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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二、二乘解脫道 

乙一、解境 

丙一、總標四諦 

 

苦集與滅道，是謂四聖諦。 

 

壹、四諦即四聖諦 

四諦，就是「苦集與滅道」。這四者，經中稱為「四聖諦」。 

貳、四聖諦唯聖者才有 

（壹）凡夫有苦無諦，聖者有苦有諦 

人人都有苦惱，人人都有煩惱（集），為什麼偏說四聖諦呢？ 

從事實來說： 

苦是人生世間的苦迫現實； 

集是煩惱，與從煩惱而來的業力； 

滅是滅除煩惱，不再生起苦果； 

道是戒、定、慧，是對治煩惱，通達涅槃的修法。 

但這些，唯有聖者才能從(p.146)事實中體認出來，確實的證見他。 

所以《涅槃經》上說：凡夫有苦而無諦，聖者有苦有苦諦。37 

（貳）苦集滅道唯聖者決定無疑故名四聖諦 

又如《遺教經》說：『佛說苦諦，真實是苦，不可令樂。集真是因，更無異因。苦若

滅者，即是因滅，因滅故果滅。滅苦之道，實是真道，更無餘道』。38 

人生世間的苦惱性，煩惱的招集性，涅槃的滅離性，戒、定、慧的對治性，能通（涅

槃）性，是確實的，必然的，絕對的，唯有聖者才能深切體悟到『決定無疑』，所以

叫做四聖諦。 

 

丙二、兼說緣起 

丁一、世間因果 

戊一、苦集二諦 

己一、苦諦 

庚一、總說八苦 

 

苦者求不得，怨會愛別離，生老與病死，總由五蘊聚。 

 

壹、苦諦 

                                                        
37 參見《大般涅槃經》卷 7(大正 12，406b12-27)。 
38《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亦名《佛遺教經》) (大正 12，111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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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諦中，先說苦諦，這是現實的身心世界為我們所應該首先體認的。 

貳、人類最切要的八種苦迫 

（壹）苦的含義 

「苦」是逼惱的意思，逼切身心而致困惱不安的。 

（貳）以三類分別前七苦 

佛曾說了種種苦的分類，但從人類的立場來說，最切要的是八苦。 

一、對於外物關係所引起的是所求不得苦  

一、所「求不得」苦：無論是名譽，權位，眷屬，財富……這是人人所希求的，可

是卻常常是求之不得。 

希求而得不到，是苦惱；有了，得到了，希求他不致失去，或發生困難而希望不要

他，可是卻不如心願。經上說：『所求若不遂，惱患如箭中』39，就是求不得苦。這

是我(p.147)們在對於外物關係所引起的困惱。 

二、對於社會關係所引起的是怨憎會、愛別離苦  

二、「怨」憎聚「會」苦；三、恩「愛別離」苦： 

這是我們在對於社會（可通於五趣）關係所引起的困惱。 

（一）怨憎會苦 

意見不合的，相怨相恨的，不見倒也耳目清淨，可是卻要聚在一處，共住，共事，

共談，無法諒解而卻又無法離開，真是苦惱之極。 

（二）愛別離苦 

反之，父母，兄弟，夫婦，兒女，朋友，最親愛的，卻不能不生離死別，常陷於遠

地相思，或『此恨綿綿無盡期』40的失望回憶中。 

三、對於身心所引起的是生、老、病、死苦  

四、「生」苦；五、「老」苦；六、「病」苦；七、「死」苦： 

這是我們在對於身心所引起的困惱。 

一般人總以為生是可樂的，老、病與死亡才是悲哀的。不知道生了就不能不老，不

能不病，不能不死；老、病、死由生而來，那生有什麼可樂呢？生是苦根，老、

病、死如枝葉花果一樣。從根芽到結果，都是苦的。 

（參）前七苦皆根源於五蘊苦 

從我們對外物，對社會，對身心的關係中，分別為七種苦。如推究起來，這些苦，

「總」是「由」於「五蘊聚」而有。 

五蘊，是五類（五聚）不同的事素41，也就是我們身心的總和。 

這五蘊自身，存在著一切苦痛的癥結；在對外物(p.148)，對社會，對身心，就不能免

於上說的七苦。我們所以有一切問題，一切苦惱，並不是別的，只是因為有了這個五

蘊──身心自體。五（取）蘊是苦惱的總體，與前各別的七苦，合稱為八苦。 

                                                        
39《佛垂般涅槃略說教誡經》(亦名《佛遺教經》) (大正 12，1112a)。 
40 白居易著《長恨歌》末句：「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 

 白話解：「即使是天長地久，總會有終了之時；唯有這生死遺恨，卻永遠沒有盡期。」

（http://www.bestory.com/novel/11/100534/13510.html） 
41「素」：7.帶有根本性質的物質或構成事物的基本成分。如：元素；毒素；因素；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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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表 

 

 

     ┌──對外物所引起的 ──── 所求不得苦 

     │          ┌─怨憎聚會苦 

五取蘊苦 ─┤ 對社會所引起的 ──┴─恩愛別離苦 

     │ 

     │           ┌─生苦 

     └──對身心所引起的 ──┤ 老苦 

                 │ 病苦 

                └─死苦 

 

 

庚二、別敘苦聚 

辛一、五蘊 

 

所謂五蘊者，色受想行識，取識處處住，染著不能離。 

 

壹、苦諦以五蘊為主 

上文「所」說的「五蘊」42，是五類不同的事素。 

同類相聚，每一類都包括了很多的事素，所以叫蘊，蘊就是聚集的意思。 

佛說到苦諦，每約五蘊來說。經中曾說：五蘊像五個拔刀的賊，43這正是使眾生苦

迫，而無法逃脫魔區的東西(p.149)。 

（壹）五蘊的各別闡述 

五蘊到底是那五類呢？是「色受想行識」。 

一、色蘊 

一、色蘊： 

（一）色是變礙、物質 

色的定義是『變礙』，是可礙又可分的。 

有質礙，就是有體積而佔有空間的； 

有質礙，就是可分析的，可破壞的：這就是現代所說的物質。 

（二）無表業亦稱為色 

但從物質生起的能力，佛法也稱之為色。雖然所說能力化的色，指善惡行為的潛能

                                                        
42 參見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58-p.60。 
43《雜阿含．1172 經》卷 43：「五拔刀怨者，譬五受陰。」(大正 2，313c14) 

※另參《增壹阿含．6 經》卷 23〈31 增上品〉(大正 2，670a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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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然與現代所說的『能』45，也很有類似的見地。 

二、受蘊 

二、受蘊：受的定義是『領納』。 

在內心觸對境界時，領受在心，引起內心的情感，感到或苦或樂的，叫做受； 

受就是內心的情緒作用。46 

三、想蘊 

三、想蘊：想的定義是『取像』，就是認識作用。 

在認識境界時，內心就攝取境相，現起表象47作用；再加構想，聯想等，成為概念；

依此而安立種種的語言或文字。48
 

四、行蘊 

四、行蘊：行的定義是『造作』49。在對境而引起內心時，心就採取行動來對付，如

經過心思的審慮，決斷，發動為身體的，語言的行動。50 

行，本是思心所，是推動內心去造作的心理作用──意志作用。因此，凡以思──

意志為中心的活動，所有一切複雜的心理作用，除了受，想以外，一切都總括在行

蘊裏。 

 

                                                        
44 印順導師《大乘廣五蘊論講記》(p.28-31)：要講無表色，就要從有表業講起。佛法講的業有兩

種，一種是人家從外面看得到的業，叫作有表業，這種業剎那過去了，產生一種力量，潛藏

在我們身體裡面了，成為無表業。……無表業是從表業直接引起的，所以，做個好的動作，

就有一個好的業；不好的動作，就有不好的業。佛法講因果，就是重在無表的業，雖然看不

到，但佛法對這個是很肯定的，業力就是存在這裡面。……做了，當下就留下力量在裡面，

叫做業力。因為是從身體活動的身色、語色這種有表業所產生的，是從色法所引起的，所以

也叫做色。……這種色不像其他的色可以顯示出來，是我們眼睛看不到的，所以叫無表色。 
45「能」：15.能量的簡稱。（《漢語大詞典（六）》p.1266） 

參見「能量」：1.度量物質運動的一種物理量。相應於不同形式的運動，能量分為機械能、分

子內能、電能、化學能、原子能等。亦簡稱能。（《漢語大詞典（六）》p.1266） 
46 印順導師《大乘廣五蘊論講記》(p.38)：受，謂識之領納。識，這個地方就籠統解釋為心。這

個心（識）去領納境界，境界是什麼樣子，我們去領納、去接受這個境界。現在一般人歡喜

用「感受」這個名詞，感受就是這個受。我們接觸境界的時候，對境界生起一種感受，好的

受、不好的受，苦、樂、憂、喜、捨，這許多就叫「受」。 
47 表象：2.標志；象徵。（《漢語大詞典（一）》p.533） 
48 印順導師《大乘廣五蘊論講記》(p.39)：想，簡單講就是取相。比方眼睛見到一個東西的時候，

物質的眼根見到了，心裡就起了個影相，現在的心理學叫做印象。…這個取相的作用，佛法

就叫做想。佛法的想，不是東想西想的想，是取相的一種作用。如果我們現在來講，就是一

種認識作用的開始，最初的一個印象，如同我們見到人有第一眼的印象一樣。……「想」就

是一種很強而有力的取相力量，在我們普通的認識作用上，能夠有一個認識作用的開始。如

果講心理學之類的，這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印象，慢慢成為概念，慢慢成為名字、語言，慢

