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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中譯序

中譯序

「觀色如聚沫，受如水上泡，想如春時燄，

諸行如芭蕉，諸識法如幻，日種姓尊說。」

——《雜阿含．二六五經》

西元二○○○年八月，般若諦帕禪師在美國如

來禪修中心1所舉辦的禪修營裡，向大眾開示如何摧

破對五蘊的執取。當時的緬語開示，經過迦柔圖先

生（Kyaw Zaw Tu） 譯 為 英 文， 而 後 編 纂 成

《Destroying the Five Aggregates》一書。西元二○○

四年春，般若諦帕禪師應邀來臺弘法。在為期近一

個月的密集禪修中，般若諦帕禪師以《Destroying the 

Five Aggregates》為底稿，再度為臺灣的禪修者宣講

1　 Tathågata Meditation Center. add : 1215 Lucretia Avenue, San Jose, 
CA95122, U.S.A.tel : 1-408-294-4536. http://www.tathagat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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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摧破五蘊

「摧破五蘊」這個重要的主題。2當時譯者有幸參與

口譯的工作，之後在般若諦帕禪師的指導下，再根

據英文原著轉譯成中文。

所謂「摧破五蘊」，指的是甚麼呢？並非殺害自

己，而是破除對五蘊的執取。為何要破除對五蘊的

執取呢？因為一再地執取五蘊，將使我們在生死之

中，不斷地輪迴，無法解脫。那麼，欲求解脫者，

當如何摧破五蘊呢？在本書之中，般若諦帕禪師開

示道：「唯有透過修習毘缽舍那四念處禪法，乃至證

得涅槃，有情眾生方能破除對五蘊的執取。」

全書先以《相應部》的《有情經》為引子，點

出眾生因貪愛五蘊，而名為「有情」。接著，輔以上

座部阿毘達磨，從義理上逐一剖析，闡釋五蘊的虛

幻不實。在讀者具備這些基本觀念之後，禪師進一

步指出，僅由文字上理解五蘊，是無法令人解脫

的。因此，禪師將馬哈希尊者所傳授的毘缽舍那實

2　 當年禪師弘法足跡遍及臺北新店青山巖、嘉義香光寺、白河妙德禪
寺，與高雄紫竹林精舍等地。《摧破五蘊》是在妙德禪寺弘法時宣講
的。而在香光寺與紫竹林精舍的弘法問答，則刊載於《香光莊嚴》雜
誌第七十八期，p. 6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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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中譯序

修技巧，巧妙地貫穿於五蘊的觀照當中。唯有透過

熟練這些技巧，禪修者才能從自身中體證到，五蘊

是無常、苦、無我的。依此不斷地修習，便能證得

初果，乃至四果。當證得四果時，渴愛已完全根

絕，五蘊已被摧破，三輪不再生起，真正地解脫生

死輪迴。禪師亦援引巴利聖典中，世尊本人與數位

聖弟子之修行歷程，指出他們皆因修習毘缽舍那，

證得阿羅漢果，而斷除渴愛，摧破五蘊。

總之，本書言簡意賅，直指修行終極目標——證

入涅槃，解脫生死輪迴——實為一兼具教理與實修的

精要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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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致謝

致謝

本書之中譯能順利完成，必須感謝許多人。

首先，譯者要將這份感謝敬致般若諦帕禪師。

感謝禪師給予開示，授權中譯，並不厭其煩地為譯

者解釋義理，消除疑惑，確立正見。

其次，感謝宗善法師在最初口譯與後續書面翻譯

時，為譯者解說有關本書的阿含典故、阿毘達磨義

理，及指導毘缽舍那實修相關用語。

再者，承蒙齎因法師與溫宗堃老師的審訂。齎

因法師逐字逐句地修潤中譯初稿，尤其是在佛學用

語方面，使得譯文更為切實完整。除了重點性的審

閱之外，溫宗堃老師則針對巴利文名相、文獻出

處，與引用格式等方面給予建議，令譯文更加精準

完善。

最後，感謝蔡典璋居士協助部分內容的打字，

羅金梅師姊、許素華師姊、喻寶華師姊的校對，及

張子文師兄的最終潤稿及校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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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i 摧破五蘊

禪修是佛法的精髓。上座部佛學直指修行要

義，實際地展現生命真理，令人了生脫死。譯者才

疏學淺，謹以學習之心進行中譯，以期達拋磚引玉

之效。如有訛誤之處，實屬譯者之責，仰望各方先

進不吝指正。

願以此翻譯善行，回向譯者的父母、親戚、師

長、朋友、贊助者、冤親債主，與一切有情。願他

們健康、快樂，早證涅槃！

ā李郁雅

西元二○○八年 九月十四日

ā臺灣南投過坑內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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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譯凡例 ix

中譯凡例

1.  本書翻譯以直譯為原則。然而，由於中、英

文之文法差異，少數段落為求譯文流暢易

讀，則改用意譯。其中若有譯者所添加之按

語，於正文中以“[ ]”標出。

2.  專有名詞，如人名與地名等，均先依古譯，

若無古譯可循時，則採音譯。

3.  佛學術語之翻譯，以古譯名為優先選擇；在

字體的選用上，優先採用古字，例如：

vipassanå譯作「毘缽舍那」，而非「毗婆舍

那」；abhidhamma譯作「阿毘達磨」，而非

「阿毗達摩」；object譯作「所緣」，而非「目

標」。然而，為求譯文流暢，有時兼用古譯與

新譯，例如：concept優先譯作「施設」或「施

設名相」，偶爾譯作「概念」。

4.  佛學術語，在正文中第一次出現時，於譯名

之後，均以“（）”附註原文。若原文為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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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 摧破五蘊

語，以斜體表示；若為英語，則以正體表示。

5.  原著之頁碼，以“[ ]”標示，列於相關段落

之頁緣空白處。

6.  本書之隨頁註解，均為中譯者所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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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敬 xiii

禮敬 世尊、阿羅漢、正等覺者。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åsambuddhassa.

Homage to the Blessed One, 

the Perfect One, 

The Fully Enlightened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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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 摧破五蘊

緬甸班迪達禪修中心　潑水節

白河妙德禪寺弘法

嘉義弘法

嘉義香光寺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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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viii 摧破五蘊
遊故宮

台北青山巖弘法

台北青山巖弘法

台北青山巖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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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故宮

台北青山巖弘法 台北青山巖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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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諦帕禪師略傳 xxi

般若諦帕禪師略傳

般若諦帕禪師（Sayådaw U Paññadipa），於西元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六日，誕生在下緬甸（lower 

Myanmar）畢林鎮（Beelin Township）的涅巴利村

（Hninpalei Village），因此我們也尊稱他為畢林禪師

（Beelin Sayådaw）。其俗家父親名為宇究穆（U 

Kyaw Hmu），母親名為杜拉婷（Daw Hla Thin）。

八歲時，他在村內的寺院裡接受小學教育；

十二歲時，剃度為沙彌。爾後，他前往位於直通

（Thaton）的易力卡利佛學院（Hitlikaryi Buddhist 

Studies School）更求深造。在那兒，禪師榮耀地通過

巴利三藏會考（Tipi aka Study Program），獲得「教

法幢‧最勝光‧法阿闍梨」（Såsana Dhaja Siripavara 

Dhamma Cariya）的榮銜，成為一位法師。接著，

禪師到仰光（Yangon）與曼德勒（Mandalay），完成

其後續的佛學研究。

西元一九六七年，禪師前往仰光馬哈希禪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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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ii 摧破五蘊

心（Mahåsi Yeikthå），在班迪達禪師（Sayådaw U 

Paˆ ita）、恰宓禪師（Sayådaw U Janaka），及桑瓦

拉禪師（Sayådaw U Sanwara）座下，密集地修習毘

缽舍那。翌年（西元一九六八年），他被派往鄰近普

隆（Prome）的邱屏塔禪修中心（Gyopintha Såsana 

Yeikthå）擔任禪師。在那兒，他教導禪修長達十七

年之久。

後來，尊貴的班迪達禪師認可他為資深業處阿

闍梨（Nåyaka Kamma håna Cariya），並且邀請他

回仰光馬哈希禪修中心指導禪修。於是，般若諦帕

禪師在那裡任教六年。

禪師曾前往世界各地弘法，雲腳行處包括尼泊

爾、馬來西亞、新加坡、澳洲等地。

之後，由於英國威根（Wigan）地區的居民，需

要一位精熟於實修（pa ipatti）與經教（pariyatti）

的禪師，於是，禪師駐錫於當地的馬哈希禪修中

心，弘揚佛法。

西元一九九九年十二月起，他受邀服務於美國

加 州 聖 荷 西 市（San Jose） 的 如 來 禪 修 中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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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若諦帕禪師略傳 xxiii

