會再度地被引發、作用出來 6。除了業力之外，還有一些與輪迴思想密切相關的，

是解脫的觀念與修行的開發。解脫的思想，是輪迴思想成熟以後，進一步圓熟的發展，修行

的開發，則是為了落實解脫理想的實現，而後才有的，這與業力思想比輪迴思想更早萌芽，

然後與輪迴思想相輔相成，共同有十分圓熟的發展，略有差別。死亡，算得上是生命裡最大

的變化與衝擊了，可能會引起人們巨大的恐怖與痛苦。輪迴思想的開發，拓廣了人們生命的

視野，打開了另一扇希望之窗，然而，如果進入更深一層的思惟，必然會發覺，原來輪迴是

生命中最大的束縛。進一步地尋求束縛的解除，就有了修行。當輪迴的束縛解除了，就是解

脫 7。解脫的境界，也稱為涅槃 8。 

佛陀主張「三世輪迴」了嗎？ 

  業力、輪迴、解脫、修行，既是釋迦牟尼佛那個時代，印度主流文明的一部分，那麼，

佛陀對這些思想的態度，尤其對於「生從何來，死往何去」關係密切的輪迴思想，又是持怎

樣的態度呢？佛陀也主張「三世輪迴」了嗎？如果從早期《阿含經》所記錄的內容來看，佛

陀的教說重心，的確是放在當下煩惱的解決，而不是以輪迴為主軸的。不過在《阿含經》中，

確實也不難發現一些經文，明確地顯示了佛陀是肯定三世輪迴說的。例如，佛陀曾說：「我自

憶宿命」9如何如何，以敘述佛陀自己過去生修行的種種，作為對佛弟子教誡教說的題材。又

如，尊者目揵連看到許多天界眾生，圍繞在佛陀身邊聽聞佛法，就問佛陀說，他們之中，有

過去生曾經跟隨過佛陀，聽聞佛法的嗎？佛陀對大目揵連說，的確如此，他們之中，「有從宿

命聞法」，「身壞命終，來生於此」10的，因為他們過去生中就聽聞佛法，勤於修學，成就對

佛法的不退轉，所以，這一輩子雖然轉生於天界，仍然勤聞佛法，勤於修學。再如，佛陀也

曾記說許多出家的比丘、比丘尼，在家的佛弟子優婆塞、優婆夷死後往生何處，得到怎樣的

成就，或者有怎樣的際遇 11。這就是佛陀「十力」中的第八力：「宿命種種事憶念」，以及第

九力：「天眼見眾生死時、生時」12。佛陀可以知道自己過去無數生中，每一生的所在地、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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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壽命……等等，種種的生平事蹟，也可以看得清每一個眾生死後生往何處，這正是佛陀肯

定有過去生、現在生，以及來生三世輪迴的例證。 

眾生的無始生死 

  除此而外，《阿含經》中，也有不少的經文，是佛陀對於眾生生死輪迴，有感而發的教說。

例如，佛陀說：「[眾生]於無始生死，無明所蓋，愛結所繫，長夜輪迴生死，不知苦際。」13

其中，佛陀以「長夜」來形容生死輪迴，一方面表示了眾生在生死中，諸多苦迫的負面性，

另一方面，也表示了眾生在生死中，對輪迴渾然無知的迷茫。而以「無始」來形容眾生的生

死輪迴，雖然讓凡夫的我們很難理解，但是，這正是「此故彼」、「無始無終」緣起思惟下，

最適當、最相應的陳述。原來，在緣起觀的觀照下，一切的存在，都是輾轉相依，環環相扣，

永無止境的，哪裡能有一個真正獨立的開端呢？有的只是人為的規定，在劃定範圍裡的假設

開端罷了。除此而外，「無始」也表示了眾生的過去，有數也數不盡的生死。所以，若從修行

以趣向解脫的角度來看，光是好奇地去探究、討論無窮盡過去生的種種，對當前煩惱的止息，

終究是沒有什麼益處的，因此，佛陀會說：「此非義饒益，非法饒益，非梵行饒益，非智、非

正覺，不向涅槃。」14對緣起法能如實知見的聖者來說，不但不會花心思去追究自己過去生

的種種，也不會想要去預測未來生的境遇 15。當然，這是聖者，或者是解脫者的境界，對凡

夫來說，是做不到的。一般平常人對於死亡，對於來生，還是會充滿著無知的恐懼，以及不

確定的不安。例如佛陀時代的一位著名居士，佛陀的堂弟摩訶男優婆塞，就十分擔心自己「命

終之時，當生何處」，而來請問佛陀。佛陀告訴摩訶男說，不用去擔心臨死前那一刻的情況，

也不用擔心來生會如何，因為你平常已經勤於修學佛法，受到佛法長時間的薰陶，來生必然

能向上、向善，生於善處，這種情形就像一棵一直向著某一個方向長的樹，當樹根被斬斷時，

必定也會順著那個方向倒下一樣 16。 

死生之間 

  《阿含經》中，雖然展現佛陀重於煩惱止息的教說，但是，對於如何從這一生的死，相

續到下一個新生命的流轉軌跡，也有著少量的訊息。為什麼只有少量的訊息？可能一方面表

示這不是佛陀教說的重心，另一方面，也可能因為這不是一般常人能力可以經驗的，多說也

無益的緣故。前面說過，一般人死後不是什麼都沒有，而是還會有一股對生命強烈執取的力

量，繼續延續下去，接續主導著另一個新生命的形成。這種對生命強烈執取的力量，我們可

以從一些《阿含經》經文的啟發，稱它為「有」，或者為「後有」17。另外，我們也可以從一

個新生命形成的這一端，來探索。例如，《中阿含經》中有一則紀錄，記載著佛陀糾正了嗏帝

比丘的一個錯誤觀念後，繼續為比丘大眾說生命緣起時，提到有「三事和會，入於母胎」，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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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形成新的生命。具備哪三件事呢？就是「父精」、「母卵」，以及「香陰」18。香陰是什麼，

經中並沒有進一步的說明，後來部派佛教時代的論師們，依據此段經文而有了一些分歧的看

法 19。但是，南傳巴利語經文並不作「香陰」，而是作「識」或「乾達婆」20。再看另外一個

例子：佛陀在為阿難解說緣起十二支中，「識」與「名色」的關係時說，如果「識」不入母胎，

胎兒的「名色」（身心）能夠順利成長嗎 21？也可以間接得知，死時對生命強烈執取，延續主

導另一個生命形成的，是「識」。又因為此時的「識」，對生命攀緣、執取的功能最為突出，

所以後來的論師，也就將它稱為「有取識」22，以別於「識」在其他時候的作用。姑且不論

名稱如何，我們可以明確地獲得這樣的一個訊息，那就是一般眾生在死、生之間，雖然是一

個巨大的變化，然而其間仍然存在著某種前後的相續，所謂「此有故彼有」，不是中斷的。 

輪迴的動力 

  那麼，死、生之間的相續，形成輪迴的推動力量是什麼呢？前面說過，人們死時，深沈

的意識裡，仍然對生命存有強烈的執取力量，這種強烈的執取力量，主要是來自於「無明」

與「渴愛」，也就是經中所說的「無明所蓋，愛結所繫，長夜輪迴生死，不知苦際」。無明與

渴愛，雖分為二，其實是一，那就是自我中心的「我執」。這是因為，眾生任何形式的渴愛，

都是為了自我，渴愛與自我感，其實是一體的兩面，也可以看作是一個整體，離開自我感，

渴愛就沒有落腳處；離開渴愛，自我感也失落了展現的舞台，只不過渴愛常常是顯露在外，

而自我感則是潛藏在內。另就發動與主導性來說，自我感的我執，確實是居於比較關鍵地位

的，所以，只有確實根除了自我感的我執，做到「諸法無我」，輪迴的動力才會消失，所謂「此

無故彼無」，生死輪迴才會停止。經中說：「聖弟子住無我想，心離我慢，順得涅槃」，就表示

了這樣的意思，一旦止息了輪迴的動力，就可以說是「無生」23了。佛陀肯認眾生生命的輪

迴，同時又將教說的重心放在無我，這與《奧義書》裡所主張的輪迴──具有「真我」的輪迴，

是大異其趣的，這應當是學佛者應有的基本認識，我們留待〈無我下的輪迴〉一節來討論。

此外，在三世輪迴中，另一個重要內容為善惡罪福等等業力的形成和報應，在佛陀的教說中，

又是持怎樣的態度，這也應當是學佛者應有的基本認識，我們留待〈業力的形成與展現〉一

節來討論。 

 

註解 

1.「……收縛此人著大釜中，韋（圍）蓋厚泥使其牢密，勿令有泄。遣人圍遶以火煮之，我時

欲觀知其精神所出之處，將諸侍從遶釜而觀，都不見其神去來處。又發釜看，亦不見神有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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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之處，以此緣故知無他世。……」《長阿含第七經》 

2.人類的祖先從哪裡來，各色人種是否為共同祖先，是長時間以來一直被持續關注的問題。

近代從考古學、生物學，乃至於人類基因學的各種角度探求，屢有推陳出新的假說被提出，

而難有定論。佛教經典，如《中阿含第一五四經》、《長阿含第五經》、《長阿含第三０經》、《增

壹阿含第四０品第一經》，記錄了當時的傳說，說此世間初成時，人是從「光音天」來，初時

還保有光音天界眾生的特性：以念維生，體態輕盈，能飛翔於空中。後來因食地上的食物而

逐漸體態粗重，終成為現在人的模樣。而這個世間，未來還會因「火災」，光音天以下的世界

全毀，眾生只能生於光音天，如此週而復始。 

3.對於輪迴的範圍，《布利哈德奧義書》中說有天道、祖道與第三道，後來《愛陀列耶奧義書》

又有胎生、卵生、濕生與芽生四生之說。（以上參考《印度哲學宗教史》第二八九至二九八頁，

高楠順次郎與木村泰賢合著，高觀盧譯） 

 到了釋迦牟尼佛時代，或已開始有「地獄、畜生、餓鬼、人、天」等五種輪迴範圍之說，

如《雜阿含第四三二經》說：「爾時，佛告諸比丘：譬如五節相續輪，大力士夫令速旋轉。如

是，沙門、婆羅門於此苦聖諦不如實知，此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不如實知，

輪迴五趣而速旋轉：或墮地獄，或墮畜生，或墮餓鬼，或人，或天，還墮惡道。」 

 到西元一世紀以後的大乘佛教時代，則普遍接受六道輪迴的說法，如《大智度論》中說：「又

摩訶衍中，《法華經》說有六趣眾生。觀諸義意，應有六道。……有三善道：天、人、阿修羅；

惡有上、中、下故，地獄、畜生、餓鬼道。」其中的阿修羅道，早期是歸類於天道一類的。 

4.依現代對印度歷史文明研究的主流看法，將印度文明的演化，分為「四吠陀」時期：約在

西元前一二００年至西元前一０００年。「梵書」時期：約在西元前一０００年至西元前七０

０年。「奧義書」時期：約在西元前七００年至西元前五００年。「經書」時期：約在西元前

五００年至西元二００年。「往世書」時期：約在西元二００年至西元一０００年。一般認定

「梵書」時期為婆羅門教確立時期，「往世書」時期之初，正值梵文學復興與印度教形成的時

期。而《經書》時代初期，佛教、耆那教等不同於婆羅門教義的新興教派大興，所以也稱為

「學派時代」。 

5.依據高楠順次郎與木村泰賢合著，高觀盧譯，台灣商務印書館印行的《印度哲學宗教史》〈第

二篇第四章第五節 輪迴說之起原〉的解說，四吠陀中最早的《梨俱吠陀》，已有死後尚有靈

魂的思想，但是沒轉生他處之說，所以說：「則輪迴思想，當吠陀時代，尚未之有也。」「大

體上言之，認《梨俱吠陀》時代未有此思想，實為至當。即令有之，亦不過其種子耳。然至

《奧義書》時代，輪迴思想，已甚圓熟，亦不能認為其時代新起之教理。故由此點而下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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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考察，認為起原於《梵書》時代，最為適當。」「要言之，輪迴思想，當《梵書》時代，大

體基礎已固，至《奧義書》而骨幹已立，終至學派時代而完成云。」（第二二一至二二三頁） 

6.「關於業之本質，後世各學派原有議論，但認為有依附於生理心理的組織（即生命）之潛

勢，則無異論也。……吾人認為其起原的思想，實出於《阿闥婆吠陀》。《阿闥婆吠陀》謂有意

或無意而犯之罪，必有相當的責罰，遂有除去的咒文，……此中已具備業說二條件，如下：（一）

犯罪之餘勢成為某種之形而存留；（二）其罪縛人，必興以相當之責罰。」《印度哲學宗教史》

第二二五至二二六頁，高楠順次郎與木村泰賢合著，高觀盧譯。 「我以為，潛在的業力，是

因內心的發動，通過身語而表現出來；又因這身語的動作，影響內心，而生起的動能。它是

心色為緣而起的東西，它是心色渾融的能力。最適當的名稱，是業。」《唯識學探源》第一五

七頁，印順法師著。 

7.「解脫，又作毗木叉、毗木底、木叉或木底等。脫離繫縛之意。原義指脫離束縛而得自在，

其後隨著輪迴思想的發展，遂指脫離輪迴世界……。」《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第四八二四頁。 

8.「佛告比丘：……不起諸漏，心正解脫，是名比丘見法涅槃。」《雜阿含第二八經》 

9.見《雜阿含第二六四經》、《雜阿含第二八五經》、《雜阿含第二八六經》、《雜阿含第二八七

經》。 

10.「佛告尊者大目揵連：如是，如是！此中種種諸天來雲集者，有從宿命聞法，得佛不壞淨，

法僧不壞淨，聖戒成就，身壞命終，來生於此。」《雜阿含第五０六經》 

11.「世尊！我今晨朝入舍衛城乞食，聞難屠比丘、難陀比丘尼、善生優婆塞、善生優婆夷命

終。世尊！彼四人命終，應生何處？佛告諸比丘：彼難屠比丘、難陀比丘尼，諸漏已盡，無

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善生

優婆塞、善生優婆夷，五下分結盡，得阿那含，生於天上而般涅槃，不復還生此世。」《雜阿

含第八五二經》 

 「世尊！彼等命終，當生何處？佛告諸比丘：……復有五百優婆塞，於此那梨迦聚落命終，

皆五下分結盡，得阿那含。……復有過二百五十優婆塞命終……得斯陀含。」《雜阿含第八五二

經》 

 「云何世尊！手比丘命終，當生何處？云何受生？後世云何？佛告諸比丘：是手比丘成就

三不善法，彼命終，當生惡趣泥犁中。」《雜阿含第一０六五經》 

 另，《長阿含第二經》、《長阿含第一五經》、《長阿含第二０經》、《增壹阿含二一品第五經》、

《增壹阿含二三品第四經》、《增壹阿含二八品第四經》、《增壹阿含三五品第七經》、《增壹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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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三七品第五經》、《增壹阿含四０品第五經》亦有許多佛陀記說比丘來生的記載。 

12.「復次，如來於過去宿命種種事憶念，從一生至百千生，從一劫至百千劫，我爾時於彼生，

如是族，如是姓，如是名，如是食，如是苦樂覺，如是長壽，如是久住，如是壽分齊，我於

彼處死此處生，此處死彼處生，如是行、如是因，如是方宿命所更，悉如實知，是名第八如

來力。……復次，如來以天眼淨過於人眼，見眾生死時、生時，妙色、惡色，下色、上色，向

於惡趣、向於善趣，隨業法受，悉如實知。此眾生身惡業成就，口、意惡業成就，謗毀賢聖，

受邪見業，以是因緣，身壞命終墮惡趣，生地獄中。此眾生身善行，口、意善行，不謗賢聖，

正見業法受，彼因、彼緣，身壞命終，生善趣天上，悉如實知，是名第九如來力。」《雜阿含

六八四經》 

13.見《雜阿含第二六六經》、《雜阿含第二六七經》。 

 另外，《雜阿含第一三三經》、《雜阿含第一三六經》、《雜阿含第九九四經》也說：「爾時，

世尊告諸比丘：何所有故，何所起，何所繫著，何所見我，令眾生無明所蓋，愛繫我首，長

道驅馳，生死輪迴，生死流轉，不知本際。……」《雜阿含第九四五經》說：「爾時，世尊告諸

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諸比丘！若見眾生，愛念歡喜者，當作是

念：如是眾生，過去世時，必為我等父母、兄弟、妻子、親屬、師友、知識。如是，長夜生

死輪轉，無明所蓋，愛繫其頸，故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 

14.「時有眾多比丘，集於食堂，作如是論：汝等宿命，作何等業，為何工巧，以何自活。……

佛告比丘：汝等比丘莫作是說，宿命所作。所以者何？此非義饒益，非法饒益，非梵行饒益，

非智、非正覺，不向涅槃。」《雜阿含第四一四經》 

15.「多聞聖弟子，於此因緣法、緣生法，正智善見。不求前際，言我過去世若有、若無，我

過去世何等類，我過去世何如；不求後際，我於當來世為有、為無，云何類？何如？內不猶

豫，此是何等？云何有？此為前誰？終當云何之？此眾生從何來？於此沒當何之？若沙門、

婆羅門，起凡俗見所繫，謂說我見所繫，說眾生見所繫，說壽命見所繫，忌諱吉慶見所繫，

爾時悉斷、悉知，斷其根本，如截多羅樹頭，於未來世成不生法。是名多聞聖弟子，於因緣

法、緣生法，如實正知，善見，善覺，善修，善入。」《雜阿含第二九六經》 

16.「爾時，釋氏摩訶男，來詣佛所，稽首禮足，退坐一面。白佛言：世尊！此迦毘羅衛國，

安隱豐樂，人民熾盛。我每出入時，眾多羽從，狂象、狂人、狂乘，常與是俱。我自恐與此

諸狂，俱生、俱死，忘於念佛、念法、念比丘僧。我自思惟：命終之時，當生何處？佛告摩

訶男：莫恐，莫怖！命終之後，不生惡趣，終亦無惡。譬如大樹，順下，順注，順輸，若截

根本，當墮何處？摩訶男白佛：隨彼順下，順注，順輸。佛告摩訶男：汝亦如是，若命終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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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生惡趣，終亦無惡。所以者何？汝已長夜修習念佛，念法，念僧。若命終時，此身若火燒，

若棄塚間，風飄日曝，久成塵末，而心、意、識久遠長夜正信所熏，戒、施、聞、慧所熏，

神識上昇，向安樂處，未來生天。」《雜阿含第九三０經》。 

17.我們可以從《阿含經》中，描述解脫的聖者的經文中反推得而知。經中對解脫阿羅漢的定

型描述是： 

 「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雜阿含第一經》等 

 「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更受有」《中阿含第二經》等 

 「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不受後有。」《長阿含第二經》等 

 「生死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辦，更不復受有。」《增壹阿含一０品第一經》等 

 因為只有解脫的聖者，有能力止息這種執取力量，稱為「不受有」或「不受後有」，所以個

人認為對尚未有能力解脫的眾生，不能止息這種執取力量，稱這種力量為「有」或「後有」，

應屬適當。 

18.「復次，三事合會入於母胎：父母聚集一處、母滿精堪耐、香陰已至。此三事合會入於母

胎，母胎或持九月、十月更生，生已以血為長養。」《中阿含第二０一經》 

 另，《中阿含第一五一經》也有相同的描述；「阿私羅復問諸仙人曰：汝等頗自知受胎耶？

彼諸仙人答曰：知也！以三事等合會受胎：父母合會、無滿堪耐、香陰已至。阿私羅！此事

等會入於母胎。」 

19.《鞞婆沙論》〈中陰處第四十一〉中說：「或有欲令有中陰，或有欲令無中陰。鞞婆闍婆提

欲令無中陰，育多婆提欲令有中陰。」持有中陰意見者，認為「如世尊契經所說，三事合會

已，入於母胎。……香陰已至，香陰者，中陰也。香陰於彼時有二意：愛心及害心。若女者，

彼於父有愛心，於母有害心。作是念：無此女者，我共此男合會。彼不見母，自見共父合會，

謂父母不淨，彼作是念，是我有。見已便悶，悶已此陰轉厚。陰轉厚已，便捨中陰得生陰。」

持反對意見者，認為「若以無間生地獄者，是故無中陰。」「若中無頓止處者，是故無有中陰。

復更說世俗喻事：如光、如影，無有中間。如是，若終、若生，無有中間。以此契經證故，

鞞婆闍婆提說無有中陰。」 

20.《中部第三八經》、《中部第九三經》作「乾達婆」（gandhabbo），《長部第一五經》作「識」

（Pivv aāṇ ṃ），「乾達婆」也被理解為帶著過去業力累積與個人雜染的「識流」。 

21.「當知所謂緣識有名、色。阿難！若識不入母胎者，有名、色成此身耶？」《中阿含第九

七經》、《長阿含一三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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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無根於地界，無葉亦無枝。彼雄猛脫縛，誰復應譏毀。根者，喻有取識。地界者，喻四

識住。如世尊說五種子者，顯有取識；地界者，顯四識住。葉者，喻我慢，如世尊說。」《發

智論》按：五種子、地界、四識住之說，係引自《雜阿含第三九經》：「比丘！彼五種子者，

譬取陰俱識。地界者，譬四識住。水界者，譬貪喜四取攀緣識住。何等為四？於色中識住，

攀緣色，喜貪潤澤，生長增廣；於受、想、行中識住，攀緣受、想、行，貪喜潤澤，生長增

廣。」 

 「如有取識為命終心，於此心前，雖有種種感後有業，而於此時，唯有極重，或唯串習，

或近作業，感果功力顯著非餘。」《順正理論》 

23.關於涅槃境界的描述，《雜阿含經》中常見佛陀以斬斷「多羅樹」的樹根來譬喻其「不生」，

如《雜阿含第二０九經》說：「於此眼觸入處，非我，非異我，不相在，如實知見者，不起諸

漏，心不染著，心得解脫。是名初觸入處已斷、已知，斷其根本，如截多羅樹頭，於未來法

永不復起，所謂眼識及色。」又，「生」與「死」乃為相對的，當其中之一不起，另一個也就

失去意義，所以《雜阿含第九六二經》說：「如是等解脫比丘，生者不然，不生亦不然。」《雜

阿含第六五七經》說：「有因故有生死，因永盡者則無生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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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命之流 

  第二節 無我下的輪迴 

誰在輪迴 

  佛陀出世前的古印度文明《奧義書》，發展了輪迴與業力的思想，改變了自《吠陀》、《梵

書》以來，以祭祀決定禍福命運的傳統觀念，堪稱是一項劃時代的新思維。然而，《梵書》中

以「梵」為宇宙本源，乃至於演化成「我即梵」的「真我」思想 1，卻仍然根深蒂固地盤紮在

《奧義書》的輪迴與業力思想裡，沒有能獲得突破。《奧義書》以「真我」為輪迴的主體，同

時也是業報的製造者與承受者，而個人「真我」的最後歸依處，就是「梵」。最後的歸依處是

不是梵，對一般人來說，是遙遠了些，或許不是那麼地迫切，但安立了一個「真我」為輪迴

中的主體，看起來是那麼地順理成章，讓一般人對輪迴說比較容易理解，也比較容易接受，

因為一般接受「業感輪迴說」的人，很容易就會進一步進入到「是誰（什麼東西）在輪迴？」

這一層問題裡。《奧義書》的真我輪迴說，滿足了一般人根深蒂固尋求歸宿、依靠的需求，成

為一時的主流思潮。然而，佛陀從現實理性經驗出發，在「此有故彼有」深徹的緣起觀照下，

洞察生命的緣起，成就了無上正等正覺，雖也同意輪迴與業力說，但卻徹底地粉碎了「真我」

的形而上想像，而教說「無我」。無我的輪迴說，對一般人來說，是難以理解的，不要說離開

佛陀二千多年的今日，就是在佛陀的時代，即有比丘在聽聞佛陀教說「無我」時，心裡面生

起了這樣的疑問：如果沒有我，那麼，是誰在造業？誰在受業報？2這樣，當然也間接地質疑

了又是誰在輪迴呢？也有摩竭陀人 3在佛陀說法時，暗自裡想：假若我們的色、受、想、行、

識都是無常的，沒有不變的部分可以成為我，那麼「誰活？誰受苦、樂？」4 

印度語中「我」的多重含意 

  佛法中既說無我，又如何成立業報輪迴？確實，這是一個容易讓人起疑的問題，也是學

佛者應當釐清的基本認識。在檢視佛陀如何成立無我下的輪迴之前，必須要先釐清佛陀教說

「無我」中的「我」，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在古印度用語中，有「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

「常識的分別我見」、「哲學的、宗教的分別我見」、「俱生的我見」、「俱生的我慢」等等多重

含意，即使通曉梵文與巴利文，能直接閱讀原典，也不容易把握 5，更何況在中文的翻譯上，

都同樣地翻譯成為「我」，這就又更不容易分辨了。如果我們將這些「我」的含意作個簡要的

歸納，可以理解為兩層意思：一是「代名詞」的「我」，另一個是「哲理上」的「真我」。「代

名詞」的「我」，是約定成俗的稱呼，有其方便性與必要性，我們在經典中，也常常看到佛陀

這樣自我稱呼 6，所以，這不是佛陀教說的「無我」所要否定的內容。而「哲理上」的「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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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含有「常住的」、「不變的」、「實在的」、「獨存的」、「唯一的」、「主宰的」、「支配的」等內

涵，這些意涵，就是《奧義書》「我即是梵」思想裡的「真我」，與佛陀所教說「此有故彼有，

此無故彼無」的緣起法，有著根本上的衝突，完全不相容，這才是佛陀教說「無我」所要否

定的「我」的內容。佛陀這樣的教說，不但突破了《奧義書》以來的盲點，更是當時所有其

他宗教思想裡，所不曾有的主張，堪稱為佛法的主要特徵 7。 

《阿含經》裡的訊息 

  佛教的無我主張，是一項普遍而沒有例外的真理思想，當然是適用於貫穿生命從死到生

的輪迴。然而，從死到生如何流轉與相續，這是一般人不容易明白，但卻又很想知道的問題。

一般人對「無我輪迴說」會感到迷惑的關鍵，可能是在這裡。以下，讓我們嘗試從印度佛教

思想發展與演變的角度，來作一個大略性的鳥瞰回顧，看看印度佛教在不同時期，對於生命

如何從死到生，曾經有過哪些的主張與說法。首先，來看最早成立的《阿含經》。從漢譯的《阿

含經》中，我們可以找到幾種不同的安立，隱含從死到生的相續狀態： 

  一、「識」：例如說：「識入母胎」8，又如還有其它許多談到「識緣名色」的部分。這可

以算是《阿含經》中，最常用的一種了。 

  二、「精神」或「神」：例如說：「降神母胎」9，又如說，有一位婆羅門，想要觀察人死

時的「精神所出之處」，但以常人之眼「都不見神有往來之處」10等。 

  三、「神識」或「識神」：例如佛陀安慰摩訶男優婆塞，說他長時間受到佛法的薰陶，死

後必能「神識上昇，向安樂處，未來生天」11，又如尊者婆迦梨，因患重病，大小便失禁而

自殺，魔王想知道他死後往生何處，但找遍了也找不到尊者婆迦梨自殺後「神識之處？」12

（另說「識神當生何處？」13）佛陀說，因為尊者婆迦梨是「不住識神」而自殺，在自殺的

那一刻，成就涅槃解脫，所以死後「神識永無所著」。又如佛陀說，有三種因緣，「識來受胎」，

能形成一個新的生命。哪三個條件呢？一是「父母集在一處」，二是「父母無患」，三是「識

神來趣」14。前面兩個條件，以現代的醫學知識來理解，則應該是「精卵結合」，以及「精卵

健全」。第三個條件，則還不在現代醫學了知的範圍裡。從這些例子的經文來看，「識」、「神

識」、「識神」的用法或譯法，顯然沒有太嚴格的區分。 

  四、「香陰」：與上面「三種因緣受胎」類似的另外一種說法是：「父母合會，無滿堪耐，

香陰已至」15，其中，前兩個條件與前面所舉的例子沒有不同，第三個條件：「香陰已至」，

應該是與前面所舉經文中的「識神來趣」相當。 

  五、「意生身」：有一位婆蹉族 16的外道出家修行者，詢問佛陀有關他們認為的生命輪迴

主體（稱為「命」，或稱為「神」17）的問題，當佛陀告訴他，這個問題無法討論時，即刻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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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這位外道修行者的質疑：既然佛陀認為這個問題不可以討論，但又為什麼常常記說弟子死

後往生何處？佛陀即為他解疑說，所以會記說弟子死後往生何處，是因為「眾生於此處命終，

乘意生身生於餘處」，而這個「意生身」是「因愛故取，因愛而住」的因緣所生 18，與一般外

道所說的輪迴主體「命」、「神」的內涵，是不相同的，佛陀並沒有此一時，彼一時地持雙重

標準。 

  六、「異陰相續」、「與（餘）陰相續生」19：這是直接簡要地以「相續」，來表達從這個

五蘊到下一個五蘊。其中，只有業報的展現，而找不到業報後面的不變主人或主體。 

  南傳巴利語聖典《尼柯耶》中，與上列所舉經例中，相對應的經文中譯（高雄元亨寺譯

本），則只使用「識」20、「心」21、「康達婆」22等。至於什麼是「識神」、「神識」、「神」，乃

至於「香陰」、「康達婆」，在《阿含經》中，並沒有特別作進一步的描述或說明，也許那個時

候的主流，是以五蘊中的「識蘊」來談，大家就能理解、接受了，都涵蓋在「識蘊」中，不

需要再從中去細分追究。當時更注重的，或許是從死到生驅動力（集）的探討，以及更關注

於如何止息這個驅動力的修行方法（道）吧！ 

部派佛教時期的安立 

  部派佛教時期，對生死與業報如何輪迴流轉，諸如從死到生如何轉移？中間是否存在某

種狀態？而這個狀態的性質又是如何？……等等的問題，持續得到多數人的關注與論究。這

樣，多數的部派，都不免涉入了探求一切法「自性」有無的形而上哲學領域，以及「本識」

思想的開發與論辯，每個部派都建立有自部的解說體系，見解顯得分歧。例如，有的論師開

始提出死生流轉之間，存在著「中陰」，但也有論師不同意而加以駁斥。各部派的不同立論，

或許都有來自於論師們的不同傳承，以及個別不同的禪修體驗支持，在「各有所據」的情形

下，好像誰也沒能說服誰。在這許多思想體系中，綜合整理來看，有一類是以著重「五蘊和

合」的觀點來說明，就像前面所舉的「異陰相續」說的經例。屬於這類觀點的，如說一切有

部安立「世俗補特伽羅」，說轉部安立「勝義補特伽羅」，犢子部安立「不可說我」，化地部立

「窮生死蘊」等。另有一類，著重於「心識主導」23的觀點來說明，就像前面所舉的「識、

神識、香陰、意生身」等說的經例。屬於這類觀點的，如經部立「集起心」，大眾部立「根本

識」，赤銅鍱部立「有分識」等。各部派的主張，都不盡相同，思想有著明顯的分流發展（各

部派思想發展的分流，還不止於這一方面而已）。但由於當時印度佛教，已朝部派不斷分化的

方向發展，也不可能有全體佛教界的共同集會，來統合審定，化解歧見，所以，就思想發展

史的角度來看，各部派的安立與說法並無定論，也沒有誰才是「正統」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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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時期的安立 

  大乘佛教思想的發展，接續了各部派思想，所以，當大乘佛教思想發展大成以後，各部

派就失去了存在的空間，而逐漸被取代，最後終於在印度本土消失。初期大乘時期，以「般

若、性空」思想發展為主流，似乎沒有將重心放在這一方面的探討上。後期大乘時期的唯識

思想，承襲「經部」思想的精華，而有更進一步的發展，逐漸興盛。影響所及，「經部」沒落

消失了，「般若、性空」思想的主流地位，也被取代了。大乘唯識思想的形成，是好幾個思潮

互相融合匯流而成的 24，如「細心說」、「種習說」、「潛在煩惱說」、「唯心無境論」25等，同

樣地，也只有發展的主流演變，而沒有所謂「正統」的問題。其中，「第七識」、「第八識」、

乃至於「第九識」26等的思想發展，是與輪迴流轉有密切關連的，而「第八阿賴耶識」，後來

成為其思想發展的主流，但這個主流思想，也還前後期發展的不同。早期所說的阿賴耶識，

是被定義為雜染的「妄識」，後期所說的阿賴耶識，卻與眾生「佛性本有」思想融合，發展成

本來清淨的「如來藏」思想。 

關鍵的無我 

  從以上思想發展軌跡的簡略回顧來看，可以理解到，從死到生如何相續的解說，歷來的

佛弟子是有許多不同的看法，而且沒有誰被公認為是正統的。之所以會出現這麼多的立論建

構，一方面表示了問題的不容易理解，另一方面，相對地也表示了所有的立論建構，都有其

不能圓滿的侷限性，好像也沒有比《阿含經》中所展現的有限資訊清晰多少。目前我們所熟

悉的「中陰身」或「第八識」的說法，也都還是思想發展演變下的一環，不見得就優於《阿

含經》中，只談「六識」的當時主流教說。所以，不一定就要將「中陰」說，或「第八識」

說，或兩者的融合說定於一尊，認為非此不可，離此即非。更不能說，只談「六識」就成立

不了生死輪迴，就是邪見。其實，不論用怎樣的名稱，建立怎樣的立論體系，其出發點總是

圍繞在「生死如何輪迴，解脫如何可能」27的說明上，其功用，應當是在於適應不同根性眾

生的理解（契機），而最後目的，則當期望能引導人們趣向解脫，圓成佛道的修行（契理）。

而邁向解脫，圓成佛道的關鍵，在於「無我」28的體證，所以，更重要的是，我們如何建立

與「無我」相應的生命相續輪迴觀。讓我們再回頭來檢視《阿含經》中，幾個具有指標性的

經例： 

  一、當異比丘與摩竭陀人質疑：如果沒有我，那麼，是誰在造業？誰在受業報？誰在受

苦受樂時，佛陀僅以五蘊「無常、苦、非我、非我所」來回答異比丘 29，以「眾生因緣會相

連續」，所以說「有生、有死」，來回答摩竭陀人 30，佛陀的回答，沒有直接說是誰在受業報，

表面上看來，好像是答非所問，其實，真的沒有辦法說是誰在受業報，所以佛陀直接從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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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會疑問的關鍵處──我見，來著手教說：在當下的生命中，不以任何形式存在有「實在的」、

「常住的」、「獨存的」、「主宰的」內涵，在過去的生命裡也沒有，就是將來從死（這一期生

命）到生（下一期生命）的過程中，也不會有。一切的存在，不論在任何時空下，都是「因

緣會相連續」，都是因緣條件所生。既是因緣所生，必定受眾因緣所左右，而展現出無常。既

是無常，就是「非我」（不是「我」），既然沒有任何一項是「我」，那就是「無我」（沒有「我」），

這是佛法特有的無我輪迴觀。 

  二、嗏帝比丘堅持主張，佛陀曾經說過：「今此識，往生不更異」，一直不接受其他比丘

的糾正，最後受到佛陀的呵責 31。嗏帝比丘的意思是，五蘊中的這個「識」蘊，就是那個能

作善惡業，並且會受善惡業報的主體，它能流轉輪迴，而且能在流轉輪迴中，保持其本來一

貫的性質，不會改變。前面說過，「識」是《阿含經》中，最常被用來解說死、生相續的，嗏

帝比丘這樣的說法，與《奧義書》所主張的「真我輪迴」，豈不是一樣了嗎？怪不得佛陀會呵

責他是「愚癡人」！佛陀說：「識因緣故起」32，「識」也是因緣條件俱足，才能生起的，例

如：透過正常的眼睛，看到東西，而產生的識──辨別功能，就成了「眼識」，耳聽、鼻聞、

舌嚐、身觸、意根各產生「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等不同性質的辨別功

能，這個情形，就像以木材燒出來的火，成了「柴火」，以草糞燒出來的火，成了「草糞火」

一樣，柴火與草糞火，性質不同。所以，識的性質，是不斷地被它生起的因緣條件所改變的，

哪裡能「往生不更異」呢？ 

  三、「識緣名色」、「名色緣識」，「識」與「名色」輾轉相依，這是《阿含經》中常見的教

說。再佐以「攀緣四識住」33的經教，說「識」必定要在色、受、想、行四個地方攀緣，在

這些地方來去、安住、生長，所以，部派時期的論師們會稱之為「有取識」，就像植物的種子，

必須在泥土與水的地方，才能生長一樣。所以，如果有人說，有一種「識」，可以離開色、受、

想、行而來去、安住、生長，佛陀說，那不是我們所經驗的，只是空口說白話，玄談空論，

徒增愚癡罷了 34。因此，如果說死生之間的相續流轉，有單獨的識可以來去、安住、生長，

有那種純精神、純心靈的存在狀態，恐怕要稍作保留，與這些經教多印證了。 

愛染有餘的輪迴 

  前節說到，生命輪迴的推動力量，是無明與渴愛。而無明與渴愛，更是互為表裡的一體

之兩面，所以，只要渴愛沒有止息，就還「有餘」35，為何有餘？因為渴愛的推動，就會接

續許多為了執取與占有的行動發生，沒完沒了的。即使是自殺的人，表面上看來好像是厭惡

生命，不再眷戀了，實際上在其厭惡的深處，還是受了厭此愛彼的渴愛力量推動著，仍不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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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餘，一死不能百了。所以說，如果還有一絲渴愛在，生命之火就不會熄滅，輪迴就不會停

止。生命的輪迴之流，是這樣的「此有故彼有」，「因緣會相連續」的因緣所生。既是因緣所

生，所以就不能是無因無緣的偶然或斷滅，而且不論是在任何時空裡，都會隨著因緣條件的

變化而改變，是無常的，也不存在任何「實在、常住、獨存、主宰」的內涵，是無我的。為

了方便說明與理解，對愛染有餘的眾生，從死到生的過程中，說是以某種狀態銜接相續，流

轉輪迴，自有其解說上的需要，然而，如果不能緊緊扣著緣生緣滅，無常無我的緣起正見，

隱含、夾雜著「本自俱足」的反緣起思想，說生命中的「本來」如何如何；說在生死變化中

有某種「不變」特質的核心；說有「其小無內」的基本元素、基本單位，那麼，再美妙生動、

讓人容易接受的詮釋，也只是隨順世間「真我」的思想而已，與解脫生死、圓成佛道何干！ 

 

註解 

1.探究宇宙的起源，也為古印度宗教哲學的領域之一。如《梨俱吠陀》中有金胎、生主、造

一切者、原人等思想，《梵書》初期延續的生主思想，中期出現的大梵思想，而後期演變的真

我阿特曼（ātman）、梵我合一思想，到《奧義書》時，更成為成熟的主流思想。 

2.「佛告比丘：諸所有色，若過去、若未來、若現在，若內、若外，若麤、若細，若好、若

醜，若遠、若近，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相在。受、想、行、識，亦復如是。比丘！如是

知、如是見，疾得漏盡。爾時、會中復有異比丘，鈍根無知，在無明㲉，起惡邪見而作是念：

若無我者，作無我業，於未來世誰當受報？」《雜阿含五八經》 

3.摩竭陀國為佛陀時代的大國，佛陀成道處的尼連禪河河畔菩提迦耶，就在該國，佛陀早年

多在該國遊化，如在該國首都王舍城的迦蘭陀竹林精舍、耆婆林精舍、摩訶劫賓那精舍，王

舍城外靈鷲山石窟等。摩竭陀國國王頻鞞娑邏王（亦作瓶沙王），亦為當時少見的國王佛弟子。 

4.「諸摩竭陀人見如此已，便作是念：沙門瞿曇不從鬱毘羅迦葉學梵行，鬱毗羅迦葉從沙門

瞿曇學梵行也。世尊知諸摩竭陀人心之所念，便為摩竭陀王洗尼頻鞞娑邏說法。……大王！若

族姓子不著色、不計色、不染色、不住色、不樂色是我者，便不復更受當來色。大王！若族

姓子不著覺、想、行、識，不計識、不染識、不住識、不樂識是我者，便不復更受當來識。

大王！此族姓子無量不可計，無限得息寂，若捨此五陰已，則不更受陰也。於是，諸摩竭陀

人而作是念：若使色、覺、想、行、識無常者，誰活？誰受苦樂？」《中阿含六二經》 

5.「p liā （聖典）語的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 ahaṁ（我）；常識的分別我見 ana  aha  asmiṃ ṁ

（這是我）；哲學的、宗教的分別我見 attan（我體）Attan（神我）；俱生的我見 Asmi（我

有）、Aham asmi （我是、是我）、aha n raṃ ā （我計、我執）；俱生的我慢 Asmim naā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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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Asm  ti m naī ā （「我」云云之慢）等等不同的原文同樣漢譯為「我」。…（中略）…聖典

語 attan：一、作名詞用時，有我、我體、神我……等歧義（ambiguitn）；二、作代名詞用時，

古德譯作「己」「自」，為三種人稱單、複數反身代名詞，義為「你自己」「我自己」「他自己」

「我們自己」……「人人自己」。因此，甚至閱讀聖典語文，不通達第一義佛法的印度人氏，

有時亦很難分辨 attan、aham、asmi 等詞在語文脈絡的正確字義是何。」《由人間佛法透視

緣起、我、無我、空》〈以四阿含經為主綜論原始佛教之我與無我〉一六四頁，楊郁文撰，甘

露道出版社。 

6.今試舉下面兩例：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不與世間

諍，世間與『我』諍。……」《雜阿含三七經》 

 「佛告婆羅門：如是論者，『我』不與相見。汝今自來，而言我非自作、非他作。……」《雜

阿含四五九經》 

7.『外道所說個人自體的「我」，與宇宙本體的「梵」，看作常住不變的，安樂自在的，常住

不變的小我、大我，都從生死根本的我見中來。必須以慧觀察，悟到他是無常、苦、無我（空），

才能將生死的根本煩惱解決了。佛法不共外道的地方，在這上明顯地表示出來。』《佛在人間》

第五四頁‧印順法師著 

8.「世尊告曰：……阿難！若識不入母胎者，有名色成此身耶？答曰：無也。阿難！若識入胎

即出者，名色會精耶？答曰：不會。阿難！若幼童男童女識，初斷壞不有者，名色轉增長耶？

答曰：不也。……當知：所謂緣名色有識。阿難！若識不得名色，若識不立不倚名色者，識寧

有生、有老、有病、有死、有苦耶？答曰：無也。」《中阿含第九七經》，《長阿含第一三經》 

9.「若始菩薩從兜率天，降神母胎，專念不亂，地為大動，是為三也。」《長阿含第二經》 

10.「……婆羅門言……收縛此人著大釜中，韋（圍）蓋厚泥使其牢密，勿令有泄。遣人圍遶以

火煮之，我時欲觀知其精神所出之處，將諸侍從遶釜而觀，都不見其神去來處。又發釜看，

亦不見神有往來之處，以此緣故知無他世。……」《長阿含第七經》 

11.「佛告摩訶男：汝亦如是，若命終時，不生惡趣，終亦無惡。所以者何？汝已長夜修習念

佛、念法、念僧，若命終時。此身若火燒、若棄塚間，風飄日曝，久成塵末，而心、意、識

久遠，長夜正信所熏，戒、施、聞、慧所熏，神識上昇，向安樂處，未來生天。」《雜阿含第

九三０經》 

12.「爾時，尊者婆迦梨求刀自殺……當於爾時，弊魔波旬欲得知尊者婆迦梨神識所在，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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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處？為在人耶？為非人耶？天、龍、鬼神、乾沓和、阿須倫、迦留羅摩、休勒閱叉？今此

神識竟為所在？在何處生遊？不見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皆悉周遍而不知神識之

處。是時魔波旬身體疲極。莫知所在。……是時，尊者阿難白世尊曰：唯願世尊說婆迦梨比丘

神識為何所在？世尊告曰：婆迦梨比丘神識永無所著，族姓子以般涅槃。當作如是持。」《增

壹阿含二六品第十經》 

13.「世尊告諸比丘：……汝等見是跋迦梨比丘死身在地，有遠離之色不？諸比丘白佛：已見，

世尊！復告諸比丘：遶跋迦梨身，四面周匝，有闇冥之相圍遶身不？諸比丘白佛：已見，世

尊！佛告諸比丘：此是惡魔之像，周匝求覓跋迦梨善男子識神當生何處。……佛告諸比丘：跋

迦梨善男子，不住識神，以刀自殺。爾時，世尊為彼跋迦梨說第一記。」《雜阿含第一二六五

經》 

14.「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因緣，識來受胎。云何為三？於是比丘，母有欲意，父母共

集一處，與共止宿。然復外識未應來趣，便不成胎……若復父母集在一處，父有風病，母有冷

病，則不成胎。……若復有時父母集在一處，父相有子，母相無子，則不成胎。……若復有時，

識神趣胎，父行不在，則非成胎。……若復比丘，父母集在一處，父母無患，識神來趣，然復

父母俱相有兒，此則成胎。是謂有此三因緣，而來受胎。是故比丘！當求方便，斷三因緣。

如是，諸比丘！當作是學。」《增壹阿含二一品第三經》 

15.《中阿含第一五一經》說：「……以三事等合會受胎：父母合會，無滿堪耐，香陰已至。阿

私羅！此事等會入於母胎。」《中阿含第二０一經》也說：「復次，三事合會入於母胎：父母

聚集一處，母滿精堪耐，香陰已至，此三事合會入於母胎。」 

16.婆蹉族應屬於恆河上游西方雅利安族的一支，與佛陀的恆河下游東方系種族不同源。《長

阿含第四經》中，記錄了佛世時的十六國族，就有婆蹉國，他的位置一般認為在恆河上游，

現今新德里以南的一帶。 

17.這是「十四無記」的四大論題之一，《雜阿含經》都作「命即是身？命異身異？」《長阿含

經》都作「是命是身？命異身異？」《增壹阿含經》都作「彼命彼身？非命非身？」「是命是

身？非命非身？」「命是身耶？為命異身異耶？」《大智度論》則作「是身是神？身異神異？」 

18.「婆蹉種出家白佛：云何？瞿曇！命即身耶，答言無記。命異身異，答言無記。沙門瞿曇

有何等奇，弟子命終，即記說言：某生彼處；某生彼處。彼諸弟子，於此命終捨身，即乘意

生身生於餘處。當於爾時，非為命異身異也？佛告婆蹉：此說有餘，不說無餘。……譬如火，

有餘得然，非無餘。……婆蹉白佛：眾生於此命終，乘意生身往生餘處，云何有餘？佛告婆蹉：

眾生於此處命終，乘意生身生於餘處，當於爾時，因愛故取，因愛而住，故說有餘。」《雜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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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第九五七經》 

19.《雜阿含第三三五經》說：「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眼生時無有來處，滅時無有去處。

如是，眼不實而生。生已盡滅，有業報而無作者。此陰滅已，異陰相續，除俗數法。」又《雜

阿含第一０五經》說：「佛告仙尼：我諸弟子，聞我所說不悉解義，而起慢無間等。非無間等

故，慢則不斷。慢不斷故，捨此陰已，與陰相續生。」 

20.如《相應部 22 相應 87 經/跋迦梨經》、《中部 38 經/渴愛的滅盡大經》等經。 

21.如《相應部 55 相應 21 經/摩訶男經第一》。 

22.如《中部 38 經/渴愛的滅盡大經》。 

23.「五蘊統一論是平等門，心識統一論是殊勝門。」《唯識學探源》第五０頁，印順法師著。 

24.「唯識的定義，「即是識」，「不離識」，論師們有不同的解釋。究竟唯有什麼識？有的說是

八識，有的說是阿賴耶，有的說唯是真心。這些，都是唯識思想的一個側向，是唯識學的一

流。偏執一個定義，這是一論一派的唯識學者。本人的態度，是想在複雜的唯識思想中，發

見主流與共義，廓清宗派的偏執。所以先從大乘唯識學中，指出幾個不同觀點的解說，再去

考察它與原始佛教的關係。這不同方面的解說，都是唯識學，是唯識學的多方面的開展；唯

識學，也可說是幾個思潮的合流。……大乘唯識思想，大概可以歸納為五類：一、『華嚴經』

「十地品」第六地說：「三界虛妄，但是一心作」。……這可以稱為「由心所造」的唯識。二、

『解深密經』 （卷三）說：……這可以稱為「即心所現」的唯識。三、『解深密經』（卷一）

說：……這可以稱為「因心所生」的唯識。四、『楞伽阿跋多羅寶經』（卷四）說：……這可以

稱為「映心所顯」的唯識。五、『阿毘達磨大乘經』說：……可以稱為「隨心所變」的唯識。」

《唯識學探源》第二八至三二頁，印順法師著。 

25.此部分資料參考、引用自《唯識學探源》第四八至二０一頁，印順法師著。 

26.九識是指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阿陀那識、阿賴耶識、阿摩羅識。將阿

摩羅識列為第九識，而提倡九識之說，則始於梁‧真諦三藏，但九識說也有其經典的依據，如：

《金剛三昧經》〈入實際品〉說︰「如彼心地，八識海澄，九識流淨，風不能動，波浪不起。」

《入楞伽經》說︰「八九種種識，如水中諸波。」《大乘密嚴經》說︰「心有八種，或復有九。」

（摘自《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第一一七頁） 

27.引用印順法師的觀點：「我的意趣（按：立大乘三系）是：凡是圓滿的大乘宗派，必有圓

滿的安立。一、由於惑業而生死流轉，到底依於什麼而有流轉的可能。二、由於修證而得大

菩提，到底依於什麼而有修證的可能。」（《無諍之辯》第一二六頁）「佛法有二大問題：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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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輪迴問題，二是涅槃解脫（成佛）問題。一切佛法，可說都是在這二大問題上作反復說

明。」《以佛法研究佛法》第三０四頁，印順法師著。 

28.「聖弟子住無我想，心離我慢，順得涅槃。」《雜阿含第二七０經》 

29.「爾時，世尊知彼比丘心之所念，告諸比丘：於此眾中，若有愚癡人，無智明而作是念：

若色無我，受、想、行、識無我，作無我業，誰當受報？如是所疑，先以解釋。彼云何？比

丘！色為常耶？為非常耶？答言：無常，世尊！若無常者是苦耶？答言：是苦，世尊！若無

常、苦，是變易法，多聞聖弟子於中寧見：是我、異我、相在不？答言：不也，世尊！受、

想、行、識亦復如是。」《雜阿含第五八經》 

30.「世尊即知摩竭陀人心之所念，便告比丘：愚癡凡夫不有所聞，見我是我，而著於我。但

無我、無我所，空我、空我所，法生則生，法滅則滅，皆由因緣合會生苦。若無因緣，諸苦

便滅。眾生因緣會相連續，則生諸法，如來見眾生相連續生已，便作是說：有生有死。我以

清淨天眼出過於人，見此眾生死時、生時，好色、惡色，或妙、不妙，往來善處，及不善處，

隨此眾生之所作業，見其如真。」《中阿含第六二經》 

31.「嗏帝比丘答曰世尊：我實知世尊如是說法：今此識，往生不更異也。世尊問曰：何者識

耶？嗏帝比丘答曰：世尊！謂此識，說、覺、作、教作、起、等起，謂彼作善、惡業，而受

報也。世尊呵曰：嗏帝！汝云何知我如是說法？汝從何口聞我如是說法？汝愚癡人！我不一

向說，汝一向說耶？」《中阿含第二０一經》 

32.「我說識因緣故起，識有緣則生，無緣則滅，識隨所緣生，即彼緣說：緣眼、色生識，生

識已，說眼識。如是，耳、鼻、舌、身、意法生識，生識已，說意識。猶若如火，隨所緣生，

即彼緣說：緣木生火，說木火也；緣草糞聚火，說草糞聚火。」《中阿含第二０一經》 

33.「佛告比丘：愚癡凡夫、無聞眾生，於無畏處而生恐畏。愚癡凡夫、無聞眾生，怖畏無我

無我所，二俱非當生，攀緣四識住。何等為四？謂色識住，色攀緣，色愛樂，增進，廣大，

生長；於受、想、行、識住，攀緣，愛樂，增進，廣大生長。比丘！識於此處，若來、若去、

若住、若起、若滅，增進、廣大生長。」《雜阿含第六四經》 

34.「彼五種子者，譬取陰俱識。地界者，譬四識住。水界者，譬貪喜四取攀緣識住。何等為

四？於色中識住，攀緣色，喜貪潤澤，生長增廣；於受、想、行中識住，攀緣受、想、行，

貪喜潤澤，生長增廣。比丘！識於中若來、若去、若住、若沒、若生長增廣。比丘！若離色、

受、想、行，識有若來、若去、若住、若生者，彼但有言數，問已不知，增益生癡，以非境

界故。」《雜阿含第三九經》 

35.「眾生以愛樂有餘，染著有餘。唯有世尊得彼無餘，成等正覺。」《雜阿含第九五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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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捨離一切有餘，愛盡、無欲、滅盡、涅槃。」《雜阿含第八六七經》 

 「所謂捨一切有餘，一切愛盡、無欲、滅盡、涅槃。」《雜阿含第三０六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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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命之流 

  第三節 業力的形成與展現 

什麼是業力 

  業的主要涵義，指的是行為、作為，包括外在的肢體行動與語言展現，以及內在的意志、

意念等心理活動。例如，八正道中「正業」的業，就是指這樣的範疇。然而，不論是內在或

外在的身心行為，即使在行為完成以後，總會或深或淺地，留有一些後續的影響力，持續影

響著行為者與被行為者。例如，兩個人由於觀念不同（內在無形的心理活動），經言詞表達出

來後（有形的外在行為），成為意見不合。如果進一步發展成口角或肢體衝突（有形的外在行

為），即使衝突行為結束了，雙方可能會持續有一段時間的心存芥蒂：或愧疚遺憾，或形同陌

路，或相見分外眼紅，……總之，凡做過，必留下痕跡，只有痕跡或深或淺的不同程度而已，

佛典中用「業跡」1的名稱來表示，十分傳神。這種行為過後的影響力，不論是對行為者自己，

或是對他人（其實，若從自他關係，無法孤立分割的角度來看，對他人的影響，最後終究還

是會反應回來，成為對自己的影響），就稱為「業力」。 

業力說的歷史定位 

  古印度《奧義書》時代的一些先哲，將這種行為過後的影響力，逐漸地發掘闡揚出來，

用來解釋，人生為什麼會有那麼多的禍福不同境遇，並且，和當時興起的輪迴思想相結合，

完整地將業力說貫通三世，而成熟地完成業感輪迴說。在當時以祭祀決定命運的傳統思潮下，

業力說可以看作是一項突破傳統的革命性思想。這種思想，直接衝擊著婆羅門的四姓階級說，

也撼動了婆羅門至高尊貴的社會地位。以業力──自己行為的影響力，決定人生禍福的思想，

必然地發展出四姓（人人）平等，打破以出生血統決定社會地位的傳統，達到平權的結論。

這樣的結論，在早期佛教的一則經典裡，有了明確地紀錄：尊者摩訶迦旃延，對來自西方雅

利安族的摩偷羅國王說：「當知，四姓悉平等耳！」2這與十八世紀法國《人權宣言》以來，

隱然形成的國際主流觀點：「人生而自由平等」的平等主張，是一致的，更顯出了業力說的真

知灼見。 

佛教對業力說的態度 

  從早期佛教聖典《阿含經》的紀錄中，我們可以確定，佛陀原則上是接受業力說的觀點

的。例如，經中記述波斯匿王所十分敬愛思念的祖母過世了，貴為當時一大強權國（憍薩羅

國）國王，擁有極大權勢與資源的他，也無法挽救自己所鍾愛祖母的性命，感到十分悲傷，

落魄地來見佛陀。佛陀因此而安慰他，並為他說明，一切眾生，包括一切蟲、一切神、一切

人，乃至於佛陀、佛弟子，只要是活著的，都會死去，然後「各隨業所趣，善惡果自受」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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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都會隨著各自的業力往生，承擔善惡果報：或墮地獄，或昇天界，或解脫漏盡入

涅槃。另外，經中也常說到，佛陀與具有三明神通力 4的佛弟子，能於眾生死時，以「天眼」

見到眾生「隨業受生」5的情形。眾生下一輩子往生何處，不是由於上帝的審判，也不是閻羅

王的裁決 6，而是受諸多業力的牽引，隨業往生的，表示了佛教對業力說的正向肯定態度。 

業力的形成 

  那麼，業力是如何形成，又如何作用而展現的呢？這是屬於「緣起甚深」的複雜問題，

本來也不適合我們一般平凡人來細究。雖說如此，然而，我們還是可以從一般平凡人，能夠

充分經驗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一些合理推斷的可靠理解。讓我們先從業力說的先驅──《奧義

書》中，所透露的訊息來看。《奧義書》的先哲們，注意到人們的意志力，對行為的重要影響

力，而提出「依欲而有意向，依意向而有業，依業而有果報」的論點 7，明白指出「意向、行

為、果報」三者間的關連性。其中，從行為到果報的觀念，就是業力說的雛形。如果從我們

自己日常生活行為中，來仔細觀察，確實可以發覺，我們的起心動念（意向、意志），是引發

行為的前導，即使是一些表面上看來無意識的反射行為，也還有不易察覺的深沈意識，或者

習以為常的慣性主導著，這些也都還是人們意向展現的一類。所以，後來佛教的論師們，更

細膩地將意向到行為的過程，剖析為「審慮、決定、發動」8。審慮與決定，是每個意向形成

的過程，一旦決定後，就成了意志，然後去推動一些肢體或言語行為，來貫徹這個意志的實

現。然而，更值得關切的是，我們的意向是如何形成的？影響我們「審慮、決定」的因素是

什麼？因素或許有很多，但總括來說，是不離來自社會與自我的自、他因素。而這些因素，

都與組成社會的個體，以及個人的行為有關。讓我們以個人習以為常的慣性來看：個人的慣

性，就是這個人的性格，一個人性格的形成，是從他的慣常行為中，逐漸養成的，而慣常的

行為，又是受性格的驅使，性格與行為，兩者間交相作用，輾轉影響，成為「以習成性，以

性成習」9的鉤鎖。由微而著，從局部而類推整體，從個性與習慣之間的關係，可以是理解業

力形成的一個很好基礎。譬如主宰欲強的人，如果不知節制，就容易在言行上與人起衝突，

所以讓自己陷入暴戾環境的機會，也就相對地增多。而每發一次脾氣，就又讓自己的主宰欲，

再次地獲得了滋養，時間久了，積習成性 10，連自己想改都改不掉，常常自己不自覺地發脾

氣，成為別人眼中壞脾氣的人，當然自己也常受到怒火中燒，親朋疏離的果報。瞋怒是這樣

子，貪欲、慳吝的個性與報應，也都是這樣子的。 

影響深遠的意業 

  所以，業力不是什麼神秘不可理解的力量，不是一成不變的宿命決定，也不是上帝指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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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賦予，更不是無因無緣的偶然 11，而是一種「經驗的反應」、「生活的遺痕」12，也可以理

解為自己的行為，對自己的影響力。這種影響力，主要是在自己的心、意、識中，發生積聚

作用，再回過頭來影響自己往後的行為。所以，從「審慮、決定、發動」的行為模式來看，

自己的作為，首先受影響的，是自己，而不是別人。例如，處心積慮想要復仇的人，尚未採

取行動報復對方前，自己就先在瞋怒、算計、不平的苦果中了，而且，在「審慮、決定」的

過程中，瞋恨已經又深深地烙入自己的意念與記憶中，不僅在當時，即使往後，也必然會伺

機出現不良影響，這就成為有深遠影響力的業力。所以，如果經過「審慮、決定、發動」的

過程，亦即「故意」的行為，佛陀會說，這必定會有果報的 13。反之，如果不是故意的行為，

或許不一定會有果報。不確定的原因，是還有行為後的結果因素，例如，雖然是一個完全非

故意的行為，但其結果卻造成其他眾生的傷害，引起受傷害者的瞋心報復，也還會是另一種

模式的業報。不過，相較之下，由故意而引發的業報，深入心中，影響力既深且廣，所以，

佛陀會說「意業」是最重的 14。 

緣起下的業力展現 

  業力的展現，是透過身心活動來反應的，而任何一個身心的反應，都是多重交錯而複雜

的，因而業力的展現，也是多方交錯而複雜的。就時間來說，業力可以透過心（意、識）的

蓄積，通達三世 15，而不必然要受限於當生就反應完畢，所以，佛陀會有「如影之隨形」16

的譬喻，以及後代論師「業影」17的稱呼。「如影之隨形」，是一個相當巧妙的譬喻，以「形」

來代表眾生，業力就如同影子一般，緊緊地跟隨著每一位眾生，每一位眾生，都會依著他的

業力而受報 18，即使是父子 19、夫妻之親 20，也不會有交互替代的錯亂情形發生。其實，每

一位眾生生命的活動，都可以看作是種種業力（但不只限於過去）的引領，即使解脫的聖者，

他們雖不再有染著的新業力形成，但在過去所形成的業力，也還是如影子般地跟隨著他們，

一旦遇著成熟的因緣，還是會隨業受報的。例如，佛弟子中，神通第一的目揵連，因過去生

的業力，最後還是死在一群「執杖外道」的暴力下 21。不過，解脫的聖者，斷盡了貪、瞋、

癡、無明、我慢，已不再受「後有」，亦即不再生死輪迴，當此生結束以後，過去的種種業力，

就再也沒有活動的舞台了，就像把樹木劈成了碎片，然後燒成灰燼，這時，哪裡還找得到樹

的影子（業力）呢 22？所以，業力的展現，仍然不離「此故彼」的條件關係，從「果從因生、

事待理成」（如：隨業受報，絲毫不爽），到「有依空立」（如：燒成灰燼的樹木，再也找不到

它的影子），業力的展現，也還是緣起的。所以，如果說，業報一定是永恆存在的「自作自受」，

或者說，業報也會「父債子還」、「祖上庇蔭」的「他作他受」，這樣的業力觀，都不離常見與

斷見的範疇 23，與緣起法不相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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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種業的分類 