慢可以交通……。我們現在的文化等，都是從取相這個基礎表達出來的。 
49 印順導師《大乘廣五蘊論講記》(p.41)：經裡講到「行蘊」，重要的是意志作用。你要去做這

樣，要去做那樣，起貪、起瞋，或者是去做好事情，去做什麼的，心裡的一種力量發動去做，

這種都是叫思心所，都是屬於行蘊。……普通解釋「行」的含義，有兩種：一種是「造作」，

一種是「流動」。……「造作」就是心理上發動了，可以去做這樣、做那樣的，所以叫「造作」。 
50  詳參：印順導師《佛法是救世之光》(p.320-p.322)：審慮思、決定思、發動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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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識蘊 

（一）識的定義 

五、識蘊：識的定義是『了別』──明了，識別。 

（二）心識的關連 

我們的內心，原是非常(p.150)複雜的。 

1、對內的統覺名為心 

把不同的心理作用分析起來，如受，想，思等，叫做心所。 

而那內心的統覺作用，叫做心。 

2、對外的了別統覺名為識 

此心，從認識境界的明了識別來說，叫做識；所以識是能識的統覺。 

（貳）五蘊即物質與精神的聚集體 

色是物質的，受想行識是精神的；輪迴在生死中的眾生，就是這五蘊。我們所自以為

是我，或是我的，其實都離不了五蘊，不外乎身心的活動，物質與精神而已。 

貳、五蘊由取而來又以愛取而生苦 

（壹）五取蘊 

眾生的五蘊，叫五取蘊，51因為是從過去的取──煩惱而招感來的。 

從取煩惱而生的，本質上已免不了苦痛。而現在有了這五取蘊，由於取煩惱的妄想執

著，所以又苦上加苦。 

（貳）以四識住明五取蘊 

佛說有『四識住』52法門： 

一、取識執取染著於色受想行 

我們的「取識」（與煩惱相應的識），是不能沒有境界的，取識的境界，不外乎四

事：物質的色；情緒的受；認識的想；造作的思。 

取識在這些物質的或精神的對象上，一直是「處處住」著，看作可取，可得，可

住，可著的。取，得，住，著，都表示取識與對象的「染著」，像膠漆的黏著似的，

「不能」脫「離」。 

二、有了染著必免不了苦 

識對境界有了染著，那境界的每一變動，都會引起內心的關切，不能自主的或苦或

樂，當然是免不了(p.151)苦痛。 

樹上的葉子落下，你可能並無反應，那因為你沒有看作與自己有關的。 

如心愛的人，心愛的權位，財富……尤其是最關切的自己的生存，受到威脅，或瀕

臨死亡的邊緣，那就會感到無比的痛苦。這因為你染著他，看作自己或自己的。 

                                                        
51 印順導師《中觀論頌講記》，p.258-p.259：「五蘊，不一定要流轉在生死中，不過由煩惱，尤其

是愛取繫縛住了他，才在生死中流轉的。五蘊從取而生，為取所取，又生起愛取，所以叫五

取蘊。愛是染著，取是執取；由愛取力，執我我所，於是那外在的器界，與內在的身心，發

生密切的不相捨離的關係，觸處成礙，成為繫縛的現象了。……眾生是假名的，本無自體；

不過由五取蘊的和合統一，似有個體的有情。此依蘊施設的假我，在前陰後陰的相續生死中，

永遠在活動，往來諸趣，受生死的繫縛。」 
52 參見《雜阿含經》卷 3（64 經）(大正 2，16c-17a)；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59-p.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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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識的對境染著，正像陷身於網羅或荊棘叢中一樣。 

三、五取蘊是一切苦的總匯 

總之，識是能住著的，色受想行是所住著的；總合為五蘊，就是一切苦痛的總匯。 

 

辛二、六處 

 

此復由六處，取境而生識。 

 

壹、復由六處明苦聚 

眾生的身心自體，就是苦惱的總聚。除了五蘊的開示而外，佛又有六處說（又十二處），

六界說（又十八界）。所以「此」苦聚，「復由六處」來開示。 

貳、六處取境而生識 

（壹）六處的內含 

六處，是眼處，耳處，鼻處，舌處，身處，意處。 

六處又叫六根，都是『生長』的意義。53 

六處是身心自體的又一分類，說明了由此六根門，攝取境界，發生了別的識。 

（貳）從六處到六識的認識過程 

六處是認識活動必經的門戶，通過這六根門，才能發生認識。 

一、六根攝取六境 

（一）前五根 

如眼，耳，鼻，舌，身，是物質的，是能見色，聞聲，嗅香，嘗味，覺觸的生理官

能。佛說是極微妙的色法，所以應該是神經。 

（二）意根 

意是能知一切法的心理官能，(p.152)心識的源泉。 

二、由根境而生六識 

眾生的認識，是不能離開六處而成立的。 

六根能攝取六種境界，就是色、聲、香、味、觸、法。 

依六根門而攝「取」六「境」，就能發「生」六「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

身識、意識。 

三、根境合為十二處 

（一）六根是增上緣，六境是所緣緣 

六識是依六根而發生的，六根是增上緣54。也是緣六境而發生的，六境是所緣緣
55。 

                                                        
53 參見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60：「處，是生長門的意義，約引生認識作用立名。有情的認識

作用，不能獨存，要依於因緣。」 
54 增上緣：不論那一法，凡是有生起他法的勝用，或者不礙其他法的生起，都叫增上緣。(印順

導師《中觀論頌講記》p.66) 。 
55 所緣緣：心心所的生起，必有他的所緣境，這所緣境，能為心心所生起之緣，所以叫所緣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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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雖合稱為十二處，但經中著重於眼等六處 

因為根與境，對了別的識來說，都有生長的作用，所以也可以總合六根，六境，名

為十二處。56不過從眾生的身心自體來說，經中大都著重眼等六處。 

參、六識取著境界而陷苦痛中 

六處為根門，這才取六境而生六識。等到六識起來，不但是了別境界，而且是煩惱相

應，取著境界。取著境界，這個自心身體，就陷在苦痛的深淵了！ 

 

辛三、六界57 

 

或六界和合，世間苦唯爾。 

 

壹、六界是重於物質分類的苦聚 

對於苦聚的身心自體，佛「或」著重於物質的分類，而說「六界和合」。58 

如說：『四大圍空，有識在中，數名為人』59。 

（壹）六界的意義與內容 

六界，是六類，是構成眾生自體的六項因素，界是種類或因素的意義。 

六界是：地界、水界、火界、風界、空界、識界；也叫六大。 

（貳）別詳六界 

地、水、火、風四（大）界，是物質特性的分類，意(p.153)義有深有淺。 

一、從淺近處說六界的特性 

從淺近處說： 

（一）物質界 

身體的骨肉等堅硬性，是地界； 

血汗等潤濕性，是水界； 

溫熱性，是火界； 

呼吸運動等輕動性，是風界。 

這是物質──生理的一切。 

（二）空界 

空界，是空間。如臟腑中空隙，眼耳鼻口等空隙，以及周身毛孔，都是空界。 

                                                        
(印順導師《中觀論頌講記》p.66) 。 

56 參見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60-p.62。 
57 參見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62-p.64。 
58 印順導師《佛法概論》(p.57-58)：「論到三處觀，即五蘊觀、六處觀、六界觀。蘊處界的分別

觀察，是從不同的立場去分別，看到有情的各個側面。蘊觀，詳於心理的分析；處觀，詳於

生理的分析；界觀，詳於物理的分析。依不同的立場而觀有情自體，即成立此三種觀門，三

者並不是截然不同的。蘊中的色蘊，界中的地水火風，可通於非執受的自然界。六處雖專為

有情身心的分析，但從六處而發識緣境，即由此說到內心外界的一切。這有情中心論的觀察，

都說到了心與色，即證明了有情是色心平等和合相應的存在者，不能偏重於物質或精神。」 
59 參見《成實論》卷 2(大正 32，25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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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物質的身體，是充滿空隙的。 

（三）識界 

識界就是了別，取著的六識。 

二、從深處說，六界是一切眾生的因性60
 

有了這六種因素，就成為眾生。 

貳、蘊處界是生死輪迴中的苦聚 

（壹）蘊處界是眾生苦聚的一切 

眾生成就的身心自體，經上每說：『得蘊，得界，得處』61，這是眾生苦聚的一切。 

有了這，就有了生命（約通俗說），也就有了苦迫。 

這正如老子說的：『吾有大患，為吾有身』。 

（貳）評外道的思想 

一、出彼失 

但在外道的思想中，除了這身心現象而外，還有永恒不變的『靈』，或者叫『我』，

才是流轉於地獄，人間，天國的主體。 

二、顯正義 

其實，這是眾生愚癡的幻想產物。「世間」眾生在生死六道中受「苦」，苦因苦果的

無限延續，更沒有別的，「唯」是這蘊，界，處而已。 

參、總結佛說苦聚的用意 

在佛說苦聚的開示中， 

一、指出了這是徹底的苦迫性：『真實是苦，不可令樂』。如不給以徹底的修治，是沒有

任何希望的。 

二、指出了苦聚的事實，(p.154)眾生才能從『靈性』，『真我』的神教迷妄中解脫出來，

才有解脫自在的可能。 

修學出世的聖法，這是必要而首先應該深切解了的。 

 

 

己二、集諦 

庚一、苦由惑業 

 