（Tathågata Meditation Center）。它雖遠在世界的另

一端，禪師卻不畏艱難，堅毅而誠摯地駐錫該處，

獻身於正法的弘傳。

最近，由於般若諦帕禪師海外弘法（Dhamma 

Dhuta work）的成就，令他獲頒「最上‧至大‧正

法炬王」（Agga Mahå Sadhamma Jotika Dhaja）的

榮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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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一章　色蘊

摧破五蘊

本書主題以釋迦牟尼佛開示的《有情經》（Satta 

Sutta）為基礎，該經收錄於《經藏‧相應部》（Sa◊- 

yutta Nikayas）。3

3　SN 23 : 2。相當於《雜阿含．一二二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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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一章　色蘊

第一章　色蘊

在釋迦牟尼佛停留於富翁給孤獨長者

（Anåthapiˆ ika）所供養的祇園精舍（Jetavana 

Monastery）時，有位比丘名為阿亞士瑪羅陀

（Óyasmå Rådha），前來向佛陀請法。在向世尊頂

禮後，阿亞士瑪羅陀坐於一旁，他提出一個疑問，

希望得到世尊的解答。

他問道：「噢！尊貴的佛陀，這世間有一詞稱為

『有情』（satta），我們應當如何解釋、定義所謂的

『有情』呢？」

佛陀回答他：「我的弟子羅陀，『有情』是指『眾

生』，他對物質現象（色法、色蘊，rËpakkhandha）

有欲望、執著，或有感情；『執取色法』，也可以稱

作『有情』。」

此處，依照第一種定義，有情是指「眾生」。眾

生的所緣包括：各種程度的欲望、色慾、情感，與

執著；這些皆為同義之詞。

〔10〕〔10〕

001-067-內文.indd   3 2009/1/14   下午 09:44:04



4 摧破五蘊

依照第二種定義，有情是個動詞，意指「執

著」。不論是愉悅地執著某事物，或者僅僅執著某事

物，由於皆是導因於無明，所以都稱作「有情」。

若以智慧來分析色身內的物質，我們會發現甚

麼呢？人的色身，是由許多的身體部分（body 

parts）4所組成的。〔這些身體部分，可再加以歸類成

數組集合。〕第一組，以皮膚排於最末，包括：髮、

毛、爪、齒與皮。第二組，以腎臟排於最末，包括：

肉、腱、骨、髓與腎。第三組是：心臟、肝臟、橫

隔膜、脾臟與肺臟。第四組是：腸、腸間膜、胃中

物、糞與腦。

以上四組集合，共計有二十個身分，是由「地

界」（pa hav¥-dhåtu）所構成。不論它們以何種形式

展現，屬於地界的物質都具有硬、軟、堅實的特

徵。為何說這二十身分為地界呢？因為它們皆具有

硬的明顯特徵。

其他三界也存在於這二十身分之中，但是它們

4　另譯作「身分」。

〔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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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一章　色蘊

並不顯著，所以不是主要的元素。所謂其他三界，

是指「水界」（åpo-dhåtu）、「火界」（tejo-dhåtu），

與「風界」（våyo-dhåtu）。

當你觀察便知，即使是一根頭髮，亦包含所有

四界。然而，頭髮最主要的特徵是硬，即地界的特

性，因此，它被概括地稱作地界。在其餘四組中的

十九個身分，也同樣地被概括為地界，因為它們擁

有地界的主要特性。

當禪修者能覺知到硬的特性時，即是由經驗中

觀察到地界；同樣地，若觀照到溫暖或熱度時，便

是體驗到火界；當緊繃與振動的特性，因保持正念

而變得明顯時，便是感受到風界；而當水界的特性

明顯時，便能感受到溼度與黏度。

〔修習毘缽舍那時，〕禪修者不應觀想四界的施

設名相，他必須只觀照四界的自然特性，諸如：硬、

軟、溫、熱、緊、振動、溼、黏等等〔的覺受〕，要

緊的是，他不可超過這些自然特性的範疇。為甚麼

呢？因為離開了這些自然特性，禪修者很可能轉去

觀想概念，例如：女人、男人、女人的頭髮、男人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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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摧破五蘊

的頭髮等等，而迷失了修行之路。在修習毘缽舍那

時，基本上不能停留在身體或個體的概念裡。僅僅

觀照四界的自然特性，是非常重要的。

再者，除了前文提及的身分之外，尚有十二個

身分呈現水界的特性，它們是：膽汁、痰、膿、血、

汗、脂肪、淚、膏，唾、涕、關節滑液，以及尿。

它們全都具有黏著與流動的特性，因此，一般將它

們視為水界。其餘三界也呈現在這幾個身分當中，

但不明顯。

有四種不同的火界：色身的正常體溫稱作「老

火」（j¥raˆa tejo），體溫產生老化過程，使人變老。

但當溫度超過正常體溫，以體溫計測量高於華氏

98.4 度時，這種火界稱為「熱火」（santåpana 

tejo）。令人抱怨「太熱」的難忍溫度稱為「燒火」

（dahana tejo）。第四種火界稱為「遍熟火」（påcaka 

tejo），是胃腸的溫度，它負責消化食物。四種火界

都具有冷與熱的特性，它們既不代表女人也不代表

男人，它們沒有自我，只有熱度的成分。

體內的風界有六種，它們是：（1）上行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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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一章　色蘊

下行風；（3）胃腸道內風，即腹內風；（4）腸道外

腹腔內的風，即腹外風5；（5）與呼吸有關之風，即

入息出息風（6）遍及全身的風，即肢體循環風，它

影響每個動作——彎身、伸展、坐、站，與走等等，

又稱作「angamanganusåri」。六種風界全都具有緊

繃與振動的特性，風界之中無自性，從風界中無法

找到女人、男人，或自我。

至此，我已略述了四界，以及它們在色身中呈

現的相狀與細分類：二十種地界、十二種水界、四

種火界，與六種風界。雖然，此說明簡單扼要，但

當你仔細思惟時，確實能證明：色身僅由此四界所

構成。

當四界在色身內適當位置成形時，身分的集合

體便看起來像是有個自我。一般人未透過內觀智慧

的洞察，會將四界視為：「我身⋯⋯他身⋯⋯女

身⋯⋯或男身」，由於這種知見，在他心中便生起對

色身的執著。

5　 此處，六種風界之中譯名稱，依葉均先生所譯之《清淨道論》而定。

〔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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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摧破五蘊

實際上，色身有如泡沫，如河流、小溪中可見

的水泡集合體。泡沫之所以存在，乃因其內部氣體

的支持力使然。當很多水泡聚合在一起時，有些巨

大如拳頭一般，有些如頭顱般大，有些甚至更大。

在一般人眼中，它們似乎永恆不變，然而，若有智

慧地探究一番，它們無常的性質就變得明顯了，它

們不可能被運用於製作家具或建造房舍。

同理，在一般人眼中，色身看起來似乎是永恆

不變的，它的集合體呈現出頭、身、足等樣貌。同

時，色身彷彿擁有個自我，如男人或女人等。它似

乎是永恆的，而且看起來很吸引人，甚至十分美

麗。這就是一般凡俗之眼所認知的生命體。然而，

對擁有內觀智之人而言，色身便如一堆泡沫般，其

中沒有固定不變的物質，它僅是三十二種可厭的身

分的集合體：髮、毛、手指甲、腳趾甲、齒、皮、

腱、骨等。色身當中無永恆之物，無美好之處，無

恆常之特質。這是高觀智之人所見到的色身。

然而，凡俗之眼視色身為恆常、可意、可支配

控制，而且有個自我。因此，俗人愉快地執取色

〔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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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第一章　色蘊

身，如佛陀所言：「執著，或強烈地執取色蘊的眾

生，稱為『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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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第二章　受蘊

第二章　受蘊

「我的弟子羅陀，執著或強烈地執取感受的眾生

稱為『有情』。」

佛陀曾說色身有三類感受：（1）體驗到可意的

所緣是「樂受」（sukha vedanå）；（2）體驗到不可

意的所緣是「苦受」（dukkha vedanå）；（3）體驗到

不苦不樂的所緣是「捨受」（upekkhå vedanå）。由

於捨受對感官而言並不是非常明顯，因此大部分的

人較熟悉樂受與苦受。

在酷暑中，若有一陣涼風襲來，人會感到愉悅

舒暢。在寒冬裡，若披上毛毯，便令人感到溫暖舒

服。當四肢痠痛疲勞時，伸展活動筋骨，會令人放

鬆與舒適。當體驗色身的舒適時，我們就是在享受

樂受。一般人以「我覺得好」、「我很平靜」的角度

來感覺樂受。

諸如色身的苦痛、太熱、太冷、身體不適、癢

等，稱為苦受。一般人將這些苦受認為是「『我的』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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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摧破五蘊