  除了依語言、肢體、意念等不同形式的行為作為，將業力分為「口業」、「身業」與「意

業」等三種 24外，後來的論師，又將複雜的業力作用，依不同的展現情況而作分類。如由多

數人所共同形成的業力，像一個國家的強弱，社會風氣的好壞等，稱為「共業」，而個人特有

的業力，就相對地稱為「不共業」。又如，引導往生至六道中哪一類眾生的業力，稱為「引業」，

而影響在該類眾生中，所能獲得資源（福報）多少的業力，稱為「滿業」。舉例來說，能夠順

於五戒十善（此為下一節討論的主題），與人的主流價值規範相應，就具備有往生人間的引導

業力。這種往生人間的業力，即是人道的引業。但是，行為能順於五戒十善者，有些能多作

布施，有些則否。樂於布施者，將來所能獲得的回報（資源），相對的也較多，所以，同樣往

生人道，過去多布施者，出生後的境遇就較為優渥，因為滿業較為殊勝的緣故。反過來說，

多行布施的人，如果犯了戒，仍然會因此（引業）而墮入惡道，不過，因為布施功德而累積

的滿業，能使得即使生為畜生，也享有畜生中富裕的生活條件（福報）25。再如，依業力作

用的時間來區分，當生就會受報的，稱為「現報業」，也就是俗話說的「現世報」，來生才受

報的，稱為「生報業」，而更久遠的來生才受報的，則稱為「後報業」26。生報業與後報業，

就是俗話說的「後世報」。 

複雜的業力展現 

  由於業力就像是行為後留下來的痕跡，每一道痕跡經層層地堆疊累積，可以理解為一類

類，或一系系的。然而，眾多不同系類的業力，並不會相互抵銷，而是會在自己內在貪、瞋、

癡因緣的引發下，分別地展現其影響力，分別有其果報的，就如同政黨的輪替 27，一旦得勢，

就展現著她的施政方針，一旦失勢，也還保有其潛力一樣。再加上業力存在的長遠性，不限

於在當生反應受報完畢，這使得業力的展現，在長時間與多系類的交錯下，顯得相當複雜難

以理解。例如，有人一生行為端正，然而，卻可能終其一生都沒有能得到好的報應，就是死

後，具天眼神通力的人，還見他往生惡處地獄中；有人作惡多端，但卻是一生風光，得財得

勢，死後還能往生善處天上。這兩種情況，最容易讓人對業力說的正當性，生起質疑，甚至

於加以全盤否定，認為沒有善惡業報了 28。業報的複雜性，也不是光有天眼神通的人，就能

看清楚的。佛陀對阿難解說，業報的展現，必須要從是否「現法中受報訖」、「後報故」、「未

盡應受報」、「死時之善惡心」29等，多方面廣泛地來看。也就是說，對死後往生善、惡處的

決定因素，除了要看當生的業報，是否早已反應完畢，已經失去了影響力外，還要衡量是否

當生還在過去生業力的影響勢力中，而當生行為所成的業力，相對之下只能潛藏儲存，留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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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後幾生中才反應的情況。另外，死時的善惡心念，是否強過其它業力的影響，也是因素之

一。所以，應當對這四類因素，作全面深入的觀察，才能對複雜的業力展現，有正確的理解。

只看局部，或只看表面，都不能正確地理解業力。 

業力影響程度的改變 

  過去，我們到底累積了什麼樣的業力，對我們現在或未來，會有怎樣的影響？不好的業

力能夠改變嗎？這或許是大家所關切的問題。前面說，業力就像是行為後留下來的痕跡，每

一道痕跡都會分別地展現其果報，是不會相互抵銷的，那麼，業力豈不是無法改變了嗎？確

實，業力是「作已成者，必受其報」，無所遁逃的。然而，業力不是一個封閉型的系統，而是

不斷地有新的業力加入的，而且，在諸多業力的展現中，其影響力的大小，還是有其相對性，

這就成了改變整體業力影響的有利因素。經中以鹽溶入水來作譬喻 30：當一兩鹽溶入一杯水

中時，水中鹽的濃度就很高，這杯水是鹹得喝不下口的。但如果這一兩鹽，是丟入（恆）河

中，那麼，一兩鹽還是一兩鹽，但在大量河水的稀釋下，就發揮不起什麼作用了。以鹽代表

惡業，以水代表善業，善惡業雖然不會相互抵銷，但是，如果有大量的善業，來稀釋惡業的

影響力，那麼，惡業的影響程度，相對地就被改變了，反之亦然。 

  所以，如果業力真的能夠被改變，那應該是善、惡業影響程度的相互消長。我們當然都

希望，自己過去已成的惡業影響力，能夠降到最低，但如何降呢？經中說，如果想靠世尊法

王的祝福，就能成辦，那就像將一塊大石，投到水池中，然後大家站在水池邊，雙手合十，

祈禱石頭浮起來一樣，當然是辦不到的 31。業力的改變，就得從行為上的多行善行著手。什

麼是善行？經中說，就是五戒十善了。行五戒十善，能使我們的業力向善提升，就如同將裝

有酥油的瓶子，丟入池塘中，瓶破，滓瓦下沈，酥油（善業）自然浮起一樣 32。其次，我們

的惡業，都不離貪、瞋、癡 33，所以，我們應當在日常生活中，不要起與貪、瞋、癡相應的

壞念頭，從意念上就遠離惡行，而常存慈悲心，遠離諍執 34，更應在日常生活中，觀照我們

進行中的身、口、意等作為，若覺察與貪瞋癡相應的不淨行，則當捨離。也當反省我們過去

已做的身、口、意等作為，若有與貪瞋癡相應的不淨行，則應當向善知識或清淨的修行人，

誠心地發露，悔過說出，不應覆藏 35。如果能夠這樣徹底地執行，善行就能累積的愈多，善

業的影響力也就愈大，整體的業力展現，也就能因此而改變了。 

 

註解 

1.如《雜阿含第四九０經》中說：「閻浮車問舍利弗：謂業跡，云何為業跡？舍利弗言：業跡

者，十不善業跡：謂殺生，偷盜，邪婬，妄語，兩舌，惡口，綺語，貪欲，瞋恚，邪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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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阿含六三七經》中說：「受持學戒，離殺、斷殺、不樂殺生，乃至一切業跡如前說。」 

2.《雜阿含第五四八經》，記載了摩訶迦旃延尊者與摩偷羅國王，關於「婆羅門第一」的問答。

摩訶迦旃延尊者舉了幾個生活中的例子，並帶入業力的觀念，歸結說：「是故大王！當知四姓

悉平等耳，無有種種勝如差別。世間言說故，有婆羅門第一，（餘人卑劣），婆羅門白、餘者

悉黑，婆羅門清淨、非非婆羅門；婆羅門生，生從口生，婆羅門作，婆羅門化，婆羅門所有。

當知業真實，業依。」 

3.「爾時、世尊復說偈言：一切眾生類，有命終歸死，各隨業所趣，善惡果自受。惡業墮地

獄，為善上昇天，修習勝妙道，漏盡般涅槃。如來及緣覺，佛聲聞弟子，會當捨身命，何況

俗凡夫！」《雜阿含第一二二七經》 

4.所謂的三明，是指能知過去生種種的宿命通，能見所有種類眾生的天眼通，與生死解脫的

漏盡通。這都是超乎一般常人的能力，所以都稱為神通力。另外，佛陀有六種神通力，除上

面三種外，尚有能不受空間阻礙而行動的神足通，能聽懂各種眾生語言的天耳通，以及能以

心知心，知道眾生心中想法的他心通。 

5.「云何生死智證明？謂聖弟子天眼淨，過於人眼：見諸眾生死時、生時，善色、惡色，上

色、下色，向於惡趣，隨業受生，如實知。」《雜阿含第八八五經》。另，《雜阿含第五三九經》

亦同。 

6.閻羅王的審判說，與古印度《阿闥婆吠陀》中的耶摩神有強烈的關連。閻摩王（閻羅王）

為 Yamar jaā 之譯，而《梨俱吠陀》有耶摩天 Yama PaiPasPataṁ ṁ之說。耶摩天在《阿闥婆

吠陀》裡，演變成具有對人們死後審判權的耶摩神。後來，到了佛教時代，則明顯地分為耶

摩天與地獄之主的閻魔。到了敘事詩時代（西元三世記），耶摩大王即成了地獄之主。閻魔，

也就是我們俗稱掌管地獄的閻羅王。參考《印度哲學宗教史》〈第一篇‧第三章 第四節 死後

運命觀〉高楠‧木村著，高觀廬譯。 

7.《布利哈德》〈四‧四，二──五〉：「誠為善業之人則善，惡業之人則惡，依淨行而淨，依黑

業而黑。故曰人依欲（n maā ）而成，因欲而有意向（nratu），因意向而有業，因業而有果。」

《印度哲學宗教史》第二八八頁，高楠‧木村著，高觀廬譯。 

8.「思有三種：一、審慮思。二、決定思。三、動發思。若思能動身，即說為身業。」《大乘

成業論》（大正三一‧七八五下），世親菩薩著，西元五世紀。 

9.「初以習成性，次依性成習。」《成佛之道》第二六六頁，印順法師著。 

 又如《順正理論》說：「如是展轉無始時來，因果相仍，習以成性。」（大正二九‧五０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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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問曰：地是堅相，何以言性？答曰：是相，積習成性，譬如人瞋，日習不已，則成惡性。」

「如人喜作諸惡，故名為惡性；好集善法，故名為善性。」《大智度論》（大正二五‧五二八中） 

11.「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三度處，異姓、異名、異宗異說，謂有慧者善受、極持而為他

說，然不獲利。云何為三？或有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謂人所為一切，皆因宿命造。

復有沙門、梵志，如是見、如是說：謂人所為一切，皆因尊祐造。復有沙門、梵志，如是見、

如是說：謂人所為一切，皆無因無緣。」《中阿含第一三經》 

12.「行與業，指思心所引發的身心動作說，而業又是因活動所引起的勢用。這或者解說為「經

驗的反應」，或者稱之為「生活的遺痕」。總之，由身心的活動而留有力用，即稱為業。」《佛

法概論》第九八頁，印順法師著。 

13.「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故作業，我說彼必受其報，或現世受，或後世受。若不故作

業，我說此不必受報。」《中阿含第一五經》 

 「若故作樂業，作已成者，當受樂報。若故作苦業，作已成者，當受苦報。若故作不苦不

樂業，作已成者，當受不苦不樂報。」《中阿含第一七一經》 

14.「世尊又復答曰：苦行！此三業如是相似，我施設意業為最重，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

身業、口業則不然也。」《中阿含第一三三經》 

15.「諸業愛無明，因積他世陰。」《雜阿含第三０七經》 

16.「爾時，世尊說偈答言：唯有罪福業，若人已作者，是則己之有，彼則常持去，生死未曾

捨，如影之隨形。」《雜阿含第一二三三經》 

17.「空中亦逐去，山石中亦逐，地底亦隨去，海水中亦入！處處常隨逐，業影不相離。」《大

智度論》（大正二五‧一０四上） 

18.「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隨人所作業，則受其報。如是，不行梵行，不得盡苦。若作是說：

隨人所作業，則受其報，如是，修行梵行便得盡苦。」《中阿含第一一經》 

19.「父作不善，子不代受；子作不善，父亦不受。」《般泥洹經》（大正一‧一八一中） 

20.「爾時，波斯匿王殺庶母百子，即懷變悔……佛告王曰：人命極短，在世須臾間耳。生死

長遠，多諸畏難。若死來至，於中呼哭，骨節離解，身體煩疼，爾時，無有救者。非有父母、

妻子、奴婢、僕從、國土人民所能救也。有此之難，誰堪代者？唯有布施、持戒，語常和悅，

不傷人意，作眾功德，行諸善本。」《增壹阿含第五二品第八經》 

 ，《中阿含第二七經》尊者舍利弗告誡他的朋友梵志陀然說，「不為父母親屬作惡」，也表示

了相同的意含。 

21.「于時，王舍城中并餘住處，人皆普聞：執杖外道，共打聖者大目乾連，遍身支節，悉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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爛熟，碎如搥戴*。時，舍利子自以衣裹，猶若孾兒，持至竹園，僅有殘命，極受苦痛，不久

將死。……王既聞已，深生痛惜，便與內宮太子、宰相、城內諸人，悉皆雲集詣竹園中。諸人

見王，即便開路，至尊者所，涕淚橫流，猶如大樹崩倒于地，執足號啼，悲哽言曰：聖者！

何因忽至於此？答言：大王！此是前身自作業熟，知欲如何？王極瞋怒，告大臣曰：卿等即

宜奔馳四散，覓彼外道，若捉獲者，置於空室，以火焚燒。尊者報曰：大王！不應作如是事，

我先作業，猶如瀑流，注在於身，非餘代受。……」《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大正二四‧

二八七下） 

22.「世尊歎曰：善哉！惒破。云何？惒破！若有比丘，無明已盡，明已生。彼無明已盡，明

已生，生後身覺，便知生後身覺；生後命覺，便知生後命覺，身壞命終，壽已畢訖，即於現

世，一切所覺便盡止息，當知至竟冷。猶如，惒破！因樹有影，若使有人持利斧，來斫彼樹

根，段段斬截，破為十分，或為百分，火燒成灰，或大風吹，或著水中，於惒破意云何？影

因樹有，彼影從是已絕其因，滅不生耶？」《中阿含第一二經》 

23.「自作自受則墮常見，他作他受則墮斷見，義說法說，離此兩邊，處於中道而說法：所謂

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雜阿含第三００經》 

24.「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向邪者，違於法，不樂於法……謂邪見人，身業如所見，口業如

所見，若思、若欲、若願、若為，彼皆隨順，一切得不愛果，不念、不可意果。」《雜阿含第

七八七經》 

 「尊者舍利弗語尊者摩訶拘絺羅：……云何不善法如實知？不善身業、口業、意業，是名不

善法。」《雜阿含第三四四經》 

 「世尊又復答曰：苦行！我施設三業，令不行惡業，不作惡業。云何為三？身業、口業、

及意業也。」《中阿含第一三三經》 

25.「而復施諸沙門、婆羅門，乃至貧窮乞士，悉施錢財、衣被、飲食、燈明、諸莊嚴具。婆

羅門！彼惠施主，若復犯戒生象中者，以彼曾施沙門、婆羅門，錢財、衣被、飲食乃至莊嚴

眾具故，雖在象中，亦得受彼施報──衣服、飲食、乃至種種莊嚴眾具。若復生牛、馬、驢、

騾等種種畜生趣中，以本施惠功德，悉受其報；隨彼生處，所應受用皆悉得之。」《雜阿含第

一０四一經》 

26.「有三種業，謂：現報業、生報業、後報業。云何現報業？若業於此生作，亦令增益彼業，

即此生中得報，非餘生，是名現報業。云何生報業？若業於此生作，亦令增益彼業，次生中

得報，非餘生，是名生報業。云何後報業？若業於此生作，亦令增益彼業，後生中得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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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後報業也。」《阿毘曇毘婆沙論》（大正二八‧八一中） 

27.「在不斷的身心活動中，有無數的業力增長或消滅。這些業力，由於性質不同，成為一系

一系的，一系一系中又是一類一類的。如五趣果報，即有人業、天業、地獄業、畜生業、餓

鬼業。而每一趣業中，又有種種差別。……這譬如：在同一國家中，人民從思想、經濟等而相

互結合為種種階層，不同黨派；相攝相拒，互相消長。現在由甲黨當政，於現階段的政治施

設，起著決定作用。雖同時有別的政黨，自由活動於社會底層，或能部分的影響現政局，但

在甲黨未倒台前，其他政黨，到底不能取得領導地位……」《佛法概論》第一００頁，印順法

師著。 

28.「佛言：……阿難！若有一不離殺、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此不離、不護已，

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者，若有沙門、梵志，得天眼，成就天眼而見彼，見已，作是念：無

身惡行，亦無身惡行報；無口、意惡行，亦無口、意惡行報。……阿難！若有一離殺、不與取、

邪淫、妄言，乃至邪見，此離、護已，身壞命終，生惡處、地獄中者，若有沙門、梵志，得

天眼，成就天眼而見彼，見已作是念：無身妙行，亦無身妙行報；無口、意妙行，亦無口、

意妙行報。」《中阿含第一七一經》 

29.「阿難！若有一不離殺、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此不離、不護已，身壞命終，

生善處天中者，彼若本作不善業，作已成者，因不離、不護故，彼於現法中受報訖，而生於

彼。或復因後報故，彼不以此因，不以此緣，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或復本作善業，作已成

者，因離護故，未盡應受善處報，彼因此、緣此故，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或復死時生善

心，心所有法正見相應，彼因此、緣此，身壞命終生善處天中。」《中阿含第一七一經》還有

其它情形，今不纍舉。 

30.見《中阿含第一一經》，又稱為《鹽喻經》。 

31.「世尊歎曰：善哉！伽彌尼，所以者何？彼男女等，懈不精進而行惡法，成就十種不善業

道：殺生、不與取、邪淫、妄言、……乃至邪見，若為眾人各叉手向稱歎求索，因此緣此，身

壞命終，得至善處，乃生天上者，是處不然。伽彌尼！猶去村不遠，有深水淵，於彼有人以

大重石擲著水中，若眾人來，各叉手向稱歎求索，作如是語：願石浮出！伽彌尼！於意云何？

此大重石，寧為眾人各叉手向稱歎求索，因此緣此而當出耶？伽彌尼答曰：不也，世尊！」

《中阿含第一七經》 

32.「世尊告曰：……伽彌尼！謂此十善業道，白有白報，自然昇上，必至善處。伽彌尼！猶

去村不遠，有深水淵，於彼有人，以酥油瓶投水而破，滓瓦沈下，酥油浮上。」《中阿含第一

七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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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世尊告曰：……伽藍！當知諸業有三，因習本有。何云為三？伽藍！謂貪是諸業因習本

有，伽藍！恚及癡，是諸業因習本有。」《中阿含第一六經》 

34.「若有所作，必不作惡，我不念惡。所以者何？自不作惡，苦何由生？……復次，伽藍！

若有所作，必不作惡，我不犯世怖與不怖，常當慈愍一切世間，我心不與眾生共諍，無濁歡

悅。」《中阿含第一六經》 

35.「羅云！若汝現作身業，即觀此身業：若我現作身業，此身業為淨？為不淨？為自為？為

他？羅云！若觀時則知：我現作身業，此身業淨，或自為，或為他，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

羅云！汝當捨此現作身業。……若觀時則知：我已作身業，彼身業已過去、滅盡、變易。彼身

業淨，或自為，或為他，不善與苦果受於苦報。羅云！汝當詣善知識、梵行人所，彼已作身

業，至心發露，應悔過說，慎莫覆藏，更善持護。」《中阿含第一四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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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命之流 

  第四節 人身難得 

眾生界 

  依目前一般人所能認識的生命種類，除了人以外，就是動物與植物了。在佛陀的教說中，

特別著重於具有情識反應的生命，並且以此為主要的關切對象。例如，有一次，三彌離提比

丘問佛陀，什麼是「世間」呢？佛陀說，由於感官器官的接觸境界、認識境界，然後產生苦、

樂、不苦不樂等情感的身心反應，構成這樣身心作用的種種，就是「世間」1。這是屬於情感

的世界，是「情識類」2生命的共通特質。從這樣的特質，就可以將沒有身心情感反應的植物

類生命，明顯地區隔開來了。後來的佛教論師，更以「有情、非有情」的分類，將情識類生

命這樣的不同，明確地表達出來 3。 

  佛教的業力輪迴觀，是針對有情識的生命來說的。例如，佛陀說，「業」的總體成因是

「愛」4，而導致輪迴的重要因素，也是「愛」5。愛，是情感進一步的發展，是情識類生命

身心作用下的產物，沒有情識的植物，或者不成為生命的山河大地，都沒有情愛的反應，所

以說，佛教所主張的業感輪迴，是以所有情識類生命為範圍（界）的，透過「情識」的共通

運作方式，不同種類的有情生命，得以在輪迴中往生，更換不同的生命型態。 

  在早期佛教聖典中，說明輪迴的情識類生命，包含了地獄（或以音譯為「泥犁」的）有

情、畜生、餓鬼、天界有情、人等五種 6，稱為「五趣」7，或稱為「五道」8。人與畜生（畜

生是包括了人以外的所有動物類），是一般人所能認知的，而其它諸趣的有情，人們也可以透

過神通力（主要是天眼通）得知。沒有神通力的一般人，也可以藉由經典中的記載，對地獄、

餓鬼、天界等有情，作一個大略的理解。 

  天界與地獄的觀念，在古印度既有文化的《梵書》中，就已經明顯地形成了。《梵書》中

所說的「sParga」與「narana」，就是指天界與地獄 9。這是善人與惡人分別往生的地方，有

著受「妙樂」，或受「苦患」的不同待遇。佛教接受了這樣的觀念，經典中對天界與地獄，有

了更進一步的描述。例如，詳說地獄的類別，有八「大熱地獄」10，以及八「大寒地獄」11、

「大闇地獄」12之說，後來又有「孤地獄」13等種種，這些，都描述了地獄是一個長時間（因

為地獄有情的壽命都極長）14受苦的地方，在那裡，有情所看到的、聽到的，都只有令他們

生起不愉快，所以說，地獄是個充滿著憂苦的地方 15。相對的，天界是一個長時間（因為天

界有情的壽命也都極長）16享樂的地方，也有眾多不同層次天界的傳說 17。餓鬼，顧名思義，

是常在飢餓狀態下的有情，壽命也極長 18。佛陀說，一般人們祭祀中的施食，地獄有情並沒

有辦法享用，只有生在「入處餓鬼」的有情，才得以受用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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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天界有情中，常與三十三天戰鬥的阿修羅 20，有傲慢、瞋心重、好戰等獨特的性

格，後來漸漸被獨立出來，成為五趣外的另一趣，而稱為六趣 21。 

人間是善趣中的善趣 

  在這些種類的有情中，就整體評量來說，地獄、畜生、餓鬼三類，是受苦多多，最不受

歡迎的地方，尤其是地獄，除了苦外，還是只有苦 22，所以這三類，都被稱為「惡趣」。而天

界（包括阿修羅）、人間，則相對地被稱為「善趣」23。就聽聞佛法，能修學佛法的角度來說，

生在地獄、畜生、餓鬼三惡趣的有情，因為活得太苦了，以致於沒有餘力修學佛法，是八種

無法修學佛法（八難八非時）24的前三種。天界的環境與生活，都太充足、太美妙了，尤其

是還有慾望的欲界天有情，有充分的福報，能夠享受著各種感官的欲樂，以致於容易沈迷其

中，難以自制。即使有機會聽聞佛法，也大多因為有太多的感官享樂，而容易忘失 25。因為

這樣，所以他們反而以人間為善趣，因為「諸佛世尊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也！」26所有的

佛陀，都在人間成就，在人間以人類為主要對象來教導佛法，有情在人間聽聞佛法的機會，

自然也就最多了，況且，人類還享有其它有利於佛法修學的特質呢！欲界天有情的情況是這

樣子，更高層次的色界天與無色界天有情，也類似。色界與無色界天的有情，其共通特點是：

依禪定境界往生 27、壽命都非常長（所以又通稱為「長壽天」28）。他們雖然已經跨越了感官

欲樂的吸引，但卻又陷入了另一種禪定帶來的精神障礙中 29。由於長壽，以致於長時間沒有

辦法改變那樣的障礙，根本不會去理會有多少佛出世間，不知道要錯失了多少見佛聞法的機

會 30。況且，長壽天的有情，也缺乏能引導修學佛法的苦迫 31。這些因素，使得長壽天被列

入沒有辦法修學佛法的地方，成為「八難八非時」中的第四種。 

  為什麼經中會說「諸佛世尊皆出人間」？到底人間與人類，具有怎樣的優越條件，能夠

成為天界有情的善趣？我們這個世間，依佛教典籍說，稱為「娑婆世界」32，娑婆（saha）

的意思是「雜會（共同）」、「堪忍」33，表示了人間是苦、樂；善、惡；賢、愚；凡、聖……

的雜會處，雖然存在著許多的惡濁與苦迫，但是，都還在可以承（忍）受的範圍內。這樣的

苦迫，反而有機會成為引導向善、向於解脫的佛法修學，不致於像三惡趣那樣，苦到沒有餘

力修學，也不會像天界一樣，容易沈迷享樂而忘失了修學。再者，人類具有勇猛堅毅的毅力

（勇猛），有利於智慧增長的強力記憶（憶念），強烈「見賢思齊」的上進心與道德勇氣（梵

行），這些特質，是天界有情所比不上的 34，再加上釋迦牟尼佛出生於人間，佛法流傳於人間

的史實，使得一些人眼中諸多缺陷，極欲逃離的五濁惡世，反而是天界有情眼中的善趣。天

界已經是善趣了，他們還以人間為善趣，所以說，讚嘆人間為「善趣中的善趣」，殊不為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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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身難得 

  人間，是最適合佛法修學的地方，早期的佛典，確實透露著這樣的訊息。撇開從修學佛

法的角度來看，光從那麼多的輪迴有情，在那麼多的有情世界中，能夠出生為人，就已經很

不尋常了。佛陀曾經舉了這樣的一個譬喻來說明：大海中有一隻很長壽的海龜，但海龜瞎了

雙眼，牠每隔一百年，才會將頭伸出海面一次。海面上隨風飄著一塊浮木，浮木中間有一個

孔。試想，當這隻盲龜將頭伸出海面，正好穿過這塊浮木中間的孔，是多麼地困難啊！佛陀

告訴阿難說，有情漂流在五趣中，如果能夠生於人間，竟比盲龜的頭，正好穿過浮木中間的

孔還要困難 35。另外，經中還以小草上的朝露，日出即乾；下大雨時，濺出短暫存在的水泡

等種種譬喻，來形容人命的「甚為難得」36。這些譬喻，也傳遞了早期佛教「人身難得」的

看法。 

五戒十善 

  人間是善趣中的善趣，人身難得，但是，人間也居於有情輪迴的上下樞紐 37。在善惡雜

會的人間，向上提升，與向下沈淪的可能性都有，可以說是可塑性極高。昇華或者墮落的關

鍵，還在於人們的所作所為（業）。人們的行為，如果能夠符合「五戒十善」的規範，那麼就

成就了往生善趣，向上提升的業力，反之，就只有向惡趣沈淪了 38。什麼是「五戒十善」？

五戒就是不殺、不盜、不邪婬、不妄語（不欺騙）、不飲酒 39，十善就是不殺、不盜、不婬，

不兩舌、不惡罵、不妄言、不綺語，不貪取、不嫉、不邪見 40。從內容來看，五戒中的飲酒

戒，是在杜絕食用引起神智不清的東西，因為人一旦神智不清，失去了自我行為的約束力，

那麼，做出惡行的機會就大增了。兩舌、惡罵、妄言、綺語，都是表現在言語上的惡行，又

以妄語為重，所以，五戒中以妄語為代表。因此，就實質意涵來說，五戒與十善是相同的。

十善，如果以肢體、言語、意念三方面來作歸納，殺、盜、婬三者，是屬於肢體行為的「身

行」，兩舌、惡罵、妄言、綺語四者，是屬於言語方面的「口行」，貪、嫉、邪見三者，是屬

於意念上的「意行」，所以，十善有時候以「身三、口四、意三」41來表示，有時候也以「三

妙行」、「三清淨」稱之 42。 

  離殺，是一種尊重一切有情生命（包括昆蟲）43的態度，不應任意奪取所有有情的生命。

但殺一切有情中，又以故意殺人，包括自殺、殺他，親手、教唆，刀殺、藥殺（各類工具），

鼓勵、讚嘆、勸人自殺等都算 44。殺人，是殺戒中的主要犯戒，在出家的僧團中，不能以懺

悔除罪 45。盜，包括偷與盜，不論在任何地方，只要是有主人的物品，未經所有權人的允許

而占有，不論是強奪或偷取都是，所以也稱為「不與取」。偷盜行為的認定，依佛陀制戒的精

神，個人以為，應當與當時、當地的法律或道德規範同步，並以構成死刑 46或觸犯當地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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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俗為犯戒（亦即在僧團中不能以懺悔除罪）。離淫，是完全斷除與任何可能對象的性行為，

這是對出家眾說的。對在家人來說，是離「邪淫」，就是不作違反當地風俗、法律規範的不正

當性行為，這包括以權勢、財勢、暴力強迫的性侵害 47。妄語，是指欺騙、不實的語言與行

為，不論是為了自己，或是為他人的利益 48。最大的妄語，是對自己修學的成就，作了不實

的宣告，這是最主要的犯戒（在僧團中不能以懺悔除罪）。兩舌是指到處傳話，搬弄是非，挑

撥離間，破壞別人彼此間的和諧與和好 49。惡罵又稱為惡口，這是令人聽來不愉快的粗澀言

詞。綺語，是一些言不及義、不適當、不實在的話，又稱為雜穢語、壞語 50。 

  貪、嫉、邪見，又作貪、瞋、癡，這是所有有情惡行的根本，所以又稱為「三不善根」51。

如對他人財物起貪念，就有可能會進一步發展成偷盜的惡行。對其它有情起瞋心，認為應當

打、應該殺，就有可能會進一步發展成殺人的惡行。癡心不明而起邪見，否定業報、輪迴、

善惡行的價值 52，導致行為的顛倒錯亂。錯誤的觀念，是導致錯誤行為的根本原因，尤其是

邪見，更具關鍵性。所以，經典中有時候會直接說，邪見者，應生地獄、畜生二趣 53，正見

具足者，雖然經過了千百生，也不會墮入惡趣 54。 

  十善，是生為人的基礎善行，而殺人、重刑盜、暴力性侵害、大妄語等重大惡行，一旦

犯了（亦即故意，而且訴諸行動完成，不是未遂），就立即成就三惡道的惡業。即使不是十惡

業中的主要犯行，在一犯再犯的累積下，也必然會成就三惡道的惡業。即使志在解脫、成佛

的佛法修學者，也必須要以十善業為修學基礎，才能成就進一步的道業。經中說：「具足三業，

然後修四念處。」55具足三業，就是身、口、意清淨的十善行，這是說，十善行是修學四念

處的先決條件。又說，如果能多修習三妙行（即十善業），「能令四念處滿足」56。除了四念

處的觀慧修學外，經中還說，斷十惡業道人，能遠離內心的愧疚與後悔，想到自己的十善業，

內心感到安慰而生起歡悅、法喜，也有利於禪定的修學 57。 

珍惜人生 

  人身難得，佛出人間，人間有佛法的流傳，這樣的訊息，不必仰靠信仰來支持，是我們

平常人可以證知的歷史事實，最為可靠與可貴。人間有苦的逼迫，也有佛法的引導，是一個

趣向解脫相對良好的環境。人間，實在是值得我們追求，值得我們珍惜的地方。再者，從諸

佛最後成就解脫的「十二緣起逆順觀察」來看，十二緣起的「識入母胎」、「六根認識六境」、

「老病」等過程，都顯示了佛陀的說法，確實是依著人類特別的生理構造與身心作用來說明，

是以人類為當機的 58。人間存在著這些有利的學佛條件，實在是一個值得我們努力經營的地

方。人間的佛法，依靠佛弟子的實踐而流傳 59，佛弟子需要佛法的滋潤而增上，讓我們多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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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善，常在人間，繼續為向於解脫成佛的佛法修學而努力，也為人間佛法的常存而努力。 

 

註解 

1.「佛告三彌離提：謂眼、色、眼識、眼觸，眼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

耳；鼻；舌；身；意、法、意識、意觸，意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是名

世間。」《雜阿含第二三０經》 

2.《雜阿含第一二七八經》中有「有識眾生」這樣的詞句：「於彼燒燋炷所，尚不欲毀壞，況

毀壞有識眾生！」相對應的《別譯雜阿含第二七六經》作「情識類」：「被燒燋炷，尚不應謗，

況情識類。」 

3.例如，在分析聲音的種類時，《大毘婆沙論》中說：「聲處有八種：謂執受大種因聲、非執

受大種因聲，此各有二：謂有情名聲、非有情名聲，此復各有可意、不可意別，故成八種。」

（大正二七‧六四中） 

4.「業有因、有緣、有縛，何等為業因、業緣、業縛？謂業，愛因、愛緣、愛縛。」《雜阿含

第三三四經》 

5.「無明所蓋，愛結所繫，長夜輪迴生死，不知苦際。」《雜阿含第二六七經》 

6.「眾生為無明所覆，為愛所繫，或生泥犁，或生畜生，或生餓鬼，或生天上，或生人間。」

《中阿含第一六０經》 

7.「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無始生死，長夜輪轉，不知苦之本際。譬如比丘！若有士夫

轉五節輪，常轉不息，如是眾生轉五趣輪，或墮地獄、畜生、餓鬼，及人、天趣，常轉不息。……」

《雜阿含第九五五經》 

8.「於大千世界，五道諸趣生，乃至於梵世，人天優劣想，淨天眼悉見，是故稽首禮。」《雜

阿含第九九三經》 

9.「善人至天國（sParga）受妙樂，惡人至那落（narana）受諸苦患。」《百段梵書一一、六，

一》引自《印度哲學宗教史》第二二三頁，高楠‧木村著，高觀廬譯。 

10.「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大熱地獄，若眾生生於彼中，一向{與}烱然。」《雜阿含第四二

二經》 

 「已種燒燃業，依於非法活，乘斯惡業行，必生地獄中。等活、及黑繩、眾合、二叫呼、

燒燃、極燒燃、無澤大地獄，是八大地獄，極苦難可過，惡業種種故，各別十六處。」《雜阿

含第一二四四經》其中，無澤大地獄又稱無間大地獄、阿鼻（毘）地獄。 

11.依《雜阿含第一二七八經》說，八寒地獄為：阿浮陀地獄、尼羅浮陀地獄、阿吒吒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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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波波地獄、阿休休地獄、憂鉢羅地獄、鉢曇摩地獄、摩訶鉢曇摩地獄。 

12.「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大闇地獄，彼諸眾生生彼中者，不見自身分。」《雜阿含第四

二三經》 

13.「如上所論，十六地獄一切有情，增上業感，餘孤地獄，各別業招，或多，或二，或一所

止，差別多種，處所不定，或近江河、山邊、曠野，或在地下、空及餘處。」《俱舍論》（大

正二九‧五九上） 

14.「諸比丘白佛：今正是時，唯願世尊為諸大眾，說阿浮陀地獄眾生壽命齊限。諸比丘聞已，

當受奉行。佛告比丘：諦聽，善思，當為汝說。譬如拘薩羅國四斗為一阿羅，四阿羅為一獨

籠那，十六獨籠那為一闍摩那，十六闍摩那為一摩尼，二十摩尼為一佉梨，二十佉梨為一倉，

滿中芥子。若使有人百年、百年取一芥子，如是乃至滿倉芥子都盡，阿浮陀地獄眾生壽命猶

故不盡。」《雜阿含第一二七八經》 

15.「地獄眾生，生彼地獄中者，眼所見不可愛色，不見可愛色……耳、聲，鼻、香，舌、味，

身、觸，意識法，見不可愛，不見可愛；見不可念，不見可念；見不善法，不見善法。以是

因緣故，長受憂、苦。」《雜阿含第二一０經》 

16.《長阿含第三十經》：「四天王壽，天五百歲，少出多減。……兜率天壽，天四千歲……」又，

依《雜阿含第八六一經》：「人間四百歲，是兜率陀天上一日一夜。」 

17.依《長阿含第三十經》的描述，屬於欲界的天界有：四天王、忉利天、焰摩天、兜率天、

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魔天，屬於色界的天界有：梵身天、梵輔天、梵眾天、大梵天、光

天、少光天、無量光天、光音天、淨天、少淨天、無量淨天、遍淨天、嚴飾天、小嚴飾天、

無量嚴飾天、嚴飾果實天、無想天、無造天、無熱天、善見天、大善見天、阿迦尼吒天，屬

於無色界的天界有：空智天、識智天、無所有智天、有想無想智天。 

18.「餓鬼壽七萬歲，少出多減。」《長阿含第三十經》 

19.「瞿曇！我有親族，極所愛念，忽然命終。我為彼故，信心布施，云何世尊！彼得受不？

佛告婆羅門：非一向得。若汝親族生地獄中者，得彼地獄眾生食以活其命，不得汝所信施飲

食。若生畜生、餓鬼、人中者，得彼人中飲食，不得汝所施者。婆羅門！餓鬼趣中，有一處

名為入處餓鬼，若汝親族生彼入處餓鬼中者，得汝施食。」《雜阿含第一０四一經》 

20.「諸比丘！過去世時，阿修羅興軍與帝釋鬥。時天帝釋告三十三天……」《雜阿含第一一六

八經》 

21.「地獄、畜生、鬼、人、天、阿修羅，六趣險難，恐怖大畏。是眾生生死大海，旋流洄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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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業往來，是其濤波。」《十住毘婆沙論》（大正二九‧二十上） 

22.「世尊答曰：比丘！地獄不可盡說，所謂地獄苦。比丘！但地獄唯有苦。」《中阿含第一

九九經》 

23.「如是名天，如是名人，如是名善趣，如是名涅槃。如是名地獄，如是名畜生、餓鬼，如

是名惡趣，如是墮惡趣。」《雜阿含第九二三經》 

24.《中阿含第一二四經》說：「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人行梵行而有八難八非時也。」《長阿

含第十經》作：「云何八難解法？謂八不閑，妨修梵行。……是為不閑處，不得修梵行。」除

三惡趣外，尚有長壽天、邊地、邪見、聾盲瘖啞、佛不出世間等，都是沒有機會聽聞佛法的

情況。其中，聾盲瘖啞的狀況，近代藉由醫學與殘障福利的提升，似有獲得改善的契機。 

25.「時，天帝釋與五百婇女，遊戲浴池，有諸天女音聲美妙。爾時、帝釋遙見尊者大目揵連，

語諸天女言：莫歌！莫歌！時，諸天女即便默然。天帝釋即詣尊者大目揵連所，稽首禮足，

退住一面。尊者大目揵連問帝釋言：汝先於界隔山中，問世尊愛盡解脫義，聞已隨喜。汝意

云何？為聞說隨喜，為更欲有所問故隨喜耶？天帝釋語尊者大目揵連：我三十三天多著放逸

樂，或憶先事，或時不憶。世尊今在王舍城迦蘭陀竹園，尊者欲知我先界隔山中所問事者，

今可往問世尊，如世尊說，汝當受持。然我此處，有好堂觀，新成未久，可入觀看。」《雜阿

含第五０五經》 

26.「爾時，世尊便說此偈：人為天善處，良友為善利，出家為善業，有漏盡無漏。比丘當知！

三十三天著於五欲，彼以人間為善趣，於如來法得出家，為善利而得三達。所以然者？諸佛

世尊皆出人間，非由天而得也！」《增壹阿含三四品第三經》 

27.「……有無色眾生，度一切色想，滅有對想，不念若干想，無量空處，是空處成就遊，謂

無量空處天，……有無色眾生，度一切無量空處，無量識處，是識處成就遊，謂無量識處天，……

有無色眾生，度一切無量識處，無所有處，是無所有處成就遊，謂無所有處天，……有色眾生

無想無覺，謂無想天，……有無色眾生，度一切無所有處，非有想非無想處，是非有想非無想

處成就遊，謂非有想非無想處天，……」《中阿含第九七經》 

28.「長壽天者，非有想非無想處，壽八萬大劫。或有人言：一切無色定，通名長壽天；以無

形不可化故，不任得道，常是凡夫處故。或說無想天，名為長壽，亦不任得道故。或說從初

禪至四禪，除淨居天，皆名長壽，以著味邪見，不能受道者。」《大智度論》（大正二五‧三三

九上） 

29.「若生色界，與此相違，謂彼異生耽勝定樂，長壽無病、無貧、無離，違境既無，厭心微

劣，非厭微劣能入見道，能引見道勝厭無故。」《順正理論》（大正二九‧七０九下） 



2.4人身難得 -67- 

 

30.「若生長壽天，千萬佛過，著禪定味故皆不覺知。」《大智度論》（大正二五‧七０五上） 

31.「以彼中無苦惱，深著禪味，難可得度，故不生長壽天。」《大智度論》（大正二五‧三九四

下） 

32.「諸佛各答言：娑婆世界有佛，名釋迦牟尼，欲說般若波羅蜜。」《大智度論》（大正二五‧

七一四中） 

33.關於「娑婆」之語義，水野弘元《巴利語詞典》作 共同 忍受的, 忍耐的，《法華義疏》

卷二云（卍續四二‧六四五下）︰「娑婆世界此云雜惡，亦云雜會。」《玄應音義》卷三云︰

「沙訶又云娑訶樓陀，或云娑婆，皆訛也。正言索訶，此云能忍，或言堪忍，一言雜會出界。」

由此可知，古來有堪忍及雜會二說。（摘引自《中華佛教百科全書》〈娑婆〉） 

34.「有說，能寂靜意故名人，以五趣中能寂靜意無如人者，故契經說，人有三事勝於諸天，

一勇猛，二憶念，三梵行勇猛者；謂不見當果而能修諸苦行，憶念者；謂能憶念久時所作，

所說等事分明了了，梵行者；謂能初種順解脫分、順決擇分等殊勝善根，及能受持別解脫戒，

由此因緣故名人趣。」《大毘婆沙論》（大正二七‧八六七下）論中所說的「契經說」，應該是

指《長阿含第三０經》：「佛告比丘：閻浮提人有三事，勝拘耶尼人，何等為三？一者、勇猛

強記能造業行。二者、勇猛強記勤修梵行。三者、勇猛強記佛出其土。」與之相當的《起世

經》作：「諸比丘：閻色提洲有五種事，勝瞿陀尼。何等為五？一者、勇健。二者、正念。三

者、佛出世處。四者、是修業地。五者、行梵行處。」（大正一‧三四八上）《增支部九集二一

經》作：「閻浮洲人以三處超越北俱盧人與三十三天，哪三個？勇氣、有念、這裡有梵行生活。」 

35.「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大地，悉成大海。有一盲龜，壽無量劫，百年一出其頭。海

中有浮木，止有一孔，漂流海浪，隨風東西。盲龜百年一出其頭，當得遇此孔不？阿難白佛：

不能，世尊！所以者何？此盲龜若至海東，浮木隨風或至海西，南、北、四維，團遶亦爾，

不必相得。佛告阿難：「盲龜浮木，雖復差違，或復相得；愚癡凡夫漂流五趣，暫復人身，甚

難於彼。」《雜阿含第四０六經》（《中阿含第一九九經》也有相同的譬喻） 

36.「人命如朝露，甚為難得。……人命如泡，甚為難得。……人命如新瓦{杅}[盂]水漬速燥，

甚為難得。……人命如肉消，甚為難得。……」《中阿含第一六０經》 

37.「人中苦樂雜，升沈之樞紐；人本誤鬼本，習俗謬相沿。」《成佛之道》第九０頁，印順

法師著 

38.「佛告婆羅門：長者！殺生、乃至邪見，具足十不善業因緣故，婆羅門！是非法行，危險

行，身壞命終生地獄中。……佛告婆羅門：長者！謂離殺生、乃至正見，十善業跡因緣故，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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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命終得生天上。」《雜阿含第一０四二經》 

39.「如甲上土，如是，不殺、不盜、不邪婬、不妄語、不飲酒如大地土。如是，不持五戒者

亦爾。」《雜阿含第四四二經》 

 「云何五法向善趣？謂持五戒：不殺、不盜、不婬、不欺、不飲酒。」《長阿含第一二經》 

40.「云何十法向善趣？謂十善行：身不殺、盜、婬，口不兩舌、惡罵、妄言、綺語，意不貪

取、嫉妬、邪見。」《長阿含第一二經》 

41.「毘沙鬼曰：沙門！何等是新行？世尊告曰：今身所造：身三、口四、意三，是謂惡鬼，

此是新行。」《增壹阿含二四品第二經》 

42.「身清淨、語清淨、意清淨──三清淨，也名三妙行。內容是：身清淨──離殺、不與取、

婬；語清淨──離妄語、兩舌、惡口、綺語；意清淨──無貪、無瞋、正見（註十四：《增支部

十集》。《雜阿含第一０三九經》相近）。」《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二九一頁，印順

法師著。 

43.「……謂殺生惡業，手常血腥，心常思惟撾、捶、殺、害，無慚、無愧，慳貪、吝惜，於

一切眾生乃至昆蟲，不離於殺。」《雜阿含第一０三九經》 

44.「若比丘，若人、若似人，若自殺、若與刀藥殺，若教人殺、若教自殺，譽死、讃死：咄！

人用惡活為？死勝生！作是心、隨心殺，如是種種因緣，彼因是死，是比丘得波羅夷，不共

住。」《五分律》（大正二二‧八中）按：波羅夷即為驅擯；失去比丘資格。 

45.『同樣是奪取生物的生命，但以取「人類」性命最嚴重，處以「驅擯」的處罰，其他的只

要對清淨比丘懺悔即可除罪。』《巴利律比丘戒之研究》第四三頁，李鳳媚著，嘉義新雨印行。 

46.「佛問比丘：阿闍世王人盜齊幾，便得死罪？比丘白佛：五錢已上，便與死罪。佛復以此

更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盜五錢已上，

得波羅夷，不共住。」《五分律》（大正二二‧六上） 

47.「行諸邪淫：若父母、兄弟、姊妹、夫主、親族，乃至授花鬘者，如是等護，以力強干，

不離邪婬。」《雜阿含第一０三九經》 

48.「不見言見，見言不見；不聞言聞，聞言不聞；知言不知，不知言知。因自、因他，或因

財利，知而妄語而不捨離，是名妄語。」《雜阿含第一０三九經》 

49.「兩舌乖離，傳此向彼，傳彼向此，遞相破壞，令和合者離，離者歡喜，是名兩舌。」《雜

阿含第一０三九經》 

50.「綺飾壞語，不時言，不實言，無義言，非法言，不思言，如是等名壞語。」《雜阿含第

一０三九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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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此三不善根，云何為三？貪不善根、恚不善根、癡不善根。若

比丘有此三不善根者，墮三惡趣。云何為三？所謂地獄、餓鬼、畜生。如是，比丘！若有此

三不善根者，便有三惡趣。」《增壹阿含二三品第八經》 

52.「不捨離貪，於他財物而起貪欲，言此物我有者好。不捨瞋恚弊惡，心思惟言：彼眾生應

縛、應鞭、應杖、應殺，欲為生難。不捨邪見顛倒，如是見、如是說：無施，無報，無福，

無善行、惡行，無善、惡業果報，無此世，無他世，無父母，無眾生生世間，無世阿羅漢，

等趣、等向，此世他世，……」《雜阿含第一０三九經》 

53.「若邪見者，應生二趣：若地獄趣，若畜生趣。」《雜阿含第九０七經》 

54.「假使有世間，正見增上者，雖復百千生，終不墮惡趣。」《雜阿含第七八八經》 

55.「佛告欝低迦：汝當先淨其戒，直其見，具足三業，然後修四念處。」《雜阿含第六二四

經》 

56.「佛告縈髮目揵連：有三妙行，修習、多修習，能令四念處滿足。」《雜阿含第二八一經》 

57.「彼於晝日，教田作、耕稼，至暮放息，入室坐定。……彼自見斷十惡業道，念十善業道

已，便生歡悅。生歡悅已，便生於喜。生於喜已，便止息身。止息身已，便身覺樂。身覺樂

已，便得一心。」《中阿含第二十經》 

58.「所以，可以肯定的指出：法，本是為人類而說的，一切是適應人類的情形而安立的。佛

既沒有依地獄、天堂的情況而立法；如有地獄法與天堂法，那也只適合於地獄與天國，也不

是我們──人類所能信行的。」《佛在人間》第二五頁，印順法師著。 

59.「自今已後，我諸弟子展轉行之，則是如來法身常在而不滅也！」《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

經》（大正一二．一一一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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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流傳人間的佛法 

  第一節 佛陀的初轉法輪──四聖諦與八正道 

初轉法輪 

  依據佛教各種經典與律典 1的記載，釋迦牟尼佛在菩提樹下解脫成佛後，首先想到要將

他的證悟解脫內容，與從前教導他深禪定的兩位老師分享。然而，這兩位老師都已經過世了。

繼而想到當初和他一起離開王宮，陪伴他出家修行的五位臣子，感念他們六年來一路相伴相

隨的協助，此時，他們五位，都還在當時迦尸國波羅㮈的鹿野園中，修那些與解脫不相干的

苦行。於是，就從當時摩竭陀國境內，尼連禪河河畔的菩提伽耶地方，動身前往迦尸國的首

都波羅㮈，打算教導這五位昔日的修行伙伴。在前往波羅㮈的途中，遇到了一位名叫優陀（或

作優陀耶、優婆耆婆、優毘迦、優波迦）的婆羅門修行者（梵志），佛陀曾告訴這位修行者說，

他已「諸愛盡解脫」，「自覺無上覺」2，然而，這位名叫優陀的修行者，並不為所動，沒有繼

續請教佛陀解脫之道的意思，錯失了成為第一位聽聞佛法者的機會。 

  遠遠地看見佛陀走過來了，這五位昔日的修行伙伴，相約不要以禮相待，因為在苦行者

的眼中，放棄了苦行的人，無異是退墮了而不值得尊敬的。然而，抵擋不過佛陀的「極妙威

德」，他們個個爭相服伺佛陀。佛陀就在鹿野園中，為他們初轉法輪，教說解脫之道，開啟了

佛法流傳人間之端。 

  佛陀初轉法輪的內容，有些經典說是「四聖諦」3，有些說是離苦樂兩邊的「八正道」4，

有些則說，先是說了「八正道」，繼而說了「四聖諦」5。不論是四聖諦，亦或是八正道，都

是依於緣起法理則開展的修行方法。苦、集、滅、道的四聖諦，是原則性的大架構，而八正

道則是四聖諦中，道諦（方法）的實踐細則，兩者有著高度的關連性。如果從五位比丘當時

還在修苦行的背景來看，佛陀先為他們說應當離苦、樂兩邊的中道──八正道，然後再教導他

們四聖諦的修行次第，這樣的可能性，應該是很高的。 

四聖諦 

  苦、集、滅、道的四聖諦，如果以醫生治病為例，就是先診斷病情，知道生的是什麼病，

繼而找出發病的根源，下藥治療，然後痊癒的過程，所以，經中也比喻佛陀是大醫王 6。如果

換成現代產業品管圈的習慣用語來解讀，就是發現問題之所在、找出問題的主要原因、尋求

解決問題的方法、將問題解決。這是一個用來解決問題的合理步驟，今天的產業界，將它拿

來作為解決生產線，或者服務流程上的問題，以降低產品的不良率。然而，在二千多年前，

佛陀初轉法輪時，就已經以這樣的道理來教導五比丘了，不同的是，佛陀將它用在人生問題

的解決上，而今天的產業界，卻只將它用在非人生問題的生產線或服務流程上，說來是蠻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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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的。事實上，四聖諦是一個解決問題的很好程序架構，它可以適用於各方面問題的解決上，

尊者舍利弗曾經說，四聖諦廣攝了一切善法 7，是一切善法中的第一善法，似乎可以做這樣的

解讀。不過，佛陀教說四聖諦，所關切的主要對象，還是在有情身心作用的「世間」上，一

切善法，自然也是指有益於身心問題（煩惱）的解決來說的。 

一切皆從苦談起 

  佛陀初轉法輪，為什麼要從苦談起？從樂談起不符合多數人的期求嗎？人生只有苦可以

談嗎？不瞭解佛教的人，會以為佛教多談人生的苦，只強調人生的陰暗面，而指責這是過於

消極的人生觀，是失敗者的宗教。即使對佛教有好感的人，也不禁要問：人生真的是苦嗎？

佛陀不也到處說有苦的感受、樂的感受、不苦不樂的感受嗎？是的，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

確實也能常常經驗到歡樂，然而，佛陀卻以無常變化的緣故，而說所有的感受，終將是苦 8。

為什麼無常變化，就會是苦呢？這是因為我們常常愛戀、執著我們所喜歡的，一旦情況發生

變化了，我們所喜歡的變化消失了，苦的感覺馬上就跟著升起了。這就是為什麼佛陀會說，

當愛升起時，苦就跟著來了 9的道理。如果從這樣的角度切入來看，情愛的人生，真的是充

滿著苦啊！而這苦的真相，對一味地追求歡樂，只想不斷地以新的歡樂，來趕走痛苦的人，

是多麼的難以理解，也不會願意去面對的啊！不能體認人生中的苦，這樣的人，終究不會知

道問題到底是出在哪裡，只能渾渾噩噩地在苦樂兩邊擺盪 10，又如何能談問題的徹底解決呢？ 

人生八苦 

  人生有哪些苦呢？經中說，識入母胎，一期生命的形成是苦，因為從此有生理與心理的

不滿足 11；衰老是一種苦，生理和心理上機能的老化，常常帶來痛苦；生病是苦，身體不舒

服，心裡也鬱悶的苦；死亡是苦，擁有多少的東西，臨死難捨的苦；與自己所親愛的人別離

是苦；不得不與自己厭惡的人打交道是苦；得不到自己想要的東西是苦；總括來說，執著於

情愛的身心就是苦 12。除了在娘胎時的苦，多數人都已不復記憶外，其它的幾種苦，只要稍

為留意，我們都不難在日常生活中，親自體驗。 

大師唯說調伏欲貪 

  人生的這些苦，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呢？只有把苦的根本原因找出來，才能將苦徹底地解

決，就如同醫生治病一樣。導致我們煩惱痛苦的原因在哪裡呢？是因為渴愛 13！「愛別離、

怨憎會」，很明顯的都是因為渴愛 14，求不得苦，是欲求的不得滿足，當然也是因為渴愛。總

括所有苦的五蘊身心，其成因（集）也是渴愛 15，就是「生苦」，也是因為「識」的渴愛攀緣，

才會有生理與心理的成長完成，就像種子（識）需要水分（渴愛）的滋潤，才能從泥土中（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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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想、行等四個識所安住的地方）發芽成長一樣 16。所以，佛陀會告訴竭曇聚落主說，所

有的苦，都是根源於欲（愛），從欲而生，從欲而起，以欲為因，以欲為緣 17。 

  所以，在早期的經典中，我們常常看到佛陀離欲貪的教說，佛弟子也常以離欲貪的教導，

來代表佛陀的教說。例如，當一些出家外道，詢問羅陀比丘為什麼要在沙門瞿曇處出家修行

時，羅陀比丘的回答是：「我是為了五蘊身心離欲愛，以趣入解脫的緣故，來跟隨如來修行

的。」18結果外道出家們，聽了以後很不高興，大罵而去。羅陀比丘事後向佛陀報告了這件

事，受到佛陀的肯定。另一個例子是，有一群恆河上游的西方比丘，來到恆河下游的東方參

學。待參學告一段落，要回西方故鄉前，來向佛陀辭行。佛陀告訴他們，應當也向尊者舍利

弗辭行，因為尊者舍利弗「能令汝等以義饒益，長夜安樂」。當時，西方多是雅利安人的天下，

信仰婆羅門教的國度，所以，尊者舍利弗就告訴這些將要回西方國度的比丘說，您們回去後，

故鄉的那些王族、婆羅門族、長者、沙門們，一定會問您們，您們老師都為您們說什麼法，

教您們什麼啊？您們就應當這樣回答：「大師唯說調伏欲貪」，如果再問您們，在哪些地方調

伏欲貪呢？您們應當這樣回答：「大師唯說於彼色陰調伏欲貪，於受、想、行、識陰調伏欲貪，

我大師如是說法。」19於五蘊調伏欲貪，顯然是佛陀提綱挈領的教法，所以，尊者舍利弗會

拿這個來當西方比丘的臨行贈言，耳提面命一番。 

  欲貪的另一面，就是瞋恚，瞋恚是欲求不得的反動。不論是欲貪還是瞋恚，其深邃處都

是我見、執著，請參考〈佛陀之所以為佛陀〉一節。八正道 

  斷除欲貪 20，徹底解決人生苦迫的方法，就是八聖道 21（八正道、八支聖道）了。八正

道又稱為中道，這是因為在佛陀那個時代的修行環境中，有主張應當以苦行為修行方法，以

為修苦行可以成就解脫的 22，例如耆那教的教主尼揵子，就是這樣主張的。也有以為縱欲歡

樂，就是解脫的 23。佛陀否定了這兩種極端的修行方法，提出了恰當的、正確的方法，所以

稱之為中道。中道不是中庸之道，不是在苦樂兩端求取平均，也不是在苦樂兩端的擺盪中，

求取平衡，而是遠離，是徹底的超越苦樂兩端。又，八正道是過去諸佛以來的常道，所以也

稱為「古仙人道」24，表示了佛陀所發掘的八正道，是早已在那兒的聖道。另外，佛陀在疾

病入滅前，教化了最後一位弟子須跋，就說：因為有八正道，才能有證果位的聖者 25，所以

八正道是「聖者之道」。初轉法輪時，為五比丘說了八正道（尊者憍陳如當場成就初果）26，

入滅前的最後說法，還是為最後的弟子說了八正道（尊者須跋因而成就解脫阿羅漢果）27，

展現了八正道在佛陀教導中的分量。 

  八正道的內容，是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每一支聖道的

內容，都必須與四聖諦相應，才能成為趣向解脫的出世正道，否則也只能是世俗善道罷了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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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正見？世俗的正見，是建立了有善惡、賢聖的觀念；出世間的正見，是建立了與四聖

諦相應的觀察、分別、抉擇的能力。正志也譯為正思惟，世俗的正志，是能思惟、覺了離欲、

不瞋、不害 29的善行；出世間正志，是與四聖諦相應，向於解脫，離於渴愛、離於我見的深

刻思惟（伺）。正語及正業，正是「十善」中的「身三」（不殺、不盜、不邪婬）與「口四」

（不妄語、不兩舌、不惡口、不綺語）。正命是合理、有節、有序的生活，尤其更重於合於佛

法的經濟生活：不以咒術、占卜為生，杜絕多欲、無厭足，過著簡樸的生活。正方便又譯為

正精進，是堅持、勇猛的修學毅力，包含了「四正斷」：對世俗善行與出世解脫行的開發、保

持，對世俗惡行與不利於解脫行的斷除、防範 30。正念是明目覺察，憶念不失，念念分明不

錯亂，包括對自己肢體行為與生理情況（身）、心理感受（受）、念頭與想法（心、法）清楚

覺照的四念處 31，守護根門的六觸律儀等 32。正定是心離昏沈不明、掉舉浮動，平靜安住一

處，不散、不亂 33，包含了能趣入解脫的「七依定」：初禪、二禪、三禪、四禪、空無邊處、

識無邊處、無所有處等七種根本禪定，也包括近於初禪定力的近分定 34。禪定力的深淺，與

契入解脫的能力沒有必然的正比關係，只要藉著禪定寂止、一心的共通特性，依經論的記載，

在上述的任何一種禪定中，都可能得以發慧得解脫 35。能發慧解脫的禪定，都是正定。依這

個原則，古代論師認為非想非非想定的定力太深，不能引發觀慧契入解脫 36，應當排除於正

定之外。 

正見為首（慧為棟樑） 

  八正道中，正見、正志是有關思惟的，歸類為「慧」，正語、正業、正命是有關行為的，

歸類為「戒」，正念、正定是有關心念鍛鍊的，歸類為「定」。這樣來看，八正道就是戒、定、

慧的修道內容。正見的建立，是啟動八正道正確修學的首要，經中以黎明前的曙光，來形容

正見，並且說從正見而引發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最後從正定中，

發解脫慧，趣入解脫。這是從聞慧的修學，引發戒、定的實踐，然後完成慧的體證過程 37。

顯然地，八正道中，從起始到完成，都以「慧」來貫穿，而這個「慧」，就是與四聖諦相應的

慧，就像趣向解脫的出世間八正道，每一支聖道都與四聖諦相應一樣。所以，經中會說「以

慧為首」，就像一棟建築物，以棟樑為首 38，為最重要一樣。 

八正道的整體性 

  八正道中的每一支聖道，有著強烈的次第性，並且也有輾轉增強的關連性，構成了一個

整體不可分割的修道內容。例如，沒有與四聖諦相應的正見，就沒有離貪、瞋、癡；趣向解

脫的正志（正思惟），缺少了正思惟深入鞏固的正見，就容易像風中的燭火一樣，也易於熄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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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激發勇猛、精進修學的正方便，也是外靠親近善知識的引導 39，內靠自己的正思惟 40來達

成。正語、正業、正命等的戒行清淨，離不開正見的引導，正思惟的反省，以及正方便的堅

持。清淨的戒行，避免了人際關係上的紛紛擾擾，以及內心的後悔不安，成就了一個單純安

靜的良好修定環境，然後從禪定的修學中，離欲貪（我執、我慢）而得解脫 41。經中不也說：

「先淨其戒，直其見，具足三業，然後修四念處」42嗎？這樣，八正道分開解說來看是八支，

而在修學實踐上，則是無法分割的一個整體。 

三轉十二行相 

  佛陀初轉法輪，說到四聖諦時，各部經律都提到了「三轉十二行相」。三轉是指四聖諦「當

知」、「當修」、「當證」的三次教說。「十二行相」是指四聖諦每一諦都舉了「當知」、「當修」、

「當證」等三個不同層次，合計三轉共十二行相。而每一諦的證入，都舉了「眼、智、明、

覺」來形容：眼是比喻像從渾沌黑暗中，打開了智慧的視野，有恍然大悟的意思，智是比喻

開了眼界後，繼而看得更清楚，有了更果決的肯認，明是比喻照耀得更光明、更明亮，清清

楚楚地，覺是成就了徹底的覺了 43。這樣，三轉十二行相，表現了佛陀教說諄諄告誡的次第

分明，也展現了佛法修學重於次第的性格。 

 