苦生由業集，業集復由惑，發業與潤生，緣會感苦果。 

壹、正說集諦 

以下，說明集諦。 

                                                        
60 《佛法概論》(p.62)：「界，即地、水、火、風、空、識──六界。界有「特性」的意義，古譯

為「持」，即一般說的「自相不失」。由於特性與特性的共同，此界又被轉釋為「通性」。如水

有水的特性，火有火的特性，即分為水界、火界。此水與彼水的特性相同，所以水界即等於

水類的別名。此六界，無論為通性，為特性，都是構成有情自體的因素，一切有情所不可缺

的，所以界又被解說為「因性」。」 
61 《阿毘達磨法蘊足論》卷 12(大正 26，513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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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集的定義 

集是為因為緣而生起的意思。 

（貳）苦集由於惑 

眾生世間的「苦」果，為什麼會不斷的「生」起呢？這是「由」於「業集」。 

業，是為善為惡的行為（表業），又從善惡行為而引起的潛力（無表業）。 

因業力的積集，苦果就從業力而集起了。 

但「業集」又為什麼生起呢？這是「由」於「惑」。 

惑，是迷惑，是煩惱的通稱。因眾生內心的不良因素，煩動惱亂，這才有業的集起。 

貳、由惑感生死的二種力量 

說到這，應該了解一個重要的問題。要知道，業力的招感苦果，煩惱是主要的力量。 

煩惱對於業，有二種力量。 

（壹）發業力與潤生力 

一、「發業」力：無論善業或惡業，凡能招感生死苦果的，都是由於煩惱，直接或間

接的引發而起的。所以如斷了煩惱，一切行為，就都不成為招感生死的業力。 

二、「潤生」力：業已經造了，成為眾生的業力。但必須再經煩惱的引發，才會招感

苦果。這如種子生芽一樣(p.155)，雖有了種子，如沒有水分的滋潤，還是不會生

芽的。也就因此，如煩惱斷了，一切業種就乾枯了，失去了生果的力量。 

（貳）惑感生死為正說 

由於煩惱的發業與潤生，在因「緣會」合時，才有業種的招「感苦果」。所以，一般

但說業感，是說得不夠明白的。假如要說業感生死，倒不如說：由無明等煩惱而感生

死，說得更扼要些。 

 

 

庚二、別陳業惑 

辛一、業類功能 

 

業有身語意，善惡及不動。 

業滅如種習，百千劫不失，隨業感生死，不出於三界。 

 

壹、略說集諦中的二類三業 

集諦中，招感生死的業力，在五乘共法中，已經說到。現在略說「業有」二類的三業。 

（壹）約業的所依說身語意等三業 

一、「身語意」三業：這是從業的所依而分類的。 

一、身業 

（一）身表業 

身體的動作，或是惡的，如殺生，偷盜等。或是善的，如不殺，不盜等。 

這不但是一般的生理活動，而是帶有道德或不道德性質的身體動作。 

這種身體的動作，名為身表業，業就是動作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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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身無表業 

由此身體的動作，引起潛在的動能，名為身無表業。 

這雖然無可表見，但是物質的能力化，有著招感果報的作用。 

二、語業 

（一）語表業 

同樣的，語言的表達（文字，可說是語業的身業化）中，妄語，兩舌等是惡的； 

誠實語，和合(p.156)語是善的，名為語表業。 

（二）語無表業 

由此語言的表達，而引起潛在動能，名為語無表業。 

三、料簡身語意業三者的所屬 

（一）身語業屬物質 

身業與語業，屬於生理的動作，及引起的動能，都是屬於物質的。 

（二）意業屬於心心所法 

意業，是屬於心的。與思心所相應的心心所法，是意業。 

四、抉擇業的體性 

（一）經部認為：業的體性，是思心所 

有人說：業的體性，是思心所。 

內心的活動，是意業。 

由內心的發動而表現於身語，這種動身、發語的思，就名為身業語業。 

這樣的解說，是傾向於唯心論的說明。 

（二）導師認為：業是物質引起的特種動能 

然而，佛說善與惡的身業，語業，是天眼所見的色法。62 

所以，說（無表）業是物質引起的特種動能，應該更妥當些。63 

                                                        
62《中阿含．64 天使經》卷 12〈王相應品〉(大正 1，503a24-b3)。 
63

 印順導師《唯識學探源》(p.156-p.157)： 

關於「業力存在」的體性，有部是「無見無對」的色法；經部是思上的功能；成實、正量、大

眾它們是心不相應行，但又有有別體、無別體的二派。 

(1)有部把潛在的業力，看成色法，確有極大的困難。色的定義，是變壞或變礙，無表色對這

兩個定義，都不見得適合。色法的定義，本是依據常識的色法而建立的，把這定義應用到

能力化的細色，自然要感到困難。這正像一般哲學家的唯心唯物的心、物定義，往往不是

常識的心、物一樣。 

(2)經部說業力是思心所的種子，雖說它「此無別體」，「此不可說異於彼心」，到底業力沒有能

緣覺了的心用，不能適合心法的定義。 

(3)這樣，還是放在心不相應行裡，但非色非心的又是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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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身表、語表是色法，因身語而引起的潛在的動能，也就不妨叫它無表色；至少，它是不能

離卻色法而出現的。不過，有部把它看成四大種所造的實色，把它局限在色法的圈子裡，

是多少可以批評的。 

(2)潛在的業力，本因思心所的引發而成為身口顯著的行為；又因表色的活動，引起善不善的



《成佛之道》講義‧正信 

136 

（貳）約三界果報說善惡不動等三業 

二、「善惡及不動」三業。 

一、釋不動業 

善業與惡業以外，什麼是不動業呢？這是與禪定相應的業。 

與色或無色定相應的業，當然是善的。但禪定的特徵是不動亂，所以業也叫不動

業。 

二、三界與三業的配釋 

這種不動業，能招感色界及無色界的生死。 

因此，善業與惡業，是專指能感欲界生死的業力而說。 

貳、業力感後果的過程 

（壹）騰問 

無論是身語的動作，或者由此而引起的動能──表業與無表業，依佛法說，這都是生

滅無常的，剎那就過去了的。「業」已剎那「滅」而過去了，那怎麼還能招感後果

呢？ 

（貳）業力感果的淺深說法 

一、依通俗的種、習喻說 

（一）種子說 

對於這，經中或比喻為「如種」子：如草木的開花結子，(p.157)雖然凋謝枯萎了，

但種子還會生芽，抽枝而發葉的。 

（二）習氣說 

或者比喻為如熏「習」：像藏過名香的匣子，香雖已經取出了，但匣裏還留有香氣

一樣。 

（三）小結 

因此後代的學者，就成立種子說，或習氣說，64來說明業力感果的可能，但這到底

是通俗的譬喻而已。 

二、依佛法的深義來說 

                                                        
心心所法，再轉化為潛在的能力。叫它做思種子，或心上的功能，確也無妨。不過，像經

部那樣把業從身、語上分離出來，使它成為純心理的活動，規定為心上的功能。唯識思想，

誠然是急轉直下的接近了，但問題是值得考慮的。 

(3)不相應行，不離色心，卻也並不是有觸對的色法，能覺了的心用，可說是非色非心即色即

心的。釋尊對心不相應行，很少說到它，它在佛學上，是相當暗昧的術語。部派佛教開展

以後，凡是有為法中，心、心所、色所不能含攝的，一起把它歸納到不相應行裡。大眾系

的隨眠、成就，正量的不失法，有部的得和命根，成實論主的無作業，這些都集中到心不

相應中來，它成了佛家能力說的寶藏了。 
64（1）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227)：「業的種子說，熏習說，一生中相續不斷，阿毘達

磨確已說到了，經部師只是依現在有去說明吧了。」 

（2）《印度佛教思想史》(p.264)：「種子說，是部派佛教中，經部(sutrāntika)的重要教義；西元

二、三世紀間起，成立發展，無著、世親的時代，極為隆盛。種子或熏習，是生起一切法

──各各差別的潛能（如草木種子的能生果性那樣）。一切法依種子而顯現出來；生起的

一切法，又反熏而成為種子（近於能轉化為質，質又轉化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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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現實存在而轉化為另一姿態 

依佛法的深義來說，過去了，或者說剎那滅了，這並非說等於沒有，而只是從現實

存在而轉化為另一姿態。 

（二）業力謝滅，如物質轉化為能而存在 

可以說：滅了，過去了，不是沒有，而還是存在的。當然，這與存在於現在的不

同。 

如物質的從質而轉化為能，決非沒有，但不能以體積，質礙等物質概念來局限他。 

（三）因緣會合，如能量化而為物質一樣 

所以業力的剎那過去，一樣的存在（當然不是現在），只要遇到因緣的會合，就會

招感果報，如能的化而為質一樣。 

（四）未感果前，業力是不失壞的 

假使因緣不和合，業是永久存在的，無論是「百」劫，「千劫」，萬劫，無量數劫，

業力「不」會「失」去，還是會感果的。65 

參、不斷煩惱唯有隨業感生死 

（壹）由煩惱而有的業，不出三界生死 

眾生，「隨」著不同的「業」，招「感生死」果報，一生又一生的延續下去，常在五趣

中流轉。由於這是煩惱所引發的，煩惱所滋潤的，所以無論業是怎樣的善，高尚到什

麼地步，終究「不出於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p.158) 

三界，是眾生活動的三大區域。在這三界以內，永久是生死不了。 

（貳）消除生死的根本原因，才能實現解脫 

所以出世的三乘聖法，就是要從根本上消除生死的原因，而不致再受三界生死的繫

縛，這才能實現佛法大解脫的目標。 

 

 

辛二、三界繫惑 

壬一、三根本 

 