疼痛感受」。

三種感受生起於意門。當我們遇到或想到可意

的事物時，樂受在心中生起；當我們遇到或想到悲

傷或恐怖的事物時，苦受在我們心中生起；當我們

遇到不苦不樂的事物時，捨受在心中生起。當上述

三種感受在心中生起時，人們誤以為是「『我』覺得

好⋯⋯『我』覺得不好⋯⋯『我』覺得不好也不壞。」

當看到令人喜愛的影相，聽到悅耳的音聲，或聞到

芬芳的香氣時，樂受便生起。愉悅的覺受被視為是

「我所有的」。然後，例如「我是快樂的」這樣的想

法便出現。當看到令人厭惡的影像，聽到刺耳的音

聲，或聞到臭味時，苦受便生起。

當我們認為看到的影像既非吸引人亦非討厭，

當聽到的音聲既非悅耳亦非刺耳，或聞到的氣味既

非香亦非臭時，捨受便生起。人們也可能認為這捨

受是屬於他自己所有的。事實上，所有的樂受、苦

受與捨受只是純粹的感受而已。當人未清楚地觀照

所緣，或者正念的強度不足時，他便無法看透所緣

的特性，而會對所緣產生執取。因此，「有情」一

〔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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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第二章　受蘊

詞，用以稱呼執取這些感受的眾生。

倘若禪修者的正念增強，足以照見感受的本質

與特性時，則他對感受的執取便會削弱。最後，禪

修者將生起道智，它能根除對感受的執著。

由於接下來要引述有關受蘊的經典，我先告訴

你們一個故事。那是關於一對好朋友，他們捨離了

優閒的生活，而即時成為佛陀的兩位上首弟子的故

事。他們是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尊者（the Ven. 

Såriputta）與神通第一的摩訶目犍連尊者（the Ven. 

Mahåmoggallåna）。

優婆提舍（Upatissa，剃度後法名為舍利弗尊

者）與柯力塔（Kolita，剃度後法名為摩訶目犍連尊

者），由於感到浮華生活的空虛，而決意去尋求能令

他們解脫苦、老、病、死的真理。起初，他們在一

位著名的遊方苦行者散若耶（Sañjaya）座下出家，

成為他的弟子，接受教導。但是，他們學習了散若

耶的教導之後，發現散若耶的教誨〔無法導致解

脫〕，沒有意義。於是，他們離開那裡，繼續在閻浮

提（Jambud¥pa，即印度）各地流浪，尋找真理。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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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摧破五蘊

最後，優婆提舍遇到一位比丘，馬勝尊者（the 

Ven. Assaji）。馬勝尊者是位阿羅漢，他是佛陀最初

剃度的五比丘之一。當優婆提舍見到正在托缽乞

食、威儀莊嚴的馬勝尊者時，優婆提舍便追隨其

後。接著，優婆提舍為比丘敷座、供養飲水，令比

丘能安詳地用餐。當尊者用完餐後，優婆提舍便趨

前請問他：「請問您師承何人？他所教為何？」

馬勝尊者回答：「我的老師是佛陀。因為我剛在

佛陀座下出家，剃度為比丘，所以我只能教你簡要

的佛法。」

優婆提舍想要了解，便說：「那麼，請您簡要地

教我您學得的法吧！」

於是，馬勝尊者告訴他：「我超凡的老師，佛

陀，他教誨我，一切諸法皆由因緣所生，是各種因

緣條件的結果。他也教誨，當一切因緣條件滅去

時，它們的果報便滅去。他又教誨，有寂滅狀態——

即涅槃的存在。」6

6　 相傳，當時馬勝尊者以偈頌教導優婆提舍，此偈頌之巴利原文為：
" ye dhammå hetuppabhavå tesaµ hetuµ Tathågata åha tesañ ca yo 
nirodho, evaµvåd¥ Mahåsamaˆo." 

〔2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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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第二章　受蘊

即使這番教誨非常簡潔，優婆提舍已深深地體會

它的義理。優婆提舍當下生起初果的道心，體證了涅

槃，成為一位須陀洹（sotåpanna），即入流者。

優婆提舍渴望見佛陀，他向馬勝尊者詢問佛陀

的居所，之後，便回去找他的朋友柯力塔。當柯力

塔見到他的朋友安詳而滿足的面容時，便說：「優婆

提舍！你必定已找到我們尋求已久的真理了！」

優婆提舍便向柯力塔詳述自己遇到馬勝尊者的

經過，並且引述他從馬勝尊者處學得之偈頌。柯力

塔在聽聞此偈頌的當下，如同優婆提舍一般，也證

得第一階段的覺悟，成為一位須陀洹。

於是，這對好朋友決定去拜見佛陀。但他們先

去拜訪以前的老師——苦行者散若耶，邀請他同行。

然而，長久以來散若耶一直是眾多弟子的老師，他

無法再放下身段去做任何人的學生。散若耶說：「那

就像大水壩變成小池塘一般。」他回絕了他們的邀

請，並說：「聰明的學生將去佛陀那兒，而愚鈍的就

來找我。所以你們去吧！但我要留下來。」

散若耶的二百五十個學生，便隨同優婆提舍與

001-067-內文.indd   15 2009/1/17   上午 09:23:52



16 摧破五蘊

柯力塔去佛陀那兒。當他們見到佛陀時，佛陀正在

講經。佛陀暫停了講說到一半的開示，接受他們的

頂禮。這對道友便請求剃度出家。佛陀為他們一整

群人剃度，說道：「善來比丘，得於正法律出家，修

諸梵行，遠離眾苦。」從那時起，優婆提舍名為舍利

弗，而柯力塔名為摩訶目犍連。

接著，佛陀又繼續先前未竟的講經說法。而在聆

聽這段開示之後，這群隨同舍利弗與目犍連剃度的新

進比丘，全部成為阿羅漢。但這兩位準上首弟子，為

了將來在僧團中肩負的責任，需要更多的訓練，因此

他們的證果延後。目犍連尊者在剃度七天之後，證得

阿羅漢道，最高的證悟。但舍利弗到了二月的滿月日

前， 仍 在 修 習 隨 足 法 觀（anupadadhamma-

vipassanå）。

根據《長爪經》（D¥ghanakha Sutta）的記載7，

在那個月圓日，一直跟隨著苦行者散若耶的長爪梵

志，即舍利弗的外甥，憶起往昔舅舅拜訪其他修行

7　 相當於《雜阿含．九六九經》。但在《雜阿含．九六九經》中，長爪
梵志為舍利弗尊者的舅舅，這一點與《中部．長爪經》的記載不同。

〔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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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時，通常在見面後，便旋即回來。但自從舅舅

去拜見佛陀，已經過了將近十五日，卻還未回來。

所以，長爪決定親自探究佛陀的教法，便出發拜見

當時安住於王舍城（Råjagaha）附近靈鷲山

（GijjhakË a）上豬掘洞（SËkarakhatå）中的佛陀。

當長爪抵達時，舍利弗尊者正站在佛陀身後，

為佛陀搧風，他一直隨侍在那兒，直到佛陀講完以

下的開示。長爪趨前向佛陀問訊後，便提出他的見

解：「尊貴的喬達摩，我不喜歡任何事物。」

此處，「任何事物」是指任何一種形式的生命存

在。直言之，他的觀念就是「他不希望在此生之後

再度投生」，由於他說：「我不喜歡任何事物。」那

麼，他所厭惡的「任何事物」中，必定包括了他的

斷見。因此，佛陀指點他：「既然你說你不喜歡任何

事物，可見你必定也不喜歡你自己的這個觀點。」

然而長爪的回答卻是模稜兩可。為了澄清這位

參訪者的觀點，佛陀說：「『常見』易被人接受與採

納，這觀念易受人喜愛與執取；『斷見』易被人捨離

與放棄，這觀念易被人厭惡與棄絕。」

〔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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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摧破五蘊

聽到佛陀這麼說，長爪誤以為：「尊貴的喬達摩

贊同我的看法。」

接著，佛陀分析常見與斷見的利弊。常見者造

作善行，期待著來世的善報，他們喜愛不斷地投胎

轉世，並執著來世。根據註釋書的解釋，常見者很

難放棄「自我是永遠存在」的想法。

一般佛教徒，不具有毘缽舍那觀智，並不樂於

接受「無永恆的自我」的觀念。他們不能體悟到

「身心相續流是剎那、剎那生滅」的真理。他們並不

想接受這樣的事實：「阿羅漢在此生之後，將不再投

生。因為，在他證得阿羅漢道心的剎那，他已徹底

根除了渴愛。」常見者寧願相信阿羅漢死後，將轉生

至某種由名、色法組成的超凡生命。

註釋書的作者們解釋道，由於常見者深信現世

與未來世的存在，也明白善行與不善行的業報，他

們因恐懼造惡而行善。然而，由於他們愉快地執著

未來世，即使他們親身遇見圓滿的佛陀或佛弟子，

他們也難以蠲除常見。雖然他們極少造作不善行，

但他們的見解卻難以放棄。

〔2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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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第二章　受蘊