註解 

1.《中阿含二０四經》、《增壹阿含二四品第五經》、《五分律》（大正二二‧一０四上）、《四分律》

（大正二二‧七八七中）、《十律誦》（大正二三‧四四八下）、《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大正二

三‧七一七上）等。 

2.「我最上最勝，不著一切法。諸愛盡解脫，自覺誰稱師！無等無有勝，自覺無上覺。如來

天人師，普知成就力。」《中阿含第二０四經》 

3.如《雜阿含第三七九經》即屬於這一類：「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波羅㮈鹿野苑中仙人住處。

爾時，世尊告五比丘：此苦聖諦，本所未曾聞法，當正思惟時，生眼、智、明、覺。此苦集、

此苦滅、此苦滅道跡聖諦，本所未曾聞法，當正思惟時，生眼、智、明、覺。」 

4.如《中阿含第二０四經》即屬於這一類：「我於爾時，即告彼曰：五比丘當知，有二邊行，

諸為道者所不當學。一曰著欲樂，下賤業凡人所行；二曰自煩、自苦，非賢聖求法，無義相

應。五比丘！捨此二邊，有取中道，成明、成智，成就於定而得自在。趣智、趣覺，趣於涅

槃，謂八正道：正見乃至正定，是謂為八。」 

5.如《五分律》即屬於這一類：「佛復告曰：世有二邊，不應親近。一者貪著愛欲，說欲無過。

二者邪見苦形，無有道迹。捨此二邊，便得中道，生眼、智、明、覺，向於泥洹。何謂中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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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八正：正見、正思、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是為中道。復有四聖諦：

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聖諦。何謂苦聖諦？……」 

6.「如是我聞：一時、佛住波羅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法成就，

名曰大醫王者所應具王之分。何等為四？一者、善知病，二者、善知病源，三者、善知病對

治，四者、善知治病已，當來更不動發。……如來、應、等正覺為大醫王，成就四德，療眾生

病，亦復如是。云何為四？謂如來知此是苦聖諦如實知，此是苦集聖諦如實知，此是苦滅聖

諦如實知，此是苦滅道跡聖諦如實知。」《雜阿含第三八九經》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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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阿含第三０經》 

8.「世尊！我於靜處禪思念言：世尊說三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又說諸所有受悉皆

是苦，此有何義？佛告比丘：我以一切行無常故，一切諸行變易法故，說諸所有受悉皆是苦。」

《雜阿含第四七三經》 

9.「若愛生時，便生愁慼、啼哭、憂苦、煩惋、懊惱。」《中阿含第二一六經》 

10.「得，我們被摑向一邊；失，我們被摑向另一邊。得，引起了愛，經由愛，我們沈溺於執

取；失，導致失望的傷感、嚎哭和呻吟。」《啟開真理的智慧》第二六頁，佛使尊者著，黃國

清譯，大林精舍倡印。 

11.「……興起五陰，已得命根，是名為生。諸賢！生苦者，謂眾生生時，身受苦受、遍受，

覺、遍覺；心受苦受、遍受，覺、遍覺；身心受苦受、遍受，覺、遍覺。……」《中阿含第三

一經》 

12.「云何苦聖諦？謂生苦、老苦、病苦、死苦、怨憎會苦、愛別離苦、所求不得苦、略五盛

陰苦。」《中阿含第三一經》 

13.「云何苦集如實知？當來有愛，喜貪俱，彼彼樂著，是名苦集，如是苦集如實知。」《雜

阿含第三四四經》 

 「云何苦集諦？所謂受愛之分，集之不倦，意常貪著，是謂苦集諦。」《增壹阿含二四品第

五經》 

14.「云何為二法？怨憎共會，此不可敬待，亦不足愛著，世人所捐棄；恩愛別離，不可敬待，

亦不足愛著，世人所捐棄。……此二法由愛興，由愛生，由愛成，由愛起。當學除其愛，不令

使生。」《增壹阿含二０品第一三經》 

15.「爾時，世尊告羅陀曰：……何等為有身？謂五受陰：色受陰，受、想、行、識受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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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有身集？謂當來有愛、貪喜俱，於彼彼愛樂，是名有身集。」《雜阿含第一二三經》 

16.「比丘！彼五種子者，譬取陰俱識。地界者，譬四識住。水界者，譬貪喜四取攀緣識住。

何等為四？於色中識住，攀緣色，喜貪潤澤，生長增廣；於受、想、行中識住，攀緣受、想、

行，貪喜潤澤，生長增廣。」《雜阿含第三九經》 

17.「聚落主！若眾生所有苦生，彼一切皆以欲為本，欲生，欲集，欲起，欲因，欲緣而苦生。」

《雜阿含第九一三經》 

18.「時，有眾多外道出家，至羅陀所，共相問訊已，退坐一面，問羅陀言：汝何故於沙門瞿

曇所出家修梵行？羅陀答言：於色欲、愛、喜，彼若盡，離欲、滅、寂沒。於受、想、行、

識欲、愛、喜，彼若盡，離欲、滅、寂沒故，於如來所出家修梵行。」《雜阿含第一一九經》 

19.「……尊者舍利弗告諸比丘：閻浮提人聰明利根，若剎利、若婆羅門、若長者、若沙門，

必當問汝：汝彼大師云何說法？以何教教？汝當答言：大師唯說調伏欲貪，以此教教。當復

問汝：於何法中調伏欲貪？當復答言：大師唯說於彼色陰調伏欲貪，於受、想、行、識陰調

伏欲貪，我大師如是說法。……」《雜阿含第一０八經》 

20.「迦摩比丘白佛言：世尊！寧有道、有跡斷此愛欲不？佛告比丘：有八正道，能斷愛欲，

謂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雜阿含第七五二經》 

21.「云何苦滅道跡如實知？謂八聖道，……」《雜阿含第三四四經》 

 「云何苦滅道聖諦？謂：正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中阿

含第三一經》 

22.「時，無畏離車語尊者阿難：我師尼揵子，滅熾然法，清淨超出，為諸弟子說如是道：宿

命之業，行苦行故，悉能吐之。」《雜阿含第五六三經》 

23.「我於現在五欲自恣，此是我得現在泥洹。」《長阿含第二一經》 

24.「今我如是，得古仙人道，古仙人逕，古仙人跡；古仙人去處，我得隨去，謂八聖道：正

見，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我從彼道，見老病死，老病死集，老

病死滅，老病死滅道跡。」《雜阿含第二八七經》 

25.「須跋！以諸法中有八聖道故，便有第一沙門果；第二、第三、第四沙門果。」《長阿含

第二經》 

26.「爾時，世尊說是法時，尊者憍陳如，及八萬諸天，遠塵、離垢，得法眼淨。」《雜阿含

第三七九經》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是證入初果者的展現。 

27.「於是，須跋即於其夜，出家、受戒，淨修梵行，於現法中自身作證：生死已盡，梵行已

立，所作已辦，得如實智更不受有。時，夜未久，即成羅漢，是為如來最後弟子。」《長阿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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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經》 

28.參閱《雜阿含第七八五經》。文長，此略。 

29.依《雜阿含第七八五經》：「出要覺，無恚覺，不害覺是名正志。」再依《雜阿含第二七一

經》：「謂三善覺：出要離欲覺，不瞋覺，不害覺。」 

30.「何等為精進根？謂四正斷。」《雜阿含第六五八經》 

 「何等為精進根？已生惡不善法令斷，生欲方便，攝心增進；未生惡不善法不起，生欲方

便，攝心增進；未生善法令起，生欲方便，攝心增進；已生善法，住不忘，修習增廣，生欲

方便，攝心增進，是名精進根。」《雜阿含第六四七經》 

31.「云何正念？若比丘內身身觀念住，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調伏世間貪憂。如是，受；心；

法、法觀念住，精勤方便。正智正念，調伏世間貪憂，是名比丘正念。」《雜阿含第六二二經》 

32.守護根門與六觸律儀，在〈生活中的佛法〉一章討論。 

33.「何等為正定？謂住心不亂，堅固攝持，寂止、三昧、一心。」《雜阿含第七八四經》 

34.「何等為定根？若比丘離欲惡不善法，有覺、有觀，離生喜樂，乃至第四禪具足住，是名

定根。」《雜阿含第六四七經》 

 「云何正定？比丘者離欲、離惡不善之法，至得第四禪成就遊，是謂正定。」《中阿含第一

八九經》 

 「有漏、無明漏，或依七，或依未至滅。」《發智論》（大正二六‧九三九中） 

 「云何定覺支？謂世尊說：苾芻當知，我說依初靜慮，能盡諸漏。如是我說依第二、第三、

第四靜慮、空無邊處、識無邊處、無所有處，能盡諸漏。」《法蘊足論》（大正二六‧四九三下） 

35.「……得初禪成就遊，彼依此處觀覺興衰。彼依此處觀覺興衰已，住彼必得漏盡。設住彼

不得漏盡者，必當昇進得止息處。云何昇進得止息處？……得第二禪成就遊，……無所有處成

就遊。……彼如是觀此覺無常，觀興衰，觀無欲，觀滅，觀斷，觀捨已，便不受此世。不受此

世已，便不恐怖。因不恐怖，便般涅槃……」《中阿含第二０五經》，另《增支部第九集第三三、

三六經》、《中部第五二經》亦同。 

36.「如契經說：有七依定，我說依彼能盡諸漏：……或有生如是疑，非想非非想處既無聖道，

若世尊弟子生彼處者，依何能盡諸漏，將無彼類不由聖道得阿羅漢耶！為令此疑得決定故，

說彼依無所有處得阿羅漢果。」《大毘婆沙論》（大正二七‧九二九中） 

37.「爾時，世尊告諸比丘：如日出前相，謂明相初光。如是比丘！正盡苦邊，究竟苦邊。前

相者，所謂正見。彼正見者，能起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正念、正定。起定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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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故，聖弟子心正解脫貪欲、瞋恚、愚癡；如是心善解脫聖弟子，得正知見：我生已盡，梵

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雜阿含第七四八經》 

38.「何等為慧根？謂四聖諦。此諸功德，皆以慧為首，譬如堂閣，棟為其首。」《雜阿含第

六五八經》 

39.「諸比丘！外法中，我不見一法，令未生惡不善法不生，已生惡不善法令滅，如說善知識、

善伴黨、善隨從。」《雜阿含第七七八經》 

40.「諸比丘！於內法中，我不見一法，令未生惡不善法不生，已生惡不善法令滅，如說正思

惟者。」《雜阿含第七七五經》 

41.「是為，阿難！因持戒便得不悔，因不悔便得歡悅，因歡悅便得喜，因喜便得止，因止便

得樂，因樂便得定。阿難！多聞聖弟子因定便得見如實知如真，因見如實知如真便得厭，因

厭便得無欲，因無欲便得解脫。」《中阿含第四二經》 

42.《雜阿含第六二四經》 

43.「此中眼者；謂法智忍，智者；謂諸法智，明者；謂諸類智忍，覺者；謂諸類智。復次，

眼是觀見義，智是決斷義，明是照了義，覺是警察義。」《大毗婆沙論》（大正二七‧四一一上） 

 「彼生眼者為見故，生智者為決定故，生明者懸鑒故，生覺者覺了故。」《鞞婆沙論》（大

正二八‧四八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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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流傳人間的佛法 

  第二節 佛教經律論的成立 

  釋迦牟尼佛從前往鹿野園，為五比丘初轉法輪開始，一直到在拘尸那國的娑羅園雙樹間

入滅為止，一共教化了四十五年 1，在人間留下了他的言教與身教。佛陀的教說，透過佛弟子

的輾轉相傳，以及經典、律典、論典等三藏的記錄，得以突破時空隔閡的限制，將寶貴的佛

法，長遠地流傳於人間。尤其是透過經、律、論三藏的教授、閱讀與理解，使得原本已錯失

生於佛陀時代的人們，有機會得以聽聞正法，受到佛法的滋潤。由於有經、律、論三藏的流

傳，使得人間佛法的流傳，歷經二千多年而不墜。然而，佛教的經、律、論三藏，是如何成

立的呢？我們對這三藏，又需要有怎樣的基本認識呢？ 

佛世時經律的雛形 

  佛陀只有說法，而沒有著作。佛陀說法的內容，自己並沒有記錄，也沒有指定某位或某

些弟子做成記錄。倒是有些弟子，很有可能將他們所聽到的教說內容，整理背誦下來了，就

像學生課堂內的筆記，以及課堂後的整理一樣。例如，馬勝比丘初見舍利弗時，所誦出的「緣

起偈」，就是個典型的例子。所以，推測佛陀在世時，就有佛弟子將佛陀的教說，作整理記錄，

成為一類一類的，廣為背誦流傳，這可以看作是佛教經典的雛形 2。為什麼說是背誦記錄呢？

因為印度人當時的風氣，是以背誦來表示恭敬慎重，所以，包括佛教在內的所有印度宗教與

歷史的記錄，推測應該都只是背誦記錄，而不是文字記錄。佛教教義的文字化，大概要遲至

西元前二、三世紀時，才見得到 3。 

  另一方面，佛陀在鹿野園初轉法輪後，五位比丘都願意跟隨佛陀修學，於是，六人的僧

團就成立了。隨後，仰慕佛陀而加入僧團的比丘，一直在增加中。這期間，僧團維持了前十

二年的清淨無事，一直要到蘇陣那（也譯為須提那）比丘犯了淫戒，才開啟了佛陀為僧團制

訂戒律（學處）之端 4。此後，僧眾中，陸續有一些成員，有不利於修行、不利於僧團和樂、

不利於僧團整體形象的行為出現，使得佛陀所制訂的戒律內容，逐漸地多了起來。這些戒律

的內容，經過分類組織，就成為「波羅提木叉」。波羅提木叉，是僧團在每隔十五天，通常是

月初與月中的集會中，必須逐條唱誦（誦戒）的內容，稱為布薩。逐條唱誦的作用，是在確

認僧團成員的清淨和樂 5。這是佛陀在世時，律典的模樣。所以，律典顯然是僧團內共同知曉，

具有約束性質的內容，與各自記錄的經典雛形，情況略有不同。第一次經律結集 

  佛陀在八十歲那一年入滅了 6，由於僧團中，佛陀最倚重的目揵連、舍利弗兩位尊者，都

比佛陀早入滅 7，當時僧團中，就以大迦葉尊者，最受大眾的尊崇，所以，大家還是要等他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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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拘尸那城來，主持佛陀的葬禮。就在大迦葉尊者趕來拘尸那城的途中，聽到拔難陀比丘說：

「佛陀生前，老是要我們應當這樣做，不應當那樣做；應當學這，不要學那，現在佛陀入滅

了，大家可以脫離這種約束的苦了，隨便我們想要怎樣做，就怎樣做，不會有人管了。」經

中說，大迦葉尊者聽了這樣的論調後，「悵然不悅」8，因而下定了召開結集會議的決心，希

望藉由結集會議，將佛陀生前的教化，正確地留下紀錄，讓往後的佛弟子，有所依循，也有

所約束，以免正法遭到竄改破壞 9。從這個引發結集的事件來看，大迦葉尊者也許是更在意戒

律的維護吧！ 

結集的程序 

  第一次結集的召集人，是大迦葉尊者，也是該次會議的主席。結集的時間，是在佛陀入

滅後的第一個結夏安居期 10，集會的地點，選在王舍城。傳說，被選定參加會議的，有五百

位阿羅漢，所以，也稱為「王舍城」結集、五百結集。結集的程序，至少包含了「合誦」、「共

同審定」、「編成次第」等三個階段 11。這是說，最早的佛教經典集錄，佛弟子是透過眾人集

會審查來進行的。在集會中，佛弟子將他自己聽到的教說，在大眾中背誦出來，經參與會議

的大眾共同審定，確認確實是符合佛陀所說（法）、所制（律）的，然後再將之加以分類整理，

組織編輯，以方便背誦流傳。 

第一次結集的內容 

  第一次結集出來的內容，依各種可靠的文獻顯示，是「法」與「律」。法的部分，由擔任

佛陀侍者最久，被認為是多聞第一的阿難尊者，負責蒐集誦出，內容並不限於佛陀的教說，

也包含了有成就佛弟子的教說，以及佛弟子間的相互討論。律的部分，則由被認為持律第一

的優波離尊者，負責蒐集誦出。當時集出的內容，包括律與法，都稱為「修多羅」，意譯為

「經」12，這就是佛教最早的經典與律典的集出。第一次結集出來的原始內容，今天我們已

經很難還其原貌了，但也不是真的完全消失不見了，因為，在現存的經律典籍中，還包含有

這一部分。律的部分，大約是相當於現存各種律典中的〈五波羅提木叉〉（戒經）。法的部分，

大約是含在現存《雜阿含經》（《相應部》）的〈修多羅相應〉中。漢譯的《雜阿含經》，經近

代學者的努力整編，已經大致恢復了其原有的編輯順序 13，這對第一次結集內容的瞭解，有

很大的貢獻。整編後的《雜阿含經》，其〈相應修多羅〉的內容，包含有：陰、入、因緣、食、

諦、界、受、念處、正勤、如意足、根、力、覺支、聖道分、安那般那念、學、不壞淨等十

七相應。南傳巴利語本的《相應部》，與漢譯的《雜阿含經》相當，其〈相應修多羅〉的部分，

除了〈學相應〉編入《增支部》，〈食相應〉未獨立外，其它的十五相應名稱，都與《雜阿含

經》相同，但組成各相應的經，則不完全相同。至於《雜阿含經》的其它兩個部分：〈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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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記說〉，是繼〈修多羅〉後編出的，但是不是在同一個結集會議的會期中集出，則難以斷

定。 

不斷的結集 

  第一次五百位阿羅漢尊者的結集，是不是將佛陀四十五年來，對每一位佛弟子的教導，

都沒有遺漏地蒐集完整了呢？從當時印度的交通情況，與資訊傳遞的客觀現實判斷，以及證

諸往後歷史的發展，恐怕答案是否定的。律的部分，因為是僧團成員，都必須遵守的團體公

約，似乎應該不會有所遺漏，也不會有爭議才對，然而，事實上也沒有這麼理想。例如，在

結集審查的會議中，阿難尊者誦出的佛陀臨終遺言：「小小戒可捨」，就沒有被採納。為什麼

會這樣呢？因為佛陀當時病重，只有阿難尊者在佛陀身旁服侍，所以也只能交代阿難尊者了，

其他參與結集會議的尊者，都不知道這件事。阿難尊者當時考量佛陀重病在身，也沒有繼續

向佛陀問清楚，哪些是小小戒，以致被認同的程度不高，再加上大迦葉尊者與阿難尊者間，

個性與學風的不同，以及過往幾次事件摩擦的嫌隙 14，結果就被否決了，使得結集出來的戒

律，不分輕重，成為「若佛所不制，不應妄制；若已制，不得有違」15的剛性規定。這樣的

風格，好處是，可以保持最初結集的律制內容，使後代的佛弟子可以看到原貌。壞處是，對

一些時過境遷的生活規定，失去調整適應的機制，往往造成後代佛弟子遵循的困擾。另外一

個例子是，第一次結集終了時，才率領五百位比丘趕來的富樓那尊者，就當面向大迦葉尊者

表示：「您們所結集的法與律，當然很好，但是，有一些關於飲食方面的規定，是佛陀曾經允

許我們的（也許與他們所住地方的環境有關），與您們結集的結果不同，我們不會接受。」16

律的結集情形，是這樣子的，由於剛性的性質已經確定，所以，往後律典不斷傳出的，多以

新的詮釋、解說、傳說為主。 

  法的結集情形，就不一樣了。第一次結集時，只要是合於佛法的，是佛說的也好，佛弟

子間的相互討論也好，乃至於佛弟子對佛陀身、語、意展現的理解也好，都被接受是佛法，

而記錄下來。這樣的廣為蒐集，成為往後法的結集模式。相對於律的強制性，法是比較有彈

性適應的，依著佛弟子個別不同的修學風格，展現出法結集的多樣化，而且，離開佛陀入滅

的時間越久，來自於佛弟子理解與體驗的多樣化，也可能會愈多，所以就有不斷傳出的法。

僧團沒有分化前，有共同的結集與審定，僧團分化後，只能有部派各自的結集。大乘思想興

起以後，由於還沒有大乘僧團的組織，所以，大乘經典，是不可能依循集會審定的結集傳統，

而可能是依個人或多人的編輯與組織來完成的。 

判斷佛法的準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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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的結集，自始就是這樣不斷地傳出的。傳誦是透過傳誦者對佛法的聽聞、記憶與理解

（詮釋），對不斷傳誦出來的內容，如何判斷是不是佛法，要不要接受他呢？這個問題，在第

一次結集以後，就受到佛弟子的關注，而提出了「四大教法」（或作「四大廣演之義」、「四大

廣說」、「四大處」）的判斷原則了。所謂的「四大教法」，就是說，不論到了什麼地方，聽到

了什麼法，不論傳誦的來源是：一、傳誦者自稱是他親自從佛陀那兒學來的，二、從僧團、

長老那兒學來的，三、從眾多有修行的比丘那兒學來的，四、從一位有修行的比丘那兒學來

的，大家都不應該輕信，也不可以隨意的誹毀，而是要「依律、依法究其本末」：如果所傳誦

的，符合第一次結集的內容，或者合於其義理（究其本末），就接受這是佛法 17。而所謂的「四

大廣演之義」，就是以「契經、律、阿毘曇、戒」等四個標準，來評判是否為佛法。這裡所說

的契經與律，就是指第一次結集，集出法與律的「修多羅」；阿毘曇，經文中也作「分別法」、

「義說」，是指解說經、律中的義理的。這是說，一、如果與契經、律、阿毘曇都不相合，傳

誦者所展現的行為，也不合於戒律，那就要明確地拒絕他所傳誦的。二、如果有人傳誦的文

句，與修多羅不完全相同，但含義是一樣的，則應當不要拘泥於文句，而採取它的義理，認

定這是合於佛法的。三、如果無法確定是否合於契經、律與阿毘曇，那麼，應當觀察傳誦者

所展現出來的行為，如果合於佛法的戒行，那還是可以接受他所傳誦的。四、如果契經、律、

阿毘曇、戒等四個標準都符合，那當然毫無疑慮地是佛法了 18。 

  根據以上「四大教法」與「四大廣演之義」的經義，後代的論師，將之整理成為三點，

即：一、修多羅相應，二、不越毘尼，三、不違法性，稱之為「佛語有三相」19。這三個條

件，不僅用來作為佛法的判斷標準，同時，也在勉勵學佛的人，應當以經為量，以波羅提木

叉為大師，以佛法三法印的義理，來作為自己修學的驗證。 

第二次經律結集 

  第一次結集剛性戒律的特性，使得某些規定，對於生活環境的變遷、社會風俗習慣的改

變，無法調適，終於在佛滅的百年內，發生了東、西方比丘「十事非法」20的爭議。這個爭

議起因於一位來自西方摩偷羅地方，名叫耶舍迦乾陀子的比丘，來到東方跋耆族的毘舍離城，

見到了跋耆族比丘，以銅鉢向信眾乞取金錢，並且繼續發現，有其它九件不符合傳統律制規

定的情形，統稱為「十事非法」，要求當地比丘們懺悔改正。然而，當地的比丘大眾，並不認

同耶舍比丘所代表的西方傳統觀點，還將耶舍比丘驅擯出去。耶舍比丘當然無法接受東方比

丘大眾的驅擯，於是，離開毘舍離城後，到處指責東方跋耆比丘的十事非法，尋求其他地方

比丘的支持，最後終於演變成東、西方比丘的集會議決。傳說西方有七百位比丘到毘舍離，

由於人數眾多，所以雙方推出資深（上座）代表各二人，與會論決。會議投票表決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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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比０，跋耆族比丘的十事，被判為非法，顯然，毘舍離地區的比丘大眾，所託非人，才會

連己方的代表，都投了反對票。會後，乘著這次集會的機會，對第一次結集以來，所陸續傳

誦流傳的法與律，作了一次共同的審定 21。由於結集的地點是在毘舍離，傳說西方來了七百

位比丘，所以，也稱這一次的結集為毘舍離七百結集。 

  第一次、第二次結集，是各主要部派律典所共同有的記錄，是教界公認的兩次結集 22。 

第二次結集的內容 

  第二次結集出來的內容，法的部分，推斷是《雜阿含經》（《相應部》）、《中阿含經》（《中

部》）、《長阿含經》（《長部》）、《增壹阿含經》（《增支部》）等四部阿含經以及《雜藏》（《小部》）。

推斷的理由是，部派分化後，各部派都擁有自部的《四阿含》與《雜藏》，雖然其編排的前後

次序與內容，都不盡相同，但推斷那是部派分化後，各部派分別整編的結果。律的部分，推

斷是《波羅提木叉分別》、《摩得勒伽》、《犍度》等一類的律典 23。 

第二次結集之後 

  經、律是不斷地被傳誦出來的，第二次結集後，表面上東方大眾比丘承認了「十事非法」，

暫時維持了教界僧團的和合，但是，東方的大眾比丘，在生活環境的牽引、對律制看法的差

異下，還是與西方僧團漸行漸遠，最後終於脫離西方上座比丘僧團的節制，獨立行事，開啟

了僧團分化之端。僧團分化了以後，像第一次、第二次那樣，教界公認的結集會議，已經不

可能再有，只能是各部派的分別集會結集了。例如，傳說還有在佛滅後二三六年 24阿育王護

持下的第三次結集，在迦膩色迦王（約於西元一二八年至一五０年在位）25護持下的第四次

結集，在緬甸敏東王護持下的第五次結集（西元一八七一年），在緬甸政府護持下的第六次結

集（西元一九五四年），乃至泰國有第七、八、九次結集等 26，這應該都是屬於上座部系一些

部派的自部結集，別的部派，別的地區的參與很少，甚至於沒有，因此，所受認同的程度，

自然也不及第一次與第二次的結集。 

大乘經典的集出 

  西元前後，開始有講求信願、慈悲、般若智慧思想的經典傳出，稱為大乘的，而且愈到

後來愈多，終於將印度佛教，帶入了以大乘思想宏傳為主流的時代。這類大乘經典是從哪裡

傳出來的？是不是佛說？在經典剛傳出的初期，就留下不少的爭議，乃至於到了今天，爭議

仍然沒有完全平息。在時空條件的限制下，今天如果想要對這個問題有所釐清，從大乘經典

本身去探求，尤其是西元前後傳出的初期大乘經典，會是個重要線索之一 27。在現今的佛教

體系中，巴利語系的佛教，沒有接受大乘思想的宏傳，對這個問題所能提供的資訊，是微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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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道的。西藏佛教，由於傳入的時間，要晚到西元七世紀才開始，距離西元前後的初期宏傳

太遠，能提供的資訊，也顯得朦朧。相對地，漢譯的佛典，保留了許多初期大乘經典，對大

乘經典如何傳出，提供了許多寶貴的訊息 28。現存的漢譯初期大乘經典，主要是從印度梵文

本翻譯過來的，也有部分是經由西域地區的譯本翻譯的，可惜的是，翻譯的梵文或西域文原

本，多數已在時空的無常中流逝了。從這些漢譯初期大乘經典的記載中，可以歸納出初期大

乘經典五類的傳出情況：一、諸天所傳授的，二、從夢中得來的，三、從他方佛聞，四、從

三昧（禪定）中見佛聞法，五、自然呈現在心中。這五類中，前兩類是夢境與幻境，文句也

不可能太長，對大乘經的發展，並不重要。後面三類，是唯心所現，包括佛弟子的宗教體驗，

以及過去生中，學佛的記憶再現，是大乘經典傳出的主力 29。 

論典的出現 

  第二次結集結束，經過了一段短暫的時間後，部派分化了。起初，只是對戒律的看法，

有顯著的歧異，分化日久，各部派對法義與修行的詮釋與主張，也逐漸地傳出差異。自西元

前一世紀起，各部派陸續有許多論典的出現，這些論典的特色是，對法義與修行方法加以有

系統的分別、解釋，並且也對曾經出現過的論義，提出抉擇或評破，而從中展現出自部的思

想與風格。這樣的典籍，都記載著作者的名字，與經典、律典都沒有記載結集者名字的格式，

有著顯著的不同。部派時代的論典有很多，例如，現存漢譯有「一身六足論」30、《大毘婆沙

論》、《異部宗輪論》等等，巴利語也有「七論」31、《清淨道論》等。大乘思想蓬勃以後，也

出現了許多論典著作，例如《中論》、《大智度論》、《瑜伽師地論》、《攝大乘論》等等。此外，

論典還有兩種不同的典型，一種稱為「釋經論」，是以解釋某部經為主的，例如，《大智度論》

的另一個譯名，稱為《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釋論》，就是以詮釋《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為主的，

再如《瑜伽師地論》的〈攝事分〉，有一部分是在解釋《雜阿含經》的〈相應修多羅〉的。另

一種典型，稱為「宗經論」，這是掘發一部或多部經的經義，將之作有系統的綜合和解說的，

例如，《中論》就是「宗經論」的一個典型 32。 

  由於論典，是作綜合的、有系統的解說，對於佛法義理或修行的整體宏觀理解，十分有

助益，是學佛者可以優先考量選讀的聖典。 

對經律論的態度 

  經、律、論的出現，各有其不同的背景，也展現了不同的功用。古代的大德告訴我們：

經典，是展現次第的，閱讀、學習經典，應當注意經典所展現的次第，尤其是修學次第。律

典，是展現相關因緣的，例如，記錄了某個戒律，是佛陀在什麼情況下制訂的，用意如何。

所以，學習律典，應當注意從中把握戒律的真正意涵與精神。論典，是展現法義的，學習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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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應當注意整體佛法法義的把握 33。 

  其次，不論是出自共同的結集、部派自部的結集，亦或難以考證的集出，也不論記載的

是佛說、佛弟子說，我們當以古德的「四大教法」、「四大廣演之義」、「佛語具（有）三相」

的判斷準繩，作為我們對佛法抉擇的標準。聖典傳出的地點不是問題，傳出時間的遲、早也

不是問題，傳出的方式不是問題，乃至於是誰說的也不會是問題之所在，因為只要是合於緣

起三法印，就是佛法，就可以統稱為「佛說」，不論是《阿含經》，亦或是後起的大乘經。當

然，第一次與第二次結集出來的聖典部分，有著教界共同的審定，是特別彌足珍貴的。這一

部分，很可能就存在於現存漢譯四阿含經（Āgama），與巴利語四部（Nin naā ）中，共同的

經文裡。所以，如果是漢譯與巴利語共傳的聖典與法義，應當值得我們特別的尊重。 

  無可諱言的，數量龐大的經、律、論，所傳遞法的訊息，是多方面的，似乎多到雜亂矛

盾。然而，事出有因，這是為了照顧許多不同時空背景，各種性格喜好的人們，而產生的。

古德說有「四悉檀」，即是說，有四類不同功能的佛教聖典：一、投其所好，使人們對佛法產

生好感，願意繼續來學習的「世界悉檀」。二、鼓勵人們善行的「各各為人（生善）悉檀」。

三、矯正對治作用的「對治悉檀」。四、能契入解脫、成佛的「第一義悉檀」。我們如果能從

這四個角度，來作分析理解，就比較容易在聖典的閱讀，與佛法的修學上，有開闊、諒解的

心胸，並且知道如何給自己作適當的抉擇與提升，不致於矛盾與疑惑叢生，而退失了對佛法

的信心 34。從這樣的角度來看，因為人們的各種不同的需求，而有不同適應的教說，因此，

更寬廣地來看，不適合以真、偽來論佛經，因為佛經的目的，都是在引導人們來修學佛法，

所不同的，只有合不合「第一義」（了義）的問題 35。 

  經、律、論是佛陀與歷代佛弟子聖哲，留傳下來的珍貴「法寶」，是佛法流傳人間的主要

依據，佛弟子應當隨分隨力地學習、弘揚，保存與延續，在接納、應用世界悉檀、生善悉檀

與對治悉檀的同時，應該認知到第一義悉檀的「不可破、不可散」36，不要忘失了核心的第

一義悉檀，才能營造一個正法流傳人間的有利環境。 

 

註解 

1.佛陀說法的年數，在各種經律的記載中，有些微的差異，並不一致，四十五年似乎是後來

多數接受的傳說。這個傳說可能是依佛陀傳記《僧伽羅剎所集經》中，對佛陀歷年結夏安居

處所的記載計算而來：「如是，世尊於波羅奈國而轉法輪，初轉此法時，多饒益眾生，即於此

夏坐，有益於摩竭國王。第二、三於靈鷲頂山……第二十夏坐在羅閱城，第二十一還柘梨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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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鬼神界，不經歷餘處連四夏坐。十九年不經歷餘處，於舍衛國夏坐。如來如是最後夏坐時，

於䟦祇境界毘將村中夏坐。」（僧伽羅剎所集經/大正四‧一四四中）按：即 21＋4＋19＋1=45

年 

2.依印順法師的看法：「釋尊在世時，聖典的集成部類，至少有『法句』，『義品』，『波羅延』，

『鄔陀南』，『波羅提木叉』 ──五種。」《華雨集(三)》〈王舍城結集之研究〉第三九頁。另，

呂澂先生提到有《義足經》、《波羅延經》《法句經》等幾種都是偈頌形式的（參考《印度佛學

思想概論》一七頁，天華一九八二初版）。 

3.關於佛教聖典的文字紀錄，比較可靠的有西元前三世紀中的阿育王碑銘，西元前二世紀中

迦膩色迦王的「第四次結集」：「參與這一次的結集，校訂文字；毘奈耶也用書寫記錄。」（《原

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四一頁，引自《印度佛教史》第九九頁 T ran thaā ā 著，寺本婉雅日譯）

斯里蘭卡「西元前二九──一七年中，Va ag ma iṭṭ ā ṇ 王時，開始以文字記錄傳誦中的三藏聖典。」

（《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八六二頁，印順法師著）。 

4.「爾時，薄伽梵從初證覺，於十二年中，諸聲聞弟子無有過失。……至十三年，在佛栗氏國，

時，羯闌鐸迦村，羯闌鐸迦子，名蘇陣那……時，蘇陣那作不淨行已，……世尊以種種方便，

說厭污事，呵責蘇陣那已，告諸苾芻曰：由此因緣，我觀十利為聲聞弟子，於毘奈耶制其學

處。」《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大正二三‧六二八上至六二九中）蘇陣那，亦譯為須提那。

如《五分律》：「迦葉即問優波離：佛於何處制初戒？優波離言：在毘舍離。又問：因誰制？

答言：因須提那迦蘭陀子。又問，以何事制？答言：共本二行婬。」（大正二三‧一九０下至

一九一上） 

5.「如來立禁戒，半月半月說。……今十五日眾僧說戒，若僧時到，僧忍，聽和合說戒，白如

是：作白成不？（若成，答云成！若不成，答云不成！）諸大德！我今欲說波羅提木叉戒，

汝等諦聽，善思念之！若自知有犯者，即應自懺悔，不犯者默然。默然者知諸大德清淨。」

《四分律比丘戒本》（大正二二‧一０一五中） 

6.佛陀的年壽，各部經律也有幾年的差異記載：《菩薩處胎經》作八十四，《大毗婆沙論》作

八十餘，《般泥洹經》作七十九，南傳《大般涅槃經》、《金光明經》、《八大靈塔名號經》作八

十。 

7.「爾時，世尊觀察眾會已，告諸比丘：我觀大眾，見已虛空，以舍利弗、大目揵連般涅槃

故。」《雜阿含第六三九經》 

8.「時，彼眾中有釋種子，字拔難陀，止諸比丘言：汝等勿憂，世尊滅度我得自在！彼者常

言：當應行是，不應行是。自今已後，隨我所為。迦葉聞已，悵然不悅。」《長阿含第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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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爾時，世尊泥洹未久，大迦葉在毘舍離獼猴水邊重閣講堂，與大比丘僧五百人俱：皆是

阿羅漢，唯除阿難。告諸比丘……佛雖泥洹，比尼現在，應同勗勉共結集之，勿令跋難陀等別

立眷屬，以破正法。」《五分律》（大正二二‧一九０中）又，《四分律》（大正二二‧九六六下）

也有相同的記載。 

10.佛制，僧團採取當時沙門的遊行、乞食為主要的生活方式，但在印度夏天雨季的三個月內，

為安全考量，必須尋找適當的地方，作定點的安居，稱為結夏安居。 

11.引用自《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一五至一七頁，印順法師著。 

12.「修多羅」意譯為「經」、「線」，引申為能貫串前後，使之不散失的意思，是西元前六世

紀至西元二世紀年間，印度傳統慣用的一種散文體，有些歷史學家也稱這段時期為「經書時

期」。當然，以修多羅散文體編成經典，也不是佛教特有的。 

13.一九二三年，呂澂先生發表〈雜阿含經刊定記〉，證明了《瑜伽師地論》〈攝事分〉的〈契

經事擇攝〉，就是《雜阿含經》主體──〈相應修多羅〉的解釋。印順導師更依此，將經文與

解釋的論文對照，於一九八二編出《雜阿含經論會編》。 

14.參考《華雨集（三）》〈阿難過在何處〉，印順法師著。 

15.《五分律》（大正二二‧一九一下）。又，《四分律》（大正二二‧九六七中）也有相同的記載。 

16.「……論已，富蘭那語迦葉言：我親從佛聞：內宿、內熟、自熟、自持食、從人受、自取

果食、就池水受、無淨人淨果除核食之……富蘭那言：我忍餘事，於此七條不能行之。」《五

分律》（大正二二‧一九一下）。又，《四分律》（大正二二‧九六七中）也有相同的記載。 

17.「佛告諸比丘：當與汝等四大教法……若有比丘作如是言：諸賢！我於彼村、彼城、彼國

躬從佛聞，躬受是教，從其聞者，不應不信，亦不應毀，當於諸經推其虛實，依律依法究其

本末。若其所言非經、非律、非法者，當語彼言：佛不說此，汝謬受耶？……此為第一大教法

也。……和合眾僧、多聞耆舊……此為第二大教法也。……眾多比丘持法、持律、持律儀者……

是為第三大教法也。……一比丘持法、持律、持律儀者……是為第四大教法也。」《長阿含第二

遊行經》 

18.「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今有四大廣演之義……我今說契經、律、阿毘曇都不與相應，以

不相應，當問戒行。設不與戒行相應者，當語彼人：此非如來之藏也，即當發遣使去，此名

初演大義之本。……爾時，當取彼義，勿受經本。所以然者？義者解經之源，是謂第二演大義

之本。……正使說契經、律、阿毘曇時，解味不解義，雖聞彼比丘所說，亦不足譽善，亦不足

言惡，復以戒行而問之……是謂第三演義也。……此真是如來所說，義不錯亂，盡與契經、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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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毘曇、戒共相應，當以法供養待彼比丘。」《增壹阿含二八品第五經》 

19.「是法不入修多羅、不入毘尼，又復違逆諸法相義，是則非法、非善、非佛所教。」《十

住毘婆沙論》（大正二六‧五三下） 

 「佛語有三相：一者入修多羅，二者顯示毗尼，三者不違法空。」《大乘莊嚴經論》（大正

三一‧五九一下） 

 「若義入修多羅，不違法相，隨順比尼，是義應取。」《成實論》（大正三二‧二八一下） 

 「世尊昔說，於我滅後，當來世中，多有眾生起諸諍論：此是佛說，此非佛說。是故，如

來以法印印之，若義入修多羅，隨順毘尼，不違法相，是名佛說。」《入大乘論》（大正三二‧

三八上） 

 「若汝言佛語有三相：入修多羅、顯示毘尼、不違法空。汝大乘一切法無自性而為教授，

違此三理故，非佛語。今不違三相，故是佛語。」《成唯識論》（大正四三‧三五三下）20「佛

泥洹後百歲，毘舍離諸跋耆比丘，始起十非法：一、鹽薑合共宿淨二、兩指抄食食淨三、復

坐食淨四、越聚落食淨五、酥油蜜石蜜和酪淨六、飲閣樓伽酒淨七、作坐具隨意大小淨八、

習先所習淨九、心聽淨十、受畜金銀錢淨。……」《五分律》（大正二二‧一九二上） 

21.引自《華雨集（三）》〈論毘舍離七百結集〉，印順法師著。文長，此略。 

22.記錄了這兩次結集的律典有：《彌沙塞部和醯五分律》〈五百集法〉、〈七百集法〉（大正二

二‧一九０中至一九四中）《四分律》〈集法毘尼五百人〉、〈七百集法毘尼〉（大正二二‧九六六

上至九七一下）。《摩訶僧祇律》（大正二二‧四八九下──四九三下）。《十誦律》〈五百比丘結集

三藏法品〉、〈七百比丘結集滅惡法品〉（大正二三．四四五下至四五六中）。《薩婆多部毘尼摩

得勒伽》（大正二三‧五九七中──下）。《根本說一切有部毘奈耶雜事》（大正二四‧四０二下至

四一四中）。《毘尼母經》（大正二四‧八一七中──八一九下）。《銅鍱律》〈小品〉〈五百犍度〉、

〈七百犍度〉（南傳四‧四二六──四六０）。引自《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第一章第一節第三

項佛教界公認的兩大結集〉，印順法師著。 

23.引自《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自序〉第二至第三頁，印順法師著。文長，此略。 

24.「若再根據《善見律毗婆沙》的記載，阿育王即位後第十八年（即佛法傳入錫蘭時），是

佛滅後二三六年。一般認為這一年是西元前二五二年，因此，阿育王的在位，應是西元前二

七一到二三三年之間。」《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第三一三八頁 

25.「……可惜關於他在位年代，至今尚無確論。……近年來，大家比較通用的兩個年代，一說

是假定他即位於西元一二八至一二九年，一說是即位於西元一四四年左右。從佛教有關資料

看，即使一二八年說，也還遲了一些，但也缺乏有力的證據，我們就暫用其說，確定他的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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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年代是西元一二八至一五０年。」《印度佛學思想概論》第三九頁，呂澂著，天華出版。 

26.第三次以後之結集及其年代，參考《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結集〉。 

27.「本書的研究，將分為三部分：一、從傳統佛教，理解大乘佛教興起的共同傾向。二、初

期大乘佛法，多方面的傳出與發展。三、論初期大乘經的傳宏，也就解答了大乘經是否佛說。」

《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一一頁，印順法師著。 

28.『大乘佛法的淵源，大乘初期的開展情形，大乘是否佛說，在佛教發展史、思想史上，是

一個互相關聯的，根本而又重要的大問題！……而這一問題，巴利三藏所能提貢的幫助，是微

不足道的。梵文大乘經，保存下來的，雖說不少，然在數量眾多的大乘經中，也顯得殘闕不

全。藏文佛典，重於「秘密大乘佛教」；屬於「大乘佛教」的聖典，在西元七世紀以後，才開

始陸續翻譯出來。這與現存的梵文大乘經一樣，在長期流傳中，受到後代思想的影響，都或

多或少的有了些變化，不足以代表大乘初期的實態。對於這一問題，華文的大乘聖典，從後

漢支婁迦讖，到西晉竺法護，在西元二、三世紀譯出的，數量不少的大乘經，是相當早的。……

所以，惟有重視華文聖典，研究華文聖典，對於印度佛教史上，根本而又重要的大問題，才

能漸漸的明白出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自序〉第一至第二頁，印順法師著。 

29.引自《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一五章第三節第二項法門傳出的實況〉，印順法師

著。文長，此略。 

30.「一身六足論」指的是上座系說一切有部的七部論典：《發智論》、《集異門足論》、《法蘊

足論》、《施設足論》、《識身足論》、《品類足論》、《界身足論》。《俱舍論光記》︰「前之六論

義門稍少，發智一論法門最廣，故後代論師說六為足，發智為身。」（大正四一‧八下）摘引

自《中華佛教百科全書》〈六足論〉。 

31.「七論」為上座部系赤銅鍱部的七部論典：《法集論》、《分別論》、《界論》、《人施設論》、

《論事》、《雙論》、《發趣論》。 

32.『論書，有「釋經論」，「宗經論」。釋經論，是依經文次第解說的。……宗經論，是依一經

或多經而論究法義……都是深思密察，審決法義，……《中論》是宗經論，以觀行為旨趣，而

不是注重思辨的。』《空之探究》第二０九頁，印順法師著。 

33.「復次，所顯亦有差別：謂素怛纜次第所顯，謂素怛纜中應求次第，何故世尊此品無間宣

說彼品。若毗奈耶緣起所顯，謂毗奈耶中，應求緣起，世尊依何緣起制，立彼彼學處。阿毗

達磨性相所顯，謂阿毗達磨中，應求諸法真實性相，不應求彼次第、緣起；或前、或後，或

無緣起俱無過失。」《大毘婆沙論》（大正二七‧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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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有四種悉檀：一者，世界悉檀；二者，各各為人悉檀；三者，對治悉檀；四者，第一義

悉檀。四悉檀中，總攝一切十二部經，八萬四千法藏，皆是實，無相違背。」《大智度論》（大

正二五‧五九中） 

35.『所以佛教聖典，不應該有真偽問題，而只是了義不了義，方便與真實的問題。說得更分

明些，那就是隨（世間）好樂，隨時宜，隨對治，隨勝義的問題。所以最後說：「佛法在流傳

中，一直不斷的集成聖典，一切都是適應眾生的佛法」。』《原始佛教聖典之集成》〈自序〉第

三至第四頁，印順法師著。 

36.「云何名第一義悉檀？一切法性，一切論議語言，一切是法、非法，一一可分別破散。諸

佛、辟支佛、阿羅漢所行真實法，不可破，不可散。……除第一義悉檀，諸餘論議，諸餘悉檀，

皆可破故。」《大智度論》（大正二五‧六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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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流傳人間的佛法 

  第三節 佛教思想史概觀 

流傳人間多采多姿的佛法 

  二十世紀以來，佛法在人間流傳較為盛行的區域，有西藏、斯里蘭卡、緬甸、泰國、台

灣、中國、韓國、日本等地。但是，這些地區所展現的佛教風貌，小自服裝、飲食等生活細

節，大至某些思想與修學方法，都有不相同處。服裝、飲食等生活細節，或受所在地環境適

應的影響，應該可理解，就略而不談。但是，思想與修行方法的不同，或許會引發一些迷惑、

質疑與諍議，進而對佛法的修學者，形成障礙。例如，在台灣，十分普及的往生西方阿彌陀

佛淨土思想與修行方法，幾乎成為台灣人們眼中佛教的代表，但卻不為斯里蘭卡、緬甸、泰

國一帶的大部分佛弟子所知曉，這種狀況，不免對台灣西方淨土的信仰者，有所衝擊 1。又如，

斯里蘭卡、緬甸、泰國等地的佛教，普遍重視四念處的禪觀修學，其內涵也與中國傳統佛教

的四念處禪觀，不盡相同。再如，公元二００一年四月，西藏宗教領袖達賴喇嘛來台灣宏法，

宏法期間，安排有一場「灌頂法會」，台灣民眾趨之若鶩，擠滿了會場，還在場外增加了電視

轉播的灌頂會場，這也是西藏佛教特有的儀式與修行方法。這些，都是當前流傳於人間的佛

教。同樣都是佛教，為什麼會有不同呢？怎麼會這樣呢？ 

  從釋迦牟尼佛以來，佛法在人間，已經流傳超過二千四百年了，即使在印度本土，如果

計算到公元一二０三年，印度本土主要的佛教寺院，被入侵的回教勢力所毀滅消失為止，也

有超過一千六百年的發展。經過了這麼長的時間，在緣起無常、無我的法則下，要佛教一直

保持不變，那是不切實際的幻想。流傳於世界各地的佛教，同樣地都源自於印度本土，所不

同的是，各地區的佛教，是在印度佛教不同時期傳入的，必定帶著該時期印度佛教的特色，

再加上與各地區本土文化的相互影響，就有了明顯的差異。例如，斯里蘭卡、緬甸、泰國這

一系的佛教，以斯里蘭卡為先，大約是在公元前三世紀，阿育王時期傳入的，當時印度是處

於「部派佛教」時期。台灣、中國、韓國、日本這一系的佛教，以中國為先，大約是在公元

元年前後傳入的，當時印度是處於「初期大乘佛教」時期。西藏佛教，則大約從公元七世紀

傳入，但是，重要的基礎是在八世紀中奠定的，當時印度是處於「秘密大乘佛教」時期。各

地佛教的不同，當然有各地的背景文化影響（這就是無我），但是，根本的不同，還在於所根

源的印度佛教，在不同時期思想的差異。 

探究佛教思想史的意義 

  宗教的修持，與歷史有關嗎？好像是沒有什麼關係吧。其實不然！像上面提到的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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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歷史使然，也只有從印度佛教思想前後演變的瞭解中，才能得到相對客觀的理解。我們

從整體歷史演變中去理解，就像站在山頭上，居高臨下地鳥瞰全體，才不致於以管窺天，失

之偏頗。同時，這樣的鳥瞰，也有助於對不同地區佛教的瞭解，開闊自己的視野與心胸，減

少彼此的對立。另外，我們還可以從歷史的前後關係中，發現思想演變的脈絡，提升自己的

觀察能力，鑑往知來，從流變中把握佛法的真實義，對於破除佛法知見上迷惑，有事半功倍

之效 2。破除佛法知見上迷惑，其實就是佛法正見的建立。正見的建立，是八正道的首要，也

是佛法修學上的重要基石，這樣，探究佛教思想史，尤其是印度佛教思想史，確實是與佛教

修持有關的。 

依法不依人的佛教僧團 

  釋迦牟尼佛在波羅㮈，為五比丘說法，形成佛教僧團以後，就多在恆河中游一帶的地區

遊行教化。當時的佛教僧團，並沒有嚴密的組織，也沒有領導人的制度，有的只是老師與學

生的關係。這完全是以佛法為凝聚力，以律制為約束，以大眾共同議決為管理，展現高度民

主法治精神的修學團體。即使僧團成員間有了紛爭，如果都合於律制規範，釋迦牟尼佛也只

是採取佛法的勸說，而尊重僧團成員的自決，不以領導者（教主、教宗）的態勢，強行加以

裁決 3。這樣的傳統，在釋迦牟尼佛入滅後，被忠實地執行保存下來了。例如，釋迦牟尼佛入

滅後，有一次，有一位摩竭陀國（當時的強權國）的大臣，名叫雨勢，質疑尊者阿難說，佛

陀入滅後，佛弟子中既然沒有一位比丘，能取代佛陀，佛陀生前也沒有指定領導繼承人，可

以成為比丘的依靠，也沒有聽說僧團曾經集會，推舉出領導者為依靠，您們還能和合、不諍、

安穩地快樂地遊行，就像佛陀在世的時候一樣嗎？尊者阿難回答說，您不要這樣說，我們是

不會去依靠某個人的，我們所依靠的是法，以及每月十五日的誦戒反省 4。「我等不依於人而

依於法」，展現了佛教十足理性的非人治性格，這是佛教團體古來的傳統。 

印度佛教的發展：部派佛教 

  這樣不以個人，而是以法、以律為依靠的和合僧團，至少維持了將近一百年，直到第二

次結集以後不久，僧團才開始分化。最初的分化，是西方（恆河中、上游一帶）重傳統，對

律制「輕重等持」的上座部，以及東方（恆河下游一帶）開明務實，「重根本而不拘細行」的

大眾部 5，這大約是公元前三百年間的事 6。往後約三百年裡，由於對佛法詮釋的看法不同，

這兩大部又隨著時間，而有進一步的分化，傳說曾有十八部以上的分部 7，將印度佛教帶入了

一個新紀元。而這段部派持續分化的時期，習慣上就稱為「部派佛教」時期。當時，雖然有

十八部以上的傳說，但比較有影響力的，就屬分別說部、犢子部、說一切有部、大眾部等四

大部，稱之為四大派 8。部派思想的主要不同，也以這四大派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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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各部派對佛法的義理，有了許多新思維的詮釋，例如，起初是大眾部對律制、佛陀

觀等的新思維，形成大眾部與上座部兩大陣營，接著，上座部裡，對生死流轉的本識思想、

三世自性實有等問題，也有不同的看法，因而造成進一步的分化，思想的紛歧，也就更顯著

了。四大部中，大眾部系與分別說系各部，一從恆河下游往印度東南方發展，一從恆河中上

游往印度西南方發展，兩大系發展的地理位置，南印度的德干高原地區，有相鄰或交錯的情

形。由於地理位置相近，可能有利於思想的交流，所以，原屬上座部的分別說系各部思想，

會與大眾部相近，就可以理解了。說一切有部在西北印度發展，犢子部在恆河中游與上游地

區發展，基本上，他們的主張都與大眾部系有比較明顯的區隔。 

  目前斯里蘭卡的佛教，最早是在阿育王時代，由阿育王的出家兒子摩哂陀傳入的。摩哂

陀一直住在他的家鄉優禪尼地方，那是屬於分別說部的化區 9，所以斯里蘭卡的佛教，是上座

部分別說系的分部，稱為赤銅鍱部，其主流思想，是屬於上座部分別說系這個系統的，帶有

部派佛教時期的一些基本特色。同屬分別說系的部派，除了赤銅鍱部外，尚有化地部（音譯

為彌沙塞部，就是持《五分律》的部派）、法藏部、飲光部等分派。而緬甸、泰國兩地的佛教，

主要是由斯里蘭卡傳入的，也以這一期思想為主流。 

從部派佛教到大乘佛教 

  部派間歧異的思想很多，對往後佛教思想的發展，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其中最重要的，

是醞釀了大乘思想的萌芽。大乘思想，為部派中（主要是大眾部系）多方面思想的匯流，由

微而著，由伏而顯，大約在公元前五十年前後逐漸形成的 10。後來，大乘思想在印度普及了，

取代了部派，成為印度佛教的主流。在部派多方匯流的思想中，推論當以對佛陀的永恆懷念

為主軸 11。佛陀入滅了，過去佛陀在人間親切的教導，只能留在佛弟子的記憶中。時間久了，

記憶變了，成了對佛陀的思念，而且愈來愈濃，也愈發景仰。情感的、偉大的、圓滿的、理

想的佛陀觀 12，在這樣的情形下，醞釀、興盛起來了，相對的，佛陀在人間的親切感，就愈

來愈淡，佛陀與人間的距離，也愈來愈遠，佛陀與解脫佛弟子間的差異，逐漸地被放大。依

據第一次、第二次結集以來的經律記載，佛陀是解脫者，佛陀也教導佛弟子成為解脫阿羅

漢 13，但是，卻沒有記載佛陀教導佛弟子成佛，也沒有佛弟子自稱、或被稱為佛的 14。佛陀

與佛弟子確實有所不同，不過，所不同的，並不在解脫的內涵有高低優劣 15，而只在內證與

外宏的能力有所不同：佛陀是無師自悟而解脫，佛弟子是經由佛陀的教導，才成就解脫的，

而且，佛陀具足了教導眾生、開創一方格局的能力 16，也為佛弟子所不及。為什麼會有這樣

的差別？部派時期的佛弟子，注意到這樣的問題，也愈發重視這樣差異的探求。從「果從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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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因緣觀來看，開始注意到佛陀過去生的修學，從佛陀的《本生》、《譬喻》、《因緣》中，

發現了不同：原來，佛陀在久遠的過去生中，就發願成佛，累生以來，也特別重視慈悲濟眾，

積聚福慧資糧的修行方法，這就是不同。於是，效法佛陀發願成佛，以成佛為修學的目標，

而不再僅於傳統的以解脫為修學目標，效法佛陀過去以來的修行方法，成了有別於傳統聲聞

的大乘佛教。 

初期大乘與後期大乘 

  初期大乘佛教的修學法門，從公元前五十年到二百年前後，依據佛陀過去生的修學傳說，

而有多方的發展：有重信願的，如鼓勵念佛，往生東方阿閦佛國與西方阿彌陀佛國的淨土法

門。有重般若慧的，如般若經、文殊菩薩系列的經典，以及龍樹菩薩作《中論》，闡揚空義的

學系。而慈悲，則是普遍共同的信念。重般若慧的法門，宣揚著「一切法空」的思想，也受

到重信願法門的尊重，成為當時思想的主流特色。然而，從公元三世紀以後，開始有不同意

「一切法空」思想的經論傳出，認為不可以是「一切法空」的，應當有所「不空」，才能成為

空的依據，所以是「有所空，有所不空」，又回到部派佛教時期，所謂「假必依實」的思想

上 17。這樣的思想，逐漸成為往後大乘思想發展的主流，我們也可以依據這樣思想的不同，

將大乘佛教，區隔為初期與後期 18。 

  在「有所不空」的後期大乘思想中，起初是以雜染的阿賴耶識，作為有情生死流轉的依

據，從而建立「轉識成智」，圓成佛道的修行 19。這一系思想，以《解深密經》、《瑜伽師地論》、

無著、世親等一系列的論著為代表 20，大約在公元四、五世紀前後，成為印度佛教思想的一

大流。大約在同一時期的稍後，如來藏佛性說興起，也有廣大的發展，成為印度佛教思想的

另一大流。如來藏思想，主要以經典的形式出現，例如《大般涅槃經》、《如來藏經》、《勝鬘

經》、《大法鼓經》、《不增不減經》等，這些經典宣說一切有情都有清淨的如來藏，也就是都

具有與如來（佛）相同的佛性，只不過一般眾生迷妄顛倒，不知道自己懷有這樣的寶，而流

轉生死，假如能將這佛性充分展露，就是成佛了。這個思想，以清淨真實的如來藏，為一切

有情的依止，正好與前面以雜染阿賴耶識為依止的思想，相對立，成為後期大乘思想的兩大

流。這兩股對立的思想──興起於印度北方，以雜染阿賴耶識為所依的思想，與興起於印度南

方，以清淨如來藏為所依的思想，在分別傳入印度中部以後，有了新的融合 21，而說阿賴耶

識，就是清淨的如來藏識了 22。 

  中國佛教一系，從公元元年前後 23，由印度不斷地傳入，所傳入的思想很廣，從部派佛

教時期，經初期與後期大乘，一直到秘密大乘初期為止，都有。但從唐代以後的思想主流，

就是這印度佛教後期大乘的佛性（清淨如來藏）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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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大乘 

  公元六世紀以後，印度佛教界講求以手印、咒語、觀自身是佛等，身、語、意三密為修

行方法的經典（事實上，這類典籍大都以「續──怛特羅」Tantra 為名，而不是「經──修多羅」

S traū ，但中文習慣上都沿用「經」譯之）24逐漸傳出，到了公元八、九世紀，這一類思想與

修行方法，已經成了當時印度佛教的主流。由於這一系佛教，重於神秘修持的禪觀體驗，有

著不許公開的秘密傳授的特質，使用與印度教類似的壇場和宗教儀式，所以稱之為「秘密」，

又思想上也承襲了後期大乘佛教思想（尤其是如來藏佛性說），保存了發願成佛的大乘特色，

所以，稱之為秘密大乘佛教。 

  秘密大乘佛教的萌芽與發展，與印度自公元四世紀以來的「梵文學復興」，以及印度教的

興盛，有密切的關係，可以說是深受其影響。尤其是公元八世紀以後，印度佛教處於相對衰

弱的地位，十世紀以後，印度佛教主要以那爛陀寺、超岩寺、歐丹多富梨寺等王朝支持的大

寺院維持，不及印度教深入民間的普及，以致當公元一二０三年，回教勢力侵入，上述寺院

遭到破壞，僧眾四散以後，印度佛教就此一蹶不振，而被認定為消失了 25。 

  西藏佛教，最早在公元六四一年，隨唐朝文成公主的嫁入西藏而傳入 26，但今日西藏佛

教的基石，應當是公元八世紀中的西藏國王赤松德贊所奠定的。他在位時，積極推動西藏佛

教的發展，派人到中國與印度求佛法，也禮聘中國與印度的出家佛弟子，前往西藏講經說法。

公元七九四年，由印度延聘入西藏，以宏傳秘密大乘思想為主的蓮華戒，論敗來自中國的大

乘出家眾，中國的大乘佛教因此被逐出西藏，秘密大乘佛教從此以後，便成為西藏佛教的主

流了 27。 

四悉檀的佛教史觀 

  從無常與無我的法印來看，印度佛教思想的演變，是無法避免的。演變的原因，不外乎

是為了適應眾生的需求，以及適應當時的外在環境的改變。我們如何看待各期思想的演變呢？

我想，以龍樹菩薩所提出的四悉檀，是有助於理解印度佛教各期思想發展的意涵的。例如，

提出人人本具如來藏的佛性說，讓人們深具成佛的信心，對接引、鼓勵人們學佛，有所幫助，

可以將之定位為滿足希求的生善悉檀。又如，秘密大乘使用與印度教相近的三密與儀式，雖

然有違背早期佛教禁止使用咒語的精神 28，但是，卻有可能有利於接引印度教徒接受佛教，

可以吉祥悅意的世界悉檀來給予定位。初期大乘特別注重一切法空，如果從部派佛教多談「假

必依實」的自性說來看，正是破斥猶豫的對治悉檀。以《四阿含經》為主的早期佛教，是往

後所有佛教思想發展的根源，可以定位在顯揚真義的第一義悉檀 29。當然，這樣的定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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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該期思想的偏重與特色為主，而不是說，秘密大乘佛教時期就只有世界悉檀，而沒有其它