煩惱貪瞋癡，不善之根本，癡如醉如迷，瞋重貪過深。 

 

壹、別說集諦中的煩惱 

（壹）煩惱的定義 

再說到集諦中的「煩惱」。這是內心的不良因素，壞分子。無論是知識的，感情的，

意志的，凡是不正確，不恰當的，使我們因此而煩動惱亂，引生不安定，不和諧，不

自在；由此煩惱，造作種種業，更引起未來的苦迫：這都叫做煩惱。 

（貳）煩惱的根本與流類 

                                                        
65 《大寶積經》卷 57：「假使經百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大正 11，335b14-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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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不善為根本 

煩惱是非常複雜的，在煩惱中，「貪，瞋，癡」，是一切「不善」法的「根本」，所以

叫做三不善根。 

根本，是什麼意思呢？ 

這是說：一切煩惱，可以分為三大類：一、貪類；二、瞋類；三、癡類。 

二、略舉三不善根的支派流類 

一切煩惱，無非這三煩惱的支派流類。 

如愛、染、求、著、慳、諂、憍、掉舉等，是貪類。 

忿、恨、惱、嫉等，是瞋類。 

見、疑、不信、惛沈、忘念、不正知等，是癡類。 

（參）因煩惱的慣習而有不同個性的人 

眾生都是有煩惱的，但各有偏重。一向慣習於多起某類煩惱，就會造成不同的個性，

如(p.159)貪行人，瞋行人，癡行人。如三類沒有偏重的，就稱為等分行人。更詳細

的，有『人情凡十九輩』66的分類。 

貳、別詳三不善根 

煩惱太多，這裏不能廣說，就舉三不善來說吧！ 

（壹）癡不善根 

一、癡的定義 

一、「癡」是愚癡，也叫無明，從對於真實事理的無所知而得名。 

二、癡的相貌 

但不是說什麼都不知，反而這是知的一類，不過是錯誤顛倒，似是而非。「如醉」

酒，也「如」著了「迷」的。是的看成不是的，不是的卻看作是的；有的以為沒

有，沒有的以為是有。不應該說的而說，不應該笑的而笑，不應該哭的而哭，不應

該作的而作。迷迷糊糊，顛顛倒倒，疑疑惑惑，這就是愚癡的相貌；最難根治的煩

惱。 

三、癡的過失 

從他的不知來說，是不知善惡，不知因果，不知業報，不知凡聖，不知事理。 

從他的所知所見來說，便是：『無常計常，無樂計樂，不淨計淨，非我計我』。67 

不是對於真實事理的疑惑，就是對於真實事理的倒見。 

（貳）瞋不善根 

一、瞋的定義 

                                                        
66《修行道地經》卷 2(大正 15，192b)：「法師說經觀察人情凡十九輩，以何了知？分別塵勞爾乃

知之。何謂十九？一曰，貪婬。二曰，瞋恚。三曰，愚癡。四曰，婬怒。五曰，婬癡。六曰，

癡恚。七曰，婬怒愚癡。八曰，口清意婬。九曰，言柔心剛。十曰，口慧心癡。十一者，言美

而懷三毒。十二者，言粗心和。十三者，惡口心剛。十四者，言粗心癡。十五者，口粗而懷三

毒。十六者，口癡心婬。十七者，口癡懷怒。十八者，心口俱癡。十九者，口癡心懷三毒。於

是頌曰：其有婬怒癡，合此為三毒；兩兩而雜錯，計便復有四；口柔復有四，口癡言癡四；世

尊之所說，人情十九種。」（※另參巴利藏《殊勝義論》，p.267f） 
67《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77 (大正 27，398b21-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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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瞋」：這是不滿於境界而引起的惡意。 

二、瞋的內外特性 

如發作出來，就是忿，是諍，是害，是惱怒。 

如藏在心裏，就是怨，是恨，是嫉妒。 

三、瞋的過失 

這種過失，是非常嚴「重」的。不但因此而作壞事，有些好事(p.160)，也因為不能

容忍，一念的瞋恨心起而破壞了。 

我們與眾生間，從過去到現在，都有著密切的關係。所以應有慈悲心（無瞋害心），

才能有利於自己，無損於別人；才能做到自他和樂，自他兩利。可是瞋煩惱，是恰

好的反對，成為窮凶極惡的罪惡來源。 

經上說：『一念瞋心起，八萬障門開』。68又說：瞋如火一樣：會『焚燒諸善根』。69 

（參）貪不善根 

一、貪的定義 

三、「貪」：這是染著自我，及有關自己的一切。 

二、貪的特性 

顧戀過去的，躭著現在的，希求未來的。 

三、貪的過失 

雖不是瞋火一樣的嚴重，卻是水一樣的滲入，徹骨徹髓，「過」失極其「深」切。 

（一）貪愛自我與我所 

貪愛，主要是自我的愛戀，從現在到未來。 

如對人，那就是愛我的父母，我的兒女，我的兄弟姊妹，我的朋友等。 

對事物，那就是愛我的財富，我的事業，我的學問，我的名譽等。 

（二）因愛生瞋，以『上帝愛世人』為例 

有了貪心，雖是可以做成很多的好事，但由於以自我的愛染為本，所以是不徹底

的，有時會一轉而起瞋他心，瞋是愛的相反面。愛到極點，有時會瞋恨到極點。 

神教說：『上帝愛世人』，我想在他們想像中的上帝，這話是對的。因為愛極了，所

以會恨到極點，如洪水為災，幾乎使人類與動物絕了種（見《創世記》）。(p.161)這

是『上帝愛世人』的最好事例，因為有愛就有瞋，愛與瞋是難得分離的。 

（三）佛說：愛是苦的根源 

所以從佛法來說，這是凡夫的真面目。庸俗的神教徒，還能想像出超庸俗的真正道

德嗎？而且，有了愛染，染著了一切，一切的變動，就會牽動自心而引起苦痛。所

以佛說：『愛生則苦生』70。 

 

 

                                                        
68《大方廣佛華嚴經隨疏演義鈔》卷 3(大正 36，21c)。 
69《別譯雜阿含．37 經》卷 2(大正 2，385b20-c9)。 
70《雜阿含經》卷 32(913 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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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正 2，229c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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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二、四煩惱 

 

佛攝諸煩惱，見愛慢無明。我我所攝故，死生永相續。 

 

壹、以四種煩惱，總攝三界眾生所有的煩惱 

（壹）總說 

煩惱的三大分類，可說是專約欲界，尤其是約人類而說。如在色界與無色界，瞋恚就

不會生起了。所以，「佛」在統「攝」一切眾生所有的「諸煩惱」中，又另有「見、

愛、慢、無明」──四煩惱的分類。 

（貳）從大小乘看四煩惱的分類 

這是可從種種意義，作不同解說的。現在略說三義。 

一、大乘唯識學的四無記根──癡、見、慢、愛 

（一）釋義 

一、古德稱此為『四無記根』71。並非嚴重的惡性，而卻是煩惱的，名為有覆無

記。研討到微細的煩惱，這四者被發見出來。特別在大乘的唯識學中，這四煩惱，

是被看作與第七識相應的煩惱。72在沒有證真理，斷煩惱的聖者，73這四煩惱是一

                                                        
71（1）《阿毘達磨品類足論》卷 1〈1 辯五事品〉：「無記根云何？謂四無記根，即無記愛、無記

見、無記慢、無記無明。」(大正 26，693a25-26) 

（2）《阿毘達磨俱舍論》卷 19〈5 分別隨眠品〉：「於上所說無記惑中，幾是無記根？幾非無記

根？頌曰：『無記根有三，無記愛痴慧，非餘二高故。外方立四種，中愛見慢痴，三定皆

癡故。』論曰：迦濕彌羅國諸毗婆沙師說：無記根亦有三種，謂諸無記愛、痴、慧三，下

至異熟生，亦無記根攝。何緣疑慢非無記根？疑二趣轉，慢高轉故。彼師謂疑二趣相轉，

性動搖故，不應立根。慢於所緣高與相轉，異根法故，亦不立根。為根必應堅住下轉，世

間共了，故彼非根。外方諸師立此有四，謂諸無記愛、見、慢、痴。無記名中，遮善惡

故。」(大正 29，103a6-18) 。另見《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156 (大正 27，795a18-29) 

（3）《成唯識論》卷 4(T31，22a22-b6)：「能審思量名末那故。未轉依位恒審思量所執我相，已

轉依位亦審思量無我相故。此意相應有幾心所？且與四種煩惱常俱。此中俱言顯相應義，

謂從無始至未轉依，此意任運恒緣藏識，與四根本煩惱相應。其四者何？謂我癡、我見，

并我慢、我愛，是名四種。我癡者，謂無明，愚於我相、迷無我理，故名我癡。我見者，

謂我執，於非我法妄計為我，故名我見。我慢者，謂踞傲，恃所執我令心高舉，故名我

慢。我愛者，謂我貪，於所執我深生耽著，故名我愛。并表慢愛有見慢俱，遮餘部執無相

應義。此四常起擾濁內心，令外轉識恒成雜染，有情由此生死輪迴不能出離，故名煩惱。」 
72 印順導師《攝大乘論講記》p.57-58：「一切法的性類，總分為四：一、善性，二、惡性，三、