相反地，斷見者不能明白：「現世果是由過去因

所成，而現世因將影響來世果」，因此，他們不相信

善惡業報。所以，他們不會刻意行善，而造惡時亦

無恐懼。由於他們不相信死後有生命存在，因此，

他們不接受「此生之後有來生」的觀念。

然而，若斷見者遇見圓滿的佛陀或佛弟子時，

他們可能立即放棄自己的見解。若他們致力於圓滿

波羅蜜（påramis），則有可能證得最高階的覺悟，

即阿羅漢道與果（arahatta magga and phala），如同

釋迦牟尼佛與諸阿羅漢已證得的一樣。因此，斷見

者雖然可能已經犯下極大的不善行，他們卻容易放

棄原有的知見。

長爪依然不明白佛陀的教誨，仍舊認為佛陀贊

同他的斷滅見。為了開展長爪的觀念，並糾正他的

邪見，佛陀告訴他有三種見解：（1）常見：一切法

都接受；（2）斷見：一切法都不接受；（3）有些法

接受，有些法不接受。

若人執著以上任何一種邪見，將會與持有其餘

兩種見解者發生爭執。因此，佛陀給予長爪忠告，

〔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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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他放棄斷滅見。接著，佛陀教導他放棄對色身的

執著：「你的色身是地大、水大、火大，與風大等四

大元素所組成，它源於父精母卵之結合，由於營養

素的支持而得以成長。為了使你的色身維持良好的

外貌，你必得持續地調節它，然而，它本身依然是

無常的。」

佛陀又指導長爪觀照色身的特性——它是無常

的、令人受苦的、容易敗壞的、苦痛的、刺人的、

不善的、有病的、非我的、有損害的。同時，他也

應當觀照色身是無我、不可掌控的。若人如此觀照

色身，便能漸漸削弱對色身的執著。

在佛陀教導長爪如何觀照色身之後，佛陀繼續

教導他如何觀照三種感受——苦受、樂受，與捨受。

此三種感受不能同時並存，若一種感受生起，

當下其餘兩種感受必不存在。由於每種感受生起的

剎那，排除了另外兩種感受，因此禪修者便能觀照

不同種感受之間的變換。當這發生時，便能體證到

感受的無常。

受蘊依相應的因緣而生起。當禪修者觀照名、

〔26〕〔26〕

〔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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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第二章　受蘊

色法時，便能體會名、色之間的因果關係，以及它

們生起之後消失的本質。尊貴的馬哈希禪師（the 

Ven. Mahåsi Sayådaw）曾給予禪修者有效的指導，

令禪修者體證到變異不居的名、色法的本質。而這

些有關「如何成功地觀照」的技巧，是以「觀照腹

部上下起伏」作為基礎。

為甚麼是觀照腹部〔的上下起伏〕呢？腹部的

上下起伏，反映著呼吸，如同呼吸一樣，只要我們

活著，便伴隨著我們；然而，它的律動卻比呼吸更

容易觀察。所以，對禪修者而言，專注在腹部上下

起伏較為容易；而且，若必要地暫停觀照腹部，轉

觀其他干擾，之後，當要再度跟回腹部上下時，也

較為容易。

當禪修者專注於腹部上下時，身體方面可能會

生起疼痛的感覺；然而，禪修者只有在其干擾明顯

時，才暫停觀照腹部，轉去注意它。此時，禪修者

必須以「在心中默念：痛、痛、痛」的方式，警覺

地注意那疼痛的覺受。當精神方面生起不舒服的感

受時，它被觀照為「苦、苦、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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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摧破五蘊

舒服的感受應被觀照為「愉悅、愉悅」。如果

禪修者感到快樂，它可被觀照為「樂、樂」。但當

中性的感受生起時，它並不容易被觀照到，因它不

會吸引我們的注意力，此時，禪修者應當僅將自己

觀照的心，安住於當時明顯的名、色法。

於是，禪修者將能清晰地觀察樂受與苦受，它

們不斷地生起而後消失，他將體會到它們無常、苦

與無我的本質。當禪修者心中清楚明白這三個特性

時，禪修者將逐漸厭倦一切的名、色法，以及它們

不斷生滅的特性。

接著，佛陀向長爪解說「厭離隨觀智」

（Nibbidånupassanå-ñåˆa）如何在禪修者的心中生

起。當禪修者已由受蘊中見到三法印後，他將逐漸

厭倦三受—樂受、苦受與捨受；此時，厭離隨觀智

生起。修習內觀的目的，是為了證得厭離隨觀智，

此觀智是當禪修者體證到名、色法生滅的本質時而

獲得。在本經中，並未詳細區別不同的色法，佛陀

僅指示觀照整體色法的生起。在此值得注意的是，

即使禪修者未如阿毘達磨中，將色法予以精細的分

〔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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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第二章　受蘊

析，他仍可證得厭離隨觀智。

另一項重點是，本經裡關於心法的觀照，只有

直接地闡釋三受，而未提及其他心法。這是由於觀

照當下生起的三受，已足以令人證得厭離隨觀智。

佛陀也解說，當禪修者證悟時，在其心中如何

生起道智、果智，與省察智：當禪修者厭離名、色

法的無常，根除執取時，道智生起。

由於已生起的阿羅漢道智與果智，禪修者完全

從苦中解脫。在證得完全解脫的階位時，禪修者將

自知作證，由於證悟，他將省察如下：「我生已盡，

梵行已立，所作皆辦，不受後有。」

佛陀接著解釋，禪修者如何能證入最高覺悟的

階段，以及省察正智如何在阿羅漢心中生起。他也

解釋證得阿羅漢果者不與世間諍：「長爪，阿羅漢

不與世間諍。即使阿羅漢使用如：我、他、女、男

等名相，他從不認為它們有自我或靈魂。他不與世

間諍，因為他已證得真理。」

在《相應部‧蘊品‧花經》（Sa◊yutta ‧

〔29〕〔29〕

〔3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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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摧破五蘊

Khandhavagga ‧Puppha Sutta） 8裡，佛陀也說道：

「我不與世間諍。但其他的思想家如西沙卡

（Sisaka），威卡那沙（Vekhanassa），威卡那坦

（Vikhanatha），阿沙那亞那（Assalåyana），與富人

烏波里（Upåli）曾來與我辯論。告訴他們真理，並

非是與他們辯論，因為我所告訴他們的是真理。」

不僅是佛陀，任何人在教導真正的佛法時，都

不應視為是與他人的爭辯。他只是向那些「試圖藉

由爭辯以對抗佛法的人」解釋真理。告知真理，意

味著嘗試去教育無知愚癡的人。

在佛陀教導長爪三受時，舍利弗尊者正在為佛

陀搧風，並專注地諦聽佛陀的法語。在這段說法終

了時，舍利弗尊者證入完全覺悟的階段，而從入流

者變成了阿羅漢。

另一則關於舍利弗尊者證悟的記載，可見於

8　 相當於《雜阿含．三七經》。此經記載，佛陀說：「若如法語者，不
與世間諍，世間智者言有，我亦言有。云何為世間智者言有，我亦言
有？比丘！色無常、苦、變異法，世間智者言有，我亦言有。如是
受、想、行、識，無常、苦、變異法，世間智者言有，我亦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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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第二章　受蘊

《中部‧隨足經》（Anupada Sutta）。這部經內記

載，在第十五日，舍利弗觀照禪支的無常，而證得

阿羅漢果。然而，在另一部經典中9，舍利弗尊者說

他自己因觀照內法，而證得阿羅漢果。若我們如此

看待這三種說法，則它們是相通的：在聞法的同時，

舍利弗尊者進入定境，〔接著他出定，轉用毘缽舍

那〕 10，觀照伴隨那禪定而生起的感受，從而證入最

高的覺悟階段。

長爪遵照佛陀的開示，證得第一階段的道與

果，成為一位入流者。這是由於他觀照感受

（vedanå），而獲得的毘缽舍那內觀智所致。

教導本經之後，佛陀離開靈鷲山，以神通力返

回竹林精舍（Ve uvana Monastery）。接著他以神通

的心電感應集眾，召開一個集會。舍利弗尊者雖然

才剛剛獲得無上的智慧，也收到了訊息，而以自己

9　 般若諦帕禪師補充，此記載出於《相應部‧因緣相應‧克羅拉經》
（kalåra sutta）中，佛陀與舍利弗尊者的一段對話，書目詳見本書末之
「中文版新增書目」。

10　 般若諦帕禪師說明，這三種記載，在修證時有其次第性。修習奢摩
他禪不能導致證悟，舍利弗尊者是轉觀「感受」而證四果的。

〔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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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摧破五蘊