悉檀 30。佛教在教化眾生的同時，也不能漠視眾生的需求，往往因為能與眾生的需求妥協，

才會有普及化與大眾化的發展。滿足眾生的需求，與受眾生需求的牽引，常常只是一線之隔，

很容易在模糊中迷失了佛法的真實義。這一線之隔的差別，就在於當隨順眾生所好時，能不

能繼續地、一貫地引導眾生，使他進入佛法第一義的聞思中，否則，人間縱有隨順眾生所好

的八萬四千法門蓬勃流傳，又與佛法何干？ 

 

註解 

1.「曾參與一位南傳法師的講座，席間有信眾提出有關阿彌陀佛、極樂世界之相關問題，翻

譯者即刻表示這個問題無法回應，因在南傳佛教中並無淨土信仰。猶記當時對個人造成不少

的震撼。」〈談「西方淨土」信仰歷程〉，作者蔡淑華，二０００年三月。 

2.「了解佛教史，對於破除佛法知見的迷惑，有事半功倍之效，尤其是知識份子。佛教史是

一面明鏡，能鑑往知來（知佛教之興衰）；對整體佛教之觀察，更敏銳而深刻。另外，對於多

方面流出的佛法，較能同情，從而培養寬大包容之心胸（其實這也是一種「無我」的修養），……」

〈印度佛教思想史要略序〉，作者呂勝強，一九九九年七月。 

3.「……諸比丘雖聞佛語，猶諍不息。佛復告諸比丘：汝等勿共鬥諍，更相誹謗，更相罵詈。

應共和同集在一處，如水乳合共弘師教。諸比丘白佛言：世尊！願安隱住。佛雖法主，我等

自知。佛三止之，諸比丘答亦如初。……」《五分律》（大正二二‧一五九上）參考《初期大乘

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三八七、三八八頁，印順法師著。 

4.「摩竭陀大臣雨勢白曰：阿難！前後所說何不相應？阿難向如是說：無一比丘與世尊等等，

亦無一比丘為世尊所知見，如來、無所著、等正覺在時所立：此比丘我般涅槃後，為諸比丘

所依，謂令我等今所依者，亦無一比丘與眾共和集拜：此比丘世尊般涅槃後，為諸比丘所依，

謂令我等今所依者。阿難！何因、何緣，今說我有所依耶？尊者阿難答曰：雨勢！我等不依

於人，而依於法。雨勢！我等若依村邑遊行，十五日說從解脫時，集坐一處，若有比丘知法

者，我等請彼比丘為我等說法。若彼眾清淨者，我等一切歡喜奉行彼比丘所說，若彼眾不清

淨者，隨法所說，我等教作是。」《中阿含第一四五經》 

5.「西方系輕重等持，對飲食等細節，非常重視，要與重戒同樣的受持。東方系律重根本，

不拘細行。重大眾而尊上座的一貫性，終於分裂而成為二部。」《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三九頁，

印順法師著。 

6.「所以部派的最初分化（為二部），推定為西元前三００年前後。」《印度佛教思想史》第

四六頁，印順法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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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佛法自二部分化，後來又一再分化，傳說分為十八部。其實，枝末分化，部派是不止十

八部的。」《印度佛教思想史》第四０頁，印順法師著。 

8.「大眾部，（上座）分別說部，犢子部，說一切有部，這四大派，是佛教部派的大綱。」《佛

法概論》第三四頁，印順法師著。 

9.「阿育王在這裏，娶了卑地寫 Vedisa 的提毘 DePī，生了摩哂陀與僧伽蜜多兄妹；提毘一

直住在優禪尼。阿育王因妻兒是優禪尼人；因鎮守優禪尼，得到當地力量的支持而得到王位：

與這裏的佛教──分別說部的關係，也許更密切些……摩哂陀分化到楞伽島，成為赤銅鍱部

T mra naā śāṭī ，今稱南傳佛教。」《印度佛教思想史》第四二至四三頁，印順法師著。 

10.「初期大乘，約起於西元前五０年，到西元二００年後。多方面傳出，發展，又互為影響，

主要為佛功德、菩薩行的傳布。」《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二０頁，印順法師著。 

11.『這些信仰、傳說、理想、（修行），匯合起來，大乘法也就明朗的呈現出來。這都是根源

於「佛般涅槃所引起的，對佛的永恆懷念」，可說是從「佛法」而演進到「大乘佛法」的一個

總線索。』《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一三頁，印順法師著。 

12.「此中。大眾部、一說部、說出世部、雞胤部本宗同義者，謂四部同說：諸佛世尊皆是出

世，一切如來無有漏法，諸如來語皆轉法輪，佛以一音說一切法，世尊所說無不如義，如來

色身實無邊際，如來威力亦無邊際，諸佛壽量亦無邊際，佛化有情令生淨信無厭足心，佛無

睡夢，如來答問不待思惟，佛一切時不說名等，常在定故。」《異部宗輪論》（大正四九‧一五

中） 

13.「佛告大王（波斯匿王）：……羅漢比丘諸漏已盡……正智心善解脫，彼亦歸盡，捨身涅槃。

若復緣覺善調、善寂，盡此身命，終歸涅槃。諸佛世尊十力具足，四無所畏，勝師子吼，終

亦捨身取般涅槃。」《雜阿含一二二七經》 

14.「不過佛世的多聞聖弟子──聲聞，雖也能正覺解脫，與佛同樣的稱為阿羅漢，卻沒有被稱

為佛的」《佛法概論》第一五頁，印順法師著。又，檢閱《雜阿含經》，佛陀有時說自己成「正

覺」，有時說成「等正覺」、「無上菩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解脫的佛弟子阿羅漢只

自稱得「正覺」。如《雜阿含第一０九四經》：「如是我聞，一時，佛住鬱鞞羅處尼連禪河側菩

提樹下，初成正覺。爾時，世尊獨一靜處，專心禪思，作如是念：我今解脫苦行，善哉！我

今善解脫苦行。先修正願，今已果得無上菩提。」 

15.「尊者阿難答曰：目揵連！若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解脫及慧解脫、阿羅訶解脫，此三解

脫，無有差別，亦無勝如。」《中阿含一四五瞿默目揵連經》 

16.「諸比丘！如來、應、等正覺，阿羅漢慧解脫，有何種種別異？……是名如來、應、等正

覺，所未得法能得，未制梵行能制，能善知道，善說道，為眾將導；然後聲聞成就隨法，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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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樂奉大師教誡教授，善於正法。是名如來、應、等正覺，阿羅漢慧解脫，種種別異。」

《雜阿含第六八四經》 

17.『如《婆沙》卷九說：「善說法者，唯說實有法我，有性實有，如實見故」。補特伽羅我是

五蘊和合有的，所以是假；假的所依是自性實有，所以說：「有性實有，如實見故」。這種思

想，即是假定世間事物，有實在的根本的自性物，而後才有世間的一切。他們從「析假見實」

的方法，分析到不可再分析的質素──心、物、非心非物，即是事物的實體，也即是所謂自性，

自性即萬有的本元。如『順正理論』卷十三說：「未知何法為假所依？非離假依可有假法」。「假

必依實」──自性有，是最根本的見解。』《中觀今論》第六六頁，印順法師著。 

18.『大概的說：以一切法空 sarPa-dharma- nnatśū ā為了義的，是「初期大乘」；以一切法

空為不究竟，而應「空其所空，有（也作「不空」）其所有」的，是「後期大乘」。「初期大乘」

經的傳出，約自西元前五０年，到西元二００年頃，傳出也是有先後的。也有思想與「初期」

相同，而傳出卻遲在「後期」的，這如「部派佛教」，是先於大乘的，而在大乘流行中，部派

也還在流行發展一樣。』《印度佛教思想史》第八一頁，印順法師著。 

19.『依阿賴耶識為依止，成立雜染生死與清淨解脫。阿賴耶（雜染）種子識，唯識現為有漏

雜染；阿賴耶識中，「最清淨法界等流正聞熏習」，性質是反阿賴耶識的，能引生出世心，雜

染盡就轉所依而得法身。』《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三四二頁，印順法師著。 

20.「大乘論方面，無著 Asa gaṅ 、世親 Vasubandhu 造論通經，成立阿賴耶識 ālanaPijv naā

為依止的瑜伽行派 Yog c raā ā 。」《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一五三頁，印順法師著。 

21.「興起於南印度的，真實常住的如來藏 tath gataā -garbha 為依說；起於北方的，虛妄無

常的阿賴耶識 ālanaPijv naā 為依說：二者恰好是對立的。傳入中印度（北方人稱之為「東方」），

因接觸而有了折衷與貫通。」《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二九四頁，印順法師著。 

22.「阿梨耶識者名如來藏，而與無明七識共俱，如大海波，常不斷絕，身俱生故，離無常過，

離於我過，自性清淨。」《入楞伽經》（大正一六‧五五六中） 

23.『又，據《魏志》卷一一四、《歷代三寶紀》卷二等所載，前漢哀帝元壽元年（西元前二），

博士弟子景憲嘗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第一四一七頁中。

又，《佛光大辭典》第二六六三頁上，《以佛法研究佛法》（印順法師著）第二二九頁亦同。 

24.「佛教中，如《大日經》、《金剛頂經》等中期密教之前的經典，通常都稱作「經」（S traū ），

但後期密教聖典（Tantra）出現後，則連同其前之密教經典，一併稱為怛特羅。」《中華佛教

百科全書》第二七七五頁上 

25.「本寺（超戒寺）頗受波羅王朝歷代君王的支持，然於一二０三年，與歐丹多富梨寺共毀

於回教徒之手。現代佛教史家即以本寺的被毀年代，作為印度佛教的結束年代。」《中華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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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科全書》第四五０一頁上 

26.「松贊干布在西元六三八年向唐室請求聯婚遭拒；六四０年冬，再派使者祿東贊，獻上黃

金五千兩請婚；翌年春，文成公主由禮部尚書、江夏王李道宗護送至黃河源附近之柏海，松

贊干布親迎入蕃。……文成公主到拉薩後，主持建造小昭寺，安奉自長安帶來的釋迦佛像（後

移至大昭寺奉置）。」《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第一三五五頁下 

27.「赤松德贊晚年，以中國禪僧摩訶衍為首的漢地佛教在西藏逐漸取得勢力，並與印度佛教

引起紛爭。為了解決愈演愈烈的爭論，赤松德贊乃召集兩派僧人在桑耶寺進行辯論，並按照

印度的習慣，在辯論者中間放置花環，規定最後由失敗者為對方獻上花環，然後離開西藏。

據說這場辯論斷斷續續進行了三年之久（七九二～七九四），摩訶衍一派曾一度佔上風，但最

後還是敗給寂護的弟子蓮華戒（Kamala laśī ）而返回內地。從此，漢地佛教頓門派（西藏佛

教史籍的稱法；稱印度佛教為漸門派）的教法遭西藏否定。赤松德贊更下令禁止漢地佛教經

典的流通，以及禪宗教法的修習。但禪宗的教法並未因此而在西藏斷絕，後期西藏佛教的教

義及修行方法仍多少受其影響。」《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第二六三三頁中 

28.此部分印順法師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八章第三節第一項音聲的神秘力量〉

中有詳細的論證。以下為部分摘錄：「在中國，都可以譯為咒。嚴格的說，佛法是徹底否定了

的，出家人是禁止的。如『長阿含經』卷一四『梵動經』（大正一‧八九下）說：……神秘的迷

信行為，佛教出家眾是不許學習的。南傳的『沙門果經』、『梵網經』，都有同樣的敘述。……

女人總容易信仰這些咒術，所以對比丘尼有禁止學咒的規定。原則的說，凡與自護──自己治

病無關的，一切咒都不許學，不許教，但說一切有部的晚期律──『根本說一切有部律』，咒

術是相當嚴重的侵入了佛教。」 

29.『從長期發展的觀點來看，每一階段聖典的特色，是：一、以《相應部》為主的「四部阿

含」，是「佛法」的「第一義悉檀」。無邊的甚深法義，都從此根源而流衍出來。二、「大乘佛

法」初期的「大乘空相應教」，以遣除一切情執，契入無我空性為主，重在「對治悉檀」。三、

「大乘佛法」後期，為真常不空的如來藏（佛性）教，點出眾生心自性清淨，而為生善解脫

成佛的本因，重在為人生善悉檀（心性本淨，見於『增支部』）。接著，「秘密大乘佛教」流行，

「劣慧諸眾生，以癡愛自蔽，唯依於有著……為度彼等故，隨順說是法」。這是重在「世間悉

檀」。』《印度佛教思想史》第八七八頁，印順法師著。 

30.『這一判攝，是佛法發展階段的重點不同，不是說「佛法」都是第一義悉檀，「秘密大乘

佛法」都是世界悉檀，所以說：「一切聖典的集成，只是四大宗趣的重點開展，在不同適應的

底裏，直接於佛陀自證的真實」。「佛法的世界悉檀，還是勝於世間的神教，因為這還有傾向

於解脫的成分」。』《華雨集（四）》第三二頁，印順法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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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認識自我 

  第一節 人與人性的剖析 

不離身心談解脫 

  佛法的修學，不論說是為了達到解脫，或者說是為了成佛，都同樣必須完成煩惱（苦）

的徹底止息。煩惱，是在身心反應中產生的，煩惱的熄滅，也就和身心作用息息相關。這一

點，可以從第一次結集，先聖先哲們所集出的〈修多羅〉聖典，將〈五陰誦〉、〈六入處誦〉

等，高度重視身心方面的修學，分別編排在第一、第二篇，看出身心如何被重視，而得到印

證。我們不能離開身心的種種，來談佛法的修學，所以，對自己身心的認識，便成了修學佛

法的基本認識了。 

  人有生理的構造，合併心理的反應，一般常以「身、心」來表示。以身、心兩方面來對

人作分析，這是通俗的分類，也是簡要的分析。在佛法中，則有比身、心的分析，更細膩、

更詳實的說明，那是分別從「蘊、處、界」三方面所作的剖析。這三方面的剖析，將人從三

個不同的面剖開，就像建築設計裡的透視圖，讓我們得以從多方面的訊息中，更完整的觀察

自己。這樣自我觀察的目的，是要從其中，建立起佛法的修學，以完成煩惱的徹底止息 1。 

蘊處界的剖析 

  蘊，也譯為「陰」，是將同類的集在一起，是「聚集」的意思。處，也譯為「入」，是指

訊息進入的處所，從這裡可以有種種的發展與生成，是「生長門」的意思。界，是以一定特

性作為分類，有「種族」的意義 2。 

  如果從性質的不同來作分析，可以將人解析成「色、受、想、行、識」等五類，稱為「五

蘊」。其中，色，是指有形體、占一定空間、可見的物質類，涵蓋了現代所說的皮膚、肌肉、

頭髮、骨骼、五臟六腑等各種器官的生理構造。受，是指心裡的感受，包括苦的感受，樂的

感受，不苦不樂的中性感受等。想，是指心中的影像與映像，並包括對這影像與映像意義的

想像、推敲、思考。行，是指心中的選擇、決定，意向與意志力之類的。識，是指內心的分

辨了別作用。後面的四類，都是心理層面的作用，是抽象、無形、不可見的。這五種剖析，

將生理部分，只以色蘊表示，而心理部分，細地分為其它四類，可以說是一種特別注重心理

層面的分析。 

  如果從我們接觸境界，認識境界的功能來作分析，那麼，可以將人解析為「眼、耳、鼻、

舌、身、意」等六類，稱為「六入處」，也稱之為「六根」。人類的所有認識，都是透過這六

根，才能升起的。眼等前五根，是生理上的感官器官，也是五蘊中色蘊的一類，具有物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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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性，但微細不可見 3。意根，是認識作用中，掌理意念發動、辨別認識、積聚儲存、綜合統

一等等功能的，是屬於非物質、抽象不可見的心理作用 4。這六類的分析，屬於生理構造就占

了五類，可以說是特別注重生理層面分析的。 

  如果以特性來分析，那麼，可以將人解析為「地、水、火、風、空、識」等六類，稱為

「六界」。其中，地是指身體中，具有堅固性質的部分，諸如骨骼、毛髮、肌肉之類的。水是

指身體中的所有液態類，特別強調其凝結的特性，諸如血液、唾液、汗液、尿液等。火是指

人體中的溫度，包括可以改變溫度的各種熱量產生與消耗。風是指各種氣態類，特別強調其

流動的特性，如呼吸的空氣就是。引伸來說，地有支撐穩固的靜態特性，與風的流動特性相

對，雖然相對，但又可以相互循環變化。水有冷凝、凝聚的特性，與火的氧化燃燒、分解成

熱量的特性相對，雖然相對，但又可以相互循環變化。這四類特性，又稱為「四大」，是普遍

存在於所有物質類中的 5，當然是不限於人體方面的。空指的是空間，為提供四大存在的場所，

也可以是四大中的空隙，例如我們的體腔。識，則是泛指我們覺知的心理作用。這六類的分

析，前面五類，都是從物理性質上來分類的，可以說是特別注重物理層面的分析 6。 

  不論是重於心理層面解析的五蘊，或重於生理層面解析的六入處、重於物理層面解析的

六界，依早期經典的紀錄，佛陀總是教導我們，應當從這樣的分析中，依著每一個分析，分

別觀察其無常、無我。例如，應當從五蘊中的每一蘊，觀察到它的變化無常：生理是變化無

常的，感受、思考、意向、認知，也都是無時無刻不在變化著的，雖然它們之中，有某些變

化是那麼地細微不容易察覺。六入處的觀察也一樣，從每一處，以及經由每一處升起的各種

心理反應（認識發展過程），觀察到它們的變化無常。無常的觀察，是體會無我的重要基礎，

而無我，又是進入解脫的重要關鍵 7，所以，不止觀察無常，還可以觀察苦、空（由觀無常而

心樂清淨解脫，稱之為空）8、不得自主的非我（無我）。這樣的觀察，都稱為「正見」9。而

六界，如佛陀回答他的兒子羅睺羅尊者說，可以依著地、水、火、風、空、識等每一項特性

去分析，觀察包括自身，以及外界的一切，看看有沒有哪一種特性，可以有絕對的自主性，

然後在這樣的觀察中，體驗無我，斷除自我的傲慢與執著，而契入解脫 10。 

依食而活 

  除了蘊處界的剖析以外，還有一項普遍性，那就是：人的生存需要依賴食物。不僅是人

類，一切眾生，都要依賴食物而生存 11。食物的種類很廣，佛陀依其性質的不同，分為四大

類：一、麤摶食，二、細觸食，三、意思食，四、識食 12。第一類的麤摶食，是指物質類的

食物，飯菜、湯水屬之。這類食物，供給人體熱量與營養，提供生理機能正常運作的需求。

我們每天都需要這類的食物，物質食物的需求，引發人類的經濟活動。人們的經濟活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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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超過基本生理的物質需求很多，以至於變得麻煩與複雜，不但影響到精神生活，也影響

到佛法的修學。即使只是單純的基本生理物質需求，如果沒有獲得適當的供給，那麼，生理

機能就難以正常運作。生理機能在無法獲得正常運作下，必定也會影響到心智功能，而障礙

佛法的修學。例如，釋迦牟尼佛經過六年的苦行，當覺悟苦行無益於解脫時，心想「不可以

此羸劣之體，求於上尊之道」13，於是，重新接受了足夠的食物，來調理生理，才有體力在

菩提樹下修禪觀，智證解脫。又如，經中說，「有漏從用斷」，這是說，除了飯菜飲食之外，

諸如醫藥、住處、衣物等日用品，都與煩惱（漏）的斷除有關：當使用這些日用品時，常要

自我警惕，不可以為了名聞利養，也不是為了展現自己的高貴，而是為了維持生理機能的正

常運作；是為了不障礙佛法的修學 14。 

  第二類細觸食，指的是對境界的認識（觸識），所生起的感受、思想、抉擇、喜愛……等，

種種心理反應，這也是一種生命的滋養，類似於近代所說的精神食糧。第三類意思食，指的

是活下去的希望（目標）與意願。第四類識食，是指統攝身心的識。這個識，從一期生命的

形成（識入母胎），到身心的成長（識緣名色），乃至於在一期生命結束之前，都需要依靠識

的統合。識有這樣強力的統攝特性，應該與強烈自我感下的愛染有關，所以，經中以「攀緣」

來形容識，說識必定在色、受、想、行四個地方攀緣、安住、成長 15。即使當生命中的色、

受、想、行任一蘊敗壞死亡了，也還不會停止這樣強烈的執取力，所以會繼續去攀緣、聚積、

統攝其它諸蘊，以形成下一期生命。因為識具有這樣強烈的執取力，所以又稱之為「有取識」。 

  在這四類滋養我們生命的食物中，前面三類，大致上現代的醫學界與心理學界，也能有

所涉入，但是第四類的識食，則很難被他們接受，因為以他們的能力，沒有辦法對識作出明

確的定量與定性，即使作現象的觀察記錄，都有困難。缺少了對識食的理解，現代科學界對

生命的認識，總會是少了那麼一大塊。 

自我中心的情愛世界 

  從識食的特性引入，讓我們繼續來剖析人性。識食的識，有攀緣、執取的特性，這樣的

特性，是來自於一般人隨時都存在的自我感（我執），所以，一旦離開了自我感，識的攀緣、

執取動力消失了，識就像洩了氣的氣球一樣，沒有攀緣、執取的作用了。從這自我感出發，

人性中充滿著占有的愛：當下，愛自我，然後延展到愛自己喜歡的我所，不僅當下愛，還要

在無限的未來中，期待（愛）自我能以各種型態長遠地延續，也期望現在所有的，於未來繼

續長遠地擁有 16。例如，愛惜自己的身體與名聲，愛我的家園，愛我的國家，乃至於保護生

態愛地球，就是不會去愛跟自己毫不相關的，這些，都沒有離開以這種自我（人類）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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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愛。人們在這樣的渴愛中，有著歡笑喜悅（合我意時），也充滿著憂悲惱苦（不合我意時）。

不論是歡笑或憂惱，總是在這以自我為中心（自我感）的情愛中，這是人性中最普遍的通性。 

  另一種愛，是起於受人生憂悲惱苦逼迫的反動，對人生升起強烈的厭惡感，想擺脫生命

以脫離苦迫，希望死後塵歸塵，土歸土，消散無餘。這種以否定自我所表現的愛，經中稱為

「無有愛」17。這是不能真正覺悟自我感的錯誤，沒有正確把握苦迫的根源，仍然存有自我

感的厭世，還不離愛的範疇，所不同的，只是以否定的形式來表現罷了。毅力、記憶與思惟 

  除了自我感的愛染通性外，經中說，人類有「勇猛強記」的特性，能造業，能修行，能

成佛 18，這也是人性中的另類特性。勇猛，就是有堅強的毅力，可以令人不屈不撓，堅守著

自己立下的誓言，或抉擇的目標。人類的這個特性，如果用於向善、向正道，就是一種可貴

的精進力量，如果用於惡行、邪道，就成了助紂為虐的邪惡力量，所以，正見的建立，就顯

得格外地重要。強記，是指人類有很強的記憶力，過去所經歷過的，即使經過長時間，仍然

可以歷歷在目。記憶力有助於人們經驗的累積，各種知識技能的學習，當然也包括智慧的增

長。例如，經中說，要聽聞正法，不僅聽，還要「能持」19，能持就是記憶，要記得住，才

能繼續作觀察思惟，成就智慧。此外，過去的經驗，留在我們的記憶裡，當我們經由感官接

觸到境界時，過去經驗的比對，便成了當下認識的基礎。如果發現現在所接觸的境界，是過

去記憶中的經驗所沒有的，那就成了一個新的經驗。人們通常對一個新的事物，不知道如何

反應，此時，會從記憶中，去尋找過去類似的經驗，以為認識的參考。所以，可以說，我們

是沒有辦法不活在過去的經驗裡的。活在過去經驗裡，有其正面的意義，例如，得以快速的

判斷反應，駕輕就熟，但也容易因而陷於執著成見的錯誤中。 

  能作思惟，是人類的另一個特點。從生理結構來看，人類腦部的皮質構造，是所有動物

中最獨特的部分，它有著思惟的功能，讓人類可以不只是憑著過去的經驗來作反應。經中說，

聽聞正法後，還要能「內正思惟」20，就是在心中作思惟觀察，將道理徹底地融會貫通，知

其然，也知所以然。往後，再經由思惟觀察，人們可以從記憶中，檢討過去的錯誤與失敗的

經驗，改正自己錯誤的認知，等到下一次行動時，才有如法導正的可能。所以，思惟可以說

是人類智慧的原動力；向善、向上、向解脫的推手。 

人性中的善與惡 

  人性中，有著深固自我感的愛染，這會是引發向下沈淪的惡行的。又有著能反省檢討，

自我改正的思惟能力，這是能引發向上昇華善行的。再加上不同程度的勇猛堅毅，意念強記

的強化力量，使得人性中，有著複雜的善與惡交錯。古人有認為「人性本善」的，也有認為

「人性本惡」的，還有折衷說「不善不惡、亦善亦惡」的，其實，從佛法緣起的觀點來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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際不可得」21，推想人性「最初」的本質如何如何，其實只是個虛幻不實，沒有實質意義的

想像而已。不過，人性中，確實有著善惡交錯的聚積。 

  順著自我感的愛染發展，就有順境中的貪，逆境中的瞋，以及不知不覺執著沈迷的癡。

貪、瞋、癡，可以說是涵蓋了所有的煩惱與惡行了，尤其是瞋，從瞋心引發，小自對他人的

冷漠與傷害，大到戰爭與破壞，不但造成自己的暴戾不祥，也使得他人陷於恐怖不安中，可

以將長久以來所累積建立的情誼，毀於一旦，那真是赤裸裸的惡。能反省檢討，自我改正的

思惟，就是慚愧心了。經中說，由於人有慚愧心，才能維持人倫，使人類有別於畜生，也才

能有益於清淨解脫的修學 22。慚是從思惟、仰慕先聖先賢的德行中，對自己所做的罪過與不

足，產生羞恥心，因而改過向上，這是主動發自於自己內心的向善力量。愧是在社會倫理道

德的輿論、修行團體戒律的約束下，對違反制約的惡行，產生羞恥心，因而改過向上，這是

來自於外在約束的向善力量 23。如果能夠善用人性中的善，多發揚人性中的慚愧特質，減少

自我感的愛染發展，就是向善、向上，向於解脫的修學了。 

 

註解 

1.「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七處善，三種觀義，盡於此法得漏盡……云何三種觀義？比丘！

若於空閑、樹下、露地，觀察陰、界、入，正方便思惟其義，是名比丘三種觀義。」《雜阿含

第四二經》 

2.「所知境中，或說名蘊，或名處界，由蘊、處、界三義別故。別義者何？頌曰：聚、生門、

種族，是蘊、處、界義。論曰：積聚義是蘊義，生門義是處義，種族義是界義……」《順正理

論》（大正二九‧三四三中）。又如《俱舍論》說：「心、心所法生長門義，是處義。」（大正二

九‧五上） 

3.「佛告彼比丘：眼是內入處，四大所造淨色，不可見，有對。耳、鼻、舌、身內入處，亦

如是說。」《雜阿含第三二二經》 

4.「佛告比丘：意內入處者，若心、意、識，非色，不可見，無對，是名意內入處。」《雜阿

含第三二二經》 

5.「云何色受陰？所有色，彼一切四大，及四大所造色，是名為色受陰。」《雜阿含第六一經》 

6.「我們的身心自體，釋尊分別為：重於心理分別的是五蘊 pavca-snandha；重於生理分別

的是六處 aṣ ḍ- natanaā ；重於物理分別的是六界 aṣ ḍ-dh taPaā 。身心自體，不外乎蘊、界、

處。」《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二二頁，印順法師著。另在《佛法概論》中作：「蘊觀，詳於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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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的分析；處觀，詳於生理的分析；界觀，詳於物理的分析。」 

7.「無常想者，能建立無我想。聖弟子住無我想，心離我慢，順得涅槃。」《雜阿含第二七０

經》 

8.「觀察彼陰無常，磨滅，不堅固，變易法，心樂清淨解脫，是名為空。」《雜阿含第八０經》 

9.「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觀色無常，如是觀者，則為正見。……如觀無常，苦，空，非我，

亦復如是。」《雜阿含第一經》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一切無常。云何一切無常？謂眼無常，若色，眼識，眼觸，若眼

觸因緣生受──苦覺、樂覺、不苦不樂覺，彼亦無常。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雜

阿含第一九五經》 

10.「佛告羅睺羅：諦聽，善思，當為汝說。羅睺羅！若比丘於所有地界，若過去、若未來、

若現在，若內、若外，若粗、若細，若好、若醜，若遠、若近，彼一切非我，不異我，不相

在如實知。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亦復如是。……若比丘於此識身，及外境界一切

相，無有我、我所見，我慢、繫著、使，是名斷愛縛、諸結、斷諸愛，正慢無間等，究竟苦

邊」《雜阿含第四六五經》 

11.「所謂一切眾生由食而存。」《雜阿含第四八六經》 

12.「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食，資益眾生，令得住世，攝受長養。何等為四？謂一、麤

摶食、二、細觸食，三、意思食，四、識食。」《雜阿含第三七一經》 

13.「爾時，我復作是念：不可以此羸劣之體，求於上尊之道。多少食精微之氣，長育身體，

氣力熾盛，然後得修行道。當食精微之氣，時五比丘捨我還退：此沙門瞿曇性行錯亂，以捨

真法而就邪業。」《增壹阿含三一品第八經》 

14.「云何有漏從用斷耶？比丘！若用衣服，非為利故，非以貢高故，非為嚴飾故，但為蚊虻

風雨寒熱故，以慚愧故也。若用飲食，非為利故，……以行梵行故，欲令故病斷、新病不生故，

久住安隱無病故也。若用居止房舍、床褥臥具，非為利故，……但為疲倦得止息故，得靜坐故

也。若用湯樂，非為利故，……但為除病惱故，攝御命根故，安隱無病故。若不用者，則生煩

惱憂慼，用則不生煩惱憂慼，是謂有漏從用斷也。」《中阿含第十經》 

15.「佛告比丘……攀緣四識住。何等為四？謂色識住，色攀緣，色愛樂，增進，廣大，生長；

於受、想、行、識住，攀緣，愛樂，增進，廣大生長。」《雜阿含第六四經》 

16.「云何食集如實知？謂當來有愛喜貪俱，彼彼樂著。」《雜阿含第三四四經》 

 愛自性者，略有三種：一、後有愛，二、憙貪俱行愛，三、彼彼喜樂愛。如是三愛，略攝

為二：一者、有愛，二者、境愛。後有愛者，是名有愛。喜貪俱行愛者，謂於將得現前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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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於已得未受用境，並於現前正受用境所有貪愛。彼彼喜樂愛者，謂於未來所希求境所有貪

愛。當知此中由喜貪俱行愛故，名愛結繫；由後有愛及彼彼喜樂愛故，名愛鎖繫。」《瑜伽師

地論》（大正三０‧七八二上） 

 「此自體愛與境界愛，如約現在、未來二世說，即四愛：愛，後有愛，貪喜俱行愛，彼彼

喜樂愛。前二為自體愛，後二為境界愛。」《佛法概論》第八七頁，印順法師著。 

17.「復有三法，謂三愛：欲愛、有愛、無有愛。」《長阿含第九經》 

 「無有愛云何？答：欣無有者，於無有中，諸貪等貪，執藏、防護，著愛染，是謂無有愛。

此復如何？如有一類，怖畏所逼、怖畏所惱，憂苦所逼、憂苦所惱，苦受觸故，作是念言：

云何當令我身死後斷壞無有，永絕眾病，豈不樂哉。」《集異門足論》（大正二六‧三八二中） 

18.「佛告比丘：閻浮提人，有三事勝拘耶尼人。何等為三？一者勇猛強記能造業行，二者勇

猛強記勤修梵行，三者勇猛強記佛出其土。」《長阿含第三０經》 

19.「精勤方便，隨時往詣沙門，專心聽法，聞則能持……。」《雜阿含第九二九經》 

20.「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有四種入流分。何等為四？謂親近善男子，聽正法，內正思惟，

法次法向。」《雜阿含第八四三經》 

21.「大聖之所說，本際不可得。生死無有始，亦復無有終。若無有始終，中當云何有？」《中

論》（大正三０‧一六上） 

22.「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淨法，能護世間。何等為二？所謂慚，愧。假使世間無此二

淨法者，世間亦不知有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宗親、師長、尊卑之序，顛倒渾亂，如畜

生趣。……世間若無有，慚、愧二法者；違越清淨道，向生老病死。世間若成就，慚、愧二法

者，增長清淨道，永閉生死門。」《雜阿含第一二四三經》 

23.「云何為慚？依自法力，崇重賢善為性。……崇重賢善，羞恥過惡，對治無慚，息諸惡行。

云何為愧？依世間力，輕拒暴惡為性。……謂依世間訶厭增上，輕拒暴惡，羞恥過罪，對治無

愧，息諸惡業。羞恥過惡，是二通相。」《成唯識論》（大正三一‧二九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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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認識自我 

  第二節 我們的認識發展過程 

認識發展過程與佛法的修學 

  我們說，煩惱苦迫，是從身心反應中產生的，更精確地說，應該是在我們接觸境界，認

識境界時的身心反應發展中產生的。境界的範圍很廣，包括了「心境」與「外境」。什麼是心

境？就是我們內心的情境，可以略分為三類，如內心的感受（受）、思考（想）、抉擇（行）

等 1。外境則包括了內心以外的種種，諸如眼睛與身體觸覺所能覺知的東西，耳朵所聽到的聲

音，鼻子與舌頭所能分辨的味道都是。我們說，四聖諦「苦、集、滅、道」中的集諦，是要

將煩惱苦迫的根本原因找出來，才能將煩惱徹底地解決。煩惱的根本原因是來自自我感的渴

愛，然而，渴愛又如何在我們接觸境界、認識境界中發展出來的呢？我們對境界的認識過程，

是動態的、複雜的、不斷發展的，而且十分迅速，我們的煩惱苦迫，也是動態的、變化的，

如果不經學習與訓練，很難察覺其中的關連，往往一接觸境界，當有感覺時，常常已經是在

煩惱苦迫的情形下了，中間經過哪些轉折，心中可能只有隱隱約約的模糊，甚至是一片空白 2。

如果是這樣，對煩惱苦迫的消除，我們連個下手用功處也沒有，如何期望能徹底的止息呢？ 

  如果說，我們一旦與境界接觸、認識境界後，自然而然就會有喜怒哀樂、憂悲惱苦的發

展，那麼，我們還要修學佛法作什麼？因為我們一接觸境界，不可避免地就會生起認識，這

種狀況就像兩手對拍，一定會發出聲音一樣 3，而且，我們也不能將六根全部關閉，以不與外

境接觸來作為修行，因為，如此一來，失去了四食中觸食的滋養，這一期生命將無以為繼。

即使只是關閉某一根，與部分外境作隔離，佛陀也不認同那是有用的修行，因為，如果真的

是這樣，豈不是只有眼瞎、耳聾了，才能修行 4？我們知道佛法的修行不會是這樣子的，佛陀

與尊者舍利弗、目揵連等許多解脫阿羅漢，都不是這樣子的。既然不能不與境界接觸，一接

觸又必然引發認識作用，那麼，我們只有從認識作用如何生起，如何發展去瞭解，才能從其

中把握佛法修學的下手處，所以，這是我們修學佛法無可迴避的基本認識。 

我們的認識發展過程──現代觀點 

  近代的心理學家與研究腦部的醫學專家，以缺陷矯正與疾病治療的目的，作了許多動物

腦部研究的實驗，以及累積了許多人體腦部的病變臨床診療經驗，發現感官器官接收到的訊

息，如何在腦中傳遞、作用 5。這是偏重在腦部構造與功能研究的，雖然與我們佛法修學的目

標（煩惱的徹底止息）不一樣，但對我們佛法修學方法的選擇，可能也會有所幫助，值得涉獵。 

  當我們的感覺器官（眼、耳、鼻、舌、身等），接觸到外境，就如同收到外界的一個訊息。

這個訊息經接收器官神經系統的轉化，轉變成為腦部能夠處理的訊息，然後傳到「丘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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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lamus）。再從丘腦分兩路送出訊息：一路傳抵「杏仁核」（amngdala）與鄰近的「海

馬回」（hippocampus），另一路（主要的）傳達到相關的「大腦皮質區」（cerebral cortex），

例如，來自眼睛的視覺訊息，就傳到「視覺皮質區」，來自耳根的聲音訊息，就傳到「聽覺皮

質區」，來自皮膚觸覺的訊息，就傳到「感（觸）覺皮質區」，氣味的訊息就傳到「嗅覺皮質

區」……，訊息來到各個皮質區進行分析與解讀。「杏仁核」是一個形狀與大小都像杏仁核般

的組織叢，開張於左右腦，是情緒快速反應的前哨與總管，也是情緒記憶的資料庫。「海馬回」

在杏仁核之上，與杏仁核連接，是過去曾經引發情緒所經歷情境的記憶庫。「大腦皮質」是理

性分析（思考）與理解（學習與記憶）的處理中心，在正常情況下，認識過程是以大腦皮質

的分析為主導的，它可以調節杏仁核快速反應的衝動。不過，有些時候，當杏仁核的衝動很

激烈時，大腦皮質也可能被杏仁核的衝動所控制，杏仁核成為反應的主導，如此一來，大腦

皮質的分析，反而會將杏仁核的激動情緒合理化，成為進一步強化情緒衝動的幫兇。 

  所謂的分析與理解，對一般人來說，就是將這個訊息，與以前所經歷過的相關經驗記憶

作比對，從過去經驗記憶中去認識。過去的經驗記憶，包括實際經歷過的經驗，也包括來自

教育、社會文化薰習、宗教道德信仰等等所形成的價值觀。杏仁核所作的解讀是純情緒的，

它的特性是迅速，但卻是粗糙、類比而不精準的衝動性比對。大腦皮質所作的，是多方面考

量的、相對準確的、相對耗時的理性比對。大腦皮質的比對結果，還是傳到杏仁核，與杏仁

核的比對結果結合（綜合），然後才發出反應訊息，但也可能等不及大腦皮質的比對結果傳來，

杏仁核就先將它比對的結果發出反應訊息，以應付環境帶來的危險，例如大家常說的「本能

反應」，就是這一類情況中的一種。這個反應訊息，從杏仁核傳出，一路傳到下視丘，而後激

發出一連串的賀爾蒙分泌；另一路則傳遞到與運動功能有關的紋狀體。這兩條路線的訊息反

應，其最後結果可能會引發生理運作的改變，讓我們出現所謂情緒引發的生理反應，例如，

心跳加快、呼吸急促、胸悶、肌肉緊繃、胃痛（痙攣）、顫抖、流淚、發笑、尖叫、怒吼、……

等。 

  以上的研究，對「杏仁核」、「大腦皮質」與情緒激發三者間的關係，有明白的說明，讓

我們對激烈的情緒反應與腦部的構造，有所瞭解。尤其指出訊息傳遞到大腦皮質的路徑比較

長，所做的理性反應也比較費時，所以，理性反應通常比較慢才能完成，而迅速反應或直覺

反射的，多是杏仁核主導的衝動反應。這個資訊，對我們選擇避免激烈情緒的對治方法，很

有參考價值。 

我們的認識發展過程──佛法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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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千多年前的佛陀時代，醫學環境自然與現代不同，我們沒有發現，當時有腦部解剖，

或神經傳遞研究的相關文獻。然而，佛陀對我們認識過程的解說，就修行而非疾病醫療的角

度上來看，卻是十分清楚而且完整的。經中說：「緣眼、色，生眼識，三事和合觸，緣觸受，

緣受愛，緣愛取，緣取有，緣有生，緣生老病死、憂悲惱苦集。」6這是說，當眼等六根，不

管是主動地注意到境界，還是被動地為境界所吸引，那麼，就會對這個境有影像或映像的攝

入（辨識）。接著，經由過去經驗（即儲存記憶）的比對與推擬，所辨識的境，對我們來說就

有一定的意義，此時，可以說我們認識了這個境，這就是「觸」，或者說是「識觸」──感覺

而成為認識 7。對我們有意義的境，會讓我們有苦、樂，或不苦不樂（中性）的感受（受）生

起，有了感受，繼續發展出來的是喜歡（愛）或不喜歡（憎）。即使是不喜歡，也是因為另有

所喜歡，所以才會不喜歡眼前的，所以，憎，其實是愛的另一面，愛憎之間，難分難解，常

常輾轉相生 8，因此，經中常以愛來涵蓋憎與瞋。只要有愛的生成，那麼就會驅使我們行動：

從執著到想要擁有（取；「緣愛取」），然後是擁有的衝動蓄積成熟（有；「緣取有」），付之行

動。於是，事情就一件件的發生、發展，然後結束，帶給我們許多喜怒哀樂，憂悲惱苦。 

  舉個例來說，有一晚，一位學佛的朋友依往常的習慣來到佛堂，閉上眼睛練習打坐。由

於還未能專注一心，耳根的作用一如往昔（耳）。突然，響起了一個微弱的聲音（聲），耳朵

聽到了（耳識，即經文說的「緣耳、聲，生耳識」）。這微弱的聲音，與過去聽覺記憶庫中的

訊息比對，懷疑這是蟑螂飛的聲音（觸，即經文說的「三事和合觸」）。由於過去對蟑螂恐懼

的記憶，心中立即生起一股不愉快的感受（受，即經文所說的「緣觸受」），引起了主動對這

個聲音尋找與注意的強烈意向（行）。聲音繼續傳進來，每一個聲音經比對後，都提供了一些

新的訊息，於是，從懷疑到肯定這就是蟑螂，然後知道蟑螂飛行的速度與位置。這些陸續進

來的訊息，一直左右著不愉快感受的強弱。結果，由於過去對蟑螂的厭惡經驗，不等到蟑螂

飛上身來，厭惡感就生起了（厭惡感也歸類於愛，即經文所說的「緣受愛」），想中斷打坐練

習的衝動湧現（取，即經文所說的「緣愛取」）、蓄積，到繼續打坐的意願磨耗殆盡（有，「緣

取有」），然後採取行動：或睜開眼睛尋找蟑螂，或乾脆離座去趕蟑螂……（生，「緣有生」），

然後懊惱今晚的打坐，被這隻蟑螂給毀了（惱，「緣生老病死、憂悲惱苦集」）。 

  這是一個單純化例子的簡化說明，說明認識及其後續心理狀況的發展，一直到煩惱苦迫

（憂悲惱苦）生起的過程。為什麼說是簡化了的說明呢？因為在日常生活中的實際情況，即

使對單一的境界，六根很少是單獨一根運作的，通常都有兩個以上的感官器官同時運作，相

互交叉影響。尤其是意根，一個念頭的生起，就可以是意根的一個認識過程，所以，那會是

糾葛複雜的，更何況與境界的接觸，很少是單一、靜止的，通常是一個緊接著一個的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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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們的認識過程，是多重而動態的，使得我們更不容易看清楚它的過程發展（所以，上面

只是單純化的例子）。雖然是這麼的複雜，但是，透過對單純境界認識過程的學習，我們會逐

漸熟悉，並且有能力去釐清那些複雜的。尤其是那些帶給我們顯著困擾的事件，再複雜也必

須嘗試去分析釐清，去看清楚問題的癥結。 

分析認識發展過程的目的 

  分析這樣的認識發展過程，有什麼用？對我們修學佛法有怎樣的幫助？當事件發生時，

認識發展過程正在進行中，在當局者迷的情形下，通常一般人是沒有餘力去作這樣的觀察分

析的，然而，我們卻可以自己在事後的反省檢討中來做，也就是說，這是一個重於自我反省

的檢討分析。從分析中，可以試著去找出問題的癥結，例如，在上面的例子中，我們會注意

到為何會那麼厭惡蟑螂？厭惡蟑螂這樣的弱點，成為導致整個事件結果──懊惱的重要關鍵。

我們可以根據這樣的發現，以佛法的觀點去思考，當下一次遇到類似情形時，應當怎麼做才

是合乎佛法的行為。如果先有個行動腹案，就像沙盤推演一樣，這對「生手」是很有益處的。

除此而外，還可以進一步尋找或開發自己對治這個弱點的修學方法。 

當下的緣起流轉 

  如果熟悉十二緣起的內容，我們會發現，經文中從「三事和合觸」開始，認識發展過程

就切入十二緣起了。可以說，這是十二緣起的當下說明，也是十二緣起的九支說類型。我們

說，生死煩惱流轉（緣起）的觀察與說明，不是一定非得說滿十二支不可的，也可以是二支

（無明、愛）、五支（愛、取、有、生、死），以及著重於當下認識發展過程的九支說。我們

也說，儘管二支、五支與九支說，有著詳略之別，但每一種說法，都能完整地展現緣起的內

涵。就九支說來看，所缺少的無明、行、名色，其實是含攝在其它支中的。例如，無明也是

表現在觸中的，一般人的「識觸」，都是「無明觸」，也就是說，當感官器官傳進來的訊息，

在辨認成有意義的內容時，無明就作動了 9。行支是指過去行為所留下來的業力 10，那也是

表現在「愛」支中的 11，因為，我們之所以會對所認識的，生起喜歡或不喜歡，沒有不受過

去經驗（或印象，即過去行為的影響力──業力）所影響的。名色，依經中說，名是受、想、

行、識等「四無色陰」，色是四大以及四大所造色 12。那麼，名色所指的，就是五蘊身心了，

這與六入處的身心範圍，是相同的。另外，如果依「內有此識身，外有名色，此二因緣生

觸」13的經文，「名色」也可看為「識所認識的境界」：色是外境，名是內境。這樣，認識過

程中的「境」，也可以是十二緣起中的一支，原來的九支加入「境」，就成了十支了。 

俱生與次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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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中說由「觸」生「受」，感受的生成，就是我們認識境界的後續發展。除了由「觸」生

「受」外，尊者難陀在一次輪值為比丘尼們說法，教導比丘尼們於六入處作無我觀時，也說

從觸可以直接生起思考、想像（想，「觸緣想」），或者生起意向、決斷（行，「觸緣思」。行，

也譯為「思」）14，這是第一類說法，可以理解為認識境界後，有時候會生起情感上的變化，

有時候會引發我們的某些聯想與思惟，有時候會改變我們的意向。第二類說法，是佛陀在教

導比丘們作緣起無常觀時說，心中因認識境界而生起感受（觸已受），因為有所感受而生起意

向（受已思），有了一定意向以後，再生起思考想像（思已想）15。第三類說法，是佛陀在教

導一位比丘，從「一切空行」觀察無我時說，在認識境界後，同時生起感受、思考、意向（觸

俱生受、想、思）16。經中有這三類看起來不一樣的說明，好像讓我們不知所從，其實，或

許可以換個角度想：這三種不同的情況，會不會是表示了我們心中對境界認識後，可能有的

三種不同反應？值得我們在日常生活中觀察體會。 

心、意、識的含意 

  心、意、識的含意，在早期佛教中，可能是沒有嚴密區分的。例如，佛陀在解釋六入處

時，說意內入處就是心、意、識，是抽象性質的非物質，見不到也摸不著 17。又如，佛陀說

大家都習慣把「識」看成「我」，接著就說，其實我們的「心、意、識」是每一刻都在變化的，

就像那林樹間好動的猴子，哪裡會有不變的我呢 18？再如，佛陀安慰他的堂弟摩訶男優婆塞，

說他的「心、意、識」長久以來，受佛法信、戒、施、聞、慧薰習，死後「識」一定會往生

在安穩處，以免除他一心向著佛法修學，但又擔心來世墮入惡趣的恐懼 19。部派分化以後，

論師們對心、意、識的含意到底一樣不一樣，開始出現不同的意見。有的依著傳統思想，說

心就是意，意就是識，含意並沒有差別，只是稱呼上的不同而已 20。有的說，名稱上的差別，

就表示了名稱上所代表的不同意涵。主張心、意、識應有不同含意的論師們，他們從經典中

心、意、識的不同用法裡，去歸納、發掘其含意的不同。例如，五陰中用「識」陰，而不說

心陰或意陰，六入處中說「意」入處，而不說心入處、識入處，又如經中以「遠行、獨行」21

來形容「心」的長遠影響，也就是儲存、記憶的特性，以「前導」來形容「意」的主導性 22，

以「六根對六境」說識生等等，都表示了三者隱含有不同偏重的意涵。如果針對境界的認識

作用歸納來說，意是在先的「意念發動」，識是接續的「辨別認識」，心則是後來的「綜合統

一」、「記憶儲存」。怎麼說呢？當面對境界時，如果沒有注意到這個境界，不管是主動的，或

者是被迫的，那麼，境界的映像（訊息），是不會在心（腦）中產生的，也就不會進入到下一

階段的辨識作用。這就像俗話所說的「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因為注意力沒有放在那裡，接

收不到境界的訊息。當具備了注意的因緣，境界的訊息進來了，才算是有了分辨了別。分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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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緊接著就進入到解讀訊息的認識核心。如何解讀（認識）呢？是依著與過去經驗、記

憶的比對，包括各方面訊息的綜合統一，而完成認識的。認識之後，就形成了一個新的經驗，

旋即又融入了儲存記憶中，成為過去經驗與記憶的一部分，等著在下一次認識中，影響對境

界注意的選擇，以及對進入訊息的解讀與認識，形成一重重的輾轉影響，如圖所示。 

 

 

 

 

 

 

 

 

關鍵的觸與受 

  那麼，在上面認識發展過程的分析中，哪個階段是發展成憂悲惱苦的關鍵呢？認識與認

識後的發展過程，是那麼快速地進行，我們可能清楚地察覺嗎？這是我們在瞭解認識發展過

程後，所關切的問題。以下我們列舉四段佛陀的相關教說，嘗試來探索這個問題： 

  一、佛陀在作十二緣起還滅的思惟觀察時，循次從死、生、有、取，一路觀察到愛，然

後說，如果能不顧念，不起執著，那麼，愛就止息了。愛一旦止息了，十二緣起的鉤鎖，就

從這裡瓦解：「彼愛滅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生滅故老病死、憂悲惱苦滅」。佛

陀並且形容這樣愛的止息，就如同油燈不再加油，也不再整理燈芯，必將熄滅一樣 23。 

  二、佛陀說，一般凡夫會生起苦、樂、不苦不樂的感受，成就初果以上的多聞聖弟子 24，

也同樣地會有這樣的感受，那麼，凡夫與聖人之間，有什麼差別呢？差別就在於凡夫只能隨

著感受起舞，當生起樂的感受時，就起貪，生起苦的感受時，就起瞋，即使在不苦不樂的情

形下，對感受的變化也渾然不清。而聖人就不一樣了，他們不隨著感受起舞，對感受如何生

起，如何變化消失，都清清楚楚，而且，只會有生理層面的感受，不會讓生理的苦、樂感受，

發展到心理層面來，所以不會生起貪、瞋、癡，不會成為貪、瞋、癡的奴隸而憂悲惱苦 25。

這段經文，說明了多聞聖弟子對感受（受）的處理方式，與一般人是不一樣的。 

  三、佛陀說，在我們「根、境、識、觸、受」等等的認識發展過程中，如果對感受生起

的原因（集），感受的生滅變化（滅），感受可能發展出來的執著（味）、禍患（患），都沒有

辨別認識 

識 
識 
識 

積聚儲存 

綜合統一 心心 意意意意念發動 

圖：認識過程中心、意、識的含意與輾轉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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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如實的體會，也沒有辦法超越感受的後續影響（離），那麼，就從這裡種下了貪、瞋、癡、

我見的禍端，並且發展出種種的惡行來 26。 

  四、佛陀說，如果對認識發展過程「根、境、識、觸」中的六觸，對其生起的原因（集）、

生滅變化（滅）、可能發展出來的執著（味）、禍患（患），都沒有深刻如實的體會，也沒有辦

法超越其後續影響（離），那麼，就與我（佛陀）所教導法與律離得太遠了，就像虛空與地一

樣。如果能夠在六觸中如實地體會到無我，不起執著，不起煩惱（漏），就可以稱為對觸「已

知、已斷」，就像斬斷了多羅樹的樹根一樣，將來再也不會生起、生長 27。 

  第三段與第四段的教說，乍看之下，似乎有些奇怪，為什麼一個地方是針對「受」來說，

另一個地方又強調是「觸」？再仔細看，原來第四段講的「觸已知、已斷」，是以斬斷了多羅

樹樹根來形容的，而這種形容，只用在對阿羅漢解脫聖者上，是形容他們的永斷生死，不再

輪迴。第三段與第二段都在談「受」，第三段沒有指明對受的如實知，可以有什麼成就，但第

二段則清楚的指出，能不隨著感受起舞的，是多聞聖弟子。多聞聖弟子應該是泛指初果成就

以上的聖者，他們在解脫的修學上，雖然已經到了不會退轉的程度，但還不及阿羅漢生死解

脫的成就，還在繼續修學中。所以，在認識發展過程中，能夠超越感受影響的，是多聞聖弟

子，而能夠在更上游的觸，就切斷我見無明，對每一個認識的當下，都是「明觸」的，是解

脫生死的聖者。 

  從這四段佛陀的教說，我們可以得到一些啟發：認識發展過程如果到了生起愛的階段，

貪、瞋、癡就跑不掉了，就像俗語所說「箭在滿弦，不得不發」的情況。而取、有以下，是

煩惱由伏而顯的蓄積與完成，是難有機會在這些階段停下來，不繼續往下發展的 28。所以，

在認識發展的過程中，我們應當學習不要讓愛生起，也就是說，讓感受停在感受就好了 29，

不要再有後續的發展。進一步，如果能夠修學到讓觸就停在觸，也就是每一個觸都是離我執、

無明的「明觸」，那麼，就完成生死解脫了。 

 

註解 

1.「依五處發前五識，能見五塵；依意處生意識，能知受、想、行──別法處，也能遍知過去

未來，假實等一切法。」《佛法概論》第六一頁，印順法師著。別法處，語出《順正理論》：「彼

宗唯執受、想、思蘊，名別法處……。」（大正二九‧三六一中） 

2.「就像從樹上掉下來一樣，在你覺悟情況以前──「碰！」你已經著地了。事實上，你掉下

來的一路上，已穿過許多小枝和樹枝，但是，你既無法記得它們，也無法計算他們。」《森林

裡的一棵樹(II)》第五三頁，阿姜查著，法園編譯群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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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比丘！譬如兩手和合，相對作聲，如是，緣眼、色，生眼識，三事和合觸，觸俱生受、

想、思，此等諸法非我、非常，是無常之我，非恆、非安隱、變易之我。」《雜阿含第二七三

經》 

4.「鬱多羅白佛言：我師波羅奢那說，眼不見色，耳不聽聲，是名修根。佛告鬱多羅：若如

汝波羅奢那說，盲者是修根不？所以者何？如唯盲者眼不見色。」《雜阿含第二八二經》 

5.以下有關外界訊息從感官器官的接收，如何在腦中傳遞、作用的路徑與迴路，主要參考《EQ》

〈第一、二、四、五章〉，丹尼爾‧高曼著，張美惠譯，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6.見《雜阿含第二一八經》。經中說，這是「苦集道跡」。 

7.「此識起時，依根緣境而成三事的和合；和合的識，即名為觸──感覺而成為認識。此觸，

經部師解說為即是識，即觸境時的識，如『雜含』（卷一三‧三０七經）說：「眼色二種緣，生

於心心法。識觸及俱生，受想等有因」。有部以識及觸為二，又是同時相應的；所以觸從三和

生，又為令三和合的心所。與根境相對的識，本沒有二者，但由於根取境的引動內心，心反

應緣境而成為認識，此從外而內，從內而外的認識過程，似乎有內在心與緣境心的二者。如

作意與心，識與觸，即是如此。此認識過程，本為極迅速而難於分別先後的，也不能強作內

外的劃分，不過為了說明方便而如此說。否則，易於誤會內心為離根境而恆在。」《佛法概論》

第一一四頁，印順法師著。 

8.「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從愛生愛、從愛生恚、從恚生愛、從恚生恚。云何為從愛生愛？……」

《雜阿含九八五經》 

9.「雖然說生死的根源在無明，其實無明早就含攝在十支中的觸支裡。觸有種種的觸，而緣

起中所說的是無明觸。因無明相應的觸，所以對所取的境界不能了知；不了知無常、苦、空、

非我，不了知三寶、四諦，不了知善惡業果，所以起了味著（受）；因味著才生愛、生取。」

《唯識學探源》第二五頁，印順法師著。 

10.「復次，此十二支緣起法，即煩惱業苦展轉為緣，謂煩惱生業，業生苦，苦生苦，苦生煩

惱，……煩惱生業者，謂無明緣行，業生苦者，謂行緣識，……」《大毗婆沙論》（大正二七‧

一二二中） 

11.「愛取不是無明所攝，卻是攝在行支裡。」《唯識學探源》第二五至二六頁，印順法師著。

書中還引《雜阿含第二九四經》：「愚癡無聞凡夫，無明覆，愛緣繫，得此識身。內有此識身，

外有名色，此二因緣生觸。」與《雜阿含第三０七經》：「諸業愛無明，因積他世陰。」來和

「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比對說明這樣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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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云何名？謂四無色陰：受陰、想陰、行陰、識陰。云何色？謂四大、四大所造色，是名

為色。」《雜阿含第二九八經》 

13.《雜阿含第二九四經》 

14.「尊者難陀告諸比丘尼：善哉！善哉！當如實觀察，於六觸身如實無我：緣眼、色生眼識，

三事和合觸，觸緣受，彼觸緣受是我，異我，相在不？……緣眼、色，生眼識，三事和合生觸，

觸緣想，彼想是我，異我，相在不？……緣眼、色，生眼識，三事和合觸，觸緣思，彼思是我，

異我，相在不？」《雜阿含第二七六經》 

15.「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二因緣生識，何等為二？謂眼、色，耳、聲，鼻、香，舌、味，

身、觸，意、法。如是廣說，乃至非其境界故。所以者何？眼、色因緣生眼識，彼無常，有

為，心緣生。色若眼、識，無常，有為，心緣生；此三法和合觸，觸已受，受已思，思已想，

此等諸法無常，有為，心緣生，所謂觸、想、思。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雜阿

含第二一四經》 

16.佛告比丘：「……譬如明目士夫，手執明燈，入於空室，彼空室觀察。如是比丘於一切空行，

心觀察歡喜，於空法行常、恆、住、不變易法，空我我所。如眼，耳……鼻……舌……身……意、

法因緣生意識，三事和合觸，觸俱生受、想、思。此諸法無我、無常，乃至空我、我所。」

《雜阿含第二七三經》。又，《雜阿含第三０六經》也有相同的敘述：「眼、色緣，生眼識，三

事和合觸，觸俱生受、想、思。此四無色陰，眼色，此等法名為人。……」 

17.「佛告比丘：意內入處者，若心、意、識，非色，不可見，無對。」《雜阿含第三二二經》 

18.「彼心、意、識，日夜時刻，須臾轉變，異生異滅，猶如獼猴遊林樹間，須臾處處，攀捉

枝條，放一取一。」《雜阿含第二八九經》 

19.「若命終時，此身若火燒，若棄塚間，風飄日曝，久成塵末，而心、意、識久遠，長夜正

信所熏，戒、施、聞、慧所熏，神識上昇，向安樂處，未來生天。」《雜阿含第九三０經》 

 又《中阿含第一七經》也類似：「彼心、意、識常為信所熏，為精進、多聞、布施、智慧所

熏，彼因此緣此，自然昇上生於善處。」 

20.「問：諸契經中說心、意、識，如是，三種差別云何？或有說者，無有差別，心即是意，

意即是識，此三聲別義無異故。如火，名火，亦名焰頂，亦名……故契經說心、意、識三，聲

雖有異，而無差別。」《大毗婆沙論》（大正二七‧三七一上） 

21.「獨行遠逝，覆藏無形。損意近道，魔繫乃解。」《法句經》〈心意品〉（大正四‧五六三上） 

 「遠行與獨行，無形隱深窟。誰能調伏心，解脫魔羅縛。」南傳《法句經》〈心品〉（了參

法師譯，妙心寺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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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一切皆由意為前導，所以者何？意生起已，惡不善法皆隨後生。……意為前導法，意尊

意所使，由意有染污，故有說有行，苦隨此而生，如輪因手轉。」《本事經》（大正一七‧六六

四上） 

 「一切法義，意為前導，是故轉行。」《正法念處經》（大正一七‧二五四中） 

 「諸法意先導，意主意造作。若以清淨意，或語或行業，是則樂隨彼，如影不離形。」南

傳《法句經》〈雙品〉（了參法師譯，妙心寺印行）（按：此句漢譯《法句經》〈雙要品〉都譯

為心，如「心為法本，心尊心使。」但漢譯《大毗婆沙論》中有「諸法意前行，意尊意所引，

意染淨言作，苦樂如影隨。」（大正二七‧三七一中）則與南傳《法句經》所譯相近。） 

23.「何法滅故有滅？......即正思惟，生如實無間等觀，所取法無常、生滅、離欲、滅盡、捨

離，心不顧念，心不縛著，愛則滅；彼愛滅故取滅，取滅故有滅，有滅故生滅，生滅故老病

死、憂悲惱苦滅，如是如是純大苦聚滅。......譬如油、炷然燈，若不增油、治炷，非彼燈明未

來不生、盡、磨滅耶？」《雜阿含二八五經》 

24.初果是對修行者成就的一種劃分，詳見〈第七章聖者之流〉。 

25.「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愚癡無聞凡夫，生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多聞聖弟子，亦生