有覆無記，四、無覆無記。染污意是屬於那一性類所攝的呢？此意染污故，唯屬有覆無記性

攝。它與四煩惱常共相應，為什麼不是惡性呢？因所依末那的行相，非常微細，不能說它是

惡。……染污末那在三界中也是這樣，雖然於一切時中四煩惱都隨逐著它，但因它的行相微

細，所以能依的煩惱也隨逐它而微細了。因它非常微細，不能記別是善，是惡，所以是無記。

但它又有煩惱的覆障，故又名為有覆。」 
73 《成唯識論》卷 5(T31，23c19-24a7)：「此染污意無始相續，何位永斷或暫斷耶？阿羅漢、

滅定、出世道──無有。阿羅漢者，總顯三乘無學果位，此位染意種及現行俱永斷滅，故說

無有。學位滅定、出世道中。俱暫伏滅故說無有。謂染污意無始時來，微細一類任運而轉，

諸有漏道不能伏滅。三乘聖道有伏滅義，真無我解違我執故，後得無漏現在前時，是彼等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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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沒有離開過的，成為眾生煩惱的內在特性。 

（二）特性 

在這一解說中，稱為我癡，我見，我慢，我愛。 

本來沒有我（常住不變自(p.162)在）的，看作有我，名我癡。 

由於自我的錯覺，因而執為確有的，名我見。 

由於執有自我，而對自我有妄自尊大感，名我慢。 

不但妄自尊大，而且愛戀此自我，名我愛。 

一切眾生自我中心的活動，就在這種內在的煩惱特性下開展起來。 

二、《阿含經》中的系列分類──見、愛、慢、無明 

二、在《阿含經》中，常見到這一系列的分類。 

（一）凡人的主要錯謬：見、愛二煩惱 

拿人類來說：從煩惱而來的錯謬，可以分為二類： 

 (一)、認識上的錯誤，名為見；這只要有正確而堅定的悟解，就可以改正過來的。 

 (二)、行動上的錯誤，稱為愛；這要把握正確的見地，在生活行為中，時時照顧，

不斷磨練，才能改正過來。所以有的說：『知之匪艱，行之維艱』。74 

（二）入聖後所殘留的慢與無明 

1、慢煩惱 

在從凡入聖時，斷了部分煩惱，但還沒有究竟，稱為『餘慢未盡』。75慢是微細的

自我感，及因此而引起的自我中心活動。如徹底斷盡了，就得到解脫。 

2、阿羅漢的習氣即無明 

不過，羅漢們的習氣還沒有淨，習氣就是最微細的無明──不染污無知。76如能這

也斷盡，那就真正究竟清淨了。 

三、印順導師：以無明為主，而攝屬見愛慢等煩惱 

三、癡──無明，為一切煩惱的總相。如由此而分別起來， 

屬於知的謬誤，是見； 

                                                        
亦違此意；真無我解及後所得，俱無漏故名  出世道。滅定既是聖道等流，極寂靜故此亦非

有，由未永斷此種子故，從滅盡定聖道起已，此復現行乃至未滅。然此染意相應煩惱，是俱

生故非見所斷，是染污故非非所斷。極微細故所有種子，與有頂地下下煩惱，一時頓斷勢力

等故，金剛喻定現在前時，頓斷此種成阿羅漢。故無學位永不復起，二乘無學迴趣大乘，從

初發心至未成佛，雖實是菩薩亦名阿羅漢，應義等故不別說之。」 
74《尚書·說命中》：“非知之艱，行之惟艱。” 
75《雜阿含經》卷 5（105 經）(大正 2，31c-32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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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故，仙尼！我

則記說，是諸弟子身壞命終，生彼彼處。所以者何？以彼有餘慢故。 

仙尼！我諸弟子於我所說，能解義者，彼於諸慢得無間等，得無間等故，諸慢則斷，諸慢斷

故，身壞命終，更不相續。仙尼！如是弟子我不說彼捨此陰已，生彼彼處。所以者何？無因

緣可記說故。欲令我記說者，當記說：『彼斷諸愛欲，永離有結，正意解脫，究竟苦邊。』我

從昔來及今現在常說慢過、慢集、慢生、慢起，若於慢無間等觀，眾苦不生。」 
76 印順導師《攝大乘論講記》p.388：「這無明在小乘只是無覆無記的不染污無知（有部論師的解

說），在大乘則屬有覆無記性了。龍樹菩薩說：『小乘習氣於菩薩是煩惱』，正是這個見解。」

另參見印順導師《成佛之道》，p.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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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於情的謬誤，是愛； 

屬於意志的謬誤，是慢。 

一切煩惱，總不外乎這些。(p.163) 

貳、抉擇生死的最根本煩惱 

（壹）抉擇無明與愛 

每一煩惱，都有發業與潤生的功能，也就都有集起生死的力量。但最根本的煩惱，是

什麼呢？ 

一、四諦以愛為主，餘經論以無明為本 

在四諦的說明中，以愛為主，因為愛是染著而起苦的根本。 

其他經論，總是說：無明為本；我我所見為本。 

二、從譬喻中說明：無明為生死的根本 

這可以舉一比喻：如人陷身在棘藤遍布的深草叢中，眼目又被布蒙蔽了，怎麼也不

得出來。眼目被蒙蔽了，如無明。棘藤草叢的障礙，如愛。所以經中，也說無明及

愛，為生死的父母（因）。 

但陷身在棘藤叢草中，想要從中出來，那麼眼目蒙蔽的解脫，是首要的。所以理解

到：無明為生死的根本，而解脫生死，主要是智慧的力量。 

（貳）論述無明是生死的根本 

一、無明即我我所見 

無明，不是說什麼都不知，反而是充滿迷謬的知。 

其中最主要的，是不知無我我所，而執有自我，執著我所的一切。 

所以，無明就是『愚於無我』；從執見來說，就是我我所見了。 

二、由我見而起慢愛造業感果 

我，是『主宰』的意思：主是自己作得主的；宰是由我支配他的。 

所以我我所見，是以自我為中心，而使一切從屬於我：我所有的；我所知的；我所

支配的；一切想以自己的意欲來決定。 

眾生在有意無意中，確是這樣的營為一切的活動。這是以自我為中心而統攝一切的

（當然，就是大獨裁(p.164)者，連西方的上帝在內，都不會完全成功），也是如膠如

漆而染著一切的；這是一種凝聚的強大向心力。 

這樣的活動所成的力量（業），就是招感生死，而造成一個個眾生自體的力量。 

三、以我我所見為本令生死永相續 

眾生自體，本沒有不變而獨存的自體，如外道所說的『神我』，『靈性』，而只是身心

（五蘊，六處，六界）的總和活動。由於「我我所」見的執取，才生起自我（常恒

自在的）的錯覺。由於我我所見「攝」取的緣「故」，就會造成向心力，而凝聚成一

個個的自體。但這是從業力招感的，而業力是有局限性的，所以經過多少時間（一

期的壽命）就業盡而死亡了（也有因為福盡及橫死的）。77 

                                                        
77（1）《雜阿含．568 經》卷 21：「壽暖及與識，捨身時俱捨，彼身棄塜間，無心如木石。」(大

正 2，150b4-10)  

（2）《長阿含．21 梵動經》卷 14：「或有是時，此劫始成，有餘眾生福盡、命盡、行盡，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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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我所見為本的煩惱，還在發揮他的統攝凝聚力，這才又引發另一業系，展開一

新的生命。眾生就是這樣的「死生」，生死，「永」遠的「相續」下去，成為流轉生

死，茫無了期的現象。 

 

 

戊二、豎說緣起 

己一、前後相生 

 

苦集相鉤纏，死生從緣起，佛說十二支78，如城如果樹。 

 

壹、緣起亦是集苦相生的說明 

四諦的苦諦與集諦，已約略說明了。現在要說緣起法門，緣起就是集苦相生的豎的說明。 

（壹）從苦集展轉為因果，而明白死生由緣起 

要知道，不只是由集而生苦，苦也是能起集的。如眾生在感到(p165)了生的苦報後，

依此業感的身心苦果，又有煩惱與業的活動。所以，「苦」與「集」是互「相鉤」

引，互相「纏」縛，也就是展轉為因果的。明白了這，對「死生」的「從緣」而

「起」，已有了扼要的了解。 

（貳）從緣起說生死無始 

一、約前後因果說緣起 

要知緣起說的主要意義，是說： 

一切的存在，都是從因緣而起的。那因緣，也還是從因緣而生的。 

所以每一存在的事物，從過去看，都是從因緣而有的，這就是果了。 

從這而看到未來，又都有影響未來的力量，所以這也就是因了（且約前後因果說）。 

二、評破神教的創造說 

在這樣的見解下，神教的創造說，成為不可能。因為一切由神而生起，而神卻是不

從因有的。這種為因而不從因有的創造者（神，作者），是非現實的，僅是幻想的產

物。 

三、佛說生死無始，是從緣起正見中發現出來 

所以，佛說生死無始。拿苦與集來說：苦從集生，而集又依苦而起，一向是這樣的

展轉相續。如從一點鐘而到十二點，又從十二點而到一點鐘，不能說最初從何而起

一樣。生死的無始相續，就是從緣起的正見中發現出來。 

                                                        
音天命終，生空梵天中，便於彼處生愛著心，復願餘眾生共生此處。」(大正 1，90b21-24) 

（3）《中阿含．154 婆羅婆堂經》卷 39〈1 梵志品〉：「婆私吒！有時此世還復成時，若有眾生

生晃昱天，壽盡、業盡、福盡命終，生此為人，生此間已，妙色意生，一切支節諸根具

足，以喜為食，自身光明，昇於虛空，淨色久住。」(大正 1，674b26-c1) 

（4）《大智度論》卷 22〈1 序品〉(大正 25，228a3-25)；《瑜伽師地論》卷 1(大正 30，281b3-

14)；覺音(葉均譯)《清淨道論》(底本 229)：時死、非時死。 
78 十二緣起：詳參《雜阿含》(298 經)(大正 2，85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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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緣起支的種類 