的神通力前來參加聚會。與會的僧侶總數，達一千

兩百五十人。

此次集會以四項超凡的原因而著稱：（1）聚會

的時間，在星相上恰巧同時出現瑪珈行星群

（Mågha）與二月的滿月11；（2）沒有一位僧侶是以

口頭召喚而來，所有的人皆以心電感應通知；（3）

所有的弟子皆具足六神通；（4）所有的弟子皆是「善

來比丘」。

禪修者若正確地觀照感受，是可能證得道智與

果智的。事實上，感受當中並無自我。佛陀比喻感

受如投石入水時的漣漪，以及如雨滴掉落在水面時

形成的水泡。譬如大雨水泡一起一滅，在身內的感

受，也是剎那接著剎那地生起又消失。這感受的生

起與消失，能被毘缽舍那禪修者清楚地觀照到。

一般人認為樂受、苦受與捨受永遠持續著。然

而，當禪修者持續地對六根門生起的名、色法保持正

11　 巴利文是 måghanakkhattena yutto puˆˆama-uposathadivaso。字面意思
是：「滿月布薩日看與瑪珈星座相應」，即「滿月日同時又看得到瑪
珈星座」之意。

〔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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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第二章　受蘊

念時，不論當他是在看、聽、嗅、嚐、觸，與想時，

他將能觀照到，感受在每個剎那消失。當禪修者獲得

「生滅隨觀智」（udayabbayånupassanå-ñåˆa）時，

這樣的觀照變得清楚。

生滅隨觀智是觀照到名、色法生起與滅去的實

證智慧。生滅隨觀智的下一個觀智是「壞滅智」

（bha gånupassanå-ñåˆa），觀照到名、色法壞滅的

實證智慧。在壞滅智時，不論是甚麼樣的所緣，禪

修者都能觀察到名、色法快速地滅去。那時，禪修

者心中非常明白，感受與水泡是很相似的。禪修者

能從經驗中明白，感受是無常的，而且不受控制。

若不修習毘缽舍那禪法，或者禪修者尚未獲得

足夠的定力時，就無法清楚地看到感受的消失。所

以，他仍會認為它們是永恆的、可意的，或存在於

自我之中。在《有情經》裡以兩個語詞形容一般的

有情眾生——「存在」與「執取」。如同本書中它們

的定義一般，它們與執著感受，或強烈地執著五蘊

有關。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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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想蘊 29

第三章　想蘊

執著「想」及「想蘊」的眾生便稱為「有情」。

有六種不同的想蘊：（1）色想；（2）聲想；（3）香想；

（4）味想；（5）觸想；（6）法想。

一般人詮釋想蘊為：「我在察覺，或我在辨識。」

（I perceive or I recognize.）當看到一色所緣時，與那

色所緣有關的想蘊便如此生起：「這是個人，這是個

女人（或男人），這外表是如此如此，這時間是大約

那個時候，這地點是那個特定的地方等等。」若聽到

一聲所緣時，類似模式的想蘊也會生起。當人以這

種方式回憶所緣時，想蘊被錯誤地解讀為自我，這

解讀源於對想蘊的執取。

佛陀曾經將想蘊比擬作海市蜃樓，它是一種看

似真實的假象。在沙漠裡，可能出現水澤或綠洲的

假象；在酷熱天裡開車時，近距離的地面可能看起

來像是泛濫著洪水。據說在夏天時，印度的鹿甚至

被此假象所騙，徒勞地朝向牠們平時的水源遷徙，

〔3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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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摧破五蘊

卻發現水源已經乾涸。但是，海市蜃樓只是一種視

覺假象，它因光線穿過密度與溫度不均勻的空氣層

而產生。

同樣地，眾生誤將色、聲、香、味、觸、法認

作是男人、女人，與動物等等，於是，眾生便執著

這些誤導人的、被曲解的想蘊。所以，若有人一直

執著或強烈地執著想蘊，他就被稱為「有情」。

禪修者為求解脫這種邪見，必須正念觀照在六

根門生起的所有名、色法。如此，當他的定力增強

時，他將明白名、色法之間的因果關係。最後，一

旦禪修者覺察到這因果關係，他就能體證到名、色

法的滅去。

然後，那些原本被認為是永恆不變的——個人、

女人、男人、自我——現在已被了解是虛假不實的。

這假象就如同視覺幻影，如同海市蜃樓。實際上，

禪修者將體證到所有名、色法生起又滅去的本質；

他將明白它們的共相是無常、苦、無我。

〔3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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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行蘊

佛陀說：「我親愛的弟子羅陀，一個人之所以被

稱為『有情』，是因為他一直執著，或強烈地執著行

蘊。」

行法（sa khåra）12有兩種：（1）果報法（resultant 

sa khåra），或說是受到因緣條件制約的；（2）因緣

法（causative sa khåra），或說是構成因緣條件的。

「果報法」乃是依下列四種因素而生起的名法與

色法：（1）有意志的造作，即業（kamma）（2）心

識；（3）時節（熱能）；與（4）營養素。13

從結生（the moment of conception）的那一剎那

12　 sa khåra 一詞有多義。本書介紹其中兩種定義：一、譯作「行
法」或「有為法」，意指由因緣和合而成之法。二、譯作「行
蘊」（sa khårakkhandha），意指五蘊裡的行蘊，共有五十個心所。
其餘定義詳見《阿毗達摩概要精解》，p.10之中譯按。

13　 依阿毘達磨，此四種為色法生起之因緣。本書正文中已說明業與心
識如何構成心法生起之因緣。至於熱能與營養素如何能成為心法生
起之因緣？般若諦帕禪師解釋，若無適當的熱能與營養素，則心識
流無法相續地生起，此即為所謂的死亡，因此熱能與營養素是心法
生起的因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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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摧破五蘊

開始，結生心（the relinking consciousness）與心所

（mental concomitants）是屬於果報的名法。接著發展

出的色法有：（1）眼根（eye-sensitivity）；（2）耳根

（ear-sensitivity）；（3）鼻根（nose-sensitivity）；（4）舌

根（tongue-sensitivity）；（5）身根（body-sensitivity）；

（6）心所依處（heart-base）。這些全都是由於過去業

力所致的有為法。

受心識影響的行法，包括身行與語行，如：彎

身、伸展、移動、行走、站立、坐著、說話，與微

笑等等，都是由心識所產生的果報法。諸心所則彼

此相互影響，它們可能是因緣法或果報法。

冷或熱的溫度，是時節造成的果報法；消化食

物後產生的生理變化，是受營養素影響的果報法；

後續的心識與心所，也是屬於果報法，因為它們受

到先前的心法所制約。

因此，所有的身心現象，受到四種因素所影響：

業、心識、溫度，與營養素，因而被稱為「果報

法」。而所有的果報法，受制於相對的因緣條件，也

是無常與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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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佛陀的教誨，必須透過毘缽舍那觀智的觀

照，才能體證五蘊是無常、苦、無我。為了從身心

的諸行裡體證這三相，每當它們生起時，禪修者必

須持續地保持正念。

當禪修者的定力，漸漸變得足夠強大時，他能

敏銳地覺察到三相剎那、剎那的生滅。於是，禪修

者清楚地感到它們的無常。由於受到持續地生滅的

逼迫，禪修者將對它們感到怖畏；那時禪修者也將

清楚地看到苦的特性。這種禪修方法，確實是佛陀

所教導的修行方式。

現在，我們應當檢視另一種行法——因緣法。根

據《相應部‧蘊品》（Khandha Vagga Sa◊yutta），

此類行法被界定為「產生身、語、意行之法」。

每一蘊只能發揮它自己的作用。然而，色蘊是

獨特的，它不能單獨運作，卻會受到相應的因緣而

轉變；由於這樣的特質，只有受到行法影響時，色

法的現起才會明顯。

受蘊只能體驗樂、苦與不苦不樂的所緣。想蘊

只能辨認所緣，如同秘書在本子裡記下姓名。識蘊

〔37〕〔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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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摧破五蘊

只是覺知所緣，僅僅看、聽等。但行蘊產生出行

走、站立、坐、躺、彎身、伸展、移動、微笑、說

話、思考、看、聽，與其他的身心活動。想走、想

站、想坐、想睡的意願，全都是由於行蘊的影響。

受到行蘊的慫恿，便產生一切身、語、意行。

因此，行蘊在身、語、意行的展現，被錯誤地執

取，且被不當地認為是自我或我。

實際上，行蘊既無核心，也無靈魂。它的現

起，只是一段因果關係中的自然現象；它沒有靈魂。

由於行蘊無我的本質，有情眾生受到它的壓迫。在

行蘊中，沒有核心或實質，只有苦。

人若結交惡友、跟隨邪師，或未依智慧思惟自

己的經驗時，可能會造作出不善的身、語、意行。

所謂今生的不善行，與招致譴責的惡行，包括：違

法犯紀、飲酒、服用毒品與賭博等。

受到貪與瞋的影響，不當的語行與身行導致個

人資產損失、被處罰、失去朋友，以及在此生遭遇

災難；此生之後，還可能墮入惡趣。為了避免上述

狀況，我們必須明白，自己是如何受行蘊的逼迫。

〔4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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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行蘊 35