苦受、樂受，不苦不樂受。諸比丘！凡夫、聖人，有何差別？……以彼愚癡無聞凡夫不了知故，

於諸五欲生樂受觸，受五欲樂，受五欲樂故，為貪使所使。苦受觸故，則生瞋恚，生瞋恚故，

為恚使所使。於此二受，若集、若滅、若味、若患、若離不如實知，不如實知故，生不苦不

樂受，為癡使所使。……多聞聖弟子，身觸生苦受，大苦逼迫，乃至奪命，不起憂悲稱怨，啼

哭號呼，心亂發狂。當於爾時，唯生一受，所謂身受，不生心受。……為樂受觸，不染欲樂，

不染欲樂故，於彼樂受、貪使不使；於苦觸受，不生瞋恚，不生瞋恚故，恚使不使。於彼二

使，集、滅、味、患、離如實知，如實知故，不苦不樂受、癡使不使。」《雜阿含四七０經》 

26.「緣眼、色，眼識生，三事和合緣觸，觸生受──若苦、若樂、不苦不樂。若於此受集、受

滅、受味、受患、受離不如實知者，種貪欲身觸，種瞋恚身觸，種戒取身觸，種我見身觸，

亦種殖增長諸惡不善法，如是純大苦聚皆從集生。」《雜阿含二一三經》 

27.「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六觸入處，云何為六？眼觸入處，耳、鼻、舌、身、意觸入處。

沙門、婆羅門，於此六觸入處，集、滅、味、患、離不如實知，當知是沙門、婆羅門去我法

律遠，如虛空與地。……於此眼觸入處，非我，非異我，不相在，如實知見者，不起諸漏，心

不染著，心得解脫。是名初觸入處已斷、已知，斷其根本，如截多羅樹頭，於未來法永不復

起，所謂眼識及色。」《雜阿含二０九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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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在我們的修行中，我們必須如截十里流，阻止觸發展成受。如果失敗的話，就必須阻止

受發展成愛。此後就病入膏肓，無藥可救了。我們要試著把佛法應用在眼根和色塵交會、耳

根和聲塵交會、鼻根和香塵交會、舌根和味塵交會、身根和觸塵交會、意根和法塵交會的時

刻，不斷訓練自己不可攀緣任何東西。」《菩提樹的心木》第二四頁，佛使比丘著，鄭振煌譯，

慧炬出版社。 

29.「在經典裡有關修行的記載，大多數在教導我們觀察受。很多證得阿羅漢果位的聖人，都

是以受為觀照的對象。」 《人類手冊》第一０八頁，佛使尊者著，曦比丘等譯，淨心文教基

金會印行。 

 「佛法的修習並不須要你去到處尋找或花費整個的精力去達成，你只要觀察那些在你心中

升起的各種感覺：當眼見色、耳聞聲、鼻嗅香、舌覺味、以及其他種種時，它們全都會來到

這顆心──一顆清明覺醒的心。」《以法為贈禮》第四九頁，阿姜查著，法園編譯群譯，圓光

寺印經會印行。 

 「這些感覺生起的地方就是我們能夠開悟，智慧能夠生起的地方。」《心靈的資糧》第一三

一頁，阿姜查著，法園編譯群譯，法耘印經會印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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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生活中的佛法 

  第一節 六根律儀 

佛法是生活中的佛法 

  佛法最珍貴的地方，是可以用來徹底地解決煩惱苦迫。而煩惱苦迫，就發生在我們的日

常生活之中，所以，佛法的修學，如果不能融入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並且從中獲

得實質益處：解決當前的煩惱，並逐漸地減少煩惱，那麼，學佛可能只是「情感的寄託，偶

像的崇拜」，成為生命中的一項點綴而已，不能發揮其「心靈淨化，生命解脫」1的特長。假

如果真是這樣子的學佛，那麼，學了也等於沒有學。再者，如果佛法的修學方式，與當時社

會的主流生活方式脫節，那麼，也難以為多數人所接受。不能為多數人接受的佛法，即使再

珍貴、再有益處，也會逐漸地被人們所遺忘。離開了人們的實踐，佛法的益處，佛法的價值

與光芒，就隱而不顯了，最後，只剩下人們憑弔的古蹟，或成為文化的遺跡而已，如何能有

「正法久住於世間」的理想？佛教在印度、西域地方的消失，以及在中國明清以後，被隔絕

於主流社會之外而衰弱不振 2，多少已有相近似的警訊。所以，佛法是生活中的佛法，離開日

常生活，脫離了社會大眾的生活，便沒有佛法。 

  我們的日常生活是什麼？儘管每個時代，都有其因經濟活動型態的改變，而形成的不同

生活方式與步調，儘管還有各行各業，各色人種不同文化與習俗的差異，但共同的是，六根

頻繁地接觸境界、認識境界，然後從認識境界中，有種種後續的心理與行為發展，佛陀說，

這就是我們的「世間」3。我們的世間，其實就是我們日常生活，憂悲愁慼、煩惱苦迫，都在

這裡發生，涅槃解脫也在這裡完成 4，煩惱與解脫的舞台（領域、範圍），是一樣的，都是在

六根面對六境的日常生活中。如果說生死（煩惱）即解脫，說世間與涅槃「二際無差別」5，

那應當是指兩者的範圍（際）是一樣的，沒有在日常生活的範圍外，還有另外一個涅槃的世

界。解脫入涅槃，是佛法修學的最後目標（佛陀也是解脫者），解脫既不離日常生活，佛法的

修學，當然也不離日常生活。 

  今日的社會型態，人們普遍地忙碌，多數人為朝九晚五的上班族，難得有二天以上的常

態假期，在這樣的生活環境中，佛法的修學，如果只一味地強調要走入深山野外，或者，過

度鼓勵與一般生活方式不同的隔離式清修，那將會自絕於社會人間，正法久住世間的理想，

就岌岌可危了。所以，注重佛陀六根如何面對六境的教說，嘗試從經教中，開發可以適應這

時代日常生活的佛法修學，也應該是現代佛弟子，修學佛法應有的基本認識吧！ 

上座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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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佛陀教說裡，日常生活中的佛法修學，應當是什麼模樣呢？下面舉一個尊者舍利弗的

例子來探討：尊者舍利弗，是當時佛弟子中，智慧第一 6、辯才無礙 7的大弟子。有一次，他

在禪修中進入了「空三昧禪」的禪定，受到佛陀的讚賞，稱讚這種禪定是「上座禪」。怎樣才

能進入這種禪定呢？佛陀說，想要進入這種禪定的比丘（當然也包括其他所有人），當他走在

進城的路上，或者進了城托鉢乞食、乞食完畢回程的路上，應當時時保持這樣的警覺思惟：

當我眼見外物時，有沒有起貪愛、戀著？如果作這樣的觀察時，發覺自己起了貪愛、戀著，

為了阻斷由貪愛、戀著而可能發展的惡不善行，應當即刻尋有效的對治方法，將心念拉離貪

愛、戀著，就如同身上所穿的衣服著了火，燒到頭上來了，情況緊急，必須想辦法立即撲滅

一樣。如果能夠在眼睛看到東西時，都能成功地保持遠離貪愛、戀著，那麼，內心沒有貪愛、

戀著的干擾，充滿喜悅（法喜），就能以願意保持這樣法喜充滿的心情，繼續時時刻刻對貪愛

保持警覺，如此一來，也就能保持日夜清淨的修學了 8。 

  乞食，是佛陀時代印度當時許多修行人（不只是佛弟子）的生活方式，推測那是當時社

會能普遍接受的習俗 9。另外，佛陀時代的出家佛弟子，推測大都住在離村落、城市不遠的郊

區，一來遠離村落、城市的憒鬧，有利於禪觀的修習，二來往返村落、城市乞食，也不至於

太遠而費時費力。入城乞食，可以說是當時遊行佛弟子一天中，與最多人接觸的時刻，除了

獲得食物，以維持正常的生理機能外，還可以利用乞食接觸村民的機會，弘揚佛法，利益人

群。不過，這也是當時修行人感官接受最多刺激與考驗的時刻。經中舉眼見物為例，我們可

以類推其它耳、鼻、舌、身、意根也一樣，在面對境界時，同樣要保持離愛念染著。這是注

重在六根面對六境的認識發展過程中，警覺於貪愛，阻絕貪愛生起的修學方法。從上面佛陀

稱讚上座禪的整體意涵來看，與其說佛陀在讚歎「空三昧禪」，不如說是在讚歎進入「空三昧

禪」的事前養成功夫：從入城乞食時，就作防護思惟，覺察反省。套用現代的話來說，就是

事先所作的心理建設準備。當然，從其原理來看，自然是不限於乞食一事的，而是在日常生

活行、住、坐、臥的每一個環節，都要時時警覺防護，時時反省有沒有貪愛與黏著的生成，

如果有，當即時作對治處理的。 

  台灣現代的出家環境，要保持以乞食維生已經很難，也很少有出家眾這樣做了，住的地

方也不在野外的樹林山洞處，禪修通常在寺院的禪堂中進行，而不是樹下，這些都不同於經

典中所描述的情況，而在家人的生活方式，就更不用說了。縱使生活的細節有諸多的不同，

甚至佛陀時代「空三昧禪」禪法的修學細節，或許也已經失傳了，但是，人們六根接觸六境

的反應，還是一樣的，時時覺察愛念染著，對治貪愛黏著的原則，是清楚的、適用的。原來，

禪法的修學（禪修），是不僅止於禪堂的，離開禪堂，也要有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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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根律儀 

  六根面對六境的日常生活中，不起貪愛執著，經中也稱為「六根律儀」。什麼是「律儀」？

律儀為梵語 sa Parahṃ 的意譯，有禁戒、等護兩方面的意思 10，巴利語作 sa Paraṃ ，亦即經

由意念的防護或抑制（自制），而不使行為犯戒（s laī ；道德），雖然有兩層含意，但卻是更偏

重於防護或抑制（自制）這一層的。經中說，就像多聞聖弟子，當六根面對境界時，對合意

的「可念」境界不起欲念，對不合意的「不可念」境界，不起不高興的「瞋恚」，當然也不會

再繼續發展出其它種種的想法與行為，因為多聞聖弟子，有能力看清楚這些想法所會引發的

禍患──煩惱苦迫，所以能夠捨離，這樣，就稱為律儀。相反的，一般平常人沒有能力看清楚

這些想法可能引來的禍患，所以不能夠捨離，一遇到合意的就起貪愛執著，不合意的就起瞋

恚排斥，不單是如此，從貪愛執著、瞋恚排斥延伸，還會繼續發展出種種不如法的想法與行

為，這就稱為「不律儀」11。律儀、不律儀，經中是從眼、耳、鼻、舌、身、意等感官認識

作用時說的，我們對境界認識作用的完成，稱為觸，觸依六根而來，能繼續發展成受與愛，

所以六根也稱為「六觸入處」，巴利語聖典作「六觸處」。經中說「六觸入處律儀」，是身、口、

意三妙行的基礎，其實也就是說，六根律儀（防護）多修習，能夠完成（滿足）三妙行。六

根律儀如何修習呢？其內容與前面說的「律儀」一樣：不執著於合意的，也不嫌惡不合意

的 12。 

  不起愛染、不起瞋心，是「六根律儀」（或者簡以「律儀」）的主要內容。但是，其中的

關鍵，在於為何會有合意的、不合意的覺受或想法生起？隱藏在合意不合意背後的，是「我」！

也就是我見、我執的無明。我們說，一般人在認識境界的「觸」時，無明就作用了，所以稱

為「無明觸」，當認識境界時，如果只以自我中心為出發點，不能看清楚因緣條件，或者不能

適切地隨順因緣，那麼順我（合意）時，貪愛就跟著來了，逆我（不合意）時，排斥、不滿、

怒氣（瞋恚）就生起了，然後繼續發展成身、口、意行為，來完成與滿足這樣的貪與瞋。由

貪與瞋發動的行為，哪會有什麼好行為？只有遠離貪與瞋的行為，才能是清淨的。清淨的行

為，就是三妙行，也就是十善行 13，經中說，這是圓滿修學四念處的基礎 14，其實不只是四

念處的修學，其它的修學也一樣，可以說也是修學一切佛法的基礎。基礎的意思，不是說這

是簡單的，而是說，這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 

  至於怎樣才能在六根接觸六境時，做到成功的防護，不讓貪、瞋生起？為什麼我們學佛

也好一些時日了，防護成功的機率還是不怎麼高？也不用太氣餒，經中所說的能夠善於防護

對治的，是多聞聖弟子的聖者之流，假如我們還未能達到聖者程度，經常失敗那也是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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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如果從「調伏、斷、超越」15的「遠離」修學過程來看，調伏也算是防護遠離的一環。

調伏，即是對治與矯正，兩者雖然多屬事後的補救，但對平常人來說，也許是更迫切需要的。

因為平常人防範於未然的能力不足，不能遠離貪瞋的情況居多，當貪與瞋生起時，更是不能

不加節制地任由氾濫，更需要「起增上方便，勤教令滅」。「增上」是加強、強化的意思，「方

便」是方法，特別指有效的方法、技巧，所以，「增上方便」就是說，應當積極地尋找有效的

對治方法。「勤教令滅」可以有兩個層面的意涵：一方面，當然是對眼前已經生起貪與瞋的冷

卻來說，另一方面，是從現在的對治，進入自我調伏的修學，為的是將來能夠不再犯的成功

防護。所以，事後的矯正，雖然屬亡羊補牢，但卻也是走向「六根律儀」的一步。 

 

註解 

1.引宏印法師語：「學佛不是：形象的滿足；偶像的崇拜；情感的寄託；權威的依賴，學佛是：

心靈的淨化；生命的解脫；福慧的圓滿。」 

2.參考《我之宗教觀》〈二、中國的宗教興衰與儒家〉第四五至五０頁，印順法師著。 

3.「佛告三彌離提：謂眼，色，眼識，眼觸，眼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

耳、鼻、舌、身、意，法，意識，意觸，意觸因緣生受──內覺若苦、若樂、不苦不樂，是名

世間。所以者何？六入處集則觸集，如是乃至純大苦聚集。」《雜阿含第二三０經》 

4.「爾時，阿難告諸比丘……諸尊！謂眼是世間，世間名、世間覺、世間言辭、世間語說，是

等悉入世間數。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多聞聖弟子於六入處集、滅、味、患、離如

實知，是名聖弟子到世界邊，知世間、世間所重、度世間。」《雜阿含第二三四經》 

5.「涅槃與世間，無有少分別；世間與涅槃，亦無少分別。涅槃之實際，及與世間際，如是

二際者，無毫釐差別。」《中論》（大正三０‧三六上） 

6.「世尊告曰：我昔亦有弟子，名舍利弗，智慧之中最為第一……」《增壹阿含四二品第三經》 

7.「尊者舍利弗，與眾多比丘，於近處經行，一切皆是大智辯才。」《雜阿含第四四七經》 

8.「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今於林中入空三昧禪住。佛告舍利弗：善哉善哉！舍利弗！汝

今入上座禪住而坐禪。若諸比丘欲入上座禪者，當如是學。若入城時，若行乞食時，若出城

時，當作是思惟：我今眼見色，頗起欲、恩愛、愛念、著不？舍利弗！比丘作如是觀時，若

眼識於色有愛、念、染著者，彼比丘為斷惡不善故，當勤欲方便堪能，繫念修學。譬如有人

火燒頭衣，為盡滅故，當起增上方便，勤教令滅。彼比丘亦復如是，當起增上勤欲方便，繫

念修學。若比丘觀察時，若於道路，若聚落中行乞食，若出聚落，於其中間，眼識於色無有

愛、念、染著者，彼比丘願以此喜樂善根，日夜精勤，繫念修習。是名比丘於行、住、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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臥，淨除乞食，是故此經名清淨乞食住。」《雜阿含第二三六經》 

9.「此中國有九十六種外道，皆知今世後世，各有徒眾，亦皆乞食，但不持鉢；亦復求福於

路野側，立福德舍；屋宇、床臥、飲食、供給行路人及出家人、來去客；但所期異耳。」《高

僧法顯傳》（大正五一‧八六一上） 

10.參考《中華佛教百科全書》〈律儀〉第三三０三頁下 

11.世尊告諸比丘：「……我今當說律儀、不律儀：云何律儀？云何不律儀？愚癡無聞凡夫，眼

見色已，於可念色而起貪著，不可念色而起瞋恚，於彼次第隨生眾多覺想相續；不見過患，

復見過患不能除滅。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比丘！是名不律儀。云何律儀？多聞

聖弟子，若眼見色，於可念色不起欲想，不可念色不起恚想，次第不起眾多覺想相續住；見

色過患，見過患已能捨離。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是名律儀。」《雜阿含第一一七

０經》，另：《雜阿含第二七九經》、《雜阿含第六三六經》亦同。 

12.「縈髮目揵連白佛言：云何六觸入處律儀，修習、多修習，令三妙行滿足？佛告目揵連：

若眼見適意、可愛念、能長養欲樂、令人緣著之色，彼比丘見已，不喜、不讚歎、不緣、不

著、不住。若眼見不適意、不可愛念、順於苦覺之色，諸比丘見已，不畏、不惡、不嫌、不

恚。於彼好色起，眼見已，永不緣著；不好色起，眼見已，永不緣著。內心安住不動，善修

解脫，心不懈倦。耳、鼻、舌、身、意識法，亦復如是。如是於六觸入修習、多修習，滿足

三妙行。」《雜阿含第二八一經》 

13.「身清淨、語清淨、意清淨──三清淨，也名三妙行。內容是：身清淨──離殺、不與取、

婬；語清淨──離妄語、兩舌、惡口、綺語；意清淨──無貪、無瞋、正見。」《初期大乘佛教

之起源與開展》第二九一頁，印順法師著。引《增支部》〈十集〉（南傳二二下‧二一三──二一

五）。 

14.「佛告縈髮目揵連：有三妙行，修習、多修習，能令四念處滿足。」《雜阿含第二八一經》 

15.「若於色調伏欲貪、斷欲貪、越欲貪，是名色離。」《雜阿含第四一經》 

 「調伏貪欲、斷貪欲、越貪欲，是名為智。」《雜阿含第七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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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生活中的佛法 

  第二節 對治與調伏 

  在六根面對六境的認識發展過程中，我們凡夫，不要說是能保持在「明觸」的狀況，讓

「觸」就停留在「觸」，不要繼續發展出雜染，即使離「受」就止於「受」的程度，也還差得

很遠，多數的情況是「愛」會禁不住的從觸、受中發展出來，然後一路到達憂悲惱苦。如果

常常在憂悲惱苦這一頭焦頭爛額，一籌莫展，久了也會磨損自己對佛法的信心，不利於佛法

的修學。那麼，如何才可能有所轉變，而朝「受就止於受」、「觸就止於觸」的「六觸律儀」

目標邁進呢？前面說，遠離欲貪的修學過程是「調伏、斷除、超越」，調伏是進入遠離欲貪修

學的起步，這對常常處在憂悲惱苦這一頭的人們，特別有幫助，值得初學者重視。什麼是調

伏？調伏有調教、降伏的意思，也就是不斷地調整偏差的行為，將之拉回到目標區來。調整

偏差的行為，需要的是對治，不同的偏差行為，常常需要不同的對治，而且，對某人有效果

的對治方法，對其他人不一定有用，所以，對治通常是很多樣化、個別化的，常常因人因事

而異，這也是特別需要個人用心開拓的修學。以下嘗試提出一些可能有用的對治原則，以為

各自開發調伏對治方法的參考： 

一、觀念的改變──直其見 

  八正道中，以正見為首。正見的建立，是最初的基礎，也是最後的目標（慧的成就）。如

果目標錯誤，觀念不正確，那麼，不管有怎樣的努力，方法多麼犀利，其結果也還是枉然。

目標模糊，一開始對焦偏差，那麼，差之毫釐，終究要失之千里。 

  首先，必須要認識到「貪、瞋、癡永盡，一切諸煩惱永盡」，是解脫聖者的模樣 1。如果

確認解脫是我們學佛的目標（佛陀也是解脫者），那麼，理當心悅誠服地接受「貪、瞋、癡永

盡，一切諸煩惱永盡」這樣的行為模式，並且，也當成是自己努力的目標。如此一來，當我

們生氣的時候，還會認為自己是氣得有道理，是不得不氣，都是別人惹的才會生氣嗎？如果

還認為「有時候生氣是有用的」，堅持「生氣的必要性」，觀念不作調整，那將永遠到不了「瞋

恚永盡無餘」的目標。瞋恚如此，貪愛也是如此。 

  再者，讓我們從「無明、愛與有情」，三者有什麼關係來探討。佛陀明白地指出：無明與

愛，是有情輪迴生死，煩惱苦迫的原因 2。為什麼愛也是引起煩惱苦迫的原因呢？在一般的觀

念裡，不都是歌頌愛情，讚歎有愛最幸福嗎？如果真的是這樣，那麼，佛陀為何要說，「若愛

生時，便生愁慼、啼哭、憂苦、煩惋、懊惱」，而不隨一般人說「若愛生時，生喜心樂」3？

原來，愛還是根源於無明，以無明為動力而向外展現於情感上的。無明是什麼？最主要的無

明，是實在「自我感」的執著，稱為「我執」。自我感是一種真實自我的感覺，但這僅是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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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不存在的想法與錯覺，一種眾生深沈、堅固的錯誤認知，而我們卻常常不知不覺地，

為了滿足這種感覺而執著。最強烈自我感的展現，就是主宰欲，例如，要就是要，也不管客

觀條件如何，如說，「我不管，我就是要這樣」，就是主宰欲的典型表現。而最細微深沈的我

執，是「我也不比他差」之類的慢心，稱為「我慢」。我們所有的愛，包括了對自身的「我」，

以及與自己相關的「我所」，而且，縱貫了過去與未來。我們所有的煩惱苦迫，沒有不是從這

「實在的自我感」出發的，所以說是愛的根源所在。有時，我們常常以為自己的所作所為，

都是為了愛子女，愛家庭，愛眾生，愛社會，愛國家，愛地球……，很像都不是為自己，有可

能因此而自覺神聖與充實，而看不到是自己將子女、家庭、眾生、社會、國家、地球當成是

「我所有」的微妙情愫，還都不離自我的延伸，雖然微細，但還是與無明相連。所以，當我

們試圖解決煩惱時，如果不能追查、反省到「自我」這個層次，那麼，是不能有直搗黃龍的

效果的。 

  佛法最獨特的思惟，就是主張具有普遍性的緣起法則，並且特別注重用於人生煩惱苦迫

的解決，這是佛陀時代其他宗教、哲學所沒有的。今天，如果有人在解決人生問題上，也以

緣起法為普遍性的主張，其實都可以看做是佛法的，因為，佛陀說：「若見緣起，便見法；若

見法，便見緣起。」4而且，經典中也還有尊者須菩提「見緣起（空）則見佛」5的典故。可

以說，離開了緣起法，就離開了佛法，緣起法是足以代表佛法的。緣起法的定義，就是「此

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也就是說，一切的存在，都是「此故彼」因緣條件下的存在，而沒

有那種獨一、永恆、真實不變的東西，也沒有絕對的如何如何可說，一切都只是相對的存在

與展現。以緣起法作思惟，充分地尊重自、他的高度相互依存關係，這是佛法正見。以這樣

的觀念，多作這樣的思惟，會有助於降低自己貪與瞋的力道。 

二、延遲滿足──三思而後行 

  延遲滿足，這是近代心理學家提出來的心理訓練方法，原先的實驗設計，是提供一個未

來較優厚的福利為誘因，以克制眼前的欲求，未來的利益是手段，重要的是克制眼前的慾望。

雖然這個方法不是出於佛教聖典，但方法中有克制自己慾望的特色，可以是佛法修學調伏欲

貪的參考，值得一提。這是說，當我們想要採取某些行動，來滿足我們眼前的慾望時，先刻

意的緩一緩，我們會在這緩一緩的克制中，感受到慾望的強度──佛法稱為「味」。如果克制

得很辛苦，表示慾求很強，也表示黏著很強，必須更加警覺，這也是修學成果自我評量的一

個很好的指標。 

  古代佛教的論師們，分析我們的行為發動過程為「審慮思、決定思、動發思」，稱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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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6。這是說，我們的語言行動，是從念頭的反覆思量，經形成決定，到蓄積發動，才表現

出來的，即使是「無心」的行為，也有這樣的歷程，只是我們不自覺罷了。這個過程，與我

們前面說到的認識發展過程，也大略相近。克制衝動，延遲滿足，就是希望能在審慮、決定

的階段中，爭取較充裕的時間，可以讓佛法正見，佛法的思惟發揮調伏、修正的功效。 

  再從現代對腦部功能的理解來看，延遲滿足也確實有他的道理。前面說到，生理上負責

解讀來自感官器官訊息的有「杏仁核」與「大腦皮質區」，其中，主導理性思惟的大腦皮質，

它的解讀速度比較耗時，而有快速反應能力的杏仁核，又常常是情緒性的粗糙反應。所以，

快速、直接、反射式的慾求反應，通常少有來自大腦皮質的理性思惟，只有克制衝動的延遲

滿足，才可能提供一個緩衝時間，讓大腦皮質有機會發揮其應有的理性功能，也就是說，讓

我們有「如理思惟」──以佛法的理則思惟的機會。 

  例如，有一次佛陀提出了五種方法，來教導比丘們消除惡念。其中，第二種方法說：「觀

此念惡有災患」7，也就是說，藉著推想如果依這樣的念頭去做，會有什麼不好的後果（災患）

發生，來打消壞的念頭。能夠推想會有什麼惡果發生，當然得要有緩衝時間，否則，欲求一

起就急著反應，那能想到後果會如何呢？所以，我們應當善用延遲滿足的緩衝，以佛法的價

值觀評估一下，行為的後果會怎樣，以避免逞一時之快的衝動，造成自、他的傷害。 

三、同理心的運用 

  同理心，是近代西方心理學裡的名詞，大略的意思是要能站在對方的立場，融入對方的

情境來考量，而不要只是站在自己的立場，以自己想當然爾的態度去待人處事。所以，同理

心的實踐，對我見、我執，以自我為中心的主宰欲，應當有一定削弱功效。二千多年前佛陀

教導的「自通之法」，也與同理心的原理相近，佛陀舉了一個譬喻說，如果有人要殺我，我會

覺得恐懼、憤怒，我當然不想被殺。如果我自己都不喜歡、不願意的事，別人也一定是這樣

的，那麼，我為什麼要殺他呢？能夠這樣想，就能不樂於殺生。除了殺生以外，還可以依此

類推，而得到不樂於盜、不邪淫、不欺騙、不搬弄是非、不惡口粗言、不綺語的結論 8。我不

喜歡的，別人也一樣，這和《論語》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相同，都可以是約束自己

遵守戒律，調伏自己免於傷害別人的想法。 

  與自通之法相似的，是「親人想」。「親人想」是將對方當成是自己所敬、所愛的親人來

對待。例如，經中說，看見年紀比自己大的，就當成自己的媽媽，年齡與自己差不多的，就

當成自己的姊妹，年紀比自己小的，就當成自己的女兒，以這樣的觀想，來對治淫慾 9。當然，

這樣的方法是不限於對治淫慾的，也可以嘗試廣用於其他貪欲與瞋恚的止息上。 

四、身遠離──從身遠離到心遠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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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遠離，依離欲，依滅，向於捨」是經中常提到的修行次第，可以配合五根 10、七覺

支 11、八聖道 12、四如意足 13，以及含攝在七覺支中念覺支的不淨觀、隨死念、四無量心、

安那般那念、無常想……等 14，許多修行方法來運用。所謂修行次第，就是修學上的相關先後

次序，亦即前面這個項目（法）修習熟練了，才能進入後面一個項目（次法）的修學，也就

是經中所說的「法、次法向」15。當然，在次第與次第之間，有可能是部分交疊銜接的，但

整體來說，還是可以發覺其前後之別，所以可以稱為次第。在「依遠離，依離欲，依滅，向

於捨」中，遠離雖然是排在前面的，但務實地說，一般人能做到這一項，那也不容易了，所

以後面三項，就先略而不談。遠離，當然以心能遠離於欲貪執著為徹底，然而，當評估在某

些不如法的環境下，自己還沒有能力做到心遠離，不為環境所轉時，懂得在適當的時候身遠

離，就成為心遠離修學的先修方便了。經中說「有漏（煩惱）從離斷」16，就有這樣的意思。

除了不去接近誘惑的環境外，如果已經處在不如法的環境而引起煩惱時，當然是要儘快地換

個環境。譬如：當發覺自己貪著、瞋心已起時，換個環境，轉移六根觸對的目標，也是一種

可能的止息對治法，如經中舉「閉目」或「身避去」不看為例，來說明「不念此念」17，就

是這樣的意思。這些，都是從身遠離中，爭取到六根的一些緩衝，作為心遠離的前方便修學。 

  除了避開自己無法承受的不良環境外，積極主動的選擇良好環境──親近善知識，聽聞正

法，對一位學習者來說，也同樣的重要。我們不能以一切隨緣，而任自己隨波逐流。儒家不

也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話嗎？不過，有時候受限於現實因緣的福報不足，不容許自

己有選擇時，努力於環境的改善，也可以算是身遠離的一環。譬如，對自己的家庭、工作，

乃至於社會、國家，有時候能留給自己的選擇並不多，這時候，將佛法的道理，或佛法的精

神，傳播給自己周遭的人，在朋友、親人間，能以佛法相互規勸，共同成就一個比較好的修

學環境，這也是另一層的從身遠離到心遠離。 

五、厭離想 

  厭離想，是「生厭，離欲，滅盡」18修學次第中的「生厭」，這是《阿含經》中所常見的

主流修學方法。怎樣才會激發出厭離感？是苦，深澈地感受到苦。苦是一種壓迫，也是一種

不圓滿、不能滿足。為什麼不圓滿、不能滿足？是因為無常，更是因為貪愛！無常是緣起存

在下的必然結果，不論是我們喜歡的、不喜歡的；善的、惡的都不會常存不變，所以，無常

本來是相當中性的，但是，當我們有貪愛欲求時，就不一樣了，對喜歡的，希望永遠保持不

變，對不合意的，希望它快快改變，只想以自己的意思來掌控，然而，現實上的無常變化，

常常是因緣複雜而且是深澈難見的，很難完全掌握，不如預期而不如意，不如意的結果，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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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形成了。所以，當貪著生起時，如果能想到所有的存在，終將變化消失，不能永久擁有，

因而能警覺到得而復失的禍患與苦楚，厭離心生起，執著的心就淡了。 

  在「無明、愛與有情」的關係中，我們曾談到無明與愛，可以說是我執與渴愛，兩者間

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渴愛的根源是我執，渴愛的徹底止息，必定要進入我執的破除才行。

所以經中說，勤於無常觀照的修學，能斷除所有型態的貪愛、躁動、傲慢、無明，因為無常

想能建立無我想，而穩定地安住在無我想的人，必定能因此而離我慢（最深澈細微的我執），

而進入涅槃 19。進入涅槃，也就是解脫，解脫也稱為「滅盡」20，這是滅盡了一切煩惱，滅

盡了任何可以導致生死輪迴因緣的意思，而不是指死亡（因為佛陀以及許多阿羅漢聖者，他

們在解脫後都還是一樣地活著）。所以，淺的來說，從無常而以厭離想對治欲貪，深澈的來說，

還可以從對治欲貪中，破除我執，離深沈的我慢，順得涅槃。 

六、慈心想──他有他不得不的苦 

  慈心想，就是四無量心之一的慈心觀，也就是後來在大乘佛教中，有更進一步闡揚的慈

悲心。大略來說，早期佛教經典中的慈心想，多用來對治瞋心 21，是一個有效的對治修學法

門。慈心想是一種假想觀，這是儘量對別人的行為，給予善意與合理的想像，而不必在乎實

際的情況如何，更不需要去查證。所以，當面對別人的侵犯而起瞋心時，如果能轉而往「他

必有他不得不的苦」；「他也是身不由己，沒有能力自制」這個方向想時，化一分不滿為體諒

與憐憫，對瞋心的止息，會有一定的助益。 

  另一方面，經中說，真正用心學習、體會緣起智慧的人，應當可以從布施、持戒、禪定

下手，使自己柔軟和善，淡化煩惱的逼迫，然後才能成就真正的空 22。空是什麼？或許會有

很多不同的解說，但將空等同於「假名」、「中道」而視為緣起的異名，是一個很貼切的詮

釋 23。在人際關係中體會緣起（空），就是多為別人著想，多體諒別人在貪、瞋、癡下的身不

由己，就可以說是慈心想了。 

  瞋怒與欲貪，表面上看，很像是兩種不同性質東西，其實，它們的根源都是「我執」：貪

是在「順我」的情形下；瞋是在「逆我」的情形下。所以，和上面厭離想一樣，慈心想淺的

來說，可以對治瞋恨心，深澈的來說，可以從慈心想對治瞋恨中，體認到緣起的相依相待，

而破除我執，離深沈的我慢，順得涅槃。這是兩種不同偏重的修學風格，都可以提供我們作

為選擇運用參考。 

七、即時覺察──找尋自己的「停止指標」（Stop Sign），建立自己個別的戒條 

  經中說，一個走路走得很急的人，如果能自問：「幹什麼我要走得這麼急？是不是寧可慢

一些？」於是，就減下速度，慢慢地走了 24。從走得很快，到慢下腳步來，中間經歷幾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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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過程：首先，是察覺自己走得很快（發現問題；苦諦），接著，質疑自己為什麼要走這麼快

（原因；集諦），然後認為自己不必要走這麼快（觀念的改變，驅動力、原因的滅除；趣向滅

諦），於是放鬆自己，放慢腳步（抉擇的執行，道諦），最後終於慢下來了，乃至於停下來了

（問題的解決；滅諦），這是運用四聖諦解決問題的一個例子。對治與調伏也一樣，覺察出自

己的問題，是基本的第一步。 

  察覺，就時間上來說，當然是越早越好，因為煩惱與情緒的生起，通常是由微而顯，由

弱而強，當強到一定程度，或者已經形成習慣後，對治與調伏的困難度就會明顯地升高。這

就如同我們在公路上開車，當車速高到某一程度以後，沒有辦法作大角度的轉彎，也沒辦法

說停車就停車一樣。君不見高速公路上的匝道出口標示，至少都在兩公里前就出現的嗎！而

且臨出匝道口前三百公尺，每隔一百公尺都還有警示，這種提早告示、多重告示的作法，應

當不只是台灣的高速公路特有的，其他國家也必然相似，為的是讓駕駛人有足夠的時間，安

全地變換車道，減速駛離。如果沒有提前設立標示，對環境不熟悉的駕駛人來說，就形同虛

設了，因為沒有足夠的時間作正確的反應，看到標示了又能如何，只能眼睜睜地錯過，讓錯

誤發生。貪、瞋、癡煩惱的處理也一樣，當煩惱生起時，如果覺察得太慢，看到（覺察）了

又能如何？當貪、瞋、癡煩惱的爆發蓄積力量已經坐大，就像箭在滿弦，不得不發時才察覺，

那就為時已晚了。 

  如何覺察？什麼時候察覺才有效？每個人大概都各有不同，應當從個人的實際經驗中去

嘗試觀察，但總不外在自己的生理或心理變化上去發掘。從生理的變化中去覺察，這就是四

念處中的身念處了，而心理變化的覺察，就是受念處、心念處與法念處。不過，心念處與法

念處較為細微，需要有比較好的覺察能力為基礎，而心理的變化，稍慢也都會影響到生理上

來，所以，從生理上的變化去察覺，是比較普遍的。譬如，當肚子餓了，併發手腳微微發軟，

頭微暈，微冒冷汗時，您或可從過去經驗中，知道此時血糖是否已經降到某個不足的程度，

是否到了自己的「停止指標」──應停止眼前的事去補充糖分。如果覺察太慢，或者雖然覺察

到了，但不清楚自己的「停止指標」，不知道是不是到了該採取行動的時候，結果有可能因為

不能即時補充糖分，導致生理無法正常運作而暈厥。貪欲與瞋恚的情形也一樣，在未能根本

止息前，有賴於對治與調伏來處理與善後，但如果不能在貪與瞋升起到自己的「停止指標」

之前就察覺，那麼，即使有心要作對治與調伏，也還是困難的。 

  如果已經知道自己的停止指標在哪裡，就必須依照這指標，去訂立一些自己當遵循的規

則，來防止自己「越線」。譬如，當察覺到胃痛時，知道已經到了自己瞋怒的「停止指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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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下去很有可能自己會失控而有不理性的行動，於是，如果自己立的戒條──當遵循的規則是

「逃」──身遠離，那麼就毫不考慮地離開，換個環境。除了離開外，當然您的戒條也可以是

別的，如轉移注意力、換個話題、攝心持佛號（以上也都是身遠離的一環）、運用延遲滿足並

提起佛法正見、同理心、慈心想、厭離想、……等等，可以從自己過去類似情況中成功、或失

敗的經驗裡，去選擇訂立最適合自己的。 

八、還有其他選擇──正思惟（如理作意） 

  常常，我們會不自覺地以自己最習慣的行為模式來反應。如果我們能常反問自己，我還

有其他選擇嗎？習慣反應是最適合的嗎？那麼，就多了一個思考與反省的空間，尤其在黏著

很強，將陷入孤注一擲時。通常，偏激的行為，是在沒有能力反問自己，是否還有其它更恰

當的選擇時發生的。什麼是「更恰當」的選擇？不同的價值觀，會有不同的「更恰當」。就佛

法來說，所謂的更恰當，就是「如理思惟」──以佛法的價值觀思惟：我這樣做符合緣起法嗎？

符合三法印嗎？向於解脫、成佛之道嗎？八正道、五戒十善呢？乃至於「身苦患、心不苦患」、

離欲、六觸律儀、慈悲喜捨、……等等佛陀的教說呢？ 

  有時候，我們可能受困於某個煩惱，覺得老是揮之不去，就像我們在解一道數學題，雖

然反覆的檢查：計算過程，沒錯！解題的方法，沒錯！解題的邏輯，也沒錯！但是，最後的

結果就是不對（就像煩惱的揮之不去一樣），此時，問題可能就出在解題之初或運算中的一些

假設，是不合理或不全然是對的，也就是說，我們一直認為是對的、一直固守的某些觀念，

是有問題的。如果我們能以開放的胸襟，從佛法緣起、無我的正見，再作檢視與思惟，看看

是不是還有其他選擇，這樣，原本以為打得緊緊的死結，可能在重新思惟中，一分一分地慢

慢鬆開了。 

九、正語的實踐──五法得舉他罪 

  說話，是人與人之間最頻繁的接觸，也是最容易引發是非的媒介，尤其在指責別人時。

佛法講求慈悲、溫和，但也不會鼓勵人們成為一個是非不明，滑溜溜的鄉愿，因為如果大家

都這樣，那麼團體就很難維持健全清淨了。有一次，尊者舍利弗就問佛陀，僧團中的比丘，

應當如何舉發別人的錯誤，才能維持團體的清淨和樂呢？佛陀就舉了下面的五個原則：「實非

不實，時不非時，義饒益非非義饒益，柔軟不麤澀，慈心不瞋恚」25。其實，這五個原則不

只限於舉發別人的錯誤，若作為朋友、團體間的一般交談守則，也很適宜：1.實：說話精準

如實情，避免情感性添油加醋的誇張。當引用別人的話，或僅是自己的推論時，也應當如實

表明，以避免誤解。2.時：適當的時機，講適當的話，否則，雖然是同樣的一句好話，時機

不對，恐怕也會帶來極不良的結果。3.義饒益：說話要有助於自、他善法的增長，以及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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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消除，沒有助益的話，能不說最好就不說。時常不甘寂寞，言不及義，可能會養成攀緣的

習慣，並不利於佛法的修學。4.柔軟不粗澀：說話時，遣詞用語要柔和不帶刺，要考量對方

的感受，不要譏諷辱罵，針鋒相對。5.慈心，不起瞋恚情緒。時常以這五個原則自我調伏，

也是八正道中正語的實踐。 

十、假如來了一個壞消息──無常想、隨死念 

  有一次，尊者舍利弗教導比丘們說，喜歡遠離人群獨居的阿練若比丘，在荒郊野外，如

果要檢證自己是否已經離五欲，那麼，就在心中刻意地生起「男女的親愛，聲色的娛心」影

像，來測試自己的反應。如果發現自己會因此而起愛欲，那麼，就表示自己還沒有能離開五

欲，不可以記說自己已經離了五欲 26。同樣地，我們也可以模仿尊者舍利弗的教導，給自己

一些假設，設想如若來了一個壞消息，像是失去自己覺得最重要的人或事；失去一個重要的

投資或財產；身體得了一個大病變……等等，看看自己會有什麼反應。我們的重點，當然不在

於檢證自己的成就如何，而是希望在這樣的假設中，發現自己有什麼潛在的問題，並且練習

如何正確地處理這些問題。我們可以在冷靜從容（因為是假設狀況）中，充分地以佛法的如

理作意，思惟應當怎麼做才是如法。這樣的方法，與「無常想」、「隨死念」的觀想法，也很

類似。無常想與隨死念是可以作多方面觀想運用的，不限於厭離心的培養而已。如果淺一點，

我們將隨死念當成：假如我現在就面臨死亡，我有什麼罣礙嗎？我能安心、平靜地走嗎？如

果不能，我擔心的是什麼？我罣礙的是什麼？就世俗上的考量，應當怎麼做？佛法的觀點又

怎麼說？我應當怎麼做？……問題可能會一個一個地浮現。或許，剛開始這只是「頭腦作用」，

但是，如果能時常做這樣的觀想，其實也是一種心理的建設與準備，就如同軍隊中的沙盤推

演一樣，當事情真的發生時，必定會比毫無準備的驚慌失措要強。如果能夠因此而時時做正

思惟，假以時日，也能從熏習中，獲得正見增上。 

十一、保持業處 

  心難收攝，常隨五根漂移，即使閉上五根，心念也還如猿 27，煩惱從此滋生。心

的收攝需要定力，但，即使未能修定的一般人，也可以仿效禪修者平日保持業處的習

慣來對治，即：給自己設定一個適合的「業處」，讓自己的心有個目標，以取代心漫遊

的慣性，常令心回到「業處」而收攝。日常生活中我們可以仿效的「業處」，如：「知

道有呼吸」（如修安般念者）；「想到佛陀正覺解脫的偉大」（如修佛隨念者）；「想像俊

美皮膚下是血肉」（如修 32 身分者）；「爛膿想」（如修不淨觀者）；「願他喜樂想」（如

修慈心觀者）；「觀察因緣」（如修緣起觀者），當然也還可以自創自訂。自創自訂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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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前提是要「如法」，原則是「簡要化；口訣化」，例如：「世間因緣最大」就是我蠻

喜歡的對治「業處口訣」。 

十二、承擔的勇氣 

  最後，就是強化自己承擔的勇氣，來面對不如意的事。苦，是緣起、無常與渴愛下的必

然產品，除了解脫的聖者外，沒有人能徹底地離苦，即使是解脫的聖者，也還有身苦。一味

地恐懼，算計逃避，只會徒增我執、我愛的煩擾而已，並不利於佛法的修學，反而是勇敢地

面對承擔，從受苦的困境中體會佛法，肯認佛法，堅定佛法的信念。 

 

註解 

1.「舍利弗言：涅槃者，貪欲永盡，瞋恚永盡，愚癡永盡，一切諸煩惱永盡，是名涅槃。……

貪欲永盡無餘，瞋恚、愚癡永盡無餘，是名阿羅漢者。」《雜阿含第四九０經》 

2.「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眾生於無始生死，無明所蓋，愛結所繫，長夜輪迴生死，不知苦

際。」《雜阿含第二六七經》 

3.「世尊告曰：如是，梵志！如是，梵志！若愛生時，便生愁慼、啼哭、憂苦、煩惋、懊惱。

梵志語曰瞿曇：何言若愛生時，便生愁慼、啼哭、憂苦、煩惋、懊惱耶？瞿曇當知！若愛生

時，生喜心樂。」《中阿含第二一六經》 

4.《中阿含第三０經》 

5.「爾時，世尊與彼比丘尼而說偈言：善業以先禮，最初無過者。空無解脫門，此是禮佛義。

若欲禮佛者，當來及過去，當觀空無法，此名禮佛義。」《增壹阿含第三六品第五經》 

6.「思有三種：一、審慮思。二、決定思。三、動發思。若思能動身即說為身業……」《大乘

成業論》（大正三一‧七八五下） 

7.「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欲得增上心者，當以數數念於五相。數念五相已，生不善

念即便得滅，惡念滅已，心便常住，在內止息一意得定。云何為五？比丘者，念相善相應……。

復次，比丘！念相善相應若生不善念者，彼觀此念惡有災患。……」《中阿含第一０一經》 

8.「世尊告婆羅門長者：我當為說自通之法，諦聽，善思。何等自通之法？謂聖弟子作如是

學：我作是念：若有欲殺我者，我不喜；我若所不喜，他亦如是，云何殺彼？作是覺已，受

不殺生，不樂殺生，如上說。我若不喜人盜於我，他亦不喜，我云何盜他？是故持不盜戒，

不樂於盜，如上說。我既不喜人侵我妻，他亦不喜，我今云何侵人妻婦？是故受持不他婬戒，

如上說。我尚不喜為人所欺，他亦如是，云何欺他？是故受持不妄語戒，如上說。我尚不喜

他人離我親友，他亦如是，我今云何離他親友？是故不行兩舌，（如上說）。我尚不喜人加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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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他亦如是，云何於他而起罵辱？是故於他不行惡口，如上說。我尚不喜人作綺語，他亦

如是，云何於他而作綺語？是故於他不行綺飾，如上說。」《雜阿含第一０四四經》 

9.「若見宿人，當作母想；見中年者，作姊妹想；見幼稚者，當作女想。」《雜阿含第一一六

五經》 

10.「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五根，何等為五？信根、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若聖弟

子成就慧根者，能修信根。依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是名信根成就。信根成就，即是

慧根。如信根，如是精進根、念根、定根、慧根亦如是說。」《雜阿含第六五六經》 

11.「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修七覺分。何等為修七覺分？謂念覺分乃至捨覺分。若比丘修

念覺分，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如是，修擇法、精進；喜、猗、定、捨覺分，依

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雜阿含第七二九經》 

12.「是比丘修正見，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修正志、正語、正業、正命、正方便、

正念、正定，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是名修八聖道。」《雜阿含第七六四經》 

13.「如是，聖弟子修欲定斷行成就如意足，依離、依無欲、依出要、依滅、向於捨，乃至斷

愛。愛斷已，彼欲亦息。修精進定、心定、思惟定斷行成就，依離、依無欲、依出要、依滅、

向於捨，乃至愛盡。愛盡已，思惟則息。」《雜阿含第五六一經》 

14.《雜阿含第七四一經》～《雜阿含第七四七經》。 

15.「比丘！於色向厭，離欲，滅盡，是名法、次法向。如是，受……想……行……識{，於識}

向厭，離欲，滅盡，是名法、次法向。」《雜阿含第二七經》 

 「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有四種入流分。何等為四？謂親近善男子，聽正法，內正思惟，

法次法向。」《雜阿含第八四三經》 

16.「云何有漏從離斷耶？比丘！見惡象，則當遠離；惡馬、惡牛、……惡知識、惡朋友、惡

異道、惡閭里、惡居止……盡當遠離。若不離者，則生煩惱憂慼，離則不生煩惱憂慼，是謂有

漏從離斷也。」《中阿含第一０經》 

17.「念相善相應時，生不善念；觀念惡患時，復生不善念者，彼比丘不應念此念令生惡不善

念故。彼不念此念，已生不善念即便得滅。惡念滅已，心便常住，在內止息，一意得定。猶

有目人，色在光明而不用見，彼或閉目或身避去。」《中阿含第一０一經》 

18.「比丘！於色向厭，離欲，滅盡，是名法、次法向。如是，受……想……行……識{，於識}

向厭，離欲，滅盡，是名法、次法向。」《雜阿含第二七經》 

 「佛告諸比丘：若比丘於老、病、死生厭、離欲、滅盡向，是名法、次法向。」《雜阿含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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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六四經》 

 「厭」是介於「從沈迷清醒」與「厭惡；反感」中間的心境。 

19.「無常想修習、多修習，能斷一切欲愛、色愛、無色愛、掉、慢、無明。……無常想者，

能建立無我想。聖弟子住無我想，心離我慢，順得涅槃。」《雜阿含第二七０經》 

20.「佛告比丘：於色生厭，離欲，滅盡，不起諸漏，心正解脫，是名比丘見法涅槃。如是，

受……想……行……識生厭、離欲、滅盡，不起諸漏，心正解脫，是名比丘見法涅槃。」《雜阿

含第二八經》 

21.「無量三昧者，謂聖弟子心與慈俱，無怨、無憎、無恚，寬弘重心，無量修習普緣，一方

充滿，如是，二方、三方、四方上下……」《雜阿含第五六七經》 

22.「觀真空人，先有無量布施、持戒、禪定，其心柔軟，諸結使薄，然後得真空。」《大智

度論》（大正二五‧一九四上） 

23.「因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為是假名；亦是中道義。」《中論》（大正三０‧三三中） 

24.「猶人行道，進路急速，彼作是念：我何為速？我今寧可徐徐行耶？彼即徐行。」《中阿

含第一０一經》 

25.「若比丘令心安住五法，得舉他罪。云何為五？實非不實，時不非時，義饒益非非義饒益，

柔軟不麤澀，慈心不瞋恚。」《雜阿含第四九七經》 

26.「時，尊者舍利弗告諸比丘：若阿練若比丘，或於空地、林中樹下，當作是學：內自觀察

思惟，心中自覺有欲想不？若不覺者，當於境界或於淨相，若愛欲起，違於遠離，……於彼淨

相隨生愛欲，流注浚輸，違於遠離，當知是比丘不敢自記於五欲功德離欲解脫。」《雜阿含第

四九三經》 

 「或取淨相（即故意想男女的親愛，聲色的娛心等）……。」《佛法概論》第二五八頁，印

順法師著。 

27.「猶如獼猴遊林樹間，須臾處處，攀捉枝條，放一取一，彼心、意、識亦復如是，異生，

異滅。」《雜阿含第二八九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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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生活中的佛法 

  第三節 專注與覺察 

專注與覺察的必要性 

  我們說，應當在生活中實踐佛法，又說，生活就是六根面對境界的反應，生活中的佛法

就是六根律儀──貪與瞋的對治、防範與止息，並且能從這六根律儀的修學中，進入我執的反

省，朝向我見、我愛、我慢與無明的止息上邁進。在佛法的修學與實踐中，貪與瞋的對治，

顯然是無可迴避的項目，我們也提出了一些可能的對治原則，其中，有一項是「即時覺察──

找尋自己的停止指標」，這是根據「苦、集、滅、道」四聖諦的方法論──先知苦，然後才進

入其他三階的修學 1而說的。先知苦，就是先要能覺察問題，而且要即時覺察，才能把握處

理問題的最佳時機。即時覺察，需要有敏銳的覺察力，敏銳的覺察力，來自於專注，所以，

從專注力的鍛鍊中，訓練自己敏銳的覺察力，是修學佛法、實踐佛法的必要基礎。 

專注覺察與止觀 

  專注，就是注意力的集中，如果將注意力集中於一處，心就安住於一處，這就是「止」

了，而「止」的修學，可以得定 2。例如，能夠將心安止於一處（心一境），擇定目標（覺；

尋），作深入細微的思察（觀；伺），如果出現帶有生理猛烈的踊動（喜, p tiī ），與心理淡淡的

愉悅（樂，sunha）交錯出現 3、言語不起的情況 4，就是進入四種禪定中的第一禪（初禪）

了。覺察，就是清楚明白，沒有失誤，不會遺漏。深刻的覺察，則不止於表面現象的了知，

更是深層事理的思察明白與抉擇，這就是「觀」了。止與觀，就是定與慧，為佛法修學中的

兩大支柱，雖然一個傾向於靜止，一個傾向於發動，表面上兩者的性質相異，但在佛法的修

學上，卻是相互增上，相輔相成：雖然佛法修學的完成，在於觀慧的成就，但是觀慧的成就，

離不開止的基礎，所以，經中說，「修習於止，終成於觀；修習觀已，亦成於止」5。至於應

當先從修觀下手，或先修止下手，或者兩者平等交互增上，或者交互增上中又有所偏重，可

以依個人的身心狀況與個性傾向來選擇 6，而且應當也不必是單一的、固定不變的選擇。深入

的止觀專修，是比較難在日常繁雜的待人處事應對環境中進行的，不過，其精神──專注與覺

察，則是可以貫徹在日常生活中的每一個應對，成為日常生活中修學佛法的一部分。 

四念處 

  佛法中注重專注與覺察的修學法門，四念處是其中之一。四念處是八正道中正念的內容 7，

這是講求將注意力特別集中 8在肢體與生理上（身念處），或心理感受上（受念處），或心念

上（心念處），或心念相對應的法上（法念處），在這四方面作清楚明白的覺察，了了分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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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況與變化的修學法。這樣的修學法是一個很廣泛的修學法門，可以配合出入息念 9、無相三

昧 10等多種專修法門修學，也適合在六根面對境界的日常生活中學習應用。雖然經中說：「六

觸入處律儀修習、多修習，令三妙行滿足」；「三妙行修習、多修習，能令四念處滿足」；「四

念處修習、多修習，能令七覺分滿足」；「七覺分修習、多修習，明、解脫福利滿足」11，看

起來有六根律儀→三妙行→四念處→七覺支→解脫的前後次第關係，不過，經中所指的是「滿

足」次第，也就是說，是圓滿成就時的次第，如果換一個角度來看，因為四念處的滿足要以

三妙行、六根律儀為基礎，所以六根律儀的修學──日常生活中貪與瞋的對治、防範，也要有

一分，或多分四念處的加入，尤其不能缺少四念處法門的主要骨幹──覺察，以及覺察所需的

專注。 

  中國佛教，傳統上以「觀身不淨、觀受是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為四念處的修學內

容，其實這不是出自於中國佛教哪位論師的竄改，而是印度部派佛教論師們的摘要整理 12。

部派論師們做這樣的摘要整理，從整個論述內容來看，原來是十分完整的，內容也沒有忘失

早期經教中重於觀察，重於智慧，重於離煩惱的精神，而且也明確指出「觀身不淨、觀受是

苦、觀心無常、觀法無我」是以對治四顛倒為著眼點的。對這樣的摘要整理，如果我們因為

好簡而略去論師論述的完整內容，只強調這四句話，而不明白論師們的用意，也忽略早期經

典的教說，以為這樣的摘要內容，就是四念處的全部，則不免失之狹隘，也難以讓人把握四

念處中修學覺察的重點了。 

  「身身觀念處；受；心；法法觀念處」是《雜阿含經》中，對四念處教說內容的描述 13。

「身身觀念住」，或作「順身身觀住」14、「觀身如身念處」15、「於身隨觀身」16、「於身觀身

而住」17，部派論師的解釋是「身住循身觀」18，這是說，將注意力特別集中在身體（生理）

上，依著（隨著）身體與生理來作覺察，而這種覺察（循觀；循循觀；隨觀），有屬於慧的性

質 19，受、心、法的情形也一樣。詳細些的，如說「內身身觀繫心住，精勤方便，正念、正

知，除世間貪憂；外身、內外身；內受、外受、內外受；內心、外心、內外心；內法、外法、

內外法觀繫心住，精進方便，[正念、正知，]除世間貪憂」20，這是將觀（覺察）的內容，細

分為內、外，以及內外交錯；將觀的目的與功能，明確地定位在貪憂（煩惱）的去除。什麼

是內，什麼是外，經中並沒有進一步的說明，後來的論師，卻有多方面的詮釋，並沒有統一

的定論。大略來說，「自己是內，他人是外」，「如果觀察他人，而能反省到自身，就可以稱為

內外了」21。 

  什麼是依著身體與生理，作內、外、內外的覺察？這是說，舉凡走路、站立、坐下、躺

臥，舉手投足，穿衣持鉢等肢體儀態，靜默、說話、睡覺，吃、喝的咀嚼吞嚥等，都能夠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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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每一個動作，不能有不自覺、漫不經心、糊裏糊塗的動作（這些都是覺察的遺漏）；如果是

配合出入息念來修時，則要能對每個呼吸的長短（急緩、粗細也一樣），隨著呼吸而來的生理

變化，以及對各種禪定境界引發的生理反應，都要清晰分明；如果是配合地、水、火、風、

空、識等六界觀身體時，則要像做大體解剖一樣 22，分得清清楚楚；如果是配合修不淨觀時，

從實物的觀察，然後進入觀想身體的毛、髮、齒、皮膚、肌肉、骨骼、內臟、體液……從頭到

腳充滿不淨（假想觀），觀看或觀想死屍的腫脹、爆裂、腐爛、分解、人體的骨骼（白骨），

都能清晰明白，就像雖然各種植物種子混雜在一起，但是明眼人一眼看去，還是能分辨得清

清楚楚一樣 23。 

  這樣，依著身體與生理的覺察作什麼用？經中說，是要從這樣了了分明覺察中，感受身

的生、滅無常，體會這只是（唯有）和合身，除了身以外，再也沒有其他實在、獨存、永恆

的東西（我）了，然後在無常、無我的體會下，不起執著，不起惡念，不起憂愁煩惱 24。身

念處是這樣，其它受、心、法念處也是如此：從覺察中體會無常、無我而不起執著，尤其無

我的體會與實踐，是趣向煩惱徹底止息、解脫涅槃的必要關鍵，所以，每一念處的覺察，就

在無我的體會裡與解脫道接軌了。 

  感受的種類，佛陀說，可以只說是一種，也可以細分成一百零八種，或者多到無量 25，

不過經中最常出現的，是苦（不舒服）、樂（舒服）、不苦不樂（中性）的三種分類，稱為三

受。受念處中感受的覺察，也以這三類為主，然後，可以更仔細的去分辨，這三類感受是從

生理引起的身受呢，還是非生理的心受？對生起的感受有沒有味著（執著；食）？有沒有欲

念 26？以及感受生起、增強、減弱、消失的變化 27等。以不舒服的感受來說，生理所引起的

不舒服，如生病的病痛，身體受到創擊的傷痛等都是，經中稱為「身受」，以中了第一支毒箭

來譬喻，這是來自生理上自律神經的警告機制，不管是凡夫、聖者，或是解脫者都無法完全

避免的感受 28。非生理的不舒服，如因病痛而延伸出來的憂鬱、沈悶、煩躁（期待痊癒的急

迫）、害怕、不平、自憐、……等等，稱為「心受」，這已經是進入煩惱的範圍了，經中以中了

第一支毒箭後，再中的第二支毒箭來譬喻 29。對生起的感受有沒有欲念、執著的分辨覺察，

是佛法修學上重要的反省警覺，成功的即時覺察，是不能缺少這種能力的。而從受念處的覺

察中，體會無常、無我，則是受念處修學的心髓。 

  心念處的修學，是覺察、分辨心念、心境如何，有貪念嗎？有不滿嗎？有疑惑不明嗎？

心念是專注呢？還是散亂？是開闊的？還是一直惦念著某事？是不該有的？還是念念於佛法

的修學？是煩惱的念頭呢？還是已解脫的？……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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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念處的修學，主要是覺察佛法修學的法，如覺察是否有貪、瞋、睡眠、掉舉、疑等「五

蓋」，覺察雜染五蘊的生滅，覺察六根在認識發展過程中，不起煩惱結，覺察七覺支、四聖諦、

四禪定等的修學。 

唯一之道？ 

  覺察能力，不論是用於煩惱的調伏與對治，乃至於煩惱的斷除與超越，都相當重要。所

以，經中說這是除愁憂、斷煩惱、證涅槃的方法（一道、一入道、一法、唯一趣向道，或說

入於八正「道」的修法）30。從道的整體性來說，還是以八正道為完整的，四念處是八正道

的一環，所以，如果要說佛法有通往解脫的「唯一之道」，從修學的整體來看，應當以八正道

為適當，如果從修學的細目來看，任何修學方法（包括四念處），只有在進入無我的體證時，

才有解脫的消息，所以，或可以說「無我」的體證，才是解脫的「唯一之道」。不過，說「唯

一」，可能容易引起「只要有這個法門就足夠了，不需要其它方面的修學」的誤解，而且，從

道的整體性與完整性來看，似乎也不宜特別去強調哪個法門才是「唯一之道」，倒不如說是「必

經之道」來得恰當。 

  從修學四念處，可以訓練自己的覺察能力，養成覺察的習慣，對落實佛法生活化，有很

大的助益，這是佛法的修學者都應當高度重視，勉力學習的法門。 

 

註解 

1.「要由初階，然後次登第二、第三、第四階得昇殿堂。如是，比丘！於苦聖諦未無間等，

而欲於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無間等者，無有是處。」《雜阿含第四三六經》 

2.「分別的說：修止──奢摩他 śamatha 可以得定，修觀──毘缽舍那 Pipassanā可以成慧。

止是住心於一處，觀是事理的觀察，在修持上，方法是不相同的。」《空之探究》第十一頁，

印順法師著。 

3.「初禪有五支：覺、觀、喜、樂、一心，是謂初禪有五支。」《中阿含第二一０經》 「發

定時，起初頂上有重觸現起，但非常舒適，接著引發身心輕安：由心輕安，起身輕安。這是

極猛烈的，樂遍身體的每一部分，徹骨徹髓。當時內心大為震動，被形容為『身心踴躍』。等

到衝動性過去，就有微妙的輕安樂，與身相應；內心依舊無功用，無分別的堅固安住所緣，

這才名為得定。」《成佛之道》第三三一頁，印順法師著。 

4.「佛告阿難：初禪正受時，言語寂滅。」《雜阿含第四七四經》 

5.「上座答言：尊者阿難！於空處、樹下、閑房思惟者，當以二法專精思惟，所謂止、觀。

尊者阿難復問上座：修習於止，多修習已，當何所成？修習於觀，多修習已，當何所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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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答言：尊者阿難！修習於止，終成於觀；修習觀已，亦成於止。謂聖弟子止、觀俱修，得