（壹）緣起因機不同而有廣略之說 

「佛說」緣起，因隨機不同，所以有不同的開示。 

「十二支」說，只是說得更完備些，成為佛教緣起說的典型而已。 

如說集與苦，也是緣起。 

（貳）緣起支的四種組合 

一、略則三支，廣則十二支 

或說三支(p.166)煩惱，業，苦。從煩惱起業，由業感苦果，又依苦果而生起煩惱。 

或說五支，這是《阿含經》中常見的，就是：愛，取，有，生，老病死。 

或者說十支，是：識，名色，六處，觸，受，愛，取，有，生，老病死。 

或說十二支，就是：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處，……有緣生，生

緣老病死。79  

二、導師對「十二分位緣起」說的看法 

（一）古人的分位緣起，能充分明了生死延續的過程 

十二支，就是十二分。在眾生生死延續的過程中，觀察前後相生的因果系列，而分

為十二。古人稱此為『分位緣起』80，是很有道理的。也唯有如此觀察，才能充分

明了生死延續的過程。 

（二）除了分位緣起，亦有不同的方式說明 

但緣起的原則是一，而說明是可以多少不同的。研究起來，這十二支，應該是不同

說明的總合，所以也不一定專依古人的分位緣起說。 

（參）喻說十二緣起 

佛說十二支緣起，有種種譬喻。 

一、城門喻 

或說「如城」：眾生在十二緣起的因果系中，像在四周圍繞的城中，不得其門而出。

可以出來的地方──城門，又有守衛巡邏的，所以過門也不能出去。 

眾生在生死中，雖有可以由此而解脫的地方，但為煩惱所困惑，一直沒有衝破這緣

起的連鎖，而得到解脫。 

二、果樹喻 

又說「如果樹」：如從種子發芽，生枝葉，開花，結果；果實又成為種子，又會發芽

生葉(p.167)。雖然在前的不就是後來的，卻有因果的密切關係。種果相生，一直延

                                                        
79 十二類緣起說：《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24(大正 27，122a9-b1)。 
80（1）四種緣起說：1、剎那緣起，2、連縛緣起，3、分位緣起，4、遠續緣起。 

（2）印順導師《印度佛教思想史》，p.190-p.192：「三、分位緣起：《發智論》說：無明、行，

是前生的因；識、名色、六處、觸、受，是現生的果。愛、取、有，是現生的因；生、

老死，是未來生的果。十二支通於三世，有兩重因果。所以名為分位，是階段的意思。

以人來說，如識入母胎，新生命開始，名為「識」。胎中肉團，還沒有成（人）形階段，

名為「名色」。胎中人形成就，眼、耳等形成，名為「六處」。十二支，是三世因果的十

二階段。每一階段，在欲、色界的，都具足五蘊，以五蘊為體。名為「無明」、「識」等，

是約這一階段的特性而說，並非只是「無明」或「識」等。……。」 

（3）《大毘婆沙論》卷 23(大正 27，117a-119b）；《俱舍論》卷 9(大正 29，4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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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來，拿這作為生死緣起相續的比喻，是最親切不過的。81 

 

己二、生死歷程 

 

無明之所覆，愛結之所繫，有識身相續，相續而不已。 

 

壹、自成系統的三支緣起 

緣起支的敘述，很多是從識支開始的，所以經說：『齊識而還，不能過彼』82。可是，

在識支以前，有的又加上無明與行二支，成為十二支。 

在《阿含經》中，一再說：『無明覆，愛結繫，得此識身』83。無明，愛（行），識三

者，可以看作完整的，獨立的緣起說。等到與識支以下相綜合，才成為十二支的。 

現在，先從這三支自成系統的意義來說。 

貳、別詳三支緣起的內含 

（壹）無明、愛結、有識身，三事緣起的說明 

「無明」「所覆」，「愛結」「所繫」，在上面的譬喻中說過。生死流轉，如陷身在棘藤

深草叢中，眼目又被蒙住，不能脫離一樣。 

一、無明 

無明，是知的迷謬錯亂，所以像布物的蒙蔽了眼目。 

經上說：『真義心當生，常能為障礙，俱行一切分，謂不共無明』84。 

無明確是對於通達真實義的智慧，起著蒙蔽障礙作用的。 

二、愛結 

愛有染著的作用，使人繫縛在生死中，所以譬喻為結。 

三、因無明與愛結而有「有識身」 

從煩惱來說： 

無(p.167)明是屬於知的，是認識上的錯亂；愛是屬於情意的，是行為上的染著。 

有了這兩大因緣，眾生就感到了「有識身」──眾生自體，而「相續」的流轉生

死。 

這也就是無明為父，貪愛為母，和合而生生死眾生的意思。 

與經說的：『諸業愛無明，因積他世陰』85，也大體一致。 

                                                        
81《雜阿含經》卷 12（283、284 經）(大正 2，79a-c)。 
82《雜阿含經》卷 12（287 經）(大正 2，80c)：我作是思惟時，齊識而還不能過彼，謂緣識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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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雜阿含經》卷 12（294 經）(大正 2，83c-84a)。 
84《攝大乘論本》卷 1(大正 31，134a)。印順導師《攝大乘論講記》p.55：「不共無明的意義：真

義就是真理，心就是悟解真理的無分別智。這無分別智對於諸法的真理，原可生起悟解，但

有一種法常常能為障礙，使它不能生起。這真義心生的障礙者，在三性位的一切分中恆共俱

行。這是什麼法呢？就是恆行不共無明啊！」 
85《雜阿含經》卷 13（307 經）(大正 2，8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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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事緣起是生死流轉的主要項目 

這三事，說盡了生死流轉的主要項目。 

得有識身，是有取識的結生相續，為一新生命的開始。這樣的無明，愛，識身，無

始以來，從過去到現在，現在到未來，一直是這樣的，不斷的「相續」「不已」。 

（貳）無明、行、識，三支緣起的說明 

一、由識到無明，是從果推因的次第說明 

（一）三事與三支緣起是相通的 

在一般的十二支緣起中，第二支是行，行是業的別名。 

行業，不是別的，只是與愛相應的，思心所所發動的行為。 

所以三事說的無明，愛，識，與十二支中的無明，行，識，是可以相通的。 

（二）論說三支的因果關係 

1、識支是現生的開始 

如從十二支的立場來說：識是現在這一生的開始。拿人來說，就是當父精母血結

合時，有識的剎那現起，因而結成有心識作用的新生命。 

2、識支從行業而來 

這樣的有識結生的新生命，從何而來呢？這是從前生的業種所引發的；業就是行

支。當前一生的最後死亡時，雖然身心崩潰了，但過去(p.168)所造作的業能，並

未消失；等到因緣和合，就隨著業力善惡的不同，而得或苦或樂的果報體，成為

一新的個體，新的生命。 

3、行業以無明為攝導 

行業的感果，是離不了煩惱的發業與潤生的，無明就是煩惱，是以我我所見為攝

導的煩惱的總名。 

二、由無明到識，是從因感果的生死歷程 

這樣，由於過去世的煩惱──無明，有過去世的業──行；從過去世的煩惱與行

業，才有現生的生命開始──識。從無明而行而識，說明了從過去到現在的生死歷

程。 

 

己三、結生相續 

 

緣識有名色，從是有六處，根境相涉觸，從觸生於受， 

緣受起於愛，愛增則名取，因是集後有，生老死相隨。 

 

壹、十支緣起是現生相續的說明 

（壹）以識支為首，說明結生相續的開端 

十二支中的識，是一期生命的開始。有些經典，從識支說起。 

這因為，推求現實的身心活動，到達識的結生相續階段，已到了生死業報識的核心。 

後代唯識學者，以異熟的阿賴耶識為中心，來說明生死雜染的一切，可說是吻合佛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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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識與名色，說明生命依持的關係 

一、緣識有名色 

「緣」此結生的「識」，就「有名色」支的生起。 

二、名色的內含 

（一）定義 

名是心理的，色是生理（物理）的。 

（二）識與名色的相互關係 

1、由識而有名色 

由於識的結生，身心就開始發展。 

2、識與名色是相依互存 

照經86上說：不但因識而有名色，也因名色而有識。87 

這意思是說：我們的一切身心活動，是要依於有取識(p.170)（唯識學中叫作阿陀

那識88）的攝取而存在。反之，也因為身心的活動，有取識才能存在。 

                                                        
86《雜阿含經》卷 12（288 經）（大正 2，81b4-8)，曾用束蘆的比喻，說明它的相互依存性：「譬

如三蘆立於空地，展轉相依而得豎立。若去其一，二亦不立；若去其二，一亦不立；展轉相

依而得豎立。識緣名色，亦復如是，展轉相依而得生長」。 

《長阿含．13 大緣方便經》卷 10(大正 1，61b)：「阿難！緣識有名色，此為何義？若識不入母

胎者，有名色不？答曰：無也。若識入胎不出者，有名色不？答曰：無也。若識出胎，嬰孩

壞敗，名色得增長不？答曰：無也。阿難！若無識者，有名色不？答曰：無也。阿難！我以

是緣，知名色由識，緣識有名色。我所說者，義在於此。阿難！緣名色有識，此為何義？若

識不住名色，則識無住處；若無住處，寧有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不？答曰：無也。阿難！若無