仔細以毘缽舍那內觀智慧來觀照，你會發現行

蘊中無自我，無內在核心，也無實質。因此，佛陀

將行蘊比喻作香蕉樹的樹莖，它看起來像樹幹一

樣，裡面似乎是紮實的，然而，如果你用刀子砍斷

它，剝掉那像樹葉般的莖皮，會發現裡面既無實

質，也無核心，只有一層又一層柔軟的葉子。行蘊

就像是香蕉樹的樹莖，不具有珍貴的核心。

行蘊包括了以「思」（cetanå）為首的五十個心

所，其中最顯著的二十個心所是：

  1.  觸（phassa），六根被相應的六塵（如：

色塵、香塵等）撞擊時生起的心所。

  2.  作意（manasikåra），將注意力導向所

緣。

  3.  一境性（ekaggatå），專一於一所緣。

  4.  尋（vitakka），將心置於所緣。

  5.   伺（vicåra），持續地將心關注與保持在所

緣上。

  6.  精進（viriya），努力奮鬥。

  7.  貪（lobha），貪婪貪着。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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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摧破五蘊

  8.  瞋（dosa），仇恨。

  9.  癡（moha），無知。

10.  慢（måna），自大。

11.  邪見（di hi），錯誤的知見。

12.   疑（vicikicchå），對佛、法、僧的懷疑。

13.  無貪（alobha）。

14.  無瞋（adosa）。

15.  無癡（amoha）。

16.  信（saddhå）。

17.  念（sati），正念。

18.  慈（mattå），慈愛。

19.  悲（karuˆå），憐憫同情。

20.  喜（muditå），隨喜。

思心所指揮各種行蘊，而身、語、意行也受到

它的主導。然而，只有果報行法——身、語、意

行——是值得觀照的14。

14　 般若諦帕禪師解釋，因為觀照身、語、意行，可以防止煩惱的發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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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行蘊 37

認為「所有的行為，皆是由『我』所做」的邪

見，是由於行蘊。因此，佛陀說：「當人執著或一直

強烈地執著行蘊時，這個人便是『有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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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第五章　識蘊

第五章　識蘊

佛陀接著說道：「我親愛的弟子羅陀，眾生執著

「識」及「識蘊」。當這種執取生起時，這眾生被稱

為『有情』。」

識蘊包括：﹙1﹚眼識﹔﹙2﹚耳識﹔﹙3﹚鼻

識﹔﹙4﹚舌識﹔﹙5﹚身識﹔﹙6﹚意識15。

這六識被誤認為自我或靈魂，因它們所具有的

特質，令眾生有別於石頭、土堆、木雕，與泥塑等

無生命之物。因此，當心識覺察到出現於五根門的

任何所緣時，那個心識被詮釋為自我或靈魂。然

而，實際上在識蘊當中，既無靈魂也無自我。

在五十三種心法中16，大部分的世俗人僅能辨認

出心識，他們將心識稱為「心」、「靈魂」，而無法

區辨出其他心所，如：觸、思、想、受等等。

15　 為便於讀者區辨，本書將 consciousness譯作心或心識；mind-door 
consciousness則譯作意識，專指於意門生起之識。

16　 五十二心所與一心識合計為五十三種心法。

〔4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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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摧破五蘊

不只是人類如此，就連天人也認為心識就是自

我或靈魂。但是，不論人們所看到的，或認為的是

如何，所謂的自我或靈魂並不存在，只有純粹的覺

知力存在。一個缺少甚深智慧的人，將會執著心

識，並且深信它就是那永恆不變的靈魂。

佛陀曾將心識比喻為魔術，心識有如一種幻

術，是魔術師的把戲。一般人將眼識誤認為女人、

男人、狗、貓、雞與鳥等等。他們也把意識當成是：

「我在看、我在聽、我在聞、我在嚐、我在觸，與我

在想。」這種錯誤的、蒙蔽人的覺知方式，與真實法

完全相反。由於這種錯誤觀念，人便執著識蘊為永

恆不變的自我。因此佛陀說：「『有情』一詞，是指

那些強烈執著識蘊的眾生。」

有五識生起於五根門：﹙1﹚眼識，生起於見的

剎那；（2）耳識，生起於聽的剎那；（3）鼻識，生

起於嗅的剎那；（4）舌識，生起於嚐的剎那；（5）

身識，生起於觸的剎那。

當剛經歷到感官所緣時，在那一剎那，心識尚

未對那看到的外形，或聽到的音聲，形成某種施

〔4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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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第五章　識蘊

設、概念。在那個剎那，心識唯一的功能，僅止於

覺知所緣，它只是看那外形，或只是聽那音聲等。

然而，若我們探究心路過程，我們還會發現有

所謂的意識（mind-door consciousness）。當回憶、思

考那出現於五根門的所緣時，意識則概念化它們。

從前，有位年輕的阿羅漢，以舉例的方式說明

心路過程，教導另一位波提拉比丘（Pautila）禪修

於識蘊。因此，我將簡要地檢視「眼門心路過程」，

讓你也對心路過程的生起有所了解。

當所緣尚未與根門接觸時，有分識（bhava ga），

即生命流（the life continuum）未被打擾地持續它的

流動。然而，一旦有視覺所緣出現，撞擊眼門時，

有分識的流動就被打斷。最後一剎那的有分識，被

眼門轉向心（eye-door adverting consciousness）取而

代之，它轉向呈現於眼門的所緣。

當 眼 門 轉 向 心 終 止 時， 眼 識（seeing 

consciousness）生起，在那個剎那，眼識僅覺察到視

覺 所 緣。 當 眼 識 滅 去 時， 領 受 心（receiving 

consciousness）生起，領受心接受那所緣。當領受心

〔5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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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摧破五蘊

滅去時，推度心（investigative consciousness）生起，

並推度此所緣是否為樂或為不樂。當推度心滅去

時，確定心（determining consciousness）生起，並決

定此所緣為樂或不樂。

緊接著確定心之後，是七個剎那的速行心

（javana consciousness），在此時，所緣被七個速行

心完全地體驗。當最後一剎那的速行心滅去時，兩

個剎那的彼所緣（registering consciousness）生起，

並回味前述心路過程。當第二個彼所緣滅去時，有

分識再度持續地流動，直到有另一個所緣呈現於根

門。當一個人在深沈睡眠時，有分識仍相續不斷地

生起。以上是一般的心路過程。

然而，當所緣未被強烈地覺察時，心路過程

中，會出現較少剎那的心識，有時整個過程結束於

最後一剎那的速行心，而未產生後續的彼所緣。在臨

死之際，只有五個剎那的速行心（平常則有七個剎

那）會生起，但若臨死的有情非常虛弱時，整個心

路過程在確定心時便停止。

當毘缽舍那的定力十分強固時，整個心路過程

〔5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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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第五章　識蘊

也會止於確定心，在此情況之下，二至三個剎那的

確定心生起，然後心路過程終止。這令有分識再繼

續流動，直到下一次被打斷為止。

在前述的眼門心路過程當中，心識僅在勝義

（ultimate reality17）的層次上識知視覺所緣。但這只

是一個開端，此時視覺所緣尚未被以世俗的方式詮

譯，例如：被視為女人或男人。

從勝義的層次，轉變成施設的層次（conceptual 

level），依序經過四個心路過程：首先生起的，是前

述的眼門心路過程，隨後生起幾個剎那的有分識，

接著三個意門心路過程出現，它們分別被幾個剎那

的有分識隔開。

第一個意門心路過程包括十個剎那，依次為：

一個意門轉向心，七個剎那的速行心，與兩個彼所

緣。緊接於第一個意門心路過程之後生起的，是有

分識識流。在第一個意門心路過程中，心識的所

緣，與眼門心路過程中的所緣相同，亦即此所緣尚

17　勝義，或譯作「真實法」、「究竟真實」、「第一義」等。

〔52〕〔52〕

001-067-內文.indd   43 2009/1/14   下午 09:44:08



44 摧破五蘊

未被概念化。

然而，在第二個意門心路過程中，心識緣取形

狀施設（shape concept），例如：辨別、認定此所緣

是雌性或雄性的形象。接著，在第三個意門心路過

程中，心識緣取名字施設（name concept）。但是，

從勝義的角度而言，施設是不正確的，這施設正顯

示著，人如何輕易地為心識所欺騙。

眼門心路過程與第一個意門心路過程，只體驗

勝義的所緣；但後續的兩個意門心路過程，則覺察

概念。同理可見於聽時、嗅時、嚐時，與觸時的心

路過程。在這四個心路過程裡，前兩個心路過程

裡，心識體驗勝義的所緣，而後兩個心路過程裡，

則形成世俗的形象與名相。

若人能僅僅覺知色、聲、香、味、觸等所緣，

或能停止於第一個意門心路過程，那麼該所緣將不

會以世俗的方式被詮釋了解。所以，在禪修時，為

了保持在勝義的層次，對於剎那、剎那生起的顯著

所緣，禪修者不須命名或辨析其形象。當感覺到這

樣的所緣時，只要觀照如：「看、聽、嚐、觸、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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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第五章　識蘊