諸解脫界。」《雜阿含第四六四經》 

6.「依經說，有先修止而後成觀的，有先修觀而後成止的。一定要止觀雙修，才能得（淺深

不等的）種種解脫界。『增支部』分為四類：一、修止而後修觀；二、修觀而後修止；三、止

觀俱修；四、掉舉心重的，在止觀中特重於修止（註五：『增支部』「四集」（南傳一八‧二七

六）。『雜阿含經』卷二一（大正二‧一四六下──一四七上）。）《空之探究》第一二頁，印順法

師著。 

7.「佛教弟子們依自己、依法而修習，而依止的法，就是四念處──身念處、受念處、心念處、

法念處；四念處是八正道中正念的內容。」《以佛法研究佛法》第一０六頁，印順法師著。另

《佛法概論》第八頁亦同。 

8.《增壹阿含十二品第一經》作「專一心」，《中部第十經》（元亨寺譯本）作「熱心而注意，

甚深持念」。 

9.「爾時，尊者阿難白佛言：世尊是時，世尊是時，善逝！唯願為諸比丘說精勤修四念處，

諸比丘聞已，當受奉行。佛告阿難：諦聽！善思！當為汝說。若比丘入息念時，如入息學，

乃至滅出息時，如滅出息學……」《雜阿含第八一三經》 

10.「比丘！貪想、恚想、害想，貪覺、恚覺、害覺，及無量種種不善，云何究竟滅盡？於四

念處繫心，住無相三昧，修習多修習，惡不善法從是而滅，無餘永盡。」《雜阿含第二七二經》 

11.《雜阿含第二八一經》 

12.「論曰：已修成止，以為所依，為觀速成修四念住，非不得定者能如實見故。如何修習四

念住耶？……謂觀察身內外十處……又契經說，若有於身住，循身觀名身念住，於受、心、法

說亦如是……有餘師說：色可聚散、可取、可捨，相似相續，不淨、苦等易了知故，多分緣身

生貪等故，男女展轉起貪處故，不淨觀持息念及分別界，三入修門一切多緣身為境故，修念

住位應最初觀。……能治淨等四顛倒故，觀身不淨，治於不淨。……觀受是苦，能治於苦謂樂

顛倒。觀心無常，能治無常謂常顛倒。觀法無我，能治無我。……總觀一切身、受、心、法，

所謂無常、苦、空、無我。」《順正理論》（大正二九‧六七五中至六七七下） 

 另，比《順正理論》早完成，有說一切有部百科全書之稱的《大毘婆娑論》說：「如有一類，

思惟身是非常，修已純熟，復觀受是苦，心是空，法是非我，心不散亂者，不流不蕩安住守

一，由此因緣前定不失能進後定，云何無明乃至廣說。」（大正二九‧二二一下）似有「觀身

無常，觀受是苦，觀心是空，觀法非我」的觀法。 



-140- 學佛的基本認識 

13.《雜阿含經》〈道品誦〉〈念處相應〉即大正藏編號六０五至六三九經。 

14.《雜阿含第二八一經》 

15.《中阿含第九八經》 

16.《中部第十經》（元亨寺譯本） 

17.《長部第二二經》（元亨寺譯本） 

18.「又契經說，若有於身住循身觀，名身念住。於受、心、法說亦如是。」《順正理論》（大

正二九‧六七五下） 

19.「若就相雜釋念住名，謂與慧俱，念方得住，令念得住故，慧得念住名。」《順正理論》（大

正二九‧六七五下） 

20.《雜阿含第五三八經》 

21.參閱拙著《中阿含經十二選》〈第九選〉「（二）論述」之〈綜合論師們的意見〉。 

22.《中阿含第九八經》作：「我此身中有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猶如屠兒

殺牛，剝皮布於地上，分作六段。」《增壹阿含十二品第一經》作：「此身有四種，猶如巧能

屠牛之士，若屠牛弟子解牛節，解而自觀見此是腳，此是心，此是節，此是頭，如是，彼比

丘分別此界，而自觀察此身有地、水、火、風種。」 

23.《中阿含第九八經》作：「猶如器，盛若干種子，有目之士悉見分明。謂：稻、粟種、蔓

菁、芥子。如是，比丘此身隨住，隨其好惡，從頭至足，觀見種種不淨充滿。」《中部第十經》

（元亨寺譯本）舉稻、粟、綠豆、豆顆、胡麻、大米，《長部第二二經》（元亨寺譯本）略同。 

24.《中阿含第九八經》作：「立念在身，有知有見，有明有達。」《增壹阿含十二品第一經》

作：「當觀身自娛樂，除去惡念，無有愁憂。」《中部第十經》（元亨寺譯本）作：「於身而隨

觀某（集？）法、於身而隨觀滅法、於身而隨觀某（集？）滅之法。彼現『身是存在』之念，

如是資其慧，資其思念。彼無有依止而住，即不著世間。」《長部第二二經》（元亨寺譯本）

作：「或於身，觀生法而住；又於身，觀滅法而住；又於身，觀生滅法而住。尚又對於智識所

成及憶念所成，皆會「有身」之思念現前。彼當無所依而住，且亦不執著世間之任何物而住。」

後二者林崇安在「受念處」的段落綜合譯為「現前覺知到『這是感受！』如是唯有了知，唯

有覺照。於是他無所染著，對（身心）世界無所執取了。」（參照《中華佛學學報》第九期〈受

念住的研究〉） 

25.「佛告優陀夷：我有時說一受，或時說二受，或說三、四、五、六、十八、三十六，乃至

百八受，或時說無量受。云何我說一受？如說所有受皆悉是，是名我說一受。云何說二受？

說身受，心受，是名二受。云何三受？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云何四受？……」《雜阿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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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八五經》 

26.「在北傳《中阿含經》的受念住、《雜阿含經》第四七一經、四七二經等，以及《阿毗達

磨法蘊足論》卷五等處，列出二十一種感受，歸為七類如下：一、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

二、樂身受、苦身受、不苦不樂身受，三、樂心受、苦心受、不苦不樂心受，四、樂食受（樂

有愛味受、樂有味受）、苦食受（苦有愛味受、苦有味受）、不苦不樂食受（不苦不樂有愛味

受、不味不樂無味受），五、樂無食受（樂無愛味受、樂無味受）、苦無食受、不苦不樂無食

受，六、樂念著受（樂欲受、樂依耽嗜受、樂耽嗜依受）、苦貪著受、不苦不樂貪著受，七、

樂出要受（樂無欲受、樂依出離受、樂出離依受）、苦出要受、不苦不樂出要受。以上七類，

每類依樂、苦及不苦不樂分出三項，共成二十一種感受；不同經論的譯名雖有出入，但內容

完全相同。」〈受念住的研究〉，林崇安著，《中華佛學學報》第九期第四一頁。 

27.「彼習法而自娛樂。亦觀盡法，復觀習盡之法，或復有痛而現在前，可知可見。」《增壹

阿含十二品第一經》 

28.「多聞聖弟子，身觸生苦受，大苦逼迫，乃至奪命，不起憂悲稱怨，啼哭號呼，心亂發狂。

當於爾時，唯生一受，所謂身受，不生心受。譬如士夫被一毒箭，不被第二毒箭。」《雜阿含

第四七０經》 

29.「佛告諸比丘：諦聽，善思，當為汝說。諸比丘！愚癡無聞凡夫，身觸生諸受，增諸苦痛，

乃至奪命，愁憂稱怨，啼哭號呼，心生狂亂。當於爾時，增長二受：若身受，若心受。譬如

士夫身被雙毒箭，極生苦痛，愚癡無聞凡夫，亦復如是、增長二受──身受、心受，極生苦痛。」

《雜阿含第四七０經》 

30.《中阿含第九八經》作：「有一道，淨眾生，度憂畏，滅苦惱，斷啼哭，得正法，謂四念

處。」 

 《增壹阿含十二品第一經》作：「有一入道，淨眾生行，除去愁憂，無有諸惱，得大智慧，

成泥洹證，所謂當滅五蓋，思惟四意止。云何名為一入？所謂專一心，是謂一入。云何為道？

所謂賢聖八品道。」 

 《中部第十經》（元亨寺譯本）作：「於此，為有情之淨化、愁悲之超越、苦憂之消滅、正

道之獲得、涅槃之作證，此有一法，即四念處也。」 

 《長部第二二經》（元亨寺譯本）作：「為眾生之清淨，為度憂悲，為滅苦惱，為得真理，

為證涅槃，唯一趣向道，即四念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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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聖者之流 

凡聖之隔 

  修學佛法，有一個重要的里程碑，那就是「不退轉」。什麼是不退轉？不退轉是指修學已

經進入了一個穩固而決定的階段，從此以後，修學與道業只會一路進步，直到完成解脫涅槃，

即使在未來生中，也不會再退轉，早期的經典，稱有這樣成就的人為「須陀洹」。「須陀洹」

為音譯，意思是「預流」，或者「入流」1，入什麼流呢？即是入聖道（八聖道）之流 2。能夠

入聖道之流的修學者，我們尊稱為「聖者」，經典中也常稱呼為「聖弟子」，所以，凡夫與聖

人，就從這裡（須陀洹）區隔。 

四雙八輩 

  從「須陀洹」到涅槃解脫之間，還可以有「斯陀含」、「阿那含」等兩個顯著的階段區分，

再往上，就是解脫的聖者「阿羅漢」了。「須陀洹」、「斯陀含」、「阿那含」、「阿羅漢」這四個

階段，經中也合稱為「四沙門果」3，或者「四果」4，表示了這是四個「果位」，通俗上也有

分別將之簡稱為「初果」、「二果」、「三果」、「四果」的。此外，在進入這四個果位前的預備

位置，也受到特別的重視與關注，而給予「向須陀洹」5（或「趣須陀洹」6、「須陀洹向 7」）、

「向斯陀含」、「向阿那含」、「向阿羅漢」的稱謂。這八類，合稱為「四雙八輩（士）」，都是

佛法修學有所成就的賢聖者 8。 

聖者的標準 

  那麼，修學到了怎樣的情況，才能被稱為「須陀洹」呢？經中對「須陀洹」的典型形容

是：已斷「身見」、「戒禁取」、「疑」，並且只在天上、人間等善趣，最多七次的往生，於其間

便能斷盡煩惱，到達正覺解脫 9。什麼是「身見」？這裡的「見」，指的是「執見」，是一種看

法；觀念，身就是指所執著的五蘊身心，所以，「身見」也就是一種執取五蘊身心為「我」，

或者是「我所擁有的」想法 10。什麼是「戒禁取」？取是一種強力而錯誤的執著，即是我們

常說執取、抓取，這是「愛」的進一步延伸。戒與禁都是為了想要達成某種目標，而禁止自

己從事某些事、某些行為，或者要求自己做某些事、某些行為，所以，「戒禁取」指的就是錯

誤地執取一些與斷除煩惱解脫無關的禁戒 11。什麼是「疑」？疑是懷疑，因為不清楚、不明

白、不確定，所以會懷疑，對佛、法、僧，四聖諦、八正道、緣起法起疑惑，就是疑。疑是

一種遮蔽、覆蓋，所以也稱為疑蓋 12。「身見」、「戒禁取」、「疑」，經中常合稱為「三結」，結

就是繫縛、打結，與「使」、「纏」一樣，同為煩惱的別名 13。相反的，斷三結的「須陀洹」，

能見法、知法、得法，經中稱之為「得法眼淨」，這樣的聖者，對法已有了體悟而超越了狐疑，

不必再仰仗於他人；對法已有了肯認而無所畏懼；對法已有了體證而「唯見正法，不復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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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4。 

  其次，「斯陀含果」的標準是「斷三結，貪、瞋、癡薄」，薄的意思是還沒有斷除，但也

不至於有太大的影響力，造成煩惱。這類的聖者比起「須陀洹」更接近解脫了，經上說，他

們最多只會再往生一次，就會完成解脫 15（斯陀含的義譯即為「一來」）。「阿那含果」的標準

是斷「身見、戒禁取、疑、貪、瞋」（這五項稱為五下分結），只剩下癡──無明；深層的我慢

之類的煩惱尚未斷盡。這一類的聖者他們不會再來人間了，最多往生天界後，即在天界成就

解脫 16（阿那含的義譯即為「不還」）。而「阿羅漢果」的標準則是「貪、瞋、癡永盡，一切

煩惱永盡」17。「阿羅漢」義譯為「應」、「應供」，意思是值得供養的聖者，經中經常說，他

們是自己能確認自己已經不會再有生死輪迴的解脫者 18，即使佛陀也可以稱為阿羅漢（阿羅

漢是佛陀十個稱號之一）19。 

什麼種人可以成為聖者？ 

  從上面所舉的聖者標準來看，沒有牽涉到年齡、性別、智商、膚色、身分、地位、種族

等條件。佛陀時代成就阿羅漢的聖者，「大智慧的如舍利弗，最愚笨的如周梨槃陀伽。年齡極

老的如須跋陀羅，一百二十歲；頂年輕的，如七歲沙彌均頭。阿難從佛極久，還沒有證羅漢；

而舍利弗、憍陳如們，不過幾天就成了羅漢」20。周梨槃陀伽（朱利槃特）連出家應守的戒

條內容都記不住，被他哥哥放棄，要他還俗，後來佛陀教他背誦「掃㨹」二字，也要花好幾

天才記得住 21，這樣的愚鈍，最後也證得了阿羅漢果。須跋陀羅是一百二十歲的年老出家外

道，趕在佛陀入滅前，突破阻攔強行見佛聞法，成為佛陀的最後弟子，他以這麼大的年紀，

在佛陀體力最差的時候，聽聞八正道而證入涅槃 22。所以，解脫的聖者是沒有男人、女人、

小孩、老人、貴族、奴隸、白人、黑人、黃種人等種種限制的，不過，早期經典明確地說，

在家佛弟子可以成就阿那含果，但沒有說可以（或不可以）證得阿羅漢果，後來不同部派的

論師，對此點有不同的看法，並沒有定論，然而，如果我們從「阿羅漢」是貪、瞋、癡永盡

的角度來看，這樣的解脫者，是應該不會再對家庭有擁有需求的 23。而成就初果以上的聖者，

則不分在家、出家，可以說遍及佛陀的四眾弟子 24，尤其是在家優婆塞、優婆夷的證果聖者，

也同樣受到佛弟子的尊崇，後來的論師，將他們尊為廣義的「僧」，稱為「勝義僧」25。勝義

僧也為佛、法、僧三寶之一的僧寶，是凡夫佛弟子歸依與學習的對象。 

三類解脫者 

  依早期經典說，佛陀是解脫者，佛陀的弟子，如尊者大迦葉、目揵連、舍利弗、迦旃延、

須菩提、優波離、富樓那等阿羅漢，也都是解脫者。此外，傳說在佛陀出世之前，人間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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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脫者，稱為「辟支佛」，例如，有名叫多迦羅尸棄的辟支佛 26，有名叫無患的辟支佛 27，有

名叫善目的辟支佛 28等。這樣，經中所說的解脫者，大致有這三類 29。那麼，這三類解脫者

有什麼異同呢？首先，就貪、瞋、癡已斷，永離煩惱，生死已盡，不再輪迴的解脫內涵來說，

這三類解脫者是完全一樣的，沒有所謂優劣的差別 30，他們的差別，只在於解脫的學程不同，

以及解脫後教化眾生的能力有所差異而已。依經上說，佛陀與辟支佛，他們都是出生在沒有

佛法流傳的時代，是「無師自悟」而證入解脫的，而阿羅漢是佛陀的弟子，他們都依循著佛

陀的教導，才證入解脫的，這是阿羅漢與佛陀、辟支佛最明顯的差異 31。而佛陀與辟支佛的

差別則是，佛陀有豐富教化眾生的方便能力，能教化廣大的眾生，也願意積極地廣化眾生，

開創佛法廣為流傳的格局，就像釋迦牟尼佛開創了二千多年來，佛法廣傳世間的大格局一樣。

而辟支佛通常在成就解脫後，只是隨緣地生活，隨緣地教化眾生，然後默默地入涅槃，沒有

像佛陀積極地開創佛法教化眾生的格局 32。 

解脫者的情境 

  解脫者的境界如何，本來也只有解脫者才能完全體會，不過，如果一般人也能從側面的、

間接的有一些推想認識與勝解，那麼，對引發人們嚮往之情而發心修學，對把握修學目標的

方向感，將會有所助益。以下，嘗試提出幾點解脫者情境的描繪，讓我們對解脫者有多一些

推想認識的訊息： 

  一、自知自證：解脫者，乃至於初果以上的聖者們，當他們成就時，都是自知自證，了

然於胸的，不必經由佛陀，或者通過其他個人或多人評鑑檢證。例如，佛陀祖國的歸屬國國

王波斯匿，在聽說佛陀自己對人宣告說他已經成佛了的傳聞後，十分懷疑，因為他認為佛陀

比當時的六師外道都年輕，出家的資歷也淺，怎麼可能成佛了呢？於是就當面向佛陀求證，

佛陀即明確地告訴波斯匿王說：「我今實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33，佛陀的成佛，就是自知

自證的。此外，經中描述佛弟子成就「阿羅漢」時，也都是「自知作證」34，說自己「我生

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自己知道自己已經不再有流轉生死的「後有」

愛，生（死）已盡，就是解脫了。其他像佛弟子自己能記說得「須陀洹」35、得「阿那含」
36的情形也一樣。 

  二、不起諸漏，了無牽掛：解脫者斷盡一切貪、瞋、癡、我見、我慢，所以能離一切煩

惱（漏），離一切憂悲、熱惱（熾然），自然也無所求 37，無所牽掛了。所以，憶想佛陀，或

者其他解脫者會嫉惡如仇地伸張正義、憂國憂民，那都只是凡夫自身反射的想像罷了。 

  三、心不苦患：佛陀的生理狀況是不是也超越常人，不會生病，不會受傷？或者生了病、

受了傷也不會有疼痛的感覺？後代的佛弟子，有一部分是持這樣理想的觀點的。然而，從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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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經典的記載來看，卻不是這樣子的，例如，佛陀的腳曾經受過傷，經中確實有「起身苦痛」

的描述，佛陀生理的「身苦痛」和平常人一樣，但是在正念、正智下，「堪忍自安」38，讓生

理引發的痛苦，就只是生理的痛，不會轉移、發展出其他「心苦」，這就和常人大大地不同了。

又如佛陀在晚年時，經常有背痛的疾病，無法久坐為佛弟子說法，所以經常由大目揵連、舍

利弗代轉法輪 39。佛陀年紀大了，生理的機能也和大家一樣，漸漸地衰退了，佛陀就曾經形

容自己的身體像老爺車一樣，要以禪定勤加維修，才可以勉強而行 40，最後也還因病去逝。

在生理上，解脫者和平常人一樣，也難免有生理上的苦，不過，解脫者能做到「身苦（身受）

而心不苦（心受）」41，「心不苦」就充分地表現了解脫者的特殊情境。 

  四、清涼、清淨、真實：印度的天氣偏熱，所以印度人以清涼為舒適，解脫者內心遠離

熱惱、熾然，所以借用清涼來形容其心境。吵雜的環境，是禪修者所不喜歡的，所以用清淨

來形容解脫者的遠離煩惱。虛幻不實在，是人們所不喜歡的，解脫者對生命流轉的苦、集、

滅、道已經完全親身實證，所以也用真實來形容解脫者。清涼、清淨、真實，是早期經典對

解脫者情境的一種描述 42。 

  五、無所怖畏：見法、知法、得法，有「法眼淨」之稱的初果聖者，從體悟法就有「心

得無畏」的勇猛，更何況是佛陀以及解脫的聖者。經中曾經有這樣的記載：有一個下雨打雷

的夜晚，佛陀在摩鳩羅山經行，因為天帝釋也跟隨在佛陀後面經行，佛陀為了讓天帝釋多做

些經行，所以拉長經行時間。童心未泯的侍者尊者那伽波羅，由於久侍不耐，但又礙於自己

是侍者的身分，得遵守佛陀沒休息侍者不能先離開休息的慣例，於是，為了自己能早些休息，

竟然異想天開，扮鬼嚇佛陀，想要讓佛陀因此而早些休息。結果，受到佛陀的斥責，佛陀說

「如來、應、等正覺久離恐怖」43，哪還會受到驚嚇呢！ 

  六、八風不動：八風，指的是「利、衰，毀、譽，稱、譏，苦、樂」44等八種能吹動煩

惱的風。解脫者煩惱永盡，所以說八風不能撼動。45 

  七、出污泥而不染：蓮花出污泥而不染，世間充滿著煩惱雜染，聖潔的解脫者，生活在

這雜染污濁的世間，但卻不為煩惱所污染，就像蓮花的出污泥而不染一樣 46。 

 

註解 

1.「須陀洹，是梵語，譯義為『預流』或『入流』。修行到此，契入了法性流，也就參預了聖

者的流類。」《成佛之道》第二三八頁，印順法師著。 

 「預流（梵 srota- panna ā ，巴 sot panna ā ），音譯為須陀洹。」《佛光大辭典》第一六

八三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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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爾時、世尊告尊者舍利弗：所謂流者，何等為流？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所說流者，謂八

聖道。」《雜阿含第八四三經》 

3.「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有四沙門果，何等為四？謂：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

阿羅漢果。」《雜阿含第一一二八經》 

4.「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於四念處多修習，當得四果、四種福利。云何為四？謂：須陀洹

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雜阿含第六一八經》 

5.「謂：向須陀洹、得須陀洹果、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阿那含、得阿那含、向阿羅漢、

得阿羅漢，如是，四雙八士是名世尊弟子僧。」《雜阿含第五五０經》 

6.「彼眾實有阿羅訶、趣阿羅訶，有阿那含、趣阿那含，有斯陀含、趣斯陀含，有須陀洹、

趣須陀洹，是謂四雙八輩。」《中阿含第一二八經》 

7.「復有八法，謂八人：須陀洹向、須陀洹、斯陀含向、斯陀含、阿那含向、阿那含、阿羅

漢向、阿羅漢。」《長阿含第九經》 

8.「向須陀洹、得須陀洹、向斯陀含、得斯陀含、向阿那含、得阿那含、向阿羅漢、得阿羅

漢，四雙八輩是謂如來賢聖之眾。」《長阿含第二經》 

 「聖眾者，所謂四雙八輩」《增壹阿含三品第三經》 

9.「比丘！於此法如實正慧等見，三結盡斷知，謂身見、戒取、疑。比丘！是名須陀洹果，

不墮惡道，必定正趣三菩提，七有天人往生，然後究竟苦邊。」《雜阿含第六一經》 

10.「云何有身見？謂於五取蘊起我、我所想，由此生忍，樂慧觀見，名有身見。」《法蘊足

論》（大正二六‧四九七上） 

11.「復次，有起戒取；或起禁取；或起戒禁取。謂：此戒、此禁、此戒禁能清淨，能解脫，

能出離，能超苦樂，至超苦樂處，皆是戒禁取。現所起纏，彼從此纏復起餘纏，增上轉增上；

猛利轉猛利；圓滿轉圓滿。前所起纏，說名為愛，後所起纏，轉名為取，是名愛緣取。」《法

蘊足論》（大正二六‧五一二上） 

12.「云何疑蓋？謂於佛、法、僧，及苦、集、滅、道生起疑惑，二分二路，猶豫疑箭，不決

定、不究竟、不審決，非已一趣，非當一趣，非現一趣，總說為疑。如是疑性，覆心、敝心，

乃至裹心、蓋心，故名為蓋。蓋即是疑，故名疑蓋。」《法蘊足論》（大正二六‧四八三上） 

13.「如是，比丘精勤修習，隨順成就，一切結縛、使、煩惱、纏，漸得解脫。」《雜阿含第

二六三經》 

14.「尊者阿難說是法時，闡陀比丘遠塵、離垢，得法眼淨。爾時，闡陀比丘見法、得法、知

法、起法，超越狐疑（按：斷疑），不由於他，於大師教法得無所畏。恭敬合掌白尊者阿難言：

正應如是，如是智慧梵行，善知識教授、教誡說法（按：意即斷戒禁取）。我今從尊者阿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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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如是法，於一切行皆空，皆悉寂，不可得，愛盡、離欲、滅盡、涅槃，心樂正住解脫，不

復轉還（按：不退轉）；不復見我（按：斷身見），唯見正法。」《雜阿含第二六二經》 

15.「斷三結，貪、恚、癡薄，得斯陀含，一往一來，究竟苦邊。」《雜阿含第九六四經》 

16.「如是，我諸聲聞斷五下分結，得阿那含，於彼受生，不還此世。」《雜阿含第一二四八

經》 

17.「何等為阿羅漢果？謂貪、恚、癡永盡，一切煩惱永盡。」《雜阿含第七九七經》 

18.「自知身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時彼尊者亦自知法，心

得解脫，成阿羅漢。」《雜阿含第二六四經》 

19.「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我今於此世作佛、如來、應、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

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雜阿含第三四九經》 

20.摘錄自《佛法概論》第二五六至二五七頁，印順法師著。 

21.「爾時，尊者槃特告弟朱利槃特曰：若不能持戒者，還作白衣。是時，朱利槃特聞此語已，

便詣衹洹精舍門外，立而墮淚。……爾時，世尊手執朱利槃特，詣靜室教使就坐。世尊復教，

使執掃㨹：汝誦此字，為字何等？是時，朱利槃特誦得掃，復忘㨹，若誦得㨹，復忘掃。爾

時，尊者朱利槃特誦此掃㨹，乃經數日。」《增壹阿含二十品第十二經》 

22.引自《雜阿含第九七九經》 

23.「一般說，在家者不能得究竟的阿羅漢。……然北道派 Uttar pathanaā 以為：在家者也可

以成阿羅漢，與出家者平等平等。北道派的見解，是引證經律的。如族姓子耶舍 Ya aś ，居士

鬱低迦 Uttina，婆羅門青年斯特 Setu，都是以在家身而得阿羅漢，可見阿羅漢不限於出家，

應有在家阿羅漢。『論事』（銅鍱部論）引述北道派的見解，而加以責難。『論事』以為：在家

身是可以得阿羅漢的，但阿羅漢沒有在家生活的戀著，所以不可能再過在家的生活。『彌蘭王

問』依此而有所解說，如「在家得阿羅漢果，不出二途：即日出家，或般涅槃」。這是說，得

了阿羅漢果，不可能再過在家的生活，所以不是出家，就是涅槃（死）。這一解說，也是依據

事實的。族姓子耶舍，在家身得到阿羅漢，不願再過在家的生活，當天就從佛出家，這是「即

日出家」說，出於律部。外道須跋陀羅 Subhadra 是佛的最後弟子，聽法就得了阿羅漢，知

道釋尊快要入涅槃，他就先涅槃了，這是般涅槃說，如『遊行經』等說。依原始佛教的經、

律來說，『彌蘭王問』所說，是正確的。北道派與『彌蘭王問』，都是根據事實而說。」《初期

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一八五頁，印順法師著。 

24.「佛告婆蹉：不但一二三，乃至五百優婆塞，乃有眾多優婆塞修諸梵行，於此法律斷五下

分結，得成阿那含，不復還生此。……乃有眾多優婆夷，於此法律斷五下分結，於彼化生，得

阿那含，不復還生此。……乃有眾多優婆塞居家妻子，香華嚴飾，畜養奴婢，於此法律斷三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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貪、恚、癡薄，得斯陀含，一往一來，究竟苦邊。……乃有眾多優婆夷在於居家，畜養男女，

服習五欲，華香嚴飾，於此法律三結盡，得須陀洹，不墮惡趣法，決定正向三菩提，七有天

人往生，究竟苦邊。」《雜阿含第九六四經》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於彼處有比丘經行，於彼處四沙門果中得一一果者，彼比丘盡

其形壽常念彼處。……如是，比丘尼、式叉摩尼、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優婆夷一一四經如上

說。」《雜阿含第一一三０經》 

25.「云何名勝義僧？謂佛、世尊；若諸菩薩摩訶薩眾，其德尊高於一切法得自在者；若獨勝

覺；若阿羅漢；若不還；若一來；若預流，如是七種補特伽羅勝義僧攝。若諸有情帶在家相，

不剃鬚髮，不服袈裟，雖不得受一切出家別解脫戒，一切羯磨布薩、自恣，悉皆遮遣，而有

聖法，得聖果故，勝義僧攝。是名勝義僧。」《大乘大集地藏十輪經》（大正一三‧七四九下） 

26.「佛告波斯匿王：彼摩訶男過去世時，遇多迦羅尸棄辟支佛……」《雜阿含第一二三三經》 

27.「於是，尊者阿那律陀告諸比丘：……我憶昔時在此波羅㮈國為貧窮人……是時，有一辟支

佛，名曰無患依此波羅㮈往……」《中阿含第六六經》 

28.「昔者，過去久遠世時，有辟支佛，名善目。」《增壹阿含三八品第九經》 

29.「如淨眾生，如是，未度彼岸者令度，得阿羅漢；得辟支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亦如

上說。」《雜阿含第六三五經》 

 「爾時，世尊告波斯匿王：……羅漢比丘諸漏已盡，離諸重擔，所作已作，逮得己利，盡諸

有結，正智心善解脫，彼亦歸盡，捨身涅槃。若復緣覺，善調、善寂，盡此身命，終歸涅槃。

諸佛世尊，十力具足、四無所畏、勝師子吼，終亦捨身取般涅槃。」《雜阿含第一二二七經》 

30.「尊者阿難答曰：目揵連！若如來、無所著、等正覺解脫及慧解脫、阿羅訶解脫，此三解

脫，無有差別，亦無勝如。」《中阿含第一四五經》 

31.「佛告比丘：…如來、應、等正覺，未曾聞法能自覺法，通達無上菩提，於未來世開覺聲

聞而為說法.……復能成就諸聲聞，教授教誡；如是說正順欣樂善法，是名如來、羅漢差別。」

《雜阿含第七五經》 

 「……世尊告曰：有辟支佛無師自悟，去諸結使，更不受胎……」《增壹阿含二六品第九經》 

32.「當觀此五盛陰時，諸可集法盡是滅法，觀此法已，然後成辟支佛道。是時，喜益辟支佛

已成道果，便說此偈：我憶地獄苦，畜生五道中，捨之今學道，獨逝而無憂。」《增壹阿含三

八品第七經》 

 「爾時，觀此五陰身已，所謂習(集)法皆是盡(滅)法，即於座上得辟支佛。……是時，辟支

佛說此偈已，飛在虛空而去，在一山中，獨在樹下，於無餘涅槃界而般涅槃。」《增壹阿含五

一品第三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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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世尊！我聞世尊自記說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諸人傳者，得非虛妄過長說耶？……佛

告大王（按：波斯匿王）：……我今實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雜阿含第一二二六經》 

34.「……乃至見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成阿羅漢，

心善解脫。」《雜阿含第二００經》又，其他尚有二十一經也有相同的經文。 

35.「尊者阿難言：善哉長者，汝自記說是須陀洹果。」《雜阿含第一０三一經》 

36.「尊者摩訶迦旃延語長者言：善哉長者，能自記說得阿那含。」《雜阿含第五五四經》 

37.「一切諸憂惱，熾然永已斷，是則到彼岸，涅槃無所求。」《雜阿含第一三一一經》 

38.「爾時、世尊金鎗刺足，未經幾時，起身苦痛；能得捨心，正智、正念，堪忍自安，無退

減想。」 《雜阿含第一二八九經》 

39.「爾時，世尊知釋氏去已，告大目揵連：汝當為諸比丘說法，我今背疾，當自消息。」《雜

阿含第一一七六經》 

 「彼時，世尊告曰：舍利子！汝為諸比丘說法如法，我患背痛，今欲小息。」《中阿含第八

八經》 

40.「佛告阿難……吾已老矣，年且八十，譬如故車，方便修治，得有所至，吾身亦然，以方

便力得少留壽，自力精進，忍此苦痛，不念一切想，入無想定時，我身安隱無有惱患。」《長

阿含第二經》 

41.「多聞聖弟子，身觸生苦受，大苦逼迫，乃至奪命，不起憂悲稱怨，啼哭號呼，心亂發狂。

當於爾時，唯生一受，所謂身受，不生心受。譬如士夫被一毒箭，不被第二毒箭。」《雜阿含

第四七０經》 

42.「我說彼識不至東、西、南、北，四維、上、下，無所至趣，唯見法，欲入涅槃、寂滅、

清涼、清淨、真實。」《雜阿含第三九經》 

43.「時，世尊告那伽波羅比丘：汝那伽波羅愚癡人，以摩鳩羅鬼神像恐怖佛耶？不能動如來、

應、等正覺一毛髮也，如來、應、等正覺久離恐怖。」《雜阿含第一三二０經》 

44.「有世八法，隨世迴轉。云何為八？一者利，二者衰，三者毀，四者譽，五者稱，六者譏，

七者苦，八者樂。」《增壹阿含四三品第八經》 

45.「如來出現世間，又於世界成佛道，然不著世間八法，猶與周旋，猶如淤泥出生蓮華，極

為鮮潔，不著塵水，諸天所愛敬，見者心歡。」《增壹阿含四三品第九經》 

46.「猶如青蓮花，紅、赤、白蓮花，水生水長，出水上，不著水。如是，如來世間生、世間

長，出世間行，不著世間法。」《中阿含第九二經》，《雜阿含第一０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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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大乘菩薩行 

  第一節 菩薩行與大乘佛教的開展 

佛與阿羅漢的差異 

  釋迦牟尼佛是解脫者，但從佛教早期流傳下來的經典記載來看，在佛、辟支佛、阿羅漢

三類解脫者中，雖然，佛陀也說「如來、應、等正覺者得三菩提」1，但就只有佛陀被稱為得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義譯為「無上正等正覺」，或簡稱為「等正覺」、「遍正覺」）。然而，

佛陀在教導佛弟子時，卻都只教導他們成就「三菩提（正覺）」2，而佛弟子們也沒自稱得「無

上正等正覺」或「緣覺」（辟支佛）的。佛弟子修學佛法的目標與最後的成就，都是說成就「三

菩提」與阿羅漢果，從來沒有哪位解脫的佛弟子，被稱為得「無上正等正覺」，也就是成就「佛

果」的，即使是神通第一的目揵連，智慧第一的舍利弗也一樣。這一點，在早期經典中，有

著非常明確的區隔，不曾混淆。為什麼釋迦牟尼佛陀只教導弟子成阿羅漢，而不是和他一樣

的成佛？這或可從解脫的角度，解讀為佛與阿羅漢是一樣的，也可能「佛」是「無師自悟」

的，發願成佛也是「無師自悟」的（自發的），不是被教導或勸發來的 3。 

  不論怎麼解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的釋迦牟尼佛，與得「三菩提」的佛聖弟子

阿羅漢，是有那麼一些不同的。別的不說，就從方便具足，能應機逗教利益眾生，對眾生的

攝受力來說，個別的佛弟子阿羅漢間，就存在著很大的差異，例如，尊者周梨槃陀不會說法

攝眾 4，而尊者目揵連與舍利弗卻常代佛轉法輪，深得僧團成員的尊重與愛戴，但是，他們兩

位尊者在這方面，終究不能與佛陀的能力與成就等同並論。佛陀與阿羅漢的不同，在佛陀未

入滅以前，可能是因為佛弟子可以實際而又親切的見佛、聞法，所以似乎沒有引起太多的關

注與探索。佛陀入滅以後，人們對佛陀的崇敬，一天天的增強，這可以從佛弟子對佛陀的遺

物、舍利（遺骨）、遊化遺跡、佛陀傳記，包括佛陀前世事蹟的日漸重視而有豐富的內容一直

流傳出來，而得到印證。在崇敬景仰中，早期所傳人間佛陀的模樣，漸漸地在人們的記憶中

褪色，代之而起的是佛陀無所不能、無所不在的完美理想模樣。於是，阿羅漢佛弟子與佛陀

的差異，在佛弟子對佛陀的崇敬景仰中放大了，人們愈來愈覺得阿羅漢是遠不及佛陀的。 

菩薩行的開展 

  為什麼悉達多太子能成就「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稱為佛，但是佛弟子只能成就「三

菩提」而稱為阿羅漢？這樣的疑問，在佛入滅以後，逐漸地受到佛弟子的關注與重視，並且

在佛陀過去生修學的傳說事蹟中，得到合理的解答。原來，佛陀是在久遠的過去生時，就曾

經深切而堅定的發願成佛，從此，在每一生中精進修學利益眾生的布施、慈悲、忍辱、持戒，

以及堅固止息煩惱慧力的禪定、般若等，累積了圓滿的功德與深厚的慧力，終於能在因緣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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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時，於沒有佛法流傳的時代，從過去累積的深厚慧力出發而無師自悟，直觀逆、順十二緣

起而證入解脫；由累世功德的圓滿而得以廣攝眾生，將佛法深植人間，而利益無數無量的眾

生。於是，效法佛陀在過去生中的修學模式，以成佛而不只是傳統上的解脫涅槃為修學目標，

以利益眾生的慈悲更勝於自利的修學模式，被開發出來，並且逐漸地發展成熟了，終於在西

元前五十年前後，躍居為印度佛教界的主流思潮，而自稱為「菩薩」、「大乘」，以別於傳統的

佛教。 

  「菩薩」為「菩提薩埵」的簡稱，義譯為「覺有情」，或者說是「勇猛勤求無上菩提的有

情」5，所以，凡是以成佛為志向的修學者，都可以稱為菩薩。而菩薩的所修所學，就是菩薩

行了。菩薩行的內容又是怎樣發展出來的呢？主要是從釋迦牟尼佛過去生未成佛時的傳說事

蹟中，整理歸納出來的，因為釋迦牟尼佛過去生發願成佛以來的修學，就是菩薩模樣的最佳

典範。「大乘」，音譯為「摩訶衍那」或「摩訶衍」，原意是指大而可以容納眾多乘客的交通工

具，引申為成佛以廣度眾生的修學，亦即為求成佛道的法門 6。「大乘」與「菩薩」思想是密

不可分的，可以說，菩薩行的思想，推動了大乘佛教的形成。 

重慈悲的六波羅蜜 

  從釋迦牟尼佛過去生的傳說事蹟中，整理歸納出來的菩薩行，是多方面的，其中，以重

慈悲的「六波羅蜜」，重信仰的「念佛、迴向、懺悔」，重深觀智慧的「般若」，對後來大乘佛

教修學的發展，有顯著影響。「波羅蜜」的義譯為「度」，意思是「到彼岸」。「到彼岸」本來

是指生死解脫的意思，但在這裡更有強調「圓滿地」到彼岸──成佛的含意。「波羅蜜」的內

容，是從釋迦牟尼佛「本生」（過去生）的種種傳說事蹟中，整理歸納出來的，起初各部派間

的流傳並不一致，後來以「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禪定、般若」等六項，獲得多數佛弟

子的認同，而取得主流地位，稱為「六波羅蜜」。這六項內容，以利益眾生的慈悲精神貫穿，

形成一個相互關連的整體性修學。 

  這六項內容，大約可以分成兩類：布施、持戒、忍辱是直接有利於眾生（利他）的福德

類，禪定、般若是止息自己煩惱，以為利益眾生基礎的自利類，而精進的性質則通於二類。

除了布施以外，其他五項與傳統八正道的戒、定、慧修學內容相近，主要的差別，只在於「六

波羅蜜」特別講求每一項都要以利益眾生為優先考量。而布施的內容，可以包括「財施、無

畏施、法施」三大類。「財施」是以物質（衣食、錢財等）、體力、心力，乃至於奉獻身體，

犧牲性命，不求回報地幫助他人。「無畏施」是以柔軟心待人，從消極地不傷害眾生，到積極

不求回報地為人消除恐懼都是。「法施」則是不求回報地引領他人瞭解佛法、接受佛法、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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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使他人能夠獲得煩惱的止息。雖然有這三大類，但一般所說的「布施」，大約都有偏重

於「財施」的傾向 7。在佛陀時代，「布施」常見於佛陀對在家人的教導 8，這是被定位為「端

正法」的內容之一，是修學緣起、四聖諦、八正道等「正法要」的前方便 9。為什麼多對在家

居士教導布施而不是出家佛弟子？因為傳統的出家修學型態，是以捨財物、乞食為生，所以

不太可能有「財施」，而「無畏施」與「法施」，都已經含在出家的守戒、忍辱與說法上了。

傳說中的佛陀過去生修行事蹟，是不限於出家身分的，所以布施（財施），也成為菩薩行所重

視的重要德行。 

重信仰的念佛、迴向與懺悔 

  念佛、迴向與懺悔，是適應重信仰的「信行人」開展出來的大乘法門。這類法門，與「現

在十方同時都有佛」的思想，有密切關連。現在十方同時都有佛的思想，與傳統上的過去有

六佛 10，現在有釋迦牟尼佛，未來有彌勒佛 11的傳說，即「世無二佛」12的思想不同，這可

以說是人們在釋迦牟尼佛入滅以後，對佛陀崇敬與仰仗需求日增下的新開展。念佛，在早期

所傳的經典教說中，是「六念」（念佛、法、僧、施、戒、天）的內容之一，主要的教說對象，

是在家居士，這是藉由念佛陀十號，憶念觀想佛陀（釋迦牟尼佛）的圓滿功德，而達到從仰

慕而效法 13，從仰仗而安定內心 14，遠離恐懼的效果。「現在十方同時都有佛」的思想開展出

來以後，念佛法門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所念的佛，是十方諸佛，所念的內容，除了念佛功德

的「實相念佛」以外，還有結合了佛像出現的「觀相念佛」，以及往生淨土，一心不亂的「稱

名念佛」，將念佛法門一直領向通俗、易行（非易達）15的方向發展，成為接引人們進入佛法

修學的通俗方便法門 16。 

  迴向，就是將自己所行的功德，轉而布施 17給別人或眾生，使眾生同享其果。所以，基

本上這仍是慈悲與布施精神的實踐。懺悔，原來是指做錯事（主要是犯戒）後的悔過，以恢

復內心的清淨，避免悔恨不安，導致干擾修學的方法。出家眾對重大犯戒的懺悔，傳統上是

在僧團每半月的「布薩」（說戒、懺悔、議事的聚會），以及每年結夏安居結束的「自恣日」18，

在公開集會的大眾中進行的 19，但也有犯戒情節輕微者，可以向一位清淨比丘，私下進行懺

悔的，而情節更輕微者，則可以在自己內心懺悔。在家眾的懺悔，目的上與出家眾的懺悔是

一樣的，都是在恢復內心的清淨，避免成為修學的障礙，但是，由於在家眾沒有團體組織，

懺悔的方式可能是直接向受傷害的當事者懺悔，或者，也可能是向佛陀、比丘、受教師懺悔，

當然情節輕微者也可以只在自己心中懺悔。釋迦牟尼佛入滅以後，在「現在十方同時都有佛」

思想的影響下，懺悔的方式，便逐漸地轉而為以在佛前懺悔為主 20，懺悔的內容，也從明確

的犯戒事實，轉而為以抽象的過去生業障為主，這是早期佛教所沒有的新適應與新開展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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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生的業障，能不能經由在佛前的懺悔而消除？如果依據早期經典的教說，故意的行

為後所形成的業，日後「必受其報」22，但是，如果在受報之前，有足夠的因緣「修身、修

戒、修心、修慧」，那麼所受的惡報，是可以減輕的，就像一兩鹽以整條恆河的水來稀釋一

樣 23。所以，業障是可以經由「修身、修戒、修心、修慧」的成就來改變的，但不會因此而

完全解除（消失）。例如，佛陀時代的摩竭陀國阿闍世王，為了奪取王位，而犯了殺父的五逆

重罪，雖然他能衷心地懺悔，也有機會聞法、見法，但是，這樣的業障還是讓他無法成就果

位，仍然不能免除往生地獄的惡報，只不過在聞法、見法的善業稀釋下，「重罪輕受」，不會

在地獄受苦太久罷了 24。 

重深觀的般若 

  在大乘菩薩行的開展中，另有一類從阿蘭若行比丘發展出來的，是重深觀與體悟的般若

法門。般若法門以「空義」的闡揚為其主要特色，否定部派以來，日漸流行的「自性」思想，

主張一切皆無自性，不住於一切，離一切妄執。這樣的思想，與早期經教中的緣起、三法印

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只是在宣揚空義的同時，也重視菩薩的悲願，將布施、持戒等其他六

波羅蜜的內容，融入般若波羅蜜，以般若來統一 25。 

大乘菩薩行的特色 

  重慈悲的六波羅蜜法門，重信願的念佛、迴向、懺悔法門，以及重緣起空慧的般若深觀，

是大乘菩薩行起源與開展的三個大方向，連同發願成佛，構成了修菩薩行的三個主要特色與

條件：發菩提願，行大悲行，成就性空慧，這就是經中所說的「一切智智相應作意，大悲為

首用，無所得而為方便」26。「一切智智」指的是佛的成就，而「相應作意」就是讓自己的意

向，隨時與佛陀的成就相呼應，即是向佛陀學習，引申為發願成佛，也就是發「菩提願」。「大

悲為首用」就是選擇慈悲為行為的最高指導原則，慈悲是「與樂」、「拔苦」，對象是他人，所

以大悲就是以利他為先，從利他中，體證緣起性空，以緣起性空都無自性可得的智慧（方便），

去除我見，以及實有、常有、自有的自性見，消除煩惱，淨化自我，成就性空慧而完成生死

解脫、圓成佛道的自利。 

大乘三系的思想 

  主張一切皆空的空義思想，在西元三世紀以後，受到龍樹菩薩的闡揚，往後形成一個學

系，中國古德稱為「破相宗」27，近代太虛法師稱為「法性空慧宗」28，印順法師稱為「性空

唯名系」29。西元四世紀以後，有無著菩薩，在大乘的思想基礎上，受「說一切有部」、「經

部譬喻師」、「正量部」等一些思想的影響 30，不同意「一切無自性空」的主張，認為空所顯



-154- 學佛的基本認識 

性的「真實的離言自性」，是不可以說是沒有的 31，以雜染的「阿賴耶識」為所依，闡揚「三

界唯心」、「萬法唯識」的思想，形成另一個學系，古德稱之為「法相宗」，近代太虛法師稱為

「法相唯識宗」，印順法師稱為「虛妄唯識系」。與這個思想發展略為同時，適應西元三世紀

以來，印度梵文學蓬勃復興的如來藏思想興起，主張眾生本具清淨如來佛德的佛性（佛自性），

以經典的形式流傳，在印度，雖然沒有明確弘傳者的記載，但無疑地，有廣大的流傳與深遠

的影響，是大乘思想的第三個體系，古德稱之為「法性宗」，近代太虛法師稱為「法界圓覺宗」，

印順法師稱為「真常唯心系」。這一系思想，起先是主張依於清淨真實的如來藏，與主張以雜

染的阿賴耶為所依的唯識思想，本來是對立的，但在相奪相容中，有了折衷與貫通，原來具

有雜染特性的阿賴耶識，就成了清淨的佛性，而如來藏也成了「如來藏心」的唯心說了 32。 

  這三類思想，在印度佛教界都有長遠的發展與影響，尤其是第三類的佛性本具思想，主

導著中國唐代以後（不包括唐代）的中國佛教，以及西藏佛教（雖然當代主流之西藏佛教常

自稱是「中觀應成派」思想，實際上是兩者雜陳，且以佛性本具思想為主），成為這兩地佛教

的思想主流。如果從緣起的普遍性，以及緣起「此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的內容來看，一

切的存在，都是緣起的存在，既是緣起的存在，就不能含有任何「自有、常有、獨有」性質

的自性存在 33，也難以成立眾生「本來就具足」的「清淨真實」佛性，連「三界唯心」、「萬

法唯識」的唯心思想，都與「此有故彼有」的緣起思想不相順，因為心、意、識，是不能不

依於色、受、想、行等其他四蘊，才能生長、增廣 34、作用，只能說，心、意、識在身心作

用中，具有主導 35而不是主宰的地位。雖然如此，佛性本具的思想，有著通俗易懂，可以建

立學佛信心的優點，是引領人們生起善心的「生善悉檀」一類，深受人們的歡迎，至今仍然

是佛教界中思想的大流。從鼓勵人們趣向佛道來說，自有其階段性的正向功能。但從佛法的

整體與精髓來看，則應當在階段性功能達成後，能再繼續往緣起無我的「第一義悉檀」邁進

才是。 

 

註解 

1.「如來、應、等正覺者，先未聞法，能自覺知，現法身知，得三菩提，於未來世能說正法，

覺諸聲聞……」《雜阿含第六八四經》 

2.「比丘！是名須陀洹果，不墮惡道，必定正趣三菩提……」《雜阿含第六一經》等。 

3.釋迦牟尼佛的前生，為超術梵志時，初到鉢摩大國，聽聞定光如來也在該國，便想以五百

兩金買花獻給定光如來，而對擁有五朵花的梵志女說：「願我後生當如定光如來、至真、等正

覺，禁戒、功德亦當如是。」他的發願成佛就是自發性的。之後得定光如來授記：「汝將來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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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作釋迦文佛、如來、至真、等正覺。」詳見《增壹阿含 20 品 3 經》。 

4.『佛經說：周利槃陀伽根性暗鈍，教他讀經，他記得前一句，即忘掉後一句。但佛陀是慈

悲的，始終慢慢教他，誘發他學習，他在佛陀的慈悲教授策勵下，終於證得了阿羅漢果。雖

證聖果，但不會說法，請他開示，他祗會說：「人生無常，是苦」，此外只有現神通了。他的

話錯嗎？當然不錯，但他缺乏知識，故證悟了也不會說法。佛弟子中的舍利弗就不同了，他

未出家前，即通達吠陀經典；出家證悟真理後，他為眾說法，在一個義理上，能滔滔不絕地

講七天七夜，還沒有講完。』《佛在人間》第二八五至二八六頁，印順法師著。 

5.「菩（提）薩（埵）的意義，『初期大乘佛教之研究』，引述 Har Danal 所著書所說── 菩薩

的七種意義；及西藏所傳，菩薩為勇於求菩提的人。今依佛教所傳來說：薩埵 sattPa 是佛教

的熟悉用語，譯義為「有情」──有情識或有情愛的生命。菩薩是求（無上）菩提的有情，這

是多數學者所同意的。」《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一三０頁，印順法師著。 

6.摘引自《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第六六五頁、《佛光大辭典》第八０八頁。 

7.「佛告摩訶男：優婆塞捨具足者，為慳垢所纏者，心離慳垢，住於非家，修解脫施、勤施、

常施，樂捨財物，平等布施。」《雜阿含第九二七經》 

8.「佛告婆羅門：在家之人有四法，能令後世安、後世樂。何等為四？謂信具足、戒具足、

施具足、慧具足。……云何施具足？謂：善男子離慳垢心，在於居家行解脫施，常自手與，樂

修行捨，等心行施，是名善男子施具足。……」《雜阿含第九一經》 

9.「於是，世尊為優婆離居士說法……如諸佛法，先說端正法，聞者歡悅，謂：說施、說戒、

說生天法，毀咨欲為災患，生死為穢，稱歎無欲為妙，道品白淨。世尊為彼說如是法已，佛

知彼有歡喜心、具足心、柔軟心、堪耐心、昇上心、一向心、無疑心、無蓋心，有能有力堪

受正法，謂：如諸佛所說正要，世尊便為彼說苦、習、滅、道。」《中阿含第一三三經》，另

《中阿含第六二經》、《中阿含第三八經》、《中阿含第二八經》亦同。 

10.「爾時，世尊告諸比丘：昔者毘婆尸佛未成正覺時，……如毘娑尸佛，如是，尸棄佛、毘

濕波浮佛、迦羅迦孫提佛、迦那迦牟尼佛、迦葉佛亦如是說。」《雜阿含第三六九經》 

11.「佛告諸比丘：未來久遠，人壽八萬歲時，當有佛名彌勒如來、無所著、等正覺、明行成

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眾祐。……」《中阿含第六六經》 

12.「世尊答曰：……阿難！若世中有二如來者，終無是處；若世中有一如來者，必有是處。」

《中阿含第一八一經》 

13.「佛告摩訶男：若比丘在於學地，求所未得，上昇進道，安隱涅槃，彼於爾時當修六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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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進得涅槃。……何等六念？謂：聖弟子念如來事，如來、應、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

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聖弟子如是念時，不起貪欲纏，不起瞋恚、愚

癡心，其心正直，得如來義，得如來正法，於如來正法、於如來所得隨喜心；隨喜心已歡悅；

歡悅已身猗息；身猗息已覺受樂；覺受樂已其心定；心定已彼聖弟子於兇嶮眾生中，無諸罣

閡，入法流水，乃至涅槃。」《雜阿含第九三一經》 

14.「世尊！我今四體支解，四方易韻，先所受法今悉迷忘，我聞世尊人間遊行，我何時當復

更見世尊及諸知識比丘？佛告釋氏難提：若見如來、若不見；若見知識比丘、若不見，汝當

隨時修於六念。」《雜阿含第八五八經》。另，《雜阿含第八五九經》、《雜阿含第八六０經》也

類似。 

15.「難行即苦行，易行即樂行，論意極為分明；與成佛的遲速無關。」《淨土與禪》第六九

頁，印順法師著。 

16.「大乘新起的異方便，據經上說：即是修塔廟、供莊嚴具、禮佛、念佛、讚佛等。」《佛

在人間》第六九頁，印順法師著。 

 「說到易行道，就是『念十方諸佛，稱其名號』，『更有阿彌陀等諸佛，亦應恭敬禮拜稱其

名號』。『憶念禮拜，以偈稱讚』。」《淨土與禪》第六九頁，印順法師著。 

17.『「布施」就是「持好心施與」，為迴向（pari maṇā ）的古譯。』《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

開展》第五七五頁，印順法師著。 

18.「印度僧團生活中之一固定儀式。指每年雨期夏安居末日，大眾就見、聞、疑三事，相互

指謫罪過，懺悔修福。」《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第二一六八四頁下 

 「自恣是自己請求別人，盡量舉發自己的過失，這才能依法懺悔，得到清淨。」《初期大乘

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一九二頁，印順法師著。 

19.「自原始佛教以來，即甚為重視修行者之懺悔。除隨時懺悔外，另有定期舉行懺悔之儀式，

此即每半月所舉行之布薩，以及一年一次安居之後所舉行的自恣。」《中華佛教百科全書》第

五九０四頁下 

20.「出家眾的懺悔，一向在僧伽中推行。在家弟子應怎樣懺悔呢？在家弟子受八關齋戒的，

依『增壹阿含經』，是在四部眾中，由教授師教他懺悔。……在一般「四部眾」中舉行，對某

些人是不能滿足的（特別是不滿僧制的）。在業力極重，可以懺悔而需要懺悔的要求下，十方

諸佛現在的信仰，使懺悔開展出新的方式。」《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五七三頁，印

順法師著。 

 「受八關齋的，或男或女，在四眾或比丘前說罪，怕也是不適宜的。『四輩經』說：「朝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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燒香然燈，稽首三尊，悔過十方，恭敬四輩」。個人向佛（塔、佛像）懺悔，可能是從在家受

戒者的懺悔而發展起來的。」《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二二二頁，印順法師著。 

21.「……所以懺悔無始以來的業障（後來演變為懺悔無始以來的「三障」──煩惱障、業障、

報障）法門，是原始佛法所沒有的。而大乘的懺悔法，卻是懺悔無始以來的一切惡業。」《初

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五七三頁，印順法師著。 

22.「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有故作業，我說彼必受其報，或現世受，或後世受。若不故作

業，我說此不必受報。」《中阿含第一五經》 

23.「爾時，世尊告諸比丘：隨人所作業，則受其報。……云何有人作不善業，必受苦果地獄

之報？謂：有一人不修身、不修戒、不修心、不修慧，壽命甚短，……云何有人作不善業，必

受苦果現法之報？謂：有一人修身、修戒、修心、修慧，壽命極長，……」《中阿含第一一經》 

24.『依「佛法」說：懺悔，不是將業消滅了，而是削弱業的作用，使惡業不致於障礙道的進

修。如五逆稱為「業障」，那是怎麼樣修行，也決定不能證果的。『沙門果經』說：「若阿闍世

王不殺父者，（聽了佛的說法），即當於此坐上得法眼淨（證得初果），而阿闍世王今自悔過，

（只能）罪咎損減，已拔重咎」。『增壹阿含經』及『律藏』，都說阿闍世王得「無根信」，或

「不壞信」。逆罪因懺悔而減輕了，但還是不能證果。『阿闍世王經』說：阿闍世王聽法以後，

得「信忍」，或作「順忍」，與「無根信」、「不壞信」相當。闍王雖有所悟入，還是要墮賓頭

地獄，不過不受苦，能很快的生天。『阿闍世王經』所說，罪性本空而因果不失，悔悟也只能

輕（重罪輕受）些，與原始佛法，還沒有太多的差別。『阿闍世王經』又說：有殺母的罪人，

因文殊的誘導，見佛聞法而證得阿羅漢果。這是與「佛法」相違，與阿闍世王悔罪說相違，

可能是遲一些而附入的部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九七七頁，印順法師著。 

25.『般若──慧能攝持一切功德，是佛法的根本立場，所以「原始般若」的專提般若波羅蜜，

不是說菩薩不需要修學布施等，而只是以般若波羅蜜為先要。這樣，「下品般若」提到了布施

等六波羅蜜，末了說：「行般若波羅蜜時，則具足諸波羅蜜」。到「中品般若」，更到處說六波

羅蜜，說六波羅蜜的互相具足了。』《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六五三頁，印順法師著。 

26.「佛告善現：諸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以一切智智相應作意，大悲為首用，無所得而為方

便，安立無量、無數、無邊諸有情類，令住布施乃至無上正等菩提。如是，菩薩雖有所為而

無其實，何以故？諸法性相皆如幻故。」《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大正七‧七０中） 

27.「然大乘教總有三宗，謂：法相、破相，二皆漸教之始，即戒賢、智光二論師，各依一經

立三時教，互相破斥。而傳習者，皆認法性之經，成立自宗之義，法性通於頓漸。」《圓覺經



-158- 學佛的基本認識 

略疏》（唐朝宗密著，大正三九‧五二五下） 

28.「大乘宗者，略說三類：一、法空觀慧宗，……此宗重破小乘法執，故以法空觀慧為宗也。

二、法相唯識宗，……此宗所明者，謂諸識所緣，唯識所現；所緣即一切法相，此諸法相是識

變故，故法相唯識也。三、真如淨德宗，……此宗所明者，乃法空觀慧所生所顯，法相唯識所

明所證之體也。攝有為無為一切無漏清淨法，或稱之為如來藏、法界藏等，此宗特彰果德，

即華嚴、真言諸宗是也。」《太虛大師全書》〈第六編 法相唯識學〉第四六三至四六四頁 

 「然大乘法廣，應分攝三宗以除偏執，這在民十二年我作佛法總抉擇談已經說到。不過當

時所說的名詞，稍有出入，今再作確定的說明於後：一、法性空慧宗……二、法相唯識宗……

三、法界圓覺宗……。」《太虛大師全書》〈第一編 我怎樣判攝一切佛法〉第五二三至五二五

頁。 

29.「大乘三系，即性空唯名論，虛妄唯識論，真常唯心論，創說於民國三十年。」《無諍之

辯》第一二六頁，印順法師著。 

30.參考《中觀論頌講記》〈觀業品〉，印順法師著。 

31.參考《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二五二至二五三頁，印順法師著。 

32.『興起於南印度的，真實常住的如來藏為依說；起於北方的，虛妄無常的阿賴耶識為依說：

二者是恰好對立的。傳入中印度（北方人稱之為「東方」），因接觸而有了折衷與貫通。如來

藏，本來不一定說是「心」的，後來也就名為「如來藏心」。……這是如來藏系的瑜伽行者，

融攝阿賴耶識系的法義，成立自宗──真常為依止的唯心論。……總之，『楞伽』與『密嚴經』，

是在如來藏我的基石上，融攝了瑜伽學──阿賴耶識為依止的唯識學，充實了內容，成為「真

常（為依止的）唯心論」。』《印度佛教思想史》第二九四至三０八頁，印順法師著。 

33.「本頌明白指出自性的定義，是自有、常有、獨有。我們的一切認識中，無不有此自性見。

存在者是自有的；此存在者表現於時空的關係中，是常有、獨有的。凡是緣起的存在者，不

離這存在、時間、空間的性質；顛倒的自性見，也必然在這三點上起執。所以佛說緣起，摧

邪顯正，一了百了。」《中觀論頌講記》第二五三頁，印順法師著。 

34.「於色中識住，攀緣色，喜貪、潤澤、生長、增廣；於受、想、行中識住，攀緣受、想、

行，貪喜、潤澤、生長、增廣。」《雜阿含第三九經》 

35.『精神與物質，不但有互相依存的關係，而且是以精神為主導的。一般都說佛法是唯心論，

「三界唯心」，「萬法唯識」成為大家的口頭禪了。如依佛法的義學說，無論大乘或小乘，不

一定說唯心或唯識的。如約一切法依心的轉變而轉變，無論是直接的，間接的，顯著的，隱

微的，這種由心論，卻是大小學派所公認的。』《學佛三要》第四七至四八頁，印順法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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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大乘菩薩行 