名色，寧有識不？答曰：無也。阿難！我以此緣，知識由名色，緣名色有識。我所說者，義

在於此。」 
87 印順導師《唯識學探源》（p.18-20）：「識與名色，相依相緣而存在；《雜阿含經》（卷一二‧二

八八經），曾用束蘆的比喻，說明它的相互依存性……識與名色的相互依存關係，不是站在認

識論的立場，說明有主觀才有客觀，有客觀才有主觀。依經文看來，釋尊的本意，是從探索

認識活動的根源，觸發到生命相依相持而存在的見地。名色，確乎可以概括內外一切的物質

與精神，概括認識的一切對象，但經中每每用它代表有情身心組織的全體。……名色既是有

情身心組織的總名，當然要追問它從何而來？從父精母血的和合，漸漸發達到成人，其中主

要的原因，不能不說是識。識是初入母胎的識，因識的入胎，名色才能漸漸的增長、廣大起

來。不但胎兒是這樣，就是出胎以後少年到成人，假使識一旦離身，我們的身心組織立刻要

崩潰腐壞。這是很明顯的事實，所以說名色以識為緣。再看這入胎識，倘使沒有名色作它的

依託，識也不能相續存在（沒有離開物質的精神），也不能從生命的潛流（生前死後的生命），

攔入現實的生命界。這不但初入胎是如此，就是少年、成人，也每每因身體的損害，使生命

無法維持而中夭，所以又說名色緣識。這識與名色的相互關係，正像《大緣方便經》所啟示

的……識與名色，是同時相依而共存的，經文說得非常明白。名色支中有識蘊，同時又有識

支，這二識同時，似乎不是六識論者所能圓滿解說的。後來大乘唯識學的結生相續，執持根

身，六識所依的本識，就根據這個思想，也就是這緣起支的具體說明。」 
88 印順導師《攝大乘論講記》(p.45-46)：「阿陀那，真諦譯為『無解』，玄奘譯為『執持』。《成唯

識論》以執持、執受、執取三義解釋它，《唯識述記》更嚴密的分析三義的界線。其實未必盡

然，如《唯識述記》說結生相續是執取義，但在本論則說結生相續是執受義。阿陀那，應簡

單的譯作『取』，像十二緣起中的取，五取蘊的取，煩惱通名為取的取，梵語都是阿波陀那（近

取，即極取義）。取是攝取其它屬於自己，所以有攝它為自體，與執取不失（持）的意思。因

作用的不同，後人建立起執持、執取、執受等不同的名字。這阿陀那，在經論裡看起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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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沒有領袖，就不可能有群眾的組織活動；如沒有群眾，領袖也就失去了存在

的意義。 

（三）分位緣起中，名色屬肉團的階段 

但在十二緣起支中，著重在識緣名色。應解說為：名色是精血和合以後，還是肉團

的階段。89 

（參）六處、觸、受、愛，說明了觸境繫心的過程 

一、從是有六處 

（一）名色生六處的過程 

「從」此名色而進一步的開展，就生起眼，耳，鼻，舌，加上身，意，「有」了

「六處」的差別， 

（二）六處的階位 

這已到了形成人體形態的階段。 

二、根境相涉觸 

（一）觸的階位與定義 

胎中雖有眼耳等根，還不能見色聞聲等。一到出了胎，從此六「根」開始了與六塵

「境」界「相」關「涉」的活動，根境相觸而起一般的認識，叫做「觸」。 

（二）觸是認識的開始，對境有三種觸 

根境識三者，因觸而和合，也可說因三者的和合而有觸。認識開始，就到了重要的

關頭。在觸對境界時，首先發生了合意的，或不合意的，或非合意不合意的反應，

這叫可意觸，不可意觸，俱非觸。 

（三）觸是知見上的樞紐 

1、無明相應觸，能造成生死輪迴 

不幸得很，眾生的認識，是不離無明蒙蔽的──『無明相應觸』。所以觸對境界

後，就會依自我中心的執取，起種種的複雜心理，造種種的善惡行為；生死輪

迴，是不能避免的了。 

2、明相應觸，能裂破生死的連鎖 

佛(p.171)所以教誡弟子，要『守護根門』。在根境相觸時，如有智慧的觀照，就稱

為『明相應觸』，那就能從此透出，裂破十二緣起的連鎖。 

三、從觸生於受 

（一）從觸所起有三種受 

「從觸」的可意或不可意，當下就能「生於受」。 

可意的，起喜受樂受；不可意的，起苦受憂受；非可意不可意的，就起捨受。 

（二）受是情感上的樞紐 

如有智慧而正念現前的，就不起味著，不為情感的苦樂所惑亂；否則就危險了。 

                                                        
與執受有特別的關係。它在攝取未來與攝持現在的生命，使有情成為靈活的有機體中，表現

了阿陀那特殊的功能，它與生命論有關。」 
89《大毘婆沙論》卷 23：「云何名色？謂結生已，未起眼等四種(眼耳鼻舌)色根。六處未滿中間

五位，謂羯剌藍(kalalam 雜染)，頞部曇(arbudam 匏)，閉尸(peZI 血肉)，鍵南(ghanam 堅肉)，

缽羅奢佉(praZAkhA 支節)，是名色位。」(大正 27，119a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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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緣受起於愛 

（一）從受生於自體愛與境界愛 

沒有正念正知的，都是依「緣」此或苦或樂的「受」味，生「起」深深的「愛」

著：愛著自我，愛著境界。 

（二）愛支生起，對生死已無法自拔 

這時候，已以主動的姿態，對生命與塵世，傾向愛戀而作不得主。此後，只有愈陷

愈深，無法自拔。 

五、小結 

上面從識的結生，說明了身心的開展過程，以及對境而引起內心的活動情況。 

觸是認識的，受是情感的，愛以下是意志的活動了。 

 

【補充】印順導師《唯識學探源》p.15-p.21： 

「依胎生學為基礎的觸境繫心觀」與「依認識論為基礎的觸境繫心觀」。 

  入胎識是不通於六識的；說六識，一定是指認識六塵境界的了別識。 

觸是認識的開始，就是感覺。感覺的發生，要依感覺機構的活動，所以觸是以六入為

緣的。雖然，六入的存在，並不因認識的生起而有。但六入不是我們現量能夠了知，

要依客觀的名色反映而引起認識作用，才能比量知道，所以六入是以名色為緣。所認

識的名色，不能離開能知的六識而知它的存在。我們所認識的一切，沒有不經過認識

而能知它的形相。 

簡單的說，離去主觀的認識，客觀的存在是無意義的。因此，名色要依識為緣。 

依認識論的見地，說明識、名色、六入、觸的次第，受了形式上的拘束，意義不大明

顯。假使能從佛教認識論的見解，作較自由的觀察，那可以說識支是識，名色支是境，

六入支是根，因這三者的和合便能生觸。在觸支以前，建立識、名色、六入三支，不

外乎敘述構成認識的條件。 

 

 

胎生學：識（入胎識）←→名色→六入→觸→受→（愛） 

 

     觸境繫心          互相依存        觸境繫心 

 

               識  （六識了別）   

          認識論  名色（客觀的境）  →觸→受→（愛） 

                             六入（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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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取、有、生、老死，說明了逐物流轉的過程 

一、愛增則名取 

內心有了「愛」染，愛心的「增」強，就進展到「名」為「取」。 

（一）取有四種 

取有四： 

執取自我，叫我語取。 

一般的追求五欲，叫欲取。 

而宗教與哲學家們，不是執取種種錯誤的見解──見取； 

就是執取種種無意義的戒條，苦行──戒禁取(p.172)。 

（二）從愛染到取著，造成了苦難的結局 

這是從愛染生命與塵世，進而作思想的或行為的取著，造成世間一切苦難的結局。 

二、因是集後有 

（一）因惑而有的業種是有支 

愛與取，正是依著煩惱而有的一切活動。 

「因」此煩惱的活動，就起「集」成「後有」的業種。這在十二支中，叫有支。 

（二）有支的定義 

1、有，是三界的生命自體 

有，是三有：欲有，色有，無色有，就是三界的生命自體。 

2、有支，是業力、是未來生命的潛在 

但這裏所說的，不是現實生命的存在（有），而是能起後世生命的業力，也可說是

未來生命的潛在。 

三、生、老死相隨 

（一）生支 

有了這，那麼現生死了以後，未來識又會結「生」。 

（二）老死支 

生了，就不能不「老」不「死」。 

生老死的「相隨」而來，便是未來生死相續的簡說。 

貳、十二支緣起，即三世生死相續的歷程全貌 

（壹）十二支可分三世兩重因果 

十二支，可以分為三世，有兩重因果： 

過去因（無明與行）生現在果（識，名色，六處，觸，受）， 

現在因（愛，取，及有）生未來果（生，老死）。 

（貳）總結 

同時，前生以前有前生，後世以後（如不了脫生死）有後世，三世因果相續說明，就

是無限生死相續的歷程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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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明   惑 

       第一世            因 

             行    業 

             識           初重 

             名色 

             六處   苦   果 

             觸 

       第二世   受                兩重 

             愛 

                  惑 

             取        因   

             有    業      第二重 

             生           

       第三世        苦   果 

             老死 

 

※十二緣起各支的內容： 

01 無明 知的謬誤錯亂，是以我、我所見為攝導的煩惱之總名。 

02 行 與愛相應的，思心所所發動的行為。（行業） 

03 識 入胎識（結生識），現生的生命開始。（有取識） 

04 名色 精血和合之後，還是肉團的階段。（已有身、意） 

05 六處 母胎中生起眼、耳、鼻、舌，加上身、意，形成人體形態的階段。 

06 觸 出胎後，根境相觸而起一般的認識。（無明相應觸、明相應觸） 

07 受 可意觸起喜受、樂受；不可意觸起苦受、憂受；俱非觸起捨受。 

08 愛 自我愛，境界愛。 

09 取 我語取、欲取、見取、戒禁取。 

10 有 能起後有的業力及未來生命的潛在。 

11 生 
未來生死相續的簡說。 

12 老死 

 