因此，若人在看到的剎那，觀照「看、看」，則

後續一連串的心識，便被此觀照的心識打斷；這兩

者（眼識與觀照之心識）都屬於勝義的層次。所

以，只要維持著覺知的所緣與觀照的識流，概念化

的心路過程，就沒有機會乘隙而入。

如此的禪修方式，與稱作「di he-

di hamattaµ」的教導吻合一致，在巴利文裡，它的

意思是「唯有覺知」。更進一步，禪修者將足以分辨

色法與名法，他將明白：「視覺所緣」與「眼根」並

不具覺知力，覺知力是「識」所獨具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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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摧破五蘊

當所有身心現象剎那、剎那地生滅都變得明顯

時，它們無常、苦，與無我的本質將被體證。就如

同禪修者在看的當下，辨別了名法與色法，他也將

於聽、聞、嚐、觸與想的當下，領悟到對應的色法

與名法。他也將從這些現象裡，見到這三種特質，

以及名、色法之間的因果關係。

未修習毘缽舍那的人，他的眼睛是被蒙蔽的，

他誤以為看到男人、女人，與自我等等。然而，透

過內觀的智慧，禪修者找不到有個自我，因為自我

並不存在。禪修者只見到名法與色法的剎那生滅而

已。在專注地觀照之下，這些現象都持續不久，它

們僅僅剎那、剎那地生起又消滅。

因為所有的現象，無論名法或色法，皆是各自

生起又各自消失，禪修者將清楚地看出它們既不可

靠，也不令人滿意，它們是苦的。而且，他將見到

名、色法無我的本質：他無法控制它們的生起，它

〔55〕〔55〕

〔56〕〔56〕

001-067-內文.indd   47 2009/1/14   下午 09:44:09



48 摧破五蘊

們必因相對的因緣而生起。

因此，五蘊——色蘊、受蘊、想蘊、行蘊，與識

蘊——只有三個特質：無常、苦，與無我。禪修者必

須觀照，才能見到這三種特質。唯有觀照名法與色

法，才能摧毀五蘊。

佛陀曾開示如何驅除對五蘊的執著。他向阿亞

士瑪羅陀說：「我的弟子羅陀，一群小孩子在路邊與

公園裡，用沙子堆砌玩具屋，玩辦家家酒，模仿大

人用鍋子煮菜。只要他們仍執著那些玩具，有著

『這是我的房子、我的財產、我的東西』的想法，他

們就會感到很快樂。如果有人走來破壞這玩具，他

們會嚎啕大哭，並跟父母抱怨。」

「只要孩子們對這些玩具不感到厭倦，他們就高

興地玩著它。但當孩子們覺得這些玩具很無聊時，

那執著、欲望、強烈的欲望、燃燒的欲望便消失

了。到那時，他們會拆掉這些玩具，並丟棄它們。」

「如同這些孩子一般，有情眾生一直執著五蘊。

有情錯將五蘊當成『這是我、這是我的財產、這是

我的所有物、這是我的兒子、這是我的女兒、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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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房地產』，而深深地執著五蘊。因此，他們沉浮

於輪迴（sa◊såra）的汪洋裡，永難解脫生死輪轉。」

佛陀接著向羅陀開示道：「我的弟子羅陀，你應

當粉碎色蘊，你應當禪修以解脫渴愛。就如同那些

孩子一樣，當他們厭倦於沙屋時，便將之摧毀；你

也應當粉碎色蘊，並從中解脫。」

「持續地修習，直到所有的渴愛都被根除殆盡。

接著，你應當以摧毀色蘊同樣的方式，粉碎其他四

蘊：受蘊、想蘊、行蘊，與識蘊，而且，持續地修

習，直到完全根絕對五蘊所有的執取。」

佛陀向羅陀解釋，所謂「根絕渴愛」，是指到達

涅槃寂靜（Nibbåna）。甚麼是涅槃呢？為了明白它

的本質，必須解釋其意義。涅槃，源自於巴利語的

nibbånum 一詞，字面上的意思是「被根絕」、「根

絕」，或者「具有平靜的特質」。那麼，是甚麼被根

絕殆盡呢？即是持續生起的三輪——煩惱輪、業輪與

果報輪——被根絕了。

煩惱輪（kilesa-va a），由無明、渴愛、執取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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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摧破五蘊

構成18；業輪（kamma-va a），由善行與不善行所

構成；果報輪（vipåka-va a19），由結生心、色法、

心法、六門、六觸與六受20所構成，無論我們在看、

聽、嗅、嚐、觸與想，都是屬於果報輪的一部分。

由於無明，當人在看與聽時，便不知名法與色

法真正的本質；由於無明，便認為是「我知道、我

在看，與我在聽」；由於無明，便有「所見所聞皆是

恆常或可意」的觀念；由於無明，便執著所見與所

聞，這種執著稱作「渴愛」或「愛」（taˆhå）。而當

人強烈地執著於所見所聞時，「取」（upådåna）便產

生，這是煩惱輪生起的情形。

人執取五蘊，並認為它們是可意的，於是，人

致力於滿足個人的欲望，由是產生業輪。由於思心

所（volition）〔 的 推 動 〕， 在 死 亡 心（death 

18　無明、渴愛，與執取，即十二緣起支的「無明、愛、取」。

19　另譯作「異熟輪轉」。

20　 結生心、名法、色法、六門、六觸，與六受，即十二緣起支的
「識、名色、六入、觸、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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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第六章　摧破五蘊

consciousness）滅盡之後，隨即生起結生心（rebirth-

linking consciousness），它導致名色、六入、觸，與

受的生起。這些的生起，即是果報輪的出現。而我

們所見與所聞，也是屬於果報輪的一部分。

依著果報輪，煩惱輪（無明、渴愛與執取）生

起；依著煩惱輪，業輪（善行、不善行）生起；依

著業輪，果報輪（識、名色、六入、觸與受）生

起。於是，這三輪一個接著一個，周而復始不斷地

輾轉生起。21

禪修者若能持續地保持正念，藉由毘缽舍那觀

智的威力，道心最後終將生起。當人經歷道智與果

智，證入涅槃時，煩惱輪中的煩惱，將不再出現。

因為煩惱已被根絕，便不會出現業行。當沒有

業行時，屬於果報的名色，就不可能再生起。因

21　 般若諦帕禪師修正原著的這一段落，最新更正為：Depending on 
the vipaka vatta (round of resultants), there arises kilesas vatta (round 
of defilements)which is comprised of ignorance, craving, and clinging. 
Depending on the kilesa vatta, kamma vatta arises (meritorious and 
unmeritorious deeds). Depending on kamma vatta, vipaka vatta arises 
(consciousness, mental and physical phenomenon, six sense bases, 
contact, and feeling).

〔5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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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摧破五蘊

此，當一位完全覺悟的阿羅漢過世時，他將不再投

生22。在一位阿羅漢的死亡心之後，將不再生起名、

色法。

這根絕一切眾苦的超凡現象，被稱作「涅槃」。

當一個人經歷阿羅漢道果、體證涅槃時，他所有的

苦，絕對都已被根除，那止息諸苦的精髓，即是眾

所周知的涅槃。但這並非解釋涅槃的唯一方式。涅

槃，也意味著所有三輪的終結，由於阿羅漢道心的

威力，三輪將不再出現，因此，涅槃也被解釋為停

止三輪的要素。

這就是為何佛陀一直鼓勵我們禪修，直到三輪

被瓦解——換言之，即直到渴愛被根絕。首先，須透

過受持五戒，以圓滿個人道德的清淨。在道德清淨

圓滿後，須透過修習毘缽舍那，獲得定與慧。

若已藉止禪獲得定力，並以此作為修習毘缽舍

那的基礎，這當然是有幫助的；若不能證得止禪定

力在先，也可直接觀察當下生起於六根門明顯的

22　即不受後有。

〔60〕〔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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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第六章　摧破五蘊

名、色法。對初學者而言，要觀照全部的現象是有

困難的，若他們能觀察到最主要的色法也就足夠。

當行走時，應當觀照行走的動作；當坐時，必

須注意坐姿與其他明顯的現象。因此，尊貴的馬哈

希禪師建議，觀照腹部的上下起伏，因為緊繃與移

動感是很容易被察覺的，比起鼻息而言，腹部起伏

是更為明顯的焦點。

若觀照心被白日夢、或妄想打斷，應觀照

「夢、夢」或「想、想」；當諸如：肉體的不適、熱，

與痛變得明顯時，就如實地觀照它們；若看到或聽

到某些事物，就觀照「看、看」或「聽、聽」。在初

學時，定力不強，心將到處奔馳；若這樣的事發生

時，試著注意妄想；最後，當定力較高時，心就幾

乎不會散逸。

持續地練習保持正念時，觀照的心將會與腹部

起伏過程中的禪修所緣同步。偶爾，心仍會遊走，

但這樣的情形，不再像先前那樣頻繁地出現，或遊

走那麼久。只要妄想一被覺察到，它就被中止，當

它中止時，觀照的心應當回到腹部起伏上。如此，

〔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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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摧破五蘊