  第二節 偉大的菩薩行 

大乘是佛法 

  大乘菩薩行的開展，從經典與法門傳出的時間上來研判，應當是在佛滅三、四百年後才

逐漸興起的，再加以大乘菩薩行的某些思想與主張，並不見於傳統第一次與第二次結集出來

的經、律之中，可以說是後起而新興的，如此一來，不僅在大乘初興的時代，即使在今日，

都還不免有「大乘非佛說」的質疑。到底「大乘」成佛的思想，是不是佛陀時代的教說？如

果從歷史文獻來看，傾向於否定答案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最起碼可以確定的是：「大乘」不

是佛陀時代的主流思想。「大乘非佛說」的質疑，不論是在過去或近代，所真正關切的重點，

恐怕不是在佛說的與否，而是在否定「大乘是佛法」，因為在傳統上，各部派共傳第一次與第

二次結集傳出的經、律當中，就有一部分是佛弟子間相互討論與教授的內容，可見得傳統上，

不是只有佛陀的教說，才會被接受為佛法的，即使是佛弟子所說，如果合於「四大教法」（即

「四大廣說」、「四大廣演」、「四大處」，後來無著菩薩將之歸納成「佛語有三相」的），合於

「三法印」，而能引導人們趣向解脫的，也都被接受為佛法，而收錄在教界共同審定的經、律

之中。那麼，大乘菩薩行是不是佛法呢？我們當然也應以這樣的標準，從菩薩行的實質內容

來檢證，而不是在是否為佛陀親口所說上面計較。 

般若慧與三法印 

  在前節中說到，大乘菩薩行的特色是：「一切智智相應作意，大悲為首用，無所得而為方

便」，也就是說，「信願、慈悲、般若」是大乘菩薩行的三大行要，所以，首先讓我們從「般

若」這個大乘行要來看。「般若」為梵文 prajvā的音譯，意思是指智慧，但在大乘佛法中，

所要表達的，是重於通達「諸法實相」的智慧，而不只是一般世間的智慧而已 1。什麼是「諸

法實相」？即是指「法性」、「實際」2，也就是佛陀所證悟的涅槃。如果進一步從思想萌芽與

發展的時間來看，大乘「般若」一辭的深義，應該是與當時所出現一系列《般若經》3思想，

有密切關連的。《般若經》的思想，以主張「一切法皆空」為大流，以「法空性為涅槃的異名」
4。所以，如果以初期大乘時期的主流思想來理解，「諸法實相」就是指「一切法皆空」所通

達體證，「一切法皆空」就是般若慧，也是大乘佛法所注重的「一實相印」、「一法印」5。 

  大乘般若一切法皆空的「一法印」，與聲聞傳統的「三法印」有衝突嗎？「一法印」與「三

法印」有什麼關連呢？從「空」義思想的發展來看，展現傳統聲聞佛教思想的《阿含經》，多

說「緣起」、「無常、苦」、「無我、無我所」，而以「無我、無我所」為「空」6，也以離愛、

欲、染著的修行方法 7，以及所達到的解脫境界為「空」8。另外，在《雜阿含經》中，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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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看到將緣起的展現，稱為空的，例如，稱出世法為「空相應緣起隨順法」9，而以《大空

經》10與《第一義空經》11為名的經文內容，實際上也都在說明緣起法。初期大乘「般若經」

的空義思想發展，並沒有離開緣起、無我思想，不過確有偏重於用來表示涅槃實相的傾向 12，

其內容從「七空」發展到「二十空」，而以「本性空、畢竟空、自性空、自相空，應用得最為

廣泛」13。這些空義，都在表示超越時間、空間；常、斷的涅槃實相。繼《般若經》思想發

展的龍樹菩薩《中論》思想，提出「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14的主張，有重新重視現實世

俗諦修學的傾向，所以多說「無自性空」。「無自性」的含意，依《中論》〈觀有無品〉前二頌，

可以歸納為「非自有、非獨一、非常住」的意思 15，這樣的內涵，正是《阿含經》以來所常

說到的「非我」16。所以，不論是《般若經》中常見的「自性空」，還是《中論》裡所主張的

《無自性空》，其實都是緣起法的不同偏重詮釋，和《阿含經》中常說的「非我、非我所」，

乃至於傳統「三法印」的「無常、無我、涅槃」，都可以說是緣起法的面面觀，差別只在於說

明的偏重不同而已。所以，大乘的「一實相印」，與聲聞的「三法印」，實在可以經由緣起、

無我來貫穿與統一，兩者間密切相關，並沒有衝突。 

慈悲與厭 

  慈悲是大乘佛法的另一項特色，論中說，「菩提心唯從大悲生，不從餘善生」17，就充分

地表達了菩薩（菩提心）以大悲為本的精神。慈悲心是大乘佛法中特有的嗎？傳統的聲聞佛

法中，有沒有談到慈悲心呢？在《阿含經》中，也記錄了佛陀有「慈、悲、喜、捨」四無量

心修行方法的教導 18，但這類教導大多被歸類（定位）為禪定的修習法門 19，也有以此為對

治瞋心的修習法門的 20。慈悲，原來是婆羅門教的一項傳統教義，是大梵天的德行特色，所

以，修習以慈悲為軸心的四無量心，是見梵天，生於梵天天界的修行方法 21。這樣的假想觀

世間禪定法，佛陀將之作了提升，使之相應於「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的離欲（離

我），而進入七覺支的修學體系之中，成為解脫道的一環 22。佛陀將四無量心作這樣的提升，

推測可能是用來接引一般習慣於婆羅門教教義的群眾 23。然而，從整體《阿含經》的內容來

看，以慈悲心為主體的四無量心修習法門，並不是佛陀時代主流的思想與修學次第，反而是

以觀無常引生厭 33，由厭而離欲（離我、我所），然後進入解脫；亦即「生厭、離欲、滅盡」

的修學方法為主流 24。 

  以厭之修學為主流的傳統聲聞，和重於慈悲修學的後起大乘法門，有衝突嗎？表面上來

看，確實有所不同，而且也好像格格不入，其實，這是修學下手處的不同，而不是核心修學

的不同。前面論及「緣起、無我」是貫穿了大乘的「一實相印」與傳統聲聞的「三法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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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處聲聞的觀無常而生厭，中程目標是為了離欲，而終極目標則是解脫（滅盡為解脫的異

名）25，所以「生厭」是進入「離欲」的一個修學方法，徹底的離欲是離愛染，而愛欲、愛

染是我見、我執的展現，只有離我見我執，才有可能徹底地離愛欲、愛染，然後進一步斷盡

我慢（深徹細微的我執）而得解脫 26。大乘慈悲心的修學，淺的和一般世俗「悲天憫人」沒

有兩樣，深徹究竟的，從對治瞋心進入，然後成就相應於無我、無我所的「無緣大慈、同體

大悲」。從修慈悲心、慈悲行而能離我、我所，就突破解脫的重要關鍵了 27，這和由生厭，斷

一切欲愛而達無我、無我所，可說是殊途同歸的。 

  修慈悲心到了「無量」成就，就可以和無我、無我所的空慧相應嗎？從前尊者那伽達多

問質多羅長者說，「無量心三昧、無相心三昧、無所有心三昧、空心三昧」這四種三昧，只是

在名稱上有所不同呢？還是連內涵上都各不相同？質多羅長者思考了一下，回答說，就修行

方法的思惟觀想來說，這是各不相同的「種種義、種種句、種種味」，若就破除貪、瞋、癡的

最後結果來說，則是「一義，種種味」。若從無量來說，貪、瞋、癡是有量，離貪、瞋、癡是

無量 28（同樣的，離貪、瞋、癡也是無相、無所有、空），這樣，「無量」就不光只是在定中

所作的觀想（假想觀）而已，而是實際上離貪、瞋、癡的不動心解脫 29。 

偉大的菩薩行 

  與緣起、無我相應的般若空慧，以及通往無我，離貪、瞋、癡的慈悲行（無緣大慈），可

以說都是根源於傳統的聲聞佛法，從傳統聲聞佛法的潛流中，逐漸發展出來的。所以，若從

形成印度佛教界主流思潮的時間來看，大乘菩薩行的思潮，確實是後起的，但若就慈悲利他

與般若空慧的思想來看，那是源於釋尊時代固有教化的開展。 

  那麼，大乘菩薩行與傳統聲聞是完全相同嗎？也不盡然，大乘菩薩行三大行要中的「信

願」，就有些不同了。傳統聲聞以佛陀為師，以佛陀的解脫成就為目標，效法佛陀的解脫行；

大乘菩薩也以佛陀為榜樣，但以佛陀的圓滿成就為目標，而學習佛陀的菩薩行，這就是初發

心的「信願」不同，也會是結果的不同。佛陀與阿羅漢都是解脫的聖者，就「解脫」的角度

來看，佛陀與阿羅漢是完全一樣的，沒有誰比誰殊勝的問題，世間也不會有兩種解脫標準。

比高低、比優劣、比殊勝，那是我等、我勝、我劣；我見、我執下的產物，是凡夫才會有的

習性與需求。但是，若就攝化眾生、無師自悟的能力與成就來看，佛陀是遠超越阿羅漢的，

從這裡，我們說佛陀是圓滿者，阿羅漢是解脫者。佛陀的圓滿成就，是長遠以來的累世修學，

以般若空慧鎖定了修學的方向，以慈悲、願力豐潤了修學的資糧，尤其是慈悲行，大乘菩薩

的慈悲行，與利他是密不可分離的，其精神是要在利他中完成自利。從利他中完成自利？有

必要嗎？有可能嗎？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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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悲利他，可以說是「緣起」理則的充分發揮；「無我」的極致表現，也是人際關係中，

最令人感動而值得敬佩的。從每個生命個體縱向流轉──「十二緣起」的角度來看，依著「此

有故彼有；此無故彼無」的理則，可以理解到生命中的「無我」──沒有一個「實有的、獨存

的、永恆的」我，一切相依相待。若從每個生命個體的橫向──人、我關係來看，何嘗不是「無

我」──每個生命個體，對其他生命個體的高度依存性；乃至於也對生存環境的高度依賴性！

自我的生存是如此，同理，自我的成長，甚至於能修行、能得解脫，何嘗不是這樣呢？那是

需要多少累世眾生，相依相待地支持啊！從圓滿的緣起展現來說，我們能不心存感恩地，時

時慈悲利他以回報嗎？ 

  從「自通之法」同理心的開發，而有離「殺、盜、婬、妄」等，不傷害眾生的戒行 30，

這是基礎的、合理的人、我關係。而菩薩行則更進一步主張，應主動、積極地帶給他人安樂

（慈），為他人消除痛苦（悲），甚至處處以他人為優先考量，這樣，自我的主宰欲、自我感、

我見、我執、我慢，在處處以他人為優先考量的實踐中，被發覺了，被對治了，被降伏了，

被消融了，這樣，在利他中，同時也成就了離我執、我慢的自利，體認了自我調伏與自制，

才能不傷害他人、利益他人。所以，論中說，真正解「空」的人，是要先有一顆柔軟心為基

礎的 31，柔軟心，正是慈悲利他者的特質。 

  從另一方面來說，解脫的聖者，生命對他來說，已經不會再有什麼困擾了，只有清涼與

安詳，從此，再也不需要他人的濟度，一旦結束了當期的生命，就「不受後有」了，阿羅漢

如此，佛陀也是如此。前面說，論解脫行與菩薩行何者較為殊勝，這對解脫的聖者來說，已

經不存在什麼實質意義，然而，從凡夫的角度來看，身陷於苦海裡的芸芸凡夫眾生，需要正

法久住世間的滋養，當然更期盼著願意長遠修菩薩行的菩薩們，來利益眾生。由於菩薩的信

念，是願意挪出自己的時間（生命），廣學利益眾生的方便，即使因此而耽擱了自己證入解脫

的時程，也在所不惜，所以，這種願意從利他中完成自利的信念與實踐，能為人而忘己的菩

薩行，是崇高、偉大的，不禁令人讚歎：「偉大的菩薩行」！ 

從凡夫菩薩做起 

  大乘菩薩行是偉大而深遠的，對自身尚有許多煩惱、痛苦的一般凡夫來說，或許覺得是

距離得太遙遠了，不免有仰望而不可及之嘆。實則「登高必自卑」，偉大的成就，也不是短時

間就能完成的。菩薩行不是高談闊論，而是漸次地實踐，一點一滴累積而成的。一般學佛者，

當然不能漠視自己眼前身、心煩惱的障礙，而高談慈悲濟世，這就如同要在水中救人，就不

能不練就一套救人的本領，但練就一套救人的本領，卻也不能離開水中來練一樣 32。如果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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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能在調伏欲貪，收攝心念中，多思惟緣起法，多體會緣起法，而能擴及群、我關係的思惟

與反省，激發出慈悲利他的精神，願意以佛法多關懷他人，這就是一分菩薩精神的展現，也

是凡夫菩薩行的一個很好的基礎了。 

 

註解 

1.《大智度論》中有「厭是無常福德故，求實相般若波羅蜜。」（大正二五‧一九六中）「般若

波羅蜜者，是一切諸法實相，不可破，不可壞。」（大正二五‧三七０上）之說。印順法師解

說為：「般若，本是世間舊有的名詞，指智慧而言。但佛陀所要開示的，即正覺現證的──能

所不二的實相，本非世間「般若」的名義所能恰當，但又不能不安立名言以化導眾生。」《金

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記》第九頁。 

2.『鳩摩羅什所譯「諸法實相」的原語，到底是什麼呢﹖對這個問題作有體系研究的人，是

中村元博士。他舉出「諸法實相」的原語有六種，即︰dharmatā（法性）、

sarPa-dharma-tathatā（一切法如此地成立著，即法性）、 bh taū （實際；法性名實，入處

名際，即法性）、dharma-sPabh Paā （法的自性，即法性）、pran tiṛ （自性，亦即法性）、

tattPasnalan a aṣ ṇ （是其相，緣起理法）。』摘自《佛光大辭典》第四九九八頁。 

3.「『般若經』的次第集成，雖沒有精確的年代，但可作大略的推斷。原始般若：西元前五０

年。下品般若除『隨知品』、『常啼品』等四品：西元五０年。中品般若：西元一五０年。上

品般若：西元二００年」《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七０一頁，印順法師著。 

4.《空之探究》第三章標題：「第三章 『般若經』──甚深之一切法空」印順法師著。 

5.「一實相印」的名稱，散見於古德的論疏中，如《妙法蓮華經玄義》（大正三三‧七七九下）、

《大方廣佛華嚴經疏》（大正三五‧六五０下）、《維摩經玄疏》（大正三八‧五五五上）等。原疏

也在探討聲聞「三法印」與大乘「一實相印」的異同，但觀點或與本書不同。不過，推測「一

實相印」的名稱，可能是源於《華嚴經》的「離諸僻見，善觀諸法，得實相印」（大正一０‧

九七中），《法華經》的「我以相嚴身，光明照世間，無量眾所尊，為說實相印」（大正九‧八

中），《大智度論》的「佛說三種實法印，廣說則四種，略說則一種」（大正二五‧二二三中）。 

6.「世尊！所謂世間空，云何名為世間空？佛告三彌離提：眼空，常、恆、不變易法空，我

所空。所以者何？此性自爾。」《雜阿含第二三二經》 

 「佛告比丘：……比丘！諸行如幻、如炎，剎那時頃盡朽，不實來、實去，是故比丘於空諸

行，當知、當喜、當念：空諸行，常、恆、住、不變易法空，無我我所。」《雜阿含第二七三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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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質多羅）長者答言：……云何空三昧？謂聖弟子世間空，世間空如實觀察，常住、不變

易、非我、非我所，是名空心三昧。」《雜阿含第五六七經》 

7.「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我今於林中入空三昧禪住。佛告舍利弗：善哉善哉！舍利弗！汝

今入上座禪住而坐禪。若諸比丘欲入上座禪者，當如是學。若入城時，若行乞食時，若出城

時，當作是思惟：我今眼見色，頗起欲、恩愛、愛念、著不？……」《雜阿含第二三六經》 

8.「佛告比丘：……如是觀察受、想、行、識，無常，磨滅，離欲之法。觀察彼陰無常，磨滅，

不堅固，變易法，心樂清淨解脫，是名為空。」《雜阿含第八０經》 「（闡陀比丘）恭敬合掌

白尊者阿難言：……我今從尊者阿難所，聞如是法，於一切行皆空，皆悉寂，不可得，愛盡，

離欲，滅盡，涅槃，心樂正住解脫，不復轉還；不復見我，唯見正法。」《雜阿含第二六二經》 

9.「爾時，世尊告異比丘：我已度疑，離於猶豫，拔邪見刺，不復退轉。心無所著故，何處

有我？為彼比丘說法，為彼比丘說賢聖出世空相應緣起隨順法，所謂有是故，是事有，是事

有故，是事起。所謂緣無明行，緣行識……」《雜阿含第二九三經》 

10.「云何為大空法經？所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謂緣無明行，緣行識……」《雜阿含第

二九七經》 

11.「何為第一義空經？諸比丘！眼生時無有來處，滅時無有去處。如是，眼不實而生，生已

盡滅，有業報而無作者。此陰滅已，異陰相續，除俗數法。耳、鼻、舌、身、意亦如是說，

除俗數法。俗數法者，謂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雜阿含第三三五經》 

12.參考《空之探究》〈第三章第二節：法性空是涅槃的異名〉第一四二至一四七頁，印順法

師著。文長，此略。 

13.參考《空之探究》〈第三章第四節：空之發展與類集〉第一五五至一六四頁，印順法師著。

文長，此略。 

14.「諸佛依二諦，為眾生說法：一以世俗諦，二第一義諦。若人不能知，分別於二諦，則於

深佛法，不知真實義。若不依俗諦，不得第一義，不得第一義，則不得涅槃。」《中論》（大

正三０‧三三上） 

15.「總上面所說的，自性有三義：一、自有，就是自體真實是這樣的，這違反了因緣和合生

的正見。二、獨一，不見相互的依存性，以為是個體的，對立的。三、常住，不見前後的演

變，以為是常的，否則是斷的。自性三義，依本論觀有無品初二頌建立。」《中觀論頌講記》

第二二頁，印順法師著。 

16.「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色無常，無常即苦，苦即非我，非我者亦非我所。」《雜阿含第



-166- 學佛的基本認識 

九經》 

 「色者無常，無常者即是苦，苦者是無我。無我者即是空，空者非有、非不有，亦復無我。」

《增壹阿含三二品第六經》 

17.「菩提心唯從大悲生，不從餘善生，故菩薩以大悲為本。」吉藏《十二門論疏》，（大正四

二‧一七九上） 

 又，《維摩詰經》中也有近似之說：「彼諸菩薩聞說是已，皆曰未曾有也，如世尊釋迦牟尼

佛，隱其無量自在之力，乃以貧所樂法，度脫眾生，斯諸菩薩亦能勞謙，以無量大悲生是佛

土。」（大正一四‧五五三上） 

18.「世尊告曰：……阿難！我本為汝說四無量：比丘者，心與慈俱，遍滿一方成就遊，如是，

二、三、四方；四維上下，普周一切，心與慈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極廣甚大無量

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如是，悲……。喜……。心與捨俱，無結、無怨、無恚、無諍，

極廣甚大，無量善修，遍滿一切世間成就遊。」《中阿含第八六經》 

19.「是比丘欲求第二、第三、第四禪、慈悲喜捨、空入處、識入處、無所有入處、非想非非

想入處具足……」《雜阿含第八一四經》等 

20.「世尊告曰：……修惡露令斷欲，修慈令斷恚，修息出息入令斷亂念，修無常想令斷我慢。」

《中阿含第五六、五七經》 

21.「今我寧可修四無量，使梵天下共相見不？於是，典尊至七王所，而白王言：唯願大王顧

臨國事，我欲於夏四月，修四無量。」《長阿含第三經》 

 另，參考《空之探究》〈第一章第四節無量〉，印順法師著。 

22.「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若比丘修習慈心，多修習已得大果、大福利。云何比丘修習慈心

得大果、大福利？是比丘心與慈俱，修念覺分，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乃至修習

捨覺分，依遠離、依無欲、依滅、向於捨。」《雜阿含第七四四經》，參考《空之探究》〈第一

章第四節無量〉，印順法師著。 

23.『以慈心為本的四無量心，是適應婆羅門教的。如舍利弗勸老友梵志陀然，修四無量心，

命終生梵天中，就因為「彼諸梵志，長夜愛著梵天」』《空之探究》第二六頁，印順法師著。 

24.「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當觀色無常，如是觀者，則為正見；正見者則生厭離，厭離者喜

貪盡，喜貪盡者說心解脫。如是觀受、想、行、識無常，如是觀者，則為正見；正見者則生

厭離，厭離者喜貪盡，喜貪盡者說心解脫。如是比丘！心解脫者，若欲自證，則能自證：我

生已盡，梵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雜阿含第一經》等 

 「佛告比丘：於色生厭、離欲、滅盡，不起諸漏，心正解脫，是名比丘見法涅槃。」《雜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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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第二八經》等 

 「佛告諸比丘：若比丘於老、病、死生厭、離欲、滅盡向，是名法、次法向。」《雜阿含第

三六四經》等 

25.「云何究竟滅盡？……作是知已，於諸世間則無所取，無所取者自覺涅槃：我生已盡，梵

行已立，所作已作，自知不受後有。」《雜阿含第二七二經》 

 「……則於一切有漏滅盡，無漏心解脫、慧解脫，現法自知作證：我生已盡，……。」《雜阿

含第九六四經》 

26.「爾時，世尊告諸比丘：無常想修習、多修習，能斷一切欲愛、色愛、無色愛、掉、慢、

無明。……所以者何？無常想者，能建立無我想，聖弟子住無我想，心離我慢，順得涅槃。」

《雜阿含第二七０經》 

 「世尊告曰：……彌醯！若比丘得無常想者，必得無我想。彌醯！若比丘得無我想者，便於

現法斷一切我慢，得息滅盡無為涅槃。」《中阿含第五六、五七經》 

27.「依本論所發揮的阿含真義，無我智是體悟真實相的唯一智慧。這是凡聖關頭：有了無我

智，就是聖者；沒有，就是凡夫。」《中觀論頌講記》第三二五頁，印順法師著。 

 『中國學佛者，有兩句話：「只怕不成佛，不怕不會說法」；我現在可以這樣說：「只怕不破

自性，不怕不圓融」。初心學佛者，請打破凡聖一關再說！』《中觀論頌講記》第二七頁，印

順法師著。 

28.「（質多羅長者）答言：尊者！謂貪有量，若無諍者第一無量。謂貪者是有相，恚、癡者

是有相，無諍者是無相。貪者是所有，恚、癡者是所有，無諍者是無所有。復次，無諍者空

於貪，空於恚癡，空常住不變易，空於恚、癡，空常住不變易，空非我、非我所，是名法一

義種種味。」《雜阿含第五六七經》 

29.『一般聲聞學者，都以為：四無量心緣廣大無量的眾生，無量是眾多難以數計，是勝解─

─假想觀，所以是世間定。但「量」是依局限性而來的，如觀一切眾生而超越限量心，不起自

他的分別，就與無我我所的空慧相應。質多羅長者以為：無量心解脫中最上的，是空於貪、

瞋、癡的不動心解脫，空就是無量。這一意義，在大乘所說的「無緣慈」中，才再度的表達

出來。』《空之探究》第二七頁，印順法師著。 

30.「爾時，世尊告婆羅門長者：我當為說自通之法，諦聽，善思！何等自通之法？謂聖弟子

作如是學，我作是念：若有欲殺我者，我不喜，我若所不喜，他亦如是，云何殺彼？作是覺

已，受不殺生，不樂殺生。……是故持不盜戒，不樂於盜，如上說。……是故受持不他婬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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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說。……是故受持不妄語戒，如上說。……是故不行兩舌，如上說。……是故於他不行惡

口，如上說。……是故於他不行綺飾，如上說。如是七種，名為聖戒。」《雜阿含第一０四四

經》 

31.「觀真空人，先有無量布施、持戒、禪定，其心柔軟，諸結使薄，然後得真空。」《大智

度論》（大正二五‧一九四上） 

32.『在水中救人，是不能離水上岸的。要學會浮水，也非在水中學習不可。菩薩要長在生死

中修菩薩行，自然要在生死中學習，要有一套長在生死，而能普利眾生的本領。……菩薩這套

長在生死而能廣利眾生的本領，除「堅定信願」，「長養慈悲」而外，主要的是「勝解空性」。』

《學佛三要》第一五０頁，印順法師著。 

33.「厭」（巴利語 nibbidā，動詞 nibbindati），其含意約介於「厭惡；反感」與「（由沈迷

中）清醒」之間，前者的程度太過，後者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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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歸依與受戒 

歸依的意義 

  佛陀時代的在家人，往往在聽聞佛陀或阿羅漢聖者們說法後，深悟佛法的道理，對佛法

不再有疑惑，而產生了堅定的向心力，即刻對佛陀或說法的阿羅漢聖者表白，說從今天起，

自己願意盡此生（盡壽命）「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為修學佛法的在家居士（優婆塞）1，

或者，在說完這些後，更加上說從今日起，「不殺、不盜、不婬、不欺、不飲酒」，遵守五戒，

於五戒不忘 2。從這些事例來看，「歸依」（早期佛經中不作「皈依」），可以說是自己對佛法修

學的一種承諾，一種宣誓，表示了自己盡這一生都要修學佛法的決心，也表示了自己的一種

志向的依止。 

歸依以法為中心的三寶 

  歸依的對象，經中說是「佛、法、僧三寶」。「佛、法、僧」稱之為三寶，表示了三者的

珍貴性：佛是寶，是正法的發現者與教導者，沒有佛陀，世間就如同沒有日月般的長夜黑

闇 3。正法是寶，是引領眾生（包括佛陀）趣向解脫、圓成佛道的實質內涵，沒有正法的引領，

就如同盲眼人，始終為「大闇所昏沒」4。僧是寶，是正法的學習實踐者，也是正法的弘揚者，

沒有僧眾的輾轉相傳，正法將成為曇花一現，我們不會在二千多年後的今天，還能聽聞正法。

正法之可以久住世間，靠的是僧寶的輾轉相傳，以及佛弟子們的努力實踐 5。佛、法、僧是我

們能聽聞佛法，修學佛法的整體因緣，沒有三寶，我們將永遠是生死輪迴中，得不到依怙的

流浪兒，只能一直在生死海中沈浮。而三寶中，是以法為中心的，因為佛陀是「『法』的創覺

者」，僧是「『法』的奉行者」6，佛與僧，都是依法而行，其他佛弟子們，也必然是依法而行。

以法為中心，依法奉行、依法不依人，成為佛教修學的特色之一，也是我們學佛的基本認識。 

依法不依人 

  在佛陀時代，歸依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儀式，只有歸依者在佛前或聖僧前，合掌，誠心誠

意地說，自己願意盡此生歸依三寶，受持五戒。今天，我們聽聞了佛法，不論是從善知識處

聽聞，抑或經由經論書本中讀得，如果能深刻地思惟佛法、理解佛法，進而認同以緣起法為

核心的佛法，能有所覺悟時，自當經由善知識的見證，歸依三寶，為自己在佛法的修學上，

立下一個深刻而顯著的里程碑。有善知識的見證，對自己的慎重決心，以及志向的堅定，都

有強化與鞭策的加成效果。這樣慎重的歸依儀式，一生只要一次就具足了，因為傳統以來，

歸依都是「從今日，盡形壽」的。而歸依的對象，是佛、法、僧三寶的整體，其主要意義，

是對自己在此生中，決心修學佛法的慎重宣誓，並不是歸依某位特定的法師大德，所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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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因為景仰多位法師大德，就需要作了多次歸依，因為歸依，並不是歸依主持儀式的法師

大德個人，也不是歸依某宗某派，而是以正法為核心的三寶整體。 

受持五戒 

  在《雜阿含經》中，雖不像《長阿含經》記錄了佛弟子自說歸依後，接著說受持五戒，

其實，五戒的受持，是生為一個人行為的基本要求，是學佛的基礎。一位打從內心真誠地歸

依三寶，發願此生永不離佛法修學的歸依者，是無可迴避地當受持五戒的，《雜阿含經》中沒

有提到受持五戒，應當以理所當然，不需再累述來理解。受持五戒的道理，佛陀是以「自通

之法」的原理來教說 7，簡單講，就是《論語》說的「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是通於一般

道德的善，所以說，這是學佛的基礎。五戒的前四戒（酒戒以外）是人類對別人行為的要求

（最後也會成為是對自己的要求），所形成的起碼道德標準，而酒戒是為了不影響前四戒遵守

能力而定，雖是間接的延伸，但卻有必要視為這個起碼道德標準整體的一部分，所以，就生

為一個人行為的基本要求說來，五戒有其不可分割的整體性。 

兩類僧寶：勝義僧與和合僧 

  以法為中心的三寶，佛與僧是佛弟子聽聞佛法的主要來源，其中，釋迦牟尼佛已經入滅

二千多年了，長久以來，佛法教導的重任，就落在僧寶上了。三寶中的僧寶，從弘傳正法，

使正法久住世間的功能來看，可以有兩類內涵：第一類是聽聞佛法、實踐佛法，而成就「法

眼淨」的初果聖者，他們對正法的體悟，已經到了清晰穩固，永不退轉的程度，乃至於成就

解脫的阿羅漢聖者，已經完全體證正法，這七類的聖者 8，可以教導或影響人們正確地修學佛

法，是百分之一百的僧寶，這是不分在家或是出家的。初果以上的聖者，即使在家，也可以

廣義地稱為「勝義僧」9，而成為僧寶的一員 10。另一類，是能依佛律制，實踐「見和同解」、

「戒和同行」、「利和同均」、「意和同悅」、「身和同住」、「語和無諍」的六和敬 11僧團。這樣

的僧團，即使僧眾成員都還沒能悟得正法，也因和合團體的團隊力量，而能成為維繫正法久

住世間的僧寶。這兩類，都是我們所歸依的僧寶。 

自依、法依、莫異依 

  歸依，就「依止、歸宿」的這一層意義來說，其它宗教也有，不過佛弟子歸依三寶的主

要意義，卻不在於成為三寶的眷屬，受三寶的支配與救贖，反而是自己對佛法修學與實踐的

承諾。趣向聖者之流的佛法修學，是從親近善知識，聽聞正法開始，然後深入地思惟正法，

按部就班地實踐正法 12而成就的。其中，所真正能依靠的，是正法，以及自己對正法的吸收、

思惟與實踐。所以，佛陀在晚年會告誡阿難尊者說：「即使佛陀，不久也要入滅，成為過去的，

所以，你要依靠自己，要依靠法，除此以外，再也沒有什麼可以依靠的了。」13佛法是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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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的宗教，佛陀與聖者僧，是我們修學的榜樣，也是我們尊敬、仰慕以為自我激勵的對象，

而不是我們永遠的依靠。所以，「學佛不是形象的滿足；偶像的崇拜；情感的寄託；權威的依

賴。學佛是心靈的淨化；生命的解脫；福慧的圓滿。」14而「心靈的淨化；生命的解脫；福

慧的圓滿」只有自依止、法依止了。 

 

註解 

1.「時，阿支羅迦葉見法、得法、知法、入法，度諸狐疑，不由他知，不因他度，於正法律，

心得無畏，合掌白佛言：世尊！我今已度，我從今日，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盡壽作優

婆塞，證知我。」《雜阿含第三０二經》 

 「時，長者子輸屢那見法、得法，不由於他，於正法中得無所畏，從坐起，偏袒右肩，胡

跪合掌，白舍利弗言：我今已度，我從今日，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為優婆塞。我今日

已，盡壽命清淨歸依三寶。 」《雜阿含第三０經》 

 「爾時，毘紐迦旃延氏婆羅門尼，見法、得法、知法、入法，度疑惑，不由於他，入佛教

法，於法得無所畏，從坐起，整衣服恭敬合掌，白尊者優陀夷：我今日超入決定，我從今日，

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我從今日，盡壽歸依三寶。 」《雜阿含第二五三經》 

2.「諸清信士聞佛說法，即白佛言：我欲歸依佛、法、聖眾，唯願世尊哀愍，聽許為優婆塞，

自今已後，不殺、不盜、不婬、不欺、不飲酒，奉戒不忘。」《長阿含第二經》等 

3.「若如來、應供、等正覺不出世間時，不說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跡聖諦

現於世間，世間盲冥，無有明照，如是長夜純大闇冥現於世間。」《雜阿含第三九五經》 

4.「甚深難解法，世間疑惑生。大闇所昏沒，盲冥無所見。唯有智慧者，發朦開大明。」《雜

阿含第三０八經》 

5.「從正法久住的觀點說：佛弟子要有組織的集團，才能使佛法久住世間。這僧團的組合，

釋尊是把他建築在律制的基礎上……釋尊以律法攝受僧眾，把住持佛法的責任交託他。僧團為

佛法久住的唯一要素，所以與佛陀、達磨，鼎立而稱為三寶。」《佛法概論》第一九至二０頁，

印順法師著。 

6.印順法師在其《佛法概論》第一章的章名即為〈法與法的創覺者及奉行者〉 

7.參考《第五章》〈第二節〉：「同理心的運用」，以及該章註解第八。 

8.指初果、二果向、二果、三果向、三果、四果向、四果等七類。 

9.參看〈第六章〉註解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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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真實的僧寶，是要證悟諦理的，見苦、斷集、證滅、修道；如七聖，才可說是真實的僧

寶；這是不分在家、出家的。」《中觀論頌講記》第四四八頁，印順法師著。 

11.「六和敬法」，語出《集異門足論》（大正二六‧四三二中），但其內容，在《長阿含第二經》

中所說的「六成法、六重法」、《中阿含第一九六經》所說的「六慰勞法」、《中部一０四經》

所說的「六和睦法」就已完備，其內容為：「見和同解」、「戒和同行」、「利和同均」（此為和

合的本質）；「意和同悅」、「身和同住」、「語和無諍」（此為和合的表現）。參考《佛法概論》

第二一頁、《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與開展》第二五四頁，印順法師著。 

12.「舍利弗白佛言：世尊！有四種入流分，何等為四？謂：親近善男子，聽正法，內正思惟，

法次法向。」《雜阿含第八四三經》 

13.「佛告阿難：……阿難！當知如來不久亦當過去，是故，阿難！當作自洲而自依，當作法

洲而法依，當作不異洲不異依。」《雜阿含第六三八經》 

14.「有一次文殊雜誌社訪問我，我告訴他：『學佛不是形象的滿足，學佛不是偶像的崇拜，

學佛不是感情的寄託，學佛也不是權威的依賴，學佛是心靈的淨化，學佛是生命的解脫，學

佛是福慧的圓滿。』心靈、人性、你的煩惱、你的知見怎樣去淨化、合乎佛法、依法不依人，

所以不是形象的滿足，也不是偶像的崇拜。」《宏印法師講演集》〈從『空義』談中觀與唯識〉

第二四五頁，宏印法師著，慈濟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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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 附(1) 佛陀十號的釐清 

前 言 

  「如來、應供、正遍知、明行足 、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 、天人師、佛、

世尊。」為佛陀「十號」，在漢譯佛典中已被公認。但標目為「十號」，內容卻有十一個，面

對這種矛盾，或認為「如來」應該去除，或認為「佛」與「世尊」應該合併或擇一，或以「開

合」視之而直接改為「十一號」，但這些主張都缺乏說服力。 

「如來」應該去除嗎？ 

  認為「如來」應該去除者，主要以南傳巴利經論中，念佛的內容沒有「如來」一項，但

就南傳四部（Nin naā ）來看，常出現二類相關的定型句：第一類出現在念佛的場合，這類確

實沒有「如來」這項，只有九個德號：itipi so bhagaP  araha  samm sambuddho ā ṃ ā

Pijj cara asampanno sugato lonaPid  anuttaro purisadammas rathi satth  ā ṇ ū ā ā

dePamanuss na  buddho bhagaP ti.ā ṃ ā （拙譯：「像這樣，那位世尊是阿羅漢、遍正覺者、

明與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人天之師、佛陀、世尊。」）

第二類出現在描述佛出世間的場合，這類定型句「如來」確實包含在內，共有十個德號：idha 

tath gato lone uppajjati araha  samm sambuddho Pijj cara asampanno sugato ā ṃ ā ā ṇ

lonaPid  anuttaro purisadammas rathi satth  dePamanuss na  buddho bhagaP .ū ā ā ā ṃ ā（拙

譯：「這裡，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與行具足者、善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

上調御者、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出現於世間。」）這樣，南傳巴利經文中關於佛陀的稱號，

也有包含「如來」的類型，「如來」不應該被去除。況且，漢譯經論中未見「如來」未被列入

佛德稱號者，像南傳念佛內容只有九個德號，從整體佛教界看，反而是特例。 

「佛」與「世尊」合併或擇一嗎？ 

  或以玄奘法師等譯的經論慣用「佛世尊」或「佛薄伽梵」為一詞，如《法蘊足論》中解

說「薄伽梵」那段就有多句「又，佛世尊……，名薄伽梵。」而認為「佛世尊」或「佛薄伽梵」

為一個合併的稱號。但從漢譯四阿含經與南傳四部的比對知道，「佛」或「佛陀」是 buddho 

的音譯，義譯為「覺者」。「世尊」是 bhagaPā（原形 bhagaPant）的對譯，音譯為「婆伽

婆；婆伽梵；薄伽梵」，直接含意為「有幸者；有福運者；幸福者」。從這裡看，「佛」與「世

尊」兩者的意涵十分不同，合併或擇一實在不合理。但含意為「有福運者」的「薄伽梵」，為

何對等於漢譯含意有明顯差距的「世尊」，請參看〈世尊譯詞的探討〉。 

改為「十一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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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譯四阿含中都有佛陀「十號」的內容，但只有《別譯雜阿含經》與《長阿含經》有「十

號」的標目，如《別譯雜阿含 187 經》有這樣的文句：「汝當念佛諸功德，憶佛十號：如來、

應供、正遍知、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是名念佛。」

《長阿含經》也常見「十號具足」的文句。與漢譯四阿含相當的南傳四部，都有「十號」的

內容，但沒有「十號」，或「九號」、「十一號」這樣的詞語。這樣的差異意味著「十號」的內

容是早有的，「十號」的標目是在後依內容實際數目編入的，而且，後來贏得教界的認同而普

及，西元以後出現的大乘經論就常見「十號」一詞，但沒看到「十一號」的用詞。所以，如

果要顛覆傳統共識，將「十號」改成「十一號」，這是很嚴肅的事，必須對現在還留有內容為

十項的佛陀「十號」經論加以考證，不能僅以「開合」一語帶過。如果漠視這些資訊，就貿

然更改「十號」為「十一號」，未免草率。 

大智度論裡的訊息 

  鳩摩羅什譯的《大智度論》〈釋顧視品第三十〉（卷五十六）說：「號釋迦牟尼、多陀阿伽

度、阿羅訶、三藐三佛陀、鞞侈遮羅那、脩伽度、路迦憊、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

世尊。」這段正好是佛陀「十號」而常被標為十一項的內容，其中，「多陀阿伽度、阿羅訶、

三藐三佛陀、鞞侈遮羅那、脩伽度、路迦憊」採用音譯，義譯就是「如來、應供、正遍知、

明行足 、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世尊」採用義譯。這段定型句

在現存梵文佛經中不難找到，如《八千誦般若經》（A as hasrin  Prajv p ramitṣṭ ā ā ā ā ā）裡就有

這一段：śānnamunirn ma tath gato krhan samnansa buddho Pidn cara asa panna  ā ā ṃ ā ṇ ṃ ḥ

sugato lonaPid anuttara  puru adamnas rathi  st  deP n  ca manu n n  ca ḥ ṣ ā ḥ śā ā ā āṃ ṣ ā āṃ

buddho bhagaP niti.ā （拙譯：「名釋迦牟尼、如來、阿羅漢、遍正覺者、明與行具足者、善

逝、世間知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人天之師、佛陀、世尊。」）另外，在《大智度

論》〈釋初品中八念義第三十六之一〉（卷二十一）裡還有這一段：「問曰：云何是念佛？答曰：

行者一心念佛……是名多陀阿伽度。……是故名阿羅呵。……是名三藐三佛陀。……是故名鞞闍

遮羅那三般那若。……故名修伽陀。……故名為路迦憊。知世間已調御眾生，於種種師中最為

無上，以是故名阿耨多羅富樓沙曇藐婆羅提。……以是故名貰多提婆魔舍。……故名為佛陀。

得是九種名號，有大名稱遍滿十方，以是故名為婆伽婆。」這段文句在解說憶念佛陀各項名

號（多陀阿伽度、阿羅呵、三藐三佛陀、鞞闍遮羅那三般那若、修伽陀、路迦憊、阿耨多羅

富樓沙曇藐婆羅提、名貰多提婆魔舍、佛陀、婆伽婆）的含意，裡面所用的每個名號都採用

音譯，共計十個。將這十個與前一段（〈釋顧視品第三十〉）所引的稱號作比對，差別就在「無

上士、調御丈夫」與「阿耨多羅富樓沙曇藐婆羅提」，其中，「阿耨多羅」即梵文 anuttaraḥ



雜附(1) 佛陀十號的釐清 -175- 

 

（巴利語 anuttaro）的音譯，義譯為「無上」，是形容詞。「富樓沙」即梵文 puru aṣ （巴利

語 purisa）的音譯，義譯為「人；男子」，古代可能譯為「士；士夫」，是男性名詞。「曇藐」

即梵文 damna（巴利語 damma）的音譯，為動詞 d mnatiā （巴利語 dammati）的未來

被動分詞（gerundiPe）當形容詞用，表示「未來、被動、義務與可能」，義譯為「應該被調

御的」，古代可能只譯為「調御」或「已調御」。「婆羅提」即梵文 s rathiā ḥ（巴利語 s rathiā ）

的音譯，義譯為「調御者」，是男性名詞。合起來「阿耨多羅富樓沙曇藐婆羅提」（anuttara  ḥ

puru adamnas rathiṣ ā ḥ）就是「無上的應該被調御人的調御者」，我修飾成「應該被調御人

的無上調御者」，也就是解釋文所說的「知世間已調御眾生，於種種師中最為無上」。所以，

從與梵文的音、義比對知道，「阿耨多羅富樓沙曇藐婆羅提」是音譯，「無上士調御丈夫」是

義譯，不論譯為「阿耨多羅富樓沙曇藐婆羅提」，或譯為「無上士調御丈夫」，這都是一個名

號，不是二個。 

  另一個明確以「無上士調御丈夫」（無上調御士）為一個名號的例子，如曇無讖譯的《菩

薩地持經》〈菩薩地持方便處無上菩提品第七〉：「復次，如來有十種名稱功德，隨念功德。云

何十？如來、應、等正覺、明行足、善逝、世間解、無上士調御丈夫、天人師、佛、婆伽婆。……

第一調伏心巧方便智，一切世間唯一丈夫，是名無上調御士。……」 

雜阿含 923 經裡的訊息 

  《雜阿含 923 經》記錄了一位馴馬師與佛陀之間，有關調御馬與調御人（調御丈夫）的

對話（另一經《雜阿含 909 經》也類似），南傳《增支部 4 集 111 經》與之完全相當。對話

間，馴馬師問佛陀：「世尊是無上調御丈夫，為以幾種方便調御丈夫？」這段話《增支部 4

集 111 經》作：BhagaP  pana, bhante, anuttaro purisadammas rathi. Katha  pana, ā ā ṃ

bhante, bhagaP  purisadamma  Pinet ti.ā ṃ ī （拙譯：「大德！世尊是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

御者，而，大德！世尊如何調伏應該被調御的人呢？」）其中關鍵的「無上調御丈夫」，與之

相當的巴利原文即為 anuttaro purisadammas rathiā （拙譯「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

者」），也就是一般常見佛陀「十號」中，被認為的「無上士、調御丈夫」。《雜阿含 923 經》

裡的「無上調御丈夫」，從前後文義來看，「無上」（anuttaro）明確地是形容詞（無上的），

不是名詞（無上者；無上士），「無上調御丈夫」（anuttaro purisadammas rathiā ）即使巴利

原文 anuttaro 是分開寫（唸）的，但它確定是一個完整的詞，不能分開，也就是《大智度

論》中的「無上士調御丈夫；阿耨多羅富樓沙曇藐婆羅提」。 

為何無上士被誤為一個名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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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傳的《清淨道論》（Visuddhimagga），是覺音論師在五世紀編寫的，在第七章解說佛

隨念中就將 anuttaro 與 purisadammas rathi ā 分開作獨立解說。他說：Attan  pana ā

gu ehi Pisi hatarassa nasṇ ṭṭ saci abh Pato natthi etassa uttaroti anuttaro.ā （拙譯：「由於任

何比自己功德更顯赫的不存在，其『更上的』不存在，是為無上的。」）接著說明「功德」的

內容為「戒功德」（s lagu en piī ṇ ā ）、「定、慧、解脫、解脫知見功德」

（sam dhipavv PimuttiPimuttiv adassanagu en piā ā āṇ ṇ ā ）。這段文字中的所有形容詞（即拙

譯的「更顯赫的、更上的、無上的」），葉均譯本一律轉為名詞（人）。在巴利語中，形容詞轉

為名詞，我在編《簡要巴漢辭典》時就經常見到（相信梵文也一樣），例如 buddha（佛陀） 

原為動詞 bujjhati 的過去分詞當形容詞用，意思是「已自覺的；已覺醒的」，轉為名詞就成

為「佛陀」。「十號」中除了「調御丈夫」與「天人師」外，其他每個稱號也一樣，都是形容

詞轉為名詞，依此，如果也將其中的 anuttaro 由形容詞「無上的」轉為名詞「無上者」獨

立出來，進而認定對等於「無上士」，若純就語言學的角度來看也合理， 所以葉均譯此段為：

「因為他自己的德更無超勝之人，故以無過於他之上者為『無上士』。」若從覺音論師將 

anuttaro 作獨立解說來看，也許覺音論師也將 anuttaro 轉作名詞解讀，推而論之，也許那

個時代就流行這樣解讀了。但覺音論師在解說 purisadammas rathiā （應該被調御人的調御

者；調御丈夫）後接著說：Atha P  anuttaro purisadammas rath ti enamePida  ā ā ī ṃ

atthapada .ṃ（拙譯：「或者，『應該被調御人的無上調御者』這就是一句之義。」）顯然「無

上士調御丈夫」應該是一個稱號的原意尚未被遺忘，只是式微了，僅居於附帶說明的地位，

連《增支部 4 集 111 經》調御馬與調御人的經典經義也沒被重視引用。 

  玄奘法師譯的《法蘊足論》也將「無上丈夫」、「調御士」分開解說，等同視為二個名號：

「無上丈夫者，如世尊言：『所有有情：無足、二足、四足、多足、有色、無色、有想、無想、

非想非非想，如來於中最稱第一，最勝、最尊、最上、無上。』由此故說無上丈夫。調御士

者，謂：佛、世尊略以三種巧調御事調御一切所化有情：一、於一類一向柔軟，二、於一類

一向麁獷，三、於一類柔軟麁獷。……」在「調御士」的解說中，顯然引用了《雜阿含 923

經》調御馬與調御人的內容，說「三種巧調御事」，但未能重視該經說的「世尊是無上調御丈

夫」之語，末後也不像《清淨道論》那樣說「無上丈夫」、「調御士」還有「一句之義」的解

讀法，顯然「無上丈夫調御士」為一個稱號的原意，在那個時代或那個地區已被遺忘。另外，

在該段解說中，「佛」與「薄伽梵（世尊）」是被當成二個名號分開解說的，它們沒被合併或

擇一。 

結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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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鳩摩羅什與玄奘法師在佛經翻譯史上，是有口碑的二位大德，翻譯錯誤的機會很小。《大

智度論》與《法蘊足論》在佛陀稱號上的歧異，不是翻譯的問題，而是解讀的問題，而且是

在印度就有解讀的歧異，這點應無疑義。假若沒有《雜阿含 923 經》與《增支部 4 集 111 經》

的約束，或者沒有「十號」的限制，那麼，作「無上士、調御丈夫」（或「無上丈夫、調御士」）

的解讀當然沒問題，改成「十一號」更是順理成章，但因為有《雜阿含 923 經》與《增支部

4 集 111 經》的約束，有「十號」的限制，佛陀「十號」的內容，確定就是十個稱號，不是

十一個，「無上士調御丈夫」（或「無上丈夫調御士」）是一個稱號而非二個。過去閱經十分困

難，這個矛盾難解，近代拜佛經電子化之賜，閱經的阻礙減少了，在資訊公開、分享的網站

裡，關鍵檢索的閱讀迅速有效，這個矛盾因此容易釐清，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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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 附(2) 世尊譯詞的探討 

前 言 

  從漢譯四阿含經與南傳四部（Nin naā ）的比對知道，「世尊」是 bhagaPā（原形 

bhagaPant）的對譯，但 bhagaPant 的直接含意為「有幸者；有福運者；幸福者」，與「世

尊」的含意有段距離，為何漢譯會譯為「世尊」？這是前文〈佛陀十號的釐清〉裡留下的問

題。這個問題在缺乏漢譯經文所根據的原本可比對下，似乎成了懸案。這裡，試著依我所見

的資料中作些探討。 

「世尊」譯詞的出現 

  從佛經譯經史來看，最早的漢譯佛經，現代認定是《四十二章經》（64─75 AD, 概估譯

經年代, 以下同），裡面有「佛」之譯詞，但沒有「世尊」。接下來的譯經師是安息人（今伊

朗一帶）安世高法師（146─167 AD），在現存三藏中，有 55 部他的譯作，其中 18 部有「世

尊」之譯詞。然後是月支人（今甘肅一帶）支婁迦讖法師（167─186 AD）、月支人支謙優婆

塞（222─252 AD）、印度人維祇難法師（224 AD）、月支人竺法護法師（237─316 AD）、

印度人（或考為康居人，今新疆北部）康僧鎧法師（252─？AD）、罽賓人（今印度西北的克

什米爾）瞿曇僧伽提婆法師（399─416 AD）、涼州人（今甘肅武威）竺佛念法師（399─416 

AD）、西域龜茲人（今新疆一帶）鳩摩羅什優婆塞（401─411 AD） 、印度中部人求那跋陀

羅法師（435─468 AD） 等，他們都沿用「世尊」一詞，可以說，「世尊」之譯詞出自安世

高法師，而被後來多數的譯經者沿用。 

安世高法師的譯法 

  在安世高法師的譯經中，有五部「世尊」與「婆伽婆」混用，如《佛說婆羅門子命終愛

念不離經》：「聞如是：一時，婆伽婆在舍衛城祇樹給孤獨園。……於是，彼婆羅門彷徉而行至

世尊所，……。」有六部經沒有混用，如《佛說大乘方等要慧經》「聞如是：一時，佛遊於舍

衛國。爾時，彌勒菩薩叉手白佛言：『世尊！我欲小有所問，若世尊聽所問者乃敢陳之。』……。」

「婆伽婆」顯然是 bhagaP  ā 的音譯。 

  再從佛陀十號的譯法來看，安世高法師的譯經中共有二部經有佛陀十號的內容：在《陰

持入經》中譯作：「如來、無所著、正覺、慧行已足、為樂、為世間已解、無有過是法馭法隨

為師、為教天上天下、為佛、最上」，在《佛說父母恩難報經》中譯作：「如來、至真、等正

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無上士道法御、天人師、號佛、世尊」，從序列與含意比對，

顯然《陰持入經》裡的「最上」即是《佛說父母恩難報經》中裡的「世尊」，是「世尊」的另

一種含義與譯法。但與「慧行已足」、「為世間已解」、「無有過是法馭法隨為師」、「為教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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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一樣，「最上」的譯法就只出現這麼一次，推想這可能是安世高法師最初的譯法。 

  另外，安世高法師也使用「眾祐」之譯詞，如《佛說轉法輪經》：「聞如是： 一時，佛在

波羅㮈國鹿野樹下坐。……是為佛、眾祐，始於波羅㮈以無上法輪轉未轉者，照無數，度諸天

人從是得道。佛說是已，皆大歡喜。」比對求那跋陀羅法師傳譯的《雜阿含 379 經》：「如是

我聞：一時，佛住波羅㮈鹿野苑中仙人住處。……世尊於波羅㮈國仙人住處鹿野苑中轉法輪，

是故此經名轉法輪經。佛說此經已，諸比丘聞佛所說，歡喜奉行。」顯然，「眾祐」也是「世

尊」的另一種含義與譯法，這個譯詞後來為一些譯經師採用，如月支人支法度法師（301 AD）

只用「眾祐」，而支謙優婆塞、瞿曇僧伽提婆法師、竺佛念法師、竺法護法師就「眾祐」與「世

尊」混用，不過他們在譯佛陀十號時，一律以「眾祐」取代「世尊」，沒有混用。 

  從以上比對知道，在漢譯三藏中，「婆伽婆；為上；世尊；眾祐」的譯法，最早都出自安

世高法師，其中，除了「為上」的譯法被淘汰外，其餘都有後人沿用，而以「世尊」最為普

及。 

婆伽婆的原義與演繹 

  「婆伽婆」是 bhagaP  ā 的音譯，玄奘法師（645─664 AD）音譯為「薄伽梵」，其原形 

bhagaPant 近代從語言分析，多認定它為 bhaga（幸運；福運）與 Pant（有）的複合詞，

也就是「有幸者；有福運者；幸福者」的意思。但南傳覺音論師（409─431 AD）著的《清

淨道論》，在第七章中先引「古人說」解說 bhagaP  ā 為「德行的最勝者，一切眾生之最上者，

敬重的導師之同義語」1，再演繹為「有幸福者、破壞者、福運相應者（或者「結合福運者」）、

分別者、親近者、排除在有中旅行（輪迴）者，故為薄伽梵。」2 其中，「因為有世間、出世

間樂的生起，到達彼岸的布施與戒德等幸福」3 而「轉說」4 為「有瑞祥者」，以破壞貪、瞋、

癡等轉說為「破壞者」，以「關於自在、法、名聲、吉祥、欲、已努力的六法」5 說明「福

運」6，以善分別（解說）蘊、處、界等而轉說為「分別者」，以「在出世間過人法上親近、

從事、多修習」7 而轉說為「親近者」。 

  漢譯經論中，與上述《清淨道論》演繹解說部分相當的也常見，如鳩摩羅什優婆塞譯的

《大智度論》〈初品中婆伽婆釋論第四〉作：「云何名婆伽婆？婆伽婆者，『婆伽』言『德』，『婆』

言『有』，是名有德。復次，『婆伽』名『分別』，『婆』名『巧』，巧分別諸法總相別相，故名

婆伽婆。復次，『婆伽』名『名聲』，『婆』名『有』，是名有名聲，……。復次，『婆伽』名『破』，

『婆』名『能』，是人能破婬怒癡故，稱為婆伽婆。」 

  《大智度》〈初品中婆伽婆釋論第四〉在解說完「婆伽婆」後，接著解說佛陀其他名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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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功德無量，名號亦無量，此名取其大者，以人多識故。復有異名，名『多陀阿伽陀』等……

（佛陀十號的內容）。」然後是佛陀十號以外的六個名號：「復名『阿婆磨』（秦言『無等』）；

復名『阿婆摩婆摩』（秦言『無等等』）；復名『路迦那他』（秦言『世尊』）；復名『波羅伽』

（秦言『度彼岸』）；復名『婆檀陀』（秦言『大德』）；復名『尸梨伽那』（秦言『厚德』），如

是等無量名號。」值得注意的是，被鳩摩羅什優婆塞夾入註譯為「世尊」的「路迦那他」8 ，

從整個前後文來看，它是與「婆伽婆」並列的獨立名號，不能視為就是安世高法師譯的「世

尊」或「眾祐」，有些古德以「路迦那他」為佛陀十號中「世尊」的梵音（梵文），那是混淆

了。 

  另從印度古籍《薄伽梵歌》（bhagaPad g tī ā）來看，稱為「薄伽梵」的那位庫里西那

（Krishna），在《薄伽梵歌》中的真實身分，就是居於「神聖之神；上主；上帝；師尊」的

地位，這反應了「薄伽梵」是「神聖之神；上主；上帝；師尊」的含意，正與《清淨道論》

先列舉的「德行的最勝者，一切有情之最上者，敬重的導師」之「古人說」相合，所以《清

淨道論》所引「古人說」的內容，其實就是古印度傳統文化裡「薄伽梵」的原意，後面「有

幸福者、已破壞者、福運相應者、分別者、親近者、排除在有中旅行（輪迴）者」的演繹含

意，則特別為展現釋迦牟尼佛，或者一切「無上遍正覺者」的不同而立，是佛教特有的。 

結 論 

  「婆伽婆」或「薄伽梵」在印度傳統文化裡至少有三個含意：「神聖之神」、「上主；上帝」、

「師尊」。譯為「世尊」（三界獨尊；為世所尊；世出世間咸尊重）只表達了「上主；上帝」

的含意，譯為「眾祐」（眾多福運）9 只表達了佛教內六個特別含意中的「福運相應者」（或

者「結合福運者」）。不論譯為「世尊」或「眾祐」，都很難與「敬重的導師；師尊」這個原意

之一連結，所以當我看到律典出家儀式中說：「我某甲，歸依佛，歸依法，歸依僧，今於如來

所出家，如來、至真、等正覺是我世尊。」時，對後面那句「如來、至真、等正覺是我世尊」

總覺得語意不甚順暢，如果理解為「如來、至真、等正覺是我師尊」就順暢了。總之，要譯

多重含意的詞是困難的，由此可以一分理解為何安世高法師會在「婆伽婆；為上；世尊；眾

祐」諸多譯法中遊走、混用。個人認為，除了人名、地名外，其它若採取音譯翻譯，其實對

讀者並不友善，也不理想，此例採用最多地方合適的「世尊」譯之，應該是最好的妥協，所

以「世尊」一詞會被多數譯經者沿用，有其道理。 

 

註解 

1.gu aPisi hasabbasattuttamagarug raP dhiPacanaṇ ṭṭ ā ā 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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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Bh gnaP  bhaggaP  nutto, bhagehi ca PibhattaP 2 Bhatā ā ā ā taP  Pantagamano, bhaPesu ā

bhagaP  tatoti.ā  

3.nasm  loninalonuttarasunh bhinibbattana  d nas l dip rappatta  bh gnamassa ā ā ṃ ā ī ā ā ṃ ā

atthi 

4.原文為：應該被說為「……」而被稱為「薄伽梵」（……Pattabbe bhagaP ti Puccat tiā ī ） 

5.issarinadhammanasasirin mapanattesu chasu dhammesuā  

6.bhagasaddo paPattati, 轉起福運的話語。 

7.loninalonuttare uttarimanussadhamme bhaji sePi bahula  an siṃ ā  

8.依讀音推斷，「路迦那他」的梵文為 lonan thaā ，巴利語同，是 lona（世間）與 n thaā （主, 

保護者, 庇護者, n taā 神, 依怙, 救護）的複合字，意思是「世間的主；世間的庇護者」。 

9.古德多以「祐，助也，謂眾德相助成也」解說「眾祐」，但「祐」如果以另一個意思「福祉；

福運」解說應該更適合。教育部《異體字字典》就舉漢．王充．論衡．福虛：「埋一蛇獲二福，

如埋十蛇得幾祐乎？」佐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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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 附(3) 依負面情緒實踐四諦 

前 言 

  對看不到「色聚」、「四大」，沒有禪定力的人來說，雖然不具備敏銳的察覺能力，但也不

能因此而對佛法的實踐毫無作為。粗大的負面情緒是一般人常有的、帶來惡的影響的、容易

察覺的、必須調伏的，正好可以依之實踐佛法。「苦、集、滅、道」的四諦，是佛法實踐的重

要綱領，結合兩者，就是「依負面情緒實踐四諦」，這是沒有禪定力的人都做得來的。 

負面情緒的定義 

  負面情緒是指會導致傷害自己或他人言行與想法的心理狀態。 

一些明顯負面情緒的歸納 

  為了便於辨識與應用，這裡將性質相近或結果相近的負面情緒簡化歸納成七類： 

  1.惱：生氣、懷恨、厭惡、微慍、悶、不滿、不平、壓抑、不甘。 

  2.妒：忌妒、希望他人失敗、幸災樂禍。 

  3.悲：悲傷、難過、悲哀。 

  4.憂：擔心、焦慮、操心、沉重。 

  5.悔：罪惡感、後悔、愧疚。 

  6.躁：煩躁、不耐、不安。 

  7.失望：挫折、沮喪、消沈、氣餒、灰心、無助感、失落感。 

  其中，「生氣」來得急去得快，但傷害力最大，應該列為最優先處理。「悔」的對象通常

已逝而難以彌補，最難化解，易埋入內心造成長時間影響，不能輕忽。 

負面情緒的起因 

  負面情緒起因於「不如理作意」，不如理作意在「境界來時怎麼想」(隨起意門轉

向)或「起心動念」(獨立意門轉向)的同時發動，如電光石火般的快速。 

培養基礎能力 

  1.辨別身苦或心苦。 

  2.知心念之善惡（以五戒、貪、瞋為準）。 

  3.養成事事探查原因的習慣。 

  4.歸納並警覺自己易起負面情緒的危險情境。 

  5.平時對佛法的聞思薰習。 

實踐次第 

 ㈠回饋型修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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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覺察自己的負面情緒。 

  2.探查自己負面情緒的起因（與我見、我慢、貪愛、執取的關係）。 

  3.調伏自己的負面情緒（有害想、多餘想、何苦想、隨佛想、立戒條等）。 

  4.確認自己的負面情緒是因緣所生的，是無常的，只有苦的生起與消逝，有業報而無作

者。 

 ㈡前饋型修學──如理作意（另參看下節） 

  1.插入善念：在如瀑流的心念中，每日定時與不定時刻意插入善念，這是自己控制下的

善念，亦即「以善為所緣之純意門心路」。 

  2.保持善念：直到哪天進步到能隨時「保持善念」時，根對境的反應都將是善的(或沒有

惡的)。 

  善念可以是「無常想、無我想、一切世間不可樂想、因緣所生想、……」（在一段時間內

單選可能比較好）。對凡夫來說，回饋型、前饋型都不能免，前者像治療，後者像預防，若前

饋型修學越成熟，當能減少回饋型修學。 

調伏略說 

  有害想： 

  「像這樣，這些尋是不善的；像這樣，這些尋是有罪過的；像這樣，這些尋有苦果報。」

（MN.20） 

  「當在會被結縛的法上住於隨觀過患時，則渴愛被滅。」（SN.12.53 等） 

  多餘想： 

  生氣是多餘的；忌妒是多餘的；悲傷是多餘的；擔心是多餘的……；後悔是多餘的，於事

無補。 

  隨佛想： 

  當遇到難以解決的事時，設想：「如果是佛陀遇到這樣的事會怎樣？」作為指引。這要有

廣讀經論的基礎，尤其阿含經，每一經都是一個案例。 

  立戒條： 

  「無論何處、無論如何、無論何事，不要我在會瞋的法上生起瞋。」（AN.5.144，貪、

癡亦同） 

  關於生氣： 

  「你為何生氣？不要生氣！低舍！不憤怒對你最好。」（SN.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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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自己最高利益的利益中，比忍耐更高的還沒被找到。……對已發怒者發怒回去，那樣

對他只會更糟，不對已發怒者發怒回去，他打勝難勝利的戰鬥。」（SN.11.4 等） 

  另參看〈第五章 第二節 對治與調伏〉：1.觀念的改變 2.延遲滿足 3.同理心的運用 4.從

身遠離到心遠離 5.厭離想 6.他有他不得不的苦 7.建立自己個別的戒條 8.還有其他選擇 9.