 

 

 

 

 

 

 

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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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二、出世因果 

戊一、滅諦 

 

滅應滅於惑，惑滅則苦滅，解脫於癡愛，現證寂滅樂。 

 

壹、滅諦 

 ( p.173)現在來說滅諦。 

貳、滅有滅除與寂滅 

滅有兩個意義：一、是滅除；二、是寂滅。 

滅除了苦痛的根源，才能解脫生死苦，實現涅槃的寂滅。 

（壹）滅除煩惱 

從滅除來說：眾生在生死輪迴中，從苦生苦90，苦個不了，這是要滅除的對象。 

一、佛法不從外界與色身去滅除生死苦迫 

然解除眾生的生死苦迫，佛法並不著重到外界去改善。 

因為外物的改善，是不能徹底解決問題的。 

也不從這個色身去努力，如外道的修精練氣，求長生不老那樣。 

因為有生必有滅，長生與永生，不過是眾生的顛倒妄想。 

二、佛法從滅除煩惱來解除生死大苦 

雖然苦報是業力所感的，但問題卻是煩惱。 

有了煩惱，就會發業，潤生；如斷了煩惱，即使有無量業種，也就乾枯而不再起

用。 

所以佛肯定地指出：要「滅」除生死大苦，「應」該「滅於惑」── 煩惱。 

如「惑滅」了，那就不再造業了，過去所有的業也就乾枯無用了。 

這樣，生死「苦」果，就會徹底的「滅」除。 

（貳）現證寂滅 

一、滅除煩惱的根本，如伐樹喻 

說到煩惱的滅除，當然也要從根本的煩惱去著手。 

如伐大樹一樣，專門斫枝摘葉，是不能達成目的的。 

如斷了樹根，那即使是暫時發葉，也終究是會死去的。 

二、滅除癡愛煩惱的次第 

（一）無明與愛障於智行 

說到煩惱的根本，當然是愚癡無明了。 

無明，主要是迷於無我的無明，(p.174)還有染著於境界的貪愛。 

                                                        
90《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24(大正 27，122b2-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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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惱生煩惱，煩惱生業，業生苦，苦

生苦。(1)煩惱生業者，謂無明緣行。(2)業生苦者，謂行緣識。(3)苦生苦者，謂識緣名色，乃

至觸緣受。(4)苦生煩惱者，謂受緣愛。(5)煩惱生煩惱者，謂愛緣取。(6)煩惱生業者，謂取緣

有。(7)業生苦者，謂有緣生。(8)苦生苦者，謂生緣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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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障於智的，一是障於行的。 

（二）先達無我後除染愛 

從修學佛法來說，應該先通達無我，得到無我真智的契證。 

然後從日常行中，不斷的銷除染愛。 

但到圓滿時，這都是解除了的。 

經中時常說：『離貪欲者，心解脫；離無明者，慧解脫』91。 

所以現在說：「解脫於癡愛」。 

三、癡愛盡斷則現證涅槃寂滅樂 

（一）總說 

無論是知見，無論是行為，都不再受煩惱的繫縛，而且是把煩惱徹底的去除了。 

這樣，就能「現證」到涅槃的「寂滅樂」。 

（二）別釋 

1、現證 

現證，是親切的，當前的證會，是無漏的直觀體驗。體驗到的，就是寂滅，得到

解脫自在的安樂。 

2、涅槃寂滅 

涅槃寂滅，是現實所證驗的，並非推託到死了以後，這是佛法的特色。 

內心的煩惱銷融了，直覺到無障無礙，平等不動，自在的聖境，叫做寂滅。 

這好像從火宅中逃出來，領略到安全與清涼；也像從煩囂鬥爭中出來，享受到和

諧而平靜的境地一樣。經論中每以寂，靜，妙，離，來形容這滅──涅槃。92 

3、樂──『離繫之樂』 

所說的樂，也不是衝動性的樂感，而是捨去煩惱重擔而得來的自在──『離繫之

樂』。 

 

 

戊二、道諦 

 

能滅苦集者，唯有一乘道。三學八正道，能入於涅槃。 

 

壹、道諦 

 (p.175)苦痛的原因（集）消除了，生死大苦也就從此結束，得到了涅槃的大解脫。 

但無始以來，苦與集是不斷的延續，如不修對治道，是不會自動結束的。 

                                                        
91 印順導師《成佛之道》p.245：「這是說：依慧力的證入法性，無明等障得解脫。以定的寂靜力，

使貪愛等障解脫。」 
92 印順導師《空之探究》(p.107)：「說一切有部，立四諦、十六行相，「空三摩地，有空、非我二

行相；無願三摩地，有苦、非常，及集（諦下四：因、集、緣、生），道（諦下四：道、如、

行、出）各四行相；無相三摩地，有滅（諦下滅、靜、妙、離）四行相」。」〔另參《阿毘達磨

大毘婆沙論》卷 104，大正 27，538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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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要說到道諦，道才是佛弟子修學的心要，如生病而請醫生，主要是為了服藥一樣。 

貳、滅苦之道別有一乘三學八正道 

（壹）一乘道是出離生死的唯一法門 

「能滅苦集」的道，是些什麼呢？ 

雖然眾生的根性不同，有利有鈍；有聲聞，緣覺，菩薩，佛也應機而說有多少不同的

法門。但真正能出離生死的，是「唯有一乘道」，也可說只有一乘，一道。 

一、乘與道即從此到彼的法門與方法 

乘是車乘，能運載人物，從此到彼。 

佛所說的法門，能使眾生從生死中出來，到達究竟解脫的境地，所以稱法門為乘。 

同樣的，道是道路，是從此到彼，通往目的地所必經的；所以修持的方法，也稱為

道。 

二、一乘法即是一同解脫生死 

我們知道，眾生是同樣的生死；生死的根源，是同樣的迷執。苦與集的體性是一樣

的，那出離生死苦的法門，那裏會有不同呢？所以佛在《阿含經》中，曾明確地宣

說一乘法93，也就是『一道出生死』，『同登解脫床』。(p.176) 

（貳）三學是出離生死的道體 

出離生死的一乘法──不二法，從證悟真理來說，是無二無別的（『同入一法性』）；

從修行的方法來說，是同樣的。適應眾生的不同根性，佛是說有種種方法的。但除了

方便引導的以外，論到出離生死的道體，並無差別，總不出於「三學」（學是學習，

不是學問）。三學，應稱為『三增上學』，就是增上戒學，增上心（定）學，增上慧

學。 

增上，是有力的，能為他所因依的意思。因為三學有相依相因的關係，是求解脫者必

不可缺的學程。決沒有不修戒而能成就定，不修定而能成就慧，不修慧而能得解脫的

道理。 

（參）八正道是出離生死的道品 

然佛在說明道諦時，最常用的內容分類，還是「八正道」。 

八正道，應稱為『八聖道分』，或『八聖道支』。 

這是成聖的正道，有不可缺的八種成分。 

這就是：正見，正思惟，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正定。 

參、三事同是涅槃解脫道 

（壹）八正道即是三學 

八正道就是三學， 

如正見，正思惟是慧學； 

正語，正業，正命是戒學； 

正念，正定是定學； 

正精進是遍通三學的。 

（貳）八正道也是一乘道 

                                                        
93《雜阿含經》卷 44(大正 2，3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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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八支聖道，是三學，也就是一乘。94 

佛為須跋陀羅說：外道們沒有八正道，所以沒有聖果，沒有解脫。我（佛）法中有八

正道，所以有聖果，有解脫。95這可見八正道是「能入於涅槃」的唯一法門了。 

這在大乘的《楞伽經》中，也還是這樣說：『唯有一大乘，清涼八支道』96。 

 

 

圖表 

正見 

戒學          正思惟 

              正語 

一乘      定學          正業 

              正命 

慧學          正精進 97 

正念 

正定 

                                                        
94《增壹阿含．1 經》卷 5〈12 壹入道品〉：「世尊告諸比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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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正見，二名正治，三名正業，四名正命，五名正

方便，六名正語，七名正念，八名正定，是謂名道，是謂一入道。」(大正 2，568a2-9) 
95《長阿含經》卷 4《遊行經》(大正 1，25a-b)。 
96《大乘入楞伽經》卷 5(大正 16，617b)。 
97 正精進在經論中攝屬有異說： 

（1）正語、業、命為戒；正念、定為定；正見、志、精進為慧。如《中阿含．210 法樂比丘尼

經》卷 58〈3 晡利多品〉(大正 1，788b25-c15)，《阿毘達磨大毘婆沙論》卷 59(大正 27，

306b27-28)，《瑜伽師地論》卷 29(大正 30，445a8-12)。 

（2）正語、業、命為戒；正精進、念、定為定；正見、志為慧。如《中部．有明小經》（漢譯

南傳 10，p.21）；DN, II, p.23、p.36；《大智度論》卷 19〈1 序品〉(大正 25，203a23-24)、

卷 87〈75 次第學品〉(大正 25，669a7-13)；印順法師《華雨集第四冊》(p.291)。 

（3）正語、業、命為戒；正念、定為定；正見、志為慧；正精進通三學。如印順導師：《成佛

之道（增註本）》(p.176)、《華雨集第二冊》(p.21)、《華雨集第四冊》(p.29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