每個當下的顯著現象，都在過去的觀照心、現前的

觀照心，與未來的觀照心的注意之下。當每個剎那

的所緣，都能被持續地注意時，就達到「心清淨」

（cittavisuddhi）。

當心清淨時，便可清楚地觀照所緣。禪修者能

看出名法與色法之間的區別，也能分辨觀照的心與

被觀照的所緣。由於一切被觀照的事物，皆能以這

樣的方式加以辨別，禪修者將明瞭在此身之內唯有

名法與色法。此一體證，是內觀的智慧，稱為「辨

別名色智」（nåmarËpåriccheda-ñåˆa）。當這內觀智

已生起時，禪修者就達到了「見清淨」（di hi 

visuddhi）。

再持續地修習正念，禪修者將體悟到名、色法

之間的因果關係。所有的生理功能，如：行走、站

立、坐、睡、彎身、伸展，與踏步，皆受制於意志

（volition，即有所欲求的心）。然後，禪修者將體悟

到人在看，即眼識生起時，是由於四種因緣所致：

（1）眼根，（2）色所緣，（3）光線，與（4）作意。

禪修者也將明白心識是如何生起；心識不只在

〔6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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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第六章　摧破五蘊

眼門生起，當聽、嗅、嚐、觸時，心識也於其他根

門生起。明瞭名、色法的因果關係，意味著已經達

成了「把握因緣智」（paccayapariggaha-ñåˆa）。當

體悟這個觀智時，禪修者已經達到了「度疑清淨」

（ka khåvitaraˆa visuddhi），即由克服疑惑而得的

清淨。

緣起法（pa iccasamuppåda），解釋了果報與因

緣之間的相互關係。然而，從聖典中理解的因果關

係，是不同於毘缽舍那的內觀智慧。前者只是關於

聖典的理論性知識（sutamayåpaññå23），或僅為認

知上的推斷（santiranapaññå24）。在超越這兩種知識

之 後， 禪 修 者 達 到 真 正 的 內 觀 智

（bhåvanåmayåpaññå25），它源自個人的實修內證。

這就是為甚麼我們必須修習正念的原因。

當繼續修習正念時，禪修者將能觀察到，在每

個當下新所緣的出現與消失。他們將能清楚地觀察

23　另譯作「聞所成智」或「聞慧」。

24　另譯作「推度所成智」或「思慧」。

25　另譯作「禪修所成智」或「修慧」。

〔6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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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摧破五蘊

到，所有的現象具有三個發展階段：生起階段、變

化階段，與壞滅階段。由於所有的現象生起又消

失，它們無常、苦，與無我的特質，將清楚地被了

解。了解到這樣，禪修者便達成「思惟智」

（sammasana-ñåˆa），此智是內觀的開始。

繼續保持正念，禪修者將觀察到現象以更快的

速度生起與消失。雖然名、色法的生起與消失很迅

速，但此時，禪修者已發展出足夠強固的定力與正

念，因而能清楚地觀照它們。禪修者有時候會體驗

到光或喜；當那些發生時，「生滅隨觀智」

（udayabbayånupassanå-ñåˆa）已經被開發了。

在此階段，毘缽舍那的觀智，已照見各種形象

與抽象概念26。[同時 ]，禪修者也將見到究竟法

（ultimate phenomena27）的生起與滅去。當禪修者只

觀察到名、色法的滅去，或只看到它們毀壞時，「壞

26　 般若諦帕禪師解釋：「各種形象與抽象概念是指——出現在心中，如：
符號、身體、手、頭髮等的影像，但並非真有實物在那裡。」

27　 在經教裡，佛陀一般將有情分析為五種究竟法，即：色、受、想、
行、識五蘊。在論教裡，究竟法則歸納為四種，即：心、心所、
色，與涅槃。詳見《阿毗達摩概要精解》，p. 5。

〔6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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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第六章　摧破五蘊

滅隨觀智」（bha gånupassanå-ñåˆa）就已達成。

[在壞滅隨觀智之後 ]，仍有更高的觀智應被達

成；繼續努力，會到達「怖畏智」（bhayatupa håna-

ñåˆa）；然後，禪修者會到達「行捨智」（sa khårupekkha-

ñåˆa）。在行捨智的階段時，心達到絕對的中捨；不

論甚麼所緣被觀察到、不論它是可意或不可意的，

心因為十分平靜而不被擾動；禪修者能清晰地專注

於所有的名、色法，並保有定力與精進力的平衡。

遲早，當禪修者觀照每個當下時，所有名、色

法的持續生滅，將完全被根絕。當從經驗上觀照到

涅槃絕對寂滅的本質時，禪修者已經到達第一個道

與果，他因此成為入流者，即初果須陀洹。

最後，當禪修者通過阿羅漢道智與果智，證入

最高階段的覺悟時，他將會體悟到涅槃絕對寂滅的

本質，並且摧毀了業、煩惱，與果報的輪轉。果報

輪的解構，意味著渴愛（即五蘊之源）的滅絕。當

滅絕了渴愛，禪修者便息滅了眾苦，而且也不再輪

迴投生。

渴愛，是造成投生的潛在根源，或說根本影響

〔6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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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摧破五蘊

因素。只要渴愛未被根除，人就將一再投生。有些

人期盼來生，但新生的那個有情，也必遭受與那一

生相關的許多痛苦。因此，投生應當被視為是一種

可怖的苦。

然而，即使人知道投生的危險性，並且希望不

要再投生；這樣的願望，在證得最高覺悟而根絕渴

愛之前，是不可能滿願的。渴愛，是造成投生的

因，它是五蘊的創造者。

而且，即使人畏懼轉生在地獄，他仍可能註定

得往那兒去。這個令人害怕而不樂意投生的趣向，

源於兩項主因：一、具有導致投生的「渴愛」；二、

具有足以投生地獄的「強大不善業」。

即使是菩薩，由於他缺少深刻的阿羅漢道智，

也一直陷於輪迴之中，長達四大阿僧祇劫又十萬大

劫之久。過了一生又一生，他都無法找到脫離輪迴

的出口。直到最後，在他成為須彌陀隱士

（Sumedha） 的 那 世， 燃 燈 佛（the Buddha 

D¥pankara）授記他將成為未來佛，他的生命才有了

轉 變。 只 有 從 那 時 起， 他 成 為 了 菩 薩

〔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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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dhisatta），才開始漫長的追尋，追尋那將人束

縛在輪迴之中的原因，與終止那束縛的方法。

最後當他終於證悟時，佛陀吟出以下這段勝利

之偈頌：

經過了輪迴中無數次的投生，

我徒勞地漂流，

不斷地尋求這屋的建造者，

一再地投生，着實是苦！

噢！屋的建造者，你已被尋獲。

你將無法再造這屋，

因為你的椽架已破，你的棟樑已毀。

我的心已證得無為之法，

我已圓滿地摧毀渴愛！28

這幾句話意義深遠，根據註釋書所載，「屋的建

造者」指的是渴愛；而「房屋」指的是五蘊；「破損

的椽架」代表著煩惱（kilesa），已被佛陀的覺悟與

28　 了參法師將此偈頌譯為：「經多生輪迴，尋求造屋者，但未得見之，
痛苦再再生。已見造屋者，不再造於屋，椽桷皆毀壞，棟樑亦摧
折，我既證無為，一切愛盡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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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智（omniscience）所摧毀；而「被粉碎的棟樑」則

是無明（avijjå）。

佛陀亦曾以非偈頌的表達方式，給予更詳細的

說明，其開示的文句如下：

「透過阿羅漢道與佛智，現在我已經看到渴愛就

是五蘊的建構者。由於透過強力的內觀智慧，我獲

得這樣的體悟，於是，渴愛已無法再建構五蘊這個

房子了。我已滅盡一切由無明所生的精神煩惱。」

「我的心，沉浸在完全的寂滅當中。我的心，能

自在地以涅槃為所緣，那是沒有意志造作與一切執

取的。我的心，平靜地安止於阿羅漢果定中。」

佛陀出於悲心，將自己經過長期努力，受盡苦

難才獲得的智慧與解脫之道，提供給其他的追尋者。

思惟輪迴之苦與生死疲勞，應能激發禪修者追隨佛陀

的苦滅道迹，深入修行。佛陀的教導是十分明確的：

根絕渴愛，斬斷執取的因，摧破引發投生的五蘊。佛

陀的解脫之道，也是十分明確的：禪修者應當修習毘

缽舍那正念，觀照持續生滅的名、色法。

〔6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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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你們 證入八聖道！

願你們 以八聖道的智慧，根絕渴愛！

願你們 證入涅槃，完全滅除五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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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 以 此 功 德 ， 回 向 諸 有 情 ：

令 依 此 功 德 ， 而 得 諸 歡 樂 。

回 向 諸 天 神 ， 及 諸 大 能 者 ，

居 天 與 在 地 ， 皆 共 常 護 法 ！

願一切有情　健康、快樂、安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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