正語的實踐 10.無常想、隨死念 11.承擔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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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 附(4) 學習實踐如理作意 

前 言 

  日常生活中，不論要保持善心善念，乃至保持中捨性，或下焉者用來解決負面情緒，我

們發現「如理作意」都扮演著十分關鍵的角色，志向佛法修學的佛弟子，應該不能疏忽這方

面的實踐學習。 

 

什麼是如理作意 

  「如理作意」的巴利語原文為 nonisomanasin raā ，名詞，逐字直譯為「從根源在心意

上的行為」，玄奘法師譯作「如理作意」，也譯作「如理思惟」，寶雲法師在《雜阿含經》裡譯

作「內正思惟」，菩提比丘長老譯作「周密的注意」（careful attention），這幾種是大家比較

熟悉的譯法。我的理解，「從根源」意味著是指「導向解脫的核心」，也就是佛法的核心教義：

依於緣起的無常、無我；「在心意上的行為」則包含很廣，思惟與注意是其中的二個具體代表。 

 

造善業或不善業的關鍵 

  心主導著認知與行為造業，因而被稱為「心王」。當六根觸對六境時，如果「意門轉向」

或相當於意門轉向的「確定」心朝向如理作意，則往後的行為與造業必定全是善的，如果是

不如理作意，則必定全是不善的。這樣，在心認知境的快速運作開頭，能不能如理作意就這

麼關鍵地決定了往後的結果，顯示出如理作意的重要性與難度。 

 

勝解正法 

  在佛法的修學中，如理作意被放在「四入流支」（證入初果的四個實踐要素）中的第三支，

它的前一支是「聽聞正法」。在古代，佛法靠聽聞而得，但現代資訊分享充足，高效率的閱讀

或更優於聽聞。「四入流支」以「聽聞正法」為前，然後才是「如理作意」的次第，表示不論

聽聞或閱讀，在學習實踐如理作意之前，要對佛法有充分的理解與把握，主要是勝解佛法的

核心教義：依於緣起的無常、無我。而這種擺脫猶豫；表現為決定與堅定的勝解，即使見不

到「究竟法」者，也能依著對「概念法」的深入觀察與體驗，加上對聖言量的淨信而得，這

樣的勝解，足以調整修學者的性格與價值觀，改變觸境時的反應心態，也就是所謂的聞法薰

習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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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保持警覺 

  《集異門足論》說：「云何如理作意？答：於耳所聞、耳識所了無倒法義，耳識所引令心

專注，隨攝、等攝，作意、發意，審正思惟，心警覺性，如是名為如理作意。」這段說明雖

然是接續聽聞正法說的，但轉用在六根觸對六境時也適宜：日常生活中，如果對自己身心狀

態的了知，以及對自己所處的情境保持警覺不迷糊，則有益於觸境時的如理作意。 

 

學習保持無常想 

  無常意味著變動、損失與滅亡，同時也意味著機會、嶄新與重生，不論我們抗拒或歡迎、

喜歡或厭惡，無常是緣起下的必然，如果我們沒時時保持無常想的警覺，那麼，六根觸對六

境時，就難有如理作意的機會。以下略舉幾條有助於無常想的提醒： 

  •不要讓過去經驗成為成見。 

  •縱他前科累累，這次也待查證。 

  •損失必有緣故。 

  •我不離於病，我不離於死。 

 

學習保持無我想 

  無常故，無我：非獨存、無常住、不主宰。如果我們能時時保持無我想的警覺，乃至非

我所想的警覺，尤其是能不主宰，則能遠離強制、專斷、獨裁與執取，保持柔和、從容、尊

重多元與放手，那麼，六根觸對六境時，如理作意的機會就增大。以下略舉幾條有助於無我

想的提醒： 

  •順逆貪瞋皆有我。 

  •感到有刺就有我。 

  •做個沒脾氣的人。 

  •懂得認賠與認輸。 

  •有孩子的憂愁孩子，有牛的憂愁牛。 

  •兒孫自有兒孫福。 

  •財產為王賊水火子所共，死時帶不走。 

  •愛無過於己。 

 

學習保持觀察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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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件事的發生都有它的因緣條件，因緣條件變化了，事情也就跟著變化，可以說，世間

中因緣最大。日常生活中，如果我們能時時保持觀察因緣，那麼，就能更深刻的體會無常、

無我，隨順無常、無我，進而能提升如理作意的機會。 

 

學習轉念 

  凡事換個角度想：往好的方向想；往樂觀的方向想；往無爭的方向想；從對方的角度想；

從其它可能解決問題的方向想，以轉念來避免起瞋、起憂、起煩惱的不如理作意。 

 

守戒 

  戒有一種強力約束心念想法與行為的剛性力量，一旦決意遵守，對自己的心念想法與行

為就可以達到不假思索、毫無猶豫的立即約束效用。這樣的立即特性，適合用來對應心的快

速運作，達到如理作意。而決意守戒的前提是：勝解有業有報；認同戒的內容；勝解戒的功

能與必要性。以下略舉兩條有助於守戒的提醒： 

  •打消違反殺盜淫妄酒的念頭，能多快就多快。 

  •生氣一定都是錯的。 

 

守業處 

  修定者與修毘婆舍那者，都有其特定的所緣作為專注或觀察的目標，他們即使在日常生

活中也力求保持綿密，時時心繫所緣。當修定或修毘婆舍那者心繫所緣，守著業處時，就不

會有不如理作意的造惡業機會，因此，相對來說，守業處就是善的行為，也可歸於如理作意。

這樣的守業處可以算是一種轉移注意的取代：以善的取代不善的。依照這樣的方法，一般人

也可以仿效禪修者，自己建立一個不違背正法的標的作為所緣，令心在日常生活中時時繫於

這個所緣，也可以權充是守業處，這也能是一種訓練自己學習實踐如理作意的方法。 

 

從失敗中學習 

  當出現負面情緒時，我們知道自己的如理作意失敗了。在平息負面情緒後，我們必須回

頭檢視失敗的關鍵處，從失敗中學習，以期往後再遇到類似情境時，能如理作意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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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 附(5) 南北傳名色分析表 

 

1.阿毘達磨俱舍論： 

     色法 11：5 根+5 境+無表色 

     心法 1：第六意識 

俱舍五位 心所法 46：大地法 10+大善地法 10+大煩惱地法 6+ 

七十五法      大不善地法 2+小煩惱地法 10+不定地法 8 

     不相應行法 14：得/非得/眾同分/無想/無想定/滅盡定/命根 

            /生/住/異/滅/名身/句身/文身 

     無為法 3：虛空/擇滅/非擇滅 

  •大地法 10：觸/作意/受/想/思/欲/勝解/念/三摩地(心一境性)/慧。 

  •大善地法 10：信/不放逸/輕安/(行)捨/慚/愧/無貪/無瞋/不害/勤。 

  •大煩惱地法 6：癡/放逸/懈怠/不信/惛沈/掉舉。 

  •大不善地法 2：無慚/無愧。 

  •小煩惱地法 10：忿/覆/慳/嫉/惱/害/恨/諂/誑/憍。 

  •不定地法 8：尋/伺/睡眠/惡作/貪/瞋/慢/疑。 

 

2.大乘百法明門論： 

     色法 11：5 根+5 境+法處所攝色(5 意識所行無見無對色) 

     心法 8：六識+末那識+阿賴耶識 

     心所法 51：遍行 5/別境 5/善 11/煩惱 6/隨煩惱 20/不定 4 

大乘唯識 不相應行法 24：得/眾同分/無想報/無想定/滅盡定/命根 

五位百法        /生/老/住/無常/流轉/名身/句身/文身 

            /異生性/定異/相應/勢速/次第 

            /方/時/數/和合性/不和合性 

     無為法 6：虛空/擇滅/非擇滅/不動滅/想受滅/真如 

  •遍行 5+別境 5=大地法 10。 

  •善 11=大善地法 10+無癡。 

  •煩惱 6：貪/瞋/慢/疑/無明/不正見。 

  •隨煩惱 20=大不善地法 2+小煩惱地法 10+(大煩惱地法 6-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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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念/散亂/不正知)。 

  •不定 4：尋/伺/睡眠/惡作=(不定地法 8-貪/瞋/慢/疑)。 

  •法處所攝色 5：極略色(極微色)/極逈色(即此離餘礙觸色)/受所引色(無表色)/遍計所起色

(影像色)/自在所生色(解脫靜慮所行境色)。 

 

3.阿毘達磨概要精解： 

    色法 28 完成色 18：大種 4/根淨 5/境 4/性根 2/心色/命色/食色 

        不完成色 10：空界/表色 2(身+語)/變化色 3/相色 4 

 南傳      欲界心 54：不善心 12/無因心 18/美心 24 

究竟法 心法 89 色界心 15(美心)：善心 5/果報心 5/唯作心 5[五禪支] 

(170)      無色界心 12(美心)：善心 4/果報心 4/唯作心 4[四無色] 

         出世間心 8(美心)：道心 4/果心 4[四果] 

    心所法 52：通一切 13(遍 7+雜 6)/美 25(遍 19+離 3+無量 2+慧根) 

         /不善 14(通 4+貪因 3+瞋因 4+有行 2+疑) 

    涅槃法 1 

  •變化色 3：色輕快性/色柔軟性/色適業性。 

  •相色 4：色積集/色相續/色老性/色無常性。 

  •不善心 12：貪根 8([悅/捨俱]x 邪見[相/不相應]x[無行/有行]) 

        +瞋根 2(憂俱瞋恚相應 x[無行/有行]) 

        +癡根 2(捨俱疑相應/捨俱掉舉相應)。 

  •無因心 18：不善果報 7(眼耳鼻舌識/領受/推度捨俱+身識苦俱) 

        +善果報 8(眼耳鼻舌識/領受/推度捨俱+推度悅俱+身識樂俱)。 

        +唯作 3(捨俱五門轉向心/捨俱意門轉向心/悅俱生笑心) 

  •欲界美心 24：有因善心 8([悅/捨俱]x 智[相/不相應]x[無行/有行]) 

        +有因果報心 8([悅/捨俱]x 智[相/不相應]x[無行/有行]) 

        +有因唯作心 8([悅/捨俱]x 智[相/不相應]x[無行/有行])。 

  •通一切心所 13：遍 7(觸/作意/受/想/思/一境性/名法命根) 

          +雜 6(尋/伺/欲/勝解/精進/喜)。 

  •不善心所 14：通一切 4(無慚/無愧/掉舉/癡)+貪因 3(貪/邪見/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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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瞋因 4(瞋/嫉/慳/惡作)+有行 2(昏沉/睡眠)+疑。 

  •美心所 25：遍一切 19(信/念/慚/愧/無貪/無瞋/中捨性/身輕安/心輕安 

       /身輕快性/心輕快性/身柔軟性/心柔軟性/身適業性 

       /心適業性/身練達性/心練達性/身正直性/心正直性) 

       +離 3(正語/正業/正命)+無量 2(悲/喜)+慧根。 

 

4.南北傳共列的心所法： 

  •觸/作意/受/想/思/三摩地(心一境性)。 

  •欲/勝解/念/慧。 

  •無貪/無瞋/慚/愧/信/喜/勤(精進)/捨(中捨)。 

  •貪/瞋/癡/無慚/無愧/惛沈/掉舉/慳/嫉/慢/疑。 

  •尋/伺/睡眠/惡作。 

  •命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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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 附(6) 六識的依處 

 

四阿含與四部 

  在北傳四阿含與南傳四部中，都有「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等六識的

分類，這是將「識」依不同所緣展現不同功能所作的分類，就如《中阿含 201 經》的譬喻：

「猶若如火，隨所緣生，即彼緣，說緣木生火，說木火也；緣草糞聚火，說草糞聚火。」（《中

部 38 經》亦同）而這六識，《雜阿含 218 經》說：「緣眼、色，生眼識，……耳、鼻、舌、身、

意亦復如是。」《相應部 12 相應 43 經》說：「緣於眼與色而生起眼識」，「緣於意與法而生起

意識」1。也就是說，當眼識等生起時，在身體上的依處分別是「眼、……意」。而這裡的「眼、……

意」，也被歸在「處（ānatana，基地）」、「根（indrina，能力）」、「界（dh tuā ，性質）」2的

分類中，表示它們都有這些性質，也就是說，當眼識生起時，其依處是「眼處；眼根；眼界」

（餘五識類推），如《中阿含 30 經》說，眼處不壞者，眼識得生 3，《雜阿含 452 經》說：「緣

眼界生眼觸」（解讀為「緣眼界、色界，生眼識，三事和合眼觸」之略）。至於眼根等「根」

的用法，在四阿含與四部中則多用在涉及教導律儀、調伏、調御、守護、攝斂、清淨的場合，

這與後來常見眼根用在說明眼識生起上不同。 

  除了《雜阿含 322 經》描述「眼處」等前五處為「淨色」，「意處」為「非色」4外，在

四阿含與四部中看不到對這六處有更進一步描述，甚至在南傳五部（含《小部》）中，都未見

「淨色」（pas dar paā ū ）一詞，所以，《雜阿含 322 經》也有後編入的可能。 

  另外，《中阿含 211 經》說：「眼根，耳、鼻、舌、身根，此五根異行、異境界，各各受

自境界，意為彼盡受境界，意為彼依。」「意者依壽，依壽住。」《中部 43 經》說：「學友！

對這不同境域、不同行境，不互相經驗行境與境域的五根來說，意是所依，意經驗其行境與

境域。」5「學友！這五根緣於壽命而住立。」6這部經是尊者摩訶拘絺羅與尊者舍利弗的法

談，雖非佛所說，但這段經文有三個指標意義：1.六根的前五根機能互異，且不跨越各自的

領域，即：眼只能看，耳只能聽，手指只有觸覺，沒有視覺等其它四根的機能 7。2.意根參與

了前五根的作用，是前五根的「所依」（pa isara aṭ ṇ ，歸依處）。後來北傳阿毘達磨說「二識

所識；二識識」、「意兼受用五根行處及彼境界」、「眼識受已意識隨識」8，南傳阿毘達磨《法

集論註》〈欲行境善巧的句分別〉中說：「每一所緣都來到兩門」9，都是此義。3.北傳說「意

根依壽住立」，南傳說「五根依壽住立」而未說意根，南北傳出現差異。後來南北傳阿毘達磨

多將「壽；壽命」立為「命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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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結來說，四阿含與四部「緣眼、色，生眼識」等的經文，應為往後說「六識依處」的

根源。 

 

北傳阿毘達磨 

  北傳說一切有部七部阿毘達磨中的《品類足論》說，眼根為眼識所依淨色，耳根為耳識

所依淨色，鼻根為鼻識所依淨色，舌根為舌識所依淨色，身根為身識所依淨色，但說到身根

為止，沒說意根 10。《法蘊足論》說眼根「增上發眼識」，為「四大種所造淨色」，耳根、鼻根、

舌根、身根類推，而意根只是「心意識」11。 

  屬於分別說系的阿毘達磨《舍利弗阿毘曇論》說，「眼入；眼界；眼根」等為四大所造淨

色，「意根；識陰；心意識；六識身；七識界」為「意入」12，所立「十緣」中的「依緣」，

以「依地有稼穡業：種子聚落、眾生聚落、藥草、叢林」為喻解說，內容就有「依眼、依色

生眼識及眼識相應法；耳、鼻、舌、身、意亦如是」一項 13，也就是眼識依於眼（處；根；

界）生，意識於意（處；根；界）生。 

  歸結來說，北傳阿毘達磨已表示了「眼識依於眼根淨色，耳識依於耳根淨色，鼻識依於

鼻根淨色，舌識依於舌根淨色，身識依於身根淨色，意識依於意根」的意思，但未立意根依

於什麼特定色，也沒具體提出眼根淨色等是什麼。 

 

南傳阿毘達磨 

  南傳七部阿毘達磨仍未直接使用「淨色」（pas dar paā ū ）一詞，但《法集論》〈色品〉與

《分別論》〈處分別〉都有這樣的文句：「什麼是那眼處色？凡四大種所造淨、個體所屬的、

不可見、有對之眼，依不可見、有對之眼已看見、現在看見、將看見、可能看見可見、有對

之色，這是眼；這也是眼處；眼界；眼根；世間；門；海；白的；田；依處；導引之物；眼

睛；此岸；空村，這是那眼處色。」14其中，「四大種所造淨」（catunna  mah bh t na  ṃ ā ū ā ṃ

up d na pas doā ā ā ）顯然等同「淨色」的意涵。耳處色到身處色等也類推，但只講到身處色

為止，沒講意處色。而後面那一串眼的異名，與《法蘊足論》說的「謂名眼；名眼處；名眼

界；名眼根；名見；名道路；名引導；名白；名淨；名藏；名門；名田；名事；名流；名池；

名海；名瘡；名瘡門；名此岸，如是眼根是內處攝。」15是那麼的類似，顯然它們有相同的

根據，也值得一提。比對這些異名，「依處」（Patthuṃ），玄奘法師顯然採取了該字的另一個

含意而譯為「事」，這兩者的意思是不同的，不知玄奘法師採用該譯的用意。 

  《發趣論》〈緣的說明〉第八項「依止緣」（Nissanapaccanoti）中有這段說明：「眼處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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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識界及其相應諸法來說是以依止緣為緣；耳處對耳識界及其相應諸法來說是以依止緣為

緣；鼻處對鼻識界及其相應諸法來說是以依止緣為緣；舌處對舌識界及其相應諸法來說是以

依止緣為緣；身處對身識界及其相應諸法來說是以依止緣為緣；凡意界與意識界轉起的依止

色，該色對意界與意識界及其相應諸法來說是以依止緣為緣。」16其它第十項「前生緣」

（Purej tapaccanotiā ）、第二十一項「存在緣」（Atthipaccanoti）、第二十四項「不離緣」

（Pigatapaccanoti），都有相似的文句。這段說明，以提出有「意界與意識界轉起的依止色」

最為特別，也就是說，《發趣論》立了「意界的依止色」，這是之前南北傳經論所未見的。 

  《發趣論》的註釋書《五論註》〈緣的總說注釋〉中解說「依止緣」的含意為：「以作為

依處的、以作為依止的為資助法者為依止緣，如樹、繪畫等工作對土地、布等。」17「如樹、

繪畫等工作對土地、布等」的譬喻，顯然與前面所舉《舍利弗阿毘曇論》的「依緣」以「依

地有稼穡業」的譬喻相仿，表現為「依處」的意思。 

  歸結來說，南傳阿毘達磨已表示了「明淨四大種所造的眼處為眼識的依止緣，明淨四大

種所造的耳處為耳識的依止緣，明淨四大種所造的鼻處為鼻識的依止緣，明淨四大種所造的

身處為身識的依止緣，意界與意識界轉起的依止色為意識的依止緣」，但沒具體提出明淨四大

種所造的眼處等是什麼，也沒具體提出意界轉起的依止色是什麼。 

 

清淨道論 

  《清淨道論》〈14.蘊的說明/色蘊的談論〉中說眼「對眼識等在適當時保持執行為依處與

門的狀態。」18耳、鼻、舌、身亦同。並稱眼等為「淨色」，也對「淨色」作出定義：「如鏡

面明淨的狀態，眼等五種對色等以執持為緣的狀態為淨色，其他與此相反的狀態為非淨色。」
19這是全書唯一一處出現稱眼等五處為「淨色」的地方，其他地方（共有兩處）都只以「淨」

來描述，如「眼淨」20、「淨是處」21。然後提出「心所依處」：「心所依處以意界、意識界的

依止為相，就對那些界的支持為味，運載為現起，在心臟內部，依身至念的談論所說模式依

止血，是以大種保持等作用幫助的，以時節、心、食支持著的，以壽守護的，就對意界、意

識界及其相應諸法保持執行為依處狀態。」22我們看到《中阿含 211 經》/《中部 43 經》說

的「依壽住；緣於壽命而住立」，在這段定義中已被轉成「以壽守護的」，也許是「壽命」顯

得抽象而不夠具體吧。之後提出「心色」：「又，在這裡，凡名為心色者是依處而非門。」23

這兩段文句中「心所依處」、「心色」的「心」與「在心臟內部」的「心臟」都用「hadana」

這個字，前者意思同「心意識」無形的「心」24，也就是指「意處；意根」，後者就是指有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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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官的「心臟」25，兩種用法在《相應部》中都已存在。「心色」，就相當於前所引《發趣論》

說的「意界與意識界轉起的依止色」。「是依處」表示它是意處的依處，也就是「心所依處」，

《攝阿毘達磨義論》就這麼說 26。「而非門」表示「意處」並不需要通過「心色」才能接觸所

緣。這樣，在《發趣論》中沒有具體說明的「意界與意識界轉起的依止色」，這裡具體提出了，

這是《清淨道論》的一項獨到之處。 

  「心所依處」為「心臟內的血」，《清淨道論》在〈8.隨念業處的說明/身至念的談論/部分

差別的談論〉，也就是在 32 身分中第 11 項心臟的解說中有詳細說明：「『心』是肉心（按：

即是指「心臟」器官）。……（刪略）又，其內有安放 punn gaā 種子大小的穴，於該處保持

半 pasata 量的血，意界與意識界依止它轉起。」27這段話有三個關鍵字：punn gaā 、pasata、

穴（āP anoāṭ ），以下就以斯里蘭卡佛授大長老（A.P. Buddhadatta Mah thera, 1887ā ─

1962）的《Concise P liā -English Dictionarn》（簡為「巴英辭典」）與日本水野弘元教授（1901

─2006）的《パ─リ語辞典》（簡為「巴日辭典」）來比對解讀： 

 1.punn gaā ：「巴英辭典」解為「亞歷山大桂樹」（the Alexandrian laurel tree），也就是

「胡桐樹」28，其種子大小約 1.5 公分直徑球形 29。「巴日辭典」解為「龍華樹」，丁福保《佛

學大辭典》說龍華樹「似鐵刀木」，「果實大如胡桃，呈橙色，內藏有種子」。 

 2.pasata：「巴英辭典」解為「一把/一握」（a handful），或者「1/4 seer」（約 250 毫升，

seer=1.024 公升 30）。「巴日辭典」解為「一把/一握」，或者「一合」（約 180 毫升 31）。「一

把/一握」，經實測，約等於 47 毫升 32。 

 3.穴（āP anoāṭ ，原型 P aā āṭ ）：「巴英辭典」解為「坑；凹窪」（a pit），「巴日辭典」解為

「坑, 穴, 井」。正常人心臟構造有左右心室、心房四個腔，其中有類似「凹穴」構造的是在

心房上端外凸的「心耳」，從「左心耳封堵手術」的模擬動畫影片可以看出其形貌 33。另外，

有一篇無心臟病變的 37 歲男性解剖報告說：「右心耳 2.5cm×1.5cm×1cm（按：容積為 3.75

毫升），右心耳內未見凝血塊，左心耳 3cm×3cm×1.5cm（按：容積為 13.5 毫升），左心耳

內見暗褐色凝血塊。」左心耳的凹穴比較大，形成血液滯留的機會比較高，慢性心房顫動的

患者血液更容易在這裡久滯而結成血塊引發中風。另外，心室中的血液容量在收縮末期約 50

毫升，在舒張末期約 144 毫升 34，左心室每一次收縮的血液泵出率，正常也只約 50-60%35，

也就是說，有近半量的血（約 60 毫升）會在心室滯留。 

  綜合上述資料比對，被《清淨道論》稱為「心所依處」的「心臟內的血」，其所在位置，

心房、心室從血量與形狀來看都難與所述符合，而從胚胎時期原始左心房蛻變的「左心耳」

會比較像。這樣，該段描述解讀為：「其內有安放胡桐種子大小的穴，於該處保持半握量的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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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相對適當。 

  歸結來說，《清淨道論》提出前五識的依處為其各自的「淨色」，但未對眼淨色等作出具

體描述，意識的依處為「心臟內某處凹穴內的血液」，這項也是之前南北傳經論所未見的。 

 

近代禪修者的經驗 

  近代有成就的禪修者，他們出第四禪後「借助禪那之光，然後在眼睛這個地方修四大」，

「在眼球裡面修習四大，一直到見到色聚，見到色聚之後呢，將會發現到在我們的眼球裡面，

有兩類透明的色聚，一類透明的色聚是眼淨色，另一類透明的色聚是身淨色。當我們找到了

其中一類的透明色聚之後，嘗試去看，再去找外面的一類色聚，或者說嘗試看外面的顏色，

然後再看這一類色聚對外面的顏色有沒有反應，如果有反應，它還是屬於眼淨色。」36 

  「耳淨色是位於耳洞內的淨色，對聲音敏感。」「下面再來看看鼻淨色 gh napas daā ā 。

gh naā 是鼻，pas daā 是明淨、透明。這種淨色是位於鼻孔內的淨色，對氣味敏感。」「舌淨

色是位於舌頭上的淨色，對味道敏感。」「身淨色是遍佈全身的淨色，對觸所緣的撞擊敏感。

這種淨色大致類似于平時所說到的遍佈全身的神經細胞，神經細胞對觸覺敏感。」 

  「當一個人擁有了禪那之後，他就可以通過禪那來辨識。一個人如果證得了禪那，他可

以在他的心臟裡面，發現心臟猶如一面鏡子，因為心臟裡面有一種稱為透明的意鏡，它能夠

反映出心裡面想的影像。」「他可以先坐著，然後進入第四禪，從第四禪出定之後，再對這個

身體修四界，修四界一直到身體變成很明淨，然後他嘗試去把手動一動，再去追查到底生起

『想要動手，這個手要活動』這個心念是從哪裡生起的？他會發現到，在這個時候他的心臟

裡面會產生很多的色法，這種色法是由於有『我想要動手』的這種心念而產生的色法，這種

色法稱為心生色法。這種心生色法很快就擴散到他的手，於是由於這種心生色法裡面的風界

是最明顯的，所以就會有手動的動作發生。」 

  「他可以嘗試在大腦這邊再去修四界，之後再去分析，將會發現到在大腦裡面只有四十

四種色法，也就是只有身淨色，而沒有心所依處色。」37 

  歸結來說，近代禪修者以其出第四禪定力的餘勢，經驗到眼識的依處眼淨色在眼球裡，

耳識的依處耳淨色在耳洞內，鼻識的依處鼻淨色在鼻孔內，舌識的依處舌淨色在舌頭上，身

識的依處身淨色遍佈全身，意識的依處（心所依處）在心臟裡面，但未如《清淨道論》強調

是心臟裡面的「血液」。前五識所依的淨色位置都明確指明了，這是超越《清淨道論》的進展。 

  附帶一提，唐朝精於《華嚴經》的思想家慧苑法師說：「其室利靺瑳相莊嚴胷臆，近心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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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處故。」38也間接地表示了「心臟」為「心所依處」，但其根據為何則不得而知。 

 

近代醫學的經驗 

  近代醫學累積許多臨床實驗與解剖經驗，對大腦的了解有長足的進展，知道大腦皮質有

「視覺區、聽覺區、嗅覺區、味覺區、體感區」，以及各區各自的「聯合區」（或稱「聯絡區」），

這些「聯合區」對各區所接受到的訊息作出分析、判斷、推論、認識，也就是「賦予意義」，

如：「視覺區」接收「視網膜」來的訊號使我們「看見」，「視覺聯合區」處理「視覺區」來的

訊號使我們「看懂」，餘依此類推 39，這些「聯合區」的機能，就像參與了前五根作用的意根。 

 

 

 

 

 

 

 

 

 

  如果大腦的這些特定區域受損，例如腦中風、外傷、感染、腫瘤壓迫等，都會導致看不

見、聽不到，失去嗅覺、味覺、觸覺，無法認知與失憶，稱為「中樞性眼盲」、「中樞性耳聾」

等。這時，即使有正常的眼睛，也無法進行「緣眼、色，生眼識，三事和合觸，緣觸受，……」。 

  所以，依近代醫學的認知，「看見」需要從「眼睛」到「大腦」連串運作的「視覺系統」，

包括「眼角膜、視網膜、視神經、視交叉、視束、外側膝狀體、視輻射、大腦視覺皮層」40

各部分機能都要正常才成；「聽見」需要從「耳朵」到「大腦」連串運作的「聽覺系統」，包

括「耳膜、聽骨鏈、耳蝸、毛細胞、聽覺神經、大腦聽覺皮層」41各部分機能都要正常才成；

「聞到」需要從「鼻子」到「大腦」連串運作的「嗅覺系統」，包括「嗅覺上皮細胞、嗅覺神

經、嗅球、帽僧細胞、大腦嗅覺皮層」42各部分機能都要正常才成；「嚐到」需要從「舌頭」

到「大腦」連串運作的「味覺系統」，包括「味蕾、舌咽神經/顏面神經/迷走神經、大腦嗅覺

皮層」43各部分機能都要正常才成；「觸到」需要從「觸覺細胞」到「大腦」連串運作的「觸

覺系統」，包括「各類觸覺小體、後柱-內側丘、脊髓丘腦前束、脊髓皮層前束、脊髓皮質、

大腦體感覺皮層」44各部分機能都要正常才成，這裡，我們看到大腦都參與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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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人種的胚胎約有 0.1%的機率因故畸形發育，成為「無腦兒」，無腦兒「約 75%在產

程中死亡，其他則於產後數小時或數日後死亡 45」。但也有例外：1.賈克森比爾（Jaxon Buell）

2014 年 8 月 27 日出生於美國佛羅里達，他缺大部份腦部及頭骨，被稱為無腦兒

（Anencephaln），但卻能正常活動、微笑 46。2.出生於英格蘭北部約克郡的護理師莎瓏帕克

（Sharon Parner）出生以來就有腦積水，她的大腦不超過正常人的 10-15％，但她除了記數

字、電話號碼有困難外，智商高達 113，已婚，有三個孩子 47。這位被稱為「無腦兒」的賈

克森比爾，其實不是完全無腦，而是「缺大部份腦部及頭骨」，智商 113 的護理師莎瓏帕克，

也非完全無腦，而是「大腦不超過正常的 10-15％」，也就是大腦體積異於常人，卻有正常大

腦的機能，這是極罕見的奇蹟特例。 

  心臟是人體血液循環泵送器官，右心室將血液泵送入肺部獲取氧，富含氧的血液從左心

房壓入左心室，然後泵送到腦部與全身，一般如果心跳停止超過 4 分鐘，腦部將有局部區域

的永久傷害，超過 10 分鐘，將造成大腦思考、記憶、認知、語言、行為等機能全面性喪失，

成為「植物人」，乃至導致死亡。近代有關心臟醫療技術發達，例如：1967 年南非完成心臟

移植成功的世界首例，1972 年美國成功使用體外人工心肺機「葉克膜」，至今這兩種醫術的

應用已然普遍，也出現值得作佛法探討的資訊： 

 1.「紐西蘭自然歷史」（NHNZ）這家「真實事件電視製作公司」在 2003 年製作一支標題

為《移植記憶》（Transplanting Memories）的紀錄片，報導有些心臟移植者不自主地出現

捐贈者的記憶、性格、嗜好 48，但也有對該紀錄片觀點強烈不認同者 49。台灣心臟移植成功

案例到 2014 年為止，已超過 900 例 50，但除了一例否定案例外 51，沒看到出現捐贈者記憶

的公開報導。可以確定的是，不是每一顆移植心臟都留有捐贈者的記憶，也就是說「心臟留

有記憶」的說法不是普遍真理。從佛法「識緣名色；名色緣識」的角度看，捐贈者的「記憶、

性格、嗜好」等應該隨捐贈者的「識」流轉輪迴，不能離捐贈者的「識」而留在捐贈心臟中。

至於接受非洲裔人捐贈肝臟移植的白人全身皮膚變黑的傳聞 52，若解說為那是捐贈肝臟 DNA

的作用（記憶），則與上述「識緣名色；名色緣識」理則不衝突，因為那只是色法，與捐贈者

的「識」無關。 

 2.美國密西根州伊普西蘭蒂（Ypsilanti, Michigan）的 25 歲居民拉金（Stan Larnin），自

身的心臟在 2014 年 11 月摘除，到 2016 年 5 月等到心臟移植為止，體內無心臟器官，只以

人工心臟泵浦度過了 555 天，其間還能陪 3 名幼兒到公園玩，和弟弟出門，就和一般年輕成

年人無異 53。這個無心臟器官而正常生活 555 天的例子，衝擊了「心所依處」為肉團「心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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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心臟內的血」說法的普遍性，因為只要有一例外存在，就不能像緣起法那樣說它是「法

不離如、法不異如」。 

 

我的理解 

  從六識依處的根源經文「緣眼、色，生眼識，三事和合觸，緣觸受，……」來看，「緣眼、

色，生眼識」是「看見」，「三事和合觸」是「看懂」，「看懂」後才有「受、想、思」、「愛」

的生起。「看見」，在生理上需要「視覺系統」各部分機能都正常才能運作，如果其中哪個部

分機能缺損，那就無法「看見」，也就表示無法「生眼識」，而最常見的缺損就在「眼睛裡的

視網膜」與「大腦」。所以，「緣眼、色，生眼識」中的「眼」就不能單指眼睛，而是指「看

見」的整個生理「視覺系統」，各個部分缺一不可。依這樣的道理，「眼識的依處」之「眼處；

眼根；眼界」，也應當指這整個「視覺系統」。這樣的理解，從「處」（基地；生長門）、「根」

（能力；支配）、「界」（性質；種族）的字義上來看，並不矛盾。 

  「看懂」就更複雜了，生理上如果大腦皮層的「視覺連絡區」受損，雖能看見，視覺敏

感度也正常，但卻喪失認識和區別不同形狀的能力，或者無法稱呼它，也不知道它有什麼用

處。而其它與各類型記憶有關的腦部位，應該也與「看懂」有關。若從經文「意為彼盡受境

界，意為彼依」、「意經驗其行境與境域」來看，這些與「看懂」有關的腦部位運作，其背後

的驅動者應該就是「意根；意處」。 

  以上情況前五識都類似：作為「耳識的依處」之「耳處」應當指「聽覺系統」，「鼻識的

依處」之「鼻處」應當指「嗅覺系統」，「舌識的依處」之「舌處」應當指「味覺系統」，「身

識的依處」之「身處」應當指「觸覺系統」。 

  前五處都有屬於物質的「感覺受器」與外境接觸為起作用的開端，但意處沒有。意處被

界定為非物質，司「思考、聯想、推理、分析、判斷、歸納、領會、計畫、回憶、想像、……」

等前五處無法執行的機能。這些機能與大腦前額葉、各「連絡區」、杏仁核、海馬迴、海馬旁

迴、後壓部皮質（retrosplenial cortex）、後頂葉皮質、……等等腦部許多區塊有關，如何知

道的呢？主要是透過這類機能障礙病患的腦部電腦斷層、核磁共振，以及他們往生後腦部解

剖發現的 54。但意處已被界定為非物質，所以屬於物質的腦不能是「意處；意根；意界」，不

過應該可以理解為：意處透過大腦某些神經元的電、化學反應傳遞執行其機能，進一步說「腦

為『意處』依處的一部分；腦為『意識』依處的一部分」應該是合適的。 

  至於近代禪修者「想要動手的心念使心臟裡面產生很多心生色法擴散到手而有手動作發

生」的經驗，面對拉金 555 天沒有心臟器官而能正常生活的案例，也許需要更審慎考慮「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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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色法」的生起處，比如說，像「大量富含氧的血液聚積處」之類的。同樣的，從「心念生

起」到「心生色法」的出現、手動作的發生，腦的機能，乃至於從大腦的「下視丘、腦下垂

體、松果腺」發出訊號到各種「線體」分泌激素進入血液，經由血循環系統運送到標的器官

而產生作用的內分泌系統，也不能被排除。所以，如果要說「意處與意識的依處」，那遠比前

五識的依處牽涉更廣也更複雜，心臟或者血液只能是其中之一而已。 

  另外，「大腦裡面只有身淨色」的經驗，在已知大腦極複雜的機能遠遠多於觸覺種類下，

即使大腦內只有身淨色，那些「腦內身淨色」的機能應該不是身體其他部位的身淨色所能相

提並論的，大腦與六識每一識的生起都有關聯。 

  總之，六識每一識的生起，在生理上都不是單一器官能成就的，因而每一識的依處也就

不宜只說單一器官。 
 

註解 

1. manavca pa icca dhamme ca uppajjati manoPivv a .ṭ āṇ ṃ  

2.「處」，西元四世紀左右的世親解說為「生長門義」。「根」，源於吠陀用語「屬於因陀羅的；

屬於王的」（indra-ina），《大毘婆沙論》等有「增上義；……勝義；主義」多種解說。「界」，

《大毘婆沙論》等解說為「種族義」。 

3.「若內眼處不壞者，外色便為光明所照，而便有念，眼識得生。……若內意處不壞者，外法

便為光明所照，而便有念，意識得生。」「內眼處、內意處」，對應的《中部 28 經》作「自

身內的眼、自身內的意」。 

4.「眼是內入處，四大所造淨色，不可見，有對；耳、鼻、舌、身內入處亦如是說。……意內

入處者，若心、意、識，非色，不可見，無對，是名意內入處。」「入處」是「處（ānatana）」

的另譯，「內」是指自身，相對於色等「外處」說的，所以「眼內入處」即是「眼處」，「意內

入處」即是「意處。」 

5. Imesa  nho, Puso, pavcanna  indrin na  n n Pisṃ ā ṃ ā ṃ ā ā an na  n n gocar na , na ā ṃ ā ā ā ṃ

avvamavvassa gocaraPisana  paccanubhont na , mano pa isara a , mano ca ṃ ā ṃ ṭ ṇ ṃ

nesa  gocaraPisana  paccanubhot ntiṃ ṃ ī  

6. Im ni nho, Puso, pavcindrin ni nu  pa icca ti hant nti.ā ā ā ā ṃ ṭ ṭṭ ī  

7.如後來的《舍利弗阿毘曇論》說：「眼識相應法不至耳識；耳識相應法不至眼識。」可能就

根據此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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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發智論》、《識身足論》、《品類足論》、《雜阿毘曇心論》、《大毘婆沙論》、《順正理》、《俱

舍論》、《說一切有部顯宗論》等。 

9. enena  ramma a  dP su dP su dP resu p tham gacchati.ṃ ā ṇ ṃ ī ī ā ā ā ā

（Dhammasa gaṅ ṇī-a hanath /K m Pacaranusalapadabh jan naṭṭ ā ā ā ā ī ṃ） 

10.「眼根云何？謂：眼識所依淨色。耳根云何？謂：耳識所依淨色。鼻根云何？謂：鼻識所

依淨色。舌根云何？謂：舌識所依淨色。身根云何？謂：身識所依淨色。色云何？謂：諸所

有色若好顯色、若惡顯色、若二中間似顯處色，如是，諸色二識所識，謂眼識及意識。此中

一類，眼識先識，眼識受已意識隨識…..。」（大正藏 26 冊 p.692c） 

11.大正藏 28 冊 p.498b-p.499b 

12.「若眼我分攝，去、來、現在，四大所造淨色，是名眼入。……耳、鼻、舌、身入亦如是。

云何意入？意根是名意入。云何意入？識陰是名意入。云何意入？心意識、六識身、七識界

是名意入。」（大正藏 28 冊 p.525c） 

13.大正藏 28 冊 p.679b 

14. Katama  ta  r pa  cannh natana   Ya  cannṃ ṃ ū ṃ ā ṃ ṃ hu cannhu  (s . sn .) catunna  ṃ ī ā ṃ

mah bh t na  up d na pas do attabh Paparin panno anidassano sappa igho, nena ā ū ā ṃ ā ā ā ā ā ṭ

cannhun  anidassanena sappa ighena r pa  sanidassana  sappa igha  passi P  ā ṭ ū ṃ ṃ ṭ ṃ ā

passati P  passissati P  passe P , cannhu  peta  cannh natana  peta  cannā ā ā ṃ ṃ ā ṃ ṃ hudh tu ā

pes  cannhundrina  peta  lono peso dP r  pes  samuddo peso pa ara  peta  ā ṃ ṃ ā ā ā ṇḍ ṃ ṃ

nhetta  peta  Patthu  peta  netta  peta  nanana  peta  orima  t ra  peta  ṃ ṃ ṃ ṃ ṃ ṃ ṃ ṃ ṃ ī ṃ ṃ

suvvo g mopeso ā – ida  ta  r pa  cannh natana .ṃ ṃ ū ṃ ā ṃ

（Dhammasa ga /D pana a /596, Vibha ga/ natanaPibha gṅ ṇī ū ṇḍ ṃ ṅ Ā ṅ o/156） 

15.大正藏 26 冊 p.498b 

16. Cannh natana  cannhuPivv adh tun  ta sampanuttan navca dhamm na  ā ṃ āṇ ā ā ṃ ā ā ṃ

nissanapaccanena paccano. Sot natana  sotaPivv adh tun  ā ṃ āṇ ā ā

ta sampanuttan navca dhamm na  nissanapaccanena paccano. th n natana  ṃ ā ā ṃ ā ā ṃ

gh naPivv adh tun  ta sampanuttan nā āṇ ā ā ṃ ā avca dhamm na  nissanapaccanena ā ṃ

paccano. JiPh natana  jiPh Pivv adh tun  ta sampanuttan navca dhamm na  ā ṃ ā āṇ ā ā ṃ ā ā ṃ

nissanapaccanena paccano. K n natana  n naPivv adh tun  ā ā ṃ ā āṇ ā ā

ta sampanuttan navca dhamm na  nissanapaccanena paccano. Ya  r pa  niss na ṃ ā ā ṃ ṃ ū ṃ ā

manodh tu ca manoPiā vv adh tu ca Pattanti, ta  r pa  manodh tun  ca āṇ ā ṃ ū ṃ ā 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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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oPivv adh tun  ca ta sampanuttan navca dhamm na  nissanapaccanena āṇ ā ā ṃ ā ā ṃ

paccano.（Pa h na/Paccananiddeso/8ṭṭ ā ） 

17. Adhi h n n rena nissan n rena ca upan rano dhammo nissanapaccano, ṭṭ ā ā ā ā ā ā

tarucittanamm d na  pathaP paā ī ṃ ī ṭ dano Pina.ā

（Pavcapanara aṇ -a hanath /PaccanuddesaPa anṭṭ ā ṇṇ ā）《五論註》與《清淨道論》的作者

同為覺音論師，這段解說也收錄在《清淨道論》〈17.慧地說明節/發趣論緣的談說〉一節（17. 

Pavv bh miniddeso/Pa h napaccananathā ū ṭṭ ā ā/601 段）。 

18. cannhuPivv d na  nath raha  PatthudP rabh Pa  s dhanam na  ti hati.āṇā ī ṃ ā ṃ ā ā ṃ ā ā ṃ ṭṭ

（14.Khandhaniddeso/D pannhandhanath /436ū ā 段中） 

19. Cannh dipavcaPidha  r p d na  gaha apaccanabh Pena d satala  Pina ā ṃ ū ā ī ṃ ṇ ā ā ā ṃ

Pippasannatt  pas dar pa , itara  tato Pipar tatt  napas dar pa .ā ā ū ṃ ṃ ī ā ā ū ṃ

（14.Khandhaniddeso/D pannhandhanath /447ū ā 段中） 

20.〈1.戒的說明/根自制戒〉：「又，古人說：『無心之行為者眼不能見色，無眼之行為者心不

能見色，而當所緣與門撞在一起時，以眼淨為依處的心看見。』」（Por  pan hu āṇā ā "cannhu 

r pa  na passati, acittanatt , citta  na passati, acannhunatt , ū ṃ ā ṃ ā

dP r ramma asa gha e pana cannhupas daPatthunena cittena passati. /1. ā ā ṇ ṅ ṭṭ ā

S laniddeso/ Indrinasa Paras la /15ī ṃ ī ṃ 段中） 

21.〈17.慧地說明節/有輪的談說〉：「『淨是處』，這是因眼等五處而被說的。」（Pas do ā

natananti ida  cannh dipavc natanaPasena Putta . /17. ā ṃ ā ā ṃ

Pavv bh miniddeso/BhaPacannanath /654ā ū ā 段中） 

22. Manodh tumanoPivv adh t na  nissanalannha a  hadanaPatthu, t savvePa ā āṇ ā ū ṃ ṇ ṃ ā

dh t na  dh ra arasa  , ubbahanapaccupa h na . Hadanassa anto ā ū ṃ ā ā ṇ ṃ ṭṭ ā ṃ

n nagat sā ā atinath na  Puttappan ra  lohita  niss na sandh ra diniccehi bh tehi ā ṃ ā ṃ ṃ ā ā ṇā ū

nat pan ra  utucitt h rehi upatthambhinam na  nun  anup linam na  ū ā ṃ ā ā ā ṃ ā ā ā ā ṃ

manodh tumanoPivv adh t navcePa ta sampanuttadhamm navca ā āṇ ā ū ṃ ā

Patthubh Pa  s dhanam na  ti hati.ā ṃ ā ā ṃ ṭṭ

（14.Khandhaniddeso/D pannhū andhanath /440ā ） 

23. Ya  panettha hadanar pa  n ma, ta  Patthu na dP ra .ṃ ū ṃ ā ṃ ā ṃ

（14.Khandhaniddeso/D pannhandhanath /449ū ā 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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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如在《相應部 2 相應 2、13 經》、《相應部 7 相應 9 經》、《相應部 9 相應 5 經》中都是這

種用法。 

25.如在《相應部 4 相應 13、25 經》、《相應部 10 相應 3、12 經》、《相應部 35 相應 127 經》、

《相應部 51 相應 20 經》中都是這種用法，後兩經都在說 32 身分中的心臟。 

26.「8.心所依處名為心色」（8. HadanaPatthu hadanar pa  n ma.ū ṃ ā ）

（Abhidhammatthasa gaho/6. D paparicchedo/D pasamuddesoṅ ū ū ） 

27.Hadananti hadanama sa . ……ṃ ṃ （刪略） Anto cassa punn ga hipati h namatto ā ṭṭ ṭṭ ā

P ano hoti, nattha addhapasatamatta  lohita  sa h ti, na  niss na manodh tu ā āṭ ṃ ṃ ṇṭ ā ṃ ā ā

ca manoPivv adh tu ca Pattanti. āṇ ā （8. Anussatinamma h naniddeso/ ṭṭ ā

n nagat satinath na / Ko h saPaPatth pananath /193ā ā ā ṃ ṭṭ ā ā ā 段） 

28.比對這兩個網站照片得知：https://en.winipedia.org/wini/Calophnllum_inophnllum 與

http://blog.xuite.net/nfon42/twblog/116520941-種子盆栽—蘭嶼獨有胡桐樹 

29. http://blacnwalnut.npust.edu.tw/archiPes/1018，該網站有果實解剖並附米達尺的照

片。 

30. In Sri Lanna, it was a measure of capacitn, approximateln 1.86 pint (1.024 litres).

（https://en.winipedia.org/wini/Seer_(unit)） 

31.米 1 合 = 約 150g = （180.39 ミリリットル）

（http://www.shoshinsha.com/tools/gou_gram/gou.html） 

32.以我右手握滿一把米，以三次實測值（分別為 45、46、50 毫升）的平均值。 

33. https://www.noutube.com/watch P=2jVi78UQYlg 

34. https://en.winipedia.org/wini/End-diastolic_Polume 

35.高醫心臟血管外科謝炯昭醫師《淺談心臟移植》

（http://www.nmuh.org.tw/www/nmcj/data/9401/10.htm） 

36.阿毗達摩 第七講四界分別觀之詳盡法及 18 種真實色法/ 瑪欣德尊者講於江西佛學院/ 

2009 年 4-6 月/繁體文編者 喬正一

（http://ddmgwens.blogspot.tw/2015/08/blog-post_874.html） 

37.阿毗達摩 第八講 十八種真實色法之二/ 瑪欣德尊者講於江西佛學院/ 2009 年 4-6 月/繁

體文編者 喬正一（http://ddmgwens.blogspot.tw/2015/08/blog-post_49.html） 

38.《續華嚴略疏刊定記卷第八》：「金剛之名從心智立，謂：佛心智體性堅固不可損壞，然能

損壞難壞惑障，其室利靺瑳相莊嚴胷臆，近心所依處故。」（卐新續藏 3 冊 p.702c） 



雜 附(5)南北傳名色分析表-203- 

 

翻譯名義集：「梵云室利靺瑳，此云吉祥海雲。如來胸臆有大人相，形如歹*(〦/(ㄙ*ㄙ))字，

名吉祥海雲，華嚴音義云。」（大正藏 54 冊 p.1147a）按：「形如歹*(〦/(ㄙ*ㄙ))字」者，即

卐字之形。 

39.高三下生物第九章第三節惱與脊髓/台北市立中山女子高級中學生物科教師蔡任圃講。

（https://www.noutube.com/watch P=dW-9Lq24npg）

（https://www.noutube.com/watch P=nU82LPepAKU） 

40.各部分的簡要說明請參看 https://zh.winipedia.org/wini/視覺系統、

http://cht.a-hospital.com/w/視神經、http://cht.a-hospital.com/w/視網膜、

https://zh.winipedia.org/wini/視覺皮質 

41.參看 https://zh.winipedia.org/wini/聽覺系統、

http://www.cnwang.com.tw/n-ear-4001.html 

42.參看 http://cht.a-hospital.com/w/嗅覺 

43.參看 http://cht.a-hospital.com/w/味覺 

44.參看 http://cht.a-hospital.com/w/觸覺 

45. http://wini.nmu.edu.tw/index.php/無腦嬰兒 

46.英國《每日郵報》網路新聞記者 TanPeer Mann 小姐 2015/9/26 報導。

（http://www.dailnmail.co.un/news/article-3247851/Miracle-babn-Jaxon-Emmett-Bue

ll-defies-odds-born-brain-snull.html） 

47.英國利物浦大學心理健康與社會研究所教授 Jonathan Cole 撰寫報導。

（http://mnmultiplesclerosis.co.un/ep/sharon-parner-the-woman-with-the-mnsteriou

s-brain） 

48.《移植記憶》舉了五例，DiscoPern Health 頻道 2003/6/30 首播

（https://www.noutube.com/watch P=I8p7JZCsjon）。另外，英國第 4 頻道 2006 年播出

紀錄片《Mindshocn》也是類似的內容

（https://www.noutube.com/watch P=tADSbc2AI8I），《香光莊嚴第八十二期》

（2005/6/20）〈心臟會記憶嗎〉稱「節譯自日本富士電視台『尋找人間的真實與愛』第三單

元」，但網路未能找到該影片。 

49. John L. Ateo, Jason C. 2007 年共同撰寫提出質疑，他們與 Jason C., tordon S. 四人組

成反愚信團隊。（http://www.sillnbeliefs.com/nhnz.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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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衛生福利部健康保險局《2003-2014 年全民健保器官移植存活率》的統計，心臟移植為

913 例（http://www.nhi.goP.tw/Desource/webdata/30725_2_器官移植存活率

20160614.pdf），另外 2014/8/7 臺大醫院慶祝第 500 位心臟移植者出院

（http://epaper.ntuh.goP.tw/health/201410/special_3_1.html），2013 年 03 月底振興醫

院宣布心臟移植小組共完成 407 例心臟移植。

（http://www.chgh.org.tw/chgh/info2_info.jspx id=40288fe93d6c03ff013da626d78b

069d） 

51.「我知道很多人要問我：到底心臟移植病人個性會不會變呢？ 其實不少國際媒體的答案

是肯定的，但是我目前還感覺不到，如果他以後對我不好，就表示個性變了，我也一定會上

來向各位報告的。」（http://www.organ.org.tw/JDNL/042/042012.htm） 

52.英國《鏡報》記者 Kirstie McCrum 小姐 2015/7/14 報導，不過報導說是該受捐贈者「宣

稱」（has claimed ），間接表示未經她查證，所以只能說是「傳聞」。

（http://www.mirror.co.un/news/world-news/white-man-claims-hes-turning-6064891

） 

53. CNN 健康專欄作者 Jacqueline Howard 小姐 2016/6/10 報導。

（http://edition.cnn.com/2016/06/10/health/artificial-heart-555-dans-transplant） 

54.例如台灣失智症協會《認識失智症》中說：「醫生透過電腦斷層及核磁共振判斷，主要是

因為阿茲海默症初期以侵犯海馬迴為主，往生後腦解剖可發現異常老年斑及神經纖維糾

結，……」（http://www.tada2002.org.tw/tada_nnow_02.html） 

 



轉載 入定要訣 -205- 

 

轉 載  入定要訣 

 

1.三合一的方法（緬甸 本雅難陀/U Puvv nandaā 禪師 2015/11/13 講於高雄正信佛青會五

日禪修營） 

 

原 音（http://agama.buddhason.org/pa/1041113-2-135.mp3） 

轉錄文字 

  「三合一」的意思叫作：專注的心、自然的呼吸、閉著的眼睛。 

  我們的心現在知道呼吸，這個沒問題，禪修者都知道這個心在呼吸當中。但是，有時候

有些禪修者是：現在在呼吸當中，他們的眼睛是順便放在前面。所以，這種就變成：前面有

光，但是心在這裡，所以，一個心是注意前面的光，第二個心是知道呼吸的，兩種的心是比

較散亂。後來，前面的光也是，你一注意的關係，它也不穩定，譬如說：給你看，閃閃閃閃

給你看，又跑掉，又再回來給你看。這樣，閃閃閃閃又跑掉，或變顏色、變小、變大，那時

候通通是你偶而呼吸，偶而光，偶而……，心思靜不下來。 

  這個問題要解決的關係，我們禪修者是：前面的光完全不理它，我們光閉著我們的眼睛，

不要鬆掉放在前面，因為它一直干擾著我們，定不下來。這個，禪修者要解決，最簡單的方

法，心是在呼吸，這個沒問題，大家都知道心知道呼吸的部分，現在再多加一個：閉著的這

個眼睛鬆掉放在呼吸當中，如：「專注的心、自然的呼吸、閉著的眼睛」三合一在呼吸當中了。 

  所以，這樣做到的話，我們禪修者的心裡，前面的光是不會來干擾的，它會來，當然它

會來的，來出現給你什麼，你也不管它的關係，不會打擾的，為什麼？你的閉著的眼睛已經

放在呼吸當中了。 

  這樣很穩定的關係，呼吸是很順了，順到很快它微細去了，記得：那個光如果是這樣產

生，不久它會跟呼吸來結合了，結合也是禪修者一定知道呼吸而已。但是，你看到它，不理，

知道呼吸，呼吸這邊它也一起在這裡貼住了。 

  但是，一直知道呼吸、呼吸，那時候你的方法一定要調整，呼吸完全不可以注意它的進

出，一注意進出，那個禪相，哇！動得更厲害，所以不可以注意呼吸的進出，知道有呼吸就

好。 

  這樣知道有呼吸，知道、知道，你這樣注意的方法調了，太細的關係，微細的關係，它

是細、細，細到最後，像很薄的一條棉花線那樣子，也不是進出了，它在前面而已，有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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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邊、右邊那樣，細到這樣，但禪修者這樣密集地知道、知道，最後呼吸一段停了，沒有呼

吸的感覺。後來，等一下子它會再來，一下子會滅去，這樣子的幾次滅去，禪修者不用擔心，

前面有當下的禪相，心裡決意投入禪相，主要是心投入禪相，但是，心一投入，眼睛也配合

跟心在一起。 

  但是，眼睛不要看，眼睛一看就出來了。有一些禪修者是一投入禪相，投入到後來，想

禪相怎麼樣？一看就出來了。他想說我投入了，為什麼感覺是乾乾的。本來他是有投入，一

投入他就能進入，很舒服，一出來看，舒服的感覺沒有了，為什麼呢？他看的關係。 

  後來有些人分不出投入、看的部分：投入是進入的入，定住的入定意思，進入、定住在

禪相裡的那一種，看是在前面看。師父昨天跟你們比如過，我們要游泳的時候，先看水池，

看是沒有感到水的涼爽部份，一跳進去的時候，哇！水裡面很舒服的感覺那樣，所以一投入，

心是一投入進去，很輕安的感覺，很舒服的，但是，這個輕安的感覺不是你的所緣，一直提

醒：在禪相裡當中。心保持，不用一直投入、一直投入，一直投入就沒有入禪定了，一投入，

一次就夠了，後來保持、維持心在禪相當中就行了，這個叫做入定。 

  但是一出來，心在那裡，眼睛是配合的，眼睛不做工，全部都是法所緣，心裡的所緣，

所以，我們一直提醒：在禪相裡當中。 

  如果偶而，剛才說的，有很大的聲音，嚇一跳，斷掉了，不用緊張，回來知道呼吸一下，

再投入，進入一次。很大的妄想，剛才說的那個家裡的煩惱那一種的，撞到，哇！怕會散掉，

不用擔心，回來知道呼吸，再投入一次，知道不必要。一入，粗細知道，為什麼？要固定的

關係。 

  投入禪相，有些人的禪相在鼻子這邊，沒有動，再繼續投入禪相中，但有些人一投入不

久，禪相是會上來一點，它在前面比較多，我們禪修者是配合禪相，專注力配合禪相上來一

點。它上來你拉下來，定力就會掉，所以禪修者不可以拉上、拉下，不可以玩禪相，這樣叫

做玩。它怎麼樣，我們配合怎麼樣，它沒有變化，它在這裡，我們就配合它在這裡就好了。

但是，它大都是在前面，如果上來，我們就配合它上來，投入在禪相當中，不然，就再多投

入一次，這個叫作「三合一」的方法，入定的訣的一個角度。 

  所以，這一部分是一定需要跟老師，我們現在一靜坐，但是，我們有什麼問題會發生，

我們不知道，這樣靜坐才會出現的部分，師父多提早解釋也是沒有辦法，所以，這個原因，

剛才那個禪修者說：「師父！我出現禪相時我怎麼解決？」最好是那時候才打電話給師父比較

好，是這個意思，因為提早講他也是聽不懂，我怎麼解釋他也抓不到意思。這樣，他修的時

候什麼情況會出來，他自己也是不知道的，現在提早解釋也沒有用，師父說的是這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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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不要回答的意思。 

 

2.三階段禪相（緬甸 燃燈/Sanalan D pa naraī ṅ 禪師《喜滿禪心──幸福來自美麗的心》2016 

年 1 月 12 日 初版電子書 p.110~111.） 

  禪相有不同的階段。開始的時候，會看到不同的顏色，出現在你前面。是否在你的面前，

或在臉的旁邊，或來自任何方向，都不重要。 

  不要專注在光。禪相的第一階段是看到黃色、紫色、藍色這樣的顏色或一朵雲，不要去

注意顏色。保持專注在你的呼吸。有時呼吸會消失。當呼吸消失時，試著再一次呼吸，慢慢

地再一次呼吸。 

  然後，顏色會變成白色。當變成白色的時候，它會慢慢接近鼻孔。即使接近時，你也要

放鬆，持續專注在呼吸上。最後白色會變得透明。 

  它會清楚地，慢慢地變成透明，如玻璃或清澈水晶的色澤，然後停止在鼻孔前。一旦清

澈的光穩定了一段時間後，那時才可以專注在清澈的光。如果光來了又去，先不要專注在光。

如果它尚未透明，也不要去專注。 

  如果你太早專注於光，光會擴散到所有地方──遍佈全身。這不是很好。許多人以為光遍

佈全身很舒服，是禪那。很多人有這種覺受，你可能也有那樣的經驗，但這並不是真正的入

禪。 

  禪那的感覺不是在身體，而是心專注於禪相時的覺受。入禪的所緣是禪相。我們仍然需

要保有對禪相的察覺。 

  禪相不能消失，必須是在鼻孔的前面。對禪相保持察覺，心要想這是安那般那念的禪相。

心注意，「禪相，禪相，禪相。」慢慢地繼續，最後心感覺不到身體，開始覺得快樂，那麼就

入禪那了。它是很容易的。你可以使它變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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